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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概述 

DFU合并脏器功能改变对预后的影响 

• 全身重要器官疾病对DFU预后的影响 

• 内分泌腺体功能障碍对DFU预后的影响 

DFU合并重要器官功能受损处理 

• 心脏疾病处理 

• 肾脏功能受损处理 

• 肾上腺皮质功能、甲状腺功能障碍 



糖尿病足的基本定义：糖尿病患者踝关节以远的皮肤及其

深层组织破坏，常合并感染和（或）下肢不同程度的动脉

闭塞症，严重者累及肌肉和骨组织。 

糖尿病足的主要不良结局是截肢和死亡。 

截肢是糖尿病足治疗的终末手段，包括小范围截肢和大范

围截肢：踝关节及其以远水平的关节离断为小截肢，踝关

节水平以上的截肢为大截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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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糖尿病足患者的截

肢（趾）率占非创伤性截肢

34.5%~39.5% ，远高于国

外发达国家。 

•  严重肢体缺血患者即使行血

管重建手术，术后3年累积

截肢或死亡率仍高达48.8%，

远高于间歇性跛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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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糖尿病足病截肢（趾）率的变化 



2010年中国城市39家医院糖尿病截肢的临床特点 

• 2010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27个省市自治区39家医院参加调查的全部
截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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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红等,中华医学杂志,2012,92(4):224-227 



• 本次调查显示，糖尿病足截肢占2010年全部截肢患者比例

为28．2％，但各家医院差异很大，其中有糖尿病足病专业

人员的医院冈收治患者多且重，截肢比例偏高。 

• 本次调查显示糖尿病足截肢占非创伤性截肢比例为40％。 

• 本次我国调查显示糖尿病足截肢患者住院费用平均为26 

138元，住院时间为33 d，显著高于2004年我国14家医院

调查的糖尿病足溃疡患者的人均住院费用及平均住院日。 

王爱红等,中华医学杂志,2012,92(4):224-227 



糖尿病足截肢独立危险因素 

1. 患者大截肢的危险因素包括白细胞计数升高和既往足溃疡史，小截肢
的危险因素包括糖尿病病程长、白细胞计数升高、DFI、足畸形以及
血管重建手术史。 

2. 年龄及糖尿病病程：年龄越大及糖尿病病程越长，糖尿病并发症与合
并症越多越重，其住院截肢率明显 。 

3. 血糖水平：HbA 1c 越高，预后越差，HbA1c是截肢的独立危险因素
积极控制高血糖，可缩短足溃疡愈合所需时间。 

4. LEAD：糖尿病足合并LEAD是截肢的独立危险因素，LEAD病情越
重，截肢风险越高。 

5. 糖尿病足严重程度：Wanger 分级越高，截肢风险明显增加 

6. 既往截肢（趾）史也是糖尿病足截肢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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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身状况差：糖尿病合并慢性肾脏疾病终末期、心力衰竭、呼吸衰竭

等危重患者以及营养不良等患者，对症支持治疗比较困难时截肢不可

避免。 

2. 治疗不恰当或缺乏多学科协作。缺血型、神经缺血型及神经型糖尿病

足的治疗策略不同，其治疗方法的选择及时机非常重要，往往需要多

学科相互协作共同进行，否则截肢不可避免。 

3. 预防措施不力：强化糖尿病患者教育，如良好血糖控制、减压治疗、

禁烟、足部护理等措施能够预防糖尿病足的发生，减少DFU的复发。

放任的生活方式是导致糖尿病足再发的重要因素。 

糖尿病足截肢相对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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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概述 

DFU合并脏器功能改变对预后的影响 

• 全身重要器官疾病对预后的影响 

• 内分泌腺体功能障碍对预后的影响 

DFU合并重要器官功能受损处理 

• 心脏疾病处理 

• 肾脏功能受损处理 

• 肾上腺皮质功能、甲状腺功能障碍 



    全国部分三级综合医院

2017年10月至11月门

诊收治糖尿病足患者的

临床资料，共8个省市

的13家医院326名患者

参与调查。 

糖尿病足病患者易合并多种并发症 

许景灿等，中南大学学报 ( 医学版 ), 2019, 44(8);898-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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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B SE Wald χ2 P OR 95%CI 

是否接受足部 
护理的教育 

–0.966 0.293 10.987 0.001 0.381 0.215-0.676 

糖尿病肾病 1.203 0.358 11.770 0.001 3.420 1.649-6.905 

糖尿病下肢 
血管病变 

0.668 0.309 4.666 0.031 1.951 1.064-3.597 

HbA1c 0.197 0.092 4.553 0.033 1.217 1.016-1.459 

表3.Logistic回归分析重型糖尿病足发生的危险因素(n=326) 



初发糖尿病足溃疡患者的生存预后 

• 选取 2010 年 1 月 -2016 年 12 月在海南省人民医院
住院的 609 例初发 DFU 患者资料。 

 

• 影响 DFU 患者生存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显示 ： 

     老 龄（ 年 龄 ≥ 60 岁 ）、 

      糖 尿 病 病 程（ ≥ 10 年 ）、 

     Wagner 3 ～ 5 级及合并 DN、PAD、CVD 的患者 

       累积生存率降低。 

莫泽纬等，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108,28（28）:77-84 



多因素分析显示 ：年龄、Wagner 分级、DN、PAD、CVD 是 
DFU患者死亡的高危因素 

莫泽纬等，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108,28（28）:77-84 



糖尿病足病截肢患者预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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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Cox模型分析显示，冠心病、溃疡严重情况、截肢史为DF患者

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内    容 
概述 

DFU合并脏器功能改变对预后的影响 

• 全身重要器官疾病对预后的影响 

• 内分泌腺体功能障碍对预后的影响 

DFU合并重要器官功能受损处理 

• 心脏疾病处理 

• 肾脏功能受损处理 

• 肾上腺皮质功能、甲状腺功能障碍 



• 糖尿病足患者一年内死亡率在8.6%~15.4%，

五年死亡率在34.0%~45.8%。在导致患者死亡

的原因中，近50%是由心脏疾病引起，特别是

近一年内的死亡原因中，心脏疾病导致死亡的

占比超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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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肾脏疾病的DFU患者，随着GFR的下降，溃疡

不愈合、大截肢和死亡风险成倍增加。大量蛋白尿

是足溃疡不愈合与截肢的重要危险因素，也是心血

管事件、心血管死亡与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因子。 



不同肾脏功能状态对糖尿病足部溃疡疗效及预后的影响 

• 126例糖尿病足部溃疡患者在治疗前检查肾脏功能后， 

观测溃疡部位肉芽组织出现时间，溃疡愈合时间及溃疡

治愈率，截肢率。 

• 结果提示：糖尿病肾病从I期逐渐过渡到Ⅴ期，相同程度

糖尿病足部溃疡患者的肉芽组织出现时间、溃疡愈合时

间逐渐延长。 

肖正华等，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2005，17（11）:667-669 



• 相关分析发现以每例患者足部溃疡治疗后肉芽组织出现时

间、溃疡愈合时间与肾功能状态分级间呈正相关； 

•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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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质醇分泌状态与糖尿病足溃疡程度 
及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 观察2010年3月至2012年3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DFU患者188例，对照组为173同期

住院DFU高危患者。 

• 结果：随着足病感染严重程度的加重，患者08：00、16：

00、24：00血浆皮质醇及24 hUFC水平逐渐升高，而

ACTH水平的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重度感染患者的血浆

皮质醇分泌失去正常昼夜节律。 

林琳等，中华糖尿病杂志，2013.5（11）:656-660 



• DFU作为糖尿病严重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不仅表现为足部

病变，而且全身情况包括营养状态、心血管功能、代谢状

态等也持续恶化。 

• DFU患者HPA轴功能状态发生了改变，多项皮质醇指标与

DFU深度、感染严重程度及3个月愈合率有关，提示皮质醇

水平可作为判断DFU病情严重性的指标之一。 

林琳等，中华糖尿病杂志，2013.5（11）:656-660 



糖尿病足病病情严重性与全身情况和甲状腺 
功能状态的关系 

张彬彬等,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9,23(6):604-607 



不同Wagner 分级糖尿病足与甲状腺功能的临床研究 



• DFD患者的全身情况和甲状腺相关指标分析，与有罹患

DFD危险的人群比较，Wagner 1～3级患者的内源性胰

岛素、血糖控制水平以及血浆白蛋白、血液血红蛋白、

肾脏和甲状腺有关指标已经存在一些差别，Wagner 4

级以上患者的这些指标差别更显著。Wagner 5级患者

的指标已经与正常值有严重差异，提示该级别患者病情

危重，预后很差。 



• 正常甲状腺功能病态综合征的出现，提示病情进入危

重阶段，在良好的血糖控制、改善足部血供和抗感染

等治疗的同时，同样需要改善全身情况指标。 

张彬彬等,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9,23(6):604-607 



内    容 
概述 

DFU合并脏器功能改变对预后的影响 

• 全身重要器官疾病对预后的影响 

• 内分泌腺体功能障碍对预后的影响 

DFU合并重要器官功能受损的评估与处理 

• 糖尿病足诊治中的心脏问题 

• 肾脏功能受损处理 

• 肾上腺皮质功能、甲状腺功能障碍 



糖尿病足诊治中的心脏问题 

• DFU患者死亡原因中，心脏因素1年内占60%以上，5年内

占50%（推荐，A级） 

•  DFU患者超过80%合并冠心病，超过60%合并心衰，及超

过75%合并心脏自主神经病变（推荐，A级） 

•  DFU患者活动受限，心脏问题的临床表现容易被掩盖，临

床上需要仔细评估（推荐，C级） 

•  DFU合并心衰中存在左室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诊断与治

疗困难（推荐，B级） 



DFU合并心衰 

    DFU患者高达64%合并心衰，随着足溃疡病情加重，

Wagner 5级心衰患者的比例增加到85%，同时心衰

NYHA分级Ⅲ、Ⅳ的比例也随着足溃疡病情的严重而

增加。 

 



DFU合并心衰的临床特点 

1. 足溃疡患者的心衰，血浆B 型利钠肽（BNP） 和N 

末端BNP 原水平可以非常高，也可以稍高；心脏超

声测定的左室射血分数可以较低，也可能大于45%。

这些患者临床符合心衰，因此糖尿病足合并心衰患

者，存在一部分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HFpEF）。

HFpEF治疗更加困难，临床预后与左室射血分数低的

心衰（HFrEF）相同。心衰表现复杂性 

 



2. 清创、改善局部血液供应，全身应用抗菌药物，改善

营养状态等治疗，从某种程度上可增加心脏负担，在

心脏有一定病理损伤的基础上，临床可加重或诱发心

衰。心衰病因多样性 

3. 心衰患者的外周血液供应受到进一步影响，如果未及

时诊断与治疗心衰，不仅足溃疡愈合延迟，或难以愈

合，患者死亡风险也显著增加。预后不良的高危性 



评估：  

1. 实验室检查：主要是血浆利钠肽测定。BNP可用于诊断、

评估病情严重性和治疗疗效的判断，心衰时升高提示病情

危重。应根据年龄与肾功能不全分层 

2. 常规X线胸片：可以提供心脏增大、肺淤血、肺水肿及肺

部本身疾病信息。 

3.  二维超声心动图及多普勒超声：可以定量反映实时心脏结

构、功能方面包括肺动脉压指标，判断是收缩还是舒张功

能问题，并可以提供治疗前后指标对比。 



处理： 

1. 急性心衰发作：经临床初步诊断后，立即让患者端坐或半

躺、吸氧、镇静，用袢利尿剂和洋地黄后，根据血压情况

调整治疗方案：收缩压≥90 mmHg，没有禁忌者用血管

扩张药物；收缩压< 90 mmHg，用正性肌力药物如多巴

胺，血压仍低者用血管收缩药物，同时监控血压、血氧饱

和度与尿量。初步处理完毕，请心脏专科医师会诊，指导

进一步评估与治疗，防止急性心衰进一步加重。 



2.慢性心衰：即使是前心衰阶段，都应尽快控制感染；

需要补液者必须控制补液量与补液速度，以减少心脏

负担；避免或小心使用临床潜在影响心脏功能的药

物，如β受体阻滞剂、前列地尔等，同时需要临床观

察监控心功能指标。 



3.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 HFpEF ）， 

① 在尽量去除诱因的前提下，首先应改善全身各系统与器官状态，条件

允许需要检查冠状动脉，有显著狭窄的由心脏专科进行血运重建。 

② 在去除诱因的基础上，有体液潴留表现可用利尿剂，宜从小剂量开

始，达到尿量增加，取得临床疗效后，减少剂量维持。 

③ 药物：ACEI是HFrEF治疗的基础， 从小剂量开始，每周剂量倍增一

次。然后是β受体阻滞剂与醛固酮受体拮抗剂。 

④ 利尿剂能减轻水肿、缓解肺淤血与改善心功能，但不能过度使用，以

免前负荷过度降低导致循环容量不足。地高辛不能增加心肌松弛性，

一般不推荐使用。 

 

      

 



DFU 合并慢性肾脏疾病 

 评估： 

1. 肾功能分期：判断病情危险性与指导治疗，目前慢性肾脏

疾病根据预估GFR分期。 

2. 危险性分层：于高危人群。 

3. 病情监控： 在治疗药物较大剂量、较多种类使用时，需要

监控尿量、尿蛋白与血清肌酐的变化。 



处理： 

1. 诊疗足溃疡时预防或减少肾脏损伤。 

2. 保护肾功能的治疗措施。 

（1）生活方式的调整          （2）血压控制 

（3）血糖控制                     （4）控制蛋白尿 

（5）控制血脂与尿酸 



3.DFU慢性肾脏病患者合并症处理： 

（1）贫血 

（2）低蛋白血症 

（3）骨代谢异常骨代谢异常 

4. DFU时慢性肾脏疾病对用药的影响： 

5. DFU时慢性肾脏疾病患者的透析治疗 

 



DFU 与皮质醇分泌紊乱 

• 研究表明，2型糖尿病伴慢性并发症患者HPA轴活动增强，

其中24：00血浆皮质醇水平与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有关，且

随着并发症数目的增加而增加，而ACTH与糖尿病慢性并发

症无相关性。 

• DFU患者长期处于慢性应激中，HPA轴对正常的生理性应

激反应迟钝，其调节能力低于常人，表现出病态的调节。 

 



• DFU是血管神经病变和感染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因而在这

种应激状态下，体内垂体和肾上腺需要相应作出剧烈反

应，使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多，这是机体的一种本能保护机

制，从而提高机体的应激能力。 

• 积极评估DFU的肾上腺皮质功能，必要时予以补充激素替

代治疗。 



DFU 与甲状腺功能紊乱 

• 糖尿病患者中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病率为12.5％ ～51.6％，

是非糖尿病患者的2~3 倍，其中亚临床甲减最常见 。 

• 亚临床甲减患者的高ＴＳＨ水平是糖尿病足的重要危险因

素 。有研究表明，与亚临床甲减相比，ＥＳＳ与ＤＦ 之间

的关系更密切， 

• 亚临床甲减和ＥＳＳ 可以看作是甲状腺激素在ＤＦ 不同阶

段所呈现的不同状态，但总的目标是降低机体代谢的适应

性反应。 



• Wagner 4级以上患者已经出现NTIS，提示病情进入危重阶

段，在良好的血糖控制、改善足部血供和抗感染等治疗的

同时，同样需要改善全身情况指标，包括输注白蛋白甚至

输血。在全身情况改善不明显等情况下，能否类似在心衰

患者中应用甲状腺素治疗，还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 

• 临床中对于既往无甲状腺疾病的糖尿病足病患者有必要检

测其甲状腺功能状态以评估病情严重程度以及判断愈后。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