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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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病例报告

在西方国家，糖尿病足的患病率约5％～10％【9】，在我国也呈上升趋势，它已经成为慢性溃疡住院患者首位致

病原因【10】。糖尿病足患者中5％～10％有可能需要接受下肢的截肢治疗【11】。糖尿病患者发生下肢截肢的危险性

是非糖尿病者的15倍。在非创伤性截肢中，糖尿病患者占50％以上。美国每年糖尿病的医疗费用中有三分之一用在

糖尿病足的治疗上，截肢的医疗费用更高【12】。

糖尿病患者足部溃疡及继发感染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高血糖、微循环障碍、高凝状态及微血管内皮增生和毛

细血管基底膜增厚引起组织缺血、缺氧、营养障碍，是导致患者发生足部溃疡及继发感染的主要原因。糖尿病神经

病变是糖尿病足溃疡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是糖尿病足早期发病机制之一。糖尿病患者自主神经功能受损将导致动静

脉短路，组织灌注率下降，出现皮脂腺和汗腺功能丧失，导致皮肤干燥、鳞屑和容易皲裂，足部免疫力明显下降。

糖尿病足的愈合与基础疾病复杂的病理生理状态有密切联系，血管病变、免疫功能和生化指标的异常都将影响组织

的修复【13】。

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具有超强的吸收渗液和抗感染能力，同时顶部半透膜具有防水阻菌功能，不需要二层敷

料，对于糖尿病足伤口可以起到良好的保护和治疗作用。

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包含独特的3D聚氨酯泡沫结构及抗感染的银离子复合物，因此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具

有超强的吸收渗液能力和抗感染能力。银离子持续释放时间可长达7天【1】。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杀死MRSA、

VRE，ESBL，假单胞菌的速度远快于其他银离子敷料【2，3，4，6】 。

独立研究【3,4】已经证明，拜尔坦银离子
泡沫敷料是唯一一种对各种细菌导致的感染
伤口均有效的伤口敷料。

确保最快地杀灭所有细菌及超强吸收。
拜尔坦银离子敷料既经济实用又是治疗感染
伤口的最佳敷料【3-8】。

超强吸收【5,8】

独特的3D泡沫结构，以实现高
吸收性-即使在压力治疗情况下

快速杀菌【3,4,6】

适量浓度的银离子确保快速杀菌，
如葡萄球菌，VRE，ESBL，假单
胞菌。

持久抗菌【3-8】

在整个最长可达7天的使用期间，
我们专利的银离子技术为您提供
持续的银离子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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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1：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III级糖尿病足溃疡
海军总医院

Coloplast A/S 康乐保,丹麦

伤口进展

图片1：2012年12月11日，去

除黑痂后的伤口

图片2-3：2012年12月20日，用藻酸盐和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

疗9天

图片4：2013年2月25日，

治疗11个星期后的伤口

伤口进展

介绍

此患者足部患有严重的感染性溃疡，在通过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和藻酸盐银离子敷料治疗10个月后，幸免未

被截肢。

在开始治疗前，患者糖尿病足溃疡感染严重；通过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和藻酸盐银离子敷料治疗5周后感染被

控制住，溃疡明显好转；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4个月后，溃疡几乎愈合；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和藻酸盐银离

子敷料治疗10个月后，溃疡愈合。

图片1:在开始治疗前 图片2：治疗5周后的溃疡 图片3：治疗4个月后 图片4：治疗10个月后

病例2: 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糖尿病足溃疡严重感染

介绍

此报告介绍了一位糖尿病足溃疡患者运用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进行治疗11个星期后愈合良好。

此60岁女性患者患有Ⅲ级糖尿病足溃疡。入院时伤口可见右足内侧可见一大小2*3cm皮肤坏死，周围皮肤略红

肿，伤口可见少量渗出。伤口治疗初期，先将黑痂去除干净，伤口尺寸5*4cm，有臭味，细菌培养阳性，渗液量多

（图片1）；伤口用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9天后，肉芽组织生长良好，骨组织表面覆盖黄色坏死组织，伤口尺

寸3.5*3.5cm，无臭味，渗液量多（图片2-3）；伤口治疗11周后，肉芽组织生长良好，伤口尺寸2.5*1.5cm，无

臭味，无渗液（图片4）。在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的两个多月中，伤口的愈合状况良好，伤口在逐渐缩小，渗

液量由多转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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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疮病例报告

伤口进展

病例1：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压疮

吉林市宽城社区家庭病房

介绍

此报告介绍了一位糖足患者运用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经过20天的治疗后明显好转。

此72岁女性患者有糖尿病史29年，治疗初期伤口创面30%黄色坏死组织覆盖，创面边缘皮肤变钝，渗出液

多，伴有恶臭气味（图片1）；运用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10天后伤口恶臭味消除，渗液正常，坏死组织清除

（图片3）；治疗20天后伤口渗液正常，爬皮良好（图片4）。

在患者运用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的20天中，换药操作简单，患者家属可以掌握，伤口愈合效果明显，患

者及家属的满意度较高。

压疮发生的外源性因素包括压力、剪切力、摩擦力和潮湿，压疮发生的内源性因素包括感觉/运动、营养、组织

灌注状态、年龄、体重、体温、大小便失禁和精神心理因素等。

压疮多发生在受压和缺乏脂肪组织保护、无肌肉包裹或肌层较薄的骨隆突及受压部位。仰卧位好发枕骨隆突、

肩胛骨、肘、脊椎体隆突处、骶尾部（23%）、足跟（11%）、外踝（ 7%） ；侧卧位好发耳部、肩峰、肘部、髋

部、膝关节的内外侧、内外踝；俯卧位好发耳部、颊部、肩部、乳房、男性生殖器、髂脊、膝部、脚趾。

患有压疮的老年患者死亡率增加五倍【14】。压疮的发病率占急性护理医院的4%-13%【14,15】，在长期医疗机构

达25%。骶尾部压疮存在高度感染风险。严重的细菌感染可能会恶化伤口并且延迟伤口愈合。严重感染（或局部感

染）最重要的标志是伤口延迟愈合，异味，肉芽组织不正常或缺少，渗液量增加，伤口疼痛【1,2】。

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具有超强的吸收渗液和抗感染能力，同时顶部半透膜可以防止摩擦力和剪切力，泡沫垫

可以分散压力，对于压疮的治疗和防止进一步恶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图片1：2012年3月3日，治疗初

期伤口情况

图片2：2012年3月3日，运用拜

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进行治疗

图片3：2012年3月13日，治疗

10天后的伤口情况

图片4：2012年3月23日，治疗

20天后的伤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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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进展

病例2：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III期压疮

介绍

此报告介绍了一位患Ⅲ期尾骶部压疮的患者运用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进行治疗4个星期的结果。

此患者是一位88岁老年女性患者。患者的压疮已经持续了2个月，创面有局部感染迹象；异味较大，渗液量

多，伤口50%为坏死组织。图片1显示了此压疮情况。治疗一个星期后伤口床已清理干净并且气味减轻（图片2）；

治疗一个月后伤口床进一步清洁，气味消除，肉芽组织新鲜，并且愈合过程良好（ 图片3）。

在治疗的一个月中，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有效地消除了局部感染迹象，促进了此压疮的愈合。一个星期后观

察到异味消除，健康肉芽组织生长良好。

Jette Kvisgaard ，Bjarne Alsbjom,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院烧伤整形科

图片1：治疗开始时的伤口

情况

图片2：治疗一星期后的伤

口情况

图片3：治疗4个星期后的

伤口情况

伤口进展

病例3：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压疮

介绍

此报告介绍了一位压疮患者运用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经过6个半月治疗痊愈。

此85岁男性患者长期卧床，尾骶部压疮10*15cm，首次接诊时，满视野黑痂（图片1）；不可分期，清创后运

用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进行治疗，2个月后伤口面积缩小为5*7cm（图片3）；治疗3个半月后伤口面积缩小为

3*4cm，创缘清晰，肉芽新鲜（图片2）；治疗6个半月后伤口基本痊愈（图片5）。

北京民航总医院

图片1：2012年1月30

日，首次接诊时的伤口

情况

图片2：3月16日，运用

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

进行治疗     

图片3：2012年4月13

日，治疗2个月后的伤口

情况

图片4：2012年5月11

日，治疗3个半月后的伤

口情况

图片5：2012年7月27

日，治疗6个半月后伤口

基本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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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烧伤病例报告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医院

介绍

此报告介绍了一位不慎被硫酸烧伤的患者用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经过42天治疗痊愈。

此42岁男性患者因不慎被硫酸烧伤后，到伤口中心进行换药处理。患者刚入院时伤口的大小为2.2×1.6cm，

基底部的颜色为100%黄色痂皮覆盖，周围皮肤有色素沉着，皮温高，伤口疼痛（图片1）；清创后采用拜尔坦银

离子泡沫敷料治疗（图片2），治疗19天后伤口缩小，伤口床100%红色肉芽组织，周边皮肤恢复正常，疼痛减轻

（图片3），经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3个多星期后，伤口逐渐变小，渗液量也逐渐减少（图片4）；治疗42天

后，伤口完全愈合（图片5）。

硫酸是一种高腐蚀性的强酸，不小心被硫酸灼伤要先用棉布吸去皮肤上的硫酸,再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20到30

分钟，如果伤者仍感到刺热疼痛，则要继续不间断冲洗更长时间。必要时用少量碳酸氢钠中和残留的硫酸。如果出

现了水泡或更深组织的损伤，可根据损伤情况换药处理。换药的主要目的是预防和控制感染，促进创面组织的生

长。其中预防和控制感染非常重要。

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具有超强的吸收渗液和抗感染能力，不粘连伤口，对于II度烧伤和供皮区都有良好的治

疗作用。

伤口进展

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一例硫酸烧伤伤口

图片1：2013年1月7日，入院时伤

口情况

图片4：2013年2月2日，用拜尔坦

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26天后伤口
图片5：2013年2月19日，治疗43

天后伤口完全愈合

图片2：2013年1月11日，用拜尔坦

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4天后伤口

图片3：2013年1月26日，治疗19

天后伤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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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咬伤病例报告

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犬咬伤

武汉协和医院伤口门诊

介绍

此报告介绍了一位犬咬伤患者25天运用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进行治疗。

此患者在家中被大型犬咬伤后接种狂犬疫苗、注射破伤风抗毒素、伤口清洗消毒，接诊时足背部肿胀明显，局

部红、肿、热、痛。患者刚就诊时伤口大小为6*4.5*0.5cm，潜行6点~9点方向1.5cm，伤口基底为30%红+70%

黄，有严重的异味，渗出液为黄色，25ml/d，伤口周围皮肤红肿，部分皮肤3X2cm已坏死（图片1）；经拜尔坦银

离子泡沫敷料治疗10天后，伤口大小为5*4*0.3cm，无潜行，伤口基底为90%红色组织+10%黄色组织，稍有异

味，渗液量为15ml/天，伤口周围皮肤微红，疼痛减少（图片3）；经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25天后，伤口大

小为4*3*0cm，无潜行，伤口基底为红色，无异味，渗液量为3ml/天，伤口周围皮肤正常，疼痛进一步减少（图片

5）。

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卫生部2009年版）狂犬病暴露是指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

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舐粘膜或者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粘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

或者组织。

由于犬咬伤和其他创伤伤口通常伴有严重的污染，因此创面处理后采用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预防和治疗感染

是必要的。另外银离子可能对抑制狂犬病病毒有一定作用。

伤口进展

图片1：2013年3月14日，入诊时伤

口情况

图片4：2013年3月28日，运用拜尔

坦银离子泡沫敷料进行治疗

图片5：2013年4月8日，治疗25天

后伤口情况

图片2：2013年3月17日，治疗3天

后伤口情况

图片3：2013年3月24日，治疗10

天后伤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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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静脉溃疡病例报告

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下肢静脉溃疡

介绍

此报告介绍了一位下肢静脉溃疡患者经17天运用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进行治疗。

此61岁男性患者反复发作下肢静脉溃疡十余年，于2012年12月14日入院，患者伤口处理初期伤口大小为

4×6.5cm，伤口颜色100%红色；肉芽颗粒不平整，渗液量少，周围皮肤有色素沉着（图片1）；经拜尔坦银离子

泡沫敷料治疗17天后，伤口愈合，色素沉着明显减轻（图片4）。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伤口进展

下肢溃疡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外科疾病，其发病率在人群中约为0.4%一1.3%。在下肢溃疡病人中，70%的病人

都患有静脉性疾病。其中不乏在静脉性溃疡反复发作后迁延不愈的淤血性溃疡，成为临床中较为棘手的问题。

下肢静脉溃疡处理原则包括控制感染、处理渗液、保护伤口周围皮肤和减轻疼痛，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不仅

可以满足全面的治疗需要，更具有在加压治疗时的超强锁液能力，使得渗液最少的反渗，成为下肢静脉溃疡治疗的

首选产品。

图片1：2012年12月14日，治疗

初期伤口情况

图片2：2012年12月21日，运用

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伤口

图片3：2012年12月28日，治疗

14天后的伤口情况

图片4：2012年12月31日，治疗

17天后的伤口情况

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下肢静脉溃疡

介绍

此报告介绍了一位下肢静脉溃疡患者应用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经30天治疗痊愈。

此56岁男性患者患有多年的下肢静脉曲张，后患下肢静脉溃疡3个月，于2012年7月25日到门诊就诊，患者无

其他基础疾病，入诊时伤口大小为6*5cm，周围皮肤发黑，伤口有黄色腐肉（图片1）；经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

治疗19天后，伤口大小为4*3cm，愈合效果明显（图片3）；治疗26天后，伤口大小为2*2cm，基本痊愈（图片

4）；此后患者没再到门诊换药，电话沟通伤口愈合，整个治疗周期为30天。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伤口进展

图片1：2012年7月25日，入诊时

的伤口情况

图片2：2012年7月31日，运用

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进行治疗

图片3：2012年8月13日，治疗

19天后的伤口情况 

图片4：2012年8月20日，治疗26

天后的伤口情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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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延迟愈合伤口病例报告

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治疗术后延迟愈合伤口

介绍

此报告介绍了一位术后伤口延迟愈合患者运用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经24天进行治疗。

此60岁男性患者在下肢纤维肉瘤术后伤口愈合不明显。患者伤口大小为3*5*0.5cm，颜色为75%的红色组

织，伤口有肌腱外露，并有大量渗出液，NRS疼痛评分为3分，周围皮肤无浸渍（图片1）；经拜尔坦银离子泡沫

敷料治疗12天后，伤口愈合明显，面积缩小，渗出减少，疼痛感下降（图片3）；治疗16天后，伤口进一步愈合，

患者逐渐能够行走（图片4）；治疗20天后，伤口面积为1*1.5cm，无渗出，患者精神状态逐渐恢复（图片5）；

治疗24天后，伤口基本愈合（图片6）。 

河南省肿瘤医院

伤口进展

术后延迟愈合伤口的原因包括脂肪液化，感染及其他原因如异物存留、贫血、低蛋白血症、年龄大、肝肾功能

损伤。其中，脂肪液化是引起术后延迟愈合伤口的主要原因，引起脂肪液化的主要原因包括肥胖、缝合不规范、止

血不彻底、电刀应用。

术后延迟愈合伤口常见的临床表现有全身症状：患者术后伤口延迟愈合，若不是由于感染引起可无全身症状；

若为感染引起，可出现发热、畏寒、甚至寒战、高热等全身感染的症状；实验室检查白细胞总数增加，中性粒细胞

比例增高。切口局部症状：一般在术后三天出现局部症状，切口外观呈红色，或部分呈紫色，压之有渗出液，呈浅

红色，混浊；切口局部略有脓肿，挤压后有疼痛，若有感染，则有时伤口有异味。

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不仅可以吸收渗液，还可抗菌，治疗伤口感染，对术后延迟愈合的伤口具有很好的治疗

效果。另外，其还可缓解压力，减轻患者因挤压产生的疼痛感。

图片1：2013年7月26日，开始

治疗时的伤口情况

图片4：2013年8月11日，治疗

16天后的伤口情况

图片2：2013年7月26日，运用拜尔

坦银离子泡沫敷料进行治疗

图片5：2013年8月15日，治疗20天

后的伤口情况

图片6：2013年8月19日，治疗24天后

的伤口情况

图片3：2013年8月7日，治疗12天后的

伤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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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吸收，持久抗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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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tain® Alginate Ag 拜尔坦银离子藻酸盐敷料

Biatain® Ag 拜尔坦无粘胶银离子泡沫敷料      Biatain® Ag 拜尔坦带粘胶银离子泡沫敷料

Physiotulle® Ag 康惠尔银离子水胶体油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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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cm    型号

5 x 7     5105 
5 x 8  9628
10 x 10  9622
10 x 20 9623
15 x 15  9625
20 x 20  9626

骶尾贴

足跟贴

规格 cm        型号

23 x 23 9641 
19 x 20 9643

规格 cm        型号

7.5 x 7.5     9631 
12.5 x 12.5  9632
15 x 15  3464
18 x 18  9635

规格 cm  型号

10x10            3926

15x15            3927

规格 cm     型号

10x10     3760

15x15     3765

3x44     3780

20x30               3790



康乐保致力于伤口领域 30 年，我们 Biatain®

拜尔坦和 Comfeel® 康惠尔产品系列满足了每

日创面护理的需求，从而使拜尔坦和康惠尔成

为快速愈合的简单选择。

康乐保（Coloplast）通过与其产品和服务使用者心贴心的合作 , 不断开发针对他们高

度私密性健康护理需求的个性化产品和服务方案，致力于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我们称之为贴心护理。分布全球 7000 多名员工，为造口护理、伤口 / 皮肤护理和失

禁护理 / 泌尿外科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Coloplast 康乐保是康乐保公司的注册商标，版权归康乐保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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