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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制：

糖尿病足溃疡极易感染而导致截肢 , 对患者生活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对糖尿病足溃疡创面进行最佳的处理至关重要。成功治疗糖尿病足溃疡需要

对创面进行全面了解：病因、进展、风险和治疗。不仅如此，还要采用交互

式的方法，调动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本文所述信息仅作为一般指南。请查阅适用于您所在地区的糖尿病足溃

疡指南。有关进一步研究，请查阅 Diabetic Foot（2011）中的

International Consensus。2

我们希望这一快速指南对您在临床实践中诊断、评估和治疗糖尿病足溃

疡有所帮助，把握干预时机，使感染和截肢风险降至最低。

专家团：Dr. Christian Münter，德国；Patricia Price 教授，英国；

Wilma Ruigrok van der Werven，MA，RN，荷兰；Gary Sibbald 教授，加

拿大

评审团：Patricia Coutts，RN，加拿大；Mike Edmonds，顾问，糖尿

病专家，英国；Keith Harding 教授，英国；Maria Mousley，AHP，顾问，

足科医生，英国

在与 Dr.Christian Münter 的合作下，于 2012 年 3 月对本《康乐保快速

指南》进行了更新。

翻译： 
康乐保（中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校对：

姜玉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 306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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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讶有的社会竟然会为外科医

师截掉一个人的腿花大笔钱，却对

保留一个人的腿分文不给！

George Bernard Shaw

“I marvel that society would pay a surgeon a
fortune to remove a person’ s leg – but nothing 
to sa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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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的临床挑战

糖尿病是需要关注的重大慢性疾病。约 15% 的糖尿病患者会在其一生中

发生足溃疡。1

它在中国已经成为慢性溃疡住院患者首位致病原因。（Yufeng Jiang, 
Sha Huang, Xiaobing Fu, et al. Epidemiology of chronic cutaneous wounds 
in China. Wound Rep Reg. 2011; (19):181–188）

糖尿病足溃疡（DFU）通常伴随血管机能不全，而且是糖尿病患者坏疽

和截肢的主要原因。感觉和血供下降大大增加了糖尿病足溃疡的形成风险。

糖尿病足极大降低患者生活质量，增加创面 / 感染管理及成本，而且在

所有国家医疗保健预算中占有很大比例。

● 足溃疡的 5 年复发率是 70%。2

● 高达 85% 的糖尿病患者截肢起因于足溃疡。1-2

● 一侧下肢截肢的糖尿病患者在 2 年内另一侧下肢形成严重病变的风险高

达 50%。3

● 首次截肢后 5 年内，糖尿病患者的死亡率为 50%。4

通过将预防、多学科合作糖尿病治疗团队模式、合理的组织以及强化管

理和教育组合在一起，形成良好的治疗策略，最终可将截肢率降低 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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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方法和临床实践

糖尿病足溃疡

基于循证的

创面管理

整体调理

临床

研究

生存状态

及评估质量

卫生经济学

分析

疼痛管理 清创 细菌平衡 渗液管理

局部创面

护理
病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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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糖尿病足溃疡

预防和教育

“49% ～ 85% 的糖尿病足相关问题是可预防的。” Spraul, M.，2000。6

“可通过多学科合作糖尿病护理团队提供良好足部护理以及对糖尿患者

进行的适当教育实现预防。” 摘自 Bakker, K. 等 , 2005。1 

“患者、看护者和医务人员是多学科合作团队的主要成员……但是，高

效率的防护和筛查体系、合适的鞋具、及时的对足部问题的紧急处理均是必

不可少的。” 摘自 Spraul, M.，2000。6 

“应概述并重复说明最重要的方面，例如需要患者立即采取措施的危险

疾病征兆。” Spraul, M.，2000。6 

“慢性创面患者的成功诊断和治疗需要采用全面护理和团队方案。多学

科合作（包括医生、护士以及相关保健专业人员）与患者、家属和看护者之

间的一体化模式是实现创面治疗的最佳方案。” Sibbald, R.G. 等，2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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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形成的预防

糖尿病患者必须定期检查双足，也可让家庭成员或护理员代替他们进行

检查。每日检查是糖尿病足溃疡预防的基础。应尽早重视所有皮肤损伤和压

疮。

经常用温和的肥皂水进行清洗，然后局部涂抹润肤霜有助于保持皮肤健

康，还能够防止皮肤破损和损伤。

检查鞋子，确保其大小合适而且能够提供适当支撑。穿运动鞋和厚夹层

袜。还可穿糖尿病保健袜（不限制血液循环）。在足畸形或需要特殊支撑情

况下，考虑穿定制袜子。

不当的家庭治疗可无意中使轻微的足损伤和感染如割伤、擦伤、水疱和

足癣（脚癣）恶化。提醒患者避免用热水泡脚，不使用电热毯和刺激性较强

的外用药物如过氧化氢、碘酒和收敛剂。湿润的创面环境有助于伤口的愈合

和溃疡的形成。小伤口需小心清洁和使用外用抗菌剂处理，如果小伤口不能

很快愈合，需由医师进行检查。  

通过加强预防性咨询并在日常随访时检查患者双足，医师可帮助患者形

成并保持良好的足护理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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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专业团队方案

● 营养学家

● 糖尿病专家

● 药剂师

● 家庭医生 / 全科医师

● 骨科医师

● 康复团队：

  –职业治疗师

  –理疗师

  –专科医师

● 介入放射科医师

● 血管外科医师

● 社区护士

● 皮肤科医师

● 矫形技师

● 足部护理专科医师：足病师 

其他

● 糖尿病教育专员

● 心理医生

● 社会工作者

● 神经科医师

患者成为医疗保健团队的成员可提高患者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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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角色

必须优先考虑对患者、家属及护理员进行教育，如采用易于理解的患者

教育宣传册。

● 应由合格的护理员对任何割伤或开放性皮肤损伤进行立即处理。

● 每日检查双足和鞋子。

● 穿适宜的鞋子。

● 由有资质的专业足病治疗师（足病师或相关专业人员）对趾甲进行护

理。

● 采用合适的保湿方法（如含尿素或乳酸的面霜（保湿剂））对干燥皮

肤进行护理。18

● 需采用外用抗真菌剂处理真菌感染（尤其是趾蹼）。

患者自我检查应成为糖尿病足护理和随访的一部分

患者应牢记脱掉鞋袜对双足进行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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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治疗，
确保足溃疡的有效护理

高血压 * 控制

临床肥胖 * 控制

高血脂 * 控制

检查是否使用可能抑制愈合的药物

（如激素、免疫抑制剂）。

神经病变、眼睛、心脏、肾脏、血管

Hb（血红蛋白）A1c＜7.5%（取决于患者

的具体情况，例如，所用药物、低血糖风

险、体重）

＜140/90 mmHg 

BMI＜30 kg/m2 

胆固醇＜5.2 mmol/L（200 mg/dL）

既往史、药物和过敏史

检查是否发生其他并发症

血糖 * 控制

* 全部 4 类控制都与代谢综合症和 II 型初发型糖尿病相关。对糖尿病进

行最佳控制可提高患者护理效果。

声明：

这些内容仅是一般指南。请查阅适用于您所在国家或医疗保健机构的当地治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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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诊断和评估糖尿病足溃疡

糖尿病足治疗管理的“VIPS”7,8原则

糖尿病足溃疡创面周围通常过度角化增厚。9

V 良好的血供

I  控制感染

P 局部减压

S 锐性 / 外科清创。

水泡的产生与摩擦力和剪切力有关 胼胝与压力升高和出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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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创面评估10

既往史

局部皮肤评估

血管检查

神经病变 8、11

畸形和鞋子

● 既往溃疡、截肢

● 水肿

● 颜色

● 温度

● 胼胝

● 检查外周血管疾病。

  通常未发现症状，但却出现以下征兆：脚  
  冰冷、肢端被举高时皮肤苍白、毛发不再

  生长、皮肤干燥、皮肤反光和皮肤萎缩；9

● 触诊检查足背动脉、胫后动脉、腘动脉和股  
  动脉搏动。9

● 测量踝肱血压指数（ABPI）。
  由于动脉钙化可导致 ABPI 结果不真实升高，

  此种情况下，评估足趾血压或经皮血氧分压。

●  感觉神经病变：保护性感觉丧失。

● 自主神经病变：少汗，导致皮肤干燥、破损，

  从而引起出血并造成细菌侵袭伤口。

● 肌肉神经病变：反射消失或肌肉萎缩，导致

  足畸形。

● 夏柯氏足

● 锤状趾、爪形趾、踇趾囊肿

● 检查畸形，选择合适的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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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变的种类10

病因

特性

临床表现

感觉神经病变  自主神经病变    运动神经病变

● 保护性感觉丧失

● 对鞋子摩擦或温

  度变化无感觉

● 感觉不到足溃疡

 或感受不到探针

 检查创面

● 皮肤干燥皲裂

● 洪脉

● 足背静脉扩张

● 双足发热

● 较高的内侧纵 
  弓，导致跖骨头

  突起，而且压点

  位于前足跖区。

● 爪形趾

● 步态改变

● 少汗导致皮肤干 
  燥、破损

● 血流增加导致足

  部发热

● 控制足部运动的

  运动神经功能紊

  乱关节移动受限

  制可能增加足底

  压力。

● 形成足畸形

● 锤状足

14



10克单丝试验

测试部位

建议将 10g 单股尼龙丝试验用作糖尿病患者保护性感觉存在测定的筛

查工具。

“无明显证据支持危险足检测中应答减弱部位的具体数目，有些文献说

明，每只脚上即使出现一个应答减弱部位便可说明这只脚处于危险中。”
Baker, N. 等人，2005。12 

● 跖骨头的跖面（最少 3 个跖骨头）12、13

● 踇趾 12

● 中足跖面的内侧和外侧 13

● 足跟的跖面 13

● 足中的跖面 13

图片显示了测试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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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性病变、缺血性病变和混合性病
变易感区域

在一项横断性基于人口总数的研究中，病变比例是*2：

55% 的糖尿病足溃疡为神经性溃疡

 * 只有 1% 的溃疡被认为与糖尿病无关。

10% 的糖尿病足溃疡为缺血性溃

疡，34% 为混合性溃疡。

“我们近期的临床实践发现，神经性溃疡的发生率有所减少，而缺血性

溃疡和混合性溃疡的发生率有所增加，二者之间的比例为接近于 50：50%。”
Mike Edmond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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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性足溃疡和缺血性足溃疡的
临床症状14

临床征兆  神经性溃疡                            缺血性溃疡

足畸形

足温度 /
足动脉搏动

皮肤颜色

皮肤状况

溃疡位置

胼胝情况

溃疡特性

感觉

踝关节反射

足动脉搏动

爪形足、疑似高弓足、疑似

夏科足

温暖，明显搏动

正常或红色

少汗引起皮肤干燥

通常是无痛，具有 “鸟眼状”
外观（肉芽形成或基底很

深），周围伴有胼胝

足 / 足趾的跖面上（80% 位

于前足）

常见于承重面，而且通常较厚

对触摸、振动、疼痛和压力

的感觉下降或消失

通常不存在

存在而且通常表现为跳动。

静脉扩张、突出

无任何具体畸形。既往截肢

导致可能缺少足趾 / 前足

冰冷或温度下降，搏动可能

消失或减少

苍白 / 浅蓝色。肢端下垂时

明显红色（体位性变红），肢

端被举高时皮肤苍白

薄、脆弱且干燥

趾尖、足跟或足外侧缘

不常见。如果存在，则是趾

尖焦痂或坏疽

疼痛，尤其是组织坏死，

腐肉形成

如果存在相关的神经病变，

感觉可能存在但会下降。

通常存在

不存在或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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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评估

灼热痛、剧痛、抽痛和刺痛（非刺激依赖型）

深部感染或夏柯氏关节

长度、宽度、深度和位置，最好拍摄临床照片

外观

● 黑色（坏疽）

● 黄色、红色、粉色

● 潜行

气味

注意可能缺少一些指征（发烧、疼痛、白细胞计数 /ESR
增加） 对溃疡的感染、发炎和水肿征兆进行评估。有关更

多信息，参见第 20 页。

很多、中度、轻微、无

胼胝和脱屑、浸渍、红斑、水肿

神经性疼痛

局部疼痛

尺寸

创面床

感染征兆

渗液

创面缘

18



创面床

坏疽

腐肉

创面破损，深部组织感染

浸渍

不健康的创缘

19



浅部和深部感染症状10、15、16

浅表伤口（局部）－局部治疗

深部——全身治疗

● 未愈合

● 肉芽组织过度增生

● 肉芽组织鲜红

● 渗液增多

● 恶臭

● 创面基底出现新的腐肉

● 疼痛

● 探针触及到骨（骨髓炎发生的风险增加）

● 新的破损部位

● 发热

● 红斑、水肿

对浅表 / 局部感染可以考虑局部抗菌素治疗，进一步的伤口评估可以

对治疗进行修正。然而，浅表 / 局部感染也可能需要采用全身抗生素治疗。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和更新，请参见 Diabetic Foot（2011）中的

International Consensus。2

局部和深部感染征兆具有潜在的肢体和 / 或生命威胁。需要对这些临床

征兆和症状立即进行医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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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ner分级法

分级

0 级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无开放性损伤；可能发生畸形或蜂窝织炎

浅表糖尿病溃疡（部分或全层皮肤）

溃疡深至韧带、肌腱，关节囊，或深筋膜，

但不伴有脓肿形成或骨髓炎

伴有脓肿形成、骨髓炎或关节化脓性感染
的深度溃疡

局限于前足或足跟部的坏疽

全足广泛性坏疽

其他阅读材料：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the Diabetic Foot,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the Diabetic Foot, 20112, www.iwgdf.org

溃疡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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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治疗糖尿病足溃疡

糖尿病足溃疡的治疗

● 如果循环不足，请查阅血管评估和研究。

● 考虑进行血管成形术、搭桥术或截肢术。

细菌拭子有助于识别微生物和敏感性，但不能脱离临床表现

而诊断感染。

● 浅表 / 局部感染：考虑外用抗菌剂治疗（例如，银离子缓释

敷料）。然而，可能需要进行全身抗生素治疗。常规治疗还可

能包括失活组织清创术、减压、血糖控制和血管介入。2

● 深部感染：需要进行全身抗生素治疗，最初覆盖革兰氏阳性、

革兰氏阴性和厌氧微生物。随后，可根据培养结果，改进全

身抗生素治疗。此外，考虑外科清创术、感染引流减压以及

血糖控制是至关重要的。

● 外用抗菌剂（例如，银离子缓释敷料）治疗与全身抗生素治

疗结合可加强深部感染治疗的效果。

● 必须提供适宜的减压措施。

● 全接触式石膏模型或充气式护具

● 深口鞋或特制鞋以及矫形装置

血管

感染

压力

由于感染风险增加，对糖尿病足溃疡进行经常检查（根据临床情况）是

至关重要的。

声明：这些内容仅是一般指南。请查阅适用于您所在国家或医疗保健机构的当地治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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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创面处理

● 首选锐性 / 外科清创术

● 水凝胶敷料、藻酸盐敷料和酶

● 生物清创

根据创面评估结果：

● 外用抗菌剂（例如，银离子缓释敷料）

● 全身应用抗生素治疗

泡沫敷料、藻酸盐敷料

● 创面边缘的治疗取决于创面边缘的评估结果。通常，

  健康的创面床呈粉色而且创面边缘良好，而不健康的

 创面边缘呈黑色及潜行。11

有时，神经病变与疼痛有关。对于疼痛性糖尿病神经病

变患者，应考虑以下治疗：

三环类抗抑郁药 7、17（TCA）：
● 第二代 TCA 药剂 17，例如度洛西汀

● 第一代 TCA 药剂 7、17：阿米替林

● 抗痉挛药：普瑞巴林 17

组织清创术

感染

渗液管理

管理

神经性疼痛

在局部缺血和 / 或干性坏疽情况下应用保湿敷料可导致出现严重的威胁

生命或肢体的感染。11

由于感染控制与截肢术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其对 DFU 治疗最为重要。

对 1666 例糖尿患者进行研究发现，足感染使截肢术风险提高 155 倍。19

声明：这些内容仅是一般指南。请查阅适用于您所在国家或医疗保健机构的当地治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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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溃疡的康乐保治疗方案

 Biatain® 拜尔坦—超强吸收，加快愈合

      Biatain® 拜尔坦是一种柔软舒适的泡沫敷料，可有效吸收并保存创面渗液。
20、21 这就确保了最益于渗出性创面愈合的湿性平衡环境。22、23

 Biatain® 拜尔坦无黏胶泡沫敷料：适用于脆弱皮

肤创面

独特的 3D 高分子结构

 Biatain® 拜尔坦带黏胶泡沫敷料：适用于创面周

边皮肤健康、需要粘着的伤口

24



 

SeaSorb® 藻酸盐敷料：适用于腐肉和腔洞填充

的伤口

    高吸收藻酸盐敷料，适用于任何尺寸和形状

的中度至重度渗液创面，通过填充创面及吸附腐

肉实现快速创面愈合。

Purilon® 康惠尔清创胶：通过有效且温和的自溶

性清创加快伤口愈合

• 高内聚性，附着能力更强

• 90％纯化水，水和能力更佳

• 快速且有效的清创

Comfeel® 康惠尔水胶体敷料：透明贴和溃疡贴，

通过湿性闭合环境、同时表面阻菌防水，加快伤

口愈合

• 透明贴保证在不更换敷料的情况下观察伤口

• 水胶体敷料有助于形成伤口湿性愈合环境

• 表面阻菌防水，患者日常活动不受影响

• 柔软有弹性，可适用于身体的任何部位

• 非接触式贴敷

Physiotulle® 康惠尔水胶体油纱：贴合保护伤口，

加快伤口愈合

• 不粘伤口

• 引流渗液

• 促进伤口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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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糖尿病足溃疡及存在感染风险
的溃疡如何使用康乐保抗菌敷料

Biatain® Ag 拜尔坦银离子-- 超强吸收，防治感染

      拜尔坦银离子泡沫敷料是一种柔软且舒适的银离子泡沫敷料，经证实，

该敷料有助于感染创面的快速愈合。26、27

  • 整个使用期间（最长 7 天）持续银离子缓释。25

  • 最佳愈合环境 26、27

  • 快速杀菌 28

  • 预防创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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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tain® 拜尔坦带黏胶银离子敷料：

适用于感染创面

Biatain® 拜尔坦无黏胶银离子敷料：

适用于脆弱皮肤感染创面

SeaSorb® 藻酸盐银离子抗菌敷料：适用于感染创面腐肉

和腔洞填充

       适用于中度至重度渗液感染创面或存在感染风险的

创面的高吸收抗菌藻酸盐敷料。通过与任何创面形状相

吻合以及腐肉清创实现快速创面愈合。

Physiotulle® 康惠尔银离子油纱敷料：适用于伤口接触层

和引流

       康惠尔银离子油纱是一种含磺胺嘧啶银的非密闭性

水胶体油纱，适用于感染创面的引流。

27



参考文献

28



29



–超强吸收，加快愈合

Biatain® 拜尔坦无黏胶敷料

规格 cm    型号

10x10    3410
 
15x15    3413

Biatain® Ag 拜尔坦无黏胶银离子敷料

规格 cm    型号

5x7    5105
10x10    9622
10x20    9623
15x15    9625
20x20    9626

Biatain® 拜尔坦带黏胶敷料

规格 cm      型号

12½x12½   3420

18x18       3423

Biatain® Ag 拜尔坦带黏胶银离子敷料

规格 cm       型号

7½x7½      9631
12½x12½    9632
15x15      3464
18x18      9635

SeaSorb® 藻酸盐敷料

规格 cm    型号

10x10   3710
15x15   3715
3x44   3740

SeaSorb® Ag 藻酸盐银离子抗菌敷料

规格 cm     型号

10x10     3760
15x15     3765
3x44     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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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ilon® 康惠尔清创胶

规格 cm    型号

15 g   3900
25 g   3903

Physiotulle® Ag 康惠尔

银离子水胶体油纱

规格 cm     型号

10x10        3926
15x15        3927

Comfeel® Plus 康惠尔透明贴

规格 cm     型号

5x7            3530
10x10        3533
9x14          3536
15x15        3539
15x20        3542
20x20        3545
5x25          3548

Physiotulle® 康惠尔水胶体油纱

规格 cm      型号

10x10         3910
15x20         3915

Comfeel® Plus 康惠尔溃疡贴

规格 cm    型号

5x7            3530
10x10        3533
9x14          3536
15x15        3539
15x20        3542
20x20        3545
5x25          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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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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NWC0040, V01-201209, printed on Oct,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