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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以血管外科为核心的多学科合作模式
在糖尿病足诊治中的应用及效果
张
摘要

伟， 王建纲， 邵

泉， 武

静， 段成刚， 马瑞鹏， 李泽峰

目的：研究构建以血管外科为核心的多学科合作模式在糖尿病足诊治中的应用及效果。方法：选取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入住我院的 DF 患者 100 例，分为多学科协作组（MT 组）49 例，单一学科治疗组（LT 组）51 例，MT 组由
血管外科为核心结合创面伤口科、内分泌科、骨科、伤口护理单元专科护士共同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对 DF 患者进行诊治，
LT 组采用单一科室对 DF 患者诊治，比较术前、术后 3、6、9、12 个月时两组的溃疡面积变化，空腹血糖控制水平，以及
SF-36 生活质量量表评分的差别；并比较两组病变血管由血管外科干预比例以及大截肢发生率的差异。结果：术前，两组间
溃疡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 3、6、9、12 个月，MT 组和 LT 组溃疡面愈合面积均逐渐缩小，且 MT 组溃疡面积小于
LT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术后 3 个月，两组血糖均控制较为理想，均低于 7.0 mmol/L，术后 6、9、12 个月时，
MT 组空腹血糖水平均低于 7.0 mmol/L，而 LT 组血糖水平高于该水平，MT 组术后空腹血糖控制较 LT 组更为理想。术前，
两组间 SF-36 生活质量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术后 6、9、12 个月时，MT 组的 SF-36 生活质量量表
评分均高于 LT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MT 组病变血管的干预率明显高于 LT 组（96.4% vs 51.7%），MT 组大
截肢发生率明显低于 LT 组（2.0% vs 15.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多学科协作的诊治模式可为糖尿病
足患者提供最佳的治疗效果，非常值得临床推广，然而糖尿病足多学科的组成模式并非固定不变，需要不断调整完善。
关键词：糖尿病足；多学科合作；大截肢；SF-36 生活质量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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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mode with
vascular surgery as the core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abetic foot. Methods 100 diabetic foot patients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At last, 49 patients in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ve group (MT) and 51 patients
in single disciplinary treatment group (LT) were obtain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In the MT group, the diabetic foot ulcer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nd treated by a multi-disciplinary team
consisting of vascular surgery as the core and specialized nurses in wound department, endocrinology department,
orthopaedics department and wound care unit. In the LT group, the diabetic foot ulcer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nd treated by a single department and the operation was performed in 3 months, 6 months, 9 months and 12
months after operation.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ulcer area, fasting blood glucose control level and SF-36
quality of life scal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multiple time nod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roportion of surgical
interven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major amput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With
the time passing, the healing area of ulcer surfa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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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controlled, which was lower than 7.0 mmol/L. At the 6th, 9th and 12th month after operation,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in MT group was lower than 7.0 mmol/L on average, while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in L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is level.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control in MT group was more ideal than that in LT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M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LT group at all follow-up time points (P < 0.05), which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ﬁcant. It indicated that the quality of life of M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LT group. The number of target vascular intervention in MT group was signiﬁ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LT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large amputation in MT group was signiﬁ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LT group. Conclusi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ode of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can provide the best treatment effect for
diabetic foot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However, the composition mode of diabetic foot
multidisciplinary is not ﬁxed, but it needs constant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Key words: Diabetic foot;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major amputation; the MOS 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
1 资料与方法
糖尿病足（diabetic foot，DF）溃疡的愈合费
1.1 临床资料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方法，纳
时、费力，且预后很差，甚至比大多数癌症的病
入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入住我院的 DF 患者
死率和致残率还高（除肺癌、胰腺癌外），DF 溃
297 例，纳入标准：1）初次就诊的 DF 溃疡患者，
疡患者的年病死率高达 11%，而截肢者更是高达
[1]
生 命 体 征 稳 定；2） 均 符 合 1999 年 WHO 修 订 的
22% ，有报道称，全球每 20 秒钟就有 1 例糖尿
[2-3]
2 型糖尿病诊断标准 [4] ；3）Wagner 分级 1~5 级。
病患者截肢
，所以合理有效地治疗该疾病，降
低截肢率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DF 患者多合并
排除标准：1）并发严重急性并发症者，如急性脑
多种基础疾病如周围动脉疾病、高血压、高血脂、
梗、心梗等；2）合并严重慢性并发症者，如糖尿
肾功能不全、夏科氏关节病、慢性创面不易愈合等，
病肾病Ⅳ期以上、呼吸功能衰竭、心功能衰竭等；
这种状况的处理单一学科无法完成。除国内较大
3）因其他相关疾病需长期服用大剂量激素者；4）
的临床中心，多数医院尚未组建形成合理有效的
其他相关系统感染；5）合并恶性肿瘤，预期寿命
多学科协作模式，并且具体的运行模式，相关文
小于 2 年者；6）既往因其他原因已行踝关节以上
献报道并不多。为提高 DF 诊治水平，我院组建了
大截肢者。按上述标准排除后共纳入 100 例进行
以血管外科为核心并将创面伤口科、骨科、内分
本研究，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泌科、伤口护理单元专科护士包括其中的多学科
matching，PSM），分为多学科协作组（MT 组）49 例，
诊治模式，现将该模式的具体运行方式以及临床
单一学科治疗组（LT 组）51 例，两组的基本资料
效果报告如下。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表 2。
表1
组别

两组基线资料

例数（n ） 年龄（岁） 性别（男 / 女） 空腹血糖（mmol/L） 病程（d）

BMI（kg/m2）

溃疡面积 (cm2)

ABI

MT 组

49

58±3.6

35/14

12.5±1.6

22±3.2

22.6±2.9

16.32±2.34

0.67±0.33

LT 组

51

59±6.7

36/15

13.1±1.8

21±2.8

23.7±3.3

15.97±3.96

0.71±0.46

t/χ2

0.924

0.009

1.759

1.665

1.768

0.535

0.498

P

0.358

0.926

0.082

0.099

0.080

0.594

0.62

表2

两组糖尿病足 Wagner 分级比较

例数（n ）

0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MT 组

49

0

5

12

28

3

1

LT 组

51

0

8

11

29

2

1

组别

Z

P

-0.524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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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结果评估 于术后 3、6、9、12 个月对所有
患者行常规随访，统计两组的溃疡面积愈合情况、
空腹血糖水平及 SF-36 生活质量量表评分，同时
也评估两组间病变血管干预患者比例，两组间大
截肢发生率。溃疡面积计算方法：按溃疡面积的长
宽相乘评估计算。SF-36 生活质量量表评分方法：
根据各个维度评分计算表评分，范围 0~100 分，0
分表示生活质量最差，100 分表示生活质量最佳。
各维度转换得分 =[（实际评分 - 最低可能评分）/
一般平均可能评分 ]×100，总分为各维度转换得
分相加之和。
1.4 统 计 学 方 法 采 用 SPSS 22.0 软 件 分 析 数
据，用 GraphPad Prism 8.0 软件绘制图。首先对数
据进行正态性分析，若数据符合正态性及方差齐
性，两组间比较用 t 检验，其中创面愈合面积变化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使用卡方检验，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溃疡面积愈合情况 术前，两组间溃疡
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 3、6、9、12 个月，
两组溃疡面愈合面积较术前均逐渐缩小，且 MT
组溃疡面积小于 LT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图 1）。
2.2 两组空腹血糖控制情况比较 两组术前血糖
控制均高于 10.0 mmol/L，术后 3 个月，两组血糖
控制情况都理想，均低于 7.0 mmol/L，但术后 6、9、
12 个月时，MT 组空腹血糖水平均低于 7.0 mmol/L，
而 LT 组血糖水平高于该水平，见图 2。

溃疡面积（cm 2）

1.2 干预方法 1）MT 组：以血管外科为核心结
合创面伤口科、骨科、内分泌科、伤口护理单元
专科护士共同组成，协作组成员均接受专业系统
的 DF 知识培训。DF 患者被协作组成员收治，先
进行该成员专科疾病诊治，同时采用下肢血管彩
超、踝肱指数（ABI）测量、下肢动脉 CTA 等检
查全面评估下肢血供情况，行足部 X 线、MRI 等
检查，明确是否合并骨髓炎、夏科氏关节病，若
确有必要，则由血管外科进行下肢血管重建。血
糖全程管理由内分泌科进行，创面修复过程中需
进行植皮、负压吸引处置等由创面伤口科进行，
不可避免的截趾术可由血管外科完成，其余踝关
节以下的小截肢则由骨科完成，踝关节以上大截
肢必须由全组成员讨论，最大限度降低截肢平面，
最后由骨科完成，遇到相关专业问题，由协作组
成员专人会诊解决，术后随访及门诊换药由伤口
护理单元专科护士完成。患者住院期间完成两次
健康宣教，MT 组采用典型病例综合展示的方式进
行，综合应用图像、影音、基本知识宣讲等形式，
协作组成员全部参与，并且详细讲解各自专业疾
病内容的诊治过程。2）LT 组：由我院内分泌科、
骨科、创面伤口科等科室中非多学科协作组成员
医师收治，常规保守治疗，未能全面评估下肢动
脉血供情况，未能全面评估足部是否合并骨髓炎、
夏科氏关节病等，若有必要请血管外科会诊完善
下肢血供评估及处置，最后根据具体情况开通病
变血管，相关临床专业问题通过非专人会诊解决。
术后随访由各主管医师负责，住院期间进行的两
次常规健康宣教由各收治科室单独完成。

注：*与LT组比较，P <0.05

图1

两组溃疡面积愈合情况

图2

两组血糖控制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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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MT 组病变
血管的干预率明显高于 LT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 3。

2.3 两组患者下肢血管病变程度及开通情况 两
组 的 下 肢 血 管 病 变 发 生 率、 股 腘 动 脉 病 变 发 生
率、膝下三支动脉病变发生率及病变血管开通成
表3
组别

两组患者下肢血管病变程度及开通情况

例数

血管病变发生率

病变血管的干预率

股腘动脉病变发生率

膝下三支动脉病变发生率

病变血管开通成功率

MT 组

49

（28/49）57.1%

（27/28）96.4%a

（10/28）35.7%

（15/28）53.6%

（24/28）85.7%

LT 组

51

（29/51）56.9%

（15/29）51.7%

（10/29）34.5%

（15/29）51.7%

（13/15）86.7%

χ2

0.001

14.682

0.009

0.019

0.007

P

0.977

＜ 0.001

0.922

0.889

0.932

注：a与LT组比较，P ＜0.05

SF-36 生活质量量表评分

2.4 两组间大截肢发生率 MT 组的大截肢发生
率为 2.0%（1/49），明显低于 LT 组 15.7%（8/5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4.127，P ＜ 0.05）。
2.5 两组间生活质量评分结果比较 术前，两组
间 SF-36 生活质量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05），术后 6、9、12 个月时，MT 组的
SF-36 生活质量量表评分均高于 LT 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见图 3。

图3

3

两组间 SF-36 生活质量评分结果比较

讨论
目前国内 DF 诊治情况并不乐观，多数患者的
足部病变未能及时处理，往往院外自行处置，即
使住院治疗，也多分散于内分泌科、骨科、血管
外科、烧伤科及普通外科等多个科室，由于专业
知识不足常导致漏诊、误诊，因此 DF 的有效诊治，
亟需将单一科室诊治模式逐渐过渡到“糖尿病足

诊断、治疗及预防的多学科协作”全程管理模式。
目前 DF 多学科诊治模式已成为主流诊治模
式，但是我国医疗资源总体匮乏且分配不均，各
地医院水平差别较大。针对各家医院尤其是基层
医院，DF 多学科协作组该如何组建，如何运行，
运行效果如何，是否可以直接照搬国外发达国家
以 及 国 内 知 名 专 科 医 院 的 经 验， 相 关 文 献 鲜 有
报道。
本研究结果显示，MT 组术后 3、6、9、12 个
月的溃疡面积愈合情况明显优于 LT 组，原因可能
是：1）MT 组可以及时开通病变血管促进溃疡愈
合；2）创面伤口科和创面专科护理成员可为患者
提供最优的溃疡创面处置方案。有研究指出，体内
高血糖环境可致血管生成能力显著下降，影响 DF
创面愈合 [5]，所以最佳的血糖控制情况可促进溃
疡愈合。MT 和 LT 两组间空腹血糖控制水平比较，
术前均不佳，术后 3 个月时两组间血糖控制均较
理想，考虑原因可能为：该时间点两组患者遵医嘱
行为都比较好。术后 6、9、12 个月，MT 组血糖
控制情况优于 LT 组，考虑原因为 MT 组患者有更
好的遵医嘱行为。笔者分析该结果的出现与创面
专科护理人员可在院外及时有效地进行创面处置，
密切随访加强血糖控制以及行为监督等因素有关。
由于 MT 组为患者提供直观、系统的疾病教育指
导，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可促使患者表现出良好
的遵医嘱行为并且可以科学地进行家庭护理。有
研究表明多学科诊治模式在 DF 健康教育及患者
自我管理水平教育方面比单一学科效果突出 [6]，
系统的 DF 相关知识教育可以减少 DF 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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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复发率并提高无足溃疡事件的生存率 [7]，降
低 DF 的截肢率 [8]，降低医疗费用并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 [9]，本研究结果与以上研究结果相一致。
糖尿病患者发生周围动脉病变的危险系数是
非糖尿病患者的 2 倍 [10]。糖尿病下肢动脉疾病不
仅是 DF 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也是导致 DF 患者
截肢的独立危险因素 [11]，我国 50 岁以上糖尿病
周围动脉病变的患病率为 21.2%，并且随年龄的
增长而增加 [12]，所以重视 DF 患者下肢动脉病变
筛查极为重要。MT 组患者血管干预比例明显多于
LT 组，原因是多学科协作组成员更注重 DF 下肢
动脉疾病的筛查并且拥有更全面、更先进的 DF 诊
治知识，且容易让病患接受治疗。MT 组大截肢发
生率明显低于 LT 组，主要是 MT 组中血管外科医
师可及时进行病变血管的干预，重建直达溃疡的
血供，以及采取最合理的截肢策略。本研究中 MT
组所有截肢术均需进行科学全面讨论分析，难以避
免的截肢也需尽量降低截肢平面。最新报告称建
立以血管外科专家主导的 DF 多学科协作队伍可明
显降低糖尿病下肢截肢率 [13]，本研究得出类似的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术前 SF-36 量表评分基本
一致，无明显差别，但是术后 6、9、12 个月，MT
组评分普遍要高于 LT 组，考虑原因为 MT 组的伤
口愈合情况更好，大截肢发生率低，血糖控制良
好，以及医患关系更为融洽 [14]。最新的研究也表
明，糖尿病导致的下肢截肢对个人生活产生严重
的负面影响 [15]。本研究也发现，LT 组的生活质量
评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延长表现出逐渐提高的趋
势，LT 组术后 12 个月时的生活质量评分甚至要低
于术后 6、9 个月，具体原因尚不明确。随访发现
LT 组患者 SF-36 量表中精神健康以及情感职能这
两个维度明显低于 MT 组，最新研究也提示焦虑
等精神状态可以明显影响 DF 患者的生活质量 [16]，
这可能是导致以上结果出现的原因。该研究同时
也提示针对 DF 患者有必要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
多学科协作组也需要将心理治疗师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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