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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油调膏配合负压封闭引流治疗湿热毒盛型
糖尿病足疗效分析
牛胜男 1， 李国信 2， 李世征 3， 侯俊杰 3
摘要

目的：总结油调膏配合负压封闭引流治疗湿热毒盛型糖尿病足的疗效。方法：回顾 40 例湿热毒盛型糖尿病足

患者的临床资料，均采用油调膏外用、创面清创后负压封闭引流治疗。结果：40 例患者中 38 例创面愈合出院，愈合时间
14~30 天，平均（16.58±1.60）天。住院时间 15~33 天，平均（18.58±4.12）天。未愈合 2 例，出院后随访 1 个月内愈合。
愈合病例均随访 2 个月，无复发病例。40 例患足治疗前创面大小积分（2.33±1.25）与治疗后创面大小积分（0.075±0.03）、
治疗前深度积分（3.23±1.78）与治疗后深度积分（0.05±0.02）、治疗前肉芽情况积分（2.78±1.46）与治疗后肉芽情
况积分（0.05±0.02）、治疗前肿胀范围积分（2.95±1.51）与治疗后肿胀范围积分（0.03±0.01）、治疗前脓液情况积分
（2.98±1.53）与治疗后脓液情况积分（0）五个方面均具有明显差异（均 P <0.05），治疗后局部体征明显改善。结论：油调
膏外用配合清创及负压封闭引流治疗可有效治疗湿热毒盛型糖尿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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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40 Cases of Type Diabetes Foot with Damp-heat and Excessive Toxin by Oil Adjusting Paste
Combined with Vacuum-assisted Closure NIU Sheng-nan, LI Guo-xin, LI Shi-zheng, et al.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11003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oil-regulating ointment and
vacuum-assisted closure in treating the foot of type diabetes mellitus with damp-heat and toxi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40 cases of diabetic foot with damp-heat and toxic excess type were reviewed. All cases were
treated by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ointment, wound debridement, vacuum-assisted closure or skin grafting.
Results 38 of 40 patients were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with wound healing time ranging from 14 to 30 days
(mean 16.58 to 1.60 days). The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 were 15~33 days, the average (18.58~4.12) days. 2
cases were not healed, and the healed within 1 month after discharge. All the cases were followed up for 2 months,
and no recurrence occurred. Conclusion It is effective to treat damp-heat and toxin-abundant diabetic foot
with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oil-adjusting ointment combined with debridement and vacuum-assisted closure or
combined with skin grafting.
Key words: Oil adjusting paste; diabetic foot; excess of damp-heat and toxin; negative pressure sealing
drainage; skin graft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者并发的足部感染溃疡
和（或）深层组织破坏，病变损及神经、血管、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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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甚至骨骼 [1]，进展迅速，病程长，具有高致
残率及致死率，是糖尿病后期的严重并发症之一，
属于中医学的“脱疽”范畴。《灵枢 • 痈疽篇》谓：
“发于足指，名曰脱疽。其状赤黑，死不治；不赤
黑，不死。不衰，急斩之，不则死矣。”有研究表明，
28.5% 的糖尿病患者发生神经病变，9.5% 合并周
围动脉病变，7.7% 发生足溃疡 [2]。已经发生溃疡
的患者中外科截肢率是 16% [3]。油调膏（辽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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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Z05010335）为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内制
剂，外用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之效，可以缩
短湿热毒盛型糖尿病足肿胀消除时间及促进创面
愈合 [4]。待患足红肿减轻、无潜在脓腔、变性坏
死组织基本清除后，采用负压封闭引流（vacuumassisted closure，VAC） 治 疗， 可 促 进 肉 芽 生 长、
缩小创面、缩短愈合时间，故能减少换药，减轻
工作量，降低住院费用，缩短住院时间 [5-6]。2017
年 9 月—2019 年 6 月，笔者于辽宁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血管疮疡外科病房采用油调膏外用配合清
创后应用 VAC，后期或配合植皮术治疗湿热毒盛
型糖尿病足 40 例，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按照《糖尿病足溃疡中医循证临
床实践指南》中湿热毒盛证诊断标准 [7] 选取 40 例
患者，均具有患足红肿，足趾坏疽溃烂，扩散迅速，
创面脓腐较多，质稠厚，味臭秽等主证。可兼见
壮热口渴，便秘溲赤，疼痛剧烈，肌腱灰白肿胀
呈败絮样。舌脉特征均为舌红，苔黄腻，脉滑数。
40 例病例中男 24 例，女 16 例。年龄为 32 ～ 68
岁，平均 49.6 岁。患侧踝肱指数（ankle-brachial
index，ABI）均 大 于 0.8。 患 足 破 溃 位 于 足 趾 处
12 例，足背处 3 例，足底处 10 例，足跟处 7 例，
全足病变 8 例。患足创面最大范围约 100.0 cm2，
最小 5.0 cm 2。其中 6 例存在不同程度的骨质破坏，
26 例存在潜在脓腔。
1.2 药物及敷料 黄柏、煅石膏按一定比例共
研细面，过 100 目筛后混合均匀制成水调散，用
香油调成膏状即为油调膏 [8]。VAC 系统（Kinetic
Concepts, Inc 公司）由多孔泡沫、粘性辅料（贴膜）、
真空管或 TRAC 的 PadTM 连接器、污水收集罐和
一个负压泵机器构成。
1.3 治疗方法 1）基础治疗。完善血常规、肝肾功、
患足 DR 等基础检查，根据创面分泌物菌培养及药
敏结果选用适合的抗生素治疗。控制血糖，结合
应用中药汤剂（金银花 20 g，元参 15 g，黑参 15 g，
当归 25 g，甘草 15 g 加减）及西医药物改善患者
全身状态。2）手术治疗。探针探查患足创面是否
存在潜在脓腔，在局部麻醉联合踝部区域神经阻
滞麻醉下行患足脓肿切开引流、清创术。术中切
开潜在脓腔使引流通畅，根据术前检查结果适当
清除变性骨质、肌腱及坏死组织。3）油调膏外
用。对于患足红肿热痛，无潜在脓腔的患者应用
油调膏外用治疗。将创面及创周皮肤用碘伏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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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消毒，将适量油调膏均匀平铺在大小适当的
凡士林纱布上，厚度约 1~2 mm, 覆盖于患足创面
处，覆盖范围应大于创面红肿范围 2~3 cm，无菌
辅料覆盖包扎，每日换药 1 次。若红肿范围局限，
可探及脓腔，应配合手术治疗，术后继续油调膏
外用（骨质断端用碘伏凡士林纱布覆盖）配合清
创直至患足红肿消退，创面无变性坏死组织，创
面上覆红活肉芽组织后，应用 VAC 治疗促进创面
愈合。4）VAC 的应用。根据创面大小选用合适
型号的 VAC，按照创面尺寸及形状修剪设计多孔
泡沫材料，直接放置于创面上使其完全覆盖创面，
存在空腔或创面较深时，将海绵填充至创面底部，
确保不留死腔并有足够压力。海绵固定后，在上
面放置贴膜（在创面周围也贴上贴膜以保护正常
皮肤），贴膜边缘应超过海绵边缘 3~5 cm 以防止
泄漏，于贴膜中央放置引流导管一端的吸盘装置，
导管另一端连接污水收集罐，并将积液罐放置在
负 压 泵 机 器 上， 将 压 力 调 整 为 100~125 mmHg，
可根据伤口的大小及位置设置持续吸引或间歇吸
引模式，观察负压海绵缩紧且负压泵提示无泄漏
即为负压治疗有效。如果有多个伤口，可通过桥
接技术共用 1 个海绵材料或通过“Y”形接头共用
1 个 VAC 装置。2~3 天更换 1 次 VAC 材料，直至
创面骨断端被覆盖，腔隙缩小，基地肉芽组织鲜
红无水肿。
1.4 观察指标 局部体征计分标准（参照十一五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医外治特色疗法和外治技术示
范研究）：创面大小：0 分：愈合；1 分：≤ 9 cm 2 ；
2 分：9 cm 2 ~16 cm 2 ；3 分：16 cm 2 ~25 cm 2 ；4 分：
25 cm 2 以上。创面深度（达到的最深组织层次）：
0 分：愈合；1 分：表皮；2 分：真皮；3 分：皮下；4
分：筋骨外露。肉芽情况：0 分：愈合；1 分：红活；
2 分：暗红；3 分：晦暗；4 分：光白板亮。肿胀范围：
0 分：无；1 分：距 创 周 1 cm 以 内；2 分：距 创 周
2 cm 以内；3 分：距创周 3 cm 以内；4 分：距创周
4 cm 及以上。脓液情况：0 分：无；1 分：黄白稠厚；
2 分：黄浊质稠；3 分：稀薄；4 分：臭秽或流血水。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 (
) 表示，资料符合正
态性采用 t 检验，不符合正态性采用秩和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P <0.05 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愈率 本组 40 例湿热毒盛型糖尿病足患者
全部愈合。其中 27 例患足油调膏外用后配合脓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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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开引流、清创术及负压封闭引流治疗 1~2 次后
创面缩小，每日换药直至创面愈合。11 例手术清
创后予油调膏外用，红肿消退后行 1~2 次负压封
闭引流治疗，创面床培育完成后行植皮手术，术
后创面愈合。1 例患者植皮术后离床活动，导致皮
片 80% 成活，残留小创面出院后每日门诊一效膏 [10]
换药，随访 2 周后愈合。1 例患者全身状态差，皮
片成活 60%，残留创面每日门诊换药，随访 1 个

月后愈合。
2.2 局部体征积分 40 例患者局部体征治疗前
后积分比较，资料不符合正态性，采用秩和检验，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说明治疗前后患
足在创面大小、深度、肉芽情况、肿胀范围、脓
液情况方面均具有明显差异，治疗后局部体征明
显改善。见表 1。

表 1 治疗前后局部体征积分比较
创面情况

治疗前积分

治疗后积分

Z

P

大小

2.33±1.25

0.075±0.03

-7.988

<0.001

深度

3.23±1.78

0.05±0.02

-8.238

<0.001

肉芽

2.78±1.46

0.05±0.02

-8.306

<0.001

肿胀

2.95±1.51

0.03±0.01

-8.237

<0.001

脓液

2.98±1.53

0

-8.303

<0.001

注：创面大小、深度、肉芽情况、肿胀范围、脓液情况，治疗前后比较，P <0.05

3

讨论
湿热毒盛型糖尿病足应以清热利湿、解毒活
血作为治疗原则。油调膏由黄柏、煅石膏用香油
调成。方中黄柏首载于《神农本草经》，“主五脏
肠胃中结热，黄疸，肠痔，止泄利，女子漏下赤白，
阴伤蚀疮。”《医学启源》：
“《主治秘要》云：其用
有六：泻膀胱龙火一也；利小便热结二也；除下焦
湿肿三也；治痢先见血四也；去脐下痛五也；补肾
气不足，壮骨髓六也。”《长沙药解》：
“黄柏，泄
己土之湿热，清乙木之郁蒸，调热利下重，理黄
疸、腹满、伤寒。”均提及黄柏具有清利下焦湿热，
解毒疗疮之功效。现代研究表明黄柏适用于破溃
的阳证疮疡及多种原因感染所致的溃疡 [10]。石膏
首载于《神农本草经》：
“主中风寒热，心下气逆，
惊喘，口干舌焦，不能息。”《本草纲目》：
“止阳
明头痛，发热恶寒，日晡潮热，大渴引饮，中暑潮热，
牙痛。
”《医学衷中参西录》：
“其性凉而能散，有
透表解肌之力，外感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
丹。”石膏为清热泻火之要药，煅后增加收湿敛疮，
生肌止血之功，研究证实石膏能通过减少炎性因
子 IL-1β 的释放，抑制炎性介质 IL-6 的升高及降
低 PGE2 的表达等 [11]，加速炎症消退，从而促进
患足肿胀消退。黄柏、煅石膏、香油联合应用共

奏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收湿敛疮之功，使患足
病变部位局限，炎性肿胀消退，为后期清创及负
压封闭引流治疗创造了必要条件。
VAC 治疗已广泛应用于慢性及难愈性创面，
适用于静脉性、压迫性、糖尿病性溃疡、手术及
创伤性等多种伤口类型。VAC 的应用可大大提高
创面的愈合率 [12]。1994 年，裘华德 [13] 将负压技
术引进国内，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研究证实，
VAC 的应用在创面愈合时间、肉芽组织生长及控
制感染方面均有正向作用 [14]，有利于创面床的准
备，为后期进行植皮手术提供了必要条件。植皮
手术后应用 VAC 治疗使皮片与创面贴合良好，有
利于移植皮片成活 [15]。对于贫血、存在凝血障碍、
形体消瘦和老年患者，应用 VAC 治疗前应排除创
面存在潜在出血，否则会加重贫血或引出的血液
凝固导致引流管堵塞。
糖尿病足患者后期存在巨大的截肢风险甚至
危及生命，对于湿热毒盛型糖尿病足的治疗，控
制感染，清除坏死，尽早封闭创面是重点工作。
油调膏为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内制剂，具
有价格低廉、使用方便等特点，可有效控制湿热
毒盛型糖尿病足的感染，促进肿胀消退；VAC 技
术的应用可加速创面床的培养，为创面愈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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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条件。二者配合应用可有效治疗湿热毒盛型
糖尿病足，加速创面愈合，降低截肢风险。对于
踝肱指数小于 0.5 的患肢存在缺血的患者，应在行
血管介入手术等处理，改善患肢血运后，再予油
调膏外用及负压封闭引流术等对症治疗，同时避
免缺血患肢发生再灌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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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须知·
计量单位的具体要求
组合单位符号中表示相除的斜线多于 1 条时应采用负数幂的形式表示，
组合单位中斜线和负数幂亦不可混用，
如 ng/kg/min

应采用 ng·kg-1·min-1 的形式，不宜采用 ng/kg-1·min-1 的形式。量的符号一律用斜体字，如吸光度（旧称光密度）的符号为斜体字

“A ”
。在叙述中应先列出法定计量单位数值，
括号内写旧制单位数值；
如果同一计量单位反复出现，
可在首次出现时注出法定与
旧制单位换算系数，
然后只列法定计量单位数值。血压仍以 mmHg 表示。参量及其公差均需附单位，
当参量与其公差的单位相
同时，
单位只写一次，
如：
“750.4 ng/L±18.2 ng/L”
可以写作
“(750.4±18.2) ng/L”
。

·敬告作者·
为了使作者了解本刊稿件的刊登范畴和写作规范，便于作者投稿，本刊特将所入编的数据库的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起以向作
者赠阅全年期刊的形式给付，不再另行发放。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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