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些年来， 随着现代交通业的发展， 外
出及旅游活动增加， 以及工业产业的多样
化， 由车祸、 工业事故、 火灾等引发的伤亡
时有发生。 很多伤病员在紧急救命之后， 还
存在着术后创口愈合的问题。 与此同时， 由
慢性疾病导致的创面愈越来越多， 如糖尿
病、 脑血栓后遗症、 截瘫等， 导致与之相关
的压疮、 褥疮、 糖尿病足、 下肢静脉性溃疡
等慢性创面也呈现出高发病率， 癌症放疗等
所致的慢性伤口同样常见。 这些严重危害人
们身心健康， 降低工作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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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口防治专刊

慢性难愈合创面很常见

据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整形
外科王先成主任介绍， 临床常见
的慢性创面有： 各类烧伤、 外伤、
外科手术切口等急性创面经换药
治疗超过 2~3 周仍难以愈合者 ；
糖尿病足溃疡、 压疮、 下肢静脉
淤血性溃疡、 不稳定性瘢痕溃疡、
慢性骨髓炎性溃疡等。 一般而言，
老年人较青壮年多见 ， 下肢较其
他部位多发。

很多慢性创面病人并不认为自
己的皮肤破溃、 感染等有多严重，
有些甚至不去医院， 自己在家随便
用点药， 久而久之， 就会造成更大
的溃疡面和更严重的感染。

统计显示， 各类慢性创面尤其
是继发于糖尿病、 老年病和放射
治疗等的皮肤软组织损伤， 其发
病率不断增加， 而且形成以后难
以获得专业化治疗。

慢性创面一般不会立即威胁
生命 ， 但因长达数月甚至数年 、
十数年的经久不愈， 严重影响患
者原发病康复和生活质量， 也给
家庭带来沉重的护理与经济负担，
少数可发生溃疡癌变 。 若发生感
染扩散， 可导致脓毒症等并发症，
从而加重原发病， 甚至危及患者
生命。

糖尿病足和褥疮

很多糖尿病患者出现脚部的溃
烂、 水肿、 畸形、 伤口感染等， 都
属于糖尿病引发的足部病变， 造成
慢性难愈性创面。 糖尿病足是因为
患者高血糖， 糖积化产物沉积， 沉
积到哪里损害就到哪里。 一旦皮肤
有创伤， 非常容易患糖尿病足。

临床上有些长期卧床的病人， 因
为局部组织的长期受压， 会出现压迫
性溃疡， 也就是俗称的 “褥疮”。 这
种压疮在康复治疗、 护理中尤其常
见。 与糖尿病足发病机理相同， 褥疮
病人一般多为瘫痪病人， 他们的皮肤
神经营养丧失。 褥疮又多发于会阴
部、 肛门部位， 易受污染， 不及时处
理、 胡乱用药的话， 很快会加重。 糖
尿病足和褥疮的治疗时间都很长。

特别要提醒的是， 血管性的慢
性创面， 要禁烟、 防止它感染， 感
染了会危及生命。 糖尿病性的慢性
创面， 是末梢神经病变， 会引起趾
端坏死， 要控制血糖、 防止长期受
压、 防止它受伤。

皮瓣修复应对难治性创面

一个月前， 来自湖南某县城 46
岁的张女士以 “左侧腋窝感染性窦
道” 要求手术治疗收治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烧伤整形外科 。 据了解 ，

此前患者因左侧乳腺癌根治术后多
次化疗至左侧腋窝出现疤痕挛缩、
红肿流脓等症状， 辗转就诊于当地
医院， 长达 3 月的伤口换药治疗都
没有得到好转， 患者痛苦不堪。

烧伤整形外科王先成主任接诊
后， 详细了解病史， 积极组织科内
病例讨论， 经过严谨、 详细的风险
评估和讨论后， 为患者制定了胸背
动脉穿支带蒂皮瓣修复创面的手术
方案 。 术后经医护人员予烤灯保
温、 每小时观察皮瓣、 定时抽吸负
压引流、 及时伤口换药、 抗感染等
精心护理， 皮瓣存活良好， 术后两
周创面基本愈合。

据王先成主任介绍， 各类慢性
创面的主要发病因素及全身病情变
化各有不同， 但创面局部却有着许
多带有共性的病理生理改变及临床
病理特点， 其治疗尤其是局部治疗
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皮瓣修复联合
负压引流等技术是目前临床上治疗
难治性创面的重要手段之一， 而穿
支皮瓣因其供区损伤小、 血供持续
稳定等特点， 在临床上得到广泛的
应用。 目前， 烧伤整形外科已多次
采用皮瓣联合其他技术治疗难治性
创面、 复杂慢性创面如褥疮及糖尿
病足， 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为患
者解决了疾苦。

曹莉萍 蒋婉军

������张女士的父亲今年 83 岁，
3 年前开始走不了远路， 起初
走 300 米就觉得小腿酸痛， 后
来逐渐缩短成 100 米、 50 米。
到 3 个月前脚背出现溃疡， 疼
痛难忍， 到当地医院做伤口消
炎、 消毒等处理都不见好。 张
女士很疑惑， 这种情况到底该
到哪个科室就医？

像张女士父亲这样的足部
溃疡和疼痛， 很可能是因为血
管堵住血流不下来导致的， 可
以考虑先到介入血管外科进行
相关的检查确诊后， 再做手术
开通血管。

通常这种介入手术都会有
专业的医生团队通过评估确定病

人是否耐受手术， 而且介入治疗
是在不开刀暴露病灶的情况下，
在影像设备 （血管造影机、 透视
机、 CT、 MR、 B超） 的引导下，
在血管、 皮肤上作直径几毫米的
微小通道， 或经人体原有管道，
对病灶进行的微小创伤治疗的一
种方法， 只要有较高的技术和较
好的器械， 不管年龄多大， 手术
都不受影响。

一般开通闭塞的动脉后，
患病的肢体疼痛很快就可以得
到缓解， 再经过 1 个月左右的
康复换药调整， 脚部溃疡也能
得到很好的愈合， 行走也能恢
复如初。

主任医师 吕斌

������日常生活中， 因为不小心
导致皮肤破损的情况经常发
生， 破损的伤口或者组织如果
没有处理正确的话可能会被病
菌感染 ， 伤口出现红 、 肿 、
热、 痛， 即化脓的情况， 这时
要特别注意学会正确处理， 避
免二次伤害。

伤口化脓了该怎么做？
普通小伤口 伤口上出现

肉眼可见的灰黄色或者黄白色
浓稠状液体时， 首先用络合碘
消毒液消毒伤口周围皮肤， 伤
口用 3%双氧水清洗， 再用盐
水冲洗干净， 根据需要选择凡
士林纱布加盖或者其他促进伤
口愈合的纱布、 抗菌敷料包扎
固定， 一般每天更换一次至伤
口愈合。 可根据伤口情况口服
抗生素治疗。

皮肤外观无脓液， 但皮下
有波动感 如果感觉皮下有水
样的波动感 ， 属于严重的状
态， 要及时去医院切开引流，
再进行正确的换药处理。

重度感染伤口 如伤口脓
液较多， 组织发黑， 有恶臭或
者敷料有绿色， 提示伤口比较
严重， 建议去医院治疗。

伤口化脓了该吃什么？
1. 伤口化脓时要多吃含锌

的食物， 如果缺锌的话会导致
纤维细胞功能下降， 如海带或
者木耳。

2. 多吃脂肪类食物， 能够
加快伤口愈合， 如鱼油。

3. 多食维生素 A 和维生
素 C 类食物 ， 可以促进伤口
愈合 ， 鱼油 、 西红柿 、 胡萝
卜、 大枣、 橙子。

4 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
蛋白质食物可以减少感染的几
率 ， 促进愈合 ， 如牛奶 、 瘦
肉、 蛋类等。

5 伤口化脓时不能吃辛辣
刺激、 海鲜类食物， 如韭菜、
辣椒、 葱、 腐乳、 螃蟹等。

伤口化脓了该注意什么？
1. 注意局部的卫生， 保持

伤口的清洁， 避免沾水。 渗液
较多时不建议贴创可贴。

2. 要注意休息 ， 停止锻
炼， 不做剧烈运动， 有伤口的
肢体适当的制动。

3. 禁烟禁酒。
4. 保持心情的愉快。
5. 伤口愈合后根据情况进

行预防色素及瘢痕治疗。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烧伤整形疮疡科 朱芙蓉

南宁读者秦女士咨询：
我父亲今年 74 岁， 有糖尿病， 一

个星期前做了阑尾手术。 现准备拆线了，
但发现伤口已经化脓。 医生说是糖尿病
引起的， 我想请教的是， 糖尿病患者手
术后要怎样才能让伤口快速愈合呢？
广西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吕若琦回复：

糖尿病患者伤口感染的几率会比血
糖正常的人要高， 且伤口愈合也比一般
人困难。 一方面患者要积极抗感染， 选
择药效较好的抗菌药物； 另外， 一定要
控制好血糖， 伤口局部也要严格消毒换
药。 如果手术创面大， 加上又有基础疾
病， 就会更加影响到伤口的愈合。 所
以， 一般建议患者首先治疗好基础疾
病， 同时注意补充蛋白质， 加强控制感
染。

别让伤口拖成难治性疮面
伤口化脓了，
如何避免二次伤害

答读者问 足部溃疡久不愈该如何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