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XXXX

基于《外科正宗·脱疽》探讨不同分期糖尿病足外
治法的辩证用药特点＊
摘

要：目的

治方法。方法

基于《外科正宗·脱疽》辩证用药特点，分析探讨不同时机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足的外

重点研读了《外科正宗》关于中医外治脱疽的辨证论治理论，结合现代临床方法和实验研

究，总结一套中西医结合外治法治疗糖尿病足的治疗思路。结果

陈氏将糖尿病足溃疡主要分为初期、溃

烂期、恢复期三期。初期“托毒外出”，溃烂期“在肉则割，在指则切”，恢复期“去腐生肌”，结合现代清创术、
外用重组碱性生长因子、封闭式负压引流（VAC）、植皮术等，同一时期根据创面生长状态可交叉应用。结
论

根据糖尿病足溃疡不同时期的创面状态，把握恰当的治疗时机，缩短溃疡的修复时间，提高创面愈合

率，为糖尿病足溃疡提供一种可行性临床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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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有关《外科正宗》对不同时机糖尿病足的中医

糖尿病足（diabetic foot，DF）是因糖尿病周围血管

病变、神经病变以及足部感染引起的足部及下肢疼
痛、溃疡和(或)深组织的破坏。2015 年的国际糖尿病

联盟（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IDF）报告显示，
截至当前，全球约有 4.14 亿罹患糖尿病，中国是糖尿
病患者数最多的国家 。单中心研究显示，60 岁以下
[1]

的糖尿病患者下肢动脉病变率为 35.4％，糖尿病足并
发率约 25％[2]。糖尿病足在中医学属“脱疽”范畴，又

外治报道较少，缺乏结合现代医学的中医外治方法的
系统阐述。笔者认真研读了《外科正宗·脱疽》的相关
内容，结合临床经验，探讨分析在不同情况下中西医
结合外治糖尿病足的方法。
现代医家认为，糖尿病性溃疡创面的愈合是一个
序贯、连续、综合的复杂过程[4]。中医外治法直接作用
于患处，增加用药时间，发挥外用制剂浓度的优势，药
达病所、疗效确切。阙氏指出，传统外治法能有效保
持 创 面 湿 润 ，改 善 局 部 血 液 循 环 ，促 进 肉 芽 组 织 生

名为脱痈、脱骨疽、敦痈、甲疽等。我国医学对脱疽的

长[5]。张氏采用数据挖掘的方式，总结了糖尿病足外

论治渊源流长，
《灵枢·痈疽》中最早记载此病，
“ 发于

治主要以活血祛瘀、清热消肿、祛风除湿类等药物多

足趾，名脱痈。其状赤黑, 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

见[6]。研究表明，中医外治联合应用，例如，浸渍法、垫

衰，急斩之，不则死矣”，指出该病发病迅猛、病势凶险

棉法、熏洗法、外敷法、箍围法等多种应用，促进创周

的特点。南齐龚庆宣在《刘涓子鬼遗方》中更名为“脱

微循环、降低风险感染、缩短治疗周，进而控制糖尿病

疽”并沿用至今，对其发病部位、症候表现、临床转归

足病情的发展[7]。

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 发于足趾，名曰脱疽，其状赤黑，
不死，治之不衰，急斩去之，治不去，必死矣”。后世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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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本病也进行了不同学派的论治。
《外科正宗》集明

《外科正宗》指出：糖尿病足坏疽发病机理是“外

以前外科成就之大成，对脱疽的外治法创新甚多[3]，但

腐而内坏也”，不外乎内外因所致。内因或平素厚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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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粱，熏蒸脏腑所致；或丹石补药，消烁肾水；或房劳

枯疮死为度，待本指（趾）尽黑，则用截趾(肢)术将干黑

过度，气竭精伤；或兼房术涩精霸道药，终成燥热火

坏死处取下，若血流不止，则用金刀如圣散止血，周围

症，日久毒邪深入骨髓，终成疽毒阴疮而发病。案例

皮肤肿胀处以妙贴散敷之。陈氏继承了孙思邀手术

中亦有情志失调、药邪等引起脱疽者。外因或“冬月

治疗脱疽“在肉则割,在指则切,即此病也”的思想，并

严寒，主使赤脚，履地不敢移”，或“又因修甲损伤良

创立了肢体关节分断分离手术。

肉，靴鞋窄小，俱易生之”，或“用脚布任意缠紧，以线
密缝其脚，胀痛不堪”，久居寒湿、靴鞋挤伤、外伤等皆
可引起发病。

清除坏疽组织、胼胝体及老化肉芽组织。Xu Y 等[10]证
实糖尿病足溃疡的清创频率与愈合几率呈正相关，连

根据《外科正宗》所描述的脱疽病情演变，笔者将
糖尿病足进行辨证分期，主要分为初期（未成疮期和
已成疮期）、溃烂期、恢复期，以下进行详细论述。
2.1

在现代临床中发展为清创法。清创法是指逐次

续外科清创的溃疡面积比不做清创的溃疡面积同期
面积小 34％。有研究表明，糖尿病坏疽的清创标志是
坏死组织与正常组织之间出现界限，尤其有明显的红

初期“托毒外出”，阴证转阳

沟界限[11]。传统医学认为，正气来复，正能据邪，此时

在发病初期指出“初起水窠黄泡者，即灸之”。陈

糖尿病足疮面形成护场，可抗争坏疽邪气入侵正常组

氏将艾灸誉为“疮科首节第一法”
“ 艾火拔引郁毒，透

织，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根据糖尿病足创面感

通疮窍，使内毒有路而外发”，贵在早灸为佳。艾叶性

染与否，分为干性坏疽、湿性坏疽或混合性坏疽[12]。控

温，可振奋阳气，味辛温，通行十二经脉，逐冷除湿，调

制创面感染，防止局部蔓延是治疗湿性坏疽的重要原

[8]

理气血，杀菌作用明显。阙氏临床案例效验 艾灸产

则。发于足趾者可用手术线在正常组织与坏死组织

生的热力和药理作用，可保持疮面基地干燥，降低渗

分界线上方结扎，正是对《外科正宗》所述“头发十余

液产生，有效避免细菌感染。另外，艾灸燃烧时还有

根，缠患指”的继承和发展，截趾法促使其迅速变成干

光 辐 射 效 应 ，增 加 机 体 产 生 足 够 腺 苷 三 磷 酸

性坏疽，将炎症控制后可采用湿润疗法；干性坏疽当

（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通过神经-体液系统，
满足细胞的代谢需求，加速溃疡创面生长，为免疫细

胞提供必需能量，同时为缺乏能量的病态细胞提供活
[9]

化的可能 。

应积极改善患肢血运，可内服益气活血化瘀药物，输
注改善微循环的药物，增加下肢血运[13]。
清创的理想切口是要选择脓腔最低点、张力最高
点，创面外形要求外大里小,否则易发生厌氧菌感染，

后论述“初生如粟，里可容谷，皮色紫赤，不作焮

还会漏除坏死筋膜、肌腱等[14-15]。若肌腱附有脓性分

肿，发扎仍灸”，此时糖尿病足坏疽属阴证，当用大辛

泌物或肌腱松弛坏死，可先行腱鞘剖开减压、通畅引

大热药物引邪外出，发为肌表。另外，陈氏创制神灯

流，严重者在肌腱骨的附着处切除，将坏死肌腱抽出。

火照法，用于疮痈欲消不消、欲脓不脓的病变阶段，此

若创面深达骨组织，应切除骨膜硬质骨直至出血，后

阶段使脱疽阴证转阳，发为阳疽，生泡作脓，得脓毒

应用咬骨钳及骨锉修整骨残端使其尽量圆滑，且低于

泄。陈氏用蟾酥饼箍围，记载蟾酥饼“有回生之功，乃

周围疮面，以利于愈合。清除脓性分泌物后，注意对

恶症中至宝丹也”，对一切痈疽疮疡“不起发者即发，

角化边缘和溃疡基底清创，直到出血为止。术后注意

不痛者即痛，痛甚者即止……未成者即消，已成者即

探查有无窦道存在，若存在，则切开引流。

溃”，临床中常应用如意金黄膏外敷，有异曲同工之

糖尿病患者由于糖代谢异常往往会引起脂肪代

效，认为“凡外科一切诸般顽恶肿毒，随手用之，无不

谢长期处于紊乱状态，糖蛋白因子增加，血液粘滞不

应 效 ，诚 为 疮 家 良 便 方 ”，内 兼 服 用 补 托 药 物 ，托 毒

畅，在高凝状态下血小板大量聚集于损伤的内皮下

外出。

层，血液不能以正常速度循环，进而引起下肢动脉硬

2.2

溃烂期“在肉则割，在指则切”控制感染
“毒势已成，疱形稍陷，但紫色未攻脚面者”为病

势蔓延，陈氏主张“乘其未及延散时，用头发十余根，
缠患指本节尽处绕扎十余转，渐渐紧之”，其目的是
“毋得毒气攻延良肉”，随后用蟾酥饼，加以艾灸，以肉
2

化斑块多发，基底膜增厚，血管腔狭窄，微循环障碍，
营养物质不易吸收，代谢产物不能清除，一旦破溃，十

分 容 易 发 生 局 部 坏 疽 。 若 经 下 肢 CT 血 管 造 影（CT

angiography，CTA）筛查确诊下肢动脉硬化斑块较多，
下肢血管狭窄程度严重，在糖尿病足基本控制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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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则应考虑行下肢介入。最常见技术有：经皮腔内

血 管 成 形 术 (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
PTA)、血管内膜旋切术、射频消融术、溶栓术、血管支
[16]

架置入术、药物灌注术等 。通过下肢血管再通，恢复
血流正常灌注水平或满足下肢血流循环需求，保证糖
尿病足创面生长的血供

[17-18]

。在临床中，因其介入手

术创伤小、危险系数低、安全性高、可重复操作、并发
[19]

症少等显著优点，广泛应用于临床 。
2.3

恢复期“去腐生肌”疮口收敛
陈实功指出，截趾后次日,“倘有黑气未尽,单用蟾

酥锭研末掺之,膏盖,黑气自退。患上生脓,照常法用玉
红膏等药生肉护骨完口,此为吉兆”。即在实施清创术
后当抗感染治疗，避免再次分泌脓性分泌物。疮疡后
期，以去腐生肌为治疗原则，祛腐的基础上生肌，生肌
玉红膏可使“腐肉易脱，新肉即生，疮口自敛”，是“外
科收敛药中之神药”。另外，本院自制的红纱条也常
用于去腐生肌期，能够腐蚀坏死组织，促进新鲜肉芽
组织生长。

若创面较大，待肉芽组织填满创面，肉芽红润呈
颗粒状、质地坚实、分泌物呈血浆样时，植皮存活率
高，针对创面肉芽生长状态，分区、分层植皮。常选用

异 体 脱 细 胞 真 皮（acellular allogeneicdermal matrix，
ADM），ADM 保留了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
ECM）的 三 维 结 构 及 其 有 效 成 分 ，包 括 透 明 质 酸

（hyaluronic acid，HA）、蛋白聚糖（proteoglycan，PG）、纤

连蛋白（fibronectin，FN）和其他相关因子，如成纤维细
胞生长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转化生长因
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等[24]。这些成分促
进纤维蛋白（fibrin，Fb）的迁移和新生血管形成，为创

面修复提供理想的微环境[25]。此外，ADM 提供了一个

有效的结构以供细胞黏附、增殖和分化[26]。因此，ADM
可以促进肉芽组织形成，为进一步移植皮片提供良好
的创面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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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近年来，随着糖尿病的发病率日益增加，其并发

恢复期常常采用湿性疗法促进疮面愈合。根据
创面床理论，在相对密闭、湿润的微环境中,加速分解、
脱落坏死组织,调节氧张力，间生态组织得以恢复,并
[20]

加速扩张毛细血管,改善血运,启动再上皮化进程 。
若创面较小，治疗方法多采用外用重组碱性生长因子
湿敷，保护娇嫩的肉芽组织。临床实验发现，外用重

症糖尿病足发生也在逐渐升高，且发病年龄呈年轻化
趋势[27]。Walsh 等通过大样本调查表明[28] 糖尿病足患
者发生溃疡后的一年内死亡率约 5%，5 年内死亡率为
42.2%，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费用等特点[29]。而

我国医学在脱疽治疗中具有中医特色优势，尤其是中
医外治法在各类医学古籍中，均有记载。

组碱性生长因子可增强创面毛细血管再生，进表皮细

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记载：
“ 内之症或不及其

胞分泌和移行，还可修复合成创面细胞脱氧核糖核酸

外,外之症则必根于其内也。”徐大椿亦在《徐灵胎医

（Deoxyribonucleic acid，DNA)、核 糖 核 酸（Ribonucleic
Acid,RNA），在临床中有明显的促愈疗效

[21-22]

。若创面

较深或有窦道，骨肉不相连者，则应用封闭式负压引

流 疗 法 (Vacuum-assisted closure therapy, VAC)。 VAC
是指将聚氨酯海绵填充于创面上，用生物半透性薄膜

书》说：
“ 外科之法，最重外治。”点明中医外治法的重
要地位。而吴尚先所著的《理瀹骈文》指出：
“ 外治之
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法即内治之法，所异者法耳。”
明确了中药内治的辩证方药与外治法的基础理论基
本相同。
《外科正宗》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被誉为

封闭创面,引流管两端分别链接 VAC 瓶和聚氨酯海

“列证最详，论治最精”的中医外科书籍，徐大椿评论：

绵，从而形成一个密闭的引流系统，其机制可能是牵

“凡有学外科者，问余当读何书？则令其先阅此书。”

拉创口两边对合，稳定创面周围环境，减轻水肿,去除

书中治疗脱疽除了常用的灸法、针刺法、神灯照法，还

坏死组织及渗液，降低细菌生物群，重构创面微型。

创立了关节分离术，是中医外科对手术术式的一大贡

另外，创周压力增大可丰富血运，改变创面生化和系

献，对临床中治疗糖尿病足具有借鉴意义。现代医家

[23]

统反应，为上皮组织生长准备条件 。VAC 在糖尿病

在陈实功的外治理论基础上，将中草药以不同剂型应

足中常应用于每次清创之后，时长一周左右，创面愈

用于糖尿病足创面中[30]。大样本研究表明，多中心、多

合效果较为理想。但仍有一小部分患者因 VAC 过强

的压力吸引造成疼痛,一般前期较为明显，后期有所
减轻。

手段、以中医外治为主的中西医综合治疗能明显缩短
糖尿病足溃疡的愈合周期，并且危险系数不明显[31]。
临床中已达成共识：糖尿病足虽以局部组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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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溃疡、坏死为主，但基础治疗也至关重要，在应用

夹湿之象，治疗上用清热解毒去腐之法，同时配伍祛

敏感抗菌素、稳定血糖、改善循环等内科治疗情况良

湿药；如果创面久溃不愈，继发为气阴两虚证，此时创

好的基础上，清除坏疽组织、控制创面感染、通畅引流

面基底苍白，渗血渗液相对较少，下肢及足部冷凉显

是局部治疗的关键，这也符合中医“给邪以出路”的理

著，益气养阴治其本，活血化瘀治其标，相辅相成。恢

论。虽然要求及时切开引流，但清疮不宜过早，也不

复期表现为生肌无力，但仍有少量脓性分泌物，治疗

宜强求一次除尽，即“祛腐勿尽”
“ 保养恶疮”，当根据

以生肌收口为主，去腐为辅，最后达到“腐祛肌生”
“肌

具 体 情 况 或“ 鲸 吞 ”或 分 次“ 蚕 食 ”来 促 进 肉 芽 组 织

平皮长”的目的。李萍课题组[32]指出，外治之药作用于

新生。

溃疡创面，减少晚期糖基化终末化产物（ACEs），抑制

外用药是中医外科的特色，根据糖尿病足的不同

创周的高糖反应，刺激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转化

发展阶段，把握恰当的时机进行分期论治。在糖尿病

生长因子，重启创面成血管细胞的动员能力，发挥“补

足初期，以热毒炽盛为主，早期或有阴邪内陷，腠理密

气活血生肌”的作用，缩短改善创面的修复时间。

闭而不发，外用辛热之品“疗疽以开腠理，散寒凝为

《外科正宗》对糖尿病足症状进行辩证分期，然在

主”，如细辛、肉桂等，热毒者表现为周围皮肤红肿，皮

脱疽治验中又不拘泥分期治疗，外治方法灵活，这说

温灼热，渐有皮下积液,应指感增强，以清热解毒治疗

明糖尿病足疮疡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时机把握显得尤

为主，如黄连、虎杖、金银花等；成疮期至溃烂期发展

为重要。因此外治不同的糖尿病足坏疽创面，当审证

十分迅速，主要分为湿热壅盛和气阴两虚两种证型。

求因，辩证施治，可以多种外用法在同一创面时期应

湿热壅盛证主要表现为脓腐较多，异味明显，舌脉有

用，对糖尿病足的愈合转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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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External Treatment of Diabetic Foot at Different Time Based on“Orthodox Manual of External Medicine
and Dislocation”*

Du Yuqing，Liu Yali，Li Youshan，Liu Fengtong
(Peripheral Vascular Department of Dongzhimen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7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alectical drug use in "Orthodox Manual of External Medicine and

Dislo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external treatment methods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foot with
different time.Methods

Focusing on the "Orthodox Manual of External Medicine" on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lo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modern clinical methods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summed

up a set of treatment methods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foot with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Results

Chen's diabetic foot ulcers were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itial stage, ulceration stage and recovery stage. In the
early stage, "the way out for evil", the festering period "cuts in the meat, cuts in the finger", restores the "de-septic
muscle", combined with modern debridement, external reconstituted alkaline growth factor, closed negative pressure
drainage (VAC) , skin grafting, etc., can be cross-applied according to the growth state of the wound surface in the same
period.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state of wound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diabetic foot ulcers, grasp the timing of

treatment and apply appropriate treatment methods, shorten the repair time of ulcers, improve the wound healing rate,
and provide a feasible clinical treatment strategy for diabetic foot ulcers.

Keywords: "Orthodox Manual of External Medicine", different timing, diabetic foot, extern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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