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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メディカル通信    2017 年 4 月号（2）                                             

                 

 

医学专题 ： 湿潤治療
 

我们诊所实施的关于伤口的湿润治疗，不使用纱布，能够让伤口好得更快，疤痕更浅，且能让患者几乎没有

痛感。至今为止，想必大家在处理伤口(擦伤，割伤，烧伤)时，都是先消毒，然后用纱布覆盖处理吧。现在

几乎所有的医院和诊所，都是采取这种处理方法。其实，即使在东京都内，对伤口进行湿润治疗的医院或诊

所，也只不过是二十多处。 

而在本诊所，进行“湿润治疗”的病例也在逐渐增加。借此机会，我想分析一些具体病例，来介绍“湿润治

疗”的历史背景，科学依据，以及治疗方法。 

首先，先介绍一些湿润治疗的病例。 

这位是右脚被开水烫伤的患者。看上去就很痛的样子。经过十天的治疗后伤口治愈了。请看就诊时和半年后

的照片。 

图 1-1 就诊时 

 

图 1-2 半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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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恢复得很好，如果不说，甚至猜不到是哪只脚被烫伤过吧。 

 

接下来这位小朋友，脸部和胸部被开水烫到了。这是就诊时的照片。当时还覆盖着纱布。 

图 2-1 受诊时 

 

开始时是用的“消毒”+“纱布”的治疗方法。这样持续治疗三天后，别人告诉母亲“孩子脸上会留下烫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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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于是她在网上搜索“烫伤的治疗方法”，就这样来到了本诊所就诊。 

 

图 2-2，2-3 

 

 

这是在拆纱布的时候的照片。我们知道，伤口上涂有消毒药。纱布粘在了伤口上，剥离的时候是很痛的。 

而经过一周的湿润治疗后，伤口基本上痊愈了。 

 

图 2-4：湿润治疗 1 周后 

烫伤疤痕几乎都淡化了。说会留疤痕的医生是用传统的“消毒”＋“纱布”进行治疗的。传统治疗会留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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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是胸部和手部被开水烫伤后进行传统治疗的患者的 1 年后的照片。 

患者来本诊所咨询关于这个疤痕能不能治愈(患者在本诊所接受治疗时，我还在别的医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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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变得由红发黑的地方是因为烫伤而形成的肥厚性疤痕。即所谓的蟹足肿(胶原纤维生成过剩)的状态。蟹足肿

是传统疗法治疗容易形成的状态，这样的话伤口就会比较难看。 

   图 4 

 

图 4 的小朋友是被开水烫到了左手以及胸部。在某大医院住院之后，每天进行全身麻醉(非常疼痛)，进行了

“消毒”＋“纱布”的传统疗法。伤口很难愈合，所以主治医生建议进行皮肤移植。父母在网上进行查询后，

来到了本诊所。之前的治疗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伤口面已经恶化，治疗虽然有些困难，但是并没有经过皮肤

移植就治愈了。进行湿润治疗，疼痛很少，而且不需要麻醉和住院。 

但是，此病例遗憾之处在于，还是生成了蟹足肿。如果从一开始就进行湿润治疗，应该不留什么伤疤就能痊

愈吧。而患者还是小孩子，这更加让人深感遗憾。我不想就这样放弃，于是接着给他进行蟹足肿治疗。后来

伤疤变得浅多了。我想，小孩子真是可怜，如果一开始就用湿润治疗就好了。 

如图 4 所示，手腕是可以自由活动的。进行湿润治疗没有疼痛，治疗期间患者的手腕活动自如。这样的话自

然就进行了恢复性训练，关节也不会变得僵硬。如果太过疼痛而手腕一直不动的话，关节会变硬，以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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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困难了。这个小孩子进行初期治疗时的某医院是超级有名的医院。所以这个故事并不是年代久远的老故事。 

即使是在“现在”，在那么大的医院对伤口的治疗也是“消毒”＋“纱布”治疗，如果不能痊愈，便建议“皮

肤移植”。但是，这种治疗方法并不仅仅存在于那个医院。普通情况下很多都是这样治疗的。 

而皮肤移植后会是什么样子呢？请看照片（图 5）。这种网状的皮肤会伴随一生无法取下。 

图 5 

 

湿润疗法并不只是适用于烧伤。其他的外伤也可以。 

例如，这位患者是摔到脸的擦伤。请看治疗过程。 

 

图 6:脸部外伤 

 

在第 10 天时疤痕渐渐的在淡去。 

“湿润治疗”是现任练马光丘医院伤口治疗中心长的夏井睦医生于 1996 年创始的治疗法。目前还只能在日

本接受治疗。 

图 7 的患者是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腹部被咖啡烫伤了，在美国接受治疗。患者说，“消毒”＋“纱布”＋“白

色软膏”的传统治疗，伤口非常疼痛。而且，还留有疤痕。受伤后已经过了一个月。疤痕迟迟也不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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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在日本，“湿润治疗”是少数医疗机构才能进行的治疗，但也不是为零。能够接受这种治疗，是患者的福音。

如果什么都不考虑，直接去医院进行传统的“消毒”＋“纱布”治疗，严重的时候甚至进行皮肤移植。请大

家三思而行，尽量不要选错治疗方法。 

 

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伤口治疗的历史。 

伤口治疗可以称之为“医疗之根本”也不为过。自古以来，出现了很多伤口治疗的方法。因为伤口感染而死

亡的人也不在少数。即使对伤口进行手术，也容易受到感染。而发现天才般解决方法的，是英国外科医生李

斯达。在克赫发现细菌之前，他就宣布“给伤口消毒能够减少感染率”。而这已经是 150 年前的事了。 

①  “用石碳酸消毒的话能够大量减少感染” 

② “要减少感染，必须给伤口治疗用具消毒” 

论文这样写道。 

 

当时，用石碳酸这样的消毒药给伤口消毒，其结果是伤口没有引起细菌感染而治愈。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

“咦，怎么能够不消毒而进行伤口治疗呢？”这里是我们经常进行讨论的地方。当时，李斯达对伤口处理使

用的“石碳酸”这种消毒药，其消毒效用十分微弱，我们现在都不使用了。所以，李斯达不是给伤口消毒，

而是用效力很弱的消毒药洗净伤口。也就是说，洗净就可以了。但是，从那时到现在，李斯达所提倡的“伤

口必须消毒”这样的理论（？）对于全世界的医生来说已经深入人心。即使是现在，这种说法也依然流行。

但是，也有医生对李斯达所提倡的“伤口必须消毒”持异论。例如发现青霉素并获得诺贝尔奖的弗莱明。弗

莱明写了“给伤口消毒的话伤口会更难愈合”的论文。这是他于 1919 年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军医的

经验进行科学分析的一篇论文。当时，受李斯达理论的影响，“伤口治疗必须要消毒，用消毒效果越强的消毒

药伤口好的越快”这样的理论开始流行，比石碳酸消毒效果强很多的消毒药开始被研发并使用。而使用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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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效消毒药来治疗伤口的弗莱明医生，发觉了使用强效消毒药反而使伤口愈合得更慢了。然后「The action of 

chemical and physiological antiseptics in a septic wound(Brit J Surg. 1919;7:99-129)」这篇论文被

发表。有兴趣的人，可以阅读以下全文。  

http://www.wound-treatment.jp/new-data/2015-1202/1.pdf   

这篇论文的最后比较了消毒后的患者群和没有消毒的患者群。 

弗莱明论文 

这篇论文是弗莱明在 38 岁时写的论文。10 年之后他发现了青霉素。这篇论文描写伤口治疗过程的描写十分

细致，让人惊叹。果然其观察力异于常人。 

在此介绍一下论文最后的图。左边的“Without antiseptic”，用水洗净伤口的患者群（蓝色箭头表示）90%

被治愈，处于第二位的是肥皂（肥皂有消毒作用），用其洗净伤口的患者群 75%被治愈。其他的消毒药也比

不过“用水洗净”的效果。因此他得出了“从外科医生的视点来看，使用消毒药有弊无利”的结论。 

 

但是，弗莱明不是外科医生。写完这篇论文后，他回归到本职的细菌学者的工作，然后发现了青霉素。所以，

对于医生，特别是外科医生来说，只有李斯达所论述的观点（伤口的治疗消毒是必要的）被广泛流传，渗透

至今。遗憾的是，弗莱明医生所秉持的观点，并没有广泛流传。 

 

我也是在拜读了夏井睦医生的著作（绝对不要给伤口消毒：光文社新书）之前，一直在给患者的伤口消毒。 

开始进行湿润治疗是因为，有一位进行冠动脉侧路血流移植时切割血管后的伤口迟迟难以愈合的病患。这位

患者本来患有糖尿病，动脉硬化，所以伤口很难愈合，为了治疗伤口其住院时间也会延长。而在通过湿润治

http://www.wound-treatment.jp/new-data/2015-1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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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后， 

1． 患者能够自己处理伤口 

2． 治愈期间变短了 

3． 处理伤口没有疼痛 

4． 住院期间缩短 

5． 即使有伤口，也可以淋浴洗澡。 

俗话说一箭双雕，这可谓是一箭五雕的治疗了。从此以后，这位患者开始进行真正的湿润治疗了。 

 

以后会继续介绍湿润治疗。下次会给大家介绍“湿润治疗的理论背景以及极具冲击力的 Nature 论文”，敬请

期待。 

 

 

 １１１メディカル通信    2017 年 5 月号（2）                            

                 

                 

 

医学专题 ： 湿潤治療
 

    
 
 

       
傷治療の話：第 2話 その３（湿潤治療の実践編） 

今天继续介绍之前所提到的湿润治疗。湿润治疗到底是怎样治疗的呢？治疗期间大概需要多久呢？这期杂志

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大家经常会问：如果不要消毒，那么会不会有细菌侵入呢？其实，人体自身就满是细菌呢。 

请看（图 0-1），这是健康男孩的手在显微镜下的照片。人的手上其实沾满了各种各样的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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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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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2  

人体中本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细菌，才能保持一种平衡状态。即使是很努力的给伤口消毒，

可能也只是增加对消毒药抗性很强的细菌而已，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吧。所谓感染，指的是

存在于人体的细菌或者外来的细菌，让身体的状态变坏。所谓变坏，是因为细菌在某个地方

异常繁殖，而产生的疼痛或发烧。 

接下来，我们会讨论一些伤口的深浅问题。伤口依据深浅的不同，其治疗方法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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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伤口有“浅的伤口”和“深的伤口”。那么如何判断深浅呢？一般来说是依据经验。即使用显微镜看伤口，也

不知道其深浅吧。但是，从受伤开始，经过数日至一周，大致就会知道。 

 

浅的伤口：毛孔，汗腺没有受伤的伤口。例如）烫伤，擦伤等。 

深的伤口：毛孔和汗腺都没有受伤的伤口。例如）低温烫伤，烧伤，皮肤剥离创伤 

 

一般情况下，皮肤即使受伤，毛孔，汗腺表面如图 1 所示，其管腔内的表皮细胞(绿色部分)

还残留着。所以，即使是受伤，如果没有伤及毛孔，汗腺，那么伤口就会好得很快。从毛孔

长出新的皮肤大概为“数日到一周”左右的时间。如果在此期间，新的皮肤没有从毛孔里面

长出来，那么就可以称为“深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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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浅的伤口的照片 

 

白色的部分为毛孔。皮肤从这里长出来。这是被开水烫伤的，属于浅的伤口，一般 10 天左右就能恢复得很漂

亮。 

 

    图 3：深的伤口的照片 

 

这是被热水袋烫伤的低温烫伤，因为毛孔和汗腺也受到损伤，所以恢复需要花很长时间。 

请注意：并不是因为是开水烫伤所以就是深的伤口，也并不是如果是低温烫伤，就被称为浅的伤口。现在，

很多女性进行永久脱毛，因为进行脱毛处理而造成毛孔损害，伤口恢复很慢的病状不在少数。 

湿润疗法并不根据伤口的深浅而改变治疗方法。无论是哪种伤口，治疗方法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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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介绍一下治疗方法。 

-----所有伤口的一般处理方法---- 

1．用自来水洗净伤口 

日本的自来水很干净，所以请放心用来清洗伤口。如果感觉疼痛的话，用温水(30-40 度)清洗也可。可能有

的人听说用肥皂清洗伤口会比较好。肥皂是有消毒作用(请参考前面章节的弗莱明的图)，但是用肥皂清洗伤

口，伤口会很难愈合。除非，受伤时伤口被油弄脏了。 

 

2．接下来如果有异物(沙子，脏物)的话，把异物除去 

即使只用自来水洗净，也能够除去很大一部分异物。如果脏得很严重，有必要在外科进行处理。甚至有些需

要先麻醉，再取出异物。 

 

3．如果没有异物，在伤口上涂上凡士林后用湿润治疗的材料覆盖在创面上 

如果没有凡士林的话也没关系，只不过涂上凡士林后疼痛会减轻。 

如果有可能感染的话，有必要使用抗生素。但是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服用止痛药，因为受

伤初期伤口可能会有疼痛，一疼痛血管就会收缩，这样的话伤口会愈合得更慢。 

 

4．每天都需要洗净伤口，交换湿润治疗材料 

上一次的介绍有提到，身体为了治愈伤口，会渗出来很多“白色渗出液”。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每天多换几次

湿润治疗材料。因为渗出来的液体如果沉积下来，容易成为感染源。最重要的是，新鲜的渗出液的效果非常

好。如果渗出液没有继续渗出的话，就意味着新的皮肤已经形成了(即所谓的上皮化)。这是治疗完成的重点。 

 

5．伤口的洗净 

受伤时自己可以进行处理。如果进行湿润治疗，医疗机关都会进行伤口的洗净。这并不是件很难的事。习惯

后在家里就可以进行处理。即使正在进行治疗，也可以淋浴甚至泡澡。如果对泡澡有抵触情绪，只淋浴也可

以。覆盖着治疗材料淋浴，泡澡，之后洗干净伤口，擦干净伤口后再覆盖上治疗材料。可以用毛巾擦干伤口，

如果有抵触的话，可以用厨房吸水纸擦干。无论是淋浴或者泡澡，伤口被弄湿也没有关系。 

 

6．不需要使用抗生素软膏，类固醇软膏 

如果伤口迟迟不能愈合，经常会需要使用类固醇软膏。而湿润疗法的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 

 

---- 烫伤治疗 ---- 

烫伤的情况在初期治疗时稍稍不同。对烫伤的伤口，立即冷却很重要。但是，过度冷却容易冻伤，请务必注

意。其他的和普通的治疗一样。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对于烫伤的治疗，如果温度的度数不一样，那么治疗

方法也会不一样吧？但是，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治愈所需要的时间不一样。说实话，就诊时，二级烧伤跟三

级烧伤的差别也很难看出来。无论如何，治疗方法都是一样的。一般而言，经过几天或者一周的时间，大概

就能知道治愈时期需要多长。只是一级，二级的话，很快就能治愈。用湿润治疗的方法，基本不需要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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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移植”。 

 

 ----湿润治疗中的感染对策----- 

我有提到在治疗初期，基本不需要使用抗生物质。因为没有必要。滥用抗生素会导致耐药菌。一定要注意。

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感染。所以判断有没有感染，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正确进行湿润治疗，一般不会感

染，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患者比医生更能轻易判断自己有没有感染。伤口和感染的疼痛是不一样的。这种感

觉只有患者自己最清楚。 

 

如果感染了 

1． 伤口会痛。即使不去触碰伤口，也感觉疼痛，这是感染了的特征。而疼痛的感觉和受伤时不一样。只有

经验过才知道。 

2． 伤口和伤口周围变红。 

3． 伤口和伤口周围发热。严重的时候甚至全身发热。 

 

如果出现以上 1，2，3 的情况，可能就感染了。虽然大家经常说“要成为能理解他人痛楚的人”，“成为知道

他人疼痛的医生”，但是，如何去判断“他人的疼痛”，这个我做不到(笑)。所以，有没有感染，患者自己最

知道了。如果发生了感染，需要检查有没有异物(沙，脓，血肿)。如果有异物，就必须要除掉。无论如何，

需要使用几天抗生素。引起炎症的细菌大多都是葡萄球菌，所以首先应选择使用第一代头孢菌素或者青霉素。

如果不加选择的使用或者使用药性很强的抗生素，耐药菌会繁殖，请一定要注意。 

 

 

----关于湿润治疗材料------ 

之前我有提到伤口需要使用湿润治疗材料。接下来介绍一下湿润治疗材料的选择。湿润治疗材料有很多种。

最便宜的是哪里都有的食品用保鲜膜。无论哪种品牌的都可以。血止住之后，把伤口清洗干净，然后覆上保

鲜膜，就能让伤口处于湿润环境。但是，我们有专用的湿润治疗材料，它们有保鲜膜所没有的很多效能。接

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用来湿润治疗的专门材料。 

 

① 水胶体治疗材料 

这个治疗材料有名的地方在于使用了水胶体(亲水胶质材料)。而キズパワーパッド（保湿创可贴）最为

有名。覆盖创面的地方是用水胶体素材制成的。伤口渗出来的渗出液被水胶体粒子(亲水性)吸收，膨胀。

刚贴上去的时候会有大量的渗出液渗出来，一天里面需要进行数次交换。而此治疗材料最大的优点是简

便性。因为那上面已经有粘性材料，所以可以直接贴上去。虽然粘性材料很方便，但是如果患者对粘性

材料过敏的话，撕掉的时候会有一些痛。如果正好是伤口愈合的阶段，难以撕掉的时候强行去撕的话，

可能会出血。所以在撕的时候是有技巧的。需要用温水软化一下，就比较好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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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②  Plus Moist（湿润敷料） 

这是湿润治疗的创始者——练马光丘医院的夏井睦医生所发明的治疗材料。白色部分覆盖在伤口上面。

可以保持伤口的湿润状态。因为不用固定在伤口上面，所以撕掉的时候不会痛。 

例 2 

 

Plus Moist（湿润敷料）的优点是，无论是哪种伤口都能使用。但是和水胶体治疗材料不一样，它没有粘性

材料，所以需要创口贴来固定住它。如果没有创口贴的话就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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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海藻酸盐保护材料 

如果是出血的话，海藻酸盐保护材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普通人通常没有吧。 

例 3-1 

 

例 3-2 

 

一般情况下如果受伤的话多少都会出一些血。处理伤口的时候，最先应该做的事情是“把血止住＝止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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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酸盐保护材料在止血方面效果非常不错。只要贴上去，伤口就会止血。与此同时，伤口也能保持湿润。运

动的时候，建议带一些海藻酸盐保护材料。也可以作为家庭常备药品以防万一。出血多的时候，即使服用抗

血小板药(阿司匹林等)，抗凝固药，将此保护材料放在伤口按着 10 分钟，一般情况下血就会止住。很多患者，

按了几分钟就看一下伤口，看血有没有止住，这样的话血是止不了的。一定要按住伤口 10 分钟不动。这样的

话血一定会止住。这个海藻酸盐保护材料，以前只有医生能够使用，现在一般患者也能在医疗机关购买。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情况下，普通家庭没有这样的医疗材料。没有医疗材料的话，用手绢或毛巾将出血

部位按住，这样就行了。需要注意的是要按住不动十分钟。一般情况下，血是能止住的，但是，一旦把手绢

或毛巾松开，可能又会出血，所以建议就那样卷着不要松开，然后第二天去医疗机构就诊。 

 

④ 其他可以用的材料还有，带孔纸袋+纸尿布等 

实际上，只要用心，我们身边有很多可以用来做湿润治疗的材料。 

湿润治疗会有怎样的效果呢。 

在下一期里，我们会具体介绍一下湿润治疗的效果。例如，疼痛很少，伤口恢复得又快又好，等等。 

（作者：望月 吉彦） 

 

 

医学专题 ： 湿潤治療
 

 接下来介绍一下实际上进行湿润治疗，会有怎样的效果。照片看起来可能有些触目惊心，治疗方法在细节方

面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治疗原理是一样的。 

 

 “让伤口保持湿润”和“不给伤口消毒”是湿润治疗的两个基本原理。 

虽然治疗过程中有一些细节方面的技巧，但那都是“妙趣横生的世界”的事情。虽然“妙趣横生的世界”很

有意思，但是如果只是一味关注那方面，容易看不到本质，所以在这里我们先不要纠结细节，只是单纯看看

治疗前和治疗后的照片。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诊所的伤口的照片都是经过患者同意所拍摄的。在还没有数

码相机的年代，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一边看着治疗过程的照片，我们一边可以反省。而在很久之前，我

们在病历上是手绘病人伤口的。很多时候，画迹好像小孩子一样。现在想起来，真是恍若隔世。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次所介绍的，并不仅仅是把“治疗状况良好”的病例挑出来所介绍。治疗期间中的所有

照片，我们都有跟患者确认过，得到了他们的同意。而其他的患者，几乎也都是毫无例外的伤口恢复得很漂

亮。 

关于“消毒＋纱布”的伤口处置方法，并不是说进行过几次，伤口就不能恢复得很漂亮了，而是尽快停止“消

毒＋纱布”的伤口处置方法的话，伤口不仅恢复得快，而且几乎没有疼痛。如果用“消毒＋纱布”对伤口进

行处置一个月以上，伤口会变得很不容易恢复。 

接下来介绍我们进行湿润治疗的一些病例。虽然只是一部分，但是实际看照片的话应该最容易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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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绍一些外伤的病例 

------病例 1 ：38 岁 男性------ 

这位患者是摔倒后，脸上受伤的病例。(这是典型的自行车翻倒后受的外伤)。 

这位患者从刚开始就是在本诊所接受治疗的。 

病例 1-1 

 

病例 1-2 湿润治疗后，基本没有留有疤痕 

 

-----病例 2：58 岁女性------- 

骑自行车摔倒后，在附近医院就诊，接受了“消毒＋纱布”的治疗。 

但是医生说“脸上会留下很大的疤痕”，而且每一次伤口处理(消毒，纱布剥离)都很痛，在网上查了之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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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诊所。是一位离东京不远的患者。 

病例 2-1 来本诊所时的照片 

 

已经在结疤了。剥掉纱布的时候非常疼的样子。 

如果一直持续“消毒＋纱布治疗”的话，肯定会留下疤痕。 

 

病例 2-2 湿润治疗后 

 

几乎没有留下疤痕 

-----病例 3：39 岁的女性----- 

右小腿被强烈撞击到。皮下有血肿块，但是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医院就诊。虽然自己进行“湿润治疗”，

但是越来越疼，所以来到了本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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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3-1 

 

伤口贴了「キズパワーパッド（保湿创口贴）]。撕下来看一下。 

 

病例 3-2  

 

和正常的左脚相比，又红又肿。还有疼痛。并且发烧。是伤口感染了。 

伤口在结的痂已经化脓。把结的痂除去，切掉坏死组织，发现了比想象中要严重。 

病例 3-3 正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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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3-4 从左边看的画像 

 

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骨头。已经成这样了还不住院，确实需要勇气。我是没有这样的勇气，所以劝他“还是

住院治疗吧”。一般的情况下，这是需要从别处弄来肌肉，然后进行肌肉填充手术将肌肉填进伤口的。 

但是，患者因为工作很忙，无法住院，说“如果恶化了，我就住院治疗”，就这样继续在本院进行治疗。虽然

迂回曲折，但是最后没有住院也治好了。 

病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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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留下了一点伤疤，但是还是治愈了。在治疗期间，还跑去日本全国各地去工作。即使是这样的伤口，也

完全治愈了，不禁让人惊叹。 

 

 -----病例 4：40 多岁的女性--- 

因为摔倒，两只脚都受到强烈撞击，在本诊所接受治疗。 

病例 4-1  

 

左小腿有一个不小的伤口。伤口的下方有死腔，里面有血肿。如果有这样的血块的话，很容易感染，所以必

须注意。 

左小腿整体都肿了，能看出来吗？因为撞伤导致血肿，这是小腿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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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也有提到，像这样的不流动的“液体，血液”，很容易导致感染。特别是脚部，非常容易感染，所以一定

要注意。 

 

病例 4-2 

 

把伤口缝合，在伤口里面插入管子，让里面的血液不要堆积。即使做了如此处置，感染还是有可能发生。 

病例 4-3 湿润治疗后 

 

-----病例 5：56 岁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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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倒后伤到脸后来到本诊所。 

病例 5-1 

 

病例 5-2  湿润治疗（贴了水胶体素材） 

 

贴了水胶体素材后，有白色的液体渗出来。这种白色液体能够治愈伤口。 

病例 5-3 湿润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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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多少有一些色素沉淀在伤疤上，但是能够慢慢治好。 

 

 

----病例 6：47 岁女性--- 

摔倒后，右膝撞伤后来到本诊所。皮下血肿明显。这种伤口很容易感染，需要特别注意。 

 病例 6-1 

 

 

病例 6-2  一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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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肿里面已经感染。这种情况下，伤口里不插入吸管将脓排出来，很难治愈。这种治法叫排脓。 

 

病例 6-3 

 

病例 6-4 

 

------病例 7：47 岁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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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患者被猫咬到手了。之前也有提到过，动物咬伤(被动物咬的伤口)容易感染，所以需要特别注意。 

这个伤口，需要使用尼龙线特殊管子(管子＝把脓排出来的管子)。这种特殊管子(本诊所是自家制造产品)医

院很少见。一般情况下是使用抗生素。 

病例 7-1 

 

病例 7-2 

把尼龙线特殊管子插入伤口(当然会麻醉) 

 

病例 7-3 

将脓排出来，伤口马上就治好了。 

 

 

 

----病例 8：46 岁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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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8-1 

耳洞周围灌脓了。 

 

病例 8-2 

因为耳洞感染而来到本诊所。将尼龙线管子插入耳洞。这恐怕是世上第一只“尼龙线管子耳环”。通过这个可

以将脓排干净，这样伤口能很快恢复。 

 

 

 

-----病例 9 ：35岁男性--- 

用砍刀劈柴的时候，不小心将手指切了。 

病例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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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9-2 湿润治疗 14 天后 

 

病例 9-3 两年后 

 

 

-----病例 10：25岁男性---- 

这是练马光丘医院的夏井睦医生的病例。经过了他的允许在这里进行介绍。 

这是被摩托车的链条卷进去而断掉的手指。一般这种情况被称为断端形成，治疗方法是削掉

骨头把皮肤缝合好然后止血。目前在日本，甚至是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医院，都是用这种治疗

方法。以前我在急救医院工作的时候，自己也给很多患者进行了整复术截肢端成形术。但是

现在，我不做整复术截肢端成形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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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例 10-1  病例 10-2 治疗后 经过了 115 天 

禁让人深思。 病例 10-2 进行湿润治疗后，指头慢慢长了出来。这不

接下来介绍烫伤治疗的病例。 

------病例 11:42 岁女性------- 

被天妇罗的油烫伤。水疱已经破了。 

病例 11-1 初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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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11-2 20 天后 

 

有一些色素沉淀。 

病例 11-3   1 年后 

 

经过一年后，疤痕几乎全部消失。 

 

-----病例 12：30 岁 女性------- 

在化学实验中，被 100 度的琼脂浇在脸上而烫伤。 

病例 12-1 受伤两天后 



33 

 

 

病例 12-2 受伤 一个月后 

 

病例 12-3 湿润治疗后 

几乎看不到疤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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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13：3岁男孩------ 

脸上被煮乌冬面的热水烫伤，在家附近的医院就诊。 

在消毒＋覆盖纱布之后，医生说“脸上会留下不小的烫伤疤痕”，所以母亲在网上搜索之后来

到本诊所。 

 

病例 13-1  来到本诊所时的照片 

虽然笑着来了本诊所，但是剥掉纱布时大哭了起来。因为太痛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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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13-2   剥掉纱布的状态 

 

 

病例 13-3 贴上治疗材料 

用消毒药洗干净，在伤口上涂上凡士林，贴上 Plus Moist敷料。因为没有疼痛，所以孩子的

笑容发自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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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13-4  一周之后 

 

脸上的烫伤，几乎没有了。母亲果然很强大很伟大阿。 

那么，如果一直用消毒＋纱布治疗的话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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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病例 1：50 多岁的女性在去往美国的飞机上，肚子被热咖啡烫伤了，在美国接受治疗。在美国待了一个

月左右，接受治疗。 

这是回国时的照片。在美国，当然接受的是“消毒+纱布+软膏”的治疗。 

番外病例 1 

如果接受了湿润治疗，就不会留伤疤。 

 

番外病例 2:热咖啡泼到手上，在附近的医院接受“消毒+纱布+软膏治疗”一个月。 

番外病例 2 

 

要是继续这样的治疗的话，色素会慢慢沉积，而伤口很难恢复。 

这两例都是用“消毒+纱布”治疗，最后会变成怎样的病例。如果这样的治疗用于脸上伤口的话，那么会留下

一辈子都消不去的疤痕。 

不了解湿润治疗方法的医生，只知道会留疤，所以才会说“会留下很大的疤痕”吧。 

 

 

-----病例 14：1 岁男孩------- 

左脚全部都被开水烫到，出了很多水疱。在家附近的医院进行了“消毒＋纱布治疗”。但是这种治疗只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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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 

为什么只进行了一天？因为这个孩子的父亲由于感冒来到了本诊所，很偶然的看到了湿润治疗的册子，在我

说明之后把孩子带过来治疗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运气”吧。 

这是孩子来本诊所时的照片和同一天水疱全部被弄掉的照片(湿润治疗的话，尽可能把水疱膜要去除掉)。 

 

病例 14-1 

 

 

病例 14-2 水疱切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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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14-3 湿润治疗后 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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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治愈。几乎没有留下疤痕。 

告诉了孩子父母对伤口的处理方法，然后数日后来医院检查一次。 

无论是哪个病例都是这样，自己能够处理伤口后(很简单)，一周来诊所 1-2 次。 

 

-------病例 15：1 岁女孩------ 

左脚被开水烫到，马上到附近的医院就诊。在大医院里被医生建议要进行皮肤移植，在网上看到皮肤移植的

照片后大吃一惊，去大医院之前来到本诊所寻求二次诊断。很严重的烫伤。 

病例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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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15-2 马上切除全部水疱 

 

病例 15-3 湿润治疗后 

正在恢复。颜色也在渐渐变淡。几个月之后几乎没有疤痕。 

 

如果进行皮肤移植的话，脚大概会成为这个样子。会成为网状的皱巴巴的皮肤。一生也改变

不了。而皮肤被取掉的部分（主要是臀部）也会留下疤痕。也就是说，如果植皮的话，会留

下两处疤痕。 

 

照片）植皮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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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伤口的话，让人不禁深思。比如，番外病例 3。 

这个孩子是一岁的男孩。手和脚都被开水烫了，进入某大医院住院。 

 

番外病例 3-1 

年末的时候这个男孩的手和脚被开水烫了。然后被救护车送到某大医院住院。这是新年 1月 3 日时的照片。 

这个大医院的医生劝患者进行全身麻醉进行植皮手术。事发突然，孩子母亲很着急，就在网上搜索，可是当

时是正月，哪里都休息，所以她找到本诊所的主页后，给我们诊所发了孩子烫伤的照片。这个照片其实是很

寻常的烫伤照片。所以我的诊断是根本不需要植皮。 

而本诊所离患者家住所太远，所以我找了可以进行湿润治疗的医生朋友，给患者进行了治疗。 

 

番外病例 3-2 半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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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恢复得很漂亮。很讽刺吧。从某大医院出院时，医生一直在说“如果不植皮的话，会感染而死亡的”。母

亲果然为了子女，会很坚强很勇敢啊。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要正确地判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情。尤其是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判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前段时间，父母带着孩子来本诊所了。本来是来东京玩的，专程为了给我们看恢复得很好的疤痕，过来了一

趟。 

虽然不是我亲自治疗的，但真的感到太开心了。 

 

------病例 16：42 岁女性----- 

右脚被热水烫伤，在附近的医院就诊。按照一般的“消毒＋纱布＋软膏”来进行治疗。一周之后，住院并被

医生劝说要做植皮手术。 

患者之前听说过“湿润治疗”，所以来到本诊所就诊。就诊时，从受伤开始已经经过一个星期了，而伤口迟迟

难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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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16-1 来本诊所时的照片 

 

给这个伤口消毒并覆盖上纱布，应该会很痛吧。 

 

病例 16-2 湿润治疗 7 天后 

 

已经在恢复了。可能有人会想，这个样子是在恢复吗?皮肤的外皮形成已经完成。伤口开始和周围皮肤的颜色

变得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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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16-3 经过半年之后 

啊？是哪只脚受伤了？伤口恢复得已经看不出是哪只受伤了。 

 

-----病例 17：54 岁 女性------- 

脸上被开水烫伤，在附近医院进行了“消毒＋纱布＋软膏治疗”的传统治疗。因为太痛，加上医生说“脸上

会留疤”，所以自己在网上检索，找到了我们诊所。 

 

病例 17-1 就诊时的照片 

看上去就很痛。 



46 

 

 

病例 17-2 

按照约定的把水疱全部切除掉。 

 

病例 17-3 14 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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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各位应该能够明白，如果是开水烫伤，要是从一开始就进行湿润治疗，真的会恢复得很漂亮。这

是为什么呢。开水最高温度也只是 100 度。而且因为很烫，所以接触时间非常短。可以说，损伤皮肤的总能

量＝“物体温度×接触时间” 

在这里，热水的总能量非常少(温度比火的温度低，而接触时间又很短)，所以皮肤损伤的程度比较低。问题

是“火”和“高温物质接触”的不一样，也可能形成“低温烫伤”。“火”和“高温物质接触”温度虽然不明，

但是也是会有到 1000 度的情况的。即使是接触时间很短，但是“温度”很高的话，损伤能量也会很大。 

所以，低温烧伤的情况也有可能很严重。因为低温烫伤的情况“接触时间”很长，即使温度很低(40-60 度)，

皮肤损伤的总能量也很多，所以情况也可能很严重。 

  

------病例 18：50 岁 女性----- 

这是一例高温烫伤的病例。患者在厨房的时候，衣服突然着火。虽然马上被送到医院，但是

医生建议需要住院和植皮。 

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不能住院，患者在网上搜索，于是来到了本诊所。初诊时，伤口看起

来很浅，但是听说“火”移到身上后，我觉得“大概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想，伤口大概

会渐渐越来越深，就告诉他如何在家里处置伤口。因为不是很痛，所以可以自己处置。 

 

病例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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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18-2 湿润治疗后 

变白的部分是 3 度的烫伤。是“深的”伤口。毛孔和汗腺都受到了损伤。 

普通情况下医生都会劝“植皮治疗”。但是， 

 

病例 18-3 湿润治疗两个月 

几乎全部恢复了。啊，这里有伤疤吗？就是这种看不出伤疤的程度。如果是很深的伤口，伤疤当然不能完全

消失。这个伤疤的部位在肩~胸部。 

如果用普通的“消毒＋纱布”的治疗方法，肩部因为疼痛而不能动弹，这样在后面会很难办。 

而这位患者几乎没有疼痛的进行了烫伤治疗，而且还去了冲绳和上海旅行。就是这样轻松的无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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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18-4 半年后 

伤疤已经恢复得很漂亮了。 

 

-----病例 19：29 岁女性------ 

低温烫伤的病例。患者的左脚放在热水壶上，就那样睡着了。那是某年 12 月 13 日的事情。在家附近的医院

就诊之后，一直接受了“消毒＋纱布”的治疗。因为太疼了，所以跑到医院很多次，但是每次都是相同的治

疗。受伤之后经过了两个月，患者下定决心，去了某大学医院就诊，在那里住院了。而医生建议患者接受皮

肤移植。但是因为工作关系，患者不能进行皮肤移植，所以在网上搜索，找到了我们诊所。 

到我们诊所时，烫伤已经持续了两个月了。看了看就诊时的伤口状态，让人大吃一惊。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

个月，一直忍受伤口疼痛两个月，太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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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19-1 左小腿 

在坏死的皮肤上涂上消毒药，然后覆盖上纱布，这简直就是“拷问”。每天晚上痛得简直要流眼泪。 

 

病例 19-2  

把坏死组织全部切除 

切除坏死组织，然后可以形成漂亮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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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19-3 湿润治疗 两个月后 

像这样治疗。然而色素沉淀，很难治好。一生就这样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热水壶。其实，不用热水壶最保险了。 

 

-----病例 20：40 岁 女性---- 

右脚放在热水壶上，就那样睡着了。早上起床后，因为太痛，来到了医院。这位患者，与病例 19 不一样，他

受低温烫伤后，第二天就来了医院。 

如果在早期就进行湿润治疗，会怎样呢？接下来，介绍对低温烫伤进行湿润治疗的典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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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20-1 初诊时的照片 

听起来好像并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伤。但是，患者说热水壶放在脚上的时间大概是 6 个小时左右。于是我确信

了这是“深的”烫伤，并告诉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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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20-2 

切除水疱后，把湿润治疗材料覆盖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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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20-3 

因为很深的地方已经坏死了，所以即使进行湿润治疗，也成了这样。 

如果变成了这样，就需要切开坏死部。不是切除。用八木空中电线的形状切开。 

 

病例 20-4 

切开后，坏死组织已经溶解。液体从伤口里面流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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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20-5 

 

病例 20-6 受伤以后经过了两个月 

 

虽然伤口愈合了，但是色素开始沉淀。 



56 

 

这个透明的胶带，是患者去夏威夷的时候，为了减少紫外线而贴上去的。(这是为了保护伤口不受紫外线刺激

的特殊胶带，在当地的药店可以买到)。 

 

----病例 21：45 岁男性---- 

把一次性的暖宝宝贴在脚跟上，就那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因为疼痛，所以去家附近的医院就诊，接受了

“消毒＋纱布”治疗，但是因为太痛了，于是来到了本诊所。 

 

病例 21-1 在本诊所初诊时 

水疱切除后的状态 

 

病例 21-2 湿润治疗后 3 个月后 

像病例 19-21 那样，低温烧伤治疗很花时间，也会留下疤痕。但是，不需要许多医院所提倡的“植皮”，而且

不用住院。 

另外，有冷症的患者，药会有显著疗效，如果是这种情况，请告诉诊所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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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介绍本诊所推荐的“湿润治疗”和“限制糖分”的组合疗法。 

------病例 22：53 岁男性------- 

这是糖尿病性坏疽的治疗例。 

湿润治疗＋糖尿病的治疗(主要进行糖分限制治疗)，最后完全康复。 

 

病例 22-1 

糖尿病如果一直任其发展的话，动脉会发生血流循环障碍，然后坏死，甚至发展到全身。 

像这样的患者，如果只是进行“湿润治疗”的话，是很难治愈的。还要同时进行糖尿病的治

疗。血糖的忽高忽低的情况改变了的话，血流障碍状况也会改善，伤口也会愈合的快。 

 

病例 22-2 湿润治疗＋糖尿病治疗 

以上是对各种湿润治疗例的介绍。 

当然，希望各位最好不要受伤。但是如果受伤了，请想起“湿润治疗”这个词语。 

在东京的都内也只有 40 家医疗机构可以进行湿润治疗。 

一般受伤了，在医疗机关都会实施“消毒＋纱布”的治疗。 

（作者：望月 吉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