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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伤性骨折伤员的急救与护理应对
杨金瑞，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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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 42 例外伤性骨折患者的急救与临床护理。方法

选取我院 2020 年到 2021 年收治的 42

例外伤性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诊断与救治同时进行，对病情严重的患者及时开展有效的急救措施，如手术清
创、加压包扎止血等，待病情缓解后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针对术后常见的疼痛和肢体肿胀，观察组采取常规
的护理应对，对照组在观察组的基础上配合中药涂擦、中药穴位贴敷等治疗之后对比治疗效果。结果
患者均进行了手术治疗，术后给予相应的护理应对，且对照组护理效果明显优于观察组。结论

42 例

正确的急诊

救治结合专业的术后护理指导能够提高诊疗效果，且在急救处理后应用中药涂擦、穴位贴敷等更有利于外伤
性骨折伤员的病情恢复。
关键词：骨折；急救；疼痛；肿胀；护理应对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mergency treatment and clinical nursing of 42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fracture.. Methods select our hospital from 2020 to 2021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42 cases of traumatic fracture patients，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t the same time，in a timely
manner to carry out the effective emergency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measures，such as
surgical debridement and pressure bandage hemostasis，after waiting for remission of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in view of the common postoperative pain and limb swell⁃
ing，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nursing treatment，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compared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based on the treatment with Chinese medicine application
and acupoint appl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Results all 42 patients underwent surgical treat⁃
ment，postoperative corresponding nursing response，and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nclusion Correct emergency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professional postoperative nursing guidance can improve the effect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acupoint application after first aid treat⁃
ment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recovery of traumatic fracture patients.

引言
骨折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创伤性事件，多

骨折患者的手术急救与术后护理过程进行分析，
现研究报告如下。

数骨折均由外伤引起。而外伤引起的骨折多伴有

1

合并症状，如失血性休克、急性剧烈疼痛、严重呼

1. 1

吸困难、腹腔脏器损伤等，严重情况下会危机患者
生命，所以外伤性骨折的急救阶段至关重要，它直
接影响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同时外伤性骨折患
者术后也有许多潜在的问题，如肢体肿胀、疼痛、
畸形、活动受限、感染等，所以针对骨折患者的术
后护理措施也非常重要。鉴于外伤性骨折的高发
性、致病性等特点，特对我院收治的 42 例外伤性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0 年至 2021 年收治的 42 例外伤

性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在 42 例患者中，男性患
者 28 例，占 66. 7%，女性患者 14 例，占 33. 3%，年

龄 最 大 的 为 64 岁 ，最 小 的 为 15 岁 ，平 均 年 龄

（39. 5±5. 19）岁。其中胸腰椎骨折占 10 例，胫腓

骨骨折的 12 例（有 2 例伴休克），锁骨骨折的 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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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骨折的 5 例，骨盆骨折的 1 例，髌骨骨折的 3

高的现象，上下楼梯时患者头部在上，平地搬运时

将 42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观察组（n=

其他护理，及时协助急救医生，通知相关科室会

例，尺桡骨骨折的 9 例。

21），男性患者 13 例，女性患者 8 例，年龄 15~64
岁，平均年龄（39. 5±5. 19）岁，胸腰椎骨折 6 例，胫

腓骨骨折 5 例，锁骨骨折 1 例，股骨骨折 3 例，骨盆

骨折的 1 例，髌骨骨折的 1 例，尺桡骨骨折的 4 例。
对照组（n=21），男性 15 例，女性 6 例，年龄 17~62
岁，平均年龄（38. 3±5. 7）岁，胸腰椎骨折 4 例，胫

腓骨骨折 7 例，锁骨骨折 1 例，股骨骨折 2 例，髌骨

骨折的 2 例，尺桡骨骨折的 5 例。两组患者在年
龄、性别及骨折分类上无明显差异（P＞0. 05），具

头部在后，同时注意观察患者的面部神情［4］。⑤
诊，做好术前准备，如术区备皮、肠道准备、导尿管
留置等，告知患者术前注意事项。针对颅脑损伤
的患者要更加注意病情的变化，着重观察患者的
瞳孔、呼吸，发现脑疝的前期症状要及时通知相关
科室，做好相关记录［5］。⑥做好相应的急救护理
记录，秉持及时、准确、完整、简明扼要的原则，内
容包括患者的呼吸、脉搏、血压等各项生命体征，
以及患者的实施病情变化，治疗用药等。

1. 2. 2 观察组：给予常规的骨折急救后护理

有可比性。观察组常规护理措施，针对骨折术后

应对方法。①一般护理，急救术后出行期严密观

引起的肢体疼痛、肿胀，给予常规的药物止痛、消

察患者生命体征，针对于术后急性疼痛和肢体肿

肿。对照组在常规护理措施的基础上，进行中医

胀 可局部冷敷。②牵引的护理，在牵引的过程中

健康护理教育，介入性的实施中医特色护理技术。

注意观察支端血液循环，重视病人的主诉，如麻木

1. 2

1. 2. 1

方法
急救处理

内容主要包括：①急诊科护士

感疼痛等。同时要注意保持牵引的有效性，随时
观察牵引器具有无脱落，牵引锤是否悬空，滑车是

在接诊患者后及时通知医生，迅速评估患者的病

否灵活，牵引重量不可随意增减，定期测量患肢长

情，全面了解患者现阶段的呼吸，血压心率等各项

度，及时做调整。躯干伸直，骨盆放正，保持轴线

生命体征，对于意识清晰的患者短时间内询问其

牵引，牵引方向与近端肢体呈直线，每日消毒牵引

受伤原因、药物过敏史等情况，给予与患者心理安

针眼处两次，并保持针眼处的清洁干燥［6］。③石

慰减轻其恐惧。安置患者与急救室，及时备好抢

膏绷带的护理，石膏未干时应用垫枕垫好，切不可

救用品，如氧气、开口器、电动吸引器、心电监护仪

用手指顶压石膏表面，托起时应用手掌托起。注

［1］

等 。②处理伤口，加压包扎止血等。用无菌生

意保持石膏的清洁干燥，指导患者翻身或改变体

理盐水清洁伤口，尽量保持伤口的无菌，纱布绷带

位时保护石膏勿折裂。石膏绷带处患肢抬高，注

包扎，使用止血带止血时记录时间，每隔一段时间
放松包扎，以免加压时间过长导致肢体缺血性坏
死，平均加压包扎一小时放松 5 分钟。③给予基

意观察远端肢体的血液循环状况，主要集中于 5p
证：疼痛、脉搏、苍白、麻木、感觉异常，警惕石膏综

合症的发生［7］。④引流管路护理，保持引流负压

本生命支持，护理人员要注意保持患者呼吸道的

吸引通畅，防止引流液逆流，记录引流的色、质、

通畅，根据患者病情调节氧流量，防止氧中毒。对

量，观察伤口渗血情况，床边备有止血带［8］。⑤健

于昏迷患者，必要时使用开口器、压舌板、呼吸机

康教育，胸腰椎骨折的患者术后睡硬板床，翻身时

等，紧急情况下行气管切开保证氧气能够顺利进

注意保持同一轴线；锁骨骨折患者术后应保持外

入肺泡内，以改善患者的缺氧情况，避免出现呼吸

展；骨折术后早期应减少活动，功能锻炼应循序渐

困难的现象［2］。针对于骨折伴低容量性休克的患

进，下肢骨折患者在初期可做踝关节屈背伸、肱四

者，护理人员应及时建立两条静脉通路，遵医嘱补

头肌收缩等运动，以轻度疲劳为宜，在骨痂量增加

［3］

充液体，增加患者的血容量 。④体位护理 在后

后患肢可逐渐负重，同时要加强监测肢体的主动

续治疗中搬动患者时，要注意结合患者的骨折部

运动，避免肌肉萎缩［9］。⑥并发症的护理，骨折术

位，保持功能体位。在搬动之前应妥善包扎和固

后卧床期间应保持皮肤的完整性，预防压疮的发

定 避免搬动带来的二次性骨折。胸腰椎骨折的

生，注意保护骨突出部位，定时对受压部位进行按

患者，在搬动过程中，骨折部位与下肢应同时固

摩；预防营养不良，确保足够的营养摄入，提高机

定，位于同一条直线，避免扭曲。搬动过程中注意

体免抵抗力；预防泌尿系感染和便秘的发生，注意

保护伤口，严禁将外露的断骨推回伤口与损伤内

观察是否有麻痹性肠梗阻的表现，保持大便通畅，

脏器。将患者至于硬板上，为避免出现颅内压增

鼓励患者多饮水，多食新鲜水果，定期更换导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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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膀胱功能；长期卧床者预防呼吸道感染，协助
患者翻身、叩背，给予雾化吸入，指导其做深呼吸
锻炼［10］；预防失用性肌萎缩和关节僵硬，重视康复
护理及功能锻炼；预防肢体畸形，指导患者主动或
被动活动踝关节预防足下垂畸形，指导患者做膝
关节屈伸活动预防膝关节屈曲畸形，帮助仰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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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要求患者在术后使用中药穴位贴敷 3 天、5
天、7 天填写疼痛评分表。已患肢肿胀和术后疼

痛为基数，对比对照组在观察组的基础上使用中
药涂擦剂、中药穴位贴敷后的效果差异。
1. 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21. 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者外展双上肢预防肩内收畸形。

计数资料用以例数（n）和 n/%表示，两组间比较

健康宣教及中医护理适宜技术。①情志护理：情

方法，以 P<0. 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 2. 3 对照组：在观察组的基础上增加中医

志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正常情况下，七
情活动对机体生理功能起着协调作用，不会致病。
《养性延命录》：
“喜怒无常，过之为害”。做到保持
心情乐观，心境平和，随时调整情绪的变化，避免
七情过激引起不适。因为疾病或术后疼痛不适等

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x±s 表示，用 t 检验的

2

结果

2. 1

结果显示对照组消肿效果明显高于观察组，

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消肿程度比较

相关影响因素，出现焦虑紧张等情绪，不利于疾病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的康复。指导患者保持情绪平和，避免焦虑紧张

观察组

8

10

3

18（85. 71）△

等不良情绪；转移或改变情绪和意志，舒畅气机、

对照组

21

以达到周身气血流通舒畅。②饮食护理：多食富
含高钙的食物如奶制品、豆制品、海产品；高磷食
物会影响钙质的吸收，不利于骨折的愈合，故应少
食高磷食物如可乐、汽水等。③中医护理技术：针

2. 2

较，见表 2

表2

组别

例数

组中针对上下肢骨折的患者，给予自拟中药药方

对照组

21

涂擦每日两次，每日 3~5 分钟，帮助患肢消肿［11］。

t
p

同时给予中药穴位贴敷，选取具有行气活血、益气

1. 3

评价方法
关于消肿效果的评估，参照《中药（新药）临床

19（90. 47）

均低于观察组，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疼痛评分比

观察组

者的术后疼痛［12］。

2

降趋势，对照组在术后三天 3~5 天 7 天，疼痛评分

采取中药涂擦及穴位贴敷等方法来缓解。在对照

红、延胡索等中药，自拟药方，每日两次 以缓解患

14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评分随时间推延而呈下

对骨折急救术后引起的急性疼痛和患肢肿胀，可

养血、散瘀止痛功效的中草药，如川芎、冰片、桃

5

与观察组比较，△P<0. 05

怡养心神，有益身心健康；疼痛时出现情绪烦躁，
使用安神静志法，闭目静心全身放松，平静呼吸，

21

3

21

两组患者疼痛程度比较（x±s）
护理 3d

护理 3-5d

护理 5-7d

2. 23±0. 61

1. 12±0. 75

0. 35±0. 42

3. 06±0. 92
3. 06

P<0. 05

1. 92±1. 06
5. 32

P<0. 05

0. 71±0. 80
6. 14

P<0. 05

讨论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工具日

益增多，而我国人口也逐渐步入老龄化，交通事
故、摔伤等都是外伤性骨折常见的发生原因，近些

研究指导原则》 中有关“肿胀消除程度及天数”

年外伤性骨折患者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其发生的

等指标进行效果评价。中药涂擦后患肢肿胀程度

不可预见性也为救援护理增添了难度。作为护理

［13］

明显减轻，出现脾温且所用，时间小于 3 天者为显

救援的专业人员，高水平的护理救援能力很重要，

只为有效，如超过 6 天肿胀程度并无明显变化则

并发症时，能够及时有效的作出相应的处理。同

天、6 天后对患肢的消肿效果进行评估。关于疼

患者术后可能出现的疼痛，患肢肿胀等一系列问

痛的程度，
“0”表示无痛，
“10”表示最剧烈的疼痛，

自身的临床护理能力，为患者提供相应的专科指

数字越大时疼痛越剧烈［14］。嘱患者选择相应的数

导及护理应对来促进其术后康复。此研究表明，

字来代表自己的疼痛感觉，以此鉴定患者的疼痛

中药涂擦这一中医特色护理技术用于外伤性骨折

效，肿胀程度明显减轻，且消肿所用时间在 3~6 天

要求救援人员在面对外伤性骨折及其可能出现的

为无效。分别在患者术后使用中药涂擦 3 天、3-6

时外伤性骨折急救后患者恢复也非常重要，针对

痛的评估，采用数字评分法（NRS），以数字代表疼

题，护理人员更应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储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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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对于消除肢体肿胀具有很好的疗效，它可以
帮助加快肢体消肿速度，在传统治疗的基础上可
缩短了肿胀消退的时间，且操作较简便，费用相对
低廉，对患者来说性价比相对较高，可在临床上大
规模的推广应用。外伤性骨折术后加用止痛中草

会［J］. 光明中医，2014，29（12）：2650-2651.

［7］ 张小凤 . 四肢骨骨折患者石膏外固定的护理体会

［J］. 实 用 临 床 护 理 学 电 子 杂 志 ，2017，2（42）：
97，108.

［8］ 贺欣，吴妙略，张艳君，等 . 浅谈重症骨盆骨折病人

药穴位贴敷能达到散瘀止痛的功效，除单一模式

的急救护理［J］. 临床医学工程，2011，18（9）：1428-

的药物止痛外，为临床镇痛又提供了方法。因此

［9］ 陈春杏，陈晓华，龚晓冰，等 . 骨创伤手术患者术后

护理人员在常规的护理措施应对之外，也应掌握

实施康复护理与功能锻炼的效果分析［J］. 护理实

一定的中医特色护理技术，才能更好地应对骨折
患者紧急救援之后的术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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