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轻术后疼痛,预防或减少术后切口裂开或感染、尿
瘘、尿道狭窄等并发症。此外,观察组术后首次排便

时间、导尿管拔除时间及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

缩短(P<0.05),进一步证实预防性护理能够通过

预防术后并发症、减轻术后疼痛等而促进术后康复,
缩短住院时间。

  综上所述,预防性护理干预能够提高尿道下裂

手术患儿的疗效,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减轻术后

疼痛并促进术后康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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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严重开放性骨折患者行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加外固定器
治疗的术后护理及对患者精神心理影响*

潘亚英1,王华2,张萍1,程艳琪1,张兵1,刘建荣3△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骨科;2.神经内一科;3.神经外科,西安 710038)

摘要 目的:分析四肢严重开放性骨折患者行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SD)加外固定器治疗的术后护理及对患者精神心理影响。

方法:选取2011年1月至2015年1月在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的四肢严重开放性骨折患者100例,均进行VSD加外

固定器治疗,按术后护理方式的不同,将接受常规护理的患者作为对照组,将接受优质护理干预的患者作为观察组,每组50
例。对比两组骨折愈合情况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并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的焦虑、抑郁症状进行评定。结果:观察组干预后SAS、SDS评分均优于对照组,骨折愈合有效率和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术
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对四肢严重开放性骨折患者采取VSD加外固定

器治疗,并配合优质护理干预,可改善患者心理状态,促进患者康复,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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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postoperativenursingcareonmentalandpsychologicalstateinsevereopenlimbfrac-
turespatientsundergoingvacuumsealingdrainagecombinedwithexternalfixator
PanYaying1,WangHua2,ZhangPing1,ChengYanqi1,ZhangBing1,LiuJianrong3.(1.Departmentof
Orthopaedics;2.TheFirstDepartmentofNeurology;3.DepartmentofNeurosurgery,TheSecondAffili-
atedHospitalofXi’anMedicalCollege,Xi’an71003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ofpostoperativenursingcareonmentalandpsychological
stateinsevereopenlimbfracturespatientsundergoingvacuumsealingdrainage(VSD)combinedwithex-
ternalfixator.Methods:FromJanuary2011toJanuary2015,100patientswithsevereopenfracturesofthe
extremitiesinourhospitalwereselected.AllpatientsweretreatedwithVSDcombinedwithexternalfix-
atorandweredividedintotwogroupsaccordingtodifferentmethodsofnursingcareafteroperation:anob-
servationgroupinwhichthepatientsreceivedhighqualitynursingcare,andacontrolgroupinwhichthe
patientsreceivedroutinenursingcare.Theclinicalefficacy,incidenceofpostoperativecomplications,self-
ratinganxietyscale(SAS)andself-ratingdepressionscale(SDS)scoreswerecompared.Results:TheSAS
andSDSscores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low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P<0.05).Theheal-
ingresponserateintheobservationgroupwas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P<0.05).Theinci-
denceofpostoperativecomplicationsintheobservationgroupwaslow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P
<0.05).Conclusion:Withtheadditionofhighqualitynursingcare,VSDcombinedwithexternalfixator
couldachievesignificanteffectonthetreatmentofsevereopenfracturesoftheextremities.Itcouldpro-
moterecoveryandreducepostoperativecomplications,thusbeworthyofclinicalapplication.
Keywords severeopenfracturesofextremities;vacuumsealingdrainage;externalfixator;highquality
nursingcare

  四肢开放性骨折在骨科疾病中较为常见,主要

类型有股骨骨折、胫腓骨骨折、肱骨骨折、尺桡骨骨

折等,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及工作造成不良影响。负

压封闭引流术(vacuumsealingdrainage,VSD)是

1992年德国Fleischmann博士提出的一种急、慢性

创伤创面的新技术,开始主要用于四肢、躯干软组织

创面损伤疾病中,效果较好,随后逐渐在各类骨科疾

病中得到广泛应用[1]。四肢开放性骨折是由交通事

故伤、机械伤、运动伤等高能量作用下引起的骨折损

伤,因骨折缺损、骨折粉碎合并有严重的软组织缺

损,术后易发生骨不连、创面感染、下肢肿胀等并发

症。因此,开展术后护理干预对于四肢开放性骨折

患者术后恢复十分重要。本院对2011年1月—

2015年1月就诊的四肢严重开放性骨折患者采取

外固定器加VSD治疗,并配合优质的护理干预,效
果满意,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月—2015年1月在西安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的100例四肢严重开放性骨折,

均经 X线检查确诊,入选患者均同意参与本次研

究,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随机将本组患者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50例。观 察 组 男34例,女

16例;年龄7~72岁,平均(35.1±2.4)岁;受伤原

因:交通事故伤28例,机械伤15例,运动伤7例;疾
病类型:股骨骨折21例,胫腓骨骨折16例,肱骨骨

折11例,尺桡骨骨折2例。对照组男35例,女15
例;年龄6~72岁,平均(34.9±2.3)岁;受伤原因:
交通事故伤30例,机械伤14例,运动伤6例;疾病

类型:股骨骨折20例,胫腓骨骨折17例,肱骨骨折

10例,尺桡骨骨折3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疾病

类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手术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取外固定器加

VSD治疗,选择英国Orthofix公司生产的单边外固

定器。负压封闭引流装置主要由多聚乙烯醇明海棉

泡沫材料(比利时PolymedicsN.V生产,内含多侧

孔引流管,促进创面坏死组织及时排出,该材料具有

无毒、无刺激性、耐腐蚀,有较强透水性及吸附性)、
负压引流装(德国B.Braum公司生产)及生物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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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密封贴膜(美国3M 公司生产,具有良好透湿性、
透明性的特点,可防止细菌侵入)等组成[2-3]。

  所有患者进入手术室后,首先进行清创处理,彻
底清除骨内坏死组织,敞开死腔;随后固定骨折,牵
引复位后,距离骨折端5cm 以上在胫骨内侧、肱骨

外侧、股骨外侧、尺桡骨北侧中点垂直骨面应用克氏

针固定;最后封闭创面,根据创面大小合选择合适的

敷料,材料边缘及皮肤间断缝合,有创腔者,根据创

腔的1/2大小,适当修剪材料并填入创腔内,确保完

整覆盖创面皮肤,并将生物透性薄膜粘贴密闭整个

创面[4]。

1.2.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术后开展常规护理干

预,术后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尤其是术后创面

皮肤颜色、性质等;术后帮助患者抬高患肢20~30°,
并垫于软枕,促进血液循环,减少下肢肿胀并发症发

生。观察组患者术后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开展优质护

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①术后病情观察:开放性骨

折是在高能量作用下引起的创伤,术后均有不同程

度的出血,此时将患者安全送回病房后,需及时观察

患者的意识变化,实施24h床旁监护,一旦发现异

常,需及时报告医生,并作相应处理。②负压封闭引

流管的护理:在持续负压作用下,创面内的脓液及坏

死组织能彻底排出体外,可加速创面愈合,而良好的

封闭是持续负压引流的关键所在。四肢开放性骨折

复位固定后,因创口周围皮肤深浅不一,加上连接有

外固定器,封闭较为困难。因此在引流液超过2/3
时,需及时更换负压瓶,同时定期观察引流瓶是否处

于负压状态。③保持引流管通畅:术后立即联合负

压瓶及引流管,将引流管放置于低于创面15~25
cm,固定,及时观察引流管是否通畅,以及引流液

量、颜色、性质等。清创处理后,因坏死组织、血凝块

等引起引流管堵塞,或连续负压引流导致管道发生

塌瘪,易引起引流不畅,此时需及时更换引流管,并
重新封闭引流[5]。④心理护理:因患者对自身疾病

的不了解,加上患者病情较重以及术后疼痛,患者易

产生紧张、焦虑、抑郁情绪,此时详细告知负压封闭

引流加外固定器治疗方案治疗的目的、重要性及治

疗效果,同时告知患者术后疼痛产生的原因及相关

注意事项,必要情况下采取音乐疗法、转移患者注意

力等形式,可缓解患者疼痛;若患者术后疼痛严重,
则遵医嘱给予镇痛药物,可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

⑤营养支持:术后患者身体机能较差,大量蛋白质丢

失,易造成负氮平衡,此时指导患者进食高蛋白、高

热量、高纤维、高维生素的食物,并加强血常规、生化

指标检测,准确计算病人每天所需营养物质,对低蛋

白血症、消瘦的患者,可采取静脉补液的方式[6]。⑥
创面处理:换药时,注意观察创面肉芽组织生长情

况,并观察创面周围皮肤颜色、温度变化;由于生物

透性薄膜的透湿性、透氧性有限,易引起厌氧菌感

染,因此,术后5~7d更换一次泡沫材料,并对创面

周围皮肤进行消毒处理,可减少感染[7]。

1.3 观察指标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8]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9]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焦虑、抑郁症状进

行评定,SAS总分为20~80分,分数越高,表示抑郁

症状越重。SDS总分为20~80分,分数越高,表示

焦虑症状越重。术后随访1年,观察两组骨折愈合

情况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包括骨不连、感染、延
迟愈合等。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患者护理满意

度进行调查,内容包括护理人员服务态度、工作行

为、疼痛程度、舒适度等,总分为100分,非常满意:

≥90分;一般满意:80~89分;不满意:≤79分。护

理满意 度=(非 常 满 意+满 意)例 数/总 例 数×
100%。

1.4 疗效评价标准

  骨折愈合情况[10]:(1)痊愈:患者局部疼痛症

状、肿胀症状消失,能正常步行,经X线检查显示骨

折愈合良好;(2)有效:患者局部疼痛症状、肿胀症状

明显改善,能正常步行,经X线检查显示骨折愈合

状态一般;(3)无效:患者相关症状无变化或加重,经

X线检查显示骨折部不愈合。骨折愈合有效率=
(治愈+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

比较采取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心理状态评分比较

  两组干预前SAS、SD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干预后SAS、SDS评分均

低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1。

2.2 两组骨折愈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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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组骨折愈合有效率为96.00%,对照组为

80.00%,两 组 比 较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见表2。

2.3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观察组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为16.00%,低于

对照组的6.00%,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3。

2.4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98.00%,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80.00%(P<0.05),见表4。

表1 两组干预前、后心理状态评分比较(分,췍x±s)

组别 n
SAS评分 SDS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6 41.24±8.53 39.49±6.56 40.56±8.45 38.42±7.12

观察组 46 42.19±8.24 31.26±3.81 41.29±8.14 28.61±4.39

t 1.0716 2.9645 1.0776 2.6305

P 0.8237 0.0006 0.8097 0.0022

表2 两组骨折愈合情况[n(%)]

组别 n 治愈 有效 无效 骨折愈合
有效率,%

对照组 50 22(44.00) 18(36.00) 10(20.00) 80.00

观察组 50 32(64.00) 16(32.00) 2(4.00) 96.00

χ2 8.0515 0.3565 12.1212 12.1212

P 0.0045 0.5504 0.0004 0.0004

表3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n(%)]

组别 n 骨不连 术后感染 下肢肿胀 并发症总
发生率,%

对照组 50 2(4.00) 3(6.00) 3(6.00) 16.00
观察组 50 1(2.00) 1(2.00) 1(2.00) 6.00

χ2 5.1073
P 0.0238

表4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50 19(38.00) 21(42.00) 10(20.00) 80.00
观察组 50 35(70.00) 14(28.00) 1(2.00) 98.00

χ2 16.4575
P 0.0000

3 讨 论

  目前VSD在骨科疾病中的治疗效果已得到充

分认可,其具有以下优点:①能缩短治疗时间,促进

患者康复;②能减少交叉感染,通过在一个密闭系统

内进行负压引流,及时清除脓液及坏死组织,保持引

流管通畅,可刺激创面肉芽组织生长,促进创面愈

合;③能避免死腔形成,在清除组织内渗液的同时,
能使引流腔壁内陷,可有效预防死腔的形成。但对

四肢开放性骨折患者而言,因自身疾病所带来的痛

苦,以及手术操作所带来的创伤,大多患者术后有不

同程度的疼痛症状,且术后并发症多。此时开展有

效的护理干预后,不仅能促进骨折早日康复,缓解患

者疼痛,同时也可降低相关并发症发生。

  优质护理干预是指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开展全面

化、系统化的护理干预工作,可尽可能满足患者护理

服务需求。袁肖玲等[11]研究表明,对开放性骨折合

并软组织行VSD的同时,配合优质护理干预,其治

·374·
潘亚英,等.四肢严重开放性骨折患者行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加外固定器治疗的术后护理及对患者

精神心理影响



疗总有效率高达90.2%,可促进骨折愈合,降低并

发症发生率。本研究显示,观察组干预后骨折愈合

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且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较低,这与相关文献报道的结果相似[12]。说明术

后对患者采用优质护理干预,能够促进患者骨折愈

合。在术后护理干预中,加强术后病情观察,实施

24h床旁监护,一旦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医生并采取

相应的处理措施;同时,保持引流管通畅,加强创面

处理及确保负压引流管的护理,在持续负压作用下,
将创面内的脓液及坏死组织排出体外,加速创面愈

合,可提高其治疗有效率。此外,因手术操作对患者

身体的刺激,患者术后疼痛加剧,此时护理人员详细

告知患者术后出现疼痛的原因,并采取音乐疗法,播
放患者喜欢的音乐,转移患者注意力,一定程度上可

缓解患者疼痛,同时可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术后帮

助患者保持良好精神心理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在不

良心理应激状态下,患者痛阈降低,使患者对疼痛敏

感性提高,可加重患者疼痛,若患者术后疼痛较严

重,则需遵医嘱给予止痛剂[13-14]。本研究也显示,观
察组干预后SAS、SDS评分分别为(31.26±3.81)
分、(28.61±4.39)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 <
0.05),且观察组护理满意度较高(98.00%),与孙旭

东等[15]的研究结果相似。由此说明,术后优质护理

干预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高护

理质量。

  综上所述,对四肢严重开放性骨折患者采取

VSD加外固定器治疗,并配合优质护理干预,可改

善患者心理状态,促进患者康复,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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