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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骨科创伤的急诊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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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创伤外科 云南 昆明

【摘要】目的：探究急诊骨科创伤中的急诊护理干预措施。方法：选取于 2019年 1月至 12月在我院

接受治疗的 60例急诊骨科创伤患者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使用数字随机法将其分配为两组，即参照组、

研究组，并使用不同的急诊护理方式，其中参照组使用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常规护理方式的基础上增加急

诊护理干预，在护理后对比两组患者的 VAS疼痛评分及依从性评分。结果：研究组患者术后第一天 VAS评

分为（8.69±0.73）分，术后第五天（2.55±0.53）分，使用常规护理方式的参照组，术后第一天、第五天的

VAS评分分别为（8.97±1.05）分、（4.52±1.33）分，手术第一天两组患者 VAS评分无较大差异，不具备可

比性，（P＞0.05），术后第五天研究组患者 VAS疼痛评分明显低于参照组，具有可比性，（P＜0.05）。

其次，研究组、参照组患者依从性评分分别为（9.69±0.37）分、（8.26±2.45）分，研究组依从性评分明显

高于参照组，（P＜0.05）。结论：对骨科创伤患者实施急诊治疗时增加急诊护理干预可有效提升护理效果，

对缓解患者术后疼痛感、提高治疗依从性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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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emergency orthopedic 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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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s in emergency orthopedic trauma.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emergency orthopedic trauma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experiment. They were assigned to two groups using the
digital random method, that is,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Different emergency care methods were
used, in which the reference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care, and the study group added emergency care interventions
based on conventional care methods. After care,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for VAS pain scores and
compliance scores. Results: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had a VAS score of (8.69 ± 0.73) on the first day after
operation and a score of (2.55 ± 0.53) on the fifth day after operation. While the VAS scores of reference group
were (8.97 ± 1.05) points and (4.52 ± 1.33) points.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VA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on the first day of surgery, which was not comparable (P> 0.05). Until the study group on
the fifth day after surgery, the VAS pain score of the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was comparable (P <0.05). Secondly, the compliance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reference group
were (9.69 ± 0.37) points and (8.26 ± 2.45) points, respectively. The complianc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 <0.05). Conclusion: Increasing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during orthopaedic trauma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ursing effect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eviating postoperative pain and improving treatment compliance.

【 Keywords 】 Emergency; Orthopedic Trauma; Routine Nursing;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Application Value

骨科创伤是急诊科常见病症之一，会伴随有剧

烈的疼痛感，急需骨科手术治疗以修复其创伤部位

[1]。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交通运输领域得

到了长足进步，但同时因多种因素影响，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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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较多，极易导致骨骼创伤。临床上骨科创伤

情况表现为脱臼、严重骨折、韧带拉伤、肌腱损伤

等多种情况，不容小觑，严重者还可能出现器官衰

竭。对于骨科创伤患者，必须要及时送往医院接受

急诊治疗[2]。急诊护理干预是急诊科中较为先进的护

理措施，能够在常规护理方式的基础上更加有针对

性的抢救患者。常规护理方式在护理针对性方面稍

有不足，因此，必须要对护理方式进行改进。本次

对照实验围绕对骨科创伤患者实施急诊护理干预的

临床应用效果进行了详细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对照实验中，共选取了 60例骨科创伤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均为我院急诊科于 2019年 1月至 12
月收治，致病原因为高处坠落、交通事故，存在下

肢骨折、骨盆骨折、其他部位骨折等，符合入组标

准，且伤势较为严重，需及时接受急诊治疗。入组

后，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配为采用急诊护理干预

的研究组和使用常规护理的参照组，每组30例患者。

研究组中，男性患者 19例，女性 11例，年龄在 19~61
岁之间，平均年龄（42.96±1.75）岁；参照组中，男

女患者例数均为 15例，最小年龄 22 岁，最大年龄

68 岁，平均年龄（49.62±2.63）岁。两组患者一般

资料无较大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将常规护理方式应用于参照组中，根据患者具

体情况制定护理计划，并配合实施用药管理、饮食

指导、康复护理等。

研究组使用急诊护理干预。第一，术前护理。

首先要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患者在因意外事故出

现骨科创伤后，疼痛感十分剧烈，且在疼痛的影响

下患者心理会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心理障碍，甚

至会产生过激反应[3]。对此，护理人员要主动与患者

交流，让其可转移注意力，鼓励患者勇敢面对，不

要恐惧，要对未来的生活树立信心，同时，还可发

动其他护理人员，共同鼓励患者，使其逐步走出阴

影，提高质量依从性。其次，在实施心理疏导的同

时，其他护理人员要分工合作，为手术做好准备工

作，如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变化情况，通过 CT、
X线检查患者患处，若患者较为严重且已经出现失

血性休克，应尽快建立静脉通道并采取针对性的抢

救措施。最后，护理人员应协助患者保持合适的体

位姿势，确保呼吸道通畅。第二，术中护理。手术

过程的顺利与否关乎着患者的预后治疗效果。由于

患者情况危急，药物使用类型较多、剂量较大，极

有可能会给患者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对此，用药

过程中护理人员要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规范化、

合理化的为患者使用药物，并关注其用药后的体征

变化情况[4]。第三，术后护理。首先，护理人员要加

强护理，由护理人员保持合适的温度、适度，注意

室内通风、采光。同时，在术后由于护理因素、患

者自身等因素影响，可能会出现并发症情况，从而

对患者身体产生二次伤害，对此，护理人员要更加

密切的关注患者身体情况变化，定时记录其脉搏、

血压、呼吸等指标。其次，患者在术后疼痛感更加

强烈，且具有持续性，护理人员需合理评估缓和疼

痛情况，协助患者保持合适的体位姿势，确保患者

患肢抬高，并可以播放音乐、电视节目或与其交谈

来转移注意力。再次，每天均需要协助患者翻身，

尤其是长期受压部位，促进血液循环，降低压疮发

生率。且护理人会员还应注重患者身体及床铺的卫

生情况，尽量保持干燥，避免因潮湿而滋生细菌[5]。

最后，骨科创伤患者在该病症的病症下其肢体功能

会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护理人员应视患者恢复情

况进行功能锻炼，尤其是上肢功能锻炼，以降低依

赖性。

1.3 评价指标

本次实验的观察指标以患者不同时间的VAS疼
痛评分、依从性评分为准。

1.4 统计学处理

将 SPSS22.0作为本次实验的统计学处理工具，

观察指标均使用（分）表示，若数据间差异较大，

可使用（P＜0.05）表示。

2 结果

2.1 VAS疼痛评分对比

表 1 不同时间段的 VAS评分（分）

组别 n 术后第 1天 术后第 5天

研究组 30 8.69±0.73 2.55±0.53

参照组 30 8.97±1.05 4.52±1.33

P值 ＞0.05 ＜0.05

术前患者 VAS评分无较大差异，（P＞0.05），

术后第 5天研究组患者 VAS评分明显优于参照组，

（P＜0.05）。

2.2 依从性评分对比

研究组、参照组患者依从性评分分别为

（9.69±0.37）分、（8.26±2.45）分，研究组依从性

评分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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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急诊科是医院重点科室，可收治众多急危重症

患者。近年来，因意外事故所导致的骨科创伤患者

数量较多，给患者身体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理、心

理伤害。在意外事故后，手术治疗前，患者会伴随

有极为剧烈的疼痛感，会给患者造成较为严重的心

理压力[6]。骨科创伤患者的急诊抢救前后，护理干预

措施必不可少，本次实验中对研究组患者实施了针

对性更强的急诊护理干预措施，该护理干预措施与

常规护理不同，有效节约了救治时间，同时拉近了

护患之间的关系。据比 2.2来看，研究组患者依从性

评分为（9.69±0.37）分，而参照组为（8.26±2.45）
分，研究组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在急诊

护理干预过程中，护理人员在关注患者生理变化的

同时也兼顾了心理疏导，有效改善了患者心理状态。

同时，在术后第 1天，两组患者的 VAS疼痛评分无

较大差异，（P＞0.05），而在术后第 5天，急诊护

理干预充分发挥了其优势，使得患者 VAS评分下降

至（2.55±0.53）分，而使用常规护理方式的参照组

VAS评分较高，为（4.52±1.33）分，（P＜0.05）。

据实验结果来看，在对骨科创伤患者实施急诊治疗

时配合针对性较强的急诊护理干预措施可有效提升

患者依从性，对促进患者康复有积极作用[7]。

综上所述，将急诊护理干预应用于急诊骨科创

伤患者的治疗中应用价值高，可于临床上加大推广

力度，为医疗卫生水平的提升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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