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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式下肢骨牵引装置的制作及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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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改良式下肢骨牵引装置的制作及临床应用。方法：选取2018年1月～2019年12月收

入下肢骨折牵引患者 10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50例，对照组：传统式下肢骨牵引装置牵引用

具，观察组：改良式下肢骨牵引装置牵引用具，比较两组干预效果。结果：观察组舒适度评分、满意度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显著 (P<0.05)。结论：改良式下肢骨牵引装置应用于下肢骨折患者，可提高患者整

体舒适度及满意度，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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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a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odified Lower Limb Bone Traction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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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anufacture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n improved lower limb traction 
device.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lower limb fracture traction were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9.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50 ca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Control group: traditional traction device, observation group: modified lower limb traction device traction 
device, To compar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comfort score and satisfaction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The improved lower limb bone traction device applied to patients with lower limb 
fractures can improve the overall comfort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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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骨牵引是有效治疗下肢骨折的一种传统方

法之一，合理的牵引装置能够促进牵引治疗效果，

提升患者的康复质量。下肢牵引包括股骨踝上牵引、

胫骨结节牵引及跟骨牵引等，主要用于下肢骨折患

者保守治疗或术前准备。因骨牵引时间长，极易产

生全身及局部并发症，如压力性损伤、继发感染 
等 [1]。为此，如何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保障患者治

疗效果尤为重要。下肢骨牵引的原理是利用牵引力

和反牵引力作用于骨折部，达到复位或维持复位固

定的治疗方法，合理的牵引装置能够促进牵引治疗

效果。文章就改良式下肢骨牵引装置制作及临床应

用情况如下分析，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1月～2019年12月收住下肢骨折牵

引患者 100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两组各50例，纳入标准：①均在一天内完成

就诊；②符合牵引治疗适应症；③骨折类型为股骨

下 1/3或股骨中段的单纯骨折；④本次研究经院内

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①伴有影响研究开展

相关疾病，如心、肝、肾等；②妊娠及哺乳期妇女。

对照组中男 25例，女 25例，年龄 20～80岁，平均

(45.6±4.5)岁，观察组中男24例，女26例，年龄21
～80岁，平均 (47.6±4.6)岁。两组一般资料无显著

差异 (P>0.05)。
1.2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下肢骨牵引装置进行牵引，术

后按下肢骨牵引术后护理常规护理。

观察组采取改良下肢骨牵引用具“下肢骨牵

引装置”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ZL202020340469.0)、
外观新型专利“牵引架 ( 下肢骨 ) ” ( 专利号

ZL202030091305.4)。(1)材料与制作：材料：选用

25*38的 304不锈钢方通管。部件：两根纵柱 (各长

150cm)，五根横杆 (每根长25cm)，一根滑轮支撑柄

(长 12cm)，全不锈钢滑轮一个 (直径 4cm、槽深 1.5 
cm)，两个固定钩、两组锁定扣 (包括锁定弓和螺母 )
(见图1)。结构：横杆1、4、5与纵柱6、7焊接，构

成装置主体框架。其中横杆 4、5 离纵轴下端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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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75cm和10cm，两纵柱的中上段钻有对称性通孔，

通孔间距 2cm。2、3为活动性横杆，可通过螺母固

定在纵柱高低适宜位置，横杆 2用于承托马氏主架

(副架可支撑于4号横杆上 )，横杆3上焊接有滑轮支

撑柄、滑轮，牵引绳通过滑轮引导装置牵引方向。

(2)应用：第一步，固定牵引装置：把装置中的直架

框架紧贴床尾栏垂直放置，根据床栏高度调节两侧

纵柱固定钩并卡进床栏上沿，然后在直架与床尾横

栏相交处安上锁定弓并用螺钉锁紧。第二步，安置

托马氏架：根据患者下肢长短选取合适的托马氏架，

把托马氏架的主架及副架承托在合适高度的牵引直

架横杆上。第三步，牵引：通过“∽”型金属小勾

连接牵引弓和牵引绳，牵引绳导过滑轮槽后连接牵

引锤 (金属砝码 )。

图1

1.3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舒适度评分，采取简化舒适状况评

分量表 (GCQ)[2]评估护理后舒适度，总计30个项目，

采取Likert1～4分评分法，分值越高表明患者舒适

度越高。(2)比较两组满意度，采取自制调查量表，

包括装置外观、牵引有效性、便捷性、安全性 4个
方面评分，采取Likert1～4分评分法，分值越高表

明患者满意度越高。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8.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 x±s表
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c2检

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舒适度评分比较

观察组舒适度评分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显著

(P<0.05)。详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舒适度评分比较 [(x±s)分 ]

组别 舒适度

观察组 (n=50) 75.96±11.15
对照组 (n=50) 68.45±9.45

t 3.633
P 0.001

2.2两组满意度评分比较

观察组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显著

(P<0.05)。详见表2。

表2　两组满意度评分比较 [(x±s)分 ]

组别 装置外观 牵引有效性 便捷性 安全性 总分

观察组 (n=50) 3.22±1.05 3.45±1.05 3.02±1.05 3.56±1.05 13.69±1.25

对照组 (n=50) 2.11±0.85 2.63±0.89 2.56±1.02 2.99±1.02 9.85±0.87

t 5.810 4.213 2.222 2.753 17.829

P 0.001 0.001 0.029 0.007 0.001

3讨论

我院目前使用的下肢骨牵引装置是组制品，主

要由直架、滑轮等部件组成，其优点是牵引装置可

拆卸并可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病床，但也存在一定的

不足：框架两侧纵柱光滑，不利于捆绷固定；框架

的横栏固定，不便高低调节；滑轮槽过浅，牵引绳

易滑脱出槽外而影响牵引力 [3]。针对现用装置存在

的不足，结合临床护理经验，我们在现用下肢骨牵

引装置的基础上改良成一款兼并牵引、固定、可灵

活调节横杆高低为一体的下肢骨牵引装置。

本次结果中，对收住 100例下肢骨折患者牵引

治疗中采取常规牵引、改良式下肢骨牵引装置，干

预后下肢舒适度评分、整体满意度评分明显偏高，

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改良后下肢骨牵引装置

具备以下优点相关：①牵引方向和重力稳定、有效，

牵引效果较前明显。②纵柱与床栏之间固定牢固。

应用金属钩和锁定扣替代原来的绳索捆绑，避免了

因捆绑松脱和牵引重量作用而引起的装置倾斜、变

形。③两纵柱的中上段钻有对称性通孔，横杆可高

低调节至牵引所需高度，利于患者肢体放置的舒适

度。④牵引期间装置牵引力作用稳定，一方面能有

效松解关节周围组织结构，利于术中关节复位，在

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医生的手术时间，从而降低手术

切口感染风险 [4]。另一方面，通过与改良前的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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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使用比较，改良式牵引装置因固定牢靠，牵引

方向和力度稳定，其牵引后的患肢长度达到与健肢

等长或达到同等长度所需的牵引时间明显短于使用

改良前的牵引装置 [5]。⑤安装操作简易，且装置牢

固稳定，既节省了医生安装牵引装置所需的时间，

也避免了因反复调节牵引装置而给护士增加的工作

量和给病人带来的不适。⑥取材容易、制作简单、

成本不高，约为牵引床的七分之一，且装置美观，

提升了医院环境优质形象，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综上所述，改良式下肢骨牵引装置应用于下肢

骨折患者中，能提高患者整体舒适度及满意度，值

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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