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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颜面部软组织急诊创伤早期整复的手术配合及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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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和探讨儿童颜面部软组织急诊创伤早期整复的手术配合及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 择
取的研究对象为我科室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1 日期间所收治的 92 例颜面部软组织急诊创伤早
期整复儿童，按照整复手术配合不同的护理干预分为了观察组（46 例，儿童优质护理）和对照组（46 例，
常规护理），对比两组患儿的护理依从性、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感染、出血、瘢痕）、整复有效率以及
面部皮肤组织恢复情况（伤口愈合、形态恢复、功能恢复）。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护理依从性、整复有效率
以及伤口愈合、形态恢复、功能恢复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患儿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儿童颜面部软组织急诊创伤早期整复治疗中，采用手术配
合优质护理干预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能够有效改善患儿的护理依从性、整复有效率以及面部皮肤组织恢
复，降低感染、出血、瘢痕等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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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ical cooperation and nursing research on early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s facial soft tissue emergency
trauma
Linlu Xiang, Hong Zeng*
Plastic and Cosmetic Surgery, Tongj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urgical cooperation and nursing in the
early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s facial soft tissue emergency trauma. Methods The selected research subjects were
92 children with early rehabilitation of facial soft tissue emergency trauma treated in our department from March 1,
2021 to November 31, 2021. According to the rehabilitation surgery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s. The nursing complianc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fection, hemorrhage, scar), restoration efficiency and Facial skin tissue recovery (wound healing, morphological
recovery, functional recovery). Results The nursing compliance, rehabilitation efficiency, wound healing,
morphological recovery,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In the
early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s facial soft tissue emergency trauma, the use of surgery combined with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good clinical effec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hildren's nursing compliance, rehabilitation
efficiency and facial skin tissue recovery, reduce infection,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such as
bleeding and scarring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Children's facial soft tissue emergency trauma; Early restoration; Surgery cooperation; Nursing
research
由于儿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自控能力低并且

如温度、钝物等，所以导致儿童颜面部软组织出现

具有一定的冒险倾向，因此容易受到外力影响，例

创伤[1]。面部作为人体的裸露皮肤组织，对于儿童

*

通讯作者：曾红

-1-

向琳璐，曾红

儿童颜面部软组织急诊创伤早期整复的手术配合及护理研究

来说，面部受到创伤不仅会严重影响到外观形象，

和修复评估，然后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方案，从而提

还对儿童的健康成长发育、交际以及心理等带来较

高治疗效率以及改善患儿预后恢复。

大的影响，如果儿童颜面部软组织受到急诊创伤不

（2）创面护理。对于术后患儿，需要对其进行

进行及时手术治疗，可能会导致出现面部畸形、咀

创面护理，告知患儿家属注意不要让患儿用手触碰

[2]

嚼和进食困难、发声困难等情况 。同时，儿童还

创口，同时还需要多安慰、安抚患儿情绪，防止患

属于低年龄阶段的特殊患者群体，对于治疗和护理

儿出现哭闹、拉扯伤口等情况发生。并且护理人员

的依从性和配合度相对较低，从而可能导致出现治

需要定期记录患儿创面的恢复情况，并按时擦拭药

疗效率低、并发症发生率高等情况，造成较多的医

物，防治出现创面感染、出血等，同时，还需要对

患纠纷事件。因此采取合理的手术治疗配合护理干

患儿的体征状况、愈合情况等进行记录，并告知患

预对于儿童颜面部软组织急诊创伤来说具有十分重

儿家属目前的治疗进度、治疗情况以及注意事项等，

要的临床价值和意义，现报告如下。

耐心教会患儿家属如何规范的给患儿擦拭药物，从

1 对象与方法

而有利于提高患儿的后续恢复效率。

1.1 对象

（3）心理关怀护理。由于患儿属于低年龄病患

择取的研究对象为我科室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群体，对于疾病的认知度、治疗护理的依从性均处

2021 年 11 月 31 日期间所收治的 92 例颜面部软组

于较低水平，因此需要对患儿采取心理关怀护理。

织急诊创伤早期整复儿童，按照整复手术配合不同

护理人员在对患儿进行换药、记录等例行护理检查

的护理干预分为了观察组（46 例，年龄（8.32±2.47）

过程中，可多与患儿及其家属进行沟通交流，多对

岁，采用儿童优质护理）和对照组（46 例，年龄（8.66

患儿进行关怀并给予其情感支持，及时了解患儿目

±2.41）岁，常规护理）。对比两组患儿一般资料，

前的心理状态、疼痛水平等，可适当与患儿进行肢

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进行对比研究。

体接触、言语交流等来转移患儿注意力，同时告知

排纳标准：①本次研究所有患儿家属均知晓，且签

患儿家属该病治愈成功的案例，让患儿及其家属树

订了知情同意书；②临床诊断确诊为颜面部软组织

立一个积极乐观的治疗态度，从而提高患儿的治疗

急诊创伤；③排除合并肝肾功能障碍、先天性心脏

护理依从性。

病、血液功能障碍等其他疾病患儿；④排除应激反

（4）环境护理。由于颜面部软组织急诊创伤整

应过大，不愿配合治疗护理的患儿；⑤排除中途退

复手术完成后，其修复裸露部位可能会由于环境病

出或资料缺少。

菌、空气不流通等导致患儿出现面部出血、感染等

1.2 方法

并发症发生。因此需要对患儿的病房采取有效的环

对两组患儿均采取相同的急诊创伤早期整复手

境护理干预，提高对患儿病床上的床单、被套、枕

术治疗方案，包括面部创伤评估、清创术和缝合术

头套等物品的更换洗频率，并定期对病房进行消毒

等。然后对对照组患儿采取体征监测、用药指导等

杀菌，同时让患儿家属注意病房的通风，从而减少

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采用优质护理干预，主要方

空气中的病菌浓度水平，有利于降低患儿的术后并

式如下。

发症发生率。

（1）建立优质护理小组。首先建立由 3 名护理

（5）呼吸睡眠护理。大部分颜面部软组织急诊

人员组成的儿童优质护理小组，每个小组需要包含

创伤患儿由于整复术后产生疼痛、不耐受等会出现

一名五官科以及整形科护理人员，并指定一名组长

一定的睡眠障碍，可能导致患儿入睡困难、呼吸困

制定每日的治疗和护理方案，每个小组的护理人员

难等。因此可以给患儿在睡觉前放一些舒缓的音乐、

需要熟练掌握术后恢复护理、儿童护理等方法，同

钢琴曲等，给患儿讲一些睡前小故事，并且观察患

时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心理学、行为学等方面的培

儿的呼吸水平，让患儿在入睡前尽量放松自己的身

训，组长需要对护理人员进行指导和配合，根据不

体。并且告知患儿家属让患儿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

同患儿的面部软组织损伤程度、个性特点、治疗方

习惯，尽量让孩子在晚上 10 点之前就上床入睡，每

案、护理依从性等进行观察和记录，并且做好损伤

天保证 10 小时以上的睡眠时间，有利于后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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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率为 93.5%；对照组患儿完全依从 19 例、部分依从

经过了不同的护理干预后，对比两组患儿的护

11 例、不依从 16 例，护理依从率为 65.2%。由此 可

理依从性、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感染、出血、瘢

见，观察组患儿的护理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且

痕）、整复有效率以及面部皮肤组织恢复情况（伤

差异显著（x2=24.439,P=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

口愈合、形态恢复、功能恢复）。其中护理依从性

（P＜0.05）。

包括了完全依从、部分依从和不依从三个维度，护

2.2 对比两组患儿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理依从率=（完全依从+部分依从）例数/总例数

经过了不同的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儿发生感

*100%。修复有效率主要包括显效：术后患儿的面

染 1 例、出血 0 例、瘢痕 1 例，并发症发生率为 4.

部软组织创伤得到显著的改善，并且预后效果好；

3%；对照组患儿发生感染 4 例、出血 3 例、瘢痕 3

有效：术后患儿的面部软组织创伤得到明显的改善，

例，并发症发生率为 21.7%。由此可见，观察组患

并且预后效果较好；无效：术后患儿的面部软组织

儿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显

创伤未得到一定的改善，并且预后效果较差，整复

著（x2=13.385,P=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P＜0.

有效率=（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100%。面部皮

05）。

肤组织恢复情况主要包括了伤口愈合、形态恢复、

2.3 对比两组患儿的整复有效率

功能恢复三个方面，通过打分来记录恢复情况，每

经过了不同的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儿整复显

项满分为 10 分，分数越高表示患儿的面部皮肤组织

效 23 例、有效 21 例、无效 2 例，整复有效率为 95.

恢复情况越好。

7%；对照组患儿整复显效 17 例、有效 15 例、无效

1.4 统计学分析

14 例，整复有效率为 69.6%。由此可见，观察组患

使用 SPSS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

儿的整复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显著（x2

取 t 和“x±s”用于表示计量资料，采取 x2 和%用于

=23.753,P=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计数资料的表明，P＜0.05 代表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

2.4 对比两组患儿的面部皮肤组织恢复情况

义。

经过了不同的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儿的伤口
2 结果

愈合、形态恢复、功能恢复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2.1 对比两组患儿的护理依从性

可见观察组患儿的面部皮肤组织恢复情况明显优于

经过了不同的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儿完全依

对照组，且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从 25 例、部分依从 18 例、不依从 3 例，护理依从

详细数据见表 1。

表 1 两组患儿面部皮肤组织恢复情况对比（ x ± s ）
组别

例数

伤口愈合（分）

形态恢复（分）

功能恢复（分）

观察组

46

9.01±0.82

9.14±0.67

9.16±0.48

对照组

46

7.23±1.04

7.52±0.72

7.39±0.55

t

-

9.116

11.172

16.445

P

-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风险的发生率[4]。由于面部属于人体的外露组织，

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临床报道显示颜面部软

一旦面部组织受到创伤后，大部分均需要采取手术

组织急诊创伤具有越来越低龄化的特点，一般多发

整复治疗干预，包括面部创伤评估、清创术和缝合

[3]

于 7~14 岁年龄段的儿童 。由于儿童相对于成年人

术等，手术也有一定的创伤性，并且其恢复周期和

来说，具有更高的冒险意识、不成熟的心理以及自

伤口愈合周期等均需要较长的时间，同时在恢复期

我保护意识较差等风险，同时也结合了儿童的教育

间，还会对面貌外观形象、儿童的健康成长发育、

水平、家庭因素等多种原因，因此提高了面部创伤

认知水平、交际以及心理等带来较大的影响，如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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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颜面部软组织受到急诊创伤不进行及时手术治

有效率以及伤口愈合、形态恢复、功能恢复得分均

疗，可能会导致出现面部畸形、咀嚼和进食困难、

明显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患儿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发声困难等情况。因此需要对患儿采取良好的术后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护理干预，从而降低面部软组织创伤对患儿的身心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发现，在儿童颜面部软组

伤害，有利于预后工作的有效开展，改善恢复效果

织急诊创伤早期整复治疗中，采用手术配合优质护

[5]

理干预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能够有效改善患儿的

。
本次研究主要是对两组患儿均采取相同的急诊

护理依从性、整复有效率以及面部皮肤组织恢复，

创伤早期整复手术治疗方案，包括面部创伤评估、

降低感染、出血、瘢痕等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具

清创术和缝合术等，然后对对照组患儿采取体征监

有临床研究和推广价值。

测、用药指导等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采用优质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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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创伤整复手术完成后，其修复裸露部位可能会
由于环境病菌、空气不流通等导致患儿出现面部出
血、感染等并发症发生，因此需要对患儿的病房采
取有效的环境护理干预，有利于降低患儿的术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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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发生率。最后进行呼吸睡眠护理，给患儿在睡
觉前放一些舒缓的音乐、钢琴曲、讲一些睡前小故
事等，并且观察患儿的呼吸水平，让患儿在入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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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放松自己的身体，并且告知患儿家属让患儿保
持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有利于后续恢复。根据本
次研究结果来看，观察组患儿的护理依从性、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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