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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手术期快速康复护理在创伤骨科患者中的实施效果分析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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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围手术期快速康复护理在创伤骨科患者中的实施效果，分析创伤骨科患者围术期快
速康复护理实施路径。方法 选取本院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2 月之间收治的创伤骨科需手术治疗患者 100
例展开研究，随机化分组后，归入对照组 50 例患者，给予对照组围术期常规护理；归入观察组 50 例，给
予观察组快速康复护理，对比两组 Fugl-Meyer 评定量表下肢体运动障碍等级；对比两组护理后发生血栓概
率、肢体肿胀程度（轻度、重度）、住院时间；对比护理的有效率；统计患者对本次围术期护理的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 Fugl-Meyer 评定量表下患者肢体障碍等级偏低；有效率偏高，满意度偏高，（P<0.05）。结论
创伤骨科患者围术期，经由快速康复理念护理，可促进术后肢体功能的修复，预防血栓与肿胀等不良风险。
有助于患者综合骨骼愈合效果的提升，临床护理服务较为被患者接受，可在患者骨骼创伤修复期拉进距离，
获得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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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perioperative rapi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traumatic orthoped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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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perioperative rapi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traumatic orthopedic patients, and to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raumatic orthopedic patients.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orthopedic surgery from December 2020 to December 2021, 5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50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nder the Fugl-Meyer rating scale; the probability of thrombosis, limb swelling
(mild, severe) and hospitalizatio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with the perioperative care. Results Low limb
disorder grade of patients on the Fugl-Meyer rating scale; high response rate and high satisfaction rate, (P<0.05).
Conclusion It can promote the repair of postoperative limb function and prevent the adverse risk of thrombosis and
swelling. It is helpful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bone healing effect of patients. The clinical nursing
services are relatively accepted by patients, which can pull into the distance in the bone trauma repair period and
obtain satisfaction.
【Keywords】Perioperative; Rapid rehabilitation care; Trauma and orthopedics
骨骼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会逐渐发生退行性变

程度，需以促进患者快速康复，保障患者骨骼愈合完

化，老年患者骨骼脆弱，因跌倒、碰撞等可发生创伤

全为目的开展护理工作，围绕快速康复理念，安全、

骨折，青年人因工业伤、爆炸伤、交通伤等导致骨骼

有效的为患者创建恢复的空间，促使患者在多学科护

错位、骨骼断裂等需要采取手术治疗，经骨骼内规定、

理协作下，经由医生与护士建议、引导，正确的在围

股骨头置换等预防残疾，修复骨骼坚韧性，维持骨头

术期配合医疗工作，消除肢体活动障碍并尽早回归社

的活动能力。围术期针对不同的骨科创伤因素、部位、

会。

*通讯作者：丁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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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术预备良好的生理条件。
术中：麻醉前给予患者心理引导，缓解患者的紧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2 月之间收治的

张情绪，可引导患者闭眼冥想，调整心态，进入手术

创伤骨科需手术治疗患者 100 例展开研究，患者发生

室后，护士热情的与患者交谈，核对患者姓名等的同

骨骼床上的因素、创伤程度以及骨伤类型等无对比意

时，告知患者如何摆正体位，并为患者敷盖毛毯等保

义，P>0.05。患者的年龄、文化、病史等无统计意义，

温，输血与输液采取加温护理，维持体温在 36 度以上。
术后：术后是早期康复护理的关键时期，患者恢

P>0.05。
排除条件：骨粉碎；骨折严重致残；合并休克；

复效果与术后护理有着直接的关系，此时应在监护患

凝血障碍；术前检查合并全身系统性疾病；合并有烧

者体征，给予镇痛的基础上，制定并发症预防方案，

伤、烫伤等其他伤情；麻醉不耐受。

通过肢体按摩、皮肤受压处保护、抬高下肢、体位调

纳入条件：清醒且自愿接受手术；对手术后遗症

整、翻身叩背、感染预防、肌肉锻炼、关节屈伸活动
等促进患者早期下床活动、早期出院[2]。

等相关知情并理解；术后骨骼循序愈合，手术顺利；
患者无其他严重伤情；无合并严重疾病；均为受伤后

1.3 观察指标

24 小时入院，经急救处理无生命危险开展手术[1]。

对比两组 Fugl-Meyer 评定量表下肢体运动障碍等
级。等级越低表明患者术后恢复越好。

1.2 方法
创伤骨科围术期常规护理：

对比两组护理后发生血栓概率、肢体肿胀程度（轻

结合医嘱要求辅助患者检查，医生确认手术方案

度为 0-1 级，肢体无肿无皮肤颜色变化，或者有表面

后，与患者介绍手术机制、原理、流程，告知患者手

肿胀但皮纹存在；重度为 2-3 级，患者皮肤肿胀且皮

术的时间与术前禁食禁水等注意事项，提前䞼肠道准

纹消失、皮温改变，无痛感或者患者肿胀处有痛感，

备，配合准备手术室器材并协助医生开放静脉通道，

抓挠后显现瘢痕）、住院时间；

进行气道、体温、输液、循环系统管理，术中监测患

对比护理的有效率。统计患者对本次围术期护理

者体征并配合医生清理血渍、配合伤口包扎止血，术

的满意度。结合发放的调查问卷进行数据统计，患者

后指导患者调整体位，保护术区以及患侧，给予患者

均给予反馈，统计满意的百分比[3-4]。

要无镇痛，并记录体征、出入量，评估患者营养指数，

1.4 统计学处理

给予患者流质饮食建议，询问患者感受等汇报医生。

采取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 SPSS21.0 进行数据

创伤骨科围术期快速康复护理：

处理，均数±标准差（4-s）表示，配对资料 t 计量、

术前：访视期间详细介绍手术相关，可将手术基

计数 χ2 检验，统计差异 P 判定（P<0.05 或 P>0.05）。
2 结果

础内容制作成视频的形式观看，省去宣教的复杂化，
便于患者理解，对于患者手术的个体需求，则另外说

（1）Fugl-Meyer 肢体运动功能的评估中，观察组

明，结合患者的理解能力，或进行专业解说，或配合

肢体运动障碍程度为Ⅰ级的 31 例、Ⅱ级的 12 例、Ⅲ

展板、图片等解说，促使患者有配合意识，全身检查

级的 7 例；对照组肢体运动障碍程度为Ⅰ级的 9 例、

后开展对患者的系统评估，包括手术风险评估、患者

Ⅱ级的 23 例、Ⅲ级的 15 例；Ⅳ级的 3 例。表明围术

骨伤继发可能性评估、围术期并发症评估等，术前纠

期快速康复护理可降低患者运动障碍程度，促使患者

正患者营养不良、睡眠障碍、皮肤破损等问题，为手

肢体活动能力提升，详见表 1。

表1

创伤骨科患者围术期 Fugl-Meyer 肢体运动障碍评估

组别

n

Ⅰ

Ⅱ

Ⅲ

Ⅳ

观察组

50

31

12

7

0

对照组

50

9

23

15

3

2

χ

-

2.951

2.164

2.358

2.764

P

-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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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围术期护理中患者不良问题对比：观察组 1

需掌握多学科知识，及鞥能够给予患者营养补充建议，

例血栓，2 例肿胀轻度，住院的平均时间为 8.52±2.14

又能够配合手术进行肠道等准备，还可以在围术期评

天；对照组 3 例下肢静脉血栓，3 例轻度皮肤肿胀，1

估患者恢复进度，给予患者训练指导。

例重度肿胀，住院的平均时间为 11.23±2.36 天。

早期康复护理分别针对患者创伤骨科围术期的走

（3）围术期护理有效率对比：观察组有效 46 例，

路、吞咽、语言表达、手脚活动、认知问题，在理疗

无效 4 例，有效率 92%；对照组有效 43 例，无效 7 例，

与药物治疗下，提供运动建议，促使患者逐渐恢复独

有效率 86%。（对比时间为术后三天，出院前患者均

立的生活能力，尽早拔除鼻饲管、尿道管等，减轻患

经有效护理基本康复。）

者的负担。

（4）围术期患者满意度对比（调查问卷于出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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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问题。
现有医疗认知下，早期康复护理并非仅看重患者
骨伤手术期的恢复速度，同时也更注重患者的自身安
全、骨骼愈合效果，早期康复护理需由营养科专家、
康复护理师、专业护士、康复按摩技师等联动，提供
给患者多层次的健康支持，这就要求创伤骨科的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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