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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外伤相关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

杨洪霞

[摘要 ]目的:分析眼外伤相关因素,积极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 提高伤后视力, 降低眼外伤致残率。方法:对 2004年 132例

( 135眼 )眼外伤住院患者相关因素及护理实施要点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眼外伤占同期住院患者的 16.79% ( 132/786) ,损

伤年龄段以学龄前儿童 、学生 、青壮年为主。职业以学生 、农民 、无业人员为主。就诊时间 24 h内 56例 ( 42.42% ), 24 h以上

76例 ( 57.58% )。致盲 29眼, 致盲率 21.48%。结论:针对眼外伤相关因素, 采取预防 、急救 、健康教育一体化护理,可提高患

者的自我防护意识, 降低眼外伤发生率和视力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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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 R779.1　　　[文献标识码 ] A

Correlativefactorsofoculartraumaandnursingmeasures
YangHong-xia

(DepartmentofOphthalmology, AffiliatedHospitalofBengbuMedicalCollege, Bengbu233004,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analyzethecorrelativefactorsofoculartraumaandtotakeeffectivenursingmeasurestoimprovethevision

andreducetherateofblindness.Methods:Aretrospectiveclinicalanalysisofcorrelativefactorsofoculartraumawasperformedon132

admissioncases( 135 eyes) in2004 andtofindoutthepointsofnursingcare.Results:Thepatientswithoculartraumaaccountedfor

16.79% oftheadmissioncasesinthesameperiod.Mostoftheoculartraumapatientswerechildren, studentsandtheyouth.The

patients' occupationsweremainlystudents, farmersandno-jobs.Fifty-six( 42.42% ) caseswenttohospitalwithin24hoursafterinjury

and76( 57.58% ) casesafter24 hours.Blindnessoccurredin29 eyes, withablindnessrateof21.48%.Conclusions:Preventive

measures, first-aidandhealtheducationonnursingcareshouldbestrengthenedandthepatientsshouldalsohaveself-protective

consciousnesssoastoreducetherateofoculartraumaandblin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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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外伤是临床较为常见的眼病, 由于眼球位置

暴露, 结构精细, 组织脆弱, 受伤后易引起眼的结构

和功能损害,造成视力障碍 、失明甚至眼球丧失,是

视力损害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单眼失明的首要原

因
[ 1]

,其致盲率占眼科住院患者的首位
[ 2]
。伤后及

时 、正确 、有效的护理,可保护和挽救现存视力,减轻

视力损害程度 。现将我科眼外伤住院患者 132例

( 135眼 )相关因素进行初步分析,并提出护理对策 。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004年 1 ～ 12月共收治住院患者

786例,眼外伤 132例,占同期住院患者的 16.79%。

男 109例, 女 23例, 男女之比为 4.74∶1;其中年龄

1 ～ 5岁 17例, 6 ～ 18岁 45例, 19 ～ 30岁 23例, 31 ～

45 岁 28 例, 46 ～ 67 岁 19 例。 单眼 129 例

( 97.73%) ,双眼 3例 ( 2.27%) 。职业分布:学龄前

儿童 17例 ( 12.88%) , 学生 45例 ( 34.09%), 农民

36例 ( 27.27% ), 工人 13例 ( 9.85%) , 干部 5例

( 3.79%), 无业人员 16例 ( 12.12% )。首次就诊时

间:最短 1 h, 最长 20 天, 24 h以 内 56 例

( 42.42%) , 24 h以上 76例 ( 57.58%) , 致盲 29眼,

致盲率21.48%。平均住院 16.3天。

1.2　致伤因素　致伤物 30余种,最常见为铁屑 、玻

璃 、木条 、石块 、废弃注射针头 、笔尖 、剪刀 、玩具枪 、

拳击伤 、车祸伤 、爆炸伤等 。致伤原因为:儿童玩耍

时物体戳伤 45例 ( 34.09%) , 农业生产致伤 32例

( 24.24%), 酒后打架斗殴致伤 17例 ( 12.88%), 敲

击物体时物体飞溅 14例 ( 10.61% ), 日常生活意外

伤 10例 ( 7.58%) , 爆炸伤 8例 ( 6.06%) , 车祸伤

5例 ( 3.79%), 碱烧伤 1例 ( 0.76%) 。致伤部位及

类型:眼睑挫伤 21例 ( 15.91%) , 下泪小管断裂合

并下睑 裂伤 6 例 ( 4.55%), 角膜擦伤 14 例

( 10.61%) ,前房积血 8例 ( 6.06%), 角膜 、巩膜穿

孔伤 74例 ( 56.06%), 球内异物 10例 ( 7.58%)。

1.3　并发症　132例 ( 135眼 )眼外伤中, 外伤性白

内障 32眼,继发性青光眼 5眼,眼内炎 4眼, 视网膜

脱离 3眼,视神经萎缩 1眼,伤势严重无法修补行眼

球摘除或眼内容物剜除 6眼。

1.4　治疗方法及结果　根据眼外伤不同情况采取

相应的治疗措施。手术治疗 128眼 ( 94.81%)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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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眼 球摘除 6 眼 ( 4.69%) , 保守 治疗 7 眼

( 5.18%) 。治疗后视力恢复情况见表 1。

　表 1　135眼治疗前 、后视力情况 [眼;构成比 (% ) ]

观察时间 检查不合作 无光感 光感 ～ 0.04 0.05 ～ 0.3 0.4 ～ 0.6 0.7 ～ 0.9 1.0 ～

治疗前 20( 14.81) 19( 14.07) 55( 40.74) 14( 10.37) 7( 5.19) 15(11.11) 5(3.70)

治疗后 7( 5.18) 8( 5.92) 21( 15.56) 27( 20.00) 36( 26.67) 25(18.52) 11( 8.15)

2　护理

2.1　加强防护意识　儿童及学生是眼外伤发生的

危险阶段,应提高家长和学校的监护能力,勿提供对

儿童造成威胁的物品, 如医疗废弃针头 、玩具子弹

枪 、烟花爆竹等;指导儿童正确使用生活及学习用

具;告诫儿童不要持筷子 、竹签 、树枝 、铅笔等锐利物

品打闹 。一旦发生眼外伤,应及时告诉家长或老师,

以免延误治疗时机 。其次是农民 、青壮年和无业人

员,对其应加强用眼卫生知识和安全防护知识宣传,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杜绝打架斗殴,自觉遵守交

通规则 。无论何种性质的眼外伤, 伤后均应及时就

诊,以免延误治疗时机,影响视力恢复和预后。

2.2　心理护理　眼外伤为突发性意外事故,无论成

年人还是儿童,伤后均表现紧张不安 、恐惧 、焦虑,迫

切希望尽快得到处置
[ 3]
。部分伤势严重者出现 “情

绪休克 ”。因此, 护理人员应热情接待患者, 冷静 、

快捷地询问病史,给予心理安抚和必要的解释,帮助

患者度过情绪危机 。术前向患者及家属讲明病情,

可能造成的视力损害, 手术的必要性 、目的, 稳定患

者及家属情绪, 使其积极 、主动地配合检查 、治疗 。

由于伤情复杂,就诊时间延迟, 术后视力可能恢复不

理想, 加之眼部形态的改变, 交感性眼炎的发生,患

者可出现长时间郁闷 、焦虑 。护士应做好患者的思

想工作,鼓励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正确面对现实,

尽快适应目前生活模式,指导患者保护好现存视力,

防止再次意外伤害的发生 。

2.3　术前护理　眼外伤常合并身体其他部位的损

伤,并牵扯到法律纠纷 、民事赔偿 。因此, 护理人员

应有较强的法律意识 。患者入院后, 应及时了解致

伤时间 、地点 、致伤物 、有无感染,同时做好全身情况

的观察, 准确记录意识 、瞳孔 、生命体征的变化 。对

合并身体重要脏器或潜在的危及生命的损伤, 护士

应先抢救生命,待生命体征平稳后,配合医师进行眼

科检查 。对眼球穿通伤,术前应安静休息,避免低头

动作, 严禁冲洗, 加压包扎,各项检查 、治疗动作应轻

柔, 以免加重眼内容物的脱出,不可将眼内容物强行

推回眼内, 以免造成感染。对酸 、碱化学伤,应用生

理盐水彻底冲洗, 冲洗时翻转眼睑, 转动眼球, 注意

冲洗水不要流入健侧眼睛 。双眼覆盖,限制眼球运

动, 减少摩擦。遵医嘱做好结膜囊给药, 破伤风抗毒

素注射,积极完善术前检查,全麻患者通知禁食禁饮。

2.4　术后护理　全麻患者术后应观察生命体征变

化, 有无呕吐 、窒息,术后平卧 、禁食 6h,准备好急救

用物 。观察术眼有无疼痛 、渗出及视力恢复情况,保

持敷料的清洁 、干燥,防止感染。及时指导患者自我

护理,咳嗽 、喷嚏 、挤压 、揉眼动作或用力排便均有可

能对术眼造成损伤
[ 4]
。护士应指导患者进食无刺

激 、易消化软食, 保持大便通畅。注意保暖,避免受

凉。指导用眼卫生, 正确滴眼药, 协助生活护理, 避

免对术眼造成意外伤害 。

2.5　健康指导　眼外伤发病突然,且恢复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只有做好院前预防,院内有效的治疗 、护

理, 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院外康复一体化指导, 才能

减少眼外伤的发生, 降低致残率 。针对不同患者的

健康需求和疾病的不同阶段, 笔者通过发放健康教

育处方 、同病种集体教育 、个别指导 、其他患者现身

说教等方式,对患者进行术前常规指导, 术后用药 、

休息 、饮食 、病情观察 、并发症预防指导,出院后复诊

时间及用药指导, 自我心理调适及自我防护知识指

导。通过正确 、及时 、合理地引导教育, 使患者及时

调整了负性心理, 主动配合治疗,提高治疗 、护理的

效果 。

3　讨论

　　眼外伤是眼科常见病, 占同期住院患者的

16.79% ( 132 /786 ) 。损伤患 者中男 性 109 例

( 82.58%) ,主要与男性承担家庭主要劳动和性格

有关 。 1 ～ 18岁儿童及学生 62例 ( 46.97% ), 主要

与儿童和学生天性好动 、好奇心强及监护人的监管 、

保护 、教育不够有关。 19 ～ 45岁 51例 ( 38.63% ),

其中农民为主, 与农民缺乏必要的防护知识有关。

其致伤原因及致伤物种类繁杂,并发症较多。治疗

后出院视力低于 0.05者 29眼, 其致盲率高达

21.48%(包括眼球摘除 6眼 ) 。致盲原因主要与防

护知识缺乏 、伤后未能及时就诊延误手术时机有关。

对眼外伤患者相关因素分析是有效护理的依据, 一

旦发生眼外伤,及时 、妥善 、科学 、有效地处置, 针对

性地对伤者加强劳动保护和眼部防护知识教育, 可

减少不良后果的发生,降低致残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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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腿皮瓣修复小腿及足部软组织缺损的围手术期护理

刘　丽,赵永娟

[摘要 ]目的:总结交腿皮瓣修复小腿及足部软组织缺损的围手术期护理要点。方法:对 8例用交腿皮瓣修复小腿及足部软组

织缺损术后的患者, 采用手术前后心理护理 、术前创面及供瓣区的准备 、术后皮瓣的护理等全面而系统的围手术期护理。结

果:8例交腿皮瓣中, 1例蒂部感染, 1例皮瓣远端表皮坏死, 均于换药后痊愈, 其余皮瓣均为Ⅰ 期成活, 外形理想, 患者满意。

结论:用交腿皮瓣修复小腿及足部软组织缺损, 全面而系统的围手术期护理是交腿皮瓣成活的关键。

[关键词 ] 外科手术, 整形;外科皮瓣;软组织缺损;肢 /损伤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 R622;R658　　　[文献标识码 ] A

　　交腿皮瓣是治疗小腿及足部严重创伤伴有皮肤

软组织大面积缺损或小腿及足部溃疡久治不愈而邻

近皮瓣和游离皮瓣无法修复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方

法
[ 1]
。 1995 ～ 2004年,我科用交腿皮瓣修复小腿及

足部大面积软组织缺损 8例,术后均采用全面而系

统的围手术期护理, 皮瓣均 Ⅰ期愈合, 外形理想,患

者满意 。现将护理体会作一报道。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6例, 女 2例;年龄 20 ～ 33

岁 。小腿皮肤软组织缺损 3例,足部皮肤软组织缺

损 5例,其中 1例已暴露骨质, 1例钢板外露 。病程

6个月 ～ 2年。缺损面积为 8 cm×6 cm～ 18cm×

10 cm, 皮瓣最大面积为 21 cm×11 cm。病程 23天

～ 5年。

1.2　手术方法　硬膜外麻醉成功后,常规消毒双下

肢,彻底切除患肢创面上及周围不健康的组织,再根

据患肢缺损的大小, 在健侧小腿内侧设计一以胫后

动脉为轴心的交腿逆行岛状皮瓣, 下界可达小腿中

下 1 /3处,用亚甲蓝作标记 。按设计在深筋膜上切

取皮瓣,注意保护胫后动脉及其主要分支,解剖蒂部

时,带约 2cm的皮肤, 以免术后牵拉血管发生血运

障碍。蒂部约 2 ～ 5 cm, 测试该皮瓣的毛细血管反

应及血供情况。切取皮瓣后转移至对侧创面, 供瓣

区游离植皮,双下肢石膏固定, 保持蒂部于较松弛的

位置。 3周后, 用橡皮筋扎紧皮瓣蒂部半小时,若皮

瓣血供正常,即可断蒂;若皮瓣血供差, 应延迟断蒂。

1.3　结果　本组有 1例出现蒂部感染, 予以苯扎溴

铵及雷佛奴尔常规换药 2周后痊愈;1例因蒂部较

紧, 皮瓣远端约 0.5 cm×3 cm表皮坏死, 去除坏死

组织后,予以过氧化氢溶液和苯扎溴铵换药 23天后

痊愈;2例出现远端静脉回流障碍,经积极对症护理

治疗后皮瓣全部成活,其余病例均未发生血运障碍,

皮瓣全部成活 。

2　护理

2.1　术前护理　 ( 1)心理护理:本组患者软组织缺

损面积较大,或有深层组织暴露,或是受伤时间长,

创面久治不愈,故求治心切。同时心理又存在很多

顾虑,担心手术失败, 害怕术后疼痛, 担心术后健侧

肢体的功能及术后肢体制动生活不能自理等 。我们

针对患者的文化层次 、个体差异, 制定了详细的心理

护理计划,适时进行心理沟通 。如:对疾病认识反应

敏感者,我们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解释带胫后动脉

交腿皮瓣的优点,共同分析手术的利弊,指导体位训

练 、床上大小便训练等。对认识反应迟钝的患者,术

前尽量多沟通,详细介绍手术方案,告知交腿皮瓣虽

有许多优点,但也有可能会因静脉回流障碍而致皮

瓣不成活以及术后制动体位带来的不便,这都需要

患者的积极配合。而术后的不良情绪和行为, 极有

可能导致皮瓣的血运障碍使手术失败。本组患者经

过 2 ～ 3次指导, 患者对疾病及手术有了正确的认

识, 解除了顾虑,增强对手术的信心, 为手术的成功

创造了良好的心理条件。 ( 2)患肢创面的准备:患

肢创面周围的不健康组织或溃疡应彻底清创,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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