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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下肢深度烧伤足下垂的康复护理

王飞，赵凤娟

·护理学·

[摘要]目的：探讨康复护理对下肢深度烧伤患者足下垂的预防作用。方法：按住院时间先后将64例下肢深度烧伤患者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2例，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综合性康复护理。结果：观察组踝关节活动度范围、背屈

及趾屈活动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未发生足下垂。对照组发生16例，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

论：康复护理可预防下肢深度烧伤后足下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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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re for the prevention of foot drop

in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deep burn of lower limbs

WANG Fei，ZHAO Feng-juan

(Depa厅ment ofNursing，晚ngb．死涮People’s Hospital，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preventive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m-e to foot drop in patients who suffering from deep

bum of lower limbs．Methods：Sixty—two patients with deep bum of lower limbs we陀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l=36)and

observation group(忍=36)．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aken routine nursing and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aken routine nursing

with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re．Results：The motion range of ankle joint，dorsal flexion and plantar flex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1)．There was no patient with foot drop in observation group while 16 patients with foot dmp

in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of thes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ce(P<0，01)．Conclusions：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re could

prevent foot drop in patients with deep bum of lower li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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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下垂是下肢深度烧伤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常导致患者只能足趾着地，有的甚至无法行走，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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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患者痊愈出院后的生活质量。为预防下肢烧伤

患者足下垂的发生，笔者对32例下肢深度烧伤患者

从入院初到出院后进行全程康复护理，取得较好效

果，现作报道。

们之间互相交流提供了场所，在这里老人们可以互

相交流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对国

际时局的评价以及使用某种药物的效果等，是老人

们排解寂寞的好去处。

3。3，4注意某些禁忌用语护士在与老人交谈时，

必须掌握用语规则，不能讲诸忌讳的话；也不能用命

令式的口吻与老人谈话；想让老人终止某些话题时，

用语应婉转，不能立即中断；当老人说错话时不能马

上纠正；老人重复唠叨时仍应耐心听。总之要“一

切为病人，为病人一切”，始终让老人沉浸在愉快和

满足之中。

快乐因子治疗方法主要通过交谈起治疗作用，

专职护士除运用聆听、触摸、沉默等交谈技巧外，还

要不断地给予赞同、夸奖和鼓励。同时还应注意以

上几个方面。本文通过对50例高龄离休老人应用

该方法后，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由此可见快乐因子刺激

疗法是—项简单、有效的护理新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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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我科诊治的下肢深度烧伤(均含

踝关节及足面)患者64例，男44例，女20例；年龄

1—81岁。烧伤面积10％一90％，均包含下肢深度

烧伤(Ⅱ～Ⅲ度)⋯。将2003—2005年32例作为

对照组，2006—2008年32例作为观察组，两组诊断

标准一致，治疗条件基本相同，致伤原因和部位一

致，烧伤面积按l：1配对(．4-≤5％)，其中，各组均

为男22例，女10例；年龄相当(．4-≤2岁)。两组性

别、年龄、致伤原因、烧伤部位和面积比较，均具可比

性。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

预防康复护理措施。

1．2评价方法(1)两组患者出院时由护理组专

人负责测定踝关节活动范围、踝关节背屈和趾屈活

动度，结果进行比较分析。(2)患者出院后6个月

左右，由专人随访观察；足下垂判定标准：踝关节背

屈<0。。

1．3测量方法(1)踝关节活动范围测定：患者仰

卧，下肢伸直，保持膝关节于伸直位；量角器以跟骨

为支点，第一跖骨头为测量点，嘱患者极度跖屈与背

屈。分别记录极度跖屈与背屈夹角读数，计算踝关

节主动活动和被动范围，以度为计量单位。(2)踝

关节背屈和趾屈测定：患者仰卧，下肢伸直，保持膝

关节于伸直位，量角器以跟骨为中心点，足跟和第一

趾骨头连线与膝内侧中点和内踝中点连线成一直角

为900(即踝关节中立位)时为0。，以第一跖骨头为

测量点，分别记录踝关节极度背、趾屈时主动活动度

和被动活动度测量点的角度读数。以上每点测量3

次，取均值。

1．4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

1．5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踝关节主、被动活动范

围观察组患者均有明显改善(P<0．01)(见表1)；

两组踝关节背屈和趾屈主、被动活动度也均有显著

不同(P<0．01)(见表2)。观察组未发生足下垂，

对照组发生16例，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

表1两组出院时踝关节活动范围比较(nj=36；i：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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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两组出院时踝关节趾屈、背屈活动度比较(t／,。=32；i．t-s)

分组n
趾屈 背屈

主动活动 被动活动 主动活动 被动活动

对照组32 33．02±8．89

观察组32—26．78±9．58

l 一 25．88

P 一 <O．Ol

～36．57±9．18—23．68±8．37—20．69±8．47

—27．66±9．86 27．36±7．13 30．22±7．13

3．74 26．26 26．0l

<O．0l <O．0l <0．01

2护理

2．1早期功能锻炼(1)在伤后48 h内，根据患者

创面还未形成坚硬焦痂的具体情况，帮助并指导患

者活动踝关节，向患者说明此方法对预防足下垂的

形成及愈后功能恢复的意义。具体措施：清醒状态

时，帮助患者做双足的屈及左右旋转活动，每次

15～30 min，每天6次；睡眠状态时，在患者的足底

设置一附有一定硬厚度的软垫硬板，帮助并指导约

束患者肢体，将双足制约，足尖朝上，保持踝关节近

于直角，呈功能位。(2)对重症烧伤患者，尤其是环

形烧伤，伤后48 h后，为了使创面能充分暴露，将患

者由普通床改用翻身床，每4 h翻身1次，每日保证

有8 h时间采取俯卧位，根据患者的下肢长度及足

部的位置，调整床垫的长短，使床垫边缘与踝关节平

齐，踝关节处于功能位。平卧位时，在翻身床尾放置

上述软垫硬板，顶住双足底，使膝关节稍屈曲以保持

踝关节呈直角，并帮助和指导患者做双足的背屈及

左右旋转活动，每次15～30 min。此期患足背屈及

左右旋转以被动活动为主。

2．2愈合期功能锻炼(1)此期创面基本愈合，病

情好转。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制定功能练习内容和护

理措施，包括锻炼的时间、次数、方法等(重症患者

仍需在翻身床上，后期创面基本愈合可由翻身床改

为普通床)。(2)能自主活动的患者，注意下肢关节

主动的活动。不能自主活动者，护士主动帮助被动

功能锻炼，在仰卧时，用一手扶住踝关节的上方，另

一手帮助患者做足部背屈、后伸及旋转运动，活动踝

关节，避免僵直，每次15—30 rain，每天4—6次。本

组创面愈合后，均涂甘油，以免活动时起泡或破损。

出现小创面皮肤破损，可涂聚维酮碘。此期患足背

屈及左右旋转为主，被动活动兼顾。

2．3恢复期功能锻炼 (1)此期创面完全愈合后，

功能锻炼可以由坐起开始逐步过渡到下地活动锻

炼。坐在床边锻炼，指导患者将双足垂放，活动踝关

节做背屈、后伸及旋转运动。大面积烧伤患者在初

次坐起、下地活动锻炼时，可能会出现头晕、眼花、面

 



色苍白、出冷汗等虚脱症状时，立即使患者平卧或休

息，嘱告循序渐进的活动。活动时间由每次10—

20 min开始，逐渐增加至每次30～60 min。每天活

动次数由4～6次到6～8次。(2)患者在下地活动

锻炼前，用弹力绷带包扎，包扎前先抬高患肢减少静

脉血回流，瘢痕上涂一层甘油可减少摩擦后起泡。

开始下地时可先静止扶床站立开始，足跟不能平放

着地。对这样的患者可以穿特制坡跟鞋锻炼行走，

时间由短至长。活动量逐渐增加，逐步以平跟鞋代

替坡跟鞋，恢复患者的正常功能活动。在活动中，由

于愈合创面皮肤较嫩，可因摩擦而出现水泡，破损后

形成小创面，此时保持皮肤清洁，对症处理。
2．4 出院后功能锻炼指导 两组均于创面完全愈

合出院，出院时均对患者给予出院指导，并由专人负

责对患者和家属进行集中培训、示教，以便出院后按

计划实施。(1)功能锻炼方法：主动活动与被动活

动相结合。①主动活动：活动先从不痛部位开始，活

动度由小到大，活动范围逐渐扩至疼痛部位。卧床

期间双下肢可练习肌肉收缩、直腿抬高、屈伸髋、膝、

踝关节，尤其注意练习足背伸。各个部位循序活动，

每天2次，每次15～30 min。床下活动，可用手扶床

栏做下蹲运动，练习膝关节、踝关节屈曲运动。②被

动活动：按摩、推拿、牵拉挛缩、粘连的踝关节，改善

关节活动度，使挛缩的瘢痕放松，动作须平稳、轻缓。

用力以患者能耐受为度，切忌暴力。(2)预防瘢痕

增生和皮肤萎缩：指导正确佩戴弹力套、衣；局部使

用预防瘢痕增生的药，如硅酮霜等；(3)局部皮肤护

理，预防色素沉着：避免紫外线(日光)直接照射，夏

天外出时戴帽或穿长袖衣服，以遮盖皮肤。用手按

摩色素沉着部位，每日2次，每次15—30 min。维生

素C 100 mg，每日3次口服。创面贴硅凝胶，每天持

续使用12小时以上。

2．5心理辅导实行早期、整体护理介入，结合治

疗和患者具体情况建立心理护理项目指标，治疗整

个过程，护士与患者及患者家属保持密切接触和沟

通交流，接触时应态度热情、言语亲切，对接受帮助

和指导有抵触或情绪不好的患者疏解过程要耐心、

细致；对心理问题作出护理诊断，如“焦虑”写入护

理病历，找出相关因素，如怕毁容、担心经费等，按预

期目标逐一实施；用国内外成功的病例鼓励和开导

患者，消除恐惧感和心理紧张；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等。实行班班评估，根据患者心理状况进行效果评

价，使心理护理贯穿于整个病程的始终。

3讨论

烧伤早期治疗着重于挽救患者生命以及创面修

复等方面，常忽视足下垂的发生。下肢烧伤后，由于

炎症、水肿或者组织的直接损伤，造成踝关节周围组

织纤维增生，又由于早期疼痛等原因，患者拒绝运

动，易形成组织粘连，肌腱挛缩，使踝关节僵直，表现

为足下垂。而创面愈合后由于瘢痕组织增生挛缩，

使踝关节进一步僵硬甚至发生畸形，此时再通过功

能锻炼的方法进行纠正已非常困难。文献报道通过

加强患者住院治疗期的功能锻炼、早期全程介入心

理护理、创面痊愈后施以康复护理均能改善踝关节

活动功能【1“J。本文结果表明，入院早期即进行踝

关节的功能康复锻炼，能够有效保持踝关节的活动

度，减轻纤维粘连及肌腱挛缩程度，创面愈合阶段的

功能锻炼能减轻瘢痕挛缩，康复期的功能锻炼能保

护踝关节的功能及预防畸形发生。对患者从入院到

出院进行全程康复护理，能有效保护踝关节的功能，

避免足下垂甚至踝关节畸形的发生。

从入院到出院的全程康复护理，关键在于保护

踝关节的功能，用被动运动或是限制性功能体位来

对抗瘢痕纤维组织及肌腱肌肉的挛缩。本法无需特

殊技术或器械，程序简单，容易操作，尤其对出院之

后的康复锻炼，只需简单指导患者及家属，即能准确

掌握，效果明显。有学者∞。利设计多种矫形器或辅

助支架用于预防足下垂的产生，也具有良好效果。

对于严重烧伤累及小腿深部肌肉、神经的病例，

常会造成足指、踝关节的严重畸形，能否通过功能康

复护理的方法预防足下垂的产生，因本组中不包含

此类严重损伤病例，尚待进～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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