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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颈内静脉穿刺组，发生误穿颈总动脉4例，退针 

后立即采取压迫止血，没有形成严重血肿。我们的 

经验是反复穿刺、皮下隧道以及扩张器致静脉入 口 

过大是置管后穿刺点渗血、血肿的主要原因，穿刺成 

功后，皮肤开口宜小，直接用扩张器扩皮，这样皮肤 

与导管接触能更紧密，可有效减少局部渗血的发生。 

故熟练的操作技术是减少穿刺过程并发症的关键。 

另外正确掌握肝素剂量也是预防局部渗血的有效措 

施，我们采用 0．02％肝素生理盐水进行封堵导管 

口，置管第 1天尽量不进行血液透析，如必须进行血 

液透析，用生理盐水封堵导管口，以预防局部渗血， 

必要时给鱼精蛋白中和。 

血液透析长期留置导管应遵循以下原则：能满 

足置管的目的；采用操作者最有把握的方法；创伤 

小，并发症少；成功率高；同时应考虑患者的病情及 

穿刺过程的配合能力。经临床实践，我们认为，颈内 

静脉穿刺长期置管期间并发症发生率低的优势，可 

作为置管的首选途径。颈外静脉变异较多，进入导 

引钢丝常有困难，但操作简便易学、并发症少，可作 

为置管的第二级血管。股静脉穿刺置管虽穿刺成功 

率高，但穿刺过程中容易误人动脉，且置管期间并发 

症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种途径，因此尽可能不选 

择股静脉途径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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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监测对膝部骨折术后康复训练的效果观察 

陈剑青。严文琴，李小六 

· 护 理 学 · 

[摘要]目的：探讨护理监测下的康复训练对膝部骨折术后膝关节功能恢复的影响。方法：将 60例膝部骨折患者随机均分为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患者在接受护理监测下进行康复训练，对照组为门诊随访患者。结果：膝关节功能评定和 HSS评分 

治疗组均优于对照组(P<0．05和P<0．()1)。结论：在护理监测下的康复训练效果明显优于无护理监测的康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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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康复医学为越来越多的人们 

所认知，康复训练与功能锻炼对骨折患者以及对原 

有功能的恢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能够大幅度地降 

低致残率 J̈。康复护理的原则是由主治医生、康复 

医生和责任护士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而进行的，一 

般都采取循序渐进、有计划地进行康复指导。2008 

年6月至 2009年6月，我科对 30例膝部骨折患者 

术后进行系统性的康复训练，明显地提高了膝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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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度，尤其是在护理监测下的效果特别显著，防止 

了骨折并发症的发生，取得很好疗效，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60例骨折患者，男 39例，女 

21例；年龄 22～67岁；其中股骨远端骨折术后患者 

36例，胫腓骨近端骨折患者 24例。均经骨科常规 

处理，基本消除肿胀后出院。60例均伴有膝关节活 

动受限。于患者回访骨科康复时随机分为治疗组和 

对照组，各 30例。两组入组标准：无合并其他器官 

损伤和其他部位骨折。排除标准：开放性骨折或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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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 

1．2 康复训练方法 

1．2．1 康复治疗 (1)两组均使用 Lymphactif四肢 

气压循环装置(比利时产，4腔)治疗 ，除2例因软组 

织创伤严重于伤后 10天才开始治疗外，余均于术后 

第 1天开始治疗，选择治疗参数模式为压缩问歇模 

式，其峰值压力为 6 kPa，治疗 20 rain。(2)治疗组 

患者在出院后回访康复科给予持续被动运动治疗 ， 

每天 1次，每次60 min；治疗后给予冷敷，每天 1次， 

每次 15 rain。(3)根据患者膝关节活动情况，给予 

主动运动和抗阻运动。主动运动为患者仰卧位，患 

肢踝部背屈并主动下压膝关节，每次坚持5 S，10次 

为 1组，每天 3组。抗阻运动是在骨折愈合的情况 

下进行，沙袋放在踝关节固定，由 1．5 kg逐渐加到3 

kg，每次50个，每天 3次，以次日膝关节出现酸痛为 

宜。(4)对照组给予定时回访评定，未采取系统的 

康复治疗。 

1．2．2 康复前的护理 (1)与患者进行沟通：介绍 

疾病知识及康复治疗对下肢骨折的重要性，使其很 

好地配合治疗。了解患者心理动态，解除其对康复 

治疗的顾虑。做好家属的直教工作，强调康复治疗 

对于骨折恢复的意义和重要性，使康复治疗顺利进 

行。(2)全身情况的观察：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病 

情变化。(3)局部观察：观察患者手术切 口有无红 

肿、渗出，患肢肿胀程度、皮肤颜色、温度等情况，发 

现异常及时告知床位医生以及康复医生。(4)饮食 

护理：指导患者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 ，并多 

饮水。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给予个性化饮食指导。 

1．2．3 康复后的监测及护理 (1)心理护理：了解 

患者康复中的情况，倾听其埘于康复治疗的看法与 

感受，鼓励患者克服康复治疗过程巾的疼痛等不适， 

坚持进行 ，以利于早 日康复。(2)护理督导：指导患 

者合理放置患肢位置，督导患者正确、规范、按时进 

行康复的后续锻炼。(3)护理观察：观察患者生命 

体征及局部肢体情况。 

1．3 疗效评定标准 (1)疗效分 4级 。优：患者 

膝关节活动度(ROM)为91。～120。，关节疼痛 、肿胀 

完全消失；良：患者膝关节 ROM为 61。～90。，局部 

肿胀、疼痛基本消失；可：患者膝关节 ROM为31。～ 

60。，局部疼痛、肿胀稍减轻；差：患者膝关节 ROM为 

0。～30。，无明显改善甚至恶化。(2)膝关节功能 

HSS评分评定 ，是百分制系统根据关节疼痛、功能 

活动、肌力、稳定性进行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秩和检验和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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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治疗组患者膝关节活动度优良率为 86．7％，高 

于X,l-fl~组53．3％(P<0．05)，HSS评分也明显高于 

对照组(P<0．01)(见表 1)。 

表 1 两组膝关节活动度与 HSS评分比较 

△示，值 

3 讨论 

康复治疗对于膝部骨折恢复已得到普遍的认 

可，但护理监测对于康复治疗的作用未得到大家的 

关注。通过我们本次护理监测对于膝部损伤术后康 

复治疗的效果观察，发现在护理监测下，通过康复前 

的心理护理、护理观察 、饮食护理以及康复后的心理 

护理、护理督导以及护理观察，提高了患者的遵医行 

为，改善了患者的全身状况，能及时发现患肢异常状 

况，予以及时处理，并督导患者积极进行康复后的后 

续锻炼，从而大大提高了康复治疗的效果，使膝关节 

的活动范围明显改变。 

治疗组患者膝关节活动度优良率为86．7％，高 

于对照组 53．3％(P<0．05)，HSS评分也明显高于 

对照组(P<0．01)。通过对膝关节术后康复训练进 

行护理监测的研究发现，膝关节肿胀进一步消除的 

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持续被动运动对膝关节的影响而 

致。临床应用 表明，术后使用下肢关节康复器辅 

助功能锻炼 ，可促进膝关节肿胀消退，防止术后粘连 

和深静脉血栓形成，缩短术后恢复时问。由此可见， 

护理监测对于膝部骨折术后的康复训练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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