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功能，细致观察病情及采用预见性的护理措施如: 对

脊柱功能障碍患者要注意脊柱积极的功能康复，施

行针对性防压疮、定时进行间歇性开放导尿管的方

法预防泌尿系感染，训练膀胱功能，必要的药物治疗

结合双下肢的被动或主动功能康复训练，本组无因

卧床引起的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下肢深静脉血栓

和肺栓塞及其他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了患者的

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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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前多发伤患者的急救及护理干预

范益芹

［摘要］目的:观察对院前多发伤患者实施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对 105 例院前多发伤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包括气道及颈椎

保护、循环、呼吸、功能丧失( 神经系统评估) 、脊髓创伤、转运、心理等方面。结果:105 例患者中院前急救成功 96 例，现场死亡

9 例，死亡原因为脑挫裂伤、失血性休克、心源性休克。结论:在院前的急救过程中给予积极的护理干预不仅可以提高急救水

平，降低病死率，而且可以有效地提高急救人员自身的业务水平。
［关键词］急救医疗服务; 院前急救; 多发伤; 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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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
［1］

表明，创伤是 1 ～ 44 岁人群死亡的首

位原因，创伤导致的死亡人数相当于其他所有死亡

人数的总和。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进

程的加快，随之而来的交通事故、建筑事故等不断频

发，这些事故导致的伤者多为多发伤，其特征是起病

急暴，病情危重，变化迅速，故抢救及时、处理得当是

降低病死率的关键。2007 年 4 月至 2009 年 12 月，

我中心对 105 例多发伤患者给予相应的护理干预，

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现作报道。

1 临床资料

1． 1 一般资料 多发伤患者 105 例，男 65 例，女 40
例; 年龄 2 ～ 57 岁。病例类型: 交通事故伤 51 例，脑

挫裂伤 16 例，坠落伤 12 例，机器伤 11 例，脑干损伤

5 例，其他 4 例。
1． 2 结果 经积极的院前急救和护理干预，本组

105 例多发伤患者中，安全转运 96 例( 经现场处置

后至医院急诊科时伤者生命特征基本平稳) ，院前

急救成功率为 91． 4% ; 病死 9 例，病死率为 8． 6%，

其中颅脑损伤为主的 5 例患者死于脑疝，3 例以腹

部损伤为主者死于失血性休克，1 例死于刀刺伤心

脏引起心源性休克。

2 急救及护理

2． 1 帮助伤者脱离致伤现场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后首先将伤者安全转移，避免对伤者造成进一步的

伤害。
2． 2 气道及颈椎保护 对于呼吸道梗阻者，对气体

交换及声音的质量是否存在喘鸣或异物作出快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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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明确有无气道受紧或逐渐丧失气道维持能力的

可能性。如因伤导致呼吸道阻塞者，首先清理患者

的呼吸道，确保呼吸道通畅; 如有需要尽早使用气道

开放技术，尽早解除因舌根后坠、呕吐物及血块导致

的气道阻塞。通过评估呼吸频率、呼吸形态、胸壁运

动、呼吸音和氧饱和度检测，观察通气功能，识别有

无气管移位、颈静脉怒张、紫绀和胸壁损伤，张力性

或开放性气胸，连枷胸或大量血胸的诊断并积极

处理。
2． 3 维持有效循环 加强对循环功能的支持，通过

检查伤者意识状态、脉搏、血压和皮肤颜色以评估血

流动力学状态，发现并控制外部出血，建立静脉通道

以及心电图监测，积极防治休克，迅速输液、吸氧、伤
肢固定、保温。对疑有骨盆骨折者，宜选上肢建立通

道。大出血者，迅速止血，若有骨折，采用夹板固定

包扎等手段。对于心脏停搏、呼吸骤停者，行胸外按

压及人工呼吸心肺复苏等抢救措施。
2． 4 神经系统评估 快速对中枢神经系统进行检

查，包括瞳孔大小及对光反射，运动四肢的整体感

觉，以及昏迷评分评估患者意识水平。格拉斯哥昏

迷评分是用于脑功能异常评价的简单且重复性好的

方法，即使在轻微创伤的情况下，出现意识状态的任

何改变均应怀疑脑创伤的可能，并应迅速进行神经

系统评价，尤其是老年患者。昏迷伤者应防止舌坠，

头偏向一侧，防呕吐物反流造成窒息，急救现场给以

高渗性利尿剂和甘露醇以预防脑水肿，同时给以患

者头部冰袋降温处理，保护患者的脑细胞。另外对

于颅脑损伤患者，呼吸形式的改变伴高血压和心率

减慢是发生脑疝的表现，脑疝是颅脑损伤较常见的

并发症，是在颅内压增高的情况下，脑组织通过某些

间隙向压力较低的部位转移的过程，从而使静脉血

管受压产生的一系列严重的临床表现
［2 － 3］。患者上

车后，头部应保持于中线位置，并抬高 30° ～ 40°，使

用颈托加以保护。
2． 5 脊髓创伤者的处理 对脊髓创伤的患者，制动

脊柱，院前应用硬质背板和硬质的颈托，并应用固定

带将患者用颈托和侧方保护装置固定在背板上，用

铲式担架移至救护车上。
2． 6 心理干预 经历了强烈的精神刺激，伤者往往

会表现出惊慌失措、恐惧等心理反应，有的患者还要

面对身体的致残，因此情绪极不稳定，出现一些异常

表现，有的甚至对生活失去信心。因此，护理人员应

加强患者的心理干预，在救治的同时对伤员进行心

理安抚、疏导，实施时避免使用医学术语，用最实际

的帮助如伤情管理、寻找亲人等方式使其消除恐惧、
焦虑心理，配合治疗

［4］
增强安全感和战胜伤痛的信

心。同时在整个转运过程中，严密观察伤情，勤问勤

查，加强监护，随时发现随时报告并记录病情。

3 讨论

严重的多发伤后早期死亡( 伤后数分钟至数小

时) 在创伤的第 2 个死亡高峰中仍占较大比例，其

死亡数占创伤死亡的 30%［5］。而此时，如医务人员

判断分析得当，救治及时，患者大多可以存活，院前

急救主要是针对这一段时期伤员的救治。
如何能合理正确地实施院前急救，将伤员救治

时间提到最前，正确合理地进行预见可能产生的损

伤，是降低伤员致残率和病死率的关键。事实上，严

重多发伤的救治强调的是现场救治，对于伤情症状

叠加的患者，除了创伤的初始评估外，在救护车急送

途中还要进行再次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目前，

我中心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急救网络体系，并与区

域内所有急救单位共同协作，像接力赛一样没有耽

搁地完成急救过程，使院前急救与院内急救形成一

体化，为患者救治赢得了黄金时间
［6］。同时给以必

要的护理干预，做好抢救前准备，为院内治疗奠定基

础，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降低了医疗风险。
另外，严重的多发伤大多突发，专业人员在第一

时间往往不能到达，报警人员往往是一些司机、交

警、群众等。加强对院前基本急救知识的培训，如止

血、骨折固定、包扎、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等技能

培训，使其在出诊医护人员未达到现场前对伤员实

施必要的处理。救护车、现场急救和中途救护、医院

急诊科构成一条完整的急救链，为抢救伤员赢得宝

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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