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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因干预在小儿深度烧伤瘢痕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张海丽,赵凤娟,王鹤仙,周摇 芳

[摘要]目的:探讨真因干预在小儿深度烧伤瘢痕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 1 ~ 6 岁深度烧伤康复阶段患儿 60 例,其中

2015 年 10 - 12 月收治的 30 例作为对照组,2016 年 3 - 4 月收治的 30 例作为观察组。 对照组给予常规瘢痕康复管理指导,观
察组采用真因干预实施瘢痕管理指导。 比较 2 组小儿瘢痕管理执行率、瘢痕增生程度、肌肉挛缩及关节障碍情况。 结果:出院

时及出院后 6 个月,观察组小儿深度烧伤瘢痕管理执行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观察组瘢痕增生程度、肌肉挛缩及关

节功能障碍情况亦均优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 结论:通过真因干预对小儿深度烧伤实施瘢痕管理,可提高小儿深度

烧伤瘢痕管理执行率,有助于减少瘢痕增生、肌肉挛缩和关节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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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real鄄cause interven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pediatric deep burn scar
ZHANG Hai鄄li,ZHAO Feng鄄juan,WANG He鄄xian,ZHOU Fang

(Department of Burn Surgery,The Third People忆s Hospital of Bengbu,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real鄄cause interven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pediatric deep burn scar.
Methods:A total of 60 cases were selected in the 1 - 6 years of deep burn rehabilitation,of which 30 were treated as control group in
October to December 2015,and 30 cases were treated as observation groups in March to April 2016. The control group was implemented
with routine rehabilitation scar management guidanc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implemented with real鄄cause intervention scar
management guidance. The implementation rate of scar management,degree of scar hyperplasia,muscle contracture and joint dysfun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At discharge and after 6 months of discharge,the implementation rate of scar management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 P < 0. 01), and the degree of scar hyperplasia, muscle
contracture and joint dysfunc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real鄄cause interven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pediatric deep burn scar can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rate of scar management,and
reduce the degrees of scar hyperplasia,muscle contracture and joint dysfunction.
[Key words] deep burn;child;real鄄cause intervention;scar management

摇 摇 烧伤是 1 ~ 6 岁小儿最常见及最严重的外伤,家
庭生活烧烫伤是儿童烧伤的主要类型[1]。 域毅 ~ 芋毅
烧伤后瘢痕增生是烧伤后常见并发症,严重影响患

儿的形体美观,甚至影响肢体功能。 真因是指现场

针对现物进行数据收集后,验证得出的真正原

因[2]。 真因验证是品管圈活动的关键环节,验证得

出真因并针对真因拟定对策实施干预是决定品管圈

活动成败的关键[3 - 4]。 瘢痕管理首先应调查影响因

素,只有对瘢痕管理的现状进行调查、评估、找出真

因,才能正确实施干预并评价有效性。 我科开展以

提高深度烧伤小儿瘢痕管理执行率为主题的品管圈

活动,对深度烧伤小儿瘢痕管理进行调查分析,运用

鱼骨图、头脑风暴、5W1H 原则逐层剖析影响深度烧

伤患儿瘢痕管理的真因,并制定查检表验证真因,拟

定对策进行真因干预,取得较满意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5 年 10 - 12 月我科收治

的深度烧伤小儿 30 例为对照组,其中男 18 例,女
12 例;上肢深度烧伤 9 例,下肢深度烧伤 21 例。 选

取 2016 年 3 - 4 月深度烧伤小儿 30 例为观察组,其
中男 20 例,女 10 例;上肢深度烧伤 10 例,下肢深度

烧伤 20 例。 纳入标准:(1)年龄 1 ~ 6 岁;(2)四肢

烧伤为深域毅以上烧伤;(3)照顾者无沟通交流障

碍;(4)自愿参加本次调查研究。 排除合并慢性病

及关节疾病患儿。 2 组患儿年龄、性别、烧伤面积、
烧伤部位及照顾者文化程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见表 1),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对照组给予常规住院康复指导,责任护

士或床位护士针对患儿抗瘢痕治疗注意事项对照顾

者进行指导,发放烧伤后康复护理指南和烧伤后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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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表 1摇 2 组一般资料比较[n;构成比(% )]

分组 n 年龄 / 岁 男 女 烧伤面积 / cm2
烧伤部位

摇 上肢摇 摇 摇 摇 下肢摇
照顾者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摇 摇 中学摇 摇 摇 大学及以上摇

观察组 30 2. 10 依 1. 20 20 10 8. 87 依 5. 99 10(33. 33) 20(66. 67) 1(3. 33) 21(70. 00) 8(26. 67)

对照组 30 2. 40 依 1. 30 18 12 9. 93 依 8. 61 9(30. 00) 21(70. 00) 1(3. 33) 22(73. 33) 7(23. 33)

字2 — 0. 93* 0. 29 0. 55* 0. 08 0. 09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t 值

瘢痕治疗健康教育内容,门诊随访。
观察组通过真因干预对小儿实施瘢痕管理。

(1)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纳入 12 名护士,选定护

士长为圈长,由圈长负责制定活动计划表并督导活

动的顺利开展,全体圈员按计划逐步实施。 (2)现

况把握:梳理小儿瘢痕管理的相关工作流程,查阅文

献发挥头脑风暴,制定影响深度烧伤小儿瘢痕管理

执行率的查检表,对科内影响瘢痕管理执行率的因

素进行临床问卷调查。 (3)解析真因:全体圈员通

过现场讨论及微信讨论方式绘制影响小儿深度烧伤

瘢痕管理执行率的鱼骨图,从人员、技术、材料、方
法、环境 5 个方面配合专业知识及经验,圈选小原

因,将所有小原因打分排序,按照 80 / 20 原则选择靠

前的 20%原因为要因[5];根据真因验证强调的“三
现冶(现场、现物、现实)原则,再次制定查检表,收集

数据进行验证,最终确定影响深度烧伤小儿瘢痕管

理执行率的真因。 (4)对策拟定及实施:针对影响

小儿深度烧伤瘢痕管理执行率的真因,拟定相关对

策并实施。 淤对护士进行小儿瘢痕管理知识的培

训,请科主任、医师对护士进行烧伤后瘢痕发展过

程、肉眼观察的颜色变化、治疗、护理等全程授课;制
作及打印瘢痕状态随时间变化的卡片,放于胸牌背

面便于护士随身携带;统一学习烧伤功能锻炼视频、
烧伤瘢痕治疗指南(2013 版) [6],对小儿瘢痕管理功

能锻炼要求及方法进行统一指导培训。 于强化医、
护、患沟通,培训护士沟通技巧,评估小儿及主要照

顾者情绪状态,及时做好情感支持和心理疏导;采用

SBAR 医院交班模式[7],医护之间采用 SBAR 沟通

模式进行瘢痕管理的沟通,并制作 SBAR 沟通交流

卡片,便于护士随身携带;建立科室微信圈,上传小

儿瘢痕照片,使床位医生能随时查看,给予及时指导

治疗。 盂完善宣教内容,规范小儿瘢痕管理锻炼方

法和功能锻炼注意事项,由圈员集体讨论设计烧伤

整形外科瘢痕管理宣传手册、康复指导指南,对患儿

及照顾者进行指导,包括体位摆放、锻炼方式、主动

及被动功能锻炼等,并对照顾者的掌握程度进行检

查,纳入圈员的绩效考核。 榆增加瘢痕增生危害性

教育,纠正照顾者对瘢痕增生危害不重视的自主性

思想,通过瘢痕管理良好、瘢痕管理差造成瘢痕增生

及挛缩严重患儿实例,组织聚会及集体活动,让患儿

照顾者感受到瘢痕的危害。 虞规范抗瘢痕药物及压

力制品的使用,指导照顾者谨遵医嘱,对使用时出现

的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进行指导;告知硅酮凝胶每

天至少使用 12 h,持续 4 ~ 6 个月后起效,压力制品

应持续穿戴到伤后 1 ~ 2 年甚至更长时间,消除照顾

者急于求成的情绪;出院后发放瘢痕预防日记,督促

建立科学规范的记录习惯[8]。
1. 3摇 评价指标摇 (1)瘢痕增生程度:每月患儿复查

时,由圈长现场查看患儿瘢痕增生程度,按照温哥华

瘢痕量表从色泽、血管分布、厚度、柔软度进行评价,
得分越高表示瘢痕增生越严重。 (2)肢体功能情

况:每月复查时现场查看患儿肌肉挛缩和关节障碍

情况。 (3)瘢痕管理执行率:采用自制患儿瘢痕管

理执行率调查表,要求患儿照顾者出院时及出院后

每月按要求填好,次月复查时交于圈长计算执行率。
评价标准:完全执行,能按科室瘢痕管理要求主动全

部完成;部分执行,主动完成科室瘢痕管理的部分要

求;不执行,不能主动进行瘢痕管理。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 t 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观察组患儿出院时及出院后 6 个月的瘢痕管理

执行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 01)(见表 2),温哥

华瘢痕量表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 (见
表 3),肢体功能情况亦均优于对照组(P <0. 05 ~ P <
0. 01)(见表 4)。

表 2摇 2 组患儿瘢痕管理执行率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出院时

摇 全部执行摇 部分执行摇 未执行摇
出院后 6 个月

摇 全部执行摇 部分执行摇 未执行摇

观察组 30 27(90. 00) 3(10. 00) 0(0. 00) 26(86. 67) 4(13. 33) 0(0. 00)

对照组 30 17(56. 67) 8(26. 67) 5(16. 67) 14(46. 67) 11(36. 67) 5(16. 67)

字2 — 9. 55 11. 87

P — <0. 01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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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3摇 2 组患儿出院时和出院后 6 个月的温哥华瘢痕量表

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出院时 出院后 6 个月

观察组 30 4. 35 依 2. 11 3. 21 依 1. 46

对照组 30 7. 65 依 1. 96 9. 06 依 1. 71

t — 6. 27 34. 62

P — <0. 01 < 0. 01

摇 表 4摇 2 组患儿出院时和出院后 6 个月的肢体功能情况比

较[n;百分率(% )]

分组 n
出院时

肌肉挛缩摇 关节障碍摇
出院后 6 个月

肌肉挛缩摇 关节障碍摇

观察组 30 3(10. 00) 2(6. 67) 2(6. 67) 1(3. 33)

对照组 30 10(33. 33) 10(33. 33) 9(30. 00) 8(26. 67)

字2 — 4. 81 6. 67 5. 46 4. 71

P — <0. 05 < 0. 01 < 0. 05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小儿烧伤后,因生理特性,瘢痕增生程度较成人

更为严重,所造成的畸形及功能障碍也更加严

重[9]。 且患儿自理能力差,不能进行自主管理,完
全依赖照顾者,照顾者对小儿烧伤的应对方式对患

儿的康复起决定性作用[10]。 对于烧伤患儿,烧伤康

复治疗不是等待其创面愈合之后再开始补充治疗,
创面愈合之后可能已经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期,治疗

效果将会降低。 在以往的患儿瘢痕管理中,我们未

深入探究影响患儿瘢痕管理的真因,均给予常规瘢

痕管理的健康教育方式,患儿瘢痕增生而行瘢痕松

解整复的较多,既增加患儿的痛苦,又增加患儿家庭

经济负担,术后仍需要长期的康复锻炼过程。 如何

使患儿及照顾者调整好心态,以舒适的状态接受并

坚持瘢痕的管理,并最终使患儿回归社会,是我们近

年来一直探索和改进的方向。
在解析真因前的现况调查中我们发现,患儿在

瘢痕防治过程中的治疗依从性及执行率均偏低,甚
至对康复治疗产生抵触情绪。 影响小儿瘢痕管理因

素很多,如人员、技术、方法、环境等。 以往大多根据

经验来判断影响因素,具有主观性,影响瘢痕管理质

量的提高。 本次研究中通过实施真因干预,首先剖

析影响小儿瘢痕管理执行率的诸多小原因,利用评

价法,将所有小原因打分排序,对影响瘢痕管理不大

的因素以 80 / 20 法则进行排除,并制定查检表验证

出影响小儿瘢痕管理的真正原因,进而针对性地对

真因进行对策拟定和实施干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出院时及出院后 6
个月的瘢痕管理执行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瘢痕增

生程度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肢体肌肉挛缩及功能障

碍亦均少于对照组。
此外,通过本次真因干预活动,也提升了护理人

员的综合水平。 过程中护理人员学会了运用查检

表、鱼骨图、 头脑风暴、80 / 20 法则等质量管理工具,
并通过运用集体讨论、原因分析、真因验证等方法,
增强了护理人员自觉发现问题意识、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和沟通能力,也增强了科室护理团队的凝聚

力,提高了护理人员自信心及综合水平,自我价值得

到逐步提升。
综上,通过真因干预对小儿深度烧伤实施瘢痕

管理,可提高小儿深度烧伤瘢痕管理执行率,有助于

减少瘢痕增生、肌肉挛缩和关节障碍,在护理工作实

施及小儿深度烧伤瘢痕管理中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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