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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弹力图联合人性化护理在预防
严重多发伤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中的应用
孙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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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兆磊▲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外科，安徽蚌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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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联合人性化护理对严重多发伤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预防作用。 方法 选择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外科 EICU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收治的 80 例严重多发伤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为常规 EICU 护理模式，观察组为人性
化 EICU 护理模式。两组均采取血栓弹力图监测患者凝血功能。比较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入住 EICU 护理期
间护理满意度、干预前后凝血功能指标变化、EICU 停留时间、住院时间及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概率。 结
果 入院后，观察组性别、年龄、体温、心率、收缩压、创伤严重程度评分（ISS）、创伤因素及创伤部位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
R 值、K 值及 CI 值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的 α 角及 MA 值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
EICU 停留时间及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人性化护理理念联合血栓弹
力图可减少严重多发伤患者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概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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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romboelastography combined with humanized
nursing care in the prevention of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n severe multiple inj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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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ventive effect of thromboelastography combined with humanized
nursing care on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n severe multiple injuries.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severe multiple injuries treated by EICU in the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Surgery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from January 2020 to June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by the random number
method,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in the routine EICU nursing mod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in the humanized EICU nursing mode. Thromboelastography was used to monitor
the coagulation function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for undergo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after admission to EICU, the changes of coagulation function index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length of stay in the EICU,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the probability of concurrent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admission,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gender, age, body temperature,
heart rat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injury severity score (ISS), trauma factors and trauma site (P > 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R value, K value and CI valu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α angle and MA
valu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probability of con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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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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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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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P < 0.05); the length of stay in the EICU and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Humanized nursing care combined with thromboelastography can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concurrent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multiple injurie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Severe multiple injuries; Humanized nursing care; Thromboelastography;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创 伤 每 年 导 致 约 400 万 人 死 亡，占 全 球 死 亡

发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对

人数的 10% 左右，是 40 岁以下男性主要死亡因素

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0 例。纳入标准：①年龄

之一 [1]。创伤患者继发造成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 18 周岁；②创伤严重程度评分（injury severity

（deep vein thrombosis，DVT）及 肺 栓 塞（pulmonary

score，ISS）≥ 16 分 [7]；③受伤 24 h 内入住 EICU。

embolism，PE）的风险较高，其静脉血栓栓塞会造

排 除 标 准：① 年 龄 <18 周 岁；② ISS<16 分；③ 入

成高病死率、住院时间延长和住院费用增加 [2]。先

院后直接死亡或住院时间 <3 d 的患者 [8]；④需要

前 研 究 显 示，创 伤 患 者 静 脉 血 栓 栓 塞 症（venous

长期透析、治疗性抗凝治疗或其他原因导致治疗

thromboembolism，VTE）的 发 生 率 高 达 15%[3]。 然

受限的患者。⑤既往有严重精神障碍者。两组患

而目前创伤患者的最佳 VTE 预防策略尚不完全清

者入院时在性别、年龄、体温、心率、收缩压、ISS、

楚。根据目前研究发现，长骨骨折、骨盆骨折、外伤

创 伤 因 素 及 创 伤 部 位 比 较，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性脑损伤和住院时间延长是创伤患者发生 VTE 的

（P > 0.05），有可比性（表 1）。本研究经蚌埠医学

主要危险因素 [4]。因此采取必要的护理干预和预

院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医 学 伦 理 委 员 会 批 准（批 文 号：

防措施对于该类患者的救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21KY007），严重多发伤患者家属已被告知研究

血栓弹力图（thromboelastogram，TEG）可反映血液

相关情况并自愿参与。

凝固的动态变化，可以很好地评估创伤患者凝血各

1.2

方法

参数的数量和质量异常，在创伤患者凝血功能异

对照组：给予常规 EICU 护理模式，常规监测

常动态监测方面广泛普及 [5-6]。人性化护理是一种

患者生命体征变化，指导患者早期功能锻炼及健康

以人为本的护理方法，旨在消除患者与医务人员之

宣教，促进患者血液循环，避免 DVT。

间的距离，提高患者的住院体验感。因此，本研究

观察组：给予人性化 EICU 护理模式。（1）成

探讨 TEG 联合人性化护理在预防严重多发伤下肢

立人性化护理团队：由科护士长 1 名（组长）、主管

DVT 中的临床效果。

护士 2 名及专科护士 3 名组成，对多发伤患者 DVT

1

资料与方法

的诱因、演变及发展过程提出问题，团队组员通过

一般资料

查询文献、教科书等多种途径寻找资料并结合每位

选择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外科 EICU

患者实际情况联合讨论，制订合理的护理干预措

2020 年 1 月 至 2021 年 6 月 收 治 的 80 例 严 重 多

施，并对团队人员进行人性化护理相关知识进行培

1.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分组

n 性别（男 / 女）年龄（岁，x ± s） 体温（℃，x ± s） 心率（次 /min，x ± s） 收缩压（mmHg，x ± s）

观察组

40

22/18

51.15±17.23

36.23±0.52

89.17±4.53

121.34±11.54

ISS（分，x ± s）
20.12±2.78

对照组

40

23/17

50.22±15.24

36.26±0.42

90.33±3.96

119.56±13.25

20.54±1.97

χ2/t 值

0.051

0.256

0.284

1.219

0.641

0.780

P值

0.822

0.799

0.777

0.226

0.524

0.438

分组

n

创伤因素 [n（%）]

创伤部位 [n（%）]

高处坠落伤

车祸伤

暴力所致受伤

挤压伤

腹部损伤

胸部损伤

颅脑损伤

四肢及骨盆骨折

观察组 40

11（27.50）

15（37.50）

8（20.00）

6（15.00）

12（30.00）

8（20.00）

6（15.00）

14（35.00）

对照组 40

13（32.50）

11（27.50）

9（22.50）

7（17.50）

13（32.50）

7（17.50）

7（17.50）

13（32.50）

χ /t 值

0.918

0.221

P值

0.821

0.974

2

注
96

1 mmHg=0.133 kPa；ISS：创伤严重程度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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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考核等。（2）实施方案：①人性化教育。结合

增大代表纤维蛋白原功能亢进，降低代表纤维蛋白

每个患者教育程度、生活环境及生活喜好，讲解多

原功能不足；CI 值为综合凝血指数，升高代表整体

发伤下肢 DVT 产生原因、高危因素及继发并发症，

高凝，降低代表整体低凝 [9-10]。

同时倾听患者相关问题及意见，并进行解答。②人

1.4

性化指导。根据患者不同受伤情况，指导患者多在
床上活动双下肢（双下肢骨折或活动障碍患者除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 ± s）表示，采用 t 检验，

外），并制订康复锻炼计划，对于无法活动无骨折患

计数资料以 [n（%）] 表示，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

者，可协助患者活动肢体。③饮食调节。对于无

采用秩和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胃肠损伤患者，指导低盐低糖低脂饮食并禁烟酒。

2

④并发症预防和处理。及时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及

2.1

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TEG 指标变化，评估患者凝血功能，对患者产生下
肢 DVT 风险进行评估，指导患者合理服用抗凝药物

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见表 2。

及弹力袜的应用，以减少患者产生血栓风险；观察
表2

患者有无咯血、呕血、便血、尿血及胃管、腹腔引流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管、胸腔穿刺管、尿管等引流液颜色变化，若发现有

组别

出血表现，及时停用抗凝药物及相关抗凝措施。

观察组 40 25（62.50） 12（30.00）

1.3

对照组 40 18（45.00） 11（27.50） 11（27.50） 29（72.50）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比较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入住 EICU 护理期间

护理满意度、干预前后凝血功能指标变化，EICU 停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3（7.50）

37（92.50）

χ2 值

2.019

P值

0.044

留时间，住院时间及并发下肢 DVT 例数。采用我
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

2.2

两组患者TEG分析比较

0.807）对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价，该量表由患者及其

两组干预后 R 值、K 值及 CI 值低于干预前，差

家属共同完成，其测评内容包含护士服务态度、护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干预后 α 角及 MA 值

理内容、护理责任心、医嘱核对情况、护士仪表、尊

高于干预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

重和关爱患者。满分为 100 分，≥ 90 分代表非常满

后观察组 R 值、K 值及 CI 值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

意，
70 ～ 89 分代表满意，<70 分代表不满意，总满意

学意义（P < 0.05）
，
干预后观察组 α 角及 MA 值高于

度 =（非常满意 + 满意）例数 / 总例数 ×100%。采

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
见表 3。

用 TEG 对凝血指标进行检测：采集观察组与对照组

2.3

患者入院时和干预后空腹肘静脉血 2 ml 置于抗凝管

住院时间比较

两组患者并发下肢DVT情况、EICU停留时间及
两 组 患 者 并 发 下 肢 DVT 情 况 比 较，观 察 组

中，在 2 h 内均采用西芬斯血栓弹力仪 [ 乐普（北京）
医 疗 器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型 号：CFM SLEPU-8880]

并 发 下 肢 DVT 率 低 于 对 照 组，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检测严重多发伤患者凝血功能变化。从抗凝管中抽

义（P < 0.05）；观察组 EICU 停留时间及住院时间均

取 1 ml 抗凝血，在室温下将高岭土激活剂加入混匀

短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
见表 4。

3 ～ 5 次，
静置 5 min。将 0.2 μl 氯化钙加入普通杯，

3

讨论

后将之前加入高岭土的血抽出 340 μl 加入含氯化

VTE 由 DVT 和 PE 组成并显著增加患者经济

钙的普通杯，进行 TEG 检测，利用计算机分析及收

负担和住院时间，特别是严重创伤患者发生继发性

集数据，获取 R 值、K 值、MA 值、α 角及 CI 值。R

血栓栓塞并发症的风险更高，其 DVT 的发生率为

值为凝血因子反应时间，反映凝血启动过程中凝血

5% ～ 63% 不等，这取决于患者的危险因素、预防方

因子的作用，其升高代表凝血因子功能不足，降低

式和检测手段 [11]。因此，早期对严重创伤患者发生

代表凝血因子功能亢进；K 值表示血凝块形成速

VTE 的相关危险因素进行预测及干预非常重要。

率，反映纤维蛋白原的功能，升高代表纤维蛋白原

传统凝血功能检测只能反映初始阶段的凝血

功能不足，降低代表纤维蛋白原功能亢进；MA 值反

功能变化，而无动态观察结果，不能很好反映凝血全

应血凝块最大强度，其受血小板影响较大，升高代

过程的变化，临床应用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12]。

表血小板功能亢进，降低代表血小板功能减退；α

TEG 作为床旁检测凝血功能的工具，被认为可以比

角表示血凝块形成速率，反映纤维蛋白原的功能，

传统凝血功能检测更敏感地预测凝血功能障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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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血TEG分析比较（x ± s）

表3
n

组别

2022年10月第12卷第20期

干预前

干预后

“人性化、优质、高效”服务理念，加强患者的认知水
t值

P值

平，密切关注患者的下肢肿胀程度及康复运动，可
以更好地预防 DVT[15]。本研究通过与传统护理模

R 值（min）
观察组

40

10.33±2.12

5.34±1.89

11.110 0.000

式相比较，应用人性化护理模式结合 TEG 对预防严

对照组

40

10.21±2.19

7.13±2.01

6.553

t值

0.249

4.103

重多发伤患者 DVT 的研究发现，在人性化护理模

P值

0.804

0.000

0.000

式作用下，患者 TEG 各项指标（R 值、K 值、α 角、
MA 值及 CI 值）均较常规护理模式明显好转，并且

K 值（min）
观察组

40

5.23±1.61

2.27±0.74

10.570 0.000

EICU 入住时间及总住院时间较常规护理模式明显

对照组

40

5.32±1.33

3.50±0.88

7.218

缩短，其 DVT 发生率也较常规护理模式显著降低。

t值

0.273

6.766

人性化护理模式通过加强与患者沟通，详细解决患

P值

0.786

0.000

者相关问题及提出意见，改善患者入住 EICU 无家

0.000

α 角（°）

属陪伴的恐惧及抑郁情绪，提高患者住院期间的体

观察组

40

45.32±16.51

72.44±19.13

6.788

0.000

对照组

40

43.69±16.14

60.72±17.81

4.481

0.000

t值

0.447

2.836

P值

0.656

0.006

验感。本研究结果显示，人性化护理模式患者较常
规护理模式患者满意度明显提高，提示采取人性化
护理可更进一步拉近医护与患者之间的距离。本
研究采用人性化护理模式对重症患者带来的明显

MA 值（mm）
观察组

40

40.28±12.41

52.31±9.84

4.804

0.000

对照组

40

1.996

0.049

益处与王慧文等 [16] 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研究 TEG 结合人性化护

41.62±12.90

46.32±7.44

t值

0.474

3.071

理理念对严重多发伤患者进行干预，提示人性化护

P值

0.637

0.003

理模式可更好地服务于患者，减少患者 DVT 概率。

CI 值
观察组

40

6.33±2.11

2.62±1.04

9.975

0.000

对照组

40

6.21±1.88

3.83±1.70

5.939

0.000

t值

0.269

3.840

P值

0.789

0.001

但由于本研究项目样本较少，临床研究又存在复杂
性，存在一定局限性，后期本研究团队会进一步扩
大样本量并进行多中心研究，来证实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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