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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踝骨折围手术期应用美皮康结合“U”型抬高垫的疗效观察
钟文，汤艳仪，易志勇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骨伤科医院骨科，广东 广州 510375)

【摘要】 目的 观察三踝骨折伴张力性水泡围手术期应用美皮康结合“U”型下肢抬高垫的疗效。方法 选择

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期间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骨伤科医院运动医学科收治50例三踝骨折伴踝部张力性水泡

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25例，观察组患者术前踝关节张力性水泡常规消

毒后用无菌注射器抽吸水泡内液和术后1周内伤口分别应用美皮康外敷结合下肢U型抬高垫护理，对照组患者踝

部张力性水泡常规消毒后用无菌注射器抽吸水泡内液及术后伤口定期换药，常规护理。比较两组患者踝关节肿胀

程度、等待手术时间及术后伤口愈合率和伤口感染率。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踝关节周径分别为

(22.57±1.71) cm和(24.01±2.11) cm，观察组肿胀程度较对照组缓解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

照组的等待手术时间分别为(4.30±1.60) d和(6.80±2.40) d，观察组的等待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伤口愈合率为 100.0%，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84.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三踝骨折伴张力性水泡围手术期应用美皮康外敷结合下肢“U”型抬高垫护理，能有效改善患者术前踝关节

肿胀，能缩短患者围手术期手术准备时间，降低伤口感染率，尽早恢复踝关节功能，对临床中三踝骨折伴张力性水

泡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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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ative effect of Mepilex with U-shaped elevation pad o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trimalleolar fracture.
ZHONG Wen, TANG Yan-yi, YI Zhi-yong.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he Orthopaedic Hospital Affiliated to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37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Mepilex with U-shaped elevation pad for lower

limbs in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trimalleolar fracture with tension vesicle. Methods A total of 50 patients with trimalle-

olar fracture with tension vesicle, who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Sports Medicine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

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with 2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with tension vesicle on ankle joi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terile syringe to suck liquid

in vesicle after routine disinfection, and one week after operation the wound were treated with Mepilex with U-shaped el-

evation pad for lower limbs. The patients with tension vesicle on ankle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terile sy-

ringe to suck liquid in vesicle after routine disinfection, and after the operation, they were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and

regular wound dressing. The swelling degree of ankle joint, waiting time for the operation, wound healing rate and

wound infection rate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circumfer-

ence of ankle joint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22.57±1.71) cm and

(24.01±2.11) cm, and the swelling degre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reliev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waiting time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4.30±1.60) days

and (6.80±2.40) days respectively, and the waiting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wound healing rate was 100.0% in observation group versus 84.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nursing method that the patients with trimalleolar fracture with tension vesicle were treated

with U-shaped elevation pad for lower limbs with Mepilex in perioperative peri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eopera-

tive swelling of the ankle joint, shorten the surgery preparation time, reduce the infection rate of the wound, and restore

the function of ankle joint as soon as possible. It has a positive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nursing care of the patients with

trimalleolar fracture with tension vesicle in perioperativ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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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关节骨折是运动医学科常见的关节内骨折疾

病[1]。临床中，三踝骨折多因车祸、高处摔伤等高能量

损伤引起踝部闭合性损伤，常引起踝部软组织严重损

伤，引发踝部张力性水泡[2]。如处理不及时或者处理

不当，将引起踝部肿胀疼痛、皮肤坏死、伤口感染，甚

至引发骨筋膜室综合征等并发症[3]。从而延长患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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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期手术准备时间，加重患者心理和经济负担，因

此，三踝骨折伴张力性水泡的护理预防和治疗尤为重

要。近年来我院运动医学科收治三踝骨折伴张力性

水泡50例，其中观察组患者围手术期应用普通美皮康

外敷结合“U”型下肢抬高垫护理治疗，现将疗效观察

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骨伤

科医院运动医学科于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9 月期间

收治的 50例三踝骨折伴踝部张力性水泡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全部患者均经过各项检查明确高位腓骨骨

折诊断。所有患者均符合《外科学》[4]相关诊断标准：

(1)符合踝关节骨折的诊断标准；(2)内外后踝骨折；

(3)并发踝部不同程度张力性水泡；(4)年龄 18~65岁。

排除标准：X线片提示有骨肿瘤、结核等病理性骨折患

者，伴有明显的肝肾疾病、心血管疾病、精神疾病患

者，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以及不配合本研究者。入

选50例患者致伤原因包括交通伤24例，坠落伤18例，

压砸伤8例。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25

例。对照组中男性 17例，女性 8例；年龄 18~65岁，平

均(42.50±7.70)岁。观察组中男性 16例，女性 9例；年

龄 23~64 岁，平均(45.70±6.20)岁。两组患者在性别、

年龄、致伤原因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1.2.1 术前护理 (1)观察组：在无菌操作下用

5 mL 注射器在水泡底部抽尽泡内液体，再自顶至底

以无菌干棉签轻压，吸干残液至水泡表皮紧贴在皮

肤基层，贴紧皮肤边缘密闭干燥，中间不得有气泡，

避免卷曲翘起 [5]。选用合适规格的普通美皮康敷料

贴上轻轻捂平，边缘稍用力按压，贴敷范围大于水泡

边缘 2~3 cm，无菌纱块覆盖绷带顺时针缠绕，绷带缠

绕时重叠 2/3后均匀加压，以患者感觉有压力但不影

响血液循环为宜，2~3 d按需换药，并观察水泡恢复情

况；然后将患肢放置在U型下肢抬高垫。嘱患者主动

活动足趾关节，并予20%甘露醇250 mL静脉点滴。每

日测量踝关节肿胀程度：首次测量时用皮尺在患肢绕

过内外踝前下缘及跟骨上端绕踝 1周，测量踝周径并

在测量处标识，同样方法测量健侧相同部位，计算患

侧和健侧数据的差值。(2) 对照组：不使用美皮康敷料

作敷料，每日换药 1次，用普通枕头抬高患肢，其余操

作与观察组相同。

1.2.2 手术方法 硬外麻醉，取仰卧位手术治

疗。外踝骨折固定，以骨折为中心切开显露外踝，骨

折解剖复位后使用管形钢板或解剖型钢板作内固定；

后踝骨折，以内踝后方做一弧形切口，切开皮肤、皮下

组织，剥离骨膜，术者触摸骨折线，复位并用拉力螺钉

从前向后固定后踝骨折，保证胫骨关节面复位；最后

复位内踝骨折，用松质骨拉力螺钉固定，如韧带有断

裂，予修补断裂韧带[6]；如患者下胫腓联合分离者，在

踝关节近端3~4 cm处，用全螺纹螺钉平行关节面固定

下胫腓关节。

1.2.3 术后护理 (1)观察组：术后第一天，予患

者伤口换药，常规消毒后对手术伤口选用合适规格的

普通美皮康敷料贴上轻轻捂平，边缘稍用力按压，普

通美皮康贴敷范围大于伤口边缘2~3 cm，再用无菌纱

块覆盖绷带顺时针缠绕，绷带缠绕时重叠 2/3后均匀

加压，根据敷料外观2~3 d适时更换，换药时观察伤口

恢复情况，倾听患者的主诉。每日测量踝关节周径

(cm)，观察踝关节肿胀情况。继续将患肢放置“U”型

下肢抬高垫，抬高倾斜角度45°。(2)对照组：术后第一

天，予患者伤口常规换药，每日换药 1次，换药时观察

伤口恢复情况，倾听患者的主诉。继续用普通枕头抬

高患肢，观察踝关节肿胀情况。

1.3 观察指标 踝关节周径，术前等待手术时

间，术后伤口愈合率。

1.4 伤口愈合分级及伤口愈合评价标准 愈合

等级分为三级。甲级愈合：愈合良好，皮缘对合整齐，

没有不良反应的初期愈合；乙级愈合：愈合欠佳，愈合

处有炎症反应，但未化脓；丙级愈合：切口化脓，需切

开引流。伤口愈合率(%)=(甲级愈合例数/该组病例

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均以P<0.05为差

异具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比较 与治疗前相比

较，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踝关节肿胀程度均明显缓解，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观察

组踝关节肿胀的缓解程度明显占优，且等待手术时间显

著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术后伤口愈合率比较 观察组和

对照组的伤口愈合率分别为 100.0%和 84.0%。其中，

对照组 2例炎症反应，未化脓、未发热，予以抗生素对

表1 两组患者的踝部肿胀及等待手术时间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25

25

治疗前

25.72±2.51

25.80±2.33

0.982

0.856

治疗后

22.57±1.71a

24.01±2.11a

5.686

0.0322

等待手术时间(d)

4.30±1.60

6.80±2.40

6.885

0.0238

踝关节肿胀程度 (cm)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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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治疗，伤口换药；2 例丙级伤口，切口化脓、体温增

高，予以抗生素对症治疗，伤口清创，予切开引流。与

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的愈合率明显改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 论

踝关节结构复杂，由胫腓下关节面和距骨上部关

节面构成，是人体最大负重的屈伸关节。因其活动量

大，该关节遭受外伤和暴力打击导致骨折概率相对较

高。踝关节骨折伴踝部张力性水泡若处理不当或不

及时，则延长患者等待手术时间，加重负担，术后可增

加感染和长期创伤性关节炎的可能性，严重影响工作

和生活质量。现代研究认为，踝部张力性水泡是以踝

部软组织水肿为基础引起的[7]，原因有二：第一，由于

踝部软组织覆盖少、皮肤薄、局部张力高，当踝部发生

骨折时，动静脉损伤、血液循环遭受破坏、血液外渗软

组织，以及内部压力增高等原因导致踝部发生张力性

水泡[8]；第二，外伤引起的骨髓骨膜及其周围软组织内

出血，激发炎症反应，继而发生软组织水肿致患肢肿

胀，形成张力性水泡。

普通美皮康由软聚硅酮成分的接触层、透气并防

水的外覆薄膜和吸收垫组成，具强吸收性和自黏性，

能维持适当湿润的伤口愈合环境，有效降低了伤口浸

渍，为皮肤的自我修复提供了稳定条件，促进清创[9]。

同时，它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低氧张力，刺激释放巨噬

细胞及白细胞介素，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加速炎症消

退可使白细胞功能增加，有利于增加局部杀菌能力[10]。

文中观察组踝部张力性水泡渗液抽吸后，保留皮

肤，使用普通美皮康外敷，同时结合绷带稍加压包扎，

水泡均在术前消退，水泡一次抽液后未见张力性水泡

再次形成，水泡处皮肤无溃破发炎，为踝关节骨折术

前创造良好的皮肤条件。观察组的平均等待手术时

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

作为上述观点的佐证。另外，观察组全部患者术后伤

口甲级愈合，且未见伤口发炎感染，愈合率显著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暗示使用普通美

皮康外敷处理伤口能有效缓解患者痛苦，促进术后软

组织恢复，最大程度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笔者析其原

因：对照组仅行常规消毒、无菌纱布包扎，水泡容易再

次鼓起、反复抽吸，水泡愈合缓慢，延长了等待手术的

时间，而术后常规换药，术后 3~5 d 内仍有伤口渗出

液，因此伤口皮缘愈合较差。

“U”型下肢抬高垫是一种应用患肢抬高减轻肢体

肿胀的简单有效的传统方式。踝部骨折部位应高于心

脏水平，有利于下肢骨折的肢体淋巴液和血液回流，减

少踝部张力性水泡发生的概率和加速患肢张力性水泡

的消退[10]。文中观察组使用“U”型下肢抬高垫结合踝部

普通美皮康新型辅料的护理治疗，每日测量踝周径值，

结果表明其肿胀缓解程度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上述结果与国内相关研究报道相一致[11-14]。

综上所述，踝部普通美皮康新型辅料结合U型下

肢抬高垫对三踝骨折围手术期的护理临床疗效明显，

两者协同促进三踝骨折伴张力性水泡的消退、愈合，

以及踝关节的肿胀消退，为患者创造良好的手术契机

和手术条件，有利于患者的后期骨折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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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的伤口愈合率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例数

25

25

甲级愈合

25

21

乙级愈合

0

2

丙级愈合

0

2

伤口愈合率(%)

100.0

84.0

8.106

0.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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