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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四川省；ｌｌＪ ｉ ｌ中学地震伤员康复状况调查分析
刘守国，励建安１，４艾金飞２张

霞ｔ程静３

目的：分析北川１中学地震伤员的人数、伤情及功能障碍、康复现状及需求，为下一步康复医疗工作提供依据。

摘要

方法：对１００例在校伤员和住院伤员进行现场功能评估，利用创伤后应激障碍（ＰＩ＇ＳＤ）症状清单平民版（ＰＣＬ—Ｃ）对随
机抽样的２０例伤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１００例伤员中，骨折３６％、截肢３３％、挤压伤３１％。其中５６例（５６％）伤员仍
然存在一定的功能障碍。在抽样调查的２０例伤员中３例（１５％）发生ＰＴＳＤ。结论：北川中学的地震伤员目前仍有不同
程度的功能障碍，需要接受进一步的康复治疗；截肢后功能障碍是康复重点；需要特别关注伤员的心理状况。
地震伤；康复：截肢；功能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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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北川中学是北川羌族自治县唯一的一所

高三的学生，初中部１４例，高中部８６例；年龄１２—

高中。原有师生２９００余人。在“５．１２汶川Ｉ大地震”中

１８岁，平均年龄１６．４岁；１００名学生中，男３９例，女

有１０００余人遇难失踪。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９日。北川中

６ｌ例，男女比例为０．６４：１。

学在绵阳市长虹培训中心重建。至今在省内外各大

１．２方法

医院接受治疗的地震伤员陆续返回。这部分学生伤

主要方式为现场功能评估和问卷调查。参加评

员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迫切需要接受进

估的团队包括康复医师和治疗师。根据卫生部和国

一步的康复医疗。为此，受香港福幼基金会、绵阳市

家残联颁布的《四川地震伤员康复治疗分流指导原

残疾人联合会的委托，笔者组织和执行了本次调查，

则》－１以及高宏光［２１在地震实践中总结的伤员分检方

旨在为下一步的康复工作提供依据。

法，再结合北川中学伤员的自身特点，将地震伤员伤
情分为上肢骨折、下肢骨折、脊柱骨折、骨盆骨折、上

１资料与方法

肢截肢、下肢截肢和挤压伤。围绕地震伤员的基本情

１．１研究对象

况（性别、年龄、人数、伤情分属）、功能障碍表现及程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４—２９日及１２月４日。调查组

度，以及康复需求进行调查分析。此外，用创伤后应

分别在：Ｉｔ：Ｊ１Ｉ中学和绵阳市中医院对北川中学校方提
出的可能存在康复需求的１ １６例学生伤员进行现场
功能评估。在调查阶段，１１６例伤员中有８８名在北
ＪＩＩ中学上课，１２例在绵阳市中医院住院，另外１６例

ｌ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南京，２１０００９

２云南慈济康复医院
３香港福幼基金会成都办事处
４通讯作者

在外省就医或返家休养，无法获得详尽资料。本次调

作者简介：刘守国，男。硕士研究生

查获得完整资料的有１００例．全为北川中学初一至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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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康复医学杂志，２００９年，第２４卷，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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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ｅｓｓ

伤情］≠毪丽｛挚酱
表１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ＰＴＳＤ）症状清

单平民版（ｍＤ，ＰＣＬ—Ｃ）１３１对随机抽取的２０伤员
进行心理问卷评估。
１．３康复需求标准

骨折
上肢

一定功能障碍的伤员纳入存在康复需求之列。鉴于

伤合并外周神经损伤１７％，其他（软组织损伤）１４％
力，５６名仍有康复需求，需要接受进一步康复治疗。
２．２地震伤员功能障碍状况
本次调查中，７７％的伤员出现不同程度的肌力
减退（表３），其中挤压伤合并外周神经损伤组程度
较重（徒手肌力测定ＭＭＴ。＜３）：３９％的伤员关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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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

伤情分类主要包括骨折３６％、截肢３３％、挤压
（表１）。其中４４名（４４％）已经完全恢复生活自理能

０

ｌ

截肢
上肢

２结果

２．１地震伤员伤情分类及康复需求

０

３

躯千

数得分均大于８５分）以及课程学习任务，我们以校
内功能锻炼室的方式提供康复治疗。

４

下肢

也把部分改良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得分满１００分但仍残留
：ｌＬ ＪＩＩ中学学生伤员的功能障碍较轻（改良Ｂａｒｔｈｅｌ指

ｊｌ：ＪＩｌ中学地震伤员伤情分类及康复需求

锁骨４
３
肱骨
前臂或手
３

将评定日常生活活动（ＡＤＬ）的改良Ｂａｒｔｈｅｌ指
数得分小于１００分作为存在康复需求的标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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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各类伤情功能障碍伤员占总伤员数比例分布（％）
骨折

截肢

外周神经损伤

其他

合汁

动度（ＲＯＭ）受限；４５％的伤员存在感觉障碍；４４％的
伤员步态异常（表２）。３３例截肢伤员中有２６例已装
配永久性假肢，５例接受腔吻合度出现问题，其中３
例接受腔偏大，２例接受腔偏小。
２．３地震伤员心理状况
２０例随机抽取伤员的ＰＣＬ—Ｃ得分：１７—３７分
（无明显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１４例；３８—５０分（有
一定程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３例：５０—８５分
（有较明显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３例。ＰＴＳＤ阳性３

ＲＯＭ受限
感觉障碍

８

ｌＯ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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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１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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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

注：肌力减退：ＭＭＴ≤４：感觉障碍包括：感觉过敏、减退、疼痛

表３各类伤情肌力减退伤员占总伤员数比例分布（％）
ＭＭＴ

骨折

截肢

外．｝吉ｊ神经损伤

其他

＜３

２

ｌ

１２

０

ｉ＝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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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

３．１．１

骨折伤员的康复状况：在本次调研地震伤员

中骨折伤员３６名（３６％），所占比例最大。此次汶川

例（１５％）。在ＰＴＳＤ症状中最常见的是再体验症状，

地震破坏强度巨大。造成地震伤员骨折具有开放性、

发生率９０％，其次是高警觉症状８５％和回避／麻木症

多发性、粉碎性及移位明显等特点。复位、固定、功能

状８０％。见表４。

训练．是骨折治疗的“三步曲”。长时间的固定会导致
肌腱、韧带挛缩和关节囊粘连，带来骨折部位关节或

３讨论
本次调查分析了北川中学地震伤员的人数、伤
情及功能障碍、康复现状及需求．旨在为下一步康复

相邻关节的ＲＯＭ受限，也会导致肌力减退，引起废
用性肌萎缩。ＲＯＭ障碍和肌力减退是骨折常见的康
复问题。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能够预防骨折后软组

医疗工作提供依据。北川中学伤员作为年龄较为集

织挛缩、关节囊粘连、肌肉萎缩，促进患肢血液循环，

中的特殊群体。在汶川地震学生伤员中具有一定的

消除肿胀，大大缩短伤员骨折愈合时间１４ｌ，促进ＡＤＬ

代表性。本调查报告也可为其他中学地震伤员的康
复医疗工作提供借鉴。下文将就地震伤员的现状和
康复需求。以及后期康复医疗工作需要注意的问题
展开讨论。
３．１地震伤员的康复需求分析

万方数据

能力的早日恢复。本次调研的３６例骨折伤员中只有
８例ＲＯＭ受限，１９例肌力减退，但受限和减退程度
都较轻。此次汶川地震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贫乏．大
部分骨折伤员都采取了外固定支架手术。张霞等【ｓ１对
四川江油地震伤员的康复状况调查中发现４２例胫

ＰＴＳＤ、￡壁坠二堡量塞鱼壅鉴堂婴塑空…
Ｃｈｉｎｅｓｅ

表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ｕｇ．２００９。Ｖ０１．２４，Ｎｏ．８

理、穿戴假肢后的患肢负重、步态分解练习都是重要
的训练内容。对于在摆动相中膝关节不能有效屈曲
的假肢需要做一定的改良或调换。
本次调查中，２１例下肢假肢伤员中５例出现了
接受腔吻合度不佳问题．２例接受腔偏小。３例接受
腔偏大。接受腔偏小可能是由残端软组织生长、残端
肢体围度增大引起。接受腔偏小不利于假肢有效承
重，也会增加对残端软组织的磨损挤压．引起皮肤破
损和疼痛。另一方面，残肢肌肉由于废用和失神经营
养等因素也会萎缩，引起假肢接受腔的相对偏大。残
肢在偏大的接受腔中由于身体重力作用向下移位。
导致双下肢长度不等，引起承重不利、步态异常（长
短腿步态），同时在步行中骨盆和脊柱会向短腿侧倾
斜，患者为了维持重心的中立位会向对侧调整躯干，
这便可能引起脊柱侧弯。在本次调研中有３例接受
腔偏大的伤员已经有１例出现了脊柱侧弯。对于一
些双下肢等长的截肢伤员，患侧臀中肌力量不足也
可能引发脊柱侧弯。此类问题需要康复工作者特别
关注。
本次调查中的学生伤员平均年龄为１６．４岁，正
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这部分伤员情况和成人截肢不

腓骨骨折的伤员中有１３例外固定支架仍未拆除．导
致突出的康复问题。本次调研３３例骨折伤员中只有
１名采用外固定支架手术，１３例为内固定术。内固定
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伤员骨折术后的功能
障碍。这与学生受到的社会关注程度较高、接受的医
疗条件较好有关。但是学生仍然处于生长期，内固定
的去除是未来必须要考虑的临床措施，其后的康复
训练也需要加以关注。
３．１．２截肢伤员的康复状况：截肢是北川中学位居
第二的地震伤残，本次调研中３３例（３３％）为截肢伤
员，其中上肢截肢８例，下肢截肢２５例。３３例截肢
伤员中有３２例出现患肢的肌力减退（表３），影响了
伤员对假肢的操纵控制：１２例伤员出现截肢残端皮
肤的感觉过敏或疼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假肢的
穿戴１６］。３３例伤员中２６例已经装配永久性假肢。其
中２１例为下肢假肢。在２５例下肢截肢的伤员中，２０
例步态存在异常。步态异常表现为患侧下肢的负重
不足导致的支撑时间减少。以及假肢膝关节不能有
效屈曲导致的摆动相“直膝步态”。患肢负重不足会
带来步行的安全性问题，在长距离步行中，健侧下肢
更易疲劳，步行效率降低。假肢膝关节不能有效屈
曲，会引起摆动相患肢的廓清不利，伤员在步行时更
容易绊倒，也给上下楼梯和斜坡带来困难。对于这部
分伤员，残肢肌力练习、残肢的感觉过敏和疼痛处

万方数据

同。截肢患者骨骺的切除会严重影响长骨的纵向生
长。一个现在大腿中段截肢的学生数年之后可能会
变成大腿短残肢。股骨截肢后．股骨生长滞后。而残
端的软组织生长发育滞后较少．残端肌肉的生长会
使残端臃肿肥胖。大腿截肢后。由于髋周肌群肌力不
平衡张力不等会导致髋臼的发育不良．甚至导致髋
关节半脱位［７１。此外随着生长发育，残端围度的改变
也必然对接受腔有新的需求。对于这些问题康复治
疗师还要做大量工作。
３．１．３其他伤情康复状况：此次汶川地震破坏强度
巨大。被砸、被埋的现象普遍。出现了大批的挤压伤
伤员。挤压伤ＩＳＪ（ｃｒｕｓｈ ｉｎｊｕｒｙ），是指持续压力引起肌
肉丰富部位的损伤，如大小腿、臀部较长时间重压造
成的一种严重而复杂的损伤。这部分伤员在重物移
除后多发生骨筋膜隔室综合征。曾有切开减压病史。
从５．１２地震至今已有半年时间．挤压伤伤员大部分
有神经损伤、肌力减退、ＲＯＭ障碍、感觉障碍等问
题。本次调查中挤压伤合并外周神经损伤１７例
（１７％），其中腓总神经损伤１３例、尺桡神经损伤３
例、股神经损伤１例。１７例伤员中全部出现肌力减
退（表３），减退程度严重（ＭＭＴ≤３），全部出现感觉
障碍。１４例ＲＯＭ受限，其中１３例为踝关节ＲＯＭ受
限，这和神经损伤后肌力减退关节长期不动相关。在
１３例腓总神经损伤的伤员中有９例存在不同程度

６８３

中周康复医学杂志，２００９年，第２４卷，第８期

的足下垂。摆动相足下垂引起廓清不利，会带来步行

复治疗师两名，主要利用课间、体育课、午间、自由活

的安全问题。踝足矫形器（ＡＦＯ）可以有效地改善足

动时间对伤员学生进行康复锻炼。现有４８例伤员在

下垂，增加步行安全性．然而１３例腓总神经损伤的

该中心接受功能锻炼。

伤员中只有２例已经配置踝足矫形器。这部分伤员

本次调研学生伤员的平均年龄为１６．４岁，正处

无疑需要进一步关注。

于身体和心理的发育阶段。地震突发灾难的经历及

３．１．４学生伤员的心理状况：据相关文献报道此次

灾难中亲人的丧失将长期影响他们的学习、生活和

汶川地震中有１４％一１８％的伤员发生ＰＴＳＤｌ９Ｉ。ＰＴＳＤ

社会交往，针对这部分伤员的心理援助应该受到重

是地震等急剧、异乎寻常的创伤性事件后常见而严

视。对于截肢伤员要注意生长发育引起的残肢围度

重的精神障碍。以反复发生的闯人性的创伤情景再

和长度的变化．有必要每隔一段时间对这部分伤员

现、持续的警觉性增高及对创伤相关情境的主动回

的残肢重新进行评估，为假肢或接受腔的调整提供

避等为特征旧，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心理痛苦和显著

依据。北川多山，道路崎岖不平，大部分伤员都来自

的社会功能损害。心理评估量表总会有一定程度的

偏远山村。这部分伤员的家庭回归需要做进一步的

心理暗示作用。出于对学生伤员的心理保护，本次调

家庭环境改造。为此，地震伤员的长期康复问题需要

研并未对所有伤员进行心理评估。在随机抽样的２０

得到高度的关注。以保障现在取得的康复效果能够

例伤员中，３例ＰＣＬ—Ｃ得分大于５０分。门ＳＤ阳性

持续下去。真正实现地震伤员回归社会的目标。

率１５％。在ＰＩ’ｓＤ诸多症状中再体验症状发生率
（９０％）最高，大部分伤员至今仍会在现实或梦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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