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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四川地震５ １例脊髓损伤患者
康复医疗状况分析
刘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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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文超

目的分析四川地震５１例脊髓损伤（ＳＣＩ）伤员的Ｉ临床特征、并发症与康复治疗的结果。方

【摘要】

法对５ｌ例经３—４个月康复洽疗的住院ＳＣＩ患者进行疗效评估和随访调查，分析受伤原因、损伤程度、并发
症和康复效果。结果ＳＣＩ平面：Ｃ，以上占９．８％、Ｃ。一Ｔ６占５．９％、Ｔ７一Ｌ２占６８．６％、Ｌ３一Ｓ２占１３．７％、Ｓ２以下
占２．０％；完全性损伤２２例，不完全性损伤２９例；７６．５％的伤员实现轮椅独立，７８．４％穿戴矫形器步行，
８８．２％生活基本或完全自理。结论地震ＳＣＩ患者通过积极的康复训练可以恢复较好的生活独立能力，但长
期康复医疗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关键词】地震；康复；脊髓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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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损伤（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ＳＣＩ）是四川地震伤
员最严重的伤害之一，也是造成最严重功能障碍和长
期康复挑战的临床问题…。ＳＣＩ患者的康复医疗是当
前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我们从２００８年７月至
１２月作为国家地震伤员康复医疗队成员赴川Ｉ。与四川

５ｌ例地震致ＳＣＩ患者，年龄为１１—７７岁，平均
３８．５岁，＜１８岁４例，１８—６０岁３８例，＞６０岁９例；
男２ｌ例，女３０例，男女比例为０．７：ｌ。
二、研究方法
１．伤员来源：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３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华西

当地的康复医学同道一起负责ＳＣＩ患者的康复医疗。

地震伤员康复中心、江油骨科医院和绵竹市人民医院

本研究旨在分析四川地震５１例ＳＣＩ患者的特征，并分

的住院ＳＣＩ伤员。

析康复治疗的结果，为今后进行重大灾害的康复医疗
提供经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２．临床评定：根据国际脊髓损伤协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ｐｉｎｅ，ＡＩＳ）的神经功能分类标准确定
ＳＣＩ平面和损伤程度；根据预后特征，将伤员分为Ｃ，及
以上损伤、ｃ。一Ｔ６、Ｔ，一Ｌ：、Ｌ３一Ｓ：和Ｓ：以下损伤５个
层次。调查压疮、疼痛、膀胱功能障碍、直肠功能障碍、
泌尿系统结石、泌尿系统感染、呼吸系统感染、体位性

Ｄ０１：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０．０５．０１０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２９南京，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李勇强、励建安、张霞、陈恩婿、伊文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针灸中
心（刘颖、丁明浦）
通信作者：励建安，Ｅｍａｉｉ：ｌｉｊｉａｎ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ｌ．ｐｔｔ．ｊ８．ｃｎ

万方数据

低血压、自主神经反射和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和治疗
结局‘２别。
３．康复处理：康复护理包括翻身及体位摆放、压
疮处理、膀胱处理（清洁导尿、饮水／排尿制度、膀胱

·３６０·

５１例ＳＣＩ伤员治疗方式比较（例）

表３

冲洗、药物等）、直肠处理（饮食结构调整、肛门牵张
技术等）、呼吸和排痰训练；物理治疗包括关节活动
范围训练、肌力训练、站立和平衡训练、支具配置和
步行训练、功能性电刺激及其它物理因子治疗；作业
治疗包括转移训练、轮椅技巧训练、日常生活自理训
练‘引。

表４

４４例ＳＣＩ伤员手术时间（例）

４．康复评定：出院评定分为步行能力、轮椅能力和
生活自理能力三个方面。步行能力分为膝踝足矫形器
（ｋｎｅｅ

ａｎｋｌｅ

ｆｏｏｔ

ｏｒｔｈｏｓｉｓ，ＫＡＦＯ）步行、踝足矫形器

（ａｎｋｌｅ ｆｏｏｔ ｏｒｔｈｏｓｉｓ，ＡＦＯ）步行和独立步行。轮椅能力

分为轮椅独立、轮椅依赖，轮椅独立的标志为伤员可以
平地推轮椅１００ ｍ，同时可以独立完成床．轮椅转移。
生活自理能力分为生活完全自理、生活部分自理和生

二、康复介入时间

活依赖。生活自理能力采用改良Ｂａｒｔｈａｌ指数进行评
定，包括生活基本自理（＞６０分），生活部分自理（４０—
６０分）和生活依赖（＜４０分）。膀胱、直肠功能障碍的
恢复以临床症状消除、患者可以自理、无需特殊医疗康
复处理为显效标志¨１。

５ｌ例ＳＣＩ患者中，仅有ｌ例伤员在３０ ｄ内介入康
复治疗，２１例（４１．２％）伤员在３０—６０ ｄ介入，１４例
（２７．５％）伤员在６１—９０ ｄ介入康复。１２例（２３．５％）
伤员在９１—１２０ ｄ介入康复。３例（５．９％）１２０ ｄ以上
才接受正规康复训练，见表５。

结

果

表５

５１例ＳＣＩ伤员康复介入时间（例）

康嚣禽入例数盅可气－≮－嘉ｉ芸≯

一、临床特征
伤员的ＳＣＩ平面大部分在Ｔ，一Ｌ：（６８．６％），且完
全性损伤占４８．６％，见表１。多数伤员（７０．６％）获救
时间在３０ ｍｉｎ以内，其余均在２４ ｈ以内，见表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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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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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伤员（８６．３％）曾接受手术治疗，见表３。但是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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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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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手术者仅为１３．７％，见表４。在已做手术的４４例
伤员当中，有２例内固定部位有严重疼痛，不能长时间

三、伤员并发症转归

坐和站，影响了康复训练进程，经骨科会诊，需要再次

并发症首位是膀胱和直肠功能障碍（５８．８％，

手术。保守治疗的７例当中，１例脊柱不稳，需择期手

６０．８％），临床显效率分别达到７３．３％和６７．７％。所

术治疗。脊柱稳定的６例保守治疗伤员包括３例不完

有胸和胸以下平面的神经源膀胱和直肠的伤员均教会

全性和３例完全性损伤。

其自己处理大小便。压疮发生率为４７．１％，出院时还

表１

有９例未愈合。疼痛、感染、泌尿系统结石均很常见。

５１例ＳＣＩ伤员伤情分类（例）

呼吸系统感染、体位性低血压和自主神经过反射发生
在Ｔ６以上的伤员。详见表６。
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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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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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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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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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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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１３

５１例ＳＣＩ伤员并发症转归情况（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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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院结局分析

的重要因素¨“。

出院时穿戴矫形器步行的伤员４０例（７８．４％），
其中穿戴ＫＡＦＯ步行３ｌ例，穿戴ＡＦＯ步行９例。独

本次调查的伤员最集中的损伤平面为Ｔ，一Ｌ：
（６８．６％），完全性损伤的比例也最高（４８．６％）。功能

立步行７例（１３．７％），包括３例需要监护。
使用轮椅的４３例，其中轮椅独立３９例

面最高为Ｃ。，ｋ以下损伤为１５．７％。四川地震发生

（７６．５％），轮椅依赖４例（７．８％）。轮椅依赖者均不

正值上班时间，绝大部分是直接暴力损伤，因此胸腰段

具备手功能，包括２例ｃ，以上四肢瘫，ｌ例左上肢截

的骨折及损伤最常见，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肢，１例右手严重挤压伤。

障碍最严重的是颈髓和上胸髓损伤（１５．７％），损伤平

ＳＣＩ并发症几乎全部发生，这是今后制定灾害后

生活自理能力方面，完全自理７例，部分自理３８
例。不能完成的功能主要集中在大小便控制、上厕所、

医学处理必须高度重视的方面。

转移、洗澡和上下楼梯。生活依赖的伤员有６例，Ｃ，

部经历和长期保留导尿，部分伤员是持续开放式导尿。

以上完全性损伤的２例，Ｔ６～Ｌ２损伤的４例，主要原

在完全性损伤和ＡＩＳ—Ｂ级损伤的伤员中，膀胱感染和

因是合并截肢、脑外伤和挤压综合征，见表７。

功能障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大部分伤员经过系统的

表７
出院情况
ＫＡＦＯ步行

膀胱和直肠处理（７３．３％和６７．７％）已经具有自我处

５１例ＳＣＩ伤员出院情况（例）

例数盅’＿Ｔｉ譬县ｉ芸亍
３１

０

２

２７

２

０

６０．８

ＡＦＯ步行

９

０

０

６

３

０

１７．６

独立步行

７

２

０

２

２

Ｉ

１３．７

轮椅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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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并发症是膀胱和直肠功能障碍。伤员早期全

理能力，并达到临床显效的结果。所有胸和胸以下平
面的神经源膀胱和直肠伤员均教会其自己处理大小
便，这是今后伤员实现生活自理的关键环节之一。本
研究对象的显效率高于国内其它报道，与相对早期康
复介入有密切关系。压疮发生率为４７．１％，压疮的高
发生瘁与长距离转运、急救现场条件简陋、临床重视程
度不够、营养状况不佳有关，出院时还有９例未愈合，
介入康复治疗后没有新的压疮发生。我们对创面处理
主要采用湿到半湿的生理盐水敷料更换，实践证明这

讨

论

地震ＳＣＩ伤员的临床救治要素包括急救时机、手
术时机和康复介入时机¨１。
四川地震灾区的特征是大部分在山区，主要道路
交通瘫痪，现场救治十分困难。本研究观察的５Ｉ例伤

种国际通用的方式有良好的效果，而且费用低廉，可以
在伤员返回社会后继续使用。
此外，疼痛、感染、泌尿系统结石均很常见。呼吸
系统感染、体位性低血压和自主神经过反射发生在Ｔ６
以上的伤员。大部分患者经过治疗，可以得到有效的

员，１０ ｒａｉｎ内被救治的占１／３，最长被埋时间是９ ｈ。

控制，达到临床显效的标准。
功能恢复最重要的标志为独立运动能力和生活自

其主要原因不是急救措施准备充分，而可能为此类伤

理能力。经过９０一１２０ ｄ的康复治疗，６０．８％的伤员

员被埋时间过长，很难维系生命，等发现时已经遇难。

可穿戴ＫＡＦＯ扶双拐治疗性步行，１７．６％的伤员可以

与国际其他地震比较。四川地震的ＳＣＩ伤员的比例显

穿戴ＡＦＯ步行，完全独立步行的７例，占总数的

著较低，与救治队伍无法及时到达灾害现场导致伤员

１３．７％，恢复步行的总比例达到９２．３％，但仍然有４

的高死亡率有关Ｈ。…。

例颈髓损伤或伴有上肢截肢而不能穿戴矫形器步行。

大部分伤员（８６．３％）经历手术治疗，最早在伤后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治疗性步行在出院后的依从性不

第３天，绝大部分（７０．４％）在６—１５ ｄ内手术，其中半

佳。对于上胸段严重ＳＣＩ患者，轮椅依然是其主要的

数是在四川当地进行手术，然后转到省外。手术时机

运动方式，４３例伤员以轮椅为主要运动方式，３９例达

并不理想。保守治疗的７例患者除ｌ例脊柱不稳需要
手术外，其余６例的康复效果和手术伤员相比没有显

到轮椅独立（９ｌ％）。

著差异。因此部分伤员后期手术的必要性有待进一步

（１３．７％）和部分自理（７４．５％）。但是本研究伤员大

商榷。

部分居住在山区和农村，道路条件复杂，因此，未来的

依照医院的条件，大部分伤员能生活基本自理

真正的早期介入并不充分，但是大部分伤员

生活独立方式依然有待深入研究和实践。道路和家居

（６８．７％）在伤后３０一９０ ｄ开始ＳＣＩ康复治疗，虽然与

环境改造、新型的交通工具以及长期的社区康复都将

国际水平依然有差距，但是在国内已经属于先进行

是这些ＳＣＩ伤员未来命运的决定因素。

列¨“。相对早期康复介入是本组患者转归相对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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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由于国家康复医疗队和四川当地康复技术人
员的共同努力，使ＳＣＩ伤员的康复取得了良好的短期
效果。四川的康复医疗建设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ＳＣＩ
的康复也有望得到高度重视，并取得积极的成效…Ｊ。
ＳＣＩ是地震导致的最严重的伤残之一，并发症较
多，康复训练周期较长，伤员是需要长期关注的对象。
瘫痪后的生活自理和经济能力重建的问题将长期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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