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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急诊护士应用人体阴阳分诊外伤的体会

靳力
（太原市万柏林区中心医院，山西  太原  030024）

doi ：10.3969/j.issn.1008-9691.2015.06.026
通讯作者 ：靳力，Email ：taiyuanjinli@126.com

 基层二级医院急诊科的值班护士每班多 2～3 名，既要

分诊，又要兼顾抢救 ；既要应对急危重症的救治，还要处理

非急诊的事务 ；每班接诊患者约有 40～50 例次，内、外、妇、

儿、五官病种繁多，因而急诊科的高年资护师练就了一双

“火眼金睛”，当患者一进就诊大厅进行简单的问诊后，其分

诊的准确性、初步处置的方式可以说是“八九不离十”。笔

者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利用人体阴阳谈谈如何分诊常见外

伤，旨在较短时间内提高急诊护士的分诊能力，特别是能够

快速、简单、有效地处置外伤患者。

1 人体阴阳在体表的划分

 人体的阴阳在体表上大致划分为 ：腹为阴、背为阳，下

为阴、上为阳，内为阴、外为阳。阴面有重要的器官如血管、

神经，阴面受到伤害易致残致死 ；而阳面的伤害相对来说可

急可缓。在急诊接诊工作中所见的外伤常常是阳面的创伤

多于阴面，阴面的损伤重要于阳面，因此，急诊处置常见病时

分清阴阳很必要。

2 按人体阴阳分诊后各部位创伤的处理

2.1 背部 ：上背部刀砍伤是阳面的损伤，此处有丰厚的竖棘

肌、斜方肌、背阔肌、冈上下肌、菱形肌等肌群，还有肩胛骨、

棘突、椎板和背肋的骨性保护，即使血流如注，因属阳面，无

重要血管神经，只要是没有进入腔内，急诊护士可以在伤处

填塞棉垫，沙袋加压或令其仰卧用其躯体的重量压迫止血。

还可以边抗休克边缝合处置，大胆上手而“处乱不惊”，即使

棘上韧带、棘间韧带断裂或肌肉断裂，予以一期处理后也不

会影响功能。

2.2 腿部 ：大腿前外侧为阳，内后侧为阴。如果大腿前外侧

刀砍伤、电锯伤、骨折的骨外露、肌肉外翻等可导致流血不

止，因是阳面，此处并无大的血管神经，主要有丰厚的股直

肌、股外侧肌、股中间肌等肌群，肌肉的营养血管比较丰富，

即使出血量较大，照样可以直接加压捆扎、夹板简单外固定，

且该区域是骨科经典的手术入路处，因此可以大胆处置。对

于小腿的前外侧及后下端的刀伤锯伤依然视为阳面受伤，

即使胫前肌外露、趾和踇长伸肌外翻、跟腱断裂都可以加压

包扎、简单固定。但是，小腿外侧上端（即腓骨头区域）属于

阴阳交汇处，要注意腓总神经是否受伤（足下垂），在加压包

扎和外固定时不能造成医源性神经损伤。小腿开放性骨折

大多是在中段和中下段，如果仅仅是胫骨骨折，断端移位不

明显 ；而胫腓骨双骨折时，骨折的近断端因股四头肌的作用

向前移，穿破皮肤导致骨外露，流血不止，急诊处置时可予以

纵向牵引后伤口覆盖棉垫绷带捆扎，或用夹板、护具等外固

定，再拍片检查。虽然该段开放性骨折不易伤及重要血管神

经（可能有骨折断端少许肌肉卡压），但是分诊护士和医生在

包扎固定骨折前后一定要常规进行骨折远端血运、感觉、运

动功能的检查，常规摸足动脉的搏动，并令其足趾背伸跖屈 

活动。

2.3 上肢 ：最简单的办法是将上肢的站立解剖体位与爬行

结合去理解，即“前为阴后为阳”。大致是 ：上臂上段的刀

砍伤大多是在外侧即阴阳交汇处，主要伤及三角肌，需要注

意肩峰外缘下 5～6 cm 处有腋神经通过、三角肌外侧中部包

含有极稠密的神经网、三角肌止点前外 2～3 cm 处有挠神经

跨过，因而三角肌任何部位纵行劈开一定会引起神经损伤，

但如在前部骨性附着部分横行切开翻下，则可避免神经损 

伤［1］。而肱骨上段的骨折往往是远断端向内上移位即指向

阴面，包扎固定时要注意神经血管的保护即腋下要有衬垫，

包扎固定前一定要常规检查肢端的血运、感觉、运动情况。

上臂外后侧中段、下段的刀砍伤和开放性骨折是阳面的损

伤，主要伤及肱三头肌，但是要注意挠神经跨过即挠神经的

损伤，初检评估时要看有否腕下垂、能否翘拇指，还要摸挠

动脉的搏动。肱骨干骨折并发桡神经损伤多发生在肱骨干

中 1/3 或下 1/3，特别是肱骨下 1/3 骨折向外成角或成螺旋、

斜行者更容易引起桡神经损伤，容易受伤的原因主要是 ：桡

神经在上臂外侧较表浅 ；桡神经穿过外侧肌间隔时改变走

向，而且为周围组织所固定 ；桡神经在桡神经沟内几乎紧贴

肱骨，中间仅隔有一层薄薄的纤维（肱三头肌内侧头的最上

部分）［1］，因此，对该区域的骨折不能简单的视为阳面损伤。

一般肘部骨折多见于肱骨髁上，其骨折断端的移位方向最容

易导致阴面受损，如常见的伸直型骨折，远折端向后上移位、

近折端向前下移位，撕破骨膜或直接压迫肘窝引起血管神经

的损伤，较严重移位时，锐利的近折端可穿破肱肌、向前突

出肘窝面至血管神经断裂，往往合并有肘关节脱位，主要是

肱动脉、桡神经和正中神经的直接损伤，亦有尺神经损伤的 

报道［1］。

 急诊接诊常见的前臂刀砍伤往往是伤者遮挡头面部时

伤及尺背侧，直接暴力的前臂骨折也常见于单纯性尺骨骨

折，双骨折常见于桡骨中 1/3 和尺骨中下交界处，开放性骨

折也易向背侧穿破皮肤，依然都属于阳面的损伤。但是，不

论是刀伤还是骨折，在初检评估时要常规检查挠尺动脉的搏

动和挠尺正中神经是否损伤，伤口和骨折端可能变化、血管

神经也可能变异。在腕背侧的开放性损伤仍然是阳面的伤

害，只会造成手和腕的背伸障碍，手术后很快恢复，而腕前的

部分伤害是很难康复的（如尺神经）。恰恰腕部的刀伤大多

于腕前，基层医院急诊常见有割腕自残，而打架受伤往往是



·  655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15 年 11 月第 22 卷第 6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November 2015，Vol.22，No.6

在遮挡时伤及腕前尺侧，尺侧屈腕肌、尺动脉、尺神经断裂，

出血多、第 4～5 指屈曲伴尺侧一指半感觉障碍。自残割腕

大多伤及腕前桡侧和正中，桡侧屈腕肌、桡动脉、桡神经断

裂，喷射状出血、垂腕垂指伴虎口感觉障碍 ；正中伤口则掌

长肌腱、正中神经、屈指深浅肌腱断裂，指屈和掌侧感觉障

碍。腕前正中自残伤口发现掌长肌腱断裂时一定要检查正

中神经、桡侧屈腕肌腱下面有桡神经、尺侧屈腕肌腱下面有

尺神经。腕部伤口不管是在阳面或阴面、不管出血多大，都

可以直接用绷带加压包扎。绝对不能用血管钳直接钳夹止

血，也不宜近段捆扎。因为血管神经钳夹后会给吻合带来困

难 ；若是近端捆扎不牢不紧，会使动脉压力增大静脉回流不

畅，出血反而更多 ；近端捆扎过紧血管壁损伤血栓形成吻合

后不易再通 ；神经因捆扎损伤易导致不可逆的神经失用 ；肌

肉捆扎损伤易导致后期出现缺血性肌挛缩。不注意这些就

会造成伤者的二次伤害——医源性损伤。

3 体 会

 对于四肢骨折外固定，不管是用夹板或是用其他护具

时，首先要在纵向牵引的同时捆扎固定物，牵引下自然会简

单纠正成角和旋转畸形，从而避免骨折断端再次挫伤阴面组

织 ；捆扎时同样要注意肢体阴面的保护，比如腋下、上肢内

侧和大腿内侧、腘窝以及腓骨头等部位要垫衬棉垫。简单的

外固定是为了方便转运，更主要是防止二次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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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常用的不需要标注中文的缩略语（二）

磷酸盐缓冲液（phosphate-buffered saline，PBS）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cytic leukemia，CML）

慢性肾衰竭（chronic renal failure，CRF）

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

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t failure，CHF）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盲肠结扎穿孔术（caecal ligation and puncture，CLP）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

内皮素 -1（endothelin-1，ET-1）

血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

凝血酶时间（thrombin time，TT）

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

平均动脉压（mean aortic pressure，MAP）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ystemat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

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

肾间质纤维化（renal interstitial fibrosis，RIF）

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

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

水通道蛋白 -2（aquaporin-2，AQP-2）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

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

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

外周血管阻力指数

 （systemic vascular resistance index，SVRI）

稳定型心绞痛（stable angina pectoris，SAP）

无创正压通气

 （non-invasiv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NIPPV）

细胞间黏附分子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ar，ICAM）

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

 （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ERK）

纤维支气管镜（fiberoptic bronchoscope，FOB）

心电图（electrocardiogram，ECG）

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

心率（heart rate，HR）

心排血量（cardiac output，CO）

心排血指数（cardiac index，CI）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ARB）

血管细胞黏附分子（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VCAM）

血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

血栓调节蛋白（thrombomodulin，TM）

血小板活化因子（platelet-activating factor，PAF）

血液透析（hemodialysis，HD）

应激性溃疡（stress ulcer，SU）

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

支气管肺泡灌洗术（bronchoalveolar lavage，BAL）

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

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

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

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

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

转化生长因子 -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

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剂 -1

 （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1，TIM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