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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3 04:32 入院记录 

姓名:  陈泽先职业:    -- 

性别:  女工作单位:-- 

年龄:  54 岁住址:    江苏省溧阳市竹箦镇王渚村委王渚村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患者本人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9-03-23 02:05:49 

民族:  汉记录日期:2019-03-23 04:32 

 

主诉:车祸伤致全身多处疼痛、出血、右下肢活动受限 4 天余 

现病史:患者 4 天前车祸，当即致全身多处破溃出血、疼痛、右下肢活动受限，于外院就诊，

摄 X 片示：右胫骨上段粉碎骨折，骨盆骨折，CT 示：双侧肋骨骨折伴创伤性湿肺，头、腹

未及明显异常，于外院行面部清创缝合，右侧跟骨牵引、输血、扩容等治疗，后发现右下肢

血运障碍，行右下肢 CTA 检查示：右侧腘动脉栓塞，建议转院治疗，后患者为求进一步治

疗于我院就诊，拟“1、右胫骨上段骨折伴腘动脉栓塞，2、骨盆骨折，3、右小腿骨筋膜室综

合征 4、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完全损伤 5、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擦挫伤，6、颌面部损伤，

7、双侧肋骨骨折伴创伤性湿肺”收住入院。病程中患者一般情况可，无畏寒发热，无咳嗽咳

痰，无腹痛腹泻，无头晕呕吐。食纳睡眠可，二便如常，近期无明显消瘦。 

既往史: 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疾病病史，否认“肝炎、伤寒、结核”等传染病病史，

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过敏史，否认重大手术外伤史，预防接种史不详。 

个人史: 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 

月经婚育史: 适龄婚育，现已绝经。 

家族史: 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 

体 格 检 查 

 体温 36.8℃ 脉搏 88 次/分 呼吸 28 次/分 血压 110/80mmHg。 

     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偏胖，推入病房，被动体位，查体

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

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

在。外耳道通畅无畸形，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充血中隔无偏曲。扁桃

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

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 88

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

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四肢关节检查

详见专科检查，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无异常，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

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 

专 科 检 查 



   额头见一长约 6cm 皮肤挫裂伤，已行清创缝合，骨盆挤压分离试验阳性，右侧耻骨支及

骶骨压痛明显，右下肢肿胀明显，右膝关节活动不能，侧方应力试验（+），右小腿上端畸形，

可及骨擦感，压痛明显，右足垂足，肿胀明显，右足末梢血运极差，足背动脉不可及，右踝

及右足趾活动不能，踝关节平面以下感觉障碍，全身见多处皮肤软组织擦挫伤。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片示：右胫骨上段粉碎骨折，骨盆骨折； 

    CT 示：双侧肋骨骨折伴创伤性湿肺，头、腹未及明显异常； 

    右下肢 CTA 检查示：右侧腘动脉栓塞； 

修正诊断:  初步诊断: 1、右胫骨上段骨折伴腘动脉栓塞，2、骨盆骨折，3、右小腿骨筋膜室

综合征 4、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完全损伤 5、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擦挫伤，6、颌面部损伤，

7、双侧肋骨骨折伴创伤性湿肺 

住院医师:刘康    手签:  

 

 入院诊断:   

 

2019-03-23 04:32 首次病程录 

     患者陈泽先，女，54 岁，因“车祸伤致全身多处疼痛、出血、右下肢活动受限 4 天余”

收住入院。患者 4 天前车祸，当即致全身多处破溃出血、疼痛、右下肢活动受限，于外院就

诊，摄 X 片示：右胫骨上段粉碎骨折，骨盆骨折，CT 示：双侧肋骨骨折伴创伤性湿肺，头、

腹未及明显异常，于外院行面部清创缝合，右侧跟骨牵引、输血、扩容等治疗，后发现右下

肢血运障碍，行右下肢 CTA 检查示：右侧腘动脉栓塞，建议转院治疗，后患者为求进一步

治疗于我院就诊，拟“1、右胫骨上段骨折伴腘动脉栓塞，2、骨盆骨折，3、右小腿骨筋膜室

综合征 4、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完全损伤 5、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擦挫伤，6、颌面部损伤，

7、双侧肋骨骨折伴创伤性湿肺”收住入院。病程中患者一般情况可，无畏寒发热，无咳嗽咳

痰，无腹痛腹泻，无头晕呕吐。食纳睡眠可，二便如常，近期无明显消瘦。否认“高血压、糖

尿病，冠心病”等疾病病史，否认“肝炎、伤寒、结核”等传染病病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过

敏史，否认重大手术外伤史，预防接种史不详。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

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适龄婚育，现已绝经绝育。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体格

检查： 体温 36.8℃ 脉搏 88 次/分 呼吸 28 次/分 血压 110/80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

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偏胖，推入病房，被动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

染。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

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在。外耳道通畅无畸形，鼻

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充血中隔无偏曲。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

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

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 88 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

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

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四肢关节检查详见专科检查，双下肢未及

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无异常，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专

科检查： 额头见一长约 6cm 皮肤挫裂伤，已行清创缝合，骨盆挤压分离试验阳性，右侧耻

骨支及骶骨压痛明显，右下肢肿胀明显，右膝关节活动不能，侧方应力试验（+），右小腿上

端畸形，可及骨擦感，压痛明显，右足垂足，肿胀明显，右足末梢血运极差，足背动脉不可

及，右踝及右足趾活动不能，踝关节平面以下感觉障碍，全身见多处皮肤软组织擦挫伤。实

验室及器械检查：X 片示：右胫骨上段粉碎骨折，骨盆骨折； CT 示：双侧肋骨骨折伴创伤

性湿肺，头、腹未及明显异常； 右下肢 CTA 检查示：右侧腘动脉栓塞。初步诊断：1、右胫



骨上段骨折伴腘动脉栓塞，2、骨盆骨折，3、右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4、右膝关节内侧副韧

带完全损伤 5、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擦挫伤，6、颌面部损伤，7、双侧肋骨骨折伴创伤性湿

肺。诊断依据：病史、查体及 X 线。鉴别诊断：需排除其他部位骨折，专科查体及 X 线可供

鉴别。入院评估：患者受伤严重，右下肢严重骨折，腘动脉损伤，有急诊手术症状。诊疗计

划：1、急诊血管造影，急诊手术，2、完善相关辅助检查，3、健康教育：注意保暖，注意

补充营养，遵医嘱。 

刘康 

2019-03-23 04:32 术前小结 

姓名 陈泽先 性别 女 年龄 54 岁 婚姻 

病史摘要：患者陈泽先，女，54 岁，因“车祸伤致全身多处疼痛、出血、右下肢活动受限 4

天余”收住入院。专科检查： 额头见一长约 6cm 皮肤挫裂伤，已行清创缝合，骨盆挤压分离

试验阳性，右侧耻骨支及骶骨压痛明显，右下肢肿胀明显，右膝关节活动不能，侧方应力试

验（+），右小腿上端畸形，可及骨擦感，压痛明显，右足垂足，肿胀明显，右足末梢血运极

差，足背动脉不可及，右踝及右足趾活动不能，踝关节平面以下感觉障碍，全身见多处皮肤

软组织擦挫伤。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片示：右胫骨上段粉碎骨折，骨盆骨折； CT 示：双

侧肋骨骨折伴创伤性湿肺，头、腹未及明显异常； 右下肢 CTA 检查示：右侧腘动脉栓塞。 

  

术前诊断：1、右胫骨上段骨折伴腘动脉栓塞，2、骨盆骨折，3、右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4、

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完全损伤 5、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擦挫伤，6、颌面部损伤，7、双侧肋

骨骨折伴创伤性湿肺  

诊断依据：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右下肢严重骨折，腘动脉损伤，有急诊手术症状 

  

拟行手术：右侧腘动脉探查修复+右膝外固定支架固定（备右小腿截肢术）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2019-03-23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吴晓曙                                      拟行麻醉：全身麻醉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急诊手术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

术前已输血   ml；⑤术中备血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吴晓曙       住院医师签名：     刘康      2019-03-23 

8、科主任审批意见：同意手术          签名：     蒋纯志       2019-03-23 

  

2019-03-23 04:33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9-03-23 

地     点：604 病区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术前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陈泽先，女，54 岁，因“车祸伤致全身多处疼痛、出血、右下肢活动受限 4 天余”

收住入院，拟诊断为：1、右胫骨上段骨折伴腘动脉栓塞，2、骨盆骨折，3、右小腿骨筋膜

室综合征 4、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擦挫伤，5、颌面部损伤，6、双侧肋骨骨折伴胸腔积液。

拟急诊行“右侧腘动脉探查修复+右膝外固定支架固定（备右小腿截肢术）”，相关手术事宜

告知患者及家属，详见手术同意书。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刘康 

  

备注： 

  

2019-03-23 04:33 手术同意书 

姓名 陈泽先 性别 女 年龄 54 岁 

    患者因病于 2019-03-2302:05:49。入住我院手外科。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

症状及有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1、右胫骨上段骨折伴腘动脉栓塞，2、骨盆骨折，3、右小

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4、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擦挫伤，5、颌面部损伤，6、双侧肋骨骨折伴胸

腔积液。由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9-03-23  全身麻醉下，拟行 右侧腘动脉探查

修复+右膝外固定支架固定（备右小腿截肢术）  手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

方法。鉴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

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

并发症、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

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围手术期心、肺、脑血管意外出现： 

a) 脑出血或脑栓塞，神志不清，昏迷甚至死亡； 

b) 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血压降低，休克，甚至死亡； 

c) 肺栓塞，呼吸功能障碍，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伤口并发症：出血、血肿、裂开、不愈合或延迟愈合、脂肪液化、感染、瘘管及窦道形成；

各种原因伤口不能一期闭合，需植皮、皮瓣移植或延迟关闭等；术后切口或创口部疤痕形成，

甚至可能形成增殖性疤痕或疤痕疙瘩，影响功能及美观。  

术中止血带及尿管并发症出现。  

术中需探查腘动脉并行取栓，必要时血管移植桥接；  

因右下肢缺血时间较长，术中探查若大量肌肉坏死，需行截肢术，  

术后出现全身严重并发症，危及生命，或因血管损伤重，下肢迟发坏死等情况，必要时需截

肢；  

术后可能发生血管痉挛，闭塞等情况，可能需二次甚至多处手术探查；  



右下肢缺血时间较长，术后会发生缺血性肌挛缩；远期发生邻近关节僵硬，僵直，异位骨化，

疼痛，活动受限，创伤性关节炎等，患肢遗留严重的功能受限；  

术后伤口感染，骨髓炎，败血症等；  

外固定架较为不便，针道需定期清洁护理，有发生针道感染可能；  

此次手术以外固定架作为临时固定，后期待血管恢复，骨折二期酌情治疗；   

术后因长期卧床可能出现坠积性肺炎、褥疮、废用性骨质疏松、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泌尿系

感染、下肢静脉血栓形成，严重者肺栓塞，甚至死亡；  

术后可能因压迫性或废用性骨质疏松，或者其它意外暴力导致创伤部位再骨折；  

不恰当的功能锻炼或过早负（持）重，可能导致内固定物松动、脱落或断裂；  

选用进口史塞克公司外固定支架；  

其它难以预料的严重情况或预计到但无法避免的意外情况出现，导致病情加重；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刘康  

日期： 

  

2019-03-23 10:50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9-03-23     开始时间：06:30    结束时间：08:45     全程时间： 02 时

15 分 

术前诊断:1、右胫骨上段骨折伴腘动脉栓塞，2、骨盆骨折，3、右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4、

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完全损伤 5、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擦挫伤，6、颌面部损伤，7、双侧肋

骨骨折伴创伤性湿肺   

术后诊断:1、右胫骨上段骨折伴腘动脉栓塞，2、骨盆骨折，3、右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4、

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完全损伤 5、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擦挫伤，6、颌面部损伤，7、双侧肋

骨骨折伴创伤性湿肺  

手术名称:右小腿切开减压+腘动脉探查修复+右膝外固定支架固定  

麻醉方式:全麻  

手术者 ： 吴晓曙       一助 ：           麻醉医师 : 陈宝林      护士：徐春燕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否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是 

引流材料名称：--数目：--   放置部位： --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输血：—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取俯卧位，右下肢根部绑止血带，常规消毒铺巾； 

2. 取膝关节后方 S 形切口，约 20cm，逐层切开，小心分离肌肉，坐骨神经，见坐骨神经及

腘动、静脉挫伤，腘动脉约未见明显破口，内可见血栓，切除挫伤段腘动脉后，修剪血管外

膜，以 7-0 Prolene 缝线间断缝合修复，松止血带，见吻合端无漏血，右足颜色转红润；右

小腿肿胀剧烈，右小腿外侧予切开约 15cm，切开前侧、外侧及胫骨后侧筋膜室，见小腿前

群肌完全坏死，予切除坏死肌肉，止血，膝后伤口及小腿伤口间断缝合肌肉及浅筋膜，置 VAC

负压于创面表面，贴膜后，连接负压装置； 

3. 选用进口 Styker 公司外固定装置，于胫骨中段表面置入两枚 Schanz 螺钉，股骨远端置入

两枚 Schanz 螺钉，连接连杆，手法牵引复位右侧小腿，确认轴线良好后，拧紧各个螺帽，

连接连杆于小腿连杆相互连接，于膝关节微屈曲位拧紧各个螺帽； 

4. 术毕、术程顺利，术中输入红悬 3U，血浆 250ml，患者安返。   

手术者签名:   吴晓曙           

2019-03-23 10:50 术后病程录 

    患者陈泽先，女，54 岁，因“车祸伤致全身多处疼痛、出血、右下肢活动受限 4 天余”收

住入院，诊断：1、右胫骨上段骨折伴腘动脉栓塞，2、骨盆骨折，3、右小腿骨筋膜室综合

征 4、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完全损伤 5、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擦挫伤，6、颌面部损伤，7、

双侧肋骨骨折伴创伤性湿肺。于急诊全麻下行“右下肢腘动脉探查修复+右下肢外固定支架

固定”。术程顺利，患者安返，术后予预防感染、消肿、抗凝、抗血管痉挛等对症治疗，继观

病情变化。 

吴晓曙 

2019-03-24 15:50 蒋纯志主任查房 

     术后第一天，今日查房，患者诉右下肢疼痛，饮食睡眠不佳，大小便尚可。查体：神

志清，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心电监护在位，右足垂足，右下肢外固定支架固

定在位，右足末梢血运良好，皮温正常，颜色红润，足底感觉障碍，足背感觉部分恢复。VAC

创面敷料治疗在位，引出少量液化坏死组织。敷料少量血性渗出，换药见右小腿大量水疱形

成，将水疱内积液放出后，凡士林纱布覆盖包扎。今日蒋纯志主任查房，示：患者因车祸伤

致双下肢多发骨折，右腘动脉损伤。急诊术后目前病情稳定，右下肢血运良好，目前右小腿

肿胀明显，伴局部血疱及水疱形成，右足底感觉仍然消失，足背感觉部分恢复，考虑神经缺

血或损伤导致，治疗予抬高患肢，消肿、促进骨愈合、预防感染等为主，继观。 

吴晓曙 

2019-03-25 09:55 吴晓曙主治查房 

     术后第二天，患者诉右下肢疼痛好转，食纳较昨日改善，睡眠质量尚可，二便正常。

查体：神志清，精神可，晨体温正常，心电监护在位，外固定支架固定在位，右足垂足，末

梢颜色红润，血运良好，VAC 创面负压治疗在位，敷料少量渗出。血常规（五分类)(2019-

03-25 09:06:25 ):白细胞总数:10.47 x10^9/L、中性粒细胞:74.10 %、中性粒细胞计数:7.76 

x10^9/L、红细胞计数:3.62 x10^12/L、血红蛋白:107 g/L、红细胞比积:32.70 %、血小板分布

宽度:9.9 %、血小板比积:0.29 %;肾功能八项+电解质 6 项+肝功能全套(病房)(2019-03-25 



09:28:40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69.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73.00 U/L、总蛋白:55.00 g/L、

白蛋白:32.60 g/L、前白蛋白:111.00 mg/L、亮氨酸氨肽酶:32.00 U/L、AST 线粒体同工酶:29.70 

U/L、视黄醇结合蛋白:19.50 mg/L、钾:3.10 mmol/L、钙:1.92 mmol/L、磷:0.82 mmol/L;肾功

能八项+电解质 6项+肝功能全套(病房)(2019-03-25 09:28:40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69.00 U/L、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73.00 U/L、总蛋白:55.00 g/L、白蛋白:32.60 g/L、前白蛋白:111.00 mg/L、

亮氨酸氨肽酶:32.00 U/L、AST 线粒体同工酶:29.70 U/L、视黄醇结合蛋白:19.50 mg/L、钾:3.10 

mmol/L、钙:1.92 mmol/L、磷:0.82 mmol/L;CRP 金标法(定量)(2019-03-25 10:20:10 ):C-反应

蛋白:36.30 mg/L;今日吴晓曙主治查房，示：今日予停心电监护，吸氧，一级护理，改二级护

理。右足垂足予丁字鞋固定，余治疗以莫西沙星预防感染、补充白蛋白、消肿、促进骨愈合、

抗凝、预防血管痉挛等为主，继观病情变化，嘱加强营养。 

吴晓曙 

2019-03-26 10:55  

     术后第三天， 患者诉右下肢疼痛较之前好转，饮食睡眠改善，大小便正常。查体：神

志清，精神可，晨体温正常，右膝外固定支架固定在位，右足血运良好，伤口 VAC 创面负

压治疗在位，足底感觉障碍，足背感觉。今日予更换清洁敷料，见小腿仍有部分水泡及血泡，

但较之前减少，小腿肿胀，皮肤张力尚可，钉道少量渗出，治疗继续以预防感染、消肿、促

进骨愈合、抗凝、预防血管痉挛等为主，继观病情变化。 

吴晓曙 

2019-03-29 15:57  

      患者诉右下肢疼痛明显好转，偶有隐痛，能忍，食纳、睡眠正常，二便正常。查体：

神清，精神可，晨体温正常，外固定在位，右足垂足，血运良好，颜色红润，皮温正常，VAC

创面负压治疗在位。今日更换伤口敷料，见小腿肿胀程度稍有减轻，局部仍有部分水泡，小

腿前方局部皮肤呈紫黑色。血常规（五分类)(2019-03-27 09:19:30 ):白细胞总数:8.67 x10^9/L、

中性粒细胞:69.90 %、红细胞计数:3.65 x10^12/L、血红蛋白:108 g/L、红细胞比积:33.00 %、

血小板计数:369 x10^9/L、大血小板比率:16.60 %、血小板分布宽度:9.6 %、血小板比积:0.34 %;

肾功能八项+电解质 6 项+肝功能全套(病房)(2019-03-27 10:42:03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55.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48.00 U/L、总蛋白:61.10 g/L、白蛋白:37.30 g/L、前白蛋白:156.00 

mg/L、亮氨酸氨肽酶:35.00 U/L、AST 线粒体同工酶:21.90 U/L、谷氨酸脱氢酶:8.50 U/L、肌

酐:37.00 umol/L、钙:2.09 mmol/L;告知患者及家属，目前小腿局部皮肤可能发生坏死，若坏

死面积大，可能需植皮或皮瓣修复，今日治疗继续以预防感染、消肿、促进骨愈合、抗凝、

保肝等为主，继观病情变化。 

吴晓曙 

2019-04-01 10:57  

     患者诉右下肢疼痛能忍，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体温

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诊无异常，右膝外固定支架在位，今日更换 VAC。见右小腿钉

道少量渗出，水泡较之前减少，肿胀明显减轻，腘窝及小腿伤口愈合可，末梢血运可，足底

感觉障碍，足背感觉减退。血常规（五分类)(2019-03-30 09:35:01 ):白细胞总数:11.75 x10^9/L、

淋巴细胞:19.00 %、中性粒细胞:75.30 %、中性粒细胞计数:8.85 x10^9/L、红细胞计数:3.77 

x10^12/L、血红蛋白:112 g/L、红细胞比积:34.50 %、血小板计数:391 x10^9/L、大血小板比

率:17.00 %、血小板分布宽度:9.5 %、血小板比积:0.36 %;肾功能八项+电解质 6 项+肝功能全套

(病房)(2019-03-30 11:29:41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78.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60.00 U/L、

总蛋白:62.30 g/L、白蛋白:37.30 g/L、谷氨酰转肽酶:59.00 U/L、AST 线粒体同工酶:28.20 U/L、

谷氨酸脱氢酶:21.60 U/L、尿素:2.80 mmol/L、肌酐:37.00 umol/L、钙:2.01 mmol/L;今日蒋纯

志主任查房，示：患者目前病情稳定，右侧小腿仍肿胀，水泡较之前减少，小腿内侧约 10*3CM



大小局部皮肤呈紫黑色，治疗继续以抗感染、消肿、促进骨愈合、抗凝等对症治疗，继观病

情变化。 

吴晓曙 

2019-04-04 14:58  

      患者未诉明显特殊不适，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不佳，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

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VAC 创面负压治疗在位，伤口敷料少量渗出，给伤口清

洁换药，见伤口愈合良好，无明显炎症表现，右小腿钉道少量渗出，水泡较之前减少，轻度

肿胀，末梢血运可，足底感觉障碍，足背感觉减退。血常规（五分类)(2019-04-02 08:43:17 ):

白细胞总数:9.75 x10^9/L、中性粒细胞:72.20 %、中性粒细胞计数:7.04 x10^9/L、血小板计

数:421 x10^9/L、血小板比积:0.40 %;血沉(2019-04-02 09:12:38 ):血沉:42 mm/60min;肾功能

八项+电解质 6 项+肝功能全套(病房)(2019-04-02 09:43:14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106.00 U/L、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58.00 U/L、总蛋白:64.80 g/L、白蛋白:37.90 g/L、谷氨酰转肽酶:74.00 

U/L、碱性磷酸酶:148.00 U/L、AST 线粒体同工酶:23.90 U/L、谷氨酸脱氢酶:23.80 U/L、肌

酐:43.00 umol/L;CRP 金标法(定量)(2019-04-02 10:12:11 ):C-反应蛋白:6.30 mg/L;患者目前病

情稳定，今日继续予抗感染、促进骨愈合、消肿等相关对症治疗，嘱加强营养支持，继观病

情变化。 

吴晓曙 

2019-04-07 11:47  

     患者未诉明显特殊不适，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不佳，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

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右足丁字鞋固定，右膝外固定支架在位，VAC 创面负压

治疗在位，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给伤口清洁换药，见伤口愈合良好，无明显炎症表现，右

小腿钉道少量渗出，水泡及肿胀消退，末梢血运可，足底感觉障碍，足背感觉减退。病理回

报为坏死肌肉，今日继续予促进骨愈合、消肿等相关对症治疗，嘱加强营养支持，继观病情

变化。 

吴晓曙 

2019-04-10 16:43 蒋纯志主任查房 

      患者无明显特殊不适，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诊可，腹

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右足丁字鞋固定，右膝外固定支架在位，VAC 创面负压治疗

在位，伤口敷料外观少量渗出，给伤口清洁换药，见伤口愈合良好，无明显炎症表现，右小

腿轻度肿胀，钉道少量渗出，右足末梢血运可、足底感觉障碍，足背感觉减退，较入院时改

善。血常规（五分类)(2019-04-08 08:33:41 ):白细胞总数:4.58 x10^9/L、中性粒细胞:47.80 %、

血红蛋白:119 g/L、血小板比积:0.33 %;肾功能八项+电解质 6 项+肝功能全套(病房)(2019-04-

08 09:29:27 ):白蛋白:38.50 g/L;血沉(2019-04-08 10:02:27 ):血沉:28 mm/60min;CRP 金标法

(定量)(2019-04-08 10:06:35 ):C-反应蛋白:2.55 mg/L;今日蒋纯志主任查房，示：患者目前病

情稳定，患者要求出院，可予办理，嘱其相关注意事项，详见出院小结。出院评估：出院后

继续卧床休息，可适当康复锻炼，口服利伐沙班抗凝治疗，定期复查，骨折定期复查，酌情

二期治疗。 

吴晓曙 

2019-04-10 16:50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9-04-10 

地     点：604 医师办公室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出院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陈泽先，女，54 岁，因“车祸伤致全身多处疼痛、出血、右下肢活动受限 4 天余”

收住入院，诊断：1、右胫骨上段骨折伴腘动脉栓塞，2、骨盆骨折，3、右小腿骨筋膜室综

合征 4、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完全损伤 5、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擦挫伤，6、颌面部损伤，

7、双侧肋骨骨折伴创伤性湿肺，入院后急诊在麻醉下行“右小腿切开减压+腘动脉探查修复

+右膝外固定支架固定手术顺利，术后予抗感染、消肿、止痛、预防血栓等输液治疗，并定

期更换清洁敷料，术后复查 X 线示：右膝外固定支架在位，目前患者病情平稳，右足垂足，

右膝外固定支架在位，伤口愈合良好，无明显炎症表现，右小腿轻度肿胀，钉道少量渗出，

右足末梢血运可、足底感觉障碍。要求出院，予办理。嘱其相关注意事项，详见出院小结。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吴晓曙 

  

备注： 

2019-04-10 16:50 出院小结 

姓名 陈泽先 性别 女 年龄 54 岁 婚姻 已婚 职业 --  

【入院诊断】1、右胫骨上段骨折伴腘动脉栓塞，2、骨盆骨折，3、右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4、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完全损伤 5、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擦挫伤，6、颌面部损伤，7、双

侧肋骨骨折伴创伤性湿肺 【入院日期】2019-03-23 02:05:49 

【手术名称】右小腿切开减压+腘动脉探查修复+右膝外固定支架固定【手术日期】2019-03-

23 

【出院诊断】1、右胫骨上段骨折伴腘动脉栓塞，2、骨盆骨折，3、右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4、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完全损伤 5、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擦挫伤，6、颌面部损伤，7、双

侧肋骨骨折伴创伤性湿肺  【出院日期】2019-04-11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陈泽先，女，54 岁，因“车祸伤致全身多处疼痛、出血、右下肢活动受限 4 天余”收

住入院。专科检查： 额头见一长约 6cm 皮肤挫裂伤，已行清创缝合，骨盆挤压分离试验阳

性，右侧耻骨支及骶骨压痛明显，右下肢肿胀明显，右膝关节活动不能，侧方应力试验（+），

右小腿上端畸形，可及骨擦感，压痛明显，右足垂足，肿胀明显，右足末梢血运极差，足背

动脉不可及，右踝及右足趾活动不能，踝关节平面以下感觉障碍，全身见多处皮肤软组织擦

挫伤。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片（外院）示：右胫骨上段粉碎骨折，骨盆骨折； CT（外院）

示：双侧肋骨骨折伴创伤性湿肺，头、腹未及明显异常； 右下肢 CTA 检查（外院）示：右

侧腘动脉栓塞。CT（本院）示：左侧耻骨上下支骨折累及左侧髋臼。右侧耻骨联合骨折。左

侧骶骨及左侧髂骨骨折。右胫骨上段粉碎骨折。右侧第 2 肋骨局部骨皮质欠连续；左侧第 3

肋骨前缘骨皮质扭曲。 

【住院经过】 

    入院后急诊在麻醉下行“右小腿切开减压+腘动脉探查修复+右膝外固定支架固定手术

顺利，术后予抗感染、消肿、止痛、预防血栓等输液治疗，并定期更换清洁敷料，术后复查

X 线示：右膝外固定支架在位，目前患者病情平稳，头部伤口愈合良好，已拆线，骨盆疼痛



明显好转，右足垂足，右膝外固定支架在位，右小腿轻度肿胀，伤口愈合良好，无明显炎症

表现，钉道少量渗出，右足末梢血运可、足背感觉减退，足底感觉障碍，可安排出院。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

吸清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肠鸣音 5 次/分，头部伤口愈合良好，

已拆线，骨盆疼痛明显好转，右足垂足，右膝外固定支架在位，右小腿轻度肿胀，伤口愈合

良好，无明显炎症表现，钉道少量渗出，右足末梢血运可、足背感觉减退，足底感觉障碍。 

【出院医嘱】 

1、休息三个月，患肢暂予制动，避免剧烈及负重运动； 

2、加强营养、加强护理； 

3、加强肌肉收缩锻炼及口服利伐沙班，预防静脉血栓； 

4、骨盆及右小腿骨折定期复查，后期需多次手术； 

5、骨科门诊定期复诊，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行功能锻炼，后期建议康复科功能锻炼； 

6、周一下午蒋纯志专家门诊，周二、四、五上午专科门诊； 

7、肋骨骨折专科复诊； 

8、患肢会遗留严重的后遗症。   

X 光线号：－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签名：吴晓曙 

  

住 院 病 历 

=================================== 

住 院 病 案 首 页 

===========================================================

========================= 

一般情况  标识号  病人信息  住院情况  出院诊断  手术操作  自定义项目  其他  费

用信息  责任人 

===========================================================

========================= 

2019-02-05 14:34 手术同意书 

姓名 程林珊 性别 女 年龄 26 岁 

    患者因病于 2019-02-0514:06:12。入住我院手外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症

状及有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1.左腘动脉断裂 2.双侧胫骨平台骨折 。由于病情需要，经治

医师建议于 2015-09-12 在腰麻下，拟行左腘动脉探查修复术 左膝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

复术  手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

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

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症、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

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

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有

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手术中发现病变不能切除，则行姑息性手术或仅作探查。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切口感染、不愈合、延迟愈合、疤痕愈合；                      

肢体缺血时间较长，修复血管后再灌注损伤；  

术后肢体坏死，毒素吸收，肾功能衰竭；  

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可能；  

术后脂肪栓塞，心脑血管意外发生；  

术中若无血管修复条件，需行大腿下段截肢  

其他不可预料并发症。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吴磊  

日期： 

  

  

2019-02-05 18:44 入院记录 

姓名:  程林珊职业:     

性别:  女工作单位: 

年龄:  26 岁住址:    安徽省宿州市泗县黑塔镇马厂村小程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患者本人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9-02-05 14:06:12 

民族:  汉族记录日期:2019-02-05 18:44 

 

主诉:车祸伤致双下肢肿痛活动受限二天 

现病史:患者二天前发生车祸，伤及双膝，在当地医院摄片示双侧胫骨平台前缘骨折，在当地

医院住院治疗，今发现左下肢末梢血运差，足背动脉消失，行造影检查示左腘动脉以远不显

影，考虑腘动脉损伤转我院。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

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 

既往史: 既往体健，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病史，否认“肝炎、伤寒”等传染病病史，



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有输血史。 

个人史: 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 

家族史: 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 

体 格 检 查 

 体温 36.5℃ 脉搏 76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10/70mmHg。 

     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偏胖，推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

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

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

光反射存在。外耳道通畅，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充血，扁桃体无肿大。

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

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 76 次/分，律

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

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四肢关节检查详见专科

检查，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查，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

刺激征阴性。 

专 科 检 查 

    双膝肿胀明显，压痛，膝关节屈伸活动受限，左膝为重，左下肢末梢血运差，足背动脉

搏动消失、感觉正常。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CT（外院）示：双侧胫骨平台前缘骨折。 

    CTA（外院）示：左腘动脉以远不显影 

修正诊断:  初步诊断:   

 

 入院诊断: 1.左腘动脉损伤 

2.双侧胫骨平台骨折 

主治医师:吴磊    手签:  

 

2019-02-05 18:44 首次病程录 

     患者程林珊，女，26 岁，因“车祸伤致双下肢肿痛活动受限二天”收住入院。患者二天

前发生车祸，伤及双膝，在当地医院摄片示双侧胫骨平台前缘骨折，在当地医院住院治疗，

今发现左下肢末梢血运差，足背动脉消失，行造影检查示左腘动脉以远不显影，考虑腘动脉

损伤转我院。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

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

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

明显消瘦。既往体健，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病史，否认“肝炎、伤寒”等传染病病

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有输血史。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

放射性物质接触史。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体格检查：体温 36.5℃ 脉搏 76 次

/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10/70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

偏瘦，推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

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

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在。外耳道通畅，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

唇不绀，咽无充血，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

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

隆起，无震颤，心率 76 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



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

生理弯曲，四肢关节检查详见专科检查，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查，各生理

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专科检查：双膝肿胀明显，压痛，膝关节屈

伸活动受限，左膝为重，左下肢末梢血运差，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感觉正常。实验室及器械

检查：CT（外院）示：双侧胫骨平台前缘骨折。CTA（外院）示：左腘动脉以远不显影。初

步诊断：1.左腘动脉损伤，2.双胫骨平台前缘骨折。诊断依据：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

查及辅助检查。鉴别诊断：需排除膝关节周围骨折，半月板损伤，韧带损伤，X 线，查体，

MRI 可供鉴别。入院评估：患者膝关节损伤，末梢血运丧失，有明确手术指征。诊疗计划：

1、完善相关辅助检查，2、急诊手术，3、健康教育：患肢制动，控制血压，注意休息，遵

医嘱。 

吴磊 

2019-02-05 18:56 术前小结 

姓名 程林珊 性别 女 年龄 26 岁 婚姻 已婚 

病史摘要：患者程林珊，女，26 岁，因“车祸伤致双下肢肿痛活动受限二天”收住入院。患者

二天前发生车祸，伤及双膝，在当地医院摄片示双侧胫骨平台前缘骨折，在当地医院住院治

疗，今发现左下肢末梢血运差，足背动脉消失，行造影检查示左腘动脉以远不显影，考虑腘

动脉损伤转我院。专科检查：双膝肿胀明显，压痛，膝关节屈伸活动受限，左膝为重，左下

肢末梢血运差，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感觉正常。实验室及器械检查：CT（外院）示：双侧胫

骨平台前缘骨折。CTA（外院）示：左腘动脉以远不显影。 

  

术前诊断：1.左腘动脉损伤 2.双侧胫骨平台骨折  

诊断依据：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膝关节损伤，末梢血运丧失，有明确手术指征。 

  

拟行手术：左腘动脉探查修复术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2019-02-05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吴磊                                拟行麻醉：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134 g/L     ②血型：B  RH+ 

③凝血酶原时间：12.50 sec； 

④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35.00 sec； 

⑤血小板：165 x10^9/L； 

⑥肝功：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20.00 U/L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17.00 U/L； 

⑦肾功：BUN 5.34 mmol/L，Cr 77.00 umol/L 

⑧血糖   5.15 mmol/L;  K+ 3.34 mmol/L;    Na+ 138.80 mmol/L;    Cl-  99.70 mmol/L; 

⑨心电图 

⑩其他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

术前已输血   ml；⑤术中备血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杨大伟           住院医师签名：     吴磊       2018 年 02 月 05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同意手术                 签名：     蒋纯志       2018 年 02 月

05 日 

  

2019-02-05 18:58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9-02-05   开始时间：16:05  结束时间：17:00   全程时间：0 时  55 分 

术前诊断:1.左腘动脉损伤 2.双侧胫骨平台骨折   

术后诊断:1.左腘动脉损伤 2.双侧胫骨平台前缘骨折  

手术名称:左膝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复术  

麻醉方式:腰麻  

手术者 ：吴磊    一助 ：蒋纯志   二助 ：   麻醉医师 :陈宝林       护士：王涛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酒+酒精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否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是 

引流材料名称：数目：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输血：— 

1. 麻醉成功后，患者取俯卧位，左下肢根部绑止血带，常规消毒铺巾； 

2. 取左腘窝后方做约 20cm 弧形切口，切开皮肤、皮下，见大量陈旧性积血，肌肉肿胀瘀血

明显，予生理盐水冲洗，吸尽陈旧性血凝块，游离出腘动静脉，见左腘动脉约 3cm 挫伤，

无明显破损，予剥离血管外膜后纵行切口血管壁，见血管内血栓形成，予取出后缝合血管壁，

止血带放气后见腘动脉过血良好，腘静脉回流通畅，冲洗止血，清点纱布器械无误，全层关

闭切口，取 VAC 负压敷料覆盖后持续负压吸引。于左股骨下段外侧及左胫骨近端外侧分别

置入史塞克公司外固定钉二枚，安装夹头及连接杆，拧紧夹头，固定左膝于轻度屈曲位。 

术毕、术程顺利，患者安返。  

手术者签名:   吴磊           

2019-02-05 18:30 术后病程录 

     患者程林珊，女，26 岁，因“车祸伤致双下肢肿痛活动受限二天”收住入院，诊断为：

1.左腘动脉损伤 2.双侧胫骨平台骨折。于今日在腰麻下行“左膝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复术”，

术程顺利，患者安返，术后予抗炎活血消肿促骨愈合等对症治疗，继观病情变化。 

吴磊 

2019-02-06 08:0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术后第一天，患者诉手术切口稍有疼痛，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

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今日蒋纯志主任查房，示：患者

昨日在腰麻下行“左膝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复术”，术程顺利，目前患者病情稳定，今日治

疗继续以抗炎活血消肿促骨愈合，继观病情变化。 

吴磊 

2019-02-07 08:00  

     术后第二天，患者诉手术切口疼痛明显好转，食纳正常，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



体：神志清，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今日治疗继续以抗

炎活血消肿促骨愈合，继观病情变化。 

吴磊 

2019-02-08 08:00  

     术后第三天，患者诉手术切口疼痛明显好转，食纳正常，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

体：神志清，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今日治疗继续以抗

炎活血消肿促骨愈合，继观病情变化。 

吴磊 

2019-02-11 08:0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诉手术切口疼痛明显好转，食纳正常，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

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末梢感觉血运良好。蒋纯志主任

医师查房指示患者左下肢血管损伤，目前病情稳定，治疗继续以抗炎活血消肿促骨愈合，继

观病情变化。 

吴磊 

2019-02-13 08:00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无特殊不适主诉，食纳正常，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

志清，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治疗继续以抗炎活血消肿

促骨愈合，继观病情变化。 

吴磊 

2019-02-16 08:0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诉手术切口疼痛明显好转，食纳正常，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

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末梢感觉血运良好。蒋纯志主任

医师查房指示继续予抗炎活血消肿促骨愈合，继观病情变化。 

吴磊 

2019-02-19 08:00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无特殊不适主诉，食纳正常，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

志清，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末梢感觉血运良好。治疗

继续以抗炎活血消肿促骨愈合为主，继观病情变化。 

吴磊 

2019-02-21 08:0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无特殊不适主诉，食纳正常，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

志清，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末梢感觉血运良好，今日

予拆线。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指示患者目前病情平稳，治疗无特殊，拟明日予出院，继观病

情变化。 

吴磊 

2019-02-21 11:56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9 年 02 月 5 日 

地     点：604 病区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入院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程林珊，女，26 岁，因“车祸伤致双下肢肿痛活动受限二天”收住入院。诊断为：

1.左腘动脉损伤，2.双胫骨平台前缘骨折。拟急诊腰麻下行“左膝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复术”，

告知患者相关手术事宜，详见手术同意书。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吴磊 

  

备注： 

  

2019-02-21 11:56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9 年 02 月 21 日  

地     点：604 病区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出院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程林珊，女，26 岁，因“车祸伤致双下肢肿痛活动受限二天”收住入院。诊断为：

1.左腘动脉损伤，2.双胫骨平台前缘骨折。拟急诊腰麻下行“左膝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复术”，

患者目前病情稳定，伤口情况良好无明显感染迹象，可安排出院。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吴磊 

  

备注： 

  

  

2019-02-21 12:01 出院小结 

姓名 程林珊 性别 女 年龄 26 岁 婚姻 已婚 职业 -  

【入院诊断】1.左腘动脉损伤 2.双侧胫骨平台骨折 【入院日期】2019-02-05 00:00 

【手术名称】左膝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复术【手术日期】2019-02-05 

【出院诊断】1.左腘动脉损伤 2.双侧胫骨平台前缘骨折 【出院日期】2019-02-22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程林珊，女，26 岁，因“车祸伤致双下肢肿痛活动受限二天”收住入院。患者二天

前发生车祸，伤及双膝，在当地医院摄片示双侧胫骨平台前缘骨折，在当地医院住院治疗，

今发现左下肢末梢血运差，足背动脉消失，行造影检查示左腘动脉以远不显影，考虑腘动脉

损伤转我院。专科检查：双膝肿胀明显，压痛，膝关节屈伸活动受限，左膝为重，左下肢末

梢血运差，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感觉正常。实验室及器械检查：CT（外院）示：双侧胫骨平

台前缘骨折。CTA（外院）示：左腘动脉以远不显影。   



【住院经过】 

     入院后完善相关辅助检查，排除手术禁忌症，急诊在腰麻下行“左膝外固定+腘动脉探

查修复术”，术程顺利，患者安返，术后于抗炎活血消肿及促骨愈合等对症治疗，并定期清

洁换药，目前患者病情稳定，切口愈合良好，可安排出院。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吸

清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肠鸣音 5 次/分，双下肢无浮肿。切口

愈合良好，无明显感染，缝线未拆。 

【出院医嘱】 

1、建议休息三个月，患肢暂避免剧烈及负重活动，口服抗凝药物治疗； 

2、保持伤口清洁干燥，每月复查 X 线片，待骨折愈合后拆除外固定； 

3、需要时二期需行韧带重建手术； 

4、门诊随诊，不适及时就诊。 

X 光线号：－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              医师签名：吴磊 

  

住 院 病 历 

=================================== 

住 院 病 案 首 页 

===========================================================

========================= 

一般情况  标识号  病人信息  住院情况  出院诊断  手术操作  自定义项目  其他  费

用信息  责任人 

===========================================================

========================= 

2019-01-30 09:38 入院记录 

姓名:  戴少夫职业:    - 

性别:  男工作单位:- 

年龄:  58 岁住址:    南京市六合区八百桥镇周徐村合王 32 

婚姻:  已婚供史者:  - 

出生地: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入院日期:2019-01-30 01:06:50 

民族:  汉族记录日期:2019-01-30 09:38 

 

主诉:车祸致右膝骨折术后足背动脉搏动消失 3 天。 

现病史:患者于 1 月 26 日中午因车祸致右膝关节外伤，于六合人民医院急诊摄 X 线片显示：

胫骨平台骨折，予清创后石膏固定，于 1 月 29 日发现足背动脉搏动消失，遂下午转运至南

京浦口医院行 CTA 检查,发现右腘动脉不显影，拟诊为腘动脉损伤，为进一步治疗转运至我

院。病程中患者一般状况可，无头晕头痛，无咳嗽咳痰，无胸闷气喘，无午后低热、盗汗，

食纳可，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近期体重无明显减轻。 



既往史:有高血压病史，最高达 140/90mmhg，服用氨氯地平可控制至正常，于 1994 年因甲

亢行“甲状腺部分切除术”，否认“冠心病、糖尿病”等疾病病史；否认“肝炎、结核、伤寒”等传

染病病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其他外伤、手术及输血史，预防接种随社会。 

个人史: 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 

家族史: 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 

体 格 检 查 

 体温 36.7℃ 脉搏 72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30/80mmHg。 

     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推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

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

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

光反射存在。外耳道通常，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中隔无偏曲。扁桃体无肿

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

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 74 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

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

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四肢关节检查详见专科检查。肛门直肠外

生殖器未查，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 

专 科 检 查 

    右腘窝后侧可见一长约 20cm 不规则伤口外院已缝合，局部可见皮下明显瘀紫，范围约

25×25cm²，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各足趾毛细血管返流减慢，足底皮肤感觉明显减退，踝关

节屈伸严重受限。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CTA(2019-01-29 南京市浦口医院)示：右腘动脉不显影。 

    X 线（2019-01-29 南京市浦口医院）示：右胫骨平台骨折。 

修正诊断:  初步诊断:   

 

 入院诊断: 1.右腘动、静脉损伤 

2.右胫骨平台骨折 

主治医师:杨蓊勃    手签:  

 

2019-01-30 10:05 首次病程记录 

     患者戴少夫，男，58 岁，因“车祸致右膝骨折术后足背动脉搏动消失 3 天”收住入院。

患者于 1 月 26 日中午因车祸致右膝关节外伤，于六合人民医院急诊摄 X 线片显示：胫骨平

台骨折，予清创后石膏固定，于 1 月 29 日发现足背动脉搏动消失，遂下午转运至南京浦口

医院行 CTA 检查,发现右腘动脉不显影，拟诊为腘动脉损伤，为进一步治疗转运至我院。病

程中患者一般状况可，无头晕头痛，无咳嗽咳痰，无胸闷气喘，无午后低热、盗汗，食纳可，

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近期体重无明显减轻。有高血压病史，最高达 140/90mmhg，服用

氨氯地平可控制至正常，于 1994 年因甲亢行“甲状腺部分切除术”，否认“冠心病、糖尿病”等

疾病病史；否认“肝炎、结核、伤寒”等传染病病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其他外伤、

手术及输血史，预防接种随社会。体格检查：体温 36.7℃ 脉搏 72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

压 130/80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步入病房，自

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

无畸形，眼睑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

约 3mm，对光反射存在。外耳道通常，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中隔无偏曲。

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



清，听诊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 74 次/分，律齐，未

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

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四肢关节检查详见专科检查。肛

门直肠外生殖器未查，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专科检查：右

腘窝后侧可见一长约 20cm 不规则伤口外院已缝合，局部可见皮下明显瘀紫，范围约 25×

25cm²，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各足趾毛细血管返流减慢，足底皮肤感觉明显减退，踝关节屈

伸严重受限。实验室及器械检查：CTA(2019-01-29 南京市浦口医院)示：右腘动脉不显影。

X 线（2019-01-29 南京市浦口医院）示：右胫骨平台骨折。入院诊断：1.右腘动、静脉损

伤；2.右胫骨平台骨折。诊断依据：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鉴别诊断：

诊断明确，无需鉴别。病情评估：腘动脉损伤后 3 日，膝关节动脉侧枝代偿，不排除腘静脉

损伤，病情较重。诊疗计划：1、完善相关辅助检查，2、急诊手术；3、健康教育：注意休

息、注意补充营养，遵医嘱。 

杨蓊勃 

2019-01-30 12:40 术前小结 

姓名 戴少夫 性别 男 年龄 58 岁 婚姻 已婚 

病史摘要： 患者戴少夫，男，58 岁，因“车祸致右膝骨折术后足背动脉搏动消失 3 天”收住

入院。体格检查：体温 36.7℃ 脉搏 72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30/80mmHg。发育正

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步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

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右腘窝后侧可见一长约 20cm 不规则

伤口外院已缝合，局部可见皮下明显瘀紫，范围约 25×25cm²，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各足趾

毛细血管返流减慢，足底皮肤感觉明显减退，踝关节屈伸严重受限。实验室及器械检查：

CTA(2019-01-29 南京市浦口医院)示：右腘动脉不显影。X 线（2019-01-29 南京市浦口医

院）示：右胫骨平台骨折。 

术前诊断：1.右腘动、静脉损伤 2.右胫骨平台骨折  

诊断依据：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右腘动脉损伤。 

拟行手术： 腘动脉探查+修复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2019-01-30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蒋纯志 杨蓊勃                           拟行麻醉：腰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急诊手术报告未回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

术前已输血 0ml；⑤术中备血 0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杨蓊勃      住院医师签名：   杨蓊勃      2019 年 01 月 30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同意手术          签名：    蒋纯志       2019 年 01 月 30 日 

  

  

2019-01-30 16:54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9-01-30     开始时间：2:30     结束时间：4:45       全程时间： 2 时 

15  分 



术前诊断:1.右腘动、静脉损伤 2.右胫骨平台骨折   

术后诊断:1.右腘动、静脉损伤 2.右胫骨平台骨折 3.右膝关节韧带损伤  

手术名称:右腘窝血管、神经探查  

麻醉方式:全麻  

手术者 ：蒋纯志        一助 ：杨蓊勃       二助 ：       麻醉医师 :王宏宇       护

士：王涛 

手术经过： 

体位：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否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是 

引流材料名称：数目：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输血：—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平卧，常规消毒铺巾； 

2. 在 X 线监视下，于股骨远端及胫骨近端分别经皮钻入 2 枚 Schanz 螺钉，安放外固定支

架，维持膝关节屈曲 30°左右拧紧螺钉; 

3. 患者翻身于俯卧位，再次消毒铺单，重新消毒铺巾。拆除原腘窝外侧切口缝线后做 S 形

切口延长切开皮肤、皮下，分别暴露后内及后外侧小腿筋膜间室，即见皮下组织、深筋膜、

及部分腓肠肌肌膜暗紫、肿胀明显、腓肠肌腓肠肌、比目鱼肌、半腱肌半膜肌及股二头肌远

端肌肉端断裂，膝关节后关节囊破损，胫神经、腓总神经连续性存在，但局部瘀斑、暗紫，

挫伤严重。腘动脉外膜连续性存在，其中约 2cm 左右暗紫、血栓形成；腘静脉断裂；予切

除栓塞段腘动脉后予无张力吻合，清除腘静脉内长段血栓，吻合腘静脉，血管通血满意，血

管缝合后足部血运恢复； 

4、经皮下潜行将深筋膜切开减压，彻底松解筋膜室，膝关节后方切口适当缝合，以 VSD 负

压装置覆盖，半透膜包裹患肢，术毕，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9-02-01 05:33 术后首次病程记录 

患者戴少夫，男，58 岁，因“车祸致右膝骨折术后足背动脉搏动消失 3 天”收住入院。术前诊

断:1.右腘动、静脉损伤 2.右胫腓骨近端骨折。患者今在全麻下行 右腘窝血管、神经探查，

术中予外支架固定患肢，术中见皮下组织、深筋膜、及部分腓肠肌肌膜暗紫、肿胀明显、腓

肠肌腓肠肌、比目鱼肌、半腱肌半膜肌及股二头肌远端肌肉端断裂，膝关节后关节囊破损，

胫神经、腓总神经连续性存在，但局部瘀斑、暗紫，挫伤严重。腘动脉外膜连续性存在，其

中约 2cm 左右暗紫、血栓形成；腘静脉断裂；予切除栓塞段腘动脉后予无张力吻合，清除

腘静脉内长段血栓，吻合腘静脉，血管通血满意，血管缝合后足部血运恢复；经皮下潜行将

深筋膜切开减压，彻底松解筋膜室，膝关节后方切口适当缝合，以 VSD 负压装置覆盖创面，

术中输血浆 300ml，红细胞 3U，输血过程顺利，患者无心悸、皮疹等不适，术后予抗凝，

抗血栓，改善微循环，抗感染治疗，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术后诊断:1.右腘动、静脉损伤 2.右

胫骨平台骨折 3.右膝关节韧带损伤 。 

杨蓊勃   手签：   

2019-02-02 08:33 术后第一天病程记录 

患者诉肢体肿胀，查体见足背动脉搏动良好，患足末梢血运良好，小腿肿胀较重，无被动牵



拉痛，予抬高患肢，继续抗凝、补液，对症治疗，密切观察患者全身情况变化。 

杨蓊勃   手签:   

2019-02-03 08:33 术后第二天病程记录 

患者今日诉肢体肿痛较前减轻，查体见足背动脉搏动良好，患足末梢血运良好，小便色黄，

予抬高患肢，继续抗凝、补液，对症治疗，密切观察患者全身情况变化。 

杨蓊勃   手签:   

2019-02-04 08:33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今日诉肢体肿痛较前减轻，查体见足背动脉搏动良好，患足末梢血运良好，小便色黄，

予抬高患肢，继续抗凝、补液，对症治疗，密切观察患者全身情况变化。蒋纯志主任医师查

房，嘱注意患肢肿胀情况，鼓励患者翻身，避免 DVT 发生，注意复查肝肾功能。 

杨蓊勃   手签：  

2019-02-05 08:33 病程记录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负压封闭良好，患肢肿胀无明显变化，患足末梢血运良好，小便

色黄，予抬高患肢，继续抗凝、补液，对症治疗，密切观察患者全身情况变化。 

杨蓊勃   手签：  

2019-02-08 08:33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负压封闭良好，患肢肿胀无明显变化，患足末梢血运良好，小便

色黄，目前负压治疗已一周，肢体肿胀已较前明显减轻，予以拆除 VSD，见伤口愈合良好，

予抬高患肢，继续抗凝、补液，对症治疗，密切观察患者全身情况变化。 

杨蓊勃   手签：  

2019-02-11 08:33 病程记录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患肢肿胀无明显变化，小便色黄，肢体肿胀已较前明显减轻，予

以更换敷料，腘窝后切口干燥，无明显红肿、渗出，复查血常规（五分类 )(2019-02-09 

09:04:50 ):红细胞计数:3.59 x10^12/L、血红蛋白:103 g/L、红细胞比积:32.70 %、平均血红蛋

白浓度:315.00 g/L、血小板计数:349 x10^9/L、血小板比积:0.34 %;大生化检测全套(2019-02-

09 09:25:19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32.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17.00 U/L、白蛋白:35.30 

g/L、白/球比:1.17 、谷氨酰转肽酶:89.00 U/L、尿素:4.10 mmol/L、肌酐:65.00 umol/L、葡萄

糖:4.39 mmol/L、钾:4.61 mmol/L、钠:135.50 mmol/L、氯:99.60 mmol/L、钙:2.10 mmol/L、

高密度脂蛋白:0.84 mmol/L、载脂蛋白 A1:1.06 g/L、脂蛋白 a:486.00 mg/L;予抬高患肢，继

续抗凝、补液，对症治疗，密切观察患者全身情况变化。外支架固定在位，肢体末梢血运良

好，足背动脉搏动有力，予继续抗凝，补液治疗。 

杨蓊勃   手签：  

2019-02-13 08:33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患肢肿胀无明显变化，小便色黄，肢体肿胀已较前明显减轻，予

以更换敷料，腘窝后切口干燥，无明显红肿、渗出，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指示目前患者病

情稳定，可予拆除缝线，先予出院，口服抗凝药物治疗，待血管情况进一步稳定后再行骨折

内固定手术，患者表示理解，同意目前治疗方案，予安排明日出院。 

杨蓊勃   手签：  

2019-02-13 08:33 出院小结 

姓名 戴少夫 性别 男 年龄 58 岁 婚姻 已婚 职业 -  

【入院诊断】1.右腘动、静脉损伤 2.右胫骨平台骨折 【入院日期】2019-01-30 

【手术名称】右腘窝血管、神经探查【手术日期】2019-01-30 

【出院诊断】1.右腘动、静脉损伤 2.右胫骨平台骨折 3.右膝关节韧带损伤 【出院日期】2019-

02-14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戴少夫，男，58 岁，因“车祸致右膝骨折术后足背动脉搏动消失 3 天”收住入院。体格检

查：体温 36.7℃ 脉搏 72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30/80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等，

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步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

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右腘窝后侧可见一长约 20cm 不规则伤口外院已缝合，

局部可见皮下明显瘀紫，范围约 25×25cm²，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各足趾毛细血管返流减慢，

足底皮肤感觉明显减退，踝关节屈伸严重受限。实验室及器械检查：CTA(2019-01-29 南京

市浦口医院)示：右腘动脉不显影。X 线（2019-01-29 南京市浦口医院）示：右胫骨平台骨

折。 

【住院经过】 

患者入院后，完善术前准备，急诊行右腘窝血管、神经探查，术中予外支架固定患肢，术中

见皮下组织、深筋膜、及部分腓肠肌肌膜暗紫、肿胀明显、腓肠肌腓肠肌、比目鱼肌、半腱

肌半膜肌及股二头肌远端肌肉端断裂，膝关节后关节囊破损，胫神经、腓总神经连续性存在，

但局部瘀斑、暗紫，挫伤严重。腘动脉外膜连续性存在，其中约 2cm 左右暗紫、血栓形成；

腘静脉断裂；予切除栓塞段腘动脉后予无张力吻合，清除腘静脉内长段血栓，吻合腘静脉，

血管通血满意，血管缝合后足部血运恢复；经皮下潜行将深筋膜切开减压，彻底松解筋膜室，

膝关节后方切口适当缝合，以 VSD 负压装置覆盖创面，术后予抗凝，抗血栓，改善微循环，

抗感染治疗，伤口按期拆线，病情稳定后安排出院。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II/甲 

神志清，一般情况可，查体合作，对答切题，右膝关节支架固定中，切口干洁无渗出，已拆

线，足背动脉搏动良好。 

【出院医嘱】   

1、口服抗凝药物 

2、2 周后门诊复查，视愈合情况决定骨折及韧带损伤的进一步手术方案 

X 光线号：-- 

CT 号：A3241373 

A3238006 

MRI 号：-- 

病理检验号：19--03339 

 

                医师：杨蓊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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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8 22:45          入院记录 



姓名:  方秀兵职业:    自由职业 

性别:  男工作单位:未提供 

年龄:  50 岁住址:    江苏泗洪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本人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7-06-18 22:42:26 

民族:  汉记录日期:2017-06-18 

 

主诉:外伤后发现右足逐渐发凉、花斑 5 天余。 

现病史:患者 5 天前因重物砸伤致右小腿致胫骨平台下骨折在当地医院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术后逐渐出现右足皮肤发凉，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未予特殊治疗，后皮肤出现花斑，

为进一步治疗转入我院收入住院。病程中患者诉患肢疼痛能忍，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

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

消瘦。 

既往史: 否认“高血压病、高血脂”等慢性病史，否认肝炎结核病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

否认其他外伤、手术史及输血史。 

个人史: 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 

婚育史: 正常婚育，配偶及子女体健。 

家族史: 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 

体 格 检 查 

 体温 ３６.６ ℃ 脉搏 ７６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３８/７０mmHg。 

     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欠佳，体型偏瘦，平车推入病房，自主体位，

查体欠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

眼睑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

对光反射存在。外耳道无疖肿，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充血，鼻中隔无

偏曲。咽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

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听诊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罗音。

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７６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

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

柱呈正常生理弯曲，除患肢外余肢体关节活动自如，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无

异常，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 

专 科 检 查 

    神志清，精神状态欠佳，平车推入病房；查体欠合作；右足背花斑明显，局部青紫，下

肢固定在位，自右踝以下皮肤温度明显降低；右小腿手术切口未见明显红肿及渗液；右足背

动脉搏动消失，患肢活动度因疼痛据查，右足背、足底及小腿外侧皮肤感觉减退，余感觉尚

可。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右下肢血管造影：右腘动脉以下胫前、胫后及腓动脉显影不清（2017-06，本院）。 

初步诊断 1、右下肢腘动脉断裂伴皮肤软组织缺血坏死；  

             2、右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  

  

医师签名:杨蓊勃 

 

  

  



  

2017-06-18 23:00  首次病程记录           

     患者方秀兵，男，50 岁，因“外伤后发现右足逐渐发凉、花斑 5 天余”入院。患者 5 天

前因重物砸伤致右小腿致胫骨平台下骨折在当地医院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术后逐渐出

现右足皮肤发凉，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未予特殊治疗，后皮肤出现花斑，为进一步治疗转入

我院收入住院。病程中患者诉患肢疼痛能忍，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

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否认“高血压

病、高血脂”等慢性病史，否认肝炎结核病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其他外伤、手术史

及输血史。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正常婚育，

配偶及子女体健。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体 格 检 查：体温 ３６.６ ℃ 脉搏 

７６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３８/７０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

欠佳，体型偏瘦，平车推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欠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

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

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在。外耳道无疖肿，鼻道通畅，

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充血，鼻中隔无偏曲。咽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

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

吸音清，听诊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７６次/分，

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

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除患肢外余肢体关节

活动自如，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无异常，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

脑膜刺激征阴性。专 科 检 查：神志清，精神状态欠佳，平车推入病房；查体欠合作；右

足背花斑明显，局部青紫，下肢固定固定在位，自右踝以下皮肤温度明显降低；右小腿手术

切口未见明显红肿及渗液；右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患肢活动度因疼痛据查，右足背、足底及

小腿外侧皮肤感觉减退，余感觉尚可。实验室及器械检查：右下肢血管造影：右腘动脉以下

胫前、胫后及腓动脉显影不清（2017-06，本院）。初步诊断 1、右下肢腘动脉断裂伴皮肤软

组织缺血坏死；2、右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诊断依据：1、外伤病史 2、

查体所见 3、X 线。鉴别诊断：患者伤情较重，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明确进一步伤情。

诊疗计划：完善术相关检查，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后择期行手术治疗。健康教育：告知病情。

入院评估：患者左胫腓骨骨折伴血管损伤，有截肢、急性肾衰可能，预后较差。 

杨蓊勃 

2017-06-19 13:48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今日查房，患者主诉如前，神志清，精神萎靡，小便正常，大便未解。查体如前，右

足背花斑明显，局部青紫，下肢固定固定在位，自右踝以下皮肤温度明显降低；右小腿手术

切口未见明显红肿及渗液；右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患肢活动度因疼痛据查，右足背、足底及

小腿外侧皮肤感觉减退，余感觉尚可。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后示：患者目前自踝以下皮肤血

运较差，考虑外伤后腘动脉损伤后逐渐出现血栓造成下肢血管无供血，建议可自正常股动脉

桥接血管至右踝处胫后或胫前动脉以恢复足部血供，视血供恢复情况再制定下一步诊疗计

划。 

杨蓊勃 

2017-06-19 08:00          术前讨论 

时间：2017-06-19 08:00               

地点：604   

参加人员：蒋纯志主任医师 董鸿俊副主任医师 卞丽艳护士长 杨蓊勃主治医师 杨大伟主

治医师 吴磊住院医师 吴晓曙住院医师及 604 全体进修医师，研究生 



主持人： 蒋纯志主任医师   记录人：杨蓊勃主治医师 

杨蓊勃主治医师汇报病史：患者方秀兵，男，50 岁，因“外伤后发现右足逐渐发凉、花斑 5

天余”入院。患者 5 天前因重物砸伤致右小腿致胫骨平台下骨折在当地医院行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术后逐渐出现右足皮肤发凉，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未予特殊治疗，后皮肤出现花

斑，为进一步治疗转入我院收入住院。病程中患者诉患肢疼痛能忍，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

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

明显消瘦。专 科 检 查：神志清，精神状态欠佳，平车推入病房；查体欠合作；右足背花

斑明显，局部青紫，下肢固定固定在位，自右踝以下皮肤温度明显降低；右小腿手术切口未

见明显红肿及渗液；右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患肢活动度因疼痛据查，右足背、足底及小腿外

侧皮肤感觉减退，余感觉尚可。实验室及器械检查：右下肢血管造影：右腘动脉以下胫前、

胫后及腓动脉显影不清（2017-06，本院）。 

杨大伟主治医师：患者目前患肢自腘动脉以下主干动脉栓塞明显，下肢血运较差，以踝以下

明显，必要时可自小腿中段直接行截肢术； 

董鸿俊副主任医师：患者目前患肢存在肌群缺血坏死可能性极高，肌肉坏死分解后极易造成

急性肾衰，建议监测肾功能变化及生化指标改变，同时记录 24 小时出入量变化，同时予碱

化尿液，适当增加补液量，必要时请肾内科会诊协助诊疗。 

卞丽艳护士长：患者外伤后长期卧床，术后需限制活动，严重影响生活，因此术后需帮助患

者完成适当的日常活动，以帮助患者康复，应主动帮助患者翻身，活动健康肢体，避免深静

脉血栓形成。 

蒋纯志主任医师：现患者缺血行改变以右足明显，小腿皮肤血运尚可，考虑外伤后腘动脉损

伤后逐渐出现血栓造成下肢血管无供血，同时鉴于患者及家属存在保肢意愿，可暂行血管桥

接恢复足部血运，视血运恢复情况再决定是否行截肢术，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做好术前

准备。 

杨蓊勃 

  

2017-06-19 08:48          术前小结 

病人信息  方秀兵，男，50 岁 

病史摘要：患者因“外伤后发现右足逐渐发凉、花斑 5 天余”入院。专 科 检 查：神志清，精

神状态欠佳，平车推入病房；查体欠合作；右足背花斑明显，局部青紫，下肢固定固定在位，

自右踝以下皮肤温度明显降低；右小腿手术切口未见明显红肿及渗液；右足背动脉搏动消失，

患肢活动度因疼痛据查，右足背、足底及小腿外侧皮肤感觉减退，余感觉尚可。实验室及器

械检查：右下肢血管造影：右腘动脉以下胫前、胫后及腓动脉显影不清（2017-06，本院）。 

术前诊断：1、右下肢腘动脉断裂伴皮肤软组织缺血坏死； 2、右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切开

复位内固定术后 

诊断依据：主诉、病史、专科查体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诊断明确，存在手术指征。 

  

拟行手术： 右下肢股动脉-胫后动脉旁路修复术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 

拟施手术时间：  2017-06-19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杨蓊勃                                  拟行麻醉：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血常规（五分类)(2017-06-19 08:58:11 ):血红蛋白:95 g/L、血小板计



数:470 x10^9/L;    ②血型：ABO O  RH+     有  无√保留血清 

③凝血酶原时间：凝血常规检测(2017-06-19 10:54:31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0.80 sec、活化

部分凝血活酶时间.:39.60 sec; 

⑥肝功：    HBsAg- 

⑦肾功：大生化检测全套(2017-06-19 10:15:25 ):尿素:5.43 mmol/L、肌酐:55.00 umol/L、葡

萄糖:4.65 mmol/L、钾:4.29 mmol/L、钠:135.00 mmol/L、氯:93.80 mmol/L; 

⑨心电图   窦性心律 

⑩其他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  未做  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

无√）④术前已输血 -  ml；⑤术中备血 -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 杨蓊勃      住院医师签名：     杨蓊勃     2017 年 06 月 19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     同意          签名：    蒋纯志           2017 年 06 月 19 

日 

  

2017-06-19 13:48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7-06-19 开始时间：10：15    结束时间：12:00    全程时间：01 时 45 分 

术前诊断：1、右胫骨近端骨折术后 2、右腘动脉损伤 

术后诊断：1、右胫骨近端骨折术后 2、右腘动脉损伤 

手术名称：股动脉-胫后动脉旁路修复术 

手术者： 杨蓊勃                助手：  蒋纯志 张文           护士： 赵冉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尹加林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引流材料名称：皮片      数目： --   放置部位：切口内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平卧，常规消毒铺巾； 

2. 取左足背正中及内踝后弧形切口，分别切开皮肤、皮下、伸肌支持带，暴露胫前、后动静

脉，见胫前动脉完全栓塞，胫后动脉切开后远端少量回血，标记备用； 

3. 取大腿内侧股动脉探查切口，切开皮肤、皮下，暴露大隐静脉并加以保护，沿缝匠肌、内

收肌间隙解剖，将肌肉向两侧牵开，于股内侧肌深面暴露股动脉，适当游离后标记备用； 

4. 于对侧足背内侧至大腿内侧全程切开皮肤，结扎其各属支后，切取大隐静脉约 30cm，倒

转静脉远近端，于患侧股动脉侧壁开窗，与移植静脉端-侧吻合，静脉远端即刻通血； 

5. 于患肢内侧皮下潜行游离皮肤形成一通道，将移植血管经皮下隧道牵至内踝后方，与胫

后动脉远段端-端吻合，确认吻合口通血； 

6.冲洗切口，彻底止血，缝合各切口，厚敷料疏松包扎患肢，术毕，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7-06-19 19:07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方秀兵，男，50 岁，因“外伤后发现右足逐渐发凉、花斑 5 天余”入院。今日在手

术室全麻下行“股动脉-胫后动脉旁路修复术”，术程顺利，患者安返病房，术后予预防感染、



消肿、抗凝、碱化尿液等对症支持治疗，密切观察右下肢血运变化。 

杨蓊勃 

2017-06-20 10:09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今日查房，患者术后第 1 天，诉切口疼痛能忍，夜间低热 38.3℃，小便量、色正常。

查体见右足肤温降低，皮肤花斑范围、足部皮肤感觉改变较术前未见明显改变，切口敷料外

观见少量淡血性渗液。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后示：患者目前肾功能未见明显异常，继续观察

患肢皮肤血运改变，继观。 

杨蓊勃 

2017-06-21 12:16           

     今日查房，患者术后第 2 天，诉切口疼痛较前缓解，饮食正常，小便量、色正常。查

体见右足肤温降低，皮肤花斑改变较前轻度扩大。辅检肾功能提示未见明显异常。继续密切

观察患肢血运变化。 

杨蓊勃 

2017-06-22 10:44           

     今日查房，患者未诉特殊不适，进食正常，小便量、色正常。查体见右足皮肤逐渐暗

紫，伴明显花斑。继续目前治疗。 

杨蓊勃 

2017-06-25 10:47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今日查房，患者病情平稳，未诉特殊不适，进食正常，小便量、色正常。查体见右足

暗紫加重，皮肤花斑范围扩大，足底、背及小腿外侧皮肤温痛觉消失，足背动脉及胫后动脉

未及明显搏动；右小腿皮肤血运未见明显异常。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后示：现患者行患肢血

管桥接术后右足血运未见明显改善，与患者充分沟通后患方表示要求行截肢术，需行术前讨

论明确截肢平面，继观。 

杨蓊勃 

2017-06-26 08:00          术前讨论 

时间：2017-06-26 08:00               

地点：604   

参加人员：蒋纯志主任医师 董鸿俊副主任医师 卞丽艳护士长 杨蓊勃主治医师 杨大伟主

治医师 吴磊住院医师 吴晓曙住院医师及 604 全体进修医师，研究生 

主持人： 蒋纯志主任医师   记录人：杨蓊勃主治医师 

杨蓊勃主治医师汇报病史：患者方秀兵，男，50 岁，因“外伤后发现右足逐渐发凉、花斑 5

天余”入院。患者 5 天前因重物砸伤致右小腿致胫骨平台下骨折在当地医院行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术后逐渐出现右足皮肤发凉，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未予特殊治疗，后皮肤出现花

斑，为进一步治疗转入我院收入住院。病程中患者诉患肢疼痛能忍，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

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

明显消瘦。专 科 检 查：神志清，精神状态欠佳，平车推入病房；查体欠合作；右足背花

斑明显，局部青紫，下肢固定固定在位，自右踝以下皮肤温度明显降低；右小腿手术切口未

见明显红肿及渗液；右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患肢活动度因疼痛据查，右足背、足底及小腿外

侧皮肤感觉减退，余感觉尚可。实验室及器械检查：右下肢血管造影：右腘动脉以下胫前、

胫后及腓动脉显影不清（2017-06，本院）。现提出讨论，明确截肢平面及截肢注意事项。 

杨大伟主治医师：患者目前诊断明确，已明确存在截肢指征，考虑患者原有骨折水平在平台

下方且内固定远端已达胫骨中段，可予小腿中段截肢保膝，但可能存在残端乏血运致创面愈

合不良，不排除行二次截肢可能，造成治疗费用及治疗周期延长，需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 

董鸿俊副主任医师：根据 MESS 评分，患者现明确存在截肢指征，结合患者目前患肢血供情



况，从大腿中下段 1/3 截肢可避免因创面愈合不良造成的二次截肢可能，术后佩戴带关节假

肢可代偿部分膝关节功能，但需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后再确定截肢平面。 

蒋纯志主任医师：现患者及家属有保肢意愿，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术前可先行小腿中段截

肢，术中探查肌肉、皮肤等软组血运情况，如明显乏血运，与患者家属再次沟通，不排除术

中改变手术计划，提高截肢平面直至软组织血运良好能够支持创面愈合。 

杨蓊勃 

  

2017-06-27 10:54          术前小结 

病人信息 方秀兵，男，50 岁 

病史摘要：患者因“外伤后发现右足逐渐发凉、花斑 5 天余”入院。专 科 检 查：神志清，精

神状态欠佳，平车推入病房；查体欠合作；右足背花斑明显，局部青紫，下肢固定固定在位，

自右踝以下皮肤温度明显降低；右小腿手术切口未见明显红肿及渗液；右足背动脉搏动消失，

患肢活动度因疼痛据查，右足背、足底及小腿外侧皮肤感觉减退，余感觉尚可。实验室及器

械检查：右下肢血管造影：右腘动脉以下胫前、胫后及腓动脉显影不清（2017-06，本院）。 

术前诊断：1、右下肢腘动脉断裂伴皮肤软组织缺血坏死； 2、右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切开

复位内固定术后 

诊断依据：主诉、病史、专科查体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诊断明确，存在手术指征。 

  

拟行手术： 右小腿截肢术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 2017-06-28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 杨蓊勃                           拟行麻醉：腰硬联合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血常规（五分类)(2017-06-19 08:58:11 ):血红蛋白:95 g/L、血小板计

数:470 x10^9/L; ②血型：ABO O RH+ 有 无√保留血清 

③凝血酶原时间：凝血常规检测(2017-06-19 10:54:31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0.80 sec、活化

部分凝血活酶时间.:39.60 sec; 

⑥肝功： HBsAg- 

⑦肾功：大生化检测全套(2017-06-19 10:15:25 ):尿素:5.43 mmol/L、肌酐:55.00 umol/L、葡

萄糖:4.65 mmol/L、钾:4.29 mmol/L、钠:135.00 mmol/L、氯:93.80 mmol/L; 

⑨心电图 窦性心律 

⑩其他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  未做   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

无√）④术前已输血 -  ml；⑤术中备血  -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杨蓊勃       住院医师签名：     杨蓊勃     2017 年 06 月 27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  同意             签名：  蒋纯志            2017 年 06 月 27 

日 

  

2017-06-28 18:02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7-06-28  开始时间：13：25    结束时间：15:02    全程时间：01 时 37 分 

术前诊断：1、右下肢腘动脉断裂伴皮肤软组织缺血坏死； 2、右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切开

复位内固定术后 

术后诊断：1、右下肢腘动脉断裂伴皮肤软组织缺血坏死； 2、右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切开

复位内固定术后 

手术名称：右小腿中下段截肢术 

手术者：   杨蓊勃              助手：  张文           护士： 舒舟 

麻醉方法：腰硬联合                      麻醉医师：斯妍娜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详见手术记录 

       引流材料名称：硅胶片      数目：4   放置部位：详见手术记录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平卧，常规消毒铺巾。 

2. 于右小腿中段皮肤温度分界处设计鱼口样皮肤切口，全层切开皮肤皮下，逐一切断各肌

肉，见右小腿各肌群颜色均明显灰暗，乏血运，以胫前、后肌，踇、趾长伸肌缺血较重，逐

渐向近端切除直至肌肉部分出血，但切开后肌肉断端出血较少； 

3. 分别暴露胫前、后动脉，已完全栓塞，结扎后切断，见腔内已无出血，为血栓堵塞，以利

刀切断胫神经，于同一平面截断胫骨、腓骨，解脱远端肢体； 

4.彻底止血，进一步修剪失活肌肉组织，修整骨端，骨蜡封闭髓腔，适当缝合肌肉断端，疏

松缝合皮肤，确保皮肤无张力，分别放置 4 根硅胶引流片，术毕，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7-06-28   21:56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方秀兵，男，50 岁，因“外伤后发现右足逐渐发凉、花斑 5 天余”入院。术前诊断：

1、右下肢腘动脉断裂伴皮肤软组织缺血坏死； 2、右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

术后。患者今在腰硬联合麻醉下行右小腿截肢术，手术顺利，安返病房，予抗感染、消肿、

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 

杨蓊勃 

2017-06-29 10:02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今日查房，患者术后第 1 天，诉切口疼痛能忍，无发热，进食量偏少，小便色、量正

常。今日行特大换药，见切口中等淡血性渗液，未见明显脓性分泌物，予以拔除引流片。蒋

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后示：现患者术后有切口愈合不良可能行，密切观察切口渗血、渗液情况，

加强换药，必要时需进一步清创处理，继观。 

杨蓊勃 

2017-06-30 10:06           

     今日查房，患者术后第 2 天，诉切口疼痛减轻，余未诉特殊不适。今日行特大换药，

见切口少量干燥淡血性渗液，未见明显脓性渗液。继观。 

杨蓊勃 

2017-07-01 12:10           

     今日查房，患者病情平稳，饮食、二便正常。查体见切口敷料外观干燥，未见明显渗

液。继观。 

杨蓊勃 

2017-07-04 10:11     杨蓊勃主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未诉特殊不适，无发热，饮食、二便正常。今日行特大换药，见切口

愈合良好，未见明显渗液及红肿。继续定期换药。 

杨蓊勃 

2017-07-07 10:21           

     今日查房，患者未诉特殊不适，无发热，饮食、二便正常。今日行特大换药，见切口

愈合良好，未见明显渗液及红肿。继续定期换药。 

杨蓊勃 

2017-07-10 10:21            

     今日查房，患者未诉特殊不适，无发热，饮食、二便正常。今日行特大换药，见切口

愈合良好，未见明显渗液及红肿。继续定期换药。 

杨蓊勃 

2017-07-12 10:00    杨蓊勃主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未诉特殊不适，无发热，饮食、二便正常。今日行特大换药，见切口愈合良

好，未见明显渗液及红肿。目前术后已满两周，予拆除缝线，切口已愈合，今予出院，嘱门

诊随访。            

杨蓊勃 

2017-07-12 10:22          出院小结 

病人信息 方秀兵，男，50 岁  

【入院诊断】1、右下肢腘动脉断裂伴皮肤软组织缺血坏死； 

2、右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入院日期】2017-06-18 

【手术名称】1、股动脉-胫后动脉旁路修复术； 

2、右小腿中下段截肢术【手术日期】2017-06-19 

2017-06-28 

【出院诊断】1、右下肢腘动脉断裂伴皮肤软组织缺血坏死；  

2、右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出院日期】2017-07-12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因“外伤后发现右足逐渐发凉、花斑 5 天余”入院。专 科 检 查：神志清，精神状

态欠佳，平车推入病房；查体欠合作；右足背花斑明显，局部青紫，下肢固定固定在位，自

右踝以下皮肤温度明显降低；右小腿手术切口未见明显红肿及渗液；右足背动脉搏动消失，

患肢活动度因疼痛据查，右足背、足底及小腿外侧皮肤感觉减退，余感觉尚可。实验室及器

械检查：右下肢血管造影：右腘动脉以下胫前、胫后及腓动脉显影不清（2017-06，本院）。 

【住院经过】 

     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行血管造影后提示右下肢腘动脉以下动脉显影不清，于 2017-

06-19 在手术室全麻下行“股动脉-胫后动脉旁路修复术”，术后予抗感染、抗凝、抗血管痉挛

等对症支持治疗，患肢远端缺血坏死未见明显改善，与患方反复沟通、科室大查房讨论及上

报院领导审批同意后于 2017-06-28 在手术室硬要联合麻醉下行“右小腿中下段截肢术”，术

程顺利，予抗感染、消肿、换药等对症支持治疗后切口愈合尚可，予以拆线，同时予患者出

院。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Ⅱ/甲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右下肢

切口愈合良好，未见明显渗液、流脓。 

【出院医嘱】 

1、1 周内保持切口干燥、卫生； 



2、门诊定期复查，视残端恢复情况及患者功能需要，必要时进一步行残端清创、修整术； 

3、3 月内患肢避免负重、外伤；   

4、患者生活暂无法自理，加强营养及护理； 

5、伤口完全愈合后建议佩戴假肢。 

X 光线号：－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杨蓊勃              医师签名：杨蓊勃 

  

 

左腘动脉上段闭塞 建议：平卧 24 小时，右下肢伸直制动 6 小时，注意观察右股动脉穿刺点

有无出渗血。 

检查所见 

患者取仰卧位，常规消毒铺单之后，局麻下穿刺右侧股动脉，插入 4F 猪尾导

管，将导管头端先置于腹主动脉下段行腹主动脉以及双侧髂动脉 IADSA，之后

在导丝配合之下，将导管头端置于左髂外动脉内，注入对比剂分段行左下肢动

脉 IADSA；造影检查经过顺利，患者无不适主诉，检查完毕后，拔除导管和鞘

管并加压包扎，患者安返病房。 造影所见： 腹主动脉造影示：腹主动脉以及

双侧髂总动脉显影，双侧髂外动脉及髂内动脉走形迂曲，管壁尚光整。左下肢

动脉造影示：左髂总动脉显影，管壁尚光整。左髂内动脉、髂外动脉主干及分

支显影清晰，左股深动脉、左股浅动脉主干显影，管壁尚光整。左腘动脉主干

上段闭塞，左腘动脉 P2 段浅淡显影，左胫腓干及左胫前动脉近端浅淡显影，中

远段及分支未见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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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08 15:00          入院记录 

姓名:  胡厚珍职业:    - 

性别:  女工作单位:- 

年龄:  68 岁住址:    江宁区横溪街道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患者本人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8-02-08 13:59:48 

民族:  汉族记录日期:2018-02-08 14:19:48 

 

主诉:车祸致左下肢流血、畸形 6 小时。 

现病史:患者约 6 小时前不慎发生车祸，致左下肢流血、疼痛，局部畸形，活动不能。送至外

院急诊就诊，行左下肢 X 检查:左股骨下段、胫骨髁间棘、腓骨上段骨折，因发现足部血运

障碍，患者为求进一步治疗来我院急诊就诊，我科拟“左股骨下段、胫骨髁间棘、腓骨上段

骨折、左下肢血管损伤待查”收住入院。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

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 

既往史: 既往糖尿病病史，平素口服药物控制，胆囊切除史，右髁骨骨折术后，黄疸性肝炎

病史，无高血压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有输血史。 

个人史: 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 

月经婚育史: 14,6-7/30,2017-12-28,已婚已育。 

家族史: 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 

体 格 检 查 

 体温 ３６.６ ℃ 脉搏 ７６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３８/７０mmHg。 

     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推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

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巩

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在。

外耳道无疖肿，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充血，鼻中隔无偏曲。咽无充血，

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

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听诊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

无隆起，无震颤，心率７６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

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

常生理弯曲。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无异常，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

性。 

专 科 检 查 

  左大腿下段内侧一长约 2cm 伤口，活动性出血，可及膝关节异常活动，小腿以远血供消

失，足背动脉搏动消失。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左下肢 X 检查（2018-02-08，外院）:左股骨下段、胫骨髁间棘、腓骨上段骨折 

初步诊断  

 1.左股骨下段 

   2.胫骨髁间棘 

   3.腓骨上段骨折 

   4.左下肢血管损伤待查 

医师签名:杨蓊勃 

 

  

2018-02-08 15:00 首次病程录          

     患者胡厚珍，女，68 岁，因“车祸致左下肢流血、畸形 6 小时”入院，患者约 6 小时前

不慎发生车祸，致左下肢流血、疼痛，局部畸形，活动不能。送至外院急诊就诊，行左下肢

X 检查:左股骨下段、胫骨髁间棘、腓骨上段骨折，因发现足部血运障碍，患者为求进一步治

疗来我院急诊就诊，我科拟“左股骨下段、胫骨髁间棘、腓骨上段骨折、左下肢血管损伤待



查”收住入院。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

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既往糖尿病病史，平素口服药

物控制，胆囊切除史，右髁骨骨折术后，黄疸性肝炎病史，无高血压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

史，否认有输血史。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

体格检查：体温 ３６.６ ℃ 脉搏 ７６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３８/７０mmHg。发

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偏瘦，步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

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

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

在。外耳道无疖肿，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充血中隔无偏曲。咽无充血，

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

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听诊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

无隆起，无震颤，心率７６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

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

常生理弯曲。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无异常，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

性。专科检查：左大腿下段内侧一长约 2cm 伤口，活动性出血，可及膝关节异常活动，小

腿以远血供消失，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左下肢 X 检查（2018-02-08，外院）:左股骨下段、

胫骨髁间棘、腓骨上段骨折。入院诊断：1.左股骨下段 2.胫骨髁间棘 3.腓骨上段骨折 4.左

下肢血管损伤待查。鉴别诊断：诊断明确，无需鉴别。入院评估：患者目前下肢缺血时间超

过 6 小时，血管损伤平面较高，患者年龄较大，全身情况不稳定，拟急诊行左下肢血管造影

明确诊断。诊疗计划：完善相关检查，急诊手术。 

杨蓊勃 

2018-02-08 15:00           

     患者行左下肢血管造影：左腘动脉上段闭塞。患者现缺血时间超 8 小时，血管损伤面

较高，患者年龄较大，全身情况不稳定，行血管修复需时较长，创伤较大，患者难以耐受，

且术后可能出现肾功能衰竭，严重感染等严重并发症，导致患者死亡，与患者子女反复沟通，

家属同意行截肢手术。 

杨蓊勃 

2018-02-08 15:00          术前小结 

姓名 胡厚珍 性别 女 年龄 68 岁 婚姻 已婚 

病史摘要：车祸致左下肢流血、畸形 6 小时。体温 ３６.６ ℃ 脉搏 9６次/分 呼吸 16 次

/分 血压 115/6０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推入病房，强迫体

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左大腿下段内

侧一长约 2cm 伤口，活动性出血，可及膝关节异常活动，小腿以远血供消失，足背动脉搏

动消失。X 线：（外院） 左股骨下段骨折、胫骨髁间棘骨折、腓骨上段骨折。DSA:左腘动脉

上段闭塞。 

术前诊断：1.左股骨下段 2.胫骨髁间棘 3.腓骨上段骨折 4.左腘动脉损伤 

诊断依据：病史、体征、影像学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 

  

拟行手术： 左下肢截肢术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2018-02-08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杨蓊勃                                  拟行麻痹：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 g/L     ②血型：ABO RH 有  无保留血清 

③凝血酶原时间： 

④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⑤血小板 

⑥肝功：    HBsAg 

⑦肾功：BUN    mmol/L，Cr   umol/L 

⑧血糖    mmol/L;  K+   mmol/L;    Na+  mmol/L;    Cl-  mmol/L; 

⑨心电图 

⑩其他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术前

已输血   ml；⑤术中备血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 杨蓊勃      住院医师签名：     杨蓊勃     2018 年 2 月 8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       同意        签名：               2018 年 2 月 8 日 

  

2018-02-08 15:00          手术同意书 

姓名 胡厚珍 性别 女 年龄 68 岁 

    患者因病于 2018-02-0813:59:48。入住我院手外科。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

症状及有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1.左股骨下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 2.左腘动脉损伤   。由于

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8-02-08   ，拟行 截肢术  手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高

难度的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及年龄因素，

绝对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次手术可能会

发生失败、并发症、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

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有

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手术中发现病变不能切除，则行姑息性手术或仅作探查。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目前缺血时间超 8 小时，血管损伤平面较高，患者年龄较大，全身情况不稳定，行血管修复

需时较长，创伤较大，患者难以耐受，且术后后可能出现肾功能衰竭，严重感染等严重并发

症，导致患者死亡，建议行截肢手术。                     

术后出现残端痛、患肢痛等后遗症；                       

术后残端皮肤软组织坏死，感染，需再次手术清创；                             

术后出现深静脉血栓、出血等其他并发症，导致病情恶化；                                     

术中情况变化，临时改变手术方案。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2018-02-08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杨蓊勃  

日期：2018-02-08 

  

2018-02-08 16:08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8-02-08 16:00 

地     点： 

604 病区 

参加人员： 

医患双方 

事     由： 

沟通病情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1、目前血管造影显示腘动脉损伤，如不重建血管，肢体无法存活。 

2、如血管修复可能导致严重全身并发症，肾功能衰竭，严重感染等，且花费极其高昂。 

3、建议行大腿截肢。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杨蓊勃 

  

备注： 

2018-02-14 08:30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8-02-14 08:30 

地     点： 

604 病区 

参加人员： 

医患双方 

事     由： 

出院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目前病情稳定，予出院，嘱门诊随访。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杨蓊勃 

  

备注： 

2018-02-14 08:32          出院小结 

姓名 胡厚珍 性别 女 年龄 68 岁 婚姻 已婚 职业  

【入院诊断】1.左股骨下段骨折 

2.胫骨髁间棘骨折 

3.腓骨上段骨折 

4.左腘动脉损伤【入院日期】2018-02-08 

【手术名称】截肢术【手术日期】2018-02-08 

【出院诊断】1.左股骨下段骨折 

2.胫骨髁间棘骨折 

3.腓骨上段骨折 

4.左腘动脉损伤【出院日期】2018-02-14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胡厚珍，女，68 岁，因“车祸致左下肢流血、畸形 6 小时”入院，体温 ３６.６ ℃ 脉

搏 9６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15/6０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

尚可，推入病房，强迫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

触及肿大。左大腿下段内侧一长约 2cm 伤口，活动性出血，可及膝关节异常活动，小腿以

远血供消失，足背动脉搏动消失。X 线：（外院） 左股骨下段骨折、胫骨髁间棘骨折、腓骨

上段骨折。     

【住院经过】 

   患者入院后，急诊行 DSA 动脉造影，显示：左腘动脉上段闭塞。考虑患者高龄，小腿缺

血时间较长，生命体征不稳定，与家属沟通后急诊行左下肢截肢术，术后恢复良好，残端愈

合，病情稳定后安排出院。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Ⅱ/甲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

吸轻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下肢残端愈合良好，无红肿渗出。 

【出院医嘱】 

1、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建议加强营养陪护。 

2、注意残端卫生，每 2-3 日更换敷料，术后满 2 周拆线。 

3、视残端愈合情况，定期复查，安装义肢。 

4、门诊定期复查，伤口情况变化及时就医。   

X 光线号：－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杨蓊勃              医师签名：杨蓊勃 

  

2018-02-08 18:59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8-02-08 开始时间：17：05  结束时间：17:50  全程时间：0 时 45 分 

术前诊断：1.左股骨下段骨折；2.胫骨髁间棘骨折；3.腓骨上段骨折；4.左腘动脉损伤 



术后诊断：1.左股骨下段骨折；2.胫骨髁间棘骨折；3.腓骨上段骨折；4.左腘动脉损伤 

手术名称：截肢术 

手术者：杨蓊勃                 助手：蒋纯志             护士： 刘雅玥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陈利海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取平卧位，左下肢扎止血带，常规消毒铺巾； 

2. 常规清创，自股骨下段骨折平面设计鱼口样切口全层切开皮肤，股四头肌、大腿后群肌

肉，见股动脉长段栓塞，结扎后切断，自股骨骨折平面解脱患肢； 

3. 以利刀切断坐骨神经，使其自然回缩，适当剥离股骨骨膜，线锯截断修整骨残端，以骨锉

修整骨端，骨蜡封闭髓腔，将肌肉翻转覆盖骨端；  

4.冲洗创面，彻底止血，疏松缝合残端，VSD 负压吸引，术毕。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8-02-08 18:59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胡厚珍，女，68 岁，因“车祸致左下肢流血、畸形 6 小时”入院，术前诊断：1.左股骨下

段骨折；2.胫骨髁间棘骨折；3.腓骨上段骨折；4.左腘动脉损伤。患者今在全身麻醉下行截肢

术，手术顺利，术中予输红细胞悬液 2U，血浆 350ml，输血过程顺利，患者，无不适，术

后安返病房，予心电监护，观察病情变化。      

杨蓊勃 

2018-02-09 11:59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查房患者神志清楚，精神尚可，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心率 82 次/分，血压 130/80mmHg，

血氧饱和度 100%。查体：心肺体征无殊，腹软，无压痛，患肢负压吸引在位通畅，引流出少

量淡血性的液体，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指示：患者年龄较大，既往有糖尿病史，术后需

监测血糖，请内分泌科协诊，注意患者全身情况变化。 

杨蓊勃 

2018-02-10 11:59           

    患者神志清楚，精神尚可，查体：心肺听诊可，腹软，无压痛，患肢负压吸引在位通畅，

其余治疗同前，无殊，注意观察患者病情变化。  

杨蓊勃 

2018-02-11 12:08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体温平，残端肿胀不显，负压封闭良好，继续抗感染，补液治

疗。 

杨蓊勃 

2018-02-14 12:08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查房患者一般情况尚可，无特殊不适主诉，食纳睡眠尚可，二便正常。查体：神志

清楚，心肺听诊可，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残端干燥无渗出。患者精神可，无诉特殊不适，

目前病情稳定，予患者沟通，今日出院。 



杨蓊勃 

 

 

 

 

      患者取仰卧位，局麻下经右侧股动脉穿刺插入 4FOmini 导管，将导管头端置于腹主动

脉下段注入对比剂行腹主动脉下段-双侧髂动脉 IADSA；再将导管超选至左髂外动脉内，分

段行左下肢动脉 IADSA；检查经过顺利，患者无特殊不适，术毕拔出导管，穿刺点加压包扎

后患者安返病房。 

 

 

造影所见： 

      腹主动脉下段-双侧髂动脉显影，左髂总动脉及髂内动脉、髂外动脉主干及分支显影

清晰，管壁光整，左股动脉-腘动脉中上段主干显影，血流明显缓慢，膝关节周围少量纤细

侧支血管显影，左腘动脉下段-胫腓干上段主干未见显影，左胫后动脉、腓动脉上段经侧枝

血管显影，左胫前动脉上段未见显影，中远段显影，血流缓慢，足背动脉未见显影，足底动

脉显影，管壁毛糙。 

     左胫骨上段、腓骨上段见骨折线。 

 

住 院 病 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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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  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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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16 20:24          入院记录 

姓名:  黄杰职业:    -- 

性别:  男工作单位:- 

年龄:  52 岁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贡院街 30 

婚姻:  -供史者:  本人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4-11-16 19:55:47 

民族:  汉记录日期:2014-11-16  

 

主诉:左小腿车祸受伤流血、活动受限五小时。 

现病史:患者五小时前左小腿于车祸中受伤，小腿流血、疼痛、活动受限，当时到省人民医院

就诊，予左小腿 X 线检查，伤口包扎，为进一步治疗，来我院就诊，急诊收入住院。病程中

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

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 

既往史：既往体健，有小三阳乙肝病史，无高血压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有输血史。 

个人史: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平时抽烟、喝酒，量不详，否认放射线及有毒物质接触史。 

家族史:  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 



体 格 检 查 

 体温 ３６.4 ℃ 脉搏 100 次/分 呼吸 20 次/分 血压 100 /6０mmHg。 

     神志清楚，精神可，发育正常，营养正常，面容安详，体位自主，查体合作。全身皮

肤粘膜无黄染和出血点。头颅无畸形，双瞳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颈部及甲状腺检查未

及异常。胸廓无畸形，双侧语颤均等，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清，未及明显干湿罗音。

心前区无隆起，心尖搏动无抬举感，心界不大，心率 100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

及明显杂音。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和蠕动波，未见腹壁静脉曲张，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

肝脾肋下未及，Murphy’s 征阴性，肝区无叩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不亢，4～5 次/分。

肾区无扣痛。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及异常。脊柱四肢无畸形，无叩痛，活动正常。生理

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 

专 科 检 查 

    左小腿上端前方约 5CM 横行挫裂伤口，流血，周围挫伤严重，左小腿畸形，有骨擦感，

右足冰冷，足背动脉搏动未及，末梢感觉明显减退。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线：左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初步诊断 

左小腿上段胫骨骨折（开放性、粉碎性） 

左腘动脉断裂？ 

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 

左小腿胫神经损伤  

  

医师签名:吴晓曙 

 

  

  

  

  

  

   

  

2014-11-16 20:30          首次病程录 

      患者黄杰，男，52 岁，因“左小腿车祸受伤流血、活动受限五小时”入院，患者五小时

前左小腿于车祸中受伤，小腿流血、疼痛、活动受限，当时到省人民医院就诊，予左小腿 X

线检查，伤口包扎，为进一步治疗，来我院就诊，急诊收入住院。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

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

近期无明显消瘦。既往体健，有小三阳乙肝病史，无高血压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

有输血史。入院查体：体温 ３６.4 ℃ 脉搏 100 次/分 呼吸 20 次/分 血压 100/6０mmHg

神志清楚，精神可，发育正常，营养正常，面容安详，体位自主，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

无黄染和出血点。头颅无畸形，双瞳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颈部及甲状腺检查未及异常。

胸廓无畸形，双侧语颤均等，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清，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前区

无隆起，心尖搏动无抬举感，心界不大，心率 100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明显

杂音。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和蠕动波，未见腹壁静脉曲张，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

下未及，Murphy’s 征阴性，肝区无叩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不亢，4～5 次/分。肾区

无扣痛。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及异常。脊柱四肢无畸形，无叩痛，活动正常。生理反射



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专科检查：左小腿上端前方约 5CM 横行挫裂伤口，流血，周围挫

伤严重，左小腿畸形，有骨擦感，右足冰冷，足背动脉搏动未及，末梢感觉明显减退。辅检：

X 线：左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初步诊断：1、左小腿上段胫骨骨折（开放性、粉碎性）2、

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 3、左腘动脉断裂？4、左小腿胫神经损伤。诊断依据：病史：因

“左小腿车祸受伤流血、活动受限五小时”入院，查体：左小腿上端前方约 5CM 横行挫裂伤

口，流血，周围挫伤严重，左小腿畸形，有骨擦感，右足冰冷，足背动脉搏动未及，末梢感

觉明显减退。及 X 线：X 线：左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鉴别诊断：与左小腿单纯骨折鉴别，

此例为开放性骨折合并血管神经损伤。诊疗计划：完善左下肢动脉造影检查急诊手术治疗。

健康教育：保暖，抬高患肢。入院评估：患者中年男性，左小腿车祸开放性粉碎性骨折伴血

管神经损伤，急诊血管造影手术探查，骨折外固定架临时固定，告知有左小腿肌肉坏死、截

肢风险。 

吴晓曙 

  

2014-11-16 21:2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急诊行左下肢动脉造影示左腘动脉胫腓干损伤，蒋主任指示立即手术，行左下肢

血管修复，骨折临时外固定治疗，告知患者手术风险，有左小腿皮肤、肌肉坏死，感染，骨

髓炎，左膝活动受限，左下肢麻木，肌肉萎缩，行走功能障碍等风险。 

吴晓曙 

2014-11-16 20:30          术前小结 

姓名 黄杰 性别 男 年龄 52 岁 婚姻 - 

病历摘要：因“左小腿车祸受伤流血、活动受限五小时”入院，查体：左小腿上端前方约 5CM

横行挫裂伤口，流血，周围挫伤严重，左小腿畸形，有骨擦感，右足冰冷，足背动脉搏动未

及，末梢感觉明显减退。及 X 线：X 线：左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手术前诊断：1、左小腿上段胫骨骨折（开放性、粉碎性）2、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 3、

左腘动脉断裂？4、左小腿胫神经损伤 

诊断依据及手术指征：病史：因“左小腿车祸受伤流血、活动受限五小时”入院，查体：左小

腿上端前方约 5CM 横行挫裂伤口，流血，周围挫伤严重，左小腿畸形，有骨擦感，右足冰

冷，足背动脉搏动未及，末梢感觉明显减退。及 X 线：X 线：左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拟行手术：左下肢清创，骨折临时固定+血管神经探查修复术                  拟定手术

者： 蒋纯志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急诊手术  

2、青霉素皮试 未做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4 年 11 月 16 日（星期- ） - 

时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ml 

   术前评估：患者中年男性，左小腿车祸开放性粉碎性骨折伴血管神经损伤，急诊血管造

影手术探查，骨折外固定架临时固定，告知有左小腿肌肉坏死、截肢风险。 

    

主治医师签名：-----    住院医师签名：吴晓曙        2014 年 11 月 16 日 



手术审报意见：同意手术    审批者签字：蒋纯志      2014 年 11 月 16 日    

  

  

2014-11-17 01:32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4-11-16 开始时间：21：50    结束时间：23:45    全程时间：01 时 55 分 

术前诊断：1、左小腿上段胫骨骨折（开放性、粉碎性）2、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 3、

左腘动脉断裂？4、左小腿胫神经损伤 

术后诊断：1、左小腿上段胫骨骨折（开放性、粉碎性）2、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 3、

左腘动脉断裂？4、左小腿胫神经损伤 

手术名称：左下肢清创，骨折临时固定+血管神经探查修复术 

手术者：蒋纯志                 助手：吴晓曙             护士：王涛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张媛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引流材料名称：硅胶管     数目：小腿前后方伤口 各一   放置部位：小腿伤口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见麻醉单 输血：红悬 6U,血浆 600ML 

1. 全麻成功后，患者俯卧位，左下肢碘伏消毒，铺单。 

2.取左腘窝处 S 形纵行切口长月 20CM，逐层切开暴露，见左小腿上段肌肉撕裂，挫伤严重，

胫骨上段骨折端锐性损伤腘动脉及胫后、胫前分叉处，腘动脉断裂，予伤口清创，切除严重

挫伤动脉断端送病理检查，结扎胫前动脉分支，6 个 0 无损伤线吻合腘动脉与胫后动脉，动

脉通血良好，时间为 22 时 20 分，左下肢末梢血运及肌肉血运恢复，进一步探查见左小腿胫

神经因骨折断端戳伤，挫伤严重，连续性存在，骨折端予复位，于左股骨、胫骨各置入三枚

外固定针，外固定支架跨膝关节临时固定骨折，切口止血，缝合撕裂肌肉，皮肤，切口放置

引流管一根。 

3. 翻身平卧位，左小腿上段挫裂伤口挫伤严重，予伤口碘伏双氧水清洗，清创缝合，胫前放

置引流管一根，包扎伤口。 

4，手术顺利，术中出血 500ML，输红悬 6U,血浆 600ML，无不良反应，术后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吴晓曙 

2014-11-17 02:48   术后记录        

     患者黄杰，男，52 岁，因“左小腿车祸受伤流血、活动受限五小时”入院，术前诊断：

1、左小腿上段胫骨骨折（开放性、粉碎性）2、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 3、左腘动脉断

裂？4、左小腿胫神经损伤，急诊在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骨折临时固定+血管神经探查修复

术，手术顺利，术中出血 500ML，输红悬 6U,血浆 600ML，无不良反应，术后安返病房，予

抗凝、解痉、消炎、活血、营养支持治疗，观察末梢血运颜色，抬高患肢，患者手术时间长，

为开放伤污染伤口，蒋主任指示予头孢他定静滴抗感染。 

吴晓曙 

2014-11-18 13:51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术后第一天，患者左足胫后动脉及足背动脉搏动可及，目前低分子肝素钙每 12 小时一



次皮下注射，罂粟碱肌肉注射解痉，同时予输液维持，观察左足血运，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指示患者手术创伤较大，手术时间长，且左小腿肌肉缺血时间 7 小时，有坏死风险，须延长

抗生素使用时间，伤口定期换药，观察左小腿成活情况，同时予活血，营养神经，营养支持

治疗，左小腿引流管在位，少许血性液体。 

吴晓曙 

2014-11-19 13:00           

     患者左足末梢血运良好，足部感觉好转，左膝伤口换药，拔出引流管，左下肢外固定

支架固定在位，继续抗凝，输液维持，抗感染、营养神经，活血对症治疗，继观。 

吴晓曙 

2014-11-20 14:03           

     左下肢肿胀较明显，末梢血运良好，感觉好转，左足踝可少许活动，予抬高患肢，继

续输液维持，患者目前尿液颜色正常，处于肿胀期，继续消炎、消肿。活血补液支持治疗，

继观。 

吴晓曙 

2014-11-23 14:05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左下肢肿胀好转，左小腿上段伤口周围有水疱形成，挫伤严重，有坏死风险，伤

口仍有渗出，继续患肢制动，停输液维持，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指示：患者创伤严重，继续

予抗凝、解痉、消炎、活血、营养支持治疗，观察末梢血运颜色，抬高患肢，如小腿存活，

须 3-4 周后行骨折内固定治疗。 

吴晓曙 

2014-11-26 17:00           

     患者今日左下肢末梢血运良好，左小腿前方伤口皮肤挫伤严重，伤口周围有皮肤坏死，

伤口仍然有渗出，拟明日换药时取样细菌培养，患者创伤严重，动脉断裂术后，目前小腿已

大部消肿，无发热，但伤口污染严重，延长抗生素使用时间，继续扩血管、营养神经，消肿，

解痉、抗凝治疗。 

吴晓曙 

2014-11-29 10:04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外固定支架在位，左下肢末梢血运良好，左小腿前方伤口皮肤挫伤严重，伤口周

围有皮肤坏死，伤口已无渗出，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检查患者，认为患者左下肢血管需生

长愈合，左下肢仍然须制动，继续抗凝、活血治疗，观察末梢血运。 

吴晓曙 

2014-12-01 09:00           

     患者左下肢末梢血运良好，左足活动良好，继续抗凝治疗，患者未请假，私自外出，

劝阻无效，继续消炎、消肿、活血对症治疗，余治疗无特殊。 

吴晓曙 

2014-12-04 20:0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左下肢基本消肿，小腿少许皮肤发黑，干性坏死，蒋纯志主任医

师查房，嘱左足被动功能锻炼，伤口缝线予拆除，继观伤口情况及末梢血运，继续抗凝治疗。 

吴晓曙 

2014-12-07 10:00           

     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左下肢外固定在位，左足活动良好，末梢血运良好，目前治疗无

特殊，继续对症、抗凝治疗，小腿皮肤坏死须进一步换药。 

吴晓曙 

2014-12-10 15:0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生命体征平稳，左足活动良好，末梢血运良好，小腿少许皮肤发黑，

干性坏死，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指示血管须充分生长，愈合后行骨折治疗。 

吴晓曙 

2014-12-15 10:0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今日一般情况良好，左下肢外固定支架在位，予酒精湿敷，换药，小腿伤口换药，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嘱骨折手术于伤后一月后可行手术治疗，患者由于经济原因，暂无法

安排手术，继续伤口换药。 

吴晓曙 

2014-12-16 11:00 阶段小结           

     患者黄杰，男，52 岁，因“左小腿车祸受伤流血、活动受限五小时”入院，术前诊断：

1、左小腿上段胫骨骨折（开放性、粉碎性）2、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 3、左腘动脉断

裂？4、左小腿胫神经损伤，急诊在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骨折临时固定+血管神经探查修复

术，手术顺利，术中出血 500ML，输红悬 6U,血浆 600ML，无不良反应，术后安返病房，予

抗凝、解痉、消炎、活血、营养支持治疗，观察末梢血运颜色，抬高患肢，患者左小腿前方

少许皮肤坏死，继续换药，左腘窝伤口缝线已拆线，左下肢外固定支架在位，择期行左小腿

骨折治疗。 

吴晓曙 

2014-12-17 10:00     入院 30 天讨论记录      

     时间：2014-12-17 09:00  

地点：604  

参加人员：蒋纯志主任医师、董鸿俊副主任医师、王黎明主任医师及全体主治、住院、进修

医师。 

主持人：蒋纯志 记录人：吴晓曙医师 

吴晓曙医师汇报病史：患者黄杰，男，52 岁，因“左小腿车祸受伤流血、活动受限五小时”入

院，术前诊断：1、左小腿上段胫骨骨折（开放性、粉碎性）2、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

3、左腘动脉断裂？4、左小腿胫神经损伤，急诊在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骨折临时固定+血

管神经探查修复术，手术顺利，术中出血 500ML，输红悬 6U,血浆 600ML，无不良反应，术

后安返病房，予抗凝、解痉、消炎、活血、营养支持治疗，观察末梢血运颜色，抬高患肢，

患者左小腿前方少许皮肤坏死，继续换药，左腘窝伤口缝线已拆线，左下肢外固定支架在位，

择期行左小腿骨折治疗。 

董鸿俊副主任医师：患者手术创伤大，须加强营养支持，定期观察末梢血运，病情稳定，伤

口愈合中，须警惕感染发生，目前换药。 

王黎明主任医师：患者青年男性，体质一般，手术创伤较大，患者伤口缝线已予拆除，定期

复查。 

蒋纯志主任医师：患者男性，青年，患者需再次手术，目前病情平稳，禁止下床活动，注意

患肢保暖，予低分子肝素钙皮下注射预防血栓，活血对症治疗，目前患者虽住院时间较长，

但仍然须继续治疗。 

吴晓曙 

2014-12-20 12:1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今日一般情况良好，生命体征平稳，左下肢外固定支架在位，伤口换药，酒精湿

敷，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嘱骨折手术于伤后一月后可行手术治疗，患者由于经济原因，暂

无法安排手术，暂予继续伤口换药。 

吴晓曙 

2014-12-23 19:43           



     今日查房，患者未诉明显特殊不适，饮食睡眠如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

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左小腿前方部分皮肤坏死，左下肢外固定支架在位，针孔

处稍有红肿，未见明显渗液，今日予伤口清洁换药，继观病情变化。 

吴晓曙 

2014-12-24 08:43           

     今日查房，患者未诉明显特殊不适，饮食睡眠如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

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左小腿前方部分皮肤坏死，左下肢外固定支架在位，针孔

处有红肿，有少量渗液，今日予伤口清洁换药，并予头孢唑啉钠 2g bid 抗感染，继观病情

变化。 

吴晓曙 

2014-12-27 09:43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患者未诉特殊不适，食纳正常，睡眠质量正常，二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

良好，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左小腿前方部分皮肤坏死，左下肢外固定支架在位，针孔

处稍有红肿，未见明显渗液。今日蒋纯志主任查房，示：患者外固定架针孔有感染，继续以

头孢唑啉钠抗感染，待炎症消除后行手术。 

吴晓曙 

  

2014-12-29 10:53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食纳正常，睡眠质量正常，二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良好，

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左小腿前方部分皮肤坏死，左下肢外固定支架在位，针孔处红肿

较之前明显消退，未见明显渗液。今日蒋纯志主任查房，示：患者外固定架针孔感染经相应

抗感染治疗后得以控制，之前相关辅助检查排除手术禁忌症，拟于明日手术治疗。 

吴晓曙 

2015-12-29 10:57          术前小结 

姓名 黄杰 性别 男 年龄 52 岁 婚姻 -- 

病历摘要：患者黄杰，男，52 岁，因“左小腿车祸受伤流血、活动受限五小时”入院。初步诊

断：1、左小腿上段胫骨骨折（开放性、粉碎性）2、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 3、左腘动

脉断裂？4、左小腿胫神经损伤。急诊在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骨折临时固定+血管神经探查

修复术，手术顺利。术后经抗凝、解痉、消炎、活血、营养支持治疗后目前病情稳定，左腘

窝伤口缝线已拆线，左下肢外固定支架在位。 

手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上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3、左

腘动脉断裂修补术后；4、左小腿胫神经损伤 

诊断依据: 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 

手术指征：更换外固定支架为内固定，有利于后期功能锻炼。 

拟行手术：  左胫骨上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游离植皮术                拟定手术者：  

蒋纯志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117 g/l      ②血型：B    RH+   

③血凝实验：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0.70 sec、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22.20 sec;      

④肝功：丙氨酸氨基转移酶:23.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37.00 U/L; 

⑤肾功   BUN  6.52 mmol/L； Cr；67.00 umol/L             

⑥其他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4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二）8 时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ml 

    

    

主治医师签名：吴晓曙         住院医师签名：吴晓曙        2014 年 12 月 29 日 

手术审报意见：同意手术      审批者签字：蒋纯志           2014 年 12 月 29 日    

  

  

2014-12-30 15:09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4-12-30 开始时间：12：10    结束时间：13:30    全程时间：01 时 20 分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上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3、左腘

动脉断裂修补术后；4、左小腿胫神经损伤 

术后诊断：1、左胫腓骨上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3、左腘

动脉断裂修补术后；4、左小腿胫神经损伤 

手术名称：左胫骨上段切开复位钢板螺钉内固定+游离植皮术 

手术者：蒋纯志                 助手：吴晓曙             护士：董艳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尹加林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酒酒精    切口部位、方向、左小腿上段纵行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见麻醉单 输血： -- 

1. 全麻成功后，患者取平卧位，左下肢碘伏盐水泡洗，碘酒酒精消毒，铺单。 

2.取左小腿上段内外侧纵行切口，分别切开，C 臂透视下将骨折复位，内侧、外侧平台分别

予钢板螺钉固定，冲洗，逐层缝合切口。 

3. 左小腿上段前方皮肤坏死处予清创，取左大腿游离皮片植皮，打包加压，包扎伤口。手术

顺利，术中出血少，术后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吴晓曙 

  

2014-12-30 15:09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男，52 岁，因“左小腿车祸受伤流血、活动受限五小时”入院。初步诊断：1、左

小腿上段胫骨骨折（开放性、粉碎性）2、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 3、左腘动脉断裂？

4、左小腿胫神经损伤。急诊在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骨折临时固定+血管神经探查修复术，

手术顺利。术后经抗凝、解痉、消炎、活血、营养支持治疗后目前病情稳定，左腘窝伤口缝

线已拆线，左下肢外固定支架在位。于今日在全麻下行“左胫骨上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游

离植皮术”，术程顺利，患者安返病房，术后予头孢唑林钠预防感染，低分子肝素钙抗凝，继

观病情变化。 

吴晓曙 

2014-12-31 08:13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患者诉手术切口疼痛，余无明显特殊不适，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

神志清，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较多血性渗出，植皮处荷包加压在位。



今日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示：患者昨日在全麻下行“左胫骨上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游离

植皮术”，术程顺利，今日患者病情平稳，给伤口清洁换药，治疗上继续以头孢唑林钠预防

感染，低分子肝素钙抗凝，继观病情变化。 

吴晓曙 

2015-01-01 08:14           

     患者诉手术切口仍有疼痛，无其他明显特殊不适，食纳正常，睡眠质量正常，大小便

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少量血性渗出，植皮处

荷包加压在位。今日治疗同前，继续以头孢唑林钠预防感染，低分子肝素钙抗凝，继观病情

变化。 

吴晓曙 

2015-01-02 10:14           

     今日患者诉切口疼痛较之前稍有好转，饮食、睡眠、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

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少量血性渗出，植皮处荷包加压在位。今日给伤

口清洁换药，见伤口愈合良好，无明显炎症表现，治疗上继续以预防感染，预防深静脉血栓

为主，继观。 

吴晓曙 

2015-01-05 09:17           

     今日患者诉切口疼痛明显好转，食纳如常，睡眠质量入场，大小便正常。查体：神清，

精神良好，体温正常，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植皮荷包加压在位。今日治疗同前，更换伤口

敷料，并继续应用预防感染及抗凝药物治疗。 

吴晓曙 

2015-01-08 08:2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患者诉切口无明显疼痛，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

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植皮处荷包加压在位。今日给伤口清洁换

药，见伤口愈合良好，无明显炎症表现，治疗上继续以预防感染，预防深静脉血栓为主，继

观。 

吴晓曙 

2015-01-11 11:25           

     患者诉切口无明显疼痛，饮食睡眠正常、二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体温正

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渗出，植皮处荷包加压在位。今日给伤口清洁换药，见伤

口愈合良好，无明显炎症表现，治疗上继续以预防感染，预防深静脉血栓为主，继观。 

吴晓曙 

2015-01-14 11:25           

     患者诉切口无明显疼痛，饮食睡眠正常、二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体温正

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渗出，植皮处荷包加压在位。今日给伤口清洁换药，并拆

除荷包，给伤口清洁换药，见植皮红润，大部分存活，余伤口愈合良好，无明显炎症表现，

治疗上继续以相关对症治疗为主，继观。 

吴晓曙 

2015-01-17 11:3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诉切口无明显疼痛，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正常、二便正常。查体：神志清，

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渗出。今日蒋纯志主任查房，示：患者术

后病情稳定，术后已 2 周余，植皮红润，大部分存活，余伤口愈合良好，无明显炎症表现，

今日拆除伤口缝线，余治疗上继续以相关对症治疗为主，继观。 

吴晓曙 



2015-01-17 11:30   阶段小结        

     患者黄杰，男，52 岁，因“左小腿车祸受伤流血、活动受限五小时”入院，术前诊断：

1、左小腿上段胫骨骨折（开放性、粉碎性）2、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 3、左腘动脉断

裂？4、左小腿胫神经损伤，急诊在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骨折临时固定+血管神经探查修复

术，手术顺利，术中出血 500ML，输红悬 6U,血浆 600ML，无不良反应，术后安返病房，予

抗凝、解痉、消炎、活血、营养支持治疗。病情稳定后，于 2014-12-30 全麻下行“左胫骨上

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游离植皮术”，术程顺利，患者安返，术后予头孢唑林钠预防感染，

低分子肝素钙抗凝，定期更换清洁敷料，术后第 14 天拆除荷包，并拆除伤口缝线。继观病

情变化。 

吴晓曙 

2015-01-17 11:30     入院 60 天讨论记录      

时间：2015-01-17 09:00  

地点：604  

参加人员：蒋纯志主任医师、董鸿俊副主任医师、王黎明主任医师及全体主治、住院、进修

医师。 

主持人：蒋纯志 记录人：吴晓曙医师 

吴晓曙医师汇报病史：患者黄杰，男，52 岁，因“左小腿车祸受伤流血、活动受限五小时”入

院，术前诊断：1、左小腿上段胫骨骨折（开放性、粉碎性）2、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

3、左腘动脉断裂？4、左小腿胫神经损伤，急诊在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骨折临时固定+血

管神经探查修复术，手术顺利，术中出血 500ML，输红悬 6U,血浆 600ML，无不良反应，术

后安返病房，予抗凝、解痉、消炎、活血、营养支持治疗。病情稳定后，于 2014-12-30 全

麻下行“左胫骨上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游离植皮术”，术程顺利，患者安返，术后予头孢

唑林钠预防感染，低分子肝素钙抗凝，定期更换清洁敷料，术后第 14 天拆除荷包，并拆除

伤口缝线。 

董鸿俊副主任医师：患者恢复良好，目前因费用问题无法办理出院，催促其及时缴费、及时

办理出院。 

王黎明主任医师：患者恢复良好，目前因费用问题无法办理出院，催促其及时缴费、及时办

理出院。 

蒋纯志主任医师：患者恢复良好，目前因费用问题无法办理出院，催促其及时缴费、及时办

理出院。 

吴晓曙 

2015-01-20 11:46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正常、二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体温正常，

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渗出，植皮处荷包加压在位。今日治疗继续以相关对症治疗为

主，继观。 

吴晓曙 

2015-01-23 11:46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正常、二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体温正常，

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渗出。今日治疗同前无特殊，继观。 

吴晓曙 

2015-01-26 11:46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正常、二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体温正常，

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渗出。今日治疗继续以相关对症治疗为主，继观。 

吴晓曙 



2015-01-29 11:46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正常、二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体温正常，

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渗出。今日蒋纯志主任查房，示：患者病情稳定，可安排其出

院，嘱其相关注意事项，详见出院小结。出院评估：绝对卧床休息，患肢禁负重；每月门诊

拍片复查；骨折未愈前禁下地。 

吴晓曙 

  

2015-01-29 16:31          出院小结 

姓名 黄杰 性别 男 年龄 52 岁 婚姻 -- 职业  

【入院诊断】1.左小腿上段胫骨骨折（开放性、粉碎性） 2.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 3.左

腘动脉断裂？ 4.左小腿胫神经损伤【入院日期】2014-11-16 

【手术名称】1、左下肢清创，骨折临时固定+血管神经探查修复术 

2、左胫骨上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游离植皮术【手术日期】2014-11-16 

2014-12-30 

【出院诊断】1.左小腿上段胫骨骨折（开放性、粉碎性） 2.左小腿皮肤肌肉挤压撕脱伤 3.左

腘动脉断裂？ 4.左小腿胫神经损伤【出院日期】2015-01-30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因“左小腿车祸受伤流血、活动受限五小时”入院，专科检查：左小腿上端前方约

5CM 横行挫裂伤口，流血，周围挫伤严重，左小腿畸形，有骨擦感，右足冰冷，足背动脉搏

动未及，末梢感觉明显减退。辅助检查：X 线：左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住院经过】 

    入院后急诊在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骨折临时固定+血管神经探查修复术，手术顺利，

术中出血 500ML，输红悬 6U,血浆 600ML，无不良反应，术后安返病房，予抗凝、解痉、消

炎、活血、营养支持治疗。病情稳定后，于 2014-12-30 全麻下行“左胫骨上段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游离植皮术”，术程顺利，患者安返，术后予头孢唑林钠预防感染，低分子肝素钙抗

凝，定期更换清洁敷料，术后第 14 天拆除荷包，并拆除伤口缝线。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Ⅱ/甲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

吸清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肠鸣音 5 次/分，双下肢无浮肿。 

【出院医嘱】 

1、绝对卧床休息，患肢禁负重； 

2、每月门诊拍片复查；骨折未愈前禁下地； 

3、门诊定期复诊； 

4、不适随诊 

  

X 光线号：A1853006 

A1870488 

A1879514 

CT 号：A1852928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医师签名：吴晓曙 

  

住 院 病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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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6-24 12:17 入院记录 

姓名:  吉安平职业:    工人 

性别:  男工作单位:不详 

年龄:  69 岁住址:    八百桥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患者本人（可靠）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9-06-24 11:46:31 

民族:  汉记录日期:2019-06-24 12:17 

 

主诉:车祸致右膝、右前臂流血，活动不能 3 小时。 

现病史:患者约 3 小时前骑车被汽车撞伤，即刻致右膝关节后方、右前臂流血疼痛。膝关节

畸形，活动不能。当地医院就诊，摄 X 线示：右肱桡关节间隙增宽。因考虑右侧腘动脉、腘

静脉断裂。为进一步治疗，转我院就诊。因伤情较重，失血多。经绿色通道，经外科抢救室

直接送外科手术室。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

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 

既往史：否认“高血压病、冠心病、糖尿病”等疾病病史；否认“肝炎、结核、伤寒”等传染病

病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其他外伤、手术及输血史，预防接种随社会。 

个人史: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烟酒不良嗜好，否认放射线及有毒物质接触史。已婚，

配偶体健。 

家族史:  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 

体 格 检 查 

 体温 36.2℃ 脉搏 90 次/分 呼吸 24 次/分 血压 90/60mmHg。 

     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步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

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

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

光反射存在。外耳道通常，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中隔无偏曲。扁桃体无肿

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

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 74 次/分，

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

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四肢关节检查详见专

科检查，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查，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

膜刺激征阴性。 

专 科 检 查 

   右膝关节后方横行挫裂伤口，约 10*5cm，创缘不齐，流血不止。膝关节不稳，半脱位。



末梢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足趾麻木，活动不能。右前臂背面偏尺侧皮肤约 18*6cm 侧

向撕脱，创面泥沙样污染严重，创缘不齐。右肘关节后外方皮肤约 6*4cm 挫裂伤，部分缺

损。肱桡关节关节囊毁损，关节外露。外侧副韧带撕裂，股骨外髁局部磨损。肘关节尺侧局

部挫裂伤，2*1cm。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线（2019-06-24，外院）示：右膝关节、右前臂未见明确骨折，右肱桡关节间隙增宽。 

修正诊断:  初步诊断:   

 

 入院诊断: 1、创伤失血性休克 2、右腘动脉、静脉挫裂伤 3、腓肠肌、腘肌断裂 4、膝关节

内、外侧副韧带挫裂伤 5、胫神经挫伤 6、右前臂皮肤、右手鱼际肌皮肤撕脱伤 7、指伸肌

部分撕裂伤 8、肱桡关节囊撕裂。 

主治医师:杨大伟    手签:  

 

2019-06-24 12:17 入院记录 

   患者吉安平，男，69 岁，因“车祸致右膝、右前臂流血，活动不能 3 小时”收住入院。患

者约 3 小时前骑车被汽车撞伤，即刻致右膝关节后方、右前臂流血疼痛。膝关节畸形，活动

不能。当地医院就诊，摄 X 线示：右肱桡关节间隙增宽。因考虑右侧腘动脉、腘静脉断裂。

为进一步治疗，转我院就诊。因伤情较重，失血多。经绿色通道，经外科抢救室直接送外科

手术室。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

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否认“高血压病、冠心病、糖尿病”等

疾病病史；否认“肝炎、结核、伤寒”等传染病病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其他外伤、

手术及输血史，预防接种随社会。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烟酒不良嗜好，否认放射线

及有毒物质接触史。已婚，配偶体健。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体格检查：体温 36.2℃ 脉搏 

90 次/分 呼吸 24 次/分 血压 90/60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

体型正常，步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

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

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在。外耳道通常，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

口唇不绀，中隔无偏曲。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

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

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 74 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

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

正常生理弯曲，四肢关节检查详见专科检查，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查，各

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专科检查：右膝关节后方横行挫裂伤口，

约 10*5cm，创缘不齐，流血不止。膝关节不稳，半脱位。末梢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

足趾麻木，活动不能。右前臂背面偏尺侧皮肤约 18*6cm 侧向撕脱，创面泥沙样污染严重，

创缘不齐。右肘关节后外方皮肤约 6*4cm 挫裂伤，部分缺损。肱桡关节关节囊毁损，关节

外露。外侧副韧带撕裂，股骨外髁局部磨损。肘关节尺侧局部挫裂伤，2*1cm。实验室及器

械检查：X 线示：右肱桡关节间隙增宽。入院诊断：1、创伤失血性休克 2、右腘动脉、静脉

挫裂伤 3、腓肠肌、腘肌断裂 4、膝关节内、外侧副韧带挫裂伤 5、胫神经挫伤 6、右前臂皮

肤、右手鱼际肌皮肤撕脱伤 7、指伸肌部分撕裂伤 8、肱桡关节囊撕裂。鉴别诊断：诊断明

确，无需鉴别。入院评估：开放性损伤，失血较多，需急诊抢救。生命体征平稳后行右腘动

脉、静脉探查修复术。诊疗计划：1、完善相关辅助检查，2、急诊全麻下行右上、下肢清创

缝合腘动脉探查缝合术，3 健康教育：注意休息，注意补充营养，遵医嘱。 

杨大伟 



2019-06-24 12:17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9 年 06 月 24 日 12 时 17 分 

地     点：604 病区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术前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目前考虑“1、右腘动脉挫裂伤 2、右膝关节半脱位 3、右胫神经、腓总神经损伤 4、

右膝关节周围韧带损伤待查 5、右前臂皮肤撕脱伤”。拟于急诊全麻下行右上、下肢清创缝合

腘动脉探查缝合术。告知术中术后可能：1、伤口感染 2、伤口延长，充分暴露创面 3、必要

时术中取自体大隐静脉移植修复 4、术中术后发生血管危象，痉挛、栓塞等，导致右小腿失

去血供，截肢。5、右下肢功能、外观预后将有一定影响 6、右前臂皮肤坏死，二期植皮或皮

瓣修复术。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杨大伟 

  

备注： 

  

2019-06-24 12:17 术前小结 

姓名 吉安平 性别 男 年龄 69 岁 婚姻 

病史摘要： 患者吉安平，男，69 岁，因“车祸致右膝、右前臂流血，活动不能 3 小时”收住

入院。患者约 3 小时前骑车被汽车撞伤，即刻致右膝关节后方、右前臂流血疼痛。膝关节畸

形，活动不能。当地医院就诊，摄 X 线示：右肱桡关节间隙增宽。因考虑右侧腘动脉、腘静

脉断裂。为进一步治疗，转我院就诊。因伤情较重，失血多。经绿色通道，经外科抢救室直

接送外科手术室。专科检查：右膝关节后方横行挫裂伤口，约 10*5cm，创缘不齐，流血不

止。膝关节不稳，半脱位。末梢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足趾麻木，活动不能。右前臂背

面偏尺侧皮肤约 18*6cm 侧向撕脱，创面泥沙样污染严重，创缘不齐。右肘关节后外方皮肤

约 6*4cm 挫裂伤，部分缺损。肱桡关节关节囊毁损，关节外露。外侧副韧带撕裂，股骨外髁

局部磨损。肘关节尺侧局部挫裂伤，2*1cm。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示：右肱桡关节间隙

增宽。 

  

术前诊断：1、创伤失血性休克 2、右腘动脉、静脉挫裂伤 3、腓肠肌、腘肌断裂 4、膝关节

内、外侧副韧带挫裂伤 5、胫神经挫伤 6、右前臂皮肤、右手鱼际肌皮肤撕脱伤 7、指伸肌

部分撕裂伤 8、肱桡关节囊撕裂。  

诊断依据：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开放性损伤，失血较多，需急诊抢救。生命体征平稳后行右腘动脉、

静脉探查修复术。 

  

拟行手术：右上、下肢清创缝合腘动脉探查缝合术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2019-06-27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杨大伟                             拟行麻醉：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急诊手术，入院检查暂缺。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

术前已输血   ml；⑤术中备血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医师签名：-      主治医师签名：     杨大伟      2019 年 06 月 24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同意手术               签名：    蒋纯志       2019 年 06 月 24

日 

  

  

2019-06-24 12:17 手术同意书 

姓名 吉安平 性别 男 年龄 69 岁 

    患者因病于 2019-06-2411:46:31。入住我院手外科。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

症状及有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1、右腘动脉挫裂伤 2、右膝关节半脱位 3、右胫神经、腓

总神经损伤 4、右膝关节周围韧带损伤待查 5、右前臂皮肤撕脱伤  。由于病情需要，经治

医师建议于 2019-06-24 全麻下，拟行 右上、下肢清创缝合腘动脉探查缝合  手术。手术

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

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

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症、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

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

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有

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手术中发现病变不能切除，则行姑息性手术或仅作探查。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伤口感染  

伤口延长，充分暴露创面  

必要时术中取自体大隐静脉移植修复 4、术中术后发生血管危象，痉挛、栓塞等，导致右小

腿失去血供，截肢。  

右下肢功能、外观预后将有一定影响  

右前臂皮肤坏死，二期植皮或皮瓣修复术；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2019-06-24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      杨大伟  

日期：2019-06-24 

  

2019-06-24 19:31 入住重症医学科(ICU)告知书 

尊敬的患者家属:   

           患者  吉安平 因病情需入住 ICU 治疗，由于 ICU 的工作性质不同于普通病房，

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请予理解及合作。 

      1、ICU 是危重病人的诊疗区，使用心电监护仪、呼吸机等贵重监护仪，并由专业人

员 24 小时看护，所需医疗费用较高，且有部分医保、省市公费患者需要自己承担。医师将

根据患者病情确定最佳治疗方案，合理选择用药及检查项目。为保证抢救、治疗工作的及时

顺利进行，请勿拖延费用。 

      2、因病情诊疗的需要，可能需要对病人进行有创操作，可能发生相应的并发症: 

         (1)动脉穿刺:可引起血肿、栓塞、感染、肢体坏死等。 

        (2)中心静脉穿刺:可引起气胸、血胸、动静脉损伤、感染、心律紊乱、心跳骤停等。 

         (3)紧急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可导致气道损伤、感染、心律紊乱、心跳骤停等。 

         (4)纤维支气管镜治疗:可发生气道痉挛、气道出血、气胸、心跳骤停等。 

      3、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医师可以采取紧急抢救措施而无需事先征求家属意见。因此，

当患者病情发生变化时，在紧急情况下医师可不事先征求家属意见而使用呼吸机、吸痰器等

设备进行抢救，以后再向家属告知处置情况。 

      4、患者亲友必须遵守 ICU 的探视制度及无菌管理规定。 

      5、患者因病情危重，可能会躁动、烦躁不安，出于治疗目的，根据《身体约束量表》

及《导管滑脱风险评估》，患者可能需要间断使用约束带约束约束肢体，望家属理解并接受。

（探视时间 15:30--16:00） 

        6、其他:                                                                                        

      我已详细阅读以上全部共 6 条内容。并已理解，经慎重考虑，我同意将患者转入 ICU

治疗，并保证与医务人员合作，同时按要求缴纳相关费用。 

  

经治医师签名:  邹磊  

                                                  日期： 2019 年  06 月  24  日 

19  时 45 分 

患者/法定监护人/委托代理人/同意该患者入住 ICU 的其他直系亲属/签名：                         

(需附有效证件复印件、授权文件) 

                                                   日期： 2019 年  06 月 24 日  

19 时  45 分 

注:只有在患者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真实意愿，且无法定监护人或委托代理人在场的情况下才

由同意将该患者转入 ICU 进行诊治的其他直系亲属签名 



（本告知书一式两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2019-06-24 19:31 病危通知书 

  吉安平 亲属:   

           患者  吉安平 (先生、女士)现在我院 ICU(二室)。 科住院治疗，诊断为 1、右腘

动脉挫裂伤 2、右膝关节半脱位 3、右胫神经、腓总神经损伤 4、右膝关节周围韧带损伤待

查 5、右前臂皮肤撕脱伤  虽经积极救治但目前病情    危重   趋于恶化，随时可危及生

命，特下达病危通知。尽管如此，我们仍会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救治。同时向您告知:为抢救患

者，医院在不能事先征求您的同意的情况下依据救治工作的需要，使用和采取应急救治所必

须的仪器设备和治疗手段，请予以理解、配合和支持，如您还有其他要求请在接到“病危通

知书”后立即告诉我科。 

    南京市第一     医院    ICU       科   邹磊    医师  

日期：2019  年  06 月  24  日 19  时 45 分 

患者亲属/法定监护人签名：                         

日期：2019  年  06 月  24 日  19  时 45 分 

亲属与患者的关系: 

身份证号码: 

(本通知一式两份，医院、患者亲属各执一份) 

  

2019-06-24 19:31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9-06-24 19:31 

地     点：ICU-2 室医师办公室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入 ICU 病情告知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吉安平，男性，69 岁，因多发伤入室，目前诊断：1.右腘动脉挫裂伤 2.失血性休克 

3.右膝关节半脱位 4.右胫神经、腓总神经损伤 5.右膝关节周围韧带损伤待查 6.右前臂皮肤撕

脱伤，今日急诊在全麻下行右腘动脉、腘静脉探查吻合术+右上肢、右下肢清创术，术后转

入 ICU 加强监护治疗。入室后予监测生命体征，完善相关检查，呼吸机辅助呼吸，维持循环

及内环境稳定，镇痛镇静，抑酸预防应激性溃疡，脏器保护，抗感染等综合治疗。病程中可

能出现右下肢缺血、坏死，拔管延迟，肺部感染加重，ARDS，血栓栓塞性疾病，休克，心

律失常，心脑血管意外，脏器功能不全，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予告知家属。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邹磊     

备注： 

  

  

2019-06-24 20:58 转入记录 

    患者吉安平，男性，69 岁，入院诊断：1、右腘动脉挫裂伤 2、右膝关节半脱位 3、右

胫神经、腓总神经损伤 4、右膝关节周围韧带损伤待查 5、右前臂皮肤撕脱伤，今日急诊在

全麻下行右腘动脉、腘静脉探查吻合术+右上肢、右下肢清创术，术后转入 ICU 加强监护治



疗。入室时患者全麻未醒，双瞳孔等大等圆，d 约 2mm，对光反射未恢复，带入 7.5#经口

插气管导管，Deep23cm，予接呼吸机辅助呼吸，模式 ASV，PEEP 5cmH2O，%MV 100%，

FiO2 40%，监测 PIP 19cmH2O，Vt 510ml 左右，RR 12-14 次/分，SpO2 100%。听诊双肺呼

吸音粗，未闻及明显的干湿性啰音。入室带左肱动脉置管测 ABP，右颈内静脉置管测 CVP，

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75-83 次/分，ABP 78-112/46-65mmHg，加用去甲肾上腺素

0.05ug/kg/min 静脉泵入辅助循环，CVP 5-6mmHg，腹平软，无肌紧张，肠鸣音未闻及。右

侧上肢、下肢敷料在位，可见少量渗出，带入右下肢一根伤口引流管接引流袋，一根负压引

流管接 VSD，右足肿胀，右侧足背动脉无法触及，右足皮肤发紫，左侧足背动脉搏动可及，

末梢凉，予保温。入室查血气分析(ICU 二室)(2019-06-24 19:44:40 ):FIO2:50.00 %、pH:7.42 、

PCO2:30.80 mmHg、PO2:272.50 mmHg、Hct:17.00 %、Hb:5.80 g/dL、K+:5.68 mmol/L、

Mg++:0.49 mmol/L 、 Glu:6.28 mmol/L 、乳酸 :4.60 mmol/L 、 HCO3-:20.40 mmol/L 、

PO2/FI:545.00 mmHg;提示氧合满意，血色素低下，予申请输血纠正，电解质可，乳酸高，

继予输血改善组织灌注，血钾偏高，予速尿干预，动态监测。B 型钠尿肽:130.00 pg/ml;稍高。

凝血常规检测: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5.00 sec、PT-INR:1.31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49.40 

sec、血浆纤维蛋白原:0.96 g/l、血浆凝血酶时间:21.20 sec、D-二聚体:9.87 ug/ml;提示 PT、

APTT 稍延长，Fbg 低下，D 二聚体偏高。血常规:白细胞总数:6.76 x10^9/L、中性粒细胞:85.20 %、

血红蛋白:79 g/L、红细胞比积:23.50 %、血小板计数:15 x10^9/L;提示血象正常，血色素及血

小板计数低下，予申请输血纠正。PCT+急查电解质 3 项+急查心肌酶普+急查肾功能+血浆

乳酸测定:降钙素原:10.85 ng/ml、葡萄糖:7.61 mmol/L、尿素:6.41 mmol/L、血肌酐:89.00 

umol/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86.00 U/L、磷酸肌酸激酶:2000.00 U/L、肌酸激酶同工酶:233.00 

U/L、乳酸:5.90 mmol/L;PCT 高，肌酐正常，心肌酶谱偏高。入室诊断：1.右腘动脉挫裂伤 2.

失血性休克 3.右膝关节半脱位 4.右胫神经、腓总神经损伤 5.右膝关节周围韧带损伤待查 6.

右前臂皮肤撕脱伤。入室后予监测生命体征，完善相关检查，呼吸机辅助呼吸，维持循环及

内环境稳定，镇痛镇静，抑酸预防应激性溃疡，脏器保护，请示袁受涛副主任医师予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抗感染等综合治疗。病程中可能出现右下肢缺血、坏死，拔管延迟，肺部感染加

重，ARDS，血栓栓塞性疾病，休克，心律失常，心脑血管意外，脏器功能不全，深静脉血

栓等并发症，予告知家属。      

袁受涛/邹磊 

2019-06-24 22:32 POC 床旁超声记录 

     患者今晨遭受外伤，今日急诊在全麻下行右腘动脉、腘静脉探查吻合术+右上肢、右下

肢清创术后入室，入室后行床旁创伤 FAST 筛查，心脏超声：剑突下切面：未见明显心包积

液，IVCd 21.4mm，呼吸变异度 32%，胸骨旁长轴切面：RVD 22.6mm，LVDd 45.3mm，LVDs 

28.7mm，LVEF 66.0%，LAD 37.0mm；心尖四腔心切面：右心：TAPSE 20.6mm＞15mm，Tvr 

2.1m/s，CVP 10mmHg，估测 PASP 27mmHg；左心：LVOT VTI 23.76cm，估测 SV 74.6ml，

HR 65 次/分，CO 4.85L/min，MAP 95mmHg，估测 SVRI 2240dyn*s*m2/cm-5，二尖瓣 E 

45cm/s，A 峰 70cm/s，E/A 0.64，E' 8cm/s，E/E' 5.6。肺部超声：双侧上蓝点、M 点、PLAPS

点及膈肌点均未见明显 B 线，胸膜滑动征存在，未见碎片征，未见肺点及平流层征，未见明

显胸腔积液。腹部超声：肝、胆、双侧肾脏、脾脏形态正常，肝肾隐窝未见积液，游离腹腔

未见积液。综合超声评价：左右心收缩功能正常，左室舒张功能不全，容量正常低限状态。                  

邹磊 

2019-06-24 22:43 危急值记录 

     患者今晨遭受外伤，今日急诊在全麻下行右腘动脉、腘静脉探查吻合术+右上肢、右下

肢清创术后入室，急查血常规（五分类)(2019-06-24 21:22:02 ):血小板计数:15 x10^9/L;提示

血小板计数严重低下，考虑与大量失血等相关，向血库申请血小板输注纠正，拟复查血常规



评估输血效果。 

邹磊 

2019-06-25 03:02 输血记录 

     患者多发伤、失血性休克术后入室，查血常规（五分类)(2019-06-24 21:22:02 ):血红蛋

白:79 g/L、红细胞比积:23.50 %、血小板计数:15 x10^9/L;提示血色素及血小板计数低下。凝

血常规检测（五项）(2019-06-24 21:13:27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5.00 sec、PT-INR:1.31 、活

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49.40 sec、血浆纤维蛋白原:0.96 g/l、血浆凝血酶时间:21.20 sec、D-

二聚体:9.87 ug/ml;提示 PT、APTT 延长，Fbg 偏低。向血库申请 O 型 Rh+悬浮稍白细胞的红

细胞 5U+病毒灭活血浆 350ml+辐照单采血小板 1 治疗量输注，纠正贫血、改善凝血功能。

输血时间：06-24 19:10 至 06-25 00:58，输血过程中及输血完毕后，患者无明显寒战、发热

及皮疹等输血不良反应，拟复查血常规及凝血常规评估输血效果。 

邹磊 

2019-06-25 07:07  

     患者入室后全麻渐醒，左侧肢体肌力 4 级，右上肢肌力 3 级，右下肢肌力 2 级，右足

仍肿胀，右侧足背动脉仍未触及，末梢暖，皮肤仍有瘀紫，躁动不耐管，继予丙泊酚 80mg/h

静脉泵入镇静，RASS 评分 0~1 分，瑞捷 3ug/kg/h 静脉泵入镇痛，CPOT 评分 3~0 分，继

予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模式 ASV，PEEP 5cmH2O，%MV 100%，FiO2 40%，监测 PIP 

14cmH2O，Vt 510-570ml，RR 12 次/分，SpO2 100%。听诊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的干

湿性啰音。去甲肾上腺素逐渐停用，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55-72 次/分，ABP 108-156/62-

78mmHg，CVP 12-7mmHg，腹平软，无肌紧张，肠鸣音未闻及。右侧上肢、下肢敷料在位，

可见少量渗出，右下肢一根伤口引流管接引流袋，一根负压引流管接 VSD，引流出暗血性额

液体，左侧足背动脉搏动可及，末梢暖。晨复查动脉血气分析 (ICU 二室)(2019-06-25 

05:56:00 ):FIO2:40.00 %、pH:7.46 、PCO2:31.60 mmHg、PO2:188.70 mmHg、Hct:29.00 %、

Hb:9.50 g/dL、K+:3.76 mmol/L、Ca++:1.07 mmol/L、Mg++:0.44 mmol/L、Glu:7.25 mmol/L、

乳酸:2.40 mmol/L、HCO3-:22.40 mmol/L、PO2/FI:471.80 mmHg;提示氧合满意，血色素偏

低，较前明显上升，乳酸偏高，较前明显下降，血钾正常，血镁、血钙偏低，予补充。入室

后总入量 3517ml，总出量 3852ml，其中尿量 3530ml，ASD 引流量 192ml，伤口引流 130ml，

出超 335ml。体温波动在 36.0℃。APAPCHE II 评分 22 分，死亡风险系数 25.24%。 

邹磊 

2019-06-25 16:19 输血记录 

    患者多发伤、失血性休克术后入室，创面渗出较多，向血库申请 O 型 Rh+悬浮稍白细

胞的红细胞 2.0U+冰冻血浆 375ml 输注，纠正贫血、改善凝血功能。输血时间：11:30 至

16:03，输血过程中及输血完毕后，患者无明显寒战、发热及皮疹等输血不良反应，拟复查血

常规及凝血常规评估输血效果。      

孙加奎 

2019-06-25 16:50 徐巧莲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晨随徐巧莲主治医师查房：患者目前诊断明确：1.右腘动脉挫裂伤 2.失血性休克 3.右

膝关节半脱位 4.右胫神经、腓总神经损伤 5.右膝关节周围韧带损伤待查 6.右前臂皮肤撕脱

伤。目前已行右腘动脉、腘静脉探查吻合术+右上肢、右下肢清创术。1、患者目前神志已转

清，今日白班可评估患者神志情况、氧合及循环情况，行 SBT 试验通过可脱呼吸机拔气管插

管；2、患者外伤术后，需警惕迟发性脏器损伤、出血可能，动态监测循环、尿量、引流、

血色素、乳酸、超声结果变化，申请红悬及血浆输注，纠正贫血及凝血功能障碍；3、患者

外伤后，警惕患者破伤风感染，给予破伤风抗毒素治疗；患者右腘动脉挫裂伤，可行床边 B

超评估患者右足背动脉情况，警惕患者下肢动脉损伤致动脉闭塞，同时可抬高患肢，促进静



脉回流，加用抗凝治疗，预防 DVT；4、患者右下肢损伤，且小便颜色为暗红色，动态监测

肌红蛋白及肾功能情况，注意横纹肌溶解；5、患者右下肢水肿明显，白蛋白偏低，可适当

补充白蛋白等胶体，同时加强利尿，减轻组织间隙水肿；6、患者转氨酶偏高，不能排除与

患者肌肉受伤有关，动态监测肝功能，必要时给予保肝治疗；7、患者目前体温尚可，血象

不高，继续给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抗感染治疗，注意体温、血象等感染相关指标，及时根据

检查汇报调整抗感染治疗方案。以上查房遵嘱执行。患者白班神志转清，四肢均可活动，肌

力可，SBT试验通过，复查血气分析(ICU二室)(2019-06-25 10:22:40 ):FIO2:40.00 %、pH:7.41 、

PCO2:38.30 mmHg、PO2:169.80 mmHg、Hct:27.00 %、Hb:9.00 g/dL、Na+:138.90 mmol/L、

K+:4.03 mmol/L、Ca++:1.09 mmol/L、Mg++:0.53 mmol/L、乳酸:2.30 mmol/L、HCO3-:24.50 

mmol/L、PO2/FI:424.60 mmHg，氧合满意，乳酸偏高，给予改善组织灌注治疗，遂于 11:20

停机拔管，气道内痰较粘稠，拔管后声音嘶哑，给予爱全乐及宝丽亚雾化吸入，效果尚可。

予双鼻塞吸氧 5L/min，SpO2 100%，RR 12-16 次/分，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性罗

音，自主咳痰能力可。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72-84 次/分，ABP 109-146/61-68mmHg，

CVP 5-8mmHg。腹平软，无肌紧张，肠鸣音未闻及。右侧上肢、下肢敷料在位，可见少量

渗出，右下肢一根伤口引流管接引流袋，一根负压引流管接 VSD，引流出暗血性额液体，左

侧足背动脉搏动可及，末梢暖。辅检：血常规（五分类)(2019-06-25 08:56:41 ):白细胞总数:7.57 

x10^9/L、中性粒细胞:83.20 %、中性粒细胞计数:6.30 x10^9/L、红细胞计数:3.16 x10^12/L、

血红蛋白:95 g/L、红细胞比积:26.50 %、血小板计数:70 x10^9/L，血象不高，血色素尚可，

血小板计数较前上升;凝血常规检测（五项）(2019-06-25 09:12:37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1.30 

sec、PT-INR:0.98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29.60 sec、血浆纤维蛋白原:2.16 g/l、D-二聚

体:2.00 ug/ml，基本正常;大生化检测全套(2019-06-25 09:40:49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63.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240.00 U/L、磷酸肌酸激酶:15493.00 U/L、乳酸脱氢酶:351.00 U/L、

总蛋白:48.80 g/L、白蛋白:32.60 g/L、球蛋白:16.20 g/L、总胆红素:63.30 umol/L、间接胆红

素:54.60 umol/L、肌酐:97.00 umol/L，转氨酶偏高，动态复查;血栓弹力图普通检测(2019-06-

25 11:59:49 ):凝血因子反应时间:6.6 min、纤维蛋白原反应时间:2.7 min、血小板功能:48.9 mm、

纤溶亢进预测值:0.1 %、纤溶亢进:0.1 %、血小板聚集功能减弱，凝血因子功能、纤维蛋白原

功能、纤溶功能均未见异常。床边 B 超示：胸腹腔未见明显积液；胆囊息肉可能，胆泥形成。

白班总入量 1789ml，总出量 1250ml，其中尿量 1100ml，ASD 引流量 50ml，伤口引流 100ml。

体温波动在 37.0-37.5℃。 

孙加奎 

2019-06-26 08:51 转出记录 

     患者吉安平，男性，69 岁，入院诊断：1、右腘动脉挫裂伤 2、右膝关节半脱位 3、右

胫神经、腓总神经损伤 4、右膝关节周围韧带损伤待查 5、右前臂皮肤撕脱伤，于 06-24 急

诊在全麻下行右腘动脉、腘静脉探查吻合术+右上肢、右下肢清创术，术后转入 ICU 加强监

护治疗。入室后予以加强监护、呼吸支持，防治感染、预防应激性溃疡、脏器保护等综合治

疗。患者入科后全麻渐醒，肌力恢复可，呼吸循环趋于稳定，复查全胸片未见异常，行 SBT

通过，氧合满意，遂于昨日 11:20 停用呼吸机，拔除气管插管，双鼻塞吸氧氧合满意。现患

者生命体征平稳，双鼻塞吸氧 5L/min，测 RR 16-20 次/分，SPO2 99-100%。保留左胸腔引

流管一根接胸引瓶，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74

次/分，NBP 125/70mmHg。腹平软，无肌紧张，肠鸣音未闻及。右侧上肢、下肢敷料在位，

可见少量渗出，右下肢一根伤口引流管接引流袋，一根负压引流管接 VSD，引流出暗血性液

体 ， 左 侧 足 背 动 脉 搏 动 可 及 ， 末 梢 暖 。 晨 血 气 分 析 (ICU 二 室 )(2019-06-26 

06:44:28 ):FIO2:41.00 %、pH:7.47 、PCO2:38.00 mmHg、PO2:154.50 mmHg、Hct:29.00 %、

Hb:9.70 g/dL、Na+:137.60 mmol/L、K+:3.91 mmol/L、Ca++:1.07 mmol/L、Mg++:0.67 mmol/L、



乳酸:0.90 mmol/L、HCO3-:27.70 mmol/L、PO2/FI:377.00 mmHg，氧合可，电解质正常，乳

酸正常。患者目前呼吸循环稳定，具备转出 ICU 指征，晨骨科医师看过病人嘱转回骨科继续

治疗，予办理转科。 

孙加奎 

2019-06-24 19:30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 2019-06-24    开始时间：13:15     结束时间：18:45     全程时间：05 时 

30 分 

术前诊断:1、创伤失血性休克 2、右腘动脉、静脉挫裂伤 3、腓肠肌、腘肌断裂 4、膝关节内、

外侧副韧带挫裂伤 5、胫神经挫伤 6、右前臂皮肤、右手鱼际肌皮肤撕脱伤 7、指伸肌部分

撕裂伤 8、肱桡关节囊撕裂。   

术后诊断:1、创伤失血性休克 2、右腘动脉、静脉挫裂伤 3、腓肠肌、腘肌断裂 4、膝关节内、

外侧副韧带挫裂伤 5、胫神经挫伤 6、右前臂皮肤、右手鱼际肌皮肤撕脱伤 7、指伸肌部分

撕裂伤 8、肱桡关节囊撕裂。  

手术名称:右上、下肢清创缝合腘动脉探查缝合创面封闭负压吸引术  

麻醉方式:全麻  

手术者 ：杨大伟        一助 ：崔健       二助 ：       麻醉医师 : 单涛      护士：

王玉 

手术经过： 

体位：先俯卧位，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否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是 

引流材料名称：数目：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输血：—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先俯卧位，再平卧位，右上、下肢根部绑止血带，常规消毒铺巾； 

2. 见右膝关节后方横行挫裂伤口，约 10*5cm，创缘不齐，流血不止。膝关节不稳，半脱位。

末梢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足趾麻木，活动不能。右前臂背面偏尺侧皮肤约 18*6cm 侧

向撕脱，创面泥沙样污染严重，创缘不齐。右肘关节后外方皮肤约 6*4cm 挫裂伤，部分缺

损。肱桡关节关节囊毁损，关节外露。外侧副韧带撕裂，股骨外髁局部磨损。肘关节尺侧局

部挫裂伤，2*1cm。修整创缘皮肤，探查见腘动脉、静脉挫裂伤，腓肠肌、腘肌断裂，膝关

节内、外侧副韧带挫裂伤，胫神经挫伤，右前臂皮肤、右手鱼际肌皮肤撕脱伤，指伸肌部分

撕裂伤，肱桡关节囊撕裂。首先移植右小腿大隐静脉约 12cm 分两段修复腘动脉和腘静脉。

坐骨神经连续性存在。腓肠肌近端撕裂，局部坏死。清创后缝合膝关节内外侧副韧带和后方

关节囊。见右足末梢血供恢复正常，张力适中。予小腿后方深筋膜切开减张。创面以美国 KCI

公司创面封闭负压吸引系统覆盖，持续 100mmHg 压力吸引，石膏托固定右膝关节屈曲 45°

位；右前臂创面清创后缝合，肘关节外侧创面局部皮肤缺损，无法完全闭合，凡士林纱布覆

盖后包扎，纱布。 

3. 术毕、术程顺利，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大伟           

2019-06-24 20:10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吉安平，男，69 岁，因“车祸致右膝、右前臂流血，活动不能 3 小时”收住入院。患



者约 3 小时前骑车被汽车撞伤，即刻致右膝关节后方、右前臂流血疼痛。膝关节畸形，活动

不能。当地医院就诊，摄 X 线示：右肱桡关节间隙增宽。因考虑右侧腘动脉、腘静脉断裂。

为进一步治疗，转我院就诊。因伤情较重，失血多。经绿色通道，经外科抢救室直接送外科

手术室。专科检查：右膝关节后方横行挫裂伤口，约 10*5cm，创缘不齐，流血不止。膝关

节不稳，半脱位。末梢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足趾麻木，活动不能。右前臂背面偏尺侧

皮肤约 18*6cm 侧向撕脱，创面泥沙样污染严重，创缘不齐。右肘关节后外方皮肤约 6*4cm

挫裂伤，部分缺损。肱桡关节关节囊毁损，关节外露。外侧副韧带撕裂，股骨外髁局部磨损。

肘关节尺侧局部挫裂伤，2*1cm。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示：右肱桡关节间隙增宽。入院

诊断：1、创伤失血性休克 2、右腘动脉、静脉挫裂伤 3、腓肠肌、腘肌断裂 4、膝关节内、

外侧副韧带挫裂伤 5、胫神经挫伤 6、右前臂皮肤、右手鱼际肌皮肤撕脱伤 7、指伸肌部分

撕裂伤 8、肱桡关节囊撕裂。入院完善相关辅助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右上、下肢清创缝合腘

动脉探查缝合术。手术顺利，因失血过多，术后转 ICU2 室进一步治疗。   

杨大伟 

2019-06-26 11:28 接收记录 

   患者吉安平，男，69 岁，因“车祸致右膝、右前臂流血，活动不能 3 小时”收住入院。患

者被汽车撞伤致右膝关节后方、右前臂流血疼痛。膝关节畸形，活动不能。当地医院就诊，

后转我院就诊。入院诊断：1、创伤失血性休克 2、右腘动脉、静脉挫裂伤 3、腓肠肌、腘肌

断裂 4、膝关节内、外侧副韧带挫裂伤 5、胫神经挫伤 6、右前臂皮肤、右手鱼际肌皮肤撕

脱伤 7、指伸肌部分撕裂伤 8、肱桡关节囊撕裂。入院完善相关辅助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右

上、下肢清创缝合腘动脉探查缝合术。手术顺利，因失血过多，术后转 ICU2 室进一步治疗。

现患者肌力恢复可，已停用呼吸机，拔除气管插管，双鼻塞吸氧氧合满意，现患者生命体征

平稳，右侧上肢、下肢敷料在位，可见少量渗出，右下肢一根伤口引流管接引流袋，一根负

压引流管接 VSD，引流出暗血性液体，左侧足背动脉搏动可及，末梢暖。今予转回我科进一

步治疗，予：抗感染、抗凝、对症支持治疗；观察右下肢血供和张力情况，定期换药；右上、

下肢可能需二期创面修复术，右小腿如果发生坏死，截肢可能。 

杨大伟 

2019-06-26 10:33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诉右下肢、右上肢伤口疼痛，无发热，饮食睡眠一般，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

清、精神可，体温正常，口唇红润，生命体征平稳。右下肢石膏固定在位，敷料外观见少量

渗出，右足背肿胀。四肢末梢循环良好，右下肢皮肤痛温觉减退。今日蒋纯志主任查房，示：

患者现生命体征平稳，今日转普通病房继续治疗，予抗感染、抗凝、改善微循环，消肿、止

痛等相关对症治疗，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杨大伟 

2019-06-27 08:40  

     患者诉右下肢、右前臂伤口疼痛，无发热，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

清、精神可，体温正常，口唇红润，生命体征平稳。右下肢石膏固定在位，敷料外观见渗液，

右足背肿胀。四肢末梢循环良好，右下肢皮肤痛温觉减退。治疗继续抗感染、抗凝、改善微

循环，消肿、止痛、预防应激性溃疡、营养神经等相关对症治疗，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嘱患

者患肢抬高，减轻水肿。 

杨大伟 

2019-06-28 00:37  

     患者诉右下肢、右前臂伤口疼痛减轻，无发热，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

神志清、精神可，体温正常，口唇红润，生命体征平稳。右下肢石膏固定在位，敷料外观见

渗液，右足背水肿减轻。明日予拆除创面封闭负压吸引系统。 



杨大伟 

2019-07-01 08:45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诉右下肢、右前臂伤口疼痛明显减轻，饮食睡眠良好，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

清、精神可，心肺查体未及明显异常。右下肢敷料外观见少量渗液，右足背肿胀减轻，缝合

伤口无红肿，少量淡黄色渗液。右上肢纱布敷料见少量淡黄色渗液，右肘关节桡侧、尺侧局

部皮肤缺损，创面渗液。右肘关节伸屈活动良好，右手末梢循环良好。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后示：患者右下肢缝合伤口无感染迹象，目前渗液量减少。右上肢缝合伤口无感染迹象，肘

关节处皮肤有缺损，暂予按时换药，必要时可择期植皮。治疗继续予抗感染、消肿止痛、预

防血栓等治疗。 

杨大伟 

2019-07-04 08:33  

     今日查房，患者右下肢、右前臂伤口疼痛明显减轻，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

体：神志清、精神可，心肺查体未及明显异常。右下肢敷料外观见少量渗液，右足背肿胀明

显减轻，缝合伤口无红肿，渗液减少。右上肢纱布敷料见少量淡黄色渗液，右肘关节桡侧、

尺侧局部皮肤缺损，创面少量渗液。治疗继续予抗感染、消肿止痛、预防血栓等治疗。 

杨大伟 

2019-07-07 08:5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右下肢伤口疼痛明显减轻，右上肢伤口无明显疼痛，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

查体：神志清、精神可，心肺查体未及明显异常。右下肢敷料外观见少量渗液，右足背肿胀

明显减轻，缝合伤口无红肿，渗液减少。右肘关节处伤口敷料见少量淡黄色渗液，余伤口干

燥，无渗出。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后示：患者现病情平稳，治疗方案同前，嘱患者右下肢抬

高，减轻水肿。 

杨大伟 

2019-07-10 08:33  

     今日查房，患者诉伤口无明显疼痛不适，食纳良好，夜间睡眠良好，大小便正常。查

体：神志清、精神可，心肺查体未及明显异常。右下肢敷料外观干洁，右足背肿胀明显减轻，

缝合伤口无红肿，无渗液。右肘关节处伤口敷料见少量淡黄色渗液，余伤口干燥，无渗出。

患者伤口无感染迹象，今日予拆除缝线、皮钉，拆线见右腘窝处伤口局部皮肤坏死，约

2cm*1cm，可按时换药，若不能自愈可二期手术修复。 

杨大伟 

2019-07-13 08:39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诉伤口无明显疼痛不适，食纳良好，夜间睡眠良好，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

精神可，心肺查体未及明显异常。右下肢敷料外观干洁，右腘窝处伤口局部皮肤坏死，约

2cm*1cm，右足背轻度水肿，伤口无裂开。右肘关节处伤口干燥，无渗液，伤口无裂开。蒋

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后示：患者现病情平稳，伤口拆线后无裂开，无感染迹象，坏死皮肤面积

无扩大，治疗继续予抗感染、消肿等治疗。 

杨大伟 

2019-07-15 08:26  

     今日查房，患者诉伤口无疼痛，无发热，食纳良好，夜间睡眠良好，大小便正常。查

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吸清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肠鸣音 5

次/分，双下肢无浮肿。右肘关节桡侧、尺侧局部皮肤坏死、缺损，各约 4*1.5cm 和 2*1.5cm，

肘关节活动良好。右膝关节、小腿、右足中度肿胀，后方伤口局部皮肤坏死，约 2cm*1cm。

右足末梢血供良好，温痛觉减退，主动背伸不能。患者现病情平稳，伤口无感染迹象，明日

可办理出院，出院后注意事项在出院小结及出院沟通中详细告知。出院评估：右肘、右腘窝



创面可能自愈，若无法自愈，二期再手术修复。左示指清创人工真皮支架覆盖 

  

杨大伟 

2019-07-16 08:33 出院小结 

姓名 吉安平 性别 男 年龄 69 岁 婚姻 已婚 职业 工人  

【入院诊断】1、创伤失血性休克 2、右腘动脉、静脉挫裂伤 3、腓肠肌、腘肌断裂 4、膝关

节内、外侧副韧带挫裂伤 5、胫神经挫伤 6、右前臂皮肤、右手鱼际肌皮肤撕脱伤 7、指伸

肌部分撕裂伤 8、肱桡关节囊撕裂。 【入院日期】2019-06-24  

【手术名称】右上、下肢清创缝合腘动脉探查缝合术【手术日期】2019-06-24  

【出院诊断】1、创伤失血性休克 2、右腘动脉、静脉挫裂伤 3、腓肠肌、腘肌断裂 4、膝关

节内、外侧副韧带挫裂伤 5、胫神经挫伤 6、右前臂皮肤、右手鱼际肌皮肤撕脱伤 7、指伸

肌部分撕裂伤 8、肱桡关节囊撕裂。 【出院日期】2019-07-16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吉安平，男，69 岁，因“车祸致右膝、右前臂流血，活动不能 3 小时”收住入院。患

者约 3 小时前骑车被汽车撞伤，即刻致右膝关节后方、右前臂流血疼痛。膝关节畸形，活动

不能。当地医院就诊，摄 X 线示：右肱桡关节间隙增宽。因考虑右侧腘动脉、腘静脉断裂。

为进一步治疗，转我院就诊。因伤情较重，失血多。经绿色通道，经外科抢救室直接送外科

手术室。专科检查：右膝关节后方横行挫裂伤口，约 10*5cm，创缘不齐，流血不止。膝关

节不稳，半脱位。末梢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足趾麻木，活动不能。右前臂背面偏尺侧

皮肤约 18*6cm 侧向撕脱，创面泥沙样污染严重，创缘不齐。右肘关节后外方皮肤约 6*4cm

挫裂伤，部分缺损。肱桡关节关节囊毁损，关节外露。外侧副韧带撕裂，股骨外髁局部磨损。

肘关节尺侧局部挫裂伤，2*1cm。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示：右肱桡关节间隙增宽。 

【住院经过】 

    入院完善相关辅助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右上、下肢清创缝合腘动脉探查缝合术。手术顺

利，因失血过多，术后转 ICU2 室进一步治疗后，再转回我科，以抗炎、抗凝、抗痉挛治疗

为主。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Ⅱ/乙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

吸清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肠鸣音 5 次/分，双下肢无浮肿。右

肘关节桡侧、尺侧局部皮肤坏死、缺损，各约 4*1.5cm 和 2*1.5cm，活动良好。右膝关节、

小腿、右足中度肿胀，后方伤口局部皮肤坏死，约 2*1cm。右足末梢血供良好，温痛觉减退，

主动背伸不能。 

【出院医嘱】 

1、卧床休息，患肢抬高，口服抗炎、抗凝药物； 

2、每 3 日清洁换药一次，石膏固定 4 周； 

3、休息三个月，门诊复查，约一个月一次； 

4、术后一个月起建议康复科功能锻炼； 

5、建议一人陪护。若创面无法自愈，二期再手术修复。 

6、病情变化，及时就诊。 

X 光线号：A3435885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签名：      杨大伟 

  

2019-07-16 08:33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9 年 07 月 16 日 08 时 33 分 

地     点：604 医师办公室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出院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病情稳定，切口愈合良好，无明显感染表现，可安排出院。出院后：1、卧床休

息，患肢抬高，口服抗炎、抗凝药物；2、每 3 日清洁换药一次，石膏固定 4 周；3、休息三

个月，门诊复查，约一个月一次；4、术后一个月起建议康复科功能锻炼；5、建议一人陪护。

若创面无法自愈，二期再手术修复。6、病情变化，及时就诊。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杨大伟 

  

备注： 

住 院 病 历 

=================================== 

住 院 病 案 首 页 

===========================================================

========================= 

一般情况  标识号  病人信息  住院情况  出院诊断  手术操作  自定义项目  其他  费

用信息  责任人 

===========================================================

========================= 

2017-10-23 12:53          入院记录 

姓名:  林德召职业:     

性别:  男工作单位: 

年龄:  63 岁住址:    马鞍镇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本人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7-10-23 12:31:33 

民族:  汉记录日期:2017-10-23 13:50:25 

 

主诉:跌伤致右小腿疼痛、出血，活动受限 3 小时。 

现病史:患者 3 小时前不慎跌至深坑，右小腿当即剧痛，踝关节骨外翻、出血，于当地医院

简单包扎后转至我院，急诊，摄 X 线显示：右胫腓骨上端骨折。右踝关节、右距骨脱位，为

进一步治疗收入病房，患者受伤以来，一般情况可，近期无明显消瘦及体重减轻。 



既往史: 否认各系统慢性疾病史，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否认其他重大手术外伤病史。  

个人史: 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 

婚育史:已婚已育，家人体健。  

家族史: 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 

体 格 检 查 

 体温 ３６.8 ℃ 脉搏 ７2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10/７０mmHg。 

     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推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

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巩

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在。

外耳道无疖肿，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充血，鼻中隔无偏曲。扁桃体无

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压痛，语颤对

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

心率７2 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

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双下

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无异常，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

性。 

专 科 检 查 

    右小腿极度肿胀，膝关节下方可及异常活动及骨擦感，外踝部可见距骨自皮肤伤口完全

外翻，踝关节开放，足背动脉搏动消失，足趾远端血运极差，各足趾被动牵拉痛（+）。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线显示：右胫腓骨上端骨折。右踝关节、右距骨脱位。 

初步诊断 1、右胫骨平台骨折  

2、右距骨颈开放性骨折伴脱位  

3、右小腿骨筋膜综合征 

医师签名:杨蓊勃 

 

  

  

  

2017-10-23 12:31:33  首次病程记录        

     患者林德召，男，63 岁，因“跌伤致右小腿疼痛、出血，活动受限 3 小时”入院。患者

3 小时前不慎跌至深坑，右小腿当即剧痛，踝关节骨外翻、出血，于当地医院简单包扎后转

至我院，急诊，摄 X 线显示：右胫腓骨上端骨折。右踝关节、右距骨脱位，为进一步治疗收

入病房，患者受伤以来，一般情况可，近期无明显消瘦及体重减轻。否认各系统慢性疾病史，

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否认其他重大手术外伤病史。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

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已婚已育，家人体健。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

史。体格检查：体温 ３６.8 ℃ 脉搏 ７2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10/７０mmHg。发

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推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

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巩膜无黄染，

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在。外耳道无

疖肿，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充血，鼻中隔无偏曲。扁桃体无肿大。颈

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压痛，语颤对称无增强，

叩诊双肺清，听诊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７2 次

/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



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双下肢未及浮肿。

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无异常，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专科检查：

右小腿极度肿胀，膝关节下方可及异常活动及骨擦感，外踝部可见距骨自皮肤伤口完全外翻，

踝关节开放，足背动脉搏动消失，足趾远端血运极差，各足趾被动牵拉痛（+）。实验室及器

械检查：X 线显示：右胫腓骨上端骨折。右踝关节、右距骨脱位。初步诊断：1、右胫骨平台

骨折；2、右距骨颈开放性骨折伴脱位；3、右小腿骨筋膜综合征。诊断依据：1、患者车祸

病史，2、症状及体征，3、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鉴别诊断：需排除其他部位骨折及神经血

管损伤，专科查体及 X 线可供鉴别。入院评估：患者距骨颈骨折伴脱位（Hawkins IV 型）坏

死可能性极高，且目前骨筋膜室综合征表现，需急诊减压，皮肤条件不适合一期切开复位内

固定，目前暂予清创，临时固定，待皮肤条件好转后可更换内固定。诊疗计划：1、急诊手

术，2、完善相关辅助检查，3、待皮肤情况稳定后再行进一步处理。健康教育：抬高患肢，

忌吸烟。 

杨蓊勃 

2017-10-23 12:31:33         术前小结 

姓名 林德召 性别 男 年龄 63 岁 婚姻 已婚 

病史摘要： 

患者林德召，男，63 岁，因“跌伤致右小腿疼痛、出血，活动受限 3 小时”入院。体格检查：

体温 ３６.8 ℃ 脉搏 ７2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10/７０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

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推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

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X 线显示：右胫腓骨上端骨折。右踝关节、右距骨脱位。 

术前诊断：1、右胫骨平台骨折；2、右距骨颈开放性骨折伴脱位；3、右小腿骨筋膜综合征 

诊断依据： 

1、患者车祸病史，2、症状及体征，3、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 

右小腿开放性外伤，骨筋膜室综合征 

拟行手术： 清创+筋膜室切开减压+跟骨牵引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 

拟施手术时间： 2017-10-23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  杨蓊勃                                拟行麻醉：全麻 

术前准备：急诊手术，报告未回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 g/L     ②血型：ABO RH 有  无保留血清 

③凝血酶原时间： 

④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⑤血小板 

⑥肝功：    HBsAg 

⑦肾功：BUN    mmol/L，Cr   umol/L 

⑧血糖    mmol/L;  K+   mmol/L;    Na+  mmol/L;    Cl-  mmol/L; 

⑨心电图 

⑩其他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

术前已输血 0 ml；⑤术中备血 0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       杨蓊勃 住院医师签名：     杨蓊勃     2017 年 10 月 23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                         签名：               2017 年 10 月 23 

日 

  

2017-10-23 12:53          手术同意书 

姓名 林德召 性别 男 年龄 63 岁 

    患者因病于 2017-10-2312:31:33。入住我院手外科。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

症状及有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距骨开放性骨折伴脱位   。由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

于  2017-10-23  ，拟行 清创+骨折复位，外固定  手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

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

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

失败、并发症、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

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有

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手术中发现病变不能切除，则行姑息性手术或仅作探查。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距骨脱位后骨坏死的可能性极大，尤其该患者为开放性骨折、脱位，感染可能性极大，可能

并发骨髓炎、骨不连等严重并发症                    

先行清创、骨折复位，可能使用外固定支架，待皮肤软组织情况好转后可能需要进一步手术。                       

伤后会残留严重的后遗症，踝关节功能丧失，创伤性关节炎，需再次手术。                             

伤口感染、皮肤坏死，需再次手术；                                     

术后需完善进一步检查，可能发现其他部位损伤，需进一步手术。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2017-10-23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杨蓊勃  

日期：2017-10-23 

2017-10-23 15:44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7-10-23 开始时间：14：35    结束时间：15:30    全程时间：0 时 55 分 



术前诊断：1、右胫骨平台骨折；2、右距骨颈开放性骨折伴脱位；3、右小腿骨筋膜综合征 

术后诊断：1、右胫骨平台骨折；2、右距骨颈开放性骨折伴脱位；3、右小腿骨筋膜综合征 

手术名称：清创+踝关节复位+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跟骨牵引 

手术者：  杨蓊勃               助手： 蒋纯志            护士：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张媛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引流材料名称：V.A.C 负压装置      数目： 1   放置部位：切开减张切口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取平卧位，下肢根部绑止血带，常规消毒铺巾； 

2. 沿小腿内外侧腓骨投影行长直切口，约 20cm，小腿内侧纵形切口长约 25cm，逐层切开

皮肤、皮下，锐性切开深筋膜，见大量瘀血涌出，肌肉极度肿胀，打开各间室，彻底清除血

肿，解除压力； 

3. 以双氧水、生理盐水、稀释碘伏溶液反复冲洗脱出距骨、冲洗踝关节，牵引复位脱位的距

骨； 

4. 经跟骨内侧向外侧贯穿钻入斯氏针备牵引； 

5. 小腿予 V.A.C 负压材料覆盖于创面，半透膜包裹，确认无漏气后，予无菌敷料包扎； 

6. 术程顺利，患者安返。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7-10-23 15:44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林德召，男，63 岁，因“跌伤致右小腿疼痛、出血，活动受限 3 小时”入院。术前诊断：

1、右胫骨平台骨折；2、右距骨颈开放性骨折伴脱位；3、右小腿骨筋膜综合征。患者今在

全麻下行清创+踝关节复位+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跟骨牵引，术程顺利，予抗感染、补液，

持续跟骨牵引。   

杨蓊勃 

2017-10-24 10:14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术后第一天，患者诉轻度头晕头痛，饮食睡眠质量较差，大小便一般。查体：神志清，精神

尚可，体温正常，VAC 负压吸引持续在位，吸引出血性液体约 500ml，今日蒋纯志主任医师

查房，示：患者昨日夜间急诊行“清创+踝关节复位+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跟骨牵引”，渗血

较多，引流量较大，今早血常规示：Hb：150g/L，血常规需反复复查，目前治疗以预防感染、

消肿为主，密切观察。   

杨蓊勃 

2017-10-25 10:14    杨蓊勃主治医师查房    

     术后第二天，诉手术切口疼痛减轻，食纳正常，睡眠质量正常，二便正常。查体：神

志清，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踝关节伤口仍有较多血性渗出，跟骨牵引在位。

复查 X 线：治疗同前无特殊，继观病情变化。 

杨蓊勃 

2017-10-26 10:14           

     术后第三天，患者诉手术切口疼痛较之前明显减轻，饮食睡眠正常，二便正常。查体：

神志清，精神可，生命体征平稳。渗出较前减少，跟骨牵引在位。治疗同前无特殊，继观病

情变化。 



杨蓊勃 

2017-10-29 10:15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小腿肿胀消退，踝关节渗出减少，目前负压治疗已 6 日，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指示，患者目前软组织条件好转，肿胀消退，可先行胫骨平台内固定，

方便患者翻身及恢复，踝关节伤口尚未稳定，暂无进一步手术条件。患者表示理解，已签字，

同意手术。 

杨蓊勃 

2017-10-29 10:15          术前小结 

姓名 林德召 性别 男 年龄 63 岁 婚姻 已婚 

病史摘要： 

患者林德召，男，63 岁，因“跌伤致右小腿疼痛、出血，活动受限 3 小时”入院。体格检查：

体温 ３６.8 ℃ 脉搏 ７2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10/７０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

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推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

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X 线显示：右胫腓骨上端骨折。右踝关节、右距骨脱位。 

术前诊断：1、右胫骨平台骨折；2、右距骨颈开放性骨折伴脱位；3、右小腿骨筋膜综合征 

诊断依据：病史及查体所见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 

右胫骨平台骨折，小腿软组织条件转好 

拟行手术： 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   2017-10-30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    杨蓊勃 蒋纯志                              拟行麻醉：连硬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 150g/L     ②血型：ABO RH 有  无保留血清 

③凝血酶原时间： 

④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⑤血小板 130 x10^9/L 

⑥肝功：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27.00 U/L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41.00 U/L 

⑦肾功：BUN  5.87  mmol/L，Cr  71.00 umol/L 

⑧ 血 糖    8.87 mmol/L;  K+4.00   mmol/L;    Na+  139.30mmol/L;    Cl-  

105.30mmol/L; 

⑨心电图 

⑩其他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

术前已输血 0ml；⑤术中备血 0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        杨蓊勃 住院医师签名：     杨蓊勃     2017 年 10 月 29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                           签名：                  2017 年 10

月 29 日 

2017-11-01 10:19          术前讨论 

时间：2011-05-23 16:00               

地点：604   



参加人员： 

主持人：    记录人： 

XXX 主治医师汇报病史： 

XXX 副主任医师： 

讨论结果： 

杨蓊勃 

  

2017-10-30 18:19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7-10-30 开始时间：14：40    结束时间：16:45    全程时间：02 时 05 分 

术前诊断：1、右小腿筋膜室切开术后；2、右胫骨平台骨折 

术后诊断：1、右小腿筋膜室切开术后；2、右胫骨平台骨折 

手术名称：清创+胫骨平台切开复位内固定 

手术者： 杨蓊勃                助手： 蒋纯志          护士： 徐春燕 

麻醉方法：连硬                         麻醉医师：韩流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见下述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取平卧位，常规消毒铺巾； 

2. 以双氧水、稀碘伏、生理盐水反复冲洗小腿切开减压切口，修剪皮缘，全层闭合内外侧切

口，无菌敷料包扎；包裹手术贴膜； 

3. 沿胫骨近端内侧弧形切开皮肤、皮下，锐性切开鹅足肌腱，暴露胫骨近端内侧，见平台完

整，近端内侧皮质严重毁损，彻底清除血肿，适当外翻后复位内侧残留大块骨皮质，克氏针

临时固定； 

4. 沿胫骨外侧解剖投影，行胫骨近端外侧切口，切开皮肤、皮下，暴露外侧骨折段，将外侧

平台劈裂骨折线适当牵开，撬拨复位压缩的平台关节面，以多枚克氏针临时固定关节，复位

劈裂骨块，经皮下适当剥离，插入胫骨近端外侧解剖型锁定钢板一枚，行术中 X 线透视，确

认置板位置后分别钻孔，拧入螺钉。于内侧切口置入胫骨内侧解剖型钢板，行 X 线透视定

位，确认骨折位线后逐一钻孔，拧入螺钉，骨缺损位置，予人工骨充分填充。再次行术中 X

线透视确认内侧皮质复位良好，平台形态恢复，拔除克氏针，被动屈伸膝关节，活动及稳定

性可； 

5. 冲洗各切口，逐层缝合皮肤，加压包扎后术毕，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7-10-30 18:19 术后首次病程记录          

    患者林德召，男，63 岁，因“跌伤致右小腿疼痛、出血，活动受限 3 小时”入院。术前诊

断：1、右小腿筋膜室切开术后；2、右胫骨平台骨折。患者今在连硬麻醉下行清创+胫骨平

台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过程顺利，患者安返病房，予抗感染，补液治疗，支具固定患肢。  

杨蓊勃 

2017-10-31 08:15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术后第一天，患者诉手术切口疼痛，余无特殊不适。体温 37.1℃ 脉搏 72 次/分，精

神睡眠可，敷料在位，有少量淡血性渗出，足部运动、感觉无明显异常，足部动脉搏动可及。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后示：患者昨日连硬下行清创+胫骨平台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顺利。



患者无发热，无诉特殊不适，嘱复查 X 线。继续予抗感染、补液等对症治疗，支具固定患肢，

定期换药处理。嘱抬高患肢。病情续观。 

杨蓊勃 

2017-11-01 10:15   杨蓊勃主治医师查房        

     术后第二天，患者诉手术切口疼痛较昨减轻，余无特殊不适，体温 37.3℃，脉搏 79 次

/分，敷料在位，渗出较昨减少，足部运动、感觉无明显异常，足部动脉搏动可及。昨日有发

热，最高达 38.6℃，患者无诉特殊不适，查体未见明显异常，考虑可能为术后应激、病程较

长所致。定期复查血象等指标。复查 X 线：骨折位线良好。现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无特殊不

适，继续予抗感染、补液等治疗，支具固定患肢，定期换药处理。嘱抬高患肢。续观。 

杨蓊勃 

2017-11-04 10:15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查房，患者无诉特殊不适，体温 36.4℃，脉搏 80 次/分，神清，精神、睡眠、食纳

可。敷料在位，切口无明显渗出，无红肿等感染征象。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后示：现患者生

命体征平稳，无特殊不适主诉，患者目前病情稳定，拟明日出院，嘱禁止负重行走，使用支

具固定；注意切口卫生、保持干燥，每 2-3 日换药，2 周后拆线；每月复查 X 线，视骨折愈

合情况决定负重时间；待踝关节伤口完全愈合排除感染后再次入院行手术治疗。不适时随诊。 

杨蓊勃 

2017-11-04 10:15          出院小结 

姓名 林德召 性别 男 年龄 63 岁 婚姻 已婚 职业 -  

【入院诊断】1.右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2.右距骨颈开放性骨折伴脱位 3.右小腿骨筋膜综合

征【入院日期】2017-10-23  

【手术名称】1.清创+踝关节复位+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跟骨牵引  

2.清创+胫骨平台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日期】1.2017-10-23  

2.2017-10-30 

【出院诊断】1.右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2.右距骨颈开放性骨折伴脱位 3.右小腿骨筋膜综合

征【出院日期】2017-11-05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林德召，男，63 岁，因“跌伤致右小腿疼痛、出血，活动受限 3 小时”入院。体格检

查：体温 ３６.8 ℃ 脉搏 ７2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10/７０mmHg。发育正常，营

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推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

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专科检查：右小腿极度肿胀，膝关节下方可及异常活动

及骨擦感，外踝部可见距骨自皮肤伤口完全外翻，踝关节开放，足背动脉搏动消失，足趾远

端血运极差，各足趾被动牵拉痛（+）。X 线显示：右胫腓骨上端骨折。右踝关节、右距骨脱

位。 

【住院经过】 

   入院完善相关检查，排除绝对手术禁忌，于 2017-10-23 急诊在全麻下行清创+踝关节复

位+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跟骨牵引，术程顺利，予抗感染、补液，持续跟骨牵引；于 2017-

10-30 连硬下行清创+胫骨平台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过程顺利，患者安返病房，予抗感染，

补液治疗，支具固定患肢。现病情稳定予以出院。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Ⅱ/甲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

吸音清，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肠鸣音 5 次/分，双下肢无浮肿。切

口干燥无渗出。 



【出院医嘱】 

1、禁止负重行走，使用支具固定。 

2、注意切口卫生、保持干燥，每 2-3 日换药，2 周后拆线。 

3、每月复查 X 线，视骨折愈合情况决定负重时间。 

4、待踝关节伤口完全愈合排除感染后再次入院行手术治疗，不适时随诊。   

  

X 光线号：A2720165；A2731313 

CT 号：A2730827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杨蓊勃              医师签名：杨蓊勃 

 

2015-11-05 22:18          手术同意书 

姓名 刘彪 性别 男 年龄 25 岁 

    患者因病于 2015-11-0519:57:29。入住我院手外科。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

症状及有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右下肢开放骨折 右腘动脉断裂 右小腿股筋膜室综合征 颅

脑外伤  。由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5-11-05        ，拟行 右下肢清创血管

探查修复术  手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

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

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症、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

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

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有

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手术中发现病变不能切除，则行姑息性手术或仅作探查。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感染，骨髓炎                      

术中若肌肉坏死可能需要行截肢手术                       

术中可能需要行血管移植修复                             

血管修复术后血管痉挛，栓塞，患肢坏死                                     

毒素吸收，肾功能衰竭，可能危及生命  

创面无法完全修复，可能需要多次手术  

骨折待二期处理  

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可能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吴磊  

日期： 

 

 

 

 

 

2015-11-05 20:11          入院记录 

姓名:  刘彪职业:     

性别:  男工作单位: 

年龄:  25 岁住址:    安徽省滁州市南桥区乌义镇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患者本人（可靠）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5-11-05 19:57:29 

民族:  汉记录日期:2015-11-05 20:20:38 

 

主诉:右下肢开放骨折术后，肢体发凉三天。 

现病史:患者三天前骑车时摔伤，当即感头面部及右下肢疼痛，在当地医院就诊，摄片示：颅

骨骨折，右胫骨上端骨折，后诊断右小腿股筋膜室综合症，行切开减压及外固定支架固定术，

现发现右下肢末梢苍白，足背动脉搏动消失，遂转来我院就诊，为进一步治疗收入住院。病

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

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 

既往史：既往体健，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无高血压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输血史。 

个人史: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烟酒不良嗜好，否认放射线及有毒物质接触史。已婚，

配偶体健。 

家族史:  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 

体 格 检 查 

 体温 ３7.2 ℃ 脉搏 ７2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３0/７０mmHg。 

     神志清楚，精神可，发育正常，营养正常，体位自主，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

染和出血点。头颅无畸形，右眼眶周青紫，双瞳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颈软，气管居中。

胸廓无畸形，双侧语颤均等，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清，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前区

无隆起，心尖搏动无抬举感，心界不大，心率 72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明显杂

音。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和蠕动波，未见腹壁静脉曲张，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

未及，Murphy’s 征阴性，肝区无叩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不亢，4～5 次/分。左肾区

轻扣痛。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及异常。脊柱四肢无畸形，无叩痛，活动正常。生理反射

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 

专 科 检 查 



   右小腿外固定在位，肿胀明显，内外侧各见约 20cm 长减张切口，渗出较多，外露肌肉

发黑坏死，右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右下肢末梢苍白，皮温低，感觉麻木，右足及各足趾活动

不能。右眼眶周青紫，双瞳等大，对光反射灵敏。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辅检：X 线（外院）右胫骨上段骨折外固定术后 

           CT（外院）颅骨骨折。 

 初步诊断  

    1. 右胫骨上段开放骨折术后  

    2. 右腘动脉断裂  

    3. 右小腿缺血性坏死  

    4. 颅脑外伤  

    5. 右下肢神经损伤  

  

医师签名:              吴磊 

 

    2015-11-05                         首次病程录 

    患者刘彪，男，25 岁，因“右下肢开放骨折术后，肢体发凉三天”入院，患者三天前骑车

时摔伤，当即感头面部及右下肢疼痛，在当地医院就诊，摄片示：颅骨骨折，右胫骨上端骨

折，后诊断右小腿股筋膜室综合症，行切开减压及外固定支架固定术，现发现右下肢末梢苍

白，足背动脉搏动消失，遂转来我院就诊，为进一步治疗收入住院。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

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

近期无明显消瘦。既往体健，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无高血压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手

术史及输血史。入院查体：体温 ３7.2 ℃ 脉搏 ７2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３0/７０

mmHg 神志清楚，精神可，发育正常，营养正常，体位自主，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

染和出血点。头颅无畸形，右眼眶周青紫，双瞳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颈软，气管居中。

胸廓无畸形，双侧语颤均等，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清，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前区

无隆起，心尖搏动无抬举感，心界不大，心率 72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明显杂

音。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和蠕动波，未见腹壁静脉曲张，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

未及，Murphy’s 征阴性，肝区无叩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不亢，4～5 次/分。左肾区

轻扣痛。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及异常。脊柱四肢无畸形，无叩痛，活动正常。生理反射

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专科检查：右小腿外固定在位，肿胀明显，内外侧各见约 20cm 长

减张切口，渗出较多，外露肌肉发黑坏死，右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右下肢末梢苍白，皮温低，

感觉麻木，右足及各足趾活动不能。右眼眶周青紫，双瞳等大，对光反射灵敏。辅检：X 线

（外院）右胫骨上段骨折外固定术后 CT（外院）颅骨骨折。初步诊断：右下肢开放骨折 右

腘动脉断裂 右小腿缺血性坏死 颅脑外伤 右下肢神经损伤。诊断依据：病史、查体、X 线。

鉴别诊断：诊断明确无需鉴别。诊疗计划：完善相关检查，急诊行血管探查手术治疗。入院

评估：患者右下肢缺血性坏死，时间较长，保肢发现较大。健康教育，注意休息，配合治疗。 

吴磊 

2015-11-05                     术前小结 

姓名 刘彪 性别 男 年龄 25 岁 婚姻 已婚 

病历摘要： 

   患者刘彪，男，25 岁，因“右下肢开放骨折术后，肢体发凉三天”入院，患者三天前骑车

时摔伤，当即感头面部及右下肢疼痛，在当地医院就诊，摄片示：颅骨骨折，右胫骨上端骨

折，后诊断右小腿股筋膜室综合症，行切开减压及外固定支架固定术，现发现右下肢末梢苍



白，足背动脉搏动消失，遂转来我院就诊，为进一步治疗收入住院。专科检查：右小腿外固

定在位，肿胀明显，内外侧各见约 20cm 长减张切口，渗出较多，外露肌肉发黑坏死，右足

背动脉搏动消失，右下肢末梢苍白，皮温低，感觉麻木，右足及各足趾活动不能。右眼眶周

青紫，双瞳等大，对光反射灵敏。辅检：X 线（外院）右胫骨上段骨折外固定术后 CT（外

院）颅骨骨折。 

    

手术前诊断：右下肢开放骨折 右腘动脉断裂 右小腿缺血性坏死 颅脑外伤  右下肢神经损

伤 

  

诊断依据及手术指征：病史 查体 X 线所示 

  

拟行手术：右下肢清创血管探查术                  拟定手术者：蒋纯志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85 g/l      ②血型：B 型 RH（+）  有  无√  保留血清  

③血凝实验:PT  15.9 

④肝功   HBsAg（-） 

⑤肾功   BUN 5.94   mmol/L； Cr；68 umol/L             

⑥其他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5  年 11 月 5 日（星期 ）  时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ml 

    

     

主治医师签名：                    住院医师签名：           吴磊   2015-11-05 

手术审报意见：                     审批者签字：                         

  

  

2015-11-05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5-11-05  开始时间：00：05    结束时间：01：45  全程时间：01 时 40 分 

术前诊断：右下肢开放骨折 右腘动脉断裂 右小腿缺血性坏死 颅脑外伤 右下肢神经损伤 

术后诊断：右下肢开放骨折 右腘动脉断裂 右小腿缺血性坏死 颅脑外伤 右下肢神经损伤 

手术名称：右小腿清创血管探查修复术 

手术者：  蒋纯志                助手： 吴磊            护士：张勇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张勇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      皮肤消毒：碘伏×3 次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见下述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无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红悬 4U  血浆 300 

1．麻醉成功后，碘伏盐水双氧水反复泡洗创面，常规碘酒及酒精消毒术野皮肤，铺无菌巾

单。 

2. 探查见右小腿极度肿胀，内外侧各见约 20cm 减张伤口，可见腓肠肌及比目鱼肌外翻，外



露肌肉色暗，有恶臭，沿右腘窝后方做约 15cm 弧形切口，分离皮下组织，保护小隐静脉及

胫神经，见右腘动脉自分叉处断裂，断端远端肌肉腐烂。胫前动脉毁损，予彻底清创后游离

出胫后动脉，修剪断端后取 6-0 显微线吻合断端，止血带放气后吻合口过血通畅，患肢远端

皮温恢复，全层缝合伤口。沿内外侧减张切口进入，探查见右比目鱼肌及部分腓肠肌坏死，

予尽量切除坏死组织，送病理，创面缺损区取凡士林覆盖后无菌纱布包扎。 

3. 手术顺利，术后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吴磊 

  

 

 

 

 

 

2015-12-24 19:17          出院小结 

姓名 刘彪 性别 男 年龄 25 岁 婚姻 已婚 职业  

【入院诊断】右下肢开放骨折 右腘动脉断裂 右小腿缺血性坏死 颅脑外伤 右下肢神经损

伤【入院日期】2015-11-05 

【手术名称】  

右小腿清创血管探查修复术 

右小腿清创缝合术 

右小腿清创 VAC 负压吸引术 

右下肢清创 VAC 负压吸引术 

右下肢清创 VAC 负压吸引术 

右小腿清创术 

 【手术日期】2015-11-05 

2015-11-23 

2015-11-29 

2015-12-03 

2015-12-08 

2015-12-22 

【出院诊断】右下肢开放骨折 右腘动脉断裂 右小腿缺血性坏死 颅脑外伤 右下肢神经损

伤【出院日期】2015-12-25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刘彪，男，25 岁，因“右下肢开放骨折术后，肢体发凉三天”入院，患者三天前骑车

时摔伤，当即感头面部及右下肢疼痛，在当地医院就诊，摄片示：颅骨骨折，右胫骨上端骨

折，后诊断右小腿股筋膜室综合症，行切开减压及外固定支架固定术，现发现右下肢末梢苍

白，足背动脉搏动消失，遂转来我院就诊，为进一步治疗收入住院。专科检查：右小腿外固

定在位，肿胀明显，内外侧各见约 20cm 长减张切口，渗出较多，外露肌肉发黑坏死，右足

背动脉搏动消失，右下肢末梢苍白，皮温低，感觉麻木，右足及各足趾活动不能。右眼眶周

青紫，双瞳等大，对光反射灵敏。辅检：X 线（外院）右胫骨上段骨折外固定术后 CT（外

院）颅骨骨折。 

     



【住院经过】 

   患者入院后急诊行清创血管修复术，术后予抗炎活血治疗，后因右小腿大量肌肉坏死，

多次行清创术，目前右小腿伤口基本愈合，外侧远端仍有约 6*5cm 未愈，部分骨外露，少

量渗出，因患者患肢软组织条件差，血管仅剩胫后动脉，修复创面困难，与患者及家属沟通

后要求回当地继续治疗，若创面持久不愈二期入院手术治疗，拟明日出院。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Ⅱ/甲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

吸轻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肠鸣音 5 次/分，双下肢无浮肿。右

小腿伤口基本愈合，外侧远端仍有约 6*5cm 未愈，部分骨外露，少量渗出，末梢血运良好，

感觉麻木，足及足趾背伸不能。 

【出院医嘱】 

1、建议休息三个月，加强营养。 

2、回当地继续治疗。 

3、手外科门诊复诊，不适随诊。   

  

X 光线号：－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                       医师签名：             吴磊 

  

  

2015-12-05               阶段小结及科室大查房记录 

双下肢静脉血栓形成，行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右腘动脉 P2 段血管截断，右胫前动脉远段未

见显影。建议：平卧 24 小时，左下肢伸直制动 6 小时，注意观察左股动脉及左股静脉穿刺点

有无出渗血。 

检查所见 

患者取仰卧位，自右足背浅静脉穿刺插入 22G 造影用留置针，于右踝关节上

2cm 处束扎止血带，注入对比剂分段行右下肢静脉 IVDSA。再自左足背浅静脉

穿刺插入 22G 造影用留置针，于左踝关节上 5cm 处束扎止血带，注入对比剂分

段行左下肢静脉 IVDSA。后左侧腹股沟区域消毒铺单，局麻下经左侧股动脉穿

刺插入 4F 猪尾导管，将导管头端分别置于腹主动脉、右髂总动脉，注入对比剂

分段行右下肢动脉 IADSA；再经左侧股静脉穿刺插入 4F 猪尾导管，将导管头端

置于左髂静脉下段，注入对比剂行下腔静脉 IVDSA，明确双肾静脉开口位置及

腔静脉管径大小后，于下腔静脉内双肾静脉水平以上置入一枚 OptEase 下腔静

脉滤器（Cordis），并复行下腔静脉造影。造影经过顺利，检查及治疗过程中患

者无不适，术毕拔除导管，穿刺点压迫止血、加压包扎，患者安返病房。 造影

所见：右下肢动脉 IADSA：右髂总动脉及右髂内动脉、髂外动脉、股总动脉及

股浅动脉主干显影清晰，对比剂通过略缓慢。右腘动脉 P1 段显影，下端可见截

断血管征象，P2 段动脉主干未见显影。右胫后动脉、腓动脉主干显影，右胫前

动脉近端显影，远端未见显影。双下肢静脉及下腔静脉 IVDSA：双小腿部深静

脉部分显影，右小腿深静脉内可见多发充盈缺损影，双腘静脉主干显影，管腔



纤细，左腘静脉主干可见偏心性充盈缺损影。双股浅静脉、股总静脉、髂外静

脉及髂总静脉主干显影，对比剂顺利回流。左髂静脉主干可见异常静脉回流，

呈双下腔静脉征象。下腔静脉造影显示下腔静脉壁光整，血流通畅，明确下腔

静脉管径、走向及肾静脉水平开口位置后，将下腔静脉滤过器置入于双肾静脉

水平以上下腔静脉内，形态位置良好，造影复查示下腔静脉血流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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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7 12:15 入院记录 

姓名:  刘昱江职业:     

性别:  男工作单位: 

年龄:  42 岁住址: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惠苑路 36 号楼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患者本人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9-07-17 11:39:52 

民族:  汉族记录日期:2019-07-17 12:15 

 

主诉:右膝骨折，外院诊断血管损伤后 9 天。 

现病史:患者 9 天前跌伤致右膝肿痛，至当地医院就诊，摄 X 线片显示：右胫骨平台骨折，

予支具固定，后因小腿严重肿胀，足部血运不良行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术后足部血运未改

善，遂于 7 月 13 日行 CTA 检查，结果显示右腘动脉不显影，继续保守观察后足部血运仍未

改善，故转诊致我院，为进一步治疗收入住院。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

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 

既往史：否认“高血压病、冠心病、糖尿病”等疾病病史；否认“肝炎、结核、伤寒”等传染病

病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其他外伤、手术及输血史，预防接种随社会。 

个人史: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烟酒不良嗜好，否认放射线及有毒物质接触史。已婚，

配偶体健。 

家族史:  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 

体 格 检 查 

 体温 36.7℃ 脉搏 74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27/83mmHg。 

     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推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

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

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

光反射存在。外耳道通常，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中隔无偏曲。扁桃体无肿

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

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 74 次/分，



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

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四肢关节检查详见专

科检查，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查，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

膜刺激征阴性。 

专 科 检 查 

   小腿严重肿胀，膝关节以支具固定，压痛，膝关节屈伸活动受限，右小腿内侧外侧见两

处纵行切开减压伤口，长约 20cm,伤口见黄绿色脓性分泌物，右足背动脉搏动消失，皮温较

健侧明显降低，足跟可见受压后瘀紫，范围约直径 3cm，右踝、足活动严重受限，皮肤感觉

减退。实验室及器械检查：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线（外院）示：右胫骨平台骨折。  

  CTA（外院）：右腘动脉不显影 

修正诊断:  初步诊断:   

 

 入院诊断: 1.右腘动脉损伤 

2.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 

3.右胫骨平台骨折 

4.右骨筋膜室综合征切开减压术后 

5.右小腿减张切口感染 

主治医师:杨蓊勃    手签: 

主治医师:杨蓊勃    手签:  

 

2019-07-17 12:15 首次病程记录 

     患者刘昱江，男，42 岁，因“右小腿骨折，外院诊断血管损伤后 9 天”收住入院。患者

9 天前跌伤致右膝肿痛，至当地医院就诊，摄 X 线片显示：右胫骨平台骨折，予支具固定，

后因小腿严重肿胀，足部血运不良行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术后足部血运未改善，遂于 7 月

13 日行 CTA 检查，结果显示右腘动脉不显影，继续保守观察后足部血运仍未改善，故转诊

致我院，为进一步治疗收入住院。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

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体格检查：

体温 36.7℃ 脉搏 74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27/83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

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推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

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

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在。外耳道通常，鼻道

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中隔无偏曲。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

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

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 74 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

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

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四肢关节检查详见专科检查，双下肢未及浮肿。肛

门直肠外生殖器未查，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专 科 检 查：

小腿严重肿胀，膝关节以支具固定，压痛，膝关节屈伸活动受限，右小腿内侧外侧见两处纵

行切开减压伤口，长约 20cm,伤口见黄绿色脓性分泌物，右足背动脉搏动消失，皮温较健侧

明显降低，足跟可见受压后瘀紫，范围约直径 3cm，右踝、足活动严重受限，皮肤感觉减退。

实验室及器械检查：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线（外院）示：右胫骨平台骨折。CTA

（外院）：右腘动脉不显影。初步诊断：1.右腘动脉损伤；2.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3.右胫



骨平台骨折；4.右骨筋膜室综合征切开减压术后；5.右小腿减张切口感染。鉴别诊断：腘动

脉损伤诊断明确，需进一步检查明确损伤情况。入院评估：超长时限小腿血管损伤，预后较

差，术后可能出现严重并发症。诊疗计划：1、完善相关辅助检查，2、急诊行动静脉造影，

3、限期手术，4.健康教育：注意休息，注意补充营养，遵医嘱。 

杨蓊勃 

2019-07-17 16:39 杨蓊勃副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动静脉造影显示双下肢静脉血栓形成，予行下腔静脉滤器置入；动脉造影显示右

腘动脉 P2 段血管截断，右胫前动脉远段未见显影。予患者及家属沟通，告知目前属超长时

限腘动脉损伤，目前肢体存活依靠少量侧枝循环，现伤后 9 天，上有血管修复条件，可考虑

行腘动脉探查修复，但可能出现肾功能损伤，血栓形成等严重并发症，患者及家属慎重考虑

后要求手术，予完善检查，拟明日手术。 

杨蓊勃 

2019-07-17 16:39 术前讨论 

时间：2019-07-17 16:39             

地点：604   

参加人员：蒋纯志主任医师 杨蓊勃副主任医师 卞丽艳护士长 杨大伟主治医师 吴晓曙主

治医师 吴磊主治医师，姚懿伦住院医师及 604 全体进修医师，研究生 

主持人： 蒋纯志主任医师   记录人：杨蓊勃副主任医师 

姚懿伦住院医师汇报病史： 患者刘昱江，男，42 岁，因“右小腿骨折，外院诊断血管损伤后

9 天”收住入院。患者 9 天前跌伤致右膝肿痛，至当地医院就诊，摄 X 线片显示：右胫骨平

台骨折，予支具固定，后因小腿严重肿胀，足部血运不良行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术后足部

血运未改善，遂于 7 月 13 日行 CTA 检查，结果显示右腘动脉不显影，继续保守观察后足部

血运仍未改善，故转诊致我院，为进一步治疗收入住院。入院查体：小腿严重肿胀，膝关节

以支具固定，压痛，膝关节屈伸活动受限，右小腿内侧外侧见两处纵行切开减压伤口，长约

20cm,伤口见黄绿色脓性分泌物，右足背动脉搏动消失，皮温较健侧明显降低，足跟可见受

压后瘀紫，范围约直径 3cm，右踝、足活动严重受限，皮肤感觉减退。实验室及器械检查：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线（外院）示：右胫骨平台骨折。CTA（外院）：右腘动脉

不显影。入院诊断：1.右腘动脉损伤；2.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3.右胫骨平台骨折；4.右骨

筋膜室综合征切开减压术后；5.右小腿减张切口感染。现就治疗方案提出讨论。 

杨大伟主治医师：患者目前诊断明确，考虑患者伤后已 9 日，肢体血运以来膝关节周围侧枝

代偿，根据 DSA 造影显示，侧枝代偿并不充分，如保守观察可能出现失代偿，导致截肢可

能，应尽量争取修复血管，但可能造成治疗费用及治疗周期延长，需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 

杨蓊勃副主任医师：根据 MESS 评分，患者损伤接近 7 分，有截肢的指征，但考虑患者为青

年男性，保肢意愿极强，结合患者目前患肢血供情况，可考虑血管探查修复，但因为缺血时

间较长，修复效果可能不佳，术后可能出现再次栓塞，肌肉进一步坏死等严重并发症。 

吴晓曙主治医师：患者原切开减张切口较短，减压可能不彻底，应进一步切开，彻底松解各

筋膜间室，如术中发现肌肉已坏死，必要时需予以切除。 

吴磊主治医师：患者创面分泌物呈黄绿色，有特殊金属臭味，绿脓杆菌感染可能性较大，一

期可能无法闭合伤口，可能需行创面负压引流，应避免患者感染加重，积极抗感染治疗。 

卞丽艳护士长：患者无法自由活动肢体，虽已预防性放置下腔静脉滤器，但也需要鼓励翻身，

患者足跟部已出现压疮早期表现，应予以防止进一步损伤出现。 

蒋纯志主任医师：现患者及家属有保肢意愿，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骨折暂予外支架固定，

尽快修复血管，术后注意抗感染，碱化尿液，除肢体血运密切观察外，应监测患者全身情况，

尤其是肝肾功能，应与患者充分沟通，告知尽管有保肢可能，但由于会出现肢体肌肉的坏死，



神经功能的损害，预后不佳。 

讨论结果：明日行骨折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复。 

杨蓊勃 

2019-07-17 16:39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6 年 11 月 07 日 10 时 00 分 

地     点：604 病区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术前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蒋泽明，男，35 岁，因“外伤致右手肿痛活动受限两周余”收住入院，诊断为：右

手第四掌骨骨折。相关辅助检查排除手术禁忌症，拟于明日臂丛麻醉下行“右手第四掌骨切

开复位内固定”，告知患者骨折时间较长，复位可能较为困难。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杨蓊勃 

  

备注： 

  

2019-07-17 16:39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6 年 11 月 07 日 10 时 00 分 

地     点：604 病区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术前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蒋泽明，男，35 岁，因“外伤致右手肿痛活动受限两周余”收住入院，诊断为：右

手第四掌骨骨折。相关辅助检查排除手术禁忌症，拟于明日臂丛麻醉下行“右手第四掌骨切

开复位内固定”，告知患者骨折时间较长，复位可能较为困难。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杨蓊勃 

  

备注： 

  

2019-07-17 16:39 术前小结 

姓名 刘昱江 性别 男 年龄 42 岁 婚姻 

病史摘要：患者刘昱江，男，42 岁，因“右小腿骨折，外院诊断血管损伤后 9 天”收住入院。



查体：体温 36.7℃ 脉搏 74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27/83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

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推车入病房，强迫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

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专科检查：小腿严重肿胀，膝关节以支具固定，

压痛，膝关节屈伸活动受限，右小腿内侧外侧见两处纵行切开减压伤口，长约 20cm,伤口见

黄绿色脓性分泌物，右足背动脉搏动消失，皮温较健侧明显降低，足跟可见受压后瘀紫，范

围约直径 3cm，右踝、足活动严重受限，皮肤感觉减退。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外院）

示：右胫骨平台骨折。 

术前诊断：1.右腘动脉损伤 2.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 3.右胫骨平台骨折 4.右骨筋膜室综合

征切开减压术后 5.右小腿减张切口感染  

诊断依据：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右腘动脉损伤后 9 日。 

拟行手术： 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2019-07-17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杨蓊勃  姚懿伦       拟行麻醉：腰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血型鉴定（卡式法）、(2019-07-17 20:17:49 ):ABO 血型:O 型 、RH_D

血型:阳性 ;血常规（五分类)(2019-07-18 08:52:57 ):白细胞总数:19.10 x10^9/L、淋巴细

胞:13.00 %、中性粒细胞:78.30 %、嗜酸细胞:0.30 %、单核细胞计数:1.55 x10^9/L、中性粒细

胞计数:14.96 x10^9/L、红细胞计数:3.56 x10^12/L、血红蛋白:111 g/L、红细胞比积:32.70 %、

血小板计数:500 x10^9/L、大血小板比率:14.90 %、血小板分布宽度:8.8 %、血小板比积:0.44 %;

凝血常规检测（五项）(2019-07-18 09:40:52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1.50 sec、活化部分凝血

活酶时间.:29.40 sec、血浆纤维蛋白原:7.76 g/l、D-二聚体:3.50 ug/ml;大生化检测全套(2019-

07-18 10:52:19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107.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55.00 U/L、磷酸肌酸

激酶:2543.00 U/L、乳酸脱氢酶:343.00 U/L、总蛋白:62.40 g/L、白蛋白:32.10 g/L、白/球比:1.06 、

谷氨酰转肽酶:146.00 U/L、α-羟丁酸脱氢酶:245.00 U/L、尿素:4.80 mmol/L、肌酐:60.00 umol/L、

葡萄糖:5.65 mmol/L、钾:4.41 mmol/L、钠:132.40 mmol/L、氯:94.60 mmol/L、钙:2.02 mmol/L、

高密度脂蛋白:0.99 mmol/L、低密度脂蛋白:3.73 mmol/L、载脂蛋白 A1:1.16 g/L;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

术前已输血 0 ml；⑤术中备血 0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副主任医师签名：杨蓊勃     住院医师签名：     杨蓊勃 2019-07-17 

8、科主任审批意见：同意手术         签名：    蒋纯志     2019-07-17 

  

  

2019-07-17 16:39 手术同意书 

姓名 刘昱江 性别 男 年龄 42 岁 

    患者因病于 2019-07-1711:39:52。入住我院手外科。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

症状及有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1.右腘动脉损伤 2.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 3.右胫骨平台骨

折 4.右骨筋膜室综合征切开减压术后  。由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9-07-18 全

身麻醉下，拟行   右胫骨平台骨折外固定术+右腘动脉探查修复术 手术。手术是一种高风

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及年



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次手

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症、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务人

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拟行“腘动脉探查+修复”，备切取对侧大隐静脉移植；                  

术中有大出血可能；    

血管修复无效，有再栓塞，肢体坏死可能；   

骨折暂以外支架固定，待伤口愈合，肢体血运稳定后，需行二次或多次手术：                          

术后肢体肿胀加重，骨筋膜室综合征加重，病情加重；                             

术后伤口感染，骨髓炎，败血症等；  

术中原切开减压切口无法缝合，暂以 VSD 负压装置覆盖，待肢体血运稳定后可能延期缝合

或者植皮；  

术后肢体仍可能坏死，导致截肢、血栓及其他全身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2019-07-17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杨蓊勃  

日期：2019-07-17 

  

2019-07-18 17:49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9-07-18     开始时间： 11:00 结束时间：15:50  全程时间：4 时 50 分 

术前诊断:1.右腘动脉损伤 2.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 3.右胫骨平台骨折 4.右骨筋膜室综合

征切开减压术后   

术后诊断:1.右腘动脉损伤 2.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 3.右胫骨平台骨折 4.右骨筋膜室综合

征切开减压术后  

手术名称:骨折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复+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  

麻醉方式:硬膜外麻  

手术者 ：杨蓊勃        一助 ：姚懿伦       二助 ：  麻醉医师 :蒋卫青       护士：

王佳佳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酒+酒精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否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是 

引流材料名称：数目：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输血：—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平卧，常规消毒铺巾； 

2. 在 X 线监视下，于股骨远端及胫骨干近端分别经皮钻入 2 枚 Schanz 螺钉，第 1、5 跖骨

各钻入 1 枚 Schanz 螺钉，安放外固定支架，维持膝关节屈曲 30°左右拧紧螺钉;适当延长原

外院切开减压切口，见部分小腿深筋膜未完全切开，予以彻底松解，术中见后深间室肌肉已

完全变性坏死，适当予以切除，标本送病检； 

3. 患者翻身于俯卧位，再次消毒铺单，重新消毒铺巾。腘窝后侧自内上至外下后做 S 形切

口，延长切开皮肤、皮下，见皮下组织、深筋膜、及部分腓肠肌肌膜暗紫、肿胀明显、胫神

经、腓总神经连续性存在，但局部瘀斑、暗紫，挫伤严重。腘动脉 P3 段，胫前-后动脉分叉

已近 1cm 处腘动脉完全断裂，血栓形成；腘静脉连续；予切除栓塞段腘动脉断端，确认血

管通畅后，予无张力吻合动脉，血管通血满意，血管缝合后足部血运恢复； 

4、膝关节后方切口适当缝合，以 VSD 负压装置覆盖小腿减压切口，半透膜包裹患肢，术毕，

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9-07-18 17:49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刘昱江，男，42 岁，因“右小腿骨折，外院诊断血管损伤后 9 天”收住入院。诊断

为：1.右腘动脉损伤 2.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 3.右胫骨平台骨折 4.右骨筋膜室综合征切开

减压术后 5.右小腿减张切口感染 于今日在连硬麻醉下行“骨折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复+小

腿筋膜室切开减压”，术程顺利，患者安返，术后予抗凝、抗血栓、促进骨愈合等相关对症治

疗，继观病情变化。 

杨蓊勃 

2019-07-19 09:15 杨蓊勃副主任医师查房 

     术后第一天，患者诉手术切口疼痛，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

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较多血性渗出，VSD 封闭良好，足趾末梢血运良

好，足背动脉搏动较弱，患者尿色清，今予复查肾功能，血常规，继续予预防感染、消肿、

活血等相关对症治疗，继观病情变化。 

杨蓊勃 

2019-07-20 09:15  

     术后第二天，患者诉手术切口疼痛好转，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

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渗出减少，VSD 封闭良好，足趾末梢血运良好，

足背动脉搏动较弱，患者尿色清，复查肾功能，血常规结果回报：血常规（五分类)(2019-07-

19 08:42:14 ):白细胞总数:24.31 x10^9/L、淋巴细胞:8.90 %、中性粒细胞:81.50 %、嗜酸细

胞:0.00 %、单核细胞计数:2.29 x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19.81 x10^9/L、嗜酸细胞计数:0.00 

x10^9/L、红细胞计数:2.70 x10^12/L、血红蛋白:86 g/L、红细胞比积:25.40 %、血小板计数:422 

x10^9/L、大血小板比率:14.80 %、血小板分布宽度:8.6 %、血小板比积:0.37 %;大生化检测全套

(2019-07-19 09:37:19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60.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37.00 U/L、磷酸

肌酸激酶:1722.00 U/L、乳酸脱氢酶:283.00 U/L、总蛋白:51.20 g/L、白蛋白:27.00 g/L、白/球



比:1.12 、谷氨酰转肽酶:95.00 U/L、直接胆红素:10.20 umol/L、尿素:4.90 mmol/L、肌酐:63.00 

umol/L、钾:4.35 mmol/L、钠:134.30 mmol/L、氯:97.20 mmol/L、钙:1.87 mmol/L、高密度脂

蛋白:0.71 mmol/L、载脂蛋白 A1:0.91 g/L;，继续予预防感染、消肿、活血等相关对症治疗，

继观病情变化。 

杨蓊勃 

2019-07-21 09:15  

     术后第三天，患者未诉明显特殊不适，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

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少量渗出，给伤口清洁换药，见伤口愈合良好，

无明显感染迹象。今日治疗予预防感染、消肿、促进骨愈合等相关对症治疗，继观病情变化。 

杨蓊勃 

2019-07-23 09:15 杨蓊勃副主任医师查房 

     术后第 5 天，患者未诉明显特殊不适，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

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细菌培养为铜绿假单胞菌，目前患者肢体肿胀明显

减轻，皮肤皱纹出现，拟明日行清创术，缝合减张切口，与患者沟通后，告知必要时需取断

层皮植皮，患者表示理解，已签字。 

杨蓊勃 

2019-07-24 09:15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9 年 07 月 23 日 17 时 00 分 

地     点：604 病区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术前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拟明日在腰麻下行“右小腿清创术 ”，相关手术注意事项告知患者，详见手术同意书。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杨蓊勃 

  

备注： 

  

2019-07-24 09:15 术前小结 

姓名 刘昱江 性别 男 年龄 42 岁 婚姻 

病史摘要：患者刘昱江，男，42 岁，因“右小腿骨折，外院诊断血管损伤后 9 天”收住入院。

查体：体温 36.7℃ 脉搏 74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27/83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

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推车入病房，强迫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

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专科检查：小腿严重肿胀，膝关节以支具固定，

压痛，膝关节屈伸活动受限，右小腿内侧外侧见两处纵行切开减压伤口，长约 20cm,伤口见

黄绿色脓性分泌物，右足背动脉搏动消失，皮温较健侧明显降低，足跟可见受压后瘀紫，范

围约直径 3cm，右踝、足活动严重受限，皮肤感觉减退。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外院）

示：右胫骨平台骨折。 

  



术前诊断：1.右腘动脉损伤 2.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 3.右胫骨平台骨折 4.右骨筋膜室综合

征切开减压术后  

诊断依据：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筋膜室切开减压术后，肢体肿胀减轻。 

  

拟行手术：清创缝合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2019-07-24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杨蓊勃 姚懿伦            拟行麻醉：腰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血常规（五分类)(2019-07-23 08:21:55 ):白细胞总数:10.84 x10^9/L、

淋巴细胞:15.40 %、单核细胞计数:0.87 x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7.99 x10^9/L、红细胞计

数:2.90 x10^12/L、血红蛋白:88 g/L、红细胞比积:27.40 %、血小板计数:509 x10^9/L、大血小

板比率:13.00 %、血小板分布宽度:8.3 %、血小板比积:0.44 %;肾功能八项+电解质 6 项+肝功能

全套(病房)(2019-07-23 09:09:55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96.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51.00 

U/L、总蛋白:60.20 g/L、白蛋白:29.80 g/L、白/球比:0.98 、谷氨酰转肽酶:119.00 U/L、前白

蛋白:115.00 mg/L、AST 线粒体同工酶:21.80 U/L、谷氨酸脱氢酶:34.30 U/L、尿素:3.20 mmol/L、

肌酐:62.00 umol/L、葡萄糖:4.91 mmol/L、钾:4.51 mmol/L、钠:134.70 mmol/L、氯:97.50 mmol/L、

钙:1.99 mmol/L;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

术前已输血 0 ml；⑤术中备血 0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副主任医师签名：杨蓊勃      住院医师签名：  杨蓊勃 2019-07-24 

8、科主任审批意见：同意手术            签名：   蒋纯志 2019-07-24 

  

2019-07-24 09:15 手术同意书 

姓名 刘昱江 性别 男 年龄 42 岁 

    患者因病于 2019-07-1711:39:52。入住我院手外科。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

症状及有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1.右腘动脉损伤 2.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 3.右胫骨平台骨

折 4.右骨筋膜室综合征切开减压术后 5.右小腿感染    。由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9-07-24 腰麻，拟行  右小腿清创术 手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鉴

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任

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症、

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

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有

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手术中发现病变不能切除，则行姑息性手术或仅作探查。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围手术期心、肺、脑血管意外出现： 

a) 脑出血或脑栓塞，神志不清，昏迷甚至死亡； 

b) 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血压降低，休克，甚至死亡； 

c) 肺栓塞，呼吸功能障碍，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伤口并发症：出血、血肿、裂开、不愈合或延迟愈合、脂肪液化、感染、瘘管及窦道形成；

各种原因伤口不能一期闭合，需植皮、皮瓣移植或延迟关闭等；术后切口或创口部疤痕形成，

甚至可能形成增殖性疤痕或疤痕疙瘩，影响功能及美观，  

术中止血带及尿管并发症出现，  

术中清除右小腿坏死组织，如伤口难以闭合，需行游离皮瓣移植术；  

术中清创后，影响小腿正常血供，造成右小腿缺血，严重时导致右小腿坏死；  

术后可能仍需创面负压吸引治疗；  

其它难以预料的严重情况或预计到但无法避免的意外情况出现，导致病情加重。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杨蓊勃  

日期： 

2019-07-24 20:53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9-07-24     开始时间：18:30  结束时间：19:50 全程时间：1 时 20 分 

术前诊断:1.右腘动脉损伤 2.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 3.右胫骨平台骨折 4.右骨筋膜室综合

征切开减压术后 5.右小腿减张切口感染   

术后诊断:1.右腘动脉损伤 2.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 3.右胫骨平台骨折 4.右骨筋膜室综合

征切开减压术后 5.右小腿减张切口感染  

手术名称:右小腿清创缝合+植皮术  

麻醉方式:腰麻  

手术者 ：杨蓊勃        一助 ：姚懿伦   二助 ：   麻醉医师 :罗中华    护士：王佳佳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否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是 

引流材料名称：数目：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输血：— 

1. 麻醉成功后，患者取平卧位，常规消毒铺巾； 

2. 反复冲洗创面，小腿内侧切口皮肤适当游离后直接缝合； 

3. 进一步切除小腿外侧坏死肌肉，适当游离皮缘，修剪脂肪组织，因外侧切口无法缝合，故

切取小腿断层皮片，植于创面，荷包加压包扎。 

4. 冲洗止血，清点纱布器械无误，包扎患肢，术毕、术程顺利，患者安返。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9-07-24 18:53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刘昱江，男，42 岁，因“右小腿骨折，外院诊断血管损伤后 9 天”收住入院。诊断

为：1.右腘动脉损伤 2.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 3.右胫骨平台骨折 4.右骨筋膜室综合征切开

减压术后 5.右小腿感染，于今日在腰麻下行“左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程顺利，患者

安返，术后予促进骨愈合、预防感染等对症治疗，继观病情变化。 

杨蓊勃 

2019-07-25 08:53  

     患者术后第一天，诉手术切口疼痛，无发热，无头晕头痛，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

无胸闷心慌，大小便正常。查体：神清，精神可，两肺呼吸音稍粗，未及啰音，心律齐，未

闻及病理性杂音，腹平软，无压痛，伤口敷料见少量血性渗出，切口无明显红肿，患肢末梢

血运、皮肤感觉可，继续予预防血栓、促进骨愈合等相关对症治疗。嘱加强营养支持，需详

细告知，遵嘱执行，继观。 

杨蓊勃 

2019-07-26 08:53 杨蓊勃副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术后第二天，患者诉伤口疼痛明显好转，食欲睡眠可，二便如常，生命体征平稳，

双肺呼吸音清，心律齐，未及杂音，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伤口少量渗出，下肢

肌力、感觉正常，末梢感觉、血运、运动可。今日给伤口清洁换药，见腘窝切口愈合良好，

无明显红肿等感染表现，今予以继续促进骨愈合、预防血栓等治疗为主，观察伤口及患肢情

况，注意生命体征变化。嘱平卧位，加强营养支持，适当活动、翻身。 

杨蓊勃 

2019-07-27 08:53  

     今日术后第三天，患者诉疼痛不明显，食欲睡眠可，二便如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

听诊可，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末梢感觉、血运、

运动可。今日治疗同前，注意生命体征变化。嘱患肢抬高，家人帮助下被动活动肌肉，防止

血栓形成。 

杨蓊勃 

2019-07-30 08:53 杨蓊勃副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未诉明显特殊不适，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

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今日给伤口清洁换药，见伤口愈

合良好，无明显红肿等感染表现，今日治疗继续以促进骨愈合及抗凝为主，继观病情变化。 

杨蓊勃 

2019-08-02 08:53 杨蓊勃副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未诉明显特殊不适，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清，精神可，体温正

常，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给伤口清洁换药，见腘窝切口愈合良好，无明显

感染表现，予以拆线，拆除植皮加压荷包后见植皮大部成活，创面渗出明显减少。患者目前



病情稳定，切口愈合良好，无明显感染，外支架固定在位，足部血运良好，患者要求出院，

可予办理，瞩其相关注意事项，详见出院小结。出院评估：定期换药，支具固定，口服拜瑞

妥预防深静脉血栓。 

杨蓊勃 

2019-08-02 08:53 出院小结 

姓名 刘昱江 性别 男 年龄 42 岁 婚姻  职业  

【入院诊断】1.右腘动脉损伤 2.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 3.右胫骨平台骨折 4.右骨筋膜室综

合征切开减压术后 5.右小腿减张切口感染 【入院日期】2019-07-17 

【手术名称】1.骨折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复+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 2.右小腿清创术+游离

皮片移植术-【手术日期】2019-07-18 

【出院诊断】1.右腘动脉损伤 2.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 3.右胫骨平台骨折 4.右骨筋膜室综

合征切开减压术后 5.右小腿减张切口感染 【出院日期】2019-08-02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刘昱江，男，42 岁，因“右小腿骨折，外院诊断血管损伤后 9 天”收住入院。查体：

体温 36.7℃ 脉搏 74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27/83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

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推车入病房，强迫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

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专科检查：小腿严重肿胀，膝关节以支具固定，压痛，

膝关节屈伸活动受限，右小腿内侧外侧见两处纵行切开减压伤口，长约 20cm,伤口见黄绿色

脓性分泌物，右足背动脉搏动消失，皮温较健侧明显降低，足跟可见受压后瘀紫，范围约直

径 3cm，右踝、足活动严重受限，皮肤感觉减退。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外院）示：右

胫骨平台骨折。 

【住院经过】 

   入院后急查下肢动静脉造影，显示：双下肢静脉血栓形成，行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右

腘动脉 P2 段血管截断，右胫前动脉远段未见显影，完善术前准备后，于 2019-07-18 在全

麻下行“骨折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复+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术中见腘动脉完全断裂，小腿

深部肌肉缺血坏死，予修复血管，彻底松解筋膜间室，术程顺利，患者安返，术后予抗凝、

抗血栓，输液治疗，并定期更换清洁敷料，伤口分泌物培养显示：铜绿假单胞菌。术后病理

证实：“右小腿”示横纹肌组织出血坏死并继发炎症反应，“右腘窝动脉”示血栓形成及机化。

予积极抗感染治疗，待肢体血运稳定，切口渗出减少后，于 7 月 24 日再次清创，缝合小腿

内侧减张切口，外侧切口无法直接缝合，予取小腿断层皮片游离植皮，术后一周植皮大部成

活，膝后切口正常拆线，下腔静脉滤器已取出。目前患者病情稳定，足部血运良好，患者要

求出院，予安排。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III/甲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

吸清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肠鸣音 5 次/分，右下肢支架外固定

中，针道无红肿渗出，切口愈合良好。 

【出院医嘱】 

1、休息三个月，患肢暂避免剧烈及负重运动； 

2、加强营养、加强护理，避免受凉； 

3、加强髋部及左侧肢体活动，避免血栓形成 

4、口服利伐沙班（10mg，日一次）至术后 35 天，预防静脉血栓； 

5、每 1-2 日更换敷料，待伤口完全愈合后行骨折内固定手术； 

6、不适随诊。 



X 光线号：－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19-23564 

19-23590 

 

  

             医师签名：杨蓊勃 

  

2019-08-02 08:53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6 年 10 月 14 日 08 时 00 分 

地     点：604 医师办公室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出院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病情稳定，切口愈合良好，无明显感染表现，可安排出院。嘱其相关出院事宜，

详见出院小结。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杨蓊勃 

  

备注： 

 患者取仰卧位，局麻下经右侧股动脉穿刺插入 4FCobra 导管，将导管头端置于左髂动脉，

注入对比剂行左侧下肢动脉 IADSA。手术经过顺利，患者无明显不良反应。检查完毕拔除导

管及血管鞘，穿刺点压迫止血、加压包扎。 

造影所见： 

左髂总动脉、髂外动脉、股浅动脉显影良好，远端血流缓慢，左腘动脉近胫骨平台处呈

截断征象，部分侧副动脉显影，腘动脉远端及胫腓干-胫前动脉通过侧枝血管显影，远段胫

后胫前动脉显影浅淡，左足显影不清。 

 

片示左侧胫骨髁间棘及前上缘局部骨皮质不连续，见低密度线影，周围软组织肿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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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  标识号  病人信息  住院情况  出院诊断  手术操作  自定义项目  其他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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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2 01:47          入院记录 

姓名:  孙多海职业:    - 

性别:  男工作单位:- 

年龄:  49 岁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碧云山庄 32-*204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本人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6-04-22 00:02:59 

民族:  汉记录日期:2016-04-22  

 

主诉:跌伤致左上、下肢疼痛、活动受限三小时余。 

现病史:患者三小时前意外从二楼跌下，左上下肢疼痛、活动受限，到我院就诊，拍片示左胫

骨平台及左桡骨远端骨折，同时左足末梢冰凉，疑血运障碍，急诊收入住院。病程中患者无

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

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 

既往史：既往体健，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无高血压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有输血史。 

个人史: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有吸烟史二十余年，每天两包，否认放射线及有毒物质接触

史。已婚，配偶体健。  

家族史:  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 

体 格 检 查 

 体温 ３６.６ ℃ 脉搏 80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20/8０mmHg。 

     神志清楚，精神可，发育正常，营养正常，面容安详，体位自主，查体合作。全身皮

肤粘膜无黄染和出血点。头颅无畸形，双瞳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颈部及甲状腺检查未

及异常。胸廓无畸形，双侧语颤均等，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清，未及明显干湿罗音。

心前区无隆起，心尖搏动无抬举感，心界不大，心率 80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

明显杂音。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和蠕动波，未见腹壁静脉曲张，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

脾肋下未及，Murphy’s 征阴性，肝区无叩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不亢，4～5 次/分。

肾区无扣痛。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及异常。脊柱四肢无畸形，无叩痛，活动正常。生理

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 

专 科 检 查 

    左腕及左膝肿胀畸形明显，左侧腘窝皮肤软组织青紫，挫伤严重，左膝抽屉试验阳性，

左足末梢血运小时，皮温凉，足背动脉未扪及，左足背、足底感觉麻木，踝关节及足趾伸屈

受限。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线:左桡骨远端骨折伴远侧尺桡关节脱位，左胫骨平台骨折。 

 初步诊断  

左下肢腘动脉损伤？ 

左胫骨平台骨折 

左膝交叉韧带断裂 

左下肢神经损伤 

左桡骨远端骨折伴远侧尺桡关节脱位 

医师签名:吴晓曙 



 

  

  

  

  

  

   

  

2016-04-22 00:47          首次病程录 

      患者孙多海，男，49 岁，因“跌伤致左上、下肢疼痛、活动受限三小时余”入院，患者

三小时前意外从二楼跌下，左上下肢疼痛、活动受限，到我院就诊，拍片示左胫骨平台及左

桡骨远端骨折，同时左足末梢冰凉，疑血运障碍，急诊收入住院。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

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

近期无明显消瘦。既往体健，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无高血压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

有输血史。入院查体：体温 ３６.６ ℃ 脉搏 80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20/8０

mmHgmmHg 神志清楚，精神可，发育正常，营养正常，面容安详，体位自主，查体合作。

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和出血点。头颅无畸形，双瞳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颈部及甲状腺

检查未及异常。胸廓无畸形，双侧语颤均等，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清，未及明显干

湿罗音。心前区无隆起，心尖搏动无抬举感，心界不大，心率 80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

诊区未及明显杂音。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和蠕动波，未见腹壁静脉曲张，腹软，无压痛及反

跳痛，肝脾肋下未及，Murphy’s 征阴性，肝区无叩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不亢，4～

5 次/分。肾区无扣痛。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及异常。脊柱四肢无畸形，无叩痛，活动正

常。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专科检查左腕及左膝肿胀畸形明显，左侧腘窝皮肤软

组织青紫，挫伤严重，左膝抽屉试验阳性，左足末梢血运小时，皮温凉，足背动脉未扪及，

左足感觉麻木，踝关节伸屈受限。辅检：X 线:左桡骨远端骨折伴远侧尺桡关节脱位，左胫骨

平台骨折。初步诊断：左下肢腘动脉损伤？左胫骨平台骨折、左膝交叉韧带断裂、左下肢神

经损伤、左桡骨远端骨折伴远侧尺桡关节脱位。诊断依据：病史：因“跌伤致左上、下肢疼

痛、活动受限三小时余”入院、查体：左腕及左膝肿胀畸形明显，左侧腘窝皮肤软组织青紫，

挫伤严重，左膝抽屉试验阳性，左足末梢血运小时，皮温凉，足背动脉未扪及，左足背、足

底感觉麻木，踝关节及足趾伸屈受限。及 X 线：左桡骨远端骨折伴远侧尺桡关节脱位，左胫

骨平台骨折。鉴别诊断：与左下肢单纯骨折鉴别。诊疗计划：急诊行左下肢动脉造影检查，

明确诊断，急诊手术治疗,左腕关节予石膏固定。健康教育：保暖，抬高患肢。入院评估：左

下肢动脉损伤，造影后行急诊动脉探查手术，术中常规行左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手术，风险

巨大，左小腿有坏死、截肢风险及左小腿肌肉坏死风险，同时左足感觉减退，考虑左下肢神

经损伤，将影响左下肢功能，左胫骨平台骨折及左腕骨折、脱位须二期处理。 

吴晓曙 

2016-04-22 02:06          术前小结 

姓名 孙多海 性别 男 年龄 49 岁 婚姻 已婚 

病史摘要：因“跌伤致左上、下肢疼痛、活动受限三小时余”入院，查体：左腕及左膝肿胀畸

形明显，左侧腘窝皮肤软组织青紫，挫伤严重，左膝抽屉试验阳性，左足末梢血运小时，皮

温凉，足背动脉未扪及，左足背、足底感觉麻木，踝关节及足趾伸屈受限。及 X 线：左桡骨

远端骨折伴远侧尺桡关节脱位，左胫骨平台骨折。左下肢动脉 DSA：左腘动脉血流中断。 

  

  



术前诊断：左下肢腘动脉损伤左胫骨平台骨折、左膝交叉韧带断裂、左下肢神经损伤、左桡

骨远端骨折伴远侧尺桡关节脱位 

诊断依据：病史：因“跌伤致左上、下肢疼痛、活动受限三小时余”入院、查体：左腕及左膝

肿胀畸形明显，左侧腘窝皮肤软组织青紫，挫伤严重，左膝抽屉试验阳性，左足末梢血运小

时，皮温凉，足背动脉未扪及，左足背、足底感觉麻木，踝关节及足趾伸屈受限。及 X 线：

左桡骨远端骨折伴远侧尺桡关节脱位，左胫骨平台骨折。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左下肢动脉损伤，造影后行急诊动脉探查手术，术中常规行左小腿筋

膜室切开减压手术，风险巨大，左小腿有坏死、截肢风险及左小腿肌肉坏死风险，同时左足

感觉减退，考虑左下肢神经损伤，将影响左下肢功能，左胫骨平台骨折及左腕骨折、脱位须

二期处理。 

  

拟行手术：左腘动脉探查修复+左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  2016-04-22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蒋纯志                                  拟行麻醉：腰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急诊手术 

⑨心电图- 

⑩其他-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

术前已输血  - ml；⑤术中备血  -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       住院医师签名：     吴晓曙     2016 年 4 月 22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 同意手术              签名：蒋纯志              2016 年 4 月 

22 日 

  

2016-04-22 05:54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6-04-22 开始时间：02：30    结束时间：04:20    全程时间：01 时 50 分 

术前诊断：左下肢腘动脉损伤左胫骨平台骨折、左膝交叉韧带断裂、左下肢神经损伤、左桡

骨远端骨折伴远侧尺桡关节脱位 

术后诊断：左下肢腘动脉损伤左胫骨平台骨折、左膝交叉韧带断裂、左下肢神经损伤、左桡

骨远端骨折伴远侧尺桡关节脱位 

手术名称：左腘动脉探查修复+左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 

手术者：蒋纯志              助手：吴晓曙             护士：董艳、彭光悦  

麻醉方法：腰麻                         麻醉医师：高玉洁 

手术经过： 

       体位：俯卧位     皮肤消毒：碘酒、酒精    切口部位、方向、左侧腘窝 S 形切口

长 20CM,左小腿内外侧纵形各 15CM 切口。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  否 √  是      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     是√   否 



       引流材料名称：引流管      数目： 一根   放置部位：左腘窝切口内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腰麻成功后，患者取俯卧位，左下肢碘酒酒精消毒、铺单。 

2.取左侧腘窝 S 形切口，逐层切开暴露，探查见左腘窝神经明显挫伤，皮片牵开保护腓总、

坐骨、腓肠神经，暴露探查腘动静脉，见腘动脉约 2CM 挫伤严重，呈紫红色，栓塞，予显

微器械剪除损伤栓塞腘动脉，肝素盐水冲洗管腔，予 6 个 0 普里宁线吻合腘动脉，吻合后腘

动脉通畅，过血良好，左足末梢血供恢复，足背动脉搏动恢复。腘窝神经予防粘连膜包裹，

预防神经粘连，压迫，缝合腘窝切口。 

3. 再行左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分别取左小腿内外侧纵形各 15CM 切口，分别切开左小腿

四个筋膜室，见左小腿肌肉收缩存在，血运存在，止血，包扎伤口。左膝关节屈曲 45 度位

长腿石膏固定。 

4、手术顺利，术中出血少，术后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吴晓曙 

2016-04-22 06:39  术后记录         

     患者孙多海，男，49 岁，因“跌伤致左上、下肢疼痛、活动受限三小时余”入院，术前

诊断：左下肢腘动脉损伤左胫骨平台骨折、左膝交叉韧带断裂、左下肢神经损伤、左桡骨远

端骨折伴远侧尺桡关节脱位，急诊查左下肢血管造影，明确左腘动脉损伤，予今日急诊在腰

麻下行左腘动脉探查修复+左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术，手术顺利，术后安返病房，予抗凝、

解痉，消炎，观察末梢血运，左下肢膝关节屈曲位石膏固定。 

吴晓曙 

2016-04-23 10:42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一般情况可，左下肢末梢血运良好，左足感觉明显较右侧减退，左上肢石膏固定

在位，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检查患者，分析病情，认为左下肢神经损伤存在，术中探查连

续性存在，考虑有原发性损伤，同时动脉损伤缺血亦可造成神经损伤，动脉吻合后须静脉持

续输液，保护肾功能，持续动脉解痉，罂粟碱 30MG,Q8h 肌注,同时持续观察末梢血运。 

吴晓曙 

2016-04-24 15:42           

     患者今日左足踝关节及足趾背伸、屈曲运动存在，但力量减弱至 3 级，考虑神经肌肉

有损伤导致，左足末梢血运良好，伤口予换药，有敷料有渗血，由于手术伤口巨大，伤口渗

出，延长磺苄西林钠静滴使用时间，同时予鼠神经生长因子肌肉注射营养神经治疗，左下肢

烤灯照射，保暖。 

吴晓曙 

2016-04-25 09:14           

     患者左下肢左膝关节屈曲石膏固定在位，左足背动脉搏动良好，末梢血运良好，左足

背足趾感觉仍然有减退，患者左下肢伤口巨大，总长约 30CM,延长抗生素使用时间，继续烤

灯照射，扩血管、营养神经治疗。 

吴晓曙 



2016-04-28 09:14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左下肢末梢血运良好，左足感觉仍然减退，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检查患者，认

为患者左膝有骨折及韧带损伤，须二期手术治疗，左腕石膏固定在位，左桡骨远端骨折，及

左远侧尺桡关节脱位，须手术治疗，患者拒绝左腕关节手术，告知左腕关节可能遗留疼痛，

后期需手术治疗。 

吴晓曙 

2016-05-01 09:14           

      患者左足末梢血运良好，末梢感觉良好，左下肢及左上肢石膏固定在位，继续消炎、

消肿、营养神经，左上下肢制动，伤口换药，继观。 

吴晓曙 

2016-05-04 09:14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诉左足感觉较前几日好转，踝关节及足趾活动良好，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认为

左下肢腘动脉损伤由于抢救及时，左小腿肌肉无坏死，左足功能良好，末梢血运良好，左膝

关节韧带损伤及骨折需二期处理，左上肢由于患者拒绝手术，目前暂石膏继续固定，保守治

疗。 

吴晓曙 

2016-05-07 10:14           

     患者左腘窝及左小腿伤口干燥，无渗出，停用抗生素，继续伤口换药，左下肢石膏固

定，左上肢石膏继续固定，拟伤口拆线后出院休养，石膏继续固定，每半月到一月复查一次。 

吴晓曙 

2016-05-11 08:18          出院小结 

姓名 孙多海 性别 男 年龄 49 岁 婚姻 已婚 职业 -  

【入院诊断】左下肢腘动脉损伤左胫骨平台骨折、左膝交叉韧带断裂、左下肢神经损伤、左

桡骨远端骨折伴远侧尺桡关节脱位【入院日期】2016-04-22 

【手术名称】左腘动脉探查修复+左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手术日期】2016-04-22 

【出院诊断】左下肢腘动脉损伤左胫骨平台骨折、左膝交叉韧带断裂、左下肢神经损伤、左

桡骨远端骨折伴远侧尺桡关节脱位【出院日期】2016-05-11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因“跌伤致左上、下肢疼痛、活动受限三小时余”入院，查体：左腕及左膝肿胀畸形明

显，左侧腘窝皮肤软组织青紫，挫伤严重，左膝抽屉试验阳性，左足末梢血运小时，皮温凉，

足背动脉未扪及，左足背、足底感觉麻木，踝关节及足趾伸屈受限。及 X 线：左桡骨远端骨

折伴远侧尺桡关节脱位，左胫骨平台骨折。 

     

【住院经过】入院后，急诊行左下肢 DSA 检查，示左腘动脉损伤，急诊行左腘动脉探查修

复+左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术，术后予消炎、消肿、扩血管，营养神经伤口换药，左下肢制

动，左上下肢石膏固定，左小腿无肌肉坏死，左足感觉少许减退。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Ⅱ/甲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

吸轻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左上下肢石膏固定。 

【出院医嘱】 

1、建议休息三个月，左下肢、上肢石膏固定一个月，每月门诊复查一次。 



2、左胫骨平台骨折愈合后择期行左膝韧带探查修复手术，左腕关节如有疼痛、活动受限须

手术治疗。 

3、门诊随诊。   

  

X 光线号：－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              医师签名：吴晓曙 

  

2016-05-10 13:48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左下肢及左上肢石膏固定在位，左下肢缝线于今日拆除，伤口愈合良好，蒋纯志

主任医师查房，嘱予明日出院，出院评估，患者术前诊断：左下肢腘动脉损伤左胫骨平台骨

折、左膝交叉韧带断裂、左下肢神经损伤、左桡骨远端骨折伴远侧尺桡关节脱位，急诊行左

腘动脉修复术，目前伤口愈合出院休养，建议休息三个月，左下肢、上肢石膏固定一个月，

每月门诊复查一次，左胫骨平台骨折愈合后择期行左膝韧带探查修复手术，左腕关节如有疼

痛、活动受限须手术治疗。 

吴晓曙 

住 院 病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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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  标识号  病人信息  住院情况  出院诊断  手术操作  自定义项目  其他  费

用信息  责任人 

===========================================================

========================= 

2019-06-09 00:57 手术同意书 

姓名 汪翠龙 性别 男 年龄 45 岁 

    患者因病于 2019-06-0900:51:46。入住我院手外科。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

症状及有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1.创伤性失血性休克 2.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 3.左腘

动脉断裂 。由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9-6-9 全麻下，拟行 左下肢清创骨折复位

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复术  手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学

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

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症、损伤邻近

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

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有

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手术中发现病变不能切除，则行姑息性手术或仅作探查。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切口感染、不愈合、延迟愈合、疤痕愈合；                      

肢体缺血时间较长，修复血管后再灌注损伤；  

术后肢体坏死，毒素吸收，肾功能衰竭；  

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可能；  

术后脂肪栓塞，心脑血管意外发生；  

术中若无血管修复条件，需行大腿下段截肢  

骨折临时外固定，需二次手术更换内固定  

其他难以预料的严重情况或预计到但无法避免的意外情况出现，导致病情加重；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吴磊  

日期： 

  

2019-06-09 03:42 入院记录 

姓名:  汪翠龙职业:     

性别:  男工作单位: 

年龄:  45 岁住址:    秦淮区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患者本人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9-06-09 00:51:46 

民族:  汉族记录日期:2019-06-09 03:42 

 

主诉:骑车撞伤致左下肢疼痛流血伴活动受限五小时 

现病史:患者五小时前骑车时不慎撞伤，当即感左膝关节肿痛明显，活动不利，左足跟流血，

活动障碍，遂于外院就诊，拍片示：左胫骨平台粉碎骨折，左跟骨骨折，B 超示：左腘动脉

以远血管不显影，外院建议转院就诊，患者为求进一步治疗，于我院急诊就诊，急诊拟“左

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左腘动脉损伤”收住入院。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

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

消瘦。 

既往史: 既往体健，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病史，否认“肝炎、伤寒”等传染病病史，

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有输血史。 

个人史: 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 



家族史: 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 

体 格 检 查 

 体温 36.5℃ 脉搏 88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10/70mmHg。 

     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偏瘦，推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

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

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

光反射存在。外耳道通畅，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充血，扁桃体无肿大。

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

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 88 次/分，律

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

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四肢关节检查详见专科

检查，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查，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

刺激征阴性。 

专 科 检 查 

    左膝肿胀明显，压痛，膝关节屈伸活动受限，左足跟外侧见约 10cm 不规则伤口，出血，

污染严重，左下肢末梢血运丧失，足背动脉搏动消失。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线（外院）示：左胫骨平台粉碎骨折，左跟骨骨折，B 超示：左腘动脉以远血管不显

影。 

修正诊断:  初步诊断:   

 

 入院诊断: 1.创伤性失血性休克 

2.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 

3.左腘动脉损伤 

主治医师:吴磊    手签:  

 

2019-06-09 03:42 首次病程录 

     患者汪翠龙，男，45 岁，因“骑车撞伤致左下肢疼痛流血伴活动受限五小时”收住入院。

患者五小时前骑车时不慎撞伤，当即感左膝关节肿痛明显，活动不利，左足跟流血，活动障

碍，遂于外院就诊，拍片示：左胫骨平台粉碎骨折，左跟骨骨折，B 超示：左腘动脉以远血

管不显影，外院建议转院就诊，患者为求进一步治疗，于我院急诊就诊，急诊拟“左胫骨平

台开放性粉碎骨折，左腘动脉损伤”收住入院。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

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

既往体健，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病史，否认“肝炎、伤寒”等传染病病史，无药物

食物过敏史，否认有输血史。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质

接触史。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体格检查：体温 36.5℃ 脉搏 88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10/70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偏瘦，推入病

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

颅大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

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在。外耳道通畅，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充

血，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

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

心率 88 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

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四肢



关节检查详见专科检查，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查，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

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专科检查：左膝肿胀明显，压痛，膝关节屈伸活动受限，左

足跟外侧见约 10cm 不规则伤口，出血，污染严重，左下肢末梢血运丧失，足背动脉搏动消

失。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外院）示：左胫骨平台粉碎骨折，左跟骨骨折，B 超示：左

腘动脉以远血管不显影。初步诊断：1.创伤性失血性休克 2.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 

3.左腘动脉损伤。诊断依据：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鉴别诊断：需排除

膝关节周围骨折，半月板损伤，韧带损伤，X 线，查体，MRI 可供鉴别。入院评估：患者骨

折移位明显，血管损伤，有明确手术指征。诊疗计划：1、完善相关辅助检查，2、急诊手术，

3、健康教育：患肢制动，控制血压，注意休息，遵医嘱。 

吴磊 

2019-06-09 03:42 术前小结 

姓名 汪翠龙 性别 男 年龄 45 岁 婚姻 

病史摘要：患者汪翠龙，男，45 岁，因“骑车撞伤致左下肢疼痛流血伴活动受限五小时”收住

入院。患者五小时前骑车时不慎撞伤，当即感左膝关节肿痛明显，活动不利，左足跟流血，

活动障碍，遂于外院就诊，拍片示：左胫骨平台粉碎骨折，左跟骨骨折，B 超示：左腘动脉

以远血管不显影，外院建议转院就诊，患者为求进一步治疗，于我院急诊就诊，急诊拟“左

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左腘动脉损伤”收住入院。专科检查：左膝肿胀明显，压痛，膝关

节屈伸活动受限，左足跟外侧见约 10cm 不规则伤口，出血，污染严重，左下肢末梢血运丧

失，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外院）示：左胫骨平台粉碎骨折，左跟

骨骨折，B 超示：左腘动脉以远血管不显影。 

  

术前诊断：1.创伤性失血性休克 2.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 3.左腘动脉断裂  

诊断依据：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骨折移位明显，血管损伤，有明确手术指征。 

  

拟行手术：左下肢清创骨折复位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复术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2019-06-09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吴磊                                拟行麻醉：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134 g/L     ②血型：A  RH+ 

③凝血酶原时间：12.50 sec； 

④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35.00 sec； 

⑤血小板：165 x10^9/L； 

⑥肝功：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20.00 U/L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17.00 U/L； 

⑦肾功：BUN 5.34 mmol/L，Cr 77.00 umol/L 

⑧血糖   5.15 mmol/L;  K+ 3.34 mmol/L;    Na+ 138.80 mmol/L;    Cl-  99.70 mmol/L; 

⑨心电图 

⑩其他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

术前已输血   ml；⑤术中备血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     吴磊       2019 年 06 月 09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同意手术                 签名：     蒋纯志       2019 年 06 月

09 日 

  

2019-06-09 03:43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9-06-09     开始时间：01:50   结束时间：03:15    全程时间： 1 时  25 

分 

术前诊断:1.创伤性失血性休克 2.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 3.左腘动脉断裂   

术后诊断:1.创伤性失血性休克 2.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 3.左腘动脉断裂 4.左跟骨开

放性粉碎骨折  

手术名称:左下肢清创骨折复位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复术  

麻醉方式:全麻  

手术者 ：吴磊    一助 ：蒋纯志    二助 ：姚易     麻醉医师 :单涛    护士：朱晶晶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酒+酒精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否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是 

引流材料名称：数目：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输血：— 

1. 麻醉成功后，患者取俯卧位，左下肢根部绑止血带，常规消毒铺巾； 

2. 取左腘窝后方做约 20cm 弧形切口，切开皮肤、皮下，见大量陈旧性积血，肌肉肿胀瘀血

明显，予生理盐水冲洗，吸尽陈旧性血凝块，游离出腘动静脉，见左腘动脉约 3cm 挫伤，

无明显破损，予剥离血管外膜后纵行切口血管壁，见血管内血栓形成，予取出后缝合血管壁，

止血带放气后见腘动脉过血良好，腘静脉回流通畅，冲洗止血，清点纱布器械无误，全层关

闭切口，取 VAC 负压敷料覆盖后持续负压吸引。于左股骨下段外侧及左胫骨近端外侧分别

置入史塞克公司外固定钉二枚，安装夹头及连接杆，拧紧夹头，固定左膝于轻度屈曲位。 

3. 术毕、术程顺利，患者返 ICU 监护病房。  

手术者签名:      吴磊           

2019-06-09 03:43 术后病程录 

     患者汪翠龙，男，45 岁，因“骑车撞伤致左下肢疼痛流血伴活动受限五小时”收住入院。

患者五小时前骑车时不慎撞伤，当即感左膝关节肿痛明显，活动不利，左足跟流血，活动障

碍，遂于外院就诊，拍片示：左胫骨平台粉碎骨折，左跟骨骨折，B 超示：左腘动脉以远血

管不显影，外院建议转院就诊，患者为求进一步治疗，于我院急诊就诊，急诊拟“左胫骨平

台开放性粉碎骨折，左腘动脉损伤”收住入院，诊断为：1.创伤性失血性休克 2.左胫骨平台

开放性粉碎骨折 3.左腘动脉损伤，急诊在腰麻下行“左下肢清创血管探查修复+骨折复位外

固定术”，术程顺利，术后入 ICU 监护病房。 

吴磊 

2019-06-09 04:06 入住重症医学科(ICU)告知书 

尊敬的患者家属:   



           患者    汪翠龙     因病情需入住 ICU 治疗，由于 ICU 的工作性质不同于普

通病房，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请予理解及合作。 

      1、ICU 是危重病人的诊疗区，使用心电监护仪、呼吸机等贵重监护仪，并由专业人

员 24 小时看护，所需医疗费用较高，且有部分医保、省市公费患者需要自己承担。医师将

根据患者病情确定最佳治疗方案，合理选择用药及检查项目。为保证抢救、治疗工作的及时

顺利进行，请勿拖延费用。 

      2、因病情诊疗的需要，可能需要对病人进行有创操作，可能发生相应的并发症: 

         (1)动脉穿刺:可引起血肿、栓塞、感染、肢体坏死等。 

        (2)中心静脉穿刺:可引起气胸、血胸、动静脉损伤、感染、心律紊乱、心跳骤停等。 

         (3)紧急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可导致气道损伤、感染、心律紊乱、心跳骤停等。 

         (4)纤维支气管镜治疗:可发生气道痉挛、气道出血、气胸、心跳骤停等。 

      3、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医师可以采取紧急抢救措施而无需事先征求家属意见。因此，

当患者病情发生变化时，在紧急情况下医师可不事先征求家属意见而使用呼吸机、吸痰器等

设备进行抢救，以后再向家属告知处置情况。 

      4、患者亲友必须遵守 ICU 的探视制度及无菌管理规定。 

      5、患者因病情危重，可能会躁动、烦躁不安，出于治疗目的，根据《身体约束量表》

及《导管滑脱风险评估》，患者可能需要间断使用约束带约束约束肢体，望家属理解并接受。

（探视时间 15:30--16:00） 

        6、其他:                                                                                        

      我已详细阅读以上全部共  6 条内容。并已理解，经慎重考虑，我同意将患者转入 ICU

治疗，并保证与医务人员合作，同时按要求缴纳相关费用。 

  

经治医师签名:  孙加奎  

                                                  日期：  2019 年  06 月  09 日  

04 时  00 分 

患者/法定监护人/委托代理人/同意该患者入住 ICU 的其他直系亲属/签名：                         

(需附有效证件复印件、授权文件) 

                                                  日期：  2019 年  06 月  09 日  

04 时  00 分 

注:只有在患者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真实意愿，且无法定监护人或委托代理人在场的情况下才

由同意将该患者转入 ICU 进行诊治的其他直系亲属签名 

  

2019-06-09 04:06 病危通知书 

  汪翠龙 亲属:   

           患者  汪翠龙       (先生)现在我院 ICU(二室)。 科住院治疗，诊断为 1.创伤

性失血性休克 2.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 3.左腘动脉损伤  虽经积极救治但目前病情    

危重     ，随时可危及生命，特下达病危通知。尽管如此，我们仍会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救

治。同时向您告知:为抢救患者，医院在不能事先征求您的同意的情况下依据救治工作的需

要，使用和采取应急救治所必须的仪器设备和治疗手段，请予以理解、配合和支持，如您还

有其他要求请在接到“病危通知书”后立即告诉我科。 

     本       医院   ICU-2        科   孙加奎    医师  

日期：  2019 年  06 月  09 日  04 时  00 分 

患者亲属/法定监护人签名：                         

日期：  2019 年  06 月  09 日  04 时  00 分 



亲属与患者的关系: 

身份证号码: 

  

2019-06-09 04:06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9-06-09 04:06 

地     点：ICU-2 办公室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交待病情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今日急诊行“左下肢清创血管探查修复+骨折复位外固定术”术，术中出血较多，血

压低，术后转入我室，予监测生命体征，完善相关检查，呼吸支持，维持循环及内环境稳定，

镇痛镇静，抑酸预防应激性溃疡，脏器保护，预防感染，纠正贫血，改善凝血，抗凝等综合

治疗。病程中可能出现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创面持续渗血，创面感染，骨筋膜室综合征，

二次手术，休克，心律失常，心脑血管意外，脏器功能不全，深静脉血栓，迟发型脏器损伤、

出血等并发症，病情危重，易反复，治疗费高，予告知家属。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孙加奎     

备注： 

  

  

2019-06-09 06:19 转入记录 

     患者汪翠龙，男，45 岁，因“骑车撞伤致左下肢疼痛流血伴活动受限五小时”收住入院。

入院诊断：1.创伤性失血性休克 2.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 3.左腘动脉断裂，于急诊在

腰麻下行“左下肢清创血管探查修复+骨折复位外固定术”，术后转入 ICU 监护治疗。入室时

患者神志清楚，双侧侧瞳孔直径约 2.0mm，对光反射存在。入室时双鼻塞吸氧 5L/min，16-

17 次/分，SpO2 100%。入室带右桡动脉置管测 ABP，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80-90 次/

分，ABP 112-131/54-67mmHg，腹平软，无肌紧张，肠鸣音未闻及，左下肢伤口敷料干燥，

伤口引流管接一根负压瓶持续吸引，引出暗血性液体，右下肢无水肿。入室血气分析(ICU 二

室)(2019-06-09 04:02:36 ):FIO2:41.00 %、pH:7.30 、PCO2:34.90 mmHg、PO2:178.40 mmHg、

Hct:21.00 %、Hb:7.10 g/dL、Na+:139.00 mmol/L、K+:4.37 mmol/L、Ca++:1.03 mmol/L、

Mg++:0.52 mmol/L、乳酸 :4.40 mmol/L、 SBC:18.00 mmol/L、HCO3-:17.20 mmol/L、

PO2/FI:435.10 mmHg，氧合满意，血钾正常，血色素较低，已给予申请输血治疗，乳酸偏高，

考虑与失血性休克有关，给予改善组织灌注治疗。血常规（五分类)(2019-06-09 06:21:40 ):

白细胞总数:16.37 x10^9/L、中性粒细胞:94.20 %、中性粒细胞计数:15.42 x10^9/L、红细胞总

数:2.37 x10^12/L、血红蛋白:71 g/L、红细胞比积:21.50 %、血小板计数:74 x10^9/L，血象偏

高，已予抗感染治疗，血色素偏低，已给予申请输血治疗，血小板偏低，动态监测，必要时

给予补充;凝血常规检测（五项）(2019-06-09 06:34:28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5.70 sec、PT-

INR:1.38 、PT%活动度:51.90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39.20 sec、APTT_rati.:1.38 、血浆纤

维蛋白原:0.67 g/l、血浆凝血酶时间:22.50 sec、TT-ratio:1.30 、D-二聚体:21.27 ug/ml，D-

二聚体偏高，凝血时间延长，已给予申请输血治疗，动态监测。入室诊断：1.创伤性失血性



休克 2.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 3.左腘动脉损伤。入室后予监测生命体征，完善相关检

查，呼吸支持，维持循环及内环境稳定，镇痛镇静，抑酸预防应激性溃疡，脏器保护，预防

感染，纠正贫血，改善凝血，抗凝等综合治疗。请示予使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防治感染。

患者病程中可能出现感染，出血，休克，脏器功能不全等并发症，予告知家属。APACHEII 评

分 12 分，风险系数 13.66%。 

孙加奎 

2019-06-09 07:51 输血记录 

     患者“左下肢清创血管探查修复+骨折复位外固定术”术后入室，入室血常规（五分

类)(2019-06-09 06:21:40 ):血红蛋白:71 g/L、红细胞比积:21.50 %，凝血常规检测（五项）

(2019-06-09 06:34:28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5.70 sec、PT-INR:1.38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

间.:39.20 sec、血浆纤维蛋白原:0.67 g/l，凝血时间延长，予申请 A 型 RH 阳性悬浮少白细胞

红细胞 2u+病毒灭活冰冻血浆 400ml 纠正贫血及凝血功能障碍，输注时间 04:00-07:30，输

注过程中未见发热、皮疹等输血相关不良反应，拟复查血常规及凝血时间评估输血效果。 

孙加奎 

2019-06-09 16:00 输血记录 

     患者“左下肢清创血管探查修复+骨折复位外固定术”术后入室，入室血常规:血红蛋

白:71 g/L、红细胞比积:21.50 %，提示存在贫血，伤口渗出多，予申请 A 型 RH 阳性悬浮少

白细胞红细胞 1.5u+病毒灭活冰冻血浆 375ml 纠正贫血，输注时间 10:50-15:50，输注过程

中未见发热、皮疹等输血相关不良反应，拟复查血常规评估输血效果。 

陈永铭 

2019-06-09 16:20 施乾坤副主任医师查房 

     晨施乾坤副主任医师查房：1.患者入室第一天，依据病史、查体及辅助检查结果，患者

目前诊断为：创伤性失血性休克、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左腘动脉断裂、左下肢清创

血管探查修复+骨折复位外固定术后，诊断明确。2.患者目前呼吸循环稳定，但其伤口引流

量偏多，考虑渗出，其存在贫血，予申请红悬血浆输注补充，输注白蛋白补充，注意动态监

测血常规及凝血常规。3.患者存在有下肢骨折，卧床，有 DVT 高危因素，予加用低分子肝素

抗凝治疗。4.维持内环境稳定。患者白天神志清楚，诉伤口疼痛，NRS 评分 3-4 分，继续给

予地佐辛 2mg/h 静脉泵入镇静，NRS 评分至 0-2 分，予吸氧 5L/min，RR 10-15 次/分，SPO2 

100%。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75-91 次/分，ABP 

113-131/56-63mmHg，下肢无水肿，末梢温暖。腹平、软，无明显压痛反跳痛，肠鸣音存

在。骨盆无明显畸形，双下肢无明显水肿，左足伤口处接 VAD 引流，有较多淡血性液体引

流出，右侧足背动脉搏动正常，左侧足背动脉搏动未扪及，皮温正常，四肢肌力正常。辅检：

B 型钠尿肽:5.00 pg/ml;正常。PCT+急查电解质 3 项+急查心肌酶普+急查肾功能+血浆乳酸

测定:降钙素原:0.02 ng/ml、钾:4.00 mmol/L、钠:141.20 mmol/L、氯:117.70 mmol/L、葡萄

糖:6.78 mmol/L、尿素:5.24 mmol/L、血肌酐:62.10 umol/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18.00 U/L、

乳酸脱氢酶:249.00 U/L、磷酸肌酸激酶:271.00 U/L、肌酸激酶同工酶:5.00 U/L、乳酸:4.21 

mmol/L，PCT 正常，乳酸偏高，考虑失血导致，肾功能正常，心肌酶正常。白天入量 2610ml，

尿量 2290ml，伤口 VAD 引流 330ml，体温 37.7-37.8℃,继观病情变化。 

施乾坤/陈永铭 

2019-06-10 03:58 输血记录 

     患者“左下肢清创血管探查修复+骨折复位外固定术”术后入室，查血气分析(ICU 二

室)(2019-06-09 15:55:27 ):Hct:23.00 %、Hb:7.60 g/dL;提示存在贫血，伤口渗出多，予申请 A

型 RH 阳性悬浮少白细胞红细胞 2.0u 纠正贫血，输注时间 06-09 22:10 至 06-10 00:15，输

注过程中未见发热、皮疹等输血相关不良反应，拟复查血常规评估输血效果。      



邹磊 

2019-06-10 07:01  

     患者玩夜间神志清楚，精神尚可，继予地佐辛 2-3mg/h、艾贝宁 0.5ug/kg/h 静脉泵入

镇痛镇痛，NRS 评分由 3 分降至 0 分，RASS 评分-1~0 分，安静入睡，继予双鼻塞吸氧

5L/min，监测 RR 10-15 次/分，SPO2 100%。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

护示：窦性心律，HR 69-85 次/分，ABP 97-128/47-64mmHg，下肢无水肿，末梢温暖。腹

平、软，无明显压痛反跳痛，肠鸣音存在。骨盆无明显畸形，双下肢无明显水肿，左足伤口

处接 VSD 引流，有较多淡血性液体引流出，右侧足背动脉搏动正常，左侧足背动脉搏动未

扪及，皮温正常，四肢肌力正常。晨复查动脉血气分析 (ICU 二室 )(2019-06-10 

05:35:56 ):FIO2:41.00 %、pH:7.43 、PCO2:40.50 mmHg、PO2:136.20 mmHg、Hct:22.00 %、

Hb:7.50 g/dL、K+:3.61 mmol/L、Ca++:1.07 mmol/L、Glu:6.10 mmol/L、乳酸:0.50 mmol/L、

HCO3-:26.80 mmol/L、PO2/FI:332.10 mmHg;提示氧合满意，乳酸正常，血钙偏低，予补充，

血色素仍偏低，输血后较前无明显上升，考虑与患肢渗出偏多相关，白班同外科医师沟通是

否继续抗凝治疗。入室后总入量 4987ml，总出量 5610ml，其中尿量 4930ml，伤口 VSD 引

流 630ml，伤口渗血 50ml，出超 623ml。体温波动在 37.8-37.3℃。 

邹磊 

2019-06-10 09:16 POC 床旁 FAST 超声记录 

     患者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行床旁超声评估创伤严重程度，按创伤 FAST 方案

检查提示：心包腔未见积液，双侧胸腔未见积液，右侧肝周未见积液，肝肾隐窝未见积液，

脾肾隐窝未见积液，双侧盆腔未见积液。按 FALLS 方案检查提示：心脏超声：心包腔内未见

液性暗区。下腔静脉：IVCd 15.2mm，IVCs 12.1mm，IVC% 20.3%；胸骨旁长轴见 RVD 26mm；

心尖四腔心切面：右心：TAPSE 26.4mm＞15mm；左心：左心收缩功能正常，LVDd 45.8mm，

LVDs 29.7mm，估测 LVEF 64%左右，LVOT 的 VTI 22cm，估测 SV 69ml，HR 75 次/分，CO 

5.1L/min，二尖瓣 E 105.96cm/s，A 54.60cm/s，E' 13.95cm/s(室间隔 13.72cm/s，左室侧壁

14.18cm/s)，E/E' 7.5，肺部超声：双侧上下蓝点、PLAP 及双侧膈肌点均未见 B 线，可见 A

线，胸膜滑动征存在，未见肺点及平流层征，未见肺碎片征及支气管充气征。综合评价：患

者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左右室收缩功能正常，未见心包积液，未见胸腔积液，未见

腹腔积液。 

徐巧莲 

2019-06-10 15:31 输血记录 

     患者“左下肢清创血管探查修复+骨折复位外固定术”术后入室，今日查血常规（五分

类)(2019-06-10 08:25:50 ):血红蛋白:74 g/L、红细胞比积:21.60 %，提示存在贫血，凝血常规

检测（五项）(2019-06-10 10:15:32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39.70 sec、APTT_rati.:1.40 、

血浆纤维蛋白原:1.97 g/l、D-二聚体:2.82 ug/ml，凝血时间稍延长，伤口渗出多，予申请 A

型 RH 阳性悬浮少白细胞红细胞 1.5u+病毒灭活冰冻血浆 275ml 纠正贫血及凝血功能障碍，

输注时间 11:45 至 15:00，输注过程中未见发热、皮疹等输血相关不良反应，拟明日复查血

常规及凝血常规评估输血效果。  

徐巧莲 

2019-06-10 16:07 徐巧莲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晨查房：患者“左下肢清创血管探查修复+骨折复位外固定术”术后第二天，治疗上注意

以下几点：1、患者为骑车撞伤患者，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不能排除患者左胫骨平

台骨折以外的其他脏器迟发性损伤，故可行床边超声筛查其余脏器，同时评估心肺功能；2、

患者目前血色素仍偏低，切口渗出多,考虑手术部位渗血造成血色素偏低可能大，继续给予

申请输血治疗纠正贫血；同时患者术后凝血时间延长，血小板偏低，今日可送检血栓弹力图



评估凝血功能情况；动态观察排除其他部位出血。3、患者为开放性骨折患者，给予肌肉注

射破伤风免疫球蛋白警惕破伤风感染；4、患者开放性骨折，手术后持续伤口处负压吸引，

患肢伤口渗出多，警惕手术部位感染，督促外科医生给予换药，注意监测体温、血象、PCT

等感染相关指标，继续目前抗感染方案，及时调整抗感染方案；易并发周围神经、血管损伤，

注意观察皮温、皮色、动脉搏动情况。5、患者长骨骨折，加用气压治疗、那曲肝素预防 DVT。

患者白天神志清楚，诉伤口疼痛，NRS 评分 1 分，继续给予地佐辛 2mg/h 静脉泵入镇痛，

予吸氧 5L/min，RR 13-19 次/分，SPO2 99-100%。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罗音。心

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67-88 次/分，ABP 110-148/53-69mmHg，下肢无水肿，末梢温

暖。腹平、软，无明显压痛反跳痛，肠鸣音存在。骨盆无明显畸形，双下肢无明显水肿，左

足伤口敷料渗血，外科医生给予换药处理，接 VAD 引流，有淡血性液体引流出，右侧足背

动脉搏动正常，左侧足背动脉搏动未扪及，皮温正常，四肢肌力正常。辅检：血常规（五分

类)(2019-06-10 08:25:50 ):白细胞总数:11.64 x10^9/L、中性粒细胞:79.00 %、中性粒细胞计

数:9.20 x10^9/L、红细胞计数:2.41 x10^12/L、血红蛋白:74 g/L、红细胞比积:21.60 %、血小

板计数:57 x10^9/L，血象较前呈下降趋势，血色素昨日输血后仍偏低，已给予申请输血治疗，

动态监测血小板计数，必要时给予补充;大生化检测全套(2019-06-10 09:28:24 ):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19.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70.00 U/L、磷酸肌酸激酶:3338.00 U/L、总蛋白:41.50 

g/L、白蛋白:29.70 g/L、球蛋白:11.80 g/L、总胆红素:38.40 umol/L、直接胆红素:9.00 umol/L、

间接胆红素:29.40 umol/L、肌酐:71.00 umol/L，转氨酶正常，磷酸肌酸激酶高，考虑与患者

原发病有关，白蛋白偏低，给予补充，肾功能正常;CRP 金标法(定量)(2019-06-10 09:41:44 ):C-

反应蛋白:56.50 mg/L，偏高;凝血常规检测（五项）(2019-06-10 10:15:32 ):血浆凝血酶原时

间.:12.80 sec、PT-INR:1.12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39.70 sec、血浆纤维蛋白原:1.97 g/l、

D-二聚体:2.82 ug/ml，凝血时间基本正常;肝素结合蛋白测定(2019-06-10 11:15:02 ):肝素结

合蛋白:16.49 ng/ml，偏高;血栓弹力图普通检测(2019-06-10 13:24:32 ):凝血因子反应时

间:5.8 min、纤维蛋白原反应时间:2.8 min、血小板功能:50.0 mm、纤溶亢进预测值:3.1 %、纤

溶亢进:3.1 %、凝血因子功能、纤维蛋白原功能、血小板聚集功能、纤溶功能均未见异常。床

边心超提示:主动脉瓣返流(轻度),二尖瓣返流(轻度),三尖瓣返流(轻度),左室收缩功能正常，EF 

62%。白天入量 1485ml，尿量 1000ml，伤口 VAD 引流 80ml，体温 37.4-37.5℃,继观病情变

化。 

徐巧莲 

2019-06-11 16:09 孙芳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晨查房：患者术后血色素仍持续偏低，考虑与手术部位渗血有关，今日继续给予申请

输血纠正贫血；患者开放性骨折，伤口渗出多，注意维持 VSD 引流通畅，督促外科医生给

予换药，警惕伤口感染；患者存在低热，但血象较前呈下降趋势，PCT 正常，考虑术后吸收

热可能，感染不能排除，继续监测体温、血象、PCT 等感染相关指标，必要时调整抗感染方

案。患者白天神志清楚，诉伤口疼痛，NRS 评分 1-2 分，继续给予地佐辛 2-3mg/h 静脉泵

入镇痛，予双鼻塞吸氧 5L/min，RR 9-18 次/分，SPO2 99-100%。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

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65-85 次/分，ABP 117-150/56-70mmHg，下肢

无水肿，末梢温暖。腹平、软，无明显压痛反跳痛，肠鸣音存在。骨盆无明显畸形，双下肢

无明显水肿，左胫骨及左足伤口敷料渗血，外科医生给予换药，接 VAD 引流，有淡血性液

体引流出，右侧足背动脉搏动正常，左侧足背动脉搏动未扪及，皮温正常，四肢肌力正常。

辅检：血常规（五分类)(2019-06-11 08:24:45 ):白细胞总数:9.16 x10^9/L、中性粒细胞:75.20 %、

中性粒细胞计数:6.89 x10^9/L、红细胞计数:2.17 x10^12/L、血红蛋白:67 g/L、红细胞比

积:19.40 %、血小板计数:66 x10^9/L，血象较前呈下降趋势，血色仍偏低，继续给予补充，

血小板计数较前上升，继观;B型钠尿肽(急诊)(2019-06-11 08:56:32 ):B型钠尿肽:39.70 pg/ml，



正常;PCT(2019-06-11 08:56:55 ):降钙素原:0.02 ng/ml，正常;大生化检测全套(2019-06-11 

09:25:21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24.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112.00 U/L、磷酸肌酸激

酶:4270.00 U/L、总蛋白:45.20 g/L、白蛋白:30.90 g/L、球蛋白:14.30 g/L、谷氨酰转肽酶:9.00 

U/L、碱性磷酸酶:28.00 U/L、总胆红素:31.30 umol/L、直接胆红素:11.30 umol/L、肌酐:67.00 

umol/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较前呈上升趋势，胆红素轻度升高，白蛋白偏低，继续补充功

能。凝血常规检测（五项）(2019-06-11 13:38:28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1.90 sec、PT-INR:1.04 、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33.30 sec、APTT_rati.:1.17 、血浆纤维蛋白原:4.08 g/l、D-二聚体:3.73 

ug/ml，基本正常。肝素结合蛋白测定(2019-06-11 15:14:56 ):肝素结合蛋白:12.22 ng/ml，稍

偏高。白天入量 1710ml，尿量 450ml，伤口 VAD 引流 80ml，伤口渗出 200ml，体温 37.7-

37.8℃,继观病情变化。 

孙芳. 

2019-06-11 16:22 输血记录 

     患者“左下肢清创血管探查修复+骨折复位外固定术”术后，今日查血常规（五分

类)(2019-06-11 08:24:45 ):血红蛋白:67 g/L、红细胞比积:19.40 %，仍存在贫血，伤口渗出多，

继续予申请 A 型 RH 阳性悬浮少白细胞的红细胞 3.0u+病毒灭活冰冻血浆 275ml 纠正贫血及

凝血功能障碍，输注时间 10：45 至 16:11，输注过程中未见发热、皮疹等输血相关不良反

应，拟明日继续复查血常规及凝血常规评估输血效果。 

孙芳. 

2019-06-12 15:44 输血记录 

     患者“左下肢清创血管探查修复+骨折复位外固定术”术后，今日查血红蛋白:70 g/L、红

细胞比积:20.00 %，仍存在贫血，伤口渗出多，继续予申请 A 型 RH 阳性悬浮红细胞 2.0u+冰

冻血浆 300ml 纠正贫血及凝血功能障碍，输注时间 11:55 至 15:08，输注过程中未见发热、

皮疹等输血相关不良反应，拟明日继续复查血常规及凝血常规评估输血效果。 

孙芳. 

2019-06-12 16:01 孙芳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晨查房：患者昨日夜间仍出现血色素轻度下降，考虑与患者伤口渗出有关，继续给予

申请输血纠正贫血；目前体温、血象较前呈下降趋势，继续督促外科医生给予换药处理，警

惕伤口感染；患者入室后未解大便，今日加用促进胃肠道蠕动药物通便。患者白天神志清楚，

诉伤口疼痛，NRS 评分 2 分，继续给予地佐辛 4mg/h 静脉泵入镇痛，予双鼻塞吸氧 5L/min，

RR 10-17 次/分，SPO2 99-100%。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

心律，HR 80-97 次/分，ABP 131-141/64-70mmHg，双下肢无水肿，末梢温暖。腹平、软，

无明显压痛反跳痛，肠鸣音存在。骨盆无明显畸形，双下肢无明显水肿，左胫骨及左足伤口

敷料渗血，外科医生给予换药，接 VAD 引流，有淡血性液体引流出，右侧足背动脉搏动正

常，左侧足背动脉搏动未扪及，皮温正常，四肢肌力正常。辅检：血常规（五分类)(2019-06-

12 08:21:11 ):白细胞总数:8.89 x10^9/L、中性粒细胞:77.70 %、中性粒细胞计数:6.91 x10^9/L、

红细胞计数:2.25 x10^12/L、血红蛋白:70 g/L、红细胞比积:20.00 %、血小板计数:103 x10^9/L，

血象较前呈下降趋势，输血后血色素较前未有明显上升，继续申请输血治疗，血小板计数较

前上升;B 型钠尿肽(急诊)(2019-06-12 08:26:20 ):B 型钠尿肽:9.40 pg/ml，正常。PCT(2019-

06-12 08:52:45 ):降钙素原:0.02 ng/ml，正常。凝血常规检测（五项）(2019-06-12 11:56:19 ):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1.50 sec、PT-INR:1.00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32.80 sec、血浆纤维

蛋白原:4.92 g/l、D-二聚体:3.71 ug/ml，凝血时间正常，D-二聚体稍偏高，已予气压治疗;真

菌(1,3)-β-D 葡聚糖(2019-06-12 12:27:22 ):真菌_1,3-β-D 葡聚糖:140.00 pg/ml，正常;白天入

量 1300ml，尿量 580ml，伤口 VAD 引流 20ml，体温 36.8-37.3℃,继观病情变化。 

孙芳. 



2019-06-13 14:37 徐巧莲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昨日仍出现血色素下降，行胸腹盆腔床旁 B 超检查，未见明显积液，昨大便为黄绿

色，无消化道出血表现，仍考虑与患者伤口渗出有关，将那曲肝素减量至 150U/h,继续给予

申请输血纠正贫血,观察渗出情况，目前体温、血象较前呈下降趋势，督促骨科医生给予换药

处理，防止伤口感染，昨夜大便 1 次，颜色性状正常，未见黑便等情况。患者白天神志清楚，

诉伤口轻度疼痛，NRS 评分 1 分，于 11：00 停止地佐辛泵入，予双鼻塞吸氧 5L/min，RR 

13-17 次/分，SPO2 99-100%。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

律，HR 75-90 次/分，ABP 125-153/58-74mmHg，左下肢固定在位，渗出不多，左下肢肿

胀，左侧足背动脉未扪及，皮温正常，末梢温暖。腹平、软，无明显压痛反跳痛，肠鸣音存

在。骨盆无明显畸形。辅检：凝血常规检测（五项）(2019-06-13 09:15:09 ):血浆凝血酶原时

间.:13.50 sec、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58.90 sec、APTT_rati.:2.07 、血浆纤维蛋白原:4.92 g/l、

血浆凝血酶时间:24.00 sec、TT-ratio:1.40 、D-二聚体:4.56 ug/ml，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延

长，予输注血浆继续治疗、血常规（五分类)(2019-06-13 08:46:40 ):淋巴细胞:7.80 %、单核细

胞:12.70 %、中性粒细胞:78.80 %、淋巴细胞计数:0.72 x10^9/L、单核细胞计数:1.17 x10^9/L、

中性粒细胞计数:7.23 x10^9/L、红细胞计数:2.19 x10^12/L、血红蛋白:68 g/L、红细胞比

积:19.80 %，血象较前仍呈下降趋势，输血后血色素较前未有明显上升，继续申请输血治疗、

血气分析(ICU 二室)(2019-06-13 05:55:55 ):PO2:155.80 mmHg、SO2%:99.10 %、Hct:24.00 %、

Hb:8.00 g/dL、K+:3.48 mmol/L、Glu:6.53 mmol/L、SBC:28.30 mmol/L、HCO3-:27.80 mmol/L，

继观病情变化。白天入量 1575ml，尿量 1000ml，伤口 VAD 引流 30ml，体温 37-37.8℃,继

观病情变化。 

徐巧莲 

2019-06-13 16:47 输血记录 

       患者“左下肢清创血管探查修复+骨折复位外固定术”术后，今日查血红蛋白:68 g/L、

红细胞比积:20.00 %，仍存在贫血，伤口渗出多，继续予申请 A 型 RH 阳性悬浮红细胞 3.0u+

冰冻血浆 225ml 纠正贫血及凝血功能障碍，输注时间 11:30 至 15:47，输注过程中未见发热、

皮疹等输血相关不良反应，拟明日继续复查血常规及凝血常规评估输血效果。 

徐巧莲 

2019-06-14 09:18 转出记录 

     患者汪翠龙，男，45 岁，因“骑车撞伤致左下肢疼痛流血伴活动受限五小时”收住入院。

入院诊断：1.创伤性失血性休克 2.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 3.左腘动脉断裂，06-09 于急

诊在腰麻下行“左下肢清创血管探查修复+骨折复位外固定术”，术后转入 ICU 监护治疗。入

室后予监测生命体征，完善相关检查，呼吸支持，维持循环及内环境稳定，镇痛镇静，抑酸

预防应激性溃疡，脏器保护，预防感染，纠正贫血，改善凝血，抗凝等综合治疗。经积极治

疗，患者神志清楚，精神尚可，继予双鼻塞吸氧 5L/min，监测 RR 14-20 次/分，SPO2 100%。

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85 次/分，ABP 120/60mmHg。

腹平、软，无明显压痛反跳痛，肠鸣音存在。骨盆无明显畸形，右下肢无明显水肿，左下肢

肿胀，左足伤口处接 VSD 引流，有较多淡血性液体引流出，右侧足背动脉搏动正常，左侧

足背动脉搏动未扪及，皮温正常，四肢肌力正常。患者目前呼吸循环平稳，已达转出 ICU 指

征，晨外科医师查看病人后予办理转出。 

孙芳. 

2019-06-15 10:00 转入记录+吴磊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汪翠龙，男，45 岁，因“骑车撞伤致左下肢疼痛流血伴活动受限五小时”收住入院。

专科检查：左膝肿胀明显，压痛，膝关节屈伸活动受限，左足跟外侧见约 10cm 不规则伤口，

出血，污染严重，左下肢末梢血运丧失，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入院诊断：1.创伤性失血性休



克 2.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 3.左腘动脉断裂。患者 06-09 于急诊在腰麻下行“左下肢清

创血管探查修复+骨折复位外固定术”，术后转入 ICU 监护治疗，期间予监测生命体征，完善

相关检查，呼吸支持，维持循环及内环境稳定，镇痛镇静，抑酸预防应激性溃疡，脏器保护，

预防感染，纠正贫血，改善凝血，抗凝等综合治疗。现患者病情好转，转入我科。查体：HR 

86 次/分，BP 122/61mmHg，T 36.8℃。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

干湿罗音。腹平、软，无明显压痛反跳痛，肠鸣音存在。骨盆无明显畸形，右下肢无明显水

肿，左下肢肿胀，外固定架在位，左足伤口处接 VSD 引流，有较多淡血性液体引流出，右

侧足背动脉搏动正常，左侧足背动脉搏动未扪及，末梢血供可，皮温正常，四肢肌力正常。

予吸氧、心电监护、保留导尿等治疗。 

吴磊 

2019-06-16 10:08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今晨查房患者诉左下肢胀痛，无恶心呕吐，无发热畏寒。大小便如常，食纳、睡眠一

般。查体：HR 86 次/分，BP 122/61mmHg，T 36.8℃，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两肺呼吸音粗，

未闻及明显干湿罗音。腹平、软，无明显压痛反跳痛，肠鸣音存在。骨盆无明显畸形，右下

肢无明显水肿，左下肢肿胀，外固定架在位，左足伤口处接 VSD 引流，有少量淡血性液体

引流出，右侧足背动脉搏动正常，左侧足背动脉搏动未扪及，末梢血供可，皮温正常，四肢

肌力正常。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分析：患者现诊断明确，左下肢肿胀，需注意末梢血供，如

有血供明显减退需急诊行血管探查。治疗上予营养、预防血栓、预防感染、促进骨愈合、抗

凝等治疗，继观病情变化。 

吴磊 

2019-06-17 10:24  

     患者诉左下肢胀痛较前稍好转，无恶心呕吐，无发热畏寒。大小便如常，食纳、睡眠

一般。查体：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罗音。腹平、软，无明

显压痛反跳痛，肠鸣音存在。骨盆无明显畸形，右下肢无明显水肿，左下肢肿胀较前稍好转，

外固定架在位，左足伤口处接 VSD 引流，少量淡血性液体引流出，右侧足背动脉搏动正常，

左侧足背动脉搏动未扪及，末梢血供可，皮温正常，四肢肌力正常。患者现诊断明确，嘱其

禁止下地，家属陪护。治疗上予营养、预防血栓、预防感染、促进骨愈合、抗凝等治疗，继

观病情变化。 

吴磊 

2019-06-20 09:28  

     今日查房患者诉疼痛较前明显好转，左下肢偶有放电般疼痛感，无咳嗽咳痰。大小便

如常，食纳、睡眠一般。查体：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罗音。

腹平、软，无明显压痛反跳痛，肠鸣音存在。骨盆无明显畸形，右下肢无明显水肿，左下肢

肿胀较前稍好转，外固定架在位，左足伤口处接 VSD 引流，少量多淡血性液体引流出，右

侧足背动脉搏动正常，左侧足背动脉搏动未扪及，末梢血供可，皮温正常，四肢肌力正常。

今予清洁换药并拆除 VSD 负压吸引，创面少量透明液体渗出，更换凡士林纱布并予棉纱布

覆盖。今治疗同前，继观病情变化。 

吴磊 

2019-06-23 10:33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诉静息下无明显疼痛，左下肢偶有放电般疼痛感，无发热畏寒。大小便如常，

食纳、睡眠一般。查体：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罗音。腹平、

软，无明显压痛反跳痛，肠鸣音存在。骨盆无明显畸形，右下肢无明显水肿，左下肢肿胀较

前稍好转，外固定架在位，左腘窝处伤口无明显渗出，右侧足背动脉搏动正常，左侧足背动

脉搏动未扪及，末梢血供可，皮温正常，四肢肌力正常。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分析：患者现



病情平稳，告知需待伤口愈合后行二期手术治疗，今治疗同前，继观病情变化。 

吴磊 

2019-06-25 08:00  

      患者诉静息下无明显疼痛，左下肢偶有放电般疼痛感，无发热畏寒。大小便如常，食

纳、睡眠一般。查体：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罗音。腹平、

软，无明显压痛反跳痛，肠鸣音存在。骨盆无明显畸形，右下肢无明显水肿，左下肢肿胀较

前稍好转，外固定架在位，左腘窝处伤口无明显渗出，右侧足背动脉搏动正常，左侧足背动

脉搏动未扪及，末梢血供可，皮温正常，四肢肌力正常。患者现病情平稳，拟明日予出院，

待伤口愈合后二期返院手术治疗。 

吴磊 

2019-06-25 09:58 出院小结 

姓名 汪翠龙 性别 男 年龄 45 岁 婚姻 已婚 职业  

【入院诊断】1.创伤性失血性休克 2.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 3.左腘动脉损伤 【入院日

期】2019-06-09 00:51:46 

【手术名称】左下肢清创骨折复位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复术【手术日期】2019-06-09 

【出院诊断】1.创伤性失血性休克 2.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骨折 3.左腘动脉断裂 4.左跟骨

开放性粉碎骨折 【出院日期】2019-06-26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汪翠龙，男，45 岁，因“骑车撞伤致左下肢疼痛流血伴活动受限五小时”收住入院。

患者五小时前骑车时不慎撞伤，当即感左膝关节肿痛明显，活动不利，左足跟流血，活动障

碍，遂于外院就诊，拍片示：左胫骨平台粉碎骨折，左跟骨骨折，B 超示：左腘动脉以远血

管不显影，外院建议转院就诊，患者为求进一步治疗，于我院急诊就诊，急诊拟“左胫骨平

台开放性粉碎骨折，左腘动脉损伤”收住入院。专科检查：左膝肿胀明显，压痛，膝关节屈伸

活动受限，左足跟外侧见约 10cm 不规则伤口，出血，污染严重，左下肢末梢血运丧失，足

背动脉搏动消失。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外院）示：左胫骨平台粉碎骨折，左跟骨骨折，

B 超示：左腘动脉以远血管不显影。  

【住院经过】 

      入院后完善相关辅助检查，排除手术禁忌症，于 2019-6-9 在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骨

折复位外固定+腘动脉探查修复术”，术程顺利，患者返 ICU 监护病房治疗，病情平稳后转我

科，予抗炎活血消肿、促进骨愈合等对症治疗，并定期清洁换药，目前患者病情稳定，切口

基本愈合，无明显感染表现，可安排出院，待创面条件允许后返院行骨折手术。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

吸清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肠鸣音 5 次/分，双下肢无浮肿。切

口基本愈合，缝线未拆。 

【出院医嘱】 

1、建议休息，患肢暂避免剧烈及负重运动；抗凝治疗。 

2、每 2~3 日清洁换药一次，术后满 2 周拆线，保持伤口清洁干燥； 

3、待创面痊愈后返院行骨折手术； 

4、门诊随诊，不适及时就诊。 

X 光线号：－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签名：      吴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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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4 09:25          入院记录 

姓名:  王德华职业:    个体 

性别:  男工作单位:个体 

年龄:  52 岁住址:    江苏省姜堰市溱潼镇胜利巷 25 号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患者本人（可靠）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6-11-04 08:31:31 

民族:  汉记录日期:2016-11-04 09:25:00 

 

主诉:右下肢外伤术后麻木，活动不能 2 周。 

现病史:患者于 2016-10-21 因车祸致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伴血管神经损伤，当地医院

行“右小腿清创跟骨牵引术”。2016-10-25 日发现足背动脉搏动消失，予急诊行“右胫腓骨切

开复位内固定加血管、神经探查修复术”，术中移植修复胫后动脉。术后发生伤口感染伴，

体温升高，于 2016-11-03 行“右小腿清创 VSD 持续负压吸引”。术中见胫前肌群及深筋膜坏

死、感染。术后为进一步治疗，转住我院。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

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 

既往史：既往体健，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无高血压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有输血史。 

个人史: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烟酒不良嗜好，否认放射线及有毒物质接触史。已婚，

配偶体健。 

家族史:  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 

体 格 检 查 

 体温 ３６.8 ℃ 脉搏 ７2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30/70mmHg。 

     神志清楚，精神可，发育正常，营养正常，面容安详，体位自主，查体合作。全身皮

肤粘膜无黄染和出血点。头颅无畸形，双瞳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外耳道无畸形，无异

常分泌物，听力如常，鼻中隔无偏曲，鼻腔通畅。唇不绀，伸舌不偏，咽红润，扁桃体不肿

大。颈软，对称，未见静脉充盈及动脉异常搏动。气管居中，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

双侧语颤均等，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清，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前区无隆起，心尖

搏动无抬举感，心界不大，心率 72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明显杂音。腹平坦，

未见胃肠型和蠕动波，未见腹壁静脉曲张，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Murphy’

s 征阴性，肝区无叩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不亢，4～5 次/分。左肾区轻扣痛。肛门、

直肠、外生殖器未及异常。脊柱无畸形，无叩痛，四肢详见专科检查。生理反射存在，病理



反射未引出。 

专 科 检 查 

   右小腿、右膝轻度肿胀，小腿后外侧创面 VSD 覆盖。右足末梢血供存在，足背动脉搏动

消失，胫后动脉搏动不可及，皮温较对侧下降。右足末梢、足底感觉麻木，足趾、膝、踝关

节主动活动不能。右上臂上段压痛，肩关节活动受限。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辅检：X 线（2016-11，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右胫腓骨上段骨折内固定术后，右肱骨

大节结撕脱骨折。 

 入院诊断  

1、右侧腘动脉损伤修复术后 

2、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 

3、右腓总神经损伤 

4、右肱骨大节结撕脱骨折 

5、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6、2 型糖尿病 

主治医师签名:          杨大伟 

 

  

  

  

  

  

   

  

2016-11-04 10:09          首次病程录 

    患者王德华，男，52 岁，因“右下肢外伤术后麻木，活动不能 2 周”入院，患者于 2016-

10-21 因车祸致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伴血管神经损伤，当地医院行“右小腿清创跟骨

牵引术”。2016-10-25 日发现足背动脉搏动消失，予急诊行“右胫腓骨切开复位内固定加血

管、神经探查修复术”，术中移植修复胫后动脉。术后发生伤口感染伴，体温升高，于 2016-

11-03 行“右小腿清创 VSD 持续负压吸引”。术中见胫前肌群及深筋膜坏死、感染。术后为进

一步治疗，转住我院。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

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既往体健，否认肝炎结

核病史，无高血压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外伤、手术及输血史。入院查体：T:36.8℃ 

P:72 次／分 R:18 次/分 BP:130／70mmHg 神志清楚，回答问题切题，精神可，发育正常，

营养中等，自主体位，检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未见黄染、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

头颅无畸形，眼睑不肿，巩膜无黄染。双瞳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外耳道无畸形，无异

常分泌物，听力如常，鼻中隔无偏曲，鼻腔通畅。唇不绀，伸舌不偏，咽红润，扁桃体不肿

大。颈软，对称，未见静脉充盈及动脉异常搏动。气管居中，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对称无

畸形，双侧语颤对称，未及胸膜摩擦感，双肺呼吸音粗，未及干湿啰音，叩诊为清音。心前

区无隆起，未及震颤，心浊音各界不大，心率 72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病理性

杂音，无心包摩擦音。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及蠕动波，腹软，无压痛，肠鸣音正常。脊柱无

畸形，四肢详见专科检查。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专科检查：右小腿、右膝轻度

肿胀，小腿后外侧创面 VSD 覆盖。右足末梢血供存在，足背动脉搏动消失，胫后动脉搏动

不可及，皮温较对侧下降。右足末梢、足底感觉麻木，足趾、膝、踝关节主动活动不能。右



上臂上段压痛，肩关节活动受限。辅检：X 线（2016-11，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右胫腓骨

上段骨折内固定术后，右肱骨大节结撕脱骨折。入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损伤修复术后 2、

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 3、右腓总神经损伤 4、右肱骨大节结撕脱骨折 5、全身多处软组

织挫伤 6、2 型糖尿病。诊断依据：病史、查体及 X 线。鉴别诊断：诊断明确无需鉴别。诊

疗计划：完善相关检查，近日再次行右小腿清创探查，评估是否继续保肢。健康教育：保暖，

抬高患肢。 

杨大伟 

2016-11-05 09:09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患者今为入院第二天，体温正常，患肢抬高，创面持续负

压吸引，通畅，引流出血性液体约 50ml。右足麻木，足趾活动不能。右下肢动脉照影示：

右髂总动脉、右髂外动脉、右股总动脉、右股浅动脉、右腘动脉显影，右股浅动脉下段及右

腘动脉管壁欠光整，受压向内侧偏移，右胫前动脉上段纤细，中下段未见显影，右胫后动脉

中段管腔纤细，远端显影尚可，右腓动脉中段管腔较细。蒋主任查房认为，患者创面负压覆

盖，继续抗炎、抗凝，持续创面负压吸引。近日行右小腿清创血管、神经探查术。 

杨大伟 

2016-11-06 09:40           

      患者今为术后第三天，一般情况良好 ，食欲、睡眠正常，卧床休息，患肢抬高，无

特殊不适。右小腿轻度肿胀，末梢血管存在，足背动脉搏动消失，麻木，活动不能。拟于明

日全麻下行右小腿清创血管神经探查术。术前评估：全身情况良好，右小腿经前动脉缺损，

胫后动脉中段管腔纤细。示创面情况决定是否截肢。 

杨大伟 

2016-11-04 10:40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6 年 11 月 04 日 11 时 40 分 

地     点：604 病区 

  

参加人员：杨大伟、患者本人及其家属 

  

事     由：病情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患者目前右小腿血供存在，

足背、胫后动脉搏动不可及。创面负压材料覆盖。拟近日清创小腿创面探查，右下肢动脉造

影。综合评估右小腿血供和软组织坏死情况后再决定是否保肢。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杨大伟 

  

备注： 

2016-11-07 09:40          手术同意书 

姓名 王德华 性别 男 年龄 52 岁 

    患者因病于 2016-11-04 入住我院手外科。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症状及有

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 1、右侧腘动脉损伤修复术后 2、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 3、右腓

总神经损伤 4、右肱骨大节结撕脱骨折 5、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6、2 型糖尿病  。由于病情



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6-11-07  ，拟行 [腰麻下行右小腿清创 VSD 负压吸引术  手

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

性、病情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

预见的原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症、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

外情况。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

生如下医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有

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手术中发现病变不能切除，则行姑息性手术或仅作探查。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创面感染、皮肤不愈合，骨髓炎可能。                      

创面可能需多次清创。                       

血管再次栓塞可能。                             

若创面经久不予，感染严重，肝肾功能受损，必要时截肢。                                     

右下肢功能预后将有明显影响。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2016-11-07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       杨大伟  

日期：2016-11-07 

2016-11-06 09:55          术前小结 

姓名 王德华 性别 男 年龄 52 岁 婚姻 已婚 

病史摘要：患者王德华，男，52 岁，因“右下肢外伤术后麻木，活动不能 2 周”入院，患者于

2016-10-21 因车祸致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伴血管神经损伤，当地医院行“右小腿清创

跟骨牵引术”。2016-10-25 日发现足背动脉搏动消失，予急诊行“右胫腓骨切开复位内固定

加血管、神经探查修复术”，术中移植修复胫后动脉。术后发生伤口感染伴，体温升高，于

2016-11-03 行“右小腿清创 VSD 持续负压吸引”。术中见胫前肌群及深筋膜坏死、感染。术

后为进一步治疗，转住我院。专科检查：右小腿、右膝轻度肿胀，小腿后外侧创面 VSD 覆

盖。右足末梢血供存在，足背动脉搏动消失，胫后动脉搏动不可及，皮温较对侧下降。右足

末梢、足底感觉麻木，足趾、膝、踝关节主动活动不能。右上臂上段压痛，肩关节活动受限。

辅检：X 线（2016-11，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右胫腓骨上段骨折内固定术后，右肱骨大节



结撕脱骨折。入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损伤修复术后 2、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 3、右腓

总神经损伤 4、右肱骨大节结撕脱骨折 5、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6、2 型糖尿病。诊断依据：

诊疗计划：完善相关检查，近日再次行右小腿清创探查，评估是否继续保肢。健康教育：保

暖，抬高患肢。 

  

  

术前诊断：1、右侧腘动脉损伤修复术后 2、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 3、右腓总神经损伤 4、

右肱骨大节结撕脱骨折 5、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6、2 型糖尿病。 

诊断依据：病史、查体及 X 线。鉴别诊断：诊断明确无需鉴别。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全身情况良好，右小腿经前动脉缺损，胫后动脉中段管腔纤细。示创

面情况决定是否截肢。 

  

拟行手术：右小腿清创血管神经探查术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 2016-11-07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杨大伟                                  拟行麻醉：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急查血细胞分析(2016-11-04 10:59:21 ):中性粒细胞:92.80 %、中性粒细

胞计数:17.49 x10^9/L、血红蛋白:80 g/L、白细胞总数:18.85 x10^9/L、红细胞计数:2.66 

x10^12/L;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术前

已输血   ml；⑤术中备血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      杨大伟 住院医师签名：      -         2016 年 11 月 07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      同意         签名：       蒋纯志    2016 年 11 月 07 日 

2016-11-07 11:40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6-11-07   开始时间：10：20    结束时间：11:20    全程时间：01 时 00

分 

术前诊断：1、右侧腘动脉损伤修复术后 2、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 3、右腓总神经损伤 4、

右肱骨大节结撕脱骨折 5、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6、2 型糖尿病。 

术后诊断：1、右侧腘动脉损伤修复术后 2、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 3、右腓总神经损伤 4、

右肱骨大节结撕脱骨折 5、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6、2 型糖尿病。 

手术名称：右小腿清创血管神经探查术 

手术者： 杨大伟                助手：蒋纯志             护士：刘佳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蒋卫清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  否   是      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     是   否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效果满意后，以碘伏盐水、双氧水清洗创面，再以碘伏消毒皮肤，铺巾。 

2. 拆除右小腿创面负压，见右小腿外侧皮肤约 1%溃烂、缺损，胫前肌群缺如，胫前动脉缺

如。胫骨前、外侧外露，骨膜缺如，骨质苍白。内固定钢板外露。胫后动脉吻合口处搏动性

存在。切除坏死组织后，反复碘伏盐水清洗创面，凡士林覆盖，加压包扎。术毕。 

3. 手术过程顺利，麻醉效果好，术中出血少，术后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大伟 

2016-11-07 12:20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王德华，男，52 岁，因“右下肢外伤术后麻木，活动不能 2 周”于 2016-11-04 入

院，患者于 2016-10-21 因车祸致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伴血管神经损伤，当地医院行

“右小腿清创跟骨牵引术”。2016-10-25 日发现足背动脉搏动消失，予急诊行“右胫腓骨切开

复位内固定加血管、神经探查修复术”，术中移植修复胫后动脉。术后发生伤口感染伴，体

温升高，于 2016-11-03 行“右小腿清创 VSD 持续负压吸引”。术中见胫前肌群及深筋膜坏死、

感染。术后为进一步治疗，转住我院。专科检查：右小腿、右膝轻度肿胀，小腿后外侧创面

VSD 覆盖。右足末梢血供存在，足背动脉搏动消失，胫后动脉搏动不可及，皮温较对侧下降。

右足末梢、足底感觉麻木，足趾、膝、踝关节主动活动不能。右上臂上段压痛，肩关节活动

受限。辅检：X 线（2016-11，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右胫腓骨上段骨折内固定术后，右肱

骨大节结撕脱骨折。入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损伤修复术后 2、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

3、右腓总神经损伤 4、右肱骨大节结撕脱骨折 5、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6、2 型糖尿病。入

院完善相关检查，今日全麻下行右小腿清创探查，见右小腿大面积皮肤软组织和骨坏死。因

患者血糖很高，今日清创，择日截肢。 

杨大伟 

2016-11-08 08:38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患者为术后第一天，体温正常，精神良好，食欲、睡眠正

常，卧床休息，患肢抬高，无不适主诉。持续胰岛素泵治疗。右小腿轻度肿胀，创面渗出较

多，已行伤口分泌物培养加药敏试验。蒋主任查房认为，患者右小腿无法保肢，待血糖稳定

后限期截肢。目前继续抗炎、抗凝治疗为主。 

杨大伟 

2016-11-09 09:00           

     患者目前全身情况良好，食欲、睡眠正常，持续胰岛素泵治疗，血糖稳定，较前明显

下降。右小腿创面渗出增多，伴有恶臭。拟于明日全麻下行右大腿下段截肢术。术前评估：

生命体征平稳，感染伤口，截肢残端有感染可能。 

杨大伟 

2016-11-09 09:38          术前小结 

姓名 王德华 性别 男 年龄 52 岁 婚姻 已婚 

病史摘要：患者王德华，男，52 岁，因“右下肢外伤术后麻木，活动不能 2 周”于 2016-11-

04 入院，患者于 2016-10-21 因车祸致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伴血管神经损伤，当地医

院行“右小腿清创跟骨牵引术”。2016-10-25 日发现足背动脉搏动消失，予急诊行“右胫腓骨

切开复位内固定加血管、神经探查修复术”，术中移植修复胫后动脉。术后发生伤口感染伴，



体温升高，于 2016-11-03 行“右小腿清创 VSD 持续负压吸引”。术中见胫前肌群及深筋膜坏

死、感染。术后为进一步治疗，转住我院。专科检查：右小腿、右膝轻度肿胀，小腿后外侧

创面 VSD 覆盖。右足末梢血供存在，足背动脉搏动消失，胫后动脉搏动不可及，皮温较对

侧下降。右足末梢、足底感觉麻木，足趾、膝、踝关节主动活动不能。右上臂上段压痛，肩

关节活动受限。辅检：X 线（2016-11，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右胫腓骨上段骨折内固定术

后，右肱骨大节结撕脱骨折。 

术前诊断：1、右侧腘动脉损伤修复术后 2、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 3、右腓总神经损伤 4、

右肱骨大节结撕脱骨折 5、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6、2 型糖尿病。 

诊断依据：病史、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手术史。可明确诊断，无需鉴别。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生命体征平稳，感染伤口，截肢残端有感染可能。 

  

拟行手术： 右大腿下段截肢术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 2016-11-10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杨大伟                                  拟行麻醉：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糖化血红蛋白(2016-11-08 11:27:24 ):糖化血红蛋白 A1c:7.60 %;血常规

（五分类)(2016-11-08 08:52:25 ):中性粒细胞:87.40 %、血红蛋白:93 g/L;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术前

已输血   ml；⑤术中备血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        杨大伟 住院医师签名：   -         2016 年 11 月 09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     同意          签名：      蒋纯志    2016 年 11 月 09 日 

2016-11-10 15:30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6-11-10   开始时间：13：40    结束时间：14:45    全程时间：01 时 05

分 

术前诊断：1、右侧腘动脉损伤修复术后 2、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 3、右腓总神经损伤 4、

右肱骨大节结撕脱骨折 5、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6、2 型糖尿病。 

术后诊断：1、右侧腘动脉损伤修复术后 2、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 3、右腓总神经损伤 4、

右肱骨大节结撕脱骨折 5、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6、2 型糖尿病。 

手术名称：右大腿下段截肢术 

手术者：  杨大伟               助手：蒋纯志             护士：朱晶晶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斯妍娜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  否   是      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     是   否 

       引流材料名称：VSD     数目：3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效果满意后，以碘伏盐水、双氧水清洗创面，再以碘伏消毒皮肤，铺巾。 



2. 沿右大腿下段截肢，鱼嘴样切口皮肤，依次电刀切开前方肌群，止血。线锯锯断股骨后，

离断后方肌群，结扎股动脉、股静脉，大隐静脉。锐刀切断坐骨神经和股神经残端。肌肉缝

扎止血，髓腔明胶海绵止血。依次缝合肌肉及皮肤，伤口以 VSD 负压吸引，术毕。 

3. 手术过程顺利，麻醉效果好，术中出血少，术后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大伟 

2016-11-10 15:40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王德华，男，52 岁，因“右下肢外伤术后麻木，活动不能 2 周”于 2016-11-04 入

院，患者于 2016-10-21 因车祸致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伴血管神经损伤，当地医院行

“右小腿清创跟骨牵引术”。2016-10-25 日发现足背动脉搏动消失，予急诊行“右胫腓骨切开

复位内固定加血管、神经探查修复术”，术中移植修复胫后动脉。术后发生伤口感染伴，体

温升高，于 2016-11-03 行“右小腿清创 VSD 持续负压吸引”。术中见胫前肌群及深筋膜坏死、

感染。术后为进一步治疗，转住我院。专科检查：右小腿、右膝轻度肿胀，小腿后外侧创面

VSD 覆盖。右足末梢血供存在，足背动脉搏动消失，胫后动脉搏动不可及，皮温较对侧下降。

右足末梢、足底感觉麻木，足趾、膝、踝关节主动活动不能。右上臂上段压痛，肩关节活动

受限。辅检：X 线（2016-11，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右胫腓骨上段骨折内固定术后，右肱

骨大节结撕脱骨折。入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损伤修复术后 2、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

3、右腓总神经损伤 4、右肱骨大节结撕脱骨折 5、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6、2 型糖尿病。入

院完善相关检查，2016-11-07 全麻下行右小腿清创探查，见右小腿大面积皮肤软组织和骨

坏死。因患者血糖很高，未予截肢。术后抗炎、消肿，胰岛素泵治疗。待血糖稳定后今日在

全麻下行右大腿下段截肢术。术后创面持续负压吸引，抗炎、预防性抗凝治疗。继续胰岛素

泵控制血糖。 

杨大伟 

2016-11-11 09:04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患者为术后第一天，体温正常，精神良好，食欲、睡眠正

常，卧床休息，患肢抬高，右大腿残端伤口持续负压吸引。常规体格检查结果正常，右大腿

残端中度肿胀，引流出血性液体约 75ml。蒋主任查房认为，患者昨日全麻下行右大腿下段

截肢术。术后创面持续负压吸引。因术前有小腿感染、坏死，继续以抗炎、预防性抗凝治疗。

控制血糖，创面持续负压吸引。 

杨大伟 

2016-11-12 08:30           

     患者今为术后第二天，一般情况良好，体温正常，继续卧床休息，患肢抬高，右大腿

残端持续负压吸引，引流出血性液体约 50ml。左小腿伤口愈合良好。继续抗炎、抗凝治疗

为主。 

杨大伟 

2016-11-13 09:10           

     患者今为术后第三天，全身情况良好，食欲、睡眠正常，卧床休息，患肢抬高，无不

适主诉。右大腿残端负压探查在位，已无明显渗出。左小腿伤口愈合良好，无渗出。治疗同

前。 

杨大伟 



2016-11-16 08:35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患者目前食欲、睡眠正常，患肢抬高，无不适主诉。右大

腿残端负压已经拆除，伤口肿胀减轻，少量渗血。左小腿伤口愈合良好。蒋主任查房认为，

患者术后至今全身情况良好，伤口肿胀减轻，伤口渗血减少。因术前创面污染，继续抗炎、

消肿治疗，辅以低分子肝素钠预防性抗凝，控制血糖。 

杨大伟 

2016-11-19 08:18           

      患者目前体温正常，精神良好，食欲、睡眠正常，卧床休息，患肢抬高，无不适主诉。

右大腿伤口轻度肿胀，少量渗出，左小腿伤口愈合良好。治疗同前。 

杨大伟 

2016-11-22 08:50           

     患者目前体温正常，精神良好，患肢抬高，无不适主诉。右大腿伤口轻度肿胀，干燥、

无渗出，左小腿伤口痊愈。蒋主任了解病情后后指出可予患者明日出院，继续门诊换药、拆

线。出院评估：全身情况良好，伤口痊愈。今早安装义肢。 

杨大伟 

2016-11-23 07:51          出院小结 

姓名 王德华 性别 男 年龄 52 岁 婚姻 已婚 职业 个体  

【入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损伤修复术后 2、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 3、右腓总神经损伤

4、右肱骨大节结撕脱骨折 5、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6、2 型糖尿病。【入院日期】2016-11-

04  

【手术名称】1、右小腿清创探查 

2、右大腿下段截肢术 

 【手术日期】2016-11-07  

2016-11-10 

【出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损伤修复术后 2、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 3、右腓总神经损伤

4、右肱骨大节结撕脱骨折 5、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6、2 型糖尿病。【出院日期】2016-11-

23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王德华，男，52 岁，因“右下肢外伤术后麻木，活动不能 2 周”于 2016-11-04 入

院，患者于 2016-10-21 因车祸致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伴血管神经损伤，当地医院行

“右小腿清创跟骨牵引术”。2016-10-25 日发现足背动脉搏动消失，予急诊行“右胫腓骨切开

复位内固定加血管、神经探查修复术”，术中移植修复胫后动脉。术后发生伤口感染伴，体

温升高，于 2016-11-03 行“右小腿清创 VSD 持续负压吸引”。术中见胫前肌群及深筋膜坏死、

感染。术后为进一步治疗，转住我院。专科检查：右小腿、右膝轻度肿胀，小腿后外侧创面

VSD 覆盖。右足末梢血供存在，足背动脉搏动消失，胫后动脉搏动不可及，皮温较对侧下降。

右足末梢、足底感觉麻木，足趾、膝、踝关节主动活动不能。右上臂上段压痛，肩关节活动

受限。辅检：X 线（2016-11，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右胫腓骨上段骨折内固定术后，右肱

骨大节结撕脱骨折。     

【住院经过】 

     入院完善相关检查，2016-11-07 全麻下行右小腿清创探查，见右小腿大面积皮肤软组

织和骨坏死。因患者血糖很高，未予截肢。术后抗炎、消肿，胰岛素泵治疗。待血糖稳定后

2016-11-10 在全麻下行右大腿下段截肢术。术后创面持续负压吸引，抗炎、预防性抗凝治

疗。继续胰岛素泵控制血糖。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Ⅲ/甲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

吸轻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肠鸣音 5 次/分，双下肢无浮肿。右

大腿伤口轻度肿胀，干燥、无渗出，左小腿伤口痊愈。 

【出院医嘱】 

1、床上行双下肢功能锻炼，尽早安装义肢。 

2、逐渐坐轮椅、拄拐活动。 

3、休息三个月，麻醉复查，约一个月一次。 

4、病情变化，随时就诊。   

  

X 光线号：－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       杨大伟       医师签名：——  

2016-11-23 08:00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6 年 11 月 23 日 08 时 00 分 

地     点：604 病区 

  

参加人员：杨大伟、患者本人 

  

事     由：出院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出院后：1、床上行双下肢

功能锻炼，尽早安装义肢。2、逐渐坐轮椅、拄拐活动。3、休息三个月，麻醉复查，约一个

月一次。4、病情变化，随时就诊。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杨大伟 

  

备注： 

住 院 病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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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01 00:50          入院记录 

姓名:  王智轩职业:    无 

性别:  男工作单位:无 

年龄:  11 岁住址:    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平山镇 

婚姻:  未婚供史者:  患者父母（可靠）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5-05-01 00:44:23 

民族:  汉记录日期:2015-05-01 00:50:00 

 

主诉:车祸致右下肢流血、畸形七小时。 

现病史:患者约七小时前坐电动车时被汽车压伤右下肢，即刻致右下肢流血、疼痛，畸形，活

动不能。当地医院包扎止血，因右足失血供，创面挫裂伤严重，转我院治疗。病程中患者无

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

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 

既往史：既往体健，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无高血压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有输血史。 

个人史: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烟酒不良嗜好，否认放射线及有毒物质接触史。 

家族史:  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 

体 格 检 查 

 体温 ３６.8 ℃ 脉搏 ７7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３0/７5mmHg。 

     神志清楚，精神可，发育正常，营养正常，面容安详，体位自主，查体合作。全身皮

肤粘膜无黄染和出血点。头颅无畸形，双瞳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外耳道无畸形，无异

常分泌物，听力如常，鼻中隔无偏曲，鼻腔通畅。唇不绀，伸舌不偏，咽红润，扁桃体不肿

大。颈软，对称，未见静脉充盈及动脉异常搏动。气管居中，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对称无

畸形，双侧语颤对称，未及胸膜摩擦感，双肺呼吸音粗，未及干湿啰音，叩诊为清音。心前

区无隆起，未及震颤，心浊音各界不大，心率 77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病理性

杂音，无心包摩擦音。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及蠕动波，腹软，无压痛，肠鸣音正常。脊柱无

畸形，四肢详见专科检查。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胸廓无畸形，双侧语颤均等，

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清，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前区无隆起，心尖搏动无抬举感，

心界不大，心率 78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明显杂音。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和蠕

动波，未见腹壁静脉曲张，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Murphy’s 征阴性，肝区

无叩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不亢，4～5 次/分。左肾区轻扣痛。肛门、直肠、外生殖

器未及异常。脊柱无畸形，无叩痛，四肢详见专科检查。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 

专 科 检 查 

   右下肢自大腿上段后外方向下达踝关节后上方约 65*20cm 皮肤撕脱伤，伴有后方皮肤潜

行剥脱，部分肌肉挫裂伤、外露。创面内大量泥沙样污染物附着于肌肉、皮肤和脂肪组织。

股骨髁上骨折，骨折端外露。右足苍白，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温痛觉减退，主动背伸不能。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辅检：X 线（2015-05-01，我院）：右股骨髁开放性骨折。 

 入院诊断  

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 

  



主治医师签名:         杨大伟 

 

  

  

  

  

  

   

  

2015-05-01 01:10          首次病程录 

    患者王智轩，男，11 岁，因“车祸致右下肢流血、畸形七小时”入院，患者约七小时前坐

电动车时被汽车压伤右下肢，即刻致右下肢流血、疼痛，畸形，活动不能。当地医院包扎止

血，因右足失血供，创面挫裂伤严重，转我院治疗。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

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

消瘦。既往体健，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无高血压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外伤、手术及

输血史。入院查体：T:36.7℃ P:77 次／分 R:18 次/分 BP:130／75mmHg 神志清楚，回答问

题切题，精神可，发育正常，营养中等，自主体位，检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未见黄染、出

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头颅无畸形，眼睑不肿，巩膜无黄染。双瞳等大等圆，对光

反射灵敏。外耳道无畸形，无异常分泌物，听力如常，鼻中隔无偏曲，鼻腔通畅。唇不绀，

伸舌不偏，咽红润，扁桃体不肿大。颈软，对称，未见静脉充盈及动脉异常搏动。气管居中，

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对称无畸形，双侧语颤对称，未及胸膜摩擦感，双肺呼吸音粗，未及

干湿啰音，叩诊为清音。心前区无隆起，未及震颤，心浊音各界不大，心率 77 次/分，心律

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病理性杂音，无心包摩擦音。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及蠕动波，腹软，

无压痛，肠鸣音正常。脊柱无畸形，四肢详见专科检查。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

专科检查：右下肢自大腿上段后外方向下达踝关节后上方约 65*20cm 皮肤撕脱伤，伴有后

方皮肤潜行剥脱，部分肌肉挫裂伤、外露。创面内大量泥沙样污染物附着于肌肉、皮肤和脂

肪组织。股骨髁上骨折，骨折端外露。右足苍白，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温痛觉减退，主动背

伸不能。辅检：X 线（2015-05-01，我院）：右股骨髁开放性骨折。入院诊断：1、右侧腘动

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

部分挫裂伤。诊断依据：病史、查体及 X 线。鉴别诊断：诊断明确无需鉴别。入院评估：开

放性损伤，血供和神经损伤，术后已达七小时，右下肢有截肢可能。若保肢成功，右下肢功

能外观将严重受影响。诊疗计划：完善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右下肢神经血管肌腱探查缝

合股骨外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压治疗术。健康教育：保暖，抬高患肢。 

杨大伟 

2015-05-01 01:30          术前小结 

姓名 王智轩 性别 男 年龄 11 岁 婚姻 未婚 

病历摘要：患者王智轩，男，11 岁，因“车祸致右下肢流血、畸形七小时”入院，患者约七小

时前坐电动车时被汽车压伤右下肢，即刻致右下肢流血、疼痛，畸形，活动不能。当地医院

包扎止血，因右足失血供，创面挫裂伤严重，转我院治疗。专科检查：右下肢自大腿上段后

外方向下达踝关节后上方约 65*20cm 皮肤撕脱伤，伴有后方皮肤潜行剥脱，部分肌肉挫裂

伤、外露。创面内大量泥沙样污染物附着于肌肉、皮肤和脂肪组织。股骨髁上骨折，骨折端

外露。右足苍白，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温痛觉减退，主动背伸不能。辅检：X 线（2015-05-

01，我院）：右股骨髁开放性骨折。    

手术前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 

诊断依据及手术指征：病史、查体及 X 线。鉴别诊断：诊断明确无需鉴别。 

拟行手术：    右下肢神经血管肌腱探查缝合股骨外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压治疗术          

拟定手术者：蒋纯志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急诊手术，检查暂缺。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5 年 05 月 01 日 01 时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ml 

   -- 

    

主治医师签名：         杨大伟 住院医师签名：       --         2015 年 05 月 01 日 

手术审报意见：        同意     审批者签字：         蒋纯志    2015 年 05 月 01 日    

  

  

2015-05-01 06:15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5-05-01   开始时间：01：40    结束时间：05:40    全程时间：04 时 00

分 

术前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

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 

术后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

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 

手术名称：右下肢神经血管肌腱探查缝合股骨外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压治疗术 

手术者：   蒋纯志              助手：杨大伟             护士： 程静 

麻醉方法：插管全麻                         麻醉医师：蒋卫清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效果满意后，以碘伏盐水清洗创面，再以碘伏消毒皮肤，铺巾。 

2. 见右下肢自大腿上段后外方向下达踝关节后上方约 65*20cm 皮肤撕脱伤，伴有后方皮肤

潜行剥脱，部分肌肉挫裂伤、外露。创面内大量泥沙样污染物附着于肌肉、皮肤和脂肪组织。

右足苍白，足背动脉搏动消失。修整创缘皮肤，探查见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长约 3cm

范围。右腓总神经挫裂伤，缺损约 5cm，坐骨神经和胫神经挫伤，连续性存在。右股骨于干

垢端骨折，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取出肉眼所能见之异物，反复以碘伏盐水清洗

创面，切除深筋膜和坏死肌肉组织。拟取左大腿大隐静脉移植，患者脂肪较厚，外周血管收

缩，未能寻及。取同侧非优势腘动脉伴行静脉移植修复股动脉。通血良好，右足血供恢复正

常。创面止血纱布止血，迪康公司产防粘连膜包绕胫神经防止其粘连。复位骨折，以外固定

支架固定右膝关节屈曲 25°位。KCI 公司 VAC 创面持续负压治疗。术毕。 

3. 手术过程顺利，麻醉效果良好，术中出血少，术后转 ICU 治疗。  

  



  

    

  

  

手术者签名:            杨大伟 

2015-05-01 06:30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王智轩，男，11 岁，因“车祸致右下肢流血、畸形七小时”入院，患者约七小时前

坐电动车时被汽车压伤右下肢，即刻致右下肢流血、疼痛，畸形，活动不能。当地医院包扎

止血，因右足失血供，创面挫裂伤严重，转我院治疗。专科检查：右下肢自大腿上段后外方

向下达踝关节后上方约 65*20cm 皮肤撕脱伤，伴有后方皮肤潜行剥脱，部分肌肉挫裂伤、

外露。创面内大量泥沙样污染物附着于肌肉、皮肤和脂肪组织。股骨髁上骨折，骨折端外露。

右足苍白，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温痛觉减退，主动背伸不能。辅检：X 线（2015-05-01，我

院）：右股骨髁开放性骨折。入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

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入院完善相关检查，急诊

全麻下行右下肢神经血管肌腱探查缝合股骨外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压治疗术。术中移植修复

右侧股动脉，外固定支架固定股骨髁骨折，创面持续负压吸引。术后为进一步治疗，转急诊

ICU。  

杨大伟 

2015-05-01 06:33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5 年 05 月 01 日 06 时 33 分 

地     点：EICU 

  

参加人员：患者家属及医师 

  

事     由：交待病情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1.患者因“车祸致右下肢流血、畸形七小时”入院，入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

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入

院完善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右下肢神经血管肌腱探查缝合股骨外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

压治疗术”，术后转入我室进行监护治疗，入室后心电监护、呼吸机辅助通气，予抗感染、化

痰、抗凝、保护脏器功能及营养支持等治疗；费用约 8000-10000 元/天（具体依病情而定）； 

2. 患者目前病情危重，有并发多脏器功能障碍的可能，甚至有呼吸、心跳骤停的风险； 

3. 每日探视时间：下午 15:30-16:00。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沈华 

  

备注： 

2015-05-01 07:30                         转入记录 

     患者王智轩，男，11 岁，因“车祸致右下肢流血、畸形七小时”入院，入院诊断：1、右

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

腓侧肌部分挫裂伤。入院完善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右下肢神经血管肌腱探查缝合股骨



外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压治疗术”，术中出血 400ml，予输注红细胞 3.5u，血浆 250ml，术

后转入我室进行监护治疗，入室时患者麻醉未醒，保留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无发热 ，

查体：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2.0mm，对光反射灵敏，两肺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啰

音，心律齐，未闻及明显病理性杂音，腹平软，无肌卫，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存在，右

下肢肿胀，股骨外固定支架在位，右足背动脉可触及。复查血常规（五分类)(2015-05-01 

07:20:21 ):血红蛋白:96 g/L、血小板计数:155 x10^9/L、白细胞总数:22.93 x10^9/L、中性粒

细胞:93.50 %;急查电解质 3 项+急查心肌酶普+急查肾功能(2015-05-01 07:30:04 ):葡萄

糖:7.90 mmol/L、血肌酐:30.00 umol/L、尿素氮:1.80 mmol/L、氯:105.00 mmol/L、钾:4.60 

mmol/L、钠:133.00 mmol/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35.00 U/L、磷酸肌酸激酶:931.00 U/L、肌

酸激酶同工酶:25.00 U/L、乳酸脱氢酶:622.00 U/L;血气分析(2015-05-01 07:05:20 ):乳酸:2.60 

mmol/L、SO2%:100.00 %、PCO2:40.00 mmHg、pH:7.35 、PO2:266.00 mmHg、BE-ECF:-3.5 

mmol/L、HCO3std:22.40 mmol/L;入室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

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入室继续予呼吸机支

持，促醒，预防血管痉挛，抗凝，抗感染、保护脏器功能及营养支持等治疗。入院 24 小时

APACHE 评分 15 分，死亡风险系数 11.21%，患者右下肢血管神经损伤严重，已行手术治疗，

仍有缺血坏死可能，必要时需再次手术，有截肢可能；入院时存在皮肤撕脱伤，创面污染，

有出现严重感染不能控制，告知家属。若保肢成功，右下肢功能外观将严重受影响。目前心

电监护：窦律，HR 95 次/分，BP 140/90mmHg，SPO2 100%，RR 18 次/分；病危，继观。 

主治医师：沈华 

2015-05-01 15:18  张铮主任医师查房并指导抢救记录         

     患者入室时麻醉未醒，保留气管插管在位，即刻予呼吸机辅助呼吸，模式：SIMV，参

数：Vt 420ml，f 14 次/分，FiO2 40%，PS 14cmH2O，PEEP 4cmH2O，患者神志逐渐转清，

自主呼吸渐强，于 08：15 成功脱机拔管；现吸氧 3L/分，无明显咳嗽咳痰，有低热，无畏寒

寒战，无呕吐腹泻；现查体：患者神志清楚，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0mm，对光反射

灵敏，两肺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啰音，心律齐，未闻及明显病理性杂音，腹平软，无肌

卫，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存在，右下肢肿胀，股骨外固定支架在位，右足背动脉可触及。

急查血细胞分析(2015-05-01 14:20:20 ): 白细胞总数 :17.98 x10^9/L、 红细胞计数 :2.80 

x10^12/L、 血红蛋白:87 g/L、 红细胞比积:22.60 %、 平均红细胞体积:80.70 fL、 平均血红

蛋白浓度:385.00 g/L、 淋巴细胞:2.90 %、 中性粒细胞:92.90 %、 嗜酸细胞:0.00 %、 淋巴细

胞计数:0.52 x10^9/L、 单核细胞计数:0.76 x10^9/L、 中性粒细胞计数:16.70 x10^9/L、 嗜

酸细胞计数:0.00 x10^9/L;张铮主任医师查房并指导抢救记录：患者因“车祸致右下肢流血、

畸形七小时”入院，入院查体：神志清楚，双肺呼吸音粗，未及干湿啰音，心律齐，未及病理

性杂音，服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肠鸣音存在，右下肢自大腿上段后外方向下达踝关节后上

方约 65*20cm 皮肤撕脱伤，伴有后方皮肤潜行剥脱，部分肌肉挫裂伤、外露。创面内大量

泥沙样污染物附着于肌肉、皮肤和脂肪组织。股骨髁上骨折，骨折端外露。右足苍白，足背

动脉搏动消失，温痛觉减退，主动背伸不能。辅检：X 线（2015-05-01，我院）：右股骨髁

开放性骨折。故入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

骨髁开放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明确；无需鉴别。入院后已急诊下行“右

下肢神经血管肌腱探查缝合股骨外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压治疗术”，手术顺利，为求进一步

监护治疗转入我室；入室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

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目前患者神志已转清，已成功脱

机拔管，目前治疗上继续以抗凝，抗感染、保护脏器功能，预防血管痉挛及营养支持等治疗；

患者右下肢血管神经损伤严重，已行手术治疗，仍有缺血坏死可能，必要时需再次手术，有

截肢可能；入院时存在皮肤撕脱伤，创面污染，有出现严重感染不能控制，感染性休克等相



应并发症，即使保肢成功，右下肢功能外观仍将严重受影响，应充分告知家属，避免纠纷，

遵嘱执行。参加抢救人员：张铮主任医师，沈华主治医师，肖峰住院医师，沙小娟护师；目

前心电监护：窦律，HR 122 次/分，BP 131/55mmHg，SPO2 100%，RR 24 次/分；病危，继

观。 

张铮/肖峰 

2015-05-02 07:00           

     患者晚夜间神志清楚，继予双鼻腔吸氧 3L/min，呼吸尚平稳，无明显咳嗽咳痰，有发

热，体温最高至 39.5℃，给予物理降温，效果不佳，给予吲哚美辛栓肛塞降温处理，后体温

渐下降至正常范围，无呕吐、腹泻。现查体：神志清楚，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0mm，

对光反射灵敏，两肺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啰音，心律齐，未闻及明显病理性杂音，腹平

软，无肌卫，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存在，右下肢肿胀，股骨外固定支架在位，右足背动

脉可触及。辅助检查：急查电解质 3 项+急查心肌酶普+急查肾功能(2015-05-02 06:52): 尿

素氮:2.10 mmol/L、 钾:4.00 mmol/L、 钠:129.00 mmol/L、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65.00 U/L、 

磷酸肌酸激酶:1657.00 U/L、 肌酸激酶同工酶:32.00 U/L、 葡萄糖:6.60 mmol/L、 血肌

酐:36.00 umol/L，电解质及肾功能正常，心肌酶略高，考虑为心肌损伤所致，注意复查；血

常规（五分类)(2015-05-02 06:59):  白细胞总数:12.96 x10^9/L、 中性粒细胞:85.50 %、血小

板计数:112 x10^9/L、 血红蛋白:72 g/L，血色素较前下降，考虑与伤口渗血及血液稀释有关，

注意复查，必要时予输血治疗;现心电监护：窦律，HR 105 次/分，BP 114/47mmHg，SPO2 

100%，RR 16 次/分；患者因病危，小便无法自理，需保留导尿管便于护理及统计尿量；24

小时总入量 4030ml，尿量 2400ml，右下肢伤口负压引流出约 250ml 血性液体；病危，继

观。 

张素花 

2015-05-02 15:30          何小卫副主任医师代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白班神志清楚，自主呼吸平稳，继续予双鼻腔吸氧 3L/min，无明显咳嗽、咳痰，

有发热，体温最高 39.2℃，予吲哚美辛栓肛塞降温处理，后体温有所改善，无呕吐，解黄稀

便一次，量约 150g。查体示：神志清楚，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0mm，对光反射灵

敏，两肺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啰音，心律齐，未闻及明显病理性杂音，腹平软，无肌卫，

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存在，右下肢肿胀，股骨外固定支架在位，右足背动脉可触及，脑

膜刺激征阴性。辅助检查：1.血常规:白细胞总数:13.14 x10^9/L、中性粒细胞:84.70 %、中性

粒细胞计数:11.13 x10^9/L、血红蛋白:72 g/L、血小板计数:95 x10^9/L、嗜酸细胞计数:0.00 

x10^9/L、红细胞计数:2.45 x10^12/L、红细胞比积:20.20 %;2.急诊生化:钾:3.60 mmol/L、

钠:126.00 mmol/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98.00 U/L、磷酸肌酸激酶:2000.00 U/L、肌酸激酶

同工酶:43.00 U/L、乳酸脱氢酶:667.00 U/L、葡萄糖:6.50 mmol/L、血肌酐:30.00 umol/L、尿

素氮:1.20 mmol/L;3.血栓弹力图：未见明显异常；4.C-反应蛋白:145.00 mg/L;5.大生化检测全

套:丙氨酸氨基转移酶:15.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52.00 U/L、磷酸肌酸激酶:1790.00 U/L、

乳酸脱氢酶:292.00 U/L、总蛋白:39.70 g/L、白蛋白:23.20 g/L、总胆红素:7.80 umol/L、直接

胆红素:3.10 umol/L、尿素:1.90 mmol/L、肌酐:43.00 umol/L、总胆固醇:1.85 mmol/L、甘油

三酯:1.25 mmol/L、钾:4.10 mmol/L、钠:134.20 mmol/L、间接胆红素:4.70 umol/L。今日何小

卫副主任医师代主治医师查房后分析病情：1.患者系“右下肢神经血管肌腱探查缝合股骨外

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压治疗术”术后转入我室进一步监护治疗，目前患者神志清楚，已顺利

脱机拔管；今日患者再次出现高热，考虑与入院时创面污染导致的感染及坏死物的吸收有关，

已予头孢米诺控制感染，今日血常规示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比例较前已有所降低，考虑

抗感染治疗有效，可继续目前的抗感染治疗方案至足疗程，并继续监测血象、PCT、CRP 及

体温，必要时予更换抗生素控制感染；2.患者手术创面存在渗出，大生化示白蛋白明显低于



正常水平，白班自诉口渴，应继续予加强补液治疗，并应嘱家属外购人血白蛋白输注，改善

全身营养状况，同时应密切关注患者尿量、电解质及肾功能的变化，防止发生急性肾功能衰

竭，必要时应予床边 CRRT 治疗；3.患者右下肢血管、神经已严重受损，虽已行手术治疗，

仍有发生缺血、坏死的可能，甚至有截肢的风险，相关风险已充分告知家属，避免出现以来

纠纷。心电监护：窦律，HR 136 次/分，BP 118/48mmHg，SPO2 100%，RR 21 次/分；病危，

继观病情变化。 

何小卫 

2015-05-03 07:10           

     患者晚夜间神志清楚，自主呼吸尚平稳，继予双鼻腔吸氧 3L/min，无明显咳嗽咳痰，

有发热，体温最高至 37.5℃，无呕吐、腹泻。晨查体：神志清楚，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

约 3.0mm，对光反射灵敏，两肺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啰音，心律齐，未闻及明显病理性

杂音，腹平软，无肌卫，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存在，右下肢肿胀，股骨外固定支架在位，

右足背动脉可触及。现心电监护：窦律，HR 98 次/分，BP 108/32mmHg，SPO2 100%，RR 

20 次/分；患者因病危，小便无法自理，需保留导尿管便于护理及统计尿量；24 小时总入量

4145ml，尿量 2140ml，右下肢伤口负压引流出约 600ml 血性液体；病危，继观。 

肖峰 

2015-05-03 15:30           

     患者白班神志清楚，自主呼吸平稳，继续予双鼻腔吸氧 3L/min，无咳嗽、咳痰，白班

仍有发热，体温最高 39.0℃，予吲哚美辛栓肛塞降温并给予物理降温，下午患者体温有所下

降，白班无呕吐，解黄稀便三次，量约 250g。查体见：神志清楚，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

径约 3.0mm，对光反射灵敏，两肺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啰音，心律齐，未闻及明显病理

性杂音，腹平软，无肌卫，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存在，右下肢肿胀，股骨外固定支架在

位，双侧足背动脉可触及，脑膜刺激征阴性。心电监护：窦律，HR 94 次/分，BP 97/45mmHg，

SPO2 100%，RR 17 次/分；病危，继观病情变化。 

朱进 

2015-05-04 07:00  输血记录           

     患者系“右下肢神经血管肌腱探查缝合股骨外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压治疗术”术后，血

常规示血红蛋白 57g/L，有输血指征，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并签署输血治疗同意书后向血库

申请 AB 型 RH 阳性的少白细胞的悬浮红细胞 1.5U，输血开始时间：02:00，结束时间：03:30，

输血过程顺利，无输血相关不良反应。 

何小卫 

2015-05-04 07:30           

     患者晚夜间神志清楚，有明确指令动作，自主呼吸稍促，继续予双鼻腔吸氧 3L/min，

无明显咳嗽、咳痰，有发热，最高体温 37.9℃，无呕吐，解黄稀便一次，量约 200g。今晨

查体：神志清楚，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0mm，对光反射灵敏，两肺呼吸音粗，未及

明显干湿啰音，心律齐，未闻及明显病理性杂音，腹平软，无肌卫，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

音存在，右下肢肿胀，股骨外固定支架在位，右足背动脉可触及。辅助检查：1.血常规: 白

细胞总数:7.39 x10^9/L、 中性粒细胞:80.50 %、 中性粒细胞计数:5.95 x10^9/L、 血红蛋白:57 

g/L、 血小板计数:104 x10^9/L；2.急诊生化：钾:3.30 mmol/L、 钠:132.00 mmol/L、 门冬

氨酸氨基转移酶:97.00 U/L、 磷酸肌酸激酶:2397.00 U/L、 肌酸激酶同工酶:51.00 U/L、 乳

酸脱氢酶:481.00 U/L、 葡萄糖:9.30 mmol/L、 血肌酐:34.00 umol/L、 尿素氮:0.60 mmol/L；

血常规示重度贫血，有输血指征，向血库申请 1.5U 少白细胞悬浮红细胞输注，纠正贫血；

急诊生化示血钾偏低，予以补充，肾功能无明显异常，继续复查。心电监护：窦律，HR 100

次/分，BP 110/43mmHg，SPO2 100%，RR 21 次/分；患者因小便无法自理，需保留导尿管



便于护理及统计尿量；24 小时总入量 3535ml，尿量 2750ml，右下肢伤口负压引流出约 250ml

血性液体；病危，继观病情变化。 

何小卫 

  

2015-05-04 10:50          转科小结 

     患者王智轩，男，11 岁，因“车祸致右下肢流血、畸形七小时”于 05-01 日入住我院骨

科治疗，入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

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右下肢神

经血管肌腱探查缝合股骨外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压治疗术”，术中出血 400ml，予输注红细

胞 3.5u，血浆 250ml，术后转入我室进行监护治疗，入室时患者麻醉未醒，保留气管插管接

呼吸机辅助呼吸，无发热。查体见：神志全麻未醒，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2.0mm，对

光反射灵敏，两肺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啰音，心律齐，未闻及明显病理性杂音，腹平软，

无肌卫，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存在，右下肢肿胀，股骨外固定支架在位，右足背动脉可

触及。入室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

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入室后继续予呼吸机支持，促醒，预防血管痉

挛，抗凝，抗感染、保护脏器功能及营养支持等治疗。经以上积极治疗，患者病情好转，患

者神志逐渐转清，自主呼吸渐强，于 05-01 日 08:15 成功脱机拔管，给予双鼻腔吸氧 3L/min，

呼吸尚平稳；昨日复查血常规示血红蛋白 57g/L，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并签署输血治疗同意

书后，向血库申请 AB 型 RH 阳性的少白细胞的悬浮红细胞 1.5U 输注，过程顺利，未见输血

相关不良反应；骨科杨大伟医师看过病人后指示患者病情好转，同意转回骨科病房继续治疗，

联系后今日 10:50 予以转出。转出时心电监护示：窦律，HR 107 次/分，BP 105/53mmHg，

SPO2 100%，RR 27 次/分；继观患者病情变化。 

张素花 

2015-05-04 08:30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5 年 05 月 04 日 08 时 30 分 

地     点：EICU 病区 

参加人员：经治医师及患者家属 

事     由：交待病情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

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右下肢神经血管肌

腱探查缝合股骨外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压治疗术”，术后入我室加强监护治疗，目前经治疗，

患者神志清楚，脱机拔管顺利，病情好转，骨科医师看过病人后同意转回骨科继续治疗，但

患者创伤大，皮肤撕脱伤，且同时存在创面污染，后期仍有可能出现严重感染不能控制、感

染性休克等相应并发症，现告知家属，患者家属需知情并签字。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张素花 

  

备注： 

2015-05-04 11:21        接收记录  

     患者王智轩，男，11 岁，因“车祸致右下肢流血、畸形七小时”于 05-01 日入住我院骨

科治疗，入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



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右下肢神

经血管肌腱探查缝合股骨外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压治疗术”，术中出血 400ml，予输注红细

胞 3.5u，血浆 250ml，术后转入我室进行监护治疗，入室时患者麻醉未醒，保留气管插管接

呼吸机辅助呼吸，无发热。查体见：神志全麻未醒，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2.0mm，对

光反射灵敏，两肺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啰音，心律齐，未闻及明显病理性杂音，腹平软，

无肌卫，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存在，右下肢肿胀，股骨外固定支架在位，右足背动脉可

触及。入室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

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入室后继续予呼吸机支持，促醒，预防血管痉

挛，抗凝，抗感染、保护脏器功能及营养支持等治疗。经以上积极治疗，患者病情好转，患

者神志逐渐转清，自主呼吸渐强，于 05-01 日 08:15 成功脱机拔管，给予双鼻腔吸氧 3L/min，

呼吸尚平稳；昨日复查血常规示血红蛋白 57g/L，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并签署输血治疗同意

书后，向血库申请 AB 型 RH 阳性的少白细胞的悬浮红细胞 1.5U 输注，过程顺利，未见输血

相关不良反应；患者生命体征平稳，为进一步治疗，转回手外科。 

杨大伟 

2015-05-05 09:2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患者目前体温正常，精神良好，卧床休息，右下肢抬高，

心电监护持续监测。常规体格检查结果正常，右下肢外固定支架固定膝关节屈曲 15°位。右

下肢中度肿胀，创面持续负压吸引通畅，末梢血供正常，张力适中。足背麻木，主动背伸不

能。蒋主任查房认为，患者术后至今全身情况良好，下肢血供正常。继续抗炎、抗凝和抗痉

挛治疗。复查血常规和肝肾功能。拟于明日全麻下行右下肢清创 VAC 负压治疗。术前评估：

右下肢血供正常，创面需多次清创负压治疗。随时有可能因血管危象、肝肾功能损伤等原因

致右下肢截肢。 

杨大伟 

2015-05-05 09:45          术前小结 

姓名 王智轩 性别 男 年龄 11 岁 婚姻 未婚 

病历摘要：患者王智轩，男，11 岁，因“车祸致右下肢流血、畸形七小时”于 05-01 日入住我

院骨科治疗，入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

开放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右下

肢神经血管肌腱探查缝合股骨外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压治疗术”，术中出血 400ml，予输注

红细胞 3.5u，血浆 250ml，术后转入 ICU 治疗。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后，为进一步治疗，转回

手外科。    

手术前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 

诊断依据及手术指征：病史、体格检查和 X 线。诊断明确，无需鉴别。 

拟行手术： 右下肢清创 VAC 负压治疗                 拟定手术者：杨大伟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插管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血常规（五分类)(2015-05-05 08:26:09 ):血红蛋白:70 g/L、中性粒细

胞 :75.10 %、白细胞总数 :7.95 x10^9/L;大生化检测全套 (2015-05-05 11:27:48 ):谷草/谷

丙:1.71 、肌酐:32.00 umol/L、尿素:2.84 mmol/L、白蛋白:31.20 g/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

酶:58.00 U/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34.00 U/L;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5 年 05 月 06 日 15 时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ml 

   -- 

    

主治医师签名：       杨大伟  住院医师签名：      --          2015 年 05 月 05 日 

手术审报意见：      同意      审批者签字：      蒋纯志       2015 年 05 月 05 日    

  

  

2015-05-06 20:10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5-05-06   开始时间：17：50    结束时间：19:00    全程时间：01 时 10

分 

术前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

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 

术后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

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 

手术名称：右下肢清创 VAC 负压治疗 

手术者：杨大伟               助手： 刘亮            护士：赵冉  

麻醉方法：插管全麻                         麻醉医师：陈宝林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效果满意后，以碘伏盐水清洗创面，再以碘伏消毒皮肤，铺巾。 

2. 见右小腿后方、腘窝，右大腿下端后方共约 5%皮肤坏死，小腿后方肌肉血供存在。右足

末梢血供正常。切除坏死皮肤及皮下脂肪，创面反复以碘伏盐水和双氧水清洗。创面止血纱

布止血，KCI 公司 VAC 创面持续负压治疗。术毕。 

3. 手术过程顺利，麻醉效果良好，术中出血少，术后转 ICU 治疗。  

  

  

    

  

  

手术者签名:            杨大伟 

2015-05-06 20:45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王智轩，男，11 岁，因“车祸致右下肢流血、畸形七小时”于 05-01 日入住我院骨

科治疗，入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

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右下肢神

经血管肌腱探查缝合股骨外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压治疗术”，术后转 ICU 治疗。待生命体征

平稳后，转回我科继续治疗。今日全麻下行右下肢清创 VAC 负压治疗。术后继续抗炎、抗

凝和对症支持治疗。 

杨大伟 

2015-05-07 08:18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患者为术后第一天，体温正常，精神良好，食欲、睡眠正

常，心电监护示生命体征平稳。常规体格检查结果正常，右下肢轻度肿胀，创面负压吸引通



畅，外固定支架固定在位。末梢血供正常，张力适中，足背麻木，主动背伸不能。蒋主任查

房认为，患者昨日全麻下行右下肢清创 VAC 负压治疗，创面软组织挫裂伤严重，广泛皮肤

和脂肪坏死，肌肉组织目前尚未见坏死。继续抗炎、抗凝、对症治疗为主。 

杨大伟 

2015-05-08 11:05           

     患者今为术后第二天，全身情况良好 ，食欲、睡眠正常，患肢抬高，无不适主诉。右

小腿创面负压吸引通畅，末梢血供和张力正常。血常规（五分类)(2015-05-08 08:47:27 ):血

红蛋白:92 g/L、中性粒细胞:74.80 %、白细胞总数:11.46 x10^9/L;大生化检测全套(2015-05-

08 10:25:19 ):钙:2.08 mmol/L、葡萄糖:5.19 mmol/L、肌酐:29.00 umol/L、尿素:3.03 mmol/L、

白蛋白:27.50 g/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17.00 U/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43.00 U/L;目前治疗同

前。 

杨大伟 

2015-05-09 09:00           

     患者今为术后第三天，一般情况良好，体温正常，卧床休息，右下肢抬高。右下肢轻

度肿胀，创面负压通畅，末梢血供正常，足背麻木，主动背伸不能。患者昨晚全身有散在丘

疹，今日停用磺苄西林钠。抗凝补液治疗。 

杨大伟 

2015-05-11 09:50           

     患者目前丘疹消失，全身情况良好，体温正常。右下肢外固定支架在位，负压吸引通

畅，末梢血供正常，足背麻木，主动背伸不能。复查 X 线示骨折对位对线良好，外固定在位。

拟于明日全麻下行右下肢清创 VAC 负压治疗。术前评估：右下肢血供正常，创面需多次清

创负压治疗。随时有可能因血管危象、肝肾功能损伤等原因致右下肢截肢。 

杨大伟 

2015-05-11 10:17          术前小结 

姓名 王智轩 性别 男 年龄 11 岁 婚姻 未婚 

病历摘要：患者王智轩，男，11 岁，因“车祸致右下肢流血、畸形七小时”于 05-01 日入住我

院骨科治疗，入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

开放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右下

肢神经血管肌腱探查缝合股骨外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压治疗术”，术后转 ICU 治疗。待生命

体征平稳后，转回我科继续治疗。2015-05-06 全麻下行右下肢清创 VAC 负压治疗。术后继

续抗炎、抗凝和对症支持治疗。    

手术前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 

诊断依据及手术指征：病史、体格检查和 X 线。诊断明确，无需鉴别。 

拟行手术：右下肢清创 VAC 负压治疗                  拟定手术者：杨大伟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插管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血常规（五分类)(2015-05-08 08:47:27 ):血红蛋白:92 g/L、中性粒细

胞 :74.80 %、白细胞总数 :11.46 x10^9/L;大生化检测全套 (2015-05-08 10:25:19 ):钙 :2.08 

mmol/L、葡萄糖:5.19 mmol/L、肌酐:29.00 umol/L、尿素:3.03 mmol/L、白蛋白:27.50 g/L、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17.00 U/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43.00 U/L;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5 年 05 月 12 日 09 时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ml 

   -- 

    

主治医师签名：      杨大伟 住院医师签名：     --        2015 年 05 月 11 日 

手术审报意见：     同意     审批者签字：     蒋纯志     2015 年 05 月 11 日  

  

  

2015-05-12 12:30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5-05-12   开始时间：10：20    结束时间：11:40    全程时间：01 时 20

分 

术前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

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 

术后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

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 

手术名称：右下肢清创 VAC 负压治疗 

手术者：  杨大伟               助手：蒋纯志             护士：施韬  

麻醉方法：插管全麻                         麻醉医师：张勇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效果满意后，以碘伏盐水清洗创面，再以碘伏消毒皮肤，铺巾。 

2. 见右小腿后方、腘窝，右大腿下端后方共约 5%皮肤缺损，腓肠肌和比目鱼肌部分坏死。

右足末梢血供正常。刮除外露坏死肌肉及脂肪，为保护血供，需多次清除坏死肌肉。创面反

复以碘伏盐水和双氧水清洗，KCI 公司 VAC 创面持续负压治疗。术毕。 

3. 手术过程顺利，麻醉效果良好，术中出血少，术后转 ICU 治疗。  

  

  

    

  

  

手术者签名:            杨大伟 

2015-05-12 13:06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王智轩，男，11 岁，因“车祸致右下肢流血、畸形七小时”于 05-01 日入住我院骨

科治疗，入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

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右下肢神

经血管肌腱探查缝合股骨外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压治疗术”，术后转 ICU 治疗。待生命体征

平稳后，转回我科继续治疗。2015-05-06 全麻下行右下肢清创 VAC 负压治疗。术后继续抗

炎、抗凝和对症支持治疗。今日更换负压，术中见腓肠肌和比目鱼肌部分坏死。右足末梢血

供正常。为保护血供，需多次清除坏死肌肉。术后以头孢米诺抗炎治疗为主。 

杨大伟 

2015-05-13 09:1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患者卧床休息，体温最高达 39°，考虑吸收热，对症治疗。



常规体格检查结果正常，右下肢轻度肿胀，创面负压通畅，末梢血供正常，张力适中。足背

皮肤麻木，主动背伸不能。蒋主任查房认为，患者术后全身情况良好，末梢血供正常。因创

面需多次清创后多次植皮，明日转我院整形科继续治疗。出院评估：全身情况良好，末梢血

供正常，创面需多次清创后多次植皮。随时有可能因血管危象、肝肾功能损伤等原因致右下

肢截肢。 

杨大伟 

2015-05-14 08:22          出院小结 

姓名 王智轩 性别 男 年龄 11 岁 婚姻 未婚 职业 无  

【入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入院日期】2015-05-01  

【手术名称】1、右下肢神经血管肌腱探查缝合股骨外固定支架固定创面负压治疗术 

2、右下肢清创 VAC 负压治疗 

3、右下肢清创 VAC 负压治疗【手术日期】1、2015-05-01  

2、2015-05-06 

3、2015-05-12 

【出院诊断】1、右侧腘动脉挫伤伴血栓形成 2、右腓总神经挫裂伤 3、右股骨髁开放性损伤

4、右股二头肌、腓侧肌部分挫裂伤。【出院日期】2015-05-14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王智轩，男，11 岁，因“车祸致右下肢流血、畸形七小时”于 05-01 日入住我院骨

科治疗。专科检查：右下肢自大腿上段后外方向下达踝关节后上方约 65*20cm 皮肤撕脱伤，

伴有后方皮肤潜行剥脱，部分肌肉挫裂伤、外露。创面内大量泥沙样污染物附着于肌肉、皮

肤和脂肪组织。股骨髁上骨折，骨折端外露。右足苍白，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温痛觉减退，

主动背伸不能。辅检：X 线（2015-05-01，我院）：右股骨髁开放性骨折。     

【住院经过】 

   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右下肢神经血管肌腱探查缝合股骨外固定支架固定

创面负压治疗术”。手术顺利，恢复右下肢血供。术后为进一步治疗，转住 ICU。待生命体征

平稳后，转回我科。予抗炎、抗凝、抗痉挛和补液支持治疗为主。定期清创更换创面负压。

目前右下肢血供良好，小腿肌肉部分坏死，需多次清创，待创面坏死组织完全清创后，再分

次行头皮移植。建议转我院整形科继续治疗。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Ⅲ/丙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

吸轻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肠鸣音 5 次/分，双下肢无浮肿。右

小腿后方和腘窝处皮肤缺损约 6%，部分腓肠肌和比目鱼肌坏死。末梢血供正常，足背皮肤

麻木，踝关节和足趾主动背伸不能。 

【出院医嘱】 

1、我院整形科继续治疗。 

2、需要两人护理   

  

X 光线号：A1968920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       杨大伟       医师签名：——  

 

患者取仰卧位，双侧腹股沟区消毒铺单后局麻下经右侧股动脉穿刺插入 4F 血管鞘组后送入

4F 猪尾导管行腹主动脉及左侧髂动脉造影；再更换 Cobra 导管，将导管头端置于左侧股总

动脉上段行左下肢 IADSA。然后局麻下穿刺右侧股静脉插入 4F 猪尾导管，行下腔静脉造影

明确双侧肾静脉水平后，于下腔静脉肾静脉水平以下置入下腔静脉滤器（Aegisy）一枚，并

行下腔静脉复查造影。检查及治疗结束后拔除导管及鞘管，穿刺点加压包扎，检查经过顺利，

患者无明显不适，安返病房。 

造影所见： 

1.左下肢动脉造影示：腹主动脉、双侧髂总动脉、髂外动脉、股浅股深动脉显影；股浅动脉

-腘动脉移行段呈截断征象（临近股骨下端骨折伴移位），以远腘动脉部分显影，胫腓动脉显

影纤细，胫前动脉主干不显影；左足部血管网显影清晰。静脉期下肢小腿深静脉、腘静脉不

显影，股浅静脉浅淡显影。 

2.下腔静脉造影示：下腔静脉主干显影，管壁光整。 

3.下腔静脉滤器置入后造影复查示：下腔静脉滤器位于双肾静脉水平以下滤器形态、位置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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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1 16:05          入院记录 

姓名:  魏尤勇职业:     工人 

性别:  男工作单位:南京禄口机场 

年龄:  39 岁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禄口镇魏庄村大魏庄 

婚姻:  已婚供史者:  陪人 

出生地:江苏南京入院日期:2013-10-21 10:42 

民族:  汉族记录日期:2013-10-21 16:05 

 

主诉：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流血 11 天。 

现病史：  

      受伤时间：√11 天  头部着力部位 额部   头痛 无  有(部位  程度)   / 

      呕吐  无  有   抽搐   无  有   大、小便失禁 无  有 具体不详 

      眼、耳、鼻、口腔出血   无   √有（鼻腔出血） 

      受伤经过及伤后处理情况：患者 11 天前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伤后神志昏迷，

具体受伤情形不详，遂被送至外院住院治疗，外院诊断“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



损伤，双肺挫伤，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左股骨下段骨折，右胫腓骨中下段粉碎性骨

折”，予行双下肢骨折外固定、骨牵引、气管切开，现为进一步诊断及治疗，转入我院，急诊

查头颅 CT 后，收入我科继续治疗。 

     受伤原因：坠落  打击  冲撞  挤压  跌伤  穿戳  跳车  √车祸  火器  其他 

     伤后意识：清醒  嗜睡  昏迷√   持续时间  11 天   中间清醒期  √无  有  持续

时间——  再发昏迷  无  有   持续时间——   

     肢体运动：左下肢骨牵引，右下肢外固定架固定 

     瞳孔改变：  - 

既往史：既往体健，否认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史，否认有肝炎及结核等传染病史，无

重大外伤及手术史，无输血史，无药物及食物过敏史。 

个人史：患者出生于本地，否认有长期外地居住史和血吸史疫水接触史，否认吸烟、酗酒及

其他特殊不良嗜好。适龄婚育，配偶及子女体健，无冶游史。 

家族史：否认家族性遗传病史。  

体    格     检    查 

T：36.5℃，P：108 次/分，R：24 次/分，BP：124/82mmHg   

一般情况：发育 正常     营养 中等      病容  浅昏迷 

眼 ——     耳 ——     鼻、口腔  ——    颌面  面颊部小裂伤已愈合 

心：√正常    异常 

肺：√正常    异常 

腹部：√ 正常     异常  

脊柱：√ 正常     异常  

四肢：正常     √异常  左侧下肢骨牵引，皮肤局部发黑，肿胀明显，见散在水泡，皮温

较凉，循环不佳，右侧下肢外固定架固定。   

性征发育：√正常     异常 

其他：气管切开套管在位。尿管在位。 

头颅： 

        头皮擦伤 —    挫伤 左侧顶部头皮     裂伤 —    缺损— 

        颅骨骨折情况：— 

        脑组织损伤情况：— 

        着力点  —   渗血     缺损— 

        擦挫伤 —     裂伤— 

神     经    系    统    检    查  

意识状态：清醒   烦躁  嗜睡  昏睡  √浅昏迷  中昏迷  深昏迷 

GCS：总评分  8 分  评级 重型 

        睁眼反应  自动睁眼  4分    √呼唤睁眼  3分  刺痛睁眼  2分  不能睁眼  1

分 

        语言反应  回答正确  5 分  回答错误  4 分  语无论次  3 分  只能发音  2 分  

√不能言语  1 分 

        运动反应  按吩咐动作  6 分  刺痛能定位  5 分  √刺痛能回缩  4 分  刺痛肢

体屈曲(去皮质)  3 分  刺痛身体过伸(去脑)  2 分  不能运动  1 分 

        ※在所得分数前划“√”。 

                   轻型：13~15 分(伤后意识障碍 20 分钟内) 

                   中型：9~12 分(伤后意识障碍 20 分钟~6 小时) 

                   重型：√3~8 分(伤后昏迷或再发昏迷在 6 小时以上) 



精神状态：正常  异常  萎靡    定向力  不配合√ 

语言：正常  失语(运动性、感觉性、命名性、混合性)  √不配合 

姿势及步态：平车推入病房 

检查合作情况：合作  欠合作  √不合作 

脑膜刺激征：颈抵抗 （—） 克尼格征（—） 

颅神经： 

   Ⅰ.嗅觉：正常  迟钝( 左  右) 消失(左  右)   不配合√ 

   Ⅱ.视力：正常   减退(左  右)  失明(左  右)   模糊（左 右）不配合√ 

       眼底：正常   不配合√  

               正常   不配合√ 

   Ⅲ.Ⅳ. Ⅵ：眼睑下垂  √无  有（左  右）   眼球凸出  √无  有（左  右） 

                 眼球陷入  √无  有（左  右） 

瞳孔直径(mm)形状直接光反应间接光反应调节反应 

左 3.0 圆++++不配合 

右 3.0 圆++++不配合 

 

(灵敏++  迟钝+  丧失 O) 

眼姿   √正常   斜视 无√  眼球分离 无√  同向凝视(左   右 ) 无√ 眼震  √正常 

眼球运动：正常   √不配合   

Ⅴ.面部感觉：正常   异常(左   右   第  支)  张口偏斜(左 右)  无   √不配合 

   角膜反射：正常   迟钝(左   右)  消失(左  右)  √不配合 

Ⅶ.面瘫：中枢性 √无 有(轻 重 左 右)    面肌抽搐 √无 有(左 右) 

            周围性：√无 有(不全 完全 左 右) 

Ⅷ.韦伯试验  林尼试验   气导＞骨导(左  右)     骨导＞气导(左  右)  √不配合 

Ⅸ.Ⅹ.发音  正常  嘶哑  构音不良     吞咽  正常   发呛  不能  不配合√ 

       软腭及悬雍垂  居中 偏向(左  右)    咽反射：正常  迟钝(左  右) 消失(左  右)  

不配合√ 

Ⅺ.耸肩    正常   √不配合    转颈  有力   无力  无   有(左  右)  √不配合    

Ⅻ.舌在口中位  正中  左  右  伸舌  居中  偏向(左  右)  √不配合 

感觉系统： 

    浅感觉：正常   异常   √不配合 

    深感觉：正常   异常   √不配合 

运动系统：左利   右利   不配合 

        肌萎缩    无           肌张力- 

        肌力（0~Ⅴ）：左上肢   左下肢   右上肢  右下肢   不配合√ 

反射活动： (亢进+++ 正常或阳性++ 减退或可疑+ 消失或阴性－) 

浅反射腹壁反射：上   中  下足跖反射提睾反射肛门反射 

左             ++ ++ ++++++++ 

右              ++ ++ ++++++++ 

 

深反射肱二头肌肱三头肌桡骨膜膝腱跟腱阵挛 

左++++++++++(-) 

右++++++++++(-) 

 



病理反射巴彬斯奇征查多克征霍夫曼征其他 

左(-)(-)(-)(-) 

右(-)(-)(-)(-) 

 

共济运动：指鼻试验  阴性  √不配合  轮替试验  阴性  √不配合 

              跟膝试验  阴性  √不配合 罗姆伯格征  阴性  √不配合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项目                   检查号码           检查日期          结果 

1.X 线平片： 

2.脑超声波：— 

3.CT 扫描：本院急诊（2013-10-21）：  左侧顶部头皮挫伤，左侧额颞部硬膜下积液，右侧

上颌窦炎可能 4.MRI：—    

5.EEG：— 

6.脑脊液检查：—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时 

外观   压力    Pa(   mmH2O)   细胞总数    红细胞数         

7.其他：— 

摘  要 

      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患者 11 天前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伤后神志昏迷，

具体受伤情形不详，遂被送至外院住院治疗，外院诊断“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

损伤，双肺挫伤，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左股骨下段骨折，右胫腓骨中下段粉碎性骨

折”，予行双下肢骨折外固定、骨牵引、气管切开，现为进一步诊断及治疗，转入我院，急诊

查头颅 CT 后，收入我科继续治疗。入院查体：T：36.5℃，P：108 次/分，R：24 次/分，BP：

124/82mmHg，神志浅昏迷，GCS 8 分，双侧瞳孔 3mm，对光反射灵敏。气管切开套管在

位。尿管在位。颈软，克氏征（-）；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啰音，脊柱无畸形，左侧下

肢骨牵引，皮肤局部发黑，肿胀明显，见散在水泡，皮温较凉，循环不佳，右侧下肢外固定

架固定。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头颅 CT 示：左侧顶部头皮挫伤，左侧额颞部硬

膜下积液，右侧上颌窦炎可能。 

 入院诊断： 

1.弥漫性轴索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 

3.左侧股骨下端骨折 

5.右侧胫腓骨骨折 

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 

7.双肺挫伤 

 副主任医师签名:           廖萍 

 

 <value/> 

  

   

 

日期:  2013-10-21 

  

2013-10-21 16:05        首次病程记录   

      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患者 11 天前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伤后神志昏迷，



具体受伤情形不详，遂被送至外院住院治疗，外院诊断“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

损伤，双肺挫伤，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左股骨下段骨折，右胫腓骨中下段粉碎性骨

折”，予行双下肢骨折外固定、骨牵引、气管切开，现为进一步诊断及治疗，转入我院，急诊

查头颅 CT 后，收入我科继续治疗。入院查体： T：36.5℃，P：108 次/分，R：24 次/分，

BP：124/82mmHg，神志浅昏迷，GCS 8 分，查体不配合，发育正常，营养中等，全身皮肤

粘膜未见黄染，未及浅表淋巴结肿大。左侧顶部头皮挫伤，双侧瞳孔等大，对光反射灵敏，

眼球运动情况不能配合。外耳道无畸形。颈软，对称，未见静脉充盈及动脉异常搏动。气管

切开套管在位。胸廓无畸形，无压痛，呼吸移动度对称，叩诊清音，双侧呼吸音粗，未及明

显湿啰音。心前区无隆起，无异常搏动，无震颤，心浊音各界不大，心率 108 次/分，律齐，

瓣膜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平软，肠鸣音 4～5 次/分。脊柱生理弯曲存在，左侧大腿肿胀

明显，畸形，不能活动，左下肢皮温较凉，循环不佳，左小腿皮肤色泽发暗，有水泡形成，

足背动脉不可及，右侧下肢骨折外固定架外固定。骨盆挤压试验（－），生理反射存在，病

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辅助检查：本院急诊头颅 CT： 左侧顶部头皮挫伤，左侧

额颞部硬膜下积液，右侧上颌窦炎可能。诊断依据：1、患者有明确外伤史，浅昏迷状态。

2、查体：神志浅昏迷，左侧下肢肿胀，皮温较凉，循环不佳，右侧下肢骨折外固定架外固

定。4、本院 CT 示：“左侧顶部头皮挫伤，左侧额颞部硬膜下积液，右侧上颌窦炎可能”。入

院诊断：1.弥漫性轴索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 3.左侧股骨下端骨折 5.右侧胫腓骨骨

折 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 7.双肺挫伤，诊断依据：1、车祸外伤昏迷病史，2、查体

神志浅昏迷，左侧下肢肿胀，皮温较凉，循环不佳，右侧下肢骨折外固定架外固定 3、辅检

结果。鉴别诊断：1，硬膜外血肿：多有明确外伤史，起病急，CT 呈凸透镜样高密度影。2，

颅内动脉瘤破裂：急性起病，突发剧烈头痛，有脑膜刺激征，CT 影像多呈蛛网膜下腔出血。

诊疗计划：1，神经外科常规护理，卧床。2，完善相关检查，予止血、脱水、营养神经等治

疗，安排左下肢 DSA 检查了解血管情况。3、告知家属患者病情，健康教育，树立战胜疾病

的信心。4、病情评估：患者 GCS 8 分，目前颅内出血量不多，无手术指征，暂予保守治疗，

但须定期复查头颅 CT，左下肢循环功能不佳，病情有进一步加重可能，需密切观察患者皮

温，行造影检查后进一步治疗，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廖萍 

2013-10-21 20:40           

     患者今日急诊行左下肢动静脉造影，显示左侧腘动脉断裂，静脉回流困难，有多处血

栓形成，予临时滤器置入，防止肺栓塞，心梗等形成，另请骨科会诊，决定下一步治疗。 

廖萍 

2013-10-22 11:10          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病情较重，今日查房，患者神志不清，查体见左下肢皮肤局部发黑，色暗红，局

部皮温低，大量张力性水疱。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后示：患者目前急诊手术复位骨折，内固

定，左小腿切开，清创，清除坏死组织，手术风险较大，已向家属交代病情，签手术同意书。

术前评估：患者诊断明确，有手术指征，左下肢腘动脉损伤，需急诊手术，据书中探查结果

决定行腘动脉缝合修复、搭桥侧枝循环建立，如左小腿组织坏死严重，需与患者家属沟通行

左小腿截肢术，需与患者家属沟通，告知患者伤后时间长，左小腿存在组织坏死、感染可能

性大，重建血运后有出现全身感染、危及生命可能，患者右胫腓骨开放性骨折，外院予临时

闭合复位外固定术，现复查见骨折复位较差，决定再次手术，本治疗小组讨论后，暂定手术

选取闭合复位髓内钉内固定术式，坚强内固定利于骨折解剖复位，术后早期下地及功能恢复，

术后出现感染、骨髓炎可能性仍较大，患者右侧肩胛骨骨折，考虑患者目前身体情况差，手

术耐受条件差，本次手术暂不予处理，患者术前查下肢血管多发血栓形成，已予临时滤器置

入，出现栓子脱落致脑梗死、心梗、肺栓塞可能性仍较大，需做好术前沟通，需要向患者及



家属交代手术风险，告知患者合并脑挫伤、脑干损伤、肺挫伤等疾病，一般状况差，手术有

使病情恶化可能，术后需入 ICU 治疗，患者术后需卧床休息，术后可嘱患肢抬高，予低分子

肝素皮下注射，下肢气压治疗等预防深静脉血栓。 

曾逸文/王强  

2013-10-22            术前讨论 

讨论时间：2013-10-22      讨论地点：骨科示教室 

参加人员：王黎明副院长、曾逸文主任医师、郑圣鼐副主任医师、王强主治医师、廖萍副主

任医师，及其他骨科全体医师、马云花护士长 

主持人：曾逸文主任医师 

讨论内容： 

    廖萍副主任医师汇报病史：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

流血 11 天”入院。入院查体：T：36.5℃，P：108 次/分，R：24 次/分，BP：124/82mmHg，

神志昏睡，GCS 9 分，双侧瞳孔 3mm，对光反射灵敏。颈软，克氏征（-）；双肺呼吸音粗，

未闻及明显啰音，脊柱无畸形，左侧大腿肿胀明显，畸形，不能活动，左下肢皮温较凉，循

环不佳，左小腿皮肤色泽发暗，有水泡形成，足背动脉不可及，右侧下肢骨折外固定术，左

侧肩部不能活动。余肢体肌力及肌张力可，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本院急诊（2013-

10-21）：右侧胫腓骨骨折术后。本院急诊（2013-10-21）： 左侧顶部头皮挫伤，左侧额颞部

硬膜下积液，右侧上颌窦炎可能。 

    王强主治医师：结合患者症状、体征及辅检，患者诊断为：1.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

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3.左小腿腘动脉损伤，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

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7.两肺挫伤，患者入院后急诊行左下肢动静

脉造影，显示左侧腘动脉断裂，静脉回流困难，有多处血栓形成，查体左足背动脉不可及，

左小腿皮温低，色泽发暗，表面可见大量水疱，考虑左下肢血供差，左小腿组织坏死可能，

拟于今日下午急诊在全麻下行“右胫腓骨骨折、左股骨下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左小腿切

开减压清创术”。 

    曾逸文主任医师：患者诊断明确，有手术指征，左下肢腘动脉损伤，需急诊手术，据术

中探查结果决定行腘动脉缝合修复、搭桥侧枝循环建立，如左小腿组织坏死严重，需与患者

家属沟通行左小腿截肢术，需与患者家属沟通，告知患者伤后时间长，左小腿存在组织坏死、

感染可能性大，重建血运后有出现全身感染、危及生命可能，患者右胫腓骨开放性骨折，外

院予临时闭合复位外固定术，现复查见骨折复位较差，决定再次手术，本治疗小组讨论后，

暂定手术选取闭合复位髓内钉内固定术式，坚强内固定利于骨折解剖复位，术后早期下地及

功能恢复，术后出现感染、骨髓炎可能性仍较大，左小腿减压清创，预计失血量较大，手术

材料可根据患者经济状况，选用国产或进口内固定材料，患者右侧肩胛骨骨折，考虑患者目

前身体情况差，手术耐受条件差，本次手术暂不予处理，告知存在有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

遗留功能障碍可能，患者术前查下肢血管多发血栓形成，已予临时滤器置入，出现栓子脱落

致脑梗死、心梗、肺栓塞可能性仍较大，需做好术前沟通，需要向患者及家属交代手术风险，

告知患者合并脑挫伤、脑干损伤、肺挫伤等疾病，一般状况差，手术有使病情恶化可能，术

后需入 ICU 治疗，患者术后需卧床休息，术后可嘱患肢抬高，予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下肢

气压治疗等预防深静脉血栓。 

    马云花护士长：患者术后需患肢制动，定时轴线翻身、拍背，床上下肢肌肉收缩锻炼，

避免长期卧床导致深静脉血栓、坠积性肺炎的发生。 

    郑圣鼐主任医师：同意治疗小组手术方案，患者车祸后多发伤，颅脑受损，预后情况不

明，左小腿血供差，有需截肢可能，需与患者反复交待病情及手术风险问题，签署手术同意

书。 



    王黎明主任医师：同意手术，需向患者及家属交代手术相关风险，做好术前沟通，着重

交代左小腿必要时需二次手术清创 VSD 术及截肢可能，以及重建血运后出现全身感染可能。      

记录者：     王强主持人：  曾逸文 

2013-10-22          术前小结 

姓名 魏尤勇 性别 男 年龄 39 岁 婚姻 已婚 

病历摘要： 

   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流血 11 天”入院。入院查体：

T：36.5℃，P：108 次/分，R：24 次/分，BP：124/82mmHg，神志昏睡，GCS 9 分，双侧瞳

孔 3mm，对光反射灵敏。颈软，克氏征（-）；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啰音，脊柱无畸

形，左侧大腿肿胀明显，畸形，不能活动，左下肢皮温较凉，循环不佳，左小腿皮肤色泽发

暗，有水泡形成，足背动脉不可及，右侧下肢骨折外固定术，左侧肩部不能活动。余肢体肌

力及肌张力可，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本院急诊（2013-10-21）：右侧胫腓骨骨

折术后。本院急诊（2013-10-21）： 左侧顶部头皮挫伤，左侧额颞部硬膜下积液，右侧上颌

窦炎可能。 

    

手术前诊断：1.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3.左小腿

腘动脉损伤，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7.两

肺挫伤 

诊断依据及手术指征：1、病史，2、查体，3、辅检 

拟行手术：右胫腓骨骨折闭合复位髓内钉内固定+左股骨下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左小腿

切开减压清创术 拟定手术者：曾逸文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95 g/l      ②血型：  有  无  保留血清  

③血凝实验:PT  APTT Fbg TT      

④肝功 谷丙转氨酶:152.00 U/L 谷草转氨酶:129.00 U/L    HBsAg 

⑤肾功   BUN    mmol/L   Cr    umol/L             

⑥其他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3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二）  时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ml 

    

    

主治医师签名：王强    住院医师签名：-                 2013 年 10 月 22 日 

手术审报意见：同意    审批者签字：曾逸文            2013 年 10 月 22 日    

  

  

2013-10-22            手术同意书 

姓名 魏尤勇 性别 男 年龄 39 岁 

    患者因病于  2013-10-21 入住我院 神经外 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症状及

有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1.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

症，3.左小腿腘动脉损伤，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

突骨折，7.两肺挫伤。由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3-10-22，拟行 右胫腓骨骨折闭



合复位髓内钉内固定+左股骨下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左小腿切开减压清创术手术。手术

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

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

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症、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

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

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有

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患者手术耐受情况差，本次手术暂不处理左肩胛骨骨折，

有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遗留功能障碍可能；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切口感染、裂开、皮肤坏死、骨髓炎、化脓性关节炎；患者右胫腓骨开放性骨折，术后出现

感染、骨髓炎可能性较大；  

重要血管、神经、肌腱等损伤致重要并发症；患者左下肢腘动脉断裂，左小腿血供差，有左

小腿组织坏死需手术截肢可能；术中探查腘动脉，据探查情况决定予缝合修复或建立侧枝循

环，血供恢复后有出现全身感染、败血症可能；  

患者下肢血管内有多处血栓形成，已予临时滤器置入，深静脉血栓形成致心梗、脑梗、肺栓

塞出现生命危险可能较大；  

骨折复位不理想，术后再骨折或骨折再移位；骨折不愈合、延迟愈合、畸形愈合可能；患者

骨折移位明显，局部骨质缺损，有需植骨（自体骨、人工骨）可能，术后自体取骨处疼痛可

能；  

术后患肢肿痛，功能障碍，创伤性关节炎，关节僵硬、不稳、跛行；   

内固定松动、断裂、退出、排异反应可能；骨折愈合后取出内固定；  

原有基础疾病因手术、麻醉而加重致生命危险可能；左侧额叶脑挫伤、原发性脑干损伤加大

手术风险，术后入 ICU 治疗可能；手术预计失血量较大，需术中、术后输血治疗可能；    

其他难以预料的情况。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         王强               日期：2013-10-22 

2013-10-21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3-10-21 15:30 



地     点：神经外科 602 区  

  

参加人员：家属、医师 

  

事     由：入院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流血 11 天”入院，诊断：1.左

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3.左小腿腘动脉损伤，4.左

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7.两肺挫伤，患者病

重，予实时监护，对症处理。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廖萍 

  

备注： 

2013-10-22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3-10-22 13:30 

地     点：神经外科 602 区  

  

参加人员：患者、家属 

  

事     由：术前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流血 11 天”入院，诊断：1.左

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3.左小腿腘动脉损伤，4.左

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7.两肺挫伤，拟今日

下午急诊手术，相关风险详见手术同意书。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王强 

  

备注： 

2013-10-22         输血治疗同意书 

姓名:魏尤勇，性别:男，年龄:39 岁，住院号:1104915，科别:神经外科。 

输血目的: 手术备血、补失血    ,输血史：有／无√      孕        产     

输血成分: 红悬、血浆   , 临床诊断：1.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

骨筋膜室综合症，3.左小腿腘动脉损伤，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

骨、L1 左侧横突骨折，7.两肺挫伤 

输血前检查：ALT：95 U/L；HBsAg： ；Anti-HBs：；HBeAg：；Anti-HBe：；Anti-HBc： ；

Anti-HCV： ；Anti-HIV1/2： ；梅毒： ；其他：   



输血治疗包括输全血、成分血，是临床治疗的重要措施之一，使临床抢救急危重患者生命行

之有效的手段。 

    但输血存在一定的风险度，可能发生输血反应及感染经血传播疾病。 

    虽然我院使用的血液，均已按卫生部 

.有关规定进行检测，但由于当前科技水平的限制，输血仍有某些不能预测或不能防止的输

血反应和输血传染病。输血时可能发生的主要情况如下: 

    1.过敏反应                               

    2.发热反应 

    3.感染肝炎（乙肝、丙肝等）     

    4.感染艾滋病、梅毒 

    5.感染疟疾                              

    6.巨细胞病毒或ＥＢ病毒感染 

    7.输血引起的其他疾病 

    8.住院期间需多次输血可能 

    在您及家属或监护人了解上述可能发生的情况后，如同意输血治疗，请在下面签字。 

受血者（家属／监护人）签字：                     日期: 

医师签字：              王强                           日期: 

备注： 

2013-10-22 21:30 转入记录           

     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流血 11 天”入院，诊断：1.

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3.左小腿腘动脉损伤，

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7.两肺挫伤。患者

入院后急诊行左下肢动静脉造影，显示左侧腘动脉断裂，静脉回流困难，有多处血栓形成，

同时患者左足背动脉不可及，左小腿皮温低，色泽发暗，表面可见大量水疱，考虑左下肢血

供差，左小腿组织坏死可能，骨科会诊及讨论后于今日下午急诊在全麻下行“右胫腓骨骨折、

左股骨下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左小腿切开减压清创术”，术后转我室行加强监护治疗。患

者入科时全麻未醒，双瞳孔等大等圆，D 2.5mm，对光反射迟钝，带入气管切开套管，予接

呼吸机辅助呼吸，模式 ASV，%Minvol 100%，FiO2 40%，PEEP 5cmH2O，监测 VT 550ml 左

右，SpO2 100%。双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窦性心律，HR108 次

/分，保留左桡动脉置管测 ABP，ABP 120/72mmHg。腹平软，无肌紧张，肠鸣音未闻及，

双下肢敷料干燥，左下肢伤口引流管一根，可见血性引流。双侧病理征未引出。入室诊断：

1.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3.左小腿腘动脉损伤，

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7.两肺挫伤。急查

电解质 3 项+急查心肌酶普+肾功能+血浆乳酸测定 (2013-10-22 21:10:27 ):谷草转氨

酶:182.00 U/L、磷酸肌酸激酶:2000.00 U/L、乳酸脱氢酶:1534.00 U/L、葡萄糖:8.60 mmol/L、

钾:4.40 mmol/L、钠:143.00 mmol/L、氯:109.00 mmol/L、肌酸激酶同工酶:148.50 U/L、血肌

酐:53.20 umol/L、乳酸:1.82 mmol/L、尿素氮:5.91 mmol/L，心肌酶升高明显，考虑肌肉坏死

相关，动态监测，血常规（五分类)(2013-10-22 20:45:22 ):白细胞总数:13.68 x10^9/L、中性

粒细胞:91.00 %、红细胞总数:2.97 x10^12/L、血红蛋白:90 g/L、血小板计数:206 x10^9/L，白

细胞升高明显，提示感染，已予抗感染治疗，血气分析 (ICU 二室 )(2013-10-22 

20:26:16 ):pH:7.44 、PCO2:36.30 mmHg、PO2:123.70 mmHg、SO2%:99.40 %、Hct:30.00 %、

Hb:9.90 g/dL、Na+:136.00 mmol/L、K+:4.30 mmol/L、Ca++:1.17 mmol/L、SBC:25.90 mmol/L、

Glu:8.88 mmol/L、乳酸:1.10 mmol/L;提示氧合尚可，内环境总体稳定。入科后予以监护神志、

瞳孔、ABP、ECG、P、R、尿量等指标，查全胸片、心电图及肾功能等实验室指标，入室后



请示王翔主治医师示患者双下肢骨筋膜室综合症，切开减压术后，手术时间长，术后存在感

染高危因素，术前应用哌拉西林行抗感染治疗，术后继续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行抗感染治疗，

并给予抑酸、心肌保护、脑保护、维护内环境和循环稳定等综合治疗，入室后 APACHEII 评

分 10 分。考虑患者目前病情危重，相关病情告知患者家属。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章文豪 

2013-10-23 07:00           

      患者夜间神志不清，躁动明显，晚夜间予丙泊酚 150mg/h 泵入镇静，RAMSAY 评分

2 分。晚夜间继续予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模式参数同前，测 RR 12-18 次/分，VT550ml

左右，SpO2 100%。听诊两肺呼吸音粗，左下肺呼吸音低，未及明显干湿罗音，晚夜间心电

监护示：窦性心律，HR 99-113 次/分，ABP 110-124/62-71mmHg，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

张，肠鸣音弱，双下肢敷料干燥，左下肢伤口引流管一根，可见血性引流。双侧病理征未引

出。今晨血气分析 (ICU 二室 )(2013-10-23 06:22:12 ):pH:7.44 、PCO2:31.90 mmHg、

PO2:155.40 mmHg、SO2%:99.90 %、Hct:25.00 %、Hb:8.50 g/dL、Na+:138.20 mmol/L、K+:3.61 

mmol/L、Ca++:1.10 mmol/L、Mg++:0.49 mmol/L、Glu:6.80 mmol/L、乳酸:0.60 mmol/L;氧

合可，予逐步下调呼吸机参数，并于 07:00 脱机，予气管切开处吸氧 5L/min,RR 20 次/分，

SpO2 98-99%。夜间体温 37.5-37.6℃。入室后入量约 1980ml，尿量约 1860ml。伤口引流

150ml，继观病情变化。 

章文豪 

2013-10-23 10:34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3-10-22  开始时间：15：00   结束时间：19：00     全程时间：4 时 00

分 

术前诊断：1.弥漫性轴索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 3.左侧股骨下端骨折 5.右侧胫腓骨

骨折 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 7.双肺挫伤 

术后诊断：1.弥漫性轴索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 3.左侧股骨下端骨折 5.右侧胫腓骨

骨折 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 7.双肺挫伤 

手术名称：右胫骨下段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左股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左小腿切

开减压清创术 

手术者：王强                 助手：曾逸文             护士：朱福玉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王强 

手术经过： 

       体位：仰卧     皮肤消毒：碘酒+酒精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见下述 

       引流材料名称：硅胶管     数目：1 根   放置部位：详见下 

       送验标本名称：胫前肌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红悬 2u+血浆 200ml 

1．麻醉成功后，于右侧大腿根部绑气囊止血带，常规碘酒及酒精消毒术野皮肤，铺无菌巾

单，抬高患肢驱血后充气，压力维持 350mmHg，贴皮肤保护膜。 

2. 取右髌前韧带纵行切口约 10cm，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深筋膜，暴露胫骨平台中间部，

患者因骨折时间较长，已有骨痂形成，闭合复位较困难，取胫前肌内侧纵行切口 10cm 辅助

切口，依层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深筋膜，剥离骨膜后，可见胫前肌部分坏死，暴露右胫骨

下段骨折，骨折端较规则，予以复位后，复位钳临时固定骨块。于平台前缘开凿器开凿，穿

入导针，依次扩髓至 10.5mm，测量长度为 32cm，拔出导针后，选用直径 10mm、长 32cm

的胫骨髓内钉，打入胫骨内，C 型臂透视机确认骨折端对位良好，髓内钉在位，按程序依次

打入远端、近端各 2 枚锁定钉，再次 C 臂机透视发现锁定钉在位，于髓内钉尾部上一尾帽，

伤口冲洗后，逐层关闭伤口，伤口纱布敷料覆盖封闭，术毕松止血带，患肢末梢血运良好。  



3.常规碘酒及酒精消毒左股骨远端及左下肢皮肤，铺无菌巾单，贴皮肤保护膜。 

4.取左大腿远端外侧纵形切口至膝关节水平,长约 20cm，依层切开皮肤、皮下组织、阔筋膜，

在股外侧肌后方进入，切开关节囊，适当剥离骨膜，见股骨远端骨折，适当剥离骨膜，予复

位骨折端后置入外侧锁定钢板一块，予持骨钳临时固定，近端 4 枚锁定螺钉和 1 枚普通螺

钉固定固定，远端髁部 5 枚锁定螺钉固定，C 型臂透视机确认骨折端对位良好，关节面平整，

无螺钉穿入关节腔，内固定位置佳。伤口冲洗后，切口肌层下留置硅胶引流管一根，逐层关

闭伤口，伤口纱布敷料覆盖封闭，适当加压包扎，术中出血 500ml。  

5.取左小腿胫前肌纵行切口 20cm、后外侧纵行切口 20cm，依次切开皮肤、筋膜，几乎不出

血，暴露胫前肌及腓肠肌，可见肌肉颜色苍白，明显血供不足，胫前肌部分坏死，后外侧腓

肠肌严重坏死，可闻及异常气味，逐层切除坏死肌肉，取部分胫前肌送检， 无菌纱布填塞，

对合切口，无菌敷料包扎。                       6. 手术顺利，术后患者转 ICU 治疗。 

  

  

  

    

  

  

手术者签名:            王强 

2013-10-22 20:26  术后病程录+转科记录         

     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患者 11 天前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伤后神志昏迷，

具体受伤情形不详，遂被送至外院住院治疗，外院诊断“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

损伤，双肺挫伤，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左股骨下段骨折，右胫腓骨中下段粉碎性骨

折”患者于 2013-10-22 在手术室全麻下行“右胫骨下段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左股骨远端骨

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左小腿切开减压清创缝合术”，手术顺利，术中出血500ml，予红悬2u、

血浆 200ml 术中输注，术中诊断同术前诊断，考虑患者病情危重，术后予转 ICU 治疗。 

王强 

2013-10-23 17:00          王翔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晨王翔主治医师查房分析：1、根据患者病史、症状、体征及 CT 等影像学、手术等相

关结果，考虑 1.弥漫性轴索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 3.左侧股骨下端骨折 5.右侧胫腓

骨骨折 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 7.双肺挫伤诊断明确；2、患者术后双下肢渗出均较

多，通知骨科医师予换药，注意监测血色素、凝血功能，予补充白蛋白；3、患者术前存在

骨筋膜室综合征，注意观察尿量、尿色，监测肾功能；4、患者存在弥漫性轴索损伤，神志

浅昏迷，继予脱水降颅压，营养脑细胞等治疗，观察神志瞳孔变化；5、患者长期卧床，存

在下肢血栓，置入滤网，予阿加曲班抗凝，防治血栓，注意监测 PT；6、予加用肠内营养支

持，保护肠道屏障，防止肠道菌群移位；7、患者无法自主排尿，且需观察出量情况，故继

予保留导尿管，注意无菌操作，加强护理，防止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8、患者长期卧床，

无法自主排痰，且存在肺挫伤，有发生肺部感染风险，注意加强气道护理，加强湿化，及时

吸痰，送检痰培养等相关检查；9、患者病情危重，脑损伤重，神志可能始终无改善，有反

复感染、脏器功能不全、脑卒中等并发症可能，病情告知患者家属。以上已遵嘱执行。患者

白班神志昏迷，GCS 评分 8 分。气切处吸氧 5L/分，监测 RR16-20 次/分，SpO2 100%。听诊

两肺呼吸音粗，左下肺呼吸音低，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112-130

次/分，ABP 124-134/64-73mmHg，心率偏快，考虑容量不足，予扩容，请夜班注意观察心

率血压变化，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肠鸣音弱，双下肢敷料可见少许血性渗出，上午骨

科医生予换药，左下肢伤口引流管在位，可见血性引流。右下肢可见不自主活动，左下肢未



见活动，右侧足背动脉触及，左侧足背动脉未触及，双侧病理征未引出。辅助检查：痰涂片

革兰氏染色(2013-10-23 10:08:59 ):革兰阴性杆菌: 少量，脓细胞:少量;已予抗感染治疗，等

待痰培养结果；大生化检测全套(2013-10-23 10:55:55 ):谷丙转氨酶:124.00 U/L、谷草转氨

酶:104.00 U/L、磷酸肌酸激酶:3439.00 U/L、乳酸脱氢酶:504.00 U/L、总蛋白:59.00 g/L、白

蛋白:28.70 g/L、谷氨酰转肽酶:201.00 U/L、碱性磷酸酶:169.00 U/L、总胆红素:28.10 umol/L、

直接胆红素:17.60 umol/L、尿素:5.77 mmol/L、肌酐:42.50 umol/L、白/球比:0.95，肝酶及胆

红素明显升高，提示肝功能损害，予加用保肝治疗，肾功能正常，低蛋白血症，已予补充白

蛋白;凝血常规检测(2013-10-23 11:42:04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4.30 sec、血浆纤维蛋白

原:4.32 g/l、D-二聚体:1.45 ug/ml，基本正常，予加用阿加曲班抗凝，注意复查;降钙素原(2013-

10-23 14:34:15 ):0.16 ng/ml;内毒素定量测定(2013-10-23 09:42:26 ):0.006 EU/ml，均在正常

范围内。白班鼻饲百普力 180ml，未见潴留等不良反应，白天体温 37.8-38.4℃。白班总入量

约 1460ml，尿量约 1520ml。 

陈尚瑜 

2013-10-23 10:14          换药记录 

     今晨予左股骨下端切口换药，打开外层敷料见切口较清洁，未见明显渗出，未闻及异

常气味，皮温色泽正常，予碘伏消毒切口，无菌敷料包扎。 

     右下肢换药，见敷料大片潮湿，色淡红，未闻及异常气味，打开外层敷料，见手术切

口稍红肿，少量淡血性渗出，其他未见明显异常，予碘伏清洗切口，无菌敷料覆盖，绷带加

压包扎。 

王强 

2013-10-24 10:58     换药记录      

     今晨予左股骨下端切口换药，打开外层敷料见切口较清洁，未见明显渗出，未闻及异

常气味，皮温色泽正常，切口引流量 30ml，今予拔除引流管，予碘伏消毒切口，敷料包扎。 

     左下肢清创换药，见敷料大片潮湿，色暗红，可闻及恶臭，左足色苍白，足背动脉不

可及，皮温较低，打开敷料见左下肢胫前、胫后外侧切口内肌肉软组织发黑坏死，恶臭较重，

较多暗红色渗出，胫前至胫后外侧大片皮肤发黑坏死，予大量碘伏冲洗，后予大量无菌纱布

填塞死腔，外予无菌敷料覆盖，绷带加压包扎。 

王强 

2013-10-24 17:00          多学科联合查房记录 

     晨郑曙云主任医师及骨科王强副主任医师联合查房，郑曙云主任医师查房分析：1、患

者左下肢渗出仍较多，且有异味，请骨科予及时换药，注意监测血色素、凝血功能，继予补

充白蛋白；2、患者左侧末梢凉，左侧足背动脉未触及，可闻及恶臭，且存在左侧腘动脉损

伤，左侧下肢血供差，存在组织坏死，可能需截肢治疗，根据骨科医生意见，及时与家属沟

通；3、患者术前存在骨筋膜室综合征，监测肾功能基本正常，尿量尚满意，尿色偏深，继

予监测肾功能；4、患者存在弥漫性轴索损伤，神志浅昏迷，较前无改善，仍有烦躁，予适

当镇静，注意唤醒，继予脱水降颅压，营养脑细胞等治疗，观察神志瞳孔变化；5、患者长

期卧床，有血栓形成及脱落高危风险，已予阿加曲班防治血栓，观察 PT 及出血情况；6、昨

日予肠内营养支持，未见潴留、腹泻等不良反应，今日予增加至 1000ml，并加用促胃肠动

力药物；7、注意维持循环稳定，调整出入量，维持电解质等内环境稳定；8、患者长期卧床，

无法自主排痰，且存在肺挫伤，有发生肺部感染风险，注意加强气道护理，加强湿化，及时

吸痰，送检痰培养等相关检查；9、患者无法自主排尿，且需观察出量情况，故继予保留导

尿管，注意无菌操作，加强护理，防止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骨科王强副主任医师查看病人

后分析：换药时可见：左下肢胫前、胫后外侧切口内肌肉软组织发黑坏死，恶臭较重，较多

暗红色渗出，胫前至胫后外侧大片皮肤发黑坏死，患者入院时家属要求保守治疗，不予截肢，



现已保守治疗两天，病情进一步加重，有截肢指征，需与家属进一步沟通病情。以上已遵嘱

执行。患者白班神志昏迷，GCS 评分 8 分，仍有躁动，予艾贝宁 0.5ug/kg/h 泵入镇静。气

切处吸氧 5L/分，监测 RR16-21 次/分，SpO2 100%。两肺听诊呼吸音粗，左下肺呼吸音低，

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97-110 次/分，ABP116-126/55-66mmHg，

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肠鸣音 1-2 次/分，左下肢敷料可见较多血性渗出，伴恶臭，上

午骨科医生予换药，并拔出左下肢伤口引流管。右下肢可见不自主活动，左下肢未见活动，

右侧足背动脉触及，左侧足背动脉未触及，末梢凉，皮肤略苍白，双侧病理征未引出。辅助

检查：肾功能(2013-10-24 07:01:19 ):血肌酐:55.00 umol/L、尿素氮:6.10 mmol/L，基本正常;

凝血常规检测(2013-10-24 09:09:14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37.70 sec、血浆凝血酶原时

间.:14.50 sec、PT-INR:1.26 、PT%活动度:60.90 %、血浆纤维蛋白原:6.46 g/l、D-二聚体:1.26 

ug/ml，PT 尚未达到抗凝目标，继予监测;血常规（五分类)(2013-10-24 09:21:40 ):白细胞总

数:10.38 x10^9/L、中性粒细胞:83.40 %、血红蛋白:76 g/L、平均血红蛋白浓度:308.00 g/L，

血象较前无升高，血色素较前下降，考虑渗出过多引起，必要时予输注红悬;复查全胸片示感

染较前无加重。白天体温 38.1-38.2℃，患者仍有发热，心率偏快，请夜班继续观察。白班

总入量 1660ml，尿量 1290ml。 

陈尚瑜 

2013-10-25 07:00           

       患者夜间神志昏迷，GCS 评分 8 分，时有躁动，予艾贝宁 0.5ug/kg/h 持续泵入镇静。

气切处吸氧 5L/min，监测 RR 18-25 次/分，SpO2 100%。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

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100-110 次/分，ABP 105-130/50-64mmHg。腹部平软，

无明显肌紧张，肠鸣音 1-2 次/分。左下肢敷料渗出较多，伴恶臭，左侧足背动脉未触及，

末梢凉。右下肢可见不自主活动，右侧足背动脉搏动可扪及。双侧病理征未引出。患者持续

高热，与左下肢肌肉软组织坏死感染相关，加强与患者家属沟通截肢事宜，予冰毯降温，并

送检血培养。晨血气分析：pH:7.47 、PCO2:34.60 mmHg、PO2:138.40 mmHg、Hct:23.00 %、

Hb:7.60 g/dL、K+:3.61 mmol/L、HCO3-:25.30 mmol/L、PO2/FI:337.50 mmHg、乳酸:0.90 

mmol/L，氧合满意。肾功能:葡萄糖:9.50 mmol/L、血肌酐:45.00 umol/L、尿素氮:5.40 mmol/L，

Cr、BUN 正常。24h 总入量 4136ml，尿量 3260ml。 

王翔 

2013-10-25 08:30           

     昨晚夜间患者生命体征尚稳定，仍存在发热，冰毯持续降温中，晨骨科王强主治医师

看过病人示，今日拟急诊行左小腿截肢术，告知家属相关病情，家属已同意截肢，遂予行术

前准备，拟急诊手术。 

章文豪 

2013-10-25 13:30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3 年 10 月 25 日 13 时 分 

地     点：ICU-II 办公室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交代病情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因左下肢组织坏死感染急诊行左小腿截肢术，术后转入我室。入室后予呼吸支持，监测

生命体征，完善相关监测，抗感染，抑酸，祛痰，补液，脏器保护，镇痛镇静等治疗。患者



病情危重，预后差，予告知家属病情并签字。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孙加奎 

  

备注： 

2013-10-25 16:45           

     昨骨科换药时见患者左下肢胫前、胫后外侧切口内肌肉软组织发黑坏死，恶臭较重，

较多暗红色渗出，骨科讨论后仍未存在截肢指征，告知家属，家属同意后于今日上午急诊在

全麻下行“右小腿截肢术”，术后继续于我室行加强监护治疗。患者入室时全麻未醒，双瞳孔

等大等圆，D 2.5mm，对光反射未引出，带入气管切开套管，予接呼吸机辅助呼吸，模式

ASV，%Minvol 100%，FiO2 40%，PEEP 5cmH2O，监测 VT 550ml 左右，SpO2 100%。双肺听

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窦性心律，HR 107 次/分，保留左桡动脉置管

测 ABP，ABP 120/66mmHg。腹平软，无肌紧张，肠鸣音未闻及，双下肢敷料干燥。双侧病

理征未引出。入室诊断：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左小腿腘动脉损伤、左侧股骨下端骨折、

右侧胫腓骨骨折、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两肺挫伤、左侧额叶脑挫伤、原发性脑干损

伤、右胫骨下段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左股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左小腿切开减压

清创术术后、左小腿截肢术后。入室后继续予监护神志、瞳孔、ABP、ECG、P、R、尿量等

指标，查全胸片、心电图及肾功能等实验室指标，入室后请示郑曙云主任示患者存在下肢感

染、肺部感染，术前应用特治星行抗感染治疗，术后继续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行抗感染治疗，

并给予抑酸、脑保护、维护内环境和循环稳定等综合治疗，入室后急查电解质 3 项+急查心

肌酶普+肾功能+血浆乳酸测定(2013-10-25 15:24:36 ):谷草转氨酶:76.00 U/L、磷酸肌酸激

酶:1544.00 U/L、乳酸脱氢酶:865.00 U/L、葡萄糖:6.40 mmol/L、钾:3.80 mmol/L、钠:145.00 

mmol/L、氯:108.00 mmol/L、肌酸激酶同工酶:38.00 U/L、血肌酐:62.40 umol/L、乳酸:1.94 

mmol/L、尿素氮:5.40 mmol/L，提示心肌酶轻度升高，考虑肌肉损伤，动态监测，血常规（五

分类)(2013-10-25 15:12:13 ):白细胞总数:9.65 x10^9/L、中性粒细胞:82.40 %、血红蛋白:69 

g/L、血小板计数:220 x10^9/L、提示中性粒细胞升高，考虑感染相关，血气分析(ICU 二

室)(2013-10-25 13：31):pH:.44 、PCO2:36.8mmHg、PO2:122.8mmHg、Hct:24.00 %、K+:3.88 

mmol/L，氧合尚可，内环境尚可，入室后 APACHEII 评分 4 分，考虑患者目前病情危重，相

关病情告知患者家属。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入室后患者全麻渐醒，神志转清，肌力 4 级，予

下调呼吸机参数后自主呼吸满意，复查血气分析提示：血气分析(ICU 二室)(2013-10-25 

16:23:35 ):pH:7.49 、PCO2:31.60 mmHg、PO2:132.50 mmHg、SO2%:99.60 %、Hct:21.00 %、

Hb:7.10 g/dL、K+:3.34 mmol/L、Ca++:1.09 mmol/L、Mg++:0.44 mmol/L、SBC:26.20 mmol/L;

氧合满意，遂于 16：30 停用呼吸机，予气管切开处吸氧 5L/min，SpO2 100%，继观病情变

化。 

章文豪 

2013-10-25 08:00          术前讨论 

讨论时间：2013-10-25 

讨论地点：骨科示教室 

参加人员：王黎明副院长、曾逸文主任医师、郑圣鼐副主任医师、王强主治医师、章文豪主

治医师，及其他骨科全体医师、马云花护士长 

主持人：曾逸文主任医师 



讨论内容： 

章文豪住院医师汇报病史：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流血

11 天”入院。入院查体：T：36.5℃，P：108 次/分，R：24 次/分，BP：124/82mmHg，神志

昏睡，GCS 9 分，双侧瞳孔 3mm，对光反射灵敏。颈软，克氏征（-）；双肺呼吸音粗，未闻

及明显啰音，脊柱无畸形，左侧大腿肿胀明显，畸形，不能活动，左下肢皮温较凉，循环不

佳，左小腿皮肤色泽发暗，有水泡形成，足背动脉不可及，右侧下肢骨折外固定术，左侧肩

部不能活动。余肢体肌力及肌张力可，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本院急诊（2013-

10-21）：右侧胫腓骨骨折术后。本院急诊（2013-10-21）： 左侧顶部头皮挫伤，左侧额颞部

硬膜下积液，右侧上颌窦炎可能。 

王强主治医师：结合患者症状、体征及辅检，患者诊断为：1.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

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3.左小腿腘动脉损伤，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

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7.两肺挫伤，患者入院后急诊行左下肢动静脉造

影，显示左侧腘动脉断裂，静脉回流困难，有多处血栓形成，查体左足背动脉不可及，左小

腿皮温低，色泽发暗，表面可见大量水疱，考虑左下肢血供差，左小腿组织坏死可能，拟于

今日急诊在全麻下行“左下肢截肢术”。 

曾逸文主任医师：患者诊断明确，有手术指征，左小腿组织坏死严重，需与患者家属沟通行

左小腿截肢术，需与患者家属沟通，告知患者伤后时间长，左小腿仍存在组织坏死、感染可

能性大，重建血运后有出现全身感染、危及生命可能，需急诊手术，据书中探查结果决定行

左下肢开放性截肢术，本治疗小组讨论后，暂定手术选取开放性截肢术式，术后出现感染、

骨髓炎可能性仍较大，告知存在有骨折不愈合、畸形愈合，遗留功能障碍可能，患者术前查

下肢血管多发血栓形成，已予临时滤器置入，出现栓子脱落致脑梗死、心梗、肺栓塞可能性

仍较大，需做好术前沟通，需要向患者及家属交代手术风险，告知患者合并脑挫伤、脑干损

伤、肺挫伤等疾病，一般状况差，手术有使病情恶化可能，术后需入 ICU 治疗，患者术后需

卧床休息，术后可嘱患肢抬高，予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下肢气压治疗等预防深静脉血栓。 

 

马云花护士长：患者术后需患肢制动，定时轴线翻身、拍背，床上下肢肌肉收缩锻炼，避免

长期卧床导致深静脉血栓、坠积性肺炎的发生。 

 

郑圣鼐主任医师：同意治疗小组手术方案，患者车祸后多发伤，颅脑受损，预后情况不明，

左小腿血供差，需截肢，需与患者反复交待病情及手术风险问题，签署手术同意书。 

 

王黎明主任医师：同意手术，需向患者及家属交代手术相关风险，做好术前沟通，着重交代

左小腿需二次手术截肢可能，以及术后出现全身感染可能。     

记录者：王强 主持人：曾逸文 

2013-10-25 08:00          术前小结 

姓名 魏尤勇 性别 男 年龄 39 岁 婚姻 已婚 

病历摘要：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流血 11 天”入院。入

院查体：T：36.5℃，P：108 次/分，R：24 次/分，BP：124/82mmHg，神志昏睡，GCS 9 分，

双侧瞳孔 3mm，对光反射灵敏。颈软，克氏征（-）；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啰音，脊

柱无畸形，左侧大腿肿胀明显，畸形，不能活动，左下肢皮温较凉，循环不佳，左小腿皮肤

色泽发暗，有水泡形成，足背动脉不可及，右侧下肢骨折外固定术，左侧肩部不能活动。余

肢体肌力及肌张力可，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本院急诊（2013-10-21）：右侧胫

腓骨骨折术后。本院急诊（2013-10-21）： 左侧顶部头皮挫伤，左侧额颞部硬膜下积液，右

侧上颌窦炎可能。 



    

    

手术前诊断：1.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3.左小腿

腘动脉损伤，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7.两

肺挫伤 

诊断依据及手术指征：1、病史，2、查体，3、辅检 

拟行手术： 左下肢开放性截肢术                 拟定手术者： 曾逸文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95 g/l ②血型： 有 无 保留血清  

③血凝实验:PT APTT Fbg TT  

④肝功 谷丙转氨酶:152.00 U/L 谷草转氨酶:129.00 U/L HBsAg 

⑤肾功 BUN 6.1mmol/L Cr55 umol/L  

⑥其他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3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10 时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ml  

    

    

主治医师签名：王强          住院医师签名：          2013 年 10 月 25 日 

手术审报意见：同意    审批者签字：曾逸文          2013 年 10 月 25 日    

  

  

2013-10-25 15:56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3-10-25  开始时间：11：10   结束时间：12:50    全程时间：01 时 40 分 

术前诊断：1.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3.左小腿腘

动脉损伤，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7.两肺

挫伤 

术后诊断：1.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3.左小腿腘

动脉损伤，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7.两肺

挫伤 

手术名称：左胫骨上段开放性截肢术 

手术者：曾逸文                 助手：王强             护士：张婷婷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斯妍娜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酒精    切口部位、方向：详见下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胫前肌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全麻生效后，患者平卧位，伤肢左下肢切口碘伏、双氧水依次冲洗，碘伏消毒，铺单。再

次用碘伏、酒精清洗伤口。 

2.探查见左下肢皮内组织大面积坏死，肌肉腐烂程度不一，恶臭较重，颜色发黑，胫骨平台

以下 10cm 环小腿作斜形切口，依次切开皮下组织，暴露胫腓骨，剥离器剥离胫腓骨周围组

织，钢丝锯截断胫腓骨，结扎胫前、胫后动脉锐性分离，结扎神经及血管并锐性分离，去除



血运不佳肌肉和皮肤，将肌肉断端缝合，包埋胫腓骨残端，全层缝合皮肤，无菌纱布棉垫及

绷带包扎。 

3. 术程顺利，术中出血量少，继续转入 ICU 治疗。  

  

  

    

  

  

手术者签名:        王强 

2013-10-25 13:00         术后病程  

     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患者 11 天前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伤后神志昏迷，

具体受伤情形不详，遂被送至外院住院治疗，外院诊断“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

损伤，双肺挫伤，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左股骨下段骨折，右胫腓骨中下段粉碎性骨

折”患者于 2013-10-22 在手术室全麻下行“右胫骨下段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左股骨远端骨

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左小腿切开减压清创缝合术”手术顺利，术后予转 ICU 治疗，患者于

2013-10-25 在手术室全麻下行“左下肢开放性截肢术”手术顺利，术中诊断同术前诊断，术

后继续 ICU 治疗。 

王强 

2013-10-26 08:00           

     患者夜间神志清楚，烦躁，予艾贝宁 0.5-0.7 联合丙泊酚 50mg/h 镇静，Ramsay 评分

2-3 分，气切处吸氧 5L/分，监测 RR20-25 次/分，SpO2 100%。听诊两肺呼吸音粗，左下肺

呼吸音低，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95-129 次/分，ABP 110-140/64-

75mmHg，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肠鸣音 1-2 次/分，左侧截肢处敷料覆盖，可见少许

血性渗出，双下肢可见不自主活动，右侧足背动脉可触及。夜间仍有高热，体温最高 39.3℃，

予冰毯持续降温，并予送检血培养，晨体温 37.8℃，继观血象等炎症指标变化。晨血气分析

(ICU 二室)(2013-10-26 06:20:15 ):pH:7.48 、PCO2:32.50 mmHg、PO2:130.30 mmHg、Hb:7.40 

g/dL、Na+:136.40 mmol/L、K+:3.78 mmol/L、SBC:26.00 mmol/L、PO2/FI:317.90 mmHg、

乳酸:0.70 mmol/L;氧合满意，内环境稳定，血色素偏低，较前无下降，继予动态监测。24h

总入量 4010ml，尿量 3750ml。 

陈尚瑜 

2013-10-26 16:00 郑曙云主任医师查房           

     晨郑曙云主任医师查房，分析病情，指示如下：1、患者因骨筋膜室综合症行开放引流

术，术后仍出现肌肉坏死，遂于昨日行左下肢截肢术，术后注意伤口情况，骨科定期换药，

注意监测血色素、凝血功能，继予补充白蛋白；2、术后患者体温仍有波动，考虑仍存在感

染，出除创面感染外，需警惕肺部感染、血流感染等，注意体温血象监测，注意病原学监测，

3、患者之前存在原发脑干损伤，伤后神志一度转清，但躁动明显，警惕谵妄状态，适度镇

静，注意唤醒，继续予营养脑细胞等治疗，观察神志瞳孔变化；4、患者长期卧床，有血栓

形成及脱落高危风险，继续予阿加曲班抗凝，目前存在气道出血，注意监测凝血常规，注意

出血情况，5、目前肠鸣音恢复，可予肠内营养行营养支持治疗，注意患者耐受性；6、注意

维持循环稳定，调整出入量，维持电解质等内环境稳定；7、患者长期卧床，无法自主排痰，

且存在肺挫伤，有发生肺部感染风险，注意加强气道护理，加强湿化，及时吸痰，送检痰培

养等相关检查；8、患者无法自主排尿，且需观察出量情况，故继予保留导尿管，注意无菌

操作，加强护理，防止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患者病情危重，注意与家属沟通病情。以上已

遵嘱执行。患者白班神志清楚，仍有躁动，予丙泊酚 50-100mg/H 及艾贝宁 0.7ug/kg/h 泵



入镇静。气切处吸氧 5L/分，监测 RR 20-28 次/分，SpO2 100%。两肺听诊呼吸音粗，左下

肺呼吸音低，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99-115 次/分，ABP 102-133/51-

73mmHg，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肠鸣音 1-2 次/分，左下肢敷料干燥，少许渗出，右

下肢活动可，右侧足背动脉触及，末梢凉，皮肤略苍白，双侧病理征未引出。大生化检测全

套 (2013-10-26 09:49:57 ):谷丙转氨酶 :90.00 U/L、谷草转氨酶 :59.00 U/L、磷酸肌酸激

酶:847.00 U/L、乳酸脱氢酶:338.00 U/L、总蛋白:57.80 g/L、白蛋白:28.60 g/L、谷氨酰转肽

酶:251.00 U/L、碱性磷酸酶:188.00 U/L、总胆红素:30.00 umol/L、直接胆红素:20.80 umol/L、

尿素:4.79 mmol/L、肌酐:42.60 umol/L、葡萄糖:7.44 mmol/L、总胆固醇:1.73 mmol/L、钠:136.50 

mmol/L，提示肝功能轻度异常，肾功能正常，动态监测，凝血常规检测(2013-10-26 09:28:03 ):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33.20 sec、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4.80 sec、APTT_rati.:1.11 、PT-

INR:1.28 、PT%活动度:59.00 %、血浆纤维蛋白原:6.46 g/l、血浆凝血酶时间:14.30 sec、TT-

ratio:0.80 、D-二聚体:1.14 ug/ml，轻度异常，动态监测，痰（咽试子试验）培养(2013-10-

26 08:17:19 ):铜绿假单胞菌;考虑污染，白班时治疗按晨查房意见执行，白班体温 38℃，白

班入量 1325ml，出量 880ml，继观病情变化。 

章文豪 

2013-10-27 16:30        施乾坤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白天神志清楚，时有躁动，予丙泊酚 100mg/h 及艾贝宁 0.7ug/kg/h 泵入镇静，

镇静评分 2 分。气切处吸氧 5L/分，监测 RR 20-26 次/分，SpO2 100%。两肺听诊呼吸音粗，

左下肺呼吸音低，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99-105 次/分，ABP 112-

133/51-73mmHg，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肠鸣音 1-2 次/分，左下肢敷料干燥，渗出增

加，联系骨科王强医师换药处理，右下肢活动可，右侧足背动脉触及，末梢凉，皮肤略苍白，

双侧病理征未引出。血常规（五分类)(2013-10-27 07:05:52 ):白细胞总数:5.12 x10^9/L、中

性粒细胞:82.60 %、中性粒细胞计数:4.23 x10^9/L、血红蛋白:55 g/L、红细胞比积:17.20 %，

血红蛋白低，联系血库予 O 型悬浮红细胞 1.5IU 输入。目前患者自主排痰能力差，存在肺部

挫伤，呼吸肌肌力欠佳，仍需经气切处导管吸氧维持氧合，及时吸痰，无法自解小便，仍保

留尿管，注意预防导管相关性感染。白班体温 37.6-37.7℃，白班入量 1080ml，其中输人血

白蛋白 100ml。尿量 1410ml，继观病情变化。 

施乾坤 

2013-10-27 22:30    输血记录       

     患者白班时血常规提示血红蛋白低（血红蛋白:55 g/L），白班时施乾坤主治医师予申请

O 型 Rh（+）悬浮红细胞 1.5IU，19：10 起输注，于 22:00 输注完毕，输注过程未见输血不

良反应，输血后复查 Hb 提示 7.2g/dl，较前提升，予动态观察。 

章文豪 

2013-10-28 16：00          多学科联合查房记录 

     晨郑曙云主任医师及骨科王强副主任医师联合查房，郑曙云主任医师查房分析：1、患

者左下肢术后仍有较多血性渗出，且有异味，请骨科予及时换药，观察残端情况，患者术后

仍存在发热，提示仍存在感染，不排除残端感染可能，继观渗出、血象等变化；2、患者发

热亦考虑可能为肺部感染原因，目前患者自主呼吸稳定，晨血气生化氧合可，予复查全胸片

了解肺部情况，继予送检痰培养等相关检查；3、患者存在弥漫性轴索损伤，神志清楚，仍

有烦躁，继予适当镇静，加强心理护理及沟通，继予脱水降颅压，营养脑细胞等治疗；4、

患者长期卧床，有血栓形成及脱落高危风险，已予阿加曲班防治血栓，注意监测 PT 及出血

情况；5、肠内营养已增加至 1000ml，未见潴留等不良反应，根据患者体重，可予增加至百

普力 1500ml，加强营养支持；6、注意维持循环稳定，调整出入量，维持电解质等内环境稳

定；7、患者长期卧床，无法自主排痰，存在肺挫伤，入院时即存在肺部感染，肺部感染易



反复加重，注意加强气道护理，加强湿化及翻身拍背，及时吸痰。8、患者无法自主排尿，

且需观察出量情况，故继予保留导尿管，注意无菌操作，加强护理，防止导尿管相关尿路感

染；骨科王强副主任医师查看病人后分析：换药时可见：左下肢残端可见红肿，挤压可见脓

血性分泌物，提示仍存在感染，继予保守治疗，如感染进一步加重，则有再次截肢指征，已

与家属充分沟通病情。以上已遵嘱执行。患者白班神志清楚，仍有躁动，予心理护理，效果

差，予艾贝宁 0.7ug/kg/h 联合丙泊酚 100mg/h 泵入镇静，Ramsay 评分 2-3 分。气切处吸

氧 5L/分，监测 RR18-24 次/分，SpO2 100%。两肺听诊呼吸音粗，左下肺呼吸音低，未及明

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88-106 次/分，BP98-115/59-70mmHg，腹部平软，

无明显肌紧张，肠鸣音 1-2 次/分，左下肢敷料可见少许血性渗出，伴异味，骨科医生已予

换药，四肢活动无异常，双侧病理征未引出。辅助检查：CRP 金标法(定量)(2013-10-28 

08:40:35 ):174.00 mg/L，明显升高，提示炎症反应重;凝血常规检测(2013-10-28 09:21:03 ):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42.00 sec、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5.70 sec、PT-INR:1.36 、血浆纤维

蛋白原:6.46 g/l、血浆凝血酶时间:22.90 sec、D-二聚体:1.12 ug/ml，PT、APTT 略延长，尚未

达到抗凝目标，继予动态监测;大生化检测全套(2013-10-28 10:02:31 ):谷丙转氨酶:83.00 U/L、

谷草转氨酶:41.00 U/L、磷酸肌酸激酶:450.00 U/L、乳酸脱氢酶:298.00 U/L、总蛋白:58.20 g/L、

白蛋白:27.60 g/L、谷氨酰转肽酶:234.00 U/L、碱性磷酸酶:201.00 U/L、总胆红素:20.70 umol/L、

直接胆红素:14.40 umol/L、尿素:3.31 mmol/L、肌酐:38.50 umol/L，肝酶较前下降，白蛋白

仍低，继予补充，肾功能正常;痰涂片革兰氏染色(2013-10-28 10:29:40 ):脓细胞:少量，等待

痰培养结果;内毒素定量测定(2013-10-28 11:37:17 ):0.006 EU/ml，正常范围内;复查全胸片示

感染较前无加重。白天体温 38.2-38.5℃，仍有发热，未使用冰毯，请夜班继续观察。白班

总入量 1570ml，尿量 1500ml。 

陈尚瑜 

2013-10-28 16:05          换药记录 

     今日予左股骨下端切口换药，打开外层敷料见切口无红肿渗出，无异味，皮温不高，

引流管口闭合，予碘伏消毒切口，无菌敷料包扎。 

     予右下肢换药，见敷料干洁，打开外层敷料，见手术切口及开放性骨折破口处无明显

红肿，无渗出，予碘伏清洗切口，无菌敷料覆盖，绷带包扎。 

     予左下肢截肢创口换药，见伤口敷料大片潮湿，打开敷料，见伤口较多暗红色渗出，

恶臭味较重，局部皮温稍高，取低位渗出较多处拆线，方便渗出物引流，大量碘伏消毒创口，

无菌敷料包扎。 

王强 

2013-10-29 10:35          疑难病例讨论记录 

姓名：魏尤勇，性别：男，年龄：39 岁，籍贯：江苏省南京市。 

入院日期：   2013 年 10 月 21 日  

讨论日期：   2013 年 10 月 29 日 10 时         讨论地点：ICU-2 室 

参加者（注明职称）：郑曙云主任医师，陶和副主任医师，施乾坤主治医师，陈尚瑜住院医

师，李纯护士长 

主持者：郑曙云          病情报告者：陈尚瑜            记录者：陈尚瑜 

发言记要（重点记录发言者对病情的分析，对诊断、治疗、抢救的意见等）： 

陈尚瑜住院医师：汇报病史：患者魏尤勇，男，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流血

11 天”于 2013-10-21 急诊入我院脑外科。患者伤后曾至外院治疗，入院时神志浅昏迷，带

入气切套管，左侧下肢骨牵引，皮肤局部发黑，肿胀明显，见散在水泡，皮温较凉，循环不

佳，右侧下肢外固定架固定。入院后急诊行左下肢动静脉造影，显示左侧腘动脉断裂，静脉

回流困难，有多处血栓形成，予临时滤器置入，防止肺栓塞，心梗等形成，2013-10-22 骨



科会诊后，考虑左下肢血供差，左小腿组织坏死可能，当日下午急诊在全麻下行“右胫腓骨

骨折、左股骨下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左小腿切开减压清创术，术毕转至我室加强监护治

疗。入科诊断为：1.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3.左

小腿腘动脉损伤，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

7.两肺挫伤。入科后予抗感染治疗，并给予抑酸、心肌保护、脑保护、维护内环境和循环稳

定等综合治疗，患者左下肢肌肉组织坏死感染，保守治疗无效，于 2013-10-25 急诊行左小

腿截肢术，术后继于我科加强监护及治疗，继予监护神志、瞳孔、ABP、ECG、P、R、尿量

等指标，完善相关检查，继续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行抗感染治疗，并给予抑酸、脑保护、维

护内环境和循环稳定等综合治疗，现患者神志清楚，烦躁，需持续镇静，气切处吸氧，自主

呼吸稳定，自主呛咳可，循环稳定，未使用血管活性药物，体温逐步下降，但仍有发热，体

温最高 38.5℃，冰毯已停用，左下肢残端仍有较多血性渗出，仍有异味，血象较术前呈下降

趋势，肝酶较前下降，肾功能正常，现为下一步治疗方案及是否符合转出指征进行探讨。 

施乾坤主治医师：患者目前神志清楚，烦躁，镇静效果差，考虑与其脑损伤有关，可予适量

抗躁狂药物镇静，仍有低热，考虑与患者患肢残端仍有感染表现有关，循环稳定，自主呼吸

平稳，血气示氧合满意，生命体征稳定，符合转出指征。 

陶和副主任医师：结合患者受伤过程、临床表现、查体、辅助检查及外科处置措施，目前 1.

弥漫性轴索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 3.左侧股骨下端骨折 5.右侧胫腓骨骨折 6.左肩

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 7.双肺挫伤，诊断明确。入室后诊疗合理及时，行左下肢截肢术后，

体温血象逐步下降，神志转清，循环稳定，已符合转出指征；患者左下肢残端处仍有感染表

现，治疗继予抗感染治疗，监测体温血象变化，结合骨科医生意见，考虑如感染加重，可能

需再次截肢，病情需告知患者家属；患者处于消耗期，白蛋白低，继予加强营养支持，纠正

低蛋白血症。 

李纯护士长：患者为气管切开术后，需注意气切处护理，加强气道管理，适时湿化排痰，关

注痰液量及性状变化，目前其痰培养为多重耐药的鲍氏不动杆菌，已予单间隔离，注意加强

手卫生，防止交叉感染。患者留置尿管，需每日评估，无菌操作，防治尿路感染。患者仍有

烦躁，注意加强心理护理，及时沟通，适当镇静，防止导管意外脱出或患者坠床，注意预防

双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郑曙云主任医师： 总结如下：1.目前诊断明确：1.弥漫性轴索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 

3.左侧股骨下端骨折 5.右侧胫腓骨骨折 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 7.双肺挫伤；2.患者

目前生命体征基本稳定，已符合 ICU 转出指征，与骨科医生联系，协调转科事宜；3.患者神

志虽已转清，但仍有烦躁，可予氯普塞吨适当镇静，逐步减少镇静剂用量；4.目前痰培养示

少量铜绿假单胞菌及鲍氏不动杆菌，目前所用抗生素为敏感抗生素，且体温血象呈下降趋势，

故暂不更改抗感染方案，动态监测体温、血象、CRP、PCT 等感染指标变化；5.注意加强手

卫生，避免交叉感染，患者无法自主排尿，且需观察出量情况，故继予保留导尿管，注意无

菌操作，加强护理，防止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6、加强营养支持，纠正低蛋白血症，维护

内环境稳定，继予抗凝等预防深静脉血栓治疗。 

主持者： 郑曙云                   记录者：陈尚瑜 

2013-10-29 16:00           

     白天诊治方案已按疑难病例讨论意见执行，患者白天神志清楚，仍有躁动，予加强心

理护理，予艾贝宁 0.7ug/kg/h 联合丙泊酚 100mg/h 泵入镇静，Ramsay 评分 2 分。气切处

吸氧 5L/分，监测 RR20-27 次/分，SpO2 100%。两肺听诊呼吸音粗，左下肺呼吸音低，未及

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89-110 次/分，BP99-112/62-74mmHg，腹部平

软，无明显肌紧张，肠鸣音 1-2 次/分，左下肢敷料可见少许血性渗出，伴异味，四肢活动

无异常，双侧病理征未引出。白天体温 37.5-38.0 摄氏度。辅助检查：晨血气分析(ICU 二



室)(2013-10-29 05:48:59 ):pH:7.47 、PCO2:33.80 mmHg、PO2:142.00 mmHg、Hb:7.70 g/dL、

Na+:136.70 mmol/L、K+:3.65 mmol/L、SBC:26.30 mmol/L、PO2/FI:346.30 mmHg、乳酸:0.90 

mmol/L，氧合满意，内环境基本满意;血色素低，考虑伤口渗出，予输注悬浮红细胞，纠正

贫血。白天体温 37.5-38.0℃，仍有发热，未使用冰毯，请夜班继续观察。白班总入量 2035ml，

尿量 1550ml。 

陈尚瑜 

2013-10-29 16:10          输血记录 

     患者为左下肢截肢术后，伤口仍有渗出，晨血气提示贫血 Hb77g/L，结合血常规结果，

考虑存在贫血，请示郑曙云主任医师，考虑有输注红悬指征，予申请 O 型 RH 阳性悬浮红细

胞 2U，于 12:00 始输注，现已输注完毕，输注过程未见输血不良反应，明日予复查血常规，

予动态观察。 

陈尚瑜 

2013-10-29 20:30          换药记录 

     今日予左股骨下端切口换药，打开敷料见切口无红肿渗出，无异味，皮温不高，引流

管口闭合，予碘伏消毒切口，无菌敷料包扎。 

予右下肢换药，见敷料干洁，打开外层敷料，见手术切口无明显红肿，无渗出，予碘伏清洗

切口，无菌敷料覆盖，绷带加压包扎。 

予左下肢截肢创口换药，见伤口敷料潮湿，打开敷料，伤口较多色暗渗出，可闻及恶臭，局

部皮温稍高，触压皮肤凹陷，感皮下空虚，予大量碘伏消毒创口，无菌敷料包扎。 

王强 

2013-10-30 16:00     王翔主治医师查房      

     今王翔主治医师查房，分析病情，指示如下：目前诊断明确，生命体征总体稳定，体

温、血象趋于正常，具备转出指征，可联系骨科，协调转科事宜；患者神志清楚，但时有烦

躁，考虑颅脑外伤后认知功能障碍及谵妄状态可能，可予适度镇静及抗谵妄治疗；目前培养

示铜绿假单胞菌及鲍氏不动杆菌，目前抗生素敏感，体温血象呈下降趋势，继续目前抗感染

治疗，动态监测体温、血象、CRP、PCT 等感染指标变化；患者主动拍痰能力差，继续保留

气管切开，加强气道管理，加强手卫生，避免交叉感染，患者无法自主排尿，且需观察出量

情况，故继予保留导尿管，注意无菌操作，加强护理，防止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继续予营

养支持治疗，纠正低蛋白血症，维护内环境稳定，继予抗凝等预防深静脉血栓治疗，注意凝

血功能监测，以上已执行。患者白天神志清楚，仍有躁动，予加强心理护理，予艾贝宁

0.7ug/kg/h 联合丙泊酚 100mg/h 泵入镇静，Ramsay 评分 2 分。气切处吸氧 5L/分，监测 RR 

20-27 次/分，SpO2 100%。两肺听诊呼吸音粗，左下肺呼吸音低，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

监护示：窦性心律，HR 88-112 次/分，BP 96-118/59-68mmHg，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

肠鸣音 1-2 次/分，左下肢敷料可见少许血性渗出，伴异味，四肢活动无异常，双侧病理征

未引出。凝血常规检测(2013-10-30 12:31:27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29.10 sec、血浆凝血

酶原时间.:15.10 sec、APTT_rati.:0.97 、PT-INR:1.30 、PT%活动度:56.10 %、血浆纤维蛋白

原:6.46 g/l、血浆凝血酶时间:16.20 sec、TT-ratio:0.90 、D-二聚体:1.60 ug/ml，轻度异常，

痰涂片革兰氏染色(2013-10-30 10:36:11 ):革兰阴性杆菌: 、脓细胞: 、大生化检测全套(2013-

10-30 10:22:47 ):谷丙转氨酶:69.00 U/L、谷草转氨酶:37.00 U/L、磷酸肌酸激酶:241.00 U/L、

乳酸脱氢酶:329.00 U/L、总蛋白:64.50 g/L、白蛋白:29.10 g/L、总胆红素:22.30 umol/L、直接

胆红素:16.20 umol/L、尿素:3.39 mmol/L、肌酐:36.60 umol/L，肝功能轻度异常，肾功能正

常，血常规（五分类)(2013-10-30 08:48:24 ):白细胞总数:6.11 x10^9/L、中性粒细胞:81.70 %、

血红蛋白:74 g/L、血小板计数:210 x10^9/L;中性粒细胞升高，提示感染存在，白天体温 37.2-

37.4℃，白班总入量 1140ml，尿量 1130ml。继观病情变化。今联系骨科无床，拟近日转出。 



章文豪 

2013-10-31 16:00 多学科联合查房           

     晨骨科曾逸文主任医师及我科郑曙云主任医师联合查房，郑曙云主任医师查房，指示

如下：目前患者病情总体稳定，左下肢创面仍有渗出，督促外科换药处理，现生命体征总体

稳定，体温、血象总体稳定，具备转出指征，可联系骨科，协调转科事宜；患者仍时有烦躁，

考虑谵妄及颅脑外伤后认知功能障碍所致，继续予适度镇静及抗谵妄治疗；继续目前抗感染

治疗，动态监测体温、血象、CRP、PCT 等感染指标变化；患者无法自主排尿，且需观察出

量情况，故继予保留导尿管，注意无菌操作，加强护理，防止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继续予

营养支持治疗，纠正低蛋白血症，维护内环境稳定，继予抗凝等预防深静脉血栓治疗，注意

凝血功能监测，骨科曾逸文主任医师看过病人示目前患者生命体征稳定，但创面渗出仍多，

拟今日或明日再行清创术，术后稳定后再行转科，目前暂继续予 ICU 治疗，以上已执行。患

者白天神志清楚，仍有躁动，予加强心理护理，予艾贝宁 0.7ug/kg/h 联合丙泊酚 80-100mg/h

泵入镇静，Ramsay 评分 2 分。气切处吸氧 5L/分，监测 RR 20-27 次/分，SpO2 99-100%。

两肺听诊呼吸音粗，左下肺呼吸音低，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92-

108 次/分，BP 100-114/61-74mmHg，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肠鸣音 1-2 次/分，左下

肢敷料可见少许血性渗出，伴异味，四肢活动无异常，双侧病理征未引出。内毒素定量测定

(2013-10-31 10:55:42 ):细菌内毒素定量检测:0.006 EU/ml，正常范围，大生化检测全套(2013-

10-31 10:23:01 ):谷丙转氨酶:64.00 U/L、谷草转氨酶:28.00 U/L、总蛋白:67.50 g/L、白蛋

白:30.10 g/L、总胆红素:20.90 umol/L、直接胆红素:14.20 umol/L、尿素:3.53 mmol/L、肌

酐 :37.60 umol/L，提示肝功能较前改善，肾功能正常范围，凝血常规检测 (2013-10-31 

10:03:18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42.70 sec、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4.50 sec、APTT_rati.:1.42 、

PT-INR:1.26 、PT%活动度:60.90 %、血浆纤维蛋白原:6.46 g/l、血浆凝血酶时间:20.10 sec、

TT-ratio:1.10 、D-二聚体:2.28 ug/ml，轻度异常，较前变化不明显，考虑目前抗凝治疗，APTT

目标范围内，暂不调整抗凝治疗，痰（咽试子试验）培养(2013-10-31 09:25:16 ):铜绿假单胞

菌: 、鲍氏不动杆菌: 、较前无异，继续目前抗感染治疗，血常规（五分类)(2013-10-31 

08:45:28 ):白细胞总数:5.26 x10^9/L、中性粒细胞:81.00 %、血红蛋白:77 g/L、血小板计数:224 

x10^9/L;较前变化不明显，继续观察，白天体温 37.4-38℃，白班总入量 1270ml，尿量 1030ml。

继观病情变化。按外科要求拟今日或明日行清创术转出。 

章文豪 

2013-11-01 16:00     王翔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白天神志清楚，时有躁动，心理护理效果差，予丙泊酚 80mg/h 联合艾贝宁

0.7ug/kg/h 持续泵入镇静，RamSay 评分 2 分。气切处吸氧 5L/分，监测 RR 19-22 次/分，

SpO2 99-100%。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90-

105 次/分，NBP 100-120/60-70mmHg。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及，肠鸣音

2-3 次/分。左下肢残端敷料包扎，可见少许血性渗出，伴异味。病理征未引出。血培养(2013-

11-01 08:44:46 ):培养 7 日无细菌生长。目前入量 850ml，尿量 820ml。体温 36.9℃。骨科拟

今日行清创术，完善相关术前准备。 

王翔 

2013-11-02 07:00     

     晚夜间 19:30 至手术室行清创换药，20:20 返室，晚夜间患者病情总体稳定，神志清楚，

仍有躁动，予加强心理护理，予艾贝宁 0.7-0.5ug/kg/h 联合丙泊酚 80mg/h 泵入镇静，Ramsay

评分 2 分。气切处吸氧 5L/分，监测 RR 21-26 次/分，SpO2 100%。两肺听诊呼吸音粗，左

下肺呼吸音低，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84-96 次/分，BP 100-116/61-

68mmHg，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肠鸣音 1-2 次/分，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四



肢活动无异常，双侧病理征未引出。晚夜间治疗无特殊调整，24 小时入量 2812ml，出量

2060ml，继观病情变化。 

章文豪 

2013-11-02 16:00   王翔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白天神志清楚，时有躁动，心理护理效果差，予丙泊酚 80mg/h 联合艾贝宁

0.7ug/kg/h 持续泵入镇静，RamSay 评分 2 分。气切处吸氧 5L/分，监测 RR 16-22 次/分，

SpO2 99-100%。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92-

108 次/分，NBP 98-114/55-68mmHg。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及，肠鸣音

2-3 次/分。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右下肢未见明显水肿。病理征未引出。痰（咽试

子试验）培养(2013-11-02 08:43:38 ):铜绿假单胞菌:少量，较前无异，继续目前抗感染治疗。

血培养(2013-11-02 08:44:14 ):培养 7 日无细菌生长。尿培养(2013-11-02 09:04:14 ):培养 2

日无细菌生长。白班入量 1040ml，尿量 670ml。体温 37.0℃。 

王翔 

2013-11-01 20:14      清创+VSD 引流记录     

     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流血 11 天”入院。入院后于

2013-11-01 晚在手术室行“左下肢清创+VSD 引流”，去除外层敷料，可闻及恶臭，暗红色渗

出较多，大量碘伏冲洗创口，无菌敷料擦干创口，接 VSD 引流装置，无菌敷料覆盖，绷带

加压包扎。 

王强 

2013-11-03 15:34  袁受涛主治医师查房         

< P> 患者白天神志清楚，时有躁动，心理护理效果差，继予丙泊酚 80mg/h 联合艾贝宁

0.7ug/kg/h 持续泵入镇静，RamSay 评分 2 分。气切处吸氧 5L/分，监测 RR21-27 次/分，

SpO2 99-100%。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106-

131 次/分，NBP 104-116/63-69mmHg。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及，肠鸣音

2-3 次/分。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右下肢未见明显水肿。病理征未引出。痰培养+药

敏(2013-11-0308:31:53):铜绿假单胞菌（少量）感染，;目前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继续给

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抗感染治疗。复查血气(2013-11-03 05:57:14 ):pH:7.47 、PO2:107.50 

mmHg、Hct:22.00 %、Hb:7.40 g/dL、Mg++:0.52 mmol/L、SBC:27.20 mmol/L、Glu:13.00 mmol/L、

乳酸:1.40 mmol/L;氧合尚满意。白天治疗无特殊调整，24 小时入量 940ml，出量 880ml，继

观病情变化。体温 38.3℃。明晨复查血常规、大生化、凝血常规、细菌学检查。  

袁受涛 

2013-11-04 15:27   郑曙云主任医师查房        

     今晨郑曙云主任医师查看病人后指出：1、患者 11-01 已行左下肢清创+VSD 引流术，

但术后仍有发热，同时肺部痰量增多，为黄脓痰，痰培养仍未铜绿假单胞菌，考虑肺部感染

较前加重可能，今日复查胸部 CT 明确感染情况，同时考虑特治星抗感染已近 2 周，目前效

果不理想，今日更换抗生素为美罗培南，继续观察体温、血象、痰液性状及量的变化。2、

患者目前总体病情趋于平稳，已具备转科指征，继续联系骨科协调转科事宜。以上遵嘱执行。

患者神志清楚，时常躁动，白天继续给予丙泊酚 80mg/h 联合艾贝宁 0.7ug/kg/h 持续泵入

镇静，RamSay 评分 2 分。仍予气切处吸氧 5L/分，监测 RR22-28 次/分，SpO2 100%。两肺

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气道内较多黄粘痰，予及时吸引。心电监护示：窦性心

律，HR 98-115 次/分，NBP 98-106/58-64mmHg。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

及，肠鸣音 3 次/分。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引流少量暗血性液体。右下肢未见明显

水肿。病理征未引出。因患者小便仍无法自解，故暂继续保留导尿管。血糖在胰岛素 1-3U/h

泵入控制下波动在 5.5-11.0mmol/L。检查回报：血常规(2013-11-04 08:52:28 ):白细胞总



数:4.05 x10^9/L、中性粒细胞:72.10 %、血红蛋白:79 g/L、血小板计数:269 x10^9/L，较前无

明显变化，今日遵郑曙云主任查房意见调整抗生素为美平，白天体温 37.5-37.9℃。凝血常

规检测(2013-11-04 09:43:09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36.70 sec、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5.90 

sec、PT-INR:1.36 、血浆纤维蛋白原:5.98 g/l、D-二聚体:1.14 ug/ml，PT 轻度延长，血浆纤

维蛋白原、D-二聚体升高，目前给予阿加曲班预防 DVT 治疗;大生化检测全套(2013-11-04 

11:54:22 ):谷丙转氨酶:68.00 U/L、谷草转氨酶:39.00 U/L、总蛋白:64.80 g/L、白蛋白:28.60 g/L、

总胆红素:13.50 umol/L、直接胆红素:9.30 umol/L、尿素:3.76 mmol/L、肌酐:40.20 umol/L，

谷丙转氨酶仍轻度增高，继续给予保肝降酶治疗，肾功能正常。今日上与家属沟通后外出行

头颅及胸腹部 CT，结果尚未回报。白班入量 930ml，其中肠内 560ml，尿量 880ml，解黄稀

便 40ml，下肢 VSD 引流 80ml。 

李静 

2013-11-05 14:00                转出记录  

     患者魏尤勇，男，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流血 11 天”于 2013-10-21 急

诊入我院脑外科。入院诊断：1.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

综合症，3.左小腿腘动脉损伤，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

侧横突骨折，7.两肺挫伤。患者入院后急诊行左下肢动静脉造影，显示左侧腘动脉断裂，静

脉回流困难，有多处血栓形成，10-22 日下午急诊在全麻下行“右胫腓骨骨折、左股骨下段骨

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左小腿切开减压清创术”，术后因左下肢肌肉组织坏死感染，保守治疗无

效，于 2013-10-25 急诊行“左小腿截肢术”，并于 11-02 日行左下肢清创 VSD 接持续负压吸

引。目前神志清楚，偶有精神症状和躁动。气切处吸氧 5L/分，监测 RR 16-22 次/分，SpO2 

99-100%。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92-100 次

/分，NBP 100-114/55-65mmHg。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及，肠鸣音 2-3 次

/分。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引流液可见少量脓性分泌物。考虑目前生命体征稳定，

病情允许转回骨科继续治疗。 

王翔 

2013-11-05 16:58          接收记录 

     患者魏尤勇，男，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流血 11 天”于 2013-10-21 急

诊入我院脑外科。入院诊断：1.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

综合症，3.左小腿腘动脉损伤，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

侧横突骨折，7.两肺挫伤。患者入院后急诊行左下肢动静脉造影，显示左侧腘动脉断裂，静

脉回流困难，有多处血栓形成，10-22 日下午急诊在全麻下行“右胫腓骨骨折、左股骨下段骨

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左小腿切开减压清创术”，术后因左下肢肌肉组织坏死感染，保守治疗无

效，于 2013-10-25 急诊行“左小腿截肢术”，并于 11-02 日行左下肢清创 VSD 接持续负压吸

引。目前神志欠清，偶有精神症状和躁动。气切处吸氧 5L/分，监测 RR 16-22 次/分，SpO2 

99-100%。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92-100 次

/分，NBP 100-114/55-65mmHg。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及，肠鸣音 2-3 次

/分。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引流液可见少量脓性分泌物。考虑目前生命体征稳定，

晨查房后予转回我科继续治疗，予下病重，心电监护，吸痰必要时，鼻饲流质，VSD 负压吸

引，患者偶有精神症状躁动，请示脑外科后予氯普塞吨 tid 口服镇静治疗，继续予美平抗感

染治疗，密切观察神志瞳孔及生命体征变化。 

王强 

2013-11-06 10:50      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神志欠清，精神萎，偶有精神症状和躁动，气切处吸氧 5L/分，两肺听

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96-99 次/分，NBP 100-125/55-



65mmHg。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及，肠鸣音 2-3 次/分。左下肢 VSD 接持

续负压吸引，引流液可见少量脓性分泌物。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示：患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今予氯化钾鼻饲补钾维持电解质平衡，予鹿瓜多肽静滴促进骨愈合，予单唾液酸四已糖营养

神经，予奥美拉唑 40mgqd 静滴抑酸护胃，予氢化泼尼松、莫沙比利抗炎治疗，予异甘草酸

镁 200mgqd 静滴护肝治疗，并予氨溴索气道湿化化痰治疗，予艾贝宁 400ug 泵入镇静治

疗，密观患者病情。 

王强 

2013-11-07 09:09        王强主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神志、精神较前有所好转，偶有精神症状和躁动，气切处吸氧 5L/分，

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96-99 次/分，NBP 100-

125/55-65mmHg。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及，肠鸣音 2-3 次/分。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引流液可见少量脓性分泌物。辅检：尿培养、痰培养均无异常。王强主治

医师查房示：患者目前一般状况可，今予优必林 10utid 皮下注射控制血糖，余治疗同前，密

切关注患者病情。 

王强 

2013-11-08 09:25      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一般状况可，生命体征平稳，无恶心呕吐，无畏寒发热，偶有精神症

状和躁动，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及血氧饱和度监测正常，腹部

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及，肠鸣音 2-3 次/分。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引

流液可见少量脓性分泌物。今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后示：患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术后右下

肢恢复尚可，左下肢拟于明日在手术室清创并更换 VSD 引流，今加用瓜蒌皮注射液舒筋通

络活血治疗，另患者躁动症状较前好转，停艾贝宁镇静，余治疗同前。 

王强 

2013-11-09  11:19    清创+VSD 引流记录       

     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流血 11 天”入院。入院后已

于 2013-11-01 晚在手术室行“左下肢清创+VSD 引流”，现引流一周，于今日在手术室清创

并更换 VSD 引流。去除外层敷料，可闻及恶臭，暗红色渗出较多，取少量分泌物送检，大

量碘伏冲洗创口，未见新鲜肉芽组织，坏死组织糜烂，空腔较大，无菌敷料擦干创口，接 VSD

引流装置，无菌敷料覆盖，绷带加压包扎。 

王强 

2013-11-12 18:20  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一般状况可，生命体征平稳，无恶心呕吐，无畏寒发热，偶有精神症

状和躁动，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

及，肠鸣音 2-3 次/分。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引流液可见少量脓性分泌物。辅检：

分泌物培养：奇异变形杆菌；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示：患者恢复良好，今已在五官科医师建

议下拔除气管插管，分泌物培养示奇异变形杆菌，继予抗感染治疗，密观患者病情。 

曾逸文/王强 

2013-11-13 09:27          王强主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一般状况可，生命体征平稳，无恶心呕吐，无畏寒发热，偶有精神症

状和躁动，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

及，肠鸣音 2-3 次/分。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引流液可见少量脓性分泌物。王强主

治医师查房示：患者目前恢复良好，今予氨溴索雾化吸入化痰治疗，余治疗不变，继观。 

王强 

2013-11-16 09:36      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     



     今晨查房，患者一般状况可，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偶有咳嗽，偶有精神症状和

躁动，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及，

肠鸣音 2-3 次/分。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引流液可见少量脓性分泌物。辅检：大生

化检测全套(2013-11-16 10:09:03 ):总蛋白:64.00 g/L、白蛋白:33.70 g/L、碱性磷酸酶:206.00 

U/L、总胆固醇:1.99 mmol/L、钾:3.49 mmol/L、高密度脂蛋白:0.58 mmol/L、载脂蛋白 A1:0.91 

g/L、载脂蛋白 B:0.41 g/L、钙:2.07 mmol/L、谷草/谷丙:0.65 、白/球比:1.11 、α-羟丁酸脱

氢酶 :200.00 U/L;血常规（五分类 )(2013-11-16 09:47:07 ):淋巴细胞 :14.70 %、中性粒细

胞:76.20 %、淋巴细胞计数:0.76 x10^9/L、血红蛋白:102 g/L、平均血红蛋白浓度:307.00 g/L、

红细胞计数:3.61 x10^12/L、红细胞比积:33.20 %;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示：患者目前恢复尚可，

今予复查血常规及生化，昨日已予复方甘草口服液止咳，患者 VSD 吸引距上次更换已一周，

拟于今日下午在手术室更换引流装置。遵嘱执行。 

曾逸文/王强  

2013-11-19 16:20    王强主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神志清楚，精神可，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 ，大小便正常。查体：

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及，肠鸣音

2-3 次/分。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引流液可见少量脓性分泌物。辅检：痰培养：鲍

氏不动杆菌 ;王强主治医师查房示：患者目前恢复良好，根据痰培养回示结果，今予停原抗

生素，予头孢哌酮抗感染，余治疗不变，继观。 

王强 

2013-11-21 11:13       阶段小结    

     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流血 11 天”入院。入院查

体：T：36.5℃，P：108 次/分，R：24 次/分，BP：124/82mmHg，神志昏睡，GCS 9 分，双

侧瞳孔 3mm，对光反射灵敏。颈软，克氏征（-）；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啰音，脊柱

无畸形，左侧大腿肿胀明显，畸形，不能活动，左下肢皮温较凉，循环不佳，左小腿皮肤色

泽发暗，有水泡形成，足背动脉不可及，右侧下肢骨折外固定术，左侧肩部不能活动。余肢

体肌力及肌张力可，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本院急诊（2013-10-21）：右侧胫腓

骨骨折术后。本院急诊（2013-10-21）： 左侧顶部头皮挫伤，左侧额颞部硬膜下积液，右侧

上颌窦炎可能。入院诊断为：1.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

综合症，3.左小腿腘动脉损伤，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

侧横突骨折，7.两肺挫伤。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已分别于 2013-10-22 在手术室行“右

胫骨下段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左股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左小腿切开减压清创

术”，于 2013-10-25 在手术室行“左下肢开放性截肢术”，并多次予 VSD 吸附左下肢残端坏

死组织，患者此住院期间，生命体征已基本恢复平稳，拟于明日在手术室全麻下行“左下肢

残端修整清创缝合术”。 

王强 

2013-11-21 11:14          术前讨论 

讨论时间：2013-11-21   

讨论地点：骨科示教室 

参加人员：王黎明副院长、曾逸文主任医师、郑圣鼐副主任医师、王强主治医师、丁宁研究

生实习医师，及其他骨科全体医师、马云花护士长 

主持人：曾逸文主任医师 

讨论内容： 

    丁宁研究生实习医师汇报病史：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

伤伴流血 11 天”入院。入院查体：T：36.5℃，P：108 次/分，R：24 次/分，BP：124/82mmHg，



神志昏睡，GCS 9 分，双侧瞳孔 3mm，对光反射灵敏。颈软，克氏征（-）；双肺呼吸音粗，

未闻及明显啰音，脊柱无畸形，左侧大腿肿胀明显，畸形，不能活动，左下肢皮温较凉，循

环不佳，左小腿皮肤色泽发暗，有水泡形成，足背动脉不可及，右侧下肢骨折外固定术，左

侧肩部不能活动。余肢体肌力及肌张力可，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本院急诊（2013-

10-21）：右侧胫腓骨骨折术后。本院急诊（2013-10-21）： 左侧顶部头皮挫伤，左侧额颞部

硬膜下积液，右侧上颌窦炎可能。 

    王强主治医师：结合患者症状、体征及辅检，患者诊断为：1.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

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3.左小腿腘动脉损伤，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

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7.两肺挫伤，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已

分别于 2013-10-22在手术室行“右胫骨下段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左股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左小腿切开减压清创术”，于 2013-10-25 在手术室行“左下肢开放性截肢术”，并

多次予 VSD 吸附左下肢残端，拟于明日在手术室全麻下行“左下肢残端修整清创缝合术”。 

    曾逸文主任医师：患者诊断明确，有手术指征，需与患者家属沟通行左下肢残端修整清

创缝合术，需与患者家属沟通，告知患者伤后时间长，左小腿仍存在组织坏死、感染可能性

大，重建血运后有出现全身感染、危及生命可能，需手术，据书中探查结果决定行左下肢残

端修整清创缝合术，术后出现感染、骨髓炎可能性仍较大，告知存在有骨折不愈合、畸形愈

合，遗留功能障碍可能，患者术前查下肢血管多发血栓形成，已予临时滤器置入，出现栓子

脱落致脑梗死、心梗、肺栓塞可能性仍较大，需做好术前沟通，需要向患者及家属交代手术

风险，告知患者合并脑挫伤、脑干损伤、肺挫伤等疾病，一般状况差，手术有使病情恶化可

能，患者术后需卧床休息，术后可嘱患肢抬高，予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下肢气压治疗等预

防深静脉血栓。 

    马云花护士长：患者术后需患肢制动，定时轴线翻身、拍背，床上下肢肌肉收缩锻炼，

避免长期卧床导致深静脉血栓、坠积性肺炎的发生。 

   王黎明主任医师：同意手术，需向患者及家属交代手术相关风险，做好术前沟通。      

记录者：       王强主持人：      曾逸文 

2013-11-21 11:24          手术同意书 

姓名 魏尤勇 性别 男 年龄 39 岁 

    患者因病于 2013-10-21 入住我院骨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症状及有关检查，

术前拟诊断为 左下肢截肢术后残端不愈合  。由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3-11-

22 ，拟行 左下肢残端修整清创缝合术 手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鉴

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任

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症、

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

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有

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手术中发现病变不能切除，则行姑息性手术或仅作探查。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切口感染、裂开、皮肤坏死、骨髓炎、化脓性关节炎；患者右胫腓骨开放性骨折，术后出

现感染、骨髓炎可能性较大；                     

 重要血管、神经、肌腱等损伤致重要并发症；患者左下肢腘动脉断裂，左小腿血供差，有

左小腿组织坏死需手术截肢可能；术中探查腘动脉，据探查情况决定予缝合修复或建立侧枝



循环，血供恢复后有出现全身感染、败血症可能；                      

患者下肢血管内有多处血栓形成，已予临时滤器置入，深静脉血栓形成致心梗、脑梗、肺栓

塞出现生命危险可能较大；                             

原有基础疾病因手术、麻醉而加重致生命危险可能；左侧额叶脑挫伤、原发性脑干损伤加大

手术风险，术后入 ICU 治疗可能；手术预计失血量较大，需术中、术后输血治疗可能；                                     

其他难以预料的情况。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王强  

日期： 

2013-11-21 11:29          术前小结 

姓名 魏尤勇 性别 男 年龄 39 岁 婚姻 已婚 

病历摘要：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流血 11 天”入院。入

院查体：T：36.5℃，P：108 次/分，R：24 次/分，BP：124/82mmHg，神志昏睡，GCS 9 分，

双侧瞳孔 3mm，对光反射灵敏。颈软，克氏征（-）；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啰音，脊

柱无畸形，左侧大腿肿胀明显，畸形，不能活动，左下肢皮温较凉，循环不佳，左小腿皮肤

色泽发暗，有水泡形成，足背动脉不可及，右侧下肢骨折外固定术，左侧肩部不能活动。余

肢体肌力及肌张力可，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本院急诊（2013-10-21）：右侧胫

腓骨骨折术后。本院急诊（2013-10-21）： 左侧顶部头皮挫伤，左侧额颞部硬膜下积液，右

侧上颌窦炎可能。 

    

    

手术前诊断：左下肢截肢术后残端不愈合 

诊断依据及手术指征：1.病史 2.症状 

拟行手术：左下肢残端修整清创缝合术                  拟定手术者：王强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硬膜外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 102g/l      ②血型：O（+）  有  无√  保留血清  

③血凝实验: APTT_rati.:1.22 、PT-INR:1.36 、血浆凝血酶时间:20.30 sec、TT-ratio:1.20 ; 

④肝功谷丙转氨酶:37.00 U/L、谷草转氨酶:24.00 U/L;   HBsAg- 

⑤肾功   BUN  2.9  mmol/L； Cr； 40.2umol/L             

⑥其他  -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3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 ）  

时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ml 

    

    

主治医师签名：     王强                             2013 年 11 月 21 日 

手术审报意见：   同意  审批者签字：         曾逸文           2013 年 11 月 21 日 

  

  

2013-11-21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3 年 11 月 21 日 10 时 20 分 

地     点：606 病区 

  

参加人员：患者、医师 

  

事     由：术前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已分别于 2013-10-22 在手术室行“右胫骨下段骨折闭合复

位内固定+左股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左小腿切开减压清创术”，于 2013-10-25 在

手术室行“左下肢开放性截肢术”，并多次予 VSD 吸附左下肢残端，拟于明日在手术室全麻下

行“左下肢残端修整清创缝合术”，相关注意事项详见手术同意书。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王强 

  

备注： 

2013-10-25 11:39          手术同意书 

姓名 魏尤勇 性别 男 年龄 39 岁 

   患者因病于 2013-10-21 入住我院骨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症状及有关检查，

术前拟诊断为 左下肢骨筋膜氏综合征。由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3-10-25，拟行 

左下肢膝下开放性截肢术手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学科技

水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术是

不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症、损伤邻近器官

等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

的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险： 

1.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2.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

有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手术中发现病变不能切除，则行姑息性手术或仅作探

查。  

3.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



出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

的不良转归。  

4.切口感染、裂开、皮肤坏死、骨髓炎、化脓性关节炎；患者右胫腓骨开放性骨折，术后出

现感染、骨髓炎可能性较大；  

5.重要血管、神经、肌腱等损伤致重要并发症；据探查情况决定予缝合修复或建立侧枝循环，

血供恢复后有出现全身感染、败血症可能；  

6.患者下肢血管内有多处血栓形成，已予临时滤器置入，深静脉血栓形成致心梗、脑梗、肺

栓塞出现生命危险可能较大；  

7.原有基础疾病因手术、麻醉而加重致生命危险可能；左侧额叶脑挫伤、原发性脑干损伤加

大手术风险，术后入 ICU 治疗可能；手术预计失血量较大，需术中、术后输血治疗可能；  

8.其他难以预料的情况。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王强  

日期： 

2013-11-22 20:44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3-11-22  开始时间：17：50    结束时间：18:40    全程时间：00 时 50 分 

术前诊断：左下肢膝下截肢术后切口不愈合 

术后诊断：左下肢膝下截肢术后切口不愈合 

手术名称：左下肢膝下截肢术后残端修整清创缝合+VSD 引流 

手术者： 曾逸文                助手：  丁宁           护士： 张婷婷 

麻醉方法：腰麻                         麻醉医师：张晨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成功后，患者取仰卧位，去除 VSD 引流装置，暴露左下肢残端，碘伏+酒精消毒，铺

无菌巾，贴皮肤保护膜。 

2.无菌器械切除坏死组织，咬除部分左下肢腓骨残端，残端皮肤包埋暴露组织，缝合创面，

接 VSD 引流装置。 



 

  

  

手术者签名:            王强 

2013-11-22 20:55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已分别于 2013-10-22 在手术室行“右胫骨下段骨折闭合复

位内固定+左股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左小腿切开减压清创术”，于 2013-10-25 在

手术室行“左下肢开放性截肢术”，并多次予 VSD 吸附左下肢残端，于今日在手术室腰麻下行

“左下肢残端修整清创缝合术+VSD 引流”，术后继予术前相关治疗。 

王强 

2013-11-23 08:04    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术后第一天，神清，精神可，未诉明显不适，无恶心呕吐，大小便正常。查体：

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及，肠鸣音

2-3 次/分。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引流液可见少量脓性分泌物。辅检：大生化：总

蛋白:60.30 g/L、白蛋白:31.20 g/L、碱性磷酸酶:139.00 U/L、尿素:2.57 mmol/L、肌酐:38.20 

umol/L、总胆固醇:1.86 mmol/L、钾:3.09 mmol/L、高密度脂蛋白:0.51 mmol/L、载脂蛋白

A1:0.78 g/L、载脂蛋白 B:0.39 g/L、钙:1.98 mmol/L、谷草/谷丙:0.68 、白/球比:1.07 、α-羟

丁酸脱氢酶:192.90 U/L;血常规：淋巴细胞:19.90 %、中性粒细胞:75.40 %、淋巴细胞计数:1.03 

x10^9/L、血红蛋白:97 g/L、平均血红蛋白浓度:301.00 g/L、红细胞计数:3.39 x10^12/L、红

细胞比积:32.20 %;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患者清创缝合术后第一天，一般状况可，继予止痛、

促进骨质愈合及营养神经等治疗。 

曾逸文/王强 

2013-11-24 10:26    王强主治医师查房       

     患者术后第二天，神清，精神可，无畏寒发热，大小便正常。查体：两肺听诊呼吸音

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及，肠鸣音 2-3 次/分。左

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引流液可见少量脓性分泌物。王强主治医师查房示：患者清创

术后第二天，一般状况尚可，继续目前治疗方案。 

王强 

2013-11-25 20:30           

     患者术后第三天，神志清楚，精神可，患者自诉无特殊不适，无恶心呕吐，无畏寒发

热，大小便正常。查体：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

肝脾肋下未及，肠鸣音 2-3 次/分。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引流液可见少量脓性分泌

物。今查房示：患者目前恢复尚可，定期更换 VSD 引流装置。 

王强 

2013-11-28 20:32        清创+VSD 引流记录   

     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已分别于 2013-10-22 在手术室行“右胫骨下段骨折闭合复

位内固定+左股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左小腿切开减压清创术”，于 2013-10-25 在

手术室行“左下肢开放性截肢术”，并多次予 VSD 吸附左下肢残端，于今日在手术室行“左下

肢残端修整清创缝合术+VSD 引流”，术中见残端皮肤愈合较前好转，分泌物相对之前有所减

少，残端皮肤血供良好，术后继予术前相关治疗。 

王强 

2013-12-01 08:38          王强主治医师查房 

     患者今日未诉明显特殊不适，精神较前明显好转，查体：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

显干湿罗音。腹部平软，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及，肠鸣音 2-3 次/分。左下肢 VSD 接



持续负压吸引，引流液可见少量脓性分泌物。今日王强主治医师查房：患者于 11-28 日在手

术室行“左下肢残端修整清创缝合术+VSD 引流”，术中见残端皮肤愈合较前好转，分泌物相

对之前有所减少，残端皮肤血供良好。治疗有效，目前暂无治疗方案改变，继观病情变化。 

王强 

2013-12-04 10:11          清创+VSD 引流记录 

     患者于今日在手术室行“左下肢残端修整清创缝合术+VSD 引流”，术中见残端皮肤愈合

较前好转，分泌物相对之前有所减少，内侧基本愈合，外侧有约 4*5cm 空腔形成，残端皮

肤血供良好，术后继予术前相关治疗。 

王强 

2013-12-07 07:59        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未诉特殊不适，左下肢残端伤口愈合较前可，食纳睡眠可，大小便正

常。查体：神清，精神可，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引流液可见少量分泌物。曾逸文

主任医师查房后示：血常规(2013-12-05):白细胞总数:6.94 x10^9/L、中性粒细胞:75.90 %、血

红蛋白:119 g/L;大生化检测全套(2013-12-05):谷草转氨酶:14.00 U/L、磷酸肌酸激酶:14.00 

U/L、白蛋白:38.30 g/L、肌酐:34.60 umol/L、总胆固醇:2.79 mmol/L、钾:3.47 mmol/L、钠:133.70 

mmol/L、高密度脂蛋白:0.72 mmol/L;凝血常规无明显异常。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后示：患者

左下肢残端修整清创缝合术后，目前患者恢复情况可，残端皮肤愈合较前好转，内侧基本愈

合，残端皮肤血供良好，继续目前的治疗方案，促进残端皮肤的愈合，继观。 

王强 

2013-12-10 08:57          王强主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未诉特殊不适，无畏寒发热，无咳嗽咳痰，食纳睡眠可，大小便正常。

查体：神志清，精神可，心肺无明显异常，左下肢残端伤口辅料干燥，无明显渗出。王强主

任医师查房后示：患者现一般情况可，暂时继续目前的治疗，择日再行清创+VSD 引流术，

观察伤口愈合恢复情况以决定进一步治疗方案。 

王强 

2013-12-13 08:51       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未诉特殊不适，无畏寒发热，无咳嗽咳痰，食纳睡眠可，大小便正常。

查体：神志清，精神可，左下肢残端伤口辅料干燥，无渗出。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后示：患

者目前一般情况可，未诉特殊不适，今拆除 VSD，见残端皮肤情况可，有少量渗血，予切口

换药，继续目前的抗感染、营养神经、抗凝预防血栓等治疗，促进左下肢残端伤口的愈合。 

王强 

2013-12-16 08:16          王强主治医师查房 

     今查房，患者未诉特殊不适，无畏寒发热，无头晕头痛，无胸闷气喘，食欲睡眠可，

二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心肺腹部无明显异常，左下肢残端伤口辅料干燥，无渗

出，换药时见残端愈合可，无明显红肿疼痛。王强主治医师查房后示：患者目前一般情况可，

无明显不适，停抗凝治疗，继续予抗感染、营养神经、抗凝预防血栓等治疗，继观。 

王强 

2013-12-19 08:37          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一般情况可，患肢疼痛不显，无咳嗽咳痰等不适，饮食睡眠可，二便

如常。查体：体温正常，神志清，精神可，心肺腹部无明显异常，左下肢残端伤口辅料干燥，

无渗出。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患者病情平稳，停抗感染治疗，继续营养神经、促进骨折愈

合等治疗，继观。 

王强 

2013-12-22 08:43           



     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查房患者未诉特殊不适，食欲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查体：心肺

听诊无异常，腹平软，左下肢残端伤口辅料干燥，无渗出，无明显肌紧张，肝脾肋下未及，

肠鸣音 3-4 次/分。患者一般情况可，治疗方案暂不作改变，继续观察残端创面愈合情况。 

王强 

2013-12-25 08:19         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未诉不适，饮食、睡眠可，二便如常。查体：体温不

高，心肺腹检查无异常，左下肢残端伤口辅料干燥，无渗出。大生化检测全套：间接胆红

素:2.10 umol/L、谷草/谷丙:0.41 、载脂蛋白 B:0.39 g/L、尿酸:428.50 umol/L、总胆固醇:2.47 

mmol/L、磷:1.49 mmol/L、肌酐:36.00 umol/L、磷酸肌酸激酶:17.00 U/L、谷丙转氨酶:54.00 

U/L，今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患者病情平稳，无畏寒发热等不适，复查血常规、生化检查

未见明显异常，继续予换药、营养神经、促进骨折愈合等治疗，注意观察病情变化。 

王强 

2013-12-27 08:51    王强主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一般情况可，无畏寒发热等不适，睡眠饮食可，二便正常。查体：生

命体征平稳，神清，精神可，左下肢残端伤口辅料干燥，无渗出。今日查房患者无特殊不适

主诉，予创面清洁换药，见创面有少量分泌物，新鲜肉芽生长，愈合情况较前好转，治疗方

案暂无改变，继续观察创面愈合情况。 

王强 

2014-12-30 08:13          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 

     今查房，患者未诉特殊不适，无畏寒发热，无头晕头痛，无胸闷气喘，食欲睡眠可，

二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心肺腹部无明显异常，左下肢残端伤口辅料干燥，无渗

出，换药时见残端愈合可，无明显红肿疼痛。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后示：患者目前一般情况

可，无明显不适，继续予营养神经、促进骨折愈合等治疗，注意观察病情变化。 

王强 

2014-01-02 08:14        王强主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一般情况可，无畏寒发热等不适，睡眠饮食可，二便正常。查体：生

命体征平稳，神清，精神可，左下肢残端伤口辅料干燥，无渗出。今日查房患者无特殊不适

主诉，予创面清洁换药，见创面无分泌物渗出，新鲜肉芽生长，愈合情况较前好转，治疗方

案暂无改变，继续观察创面愈合情况。 

王强 

2014-01-05 08:17          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 

     今查房，患者精神可，无畏寒发热，无特殊不适主诉，食欲睡眠可，二便正常。查体：

神志清，精神可，心肺腹部无明显异常，左下肢残端伤口辅料干燥，无渗出，换药时见残端

愈合可，无明显红肿疼痛。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后示：患者目前一般情况可，无明显不适，

继续予换药、营养神经、促进骨折愈合等治疗，注意观察病情变化。 

王强 

2014-01-08 08:21          王强主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无特殊不适主诉，食欲睡眠可，二便如常，双肺呼吸音清，心律齐，

未及杂音，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伤口敷料无渗出，今王强主治医师查房示：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各项生命体征平稳，予创面清洁换药，见创面无分泌物渗出，愈合情况

良好，予明日出院，出院评估：患者术后恢复可，伤口愈合良好，无红肿渗出，无其他并发

症，可予出院，并告知其相关注意事项。 

王强 

2014-01-08 08:23          出院小结 



姓名 魏尤勇 性别 男 年龄 39 岁 婚姻 已婚 职业  

【入院诊断】1.弥漫性轴索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 3.左侧股骨下端骨折 4.右侧胫腓

骨骨折 5.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 6.双肺挫伤【入院日期】2013-10-21  

【手术名称】1.右胫骨下段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左股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左小

腿切开减压清创术 

2.左胫骨上段开放性截肢术 

  

3.左下肢膝下截肢术后残端修整清创缝合+VSD 引流【手术日期】2013-10-22 

  

  

2013-10-25 

  

2013-11-22 

  

【出院诊断】1.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症，3.左小腿

腘动脉损伤，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侧横突骨折，7.两

肺挫伤【出院日期】2014-01-09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流血 11 天”入院。入院查

体：T：36.5℃，P：108 次/分，R：24 次/分，BP：124/82mmHg，神志浅昏迷，GCS 8 分，

双侧瞳孔 3mm，对光反射灵敏。气管切开套管在位。尿管在位。颈软，克氏征（-）；双肺

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啰音，脊柱无畸形，左侧下肢骨牵引，皮肤局部发黑，肿胀明显，见

散在水泡，皮温较凉，循环不佳，右侧下肢外固定架固定。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

头颅 CT 示：左侧顶部头皮挫伤，左侧额颞部硬膜下积液，右侧上颌窦炎可能。 

【住院经过】 

    患者入院后急诊行左下肢动静脉造影，显示左侧腘动脉断裂，静脉回流困难，有多处血

栓形成，2013-10-22 日下午急诊在全麻下行“右胫腓骨骨折、左股骨下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左小腿切开减压清创术”，术后因左下肢肌肉组织坏死感染，保守治疗无效，于 2013-10-

25 急诊行“左小腿截肢术”，并于 2013-11-02 日行左下肢清创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患者

此住院期间，生命体征已基本恢复平稳，于 2013-11-05 转回骨科继续治疗。第二次术后多

次予 VSD 吸附左下肢残端坏死组织，患者生命体征已基本恢复平稳，于 2013-11-22 在全麻

下行“左下肢膝下截肢术后残端修整清创缝合+VSD 引流”。后予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

引、止痛、促进骨质愈合及营养神经等治疗，现左下肢伤口无分泌物渗出，愈合情况良好。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Ⅰ/乙 

    患者神志清，精神可，食欲睡眠可，二便如常，双肺呼吸音清，心律齐，未及杂音，腹

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左下肢伤口敷料无渗出。 

   

【出院医嘱】   

1、休息三个月，加强营养，加强护理，禁止下床负重活动。 

2、门诊隔日换药，保持伤口干燥，注意末梢血运。 

3、下肢肌肉收缩锻炼，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形成。 

4、每月来院骨科门诊复查，在门诊医生指导下行功能锻炼并由骨科医生决定何时负重。 



5、门诊随诊。（曾逸文主任医师专家门诊：每周二上午） 

6、出院后需加强营养，加强护理，骨折愈合后（约一年左右），需来院取出内固定。 

X 光线号：A1534739 

CT 号：A1542966 

MRI 号：－ 

病理检验号：13-20228 

 

  

                   主治医师：                 王强         主任医师签名：          

曾逸文    

  

  

2013-12-21 08:59           阶段小结 

     患者魏尤勇，男性，39 岁，因“车祸致头部及双下肢外伤伴流血 11 天”入院。入院查

体：T：36.5℃，P：108 次/分，R：24 次/分，BP：124/82mmHg，神志昏睡，GCS 9 分，双

侧瞳孔 3mm，对光反射灵敏。颈软，克氏征（-）；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啰音，脊柱

无畸形，左侧大腿肿胀明显，畸形，不能活动，左下肢皮温较凉，循环不佳，左小腿皮肤色

泽发暗，有水泡形成，足背动脉不可及，右侧下肢骨折外固定术，左侧肩部不能活动。余肢

体肌力及肌张力可，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本院急诊（2013-10-21）：右侧胫腓

骨骨折术后。本院急诊（2013-10-21）： 左侧顶部头皮挫伤，左侧额颞部硬膜下积液，右侧

上颌窦炎可能。入院诊断为：1.左侧额叶脑挫伤可能，原发性脑干损伤，2.左小腿骨筋膜室

综合症，3.左小腿腘动脉损伤，4.左侧股骨下端骨折，5.右侧胫腓骨骨折，6.左肩胛骨、L1 左

侧横突骨折，7.两肺挫伤。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已分别于 2013-10-22 在手术室行“右

胫骨下段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左股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左小腿切开减压清创

术”，于 2013-10-25 在手术室行“左下肢开放性截肢术”，并多次予 VSD 吸附左下肢残端坏

死组织，患者此住院期间，生命体征已基本恢复平稳，于 2013-11-22 在全麻下行“左下肢膝

下截肢术后残端修整清创缝合+VSD 引流”，术后予左下肢 VSD 接持续负压吸引。后左下肢

伤口症情好转，于 2013-12-13 拆除 VSD，见残端皮肤情况可，有少量渗血，予切口换药。

现患者一般情况可，患肢疼痛不显，无咳嗽咳痰等不适，饮食睡眠可，二便如常。查体：体

温正常，神志清，精神可，心肺腹部无明显异常，左下肢残端伤口辅料干燥，无渗出。 

王强 

住 院 病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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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  标识号  病人信息  住院情况  出院诊断  手术操作  自定义项目  其他  费

用信息  责任人 

===========================================================

========================= 

2014-11-02           入院记录 

姓名:  夏海峰职业:    -- 

性别:  男性工作单位:-- 

年龄:  47 岁住址:    雨花区凤台南路 58#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患者本人（可靠）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4-11-02 15:31:56 

民族:  汉族记录日期:2014-11-02 16:00:00 

 

主诉: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 

现病史:患者一小时前不慎跌伤致左小腿肿胀疼痛伴活动受限，未诉其他部位受伤，送至我

院急诊查左小腿 X 线片示：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患者为求进一步诊治至我院，急诊拟

“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收住院。病程中患者一般情况可，无畏寒发热，无咳嗽咳痰，无

腹痛腹泻，无头晕呕吐，二便如常，近期无明显消瘦。 

既往史:既往体健，否认“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病史，否认“伤寒、结核”等传染

病病史及接触史，否认手术外伤史，否认输血史，否认药物及食物过敏史。预防接触史随社

会。  

个人史:生居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工业毒物、粉尘接触史，无烟酒等不良嗜

好。适龄婚配，配偶及子女体健。 

家族史:  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病史。 

体 格 检 查 

 体温 36.7 ℃ 脉搏 71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40/70 mmHg。 

     神志清楚，精神可，发育正常，营养正常，面容安详，体位自主，查体合作。全身皮

肤粘膜无黄染和出血点。头颅无畸形，双瞳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颈软，气管居中，未

见明显颈静脉怒张。胸廓无畸形，双侧语颤均等，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粗，未及明

显干湿罗音。心前区无隆起，心尖搏动无抬举感，心界不大，心率 71 次/分，心律齐，各瓣

膜听诊区未及明显杂音。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和蠕动波，未见腹壁静脉曲张，腹软，无压痛

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Murphy’s 征阴性，肝肾区无叩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不

亢，4～5 次/分。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及异常。脊柱四肢详见专科检查。生理反射存在，

病理反射未引出。 

专 科 检 查 

    脊柱生理曲度存在，各棘突间无压痛及叩击痛。左小腿近端肿胀明显，局部青紫，可见

皮下瘀斑及皮肤挫伤，局部触痛、压痛明显，左小腿活动受限，左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末梢

感觉存在。余肢体未见明显异常。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线片（我院）：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入院诊断：  

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主治医师签名:赵磊 

 

2014-11-02 16:05         首次病程录 

     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入院。患者一小

时前不慎跌伤致左小腿肿胀疼痛伴活动受限，未诉其他部位受伤，送至我院急诊查左小腿 X

线片示：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患者为求进一步诊治至我院，急诊拟“左胫腓骨近端粉

碎性骨折”收住院。病程中患者一般情况可，无畏寒发热，无咳嗽咳痰，无腹痛腹泻，无头晕

呕吐，二便如常，近期无明显消瘦。既往体健，否认“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病

史，否认“伤寒、结核”等传染病病史及接触史，否认手术外伤史，否认输血史，否认药物及



食物过敏史。预防接触史随社会。生居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工业毒物、粉

尘接触史，无烟酒等不良嗜好。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病史。入院查体：体温 36.7 ℃ 脉搏 

71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40/70 mmHg。神志清楚，精神可，发育正常，营养正常，

面容安详，体位自主，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和出血点。头颅无畸形，双瞳等大等

圆，对光反射灵敏。颈软，气管居中，未见明显颈静脉怒张。胸廓无畸形，双侧语颤均等，

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前区无隆起，心尖搏动无抬举感，

心界不大，心率 71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明显杂音。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和蠕

动波，未见腹壁静脉曲张，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Murphy’s 征阴性，肝肾

区无叩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不亢，4～5 次/分。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及异常。

脊柱四肢详见专科检查。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专科检查：脊柱生理曲度存在，

各棘突间无压痛及叩击痛。左小腿近端肿胀明显，局部青紫，可见皮下瘀斑及皮肤挫伤，局

部触痛、压痛明显，左小腿活动受限，左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末梢感觉存在。余肢体未见明

显异常。辅助检查：X 线片（我院）：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入院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

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诊断依据：1.病史：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

一小时”入院；2.体征：脊柱生理曲度存在，各棘突间无压痛及叩击痛。左小腿近端肿胀明显，

局部青紫，可见皮下瘀斑及皮肤挫伤，局部触痛、压痛明显，左小腿活动受限，左足背动脉

搏动消失，末梢感觉存在。余肢体未见明显异常；3.X 线：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鉴别

诊断：应与病理性骨折及软组织损伤相鉴别，患者有明确外伤史，X 线片等可明确诊断。入

院病情评估：患者外伤入院，应注意检查，以防漏诊，患者足背动脉搏动消失，予以请介入

科会诊明确是否存在动脉损伤。诊疗计划：1.完善各项检查，请介入科会诊；2.患肢制动；

3.健康教育：卧床休息，注意心理疏导，树立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4.注意观察，待检查结

果出来后决定下一步治疗方案。 

赵磊     

2014-11-02 19:59          手术同意书 

姓名 夏海峰 性别 男 年龄 47 岁 

    患者因病于 2014-11-0215:31:56 入住我院骨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症状及

有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左下肢腘血

管损伤。由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4-11-02 ，拟行左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骨折

外固定术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

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

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症、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

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

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有

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手术中发现病变不能切除，则行姑息性手术或仅作探查。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切口感染、裂开、皮肤坏死、骨髓炎、化脓性关节炎；  

重要血管损伤致截肢可能；  

深静脉血栓形成致心梗、脑梗、肺栓塞出现生命危险可能；  

骨折一期外固定处理，二期内固定；  

术后患肢肿痛，功能障碍，创伤性关节炎，关节僵硬、不稳、跛行；   



患肢血运需进一步观察，有缺血加重情况需行血管手术；  

原有基础疾病糖尿病等因手术、麻醉而加重致生命危险可能；    

其他难以预料的情况。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张理                              日期： 

2014-11-02 15:07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4-11-02 日 15 时 00 分 

地     点：患者床边 

  

参加人员：医生、患者及其家属 

  

事     由：入院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拟诊“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入院，现予患肢制动等治疗，

完善检查，待结果决定治疗方案，先观察病情变化，不排除出现严重合并伤或发生血栓危及

生命可能。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张理 

  

备注： 

2014-11-02 20:08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4-11-02 日 20 时 00 分 

地     点：患者床边 

  

参加人员：医生、患者及其家属 

  

事     由：术前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拟诊“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左下肢腘血管损伤”入院，即

刻在麻醉下行“左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骨折外固定术”，相关风险详见手术同意书。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张理 

  

备注： 

2014-11-03 09:21          手术同意书 

姓名 夏海峰 性别 男 年龄 47 岁 

    患者因病于 2014-11-02 入住我院骨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症状及有关检查，

术前拟诊断为 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左下肢腘血管损伤。由

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4-11-03 ，拟行 左下肢腘血管损伤探查术。手术是一种

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

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

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症、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

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

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有

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手术中发现病变不能切除，则行姑息性手术或仅作探查。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切口感染、裂开、皮肤坏死、骨髓炎、化脓性关节炎；  

重要血管损伤致截肢可能；  

深静脉血栓形成致心梗、脑梗、肺栓塞出现生命危险可能；  

骨折处理视病情发展继续处理；  

术后患肢肿痛，功能障碍，创伤性关节炎，关节僵硬、不稳、跛行；    

原有基础疾病因手术、麻醉而加重致生命危险可能；    

其他难以预料的情况。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张理                                日期： 

2014-11-03 09:28          输血治疗同意书 

夏海峰，男，47 岁，1171936，骨科。 

输血目的:    支持     ,输血史：无    输血成分:  红悬、血浆      ,  

临床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左下肢腘血管损伤 

输血前检查：ALT：- U/L；HBsAg：- ；Anti-HBs：-；HBeAg：-；Anti-HBe：-；Anti-HBc：

- ；Anti-HCV：- ；Anti-HIV1/2：- ；梅毒：- ；其他：-   

输血治疗包括输全血、成分血，是临床治疗的重要措施之一，使临床抢救急危重患者生命行

之有效的手段。但输血存在一定的风险度，可能发生输血反应及感染经血传播疾病。虽然我

院使用的血液，均已按卫生部有关规定进行检测，但由于当前科技水平的限制，输血仍有某

些不能预测或不能防止的输血反应和输血传染病。输血时可能发生的主要情况如下: 

    1.过敏反应                               

    2.发热反应 

    3.感染肝炎（乙肝、丙肝等）     

    4.感染艾滋病、梅毒 

    5.感染疟疾                              

    6.巨细胞病毒或ＥＢ病毒感染 

    7.输血引起的其他疾病 

    在您及家属或监护人了解上述可能发生的情况后，如同意输血治疗，请在下面签字。 

受血者（家属／监护人）签字：                日期: 

医师签字：            张理                      日期:2014-11-03 

备注： 

2014-11-03 18:03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4 年 11 月 03 日 18 时 05 分 

地     点：ICU-2 

  

参加人员：患者家属 

  

事     由：交代病情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今日全麻下行“左下肢腘血管损伤探查术”，术后转入我室进行监护治疗。入室后

予监测生命体征，完善相关检查，予机械通气、抗感染、抑酸、化痰、脏器保护、维持循环

及内环境稳定等治疗。患者术中行腘动脉移植术，术后可出现左下肢缺血坏死、血栓形成继

发肺栓塞、围术期心梗、新发心脑血管意外、脏器损伤、ARDS、MODS 等可能，病情危重，

告知家属并签字。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王翔 

  

备注： 

2014-11-03 20:00             转入记录 

     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入院。入院诊断：



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急诊行“左小

腿筋膜室切开减压，骨折外固定术”，术后左小腿包扎敷料上出血较多，左足背动脉及胫后

动脉搏动未触及，末梢感觉和运动存在，血管造影结果提示左下肢腘动脉及胫腓干动脉闭塞，

遂于今日下午全麻下行“左下肢腘血管损伤探查术”，术后转入我室进行监护治疗。入室时患

者全麻未醒，巩膜无黄染，双瞳等大，直径 2.0mm，对光反射消失，躁动不耐管，予得普利

麻 100mg/h 持续泵入，RASS 评分 0 分。带入经口气管插管，ID 7.5#，Deep 24cm，予接呼

吸机辅助呼吸，模式 ASV，％MinVol 100％，FiO2 40%，PEEP 5cmH2O，监测 Vt 500ml 左

右，RR 12-19 次/分，SpO2 100%。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窦

性心律，HR 80-110 次/分，带入左桡动脉置管测 ABP160/93mmHg，予佩尔 0.5ug/kg/min

持续泵入，ABP 维持在 117-132/62-75mmHg。腹稍膨隆，触软，肝脾未及肿大，肠鸣音未

闻及。双下肢未见明显水肿。保留尿管一根接引流袋。右下肢膝部敷料包扎，干燥无渗出，

左下肢外固定，伤口敷料覆盖，敷料干燥无渗出，保留伤口引流管三根接负压吸引瓶，引出

少量血性液体，双足见散在瘀斑瘀点，皮温，左足背动脉搏弱，右足背动脉可及。入室急查

血气分析：pH:7.40 、PCO2:35.30 mmHg、PO2:184.50 mmHg、SO2%:98.90 %、Hct:26.00 %、

Hb:8.70 g/dL、Glu:13.26 mmol/L、乳酸:0.80 mmol/L，氧合满意，乳酸正常，血红蛋白稍低，

血糖高，予胰岛素降血糖；血常规：白细胞总数:5.38 x10^9/L、中性粒细胞:79.90 %、血红蛋

白:84 g/L、血小板计数:45 x10^9/L，血象正常，血小板低，考虑消耗所致，暂不予补充；急

查电解质 3 项+急查心肌酶普+肾功能+血浆乳酸测定: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64.00 U/L、磷酸

肌酸激酶:324.00 U/L、乳酸脱氢酶:269.00 U/L、葡萄糖:13.20 mmol/L、氯:110.00 mmol/L、

血肌酐:49.00 umol/L;急查电解质 3 项+急查心肌酶普+肾功能+血浆乳酸测定: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64.00 U/L、磷酸肌酸激酶:324.00 U/L、乳酸脱氢酶:269.00 U/L、葡萄糖:13.20 mmol/L、

氯:110.00 mmol/L、血肌酐:49.00 umol/L，心肌酶谱稍高，考虑手术应激。入室诊断：1.左胫

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3.左侧腘血管损伤。入室后予监测生命体

征，完善相关检查，予机械通气、抗感染、抑酸、化痰、脏器保护、维持循环及内环境稳定

等治疗。患者术中行腘动脉移植术，术后可出现左下肢缺血坏死、血栓形成继发肺栓塞、围

术期心梗、新发心脑血管意外、脏器损伤、ARDS、MODS 等可能，病情危重，告知家属并

签字。APACHEII 评分 10 分，死亡风险系数 18.94%。 

王翔 

2014-11-03 21:00        拔管记录            

    患者入室后全麻苏醒，肌力恢复可，痰量不多，氧合满意，遂更改呼吸机模式为 CPAP，

自主呼吸满意，后复查血气：pH:7.45 、PCO2:31.60 mmHg、PO2:169.60 mmHg、Glu:11.99 

mmol/L、乳酸:0.70 mmol/L，氧合满意，乳酸正常；复查 ECG 示正常范围心电图，胸片未见

明显异常，遂于 20：50 停用呼吸机拔除气管插管，后痰能自行咳出，双鼻塞吸氧 5L/min，

RR 15 次/分，SpO2 100%。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81 次/分，ABP 118/60mmHg。继观

病情变化。 

王翔 

2014-11-02 18:58           

     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入院。查体：左

小腿近端肿胀明显，局部青紫，可见皮下瘀斑及皮肤挫伤，局部触痛、压痛明显，左小腿活

动受限，左足背动脉胫后动脉搏动消失，末梢感觉及足趾活动存在。请介入科会诊明确是否

存在动脉损伤，造影结果提示左下肢腘动脉及胫腓干动脉闭塞。请血管外科会诊，张雷杨医

师会诊认为左下肢腘动脉及胫腓干动脉闭塞的原因可能和骨折后血肿压迫有关，目前患肢侧

支循环提供了远端血运，末梢感觉及足趾活动存在，没有明显的缺血症状，建议先行左小腿

骨筋膜室切开减压，临时固定患肢，观察患肢的血运及感觉运动变化。依照会诊意见，拟急



诊行左小腿骨筋膜室切开减压，骨折外固定处理。向病人及家属 交代情况后准备急诊手术。    

张理 

  

2014-11-02 19:40          术前小结 

姓名 夏海峰 性别 男 年龄 47 岁  

病历摘要：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入院。查体：

左小腿近端肿胀明显，局部青紫，可见皮下瘀斑及皮肤挫伤，局部触痛、压痛明显，左小腿

活动受限，左足背动脉胫后动脉搏动消失，末梢感觉及足趾活动存在。请介入科会诊明确是

否存在动脉损伤，造影结果提示左下肢腘动脉及胫腓干动脉闭塞。请血管外科会诊，张雷杨

医师会诊认为左下肢腘动脉及胫腓干动脉闭塞的原因可能和骨折后血肿压迫有关，目前患肢

侧支循环提供了远端血运，末梢感觉及足趾活动存在，没有明显的缺血症状，建议先行左小

腿骨筋膜室切开减压，临时固定患肢，观察患肢的血运及感觉运动变化。依照会诊意见，拟

急诊行左小腿骨筋膜室切开减压，骨折外固定处理。向病人及家属 交代情况后准备急诊手

术。    

    

手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左下肢腘血管损伤 

诊断依据及手术指征：1：病史 2：体征 3：造影结果 

拟行手术：   左小腿骨筋膜室切开减压，骨折外固定           拟定手术者：张理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全身麻醉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g/l      ②血型：- 有  无√  保留血清 ③血凝实验:-④肝

功   HBsAg 阴性 

⑤肾功   -            

⑥其他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4 年 11 月 02 日（星期日 ）  

20 时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ml 

    

     

    

主治医师签名：    张理     住院医师签名：            2014  年 11 月 01 日 

手术审报意见：    同意      审批者签字： 张理        2014  年 11 月 01 日  

  

  

2014-11-02 22:45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4-11-02  开始时间：20：30    结束时间：21:40    全程时间：01 时 10 分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左下肢腘血管损伤 

术后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左下肢腘血管损伤 

手术名称：左小腿骨筋膜室切开减压，骨折外固定术 

手术者：张理                 助手： 赵磊            护士：王婷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高玉洁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酒+酒精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见下 

       引流材料名称： --          数目：  --       放置部位： --     

       送验标本名称： --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生效后，病人取仰卧位，术区常规消毒、铺巾。  

2. 见左小腿近端肿胀明显，张力明显增高，取左小腿近端内侧纵形切口长约 16cm，依层切

开皮肤、皮下组织、深筋膜，见大量淤血涌出，筋膜室压力明显释放，肌肉色泽尚好，触摸

后方及外侧无明显的张力增高感，膝关节周围肿胀，关节穿刺关节内未抽出积血。于骨折远

端胫骨内侧面置入外固定针两枚，内外平台各置入外固定针一根，连接器及连杆固定骨折断

端。清点器械敷料无误后，无菌敷料覆盖减张切口创面。 

3. 术中麻醉满意，术毕病人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张理 

2014-11-02 22:06   术后病程记录        

     姓名 夏海峰 性别 男 年龄 47 岁，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

筋膜室综合征,左下肢腘血管损伤，刚才在全身麻醉下行左小腿骨筋膜室切开减压，骨折外

固定术，手术顺利。术后处理：术后予抗感染、预防应激性溃疡镇痛等输液治疗，观察伤口

出血及患肢末梢血运，感觉和运动情况。 

张理 

  

  

2014-11-02   08:23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术后一天，患者昨日术后生命体征稳定，左小腿包扎敷料上出血较多，左足背动

脉及胫后动脉搏动仍未触及，末梢感觉和运动存在。患肢外固定在位，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认为患者骨折伴有血管损伤的诊断明确，目前虽然没有肢体缺血坏死的表现，但是治疗上仍

应该积极一些，再通血管，防止肢体坏死发生，血管外科的意见针对慢性血管损伤的病人适

合，对急性损伤可能不适合，指示今日急诊手术探查血管，根据具体情况处理腘血管，积极

地保住肢体，仅靠侧枝循环保肢效果不明确。 

张理 

2014-11-03 08:55          术前小结 

姓名 夏海峰 性别 男 年龄 47 岁  

病历摘要：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入院。查体：

左小腿近端肿胀明显，局部青紫，可见皮下瘀斑及皮肤挫伤，局部触痛、压痛明显，左小腿

活动受限，左足背动脉胫后动脉搏动消失，末梢感觉及足趾活动存在。请介入科会诊明确是

否存在动脉损伤，造影结果提示左下肢腘动脉及胫腓干动脉闭塞。请血管外科会诊，依照会

诊意见，拟急诊行左小腿骨筋膜室切开减压，骨折外固定处理。术后第一日蒋纯志主任医师

查房认为患者骨折伴有血管损伤的诊断明确，目前虽然没有肢体缺血坏死的表现，但是治疗

上仍应该积极一些，再通血管，防止肢体坏死发生，血管外科的意见针对慢性血管损伤的病

人适合，对急性损伤可能不适合，指示今日急诊手术探查血管，根据具体情况处理腘血管，

积极地保住肢体，仅靠侧枝循环保肢效果不明确。向病人及家属 交代情况后准备急诊手术。    



    

手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左下肢腘血管损伤 

诊断依据及手术指征：1：病史 2：体征 3：X 线及造影 

拟行手术：   左下肢腘血管神经探查术           拟定手术者：蒋纯志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全身麻醉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105 g/l      ②血型：A 有  无√  保留血清   

④肝功   HBsAg- 

⑤肾功   BUN  -mmol/L； Cr； -umol/L             

⑥其他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4 年 11 月 03 日（星期一 ）  

8 时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ml 

    

     

    

主治医师签名：    张理  住院医师签名： ---     2014   年 11 月 03 日 

手术审报意见：              审批者签字：         2014  年 11 月 03 日  

  

  

2014-11-03 09:29          术前讨论 

时间：2014-11-03   

地点：骨科示教室 

主持人：张理副主任医师 

参加人员：王黎明院长、蒋纯志主任医师，宋华荣副主任医师、姚京东副主任医师、赵磊主

治医师、魏入帅进修医师、陈佳佳研究生等骨科全体医师 

赵磊主治医师汇报病史： 

   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入院。查体：左小

腿近端肿胀明显，局部青紫，可见皮下瘀斑及皮肤挫伤，局部触痛、压痛明显，左小腿活动

受限，左足背动脉胫后动脉搏动消失，末梢感觉及足趾活动存在。请介入科会诊明确是否存

在动脉损伤，造影结果提示左下肢腘动脉及胫腓干动脉闭塞。请血管外科会诊，依照会诊意

见，予急诊行左小腿骨筋膜室切开减压，骨折外固定处理。术后第一日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认为患者骨折伴有血管损伤的诊断明确，目前虽然没有肢体缺血坏死的表现，但是治疗上仍

应该积极一些，再通血管，防止肢体坏死发生，血管外科的意见针对慢性血管损伤的病人适

合，对急性损伤可能不适合，指示今日急诊手术探查血管，根据具体情况处理腘血管，积极

地保住肢体，仅靠侧枝循环保肢效果不明确。向病人及家属 交代情况准备急诊血管神经探

查手术。 

宋华荣副主任医师： 

     目前患者诊断 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左下肢腘血管损

伤，是明确的，血管外科的意见针对慢性血管损伤的病人适合，对急性损伤可能不适合，目

前尽快手术，保护肢体。 

蒋纯志主任医师： 



    入院后予积极完善相关检查，血管造影，然后请血管外科会诊，目前虽然没有肢体缺血

坏死的表现，但是治疗上仍应该积极一些，再通血管，防止肢体坏死发生。 

王黎明院长： 

    患者目前诊断明确，有手术指征，术前常规检查未发现明显手术禁忌，术中术后注意控

制血糖，该患者有糖尿病病史，要注意术中备血，同意治疗意见，患者先减压今日手术探查，

术前需积极做好术前准备，与家属做好沟通。 

                     记录者：             张理主持人：         张理 

2014-11-04 04:00          输血记录 

     患者入室后急查血常规：Hb:84g/L，予申请“A 型 RH 阳性 悬浮少白红细胞 2U”补充。

输注时间：悬浮少白红细胞 2U：23:30-03:30。输血过程及输血完毕后未见不良反应。拟复

查血常规评估输血效果。 

王翔 

2014-11-04 09:30    转出记录      

     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入院。入院诊断：

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急诊行“左小

腿筋膜室切开减压，骨折外固定术”，术后左小腿包扎敷料上出血较多，左足背动脉及胫后

动脉搏动未触及，末梢感觉和运动存在，血管造影结果提示左下肢腘动脉及胫腓干动脉闭塞，

遂于昨日下午全麻下行“左下肢腘血管损伤探查术”，术后转入我室进行监护治疗。入室诊断：

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3.左侧腘血管损伤。入室后予监测生

命体征，完善相关检查，予机械通气、抗感染、抑酸、化痰、脏器保护、维持循环及内环境

稳定等治疗。后全麻苏醒，肌力恢复可，痰量不多，氧合满意，胸片未见明显异常，遂于 20：

50 停用呼吸机拔除气管插管，后痰能自行咳出，双鼻塞吸氧 5L/min，RR 15 次/分，SpO2 

100%。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81 次/分，ABP 118/60mmHg。今晨血气：血气分析(ICU

二室)(2014-11-04 06:07:12 ):HCO3-:23.40 mmol/L、K+:3.87 mmol/L、Na+:136.20 mmol/L、

Hb:9.40 g/dL、PO2:166.90 mmHg、PCO2:35.70 mmHg、pH:7.42 、乳酸:0.70 mmol/L;氧合

满意，内环境基本正常。双足皮温，肤色正常，左侧足背动脉可及，较右侧稍偏弱，今外科

医生看过病人，经请示郑曙云主任医师，予转回原病区继续治疗。 

程子昊 

2014-11-03 17:56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4-11-03 开始时间：12：30 结束时间：17:40 全程时间：05 时 10 分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3、左腘动脉损伤 

术后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3、左腘动脉损伤 

手术名称：清创+左腘动、静脉探查修复+骨折外固定 

手术者：    杨蓊勃             助手：蒋纯志 张理             护士：许明娴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石莉 

手术经过： 

       体位：侧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见下述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健侧卧位，大腿扎气囊止血带，常规消毒铺巾； 

2. 取腘窝 S 形探查切口切开皮肤、皮下，牵开股二头肌切开深筋膜，暴露坐骨神经，见胫

神经、腓总神经连续性存在，挫伤。腘动脉于分出胫前、后动脉以近 5cm 处，有两处完全

断裂，仅以外膜相连，腘静脉完好。切断动脉受损段，见其内血栓形成，动脉缺损 4cm，遂



取对侧大隐静脉行移植修复，血管通血满意，血管缝合后足部血运恢复，足背动脉搏动可及； 

3、于股骨远段外侧拧入 Schanz 螺钉三枚，以史塞克外固定系统维持膝关节微屈，血管无张

力位。冲洗腘窝切口，缝合皮肤； 

4、小腿内侧原减张切口因肿胀无法缝合，故以 VSD 负压装置覆盖，半透膜包裹患肢，术毕，

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4-11-03 17:56      术后首次病程记录      

     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入院。术前诊断：

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3、左腘动脉损伤。患者今在全麻下行

腘动脉探查，修复，手术顺利，术后转 ICU 监护。 

杨蓊勃 

2014-11-03 17:56    转出记录       

   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入院。入院诊断：

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急诊行

“左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骨折外固定术”，左足背动脉及胫后动脉搏动未触及，遂行血管造

影结果提示左下肢腘动脉及胫腓干动脉闭塞，遂于今日下午全麻下行“左下肢腘血管损伤探

查术”，手术顺利，因手术时间较长，故术后予转 ICU 监护。   

杨蓊勃 

2014-11-04 09:30 转入记录           

  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入院。入院诊断：1.

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急诊行“左

小腿筋膜室切开减压，骨折外固定术”，左足背动脉及胫后动脉搏动未触及，遂行血管造影

结果提示左下肢腘动脉及胫腓干动脉闭塞，遂于今日下午全麻下行“左下肢腘血管损伤探查

术”，手术顺利，因手术时间较长，故术后予转 ICU 监护。入室后予监测生命体征，完善相

关检查，予机械通气、抗感染、抑酸、化痰、脏器保护、维持循环及内环境稳定等治疗。后

全麻苏醒，肌力恢复可，痰量不多，氧合满意，胸片未见明显异常，遂于 20：50 停用呼吸

机拔除气管插管，后痰能自行咳出，双鼻塞吸氧 5L/min，RR 15 次/分，SpO2 100%。心电监

护示：窦性心律，HR 81 次/分，ABP 118/60mmHg。今晨血气：血气分析(ICU 二室)(2014-

11-04 06:07:12 ):HCO3-:23.40 mmol/L、K+:3.87 mmol/L、Na+:136.20 mmol/L、Hb:9.40 g/dL、

PO2:166.90 mmHg、PCO2:35.70 mmHg、pH:7.42 、乳酸:0.70 mmol/L;氧合满意，内环境基

本正常。双足皮温，肤色正常，左侧足背动脉可及，较右侧稍偏弱，今患者全身情况稳定，

予转回我病区继续治疗。    

杨蓊勃 

2014-11-05 18:19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转入后第二天，无特殊不适主诉，足背动脉搏动可及，末梢血运良好，外支架在

位，针道渗出较多，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指示，患者血管吻合术后，需复查血管造影以明确

血管再通情况，及深静脉损伤情况，患者膝关节制动后，需注意 VTE 形成，可予利伐沙班预

防性抗凝治疗，依据静脉造影情况决定患者用药。 



杨蓊勃 

2014-11-06 08:19           

     患者转入第三天，DSA 造影显示：左下肢腘动脉及胫腓干动脉闭塞治疗后复查，管腔

通畅，左下肢静脉未见明显异常。外支架在位，VSD 负压封闭良好，予继续抗感染，补液治

疗。 

杨蓊勃 

2014-11-07 08:19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精神良好，胃纳、夜眠正常，患肢末梢血运良好，足背动

脉搏动可及，今予及需抗感染，补液治疗。 

杨蓊勃 

2014-11-10 08:2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精神良好，胃纳、夜眠正常，患肢末梢血运良好，足背动脉

搏动可及，今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指示患者目前肢体肿胀消退，负压治疗已 1 周，拟明日

拆除 VSD 行伤口缝合，患者表示同意，拟明日手术。  

杨蓊勃 

2014-11-24 18:21          术前小结 

姓名 夏海峰 性别 男 年龄 47 岁 婚姻 已婚 

病历摘要： 

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入院。   入院查体：

体温 36.7 ℃ 脉搏 71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40/70 mmHg。神志清楚，精神可，发

育正常，营养正常，体位自主，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和出血点。脊柱生理曲度存

在，各棘突间无压痛及叩击痛。左小腿近端肿胀明显，局部青紫，可见皮下瘀斑及皮肤挫伤，

局部触痛、压痛明显，左小腿活动受限，左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末梢感觉存在。余肢体未见

明显异常。   

手术前诊断：左胫腓骨骨折，腘动脉损伤术后 

诊断依据及手术指征：1：病史 2：体征 3：X 线及造影 手术指征：小腿切开减压后 1 周 

拟行手术： 清创缝合                 拟定手术者：杨蓊勃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硬膜外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85 g/l      ②血型：ABO 血型 A 型 RH_D 血型 阳性 有  无  

保留血清  

③血凝实验:血浆凝血酶原时间. 15.10 sec      

④肝功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91.00 U/L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59.00 U/L 

⑤肾功   BUN    6.80mmol/L； Cr；55.00 umol/L             

⑥其他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4 年 11 月 11 日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ml 

    

    

主治医师签名：    杨蓊勃  住院医师签名：杨蓊勃        2014 年 11 月 11 日 

手术审报意见：                审批者签字：                     2014 年 11 月 11 日    

  



  

2014-11-11 15:00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4-11-11 开始时间：14：20    结束时间：14:40    全程时间：0 时 20 分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3、左腘动脉损伤 

术后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3、左腘动脉损伤 

手术名称：清创缝合 

手术者： 杨蓊勃                助手：蒋纯志             护士： 张吉青 

麻醉方法：腰麻                         麻醉医师：韩流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平卧，常规消毒铺巾； 

2. 常规清创，修剪创缘； 

3. 缝合皮肤，包扎后术毕，患者安返。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4-11-11 15:00 术后首次病程记录           

  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入院。术前诊断：1.

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3、左腘动脉损伤。患者今在腰麻下行清

创缝合，手术顺利，术后安返病房，予抗感染，补液治疗。    

杨蓊勃 

2014-11-12 08:22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今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指示患者目前外固定支架固定，

需密切注意伤口情况，待伤口情况稳定后可行骨折内固定。予继续抗感染，补液治疗。 

杨蓊勃 

2014-11-13 08:22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精神良好，胃纳、夜眠正常，患肢末梢血运良好，足背动

脉搏动可及，今予及需抗感染，补液治疗。 

杨蓊勃 

2014-11-14 09:22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今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指示患者目前外固定支架固定，

需密切注意伤口情况，待伤口情况稳定后可行骨折内固定。予继续抗感染，补液治疗。 

杨蓊勃 

2014-11-17 18:22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精神良好，胃纳、夜眠正常，患肢末梢血运良好，足背动

脉搏动可及，今予及需抗感染，补液治疗。 

杨蓊勃 

2014-11-20 08:22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嘱更换敷料，见伤口干燥，愈合良

好，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指示患者目前皮肤软组织条件较前好转，可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考虑患者既往有糖尿病史，嘱监测围手术期血糖，请内分泌科调整术前血糖水平。余治

疗同前。 

杨蓊勃 

2014-11-23 08:22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今予更换敷料，伤口干燥，患者目前皮肤软组织条件较前

好转，拟明日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交代手术风险及可能的并发症，患者同意手术，已签

字。 

杨蓊勃 

2014-11-23 18:22          术前小结 

姓名 夏海峰 性别 男 年龄 47 岁 婚姻 已婚 

病历摘要： 

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入院。 入院查体：体

温 36.7 ℃ 脉搏 71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40/70 mmHg。神志清楚，精神可，发育

正常，营养正常，体位自主，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和出血点。脊柱生理曲度存在，

各棘突间无压痛及叩击痛。左小腿近端肿胀明显，局部青紫，可见皮下瘀斑及皮肤挫伤，局

部触痛、压痛明显，左小腿活动受限，左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末梢感觉存在。余肢体未见明

显异常。  

手术前诊断：左胫腓骨骨折，腘动脉损伤术后 

诊断依据及手术指征：1：病史 2：体征 3：X 线及造影 手术指征：小腿切开减压后 1 周 

拟行手术： 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 拟定手术者：蒋纯志 杨蓊勃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硬膜外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85 g/l ②血型：ABO 血型 A 型 RH_D 血型 阳性 有 无 保留

血清  

③血凝实验:血浆凝血酶原时间. 15.10 sec  

④肝功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91.00 U/L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59.00 U/L 

⑤肾功 BUN 6.80mmol/L； Cr；55.00 umol/L  

⑥其他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4 年 11 月 24 日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ml 

    

    

主治医师签名：          杨蓊勃  住院医师签名：---        2014 年 11 月 24 日 

手术审报意见：                 审批者签字：                    2014 年 11 月 24 日    

  

  

2014-11-24  14:44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4-11-24  开始时间：12：50    结束时间：14:35   全程时间：01 时 45 分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3、左腘动脉损伤 

术后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3、左腘动脉损伤 

手术名称：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 

手术者：  蒋纯志               助手：杨蓊勃             护士：许雅娴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苏中宏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酒+酒精    切口部位、方向：见下述 

       引流材料名称：引流半管      数目： ×2   放置部位：切口内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平卧，拆除外固定，常规消毒铺巾； 

2. 对各外固定针道进行常规清创； 

3. 沿胫骨近端内侧长弧形切开皮肤、皮下，锐性切开鹅足肌腱，暴露胫骨近端，适当剥离骨

膜，暴露骨折段，牵引复位后，置入胫骨近端解剖型锁定钢板一枚，确认骨折位线后逐一钻

孔，置入镙钉，行术中 X 线透视确认内侧皮质复位良好； 

4. 沿胫骨外侧解剖投影，行两处小切口，经皮下适当剥离，插入胫骨近端外侧解剖型锁定钢

板一枚，行术中 X 线透视，确认置板位置后分别钻孔，拧入螺钉，C 臂透视，胫骨复位固定

良好； 

5.沿小腿外侧纵行切开皮肤，顺肌纤维走行钝性分离肌肉，暴露腓骨骨折段，适当剥离骨膜，

复位腓骨，置入 1/3 管型钢板一枚，确认骨折位线，逐一钻孔，拧入螺钉,X 线透视下，骨折

位线良好； 

6. 冲洗各切口，逐层缝合皮肤，予小腿外侧及胫骨近端内侧切口放置硅胶半管引流，加压包

扎后术毕，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4-11-24 14:44  术后首次病程记录         

     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入院。术前诊断：

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3、左腘动脉损伤。患者今在全麻下行

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过程顺利，患者安返病房，予抗感染，补液治疗，抬高患肢。 

杨蓊勃 

2014-11-25 11:54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术后第一天，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伤口敷料外渗较多，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看过病人后指示患者糖尿病，感染可能性较大，嘱及时更换敷料，复查 X 线片。适当延长抗

感染治疗时间，注意患者血糖及体温变化。 

杨蓊勃 

2014-11-26 11:54           

    术后第二天，今予更换敷料，拔除引流管，伤口仍有少量血性渗出，予继续抬高患肢，

补液，因患者术后复查凝血，显示 D-二聚体升高，予抗凝治疗，预防 DVT 形成。  

杨蓊勃 

2014-11-27 13:13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术后第三天，伤口敷料外渗较多，今予更换敷料，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指示：患者

住院周期较长，外固定更换内固定，且血糖水平较高，需适当延长抗生素使用时间，注意及

时更换敷料，避免伤口感染。 

杨蓊勃 

2014-11-30 13:14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今予更换敷料，见伤口渗出较前减少，予继续抗感染，补液治



疗，对症处理 

杨蓊勃 

2014-12-03 13:14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嘱更换伤口敷料，见渗出明显减少，考

虑患者目前血糖水平尚稳定，伤口无明显感染表现，明起停用抗生素及其他补液，嘱继续更

换敷料直至伤口愈合，余治疗同前，继续观察伤口情况，监测血糖。 

杨蓊勃 

2014-12-03 13:14  阶段小结         

    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入院。 入院查体：

体温 36.7 ℃ 脉搏 71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40/70 mmHg。神志清楚，精神可，发

育正常，营养正常，体位自主，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和出血点。脊柱生理曲度存

在，各棘突间无压痛及叩击痛。左小腿近端肿胀明显，局部青紫，可见皮下瘀斑及皮肤挫伤，

局部触痛、压痛明显，左小腿活动受限，左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末梢感觉存在。X 线：左胫

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入院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3、

左腘动脉损伤诊疗经过：患者入院后因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小腿肿胀严重，行 DSA 造影显

示腘动脉以远闭塞，急诊行骨折外固定+筋膜室切开减压，术后第一天晨未见足部血运好转，

遂急诊安排行腘动脉探查，术中见腘动脉于分出胫前、后动脉以近 5cm 处，有两处完全断

裂，仅以外膜相连，腘静脉完好。切断动脉受损段，见其内血栓形成，动脉缺损 4cm，遂取

对侧大隐静脉行移植修复，血管通血满意，血管缝合后足部血运恢复，足背动脉搏动可及；

术后转 ICU 监护，病情稳定后转回我科，于 11 月 11 日行减张切口缝合，待肢体血运稳定，

伤口无明显感染表现后，于 11 月 27 日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顺利，术后予积极抗感

染治疗，控制血糖，伤口按期换药。目前病情：病情稳定后予以拆线出院。目前诊断：同术

前。进一步治疗方案：对症处理，控制血糖。 

杨蓊勃 

2014-12-06 13:14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今予更换敷料，见伤口愈合良好，红肿渗出明显减少，今

予继续对症处理，患者目前血糖稳定，鼓励患者活动患肢避免 DVT 形成。 

杨蓊勃 

2014-12-08 08:14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今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看过病人后指示，患者目前术后已

2 周，伤口愈合良好，可拆除缝线，目前病情稳定，可安排出院，嘱门诊定期随访。   

杨蓊勃 

2014-12-07 13:15          住院超 30 天病例讨论记录 

姓名：夏海峰，性别：男，年龄：47 岁。 

入院日期：   2014 年 11 月 02 日  

讨论日期：   2014 年 12 月 07 日 8 时         讨论地点：604 病区 

参加者（注明职称）： 

蒋纯志主任医师，杨蓊勃主治医师、杨大伟主治医师、吴晓曙住院医师、吴磊住院医师，卞

丽艳护士长。 

主持者：蒋纯志          病情报告者：  杨蓊勃          记录者：杨蓊勃 

发言记要（重点记录发言者对病情的分析，对诊断、治疗、抢救的意见等）： 

杨蓊勃主治医师发言：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

入院。 入院查体：体温 36.7 ℃ 脉搏 71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40/70 mmHg。神

志清楚，精神可，发育正常，营养正常，体位自主，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和出血



点。脊柱生理曲度存在，各棘突间无压痛及叩击痛。左小腿近端肿胀明显，局部青紫，可见

皮下瘀斑及皮肤挫伤，局部触痛、压痛明显，左小腿活动受限，左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末梢

感觉存在。X 线：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入院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

腿骨筋膜室综合征,3、左腘动脉损伤诊疗经过：患者入院后因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小腿肿胀

严重，行 DSA 造影显示腘动脉以远闭塞，急诊行骨折外固定+筋膜室切开减压，术后第一天

晨未见足部血运好转，遂急诊安排行腘动脉探查，术中见腘动脉于分出胫前、后动脉以近

5cm 处，有两处完全断裂，仅以外膜相连，腘静脉完好。切断动脉受损段，见其内血栓形成，

动脉缺损 4cm，遂取对侧大隐静脉行移植修复，血管通血满意，血管缝合后足部血运恢复，

足背动脉搏动可及；术后转 ICU 监护，病情稳定后转回我科，于 11 月 11 日行减张切口缝

合，待肢体血运稳定，伤口无明显感染表现后，于 11 月 27 日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

顺利，术后予积极抗感染治疗，控制血糖，伤口按期换药。目前病情：病情稳定后予以拆线

出院。目前诊断：同术前。进一步治疗方案：对症处理，控制血糖。 

杨大伟主治医师发言：患者下肢严重粉碎性骨折，合并血管损伤，目前术后恢复良好，伤口

无渗出，无明显感染，可继续观察，择日安排出院。 

吴晓曙住院医师发言：患者粉碎性骨折合并血管损伤，需分期多次手术治疗，确需较长住院

时间，目前恢复良好，可安排出院。 

卞丽艳护士长：患者目前病情稳定，待拆线出院，仍需注意 DVT 的发生。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发言：患者严重粉碎性骨折，经分期手术目前恢复良好，因糖尿病住院

期间规范控制血糖，目前病情稳定。可择日安排出院，患者治疗过程确需较长时间，目前暂

予对症处理，及时更换敷料。 

                                                                                

杨蓊勃 

2014-12-07 13:16          出院小结 

姓名 夏海峰 性别 男 年龄 47 岁 婚姻 已婚  

【入院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3、左腘动脉损伤【入院

日期】2014-11-02 

【手术名称】1、左小腿骨筋膜室切开减压，骨折外固定术 

2、清创+左腘动、静脉探查修复+骨折外固定 

3、清创缝合 

4、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日期】1、2014-11-02 

2、2014-11-03 

3、2014-11-11 

4、2014-11-24 

【出院诊断】1.左胫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3、左腘动脉损伤，4、2

型糖尿病【出院日期】2014-12-08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夏海峰，男性，47 岁，因“跌伤致左小腿肿痛伴活动受限一小时”入院。 入院查体：

体温 36.7 ℃ 脉搏 71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40/70 mmHg。神志清楚，精神可，发

育正常，营养正常，体位自主，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和出血点。脊柱生理曲度存

在，各棘突间无压痛及叩击痛。左小腿近端肿胀明显，局部青紫，可见皮下瘀斑及皮肤挫伤，

局部触痛、压痛明显，左小腿活动受限，左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末梢感觉存在。X 线：左胫

腓骨近端粉碎性骨折 

【住院经过】 



 患者入院后因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小腿肿胀严重，行 DSA 造影显示腘动脉以远闭塞，急诊

行骨折外固定+筋膜室切开减压，术后第一天晨未见足部血运好转，遂急诊安排行腘动脉探

查，术中见腘动脉于分出胫前、后动脉以近 5cm 处，有两处完全断裂，仅以外膜相连，腘

静脉完好。切断动脉受损段，见其内血栓形成，动脉缺损 4cm，遂取对侧大隐静脉行移植修

复，血管通血满意，血管缝合后足部血运恢复，足背动脉搏动可及；术后转 ICU 监护，病情

稳定后转回我科，于 11 月 11 日行减张切口缝合，待肢体血运稳定，伤口无明显感染表现

后，于 11 月 27 日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顺利，术后予积极抗感染治疗，伤口按期换

药，病情稳定后予以拆线出院。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Ⅱ/甲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

吸轻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肠鸣音 5 次/分，双下肢无浮肿，患

肢伤口已拆线，无红肿渗出，足背动脉搏动良好。 

【出院医嘱】 

1、建议休息，避免过早负重行走。 

2、注意伤口卫生，内分泌科门诊随访，严格控制血糖。 

3、门诊随诊，定期复查 X 线片，视复查情况决定负重时间。   

4、病休三个月 

X 光线号：A1840441 

A1822966 

A1834115 

DSA 号：A1824706 

A1821910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杨蓊勃              医师签名：杨蓊勃 

  

2017-11-17           入院记录      谏朕骑妓 

姓名:  许国良职业:    -- 

性别:  男工作单位:  -- 

年龄:  49 岁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水巷 104－67?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患者 可靠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7-11-17 12:06:50 

民族:   汉族记录日期: 2017-11-17 

 

主诉:双下肢重物砸伤后出血肿痛活动受限 4 小时。 

现病史:患者 4 小时前因外伤致双下肢流血，疼痛、活动受限，左下肢无血运，我院就诊，自

述当时无昏迷，无头晕，头痛，无胸闷、胸痛，无腹胀、腹痛，拍 X 片示：双侧胫腓骨骨折，

急诊拟“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失血性休克，左下肢血管损伤”收住我科。病程中患

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泻腹痛，食纳睡

眠可，大小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 

既往史：既往体健，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无高血压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 

个人史: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烟酒不良嗜好，否认放射线及有毒物质接触史。已婚，



配偶体健。 

家族史:  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 

体 格 检 查 

 体温 ３６.６ ℃ 脉搏 100 次/分 呼吸 29 次/分 血压 10８/6０mmHg。 

     神志清楚，痛苦面容，发育正常，营养正常，被动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

黄染。头颅无畸形，双瞳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颈部无压痛，甲状腺情况详见专科检查。

胸廓无畸形，双侧语颤均等，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清，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前区

无隆起，心尖搏动无抬举感，心界不大，心率 100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明显

杂音。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和蠕动波，未见腹壁静脉曲张，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

下未及，Murphy’s 征阴性，肝区无叩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不亢，4～5 次/分。肾区

无扣痛。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及异常。脊柱四肢无畸形，无叩痛，活动正常。生理反射

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 

专 科 检 查 

    双下肢肿胀明显，双小腿畸形，疼痛、皮肤破溃流血，皮下骨与肌肉外露，右小腿下段

见一长约 5cm 开放伤口，左腘窝见一长约 15cm 开放伤口，腘窝周围皮肤挫裂、污染严重，

右下肢感觉、血运减退，右足背动脉搏动减弱，左下肢感觉、末梢血运障碍，左足背动脉未

触及。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片示：双侧胫腓骨骨折。 

 入院诊断 

1.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 

2.失血性休克 

3.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副主任医师签名:董鸿俊 

 

  

  

  

  

  

   

  

2017-11-17          首次病程录 

      患者许国良，男，49 岁，因“双下肢重物砸伤后出血肿痛活动受限 4 小时”入院，患者

4 小时前因外伤致双下肢流血，疼痛、活动受限，左下肢无血运，我院就诊，自述当时无昏

迷，无头晕，头痛，无胸闷、胸痛，无腹胀、腹痛，拍 X 片示：双侧胫腓骨骨折，急诊拟“双

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失血性休克，左下肢血管损伤”收住我科。病程中患者无畏寒

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泻腹痛，食纳睡眠可，大

小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既往体健，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无高血压史，无药物食物过敏

史。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烟酒不良嗜好，否认放射线及有毒物质接触史。已婚，配

偶体健。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入院查体：体温 ３６.６ ℃ 脉搏 100 次/分 呼吸 29 次/

分 血压 10８/6０mmHg，神志清楚，痛苦面容，发育正常，营养正常，被动体位，查体合

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头颅无畸形，双瞳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颈部无压痛，甲状



腺情况详见专科检查。胸廓无畸形，双侧语颤均等，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清，未及

明显干湿罗音。心前区无隆起，心尖搏动无抬举感，心界不大，心率 100 次/分，心律齐，

各瓣膜听诊区未及明显杂音。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和蠕动波，未见腹壁静脉曲张，腹软，无

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Murphy’s 征阴性，肝区无叩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不

亢，4～5 次/分。肾区无扣痛。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及异常。脊柱四肢无畸形，无叩痛，

活动正常。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专科检查：双下肢肿胀明显，双小腿畸形，疼

痛、皮肤破溃流血，皮下骨与肌肉外露，右小腿下段见一长约 5cm 开放伤口，左腘窝见一

长约 15cm 开放伤口，腘窝周围皮肤挫裂、污染严重，右下肢感觉、血运减退，右足背动脉

搏动减弱，左下肢感觉、末梢血运障碍，左足背动脉未触及。辅检：X 片示：双侧胫腓骨骨

折。入院诊断：1.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 2.失血性休克 3.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诊断

依据：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鉴别诊断：需排除胸腹部、头部致命伤及

其他部位重要结构损伤，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术中探查可供鉴别。入院及术前评估：患者

受伤严重，双下肢多处严重骨折，失血性休克，左下肢动脉损伤，有急诊手术症状。诊疗计

划：1、急诊手术，2、完善相关辅助检查，3、健康教育：注意保暖，注意补充营养，遵医

嘱。 

董鸿俊 

  

2017-11-17          术前小结 

姓名 许国良 性别 男 年龄 49 岁 婚姻 已婚 

病史摘要：患者许国良，男，49 岁，因“双下肢重物砸伤后出血肿痛活动受限 4 小时”入院，

患者 4 小时前因外伤致双下肢流血，疼痛、活动受限，左下肢无血运，我院就诊，自述当时

无昏迷，无头晕，头痛，无胸闷、胸痛，无腹胀、腹痛，拍 X 片示：双侧胫腓骨骨折，急诊

拟“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失血性休克，左下肢血管损伤”收住我科。专科检查：双

下肢肿胀明显，双小腿畸形，疼痛、皮肤破溃流血，皮下骨与肌肉外露，右小腿下段见一长

约 5cm 开放伤口，左腘窝见一长约 15cm 开放伤口，腘窝周围皮肤挫裂、污染严重，右下肢

感觉、血运减退，右足背动脉搏动减弱，左下肢感觉、末梢血运障碍，左足背动脉未触及。

辅检：X 片示：双侧胫腓骨骨折。 

  

  

术前诊断：1.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 2.失血性休克 3.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诊断依据：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患者受伤严重，双下肢多处严重骨折，失血性休克，左下肢动脉损伤，

有急诊手术症状。 

  

拟行手术： 左下肢血管神经探查修复+双下肢外固定支架固定                   手术类

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 2017-11-17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     杨蓊勃 刘康                             拟行麻醉：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已送检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术前

已输血   ml；⑤术中备血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副主任医师签名：     董鸿俊    2017-11-17 

8、科主任审批意见：   同意       签名：      蒋纯志        2017-11-17 

  

2017-11-17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7-11-17 开始时间：13：45    结束时间：19:05   全程时间：05 时 20 分 

术前诊断：1.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失血性休克;3.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术后诊断：1.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侧股骨髁骨折 3.失血性休克;4.左侧股动脉断

裂伴坐骨神经损伤 

手术名称：双侧胫腓骨骨折复位+支架外固定+左下肢血管、神经探查修复 

手术者： 杨蓊勃                助手：董鸿俊 刘康             护士：花卉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陈宝林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见下述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平卧，常规消毒铺巾； 

2. 常规清创，修剪皮缘及污染皮下组织，牵引复位右胫骨骨折，在 X 线监视下，分别于骨

折远、近段拧入 Schanz 螺钉两枚，安放外固定支架，拧紧螺钉，缝合右侧皮肤伤口； 

3. 于左股骨远端钻入 2 枚 Schanz 螺钉，胫骨近端经皮钻入 3 枚 Schanz 螺钉，胫骨骨折远

段钻入，2 枚 Schanz 螺钉，复位胫骨骨折，以 3 枚直径 2.0mm 克氏针固定碟形骨块，维持

骨折位线后，安放外固定支架，维持膝关节屈曲 30°左右拧紧螺钉;将患肢置于款外旋位暴露

小腿内侧及膝关节后内侧，沿原外伤伤口向小腿内侧行纵行延长切口，切开深筋膜，将小腿

三头肌向后牵开，暴露胫后血管、神经束，见血管连续性存在，于骨折段血管外膜挫伤，血

管内无充盈，遂逆行向近端延长切口，并向近端解剖血管，暴露腘动脉已行至胫前、后动脉

分叉段，血管连续性仍存在，但血管仍无充盈，遂继续向近端探查，于股骨髁内侧见大收肌

止点连带股骨内侧髁骨质撕脱，收肌管毁损，将肌肉牵开，于股骨内侧髁上约 5cm 处腘动

脉外膜连续性存在，其中约 3cm 左右暗紫、血管内血栓形成；坐骨神经挫伤、腘静脉连续

性存在；切除栓塞段腘动脉后，以 6-0prolene 缝线予无张力吻合血管，血管通血满意，血

管吻合后足部血运恢复； 

4、将左小腿深筋膜彻底切开减压，松解筋膜室，因小腿肌肉严重肿胀切口无法缝合，故以

VSD 负压装置覆盖，半透膜包裹患肢，术毕，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 

2017-11-17                        术后病程录+转出记录           

     许国良，男 49 岁，患者因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侧胫腓骨，左侧股骨髁骨折

伴血管神经损伤，急诊在全麻下行右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

左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股骨开放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左侧下肢血管

损伤探查吻合术，创面负压吸引术，术中给予输血，手术顺利，麻醉良好，术后患者转入 ICU

治疗。告知患者家人患者病情，手术情况，术后风险，可能发生病情变化，以后有伤口感染，

肌肉坏死，血管再栓塞，需多次手术治疗，并有截肢可能，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 

董鸿俊 



  

2017-11-17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7 年 11 月 17 日 18 时 20 分 

地     点：604 医生办公室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沟通手术情况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因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侧胫腓骨，左侧股骨髁骨折伴血管神经损伤，急诊手

术治疗，给予右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左侧胫腓骨开放性粉

碎性骨折，股骨开放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左侧下肢血管损伤探查吻合术，术

中发现，左侧股动脉远端断裂，血栓形成，给予修复吻合，胫后动脉，神经挫伤，术后创面

不能一期闭合，给予负压引流，术中给予输血，告知患者病情严重，术后送重症监护室，以

后有肌肉坏死，伤口感染，血管再栓塞可能，引起下肢血运欠佳，需多次手术治疗，以后双

下肢活动受限，并有截肢可能，病情加重有危及生命可能，治疗费用较高。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董鸿俊 

  

备注： 

2017-11-17 19:10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7 年 11 月 17 日 19 时 10 分 

地     点：ICU-2 

  

参加人员：ICU-2 医师、病人家属 

  

事     由：病情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因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侧胫腓骨，左侧股骨髁骨折伴血管神经损伤，急

诊手术治疗，给予右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左侧胫腓骨开放

性粉碎性骨折，股骨开放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左侧下肢血管损伤探查+左侧

股动脉修复吻合术，术后送重症监护室，入 ICU 后予循环监测、呼吸支持、器官功能支持、

肢体观察等综合治疗，围术期存在肌肉坏死，伤口感染，血管再栓塞可能，引起下肢血运欠

佳，需多次手术治疗，以后双下肢活动受限，并有截肢可能，同时患者严重外伤，是否存在

其他部位外伤仍需进一步观察，病情加重有危及生命可能，治疗费用较高。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袁受涛 

  



备注： 

2017-11-17 21:00          转入记录 

      许国良，男 49 岁，患者因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侧胫腓骨，左侧股骨髁骨

折伴血管神经损伤，急诊在全麻下行右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

+左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股骨开放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左侧下肢血

管损伤探查吻合术，创面负压吸引术，术中给予输血，手术顺利，麻醉良好，术后患者转入

ICU 治疗。患者入室时全麻尚未清醒，双侧瞳孔等大等圆，d 约 1.5mm，对光反射消失。入

室带入经口插气管导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ASV 模式，参数为%MV 100%，PEEP 5cmH2O，

FiO2 40%，监测 Vt 380ml 左右，PIP 13cmH2O，RR 17-14 次/分，SpO2 100%。听诊双肺呼

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性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74-83 次/分，带入右桡动脉置

管测 ABP，入室血压偏低，予输血补液及去甲肾上腺素 0.2-0.1ug/kg/min 泵入维持 ABP 84-

119/45-58mmHg，CVP 6-3mmHg。腹平软，无肌紧张，肠鸣音未闻及，双下肢支架固定，

手术部位纱布覆盖，负压持续吸引，双侧足背动脉可及，全身胸背部及四肢多发丘疹，考虑

输血反应，予以地塞米松及异丙嗪抗过敏治疗。入科后查血气分析:血气分析(ICU 二室)(2017-

11-17 20:16:07 ):pH:7.37 、PCO2:35.80 mmHg、PO2:175.40 mmHg、Hb:7.20 g/dL、K+:4.50 

mmol/L、Mg++:0.39 mmol/L、乳酸:3.00 mmol/L、HCO3-:20.80 mmol/L，氧合满意，血钾

正常，血色素偏低，予以补充红细胞，血镁偏低，予以补充。血常规（五分类)(2017-11-17 

21:19:26 ):白细胞总数:10.20 x10^9/L、中性粒细胞:89.90 %、血红蛋白:75 g/L、血小板计数:97 

x10^9/L，白细胞及血小板尚可。继续监测。凝血常规检测（五项）(2017-11-17 22:20:05 ):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4.20 sec、PT-INR:1.24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46.10 sec、血浆纤维

蛋白原:0.88 g/l、D-二聚体.:14.80 ug/ml，凝血功能异常，已予申请血浆改善凝血功能。B 型

钠尿肽(急诊)(2017-11-17 21:30:20 ):B 型钠尿肽:5.40 pg/ml，正常范围。PCT+急查电解质 3

项+急查心肌酶普+急查肾功能+血浆乳酸测定(2017-11-17 22:19:25 ):降钙素原:4.21 ng/ml、

钾:4.40 mmol/L、葡萄糖:7.50 mmol/L、磷酸肌酸激酶:3327.00 U/L、肌酸激酶同工酶:40.00 

U/L、乳酸:3.60 mmol/L，PCT、心肌酶偏高，考虑手术应激，乳酸偏高，继续改善灌注。入

室诊断：1.失血性休克 2.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 3.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术后予以

加强监护、呼吸支持，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抗感染，兰索拉唑预防应激性溃疡，维持内环境

稳定等综合治疗，遵外科医师医嘱予以速避林抗凝治疗。术后可能发生大出血需二次手术止

血、休克、心功能衰竭、恶性心律失常、肺栓塞、心脑血管意外、脏器功能损伤、机械通气

延长等并发症。下肢围术期存在肌肉坏死，伤口感染，血管再栓塞可能，引起下肢血运欠佳，

需多次手术治疗。APACHEII 评分 15 分，死亡风险系数 10.10%，告知家属，家属表示理解。 

袁受涛 

2017-11-17 21:19          输血记录 

     患者失血性休克，手术室带入 O 型悬浮少白红细胞 3u 输注纠正贫血，输血时间 19:10-

20:30，输血完毕后患者循环仍有波动，负压吸引量偏多，予以申请悬浮少白细胞 2.5u 及血

浆 450ml 纠正贫血及改善凝血功能，输血时间：22:00-02:50，输血过程中患者有全身多发

丘疹，予以异丙嗪及地塞米松对症处理，无寒战、高热，无呼吸衰竭，拟监测血色素及凝血

功能变化。 

袁受涛 

2017-11-18 07:00           

       患者神志仍未转清，未予拔管，躁动不耐管，予以予以丙泊酚 80-150mg/h 镇静，

RASS 评分-2 分，瑞捷 4ml/h 镇痛，CPOT 评分 0 分，呼吸机辅助呼吸，ASV 模式，参数

为%MV 100%，PEEP 5cmH2O，FiO2 40%，监测 Vt 380-420ml 左右，PIP 13-14cmH2O，RR 

11-18 次/分，SpO2 100%。听诊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性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



律，HR 75-95 次/分，去甲肾上腺素已停用，ABP 103-120/59-65mmHg，CVP 4-6mmHg。

腹平软，无肌紧张，肠鸣音未闻及，双下肢支架固定，手术部位纱布覆盖，负压持续吸引，

双侧足背动脉可及，全身胸背部及四肢丘疹已消退。血常规（五分类)(2017-11-18 06:20:48 ):

白细胞总数:13.62 x10^9/L、中性粒细胞:87.50 %、血红蛋白:100 g/L、血小板计数:91 x10^9/L，

白细胞较前升高，血色素血小板可，继续监测。凝血常规检测（五项）(2017-11-18 06:48:37 ):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2.70 sec、PT-INR:1.11 、血浆纤维蛋白原:1.92 g/l、D-二聚体.:9.31 ug/ml，

凝血功能较前改善。急查心肌酶普+急查肾功能(2017-11-18 06:50:37 ):葡萄糖:7.60 mmol/L、

血肌酐:86.00 umol/L、乳酸脱氢酶:1247.00 U/L、磷酸肌酸激酶:>8000.00 U/L、肌酸激酶同

工酶:322.00 U/L，心肌酶偏高，考虑肌肉损伤，注意监测，血钾及肌酐目前正常。血气分析

(ICU 二室 )(2017-11-18 05:06:18 ):pH:7.34 、PCO2:38.40 mmHg、PO2:170.20 mmHg、

Hb:10.10 g/dL、K+:4.82 mmol/L、Mg++:0.48 mmol/L、乳酸:2.50 mmol/L，乳酸较前下降，

内环境稳定，氧合满意。患者入室后入室共入 3678ml，尿量 1200，负压吸引 900，体温 36.1-

38.0℃。 

袁受涛 

2017-11-18 16:20          王翔副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晨王翔副主任医师查房后分析：结合患者查体及辅助检查可明确诊断：1.失血性休克 

2.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 3.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患者神志仍未转清，今日可停用镇

静后评估意识状况。患者血压偏低，可继予人血白蛋白优质胶体扩容，必要时输血纠正贫血。

患者昨日手术时间长，双下肢存在肌肉坏死，联系骨科医生明确进一步治疗方案。按照手术

医生要求予速碧林抗凝治疗，注意观察伤口渗出及 VSD 引流量、复查凝血常规。以上医嘱

已执行。白班停用镇静后，患者神志转清，四肢肌力偏弱，双上肢肌力 3 级左右，双下肢 2

级左右，未予拔管，躁动不耐管，继予瑞捷 4ml/h 镇痛，间断艾贝宁 0-0.3ug/kg/h 泵入镇

静，丙泊酚已停用，CPOT 评分 0 分，呼吸机辅助呼吸，ASV 模式，参数为%MV 100%，PEEP 

5cmH2O，FiO2 40%，监测 Vt 450-600ml 左右，PIP 11-13cmH2O，RR 11-18 次/分，SpO2 

100%。听诊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性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76-80 次/分，

ABP 113-130/49-58mmHg，CVP 5-7mmHg。腹平软，无肌紧张，肠鸣音未闻及，双下肢支

架固定，手术部位纱布覆盖，负压持续吸引，双侧足背动脉可及。辅检：大生化检测全套

(2017-11-18 10:04:03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65.00 U/L、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197.00 U/L、 

总蛋白:41.10 g/L、 白蛋白:26.40 g/L、 总胆红素:13.10 umol/L、 肌酐:96.00 umol/L，肝酶

略高，考虑与低灌注缺血缺氧相关，予改善灌注、保肝处理，蛋白偏低，予静脉补充人血白

蛋白 20g，肌酐较前升高，需警惕 AKI 发生，动态复查。 白班体温 37.5-37.8℃，入量 1319ml，

尿量 595ml，予呋塞米 20mg 静脉注射，注意观察尿量，继观。 

王翔/聂帅 

2017-11-18 18:00          输血记录 

     患者双下肢开放性骨折，术后双下肢伤口渗出多，复查血气分析：HB 8.2g/dL，HCT 

25%，较前下降，考虑存在持续失血，有输血指征。给予申请 O 型 RH 阳性悬浮红细胞 1.5U，

病毒灭活血浆 300ml，输血时间：13:00 开始 17:30 结束，输注未见输血不良反应，拟复查

血常规、凝血常规，评估输血治疗效果。 

王翔/聂帅 

2017-11-18 19:00          拔管记录 

     患者接班后神志逐渐恢复清楚，肌力较前改善，双上肢肌力 3-4 级，双下肢支架固定

肌力 2-3 级，氧合循环稳定，引流量不多，改呼吸机模式为 SPONT，自主呼吸正常，SPO2 

100%，复查血气分析(ICU 二室)(2017-11-18 16:53:05 ):pH:7.50 、PCO2:28.30 mmHg、

PO2:187.50 mmHg、SO2%:99.90 %、Hct:28.00 %、Hb:9.40 g/dL、K+:3.93 mmol/L、Mg++:0.51 



mmol/L、Glu:8.69 mmol/L、乳酸:2.40 mmol/L、SBC:25.00 mmol/L，氧合满意，乳酸偏高，

予补液。床边胸片未见异常，遂于 17:00 停机拔管，后痰能自行咳出，双鼻塞吸氧 5L/min，

SPO2 100%。听诊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73 次

/分，ABP 116/50mmHg。腹平软，无肌卫及肌紧张，肠鸣音弱，双下肢支架固定，手术部位

纱布覆盖，负压持续吸引，双侧足背动脉可及。B 型钠尿肽(急诊)(2017-11-18 14:29:34 ):B 型

钠尿肽:14.60 pg/ml，正常。PCT(2017-11-18 14:34:40 ):降钙素原:6.87 ng/ml，偏高，动态复

查。 

孙加奎/谢研研 

2017-11-19 16:30          王翔副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今日王翔副主任医师查房分析：右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

定+左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股骨开放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左侧下肢

血管损伤探查吻合术，创面负压吸引术后第 2 天，ICU 治疗上 1、患者 VSD 引流管不畅，管

内可见血凝块附着，联系骨科医师处理，注意评估末梢血运、动脉搏动、伤口渗出等情况，

动态监测肌酶、血钾、尿量等，警惕肌肉坏死；2、昨日夜间顺利停用呼吸机，拔除气管插

管，今注意肺部护理，适度镇静镇痛，鼓励咳嗽咳痰，观察 RR、SPO2 等变化，目前氧合满

意，补充白蛋白提高胶体渗透压，减轻肺水肿；3、动态监测血色素变化，必要时申请悬浮

红细胞提升血色素，增加携氧能力。以上医嘱已执行。患者白天神志清楚，诉手术切口疼痛，

NRS 评分 3 分，给予瑞捷 4-6ml/h 泵入镇痛处理后缓解，NRS 评分降至 0 分，艾贝宁 0.4-

0.2ug/kg/h 泵入镇静处理，RASS 评分 0 分，给予双鼻塞吸氧 5L/min，监测 RR 16-20 次/分，

SpO2 100%。听诊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性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67-75

次/分，ABP 119-128/48-52mmHg，CVP4-6mmHg。腹平软，无肌紧张，肠鸣音未闻及，双

下肢支架固定，手术部位纱布覆盖，负压持续吸引，双侧足背动脉可及，上午骨科医师予冲

洗 VSD 引流管，现已通畅。辅检：血常规（五分类)(2017-11-19 08:17:58 ):白细胞总数:8.75 

x10^9/L、中性粒细胞:81.50 %、中性粒细胞计数:7.13 x10^9/L、血红蛋白:73 g/L、血小板计

数:78 x10^9/L，白细胞总数正常，血色素略低，动态观察，必要时输血治疗;凝血常规检测

（五项）(2017-11-19 09:09:14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2.30 sec、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29.90 

sec、血浆凝血酶时间:13.60 sec、D-二聚体.:3.78 ug/ml，PT 以及 APTT 正常，D-二聚体略

高，已予抗凝治疗;血气分析(ICU 二室)(2017-11-19 11:36:28 ):FIO2:41.00 %、pH:7.46 、

PCO2:34.80 mmHg、PO2:146.70 mmHg、SO2%:99.90 %、Hct:23.00 %、Hb:7.80 g/dL、K+:3.98 

mmol/L、Glu:7.16 mmol/L、乳酸:0.90 mmol/L、PO2/FI:357.90 mmHg，氧合满意，血色素未

再下降，乳酸正常。白班体温 37.1-37.6℃，入量 1050ml，尿量 1800ml，血糖 7.3-8.3mmol/L，

继观。 

王翔/薛寅莹 

2017-11-20 09:30        转出记录   

     患者许国良，男 49 岁，患者因“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侧胫腓骨，左侧股骨

髁骨折伴血管神经损伤”，急诊在全麻下行“右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

架固定+左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股骨开放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左侧

下肢血管损伤探查吻合术，创面负压吸引术”，术后患者转入 ICU 监护治疗。入室诊断：1.失

血性休克 2.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 3.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入室后予加强监护、呼

吸支持，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抗感染，兰索拉唑预防应激性溃疡，维持内环境稳定，镇痛镇

静，改善微循环，VSD 引流等综合治疗，遵骨科医师医嘱予以速碧林抗凝治疗。11-18 夜间

顺利脱机拔管，自主咳痰可。目前患者神志清楚，双鼻塞吸氧 5L/min，SpO2 100%，RR 15-

20 次/分。听诊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72-73 次/

分，ABP 122-124/49-52mmHg，CVP 5mmHg。腹平软，无肌紧张，肠鸣音弱，双下肢支架



固定，手术部位纱布覆盖，负压持续吸引，引流量不多，双侧足背动脉可及，左侧足背动脉

波动偏弱，末梢皮温可，左下肢水肿，双上肢肌力 4 级，双下肢支架固定肌力 2 级。晨血气

分析 (ICU 二室 )(2017-11-20 05:53:17 ):FIO2:41.00 %、pH:7.45 、PCO2:37.20 mmHg、

PO2:176.10 mmHg、SO2%:99.90 %、Hct:21.00 %、Hb:7.10 g/dL、K+:3.85 mmol/L、Glu:6.14 

mmol/L、乳酸:0.70 mmol/L、PO2/FI:429.60 mmHg，氧合满意，血钾正常，血色素偏低，较

前无明显下降，动态监测血红蛋白变化，必要时予输血。上午骨科医生已查看患者，嘱今日

转回原病区继续治疗，请示王翔副主任医师后转回原病区继续治疗，嘱加强肺部物理治疗，

密观下肢运动，末梢循环、感觉等变化，动态监测肾功能。 

王翔/孙加奎 

2017-11-20          转入记录 

     患者许国良，男 49 岁，患者因“1.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侧股骨髁骨折 3.

失血性休克;4 左侧股动脉断裂伴坐骨神经损伤”，急诊在全麻下行“右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

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左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股骨开放性骨折切开复位外

固定支架固定术，左侧下肢血管损伤探查吻合术，创面负压吸引术”，术后患者转入 ICU 监

护治疗。入室诊断：1.失血性休克 2.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 3.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入室后予加强监护、呼吸支持，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抗感染，兰索拉唑预防应激性溃疡，维

持内环境稳定，镇痛镇静，改善微循环，VSD 引流等综合治疗，遵骨科医师医嘱予以速碧林

抗凝治疗。11-18 夜间顺利脱机拔管，自主咳痰可。目前患者神志清楚，双鼻塞吸氧 5L/min，

SpO2 100%，RR 15-20 次/分。听诊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

心律，HR 72-73 次/分，ABP 122-124/49-52mmHg，CVP 5mmHg。腹平软，无肌紧张，肠

鸣音弱，双下肢支架固定，手术部位纱布覆盖，负压持续吸引，引流量不多，双侧足背动脉

可及，左侧足背动脉波动偏弱，末梢皮温可，左下肢水肿，双上肢肌力 4 级，双下肢支架固

定肌力 2 级。晨血气分析 (ICU 二室 )(2017-11-20 05:53:17 ):FIO2:41.00 %、pH:7.45 、

PCO2:37.20 mmHg、PO2:176.10 mmHg、SO2%:99.90 %、Hct:21.00 %、Hb:7.10 g/dL、K+:3.85 

mmol/L、Glu:6.14 mmol/L、乳酸:0.70 mmol/L、PO2/FI:429.60 mmHg，氧合满意，血钾正常，

血色素偏低，较前无明显下降，动态监测血红蛋白变化，必要时予输血。今日转回我科继续

治疗。 

董鸿俊 

2017-11-21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查房，患者诉双下肢疼痛，查体：神清，精神可，体温 ３7.5 ℃ 脉搏 85 次/分 

呼吸 29 次/分 血压 11８/6０mmHg，双下肢外固定在位，左下肢肿胀明显，左小腿 VSD

在位通畅，左足背肿胀，足趾末梢血运可，左足趾运动不能，双下肢敷料外观少量渗血。蒋

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指示：患者急诊在全麻下行“双下肢外固定支架固定+左侧股动脉吻合术，

创面负压吸引术”，密切观察生命体征，予补充容量，解痉，消肿及促进末梢循环，促进骨折

愈合等治疗，注意观察左下肢末梢血运，继观。 

董鸿俊 

2017-11-22           

     今日查房，患者诉双下肢疼痛，查体：神清，精神可，体温 38 ℃ 脉搏 90 次/分 呼

吸 25 次/分 血压 125/7０mmHg，双下肢外固定在位，左下肢肿胀明显，左小腿 VSD 在位

通畅，左足背肿胀，足趾末梢血运可，左足趾运动不能，双下肢敷料外观少量渗血。血常规

（五分类)(2017-11-21 08:55:30 ): 白细胞总数:10.86 x10^9/L、 淋巴细胞:13.70 %、 中性粒

细胞:79.70 %、 中性粒细胞计数:8.66 x10^9/L、 红细胞计数:2.41 x10^12/L、 血红蛋白:71 

g/L、 红细胞比积:21.50 %、 ;大生化检测全套(2017-11-21 09:53:15 ): 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132.00 U/L、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400.00 U/L、 磷酸肌酸激酶:19551.00 U/L、 乳酸脱氢



酶:759.00 U/L、 总蛋白:52.10 g/L、 白蛋白:33.20 g/L、 碱性磷酸酶:41.00 U/L、 α-羟丁酸

脱氢酶:482.00 U/L、 磷:0.85 mmol/L、 钠:135.50 mmol/L、 氯:97.60 mmol/L、 高密度脂

蛋白:0.74 mmol/L、 载脂蛋白 A1:0.70 g/L、 钙:2.06 mmol/L、 球蛋白:18.90 g/L，今日申请

输血，治疗继续予补充容量，解痉，消肿及促进末梢循环，促进骨折愈合等治疗，注意观察

左下肢末梢血运，嘱患者家属适当予患肢被动肌肉锻炼，预防深静脉血栓，继观。 

董鸿俊 

2017-11-22          输血记录 

    患者许国良，男 49 岁，患者因“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侧胫腓骨，左侧股骨髁

骨折伴血管神经损伤”入院，诊断：1.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侧股骨髁骨折 3.失血

性休克;4 左侧股动脉断裂伴坐骨神经损伤，失血过多，今日申请红细胞悬液 2U，普通冰冻

血浆 400ml。 

董鸿俊 

2017-11-23          

     今日查房，患者诉双下肢疼痛，查体：神清，精神可，体温 37 ℃ 脉搏 80 次/分 呼

吸 28 次/分 血压 115/6０mmHg，双下肢外固定在位，左下肢肿胀明显，左小腿 VSD 在位

通畅，左足背肿胀，足趾末梢血运可，左足趾运动不能，双下肢敷料外观少量渗血。血常规

（五分类)(2017-11-23 11:15:08 ): 白细胞总数:10.70 x10^9/L、 淋巴细胞:10.00 %、 中性粒

细胞:76.50 %、 淋巴细胞计数:1.07 x10^9/L、 单核细胞计数:0.93 x10^9/L、 中性粒细胞计

数:8.19 x10^9/L、 嗜碱细胞计数:0.07 x10^9/L、 红细胞计数:2.72 x10^12/L、 血红蛋白:84 

g/L、 红细胞比积:24.70 %、 ;大生化检测全套(2017-11-23 11:49:02 ): 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128.00 U/L、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214.00 U/L、 磷酸肌酸激酶:10377.00 U/L、 乳酸脱氢

酶:529.00 U/L、 总蛋白:52.20 g/L、 白蛋白:31.00 g/L、 碱性磷酸酶:41.00 U/L、 α-羟丁酸

脱氢酶:372.00 U/L、 高密度脂蛋白:0.76 mmol/L、 载脂蛋白 A1:0.75 g/L、 ;治疗继续予补

充容量，解痉，消肿及促进末梢循环，促进骨折愈合等治疗，注意观察左下肢末梢血运，继

观。 

董鸿俊 

2017-11-24           

     今日查房，患者诉双下肢疼痛好转，查体：神清，精神可，体温 37 ℃ 脉搏 80 次/

分 呼吸 28 次/分 血压 115/6０mmHg，双下肢外固定在位，左下肢肿胀稍好转，左小腿

VSD 在位通畅，左足背肿胀，足趾末梢血运可，左足趾运动不能，双下肢敷料外观少量渗血。

治疗继续予补充容量，解痉，消肿及促进末梢循环，促进骨折愈合等治疗，注意观察左下肢

末梢血运，嘱患者家属适当予患肢被动肌肉锻炼，预防深静脉血栓，继观。 

董鸿俊 

2017-11-24        输血记录   

     患者许国良，男 49 岁，患者因“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侧胫腓骨，左侧股骨

髁骨折伴血管神经损伤”入院，诊断：1.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侧股骨髁骨折 3.失

血性休克;4 左侧股动脉断裂伴坐骨神经损伤，失血过多，今日申请红细胞悬液 2U，普通冰

冻血浆 400ml。 

董鸿俊 

2017-11-25            

     今日查房，患者诉双下肢疼痛好转，查体：神清，精神可，体温 37 ℃ 脉搏 77 次/

分 呼吸 23 次/分 血压 115/7０mmHg，双下肢外固定在位，左下肢肿胀稍好转，左小腿

VSD 在位通畅，左足背肿胀，足趾末梢血运可，左足趾运动不能，双下肢敷料外观干燥。血

常规（五分类)(2017-11-25 08:53:14 ): 白细胞总数:12.06 x10^9/L、 淋巴细胞:14.80 %、 中



性粒细胞:75.80 %、 单核细胞计数:0.78 x10^9/L、 中性粒细胞计数:9.14 x10^9/L、 红细胞

计数:3.23 x10^12/L、 血红蛋白:96 g/L、 红细胞比积:29.00 %、 大血小板比率:17.70 %、 血

小板分布宽度:9.6 %、 血小板比积:0.29 %、 ;治疗继续予补充容量，解痉，消肿及促进末梢

循环，促进骨折愈合等治疗，注意观察左下肢末梢血运，嘱患者家属适当予患肢被动肌肉锻

炼，预防深静脉血栓，继观。 

董鸿俊 

  

2017-11- 26          

     今日查房，患者诉双下肢疼痛好转，查体：神清，精神可，体温 37 ℃ 脉搏 80 次/

分 呼吸 28 次/分 血压 115/75mmHg，双下肢外固定在位，左下肢肿好转，左小腿 VSD 在

位通畅，左足背肿胀部分消退，左足末梢血运可，左足趾见轻微屈曲运动，双下肢敷料外观

干燥。 治疗继续予补充容量，解痉，消肿及促进末梢循环，促进骨折愈合等治疗，注意观

察左下肢末梢血运，嘱患者家属适当予患肢被动肌肉锻炼，预防深静脉血栓，继观。 

董鸿俊 

2017-11-27           

     今日查房，患者诉双下肢疼痛好转，查体：神清，精神可，体温 37 ℃ 脉搏 80 次/

分 呼吸 28 次/分 血压 115/75mmHg，双下肢外固定在位，左下肢肿好转，左小腿 VSD 在

位通畅，左足背肿胀部分消退，左足末梢血运可，左足趾见轻微屈曲运动，双下肢敷料外观

干燥，清洁换药见右下肢伤口愈合可。血常规（五分类)(2017-11-27 09:06:17 ):白细胞总

数:10.18 x10^9/L、淋巴细胞:16.40 %、单核细胞计数:0.61 x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7.60 

x10^9/L、红细胞计数:3.42 x10^12/L、血红蛋白:101 g/L、红细胞比积:31.00 %、血小板计数:411 

x10^9/L、大血小板比率:15.90 %、血小板分布宽度:9.6 %、血小板比积:0.36 %;大生化检测全套

(2017-11-27 10:55:14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119.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71.00 U/L、磷

酸肌酸激酶:2376.00 U/L、乳酸脱氢酶:410.00 U/L、总蛋白:55.40 g/L、白蛋白:30.50 g/L、α-

羟丁酸脱氢酶:313.00 U/L、甘油三酯:2.01 mmol/L、钠:136.10 mmol/L、高密度脂蛋白:0.65 

mmol/L、载脂蛋白 A1:0.81 g/L、载脂蛋白 B:1.19 g/L、低密度脂蛋白:3.33 mmol/L; 治疗继

续予补充容量，解痉，消肿及促进末梢循环，促进骨折愈合等治疗，明日停心电监护，注意

观察左下肢末梢血运，嘱患者家属适当予患肢被动肌肉锻炼，预防深静脉血栓，继观。 

董鸿俊 

2017-11-30           

     今日查房，患者诉双下肢疼痛好转，查体：神清，精神可，生命体征平稳，双下肢外

固定在位，左下肢肿好转，左小腿 VSD 在位通畅，左足背肿胀消退，左足末梢血运可，左

足趾见轻微屈曲运动，双下肢敷料外观干燥，右下肢伤口愈合良好。 治疗继续予补充容量，

解痉，消肿及促进末梢循环，促进骨折愈合等治疗，今日予右下肢伤口拆线，注意观察左下

肢末梢血运，嘱患者家属适当予患肢被动肌肉锻炼，预防深静脉血栓，继观。 

董鸿俊 

2017-12-03          

     今日查房，患者诉双下肢疼痛好转，查体：神清，精神可，生命体征平稳，双下肢外

固定在位，左下肢肿好转，左小腿 VSD 在位通畅，左足背肿胀消退，左足末梢血运可，左

足趾见轻微屈曲运动，双下肢敷料外观干燥，右下肢伤口愈合良好。 治疗继续予补充容量，

解痉，消肿及促进末梢循环，促进骨折愈合等治疗，今日予右下肢伤口拆线，左小腿更换 VSD，

近日复查骨折 X 片，注意观察左下肢末梢血运，嘱患者家属适当予患肢被动肌肉锻炼，预防

深静脉血栓，继观。 

董鸿俊 



2017-12-06           

     今日查房，患者诉双下肢疼痛好转，查体：神清，精神可，生命体征平稳，双下肢外

固定在位，左下肢肿好转，左小腿 VSD 在位通畅，左足背肿胀消退，左足末梢血运可，左

足趾见轻微屈曲运动，双下肢敷料外观干燥，右下肢伤口愈合良好。 治疗继续予补充容量，

解痉，消肿及促进末梢循环，促进骨折愈合等治疗，今日拆除外固定支架，注意观察左下肢

末梢血运，嘱患者家属适当予患肢被动肌肉锻炼，预防深静脉血栓，继观。 

董鸿俊 

2017-12-07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未诉明显特殊不适，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体温

正常，生命体征平稳。专科检查：双下肢外固定在位，左下肢肿好转，左小腿 VSD 在位通

畅，左足背肿胀消退，左足末梢血运可，左足趾见轻微屈曲运动，双下肢敷料外观干燥，右

下肢伤口愈合良好。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示：双侧胫腓骨骨折外固定术后。今日蒋纯志

主任查房，示：患者目前病情稳定，右小腿伤口愈合良好，已拆线，左小腿创面肉芽组织长

出，拟于明日全麻下行“左小腿清创植皮+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备植骨）”，告知患者相关

手术事宜并签字。术前评估：右小腿伤口愈合良好，左小腿创面肉芽组织长出，明日手术。 

董鸿俊 

2017-12-07           术前小结 

姓名 许国良 性别 男 年龄 49 岁 婚姻 已婚 

病史摘要：患者许国良，男，49 岁，因“双下肢重物砸伤后出血肿痛活动受限 4 小时”入院，

患者 4 小时前因外伤致双下肢流血，疼痛、活动受限，左下肢无血运，我院就诊，自述当时

无昏迷，无头晕，头痛，无胸闷、胸痛，无腹胀、腹痛，拍 X 片示：双侧胫腓骨骨折，急诊

拟“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失血性休克，左下肢血管损伤”收住我科。专科检查：双

下肢肿胀明显，双小腿畸形，疼痛、皮肤破溃流血，皮下骨与肌肉外露，右小腿下段见一长

约 5cm 开放伤口，左腘窝见一长约 15cm 开放伤口，腘窝周围皮肤挫裂、污染严重，右下肢

感觉、血运减退，右足背动脉搏动减弱，左下肢感觉、末梢血运障碍，左足背动脉未触及。

辅检：X 片示：双侧胫腓骨骨折。 

  

术前诊断：1.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侧股骨髁骨折 3.失血性休克;4 左侧股动脉断

裂伴坐骨神经损伤 

诊断依据：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右小腿伤口愈合良好，左小腿创面肉芽组织长出。 

  

拟行手术：  左小腿清创植皮 VSD 负压吸引+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  （备植骨）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2017-12-08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董鸿俊                                    拟行麻醉：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101 g/L     ②血型：O  RH+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

术前已输血   ml；⑤术中备血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副主任医师签名：     董鸿俊     2017-12-07 

8、科主任审批意见：同意手术        签名：    蒋纯志     2017-12-07 

  

2017-12-07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7-12-07 

地     点：604 病区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术前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因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侧胫腓骨，左侧股骨髁骨折伴血管神经损伤，

急诊手术治疗，给予右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左侧胫腓骨开

放性粉碎性骨折，股骨开放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左侧下肢血管损伤探查+左

侧股动脉修复吻合术，术后送重症监护室，现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右小腿伤口愈合良好，左

小腿创面肉芽组织长出，拟于明日全麻下行“左小腿清创植皮+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备植

骨）”，告知患者相关手术事宜并签字。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董鸿俊 

  

备注： 

  

2017-12-07         手术同意书 

姓名 许国良 性别 男 年龄 49 岁 

    患者因病于 2017-11-1712:06:50。入住我院手外科。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

症状及有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1.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失血性休克;3.左侧腘动

脉断裂。由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7-12-08  全麻下，拟行 左小腿清创植皮 VSD

负压吸引+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 （备植骨）手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

鉴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

任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

症、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

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围手术期心、肺、脑血管意外出现： 

a) 脑出血或脑栓塞，神志不清，昏迷甚至死亡； 

b) 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血压降低，休克，甚至死亡； 

c) 肺栓塞，呼吸功能障碍，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术后植皮坏死，多次植皮可能；  

切口感染、裂开、皮肤坏死、骨髓炎、化脓性关节炎；  

重要血管、神经、肌腱等损伤致重要并发症；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并转移至心脑肺；  

 骨折复位不理想，术后再骨折或骨折再移位；骨折不愈合、延迟愈合、畸形愈合可能；  

 术后患肢肿痛及关节功能障碍，僵硬、不稳、疼痛；  

内固定松动、断裂、退出、排异反应；  

据术中情况决定是否植骨；  

原有基础疾病因手术、麻醉而加重致生命危险可能；  

 其他难以预料的情况；  

使用进口内固定材料。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董鸿俊  

日期： 

  

2017-12-08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7-12-08   开始时间：11：25    结束时间：15:50    全程时间：04 时 25

分 

术前诊断：1.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侧股骨髁骨折 3.失血性休克;4 左侧股动脉断

裂伴坐骨神经损伤 

术后诊断：1.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侧股骨髁骨折 3.失血性休克;4 左侧股动脉断

裂伴坐骨神经损伤 

手术名称：左小腿清创植皮 VSD 负压吸引+右胫腓骨骨折切口复位植骨内固定 

手术者：董鸿俊                 助手：刘康             护士：刘笑蕾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王宏宇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酒+酒精    切口部位、方向、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  否√   是      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     是√   否 

       引流材料名称：皮片     数目： 4 根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麻醉成功后，常规碘酒及酒精消毒术野皮肤，铺无菌巾单，贴皮肤保护膜。 

2. 取右腓骨下段外侧纵形切口，长约 12cm，逐层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深筋膜，见腓骨呈

粉碎骨折，复位后腓骨外侧置入捷迈锁定直钢板一块，逐枚钻孔、测深，拧入适合长度螺钉

6 枚固定，C 形臂 X 光机透视见骨折复位可，内固定位置佳，切口冲洗后，放置皮片 2 根，

逐层关闭切口，无菌敷料覆盖，另取，右小腿下段前侧取长约 15cm 切口，依层切开皮肤 、

皮下组织、深筋膜，沿肌腱间隙钝性分离，显露左胫骨下段，见右胫骨中段粉碎骨折，移位

明显，去除骨折块间嵌顿软组织，将骨折复位后，取“捷迈”公司胫骨普通直钢板，置于胫骨

表面，分别钻孔、测深，拧入螺钉，C 臂机透视见骨折复位良好，内固定在位，于骨折断端

植入同种异体骨一盒，放置皮片 2 根，逐层关闭伤口，伤口纱布敷料覆盖封闭。患肢末梢血

运良好。 

3. 见左腘窝有两处皮肤缺损，分别约 10*8cm，15*4cm，清创，去除坏死组织，以碘伏、盐

水清洗创面，从左大腿股前外侧切取皮片，大小约 10*8cm，15*4cm，供区创面凡士林纱布

覆盖。皮钉缝合皮片于皮损处，伤口接 VSD 负压吸引，包扎患肢，术毕。 

4.手术顺利，术中麻醉满意，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术后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董鸿俊 

  

2017-12-08          术后病程录 

     患者许国良，男，49 岁，因“双下肢重物砸伤后出血肿痛活动受限 4 小时”入院。诊断

为：1.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侧股骨髁骨折 3.失血性休克;4 左侧股动脉断裂伴坐

骨神经损伤。于今日在全麻下行“左小腿清创植皮 VSD 负压吸引+右胫腓骨骨折切口复位植

骨内固定”，手术顺利，术后予预防感染、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预防血栓等输液治疗，观

察伤口及患肢末梢情况。 

董鸿俊 

  

2017-12-09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术后第一天，诉手术切口疼痛，无发热，食纳睡眠欠佳，大便未解。查体：神清，

精神可，右小腿肿胀，伤口敷料见中等量血性渗出，左下肢外固定在位，腘窝植皮处 VSD 在

位通畅，左大腿取皮处少量血性渗出，右下肢末梢血运，足趾活动可，左足末梢血运可，左

足趾见轻微屈曲运动。蒋纯志主任查房后示：患者术后第一天，一般状况尚可，今日拔除皮

片，继续予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预防血栓等输液治疗。嘱加强营养支持，需详细告知，

遵嘱执行，继观。 

董鸿俊 

2017-12-10           

     今日术后二天，患者诉伤口疼痛好转，食欲睡眠欠佳，大便未解，生命体征平稳，右

小腿肿胀，伤口敷料见少量血性渗出，左下肢外固定在位，腘窝植皮处 VSD 在位通畅，左

大腿取皮处少量血性渗出，右下肢末梢血运，足趾活动可，左足末梢血运可，左足趾见轻微

屈曲运动。今日予右小腿清洁换药，见右小腿切口周围皮肤部分变暗，少量水泡形成，治疗

继续消肿、止痛、改善骨质、改善微循环预防血栓等治疗，观察伤口及患肢情况，注意生命

体征变化。嘱平卧位，加强营养支持。 

董鸿俊 



2017-12-11           

     今日术后三天，患者诉伤口疼痛明显好转，食欲睡眠欠佳，大便未解，生命体征平稳，

右小腿肿胀部分消退，伤口敷料见少量血性渗出，少量水泡形成，左下肢外固定在位，腘窝

植皮处 VSD 在位通畅，左大腿取皮处干燥无渗出，右下肢末梢血运，足趾活动可，左足末

梢血运可，左足趾见轻微屈曲运动。今日治疗同前，观察伤口及患肢情况，注意生命体征变

化。嘱平卧位，加强营养支持，适当功能锻炼。 

董鸿俊 

2017-12-14           

     今日查房，患者诉伤口疼痛明显好转，食欲睡眠欠佳，大小便正常，生命体征平稳，

右小腿肿胀消退，伤口敷料无渗出，水泡消退，左下肢外固定在位，腘窝植皮处 VSD 在位

通畅，左大腿取皮处干燥无渗出，右下肢末梢血运，足趾活动可，左足末梢血运可，左足趾

见轻微屈曲运动。今日去除 VSD，见植皮愈合可，治疗同前，观察伤口及患肢情况，注意生

命体征变化。嘱平卧位，加强营养支持，适当功能锻炼。 

董鸿俊 

2017-12-15            

     今日查房，患者未诉明显特殊不适，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

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右小腿肿胀消退，伤口敷料无渗出，水泡消退，伤口愈合

可，左下肢外固定在位，左腘窝植皮愈合可，左大腿取皮处干燥无渗出，右下肢末梢血运，

足趾活动可，左足末梢血运可，左足趾见轻微屈曲运动，患者目前病情稳定，明日办理出院

周转。出院评估：继续住院治疗。 

董鸿俊 

2017-12-15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7-12-15 

地     点：604 医师办公室 

  

参加人员：医患 

  

事     由：出院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因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侧胫腓骨，左侧股骨髁骨折伴血管神经损伤，

急诊手术治疗，给予右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左侧胫腓骨开

放性粉碎性骨折，股骨开放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左侧下肢血管损伤探查+左

侧股动脉修复吻合术，后于全麻下行“左小腿清创植皮+右胫腓骨骨折植骨内固定”，患者病

情稳定，右小腿切口愈合良好，左腘窝植皮愈合可，左下肢外固定在位，明日办理出院周转。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董鸿俊 

  

备注： 

2017-12-15          出院小结 

姓名 许国良 性别 男 年龄 49 岁 婚姻 已婚 职业 --  



【入院诊断】1.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 2.失血性休克 3.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入院日

期】2017-11-17 

【手术名称】双侧胫腓骨骨折复位+支架外固定+左下肢血管、神经探查修复 

左小腿清创植皮 VSD 负压吸引+右胫腓骨骨折切口复位植骨内固定【手术日期】2017-11-

17 

2017-12-08 

【出院诊断】1.双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侧股骨髁骨折 3.失血性休克;4 左侧股动脉

断裂伴坐骨神经损伤【出院日期】2017-12-16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许国良，男，49 岁，因“双下肢重物砸伤后出血肿痛活动受限 4 小时”入院，患者 4

小时前因外伤致双下肢流血，疼痛、活动受限，左下肢无血运，我院就诊，自述当时无昏迷，

无头晕，头痛，无胸闷、胸痛，无腹胀、腹痛，拍 X 片示：双侧胫腓骨骨折，急诊拟“双侧

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失血性休克，左下肢血管损伤”收住我科。专科检查：双下肢肿

胀明显，双小腿畸形，疼痛、皮肤破溃流血，皮下骨与肌肉外露，右小腿下段见一长约 5cm

开放伤口，左腘窝见一长约 15cm 开放伤口，腘窝周围皮肤挫裂、污染严重，右下肢感觉、

血运减退，右足背动脉搏动减弱，左下肢感觉、末梢血运障碍，左足背动脉未触及。辅检：

X 片示：双侧胫腓骨骨折。 

     

【住院经过】 

    急诊手术治疗，给予右侧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左侧胫腓

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股骨开放性骨折切开复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左侧下肢血管损伤探查

+左侧股动脉修复吻合术，后于全麻下行“左小腿清创植皮+右胫腓骨骨折植骨内固定”，患者

病情稳定，右小腿切口愈合良好，左腘窝植皮愈合可，左下肢外固定在位，明日办理出院周

转。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Ⅱ/甲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右小腿

切口愈合良好，左腘窝植皮愈合可，左下肢外固定在位。 

【出院医嘱】 

1、继续住院治疗； 

  

X 光线号：A2768147 

CT 号：A2760808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副主任医师：董鸿俊 

  

住 院 病 历 

=================================== 

住 院 病 案 首 页 

===========================================================



========================= 

一般情况  标识号  病人信息  住院情况  出院诊断  手术操作  自定义项目  其他  费

用信息  责任人 

===========================================================

========================= 

2017-02-05 11:20          入院记录 

姓名:  徐杉民职业:     

性别:  男工作单位: 

年龄:  48 岁住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西路 57 号 3 幢 104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患者本人（可靠）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7-02-05 09:10:10 

民族:  汉记录日期:2017-02-05 11:20:50 

 

主诉:车祸伤致左下肢疼痛流血伴活动受限十天。 

现病史:患者十天前因车祸伤致颅内出血，左胫腓骨开放骨折伴腘动脉断裂，后于我院行左

下肢骨折复位外固定及左腘动脉修复术，因颅脑损伤入住我院脑外科，术后病情恢复良好，

现办理周转收入我科拟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

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

瘦。 

既往史：患者体健，无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输

血史。 

个人史: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烟酒不良嗜好，否认放射线及有毒物质接触史。已婚，

配偶体健。 

家族史:  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 

体 格 检 查 

 体温 ３６.６ ℃ 脉搏 ７６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３８/７０mmHg。 

     神志清楚，精神可，发育正常，营养正常，面容安详，体位自主，查体合作。全身皮

肤粘膜无黄染和出血点。头颅无畸形，双瞳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颈软气管居中。胸廓

无畸形，双侧语颤均等，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清，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前区无隆

起，心尖搏动无抬举感，心界不大，心率 76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明显杂音。

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和蠕动波，未见腹壁静脉曲张，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

Murphy’s 征阴性，肝区无叩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不亢，4～5 次/分。双肾区无扣痛。

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及异常。脊柱四肢无畸形，无叩痛，活动正常。生理反射存在，病

理反射未引出。 

专 科 检 查 

   左下肢外固定在位，肿胀明显，左腘窝伤口干燥无明显红肿渗出，左下肢末梢血运温痛

觉可。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线(本院)左胫腓骨上段骨折。 

 初步诊断  

1、左胫腓骨开放性骨折 

2.  左腘动脉断裂术后 

3.  颅脑损伤 

医师签名:        吴磊 



 

  

  

  2017-02-05 11:20          首次病程录  

      患者徐杉民，男，48 岁，因“车祸伤致左下肢疼痛流血伴活动受限十天”入院，患者十

天前因车祸伤致颅内出血，左胫腓骨开放骨折伴腘动脉断裂，后于我院行左下肢骨折复位外

固定及左腘动脉修复术，因颅脑损伤入住我院脑外科，术后病情恢复良好，现办理周转收入

我科拟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

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否认肝炎结

核病史，有高血压病病史十年，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输血史。入院查体：体温 ３６.６ ℃ 

脉搏 ７６次/分 呼吸 16次/分 血压 1３８/７０mmHg神志清楚，回答问题切题，精神可，

发育正常，营养中等，自主体位，检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未见黄染、出血点；全身浅表淋

巴结未触及。头颅无畸形，眼睑不肿，巩膜无黄染。双瞳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外耳道

无畸形，无异常分泌物，听力如常，鼻中隔无偏曲，鼻腔通畅。唇不绀，伸舌不偏，咽红润，

扁桃体不肿大。颈软，对称，未见静脉充盈及动脉异常搏动。气管居中，甲状腺未及肿大。

胸廓对称无畸形，双侧语颤对称，未及胸膜摩擦感，双肺呼吸音粗，未及干湿啰音，叩诊为

清音。心前区无隆起，未及震颤，心浊音各界不大，心率 76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

未及病理性杂音，无心包摩擦音。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及蠕动波，腹软，无压痛，肠鸣音正

常。脊柱无畸形，四肢详见专科检查。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专科检查：左下肢

外固定在位，肿胀明显，左腘窝伤口干燥无明显红肿渗出，左下肢末梢血运温痛觉可。辅检：

X 线(本院)左胫腓骨上段骨折。初步诊断：1、左胫腓骨开放性骨折 2. 左腘动脉断裂术后 3. 

颅脑损伤。诊断依据：病史、查体、X 线。鉴别诊断：诊断明确无需鉴别。诊疗计划：完善

术前相关检查，若无明显手术禁忌择期行手术治疗。健康教育：保暖，加强营养。 

吴磊 

2017-02-06  08:0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入院第二天，左下肢仍有疼痛，无畏寒发热，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食纳睡

眠可，大小便如常。查体：神志清楚，精神可，心肺听诊未及明显异常，全腹软，无压痛及

反跳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肝脾肋下未及。专科检查：左下肢外固定在位，肿胀明显，左腘

窝伤口干燥无明显红肿渗出，左下肢末梢血运温痛觉可。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示：患者因“车

祸伤致左下肢疼痛流血伴活动受限十天”入院，车祸(2017-02-07):左踝未见明显骨折；左外

踝软组织肿胀。左膝关节术后改变。骨盆诸骨未见明确骨折，双髋关节退变。请结合临床，

建议必要时 MSCT 三维重建或 MR 进一步检查。患者伤致颅内出血，因颅脑损伤入住我院脑

外科，术后病情恢复良好，现转至我科拟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予完善相关检查，排除

手术禁忌，择期手术，继观病情。 

吴磊 

2017-02-07   09:40      

     患者入院第三天，一般情况尚可，晨测体温 36.9℃，纳眠可，二便如常。查体：神清，

精神可，肺部查体未见明显异常，心律平齐，腹平软，未及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

专科检查同前。辅检：血常规（五分类)(2017-02-06 09:01:20 ):白细胞总数:6.37 x10^9/L、中

性粒细胞:83.80 %、血红蛋白:98 g/L;大生化检测全套(2017-02-06 10:14:52 ):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74.00 U/L、白蛋白:27.50 g/L、尿素:4.88 mmol/L、肌酐:56.00 umol/L;膝关节正侧位(2017-

02-07):左踝未见明显骨折；左外踝软组织肿胀。左膝关节术后改变。骨盆诸骨未见明确骨折，

双髋关节退变。患者一般情况尚可，无其余不适，完善术前检查，择日手术，继观患者病情

变化。 



吴磊 

2017-02-10    10:15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今晨查房，患者未诉特殊不适，无未寒发热，无咳嗽咳痰，食纳睡眠可，大小便如常。

查体：神志清楚，精神可，肺部听诊呼吸音未及明显干湿性罗音，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呼吸

音未及病理性杂音，全腹平，服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专科检查：左下肢外

固定在位，肿胀明显，左腘窝伤口干燥无明显红肿渗出，左下肢末梢血运温痛觉可。蒋纯志

主任医师查房示：患者病情平稳，继予活血、促骨生长、抗炎、止疼、防血栓等治疗，继观

病情。 

吴磊 

2017-02-13  11:32           

     患者一般情况可，无畏寒发热，无咳嗽咳痰，无胸闷不适，无头昏头痛，食欲可，大

小便如常。查体：神志清楚，精神可，心肺听诊阴性，全腹平软，无压痛及反跳痛，移动性

浊音阴性，肝脾肋下未及。专科检查同前。继予以活血、促骨生长、抗炎等对症治疗，继观

病情变化。 

吴磊 

2017-02-14  09:48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今查房，患者未诉特殊不适主述，晨测体温不高，食纳睡眠可，二便如常。查体：神

清，精神可，肺部听诊呼吸音未及明显干湿性罗音，心音律齐，腹平软，未及压痛、反跳痛，

移动性浊音阴性，肝脾肋下未及。专科检查：左下肢外固定在位，肿胀明显，左腘窝伤口干

燥无明显红肿渗出，左下肢末梢血运温痛觉可，于肢体未见明显异常。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示：患者“左胫腓骨开放性骨折 2. 左腘动脉断裂术后 3. 颅脑损伤”诊断明确，术前检查未

见明显手术禁忌，拟于明日行“左胫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与患者及其家属积极沟通，

告知患者相关手术风险及并发症，取得患者同意并签手术同意书，瞩其做好术前准备。 

吴磊 

2017-02-14 15:40          术前小结 

姓名 徐杉民 性别 男 年龄 48 岁 婚姻 已婚 

病历摘要： 

   患者徐杉民，男，48 岁，因“车祸伤致左下肢疼痛流血伴活动受限十天”入院，患者十天

前因车祸伤致颅内出血，左胫腓骨开放骨折伴腘动脉断裂，后于我院行左下肢骨折复位外固

定及左腘动脉修复术，因颅脑损伤入住我院脑外科，术后病情恢复良好，现办理周转收入我

科拟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专科检查：左下肢外固定在位，肿胀明显，左腘窝伤口干燥

无明显红肿渗出，左下肢末梢血运温痛觉可。辅检：X 线(本院)左胫腓骨上段骨折。 

    

手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开放性骨折 2. 左腘动脉断裂术后 3. 颅脑损伤 

诊断依据及手术指征：病史 查体 X 线所示 

  

拟行手术：左胫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拟定手术者：蒋纯志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腰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98 g/l      ②血型： 型 RH（  ）  有  无√  保留血清  

③血凝实验:PT   

④肝功   HBsAg（-） 

⑤肾功   BUN 4.88   mmol/L； Cr；56.00 umol/L             

⑥其他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7  年 02 月 15 日（星期 ）  时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ml 

    

住院医师签名：   --            住院医师签名：     吴磊   2017-02-14 

手术审报意见：   同意         审批者签字：    蒋纯志    2017-02-14            

  

  

2017-02-14 15:40          手术同意书 

姓名 徐杉民 性别 男 年龄 48 岁 

    患者因病于 2017-02-0509:10:10。入住我院手外科。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

症状及有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1、左胫腓骨开放性骨折 2. 左腘动脉断裂术后 3. 颅脑损

伤   。由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7-02-15         ，拟行 左胫骨骨折切开复

位内固定术  手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

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

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症、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

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

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有

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手术中发现病变不能切除，则行姑息性手术或仅作探查。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感染，骨髓炎                      

骨折愈合延迟，不愈合或畸形愈合                       

术中损伤血管神经可能需要再次手术修复                             

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可能                                     

其他不可预料并发症可能  

腓骨上段骨折暂不处理，保守治疗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吴磊  

日期： 

2017-02-05 11:20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7 年 2 月 5 日 

地     点：604 病区医师办公室 

  

参加人员：吴磊医师  患者及家属 

  

事     由：入院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 1、左胫腓骨开放性骨折 2. 左腘动脉断裂术后 3. 颅脑损伤，行清创骨折复位外固

定+血管修复术后收入院，予抗炎活血补液治疗，骨折需二次手术修复。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吴磊 

  

备注： 

2017-02-14 15:35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7 年 2 月 14 日 

地     点：604 病区医师办公室 

  

参加人员：吴磊医师  患者家属 

  

事     由：入院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 1、左胫腓骨开放性骨折 2. 左腘动脉断裂术后 3. 颅脑损伤，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后二周拆线，每月复查 X 线片，待骨折愈合后方可负重。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吴磊 

  

备注： 

2017-02-15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7-02-15  开始时间：13：40   结束时间：14：30   全程时间：00 时 50 分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开放性骨折 2. 左腘动脉断裂术后 3. 颅脑损伤 

术后诊断：1、左胫腓骨开放性骨折 2. 左腘动脉断裂术后 3. 颅脑损伤  

手术名称：左胫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手术者：  蒋纯志               助手： 吴磊            护士： 赵冉 

麻醉方法：联合                         麻醉医师：张良 

手术经过： 

       体位：仰卧     皮肤消毒：碘酒+酒精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见下述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麻醉成功后，于左侧大腿根部绑气囊止血带，常规碘酒及酒精消毒术野皮肤，铺无菌巾

单，抬高患肢驱血后充气，压力维持 350mmHg，贴皮肤保护膜。 

2. 沿左小腿上段前外侧切口约 20cm，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深筋膜，显露胫骨近端骨折，

探查见胫骨近端及胫骨结节下方粉碎骨折，骨折断端间骨膜及软组织嵌顿，去除嵌顿软组织，

复位后持骨钳临时固定，选用华森公司胫骨近端外侧解剖锁定钢板及螺钉固定，另左小腿上

段前外侧切口约 10cm，显露左胫骨上段骨折端，选用华森公司胫骨近端内侧解剖锁定钢板

及螺钉固定。C 臂机正侧位透视显示骨折复位良好，内固定在位，冲洗伤口后逐层关闭伤口，

伤口纱布敷料覆盖封闭。术毕松止血带，患肢末梢血运良好。                            

3. 手术顺利，术后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吴磊 

2017-02-15      15:00       术后病程录 

     患者徐杉民，男，48 岁，因“车祸伤致左下肢疼痛流血伴活动受限十天”入院，入院诊

断：1、左胫腓骨开放性骨折 2. 左腘动脉断裂术后 3. 颅脑损伤。今日于联合麻醉下行左胫

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手术顺利，术后安返病房。术后予抗炎、抗凝、活血、促骨生长

等对症治疗。 

吴磊 

2017-02-16 08:0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术后第一天，切口周围轻度疼痛，无畏寒发热，无咳嗽咳痰，无胸闷不适，纳眠

可，大小便如常。查体：神志清楚，精神可，心肺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未及压痛及

反跳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肝脾肋下未及，双下肢未及明显水肿。专科检查：左下肢辅料在

位，纱布干燥，未见明显渗出，左左足趾末梢血运、感觉可，余肢体未见明显异常。蒋纯志

主任医师示：患者昨日联合阻滞下行左胫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手术顺利，现患者生命

体征平稳，继予以抗炎、抗凝、活血、促骨生长等治疗，继观病情变化。 

吴磊 

2017-02-17   09:15        

     患者术后第二天，一般情况可，无畏寒发热，无咳嗽咳痰，纳眠可，大小便如常。查

体：神清，精神可，肺部听诊呼吸音未及明显干湿性罗音，心音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病

理性杂音，全腹平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专科检查：左下肢辅料干燥，未见

明显渗出，切口周围轻压痛，左左足趾末梢血运、感觉可，余肢体未见明显异常。患者一般

情况可，治疗上同前，继观。 

吴磊 



2017-02-18  10:2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一般情况可，未诉特殊不适，晨测体温正常，食纳睡眠可，大小便如常。查体：

神志清楚，精神可，心肺查体阴性，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专科检查同前。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示：患者一般情况可，未诉特殊不适，切口辅料干燥，定期换药，治疗

上继予抗凝、活血等对症治疗，继观病情。 

吴磊 

2017-02-21 08:00                    

     今晨查房，患者无畏寒发热，无胸闷不适，无咳嗽咳痰，无胸闷不适，食纳睡眠可，

大小便如常。查体：神清，精神可，肺部听诊未及明显异常，心音律齐，腹平软，未及压痛

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专科检查同前。患者目前病情平稳，继予以抗凝、活血、促骨生

长等对症治疗，继观。 

吴磊 

2017-02-24 09:32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今查房，患者一般情况可，无畏寒，无咳嗽咳痰，无心慌心悸，无胸闷不适，无头昏

头痛，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大小便如常。查体：神志清楚，精神可，心肺听诊未及明

显异常，腹平软，无压痛及反跳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肝脾肋下未及。专科检查：左下肢敷

料在位、干燥，未见明显渗出，切口周围无明显压痛，左足末梢感觉、血运可，余肢体未见

明显异常。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示：患者一般情况可，治疗暂无特殊，同前，继观病情。 

吴磊 

2017-02-27 10:25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一般情况可，无特殊不适，无畏寒发热，无咳嗽咳痰，无胸闷不适，无头昏头痛，

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大小便如常。查体：神志清楚，精神可，心肺查体未见明显异常，

腹软，无压痛、反跳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肝脾肋下未及。专科检查：左下肢敷料在位、干

燥，未见明显渗出，切口周围无明显压痛，左足末梢感觉、血运可，余肢体未见明显异常。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示：患者一般情况可，病情平稳，与患者沟通病情后，予办理明日出院，

嘱其注意切口卫生。 

吴磊 

2017-02-26 10:25          出院小结 

姓名 徐杉民 性别 男 年龄 48 岁 婚姻 已婚   

【入院诊断】1.左胫腓骨开放性骨折 2.左腘动脉断裂术后 3.颅脑损伤【入院日期】2017-02-

05  

【手术名称】左胫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手术日期】2017-02-15  

【出院诊断】1.左胫腓骨开放性骨折 2.左腘动脉断裂术后 3.颅脑损伤【出院日期】2017-03-

07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徐杉民，男，48 岁，因“车祸伤致左下肢疼痛流血伴活动受限十天”入院，患者十

天前因车祸伤致颅内出血，左胫腓骨开放骨折伴腘动脉断裂，后于我院行左下肢骨折复位外

固定及左腘动脉修复术，因颅脑损伤入住我院脑外科，术后病情恢复良好，现办理周转收入

我科拟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专科检查：左下肢外固定在位，肿胀明显，左腘窝伤口干

燥无明显红肿渗出，左下肢末梢血运温痛觉可。辅检：X 线(本院)左胫腓骨上段骨折。 

     

【住院经过】 

      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辅检未见明显手术禁忌，于 2017-02-15 联合麻醉下行左



胫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手术顺利，术后安返病房。术后予抗炎、抗凝、止疼、预防应

激性溃疡、活血、促骨生长等对症治疗，术后复查骨折对位良好，现患者恢复良好，一般情

况看，无特殊不适，与患者沟通病情后，予办理出院，嘱其注意切口卫生，注意下肢活动，

定期复查，如有不适门诊随诊。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Ⅱ/甲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

吸轻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肠鸣音 3-4 次/分，双下肢无浮肿。

下肢敷料在位、干燥，未见明显渗出，切口周围无明显压痛，左足末梢感觉、血运可，余肢

体未见明显异常 

【出院医嘱】 

1、建议康复科继续治疗。   

  

X 光线号：A2478097 

A2488413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签名：吴磊 

  

2017-03-02           

     患者一般情况可，无特殊不适，无畏寒发热，无咳嗽咳痰，无胸闷不适，无头昏头痛，

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大小便如常。查体：神志清楚，精神可，心肺查体未见明显异常，

腹软，无压痛、反跳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肝脾肋下未及。专科检查：左下肢敷料在位、干

燥，未见明显渗出，切口周围无明显压痛，左足末梢感觉、血运可，余肢体未见明显异常。

目前治疗无特殊，患者拟至康复科继续治疗，近期转科。 

吴磊 

2017-03-06 08:0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一般情况可，无特殊不适，无畏寒发热，无咳嗽咳痰，无胸闷不适，无头昏头痛，

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大小便如常。查体：神志清楚，精神可，心肺查体未见明显异常，

腹软，无压痛、反跳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肝脾肋下未及。专科检查：左下肢敷料在位、干

燥，未见明显渗出，切口周围无明显压痛，左足末梢感觉、血运可，余肢体未见明显异常。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示：患者一般情况可，病情平稳，与患者沟通病情后，予办理明日出院，

至康复科继续治疗。 

吴磊 

 

   患者取仰卧位，局麻下经右侧股动脉穿刺插入 4F 猪尾导管，将导管头端置于腹主动脉下

段，注入对比剂行腹主动脉、双侧髂动脉 IADSA。将导管头端置于左侧髂外动脉，注入对比

剂行 IADSA，造影经过顺利，患者无明显不良反应。检查完毕拔除导管及血管鞘，封堵器封

堵穿刺点，穿刺点加压包扎，患者安返病房。 

造影所见： 

  腹主动脉及左侧髂总动脉、髂外动脉、股总动脉主干显影，管壁尚光整，左侧股浅动脉远



端、腘动脉主干 P1、P2 段未见明显显影，左腘动脉 P3 段、胫腓干、胫后动脉浅淡显影，管

径纤细，左侧胫前动脉、腓动脉主干未见明显显影。 

住 院 病 历 

=================================== 

住 院 病 案 首 页 

===========================================================

========================= 

一般情况  标识号  病人信息  住院情况  出院诊断  手术操作  自定义项目  其他  费

用信息  责任人 

===========================================================

========================= 

2017-01-20 16:33          入院记录 

姓名:  袁祖奇职业:    自由职业 

性别:  男工作单位:未提供 

年龄:  42 岁住址:    江苏省溧水县白马镇交河村涧东村 40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本人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7-01-20 16:26:22 

民族:  汉记录日期:2017-01-20 

 

主诉:外伤后左小腿疼痛、肿胀伴活动受限 1 天余。 

现病史:患者 1 天前因车祸致左膝关节极度背伸畸形，当时疼痛难忍、肿胀、出血伴活动受

限，前往当地医院就诊，摄 X 线提示左膝关节骨折，行清创缝合创面，后患者左小腿肿胀明

显加重，同时伴有皮肤温度降低、花斑，为进一步治疗收入我院住院。病程中患者诉患肢疼

痛难忍，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

进食减少，睡眠尚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 

既往史: 既往体健，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无高血压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有输血史。 

个人史: 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 

婚育史:正常婚配，配偶及子女体健。  

家族史: 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 

体 格 检 查 

 体温 ３６.9 ℃ 脉搏 80 次/分 呼吸 20 次/分 血压 120/７０mmHg。 

     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欠清，精神萎靡，体型偏瘦，疼痛面容，平车推入病房，

被动体位，查体欠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

大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

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在。外耳道无疖肿，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

充血，鼻中隔无偏曲。咽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

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听诊两肺呼吸音粗，未

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 80 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

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

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除患肢外余肢体关节活动自如，双下肢未及浮肿。肛

门直肠外生殖器无异常，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 

专 科 检 查 

    患者神志欠清，精神萎靡，平车推入病房；左大腿下 1/3 致小腿下段肿胀，以左膝明显，

同时见左膝内侧一长约 15cm 左右斜行切口，已清创缝合；左膝内侧及大腿后侧下段见大范



围瘀斑，局部皮肤暗紫，左小腿皮肤广泛散在花斑形成，以足及小腿下段明显；左膝压痛

（++）；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左膝至足趾末端广泛皮肤温度明显降低，小腿外侧及足背感觉

障碍，左下肢患肢活动度因疼痛据查。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ray：左髌骨骨折（2017-01，南京市溧水区医院）。 

初步诊断 1、左髌骨骨折；  

             2、左腘窝皮肤肌肉软组织脱套、毁损伤；  

             3、左下肢神经、血管损伤待查；  

             4、左小腿筋膜间室综合征   

  

医师签名:杨蓊勃 

 

  

  

  

2017-01-20 16:33    首次病程记录          

     患者袁祖奇，男，42 岁，因“外伤后左小腿疼痛、肿胀伴活动受限 1 天余”入院。患者

1 天前因车祸致左膝关节极度背伸畸形，当时疼痛难忍、肿胀、出血伴活动受限，前往当地

医院就诊，摄 X 线提示左膝关节骨折，行清创缝合创面，后患者左小腿肿胀明显加重，同时

伴有皮肤温度降低、花斑，为进一步治疗收入我院住院。病程中患者诉患肢疼痛难忍，无畏

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进食减少，睡

眠尚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既往体健，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无高血压病史，无药

物食物过敏史，否认有输血史。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

质接触史。正常婚育，配偶及子女体健。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体 格 检 查：

体温 ３６.9 ℃ 脉搏 80 次/分 呼吸 20 次/分 血压 120/７０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

等，神志欠清，精神萎靡，体型偏瘦，疼痛面容，平车推入病房，被动体位，查体欠合作。

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

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

在。外耳道无疖肿，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充血，鼻中隔无偏曲。咽扁

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对

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听诊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

隆起，无震颤，心率 80 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

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

生理弯曲，除患肢外余肢体关节活动自如，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无异常，各

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专科检查：患者神志欠清，精神萎靡，

平车推入病房；左大腿下 1/3 致小腿下段肿胀，以左膝明显，同时见左膝内侧一长约 15cm

左右斜行切口，已清创缝合；左膝内侧及大腿后侧下段见大范围瘀斑，局部皮肤暗紫，左小

腿皮肤广泛散在花斑形成，以足及小腿下段明显；左膝压痛（++）；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左

膝至足趾末端广泛皮肤温度明显降低，小腿外侧及足背感觉障碍，左下肢患肢活动度因疼痛

据查。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ray：左髌骨骨折（2017-01，南京市溧水区医院）。初步诊断 

1、左髌骨骨折；2、左腘窝皮肤肌肉软组织脱套、毁损伤；3、左下肢神经、血管损伤待查；

4、左小腿筋膜间室综合征征诊断依据：1、外伤病史 2、查体所见 3、X 线。鉴别诊断：患

者伤情较重，需进一步完善影像学检查，明确进一步伤情。诊疗计划：完善术前准备，急诊

行下肢血管造影，同时急诊行手术。健康教育：告知病情。入院评估：患者小腿血管损伤可



能性极高，有截肢的可能，预后较差。 

杨蓊勃 

2017-01-20 17:00          术前小结 

病人信息  袁祖奇，男，42 岁 

病史摘要：患者因“外伤后左小腿疼痛、肿胀伴活动受限 1 天余”入院。患者 1 天前因车祸致

左膝关节极度背伸畸形，当时疼痛难忍、肿胀、出血伴活动受限，前往当地医院就诊，摄 X

线提示左膝关节骨折，行清创缝合创面，后患者左小腿肿胀明显加重，同时伴有皮肤温度降

低、花斑，为进一步治疗收入我院住院。专科检查：患者神志欠清，精神萎靡，平车推入病

房；左大腿下 1/3 致小腿下段肿胀，以左膝明显，同时见左膝内侧一长约 8cm 左右斜行切

口，已清创缝合；左膝内侧及大腿后侧下段见大范围瘀斑，局部皮肤暗紫，左小腿皮肤广泛

散在花斑形成，以足及小腿下段明显；左膝压痛（++）；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左膝至足趾末

端广泛皮肤温度明显降低，小腿外侧及足背感觉障碍，左下肢患肢活动度因疼痛据查。实验

室及器械检查：X-ray：左髌骨骨折（2017-01，南京市溧水区医院）。下肢血管造影：(2017-

01-20):左侧股浅动脉远端、腘动脉 P1、P2 段、胫前动脉、腓动脉闭塞。 

术前诊断：1、左髌骨骨折；2、左腘窝皮肤肌肉软组织脱套、毁损伤；3、左下肢神经、血

管损伤待查；4、左小腿筋膜间室综合征 

诊断依据：主诉、病史、专科查体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存在急诊小腿切开减术压+血管、神经探查修复诊断明确 

  

拟行手术： 左腘窝清创+血管、神经探查修复+小腿筋膜间室切开减压+膝关节外固定术  手

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2017-01-20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杨蓊勃                                  拟行麻醉：全麻 

术前准备：急诊检查，报告未至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血常规（五分类)(2017-01-20 16:58:21 ):血红蛋白:110 g/L、血小板

计数:170 x10^9/L;   ②血型：ABO RH 有  无保留血清 

③凝血酶原时间： 

④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⑤血小板 

⑥肝功：    HBsAg 

⑦肾功：BUN    mmol/L，Cr   umol/L 

⑧血糖    mmol/L;  K+   mmol/L;    Na+  mmol/L;    Cl-  mmol/L; 

⑨心电图 

⑩其他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   未做   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

√、无）④术前已输血 -  ml；⑤术中备血  -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    杨蓊勃       住院医师签名：     杨蓊勃     2017 年 01 月 20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    同意           签名：  蒋纯志            2016 年 01 月 20 



日 

  

2017-01-20 23:49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7-01-20  开始时间：18：55    结束时间：21:15    全程时间：02 时 20 分 

术前诊断：1、左髌骨骨折；2、左腘窝皮肤肌肉软组织脱套、毁损伤；3、左下肢神经、血

管损伤待查；4、左小腿筋膜间室综合征 

术后诊断：1、左下肢腘动脉断裂；2、左小腿筋膜间室综合征伴肌肉坏死； 3、左腘窝皮肤

肌肉软组织脱套、毁损伤； 4、左髌骨骨折；  

5、左下肢胫神经、腓总神经损伤 

手术名称：左腘窝清创+血管、神经探查修复+小腿筋膜间室切开减压+膝关节外固定术 

手术者：   杨蓊勃              助手：  蒋纯志、张文           护士： 刘通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张勇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详见手术记录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755mL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平卧，常规消毒铺巾； 

2. 在 X 线监视下，于股骨远端及胫骨近端分别经皮钻入 2 枚 Schanz 螺钉，安放外固定支

架，维持膝关节屈曲 30°左右拧紧螺钉; 

3. 患者翻身于俯卧位，再次消毒铺单，重新消毒铺巾。拆除原腘窝外侧切口缝线后做 S 形

切口延长切开皮肤、皮下，分别暴露后内及后外侧小腿筋膜间室，即见皮下组织、深筋膜、

及部分腓肠肌肌膜暗紫坏死明显伴肿胀明显、硬度增高，腓肠肌腓肠肌、比目鱼肌、半腱肌

半膜肌及股二头肌远端肌肉端断裂，毁损明显；胫神经、腓总神经连续性存在，腓总神经于

腓骨小头处见局部瘀斑、暗紫，挫伤严重。腘动脉外膜连续性存在，其中约 5cm 左右暗紫、

血栓；腘静脉连续性存在；予切除栓塞段腘动脉后予无张力吻合，血管通血满意，血管缝合

后足部血运恢复； 

4、沿小腿前外侧做减张切口，长约 15cm，将深筋膜切开减压，彻底松解筋膜室，膝关节后

方切口无法缝合，故以 V.A.C 负压装置覆盖，半透膜包裹患肢，术毕，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7-01-20 23:46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袁祖奇，男，42 岁，因“外伤后左小腿疼痛、肿胀伴活动受限 1 天余”入院，术前

诊断：1、左髌骨骨折；2、左腘窝皮肤肌肉软组织脱套、毁损伤；3、左下肢神经、血管损

伤待查；4、左小腿筋膜间室综合征，今日在手术室急诊行“左腘窝清创+血管、神经探查修

复+小腿筋膜间室切开减压+膝关节外固定术”，术程顺利，患者安返病房，予抗感染、消肿、

抗凝等对症支持治疗，密切观察患肢末梢血运变化。 

杨蓊勃 

2017-01-21 10:15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今日查房，患者术后第 1 天，神志清，精神尚可，诉患肢疼痛能忍，小腿肿胀明显小

便偶有酒红色样改变，小便量正常。查体见患肢肿胀明显，晨尿中有酒红色样改变。辅检回

示：大生化检测全套(2017-01-21 10:08:45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229.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578.00 U/L、磷酸肌酸激酶:48617.00 U/L、白蛋白:28.00 g/L、α-羟丁酸脱氢酶:493.00 

U/L;尿常规全套(2017-01-21 09:59:25 ):尿糖:+++ 、酮体:+ 、潜血:+++ 、尿蛋白:+ 、红细

胞计数:13.20 个/uL。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后示：患者腘动脉损伤后小腿肌肉缺血时间较长，



小腿后侧肌群毁损明显，考虑肌红蛋白溶解吸收后排出，请肾内科急会诊，增加补液量，记

24 小时出入量，积极预防急性肾衰出现。 

杨蓊勃 

2017-01-21 19:53           

     患者神志清，精神尚可，饮食、二便正常。请肾内科会诊后，依据会诊建议予碱化尿

液、保肾治疗，定期复查电解质、生化全套、血常规、尿常规等，记 24 小时出入量，遵嘱

执行。 

杨蓊勃 

2017-01-22 12:57 杨蓊勃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今日查房，患者术后第 2 天，诉切口疼痛能忍，小便颜色较前转清，未见明显酒红色

改变，尿量正常，神志清，精神尚可。24 小时出入量维持正常水平偏高。切口负压引流顺

畅，引流出淡血性液体；小腿肿胀较前轻度加重；足背动脉搏动不显。辅检回示：大生化检

测全套(2017-01-22 10:43:48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206.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510.00 

U/L、磷酸肌酸激酶:19811.00 U/L、白蛋白:25.70 g/L、钾:3.32 mmol/L。肌酸激酶较前降低，

继续目前治疗，定期复查尿常规、肝肾功能及血常规。 

杨蓊勃 

2017-01-23 13:05           

     今日查房，患者术后第 3 天，诉切口疼痛减轻，小便颜色清，尿量正常，神志清，精

神尚可。24 小时出入量维持正常水平偏高。切口负压引流顺畅，引流出淡血性液体；小腿

肿胀较前轻度加重；足背动脉搏动不显。血常规（五分类)(2017-01-23 08:52:01 ):红细胞计

数:2.98 x10^12/L、血红蛋白:91 g/L、红细胞比积:24.50 %;尿常规全套(2017-01-23 10:07:58 ):

尿糖:+++ 、潜血:+++ 。目前病情平稳，继续目前治疗，定期复查尿常规、肝肾功能及血

常规。 

杨蓊勃 

2017-01-24 16:08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今日查房，患者诉切口疼痛时作，午后发热，38.4℃；小便颜色清，尿量正常，神志清，

精神尚可。24 小时出入量维持正常水平偏高。切口负压引流顺畅，引流出淡血性液体；小

腿肿胀较前轻度加重；足背动脉搏动不显。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后示：现患者小腿肿胀较强

加重，考虑小腿仍有肌肉肿胀坏死，仍须进一步切开减压、清创，与患方沟通，做好术前准

备。 

杨蓊勃 

2017-01-25 08:12          术前小结 

病人信息  袁祖奇，男，42 岁 

病史摘要：患者因“外伤后左小腿疼痛、肿胀伴活动受限 1 天余”入院。患者 1 天前因车祸致

左膝关节极度背伸畸形，当时疼痛难忍、肿胀、出血伴活动受限，前往当地医院就诊，摄 X

线提示左膝关节骨折，行清创缝合创面，后患者左小腿肿胀明显加重，同时伴有皮肤温度降

低、花斑，为进一步治疗收入我院住院。专科检查：患者神志欠清，精神萎靡，平车推入病

房；左大腿下 1/3 致小腿下段肿胀，以左膝明显，同时见左膝内侧一长约 8cm 左右斜行切

口，已清创缝合；左膝内侧及大腿后侧下段见大范围瘀斑，局部皮肤暗紫，左小腿皮肤广泛

散在花斑形成，以足及小腿下段明显；左膝压痛（++）；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左膝至足趾末

端广泛皮肤温度明显降低，小腿外侧及足背感觉障碍，左下肢患肢活动度因疼痛据查。实验

室及器械检查：X-ray：左髌骨骨折（2017-01，南京市溧水区医院）。下肢血管造影：(2017-

01-20):左侧股浅动脉远端、腘动脉 P1、P2 段、胫前动脉、腓动脉闭塞。 

术前诊断：1、左髌骨骨折；2、左腘窝皮肤肌肉软组织脱套、毁损伤；3、左下肢神经、血



管损伤待查；4、左小腿筋膜间室综合征 

诊断依据：主诉、病史、专科查体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存在进一步探查、清创指征。 

  

拟行手术： 左小腿清创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  2017-01-25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 杨蓊勃                        拟行麻醉：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血常规（五分类)(2017-01-24 08:52:25 ):血红蛋白:83 g/L、血小板计

数:204 x10^9/L;   ②血型：ABO O   RH+      有  无√   保留血清 

③凝血常规检测(2017-01-21 10:02:58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2.00 sec、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

间.:41.30 sec; 

⑥肝功：    HBsAg- 

⑦肾功：大生化检测全套(2017-01-22 10:43:48 ):尿素:3.53 mmol/L、肌酐:51.00 umol/L、葡

萄糖:9.61 mmol/L、钾:3.32 mmol/L、钠:131.80 mmol/L、氯:95.20 mmol/L 

⑨心电图  未做 

⑩其他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  未做   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

无√）④术前已输血 -  ml；⑤术中备血  -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   杨蓊勃    住院医师签名：     杨蓊勃     2017 年 01 月 25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   同意            签名：   蒋纯志            2017 年 01 月 25 

日 

  

  

2017-01-25 21:20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7-01-25  开始时间：19：30    结束时间：21:00    全程时间：01 时 30 分 

术前诊断：左小腿筋膜间室综合征术后 

术后诊断：左小腿筋膜间室综合征术后 

手术名称：左小腿清创、探查、切开减压+V.A.C.术 

手术者：杨蓊勃                 助手：   张文          护士： 王涛 

麻醉方法：腰麻                         麻醉医师：陈宏林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详见手术记录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平卧，拆除原负压吸引敷料后常规消毒铺巾； 

2. 患者翻身于俯卧位，见腘窝部原损伤肌群血运尚可，小腿后侧肌群颜色正常，肌肉自主收

缩尚可；吻合血管通畅，未见明显栓塞；沿小腿外侧原减张切口两端进一步延长切口，见小



腿前外侧肌群胫骨前肌、腓骨长、短肌及趾长伸肌肌腹血运较差，颜色灰暗，无自主收缩，

予以彻底切除至活动出血为止；予双氧水、碘伏盐水反复冲洗后彻底止血、无张力下缝合减

张切口； 

3.残留创面不规则，故以 V.A.C 负压装置覆盖，半透膜包裹患肢，术毕，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7-01-25 22:57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袁祖奇，男，42 岁，因“外伤后左小腿疼痛、肿胀伴活动受限 1 天余”入院，术前

诊断：左小腿筋膜间室综合征术后，今日在手术室急诊行“左小腿清创、探查、切开减压+V.A.C.

术”，术程顺利，患者安返病房，予抗感染、消肿、抗凝等对症支持治疗，密切观察患肢末梢

血运变化。 

杨蓊勃 

2017-01-26 10:02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今日查房，患者术后第 1 天，诉切口疼痛能忍，晨间无发热，食欲不佳，饮食偏少，

小便正常，大便未解。查体见患肢末梢血运良好，肤温正常，引流出少量淡血性液体。蒋纯

志主任医师查房后示：现患者营养状态偏差，加强营养支持治疗，继续目前治疗。 

杨蓊勃 

2017-01-27 17:05  杨蓊勃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今日查房，患者术后第 2 天，未诉切口疼痛，午后低热，进食量偏少，小便量、色正

常，大便正常。查体见患肢末梢血运良好，肤温正常，引流出少量淡血性液体。继续目前治

疗，嘱加强营养支持治疗。 

杨蓊勃 

2017-01-28 14:09           

     今日查房，患者术后第 3 天，诉午后低热，进食量稍，神志清，精神可，二便正常。

查体见左小腿肿胀明显，前外侧皮肤红肿、压痛，患肢末梢血运良好。继续目前负压吸引治

疗，继观。 

杨蓊勃 

2017-01-31 15:09     杨蓊勃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今日查房，患者诉午后低热，进食量增加，神志清，精神尚可，二便正常。查体见左

小腿肿胀明显，较前未见明显改变，前外侧皮肤红肿、压痛，患肢末梢血运良好。继续目前

治疗，加强营养支持治疗。 

杨蓊勃 

2017-02-03 12:1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今日查房，患者诉午后低热，进食量增加，神志清，精神尚可，二便正常。查体见左

小腿肿胀明显，前外侧皮肤红肿、压痛，患肢末梢血运良好。辅检回示：血常规（五分类)(2017-

02-01 08:55:48 ):白细胞总数:13.49 x10^9/L、中性粒细胞:81.70 %、血红蛋白:92 g/L;大生化检

测全套(2017-02-01 09:30:22 ):磷酸肌酸激酶:851.00 U/L、谷氨酰转肽酶:112.00 U/L;尿常规

未见明显异常。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后示：现患者患肢仍有肿痛伴午后低热，不能排除患肢

仍有肌肉坏死可能，拟定于明日再次行清创术+植皮术，嘱患者做好术前准备。 

杨蓊勃 

2017-02-03 14:10          术前小结 

病人信息 袁祖奇，男，42 岁 

病史摘要：患者因“外伤后左小腿疼痛、肿胀伴活动受限 1 天余”入院。患者 1 天前因车祸致

左膝关节极度背伸畸形，当时疼痛难忍、肿胀、出血伴活动受限，前往当地医院就诊，摄 X

线提示左膝关节骨折，行清创缝合创面，后患者左小腿肿胀明显加重，同时伴有皮肤温度降



低、花斑，为进一步治疗收入我院住院。专科检查：患者神志欠清，精神萎靡，平车推入病

房；左大腿下 1/3 致小腿下段肿胀，以左膝明显，同时见左膝内侧一长约 8cm 左右斜行切

口，已清创缝合；左膝内侧及大腿后侧下段见大范围瘀斑，局部皮肤暗紫，左小腿皮肤广泛

散在花斑形成，以足及小腿下段明显；左膝压痛（++）；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左膝至足趾末

端广泛皮肤温度明显降低，小腿外侧及足背感觉障碍，左下肢患肢活动度因疼痛据查。实验

室及器械检查：X-ray：左髌骨骨折（2017-01，南京市溧水区医院）。下肢血管造影：(2017-

01-20):左侧股浅动脉远端、腘动脉 P1、P2 段、胫前动脉、腓动脉闭塞。 

术前诊断：1、左髌骨骨折；2、左腘窝皮肤肌肉软组织脱套、毁损伤；3、左下肢神经、血

管损伤待查；4、左小腿筋膜间室综合征 

诊断依据：主诉、病史、专科查体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主诉、病史、专科查体及辅助检查。 

  

拟行手术： 左小腿清创+植皮术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  2017-02-04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 杨蓊勃                                 拟行麻醉：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血常规（五分类)(2017-02-01 08:55:48 ):血红蛋白:92 g/L、血小板计

数:407 x10^9/L;Hb： g/L     ②血型：ABO O    RH+      有  无√保留血清 

③凝血常规检测(2017-01-26 08:34:00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11.40 sec、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

间.:31.00 sec; 

⑥肝功：    HBsAg- 

⑦肾功：大生化检测全套(2017-02-01 09:30:22 ):尿素:4.17 mmol/L、肌酐:46.00 umol/L、葡

萄糖:5.49 mmol/L、钾:4.61 mmol/L、钠:133.40 mmol/L、氯:98.00 mmol/L;   

⑨心电图  窦性心律 

⑩其他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   未作    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

无√）④术前已输血  - ml；⑤术中备血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 杨蓊勃      住院医师签名：     杨蓊勃     2017 年 02 月 03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    同意           签名：  蒋纯志            2017 年 02 月 03

日 

  

2017-02-04 16:10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7-02-04  开始时间：13：40    结束时间：14:55    全程时间：01 时 15 分 

术前诊断：左小腿筋膜间室综合征术后 

术后诊断：左小腿筋膜间室综合征术后 

手术名称：左小腿清创+植皮术 

手术者：     杨蓊勃            助手：   张文          护士：王慧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吕云落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详见手术记录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平卧，拆除原负压吸引材料后常规消毒铺巾； 

2. 患者平卧位，见腘窝部原损伤肌群血运尚可，小腿后侧肌群颜色正常，肌肉自主收缩尚

可，皮肤缺损不规则，面积约 1%，取同侧大腿前内侧断层皮片，植于创面，凡士林纱布覆

盖，加压包扎； 

3. 切开小腿前外侧切口缝线，见创面内大量陈旧性血凝块，远端肌肉群仍有少量肌肉坏死，

予以彻底切除后予双氧水、碘伏盐水反复冲洗后彻底止血、无张力下缝合减张切口； 

3.术毕，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7-02-04 17:11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袁祖奇，男，42 岁，因“外伤后左小腿疼痛、肿胀伴活动受限 1 天余”入院，术前

诊断：左小腿筋膜间室综合征术后，今日在手术室全麻下行“左小腿清创+植皮术”，术程顺

利，患者安返病房，予抗感染、消肿、抗凝等对症支持治疗，密切观察患肢末梢血运变化。 

杨蓊勃 

2017-02-05 17:11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今日查房，患者术后第 1 天，诉切口疼痛不显，饮食正常，无发热。查体见神志清，

精神可，今日行特大换药，见切口敷料外观少量淡血性渗液，小腿外侧切口远端渗液，皮缘

轻度红肿，植皮区加压敷料在位，未见松动。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后示：现患者切口未见明

显异常，继续加强换药，余治疗不变。 

杨蓊勃 

2017-02-06 16:12  杨蓊勃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今日查房，患者术后第 2 天，诉切口疼痛不显，饮食正常，无发热。查体见神志清，

精神可，今日行特大换药，见切口敷料外观少量淡血性渗液，小腿外侧切口远端渗液，皮缘

轻度红肿，余切口未见明显红肿，植皮区加压敷料在位，未见松动。继续目前治疗。 

杨蓊勃 

2017-02-07 08:12           

     今日查房，患者术后第 3 天，未诉特殊不适，饮食正常，二便正常。见切口敷料外观

干燥，末梢血运良好。继续目前治疗。 

杨蓊勃 

2017-02-10 12:12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今日查房，患者病情平稳，无发热，饮食、二便正常。今日行特大换药，拆除植皮区

加压包扎敷料，见植皮区血运良好，少量皮缘暗紫，未见明显渗液；小腿外侧切口远端少量

渗液，局部渗液，呈淡血性。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后示：现患者切口总体愈合良好，局部愈

合欠佳，嘱加强换药，余治疗不变。 

杨蓊勃 

2017-02-12 12:12   杨蓊勃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今日查房，患者未诉特殊不适，无发热，饮食正常。今日行特大换药，见植皮区血运

良好，少量皮缘暗紫，未见明显渗液；小腿外侧切口远端少量渗液，局部渗液，呈淡血性。

患者要求出院回当地医院继续换药治疗，予以出院，出院医嘱详见出院小结。 

杨蓊勃 



2017-02-12 12:13          出院小结 

病人信息 袁祖奇，男，42 岁  

【入院诊断】1、左髌骨骨折；  

2、左腘窝皮肤肌肉软组织脱套、毁损伤；  

3、左下肢神经、血管损伤待查；  

4、左小腿筋膜间室综合征【入院日期】2017-01-20 

【手术名称】1、左腘窝清创+血管、神经探查修复+小腿筋膜间室切开减压+膝关节外固定

术； 

2、左小腿清创、探查、扩大切开减压+V.A.C.术； 

3、左小腿清创+植皮术【手术日期】2017-01-20 

2017-01-25 

2017-02-04 

【出院诊断】1、左下肢腘动脉断裂； 

2、左小腿筋膜间室综合征伴肌肉坏死； 3、左腘窝皮肤肌肉软组织脱套、毁损伤； 4、左

髌骨骨折；  

5、左下肢胫神经、腓总神经损伤【出院日期】2017-02-13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因“外伤后左小腿疼痛、肿胀伴活动受限 1 天余”入院。专科检查：患者神志欠清，

精神萎靡，平车推入病房；左大腿下 1/3 致小腿下段肿胀，以左膝明显，同时见左膝内侧一

长约 15cm 左右斜行切口，已清创缝合；左膝内侧及大腿后侧下段见大范围瘀斑，局部皮肤

暗紫，左小腿皮肤广泛散在花斑形成，以足及小腿下段明显；左膝压痛（++）；足背动脉搏

动消失，左膝至足趾末端广泛皮肤温度明显降低，小腿外侧及足背感觉障碍，左下肢患肢活

动度因疼痛据查。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ray：左髌骨骨折（2017-01，南京市溧水区医院）。

下肢血管造影：(2017-01-20，本院):左侧股浅动脉远端、腘动脉 P1、P2 段、胫前动脉、腓

动脉闭塞。 

【住院经过】 

   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于 2017-01-20 在手术室全麻下急诊行“左腘窝清创+血管、神经

探查修复+小腿筋膜间室切开减压+膝关节外固定术”，术程顺利，术后予抗感染、消肿、补

液等对症支持治疗，术后患者出现肌红蛋白尿伴发热，遵肾内科会诊意见予碱化尿液、保肾、

记出入量等对症支持治疗，肾功能未见明显异常，于 2017-01-25 再次前往手术室全麻下行

“左小腿清创、探查、扩大切开减压+V.A.C.术”，术程顺利，抗感染、消肿、补液等对症支持

治疗及加强营养等，术后仍有低热，于 2017-02-04 在手术室全麻下行“左小腿清创+植皮术”，

患者安返病房，继续予抗感染、消肿、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及加强营养等，创面植皮区存活，

无发热，患者要求出院前往当地医院继续治疗，予以出院。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Ⅱ/甲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腘窝处

植皮区血运良好，局部少量皮缘暗紫；左小腿外侧切口远端少量淡血性渗液伴皮缘坏死；余

切口愈合良好。 

【出院医嘱】 

1、当地医院定期换药、拆线，保持切口干燥，直至切口愈合； 

2、左膝关节外固定架继续固定 2 周，患肢避免负重； 

3、加强营养支持治疗；   



4、加强下肢主被动功能训练； 

5、门诊定期复查；随诊； 

6、病休叁月。 

X 光线号：－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杨蓊勃             医师签名：杨蓊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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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30 12:15 入院记录 

姓名:  张清来职业:    - 

性别:  男工作单位:- 

年龄:  62 岁住址:    岔路口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患者本人 

出生地: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入院日期:2019-01-30 00:37:12 

民族:  汉族记录日期:2019-01-30 12:15 

 

主诉:车祸致双小腿肿痛、畸形、活动受限 2 小时 

现病史:患者 2 小时前被车辆撞伤，双侧小腿当即肿痛畸形，活动受限，急诊至我院就诊，

摄 x 线片显示：左腓骨上端及左胫腓骨下段、右髌骨及右胫腓骨下段骨折。为进一步治疗收

住入院。病程中患者一般状况可，无头晕头痛，无咳嗽咳痰，无胸闷气喘，无午后低热、盗

汗，食纳可，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近期体重无明显减轻。 

既往史: 否认“高血压病、冠心病、糖尿病”等疾病病史；否认“肝炎、结核、伤寒”等传染病病

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其他外伤、手术及输血史，预防接种随社会。 

个人史: 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 

家族史: 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 

体 格 检 查 

 体温 36.7℃ 脉搏 72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30/80mmHg。 

     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痛苦面容，推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

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双侧

眼眶瘀紫，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

对光反射存在。外耳道通常，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中隔无偏曲。扁桃体无

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



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 74 次

/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

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四肢关节检查详

见专科检查，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查，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

脑膜刺激征阴性。 

专 科 检 查 

   双侧小腿肿胀，多处皮肤挫伤，可及双侧小腿中下段异常活动，右足各趾、足底末梢无

血运，足背动脉搏动消失。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线示：左腓骨上端及左胫腓骨下段、右髌骨及右胫腓骨下段骨折。左足第一趾近节趾

骨近端及远节趾骨骨折可能。 

    CT:右眼眶内侧壁骨折可能。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右侧筛窦和蝶窦内积液积血可能。

右额部及眼部软组织肿胀。 

两上肺局限性肺气肿、肺大疱。两下肺少许炎症。右侧部分肋骨骨折可疑。 

修正诊断:  初步诊断:   

 

 入院诊断: 1.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2.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伴胫前、后动脉损伤 

3.右眼眶骨折 

4.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 

5.右侧肋骨骨折待查 

6.右髌骨骨折 

主治医师:杨蓊勃    手签:  

 

2019-01-30 12:15 首次病程记录 

     患者张清来，男，62 岁，因“车祸致双小腿肿痛、畸形、活动受限 2 小时”，收住入院。

患者 2 小时前被车辆撞伤，双侧小腿当即肿痛畸形，活动受限，急诊至我院就诊，摄 x 线片

显示：左腓骨上端及左胫腓骨下段、右髌骨及右胫腓骨下段骨折。为进一步治疗收住入院。

病程中患者一般状况可，无头晕头痛，无咳嗽咳痰，无胸闷气喘，无午后低热、盗汗，食纳

可，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近期体重无明显减轻。否认“高血压病、冠心病、糖尿病”等疾

病病史；否认“肝炎、结核、伤寒”等传染病病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其他外伤、手

术及输血史，预防接种随社会。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

质接触史。体格检查：体温 36.7℃ 脉搏 72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30/80mmHg。发

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步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

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

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

在。外耳道通常，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中隔无偏曲。扁桃体无肿大。颈软，

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

清，听诊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 74 次/分，律齐，未

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

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四肢关节检查详见专科检查，双

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查，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

性。专科检查：双侧小腿肿胀，多处皮肤挫伤，可及双侧小腿中下段异常活动，右足各趾、

足底末梢无血运，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示：左腓骨上端及左胫腓骨



下段、右髌骨及右胫腓骨下段骨折。左足第一趾近节趾骨近端及远节趾骨骨折可能。 CT:右

眼眶内侧壁骨折可能。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右侧筛窦和蝶窦内积液积血可能。右额部及眼

部软组织肿胀。两上肺局限性肺气肿、肺大疱。两下肺少许炎症。右侧部分肋骨骨折可疑。

初步诊断：1.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2.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伴胫前、后动脉损伤；3.右眼眶骨

折；4.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5.右侧肋骨骨折待查。诊断依据：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

查及辅助检查。鉴别诊断：诊断明确，无需鉴别。病情评估：双小腿严重骨折，右足无血运，

伤情极重。诊疗计划：1、完善相关辅助检查，2、急诊手术，3、健康教育：注意休息、注

意补充营养，遵医嘱。 

杨蓊勃 

2019-01-30 12:53 术前小结 

姓名 张清来 性别 男 年龄 62 岁 婚姻 已婚 

病历摘要：患者张清来，男，62 岁，因“车祸致双小腿肿痛、畸形、活动受限 2 小时”，收住

入院。体格检查：体温 36.7℃ 脉搏 72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30/80mmHg。发育正

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步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

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双侧小腿肿胀，多处皮肤挫伤，可及

双侧小腿中下段异常活动，右足各趾、足底末梢无血运，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实验室及器械

检查：X 线示：左腓骨上端及左胫腓骨下段、右髌骨及右胫腓骨下段骨折。左足第一趾近节

趾骨近端及远节趾骨骨折可能。 CT:右眼眶内侧壁骨折可能。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右侧筛

窦和蝶窦内积液积血可能。右额部及眼部软组织肿胀。两上肺局限性肺气肿、肺大疱。两下

肺少许炎症。右侧部分肋骨骨折可疑。 

手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2.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伴胫前、后动脉损伤；3.右眼眶

骨折；4.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5.右侧肋骨骨折待查。 

诊断依据：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双小腿骨折合并血管损伤 

拟行手术：外固定支架固定术                  拟定手术者：杨蓊勃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急诊手术报告未回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9 年 01 月 30 日（星期三）  -

-时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0 ml ②术中备血 0ml 

    

    

主治医师签名：杨蓊勃       住院医师签名：杨蓊勃    2019 年 01 月 30 日 

手术审报意见：同意手术       审批者签字： 蒋纯志   2019 年 01 月 30 日    

  

  

  

  

2019-01-30 15:36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9-01-30     开始时间： 02:15    结束时间： 03:50        全程时间：1 

时  35 分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2.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伴胫前、后动脉损伤 3.右眼眶骨折 

4.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 5.右侧肋骨骨折待查   

术后诊断:1.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2.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伴胫前、后动脉损伤 3.右眼眶骨折 

4.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 5.右侧肋骨骨折待查  

手术名称:右小腿血管探查+骨折外固定  

麻醉方式:全麻  

手术者 ：蒋纯志  蒋纯志     一助 ：杨蓊勃 杨蓊勃      二助 ： 麻醉医师 :王宏宇       

护士：王涛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否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是 

引流材料名称：引流管 数目：1   放置部位： 右上臂伤口内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输血：—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取平卧位，常规消毒铺巾； 

2. 于右股骨、胫骨近端、跟骨、距骨内侧分别拧入 Schanz 螺钉，以史塞克外支架固定右膝

关节、踝关节，沿足背至胫前纵行切口切开皮肤，见骨折部位皮肤软组织脱套，胫前动脉长

段挫损，遂取小腿内侧纵行切口切开，探查胫后动脉，见其亦长段挫损，复位固定右下肢骨

折及肢体长度后，患足血运好转；适当缝合切口，以 VSD 负压装置覆盖切口，半透膜包裹

患肢； 

3. 于左胫骨骨折近、远段分别钻入 S 缠着螺钉 2 枚，连接夹头及连杆，手法复位胫骨骨折

后，拧紧支架固定左小腿骨折； 

5. 包裹患肢，术毕、术程顺利，患者安返。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9-01-30 04:36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张清来，男，62 岁，因“车祸致双小腿肿痛、畸形、活动受限 2 小时”，收住入院。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2.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伴胫前、后动脉损伤 3.右眼眶骨折 

4.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 5.右侧肋骨骨折待查，患者于今日急诊在全麻下行“右小腿血管探查

+骨折外固定”，术程顺利，患者安返，术后予预防感染、促进骨愈合、改善微循环、消肿等

相关对症治疗，继观病情变化。 

杨蓊勃 

2019-01-30 10:23 病程记录 

患者双小腿外支架固定在位，右足部末梢血运存在但仍较差，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看过患

者后嘱复查 DSA 明确血管情况，DSA 造影显示：右下肢动脉造影术，示右胫后动脉及右胫

前动脉远段主干未见显影，足底血管网未见明显显影，与患者沟通病情，考虑患肢损伤极重，

血管重建后肢体坏死的可能仍然较大，患者及家属考虑后要求保守观察，予抗感染、抗凝，

改善微循环药物治疗。 

杨蓊勃   手签：  

2019-01-31 19:23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术后第二天，患者诉患肢疼痛可忍，腰背部疼痛，双下肢外支架固定在位，负压封闭良好，



右足血运存在，色泽较暗，予继续原治疗方案，拟明日行进一步影像学检查。 

杨蓊勃   手签：  

2019-02-01 11:23 病程记录 

术后第三天，患者今日诉患肢疼痛可忍，今予复查 CT，显示：右侧第 3、4 肋骨骨折，右侧

第 5 肋骨局部骨皮质欠规整，骨折？两肺气肿伴多发肺大泡。右肺小结节。右肺胸膜下感染

灶。左足血运仍存在，足跟部血运基本正常，前足出现水疱，予继续原治疗，对症处理。 

杨蓊勃   手签：  

2019-02-02 11:23 病程记录 

今日患者家属反映患者出现胡言乱语，查体见，患者对答切题，查体合作，略兴奋，予复查

头颅 CT,提示：脑实质 CT 平扫未见明显异常。予继续原治疗，继续观察病情变化。 

杨蓊勃   手签：  

2019-02-05 08:23 病程记录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双下肢外支架固定在位，负压封闭良好，右足血运仍存在，色泽

进一步变暗，足跟部血运良好，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告知足部坏死可能性较大，如保留足跟

部，需要行皮瓣修复以及复杂的骨关节重建，手术风险较大，难度较高，患者家属坚持要求

进一步保守观察，余治疗同前，对症处理。 

杨蓊勃   手签：  

2019-02-08 10:23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今日负压治疗已满 1 周，予拆除，见右小腿创面愈合良好，左小

腿肿胀较前明显减轻，右足各趾已干性坏死，进一步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建议经左小腿下段

骨折平面截肢以避免复杂的重建手术，患者及家属仍未决定手术方案，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建议现行左小腿骨折内固定，余治疗方案再加强与患者的沟通。 

杨蓊勃   手签：  

2019-02-10 19:23 术前小结 

姓名 张清来 性别 男 年龄 62 岁 婚姻 已婚 

病史摘要： 

患者张清来，男，62 岁，因“车祸致双小腿肿痛、畸形、活动受限 2 小时”，收住入院。体格

检查：体温 36.7℃ 脉搏 72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30/80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

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步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

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双侧小腿肿胀，多处皮肤挫伤，可及双侧小腿中

下段异常活动，右足各趾、足底末梢无血运，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

示：左腓骨上端及左胫腓骨下段、右髌骨及右胫腓骨下段骨折。左足第一趾近节趾骨近端及

远节趾骨骨折可能。 CT:右眼眶内侧壁骨折可能。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右侧筛窦和蝶窦内

积液积血可能。右额部及眼部软组织肿胀。两上肺局限性肺气肿、肺大疱。两下肺少许炎症。

右侧部分肋骨骨折可疑。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2.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伴胫前、后动脉损伤 3.右眼眶骨

折 4.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 5.右侧肋骨骨折待查 6.右髌骨骨折  

诊断依据： 

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 

小腿骨折，软组织情况转好 

拟行手术：微创有限切开闭合复位内固定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 2019-02-11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杨蓊勃                               拟行麻醉：腰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71g/L     ②血型：O 型 RH（+） 有  无保留血清 

③凝血酶原时间：12.40 sec 

④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28.50 sec 

⑤血小板:314 x10^9/L 

⑥肝功：丙氨酸氨基转移酶:37.00 U/L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30.00 U/L    HBsAg(-) 

⑦肾功：BUN 3.90 mmol/L，Cr63.00 umol/L 

⑧血糖 11.30 mmol/L;  K+  4.34mmol/L;    Na+134.90mmol/L;    Cl- 95.10mmol/L; 

⑨心电图 

⑩其他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

术前已输血 0 ml；⑤术中备血 0；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杨蓊勃  住院医师签名： 杨蓊勃    2019 年 02 月 10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同意      签名： 蒋纯志           2019 年 02 月 10 日 

  

2019-02-11 19:23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9-02-11     开始时间： 9：10    结束时间：  11:35  全程时间：2 时 25  

分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2.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伴胫前、后动脉损伤 3.右眼眶骨折 

4.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 5.右侧肋骨骨折待查 6.右髌骨骨折   

术后诊断:1.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2.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伴胫前、后动脉损伤 3.右眼眶骨折 

4.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 5.右侧肋骨骨折待查  

手术名称:微创有限切开闭合复位内固定  

麻醉方式:全麻  

手术者 ：杨蓊勃   一助 ：蒋纯志       二助 ：   麻醉医师 :陈利海       护士：王涛 

手术经过： 

体位：皮肤消毒：碘酒+酒精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否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是 

引流材料名称：数目：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输血：—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取平卧位，大腿根部绑止血带，常规消毒铺巾； 

2. 以双氧水及稀释碘伏生理盐水溶液反复冲洗外固定针道，贴含碘手术贴膜； 

3. 取胫骨远端内侧解剖型锁定接骨板一枚在透视下于体表定位，初步确认置板位置后，分

别于内踝及胫骨中段各行一纵行小切口，以剥离器沿胫骨内侧面适当剥离，形成一通道，将

钢板插入，确认置板位置后，先以两枚 3.5mm 皮质骨螺钉固定钢板位置后，行 X 线透视，



确认骨折位线及置板位置，逐一钻孔、拧入锁定螺钉，行 X 线透视，骨折位线及置板、置钉

位置满意； 

4. 取腓骨外侧纵行切口，切开皮肤，保护腓肠神经，牵开后，暴露腓骨骨折，复位后置入腓

骨远端解剖型锁定接骨板一枚，确认骨折位线后，逐一钻孔，拧入螺钉，行术中 X 线透视，

腓骨位线良好； 

5. 反复冲洗切口，缝合皮肤后术毕，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9-02-11 19:26 术后首次病程记录 

   患者张清来，男，62 岁，因“车祸致双小腿肿痛、畸形、活动受限 2 小时”，收住入院。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2.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伴胫前、后动脉损伤 3.右眼眶骨折 

4.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 5.右侧 3、4、5 肋骨骨折，患者于今日在全麻下行“左胫腓骨微创有

限切开闭合复位内固定”，术程顺利，患者安返，术后予预防感染、促进骨愈合、改善微循

环、消肿等相关对症治疗，继观病情变化。 

 杨蓊勃   手签：   

2019-02-12 20:08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术后第一日，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左小腿无明显渗出，予更换敷料，右足部远端已干

性坏死，进一步与患者沟通，建议截除坏死肢体，患者及家属仍要求保留足跟，告知如保留

足跟部，需要分期行皮瓣修复创面后再行骨折进一步治疗。患者及家属要求考虑后再行下一

步手术。 

杨蓊勃   手签：  

2019-02-13 08:13 病程记录 

术后第二天，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左小腿切口干燥，今日复查 X 线，骨折位线良好，

与患者进一步沟通，明确患者意愿，决定右足下一步治疗方案。 

杨蓊勃   手签：  

2019-02-14 20:19 病程记录 

术后第三天，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左小腿切口干燥，右足前部已干性坏死，足跟部血

运良好。与患者进一步沟通，患者及家属同意行右小腿骨折平面截肢，拟同期行右侧髌骨内

固定，患者同意手术，已签字。 

杨蓊勃   手签：  

2019-02-14 20:22 术前小结 

姓名 张清来 性别 男 年龄 62 岁 婚姻 已婚 

病史摘要： 

患者张清来，男，62 岁，因“车祸致双小腿肿痛、畸形、活动受限 2 小时”，收住入院。体格

检查：体温 36.7℃ 脉搏 72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30/80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

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步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

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双侧小腿肿胀，多处皮肤挫伤，可及双侧小腿中

下段异常活动，右足各趾、足底末梢无血运，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

示：左腓骨上端及左胫腓骨下段、右髌骨及右胫腓骨下段骨折。左足第一趾近节趾骨近端及

远节趾骨骨折可能。 CT:右眼眶内侧壁骨折可能。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右侧筛窦和蝶窦内

积液积血可能。右额部及眼部软组织肿胀。两上肺局限性肺气肿、肺大疱。两下肺少许炎症。

右侧部分肋骨骨折可疑。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2.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伴胫前、后动脉损伤 3.右眼眶骨

折 4.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 5.右侧肋骨 3、4、5 骨折 6.右髌骨骨折  

诊断依据： 

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 

右足坏死 

拟行手术：右小腿截肢+髌骨骨折内固定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2019-02-15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 蒋纯志                 拟行麻醉：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71g/L     ②血型：O 型 RH（+） 有  无保留血清 

③凝血酶原时间：12.40 sec 

④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28.50 sec 

⑤血小板:314 x10^9/L 

⑥肝功：丙氨酸氨基转移酶:37.00 U/L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30.00 U/L    HBsAg(-) 

⑦肾功：BUN 3.90 mmol/L，Cr63.00 umol/L 

⑧血糖 11.30 mmol/L;  K+  4.34mmol/L;    Na+134.90mmol/L;    Cl- 95.10mmol/L; 

⑨心电图 

⑩其他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

术前已输血 0ml；⑤术中备血 0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 杨蓊勃 住院医师签名：     杨蓊勃  2019-02-14 

8、科主任审批意见：同意    签名：蒋纯志      2019-02-14 

  

2019-02-15 20:22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9-02-15     开始时间： 9:25  结束时间：11:10 全程时间：1 时 45 分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2.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伴胫前、后动脉损伤 3.右眼眶骨折 

4.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 5.右侧肋骨骨折待查 6.右髌骨骨折   

术后诊断:1.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2.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伴胫前、后动脉损伤 3.右眼眶骨折 

4.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 5.右侧 3、4、5 肋骨骨折  

手术名称:右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右足截肢  

麻醉方式:全麻  

手术者 ：蒋纯志        一助 ：杨蓊勃       二助 ：       麻醉医师 :单涛       护

士：徐春燕 

手术经过： 

体位：皮肤消毒：碘酒+酒精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否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是 



引流材料名称：数目：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输血：—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平卧，大腿扎气囊止血带，常规消毒铺巾，将坏死足部以无菌手术巾包

裹； 

2. 沿右膝前方纵行皮肤切口切开皮肤、皮下，暴露髌骨骨折，大量陈旧性血性液体涌出，予

彻底清除后，以点式复位钳钳夹固定髌骨下极撕脱骨折，平行置入导针两枚，确认骨折位线

后拧入空心钉两枚，钢丝环扎后进一步加固，行术中 X 线透视，骨折复位满意； 

3. 清洗切口，彻底止血，缝合膝部切口，包扎后； 

4. 于小腿骨折平面设计鱼口样切口，全层切开皮肤，将右足自骨折平面解脱坏死肢体，修整

胫腓骨残端，结扎血管，锐性切断神经使其自然回缩，全层缝合残端皮肤后支具固定患肢，

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蓊勃           

2019-02-15 20:35 术后首次病程记录 

  患者张清来，男，62 岁，因“车祸致双小腿肿痛、畸形、活动受限 2 小时”，收住入院。术

前诊断:1.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2.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伴胫前、后动脉损伤 3.右眼眶骨折 4.

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 5.右侧 3、4、5 肋骨骨折，患者于今日在全麻下行“右髌骨骨折切开复

位内固定+右足截肢”，术中因患者血红蛋白含量较低，予输注红细胞 5u，血浆 400ml，术

程顺利，患者安返，无输血后不良反应，术后予预防感染、促进骨愈合、改善微循环、消肿

等相关对症治疗，继观病情变化。 

 杨蓊勃   手签：   

2019-02-16 20:38 术后第一天病程记录 

术后第一天，患者今日诉残端疼痛，查体见引流袋内少量陈旧性血性液体，约 50ml，残端

敷料外观干燥，予继续补液、对症治疗。 

杨蓊勃   手签:   

2019-02-17 20:40 术后第二天病程记录 

术后第 2 天，患者今日诉残端疼痛，查体见引流袋内液体无明显增多，残端敷料外观干燥，

予更换敷料，切口干燥，无红肿渗出，右膝部较肿胀，予拔除引流管，继续补液、对症治疗。 

杨蓊勃   手签:   

2019-02-18 20:42 病程记录 

术后第三天，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今予更换双侧敷料，各切口干燥，无红肿渗出，鼓

励患者翻身，避免深静脉血栓形成，余治疗同前，继续对症处理。 

杨蓊勃   手签：  

2019-02-21 20:43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今予更换敷料，各切口干燥，无红肿渗出，今蒋纯志主任医师查

房，指导患者活动健康关节，鼓励患者翻身。余治疗同前，继续对症处理。 

杨蓊勃   手签：  

2019-02-23 08:45 病程记录 

患者今日无特殊不适主诉，复查 X 线片显示髌骨骨折位线良好，目前各切口情况稳定，已无

特殊治疗，今予安排出院，交代复查计划，嘱患者门诊随访。 

杨蓊勃   手签：  

2019-02-24 20:47 出院小结 

姓名 张清来 性别 男 年龄 62 岁 婚姻 已婚 职业 -  



【入院诊断】1.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2.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伴胫前、后动脉损伤 3.右眼眶

骨折 4.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 5.右侧肋骨骨折待查 6.右髌骨骨折 【入院日期】2019-01-30 

【手术名称】1.右小腿血管探查+骨折外固定 2.微创有限切开闭合复位内固定 3.右髌骨骨折

切开复位内固定+右足截肢【手术日期】2019-01-30 

【出院诊断】1.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2.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伴胫前、后动脉损伤 3.右眼眶

骨折 4.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 5.右侧 3、4、5 肋骨骨折 【出院日期】2019-02-23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张清来，男，62 岁，因“车祸致双小腿肿痛、畸形、活动受限 2 小时”，收住入院。体格

检查：体温 36.7℃ 脉搏 72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30/80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

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步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

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双侧小腿肿胀，多处皮肤挫伤，可及双侧小腿中

下段异常活动，右足各趾、足底末梢无血运，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

示：左腓骨上端及左胫腓骨下段、右髌骨及右胫腓骨下段骨折。左足第一趾近节趾骨近端及

远节趾骨骨折可能。 CT:右眼眶内侧壁骨折可能。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右侧筛窦和蝶窦内

积液积血可能。右额部及眼部软组织肿胀。两上肺局限性肺气肿、肺大疱。两下肺少许炎症。

右侧部分肋骨骨折可疑。 

【住院经过】 

患者入院后完善各项检查，急诊行右小腿血管探查+骨折外固定。术后予抗感染，改善足部

微循环药物治疗，复查 DSA 证实右侧胫前、后动脉损伤，CT 显示右侧 3、4、5 肋骨骨折。

后患者足部远端逐渐出现干性坏死，与患者及家属反复沟通，于 2 月 11 日行微创有限切开

闭合复位内固定。待右足部坏死边界明确后于 2 月 15 日行右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右

足截肢。手术过程顺利，患者病情稳定后安排出院。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II/甲 

神志清，一般情况可，查体合作，对答切题，心、肺、腹无殊，左小腿切口干燥，无红肿渗

出，右侧膝关节及残端愈合良好。 

【出院医嘱】   

1、门诊随访，术后满 2 周拆线； 

2、定期复查 X 线片，视骨折愈合情况决定负重训练时间； 

3、患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建议加强营养陪护； 

4、加强翻身及健康关节的活动 

X 光线号：A3234370，A3242679，A3249108 

CT 号：A3234236，A3235454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医师：杨蓊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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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22 20:23 入院记录 

姓名:  周官太职业:    工人 

性别:  男工作单位:不详 

年龄:  60 岁住址:    溧水县 

婚姻:  已供史者:  患者单位领导及家属（可靠）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2-5-22 20:06:11 

民族:  汉记录日期:2012-05-22 20：23 

 

主诉:重物砸伤致左腿肿痛、流血，活动不能三小时。 

现病史:患者约三小时前工作时被约八吨重铁块砸伤左膝关节处，约半小时后才被移出。当

地医院摄片示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体格检查发现左足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

失。为进一步治疗，转我院。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

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 

既往史：患者否认高血压病，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输血史。 

个人史: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烟酒不良嗜好，否认放射线及有毒物质接触史。已婚，

配偶体健。 

家族史:  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 

体 格 检 查 

 体温 ３６.６ ℃ 脉搏 90 次/分 呼吸 24 次/分 血压 95 /60mmHg。 

     神志淡漠，精神差，发育正常，营养正常，痛苦面容，被动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

肤粘膜无黄染和出血点。头颅无畸形，双瞳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外耳道无畸形，无异

常分泌物，听力如常，鼻中隔无偏曲，鼻腔通畅。唇不绀，伸舌不偏，咽红润，扁桃体不肿

大。颈软，对称，未见静脉充盈及动脉异常搏动。气管居中，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

双侧语颤均等，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清，未及明显干湿罗音。心前区无隆起，心尖

搏动无抬举感，心界不大，心率 90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明显杂音。腹平坦，

未见胃肠型和蠕动波，未见腹壁静脉曲张，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Murphy’

s 征阴性，肝区无叩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不亢，4～5 次/分。左肾区轻扣痛。肛门、

直肠、外生殖器未及异常。脊柱四肢无畸形，无叩痛，活动正常。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

未引出。 

专 科 检 查 

   左膝关节肿胀，周围皮肤青紫，后方约 3cm 裂口，约 15cm 擦伤。可及骨擦感，浮髌试

验阳性。左足末梢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温痛觉丧失，下肢活动不能。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线(2012-05-22，外院)：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初步诊断  

左下肢挤压伤： 

1、腘动脉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3、腓肠肌内、外侧头挫裂伤 

4、皮肤、软组织挫伤 



 

医师签名:      杨大伟 

 

 

 

 

 

 

   

 

2012-05-22 20:30 首次病程录 

      患者周官太，男，60 岁，因“重物砸伤致左腿肿痛、流血，活动不能三小时”入院，患

者约三小时前工作时被约八吨重铁块砸伤左膝关节处，约半小时后才被移出。当地医院摄片

示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体格检查发现左足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为进一

步治疗，转我院。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

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有高血

压病病史十年，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输血史。入院查体：T:36.6℃ P:90 次／分 R:24 次

BP:95／60mmHg。神志淡漠，精神差，发育正常，营养正常，痛苦面容，被动体位，查体合

作，检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未见黄染、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头颅无畸形，眼

睑不肿，巩膜无黄染。双瞳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外耳道无畸形，无异常分泌物，听力

如常，鼻中隔无偏曲，鼻腔通畅。唇不绀，伸舌不偏，咽红润，扁桃体不肿大。颈软，对称，

未见静脉充盈及动脉异常搏动。气管居中，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对称无畸形，双侧语颤对

称，未及胸膜摩擦感，双肺呼吸音粗，未及干湿啰音，叩诊为清音。心前区无隆起，未及震

颤，心浊音各界不大，心率 90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病理性杂音，无心包摩擦

音。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及蠕动波，腹软，无压痛，肠鸣音正常。脊柱无畸形，四肢详见专

科检查。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专科检查：左膝关节肿胀，周围皮肤青紫，后方

约 3cm 裂口，约 15cm 擦伤。可及骨擦感，浮髌试验阳性。左足末梢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

失，温痛觉丧失，下肢活动不能。辅检： X 线(2012-05-22，外院)：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

粉碎性骨折。初步诊断：左下肢挤压伤：1、腘动脉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

折 3、腓肠肌内、外侧头挫裂伤 4、皮肤、软组织挫伤。诊断依据：病史、查体、X 线。鉴

别诊断：诊断明确无需鉴别。诊疗计划：完善术前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血管、

神经、肌腱探查修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健康教育：保暖，加强营养。 

杨大伟 

 

 

2012-05-22 20:40 术前小结 

姓名 周官太 性别 男 年龄 60 岁 婚姻 已 

病历摘要：患者周官太，男，60 岁，因“重物砸伤致左腿肿痛、流血，活动不能三小时”入院，

患者约三小时前工作时被约八吨重铁块砸伤左膝关节处，约半小时后才被移出。当地医院摄

片示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体格检查发现左足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为进

一步治疗，转我院。专科检查：左膝关节肿胀，周围皮肤青紫，后方约 3cm 裂口，约 15cm

擦伤。可及骨擦感，浮髌试验阳性。左足末梢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温痛觉丧失，下肢

活动不能。辅检： X 线(2012-05-22，外院)：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初步诊断：

诊断依据：入院完善术前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血管、神经、肌腱探查修复外



固定支架固定术。术中取右小腿大隐静脉移植修复腘动脉缺损，外固定支架临时固定膝关节。

因患者失血较多，创伤较重，为进一步治疗，术后转 ICU-3 室治疗。 

手术前诊断：左下肢挤压伤：1、腘动脉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3、腓肠

肌内、外侧头挫裂伤 4、皮肤、软组织挫伤。  

诊断依据及手术指征：病史、查体、X 线。鉴别诊断：诊断明确无需鉴别。 

拟行手术：左下肢清创血管、神经、肌腱探查修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                  拟

定手术者：蒋纯志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全麻 

术前准备：急诊手术，检查暂缺。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140 g/l      ②血型： - 有  无  √保留血清  

③血凝实验:PT-  APTT- Fbg- TT -     

④肝功   -HBsAg- 

⑤肾功   BUN -   mmol/L； Cr；- umol/L             

⑥其他    -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2 年 05 月 22 日（星期二 ）

21  时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ml 

   鲁米那 0.1g   术前 30 分肌注  

   阿托品 0.5mg 术前 30 分肌注  

    

主治医师签名：        住院医师签名：       杨大伟        2012 年 05 月 22 日 

手术审报意见：        审批者签字：                            2012 年 05 月 22 日    

 

 

2012-05-22 20:24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日期]  开始时间：12：50    结束时间：14:20    全程时间：01 时 30 分 

术前诊断：左下肢挤压伤：1、腘动脉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3、腓肠肌

内、外侧头挫裂伤 4、皮肤、软组织挫伤。 

术后诊断：左下肢挤压伤：1、腘动脉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3、腓肠肌

内、外侧头挫裂伤 4、皮肤、软组织挫伤。 

手术名称：左下肢清创血管、神经、肌腱探查修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 

手术者： 蒋纯志                助手：杨大伟  马鹏程            护士：倪艳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王宏宇 

手术经过： 

       体位：俯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引流材料名称：引流管    数目： 一根   放置部位：小腿远端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全麻效果满意后，以碘伏盐水、双氧水清洗创面两遍共约十分钟，再以碘伏消毒皮肤，常

规消毒，铺巾。  

2.见左膝关节肿胀，周围皮肤青紫，后方约 3cm 裂口，约 15cm 擦伤。可及骨擦感，浮髌试

验阳性。左足末梢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沿腘窝纵行“S”型切开皮肤，约 20cm，切开皮



下，探查见腘动脉挫裂伤，腓肠肌内、外侧头挫裂伤。坐骨神经和腘静脉完整，连续性存在，

腘动脉约 3cm 长范围严重挫伤。取同侧自体大隐静脉移植修复腘动脉，见远端血供逐渐恢

复。以 0 号抗菌微桥缝合肌肉及皮下，以 0 号线缝合皮肤；再取仰卧位，闭合复位骨折后，

以史塞克公司产外固定支架固定膝关节于屈曲 15°位。术毕。 

3. 手术过程顺利，麻醉效果好，术中出血约 600ml，术后为进一步治疗，转 ICU-3 室。  

 

 

 

    

 

 

手术者签名:            杨大伟 

2012-05-22 23:30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周官太，男，60 岁，因“重物砸伤致左腿肿痛、流血，活动不能三小时”入院，患者约

三小时前工作时被约八吨重铁块砸伤左膝关节处，约半小时后才被移出。当地医院摄片示左

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体格检查发现左足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为进一步治

疗，转我院。专科检查：左膝关节肿胀，周围皮肤青紫，后方约 3cm 裂口，约 15cm 擦伤。

可及骨擦感，浮髌试验阳性。左足末梢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温痛觉丧失，下肢活动不

能。辅检： X 线(2012-05-22，外院)：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初步诊断：左下

肢挤压伤：1、腘动脉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3、腓肠肌内、外侧头挫裂

伤 4、皮肤、软组织挫伤。诊断依据：病史、查体、X 线。鉴别诊断：诊断明确无需鉴别。

入院完善术前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血管、神经、肌腱探查修复外固定支架固

定术。术中取右小腿大隐静脉移植修复腘动脉缺损，外固定支架临时固定膝关节。因患者失

血较多，创伤较重，为进一步治疗，术后转 ICU-3 室治疗。 

杨大伟 

2012-05-22 23：30  转入记录 

      患者周官太，男，60 岁，因“重物砸伤致左腿肿痛、流血，活动不能三小时”入院，当

地医院摄片示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体格检查发现左足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

失。为进一步治疗，转我院。辅检： X 线(2012-05-22，外院)：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

性骨折。初步诊断：左下肢挤压伤：1、腘动脉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3、腓肠肌内、外侧头挫裂伤 4、皮肤、软组织挫伤。遂急诊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血管、神

经、肌腱探查修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因患者失血较多，创伤较重，为进一步治疗，术后转

ICU-3 室治疗。入室查体：神志渐醒，双瞳等大等圆，直径 2mm，光反射存在。两肺听诊呼

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带入经口气管插管，7.5#，深度 21cm，接呼吸机辅助呼吸，

模式 SIMV+PSV，参数 FiO2 40% VT 520ml f 12bpm PS 12cmH20 PEEP 4cmH20。监测 R15-

20bpm，SpO2 100%。ECG 示窦性，心率 100bpm，血压 119/69mmHg，CVP9mmHg。腹软，

无肌紧张，左下肢敷料包扎在位，伤口引流管一根接引流袋，引流出血性液体，下肢外支架

固定，足背动脉搏动存在，左下肢活动可。入室后予监测生命体征，呼吸机辅助呼吸，考虑

患者患者压迫时间久，皮肤感染重，经请示刘汉主任医师，予海西丁联合奥硝唑抗感染治疗，

并辅以抗凝、抗血管痉挛、碱化尿液、防治关节僵硬等治疗。并抬高患者，观察足背动脉搏

动。患者出血多，术前存在失血性休克，入室后予输血补液治疗。患者病情重，后期可能存

在患肢感染、迟发性出血及肾衰可能，告知家属，家属理解并签字。 

程子昊 

2012-05-23 00:10   拔管记录  



     患者入室后神志渐转清，四肢肌力正常，呼吸机为 CPAP 模式，复查血气氧合满意，

循环稳定，于 00：06 停呼吸机拔除气管插管，双鼻塞吸氧 5L/分，R18 次/分，SpO2 100%。

ECG 示窦性，心率 76-95 次/分，血压 130-145/70-77mmHg，伤口引流出少量血性液体。

急查生化示：磷酸肌酸激酶:983.00 U/L、钾:5.10 mmol/L、钠:136.00 mmol/L、肌酸激酶同工

酶:31.90 U/L、血肌酐:77.90 umol/L、乳酸:3.85 mmol/L;乳酸偏高，考虑之前失血性休克致外

周灌注不足有关。心肌酶高，考虑心肌损害，予心肌保护治疗。白细胞总数:13.00 x10^9/L、

中性粒细胞:79.00 %、血红蛋白:98 g/L、红细胞比积:32.50 %、血小板计数:217 x10^9/L;白细

胞数高，考虑创伤导致的应激有关。 

程子昊 

2012-05-23 16：00       刘汉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刘汉主任医师查看病人后分析：1、根据患者病史及相关检查，考虑：左下肢挤压伤：

1、腘动脉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3、腓肠肌内、外侧头挫裂伤 4、皮肤、

软组织挫伤；左下肢清创血管、神经、肌腱探查修复支架外固定术后诊断明确；2、患者左

下肢长时间挤压，可能存在肌红蛋白血症，并引起肾功能衰竭，予碱化尿液，并充分补液扩

容，保证肾脏灌注，监测尿量及肾功能变化；3、患者为开放性粉碎性骨折，伤口暴露时间

长，可能存在感染，予加强抗感染治疗，注意观察体温、血象及伤口渗出情况；4、继予罂

粟碱防治血管痉挛，并予速避林抗凝，防治血栓形成，观察足背动脉搏动及末梢血运情况，

病情及相关并发症告知家属；以上已遵嘱执行，患者白天神志清楚，精神可，能够配合治疗，

双鼻塞吸氧 5L/分，监测 RR16-19 次/分，SpO2 可维持在 100%，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闻

及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心率 98-102 次/分，血压 127-145/69-85mmHg，腹

软，无明显压痛及反跳痛，听诊肠鸣音弱，左下肢伤口敷料在位，少许血性渗出，左足背动

脉搏动可触及，末梢温暖，足趾可活动，白天体温 36.7-37.0℃。已予进食流质，患者无腹

部不适主诉。大生化检测全套：谷丙转氨酶:36.00 U/L、谷草转氨酶:43.00 U/L、磷酸肌酸激

酶:1868.00 U/L、乳酸脱氢酶:202.00 U/L、总蛋白:44.00 g/L、白蛋白:30.00 g/L、谷氨酰转肽

酶:27.00 U/L、碱性磷酸酶:32.00 U/L、总胆红素:15.30 umol/L、直接胆红素:6.60 umol/L、尿

素氮:7.88 mmol/L、肌酐:67.70 umol/L，肝肾功能正常，磷酸肌酸偏高，考虑与肌肉损伤有

关，继予监测。 

刘汉/陈尚瑜 

2012-05-24 10:00       转出记录 

     患者周官太，男，60 岁，因“重物砸伤致左腿肿痛、流血，活动不能三小时”入院，当

地医院摄片示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体格检查发现左足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

失。为进一步治疗，转我院。初步诊断：左下肢挤压伤：1、腘动脉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

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3、腓肠肌内、外侧头挫裂伤 4、皮肤、软组织挫伤。遂急诊全麻下行左

下肢清创血管、神经、肌腱探查修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因患者失血较多，创伤较重，为进

一步治疗，术后转 ICU-3 室治疗。入室后予监测生命体征，呼吸机辅助呼吸，予凯伦抗感染

治疗，并辅以抗凝、抗血管痉挛、碱化尿液、防治关节僵硬等治疗。并抬高患者，观察足背

动脉搏动，适当镇痛。患者全麻清醒后，顺利拔管停机，予双鼻塞吸氧 5L/分，呼吸循环稳

定，左侧足背动脉可触及，末梢温度可，足趾可运动，体温正常，现患者神志清楚，精神可，

能够配合治疗，双鼻塞吸氧 5L/分，监测 RR15 次/分，SpO2 可维持在 100%，两肺听诊呼吸

音粗，未闻及干湿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心率 101 次/分，血压 152/67mmHg，腹

软，无明显压痛及反跳痛，听诊肠鸣音弱，左下肢伤口敷料在位，少许血性渗出，左足背动

脉搏动可触及，末梢温暖，足趾可活动，已进食流质，患者生命体征稳定，符合 ICU 转出指

征，予转回原病区继续治疗。 

陈尚瑜 



 

2012-05-24 10:25 接收记录  

  患者周官太，男，60 岁，因“重物砸伤致左腿肿痛、流血，活动不能三小时”入院，当地医

院摄片示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体格检查发现左足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

为进一步治疗，转我院。初步诊断：左下肢挤压伤：1、腘动脉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骨平

台粉碎性骨折 3、腓肠肌内、外侧头挫裂伤 4、皮肤、软组织挫伤。遂急诊全麻下行左下肢

清创血管、神经、肌腱探查修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因患者失血较多，创伤较重，为进一步

治疗，术后转 ICU-3 室治疗。入室后予监测生命体征，呼吸机辅助呼吸，予凯伦抗感染治疗，

并辅以抗凝、抗血管痉挛、碱化尿液、防治关节僵硬等治疗。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为进一步

治疗，转回我科。目前诊断同前，下一步治疗方案：1、继续监测生命体征，对症支持治疗；

2、抗炎、抗凝、抗痉挛治疗，观察末梢血供；3、待创面坏死界限明确后，视创面情况决定

二期手术，清创植皮或皮瓣修复术。    

杨大伟 

2012-05-25 09:15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患者目前体温偏高，38.0℃左右，卧床休息，心电监护中：窦性

心律，心率 95-103 次/分，血压 125-145/70-85mmHg，SPo2:98-99%,两肺听诊呼吸音粗，

未闻及干湿罗音。心率整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杂音。腹平软，无压痛。左小腿创面渗血较

多，钉道亦有较多渗血，左足末梢血供良好，足背动脉搏动可及。凝血常规检测(2012-05-

24 10:43:34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28.80 sec、PT-INR:0.86 、D-二聚体:0.47 ug/ml;继续以

头孢噻肟钠舒巴坦抗炎，罂粟碱抗痉挛，低分子肝素钠抗凝治疗为主。     

杨大伟 

2012-05-2610:20  

 患者目前继续卧床休息，患肢抬高，食欲、睡眠一般，保留导尿。全身一般情况尚可，左

下肢创面渗血较多，末梢血供良好，膝关节和小腿中度肿胀，表皮散在水泡生成。尿常规全

套(2012-05-25 09:31:18 ):PH 值:9.00 、比重:1.00 、潜血:+ 、红细胞计数:2.64 个/uL、白细

胞计数:9.24 个/uL;血常规（五分类)(2012-05-25 09:34:51 ):白细胞总数:8.60 x10^9/L、中性

粒细胞:79.40 %、血红蛋白:75 g/L;凝血常规检测(2012-05-25 10:05:39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

间.:24.10 sec、血浆纤维蛋白原:5.09 g/l、血浆凝血酶时间:12.10 sec、TT-ratio:0.70 、D-二聚

体:0.39 ug/ml;大生化检测全套(2012-05-25 11:15:08 ):谷丙转氨酶 :48.00 U/L、谷草转氨

酶:94.00 U/L、白蛋白:29.90 g/L、葡萄糖:7.34 mmol/L、钙:1.79 mmol/L; 家属暂时未互助献

血，血库无 AB 型血，通知家属赶紧献血，其余治疗同前。    

杨大伟 

2012-05-27 08:5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患者目前继续卧床，患肢垫高，食欲、睡眠欠佳。心电监护示：

T:38.2℃ P:98 次／分 R:24 次 BP:13／85mmHg，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罗音。心率

整齐，各瓣膜听诊区未及杂音。腹平软，无压痛。左小腿、左膝关节中度，创面渗血，较前

减少，钉道亦有少许渗血。左膝关节后方约两处各约 4*5 和 3*3cm 皮肤发黑、坏死，膝关

节和小腿局部皮肤青紫淤血。左足末梢血供良好，足背动脉搏动可及。家属仍然未互助献血，

血库无 AB 型血，继续通知家属赶紧献血。继续抗炎、抗凝、抗痉挛和预防应激性胃溃疡。     

杨大伟 

2012-05-28 09:50  

 患者今日神志清楚，体温稍高，诉左下肢疼痛，已予曲马多对症治疗。全身情况良好，左

下肢肿胀较前有所好转，表皮无水泡形成，创面渗血较前明显减少。左足末梢血供良好，张

力适中，温痛觉减退，足趾背伸良好，屈曲受限。血常规（五分类)(2012-05-28 09:30:01 ):



白细胞总数:11.28 x10^9/L、淋巴细胞:16.30 %、中性粒细胞:72.90 %、血红蛋白:75 g/L;大生化

检测全套(2012-05-28 13:04:13 ):谷丙转氨酶:103.00 U/L、谷草转氨酶:103.00 U/L、白蛋

白:32.50 g/L、谷氨酰转肽酶:201.00 U/L、碱性磷酸酶:171.00 U/L、葡萄糖:6.49 mmol/L、甘

油三酯:2.74 mmol/L;继续联系血库要血，暂无 AB 型血，再次催促家属献血。治疗同前，抗

炎、抗凝、抗痉挛和对症支持治疗为主。     

杨大伟 

2012-05-29 14:33  

 患者今日早晨一般情况良好，体温恢复正常，食欲、睡眠较前改善。左下肢外固定支架固

定在位，肿胀较前好转，仍然有血性渗出，亦较前减少。足背动脉搏动可见，末梢血供良好，

张力正常。今起停用心电监护，改为二级护理，停用韦迪、碳酸氢钠和优伦。中午坐位吃完

午饭后诉心慌、胸闷。发现患肢出汉，心率快，达 190 次/分，血压 90/60mmHg，呼吸和血

氧饱和度正常。予心电监护，告知患者家属病重，急诊联系心内科、呼吸科、ICU 和介入科

急会诊。完善急诊心电图、胸片和血气分析等检查，综合各科室会诊意见，考虑室上性心动

过速，予心律平 35mg 静推后改为窦性心率，患者症状消失。目前继续心电监护，吸氧，继

观生命体征。     

杨大伟 

2012-05-30 09:00  

 患者目前心电监护中，生命体征平稳，食欲、睡眠较前改善。左小腿、膝关节逐渐消肿，

坏死范围未见扩大。左足末梢血供良好，足趾、踝关节屈曲良好，背伸不能。继续抗炎、抗

凝，活血化瘀治疗，复查血常规和大生化。停用心电监护，改为二级护理。     

杨大伟 

2012-06-01 08:3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今日目前一般情况良好，体温恢复正常，食欲、睡眠较前改善。常规体格检查结果正

常，左下肢外固定支架固定在位，肿胀较前好转，创面无渗出，钉道有少许淡血性渗出。足

背动脉搏动可见，末梢血供良好，张力正常。蒋主任查房认为，患者术后至今全身情况良好，

左下肢创面肿胀和渗出逐渐好转，血供一直良好。需待左下肢创面情况进一步好转、稳定后，

二期再行左股骨和胫骨平台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为进一步治疗，转骨科 606 病区治疗。    

杨大伟 

2012-06-04 09:40   梁斌主治医师查房        

     患者三天来诉小腿处仍感疼痛，食欲睡眠欠佳，二便如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诊

可，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左下肢外固定支架固定在位，肿胀较前好转，创面少

量淡黄色渗出，钉道有少许淡血性渗出，膝关节后方偏外侧约 4*5cm2 大小皮肤有坏死。足

背动脉搏动可见，末梢血供良好，张力正常。梁斌主治医师查房：开放性创面，伴坏死，需

继续抗炎治疗，营养偏差，注意静脉补充，继续改善微循环预防血栓等治疗，观察伤口及患

肢情况，注意生命体征变化。 

徐晨阳 

2012-06-07 09:48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无特殊不适主诉，食欲睡眠欠佳，二便如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诊可，腹平

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外固定在位，伤口敷料少量渗出，膝关节后方伤口坏死未

见扩大，末梢感觉、血运、运动可，白细胞总数:8.35 x10^9/L、中性粒细胞:77.60 %、血红蛋

白:103 g/L;谷丙转氨酶:49.00 U/L、谷草转氨酶:18.00 U/L、白蛋白:39.70 g/L、尿素氮:8.02 

mmol/L、肌酐:61.60 umol/L、钾:4.71 mmol/L;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继续抗炎、改善微循环

预防血栓、营养支持等治疗，观察伤口及患肢情况，待平稳后方可考虑下一步手术，注意生

命体征变化。 



徐晨阳 

2012-06-10 09:51    梁斌主治医师查房       

     患者无特殊不适主诉，食欲睡眠欠佳，二便如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诊可，腹平

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外固定在位，伤口敷料少量渗出，膝关节后方伤口坏死未

见扩大，但局部仍有黄色渗出，末梢感觉、血运、运动可，梁斌主治医师查房：患者术后已

2 周余，今日予以拆线。拆线时发现膝关节外后方皮肤坏死，探查较深，予以培养+药敏，

其余伤口愈合可，近日安排手术，故取下外固定支架，减少感染几率，继续抗炎、改善微循

环预防血栓、营养支持等治疗，观察伤口及患肢情况，待平稳后方可考虑下一步手术，注意

生命体征变化。 

徐晨阳 

2012-06-13 09:51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无特殊不适主诉，食欲睡眠欠佳，二便如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诊可，腹平

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外固定已取出，针道皮缘有皮肤少量坏死、渗液，膝关节

外后方伤口坏死处仍少量渗出，末梢感觉、血运、运动可，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目前抗炎

已停，继续改善微循环预防血栓、营养支持等治疗，准备明日在联合麻醉下行“左股骨远端、

左胫骨平台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徐晨阳 

2012-06-13 09:06          术前讨论 

讨论时间：2012-06-13 

讨论地点：骨科示教室 

参加人员：王黎明副院长、蒋纯志主任医师、梁斌主治医师、徐晨阳住院医生，及其他骨科

全体医师 

主持人：蒋纯志主任医师 

讨论内容： 

     徐晨阳住院医师汇报病史：患者周官太，男，60 岁，因“重物砸伤致左腿肿痛、流血，

活动不能三小时”入院，患者约入院三小时前工作时被约八吨重铁块砸伤左膝关节处，约半

小时后才被移出。当地医院摄片示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体格检查发现左足青

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为进一步治疗，转我院。专科检查：左膝关节肿胀，周围皮肤青紫，

后方约 3cm 裂口，约 15cm 擦伤。可及骨擦感，浮髌试验阳性。左足末梢青紫，足背动脉搏

动消失，温痛觉丧失，下肢活动不能。辅检： X 线(2012-05-22，外院)：左股骨远端、胫骨

平台粉碎性骨折。入院完善术前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血管、神经、肌腱探查

修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术中取右小腿大隐静脉移植修复腘动脉缺损，外固定支架临时固定

膝关节。因患者失血较多，创伤较重，为进一步治疗，术后转 ICU-3 室治疗。病情平稳后转

回病房。目前左膝关节后外侧有 4*5cm2 大小坏死、渗液，外固定已取出，针道有少量坏死、

渗液。末梢血运感觉可。 

     梁斌主治医师：结合患者症状、体征及辅检，患者诊断为：左下肢挤压伤：1、腘动脉

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3、腓肠肌内、外侧头挫裂伤 4、皮肤、软组织

挫伤。各项术前检查未见明确手术禁忌，有明确手术指征，可予明日在联合麻醉下行左股骨

远端、左胫骨平台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蒋纯志主任医师：患者诊断明确，有手术指征，无手术禁忌，手术方案合理可行，同

意手术，做好术前沟通，需要向患者及家属交代手术风险问题。已受伤半月余，目前手术仍

有可能出现感染、内固定失败，但再不手术，则失去了最佳手术时机，再无法满意复位。膝

关节后方坏死组织需清创，如皮肤缺损，无法缝合，可行 VSD；患者有血管损伤，无法牵引

下恢复肢体长度，可能存在短缩畸形，手术出血可能较多，需备红悬 8u，血浆 500ml。 



    王黎明主任医师：同意手术，需向患者及家属交代手术相关风险，做好术前沟通。     

主持人：    蒋纯志      记录者：      徐晨阳  

2012-06-14 00:20          术前小结 

姓名 周官太 性别 男 年龄 60 岁 婚姻 

病历摘要： 

  患者周官太，男，60 岁，因“重物砸伤致左腿肿痛、流血，活动不能三小时”入院，患者约

入院三小时前工作时被约八吨重铁块砸伤左膝关节处，约半小时后才被移出。当地医院摄片

示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体格检查发现左足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为进一

步治疗，转我院。专科检查：左膝关节肿胀，周围皮肤青紫，后方约 3cm 裂口，约 15cm 擦

伤。可及骨擦感，浮髌试验阳性。左足末梢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温痛觉丧失，下肢活

动不能。辅检： X 线(2012-05-22，外院)：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入院完善术

前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血管、神经、肌腱探查修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术中

取右小腿大隐静脉移植修复腘动脉缺损，外固定支架临时固定膝关节。因患者失血较多，创

伤较重，为进一步治疗，术后转 ICU-3 室治疗。病情平稳后转回病房。目前左膝关节后外侧

有 4*5cm2 大小坏死、渗液，外固定已取出，针道有少量坏死、渗液。末梢血运感觉可。 

手术前诊断：左下肢挤压伤：1、腘动脉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3、腓肠

肌内、外侧头挫裂伤 4、皮肤、软组织挫伤 

诊断依据及手术指征： 

1.病史，2.体征 专科检查 3.辅助检查  

拟行手术：左股骨远端、左胫骨平台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拟定手术者：蒋纯志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联合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95 g/l      ②血型： A 型 、RH_D 血型:阳性 有√   无 保

留血清  

③血凝实验:PT  10.08sec  

④肝功   HBsAg  阴性   谷丙转氨酶:93.00 U/L、谷草转氨酶:34.00 U/L 

⑤肾功   尿素氮:5.51mmol/L、肌酐:58.60umol/L             

⑥其他   --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2  年 6 月 14 日（星期 4 ）08 时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红悬 8u，血浆 500ml 

               术前禁食水  

               五水头孢唑啉钠 2.0 静滴术前 30 分 

主治医师签名：                          住院医师签名：        2012  年 6 月 13 日 

手术审报意见：                          审批者签字：           2012  年 6 月 13 日 

 

 

2012-06-14 15:34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周官太，男，60 岁，因“重物砸伤致左腿肿痛、流血，活动不能三小时”入院。患

者约入院三小时前工作时被约八吨重铁块砸伤左膝关节处，约半小时后才被移出。当地医院

摄片示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体格检查发现左足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入

院专科检查：左膝关节肿胀，周围皮肤青紫，后方约 3cm 裂口，约 15cm 擦伤。可及骨擦

感，浮髌试验阳性。左足末梢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温痛觉丧失，下肢活动不能。急诊

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血管、神经、肌腱探查修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术后转 ICU-3 室治疗。



病情平稳后转回病房。今日在联合麻醉下行左膝关节清创胫骨近端骨折切开复位自体髂骨植

骨内固定术+膝关节后方 VAC，手术顺利，术后予抗感染、预防应激性溃疡、改善微循环预

防血栓等输液治疗，观察伤口及患肢末梢情况。 

徐晨阳 

 

2012-06-15 09:5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术后一天，患者诉小腿伤口疼痛明显，食欲睡眠较差，二便如常，体温不高，生

命体征平稳，双肺呼吸音清，心律齐，未及杂音，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抬

高位，两根引流管在位，引流量均约 200ml，伤口较多血性渗出，VAC 在位，引流量约 40ml，

末梢感觉、血运、运动可，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生命体征平稳，可停监护吸氧，继续抗感

染、预防应激性溃疡、改善微循环预防血栓等治疗，伤口换药，酒精湿敷，患者诉使用凯纷

后出汗，改为地佐辛止痛，患者为开放性骨折、手术时间较长，伴皮肤感染坏死，需 2 联抗

炎治疗，观察伤口及患肢情况，注意生命体征变化。 

徐晨阳 

2012-06-16 08:58           

     今日术后二天，诉小腿伤口仍感疼痛，食欲睡眠欠佳，二便如常，生命体征平稳，双

肺呼吸音清，心律齐，未及杂音，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伤口敷料干燥，少

量渗出，引流管引无明显血性液体引出，末梢感觉、血运、运动可，今予伤口更换敷料，拔

除引流管，今继续二联抗炎、预防应激性溃疡、改善骨质、改善微循环预防血栓等治疗，观

察伤口及患肢情况，注意生命体征变化。 

徐晨阳 

2012-06-17 09:01      梁斌主治医师查房     

     今日术后三天，患者诉疼痛略好转，食欲睡眠可，二便如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

诊可，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VAC 在位，通畅，末

梢感觉、血运、运动可，谷丙转氨酶:20.00 U/L、谷草转氨酶:16.00 U/L、白蛋白:28.50 g/L、

尿素氮:6.82 mmol/L、肌酐:54.50 umol/L、钾:4.45 mmol/L;白细胞总数:7.97 x10^9/L、中性粒

细胞计数:5.97 x10^9/L、血红蛋白:95 g/L;分泌物培养(2012-06-17 09:01:49 ):培养 3 日无细

菌生长;梁斌主治医师查房：继续抗炎、预防应激性溃疡、改善微循环预防血栓等治疗，观察

伤口及患肢情况，注意生命体征变化。嘱加强营养支持的同时需注意静脉补充营养，纠正低

蛋白。 

徐晨阳 

2012-06-20 09:05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三天来诉疼痛明显好转，食欲睡眠可，二便如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诊可，

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 VAC 在位，通畅，引流量较少，伤口敷料干燥，无

渗出，末梢感觉、血运、运动可，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皮缘情况较前好转，可停五水头孢，

停韦迪，继续新治君抗炎，继续改善微循环预防血栓、营养支持、保肝等治疗，观察伤口及

患肢情况，注意生命体征变化。 

徐晨阳 

2012-06-23 09:52         梁斌主治医师查房  

     患者三天来诉疼痛好转，食欲睡眠可，二便如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诊可，腹平

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 VAC 在位，通畅，引流量较少，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

末梢感觉、血运、运动可，梁斌主治医师查房：皮缘情况较前好转，为开放性伤口，且膝关

节后方有感染、皮肤坏死，继续新治君抗炎，VAC 适当延迟时间，争取下次可植皮覆盖创面，

继续改善微循环预防血栓、营养支持、保肝等治疗，观察伤口及患肢情况，注意生命体征变



化。 

徐晨阳 

2012-06-26 09:02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无特殊不适主诉，食欲睡眠可，二便如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诊可，腹平软，

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 VAC 在位，通畅，引流量较少，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末

梢感觉、血运、运动可，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目前 VAC 术后，全身条件可，今日拆除 VAC、

清创换药，并根据局部血运情况是否植皮及是否继续 VAC 治疗，并继续改善微循环预防血

栓、营养支持 等治疗，观察伤口及患肢情况，注意生命体征变化。 

徐晨阳 

 

2012-06-26 11:57          术前小结 

姓名 周官太 性别 男 年龄 60 岁 婚姻 

病历摘要： 

  患者周官太，男，60 岁，因“重物砸伤致左腿肿痛、流血，活动不能三小时”入院，患者约

入院三小时前工作时被约八吨重铁块砸伤左膝关节处，约半小时后才被移出。当地医院摄片

示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体格检查发现左足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为进一

步治疗，转我院。专科检查：左膝关节肿胀，周围皮肤青紫，后方约 3cm 裂口，约 15cm 擦

伤。可及骨擦感，浮髌试验阳性。左足末梢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温痛觉丧失，下肢活

动不能。辅检： X 线(2012-05-22，外院)：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入院完善术

前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血管、神经、肌腱探查修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术中

取右小腿大隐静脉移植修复腘动脉缺损，外固定支架临时固定膝关节。因患者失血较多，创

伤较重，为进一步治疗，术后转 ICU-3 室治疗。病情平稳后转回病房。目前左膝关节后外侧

有 4*5cm2 大小坏死、予以 VAC 治疗。末梢血运感觉可。 

手术前诊断：左下肢挤压伤：1、腘动脉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3、腓肠

肌内、外侧头挫裂伤 4、皮肤、软组织挫伤 

诊断依据及手术指征： 

1.病史，2.体征 专科检查 3.辅助检查  

拟行手术：左腘窝清创植皮+VAC     拟定手术者：徐晨阳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联合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95 g/l      ②血型： A 型 、RH_D 血型:阳性 有√   无 保

留血清  

③血凝实验:PT  10.08sec  

④肝功   HBsAg  阴性   谷丙转氨酶:93.00 U/L、谷草转氨酶:34.00 U/L 

⑤肾功   尿素氮:5.51mmol/L、肌酐:58.60umol/L             

⑥其他   --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2  年 6 月 27 日（星期 3 ）08 时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 

               -- 

主治医师签名：                          住院医师签名：        2012  年 6 月 26 日 

手术审报意见：                          审批者签字：           2012  年 6 月 26 日 

 

 



2012-06-27 11:59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2-06-27 开始时间：09：30   结束时间：10：10     全程时间：0 时 40 分 

术前诊断：左下肢挤压伤：1、腘动脉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3、腓肠肌

内、外侧头挫裂伤 4、皮肤、软组织挫伤 5、左腘窝皮肤坏死、VAC 术后 

术后诊断：左下肢挤压伤：1、腘动脉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3、腓肠肌

内、外侧头挫裂伤 4、皮肤、软组织挫伤 5、左腘窝皮肤坏死、VAC 术后 

手术名称：左腘窝清创植皮+VAC 

手术者：  徐晨阳               助手： -            护士：柳蓉  

麻醉方法：局麻                         麻醉医师：术者 

手术经过： 

       体位：俯卧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见下述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患者取俯卧位，常规碘伏生理盐水反复清洗。 

2. 发现原手术切口已愈合，予以拆线。左腘窝偏外侧 6*9cm2 大小皮肤缺损，揭开 VAC 后

发现表面肉芽生长良好，刮除坏死组织直至新鲜创面。1%利多卡因局部麻醉后，取左大腿外

侧韧厚皮片，植于左腘窝皮肤缺损处，缝合、VAC 负压维持。                           

3. 手术顺利，术后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徐晨阳 

2012-06-27 12:06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周官太，男，60 岁，因“重物砸伤致左腿肿痛、流血，活动不能三小时”入院。患

者约入院三小时前工作时被约八吨重铁块砸伤左膝关节处，约半小时后才被移出。当地医院

摄片示左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体格检查发现左足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入

院专科检查：左膝关节肿胀，周围皮肤青紫，后方约 3cm 裂口，约 15cm 擦伤。可及骨擦

感，浮髌试验阳性。左足末梢青紫，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温痛觉丧失，下肢活动不能。急诊

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血管、神经、肌腱探查修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术后转 ICU-3 室治疗。

病情平稳后转回病房。今日在局部麻醉下行左腘窝清创植皮+VAC，手术顺利，术后予抗感

染、预防应激性溃疡、改善微循环预防血栓等输液治疗，观察伤口及患肢末梢情况。 

徐晨阳 

 

2012-06-28 09:07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术后一天，患者诉左下肢伤口仍感疼痛，食欲睡眠可，二便如常，体温不高，生

命体征平稳，双肺呼吸音清，心律齐，未及杂音，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 VAC

在位，引流量较少，伤口敷料未见渗出，末梢感觉、血运、运动可，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开放性损伤，伴皮肤坏死，继续抗感染、预防应激性溃疡、改善微循环预防血栓等治疗，观

察伤口及患肢情况，注意生命体征变化。 

徐晨阳 

2012-06-29 12:08           



     今日术后二天，患者无特殊不适主诉，食欲睡眠可，二便如常，生命体征平稳，双肺

呼吸音清，心律齐，未及杂音，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 VAC 在位，取皮处

少量渗血，末梢感觉、血运、运动可，今予继续抗感染预防应激性溃疡、改善骨质、改善微

循环预防血栓等治疗，观察伤口及患肢情况，注意生命体征变化，嘱加强营养支持，尽快复

查术后 X 线。 

徐晨阳 

2012-06-30 09:09          梁斌主治医师查房 

     今日术后三天，患者无特殊不适主诉，食欲睡眠可，二便如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

听诊可，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 VAC 在位，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末梢

感觉、血运、运动可，梁斌主治医师查房：患者为开放性骨折，伴有明显皮肤坏死、外固定

钉道感染，需强化抗炎治疗，并继续改善微循环预防血栓等治疗，观察伤口及患肢情况，注

意生命体征变化。 

徐晨阳 

2012-07-02 15:14   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术后第五天，无明显特殊不适主诉，饮食睡眠尚可，大小便正常。查体：神清，

精神尚可，心肺听诊可，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 VAC 在位，伤口敷料干燥，

无渗出，末梢感觉、血运、运动可。今日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后指出：患者术后一般情况尚

可，伤口恢复情况良好，因患者为开放性骨折，伴明显皮肤坏死、外固定钉道感染，予继续

加强抗感染，并予以改善微循环预防血栓等治疗，今日因电脑原因予停长期医嘱，并予以补

开，余治疗不变，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及伤口患肢情况。 

曾逸文/王大林 

2012-07-05 21:08    王大林主治医师查房       

     患者今日无明显不适，夜间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查体：神清，精神尚可，心肺听诊

可，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 VAC 在位，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末梢感觉、

血运、运动可。今日王大林主治医师查房后指出：患肢 VAC 已用 7 天，今日于手术室无菌

条件下予以更换 VAC 引流装置，余治疗不变，继观病情变化。 

徐晓明 

2012-07-08 19:10  

     患者今日无明显不适，夜间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查体：神清，精神尚可，心肺听诊

可，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 VAC 在位，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末梢感觉、

血运、运动可。现患者一般情况可，患肢 VAC 在位，植皮区皮肤愈合情况可，暂无特殊治

疗，继观病情变化。 

王大林 

2012-07-11 19:10  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 

     患者今日无明显不适，夜间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查体：神清，精神尚可，心肺听诊

可，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患肢 VAC 在位，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末梢感觉、

血运、运动可。今日曾逸文主任医师查房后指出：患者 VAC 在位，已用 6 日，拟明日拆除

VAC 装置及植皮区拆线，遵嘱执行。 

曾逸文/王大林 

2012-07-14 19:10  

     患者今日无明显不适，夜间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查体：神清，精神尚可，心肺听诊

可，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末梢感觉、血运、运动可。

现患者一般情况可，VAC 装置已去除，植皮区皮瓣生长好，暂无特殊治疗，继观。 

王大林 



2012-07-16 19:10 王大林主治医师查房 

       患者今日无明显不适，夜间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查体：神清，精神尚可，心肺听

诊可，腹平软，无压痛，肠鸣音不亢进，伤口敷料干燥，无渗出，末梢感觉、血运、运动可。

今日王大林主治医师查房：患者目前一般情况可，植皮区皮肤生长良好，症状较前有明显好

转，与患者及家属沟通，予以明日出院，遵嘱执行。 

王大林/徐晓明 

2012-07-16 19:10 出院小结 

姓名 周官太 性别 男 年龄 60 岁 婚姻 职业 工人  

【入院诊断】左下肢挤压伤：1、腘动脉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3、腓肠

肌内、外侧头挫裂伤 4、皮肤、软组织挫伤【入院日期】2012-05-22 

【手术名称】左下肢清创血管、神经、肌腱探查修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左股骨远端、左胫

骨平台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左腘窝清创植皮+VAC【手术日期】2012-05-22 

2012-06-14 

2012-06-27 

【出院诊断】左下肢挤压伤：1、腘动脉挫裂伤 2、股骨远端、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3、腓肠

肌内、外侧头挫裂伤 4、皮肤、软组织挫伤【出院日期】2012-07-17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因“重物砸伤致左腿肿痛、流血，活动不能三小时”入院。入院查体：T:36.6℃ P:90 次

／分 R:24 次 BP:95／60mmHg。神志淡漠，精神差，专科检查：左膝关节肿胀，周围皮肤青

紫，后方约 3cm 裂口，约 15cm 擦伤。可及骨擦感，浮髌试验阳性。左足末梢青紫，足背动

脉搏动消失，温痛觉丧失，下肢活动不能。辅检：  X 线(2012-05-22，外院)：左股骨远端、

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住院经过】 

   患者入院后行“急诊左下肢清创血管、神经、肌腱探查修复外固定支架固定术”，患者失血

较多，创伤较重，为进一步治疗，术后转 ICU-3 室治疗。于 2012-05-24 日转回普通病房，

完善相关术前检查，于 6-14 行“左股骨远端、左胫骨平台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于 6-27 日

行“左腘窝清创植皮+VAC”。手术顺利，术毕予抗感染、预防应激性溃疡、改善微循环预防血

栓等输液治疗，现患者植皮区生长良好，复查 X 片示骨折术后改变，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告

知出院注意事项，予以出院。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Ⅱ/甲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病情平稳，切口无红肿渗出，愈合良好，植皮区皮肤存活。 

【出院医嘱】 

1、继续卧床休息，禁止下地负重，每月骨科门诊复诊 

2、一个月后蒋纯志主任专家门诊复诊 

3、随诊。   

 

X 光线号：P0800571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任医师：曾逸文              主治医师：王大林 



 

左侧腘动脉损伤伴血栓形成 

检查所见 

患者取仰卧位，右侧腹股沟区消毒铺单，局麻后穿刺右侧股动脉插入 4F 血管

鞘，然后插入 4F 猪尾导管，先将导管头端置于腹主动脉下段，注入对比剂行双

侧髂总动脉、髂外动脉及股总动脉 IADSA。然后在导丝导管配合下将导管头端

置于左侧股总动脉远端，注入对比剂分段行左下肢动脉 IADSA。检查经过顺利，

患者无明显不适，安返病房。造影所见：腹主动脉远端、双侧髂总动脉、髂外

动脉及股总动脉管腔通畅，管壁尚光整；左侧股浅动脉内对比剂流动缓慢，管

腔通畅，管壁尚光整；左侧腘动脉 P1 段、P2 段未见显影，左侧腘动脉起始部

管腔内可见充盈缺损影，左侧腘动脉 P3 段通过侧枝血管显影；左侧胫前动脉、

胫后动脉及腓动脉显影，左足末梢动脉显影稍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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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8 21:27 入院记录 

姓名:  周贤标职业:    -- 

性别:  男工作单位:-- 

年龄:  55 岁住址:    江苏省泗洪县车门乡陈龙村龙庙五组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患者，可靠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8-12-08 20:59:49 

民族:  汉记录日期:2018-12-08 21:27 

 

主诉:外伤致左下肢肿胀、活动受限一天 

现病史:一天前患者车祸当时即感左小腿疼痛、肿胀，且伴活动受限，入当地医院，急诊拍 X

片、CT 示：左膝关节骨折、腰椎骨折,今日膝下肿胀加剧，足背动脉不清，膝关节以下感觉

障碍，活动不能，当地医院建议转我院治疗。患者为求进一步诊治，遂拟“1.左下肢血管神经

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伤 4.腰椎骨折”收住骨科，拟行

急诊手术。病程中，患者一般情况可，无头晕头痛，无意识丧失，无恶心呕吐，无胸闷心悸，

无腹痛腹胀，食欲不佳，尿管在位，大便未解。 

既往史: 否认“糖尿病、心脏病”病史，否认“肝炎、伤寒”等传染病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

否认有输血史。 

个人史: 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 

家族史: 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 

体 格 检 查 

 体温 36.5℃ 脉搏 99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10/70mmHg。 

     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偏瘦，推入病房，被动体位，查体

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



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

在。外耳道通畅，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充血，扁桃体无肿大。颈软，

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

清，听诊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 99 次/分，律齐，未

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

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四肢关节检查详见专科检查，双

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查，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

性。 

专 科 检 查 

   脊柱生理弯曲存在，腰背部压痛、叩击痛。左小腿肿胀明显，左膝关节淤青，后方见一

小破口，左膝关节活动受限，压痛、纵轴叩击痛阳性，左下肢末梢循环血运减退，足背动脉

不能清楚扪及，膝以下感觉障碍，活动不能。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线（外院）示：左膝关节骨折、腰椎骨折。 

修正诊断:  初步诊断: 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

伴韧带损伤 4.腰椎骨折 

住院医师:刘康    手签:  

 

 入院诊断:   

 

2018-12-08 21:27 首次病程录 

     患者周贤标，男，55 岁，因“外伤致左下肢肿胀、活动受限一天”收住入院。一天前患

者车祸当时即感左小腿疼痛、肿胀，且伴活动受限，入当地医院，急诊拍 X 片、CT 示：左

膝关节骨折、腰椎骨折,今日膝下肿胀加剧，足背动脉不清，膝关节以下感觉障碍，活动不

能，当地医院建议转我院治疗。患者为求进一步诊治，遂拟“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腿

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伤 4.腰椎骨折”收住骨科，拟行急诊手术。病

程中，患者一般情况可，无头晕头痛，无意识丧失，无恶心呕吐，无胸闷心悸，无腹痛腹胀，

食欲不佳，尿管在位，大便未解。否认“糖尿病、心脏病”病史，否认“肝炎、伤寒”等传染病

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有输血史。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

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体格检查：体温 36.5℃ 脉搏 99

次/分 呼吸 18 次/分 血压 110/70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

型偏瘦，推入病房，被动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

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

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在。外耳道通畅，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

咽无充血，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

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

无震颤，心率 99 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

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

四肢关节检查详见专科检查，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未查，各生理反射存在，

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专科检查：脊柱生理弯曲存在，腰背部压痛、叩击痛。

左小腿肿胀明显，左膝关节淤青，后方见一小破口，左膝关节活动受限，压痛、纵轴叩击痛

阳性，左下肢末梢循环血运减退，足背动脉不能清楚扪及，膝以下感觉障碍，活动不能。实

验室及器械检查：  X 线（外院）示：左膝关节骨折、腰椎骨折。初步诊断：1.左下肢血管

神经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伤 4.腰椎骨折。诊断依据：



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鉴别诊断：需排除膝关节周围骨折，半月板损伤，

韧带损伤，X 线，查体，MRI 可供鉴别。入院评估：患者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有明确手术

指征。诊疗计划：1、完善 DSA 检查，2、急诊手术，3、健康教育：患肢制动，注意休息，

遵医嘱。 

刘康 

2018-12-08 21:30 术前小结 

姓名 周贤标 性别 男 年龄 55 岁 婚姻 

病史摘要：患者周贤标，男，55 岁，因“外伤致左下肢肿胀、活动受限一天”收住入院。专科

检查：脊柱生理弯曲存在，腰背部压痛、叩击痛。左小腿肿胀明显，左膝关节淤青，后方见

一小破口，左膝关节活动受限，压痛、纵轴叩击痛阳性，左下肢末梢循环血运减退，足背动

脉不能清楚扪及，膝以下感觉障碍，活动不能。实验室及器械检查：  X 线（外院）示：左

膝关节骨折、腰椎骨折。 

  

术前诊断：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伤

4.腰椎骨折  

诊断依据：病史、症状、体征、专科检查及辅助检查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有明确手术指征。 

  

拟行手术： 左小腿切开减压、血管神经探查+左膝关节外固定支架固定             手术

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2018-12-08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蒋纯志 吴晓曙                                拟行麻醉：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

术前已输血   ml；⑤术中备血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吴晓曙     住院医师签名：     刘康      2018-12-08 

8、科主任审批意见：同意手术        签名：     蒋纯志       2018-12-08 

  

2018-12-08 21:30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8-12-08 

地     点：604 病区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术前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因“外伤致左下肢肿胀伴活动受限 1 天”入院，拟诊“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



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伤 4.腰椎骨折”，告知患者及家属目前左下

肢血管、神经损伤，目前需急诊行左小腿切开减压、血管神经探查+左膝关节外固定支架固

定。骨折及韧带损伤二期处理，围手术期患者感染、患肢缺血坏死、二期截肢、深静脉血栓、

肺栓塞等风险较大，甚至有生命危险。以上已告知家属。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刘康 

  

备注： 

  

  

2018-12-08 21:30 手术同意书 

姓名 周贤标 性别 男 年龄 55 岁 

    患者因病于 2018-12-0820:59:49。入住我院手外科。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

症状及有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

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伤 4.腰椎骨折    。由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8-12-08 全

麻下，拟行 左小腿切开减压、血管神经探查+左膝关节外固定支架固定  手术。手术是一种

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

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

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症、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

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

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围手术期心、肺、脑血管意外出现： 

a) 脑出血或脑栓塞，神志不清，昏迷甚至死亡； 

b) 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血压降低，休克，甚至死亡； 

c) 肺栓塞，呼吸功能障碍，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切口感染、裂开、皮肤坏死、骨髓炎、化脓性关节炎；  

肾衰，尿毒症，深静脉血栓、肺栓塞等风险较大；  

术中术后血管危象，左小腿坏死，截肢；  

左小腿肌肉坏死、神经损伤，功能外观严重受影响；  

必要时行大隐静脉移植；  

骨折及韧带损伤二期处理；  

输血；  

原有基础疾病因手术、麻醉而加重致生命危险可能；                        

术后因长期卧床可能出现坠积性肺炎、褥疮、废用性骨质疏松、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泌尿系

感染、下肢静脉血栓形成，严重者肺栓塞，甚至死亡；  

其它难以预料的严重情况或预计到但无法避免的意外情况出现，导致病情加重；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刘康  

日期： 

  

2018-12-09 02:38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8-12-08     开始时间：23：40   结束时间：02：00    全程时间： 02 时   

20 分 

术前诊断: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伤

4.腰椎骨折   

术后诊断: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伤

4.腰椎骨折  

手术名称:左下肢清创+左腘血管断裂修复+左膝外固定支架固定  

麻醉方式:全麻  

手术者 ： 吴晓曙       一助 ： 蒋纯志      二助 ：  刘康     麻醉医师 : 方兆晶      

护士：张一燕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否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是 

引流材料名称：数目：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输血：— 

1. 麻醉生效后，患者取俯卧位，左下肢根部绑止血带，常规消毒铺巾； 

2. 取膝关节后方直切口，约 20cm，逐层切开，小心分离肌肉，坐骨神经，见腓肠肌颜色灰

暗，表面坏死无活力，左腘动、静脉断裂，坐骨神经挫伤，腘动脉内可见血栓，清除坏死肌

肉，切除挫伤段腘动脉后，修剪血管外膜，以 6-0 Prolene 缝线间断缝合修复腘动、静脉，

松止血带，见吻合端无漏血，左足颜色转红润；间断缝合肌肉及浅筋膜，关闭切口； 

3. 选用进口 Styker 公司外固定装置，于股骨中下段置入两枚 Schanz 螺钉，胫腓骨近端内侧

置入两枚 Schanz 螺钉，连接连杆，确认轴线良好后，于膝关节微屈曲位拧紧各个螺帽；无



菌敷料包扎患肢。 

4. 术毕、术程顺利，患者安返。  

手术者签名:   吴晓曙/刘康           

2018-12-09 02:38 术后病程录+转科记录 

     患者周贤标，男，55 岁，因“外伤致左下肢肿胀、活动受限一天”收住入院。诊断为：

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伤 4.腰椎骨

折，于今日在急诊全麻下行“左下肢清创+左腘血管断裂修复+左膝外固定支架固定”，术程顺

利，术后转入 ICU2 室继续治疗。 

刘康 

2018-12-09 02:55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8 年 12 月 09 日 02 时 55 分 

地     点：ICU-2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病情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因“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

损伤 4.腰椎骨折”急诊全麻下行“左小腿切开减压、腘动脉吻合+左膝关节外固定支架固定”，

术后转入我室。予监测生命体征，完善相关检查，呼吸支持，维持循环及内环境稳定，镇痛

镇静，抑酸预防应激性溃疡，脏器保护，预防感染，输血，补液，预防 DVT 等综合治疗。病

程中可能出现低氧血症，呼吸衰竭，肺部感染，伤口出血、感染，休克，心律失常，心脑血

管意外，肝肾等脏器功能不全，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予告知家属。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孙加奎 

  

备注： 

2018-12-09 05:30 转入记录 

     患者周贤标，男，55 岁，因“外伤致左下肢肿胀、活动受限一天”收住入院。初步诊断：

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伤 4.腰椎骨

折。今急诊全麻下行“左小腿切开减压、腘动脉吻合+左膝关节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后转入

我室。入室时神志清楚，双鼻塞吸氧 5L/min，RR 11-13 次/分，SpO2 97-100%，听诊两肺呼

吸音粗，未及明显干湿性罗音。心电监护示：窦律，HR 77-91次/分，BP 130-179/87-99mmHg，

血压偏高，予佩尔 1-0.5ug/kg*min 泵入降压，维持 BP 在 115-130/78-84mmHg。腹平软，

无肌紧张，肠鸣音未闻及。左下肢切口敷料覆盖，未见明显渗出，保留支架外固定。右下肢

无水肿。(2018-12-09 02:43:28 ):pH:7.38 、PCO2:39.20 mmHg、PO2:89.20 mmHg、Ca++:1.06 

mmol/L、Mg++:0.47 mmol/L、Glu:10.08 mmol/L、乳酸:2.50 mmol/L、BE-B:-0.7 mmol/L、

HCO3-:23.60 mmol/L、PO2/FI:217.70 mmHg;氧合尚可，乳酸偏高，予补液。B 型钠尿肽(急

诊)(2018-12-09 04:54:29 ):18.40 pg/ml;正常。血常规（五分类)(2018-12-09 04:56:41 ):白细

胞总数:11.78 x10^9/L、中性粒细胞:89.70 %、淋巴细胞:5.20 %、血红蛋白:115 g/L、血小板计

数:166 x10^9/L;WBC 偏高，血色素正常。凝血常规检测（五项）(2018-12-09 05:07:03 ):血

浆凝血酶原时间.:10.70 sec、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24.70 sec、血浆纤维蛋白原:2.35 g/l、

D-二聚体.:7.19 ug/ml;凝血功能可，D-二聚体偏高，予抗凝。PCT+急查电解质 3 项+急查心

肌酶普+急查肾功能+血浆乳酸测定(2018-12-09 05:23:43 ):降钙素原:0.11 ng/ml、钾:4.89 



mmol/L、钠:135.40 mmol/L、氯:101.20 mmol/L、血肌酐:67.40 umol/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

酶:206.00 U/L、乳酸脱氢酶:767.00 U/L、磷酸肌酸激酶:8918.00 U/L、肌酸激酶同工酶:211.00 

U/L;PCT 偏高，心肌酶及肾功能可。入室诊断：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

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伤 4.腰椎骨折。予监测生命体征，完善相关检查，呼吸

支持，维持循环及内环境稳定，镇痛镇静，抑酸预防应激性溃疡，脏器保护，输血，补液，

预防 DVT，头孢米诺预防感染等综合治疗。病程中可能出现低氧血症，呼吸衰竭，肺部感染，

伤口出血、感染，休克，心律失常，心脑血管意外，肝肾等脏器功能不全，深静脉血栓等并

发症，予告知家属。APACHEII 评分 12 分，风险系数 13.17%。 

孙加奎 

2018-12-09 16:30 多学科联合查房记录 

      今我科施乾坤副主任医师及骨科蒋纯志主任医师联合查房，我科施乾坤副主任医师查

房后指示：根据患者病史及术中所见，目前诊断为：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

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伤 4.腰椎骨折。目前患者总体病情稳定，呼吸循环

平稳，术后需注意气道湿化，督促患者咳嗽咳痰，动态复查血气分析观察氧合情况。患者为

车祸伤，肌酶偏高，需注意动态观察肌酶情况，复查肾功能及尿常规，注意碱化尿液，警惕

肌红蛋白尿及横纹肌溶解，继续维持循环及内环境稳定，镇痛镇静，抑酸预防应激性溃疡，

脏器保护，输血补液，抗感染等对症处理，密观病情变化，骨科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后指示：

患者骨科大手术后长期卧床，为预防深静脉血栓，给予速碧林抗凝治疗。患者存在下肢血管

神经损伤，继续给予罂粟碱扩血管治疗，密观下肢感觉、运动变化情况。患者白班神志清楚，

给予双鼻塞吸氧 5L/min，RR 12-15 次/分，SpO2 97-100%，听诊两肺呼吸音粗，未及明显干

湿性罗音。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91-101 次/分，BP 129-137/79-91mmHg。腹平软，

无肌紧张，肠鸣音未闻及。左下肢切口敷料覆盖，未见明显渗出，保留支架外固定，左下肢

动脉搏动未扪及，末梢尚温暖。右下肢无水肿。(辅助检查：血常规（五分类)(2018-12-09 

04:56:41 ):白细胞总数:11.78 x10^9/L、中性粒细胞:89.70 %、嗜酸细胞:0.00 %、中性粒细胞计

数:10.57 x10^9/L、淋巴细胞计数:0.61 x10^9/L、嗜酸细胞计数:0.00 x10^9/L、红细胞总数:3.58 

x10^12/L、血红蛋白:115 g/L、红细胞比积:33.60 %、血小板计数:166 x10^9/L;提示血象偏高，

考虑术后应激，继续观察。血红蛋白及血小板均在正常范围内。凝血常规检测（五项）(2018-

12-09 05:07:03 ):血浆凝血酶原时间 .:10.70 sec、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24.70 sec、

APTT_rati.:0.82 、D-二聚体.:7.19 ug/ml;凝血功能未见明显异常，继续观察。PCT+急查电解

质 3 项+急查心肌酶普+急查肾功能+血浆乳酸测定(2018-12-09 05:23:43 ):降钙素原:0.11 

ng/ml、钠:135.40 mmol/L、葡萄糖:8.55 mmol/L、血肌酐:67.40 umol/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

酶:206.00 U/L、乳酸脱氢酶:767.00 U/L、磷酸肌酸激酶:8918.00 U/L、肌酸激酶同工酶:211.00 

U/L、乳酸:3.10 mmol/L;提示肌酶升高，与外伤导致的肌肉损伤相关，肌酐尚在正常范围内。

白班入量 800ml，出量 600ml，体温 36.5℃。 

施乾坤/施俊成 

2018-12-10 09:17 转出记录 

     患者周贤标，男，55 岁，因“外伤致左下肢肿胀、活动受限一天”收住入院。初步诊断：

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伤 4.腰椎骨

折。昨日急诊全麻下行“左小腿切开减压、腘动脉吻合+左膝关节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后转

入我室，术后转入我室加强监护及治疗。入室后予以监护神志、瞳孔、ABP、ECG、P、R、

尿量等指标，查全胸片、心电图及电解质、肾功能等实验室指标。予防治感染，并给予抑酸、

维护内环境和循环稳定等治疗。术后患者全麻渐醒，肌力恢复，配合可，氧合循环稳定，顺

利脱机拔管，目前神志清楚，双鼻塞吸氧 5L/min，SpO2 100%，RR 18-20 次/分，两肺呼吸

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性罗音，自主咳痰能力可。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99-100 次/分，



ABP 120-131/70-80mmHg。腹平软，无肌紧张，肠鸣音未闻及。左下肢切口敷料覆盖，未

见明显渗出，保留支架外固定，左下肢动脉搏动未扪及，末梢尚温暖。右下肢无水肿。辅助

检查：血常规（五分类)(2018-12-10 08:55:12 ):白细胞总数:14.15 x10^9/L、中性粒细胞:84.10 %、

红细胞计数:3.06 x10^12/L、血红蛋白:102 g/L、红细胞比积:28.90 %、血小板计数:160 x10^9/L，

血象尚可，血色素尚可;血气分析(ICU 二室)(2018-12-10 05:27:53 ):pH:7.45 、PCO2:37.00 

mmHg、PO2:128.30 mmHg、SO2%:99.20 %、Hct:32.00 %、Hb:10.60 g/dL、K+:4.06 mmol/L、

Glu:9.06 mmol/L、乳酸:1.10 mmol/L、SBC:27.00 mmol/L、PO2/FI:313.00 mmHg，氧合尚可，

血色素尚可，内环境尚稳定。晨外科医师看过病人后示转回原病区继续治疗，请接班医师注

意监测肾功能、尿量情况，关注四肢末梢血运、感觉、运动，警惕 AKI。 

王翔/孟超 

2018-12-10 08:07 转入记录 

     患者周贤标，男，55 岁，因“外伤致左下肢肿胀、活动受限一天”收住入院。初步诊断：

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伤 4.腰椎骨

折。昨日急诊全麻下行“左小腿切开减压、腘动脉吻合+左膝关节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后转

入我室，术后转入、ICU 予以监护神志、瞳孔、ABP、ECG、P、R、尿量等指标，查全胸片、

心电图及电解质、肾功能等实验室指标。予防治感染，并给予抑酸、维护内环境和循环稳定

等治疗。术后患者全麻渐醒，肌力恢复，配合可，氧合循环稳定，顺利脱机拔管，目前神志

清楚，双鼻塞吸氧 5L/min，SpO2 100%，RR 18-20 次/分，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

性罗音，自主咳痰能力可。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HR 99-100 次/分，ABP 120-131/70-

80mmHg。腹平软，无肌紧张，肠鸣音未闻及。左下肢切口敷料覆盖，未见明显渗出，保留

支架外固定，左下肢动脉搏动未扪及，末梢尚温暖。辅助检查：血常规（五分类)(2018-12-

10 08:55:12 ):白细胞总数:14.15 x10^9/L、中性粒细胞:84.10 %、红细胞计数:3.06 x10^12/L、

血红蛋白:102 g/L、红细胞比积:28.90 %、血小板计数:160 x10^9/L，血象尚可，血色素尚可;

血气分析(ICU 二室)(2018-12-10 05:27:53 ):pH:7.45 、PCO2:37.00 mmHg、PO2:128.30 mmHg、

SO2%:99.20 %、Hct:32.00 %、Hb:10.60 g/dL、K+:4.06 mmol/L、Glu:9.06 mmol/L、乳酸:1.10 

mmol/L、SBC:27.00 mmol/L、PO2/FI:313.00 mmHg，氧合尚可，血色素尚可，内环境尚稳

定。晨吴晓曙主治医师看过病人后转回原病区继续治疗。 

刘康 

2018-12-11 08:08 蒋纯志主任查房+输血记录 

     今日查房，患者诉左下肢肿痛，腰痛，饮食睡眠不佳，大便未解，尿管在位。查体：

神志清，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心电监护在位，左下肢外固定支架固定在位，

左足末梢血运良好，皮温正常。敷料较多血性渗出，换药见腘窝大量水疱形成，将水疱内积

液放出后，凡士林纱布覆盖包扎。凝血常规检测（五项）(2018-12-11 10:10:03 ):血浆纤维蛋

白原:4.54 g/l、D-二聚体:2.88 ug/ml;肾功能八项+电解质 6 项+肝功能全套(病房)(2018-12-

11 09:21:26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123.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371.00 U/L、总蛋白:53.60 

g/L、白蛋白:32.00 g/L、碱性磷酸酶:40.00 U/L、前白蛋白:103.00 mg/L、亮氨酸氨肽酶:38.00 

U/L、AST 线粒体同工酶:120.20 U/L、视黄醇结合蛋白:15.70 mg/L、钙:1.92 mmol/L;血常规

（五分类)(2018-12-11 08:27:59 ):白细胞总数:11.07 x10^9/L、淋巴细胞:12.80 %、单核细

胞:13.50 %、嗜酸细胞:0.00 %、单核细胞计数:1.49 x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8.15 x10^9/L、

嗜酸细胞计数 :0.00 x10^9/L、红细胞计数 :2.90 x10^12/L、血红蛋白 :94 g/L、红细胞比

积:27.50 %;今日蒋纯志主任查房，示：患者因外伤致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入院，急诊术后左

下肢血运良好，目前小腿肿胀明显，伴局部血疱及水疱形成，治疗予可见光照射，抬高患肢，

消肿、预防感染，防止血管痉挛等为主，严密观察全身情况，肝肾功能，电解质及下肢血运，

患肢贫血、低蛋白，今日予申请输注红细胞悬液 2U，普通冰冻血浆 175ml，输注过程中，



患肢生命体征平稳，一般情况稳定，无明显不适。 

刘康 

2018-12-12 08:08 吴晓曙主治查房 

     患者诉左下肢疼痛、腰痛好转，食纳较昨日改善，睡眠质量尚可，大便未解，尿管在

位。查体：神志清，精神可，心电监护在位，外固定支架固定在位，左足颜色红润，血运良

好，膝以下、小腿中段以上感觉部分恢复，部分足趾见轻微背伸运动。血常规（五分类)(2018-

12-12 08:39:47 ):白细胞总数:10.20 x10^9/L、淋巴细胞:16.20 %、单核细胞:12.60 %、嗜酸细

胞:0.20 %、单核细胞计数:1.29 x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7.23 x10^9/L、红细胞计数:3.24 

x10^12/L、血红蛋白:104 g/L、红细胞比积:29.90 %;肾功能八项+电解质 6 项+肝功能全套(病

房)(2018-12-12 09:12:46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117.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400.00 U/L、

总蛋白:56.60 g/L、白蛋白:34.40 g/L、碱性磷酸酶:41.00 U/L、前白蛋白:114.00 mg/L、AST 线

粒体同工酶:134.10 U/L、视黄醇结合蛋白:18.90 mg/L、钙:2.00 mmol/L;尿常规全套(2018-12-

12 10:53:26 ):潜血:++ 、红细胞计数:46.20 个/uL;今日吴晓曙主治查房，示：患肢目前生命

体征平稳，治疗以保肝、保肾、补充白蛋白、预防感染、消肿、促进骨愈合、抗凝、预防血

管痉挛等为主，继观病情变化。 

刘康 

2018-12-13 08:08  

     患者诉左下肢疼痛、腰痛较之前好转，饮食睡眠改善，大便未解，尿管在位。查体：

神志清，精神可，晨体温正常，专科查体同前。血常规（五分类)(2018-12-13 08:51:44 ):白

细胞总数:10.01 x10^9/L、淋巴细胞:16.50 %、中性粒细胞:75.40 %、单核细胞计数:0.72 x10^9/L、

中性粒细胞计数:7.55 x10^9/L、红细胞计数:3.23 x10^12/L、血红蛋白:102 g/L、红细胞比

积:30.50 %;肾功能八项+电解质 6 项+肝功能全套(病房)(2018-12-13 10:46:09 ):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114.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352.00 U/L、总蛋白:51.80 g/L、白蛋白:30.60 g/L、碱

性磷酸酶:42.00 U/L、前白蛋白:103.00 mg/L、亮氨酸氨肽酶:37.00 U/L、AST 线粒体同工

酶:112.40 U/L、视黄醇结合蛋白:15.90 mg/L、钙:1.90 mmol/L;今日予更换清洁敷料，见小腿

仍有部分水泡及血泡，但较之前减少，小腿肿胀，皮肤张力尚可，余治疗继续以保肝、保肾、

补充白蛋白、预防感染、消肿、促进骨愈合、抗凝、预防血管痉挛等为主，继观病情变化。 

刘康 

2018-12-14 08:08  

     患者诉左下肢、腰痛疼痛明显好转，饮食睡眠改善，大便未解，尿管在位。查体：神

清，精神可，晨体温正常，外固定支架固定在位，左足颜色红润，血运良好，小腿中下段感

觉部分恢复，足背、足底仍无感觉，足趾见背伸运动，踝关节无背伸、趾屈运动。今日更换

伤口敷料，见小腿肿胀程度稍有减轻，局部仍有部分水泡。今日治疗同前，继观病情变化。 

刘康 

2018-12-17 08:09 吴晓曙主治查房 

     患者诉左下肢疼痛可，腰痛缓解，饮食睡眠改善，大便已解，尿管在位。查体：神志

清，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诊无异常，查体同前。血常规（五分类)(2018-

12-17 09:01:55 ):淋巴细胞:13.90 %、单核细胞:11.70 %、单核细胞计数:1.08 x10^9/L、中性粒

细胞计数:6.62 x10^9/L、红细胞计数:3.00 x10^12/L、血红蛋白:96 g/L、红细胞比积:28.70 %、

血小板计数:359 x10^9/L、血小板比积:0.35 %;肾功能八项+电解质 6 项+肝功能全套(病

房)(2018-12-17 09:52:56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78.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87.00 U/L、总

蛋白:57.90 g/L、白蛋白:35.20 g/L、碱性磷酸酶:44.00 U/L、前白蛋白:108.00 mg/L、亮氨酸

氨肽酶:38.00 U/L、AST 线粒体同工酶:31.40 U/L、β2 微球蛋白:2.90 mg/L、视黄醇结合蛋

白:20.50 mg/L、钙:2.00 mmol/L;今日吴晓曙主治查房，示：患者目前病情稳定，左小腿肿胀



好转，水泡较之前减少，局部皮肤呈紫黑色，今日停心电监护，治疗继续以保肝、保肾、预

防感染、消肿、促进骨愈合、抗凝、预防血管痉挛等为主，继观病情变化。 

刘康 

2018-12-19 08:10 输血记录 

     患者周贤标，男，55 岁，因“外伤致左下肢肿胀、活动受限一天”收住入院。初步诊断：

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伤 4.腰椎骨

折。术后贫血、低蛋白，今日予申请输注红细胞悬液 2.5U，普通冰冻血浆 225ml，输注过程

中，患肢生命体征平稳，一般情况稳定，无明显不适。      

刘康 

2018-12-20 08:10  

     患者诉左下肢疼痛明显好转，无明显腰痛，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

清，精神可，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诊无异常，外固定支架固定在位，左足颜色

红润，血运良好，踝关节以上感觉部分恢复，足背、足底仍无感觉，足趾见背伸运动，踝关

节无背伸、趾屈运动。血常规（五分类)(2018-12-20 08:46:13 ):白细胞总数:9.78 x10^9/L、淋

巴细胞:14.30 %、单核细胞计数:0.85 x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7.25 x10^9/L、嗜碱细胞计

数:0.07 x10^9/L、红细胞计数:3.55 x10^12/L、血红蛋白:112 g/L、红细胞比积:33.80 %、血小

板计数:411 x10^9/L、血小板比积:0.40 %;肾功能八项+电解质 6 项+肝功能全套(病房)(2018-

12-20 09:53:33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60.00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51.00 U/L、总蛋白:60.70 

g/L、白蛋白:36.40 g/L、前白蛋白:156.00 mg/L、β2 微球蛋白:3.00 mg/L、葡萄糖:3.69 mmol/L、

钙:2.05 mmol/L、磷:1.60 mmol/L;今日治疗继续以保肝、保肾、预防感染、消肿、促进骨愈

合、抗凝、预防血管痉挛等为主，继观病情变化。 

刘康 

2018-12-23 08:11  

     患者诉左下肢疼痛明显好转，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

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诊无异常，外固定支架固定在位，左足颜色红润，血运良

好，踝关节以上感觉部分恢复，足背、足底仍无感觉，足趾见背伸运动，踝关节无背伸、趾

屈运动。今日治疗继续以保肝、保肾、预防感染、消肿、促进骨愈合、抗凝、预防血管痉挛

等为主，继观病情变化。 

刘康 

2018-12-26 08:11  

     患者诉左下肢无明显疼痛，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体

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诊无异常，外固定支架固定在位，左足颜色红润，血运良好，

踝关节以上感觉部分恢复，足背、足底仍无感觉，足趾见背伸运动，踝关节无背伸、趾屈运

动。血常规（五分类)(2018-12-24 08:47:21 ):白细胞总数:6.99 x10^9/L、单核细胞:10.90 %、

中性粒细胞:63.50 %、单核细胞计数:0.76 x10^9/L、红细胞计数:3.98 x10^12/L、血红蛋白:128 

g/L、红细胞比积:38.20 %、血小板计数:407 x10^9/L、血小板比积:0.41 %;肾功能八项+电解质

6 项+肝功能全套(病房)(2018-12-24 10:34:42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53.00 U/L、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43.00 U/L、白蛋白:39.80 g/L、AST 线粒体同工酶:18.80 U/L、β2 微球蛋白:2.90 mg/L、

磷:1.80 mmol/L;今日停可见光照射，治疗同前，瞩床上适当功能锻炼，继观病情变化。 

刘康 

2018-12-29 08:11 吴晓曙主治查房 

     患者诉左下肢无明显疼痛，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体

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诊无异常，专科查体同前，吴晓曙主治查房，示：今日治疗

继续以保肝、保肾、预防感染、消肿、促进骨愈合、抗凝、预防血管痉挛等为主，继观病情



变化，瞩床上适当功能锻炼，预防深静脉血栓。 

刘康 

2018-12-30 08:11 蒋纯志主任查房 

     患者诉左下肢无明显疼痛，饮食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体

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心肺听诊无异常，外固定支架固定在位，左足颜色红润，血运良好，

踝关节以上感觉部分恢复，足背、足底仍无感觉，足趾见背伸运动，踝关节无背伸、趾屈运

动。术后复查 X 线示：左膝外固定支架在位，今日蒋纯志主任查房，示：治疗继续以保肝、

保肾、预防感染、消肿、促进骨愈合、抗凝、预防血管痉挛等为主，患肢目前患者病情平稳，

伤口愈合可，要求转院，予明日出院，出院评估：患者左下肢清创+左腘血管断裂修复+左

膝外固定支架固定术后，左腘窝切口愈合良好，外固定在位，踝关节以上感觉恢复，足底、

足背感觉障碍，左踝屈伸受限，足趾背伸部分恢复，趾屈活动受限，予转院继续康复治疗。 

刘康 

2018-12-30 08:11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8-12-30 

地     点：604 医师办公室 

  

参加人员：医患双方 

  

事     由：出院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周贤标，男，55 岁，因“外伤致左下肢肿胀、活动受限一天”收住入院。入院后急

诊在麻醉下行“左下肢清创+左腘血管断裂修复+左膝外固定支架固定”，术程顺利，患者安返，

术后予消肿、止痛、抗感染、预防血栓等输液治疗，并定期更换清洁敷料，术后复查 X 线示：

左膝外固定支架在位，建议目前患者病情平稳，伤口愈合可，要求转院，予办理。嘱其相关

出院事宜，详见出院小结。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刘康 

  

备注： 

2018-12-30 08:11 出院小结 

姓名 周贤标 性别 男 年龄 55 岁 婚姻  职业  

【入院诊断】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

伤 4.腰椎骨折 【入院日期】2018-12-08 20:59:49 

【手术名称】左下肢清创+左腘血管断裂修复+左膝外固定支架固定【手术日期】- 

【出院诊断】1.左下肢血管神经损伤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左膝关节骨折脱位伴韧带损

伤 4.腰椎骨折 【出院日期】2018-12-31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周贤标，男，55 岁，因“外伤致左下肢肿胀、活动受限一天”收住入院。专科检查：

脊柱生理弯曲存在，腰背部压痛、叩击痛。左小腿肿胀明显，左膝关节淤青，后方见一小破



口，左膝关节活动受限，压痛、纵轴叩击痛阳性，左下肢末梢循环血运减退，足背动脉不能

清楚扪及，膝以下感觉障碍，活动不能。实验室及器械检查：  X 线（外院）示：左膝关节

骨折、腰椎骨折。 

【住院经过】 

  入院后急诊在麻醉下行“左下肢清创+左腘血管断裂修复+左膝外固定支架固定”，术程顺

利，患者安返，术后予消肿、止痛、抗感染、预防血栓等输液治疗，并定期更换清洁敷料，

术后复查 X 线示：左膝外固定支架在位，目前患者病情平稳，伤口愈合可，要求转院，予办

理。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Ⅱ/甲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

吸清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肠鸣音 5 次/分，双下肢无浮肿。左

腘窝切口愈合良好，外固定在位，踝关节以上感觉恢复，足底、足背感觉障碍，左踝屈伸受

限，足趾背伸部分恢复，趾屈活动受限。 

【出院医嘱】 

1、休息三个月，患肢暂予制动，避免剧烈及负重运动； 

2、加强营养、加强护理，避免受凉； 

3、加强肌肉收缩锻炼，预防静脉血栓； 

4、转院进一步治疗，骨折定期复查，外固定支架二期拆除； 

5、我科定期复诊，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行功能锻炼； 

6、周一下午蒋纯志专家门诊，周二、四、五上午专科门诊； 

7、膝关节拆除外架后建议康复科功能锻炼及进一步检查，酌情二期治疗； 

8、不适随诊。 

X 光线号：－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吴晓曙              医师签名：刘康 

  

住 院 病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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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7 13:22          手术同意书 

姓名 朱元兴 性别 男 年龄 71 岁 

    患者因病于 2017-06-0713:16:59。入住我院手外科。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

症状及有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1、右下肢挤压伤 2、右腘动脉损伤  3、右腓总神经损伤   。

由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7-06-07         ，拟行右下肢挤压伤清创探查缝合



（备血管吻合、神经吻合）术  手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

学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

手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症、损伤邻

近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

意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有

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手术中发现病变不能切除，则行姑息性手术或仅作探查。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所致的不良

转归。  

有感染、骨髓炎可能                      

创面皮肤坏死，需要多次手术修复                       

有血管、神经损伤可能，有血管断裂、血管栓塞可能，有血管、神经缺损行血管神经移植可

能                             

有患肢感觉异常、功能障碍可能                                    

有肢体坏死、重要脏器损伤甚至危及生命可能  

有血栓形成、脏器栓塞、脂肪栓塞可能  

有截肢可能。   

有术后血管栓塞再次或多次手术治疗可能。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吴磊  

日期： 

2017-06-07 13:28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7 年 6 月 07 日  

地     点：604 病区医生办 

  

参加人员：患者及家属 吴磊医师 

  

事     由：入院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 1、右下肢挤压伤 2、右腘动脉损伤 3、右腓总神经损伤，拟急诊行右下肢挤压

伤清创探查缝合（备血管吻合、神经吻合）术，根据术中情况决定具体手术方案，患者挤压

伤致下肢多发损伤，有其他隐匿性、迟发性损伤未发现可能，有病情加重可能，有基础疾病

发作加重可能。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吴磊 

  

备注： 

2017-06-07 13:29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7 年 6 月 07 日  

地     点：604 病区医生办 

  

参加人员：患者及家属 吴磊医师 

  

事     由：术前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 

      患者 1、右下肢挤压伤 2、右腘动脉损伤 3、右腓总神经损伤，拟急诊行右下肢挤压

伤清创探查缝合（备血管吻合、神经吻合）术，根据术中情况决定具体手术方案，具体手术

风险详见手术同意书。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吴磊 

  

备注： 

2017-06-07 13:32          入院记录 

姓名:  朱元兴职业:    -- 

性别:  男工作单位:-- 

年龄:  71 岁住址:    --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患肢及其家人（可靠）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7-06-07 13:16:59 

民族:  汉族记录日期:2017-05-02 06:55:07 

 

主诉:挤压伤致右下肢疼痛、出血、活动受限 5 小时 

现病史:患者 5 小时前不慎被车轮碾压致右下肢疼痛、出血、活动受限伴右足感觉异常，于

当地医院摄片检查未见明显骨折征象，为求进一步诊治来院就诊，以“1、右下肢挤压伤 2、

右腘动脉损伤 3、右腓总神经损伤”收入院予进一步诊治，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咳嗽

咳痰，无胸闷不适，无头昏头痛，食纳睡眠可，无二便失禁，近期体重未见明显变化。 

既往史: 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病史，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病史，否认重大

外伤手术史，否认输血史，否认食物药物过敏史，预防接种史随社会。 



个人史: 患者出生生长于原籍,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  

家族史: 否认传染性疾病及遗传性疾病史。 

体 格 检 查 

 体温 ３６.６ ℃ 脉搏 ７3 次/分 呼吸 16 次/分 血压 120/60mmHg。 

     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推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

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

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

光反射存在。外耳道无疖肿，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充血中隔无偏曲。

咽无充血，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

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听诊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罗

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７3 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

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

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四肢详见专科情况，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无异常，各

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 

专 科 检 查 

    右腘窝处见约 15cm 皮肤挫裂伤伤口，深达肌层，创面污染严重，腓骨小头外露，右踝

关节、右足踇趾不能主动背伸，右足背动脉不能扪及，右足感觉减退，右足背、右足跟见皮

肤挫擦伤，局部皮肤发黑，无明显破溃。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线（2017-06-07 外院）：右胫腓骨未见明显骨折征象 

 初步诊断  

 1、右下肢挤压伤  

   2、右腘动脉损伤  

   3、右腓总神经损伤 

医师签名:吴磊 

 

  

  

  

2017-06-07 13:43                                     首次病程录 

     患者朱元兴，男，71 岁，因“挤压伤致右下肢疼痛、出血、活动受限 5 小时”入院。患

者 5 小时前不慎被车轮碾压致右下肢疼痛、出血、活动受限伴右足感觉异常，于当地医院摄

片检查未见明显骨折征象，为求进一步诊治来院就诊，以“1、右下肢挤压伤 2、右腘动脉损

伤 3、右腓总神经损伤”收入院予进一步诊治，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咳嗽咳痰，无胸

闷不适，无头昏头痛，食纳睡眠可，无二便失禁，近期体重未见明显变化。否认“高血压、糖

尿病、冠心病”等病史，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病史，否认重大外伤手术史，否认输血史，

否认食物药物过敏史，预防接种史随社会。体温 ３６.６ ℃ 脉搏 ７3 次/分 呼吸 16 次/

分 血压 120/60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正常，推入病房，

自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

小无畸形，眼睑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

径约 3mm，对光反射存在。外耳道无疖肿，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充

血中隔无偏曲。咽无充血，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

及肿大。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听诊两肺呼吸音粗，

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７3 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



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

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四肢详见专科情况，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

生殖器无异常，各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专科情况：右腘窝处

见约 15cm 皮肤挫裂伤伤口，深达肌层，创面污染严重，腓骨小头外露，右踝关节、右足踇

趾不能主动背伸，右足背动脉不能扪及，右足感觉减退，右足背、右足跟见皮肤挫擦伤，局

部皮肤发黑，无明显破溃。辅助检查：X 线（2017-06-07 外院）：右胫腓骨未见明显骨折征

象。初步诊断：1、右下肢挤压伤 2、右腘动脉损伤 3、右腓总神经损伤。诊断依据：病史、

查体、辅助检查。鉴别诊断：术中探查，明确有无肌腱、神经、血管损伤。诊疗计划：完善

相关检查，急诊手术治疗。健康教育：保暖，抬高患肢。 

吴磊 

  

   

2017-06-07 13:46          术前小结 

姓名 朱元兴 性别 男 年龄 71 岁 婚姻 已婚 

病史摘要：患者因“挤压伤致右下肢疼痛、出血、活动受限 5 小时”入院，专科检查：右腘窝

处见约 15cm 皮肤挫裂伤伤口，深达肌层，创面污染严重，腓骨小头外露，右踝关节、右足

踇趾不能主动背伸，右足背动脉不能扪及，右足感觉减退，右足背、右足跟见皮肤挫擦伤，

局部皮肤发黑，无明显破溃。X 线（2017-06-07 外院）：右胫腓骨未见明显骨折征象。 

术前诊断：1、右下肢挤压伤 2、右腘动脉损伤 3、右腓总神经损伤。 

诊断依据手术指征：病史 查体 X 线所示 

  

拟行手术：右下肢挤压伤清创探查缝合（备血管吻合、神经吻合）术  

拟定手术者：吴磊                        麻醉科会诊意见及拟行麻醉方法：腰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①Hb：急诊未查 g/l ②血型：标本已留 有 无√ 保留血清  

③凝血常规:血浆凝血酶原时间.:急诊未查、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急诊未查、D-二聚体:标

本已留 ug/ml; 

④肾功能+电解质+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急诊未查、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急诊未查 U/L、

尿素:急诊未查 mmol/L、肌酐:急诊未查 umol/L、葡萄糖:急诊未查 mmol/L、AST 线粒体同

工酶:急诊未查 U/L、谷草/谷丙:急诊未查、谷氨酸脱氢酶:急诊未查 U/L、视黄醇结合蛋白:急

诊未查 mg/L; 

⑤其他--  

2、青霉素皮试-- 

3、术前讨论（已、未√） 新、重大、致残手术有否审批（已、未√） 

4、手术议定书是否签订（已√、未) 拟定手术时间 2017 年 6 月 07 日 

5、具体术前准备：-- ①术前已输血 --ml ②术中备血 --ml 

 

主治医师签名：                           住院医师签名： 吴磊 2017-06-07 

手术审报意见： 同意                    审批者签字： 蒋纯志 2017-06-07 

  

2017-06-07 17:41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7-06-07  开始时间：14：30    结束时间：16: 50   全程时间：  02:20  分 

术前诊断：1、右下肢挤压伤 2、右腘动脉损伤 3、右腓总神经损伤。 

术后诊断：1、右下肢挤压伤 2、右腘动脉断裂 3、右腓总神经挫伤 4、右腓肠神经挫伤 5、



右坐骨神经损伤 

手术名称：右下肢挤压伤清创探查缝合+腘动脉断裂修补+外固定架固定术 

手术者：     吴磊          助手：  陶明高       护士： 曾子英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斯妍娜 

手术经过： 

       体位：俯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长度:详见下方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创面敷料 2 片 输血： -- 

1．麻醉成功后，于大腿根部绑气囊止血带，取俯卧位，常规碘伏消毒术野皮肤，铺无菌巾

单，抬高患肢驱血后充气，压力维持 350mmHg 并记录时间。 

2. 探查见右腘窝处横行约 15cm 皮肤挫裂伤伤口，深达肌层，创面污染严重，股骨髁、腓骨

小头外露，腘动脉断裂，坐骨神经挫伤，腓总神经、腓肠神经挫伤严重，腓肠肌内外侧头断

裂，向远近端延长切口，解剖腘动脉远近端，修剪腘动脉断端，6- prolene 显微缝线吻合腘

动脉，松止血带，见吻合口无明显活动性出血，血流良好，冲洗后清点器械无误，1 号可吸

收线修补腓肠肌内外侧头，再次冲洗后见无明显活动性出血，间断缝合伤口。 

3.取 150*4.0mm 骨圆针，股骨端置入 2 枚，胫骨端置入 2 枚，膝关节屈曲 20 度，安装外固

定架，拧紧诸关节，见固定牢固。 

4.手术顺利，术中麻醉满意，术中出血少，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术后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吴磊 

2017-06-07 17:50          术后病程录 

     患者 1、右下肢挤压伤 2、右腘动脉断裂 3、右腓总神经挫伤 4、右腓肠神经挫伤 5、

右坐骨神经损伤诊断明确，于今日全麻下行右下肢挤压伤清创探查缝合+腘动脉断裂修补+

外固定架固定术，手术顺利，术后安返病房，术后予抗感染、活血、补液等治疗。 

吴磊 

2017-06-08 17:54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术后第一天，诉右下肢伤口疼痛，无发热畏寒，无胸闷胸痛，无呕吐、腹泻，食

纳睡眠可，尿管在位通畅，尿液清，大便未解。查体：神志清，精神可，心肺听诊未及明显

异常，腹软，无压痛，右下肢外固定架固定在位，伤口敷料干燥，未见明显渗出，右足感觉

减退，右足背动脉搏动存在，搏动减弱。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示：患者昨日全麻下行“右下

肢挤压伤清创探查缝合+腘动脉断裂修补+外固定架固定术”，手术顺利，术后予抗感染、活

血、补液等治疗，继观病情。 

吴磊 

2017-06-09 10:21      吴磊主治医师查房记录     

     患者术后第二天，诉右下肢伤口疼痛，无发热畏寒，无胸闷胸痛，无呕吐、腹泻，食

纳睡眠可，尿管在位通畅，尿液清，大便未解。查体：神志清，精神可，心肺听诊未及明显

异常，腹软，无压痛，右下肢外固定架固定在位，伤口敷料干燥，未见明显渗出，右足感觉

减退，右足背动脉搏动存在，搏动减弱。吴磊主治医师查房示：患者右下肢挤压伤清创探查

缝合+腘动脉断裂修补+外固定架固定术后，手术顺利，现末梢血运存在，予抗感染、活血、

补液等治疗，继观病情，不排除血管再次栓塞、肢体坏死、重要脏器损伤可能。 

吴磊 

2017-06-10 10:16           



     患者术后第三天，诉右下肢伤口疼痛，较前明显减轻，无发热畏寒，无胸闷胸痛，无

呕吐、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自解，大便未解。查体：神志清，精神可，心肺听诊未及明

显异常，腹软，无压痛，右下肢外固定架固定在位，伤口敷料干燥，未见明显渗出，右足感

觉减退，右足背动脉搏动存在，搏动减弱。嘱患者卧床，患肢不负重功能锻炼，予抗感染、

活血、补液等治疗，继观病情，不排除血管再次栓塞、肢体坏死、重要脏器损伤可能，继续

观察患者病情变化。 

吴磊 

2017-06-13 09:40     吴磊主治医师查房指示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诉右小腿术处疼痛，较前减轻，无发热畏寒，无胸闷胸痛，无呕

吐、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自解，大便未解。查体：神志清，精神可，心肺听诊未及明显

异常，腹软，无压痛，右下肢外固定架固定在位，伤口敷料干燥，未见明显渗出，右足感觉

减退，右足背动脉搏动存在，搏动减弱。复查大生化检测全套:丙氨酸氨基转移酶:67.00 U/L、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226.00 U/L、磷酸肌酸激酶:5938.00 U/L、乳酸脱氢酶:374.00 U/L、总蛋

白:45.80 g/L、白蛋白:25.90 g/L、α-羟丁酸脱氢酶:262.00 U/L、总胆汁酸:13.50 umol/L、磷:0.64 

mmol/L、总胆固醇:3.00 mmol/L、钾:3.29 mmol/L、高密度脂蛋白:0.95 mmol/L、载脂蛋白

A1:0.89 g/L、载脂蛋白 B:0.60 g/L、钙:1.84 mmol/L、球蛋白:19.90 g/L;吴磊主治医师查房指

示：患者低蛋白血症，给予人血白蛋白纠正低蛋白血症，嘱患者卧床，患肢不负重功能锻炼，

予抗感染、活血、补液等治疗，继观病情，不排除血管再次栓塞、肢体坏死、重要脏器损伤

可能，继续观察患者病情变化。遵嘱执行 

吴磊 

2017-06-16 20:0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记录 

     今查房，患者诉手术切口稍疼痛，体温正常，无胸闷不适，无恶心呕吐，无腹痛腹泻，

食纳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心肺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软，无压痛，

右下肢外固定架固定在位，伤口敷料干燥，未见明显渗出，右足感觉减退，右足背动脉搏动

存在，搏动减弱。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示：患者蛋白偏低，继予输注白蛋白纠正低蛋白血症，

余治疗同前，嘱患者不负重功能锻炼，继观病情，不排除血管再次栓塞、肢体坏死、重要脏

器损伤可能，继续观察患者病情变化。遵嘱执行。 

吴磊 

2017-06-18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无特殊不适主诉，体温正常，无胸闷不适，无恶心呕吐，无腹痛

腹泻，食纳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查体：神志清，精神可，心肺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软，

无压痛，右下肢外固定架固定在位，伤口敷料干燥，未见明显渗出，右足感觉减退，右足背

动脉搏动存在，搏动减弱。患者目前病情平稳，治疗无特殊，拟明日予出院，瞩门诊定期复

诊。 

吴磊 

2017-06-18 09:38          出院小结 

姓名 朱元兴 性别 男 年龄 71 岁 婚姻 已婚 职业 --  

【入院诊断】1、右下肢挤压伤 2、右膝关节脱位伴腘动脉断裂 3、右腓总神经挫伤 4、右

腓肠神经挫伤 5、右坐骨神经损伤【入院日期】2017-06-07 

【手术名称】右下肢挤压伤清创探查缝合+腘动脉断裂修补+外固定架固定术【手术日期】

2017-06-07 

【出院诊断】1、右下肢挤压伤 2、右膝关节脱位伴腘动脉断裂 3、右腓总神经挫伤 4、右

腓肠神经挫伤 5、右坐骨神经损伤【出院日期】2017-06-19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因“挤压伤致右下肢疼痛、出血、活动受限 5 小时”入院，专科检查：右腘窝处见约

15cm 皮肤挫裂伤伤口，深达肌层，创面污染严重，腓骨小头外露，右踝关节、右足踇趾不

能主动背伸，右足背动脉不能扪及，右足感觉减退，右足背、右足跟见皮肤挫擦伤，局部皮

肤发黑，无明显破溃。X 线（2017-06-07 外院）：右胫腓骨未见明显骨折征象。 

     

【住院经过】 

   患者入院后急行右下肢挤压伤清创探查缝合+腘动脉断裂修补+外固定架固定术，术后予

抗炎活血抗凝等治疗，目前右下肢外固定架固定在位，伤口敷料干燥，未见明显渗出，右足

感觉减退，右足背动脉搏动存在，搏动减弱，创面皮肤部分发黑坏死，坏死面积较小，与患

者沟通后保守治疗，拟予出院，嘱门诊换药。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Ⅱ/甲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

吸轻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肠鸣音 5 次/分，双下肢无浮肿。右

下肢外固定架固定在位，伤口敷料干燥，未见明显渗出，右足感觉减退，右足背动脉搏动存

在，搏动减弱。 

【出院医嘱】 

1、建议休息三个月，加强营养。 

2、口服利伐沙班抗凝治疗，术后六周拆除外固定。 

3、手外科门诊复诊，不适随诊。   

  

X 光线号：－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                       医师签名：             吴磊 

  

患者取仰卧位，双侧腹股沟区消毒铺单后局麻下穿刺右侧股动脉插入 4F 血管鞘组，先送入

4F猪尾导管导管，将头端置于腹主动脉下段及左侧髂外动脉内，注入对比剂行左下肢 IADSA。

造影。经过顺利，患者无明显不良反应，术毕拔除血管鞘，穿刺点加压包扎，患者安返病房。 

 

造影所见： 

左下肢动脉 IADSA 示：双侧髂动脉显影，管壁光滑，左侧股浅动脉中上段、腘动脉及胫前动

脉、胫后及腓动脉依次显影，管壁尚光滑，未见明显血管中断、动脉瘤等异常征象；对比剂

通过缓慢，静脉期延迟显影，左足背动脉网稀疏。 

2017-08-27 15:16          首次病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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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7 12:16          入院记录 

姓名:  朱综德职业:    不详 

性别:  男工作单位:不详 

年龄:  62 岁住址:    安徽省马鞍山市宝义村 

婚姻:  已婚供史者:  患者本人（可靠） 

出生地:中国入院日期:2017-08-27 12:00:55 

民族:  汉族记录日期:2017-08-27 14:38:14 

 

主诉:车祸致左膝关节畸形肿胀，左足青紫 4 小时。 

现病史:患者约 4 小时前不慎被车撞伤，即刻感左膝关节疼痛肿胀，伴关节活动不能。患者

于当地医院就诊，摄片示“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后逐渐发现左足青紫，皮温降低，足

背动脉搏动丧失。为进一步治疗，转入我院治疗。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

咳嗽咳痰，无胸闷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

瘦。 

既往史：既往体健，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无高血压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手术外伤

输血史。 

个人史: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有吸烟嗜好，否认放射线及有毒物质接触史。已婚，配偶体

健。 

家族史:  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 

体 格 检 查 

 体温 36.6 ℃ 脉搏 74 次/分 呼吸 20 次/分 血压 135/77mmHg。 

     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中等，步入病房，自主体位，查体

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无畸形，眼睑

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mm，对

光反射存在。外耳道通畅无畸形，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充血，中隔无

偏曲。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胸廓无畸形，

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

心率 74 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

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生理弯曲，四肢

关节检查详见专科检查，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无异常，各生理反射存在，病

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 

专 科 检 查 

   左膝、左小腿畸形肿胀明显，膝关节前方部分皮肤青紫，有张力性水泡生成。左膝关节

活动不能，左足背动脉搏动丧失，足趾温痛觉丧失，毛细血管反应时间延长，末梢血供差。 

实 验 室 及 器 械 检 查 

   X 线（2017-08-27，外院）：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入院诊断：  

1、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头面部多处皮肤挫裂伤 



4、左侧腘动脉损伤待查 

主治医师签名:杨大伟 

 

  

  

  

  

  

   

  

2017-08-27 15:16          首次病程录 

    患者朱综德，男，62 岁，因“车祸致左膝关节畸形肿胀，左足青紫 4 小时”入院，患者约

4 小时前不慎被车撞伤，即刻感左膝关节疼痛肿胀，伴关节活动不能。患者于当地医院就诊，

摄片示“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后逐渐发现左足青紫，皮温降低，足背动脉搏动丧失。

为进一步治疗，转入我院治疗。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胸闷

心悸，无呼吸困难，无腹痛腹泻，食纳睡眠可，二便正常，近期无明显消瘦。既往史：既往

体健，否认肝炎结核病史，无高血压病史，无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手术外伤输血史。个人

史:否认血吸虫疫水接触史，有吸烟嗜好，否认放射线及有毒物质接触史。已婚，配偶体健。

家族史: 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入院查体：体温 36.6 ℃ 脉搏 74 次/分 呼吸 20 次/分 血

压 135/77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精神尚可，体型中等，步入病房，自

主体位，查体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黄染及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头颅大小

无畸形，眼睑无水肿，巩膜无黄染，角膜无混浊，结膜无充血水肿，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

约 3mm，对光反射存在。外耳道通畅无畸形，鼻道通畅，无异常分泌物。口唇不绀，咽无

充血，中隔无偏曲。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无颈静脉怒张，双侧甲状腺未及肿大。

胸廓无畸形，语颤对称无增强，叩诊双肺清，听诊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罗音。心前区无

隆起，无震颤，心率 74 次/分，律齐，未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软，无压痛，反跳

痛，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未及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4 次/分。脊柱呈正常

生理弯曲，四肢关节检查详见专科检查，双下肢未及浮肿。肛门直肠外生殖器无异常，各生

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专科检查：左膝、左小腿畸形肿胀明显，

膝关节前方部分皮肤青紫，有张力性水泡生成。左膝关节活动不能，左足背动脉搏动丧失，

足趾温痛觉丧失，毛细血管反应时间延长，末梢血供差。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2017-

08-27，外院）：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入院诊断：1、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2、左

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头面部多处皮肤挫裂伤 4、左侧腘动脉损伤待查。诊断依据：病史、

查体及 X 线。鉴别诊断：诊断明确无需鉴别。入院评估：诊断明确，需急诊切开减张，并探

查动脉。骨折二期行内固定手术。诊疗计划：完善相关检查，急诊全麻下行左小腿切开减张

备腘动脉修复。健康教育：保暖，抬高患肢。 

杨大伟 

2017-08-27 12:16          手术同意书 

姓名 朱综德 性别 男 年龄 62 岁 

    患者因病于 2017-08-27 入住我院手外科。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症状及有

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1、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头面部

多处皮肤挫裂伤 4、左侧腘动脉损伤待查   。由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7-08-

27  ，拟行 [全麻下行左小腿切开减张备腘动脉修复  手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

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学科技水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



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

失败、并发症、损伤邻近器官等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

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有

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手术中发现病变不能切除，则行姑息性手术或仅作探查。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伤口感染、皮肤不愈合，骨髓炎。                      

术中术后发生血管危象，小腿坏死，二期截肢。                       

减张创面待二期肿胀减轻后缝合。                             

骨折二期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左小腿功能、外观将有一定影响。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2017-08-27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       杨大伟  

日期：2017-08-27 

2017-08-27 12:17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7 年 08 月 27 日 12 时 17 分 

地     点：604 病区 

  

参加人员：杨大伟、患者本人及其家属 

  

事     由：病情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患者目前左胫腓骨上段粉

碎性骨折，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腘动脉损伤待查。拟于急诊行左下肢动脉造影，检查动脉

损伤情况，急诊行左小腿切开减张备动脉修复术。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杨大伟 

  

备注： 

2017-08-27 12:17          术前小结 

姓名 朱综德 性别 男 年龄 62 岁 婚姻 

病史摘要： 

患者朱综德，男，62 岁，因“车祸致左膝关节畸形肿胀，左足青紫 4 小时”入院，患者约 4 小

时前不慎被车撞伤，即刻感左膝关节疼痛肿胀，伴关节活动不能。患者于当地医院就诊，摄

片示“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后逐渐发现左足青紫，皮温降低，足背动脉搏动丧失。为

进一步治疗，转入我院治疗。专科检查：左膝、左小腿畸形肿胀明显，膝关节前方部分皮肤

青紫，有张力性水泡生成。左膝关节活动不能，左足背动脉搏动丧失，足趾温痛觉丧失，毛

细血管反应时间延长，末梢血供差。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2017-08-27，外院）：左胫

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入院诊断：1、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头面部多处皮肤挫裂伤 4、左侧腘动脉损伤待查。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头面部多处皮肤挫

裂伤 4、左侧腘动脉损伤待查 

诊断依据：病史、查体及 X 线。鉴别诊断：诊断明确无需鉴别。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骨筋膜室综合征需急诊切开减压。 

  

拟行手术： 左小腿切开减张备腘动脉修复术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 2017-08-27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    杨大伟                              拟行麻痹：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五分类)(2017-08-27 13:20:06 ): 白细胞总数:16.20 x10^9/L、 中性粒细胞:93.50 %、 

淋巴细胞:2.80 %、 中性粒细胞计数:15.15 x10^9/L、 淋巴细胞计数:0.45 x10^9/L、 血红蛋

白:116 g/L、 ;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术前

已输血   ml；⑤术中备血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 杨大伟       住院医师签名：        2017 年 08 月 27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  同意     签名： 蒋纯志         2017 年 08 月 27 日 

  

2017-08-27 16:17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7-08-27  开始时间：14：15   结束时间：14:49   全程时间：00 时 34 分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头面部多处皮肤挫

裂伤 4、左侧腘动脉损伤待查 

术后诊断：1、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头面部多处皮肤挫



裂伤 

手术名称：左小腿切开减张术+跟骨牵引术 

手术者： 杨大伟            助手： 张凯彬            护士： 张吉青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冷鑫 

手术经过： 

       体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  否√  是      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     是√  否 

       引流材料名称：--      数目： --   放置部位：-- 

       送验标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效果满意后，以碘伏盐水、双氧水清洗创面，再以碘伏消毒皮肤，铺巾。 

2. 见左小腿多处皮肤挫擦伤，肿胀明显，局部张力性水泡生成，足背动脉搏动消失，末梢皮

肤低，毛细血管反应时间延长。沿小腿中上段前方偏外侧纵向弧形切开皮肤约 12cm，减压

胫前间室。在沿小腿上段外侧纵形切开皮肤约 8cm，减压外侧间室。最后沿内侧上段切开皮

肤 4cm，减压后方浅间室，见小腿张力恢复正常。诸切口皮缘止血，骨折端以明胶海绵填充

止血，创面凡士林纱布覆盖，雪利昂覆盖后适当加压包扎，纱布。 

3. 手术过程顺利，麻醉效果好，术中出血 200ml，术后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大伟 

2017-08-27 17:17   术后病程录        

     患者朱综德，男，62 岁，因“车祸致左膝关节畸形肿胀，左足青紫 4 小时”入院，患者

约 4 小时前不慎被车撞伤，即刻感左膝关节疼痛肿胀，伴关节活动不能。患者于当地医院就

诊，摄片示“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后逐渐发现左足青紫，皮温降低，足背动脉搏动丧

失。为进一步治疗，转入我院治疗。专科检查：左膝、左小腿畸形肿胀明显，膝关节前方部

分皮肤青紫，有张力性水泡生成。左膝关节活动不能，左足背动脉搏动丧失，足趾温痛觉丧

失，毛细血管反应时间延长，末梢血供差。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2017-08-27，外院）：

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入院诊断：1、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

合征 3、头面部多处皮肤挫裂伤 4、左侧腘动脉损伤待查。今日在全麻下行左小腿切开减张

术+跟骨牵引术，手术顺利，术后安返病房，予抗炎、预防血栓、消肿等治疗。 

杨大伟 

2017-08-28 09:02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患者今为术后第一天，体温稍高，精神良好，食欲、睡眠

正常，卧床休息，患肢抬高，持续跟骨牵引。常规体格检查结果正常，左小腿中度肿胀，创

面渗血较多，末梢血供正常，感觉良好。蒋主任查房认为，患者诊断明确，昨日全麻下行左

小腿切开减张术+跟骨牵引术。术后创面肿胀伴渗血，因开放性损伤，软组织挫裂伤严重，

继续以头孢米诺抗炎，低分子肝素钠抗凝，七叶皂甙钠消肿治疗为主。 

杨大伟 

2017-08-29 09:17           



     患者今为术后第二天，全身情况良好，体温偏高，考虑吸收热。左小腿中度肿胀，创

面渗血较多，末梢血供正常。继续跟骨持续牵引，抗炎、抗凝、消肿治疗为主。 

杨大伟 

2017-08-30 09:00           

     患者今为术后第三天，一般情况良好，卧床休息，患肢抬高，持续跟骨牵引。左小腿

肿胀减轻，伤口渗血减少，末梢血供和感觉良好。急查血常规示急查血细胞分析(2017-08-

30 09:06:58 ):淋巴细胞:13.20 %、中性粒细胞:76.90 %、单核细胞计数:0.84 x10^9/L、中性粒细

胞计数:6.95 x10^9/L、红细胞计数:2.20 x10^12/L、血红蛋白:72 g/L、红细胞比积:21.60 %、

血小板计数:90 x10^9/L、大血小板比率:53.90 %、血小板分布宽度:18.5 %;拟急诊输血 1.5 单

位红悬和 300ml 血浆。其余治疗不变。 

杨大伟 

2017-08-30 20:50          输血记录 

     患者今日下午输注 A 型红悬 1.5 单位，血浆 300ml，输血过程顺利，无发热、寒战等

不适症状。输血后亦无不适表现。 

杨大伟 

2017-09-03 09:0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患者目前体温正常，精神良好，食欲、睡眠正常，卧床休

息，患肢抬高，无特殊不适。常规体格检查结果正常，头面部创面干燥、无渗出。左小腿肿

胀减轻，创面少量淡黄色组织液渗出，末梢血供和感觉良好。蒋主任查房认为，患者术后至

今全身情况良好，可于今日行左胫骨平台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杨大伟 

2017-09-04 09:10           

     患者目前体温正常，精神良好，食欲、睡眠正常，卧床休息，患肢抬高。拟于明日全

麻下行左胫骨平台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术前评估：骨折粉碎性，可能需多块钢板固定。创面

可能无法一期闭合，必要时二期缝合或植皮覆盖。术后左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发生概率大，

疼痛，功能受限。 

杨大伟 

2017-09-05 09:10          手术同意书 

姓名 朱宗德 性别 男 年龄 62 岁 

    患者因病于 2017-08-27 入住我院手外科。科。根据患方所述的病情、存在的症状及有

关检查，术前拟诊断为 [1、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头面

部多处皮肤挫裂伤  。由于病情需要，经治医师建议于 2017-09-05  ，拟行 [左胫骨平台

切开复位植骨内固定  手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治疗方法。鉴于当今医学科技水

平的限制和患者个体特意性、病情的差异及年龄因素，绝对安全又没有任何风险的手术是不

存在的。由于已知和无法预见的原因，本次手术可能会发生失败、并发症、损伤邻近器官等

某些难以防范和处理的意外情况。即使医务人员已经认真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

情况下，手术仍有可能发生如下医疗风险： 

麻醉过程中可能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等意外危险。  

手术过程中，因病变浸润、炎症、解剖异常等因素，可能发生手术中难以控制的出血，并有

损伤、切除邻近脏器或组织的可能，手术中发现病变不能切除，则行姑息性手术或仅作探查。  

术后可能发生切口感染、化脓、瘘或窦道形成，切口不愈合，组织和器官粘连，术后再次出

血或再次手术的可能以及心、肝、肺、肾、脑等器官或系统的并发症或疾病本身发展所致的

不良转归。  

伤口感染、皮肤不愈合，骨髓炎。                      



骨折功能复位，对位对线可能欠佳。                       

取自体髂骨块植骨。                             

使用国产材料。                                     

术后创伤性关节炎可能，疼痛。  

左下肢功能、外观将有一定影响。  

输血。                                            

    医务人员将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救治措施以合理的控制医疗风险，但由于现有医疗水平所

限，仍有可能出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一些情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则有可能

导致患者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的不良后果。 

    医患双方的共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患方已充分了解了该手术方法的性质、合理的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出现医疗风险情

况的后果及可供选择的其他治疗方法及其利弊；对其中的疑问，已得到了经治医师的解答。

经自主选择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  

本同意书经医患双方慎重考虑并签字后生效。其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确认医方已

履行了告知义务，患方已享有知情、选择及同意的权利，将受我国有关法律的保护。本同意

书一式二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 

患者或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2017-09-05 

医院经治医师签字：         杨大伟  

日期：2017-09-05 

2017-09-04 09:10          术前小结 

姓名 朱宗德 性别 男 年龄 62 岁 婚姻 已婚 

病史摘要：患者朱综德，男，62 岁，因“车祸致左膝关节畸形肿胀，左足青紫 4 小时”入院，

患者约 4 小时前不慎被车撞伤，即刻感左膝关节疼痛肿胀，伴关节活动不能。患者于当地医

院就诊，摄片示“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后逐渐发现左足青紫，皮温降低，足背动脉搏

动丧失。为进一步治疗，转入我院治疗。专科检查：左膝、左小腿畸形肿胀明显，膝关节前

方部分皮肤青紫，有张力性水泡生成。左膝关节活动不能，左足背动脉搏动丧失，足趾温痛

觉丧失，毛细血管反应时间延长，末梢血供差。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2017-08-27，外

院）：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入院诊断：1、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

室综合征 3、头面部多处皮肤挫裂伤 4、左侧腘动脉损伤待查。急诊在全麻下行左小腿切开

减张术+跟骨牵引术，手术顺利，术后安返病房，予抗炎、预防血栓、消肿等治疗。目前创

面肿胀减轻，渗出减少。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头面部多处皮肤挫

裂伤  

诊断依据：病史、手术史，体格检查和影像学检查。可明确诊断，无需鉴别。 

  

手术指征及病情评估：骨折粉碎性，可能需多块钢板固定。创面可能无法一期闭合，必要时

二期缝合或植皮覆盖。术后左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发生概率大，疼痛，功能受限。 

  

拟行手术：左胫骨平台切开复位植骨内固定术                手术类别：特殊 是 否√ 



拟施手术时间：2017-09-05                            手术级别：四  三√  二  一  

拟手术者：  蒋纯志                                拟行麻醉：全麻 

术前准备： 

1、有关实验室检查：急查血细胞分析(2017-09-04 10:45:21 ):白细胞总数:6.52 x10^9/L、淋

巴细胞:18.70 %、中性粒细胞:72.80 %、红细胞计数:2.74 x10^12/L、血红蛋白:86 g/L、红细胞

比积:26.00 %、血小板比积:0.31 %; 

2、具体术前准备：①普鲁卡因皮试②胃管放置（有、无）③导尿管放置（有、无）④术前

已输血   ml；⑤术中备血   ml；⑥其他 

3、特殊、四、三级术前讨论（已、未√）； 

4、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签订（已√、未)； 

5、手术者术前查看患者情况（已√、未)； 

6、注意事项：- 

7、主治医师签名：      杨大伟 住院医师签名：   -            2017 年 09 月 04 日 

8、科主任审批意见：     同意          签名：      蒋纯志     2017 年 09 月 04 日 

2017-09-05 15:00          手术记录 

手术日期：2017-09-05   开始时间：11：00    结束时间：14:20    全程时间：03 时 20

分 

术前诊断：1、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头面部多处皮肤挫

裂伤  

术后诊断：1、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头面部多处皮肤挫

裂伤 

手术名称：左胫骨平台切开复位植骨内固定术 

手术者：   蒋纯志              助手： 杨大伟            护士：孙慧娟  

麻醉方法：全麻                         麻醉医师：石莉 

手术经过： 

       体位：俯卧位、平卧位     皮肤消毒：碘伏    切口部位、方向、 

       术中改变手术方式  否√   是      理由： 

       签署知情同意书     是√   否 

       引流材料名称：引流管     数目：一根   放置部位：小腿上段外侧       送验标

本名称：-- 

       术中用药（麻醉药品除外）：  --    输血： -- 

1. 麻醉效果满意后，以碘伏盐水、双氧水清洗创面，再以碘伏消毒皮肤，铺巾。 

2. 首先取俯卧位，沿左膝关节后方纵向“S”形切开皮肤约 18cm，切开皮下，于腓肠肌正中腱

性部分进入，切断部分比目鱼肌内侧头，避开腘动、静脉和胫神经、腓总神经，暴露胫骨平

台后方。见其粉碎性骨折，移位明显。直视下复位后，以“T”型解剖锁定钢板固定后外侧骨

折，再以直形重建钢板固定后内侧。闭合后方切口，转位仰卧位。沿左小腿上段减压切口，

复位胫骨平台内侧，以华森公司解剖锁定钢板固定，再以一块“T”型重建钢板固定胫骨结节

处骨折。最后将伤口向外上方延长，见胫骨平台外侧塌陷伴部分骨缺损。撬拨复位后，以华

森公司胫骨平台外侧解剖锁定钢板固定，植入同种异体骨。因皮肤张力较高，小腿外侧减张

伤口未予缝合。创面凡士林纱布覆盖，雪利昂覆盖后适当加压包扎，术毕。 

3. 手术过程顺利，麻醉效果好，术中出血 300ml，术后患者安返病房。  

  

  

    



  

  

手术者签名:            杨大伟 

2017-09-05 15:20          术后病程记录 

     患者朱综德，男，62 岁，因“车祸致左膝关节畸形肿胀，左足青紫 4 小时”入院，患者

约 4 小时前不慎被车撞伤，即刻感左膝关节疼痛肿胀，伴关节活动不能。患者于当地医院就

诊，摄片示“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后逐渐发现左足青紫，皮温降低，足背动脉搏动丧

失。为进一步治疗，转入我院治疗。专科检查：左膝、左小腿畸形肿胀明显，膝关节前方部

分皮肤青紫，有张力性水泡生成。左膝关节活动不能，左足背动脉搏动丧失，足趾温痛觉丧

失，毛细血管反应时间延长，末梢血供差。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2017-08-27，外院）：

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入院诊断：1、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

合征 3、头面部多处皮肤挫裂伤 4、左侧腘动脉损伤待查。急诊在全麻下行左小腿切开减张

术+跟骨牵引术，手术顺利，术后安返病房，予抗炎、预防血栓、消肿等治疗。待创面肿胀

减轻后，予今日全麻下行左胫骨平台切开复位植骨内固定术。术中予 5 块钢板固定胫骨平

台。术后以头孢米诺抗炎，低分子肝素钠预防性抗凝，七叶皂甙钠消肿治疗为主。 

杨大伟 

2017-09-06 08:0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患者为术后第一天，体温正常，精神良好，卧床休息，患

肢抬高，诉伤口疼痛，予对症治疗。常规体格检查结果正常，左小腿中度肿胀，伤口渗血较

多，末梢血供正常，足趾活动良好。蒋主任查房认为，患者昨日全麻下行左胫骨平台切开复

位植骨内固定术。术后创面肿胀伴渗血，因开放性损伤，且植入内固定治疗，继续以头孢米

诺抗炎，低分子肝素钠预防性抗凝，七叶皂甙钠消肿治疗为主。 

杨大伟 

2017-09-07 08:25           

     患者今为术后第二天，体温正常，精神良好，食欲、睡眠正常，继续卧床休息，患肢

抬高。左膝关节、左小腿仍然肿胀，伤口渗血减少，末梢血供正常。继续目前治疗。 

杨大伟 

2017-09-08 08:30           

     患者今为术后第三天，一般情况良好，卧床休息，左下肢垫高，无特殊不适。左小腿

肿胀较前减轻，伤口仍然有少量渗血，小腿前方上段伤口局部青紫，约 5*1.5cm。拔除引流

管，继续换药，抗炎、抗凝治疗。 

杨大伟 

2017-09-11 09:0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患者目前体温正常，精神良好，食欲、睡眠正常，卧床休

息，患肢抬高，无不适主诉。常规体格检查结果正常，左小腿、左膝关节仍然轻度肿胀，前

方伤口皮缘局部坏死，伴有血性渗出。左小腿外侧减张伤口已经缝合，后方伤口、内侧伤口

愈合良好。蒋主任查房认为，患者术后至今全身情况良好，复查 X 线示骨折复位良好，内固

定在位，继续抗炎、抗凝治疗为主。 

杨大伟 

2017-09-14 08:30           

     患者目前体温正常，精神良好，卧床休息，左下肢垫高，无不适主诉。左小腿、膝关

节仍然肿胀，较前减轻，创面渗血减少，左足末梢血供正常。复查 X 线示骨折复位良好，内

固定在位。治疗同前。 

杨大伟 



2017-09-17 09:00          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 

     今日蒋纯志主任医师查房，患者目前体温正常，精神良好，食欲、睡眠正常，卧床休

息，患肢抬高，无不适主诉。常规体格检查结果正常，左小腿轻度肿胀，创面少量渗出，胫

前伤口上段局部表皮色泽发暗，约 4*1.5cm。左足末梢血供正常，足趾活动良好。蒋主任查

房认为，患者术后至今全身情况良好，伤口无感染征象，局部皮肤因挫擦伤，发生坏死，有

自愈可能。目前继续抗炎、预防性抗凝治疗为主。 

杨大伟 

2017-09-20 08:27           

     患者目前全身情况良好，体温正常，继续卧床休息，患肢抬高，无不适主诉。左小腿、

左膝关节轻度肿胀，胫前伤口上段少量暗红色渗血，其余伤口愈合良好。目前已无特殊治疗，

口服抗炎药物，继续低分子肝素钠预防性抗凝。 

杨大伟 

2017-09-21 08:00           

     患者目前全身情况良好，食欲、睡眠正常，卧床休息，患肢抬高，无不适主诉。左小

腿、左膝关节轻度肿胀，胫前伤口上段少量暗红色渗血，其余伤口愈合良好。今日拆除除小

腿外侧伤口外缝线。蒋主任了解病情后指出可予患者明日出院，继续门诊换药。出院评估：

左小腿前方伤口有自愈可能，必要时再次清创缝合。左下肢功能、外观将有一定影响。 

杨大伟 

2017-09-22 08:00          出院小结 

姓名 朱宗德 性别 男 年龄 62 岁 婚姻 已婚 职业 不详  

【入院诊断】1、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头面部多处皮肤

挫裂伤 4、左侧腘动脉损伤待查。【入院日期】2017-08-27  

【手术名称】1、左小腿切开减张术+跟骨牵引术 

2、左胫骨平台切开复位植骨内固定术【手术日期】2017-08-27 

2017-09-05  

【出院诊断】1、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2、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 3、头面部多处皮肤

挫裂伤 4、左侧腘动脉损伤待查。【出院日期】2017-09-22   

 

【入院时情况】(简要病史、阳性体征、有关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 

   患者朱综德，男，62 岁，因“车祸致左膝关节畸形肿胀，左足青紫 4 小时”2017-08-27 入

院，患者约 4 小时前不慎被车撞伤，即刻感左膝关节疼痛肿胀，伴关节活动不能。患者于当

地医院就诊，摄片示“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后逐渐发现左足青紫，皮温降低，足背动

脉搏动丧失。为进一步治疗，转入我院治疗。专科检查：左膝、左小腿畸形肿胀明显，膝关

节前方部分皮肤青紫，有张力性水泡生成。左膝关节活动不能，左足背动脉搏动丧失，足趾

温痛觉丧失，毛细血管反应时间延长，末梢血供差。实验室及器械检查：X 线（2017-08-27，

外院）：左胫腓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住院经过】 

    急诊在全麻下行左小腿切开减张术+跟骨牵引术，手术顺利，术后安返病房，予抗炎、

预防血栓、消肿等治疗。待创面肿胀减轻后，再于 2017-09-05 全麻下行左胫骨平台切开复

位植骨内固定术。术中予 5 块钢板固定胫骨平台。术后以头孢米诺抗炎，低分子肝素钠预防

性抗凝，七叶皂甙钠消肿治疗为主。 

     

【出院情况】(治愈、好转√、未愈、未治、转院、自动出院)：  伤口愈合:Ⅱ/乙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无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可，双肺呼



吸轻音，未及罗音，心脏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平软，肠鸣音 5 次/分，双下肢无浮肿。左

小腿、左膝关节轻度肿胀，胫前伤口上段少量暗红色渗血，其余伤口愈合良好。足趾感觉、

对合良好。 

【出院医嘱】 

1、继续口服抗炎、抗凝药物。 

2、门诊换药 3 天一次，若胫前伤口无法自愈，二期再行清创缝合。 

3、休息三个月，门诊复查，约一个月一次。 

4、病情变化，随时就诊。   

  

X 光线号：A2676999 

CT 号：－ 

MRI 号：－ 

病理检验号：－ 

 

  

主治医师：        杨大伟     医师签名：——   

2017-09-22 08:05          医患沟通记录单 

谈 话 时 间：2017 年 09 月 22 日 08 时 05 分 

地     点：604 病区 

  

参加人员：杨大伟、患者本人 

  

事     由：出院沟通 

  

沟通要点（病情、诊断、治疗、用药、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出院后：1、继续口服抗炎、

抗凝药物。2、门诊换药 3 天一次，若胫前伤口无法自愈，二期再行清创缝合。3、休息三个

月，门诊复查，约一个月一次。4、病情变化，随时就诊。 

  

患方意见： 

  

患方签字： 

医务人员签字：          杨大伟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