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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急诊创伤整形修复治疗平台
互联网 ＋ 建立的实践探索
刘海鹏ꎬ邵

英ꎬ徐

静ꎬ李

甜ꎬ张

舵

[ 摘要] 建立吉林省急诊创伤整形修复治疗平台ꎬ借助目前的电话、互联网、企业号、微信群和微信公众
平台等自媒体手段ꎬ联合全省多家医院创建吉林省急诊创伤整形修复平台ꎬ帮助患者实现实时会诊、转诊、分
级诊疗ꎮ 目前ꎬ已完成“９６６０８” 号码应用、互联网系统的建设ꎮ 成功转诊患者 ２１３ 例ꎬ网络实时会诊 ３２１ 例ꎬ与

全省 ８０ 余家医院建立合作ꎬ形成面部创伤救治体系ꎮ 急诊能够直接反应国家医疗服务能力ꎬ创伤平台的建立
缩短了接诊、转诊时间ꎬ提高了救治效率ꎮ

[ 关键词] 吉林省急诊创伤整形修复治疗平台ꎻ实时会诊ꎻ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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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急诊 / 急救水平直接反应该国整体
医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ꎬ而我国在这方面明显滞后
于欧、美等发达国家[１] ꎬ尤其是颅颌面部的严重损伤、
面部器官缺损、四肢的离断伤及全身的皮肤软组织
缺损等疑难重症ꎬ在急诊诊治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亟
待解决的问题 [２￣３] ꎮ 结合吉林省作为东北重工业基
地ꎬ群体性严重创伤时有发生的现状ꎬ吉林省急诊创
伤整形修复治疗平台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１

平台建立的背景
我国近 ５ 年来大力推进各省市急诊 / 急救事业的
发展ꎬ«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
[ 基金项目]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项目( ００２０５１３０００３) ꎻ吉林省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２０１ＪＣ)
[ 作者单位] １３００２１ 吉林 长春ꎬ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整形外科( 刘海
鹏ꎬ邵 英ꎬ徐 静ꎬ李 甜ꎬ张 舵)
[ 通讯作者] 张 舵ꎬ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ｄｕｏ２００２＠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２０２０ 年)»中将急诊创伤急救列为重点研究领域 [４] ꎮ
吉林省是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摇篮ꎬ汽车保有量较
高ꎬ且东北地区冬季冰雪路面交通事故频发ꎬ交通事
故致死、致伤率逐年增多ꎮ 另外ꎬ东北是重工业基
地ꎬ煤炭、石油、汽车等产业发达ꎬ群死、群伤事件也
较多ꎮ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隶属于教育部直属高校吉
林大学ꎬ是卫生部部属的三级甲等医院ꎬ全国百佳医
院ꎬ为吉林省规模最大、患者最多及社会影响最好的
三甲医院ꎻ医院承担了长春市及周边地区近 ５０％ 的
严重多发性创伤患者的救治任务ꎬ并多次被政府指
定为重要大型社会活动提供医疗保障ꎬ参加多次外
宾国际救援、重大交通事故、工伤、矿难及自然灾害
的紧急救护ꎬ在吉林省及周边省市具有良好的声誉ꎮ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整形外科自 １９９７ 年开始承担着
全院的颌面部外伤的整形美容缝合、四肢外伤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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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７

微修复重建工作至今已 ２０ 年ꎬ共诊治急诊创伤患者

的网络会诊平台为依托ꎬ添加必要的网络信息化建

好的建立急诊 / 急救体系终端的基础ꎮ

台向急诊会诊网络平台的转化ꎮ 以吉林大学第一医

５ 万余例ꎮ 在吉林省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ꎬ具备良

设所需设施及配套软件ꎬ实现普通慢诊会诊网络平

基于以上背景ꎬ在吉林省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院为指挥核心ꎬ形成覆盖全省各市、县ꎬ面对所有颜

下ꎬ依靠自身雄厚的专业基础ꎬ强大的技术团队ꎬ充

面、四肢创伤及全身皮肤软组织缺损的急诊患者群

分整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其他优势学科的医疗资源ꎬ

的会诊网络平台ꎬ统筹指挥急诊创伤患者的急救、转

针对目前我国急诊创伤治疗现状ꎬ以严重颜面、四肢

运和系统治疗ꎮ 建立咨询平台和电话ꎬ由接受过相

创伤及全身软组织缺损患者为目标人群ꎬ构建吉林

关培训的人员负责接听ꎬ根据需要对于疑难、危重患

大学第一医院急诊创伤整形修复治疗平台ꎬ提供急

者建立直接的医生、患者沟通渠道ꎮ

诊整形修复治疗服务ꎬ作为我国涉及颜面、四肢创伤

及全身软组织缺损等急诊 / 急救治疗的开创性尝试ꎬ
推动吉林省及我国急诊创伤整形修复事业的发展ꎮ
２

我国急诊创伤整形修复治疗现存的问题

３ ２

建立院前急诊 / 急救体系

院前急诊 / 急救体

系是急诊创伤整形修复治疗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主要包括 ２ 部分ꎮ

３ ２ １

建立辐射省内各主要市、县的颜面、四肢创

伤及全身软组织缺损急诊患者的急救及集中转运点

目前ꎬ我国在救治颜面、四肢及全身软组织缺损

选择吉林省内各市、县有较强医疗服务能力的地方

患者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比较严峻ꎮ 据国外权威杂志

医院作为此类患者接诊、急救和转运的基地ꎮ 通过

统计ꎬ在严重的外伤事故中ꎬ颅颌面部的严重损伤、

网络平台对地方医院可以处理的伤情较轻急诊患

面部器官缺损、四肢的离断伤及全身的皮肤软组织

者ꎬ给予技术指导ꎬ使其得到快速、恰当的诊治ꎻ对于

缺损等占整个外伤患者的 ３７％

[５]

ꎮ 在工作中也深

地方医院处理起来有困难的疑难、危重患者ꎬ如严重

深体会到该项工作存在着若干不足之处ꎬ同时调查

颌面部损伤、器官缺损、多系统复合伤、肢体离断的

我国包括北京、上海等省市自治区均存在类似的问

患者ꎬ在平台指挥下ꎬ以各地医院为集中转运点ꎬ迅

题ꎮ 集中体现在:①地方医院整形修复外科缺失ꎬ缺

速转运至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急诊创伤整形修复中

乏必要的离断组织保存常识及快速的患者转诊体

心进行系统治疗ꎮ

系ꎻ②下级医院在处理以颜面、四肢创伤为主的复合
伤时ꎬ偏重于患者其他系统的治疗ꎬ而错过了整形修
复治疗的最佳时机ꎻ③在大型三甲医院内部ꎬ各科室
间各自为战ꎬ缺乏系统的治疗统筹安排ꎬ致使患者多
次转科、多次手术ꎬ导致住院时间延长ꎬ不仅增加了

３ ２ ２

作关系

与“ １２０” 院前急救服务体系建立稳定的合

除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救护车等急救设备

外ꎬ与可靠、稳定的“１２０” 院前急救系统建立合作关
系ꎬ在网络平台的统一指挥下ꎬ解决急诊 / 急救患者
的快速、安全转运ꎮ 辐射至比较偏远的乡村ꎬ将患者

患者医疗费用ꎬ也增添了患者的病痛ꎻ④整形外科作

转运至集中转运点所在医院后ꎬ再直接对口、无间隙

为新兴科室ꎬ很多地县级医院尚没有设立这样的科

转运至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急诊创伤整形修复中

室ꎬ医院其他传统科室也不是特别熟知整形专业知

心ꎬ解决患者不知向哪里转诊及如何转诊的问题ꎮ

识ꎮ 整形外科诊断和治疗有其自身的特殊性ꎬ尤其
对于外伤后颜面器官缺损的修复和畸形的重建、诊

３ ３

建立国内领先、具备国际水平的院内急诊创伤

整形修复中心

以现有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急诊创

疗计划和治疗原则应依照病情的实际情况作出ꎬ专

伤整形修复中心为基础ꎬ优化中心的内部结构ꎬ使急

业知识的欠缺和沟通的不畅也容易导致外伤整体治

诊创伤患者获得快速、畅通、科学、有效的诊疗ꎮ 建

疗疗效水平的下降ꎮ

立快速接诊流程ꎬ加快辅助检查速度ꎬ建立中心统筹

３

分诊指挥中心ꎬ快速制定患者的综合诊治方案ꎬ做到
平台建立的具体内容

根据国家发展急诊 / 急救事业的需要ꎬ以严重群

整形修复医生与其他外科医生共同协作ꎬ快速接诊、
快速手术ꎬ全方位、有序地解决患者的问题ꎮ

死、群伤突发事件的急诊 / 急救为主线ꎬ构建以吉林

３ ３ １

地区的急诊创伤整形修复特色治疗平台ꎮ 该平台由

线、ＣＴ、ＭＲＩ 等检查快速出片ꎬ检查结果通过院内医

大学第一医院整形外科为中心、辐射吉林省及东北

建立院内急诊“ 绿色通道”

建立快速、专

业的接诊 组ꎮ 开 放 全 面、 快 速 的 辅 助 检 查 路 径ꎬ Ｘ

信息化会诊网络、院前急救体系和院内整形修复中

院信息系统网络实时报告ꎬ实现医生即时、快速阅片

心共同组成ꎮ

及其他辅助检查结果ꎻ实现快速网上会诊机制ꎬ进行

３ １

建立信息化急诊创伤会诊网络平台ꎬ作为急诊

整形外科、创伤脑外、创伤骨科等多科室快速会诊ꎬ

以吉林省现有

共同确定最佳治疗方案ꎬ原则上争取在一台手术中

整形修复治疗平台的统筹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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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８

尽量多地解决患者的问题ꎮ

３ ３ ２

建立现代化、设施完备的急诊创伤整形修复

专门手术室ꎬ满足多科室同台手术要求

手术室保

证足够空间ꎬ可满足整形外科、创伤脑外、创伤骨科
同台手术需要ꎬ并配备各相关科室所需手术设施ꎮ
同时配备整形修复外科专用设备ꎬ如观察皮瓣血循
环的光谱成像设备、多普勒血流设备ꎬ显微镜及显微
器械ꎬ检查骨折复位内固定情况的移动式 Ｇ 型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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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媒体进行了广泛宣传ꎬ口号 “ ９６６０８ꎬ创伤不留
疤” 正不断为广大长春市民所熟知ꎮ 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平台建立到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吉林省急诊创伤整形修复
治疗平台已经成功救治各类创伤患者１ ０００余例ꎻ其
中ꎬ经“９６６０８” 创伤紧急救护系统平台呼叫及咨询
电话 ３２１ 个、转运患者 ２１３ 例ꎬ极大地提高了患者救
治的效率ꎬ节省了时间ꎬ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ꎮ

术影像系统ꎬ观察爆炸伤患者体表异物残留的小型

ＭＲＩꎬ能够完成术中高清晰度照相、录像ꎬ缓冲区同
步观摩的影像系统等ꎮ

３ ３ ３

根据患者伤情不同ꎬ选取优势亚专科进行整

形修复手术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多年来致力于亚专

科建设ꎬ目前与急诊创伤整形修复相关的亚专科包
括器官修复再造专科、颅颌面修复重建专科、四肢显
微修复重建亚专科等ꎬ均有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及专
业队伍ꎮ 对不同伤情的患者ꎬ中心将有针对性的配

图１

备不同亚专科的医生ꎬ应用最佳的手术方案和最先

创伤紧急救援系统组成

进的诊疗技术进行治疗ꎬ以期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ꎮ

３ ３ ４

建立术后患者统一管理的急诊创伤整形修

复中心护理平台

在传统的医疗模式中ꎬ多系统创

伤患者往往多次转科、多次手术ꎬ每次术后均重复的
抗感染、对症、支持治疗ꎬ极大地增加了患者的痛苦
和经济负担ꎮ 中心希望探索一种整形修复外科、创
伤脑外科、创伤骨科及其他外科同台手术ꎬ而术后患
者由创伤外科护理平台统一管理的新模式ꎬ以方便
院内患者管理ꎬ减少患者的住院日ꎬ降低患者的住院
费用ꎬ是一种开创性的有益尝试ꎮ

３ ３ ５

不断提高基层医院医疗技术水平ꎬ定期组织

平台会议和培训班

为了提高平台医生技术水平ꎬ

尤其是提高地方各级医院相关科室的急诊创伤救治
水平ꎬ不定期组织培训班赴吉林省各地区医院对基
层医生进行面对面授课ꎻ同时ꎬ积极参与基层医院门
诊、手术等ꎬ为基层医院一线急诊外伤处置医生的业
务水平不断提高创造便利条件ꎮ
４

４ １

４ ２

平台运行流程

建成了辐射省内各主要市、县级医院的院前急

诊 / 急救体系

吉林省急诊创伤整形修复治疗平台

目前已经与省内 ８０ 余家市、县级医院签订了院前急
诊 / 急救双向互助协议ꎮ 该协议规定了平台医院间
进行院前急诊 / 急救转运时各自应履行的责任和义
务ꎬ规范了转诊过程的具体工作流程、首诊医生转诊
职责、转诊过程安全规范等ꎮ 平台还对上述 ８０ 余家

平台建立后的初步成效
建成了信息化急诊创伤会诊网络平台

图２

经过

医院的近千名一线医生进行了实名注册并建立了数

１ 年多的努力ꎬ吉林省急诊创伤整形修复治疗平台

据库ꎬ对参与院前转诊的一线医生的职责进行了重

“９６６０８” 创伤紧急救护系统平台建设项目ꎮ 该创伤

之忧ꎮ 协议的签订为平台工作建立了系统化、统一

急救终端子系统、医疗地理信息子系统构成( 图 １、

也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转诊患者的安全ꎮ

已经与长春盛唐电脑经销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开发

新的确定ꎬ 通过完善转诊流程消除其转诊时的后顾

紧急救援系统由呼叫中心子系统、呼救受理子系统、

化的制度ꎬ极大地提高了院前急诊 / 急救转运效率ꎬ

２) ꎮ “９６６０８” 为全国统一拨打咨询电话ꎬ无需拨区

除此之外ꎬ吉林省急诊创伤整形修复治疗平台

号即可直接与平台中心取得联系ꎬ实现对急危重患
者的快速转运ꎮ 平台建立初期ꎬ为增加吉林省广大

群众对平台的熟悉和认知ꎬ中心在长春市主要电视、

与国家级会诊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

院共同签署了« 吉林省面部急诊创伤整形修复平台
共建协议书» ꎬ此协议书的内容在于明确地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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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台中心乃至国家级会诊中心之间的快速会诊、
转诊制度ꎮ 该协议书直接规定了平台中心医生乃至
平台的国家级会诊中心医生来下一级医院进行会
诊、转诊时的具体要求和流程ꎬ为平台会诊、转诊提

调动一切社会公共资源ꎬ使平台融入社会公共

卫生服务体系

作为一个新兴的公共服务平台ꎬ吉

林省急诊创伤整形修复治疗平台还借助一切已有的
公共卫生资源ꎬ率先与“ １２０” 院前急救服务体系建
立稳定的合作关系ꎬ避免在广大人民群众遇到急诊

供医学法律依据ꎮ

４ ３

４ ７

 ３３９

为

创伤时出现重复呼救、重复转诊ꎬ造成资源的浪费ꎮ

实现对伤后患者的快速救治ꎬ平台建立之后着眼于

同时ꎬ整合交警、媒体等社会资源ꎬ通过分享和开放

伤后患者的院内就诊流程ꎬ针对其中各个环节协调

交通指挥定位系统ꎬ第一时间指导转诊路线ꎬ节省转

从细节上建立健全院内急诊“ 绿色通道”

与院内各科室的关系ꎬ健全院内急诊“ 绿色通道” ꎬ
成立集中统筹的急诊治疗组ꎬ节省时间ꎬ降低患者医
疗费用ꎮ

４ ４

运时间ꎬ提高转诊效率ꎮ 目前吉林省急诊创伤整形
修复治疗平台已经在吉林省公安厅门户网站“ 互联
网 ＋公安” 综合服务平台建立链接ꎬ成为吉林省公安

厅网站面向全省人民群众的又一个社会服务窗口ꎬ

加强手术室管理ꎬ统筹急诊手术室交接工作

医院医疗院长、手术室护士长、创伤平台主任与急诊
外伤一线医生、手术室护士及麻醉师召开手术室管
理专题讨论ꎬ加强手术室管理ꎬ完善各种针对急诊外
伤的手术室流程ꎮ 于急诊手术室内设立单独的创伤

必将使广大人民群众获益ꎮ
５

总结
构建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整形外科为中心、辐

平台专用手术室ꎬ该手术室除配备整形 / 骨科 / 脑外

射吉林省及东北地区的急诊创伤整形修复治疗平

完成脑外伤、手外科、骨科、整形外科手术ꎮ 另外ꎬ配

损的急诊患者为目标人群ꎬ通过建立以市、县级医院

科 / 手足外科外伤必要的急诊器械之外ꎬ可同时满足

台ꎬ以严重颜面部、四肢创伤及全身皮肤及软组织缺

备多间备用手术室足以保证同一时间多个外伤患者

为急诊患者集中转运点ꎬ“ １２０” 急救指挥体系为患

就诊时的急救处理ꎬ尽量减少患者等待时间ꎮ 设立针
对急诊外伤的手术室转运绿色通道系统ꎬ使患者入
手术室时更加简洁便利ꎬ由专人护送患者至手术室ꎮ

４ ５

成立优势专科救治组ꎬ患者术后统一护理

为

了配合急诊创伤整形平台的需要ꎬ也结合吉林大学
第一医院整形外科目前专业化分组现状ꎬ平台成立

了耳再造 / 鼻再造 / 眼睑再造 / 口唇再造 / 创面修复等
亚专科治疗组ꎬ根据急诊外伤就诊患者遭受器官损
伤的具体情况ꎬ选择不同的亚专科接受整形外科系
统治疗ꎮ 同时结合医院创伤骨科、创伤脑外科、创伤
整形科均处于统一护理平台的现实情况ꎬ在对急诊
患者进行联合手术后ꎬ由创伤外科护理平台统一管

者转运媒介ꎬ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急诊创伤整形修复
中心为诊治主体的现代、高效急诊创伤救治平台ꎬ使
吉林省及周边群众在确保全身各系统复合伤合理救
治的前提下ꎬ得到最快速、最系统、最有效、最佳的整
形修复治疗ꎻ避免贻误最佳修复时机ꎬ提高治疗效
率ꎬ改善治疗效果ꎬ最大限度地缩短住院时间ꎬ减轻
患者经济及心理负担ꎮ 吉林省急诊创伤整形修复治
疗平台的具体实践探索针对严重颜面损伤及四肢、
全身软组织缺损患者的最理想诊治流程、最佳诊疗
技术ꎬ完善吉林省的急诊 / 急救诊疗体系ꎬ开创有专

科特色、国内领先、具国际水平的急诊创伤整形修复
治疗平台ꎬ提高吉林省乃至我国急诊创伤整形修复

理患者的新模式ꎬ以方便院内患者管理ꎬ减少患者的

的整体诊治水平 [６] ꎮ

住院日ꎬ降低患者的住院费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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