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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等“２ ３；我国主要为机械制造业（４１．５％）、木材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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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建筑行业（８．１％）、搬运运输业（６．７％）““。另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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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显示，职业性手外伤发生在私有企业占７２．９％、独资企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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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个体自营业占５．９％、国有单位占７．８％【ｌ…。
（３）时间分布：职业性手外伤事故发生时问在不同研究
中也存在明显差异。Ｓｅｎｎｋｅｎ等［７１统计研究显示，一天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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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主要依次发生于１０：００一１２：００（１９．６％）、１８：００—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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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１４：００一１６：００（１１．６％）和１６：００—１８：０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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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中，周一发生率最高为２３．３％。陈淑琴等渖’对连续３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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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ｎｓｈ］．

外伤住院患者统计结果显示，７、８月为手外伤高发期，患者平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ａｎｄ ｉｎｊｕｒｙ；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均占全年的２１．０３％；其次为３、４月，患者平均占全年的

Ｉｎｆｌｕａ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２０．１９％；再次为１１、１２月，患者平均占全年的１８．６４％。一天
之中，以１２：００—１８：００为事故高发时段（４０．７２％），而一周内

职业性手外伤是指职业人群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由各种

每天手外伤住院患者人数无明显差异。另有研究显示，工作

急性事件或瞬时因素引起的手部创伤，为一种常见的职业伤

开始后３～６ ｈ，手外伤事故发生率高达４８．８％，工作开始３

害…。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职业性手外伤占全部

内为３３．０％‘１ ５］０这可能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工作时间及生活工

职业性伤害的３０％～３７％口’。我国也是职业性手外伤高发国

作习惯差异有关。

ｈ

家。手外伤可导致手功能不同程度受限或丧失，降低患者劳

（４）手外伤类型及其程度：职业性手外伤的类型国内外

动能力，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由于手外伤导致的外观异常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主要为切割伤、挤压伤、穿刺伤、离断伤、

或截肢往往也会给患者带来负面心理压力，甚至导致更为严

挫伤、脱臼、骨折等。有研究显示，职业性手外伤主要以切割

重的心理障碍ｂ】。职业性手外伤的流行病学研究是开展职

伤为主（５７％～６２％），其次是挤压伤（１２％）、骨折（４％一８％）

业性手外伤预防、治疗和康复的基础“＇“，为此本文将有关国

和离断伤（１％）“…。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和Ｋａｙ“６１提出手外伤严重程度

内外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评分（Ｈａｎ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Ｓｃｏｒｉｎｇ，ＨＩＳＳ）系统，可将手外伤

１．职业性手外伤的构成及分布：

按伤害程度及类型分为Ｉ～Ⅳ级，分别代表轻度（≤２０分）、

（１）人群分布：职业性手外伤的人群分布有明显的性别

中度（２１～５０分）、重度（５１。１００分）和严重（≥１０１分）。

和年龄差异，其中男性多于女性。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等…１对美国

Ｕｒｓｏ—Ｂａｉａｒｄａ等“７１改进了ＨＩＳＳ系统，提出修改版手外伤严重

１０６万例职业性手外伤的统计分析发现，男女比例为１．９６：１，

程度评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即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发生手外伤，这是因为容易发生职业性

统，对伤害程度及其类型有更详细的评分和分型，对研究手

手外伤的高风险行业主要以男性为主。年龄分布主要发生

外伤康复和伤者回归工作的时间具有积极意义““。

Ｈａｎ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Ｓｃｏｒｉｎｇ，ＭＨＩＳＳ）系

于青壮年人群。Ｓｅｒｉｎｋｅｎ等”３对土耳其７４６例职业性手外伤

２．职业性手外伤的危险因素：目前研究一般将职业性手

调查发现，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２５．３４岁（３０％～３２％），其

外伤的危险因素分为工人因素、设备因素、工作因素以及心

次是＜２５岁（１２％）人群，平均年龄为（２７．８±６．１）岁，这与我

理因素。笔者认为手外伤为急性发生，其危险因素分为不可

国研究结果相一致随Ｊ Ｊ。

变的固定因素和可变的瞬时因素，可更好地针对不同的危险

（２）职业分布：不同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美国职业性手

因素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外伤人群主要集中于机械行业（３２．８％）、包装运输业

（１）固定因素：主要是人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

（１５．４％）、服务业（１４．９％）以及建筑业（１４．８％）等“们；希腊主

度、工龄、职业、生活习惯和不良嗜好等。国内外研究均表明，

要为木材加工业（２８．３％）、建筑业（１６．２％）以及金属制造业

年龄＜２５岁、工龄短、从事高危行业（如制造业和建筑业）、未

（８．７％）等““；韩国主要为机械行业（５７．１％）和装配调试业

接受正规的安全培训等是职业性手外伤的高危因素““２“。职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１２．０２４

业性手外伤患者一般具备较年轻、技术操作不熟练、安全操

作者单位：２６６０７１青岛，解放军第四。一医院全军手外科中心（陈

作观念差、缺乏个人防护意识或违规操作等原因，同时也多

淑琴），护理部（王颖）；青岛大学医学院（姜乃睿）

发生于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及从事工作强度大的工人。从

通信作者：陈淑琴，Ｅｍａｉｌ：ｑｄ４０１ｃｓｑ＠１６３．ｃｏｎ

事故发生的部门分析，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明显多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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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和合资企业，这可能与企业的员工培训制度、劳动保

括１５６名手外伤患者前瞻性研究中，以患者返回原岗位工作

护措施等有直接关系。

作为结束随访的标准，计算手外伤所致劳动价值的损失。结

（２）瞬时因素：Ｓｏｒｏｃｋ等胫纠在采用病例交叉设计的研究

果显示，手外伤引起的劳动价值损失，以工资乘以病休时间

中，提出设备异常、非日常工作任务、非日常操作方法、身体

计算，平均占全部费用的５５％～６５％，而急诊、门诊、住院费

不适或生病、注意力不集中、加班、匆忙、戴手套８个瞬时危

用分别占１８％、１４％和１３％。此外美国６个手外科中心计算

险冈素。该研究方法被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纳，并应用于研究

了严重手外伤的医疗费用支出，并以此推算出积极治疗的收

职业性手外伤８个瞬时危险因素相对危险度（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益【３“。结果显示，对严重手外伤患者进行积极治疗带来的收

ｒｉｓｋ，

ＲＲ）。潘榕等乜”研究也显示８个核心指标均为手外伤的危险

益是其医疗直接费用支出的１０余倍。

因素，调查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其中关于戴手套是

（３）伤者回归工作时问：主要依据治疗情况、参加职业康

保护因素还是危险因素，国内外研究存在争议；如Ｓｏｒｏｃｋ

复情况、回归工作的愿望、家庭经济支持等。先进的治疗康

等陋４１研究发现，戴手套是手外伤发生的一种保护因素（ＲＲ＝

复技术可明显提高手功能的恢复，加快伤者回归工作的时

Ｏ．４）；而潘榕等”５ ３研究发现，戴手套则是手外伤发生的危险

间。多数研究证明ＨＩＳＳ系统可用来预测手外伤后工人回归

因素。这可能是由于两项研究的伤害类型与伤害严重程度

工作时间及功能康复时间，即ＨＩＳＳ系统碍分越高，患者缺勤

的不同所致。在挤压伤及离断伤中，手套不能阻挡钝性能量

时间越长“７·２“３４］。但在手外伤患者总体回归工作时间及影响

传递，或因缓冲不足，可能造成手部躲避动作迟缓，从而导致

因素方面，国外研究由于所涉及的目标人群、研究方法、随访

伤害发生。

计划及就业环境等不同而使研究结果存在差异“７］５］。国内

（３）心理因素：虽然目前国内外大多数研究显示工人的

江长青等ｏ６］对深圳市３９０例手外伤者进行６个月随访调查，

情绪是手外伤事故的高危因素，工作时短暂的注意力不集中

发现９３％的伤者再就业回归工作，但该研究随访率仅为

即可导致手外伤发生，但是职业性手外伤与心理因素的关系

２７．７％；秦允等０７］对广州市及周边地区的８６例手外伤者进行

还少有研究。王贵山和成义仁乜们研究了煤矿工人工伤事故

３～１２个月随访，结果显示约９０％的伤者再就业，平均缺勤时

与心理健康因素，表明工人的重大生活事件对工伤事故的发

间为１２６３ ｄ，但该研究的随访率仅为６５．１％，且有５０％的调

生有重大作用，煤矿工人明显存在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查对象为非工伤，因此以上因素均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外推。

陈淑琴等悼１研究证明，每年７、８月是手外伤发生率最高的季

Ｗｏｎｇ［３”研究显示，１０９例回归原工作岗位的伤者平均病休

节，这与气候炎热、情绪躁动和睡眠不足有关；其次为３、４

７．５周，常规康复平均需８．６周；其中ＨＩＳＳ系统评分为轻度的

月，由于节后企业刚开工，员工情绪不稳定，加之企业招收大

工人，平均病休４．８周，常规康复平均需５．７周；ＨＩＳＳ系统评

量新员工，技术不熟练，心理过度紧张所致。说明心理因素

分为中度者病休６．７周，常规康复７．９周；ＨＩＳＳ系统评分为重

是导致职业性手外伤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度者病休８．４周，常规康复８．７周；ＨＩＳＳ系统评分为严重者则

３．职业性手外伤的经济损失和社会问题：手外伤所致的
经济损失主要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乜”。前者

需要病休２３．９周，常规康复１８．８周。
４．职业性手外伤干预措施及其效果：

指医疗成本支出费用，包括急诊、门诊、住院费用等；后者则

（１）工作环境及行为干预：潘榕等乜引利用既往职业手外

是社会生产力的损失，指病休、离职或残疾等潜在生产力的

伤瞬时危险因素研究的数据，探讨工作环境对手外伤及导致

丧失。英国每年为治疗手外伤的支出费用高达１亿至ｌｏ亿英

手外伤８个危险因素的干预措施。郑少敏等”＂对工业性手

镑”８ ３；美国每年为治疗手外伤的费用支出超过３０亿美元［２１；荷

外伤者进行的一项干预研究显示，采取对手外伤危险因素的

兰每年为治疗手外伤的费用支出超过４４亿美元”…。手外伤

健康教育、岗前培训和劳动保护及增加警示标志等措施，工

的保险费用占保险业务量的２０％～５０％［３“。表明手外伤的

业性手外伤的年发生率从１０。５％下降至２。７％，较对照组有明

间接经济损失要远远大于直接经济损失。

显的降低，干预效果明显。有研究指出“］，手外伤的发生有

（１）直接经济损失：由于此方面资料收集相对容易，故目

明显的群体分布规律，而这些群体就是手外伤者所在部门的

前研究者多关注于手外伤的医疗成本。Ｂｕｒｋｅ等”８ ３研究显

工友、同事和领导。手外伤危险因素的干预应重点针对多发

示，手外伤外科治疗所需的直接医疗成本为每年３ １３ ０７３英

人群，将干预措施扩大到相应的部门和群体。

镑／１０万人。Ｈｏｌｍｂｅｒｇ等¨。对手外伤断指再植和截肢患者研

（２）康复干预：目前大多数康复评定均由医务人员完成，

究发现，各因伤损失费用按其比重依次是病休（４９％）、手术

但医源性评价结果并非与伤者自我感觉完全一致。Ｈｕｄａｋ

费（２６％）、住院费（２０％）及其他费用（５％）。彭峰和赵根明“们

等【４们从１５０项Ｅｔ常活动中筛选出３０项最能反映伤者活动功

研究显示，手外伤所造成的人均经济损失为人民币１１３１．５

能的评价指标，形成ＤＡＳＨ（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元，每年治疗手外伤净支出为６０２ ０１８元／１０万人，但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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