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颈、躯干部损伤



颈部损伤



颈部结构

• 部位重要

• 有重要结构：大血管、神经、气管、

食道、甲状腺等



颈部结构



损伤机制

• 多为直接损伤

• 锐器损伤：刺伤、划伤、切伤

• 钝器损伤：拳击伤

• 烧烫伤及其他



分 类

• 开放性损伤—锐器伤

• 闭合性损伤—钝器伤、烧烫伤



损伤特点

• 瘢痕形成--影响颈部活动

• 伤及神经、气管、食道等--遗留功能障碍

• 伤及大血管--失血性休克或窒息--危及生命



如

• 伤及喉返神经--声带瘫痪

• 伤及食道--瘢痕挛缩--食道狭窄

• 伤及气管--瘢痕--狭窄--影响呼吸及发音



颈部损伤法医学鉴定



损伤的认定

根据案情、病史资料及检查所见，

颈部损伤的诊断一般无困难



损伤程度鉴定



5.5.1 重伤一级

1. 颈部大血管破裂。

2. 咽喉部广泛毁损，呼吸完全依赖气管

套管或者造口。

3. 咽或者食管广泛毁损，进食完全依赖

胃管或者造口。



5.5.2 重伤二级

1. 甲状旁腺功能低下（重度）。

2. 甲状腺功能低下，药物依赖。

3. 咽部、咽后区、喉或者气管穿孔。

4. 咽喉或者颈部气管损伤，遗留呼吸困难（3级）。

5. 咽或食管损伤，遗留吞咽功能障碍（只能进流食）。

6. 喉损伤遗留发声障碍（重度）。

7. 颈内动脉血栓形成，血管腔狭窄(50％以上)。

8. 颈总动脉血栓形成，血管腔狭窄(25％以上)。

颈前三角区增生瘢痕，面积累计30.0cm2以上。



5.5.3 轻伤一级

1. 颈前部单个创口或者瘢痕长度10.0cm以上；多个创口

或者瘢痕长度累计16.0cm以上。

2. 颈前三角区瘢痕，单块面积10.0cm2以上；多块面积累

计12.0cm2以上。

3. 咽喉部损伤遗留发声或者构音障碍。

4. 咽或食管损伤,遗留吞咽功能障碍（只能进半流食）。

5. 颈总动脉血栓形成；颈内动脉血栓形成；颈外动脉血

栓形成；椎动脉血栓形成。



5.5.4 轻伤二级

1. 颈前部单个创口或者瘢痕长度5.0cm以上；多个创口

或者瘢痕长度累计8.0cm以上。

2. 颈前部瘢痕，单块面积4.0cm2以上，或者两块以上面

积累计6.0cm2以上。

3. 甲状腺挫裂伤。咽喉软骨骨折。

4. 喉或者气管损伤。舌骨骨折。膈神经损伤。

5. 颈部损伤出现窒息征象。



5.5.5 轻微伤

1. 颈部创口或者瘢痕长度1.0cm 以上。

2. 颈部擦伤面积4.0cm2以上。

3. 颈部挫伤面积2.0cm2以上。

4. 颈部划伤长度5.0cm以上。



B．6.2 呼吸困难

1级：与同年龄健康者在平地一同步行无气短，但

登山或者上楼时呈气短。

2级：平路步行1000m无气短，但不能与同龄健康者

保持同样速度，平路快步行走呈现气短，登山或者

上楼时气短明显。

3级：平路步行100m即有气短。

4级：稍活动(如穿衣、谈话)即气短。



呼吸困难

• 概念：由于通气的需要量超过呼吸器官

的通气能力所引起



症状

• 自觉气短、空气不够用、胸闷不适。

呼吸困难



体征
• 呼吸频率增快

• 幅度加深或变浅

• 伴有周期节律异常

• 鼻翼扇动

• 紫绀等

呼吸困难



实验室检查
• 动脉血液气体分析，动脉血氧分压可在

8.0kPa(60mmHg)以下

• 胸部X线检查

• 肺功能测验

呼吸困难



诊断
• 必须同时伴有症状和体征

• 实验室检查以资参考

呼吸困难



胸部损伤



损伤机制

•暴力性的挤压、撞击、穿透

•造成胸廓变形、骨折

•严重者可伤及内部器官



常见损伤
• 创（切割创、刺创、砍创等）

• 胸骨、肋骨骨折

• 心、肺、大血管损伤

• 胸部压迫窒息



胸部软组织损伤

• 钝器伤--拳打脚踢、棍棒、砖石等--擦伤、

挫伤等

• 锐器造成切割伤、划伤、砍创及刺创

• 可伴有心肺等损伤



右胸内上部
一至浅二度烫伤，
占体表面积2％以下



右乳房内象限刺创
2.6厘米，深达肋骨
遗留增生性瘢痕



颈左、胸中上部砍伤，累计10厘米以上



背部切割创
长37.5厘米



左肩、左胸及腹部
二度烫伤

占体表面积2％以上



颈右部、胸部二度烫伤占体表面积2％以上



背部二度烫伤，面积占体表2％以上



伤愈后遗留色素改变



12岁女，下颌部、胸腹部二至三度烧伤
累计面积占10％以上



两乳头缺失
丧失哺乳功能



颈左部、背右部刺创，
致右侧血气胸、胃穿孔、

肋间动脉破裂、失血性休克；
肺压缩90％



肋骨骨折

损伤机制

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



胸廓





直接暴力
• 钝器打击、撞击、枪弹及爆炸等引起着力处

的骨折

• 严重局限暴力，除肋骨骨折，还会伤及其下

的肺实质或心，形成气胸、血胸、血气胸



间接暴力
• 胸部前后受到挤压--肋骨骨折位置常在两侧

腋中线部位

• 暴力作用在胸部两侧--肋骨骨折常在脊柱和

胸骨附近

• 常不损伤肺组织，但强大暴力挤压除外







损伤表现

• 局部疼痛；好发于第4-7肋

• 第1肋骨折可合并锁骨骨折

• 1-3肋骨折可伴有气管、支气管及前胸上部大

血管损伤

• 10 -12肋骨折，合并腹腔内部器官损伤



• 多发性肋骨骨折--浮动胸壁--反常呼吸运动

• 若伴有肋间血管挫裂，出现血胸；如肺膜破裂，

出现气胸或气血胸

• 损伤后可并发胸腔感染，如肺炎、胸膜炎、脓

胸等



检查和诊断

• 胸部明确的外伤史，局部疼痛，胸廓挤压痛，伤

侧呼吸运动减弱，呼吸音低，可及骨擦音。

• X线有助于确诊肋骨骨折及损伤部位、损伤程度

• 若首次摄片无法明确诊断，可在伤后1周复片，

此时，由于骨折处骨痂形成，易于发现。



肋骨骨折法医学鉴定



损伤的认定

• 胸部外伤史

• 胸廓直接及间接挤压痛

• 局部骨擦音

• 结合X线诊断



胸骨骨折
• 较少见

• 胸部钝器打击或挤压--横形骨折

• 表现：胸前区疼痛，局部压痛明显

• X线侧位摄片易发现骨折

• 胸骨骨折属轻伤；若伴有呼吸困难者，属重伤。



肺损伤

• 包括肺挫伤和肺裂创



损伤机制
• 肺挫伤--钝器损伤

• 肺裂创 ①肋骨骨折性肺裂创

②挤压性肺裂创

③肺穿入或穿透性损伤



损伤表现

• 胸痛、咳嗽

• 有时可有痰中带血

• 严重者，呼吸困难、紫绀



心损伤

• 损伤后果严重，可导致急性死亡

• 心损伤可分为穿透性和非穿透性两类



损伤机制

• 钝性暴力--心前区--心肌挫伤

• 胸骨或肋骨骨折--骨折断端刺伤心脏

• 间接作用



损伤表现

• 心前区疼痛，心悸、胸闷、恶心

• 心电图--心律失常



损伤程度



5.6.1 重伤一级

1. 心脏损伤，遗留心功能不全（心功能IV

级）。

2. 肺损伤致一侧全肺切除或者双肺三肺叶

切除。



5.6.2 重伤二级

1. 心脏损伤，遗留心功能不全（心功能III级）。

2. 心脏破裂；心包破裂。

3. 女性双侧乳房损伤，完全丧失哺乳功能；女性一侧乳房大
部分缺失。

4. 纵隔血肿或者气肿，须手术治疗。

5. 气管或者支气管破裂，或肺破裂，须手术治疗。

6. 血胸、气胸或者血气胸，伴一侧肺萎陷70％以上，或者双
侧肺萎陷均在50％以上。

7. 食管穿孔或者全层破裂，须手术治疗。

8. 脓胸或者肺脓肿；乳糜胸；支气管胸膜瘘；食管胸膜瘘；
食管支气管瘘。

9. 胸腔大血管破裂。膈肌破裂。



5.6.3 轻伤一级

1. 心脏挫伤致心包积血。

2. 女性一侧乳房损伤，丧失哺乳功能。

3. 肋骨骨折6处以上。

4. 纵隔血肿；纵隔气肿。

5. 血胸、气胸或者血气胸，伴一侧肺萎陷30%以上，

或者双侧肺萎陷均在20%以上。

6. 食管挫裂伤。



5.6.4 轻伤二级

1. 女性一侧乳房部分缺失或者乳腺导管损伤。

2. 肋骨骨折2处以上。

3. 胸骨骨折；锁骨骨折；肩胛骨骨折。

4. 胸锁关节脱位；肩锁关节脱位。

5. 胸部损伤，致皮下气肿1周不能自行吸收。

6. 胸腔积血；胸腔积气。胸壁穿透创。

7. 胸部挤压出现窒息征象。



5.6.5 轻微伤

1. 肋骨骨折；肋软骨骨折。

2. 女性乳房擦挫伤。



B．6.1 心功能分级

Ⅰ级：体力活动不受限，日常活动不引起过度的乏力、

呼吸困难或者心悸。即心功能代偿期。

Ⅱ级：体力活动轻度受限，休息时无症状，日常活动即

可引起乏力、心悸、呼吸困难或者心绞痛。亦称Ⅰ度或

者轻度心衰。

Ⅲ级：体力活动明显受限，休息时无症状，轻于日常的

活动即可引起上述症状。亦称Ⅱ度或者中度心衰。

Ⅳ级：不能从事任何体力活动，休息时亦有充血性心衰

或心绞痛症状，任何体力活动后加重。亦称Ⅲ度或者重

度心衰。



腹部损伤





腹部损伤机制

• 钝性暴力--腹部闭合性损伤，多见于拳打

脚踢、钝物撞击、挤压等

• 锐器--开放性损伤



腹部损伤特点

• 腹腔内有重要器官--可伤及内部器官

而导致严重后果



腹部损伤法医学鉴定



损伤的认定

• 腹部外伤史、临床病史特别是手术记

录，腹部损伤的诊断应无问题

• 注意伤病关系



损伤程度鉴定



5.7.1 重伤一级

肝功能损害（重度）。

胃肠道损伤致消化吸收功能严重障碍，依赖肠

外营养。

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



5.7.2 重伤二级

1. 腹腔大血管破裂。

2. 胃、肠、胆囊或者胆道全层破裂，须手术治疗。

3. 肝、脾、胰或者肾破裂，或输尿管损伤致尿外渗，须

手术治疗。

4. 腹部损伤致肠瘘或者尿瘘。

5. 腹部损伤引起弥漫性腹膜炎或者感染性休克。

6. 肾周血肿或者肾包膜下血肿，须手术治疗。

7. 肾功能不全（失代偿期）。

8. 肾损伤致肾性高血压。外伤性肾积水、肾动脉瘤、肾

动静脉瘘。腹腔积血或者腹膜后血肿，须手术治疗。



5.7.3 轻伤一级

1. 胃、肠、胆囊或者胆道非全层破裂。

2. 肝包膜破裂；肝脏实质内血肿直径2.0cm以上。

3. 脾包膜破裂；脾实质内血肿直径2.0cm以上。

4. 胰腺包膜破裂。

5. 肾功能不全（代偿期）。



5.7.4 轻伤二级

1. 胃、肠、胆囊或者胆道挫伤。

2. 肝包膜下或者实质内出血。

3. 脾包膜下或者实质内出血。

4. 胰腺挫伤。

5. 肾包膜下或者实质内出血。急性肾功能障碍（可

恢复）。

6. 肝功能损害（轻度）。

7. 腹腔积血或者腹膜后血肿。

8. 腹壁穿透创。



5.7.5 轻微伤

外伤性血尿。



案例1

• 某男，1977年出生。2012年10月27日被人砍伤。

• 病史记载：背部一道约13厘米伤口，深及皮下。

诊断：背部刀砍伤。

• 鉴定体检：左背部纵行缝合创7.8厘米。余（-）。

• 鉴定意见？



案例2

• 吴某，男，1977年9月出生。2012年8月15日，

吴被他人用刀刺伤。

• 病史记载：2012年8月15日腹部刀刺伤就诊。体

检：神清；血压120/70mmHg；全腹平软；剑突

下可及长约2厘米伤口，伴出血。予清创缝合，术

中见伤口已进入腹腔。CT：腹腔未见明显积液，

脂肪肝，胰腺、脾未见明显异常。

• 鉴定意见？



案例3

• 张某，1986年7月出生。2012年7月11日，张被

人用刀砍伤。

• 病史记载：2012年*日被人用刀砍伤。体检：神

清；左颧部见长约3厘米裂口，渗血明显；左颈侧

见长约15厘米裂口；左颈后方见长约4厘米裂口；

右锁骨处长约4厘米裂口；右前臂见3厘米裂口，

左前臂见长约1厘米裂口，右小腿见4.0厘米裂口。



• 7月11日鉴定体检：神清，检查合作。左颧弓处

缝合创4.1厘米；左颈部二处缝合创，长9.5厘米

和2.7厘米。右上胸部缝合创3.7厘米。左后背部

二处擦挫伤，长8.3厘米和2.5厘米。左前臂背侧

二处缝合创，长0.8厘米和0.9厘米。右前臂背侧

缝合创1.8厘米。右小腿胫前区缝合创3.8厘米。

余未见明显异常。

• 鉴定意见？



案例4

• 吴某，女，1976年出生。2012年5月21日，吴被他人打伤。

• 病史记载：2012年5月21日周身外伤。体检：神清，对答可

。左眼瘀斑。腹部脐周略有红肿；右腰背部压痛，背部可见

瘀斑。头颅及腹部CT（-）。尿常规：WBC（-），RBC（

4+）。诊断：肾挫伤。当日入院，检查：5月22日及6月2日

尿：血红蛋白（+），RBC（+）；6月4日尿：血红蛋白（

++），RBC（+）；血红蛋白（+~3+），RBC（4+）；血

红蛋白（2+），RBC（3+）。CT：右肾挫伤。予对症支持

治疗。6月5日出院。出院诊断：右肾挫伤伴血尿。



• 医院报告2012年6月8日：尿血红蛋白（-），RBC（-

）

• 6月8日鉴定体检：神清，一般情况可，检查合作。面

颊部未见损伤；张口度可。右肾区叩击痛（+），触

压痛（+）。

• 鉴定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