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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治疗终结时间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治愈、临床稳定、治疗终结的时间。 

      本标准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治疗终结时间的鉴定，也可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人

身损害赔偿调解。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667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 

      GA/T 521 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损失日评定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临床治愈  clinical cure 

      道路交通事故直接导致的损伤或损伤引发的并发症经过治疗，症状和体征消失。 

      3.2 

      临床稳定  clinical stable condition 

      道路交通事故直接导致的损伤或损伤引发的并发症经过治疗，症状和体征基本稳定。 

      3.3 

      治疗终结  end of treatment  

      道路交通事故直接导致的损伤或损伤引发的并发症经过治疗，达到临床治愈或临床稳定。 

      3.4 

      治疗终结时间  treatment time 

      道路交通事故直接导致的损伤或损伤引发的并发症治疗终结所需要的时间。 

      4  一般规定 

      4.1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治疗终结时间应按照实际治疗终结时间认定。治疗终结时间难

以认定或有争议的，可按照本标准认定。 

      4.2 遇有本标准以外的损伤时，应根据损伤所需的实际治疗终结时间，或比照本标准相类

似损伤所需的治疗终结时间确定治疗终结时间。 

      4.3 对于多处损伤或不同器官损伤，以损伤部位对应最长的治疗终结时间为治疗终结时

间。 

      5  临床治愈 临床稳定和治疗终结时间 

      5.1 头皮损伤 

      5.1.1 头皮擦伤 



      5.1.1.1 临床治愈  

      头皮肿胀消退，创面愈合，组织缺损基本修复。 

      5.1.1.2 治疗终结时间 

      2 周。 

      5.1.2 头皮血肿 

      5.1.2.1 临床治愈  

      血肿消退，无感染。 

      5.1.2.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头皮下血肿 2 周； 

      b)帽状腱膜下血肿或骨膜下血肿，范围较小，经加压包扎即可吸收，1 个月； 

      c)帽状腱膜下血肿或骨膜下血肿，范围较大，需穿刺抽血和加压包扎，2 个月。 

      5.1.3 头皮裂伤 

      5.1.3.1 临床治愈  

      头皮裂伤愈合，肿胀消退，无感染。 

      5.1.3.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轻度裂伤(帽状腱膜完整或帽状腱膜受损创长度小于 10cm)，2 个月； 

      b)重度裂伤(帽状腱膜受损长度大于等于 10cm)， 3 个月。 

      5.1.4 头皮撕脱伤 

      5.1.4.1 临床治愈  

      头皮修复，创面愈合。 

      5.1.4.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轻度撕脱伤(撕脱面积小于等于 100cm2)，2 个月； 

      b)重度撕脱伤(撕脱面积大于 100cm2)，4 个月。 

      5.2 颅骨损伤 

      5.2.1 颅盖骨折 

      5.2.1.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合并的头皮伤愈合； 

      b)引起脑受压或刺入脑内的凹陷骨片获得整复或摘除，伤口愈合，无并发症； 

      c)可有脑损伤后遗症状。 

      5.2.1.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闭合性线型骨折,3 个月； 

      b)粉碎性或开放性骨折，非手术治疗,4 个月； 

      c)开放性、凹陷性或粉碎性骨折，经手术治疗,6 个月。 

      5.2.2 颅底骨折 

      5.2.2.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软组织肿胀、淤血已消退； 

      b）脑局灶症状和神经功能障碍基本恢复。 

      5.2.2.2 临床稳定 

      遗留脑神经或脑损害症状趋于稳定。 

      5.2.2.3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2.3 颅底骨折伴脑脊液漏 

      5.2.3.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软组织肿胀、淤血已消退； 

      b）脑脊液漏已愈，无感染； 

      c）脑局灶症状和神经功能障碍基本恢复。 

      5.2.3.2 临床稳定 

      遗留脑神经或脑损害症状趋于稳定。 

      5.2.3.3 治疗终结时间 

      6 个月。 

      5.3 脑损伤 

      5.3.1 脑震荡 

      5.3.1.1 临床治愈  

      神志清楚，症状基本消失。 

      5.3.1.2 治疗终结时间 

      2 个月。 

      5.3.2 脑挫裂伤 

      5.3.2.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神志清楚，症状基本消失，颅内压正常； 

      b）无神经功能障碍。 

      5.3.2.2 临床稳定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稳定： 

      a）意识清醒，但存在认知功能障碍； 

      b）存在某些神经损害如部分性瘫痪等症状和体征，或尚存在某些精神症状； 

      c）生活基本自理或部分自理。 

      5.3.2.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局限性挫裂伤，6 个月； 

      b)多发或广泛挫裂伤，8 个月 

      5.3.3 原发性脑干损伤或弥漫性轴索损伤 

      5.3.3.1 临床治愈 

      临床症状、体征基本消失。 

      5.3.3.2 临床稳定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稳定： 

      a）主要症状、体征消失，或遗留后遗症趋于稳定或生活基本能够自理； 

      b）尚遗有某些脑损害征象； 

      c）生活尚不能完全自理。 

      5.3.3.3 治疗终结时间 

      12 个月。 

      5.3.4 颅内血肿（出血） 

      5.3.4.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经手术或非手术治疗后血肿消失； 

      b）脑受压已解除，颅内压正常，头痛等症状已消失； 

      c）遗有颅骨缺损。 

      5.3.4.2 临床稳定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稳定： 

      a)血肿消失，尚有轻度头痛，肢体无力等表现； 

      b)生活可以自理，尚有部分劳动能力。 

      5.3.4.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非手术治疗，4～6 个月； 

      b)手术治疗，8 个月。 

      5.3.5 脑肿胀 

      5.3.5.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神志清楚，症状基本消失，颅内压正常； 

      b）无神经功能缺失征象。 

      5.3.5.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轻度脑肿胀(脑室受压，无脑干、脑池受压)，3 个月； 

      b)中度脑肿胀(脑室和脑池受压)，4 个月； 

      c)严重脑肿胀(脑室或脑池消失)，6 个月。 

      5.3.6 开放性颅脑损伤 

      5.3.6.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伤口愈合，可遗留颅骨缺损，无颅内感染； 

      b）神志清楚，症状基本消失，颅内压正常； 

      c）无神经功能缺失征象。 

      5.3.6.2 临床稳定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稳定： 

      a）伤口愈合，尚遗留某些神经损害，包括肢体瘫痪、失语、癫痫等； 

      b）生活基本自理或部分自理。 

      5.3.6.3 治疗终结时间 

      8 个月。 

      5.4 脑损伤后血管病变 

      5.4.1 外伤后脑梗死 

      5.4.1.1 临床治愈 

      意识清楚，血压平稳，肢体及言语功能恢复较好，能自理生活，可遗留轻度神经损害体

征。 

      5.4.1.2 临床稳定 

      意识清楚，肢体及言语功能有不同程度改善，趋于稳定。 

      5.4.1.3 治疗终结时间 

      6～8 个月。 

      5.4.2 外伤性脑动脉瘤 

      5.4.2.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经治疗后，病灶消失或大部分消失； 

      b）神经系统症状恢复正常或稳定。 

      5.4.2.2 临床稳定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稳定： 

      a）病灶部分消失； 

      b）神经系统症状缓解。 



      5.4.2.3 治疗终结时间 

      6 个月。 

      5.5 面部皮肤损伤 

      5.5.1.临床治愈 

      伤口愈合，肿胀消退，组织缺损基本修复。 

      5.5.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皮肤挫伤治疗终结时间为 2 周； 

      b)浅表创或创长度小于等于 5cm，治疗终结时间为 3 周； 

      c)创长度大于等于 6cm，治疗终结时间为 1.5 个月； 

          d)重度撕脱伤(大于 25cm2)，治疗终结时间为 3 个月。 

      5.6 眼损伤 

      5.6.1 泪道损伤 

      5.6.1.1 临床治愈  

      泪道冲洗通畅，溢泪消失。 

      5.6.1.2 临床稳定 

      泪道冲洗较通畅，溢泪减轻。 

      5.6.1.3 治疗终结时间 

      6 个月。 

      5.6.2 结膜损伤 

      5.6.2.1 临床治愈 

      伤口愈合，眼部刺激症状消失。 

      5.6.2.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出血或充血，治疗终结时间为 1 个月； 

      b)后遗粘连伴眼球运动障碍，治疗终结时间为 6 个月。 

      5.6.3 角膜损伤 

      5.6.3.1 临床治愈 

      上皮愈合，刺激症状消失，视力恢复； 

      5.6.3.2 临床稳定 

      上皮愈合，刺激症状消失，视力无进一步改善。 

      5.6.3.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角膜擦伤为 1 个月； 

      b)角膜挫伤为 3 个月； 

      c)角膜裂伤为 4 个月。 

      5.6.4 虹膜睫状体损伤 

      5.6.4.1 临床治愈 

      单眼复视消失，前房积血吸收，角膜透明，视力恢复； 

      5.6.4.2 临床稳定 

      前房积血吸收，可遗留一定程度的复视或视力减退。 

      5.6.4.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外伤性虹膜睫状体炎为 3 个月； 

      b)瞳孔永久性散大，虹膜根部离断为 3 个月； 

      c)前房出血为 3 个月； 

      d)前房出血致角膜血染需行角膜移植术为 6 个月； 



      e)睫状体脱离为 6 个月。 

      5.6.5 巩膜损伤 

      5.6.5.1 临床治愈 

      伤口愈合，根据损伤位置，视力有不同程度恢复； 

      5.6.5.2 临床稳定 

      伤口愈合，视力无进一步改善，但已趋于稳定。 

      5.6.5.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单纯性巩膜裂伤为 3 个月； 

      b)角巩膜裂伤，伴眼内容物脱出为 6 个月。 

      5.6.6 晶体损伤 

      5.6.6.1 临床治愈 

      手术伤口愈合，脱位之晶体被摘除，无明显刺激症状，无严重并发症，视力稳定。 

      5.6.6.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晶体脱位为 3 个月； 

      b)外伤性白内障为 6 个月。 

      5.6.7 玻璃体损伤 

      5.6.7.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玻璃体出血静止，出血全部或大部分吸收； 

      b）进行玻璃体手术者，伤口愈合，出血清除。 

      5.6.7.2 临床稳定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稳定： 

      a）出血部分吸收； 

      b）手术后伤口愈合，出血部分清除，有机化组织残留。 

      5.6.7.3 治疗终结时间 

      6 个月。 

      5.6.8 脉络膜破裂 

      5.6.8.1 临床治愈 

      伤口愈合，眼部刺激症状消失。 

      5.6.8.2 治疗终结时间 

      6 个月。 

      5.6.9 眼底损伤 

      5.6.9.1 临床治愈  

      眼底水肿消退，黄斑裂孔封闭。根据黄斑损伤情况，视力可有不同程度的恢复。 

      5.6.9.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视网膜震荡为 2 个月； 

      b）视网膜出血为 4 个月； 

      c）视网膜脱离或脉络膜脱离为 6 个月； 

      d) 黄斑裂孔为 6 个月； 

      e)外伤性视网膜病变为 6 个月。 

      5.6.10 眼球后血肿 

      5.6.10.1 临床治愈  

      血肿基本吸收，视力恢复正常或基本正常。 

      5.6.10.2 临床稳定 



      血肿基本吸收，视力未改善，但已趋于稳定。 

      5.6.10.3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6.11 眼球内异物或眼眶内异物 

      5.6.11.1 临床治愈 

      异物取出，伤口愈合，眼部症状缓解，视力趋于稳定。 

      5.6.11.2 临床稳定 

      异物存留，眼部症状缓解，视力趋于稳定。 

      5.6.11.3 治疗终结时间 

      4 个月。 

      5.6.12 视神经损伤  

      5.6.12.1 临床治愈 

      经治疗后视力恢复或基本恢复。 

      5.6.12.2 临床稳定 

      视力部分恢复或趋于稳定。 

      5.6.12.3 治疗终结时间 

      6 个月。 

      5.6.13 眼眶骨折 

      5.6.13.1 临床治愈 

      骨折修复，眼球正位，复视基本消失。 

      5.6.13.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眼眶线型骨折为 3 个月； 

      b)眼眶粉碎型骨折为 6 个月。 

      5.7 耳损伤 

      5.7.1 耳廓损伤 

      5.7.1.1 临床治愈  

      伤口愈合，耳郭缺损创面已基本修复。 

      5.7.1.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耳郭创，无软骨损伤为 2～3 周； 

      b)耳郭创并软骨损伤为 4～8 周。 

      5.7.2 外耳道撕裂伤 

      5.7.2.1 临床治愈 

      伤口愈合。 

      5.7.2.2 治疗终结时间 

      2 个月。 

      5.7.3 外伤性鼓膜穿孔 

      5.7.3.1 临床治愈 

      中耳无分泌物，鼓膜穿孔愈合。 

      5.7.3.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鼓膜穿孔自愈为 2～4 周； 

      b)鼓膜穿孔经手术修补为 2～3 个月。 

      5.7.4 听骨链脱位或断裂 

      5.7.4.1 临床治愈 

      复位或手术行听骨链重建。 



      5.7.4.2 治疗终结时间 

      2～3 个月。 

      5.7.5 内耳损伤 

      5.7.5.1 临床治愈 

      骨折已愈合，听力障碍已恢复。 

      5.7.5.2 临床稳定 

      骨折已愈合，听力障碍无进一步改善。 

      5.7.5.3 治疗终结时间 

      4 个月。 

      5.8 鼻骨骨折 

      5.8.1 临床治愈 

      骨折复位，伤口愈合，外形及鼻腔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5.8.2 临床稳定 

      骨折畸形愈合，外形及鼻腔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5.8.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鼻骨线型骨折为 2～4 周； 

      b)鼻骨粉碎型骨折保守治疗或鼻骨线型骨折，经复位治疗后 4～6 周。 

      5.9 口腔损伤 

      5.9.1 舌损伤 

      5.9.1.1 临床治愈 

      伤口愈合，肿胀消退，组织缺损基本修复。 

      5.9.1.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舌裂伤（浅表）为 1 个月； 

      b)舌裂伤（深在，广泛）为 2 个月。 

      5.9.2 牙齿损伤 

      5.9.2.1 临床治愈 

      无自觉症状，牙不松动，恢复牙齿外形和功能。 

      5.9.2.2 临床稳定 

      无自觉症状或症状减轻，但有牙色或轻微松动。 

      5.9.2.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牙齿脱位或松动（不包括Ⅰ度）为 1～2 个月； 

      b）牙齿断裂为 2 个月； 

      c）牙齿撕脱为 3 个月。 

      5.9.3 腮腺损伤 

      5.9.3.1 临床治愈 

      伤口愈合，肿胀消退，组织缺损基本修复，腺体分泌功能恢复正常。 

      5.9.3.2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9.4 面神经损伤 

      5.9.4.1 临床治愈 

      面部表情肌运动功能完全恢复或基本恢复。 

      5.9.4.2 临床稳定 

      面部表情肌功能部分恢复，且无进一步改善。 

      5.9.4.3 治疗终结时间 



      6 个月。 

      5.10 颌面部骨、关节损伤 

      5.10.1 齿槽骨骨折 

      5.10.1.1 临床治愈 

      骨折愈合，咬合基本恢复正常。 

      5.10.1.2 临床稳定 

      骨折愈合，可遗留轻度咬合错位。 

      5.10.1.3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10.2 颌骨骨折 

      5.10.2.1 临床治愈 

      骨折对位对线好，骨折愈合，功能恢复正常。 

      5.10.2.2 临床稳定 

      骨折愈合，可遗留轻度咬合错位。 

      5.10.2.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单纯性骨折为 3 个月； 

      b）粉碎性骨折为 6 个月。 

      5.10.3 颞颌关节损伤 

      5.10.3.1 临床治愈 

      颞颌关节结构正常，局部无肿痛，咀嚼有力，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 

      5.10.3.2 临床稳定 

      咀嚼时疼痛，功能轻度受限。 

      5.10.3.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颞颌关节扭伤为 2 个月； 

      b）颞颌关节脱位为 3 个月。 

      5.11 颈部损伤 

      5.11.1 颈部皮肤损伤 

      5.11.1.1 临床治愈 

      伤口愈合，血肿吸收，组织缺损已修复。 

      5.11.1.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皮肤擦伤为 2 周； 

      b）皮肤挫伤(血肿)为 3 周； 

      c）皮肤轻度裂伤(浅表)为 3 周； 

      d）皮肤重度裂伤(长度大于 15cm，并深入皮下组织)为 1 个月； 

      e）皮肤轻度撕脱伤(浅表小于等于 50 cm2)为 1.5 个月； 

      f）皮肤重度撕脱伤(大于 50cm2)为 2 个月； 

      g）穿透伤(组织缺损大于 50cm2)为 3～4 个月。 

      5.11.2 咽喉损伤 

      5.11.2.1 临床治愈 

      伤口愈合，吞咽、发音、呼吸功能等已恢复正常。 

      5.11.2.2 临床稳定 

      伤口愈合，进食和发音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5.11.2.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咽喉挫伤为 2 个月； 

      b)咽喉裂伤(非全层)为 3～4 个月； 

      c)咽喉穿孔伤为 6～8 个月。 

      5.11.3 食管损伤 

      5.11.3.1 临床治愈 

      进食情况良好，无脓胸。 

      5.11.3.2 临床稳定 

      自觉吞咽困难，但无食管扩张或狭窄。 

      5.11.3.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食管挫伤(血肿)为 2 个月； 

      b）食管裂伤(非全层)为 3 个月； 

      c）食管穿孔伤为 6～8 个月； 

      d)食管断裂为 10～12 个月。 

      5.11.4 气管损伤 

      5.11.4.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经保守治疗或支气管镜扩张后通气功能良好； 

      b)重建呼吸道后，呼吸通畅，功能良好； 

      c)肺切除后情况良好，无并发症。 

      5.11.4.2 临床稳定 

      自觉呼吸困难，但无气管扩张或狭窄。 

      5.11.4.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气管挫伤(血肿)为 2 个月； 

      b)气管裂伤(非全层)为 3 个月； 

      c)气管穿孔伤为 4～5 个月； 

      d)气管断裂为 6～8 个月。 

      5.11.5 甲状腺损伤 

      5.11.5.1 临床治愈 

      伤口愈合，腺体分泌及代谢调节功能恢复正常。 

      5.11.5.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甲状腺挫伤为 2 个月； 

      b)甲状腺裂伤为 3 个月。 

      5.11.6 声带损伤 

      5.11.6.1 临床治愈 

      损伤修复，发音功能正常。 

      5.11.6.2 临床稳定 

      损伤修复，声音嘶哑趋于稳定。 

      5.11.6.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单侧声带损伤为 3 个月； 

      b)双侧声带损伤为 4 个月。 

      5.12 胸部损伤 

      5.12.1 胸部皮肤损伤 

      5.12.1.1 临床治愈 



      皮肤肿胀消退，伤口愈合。 

      5.12.1.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皮肤擦伤为 2 周； 

      b)皮肤挫伤(血肿)为 3 周； 

      c)皮肤轻度裂伤(浅表)为 1 个月； 

      d)皮肤重度裂伤(长度大于 20cm，并深入皮下)为 1.5 个月； 

      e)皮肤轻度撕脱伤(浅表；小于等于 100 cm2)为 2 个月； 

      f)皮肤重度撕脱伤(大于 100 cm2)为 4 个月。 

      5.12.2 乳腺损伤 

      5.12.2.1 临床治愈 

      伤口完全愈合。 

      5.12.2.2 临床稳定 

      伤口未完全愈合。 

      5.12.2.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乳腺表皮挫伤，单侧或双侧累计小于等于 100cm2，1.5 个月； 

      b)乳腺表皮挫伤，单侧或双侧累计大于 100cm2，3 个月； 

      c)乳腺组织裂伤，单侧或双侧累计长度小于等于 5cm，1.5 个月； 

      d)乳腺组织裂伤，单侧或双侧累计长度大于 5cm，3 个月； 

      e)乳腺组织缺损，单侧或双侧累计小于等于 10cm2，2 个月； 

      f)乳腺组织缺损，单侧或双侧累计大于 10 cm2、小于等于 20cm2，4 个月； 

      g)乳腺组织缺损，单侧或双侧累计大于 20cm2,6 个月； 

      h)单侧乳腺组织缺失，8 个月； 

      i)双侧乳腺缺失，16 个月。 

      5.12.3 胸壁损伤 

      5.12.3.1 临床治愈 

      伤口愈合，组织缺损已修复。 

      5.12.3.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胸壁轻度穿透伤(浅表；未深入胸膜腔；但未累及深部结构)为 2 个月； 

      b)胸壁严重穿透伤(伴组织缺损大于 100cm2)为 4 个月。 

      5.12.4 胸腔积血 

      5.12.4.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症状消失； 

      b)体温、血象正常； 

      c）胸腔积血已抽尽或引流排出； 

      d）X 线检查胸膜腔无积液，肺扩张良好。 

      5.12.4.2 临床稳定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稳定： 

      a）胸腔积血已抽尽或引流排出，但遗留胸膜粘连或增厚； 

      b）可能伴有一定程度的呼吸不畅。 

      5.12.4.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小量（胸腔积血小于等于 500mL）为 2 个月； 

      b）中量（胸腔积血大于 500mL、小于等于 1500mL）为 3 个月； 



      c)大量（胸腔积血大于 1500mL）为 4 个月。 

      5.12.5 胸腔积气 

      5.12.5.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症状消失； 

      b）胸壁伤口愈合； 

      c）X 线检查气体消失，无积液，肺扩张良好。 

      5.12.5.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小量（肺压缩三分之一以下）为 2 个月； 

      b）中量（肺压缩三分之二以下）为 3 个月； 

      c) 大量（肺压缩三分之二以上）为 4 个月。 

      5.12.6 气管损伤 

      同 5.11.4。 

      5.12.7 食管损伤 

      同 5.11.3。 

      5.12.8 肺损伤 

      5.12.8.1 临床治愈 

      症状消失，呼吸通畅，X 线检查无气体，无积液，心功能正常。 

      5.12.8.2 临床稳定 

      自觉呼吸困难，可留有轻度胸膜粘连。 

      5.12.8.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单侧肺挫伤为 1.5 个月； 

      b)双侧肺挫伤为 2 个月； 

      c)肺裂伤，2 个月； 

      d)肺裂伤伴胸腔积血或胸腔积气为 4 个月； 

      e)肺裂伤伴纵膈气肿或纵膈血肿，6 个月。 

      5.12.9 心脏损伤 

      5.12.9.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症状消失； 

      b)心电图及超声心动图基本恢复正常； 

      c)外伤性缺损经手术修复后，伤口愈合良好，无重要并发症，且术后无症状。 

      5.12.9.2 临床稳定 

      遗留胸痛、心跳、气短等症状，但心电图及超声心动图略有改善或无改善。 

      5.12.9.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心脏挫伤(血肿)为 4 个月； 

      b)心脏裂伤(未穿孔)为 6 个月； 

      c)心脏穿孔为 8 个月； 

      d)心内瓣膜裂伤(破裂)为 8 个月； 

      e)室间隔或房间隔裂伤(破裂)为 10 个月。 

      5.12.10 心包损伤 

      5.12.10.1 临床治愈 

      症状消失，伤口愈合。 

      5.12.10.2 治疗终结时间 



      4 个月。 

      5.12.11 胸主动脉内膜撕裂伤(血管未破裂) 

      5.12.11.1 临床治愈 

      动脉瘤切除后，症状消失，伤口愈合，无重要并发症。 

      5.12.11.2 治疗终结时间 

      4 个月。 

      5.12.12 胸主动脉裂伤(穿孔) 

      5.12.12.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经手术修复后症状消失； 

      b)胸片显示无动脉廇形成，纵隔影不增宽； 

      c)伤口愈合，无重要并发症。 

      5.12.12.2 治疗终结时间 

      6 个月。 

      5.12.13 肋骨骨折 

      5.12.13.1 临床治愈 

      骨折愈合，对位满意，局部肿痛消失，咳嗽及深呼吸无疼痛。 

      5.12.13.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单根肋骨骨折为 3 个月； 

      b)一侧多于 3 根肋骨骨折，另一侧少于 3 根肋骨骨折为 4 个月； 

      c)双侧均多于 3 根肋骨骨折为 6 个月； 

      d)多发性肋骨骨折(连枷胸)为 8 个月。 

      5.12.14 胸骨骨折 

      5.12.14.1 临床治愈 

      骨折愈合，局部肿痛消失，咳嗽或深呼吸时无不适。 

      5.12.14.2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13 腹部和盆部损伤 

      5.13.1 腹部皮肤损伤 

      5.13.1.1 临床治愈 

      皮肤肿胀消退，伤口愈合，组织缺损修复。 

      5.13.1.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皮肤擦伤为 2 周； 

      b)皮肤挫伤(血肿)为 3 周； 

      c)皮肤轻度裂伤(浅表)为 1 个月； 

      d)皮肤重度裂伤(长度大于 20cm，并深入皮下)为 1.5 个月； 

      e)皮肤轻度撕脱伤(浅表；小于等于 100 cm2)为 2 个月； 

      f)皮肤重度撕脱伤(大于 100 cm2)为 3 个月。 

      5.13.2 腹壁穿透伤 

      5.13.2.1 临床治愈 

      组织缺损修复，伤口愈合。 

      5.13.2.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腹壁轻度穿透伤，浅表；深入腹腔；但未累及深部结构为 2 个月； 

      b)腹壁严重穿透伤，伴组织缺损大于 100cm2 深入腹腔为 6 个月。 



      5.13.3 腹主动脉损伤 

      5.13.3.1 腹主动脉内膜撕裂伤(血管未破裂) 

      5.13.3.1.1 临床治愈 

      动脉瘤切除后，症状消失，伤口愈合，无重要并发症。 

      5.13.3.1.2 治疗终结时间 

      4 个月。 

      5.13.3.2 腹主动脉裂伤(穿孔) 

      5.13.3.2.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经手术修复后症状消失； 

      b)胸片显示无动脉廇形成，纵隔影不增宽； 

      c)伤口愈合，无重要并发症。 

      5.13.3.2.2 治疗终结时间 

      6 个月。 

      5.13.4 胃损伤 

      5.13.4.1 临床治愈 

      伤口、切口愈合，无腹膜刺激症状。 

      5.13.4.2 临床稳定 

      遗留腹痛、轻度腹胀。 

      5.13.4.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胃挫伤（血肿）为 2 个月； 

      b)胃非全层裂伤为 3 个月； 

      c)胃全层裂伤(穿孔)为 4 个月； 

      d)胃广泛性损伤伴组织缺损为 6 个月。 

      5.13.5 十二指肠损伤 

      5.13.5.1 临床治愈 

      伤口、切口愈合，无腹膜刺激症状。 

      5.13.5.2 临床稳定 

      遗留腹痛、轻度腹胀。 

      5.13.5.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十二指肠挫伤(血肿) 为 2 个月； 

      b)十二指肠非全层裂伤为 3 个月； 

      c)十二指肠全层裂伤为 5 个月； 

      d)十二指肠广泛撕脱伤伴组织缺损为 10 个月。 

      5.13.6 空-回肠(小肠) 

      5.13.6.1 临床治愈 

      伤口、切口愈合，无腹膜刺激症状。 

      5.13.6.2 稳定标准 

      遗留腹痛、轻度腹胀。 

      5.13.6.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挫伤(血肿) 为 2 个月； 

      b)非全层裂伤为 3 个月； 

      c)全层裂伤但未完全横断为 4 个月； 

      d)广泛撕脱或组织缺损或横断为 6 个月。 



      5.13.7 结肠损伤 

      5.13.7.1 临床治愈 

      伤口、切口愈合，无腹膜刺激症状。 

      5.13.7.2 临床稳定 

      遗留腹痛、轻度腹胀。 

      5.13.7.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结肠挫伤(血肿) 为 2 个月； 

      b)结肠非全层裂伤为 3 个月； 

      c)结肠全层裂伤为 6 个月； 

      d)结肠广泛撕脱伤伴组织缺损为 10 个月。 

      5.13.8 直肠损伤 

      5.13.8.1 临床治愈 

      伤口、切口愈合，无腹膜刺激症状。 

      5.13.8.2 临床稳定 

      自述腹痛、轻度腹胀，可遗留排便不畅或便意等症状，但检查无直肠狭窄。 

      5.13.8.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挫伤(血肿)为 2 个月； 

      b)直肠非全层裂伤为 3 个月； 

      c)直肠全层裂伤为 6 个月； 

      d)直肠广泛撕脱伤伴组织缺损为 10 个月。 

      5.13.9 肛门损伤 

      5.13.9.1 临床治愈 

      伤口、切口愈合，大便无困难。 

      5.13.9.2 临床稳定 

      可留有肛门括约肌功能障碍，无明显改善。 

      5.13.9.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肛门挫伤(血肿)为 2 个月； 

      b)肛门非全层裂伤为 3 个月； 

      c)肛门全层裂伤为 6 个月； 

      d)肛门广泛撕脱伤伴组织缺损为 10 个月。 

      5.13.10 肠系膜损伤 

      5.13.10.1 临床治愈 

      血肿吸收，症状消失。 

      5.13.10.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肠系膜挫伤(血肿)为 2 个月； 

      b)肠系膜破裂伤，经手术治疗为 4 个月。 

      5.13.11 网膜损伤 

      5.13.11.1 临床治愈 

      血肿吸收，症状消失。 

      5.13.11.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网膜挫伤(血肿)为 1.5 个月； 

      b)网膜破裂伤，经手术治疗为 2 个月。 



      5.13.12 肝脏损伤 

      5.13.12.1 临床治愈 

      经治疗后，症状体征消失，无并发症。 

      5.13.12.2 临床稳定 

      经治疗后，急性症状和体征消失，留有并发症。 

      5.13.12.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肝脏挫裂伤，保守治疗为 3 个月； 

      b)肝脏损伤，修补术为 4 个月； 

      c)肝脏损伤，肝叶切除为 6 个月。 

      5.13.13 胆囊挫裂伤 

      5.13.13.1 临床治愈 

      经治疗后，症状体征消失，或胆囊切除术后无并发症。 

      5.13.13.2 临床稳定 

      经治疗后，急性症状和体征消失，留有并发症未完全痊愈。 

      5.13.13.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胆囊挫伤(血肿)为 2 个月； 

      b)胆囊轻度裂伤(胆囊管未受累，行胆囊切除术)为 3 个月； 

      c)胆囊重度裂伤(广泛，胆囊管破裂，行胆囊切除术)为 4 个月。 

      5.13.14 脾脏损伤 

      5.13.14.1 临床治愈 

      生命体征稳定，各种症状消失，血肿吸收。或脾切除后无并发症。 

      5.13.14.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脾脏挫裂伤，保守治疗为 2 个月； 

      b)脾脏损伤，修补术为 3 个月； 

      c)脾破裂，脾切除为 4 个月。 

      5.13.15 胰腺损伤 

      5.13.15.1 临床治愈 

      生命体征稳定，各种症状消失，血肿吸收，功能基本恢复，实验室检查恢复正常。 

      5.13.15.2 临床稳定 

      自述腹痛、腹胀，实验室检查轻度异常。 

      5.13.15.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胰腺轻度挫裂伤(浅表；无胰管损伤)为 3 个月； 

      b)胰腺中度挫裂伤(广泛，胰管受累)为 8 个月； 

      c)胰腺重度挫裂伤(多处裂伤，壶腹受累)为 12 个月。 

      5.13.16 肾脏损伤 

      5.13.16.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疼痛消失，尿液检验正常； 

      b)伤口愈合良好，无尿瘘形成，亦无并发泌尿统感染。 

      5.13.16.2 临床稳定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稳定： 

      a)持续或间歇性镜下血尿； 

      b)伤口未完全愈合或有尿瘘形成或屡发泌尿系统感染。 



      5.13.16.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肾脏轻度挫伤，包括包膜下血肿、浅表、实质无裂伤，保守治疗，治疗终结时间为 1.5

个月； 

      b)肾脏重度挫伤，包括包膜下血肿；面积大于 50%或呈扩展性，治疗终结时间为 3 个月； 

      c)肾脏轻度裂伤，肾皮质深度小于等于 1cm；无尿外渗，治疗终结时间为 3 个月； 

      d)肾脏中度裂伤，肾皮质深度大于 1cm；无尿外渗，治疗终结时间为 6 个月； 

      e)肾脏重度裂伤累及肾实质和主要血管，尿外渗，经手术治疗后，治疗终结时间 8 个月。 

      5.13.17 肾上腺损伤 

      5.13.17.1 临床治愈 

      伤口愈合，腺体功能恢复正常。 

      5.13.17.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肾上腺挫裂伤保守治疗为 2 个月； 

      b)肾上腺破裂，一侧切除为 4 个月。 

      5.13.18 膀胱损伤 

      5.13.18.1 临床治愈 

      生命体征稳定，各种症状消失，血肿吸收，功能基本恢复，实验室检查恢复正常。 

      5.13.18.2 临床稳定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稳定： 

      a)伤口基本愈合； 

      b）留有尿频及尿痛等膀胱刺激症状； 

      c）尿液检查仍不正常。 

      5.13.18.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膀胱挫伤(血肿)为 2 个月； 

      b)膀胱非全层裂伤，行修补手术，治疗终结时间 4 个月； 

      c)膀胱全层裂伤、手术治疗，治疗终结时间为 6 个月； 

      d)膀胱广泛损伤伴组织缺损、手术治疗，治疗终结时间为 10 个月。 

      5.13.19 输尿管损伤 

      5.13.19.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切口愈合良好，尿液正常； 

      b)已有的肾积水、肾功能减退均有明显改善。 

      5.13.19.2 临床稳定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稳定： 

      a)术后伤口愈合良好，但有输尿管狭窄，原有的肾积水有所加重； 

      b)反复发作泌尿系统感染。 

      5.13.19.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输尿管挫伤(血肿)为 2 个月； 

      b)输尿管非全层裂伤为 4 个月； 

      c)输尿管全层裂伤、手术治疗，治疗终结时间为 6 个月； 

      d)输尿管广泛毁损、手术治疗，治疗终结时间为 12 个月。 

      5.13.20 子宫损伤 

      5.13.20.1 临床治愈 

      血肿吸收，伤口愈合，或子宫切除后无并发症。 



      5.13.20.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子宫挫伤(血肿)为 2 个月； 

      b)子宫轻度裂伤小于等于 1cm；浅表，行修补术，治疗终结时间为 2 个月； 

      c)子宫重度裂伤大于 1cm；深在，行修补术，治疗终结时间为 3 个月； 

      d)子宫广泛破裂伤、行切除术，治疗终结时间为 4 个月。 

      5.13.21 卵巢损伤 

      5.13.21.1 临床治愈 

      血肿吸收，伤口愈合，或卵巢切除后无并发症。 

      5.13.21.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卵巢挫伤(血肿)为 1 个月； 

      b)卵巢轻度裂伤，浅表；小于等于 0.5cm，治疗终结时间为 2 个月； 

      c)卵巢重度裂伤，深在；大于 0.5cm)或广泛损伤，行卵巢切除术，治疗终结时间为 3 个

月。 

      5.13.22 输卵管裂伤 

      5.13.22.1 临床治愈 

      血肿吸收，伤口愈合，或输卵管切除后无并发症。 

      5.13.22.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输卵管挫伤、血肿，保守治疗，治疗终结时间为 1 个月； 

      b)输卵管挫例伤，经手术修补或行输卵管切除术，治疗终结时间为 3 月。 

      5.13.23 会阴部损伤 

      5.13.23.1 会阴部皮肤损伤 

      5.13.23.1.1 临床治愈 

      血肿吸收，伤口愈合，缺损组织已修复。 

      5.13.23.1.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会阴挫伤(血肿)为 1 月； 

      b)会阴裂伤为 2 个月； 

      c)会阴撕脱伤，广泛破裂伤（Ⅲ度以上裂伤），治疗终结时间为 6 个月。 

      5.13.23.2 阴茎损伤 

      5.13.23.2.1 临床治愈 

      伤口愈合，排尿通畅，勃起功能良好。 

      5.13.23.2.2 临床稳定 

      伤口虽愈合，阴茎有变形，影响排尿或勃起。 

      5.13.23.2.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阴茎挫伤(血肿)，治疗终结时间为 2 个月； 

      b)阴茎轻度裂伤，治疗终结时间为 4 个月； 

      c)阴茎撕脱脱伤或断裂伤，治疗终结时间为 6 个月。 

      5.13.23.3 尿道损伤 

      5.13.23.3.1 临床治愈 

      血肿吸收，伤口愈合，症状消失，排尿通畅，尿检正常。 

      5.13.23.3.2 临床稳定 

      排尿不畅或有尿瘘形成，或尚需定期做尿道扩张。 

      5.13.23.3.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尿道挫伤(血肿)为 2 个月； 

      b)尿道非全层裂伤为 4 个月； 

      c)尿道全层裂伤为 6 月； 

      d)尿道全层裂伤，手术治疗后需定期做尿道扩张，治疗终结时间为 12 月； 

      e)尿道广泛毁损、组织缺损，手术治疗后需定期做尿道扩张，治疗终结时间为 24 个月。 

      5.13.23.4 阴囊损伤 

      5.13.23.4.1 临床治愈 

      血肿吸收，伤口愈合，缺损组织已修复。 

      5.13.23.4.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阴囊挫伤(血肿)为 1 个月； 

      b)阴囊轻度裂伤(浅表)为 2 个月； 

      c)阴囊重度裂伤(撕脱；离断),广泛毁损、组织缺损，治疗终结时间为 3 个月。 

      5.13.23.5 睾丸损伤 

      5.13.23.5.1 临床治愈 

      伤口愈合，保留之睾丸无萎缩。 

      5.13.23.5.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睾丸挫伤(血肿)为 2 个月； 

      b)睾丸浅表裂伤为 3 个月； 

      c)睾丸撕脱伤，破裂伤，离断伤，治疗终结时间 4 个月。 

      5.13.23.6 阴道损伤 

      5.13.23.6.1 临床治愈 

      血肿吸收，伤口愈合，症状消失，性交无困难。 

      5.13.23.6.2 临床稳定 

      自述性交痛，但查无明显狭窄。 

      5.13.23.6.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阴道挫伤(血肿)为 1 个月； 

      b)阴道轻度裂伤(浅表)为 2 个月； 

      c)阴道重度裂伤(深在)为 3 个月； 

      d)阴道广泛破裂伤为 4 个月。 

      5.13.24 骨盆骨折 

      5.13.24.1 临床治愈 

      骨折对位满意，骨折愈合，症状消失，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 

      5.13.24.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骨盆耻骨坐骨枝骨折为 3 个月； 

      b)骨盆后关环骨折为 6 个月； 

      c)骨盆骨折伴骶髂关节脱位为 9 个月。 

      5.14 脊椎损伤 

      5.14.1 臂丛神经损伤 

      5.14.1.1 临床治愈 

      肌力、感觉恢复满意，肢体无畸形，功能良好。电生理检查示神经传导功能基本恢复。 

      5.14.1.2 临床稳定 

      可留有感觉、运动功能障碍，电生理检查示神经传导功能异常。 



      5.14.1.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臂丛神经挫伤为 6 个月； 

      b)臂丛神经裂伤(部分损伤)为 9 个月； 

      c)臂丛神经撕脱伤(完全断裂)为 12 个月。 

      5.14.2 神经根损伤 

      5.14.2.1 临床治愈 

      肌力、感觉恢复满意，肢体无畸形，功能良好。电生理检查示神经传导功能基本恢复。 

      5.14.2.2 临床稳定 

      可留有感觉、运动功能障碍，电生理检查示神经传导功能异常。 

      5.14.2.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神经根挫伤为 6 个月； 

      b)神经根裂伤(部分损伤)为 9 个月； 

      c)神经根撕脱伤(完全断裂)为 12 个月。 

      5.14.3 马尾神经损伤 

      5.14.3.1 临床治愈 

      肌力、感觉恢复满意，功能良好。神经电生理学传导功能基本恢复。 

      5.14.3.2 临床稳定 

      可留有感觉、运动功能障碍，神经电生理学检查异常。 

      5.14.3.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马尾神经挫伤伴一过性神经体征(感觉异常)，治疗终结时间 6 个月； 

      b)马尾神经挫伤出现不全性马尾损伤综合征，治疗终结时间为 10 个月； 

      c)马尾神经挫伤出现完全性马尾损伤综合征，治疗终结时间为 12 个月。 

      5.14.4 脊髓损伤 

      5.14.4.1 临床治愈 

      肌力、感觉恢复满意，肢体无畸形，功能良好。神经电生理学检查基本正常。 

      5.14.4.2 临床稳定 

      可留有感觉、运动功能障碍。电生理检查异常。 

      5.14.4.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脊髓挫伤伴一过性神经体征为 6 个月； 

      b)脊髓挫伤出现不完全性脊髓损伤综合征(残留部分感觉或运动功能)，治疗终结时间为

10 个月； 

      c)脊髓挫伤出现完全性脊髓损伤综合征(四肢瘫或截瘫)，治疗终结时间为 12-18 个月； 

      d)脊髓不全性裂伤(残留部分感觉或运动功能障碍)，治疗终结时间为 12 个月； 

      e)脊髓裂伤出现完全性脊髓损伤综合征(四肢瘫或截瘫)，治疗终结时间为 12-18 个月。 

      5.14.5 椎间盘破裂、髓核突出 

      5.14.5.1 临床治愈 

      非手术或手术治疗后症状消失，神经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 

      5.14.5.2 临床稳定 

      症状大部分消失，功能改善。 

      5.14.5.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椎间盘损伤不伴神经根损害，治疗终结时间为 3 个月； 

      b)椎间盘损伤伴神经根损害，椎间盘破裂，治疗终结时间为 6 个月。 



      5.14.6 棘间韧带损伤 

      5.14.6.1 临床治愈 

      局部肿胀消退，脊柱活动功能正常。 

      5.14.6.2 临床稳定 

      症状大部分消失，功能改善。 

      5.14.6.3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14.7 脊柱急性扭伤 

      5.14.7.1 临床治愈 

      局部肿胀消退，脊柱活动功能正常。 

      5.14.7.2 临床稳定 

      症状大部分消失，可遗留功能障碍。 

      5.14.7.3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14.8 环、枢椎骨折、脱位 

      5.14.8.1 临床治愈 

      骨折脱位矫正，基本愈合，症状及体征基本消失，功能恢复或基本恢复，无严重后遗症

发生。 

      5.14.8.2 临床稳定 

      可留有局部疼痛不适，或颈部活动功能障碍。 

      5.14.8.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环、枢椎骨折为 6 个月； 

      b)环、枢椎脱位为 4～6 个月。 

      5.14.9 颈椎骨折、脱位 

      5.14.9.1 临床治愈 

      骨关节关系正常，骨折愈合，局部无疼痛，颈部活动功能恢复，截瘫消失，肢体功能恢

复正常。 

      5.14.9.2 临床稳定 

      可留有局部疼痛不适，或颈部活动功能障碍。 

      5.14.9.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颈椎骨折或脱位为 4 个月； 

      b)颈椎骨折伴脱位为 6 个月； 

      c)颈椎骨折或脱位合并肢体瘫痪，治疗终结时间为 12 个月。 

      5.14.10 颈椎小关节脱位 

      5.14.10.1 临床治愈 

      骨关节关系正常，局部无疼痛，颈部活动功能恢复。 

      5.14.10.2 临床稳定 

      留有局部疼痛不适。 

      5.14.10.3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14.11 腰椎棘突骨折 

      5.14.11.1 临床治愈 

      骨折愈合，局部无疼痛，颈部活动功能恢复。 

      5.14.11.2 临床稳定 

      留有局部疼痛不适。 



      5.14.11.3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14.12 腰椎横突骨折 

      5.14.12.1 临床治愈 

      骨折愈合，局部无疼痛，颈部活动功能恢复。 

      5.14.12.2 临床稳定 

      留有局部疼痛不适。 

      5.14.12.3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14.13 椎板骨折 

      5.14.13.1 临床治愈 

      骨折愈合，局部无疼痛，颈部活动功能恢复。 

      5.14.13.2 临床稳定 

      可留有局部疼痛不适。 

      5.14.13.3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14.14 腰椎椎弓根骨折 

      5.14.14.1 临床治愈 

      骨折愈合，局部无疼痛，颈部活动功能恢复。 

      5.14.14.2 临床稳定 

      可留有局部疼痛不适。 

      5.14.14.3 治疗终结时间 

      单侧 4 个月，双侧 6 个月。 

      5.14.15 胸、腰椎骨折 

      5.14.15.1 临床治愈 

      压缩椎体基本恢复正常形态，骨折愈合，胸腰部无不适，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 

      5.14.15.2 临床稳定 

      压缩椎体大部分恢复正常形态，骨折基本愈合，症状及体征减轻，脊柱功能有改善。 

      5.14.15.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椎体轻度压缩(前侧压缩小于等于 1/3)为 3 个月； 

      b)椎体重度压缩(压缩大于 1/3)为 6 个月； 

      c)椎体粉碎性骨折为 6 个月。 

      5.15 上肢损伤 

      5.15.1 上肢皮肤损伤 

      5.15.1.1 临床治愈 

      创口愈合，血肿消失，组织缺损已修复。 

      5.15.1.2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皮肤擦伤为 2 周； 

      b)皮肤挫伤(血肿)为 3 周； 

      c)皮肤轻度裂伤(浅表)为 1 个月； 

      d)皮肤重度裂伤，手部伤口长大于 10cm 或整个上肢大于 20cm，伤口深及深筋膜，治疗

终结时间为 

      1.5 个月； 

      e)轻度撕脱伤，浅表；手部伤口小于等于 25cm2 或整个上肢小于等于 100cm2，治疗终结

时间为 2 个 



      月； 

      f)上肢轻度穿透伤、深至肌肉，治疗终结时间为 2 个月； 

      g)上肢重度穿透伤伴软组织缺损大于 25cm2，治疗终结时间为 3 个月。 

      5.15.2 上肢神经损伤 

      5.15.2.1 正中神经损伤 

      5.15.2.1.1 临床治愈 

      肌力、感觉恢复满意，肢体无畸形、功能良好。电生理检查示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满意。 

      5.15.2.1.2 临床稳定 

      可留有肌力、感觉轻度障碍，电生理检查示神经传导功能轻度异常。 

      5.15.2.1.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正中神经挫伤为 6 个月； 

      b)正中神经裂伤为 9 个月； 

      c)正中神经断伤为 12 个月。 

      5.15.2.2 尺神经损伤 

      同 5.15.2.1。 

      5.15.2.3 桡神经损伤 

      同 5.12.2.1。 

      5.15.2.4 指神经损伤 

      5.15.2.4.1 临床治愈 

      感觉恢复满意，手指无畸形、功能良好。 

      5.15.2.4.2 临床稳定 

      可留有感觉轻度障碍。 

      5.15.2.4.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指神经挫伤为 3 个月； 

      b)指神经断裂伤为 6 个月。 

      5.15.3 腋动脉、肱动脉损伤 

      5.15.3.1 临床治愈 

      手术后伤口愈合，腕部桡动脉搏动正常，末梢充盈时间和皮肤温度恢复正常。功能完全

或基本恢复 

      正常。 

      5.15.3.2 临床稳定 

      伤口愈合。肢体循环恢复，但供血不够完善或遗留不同程度的缺血症状。 

      5.15.3.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腋动脉、肱动脉内膜撕脱（未破裂）为 2 个月； 

      b)腋动脉、肱动脉破裂为 4 个月。 

      5.15.4 手部多根肌腱裂伤 

      5.15.4.1 临床治愈 

      经治疗后手部无明显畸形，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5.15.4.2 临床稳定 

      经治疗后手功能大部恢复正常。 

      5.15.4.3 治疗终结时间 

      6～10 个月。 

      5.15.5 上肢损伤伴骨筋膜室综合征 

      5.15.5.1 临床治愈 



      症状消失，功能恢复，无后遗症。 

      5.15.5.2 临床稳定 

      症状稳定，功能基本恢复。 

      5.15.5.3 治疗终结时间 

      6 个月。 

      5.16 关节损伤 

      5.16.1 肩关节损伤(伤) 

      5.16.1.1 临床治愈 

      关节结构正常，症状消失，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正常。 

      5.16.1.2 临床稳定 

      关节结构正常，症状基本消失，功能大部分恢复。 

      5.16.1.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肩关节软组织钝挫伤为 2 个月； 

      b)肩关节捩伤为 3 个月； 

      c)肩关节脱位为 4 个月。 

      5.16.2 胸锁关节脱位 

      5.16.2.1 临床治愈 

      关节结构恢复正常，症状消失，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正常。 

      5.16.2.2 临床稳定 

      关节结构正常，症状基本消失，功能大部分恢复。 

      5.16.2.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胸锁关节软组织钝挫伤为 2 个月； 

      b)胸锁关节半脱位/脱位为 3 个月。 

      5.16.3 肘关节损伤 

      5.16.3.1 临床治愈 

      关节结构正常，症状消失，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正常。 

      5.16.3.2 临床稳定 

      关节结构正常，症状消失，功能大部分恢复。 

      5.16.3.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肘关节软组织钝挫伤为 2 个月； 

      b)肘关节侧副韧带损伤为 3 个月； 

      c)肘关节脱位为 4 个月； 

      d)肘关节脱位后伴骨化性肌炎为 6 个月。 

      5.16.4 腕关节损伤 

      5.16.4.1 临床治愈 

      关节结构正常，症状消失，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正常。 

      5.16.4.2 临床稳定标准 

      关节结构正常，症状消失，功能大部分恢复。 

      5.16.4.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腕关节软组织钝挫伤为 2 个月； 

      b)腕关节韧带损伤为 3 个月； 

      c)腕关节脱位为 3 个月； 

      d)三角纤维软骨损伤伴下尺桡关节分离为 4 个月。 



      5.16.5 桡骨头半脱位 

      5.16.5.1 临床治愈 

      局部疼痛消失，肘关节活动功能恢复正常。 

      5.16.5.2 临床稳定 

      关节结构正常，症状消失，功能大部分恢复。 

      5.16.5.3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16.6 腕掌关节或掌指关节损伤 

      5.16.6.1 临床治愈 

      局部肿痛消失，无压痛，前臂旋转功能恢复正常。 

      5.16.6.2 临床稳定 

      症状基本消失，关节功能基本恢复。 

      5.16.6.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腕掌关节或掌指关节捩伤为 3 个月； 

      b)腕掌关节或掌指关节脱位为 3 个月。 

      5.16.7 指间关节损伤 

      5.16.7.1 临床治愈 

      关节结构正常，症状消失，功能恢复正常。 

      5.16.7.2 临床稳定 

      关节结构正常，症状消失，功能大部分恢复。 

      5.16.7.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指间关节侧副韧带损伤为 3 个月； 

      b)指间关节脱位为 3 个月。 

      5.17 上肢骨折 

      5.17.1 肩峰骨折 

      5.17.1.1 临床治愈 

      骨折愈合，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 

      5.17.1.2 临床稳定 

      对位尚可，或骨折对位欠佳，功能恢复尚可。 

      5.17.1.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肩峰关节闭合性骨折：3 个月； 

      b)肩峰关节开放性骨折：4 个月。 

      5.17.2 肩胛骨骨折 

      5.17.2.1 临床治愈 

      骨折对位满意，骨折线模糊，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 

      5.17.2.2 临床稳定 

      对位尚可，或骨折对位欠佳，功能恢复尚可。 

      5.17.2.3 治疗终结时间 

      根据损伤程度不同，治疗终结时间如下： 

      a)肩胛骨闭合性骨折为 3 个月； 

      b)肩胛骨开放性骨折为 4～6 个月。 

      5.17.3 锁骨骨折 

      5.17.3.1 临床治愈 

      骨折对线对位满意，有连续性骨痂形成，断端无压痛，无冲击痛，功能恢复。 



      5.17.3.2 临床稳定 

      对位尚可，或骨折对位欠佳，功能恢复尚可。 

      5.17.3.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锁骨闭合性骨折为 3 个月； 

      b)锁骨开放性骨折为 4 个月。 

      5.17.4 肱骨骨折 

      5.17.4.1 临床治愈 

      骨折愈合，对位满意，功能及外形完全或基本恢复。 

      5.17.4.2 临床稳定 

      骨折愈合对位良好，或骨折对位欠佳，功能恢复尚可。 

      5.17.4.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肱骨闭合性骨折为 3 个月； 

      b)肱骨开放性骨折为 4～6 个月； 

      c)肱骨下 1/3 开放性骨折为 6 个月。 

      5.17.5 尺骨骨折 

      5.17.5.1 临床治愈 

      骨折对位良好，骨折愈合，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 

      5.17.5.2 临床稳定 

      骨折对位 1／3 以上，对线满意，前臂旋转受限在 45°以内。 

      5.17.5.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尺骨闭合性骨折为 3 个月； 

      b)尺骨开放性骨折为 4 个月。 

      5.17.6 桡骨骨折 

      5.17.6.1 临床治愈 

      骨折有连续骨痂形成已愈合，肘关节屈伸功能正常，前臂旋转功能正常或活动受限在 15°

以内。 

      5.17.6.2 临床稳定 

      骨折对线对位欠佳，下尺桡关节分离，腕背伸掌屈受限在 30°以内，前臂旋转功能受限

16°～30°。 

      5.17.6.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桡骨闭合性骨折为 3 个月； 

      b)桡骨开放性骨折为 4 个月。 

      5.17.7 尺、桡骨双骨折 

      5.17.7.1 临床治愈 

      骨折愈合，功能完全恢复或基本恢复。 

      5.17.7.2 临床稳定 

      对位对线及固定良好。手术后伤口愈合，骨折部位明显连续性骨痂。 

      5.17.7.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尺、桡骨闭合性骨折为 6 个月； 

      b)尺、桡骨开放性骨折为 6～8 个月。 

      5.17.8 腕骨骨折 

      5.17.8.1 临床治愈 



      骨折对位满意愈合，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 

      5.17.8.2 临床稳定 

      骨折基本愈合，对位良好，功能恢复尚可。 

      5.17.8.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腕骨骨折为 6 个月； 

      b)手舟状骨骨折为 8 个月； 

      c)舟状骨骨折伴月骨周围脱位为 10 个月。 

      5.17.9 掌骨骨折 

      5.17.9.1 临床治愈 

      骨折愈合，第二至第五掌指关节序列恢复，掌指关节屈伸正常。 

      5.17.9.2 临床稳定 

      骨折愈合，对线对位尚可，无明显畸形，留有部分功能受限。 

      5.17.9.3 治疗终结时间 

      4 个月。 

      5.17.10 手指骨折 

      5.17.10.1 临床治愈 

      骨折对位满意已愈合，手指功能及外形完全或基本恢复。 

      5.17.10.2 临床稳定 

      骨折愈合，有轻度旋转或成角畸形，手指功能尚能满足一般生活及工作需要。 

      5.17.10.3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18 下肢损伤 

      5.18.1 下肢皮肤损伤 

      同 5.15.1。 

      5.18.2 神经损伤 

      5.18.2.1 坐骨神经损伤 

      5.18.2.1.1 临床治愈 

      肌力、感觉恢复满意，肢体无畸形，功能良好，电生理检查提示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满意。 

      5.18.2.1.2 临床稳定 

      可留有肌力、感觉轻度障碍，电生理检查提示神经传导功能轻度异常。 

      5.18.2.1.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坐骨神经挫伤为 8 个月； 

      b)坐骨神经部分损伤为 10 个月； 

      c)坐骨神经完全性损伤为 12 个月。 

      5.18.2.2 股神经损伤 

      5.18.2.2.1 临床治愈 

      肌力、感觉恢复满意，肢体无畸形，功能良好，电生理检查提示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满意。 

      5.18.2.2.2 临床稳定 

      可留有肌力、感觉轻度障碍，电生理检查提示神经传导功能轻度异常。 

      5.18.2.2.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股神经挫伤为 6 个月； 

      b)股神经部分断裂伤为 9 个月； 

      c)股神经完全断裂伤为 12 个月。 

      5.18.2.3 胫神经损伤 



      5.18.2.3.1 临床治愈 

      肌力、感觉恢复满意，肢体无畸形，功能良好。电生理检查提示神经传导功能完全恢复。 

      5.18.2.3.2 临床稳定 

      可留有肌力、感觉轻度障碍，电生理检查提示神经传导功能轻度异常。 

      5.18.2.3.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胫神经挫伤为 6 个月； 

      b)胫神经部分断裂伤为 9 个月； 

      c)胫神经完全断裂伤为 12 个月。 

      5.18.2.4 腓总神经损伤 

      5.18.2.4.1 临床治愈 

      肌力、感觉恢复满意，肢体无畸形，功能良好，电生理检查提示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满意。 

      5.18.2.4.2 临床稳定 

      可留有肌力、感觉轻度障碍，电生理检查提示神经传导功能轻度异常。 

      5.18.2.4.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腓总神经挫伤为 6 个月； 

      b)腓总神经部分损伤为 10 个月； 

      c)腓总神经撕脱伤或完全断裂伤为 12 个月。 

      5.18.2.5 趾神经损伤 

      5.18.2.5.1 临床治愈 

      感觉恢复满意，功能良好。 

      5.18.2.5.2 临床稳定 

      可留有感觉轻度障碍。 

      5.18.2.5.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趾神经挫伤为 3 个月； 

      b)趾神经断裂伤为 6 个月。 

      5.18.3 股血管、腘血管损伤 

      5.18.3.1 临床治愈 

      手术后伤口愈合，脉搏正常，肢体循环恢复正常。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正常。 

      5.18.3.2 临床稳定 

      伤口愈合。肢体循环恢复，但供血不够完善或遗留不同程度的缺血症状。 

      5.18.3.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股血管、腘血管内膜撕裂（未破裂）为 2 个月； 

      b)股血管、腘血管破裂为 4 个月。 

      5.18.4 肌腱及韧带损伤 

      5.18.4.1 髌韧带损伤 

      5.18.4.1.1 临床治愈 

      韧带修复满意，症状完全消失，功能恢复正常。 

      5.18.4.1.2 临床稳定 

      韧带修复，症状基本消失，功能基本恢复。 

      5.18.4.1.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髌韧带裂伤(破裂，撕裂，撕脱)为 3 个月； 

      b)髌韧带完全横断为 6 个月。 



      5.18.4.2 膝关节侧副韧带损伤 

      5.18.4.2.1 临床治愈 

      肿胀疼痛压痛消失，膝关节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 

      5.18.4.2.2 临床稳定 

      膝部无明显疼痛，并节有轻度不稳定，屈伸正常或稍受限。 

      5.18.4.2.3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18.4.3 十字韧带损伤 

      5.18.4.3.1 临床治愈 

      关节无疼痛，稳定，功能完全恢复。 

      5.18.4.3.2 临床稳定 

      关节无明显疼痛，有轻度不稳，功能基本恢复。 

      5.18.4.3.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不完全断裂为 3～4 个月； 

      b)单一十字韧带断裂、韧带替代修补术为 4～6 个月； 

      c)双十字韧带断裂、韧带替代修补术为 6 个月。 

      5.18.4.4 跟腱损伤 

      5.18.4.4.1 临床治愈 

      韧带修复满意，症状完全消失，功能恢复正常。 

      5.18.4.4.2 临床稳定 

      韧带修复，症状基本消失，功能基本恢复。 

      5.18.4.4.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跟腱不完全性裂伤（破裂，撕脱，撕裂）为 3 个月； 

      b)跟腱完全性裂伤（破裂，撕脱，撕裂）为 6 个月。 

      5.18.4.5 膝关节半月板损伤 

      5.18.4.5.1 临床治愈 

      膝关节疼痛肿胀消失，无关节弹响和交锁，膝关节旋转挤压和研磨试验（-），膝关节功

能基本恢复。 

      5.18.4.5.2 临床稳定 

      症状基本消失，活动多或长时间工作后仍有轻度疼痛或酸困，股四头肌轻度萎缩，膝关

节功能接近正常。 

      5.18.4.5.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非手术治疗为 2 个月； 

      b)半月板修补缝合为 3 个月； 

      c)关节镜修整为 3 个月。 

      5.18.5 下肢损伤致骨筋膜室综合征 

      5.18.5.1 临床治愈 

      症状消失，功能恢复，无后遗症。 

      5.18.5.2 临床稳定 

      症状消失，功能基本恢复。 

      5.18.5.3 治疗终结时间 

      6 个月。 

      5.18.6 下肢关节损伤 

      5.18.6.1 髋关节损伤 



      5.18.6.1.1 临床治愈 

      髋关节关系正常，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可以正常负重及参加劳动。 

      5.18.6.1.2 临床稳定 

      关节关系正常，可留有疼痛不适、功能轻度受限。 

      5.18.6.1.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髋关节软组织钝挫伤为 2 个月； 

      b)髋关节捩伤为 2 个月； 

      c)单纯髋关节脱位（关节软骨未受累）为 3 个月； 

      d)髋关节骨折伴脱位为 8～12 个月； 

      e)髋关节开放性脱位为 8～12 个月。 

      5.18.6.2 膝关节损伤 

      5.18.6.2.1 临床治愈 

      膝关节关系正常，关节无疼痛，行走无不适，关节稳定，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 

      5.18.6.2.2 临床稳定 

      关节关系正常，可留有疼痛不适、功能轻度受限。 

      5.18.6.2.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膝关节软组织钝挫伤为 2 个月； 

      b)膝关节捩伤为 3 个月； 

      c)膝关节多根韧带损伤为 6 个月； 

      d)膝关节脱位伴骨折为 8 个月； 

      e)膝关节开放性脱位为 6 个月。 

      5.18.6.3 踝关节损伤 

      5.18.6.3.1 临床治愈 

      踝关节关系正常，关节无疼痛，症状消失，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 

      5.18.6.3.2 临床稳定 

      关节关系正常，可留有疼痛不适、功能轻度受限。 

      5.18.6.3.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踝部软组织钝挫伤为 2 个月； 

      b)踝关节捩伤为 3 个月； 

      c)踝关节骨折/伴脱位为 8 个月； 

      d)踝关节开放性脱位为 6 个月。 

      5.18.6.4 跖、趾或趾间关节损伤 

      5.18.6.4.1 临床治愈 

      关节关系正常，局部无肿痛，无皮下瘀斑，无明显压痛，步行无疼痛。 

      5.18.6.4.2 临床稳定 

      关节关系正常，可留有疼痛不适、功能轻度受限。 

      5.18.6.4.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跖趾或趾间关节捩伤为 2 个月； 

      b)跖趾或趾间关节脱位为 2 个月； 

      c)开放性跖趾或趾间关节脱位或闭合性骨折伴脱位为 4 个月； 

      d)跖趾关节骨折伴脱位为 4 个月。 

      5.18.6.5 距下、距舟或跖跗关节损伤 

      5.18.6.5.1 临床治愈 



      关节关系正常，局部无肿痛，无皮下瘀斑，无明显压痛，步行无疼痛。 

      5.18.6.5.2 临床稳定 

      关节关系正常，可留有疼痛不适、功能轻度受限。 

      5.18.6.5.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距下、距舟或跖跗关节捩伤为 2 个月； 

      b)距下或距舟关节脱位为 3 个月； 

      c)闭合性距骨骨折伴关节脱位为 4～6 个月； 

      d)开放性距骨骨折伴关节脱位为 6 个月。 

      5.18.7 下肢骨折 

      5.18.7.1 股骨骨折 

      5.18.7.1.1 股骨干骨折 

      5.18.7.1.1.1 临床治愈 

      骨折对线对位满意，骨折愈合，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 

      5.18.7.1.1.2 临床稳定 

      骨折愈合，对位良好，轻度疼痛、跛行，可半蹲，生活可自理。 

      5.18.7.1.1.3 治疗终结时间 

      6～8 个月。 

      5.18.7.1.2 股骨转子间骨折 

      5.18.7.1.2.1 临床治愈 

      骨折对位满意，有连续性骨痂通过骨折线，无跛行及疼痛，能恢复正常行走、下蹲。 

      5.18.7.1.2.2 临床稳定 

      骨折线模糊，对位尚满意，髋内翻在 25°以内，短缩畸形在 2cm 以内，轻度跛行及下蹲

受限，能 

      参加一般劳动及自理生活者。 

      5.18.7.1.2.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稳定型为 6 个月； 

      b)不稳定型手术治疗为 6～9 个月。 

      5.18.7.1.3 股骨颈骨折 

      5.18.7.1.3.1 临床治愈 

      骨折愈合，对位满意，局部无疼痛，无跛行，伸髋正常，屈髋超过 90°。 

      5.18.7.1.3.2 临床稳定 

      骨折愈合，对位良好，轻度疼痛、跛行，可半蹲，生活可自理。 

      5.18.7.1.3.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骨折内固定为 9～12 个月； 

      b）人工股骨头或全髋置换为 6～9 个月。 

      5.18.7.2 胫骨骨折 

      5.18.7.2.1 临床治愈 

      对线对位满意，局部无压痛、叩痛，伤肢无明显短缩，骨折成角小于 5°，膝关节屈伸功

能受限在 

      15°内，踝关节屈伸活动受限在 5°以内。 

      5.18.7.2.2 临床稳定 

      对位良好，或对位尚可已愈合，行走时轻度疼痛，膝关节活动轻度受限。 

      5.18.7.2.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胫骨平台闭合性骨折为 6 个月； 

      b)胫骨平台开放性骨折为 8～10 个月； 

      c)胫骨髁间嵴骨折为 6 个月； 

      d)单纯性内髁骨折为 4 个月； 

      e)单纯性后髁骨折为 3 个月。 

      5.18.7.3 髌骨骨折 

      5.18.7.3.1 临床治愈 

      骨折对位满意，骨折愈合，行走无疼痛，膝关节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 

      5.18.7.3.2 临床稳定 

      对位尚满意，骨折愈合，行走有疼痛，膝关节自主伸直受限 5°～10°，屈曲受限 45°以内

者。 

      5.18.7.3.3 治疗终结时间 

      3～4 个月。 

      5.18.7.4 腓骨骨折 

      5.18.7.4.1 临床治愈 

      对线对位满意，骨折线模糊，局部无压痛、叩痛，伤肢无明显短缩，骨折成角小于 5°，

膝关节屈 

      伸功能受限在 15°内，踝关节屈伸活动受限在 5°以内。 

      5.18.7.4.2 临床稳定 

      对线对位尚可，骨折线模糊，伤肢短缩小于 2cm，成角小于 15°，膝关节活动受限在 30°～

45°以内，踝关节屈伸受限在 10°～15°以内。 

      5.18.7.4.3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18.7.5 踝部多发性骨折 

      5.18.7.5.1 临床治愈 

      骨折对位对线好，骨折愈合，伤口愈合，功能恢复正常。X 线片显示骨折对位对线好。 

      5.18.7.5.2 临床稳定 

      对位良好，骨折线模糊，踝部轻微疼痛，劳累后加重，内外踝侧方移位在 2mm 以内，前

后移位在 

      2mm～4mm 以内，后踝向后上移位在 2mm～5mm 之间。 

      5.18.7.5.3 治疗终结时间 

      符合下列情形的治疗终结时间为： 

      a)双踝或三踝骨折为 6 个月； 

      b)开放性双踝或三踝骨折为 6 个月。 

      5.18.7.6 跟骨骨折 

      5.18.7.6.1 临床治愈 

      足跟外观无畸形，对位满意，骨折线模糊或消失，行走无不适，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 

      5.18.7.6.2 临床稳定 

      骨对位良好已愈合，或足跟轻度畸形，足弓轻度变平，行走轻度疼痛，距下关节活动轻

度受限。 

      5.18.7.6.3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18.7.7 跖骨或跗骨骨折 

      5.18.7.7.1 临床治愈 

      骨折对位满意，有连续性骨痂通过骨折线，局部无肿胀及压痛，功能完全或基本恢复。 

      5.18.7.7.2 临床稳定 

      骨折对位良好，已愈合，走路仍有疼痛。 



      5.18.7.7.3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18.7.8 足趾骨折 

      5.18.7.8.1 临床治愈 

      骨折对位或骨折对线好，已愈合。 

      5.18.7.8.2 临床稳定 

      骨折对位良好，或骨折对线好，对位差，已愈合，外观轻度畸形，微肿胀，无压痛，行

走时略有疼痛。 

      5.18.7.8.3 治疗终结时间 

      3 个月。 

      5.19 烧伤和腐蚀伤 

      5.19.1 烧伤 

      5.19.1.1 临床治愈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治愈： 

      a)Ⅰ度及浅Ⅱ度创面完全愈合； 

      b)深Ⅱ度、Ⅲ度创面基本愈合，剩余散在创面可望换药痊愈； 

      c)内脏并发症基本痊愈； 

      d)严重烧伤、大面积烧伤者基本能生活自理，颜面无严重畸形。 

      5.19.1.2 临床稳定 

      符合下列情形的为临床稳定： 

      a)严重烧伤、大面积烧伤、或Ⅲ度烧伤创面大部愈合，剩余创面尚需植皮； 

      b)颜面部有较明显畸形，或有其他功能障碍。 

      5.19.1.3 治疗终结时间 

      以实际治愈或稳定时间为准。 

      5.19.2 腐蚀伤 

      5.19.2.1 临床治愈 

      全身症状消失，皮肤创面愈合，受损伤的骨骼已愈合，功能障碍轻。 

      5.19.2.2 临床稳定 

      全身症状基本平稳，无明显后遗中毒病变，仍有散在小创面，或明显畸形应整复者。 

      5.19.2.3 治疗终结时间 

      以实际治愈或稳定时间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