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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微创经皮锁定加压钢板内固定治疗四肢骨折的临床效果
分析
张思远

（乌海市乌达区中心医院，内蒙古  乌海  016040）

0　引言
四肢骨折为临床骨科常见创伤类型，近年随着公众活动

日趋多元化，其发生率呈显著上升趋势，如何对解剖结构予

以重建，使肢体功能最大程度恢复，是临床治疗重点。微创

医学目前已取得巨大发展成就，采用微创经皮锁定加压钢板

内固定技术对四肢骨折治疗，其安全性、有效性已被临床证

实 [1-2]。本次研究选取相关病例，就此方案实施方法、预后展

开探讨，旨在指导临床应用，现回顾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四肢骨折 100 例，均经影像学检查证实，

为闭合性骨折类型，创伤至收治入院 2 h-4 d。随机分组，观

察组 50 例，男 33 例，女 17 例；年龄 21-60 岁，平均（36.2±6.3）

岁；骨折部位：尺桡骨骨折 6 例，股骨骨折 14 例，肱骨骨折

15 例，胫腓骨骨折 15 例。创伤原因：打击伤 2 例，车祸伤

25 例，摔伤 6 例，建筑工地伤 17 例。对照组 50 例，男 31 例，

女 19 例；年龄 22-61 岁，平均（35.5±6.1）岁；骨折部位：

尺桡骨骨折 8 例，股骨骨折 13 例，肱骨骨折 16 例，胫腓骨

骨折 13 例。创伤原因：打击伤 1 例，车祸伤 24 例，摔伤 9 例，

建筑工地伤 16 例。两组均自愿对知情同意书签署，并报经伦

理学组织委员会批注，排除无法耐受手术者及合并混合感染

者，组间自然信息可比（P >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本组针对所选病例应用传统切开复位内固定

技术治疗，即各项操作均在臂丛麻醉或连续硬膜外麻醉下实

施，依据影像学检查结果，对骨折部位准确定位，并有效标记，

手术切口于骨折处选择，对皮肤、肌肉组织有效剥离，行常

规钢板固定。术后常规行感染防范，并行适度的恢复锻炼。

1.2.2　观察组。本组针对所选病例应用微创经皮锁定加压钢

板内固定技术治疗，手术由同一组医生实施，各项操作均在

臂丛麻醉或硬膜外麻醉下进行，依据影像学检查结果，对骨

折部位精准定位，使骨折处达理想复位，用克氏针经皮予以

可靠的临时固定处理，于骨折处取一小切口，长度在 2-3 cm
间，在对骨折闭合复位进行有效保持的基础上，对于骨折处

深筋膜下分布的骨膜外软组织行有效分离操作，促一软组织

隧道形成，对长度、规格合适的钢板选取，经隧道于骨折处

放置，对钢板的位置进行有效调整，各取一螺钉于两端拧入，

以对钢板予以牢靠固定，确保骨折获得理想复位后，各取 1-2
枚螺丝钉在两端分别拧入，以作最终固定操作，对切口予以

有效清洗，行常规缝合处理。术后感染防范和功能锻炼同上。

1.3　观察指标。①对比两组手术操作用时间、术中出血量、术

后愈合时间；②对比两组治疗优良率；③对比两组并发症情况。

1.4　疗效评定标准。优：患肢生理功能完全恢复，骨折处完全

愈合，未对工作、生活构成影响；良：患肢生理功能基本恢复，

骨折基本愈合，未对工作生活构成影响，但无法重视重体力劳

动；差：功能未恢复，骨折基本愈合，对工作、生活构成严重影响。

1.5　统计学分析。涉及数据均输入 SPSS 13.0，组间计量数

据手术操作用时、术中出血量、术后骨折愈合时间采用（

±s）表示，行 t 检验，优良率和并发症率采用（%）表示，

行 χ 2 检验，P <0.05 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手术情况。观察组手术操作用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

骨折愈合时间均少于对照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 <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对比（ ±s）

组别 手术时间（min） 术中出血（mL） 骨折愈合（月）

观察组（n =50） 92.4±14.1* 85.0±18.1 ＊ 4.7±1.2 ＊

对照组（n =50） 112.3±20.3 280.6±55.7 10.3±2.1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2.2　优良率。观察组临床优良率经统计为 96%；明为高于对

照组 82%，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优良率对比 [n （%）]

组别 优 良 差 总有效率

观察组（n=50） 44（88） 4（8） 2（4） 48（96）＊

对照组（n =50） 36（72） 5（10） 9（18） 41（82）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2.3　并发症率。观察组静脉栓塞 1 例，并发症率为 2%，对

照组关节僵硬 3 例，静脉栓塞 2 例，并发症率为 10%，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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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四肢骨折应用微创经皮锁定加压钢板内固定技术治疗临床成效。方法   选择四肢骨折患者 10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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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实施有效复位，然而该方法手术时间长，对患者造成的

破坏性较大，导致多种并发症；而带锁髓内钉方法，则能够

在较少损伤患者组织的前提下，实现较好的治疗效果；当然，

该方法对于手术操作者的专业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其操作性

相对更为复杂 [3-4]。

在本次研究中 [5-6]，试验组患者的手术时间（60.2±6.4）

min、术中出血量（101.8±15.5）mL、住院时间（18.3±5.4）

d，骨愈合时间（10.3±1.4）w，与参考组患者相比，均具有

十分显著的优势，P < 0.05。同时，试验组患者的并发症率 9.1%
显著低于参考组的 4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综上所述，在治疗肱骨干骨折患者的过程中，使用带锁

髓内钉方法为患者实施治疗不仅手术效果更佳理想，而且能

够让患者更快恢复，临床疗效令人满意，具有较高的临床推

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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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实践表明，应用微创经皮锁定加压钢板内固定技术对四

肢骨折治疗，切口较小，可显著减少出血量，保障手术安全，

并为手术时间的缩短打下了良好基础。另外，因切口小，患

者术后疼痛明显减轻，便于促进骨折愈合和术后机体恢复。

白皓等 [3-4] 研究示，针对所选取的四肢骨折患者，观察组采

用微创经皮锁定加压钢板内固定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钢板

内固定治疗，观察组优良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术后恢复时间

短于对照组，与本次研究结果一致。因在实施此项术式过程中，

无需大面积对软组织进行剥离，故对骨折端内环境具保护作

用，未对血运构成影响，愈合更为迅速，且并发症率居更低

水平 [5-8]。结合本次研究结果示，观察组手术情况，治疗优良

率，并发症情况均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针对四肢骨折患者，应用微创经皮锁定加压

钢板内固定技术治疗，可显著提高临床效果，改善手术质量，

促进术后康复进程，且具较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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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创面及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通过 VSD 技术可使创面与

外界隔离，防止外来感染及院内交叉感染的发生，减轻创面

肉芽组织肿胀，改善微循环，增加创面血流量；实现创面“零

积聚”、全方位引流 [5]。同时其特制的多孔海绵可以均匀分

散负压，从而提供全天候的、无死角的引流，更加有利于促

进创面愈合 [6]。VSD 还可以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及纤维生长，

调节生长因子活性，促进创面愈合 [7]。

综上所述，掌握正确手术操作，避免过度牵拉软组织，

损伤神经血管，皮肤切口 VSD 覆盖密闭持续负压吸引并配合

伤口冲洗，能够有效避免皮肤坏死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李魁章 , 施宏宇 , 王鑫 ,等 . 跟骨骨折术后皮肤坏死骨外露

原因及治疗预防措施临床分析 [J]. 生物骨科材料与临床研

究 ,2015,12(3).70-72
[2]　王亦璁 .骨与关节损伤 [M]. 第 3 版 .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

社 ,2001:1139-1140．
[3]　唐昊 , 杨超 , 谭瑞星 ,等 . 跟骨骨折 [J].中华创伤骨科杂志

2004,6(2):220-224
[4]　Lim EV,Leung J P.Complications of intraarticular calcaneal 

fractures[J].Clinical Orthopaedics&Related Research,2001,391(391):7.
[5]　龙晖 , 王愉思 .VSD 封闭引流术在四肢创伤重的应用[J]. 临床医学

工程 ,2011,18(4):554-555.
[6]　兰丽琴 ,贾秀眉 , 朱小舟,等.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在手外科的临床

应用及护理［J].护士进修杂志 ,2014,29(4):384-385．
[7]　李明超 ,马学玲,曲艳萍 ,等．应用VSD 分期救治四肢GustiloⅢ

型软组织损伤［J].实用骨科杂志 ,2014,20(7):606-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