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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经皮内固定治疗不稳定性骨盆前环损伤的疗效及早期并发症分析
杨建成
青海省人民医院骨科

青海西宁

【摘要】目的 研究微创经皮内固定治疗不稳定性骨盆前环损伤的疗效及早期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方法
一共在 2015 年 4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间选择 68 例不稳定性骨盆前环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的
治疗方式将患者分成了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接受微创经皮内固定治疗，对照组接受常规手术治疗，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手术指标以及早期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的治疗效果为 94.1%，对照
组的治疗效果为 70.6%，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手术时间、出血量以及愈合时间等手术指
标分别为 32.15±2.15、20.15±2.44、55.15±1.47，均要优于对照组（68.18±3.48、56.48±5.48、64.47±
2.18），P<0.05。观察组的切口感染、臀上动脉损伤、股神经损伤等早期并发症发生率为 8.82%，低于对
照组的 29.41%，P<0.05。结论 微创经皮内固定治疗不稳定性骨盆前环损伤的疗效显著，而且与传统手术
方式相比早期并发症的发生率也比较低。
【关键词】微创经皮内固定；不稳定性骨盆前环损伤；早期并发症；临床疗效
Efficacy and early complications of minimally invasive percutaneous internal fix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unstable pelvic anterior ring injuries
Jiancheng Yang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Qinghai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Qinghai Xining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early complications of minimally invasive
percutaneous internal fix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unstable pelvic anterior ring injuries. Methods Atotal of 2015
during the April to June 2019 before choosing 68 cases of unstable pelvic ring injuries pati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to patients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minimally invasive percutaneous fixation treatment, control group accepted routine surgery,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operation index and the incidence of early
complication. Results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94.1%,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control
group was 70.6%,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5.The operative time, blood loss and
healing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32.15±2.15, 20.15±2.44 and 55.15±1.47,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68.18±3.48, 56.48±5.48, 64.47±2.18), P<0.05.The incidence of early complications
such as wound infection, superior gluteal artery injury and femoral nerve injury was 8.82%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ich was lower than 29.41%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minimally invasive percutaneous
internal fixation is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unstable pelvic anterior ring injuries and has a lower incidence of
early complications than conventional surgical procedures.
【Keywords】Minimally Invasive Percutaneous Internal Fixation; Injury of Unstable Anterior Pelvic Ring;
Early Complications;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骨盆骨折大部分是由于骨骼损伤以及外伤（车

3%~10%，属于一种不稳定性骨折损伤，临床上大

祸、高处坠落等）所导致的，发生率为所有骨折的

多数通过传统保守治疗的方式进行治疗，主要对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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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部位进行固定处理[1]。其中主要包括石膏固定以

1.4 统计学分析

及骨折悬吊。但是现如今这种保守治疗方式已经无

使用 SPSS17.0 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 X2 值和 T
值的计算，p<0.05 的时候具有统计学意义。

法满足患者的需求，人们对盆骨骨折的认识也越来

2 结果

越深，所以临床对于治疗盆骨骨折的方式也进行了
[2]

一定的研究 。目前大多数通过内部固定器械的方

2.1 治疗效果比较

式进行治疗，其中微创经皮内固定的效果最好，本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对比详情见表 1。

次研究也针对微创经皮内固定治疗不稳定性骨盆前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环损伤的疗效及早期并发症进行了分析，以下为具

组别

体内容。

观察组

1 资料与方法

（n=34）

1.1 临床基础资料

对照组

我院为了进行本次研究一共在 2015 年 4 月至

（n=34）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21（61.8%） 11（32.5%） 2（5.9%） 32（94.1%）
16（47.1%） 8（23.5%） 10（29.4%） 24（70.6%）

2019 年 6 月期间选择了符合研究要求的不稳定性骨

X2

6.4762

盆前环损伤患者 68 例，随机将患者进行分组，观察

P

0.0109

组和对照组，每组 34 人，其中观察组中的男性人数

2.2 手术指标比较

为 19 人，女性人数为 15 人，年龄在 23 岁至 66 岁

观察组的手术时间、出血量以及愈合时间等手

之间，平均（41.31±1.22）岁，高处坠落伤 12 例，

术指标均要优于对照组，P<0.05，详情见表 2。

车祸伤 19 例，挤压伤 3 例，对照组中的男性人数为

表 2 两组手术指标比较

20 人，女性人数为 14 人，年龄在 22 岁至 68 岁之

手术时间

组别

间，平均（41.35±1.27）岁，高处坠落伤 13 例，车

愈合时间

出血量（ml）

（min）

（d）

祸伤 19 例，挤压伤 2 例，对比两组患者的年龄、性

观察组（n=34） 32.15±2.15

20.15±2.44 55.15±1.47

别、致病原因等情况，发现 P>0.05。

对照组（n=34） 68.18±3.48

56.48±5.48 64.47±2.18

1.2 方法

T

51.3591

35.3142

20.6686

对照组进行常规手术治疗，观察组进行微创经

P

0.0000

0.0000

0.0000

皮内固定治疗，首先要进行骶骨关节螺钉内部固定，

2.3 早期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做好关节的垂直位置固定工作，医护人员要在手术

观察组的切口感染、臀上动脉损伤、股神经损

之前对患者进行重量骨骼 X 照片观察，通过 X 照片

伤等早期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详情

确定皮空心螺钉固定位置和骨盆前环放置钢板固定

见表 3。

位置，随后进行骨骼牵引，将软组织分离。通过对

表 3 两组早期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患者骶骨角度的评估在调整骨骼导针，保证骶骨关
组别

节能够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最后通过骶骨关节的

切口

臀上动脉 股神经

总发生率

感染

损伤

损伤

1

1

1

3（8.82%）

3

3

4

10（29.41%）

位置进行空心螺钉固定。其次，根据耻骨联合螺钉

观察组

固定技术来确定患者的耻骨结节，通过骨盆复位的

（n=34）

方式固定耻骨，最后利用空心螺钉进行固定工作，

对照组

做好耻骨螺钉内部固定和骨折部位螺钉固定，降低

（n=34）

患者的不适感好疼痛感，这样有利于快速恢复正常

X2

4.6601

的生活能力。

P

0.0308

1.3 观察指标

3 讨论

观察分析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出血量、手术

骨盆的形态是一个闭合的状态，是连接人体上

时间、愈合时间等手术指标以及切口感染、臀上动

下肢的重要环节，能够有效地发挥传递身体重力作

脉损伤、股神经损伤等早期并发症发生率。

用。针对骨盆骨折这类疾病来说，需要根据人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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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行走站立行走模式和骨折之间的稳定性来进行

治疗，这样也能够减少骨折发炎和移位的情况，在

手术治疗，这样才能够减少骨折对人体的伤害，也

短时间内促进患者肢体功能的恢复[7]。目前人们对

能够提高患者正常骨盆功能的恢复[3]。针对不稳定

医要求越来越高，所以相关的医生需要对生物力学

性骨盆骨折来说，大部分都是由于暴力性外力因素

以及盆骨解剖学等知识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同时还

所导致的，患者骨盆骨折的主要表现为骨盆垂直方

要利用好微进一步加强对不稳定性骨盆骨折的治疗，

向不稳定，所以人体脏器也会受到一定的损害，通

减少术中对骨盆复位问题的影响，通过良好的手术

过手术治疗方式能够稳定骨盆，减少骨折部位进一

方式有利于降低感染率，失血量和发炎问题，从而

步的创伤，从而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另外手术治

就能提高整体的治疗效果[8]。

疗不稳定性盆骨骨折主要是为了减少盆骨韧带撕裂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的治疗效果高于对照组，

和能量损伤的问题，通过有效的固定手术方式也可

P<0.05。观察组的手术时间、出血量以及愈合时间

以加强患者的骨盆稳定性，同时也能够减少疼痛感

等手术指标均要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切

和骨折畸形的发生，因此手术治疗盆骨骨折属于一

口感染、臀上动脉损伤、股神经损伤等早期并发症

种比较有效而且常见的方式，如果出现了损伤问题，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

需要通过空心螺钉内固定的方式来进一步加强骨折

总而言之，微创经皮内固定治疗不稳定性骨盆

[4]

的稳定性，也可以提高手术的治疗效果 。

前环损伤的疗效显著，而且还能有效的降低早期并

传统的保守治疗方式主要包括悬吊和石膏固定，

发症的发生率，患者骨折部位恢复速度也会相应变

但是这种治疗方式不好，而且还会导致患者存在骨

快，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另外，微创手术

骼畸形和疼痛的并发症，所以患者的满意度也比较

对患者身体的创伤也比较小，安全性比较高，值得

低。一般来说，在手术的过程当中，需要根据骨盆

进一步在临床上应用发展。

环的稳定要素来进行按照人体骨盆结构模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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