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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镜辅助镍钛记忆合金环抱器内固定
治疗多发性肋骨骨折的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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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新
张 洋
谢晓威
涂家华
郑茂华▲
福建医科大学教学医院莆田市第一医院胸心外科，福建莆田 351100
[ 摘要 ] 目的 探讨胸腔镜辅助镍钛记忆合金环抱器内固定治疗多发性肋骨骨折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
性分析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9 月福建医科大学教学医院莆田市第一医院收治的 58 例多发性肋骨骨折的患
者，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镍钛记忆合金环抱器内固定术联合胸腔镜组（手术组，
28 例）和保守治疗组（非手
术组，
30 例）
，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疼痛视觉模拟（VAS）评分、
治疗后第 7 天 VAS、
住院期间并发症（肺部感染）
、
住院时间、
住院费用、
胸腔闭式引流拔管时间。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 VAS、
住院时间、
胸腔闭式引流拔管时间比
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手术组治疗后第 7 天 VAS 显著低于非手术组（P ＜ 0.05）
，
手术组住院费用显
著高于非手术组（P ＜ 0.05）
，
手术组肺部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非手术组（P ＜ 0.05）
。 结论 多发性肋骨骨折患者实
施胸腔镜辅助镍钛记忆合金环抱器内固定治疗费用较高，
但可明显缓解疼痛、
降低肺部感染发生率，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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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alysis of thoracoscopic assisted internal fixation with
nickel-titanium memory alloy embracing fixator for multiple rib
fra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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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thoracoscopic assisted internal fixation with
nickel-titanium memory alloy embracing fixator in the treatment of multiple rib fractures. Methods A total of 58
patients with multiple rib fractures admitted to Teaching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the First Hospital
of Putian City from June 2018 to September 2019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eatmen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operation group (n=28, thoracoscopic assisted internal fixation with Ni-Ti memory alloy
embracing fixator) and the non-operative group (n=30, conservative treatment).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before
treatment and on the 7th day after treatment, complication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pulmonary infection) hospitalization
stay, hospitalization cost, and extubation time of closed thoracic drainag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AS, hospitalization stay and extubation time of closed thoracic
drainag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 ＞ 0.05).On the 7th day after treatment, VAS and the incidence of
pulmonary infection in the oper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non-operative group (P ＜ 0.05),
thehospitalization cost of the oper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n-operative group (P ＜ 0.05).
and the incidences of pulmonary infection of the oper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noperation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oracoscopic assisted internal fixation with Ni-Ti memory alloy embracing fixator
is expensive for patients with multiple rib fractures, but it can obviously relieve pain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ulmonary infe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Rib fracture; Embracing fixator; Thoracoscope; Internal fixation

胸部损伤是造成创伤相关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呼吸、呼吸衰竭、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占比 25%，肋骨骨折是胸部创伤中最常见的损伤 [1]。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肺 内 分 流 增

骨折部位稳定性差，可导致疼痛、潮气量减少、反常

加、通 气 / 血 流（ventilation/blood flow，V/Q）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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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能遗留患侧胸廓塌陷、畸形等 [2]。近年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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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材料及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患者对微创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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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康复的要求，对于多发性肋骨骨折的诊疗理念及

定、加压包扎、胸部护板外固定等方法治疗。根据

手段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在入院阶段，肋骨骨折

患者情况给予气管内插管、机械正压通气、胸腔闭

患者应首先判断是否有其他重大损伤，以及是否应

式引流、吸氧、止血、镇痛、抗炎及防治并发症等。

将损伤控制原则应用于这些情况，肋骨骨折内固定
治疗应以疼痛管理为中心 [3]。我科较为熟练的掌握
了胸腔镜辅助下镍钛记忆合金环抱器肋骨骨折内
固定术。为比较胸腔镜辅助镍钛记忆合金环抱器
内固定手术和传统保守治疗的效果，本研究对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9 月福建医科大学教学医院莆田
市第一医院（我院）收治的 58 例多发性肋骨骨折患
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9 月就诊于

图 1   镍钛记忆合金环抱器

我院，经 X 光片或 CT 等辅助检查手段确诊为多发性
肋骨骨折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钝性损伤导致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多发性肋骨骨折、
连枷胸患者无 ARDS、
肋骨骨折移位

包括住院时间、治疗费用、胸腔闭式引流管拔

引起严重疼痛、
早期肺挫伤伴肺功能进行性恶化。排

除时间及治疗前、治疗后第 7 天时的疼痛程度，记

除标准：严重的颅脑损伤（格拉斯哥昏迷指数评分

录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疼痛程度采取视觉模拟

＜ 13 分）
、脊柱损伤、
未成年患者、
严重基础疾病、
受伤

评分法（VAS）进行评分，0 分为无痛，10 分为疼痛

至手术时间＞ 3 周。依据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两组，

最重，评分越高疼痛越强烈 [4]。

手术组 28 例，
非手术组 30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

1.4

统计学方法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具有可比性，见表 1。该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参与研究者知情并同意。

量资料用（x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1.2

料用 [n（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 2 检验，P ＜ 0.05

治疗方法

1.2.1

手术组

采取胸腔镜辅助下多发肋骨骨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切开复位环抱器内固定手术治疗。取健侧 90°卧

2

位，术侧垫高 30°，气管插管麻醉，观察口位于患侧

2.1

结果

腋中线第 7 肋间，置入戳卡胸腔镜探查，根据术中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VAS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VA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探查情况，准确定位，行纵行切口，暴露骨折断端，

意义（P ＞ 0.05）
，
手术组患者治疗 7 d 后 VAS 评分低

注意勿损伤肋间神经和肋间血管，无需过多剥离骨

于非手术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
见表 2。

膜，复位后选择较肋骨直径稍小或相同的记忆合金
环抱器（图 1），置于 0 ～ 4℃消毒冰水，缓慢将环抱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VAS评分比较（x ± s，分）

器臂部张开，迅速置于骨折端上方，检查环抱器位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 7 d 后

置正确后，热盐水湿敷，将环抱器收紧，使其紧紧环

手术组

28

8.46±0.70

2.71±0.85

抱骨折端。术后观察胸腔闭式引流管引流液情况，

非手术组

30

8.67±0.61

4.50±1.01

结合胸部 CT 拔取引流管。

t值

1.186

7.249

1.2.2

P值

0.241

＜ 0.05

非手术组

采用卧床休息、肋骨固定带外固

表1   两组术前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n）
男

女

年龄（x ± s，岁）

受伤时间（h）

受伤原因（n）
车祸

摔倒

砸伤

殴打

手术组

28

19

9

55.3±12.3

6.5（3.0，22.5）

13

10

5

0

非手术组

30

24

6

53.0±12.7

3.5（2.0，11.0）

13

9

2

6

χ /t/Z 值

1.114

0.704

-1.539

7.315

P值

0.291

0.485

0.124

0.06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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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医学创新的主要途径。所以，手术治疗的指征须严

手术组出现肺部感染 4 例，肺部感染发生率为

格把握，笔者总结出以下几个肋骨内固定适应证：

14.3%（4/28），非手术组出现肺部感染 13 例，肺部

①多发肋骨骨折导致胸壁不稳定、胸廓塌陷，致通气

感染发生率为 43.3%（13/30），两组并发症比较，差

功能受限；②骨折断端错位明显，断端数量＞ 3 个；

异有统计学意义（χ =5.898，P=0.015 ＜ 0.05）。

③合并血气胸；④断端损伤或有损伤重要血管、脏

2.3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指标比较

器的危险；⑤疼痛明显，无法忍受者；⑥经济能力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拔管时间比较，差异无统

能负担起手术费用者。Pieracci 等 [10] 还认为所有多

计学意义（P ＞ 0.05）；手术组治疗费用高于非手术

发性肋骨骨折患者均应接受肋骨内固定，并提出合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58 例

并创伤性脑损伤的多发性肋骨骨折患者不应被认

患者均好转出院。

为是内固定手术治疗的绝对禁忌证，应进行个例评

2

估。Kane 等 [11] 提出尽管有较高的手术风险，高龄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指标比较（x ± s）

不应成为肋骨内固定的绝对禁忌证。

组别

n

手术组

28

3.58±0.71

15.04±3.93

5.93±2.76

非手术组

30

1.33±0.63

15.27±4.47

4.20±1.65

t值

12.779

0.208

1.433

P值

＜ 0.05

0.836

0.159

治疗费用（万元） 住院时间（d） 拔管时间（h）

3.3

手术时机的选择
手术时机的选择应对患者整体情况进行评估

后确定，兰纲等 [12] 认为多发性肋骨骨折在 72 h 内
行内固定手术能明显减少肺部感染及肺不张的发
生率。严重连枷胸患者，胸廓稳定性不能得到支持，

3

出现反常呼吸运动，伴有肺挫伤，评估患者生命体

讨论

3.1

胸腔镜应用的优势

征稳定后应立即进行手术。创伤后 24 ～ 72 h 多为

与传统的单纯开胸肋骨内固定治疗相比，胸腔

机体应激持续加重期，但早期进行内固定手术，复

镜辅助肋骨骨折复位内固定术作为一种微创手术，

位固定骨折断端，可以极大的减少疼痛，更有效的

对于手术切口位置高、暴露不足、视野差的患者，可

进行自主呼吸，增加有效通气，避免大量使用镇痛、

提供良好的视野和辅助胸部探查 。胸腔镜下肋骨

镇静药物，利于快速恢复。

骨折内固定具有以下优点：①内镜下骨折定位直观

3.4

[5]

镍钛记忆合金环抱器治疗肋骨骨折的优点

准确，减少盲区，扩大骨折固定范围；②内镜下肋骨

新型内固定材料的进步使骨折患者的手术变

骨折复位固定可避免肋间血管、神经损伤、以及传

得更容易、更安全，如镍钛记忆合金，具有良好的组

统开胸术所引起的脏器损伤，减少并发症发生，符

织相容性、弹性模量低、固定牢固等特点，可以在低

合外科快速康复理念；③可在同期对胸内损伤，特

温下变形展开，在体温下自动恢复原来的形状，可

别是一些隐匿性损伤进行综合性的探查和治疗，较

塑性强，术中可根据环抱器与肋骨贴合情况反复固

为彻底的清除血块、积液等，减少术后引流量。我

定，对方便固定、缩短手术时间、减少骨折周围的损

院 2018 年发生 1 例经单纯开胸肋骨内固定治疗的

伤、维持有效的血液循环等有很大的帮助，并且可

患者，术后出血 1800 ml，进行二次手术，胸腔镜的

以根据不同的比例选择不同的弧形环抱装置，将肋

使 用 可 完 全 避 免 这 种 并 发 症。Chou 等

也认为

骨多点固定，共同围绕肋骨产生抱力，使骨折端更

肋骨固定治疗胸部创伤有一定的发展趋势，由于可

难旋转、移位，对人体无明显不良反应，满足人体植

视胸腔镜手术的进展，更多的患者可以从手术中获

入材料的要求 [7]。有研究 [8] 认为记忆合金环抱器

益，改善疼痛，降低急性呼吸衰竭的发生率，降低死

具有良好的抗弯性和抗扭性，其抗压强度远低于钢

亡率。

板，这些特点有利于促进骨折愈合，减少术后骨质

3.2

手术适应证

疏松症的发生。镍钛记忆合金环抱器的这些特点，

以往多发性肋骨骨折常采用保守治疗，具有

说明其是治疗多发性肋骨骨折的一种比较理想的

[6]

操作简单、创伤小等优势，但保守治疗骨折断端难

方法。
疼痛是由一种适宜的伤害性刺激作用于外

以完全复位，胸廓畸形持续时间长，不利于患者快
。肋骨骨折的手术固定（SSRF）的迅速

周 伤 害 性 感 受 器，转 变 为 神 经 冲 动，进 入 中 枢 神

发展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胸外科医生和创伤医生

经 系 统，整 合 加 工 后 产 生 的 疼 痛 感 觉 和 疼 痛 反

的认可，微创手术技术和可吸收内固定材料是未来

应 [13]。本研究中，手术组治疗后第 7 天 VAS 评分

速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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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0.85）分，高于非手术组的（4.50±1.01）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胡智等

[14]

研究中

应用效果比较 [J]. 中国当代医药，2020，27（2）：74-77.
[5]Zhang Q，Song L，Ning S，et al.Recent advances in rib

也表明内固定组疼痛感觉明显少于非内固定组。

fracture fixation[J].Thorac Dis，2019，11（Suppl 8）：

在胸腔镜辅助下，手术切口小，避免损伤了神经及

S1070-S1077.

血管，内固定后骨折断端达到解剖复位，相对于保

[6]Chou YP，Wu TH，Tarng YW.Surgical stabilization of rib

守治疗而言，减少了断端摩擦引起的疼痛，疗效显

fractures:Another institution's experience[J].Journal of the

著，可有效缓解患者术后胸痛。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2018，226（6）：1195.

肋骨骨折断端经过内固定后稳定了胸廓的稳

[7]Xiong M，Hu W，Lou Q，et al.Efficacy of nickel-titanium

定性，患者咳嗽、咳痰较非手术组不受限制，有利于

memory alloy in the treatment of multiple rib fracture

维持气道通畅。本研究中，手术组肺部感染发生率

combined with sternal fracture[J].Exp Ther Med，2019，

为 14.3%（4/28），低于非手术组的 43.3%（13/30），

18（1）：537-54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Majeed 等

研究

[8] 江姝华，夏迎晨 . 非手术疗法和手术治疗肋骨骨折疗

证明，接受手术治疗的肋骨骨折患者的肺部感染发

效的 Meta 分析 [J]. 中国医药科学，2020，10（22）：

生率比非手术治疗患者显著降低，这与本研究结果

38-44.

[15]

一致。
3.5

[9] 彭勇，张广云，江振强 , 等 . 记忆合金肋骨环抱器治

镍钛记忆合金环抱器治疗肋骨骨折的局限

疗多发性肋骨骨折的临床效果 [J]. 中国当代医药，

本研究中，手术组住院费用（3.58±0.71）万元，

2019，26（35）：112-114，118.

非手术组住院费用（1.33±0.63）万元，手术组住院

[10]Pieracci FM，Majercik S，Ali-Osman F，et al.Consensus

费用明显高于非手术组（P ＜ 0.05），这与手术组使

statement:Surgical stabilization of rib fractures rib fracture

用镍钛记忆合金环抱器等高资耗材有关，选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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