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孕前中医体质类型分类量表》缺乏信效度检验及评
价,其科学性、合理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就现有对孕前中医管理系统的评价来看,
中医药在孕前保健领域大有可为。禀承和发扬我国
传统医学“治未病”的优势理念,在中医优生思想指
导下,研制科学、合理的育龄孕前中医健康管理系
统,可以降低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充分发挥中医
药在预防保健领域的特色和优势。

参考文献:
[1] 胡 颖,王清蕊,林 卫,等.孕前健康体检的现状分析

及孕前 保 健 的 模 式 探 讨[J].中 国 妇 幼 保 健,2015,
30(2):169-172.

[2] 石永丽,肖 岷,管翠霞,等.中国出生缺陷的现状及
流行病学特征综述[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0,
31(21):3440.

[3] 王凤兰.中国出生缺陷监测畸形图谱[M].北京:北京
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8:29.

[4] 杨树勤.出生缺陷的统计监测方法和季节性分析-兼及
医用统计监测与周期性分析方法[M].成都:四川科学
技术出版社,1998:50.

[5] 中国出生缺陷监测协作组.中国出生缺陷地图集[M].
成都:成都地图出版社,1992:90.

[6] CHRISTIANSONA,HOWSONCP,MODELLB.Gl-
obalreportonbirthdefects-Thehiddentollofdying

anddisabledchildren[R].MarchofDimesBirthDe-
fectsFoundation.NewYork:WhitePlains.2006.

[7] PETERS.Onthehistoryofdieteticsfromantiquityto
ourtime[J].TheUkrainian Historicaland Medical
Journal,2002(5):9-10.

[8] STUARTMJ,NAGELRL.Sickle-celldisease[J].Lan-
cet,2004,364(9442):1343-1360.

[9] LUNDPM.OculocutaneousalbinisminsouthernAfri-
ca:populationstructure,healthandgeneticcare[J].Ann
humanBiol,2005,32(2):168-173.

[10]郭勇义.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与出生缺陷预防的关系分
析[J].中外医疗,2015,34(12):176-177.

[11]清·萧埙.女科经纶[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9:40.

[12]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6:473-473.

[13]门九章,李孝波.证是功能态—从辨证论治谈起[J].山
西中医学院学报,2010,11(1):2-4.

[14]胡镜清,彭 锦,王永炎.健康管理与中医药学优势
[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06,28(4):50-52.

[15]刘孟宇,吕爱平,彭 锦,等.医生因素在中医证型辨识
过程中作用分析[J].中医杂志,2011,9:745-746.

[16]李 兵,夏建红,田丰莲,等.广东省1996年至2004年
监测出生缺陷发生情况分析[J].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2006,9(6):396-399.

(本文编辑:周幸锴)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7July;34(7)

收稿日期:2016-11-22

两种手术方案应用于多发下部胸椎结核患者的效果对比

韦涵渝,彭小忠,武振国,杨智贤

(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脊柱外科,柳州 545000)

摘要 目的:对比胸膜外病灶清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术与肋骨横突病灶清除植骨术两种手术方式治疗多发下部胸椎结核的效

果。方法:选取2012年2月至2015年7月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收治的80例多发下部胸椎结核患者,将其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0例。对照组患者给予肋骨横突病灶清除植骨术治疗,观察组患者给予胸膜外病灶清除植骨融合内固定

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手术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100.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50.00%(P<0.05)。观察组复发率为2.50%,显著低于对照组的17.50%(P<0.05)。观察组手术时间、胸痛持续时间、植骨

融合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均P<0.05),术中出血量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胸膜外

病灶清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术对多发下部胸椎结核患者的治疗效果优于肋骨横突病灶清除植骨术,能减轻患者手术疼痛,降低

并发症发生率和复发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胸椎结核;植骨;病灶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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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ofeffectsoftwosurgicalmethodsinthetreatmentofmultiplethoracicspinaltuber-
culosis
WeiHanyu,PengXiaozhong,WuZhenguo,YangZhixian.(DepartmentofSpineSurgery,The4thAffili-
atedHospitalofGuangxiMedicalUniversity,Liuzhou54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comparetheeffectof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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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icalmethodsinthetreatmentofmultiplethoracicspinaltuberculosis(MTST).Methods:80MTST
patientsinourhospitalfromFebruary2012toJuly2015wereenrolledandrandomlydividedintoanobser-
vationgroupandacontrolgroup,with40casesineachgroup.Patientsinthecontrolgroupreceivedcosto-
transverseradicaldebridementandbonegraftfusion,whilethoseintheobservationgroupreceivedradical
debridementandbonegraftfusioncombinedwithinternalfixation.Theclinicaleffectandtheincidenceof
complicationswerecomparedbetweenthetwogroups.Results:Thetotalresponserateintheobservation
groupwas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whiletherecurrenceratewassignificantlylower(P<0.
05).Thedurationofchestpain,operationtime,bonegraftfusiontimeandhospitaldaysintheobservation
groupweresignificantlyshort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P<0.05).Theintraoperativeblood-loss
volumeandtheincidenceofcomplications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lowerthanthoseinthe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Extrapleuralradicaldebridementandbonegraftfusioncombinedwithinter-
nalfixationwasmoreeffectivethancostotransverseradicaldebridementforthetreatmentofMTST.It
couldrelievepain,reducetheincidenceofcomplicationsandrecurrencerate.
Keywords thoracictuberculosis;bone;debridement

  多发下胸椎结核属于肺外结核,往往导致椎体

严重破坏,其病变范围十分广泛,且临床中常伴有脊

柱后凸畸形与神经功能障碍[1]。胸椎结核患者可能

出现胸背疼痛,神经或骨髓受到压迫可导致脊柱后

凸畸形,若不及时接受治疗,其病情加重则会影响患

者脊柱的稳定性,甚至出现高位截瘫,对患者的生活

质量造成严重影响[2]。因此,如何彻底清除病灶,解
除骨髓压迫,提高脊柱的稳定性是目前临床医生所

关注的热点问题[3]。有研究显示,对多发下部胸椎

结核患者行病灶清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术,能够增加

脊柱稳定性,使植骨块更好地融合,亦能防止病情复

发[4]。本研究旨在对比肋骨横突病灶清除植骨术和

胸膜外病灶清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术两种手术方法对

多发下部胸椎结核患者的治疗效果,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2月至2015年7月广西医科大学

第四附属医院收治的80例多发下部胸椎结核患者。
病例纳入标准[5]:(1)经过影像学或者病理学检查确

诊为胸椎结核,且有骨质损坏、椎间隙变窄;(2)节段

后凸角<45°;(3)可以进行手术治疗;(4)知悉本次

研究的目的,自愿参与本研究且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6]:(1)合并肺炎或肺结核者;(2)合并心、
肝、肾等重要器官障碍者;(3)患有严重呼吸障碍者;
(4)胸膜黏连者;(5)不能够耐受手术治疗者。按手

术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0
例。对照组中男29例,女11例;年龄26~70岁,平
均(39.8±3.2)岁;发病时间6~25个月,平均(12.2
±1.3)个月;病变累积2椎36例,3椎及其以上4
例;Frankel分级:C级8例,D级13例,E级19例。

观察组中男28例,女12例;年龄29~69岁,平均

(38.9±3.1)岁;发病时间5~27个月,平均(13.1±
1.2)个月;病变累积2椎35例,3椎及其以上5例;
Frankel分级:C级7例,D级12例,E级21例。两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及发病情况等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给予胸膜外病灶清除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患者取左侧卧位,经气管

插管全麻之后通过侧前路开胸依次切开皮下组织,
并剥离肋骨骨膜,小心处理病变黏连,确保胸膜完

好,如果不慎破裂可给予缝合,麻醉师协助使患者一

侧的肺部塌陷,直视下彻底清除病灶,摘除坏死的椎

间盘组织、死骨、脓液与结核肉芽等结核组织。手术

中保证彻底清除病灶,对伤口进行反复冲洗,并植入

抗结核药物。上、下已经被损坏的椎体或硬化的组

织用骨刀切除,修整植骨床,取肋骨修剪成碎骨块填

充的钛网植入修好的骨槽之中,用长短合适的胸椎

前路钉棒系统内固定。固定钢板可靠后,闭合切口,
胸腔毕式引流48~72h。
1.2.2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给予肋骨横突病灶清

除植骨术治疗。患者在气管插管全麻之后,按照脓

肿、死骨和骨髓压迫的部位差异,选择合适的入骨路

径,经左侧或右侧行肋骨、横突为切口,切除肋骨相

应的横突和肋头,手术中应注意彻底清除病灶和死

骨组织。使用椎体牵开器牵开两端椎体,椎体间实

行植骨填充,预防矫正部位后突畸形的情况,加强患

者的脊柱稳定。
1.3 观察指标

  使用X线、CT扫描仪对患者进行检查,对比两

组患者临床疗效,分析患者治疗前、后后凸角情况、
胸背疼痛情况、手术一般情况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

况。采 用 视 觉 模 拟 评 分 (visualanalogue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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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法评价患者的疼痛情况,VAS评分标准[6]:总
分0~10分,0分表示无疼痛,10分表示疼痛剧烈,
分值越低,表示患者疼痛越轻。
1.4 疗效评判标准[7]

  (1)显效:患者术后给予药物治疗12个月后,身
体机能恢复良好,食欲恢复正常,无局部疼痛或者发

热的情况发生,红细胞沉降率经过多次复查后均显

示在正常范围之内,X线检测显示病变已经愈合,病
变周围的轮廓较为清楚,没有发现异常的阴影,已经

恢复正常工作,且在4~6个月内无复发;(2)有效:
患者身体机能有一定的恢复,食欲恢复良好,偶尔有

局部疼痛或者发热的情况发生,已经恢复正常工作,
但在4~6个月内复发;(3)无效:患者身体机能没有

恢复或者病情更为严重,没有食欲,有局部疼痛或者

发热的情况发生,红细胞沉降率经复查后显示不在

正常范围之内,X线检测显示病变没有愈合,病变周

围的轮廓较为模糊,发现异常的阴影,未能够恢复正

常工作,且在4~6个月内复发。总有效率=(显效

+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t检验;计量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

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融合节段后凸角、胸背疼

痛情况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后凸角均明显低于治疗前(均
P<0.05),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VA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胸痛持续时间、植骨融合

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

明显少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为15.00%,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42.5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及复发率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复发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见表4。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融合节段后凸角、胸背疼痛情况比较(췍x±s)

组别 n
后凸角/°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VAS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观察组 40 30.2±4.1 17.8±2.2 16.855 0.000 6.7±0.8 2.1±0.2 38.648 0.000
对照组 40 29.8±4.2 18.1±2.3 15.453 0.000 6.8±0.9 4.8±0.6 12.810 0.000

t 0.431 0.596 0.575 29.577
P 0.668 0.553 0.566 0.000

表2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췍x±s)

组别 n 手术时
间/min

胸痛持续
时间/min

植骨融合
时间/min

住院时
间/min

术中出
血量/mL

观察组 40 125.2±20.8 13.3±3.2 6.2±1.1 9.6±2.1 362.2±20.8
对照组 40 186.6±25.5 25.9±5.4 10.1±3.0 17.7±3.9 520.4±32.6

t 11.783 12.696 7.719 11.566 25.845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表3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n 切口感染 血气胸 肺损伤 胸腔积液 肋间
神经痛

肩胛骨
功能障碍

支气管积
脓并肺炎

总并发症
发生率

观察组 40 1(2.50) 0(0.00) 2(5.00) 1(2.50) 2(5.00) 0(0.00) 0(0.00) 6(15.00)
对照组 40 4(10.00) 1(2.50) 1(2.50) 4(10.00) 3(7.50) 3(7.50) 1(2.50) 17(42.50)

χ2 1.696 0.988 0.321 1.696 0.188 2.895 0.988 4.133
P 0.193 0.320 0.571 0.193 0.664 0.089 0.320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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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及复发率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复发率

观察组 40 26(65.00) 14(35.00) 0(0.00) 40(100.00) 1(2.50)
对照组 40 8(20.00) 12(30.00) 20(50.00) 20(50.00) 7(17.50)

u/χ2 5.148 3.889 4.110
P 0.000 0.049 0.043

3 讨 论

  多发下胸椎结核是关节和骨结核中较为常见的
一种,近年来胸椎结核的发病率呈现上升的趋势。
脊柱结核细菌常侵犯椎体、椎间盘及其附件,使椎体
塌陷、椎间隙变窄、死骨、椎旁脓肿形成,多数破坏脊
柱的前中柱,使脊柱的稳定性遭到严重破坏,是造成
脊柱不稳及后凸畸形常见原因之一。病变侵犯到椎
管内造成椎管变窄,脊髓神经受压,若不能及时采取
积极有效的治疗措施,患者会出现截瘫或神经根症
状,后果极其严重[8]。对胸椎结核患者给予抗结核
药物治疗是最基本的治疗方式,但是脊柱结核已经
呈现明显的骨质损坏,大量的死骨形成,神经骨髓受
到严重压迫,仅用药物治疗很难达到满意疗效。因
此,对多发下部胸椎结核患者采取手术治疗是十分
必要的,而如何彻底清除病灶,解除脊髓压迫,保持
脊柱的稳定性是治疗多发下部胸椎结核的关键所
在。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胸膜外病灶清除植骨融合
内 固 定 术 治 疗,观 察 组 患 者 治 疗 总 有 效 率 达

100.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50.00%(P<0.05);
且观 察 组 复 发 率 为2.50%,显 著 低 于 对 照 组 的

17.50%(P<0.05)。说明对多发下部胸椎结核患
者采取胸膜外病灶清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可维
持植骨块及脊柱的稳定性,促进植骨融合和结核病
灶的愈合,并能减少复发。此外,观察组患者手术时
间、胸痛持续时间、植骨融合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
短于对照组患者(均P<0.05),术中出血量明显少
于对照组(P<0.05)。表明胸膜外病灶清除植骨融
合内固定术治疗多发下部胸椎结核可降低患者手术
时间、住院时间,减少术中出血量。这与刘悦[9]的研
究结果相一致。此外,观察组术后切口感染、血气
胸、胸腔积液、肋间神经痛、肩胛骨功能障碍等并发
症发生率均较对照组有所降低,总并发症发生率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5)。表明经胸膜外病灶清除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可避免术后出现胸腔感染等并发
症。胸膜外病灶清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术能彻底清除
病变部位的死骨及脓腔,解除神经压迫症状,恢复脊
柱曲度,钢板支撑及椎间植骨有利于保持脊柱的稳
定性和椎间植骨融合[10]。本研究中,两组患者治疗

后后凸角均明显低于治疗前(均P<0.05);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VA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表明胸膜外病灶清除植骨融
合内固定术可减少患者疼痛,且能更好地矫正后凸
畸形,重建脊柱的稳定性。
  综上所述,胸膜外病灶清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在多发下部胸椎结核患者中的治疗效果良好,可以
缩短患者的手术时间、植骨融合时间和住院时间,减
轻患者疼痛减少术中出血量,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和
复发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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