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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肛周脓肿表面皮肤切除术与单纯切开引流术的对比分析

刘诗君,岳毅刚,邵家松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桂林 541001)

摘要 目的:对比分析小儿肛周脓肿表面皮肤切除术和单纯切开引流术的疗效。方法:选取2012年7月至2016年7月桂林医

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96例小儿肛周脓肿患儿,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48例。研究组实施脓肿表面皮肤切除术,对照

组实施单纯脓肿切开引流术。比较两组临床疗效、术后肛门功能恢复情况、愈合时间及复发率。结果:随访3个月至2年,研
究组治愈率为89.58%(43/4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8.75%(33/48)(P<0.05)。研究组肛门部分功能失禁、肛门完全功能失

禁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两组愈合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复发率为4.17%(2/48),明
显低于对照组的20.83%(10/48)(P<0.05)。结论:小儿肛周脓肿表面皮肤切除术疗效及术后肛门功能恢复情况、复发情况

均优于单纯脓肿切开引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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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肛周脓肿是临床常见的肛肠疾病,形成原

因较多,有免疫力低下、先天性肛瘘、全身或邻近肛

门处化脓性感染、肛窦炎等[1]。2005年美国结直肠

医师协会修订的《肛周脓肿和肛瘘治疗指南》中[2]提

出,多数的肛周脓肿起源于肛腺导管的阻塞合并细

菌的生长繁殖。小儿肛周脓肿具有发病急、病变快

等特点,肛周脓肿一旦形成,应及时治疗,手术治疗

是肛周脓肿最有效的治疗手段。小儿肛周脓肿传统

治疗多采用单纯脓肿切开引流术,但该治疗方式疗

程较长,患者痛苦较大,治疗费用增加[3]。本院对传

统术式进行改良创新,总结出肛周脓肿表面皮肤切

除手术。本研究旨在对比脓肿表面皮肤切除术与传

统单纯脓肿切开引流术治疗小儿肛周脓肿的临床效

果,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7月至2016年7月桂林医学院附

属医院收治的小儿肛周脓肿患儿96例,均符合《中
医肛肠病证诊断疗效标准》[4]中的相关诊断标准,按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48例。研

究组中男40例,女8例;年龄1.5个月至3岁,平均

(3±0.5)个月;病程为0.5~65d,平均(15±1.3)
d;脓肿直径0.5~2.8cm。对照组中男43例,女
5例;年龄1.1个月至4岁,平均(3±0.3)个月;病
程1.5~72d,平均(18±1.1)d;脓肿直径0.7~2.9

cm。两组患儿年龄、性别、病程、脓肿大小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

比性。
1.2 手术方法

1.2.1 研究组 研究组实施脓肿表面皮肤切除术。
患儿采用截石位,常规消毒后,采用局麻,于脓肿最

薄弱处放射状切开病灶,用手术刀或组织剪将脓肿

表面皮肤彻底切除,清除脓液及坏死组织,切口呈圆

形或椭圆形,切口内放置凡士林纱条引流并包扎,术
后每天换药1~2次,换药时用碘伏或双氧水棉球消

毒创口。
1.2.2 对照组 对照组实施单纯脓肿切开引流术。
患儿采用截石位,常规消毒后,采用局麻,在脓肿波

动最明显处切开皮肤,切口长约0.8~2.2cm,清除

脓液及坏死组织,切口呈线状,切口内同样放置凡士

林纱条引流并包扎,术后每天换药1~2次,换药时

用碘伏或双氧水棉球消毒创口。
  两组均放置凡士林引流条,术后换药时间、换药

方式及抗生素应用均一致。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比较两组临床疗效、愈合时间及肛门功能恢复

情况。疗效标准:(1)治愈:创口完全愈合,红肿完全

消失。(2)好转:病灶或创口缩小,患儿症状好转。
(3)无效:创口未愈合,患儿症状无改善,病灶或创口

缩小无变化[5]。肛门功能恢复情况:(1)肛门功能

正常:患儿正常排大便,大便形状并无异常,肠气、肠
液体无异常;(2)肛门部分功能失禁:患儿肛门不能

控制水样便或稀便,常浸染内裤;(3)肛门严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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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禁:患儿肛门不能控制成形大便[6]。
1.4 随访

  随访3个月至2年,平均随访时间为(1.0±
0.2)年,以电话和回院复查的方式随访,主要随访原

手术部位脓肿是否复发。
1.5 统计学方法

  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

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

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治愈率的比较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89.58%(43/48),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68.75%(33/48)(P<0.05),见表1。

表1 两组治愈率的比较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治愈率,%
研究组 48 43 5 0 89.58
对照组 48 33 15 0 68.75
χ2 6.316
P 0.012

2.2 肛门功能恢复情况

  研究组肛门部分功能失禁发生率为6.25%(3/
48),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2.50%(6/48),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8.526,P<0.05);研究组肛门完全

功能失禁发生率为2.08%(1/48),显著低于对照组

的6.25%(3/48),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7.549,P<0.05)。
2.3 愈合时间

  研究组平均愈合时间为(12.50±2.20)d,对照

组平均愈合时间为(11.30±1.30)d,两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t=3.536,P>0.05)。
2.4 术后复发比较

  研究组复发2例,占4.17%(2/48),对照组复

发10例,占20.83%(10/48),研究组复发率低于对

照组(χ2=6.085,P<0.05)。

3 讨 论

  小儿肛周脓肿是临床常见的肛肠疾病,多数根

据患儿症状体征即可诊断,不能诊断者可使用高频

超声检查,以明确脓肿是否形成[7]。一旦确诊,应及

时治疗,首选切开引流术,尽早切开能防止脓液向深

部蔓延,减少形成肛瘘的概率[8]。在临床治疗中,合
适的设计手术切口,选择正确的手术方式是关键。
在临床中,采用药物和抗感染治疗基本无效,传统的

手术治疗方法为单纯脓肿切开引流术[9],该手术存

在较多缺点:切口成一条直线,无法完全暴露脓肿内

部病灶,即使放置引流条仍然无法彻底排清脓液和

分泌物,易复发、易形成肛瘘等,治愈率不高,患儿术

后肛门疼痛减轻不明显。传统的分期疗法即单纯脓

肿切开引流,待3个月后瘘管形成后再行手术,增加

患者痛苦的同时,也加重了患者的负担,且在术后易

复发或者形成肛瘘,影响肛门功能并增加并发肛门

失禁的风险[10]。由于传统肛周脓肿单纯切开引流

术易复发或形成肛瘘,需再次手术,难免会切断部分

肛门括约肌,术后易出现肛门失禁等并发症。有研

究显示,传统肛瘘切开术后轻度肛门失禁发生率可

达30%,同时还存在术后肛门顽固性疼痛、愈合延

迟等问题[11]。
  近年来,研究发现有的肛周脓肿是肛周皮肤的

破损感染导致皮肤源性脓肿[12],因此遇到内口不明

确时不宜强行切开,修剪外切口皮瓣成梭形使引流

通畅即可。脓肿表面皮肤切除术是在局麻或基础麻

醉状态下,于脓肿最薄弱处放射状切开病灶,用手术

刀或组织剪将脓肿表面皮肤彻底切除,如此一来,切
口完全暴露,无法合拢,可定时对创口内进行消毒和

清理脓液及分泌物,大大提高了治愈率。本术式操

作简单,无需全麻,避免了全麻带来的副作用;术中

基本不损伤肛门外括约肌,术后肛门失禁发生率较

对照组低。且创口愈合时间短,不但减轻了患儿痛

苦,而且减轻了患儿家庭的经济负担,弥补了单纯脓

肿切开引流术易复发、易形成肛瘘的缺点[13]。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患儿肛门部分功能失禁、完全功能失禁发生率及

复发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表明小儿肛周脓

肿表面皮肤切除术更利于患儿术后肛门功能恢复,
减少复发,疗效优于单纯脓肿切开引流术。且该手

术方式简单、易操作,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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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关节CT测量在初次非骨水泥型全髋
关节置换术中的实用性分析

罗柳宁1,农明善1,陈凯宁1,苏 伟2△

(1.武警广西总队医院外二科,南宁 530003;2.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伤骨科手外科,南宁 
530021)

摘要 目的:探讨术前髋关节CT测量在初次非骨水泥型全髋关节置换术中的实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2015年1月

在本院行初次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45例,随机分为对照组24例(不做术前假体型号预测)和测量组21例(术前根据CT
扫描测量髋臼横径及股骨颈截骨面内侧径,根据测量数值打磨髋及股骨近端扩髓),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

髋臼及股骨髓腔锉使用次数、术后引流量、术后并发症及术后3个月髋关节 Harris评分。结果:测量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术中髋臼及股骨髓腔锉使用次数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引流量、术后3个月髋关节

Harris评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采用后外侧入路的初次非骨水泥型人工全髋关

节置换术前进行髋关节CT扫描预测假体型号可减少手术时间、术中髋臼及股骨髓腔锉使用次数及术中出血。
关键词 髋关节CT测量;全髋关节置换术;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髋臼及股骨髓腔锉使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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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髋 关 节 置 换 术 (totalhiparthroplasty,
THA)是治疗终末期无菌性股骨头坏死、髋关节骨

性关节炎及高龄股骨颈骨折等疾病首选方法。裴福

兴等[1]报道我国目前每年行人工关节置换的患者例

数在20万左右。大多基层医院的术者在术中逐级

磨锉确定假体,延长了手术时间、增加术中失血。有

研究证实,股骨颈截骨平面的髓腔内侧径、股骨近端

髓腔峡部与全髋关节股骨假体型号之间存在相关

性[2]。因此,本研究在全髋置换术前对患者进行髋

关节CT薄层扫描,后根据CT测量得出髋臼横径

及股骨颈截骨平面髓腔内侧径的数据,与髋臼假体

横径与股骨假体内侧径比较,预测术中所需假体型

号,分析术前进行假体预测对行初次非骨水泥型人

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等指

标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4—2015年1月在武警广

西总队医院术前未做髋关节CT测量和术前行髋关

节CT测量预测假体型号后行人工全髋置换的手术

病例,共45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测量组。对照组

24例,术前未做假体预测;测量组21例,术前常规

予患者行髋关节CT扫描测量髋臼横径及股骨颈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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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平面内侧径数值,预测术中使用假体型号。两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测量组
(n=21)

对照组
(n=24) t P

性别
(男/女),n 11/10 13/11 - 0.905*

身高/cm,
x±s

161.4±7.50 160.8±7.38 0.29 0.776

体重/kg,
x±s

56.6±10.64 59.8±10.59 1.02 0.312

麻醉方式
(全麻/硬外麻),n 10/11 11/13 - 0.905*

术前血红蛋白/
(g/L),x±s

129.3±12.35 128.4±13.97 0.24 0.811

  *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

1.2 病例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第一诊

断为股骨颈骨骨折、骨性关节炎、股骨头缺血坏死并

行初次单侧非骨水泥型THA的患者。(2)排除标

准:骨肿瘤、病理性骨折患者;有出血性、溶血性病史

患者;心功能不全、心梗、下肢静脉血栓患者。
1.3 材料 全髋关节置换假体全部采用全髋器械

(WaldemarLink公司,德国),髋臼杯采用钛合金外

杯,钙磷酸盐涂层,髋臼内衬为超高分子聚乙烯材

料,人工股骨头为陶瓷头,股骨柄近端表面采用氮化

钛涂层。
1.4 方法 完善术前检查,麻醉采用全身麻醉或硬

膜外麻醉,手术由同一组医师完成,统一后外侧入

路,暴露髋臼后对照组以传统方式使用髋臼锉由小

到大以外展45°,前倾15°角度打磨髋臼软骨面,选择

合适髋臼假体及内衬。大粗隆处扩髓开口后用股骨

髓腔锉由小型号向大型号逐级递增扩髓,选择合适

股骨假体(测量组患者在术前利用CT预测出髋臼

及股骨柄假体型号后,术中直接用比预测型号小

1号的髋臼锉及髓腔锉开始打磨髋臼及扩髓),放置

引流管,术后48h拔除伤口引流管。
1.5 髋臼横径及股骨颈截骨平面内侧径测量法 
测量组每例患者置换前均行双髋关节的连续CT扫

描,拍摄要求:体位取平卧、双下肢伸直髋关节中立,
层厚2mm,髋臼横径、股骨颈截骨平面的定位及测

定如图1~3所示。
1.6 主要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
中髋臼及股骨髓腔锉使用次数、术中出血量,术后

24h、48h引流量、术后患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情况、
术后3个月内假体松动及脱位情况、伤口并发症(浅
表及深部感染)及术后3个月随访髋关节 Harries

评分等各项指标。
1.7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
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

(%)表示,率的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线表示小转子最高点平面,b线表示小转子最高点上

方20mm股骨颈截骨平面,c线表示髋臼横径。
图1 髋臼横径及股骨颈截骨平面定位

  髋臼平面CT扫描,比例1∶1,51.38即为髋臼最大横径

数值(单位:mm)。
图2 髋臼横径测量

  股骨颈截骨平面CT影像,11.99为截骨平面前后髓腔

内侧径数值(单位:mm)。
图3 股骨颈截骨平面内侧径测量

2 结 果

2.2 测量组假体型号符合情况 髋臼横径测量法

选择的假体型号优良率达到85.0%,股骨截骨平面

内径测量法选择的假体型号优良率达到80.9%。
2.3 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比较 测量组患者手术

时间、术中出血量均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两组术后24h、48h引流量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4 两组患者的术后情况及随访情况比较 术后

3个月,两组均无患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假体松动及

脱位发生,两组伤口并发症(无菌性渗出、皮下血肿、

·917·罗柳宁,等.髋关节CT测量在初次非骨水泥型全髋关节置换术中的实用性分析



浅表及深部感染)均为1例;测量组髋关节 Harries
评分为(87.7±2.02)分,对照组为(86.9±2.06)分,
两组髋关节Harrie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1.311,P>0.05)。

2.5 两组患者的髋臼锉和髓腔锉打磨次数比较 
测量组者的髋臼锉打磨次数、股骨髓腔锉打磨次数

均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
表3。

表2 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比较(x±s)

组别 手术时间/min 术中出血量/mL 术后24h
引流量/mL

术后48h
引流量/mL

测量组(n=21) 67.5±22.19 355.7±100.68 254.3±130.37 62.4±30.64
对照组(n=24) 86.7±28.99 548.5±236.47 293.8±125.35 62.7±21.62

t 2.465 3.635 1.034 0.042
P 0.018 0.001 0.307 0.967

表3 两组患者的髋臼锉和髓腔锉打磨次数比较(次,x±s)

组别 髋臼锉
打磨次数

股骨髓腔锉
打磨次数

测量组(n=21) 2.05±0.59 2.24±0.63
对照组(n=24) 4.92±0.88 5.04±0.81

t 12.647 12.894
P 0.000 0.000

3 讨 论

  非骨水泥型全髋关节假体植入后主要通过假体

的表面与宿主骨表面紧密压配后获得稳定,继而在

一段时间后在假体表面与宿主骨之间形成牢固的骨

长入后达到生物固定,这要求假体与磨锉后髋臼窝

及扩髓后的股骨近端髓腔精确匹配[3]。术前常用的

模版测量法仅能利用X线片提供的平面图像进行

测量,利用X线片和厂家提供假体模板在术前比对

后预测股骨假体型号的符合率在31%~51.3%[4]。
主要是由于X线片拍摄放大率不统一及股骨近端

髓腔的异常旋转对X线投射股骨后显示股骨髓腔

形态产生差异[5],从而降低胶片模板测量的精确度。
Rubin等[6]对X线片和CT的误差进行对比研究发

现,CT可以提供更多、更清晰的解剖信息,有利于消

除X线片的误差,提高测量数据的准确性。李毅中

等[7]研究亦发现,术前对髋关节行CT扫描可以提

供X线片无法提供的更多影像信息及精确数据,能
更好为全髋置换术做好假体预测计划。李毅中等[8]

对58例65髋行CT扫描测量发现,不受年龄增长

变化影响的股骨颈髓腔内侧径与各假体型号存在相

关性,对术前正确选择假体型号具有可行性基础。
术前行髋关节CT扫描可提供髋臼、股骨近端1∶1
大小横截面影像,并能利用软件进行测量。
  本研究利用CT在术前对患髋进行薄层扫描,
通过软件测量出髋臼最大截面横径与股骨颈截骨平

面(小转子上方约20mm处)的髓腔内侧径线,由所

得径线与假体臼杯型号与股骨假体内径相比对,预

测术中所需假体型号,发现髋臼横径测量法选择的

假体型号优良率达到85.0%,股骨截骨平面内径测

量法选择的假体型号优良率达到80.9%,证实所测

径线与假体有着良好的相关性。术中根据预测假体

情况,在进行髋臼及股骨近端髓腔准备时采用相同

型号的假体器械对髋臼及股骨髓腔打磨,并与未做

测量的对照组比较,测量组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

及对髋臼和股骨髓腔打磨次数上优于对照组(P<
0.05)。
  总结经验,笔者认为提高预测准确率可以从以

下两个方面着手:(1)在进行髋臼侧测量时选取髋臼

最大横切面影像作为测量平面,测量髋臼横径并与

相应假体横径相比对,使相应假体臼杯髋臼与匹配,
减少术中髋臼锉的反复多次磨锉;(2)在选择股骨假

体时,首先应满足股骨近端,然后考虑远端的需求,
在全髋置换手术中也发现在股骨颈截骨平面,假体

近端内侧与股骨颈内侧、内前和内后方的骨皮质紧

密相贴,术后CT图像亦证实股骨假体确实在股骨

颈截骨水平处接触到内侧大部分皮质骨及内前、内
后部分皮质骨。因此,本组在术前选择以CT测量

股骨截骨平面内径与假体近端内径做比较,作为预

测股骨假体型号的方法。章纯光等[9]利用CT对活

体股骨扫描发现,影响股骨假体与髓腔匹配的根本

原因是股骨近端髓腔的解剖形态。在使用股骨颈内

侧径测量法中,要求假体近端内侧缘达到股骨内侧

皮质2mm以内,这样使股骨颈内侧形态与假体近

端内侧缘更好匹配以提高术前假体预测的准确

性[10]。
  综上所述,术前髋关节CT测量意义在于:(1)
进一步了解关节解剖结构;(2)准确测量髋臼横径与

股骨颈截骨平面内侧径数值;(3)通过比较可较为准

确的预测出假体型号。采用后外侧入路的初次非骨

水泥型人工THA前进行髋关节CT扫描预测假体

型号,可减少术中对髋臼及股骨髓腔的反复磨锉,更
为准确的选择合适的假体,减少了手术时间,术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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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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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镜肺泡灌洗联合局部用药在难治性
肺炎支原体肺炎中的应用效果

曹 欣,代 丽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呼吸科,武汉 430000)

摘要 目的:探讨支气管镜肺泡灌洗联合局部使用布地奈德混悬液+氨溴索治疗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呼吸科收治的难治性肺炎支原体患儿8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40例。对照组使用阿奇霉素静脉滴注联合常规祛痰、平喘等对症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使用支气管镜

肺泡灌洗联合局部使用布地奈德混悬液+氨溴索治疗。比较两组患儿热程、咳嗽时间、影像学恢复时间以及患儿住院时间。
同时比较两组患儿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结果:观察组患儿平均热程、咳嗽时间、影像学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患儿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支
气管镜肺泡灌洗联合局部用药能够提高感染局部的药物浓度,提高治疗效果,缩短治疗时间,且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关键词 肺炎支原体;支气管肺泡灌洗;局部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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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支原体肺炎是临床常见的呼吸系统感染,
是一种由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间质性肺炎,临床

症状较轻,一般可自愈,多发于儿童。但随着环境等

因素的改变,近些年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发病

率逐渐增高,患者发病急、病情进展快、可迁延不愈,
临床表现为持续高热、咳嗽、呼吸音减低等症状,肺

部CT显示有大片高密度实变影,治疗不及时可导
致肺不张、支气管扩张、心肌炎、肾炎等严重并发症,
甚至导致患者死亡[1-2]。目前,临床上对于难治性肺
炎支原体肺炎尚无明确的治疗措施,大环内酯类抗
生素是对支原体特异的抑菌类抗生素,但随着耐大
环内酯类抗生素的支原体的增多,仅使用抗生素治
疗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疗效较差[3]。因此,寻找
一种能有效治疗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综合疗法
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近些年,支气管镜技术发

·127·罗柳宁,等.髋关节CT测量在初次非骨水泥型全髋关节置换术中的实用性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