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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干骨折内固定治疗患者围手术期失血量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庞昀琦，张秀杰

(菏泽市中医医院骨科，山东 菏泽 274035)

【摘要】 目的 评估股骨干骨折内固定治疗患者围手术期失血状况并对其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法 回顾

性分析菏泽市中医医院骨科2014年2月至2016年12月间收治的84例股骨干骨折并采用内固定方法治疗患者的临床

资料。收集所有患者年龄、性别、身高体质量、骨折部位、入院当天血常规、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术后引流管引

流量，术后 7 d内血常规，观察所有患者显性失血量、隐性失血量、总失血量，分析患者围手术期失血的影响因素。

结果 84例患者平均失血量于术后第5天呈现最大值，总失血量为(1134.6±356.7) mL、隐性失血量为(757.7±262.2)

mL、显性失血量(376.9±105.8) mL，隐性失血比例为(69.5±21.4)%，明显高于显性失血比例的(30.5±9.8)%，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年龄>65岁患者的总失血量为(1 285.6±396.5) mL、隐性失血量为(898.3±305.8) mL，明显高于年龄<

65岁患者的(934.2±248.4) mL、(571.5±226.8) 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股骨干下1/3处骨折患者总失血量

为(1 325.6±341.3) mL、隐性失血量为(938.7±264.3) mL，明显高于股骨干上、中1/3处骨折患者的 (975.9±261.5) mL、

(586.5±236.8) mL、(942.8±275.7) mL、(574.9±201.7) 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有糖尿病患者的总失血量

为(1327.6±394.2) mL、隐性失血量为(948.2±288.6) mL，明显高于未患糖尿病患者的(1327.6±394.2) mL、(948.2±

288.6) 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隐性失血是股骨干骨折内固定患者围手术期的主要失血形式，且

年龄、骨折部位、是否患有糖尿病是隐性失血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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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的发生一般都会伴有失血，不同部位的骨折导

致的失血量也不同，股骨干骨折导致的失血量可达

300~2 000 mL[1]。骨折围手术期失血是指手术前、手术

中和手术后患者的血液丢失，一般包括显性失血和隐性

失血，显性失血即手术中出血和术后经引流管的引流血

量，隐形失血即进入组织间隙或留存在髓腔内的血液。

股骨干骨折的失血量较大，往往会导致患者内固定手术

后出现失血性贫血甚至出现休克，影响患者的康复和生

命[4]。围手术期的显性失血较好统计，但是隐形失血较

难察觉，因此隐性失血量是明确股骨干骨折围手术期总

失血量的关键，也是预防患者围手术期可能出现的并发

症的关键。本研究通过对84例股骨干骨折内固定治疗

患者的研究，旨在探讨股骨干骨折患者围手术期的显性

失血、隐性失血和总失血情况，为临床预防股骨干骨折

内固定治疗围手术期并发症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菏泽市中医医院骨

科从2014年2月至2016年12月间收治的84例股骨干

骨折并采用内固定方法治疗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性55例，女性29例，年龄21~82岁，平均(55.2±8.6)岁。

入选标准：①单发的闭合性股骨干骨折；②采用切开

复位内固定方法治疗；③患者的病例资料齐全。排除

标准：①伴有其他部位骨折；②开放性或病例性骨折；

③伴有凝血功能障碍；④陈旧性骨折。

1.2 研究方法 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身高体

质量、手术方式、入院当天血常规(血红蛋白、红细胞数

和红细胞比容)、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术后引流管

引流量，术后连续检测7 d患者血常规(血红蛋白、红细

胞计数和红细胞比容)。围手术期总失血量的计算：运

用Nadler公式计算患者总血容量(PBV)，PBV (男性)=

0.366 9×H3+0.032 19×W+0.604 1；PBV (女性)=0.356 1×

H3+0.033 08×W+0.183 3。H 为身高(m)，W 为体质量

(kg)。应用Gross方程计算患者围手术期总失血量，总

失血量=PBV×[(入院Hct－术后Hct)/入院Hct]，Hct为

红细胞比容。术中显性失血量=吸引器吸引量－术中

冲洗用液体量+[纱布、纱垫、手术铺单上的血液(使用

称重法计算)]围手术期隐性失血量=围手术期总失血

量－术中显性失血量+输血量。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两

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术后患者出血情况 结果显示，84 例患者

Hct、红蛋白浓度(HGB)、红细胞计数(RBC)的平均值均

在术后第 5天出现最低值，且以术后第 5天为最大出

血量时 (图 1、图 2、图 3)，患者平均显性出血量为

(757.7±262.2) mL，占总出血量比例的(69.5±21.4)%，隐

性出血量为 (376.9 ± 105.8) mL，占总出血量比例的

(30.5±9.8)%，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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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因素对患者术后第 5 天失血状况的影

响 年龄>65岁患者总失血量和隐性失血量比年龄<

65岁患者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显性失血

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患者性

别、体质指数(BMI)对患者总失血量、显性失血量、隐

性失血量影响较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和表3。股骨干下1/3处骨折的患者总失血量和隐性

失血量明显高于股骨干上、中1/3处骨折的患者，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显性失血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4。患有糖尿病患者的总失血

量、隐性失血量比未患糖尿病患者多，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但显性失血量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5。

3 讨 论

股骨干骨折是临床骨折常见的类型，通常由外界

暴力而产生的。股骨是人体最长的管状骨，周围血管

肌肉丰富，且毗邻股动脉和腘动脉，故股骨干骨折围

手术期可以出现大量失血，甚至导致患者休克，危及

生命。有研究发现患者术前血红蛋白的高低很大程

度地影响着患者手术的安全，且术后血红蛋白<50 g/L

时，患者死亡率明显增加，每降低 10 g/L，患者死亡率

增加250% [7]。

有研究发现，骨折患者在围手术期除了外伤和手

图1 84例患者术后7 d Hct值比较

图2 84例患者术后7 d HGB值比较

图3 84例患者术后7 d RBC值比较

图4 84例患者显性、隐性失血量比较

表1 年龄对患者围手术期失血状况的影响(x-±s，mL)

年龄

<65岁

>65岁

t值
P值

例数

33

51

总失血量

934.2±248.4

1 285.6±396.5

3.279

0.003

显性失血量

362.7±112.2

387.3±101.7

0.841

0.282

隐性失血量

571.5±226.8

898.3±305.8

4.395

0.001

表2 性别对患者围手术期失血状况的影响(x-±s，mL)

性别

男

女

t值
P值

例数

55

29

总失血量

1 169.2±327.8

1 098.7±382.9

1.249

0.135

显性失血量

399.6±97.4

369.4±118.4

1.042

0.229

隐性失血量

769.6±248.4

728.3±273.6

0.893

0.372

表3 BMI 对患者围手术期失血状况的影响(x-±s，mL)

BMI(kg/m2)

<25

>25

t值
P值

例数

51

33

显性失血量

458.2±104.6

525.9±118.6

1.742

0.056

隐性失血量

610.6±245.7

688.3±251.7

0.992

0.172

总失血量

1 095.8±364.9

1 214.2±349.3

1.482

0.069

骨折部位

上1/3

中1/

下1/3

t值
P值

例数

28

31

25

显性失血量

389.4±98.5

367.9±109.6

386.9±104.7

1.035

0.207

隐性失血量

586.5±236.8

574.9±201.7

938.7±264.3

6.257

<0.001

总失血量

975.9±261.5

942.8±275.7

1 325.6±341.3

5.892

<0.001

表4 骨折部位对患者围手术期失血状况的影响(x-±s，mL)

患病情况

糖尿病

非糖尿病

t值
P值

例数

45

39

显性失血量

379.4±94.2

364.4±110.2

0.958

0.384

隐性失血量

948.2±288.6

551.5±267.4

5.004

<0.001

总失血量

1 327.6±394.2

915.9±369.1

4.572

0.001

表5 糖尿病对患者围手术期失血状况的影响(x-±s，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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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带来的显性出血外，术前、术中和术后均存在着较

大量的隐性出血[9]。在本研究中，84例股骨干骨折内

固定治疗患者平均隐性失血量为(757.7±262.2) mL，占

总失血的(69.5±21.4)%。导致隐性失血的原因还没有

完全明确，现在主要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12]：①股骨干

周围肌肉发达血供丰富，骨折不仅会导致周围小血管

的破裂，还会导致周围肌肉撕裂，出现渗血；②患者围

手术期骨折的断端不断渗血；③人体大腿肌肉和皮下

组织发达，股骨干骨折围手术期大量出血，进入组织

间隙，且不易被发现；④手术过程中的暴力操作和电

刀等可损伤红细胞，导致出现溶血；⑤患者术后为防

止深静脉血栓形成而使用的肝素在抗凝的同时也增

加了隐性失血的风险；⑥骨折给患者带来的应激性溃

疡出血。

显性失血易被发现且容易统计，隐性失血不易被

察觉且统计困难，所以在临床工作中医生主要关注患

者的显性失血而往往忽略了隐性失血。但是隐性失

血在骨折患者围手术期的总失血量中占有较大的比

重，所以早期预测患者的隐性失血是预防患者出现失

血性并发症的关键[14]。这就需要临床医生：(1) 提高对

隐性失血的认识，了解隐性失血对患者的危害；(2) 及

时复查患者的血常规，并计算患者隐性失血量；(3) 完

善术前准备，对于可能出现失血过多的患者及时备

血；(4) 术后应该科学地使用抗凝剂。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隐性失血的量明显多于显

性失血量，占有更大的比重。且患者年龄、骨折部位、

糖尿病等因素主要影响患者的隐性失血，对显性失血

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患者年龄越大，机体的恢复功

能越差，骨折后愈合所需要的时间越长，手术后隐性

出血的时间越长，隐性失血越多；股骨干下1/3处骨折

时较容易伤及腘动静脉，手术操作中也同样可能对腘

动静脉造成损伤，也可能增加患者术后隐性失血量；

糖尿病患者糖代谢异常，导致患者小血管病变，伤口

愈合较慢，从而增加了患者隐性失血量。

综上所述，隐性失血是股骨干骨折内固定患者围

手术期的主要失血形式，且年龄、骨折部位、是否患者

糖尿病可影响隐性失血量，故临床上在对高龄、股骨

干下 1/3处骨折、合并糖尿病的股骨干骨折患者应该

密切观察血常规，采取及时有效措施纠正贫血，减少

并发症发生。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选取的样本量较少，需要通

过对大样本资料的研究来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的准

确性；只对患者围手术期进行了研究，没有对患者远

期疗效和并发症进行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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