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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
治疗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的隐性失血特点及影响因素

李锐军，林浙龙，周正茂，全守尧，陈淼俭

(中山市港口医院骨科，广东 中山 528447)

【摘要】 目的 观察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PFNA)治疗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IFF)隐性失血的特点，并分析出

血的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山市港口医院骨科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收治的55例老年 IFF患者的临

床资料，根据Gross方程计算PFNA治疗期间的隐性失血量，以隐性失血量为因变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相关因素

对隐性失血的影响。结果 PFNA 手术显性、隐性及总失血量分别为(166.25±30.13) mL、(706.25±90.26) mL、

(859.16±91.24) mL。隐性失血是导致PFNA围手术期失血的主要原因。单因素及多元线性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

病、伤后手术延迟、年龄、抗凝药物应用情况、骨折类型以及糖尿病是影响 PFNA 隐性失血的独立危险因素(P<

0.05)。结论 隐性失血是老年 IFF患者PFNA手术失血主要原因，内固定方式、骨折类型、合并基础疾病、抗凝药物

运用以及伤后手术延迟是导致PFNA隐性失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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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dden blood loss of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PFNA) treatment of senile intertrochanteric femur fractures (IFF)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e factors. Methods The clini-

cal data of 55 elderly IFF patients, who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of Zhongshan Port Hospital from Jan.

2015 to Dec.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amount of hidden blood loss during PFNA treatment was calculat-

ed according to the Gross equation, which was used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associated factors

on hidden blood loss through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The total amount of dominant, hidden and total blood

loss in PFNA treatment were (166.25±30.13) mL, (706.25±90.26) mL, (859.16±91.24) mL, respectively. The hidden

blood loss was a major cause of perioperative blood loss of PFNA.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inear analysis showed

that hypertension after injury, delayed operation, age, fracture type, application of anticoagulant drugs and diabetes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hidden blood loss of PFNA (P<0.05). Conclusion The hidden blood loss was the main

cause of blood loss in elderly IFF patients undergoing PFNA surgery. Internal fixation, fracture types, complicating un-

derlying diseases, use of anticoagulant drugs and postoperative delay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recessive blood

loss in PF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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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增高，股骨粗隆部骨量流失严重，老年

股骨粗隆间骨折(intertrochanteric femur fractures，IFF)

的发病率逐年增高。保守治疗的并发症较高，手术已

成为目前临床治疗老年 IFF的首选方案。股骨近端防

旋髓内钉(PFNA)其生物力设计更准确，具有安全牢

固、创伤小、手术操作方便快捷等优点，已在临床中广

泛使用 [1-2]。虽然麻醉及外科医师技术不断提高，

PFNA术后仍出现严重贫血。术中及术后失血是影响

患者骨折愈合、并发症发生率增高的原因，其中隐性

失血量最大，是患者失血的重要原因[3]。术后严重贫

血可导致患者代谢障碍，增加老年患者感染概率，并

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影响患者预后[4-5]。本研究拟

探讨 IFF手术前后血容量变化规律、失血特点，总结其

隐性失血的特点和危险因素，以期为临床诊疗提供参

考，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中山市港口医院骨

科 2015年 1月至 2017年 12月收治的 55例老年 IFF患

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采用PFNA内固定术治疗，

手术时间均在伤后2~14 d内进行，病历资料均保存完

整。患者年龄≥65岁，其中男性 27例，女性 28例；年

龄 65~82 岁，平均(70.14±3.25)岁；左侧 29 例，右侧 26

例；Tronzo-Evans分型中，Ⅰ型0例，Ⅱ型11例，Ⅲ型10

例，Ⅳ型 26例，Ⅴ型 8例。排除标准：①术前输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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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检测血色素水平<80 g/L，开放性骨折者，术中大

出血者；②患者围手术期出现病危、抢救等病情不稳

定状况，包括术中大出血超过 1 000 mL；③术中复位

困难，反复操作，手术时间》2 h；④术后感染。

1.2 手术方法 患者取仰卧位，采用腰硬联合麻

醉，平卧于骨科牵引床上，对患者患肢进行牵引、内收

以及内旋等牵引复位，C型臂X线机透视下确认患者

骨折复位满意，常规进行消毒铺巾。在患肢大粗隆尖

上做一个约5 cm长的小切口，置入导针，然后扩髓，置

入长度约17 cm或者是20 cm的髓内钉，于股骨颈中下

1/3部位置入螺旋刀片(前倾角约 15°)并锁定，最后置

入远端锁定螺钉，根据患者情况放置或者是不放置引

流管。

1.3 观察指标 根据Gross方程计算失血量，应

用Nadler方程[6]计算血容量。所有患者均记录年龄、

性别、身高、BMI、手术时间、是否合并内科合并症、显

性失血量、术前抗凝情况，入院时行血常规统计红细

胞压积(hematocrit，Hct)指标。根据患者术前及术后血

红蛋白水平计算理论失血量，隐性失血量=理论失血

量+输血量-显性失血量。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采用χ2检验，以

隐性失血量为因变量，Logistics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相

关因素对隐性失血的影响；以P<0.05为差异具 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PFNA术后患者隐性失血特点 入组患者围

手术期均未出现严重并发症及死亡病例，伤口均未发生

感染，内固定物对位良好；PFNA手术显性、隐性及总失血

量分别为 (166.25 ± 30.13) mL、(706.25 ± 90.26) mL、

(859.16±91.24) mL，隐性失血量明显大于显性失血量，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不同因素下隐性失血的单因素分析 不

同因素下隐性失血量分析结果显示，合并高血压

病、糖尿病等隐性失血量高于未合并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0.05)；髓外与髓外固定方式、稳定型

(Ⅰ型 0 例+Ⅱ型 16 例)与不稳定型骨折(Ⅲ型 15 例+

Ⅳ型 41例)、全麻与椎管内麻醉、有无服用抗凝药物、

年龄≤75岁与>75岁、伤后手术延迟≥5 d与<5 d患者

的隐性失血量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2.3 相关因素的多元线性分析 对上述存在统

计学差异的因素进行Logistics多元线性分析，结果显

示，高血压病、伤后手术延迟、年龄、抗凝药物应用、骨

折分型以及合并糖尿病是影响PFNA隐性失血的独立

危险因素(P<0.05)，见表2。

3 讨 论

隐性失血最早于2000年提出，髋部手术的总失血

量为术中出血量的 6倍左右，提示隐性失血为患者失

血的主要原因。以往研究指出隐性失血的原因包括

溶血、血液聚集于软组织间隙及关节腔等。本研究

中，PFNA手术显性、隐性及总失血量分别为(166.25±

30.13) mL、(706.25±90.26) mL、(859.16±91.24) mL，隐

性失血量显著大于显性失血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PFNA手术隐性失血机制临床尚未完全明

确，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考虑：(1)血液围手术期进入组

织间隙或者是骨髓腔成为第三间隙液体，不能有效地

参与血液循环，引起术后患肢肿胀、皮下瘀斑。国外

研究发现，PFNA术后经放射同位素进行标记过的红

细胞不参与机体的有效体循环[7]，而大量进入组织间

隙内，引起血红蛋白下降；本组围手术期显性失血量

表1 患者PFNA术后隐性失血量的单因素分析(x-±s)

危险因素

年龄(岁）

性别

BMI (kg/m2)

骨折分型

合并糖尿病

合并高血压

术前抗凝

伤后手术延迟(d)

内固定方式

麻醉方式

手术持续时间(min)

骨质疏松

分类

≤75

>75

男

女

≥25

<25

稳定型

不稳定型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5

<5

髓内固定

髓外固定

全麻

椎管内全麻

<60

≥60

严重

轻度

例数

30

25

27

28

27

28

16

39

35

20

31

24

34

21

29

26

35

20

22

33

24

31

27

28

隐性失血量(mL)

735.31±74.87

651.43±84.51

710.21±85.76

701.45±90.13

705.09±85.91

698.31±83.92

629.78±95.42

721.79±90.53

739.67±70.55

684.25±71.54

734.83±82.59

675.31±84.87

724.38±72.26

671.43±74.51

740.21±85.76

665.09±85.91

717.31±73.92

659.78±75.42

731.79±80.53

689.67±80.55

698.56±91.22

709.31±90.25

708.56±81.35

701.31±90.27

t值
3.963

1.662

0.965

5.669

3.582

4.315

4.062

3.889

5.325

4.524

1.465

0.882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2 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PFNA术后隐性失血量的危险因素

项目

高血压病

伤后手术延迟

麻醉方式

年龄

抗凝药物应用

合并糖尿病

骨折分型

内固定方式

OR

1.897

1.676

0.387

0.330

0.839

0.800

2.213

0.457

P值

0.031

0.041

0.611

0.002

0.003

0.000

0.015

0.645

wald

0.069

1.355

0.083

1.073

0.271

5.727

8.303

0.103

95%CI

0.413~2.052

0.311~1.792

0.383~1.975

0.427~1.719

0.307~1.371

0.526~1.073

1.413~4.226

0.255~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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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隐性失血量，隐性失血相当明显。有研究指

出，血液渗入组织间隙内并大量积聚是导致隐性失血

的主要原因，这与本研究观点一致[8]。(2)老年人群髋

部肌肉以及软组织都比较松弛，因此其组织间隙明显

较大，所以 IFF部位手术的隐性失血要明显重于其他

部位骨折；PFNA手术血液进入组织间隙，导致隐性失

血增多。本研究观察PFNA手术患者伤后及术后髋部

出现肿胀瘀血也论证了此观点。而老年人特殊的体

质特征明显增加了组织间隙内血液积聚量，因此会导

致隐性失血量增加[9]。(3)有研究发现，PFNA手术中的

扩髓操作会引起红细胞损伤性溶血，增加患者术后隐

性失血概率[10-11]。红细胞溶血不但会导致红细胞计数

及血红蛋白定量降低，而且会导致溶血相关反应，是

患者失血的重要原因。

经多元线性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病、伤后手术

延迟、年龄、抗凝药物应用、骨折分型以及合并糖尿病

是影响PFNA隐性失血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分

析原因如下：①年龄，首先，老年患者血管弹性以及收

缩能力均较差，且组织松弛、间液少，当实施PFNA手

术血容量下降时不能通过组织间液对机体循环血量

进行有效补充，导致术中显性失血少而隐性失血增

加[12-13]。其次，老年患者身体机能下降，造血功能出现

退化，急性失血时机体不能及时造血对血容量进行有

效补充。其软组织间隙增大，骨折及手术损伤后血液

积聚于组织间隙量增大。另外，老年人骨质疏松程度

随年龄加重，发生严重骨折概率增加，骨折断端渗血

也是其重要原因。本研究年龄≤75岁与>75岁患者隐

性失血量差异显著，提示年龄是影响PFNA手术隐性

失血的一个重要因素。②基础疾病，老年人大多合并

有高血压病、糖尿病等疾病，血管硬化、变性，机体代

偿功能下降，隐性失血增多。此外，合并基础疾病需

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使得隐性失血加重[14]。而合并

高血压及糖尿病会增加动脉硬化的概率，导致血管破

裂后收缩止血功能减退，出血量增加。毛细血管调节

能力降低，导致组织间液回吸收功能降低，组织间隙

积血，增加隐性出血。③本研究多因素回归分析还显

示，手术延迟时间越长，患者PFNA手术隐性失血量越

大。考虑是因为骨折伤后持续出血，成为组织间隙液

体，红细胞遭受破坏，髋部肿胀以及瘀斑症状加重；并

且老年患者伤后卧床、营养状态差，机体的造血功能

减退，亦加重贫血。这均导致术后血管代偿功能下

降，老年 IFF患者围手术期隐性失血量增多。④髋部

骨折术后予以抗凝药物已成为规范治疗，而术前抗凝

导致失血代偿及造血功能减低，失血后组织间隙体液

无法充分动员至血管补充机体有效循环血量，加重了

隐性失血的风险。⑤骨折类型，骨折分型是导致老年

IFF患者PFNA手术隐性失血的独立危险因素，不稳定

骨折相较于稳定型骨折患者，其创伤暴力大，对软组

织的损伤较重，骨折不稳定，满意复位操作相对困难，
手术时间长，因此显性失血量大大增加，由于大量血
液外渗，PFNA手术的隐性失血量自然随之增加。国
内外多项研究均得出相同结论[15-16]。对于EvansⅢ型
和Ⅳ型等不稳定型骨折，临床应充分预估其隐性失血
量，制定完善的诊疗方案。

综上所述，隐性失血是老年 IFF 患者 PFNA 手术
失血主要原因，内固定方式、骨折类型、合并基础疾
病、抗凝药物运用以及伤后手术延迟是导致PFNA隐
性失血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治疗中，要充分考虑隐
性失血量作为补液、输血依据，对存在相关危险因素
的患者尽早干预，预防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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