Ｃｈｉ，ｌｅｓｅ如ｕｍ甜矿尺ｅ＾曲甜ｉ￡ｍｊｆＤｎ胁ｄ泌ｉ船，Ｆｅｂ．２０ｌｌ，

Ｖ０１．２６，Ｎｏ．２

·临床研究·

绵竹地区地震中胫腓骨骨折伤员
功能恢复的影响因素分析
肖明月１

刘守国１励建安，’３张

霞·

王红星１赵正恩２

陈思婧１

摘要

目的：分析绵竹地区地震中胫腓骨骨折伤员功能恢复情况与各影响冈素之间的关系，阐明伤后有效控制各影响冈素
的重要性。
方法：以调查问卷方式对绵竹地区８６例地震中胫腓骨骨折已愈合的伤员进行随访。采用Ｊｏｈｎｅ卜Ｗｎｌｈｓ胫腓骨骨折

疗效评定标准评定骨折功能恢复情况，对可能影响骨折功能恢复及预后的１２项凶素，做单因素分析和Ｌ０９ｉｓｔｉｃ逐步
回归分析。
结果：Ｌｏ鲥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胫腓骨骨折功能恢复的变量为：制动时间、年龄、性别与康复介入情况。接受过
康复治疗与骨折功能恢复警正相关（Ｐ＜Ｏ．０５）；制动时间长、女性、高龄与骨折功能恢复呈负相关（Ｐ＜Ｏ．０５）。
结论：胫腓骨骨折功能恢复与多种影响闪索有关，减少制动时间，尽早介入康复训练，有助于患者的功能恢复。
关键词胫腓骨骨折；功能恢复；制动；康复训练
中图分类号：Ｒ６８３，Ｒ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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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中有３７万余人受伤。绵竹是四川受灾
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地震伤情分类中骨折所占

响胫腓骨骨折的各影响因素用Ｌ０９ｉｓｔｉｃ多元逐步回
归前进法（Ｆｏｍｏｒｄ：Ｗａｌｄ）分析。

的比例最大，胫腓骨骨折在骨折伤员中最为常见…。
表２骨折Ｊｏｈ眦ｒ—Ｗｒｕｌｌｓ胫腓骨骨折疗效评定

作为愈合较慢的骨折类型，在胫腓骨骨折后患者常
存在关节活动度受限、肌力下降、软组织挛缩、疼痛
等问题，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本研究采
用现场调查问卷的方式在绵竹地区震后１６个月进
行随访．分析地震伤员胫腓骨骨折愈合后功能恢复
的相关因素．为大型自然灾害后小腿骨折康复医疗
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ｌ资料与方法

１．１一般资料
８６例胫腓骨骨折患者均为绵竹地区地震伤员，
一般资料见表ｌ。

项目晋瑟褥住留问罴
表１患者一般资料

２结果
２．１

Ｊｏｈｎｅ卜Ｗｒｕｈｓ胫腓骨骨折疗效评定
８６例胫腓骨骨折患者。骨折已全部愈合。功能

３４
５２
４９±１８
６０
２６
５５±２３
２９
５７
伤员
｝非胫腓骨骨ｆ包括内踝、胫骨远端的干骺端、胫骨前缘等部位。

恢复情况：Ｊｏｈｎｅｒ＿Ｗｒｕｈｓ胫腓骨骨折疗效评估其中

１．２随访方法

４６．５％。

根据研究目的和相关文献，设计随访表，为每位
患者建立档案。选择康复专业人员作为随访人员，调
研前对所有研究者进行统一的相关知识培训。随访

优２０例，良２０例，中１８例，差２８例，优良率为
２．２各影响因素与Ｊｏｈｎｅ卜Ｗｍｈｓ胫腓骨骨折疗效
的单因素分析
因单因素可作为资料的基础分析，对变量做初

主要采用现场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

步筛选。性别、年龄、文化、制动时间、地震时骨折部

１．３随访内容

位受压与否、开放性骨折、康复介入情况、多发伤８

随访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８月一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调查

个因素为胫腓骨骨折患者功能恢复的危险因素（Ｐ＜

项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一般情况：姓名、年龄、性

０．１０）。见表３。

别、文化程度；②胫腓骨骨折及治疗情况：骨折类型

２．３各因素对骨折功能恢复的ＬＤ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是否开放性骨折。是否粉碎性骨折）、骨折部位（胫

为控制混杂因素，将二分的Ｊｏｈｎｅｒ—Ｗ１１Ｊｈｓ功能

腓骨干骨折或非胫腓骨干骨折）、是否内固定、是否

评定结果作为因变量ｙ，ｙ＝ｌ表示评估等级为优

多发伤（指合并其他部位的骨折）、是否接受康复治

良。ｙ＝０表示其等级为中差，将经单因素检验（Ｐ＜

疗情况、制动时间、地震时骨折部位是否受压（受压

Ｏ．１０）筛选出的性别、年龄、文化、制动时间、地震时

时间＜１０ｍｉｎ均归为未受压）、住院时间。骨折愈合及

骨折部位受压是否受压、开放性骨折、康复介入情

功能恢复情况采用Ｊｏｈｎｅ卜Ｗ１１ｌｈｓ胫腓骨骨折疗效

况、多发伤等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逐步

标准评定１２ｑＩ，见表２。

Ｌ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ｂ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检验尸生Ｏ．０００。

１．４统计学分析

Ｌ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康复介入与骨折恢

用ＳＰＳＳｌｌ．０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计数资料采

复等级呈正相关（Ｐ＜０．０５），即接受康复治疗的胫腓

用ｘｚ检验，在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对绵竹地区影

骨骨折患者功能恢复较好；制动时间、性别、年龄与
埘ｌ以仉旭７｝ｄ６￡ｃＤｍ．ｃ，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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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

Ｃｈｉ聊ｓｅ如Ⅱｍｄ矿舭＾曲“以ｎ￡幻，ｌ胁ｄｌｆｃｉ鹏，Ｆｅｂ．２０ｌ ｌ，

Ｖ０１．２６。Ｎｏ．２

骨折功能等级呈负相关（Ｐ＜０．０５），即女性、制动时间

震，里氏震级８．Ｏ级。作为浅源地震，破坏性巨大，直

越长、年龄越大者功能恢复相对越差，见表４。

接严重受灾地区达１０万平方公里。地震中受伤灾民

表３影响胫腓骨骨折疗效的单因素分析

逾３７万。德阳绵竹是四川的１０个极重灾区之一，重
症地震伤员的人数居四川各地区首位。胫腓骨骨折
是常见的下肢骨折类型．伤后不及时有效处理，会出
现广泛的功能受限（关节活动度受限、肌力下降、跛
行、疼痛、下蹲困难等），显著影响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本研究旨在探讨绵竹地区地震伤员胫腓骨骨折
功能恢复与各影响因素关系，为大规模自然灾害后
胫腓骨骨折的处理提供依据。也为其他类型骨折处
理提供参考。
３．２功能恢复情况
Ｊｏｈｎｅ卜Ｗｍｈｓ胫腓骨骨折疗效评定标准涉及了
关节活动、疼痛、步态、骨折愈合形态学（旋转、短缩、
内外翻等）、神经血管损伤、从事重体力劳动情况等。
由Ｊｏｈｎｅｒ和Ｗｍｈｓ于１９８２首次提出【２Ｊ后广泛应用

于临床【Ⅷ。根据其标准，４０例（４６．５％）胫腓骨骨折
患者在地震后１６个月功能恢复情况达到优良．４６
例（５３．５％）患者仍残留较多的功能障碍。Ｊｏｈｎｅ卜
Ｗｍｈｓ胫腓骨骨折疗效评定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
胫腓骨骨折。而胫腓骨骨干骨折与非胫腓骨骨干骨
折（内踝骨折、胫骨远端的干骺端骨折、胫骨前缘骨
折等）的治疗及预后多有不同。一般情况下不适宜将
两者放在一起观察，因此。本研究将骨折部位按该方
式进行分类并作为一种危险因素参加统计分析。从
而观察骨折部位对骨折功能恢复的影响。
３．３功能恢复的相关影响因素
本研究对可能影响胫腓骨骨折患者功能恢复的
多个因素进行ｈ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与制动时间、
裹４各影响因素与胫腓骨骨折疗效的Ｌｔ酒ｓ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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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讨论
３．１研究背景
汶川地震是我国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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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年龄、康复介人情况密切相关．其中康复情况
与功能疗效呈正相关，制动时间、女性、年龄与其呈

回归分析结果

负相关。
３．３．１制动时间的影响：本研究结果证实．制动时
间与１６个月后功能恢复呈负相关．是胫腓骨骨折
患者功能恢复的重要负面因素，提示把握制动时间
的重要性。骨折后长时间制动会导致患者不同程度

的肌肉萎缩，有研究表明ｌ咖：下肢制动６周后．腓肠
肌肌纤维横断面积减少２６％，制动８周后其肌容积
减少一半，肌力相应减退。制动引起的肌腱挛缩、关
节囊粘连，常导致关节活动障碍１８Ｊ。本研究中的地震

中圈庇复匡学骠．叁２０１１年，第２６卷．第２期
伤员。膝踝关节活动度受限是常见问题，导致如厕及

最终ｂ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骨折的部位和类型

上下楼梯困难。制动后下肢各肌群的“肌泵”作用不

对胫腓骨地震伤员功能恢复影响的差异无显著性意

能有效发挥１９ｌ，引起局部血液循环障碍，为此骨折本

义，可能由于受伤机制或者人组的方式屏蔽了这部

身引起的组织肿胀、疼痛不能有效缓解。制动后骨折

分因素的作用，需进一步探索和论证。

断端因不能有效接受应力刺激导致骨痂形成迟缓．
骨折愈合所需时间延长。因此今后的工作中应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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