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堡医堂苤盍!!!!生!!旦!!旦簋!!鲞笙塑塑堕堕!丛型』垦!i塑：盟!!!坐!!!!!：!Q!!：!!!：!!：盟!：箜

3D打印导板导航技术在一期后路治疗

颈胸段结核伴后凸畸形的疗效分析

沙西卡·那孜尔汗孙治国 袁宏 王浩

【摘要】 目的探讨3D打印技术在一期后路病灶清除植骨融合椎弓根钉固定治疗不同发病节

段的颈胸段结核性后凸畸形并截瘫中个性化应用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7年

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骨一科收治的31例颈胸段结核患者的病例资料。其中病变节段位

于胸椎移行区(T1～T4)8例，颈椎移行区(C5～C7)10例，颈胸段交界区13例，累及2个椎体7例，

3个椎体14例，4个椎体10例。3D打印组(A组)12例，非3D打印组(B组)19例。所有病例均选择

一期经后路环脊髓周围结核病灶清除钛网支撑植骨融合并椎弓根钉固定术。术后正规服用抗结核药

物6～12个月，随访观察后凸畸形矫正度和截瘫恢复情况，红细胞沉降率(ESR)、C一反应蛋白(CRP)

变化情况。结果所有病例得到随访6个月。12例患者术前利用3D打印技术进行了术前规划，术

中均按术前方案进行手术。术中发现采用3D打印技术术前设计的椎弓根螺钉的直径和长度、进钉

方向以及进钉点与后正中线的距离等指标与术中实际使用情况一致。术后第3天复查x线片，可见

骨折复位效果满意，椎弓根钉位置良好。术后6个月随访复查X线片显示椎弓根钉位置良好、无松

动断裂，所有患者均骨性愈合，未见骨折内固定节段性不稳。3D打印组手术的术中出血、手术时间、

术后引流量，与非3D打印组的手术结果相比，3D打印组手术的创伤明显减少[手术时间：(131±

18)rain比(162 4-23)rain，P<0．01；术中出血量：(528 4-34)ml比(615±41)ml，P<0．01；术后引流

量：(257 4-46)ml比(327 4-56)ml，P<0．0l；两组ESR：术前为(64±42)mm／1 h，术后为(6 4-

7)mm／1 h，P<0．01；两组CRP：术前(72 4-41)斗g／L，术后(13 4-6)斗∥L，P<0．01]。3D打印组患者

的术后1、2周，1、3个月JOA评分均优于非3D打印组，术后6个月两组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

患者术前、术后Cobb角纠正均得到满意结果，两组术后Cobb角矫正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后6个

月随访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obb矫正角度丢失平均为1 o。本组脊柱结核均治愈，无严重手术

并发症。结论根据颈胸椎结核性后凸畸形和截瘫严重程度，选择一期经后路手术治疗方式能获得

有效的根治，可行彻底的病灶清除、植骨融合并畸形矫正后内固定获得脊柱前后方的稳定性，3D导板

导航技术增加手术的精确性、安全‘陛，并可以提供术前更加详细、直观、立体、现实个性化手术方案，术

后可以快速康复。

【关键词】快速成型技术；导航导板；结核性后凸畸形； 内固定；3D打印技术；截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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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760／cma．j．issn．03762491．2017．43．013

作者单位：83005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骨一科

通信作者：王浩，Email：wangha00216@sina．tom

342l·

．临床研究．

万方数据



生堡医堂苤壶!!!!至!!旦!!旦筮!!鲞笠塑翅盟堕!丛塑』g!i!!：盟!!!塑!里!!：!Q!!，y!!：!!：盟!：箜

A)12 cases，non
3D printing group(group B)of 19 cases．All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a posterior approach

to the treatment of the cervical spinal cord around the spinal cord．After taking regular anti tuberculosis drugs

in 6—12 months，follow—up observation of correction of kyphosis and paraplegia recovery，blood

sedimentation rate(ESR)，C—reactive protein(CRP)changes．Results All cases were followed up for at

least 6 months．Twelv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3D printing technique before operation，and the operation

was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he preoperative plan．The diameter and length of pedicle screws，the direction of

insertion，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insertion point and the posterior midline of the pedicle screw were

similar to those in the 3 D．Three days after the operation，the effect of fracture reduction was satisfactory，

and the position of pedicle screws was good．After 6 months of follow—up．the X—ray showed that the pedicle

screws were in good position，and there was no
loosening and fracture．All the patients were healed，and

there was no segmental instability．3D printing group during surgery bleeding，operation time，postoperative

drainage volume，compared with the non 3D print group of surgical results，3D printing group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urgical trauma[(131 4-18)min vs(162 4-23)，P<0．01；(528 4-34)ml vs(615±41)ml，

P<0．01；(257±46)vs(327±56)，P<0．01；(not grouping，before after operation)，(64±42)mnr／1 h

vs(6±7)mm／1 h，P<0．01；CRP(not packet)：(72 4-41)斗∥L，(13 4-6)ram／1 h，尸<0．01]．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The JOA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3D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non 3 D group after the operation in 1，2 week and in 1，3，and month．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he operation．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correction of

Cobb angle were satisfied，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Cobb lost an average of 1

degrees angle correction．The spinal tuberculosis in this group were cured without serious

complications．Conclusions According to the cervical and thoracic tuberculous kyphosis and paraplegia

severity，choose a posterior surgery can achieve effeetive cure，feasible thorough debridement with fixed

spinal stabi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party obtained bone fusion and deformity correction in 3D technology to

increase the accuracy and safety of operation，and can be provide more detailed preoperative，intuitive，

three—dimensional，realistic personalized operation scheme．It can reduce the operation trauma，and achieve

rapid recovery after operation．

【Key words】 Rapid prototyping technology； Navigation guide plate；Tuberculous kyphosis；

Internal fixation； 3D printing technology；Paraplegia

颈胸段脊柱结核近年来较前呈上升趋势，脊柱

结核合并截瘫约占脊柱结核病例的10％～46％。1 o，

由于颈胸段是脊柱生理弧度的转折点，当骨质破坏

严重时，容易出现后凸畸形。脊柱结核个体化治疗

理念核心点是以最小的手术创伤获得最满意的疗

效。一期后路病灶清除植骨融合术是近年来脊柱结

核常用治疗方式，内固定植入具有显露较为充分，视

野广泛、并可在有效进行病灶清除口J。随着快速成

型及3D打印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脊柱外科手

术可通过该技术提高手术的准确性和安全性。3引。

本研究旨在观察3D打印技术在一期后路病灶清除

植骨融合椎弓根钉固定治疗颈胸段结核性后凸畸形

并截瘫的疗效。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7年1月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骨一科收治的31例颈胸段结

核患者的病例资料，男21例，女10例，平均年龄

27(11～65)岁。病变节段：胸椎移行区(T1～T4)

8例，颈椎移行区(C5一C7)10例，颈胸段交界区

13例，累及2个椎体7例，3个椎体14例，4个椎体

10例。所有患者经术中取活检行病理检查确诊结

核。后凸畸形程度：本组Cobb角平均>55。。脊髓

神经损害Frankel分级：B级5例，B级22例，D级

4例。影像学检查显示椎旁或脓肿、椎体破坏塌陷、

死骨形成、椎间隙变窄融合、角状后凸畸形和脊髓压

迫。人院时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结核全身中毒症

状，呈慢性消耗面容，颈部或颈胸部疼痛并角状后凸

畸形，患者脊髓、神经根受压症状较明显，实验室检

查红细胞沉降率(ESR)在40～120 ram／1 h，C一反应

蛋白(CRP)较高，血色素(Hb)低于正常值，大部分

患者为轻中度贫血。活动期肺结核患者及病理检查

结果未提示结核者未纳入此次研究。3D打印组(A

组)12例，非3D打印组(B组)19例。

二、方法

1．术前准备：术前所有患者评估心肺及肝肾功

能，嘱绝对卧床，并进行床上大小便训练。术前规范

四联抗结核治疗(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吡嗪

酰胺)治疗1～2周，待ESR<50 ram／1 h、CRP<20

mg／L，Hb>100 g／L后安排手术。有1例患者因出

现脊髓损伤症状加重，而于抗结核治疗1周内手术

治疗。

2．数据采集及图像处理：患者均行术前x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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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CT检查，利用西门子公司Sensation双源

64排螺旋CT进行颈胸段椎体的轴向容积扫描。扫

描层厚5．00 mm(乏64 slices)，扫面矩阵512×512，

扫描后进行骨窗及软组织窗的重建，重建厚度为

1 lilm，扫描后数据结果以“．Dicom”格式数据文件存

储。数据输入到Mimics(Materialise，Belgium)17．0

中，利用其阈值分割和区域增长等功能，得到脊柱的

三维模型，并以“．STL”文件输出。

3．3D模型打印与手术规划：采用MakerBot

Desktop(MakerBot，Brooklyn，NY，US)软件，导人之

前处理之后的“．STL”文件，平台上将显示出Mimics

17．0软件制作出的三维模型。在MakerBot Desktop

中，将模型进行空间位置的调整及旋转，使其落在平

台的合适位置，设置参数为层厚0．1 mm，温度

230℃，添加支撑及平台，保存之后生成“．X39”文

件，将此文件储存在sD卡中。将存有“．X39”文件

的SD卡插人3D打印机的卡槽内调解上下按钮选

取准备打印的“．X39”文件，通过HY-500 FDM专业

级3D三维打印机(北京爱康宜城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中国)，利用PLA材料通过熔融沉积制造(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FDM)技术逐层加工最终去除

支撑及平台得到需要的颈胸椎1：1模型。1．2．3模

型测量与手术规划结合计算机虚拟分析与在3D打

印模型的模拟内固定植人，测量椎弓根直径口螺钉

的长度、进钉方向以及进钉点与后正中线的距离等

指标，并与术中实际使用情况对比。

4．模型测量与手术规划：结合计算机虚拟分析

与在3D打印模型的模拟内固定植入，测量椎弓根

螺钉的直径和长度、进钉方向以及进钉点与后正中

线的距离等指标，并与术中实际使用情况对比(图1)。

图1模型测量与手术规划示意图

5．手术：31例患者均采用全麻，在脊柱手术床

依据患者脊柱弧度摆放俯卧位，同时腹部悬空以减

少手术中出血，并予以头颅牵引弓牵引5蚝，以恢复

生物力线。患者俯卧位，腹部悬空，取后正中切口，

骨膜下剥离显露病变上下各3节双侧椎板、上下关

节突关节和横突，在病变平面上下方正常椎体上置

人椎弓根钉，切除病变椎体双侧椎板和关节突关节，

暴露横突，胸椎要切除横突和肋骨头，完全松解肋

横、肋椎关节，要完全打开病椎椎管，仔细剥离切除

已突入椎管内与硬膜及神经根粘连包裹，形成瘢痕

纤维化的结核性肉芽组织(若术中出现硬膜破裂，

立即用3个零可吸收线缝合修补)，解剖松解双侧

神经根。此时在一侧安装临时固定棒，3D打印组(A

组)依据3D打印椎体的术前规划，并术中植入螺钉

前使用3D打印导板导航予以规划螺钉植入路线，

包括角度、长度等，选取椎弓根钉的进钉点、方向后

置钉(将病变椎体部分予以充分解剖，使用中将3D

打印导板放至椎体上并予以克氏针固定，去除3D

导板后以克氏针为导针上螺钉，进针深度以术前规

划为标准，且在克氏针上标记，逐一固定螺钉)；非

3D打印组(B组)参照横突和上下关节突残留关节

间隙，颈、胸椎采用Roy-Camille法进钉，经椎弓根依

次交替用小骨刀、弧形凿、咬骨钳、刮勺及髓核钳等

工具，必要时用磨钻清除后凸顶椎后缘骨嵴，切除坏

死的椎间盘组织，完全清除上下软骨板，显露椎体双

侧软组织，努力探查找到椎旁软组织内脓液溢出口，

小心扩大脓腔避免损伤软组织内神经血管组织，用

刮勺轻轻搔刮脓肿壁和干酪样组织，清除椎旁脓肿

于病椎椎体上下各固定2或3个椎体，和结核性肉

芽组织，在胸椎必要时要切断一对肋间神经，以便钛

笼安全植人。用双氧水和生理盐水反复冲洗术区，

将残余的脓液和干酪样组织清理干净，术区倒人异

烟肼针剂和链霉素粉剂各1支。按脊柱生理曲度安

装双侧椎弓根钉．棒系统，先撑开用拉．伸前柱的原

理矫正后凸畸形，相邻两椎体间骨缺损区嵌人填塞

满自体碎骨块和异体骨组织的钛网，再用短缩后柱

的原理加压后拧紧，加压时要密观脊髓诱发电位变

化和脊髓波动情况，防止脊髓发生过度短缩和迂曲

皱褶，引起脊髓急性缺血，导致不可逆性脊髓损害。

逐层关闭切口，留置大负压引流管1根，3～10 d后

拔除引流管。

6．术后处理：术后常规给予抗感染抗脊髓水

肿、全身支持和神经细胞营养药物，抗结核方案同术

前一致，围手术期密观生命体征变化，尤其是双下肢

截瘫恢复情况，特别要注意术后有无进行性脊髓神

经症状加重情况。术后第2或3天拍术区正侧位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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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片，若无异常不适，可于术后第5～7天佩戴支具

或颈围在床边坐立或扶拐下床活动。定期复查观察

患者血沉和c一反应蛋白下降情况，复查生化了解抗

结核药物有无导致继发肝肾功损害。建议患者术后

坚持口服抗结核药物至少6～12个月，定期复查术

区x线片和螺旋CT，随访观察植骨融合和有无内固

定松动情况，观察脊髓神经功能恢复情况。

7．统计学方法：使用Microsoft Excel对采集的

两组数据进行整理，建立原始数据表格数据库进行

统计和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由互±s表

示，组问比较采用分析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2例患者术前利用3D打印技术进行了术前规

划，术中均按术前方案进行手术。术中发现采用3D

打印技术术前设计的椎弓根螺钉的直径和长度、进

钉方向以及进钉点与后正中线的距离等指标与术中

实际使用情况一致。术后第3天复查x线片，可见

骨折复位效果满意，椎弓根钉位置良好。术后6个

月随访复查X线片显示椎弓根钉位置良好、无松动

断裂，所有患者均骨性愈合，未见骨折内固定节段性

不稳(图2)。

两组患者均获得至少6个月的随访，3D打印组

手术的术中出血、手术时间、术后引流量，与非3D

打印组的手术结果相比，3D打印组手术的创伤明显

减少[手术时间：(131±18)rain比(162±23)min，

P<0．01；术中出血量：(528±34)ml比(615±

41)ml，P<0．01；术后引流量：(257±46)ml比

(327±56)ml，P<0．01；两组ESR：术前为(64±

图2患者女，37岁。查体：颈胸段可见后凸畸形，双上肢感觉运动正常。乳头平面以下感觉消失，会阴部皮肤感觉存在，双下肢肌力为

0级，肌张力明显增高，膝反射、跟腱反射亢进，双下肢远端血运良好。Flank评分B级，JOA评分4分。A、B．c6～他椎体结核术前x

线正位片示椎间隙变窄，椎旁脓肿形成，侧位片虚线箭头提示后凸顶椎后缘；C、D．术前CT示大量死骨形成，角状后凸畸形，Cobb角>

90。；E．术前MR扫描示椎管内突人骨嵴、结核性肉芽肿及脓液，脊髓受压明显；F、G．术前3D打印椎体及导航导板；H、I．术后x线正

侧位片示病灶清除彻底，内置人钛笼高度和位置好，椎体前中柱功能重建，后凸畸形矫正，椎弓根钉棒系统位置良好；J．术后3个月随

访，钛笼仍稳定，椎体后凸畸形矫正角度丢失<1 o；IL术中3D打印模型与病椎比较示意图；L为术中通过3D导板植入内固定后示意图

^，涸■lr蔗墨I．

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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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mm／1 h，术后为(6±7)mm／1 h，P<0．01；两组

CRP：术前(72±41)斗g／L，术后(13±6)¨∥L，P<

0．01]。3D打印组患者的术后1、2周，1、3个月

JOA评分均优于非3D打印组，术后6个月两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术前、术后Cobb角纠正

均得到满意结果，两组术后Cobb角矫正度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术后6个月随访两组问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Cobb矫正角度丢失平均为1 o。本组脊柱结核均

治愈，无严重手术并发症(表1～4)。

表1 3D打印组术中椎弓根参数与术前计划比较(i±s)

表2 3D打印组与非3D打印组手术中情况的比较(面±s)

表3 3D打印组与非3D打印组手术前后Cobb角的

比较(。，x±s)

表4 3D打印组与非3D打印组手术后JOA评分的

比较(分，面士S)

讨 论

3D打印技术在脊柱外科的临床应用能够更加

直观、准确地发现x射线片、CT、MRI等传统影像学

资料隐藏的解剖信息，并且在打印的实物模型上进

行诊断、制定个体化的手术方案、模拟手术操作，从

而提高疾病的诊断率，增加手术的精确性、安全性，

可以提供更加详细、直观、立体、现实的解剖学信

息MJ，从而提高对复杂脊柱疾病空间解剖结构的理

解，进而做出更加精确的疾病诊断"J，如复杂脊柱

骨折的分型、脊柱侧弯的分型、脊柱肿瘤的鉴别

等。8 J。根据术者的需要可以打印不同的切面，更好

的观察特定区域的解剖特点，制定更加精准的个体

化的手术方案，并可以在3D打印模型上进行预定

手术的模拟操作，增加手术的熟练度。Steinmann

等一1将计算机辅助手术导航系统用于脊柱外科。

Ortmaier等¨叫应用机器人辅助导航方法成功地在

人工骨和牛的脊椎骨上完成了钻孔和磨削，但种技

术设备十分昂贵，严重影响普及和推广。手术操作

中使用3D手术导板，术前对手术进行模拟操作更

详细、直观、立体，并在术中予以精确定位、导航

操作。

1．颈胸段脊柱结核手术中3D的使用：通过后

方人路行椎体结核病灶清除术是在脊柱后凸畸形后

路截骨矫形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

路手术优点是避免了同期或二期前路手术，减少了

胸腔及颈前路甲状腺、声嘶等手术并发症，减小了手

术创伤，畸形矫正效果理想。目前虽对颈椎椎弓根

螺钉仍存在争议，其危险性较前路钢板和后路侧块

固定更高。颈椎椎弓根虽可置人螺钉，但不能在所

有节段椎体上使用同一种规格的椎弓根螺钉。c5

的椎弓根螺钉应<4．5 mm，且置入螺钉时应较其他

节段更小心。CT测量发现，c7的椎弓根平均值较

大，下颈椎椎弓根更圆。对所有节段颈椎椎弓根，

C5内倾较最大，C7内倾角最小，在内固定操作中

C6节段易造成椎动脉医源性可能性大。在本组研

究中，通过使用3D导板技术及术前手术规划，有效

的规避了相关风险，且手术时间明显缩短∽’1¨，减少

了医生和患者放射线的暴露的时间和剂量¨2|，提高

手术的可对比性和相对同一性，并还可以制作一些

个体化的手术器械，辅助手术的快速完成。

2．在脊柱手术中使用3D打印导板的优势：实

体研究评估颈椎追弓根螺钉(GPS)插人使用立体光

刻模型构建的患者特定钻孔导向模板放置的亚临床

颈椎的准确性分析结果显示，GPS固定的后颈椎固

定的优势在于生物力学，且使用钻孔模板精确放置

用于追弓根螺钉固定的尸体标本的追弓根樽空，钻

孑L模板的准确率达94％¨引。Liu等¨41开发使用了

一种使用多级3D打印钻孔引导模板的在严重的畸

形脊柱侧弯中的追弓根螺钉的方法研究中提高，对

万方数据



主堡匡堂盘查!!!!篁!!旦!!旦筮!!鲞星塑塑盟堂!丛型』业i!!：堕!!!里!竺!!：!!!!：Y!!：!!：堕!．箜

10例重度畸形脊柱侧弯患者，Cobb角>70。，使用模

板植入48颗螺钉，其余104颗螺钉为自由植入，精

确度分别为93．8％和7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术后冠状面和矢状面畸形矫正的分辨率分别为

67．1％和41．2％。平均手术时间为(234±

34)min，平均失血量为(557±67)ml。随着多层次

模板的应用及严重畸形脊柱侧弯的皮质穿孔发生率

的下降。且Chen等¨纠对43例接受后路腰椎在评

估使用3D印刷导板在后腰椎椎弓根螺钉固定术中

的临床疗效，对照传统x光辅助后腰椎椎弓根固定

及手术后CT扫描根据标准评估螺钉放置准确度的

分析中得出，实验组个螺钉的平均放置时间和出血

时间分别为(4．9±2．1)min和(8．0±11．1)ml，对

照组为(6．5±2．2)min，(59．9±13．0)ml，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根据以上国内外文献，均可得出3D

导板在脊柱手术中的应用已达到一定水平，但未得

到推广，此次实验对临床大样本量及临床实践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及基础。

3．一期后路治疗颈胸段脊柱结核术的分析：在

进行一期颈后路手术时，在侧卧位前路术中很难探

查对侧椎弓根和完全清除椎管内病灶，对于重度截

瘫患者，侧前方切除已突人椎管内与硬膜及神经根

粘连包裹，形成瘢痕纤维化卡压脊髓的结核性肉芽

组织是非常困难的，易导致硬膜囊撕裂并脑脊液漏，

甚至有可能损伤大血管、脊髓及神经根。本研究首

要目的是在病灶清除的基础上挽救脊髓，恢复神经

功能，后路手术在脊髓诱发电位检测下可完全打开

病椎椎管，充分减压显露硬膜囊，出现脊髓搏动为最

佳，解剖松解双侧神经根。必要时要小心用磨钻清

除后凸顶椎后缘骨质，在此过程中有可能碰到扭卷

在病灶中的节段血管，引起大的出血，要努力探查并

清除椎旁脓肿和结核性肉芽组织。文献报道约

50％的脊髓损伤发生在此时¨6|，操作中需谨慎处

理、剥离压迫脊髓及神经根。

4．手术并发症：本组2例出现硬脊膜破裂后微

乔线修补，术后出现脑脊液漏，此种情况适当延长引

流管留置时间，敷料加压包扎，积极更换敷料防止切

口逆行感染。1例下颈椎6～7病变，1例胸2～4椎

体病变，患者术后切口愈合拆线，但几天后有结核性

渗出液沿一小窦道口流出，做小切口沿窦道清创、清

除椎旁残余病灶，置负压管引流1周，无渗出后拔

管，切口愈合无复发，此例考虑为椎旁内病灶清除不

彻底，术后窦道形成，建议术后窦道要积极做小切口

探查，残余病灶清除，防止结核复发。本组病例患者

可早期在床上或床边坐位功能锻炼，根据截瘫恢复

情况，部分患者术后近1个月左右双下肢肌力达

4级，患者便佩戴颈托或胸部支具早期下床扶拐无

负重行走活动，本组所有患者截瘫都较术前明显改

善，因部分患者失访，部分资料缺失，导致本组患者

术后随访为6个月，未达到术后钛笼植骨融合期，术

后6个月随访矫正角度丢失平均1。，考虑患者钛笼

植骨未融合，且部分患者骨质疏松，待钛笼植骨完全

融合可解决，且因病例失访术后延期并发症，如假关

节形成、翻修率等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Ⅲ。9|。

综上所述，彻底病灶清除是结核治愈和防止复

发的前提条件，选择一期经后路手术治疗方式，可集

病灶清除、植骨融合并畸形矫正后固定于同一切口

内，能减少手术创伤，能获得脊柱前后方的稳定性，

同时3D导板导航技术是一种可以将虚拟的计算机

辅助设计模型准确快速的转化为三维实物原型的新

型技术。通过3D打印手段可为每例患者建立个体

化的三维虚拟模型与3D实体模型，使医生术前准

备充分，术中定位精准，且减小了手术创伤、缩短了

手术时间及费用，可以达到术后快速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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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秦学军)

本刊“急重症抢救"栏目征稿

对危、重、急症患者的抢救是临床医学中永恒的，也是最

具有挑战性的领域，特别是近年来各医学专科诊断、抢救水

平的发展，为危、重、急症患者的综合救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

巨大的潜在可能性。为了提高临床医生对急重症的诊断、各

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和制约因素的分析及治疗的综合抢救水

平。这一栏目将较详细地介绍对急重症抢救的成功经验及

临床体会，以期使临床工作者得以借鉴，提高对急重症的抢

救水平，其性质等同于“论著”。

1．病例的选择：(1)治疗过程复杂的急重症病例；(2)涉

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疑难病例；(3)在抢救过程中或诊断中

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的病例；(4)其他：对临床工作，尤其

本刊对论文中实验动物描述的要求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部1988年颁布的《实验动物管理条

例》和卫生部1998年颁布的《医学实验动物管理实施细

则》，本刊对论文中有关实验动物的描述，要求写清楚以下事

项：(1)品种、品系及亚系的确切名称；(2)遗传背景或其来

源；(3)微生物检测状况；(4)性别、年龄、体重；(5)质量等级

及合格证书编号；(6)饲养环境和实验环境；(7)健康状况；

．读者．作者．编者．

是对基层医院的急诊抢救工作有提示或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病例。以上病例最终获得明确诊断及成功的经验。

2．写作格式及要求：(1)文题可以用主要的诊断或主要

体征命名；(2)论文主要分“临床资料”和“分析与讨论”两部

分，还可以有参考文献；(3)可以配有相应的图表资料，如：

“生命指标监测图”；(4)“临床资料”部分要交代病例的一般

情况(包括主诉、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及抢救过程；

(5)“分析与讨论”部分要求逻辑性强，条理清楚，能较好地

体现正确的临床思维，对临床工作有实际借鉴及启迪作用；

(6)字数一般在4 000字以内。

欢迎广大读者、作者向本栏目踊跃投稿并进行评议。

(8)对动物实验的处理方式。

医学实验动物分为四级：一级为普通级；二级为清洁级；

三级为无特定病原体(SPF)级；四级为无菌级(包括悉生动

物)。卫生部级课题及研究生毕业论文等科研实验必须应用

二级以上的实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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