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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后并发骨不连医疗鉴定路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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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文章对收集到的 猿猿 例骨折后并发骨不连医学鉴定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对骨折后并发骨

对鉴定过程中的关注点展开了讨论，
对损害后果及医疗过错行为与损
不连鉴定路径进行了相关研究，
害后果之间原因力度大小的判断进行了思考，
藉以规范骨折后并发骨不连病例的医疗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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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不连是常见的 骨折晚期并发症袁 发病率为
缘豫耀员园豫袁也是医学鉴定过程中常见的病例类型遥 在

医疗鉴定过程中袁由于目前的医疗鉴定由鉴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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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袁四级 缘 例冤袁无鉴定结论 员 例袁不构成医疗事故
圆源 例遥 骨折后并发骨不连可见于全身多处骨骼袁以
长骨多见袁本研究收集到的病例的骨折部位有院股骨

组独 立做 出袁专 家组 成 员 的 不 同 工 作 经 历尧 学识 尧

干 员猿 例袁胫骨 苑 例袁尺尧桡骨 缘 例袁肱骨 猿 例袁指骨 圆

对同一类型的病例出现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鉴定

愿 例中袁 对医疗机构在对患者的诊治过程中违反的

不同的社会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袁 往往会导致针

结论袁 从而引起社会对医学会组织的医疗鉴定的

例袁锁骨 圆 例袁脊柱骨 员 例遥 经鉴定构成医疗事故的
诊疗规范都作了详细说明袁 医疗过错的常见原因包

客观性尧公正性的质疑遥 为减少和避免不同专家尧

括院不具备手术资质尧内固定选择不当尧功能锻炼指

不同地区针对同一类型的骨折后并发骨不连医疗

导不够尧对出现的感染处理不及时等袁见表 员遥 而在

鉴定病例不同鉴定结论的产生袁 提高医疗鉴定的
社会公信力袁规范医疗鉴定专家的鉴定过程袁切实
厘清医疗机构在诊疗活动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行
为以及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袁 提高医
疗鉴定组织人员对骨不连医疗鉴定公平性尧 客观
性的把握能力袁 有必要设立规范的骨折后并发骨
不连医疗鉴定路径遥 我会对收集到的 猿猿 例骨折后
并发骨不连医学鉴定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袁 结合
对相关医学文献资料的温习袁对骨折后并发骨不连
鉴定路径进行了相关研究袁藉以规范骨折后并发骨
不连病例的医疗鉴定遥

一尧 猿猿 例骨折后并发骨不连医疗鉴定病例分析
在收集到的 猿猿 起医疗鉴定病例中 猿员 例为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袁圆 例为医疗损害鉴定病例遥 经鉴定构

成医疗事故的有 愿 例 渊三级丙等 圆 例袁 三级戊等 员

不构成医疗事故的 圆源 例鉴定病例中袁鉴定报告书也
对患者发生骨不连的原因进行相关分析袁见表 圆遥 在
圆源 例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病例中袁在报告书中明
确指出医疗机构存在医疗上的过错的有 缘 例袁 过错
原因为院手术时机选择不当尧手术方法欠妥尧内固定
的选择与固定方法不当遥
表员

愿 例构成医疗事故病例鉴定结果分析
事故等级 责任程度 例数 过错描述
三级丙等 主要
员 不具备手术资质尧外固定时间过长
轻微
员 过早指导活动袁钢板断裂
三级戊等 次要
员 内固定物选择过多尧 对出现的感染
处理不及时
主要
四级
圆 内固定选择不当袁 出现骨不连后未
及时告知尧处理
次要
员 内固定选择不当
轻微
圆 早期负重尧发现骨折分离尧移位处理
不当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源原圆员
作者简介院彭加茂渊员怨苑愿原 冤袁男袁江苏海安人袁公共卫生硕士袁助理研究员袁研究方向为医事法学遥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圆员圆窑

第 猿 期 总第 远圆 期
20员源 年 远 月

表 圆 圆源 例不构成医疗事故病例鉴定结果分析
骨不连的原因分析
例数
与原始损伤严重程度有关
员猿
术后感染
园源
钢板断裂
园猿
早期活动
园圆
年老尧自身体质
园圆

应承担损害后果的全部责任曰而临床医学专家认为袁

二尧骨不连的定义及产生的原因

建议对涉及手术资质问题应如实在鉴定报告书中明

骨不连的临床诊断必须包括临床症状体征尧

影像学表现尧时间遥 临床症状体征院骨折无临床愈

合征象袁最肯定的体征是骨断端之间有异常活动遥
但在有内固定物存在时袁 骨断端之间没有异常活
动袁 这时主要是依据局部有无压痛及轴向叩击痛
来判断遥承重活动疼痛也具有诊断意义遥影像学表
现院从骨折部的正侧位 载 线影像表现看袁不论骨

鉴定过程中还是应对医方的医疗行为及患者的个体
差异进行综合判断袁 不能仅以不具备手术资质而要
求医疗机构承担完全责任遥 鉴于手术资质属于行政
法意义上的违法袁 而目前医疗鉴定所作的因果关系
分析属于民法意义上的判断袁 同时医疗鉴定的目的
在于解决医患纠纷这一民法调整的内容袁因此袁我们
确指出袁 对手术资质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可
以不作分析遥
渊二冤 手术适应证及手术时机的选择
具有手术适应证是医疗机构开展手术治疗的
合理性前提遥随着医疗技术水平及医疗器械的发展袁
骨科手术的适应证越来越广泛袁 在医学鉴定过程中
应着重排除手术禁忌证袁 即患者的诊治过程中是不

折端有无骨痂尧硬化尧萎缩尧疏松袁以及髓腔闭塞

是存在不该进行手术的情形遥 常见的手术复位及固

间院一 般说 袁骨 折 后 苑 个 月 仍 未 愈 合 时 袁就 可 诊断

内或外固定曰于由于瘢痕尧烧伤尧活动性感染或皮炎

等袁骨断端间没有连续性骨痂通过骨断端间隙遥时
骨不连 咱员暂 遥

引起骨不连因素很多袁包括全身性因素和局部

因素遥 医疗鉴定的主要任务在于对医疗行为正确与
否的判断袁在骨不连产生中与治疗有关的因素主要
包括院淤粗暴或反复的闭合复位曰于外固定不足袁外
固定范围不够曰盂过度牵引曰榆手术中未恢复骨折部
位骨骼的稳定性尧骨骼的连续性和力学完整性曰虞未
做到有监控早期合理功能锻炼曰愚未能充分保护骨
与软组织足够血供曰余未做到变坚强内固定为生物
学内固定尧坚强固定与弹性固定相结合曰余内固定治
疗技术应用方法的错误 咱圆暂遥

定的禁忌证包括院 淤骨质疏松骨太脆弱而不能承受
导致骨折或计划手术部位的软组织覆盖太差曰 盂活

动性感染或骨髓炎为内固定的绝对禁忌证袁 但可行
外固定支架外固定曰榆骨折片不够大袁难以应用内固
定或内固定不牢靠是相对禁忌证曰 虞患者的全身情

况差袁不能耐受麻醉或手术曰愚无移位骨折或稳定的
嵌入骨折其位置可能接受时袁 不需做手术探查或复
位曰舆没有足够的设备尧人力尧训练和经验时遥
手术切开复位的时机 须视病情和局部指征而
定遥 对开放骨折或脱位袁或并发血管损伤的骨折袁需
紧急手术遥 对一般的闭合性骨折袁可择期手术遥 有主
张在 圆源 小时内手术袁此时骨折周围软组织间隙尚易
识别袁操作方便遥 但是局部软组织条件不好时袁则应

三尧 骨折后并发骨不连病例医疗

等皮肤创面愈合尧水泡或水肿消退再进行手术遥临床

鉴定过程中的关注点

工作中袁常用野皱纹实验冶作为测试皮肤功能的指数袁

通过对 猿猿 例病例的分析及对相关医学文献资

即轻轻捏起两手指之间的皮肤袁 如果感觉皮肤活动

料的复习袁归纳在鉴定过程中需要注重对以下几个

柔软且产生正常的皱纹袁说明能耐受手术遥如果延迟

方面的把握遥

手术袁应对患者行暂时的外固定支架固定袁用于维持

渊一冤手术资质的审查
手术资质是医疗行为合法性的前提遥 叶中华人

肢体的长度和位置袁并为组织提供稳定性遥
渊三冤 手术的操作过程

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曳尧卫生部叶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手术操作过程的判断是医学鉴定中的难点袁由于

管理办法曳尧叶医疗机构手术分级管理办法 渊试行冤

手术过程的不可重复性袁对操作过程的判断只能依靠

渊圆园员圆 年冤曳尧叶医疗核心制度曳 中的手术分级管理制

手术记录及手术中的影像资料进行分析遥 使用切开复

度尧江苏省卫生厅叶江苏省手术分级管理规范渊圆园员园

位内固定技术治疗各种类型的骨折袁需要符合治疗要

版冤曳对医疗机构尧医务人员所能开展的手术均作了

求的良好对位对线袁所以在骨折断端袁特别是压力侧

明确规定袁这是判断医疗机构医疗合法性的依据遥

的临床治疗过程中袁要尽量防止骨间隙和骨缺损现象

从鉴定实践工作看袁大部分法医专家认同野一票

的出现遥一般认为长骨骨折固定后断骨间隙不应超过

否决制冶袁即认为只要医疗机构不具备手术资质袁即

骨折部位骨髓腔的 员 辕 源遥 同时手术应尽可能纠正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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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引流尧冲洗及敏感药物进行治疗遥

渊四冤 植入物的选择及固定方法

渊七冤术后处理

坚强有效的固定是骨折的治疗原则之一袁骨折

骨折术后处理事关骨折手术的成败袁 术后处理

的稳定性决定了在骨折愈合过程中的生物学反应的

不当也是骨不连发生的重要原因遥
员援 术后的外固定

发展方向袁手术治疗中针对不同骨折袁应选择不同的
内固定遥 内固定的选择尧固定不当袁导致内因定不能

在鉴定过程中应着重 对术后是否应使用外固

起到有效固定的目的袁骨折断端仍处于活动状态或

定尧外固定方式是否符合要求尧固定持续时间是否足

内固定物发生断裂而导致骨不连的发生遥 因此袁鉴

够尧拆除外固定的时机等进行判断遥
圆援 功能锻炼及康复治疗

定过程中应对植入物的选择类型尧固定的要求进行
深入分析遥

指导患者进行功能锻 炼是骨折治疗的内容之

渊五冤 外固定器

一遥 功能锻炼必须在不影响骨折固定稳定性的前提

在使用外固定器 中首先应选择适当的外固定

下进行袁何时进行何种锻炼袁患肢何时可以负重尧持

器袁 对有骨断间隙与骨缺损的骨折可采用早期自体

重以及支撑等袁医务人员均应进行明确的告知遥对此

松质骨移植术袁要注意及时修复软组织创面遥 在使

的鉴定主要集中在医疗机构是否对锻炼的时机尧方

用外固定器固定过程中袁应随骨折愈合进程的发展袁

法尧 复查的时间履行了相关的告知义务袁 在病程记

逐渐降低骨外固定刚度遥

录尧出院小结尧门诊复查病历中是否记录遥

渊六冤 感染的预防

渊八冤非手术病例的鉴定

感染是导致骨不连的重要因素遥 针对开放性骨

对非手术治疗发生骨 不连的病例袁 鉴定中应

折感染的预防袁早期合理的清创冲洗和抗生素的使

严格掌握非手术治疗的适应证遥 要考虑到治疗中

用是最重要的遥 早期的清创治疗应仔细彻底并且系

骨折的对位对线是否符合治疗要求 渊功能复位冤袁

统化袁所有的异物和明显的无血供的组织应该辨认

外固定是否有效遥 如在选择石膏固定的病例鉴定

后切除袁此时止血带的使用要短暂并且要持保守态

中袁应注重对石膏应用的一般原则进行判断遥 如遵

度袁因为组织的出血是组织有活性最好的提示之一遥

守三点固定的原理袁以防止石膏变形失效曰及时调

在清创过程中应该对伤口进行大量的液体冲洗遥

整 袁防止 过松 或过 紧 曰要 进 行 良 好 的 塑 形 袁在治 疗

在开放性骨折的治疗中袁应早期系统性地进行
抗生素治疗袁多数方案建议使用广谱抗生素遥 不论

过程中是否及时复查袁 并根据复查结果及时对治
疗作出调整遥

是手术病例还是非手术病例袁在进行石膏托外固定

通过对收集到的鉴定病例的回顾性分析及对相

时均应留有野视窗冶袁以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感染遥

关鉴定过程中关注点的把握袁 我们制订出骨折后并

而在感染发生时袁应及时行分泌物培养等检查袁采取

发骨不连医疗鉴定路径示意图渊图 员冤遥 在鉴定过程

骨不连病例鉴定

一般选择在骨不连明确诊断并再次进行手术恢复后
鉴定材料的准备中特别注意对手术病例中的手术
前尧手术中尧手术后袁非手术病例中的治疗前后的影
像资料的收集
重点是对医疗行为的判断

手术病例

手术
资质

手术适应证
及手术时机

手术的操
作过程

植入物的选择 感染的
及固定方法
预防

非手术病例

术后的
处理

石膏托
野视窗冶

图 员 骨折后并发骨不连医疗鉴定路径图

手术复位次数尧 骨牵引骨折
外固定的效果
断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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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严格按照路径中的关注点袁规范化地进行鉴定袁
从而提高医疗鉴定的社会公信力遥

四尧损害后果及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
后果之间原因力大小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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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目前为止袁 引起骨不连的原因尚不十分明
确袁大多数学者认为在骨不连的发生中袁全身和局部
因素均发挥作用袁 因此在确定了医疗机构存在医疗
过错后袁 对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原因力
大小的判断上应综合分析袁 要考虑到骨折的原始损

医学鉴定就是对某一个有争议的医疗行为是否

伤渊损伤的部位尧类型尧损伤的严重程度等冤尧患者的

存在过错袁是否造成了损害后果袁过错与损害后果之

个体因素渊年龄尧体质尧营养尧基础疾病等冤对骨不连

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进行判定袁分析

发生的影响袁 对医疗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

的内容就是要依据法律法规尧常规规范袁正确的医疗

力大小应当予以明确遥

行为应该怎么做袁而争议的医疗行为实际是怎么做
的袁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分析遥 针对骨折后并发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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