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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075 例手术治疗的肢体畸形残疾患者统计

分析（秦泗河矫形外科 1978.5.25—
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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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矫形外科（北京  10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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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矫形骨科（北京  100020）

【摘要】   目的    总结秦泗河矫形外科团队手术治疗的 35 075 例肢体畸形残疾患者特点及矫治策略，为了解

中国肢体畸形残疾病因、病种及矫形手术治疗提供大样本依据。方法    查阅秦泗河矫形外科团队 1978 年 5 月—
2018 年 12 月肢体畸形手术病例数据库中的 35 075 例患者资料，对患者年龄、性别、畸形特点、病因及病种构成、

地区分布、矫治手术方法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35 075 例患者中，男  20 458 例（58.33%）、女  14 617 例
（41.67%）；男女比例 1.4∶1。年龄 1～82 岁，平均 20.5 岁；患者主要集中于 11～25 岁，达 19 363 例（55.20%）。

手术以下肢 33 259 例（94.82%）为主。患者来自全国及国外 12 个国家。病因病种包括神经、遗传、代谢、创伤后遗

症、先天性、血管、淋巴、皮肤、内分泌、医源性等 202 个，几乎涵盖了骨科所有亚学科。患者最多的前 6 种病种分

别为脊髓灰质炎后遗症、脑性瘫痪后遗症、创伤后遗症、脊柱裂后遗症、膝内翻及膝外翻、先天性马蹄内翻足。40
年间秦泗河矫形外科共使用手术方法 280 种，包括肌腱/筋膜松解术、肌腱转位动力平衡术、截骨术、骨延长术、关

节固定术、骨牵引术、支具辅助牵伸术等。采用矫形手术联合骨外固定技术者 8 702 例，其中 Ilizarov 环形外固定

3 696 例、组合式等外固定器 5 006 例。结论    秦泗河矫形外科团队 40 年来收集的手术治疗肢体畸形残疾患者资

料来源广泛，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肢体残疾资料数据库，反映了能够通过矫形手术治疗的肢体残缺畸形的病

因、病种、人群特点、手术方法概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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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corrective strategies of various limb
deformities treated by Qinsihe orthopaedic team in the past 40 years, so as to provide a large sampl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auses, types, and treatment methods of limb deformity and disability in China. Methods    A clinical data of 35 075 cases
who were treated by Qinsihe orthopaedic team between May 1978 and December 2018 was summarized. The age, gender,
deformity characteristics, et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composition,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surgical methods of the
patien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ere 20 458 males (58.33%) and 14 617 females (41.67%). The age
ranged from 1 to 82 years (mean, 20.5 years). The majority people (19 363 cases, 55.20%) were 11-25 years old. Of which,
33 259 cases (94.82%) were operated on lower extremity.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patients covers all the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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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and 12 foreign countries. There were
202 etiologies involved neurological, heredity, metabolism, traumatic sequelae, congenital, vascular, lymphoid, skin,
endocrine, iatrogenic, and so on. The disease covered all subsubjects of orthopaedics. The top six deformities secondary to
poliomyelitis sequelae, cerebral palsy, traumatic sequelae, spondylolysis sequelae, genu varus and genu varum and genu
valgum, and congenital talipes equinovarus. There were 280 kinds of surgical methods, the majority of which were
Achilles tendon lengthening, supracondylar osteotomy, subtalar joint arthrodesis, tibiofibular osteotomy, metatarsal
aponeurosis, and Achilles tendon replacement of peroneal longus muscle, etc. Orthopaedic surgery combined with
external fixation were applied in 8 702 cases, including Ilizarov fixator in 3 696 cases and Hybrid fixator in 5 006 cases.
Conclusion    Qinsihe orthopaedic data base with 40 years is the largest one of limb deformity and disability in China. It
reflects the etiology, type,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surgical methods and strategy of limb disability and deformity which
can be treated by orthopaedic surgery. The data needs to be further excavated and deep studied in future 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Qinsihe orthopedic surgery; limb deformity; data base; Ilizarov technique; external fixation

中国残联［2012］25 号发布的 2010 年全国残疾

人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残疾人口 8 502 万，其

中肢体残疾 2 472 万。肢体残疾严重影响患者日常

生活及参与社会活动，合理的矫形外科治疗能极大

改善部分患者肢体残疾程度。秦泗河矫形外科团

队自 1978 年开始，40 年来手术矫治 35 075 例肢体

畸形残疾患者，为了便于检索查阅，2018 年底建立

了包括患者临床治疗数据及影像资料的电子数据

库。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数据库资料，从矫形外科

临床视角认识目前我国肢体畸形残疾人群特点、病

因、病种及矫形手术治疗现状。

1    资料与方法

回顾分析 1978 年 5 月 25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手术矫治的 35 075 例患者临床资料。对患者性

别、手术时年龄分布、地区分布、病因病种构成、畸

形特点、手术部位、矫治手术方法等进行统计。其

中，每个患者住院 1 次记为 1 个病例，1 次住院期

间实施 1 次以上手术，仍按 1 个病例统计；不同时

间多次住院手术，则记为多个病例。依据病因学进

行汇总、分类，确定导致肢体畸形残疾的疾病种

类，统计结果按照现行的临床学科分属，包括神经

源性疾病（中枢神经及周围神经）、先天性与遗传

性疾病、感染性疾病（细菌、病毒及真菌）、创伤和

烧伤、免疫代谢性疾病、肿瘤、血管及血液性疾病、

骨关节劳损性损伤及退行性变疾病、肌肉病变性疾

病、其他少见病因所致疾病等。总结患者例数排名

前 20 的病种、临床应用最多的前 20 种下肢矫形手

术方法。

2    结果

35 075 例患者中，男 20 458 例（58.33%）、女

14 617 例（41.67%）；男女比例 1.4∶ 1。年龄 1～82
岁，平均 20.5 岁；患者主要集中于 11～25 岁，达

19 363 例（55.20%）；详细年龄分布见表 1。患者来

自全国及国外 12 个国家（表 2、3）。病因病种包括

神经、遗传、代谢、创伤后遗症、先天性、血管、淋

表 1    患者年龄分布

Tab.1    Age distribution

年龄段（岁） 例数（%） 年龄段（岁） 例数（%）

  1～5 1 981（5.65） 36～40 1 086（3.10）
  6～10 5 322（15.17） 41～50    781（2.23）
11～15 5 975（17.03） 51～60    271（0.77）
16～20 7 072（20.16） 61～70      67（0.19）
21～25 6 316（18.01） 71～80      10（0.03）
26～30 3 978（11.34） >80        2（0.01）
31～35 2 214（6.31）

表 2    中国患者地区分布

Tab.2    Region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patients

地区 例数 地区 例数

北京 1 742 浙江      560
天津    156 福建      714
上海      85 广东      541
重庆      74 台湾          1
黑龙江 7 471 海南        59
吉林    446 广西      122
辽宁    474 贵州      167
内蒙古    496 云南      139
河北 1 632 四川      331
山西    715 陕西   1 499
河南 4 076 甘肃   1 042
山东 2 943 宁夏        84
江苏    526 青海      104
安徽 1 177 新疆      314
湖北 3 185 西藏        27
湖南 1 488 香港          1
江西 2 664 合计 35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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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皮肤、内分泌、医源性等 202 个，横跨内、外、

妇、儿、神经、血液、肿瘤、皮肤、免疫等 10 余个不

同学科，几乎涵盖了骨科所有亚学科（表 4～17）。

主要病种包括脊髓灰质炎后遗症、脑性瘫痪后遗

表 3    国外患者地区分布

Tab.3    Region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patients

国家 例数 国家 例数

俄罗斯 5（在俄罗斯手术） 蒙古国   2
印度尼西亚 2 越南   1
叙利亚 2 哈萨克斯坦   1
罗马尼亚 1 南非   1
沙特阿拉伯 1 巴勒斯坦   1
匈牙利 1 合计 20
美国 2

表 4    中枢神经源性疾病致肢体畸形构成

Tab.4    Case distribution of limb deformity caused by central
nervous disease seaqulea

疾病 例数

脑性瘫痪后遗症 4 670
脑炎后遗症      72
脑创伤后遗症      62
脑积水后遗症      21
急性脊髓炎后遗症      20
脊髓损伤不完全性截瘫后遗症        5
脑卒中后遗症        4
药物性脊髓中毒致足踝痉挛性畸形        3
肝豆状核变性后遗症        3
颅咽管瘤致肢体畸形        2
胸脊髓压迫致下肢畸形        2
脊髓源性痉挛性下肢畸形        2
脊髓蛛网膜炎后遗症        1
颈椎后纵韧带骨化致脊髓不完全性损伤肢体畸形        1
帕金森病肢体畸形        1
颅内囊肿手术后足畸形        1
蛛网膜下腔出血后遗症        1
癫痫后遗症        1
脑蛛网膜炎后遗症        1

  合计 4 873

表 5    周围神经源性疾病致肢体畸形构成

Tab.5    Case distribution of limb deformity caused by peripheral
nervous disease seaqulea

疾病 例数

脊柱裂后遗症    910
脊柱侧凸肢体畸形      48
脊髓侧索硬化症后遗症      33
产瘫后遗症      21
坐骨神经损伤后遗症      16
强直性脊椎炎肢体畸形        4
脊神经（根）损伤后遗症        3
桡神经麻痹后遗症        2
合计 1 037

表 6    先天性疾病致肢体畸形构成

Tab.6    Case distribution of limb deformity caused by congenital
deformity

疾病 例数

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畸形    715
先天性/发育性髋关节脱位、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    542
先天性多发性关节挛缩症    134
先天性腓侧半肢畸形    100
先天性胫骨假关节      84
先天性髌骨外脱位      55
先天性髋内翻      48
先天性下肢短缩畸形      37
先天性桡侧纵列缺如（桡骨缺如或发育不良/桡侧拐棒手）      21
多发性骨骺发育不良      20
先天性仰趾足畸形      19
多发性软骨发育不良（全）      17
先天性翼蹼膝关节      15
先天性垂直距骨      14
先天性胫侧半肢畸形      12
先天性足趾短缩畸形      11
先天性束带综合征      10
先天性足外翻畸形        7
巨肢症        6
巨趾症        4
先天性股骨近段轴向缺如        6
先天性尺桡骨连接症        6
先天性多趾（指）畸形        5
先天性胫骨弯曲        4
先天性尺侧纵列缺如（尺骨缺如或发育不良）        4
先天性股骨假关节        4
先天性无痛无汗症        3
马德隆畸形        3
先天性拇指内收        3
先天性桡骨头脱位        3
先天性跗舟骨        3
先天性屈指畸形        3
先天性缺趾畸形        2
先天性屈腕畸形        2
先天性握拳畸形        2
先天性翼蹼肘关节        2
偏侧肢体发育不良        2
先天性多指畸形        2
先天性裂手畸形        1
先天性跖骨内收畸形        1
先天性并趾、并指畸形        1
唐氏综合征        1
先天性股骨头缺如        1
先天性距骨发育不良        1
先天性距骨外脱位        1
先天性ﾙ趾肥大症        1
先天性前足内收        1
先天性前足缺如        1
先天性小腿轴向缺损        1
先天性爪形趾        1
先天性尺桡骨交叉畸形        1
先天性肩胛骨高位症        1
先天性拇指缺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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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创伤后遗症、脊柱裂后遗症、膝内翻及膝外翻、

先天性马蹄内翻足（表 18）。
1978 年—2018 年手术例数见图 1。手术部位上

肢 575 例（1.64%），下肢 33 259 例（94.82%），颈部、

脊柱等 1 242 例（3.54%）。据统计，40 年间秦泗河

矫形外科共使用手术方法 280 种，包括肌腱/筋膜

松解术、肌腱转位动力平衡术、截骨术、骨延长术、

关节固定术、骨牵引术、支具辅助牵伸术等（表

19）。采用矫形手术联合骨外固定技术 8 702 例，其

中 Ilizarov 环形外固定 3 696 例、组合式等外固定器

5 006 例。

3    讨论

秦泗河医师自 1978 年 5 月在山东莱芜苗山镇

表 10    创伤和烧伤致肢体畸形构成

Tab.10    Case distribution of limb deformity caused by trauma
  and burn injury

疾病 例数

创伤后遗症    917
腓总神经麻痹后遗症      64
骺损伤致发育性下肢畸形      42
骨缺损      35
骨不连      34
烧烫伤后遗症      29
腓总神经损伤后遗症      17
断肢再植残留畸形        1
合计 1 139

表 11    代谢性疾病致肢体畸形构成

Tab.11    Case distribution of limb deformity caused by meta-
  bolic diseases

疾病 例数

低磷性佝偻病致下肢畸形   75
成骨不全病肢体畸形   44
大骨节病肢体畸形   11
侏儒症     8
蜡泪样骨病     6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后遗症     5
矮小症     3
皮下脂肪萎缩症肢体畸形     2
黏多糖症肢体畸形     1
范可尼综合征肢体畸形     1
激素性多发性骨坏死     1
肾病综合征肢体畸形     1
肾性骨病肢体畸形     1
巨人症     1
马凡综合征     1
合计 161

续表 6

疾病 例数

先天性上肢短缩畸形        1
先天性掌腱膜挛缩症        1
先天性外展性髋挛缩症        1
高洛普-沃尔夫冈综合征        1
合计 1 949

表 7    遗传性疾病致肢体畸形构成

Tab.7    Case distribution of limb deformity caused by genetic
diseases

疾病 例数

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元病 224
骨干续连症   28
遗传性痉挛性截瘫   20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   17
家族性神经纤维瘤病   13
家族性高弓足     6
三官能蛋白缺乏症     1
进行性骨化性肌炎     1
遗传性软骨发育不良     1
脑海绵状变性后遗症     1
合计 312

表 8    细菌感染性疾病致肢体畸形构成

Tab.8    Case distribution of limb deformity caused by bacterial
infection diseases

疾病 例数

慢性骨髓炎   95
化脓性关节炎后遗症   52
脑膜炎后遗症   35
骨结核后遗症   18
脓毒败血症后遗症     7
脓毒症后遗症     3
脑结核瘤后遗症     2
横贯性脊髓炎后遗症     2
破伤风后遗症     2
中毒性菌痢后遗症     1
伤寒病后遗症     1
腓肠肌感染后遗症     1
滑膜结核后遗症     1
腰椎结核后遗症     1
结核性脑膜炎后遗症     1
脑脉络膜炎后遗症     1
合计 223

表 9    病毒及真菌感染性疾病致肢体畸形构成

Tab.9    Case distribution of limb deformity caused by virus and
fungal infections

疾病 例数

脊髓灰质炎后遗症 23 520
格林-巴利后遗症        83
流行性乙型脑炎后遗症        11
手足口病后遗症          9
霉变甘蔗中毒后遗症          1
合计 23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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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顺利实施了 1 例马蹄内翻足畸形矫正术，由此

走上了矫形外科之路[1]。从开始实施矫形外科手术

起，他就形成一个习惯，凡是经他和他的医师团队

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前需常规填写 1 份自行设计的

表 12    自身免疫性疾病致肢体畸形构成

Tab.12    Case distribution of limb deformity caused by autoim-
  mune diseases

疾病 例数

类风湿性关节炎肢体畸形 35
硬皮病肢体畸形 12
脉管炎   3
进行性（脊髓性）肌萎缩症   3
股外侧肌纤维炎肢体畸形   2
皮肌炎肢体畸形   2
髋关节滑膜炎肢体畸形   2
膝关节滑膜炎肢体畸形   2
软骨炎肢体畸形   1
夏科关节病   1
合计 63

表 13    肿瘤致肢体畸形构成

Tab.13    Case distribution of limb deformity caused by tumors

疾病 例数

骨纤维异样增殖症 23
内生性软骨瘤 12
脊髓肿瘤致神经损伤   4
硬纤维瘤病   4
淋巴管瘤   2
椎管内脊膜瘤后遗症   2
股动脉周围纤维瘤   2
骨肉瘤   1
非骨化性纤维瘤   1
脊膜癌术后神经损伤   1
骨化性纤维瘤   1
脊髓胶质瘤   1
脊髓纤维瘤   1
脊髓血管瘤   1
恶性周围神经鞘瘤   1
颅内生殖细胞肿瘤   1
合计 58

表 14    血管及血液性疾病致肢体畸形构成

Tab.14    Case distribution of limb deformity caused by vascular
  disease and blood disease

疾病 例数

血管瘤后遗下肢畸形   58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30
血友病性关节病     4
血管栓塞后遗症     3
脑溢血后遗症     2
动脉钙样硬化后遗症     1
腘动脉栓塞后遗症     1
脑脉管炎后遗症     1
脑血管畸形后遗症     1
脑血栓后遗症     1
合计 102

表 15    骨关节劳损性损伤及退行性变疾病致肢体畸形构成

Tab.15    Case distribution of limb deformity caused by skeletal
  strain and degeneration

疾病 例数

膝内翻畸形 479
膝外翻畸形 245
膝关节骨关节炎   46
ﾙ外翻   23
平足症   19
Blount 病   16
腓肠肌挛缩症   14
进行性脊髓性肌萎缩症     9
髋关节骨关节炎     5
踝关节骨关节炎     3
腰椎间盘突出症     2
ﾙ内翻     1
跟骨结节骨炎     1
肱骨外上髁炎     1
距舟关节骨性关节炎     1
胸椎间盘突出症     1
腕背筋膜挛缩症     1
合计 867

表 16    肌肉病变性疾病致肢体畸形构成

Tab.16    Case distribution of limb deformity caused by muscular
  disease

疾病 例数

臀肌挛缩症 231
肌性斜颈   66
阔筋膜挛缩症     2
胎儿期注射损伤致肌肉坏死性马蹄足     1
合计 300

表 17    社会原因与病因不明的肢体畸形构成

Tab.17    Case distribution of limb deformity caused by social
   reason or others

疾病 例数

医源性下肢畸形   70
截肢残端不良     7
三邻甲苯基磷酸酯中毒下肢痉挛性截瘫     5
煤气中毒肢体畸形     5
有机磷农药中毒肢体畸形     4
敌敌畏中毒肢体畸形     2
狗熊抓伤肢体畸形     2
毒蛇咬伤肢体畸形     2
铅中毒肢体畸形     1
其他先天性上肢畸形     7
难以归类的感染性下肢畸形   51
未注明类别先天性下肢畸形   62
病因不明的下肢畸形 149
合计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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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形外科检查表，每 100 份装订成 1 本并保管存

档。40 年间虽然变换了多个工作单位，但积累矫形

外科手术病例资料的习惯从未改变。自 2013 年起

开始电子化录入病例及其图片资料，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录入手术病例达 35 075 例，涉及下肢及

足踝畸形矫正患者占 94.82%。其中不乏由全国各

大医院骨科转至秦泗河处的严重、复杂下肢残缺畸

形患者，既丰富了病例资料数据库，更提高了秦泗

河及其团队的临床智慧、手术技能与辩证思考能

力。一些先天性、遗传性、代谢性、后天获得性的

重度复杂肢体畸形残缺类型在国际上具有代表意

义，也吸引了部分境外患者前来就医。这些四肢残

缺畸形的临床资料是中国医学界，尤其是下肢畸形

外科领域的一笔财富。

通过对 35 075 例患者临床资料的初步分析，我

们发现男性就诊患者明显多于女性，可能与中国长

期实行计划生育，农村家庭更重视男孩，其肢体畸

形残疾能获得更多治疗机会有关。患者年龄段跨

度大，但集中在青少年，其中 6～30 岁就诊患者占

81.71%，可见青少年四肢畸形，尤其是下肢畸形，

是接受矫形手术治疗的主要人群，与该年龄段患者

运动量大，参与社会活动要求度高，有强烈恢复健

康和改善功能需求相关。1988 年—1994 年年手术

量最多，该期间正值国家实施小儿麻痹后遗症挽救

性手术康复，秦泗河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和北京市两

个小儿麻痹后遗症矫治中心主任，主持两个省市手

术矫治任务。从地域分布看黑龙江省手术患者

7 471 例，占全部患者的 21.30%，分析与秦泗河曾在

黑龙江省工作 5 年并实施大量手术有关。矫形外

科治疗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肢体畸形及骨病，肢体

畸形残疾疾病种类横跨内、外、妇、儿、神经、血

液、肿瘤、皮肤、免疫等十余个学科，涵盖了骨科几

乎所有亚学科，达 202 个病种，还有部分下肢畸形

难以确定病因与病种。患者数量最多的前 6 个病

种是脊髓灰质炎后遗症、脑性瘫痪后遗症、创伤后

遗症、脊柱裂后遗症、膝内翻及膝外翻、先天性马

蹄内翻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肢畸形外科主要病

种的发病情况。2000 年后国家进入无脊髓灰质炎

状态，疾病谱中脊髓灰质炎后遗症有逐渐被脑性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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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历年手术例数

Fig.1   Surgical cases in each year

表 18    患者最多的前 20 个病种

Tab.18    The number of diseases involved（top 20）

疾病 例数（%） 年龄（岁，均值）

脊髓灰质炎后遗症 23 520（67.06） 1～71（20.60）
脑性瘫痪后遗症   4 670（13.31） 1～63（13.11）
创伤后遗症      917（2.61） 3～84（22.41）
脊柱裂后遗症      910（2.59） 1～50（18.25）
膝内翻及膝外翻      720（2.05） 2～67（22.21）
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畸形      715（2.04） 1～60（12.56）
先天性/发育性髋关节脱位      542（1.55） 1～48（12.76）
臀肌挛缩症      231（0.66） 3～42（14.73）
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元病      224（0.64） 4～65（21.74）
先天性多发性关节挛缩症      134（0.38） 1～32（10.93）
慢性骨髓炎        95（0.27） 3～52（23.21）
先天性腓侧半肢畸形      100（0.29） 1～40（11.05）
先天性胫骨假关节        84（0.24） 2～47（13.27）
格林-巴利综合征        83（0.24） 2～47（19.80）
低磷性佝偻病致下肢畸形        75（0.21） 4～53（19.60）
脑炎后遗症        73（0.21） 4～39（16.49）
医源性下肢畸形        70（0.20） 4～63（24.56）
肌性斜颈        66（0.19） 2～41（15.78）
腓总神经麻痹后遗症        64（0.18） 1～56（14.87）
脑创伤后遗症        62（0.18） 6～49（21.75）

表 19    临床应用最多的前 20 种下肢矫形手术方法

Tab.19    Surgical method involved（Top 20）

术式 例数

跟腱延长术 7 868
股骨髁上截骨术 7 356
跟距关节融合术 6 292
胫腓骨截骨术 4 167
跖腱膜松解术 3 672
腓骨长肌移位代跟腱术 2 545
腹外斜肌移位代臀中肌术 2 381
屈髋畸形松解术 2 370
足三关节融合术 2 291
股内收肌起点部分切断松解术 1 961
胫后肌腱延长术 1 807
屈膝松解术 1 715
第 1 跖骨基底截骨术 1 397
股薄肌肌腱远端皮下切断术 1 165
胫腓骨截骨延长术 1 138
腓骨短肌移位代跟腱术 1 040
胫骨后肌移位前外置术 1 010
颈总动脉外膜交感神经网剥离术    978
髂胫束松解术    900
骶棘肌移位代臀肌术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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痪、创伤后遗四肢畸形及脊柱裂后遗下肢畸形取代

的趋势。矫形外科手术方式达 280 种，涵盖了肌腱

/筋膜松解术、肌腱转位动力平衡术、截骨术、骨延

长术、关节固定术、骨牵引术、支具辅助牵伸术等，

应用最多的手术包括跟腱延长术、股骨髁上截骨

术、跟距关节融合术、胫腓骨截骨术、跖腱膜松解

术及腓骨长肌移位代跟腱术，这与治疗的病因病种

以足踝畸形及脊髓灰质炎后遗症最多有关[2-3]。这

些手术与 Ilizarov 外固定技术联合应用是矫形外科

治疗史上的一个革命性改变，极大提高了手术安全

性和疗效[4-6]。其中成骨不全、硬皮病、先天性胫侧

半肢畸形等疾病的治疗全部使用或多部位使用外

固定器，罹患这些疾病的患者多拒绝截肢、辗转求

医。外固定技术在这些疾病的治疗中成功运用，表

明其在少见、罕见疾病所致复杂畸形治疗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

秦泗河矫形外科团队立足中国土地，吸收东西

方文化，40 年来对肢体畸形残疾外科矫治不断探

索、实践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与践行“骨科自

然重建理念”
[ 7 ]，反过来指导矫形外科临床实践，

形成了鲜明特色秦泗河风格的矫形外科技术理论

体系。因治疗畸形多为下肢残缺畸形，进而总结了

成熟的矫形外科技术解决方案，并由此催生出一个

全新的学科——下肢重建外科（或下肢畸形矫正与

功能重建外科），其特点为医疗模式体现“智慧临

床、快乐骨科”。大道至简，讲求运动中治疗的静

态平衡、动态平衡，能用相对简单的诊疗手段，治

愈严重复杂的四肢畸形与残缺，使数百例爬行、蹲

移或依靠轮椅代步的肢体残障患者直立行走，救治

了一批濒临截肢的下肢残缺畸形。

秦泗河矫形外科 35 075 例肢体畸形患者资料

是中国矫形外科、肢体残障医学的一个宝库，初步

统计结果反映了目前能够通过矫形手术治疗的肢

体残缺畸形病因、病种、人群特点和手术方法等概

况。这些资料有待进一步挖掘、研究和分类整理，

对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下肢形态与功能重建外科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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