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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探讨动力髋螺钉渊凿赠灶葬皂蚤糟 澡蚤责 泽糟则藻憎袁阅匀杂冤和股骨近端锁定解剖钢板内固定治疗老年不稳定性股骨转子间骨

折的疗效遥 方法院选取 圆园园源 年 远 月耀圆园员猿 年 圆 月采用手术内固定治疗的 缘愿 例老年不稳定性股骨转子间骨折病例进行回顾性研

究遥 按照 耘增葬灶泽 分型袁玉型 猿 度骨折 猿愿 例曰玉型 源 度骨折 员远 例曰域型反粗隆骨折 源 例遥 其中 猿愿 例采用 阅匀杂 内固定袁圆园 例采用
股骨近端锁定钢板固定遥 结果院 缘愿 例均获得随访袁随访时间 源耀圆源 个月袁平均 员圆援缘 个月遥 所有患者骨折均获得愈合袁未发生因本
手术导致的内科合并症加重或者患者死亡遥 按 匀葬则则蚤泽 髋关节功能评分标准评价院阅匀杂 组优 员愿 例袁良 愿 例袁尚可 远 例袁差 远 例袁优

良率 远愿援源豫曰锁定钢板组优 员源 例袁良 猿 例袁尚可 员 例袁差 圆 例袁优良率 愿缘豫曰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与 阅匀杂 相

比袁选用股骨近端锁定钢板治疗老年不稳定性股骨转子间骨折可能获得更好的临床疗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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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转子间骨折是临床常见骨折袁多见于老年
人遥 近年来袁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袁人均寿命延长袁
股骨转子间骨折发生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咱员暂遥 老年
患者因为骨质疏松骨折多呈粉碎型袁 多伴有心尧脑
血管等重要脏器的疾病以及长期卧床引起的诸多
并发症袁病死率较高遥 非手术治疗逐渐被摒弃袁早期
内固定治疗和功能锻炼已成为首选的治疗原则 咱圆暂遥
目前袁针对不稳定股骨转子间骨折的手术治疗方法
较多袁选择何种内固定尚存在争议遥 本研究回顾分
析了 圆园园源 年 远 月耀圆园员猿 年 圆 月采用手术内固定治
疗的 缘愿 例老年不稳定性股骨转子间骨折病例袁现报
告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本组病例共 缘愿 例袁男 猿园 例袁女 圆愿 例袁年龄 缘缘耀
怨员 岁袁平均渊苑圆援猿园 依 远援怨愿冤岁遥 骨折按 耘增葬灶泽 分型咱猿暂院
玉型 猿 度骨折 猿愿 例曰玉型 源 度骨折 员远 例曰域型反粗
隆骨折 源 例遥 致伤原因院跌倒 缘员 例袁车祸伤 苑 例遥 其
中 阅匀杂 组院男 员苑 例袁女 圆员 例袁平均年龄渊苑猿援源园 依
远援愿苑冤 岁曰耘增葬灶泽 分型玉型 猿 度 圆苑 例袁 玉型 源 度 怨
例袁反粗隆骨折 圆 例曰单独合并高血压 圆 例袁单独合
并糖尿病 源 例袁同时合并高血压和糖尿病 圆 例遥 股
骨近端锁定钢板组院 男 员猿 例袁 女 苑 例袁 平均年龄
渊苑圆援愿园 依 苑援园员冤岁曰耘增葬灶泽 分型玉 型 猿 度 员员 例袁玉型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猿冤员圆鄄员苑猿缘鄄园猿

源 度 苑 例袁反粗隆骨折 圆 例曰单独合并高血压 圆 例袁
单独合并糖尿病 圆 例袁 同时合并高血压和糖尿病 员
例袁合并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 员 例遥
员援圆 方法
入院后患肢行皮或骨牵引袁 保持患肢外展中立
位遥 对患者全身情况尧精神状态进行全面检查袁相关
科室会诊袁评估心肺功能袁治疗基础疾病袁糖尿病患
者空腹血糖控制在 远援缘耀愿援园 皂皂燥造 辕 蕴袁 随机血糖控制
在 员员援圆 皂皂燥造 辕 蕴 以下袁 高血压患者收缩压控制在
员源园耀员远园 皂皂匀早袁舒张压控制在 怨园耀员园园 皂皂匀早袁合并
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患者给予控制感染尧 改善肺
功能等遥 排除手术禁忌后袁所有患者均于伤后 猿 凿耀圆
周内施行手术遥
缘愿 例患者采用持续硬膜外麻醉或全麻遥 取患侧
股骨大转子外侧纵形直切口 员园耀员源 糟皂袁 切开皮肤尧
皮下尧阔筋膜袁纵行切开股外侧肌显露股骨外侧袁在
悦 型臂 载 线机辅助监控下行骨折复位袁 如有碎骨
块袁则复位后用克氏针临时固定袁或用螺钉固定袁但
不能影响钢板放置袁选择长短合适的 阅匀杂 或股骨近
端锁定钢板袁阅匀杂 主钉或锁定钢板上端空心锁钉置
入过程中均需透视髋关节正侧位袁 然后依次打入其
他螺钉遥 术中采用 阅匀杂渊常州康辉尧山东威高产品冤
固定 猿愿 例袁采用股骨近端解剖型锁定钢板渊常州康
辉尧山东威高产品冤固定 圆园 例遥术毕常规留置负压引
流管 员 根袁修复股外侧肌袁冲洗缝合切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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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患者保持半卧位袁 患肢抬高袁圆源 澡 后开始

圆

患肢远端活动功能锻炼袁 切口附近肌肉等长收缩遥
术后常规预防性应用抗菌素袁对伴有内科疾病患者

学

学

结 果

本手术导致的内科合并症加重或者患者死亡 渊典型
病例见图 员冤遥 阅匀杂 固定组中有 远 例患者出现髋内

护下部分负重曰术后 猿 个月门诊随访根据 载 线片上

翻袁员 例患者出现螺钉切割股骨头渊图 员郧冤曰锁定钢

骨痂形成情况决定完全负重行走时间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板组有 员 例出现髋内翻袁 锁定钢板组有 员 例患者发
生钢板断裂遥 参照 匀葬则则蚤泽 髋关节功能评分标准咱源暂进
行髋关节功能评价院阅匀杂 组优 员愿 例袁良 愿 例袁尚可 远
例袁差 远 例袁优良率 远愿援源豫曰锁定钢板组优员源 例袁良 猿

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软件袁两组髋关
节功能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袁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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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愿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袁随访时间 源耀圆源 个月袁平
均 员圆援缘 个月遥 所有患者骨折均获得愈合袁未发生因

继续治疗袁鼓励患者深呼吸尧咳痰袁防止心肺并发症曰
术后 源愿 澡 内拨除引流管曰远耀愿 周后拄拐或步行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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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耀悦院玉型 猿 度股骨转子间骨折尧阅匀杂 内固定术后 圆 凿尧术后 员愿 个月骨折愈合曰阅耀云院玉型 源 度股骨转子间骨折尧股骨近端锁定钢板内固定

术后 员 凿尧源 个月骨折基本愈合曰郧院员 例 阅匀杂内固定术后病例骨折断端短缩尧拉力螺钉切割股骨头遥

图员

典型病例 载 线光片

例袁尚可 员 例袁差 圆 例袁优良率 愿缘豫袁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猿 讨

论

猿援员 内固定的选择
治疗股骨转子间骨折的内固定方法较多袁针对
不稳定性股骨转子间骨折袁究竟使用何种内固定方
法目前尚存在争议遥 上世纪 苑园 年代袁阅匀杂 开始被应
用于股骨转子间骨折的治疗袁目前已成为最常用的
首选的标准固定方法遥 阅匀杂 操作方便袁力学性能合
理袁结构坚固袁骨折内固定后可早期离床活动袁减少
了长期卧床并发症袁另外袁月葬则贼燥灶 等咱缘暂通过临床研究

认为袁 对于不稳定性股骨转子间骨折袁阅匀杂 具有更
为现实的应用价值遥 章建华等咱远暂报道股骨转子间骨
折运用髋关节动力螺钉内固定治疗袁不稳定性骨折伴
骨质疏松的病例手术失败率超过 缘园豫遥 万咏柏等咱苑暂认
为对于粉碎性不稳定的股骨转子间骨折袁 易发生钢
板疲劳断裂尧骨折不愈合或髋内翻尧短缩畸形愈合等
并发症遥 与本研究相一致袁阅匀杂 组并发症发生率较
高遥 另外袁对于外侧壁不完整骨折累及大转子尧严重
粉碎性转子下骨折袁冠状面骨折袁影响 阅匀杂 主钉的
置入曰对于逆粗隆间骨折袁如进钉点下外侧无完好骨
质袁由于骨折近端有向外移位的趋势袁而 阅匀杂 系统
是通过使近端骨块向外下移位加压以获得稳定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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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极易导致固定失败遥

合理选择内固定材料袁从而提高手术疗效袁避免并发

股骨近端锁定钢板是根据股骨近端解剖形态设
计袁无需塑形袁确定接骨板的放置位置后袁锁定螺钉

症袁是治疗老年不稳定性股骨转子间骨折的关键遥与
阅匀杂 相比袁股骨近端锁定钢板对于老年不稳定性股

的颈干角及方向是固定的遥股骨近端螺钉支撑固定袁
分担负荷袁主钉方向不同袁经过大粗隆外侧骨皮质尧
股骨矩尧压力骨小梁袁呈交锁固定袁而且可以直接复
位固定碎裂的大粗隆及外侧壁袁具有良好的抗旋转
能力及抗内翻能力及角稳定性袁抗拔出性袁螺帽上的
螺纹锁定在钢板螺钉孔的螺纹上袁可有效预防螺钉
逆转尧滑动和退出袁降低了螺钉切出股骨头的发生
率袁松动的概率也大大降低咱愿暂袁形成一个整体的内固
定支架来提供骨折端的稳定性袁所有锁定螺钉受力
均匀袁对不稳定性尧骨质疏松性骨折及复杂性骨折把
持力强咱怨暂袁使患者能够较早的进行功能锻炼袁有利于

骨折愈合及功能恢复遥 张琦咱员园暂报道股骨近端锁定钢
板治疗股骨转子间骨折优良率为 怨猿援园圆豫曰但是股骨
近端锁定钢板无法滑动加压袁过早负重易导致钢板
断裂尧严重骨质疏松骨折螺钉易切割股骨头遥 本研
究亦证实袁股骨近端锁定钢板对于不稳定的骨质疏
松的股骨转子间骨折尧大转子粉碎骨折尧冠状面骨折
等外侧壁不完整骨折具有良好的疗效遥
猿援猿 下床活动时机选择
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术后下床负重时间应依据
骨折类型尧移位程度尧骨的质量尧内固定质量来决定遥
对于严重骨质疏松的玉型 猿尧源 度和反粗隆间型骨
折不宜过早负重袁否则任何坚强的内固定都不可避
免发生松动断裂或股骨头被切割尧穿透尧髋内翻等
并发症曰高龄患者骨骼的承载支撑力下降袁负重时
容易发生局部塌陷尧螺钉退出尧主钉穿出股骨头等
并发症袁内固定失败率较高遥 本研究中袁阅匀杂 固定组
发生 远 例髋内翻尧员 例股骨头切割袁而股骨近端锁定
钢板组发生 员 例髋内翻和 员 例锁定钢板断裂袁可能
与早期过度活动负重有关遥
综上所述袁对于股骨转子间骨折袁应首选手术治
疗遥 熟悉不同内固定材料的各自优缺点和适应证袁

骨转子间骨折的治疗可能更具有优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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