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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比较两种不同内固定方法治疗髌骨横行骨折的疗效遥 方法院回顾分析 圆园员猿 年 圆 月要圆园员缘 年 圆 月本院手术治

疗的 远怨 例髌骨横行骨折患者袁其中 源猿 例采用钢丝环扎加张力带内固定术袁圆远 例采用空心钉钢丝张力带内固定术袁比较患者手
术时间尧术后相关并发症尧骨折临床愈合时间袁以及患肢功能恢复情况渊月燥泽贼皂葬灶 膝关节临床功能评分冤遥 结果院空心钉钢丝张力
带内固定术组患者与钢丝环扎加张力带内固定术相比袁平均手术时间无明显增加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但是能够明显减少术后相关并发
症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缩短骨折愈合时间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月燥泽贼皂葬灶 评分优良率有显著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空心钉钢丝张力带内固定治疗
髌骨横行骨折比钢丝环扎加张力带内固定更有优势袁是一种简单尧有效尧经济尧可靠的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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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髌骨骨折发生率约占全身骨折的 员豫咱员暂袁 通常是

由暴力撞击等原因致伤袁移位的髌骨骨折将严重影
响伸膝装置的连续性袁造成严重的创伤性关节炎和
潜在髌股关节的不协调袁 影响膝关节功能的恢复遥
虽然髌骨骨折手术治疗内固定的选择有很多袁 但自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远冤员圆鄄员缘圆缘鄄园猿

缘苑 岁渊猿圆耀愿圆 岁冤曰圆远 例采用空心钉钢丝张力带内固

定术袁其中男 员缘 例袁女 员员 例袁平均年龄 缘圆 岁渊员怨耀
愿园 岁冤遥
员援圆

方法

所有患者均使用椎管内麻醉袁手术野常规碘伏

从上世纪 缘园 年代张力带原理提出之后袁 张力带原则

消毒铺巾袁取髌前纵行切口袁显露骨折端袁冲洗关节

众多不同的内固定方式 遥 但是袁众多内固定方法间

位骨折遥

度决定遥 本文回顾分析 圆园员猿 年 圆 月要圆园员缘 年 圆 月本

钢丝紧贴髌骨做环扎袁 钢丝尽量保持在同一平面袁

内固定手术治疗的 远怨 例髌骨横行骨折患者资料袁比

部与髌韧带附着部做张力带袁然后逐渐依次收紧环

被认为是髌骨骨折手术固定的基本原则遥由此衍生出
咱圆暂

的选择袁临床上多数还是由手术医生的习惯和熟练程

院行钢丝环扎加张力带内固定与空心钉钢丝张力带
较两种内固定方式的疗效袁现报道如下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病例纳入标准院淤新鲜尧有移位的闭合性髌骨

横行骨折曰于无其他严重内科疾病曰盂粤韵 分型 悦员尧

悦圆 型骨折曰榆患者顺应性好袁能够配合康复治疗和
定期随访遥 病例排除标准院淤合并其他部位骨折或

腔内积血袁清理骨折断端袁直视下用尖头复位钳复
钢丝环扎加张力带内固定院 先予直径 园援愿 皂皂

再予两道平行野愿冶字钢丝在髌骨上极股四头肌附着
扎钢丝与野愿冶字张力带钢丝袁在 悦 型臂透视下证实
骨折复位良好袁依次对位缝合袁包扎切口遥

空心钉钢丝张力带内固定院自髌骨上极渊或下极冤

平行钻入 圆 枚空心钉导针袁 在 悦 型臂透视下调整导
针位置袁 使得 悦 型臂透视下侧位上导针位于髌骨中

央袁骨折端对位对线良好袁髌骨关节面平整袁测深袁扩

孔袁旋入 圆 枚直径 源援园 皂皂 半螺纹空心钉袁保证空心钉

螺纹过骨折线遥拔出空心钉导针袁去除尖头复位钳袁取

脏器损伤者曰 于陈旧性髌骨骨折或有感染的病例曰

直径 园援愿 皂皂 钢丝穿过空心钉后于髌前作野愿冶字张力

和严重粉碎的 粤韵 分型 悦猿 型骨折曰 虞患者依从性

位缝合袁包扎切口遥 对于粉碎性骨折患者可先予钢丝

盂伴有严重的内科疾病曰榆髌骨上下级撕脱性骨折
差袁不能配合康复治疗和定期随访遥

远怨 例均为闭合性骨折袁源猿 例采用钢丝环扎加

张力带内固定术袁其中男 圆猿 例袁女 圆园 例袁平均年龄

带固定遥 在 悦 型臂透视下证实骨折复位良好袁依次对

环扎袁再行空心螺钉钢丝张力带固定遥
所有患者术后都不需要外固定袁术后麻醉消退

后即可股四头肌收缩锻炼袁主动踝泵训练袁术后第 圆

窑员缘圆远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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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即开始逐步被动膝关节屈伸锻炼袁术后 圆 周主动

膝关节屈伸功能锻炼遥 术后定期骨科门诊复诊袁逐
步负重行走遥 记录两组手术患者手术时间尧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及术后最后 员 次随访 月燥泽贼皂葬灶 膝关节临

床功能评分 遥
员援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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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统计软件采用 杂孕杂杂 员怨援园袁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尧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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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内固定组患者平均手术时间为 渊缘苑援苑 依 怨援苑冤皂蚤灶袁两

种 内 固 定 方 法 手 术 时 间 相 比 无 明 显 差 异 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钢丝环扎加张力带内固定组中有 苑 例术后发

生皮肤软组织激惹袁员园 例出现钢丝断裂 渊其中 圆 例

既出现皮肤软组织激惹袁又有钢丝断裂冤曰空心钉钢

丝张力带内固定组未发现有皮肤软组织激惹病例袁
有 员 例术后出现钢丝断裂遥 均没有出现下肢深静脉

骨折临床愈合时间以均数依标准差 渊x 依 s冤 形式表

血栓等其他严重并发症遥 空心钉钢丝张力带内固定

能评分采用 云蚤泽澡藻则 精确概率法进行分析袁孕 臆 园援园缘

带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钢丝环扎加张力带内固定组骨折临

示袁采用 贼 检验袁术后并发症尧月燥泽贼皂葬灶 膝关节临床功

组术后发生并发症风险明显低于钢丝环扎加张力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床愈合平均时间为渊苑援园 依 园援苑冤周袁空心钉钢丝张力

圆

结

带内固定组骨折临床愈合平均时间为渊远援缘 依 园援缘冤周

果

远怨 例均得到随访袁随访时间 员园耀圆源 个月遥 两组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依据 月燥泽贼皂葬灶 膝关节临床功能评分袁空

心钉钢丝张力带内固定组渊月 组冤院优 圆圆 例袁良 源 例曰

患者一般资料袁包括年龄尧性别都没有统计学差异

优良率达 员园园豫袁 而钢丝环扎加张力带内固定组渊粤

均手术时间为渊缘猿援苑 依 愿援缘冤皂蚤灶袁使用空心钉钢丝张力

两者有统计学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使用钢丝环扎加张力带内固定组患者平
表员

猿

钢丝环扎加张力带内固定组渊粤 组冤与空心钉钢丝张力带内固定组渊月 组冤不同内固定方式治疗髌骨骨折情况分析

组别

灶

粤组
月组
孕值

源猿
圆远
原

讨

组冤院优 猿园 例袁良 远 例袁差 苑 例袁优良率只有 愿猿援苑豫袁

性别
男
女
圆猿
圆园
员缘
员员
园援愿园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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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猿援苑 依 愿援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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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援园愿园

术后并发症
内固定断裂
员园
员
园援园源猿

软组织激惹
苑
园
园援园源园

临床愈合
时间渊周冤
苑援园 依 园援苑
远援缘 依 园援缘
园援园园圆

月燥泽贼皂葬灶 膝关节临床
功能评分渊优良率冤
优
猿园
圆圆

良
远
源
园援园源园

差
苑
园

发生率较行空心钉钢丝张力带内固定组有明显增

论

高遥 本文分析钢丝环扎加张力带内固定组由于环

髌骨横行骨折属于关节内骨折袁原则上需要解

剖复位袁一般认为骨折块间移位跃猿 皂皂袁或者关节面
台阶跃圆 皂皂袁需要手术治疗

遥 髌骨骨折手术目的

咱员袁源暂

扎钢丝需要缠绕过髌骨四周尧 髌骨上极股四头肌
腱与髌韧带袁故而软组织激惹有较高发生率曰而空
心钉钢丝张力带内固定组空心钉位于髌骨内部袁

不光是恢复伸膝装置的完整性袁充分恢复髌骨关节

钢丝与软组织接触少袁 所以发生软组织激惹概率

面的平整袁减少创伤性关节炎发生的风险袁而且需

较低遥

要提供稳定有效的固定以便于患者早期功能锻炼袁

本组在随访过程中发现袁 钢丝环扎加张力带

防止股四头肌萎缩袁恢复膝关节功能遥 本组采用的

内固定组钢丝断裂的发生率明显较空心钉钢丝张

两种手术方式都是基于张力带原理袁即在膝关节屈

力带内固定组高袁可能是钢丝强度不足袁慢性疲劳

曲时袁张力带可以将张力转化为压力袁促进骨折的

断裂所致遥 空心钉钢丝张力带内固定的方法袁由于

愈合袁既往都已经被证实为髌骨骨折治疗的有效方

空心钉的固定强度大袁 并且可以将髌骨骨块间加

遥

咱缘原远暂

法

以往报道髌骨骨折手术并发症很多袁 比如深
部感染袁内固定物软组织激惹袁内固定松动尧断裂尧
移位袁创伤性关节炎袁髌骨骨不连袁胫骨结节撕脱

压固定咱源暂袁能够更好的对抗髌骨活动时产生的张力
和压力袁减少内固定移位尧断裂的风险遥 所有钢丝

断裂患者并没有出现骨折移位袁需要 圆 次手术遥 本
文分析是因为院 淤髌骨血供丰富袁 术后愈合时间

遥 本组也发生了软组织激惹和内固定

短袁短期内钢丝强度尚可袁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在骨

症遥 行钢丝环扎加张力带内固定组软组织激惹的

分患者能够自我发现内固定断裂袁 从而采取患肢

性骨折等

咱苑原怨暂

物的松动尧断裂袁但是没有发生其他相关严重并发

折愈合后功能锻炼过程中发生的钢丝断裂曰 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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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的方法袁骨折没有进一步移位遥 当然袁内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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