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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式双极人工股骨头置换治疗老年人股骨颈骨折

黄　明, 厉文华, 冯　磊, 高明杰, 张　庆, 陈伯民

[ 摘要]目的:探讨卡式双极人工股骨头置换治疗老年人股骨颈骨折的方法及临床疗效。方法:2001 年 4 月～ 2004年 10 月, 施

行卡式双极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治疗老年人股骨颈骨折 35 例, 平均年龄74.4 岁。结果:随访时间 6～ 40 个月,采用 Har ris' 评定

标准评估临床疗效,本组中优 23 例,良 8 例, 中 4 例,优良率 88.6%。结论:双极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是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的

一种较好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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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lar artificial femoral head replacement for treatment of femoral neck fracture in the aged
HUANG Ming, LI Wen-hua, FENG Lei, GAO Ming-jie, ZHANG Qin, CHEN Bai-min

(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Bengbu People' s Hospital , Bengbu 233000,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linical outcome and treatment of femoral neck fracture in the elderly by bipo lar artificical

femoral head replacement.Methods:Thirty-five elder patients ( average 74.4 year.) with femo ral neck fracture were treated by

bipolar artificial femo ral head replacement from April 2001 to October 2004.Results: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 r 6 to 40

months.Acco rding to Harris standards, the results were excellent in 23 cases, g ood in 8 cases and medium in 4 cases.Conclusions: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bipolar artificical femoral head replacement is secure and feasible fo r treatment of femoral neck fracture in the

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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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骨颈骨折在老年人中很常见,据统计, 约占全

部骨折的 3.58%[ 1] 。老年人全身情况较差,多伴有

骨质疏松和其他疾病, 采用保守治疗和内固定治疗

老年人有明显移位的股骨颈骨折,其骨不愈合与股

骨头坏死的发生率很高[ 2, 3] , 同时长时间的卧床和

肢体活动受限, 会继发很多并发症, 病死率亦较高 。

2001年 4月 ～ 2004年 10月,我院采用卡式双极人

工股骨头置换治疗 60岁以上的老年人股骨颈骨折

35例,取得了满意效果,现作报道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35例中,男 12例,女 23例;

年龄 60 ～ 88岁 。其中, 60 ～ 69岁 7 例, 70 ～ 79 岁

15例, 80 ～ 88 岁 13例 。新鲜骨折34例, 病理性骨

折 1例。致伤原因:走路滑倒 26例,自行车 、机动车

撞伤 9 例。按骨折部位分类:头下型 28例, 经颈型

7例 。按 Garden 分型:Ⅲ型 14 例, Ⅳ型 21例 。手

术时间伤后 3 ～ 7天。并发症情况:伴有高血压 15

例,糖尿病 12 例, 脑血管意外后遗症 3例, 冠心病

11例,肿瘤 1例。

1.2　手术方法　本组中选用腰麻/硬膜外阻滞麻醉

/全麻, 手术时间 45 ～ 90 min, 采用改良 Gibson 手术

切口30例,改良Moo re切口5例 。假体为卡式双极

人工股骨头 。对骨质条件较好患者采用非骨水泥固

定;对年龄大 、骨质疏松及髓腔较大的患者采用骨水
泥固定,骨水泥固定 28例,非骨水泥固定 7例 。术

中出血 200 ～ 800 ml,输血9例,未输血 26例。术后

创口置负压引流48 h。住院 18 ～ 36天 。术后将患

肢置于外展中立位, 双下肢之间垫三角软枕 。第 1

天行患肢肌肉等长收缩功能锻炼, 骨水泥型固定组

术后第 3 ～ 5天开始半卧位,扶拐下床站立 、行走,非

骨水泥固定组术后 6周扶拐下床, 患肢部分负重行

走, 3个月后摄片确定是否完全负重 。

2　结果

　　术后随访 6 ～ 40个月, 有 3例术后死于其他并

发症,其中 2例死于脑血管疾病, 1例死于肿瘤 。采

用 Harris' 功能评定标准, 总分 100分, 优:90 ～ 100

分,良:80 ～ 89分;中:70 ～ 79分;差:70分以下 。本

组中优 23 例, 良 8 例, 中 4 例, 差 0 例, 优良率

88.6%。1例术后第 4年因摔跤骨水泥出现断裂,假

体轻微下沉,休息 3周后行走无症状,仍在随访中。

3　讨论

　　1940年 Bohlman 首先应用合金钢制成的人工

股骨头治疗股骨转子间骨巨细胞瘤获得成功后,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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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现不同材料及样式的人工股骨头, Bateman 和

Giliberty 先后在 1974年和 1985 年报道了双极人工

股骨头的应用[ 4] , 该关节为 Moo re型人工关节和全

髋关节之间的过渡。双极人工股骨头由于关节运动

发生在金属头和聚乙烯臼以及金属帽与骨性髋臼之

间,因此可以减少髋臼的磨损和穿透, 此外, 双极人

工股骨头置换术具有操作简便 、手术创伤小 、时间

短 、可早期下床活动 、功能恢复快等优点 。对于老年

股骨颈骨折患者,采用人工股骨头置换抑或人工全

髋关节置换,仍然存在着分歧[ 5, 6] , 赞成人工全髋关

节置换的学者认为人工股骨头置换后远期易发生髋

臼软骨磨损和中心性脱位等并发症。金宝城等[ 7]

施行双极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184 例, 取得随访

75例,平均随访时间 6年 4个月。临床疗效优良率

85.3%。本组 35 例经 6 ～ 40个月的随访, 优良率

88.6%。未出现髋臼软骨磨损和中心性脱位等现

象,长期的临床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多数有骨质疏松, 伤前多

患有心 、肝 、肾等内科疾病, 故合并症及死亡率较一

般骨折高。对于老年 Garden Ⅲ型和Ⅳ型股骨颈骨

折,采用保守治疗和内固定手术治疗,需长时间卧床

制动,易导致尿路感染 、坠积性肺炎或心肺功能衰竭

等多种并发症。此外由于股骨头血液循环的解剖特

点,老年股骨颈骨折后骨折不愈合和股骨头缺血性

坏死是最常见的并发症, 尽管内固定方法及材料发

展较快,但其骨折不愈合率仍为 20%～ 30%;Arlet

报道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发生率为 30%, Lenerman

( 1970)报道组织学上的坏死率高达 66%～ 84%, 国

内有学者
[ 3, 8]
统计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发生率为 20%

～ 40%。由于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存在着保守治疗

和内固定治疗的诸多并发症和风险,因此选择双极

人工股骨头置换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 可以尽快恢

复生活自理能力, 预防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本组

病例中除3例在出院后死于其他并发症外, 其余患

者髋关节功能恢复, 生活能够自理 。

Takaoka 等[ 9, 10]对单 、双极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后的疗效 、髋臼软骨磨损和假体使用寿命进行比较

时发现,双极假体均优于单极假体 。双极假体髋臼

磨损出现晚,发生率低, 非进行性加重, 而单极假体

髋臼磨损出现早, 发生率高,磨损为进行性加重, 因

此认为双极假体的设计和聚乙烯帽吸收震动效果优

于单极假体 。而Wathne等[ 11]对单 、双极人工股骨

头置换术后髋部疼痛发生率和临床评分及手术翻修

率等做比较分析,单 、双极假体间差异无显著性。目

前,国内对单 、双极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后的中远期疗

效比较的资料报道尚少, 但双极人工股骨头置换治

疗老年股骨颈骨折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并取得了满意

的疗效, 文献报道较多[ 7～ 9] , 本组报道取得了相近

的结果 。

人工关节植入体内后要承受相当大的功能载

荷,这要求对假体有坚固而耐久的固定方法,目前临

床上分三种固定方式:压配固定 、骨水泥固定和生物

学固定 。对于年龄超过 65岁的老年股骨颈骨折患

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和股骨皮质变薄,不

可能达到可靠的紧密压配合固定, 宜采用骨水泥固

定假体, 这种固定可在骨与假体之间提供充填和显

微交锁而实现假体的固定[ 12] , 本组中有 28例采用

了第二代骨水泥技术固定, 这组患者年龄在 70岁以

上 。对使用骨水泥固定的患者, 手术中应密切注意

血压等生命体征的变化,有临床报道,在骨水泥灌注

过程中即刻出现血压下降及过敏性休克, 甚至死亡。

本组中有 1例于术后第 4年因摔跤致骨水泥层出现

断裂,假体轻微下沉, 休息 3周后能正常行走,未出

现临床症状, 但仔细分析后发现骨水泥出现断裂可

能与骨水泥层过厚有关 。另外有 7例采用了非骨水

泥型假体,这组患者年龄在 60 ～ 69 岁, 年龄相对较

轻,骨质情况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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