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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切口复位治疗小儿肱骨髁上骨折 30例 

阮传江，周平辉 

·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小切口切开复位后克氏针固定治疗dUL肱骨髁上骨折的疗效。方法：对30例肱骨髁上骨折的患儿，采用小 

切FI切开复位后克氏针固定。结果：术后摄X片达到解剖复位28例，轻度尺偏2例，切El均一期愈合。结论：小切口切开复位 

后克氏针固定治疗小儿肱骨髁上骨折简单方便，术后并发症少，效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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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iny-incision open reduction keshi needle fixation in 

treating 30 cases of suprac0ndylar fracture of hume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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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tiny—incision open reduction keshi needle fixation in treating supracondylar 

fracture of humerus．M ethods：Retrospective analysis the clinical data of 30 cases of supracondylar fracture of humerus，using on tiny— 

incision open reduction keshi needle fixation．Results：Among 30 cases，28 were recovered and 2 was slightly biased．No complications 

after surgery．Conclusions：It is effective to treat supracondylar fracture of humerus by tiny—incision open reduction keshi needle 

fi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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肱骨髁上骨折好发于 5～12岁的儿童，约占肘 

部骨折的30％ ～40％，其中以伸直型骨折居多 。 

肘部周围有丰富的血管，骨折愈合程度高，如果肱骨 

髁上骨折治疗不当，易发生 Volkmann缺血性肌挛缩 

或肘 内翻畸形，术后发生肘内翻的几率也较高。 

2007年 10月至2009年 l0月，我科应用小切口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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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位后克氏针固定的方法治疗不同类型的d,JL肱骨 

髁上骨折 30例，术后效果满意。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30例，男 20例，女 l0例；年 

龄4 10岁。根据肱骨髁上骨折的分型标准 ：伸 

直型6例，伸直尺偏型 18例，伸直桡偏型4例，屈曲 

型2例。30例均为闭合性骨折，4例血循环障碍。 

手术时间为损伤后 2 h至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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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手术方法 患儿在氯胺酮麻醉成功后取平卧 

位，患肢置于胸前。肱骨远端的外侧做一约 2— 

3 em的小切口，在肱二头肌与肱三头肌之间钝性分 

离至骨折断，清除骨折端的血块，采用手法复位法将 

骨折复位，用手指感觉骨折是否已复位，同时注意肱 

骨远端保持 3O。～5O。的前倾角和 10。一15。的提携 

角 。将肘关节屈曲90。，用 1根克氏针从切口端 

骨折的远端与肱骨成 60。角向近端进针，穿过对侧 

的骨皮质，再用 1根克氏针从肱骨的内侧肱骨头的 

位置经皮肤进针，进针角度为与肱骨成 60。向骨折 

的近端穿行至对侧的骨皮质。如果骨折还不稳定再 

用同样的方法穿行 1根克氏针。为保证骨折端稳 

定，克氏针都要穿透对侧的皮质。确定骨折解剖复 

位稳定后将针尾折弯于皮下，缝合皮肤后石膏固定 

肘关节于功能位 3周。3周后拆除石膏进行肘关节 

的功能锻炼。 

2 结果 

30例术后摄 x线片达到解剖复位 28例，轻度 

尺偏 2例。随访 1—2年，肘关节屈伸功能 良好 

27例，肘关节屈伸功能轻度受限 1例，经过正规的 

指导后功能恢复正常，2例患儿出现了肘内翻畸形。 

合并神经损伤 4例，桡神经损伤 2例，尺神经损伤 

2例，骨折复位，解除压迫后2周至 1个月内神经功 

能得到恢复。另有 1例(1条神经)行切开复位克氏 

针内固定及神经探查，发现神经仅为受压，未见断 

裂，于术后 3个月内恢复，无后遗症存在。根据手外 

科分会制定的肘关节功能的评分标准 J，优 良率 

93％，术后未发生 Volkmann缺血性肌挛缩，患儿的 

肘关节屈伸功能正常，未发现继发性神经损伤。 

3 讨论 

肱骨髁上骨折是指肱骨干与肱骨髁的交界处发 

生的骨折。肱骨干与肱骨髁轴线之间有 30。～50。 

的前倾角，是骨松质与骨密质的交界处，是容易发生 

该类型骨折的解剖学因素。当患者跌倒时肘关节处 

于伸位或屈曲位，暴力经前臂向上传递导致不同类 

型的肱骨髁上骨折；根据患儿的受伤机制和骨折发 

生移位的方向，临床工作中将该类型骨折分为伸直 

型、伸直尺偏型、伸直桡偏型、屈曲型。 

临床工作中，我们根据患儿肱骨髁上骨折的不 

同类型采用手法复位外固定和手术切开复位外固定 

的方法。无论手法复位还是手术切开复位，术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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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治疗至关重要。骨折复位固定后要密切观察患 

肢的感觉、血液循环；早期进行患指的屈伸功能，手 

法固定后 3周拆除石膏进行肘关节的功能锻炼，手 

术切开复位外固定后 3周就可以拆除外固定进行肘 

关节的功能锻炼。本组病例采用小切口切开复位治 

疗患儿肱骨髁上骨折，直视下进行骨折复位，能够达 

到解剖复位 ，减少肘内翻畸形的发生几率；而且创伤 

小，不易损伤血管神经，术后发生神经损伤或血液循 

环障碍少；术后瘢痕小，不影响美观。与传统术式相 

比，做到了手术简单，减少手术时间，手术创伤小，术 

中不需摄片，术后患肢肿胀轻，术后并发症少，同时 

能尽早进行功能锻炼，肘功能恢复良好等优点；特别 

适宜基层医院开展 。 

肱骨髁上骨折术后易出现肘内翻畸形，对于这 
一 并发症的处理比较棘手。本组出现肘内翻畸形 

2例，大多数学者认为骨折的远近两端发生移位，骨 

折远端向尺侧移位导致肘内翻畸形愈合。根据文 

献 总结及我们的临床体会，认为其主要原因：(1) 

骨折远近两端的接触面小，骨折复位后的位置难以 

维持；(2)骨折复位成功后将肘关节屈曲90。固定， 

这种情况下 x线片不易观察到提携角的变化情况； 

(3)复位成功固定后未固定手腕部，使远端向尺侧 

移位导致了肘内翻畸形愈合；(4)肱骨髁上骨折影 

响了患儿骨骺的发育；(5)手术操作粗糙，术后会出 

现组织粘连，瘢痕挛缩而造成生长发育障碍，所以我 

们在临床工作中应做到：(1)根据 x线片，骨折远端 

向后向尺侧移位者，采用“矫枉过正，宁桡勿尺”的 

原则 ；(2)复位成功后外固定时要准确，避免后期因 

石膏或重力作用而导致肘内翻畸形；(3)手术切开 

复位中要保证骨折的解剖复位，保证肘关节提携角 

的角度 。一旦发生肘内翻畸形，根据具体的情况 

采用肘内翻矫正术。手术操作应仔细，减少软组织 

及神经血管的损伤，减少术后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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