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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内固定材料联合应用治疗

肱骨髁间粉碎性骨折的效果观察

王六五，樊先明，刘文武

［摘要］目的:探讨联合应用重建钢板、螺钉、克氏针及张力带等内固定材料在肱骨髁间粉碎性骨折治疗中的作用。方法:对 15
例 C 型肱骨髁间粉碎性骨折采用尺骨鹰嘴截骨入路，应用加压空心螺钉、克氏针、胸科钢丝结合重建钢板固定重建肱骨髁部，

对于严重缺损者，取髂骨植骨，术后早期功能锻炼。结果:15 例均随访 12 ～ 36 个月，骨折愈合时间 2． 1 ～ 7． 2 个月。改良

Cassebaum 评分系统评定肘关节功能优 5 例，良 7 例，中 2 例，差 1 例; 优良率为 80． 00%。结论:钢板、螺钉、克氏针及张力带等

内固定材料组合成的金属植入物符合生物力学原理，基本实现肱骨髁部的重建，多点位、多维空间的加压固定，髁部骨块的良

好复位和有效固定，配合术后患肢早期功能锻炼，有利于肘关节功能的恢复，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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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mposite internal fixation in treating humeral condylar fracture
WANG Liu-wu，FAN Xian-ming，LIU Wen-wu

(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Tongcheng People's Hospital，Tongcheng Anhui 2314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mbination of reconstruction plate，screw，Babcock needle and thread tension in treating
humeral condylar fracture． Methods: Fifteen patients suffered C-type humeral condylar fractures were treated with pressure hollow
screw，Babcock needle，steel wire combined with reconstruction plate to reconstruct humeral condylars． For those with sevier defects，
autogenous iliac bone grafting，and early post-operative exercises were used． Results: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2 to 36 months．
The fracture healing time was from 2． 1 to 7． 2 months． According to the modified Cassebaum scoring system of elbow joint function，

there were 5 excellent cases，7 good cases，2 fair case and 1 poor case;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was 80． 00% ． Conclusions: Composite
fixation of plate，screw，Babcock needle and thread tension is consistent with biomechanical principles，basically realized the humeral condylar
reconstruction． Multi-bit，multi-dimensional space pressure fixation，and early exercise can improve the recovery elbow joint function．
［Key words］humeral fractures; internal fixators; plate; screw; Kirschner wire

肱骨髁间粉碎性骨折是临床常见骨折之一，属

于 AO 分型中的 C 型，多见于青壮年严重的肘部损

伤，由于髁间骨折属于关节内骨折，治疗较为困难。
应准确复位骨折端，尽量回复关节面，稳妥固定，并

早期功能锻炼; 复位不满意常导致关节功能受限，且

可伴肢体畸形及创伤性关节炎。肘关节功能的好坏

与其正常解剖关系恢复程度密切相关，为争取获得

满意效果，治疗时必须根据骨折类型、移位程度、患
者年龄等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1 － 2］。2005 年 1 月

至 2007 年 1 月，我们采用钢板、螺钉、克氏针及张力

带等内固定材料组合成的金属置入物治疗肱骨髁间

粉碎性骨折 15 例，取得良好疗效，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9 例，女 6 例; 年龄 20 ～ 57

岁。均为闭合性新鲜骨折。左侧 8 例，右侧 7 例。
致伤原因: 交通伤 8 例，高处坠落伤 4 例，摔伤 3 例。
合并尺神经损伤 3 例。根据 AO /ASIF 骨折分类，

C2 型 5 例，C3 型 10 例。手术时机: 伤后 8 h 内或肘

部软组织肿胀消退或减轻后( 一般伤后 10 天内) 。
1． 2 方法 经尺骨鹰嘴截骨入路: 于距离尺骨鹰嘴

顶点 2 cm 处用骨锯行尺骨鹰嘴“V”型截骨，截取带

肱三头肌鹰嘴骨块，将其向近侧游离翻转，暴露足够

术野。首先复位滑车，将髁间骨块解剖复位用多根

克氏针临时固定，使其变为髁上骨折，髁间一般由外

而内置入 1 ～ 2 枚拉力螺钉固定，本组 3 例髁间骨缺

损较大者，根据缺损的大小取髂骨植骨，由 1 ～ 2 枚

空心拉力螺钉固定。再将髁上骨折复位，复位时应

注意维持肱骨干约 10°的提携角及肱骨髁 30° ～ 45°
的前倾角。然后将重建钢板根据肱骨后内侧与后外

侧的解剖特点进行预弯，一块钢板置于肱骨外侧柱

的后方平坦骨面上，后用胸科钢丝绕住克氏针尾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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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力螺钉牢固捆扎。最后用可吸收缝线经鹰嘴钻的

骨洞将肱三头肌止点原位缝合或将鹰嘴骨块用克氏

针张力带钢丝固定。放置引流并缝合切口。
1． 3 术后治疗 术后石膏绷带包扎固定伤肢于屈

肘位，24 h 后拔除引流。3 天后开始在关节功能训

练机的帮助下进行肘关节功能锻炼，2 周后过渡到

被动为主、主动为辅的功能锻炼至术后 6 ～ 8 周，如

果 X 线显示骨痂生长，逐渐开始负重功能锻炼。
1． 4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 Cassebaum 评分系统［3］

对肘关节进行评价，定量肘关节的功能疗效。优: 伸

肘 15°，屈肘 130°肘关节无症状; 良: 伸肘 30°，屈肘

120°肘关节无或有症状; 可: 伸肘 40°，屈肘 90° ～
120°肘关节有症状; 差: 伸肘 40°，屈肘 ＜ 90°。

2 结果

15 例患者切口一期愈合，随访 12 ～ 36 个月; 骨

折愈合时间 2． 1 ～ 4． 2 个月，平均 3． 7 个月。3 例术

前有尺神经损伤的患者，术后 3 个月随访时感觉运

动功能恢复正常，无迟发性尺神经炎，内固定物无松

动及断裂发生，有 1 例发生异位骨化。术后 6 个月

优 6 例，良 9 例，中 2 例，差 1 例; 优良率为 80%。

3 讨论

由于肱骨髁部解剖结构较为复杂，高能量暴力

致伤致使尺骨的滑车切迹、桡骨头撞击髁部及肘部

肌肉受到牵拉，使关节面的完整性破坏、关节囊和周

围软组织广泛撕裂、使髁部骨折块移位和旋转。因

此，重建关节面的解剖结构，恢复肱骨远端的框架结

构是肱骨远端骨折后获得一个无痛且功能良好的肘

关节的先决条件。当骨折块达到坚强固定，便可以

允许早期全方位的功能恢复训练，从而减少术后创

伤性关节炎的发生率［4 － 5］。
肱骨髁间骨折手术内固定就是通过恢复关节面

的一致性，维持关节与骨干的准确定位和提供稳定

的固定，获得理想的肘关节运动功能。由于肱骨远

端骨折内固定术后患肢制动时间应少于 2 周，以防

止关节僵硬，而单纯螺钉及克氏针固定无法满足这

一要求。另外，松动、退针、顶磨皮肤是克氏针最大

的缺陷［6］。采用双侧张力带达到绝对内固定，可以

实现张力加压，促进骨折愈合，以及不断地调整力

线，使骨痂组织的力学性质尽快从松质骨弹性模量

转变为密质骨弹性模量，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骨的重建; 操作简单，损伤尺神经概率小，但是它的

内固 定 材 料 相 对 薄 弱，不 利 于 术 后 早 期 功 能 锻

炼［7］。“Y”型钢板在克服肌肉牵拉引起的骨折移

位和内外翻畸形发生的同时，为粉碎性骨折提供一

个参考，而后植骨尽量恢复解剖形态，上述手术操作

时要注意分叉处位置的安放，以免过畸形复位影响

关节功能。但对于老年或粉碎严重者达到坚强固定

较困难，还有放置钢板时向肱骨近端剥离太多可能

损伤桡神经［8］。根据肱骨远端解剖特点，我们组合

应用重建钢板、螺钉、克氏针及张力带等内固定材

料，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优点。对于髁间分离者，

先用空心加压螺钉紧密对合两髁，恢复肱骨关节面

的平整，使髁间骨折变为髁上骨折; 在内髁，构成一

组螺钉克氏针张力带三维固定框架; 在外髁，构成一

组钢板克氏针张力带三维固定框架; 通过多点位、多
维空间的固定形式，稳定肱骨远端的解剖形态，可以

早期行肘关节功能锻炼。
术后早期功能锻炼与牢固固定同等重要，是肱

骨髁间骨折术后肘关节功能恢复的关键步骤。早期

功能锻炼的前提是内固定必须牢固且稳定。强调遵

循循序渐进、自动为主的原则，有效角度渐增大。锻

炼时上臂与桌面平放，上臂加沙袋压住进行肘关节

的屈伸活动锻炼，不宜以肘中心为支点的锻炼方法。
本组 15 例肱骨髁间粉碎性骨折采用钢板、螺钉、克
氏针及张力带等内固定材料组合成的金属置入物进

行内固定，综合其各自的优点，值得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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