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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制弹性钉治疗儿童长骨骨折 67 例疗效分析

吴摇 伟,李摇 军,王摇 斌,程摇 东

[摘要]目的:探讨儿童长骨干骨折在闭合复位后使用弹性髓内钉内固定治疗的临床疗效。 方法:对 67 例儿童四肢长骨骨折

采用钛制弹性髓内钉治疗。 结果:67 例均获得随访 3 ~ 18 个月,无骨折再移位、骨折不愈合及延迟愈合。 股骨干、胫腓骨愈合

时间为 6 ~ 8 周,肱骨干、尺桡骨干愈合时间 4 ~ 6 周,术后平均 6 个月取出内固定,患肢功能和邻近关节活动均接近正常。 有

4 例患儿出现钉尾带来的软组织激惹及滑囊形成,取出内固定后消失。 结论:作为一种安全、有效、微创、愈合快、功能恢复良

好的方法,钛制弹性髓内钉治疗儿童四肢长骨骨折是一种可优先考虑的内固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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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anic elastic nailing fixation for treatment
of pediatric long bone fractures in children:a report of 67 cases

WU Wei,LI Jun,WANG Bin,CHENG Dong
(The Second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al,Huaibei People忆s Hospital,Huaibei Anhui 23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itanic elastic nailing fixation on long bone fractures in children after closed
reduction. Methods:Sixty鄄seven children with long bone fractures were treated using titanic elastic nailing. Results:All the 67 cases
were followed up from 3 to 18 months. No fracture redisplacement,nonunion or delayed union occurred. The average healing time was
6 - 8 weeks for the shaft of femur and tibiofibula,and 4 - 6 week for the humerus and shaft of radius. The internal fixation was removed
6 months later;the function of the affected limb and the neighboring joints were close to normal. Nail tail irritation and synovial sac
formation occurred in 4 cases,which disappeared after removal of the implants. Conclusions:Titanic elastic nailing fixation is safe,
effective and minimally invasive for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long bone fracture with the advantages of faster healing and good
functional recovery. The material deserves priority consideration for internal fi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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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四肢长骨骨折是幼儿及学龄前小儿常见的骨

折,大部分都可以在急诊室给予较好的复位石膏固

定、牵引复位加夹板或石膏固定等保守治疗,但对大

龄儿童则需要良好的对位对线。 随着患者对早期恢

复学习生活能力、患肢功能及解剖完整性的要求不

断提高,手术干预的指征在近年来被放宽。 以往采

用的内固定方法并发症较多,近年来开展的经皮插

入弹性髓内钉技术因其安全、微创、术后功能恢复好

及不影响外观,已经逐步成为小儿骨科医生治疗大

龄儿童骨折的首选方法。 2011 年 8 月至 2013 年

8 月,我科采用钛制弹性髓内钉治疗儿童四肢长骨

骨折 67 例,疗效满意,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本组男 45 例,女 22 例;年龄 4 ~

14 岁。 下肢骨折:胫腓骨 12 例,股骨 30 例;上肢骨

折:尺、桡骨 16 例,肱骨 9 例。 均为闭合性骨折,合
并路脑损伤 4 例,肋骨骨折或血气胸 3 例,其他骨折

14 例,合并桡神经损伤 5 例。 受伤原因:车祸伤 37
例,重物砸伤 18 例,高处坠落伤 12 例。
1. 2摇 手术方法 摇 患儿全麻,仰卧于可术中拍摄 X
线片的手术床上,根据髓腔的直径选择合适的弹性

髓内钉(直径要求达到髓腔最窄部位直径的 1 / 3),
整个手术过程在 C 臂透视下进行。 术前根据 X 线

片精确测量并选择合适直径的弹性髓内钉(用于股

骨、胫骨的 2 枚钉直径之和为髓腔最窄内径的 70%
~ 80% ;用于尺桡骨的每枚钉直径为髓腔直径的

60% )。 预弯弹性钉成“C冶形,使其弧形顶点位于骨

折断端,弧形的高度为髓腔内径的 3 倍。 经 C 臂证

实骨折闭合整复满意后,距骺板 2 cm 做小切口,在
C 臂透视下逐渐打入弹性钉,股骨、桡骨从远端打

入,胫骨、尺骨从近端打入。 当 2 枚弹性钉同时达骨

折端时,手法调整复位满意后,逐渐打入 2 枚弹性钉

使其通过骨折端。 检查弹性钉顶端在髓腔内正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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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使其与冠状面平行。 如果弹性钉顶端的位

置正确,再将弹性钉向前推进,最后将 2 枚弹性钉的

顶端打至离骨骺板 1 ~ 2 cm 的位置,剪断弹性钉并

使钉尾暴露于骨皮质 0. 5 ~ 1. 0 cm,以免钉尾过长

导致皮肤激惹,影响关节活动。 术后行适当外固定

加以短期保护,骨折临床愈合后开始负重,骨折骨性

愈合后(约术后 6 个月)取出内固定。
1. 3摇 术后处理摇 术后使用石膏固定患肢,根据骨折

稳定情况及骨痂生长情况在术后 2 ~ 4 周后去除外

固定。 稳定性骨折可早期负重锻炼,不稳定骨折 4
周后开始负重练习。 术后 6 个月拔出弹性髓内钉。
1. 4摇 疗效判定标准 摇 根据 Flynn 等髓内治疗骨折

评分标准[1]评估手术疗效,分为优、良、可、差 4 个等

级。 影像学评价标准:X 线检查显示骨折断端骨皮

质的 3 个方向出现桥接骨痂。

2摇 结果

摇 摇 本组患儿术后切口均玉期愈合,无感染发生。
住院时间为 3 ~ 7 d,随访 3 ~ 18 个月,无骨折再移

位、骨折不愈合及延迟愈合。 骨折愈合时间平均为

7 周,术后平均 6 个月取出内固定,患肢功能和邻近

关节活动均接近正常。 所有病例随访统计结果:优
57 例,良 7 例,可 3 例;拔出弹性髓内钉之前有皮肤

“激惹冶现象的有 4 例,拔出髓内钉后均自愈。 髓内

钉常见的并发症如断针、术后骨折移位、感染、拔出

髓内钉再骨折等在全部病例随访过程中均未发现,
只有 2 例股骨干骨折双下肢不等长,但都 < 1 cm,是
在理论可以接受范围内。

3摇 讨论

摇 摇 儿童长骨骨折本身具有愈合速度快、过度生长

的特点。 长骨干骨折后,患肢的局部血运增加,增加

了骨折处生长板的营养,刺激骨的纵向生长而导致

骨的过度生长。 骨的短缩或者是进行性的成角畸

形[2]有可能是损伤了骨的生长板造成的,所以骨折

后应尽早整复或者手术。 但是儿童骨折不是简单的

成人骨折的缩影,儿童骨折因为其自身的上述特点,
在临床处理原则上与成人有很大不同。 儿童骺板尚

未闭合,其骨骼不但具有生长性,而且具有较强的伤

后修复和塑型能力,但塑型能力是有限的。 由于保

守治疗很难使儿童不稳定的长骨骨折达到可接受的

解剖复位,而非手术治疗所导致的肢体不等长、成

角、旋转畸形、肌肉萎缩等并发症较常见。
作为专为儿童设计的髓内内固定系统,弹性钉

作用于骨的力利用钛合金良好的弹性恢复力,通过

髓腔的 3 个接触点转换成对骨折断端的推力和压

力[3 - 4]。 弹性钉对于骨折断端移位的纠正是通过在

骨髓腔内 8 字交叉放置的 2 根弹性钉达到的,这 2
根相对柔韧的植入物彼此平衡各方向的应力使骨折

断端的移位得以纠正。 同时由于植入物材料本身具

有弹性的特点,在平衡插入骨髓腔后,使得骨折断端

不仅具有横向和轴向的稳定性,同时也具有抗旋转

及抗弯曲的能力[5]。 弹性髓无论顺行或者逆行穿

入在兼顾了骨折的解剖复位的同时都避开了骨骺,
同时相对于钢板及其他方式的手术治疗时间短、切
口小,整体的损伤比较小。

根据预弯弹性髓内钉技术实现骨折的有效复

位、固定的生物力学原理,弹性髓内钉的两点插入必

须对称,否则会产生内在的张力差异[6]。 进钉点距

离骨骺的位置应当远近适宜,太远离会对肌肉产生

激惹[7],太靠近会损伤骨骺。 在弹性钉植入困难时

可以适当地旋转弹性钉,如果旋转的角度过大会产

生弹性钉的缠绕现象,会导致轴向及旋转不稳。 总

之,弹性钉治疗儿童长骨骨干不稳定骨折,符合生物

力学固定原则,允许早期功能锻炼,损伤小,骨折愈

合满意,并发症少,是一种理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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