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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加压螺钉结合支撑钢板治疗 Hoffa 骨折

李摇 立,崔西龙,王宏亮,刘朝宇,郭摇 标,潘摇 檀,干阜生

[摘要]目的:评价空心加压螺钉结合支撑钢板内固定治疗 Hoffa 骨折的临床效果。 方法:对 9 例 Hoffa 骨折患者采取切开复

位、前后空心加压螺钉结合支撑钢板内固定治疗。 按 Letenneur 分型玉型 5 例,域型 2 例,芋型 2 例。 2 例合并髁上骨折,3 例合

并髁上、髁间骨折。 并根据 Hoffa 骨折术后功能恢复评估标准综合评估膝关节功能。 结果:所有患者均获随访,时间 3 ~ 24 个

月,术后切口均一期愈合,无早期并发症。 术后内固定无松动、断裂,无骨折不愈合及股骨髁缺血性坏死发生。 愈合时间 8 ~
12 周。 Hoffa 骨折术后功能恢复评估:优 7 例,良 2 例。 结论:空心加压螺钉结合支撑钢板治疗 Hoffa 骨折内固定可靠,可早期

进行功能锻炼,治疗效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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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annulated screw combined with support plate in the treatment of Hoffa fracture
LI Li,CUI Xi鄄long,WANG Hong鄄liang,LIU Chao鄄yu,GUO Biao,PAN Tan,GAN Fu鄄sheng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 Joint Trauma,The People忆s Hospital of Fuyang,Fuyang Anhui 236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cannulated screw combined with support plate in the treatment of Hoffa
fracture. Methods:Nine patients with Hoffa fractures were treated with open reduction,anterior鄄to鄄posterior cannulated screw combined
with support plate fixation. Type 玉 in 5 cases,type 域 in 2 cases and type 芋 in 2 cases were observed in 5 males and 1 female
according to Letenneur classification. Supracondylar fracture in 2 cases and supracondylar complicated with intercondylar fracture in 3
cases were found. The postoperative function of knee joint wa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Letenneur knee function evaluation system.
Results: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3 to 24 months. All incisions were primary healing without early complication. The interfixation
loosing and rupture, fracture nonunion and avascular necrosis of femoral condyle were not found after operation. The time fracture
healing was 8 to 12 weeks. The functional recovery of 7 cases and 2 cases were excellent and good according to Hoffa evaluation system,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The theraputic effects of cannulated screw combined with support plate on Hoffa fracture are reliable and
good,the patients can do early functional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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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Hoffa 骨折为股骨髁冠状面骨折,发生率低,占
股骨骨折的 0. 65% ,其受伤机制尚不明确,常合并

股骨其他部位骨折。 Hoffa 骨折是关节内骨折,故极

不稳定,特别是膝关节屈曲时,保守治疗可导致骨折

移位、骨折不愈合,关节功能差,并发症多。 手术治

疗能获得良好的复位,坚强内固定可早期功能锻炼,
改善关节功能,但手术入路、内固定方式等方面存在

很多争议。 2012 年 2 月至 2014 年 2 月我们采用外 /
内侧入路空心加压螺钉结合支撑钢板内固定治疗

Hoffa 骨折 9 例,效果满意,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本组患者 9 例,其中男 8 例,女 1
例,年龄 16 ~ 47 岁。 骨折部位:左侧 6 例,右侧 3

例。 致伤原因:车祸伤 5 例,高处坠落伤 3 例,挤压

伤 1 例。 术前均行膝关节正、侧位 X 线片及三维 CT
检查,进一步了解骨折情况及是否合并其他部位骨

折。 按 Letenneur 分型[1]玉型 5 例,域型 2 例,芋型 2
例。 2 例合并髁上骨折,3 例合并髁上、髁间骨折。
受伤至实施手术时间约 3 ~ 14 d。
1. 2摇 手术方法摇 采用全身或硬膜外麻醉。 患者取

仰卧位,患侧臀部垫高。 取股骨远端外侧或内侧入

路,切开皮肤、髌旁支持带及关节囊,近端于股外侧

肌后侧间隙或股内侧肌后侧间隙进入,牵开髌骨,屈
曲膝关节,显露骨折端,保护骨折块上的软组织,减
少剥离和损伤。 仔细清理关节内积血,检查半月板,
若存在半月板损伤给予缝合或成形。 直视下将骨折

解剖复位,恢复股骨髁关节面的平整,对于存在压缩

性骨折需植骨恢复关节面平整,由前向后先打入 2
枚导针,进钉点可选择在股骨髁前侧关节面近端,注
意避免损伤关节软骨,必须经过关节面时钉尾应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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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头处理,测量深度,拧入 2 枚 6. 5 mm 空心拉力螺

钉固定,并确定螺钉没有穿透后侧关节面,后使用

3. 5 mm 系列 T 形锁定钛板塑形后固定于股骨远端

后内或外侧,或外侧解剖型锁定钛板固定于股骨外

侧。 检查膝关节稳定性,合并有内、外侧副韧带损伤

者给予一期修复。
1. 3摇 术后处理摇 术后常规放置负压引流,引流量小

于 50 ml / d 时,拔除引流管,术后抗生素应用 1 ~
3 d。 术后第 1 天开始指导患者进行功能锻炼。 术

后第 2 天及每 3 ~ 4 周复查 X 线片,了解骨折愈合情

况。 根据骨折愈合情况决定半负重和完全负重行走

的时间。
1. 4摇 疗效评定 摇 根据 Letenneur 等[1] Hoffa 骨折术

后功能恢复评估标准综合评估膝关节功能,优良:膝
关节活动范围 > 120毅,稳定且无疼痛,无需辅助行

政;可:膝关节活动范围 90毅 ~ 120毅,稳定性可且活

动后可偶伴有疼痛,无需辅助行走;差:膝关节活动

度 < 90毅,不稳定且经常疼痛,需要辅助行走。

2摇 结果

摇 摇 所有患者伤口均一期愈合;9 例患者均获随访,
时间 3 ~ 24 个月。 所有患者骨折均未发生再移位,
骨折均一期愈合,愈合时间 8 ~ 14 周。 无骨折不愈

合、内固定松动、断裂及股骨髁缺血性坏死发生。
Hoffa 骨折术后功能恢复评估标准综合评估:优良 7
例,可 2 例。 优良率 87. 5% 。

3摇 讨论

3. 1摇 Hoffa 骨折的诊断及治疗 摇 Hoffa 骨折为高能

量损伤,常合并髁上、髁间骨折,具体受伤机制尚不

明确,目前认为屈膝位时直接的向后或垂直暴力均

可导致 Hoffa 骨折。 其多发生于外侧髁,原因不

明[2]。 无明显移位的 Hoffa 骨折在普通 X 光片上常

被漏诊,因此,对膝关节高能量损伤,怀疑有 Hoffa
骨折的患者,均需行 CT 检查,以进一步明确。 Nork
等[2]报道了 95 例 Hoffa 骨折患者,65 例通过 X 线检

查诊断,10 例漏诊。 本组有 2 例 X 线表现不典型,
通过 CT 证实。 Hoffa 骨折为关节内骨折,其治疗目

的为关节面解剖复位、骨折坚强固定,以利于早期功

能锻炼[3]。 非手术治疗效果常不满意。 Lewis 等[4]

报道了 7 例 Hoffa 骨折患者,其中 3 例因骨折无明显

移位而采用保守治疗,行石膏外固定,但后期骨折移

位,且关节功能差。 其他的非手术治疗如胫骨结节

骨牵引治疗 Hoffa 骨折,远期出现关节僵硬、创伤性

关节炎、关节功能丢失等。 因此,多数学者选择手术

治疗,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5]。 本组均被采用空心

加压螺钉结合支撑钢板内固定手术治疗,效果满意。
但在手术入路、内固定选择方面尚存在很多争议。
3. 2摇 手术入路的选择 摇 通过检索文献,目前治疗

Hoffa 骨折的手术入路有外侧入路、前正中入路及内

侧入路。 每种入路有不同适应证,各有优缺点。 前

正中入路虽然能从前方直视下复位关节面,但对后

方显露不充分,且复位困难。 Hoffa 骨折骨内血运受

到破坏,因此,保护骨外血运尤为重要。 骨外血运主

要来源于内侧的膝上动脉,而不是腘动脉分支[6]。
我们强调在采取内侧入路时,应注意保护骨折块软

组织血运,由肌间隙进入,减少对骨折血运的干扰,
本组骨折均一期愈合。 外侧入路解剖结构简单,为
大部分骨科医生所熟悉,可向远端延长至胫骨节外

侧,能充分显露骨折端,直视下关节复位,操作简单。
特别是合并髁上、髁间骨折的患者,外侧支撑钢板的

置入方便。 本组患者骨折均解剖复位,均骨性愈合,
术后关节功能良好。
3. 3 摇 内固定方式的选择 摇 目前对于 Hoffa 骨折内

固定方式缺乏统一的标准,螺钉的植入方向也存在

着争议。 目前由前向后置入 2 枚 6. 5 mm 螺钉是治

疗 Hoffa 骨折的主要方式。 Hak 等[7]研究了 3. 5 mm
及 6. 5 mm 螺钉固定股骨髁的生物力学研究,结果

表明 6. 5 mm 螺钉对骨折把持力及对骨折端的加压

作用明显优于 3. 5 mm 螺钉。 我们采用 2 枚 6. 5 mm
加压空心螺钉,对骨折端充分加压,骨折的稳定性

好,促进骨折愈合,有利早期功能锻炼,改善关节功

能。 彭静等[8] 认为由后向前置入螺钉对骨折加压

作用更好,早期稳定性更好。 但 Tetsunaga 等[3]认为

由后向前置钉操作困难,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

不现实。 我们采用由前向后置钉,操作简单,效果满

意。 本组病例骨折均一期愈合,无骨不连发生,关节

功能良好。 股骨后髁在运动中承受剪切力,特别是

屈膝时,单纯螺钉固定不能提供有效抗剪切力,因
此,常需石膏固定[9 - 11]。 为获得更坚强的固定,我
们联合使用支撑钢板,以使患者早期进行功能锻炼。
本组患者均于术后第 1 天开始膝关节伸屈锻炼。 术

后膝关节功能恢复满意,优良率 87. 5% 。
3. 4摇 注意事项摇 虽然空心加压螺钉结合支撑钢板

治疗 Hoffa 骨折效果满意,但应注意以下事项:(1)
术前周密计划,仔细阅读 X 线片及 CT 片,了解骨折

块大小及骨折线方向。 (2)术中保持膝关节屈曲

30毅 ~ 40毅,使后方关节囊松弛,有利于骨折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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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使加压螺钉对骨折端进行充分加压,置钉方

向应与骨折线垂直。 (4)进钉点应位于髌股关节外

侧棘及上方的股骨髁部,钉尾应埋于软骨下方,避免

影响髌骨运动。 (5)术中应注意处理合并伤,仔细

清理关节内积血,合并半月板损伤的应给予缝合或

成形;检查膝关节稳定性,若合并内、外侧副韧带损

伤,应一期给予修复。 (6)关节面必须恢复平整,必
要时进行植骨,以恢复塌陷的关节面。 (7)对于骨

骺未闭合的青少年患者在置钉时应避开股骨远端

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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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理功能有着广泛的调节作用。 r鄄hGH 具有与生

长激素相同的分子结构、生物活性和药代动力

学[6 - 7]。 肝硬化患者普遍存在生长激素抵抗现象,
联合应用 r鄄hGH 可以激活肝细胞膜表面生长激素受

体活性,对生长激素 -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轴分泌

起到促进叠加效应,增强了肝细胞增殖和肝脏白蛋

白表达[8]。 r鄄hGH 可以下调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中

细胞核因子鄄资B p65 的表达,降低 TNF鄄琢 水平,从而

减轻脂质过氧化损伤[9],促进 IL鄄10 水平增高,抑制

肝纤维化[10],减轻肝硬化患者内毒素血症和肠道细

菌易位,降低门、腔静脉血浆内毒素水平,起到保护

性作用[11 - 13]。
综上所述,r鄄hGH 联合 BCAA 应用,可以更加有

效地改善肝硬化患者营养状态和炎症反应水平,具
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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