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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双切口锁定钢板治疗复杂胫骨平台骨折的临床疗效

王海洋,葛武,吕增亮,毕正宾

[摘要]目的:探讨改良双切口锁定钢板治疗复杂胫骨平台骨折的临床疗效及术后 Merchant 膝关节功能评分情况。 方法:采用

改良双切口锁定钢板治疗复杂胫骨平台骨折病人 16 例,观察病人的术中出血量、术后骨折愈合时间、完全负重时间及

Merchant 膝关节功能评分。 结果:病人术中出血量为(184. 03 依 9. 37)mL,术后骨折愈合时间为(87. 39 依 11. 83)d,完全负重时

间为(100. 57 依 13. 58)d,Merchant 膝关节功能评分:优 8 例,良 5 例,尚可 2 例,差 1 例,优良率 81. 25% 。 结论:改良双切口锁

定钢板治疗复杂胫骨平台骨折的方法较稳定,骨折愈合时间及完全负重时间较短,且 Merchant 膝关节功能评分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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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modified double incision locking plate in the treatment
of complex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WANG Hai鄄yang,GE Wu,L譈 Zeng鄄liang,BI Zheng鄄bin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Wanbei Coal and Electricity Group General Hospital,Suzhou Anhui 234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modified double incision locking plate in the treatment of complex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and Merchant knee joint function score after operation. Methods:Sixteen patients with complex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were treated with modified double incision locking plate. Th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postoperative healing time,full weight鄄bearing time
and Merchant knee function score in all cases were observed. Results:Th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postoperative healing time and full
weight鄄bearing time were(184. 03 依 9. 37)mL,(87. 39 依 11. 83) d and(100. 57 依 13. 58) d,respectively. The postoperative Merchant
knee joint function score showed excellent in 8 cases,good in 5 cases,fair in 2 cases and poor in 1 case,and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which was 81. 25% . Conclusions:The modified double incision locking plate in the treatment of complex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is
stable method,with short healing and full weight鄄bearing time,and high Merchant knee function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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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胫骨平台骨折概率约为全身骨折的 4% [1],复
杂胫骨平台骨折主要指 Schactzker 分型中的吁型及

遇型,骨折常累及胫骨双侧平台、骨干及干骺端,并
伴有膝关节附近的韧带、半月板或腓总神经的损伤,
严重病人可见膝关节脱位。 治疗复杂胫骨平台骨折

主要原则是避免软组织再次受到损伤并且尽量使骨

折部位复位且坚强固定,最大限度地恢复关节功能,
尽量降低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发生率。 研究[2] 表

明,由胫骨平台骨折所造成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高

发的原因主要是骨折后产生的关节面塌陷不平整、
关节软骨剥脱缺失、韧带损伤导致的膝关节不稳等。
过去常用石膏固定、牵引治疗等方法来治疗胫骨平

台骨折,其对于低能量损伤的治疗效果尚可[3],而
对于高能量损伤来说,其临床效果并不令人满

意[4]。 故复杂胫骨平台骨折应尽量采用手术方法

治疗。 研究[5]表明,锁定钢板在固定治疗复杂胫骨

平台骨折中,既能保持关节内骨折的解剖复位,又能

使骨折断端达到良好的稳固。 本研究选择 2011 年

9 月至 2015 年 11 月于本院骨科治疗的复杂胫骨平

台骨折病人 16 例,采用改良双切口锁定钢板治疗法

治疗,并观察病人术中出血量、术后骨折愈合时间、
完全负重时间以及术后 Merchant 膝关节功能评分,
为提高复杂胫骨平台骨折的疗效提供依据。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本组病人 16 例,其中男 10 例,女
6 例,年龄 23 ~ 48 岁。 所有病人均为闭合性骨折,
并在受伤后第 6 ~ 10 天接受手术。
1. 2摇 纳入与排除标准 摇 纳入标准:(1)病人均经

CT、X 线片等检查确诊为复杂性胫骨平台骨折,均
为受伤 后 10 d 内 的 新 鲜 骨 折; ( 2 ) 病 人 均 为

Schatzker 吁、遇型骨折,骨折移位或塌陷均大于 5 ~
8 mm[6];(3)病人及家属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1)胫骨平台开放性骨折病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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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严重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或其他膝关

节疾病,以及不适合进行固定的手术病人;(3)患有

严重的原发类疾病、孕产妇、精神病者、哺乳期妇女

或合并手术禁忌证者;(4)骨质疏松、病理骨折、陈
旧骨折病人;(5)并发有严重软组织挫、裂伤、神经

性的血管断裂以及其他筋膜间室综合征者;(6)随

访或病历资料不全者。
1. 3摇 手术方法摇 围手术期如病人患肢出现肿痛、冷
凉、麻木,胫后、足背及胫后动脉搏动减弱或消失,应
首先考虑病人腘动静脉或股动脉损伤及骨筋膜室综

合征,以免耽误治疗;手术前常规应进行膝关节正侧

位的 X 线片检查,通过 CT 平扫和三维重建确定骨

折全貌,患肢血管彩超确定是否患有深静脉血栓,以
制定手术计划。

所有病人均采用改良双切口锁定钢板进行治

疗。 行全身或硬膜外麻醉,于患肢大腿根部安置气

囊止血带,维持压力约 400 mmHg,行前外侧及后内

侧有限切口,先于内侧平台上约 1 cm,髌骨内缘内

侧约 3 cm 处,向下于胫骨干骨折线下约 2 cm 胫骨

后内侧作一切口,向两侧牵引呈皮瓣,使隐神经髌下

的分支及“鹅足冶显露出来,纵行切开该“鹅足冶,必
要时应断开隐神经髌骨下分支,以使骨折端显露出

来,并使骨折端复位,尽量使关节面平整,采用克氏

针做临时固定;再行髌骨外侧约 2 cm 处,向远端延

展,越过 Gerdy忆s 结节到胫骨结节外侧约 1 cm 处,断
开髂胫束并向远端延展至前筋膜室,充分显露出胫

骨平台外侧干骺端的骨折线,横向切开半月板下筋

膜组织,采用 4 号丝线缝住半月板外缘并向上拉起

半月板,以展露出外侧关节面,借助纵向骨折面并深

入至关节面下方进行复位,同时将塌陷的整块骨块

和软骨面整体上移,上移后的空腔应采用病人本身

髂骨块或人工骨块进行填充,C 型臂透视见复位完

成后,其内侧采用“T冶型板固定,放置在外侧锁定钢

板经皮微创技术沿原切口在胫骨前外侧肌下骨膜外

制作一个潜行隧道并进行固定,从切口入口处置入,
通过对比同规格钢板确定钢板螺钉孔位置,经皮在

其外侧尾部拧入 3 个锁定螺钉。 手术后,在内外侧

放置常规引流管 2 d,为减少伤口肿胀及关节腔积

血,应在切口处进行加压包扎 3 d,外部弹力绷带固

定 10 d,并抬高患肢,记录病人骨折愈合时间、能够

完全负重时间及术中出血量。 随访 1 年,采用

Merchant 评分法对治疗后病人膝关节功能进行

评分。
1. 4摇 术后处理及随访摇 术后使用抗生素 1 ~ 3 d,患
肢长腿石膏固定 3 周。 固定期间进行肌肉等长收缩

锻炼,如股四头肌锻炼等,足趾应主动做伸屈活动;
石膏拆除后,立即进行膝关节伸屈活动锻炼,3 个月

后进行不完全负重训练,5 个月后完全负重[7]。 嘱

病人出院后进行定期门诊复查,出院后每月进行 1
次门诊复查,骨折愈合后,应每 3 个月进行 1 次

复查。
1. 5摇 疗效评价摇 术后病人根据 Merchant 标准[8] 进

行膝关节功能评分:屈膝角度逸130毅为优,120毅 ~
129毅为良,90毅 ~ 119毅为尚可, < 90毅为较差。 并统计

病人术中出血量、骨折愈合时间及完全负重时间。

2摇 结果

摇 摇 本研究采用改良双切口锁定钢板治疗复杂胫骨

平台骨折后,术中病人出血量为(184. 03 依 9. 37)
mL;术后骨折愈合时间为(87. 39 依 11. 83)d,完全负

重时间为(100. 57 依 13. 58) d,Merchant 膝关节功能

评分:优 8 例(50% ),良 5 例(31. 25% ),尚可 2 例,
差 1 例。

3摇 讨论

摇 摇 复杂胫骨平台骨折手术治疗的根本目的为解剖

复位关节面,恢复下肢力线并进行早期功能锻炼,尽
量避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9]。 本研究显示,锁定钢

板治疗复杂胫骨平台骨折具有明显的优势,病人能

够尽早进行早期功能锻炼,恢复膝关节功能。
本研究中 Schatzker吁、遇 型骨折属于双髁骨

折,存在着双侧剪切应力问题,采用双钢板内固定方

法可以很好解决该问题,内侧先复位、固定,这样可

以做到维持内侧平台复位、稳定,又为外侧的平台复

位建立了基础。 多块骨折块遵从由后至前、中央至

两边的原则整复,术中进行骨膜外剥离,将切口皮肤

及周围软组织进行有序缝吊,可以保护好与骨折碎

片连接的骨膜及软组织,有助于后续的骨折撬拨

复位。
目前,较多治疗方法中选择锁定钢板螺钉,其具

有稳定的内部支架结构,可对关节面实现良好的支

撑。 本研究中采用改良双切口锁定钢板的治疗方

法,即锁定钢板螺钉并与钢板中的扣锁形成了一种

稳定的框架结构,螺钉被锁定,较难拔出,所以不仅

避免了螺钉和普通钢板的再次移位,而且还降低了

因螺钉松动而造成的骨折二次复位丢失。 从外固定

支架概念理解,锁定钢板就是固定杆与骨面接骨板

和骨面的接触非常靠近,其压迫明显少于普通接骨

板。同时锁定钢板有效降低了骨膜损伤,维持了骨

(下转第 6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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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程度有一定指导意义。 另外,Fib、D鄄D、CRP 在

ACI 组较对照组显著升高的情况,指导我们防治脑

梗死要强调一级预防,临床上对于血检呈高凝状态

的,有脑缺血缺氧表现但影像学等检查未见明显颅

内异常的,可以适当采取抗凝、降纤等对症治疗及早

干预。
UA 是体内嘌呤经肝脏代谢的产物,其排泄途

径主要为泌尿系统。 UA 水平与自身代谢物的多少

及排泄增加或减少等因素有关。 高尿酸血症是心血

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但高尿酸血症在脑血管病

中的作用及与其危险因素之间关系尚无一致结

论[8]。 亦有研究提出,高尿酸血症是脑卒中的保护

因素,血清 UA 水平高的病人,预后较好[9]。 本次统

计样本显示,UA 水平在 ACI 组、对照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且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之间差异亦无统计

学意义。 我们也认为 UA 与脑梗死和动脉粥样硬化

之间的关系尚未明确。 以后,可以针对 UA 展开进

一步研究,期望对临床诊断治疗提供帮助。
综上所述,ACI 病人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与 Fib、

D鄄D、CRP 水平有相关性,对病人的诊断治疗具有指

导意义。 UA 水平与 ACI 未见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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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血运,进而增强了骨折愈合。 并且锁定钢板还可

以进行单边固定,大大减少了其对软组织剥离影响;
降低了在骨植入物界面产生的应力值,从而不易发

生内固物松动及骨块再移位。 相关研究[10] 表明,经
改良双切口锁定钢板疗法治疗复杂胫骨平台骨折的

病人,其骨折愈合时间较短,固定、稳定效果较牢靠,
且术后病人可以进行早期功能锻炼。 本研究显示,
术后病人 Merchant 膝关节功能评分优良率为

81. 25% ,说明采用改良双切口锁定钢板治疗复杂胫

骨平台骨折的病人术后膝关节功能恢复良好,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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