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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线锚钉修复三角韧带断裂

在踝关节骨折行内固定手术的应用价值

康树青,王摇 向

[摘要]目的:探讨切开复位内固定联合带线锚钉修复治疗踝关节骨折合并三角韧带断裂的临床优势。 方法:回顾性分析踝关

节骨折并三角韧带断裂病人 72 例资料,均予以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治疗。 其中,36 例术中采用带线锚钉修复三角韧带(观察

组);另 36 例术中未修复三角韧带(对照组)。 2 组病人术后均获随访 6 ~ 16 个月,对其进行相关指标的疗效对比分析。 结果:
全部病人均手术顺利,骨折复位良好。 2 组踝穴内侧距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对照组术后 6 例发生踝关节内侧不

稳,3 例踝关节跖屈活动明显受限,观察组无一例发生踝关节内侧不稳和螺钉脱出等并发症。 观察组的踝关节跖屈和背伸活

动度均优于对照组(P < 0. 01)。 观察组 AOFAS 踝 -后足功能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1);观察组总优良率为 86. 1% ,对
照组为 75. 0% ,2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采用切开复位内固定联合带线锚钉修复治疗踝关节骨折合并三角

韧带断裂,能够提高踝关节稳定性,有助于恢复踝关节活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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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value of wire anchor in repairing triangular ligament rupture
in ankle fracture treated with internal fixation

KANG Shu鄄qing,WANG Xiang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Youanmen Hospital of Fengtai District,Beijing 10006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dvantages of 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combined with wire anchor in the
treatment of ankle fracture complicated with deltoid ligament rupture.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72 patients with ankle fracture
complicated with deltoid ligament rupture treated with 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irty鄄six
deltoid ligament rupture cases repaired with wire anchor and 36 deltoid ligament rupture cases without repair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respectively. Two groups were followed up for 6 to 16 months,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e
related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The operations in all cases were successful,and the fracture reduction in
two groups was good. The difference of the medial distance of ankle points between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Six cases with medial instability of ankle joint in control group after operation were found,and the movement of plantar flexion in 3 cases
of control group was obviously limited. No medial instability of ankle joint and screw out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found. The motion
range of ankle metatarsal flexion and dorsiflex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AOFAS
ankle鄄hind foot function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total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86. 1% and 75. 0% ,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combined with wire anchor in repairing ankle
fracture complicated with deltoid ligament rupture can improve the ankle stability,and help to restore the ankle mobility.
[Key words] ankle fracture;deltoid ligament rupture;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wire anchor

摇 摇 三角韧带属踝关节内侧最坚强的结构,可以保

障距骨在踝穴中解剖位置的正常,避免发生外移或

外旋[1 - 2]。 此外,三角韧带还对足踝部负重与正常

运动功能存在重要影响。 若三角韧带损伤延误治

疗,易引发韧带松弛、复位不良,进而导致踝部慢性

疼痛、踝关节不稳定以及创伤性关节炎等一系列问

题[3]。 在踝关节损伤中,约 13%的病人合并有三角

韧带损伤[1],但关于其处理方案目前尚有争议。 部

分学者认为,若踝关节通过切开内固定手术后复位、
愈合良好,三角韧带可通过瘢痕组织修复愈合;但亦

有部分研究[4 - 5]指出,若三角韧带断裂后未能尽早

修复,可造成病人行走不稳、足外翻或踝关节疼痛等

后遗症。 为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踝关节骨折合并

三角韧带断裂病人 72 例资料,以探讨带线锚钉修复

三角韧带断裂在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中的临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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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 摇 一般资料 摇 72 例均为我科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收治的踝关节骨折并三角韧带断裂病

人,均接受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治疗,依据术中对三

角韧带的处理方式不同分为观察组 36 例,术中联合

带线锚钉进行三角韧带修复处理;对照组 36 例,术
中不予以三角韧带修复。 2 组病人性别、年龄、受伤

时间、骨折部位和骨折分型、致伤原因等基线资料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具有可

比性。

表 1摇 2 组踝关节骨折合并三角韧带断裂病人的基线资料比较(x 依 s)

分组 n 男 女 年龄 / 岁 受伤时间 / d
骨折部位

左踝摇 右踝摇
Lauge鄄Hansen 分型

旋后外旋型摇 旋前外旋型摇 旋前外展型摇
致伤原因

坠落伤 车祸伤摇 扭伤摇

观察组 36 21 15 45. 6 依 6. 4 4. 3 依 1. 3 16 20 7 19 10 12 15 9

对照组 36 23 13 46. 2 依 5. 8 4. 2 依 1. 5 17 19 8 20 8 11 15 10

字2 — 0. 23 0. 42* 0. 30* 0. 06 0. 32 0. 10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t 值

1. 2摇 选择标准摇 纳入标准:(1)经影像学检查结合

临床症状,诊断为踝关节骨折并三角韧带断裂,且伴

有下胫腓联合损伤者;(2)接受踝关节骨折的切开

复位内固定手术者。 排除标准:(1)未伴有三角韧

带完全断裂;(2)陈旧性三角韧带断裂;(3)采用保

守治疗者;(4)临床资料或随访资料不全者。
1. 3摇 手术方法摇
1. 3. 1摇 术前准备摇 2 组均由同一组医生完成手术。
均先采用支具进行临时固定,对伤处进行冰敷,给予

甘露醇静脉滴注以消肿。 均于伤后 2 ~ 8 d 进行手

术,患足皮肤出现褶皱则为手术最佳时间。 对伴有

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需控制血压、血糖水平在正

常范围后再进行手术。
1. 3. 2摇 手术处理摇 观察组:给予常规硬膜外麻醉,
并保持仰卧位,在伤肢大腿上采用止血带。 首先在

踝内侧作弧形切口,逐层分离,暴露出三角韧带浅

层,可见三角韧带浅层断裂,但断裂部位存在差异

(其中 6 例断裂于距骨止点处,19 例体部断裂,11 例

内踝前丘起点处撕脱),其断端为马尾状,且部分卷

进关节间隙。 外翻踝关节以彻底清理关节内血肿,
将嵌入软组织拨开,并将嵌入关节间隙内的韧带松

解,纠正韧带扭转。 必要时还可将胫后肌腱鞘切开,
向后方牵拉肌腱,探查三角韧带深层(其深层断裂

部位有差异,其中 21 例为距骨内侧面止点撕裂,10
例为中部撕裂,另 5 例为内踝后丘与丘间沟部撕

裂)。 针对三角韧带深、浅层的撕裂部位,在内踝或

距骨处拧入带线锚钉 2 枚 (直径 5. 0 mm,美国

Johnson 公司),经尾部预置缝线编织缝合断端,重建

止点,但无需将缝线打结。 调节手术床向健侧倾斜,
并于患侧臀下垫一软垫,便于外踝、后踝操作。 在腓

骨后外侧作切口,显露出外踝骨折,解剖复位后采用

锁定钢板螺钉固定。 针对后踝骨折块较大病人,复
位后行空心加压螺钉固定。 术中通过腓骨牵拉试

验,4 例为阳性者,其中 2 例 Maisonnuve 骨折,经 2
枚直径 4. 0 mm 螺钉内固定下胫腓;2 例旋前外展型

骨折,经 1 枚螺钉内固定下胫腓。 螺钉置入方向即

由后向前 30毅左右,从腓骨到胫骨前内横穿固定 3
层皮质,在踝关节中立位拧进。 腓骨牵拉试验阴性

者,未对下胫腓进行固定。 固定完毕后,采用 C 型

臂 X 线机透视检查内踝、外踝以及下胫腓联合复位

情况,确认内固定可靠,复位良好。 最后对踝关节适

当内翻,对三角韧带锚钉缝线拉紧打结(见图 1)。
松开止血带,若术后渗血严重则放置皮下引流,严密

缝合皮下关闭切口,适当包扎手术切口。 对照组:病
人麻醉方式、踝关节骨折的切开复位内固定方式均

与观察组一致,但术中不予三角韧带缝合处理。

1. 3. 3摇 术后处理摇 2 组均于术后 2 ~ 3 d 切口换药,
严密观察切口愈合情况,若放置引流则需 24 h 内拔

出。 对照组术后予以塑形支具将患肢固定,禁止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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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关节运动,以免影响三角韧带的粘连愈合过程;术
后 8 周可去除支具进行踝关节伸屈锻炼。 观察组术

后 3 d 可指导进行足趾与踝关节功能锻炼。 未放置

下胫腓螺钉者,术后 6 周可进行部分负重,12 周后

可完全负重;放置下胫腓螺钉病人术后 12 周取出螺

钉后可负重行走。
1. 4摇 效果评定摇 (1)术后 1 年内进行随访,经踝关

节正侧位 X 线片观察骨折愈合情况、踝穴内侧距离

和踝关节跖屈、背伸范围。 (2)进行 AOFAS 踝 - 后

足功能评分[6],分数为 0 ~ 100 分,其中 90 ~ 100 分

为优;75 ~ 89 分为良;50 ~ 74 分为可, < 50 分为差。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骨折复位和并发症情况摇 全部病人均手术顺

利,骨折复位良好;术后均获随访 6 ~ 16 个月。 2 组

病人骨折愈合时间为 8 ~ 12 周,均未发生骨折愈合

延迟、感染、骨髓炎等并发症。 截至末次随访时,观
察组的踝穴内侧距离为(3. 92 依 1. 76)mm,低于对

照组的(4. 85 依 2. 03)mm( t = 2. 08,P < 0. 05)(见图

2)。 对照组术后有 6 例发生踝关节内侧不稳现象,
予以延长支具固定时间,症状有所改善;3 例踝关节

的跖屈活动明显受限;观察组无一例发生踝关节内

侧不稳和螺钉脱出等并发症。

2. 2摇 踝关节活动度比较摇 截至末次随访时,观察组

的踝关节跖屈和背伸活动度均优于对照组 (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 组病人末次随访时的踝关节活动度比较(x 依 s)

分组 n 踝关节跖屈 / ( 毅) 踝关节背伸 / ( 毅)

观察组 36 17. 02 依 4. 26 34. 59 依 6. 41

对照组 36 13. 34 依 5. 18 29. 33 依 4. 07

t — 3. 29 4. 16

P — <0. 01 < 0. 01

2. 3摇 功能恢复情况摇 末次随访时,2 组踝关节功能

均得到良好恢复,AOFAS 踝 - 后足功能评分观察组

(88. 31 依 5. 62)分,对照组(79. 26 依 7. 75)分,观察

组评分高于对照组( t = 5. 67,P < 0. 01)。 观察组总

优良率为 86. 1% ,对照组为 75. 0%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见表 3)。

3摇 讨论

摇 摇 三角韧带作为胫骨远端与距骨的连接组织,具
有维持内踝稳定性的作用。 踝关节处于中立位,跖
屈位或背伸位时,三角韧带均呈紧张状态。 临床一

致认为,三角韧带深层对踝关节稳定作用最为显著,

表 3摇 2 组病人末次随访时的疗效比较

分组 n 优 良 可 差 优良率 / % 字2 P

观察组 36 17 14 4 1 86. 1

对照组 36 12 14 6 3 75. 0 1. 42 > 0. 05

合计 72 29 28 10摇 4 79. 2

其能够通过控制距骨过度旋前从而保障关节稳定,
三角韧带浅层仅能够防止距骨过度外展倾斜[7],但
关于其处理方案目前尚有争议。 既往认为,若踝关

节骨折经切开复位满意,三角韧带可通过瘢痕形成

过程自行修复,无需手术缝合;但近来有不少学者指

出,若三角韧带断裂未予处理,可导致内踝稳定性受

明显影响,甚至出现后足外翻、行走不稳及踝内侧痛

等明显症状[8 - 9]。 本研究的对照组 36 例均未予以

三角韧带缝合处理,随访期间发生 6 例踝关节内侧

不稳、3 例踝关节跖屈活动明显受限,亦证实了这一

点。 全部病人均手术顺利,骨折复位良好;术后均获

随访 6 ~ 16 个月。 2 组病人骨折愈合时间为 8 ~
12 周,均未发生骨折愈合延迟、感染、骨髓炎等并发

症。 截至末次随访时,观察组的踝穴内侧距离低于

对照组,但本研究中 2 组优良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验证。 同时,观察组的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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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跖屈和背伸活动度均优于对照组,均证实了三

角韧带行带线锚钉修复的必要性,与高武长等[4 - 5]

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观察组 36 例病人,均在切开复位内固定

的同时,采用带线锚钉重建三角韧带止点并对三角

韧带解剖修复。 根据锚钉的支持原理,在内踝或距

骨韧带止点固定三角韧带断端。 该方式优势在于:
(1)方式简单灵活,便于对置入位置进行灵活调整,
韧带可经尾端缝线缝合,能够进行多点固定,提高了

稳定性;(2)锚钉在埋入骨内之后,双加压固定更为

牢固稳定,便于早期功能锻炼;(3)无需再次手术将

锚钉取出,可减少病人二次手术的痛苦,减轻其医疗

负担[10]。 但带线锚钉的手术中需注意:(1)首先在

踝关节内侧做切口,将内踝间隙清理干净,对三角韧

带进行探查,在韧带断裂处置入锚钉,采用锚钉尾线

将三角韧带缝合,但不收紧打结,在后踝、腓骨内固

定后内翻踝关节再收紧、打结缝线。 (2)术中需注

意锚钉放置的角度与位置,以防移位松动,或脱出进

入关节腔[11]。 (3)若局部骨质伴有骨质疏松或者存

在囊性变,应禁用锚钉固定[12]。
综上所述,针对踝关节骨折并三角韧带断裂应

用带线锚定修复,能够促进踝穴、踝关节结构恢复,
有助于恢复踝关节跖屈和背伸活动度,增强踝关节

稳定性,临床效果满意。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仅

作回顾性分组对照研究,且样本数较少,尚有待大样

本、多中心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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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炎症反应。 本研究结果显示血清 UA 水平升

高,CRP 升高,提示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为

我们下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血清 UA 的升

高与颈动脉 IMT 呈正相关,UA 在动脉粥样硬化的

发生发展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其机制可能是氧化应

激所致的慢性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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