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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例肱骨近端骨折病人内固定术后

螺钉穿出肱骨头的危险因素分析

黑金璇

[摘要]目的:探讨肱骨近端骨折病人内固定术后螺钉穿出肱骨头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选择 125 例行切开复位锁

定钢板内固定治疗的病人为研究对象,根据病人术后螺钉穿出肱骨头的发生情况分为 2 组,其中发生螺钉穿出的病人 18 例,
无螺钉穿出的病人 107 例。 分析肱骨近端骨折内固定术后发生螺钉穿出的影响因素。 结果:125 例肱骨近端骨折病人内固定

术后螺钉穿出的发生率为 14. 4% (18 / 125)。 单因素分析显示,存在内侧柱粉碎、Neer 分型较高、内侧柱支撑、螺钉数目较少及

复位程度较差的肱骨近端骨折病人内固定术后发生螺钉穿出的概率较高(P < 0. 05 ~ P < 0. 01)。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

示,Neer 分型、内侧柱粉碎及复位程度较差是肱骨近端骨折病人内固定术后发生螺钉穿出的独立影响因素(P < 0. 01)。 结论:
Neer 分型较高、内侧柱粉碎及复位程度差的肱骨近端骨折病人术后发生螺钉穿出的风险较高。 临床上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加

强骨折稳定性及增加肱骨头支撑,从而降低螺钉穿出的发生风险,提高病人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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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isk factors of screw perforating humerus head
after internal fixation in 125 patients with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s

HEI Jin鄄xuan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The First People忆s Hospital of Chuzhou,Chuzhou Anhui 239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incid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screw perforating humeru after internal fixation in patients with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s.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125 patients treated with open reduction鄄internal fixation with locking plates
were analyz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whether screw perforation. Among 125 cases,18 patients with
screw perforation and 107 patients without screw perforation were found. The risk factors of screw perforation in patients with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s after internal fixa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rate of screw perforation in patients with proximal
humeral fractures after internal fixation was 14. 4% (18 / 125). The results of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screw
perforation in patients with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s complicated with medial column crushing,higher Neer type,medial column
support,fewer screws and poor reduction after internal fixation were higher(P < 0. 05 to P < 0. 01). The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Neer type,medial column crushing and poor reduction were th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rew perforation after internal fixation in patients with proximal humeral fractures(P < 0. 01). Conclusions:The probability of screw
perforation in patients with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s complicated with medial column crushing,high Neer type and poor reduction is
high. Clinically,som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strengthen the fracture stability and increase the humeral head support,so as to
reduce the risk of screw perforation and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patients.
[Key words]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internal fixation;screw perforation;risk factor

摇 摇 作为临床骨科中常见的骨折,肱骨骨折的患病

率约为 5% [1]。 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内固定术治疗

骨折块移位 > 1 cm 或者成角 > 45毅的肱骨近端移位

骨折,然而肱骨近端骨折病人在内固定术后可能发

生肱骨头坏死、螺钉穿出肱骨头、肱骨头不愈合或者

畸形愈合等并发症[2]。 相关研究[3] 显示肱骨近端

骨折病人术后螺钉穿出肱骨的发生率为 10% ~

30% ,严重影响病人的术后治疗效果及生命质量,增
加病人再次手术的概率。 因此,探讨肱骨近端骨折

病人内固定术后螺钉穿出的影响因素逐渐受到临床

研究的关注。 本研究观察肱骨近端骨折内固定术病

人术后螺钉穿出肱骨头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为临床上减少病人术后螺钉穿出的发生及改善预后

提供依据。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3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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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收治的 125 例肱骨近端骨折病人作为研究对

象,其中男 47 例,女 78 例;年龄 23 ~ 86 岁;左侧患

肢 68 例,右侧患肢 57 例。 所有病人均采用国产肱

骨近端锁定接骨板(YHJL05 8 孔)进行内固定,术后

发生螺钉穿出 18 例(14. 40% ),为肱骨近端骨折内

固定术后螺钉穿出组,其中男 7 例,女 11 例,年龄

31 ~ 86 岁;无螺钉穿出 107 例,为肱骨近端骨折内

固定术后正常组,其中男 40 例,女 67 例,年龄 23 ~
82 岁。 2 组病人性别、年龄具有可比性。 受伤原因:
跌倒 86 例、交通 29 例、运动 6 例及其他原因 4 例。
肱骨骨折分型根据 Neer 的分期标准[4],其中二部分

47 例,三部分 57 例,四部分 21 例。 纳入标准:(1)
确诊为单侧肱骨近端骨折的病人;(2)在受伤的两

周内行切开复位锁定钢板内固定术的病人;(3)临

床和随访资料完整的病人。 排除标准:(1)开放性、
病理性骨折者;(2)患肢合并其他骨折或者存有手

术史、关节炎等疾病者;(3)单侧结节性骨折病人。
1. 2摇 手术方法及随访摇 病人确诊入院后完善相关

术前检查,在手术禁忌证排除后实施肱骨近端切开

复位锁定钢板内固定手术治疗。 病人在麻醉后取

“沙滩椅冶体位,从病人胸大肌 - 三角肌间隙入路,
在手术中通过缝线牵拉肩袖肌止点来间接复位大小

结节,之后使用克氏针临时固定,术中尽量控制对病

人骨膜及软组织的损伤。 在 C 臂机透视下,在病人

肱骨头关节软骨下约 5 mm 处使用螺钉将锁定钢板

固定于骨折部位,对于合并骨质疏松及骨缺损的病

人,术中并给予同种异体骨条植骨。 除一些内侧柱

粉碎病人外,术中通过内侧柱皮质支撑或者植入螺

钉来对其他肱骨近端骨折病人的内侧柱进行重建,
并对合并损伤的肩袖进行缝合。 对于严重的骨质疏

松病人,术中难以达到理想复位的病人,以及部分钢

板和解剖不匹配的内侧柱粉碎病人,不进行内侧柱

重建,可采用关节置换的方式处理粉碎的内侧柱。
病人内侧柱粉碎情况、骨密度及 Neer 分型主要

通过术前 X 线片、CT、肱骨近端骨干皮质厚度及术

中透视片进行判断[5]。 本研究主要评估肱骨近端

骨折病人内固定术后螺钉穿出肱骨头的发生情况,
因此在病人出院后进行随访,对手术的肩关节进行

X 线片观察,判断是否合并螺钉穿出肱骨头,并根据

复位后颈干角判断病人损肩的复位程度(127毅 ~
145毅为优,其余为差)。 螺钉穿出定义:肱骨近端骨

折病人内固定术后影像学显示,术中固定肱骨头的

螺钉穿出肱骨头关节软骨且部分已进入肩关节囊。
部分螺钉穿出病人存在肩关节运动障碍,肩关节在

运动时会有剧烈疼痛感,也有病人没有明显的临床

体征,只在影像学检查中观察到螺钉穿出肱骨头。
1. 3 摇 观察指标 摇 术前基线指标(年龄、性别、受伤

原因),术前、术中指标(植骨、内侧柱粉碎、Neer 分

型、骨密度、内侧柱支撑、螺钉数目)及术后指标(复
位程度,螺钉穿出肱骨头的发生情况)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125 例肱骨近端骨折内固定术后发生螺钉穿

出的单因素分析摇 125 例肱骨近端骨折病人内固定

术后螺钉穿出的发生率为 14. 4% (18 / 125),随访时

间为 8 ~ 70 个月(中位数 19 个月)。 肱骨近端骨折

内固定术后正常组病人与螺钉穿出组病人植骨、骨
密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单因素分析

显示,存在内侧柱粉碎、Neer 分型较高、内侧柱支

撑、螺钉数目较少及复位程度较差的肱骨近端骨

折病人内固定术后发生螺钉穿出的概率较高(P <
0. 05 ~ P < 0. 01)(见表 1)。
2. 2摇 肱骨近端骨折内固定术后螺钉穿出发生的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摇 以是否发生螺钉穿出肱骨

头为因变量(未发生组为参照组),将年龄( < 65 岁

组为参照组)、性别(男性组为参照组)及单因素分

析中有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内侧柱粉碎

(无为参照组)、Neer 分型较高(域型为参照组)、内
侧柱支撑(无为参照组)、螺钉数目( < 5 枚为参照

组)及复位程度(优为参照组)]。 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显示,Neer 分型、内侧柱粉碎及复位程度较

差是肱骨近端骨折病人内固定术后发生螺钉穿出的

独立影响因素(P < 0. 01)(见表 2)。

3摇 讨论

摇 摇 肱骨近端骨折在人群中发生率较高,尤其是在

老年人群中。 有研究[6] 显示通过内固定手术治疗

不稳定的肱骨近端骨折常有较好的临床效果,然而

肱骨近端骨折病人术后发生螺钉穿出或肱骨头坏死

的概率高达 10% ~30% ,降低术后治疗效果及病人

生命质量。 目前临床上针对肱骨近端骨折病人术后

螺钉穿出的相关因素及预防措施的探讨较少,本研

究共纳入 125 例肱骨近端骨折病人,术后螺钉穿出

肱骨头的发生率为 14. 4% ,与相关研究[7] 结果相

似。 张明等[6]分析了 187 例行内固定术的肱骨近端

骨折病人,发生螺钉穿出病人为 27 例(14.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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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吴加明等[8] 的研究表明,212 例肱骨近端骨折

行内固定术病人随访 6 ~ 27 月,共有 34 例病人发生

螺钉穿出(16. 04% )。 本研究进一步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影响肱骨近端骨折病人术后发

生螺钉穿出的因素,结果表明,Neer 分型较高、内侧

柱粉碎及复位程度较差的病人术后螺钉穿出肱骨头

的风险较高。

摇 表 1摇 影响肱骨近端骨折病人内固定术后发生螺钉穿出

发生的单因素分析[n;百分率(% )]

特征 n 摇 摇 螺钉穿出 字2 P

植骨

摇 否

摇 是

93
32

16(17. 20)
2(6. 25)

2. 17 > 0. 05

内侧柱粉碎

摇 否

摇 是

77
48

7(9. 09)
11(22. 92)

4. 59 < 0. 05

Neer 分型 / 型

摇 域 12 2(16. 67)

摇 芋 101 12(11. 88) 7. 40 < 0. 05

摇 郁 12 5(41. 67)

骨密度 / cm

摇 < - 2. 5
摇 逸 -2. 5

44
81

5(11. 36)
13(16. 05)

0. 51 > 0. 05

内侧柱支撑

摇 无 97 7(7. 22)

摇 1 枚

摇 2 枚

11
10

6(54. 55)
2(20. 00)

23. 30 < 0. 01

摇 皮质支撑 7 3(42. 86)

螺钉数目 / 枚

摇 < 5
摇 逸5

27
98

8(29. 63)
10(10. 20)

6. 48 < 0. 05

复位程度

摇 差

摇 优

12
113

10(83. 33)
8(7. 08)

51. 17 < 0. 01

摇 表 2摇 125 例肱骨近端骨折病人内固定术后发生螺钉穿出

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茁 SE Wald字2 P OR(95% CI)

Neer 分型(对照 =域型)

摇 芋 0. 64 0. 95 2. 08 < 0. 01 1. 86(1. 21 ~ 2. 88)

摇 郁 1. 26 0. 43 8. 63 < 0. 01 3. 53(1. 52 ~ 8. 19)

内侧柱粉碎(对照 = 无)

摇 有 0. 98 0. 19 25. 46 < 0. 01 2. 66(1. 82 ~ 3. 89)

复位程度(对照 = 优)

摇 差 0. 40 0. 14 8. 86 < 0. 01 1. 49(1. 15 ~ 1. 94)

摇 摇 本研究中未发现肱骨近端骨折病人年龄与术后

螺钉穿出发生之间的关联,与 BOESMUELLER 等[9]

研究结果不同。 国外有研究[3] 显示老年肱骨近端

骨折病人内固定术后发生螺钉穿出的风险较高,可
能是由于老年病人的骨质较疏松,降低了对螺钉的

固定效果,进一步增加螺钉穿出的风险。 但 EGOL
等[10]相关研究并未发现螺钉穿出与年龄之间的统

计关联。 可能是由于不同项目间研究人群特征以及

样本量不同有关,同时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对高龄的

肱骨近端骨折病人术后的制动性要求严格,尽量减

少病人术后肩关节负荷及内翻,进一步降低螺钉穿

出的可能性。 同时有报道[9] 显示女性肱骨近端骨

折病人合并骨质疏松的比例较高,易发生术后螺钉

穿出,但并未发现性别对病人术后螺钉穿出的影响。
提示病人年龄、性别与术后螺钉穿出肱骨头的关联

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结果显示,Neer 分型为芋、郁的肱骨近

端骨折病人内固定术后发生螺钉穿出的风险是域型

病人 1. 21 倍和 1. 52 倍,且 Neer 分型越高的病人复

位难度较大,术后容易发生螺钉穿出等并发症。 本

研究中骨折分型可能与螺钉穿出存有关联,与同类

研究结果一致。 有研究[7]显示 Neer 分型中三、四部

分的骨折病人术后发生螺钉穿出风险是二部分的

4. 41 倍及 7. 80 倍,高于本研究的结果。 同样,
RODERER 等[11]研究结果也显示分型较复杂的肱

骨近端骨折病人术后螺钉穿出的比例较高。 但同样

也有研究未发现两者之间的关联[10]。 可能的原因

是因为目前在临床上关于肱骨近端骨折的分型标准

仍未统一,但目前最常用的为 Neer 分型。 同时在对

病人进行辅助检查过程中,因为体位等因素的限制

会导致分型产生误差,上述因素均会影响研究结果

之间的异质性。
已有相关研究[3] 报道肱骨近端骨折病人内侧

柱粉碎是导致内固定术后病人螺钉穿出肱骨头的重

要因素,本研究也发现类似结果。 张明[7] 通过分析

187 例肱骨近端骨折并行内固定术的病人的资料,
认为术中内侧柱粉碎可增加病人术后螺钉穿出的发

生率,同时 HOWARD 等[12] 报道病人术前合并内侧

柱粉碎会导致术后螺钉的穿出。 GARDNER 等[13]

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术中加强内侧支撑的肱骨近端

骨折病人及术中不恢复内侧柱支撑的病人术后发生

螺钉穿出肱骨头的概率分别是 5. 6% 与 29. 0% ,表
明术中内侧柱能否达到复位效果与术后螺钉穿出的

发生存有一定的相关性。 因此在临床治疗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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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术前存有内侧柱粉碎的肱骨近端骨折病人,术
中尽量采取一定的措施恢复内侧柱支撑,从而降低

病人术后螺钉穿出风险,提高治疗效果及病人生命

质量。
本研究中复位效果较差的病人术后螺钉穿出的

概率较高,表明术中对肱骨近端骨折病人进行充分

有效的复位尤其重要。 但也有研究[7] 并未发现两

者之间的关联,可能是由于目前采用颈干角的复位

程度来评价骨折病人的复位效果存在一定局限性,
颈干角的测量受到体位的限制,同时后倾角也可能

影响病人肩关节的稳定及运动度[14]。 因此,应统一

复位效果的评价标准,完善对复位效果与螺钉穿出

的研究。 本研究中并未发现肱骨近端骨折病人术中

螺钉数目、植骨及骨密度与术后螺钉穿出的关联,与
同类研究结果一致[6 - 7]。 同时也有研究[15] 显示在

肱骨头内放置较多的螺钉会增加肱骨头的稳定性,
降低螺钉穿出的概率。 但较多的螺钉数目会影响病

人手术部位的血供,增加术后肱骨头坏死的可能。
因此有学者[16]认为在肱骨近端骨折病人的肱骨头

软骨下 5 ~ 10 mm 处置入 6 枚左右的螺钉最佳。 关

于螺钉置入数目、深度与病人术后螺钉穿出的关联

仍需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综上所述,Neer 分型、内侧柱粉碎及复位程度

是肱骨近端骨折病人内固定术后发生螺钉穿出的独

立影响因素。 因此,针对具有上述因素的病人,临床

上应采取相应措施:术前完善影像学检查、术中选择

合适的螺钉数目及深度保证骨折部位的稳定性、提
高复位程度、恢复内侧柱支撑,从而降低术后螺钉穿

出的风险,提高病人的治疗效果及生命质量。 本研

究受限于回顾性研究设计及样本量较少,且研究并

未考虑病人是否存在抗骨质疏松治疗、术后是否制

定等潜在因素,结论仍需进一步的大样本、多中心的

研究进行验证。
[ 参 考 文 献 ]

[1]摇 高炳俊. 胸大肌与肩外侧入路钢板内固定治疗肱骨近端骨折

的疗效比较[J] . 蚌埠医学院学报,2015,40(12):1699.
[2] 摇 刘瑶,唐亮,茅天,等. 人工肱骨头置换术后的近期疗效[ J] .

中华骨科杂志,2005,25(7):390.
[3] 摇 ROBINSON CM, STIRLING PHC, GOUDIE EB, et al.

Complications and long鄄term outcomes of open reduction and
plate fixation of proximal humeral fractures[J] . J Bone Joint Surg
Am,2019,101(23):2129.

[4] 摇 遇呈祥,王忠平,邱渝江,等. 青年人肱骨近端骨折的 Muller
分型与预后的相关性[ J] . 蚌埠医学院学报,2016,41(11):
1440.

[5] 摇 SKEDROS JG,MEARS CS,BURKHEAD WZ. Ultimate fracture
load of cadaver proximal humeri correlates more strongly with
mean combined cortical thickness than with areal cortical index,
DEXA density,or canal鄄to鄄calcar ratio[J] . J Bone Joint Surg Br,
2017,6(1):1.

[6] 摇 张明,陈云丰,胡海,等. 肱骨近端骨折内固定术后螺钉穿出

肱骨头的影响因素分析[ J] . 中华创伤骨科杂志,2015,17
(4):282.

[7] 摇 BRUNNER F,SOMMER C,BABRS C,et al. 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of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s using aproximal
humeral locked plate: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analysis [ J] . J
Oahop Trauma,2009,23(3):163.

[8] 摇 吴加明,沈卫星,牛和明,等. 肱骨近端骨折内固定术后螺钉

穿出的处理和影响因素分析[ J] . 现代仪器与医疗,2018,24
(4):53.

[9] 摇 BOESMUELLER S,WECH M,GREGORI M,et al. Risk factors
for humeral head necrosis and non鄄鄄union after plating in proximal
humeral fractures[J] . Injury,2016,47(2):350.

[10] 摇 EGOL KA,ONG CC,WALSH M, et al. Early complications in
proximal humerusfractures ( OTA Types 11 ) treated with locked
plates[J] . J Orthop Trauma,2008,22(3):159.

[11] 摇 RODERER G,ERHARDT J,KUSTER M,et al. Second generation
locked plating of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s a prospective
multicentre observational study [ J] . Int Orthop,2011,35 (3 ):
425.

[12] 摇 HOWARD L,BERDUSCO R,MOMOLI F,et al. Open reduction
internal fixation vs non鄄operative management in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s: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rotocol[J] . BMC Musculoskelet Disord,2018,19(1):299.

[13] 摇 GARDNER MJ,WEIL Y,BARKER JU,et al. The importance of
medial support in locked plating of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s
[J] . J Orthop Trauma,2007,21(3):185.

[14] 摇 NAIMARK M, DUFKA FL, HAN R, et al. Plate fixation of
midshaft clavicular fractures: patient鄄reported outcomes and
hardware鄄related complications[J] . J Shoulder Elbow Surg,2016,
25(5):739.

[15] 摇 汪秋柯,张明,陈云丰. 肱骨近端骨折锁定钢板内固定术后螺

钉穿出的影响因素及处理研究进展[J] . 中华创伤骨科杂志,
2017,19(7):641.

[16] 摇 SHI X,LIU H,XING R,et al. Effect of intramedullary nail and
locking plate in the treatment of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 an
updat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鄄analysis [ J] . J Orthop Surg
Res,2019,14(1):285.

(本文编辑摇 赵素容)

97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1 年 1 月第 46 卷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