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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肱骨近端骨折
环扎“Ｔ＂形加压固定大小结节
肱骨假体置换Ｃａｂｌｅ—ｎｅｅｄｌｅ内置式
·肩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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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复伤侧肩关节的功能，可有效避免大小结节并发症和提高肩关节功能康复水平。
置式环扎“Ｔ”形加压固定法效果优于其他两种方法；术后功能康复时间表的提前，能够甲．期有效恢
结论假体置换术治疗肱骨近端复杂骨折，大小结节的复位并应用Ｃａｂｌｅ—ｎｅｅｄｌｅ内
节上脱位。
症１１例，其中５例大小结节吸收，４例大小结节侧方移位（后侧方２例、ｆｉｉ『侧方２例）；２例单纯大结
术后患侧肩关节功能与术前患侧及健侧功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术后Ｘ—Ｐ出现大小结节并发
ｆｏｒｍ，ＡＳＥＳ）系统进行评价，
Ｓｕｒｇｅｏｎｓ’Ｓ
Ｅｌｂｏｗ
应用美因肩肘外科医师评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结果４２例患者均获随访，时间为术后８个月。
固定。术后依Ｎｅｅｒ等的康复原则行功能锻炼。
形加压固定，１３例采用经典Ｄａｃｒｏｎ缝线固定，１５例应用经典Ｄａｃｒｏｎ缝线固定加外置会属带环扎
疗，其中１４例乍ｉ－ｘ，ｆ该手术中肩袖附带骨（大小结节）的复位并应用Ｃａｂｌｅ—ｎｅｅｄｌｅ内置式环扎“Ｔ”
龄肱骨近端三部分和四部分骨折脱位患者４２例，平均年龄７８．５岁，均采用肱骨近端假体置换治
方法２００４年１月一２００７年８月，高
方式对提高肩关节功能恢复及减少和预防并发症的影响。
目的探讨肱骨近端假体置换术治疗肱骨近端复杂骨折中大小结节的复位与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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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端骨折应用Ｃａｂｌｅ—ｎｅｅｄｌｅ内置式环扎“Ｔｔ．形加压固定大小结节的术中照片及术后肩胛正侧位片
ａ．Ｃａｂｌｅ—ｎｅｅｄｌｅ内置式环扎“Ｔ”形加压固大小结节的方法示意图；ｂ．肱骨
Ｃａｂｌｅ—ｎｅｅｄｌｅ内置式环扎…Ｔ’形加压固定大小结节。
图ｌ
１．３术后处理及康复
形加压固定组稳定，无微动。
属带环扎组有微动；Ｃａｂｌｅ—ｎｅｅｄｌｅ内置式环扎“Ｔ”
是：Ｄａｃｒｏｎ环扎固定组有明显微动；Ｄａｃｒｏｎ＋外置金
好。术中被动活动肉眼观察大小结节固定的情况
以上三组患者均在术中直视下确定假体活动良
置金属带环扎固定，本组１５例。
线环扎固定，本组１３例。（３）Ｄａｃｒｏｎ缝线同定加外
（笔者方法），本组应用１４例。（２）采用Ｄａｃｒｏｎ缝
Ｃａｂｌｅ—ｎｅｅｄｌｅ内置式环扎“Ｔ”形加压固定，如图ｌ
三组不同的大小结节固定方法图示如下：（１）
体外露区的残留骨水泥。
应用骨水泥固定已确定好的实用假体，处理干净假
进行复位测试，并再次校正高度和后倾角度。常规
计划，相应预留线的位置和方式后，先置人假体试模
高度测量及标记长度。并根据不同大小结节的固定
术前假体高度的测评和术中大小结节试复位的实际
周关节囊和韧带情况，如有问题需相应处理。根据
通过大小结节之间取出肱骨头。检查关节盂及其肩
结节与肩袖之间正常解剖关系的前提下悬吊标记。
２—０粗尼龙线在完整保留大小
结节，应用Ｅｔｈｉｃｏｎ
并根据二头肌长头肌腱解剖位置标记和确认好大小
方和三角肌之间撑开，显露滑囊和骨折，清除血肿，
指钝性分离肌间隙，将拉钩深入喙突肌群外侧的下
胸大肌切口，分离头静脉，将头静脉拉向外侧，用手
对患者行全身麻醉，取沙滩椅体位，采用三角肌
１．２治疗方法
固定。术后依Ｎｅｅｒ等１２１的康复原则行功能锻炼。
１５例采用标准Ｄａｃｒｏｎ缝线同定ＪＪｎ夕ｔ，置金属带环扎
“Ｔ”形加压固定，１３例采用标准Ｄａｃｒｏｎ缝线固定，
定方法。其中１４例应用Ｃａｂｌｅ—ｎｅｅｄｌｅ内置式环扎
４２例大小结节的复位固定中，主体分为三种固
侧假体的后倾角及假体高度。
骨折对侧正常肱骨头的后倾角及肱骨长度来确定伤
侧位及改良腋位。４例术前行ＣＴ数据评估，即应用
行肩关节创伤系列Ｘ线片检查，包括肩胛骨正位、
ｄ。其中１３例骨折为优势侧。患者术前均进
平均６
ｈ～１８个月，
均合并骨质疏松。骨折至手术时间：６
２９例，四部分骨折脱位３例，其中三部分骨折患者
三部分骨折７例，三部分骨折脱位３例，四部分骨折
７８．５岁。均为闭合性肱骨近端骨折，依Ｎｅｅｒ分型：
本组男２０例，女２２例；年龄７６—８５岁，平均
１．１一般资料
１临床资料与方法
方法具有较好的临床实用性。现报告如下。
建进行了技术改进，通过随访对比观察，证实了改进
节重建治疗，并对假体置换术中的大小结节复位与重
Ｎｅｅｒ分型…三部分和四部分骨折患者行假体置换关
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２００７年８月，对４２例高龄肱骨近端
高等诸多方面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笔者自
于假体置换手术诸多并发症的预防和手术技术的提
针对肱骨近端骨折已经开展假体置换技术。但是，关
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目前，国内在临床上
合或延迟愈合发生率较高，而关节成形假体置换术
高龄患者，临床上很难做到坚强固定，术后骨折不愈
定治疗术后常出现骨坏死；且对于合并骨质疏松的
患者，多合并有肱骨头血供破坏，单纯内固定或外固
老年人群中发生率较高的骨折。对于一些复杂骨折
肱骨近端骨折约占全身骨折发生率的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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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Ｉ．．．．．．．１．．．．．．．●．．．．．．．１．．．．．．ＪＬ．．．．．．Ｊ．．．．．．．１．．．．．．．Ｌ．．．．．．．１．．．
系统。术后８个月随访，按照如下标尺评定（图２）。
ＡＳＥＳ）系统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ＵＣＬＡ）评分
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肩关节功能评价方法采用美国肩肘外科医师评
主动活动练习、抗阻力肌练习以及牵拉练习。
即：术后第一天开始被动辅助练习，３～４刷开始早期
形加压固定组功能康复时问表较前两组相应缩短，
复分为三个阶段。将Ｃａｂｌｅ—ｎｅｅｄｌｅ内置式环扎“Ｔ”
属带环扎组，根据Ｎｅｅｒ等２。康复原则把肩关节的康
术后针对Ｄａｃｒｏｎ环扎同定组和Ｄａｃｒｏｎ＋外置金
体头半脱位，肩关节不稳定发生率为１４％。其中上
关节不稳定。本研究中有６例患者术后出现肱骨假
置换），并发症的发生率１４％，其中首位就是术后肩
４５９例人工肩关节置换患者（同样包括全肩和半肩
ｏ回顾总结了２３篇报道中的１
神经损伤等。Ｃｏｆｉｅｌｄ［５
不愈合、假体松动、肩关节不稳定、异位骨化、感染、
者中有１７例（２４％）效果不满意，并发症有大小结节
Ｃｏｍｐｉｔｏ等Ｈｌ报告７０例行肱骨近端假体置换术的患
Ｊ。许多学者报告了相关的并发症。
磨损和僵硬等ｉ３
合或不愈合、肩袖撕裂、假体松动、异位骨化、关节盂
经损伤、术中骨折、术后肩关节不稳定、结节畸形愈
了新的选择，但也面临着许多并发症，包括感染、神
肱骨假体置换术为治疗复杂肱骨近端骨折提供
３讨论
８５０，平均７６．５０，所有患者内旋均可达ｋ水平以上。
平均１３０．５。；外旋３８０～８００，平均６８。；内旋７５。一
组患者前屈９０。～１８０。，平均１１３０；外展８２０～１４００，
平均７６．５０，所有患者内旋均可达ｂ水平以上。Ｃ
均１２５．５０；外旋３８０～７４０，平均６８０；内旋６５。一８００，
患者前属９５０～１７５０，平均１４００；外展７８０一１３５。，平
均７６．５。，所有患者内旋均呵达Ｌ，水平以上。Ｂ组
１０１．８０；外旋３８。～５０。，平均６８。；内旋６５０～８００，平
１３。；外展７８。一１２３０，平均
屈８５０～１４００，平均１
术后８个月患者肩关节活动范围：Ａ组患者前
位；其余患者疼痛自我评定均在３分级以下。
尺（图２）均为３分级，其中１例为单纯大结节上脱
３分级以下。Ｃ组有２例患者（１４％）患肩疼痛存标
痛在标尺（图２）３分级，其余患者疼痛自我评定均在
定均在３分级以下。Ｂ组有２例患者（１３％）患肩疼
级，为假体头上移半脱位患者；其余患者疼痛自我评
尺（图２）３分级以上，其中有１例３分级；ｌ例４分
呈递减趋势。Ａ组有２例患者（１５％）患肩疼痛在标
术后患者患侧肩关节疼痛程度伴随功能训练的进展
术后三组患者患侧肩关节疼痛程度评分比较：
况见表２。
术后并发症：肩关节不稳定和大小结节吸收情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ｌ。
与术前患侧肩关节及术后８个月ＡＳＥＳ评分比较，差
本研究的ｉ组患者术前健侧肩关节ＡＳＥＳ评分
平均２７．９分。
（９４０～１７００），ＡＳＥＳ评分平均２８．１分。ＵＣＬＡ评分
结节并发症１４％）。手术侧一卜肢主动上举平均１５０。
ｃｍ，１例大小结节后方移位（大小
例人结节上移０．６
内置式环扎“Ｔ”形加压固定组，简称ｃ组（１４例），１
２６．３分。ＵＣＬＡ评分平均２７．７分。Ｃａｂｌｅ—ｎｅｅｄｌｅ
肢主动Ｅ举平均１０２。（８０。～１４００），ＡＳＥＳ评分平均
侧方移位２例（大小结节并发症２７％）。手术侧Ｉ二
属带环扎组，简称Ｂ组（１５例），大小结节吸收２例，
２４．３分。ＵＣＬＡ评分平均２６．７分。Ｄａｃｒｏｎ＋外置金
肢主动上举平均９２。（６００～１４０。），ＡＳＥＳ评分平均
ｃｍ（大小结节并发症３８％）。手术侧上
例上移０．５
例），３例大小结节不伞吸收，１例大小结节后脱位，１
大小结节情况：Ｄａｃｒｏｎ环扎组，简称Ａ组（１３
神经损伤。
料采集于患者术后８个月。无手术感染、假体松动、
１０～２８个月，平均１２．７个月，为了便于组问对比，资
ｄ。均获得门诊随｝方，随访时间
ｄ，平均１７
本组４２例肱骨近端粉碎性骨折患者，住院时间
２结果
２４６８
疼痛程度：
ｆｏｒｍ，
Ｓｕｒｇｅｏｎｓ’Ｓ
Ｅｌｂｏｗ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ｉ！堡剑笾盘查！！塑！生！鱼旦笙丝鲞箜！Ｑ翅垡！ｉ！』！堕！！里：Ｑ！型竺！！塑！：Ｙ垡：丝：塑！：！Ｑ
表２三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例）
。Ｐ＜０．０１
与同组术前患侧比较：’Ｐ＜０．ｏｌ；与同组术前健侧比较：
三组术前及术后肩关节ＡＳＥＳ评分变化（ｉ±一）
表１
１５—２０
图２患者疼痛自我视觉评价标尺
０表示尢痛，ｌｏ表示最为疼痛，数值越高疼痛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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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春岩等［１７］的观点：一个设计完善、实施成功的术
的程度，并能够有效预防并发症的出现。笔者同意
端骨折ｆ分苇要，关系到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
术后康复对于肱骨近端假体置换术治疗肱骨近
坚实的基础。
为骨愈合、预防骨折块吸收及早期功能训练提供了
刨定法，大小结节与肱骨干近端进行更加稳同固定，
固定采用了Ｃａｂｌｅ—ｎｅｅｄｌｅｅ内置式环扎“Ｔ”形加压
该教训，本研究巾后期１４例患者大小结节复位后的
节吸收考虑原因为术中大小结节固定欠稳定。吸取
加强大小结节复位后的固定质量。本研究中大小结
小结节复位后与肱骨远端愈合创造良好的条件；（３）
定时，将假体近端外露区残留骨水泥彻底清理，为大
带和供血血管的骨块；（２）假体与骨干通过骨水泥固
尽最大可能保留好肱骨近端的骨块，特别是带有韧
况Ｆ过早或不当活动。解决方案包括：（１）手术中应
的缝线捆扎固定难以牢靠；（４）训练时机在不稳定状
区的骨水泥有残留，影响骨折块正常连接；（３）单纯
骨水泥同定时，假体近端外露区即大小结节拟复位
了带有韧带和供血血管的骨块；（２）假体与骨干通过
结节小愈合或吸收与下列凶素有关：（１）取头时破坏
程度吸收，发生率为１８％（５／２８）。笔者认为，大小
金属带环扎组共有５例患者术后出现大小结节不同
本研究巾还发现Ｄａｃｒｏｎ环扎组和Ｄａｃｒｏｎ＋外置
侧肩关节的功能。
术后功能康复时间表的提前，能够早期有效恢复伤
置式环扎“Ｔ”形加压固定法效果优于其他两种方法；
用笔者实施的新的结节崮定方式Ｃａｂｌｅ—ｎｅｅｄｌｅｅ内
症的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大小结节的复位并应
明的新的结节固定方式对于术后肩关节功能及并发
设汁，通过与传统的固定方式相比较，来探讨笔者发
笔者正是针埘结节固定方式及并发症进行实验
复及并发症预防的莺要作用。
表明结节固定对于肱骨假体置换术后肩关节功能恢
骨假体置换术中大小结市固定的相关问题而开展，
面观察到大结节影；１…。以上诸多研究都是针对肱
外旋位时应在肩关节正位ｘ线片七假体侧方背翅表
性。如果横断晦匕关系正常，则肩关节位于中立或
翅前方才能恢复肩关节原有的解制及乍物力学特
背翅假体的外侧背翅表面，使结节问沟位于外侧背
ｍｍ。而横断面上大结节应同定于三
一般为５—１０
剖位置应位于肱骨头顶端关节面下方某一范围内，
研究表明，在结节重建时，冠状面上大结节的正确解
会在抗外旋稳定性上出现损失。其进一步的解剖学
建组。提示采用重叠方式对大结节进行同定，可能
中立位时，解剖龟建组的大结节稳定性优于苇叠重
定方式的稳定性研究，发现术后肩关节被动外旋至
固定的稳定性。姜春岩等【１５｝也进行了结节不同固
在重建大小结节时，结节问制动固定可以有效增加
ｏ的生物力学试验结果表明，
因素。Ａｂｕ—Ｒａｊａｂ等¨４
植骨以促进骨折愈合，这也足影响结节愈合的苇要
更加稳固。最后，要将取自原肱骨头的自体骨进行
还指出，使用多重缝线可以使大小结节的复位固定
缝线进一步加强同定能够提供更好的稳定性。同时
分必要的，并且』甘环绕大小结审和肱骨假体的环扎
础。在横向同定方面，大小结节之间进行圊定是十
充分的纵向固定可以为早期功能锻炼提供良好的基
面进行固定。首先将大小结｛｝了与肱骨干稳固同定，
促进术后康复。Ｄｅｒｅｋ等。３１主张在横向和纵向两方
的移动和应力，最大限度增加骨折固定的稳定性，以
低结节间位移，囚此推荐使用环扎缝合，减少结节问
小结节时，环扎缝线对于结节固定非常霞要，可以降
研究。Ｍａｒｋ等¨副通过生物力学试验发现，在重建大
很多学者都对结节同定的相关Ｉ、丌】题进行ｒ大量
关键冈素。
确固定的能力是影响结节固定稳定性和术后愈合的
生率高达３９％１１２１。凶此，术中结节最建的方法及准
结节的不愈合率ｎ口．『达１７％，术后结节畸形愈合的发
道术后结市移位的发，ｌ三率为２％一２３％；９一引。术后
和不愈合、畸形愈合、结节吸收及肩袖撕裂。文献报
献报道，大小结节的并发症主要包括结节术后移位
骨假体置换术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根据日前的文
因此，术中如何精确地重建大小结节就成为决定肱
愈合情况足决定肩关节功能恢复的最关键因素一届ｌ。
题。肱骨假体置换术中大小结节录建的质量及术后
将其中最关键冈素归于大小结节的固定及愈合问
功能的冈素是多方面的，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于
大量文献表明，肱骨假体置换术后影响肩关节
性关系，囚此认为此法百ｒ行性尚需证实。
响肌张力，手术护肤膜也可影响肩关节的真实活动弹
使假体头向下５０％半脱位，但笔者发现麻醉冈素可影
有明显改善一Ｊ。此外，亦有学者推荐术中假体高度应
后出现似体近端上移半脱佗，通过系统化功能锻炼将
显改善。笔者认为在术中假体高度满意的情况下，术
炼，肌肉长度逐渐伸展，肌力重新分配，移位也得到明
复以及初期保护性疼痛肌紧张所致。随着功能锻
显，考虑原因可能为术后患者肩袖和ｊ角肌肌力恢
移、＃脱位２例，经过术后的功能锻炼，移位改善明
！也垡剑笾盘盍；塑！生！Ｑ旦笠丝鲞笠！Ｑ塑￡堕！』堕！望望：坐！！缝！！塑！：！！！：丝：些！：！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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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内即开始，此阶段练习为健侧辅助Ｆ的被动练习。
原则朱进行，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术后２４
情况行适当的调整，但总体应根据Ｎｅｅｒ等２‘的康复
的结果。康复计划应根据个体患者术前及术中实际
治疗计划中；患者的合作程度直接影响到康复治疗
件：手术医师应自始至终积极地参与到患者的康复
后康复计划是肩关节达到良好功能恢复的必备条
主堡剑逝盘查！螋！生．！Ｑ旦箜丝鲞筮！Ｑ翅￡！也』！翌！！翌：Ｑ！：！！ｂ笪！螋！：！！！：丝。塑！：！Ｑ
（本文编辑：向勇）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７—２８）
置换术后的若干问题．中华外科杂志，２００２，４０（１）：６５—６７．
姜春岩，耿向苏，王满宜，等．复杂肱骨近端骨折人工肩关节
［１７］
（２０）：１４２７—１４２９．
体背翅间相对位置的解剖学研究．中华外科杂志，２００６，４４
朱以明，姜春岩，王满宦．人工肱骨头置换术中大结节与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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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大小结节并发症和提高肩关节功能康复水平。
前，能够早期有效恢复伤侧肩关节的功能，可有效避
法相比有优越的稳定性，术后功能康复时间表的提
固定法与Ｄａｃｒｏｎ环扎法和Ｄａｃｒｏｎ＋外置金属带环扎
的复位并应用Ｃａｂｌｅ—ｎｅｅｄｌｅ内置式环扎“Ｔ”形加压
假体置换术治疗肱骨近端复杂骨折中大小结节
利度过康复期（约１年左右）。
等治疗者对患者始终进行耐心指导和鼓励，患者顺
用还不够，还应注意在康复的全过程中需手术医师
学习研究曲线的因素。但仅凭单一的固定方法的应
于其他组的治疗结果。当然，并不排除治疗后期的
大小结节组功能康复评估和大小结节出现并发症优
果表明，Ｃａｂｌｅ—ｎｅｅｄｌｅ内置式环扎“Ｔ”形加压固定
全恢复良好的患肩肌力和活动度。本研究的随访结
开始第三阶段的康复锻炼，本阶段的目标是逐渐完
活动练习、抗阻肌力练习以及牵拉练习；术后３个月
被动练习；约４周时就开始第二阶段康复计划，主动
ｈ内即开始，此阶段练习为健侧辅助下的
段术后２４
在术后的康复训练计划时间表明显提前，即：第一阶
肱骨干，达到稳定性固定。因此，应用该固定方法组
定的同时合力状况下直接纵向张力固定大小结节与
环扎“Ｔ＇’形加压固定大小结节，实现横向直接张力固
的早期功能训练。笔者应用Ｃａｂｌｅ—ｎｅｅｄｌｅ内置式
定，只有这样才能够正常骨愈合和实现真正意义上
节内骨折的治疗原则相同。它需要绝对稳定性的固
骨折中大小结节的复位和固定，应与其他部位的关
度。笔者认为，肱骨近端假体置换术治疗肱骨近端
阶段的目标是逐渐完全恢复良好的患肩肌力和活动
虚延时。术后４个月开始第三阶段的康复锻炼，本
线片上不存在大小结节愈合的证据，那么第二阶段
动活动练习、抗阻肌力练习和牵拉练习。但如果Ｘ
据，则开始第二阶段康复计划，本阶段主要是早期主
约６周时若发现ｘ线片上存在大小结节愈合的证
ａ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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