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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V+L”型胫骨高位截骨+钢板螺丝钉内
固定术治疗膝骨性关节炎并内翻畸形临床对照研究

黄志伟，林作华，谭彩慈

(江门市蓬江区白石正骨医院创伤骨科，广东 江门 529030)

【摘要】 目的 探讨改良“V+L”型胫骨高位截骨+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治疗膝骨性关节炎(KOA)并内翻畸形

的效果。方法 选择江门市蓬江区白石正骨医院创伤骨科2016年1~9月收治的40例KOA并内翻畸形患者，采用

随机数表法分为两组，保守组20例于门诊给予药物保守治疗，手术组20例行改良“V+L”型胫骨高位截骨+钢板螺

丝钉内固定术，治疗前、治疗后3个月和6个月采用国际骨关节炎的评分标准Lequesne指数评价疗效。结果 治疗

后1、3、6个月手术组患者的Lequesne 指数分别为(12.57±1.71)、(7.26±1.02)、(3.19±0.24)，明显低于治疗前及保守组

的(15.62±2.93)、(12.47±1.26)、(11.52±0.9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3个月手术组患者膝关节负重位

下屈曲活动度为(112.43±16.73)°，明显高于治疗前和对照组，伸直滞缺度为(1.49±0.28)°，明显低于治疗前和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改良“V+L”型胫骨高位截骨+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治疗KOA并内翻畸形具

有操作简便、疗效明显等优点，可恢复膝关节活动功能，是一种疗效确切的新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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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V+L" type tibial high osteotomy+ internal fixation with steel plate and screw in the treat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 complicated with varus deformity. HUANG Zhi-wei, LIN Zuo-hua, TAN Cai-ci.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the Bai Shi Orthopedic Hospital of Pengjiang District of Jiangmen City, Jiangmen 52903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mproved "V+L" type tibial high osteotomy+ internal fixation

with steel plate and screw for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KOA) complicated with varus deformity. Methods From Jan-

uary 2016 to September 2016, 40 patients with KOA and varus were selected from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the Bai

Shi Orthopedic Hospital of Pengjiang District of Jiangmen City,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using random num-

ber table. The control group (20 cases) received conservative treatment, and the surgery group (20 cases) applied im-

proved "V+L" type tibial high osteotomy+internal fixation with steel plate and screw. Before treatment and 3 months,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the curative effect wa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Lequesne index. Results The Lequesne index of

patients with 1 month, 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was respectively (12.57±1.71), (7.26±1.02), (3.19±0.24) in

the surgery group,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15.62±2.93), (12.47±1.26), (11.52±0.93)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ree months after treatment, the knee buckling

mobility of the load bearing position was (112.43±16.73)°,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unbend hysteresis for lack of degrees was (1.49±0.28)°,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mproved "V+L" type tibial high osteotomy+internal fixation with

steel plate and screw in the treatment of KOA and varus deformity is easy to operate with significant curative effect, and

can recover the function of the knee joint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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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骨性关节炎(KOA)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关节疾

病，中老年人是该病的高发人群[1]。近年来，随着我国

人口结构变化，老年人的构成比例逐年增加，膝骨性

关节炎的患病率不断上升，成为中老年人劳动力和生

活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2]。我院自2013年起开始

对KOA并内翻畸形手术方案进行摸索，在伍罕等[3]设

计的“V+L”型胫骨高位截骨法基础上进行改良，设计

了改良“V+L”型胫骨高位截骨+钢板螺丝钉内固定

术，并与保守治疗组进行对照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江门市蓬江区白石正骨医

院创伤骨科 2016年 1~9月收治且符合以下纳入和排

除标准的 40例KOA并内翻畸形患者，采用随机数表

法分为保守组和手术组各20例(20膝)，保守组中男性

7例，女性13例；年龄39~72岁，平均(62.7±12.8)岁。手

术组中男性8例，女性12例；年龄37~75岁，平均(64.1±

13.4)岁。两组患者的年龄和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经

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患者有明确

的膝前及膝关节内侧疼痛史，且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

1995年修订的KOA标准[4]；② X线片提示内侧股胫关

节间隙变窄者，解剖股胫角(FTA)>180°，屈伸肌群肌力

>4级。排除标准：①合并髌股关节可外侧股胫关节间

隙变窄、胫骨旋转患者；②合并膝内侧半月板损伤者；

③内翻畸形>15°；④内侧间隙胫骨内侧软骨下骨缺损

大于2 mm；⑤合并化脓性膝关节炎、骨结核、骨肿瘤、

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患者。

1.3 方法

1.3.1 保守组 本组患者均在门诊治疗，严格按

骨性关节炎诊疗指南接受系统非甾体消炎止痛药物

及物理治疗，疗程为6个月，每2周复查1次。

1.3.2 手术组 本组患者术前均行下肢全长 X

线片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测算内翻畸形角度。患者取

仰卧位，硬膜外麻醉，常规消毒、辅巾、驱血，上止血

带。(1)改良“V+L”型胫骨高位截骨：于小腿中下 1/3

处做2~3 cm纵形切口，剥离骨膜，暴露腓骨，斜形截断

腓骨，必要时可截除 1~2 cm腓骨。再取髌骨外下缘，

胫骨结节处取一弧形切口，暴露股四头肌扩张部分，

切开后行髌骨外缘松解，用骨膜剥离子推开胫前肌至

胫骨后方，在骨膜下切开胫骨结节的外侧部分，将骨

膜剥离子置于胫骨后方，以保护膝后侧神经和血管。

根据术前的设计，在胫骨结节近端、髌腱止点的上缘

平行于关节面进行“V”型截骨，在前外侧胫骨骨皮质

凿断以达到预设的角度，取出松质骨，确保凿骨后内

侧的骨皮质完全可见。术中保留胫骨后侧骨皮质不

截断，于近端呈“L”型横形截骨，保留后侧近端骨皮质

完整性，在胫骨远端截断后侧骨皮质。对传统“L”型

截骨进行改良，在A、B线的基础上增加一条C线，即

保留胫骨后侧骨皮质，于胫骨纵切面再凿开一条缝

隙。切除A、B线间骨质，使两线完全贴合后C线骨皮

质托住AB线(见图 1)。“V”形截骨方法与传统方法相

同(见图 2)。(2)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内固定器材由

大博颖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先稳定胫骨截骨，

将胫骨截骨远端嵌入近端，测量下肢力线合适后，选

择合适的钢板螺丝钉置于胫骨结节外侧缘固定胫骨，

全层缝合胫骨截骨处，腓骨截断处骨膜，筋膜，皮肤，

入置引流，加压包扎。术后负压引流24 h，嘱患者进行

功能锻炼，2周拆线，12个月后拆除内固定装置。

图1 “L”型截骨方法

图2 “V”形截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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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治疗前、治疗后1、3、

6 个月进行随访，采用 Lequesne 指数评价疗效，

Lequesne 指数包括疼痛、行走距离和每日活动能力

项，每项分值0~8分，总分24分，指数越高临床症状越

严重；比较两组治疗前、治疗后3个月膝关节负重位下

活动度(ROM)。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Lequesne 指数比较 两

组患者治疗前的 Lequesne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P>0.05)。治疗后 1、3、6 个月，手术组患者的

Lequesne指数明显低于治疗前和保守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负重位膝关节 ROM

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膝关节负重位下屈曲

ROM、伸直滞缺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 3 个月，手术组患者的膝关节负重位下屈曲

ROM 明显高于治疗前和对照组，伸直滞缺度，明显

低于治疗前和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 2。

3 讨 论

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KOA的发病率与年龄呈正

相关，50~60 岁人群有影像学病理表现的约占 80%，

60~70岁约占 90%，70岁以上者约占 100%[5]。其中有

临床症状的约占18%，其主要病变是原发性或继发性

退行性变造成膝关节结构奈乱，软骨下出现骨赘増

生，引起膝关节功能障碍。KOA病变早期一般局限于

膝关节内侧间室，由于正常膝关节有5°~8°的外翻角，

膝关节大部分负重部位是膝关节内侧面，外侧负重仅

为 25%~40%[6]，内侧负重远大于外侧，因此随着KOA病

情的进展，逐渐形成内翻畸形，并导致下肢力线改变，促

进KOA进行性加重，KOA和膝关节内翻畸形互为因果，

形成恶性循环[7]。保守治疗效果不佳，全膝关节置换术疗

效显著，但术后易磨损，易出现假体松动，行二次返修手

术几率大，因此，对KOA并膝内翻畸形患者进行积极干

预，保留自体关节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8]。

本研究进行了“V+L”型胫骨高位截骨+钢板螺丝

钉内固定术和保守治疗的对照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

1、3、6个月手术组Lequesne指数明显低于治疗前，也

明显低于保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 3个

月手术组膝关节负重位下屈曲活动度较治疗前明显

提高，且提高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伸直滞缺度较治

疗前和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改良

“V+L”胫骨髙位截骨可改变KAO并内翻畸形患者膝

关节异常力线分布，降低骨内压力，改善血液循环，

“卸载”病变间室高应力，纠正内侧腔股关节面超负

荷，改善膝关节生物力学环境[9]，从而使内侧关节面软

骨得以重生和修复，达到缓解临床症状，避免或延缓

行全膝关节置换术时间[10]。该治疗方案可恢复膝关节

活动功能，具有操作简便、疗效明显等优点，是一种疗

效确切的新术式。

综上所述，改良“V+L”胫骨髙位截骨+钢板螺丝

钉内固定术治疗的主要目的是恢复膝关节正常活动，

消除和缓解临床症状，延缓膝关节退行性变的进程。

本研究结果显示，该术式有显著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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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Lequesne 指数比较(x-±s)

组别

保守组

手术组

t值
P值

例数

20

20

治疗前

16.57±3.25

16.82±3.19

0.427

0.581

1个月

15.62±2.93

12.57±1.71a

4.319

0.037

3个月

12.47±1.26a

7.26±1.02a

6.284

0.011

6个月

11.52±0.93a

3.19±0.24a

10.719

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膝关节负重位下ROM比较(x-±s)

组别

保守组

手术组

t值
P值

例数

20

20

治疗前

86.24±10.31

85.92±9.87

0.268

0.738

治疗后3个月

95.41±11.62a

112.43±16.73a

12.634

0.000

治疗前

9.24±1.53

9.35±1.64

0.026

0.976

治疗后3个月

6.57±0.85a

1.49±0.28a

15.274

0.000

屈曲活动度(°) 伸直滞缺(°)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

··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