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inan Med J, Jan. 2018, Vol. 29, No. 1

桡骨小头假体置换治疗桡骨小头粉碎性骨折八例
魏志远，邹鸿星，邵银初，双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4医院骨科，江西 南昌 330001)

【摘要】 目的 探讨桡骨小头假体置换治疗桡骨小头粉碎性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94医院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期间收治的8例桡骨小头MasonⅢ、Ⅳ型骨折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

者均采用桡骨小头假体置换方法治疗，其中4例为单纯的桡骨小头粉碎性骨折，其余4例合并肘关节后脱位、尺骨

冠状突骨折等。结果 患者均获随访时间6~17个月，平均11个月。按照Mayo肘关节功能评分标准进行评定，优4

例，良3例，一般1例，优良率为87.5%。结论 桡骨小头假体置换治疗桡骨小头粉碎性骨折可取得良好的早期效

果，但远期疗效还需长期随访得到进一步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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桡骨小头骨折约占全身骨折的 3%，是肘关节部

位的常见骨折类型[1]，在该部位骨折中约占1/5，约有1/3

同时合并关节其他结构损伤[2]。桡骨小头骨折最常用

的骨折分型是Mason分型[3]，粉碎性骨折为Mason Ⅲ型

及Ⅳ型的骨折，以往对此类型的骨折治疗常采用复位后

钢板螺钉固定或者直接切除桡骨小头的办法，但术后容

易出现肘关节疼痛、不稳、异位骨化，肘关节屈伸及前臂

旋转功能障碍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随着对桡骨小头在肘关节外侧柱稳定作用的重

要性的认识和置换假体材料的发展及置换技术的进

步，桡骨小头假体置换术成为桡骨小头粉碎骨折治

疗一种更为合适的选择。它能快速恢复肘关节的稳

定结构避免引起关节功能障碍、内固定失效及骨折

不愈合带来的风险 [4-5]，逐渐成为了研究热点。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 94医院自 2015年 7月至 2016年 6月期

间收治 8 例桡骨小头 MasonⅢ、Ⅳ型骨折病例患者，

均采用了桡骨小头假体置换方法治疗，获得了较好

的治疗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8例中男性5例，女性3例；

年龄 23~52岁，平均 35岁；左侧 2例，右侧 6例；4例为

单纯的桡骨小头粉碎性骨折，其余 4例合并肘关节后

脱位、尺骨冠状突骨折等；致伤原因中，坠落伤6例，车

祸伤2例；伤后至手术时间0~7 d，平均3 d。手术前常

规行肘关节X线片及CT三维重建，明确骨折类型。

1.2 手术方法 麻醉成功后，患者取上肢外展平

卧位，患肢上臂上止血带，常规消毒铺巾。取肘关节

Kocher入路切口，长约8 cm，依次切开皮肤、皮下组织

及深筋膜，于肘肌与尺侧腕伸肌之间进入，使两者分

开，注意避免损伤外侧尺副韧带，暴露外侧肘关节囊，

前臂旋前注意保护骨间背侧神经，切开关节囊显露桡

骨近端，取出桡骨小头骨折碎块。桡骨粗隆上约5 mm

处摆锯锯断桡骨颈，骨锉修整断面，扩髓钻从小到大

手动扩髓至皮质内缘，将所取桡骨小头骨折碎块拼凑

还原，测量桡骨小头平台面直径，选取对应的假体试

模。安装好试模后复位，屈伸肘关节，检查肱桡关节

的稳定性及活动度良好，取出试模，冲洗伤口，安装同样

大小假体(为美国Wright公司生产的生物性Swanson钛

金属桡骨小头假体)。复位，再次检查关节稳定性，

屈伸活动肘关节，假体与周围组织无撞击及脱位，假

体关节面与肱骨小头接触良好，所受压力适中。再

次冲洗伤口，修复环状韧带，逐层缝合切口，包扎敷

料，术毕。

1.3 术后处理 抗生素预防感染治疗48 h，手术

结束后1~2 d开始主动进行前臂旋转及肘关节屈伸锻

炼，如同时伴有关节其他结构损伤，3周后开始功能锻

炼。常规口服吲哚美辛肠溶片3周预防异位骨化。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术前

和术后随访时Mayo肘关节功能评分采用配对 t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治疗情况 本组8例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

间6~17个月，平均11个月。按照Mayo肘关节功能评

分标准[6]进行评定，优4例，良3例，一般1例，优良率为

87.5%，无术后感染、假体下沉松动或周围骨折等情况

发生。术前肘关节Mayo功能评分为(28.13±10.0)分，

术后为(90±18.7)分，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2.2 典型病例 男性患者，26岁，因高处坠落致

右侧桡骨小头粉碎性骨折，同时伴有肘关节后脱位，

骨折分型Mason Ⅳ型。入院后第4天行右侧桡骨小头

假体置换术。置换术后10个月复诊，X线检查示桡骨

小头假体位置良好，未见明显松动下沉。肘关节功能

Mayo评分结果：95分(见图1~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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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术前肘关节CT三维重建 图2 术中取出的桡骨小头 图3 术后肘关节侧位片 图4 术后肘关节正位片

图5 置换术后10个月肘关节屈伸及内外旋功能恢复良好

3 讨 论

桡骨小头骨折临床上较为常见，其发生机制多为
高处坠落或摔倒时伸肘撑地引发，通过纵向、外翻或
旋转时的暴力传递，导致肱骨与桡骨发生碰撞，引起
桡骨小头骨折[7]。Mason分型将其分为四种类型:Ⅰ型
为无移位骨折，石膏制动2~4周即可；Ⅱ型为边缘移位
骨折，往往行手术切开复位内固定；Ⅲ型及Ⅳ型骨折
为粉碎性骨折，行切开复位内固定失败率较高[8]，以往
选择桡骨小头切除术，但远期疗效并不理想[9]。因为
桡骨小头切除后其抵抗外翻力量的能力降低，导致肘
腕关节因受外力影响易产生畸形。肘关节稳定性不
好，活动时使桡骨残端易产生滑移，引起下尺桡关节
脱位，导致腕关节活动时疼痛。还会导致腕部的三角
软骨面受损，提携角增加引发尺神经问题等[10]。由此
可见桡骨小头对肘关节的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生物力学证明：在肘关节伸直时，60%的轴向应力
作用在肱桡关节上，在抵抗外翻力量时，桡骨小头起
到了支撑作用，能够减轻肘关节内侧软组织张力。

桡骨小头假体置换极大限度的恢复了肘关节的
生物力学稳定性，其适用于：肘关节不稳的桡骨小头
粉碎性骨折，包括Mason Ⅲ型和Ⅳ型两种类型，同时
伴有肘关节周围其他结构损伤，例如Essex-Lopresti损
伤、尺骨鹰嘴或者冠状突骨折、粉碎至无法恢复的桡
骨小头骨折等。1941年，Speed [11]首次将桡骨小头假
体置换术应用于治疗桡骨小头粉碎性骨折，到如今众
多学者[12-13]都对桡骨小头假体置换术的相关研究进行
了报道。其优点：(1)重建肘关节稳定，维持桡骨的生
理长度，防止桡骨干上移；(2)防止异位骨化、创伤性关
节炎等并发症产生；(3)手术后早期即可功能锻炼。

桡骨小头在置换过程中假体的准确尺寸和精确

置入很关键，不仅要与肱骨小头相匹配，而且要避免
旋转中心偏离影响前臂旋转活动。首先，截骨要要精
准，可反复安装假体试模判断，尽量恢复桡骨生理长
度。假体与肱骨小头关节面的间隙以 2 mm 左右为
佳，截骨过少会导致肱骨小头关节面应力增加使软骨
过度磨损，同时使假体柄与骨界面因负荷增加而松
动；而截骨过多会导致肘关节不稳和松弛，无法达到
稳定关节的作用[14]。其次，桡骨小头假体直径可将所
取桡骨小头骨折碎块拼凑还原，以此为模板参考，假
体直径以桡骨小头平台面外缘直径减去 2 mm为宜。
若测量结果与现有假体不能完全匹配，应选用直径和
高度均小一号的假体。再次，手术过程中需保护环状
韧带及尺侧副韧带，环状韧带缝合宜松紧适度，以免
发生关节不稳或活动受限的现象。

总之，桡骨小头假体置换治疗桡骨小头粉碎性骨
折能够获得较好的前期效果，随访的病例均未发现肘
关节感染、强直或脱位，慢性肘关节炎及肘腕部长期
慢性疼痛等并发症。但任何一种假体置换都存在使
用寿命问题，由于随访时间短，病例数较少，远期疗效
未知，桡骨小头假体置换是否会出现假体松动、下沉
及肱骨小头软骨磨损等情况，还需要在更多病例的长
期随访下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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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支架置入术
在梗阻性左侧大肠癌患者一期根治性手术中的应用

邓科平，邱东达

(长沙市第一医院普外科，湖南 长沙 410005)

【摘要】 目的 探讨肠道支架置入术在梗阻性左侧大肠癌患者一期手术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

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湖南省长沙市第一医院收治的梗阻性左侧大肠癌患者16例，梗阻发生后均予以结

肠镜下肠道支架置入解除梗阻，1~2周后根据情况联合新辅助化疗或直接一期根治性手术+吻合。结果 16例患者

肠道支架均置入成功，顺利解除梗阻，其中14例患者顺利手术，术后恢复良好；2例患者因解除梗阻后拒绝手术自

动出院。结论 肠道支架置入术在梗阻性左侧大肠癌患者一期手术中是首选治疗方法。

【关键词】 肠道支架；左侧大肠癌；肠梗阻；一期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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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elf-expanding metal stenting in patients of left-sided colorectal cancer with intestinal obstruction.
DENG Ke-ping, QIU Dong-da.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angsha, Changsha 410005, Huna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self-expanding metal stenting for patients of

left-sided colorectal cancer with obstructio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6 patients with left-sided colorectal cancer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angsha from January 2015 to June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f-

ter the occurrence of obstruction, self-expanding metal stenting was performed to relieve intestinal obstruction. 1~2

weeks la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or one-stage radical operation and direct anastomosis was performed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Results The stents were successfully placed in 16 patients, relieving obstruction effectively. Among the

16 patients, 14 were operated smoothly with good recovery, and 2 refused to operation and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Conclusion Self-expanding metal stenting for patients of left-sided colorectal cancer with obstruction is the preferred

treatment in one-stage operation.

【Key words】 Self-expanding metallic stents (SEMS); Left colorectal cancer; Intestinal obstruction; One-stage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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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大肠癌发展相对缓慢、隐匿，而发生肠梗阻
症状为其较常见的首发症状[1]，如何处理这类患者尚
有争议[2]。传统的治疗方案是急诊行Hartmann手术，
3~6个月后再行二期手术。此类患者需肠造瘘及再次
手术关瘘，增加了患者的痛苦及风险[3]，且部分患者难
以达到标准根治性手术。本组先经结肠镜下肠道支

架置入及活检解除梗阻及明确病理类型，在充分完善
术前准备后再行手术，手术更彻底，患者创伤较小，恢
复快，疗效满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月至 2016

年6月湖南省长沙市第一医院收治的梗阻性左侧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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