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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复位下PFNA治疗高龄患者股骨粗隆间骨折32例
易国良，黎洲，陈志伟，戴祝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一病区，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目的 探讨辅助复位下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PFNA)内固定治疗高龄患者股骨粗隆间骨折的临床疗
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一病区收治的32例股骨粗隆间骨折
高龄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术中牵引床下牵引均无法直接复位，分别采用撬拨复位法、Homann拉钩辅助复位
法、钳夹及环抱复位法、骨折远近端互动复位法、克氏针临时固定法进行辅助复位，复位后使用PFNA进行内固定。
术后进行Harris髋关节评分及VAS疼痛评分。结果 本组32例患者术后手术切口均一期愈合，无伤口感染、血管及
神经损伤等并发症。32例均获随访，随访时间16~36个月，平均25个月。末次随访时骨折均一期愈合、患侧髋关节
Harris功能评分为77~89分，平均(83±6.3)分，其中优18例，良12例，可2例，优良率达94%；VAS疼痛评分由术前的
(6.28±1.63)分降至术后6个月的(2.17±1.06)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末次随访患侧髋关节无疼痛症状。
结论 对于牵引床下牵引无法直接复位的股骨粗隆间骨折高龄患者，辅助复位下PFNA能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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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ion (PFNA) after

auxiliary redu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2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treated in First Ward,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0 to January 2016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ll pa-

tients could not be directly reduced by traction under the traction bed during operation. Auxiliary reduction was per-

formed druing the surgery by the technique of percutaneous reduction by leverage, Homann retractor assisted reduction,

clamp reduction and encircling reduction, distal end of fracture interaction reduction, temporary Kirschner wire fixation.

All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internal fixation with PFNA after reduction. Harris hip score and VAS pain score were

evaluated after operation. Results In all the 32 cases, postoperative incision healed with Ⅰ intention, without complica-

tions such as wound infection, blood vessel and nerve injury. The 32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6 to 36 months, 25

months in average . The fracture healed with Ⅰ intention at the last follow-up, and the Harris hip score was 77 to 89,

with the average of (83±6.3), among which 18 cases were classified of excellent, 12 cases of good, and 2 cases of gener-

al. The overall rate of excellent or good result was 94%. The VAS pain score decreased from (6.28±1.63) before opera-

tion to (2.17 ± 1.06) at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last follow-up

showed no pain in the hip of the affected side. Conclusion PFNA after auxiliary reduction can obtain good clinical ef-

fect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that can not be directly reduced under traction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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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粗隆间骨折是老年人常见的骨折类型，随着
人口老年化，高龄患者股骨粗隆间骨折的发生率也在
增加，绝大多数股骨粗隆间骨折需用手术治疗[1]。目
前采用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proximal femoral nail an-
tirotaion，PFNA)进行固定已成为主流，而骨折解剖复
位是股骨粗隆间骨折坚强内固定的基础，骨折复位不
良与手术并发症的发生存在相关性[2-3]。Baumgaertner
等[4]认为高龄患者股骨粗隆间骨折复位标准：与对侧
相比骨折分离 5 mm 间隙或颈干角<15°或外翻<20°。
于1981年AO将股骨粗隆间骨折归入其整体骨折分型
系统中，并将其归为A类骨折。其中A1型：经转子的
简单骨折(两部分)，内侧骨皮质仍有良好的支撑，外侧
骨皮质保持完好；A2型：经转子的粉碎骨折，内侧和后

方骨皮质在数个平面上破裂，但外侧骨皮质保持完
好；A3型：反转子间骨折，外侧骨皮质也有破裂。其
中，A3.1为近端斜行骨折；A3.2为横行骨折；A3.3为粉碎性
骨折。对于A1型的股骨转子间骨折，采用简单复位如
外伸牵引、旋转整复、缩嵌内收等方法即可获得良好
的复位。但对于高龄患者A2、A3型骨折，如一味追求
闭合复位，往往出现术中隐性失血增加、手术时间延
长、骨折端复位不良、股骨干及远端骨折、骨折畸形愈
合等并发症，甚至内固定失败[5]。因此，一般需有限切
开并借助辅助器械，骨折才能达到满意的复位。

笔者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采用撬拨复位法、
Homann拉钩辅助复位法、钳夹及环抱复位法、骨折远
近端互动复位法、克氏针临时固定法进行辅助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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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位后再行PFNA治疗高龄患者股骨粗隆间骨折，获
得较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32例，男性13例，女性

19 例；年龄 76~91 岁，平均 80 岁；左侧 15 例，右侧 17
例；骨折按 AO/OTA 分型，其中 A2 型 11 例，A3 型 21
例。手术时间为骨折后1~12 d，平均3 d。入院后行患
肢皮套牵引，完善术前常规检查，治疗高血压、糖尿
病、深静脉血栓等基础疾病。

1.2 手术方法 采用硬膜外或腰硬联合麻醉后，
常规使用骨科牵引床上在“C”型臂X线机监视下行闭
合复位，均无法达到解剖复位。因此术中采用以下方
法辅助复位。

1.2.1 撬拔复位 该技术是指用骨钩或斯氏针撬
拨移位骨折块来辅助复位，主要适用A2型及部分A3
型的股骨粗隆间骨折。本组11例患者使用该技术。

1.2.2 Homann 拉钩辅助复位 该方法是指将
Homann拉钩置于骨折近折端前方，达到骨折尖端向
后按压，向上提拉Homann拉钩，形成向下的压力，以
纠正骨折端向前成角。该法主要适用于A3.1和A3.2
型患者，本组8例患者使用该技术。

1.2.3 骨折远近端互动复位 该法是联合应用
摇杆技术、钳夹技术和顶压技术的一种复位方法 [6]

(图 1)。此法对正位 X 线片复位满意但侧位片上骨
折端错位明显且复位困难的 A3 型骨折复位效果明
显[6-7]。本组5例患者采用该技术。

图1 患者81岁，女性，31-A3.1型股骨粗隆间骨折，采用骨折远近端互动复位法复位后再行PFNA内固定术

注：A，术前；B，术中辅助复位；C，术中透视复位满意；D，术后复查。

1.2.4 钳夹及环抱复位 对反转子间骨折，髂腰
肌牵拉可使骨折远近端发生内移，臀中肌、臀小肌等
牵拉可使骨折近端外展，此时导针很难进入股骨髓
腔。对于这种情况，可利用骨盆复位钳经切口钳夹住
或环抱股骨并垂直骨折线内收股骨，恢复股骨力线后
置入导针。本组6例采用该技术。

1.2.5 克氏针临时固定 该技术是指用克氏针
对复位后的骨折进行临时固定，从而减少骨折术中复
位丢失的发生。A3型骨折患者可采用该技术。本组
2例采用该技术。

1.3 术后处理 复位满意后均使用股骨近端防旋
髓内钉(PFNA)进行内固定。术后常规抗骨质疏松治
疗，低分子肝素钠抗凝预防深静脉血栓，术后使用抗生
素48 h预防切口感染，逐步进行髋关节功能康复锻炼。

2 结 果
本组 32 例患者术前准备时间为 1~12 d，平均 3 d

(积极治疗内科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手术时间为
60~120 min，平均75 min；术中出血量为50~200 mL，平
均70 mL；住院时间为 7~20 d，平均 14 d。术后手术切
口均为一期愈合，未见感染及重要血管、神经损伤。
术后随访时间10~36个月，平均25个月。末次随访时，
手术侧髋关节 Harris 功能评分为 77~89 (83±6.3)分，
平均 83 分，其中优 18 例，良 12 例，可 2 例，优良率达
94%。VAS 评分由术前 5~8 (6.28±1.63)分降至术后
6个月1~3 (2.17±1.0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末次随访6例患者诉患侧髋关节偶感疼痛不适，但不影

响日常生活，余26例患者未诉特殊不适。末次随访复
查影像学资料未见再发骨折、断钉及髋内翻等并发症。

3 讨 论
3.1 撬拔复位 对于A2型的股骨粗隆间骨折可

采用该技术。传统撬拔复位法一般在局部做一3~4 cm
切口，使用骨膜剥离器或撬钩等辅助器械进行撬拨辅
助复位[8]。但在操作中会发现骨膜剥离器或撬钩等器
械因体积偏大，进而影响后期主钉的置入，并对周围
软组织损伤严重。目前，应用骨钩或者斯氏针进行撬
拔复位越来越受到外科医师的青睐。骨钩撬拔复位技
术适用于在轴位片上显示股骨近端前方皮质嵌插并向
后移位的骨折[9]。于股骨大转子上方3~5 cm处做一入
路，将骨钩顺着股骨近端前侧皮质置入，当达到骨折断
端时，将骨钩沿其纵轴旋转，撬拨提起向后移位的骨折
片，从而解除骨折端的嵌插。斯氏针撬拔复位技术是
在股骨大粗隆顶点距远端股骨外侧约6 cm处进针，该
处进针可避开重要血管神经。然后将斯氏针靠着股骨
前侧皮质打入，遇到近端骨折片后稍退出，然后抬起斯
氏针头部，从骨折片前方穿过，利用周围的软组织做为
支点，进行撬拨复位。“C”臂机透视满意后置入髓内钉
及主钉，缓慢拔出斯氏针。

目前，也有学者利用 Schanz钉进行撬拔复位，其
用 Schanz钉的定点是在股骨中线外侧腹股沟中点下
方6 cm处，避开股动静脉、股神经，做一长约1 cm的切
口，钝性分离肌肉，垂直于股骨头颈方向，插入Schanz
钉至骨折端，经皮撬拨顶压技术矫正骨折移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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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Homann 拉钩辅助复位 对 A3.1 和 A3.2 型
患者，骨折因髂腰肌牵拉导致远端相对近端可能呈向
内倾斜、向前方成角的趋势。此时可将Homann拉钩
置于近折端前方，达到骨折断端向后按压，术中需透
视确认拉钩放置在恰当的位置。向上提拉Homann拉
钩，形成向下的压力，纠正向前成角的骨折端。若复位
困难，还可应用Trethowan拉钩从远折端经皮插入进行
推顶使骨折复位[11]。术中透视确认复位满意后，缓慢拔
出Homann拉钩，置入髓内钉后重新复位，再置入股骨
头颈螺钉并锁定近端及远端髓内钉，完成内固定。

3.3 钳夹及环抱复位 钳夹复位主要适用于A3.1
型骨折[12]。对反转子间骨折，髂腰肌牵拉可使骨折远近
端发生内移，臀中肌、臀小肌等牵拉可使骨折近端外
展，导针很难进入股骨髓腔。此时可用一把骨盆复位
钳经切口钳夹住股骨并垂直骨折线内收股骨，复位骨
折后再置入克氏针。术中需注意，小切口钳夹复位达
成以后，必须持续维持，直到完成最终的固定为止。

而复位钳环抱复位法则是在股骨大转子下做一
长约5 cm的纵行切口。钝性分离股外侧肌，不剥离骨
膜，然后术者徒手触知骨折块的情况，再用点式复位
钳通过肌肉、骨膜插入环抱复位，若1把点式复位钳复
位不满意或不稳定，则可在该复位钳的同一平面的垂
直方向再环抱 1~2 把，可纠正不同平面的骨折移位。
不同于钳夹复位，环抱复位是利用软组织的间接牵拉
对骨折进行复位，该技术可避免粉碎的骨折片再次发
生碎裂。对于合并有颈基部骨折的情况，夏荣刚等[13]

认为可使用特制的点式复位钳(复位钳腰部或壶口部
宽大且钳柄更长)，从而足以容纳骨折快间的距离，利
用复位钳环抱复位。Aktselis等[11]认为经皮或有限切
开辅助环抱复位固定不剥离骨膜，所以不影响血供，
值得在临床应用中进一步推广使用。

3.4 骨折远近端互动复位 对A3型骨折，往往
会出现正位X线片复位满意但侧位片上骨折端错位
明显且复位困难的现象。此时，可在大转子顶点下方
沿水平方向打入１枚克氏针至股骨颈内，而对于骨质
较为疏松的老年患者，运用单枚克氏针进行回旋摇摆
操作，克氏针在股骨颈内容易发生旋转甚至松动，此
时可以成角度交叉植入 2~3 枚克氏针，以增加其在股
骨颈内的把持力和稳定性[6]。然后分别把持克氏针和
持骨钳，进行推挤提按、回旋摇摆，纠正转子间骨折近
折端的外旋、外展移位。同时，在远端骨折片处做一
切口，插入骨膜剥离器或骨盆复位钳，对远端骨折片
进行顶压、钳夹，从而获得一个良好的复位效果。

3.5 克氏针临时固定 A3型股骨粗隆间骨折的
患者其骨折术中复位丢失的几率要远远大于A1及A2
型骨折[14]。Cho等[15]介绍了一种使用克氏针临时固定
而减少骨折术中复位丢失的发生。利用前叙方法复
位骨折后，在正位透视上做一体表标记，起于股骨外
侧壁转子棘下方 1 cm，至股骨头中心稍偏下，以此来
确定克氏针的轨迹。然后将透视从正位换为侧位，在
正位做的标记线起点上，稍低于股骨干中线的位置做
一2 cm切口，此切口进针可以预防因股骨颈前倾角而

干扰克氏针轨迹。使用单一钻套插入一 3.2 mm克氏
针，单一钻套有助于克氏针轨迹的控制。为了防止克
氏针从股骨前皮质滑脱，可先垂直于股骨干轴线钻一
小凹痕，然后沿着之前在正位上所做的标记改变克氏
针方向，缓慢的将克氏针置入股骨头中心处稍偏下
方。为了防止克氏针阻碍后期螺旋钉主钉和螺旋刀片
的置入，克氏针最好在正位上从完整的外侧皮质进针，
在侧位上刚好在前皮质下方穿过。在置入螺旋钉后再
拔出克氏针。Cho等[15]通过多远回归分析显示人工维
持出现复位丢失的概率是克氏针临时固定的5.182倍。

综上所述，高龄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骨质条件
差，多伴有严重骨质疏松，常表现为复杂的粉碎性骨
折[16]，而对于复位困难的股骨转子间骨折，为了获得良
好的复位，恢复正常的力线，降低手术并发症，采用有
限切开器械辅助复位的方法是必要的。本研究中对于
牵引床下牵引无法直接复位的股骨粗隆间骨折的高龄
患者，辅助复位下PFNA能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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