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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人路关节镜辅助治疗难复性小儿发育性
髋关节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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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单人路关节镜辅助治疗难复性小儿发育性髋关节脱位(DDH)的临床效果。

方法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北京积水潭医院小儿骨科共完成12例(12髋)关节镜辅助下难复性

小儿发育性髋关节脱位闭合复位术，患儿月龄10～20个月(平均14个月)。手术指征为麻醉下双侧内

收肌患侧髂腰肌松解后髋关节不能中心复位的患者。采用单一内收肌下入路观察并操作，镜视下切

除肥厚的圆韧带、清理髋臼底部纤维脂肪组织，盂唇内翻者行外2／3放射状切开、松解缩窄关节囊及髋

臼横韧带。清理完毕后关节镜监视下手法复位，双髋人类位石膏外固定(并不进行镜下关节囊紧缩缝

合)，术后6～8周更换二期石膏。关节镜手术前后及更换二期石膏时均造影拍片，记录手术前后安全

角、股骨头内侧化率变化情况，末次随访时均常规双髋平片观察有无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及测量髋臼指

数。应用配xCt检验对手术前后各测量指数进行统计比较。结果所有患儿随访18～36个月(平均

26个月)，全部12髋在关节镜下复位成功。安全角由术前的18．50±3．80增至术后的61．9。±6．50，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一28．944，P<O．01)。股骨头内侧化率由术前的62％±20％增至镜下清理后的104％+

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一3．519，P<0．05)。髋臼角由术前的40．60±5．0。降至术后的29．40±5．00，手术

前后差异显著(t=5．463，P<O．01)。术后l例患者出现Kalamchi．MacEwen分型I型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随访2年骺板内无骨桥形成，股骨头形状修复满意。2例残留有髋臼发育不良。结论单人路关节镜

辅助下髋臼清理闭合复位术是治疗难复性A,JL发育性髋关节脱位安全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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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 portal arthroscopic·assisted reduction technique in the treatment of irreducible

developmental dislocation of the hip in infants and todd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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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single-portal arthroscopie—assisted reduction

technique in the developmental dislocation of the hip in infants．Methods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6，12 dislocated hips in 12 children with a median age of 14 months(10 to 20 months)were treated with

single—portal arthroseopie-assisted reduction technique．The indication for intervention was failure of closed

reduction after bilateral adductor and unilateral iliopsoas release under anesthesia．Adductor and iliopsoas

tendon were released routinely through a medial approach．Through the same medial approach a

single—portal arthroscopic—assisted reduction technique was selected，with a medial sub—adductor portal for

both 4．0 mm cannulated system with a 30。arthroscope and the instruments．After assessing of the

intraartieular structures，the hypertrophic ligamentum teres and acetabular pulvinar were resected，and

transverse acetabular ligament eraLl was incised and a limited release of the capsule was performed prior to

reduction of the hip．Arthrography was performed after reduction in all children．Safe zone angle and the

medialization ratio on the arthrogram were compared pre and post arthroscopic reduction．Acetabular index

were compared at two time points：before operation and at the latest follow—up with paired t test．Results

All hips were reduced with single—portal arthroscopic procedures．The reduction was confirmed on

．临床研究．

万方数据



生堡堕堂苤查!Q!!生!旦!旦笙!!鲞箜!塑盟!!!塑塑!垦!鱼!!!!!!!型!!!Q!!!!!!：!!!盟!：!

arthrography．With a median follow—up of 26 months f 1 8 to 36 months)．all l 2 hips remained stable．Safe

zone angle increased from 18．50±3．8。to 61．90±6．50 immediately after arthroscopic reduction(t=一28．944．P<

0．011：and the medialization ratio on the arthrogram inereased from 62％4-20％to 104％4-16％immediately

after arthroscopic reduction f￡=一3．519．P<0．05)．The mean acetabular index decreased from 40．6。±5．0。to

29．4。±5．0。at the latest follow．up ft=5．463。P<0．011．However．Kalamchi．MacEwen type I avascular

necrosis was developed only in 1 case．and residual dysplasia was observed in 2 hips．Conclusions

Single．portal arthroscopic．assisted reduction technique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developmental

dislocation of the hip in infants and todd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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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D发育性髋关节脱位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

骨科疾病，B超筛查作为一种可早期诊断的方法，

已经被广泛应用，增加了保守治疗的成功率⋯。但

早期筛查出的患者仍存在闭合复位挽具治疗失败

的情况；另外，在我国目前还没有条件对新生儿进

行B超普查，因此，仍有很多患者因未能筛查而错

过早期治疗的机会，这些患者需要进一步切开复位

治疗[2]。切开复位的时机和人路目前还存在争

议[3圳，随着关节镜技术的不断进步，关节镜辅助下

复位成为一种复位的手术方式，其具有并发症少、

阻碍复位因素探查清晰的优点b击]。本研究对12例

患儿应用关节镜辅助下复位的方法进行总结，现报

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北京积水潭医院

dsJL骨科共完成12例关节镜辅助下难复性／J',JL发

育性髋关节脱位闭合复位术。其中男2例，女10

例，年龄10～20个月(平均14个月)，11例为单侧

脱位，1例双侧脱位(其中一侧不需要镜下复位)，

右侧4髋，左侧8髋，脱位高度T6nnis分度[3]：Ⅱ。3

例、111 06例、Ⅳ。3例。12例中有1例为挽具治疗失

败者，其余1 1例为初诊患儿。手术指征为麻醉下

双侧内收肌患侧髂腰肌松解后通过手法仍旧不能

中心复位者。

二、手术方法

患儿取平卧位，手术均在全身麻醉下进行，常

规消毒铺单后，首先经双大腿近端内侧内收肌表面

横行切口(3 cm)行双侧内收肌患侧髂腰肌腱松解，

双侧内收肌松解可有效改善髋关节外展角度，增加

安全角，增加复位的稳定性及安全性，内收肌髂腰

肌腱松解后试行闭合复位，记录安全角(安全角为

患侧髋关节从屈髋90。最大外展角度逐渐内收到达

脱位之间的夹角，所有患者均由同一名高年资医生

测量)、股骨头内侧化率n1(标准双髋正位造影平

片，测量方法见图1，所有患者均由同一名高年资

医师测量)，并观察是否中心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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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股骨头内侧化率测量方法：股骨头内缘距离

Perkins线距离b与股骨头内缘距离股骨头中心距离a

之间的比值

若闭合复位失败(安全角<20。或双髋正位造影

平片股骨头与髋臼之间存在间置物内侧造影池增

宽达到7 mm以上)随]贝0积极行关节镜手术，常规使

用30。、4 mm关节镜。内收肌髂腰肌腱切断后旋股

内侧动脉及髋关节前下方关节囊可清晰显示于视

野内(图2)，避开旋股内侧动脉，前下方关节囊表

面可触及关节间隙，18号腰穿针穿刺进针，穿过坚

韧关节囊手感后，注人生理盐水20 m1扩张关节

腔，该部髋关节囊行纵切口1 cm，建立人路，关节

镜鞘芯穿刺锥进入髋关节内，关节镜鞘管沿鞘芯

进人关节囊。关节镜置人关节腔后，顺序移动和

旋转关节镜进行全面检查。术中观察妨碍闭合复

位的主要因素：圆韧带是否肥厚、盂唇是否增厚内

翻、髋臼横韧带是否紧张、髋臼内是否存在纤维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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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组织充填，关节囊是否存在缩窄。经同一人路，

可同时置人刨刀或等离子刀，进行操作，因需要操

作区域有限，术中镜头与刨刀或等离子刀并不存在

明显的相互干扰(图3)。手术包括切除肥厚的阻

碍复位的圆韧带(图4，5)，对于增厚内翻的盂唇，

必要时采取盂唇外2／3切开，保留内缘完整(图6，

7)，清理髋臼底部纤维脂肪组织，切断髋臼横韧带

(图8，9)，若缩窄关节囊阻碍复位，则进行松解。

清理完毕，关节镜监视下复位，再次记录安全角，行

髋关节造影后拍片，观察是否中心复位、记录股骨

头内侧化率，最后在安全角度内行人类位石膏外固

定(图10～13)。

三、术后处理及随访

患者人类位石膏外固定6—8周后改用进一步

减小外展角度的膝上双髋人类位石膏固定2—3个

月。更换二期石膏时均常规造影拍双髋平片测量

股骨头内侧化率，术前及末次随访拍片观察有无股

骨头缺血性坏死(AVN)及测量髋臼指数(图

14—17)。

四、评价标准

常规记录关节镜下病理改变，记录关节镜术前

术后的安全角度、股骨头内侧化率，记录术前及末

次随访时的髋臼指数。记录AVN情况，判定使用

Kalamchi—MacEwen分型方法阳]。记录其他手术相

关并发症，如人口血肿及感染，神经、血管损伤，石

膏压疮等。记录末次随访时的步态、髋关节活动

度、双下肢长度、Trendelenburg征等。

五、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定量

资料采用戈±s表示。应用配对t检验对关节镜术

前、后安全角、股骨头内侧化率进行统计学比较，并

对术前及末次随访时的髋臼角进行比较。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手术情况

手术均在全身麻醉下进行，手术过程顺利，平

均用时90 min(70～120 min)，平均出血量30 ml

(10—50m1)。

二、随访结果

随访时间平均26个月(18—36个月)，全部12

髋在关节镜下复位成功。至末次随访时，12髋均

无疼痛及活动受限，步态正常，肢体无短缩，

Trendelenburg征阴性。患儿一般情况及关节镜下

探查阻碍复位因素见表1。安全角由术前的18．50±

3．8。，增加到术后的61．90±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一28．944，P<O．01)。股骨头内侧化率由术前的

62％+20％，增至镜下清理后的104％±16％，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护一3．519，P<0．05)。髋臼角由术前的

图2内收肌切断后旋股内侧动脉可清晰显示于视野内 图3经同一入路同时置入刨刀或等离子刀，并不存在明显的相互干扰

图4肥厚的圆韧带 图5圆韧带阻碍复位 图6增厚内翻的盂唇，等离子刀头没人盂唇后方 图7盂唇外2／3切开，保留内缘

完整 图8紧张的髋臼横韧带 图9髋臼横韧带切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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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患儿，女，1岁5个月，术前x线片示左侧单侧T6nnis m。脱位，髋臼指数45。 图11镜下清理术后髋关节x线片显示中心复位

图12一期人类位石膏固定后x线片下维持中心复位 图13一期人类位石膏外观 图14二期石膏固定后髋关节X线片显示中

心复位 图15二期石膏外观 图16术后1年半x线平片显示髋关节中心复位，髋臼指数减小为30。 图17术后2年半x线平

片显示髋关节中心复位，髋臼指数恢复至20。，与健侧相同

表1关节镜下探查阻碍复位因素

注：+：存在相应病理改变，一：不存在相应病理改变

40．60±5．0。，降至术后的29．40±5．00，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F5．463，P<0．01)。

三、二次手术及手术并发症情况

12例中有2例术后2年仍旧残留髋臼发育不

良，术前髋臼角分别是52。、480，降至术后2年的

40。、38。；Shenton线正常，关节间隙正常，分另Jl--次

行开放截骨手术。

12例中有1例单侧Ttinnis分度Ⅳ。脱位患儿术

后出现Kalamchi．MacEwen分型I型AVN，随访2年

骺板内无骨桥形成，股骨头形状修复满意。其余患

者至末次随访时无AVN发生。全组患者无手术入

El血肿及感染发生，无神经、血管损伤，无关节僵硬

等并发症。

讨 论

臼横韧带常被视作阻碍复位的结构，Guille

等[1叫认为切除臼横韧带是彻底复位的关键。Lee

等n¨发现臼横韧带并不是阻碍复位的因素，但他们

只是通过观察臼横韧带切断后断端未分离而得出

此结论，且并未说明股骨头复位后是否会分离。因

此，我们常规进行了臼横韧带的松解。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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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臼盂唇参与构成连续完整的环形密闭盂唇

软骨复合体¨2。，在脱位的关节，因异常应力的刺激

导致盂唇肥厚并且发生适应性的改变，称作

“limbus”[1 3|，该结构可发生内翻，进而阻碍复位。

对于内翻的盂唇，有学者建议切除或放射状切

开[14]，我们对本组12例中的8例内翻阻碍复位的病

态盂唇进行了放射状切开，未手术切除，尽可能完

整地保留这一结构对于髋臼的发育和预防关节退

变还是非常重要的[15|，但放射状切开的8髋中有2

髋残留有髋臼发育不良需要二次手术开放截骨，这

种情况是否与放射状切开对“limbus”结构的损伤

进而影响髋臼的发育有关，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Hattori等¨61报道术后存在盂唇内翻嵌插的患者中

有71％在5年随访时消失。因此，对于内翻阻碍复

位的盂唇是否进行处理尚存争议。今后研究中寻

找一种关节镜下悬吊(而不是放射状切开)的方法

使之平铺于股骨头表面可能是努力的方向。

AVN发生率是评价一种治疗方法是否能够成

功复位的重要指标，切开复位AVN的发生率为0～

69％[2]，主要原因是切开复位尤其是经内侧人路切

开复位操作对股骨头血液供应的直接损伤。本研

究在进行内收肌髂腰肌松解后不需要进一步大范

围剥离显露关节进行直视下关节内清理操作，减小

了关节显露和清理操作中可能造成的血液供应损

伤。但12例中仍有1例Tijnnis 1V。患者出现

MacEwen I型AVN，随访2年骺板内无骨桥形成，

股骨头形状修复满意，AVN的出现是包括石膏固

定体位在内的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Sibifiski

等n71通过对1 17例(155髋)的前瞻分组对照研究证

实，1岁以上T6nnis w／IV患儿术前牵引可降低AVN

发生率，但他们并未对术前牵引减少AVN的作用

机制进行解释。术前牵引能否减少AVN的发生目

前还存在争议。我们并不进行常规术前牵引，但常

规做术中双侧内收肌和紧张的患侧髂腰肌松解。

髂腰肌肌腱一般被认为是阻碍髋关节复位的重要

原因，该肌腱的松解被认为是促进关节复位的重要

步骤，但从髂腰肌腱的解剖走行来看，未松解的紧

张的髂腰肌腱在闭合复位后的髋关节外展外旋位

有可能是牵拉或压迫旋股内侧或旋股外侧动脉导

致股骨头缺血改变的因素，Eberhardt等n引报道8例

关节镜下治疗的发育性髋脱位患儿中有3例发生

了AVN，他们认为这是由未常规进行髂腰肌腱松

解所致。本组12例患儿中仅有1例发生了

MacEwen I型AVN，其余11患儿至末次随访时均

无AVN发生，我们认为这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1)术前松解内收肌、髂腰肌；(2)在进行内收肌髂

腰肌松解后不需要进一步大范围剥离显露关节进

行直视下关节内清理操作，减小了关节显露和清理

操作中可能造成的血液供应损伤；(3)通过镜下充

分清理，改善安全角后，可在安全的人类位石膏

固定。

Eberhardt等[1引使用内收肌下和前外侧双入路

操作，Bulut等[6 3采用髋关节前外侧有限切开3—

4 cm的方式暴露关节囊前方后经关节囊前内及前

外侧双入路操作，我们曾对前述两种人路进行过尝

试，在进行关节内清理时，一般在其中一个人路需

要更换等离子刀和刨刀等设备交替进行组织切除

和止血操作，因髋关节周围软组织包裹厚，更换设

备时常存在该入路维持困难的问题，需要花费较多

的时间重新寻找人路。因此，我们通过内收肌下单

一人路同时进入监视镜头和等离子刀／刨刀两种设

备，即使需更换等离子刀和刨刀，也始终保持镜头

在人路内，只需沿着镜头放人更换后的设备即可，

因为关节内需要操作的范围有限，同一人路内两种

设备并不存在干扰的情况，节省了制作第二人路和

手术中反复寻找第二人路的时间。因本研究病例

数少，需更严格的对照研究对单双人路的优缺点进

行深人比较。

本组研究病例数少，随访时间短，关节镜辅助

下复位的最佳人路、内翻盂唇的最佳处理方案、关

节囊松解后是否进行镜下紧缩等问题还需进一步

深入研究。另外，关节镜辅助下复位操作耗时较

长，手术时间延长对于预后影响也需要进一步

评估。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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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来稿中统计学处理的有关要求

1．统计研究设计：应交代统计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

做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或横断面调查研

究)；实验设计(应交代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

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

计(应交代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

主要做法应围绕4个基本原则(随机、对照、重复、均衡)概要

说明，尤其要交代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2．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孑±s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的定量资料，用M(仉)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

表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

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

轴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

于20，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3．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

用的设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

统计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

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

．读者．作者．编者．

频数所具备的条件以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

法，不应盲目套用x2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

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

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

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

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4．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P<0．05(或P<0．01)

时，应说明对比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

组之间具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的差别；应写明所用统

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t检验、两因素

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q检验

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t=3．45，x2---4．68，F=6．79等)应尽

可能给出具体的P值(如P=0．023)；当涉及到总体参数(如

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

给出95％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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