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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采用选择性跖跗关节融合术治疗陈旧性Lisfranc损伤的方法与疗效。

方法分析2010年1月至2016年lO月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行选择性跖跗关节融合术治疗的

36例陈旧性Lisfranc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16例，女20例，平均年龄(40±6)岁。整理患者术

前及末次随访时的足正斜及侧位片、美国骨科足踝外科协会(AOFAS)中足评分、疼痛视觉模拟评分

(VAS)，并记录相关并发症。术前及术后末次随访AOFAS中足评分及VAS评分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

结果36例患者获得随访，平均随访(4．3±1．6)年。AOFAS评分由术前平均(44±7)分(28—60分)升至

末次随访时的(83±7)分(76～9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一37．1，P<0．05)；VAS评分由术前平均(6．3±

2．5)分(5～9分)降至末次随访时的(1．6+1．3)分(O．3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3．7，P<O．05)。随访

期间2例发生内固定断裂，后予以取出内固定，相应症状得到缓解。结论选择性跖跗关节融合可有

效重建足弓、恢复中前足力线，从而缓解症状，改善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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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methods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selective tarsometatarsal

仃Mn arthrodesis for old Lisfranc iniury．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6 cases with old Lisfranc iniury

treated by selective arthrodesis from January 2010 to October 2016 in the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in

Shanghai Sixth People 7S Hospital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There were 16 males and 20 females in this

group with a mean age of(40±6)years．The information of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X-ray，American

Orthopaedics Foot and Ankle Society(AOFAS)midfoot score and pain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score

was collected．The complications were alSO recorded．The pre．and post—operative data were compared with t

test．Results The 36 patients got a follow—up for at—least 2 years(averaged(4．3±1．6)years，ranged from 2 to

8 years)．The post—operative AOFAS midfoot score was improved from(44±7)(28—60)to(83±7)(76—97)O=

一37．1，P<0．05)，and the VAS score decreased from(6．3±2．5)(5-9)to(1．6±1．3)(0—3)(t=23．7，P<0．05)．

Implant breakage occurred in two patients and the symptom was relieved after the removal of implants．

Conclusion The selective TMT arthrodesis for old Lisfranc injury may relieve the symptoms．ireprove the

function and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by restoring the medial arch and midfoot and forefoot al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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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旧性Lisfranc损伤常导致中足创伤性关节

炎，引起中足疼痛及活动受限，严重影响患肢功能

及生活质量。其病因多样，急性期Lisfranc损伤，尤

其是隐匿性损伤者，早期常易误、漏诊[1]，最终发展

至创伤性关节炎或中足畸形等后遗症乜]。正确的

治疗选择是避免并发症的关键。对于多发关节脱

位者，远期创伤性关节炎发生率高，目前主张行一

期关节融合n圳。对于高能量损伤者，尤其是复合

体损伤者，由于初始损伤暴力大，即使获得正确的

治疗，预期远期效果也不佳b。7]。而对于症状及功

能障碍明显的陈旧性Lisfranc损伤，只能通过关节

融合挽救。Lisfranc关节对于承接前、后足及协调

Chopart关节功能至关重要，尤其是外侧柱，其活动
度最大，若全中足融合可能导致中足过度僵硬，反

而影响最终疗效。因此，目前多主张采用选择性融

合技术，以尽可能保留中足功能¨]。现总结分析本

院2010年1月至2016年10月采用选择性跖跗关节

融合术治疗的陈旧性Lisfranc损伤患者的资料，报

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2010年1月至2016年10月共36例患者人选

本研究。其中男16例，女20例，平均年龄(40±6)岁

(20～67岁)。从初次受伤或初次手术至本次手术

平均时间间隔(15．4±3．2)个月(1个月一6年)。初始

致伤原因：压砸伤15例，交通伤4例，坠落伤9例，

运动伤8例。所有患者中，初始损伤漏诊6例，早期

手术后畸形愈合5例，保守治疗25例。

纳入标准：(1)初次损伤≥3周的Lisfranc损伤；

(2)行选择性跖跗关节融合术；(3)能自主完成评估

问卷；(4)至少获2年随访。排除标准：(1)严重血

管神经性病变；(2)曾行除初次创伤内固定以外的

其他足踝部手术；(3)一般情况差而无法耐受手术。

根据Chiodo—Myerson三柱分型理论[9]：内侧柱

损伤1例，中间柱损伤10例，内侧柱合并中间柱损

伤8例，三柱损伤17例。创伤后平足20例；高弓畸

形1l例；前足外展而未合并足弓异常5例。术前常

规拍摄足正斜位及负重侧位x线片，同时行足部

CT三维重建评估关节受累及畸形程度。排除手术

绝对禁忌后，所有患者均根据受累关节、畸形部位

及症状情况择期行选择性跖跗关节融合术。所有

手术均由本科室高年资医生完成。

二、手术方法

全身麻醉后取仰卧位，常规消毒铺巾，经驱血

后上大腿充气式止血带。取患足背第1、2跖骨基

底处纵向切口，逐层分离皮肤、皮下组织及筋膜，注

意确认足背动脉，并将血管束牵向侧方；首先检查

楔骨间关节稳定性，若存在不稳或楔骨间脱位，半

脱位者，清理关节后，复位楔骨间关节，必要时需关

节间隙内植骨，然后置人1枚4．3 mm楔骨间螺钉固

定(法国NewDeal公司)。然后显露第1、2跖楔关

节，彻底清除关节周围瘢痕组织后，处理跖楔关节，

以软骨锉清理关节软骨后，纠正关节对位及力线，

必要时植骨，克氏针I晦时固定后，于背侧放置

2．7 mm微型钢板系统(美国Depuy—Synthes公司)跨

跖楔关节桥接固定。对于内侧间隙较宽者，复位后

可先自内侧楔骨向第2跖骨基置人1枚4．3 mm螺

钉(法国NewDeal公司)，再放置桥接钢板。对于需

处理第3跖列及外侧柱者，需辅助外侧切口，切口

大致位于第4跖列表面，分离皮肤、皮下组织及筋

膜后，首先显露第3跖楔关节，以同样方法处理关

节面后，必要时植骨，予以背侧桥接钢板跨关节固

定融合。对于合并外侧柱损伤者，暴露后予以清理

跖骰关节处瘢痕组织，然后复位外侧柱，经皮克氏

针弹性固定。若合并跟骰关节脱位或关节炎表现，

可适当延长切口显露跟骰关节，若关节面软骨破坏

面积较大，清理跟骰关节面软骨后，必要时植骨，行

跟骰关节融合；若关节面保留尚可，则在清理跟骰

关节瘢痕组织后，行微型外固定支架牵开成形(中

国金兔公司)。常规冲洗、逐层缝合手术切口，留置

皮片引流，伤口加压包扎后，短腿石膏固定于踝关

节中立位。

三、术后处理

术后患肢采用R．I．C．E．(制动、冰敷、加压包扎、

抬高患肢)原则处理。术后第1天拔除皮片引流，

予伤口消毒换药，而后根据伤口渗出情况定期伤口

换药；术后第1天即可指导患者进行髋、膝关节主

动功能锻炼；术后2周明确伤口完全愈合后予以伤

口拆线，同时可改用夜用支具制动，指导患者进行

踝关节及足趾功能锻炼；术后定期随访摄片，明确

融合端完全愈合后可完全负重。

四、随访及疗效评价方法

患者于术后6周、3个月、半年、1年及以后每年

常规拍摄足正斜位及侧位片进行影像学评估，并记

录美国骨科足踝外科协会(AOFAS)中足评分评估

综合恢复情况，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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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症状改善情况，同时记录相关并发症。

五、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以

i±s表示，术前及术后末次随访AOFAS中足评分

及VAS评分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以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手术效果

本组患者获平均(4．3±1．6)年随访(2～8年)。

术后3个月随访x线片所有患者融合端均已骨性

愈合。AOFAS中足评分由术前平均(44±7)分(28～

60分)升至末次随访时的(83±7)分(76～97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卢一37．1，P<0．05)；VAS评分由术

前平均(6-3±2．5)分(5-9分)降至末次随访时的

(1．6±1．3)分(0～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7，

P<0．05)。随访期间2例发生内固定断裂，并伴有

局部激惹症状，予取出内固定后症状改善。

二、典型病例

患者，女，60岁，手术1年前重物砸伤脚背，当

时行石膏制动保守治疗，石膏拆除后负重行走时中

足疼痛，伴功能障碍，进行性加重。经保守治疗无

效后，于伤后1年收治人院。术前VAS评分6分，

AOFAS中足评分41分。人院后行选择性跖跗关节

融合术，末次随访时VAS评分2分，AOFAS中足评

分84分(图1)。

讨 论

虽然目前Lisfranc损伤的疗效较前已有很大改

善，但预后尚不完全令人满意，仍有一定比例的患

者最终因陈旧性损伤发展为中足创伤性关节炎。

我们认为其原因如下：(1)Lisfranc关节解剖结构特

殊：由于Lisfranc关节为平面关节，其损伤后一大特

征性表现为脱位后可能自动复位，但实质上其内部

韧带及关节囊结构已完全破坏，整个中足呈不稳定

状态，而自动复位后，医生可能会低估损伤情况，采

取不恰当的保守治疗。本组患者中69．4％(25／36)

的患者因初期不恰当的保守治疗最终发展为畸形

愈合及创伤性关节炎。(2)早期漏诊及误诊：尤其是

轻微损伤，平片难以发现，通常需对侧对照摄片或

CT、MRI检查方能明确诊断。(3)临床处理不当：即

使我们反复强调复合体损伤的整体化处理及中足

力线解剖重建的重要性，但临床工作中仍时常被忽

视。(4)高能量Lisfranc损伤的高并发症率：高能量

损伤，尤其是多发关节脱位或Lisfranc复合体损伤，

即使获得正确及时的治疗，但由于多发韧带结构破

坏、关节面严重粉碎及整个中足失稳，其预后仍较

差口撕]。因此，对于这类损伤，尤其是多发脱位型损

伤，目前建议一期即行关节融合，亦可获得良好疗

效，且可有效减少二期再手术率n0。⋯。但目前由于

国内患者对于一期融合理解及依从性较差，所以较

难开展。

陈旧性Lisfranc损伤常合并前足外展、平足、高

弓或“漂浮趾”等畸形，治疗难度较大n2I。有学者报

道采用分期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治疗陈旧性Lisfranc

损伤获得良好疗效¨3。14I，而我们认为，对于陈旧性

Lisfranc损伤，尤其是已进展为创伤性关节炎或畸

形愈合者，应选择关节融合术，其治疗目的在于恢

复中足力线，缓解疼痛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我们

强调避免行全中足关节融合，以避免整个中足僵

硬，反而影响最终疗效。我们强调的“选择性”融

合，主要针对力线不佳、关节仍处于脱位及症状明

显的关节予以融合，以尽可能保留中足关节活动

度。而对于外侧柱，因其活动范围最大，若融合可

能会潜在增加前足跖侧及跟骰关节的应力¨5|，因此

需尽可能避免。此外，选择性融合也降低了因过多

关节融合所致邻近关节提前退变的发生率。在本

组患者中，我们主要予以行选择性单柱或内侧、中

间柱双柱融合，而外侧柱除了部分患者因较严重的

跟骰关节炎需行融合外，其余患者以清理和成形为

主，保证了患者最终获得良好的功能。所有患者术

后症状得到明显缓解，且功能亦较术前得到极大程

度的改善。由此可见，对于陈旧性Lisfranc损伤，选

择性跖跗关节融合可获得令人满意的疗效。

对于陈旧性Lisfranc损伤的治疗，还应注意如

下事项：(1)融合顺序：陈旧性跖跗关节损伤的手术

顺序类同新鲜损伤的处理，即由内而外进行[1 6。。(2)

融合关节的选择：主要针对体检发现症状严重及明

显不稳的关节，以及影像学提示脱位及力线不良的

跖列或关节，外侧柱除非关节炎症状明显，一般不

考虑融合。(3)内侧柱的重建：相当一部分陈旧性损

伤患者常合并创伤后平足或高弓畸形，因此，内侧

柱的重建是整个手术的重点。在处理内侧柱时，应

根据足弓情况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高弓者可

适当下压跖列，而对于平足者，可在关节间隙内植

入小楔形骨块以重建足弓，施加内固定后必须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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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已盘匿。鳓

图1典型病例：A、B为术前大体图片，可见患肢轻度前足外展，足背隆起畸形；C、D、E为术前X线片，可见患者为陈旧性三柱损伤畸形愈

合伴创伤性关节炎，前足外展畸形，伴内侧纵弓抬高；F为取患足背第1、2跖骨基底处纵向切口，逐层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筋膜，显露第1、

2跖跗关节，见周围瘢痕组织增生，关节面退变明显；G为彻底清除纤维瘢痕、然后清理关节软骨，并松解关节间隙；H为解剖复位关节及跖

列力线后，予以克氏针临时固定；I为取患足背第4跖列处纵行切口，显露第3跖跗关节，同样可见关节周围瘢痕组织增生，关节面破坏；J为

清理瘢痕组织及关节软骨后，解剖恢复关节对位及跖列力线，以微型钢板系统桥接固定第3跖跗关节，清理外侧柱后，经皮克氏针临时固定

外侧柱；K、L为术后2年大体照，可见中足力线良好，无明显外展及高弓畸形；M、N、O为术后2年足部x线片，显示融合端愈合良好，足弓尚

可，中足力线恢复可

负重以检验重建效果。本研究中，所有平足或高弓

畸形患者的足弓均得到有效重建，术后患者症状、

穿鞋及功能均得到了有效改善。(4)复位及固定：关

节融合成功的关键在于解剖恢复中足力线及坚强

稳定的内固定。因此，术中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整个

中足的解剖力线，对于短缩的跖列，应予以撑开后

植骨填充，而对于陈旧性脱位者，再次复位可能难

度较高，应注意彻底松解，并清理关节内瘢痕组织；

内固定的选择，应保证坚强的内固定效果，螺钉是

既往的经典内植物，但操作要求相对较高，且对于

陈旧性损伤患者，可能已存在不同程度的骨质疏

松，螺钉把持效果可能会有所影响。一般我们常规

采用背侧微型钢板作桥接固定，可获得令人满意的

固定效果。(5)植骨的决策：我们认为，如下情况可

能需要植骨：清理后关节间隙较大者；内侧纵弓塌

陷，部分患者需填入楔形骨块重建足弓者；力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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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恢复长度后存在缺损者，这样有助于避免融合
失败。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缺陷，病例数及临床评价指

标均较少。因此，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

收集病例，并继续加强随访及综合评估，以明确该

技术的优劣性。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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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有关文稿中法定计量单位的书写要求

本刊法定计量单位具体使用参照1991年中华医学会

编辑出版部编辑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一书。

注意单位名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合使用，如ng·kg‘1·天。1应

改为ng-kg～·d～；组合单位符号中表示相除的斜线多于1条

时，应采用负数幂的形式表示，如ng／kg／min应采用ng·kg～·

min。的形式；组合单位中斜线和负数幂亦不可混用，如前例

不宜采用ng／kg·min。1的形式。在首次出现不常用的法定计

．读者．作者．编者．

量单位处用括号加注与旧制单位的换算系数，下文再出现

时只列法定计量单位。人体及动物体内的压力单位使用

mmHg或cmH，O，但文中首次出现时用括号加注(1 mmHg=

0．133 kPa)。正文中时间的表达，凡前面带有具体数据者应

采用d、h、min、s，而不用天、小时、分钟、秒。量的符号一律

用斜体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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