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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改良后内侧人路联合支撑技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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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经改良的后内侧人路联合支撑技术对后Pilon骨折的疗效。方法 回顾分

析2014年1月至2017年6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受治疗的51例关节面塌陷的后Pilon骨折患者的

临床资料。其中男30例，女21例；年龄19～66岁，平均49岁。根据视觉模拟疼痛量表(VAS)对结果进

行主观评估。末次随访时使用美国骨科足踝外科中足评分(AOFAS)量表评估综合恢复情况。术后3

d拍踝关节正侧位、踝穴位x线片，行踝关节三维检查，根据Burwell．Charnley影像学标准判定骨折复

位质量。正态分布参数前后比较使用t检验。结果术后切口均I期愈合。骨折均于术后3-6个月

愈合，平均(3．7±0．7)个月。随访期间无内固定物松动、断裂、感染等并发症发生。术后依据

Burwell．Charnley影像学标准判定骨折复位质量，获解剖复位50例，一般复位l例。末次随访时

AOFAS量表踝关节功能评估，优41例，良9例，可1例，优良率98．0％。AOFAS踝与后足评分(93．6±

2．2)分；患者术前VAS评分为(7．5±1．1)分，术后(0．3+0．7)分，手术前后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31．231，P=O．000)。末次随访术后患侧活动度背伸为13．3。±3．40，跖屈为33．50±4．7。，活动范围为46．90±

6．1。，而健侧则分别为19．8。±2．3。、36．0。±5．70和55．6。±2．7。，两侧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78．932、

121．231、1 13．432，均P<O．05)。结论对于后Pilon骨折，采用改良后内侧人路可直视下复位踝关节

面，支撑技术结合小钢板，固定牢固，软组织并发症少，短期随访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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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ets of modified posteromedial approach combined raft

techniqu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erior Pilon fractures with collapsed articular surface．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clinical data of 5 1 patients with posterior Pilon fractures

combined with collapsed articular surface treated iII West China Hospital between January 2014 and June

2017．There were 30 males and 21 female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49 years(range，19—66 years)．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results was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he pain visual analog scale(VAS)．The general function

recovery was assessed with American Orthopaedic Foot＆Ankle Society fAOFASl ankle hindfoot scale at the

latest follow—up．The fracture reduction quality wa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Burwell—Charnley imaging

standard by the anteroposterior(AP)／mortise X--ray view and three--dimensional CT of the ankle on the 3rd day

after operation．The t-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parameters．Results Primary

healing of incision and bone were obtained in all patients without loosening．breakage or infection of internal

fixation in(3．7+0．7)months(range，3-6 months)．According to the Burwell—Charnley’S standards，50 cases

achieved anatomical reduction，1 case achieved fair reduction．According to AOFAS scales，the results were

excellent in 41 cases，good in 9，and fair in 1；the excellent rate was 98．0％．According to the AOFAS scores，

the average score was 93．6±2．2．The preoperative VAS score was 7．5±1．1．and the postoperative score was

0．3±0．7，in which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3 1．23 1，P=O．ooo)．At the last follow—up，the

angle of injured side were 13．3。+-3．40 in dorsal extension．33．50±4．70 in plantar flexion．and 46．90±6．1。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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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nge，while angel of uninjured side were 19．8。±2．3。，36．0。+-5．7。and 55．6。±2．7。，respectively；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up．mentioned indexes between the both sides(t=78．932．121．231。
1 1 3．432．a11 P<0．05)．Conclusion Excellent short．terna effectivenes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modified

medial approach in patients with posterior Pilon fractures，which can be used to restore the ankle joint
surface under direct vision；and with the raft technique．a small plate iS used to fix small fragments firmly

with less soft tissue complications．

【Key words】Posterior Pilon fracture； Modified posteromedial approach； Raft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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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Pilon骨折是HansenE¨在2000年提出的，将

其描述为“旋转应力合并轴向应力导致的后踝骨

折”。Gardner等乜3认为后Pilon骨折的产生是足部

位于跖屈位时受到垂直剪切暴力，特点是关节面的

粉碎及踝后脱位的趋势。Amorosa等口1研究发现，

此类骨折的受伤机制与Pilon骨折有相似之处，故

称为后Pilon骨折。其特点是可能有一个或多个骨

折块，骨折块因轴向暴力向近侧移位形成后踝关节

面台阶，同时常伴有部分塌陷的关节面软骨及软骨

下骨嵌入到其下的松质骨中，形成Die—punch骨块。

因此合并关节面塌陷的后Pilon骨折的治疗重点

是，恢复关节面的平整及软组织的保护。然而在直

视下复位关节面的平整更是外科医师的手术目的

所在。既往文献报道后Pilon骨折手术一般采用后

外侧及后内侧人路H培]。对于累及踝关节面超过

25％的骨折或骨折粉碎且伴有关节面塌陷的后

Pilon骨折，学者认为后内侧入路可能更合适[9]。关

于后内侧人路，有经典的和2014年Assal等n们提出

了改良的两种。2014年1月至2017年6月，我们采

用改良后内侧人路，结合关节面支撑技术(RAFT技

术)治疗51例关节面塌陷的后Pilon骨折，现报道

如下。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7年6月在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接受治疗的56例后Pilon骨折患者临

床资料。患者纳人标准：符合胫骨后Pilon骨折诊

断标准[后踝骨块累及胫骨远端后关节面，伴有关

节面的压缩或合并关节面游离压缩骨折块

(Die—punch骨折块)]，骨折线累及内踝或合并内踝
骨折。排除标准：(1)诊断后Pilon骨折但关节面无

塌陷者；(2)开放性骨折无法行内固定者；(3)合并

难以控制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选择保守治

疗者。

本组共56例患者符合标准纳人研究，失访5

例，最终纳入5l例，其中男30例，女21例；年龄19～

66岁，平均49岁。左踝29例，右踝22例。致伤原

因：交通事故伤10例，高坠伤29例，摔伤12例。术

前完善踝关节正侧位x线片、CT三维重建，评估骨

折形态及关节面塌陷情况。骨折按北美创伤骨科

学会(OTA)AO分型标准：4382型8例，4383型43

例。45例合并腓骨骨折，按Denis．Weber分型标准：

B型42例，C型3例。按照Klammer等n¨分型标准：

Ⅱ型27例，Ⅲ型24例。按照王旭等¨2]的Die—punch

骨折CT分型标准：I型12例，Ⅱ型8例，Ⅲ型8例，

Ⅳ型5例，V型18例。受伤至手术时间7～14 d，平

均1 1．4 d。

二、治疗方法

1．术前准备：42例患者合并踝关节后脱位，予

以手法复位，其中29例因肿胀采用外支架撑开固

定，8例采用跟骨牵引，牵引重量4-6 kg；无脱位的

9例行跟骨牵引或石膏固定。术前对石膏固定或

外支架固定的患者进行直腿抬高训练，跟骨牵引的

患者采用下肢等长肌力收缩锻炼。待肿胀消退，皮

肤皱褶出现后行手术治疗。

2．术中技巧及策略：采用全身麻醉，取俯卧

位，患侧下肢上止血带，压力控制在240 mmHg

(1 mmHg=0．133 kPa)。显露采用胫骨远端改良后

内侧直行切口，沿跟腱内侧向远侧延伸，长3～5 cm。

依次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显露踝管处的屈肌支持

带，注意保护胫后肌腱及血管神经束，切开支撑带，

在胫后血管神经束及踌长屈肌腱间隙进入显露整

个胫骨后方，切开踝关节后方关节囊，经骨折间隙，

将后踝骨块向外后方翻开，直视下检查胫骨远端后

侧关节面受损情况；对于塌陷关节面骨块可用小型

骨膜剥离器轻柔撬起；一般以胫骨远端前侧部分关

节面为复位参照标志，距骨关节面也可作为复位模

板，骨块复位后从前向后或从后向前钻人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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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氏针临时固定。关节面复位后干骺端遗留的骨

缺损行植骨修复，本组采用自体骨35例，人工骨2

例(美国Wright公司)。C臂x线机透视确认骨折

复位良好，关节面恢复平整后，选用合适长度的空

心钉(AO：3．0 mm、4．0 mm)以及2．7板或者3．5重建

板固定(RA盯技术)；合并内踝骨折者，另取前内侧

小切口约2 am，显露内踝前内侧关节面，解剖复位

后，采用2枚(‘p3．0或4．0 mm)空心钉或克氏针固

定。若合并腓骨骨折，采用外侧小切口联合微创接

骨板技术(MIP0技术)，复位腓骨及下胫腓联合后，

经皮置人3．5 mm的重建板或解剖板。活动踝关节

确认固定稳定及钢板未干扰肌腱滑动后，采用可吸

收线缝合修复屈肌支持带。松止血带彻底止血后，

关闭切口。

3．术后处理及康复训练：支具固定踝关节于屈

曲90。功能位2周后，开始踝关节屈伸功能锻炼；术

后2个月可扶双拐开始部分负重行走(≤10 kg)，逐
渐增加负重，一般术后3个月可完全负重行走。

三、疗效评价指标

术后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对患者进行回访，指

导患者在术后1、3、6、12、18个月进行门诊随访和

资料收集。临床疗效评价：记录患者出现的任何与

手术有关的并发症。要求患者根据疼痛视觉模拟

评分(VAS，0。10分)对结果进行主观评估。末次随

访时使用美国骨科足踝外科中足评分(AOFAS)评

估综合恢复情况，分数t>90分为优秀，>／80。89分为

良好，I>70～79分为中等，<70分则为差。影像学评

估：术后3 d拍踝关节正侧位、踝穴位x线片，行踝

关节三维检查，根据Burwell．Charnley影像学评价

标准判定骨折复位质量n3|。末次随访时检查骨折

不愈合、复位丢失和钢板断裂等影像学证据。

四、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使用

Kolmogorov．Smimov检验对连续数据的分布情况进

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参数用i±s表示，前后比较

用f检验；非正态分布参数采用中位数(上下四分位

数)形式呈现，前后比较则使用Mann．Whitney U检

验或Kruskal．Wallis检验进行评估。以P<O．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随访情况

所有患者平均随访22个月(18～24个月)后进

行临床和影像学评估。其中4例糖尿病患者，6例

高血压患者，术前各项指标均正常。11例患者在

人院前有吸烟史。人院后，所有患者均戒烟至骨愈

合(至少3个月)。但在随访中，有3名男性患者再

次吸烟。

二、手术效果

术后患者切口均I期愈合。骨折均于术后3～

6个月愈合，平均(3．7±0．7)个月。术后3 d依据

Burwell—Charnley影像学判定骨折复位质量，优50

例，复位可1例；复位可患者为老年，骨质疏松，压

缩骨折块粉碎，关节软骨面剥离，无法复位，予以术

中清除，从而未获得关节面解剖复位。末次随访

时，按AOFAS评分评价踝关节功能为78。100分，

平均(93．6+2．2)分；其中优41例，良9例，可1例，优

良率98．0％。患者术前VAS评分为(7．5±1．1)分，术

后(0．3±0．7)分，手术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31．231，P=O．000)。末次随访患侧活动度背伸为

13．3。±3．40，跖屈为33．5。±4．70，活动范围为46．9。±

6．1。，而健侧则分别为19．80±2．3。、36．00±5．70和

55．6。±2．7。，两侧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萨

78．932、121．231、113．432，均P<0．05)。

三、术后并发症情况

所有患者随访期间无骨折、内固定物松动、断

裂、感染等并发症发生。2例因术后过早进行功能

锻炼，后内侧切口延迟愈合，经过换药2周后自行

愈合。2例出现胫神经麻痹症状，口服甲钴胺片后

症状分别于1、3个月后消失。51例患者中44例在

术后平均14个月时取出内固定装置，其中有6例因

跟腱挛缩，踝关节背伸受限，接受了跟腱松解手术。

四、典型病例

典型病例资料见图1。

讨 论

既往文献n41报道关于胫骨后Pilon骨折的手术

人路选择，其中较多的是后外侧人路¨纠，优点在于

可采用一个切口同时处理腓骨和后踝，显露较为简

便，相关血管神经等并发症较少。但也有文献报

道n们后夕I-倾0人路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若切开下胫腓

后韧带以及后关节囊探查后关节面，可导致下胫腓

不稳；后侧较粉碎的后Pilon骨折骨块复位困难，我

们在临床中发现此类骨折采用后外侧入路时后踝

骨块内侧部分显露较困难，可能导致复位不良(内

侧遗留较大的缝隙)H]。其次近年来有文献报道n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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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典型病例：患者女，47岁，交通事故伤致右胫骨后Pilon骨折。术前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8分，术后VAS评分0分，术前美国骨科足

踝外科中足评分(AOFAS)O分，术后AOFAS93分，末次随访术后患侧背伸活动度为150，跖屈活动度为350，活动范围为50。：A—H为术前x

线片及CT检查，显示后踝骨折累及内踝，关节面塌陷明显；I、J为术中采用克氏针临时复位，透视见关节面恢复平整；术后3 d X线片(K、L)

及CT检查(M、N)示骨折获得解剖复位；0、P为术后14个月踝关节屈伸功能

采用经典的后内侧人路。除了可获得良好显露，不

易造成骨折复位不良(因后踝骨块外侧部分为下胫

腓联合后韧带附着部，该韧带有限制骨块移位的作

用)，还可以对于关节面压缩塌陷者，可向外后方翻

转骨块直视下处理关节面；如果合并较大内踝骨块

者，将内踝骨块向远侧翻转后即可获得整个踝关节

面的良好显露，直视下处理关节面塌陷的骨块。但

此人路也有不足之处，如内踝骨块较小(骨折线位

于穹窿部远侧的内踝撕脱骨折)时，向远侧翻转骨

块后获得的关节面显露范围有限，存在关节面复位

不良的风险，有损伤胫后血管神经的风险。

本组研究采用的是Assal等叫在2014年报道的

改良后内侧人路，其与经典的后内侧人路的差别的

是，前者经胫后血管神经束与踌长屈肌腱的间隙，

向内侧贴骨剥离可显露胫后肌间沟以及内踝后丘，

向外侧剥离可显露到下胫腓联合后方，视野包括整

个胫骨远端后方。后者采用的是经踝管的血管神

经间隙，对后外侧的显露受血管神经张力的影响不

如改良后外侧人路，且术中过度的牵拉比改良后内

侧人路更易出现血管危象以及神经麻痹。另外通

过改良后内侧人路，同时切开胫骨后关节囊，翻转

掀起胫骨后侧表面骨折块，可以显露胫骨远端深面

塌陷的骨折块，同时进行必要的复位和植骨。

Hoekstra等n73及国内学者¨81报道采用改良的后内

侧入路，获得了良好的关节面复位，优良率达到

80％以上。本组研究中有51例患者，其中关节面

复位优有50例，其优良率达到98％。且仅有2例患

者出现胫神经麻痹，均为止血带反应，术后予以弥

可保营养神经治疗后好转。其血管神经并发症低

于同类型的研究n引，仅为4％，其可见改良后内侧人

路在粉碎关节面的复位以及防止血管神经并发症

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胫骨后Pilon骨折，国内外文献报道采用钢板

固定的较多，其中包括有1／3管形钢板、重建钢板、

桡骨远端T形钢板和胫骨远端后侧解剖型VLP等。

但是也有学者建议使用螺钉固定，因为钢板的固定

需要术中更广泛的软组织剥离，且钢板对局部肌腱

等软组织的激惹导致出现马缰样畸形。本组研究

中发现远端关节面中间的Die．punch骨块往往较

小，平均2 mm左右，常常需要复位后0．8 mm或1．0

mm的克氏针临时进行软骨下骨的固定，其上方采

用自身松质骨进行打压支撑植骨。此时如果采用

螺钉固定，骨折块间的平行加压作用，则会挤压已

经复位的关节面导致关节面台阶的形成或者曲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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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而关节面的不平整，不管是分离还是台阶>

1 mm，都会导致踝关节退变加快。而我们研究采

用2．7 mm系统的迷你钢板，联合RAFT技术，在胫

骨远端平均植入3～4枚螺钉，既可以弥补普通钢板

远端螺钉植入枚数(通常为1—2枚)限制的不足，

也可以通过RAFT技术提供的平面支撑作用，避免

小骨折块的复位丢失，减少克氏针体内残留且不易

取出，也避免体外克氏针的钉道感染。本组研究中

没有患者出现术后骨折复位丢失以及内固定的松

动断裂。所有患者均达到骨性愈合。

改良的后内侧人路，需要术中采用俯卧位。术

中通过俯卧位时足下垂的重力影响，可以有效复位

合并后脱位的Pilon骨折患者，同时也减少后方复

位时，距骨后移的趋势，导致复位模板丢失。同时

俯卧位，可以显露整个胫骨后方，同时对于合并下

胫腓联合分离的患者进行下胫腓联合后方的探查

和复位。但是俯卧时，可能导致外踝复位以及内踝

复位的一定体位障碍，对术者要求高，术中需屈膝

900可较好的显露内踝。

综上所述，对于关节面有塌陷的后Pilon骨折，

采用改良后内侧人路可直视下复位踝关节面，同时

采用Raft技术结合小钢板，可避免细小骨折块的复

位丢失，关节面再度塌陷，且钢板固定牢固，软组织

并发症少，短期随访疗效满意。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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