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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桥切除术治疗创伤后桡骨远端骺早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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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报告应用骨桥切除术治疗桡骨远端骺早闭并分析其疗效。方法 自2007年2月

至2017年1 1月北京积水潭医院小儿骨科共有11例患儿接受骨桥切除术治疗桡骨远端骺早闭并得到

随访。其中女2例，男9例，治疗时年龄(10．1±1．8)岁(7～13岁)，均有明确的桡骨远端骺损伤病史。自

原始损伤至骨桥切除手术时间平均(22．8±3．2)个月(22～41个月)。6例在导航辅助下切除骨桥，5例在

x线透视下切除骨桥，切除后局部空腔用骨蜡填充，其中5例在切除骨桥的同时行尺骨远端螺钉骺阻

滞术。术后平均随访(3．7±1．6)年(1-9年)，复查内容包括临床检查局部畸形情况和x线确认骺开放

效果。结果所有患儿的伤El愈合满意，未出现感染、骨折等并发症。在最终复查时，4例骨桥切除

成功，畸形矫正满意，此4例的x线片显示术前的高密度骨桥在复查时已经被空腔替代；1例畸形未加

重，仍在观察中。6例畸形继续加重，进行了截骨矫形术。导航组6例中3例成功，x线透视组5例中

1例成功。结论桡骨远端骺早闭的治疗充满挑战。在部分病例中，骨桥切除术可取得良好效果，是

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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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treatment of post—traumatic distal radius partial

physeal arrest with physeal bar resection．Methods From February 2007 to November 201 7，1 1 children

with distal radius physeal arrest received physeal bar resec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Orthopedics，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There were 2 females and 9 males．The average age of the patients was(10．1±1．8)

years(range，7—13 years)．All cases had previous history of distal radius trauma．The average duration from

the previous fracture to the physeal bar resection operation was(22．8±3．2)months(range，22 to 41 months)．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evidence of distal radius physeal arrest were suggested in all patients．A CT or MRI

scan was performed preoperatively to assess the size of the physeal bridge．Inclusion criteria were patients

with a physeal bridge<30％of the physeal area，and with at least 2 years of growth remaining．The physeal

bar resection operation was perform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either fluoroscopy(5 cases)or intraoperative

three dimensional navigation(6 cases)．After resection，the void was then filled with bone wax in all cases

and distal ulnar epiphysiodesis was conducted in 5 cases．The mean follow·up duration was(3．7±1．6)yeam

(range，1—9 years)．The clinical examination data and X ray were obtained during the follow up．Results

Four cases obtained fully recovery from the operation and the deformity got fully correction．The X ray

showed no bone bridge recurred．The deformity did not aggravate in 1 case，The deformity aggravated and

subsequent osteotomy was conducted in the left 6 cases．Three cases in the navigation group obtained fully

recovery．One case in the fluoroscopy group obtained fully recovery．Conclusions The intraoperative three

dimensional navigation can precisely locate the bone bridge．The physeal bar resection is an effective

technique in some post—traumatic distal radius partial physeal ar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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桡骨远端骨折是儿童的常见骨折，当骨折累及

桡骨远端骺板后，1％一7％会出现桡骨远端骺早

闭[1]。一旦出现桡骨远端骺早闭，桡骨远端的生长

将受到影响，尺桡骨的长度比例和下尺桡的关系会

出现异常，临床上其常见症状有腕尺侧疼痛、尺骨

茎突突出、腕桡偏畸形。对于骨骼发育成熟或接近

成熟的桡骨远端骺早闭的儿童，可通过桡骨／尺骨

远端截骨术来调整下尺桡的相对关系，恢复腕关节

的正常形态。但对于生长潜力大的儿童，过早使用

截骨术来治疗骺早闭，畸形可能很快就会复发。在

临床上，可考虑使用骨桥切除术来治疗生长潜力大

于两年、骨桥面积小于整体骺板面积50％的骺早

闭乜_3]。关于桡骨远端骨桥切除的报道很少，因桡

骨远端骺板本身面积很小，因此，对病例选择和手

术精准的要求很高。本文总结我们采用骨桥切除

术治疗桡骨远端骺早闭的临床资料和手术效果，报

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自2007年2月至2017年11月，共11例桡骨远

端骺早闭的患儿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了桡骨远

端骨桥切除术并得到了随访。其中女2例，男9例，

手术时年龄(10．1±1．8)岁(7～13岁)。所有患儿既

往均有桡骨远端骨折或骺损伤病史，5例行切开复

位内固定，6例行闭合复位石膏固定。自原始受伤

至本次骨桥切除术的时间平均(22．8±3．2)个月

(22～41个月)。临床资料和放射学资料均明确诊

断为桡骨远端骺早闭。患儿症状和临床检查包括

腕尺侧疼痛、腕尺侧突出、前臂旋转受限和腕关节

桡偏畸形。术前行腕关节正侧位x线片检查，CT

和MRI检查明确骨桥范围和大小。手术指征为生

长潜力>两年、骨桥面积小于桡骨远端整体骺板面

积的30％。按骨桥在骺板所处的位置分型：2例为

中央型，9例为边缘型。5例手术在x线透视下进

行，6例在术中三维导航的帮助下进行。

二、手术方法

患儿平卧，患肢外展在透x线的桌子上，手术

在止血带下进行。当麻醉满意，消毒铺单后，进行

X线透视或三维导航辅助定位。

x线透视组：对于边缘型骨桥，直接切开皮肤

皮下组织，通过术中正、侧位的x线透视定位，确定

骨桥所在部位，然后显露骨皮质。对于中央型骨

桥，通过在近端干骺端开骨窗，通道指向位于骺板

中央的骨桥，形成工作通道。应用磨钻开始去除骨

桥，生理盐水同时冷却手术视野，磨除过程中反复

进行透视，确认磨除的部位和方向是否和术前设计

一致，判断有无过度磨除和磨除不彻底，直至直视

下可见到正常骺板，透视下见骨桥完全磨除。

导航组：将示踪器安置在桡骨近端并注册，注

册指示器和磨钻，注册已经安装“靶罩”的三维“C”

型臂，通过拍手术操作部位正侧位的图像，调整好

三维“c”型臂和手术操作部位的位置，使手术操作

的部位位于扫描的中心。在导航仪(西门子公司

SIREMOBIL Iso．C型)工作界面上选择患儿体位、扫

描部位、“C”型臂所处位置、扫描速度后，将三维

“C”型臂首先转到结束位置，然后转到起始位置，

可确认旋转过程中有无阻挡，这时工作界面若未提

示错误，则可开始180。的扫描。扫描结束后，传输

文件，传输结束后即可手术操作。使用“指示器”，

可确认骨桥所在位置，然后使用磨钻磨除骨桥，在

术中，注册过的“指示器”和磨钻可在显示器界面上

显示冠状面、矢状面、横截面等3个平面磨除的程

度，直至骨桥完全磨除。冲洗，止血，骨蜡填充骨桥

去除的部位，关闭伤口。其中3例同时行尺骨远端

螺钉骺阻滞术。

三、手术效果判定

回顾文献，未见到桡骨远端骺开放有效性的判

定标准。在正常腕关节x线正位片上，桡骨腕关节

面切线与桡骨纵轴的垂线的夹角为桡骨尺倾角，正

常值为20。～35。，平均值为27．0。。此角表示桡骨腕

关节面向尺侧倾斜的角度。桡骨茎突比尺骨茎突

平均约偏远端7．8 mm[4]。据此，随访时在腕关节x

线正位片上观察两个指标：(1)i受4量桡骨尺倾角，改

善15。以上为有效；(2)测量桡骨远端骺线中点与尺

骨远端骺线中点在正位x线片上的相对高度，两个

中点位于同一高度计为0，桡骨远端骺线中点位于

尺骨远端骺线近端，计为负值，桡骨远端骺线中点

位于尺骨远端骺线近端，计为正值。与术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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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值增加1 cm以上，为有效。满足上述两个

条件之一，为有效。

四、术后处理与随访方法

术后采用前臂石膏托或支具固定3周，然后开

始自主活动，分别于术后1、6、12个月来门诊复查，

行x线检查，并记录腕关节活动。然后瞩患儿每年

来复查直至骨骼发育成熟。复查时若发现矫形达

到满意，或无效，入院取出尺骨远端螺钉，或行截骨

术治疗。

五、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简单统计，患儿年龄、原始损伤至骨

桥切除手术时间、随访时间等均以牙±s形式表示。

结 果

一、手术及随访情况

x线透视组5例，1例成功；导航组6例，3例成

功。患儿获得平均(3．7±1．6)年(1-9年)的随访。

在最终随访时，11例中有4例成功，腕关节尺偏活

动度自术前10。改善为30。(图1、2)。有l例畸形未

加重，还在继续观察，未行截骨术。6例畸形加重，

均行截骨术治疗。本组病例均未出现手术相关并

发症，如感染，继发骨折等。

二、典型病例

典型病例见图1、2。

讨 论

骨桥是由于骨骺损伤后在骺板内形成的骨性

连接。骺板损伤后损伤区域出现血肿机化，血管长

人，随之骨化形成骨桥，部分骺板生长发育停止，导

致肢体出现不同程度的成角、短缩畸形∞：。由于骺

板和骨骺生理作用的特殊性，使得切除发生在骺板

内骨桥的最基本要求是准确定位。只有准确定位

后，才能达到彻底切除骨桥和不伤及正常骺板的目

的。骨桥切除术是小儿骨科要求最精准的手术之

一。桡骨远端的骨骺比下肢长骨骨骺，如股骨远

端、胫骨远近段骨骺的面积小得多，更增加了桡骨

远端骨桥切除的手术难度。

在行骨桥切除术前，需要行x线和CT、MRI检

查，通过扫描的层厚和骨桥出现的层数计算骨桥的

面积以及骨桥所占据面积及与整个骺板的比例。

在术中应用x线透视是传统方法，常需术中反复x

线透视以定位，需要频繁移动C臂机通过不同角度

来确认磨除的部位和边界。由于对于透视的条件

要求高，不可避免会出现定位困难、骨桥切除范围

不足、过度切除及术者和患儿均需大量接受x线照

射等问题[6]。导航技术具有定位准确的优点；近年

来，导航技术在骨科的脊柱、关节、创伤、骨肿瘤领

域均逐步得到应用，7j。在d'JL骨科领域，也应用于

骨桥切除、股骨头骺滑脱的原位空心钉固定、股骨

颈骨样骨瘤的切除等手术。本研究显示，在导航

组，术中有导航准确定位的帮助，有50％的成功率，

高于x线透视组20％的成功率。但总体成功率只

有36．3％，这再次证明了即使在病例选择得当、手

术操作完全成功之后，在最终的随访中能否达到畸

形矫正的最终预期效果，还取决于原始伤害对骺板

的损伤程度，若原始损伤严重，骺板除了形成骨桥

外，也会出现骺板生长潜能下降、结构紊乱等“病态

骺板”的表现。那么，即使完整切除了骨桥，周围骺

图1典型病例】：患儿男，l】岁．右桡骨远端骺早闭，行导航辅助下骨桥切除术：1A为右腕关节正位x线片显示右桡骨远端骨桥形成，腕关

节桡偏，桡骨远端骺线水平低于尺骨骺线水平；1B为行桡骨远端骨桥切除术和尺骨远端骺阻滞术后即时X线片；lc为术后3年复查X线片

显示骨桥无复发，桡骨远端生长恢复正常，恢复正常尺倾角 图2典型病例2：患儿女，12岁，左桡骨远端骺早闭，行x线透视辅助下骨

桥切除术：2A为左腕关节正位x线片显示左桡骨远端骨桥形成，腕关节桡偏，桡倾20。；2B为行桡骨远端骨桥切除、尺骨远端骺阻滞、支具

保护术后即时X线片；2C为术后14个月复查x线片显示骨桥无复发，桡骨远端生长恢复正常，尺倾角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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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生长潜力有限，也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骨桥切除后，填充空腔的填充物包括脂肪、骨

蜡、骨水泥、软骨等，在各自的报道中都取得了良好

效果。其原理是在空腔内形成占位，避免血肿机化

而骨桥复发。Osterman[8]在兔的动物实验中比较了

骨桥切除术后，应用不同的填充物，包括骨蜡、脂肪

和软骨的效果，结果表明自体软骨移植在维持生长

和预防成角畸形的效果最好。在此文中也介绍了

怎样填充脂肪才能成功，且填充脂肪有部分坏死然

后移位的风险，导致血肿形成和骨桥复发。我们在

桡骨远端骨桥切除的病例中均采用的是骨蜡填充，

避免了局部采集脂肪的操作和脂肪在移植部位可

能出现的移位而导致的手术失败。

关于骨桥切除术的报道并不多，其中又以下肢

为主。在骨桥切除术的早期报道中，成功率相对较

高，例如Langenskiifld[州报道成功率是83％，

Brigh{101报道成功率是8 1％，Peterson[1门报道成功率

是83％，但在随后的报道中，成功率降低。Williamson

和Stahel{圯1在文献中提到若骨桥面积>30％，骨桥

切除术的成功率并不高。Birch掣31报道成功率是
33％，Hasler等n3 3报道成功率是40％。然后有部分

学者开始尝试利用关节镜辅助来切除骨桥。Marsh

和Polzhofer[t4]报道，在关节镜辅助下切除32例中央

型骨桥，其中21例(70％)的随访结果优秀，长度得

到恢复。在导航技术出现后，Kang等n512010年报道

了1例术中在导航辅助下成功行胫骨远端骺开放

的个案报道。

就笔者所知，本研究是现今行桡骨远端骨桥切

除的样本量较大的报道，结论有两点：(1)桡骨远端

骨桥切除可成功，虽然总体成功率只有36．3％，导

航组为50％，但并未给患儿增加新的损失，对于年

幼的患儿，可提供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2)桡骨远

端骨骺总面积小，骨桥切除难度大。切除骨桥时既

要完整切除骨桥，又不能切除正常的骺板，如果正

常骺板受损，生长能力下降，也降低了成功率。因

·1795·

此行此手术时，除了按常规进行术前充分计划和术

中精心操作之外，需在术前进行充分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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