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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交流 

不同手术方法治疗肩锁关节脱位的实践与评估
覃盛

罗跃环

【 摘要】
差异ꎮ 方法

目的

观察对比骨锚钉与锁骨钩钢板内固定法两种手术方法治疗肩锁关节脱位的疗效及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于本院关节外科确诊为肩锁关节脱位的患者 ８０ 例为研究

对象ꎬ随机数表法分为骨锚钉组和常规组两组ꎬ每组各 ４０ 例ꎮ 观察两组患者术后临床疗效ꎬ术中出血量、
手术时长、住院时长、住院总费用及并发症情况ꎮ 结果

骨锚钉组术后总有效率较常规组显著增高( Ｐ<０.

０５) ꎮ 骨锚钉组出血量、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显著低于常规组( Ｐ<０.０５) ꎮ 两组住院费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ꎮ 骨锚钉组预后显著优于常规组( Ｐ< ０.０５) ꎮ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结论

骨锚钉重建喙锁韧带治疗肩锁关节脱位有显著疗效、改善预后、且具有减少出血量、缩短手术及住

院时长等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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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关节脱位是较为常见的肩部损伤疾病ꎬ其发病率较高ꎬ
可占肩部损伤疾病的 １２％ [２] ꎮ 骨锚钉重建喙锁韧带内固定
法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的手术方法ꎬ临床相关研究仍较少ꎮ 本
院通过骨锚钉与锁骨钩钢板内固定法治疗肩锁关节脱位ꎬ观
察对比两种方法的疗效及差异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于本院关
节外科确诊为肩锁关节脱位的 ８０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ꎬ按照随
机数表法分为骨锚钉组和常规组两组ꎬ每组各 ４０ 例ꎮ 骨锚钉
组中男 ２４ 例ꎬ女 １６ 例ꎬ平均年龄( ３３.１９± ５.４５) 岁ꎬ平均病程
(５.８±０.５１) 天ꎬ以 Ｒｏｃｋｗｏｏｄ 分型其中Ⅲ型 ２０ 例ꎬⅣ型 １２ 例ꎬ
Ⅴ型 ８ 例ꎮ 常规组中男 ２３ 例ꎬ女 １７ 例ꎬ平均年龄( ３４. ４２ ± ４.
３０) 岁ꎬ平均病程(５.９±０.３１) 天ꎬ以 Ｒｏｃｋｗｏｏｄ 分型其中Ⅲ型 １９
例ꎬⅣ型 １４ 例ꎬⅤ型 ７ 例ꎮ 两组患者的年龄、Ｒｏｃｋｗｏｏｄ 分型、
性别、病程、等基本情况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ꎬ
具有可比性ꎮ 所有患者及家属均了解本研究内容ꎬ签署知情
同意书后自愿入组ꎮ 本研究经医院相关伦理委员会批准ꎬ上
报相关部门备案ꎮ
２.方法:全部患者取仰卧位ꎬ行颈丛麻醉ꎬ将患侧肩部垫
高ꎬ头颈部转向健侧ꎬ充分暴露手术区域ꎬ进行常规消毒铺巾ꎮ
于锁骨外侧行弧形切口ꎬ切开皮肤、皮下组织、部分斜方肌和
三角肌ꎬ暴露锁骨外三分之一、肩锁关节和喙突ꎮ 查看喙锁韧
带撕裂情况、肩锁关节脱位情况ꎬ清理关节内血肿ꎮ 骨锚钉组
使用骨锚钉拧入喙突基底部ꎬ在距离肩峰端 ２.０ ~ ３.０ ｃｍ 处用
克氏针在锁骨喙缘韧带锁骨附着处、锁骨中心相距 ０.５ ｃｍ 位
置钻 ２ 个骨孔ꎬ将骨锚钉尾线穿入骨孔内ꎬ置于锁骨上方ꎬ并
解剖出喙肩韧带ꎬ取喙肩韧带前三分之一部分劈下ꎬ将其游离
于喙突处ꎬ采用超强缝合线对其肩峰进行编织ꎮ 应用打磨头
打磨喙锁韧带附着锁骨处的浅层皮质ꎬ直到骨皮质变得表面
粗糙且有少量的渗血ꎬ继续将两韧带尾线穿入先前所打骨孔ꎬ
并将尾线至于锁骨上方ꎬ同时按住锁骨肩峰端ꎬ使肩锁关节保
持复位状态、将患者上臂垫高同时上臂外展在喙突体部中央
作者单位:５２８１３７ 广东佛山ꎬ佛山市三水区乐平欣华医院 外科
( 覃盛) ꎬ５２３３００ 广东东莞ꎬ东莞市高埗医院 外一科( 罗跃环)

固定ꎬ轻轻将锁骨向下方压低ꎬ这时收紧尾线并前后打结固
定ꎮ 术中用 Ｘ 线透视检查肩锁关节复位固定满意后ꎬ修复肩
锁韧带、斜方肌、三角肌等组织ꎬ并手术缝合伤口ꎮ 常规组在
复位肩锁关节后ꎬ利用钩端插入肩峰下方ꎬ把钩板定位于锁骨
上方并固定ꎬ同时拧入螺钉ꎮ 所有患者术后均行三角巾悬吊
制动、并进行恢复训练ꎬ常规组待随访后检查肩关节功能ꎬ若
肩关节功能恢复则将螺钉取出ꎮ
３.观察指标:(１) 临床疗效:按照 Ｌａｚｚｃａｎｏ 方式进行术后
肩关节功能评估ꎬ内容包括肩部静息活动均无疼痛、上肢活动
有力、肩关节活动正常不受限则定义为优ꎻ若肩关节活动后有
轻度疼痛、患肢活动较为有力、肩关节活动接近正常ꎬ但外展
及上举动作不能达到 １８０°定义为良ꎻ以活动时肩关节存在关
节疼痛、肩关节运动存在障碍、活动时力量减弱定义为差ꎮ 总
有效率 ＝ ( 优＋良) 例数 / 总例数× １００％ꎮ ( ２) 临床指标:观察
记录两组患者手术后出血总量、两组患者手术时长、总住院天
数、总的住院费用等情况ꎮ (３) 预后及并发症情况:观察记录
两组患者术后关节复位丢失、关节疼痛、关节破坏、关节活动
受限的情况ꎬ以及术后肩关节再次脱位、锚钉松动、锚钉脱落
等情况ꎮ
４.统计学处理: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长、住院时长、住院总费用为计量资料用
( ｘ
±ｓ) 表示ꎬ进行 ｔ 检验ꎻ总治疗有效率、总预后不良率为计数
资料以[ ｎ( ％) ] 表示ꎬ进行 χ２ 检验ꎬ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骨锚钉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
高于常规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表１

组别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ｎ( ％) ]
优

良

差

骨锚钉组( ｎ ＝ ４０) ２４(６０.００) １２(３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常规组( ｎ ＝ ４０)
１６(４０.００) １３(３２.５０) １１(２７.５０)
χ２ 值
Ｐ值

注:与常规组比较ꎬ∗Ｐ<０.０５

总有效率

３６(９０.００)
２９(７２.５０)
４.０２１
０.０４５

２.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长、住院时长、住院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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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比较:骨锚钉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长、住院时长显著低于
常规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ꎻ两组住院总费用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３.两组患者预后的比较:两组患者均未出现关节复位丢
失情况ꎬ骨锚钉组预后不良率显著低于常规组术中均无严重
并发症发生情况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４.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两组患者术中均无严
重并发症发生情况ꎮ
讨论 由于肩关节脱位时常有韧带撕裂合并发生ꎬ使肩
锁关节的稳定性遭到破坏ꎬ产生肩关节活动障碍ꎬ需给予相应
的治疗ꎮ 且肩锁关节脱位是临床中比较常见的肩部损伤性疾
病ꎬ治疗严重的肩锁关节脱位方法包括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ꎬ
骨锚钉是近年来新出现的方法 [３] ꎬ由前端刃部、中段柱体及
尾部组成ꎮ 可应用于稳定新的骨折ꎬ翻修手术ꎬ关节融合ꎬ同
时可用于成人和儿科患者ꎮ
本研究对比了骨锚钉和锁骨钩两种治疗方法的治疗总有
效率ꎬ通过进行 Ｌａｚｚｃａｎｏ 术后肩关节功能评估ꎬ进而判断患者
术后疼痛、关节活动等情况ꎬ结果显示骨锚钉组患者的肩关节
功能显著改善ꎬ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接受锁骨钩钢板内固
定的患者ꎮ 提示骨锚钉方法临床治疗效果更佳 [４] ꎬ分析原因
是骨锚钉的具有自攻螺钉ꎬ不需应用其他器械钻孔就可拧入
骨质ꎬ过程简便ꎬ这种固定关节方式更加稳固ꎬ同时还可对喙
锁韧带进行重建修复ꎬ保证肩锁关节复位后的稳定性ꎬ而且骨
锚钉自身具有强抗拔除能力和抗拉伸能力ꎬ可以更好的替代
原韧带的作用ꎬ符合水平及垂直方向的肩关节力学ꎬ与蔡学
海 [５] 等的研究结论一致ꎮ 因骨锚钉自身结构优势ꎬ其具有保
证肩锁关节复位的结构稳定、对关节组织肌肉损伤较小的特
点ꎬ患者术后肩关节恢复较快ꎬ可以显 著 改 善 患 者 预 后 [６] ꎮ
本研究对比两组患者预后显示骨锚钉组患者预后显著优于常
规组ꎬ分析原因为锁骨钩钢板易产生肩关节撞击综合征ꎬ导致
肩锁关节面受到损伤破坏、且取出钢板时会对周围组织产生
二次损伤ꎬ使患者预后欠佳 [７] ꎮ 同时本研究还对比了两种手
术方法在手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等情况ꎬ结果显示出骨锚钉
组的患者出血量、手术时间、住院时长显著减少ꎬ而两组住院
费用并没有显著差异ꎬ提示骨锚钉法费用虽稍高ꎬ但由于其效
果佳、损伤小ꎬ患者术后恢复快ꎬ可尽快出院ꎬ在总的住院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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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正然ꎬ陈舰ꎬ缪佳庆ꎬ等.两种方法治疗肩锁关节脱位及术后
康复训练依从性对疗效 的影响 [ Ｊ] . 临 床 骨 科 杂 志ꎬ２０１７ꎬ２０
(１) :１１４￣１１６.
李剑.锁骨钩钢板治疗重度肩锁关节脱位[ Ｊ] . 中国实用医药ꎬ
２０１５ꎬ１０(１６) :３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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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型肩锁关节脱位[ Ｊ] .创伤外科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１７(６) :５１１￣５１３.

手术时长( 分)

６０.４５±１６.７４

组别

[１]

出血量( ｍｌ)

组别
骨锚钉组( ｎ ＝ ４０)
常规组( ｎ ＝ ４０)

骨锚钉组( ｎ ＝ ４０)
常规组( ｎ ＝ ４０)
χ２ 值

上并没有明显增多ꎬ是经济适用的治疗方式 [８] ꎮ 骨锚钉术中
无需大范围剥离锁骨上附着的肌肉组织ꎬ对神经、血管损伤风
险低、手术时间短且安全性更高ꎮ 而在并发症方面ꎬ有研究显
示应用锁骨钩钢板可能会出现肩关节撞击征ꎬ引起术后关节
疼痛、活动受限 [９] ꎬ但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经手术治疗
后均未出现严重并发症ꎬ分析原因与骨锚钉手术方法操作较
锁骨钩钢板手术方法简单ꎬ对患者损伤较少ꎬ其所配备的锚钉
丝线与喙锁韧带轻度类似ꎬ可较牢固的将锁骨固定于喙突ꎻ且
丝线韧性高、抗疲劳性好ꎬ优于锁骨钩等金属ꎬ在肩关节活动
时具有较好的延展性ꎬ保证锁骨的旋转运动ꎮ 除此之外ꎬ在手
术过程中可避免对肩峰的损伤ꎬ有效避免肩部僵硬、疼痛等并
发症ꎬ促进患者早期进行功能恢复锻炼 [１０] ꎬ显著减少术后并
发症ꎮ
综上所述ꎬ骨锚钉重建喙锁韧带内固定法治疗肩锁关节
脱位有显著疗效、且具有减少手术过程中出血量、缩短手术时
间、降低住院时长等优势ꎬ是优于锁骨钩钢板的治疗方法ꎮ
参 考 文 献

两组患者出血量、手术时间、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比较(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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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０(０)

疼痛

３(７.５０)

６(１５.００)

２７４１８.４１±２１２５.７１

３.８４７

０.９０５

０.０００

两组患者预后情况比较 ｎ( ％)

２６９８３.８７±２１６７.６９
０.３６８

关节破坏

活动受限

５(１２.５０)

５(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住院总费用( 元)

１４.７４±０.６８

２(５.００)

总预后不良率
６(１５.００)

１６(４０.００)
６.９０１
０.００９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２４)

( 本文编辑: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