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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肌腱编制孔内固定系统治疗膝关节后交叉韧带胫骨止点撕脱
骨折的疗效分析
陈广栋 1，2 刘帆 1 胡庆常 1 李晨晨 1 许新秀 1 曹同军 1

[摘要] 目的 评估应用带肌腱编制孔内固定系统治疗膝关节后交叉韧带胫骨止点撕脱骨折的疗效。方法 对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沧州市中心医院收治的 90 例膝关节后交叉韧带胫骨止点撕脱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回
顾性分析。其中男 52 例，女 38 例；年龄 36 ～ 58 岁，平均年龄（40±12）岁；所有患者均为单侧损伤，其中左侧
49 例，右侧 41 例，均利用带肌腱编制孔内固定系统治疗。术后定期随访，采用 Lysholm 评分和 Tegner 膝关节运动
水平评分系统评价膝关节功能康复情况。结果 90 例患者中 62 例获得随访，平均随访（32±2）个月（24 ～ 36 个
月）。术前患侧膝关节 Lysholm 评分为（27.6±2.0）分，健侧膝关节 Lysholm 评分为（96.5±1.7）分，两侧间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末次随访时，患侧膝关节 Lysholm 评分为（96.2±1.8）分，健侧膝关节 Lysholm 评分为
（96.8±1.6）分，两侧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 Tegner 活动评分为（1.6±1.1）分，术后末次随访
为（7.0±1.3）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Lysholm 评分优 46 例，良 14 例，可 1 例，差 1 例，优良率
96.8%。结论 带肌腱编制孔内固定系统治疗膝关节后交叉韧带胫骨止点撕脱骨折操作简便，疗效明确，膝关节功
能恢复好。

[关键词] 带肌腱编制孔内固定系统；膝关节后交叉韧带胫骨止点撕脱骨折；膝关节功能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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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pos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tibial insertion avulsion fracture with tendon braided hole internal
fixation system
Chen Guangdong1,2, Liu Fan1, Hu Qingchang1, Li Chenchen1, Xu Xinxiu1, Cao Tongjun1. 1 Cangzhou Central Hospital,
Cangzhou Hebei, 061000; 2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internal fixation system with tendon hole device in the treatment of PCL
tibial insertion avulsion fracture. Methods A total of 90 patients with PCL tibial insertion avulsion fracture treated in
Cangzhou Central Hospital from June 2016 to June 2018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including 52 males and 38 females,
aged from 36-58 year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40±12) years. All patients had unilateral injury, including 49 cases on the
left and 41 cases on the right.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tendon internal fixation system. After regular follow-up,
Lysholm score and Tegner knee motion level score system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rehabilitation of knee function.
Results Among all of the 90 cases, 62 cases were followed up for an average of (32±2) months (24-36 months). Before
operation, the Lysholm score of the affected knee was (27.6±2.0) points and that of the healthy knee was (96.5±1.7) point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t the final follow-up, the Lysholm score of
the affected knee was (96.2±1.8) points and that of the healthy knee was (96.8±1.6) point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P>0.05). The mean preoperative Tegner score was (1.6±1.1) points and the last follow-up
Tegner score was (7.0±1.3) point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Lysholm score was excellent in
46 cases, good in 14 cases, fair in 1 case and poor in 1 case,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was 96.8%.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PCL tibial insertion avulsion fracture with tendon preparation hole internal fixation system has good results of
simple operation, definite curative effect and good recovery of knee joint function.
[Key words] Tendon preparation hole fixation system; Pos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tibial insertion avulsion fracture;
Knee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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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后交叉韧带胫骨止点撕脱骨折，因其特殊的解
剖学意义及不同的受伤机制和骨折类型，采用常规内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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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往往存在一定困难，随着我中心研发的带肌腱编

开始患侧足趾屈伸功能训练。伤口负压引流管于术后 2 ～

制孔内固定系统的临床推广应用，在长期的病例随访

3 d 酌情取出，以后每天膝关节开始被动、极限全程运动

中 ， 取 得 满 意 的 临 床 效 果 。 归 纳 本 中 心 2016 年 6 月 至

2 ～ 3 次，3 周后开始在保护下进行膝关节主动锻炼。针对

2018 年 6 月治疗的膝关节后交叉韧带胫骨止点撕脱骨折

每个患者进行个体化系统性康复训练。

的 病 例 90 例 ， 总 结 带 肌 腱 编 制 孔 内 固 定 系 统 治 疗 膝 关
节后交叉韧带胫骨止点撕脱骨折的临床治疗效果，结
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膝关节后交叉韧带胫骨止点撕脱骨折患
者，无其他部位骨性疾病或损伤；②后抽屉试验阳性（+）
者；③X 线、CT、MRI 显示膝关节后交叉韧带胫骨止点撕
脱骨折；④受伤前无膝关节活动受限的基础疾病；⑤无膝

图 1 术中置入带肌腱编制孔的内固定装置

关节畸形及膝关节手术史者；⑥无严重内科基础疾病。
排除标准：①病理性骨折、陈旧性骨折；②骨折合并
Ⅱ度以上内侧副韧带损伤；③合并前交叉韧带损伤；④膝
关节后外侧复合体损伤。
1.2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 90 例，其中男 52 例，女 38 例；年龄 36 ～
58 岁，平均年龄 （40±12） 岁。所有患者均为单侧损伤 ，
其中左侧 49 例，右侧 41 例；均为膝关节后交叉韧带胫骨
止点撕脱骨折，其中跪地跌倒损伤 42 例，交通事故伤 48
例。受伤至手术时间为 0 ～ 5 d，平均（3.2±1.8）d。所有
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手术方法
全部患者采用腰－硬联合麻醉或者股神经阻滞麻醉，
摆放俯卧位，常规络合碘皮肤消毒，铺无菌巾，切口方

图 2 固定方式示意图

1.5 评价指标

向：取膝关节后内侧横弧形切口，自膝关节后正中内沿腓

术 后 3、 6、 9、 12、 24、 36 个 月 定 期 随 访 。 通 过

肠肌而走行弧向内下，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深筋膜，钝

Lysholm 评分[2]进行评分，其由 8 项问题组成，分值为 0 ～

性分离半腱肌与腓肠肌内侧头之间的疏松组织，显露膝关

100 分，分为优（≥95 分），良（85 ～ 94 分），可（65 ～

节胫骨平台的后方及骨折断端[1]。首先在胫骨前抽屉位置

84 分），差（＜65 分）。Tegner 活动评分[3] 把运动水平分为

下，应用高强度缝线对撕脱或损伤严重的韧带进行分束编

11 级，最高分为 10 分（能够参加国家级或者国际顶级竞技

制重建，并预留足够长度的尾线，复位后交叉韧带胫骨止

运动），最低分为 0 分（病休/残疾），进行膝关节功能恢复

点的骨折块临时固定，将带肌腱编制孔解剖内固定系统

情况评定。通过膝关节 X 线片评价骨折愈合。

（不同型号的改良产品已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 ：

1.6 统计学方法

ZL201620025670.3）置于胫骨平台后正中，将编织的缝合

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

线由前向后穿过固定系统上的肌腱编制孔，点状抗滑固定

标准差表示，组间数据比较采取配对样本 t 检验。P＜0.05

系统压制住粉碎骨块并用松质骨螺钉进行固定，注意螺钉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方向不要超过胫骨平台，术中透视带肌腱编制孔的内固定

2 结果

系统位置满意，屈伸膝关节检查稳定性后关闭切口（见图
1），固定方式如图 2 所示。
1.4 术后处理
术后常规抗感染、抗凝血、消肿治疗。麻醉药效过后

90 例 中 62 例 获 得 随 访 ， 平 均 随 访 （32±2） 个 月
（24 ～ 36 个月）。X 线片示带肌腱编制孔内固定装置形态位
置及骨折愈合良好，临床愈合时间 8 ～ 12 周，平均 10.9
周。术前患侧膝关节 Lysholm 评分为（27.6±2.0）分，健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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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 Lysholm 评分为（96.5±1.7）分，两侧间比较差异有

活动评分（7.0±1.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手术前

统计学意义（P＜0.05）。末次随访时，患侧膝关节Lysholm

后膝关节Lysholm评分及Tegner评分比较见表1。Lysholm评分

评 分 为 （96.2±1.8） 分 ， 健 侧 膝 关 节 Lysholm 评 分 为

优46例，良14例，可1例，差1例，优良率96.8%。术后并发

（96.8±1.6）分，两侧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症方面，62例患者中有1例患者诉接骨板置入引起生理及心理
不适，在长期随访中不良反应逐渐消失。

术前Tegner活动评分平均（1.6±1.1）分，术后末次随访Tegner

表 1 手术前后膝关节 Lysholm 评分及 Tegner 评分比较（n=62）
Lysholm 评分（分）

组别

患侧

健侧

t值

P值

Tegner 评分（分）
1.6±1.1

术前

27.6±2.0

96.5±1.7

191.355

＜0.001

末次随访

96.2±1.8

96.8±1.6

1.840

0.070

t值

-204.488

-1.194

-39.967

P值

＜0.001

0.237

＜0.001

7.0±1.3

典型病例：患者，男，45 岁，粉碎型膝关节后交叉韧带胫骨止点撕脱骨折，采用带肌腱编制孔内固定系统固定手术修
复（见图 3）。

A

B

C

D

图 3 A. 术前 X 线片示膝关节后交叉韧带胫骨止点撕脱骨折，骨折移位明显；B 术前 CT 三维重建及矢状位重建示骨折块粉碎；C. 术前 MRI
检查示后交叉韧带胫骨止点撕脱骨折，后交叉韧损伤；D. 术后 3 年 X 线检查示骨折愈合良好，未见关节退变迹象

3 讨论

韧带的功能维持后期肌腱的张力、维护膝关节的稳定作用。

膝关节后交叉韧带的主要功能是限制胫骨后移，维持

治疗方法分两大类：一类是关节镜下空心钉、锚定修复为

屈曲间隙，管制膝关节侧方运动及旋转，在对抗过伸静力

主导；另一类是切开直视下完成骨折牢靠固定与韧带编制

中仅次于后关节囊，并参与本体感觉，在屈曲时前外侧束

加强重建，提倡最大限度地恢复膝关节解剖学稳定。

紧张，伸直时限制反张参与扣锁。损伤后在体育竞技和日

带肌腱编制孔内固定系统在治疗粉碎严重的后交叉韧

常运动中对患者影响严重[4]，不同手术方式修复后的效果

带胫骨止点撕脱骨折优势明显。以往，由于膝关节后交叉

直接关系到后期康复中运动能力的恢复，是骨科医师应该

韧带胫骨止点撕脱骨折块小且粉碎，空心钉置入困难，松

关注的重点。

质骨界面锚定固定强度丢失等问题，固定不牢靠。虽然恢

膝关节后交叉韧带胫骨止点部分位于关节囊外，当胫

复了后交叉韧带的连续性，但降低了其张力，并且在既往

骨止点撕脱骨折发生后关节囊及周围组织崁夹难以解剖复

的研究中发现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由于韧带功能不良关

位[5]。其治疗的主要原则是牢靠复位固定骨折恢复后交叉

节载荷的传导紊乱，易出现关节软骨损伤，发生内侧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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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髌股关节骨性关节炎。另外关节镜下操作困难、复杂，
手术时间长，骨折复位不准确，牢固性又相对较薄弱[6-7] ，
且关节镜下操作 Endobutton 固定[8]、锚钉固定[9]、空心钉固
定[10]操作复杂，常需要良好的复位前提。笔者的经验是关
节镜下固定相对复杂，对粉碎骨折、撕脱损伤严重的骨折
原位精准修复不适推广。另外，无论关节镜下还是传统小
切口切开手术，术后常需要用石膏辅助外固定后才能行膝
关节屈伸功能锻炼[11]，影响患者早期下地活动。埃及学者
Khalifa 等[12]对 31 例膝关节后交叉韧带胫骨止点撕脱骨折采
用三分之一管状接骨板进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治疗，获
得良好手术效果。但是接骨板术中折弯塑性、接骨板近端
对粉碎型或大块型骨折固定覆盖存在不足、非锁定钢板的
螺帽对后方软组织干扰，同时也忽略了后交叉韧带早期张
力重建的重要性[7]，背离了精准治疗原则。
带肌腱编制孔的内固定系统治疗膝关节后交叉韧带胫
骨止点撕脱骨折力求精准骨折复位、牢靠的骨折固定同时
进行韧带的加强重建，减少了松动的发生率，争取早期功
能锻炼，符合生物力学要求，尤其是对粉碎性撕脱骨折具
有良好的固定作用，无空心钉、锚定、钢丝等易松动、脱
出等缺点。
另外稳定有效的肌腱编制孔内固定系统下的“骨－骨”
愈合与“腱－骨”愈合同时发生进行，避免了单一“骨－骨”
愈合与“腱－骨”愈合存在的缺点，肌腱修复后的初始稳定
性及后期稳定性都能得到保证，最终实现早期功能康复。
综上所述，相对于空心钉、锚钉固定，无论是在镜下
操作还是切开手术治疗，带肌腱编制孔的内固定系统操作
简便，术后不需要再行石膏外固定，缩短住院时间，减轻
社会经济负担，疗效确切，膝关节功能恢复好，可广泛应
用于临床。此外，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病例数量
相对较小，仅设置了侧别及手术前后对照，因此尚需大样
本随机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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