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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胫骨远端 Salter-Harris Ⅱ型骨骺骨折闭合与切开复位
螺钉内固定的疗效分析
辜刘伟 1

刘冬雪 2

周霖 3 刘德森 3

王玉琦 3

阮思源 3

曹洪 1*

[摘要] 目的 观察对比青少年胫骨远端 Salter-Harris Ⅱ型骨骺骨折闭合与切开复位螺钉内固定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及疗效。方法 对十堰市人民医院 2015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收治的 52 例胫骨远端 Salter-Harris Ⅱ型骨骺骨折的青

少年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根据手术方式分为切开复位螺钉内固定（切开复位组，20 例）与闭合复位经皮螺钉内
固定（闭合复位组，32 例）两组，并对术中手术时间、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随访 24 个月的 AOFAS 踝-后足评
分优良率及影像学检查显示对骺板发育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结果 52 例患者均进行 24 个月的随访。两组患者在
手术时间上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与切开复位组相比，闭合复位组术中出血量更少，术中对患肢皮肤血供
的影响更小，术后皮肤条件较切开复位内固定组更好，但术后皮肤坏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在术后对
足踝关节功能的影响，如行走疼痛、行走不稳等，闭合复位组均较切开复位组对足踝功能影响小，但在对骺板早
闭的影响并无统计学意义。在术后足踝内外翻畸形的发生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闭合复位内固定组的平均
住院时间更短（P＜0.05）。两组术后 AOFAS 踝-后足评分优良率方面，闭合复位组术后优良率（93.75%）较切开

复位内固定组（70.00%）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青少年的胫骨远端 Salter-Harris Ⅱ型骨骺
骨折中，使用闭合复位经皮螺钉内固定疗效较好，可作为一种可选择的临床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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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alysis of closed and open reduction and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for tibial distal Salter-Harris type Ⅱ
epiphyseal fractures in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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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incidences and effectiveness of complications after closed and open reduction and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of Salter-Harris type Ⅱ epiphyseal fracture of distal tibia in adolescent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on 52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Salter-Harris type Ⅱ epiphyseal fracture of distal tibia treated in
Shiyan People's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5 to October 2019.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pen reduction screw internal fixation(20 cases) and closed reduction percutaneous screw internal fixation(32 cases)
groups. The intraoperative operation time, amount of bleeding, length of stay in the hospital and AOFAS were analyzed.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AOFAS ankle hindfoot score and the effect of imaging examin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epiphyseal plate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52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24 month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peration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group, the
closed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group had less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less impact on the skin blood supply of the
affected limb, and better postoperative skin conditions than the 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group.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ate of skin necrosis after opera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nkle valgus deformity after operation, but the average hospital stay in the closed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group
was shorter(P<0.05). In terms of the incidence of ankle varus deformity after operation, the closed reduction group also had
an advantage, and the average hospital stay in the closed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group was shorter. In terms of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AOFAS ankle hindf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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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 in the two groups,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after operation in the closed reduction group
(93.75%)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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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group (70.00%) (P<0.05). Conclusion In adolescents with Salter-Harris type Ⅱ epiphyseal

fracture of distal tibia, closed reduction and percutaneous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is effective, which can be used as an
alternative clinical treatment.
[Key words] Teenagers;
Screw fixation

Distal tibia Salter-Harris Ⅱ epiphyseal fracture;

在青少年骨折类型中，踝关节骨折很常见，其发病率
仅次于桡骨骨折，而在青少年踝关节骨折中胫骨远端
Salter-Harris Ⅱ（S-H Ⅱ）型骨骺骨折最为常见，其发病率
约占胫骨远端骨折的 40%，且绝大部分合并腓骨骨折[1-2]。
据文献报道，在青少年胫骨的纵向生长机制中，胫骨远端
关节面的作用约占 50%，所以当因各种因素导致胫骨远端
骨骺损伤移位时，有可能使骨骺过早闭合，从而严重影响
患侧胫骨的纵向生长，致患者行走畸形[1]。所以，在胫骨
远端骨骺骨折的治疗中，保护骨骺及骨折复位尤为重要，
现在对于骨折移位较大的胫骨远端骨骺骨折多采用手术复
位治疗。随着闭合复位内固定技术的兴起，使得骨折手术
逐渐向微创及简便的方向发展，但有可能出现术中复位不
彻底及难以复位的情况[2]。现对本院骨科中心收治的 52 例
胫骨远端 S-H Ⅱ型骨骺骨折的青少年患者进行回顾性分
析，比较切开与闭合复位空心钉内固定的术后疗效，为今
后诊治青少年胫骨远端 S-H Ⅱ型骨骺骨折提供初步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 入 标 准 ： ① 年 龄 为 11 ～ 18 岁 ， 其 骨 骺 未 闭 合 ；

Closed reduction;

Open reduction;

②胫骨骨折类型为 S-H Ⅱ型骨骺骨折；③无危害其生命的
严重疾病，如严重心脑血管畸形或疾病、窒息等；④患者
无先天的足踝畸形及运动障碍；⑤均为闭合型骨折，骨折
部位无明显污染伤口；⑥随访达 2 年以上。
排除标准：①胫骨骨骺二次或多次损伤患者；②合并
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等疾病严重影响肢体发育者；③合并严
重血液系统疾病，如凝血功能障碍、下肢血管发育畸形
等；④不愿意手术，选择保守治疗者。
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本院 2015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
收治的 52 例胫骨远端 S-H Ⅱ型骨骺骨折的患者纳入回顾
性 研 究 。 在 收 治 的 52 例 患 者 中 ， 平 均 年 龄 约 12.43 岁 ，
受伤机制包括交通伤、运动受伤及其他等，受伤至手术
时间约 6 d，所有患者均为闭合型骨折，不合并血管、神
经损伤。其 中 骨 折 移 位 ≥3 mm 共 20 例 ， 合 并 腓 骨 骨
折 患 者 共 22 例 ， 两 组 在 受 伤 至 手 术 时 间 比 较 差 异 有
统计学意义，但在其余的术前基本情况方面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其术前特征对比见表 1。本研究已获得
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表 1 两组术前基本特征对比表

性别
男
女
9
切开复位组（n=20） 11

年龄
（岁）
12.40±1.79

闭合复位组（n=32） 16

组别

t/χ2 值
P值

16

合并腓骨骨折
（例）
9

受伤至手术时间
（d）
6.71±1.13

骨折移位≥3 mm
（例）
8

交通伤
3
4

受伤机制（例）
运动损伤
其他
12
5

12.12±1.08

13

4.79±0.41

12

0.123

-0.962

0.097

16.577

0.033

0.070

0.726

0.341

0.756

＜0.001

0.875

0.966

1.2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行 X 线检查，包括双侧踝关节正侧
位及斜位片，并进一步行 CT 检查明确骨折类型及移位程
度。明确骨折类型后，所有患者行消肿、镇痛、制动等对
症治疗，待肿胀消除后，进行切开复位空心钉固定或者闭
合复位空心钉固定。切开复位空心钉内固定组有外踝骨折
患者，首先根据骨折移位程度选择适合的手术方式。之
后，在患侧延内踝前侧手术切开，并注意保护大隐静脉及
隐神经，逐步分离皮下及肌肉暴露骨折端。使用巾钳夹住
并牵拉骨折端，清除骨折端镶嵌的血肿、软组织及碎骨屑
后，牵拉解剖复位使用巾钳夹住复位固定，C 臂透视复位
良好后，使用克氏针临时固定，沿克氏针植入合适的空心
钉固定，再次 C 臂透视骨折复位良好并确保空心钉未穿过
骺板，拔除克氏针，规范冲洗、缝合手术切口，并行石膏

20

8

外固定。闭合复位空心钉内固定组在腰硬联合麻醉后行牵
引闭合复位，C 臂透视复位良好后，用克氏针临时固定 ，
沿克氏针植入合适的空心钉固定，再次 C 臂透视骨折复位
良好并确保空心钉未穿过骺板，并行石膏固定。
1.3 术后康复及锻炼
术后预防感染，患肢行石膏固定 3 ～ 4 周，期间嘱患
者行足趾活动及下肢支腿抬高锻炼，预防深静脉血栓形
成，并在术后 1、2、3、6、12 及 24 个月行 X 线检查观察骨
折愈合情况及骺板发育情况。拆除石膏后，积极行患肢踝
关节屈伸功能锻炼，避免肌腱与软组织粘连导致关节僵硬。
1.4 评价指标
一般指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均随
访 12 个 月 后 进 行 AOFAS （American Orthopedic Footand
Ankle Society）踝-后足评分，以疼痛（40 分）、下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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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分，包括有无活动受限、最大步行距离、地面步行、
有无步态异常、前后足活动度及有无内翻外翻等）、足部对
线（10 分）为评价指标，并以 100 分为标准，≥90 分为优
秀，75 ～ 89 分为良好，50 ～ 74 分为尚可，＜50 分为差。
并随访 24 个月，观察患者 X 线骨折愈合情况及骨骺线发育
闭合等并发症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n（%）
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收治的 52 例患者均进行 24 个月的随访。两组在手术
时间上无明显差异（P＞0.05）；与切开复位组相比，闭合

.55.

复位组术中出血量更少，术中对患肢皮肤血供的影响更
小，术后皮肤条件较切开复位内固定组更好，但术后皮肤
坏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术后对足踝
关节功能的影响，如行走疼痛、行走不稳等，闭合复位组
均较切开复位组对足踝功能影响小，但在对骺板早闭的影
响并无统计学意义
［双下肢不等长差距切开组约（3.28±2.64） cm，
闭合组为3.29 cm］。术后足踝内外翻畸形的发生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均为踝关节内翻畸形，切开组
胫骨关节面角为 84.94°±0.32°，闭合组为 84.32°），但闭合
复位内固定组的平均住院时间更短。两组术后 AOFAS 踝后足评分优良率方面，闭合复位组术后优良率（93.75%）
较切开复位内固定组（70.00%）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具体统计数据见表 2。

表 2 术后足踝特征对比表
组别

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 术后皮肤 行走疼痛 行走不稳 骺板早闭 双下肢不 足内外翻 平均住院 AOFAS 踝-后足评分
（min）
（mL） 坏死（例） （例）
（例）
（例） 等长（例） 畸形（例） 时间（d）
优良率（例）

切开复位组
36.31±4.60 73.47±6.98 2（0.087） 8（0.40） 4（0.20） 3（15%） 3（15%） 3（15%） 14.63±3.61
（n=20）
闭合复位组
37.65±6.30 15.72±3.88
0（0） 2（0.06） 1（0.03） 1（3%） 1（3%） 1（3%） 11.83±1.04
（n=32）
-0.982
78.045
3.328
9.026
4.033
2.444
2.444
2.444
6.257
t/χ2 值
P值
0.331
＜0.001
0.068
0.003
0.045
0.118
0.118
0.118
＜0.001

16（70.00%）
30（93.75%）
5.333
0.021

典型病例 1：患者，女，12 岁，运动中摔伤致左足踝疼痛肿胀伴活动受限，诊断为左胫骨远端 S-H Ⅱ型骨骺骨折，行切

开复位螺钉内固定术，术后 1 年见骺板早闭，双下肢长度差异约为 3.12 cm（见图 1）。

A

B

C

D

E

F

G

H

图 1 A、B. 术前 CT；C、D. 术后 15 d 左踝关节正侧位 X 线，骨折复位后位置良好；E、F. 术后 1 年左踝关节正侧位 X 线，示骨折线已愈合，
但出现骺板早闭征象；G、H. 去除螺钉内固定后复查的左踝关节正侧位，见骨折愈合良好，骺板早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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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病例 2：患者，女，13 岁，摔伤致右足踝疼痛肿胀伴活动受限，诊断为右胫骨远端 S-H Ⅱ型骨骺骨折，行闭合复位
螺钉内固定术，术后足踝功能恢复良好（见图 2）。

A

B

F

C

G

D

H

E

I

图 2 A、B. 术前正侧位 X 线；C. 术中牵拉后使用复位钳闭合复位，骨折复位后位置良好；D、E. 术后 2 d 右踝关节正侧位 X 线，示骨折及
内固定位置良好；F、G. 术后 6 个月 X 线示骨折线模糊；H、I. 去除螺钉内固定后复查的右踝 X 线，见骨折愈合良好

3 讨论
胫骨远端骨骺骨折是青少年常见的下肢损伤，与成人
胫骨远端骨折相比，其受伤原因及机制常常为间接暴力因
素，小腿与足的外力旋转导致足踝各处韧带的猛烈牵拉，
距骨与踝穴撞击形成踝关节骨折，而青少年踝关节骨折累
及骺板，使其具有与成人胫骨远端骨折截然不同的特
点[3-4]。青少年骨骺骨折常常根据 Salter-Harris 分型分为 5
型：Ⅰ型为骨骺分离，Ⅱ型为骨骺分离伴随干骺端骨折，
Ⅲ型为单纯的骨骺骨折，Ⅳ型为骨骺与干骺端均骨折，Ⅴ
型为骺板挤压塌陷移位[5-6]。而在青少年胫骨下端骨骺骨折
中，胫骨远端 S-H Ⅱ型骨骺骨折最为常见，其发病率约为
胫骨远端骨折的 40%，而在胫骨远端 S-H Ⅱ型骨骺骨折远
期的并发症中，骺板早闭以至于患肢生长受限，双下肢畸
形、不等长为最重要的并发症[1,3,7]。所以在青少年外伤致
踝关节肿胀疼痛、功能受限等病症的诊断及治疗中，首先
明确是否有骨折及骨折是否损伤骨骺是非常重要的。踝关
节正侧位及斜位 X 线检查为青少年胫骨下端骨骺骨折提供
简单有效的诊断依据，而 CT 重建能对骨折骨块移位及骨
块大小进行更进一步清晰的显示，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更
准确的影像学依据。
目前对于胫骨远端 S-H Ⅱ型骨骺骨折，临床上的治疗
方法较多，有传统的闭合复位石膏外固定，也有如今倡导

的闭合或切开复位螺钉、钢板等内固定手术。在魏伟强[8]
的研究中发现，手法复位石膏外固定组与手术切开复位内
固定组相比，其术后踝关节评分的优良率明显低于手术切
开复位内固定组，且其术后并发症及骺板早闭的发生率较
高。有学者研究表明，在闭合复位过程中，由于骨折断端
可能有骨膜、血凝块及软组织嵌入，骨折移位较大，复位
不完全，有可能影响骨骺骨折区域的骨折愈合及骺板的生
长，以至于导致足踝畸形、骺板早闭、双下肢不等长等并
发症[7,9-11]。但对于闭合复位，一些学者认为当骨骺骨折移
位小于 3 mm 时，选用闭合复位可以治疗大部分胫骨远端
S-H Ⅱ型骨骺骨折，且认为其骨折不需要解剖复位[1-2,6]。周
亚东[12]在治疗小儿骨折的病例中也认为，在软组织损伤较
严重时，大范围的手术剥离等会进一步加深损伤，影响局
部血运，增加感染几率，导致皮肤并发症及骨折延迟愈合。
本研究对胫骨远端 S-H Ⅱ型骨骺骨折青少年患者分别
采用闭合复位螺钉经皮内固定及切开复位螺钉内固定，术
后发现闭合复位经皮螺钉内固定在对皮肤血供影响较小、
术中出血量少等方面有较大的优势，且其术后并未出现骺
板早闭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升高等情况。并且在术中发现，
切开复位时，会暴露并有可能损伤骺板，这无疑会影响术
后骨骺的生长发育，可能造成术后骨折畸形愈合。在
Thomas 和 Hennrikus[1]的研究中发现，45 例移位较小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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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石膏治疗，6 例骨折移位平均为 5.7 mm 的患者采用闭
合复位石膏固定治疗，预后均较好，其骺板早闭及双下肢
不等长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均较低。在 Asad 等[5]对切开与闭
合治疗儿童胫骨远端骨骺骨折的 Meta 分析中显示，骺板早
闭在切开与闭合疗法中的发生率均较低，且无明显差异，
表明切开与闭合疗法在儿童胫骨远端骨骺骨折均可使用，
且术后恢复效果无明显差异。
但对于青少年胫骨远端骨骺骨折，有研究显示青少年的
骨折愈合与塑性能力较儿童差，其术后骨骺骨折的畸形愈合
较儿童多。所以在对青少年胫骨远端 S-H Ⅱ型骨骺骨折的治
疗中，临床医师应尽量减少对骨骺的破坏，减少手术对骺板
的影响，并对骨折移位进行解剖复位，本研究中切开与闭合
复位内固定两种手术方式对骨折解剖复位无明显差异，但闭
合复位极大地考验了术者的临床技能操作能力，并不是所有
医师均能短时间内做到骨折完美复位，所以对于青少年胫骨
下端骨骺骨折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及自身临床能力进行权
衡，选择最佳治疗方案，且本项研究为今后临床治疗青少年
的胫骨远端 S-H Ⅱ型骨骺骨折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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