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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镜下一期治疗前交叉韧带损伤合并
半月板桶柄样撕裂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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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ACL）重建联合半月板缝合修补术治疗
ACL 损伤合并半月板桶柄样撕裂（bucket-handle tear，BHT）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013 年 1 月—2014 年 4 月收治
并符合选择标准的 22 例（22 膝）ACL 损伤合并半月板 BHT 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 14 例，女 8 例；年龄 15～
44 岁，平均 30.68 岁。左膝 10 例，右膝 12 例。内侧半月板损伤 14 例，外侧 8 例。初次受伤至入院时间为 9 h～
4 年，中位时间 40 d。于关节镜下首先行半月板缝合修补术，然后行 ACL 单束重建。 结果 术后患者切口均Ⅰ期
愈合，均未出现感染、血管神经损伤等严重并发症。22 例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 12～42 个月，平均 26.7 个月。
1 例术后 6 周关节功能活动仍受限，经麻醉下手法松解后功能恢复良好；1 例存在关节间隙压痛，经保守治疗后
疼痛缓解。临床有效率为 90.9%（20/22）。末次随访时，患者前抽屉试验、Lachman 试验、McMurray 试验均为阴
性。术后 12 个月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Tegner 运动水平评分、Lysholm 评分均较术前显著改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6～12 个月行 MRI 复查，参考 Crues 等的 MRI 评估标准，7 例完全愈合，11 例部分愈
合，4 例不愈合。随访期间均无 ACL 再断裂发生。 结论 关节镜下半月板缝合修补联合 ACL 单束重建治疗 ACL
损伤合并 BHT，能有效缓解临床症状、降低半月板再次撕裂概率，延缓关节软骨退行性变，维持膝关节稳定性。
【关键词】 关节镜；前交叉韧带；半月板；桶柄样撕裂；韧带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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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rthroscopic simultaneous both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CL) reconstruction and suture of the meniscus bucket-handle tear (BHT).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13
and April 2014, 22 patients (22 knees) with ACL injury and BHT, who accorded with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studied.
There were 14 males and 8 females with a mean age of 30.68 years (range, 15-44 years). The left side was involved in
10 cases and the right side in 12 cases. Injury located at the medial meniscus in 14 patients, and at the lateral meniscus in
8 patients. The median of interval from injury to operation was 40 days (range, 9 hours to 4 years). BHT was sutured, and
then single bundle reconstruction of ACL was performed under arthroscopy. Results

All incisions healed by first

intention, and there were no serious complications such as infection, vascular injury, and nerve injury.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26.7 months on average (range, 12-42 months). At 6 weeks after operation, one patient had limited motion
of the knee, the function was recovered after release under anesthesia; and one patient had joint space tenderness, which
was relieved after conservative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0.9% (20/22). At last follow-up, the a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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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er test, Lachman test, and McMurray test were negative in all the cases.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Tegner
activity level score, and Lysholm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t 12 months after operation when compared with
preoperative scores (P<0.05). At 6-12 months after operation, complete healing was obtained in 7 cases, and partial healing
in 11 cases, and nonunion in 4 cases based on MRI evaluation criteria by Crues et al. There was no rupture of reconstructive ligament during follow-up. Conclusion Arthroscopic simultaneous both ACL reconstruction and suture of BHT can
improve the symptoms, reduce the risk of re-tear of sutured meniscus effectively, delay degeneration of articular cartilage,
and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knee joint.
【Key words】 Arthroscopy;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meniscus; bucket-handle tear;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膝关节半月板桶柄样撕裂（bucket-handle tear，

膜炎、化脓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骨代谢疾

BHT）是半月板损伤中较特殊的一种类型，约占半

病患者；② 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患或精神疾病及

月板损伤的 10%，常发生于从事体力工作及体育运

其他不能配合研究者；③ 关节镜下探查软骨损伤

[1]

[2]

动的年轻人 。BHT 多由纵裂发展而来 ，常起自
半月板附着点或后体部，并向前方延伸至前体部区

Outbridge Ⅲ度及以上者。
2013 年 1 月—2014 年 4 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

域，且撕裂部分往往移位至髁间窝或股骨髁前方，

属医院收治 65 例 ACL 损伤合并半月板 BHT 患者，

导致急性及复发性关节交锁，其中以内侧半月板

其中 22 例（22 膝）符合选择标准纳入研究。本组男

[3]

BHT 较常见 。损伤后若未及时有效处理，远期会
[4]

出现膝关节退行性变，进而导致骨关节病发生 ，
[5]

目前多主张对半月板进行缝合处理 。

14 例，女 8 例；年龄 15～44 岁，平均 30.68 岁。左
膝 10 例，右膝 12 例。内侧半月板损伤 14 例，外侧
8 例。初次受伤至入院时间为 9 h～4 年，中位时间

研究表明，前交叉韧带（anterior cruciate liga-

40 d；其中急性损伤 8 例（受伤至入院时间≤

ment，ACL）损伤常合并半月板 BHT，这种复合型

3 周），陈旧性损伤 14 例（受伤至入院时间>

运动性损伤往往会造成明显膝关节不稳，引起半月

3 周）。术前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Tegner 运

板和关节软骨的进一步损伤。同期进行 ACL 重建

动水平评分及 Lysholm 评分见表 1。

及 BHT 修复，可能有助于提高 BHT 的愈合率，并

1.2 手术方法

减缓关节退行性变。经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蛛网膜下腔阻滞麻醉联合持续硬膜外麻醉下，

伦理委员会批准，我们采用前瞻性设计方案，旨在

患者取平卧位，常规应用止血带，压力为 37.24～

观察关节镜下 ACL 单束重建联合 BHT 缝合修补术

46.55 kPa。取髌前内、外侧入路分别建立关节镜视

治疗 ACL 损伤合并半月板 BHT 患者的疗效。报告

野及工作通道，顺序探查髌上囊、髌股关节、内外

如下。

侧间沟、髁间窝及内、外侧半月板等结构，确认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① 根据《实用骨科运动损伤临床
[6]

ACL 断裂、半月板及各部位关节软骨损伤情况。
遵循先处理半月板损伤，再处理 ACL 损伤的
原则。对于 14 例陈旧性半月板损伤，先用刨刀及
半月板锉锉创面，使创面新鲜化后进行复位缝合；

诊断》 确诊为 ACL 损伤合并半月板 BHT 者。诊

8 例急性损伤直接复位缝合。根据半月板损伤程度

断标准包括：有明确的运动伤病史；前抽屉试验

及部位选择缝合方法，其中对半月板前角部分主要

或 Lachman 试验阳性；关节间隙压痛，或伴有

采用 Outside-In 缝合：采用带有 PDSⅡ线的腰穿针

McMurray 试验阳性；MRI 检查示 ACL 连续性中

由外到内穿入关节适当位置，用抓线器或弯钳在镜

断或缺失，半月板呈桶柄样改变。② 拟行关节镜

下将 PDSⅡ线引出关节腔外，穿入可吸收线，牵引

手术者。③ 年龄≤45 岁。④ BHT 位于半月板红-红

PDSⅡ线将可吸收线的一端引出腰穿针进针点，再

区或红-白区，体部完整，无明显组织变性，不合并

由同一进针点将腰穿针穿入与上一针间隔 3～5 mm

水平撕裂或复合撕裂，具有可修补性。⑤ 术后获

处，并以同样方式将可吸收线另一端引至腰穿针进

随访 12 个月且临床资料完整。⑥ 同意参与本项研

针点，关节囊外收紧，外科结打结；对半月板体部

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部分主要采用 Inside-Out 缝合：采用特制套管配合

排除标准：① 合并后交叉韧带、内外侧副韧带
损伤及膝关节肿瘤或结核、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

长缝合针通过关节内定位，囊外收紧缝线并打结，
缝合时适当分离皮下组织，尽可能保证两针由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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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数据以均

工作套管将 Fast-Fix 尖端置于关节合适位置，将第

数±标准差表示，手术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

1 枚锚钉垂直刺入半月板游离侧，并继续刺入半月

检验水准 α=0.05。

板滑膜侧直至限制器的深度，再将 Fast-Fix 第 2 枚
锚钉刺入半月板进入关节囊外，推结器拉紧缝线，探
钩检查缝合张力，剪线器剪断剩余缝线。见图 1。

2 结果
术后患者切口均Ⅰ期愈合，均未出现感染、血

缝合半月板后进行 ACL 单束重建。采用自体半腱

管神经损伤等严重并发症。22 例患者均获随访，

肌、股薄肌肌腱作为移植物，股骨端用 Endo-Button

随访时间 12～42 个月，平均 26.7 个月。1 例患者术

袢固定，胫骨端在屈膝 30° 位以可吸收挤压螺钉固

后 6 周关节功能活动仍受限，经麻醉下手法松解后

定。彻底冲洗关节腔，放置引流管，逐层缝合切口。

功能恢复良好；1 例患者存在关节间隙压痛，但未

1.3 术后处理

出现交锁现象，经保守治疗后疼痛缓解。本组临床

术后患肢伸直位支具外固定，麻醉过后即开始

有效率为 90.9%（20/22）。末次随访时，患者前抽屉

进行踝泵练习，每日 300～500 次。术后第 2 天去

试验、Lachman 试验、McMurray 试验均为阴性。术

除引流管，关节腔内注射得宝松和玻璃酸钠注射

后 12 个月 VAS 评分、Tegner 运动水平评分、Lysholm

液，以润滑和营养软骨；并开始股四头肌等长收缩

评分均较术前显著改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锻炼及直腿抬高练习，每天 20 组、每组 10 次。术

（P<0.05）。见表 1。

后 2 周开始膝关节屈伸功能训练，每天 2 次、每次

术后 6～12 个月行 MRI 复查，显示重建 ACL

15 min，结束后冰敷 10～20 min，依据患者耐受程

走向均接近正常、信号均匀；参考 Crues 等 的

度，循序渐进增加膝关节屈伸角度，4 周内达 90°；

MRI 评估标准，7 例完全愈合，11 例部分愈合，4 例

6 周后开始部分负重锻炼，并进行膝关节主动屈伸

不愈合，但未出现双后交叉韧带征、空领结征等。

训练。术后 8～12 周视情况完全负重行走，行走距

见图 2。4 例不愈合患者中仅 1 例临床表现为关节

离每次不超过 500 m。术后 13 周～6 个月通过半蹲

间隙压痛，另 3 例无相关临床症状。随访期间均无

和单腿平衡板训练本体感觉，向前匀速慢跑训练灵

ACL 再断裂发生。

活性。术后 7～12 个月继续以单腿平衡板训练本体
感觉，通过侧向跑、向前变速跑及后退跑项目训练

[7]

3 讨论
[8]

生物力学研究表明 ，ACL 和半月板均具有稳

灵活性。

1.4 疗效评价指标

定膝关节股骨-胫骨相对位置关系的功能。ACL 依

由同一位医师对患者进行随访，临床检查包括

靠其自身的力学特性可以抵抗来自胫骨的向前移动

前抽屉试验、Lachman 试验、McMurray 试验以及

力，同时抵抗膝关节内、外翻应力及旋转力；而半

VAS 评分、Tegner 运动水平评分、Lysholm 评分。

月板则通过加深关节的球臼关系，以增加股骨-胫骨

MRI 检查评估 ACL 及半月板愈合情况，参考 Crues

间的适合性，并对膝关节各个方向的运动起到稳定

[7]

[9]

等 的 MRI 评估标准：所有扫描层面均未出现Ⅲ级

作用，尤其是内侧半月板后角。Cox 等 研究显

信号者为完全愈合，部分扫描层面出现Ⅲ级信号者

示：半月板损伤后，尤其是半月板部分切除或全切

为部分愈合，出现半月板组织移位或多个扫描层面

后，会明显加重 ACL 失效程度，进而影响膝关节功

出现Ⅲ级信号者为不愈合。

能恢复。冯华等 报道 ACL 断裂会导致膝关节内

[10]

表 1 患者手术前后膝关节功能评分比较（n=22，

）

Tab.1 Comparison of knee function scores between at pre- and post-operation (n=22,

)

时间
Time

VAS 评分
VAS score

Tegner 运动水平评分
Tegner activity level score

Lysholm 评分
Lysholm score

术前
Preoperative

5.41±1.29

1.36±1.05

34.45±14.88

术后 12 个月
Twelve months after operation

0.95±0.84

6.45±0.96

87.09± 6.59

统计值
Statistic

t=17.87
P= 0.00

t=–15.50
P= 0.00

t=–14.90
P= 0.00

• 550 •

Chinese Journal of Reparative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May 2017, Vol. 31, No.5

图1

关节镜下半月板缝合示意图

a

b

c

d

a. Outside-In 缝合；b. Inside-Out 缝合；c. All-Inside 缝合；d. 半月板缝合修复后

Fig.1 Schematic drawing of arthroscopic meniscal suture
suture technique; d. Repair of meniscal suture

a. Outside-In suture technique; b. Inside-Out suture technique; c. All-Inside

图 2 患者，男，17 岁，右侧 ACL 损伤伴半月板 BHT a. 术前 MRI 示 ACL 断裂；b. 术前 MRI 示半月板 BHT；c. 术后 1 年 MRI 示
ACL 走向接近正常，信号均匀；d. 术后 1 年 MRI 示半月板完全愈合；e. 术后 2 年膝关节功能
Fig.2 A 17-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ACL rupture and BHT of the right knee a. Preoperative MRI, showing ACL rupture; b.
Preoperative MRI, showing BHT; c. MRI at 1 year after operation, showing nearly normal trend and uniform signal of ACL; d. MRI at
1 year after operation, showing complete healing of meniscus; e. Function of the knee at 2 years after operation

力学环境发生异常改变，此时半月板后角成为了限

骨之间的应力，便会发生撕裂，其撕裂程度及位置取

制胫骨前移的重要结构，如半月板无法抵抗股骨-胫

决于受伤时半月板与股骨-胫骨髁之间的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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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ACL 损伤患者中同时合并半月板损伤
者占 55%～65%

[11]

。以往多采取一期处理半月板、

择期重建 ACL，或仅缝合修补损伤的半月板。但越
来越多的临床研究表明

[12-14]

，分期手术常导致半月

板撕裂变长、变宽，甚至缝合后再撕裂，故建议对
[15]

号，其中 3 例无明显临床症状，1 例仍存在关节间
隙压痛，建议其再次行关节镜探查，但患者选择保
守治疗，经口服中药、局部注射加小针刀、非甾体
贴片外用及指导康复锻炼后，症状有所缓解。
[22]

Pierre 等 提出，半月板撕裂长度≤1 cm 的纵裂仍

ACL 和半月板进行同期修复。Krych 等 也提出同

可视为稳定。结合本组所采用的 MRI 参数，冠状

期行 ACL 重建及半月板缝合修补术后，关节内出

位≤3 个扫描层面出现Ⅲ级信号者视为部分愈合，

血较少、无菌性炎性反应程度较低，加之术后制动

其中 11 例患者部分扫描层面出现Ⅲ级信号，不愈

时间更长，从而提供了良好的生物学环境以促进半

合率为 18.2%，与 White 等 报道结果一致。郑卓

月板愈合。因考虑患者不愿接受二次手术及治疗

肇等 研究表明，缝合后的半月板在常规 MRI 上的

费用等因素，本研究未设立单纯治疗 BHT 或分期

诊断特异性明显下降，且诊断准确性低至 60% 左

治疗对照组。但回顾既往文献发现，一期处理半月

右，具有较高的假阳性率。Sanders 等 亦提出采用

板并 ACL 重建术后患者 Lysholm 评分明显高于单

MRI 造影评价半月板缝合术后愈合情况更可靠。

[16]

[17]

[23]

[24]

[25]

纯处理半月板者 。闫金明 的研究也显示，一期

分析原因多为缝合部位的纤维血管化、纤维瘢痕化

修复 ACL 以及半月板组的术后愈合率、Lysholm 评

反应、未吸收的缝合装置及继发性骨关节病等引起

分明显高于单纯修复半月板组，且 2 年内再手术率

半月板内部出现异常信号 ，而且随时间延长半月

明显低于单纯修复半月板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板缝合部位的组织学构成和裂隙宽度也会随之变

义。表明关节镜下一期修复重建 ACL 及半月板，

化 。虽然常规 MRI 并不完全适用于检查缝合后

可以提高治愈率，有利于术后患者康复。

的半月板，且具有较高假阳性率，但其作为一种无

考虑到 BHT 形态复杂及修补难度较高，目前

[26]

[27]

创检查手段，仍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

仍有部分学者主张对此类损伤进行半月板部分切

从膝关节功能进行分析，本组患者术后 VAS

除治疗。尤其是内侧半月板后体部区域，该区域显

评分、Tegner 运动水平评分、Lysholm 评分均较术

[18]

露、手术操作均困难，常发生不愈合或愈合不良 。
[19]

前有明显改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ACL 重

但 Melton 等 研究表明，ACL 重建同时采用半月

建联合 BHT 缝合结合合理的康复训练，能有效缓

板缝合治疗后膝关节功能评分显著高于半月板切

解患者的膝关节疼痛症状、改善关节功能。但本组

除治疗。O’Shea 等

[20]

也支持对 BHT 进行缝合治

随访时间有限，尚有部分患者仍处于康复后期，加

疗，他们认为尽可能地修复半月板可以最大程度保

之 8 例患者为急性损伤，术前评分偏移较大，故对

留其功能，维持膝关节稳定性，延迟关节退行性

功能评价准确性有一定影响，应结合临床查体及

[21]

变。袁帅等 提出术中保证良好对位和缝合密度，
尽可能使用缝线缝合，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半月板

MRI 检测全面进行评估。
另外，本组 1 例患者因术后长期制动，未按制

缝合强度和手术疗效。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合并

定的康复计划训练，导致膝关节周围肌肉、韧带、

可修补性高的 BHT 患者，同期修复 ACL 和半月板

关节囊等挛缩及纤维化；经加强功能康复锻炼、热

有利于恢复关节稳定性，保证缝合后半月板的愈

敷、理疗等处理后，膝关节活动度有一定程度改

合，并提高临床疗效。

善，但术后 6 周时屈膝仍未达到 90°，予以麻醉下行

从临床表现分析，本组随访期间表现为无临床
[14]

症状者占 90.9% (20/22)，与李梦远等 的研究结果
[20]

类似，高于 O’Shea 等 的研究结果。分析原因可能
[14]

为本组与李梦远等 的研究仅对可修补性高的血运
[20]

膝关节松解术，术后配合 CPM 机功能锻炼及中药
熏洗，功能恢复良好。
本组随访结果表明，关节镜下 ACL 重建联合
BHT 缝合治疗具有较高的半月板愈合率，进而保证

区（红-红区、红-白区）进行修补，而 O’Shea 等 不

半月板功能的正常发挥，避免或者延缓骨关节炎的

仅对红-红区、红-白区损伤进行缝合，而且对可复

发生。我们认为高愈合率主要有以下原因：① 同

位的且未见明显变性的白-白区也进行了缝合有

期修复 ACL 和 BHT，在建立 ACL 股骨及胫骨隧道

关。该差异也提示了血运丰富程度对半月板愈合

时会渗出部分血液，内含较多的富含血小板血浆及

具有重要影响。

BMSCs 等修复细胞和营养成分，为半月板缝合处提

本组术后 6～12 个月 MRI 复查提示，4 例患者

供充足血运，进而促进半月板愈合；② 重建 ACL

出现半月板组织移位或多个扫描层面出现Ⅲ级信

可以有效恢复膝关节稳定性，控制胫骨迁移，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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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生物力学改变，进而减少半月板承受异常生
物负荷概率，提高半月板愈合率；③ 重建的 ACL
及骨隧道一般需要 6～8 周才能初步愈合，而缝合
的半月板也需要 6 周左右才能纤维愈合，相对于单
纯缝合 BHT，一期重建 ACL 和缝合 BHT 术后需要
更长时间制动，为半月板愈合提供了有利条件；加
之正规术后康复有利于改善膝关节循环，促进重建
韧带和缝合半月板的愈合。
综上述，关节镜下 ACL 重建联合 BHT 缝合术
治疗 ACL 损伤合并半月板 BHT 可获得较好疗效，
能有效改善临床症状、减少关节磨损、降低其退行
性变发生率，对维持膝关节稳定性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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