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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肌腱转位术治疗桡神经损伤晚期功能障碍
疗效观察
刘彬 1，鹿亮 1，尚希福 1，陈伟健 1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骨科（合肥 230001）

【摘要】 目的

总结肌腱转位术治疗桡神经损伤晚期功能障碍的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 年 2 月—

2015 年 3 月采用肌腱转位术治疗的 12 例桡神经损伤晚期功能障碍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 9 例，女 3 例；年龄
12～45 岁，平均 28 岁。交通事故伤致肱骨干骨折并桡神经离断 6 例，肱骨内固定物取出时医源性损伤 3 例，机器
绞伤致软组织神经缺损 3 例。一期手术均未行神经修复，术后 12～18 个月、平均 14 个月出现桡神经损伤晚期功
能障碍症状。其中桡神经主干损伤 8 例，桡神经深支损伤 4 例。术前患者均出现垂腕畸形，腕关节背伸肌力 0 级，
屈曲肌力 5 级。 结果 术后患者切口均Ⅰ期愈合。12 例均获随访，随访时间 6～12 个月，平均 8.5 个月。末次随
访时，患者腕关节背伸活动可、肌力 3 级，屈曲肌力 4 级。根据费起礼等和陈德松等疗效评定法，获优 7 例，良 3 例，
可 2 例，优良率 83.3%。 结论 肌腱转位术治疗桡神经损伤晚期功能障碍临床效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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桡神经解剖层次相对表浅，易损伤，据统计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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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走行向腕横纹处作 L 形切口，找到尺侧腕屈肌及

神经损伤约占周围神经损伤的 9% 。桡神经损伤

掌长肌腱并从止点处离断，尺侧腕屈肌向近端游

后将严重影响患者伸腕、伸拇和伸指功能。对损伤

离，掌长肌腱皮下游离，然后自前臂中段掌侧作一

严重无法修复或早期修复术后 12 个月功能无恢复

切口抽出掌长肌腱备用。在前臂下段背侧作 5 cm

者，可采用肌腱转位术重建伸腕、伸指、伸拇功

长弧形切口，分别钝性分离显露拇长伸肌腱、指总

能。2012 年 2 月—2015 年 3 月，我们采用肌腱转位

伸肌腱，将拇长伸肌腱于肌腹交界处离断后，从腕

术治疗桡神经损伤晚期功能障碍 12 例，效果满

背侧第 3 鞘管内抽出备用。在前臂中段桡背侧作

意。报告如下。

一长约 5 cm 纵切口，分离暴露桡侧腕长、短伸肌及

1 临床资料

旋前圆肌，并将旋前圆肌在桡骨止点处切断后向旋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9 例，女 3 例；年龄 12～45 岁，平均 28 岁。
左侧 5 例，右侧 7 例。交通事故伤致肱骨干骨折并
桡神经离断 6 例，肱骨内固定物取出时医源性损伤
3 例，机器绞伤致软组织神经缺损 3 例。一期手术
均未行神经修复，术后 12～18 个月、平均 14 个月
出现桡神经损伤晚期功能障碍症状。其中桡神经
主干损伤 8 例，桡神经深支损伤 4 例。术前患者均
出现垂腕畸形，腕关节背伸肌力 0 级，屈曲肌力
5 级。

1.2 手术方法
患者于臂丛神经阻滞麻醉下取平卧位，患肢上
高位止血带，压力 35 kPa。在前臂远端沿尺侧腕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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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圆肌肌腹近端游离。将尺侧腕屈肌经尺侧皮下
隧道、掌长肌腱经桡侧皮下隧道转移至前臂背侧切
口内。在合适张力下将旋前圆肌移位编织缝合于
桡侧腕短伸肌，尺侧腕屈肌移位编织缝合于指总伸
肌腱，掌长肌腱移位编织缝合于拇长伸肌腱，间断
缝合皮肤及皮下组织。

1.3 术后处理
术后石膏托固定患肢于前臂旋前 15～30°、腕
关节背伸 45°、掌指关节屈曲 10～15° 及拇指最大伸
直和外展位，近侧指间关节不予固定。术后 4 周拆
除石膏行主动功能锻炼。

2 结果
术后患者切口均Ⅰ期愈合。12 例均获随访，随
访时间 6～12 个月，平均 8.5 个月。末次随访时，
患者腕关节背伸活动可、肌力 3 级，屈曲肌力 4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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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费起礼等 和陈德松等 疗效评定法，本组获优

5 cm，神经走行区域有大面积皮肤缺损，广泛瘢痕

7 例，良 3 例，可 2 例，优良率 83.3%。见图 1。

形成，早期神经吻合后或早期未行神经修复 12 个月
后神经功能无恢复或神经功能恢复概率极低，未见

3 讨论

有效肌肉功能恢复的情况下，可直接行肌腱转位术。

3.1 肌腱转位原则

3.3 术后并发症
[6]

① 矫正畸形：肌腱转位术前保持所有关节最

① 有限的屈腕功能 ；② 掌长肌腱转位至拇

大活动度尤为重要，因为任何移位的肌肉都不可能

长屈肌腱吻合后出现弓弦隆起，可通过将拇长伸肌

拉动僵直的关节，也无一个关节可获得比术前被动

腱绕过拇短展肌止点避免其发生；③ 尺侧腕屈肌

活动更大的主动活动范围。② 肌力足够：用于转

转位后可能会出现过度桡偏，因为尺侧腕屈肌是重

位的动力肌肌力应良好，转位后肌力一般会降低

要的腕屈肌，也是桡神经损伤后唯一的尺偏动力；

1 级，所以作为移位动力肌腱的肌力必须足够强

④ 如果在一个切口内完成所有肌腱转位，可能会

大，以便在移位后发挥其新功能。③ 运动幅度：

出现切口相关并发症；⑤ 手腕部活动时易疲劳。

每块肌肉都有其精确滑程，如腕屈肌的滑程为
管肌腱的真正滑程不能增加，但可将跨越单关节的

3.4 手术要点
尺侧腕屈肌与指总伸肌缝合：① 使用长的纵
向切口方便对尺侧腕屈肌广泛游离，并且切除附着

肌腱转变为跨越 2 个或多关节，应用关节固有的腱

于肌腱远 1/2 的肌腹，降低转移时容积；② 骨间后

固定效应增加运动幅度，或将肌肉与周围筋膜广泛

神经麻痹时不可用尺侧腕屈肌转位移植；③ 充分

33 mm，不能代替指伸肌滑程为 50 mm 的作用。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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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来增加其运动幅度。马富 通过解剖 10 具成

游离肌肉方便调整方向，使尺侧腕屈肌斜行跨越前

人尸体，提出掌长肌腱与拇长伸肌腱伸缩幅度接

臂；④ 注意保护肌腹近端部分的神经分支，并且

近，所以用掌长肌腱与拇长伸肌腱缝合较合理。④

在内上髁至指总伸肌间尽可能形成直线牵拉；⑤

转位肌腱的协同性：手部运动中指屈肌腱与腕伸

在伸肌支持带近端尺侧腕屈肌以 45° 角与指总伸肌

肌协同，指伸肌腱与腕屈肌协同，在任何可能的情

编织缝合，并且小指伸肌背伸不充分时才将其包含

况下，肌腱转移均需使用协同肌作为转移动力。⑤

其中；⑥ 调整张力至腕关节、掌指关节中立位，尺

直线牵拉：切取肌腱时注意保护肌腱周围组织，避

侧腕屈肌最大张力位。

免肌腱与骨间膜粘连；尽量向近端游离转移肌腱，

掌长肌腱与拇长伸肌腱缝合：① 在腱腹交界

使其转移后走行成直线为最有效转移。

处切断拇长伸肌腱，将其改道后穿过第 1 掌骨桡

3.2 肌腱转位时机
目前对于肌腱转位术时机的选择尚有争议，临

侧，肌腱缝合在鼻咽窝处位于伸肌支持带浅面，肌

床上神经损伤或修复后，确定肌肉终板功能是否可

立位，掌长肌腱远断端及掌长肌腱最大张力。

逆难度大，需根据损伤或修复时间进行判断，但
[5]

腱方向与第 1 掌骨平行；② 调整张力至腕关节中
旋前圆肌与桡侧腕短伸肌缝合：① 切取旋前

Cheah 等 认为在局部软组织未达到最佳稳态前不

圆肌时尽量向近端游离肌肉以获得更大的滑程，转

能行肌腱转位术。我们的经验是，对于神经缺损>

移至背侧时在肱桡肌及桡侧腕长伸肌表面通过，并

图 1 患者，男，34 岁，交通事故伤致右肱骨干中段粉碎性骨折并桡神经缺失 8 cm，钢板内固定术后 13 个月行桡神经功能重建
a. 内固定术前 X 线片；b. 内固定术后 13 个月骨折愈合良好；c、d. 肌腱转位术前垂腕、垂指畸形；e、f. 肌腱转位术后 1 年伸腕、伸
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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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仅缝合于桡侧腕短伸肌腱，缝合位置在腱腹交界
远端，必要时可切取游离肌腱加强缝合处；② 张
力调整至腕背伸 45°，旋前圆肌最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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