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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关节骨折合并急性三角韧带损伤的
诊断和治疗进展
张云，杨云峰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骨科（上海 200065）

【摘要】 目的 综述踝关节骨折合并急性三角韧带损伤的诊断和治疗进展，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广
泛查阅国内外有关踝关节骨折合并急性三角韧带损伤诊断及治疗的文献，并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踝关节骨折
合并急性三角韧带损伤容易漏诊，需要结合患者主诉、体征及影像学检查诊断，必要时手术探查明确。稳定骨折
后是否需要修补三角韧带仍存在争议。 结论 三角韧带是稳定内侧踝关节的重要结构，对于不同类型踝关节骨
折合并急性三角韧带损伤的治疗仍需进一步标准化，并根据术中踝关节稳定情况决定是否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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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nkle fractures combined with acute deltoid

ligament injury. Methods Recent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nkle fractures combined with
acute deltoid ligament injury was reviewed. Results Misdiagnosis is common for ankle fractures combined with acute
deltoid ligament injury. A diagnosis is given based on patients’ complaints, symptoms, and imaging examination, even
surgical exploration is necessary. Whether to repair the deltoid ligament remains controversial. Conclusion Deltoid
ligament is an important structure to stabilize the medial ankle joint. However, treatment of different kinds of ankle
fractures combined with acute deltoid ligament injury should be standardized; whether or not repair deltoid ligament is
determined by the intraoperative ankle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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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关节骨折时常合并周围组织及韧带损伤。
三角韧带是稳定内侧踝关节及维持踝穴中距骨正
常解剖位置的重要结构，其损伤后容易漏诊，且治

1 三角韧带解剖及力学特点
三角韧带，又称踝关节内侧副韧带，属于复合

疗不当易引起踝关节不稳定以及创伤性关节炎。

韧带，分为深、浅两层。不同解剖研究中关于三角

目前，有关合并急性三角韧带损伤的不同类型踝关

韧带纤维束的观测结果不一致
[3-5]

[1-6]

。目前，大部分研

节骨折治疗方法尚无统一选择标准，而且对于损伤

究将三角韧带分为 6 束

：其中浅层共 4 束，同时

的三角韧带是否需要修补也存在争议。现就踝关

跨越踝关节和距下关节，起于内踝前丘部，前部

节骨折合并急性三角韧带损伤的诊断及治疗进展

纤维止于舟骨内侧和跖侧，中部纤维止于跟骨，由

作一综述，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胫舟韧带（起自前丘前缘，止于舟骨背侧内缘）、胫
距后浅韧带（起自丘间沟，止于载距突和距骨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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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节）、胫跟韧带（起自内踝前丘内缘，止于载距
突内侧缘）及胫弹簧韧带（起自内踝，止于足底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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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韧带表面）组成。深层共 2 束，仅跨越踝关节，

角韧带断裂的准确性达 82.9%，但难以区分三角韧

由胫距前深韧带和胫距后深韧带组成，分别起于

带深、浅层损伤 。

[20]

除 MRI 外，临床也有采用其他辅助检查方法。

内踝丘部间沟及后丘，止于距骨内侧面，与距小
腿关节内侧关节囊及跟距骨间韧带的内侧部分

有学者提出高频超声可明确诊断踝关节骨折是否

融合。

合并急性三角韧带损伤，但超声检查主要依靠医师

三角韧带浅层主要防止距骨过度外翻、外

经验，因此对医师要求较高，限制了临床的广泛使
[21-22]

展 ，深层主要限制距骨外旋。Clarke 等 通过尸体

用

动态负重研究发现，单纯破坏三角韧带后，在负重

骨折类型及是否伴三角韧带起止点撕脱骨折 。关

状态下踝关节接触面积会减少 15%～20%。Earll 等

[9]

节镜检查可以在术中直视下观察并评估三角韧带

的生物力学测试表明，切断三角韧带浅层，尤其是

损伤情况，还能同时进行修补处理

[7]

[8]

胫跟韧带，踝关节接触面积将减少 43%，峰值压力

。CT 不能很好地显示软组织，但是可以明确
[19]

[5-6, 19, 23]

，但在观察

[24]

三角韧带浅层损伤时仍有一定局限性 。

将增加 30%。既往研究显示，切除外踝后，破坏三

值得注意的是，影像学检查显示存在内踝撕脱

角韧带浅层并向距骨施加一定侧向应力，距骨外移

骨折时，也应充分评估三角韧带损伤可能性。部分

程度与内侧结构完整时无明显差异（相差约 2 mm）；

内踝撕脱骨折同时伴有三角韧带深层损伤，如仅行

但继续破坏三角韧带深层后，距骨外移可达 4 mm；

骨折块复位内固定术，术后仍可发生三角韧带功能

提示在外侧结构不稳定时，三角韧带深层是限制距

不良。

骨外移的主要结构

[10-12]

。

3 踝关节骨折合并急性三角韧带损伤的治疗

2 急性三角韧带损伤的诊断
急性三角韧带损伤患者常有踝关节扭伤史，常
伴随内踝部软组织肿胀、压痛、不同程度淤血及活
[13]

动受限 ，但仅依据上述症状并不能确诊为三角韧
带损伤，仅能作为首诊时提示。为明确诊断，临床
可结合外翻应力试验、前/后抽屉试验、Cotton 试验
及影像学检查。
研究表明，手法外旋应力试验中以内踝间隙≥
5 mm 作为急性三角韧带损伤诊断标准的特异性最
高；重力应力试验中以内踝间隙≥4 mm 作为诊断
标准的特异性最高

[14-15]

。但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

[16]

Nortunen 等 认为以重力应力试验评估踝穴稳定
[17]

性参考价值有限，Weber 等 也认为以内踝间隙≥
4 mm 作为手术指征不准确。在急性损伤状态下行
应力试验会引起患者不适，建议于麻醉状态下进
行，并结合 C 臂 X 线机检查，结果更准确，且对患
[18]

者损伤较小 。
MRI 为急性三角韧带损伤的一种辅助诊断方
式

[2-3, 5]

，主要表现为韧带周围组织水肿、韧带增粗、

缺如、不连续等，可进一步明确韧带损伤范围及其
程度。研究显示，根据 MRI 检查结果诊断三角韧
带损伤，其准确率达 85% 以上，可作为早期诊断方
[19]

法以降低漏诊率 。近期，有学者提出通过影像学
测量内踝间隙能间接反应三角韧带损伤程度，建议
以内踝间隙达 6.48 mm 作为判断浅层完全断裂临
界值，以其达 7.85 mm 作为单独深层完全断裂或三
角韧带完整断裂临界值；同时也指出 MRI 预测三

3.1 保守及手术治疗的选择
目前，临床上对踝关节骨折合并的三角韧带损
伤是否需要修复尚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内侧
间隙恢复后，断裂的三角韧带可瘢痕愈合，通过保
守治疗即可得到满意疗效，且三角韧带解剖位置较
深，手术显露困难，故仅当三角韧带断端进入关节
造成踝穴内软组织嵌顿，影响术中距骨复位时，才
[25-26]
需要探查
。另有学者认为，踝关节骨折合并的
三角韧带损伤需一期修复，因踝关节骨折合并的韧
带断裂或撕裂并非等长愈合，且瘢痕愈合后的三角
韧带往往张力不够，后期容易出现慢性踝关节不稳
症状或继发性疼痛，且三角韧带在防止距骨外移及
外旋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修复后能更有效地稳定踝
关节及减少关节软骨面的磨损。
20 世纪 90 年代，有学者提出踝关节骨折合并
三角韧带损伤时，通过保守治疗大部分患者效果满
意，仅少数患者内踝间隙较健侧轻度增宽。Strom[26]
soe 等 对 50 例踝关节骨折合并三角韧带损伤患者
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提示保守治疗与手术修复三
角韧带效果无显著差异；他们认为踝穴复位满意后，
[27]
三角韧带无需修复。Maynou 等 经回顾分析 35 例
三角韧带断裂患者临床资料，提出手术及保守治疗
后韧带愈合程度及并发症发生率无明显差异。Ha[28]
per 的研究表明，外踝骨折合并三角韧带损伤时，
外踝解剖复位后无需对三角韧带进行修复，但其中
部分患者后期出现疼痛及关节间隙复位丧失。以
上研究结论与 20 世纪 90 年代尚无理想的三角韧带
深层修补方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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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学者们逐渐关注到保守治疗后仍有部分

踝间隙较术前显著减小，因此他们强调应充分重视

患者出现局部或持续性疼痛、关节僵硬及三角韧带

术中修复重建内侧韧带结构。但有关旋后-外旋型

愈合不佳等，因此建议对踝骨折合并急性三角韧带

Ⅳ度踝关节骨折中是否必须修补三角韧带损伤，目

损伤患者进行手术干预。虽有学者提出踝关节骨

前尚缺乏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明确。另外，此类型

折合并三角韧带损伤时，仅固定骨折，不修复三角

踝关节骨折常合并三角韧带深层损伤，是否需要对

韧带，亦可获得可接受的疗效，但有部分患者后期

深层修补也未形成统一标准。

出现内踝间隙较健侧增宽，可能由此引发踝关节退

旋后-内收型踝关节骨折是暴力首先作用于外

变提前。同时，随着三角韧带损伤修复方法的成

侧踝关节，致使跟腓韧带、距腓前韧带断裂及外

熟，研究发现与单纯固定下胫腓联合相比，同时修

踝骨折，如暴力持续会引起内踝骨折。内侧结构损

复三角韧带在恢复踝关节稳定性更具优势，因此目

伤主要集中于内侧踝穴骨质及软骨损伤，内踝常表

前临床针对踝关节骨折合并的三角韧带损伤更倾

现为垂直样骨折线，此类型骨折合并三角韧带损伤

向于手术修复。

较少。

目前，针对踝关节骨折合并的三角韧带断裂，
手术指征主要包括：三角韧带深层断裂、三角韧带
深层及浅层均断裂、踝穴内软组织嵌顿者。此类患
者主要表现为踝穴位 X 线片示内踝间隙≥5 mm，距
骨向外侧脱位或半脱位；踝关节骨折复位固定后，
外翻应力试验显示踝关节内侧不稳定或内踝间隙
较正常值增宽 1 mm 以上；X 线片及 CT 提示存在
三角韧带起止点撕脱骨折。

3.2 不同类型踝关节骨折合并的韧带损伤治疗方
式选择
急性三角韧带常合并外踝骨折、距骨骨软骨损
[25]
伤及下胫腓联合损伤 ，其损伤机制为踝关节过度
外翻、旋前，根据 Lauge-Hansen 分型主要为旋后外旋型、旋前-外旋型、旋前-外展型。
旋后损伤 旋后-外旋型是临床最常见踝关
[6, 25]
节骨折类型 ，旋后-外旋型Ⅳ度骨折可伴内踝骨
折或三角韧带断裂。值得注意的是，若此类患者仅
表现为单纯腓骨骨折且 X 线片提示无踝穴内侧间
[24]
隙增宽时，不能确定是否存在三角韧带损伤 ，需
行负重应力检查，若踝穴间隙>5 mm 应视作旋后外旋Ⅳ度损伤处理。
旋后-外旋型Ⅳ度踝关节骨折为不稳定型骨
折，保守治疗效果较差，手术复位骨折已达成共
识。近年，国内学者倾向于在稳定骨折的同时对三
[29]
角韧带进行修补。王海鹏等 对 11 例踝关节骨折
合 并 三 角 韧 带 断 裂 患 者 （ 其 中 旋 后 -外 旋 型 Ⅳ 度
4 例）进行三角韧带修补，术后根据美国矫形足踝
协会（AOFAS）评分，优良率达 81.8%；他们认为手
术修补三角韧带可以最大程度恢复踝关节内侧结
[30]
构稳定。陈宇杰等 对 17 例合并三角韧带损伤的
旋后-外旋型踝关节骨折患者进行切开复位内固定
结合带线锚钉修补治疗，术后随访 15 个月，改良
Baird-Jackson 系统评分优良率达 82.4%，且术后内
3.2.1

旋前损伤 旋前-外旋型踝关节骨折中，单
纯三角韧带断裂极少，常合并外踝骨折或下胫腓联
合分离等损伤。严重的旋前-外旋型损伤易发生下
胫腓联合分离，固定内侧结构对预后具有重大意
[31]
义。朱敏等 对 30 例合并下胫腓损伤的旋前-外旋
型踝关节骨折行复位固定并同时修补三角韧带，术
后平均随访 13 个月，AOFAS 评分及疼痛视觉模拟
评分（VAS）较术前均明显改善，尚无患者出现踝关
节不稳，术后疗效满意。
Ⅲ度以上的旋前损伤，踝关节稳定结构一般都
被破坏，在石膏外固定过程中或固定后仍有移位风
险，目前更倾向于手术干预。在稳定骨折及下胫腓
联合后，是否需要修补三角韧带应结合术中外翻应
力试验及踝穴间隙评价。如外翻应力试验提示下
踝关节稳定、踝穴间隙恢复正常，则可考虑保守治
疗；如骨折稳定后，踝关节内侧仍不稳定或踝穴增
宽 1 mm 以上者，提示三角韧带深层、浅层完全损
伤或关节内软组织嵌顿，需手术探查、清理并选择
适当方式对三角韧带进行修补。
旋前-外展型踝关节骨折中，Ⅰ度损伤即可表
现为内踝横行骨折或三角韧带断裂。若骨折解剖
复位后，踝穴解剖关系恢复，且踝关节内侧间隙<
2 mm 者，三角韧带无需修补。
3.3 韧带修补方式的选择
踝关节骨折合并急性三角韧带损伤的手术治
疗中，稳定骨折的同时应充分注意踝穴完整性，当
三角韧带或其他软组织影响踝穴复位时，应先暴露
[25]
内侧结构 。需要探查三角韧带时，建议先行内侧
切口，对损伤的三角韧带进行修补但不打结，待距
骨、外踝及下胫腓联合复位后，再调整内侧缝线张
力并打结；该处理方法不仅有利于距骨复位，还能
进一步减少踝关节稳定性的丢失。
三角韧带损伤手术治疗方式主要包括断端重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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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缝合术、锚钉缝合加强术以及重建修复术。其

and treatment of deltoid ligament lesions in supination-external

中，直视下断端重叠缝合术主要用于修补三角韧带

rotation ankle fractures: a review. Strategies Trauma Limb

浅层损伤，而重建修复术主要适用于慢性踝关节不
稳或三角韧带慢性损伤等。
带线锚钉技术因明显优于传统术式（直接缝
合、止点深埋等），且具有缩短手术时间、减少软组
织剥离程度和刺激的特点，有利于韧带修复，无需
二次手术取出，故成为临床主要的韧带修补方法。
[32]
曹鹏等 回顾性分析了 16 例伴三角韧带损伤的踝
关节骨折患者，其中深层从距骨处撕脱者 15 例，从
内踝处撕脱者 5 例，手术进钉点分别为距骨韧带止
点、内踝韧带止点，于内翻位修复并重建三角韧带
深层，且直接缝合三角韧带浅层结构，术后随访
13 个月，Baird-Jackson 评分优良率为 81.3%。高武
[33]
长等 对 36 例踝关节骨折合并三角韧带损伤患者，
予踝关节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并联合带线锚钉修补
三角韧带，治疗后 1 年 AOFAS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
提高。三角韧带浅层中部断裂患者，因其断裂常呈
马尾状，断端重叠缝合术效果往往不确切，也可采
用骨隧道穿线及锚钉缝线固定，以增加软组织的强
度和张力。
综上述，踝关节合并的急性三角韧带损伤因损
伤形式多样且影像学表现不确切，容易漏诊，可能
导致三角韧带愈后功能不良及踝关节不稳定、创伤
性关节炎等并发症。所以，必须重视术前检查和诊
断，对可疑病例进行应力试验和术中探查，治疗以
恢复踝穴稳定性为目的。而对于复杂骨折或踝关
节骨折存在明显内侧不稳定者，应考虑术中探查并
选取合适的技术修补加强三角韧带，重视踝关节骨
折中内侧结构的修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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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ee Surg Sports Traumatol Arthrosc, 2013, 23(7): 1900-1906.
8 Clarke HJ, Michelson JD, Cox QG, et al. Tibio-talar stability in
bimalleolar ankle fractures: a dynamic in vitro contact area study.
Foot Ankle, 1991, 11(4): 222-227.
9 Earll M, Wayne J, Brodrick C, et al. Contribution of the deltoid
ligament to ankle joint contact characteristics: a cadaver study.
Foot Ankle Int, 1996, 17(6): 317-324.
10 Close JR. Some applications of the functional anatomy of the ankle
joint. J Bone Joint Surg (Am), 1956, 38(4): 76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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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tion fibular fractures. J Bone Joint Surg (Am), 2007, 89(5): 994999.
15 Park SS, Kubiak EN, Egol KA, et al. Stress radiographs after an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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