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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自制齿状钩钢板治疗后交叉韧带胫骨止点
撕脱骨折
刘军，芮永军，吴永伟，马运宏，陆尧，杜世浩，杨通
无锡市骨科医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创伤骨科（江苏无锡 214062）

【摘要】 目的 总结自制齿状钩钢板治疗后交叉韧带（posterior cruciate ligament，PCL）胫骨止点撕脱骨折
的疗效。 方法

2012 年 11 月—2016 年 4 月，采用自制齿状钩钢板治疗 PCL 胫骨止点撕脱骨折 11 例。其中男

6 例，女 5 例；年龄 37～63 岁，平均 48.5 岁。致伤原因：交通事故伤 4 例，高处坠落伤 2 例，跌伤 5 例；均为新
鲜骨折，受伤至手术时间 3～11 d，平均 5.2 d。骨折按 Meyer-McKeever 分型：Ⅱ型 4 例，Ⅲ型 7 例。术前膝关节
屈曲活动度 40～90°，平均 65.9°。术前 Lysholm 评分 50～69 分，平均 58.5 分。 结果

术后切口均Ⅰ期愈合。

11 例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 6～20 个月，平均 11 个月。术后 3 个月 X 线片示患者骨折均愈合，骨折端无明显移
位。术后 6 个月，患肢膝关节屈曲活动度达 115～130°，平均 121.8°；膝关节后抽屉试验均呈阴性，未见膝关节伸
直功能障碍及腘窝部血管、神经损伤并发症；Lysholm 评分为 85～99 分，平均 92.8 分。 结论 自制齿状钩钢板
治疗 PCL 胫骨止点撕脱骨折可行，操作简便、固定效果可靠，术后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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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交叉韧带（posterior cruciate ligament，PCL）

MRI 检查。骨折按 Meyer-McKeever 分型：Ⅱ型

胫骨止点撕脱骨折是一种临床多见且特殊的PCL损

4 例，Ⅲ型 7 例。其中Ⅲ型者后抽屉试验均为阳

伤，常导致膝关节不稳。由于该类损伤保守治疗效

性。术前膝关节屈曲活动度 40～90°，平均 65.9°。

果不理想，常需积极手术治疗。关节镜下行止点重

术前 Lysholm 评分 50～69 分，平均 58.5 分。

[1]

建经临床验证效果确切 ，但操作难度大，学习曲
线长，临床推广困难。目前切开内固定材料选择较

1.2 手术方法
采用 5 孔 1/3 管型钢板（Synthes 公司，瑞士）

广泛，但无论是空心钉、带线锚钉还是钢丝、缝线，

裁剪制作成齿状钩钢板。保留 2 孔段作为近端螺

当骨折块较小或骨折较粉碎时，无法对止点进行有

钉孔；选择 3 孔段近端处螺钉孔，予以克氏剪卡入

效固定，容易出现内固定失效，不利于早期功能锻

螺钉孔并与钢板边缘成 30° 夹角剪裁成尖齿状，用

炼。如何选择一款坚强且有效的内固定材料是临
床研究热点之一。我科自 2012 年 11 月开始使用自
制齿状钩钢板内固定治疗 PCL 胫骨止点撕脱骨
折，临床疗效确切。现回顾分析 2012 年 11 月—
2016 年 4 月收治的 11 例患者临床资料，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6 例，女 5 例；年龄 37～63 岁，平均
48.5 岁。左侧 6 例，右侧 5 例。致伤原因：交通事
故伤 4 例，高处坠落伤 2 例，跌伤 5 例；均为新鲜
骨折，受伤至手术时间 3～11 d，平均 5.2 d。术前
均行膝关节正侧位 X 线片、CT 平扫及三维重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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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丝钳将尖齿折弯成钩钢板。见图 1。
患者于持续硬膜外麻醉下取俯卧半屈膝位，于
膝后内侧作长 8～10 cm 倒 L 形切口，以腘窝中点
内侧皮肤横纹处为起点，横行向内走行至腓肠肌内
侧头内缘处，直接弧形转向小腿内侧并向远端延
伸，沿肌间隙钝性分离腓肠肌内侧头与半腱肌。术
中注意通过深部拉钩牵拉腓肠肌内侧头向外侧，以
保护腘窝处血管神经束，暴露后关节囊后纵行切
开，暴露 PCL 及撕脱骨折块，清理嵌入骨折间隙血
肿及卡入骨折间隙的软组织，屈膝约 30° 位，将撕脱
骨折块向远端顶压，予以 2 枚直径 1.2 mm 克氏针
临时固定。植入 2 孔自制齿状钩钢板，远端紧贴胫
骨后侧骨面，钩尖端嵌入 PCL 附丽点并敲击卡入
骨折端，先于钩钢板体部近端第 1 孔置入偏心套筒，
基本垂直胫骨后侧骨面钻孔，拧入 1 枚普通螺钉滑
动加压，但不完全拧紧；再于钩钢板体部远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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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孔植入偏心套筒后钻孔，再拧入 1 枚普通螺钉滑

伸直功能障碍及腘窝部血管、神经损伤并发症。术

动加压且完全拧紧，最后将之前未拧紧螺钉完全拧

后 6 个月 Lysholm 评分为 85～99 分，平均 92.8 分；

紧。C 臂 X 线机透视确认骨折复位固定良好，且被

达优 6 例，良 5 例。见图 2。

动屈伸活动膝关节观察骨折固定牢靠后，切口彻底
止血、反复冲洗，术中缝合后关节囊以减少对膝关
节稳定性的破坏，放置负压引流管，逐层缝合切口。

1.3 术后处理
术后患肢予以弹性绷带或弹力袜包扎 2 d，同
时使用可调式支具固定膝关节于屈曲 15° 位；麻醉
失效后即嘱患者行股四头肌舒缩、踝关节伸屈训

3 讨论
PCL 止点撕脱骨折临床常见，以胫骨侧为主，
[2]

合并其他结构损伤较少，损伤形式较简单 ；多数
学者主张对 Meyer-McKeeverⅡ、Ⅲ型行内固定手术
治疗，特别是骨折分离移位超过 5 mm 者。文献报道

练，促进肌力恢复以防止肌肉萎缩及跟腱挛缩；术
后 48 h 拔除引流管，继续弹力绷带加压包扎；术后
1 周开始佩戴支具行间断膝关节主动屈伸训练，每
日 3～4 次，每次 15 min，关节活动范围不超过
90°，持续 4 周；术后 6 周将可调式支具调整于完全
伸直位固定膝关节，同时扶双拐辅助行走，患肢部
分负重 15 kg，并要求患者于术后 6～8 周时膝关节
屈曲达 110～120°；术后 8 周去除支具，要求患者
完全负重；术后 3 个月基本恢复至伤前状态。

2 结果
本组手术时间 75～120 min，平均 90 min。术
后切口均Ⅰ期愈合。11 例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
6～20 个月，平均 11 个月。术后 3 个月，X 线片示
所有患者骨折均愈合，骨折端无明显移位。术后
6 个月，患肢膝关节屈曲活动度达 115～130°，平均
121.8°；膝关节后抽屉试验均呈阴性，未见膝关节

图 1 自制齿状钩钢板 a. 克氏剪剪裁；b. 尖齿剪裁完
成；c. 尖齿折弯制成钩钢板

图 2 患者，男，43 岁，交通事故伤致左侧 PCL 胫骨止点撕脱骨折（Meyer-McKeever Ⅲ型） a. 术前侧位 X 线片；b. 术前 CT 三维
重建；c. 术中正侧位透视示骨折复位良好； d. 术后 3 个月正侧位 X 线片示骨折愈合良好； e. 术后 10 个月膝关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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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常用的 PCL 胫骨止点撕脱骨折固定材料有

10 mm，或骨块轻度粉碎、MRI 排除 PCL 体部或股

空心钉、带线锚钉、钢丝、同种骨钉等，各有优缺

骨止点撕脱断裂，Meyer-McKeever 分型为Ⅱ、Ⅲ型，

点

[1, 3-5]

。

或部分Ⅰ型但难以忍受长期外固定制动要求手术

齿状钩钢板内固定术式特点：① 采用膝后内
[6]

治疗者。

侧倒 L 形入路，解剖简便，易于掌握 。术中操作

注意事项：① 术中复位骨折块时应轻柔，临

时将腓肠肌内侧头连同腘窝血管神经束一起向外

时固定克氏针直径建议不超过 1.5 mm，以避免骨

侧牵开，有效减少血管神经损伤可能性。② 直视

质劈裂；② 由于胫骨平台系松质骨，术中钻孔时

下手术，PCL 胫骨止点撕脱骨块显露理想，方便清

确认方向后钻头无需打穿对侧皮质，建议打入一半

理嵌入骨折端的软组织，也规避了复位骨折时周围

深度即可，顺钉道方向均可顺利植入螺钉；③ 对

软组织重新嵌入骨折端，降低了骨折不愈合发生风

于肌肉发达或肥胖患者，可增加切口纵行部分长度

险。③ 术中患者采用俯卧下屈膝位，抵消了骨折

以利于后外侧显露；④ 术中勿暴力向外侧牵拉腓

块向近端移位的力量，使骨折复位简便，通过齿状

肠肌内侧头，以免损伤腘窝血管、神经。

钩刺直接敲入 PCL 附丽点处，再先后利用 2 个钉孔
偏心钻孔、滑动加压，使钢板有 2 次均匀加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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