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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扣带袢钛板治疗 Rockwood Ⅲ型及以上
急性肩锁关节脱位 18 例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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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锁扣带袢钛板治疗 Rockwood Ⅲ型及以上急性肩锁关节脱位的短期临床效 果。方法 ：自 2016

年 1 月—2018 年 2 月对 Rockwood Ⅲ型及以上急性肩锁关节脱位 18 例患者进行锁扣带袢钛板解剖重建喙锁韧带手术治
疗。受伤至手术时间 2~14 d，平均 4.0 d。患侧肩锁关节存在不同程度压痛，关节主动、被动活动受限明显。X 线片提示肩
锁关节完全脱位。术后采用欧洲肩关节协会 Constant 评分评 估肩关节功能。结果 ：患侧肩锁关节均获良好复位及固定。
术后切口均Ⅰ期愈合，未出现感染及血管、神经损伤等早期并发症。所有患者获随访 6~12 个月，平均 9.3 个月。术后 4 个
月 1 例患者出现切口下延迟感染，手术去除肩锁关节缝线后感染消失，肩锁关节未出现复位丢失。Constant 术前评分为
(43.68±5.69) 分，术后 6 个月为 (94.07±2.73) 分，优良率为 100%。结论：锁扣带袢钛板解剖重建喙锁韧带可有效治疗急性肩
锁关节脱位，短期效果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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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锁关节脱位是目前临床较常见的疾病，多由外
[1]

伤引起，约占肩部损伤的 12% ，占全身骨折脱位的
[2]

[ 文章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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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韧带和肩锁韧带。清理喙突与锁骨之间的残留韧
带，清除肩锁关节软骨盘。直视下手法复位肩锁关节，

4.4%~5.9% 。对于 Rockwood Ⅲ型及以上分型的肩

以喙突基底部中心为进针方向，打入 1 根 2.5 mm克

锁关节脱位，目前大多采用手术治疗。而喙锁韧带重

氏针作为导针，引导 4.5 mm 空心钻头打入制作喙突

[3]

建是肩锁关节脱位手术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

基底部骨隧道。在距离肩锁关节内侧 20、40 mm 处

年来，锁扣带袢钛板技术以其可靠的生物力学固定

用 2.0 mm克氏针朝向喙突基底部骨隧道钻 2 个锁骨

[4-5]

等优势已逐步应用于临床。2016 年 1 月—

侧骨隧道。首先将喙突侧袢钢板经喙突基底部骨隧

2018 年 2 月我们采用锁扣带袢钛板 (twin tail tight-

道推送到喙突基底部，翻转钢板并回抽袢线，使钢板

rope system, 美国 Arthrex 公司 ) 重建喙锁韧带治疗急

紧贴喙突基底部。然后分别用引导线引导 2 枚锁骨

性肩锁关节脱位患者 18 例，短期效果优良。

侧袢钢板穿过两处锁骨侧隧道。助手维持肩锁关节

强度

1

复位状态，术者分别收紧两处锁骨侧钢板袢线至肩

资料与方法

1.1

锁关节复位状态维持稳定，固定袢线尾端。至此，组
肩锁关节脱位 18 例中男 15 例，女

成喙锁韧带的斜方韧带和锥状韧带重建完成。术中

3 例；年龄 34 ~ 61 岁，平均 49.2 岁；致伤原因：交通事

需注意检查肩关节的稳定性，观察肩锁关节复位满意

故伤 7 例，摔伤 11 例 ；均为单侧、首次的急性脱位中

程度，修复肩锁韧带以进一步固定，逐层关闭切口。

左侧 9 例，右侧 9 例。根据 Rockwood 分型标准 [6]，均

1.3

为Ⅲ型及以上。受伤至手术时间为 2~14 d，平均 4.0 d。

后早期即开始被动肩关节功能锻炼，逐步进行患侧

患者均具有典型的患侧肩关节急性疼痛症状，查体均

肩关节主动活动，注意外展、上举等重要肩关节功能

提示肩关节主动活动受限，琴键征阳性。摄双肩应

锻炼。

力位 X 线片均提示患侧肩锁关节完全脱位。入院后

1.4

一般资料

术后处理

术后患侧颈腕带悬吊保护 3 周，术

均予消肿止痛对症处理，患侧颈腕带悬吊。

随访和 统计 应用欧 洲肩关节协 会 Constant
评分表 [7] 评价术前、术后 3 个月、术后 6 个月的肩关

1.2

节功能，90 ~100 分为优，80 ~89 分为良。应用 IBM

手术方法

患者取仰卧位，肩部用软垫垫高约

突尖底部至锁骨远端前缘的纵行切口约 8 cm。充分

SPSS Statistics 20 软件处理数 据。数 据以x±s 表 示，
组间比较采用配对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

显露肩锁关节、锁骨远端和喙突底部，探查断裂的喙

学意义。

20°。行臂丛阻滞麻醉 (17 例 ) 或全麻 (1 例 ) 后，作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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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wood Ⅲ型及以上急性肩锁关节脱位，肩关节功

果

能明显改善。

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随访时间 6 ~12 个月，平均
9.3 个月。所有患者术后切口均Ⅰ期愈合，未出现神经、
血管损伤及切口感染等早期并发症。术后 4 个月 1
例患者出现切口下延迟感染，手术去除肩锁关节缝线
后感染消失，肩锁关节未出现复位丢失。其余患者未
出现内固定松动、断裂以及肩锁关节复位丢失等并发
症。治疗效果满意，典型病例手术前后X 线片见图 1。
随访采用 Constant 肩关节功能评分表评价术前、术后
3 个月、术后 6 个月的肩关节功能。主要是测评肩关

本研究所使用的锁扣带袢钛板是纽扣钢板的一
种，由 3 枚锁扣钛板和两股纤维袢线组成。术中将 1
枚锁扣钛板置于喙突基底部下方，2 枚置于锁骨远
端上方。2 股纤维袢线经锁扣钛板缠绕后，锁骨远端
与喙突之间即形成 4 股纤维袢线连接。该内固定装
置中，3 枚锁扣钛板模拟喙锁韧带的附着点，避免了
袢线对锁骨和喙突的直接切割。纤维袢线则模拟喙
锁韧带，发挥了固定肩锁关节的作用。带袢钛板对肩
锁关节的固定为非刚性的间接固定，保留了肩锁关节

节疼痛、活动度、日常活动能力、肌力 4 个方面。术后

自身的微动，因此更加符合肩锁关节的生物力学。避

3 个月及术后 6 个月的 Constant 评分与术前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均 P<0.01)( 表 1)。术后 6 个月优 16

撞击症、锁骨钩脱钩等并发症的发生 [11-13]。S.STRUHL

例，良 2 例，优良率为 100%。

免了锁骨钩钢板固定术后可能发生的肩部疼痛、肩峰
等 [14] 认为，纽扣钢板纤维袢线的强度和刚度大于生
理状态下的喙锁韧带。国内吕书军等 [4] 也指出，三
重固定纽扣钢板技术重建的喙锁韧带，其强度、弹性
模量、轴向刚度分别比原始喙锁韧带高 25%、17%、

Ａ

Ｂ

24%。这提示，锁扣带袢钛板重建喙锁韧带术后即

Ｃ

注 ：A，术前，箭头示左侧肩锁关节完全脱位 ；B，术后 2 d ；C，

可获得良好的肩锁关节稳定性，允许早期功能锻炼，

术后 3 个月。

有利于肩关节功能的恢复。另外，锁扣带袢钛板体

图1

积小、重量轻，无明显异物感，且不需取出，避免了内

锁扣带袢钛板重建喙锁韧带手术前后 X 线片

表1
治疗时间
术前

固定取出术后再脱位等并发症。

手术前后肩关节Constant 评分对比 (x±s)

疼痛

日常活动能力 关节活动范围/(°)

7.63±2.64

9.44±2.65

18.41±3.89

*

术后 3 个月 14.10±1.72 17.73±1.61

*

术后 6 个月 15.77±1.28* 19.57±1.38*

*

肌力

锁扣带袢钛板内固定治疗肩锁关节脱位技术旨

总分

8.21±2.62 43.68±5.69

在模拟重建喙锁韧带，锁骨- 喙突骨隧道进针点的

34.95±1.33

*

18.89±2.26 85.66±3.37

选择应尽可能接近锥状韧带及斜方韧带在锁骨上的

37.38±1.19*

21.36±1.98* 94.07±2.73*

止点，以及骨质条件较好的喙突基底部，以获得内固

*

注：与术前比较，P<0.01。
*

定最佳位置及良好的生物力学强度。我们推荐重建
斜方韧带和锥状韧带的锁骨止点分别位于距离锁骨

3

讨

论

肩锁关节由锁骨的肩峰端和肩胛骨的肩峰组成，
其附属结构尚包括关节内部的软骨盘和滑膜以及关
节周围的纤维囊。肩锁关节的稳定结构主要包括喙
锁韧带 ( 包含锥状韧带和斜方韧带 )、肩锁韧带、关节
囊及三角肌和斜方肌的腱性附着部分 [8]。研究 [9] 发
现，喙锁韧带在维持肩锁关节的稳定性中起重要作
用。根据 Rockwood 分型 [6]，肩锁关节脱位按韧带的
损伤情况分为Ⅰ~Ⅵ型。Ⅰ~Ⅱ型脱位采用保守治疗，
Ⅳ~Ⅵ型脱位采用手术治疗 ；对于Ⅲ型脱位的治疗存
在一定的争议 [10]。近年来，更多的Ⅲ型肩锁关节脱
位采用手术治疗。同时，带袢纽扣钢板逐步应用于
肩锁关节脱位的手术治疗，并体现出微创、符合生物
力学等优势。本研究采用锁扣带袢钛板治疗 18 例

远端约 20、40 mm 处，可获得更接近斜方韧带、锥状
韧带的解剖，这与国外Y.M.LIM 等 [15] 及国内朱建炜
等 [16] 的报道一致。而喙突侧骨隧道的位置，推荐取
喙突基底部中心。同时，术中两处锁骨侧隧道尽量指
向喙突侧隧道，以减少骨性隧道对纤维袢线的切割。
肩锁关节脱位手术治疗中，喙锁韧带可通过锁扣带袢
钛板模拟重建，而肩锁韧带是否需要重建则存在争
议。A.LÄDERMANN 等 [17] 认为，单独修复喙锁韧带
与联合修复肩锁韧带可获得相似的生物力学效果，
而后者更接近自然状态，并能提供更坚强的生理稳
定性。J.F.KLASSEN 等 [18] 发现，肩锁关节囊 - 韧带
复合体在肩锁关节周围韧带中的刚度和强度最大，
然后才是锥状韧带、斜方韧带。因此，我们推荐术中
建立骨隧道，用爱惜邦缝线重建肩锁韧带，以增加复
位稳定性，减少复位后丢失。但应注意骨隧道准确

·214·

南 通 大 学 学 报（ 医 学 版 ）

1990:413-476.

定位，并尽可能减小骨隧道直径，以免造成骨折等并
发症。同时对肩锁关节软骨盘的清理也是必要的，

[7]

统一标准。M.J.LEMOS 等 [19] 指出，袢线长度过长可能

Br, 1996, 78-B(2):229-232.
[8]

tance of deltoid and trapezius[J]. J Bone Joint Surg Br, 1994,

过度复位约 5 mm。朱建炜等 [16] 也认为应采取过度
复位，袢线宁短勿长。但朱义用等

进行过度复位

76(4):602-606.
[9]

后，并未完全解决肩锁关节半脱位的问题。本研究
所用锁扣带袢钛板，肩锁关节复位后可直视下收紧，

LIZAUR A, MARCO L, CEBRIAN R. Acute dislocation of the
acromioclavicular joint. Traumatic anatomy and the impor-

导致术后肩锁关节再脱位，因此建议术中予肩锁关节
[20]

CONBOY VB, MORRIS RW, KISS J, et al. An evaluation of
the constant-murley shoulder assessment[J]. J Bone Joint Surg

否则有引起创伤性关节炎的可能。术中复位肩锁关
节后，需收紧袢线进行固定，而袢线的长短目前尚无

2019 ：39 (3)

侯春林 , 王诗波 , 吴韬 . 锁骨外科学 [M]. 北京 : 人民军医出
版社 , 2004:201-201.

[10]

NISSEN CW, CHATTERJEE A. Type Ⅲ acromioclavicular

依靠袢线内部的摩擦即可维持肩锁关节的复位。对

separation: results of a recent survey on its management[J].

于袢线的长短，我们并不强调过度复位，直视下收紧

Am J Orthop, 2007, 36(2):89-93.

至完全复位即可。但为了尽可能避免术后松动等并

[11]		CUTBUSH K, HIRPARA KM. All-arthroscopic technique
for reconstruction of acute acromioclavicular joint disloca-

发症，我们通常在锁骨侧 2 枚钛板上方予袢线打结
固定。本研究中 1 例患者术后 4 个月出现切口下延
迟感染，表现为瘢痕切口周围红肿。手术去除肩锁关

tions[J]. Arthrosc Tech, 2015, 4(5):e475-e481.
[12]

TossyⅢ型肩锁关节脱位 [J]. 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 , 2012,

节缝线后感染症状消失，且未出现再脱位等并发症。
而术中取出感染部位肉芽组织进行细菌学及病理学

吴敏 , 官建中, 肖玉周 , 等 . 骨钩钢板联合带线铆钉治疗
27(11):1021-1022.

[13]

SASTRE S, DADA M, SANTOS S, et al. Acute acromiocla-

检查未能确感染细菌，提示该处感染不排除异物反

vicular dislocation: a cheaper, easier and all-arthroscopic

应可能。

system. Is it effective in nowadays economical crisis?[J]. Acta
Orthop Belg, 2015, 81(1):161-164.

综上所述，应用锁扣带袢钛板技术重建喙锁韧
带治疗 Rockwood Ⅲ型及以上急性肩锁关节脱位，符

[14]		STRUHL S. Double endobutton technique for repair of complete acromioclavicular joint dislocations[J]. Tech Shoulder

合生物力学要求，操作简便，早期效果满意，但需进
一步观察以明确中远期疗效。

Elb Surg, 2007, 8(4):175-179.
[15]

LIM YW. Triple endobutton technique in acromioclavicular
joint red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J]. Ann Acad Med Sin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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