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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干角测量在肱骨近端骨折患者术后功能评价中的应用

劳晨登,蒋国华,黄宗贵,雷 鸣,袁广之

(广西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南宁 530022)

摘要 目的:分析颈干角测量在肱骨近端骨折患者术后功能评价中的应用。方法:选取2010年3月至2015年10月在广西医

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接受切开复位锁定钢板内固定治疗的78例肱骨近端骨折患者。根据术后肱骨颈干角不同,将患者分为

3组:内翻复位组(颈干角<127°,n=15)、正常复位组(颈干角127°~145°,n=51)、外翻复位组(颈干角>145°,n=12)。比

较3组骨折愈合时间、Constant-Murley肩关节功能评分、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术后3组

VAS评分及Constant-Murley肩关节功能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通过复查X线片,3组骨折愈合

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内翻复位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组(P<0.05)。结论:颈干角在一定范

围内增大或变小对肱骨近端骨折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及骨折愈合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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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eralneck-shaftanglemeasurementforevaluationofpostoperativefunctioninpatientswith
proximalhumeralfractures
LaoChendeng,JiangGuohua,HuangZonggui,LeiMing,YuanGuangzhi.(DepatmentofOrthopectic,
TheFirstPeople’sHospitalofNanning,Nanning53002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analyzetheeffectofhumeralneck-shaftangle(NSA)measurementontheevalua-
tionofpostoperativefunctioninproximalhumeralfracturespatients.Methods:78patientswithproximal
humeralfracturesundergoingopenreductionandlockingplateforinternalfixationinourhospitalfrom
March2010toOctober2015wereselectedanddivideintothreegroupsaccordingtodifferentpostoperative
NSA:varusgroupinwhichtheNSAwas<127°,normalgroupinwhichtheNSAwas127°-145°,andval-
gusgroupinwhichtheNSAwas>145°.Thefracturehealingtime,Constant-Murleyshoulderjointscore,
visualanaloguescale(VAS)score,andtheincidenceofcomplicationswerecomparedamongthethree
groups.Results:ThewasnosignificantdifferenceinVASscore,Constant-Murleyscoreandfracture
hearlingtimeamongthethreegroups(P>0.05).Theincidenceofcomplicationsinvarusgroupwashigh-
erthanthatintheothertwogroups(P<0.05).Conclusion:IncreaseordecreaseNSAwithinacertain
rangedidnotinfluencepostoperativeshoulderfunctionrecoveryinpatientswithproximalhumeralfrac-
tures.
Keywords humeralfractures;collodiaphysealangle;lockingplate;internalfixation

  肱骨近端骨折为老年常见的骨折,发生率约占

全身骨折的5%[1]。肱骨近端骨折的发病机制常为

间接暴力,伤后常导致肩关节功能障碍,对稳定型骨

折及骨折移位不明显的患者可予保守治疗,对于骨

折移位明显且不稳定的肱骨近端骨折患者,常采用

手术治疗[2]。对于骨质疏松严重、三部分及四部分

骨折且移位明显的患者,治疗仍然存在争议[3]。随

着骨折手术技术及内固定材料的进步,特别是锁定

钢板的使用,使得肱骨近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后功能得到较大改观[4]。目前认为肱骨近端内下方

的有效支撑对于维持复位非常重要,良好的关节功

能有赖于颈干角的解剖复位[5]。本文选取78例采

用肱骨近端解剖锁定钢板内固定治疗并获得完整随

访资料的肱骨近端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旨在分析

肱骨颈干角不同重建对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的影

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2010年3月至2015年10月

广西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骨关节科收治的78例

肱骨近端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35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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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例;年龄18~78岁,平均(61.5±12.3)岁;直接

暴力21例,间接暴力57例;左侧43例,右侧35例;
根据 Neer分类[6],Ⅰ型12例,Ⅱ型35例,Ⅲ型

22例,Ⅳ型9例。根据复位角度[7]将患者分为内翻

复位组(颈干角<127°,n=15)、正常复位组(颈干

角127°~145°,n=51)和外翻复位组(颈干角>
145°,n=12)。
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肱骨近

端骨折,骨折移位明显;(2)年龄>18岁。排除标

准:(1)开放性骨折患者;(2)合并神经损伤的患者;
(3)患侧肢体骨折前存在活动障碍影响术后评估者;
(4)陈旧性肱骨近端骨折的患者;(5)骨折移位明显,
无法满意复位,有人工肱骨头置换指征者。
1.3 手术方法 患者取平卧位,垫高患肩。采用三

角肌劈开入路或胸大肌与三角肌间隙入路,注意保

护骨膜及周围软组织。用克氏针置入肱骨头用于复

位颈干角,C臂透视下明确复位情况,正确的C臂投

照角度有利于术中骨折复位的判断,有利于颈干角

的观察,如复位不良,进行相应调整。复位满意后采

用克氏针临时固定,如内侧皮质缺损可行自体或异

体骨移植,复位满意后采用锁定钢板固定,远端2~
3枚螺钉、近端4~5枚螺钉固定,其中1~2枚固定

肱骨近端内后侧,最大程度重建肱骨内侧皮质支撑。
  术后采用三角巾悬吊固定3周。第2天开始平

卧位情况下患侧肩关节被动上举、外展、前屈活动,
上举要求>120°,同时主动活动腕及肘关节;术后

2周开始行肩关节主动后伸、前屈及外展活动;术后

第3周开始正常关节范围内的主动活动;要求12周

后恢复负重训练。
1.4 观察指标 (1)手术情况:手术时间、出血量、
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isualanaloguescale,VAS)评
分;(2)观察并发症发生情况;(3)肩关节Constant-

Murley评分[8]:满分100分,其中主观指标中疼痛

15分,日常活动能力20分;客观指标中肩关节活动

度40分,肌力25分。总分80以上为优,70分以上

为良。于术后第1、第2、第3、第6个月对患者进行

随访,之后每半年随访1次,复查肩关节前、后位X
线片,测量颈干角,查看内固定松动及骨折愈合情

况,并进行关节功能评估。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
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 Wilcoxon秩

和检验,两组间比较采用SNK-q检验;计数资料以

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 c2检验或

Fisher确切概率法;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78例获得至少半年以上的随访,骨折均愈合。
根据术后 X 线片测量,78例患者肱骨颈干角为

105.0°~156.6°,平均 (132.3±26.3)°。3组患者年

龄、性别、骨折Neer分型、手术时间、出血量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3组 VAS评分

及Constant-Murley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内翻复位组、正常复位组和外翻复位

组的Constant-Murley评分优良率分别为73.33%
(11/15)、78.43%(40/51)、75.00%(9/12),3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内翻复位组并

发 症 发 生 率 为 20.00% (3/15),正 常 复 位 组 为

11.76%(6/51),外翻复位组为16.66%(2/12),3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内翻复位组的

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其他两组(P<0.05),见表1。

表1 3组患者的临床结果比较(췍x±s)

组别 n 骨折愈合
时间/月

Constant
评分/分

VAS评
分/分

Constant-Murley评分
优良率,n(%)

并发症发生
率,n(%)

内翻复位组 15 3.7±0.9 75.3±11.2 2.3±2.2 11(73.33) 3(20.00)
正常复位组 51 3.6±0.7 78.1±11.2 2.1±2.0 40(78.43) 6(11.76)
外翻复位组 12 3.4±0.6 76.2±9.8 2.2±2.1 9(75.00) 2(16.66)

P 0.52 0.12 0.08 0.09 0.04

3 讨 论

  从功能恢复来说,本研究结果显示,内翻复位

组、正常复位组和外翻复位组Constant-Murley评

分 优 良 率 分 别 为 73.33% (11/15)、78.43%
(40/51)、75.00%(9/12),3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说明术后颈干角在127°~145°的患

者临床疗效并不明显优于颈干角在此范围之外的患

者,内翻复位组也取得了良好的关节功能。原因可

能是术中比较重视内侧皮质的接触固定,且用1~
2枚螺钉固定于肱骨外科颈内后侧皮质,对肱骨头

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术中发现合并内侧皮质缺损

者,均行自体或异体骨移植,重建内侧支撑,防止术

后颈干角进一步丢失,从而阻止肱骨头继续内翻。
本研究中内翻复位组颈干角有不同程度的丢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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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仍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考虑与重建内侧支撑有

密切关系。因此笔者建议,在肱骨近端骨折内固定

治疗中应意识到外科颈内下侧皮质支撑的重要性,
对Neer3型,尤其是Neer4型骨折,术中复位的重

点是恢复内侧皮质接触,不过分强调颈干角必须恢

复到正常范围。此外,早期指导患者进行功能锻炼

是获得满意疗效的重要组成部分[9]。随着肱骨近端

锁定接骨板的广泛使用,使得骨折固定更加牢固,有
利于患者早期活动,可以减轻局部肿胀,避免关节黏

连,最大程度地恢复肩关节正常活动。本研究3组

患者均于第2天开始标准的功能康复,行平卧位下

患侧肩关节被动上举、外展、前屈活动,上举要求>
120°,同时主动活动腕及肘关节,之后循序渐进锻

炼;因此,内翻复位组患者术后取得了良好功能,也
考虑与固定稳固、可以早期功能锻炼密切相关。值

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内翻复位组相对其他两组有

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P<0.05),共有3例,其中

1例发生关节僵硬,经麻醉下手法松解后功能恢复

良好,另外2例术后效果不佳,其中1例为肱骨头进

行性内翻,另1例为螺钉切割,内固定松动。这两例

颈干角为本组最低,分别为105°和110°,其余颈干角

均>118°。这提示虽然颈干角在一定范围内的丢失

并不会明显影响关节功能恢复,但也不能有较大范

围的丢失。
  术后测量肱骨颈干角有几个特点:(1)根据本组

测定结果,将127°和145°作为内、外翻复位临界点;
(2)结果显示,3组患者术后Constant-Murley评分、
V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明肱骨近端骨折后,颈干角重建在一定范围内的内

翻和外翻对患者术后功能影响不大;(3)本文结果同

时还发现,内翻复位组失败率较高,表现在内翻角小

于118°时易发生螺钉切割或内固定松动。
  恢复肱骨颈干角的临床意义在于:(1)手术过程

中恢复颈干角正常范围比内翻复位患者有更好的临

床效果及更低的并发症发生率[10];(2)肱骨距在生

理载荷下是最主要的承重结构之一,具有重要的负

重作用,内侧皮质完整的解剖复位是最坚固的结构

支撑[11]。因此,恢复颈干角的解剖位置也就很好地

恢复了肱骨距的负重功能,从而更好地恢复肩关节

功能;(3)术中重建良好的肱骨颈干角也是内固定稳

定、预防术后肱骨头内翻和内固定失败的关键。
  综上,本研究认为肱骨颈干角是影响肱骨近端

骨折术后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如果术中注重恢

复内侧皮质接触,重建内侧支撑,固定稳固后早期功

能锻炼,适当的颈干角丢失仍可达到较好的临床效

果。限于样本量不多,本研究的结果有可能出现偏

倚,仍需加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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