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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加压钢板与三叶草接骨板治疗肱骨近端
骨折合并肩关节脱位的疗效对比

龙光伟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骨科,南宁 530105)

摘要 目的:比较锁定加压钢板与三叶草接骨板治疗肱骨近端骨折合并肩关节脱位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2014年5月至

2016年5月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收治的肱骨近端骨折合并肩关节脱位的患者80例,按治疗方式不同随机分为

锁定加压钢板组(A组)与三叶草接骨板组(B组),每组40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术中出血量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A组患者肩关节功能恢复的优良率为97.5%,显著高于B组的82.5%(P<0.05),且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B组(P<
0.05);A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显著低于B组的2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锁定加压钢板治疗肱

骨近端骨折合并肩关节脱位的临床疗效优于三叶草接骨板治疗,能有效促进患者肩关节功能恢复,明显减少术中出血量和术

后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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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ofclinicaleffectoflockingcompressionplateandCloverplateinthetreatmentof
proximalhumeralfracturecomplicatedwithshoulderdislocation
LongGuangwei.(DepartmentofOrthopedics,ThePeople'sHospitalofGuangxiEconomicandTechnolog-
icalDevelopmentZone,Nanning530105,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comparetheclinicaleffectoflockingcompressionplate(LCP)andCloverplate
(CP)inthetreatmentofproximalhumeralfracture(PHF)complicatedwithshoulderdislocation.Meth-
ods:80PHFpatientswithshoulderdislocationtreatedinourhospitalfromMay2014toMay2016werese-
lectedandrandomlydividedintogroupAandgroupBwith40caseseach,accordingtodifferenttreatment
methods.PatientsingroupAreceivedLCPtreatment,whilethoseingroupBreceivedCP.Theclinicalef-
ficacy,intraoperativeblood-lossvolumeandtheincidenceofcomplicationswerecomparedbetweenthetwo
groups.Results:TheexcellentrateofshoulderfunctionrecoveryingroupAwas97.5%,whichwassignif-
icantlyhigherthanthatingroupB(82.5%)(P<0.05).Theintraoperativeblood-lossvolumeandthein-
cidenceofcomplicationswerelessingroupAthanthoseingroupB(P<0.05).Conclusion:LCPwasmore
effectivethanCPinthetreatmentofPHFcomplicatedwithshoulderdislocation,whichcouldimprovethe
prognosisofpatientsandreduceintraoperativeblood-lossvolumeandtheincidenceofcomplications.
Keywords lockingcompressionplate;Cloverplate;proximalhumeralfracturewithshoulderdislocation;
clinicalefficacy

  肱骨近端骨折合并肩关节脱位在临床上较为少
见,具有较低的发病率,但是却具有较为复杂的病理
过程,因此治疗难度较大,主要诱发因素为两种以上
的严重创伤及复合暴力[1]。本研究对比分析了锁定
加压钢板与三叶草接骨板治疗肱骨近端骨折合并肩
关节脱位的疗效,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5月至2016年5月广西东盟经济
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收治的肱骨近端骨折合并肩关
节脱位患者80例,按治疗方式不同随机分为锁定加
压钢板组(A 组)与三叶草接骨板组(B组),每组

40例。A组中男22例,女18例;年龄25~73岁,平
均(49.3±0.7)岁;骨折类型:单纯性骨折26例,粉
碎性骨折14例;骨折原因:打击伤12例,车祸伤

10例,跌伤9例,坠伤9例;Neer分型:2部分骨折

14例,3部分骨折13例,4部分骨折13例。B组中
男24例,女16例;年龄26~73岁,平均(50.2±
0.6)岁;骨折类型:单纯性骨折25例,粉碎性骨折

15例;骨折原因:打击伤13例,车祸伤11例,跌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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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例,坠伤8例;Neer分型:2部分骨折16例,3部分
骨折12例,4部分骨折12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
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
审核批准,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了知情同意
书。
1.2 方法

1.2.1 A组 本组患者接受锁定加压钢板(图1)
手术治疗。患者取仰卧位,将软枕垫放在患肩后,对
患者进行全身麻醉后比丛麻醉。将入路点设置在肩
关节前方,将肩关节充分显露出来,方向为沿着胸大
肌及三角肌沟,保护好头静脉。关节囊在肩关节脱
位时撕裂,对关节盂进行检查发现其空虚,同时有瘀
血存在于内填充中。盂前下方是肱骨头所在位置,
将骨折近端粉碎,一些患者会有一定程度的松质骨
塌陷或骨缺损发生。有效清理关节盂内的瘀血及软
组织,首先复位肩关节,向盂中复位肱骨头,清理骨
折端,大结节、肱二头肌长头腱沟标志着整复对位,
植骨治疗严重骨塌陷或骨缺损处。固定外侧过程中
将肱骨近端锁定钢板充分利用起来,对关节囊进行
检查,对破损的关节囊进行修补,适当活动肩关节,
对其固定情况进行检查。最后对患者进行负压引
流,将伤口逐层关闭。两种方法均由同一组医师所
完成。
1.2.2 B组 本组患者接受三叶草接骨板(图2)手
术治疗。将切口开在肩关节前内侧,将三角肌向外
侧拉,方向为沿着胸大肌及三角肌间隙,同时向内侧
拉胸大肌、头静脉,将肱骨近端充分显露出来,将关
节囊切开或不切开,间接复位骨折处,之后将其临时
固定起来,固定过程中将克氏针充分利用起来。塑
性三叶草接骨板,在肱骨近端外侧放置,在肱骨头、
肱骨干等处钻孔,用螺钉固定接骨板,在此过程中严
格依据肱骨头、颈部解剖形状。
1.3 术后处理

  术后常规悬吊颈腕,悬吊过程中将三角巾充分
利用起来,并对患者进行积极引导,使其主动进行肌
肉锻炼。术后1d、1周、2周分别进行肌肉长收缩锻
炼、钟摆式锻炼、肩关节被动牵引锻炼,之后将运动
强度不断增加,增加过程中严格依据患者的身体恢

复情况。
1.4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肩关节功能恢复情况;观
察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骨折愈合时
间、住院时间;记录两组患者感染、螺钉松动、肱骨头
坏死、骨折延迟愈合等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图1 锁定加压钢板

图2 三叶草接骨板

1.5 疗效评定标准[2]

  依据Neer评分标准评定两组患者肩关节功能
恢复情况,评分包括活动范围、功能、疼痛、解剖位置

4项,分值分别为25分、30分、35分、10分,总分

100分;总分为90~100分评定为优,80~89分为
良,70~79分为可,0~69分为差。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
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
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肩关节功能恢复情况比较

  A 组患者肩关节功能恢复的优良率97.5%
(39/40)显著高于B组82.5%(33/40)(P<0.05),
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肩关节功能恢复情况比较[n(%)]

组别 n 优 良 可 差 优良率

A组 40 25(62.5) 14(35.0) 1(2.5) 0(0.0) 39(97.5)

B组 40 14(35.0) 19(47.5) 4(10.0) 3(7.5) 33(82.5)

χ2 13.96
P <0.05

2.2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A 组 患 者 术 中 出 血 量 显 著 少 于 B 组(P<
0.05),但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骨折愈合时间、住院
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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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3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A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1/40),

显著低于B组的22.5%(9/4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3。

表2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췍x±s)
组别 n 手术时间/min 术中出血量/mL 骨折愈合时间/周 住院时间/d
A组 40 87.3±15.8 178.5±19.4 7.8±0.6 12.3±2.4
B组 40 92.8±16.3 288.7±21.9 7.9±0.5 12.5±2.2
t 1.886 4.303 1.638 1.571
P >0.05 <0.05 >0.05 >0.05

表3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n 感染 螺钉松动 肱骨头坏死 骨折延迟愈合 总发生率

A组 40 1(2.5) 0(0.0) 0(0.0) 0(0.0) 1(2.5)
B组 40 2(5.0) 3(7.5) 2(5.0) 2(5.0) 9(22.5)
χ2 12.38
P <0.05

3 讨 论

  肱骨近端骨折合并肩关节脱位发病率不高,但
治疗难度较大。目前,手术治疗是临床治疗肱骨近
端骨折合并肩关节脱位的常用方法,而在手术过程
中需要额外显露,极易引发缺血坏死[3]。近年来,在
医学研究的深入指导下,锁定钢板治疗方式逐步应
用于临床治疗中,该手术方式和局部解剖相符合,手
术过程中不需要预弯。同时,具有固定的螺钉及接
骨板角度,不同方向交叉固定是肱骨头螺钉的固定
设计,促进了抗拉力及锚合力的提升,有效避免了术
后退钉及内固定松动的现象,提高骨折术后锁定钢
板的稳定性,适用于老年骨质疏松及粉碎性骨折患
者的治疗,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骨膜和局部血运,
对肱骨头缺血性坏死的发生进行有效的避免[4-6]。
  研究表明,传统重建肩关节的解剖结构治疗方
法需要广泛暴露剥离,具有较大的手术切口,在一定
程度上损伤了机体,术后早期患者无法进行康复训
练,因此术后恢复较慢,且易引起各种并发症,如黏
连、感染等,严重影响手术治疗效果及预后[7-9]。而
锁定钢板治疗依据实际情况对手术入路进行灵活选
择,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少术后并发症,骨折愈合快,
能早期获得足够坚强的固定和术后功能恢复[10]。
本研究结果表明,A组患者肩关节功能恢复的优良
率显著高于B组(P<0.05),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B
组(P<0.05),且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B组
(P<0.05),与徐红立等[5]研究结果相一致。
  综上所述,锁定加压钢板治疗肱骨近端骨折合
并肩关节脱位较三叶草接骨板的临床疗效更优,能
有效促进患者肩关节功能恢复,明显减少术中出血
量和术后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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