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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桡骨颈骨折预后的影响因素分析

吴世强１　徐　杰２　林其仁１　叶　晖１

【摘要】　目的 　回顾性分析７３例儿童桡骨颈骨折的疗效，探讨与预后相关的因素。　方法　收
集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在我院治疗的７３例儿童桡骨颈骨折病例资料，分析年龄、骨折类型、治疗
方法、复位后Ｘ线检查情况等因素与预后的关系。　结果　年龄与预后相关，本组年龄≤１０岁的儿童
疗效优良率为８７３％，＞１０岁的儿童优良率为６１１％。骨折类型与疗效密切相关，９５０％的 Ｏ’Ｂｒｉｅｎ
Ⅰ型骨折疗效优良；Ｏ’ＢｒｉｅｎⅡ型和Ⅲ型骨折疗效优良率分别是８７０％和６６７％。根据骨折类型选择
治疗方法，仅需石膏固定者优良率最高（９６２％），而需手术复位克氏针或弹性髓内钉固定者优良率只
有７２３％；手术患者中经皮闭合复位固定的有８０％的优良率；虽然术后影像学上评估切开复位骨折对
位对线优于闭合复位，但优良率只有５０％。　结论　儿童桡骨颈骨折的预后与年龄、骨折类型、处理方
法等因素相关，小于１０岁、骨折移位轻、需手术干预少者预后优良率高。建议根据不同骨折类型采取相
应的处理方法，需要手术者尽量使用闭合复位、弹性钉内固定。

【关键词】　桡骨颈骨折；治疗；方法；预后；儿童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ｒａｄｉａｌｎｅｃｋ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ＷｕＳｈｉｑｉａｎｇ１，ＸｕＪｉｅ２，ＬｉｎＱｉｒｅｎ１，
ＹｅＨｕｉ１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ｓ，Ｓｅｃｏ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ｕｊｉ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ｕａｎｚｈｏｕ
３６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ＩＩｏｆ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ｓ，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ｕｚｈｏｕ３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ＸｕＪｉｅ，Ｅｍａｉｌ：ｊｉｅｘｕｄ＠１２６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ｒａｄｉａｌ
ｎｅｃｋ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７３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ｒａｄｉａｌｎｅｃｋ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ｗｅ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ａｔｏｕｒ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ｆｒｏｍ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ｔｏ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Ｖａｒｉ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ｇｅ，ｔｙｐｅ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ｇｅｄｕｎｄｅｒ１０ｙｅａｒｓｆａｒｅｄ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ａｇｅｄａ
ｂｏｖｅ１０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ｏｒｇｏｏｄｒａｔｅｗａｓ８７３％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ｇｅｄｕｎｄｅｒ１０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６１１％ ｉｎｔｈｏｓｅａｇｅｄ
ａｂｏｖｅ１０ｙｅａｒｓ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ｔｙｐｅｓｗｅｒｅｃｌｏｓ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ｏｒｇｏｏｄｒａｔｅｓｗｅｒｅ
９５０％，８７０％ ａｎｄ６６７％ ｆｏｒＯ＇ＢｒｉｅｎｔｙｐｅｓⅠ，Ⅱ ａｎｄⅢ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ｐｌａｓｔｅｒ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ａｎ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ｏｒｇｏｏｄｒａｔｅｏｆ９６２％ ｖｅｒｓｕｓ
７２３％ ｆｏｒ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Ｋｉｒｓｃｈｎｅｒｗｉｒｅｏｒ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ｉｎｔｒａｍｅｄｕｌｌａｒｙｎａｉｌ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８０％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ｏｒｇｏｏｄｒａｔｅ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Ｏｎｌｙ５０％ ｃａｓｅ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ｏｐｅ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ｄ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ｏｒｇｏｏ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ｐｅ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ｌｏｓｅ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ｒａｄｉａｌｎｅｃｋ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ｉ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ａｇ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ｔｙｐｅ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１０ｙｅａｒｓ，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ｏｐｅ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ｗｏｒｓ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Ｌｅｓｓ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ｐｒｅｃｅｄｅｏｐｅ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ａｄｉａｌＮｅｃｋ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Ｃｈｉｌｄ

　　桡骨颈骨折在儿童骨折中发生率相对较少，占
儿童肘部骨折的５％～１０％［１］。处理不当会影响肘

关节功能，甚至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不同类型的儿

童桡骨颈骨折在处理方法及影响疗效的因素等方面

存在争议［２］。对无移位或移位小于３０°的儿童桡骨
颈骨折可以采取石膏外固定或闭合复位后外固定治

疗［３］；而对移位明显的Ｏ’ＢｒｉｅｎⅡ、Ⅲ型桡骨颈骨折
有经皮闭合复位或开放复位技术，克氏针或弹性髓

内钉固定方法［４，５］；近年来不少学者报道弹性髓内

钉固定治疗具有优势［６］。笔者对本院２０１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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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０１６年３月治疗的７３例儿童桡骨颈骨折进行回
顾性分析，探讨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现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一、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在本院治疗的
７３例桡骨颈骨折病例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外伤原
因、合并伤、Ｘ线正侧位片、治疗方法及随访第６个
月的疼痛、并发症、肘部屈伸和前臂旋转活动度。所

有的桡骨颈骨折均采用Ｏ’Ｂｒｉｅｎ分型（表１）。
表１　Ｏ’Ｂｒｉｅｎ桡骨颈骨折的分型

Ｔａｂｌｅ１　Ｏ＇Ｂｒｉｅ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ａｌｎｅｃｋ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类型 移位角度（°）

Ⅰ ＜３０

Ⅱ ３０～６０

Ⅲ ＞６０

　　二、不同Ｏ’Ｂｒｉｅｎ类型的处理方法
Ｏ’ＢｒｉｅｎⅠ型悬吊患肢或石膏功能位固定３～４

周；Ｏ’ＢｒｉｅｎⅡ型在全身麻醉下首先采取手法闭合
复位，如手法整复后桡骨小头歪斜角度小于３０°，则
行石膏外固定；Ｏ’ＢｒｉｅｎⅡ型手法复位失败及 ＩＩＩ型
患者，选用经皮克氏针推顶撬拨技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
ｏｕｓｋｉｒｓｃｈｎｅｒ’ｓｗｉｒｅ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ＰＫＷＬ）［７］，克氏针固定
或弹性髓内钉复位固定技术（ｃｌｏｓｅｉｎｔｒａｍｅｄｕｌｌａｒｙ
ｐｉｎｎｉｎｇ，ＣＩＭＰ）［８］；克氏针推顶和撬拨复位失败，选
择外侧Ｋｏｃｈｅｒ入路切开复位克氏针内固定。术后
石膏外固定３～４周。根据处理方式不同，将病例分
成Ａ组（未行手法复位及手术的石膏外固定组）；Ｂ
组（手法复位石膏外固定组）；Ｃ组（经皮撬拨复位
内固定组）；Ｄ组（手术切开复位内固定组）。

三、随访计划及疗效评价标准

所有病例均随访６个月以上；选择６个月为时
间点评估患者肘关节活动、疼痛、畸形等情况，并继

续随访观察并发症。

１影像学评估：石膏固定或术后Ｘ线片按Ｍｅ
ｔａｉｚｅａｕ整复标准［９］：优为解剖复位；良为倾斜＜２０°；
可为倾斜２０°～４０°；差为倾斜＞４０°。
２肘关节功能根据Ｔｉｂｏｎｅ等［１０］的临床疗效评

价方法进行评判，根据肘关节活动度、疼痛、畸形情

况分为四个等级（优、良、一般、差），肘关节活动标

准伸屈为０～１４５°，７１°旋前和８４°旋后。本研究将
临床疗效评价为优良的患儿定义为预后良好，临床

疗效评价为一般和差的患儿定义为预后不良。

四、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统计分析。定性资料采用
频数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ｘ２检验；定量资料以（ｘ
±ｓ）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将所
有单因素分析有意义（Ｐ＜００５）的因素纳入多因素
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中，以Ｐ＜００５视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临床特点

本研究共纳入７３例因跌倒损伤导致桡骨颈骨
折患儿，其平均年龄为７９岁（３～１４岁），≤１０岁
患儿 ５５例 （７５３４％），＞１０岁 患 儿 １８例
（２４６６％）；男 性 ３２例，女 性 ４１例。２７例
（３６９９％）有合并伤，其中同侧尺骨骨折 １９例，肱
骨内上髁骨折５例，肘关节脱位３例；Ｏ’ＢｒｉｅｎⅠ型
２０例，Ⅱ型２３例，Ⅲ型３０例。Ｏ’ＢｒｉｅｎＩ型桡骨颈
骨折患儿诊断后立即在门诊行石膏外固定或悬吊制

动，距离受伤时间平均约１５ｄ（０～３ｄ）。Ｏ’Ｂｒｉｅｎ
ＩＩ、ＩＩＩ住院治疗，手术距离受伤时间平均约３５ｄ（２
～７ｄ）。
各组病例治疗方法见表２，Ａ组２０例，石膏外

固定或悬吊。Ｂ组６例，闭合复位；Ｃ组３５例，经皮
复位，其中 １１例行 ＰＫＷＬ并克氏针固定，２４例行
ＰＫＷＬ＋ＣＩＭＰ（图２）；Ｄ组１２例，切开复位，克氏针
固定。严重移位病例大部分在 Ｃ组和 Ｄ组中，Ｄ组
有８３３％是Ｏ’ＢｒｉｅｎⅢ型损伤。

表２　桡骨颈骨折患儿治疗方法分组情况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

治疗组别 患者人数（ｎ，％）

Ａ组 ２０（２７．４０）

Ｂ组 　６（８．２２）

Ｃ组 ３５（４７．９５）

ＰＫＷＬ＋克氏针固定 １１

ＰＫＷＬ＋ＣＩＭＰ ２４

Ｄ组 １２（１６．４４）

　　二、并发症
本组均获随访，平均随访时间６５个月（６～２４

个月），骨折均在３个月内愈合。术后 Ｘ线评估，按
Ｍｅｔａｉｚｅａｕ整复标准，Ａ组、Ｂ组优良率７３０８％（１９／
２６），Ｃ组优良率 ７４２９％（２６／３５），Ｄ组优良率
１００％（１２／１２）。根据肘关节功能 Ｔｉｂｏｎｅ等的临床
疗效评价方法进行评判，所有病例中３８例优，２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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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１３例一般，１例差。总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２６０２％（１９／７３），僵硬（在任何平面＞２０°）１２例，疼

痛２例，钉道感染２例，缺血坏死１例，肌腱损伤１
例，骨间背神经损伤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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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患儿，女，１１岁，摔伤致左侧桡骨颈骨折，ａ：术前Ｘ线片示桡骨颈骨折５０°成角畸形，ｂ，ｃ：经皮克氏针顶撬复位弹性髓
内钉固定术后，Ｘ线正侧位片显示骨折对位对线好，ｄ，ｅ：术后６个月拔除弹性髓内钉Ｘ线正侧位片情况
Ｆｉｇ．２　１１－ｙｅａｒｏｌｄｇｉｒｌｈａｄｌｅｆｔｒａｄｉａｌｎｅｃｋ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ｕｅｔｏｆａｌｌ，ａ：ｓｈｏｗｅｄ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ｉｌｍｏｆｒａｄｉａｌｎｅｃｋ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５０°ａｎｇｕｌａｒ
ｄｅｆｏｒｍｉｔｙ；　ｂ＆ｃ：ｍｅｄｉａｎｆｉｌｍｏｆＫｉｒｓｃｈｎｅｒｗｉｒｅｐｅｎｄｕｌｕｍ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ｎｔｒａｍｅｄｕｌｌａｒｙｎａｉｌ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ｉｅｗ，ｆｒａｃ
ｔｕｒｅｗａｓ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ａｌｉｇｎｅｄ；　ｄ＆ｅ：６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ｒｅｍｏｖｉｎｇ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ｎｔｒａｍｅｄｕｌｌａｒｙｎａｉｌ

　　三、预后单因素分析
７３例患儿中年龄≤１０岁者５５例，其中７例预

后不良，预后不良的比例为 １２７３％（７／５５）；＞１０
岁患儿中预后不良者占３８８９％（７／１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分析损伤程度（骨折Ｏ’Ｂｒｉｅｎ
分型）与预后的相关性，其中Ⅰ型１例、Ⅱ型３例、Ⅲ
型１０例预后不良，经统计学分析各骨折类型之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７３例患儿中２６例仅
行石膏固定，其中１例患儿预后不良，预后不良者占
３８５％（１／２６），手术患儿中预后不良者占２７６６％
（１３／４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３。
手术患儿中，经皮复位固定者预后不良比例为

２０００％（７／３５），切开复位者预后不良比例为
５０００％（６／１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桡骨颈骨折患儿预后不良的单因素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ｏｏｒ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ａｌｎｅｃｋ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因素 预后优良ｎ（％） 预后一般和差ｎ（％） ｘ２值 Ｐ值

年龄
≤１０岁 ４８（８７２７） 　７（１２７３） ５９８８ ００１４
＞１０岁 １１（６１１１） 　７（３８８９）

Ｏ’ＢｒｉｅｎⅠ型 １９（９５００） 　１（５００）

损伤程度 Ｏ’ＢｒｉｅｎⅡ型 ２０（８６９６） 　３（１３０４） －２５９３ ００１

Ｏ’ＢｒｉｅｎⅢ型 ２０（６６６７） １０（３３３３）

石膏外固定 ２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治疗方法
复位后石膏外固定 　５（８３．３３） １（１６．６７）

８０７２ ００３１
经皮复位固定 ２８（８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

切开复位 ６（５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

　　四、预后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以年龄、骨折程度分型、治疗方法各因素作为自

变量，功能评分预后情况为因变量，通过多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年龄大于 １０岁（ＯＲ＝５０２２，
９５％ＣＩ：１１６０～２１６６０）、切开手术（ＯＲ＝７８６５，
９５％ＣＩ：０９６３～３３８９４）为桡骨颈骨折患儿预后不
良的危险因素，具体见表４～５。

讨　论

儿童桡骨颈骨折多为跌倒后手掌撑地，桡骨颈

受到成角暴力和扭转暴力而出现骨折。当外力继续

增大，可导致肱骨内上髁撕脱骨折、尺骨鹰嘴和尺骨

上段骨折［１１－１２］。儿童可塑性强，较小的成角及移位

的骨折可以自行矫正，但对于移位明显的骨折就需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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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分析相关危险因素与赋值
Ｔａｂｌｅ４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因素 变量名 赋值说明

年龄 Ｘ１ ＞１０岁＝１，≤１０岁＝２

损伤程度 Ｘ２ Ｏ’ＢｒｉｅｎⅠ型＝１，Ｏ’ＢｒｉｅｎⅡ型＝２，Ｏ’ＢｒｉｅｎⅢ型＝３

治疗方法 Ｘ３ 石膏外固定＝１，复位后石膏外固定＝２，经皮复位固定＝３，切开复位＝４

功能评分 Ｙ 预后优良＝１，预后不佳和差＝２
　　

表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分析桡骨颈骨折患儿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Ｔａｂｌｅ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ｐｏｏｒ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ａｌｎｅｃｋ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变量 Ｂ ＳＥ， Ｗａｌｓ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ＥＸＰ（Ｂ）的９５％ ＣＩ

年龄 １６１４ ０７４６ ４６８４ １ ００３ ５０２２ １１６０～２１６６０

分型 ０３４２ ２ ０８４３

　Ｏ’ＢｒｉｅｎⅡ型 －０１６１ １２７６ ００１６ １ ０８９９ ０８５１ ０５５１～２２６３５

　Ｏ’ＢｒｉｅｎⅢ型 －０５２１ ０８９５６ ０３３８ １ ０５６１ ０５９４ ０１３３～７８８６

治疗方法 ４４２ １ ００２５６

　复位后石膏外固定 －１３５５ ０７８８ ５０５ １ ００３８２ ５７３９ １３３５～１２５６７

　经皮复位固定 －１２６９ ０６３５ ４８８ １ ００４１１ ３４３３ １０２５～１９２２４

　切开复位 －３５５４ ０３１ ６５２１ １ ００１３７ ７８６５ ０９６３－３３８９４

常量 －６０３２ １５１４ １５８８ １ ０ ０００２

要复位处理，处理不当会存在一定的并发症，且导致

肘关节功能活动障碍。肘关节良好的功能依赖于肱

骨远端、尺桡骨近端结构完整及关节的稳定。前臂

的旋转需上尺桡关节彼此密切配合相容，近端旋转

轴恰位于桡骨颈中央。任何桡骨头中心与桡骨颈中

心的偏移均可改变桡骨头的旋转弧度。桡骨头相对

于桡骨颈发生移位，则桡骨头不再做光滑的圆周旋

转，旋前和旋后活动受限，有人认为移位大于１０％
即破坏了近尺桡关节的相容性，桡骨头不再做圆周

旋转［１３］。故桡骨颈骨折需要良好的复位，避免留有

畸形。桡骨头被软骨包裹，血液循环由远向近供应

桡骨头，桡骨颈骨折类似于股骨颈，血供破坏，容易

出现桡骨头坏死。近年来对于儿童桡骨颈骨折的治

疗提倡尽量闭合手法或克氏针复位，减少并发症的

产生。许多因素与治疗结果相关，也有不少报道与

年龄、骨折严重程度、处理方法等相关［１４，１５］。

儿童桡骨颈骨折的处理方法有多种，根据不同

骨折类型选用不同方法，对于０’ＢｒｉｅｎⅠ型的儿童
桡骨颈骨折，桡骨头成角 ＜３０°，采取直接石膏固定
即可获得较好的结果，对于成角 ＞３０°、甚至超过
６０°的患者，基本上要求手术复位内固定。０’Ｂｒｉｅｎ
Ⅱ型患者可先尝试手法整复，复位失败则进行手术
复位并内固定。０’ＢｒｉｅｎⅢ型患者，使用经皮克氏
针顶撬复位技术，大部分可以获得复位，复位后可用

克氏针或弹性髓内钉固定［１６］；弹性髓内钉具有顶棒

的作用，有复位桡骨头并维持其位置的作用，兼复位

固定双重作用，有利于肘关节早期功能锻炼。少数

经皮复位失败的病人需要切开复位内固定，多为０’
ＢｒｉｅｎⅢ型患者。

本研究发现患儿年龄与预后有关，该结论与文

献报道相似［７］；损伤程度（骨折类型）与结果密切相

关，本研究发现损伤越严重、骨折移位越明显者优良

率越低；对于骨折的处理方式与优良率的相关性之

前有相关报道，闭合复位的优良率高，切开复位的患

者优良率低，且并发症多［１７］。本组病例分析结果也

与上述观点相似，仅需石膏固定者疗效最好，有

９６１５％的优良率，接受手术的患者中经皮复位固定
的患者有８０．００％的优良率，切开复位的患者效果
最差，优良率只有５０．００％。因此越少的侵入性治
疗，效果越好，但少数骨折严重移位的患者往往需要

侵入性治疗；至于术后影像学复位情况与优良率的

关系，本组资料显示切开复位患者术后影像学上骨

折对位对线优于闭合复位，但肘关节功能优良率与

影像学优良率并无明显相关。所以根据 Ｍｅｔａｉｚｅａｕ
整复标准，Ｘ线上只要达到可以的标准就好，不应为
追求影像学上的优而带来更多的侵入性伤害，患儿

需要的是良好的结果。

儿童桡骨颈骨折伴有高的并发症，据报道有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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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９％［１８］，本组并发症发生率２６．００％，肘关节
活动受限最常见。其中钉道感染、缺血坏死、骨间背

神经损伤的病例均发生于克氏针固定患者；因此弹

性髓内钉固定是具有优势的，对于儿童桡骨颈骨折

移位明显的患者建议首选经皮克氏针顶撬复位弹性

髓内钉固定。仅１例弹性髓内钉固定的患者，尝试
安装尾帽时发生肌腱损伤，系为安装尾帽时绞断拇

长展肌腱，考虑与弹性钉进针点偏桡背侧，切口小暴

露欠佳且未保护肌腱有关。

虽然研究探讨了一些与儿童桡骨颈骨折预后相

关的因素，但仍有些指标未纳入分析，如康复锻炼情

况；且肘关节功能评估随访时间点只设置在处理后

６个月，也许有些患者关节功能还会继续改善。本
组病例数也较少，需要多中心资料的进一步分析。

综上所述，儿童桡骨颈骨折的预后与年龄、骨折

类型、处理方法等因素相关，年龄小于１０岁、骨折移
位轻、采取闭合复位手术固定者预后优良率高，需手

术切开复位者优良率低。克氏针固定并发症较多，

采用克氏针推顶撬拨技术联合弹性髓内钉固定具有

明显优势。建议儿童桡骨颈骨折根据不同骨折类型

采取相应的处理方法，需要手术者尽量采取闭合复

位弹性钉固定、Ｘ线上骨折对位对线达到标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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