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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笔谈·

Ｐｏｎｓｅｔｉ技术治疗马蹄内翻足的复发原因与
治疗原则

赫荣国

　　自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先天性马蹄内翻足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ａｌｉｐｅｓｅｑｕｉｎｏｖａｒｕｓ，ＣＴＥＶ）的治疗发生了
戏剧性变化，肇始于上世纪５０年代的 Ｐｏｎｓｅｔｉ徒手
整复（ｍａｎｕａｌ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与系列石膏矫形技术，再
次受到全球矫形外科医师的普遍关注与高度信赖，

进而成为治疗 ＣＴＶＥ的标准方法［１－３］。Ｚｉｏｎｔｓ［２］报
告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调查资料，揭示

软组织松解手术治疗 ＜１２月龄的 ＣＴＶＥ病例数量
逐年减少，由１９９６年的１６４１例，减少至２００６年的
２３０例。若以百分比计算，１０年期间手术治疗病例
数量由 ７２％下降至 １２％。Ｐｏｎｓｅｔｉ矫形技术治疗
ＣＴＶＥ的结果令人瞩目，初期成功率高于９０％，随访
３０年优良率高达７８％，远远优于以往的任何治疗方
法，包括 １９６０年代广泛开展的 Ｋｉｔｅ石膏矫形技
术［４］、盛行于１９７０年代至１９９０年代的各种软组织
松解手术［５，６］。然而，正如 Ｐｏｎｓｅｔｉ所述，ＣＴＥＶ具有
顽固的复发倾向，无论选择哪种治疗方法，其复发率

介于１０％～５０％［７－９］。本文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浅

析Ｐｏｎｓｅｔｉ矫形技术治疗 ＣＴＶＥ成功之后出现的复
发因素及治疗问题，以实现及时诊断正确治疗复发

性ＣＴＶＥ的目标。
一、复发性ＣＴＥＶ的定义与分类
经过标准的 Ｐｏｎｓｅｔｉ矫形技术治疗，ＣＴＥＶ所固

有的踝关节跖屈、后足内翻、中足外旋及中足高弓、

前足内收四种畸形均获得完全矫正，但在随访过程

中，再次出现上述四种畸形中一种或多种畸形，而且

需要石膏矫形或手术治疗者，则定义为复发性马蹄

内翻足（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ｌｕｂｆｏｏｔ）［１０，１１，１２］。通常使用描述
性术语界定复发性马蹄内翻足的形态学改变［１３，１４］，

例如复发性前足内收，中足高弓并后足内翻、后足内

翻或跖屈；也有学者根据需要外科治疗介入的程度，

将其分为轻度（ｍｉｎｏｒ）和重度（ｍａｊｏｒ）复发性畸形，
前者只需要跟腱延长或胫前肌移位，而重度复发性

足畸形，则需要进行涉及关节的软组织松解。

Ｂｈａｓｋａｒ［１５］于２０１３年提出 Ｐｏｎｓｅｔｉ矫形技术治
疗后复发的分类方法，根据复发性畸形的部位及性

质，将其分为三类与五个亚型：Ｉ型Ａ：踝关节背伸活
动范围降低 （膝关节伸展时，踝关节背伸活动 ＜
１５°），约占２９８％；Ⅰ型Ｂ：动态性前足内收与外旋
畸形，约占 ３４４％。Ⅱ型 Ａ：后足固定跖屈畸形即
足背伸活动＜９０°，约占１５９％；Ⅱ型Ｂ：前足及中足
在冠状位上固定性内收畸形，约占９９％。Ⅲ型：两
种或多于两种的固定性畸形，包括固定性后足跖屈、

前足内收，或高弓畸形，抑或后足跖屈内翻、中足高

弓和前足内收，约占９３％。
二、ＣＴＥＶ的复发率与相关因素
Ｐｏｎｓｅｔｉ矫形技术治疗 ＣＴＥＶ的复发率介于

１１％～４８％［１６］，通常发生于成功治疗后的５年之内。
Ｂｈａｓｋａｒ［１５］应用 Ｐｏｎｓｅｔｉ矫形技术治疗 ２０６例 ３６２
足，经过平均４５年（３～５年）的随访观察，发现９１
例１５１足出现复发性畸形，复发率高达４１７％。复
发性马蹄内翻足是涉及多种因素的复杂问题，临床

研究提示与下列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①足外展支
具依从性不足：Ｄｏｂｂｓ［１６］指出足外展支具依从性不
足是导致 ＣＴＥＶ复发的首要因素，复发率为３０％～
４５％［１３，１６］，足外展支具依从性不足的复发率是严格

穿戴支具的 ５倍。但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１７］所报告的病例
中，足外展支具依从良好者中，也有 ７５％的复发
率。由此表明严格使用外展支具也不能避免复发。

②ＣＴＥＶ的严重程度：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１８］在一项预测 Ｐｏｎ
ｓｅｔｉ技术治疗后还需要手术治疗的临床研究中，发
现Ｐｏｎｓｅｔｉ治疗成功的８７例１３４足随访≥３年期间，
４３例 （３２％）需 要 包 括 胫 前 肌 腱 外 侧 移 位
（２９１％）、足后内侧软组织松解（９３％），或者同时
需要实施两种手术。比较分析证明需手术治疗（复

发）与初期 Ｄｉｍｅｇｌｉｏ分型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
义，即初期ＣＴＥＶ评分越高，其复发率也随之升高。
Ｇｅｌｆｅｒ［１９］未发现复发率与初期 ＣＴＥＶ严重程度存在
相关性。③家庭收入及接受教育程度的负面影响：

·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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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ｖｉｌｕｃｅａ［２０］发现单亲家庭、缺乏医疗保险、低收入及
低教育程度等因素与复发性 ＣＴＥＶ有密度关联。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研究证实家庭因素是导致复发性 ＣＴＥＶ
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１７］。④尚未阐明的因素：
Ｐｏｎｓｅｔｉ指出将马蹄内翻足复发归因于原发性畸形
未完全矫正，是一种错误的推断，他宁愿相信马蹄内

翻足治疗后复发的病因，也是初始马蹄内翻足的病

因，只是这些相同的发病因素未被认知也未处理而

已［１３］。

三、复发性ＣＴＶＥ的治疗原则与方法
一般认为，复发性马蹄内翻足不会自然消失，通

常需采取治疗措施［２１，２２］。Ｆａｒｓｅｔｔｉ［２３］指出动态性前
足内收与中足外旋畸形，是复发性 ＣＴＶＥ的首发体
征。假如未及时治疗不仅产生僵硬性改变，还可引

发其他部位的复发性畸形。多数学者一致认同，凡

经Ｐｏｎｓｅｔｉ矫正技术治疗ＣＴＶＥ，都需定期随访观察，
及早发现复发的征象、严格的临床与 Ｘ线评价确定
复发的部位及性质、选择菜单式治疗方法，是治疗复

发性ＣＴＶＥ必须遵循的原则。
复发性 ＣＴＶＥ可累及前足、中足，抑或后足，严

重者出现多部位多平面的复杂畸形，由此发展和创

新了许多手术方法，既有软组织松解、肌腱移位，也

包括各种跗骨截骨矫形手术，但共同的治疗目标始

终是尽可能矫正所存在的某种或几种畸形，恢复或

重建前足、中足与后足的解剖轴线，改善足踝关节功

能活动范围，从而实现足外观大致正常、足跖面特别

是跟骨、第一跖骨头与第五跖骨头三点均匀负重

（所谓的跖行足（ｐｌａｎｔｉｇｒａｄｅｆｏｏｔ））、能够参加校园体
育活动，以及推迟发生骨性关节炎的最终目标［２４］。

本文只能介绍几种常用复发性ＣＴＶＥ的手术治
疗方法。

（一）胫前肌腱外侧移位

是治疗前足动态性内收与中足外旋畸形的可靠

方法。此型在复发性 ＣＴＥＶ中最为常见，约占２６％
～５０％［２２，２３］。手术指征包括：①手术时年龄至少超
过２５岁或３岁，因为外侧楔骨骨化中心在３岁左
右方可发育到足以容纳胫前肌腱的体积，但手术上

限年龄似乎没有严格的界定，＞６岁者也能获得满
意的结果［２４］；②动态性前足内收及中足外旋畸形。
临床检查发现患足静止时基本正常，站立或行走摆

动期出现前足内收及中足外旋畸形，或者前足内收

及中足内旋畸形可被动矫正。手术操作要点：①于
足内侧第一跖骨基底至舟骨结节之间作直行切口，

游离胫前肌腱到在内侧跖楔关节跖侧止点，尽可能

保留最大长度时将肌腱锐性切断；②另于中足第３
跖骨基底向近端作一长约２～３ｃｍ直切口，显露第
三楔骨并经Ｘ线透视定位，再用直径３５ｍｍ骨钻
从其背侧向足底垂直预制骨孔；③从内侧切口向足
背切口形成比肌腱更宽的皮下隧道，将肌腱尾端牵

引线及肌腱引入足背切口，用两根直缝针穿入肌腱

尾端的两根牵引线，将２根直缝针依次穿入第三楔
骨所预制的骨孔。于患足背伸９０°时，拉紧从足底
皮肤引出的肌腱牵引线，从而使肌腱进入预制骨孔

内并形成新的骨骼止点。为了避免压迫足底皮肤，

牵引线通常需要穿过海绵纱布与纽扣衬垫后，再拉

紧并打结固定。④术后于踝关节背伸９０°，使用短
腿管型石膏固定６周。拆除石膏后允许负重行走，
通常毋需使用支具固定或进行特殊的关节功能训

练。

（二）骰骨闭合性截骨与内侧楔骨撑开截骨

ＭｃＨａｌｅ［２５］于１９９１年首次实施内侧柱延长与外
侧柱短缩联合截骨手术，治疗复发性前足固定性内

收与中足外旋畸形，获得了比以前其他手术方法更

好的治疗结果，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与临床的普遍

使用。手术适应证：①年龄超过４岁，因为内侧楔
骨骨化中心在４岁以后才能获得充分的发育，但其
上限年龄似乎并不重要，Ｅｌｇｅｉｄｉ［２６］报告一组 ２７例
３５足随访结果，手术年龄介于４～９岁；②临床与Ｘ
线检查支持蚕豆足的诊断：站立与行走时均显示前

足内收、中足外旋畸形，即足外侧缘变长而凸向外

侧，而足内侧缘缩短产生凹陷，从足底观察则呈现蚕

豆样改变；即使将前足被动外展及内旋，前足内收及

中足外旋畸形也不能矫正。正位 Ｘ线测量距骨 －
第一跖骨角、跟骨－第五跖骨角显示明显增大，表明
前足内收畸形，而侧位测量距骨－第一跖骨角增大、
跟骨－第一跖骨角减少，提示中足外旋和高弓畸形。
手术操作要点：①骰骨闭合性楔形截骨：以骰骨为
中心的足外侧纵行皮肤切口显露骰骨后，于骰骨标

记切骨线，其楔形骨块的基底应位于骰骨的背外侧，

宽约７～１０ｍｍ。使用电动微型骨锯进行截骨操作，
尽可能保持楔形骨块完整，以其作为内侧楔骨撑开

截骨的置入材料；②内侧楔骨撑开截骨：以内侧楔
骨为中心的弧形皮肤切口显露内侧楔骨，使用 Ｘ线
透视确定内侧楔骨的冠状面的中线作为截骨线，用

骨刀或微型骨锯截断内侧楔骨，注意保留胫前肌腱

止点仍然附着于截骨远端。为了更容易矫正前足外

旋畸形，可将中间及外侧楔骨一并截断。③重建前
足解剖轴线与内固定：应用椎板牵开器将内侧楔骨

·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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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骨间隙撑开１０ｍｍ，同时将前足进行内向旋转和
外展活动，直至前足外旋与内收畸形获得满意的矫

正，尤其足外侧缘凸出消失而呈现直线外观，表明前

足外旋畸形获得完全矫正。确认骰骨截骨间隙已完

全闭合，再将来自骰骨的楔形骨块嵌入内侧楔骨截

骨间隙内。继之，将直径１５ｍｍ的一根克氏针从
第一跖骨远端插入，经内侧楔骨截骨两端及置入的

骨块、舟骨，终止于距骨体内，另用一根克氏针从跟

骨后方插入，经骰骨截骨两端，从第五跖骨远端穿出

皮肤。两根克氏针的尾端均可外露于足背侧皮肤之

外，以便日后容易取出。④术后用短腿管型石膏固
定，保持患足处于矫正位置。术后２周拆除石膏观
察切口愈合状况，再用小腿管型石膏固定４周。于
术后６周拔出克氏针，更换允许负重行走的小腿管
型石膏继续固定，直至 Ｘ线片证实截骨愈合，通常
需要石膏固定８～１２周。

（三）选择性足后侧软组织松解

足后方多种软组织挛缩包括跟腱、关节囊，甚至

腓骨肌及胫后肌腱鞘，均可引发复发性后足跖屈畸

形，但在手术治疗之前通常不能确定哪种或哪些结

构挛缩是产生后足跖屈的原因，由此提出选择性后

足软组织松解的策略，采取由浅入深逐层软组织松

解的操作，直到实现术前预期的治疗目标。手术适

应证包括［２７，２８］：患儿年龄＜４岁；患足只有后足跖屈
畸形。临床检查患足被动背伸活动范围＜１０°，而Ｘ
线测量患足最大背伸时侧位胫骨 －跟骨角 ＞７０°。
手术操作要点：①切口与显露：于踝关节水平上方２
ｃｍ的跟腱内侧开始，向近端作一适当长度的纵行皮
肤切口，逐层显露跟腱、腓骨长短肌腱、胫后肌腱，踝

关节及距跟关节后方关节囊；②逐层软组织松解：
沿着皮肤切口线切开皮肤后，将切口皮肤向两侧适

当游离，锐性游离跟腱，采取 Ｚ形延长方法从矢状
面上切开跟腱，使其外侧半远端仍保留于跟腱的止

点。此时，将膝关节完全伸展，术中一手掌托起后足

跖侧面进行被动踝关节背伸活动，测量足背伸活动

已大于１０°，术者保持足最大背伸时进行Ｘ线透视，
测量侧位胫骨－跟骨角＜７０°，表明实现术前预期的
治疗目标，逐层缝合 Ｚ形延长的跟腱及皮肤切口。
当完成跟腱延长后，患足背伸活动并无明显改善，则

需要松解深层结构。首先横向切开距跟关节后方关

节囊，从腓骨长短肌腱内侧缘开始横向切开距跟关

节后关节囊，止于趾长屈肌腱。然后从腓骨长短肌

腱内侧缘开始横向切开踝关节囊，但应止于趾长屈

肌建。如果跟腱延长和踝关节囊切开之后，患足背

伸活动范围仍然＜１０°，提示可能还有更为复杂的结
构需要松解，主要有腓骨肌支持带、腓骨肌腱鞘与跟

骨－腓骨韧带，三者一并附着于外踝后方的跟骨后
外侧面，有学者将其称为后外侧纤维结节。利用同

一皮肤切口，抑或在外踝后方另作纵行切口，仔细显

露跟骨后外侧面的上方，钝性剥离三者在跟骨的附

着点。最后经 Ｘ线透视证明足背伸活动 ＞１０°，或
侧位胫骨－跟骨角＜７０°，则可缝合Ｚ形延长的跟腱
及皮肤切口。③术后于膝关节完全伸展、足最大背
伸时，用长腿管型石膏固定４周。拆除石膏后日间
开始进行踝关节被动伸屈活动，允许逐渐负重行走，

但夜间需要穿着足踝支具，保持足背伸１０°、前足外
展４５°固定，通常需要持续２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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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ＰａｒｋＳＳ，ＫｉｍＳＷ，ＪｕｎｇＢＳ，ｅｔ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ｒｅ
ｌｅａｓｅｆｏ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ｒ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ｉｔｙ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ｃｌｕｂｆｏｏｔ［Ｊ］ＪＢｏｎｅ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Ｂｒ，
２００９，９１：１５２６—１５３０

２８　ＪａｕｒｅｇｕｉＪＪ，ＺａｍａｎｉＳ，ＡｂａｗｉＨＨ，ｅｔａｌＡｎｋｌｅＲａｎｇｅｏｆ
Ｍｏ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ＳｕｂｔａｌａｒａｎｄＡｎｋｌｅＣａｐｓｕｌｏｔｏｍｙｆｏｒ
ＲｅｌａｐｓｅｄＥｑｕｉｎｕｓｉｎ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Ｃｌｕｂｆｏｏｔ［Ｊ］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Ｏｒ
ｔｈｏｐ，２０１５，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２８）
（本文编辑：王爱莲）

（上接第５２４页）
２６１—３４４．

１６　ＲａｍｐａｌＶ，ＣｈａｍｏｎｄＣ，ＢａｒｔｈｅｓＸ，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ｃｌｕｂｆｏｏｔｉｎ１８７ｆｅｅ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
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ｅｎ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ｉｆ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ｂｙ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Ｊ］．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Ｏｒｔｈｏｐ，２０１３，３３（１）：４８—５４．

１７　ＲｉｃｃｏＡＩ，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ＢＳ，ＨｅｒｒｉｎｇＪＡ．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ｏｔ．／／ＨｅｒｒｉｎｇＪＡ．Ｔａｃｈｄｉｊａｎ’ｓ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ｓ［Ｍ］．５ｔｈｅｄ．Ｐｈｉｌａ
ｄｅｌｐｈｉａ：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２０１４：７８５—８１８．

１８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ＢＳ，ＦａｕｌｋｓＳ，ＲａｔｈｊｅｎＫＥ，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ｎ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ｃｌｕｂｆｏｏｔ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ｏｎｓｅ
ｔｉ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ｙｓ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ｍｅｔｈｏｄ［Ｊ］．ＪＢｏｎｅ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Ａｍ，２００８，９０（１１）：２３１３—２３２１．

１９　ＴｕｒｃｏＶＪ．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ｃｌｕｂｆｏｏｔ．Ｏｎｅｓｔａｇｅｐｏｓｔｅｒｏｍｅｄｉａｌｒｅｌｅａｓ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ｐｏｒｔ
［Ｊ］．ＪＢｏｎｅ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Ａｍ，１９７１，５３（３）：４７７—４９７．

２０　ＺｉｏｎｔｓＬＥ，ＤｉｅｔｚＦＲ．Ｂｒａｃｉｎｇ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ｃｌｕｂｆｏｏｔ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ｎｓｅｔｉｍｅｔｈｏｄ［Ｊ］．ＪＡｍＡｃａｄＯｒｔｈｏｐＳｕｒｇ，
２０１０，１８：４８６—４９３．

２１　ＺｉｏｎｔｓＬＥ，ＳａｎｇｉｏｒｇｉｏＳＮ，ＥｂｒａｍｚａｄｅｈＥ，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ｃｌｕｂｆｏｏｔ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ｔｈｅ
ＰＯＳＮＡ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Ｊ］．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Ｏｒｔｈｏｐ，２０１２，３２（５）：５１５—５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０４）
（本文编辑：刘　昆）

·８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