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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踝关节融合术治疗创伤性关节炎的效果
及对患者远期足踝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官志猛
解放军第 900 医院仓山院区骨科病区，福建福州

350000

[ 摘要 ] 目的 探究微创踝关节融合术用于治疗足踝创伤性关节炎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解放军第 900 医院仓山院区诊治的 90 例足踝创伤性关节炎患者，使用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
对照组（45 例）及研究组（45 例）。对照组使用开放式踝关节融合术治疗，研究组使用微创踝关节融合术治
疗。比较两组患者骨性愈合情况、骨性愈合时间、治疗前后踝 - 后足功能评分情况和疼痛评分及生活质量
测定量表评分情况。 结果 治疗后，
研究组术后 6 个月骨性愈合率高于对照组（P < 0.05）
，
骨性愈合时间短于对
照组（P < 0.05）；研究组踝 - 后足功能评分比对照组更高（P < 0.05）
，
视觉模拟疼痛评分比对照组更低（P < 0.05）；
研究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比对照组更高（P < 0.05）。 结论 将微创踝关节融合术应用于足踝创伤性关节炎患
者治疗中，能提高骨性愈合率，改善足踝关节功能，缓解疼痛感，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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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minimally invasive ankle arthrodesis in the treatment
of traumatic arthritis and its effect on long-term ankle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GUAN Zhimeng
Orthopaedic Ward, the CangShan District of the 900th Hospital, Fujian, Fuzhou 35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minimally invasive ankle arthrodesis in the
treatment of foot and ankle traumatic arthritis. Methods A total of 90 patients with foot and ankle
traumatic arthritis treated in the CangShan District of the 900th Hospital of from February 2015 to February
2019 were select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45 cases) and the study group (45
case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pen ankle arthrodesis, while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inimally invasive ankle arthrodesis. The osseous union, osseous union
time, ankle-hindfoot function score, pain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scale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bone healing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P < 0.05), and the bone healing time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ankle-hindfoot function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the visual analogue pain scor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minimally invasive ankle f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arthritis can improve the rate of bone healing, improve the function of the ankle joint, relieve pai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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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踝创伤性关节炎多由于负重过度运动、暴力

开展，并得到较佳的治疗效果 [4-5]。因此，本研究将

创伤所致，通常表现为关节软骨退行性变、软骨增

探究微创踝关节融合术治疗足踝创伤性关节炎的

生等 。患者可能出现关节烈痛、活动功能受限等

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症状，会对患者生活质量以及身心健康产生严重的

1

影响

1.1

[1]

[2-3]

。早期可行药物治疗，但中晚期药物治疗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效果欠佳，需通过手术方能缓解疼痛。随着医学技

选 取 2015 年 2 月 至 2019 年 2 月 解 放 军 第

术的进步，微创手术技术逐步在创伤踝关节疾病中

900 医院仓山院区（我院）诊治的 90 例足踝创伤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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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炎患者，
使用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45 例）及对照组

率为 100%。对于患者生活质量评分采取生命质量

（45例）
。研究组年龄 49 ～ 78 岁，
平均（63.09±3.11）
岁，

测定量表 [9] 进行评估，总分为 100 分，分越高表生

男 17 例，女 28 例，患 病 时 间 7 ～ 19 个 月，平 均

活质量越优越，其信度系数为 0.83，问卷回收率为

（13.95±2.07）个 月；对 照 组 年 龄 51 ～ 80 岁，平
均（64.77±3.52）岁，男 14 例，女 31 例，患 病 时 间

100%
1.4

统计学方法

8 ～ 21 个月，平均（14.16±1.99）个月。两组患者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
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已获

料用均数 ± 标准差（x ± s ）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
料用 [n（%）] 表示，行 χ 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

取患者或其家属知情同意。纳入标准：①以《现代

统计学意义。

创伤骨科学》 中足踝创伤性关节炎的诊断标准为

2

纳入基准；②经保守治疗后仍无法正常行走者；③认

2.1

知能力正常者。排除标准：①患恶性肿瘤者；②肝肾

间比较

[6]

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6个月骨性愈合率及骨性愈合时

功能障碍者；③患精神相关疾病者。
1.2

研究组患者的术后 6 个月骨性愈合率高于对照

方法

组（P < 0.05）
，
骨性愈合时间短于对照组（P < 0.05）
。

对照组使用开放式踝关节融合术治疗，选择患

见表 1。

者踝关节外侧进行皮肤及皮下组织切开操作，把踝
表1

关节周边破碎软骨和坏死组织进行清理；接着自患
者足底穿入髓内钉进行固定，使用异体骨及自体骨
对踝合部进行填充操作，术后通过拍片检查踝关节
位置是否正确，正确后进行伤口缝合包扎，并使用
石膏固定。
研究组使用微创踝关节融合术治疗，选择患

两组患者术后6个月骨性愈合率及骨性愈合时间比较

组别

n

术后 6 个月骨性愈合
[n（%）]

骨性愈合时间
（个月，x ± s）

研究组

45

43（95.56）

3.21±0.79

对照组

45

35（77.78）

5.88±1.37

χ2/t 值

6.154

11.326

P值

0.013

<0.001

者足踝前中位置进行手术，先使用关节镜检查患者
足踝关节的内腔，将发炎组织进行清理，并把坏死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踝-后足功能评分及视觉模

组织全部清除；接着利用克氏针将胫距关节进行

拟疼痛评分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踝 - 后足功能评分及视觉

固定，使用异体骨将踝关节融合部位进行填充，将
负压引流管放置于切口处，然后对伤口进行缝合包

模拟疼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扎，最后使用石膏固定。

治疗后，两组踝 - 后足功能评分分数较治疗前高

术后六周内两组患者均不进行负重，第七周开

（ P < 0 . 0 5 ），视 觉 模 拟 疼 痛 分 数 较 治 疗 前 低

始逐步负重，并定期更换石膏，术后第三个月后拆

（P < 0.05），且研究组踝 - 后足功能评分较对照组
更高（P < 0.05），视觉模拟疼痛评分较对照组更低

除石膏。
1.3

（P < 0.05）。见表 2。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骨性愈合情况、骨性愈合时间、

2.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治疗前后踝 - 后足功能评分情况和视觉模拟疼痛

治疗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分数比较，差异无

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情况。观察记录两组患者术

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生活质量评

后 6 个月骨性愈合率以及骨性愈合时间。使用美

分均比治疗前高（P < 0.05），且研究组分数较对照

国矫 形 外 科 足 踝 协 会 量 表

组更高（P < 0.05）。见表 3。

[7]

评估两组患者治疗

后踝 - 后足功能恢复情况，评分标准如下：总分
100 分，分数 <50 分为恢复较差，50 ～ 74 分为恢复

3

讨论
足踝创伤性关节炎大多数情况会呈现关节疼

一般，75 ～ 89 分为恢复较好，>89 分为恢复优秀。

痛、肿胀、下肢畸形等症状，严重者会出现无法活

对于两组患者的疼痛评分以视觉模拟评分法

进行

动，对其生命健康产生严重的威胁 [10]。临床上最

评估：评分表总分为 10 分，
0 分表示无疼痛，
1～3分

常用的手术方式为开放式踝关节融合术，但由于手

表示轻微疼痛，
4 ～ 6 分表示中度疼痛，>6 分表示重

术创伤性较大，患者术后若无法及时参与康复训

度疼痛。美国矫形外科足踝协会量表和视觉模拟

练，会导致术后足踝功能恢复缓慢 [11]。近年来，微

评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0.76、0.78，问卷回收

创的理念逐渐在临床中推广使用，有研究 [12]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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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组别

n

研究组
对照组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踝-后足功能评分及视觉模拟疼痛评分情况比较（分，x ± s）
踝 - 后足功能评分

视觉模拟疼痛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45

46.23±3.65

77.58±7.13

26.255

<0.001

7.89±1.26

1.42±0.34

33.257

<0.001

45

16.447

<0.001

19.259

<0.001

46.31±3.52

64.24±6.41

7.73±1.15

3.59±0.87

t值

0.106

9.334

0.629

15.584

P值

0.916

<0.001

0.531

<0.001

表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x ± s）

（P < 0.05）；提示将微创踝关节融合术应用于足踝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创伤性关节炎患者治疗中，能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水

研究组 45

58.36±4.21

87.93±6.18

26.617

<0.001

平。可能是由于微创踝关节融合术对患者足踝创

对照组 45

58.17±4.09

73.61±5.45

15.200

<0.001

t值

伤小，患者的疼痛感得到有效的缓解，使得生活质

0.217

11.658

P值

0.829

<0.001

组别

n

量得到提高。
综上所述，将微创踝关节融合术应用于足踝创

微创踝关节融合术对机体起到降低损伤的作用，且
术后当日即可进行术后康复训练，有利于患者足踝
功能术后的恢复。微创踝关节融合术具有创伤小、
恢复快的优势，能降低大面积的骨膜剥离及皮瓣坏
死，减轻术后疼痛的效果 [13-14]。

伤性关节炎患者治疗中，能有效加快骨性愈合，改
善足踝关节功能，降低疼痛感，提高生活质量。但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研究例数有限，结果可能存
在偏倚，且疗效观察时间较短。后续应增加研究样
本量，不定期进行回访。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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