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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骨缝合在急性髌骨脱位合并
髌骨软骨骨折（peeloff损伤）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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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分析急性髌骨脱位伴髌骨软骨骨折（peeloff 损伤）患者开展经骨缝合治疗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9 年 5 月至 2021 年 1 月东莞市东华医院收治的 50 例急性髌骨脱位伴髌骨软骨骨折（peeloff 损伤）剥皮
样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依据手术治疗方式不同分成试验组与常规组，每组各
25 例。试验组开展经骨缝合手术治疗，常规组使用锚钉固定缝合手术治疗。比较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住院时间、术前及术后 3 个月膝关节功能（Lysholm）评分。 结果 两组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05）。试验组术中出血量少于常规组，住院时间短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术后 3 个月试验组 Lysholm 得分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急性髌骨脱位伴髌骨
软骨骨折（peeloff 损伤）剥皮样损伤患者开展经骨缝合治疗，可减少出血量，缩短住院时间，促进膝关节功能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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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ransosseous suture in acute patellar dislocation
combined with patellar cartilage fracture (peeloff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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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ransosseous sutur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atellar dislocation
and patellar cartilage fracture (peeloff injury). Methods A total of 50 patients with acute patellar dislocation
with patellar cartilage fracture (peeloff injury) treated in Dongguan Tungwah Hospital from May 2019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their clinical data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urgical treatment method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routine group, with
2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by transosseous suture, and the routine group was
treated by suture anchor fixation technique. The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 an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s well as Lysholm score before operation and 3 months after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peration time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5). Th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routine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Lysholm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group at 3 months after operation,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ransosseous suture can reduce the
bleeding volume, shorten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kne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atellar dislocation with patellar cartilage fracture (peeloff injury).
[Key words] Patellar cartilage fracture (peeloff injury); Patella dislocation; Transosseous suture; Pain

急性髌骨脱位主要是指受到直接或间接暴力

移至股骨外踝外侧 [1]。内侧支持带尤其是内侧髌股

作用，导致髌骨滑移脱出股骨沟，通常髌骨体会滑

韧带是避免髌骨向外脱位的关键稳定结构。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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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髌骨脱位后，患者通常会出现内侧支持带损伤情

（201950715046682）。

况，导致膝关节疼痛。另外，撕脱骨折及髌骨软骨

▲

骨折等情况也较为常见。髌骨软骨骨折是对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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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骨和髌骨关节面软骨同时产生损伤的一种骨折

缺失情况（图 2），在对关节腔进行探查时，发现其中

类型。本课题组在前期临床研究中发现，在髌骨软

有同缺失部位形态接近的软骨片。对髌骨软骨剥

骨骨折中，仅出现髌骨关节面软骨剥脱，并未发生

脱大小、范围、深度以及具体位置进行观察，可在髌

软骨下骨折，因此将其称之为 peeloff 损伤 。对于

骨内侧做一小切口或利用关节镜将软骨片取出，对

该种骨折类型，因未出现软骨下骨折情况，极易导

膝关节实施清理。

[2]

致疾病漏诊或误诊，并且若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予以常规组患者锚钉缝合手术治疗。选择髌

干预，容易出现创伤性关节炎及关节腔游离体等不

内侧手术切口，于髌骨边缘 5 mm 部位将内侧支持

良情况，进而对膝关节功能产生不利影响 。当前

带切开，有限打开膝关节腔后探查。将髌骨内侧

临床在髌骨软骨骨折（peeloff 损伤）方面研究较少，

关节面进行轻度翻转，观察髌骨关节面软骨缺损部

还未能探寻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仍需开展深入

位。复位游离骨片，选择相应进针点，钻孔并将锚

研究。为此，本研究对急性髌骨脱位合并髌骨软骨

钉拧入，过线打结固定软骨块，将膝关节屈曲呈直

骨折（peeloff 损伤）剥皮样损伤患者经骨缝合治疗

角状态，并缝合髌内侧支持带，之后关闭手术切口。

[3]

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1

予以试验组患者经骨缝合手术治疗。于髌内

资料与方法

侧做一手术切口，内侧支持带切开部位选择在髌骨

一般资料

边缘 5 mm 处，将膝关节腔有限切开后实施探查。

选 取 2019 年 5 月 至 2021 年 1 月 东 莞 市 东 华

对髌骨内侧关节面进行轻微翻转后，即可观察到髌

1.1

医院收治的 50 例急性髌骨脱位合并髌骨软骨骨折

骨关节面缺失软骨部位，软骨片复位在缺失部位，

（peeloff 损伤）剥皮样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回顾

同时在其边缘选择四个进针点，由髌骨主体由内向

性分析其临床资料。依据手术治疗方式不同分成试

外垂直进行钻孔，可使用直径 1.5 mm 的带孔克氏

验组与常规组，每组各 25 例。试验组中女 10 例，男

针，确保软骨片为“纽扣眼”状四边形，在两孔间放

15 例；年 龄 20 ～ 28 岁，平 均（20.27±1.05）岁；右

置可吸收线，并通过孔道拔出克氏针，同时将缝线带

侧骨折 9 例、
左侧骨折 16 例；交通事故伤 4 例、体育

出并打结，将打结部位埋在髌前皮下。将患者膝关

运动损伤 6 例、扭伤 15 例。常规组中女 11 例，男

节屈曲成直角状态，利用带线锚钉对髌内侧支持带

14 例；年龄 20 ～ 27 岁，平均（20.31±1.08）岁；右

进行缝合，进而对髌骨外脱位情况开展矫正（图 3）
。

侧 骨 折 10 例、左 侧 骨 折 15 例；交 通 事 故 伤 5 例、

最后使用无菌生理盐水进行全面冲洗，并在关节腔

体 育 运 动 损 伤 5 例、扭 伤 15 例。 两 组 患 者 一 般

内置入负压引流管，对手术切口进行缝合，外层使用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具有可比

无菌敷料进行包扎。术后实施 MRI 复查（图 4）
。

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标

两组在术后均采用相同康复方案：术后开展常

准：①全部患者均属于急性损伤，且在开展膝关节

规换药，每日进行 2 次冰敷，要求时间为 30 min。术

核 磁 共 振 检 查 后 被 确 诊 为 髌 骨 软 骨 骨 折（peeloff

后 24 h 内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密切观察引流情

损伤），同时出现内侧支持带撕裂情况

况，待引流量明显减少后可将引流管拔除。在术后

[4]

；②年龄

12 ～ 50 岁；③ 在 关节镜下能够观察到髌骨关节

当日可指导患者卧床开展股四头肌等长收缩训练，

面存在软骨缺失情况，同时在关节腔内发现同缺

在术后第 4 天即可进行膝关节被动屈伸训练，避免

失部位形态相似的软骨片；④膝关节存在外翻扭

关节因长时间制动而出现粘连情况，关节活动范围

伤史以及屈曲扭伤史。排除标准：①机体凝血功

为 0°～ 60°，不可实施主动训练。术后可使用拐

能有严重异常情况者；②伴有严重心脑血管异常

杖等进行不负重状态下行走练习，同时进行髌骨内

情况者 。

推及直腿抬高等措施。手术过程中记录手术时间

1.2

方法

以及出血量。

术前对膝关节开展长腿支具伸直位固定，指导

1.3

[5]

其制动，并开展 MRI 检查（图 1）。在术前 30 min 予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①比较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

以患者抗生素静脉滴注治疗，预防感染。麻醉方式

②比较两组术前及术后 3 个月膝关节功能得分。使

可选择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或腰硬联合麻醉，协助患

用膝关节功能（Lysholm）评分 [6]，
分别从跛行（5 分）
、

者呈平卧位，将止血带绑在患肢上，对手术区域实

支 撑（5 分）、交 锁（15 分）、不 稳 定（25 分）、疼 痛

施常规消毒并铺巾，并在使用止血带情况下开展手

（25 分）、肿胀（10 分）、爬楼梯（10 分）、下蹲（5 分）

术。使用膝关节镜进行检查，观察髌骨关节面软骨
162

分析，最终得分同膝关节功能呈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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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n 手术时间（min） 术中出血量（ml） 住院时间（d）

组别

常规组 25

75.36±3.16

68.93±5.13

13.52±2.69

试验组 25

75.87±3.21

35.97±4.72

8.09±1.78

t值

0.566

23.641

8.417

P值

0.574

0.001

0.001

2.2
图1

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比较（x ± s）

两组术前及术后3个月膝关节功能得分比较
术前两组膝关节功能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术前 MRI 检查见髌骨软骨剥皮样损伤

意义（P > 0.05）；术后 3 个月，两组膝关节功能得
分均高于术前，试验组膝关节功能得分高于常规
组（P < 0.05）。见表 2。
两组术前及术后3个月膝关节功能得分比较（分，x ± s）

表2

图2

术中关节镜下见髌骨关节面存在软骨缺失 ；术中在关节腔

内发现同缺失部位形态相似的软骨片 ；术中取出的软骨游离体

组别

n

术前

术后 3 个月

t值

P值

常规组

25

50.36±4.12

70.95±4.92

16.043

0.001

试验组

25

26.597

0.001

50.47±4.26

86.31±5.22

t值

0.093

10.700

P值

0.926

0.001

3

讨论
髌骨处于股骨远端前，在髌骨后是关节软骨，

其同股骨滑车共同组成髌股关节。当髌骨受到直接
或间接暴力影响后，极易对髌骨软骨产生损伤。当
膝关节呈屈曲状态时，髌骨向外侧脱位或半脱位瞬
图3

术中有限切开，经骨缝合髌骨软骨 ；镜下所见软骨缝合满意

间，会使其内侧关节面同股骨外髁出现位置移动性
挤压，当膝关节在伸直时，髌骨可逐渐复位，但是骨
嵴会卡在股骨外髁上，导致股四头肌出现强烈收缩
牵拉，髌骨在向上时会导致髌骨关节面骨软骨处于
切线位时出现剥皮样软骨骨折，该种骨折类型多伴
有髌内侧支持带撕裂情况存在 [7]。对于出现 peeloff
损伤的髌骨软骨骨折患者，呈游离状态的骨片不携
带松质骨，因此在 X 线片检查时无显影，在 CT 检查
时通常也不会出现骨折软骨成分，因此极易造成误

图4

诊及漏诊情况 [8]。当前，临床对髌骨软骨骨折伴髌

术后 MRI 提示髌骨软骨骨折愈合良好

骨脱位一般选择手术方式治疗，在手术过程中对较
1.4

大骨折块进行复位和固定，并对损伤软骨面和内侧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数据均使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
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 ± s）表示，采

支持带进行修复，进而降低反复脱位风险 [9]。但在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n（%）] 表示，采用 χ 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开展深入研究。

2

髌骨软骨骨折内固定的常用材料，但是在使用过程

2

2.1

结果

手术方式选择方面，临床尚未形成统一结论，仍需
目前可吸收螺钉、克氏针及钢丝等是临床用于

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比较

中发现其存在较大局限性 [10]。伴随关节镜技术的

两组手术时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

发展及在临床广泛使用，将其应用在急性髌骨脱位

试验组术中出血量少于常规组，住院时间短于常规

伴髌骨软骨骨折治疗中，使用关节镜能够直接对膝

组（P < 0.05）。见表 1。

关节腔内结构进行观察，掌握关节腔内情况，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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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损伤程度，以便实施准确治疗 [11]。使用可吸收线

性髌骨脱位 [J]. 中华医学杂志，2020，100（15）：

对髌骨软骨骨折块进行缝合，能够发挥一定固定作

1169-1174.

用。但是在固定方式方面，选择经骨缝合方式，利

[4] 冯超，郭源 . 大收肌腱移位双束重建内侧髌股韧带联

用克氏针在软骨片边缘钻孔并带出可吸收缝线，打

合远端重排治疗儿童复发性髌骨脱位 [J]. 中华小儿外

结后达到缝合目的

科杂志，2020，41（5）：450-455.

[12-13]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

组术中出血量少于常规组，住院时间短于常规组

[5] 李秋举，龚骏，李平生，等 . 预断式钛质带孔克氏针

（P < 0.05）。术后 3 个月试验组 Lysholm 得分高于

联合钛缆张力带内固定治疗髌骨骨折疗效分析 [J]. 中

常规组（P < 0.05）。当关节软骨发生骨折情况时，
会对关节面造成损伤，进而影响关节功能

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2021，36（4）：388-390.

。若未

[6] 王培召，韩旭，王啸，等 . 不可吸收缝合线捆扎结合

能对关节面解剖形态进行有效恢复，极易在后期出

髌骨爪固定治疗髌骨下极骨折疗效观察 [J]. 中国修复

现膝关节稳定性不足及创伤性关节炎等情况，降低

重建外科杂志，2020，34（10）：1243-1247.

[14]

膝关节功能。实施经骨缝合，使用 1.5 mm 带孔克氏

[7] 肖凯，赵庆华，张宽宽 . 关节镜辅助下微创克氏针张

针在髌骨主体上从内向外垂直钻孔，在两孔间导入

力带内固定对髌骨骨折患者骨代谢和体液免疫功能

可吸收缝线，通过克氏针孔道抽紧后分别打结，能

的影响 [J]. 中国内镜杂志，2021，27（3）：51-58.

够避免二次手术取出内固定物，既可保证相对较高

[8] 焦健，刘开全，刘学锋，等 . 空心螺钉张力带内固定

的固定强度，还可增加软骨骨折愈合机会，避免发

与克氏针张力带内固定治疗髌骨骨折的效果比较 [J].

生创伤性关节炎。另外还能够使关节面结构恢复，

中国综合临床，2020，36（4）：337-342.

并且将复位后的髌骨软骨块妥善固定，同时发挥恢
复关节面平整以及保持关节稳定性的作用

[15]

。但

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受到研究样本量较小

[9] 焦健，刘开全，刘学锋，等 . 关节镜下微创克氏针张
力带内固定治疗横形髌骨骨折的临床分析 [J]. 中国综
合临床，2020，36（3）：245-249.

以及研究时间较短等因素影响，对开展该项治疗措

[10]		尚晓强，段祥林，杨平，等 . 袢钢板结合聚髌爪治

施的全面作用还未能有效掌握，因此在今后还需扩

疗髌骨下极粉碎性骨折的生物力学研究 [J]. 中华实

大样本量，延长研究时间，完善操作技术，对可吸收

验外科杂志，2020，37（7）：1283-1285.

线经骨缝合急性髌骨脱位伴髌骨软骨骨折（peeloff
损伤）剥皮样损伤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
综上，急性髌骨脱位伴髌骨软骨骨折（peeloff

[11]		王立祚，敖传西，王奎，等 . 预断式带孔克氏针张
力带结合 PDS Ⅱ线荷包缝合治疗髌骨粉碎性骨折 [J].
创伤外科杂志，2021，23（1）：23-27.

损伤）剥皮样损伤患者，使用可吸收线进行经骨缝

[12]		赵宇，代风波，林德涛，等 .Krackow 缝合髌韧带结

合，对内固定器械无特殊要求，不仅能够维持软骨

合钢丝环扎治疗髌骨下极骨折 [J]. 临床骨科杂志，

稳定性，还可促进膝关节功能恢复，发挥重要作用。

2020，23（5）：643.
[13]		宋大卫，张成栋，于丕学，等 .Krachow 法缝合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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