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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下尺桡不稳的尺骨短缩截骨联合韧带重建术

黄良库 1，徐 涛 2，张红星 1*，李 鹏 1，夏 雷 1，蔡 鹰 1，刘生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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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介绍尺骨短缩截骨联合韧带重建的手术技术和初步临床效果。［方法］对 16 例慢性下尺桡关节不稳患者行

尺骨短缩截骨联合韧带重建治疗。于前臂尺背侧行纵行切口，显露尺骨干，行尺骨截骨，根据术前测量所得尺骨变异长度行尺

骨短缩，恢复下尺桡水平对应关系，截骨断端用钢板固定。切取自身掌长肌腱，按照 Adams＆Berger 法重建下尺桡韧带。［结

果］ 16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严重并发症。随访 12~18 个月。末次随访时，患者腕关节活动度、握力及局部疼痛均较术

前显著改善，改良 Mayo 腕关节功能评分平均 （89.81±5.42） 分；临床效果评定：优 9 例，良 5 例，可 2 例，优良率为

87.50%。［结论］尺骨短缩截骨联合韧带重建治疗慢性下尺桡不稳显著改善腕关节功能，短期可取得满意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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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nar shortening osteotomy combined with ligaments reconstruction for chronic distal radioulnar joint instability //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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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ty of Engineering, Xian, 71002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troduce the surgical technique and preliminary clinical results of ulnar shortening osteotomy combined
with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for chronic distal radioulnar joint instability. [Methods] A total of 16 patients underwent abovesaid surgical
treatment for chronic distal radioulnar joint instability in our hospital. A longitudinal incision was made on the dorsal ulnar side of the fore⁃
arm to expose the ulnar diaphysis, the ulnar shortening osteotomy was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ment of the ulnar variation of
length before operation to restore the horizont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dital radius and the ulna, and then the osteotomy site was fixed
with locking plate. The palmaris longus tendon was harvested for preparing tendon graft, subsequently, the distal radioulnar joint ligament
was re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Adams and Berger method. [Results] All patients had operation performed smoothly without serious compli⁃
cations, and followed up for 12~18 months. At the latest follow-up, all the patients got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erms of wrist ranges of
motion, grip strength and VAS score for pain, with modified Mayo score of (89.81±5.42) . The clinical outcomes were graded as excellent in
9 cases, good in 5 cases, fair in 2 cases and poor in 0 case, with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87.50%. [Conclusion] The ulnar shortening oste⁃
otomy combined with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does achieve satisfactory clinical outcomes in short term with significant functional improve⁃
ment for chronic distal radioulnar joint instability.

Key words: chronic distal radioulnar joint instability, ulnar shortening osteotomy,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下尺桡关节（distal radioulnar joint, DRUJ）慢性

损伤是临床常见的关节慢性损伤之一，其脱位约占

前臂骨折脱位的 70%［1］。大多是由于腕部创伤、骨

折后未引起重视而导致延误治疗，引起慢性下尺桡

关节损伤，以腕部疼痛、无力、旋转受限为主要症

状。目前认为纤维三角软骨复合体损伤是导致下尺

桡关节不稳的主要原因［2］。按照病因机制主要包括

韧带损伤、关节内畸形和关节外畸形等三大类［3］。

慢性下尺桡关节不稳通过非手术治疗效果不佳，目

前主张手术治疗，修复纤维三角软骨复合体、重建

下尺桡韧带为手术的首要目的［4］。手术方法包括单

纯尺骨头切除术、尺骨小头置换术、Sauve-Kapand⁃
ji (S-K)手术、尺骨短缩截骨术及软组织重建术，但

是上述治疗方式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作者采用尺

骨短缩截骨联合韧带重建治疗慢性下尺桡关节不

稳，从骨性重建和软组织重建两方面重建下尺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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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在轴向和横向上稳定下尺桡关节，使下尺桡关

节稳定性增加，进一步恢复下尺桡关节的生物力学

特性。本科 2016 年 6 月—2019 年 6 月采用该手术

方法治疗慢性下尺桡关节不稳的患者 16 例，现将手

术技术与初步临床效果报告如下。

1 手术技术

1.1 术前准备

所有患者术前常规检查，拍摄患侧腕关节正侧位

X 线片 （图 1a），使用 Gelbenman 等的平行线测量

法，即尺骨远端关节面平行线同桡骨远端乙状切迹关

节面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差值，测量尺骨正变异值，并

详细记录。

1.2 麻醉与体位

所有患者均采用臂丛神经阻滞麻醉，仰卧位，患

肢置于手术侧台上。

1.3 手术操作

常规驱血后，上臂上气囊止血带。于前臂尺背侧

行纵行切口，切口长约 10 cm，切开皮肤及皮下，于

尺侧腕伸肌和尺侧腕屈肌之间分离，保护尺神经腕背

支，以免造成腕尺侧及手背尺侧麻木，显露尺骨干，

于尺骨茎突近端 5 cm 处行尺骨截骨，根据术前测量

所得尺骨变异长度行尺骨短缩截骨，随后尺骨短缩

复位，截骨断端用 3.5 mm 锁定加压钢板加压固定

（图 1b）。然后切取掌长肌腱，取腕部掌侧横行切

口，长约 1 cm，切开皮肤及皮下，显露掌长肌腱，

在于前臂近端行横行切口，长约 1.5 cm，切开皮肤

及皮下，显露掌长肌腱，将掌长肌腱两端锐性离断

后抽出。建议取最大长度的掌长肌腱，以免造成因

肌腱长度欠缺而导致下尺桡韧带重建失败。按照

Adams＆Berger 法重建下尺桡韧带［3］。1 枚克氏针于

桡骨远端下尺桡关节桡侧垂直于桡骨钻孔，然后再

用 1 枚克氏针于尺骨远端斜向尺骨远端关节面钻

孔，将所取掌长肌腱穿过桡骨骨隧道，并将所其掌

侧头和背侧头一起穿过尺骨骨隧道，将肌腱缠绕尺

骨颈后调整张力后用肌腱线编织缝合 （图 1c，
1d）。然后活动下尺桡关节，评估下尺桡关节复位及

稳定情况，最后用 1 枚克氏针将下尺桡关节固定于

旋后位（图 1e，1f），冲洗后关闭创面，放置引流片

1 枚，长臂旋后位石膏固定患肢。

1.4 术后处理

术后预防性应用抗生素 1 d；长臂旋后位石膏固

定 6 周，逐步行手指功能锻炼，术后 4 周更换旋后位

支具，并行腕关节屈伸锻炼，于术后 6 周后拔除下尺

桡固定针，并逐步行前臂旋转功能锻炼和腕关节尺

偏、桡偏功能锻炼。术后定期检查切口愈合情况，定

期摄片了解截骨处骨愈合与腕关节功能情况。术后

4、 8、12 周门诊随访，以后每 3 个月随访 1 次。随

访复查时评价腕关节功能，主要包括疼痛、功能、活

动度、握力等方面，拍摄尺桡骨中下段正侧位 X 线

片。观察是否存在截骨处骨折移位、截骨处有无骨吸

收、感染、骨不连等并发症。

2 临床资料

2.1 一般资料

本组 16 例，其中男 7 例，女 9 例，年龄 19~42
岁，平均（31.86±6.23）岁，均为单侧病变，左侧 12
例，右侧 4 例。均继发于腕部创伤，明确诊断为下尺

桡关节陈旧性损伤，且不伴有腕关节、下尺桡关节

炎，所有病例均表现为腕尺侧疼痛、握力减弱、前臂

及腕关节活动受限。与健侧比较，本组 16 例患者患侧

腕关节屈伸活动范围（80.52±6.29）%，前臂旋转活动

范围 （83.13±5.32）％，患手术前握力为分健侧的

（67.31 ± 6.23）%，术前 VAS 评分为 2~6 分，平均

（5.03±1.49）分。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初步结果

16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血管、神经损伤等

严重并发症。所有患者术后切口均一期愈合，未出现

切口感染、延迟愈合等并发症。所有患者随访 12~18
个月，平均（15.06±1.89）个月。腕关节屈伸活动范围

占健侧的百分比由术前（80.52±6.29）%，增加至末次

随访时（91.18±6.48）%；前臂旋转活动范围占健侧的

百分比由术前（83.13±5.32）％，增加至末次随访时

（92.88±6.22）%；患手握力占健侧的百分比由术前

（67.31 ± 6.23）% ， 增 加 至 末 次 随 访 时 （94.13 ±
5.49）%；VAS评分由术前（5.03±1.49）分，减少至末

次随访时（0.52±0.78）分。

末次随访时，患腕功能较术前改善显著，极大地

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末次随访时改良的Mayo 腕关

节评分平均（89.81±5.42）分，临床效果评定：优 9
例，良 5例，可 2例；优良率为 87.50%。

至末次随访时，X 线检查发现尺骨截骨处全部骨

性愈合，骨折愈合时间为 4～15 个月。术后未出现尺

骨截骨处移位、骨不连、内固定物松动断裂等不良影

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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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患者，女，35 岁，以“左腕部疼痛活动障碍 1 年”入院。入院诊断：左下尺桡关节陈旧性脱位。择期行左下尺桡关

节陈旧性脱位尺骨短缩截骨+韧带重建术治疗 1a: 术前侧位 X 线片示下尺桡关节损伤，下尺桡关节脱位 1b: 术中显露尺

骨远段，尺骨短缩截骨，钢板固定，取掌长肌腱，采用 Adams＆Berger 法重建下尺桡韧带 1c, 1d: 采用 Adams＆Berger 法
重建下尺桡韧带示意图 1e, 1f: 术后正侧位 X 线片，尺骨短缩后改变，尺骨正变异已纠正，下尺桡关节脱位已纠正 1g,
1h: 术后 15 个月，腕关节背伸位及旋后外观照片，术后背伸功能及旋后功能满意，手术效果满意

3 讨 论

下尺桡关节是前臂旋转的枢纽。软组织稳定因素

在下尺桡关节稳定性中起主要作用［5-6］。

慢性下尺桡关节不稳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7］。常

用的手术方式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局限性，尺骨头切

除及置换术、S-K术均存在一定的不足［8-10］。尺骨短缩

截骨术可纠正 DRUJ 脱位，Nishiwaki 等［11］研究发现尺

骨短缩术能够稳定 DRUJ。下尺桡韧带重建术可恢复下

尺桡关节的稳定结构，兰万利等［12］发现，Adams＆
Berger 法重建恢复了下尺桡关节的解剖和生物力学特

点。Seo［13-14］、冒海军等［15］报道，采用掌长肌腱移植重

建下尺桡韧带可获得满意的疗效。

本研究采用尺骨短缩截骨联合韧带重建治疗陈旧

性下尺桡不稳，适当的尺骨截骨，在轴向上纠正了下

尺桡关节脱位， Adams＆Berger 法重建下尺桡韧带，

在横向上纠正下尺桡关节脱位，通过尺骨短缩截骨联

合韧带重建可纠正下尺桡关节脱位，前臂旋转过程中

下尺桡关节未再出现脱位现象，作者认为尺骨短缩截

骨联合韧带重建治疗陈旧性下尺桡关节不稳可以结合

两种手术的优点，从骨性重建和软组织重建两方面重

建下尺桡关节，在轴向和横向上稳定下尺桡关节，改

善患者腕部症状。

本研究通过尺骨短缩截骨联合自体肌腱移植重建

治疗慢性下尺桡关节不稳结合两种术式的优点，其优

越性主要体现在：（1）尺骨短缩截骨可增加下尺桡韧

带张力，增加纵向稳定性， Adams＆Berger 法重建下

尺桡韧带可增加下尺桡韧带的横向稳定性，两种手术

结合可进一步增加下尺桡关节稳定性，纠正下尺桡关

节不稳；（2）从骨性重建和软组织重建两方面重建下

尺桡关节，符合下尺桡关节的生物力学特点；（3）尺

骨适当短缩可减轻腕尺侧应力，促进 TFCC修复，改善

患者腕尺侧痛症状。本研究的局限性：本组病例较

少，随访时间较短，需进一步随访。

综上所述，尺骨短缩截骨联合自体肌腱移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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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慢性下尺桡关节不稳短期可取得满意的临床疗

效，显著改善患者的握力和腕部疼痛，可改善腕关节

的屈伸活动度、前臂旋转活动度，提高了患者的生活

质量，是一种良好的治疗方法。但是要合理选择病

例，把握适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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