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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近端抗旋髓内钉与动力髋螺钉对老年

不稳定股骨粗隆间骨折疗效的对比研究

王武 翟生韩小平 崔泳

【摘要】 目的 比较股骨近端抗旋髓内钉与动力髋螺钉对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的疗效及并发

症情况。方法2011年6月至2014年6月对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收治的158例老年股骨粗

隆间骨折患者分别采用动力髋螺钉(DHS组68例)、股骨近端抗旋髓内钉(PFNA组90例)治疗。比

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天数、负重时间、骨折愈合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关节功能恢复情况。组

问定量资料比较用t检验。应用X2检验比较两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结果 随访6～18个月(平

均12．6个月)。两组在性别、年龄、伤后手术时间及骨折分型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X2=

0．025，t=1．461、1．329，X2=2．070，均P>0．05)。PFNA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及负重时间均

明显小于DHS组[分别为(47±14)比(114±20)min、(121±26)比(281±44)ml、(10．2±3．3)比

(13．5±2．8)d、(29±8)比(53±10)d，t=8．376、6．669、2．176、2．664，均P<0．05]；PFNA组术后6个

月的Harris评分明显高于DHS组[(90±17)比(87±15)分，t=2．337，P<0．05]，但两组的骨折愈合

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1．8±2．3)比(12．2±2．7)周，t=1．114，P>0．05]。DHS组并发症发生率

为16．2％，而PFNA组为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801，P<0．05)。结论DHS适用于身体

状况良好、骨折较稳定的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而PFNA固定牢固、损伤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低，适用广泛，在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中更具优势。

【关键词】 股骨粗隆间骨折； 老年人； 动力髋螺钉； 股骨近端抗旋髓内钉

Comparafive study of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and dynamic hip screw in the unstable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in the elderly Wang Wu，Zhai Sheng，Han Xiaoping，Cui％ng．Department

One of Orthopedics，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Urumqi 83001 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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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 of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and dynamic hip

screw in treating the femoral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in elderly patients．Methods From June 201 1 to

June 2014，totally 158 elderly patients of femoral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were treated by surgery，among

whom 68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dynamic hip screws(DHS)，and 90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PFNA)．The operative time，hospitalization time，weight—bearing time，fracture—

healing time．blood lOSS and the hip function score after the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y using the t test；and the incidence of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y using the Chi square test．Results A1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for 6 to l 8 months(1 2．6 months

on average)．There was no statistic differences in the gender，age，the surgical time after injury and the

fracture type between the two groups(×2=O．025，t=1．461，1．329，x2=2．070，all P>0．05)．While，

the operative time，blood loss，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the weight—bearing time in the PFNA group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DHS group[(47±14)vs(114±20)rain，(121±26)vs(281±44)
ml，(10．2±3．3)vs(13．5±2．8)d，(29-4-8)vs(53±10)d，t=8．376，6．669，2．176，2．664，all

P<0．05]；and the Harris hip score of 6 months post operation in PFNA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DHS group(90±17 vs 87-4-15，t=2．337，P<0．05)．Howcver，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racture healing tim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l(11．8 4-2．3)vs(12．2±2．7)weeks，t=1．114，

P>0．05]．Moreover．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DHS group was 16．2％while it was 7．8％in

the PFNA group，the latter was obviously lower(妒=4．801，P<0．05)．Conclusions DHS is suitable for

the Datients with good physical condition or for the patients with stable fracture types．While，PFNA h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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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of firmly fixation，less tissue damage，lower complications and wide indications．So，it is superior

in the femoral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Key words】Intertmchanteric fracture；Aged；Dynamic hip screw；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

rotation

股骨粗隆间骨折(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I，I’F)

是指股骨颈基底至小粗隆水平之间的骨折，又称转

子问骨折，好发于伴有骨质疏松的老年患者，占髋部

骨折的45％，其中35％～45％属于不稳定性骨折，

是临床上髋部骨折的常见类型，也是引起功能障碍

和死亡的主要原因⋯。目前治疗ITllF的方式主要有

以动力髋螺钉(DHS)为代表的髓外固定和以股骨

近端抗旋髓内钉(PFNA)为代表的髓内固定，两者

各有特点，如何选择仍然存在争议旧J。我院从201 1

年6月至2014年6月，对158例老年不稳定型ITF

患者分别行DHS及PFNA内固定，通过回顾性分析

对其临床疗效进行了比较。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入选2011年6月至2014年6月在新疆医科大

学第五附属医院住院行手术治疗的手术资料完整的

老年rrF患者；患者随访时问>6个月；Evans分

型¨1中的Ⅱ～Ⅲ型(不稳定型)。排除标准：(1)合

并其他部位骨折的患者；(2)术前合并有患侧髋部

疾病或既往患侧髋关节有过骨折病史的患者；(3)

术前合并脑血管后遗症或术前B超证实存在下肢

静脉血栓的患者。

共有158例老年不稳定ITF患者纳入本研究，

均为跌倒或被车撞倒引起的单纯闭合性ITF。其中

男62例，女96例，年龄60～91岁，平均72．5岁，左

侧98例，右侧60例，其中合并糖尿病87例，高血压

病98例，冠心病53例；Evans分型ⅡA型85例，ⅡB

型63例，Ⅲ型10例。按照既定的手术组选择手术

方式(术前告知患者两种术式均为目前常用术式，

尚无明确优劣，并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其中DHS

组68例，PFNA组90例。伤后手术时间1～5 d，平

均3．2 d，随访6～18个月，平均12．6个月。

二、研究方法

1．术前准备：人院后卧床，患肢行皮牵引制动，

完善化验检查对患者情况进行综合评估，行心脏B

超了解心功能，行双下肢血管B超排除下肢静脉血

栓。适当低坡位卧床，鼓励患者咳痰，翻身拍背，必

要时用雾化稀释痰液或加用抗生素。对高血压、冠

心病、糖尿病等合并病进行有效治疗，至最佳状态后

施行手术，血压控制在140／90 mmHg(1 mmHg=

0．133 kPa)，血糖控制在8～10 mmol／L。

2．手术方法：手术均由髋部骨折治疗组的同一

高级职称医师主刀完成，采用全身麻醉或神经阻滞

麻醉。(1)DHS法：患者于骨科牵引床上牵引复位，

透视复位满意后取大粗隆至大粗隆下10 cm的侧方

直切口，分离股外侧肌，暴露股骨近端外侧，必要时

用工具再次辅助复位。于大粗隆下2 cm处放置

135。定位器，向股骨头颈方向钻人定位针，透视正位

于头颈中下1／3，侧位于股骨颈中央，深度到股骨头

软骨下10 mm处。扩孔，拧入长度合适的DHS螺

钉，安装套筒钢板，用螺钉固定于股骨干上，放松牵

引，安装尾钉对骨折断端加压HJ。(2)PFNA法：患

者于骨科牵引床上牵引复位满意后，于大粗隆顶点

上5～10 cm取5 cm的纵切口，分离臀中肌与臀小

肌至大粗隆顶点。于大粗隆顶点插入导针，透视下

确认导针进入远端骨髓腔，沿导针开口，扩髓，旋人

PFNA主钉。连接侧方瞄准器，取2 cm的切口，经

导向器向股骨颈方向钻人导针，透视正位于头颈中

下1／3，侧位于股骨颈中央，深度到股骨头软骨面下

5～10 mm处，测量螺旋刀片长度，外侧皮质扩孔，敲

人螺旋刀片到标记深度并锁定。根据患者实际状态

选择远端静态或动态锁定，最后安装尾帽。5 J。

3．术后处理：术后监测患者生命体征、血糖、血

气、电解质，应用第2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24～72 h

预防感染，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7～10 d预防下肢

静脉血栓。麻醉过后取低坡位，嘱患者加强患肢肌

肉等长收缩锻炼及踝关节、足功能锻炼。术后第2

天取半卧位或坐位，开始股四头肌锻炼；3～7 d后

逐渐坐起，双小腿悬垂于床边做膝关节的屈伸锻炼。

出院后要求患者分别于4、6、8、10、12周及半年、

1年门诊随访，复查x线片。于术后4—6周随访时

要求患者扶拐患肢部分负重(20 kg)，10—12周完

全负重，髋部疼痛基本缓解后逐步弃拐行走。

三、疗效评定

观察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天

数、负重时间、术后并发症、骨折愈合时间及关节功

能恢复状况。以x线片骨折线消失、患肢能负重、

承受应力无疼痛为骨折愈合标准。术后6个月采用

Harris髋关节功能评分‘6o评价手术效果，满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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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得分越高，髋关节功能越好。Harris评分90～

100分为优，80—89分为良，70～79分为可，70分以

下为差。

四、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

以互±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

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两组基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在陛别、年龄、伤后手术时间及骨折分型

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x2=0．025，

t=1．461、1．329，X2=2．070，均P>0．05)(表1)。

表1两组术前一般资料比较(孟±s)

注：8 t值；DHS：动力髋螺钉；PFNA：股骨近端抗旋髓内钉

二、两组术中、术后情况

两组均顺利完成手术，所有患者均于术后10～

18 d拆线出院；158例患者全部随访到半年以上，共

有97例患者随访到1年，1年内失访率38．6％(61

例)，失访原因为患者半年后无特殊不适症状不愿

到医院就诊或行X线检查。与DHS组相比，PFNA

组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少、住院时间短、负重早、术

后6个月Harris评分高，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t=8．376、6．669、2．176、2．664、2．337，均P<

0．05)；但两组骨折愈合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1．114，P>0．05)(表2)。

三、两组术后并发症情况

DHS组术后各类并发症分别为：感染3例，下

肢静脉血栓2例，髋内翻4例，螺钉切割2例；而

PFNA组分别为：感染2例，下肢静脉血栓2例，髋

内翻1例，螺钉切割1例。故总的并发症发生率

PFNA组(7．8％)明显低于DHS组(16．2％)，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4．801，P=0．028)。

四、典型病例

PFNA典型病例：患者女性，68岁，以“摔伤致右

髋疼痛，活动受限2 h”人院，既往明确诊断为高血

压病，血压控制平稳，无其他内科疾病。人院后第2

天在神经阻滞麻醉下行右侧ITF闭合复位，小切口

PFNA内固定术，手术时间45 min，术中失血量

100 ml，术后10 d切口愈合拆线，术后45 d开始负

重，术后12周骨折愈合(图1)。

术后PFNA切割典型病例：患者女性，76岁，以

“摔伤致左髋疼痛，活动受限3 h”人院，既往3年前

曾因右侧股骨颈骨折在我院行右侧股骨头置换术，

合并2型糖尿病，血糖控制平稳，有高血压病，血压

控制平稳，无其他内科疾病。人院后第3天在全身

麻醉下行左侧ITF闭合复位，小切口PFNA内固定

术。术后3个月骨折愈合，左髋部疼痛缓解，术后8

个月再次出现左髋部疼痛，行X线片检查提示

PFNA螺旋刀片切出股骨头，再次住院手术取出螺

旋刀片后症状缓解(图2)。

DHS典型病例：患者男性，60岁，以“摔伤致左

髋疼痛，活动受限3 h”人院，既往无其他内科疾病。

人院后第2天在神经阻滞麻醉下行左侧ITF切开复

位，DHS内固定术，手术时间60 min，术中失血量
200 ml，术后10 d切口愈合拆线，术后40 d开始负

重，术后11周骨折愈合(图3)。

讨 论

临床上ITF多为粉碎性不稳定型骨折，保守治

疗要求患者长期卧床、患肢制动，常导致肺炎、深静

脉血栓等一系列并发症，1年内的死亡率高达
20％～60％-7J。对能耐受手术者尽早手术可有效降

低病死率、减少并发症且有利于早期功能恢复¨1。

目前治疗ITF的常用术式主要有髓外固定和髓内固

定，分别以DHS和PFNA为代表，两者的应用仍存

在争议‘2j。但对临床医生来说，只有选择合适的

表2两组术中、术后各项指标比较(元±s)

注：DHS：动力髋螺钉；PFNA：股骨近端抗旋髓内钉；Harris评分为髋关节功能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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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股骨近端抗旋髓内钉(PFNA)治疗股骨粗隆问骨折(rrF)典型病例：予术tjj【I(1 A、I B)；术前(1C)、术后(1 D)x线片 图2 术

PFNA切割典型病例：术后X线片(2A)；术聍3个月X线片(2B)：术斤8个J】)(线片(2(：、21))

图3动力髋螺钉‘(I)HS)治疗股骨{li隆例骨折(⋯?)典-型病椤

术}i订X线片(A)；术后x线片(B)

内固定方式，才能获得骨折的稳定固定，从而促进骨

折早期愈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故上述两种内固定

的适应证及其疗效值得探讨。

DHS于1967年用于临床，曾被誉为治疗ITF的

“金标准”。生物力学研究表明其主要通过内侧皮

质传导压力，起到外侧张力带的作用来固定骨

折。9 J。但随着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缺陷也越来越

明显：(1)偏心性固定，不能完全有效地传导骨折端

的压缩应力。故其应用于内侧皮质缺失的不稳定型

ITF，易导致髋内翻、钢板断裂。1⋯。(2)DHS抗股骨

头旋转能力差，对于老年骨质疏松患者，由于鹅头钉

把持力不强，更容易发生股骨头旋转、鹅头钉切割等

并发症¨⋯。国外学者报道DHS治疗不稳定型ITF

的失败率达5％一25％，平均15％¨⋯，本研究中

DHS组并发症的发生率为16．2％，明显高于PFNA

组(7．8％)，和荟萃分析的报道相符H J。故笔者认

为DHS更适用于骨质较好的稳定型ITF；而对于

Evans llI、IV型等不稳定ITF、股骨粗隆下骨折及逆

粗隆骨折应用DHS固定的失败率和并发症均较高，

应选择髓内固定--“。

PFNA于2005年在亚洲应用后即受到骨科医

生的广泛认可。其最大优势是中心性固定，符合生

理负重力线11 3I。其次，其独特的“十字型”螺旋刀片

头钉具有诸多优势：(1)其被击人后的骨质横切面

是长方形骨隧道，而非螺钉旋入的圆形骨隧道，且刀

片可自动锁定，因此具有较好的抗旋转作用；(2)击

入的螺旋刀片可将股骨头颈内的骨质嵌压到刀片周

围，故与螺钉固定相比，骨质丢失少，锚合力强，减少

了螺钉松动、退钉及切割的发生014]。Strauss等¨副

研究发现，螺旋刀片切割股骨头至少需1 000 N的

应力，明显高于传统的螺钉固定系统。Lenich等。1
6。

报道PFNA的切出率为1．3％，本研究PFNA切m率

为1．1％(1／90)，较DHS组(2．9％)明显降低。分

析本研究PFNA组的1例切割病例可知，本例患者

高龄、骨质疏松明显，且螺旋刀片位置不够理想，偏

向后上方，故术后容易出现切割。

PFNA以闭合复位为主，辅助小切口置入内固

定物，对小粗隆的完整及复位要求不高，因此较

DHS固定手术时间短，出血量少。4·。7。，故患者恢复较

快，也缩短了住院时间。PFNA为髓内中心性固定，

头钉力臂短，更稳定，且符合生理负重力线，因此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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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早期负重，故肢体功能恢复较快，切口感染、下

肢静脉血栓等并发症也明显减少。另外，PFNA微

创操作对血供破坏较小，且螺旋刀片对股骨头颈区

骨质破坏少，因此骨折愈合相对较快，髋内翻及头钉

切出率也较低ⅢJ。本研究PFNA和DHS组骨折愈

合时间无显著差异可能与个体功能锻炼、营养状况

及合并内科代谢性疾病等影响骨折愈合的因素有

关。本研究中PFNA组平均手术时间47 h，平均出

血量121 ml，平均住院时间10．2 d，平均负重时间

4～5周，术后6个月Harris评分平均为90分，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为7．8％，均明显优于DHS组，故本研

究的临床观察结果支持PFNA设计的理论优势。

为提高临床疗效，笔者认为应用PFNA时应注

意以下几点：(1)术前应准确测量股骨髓腔，选择合

适的髓内钉，主钉过细固定不稳，过粗插入困难或失

败；(2)术中开口必须准确，导针从大转子顶点进入

髓腔中央是手术的关键步骤；(3)拧紧螺旋刀片时

对骨折端有加压作用，若骨折分离较大，要适当减小

螺旋刀片的长度；(4)术中透视时将c型臂倒置(球

管置于下方)，并置于两腿之间，透视侧位时仅需将

C型臂于手术台下方滑动并向头侧倾斜30度，不仅

可减少污染，还能减少健侧髋关节的影像重叠而提

高成像效果。18I；(5)骨折复位以纠正短缩，恢复下肢

力线为原则，且忌追求解剖复位而盲目广泛地剥离

骨膜和软组织¨“。可于近端用克氏针控制旋转，远

端推、牵、撬或抬高而获得满意复位¨9。；(6)PFNA

术中出血少，但存在隐性失血，故术后应监测血色素

变化，及时纠正贫血。

总之，DHS为经典的髓外固定术式，但其创伤

较大，仅适用于稳定性ITF。而以PFNA为主流的髓

内固定具有固定牢靠，微创，早期负重等明显优势，

比髓外固定更适用于不稳定型ITF，但在实际应用

中仍需要掌握手术技巧以发挥其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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