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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儿童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重建技术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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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国内外文献中有很多矛盾的信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解剖重建和胫骨重建前交叉韧带
都可以提供良好的功能治疗结果。然而，前交叉韧带重建的个别方法的比较效果和前景仍然是非常相
关的课题。需要分析解剖技术重建前交叉韧带的可能性和优势，这决定了本研究的目的。
目的比较不同方法重建青少年前交叉韧带的效果。
材料与方法。分析了94例青少年前交叉韧带关节镜重建的结果。所有的病人被分成三组。第一组
（32例—34%）采用前交叉韧带等长整形手术，其中采用经胫骨隧道技术形成股管。第二组患者
（30例—32%）通过关节前内侧入路进行前交叉韧带解剖整形手术，并形成股管。第三组（32例—34%）
行前交叉韧带重建采用全关节腔内（all inside）的技术。
结果。通过对青少年儿童前交叉韧带重建结果的对比分析，发现第三组患者膝关节的正位和旋转稳定
性优于第一组和第二组患者。第三组的患者进行轴移试验（Pivot-Shift Test）阳性的可能性显著
降低（0度—87.5%；I+度—12.5%）较第一组（0度—46.8%；I+度—25%；II+度—21.9%；III+度—6.3%）
和第二组的患者（0度—86.6%；I+度—6.7%；II+度—6.7%）。
结论。采用全关节腔内重建前交叉韧带，对关节内结构安全，股骨管解剖定位更理想，对膝关节术后
正位及旋转稳定性有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前交叉韧带；儿童；生长区域。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the considerably contradictory information across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both the
anatomical and transtibi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CL), under similar conditions, yield good
functional results from treatment.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evaluate the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and the prospects
of certain methods of ACL reconstru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possibilities and advantages
of anatomical technologie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intervention.
Aim. To compare the outcomes of ACL reconstructions among adolescent children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outcomes of 94 arthroscopic reconstructions of the ACL in adolescents were analyzed.
The patients were categorized into 3 groups: Group 1 included 32 patients (34%) who underwent isometric plastic surgery
of the ACL, wherein the femoral canal was formed using the transtibial technique. Group 2 included 30 patients (32%)
who underwent anatomical plastic surgery of the ACL,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femoral canal through additional
anteromedial arthroscopic access. Group 3 included 32 patients (34%) who underwent the “all‑inside” anatom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ACL.
Resul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outcomes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ACL among adolescents revealed that
the anterior-posterior and rotational stability of the knee joint was better in group 3 patients than in groups 1 and
2 patients. In fact, the group 3 patients showed a significantly less positive pivot-shift (0 degree to 87.5%; I+ th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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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12.5%) — than the group 1 patients (0 degree — 46.8%; I+ degree — 25%; II+ degree and 21.9%; III+ degree
and 6.3%), followed by the group 2 patients (0 degree to 86.6%; I+ degree 6.7%; II+ degree of 6.7%).
Conclusion. Considering the safety aspects of intra-articular structures and for the better anatomical orientation of the
femoral canal, the all-inside method of ACL reconstruction yielded better outcomes of postoperative anterior-posterior
and rotational stability of the knee joint.
Keywords: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dolescents; growth zone.

以前，人们认为前交叉韧带（ACL）损伤
在不完全生长的患者中很少见，但最近的
文献注意到这种疾病的发生率越来越高。
2014年，Dodwell等人[1]报道，纽约州每10
万3-20岁人口的前交叉韧带恢复率在20年间
增长了近3倍，从1990年的17.6增加到2009
年的50.9，并高峰出现在青春期晚期。许多
人将这一指标的增加归因于儿童人口的活动
水平较高，以及较早的体育专业化和面向全
年训练和比赛。
儿童前交叉韧带损伤的解剖学危险因素
未表现为髁间切迹、前交叉韧带的小体积、
外侧髁间嵴厚度大以及前交叉韧带的明显
的后倾斜[2,3]。此外，四头肌角度增加、
前外翻和更大的泛化韧带无力也与前交叉韧
带损伤风险增加有关。女孩发生前交叉韧带
损伤的几率是男孩的2-9倍[4-6]。这种差异
的部分原因是女孩更容易出现上述解剖危险
因素。

重建。一项综述介绍了1867例有功能生长区
的青少年患者，其接受了前交叉韧带重建，
但没有接受早期翻修或早期再次手术，与术
后并发症有关[15]。
在前交叉韧带重建过程中，钻孔骨通道
对生长区域造成损害的风险尚不完全清楚。
据报道，无论使用何种重建技术，前交叉韧
带的损伤都会增加生长障碍的风险[16]。
股骨远端和胫骨近端共同提供了超过60%的
下肢生长，在标准重建前交叉韧带时，由于
骨隧道的形成，股骨远端和胫骨近端通常
会受到损伤。骨隧道的大小和方向以及钻
井的速度，可以改变程度的损伤，此外，
在较慢速度下形成的隧道直径更小、垂直
位置更大，有利于更大、更倾斜的隧道，
这使得前交叉韧带处于生物力学不利的
位置[17-20]。

一些临床报告描述了儿童患者在前交
叉韧带重建后出现腿长不匹配或角畸形的
儿童前交叉韧带损伤的保守治疗与50%的 病例[21-23]。经物理方法的支持者认为骨
运动员辍学率有关。大量研究表明，前交叉 通道的形成《全部在骨骺》，靠近生长区，
韧带损伤后延迟手术治疗的儿童患者内侧半 比钻过生长区更小的区域更有害。
月板破裂的发生率高于损伤后立即治疗的儿
国内外文献中有很多矛盾的信息，在其他
童患者[7-9]。
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解剖重建和胫骨重建前
许多外科医生担心，手术治疗可能导致 交叉韧带都可以提供良好的功能治疗结果。
骨骺板损伤、生长障碍和肢体畸形，这迫 然而，前交叉韧带重建的个别方法的比较效
使患者和外科医生选择保守治疗或推迟前 果和前景仍然是非常相关的课题[24]。需要
交叉韧带重建，直到生长完成。但由于非 分析解剖技术重建前交叉韧带的可能性和
手术治疗和延迟前交叉韧带重建的预后 优势，这决定了本研究的目的。
较差[10-14]，前交叉韧带重建的手术方法
目的比较不同方法重建青少年前交叉韧
也在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患者和外科医
生寻求对青春期儿童进行早期前交叉韧带 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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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手术方案，轴位投影：a — 第一组的患者；b — 第二组的患者；c — 第三组的患者

材料与方法
为了实现本研究的目标，作者前瞻性
地分析了2015年至2017年期间在Saint
Petersburg State Pediatric Medical
University进行了对94例14至17岁青春期儿
童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重建的结果。
所有患者被分为三组。
第一组（32例—34%）采用前交叉韧带等
长整形手术，其中采用经胫骨隧道技术形成
a
b
股管。第二组患者（30例—32%）通过关节
前内侧入路进行前交叉韧带解剖整形手术， 图 2 手术方案，额部投影：a — 第一组的患者；
b — 第二组和第三组的患者
并形成股管。第三组（32例—34%）行前交
叉韧带重建采用全关节腔内（all inside）
的技术（图 1,2）。
表明前交叉韧带重建前膝关节正位及
前外侧旋转不稳定严重程度的临床研究
各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损伤机制和 结果，其前抽、Lachman及轴移试验获得
性质、损伤持续时间、术后随访时间等方面 的第一、二、三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
（p > 0.05）。
按照标准方案对患者进行手术治疗。
膝关节来临床（表2）、影像学的评估以
及根据磁共振成像数据，使用IKDC 2000和
第一组和第二组的自体移植是由半折半
Lysholm膝关节评分量表问卷调查膝关节
功能。所有患者均接受术前、术后检查。 半的半肌腱肌形成，当所需移植物直径不
术后12个月评估临床和功能结果。为了评 足时，加用软肌腱（ST+G）。
估膝关节的稳定性，使用了一种特殊的
第三组患者的自体移植是由半肌腱的
工具—KLT Karl Storz。进行了比较各组
四肢瘫痪肌腱（ST）形成的。在大多数情
手术治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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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实验组比较特征(n = 94)
变数

ρ

ρ1

ρ2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6 (81.3%)

>0.05

>0.05

>0.05

6 (18.7%)

>0.05

>0.05

>0.05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32

30

32

平均年龄，岁

15.7 ± 0.94

15.3 ± 0.81

15.3 ± 0.82

女性

20 (62.5%)

16 (53.3%)

21 (65.6%)

男性

12 (37.5%)

14 (46.7%)

11 (34.4%)

运动损伤

25 (78.1%)

21 (70%)

家中损伤

7 (21.9%)

9 (30%)

数量

注：在这里和其他表格中，ρ（差异的置信度）是第一组和第二组之间的比率；ρ1（差异的置信区间）为第一组与
第三组之间的比率；ρ2（差异的置信区间）是第二和第三组之间的比率。
表2

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前膝关节临床稳定性研究(n = 94)
第一组
n = 32

程度

第二组
n = 30

第三组
n = 32

Lachman试验
0 (0-2 mm)

0

0

0

I+ (3-5 mm)

7 (21.8%)

5 (16.7%)

5 (15.6%)

II+ (6-10 mm)

10 (31.3%)

11 (36.7%)

11 (34.4%)

III+ (>10 mm)

15 (46.9%)

14 (46.6%)

16 (50%)

前抽屉试验
0 (0-2 mm)

0

0

0

I+ (3-5 mm)

19 (59.4%)

20 (66.7%)

18 (56.3%)

II+ (6-10 mm)

10 (31.3%)

8 (26.7%)

11 (34.3%)

III+ (>10 mm)

3 (9.7%)

2 (6.6%)

3 (9.4%)

轴移试验
0 (正常)

17 (21.9%)

10 (33.3%)

10 (31.3%)

I+ (出现复位)

11 (34.3%)

10 (33.3%)

11 (34.3%)

II+ (中度复位)

10 (31.3%)

8 (26.7%)

8 (25%)

III+ (明显复位)

4 (12.5%)

2 (6.7%)

3 (9.4%)

况下，移植物直径为7.5—8mm，以确保前交
第一组患者的股管采用胫骨穿刺技术和
叉韧带的可接受强度。
偏移量为7-8-9 mm的标准Karl Storz引导
器进行等距形成。设置这种引导器偏移的参
在第一组患者中，先形成胫骨管。通常 考点是位于股骨外侧髁近端边缘后方的一个
在这个阶段没有困难，由于通道形成点在 缺口，即所谓的过多的区域（over-the关节镜检查中很容易看到，并且可以通过 t o p ）。 钻 凿 的 通 道 与 3 m m 长 的 接 枝 直 径
保存的原生前交叉韧带远端残端和位于关 相 适 应 ， 其 余 的 通 道 由 4 . 5 m m 直 径 的 钻
节镜视野内的外侧半月板前角的后缘来 头形成。
确定。安装引导钢针后，用与准备的移植物
第二组患者的股管是在前交叉韧带附着
的直径相对应的空心钻头钻透胫骨管。使用
由外向内（outside-in）技术从关节的外部 区通过一个额外的前内侧通道在解剖学上
形成的。股管的中心稍微转移到股骨外侧
钻到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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髁的后边缘外侧分叉脊脊中心的距离等于
股管+2.0 mm的半径后边缘的股外侧髁的透
明软骨。该通道在膝关节的屈曲角度为60度
时创建，与第一组患者一样，该通道的直径
和长度为30毫米，其余通道由直径为4.5 mm
的钻头形成。建立股骨隧道后，采用与第一
组相同的方法形成胫骨隧道。

使用Statistica 10软件包（StatSoft，USA）
进行统计数据处理。为显示初始参数的一般
特征，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平均值为±
标准差。对于具有正态分布的变量，使用
学生t标准进行组比较。为确定组间差异的
统计学意义，定量变量采用Mann—Whitney
检验，对命名变量采用Fisher精确检验。使
用配对比较的Wilcoxon检验来评估相关样本
第三组患者的手术治疗技术是采用由 中均数差异的统计学意义。р < 0.05被认
里向外法（inside out）采用全关节腔内 为是危急值。
（all inside）的技术。第三组患者的股
骨隧道在外侧髁间嵴下、髁间窝外侧壁后缘
与外侧分叉嵴的中间位置，采用标准股骨引
结果
导器形成了一套用于重建前交叉韧带的解剖
青少年儿童前交叉韧带重建结果的对
结构。胫骨隧道形成于原生前交叉韧带剩余
纤维的区域，对面后十字韧带，向外侧靠近 比分析显示，第三组患者的膝关节正位稳
定性和旋转稳定性高于第一组和第二组
胫骨髁间隆起的内侧结节。
（表3）。
在所有组的患者中，只使用安装在已形
显示前外侧旋转不稳定严重程度的轴移
成的股骨和胫骨通道出口处的悬浮的体外
固定架。选择这种固定是为了减少对生长 试验结果显示，第一组患者比第二组和第三
区域的攻击，并将可能发生的事件的频率 组患者多4倍（p < 0.0001和p < 0.0001）。
因此，第三组患者检测结果为：0度—87.5%，
降到最低。
表3
前交叉韧带重建术12个月后膝关节临床稳定性研究(n = 94)
程度

第一组
n = 32

第二组
n = 30

第三组
n = 32

Lachman试验
0 (0-2 mm)

12 (37.5%)

25 (83.3%)

27 (84.4%)

I+ (3-5 mm)

14 (43.7%)

5 (16.7%)

5 (15.6%)

II+ (6-10 mm)

6 (18.8%)

0

0

III+ (>10 mm)

0

0

0

前抽屉试验
0 (0-2 mm)

22 (68.8%)

24 (80%)

27 (84.4%)

I+ (3-5 mm)

8 (25%)

5 (16.7%)

5 (15.6%)

II+ (6-10 mm)

2 (6.2%)

1 (3.3%)

0

III+ (>10 mm)

0

0

0

15 (46.8%)

26 (86.6%)

28 (87.5%)

I+（出现复位）

8 (25%)

2 (6.7%)

4 (12.5%)

II+（中度复位）

7 (21.9%)

2 (6.7%)

0

III+（明显复位）

2 (6.3%)

0

0

轴移试验
0（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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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采用IKDC 2000和Lysholm膝关节评分量表进行前交叉韧带重建前后各组比较结果(n = 94)
阶段

第一组
n = 32

第二组
n = 30

第三组
n = 32

ρ

ρ1

ρ2

IKDS 2000测量
手术前

56.83 ± 0.86

56.34 ± 0.85

55.77 ± 0.77

>0.05

>0.05

>0.05

12个月后

85.29 ± 1.09

93.45 ± 0.37

98.48 ± 0.27

0.00006

0.00006

0.00006

Lysholm膝关节评分量表
手术前

43.94 ± 0.96

44.07 ± 1.03

43.52 ± 0.99

>0.05

>0.05

>0.05

12个月后

77.0 ± 1.23

85.86 ± 1.45

96.13 ± 0.68

0.00008

0.00006

0.00006

表5
第一、二、三组患者的手术时间
组类型

手术时间（平均值±标准差），分钟

第一组

60.03 ± 1.49

第二组

98.2 ± 0.99

第三组

72.3 ± 0.76

ρ

ρ1

ρ2

0.00006

0.00006

0.00006

I+度—12.5%；第一组：0度—46.8%， 43.7%，II+度—18.8%），分别为p < 0.0001
I+度25%，II+度21.9%，III+度6.3%； 和p < 0.0001。
第二组：0度86.6%，I+度6.7%，II+度6.7%。
第三组患者使用IKDC2000和Lysholm膝关
第二组和第三组患者采用前抽屉试验和 节评分量表问卷对前交叉韧带重建后膝关节
Lachman试验测定前交叉韧带重建后膝关节 的功能评估结果与第二组和第一组患者有明
前后不稳定的严重程度，结果差异无统计学 显差异：分别为p = 0.00006和p = 0.00006
（表4）。
意义（p > 0.05）。
结果第二组患者进行Lachman试验：
第二组患者的功能结果明显高于第一组
0度—83.3%，I+度—16.7%；前抽屉试验： （Lysholm膝关节评分量表为p = 0.00008，
0度—80%，I+度—16.7%，II+度—3.3%。
IKDS 2000问卷为p = 0.00006）。
结果第三组患者进行Lachman试验：
在研究的最后阶段，进行了各组患者
0度—84.4%，I+度—15.6%；前抽屉试验： 的手术时间比较。第二组患者手术时间
0度—84.4%；I+度—15.6%。
最长，为98.2 ± 0.99分钟。这是由于需
要通过一个额外的前内侧孔更好地为股管
第一组患者前抽屉试验阳性率是第二组 的形成做好准备。准备工作包括移除部分
和第三组的1.5倍（0度—68.8%，I+度— 髌下的脂肪体和创建额外的前内侧通道。
25.0%，II+度—6.2%），分别为p<0.0001和 额外的前内侧入路反过来应该有利于股管
p < 0.0001。
的形成和关节内结构的安全，特别是内侧
半月板和股骨内侧髁的透明软骨。第一组
第一组患者Lachman试验阳性率是第二 患者的最低手术时间为60.03 ± 1.49，
组和第三组的4倍（0度—37.5%，I+度— 因为所有阶段都是由没有技术问题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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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引导器完成的。第三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为 20-29岁患者（4%）和30-39岁患者（1.8%）
第一组与第二组平均（72.3 ± 0.76分种） 的数据。
（表5）。
根据大多数专门从事关节镜手术的作者
的说法，早期失败负荷（典型的年轻患者，
寻求早期恢复和恢复运动活动）是移植骨前
讨论
交叉韧带损伤和膝关节复发不稳定的主要
目前，前交叉韧带重建不仅有单一的优 原因。这与通道形成的方法、植骨的类型
先方法，而且有重负荷的移植物和绝对可 无关，更与固定的方法更无关。这些组的膝
靠的固位体。在世界各地的诊所和医院中使 关节不稳定的复发率可增加高达28%。在前
用各种形成股骨和胫骨通道的方法，各种移 交叉韧带重建后恢复运动的青少年中，对侧
植物，固定方法，但总的原则是解剖学上可 关节移植物断裂或韧带断裂的风险比健康同
恢复的韧带、等结构上的移植物、手术干预 事高30—40倍[30]。
的简单性和技术可用性，确保术中和术后最
本研究表明，从对股骨生长带的损伤角
大限度的安全。
度来看，股骨胫间管形成方法操作简单、
所获得的结果，以及来自现代科学文献 安全，但也存在不足：股骨管形成点在解
的数据的分析，显示了前交叉韧带的解剖 剖学上没有定位，这反过来导致在术后保
重建方法的前景由所有全关节腔内（all 留了旋转不稳定性，尽管保留了等距移
inside）和重建使用额外的前侧访问， 植物。
与经胫骨隧道技术相比，其主要优点是在实
通过额外的前内侧通路形成股管，使得
现膝关节复杂稳定性方面的技术可行性、
前交叉韧带移植物有可能实现解剖定位，
可靠性[25]。
获得更好的膝关节稳定性效果。然而，这项
根据世界文献，前交叉韧带重建后膝关 技术需要切除戈夫部分脂肪体以及膝关节的
节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关系到膝关节继发性退 肢体最大深度屈曲。即使按手术的各个阶段
行性变化的进展[26]。非解剖性骨通道的形 进行，也很难完全排除损伤内侧半月板和浅
成导致旋转不稳定性的保留或发展，从而导 透明软骨的并发症。
致术后移植物等距丢失，进而导致膝关节退
采用全关节腔内重建前交叉韧带，对关
行性变化的进展[27]。第一组患者的治疗结
节内结构安全，股骨管解剖定位更理想，
果证实了领先专家的意见。
对膝关节术后正位及旋转稳定性有较好的
近年来，不完全生长患者前交叉韧带 效果。尽管在这种前交叉韧带重建方法中
重建的罕见并发症开始受到重视。在对 股管是经骨形成的，但在我们的研究中没有
H e r o d i c 社 会 和 前 交 叉 韧 带 研 究 组 的 回 发现与生长区损伤相关的并发症（这可能是
顾中，Kocher等人[28]发现，在青少年儿童 由12个月的短期随访引起的）。所得结果与
前交叉韧带重建后，11%的外科医生报告了 世界文献数据一致。我们认为，与其他方法
生长障碍导致下肢角畸形。本研究中绝大 相比，这种方法有许多优点。
多数（80%）报道的生长障碍发生在股
第一次在前交叉韧带重建后，直到移植
骨侧，其中大多数导致股骨外翻畸形。
Kaeding等人[29]还提供了10-19岁患者前交 物被纳入骨通道，关节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
叉韧带重建后移植物失败的频率（8.2%）， 固定架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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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移植物与管壁的密切接触，
以及与移植物完全填充通道，有助于融合。
这可能是由于前交叉韧带移植物的这种布置
减少了滑膜液进入通道的可能性，同时也
提供了移植物与骨管壁充分接触的区域。
只有使用全关节腔内（all inside）的技
术形成骨通道，这些情况才得以保留。建
议14—17岁的青少年儿童采用全关节腔内
（all inside）的技术重建全关节腔内。

伦理审查。该研究是根据The World Me
dical Association 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标准进行的，该宣言由联邦国家
预算机构R.R. Vreden 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Traumatology and
Orthopedics的地方伦理委员会俄罗斯卫生
部批准（2018年10月11日第17/1 号议定书）。
患者代表签署了一份知情同意书，同意参
与研究，并在没有身份证明的情况下发表
数据。

作者贡献
M.R. Salihov — 负责制定文章的概
采用IKDC 2000（第三组—98.48 ± 0.27， 念和设计，收集文献资料，收集临床
第 二 组 — 9 3 . 4 5 ± 0 . 3 7 ， 第 一 组 — 资料，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进行
85.29 ± 1.09）和Lysholm膝关节评分 文本编辑。
量表（第三组—96.13 ± 0.68，第二组—
V.V. Avramenko — 负责收集文献资料，
85.86 ± 1.45，第一组—77.0 ± 1.23）
对全关节腔内重建12个月后膝关节功能评价 编辑，收集临床资料，协调研究参与者。
结果与第二组和第一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作者都对文章的研究和准备做出了
意义（分别p = 0.00006和p = 0.00006）。
这就是为什么青少年膝关节稳定的首选入路 重大贡献，在发表前阅读并批准了最终
应该考虑采用全关节腔内（all inside） 版本。
的技术股骨和胫骨通道的解剖结构，这样可
以获得更好的功能结果。

结论

建议青少年儿童在前交叉韧带重建时
使用双腱或四腱半腱肌。为确保前交叉韧
带的可接受强度，植骨块直径应至少为
7.5—8 mm。移植物大小的显著增加可导致
其在股骨髁间窝的撞击。
在青少年患者进行手术时，主要的固定
元件是体外系统，使用该系统医源性外表面
固定术的风险是最小的。

附加信息
资金来源。国家预算资金。
利益冲突。无利益冲突申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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