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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关节置换术与骨折内固定术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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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比分析髋关节置换术与骨折内固定术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的临床效果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共 105 例袁按照治疗方法分为两组袁对照组 52 例用骨折
内固定术治疗袁研究组 53 例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袁对比分析两组治疗效果尧Harris 评分尧关节功能恢复情况遥 结

果 与对照组比较袁研究组骨折愈合时间尧下床时间尧住院时间[渊12.9依2.2冤周 vs. 渊17.1依3.6冤周尧渊14.3依1.8冤d vs.
渊28.8依5.7冤d尧渊12.0依2.1冤d vs. 渊17.4依4.0冤d]均更短袁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治疗后两组 Harris 评分均高

于治疗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治疗后研究组 Harris 评分高于对照组[渊80.2依13.6冤分 vs. 渊71.9依10.3冤分]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与对照组比较袁研究组关节功能优良率渊92.4% vs. 71.1%冤更高袁两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渊P<0.05冤遥 结论 髋关节置换术与骨折内固定术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均能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袁但髋关
节置换术治疗能够更好地缩短患者骨折愈合时间尧下地时间及住院时间袁能够促进患者更好地恢复功能状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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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linical effect between hip replacement and in鄄
ternal fracture fix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femoral neck fra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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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between hip replacement and internal fracture fix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femoral neck fractures. Methods A total of 105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9 to March 2020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reatment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n=52) was treated with internal fracture fixation, and the study

group (n=53) was treated with hip replacement. The treatment effect, Harris score and joint function recover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fracture healing time, the

time of going to the ground, and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horter ([12.9依2.2] weeks vs. [17.1依3.6]
weeks, [14.3依1.8]d vs. [28.8依5.7] d, [12.0依2.1] d vs. [17.4依4.0] 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鄄

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Harri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Harri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0.2依13.6]points vs. [71.9依10.3]point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m鄄

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joint func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92.4%
vs. 71.1%),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Both hip replace鄄
ment and internal fracture fixation can achieve good results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鄄

tures, but hip replacement can better shorten the fracture healing time, the time of going to the ground and the length
of stay, which can promote patients to better recover their functional status.

[Key words] Elderly; Femoral neck fracture; Hip replacement; Internal fracture fixation; Harris scor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股骨颈骨折是临床常见的一种骨折类型袁属于全

身大型骨折袁在全身骨折中约占 3.6%袁其发生的原因

展袁股骨颈骨折的发生率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遥 而老
年股骨颈骨折患者由于年龄较大袁存在慢性支气管

多为外力导致袁包括交通事故尧跌伤尧高处坠落等袁随

炎尧高血压尧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较多及骨质疏松等特

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及交通尧建筑业的快速发

点袁治疗难度也较大袁此外袁老年患者机体恢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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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袁手术后骨折愈合需要的时间较长袁术后造成股骨

头缺血坏死等并发症发生率相对较高[1]遥 临床治疗股

组织及韧带袁用髋臼锉磨挫髋臼袁直至骨面渗血袁选择
大小合适的人工髋臼杯袁试模测试大小合适后袁植入

骨颈骨折常用的手术方法包括骨折内固定术尧髋关节

给予固定袁将股骨颈截面暴露出来袁股骨端扩髓处理袁

置换术等袁对股骨颈骨折采用手术治疗主要是能使患

植入选好的人工股骨头袁复位良好后袁试活动袁观察是

者快速有效地恢复负重运动功能袁缩短卧床时间袁降

否有脱位倾向袁如无袁放置引流管袁缝合切口遥

低并发症发生率袁减少股骨头坏死等不良反应的发生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风险[2]遥 本研究对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间我

院收治的 105 例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进行分析袁将患

渊1冤对比分析两组治疗效果院骨折愈合时间尧下床

者分组后袁分别用骨折内固定术及髋关节置换术进行

时间尧住院时间曰渊2冤关节功能恢复情况院用 Harris 髋

治疗袁比较不同手术方法治疗股骨颈骨折的临床疗效袁

行评定袁包括活动范围尧畸形尧疼痛和功能袁最高分为

现报道如下遥

关节功能评分表对两组患者的关节功能恢复情况进
100 分袁得分越高袁表示患者髋关节功能恢复越好袁将
患者关节功能分为优渊90臆分数臆100冤尧良渊80臆分

1 资料与方法

数<90冤尧可渊70臆分数<80冤尧差渊<70 分冤四个等级袁优尧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间我

院收治的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共 105 例袁按照治疗方

法分为两组袁对照组 52 例袁研究组 53 例遥 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渊年龄尧性别尧体重尧骨折原因等冤经统计学分析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袁见表 1遥 纳入

良两个级别百分比的加和计为优良率[4]遥
1.4 统计学方法

本文所有数据均用 SPSS 17.0 统计学分析软件处

理袁计量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两组数据比

较用 t 检验袁计数资料以率渊%冤表示袁两组数据比较

标准院年龄均不低于 60 岁袁CT尧X 线片检查确诊为股

采用 字2 检验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临床指征袁临床资料完整袁能配合本研究袁对研究知情

2 结果

骨颈骨折[3]袁骨折属于玉型尧域型袁均符合手术治疗的

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袁本研究均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
会批准通过遥 排除标准院年龄低于 60 岁患者袁高于80 岁
患者袁心肝肾等重要脏器严重疾病患者袁病理性尧陈旧
性骨折患者袁免疫系统疾病患者袁认知功能障碍患者遥
1.2 方法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袁研究组骨折愈合时间尧下床时间尧
住院时间均更短袁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渊x依s冤

两组患者均采用全身麻醉或腰硬联合麻醉袁对照
组用骨折内固定术治疗袁患者取仰卧位袁垫高患侧袁骨

n

组别

折断端在 C 型臂机的协助下进行复位袁成功复位后再

对照组

转子下缘作切口袁大小约为 3 cm袁将骨折部位充分暴

P值

次用 C 型臂机透视确认复位情况袁在患侧股骨外侧大

露出来袁以品字形将 3 枚克氏针打入袁拧入 3 枚空心

研究组
t值

52
53

骨折愈合时间渊周冤 下床时间渊d冤 住院时间渊d冤
17.1依3.6

28.8依5.7

7.229

17.646

12.9依2.2

14.3依1.8

<0.05

<0.05

17.4依4.0
12.0依2.1
8.684

<0.05

螺钉加压固定袁空心螺钉的位置及深度等情况用 C 型

2.2 两组患者 Harris 评分比较

合遥 研究组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袁取健侧卧位袁常规消

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治疗后两组 Harris 评分均高

臂机透视确定袁取得满意效果后袁用生理盐水冲洗袁缝
毒袁手术切口选择位置为髋关节后外侧袁将皮肤及皮
下组织依次切开袁使关节囊充分暴露出来袁综合考虑
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截骨袁取出股骨头袁清除髋臼内

治疗前袁研究组和对照组 Harris 评分比较袁差异

于治疗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治疗后研究组
Harris 评分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3遥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渊男/女冤

年龄渊x依s袁岁冤

体重渊x依s袁kg冤

对照组

52

20/32

70.7依9.6

71.1依10.4

0.102

0.271

0.325

研究组
字2/t 值
P值

53

22/31
>0.05

70.2依9.3
>0.05

71.8依11.6
>0.05

骨折原因

Garden 分型

渊摔倒/交通事故/其他冤

渊玉型/域型冤

26/19/8

31/22

23/20/9
0.246

>0.05

29/23
0.07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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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 Harris 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n

组别

52

对照组

53

研究组
t值

治疗前

35.7依5.9
36.2依5.7
0.442

>0.05

P值

t值

治疗后

71.9依10.3

21.991

80.2依13.6

21.723

3.520

P值

<0.05
<0.05

<0.05

更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4遥

52

对照组

53

研究组
字 值
2

良

可

差

3渊5.7冤

1渊1.9冤

21渊40.4冤 16渊30.7冤 12渊23.1冤 3渊5.8冤
30渊56.6冤 19渊35.8冤

均可在术后短时间内进行袁术后能快速恢复袁可最大

P值

的发生风险[15]袁但是采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的不足之

处在于手术时间长袁术中出血量较多遥 本研究结果表
明袁与对照组比较袁研究组骨折愈合时间尧下床时间尧
住院时间均更短袁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说

表 4 两组患者关节功能恢复情况比较[n渊%冤]
优

术患者术后下床时间较早袁各种功能锻炼尧负重练习

深静脉血栓尧骨折不愈合和股骨头缺血坏死等并发症

与对照组比较袁研究组关节功能优良率渊92.4%冤

n

而保持正常的运动功能及活动功能 [12-14]袁髋关节置换

程度地降低术后致命性并发症的发生率袁降低褥疮尧

2.3 两组患者关节功能恢复情况比较

组别

利于降低折断移位率袁使患者的关节功能得到恢复袁从

优良率

37渊71.1冤

明髋关节置换术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能够取得
良好的治疗效果袁可缩短患者骨折愈合时间尧下床时

49渊92.4冤

间及住院时间袁效果优于应用骨折内固定治疗遥 治疗

<0.05

渊P<0.05冤袁说明髋关节置换术尧骨折内固定术两种方

8.034

后两组 Harris 评分均高于治疗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法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效果均为良好袁均能在

3 讨论

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关节功能状态遥 治疗后两组

群发生骨折的概率相对青年人群较高袁主要由于老年

Harris 评分均高于治疗前袁研究组 Harris 评分高于对

人存在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尧骨脆性增加袁因此对外

究组关节功能优良率更高袁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股骨颈骨折各个年龄段人群均可发生袁但老年人

力的抵抗力明显降低袁此外袁老年人群多合并不同程
度的基础疾病袁需要给予降压尧降糖治疗袁也会间接促
进机体骨量的流失袁导致其发生股骨颈骨折的风险相
对更高袁因此袁随着年龄的增长袁股骨颈骨折的发生率

也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5-6]遥股骨颈骨折患者会表现为

不同程度的屈髋屈膝及外旋畸形尧 患侧大粗隆升高尧
疼痛尧肿胀等袁患肢移动时会有更强烈的疼痛感袁影响
患者的正常行走功能袁对患者的正常生活及工作均造

成影响袁严重降低生活质量[7]遥 虽然近年来袁我国的医

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与对照组比较袁研
渊P<0.05冤袁说明髋关节置换术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患

者能够更好地恢复患者的功能状态袁提高关节功能优

良率遥 李培峰等[16]选取 130 例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为
研究对象,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渊采用骨折内

固定术治疗冤和观察组渊采用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冤各
65 例袁结果显示袁观察组手术时间尧术中出血量尧术后

下床活动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渊P<0.05冤曰
治疗后袁观察组功能尧疼痛尧畸形尧关节活动度评分尧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优于对照组渊P<0.05冤遥 宋作新等[17]

疗技术不断进步袁麻醉技术也不断完善袁但是老年股

收集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以观察全髋关节置换术应

骨颈骨折患者的预后仍然不令人满意遥 因此袁科学尧合

用于老年股骨颈骨折对促进其髋关节功能恢复的作

理的选择手术方法对于股骨颈骨折患者手术效果的

用袁将患者分组后袁对照组尧观察组分别行骨折内固定

提高及并发症的降低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袁不仅

术尧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袁结果显示袁观察组术后平均

可促进骨折尽快愈合袁避免由于治疗不及时或者治疗

卧床时间尧住院时间明显更短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

方法不当导致的髋骨出现轻度畸形袁还能最大程度地
减少患者的痛苦袁提高生活质量

遥

[8-9]

显更低袁 两组术后第 3 天尧1 个月尧6 个月时 Harris 评
分明显高于术前,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以上

骨折内固定术是治疗股骨颈骨折的常用手术方

法之一 袁手术简单容易操作袁具有创伤小尧出血量少
[10]

研究均与本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遥
综上所述袁髋关节置换术与骨折内固定术治疗老年

等优点袁但是股骨头坏死等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袁此

股骨颈骨折患者均能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袁但髋关节

外袁长期活动后袁内固定治疗股骨颈骨折患者发生松

置换术治疗能够更好地缩短患者骨折愈合时间尧下床

动概率更高袁增加了患者二次手术的风险 遥 髋关节
[11]

时间及住院时间袁促进患者更好地恢复功能状态遥 但对

置换术是治疗股骨颈骨折的常用方法之一袁该种治疗

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进行治疗时袁应综合测评老年患者

方法将患者原有的受到损伤的关节结构通过植入人

自身的身体条件尧基础疾病尧骨折类型等多种因素袁选

工假体代替袁为患者构建稳定性较强的髋关节袁更有

取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法袁以使治疗效果最优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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