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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螺钉和钢板内固定修复移位型跟骨关节内骨折：
基于 15 篇随机对照试验的 Meta 分析

胡  凯 1，乔晓红 2，张永红 3，王  栋 3，秦泗河 4

文题释义：
跟骨骨折：是一种常见的骨折，表现为足跟部疼痛、瘀斑，足跟不能着地行走，常见于高处坠下或挤压伤。
Meta分析：是对原始研究的二次综合分析与评价。随着循证医学的发展，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评价Meta分析，已被公认为客观评价
和合成针对某一特定问题研究证据的最佳手段，被视为最高级别的证据。

摘要
目的：移位的跟骨关节内骨折是跟骨骨折最常见的类型。目前常用的为空心钉与钢板内固定两种术式，但其疗效差异尚不清楚。因此，文
章对比经皮空心钉与钢板内固定对跟骨关节内骨折的修复效果。
方法：计算机检索 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关于空心螺钉与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对跟骨骨
折治疗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19年12月。按入选与排除标准筛选文献，逐一评价纳入研究的质量，提取有效结
果数据，采用RevMan 5.3 软件进行Meta分析。
结果：共纳入15篇随机对照研究，跟骨骨折患者总计1 438例，对纳入的文献进行风险偏倚评价，结果显示整体文献质量为中等偏上。
Meta分析结果显示：①钢板内固定组在术后Bohler’s角(MD=0.69，95%CI：0.27-1.10，P=0.001)、术后Gissane’s角(MD=0.95，95%CI：0.16-
1.74，P=0.02)方面显著优于空心钉固定组(P < 0.05)；②空心钉固定组在手术时间(MD=-23.92，95%CI：-25.40至-22.44，P < 0.000 01)，术后
并发症(OR=0.28，95%CI：0.19-0.41，P < 0.000 01)方面少于钢板内固定组(P < 0.05)；③但两组在跟骨高度(MD=0.43，95%CI：-0.17-1.03，
P=0.16)，术后AOFAS评分(MD=0.61，95%CI：-0.35-1.58，P=0.21)方面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结论：上述数据说明钢板内固定修复的跟骨骨折患者术后Bohler’s角及Gissane’s角优于空心钉固定组，但空心钉内固定技术具有手术时间
短、并发症发生率低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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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Displaced intra-articular calcaneal fractures are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calcaneal fracture.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and plate fixation are 
commonly used methods. However, the differences in therapeutic effectiveness between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and plate fixation are still unclear. Thus, this 
study compared the effect of percutaneous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and plate fix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intra-articular calcaneal fra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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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对于移位型跟骨关节内骨

折，临床上可采用空心螺钉

内固定和钢板内固定治疗，

而两者之间的疗效是否存在

差异仍缺乏系统评价；

△此次研究通过 Meta 分析进

一步探讨 2 种术式治疗移位

型跟骨关节内骨折结局指标

的差异，希望为移位型跟骨

关节内骨折治疗方案的选择

提供参考。

空心螺钉和钢板内固定修复移位型跟骨关节内骨折：基于 15 篇
随机对照试验的 Meta 分析

干预措施：
(1) 试验组为空

心螺钉内固
定组；

(2) 对照组为钢
板 内 固 定
组。

(1) 选择 6 个观
察指标；

(2) 最终纳入 15
篇随机对照
试 验， 共  
1 438 例 患
者。

结论：
(1) 钢板内固定组在术

后 Bohler’s 角、术后
Gissane’s 角方面优于
空心螺钉内固定组；

(2) 空心螺钉内固定组在
手术时间、术后并发
症方面优于钢板内固
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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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based medicine

0   背景   Background
人体骨折中有 2% 的骨折发生于

跟骨
[1]
，多由垂直爆裂伤造成。成年

男性的总发生率高达 11.5/100 000[2]
，

其中约 75% 为移位型跟骨关节内骨

折 (displaced intraarticular calcaneus 

fracture，DIACFs)[3]
。跟骨关节内骨折给

患者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
[4]
。

目前的研究表明，对于移位型跟

骨关节内骨折建议手术治疗。其中以

切开复位内固定 (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ORIF) 为主，经外侧延

伸切口植入钢板是最常用的术式
[5-6]

，

但其有创面大、术后并发症较多等缺

点
[7]
。由于创伤后关节炎、慢性疼痛、

术后纤维化和距下功能丧失的发生率

很高，许多外科医生开始质疑切开术

的价值。微创空心螺钉内固定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MIS) 可平衡手术治疗

与保守治疗的缺点
[8]
，同时满足缩小手

术创面、减少术后并发症的需求，逐渐

成为临床手术的另一种选择，但其缺点

在于术中复位较切开复位更困难
[9]
。微

创手术技术无法对骨折进行暴露，而

且空心钉螺钉固定与钢板固定相比固

定刚性较小，这使得要达到令人满意

的闭合复位难度大且很难实现
[10]
。所

以许多外科医生对使用微创技术也提出

了质疑。目前对于移位型跟骨关节内骨

折选择空心螺钉固定或钢板固定治疗

仍存在较大争议。国内外有类似 Meta

分析表明两者的固定效果相似。

文章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观察空

心螺钉和钢板内固定修复移位型跟骨

关节内骨折的效果。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文献检索策略

1.1.1   检索者   第一作者。 

1.1.2   资 料 库   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Web of science 和中国

知网数据库。

1.1.3   中英文检索词   中文检索词：“移

位型跟骨关节内骨折、空心螺钉内固定、

钢板内固定、随机对照实验”；英文检

索 词：“calcaneal fracture，calcaneus 

fracture，cannulated screw，cannulated 

cancellous screw，plate，calcaneal 

plate，calcaneal locking plate”。 

1.1.4   检索时间范围   建库至 2019 年

12 月。

1.1.5   文献检索策略   以主题词 + 关键

词结合的形式进行检索，PubMed 数据

库英文检索式： ((((((calcaneal fracture) 

OR calcaneus fracture) AND cannulated 

screw) OR cannulated cancellous screw) 

AND plate)  OR calcaneal  plate)  OR 

calcaneal locking plate。
1.2   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研究对象为成人

移位型跟骨关节内骨折患者，包括

Sanders Ⅱ，Ⅲ和Ⅳ型患者；②研究类

型限定为随机对照试验；③治疗方法为

经皮空心钉内固定和钢板内固定；④文

献中有可提取的临床数据资料。

1.2.2   排除标准   ①伴有感染或其他全

身性疾病者；②不能提供完整的数据

者；③评价指标不明确者。

1.3   数据提取   由 2 位作者分别独立阅

读文献并进行数据提取，最后进行汇总

合并为表格。

1.4   文献质量评价   采用 Cochrane 手册

评估偏倚风险，内容包括：①随机序列

的产生；②是否做到正确的分配隐藏；

③受试者和执行者是否做到双盲；④结

果评价是否使用盲法；⑤意向性分析；

⑥选择发表；⑦其他偏倚。最终对文献

做出偏倚风险的评定。如果在文献筛选

及质量评价的过程中遇到争议，则进行

讨论，意见不一致时与第 3 位作者协商

解决。

1.5   结局指标   ①基线指标：作者、年

份、研究类型、病例数和随访时间等；

②主要结局指标：术后 Bohler 角、术

后 Gissane 角、手术时间和术后并发症；

③次要结局指标：术后跟骨高度和术后

AOFAS 评分。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RevMan 5.3 软件

进行 Meta 分析。首先用χ 2
检验进行异

质性检验 ( 检验水准 α=0.10)，若 P ≥ 0.1，
I2 < 50%，表明研究文献具有同质性，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若 P < 0.1，I2
≥ 50%，

表明研究文献具有异质性，采用随机效

应模型。若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则需

进一步分析异质性来源，必要时可采用

敏感性分析来分析检验结果的稳定性。

连续性指标资料采用均数差 (difference in 

means，MD) 为效应指标，二分类指标资

料用比值比 (odds ratio，OR)为效应指标，

所有合并结果均计算 95% 可信区间 (CI)，
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文献检索结果及基本特征   总共检

索出 612 篇，通过阅读全文筛出 51 篇

文献，经过分析最终纳入 15 篇随机对

METHODS: The authors searched fo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n displaced intra-articular calcaneal fractures fixated with cannulated screws or plates in 
the following electronic databases: PubMed,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Web of Science, and CNKI. The retrieval time limit wa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tabase to December 2019. The retrieved literatures were screened according to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Quality evaluation was performed to extract 
effective data.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RevMan 5.3 software.
RESULTS: Fifteen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were included with 1 438 patients with calcaneal fractures. The risk bias evaluation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terature was above average. Meta-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1) plate fix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group in terms of Bohler’s angle (MD=0.69, 95%CI:0.27-1.10, P=0.001) and Gissane’s angle (MD=0.95, 95%CI:0.16-1.74, P=0.02) (P < 0.05). (2) 
Compared with plate fixation,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showe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operation time (MD=-23.92, 95%CI: -25.40 to -22.44, P <         
0.000 01)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R=0.28, 95%CI:0.19-0.41, P < 0.000 01) (P < 0.05). (3)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group and the plate fixation group in terms of calcaneal height (MD=0.43, 95%CI:-0.17-1.03, P=0.16) and AOFAS score (MD=0.61, 
95%CI:-0.35-1.58, P=0.21). 
CONCLUSION: Above data concluded that Bohler’s and Gissane’s angles in the plate fixation group a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group, 
while the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technology has the advantages of short operation time and low complication rate.
Key words: bone; fracture; calcaneus; intra-articular fracture;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plate;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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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纳入研究基本特征
Table 1 ｜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作者 / 发表年份 Sanders
分型 

例数 (n) 年龄 (x-±s，岁 ) 性别 ( 男 / 女，n) 结果指标 随访时间

( 月 ) 
空心螺钉固定组 钢板固定组 空心螺钉固定组 钢板固定组 空心螺钉固定组 钢板固定组

ChEN 等
[11]
，2011 Ⅱ 29 32 31.1 32.7 24/16 20/18 术后并发症 /Bohler's 角 /AOFAS 评分 18-30

Ⅲ 9 8
WANG 等

[12]
，2015 Ⅱ 95 93 40.1±7.0 39.2±6.0 140/106 142/104 Bohler’s 角 /Gissane’s 角 / 住院时间 / 术后

跟骨宽度 / 术后跟骨高度 / 术后 Maryland
评分 / 术后并发症

12-24 
Ⅲ 76 75
Ⅳ 75 78

SAMPATh 等
[13]
，2014 Ⅱ 7 2 30.7±10.1 31.5±11.7 17/5 18/5 Bohler’s 角改善值 /Gissane’s 角改善值 / 等

待手术时间 / 手术时间 / 术后并发症

12
Ⅲ 9 10
Ⅳ 6 11

唐进军等
[14]
，2014 Ⅱ 26 26 - - - - Bohler’s 角改善值 /Gissane’s 角改善值 / 手

术时间 / 术后 AOFAS 评分 / 术后并发症

6
Ⅲ

FENG 等
[15]
，2016 Ⅱ 32 30 39.5±10.5 40.7±10.3 19/9 15/7 Bohler’s 角 /Gissane’s 角 / 等待手术时间 / 手

术时间 / 术后跟骨宽度 / 术后跟骨高度 / 术
后优良率 / 术后 AOFAS 评分 / 术后并发症

1-6
Ⅲ 10 8

Lu 等
[16]
，2016 Ⅱ 19 13 8.2±2.5 8.6±2.6 19/9 15/7 Bohler’s 角 /Gissane’s 角 / 等待手术时间 /

手术时间 / 住院时间 / 术后 AOFAS 评分 /
术后并发症

6
Ⅲ 9 9

廖文利等
[17]
，2019 Ⅱ 24 22 40.2±3.5 40.3±3.6 39/16 41/14 Bohler’s 角 /Gissane’s 角 / 等待手术时间 /

手术时间 / 术中出血量 / 住院时间 / 术后

跟骨宽度 / 术后 AOFAS 评分 / 术后并发症

12
Ⅲ 31 33

王照东等
[18]
，2018 Ⅱ 20 22 37.5±4.8 38.2±5. 1 21/8 22/7 Bohler’s 角 /Gissane’s 角 / 术 后 跟 骨 宽

度 / 术后跟骨高度 / 术后优良率 / 术后

Maryland 评分

12
Ⅲ 7 6
Ⅳ 2 1

刘耀辉等
[19]
，2017 Ⅲ 28 30 - - 22/6 25/5 Bohler’s 角 /Gissane’s 角 / 等待手术时间 /

住院时间 / 术后 AOFAS 评分 / 术后并发症

18-39

邱剑斌等
[20]
，2017 Ⅱ - - 40.6±9.4 41.7±10.5 13/7 12/8 Bohler’s 角 /Gissane’s 角 / 术后并发症 -

Ⅲ

Ⅳ

黄世超等
[21]
，2017 Ⅱ 33 31 37.8±4.7 37.6±4.8 34/19 32/21 Bohler’s 角 /Gissane’s 角 / 手术时间 / 术

中出血量 / 住院时间 / 术后跟骨宽度 /
术后优良率 / 术后 Maryland 评分 / 术后

AOFAS 评分 / 术后并发症

-

Ⅲ 20 22

巩文庆等
[22]
，2016 Ⅱ 18 29 35.6 37.3 - - Bohler’s 角 /Gissane’s 角 / 手术时间 / 术中

出血量 / 术后并发症

10-18
Ⅲ 6 12

赵志等
[23]
，2016 Ⅱ 17 16 40.3 38. 5 25/7 24/9 Bohler’s 角 /Gissane’s 角 / 术后跟骨宽度 /

术后跟骨高度 / 术后优良率 / 术后并发症

16-29
Ⅲ 15 17

张昊等
[24]
，2016 Ⅱ 25 26 35.9±8.7 34.8±9.1 28/18 33/17 手术时间 / 术中出血量 / 术后 Maryland

评分

-

Ⅲ 15 16
Ⅳ 6 8

张国辉等
[25]
，2015 Ⅱ 12 11 32.6 34.5 21/1 20/1 Bohler’s 角 /Gissane’s 角 / 手术时间 / 术中

出血量 / 住院时间 / 术后跟骨宽度 / 术后

跟骨高度 / 术后优良率 / 术后并发症

6-36
Ⅲ 9 9
Ⅳ 1 1

表注：“-”：不清楚

照试验文献，有 1 528 例跟骨骨折患者。

对 15 篇文献用 Cochrane 系统进行质量

评价。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1。纳入研究

基本特征见表 1。

2.2   文献质量评价结果   根据 Cochrane

风险偏倚评价工具对纳入文献的质量进

行评估包括是否随机、是否隐藏分组、

受试者和研究者是否采用盲法、结局数

据的完整性、对实验结果的选择性报

告、其他偏倚风险等 7 个评价指标。

纳入研究风险偏倚图，见图 2。总体上

看，纳入的文献存在一定的偏倚风险。

其中 6 篇文献随机分组产生的评估为低

风险
[13，15-17，23，25]

，同时都进行了隐藏

分组，文献质量较高，其他文献 2 个项

检索 数据库：
PubMed(n=256)；
Embase(n=12)；
中国知网 (n=118)；
Cochrane Library(n=11)；
Web of Science(n=215)；
总计 612 篇

通过其

他途径

得到文

献数量
(n=2)

初筛 剔除重复文献后得到文献数量 (n=346)

初筛后得到文献数量
(n=51)

全文浏览后符合纳入

标准文献数量 (n=15)

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 (n=15)

纳入 Meta 分析的文献 (n=15)

纳入

综合

初筛后排除文献

数量 (n=295)

全文浏览后排除

全文数量 (n=46)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ure 1 ｜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目为不清楚。有 4 篇文献对受试者是否

采用盲法不清楚外
[11，16，18-19]

，其他文

献都没有对受试者采用盲法，有 5 篇文

献对研究者采用了盲法
[11，13，16，19，23]

，

有 5 篇文献对研究者是否采用了盲法不

清楚
[17-18，20，22，25]

，其他文献对研究者

未采用盲法。

   纳入文献的结局数据的完整性、对

实验结果的选择性报告都为低分险，其

他偏倚风险为不清楚。整体文献的质量

为中等偏上。纳入研究偏倚总结情况见

图 3。

2.3   Meta 分析结果 

2.3.1   各组 Bohler’s 角差异   入选的文

献中有 10 篇文献比较 Bohler’s 角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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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11-12，15-18，20-22，25]

，显示纳入研究异质

性较小 (I2=29%)，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统分析发现，两组 Bohler’ s 角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MD=0.69，95%CI：
0.27-1.10，P=0.001)，见图 4。 

2.3.2   各 组 Gissane’s 角 变 化   有 7

篇 文 献 进 行 了 Gissane’s 角 差 异 比        

较
[12，15-16，20-21，23-25]

，显示纳入研究异质

性较小 (I2=7%)，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统分析，最后表明，两组 Gissane’s

角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MD=0.95，
95%CI：0.16-1.74，P=0.02)，见图 5。 

2.3.3   各组手术时间差异   有 7 篇比较

了手术时间的差异
[13-17，24-25]

，分析显示

纳入研究异质性较小 (I2=16%)，故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显示两组在手术时间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 (MD=-23.92，95%CI： 

-25.40 至 -22.44，P < 0.000 01)，说明

使用空心螺钉内固定组的手术时间少于

钢板内固定组，见图 6。 

2.3.4   各 组 术 后 并 发 症 差 异   有 13

篇 比 较 了 术 后 并 发 症 发 生 率 差          

异
[11-17，19-23，25]

，分析显示纳入文献

无明显异质性 (I2=0%)，故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结果表明两组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OR=0.28，
95%CI：0.19-0.41，P < 0.000 01)，见图7。

2.3.5   各组跟骨高度差异   有 3 篇比较

了跟骨高度差异
[12，15，23]

，提供了 5 种

手术方式治疗移位型跟骨关节内骨折的

跟骨高度恢复情况。统计分析数据，无

明显异质性 (I2=23%)，故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结果显示，两组跟骨高度比较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MD=0.43，95%CI： 

-0.17-1.03，P=0.16)，见图 8。

2.3.6   各组术后 AOFAS 评分差异   入选

的文献中有 6 篇比较了术后 AOFAS 评分

差异
[11，15-17，19，21]

，分析显示纳入研究

无明显异质性 (I2=41%)，故采用固定效

应模型，表明两组术后 AOFAS 评分比较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MD=0.61，95%CI： 

-0.35-1.58，P=0.21)，见图 9。

2.4   发表偏倚分析   纳入 13 篇文献比较

了术后并发症的发表偏倚
[11-17，19-23，25]

，

见图 10。

    图 10 漏斗图两侧基本对称，表明

纳入的研究无明显的发表偏倚。

图 3 ｜纳入研究偏倚总结

Figure 3 ｜ Summary of bias in the included 

studies

图注：结果显示钢板内固定组在术后 Bohler’ s 角恢复方面优于空心螺钉内固定组 (P=0.001)
图 4 ｜空心螺钉内固定组与钢板内固定组对 Bohler’s 角恢复的 Meta 分析

Figure 4 ｜ Meta-analysis of improvement of Bohler’s angle between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and 
plate fixation groups

图注：结果显示空心螺钉内固定组的手术时间少于钢板内固定组 (P < 0.000 01)
图 6 ｜空心螺钉内固定组与钢板内固定组手术时间的 Meta 分析

Figure 6 ｜ Meta-analysis of operation time between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and plate fixation 
groups

图 2 ｜纳入研究风险偏倚图

Figure 2 ｜ Risk bia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图注：结果显示钢板内固定组在术后 Gissane’s 角恢复方面优于空心螺钉内固定组 (P=0.02)
图 5 ｜空心螺钉内固定组与钢板内固定组对 Gissane’s 角恢复的 Meta 分析

Figure 5 ｜ Meta-analysis of improvement of Gissane’s angle between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and 
plate fixation groups

图注：结果显示空心螺钉内固定组的术后并发症少于钢板内固定组 (P < 0.000 01)
图 7 ｜空心螺钉内固定组与钢板内固定组术后并发症的 Meta 分析

Figure 7 ｜ Meta-analysis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between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and 
plate fixation groups

Random sequence generation (selection bias)

Allocation concealment (selection bias) 

Blinding of participants and personnel (performance bias)

Bli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 (detection bias)

Incomplete outcome data (attrition bias) 

Selective reporting (reporting bias) 

Other bias

Random sequence generation (selection bias)

Allocation concealment (selection bias) 

Blinding of participants and personnel (performance bias)

Bli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 (detection bias)

Incomplete outcome data (attrition bias) 

Selective reporting (reporting bias) 

Other bias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5｜No.9｜March 2021｜1469

3   讨论   Discussion
跟骨骨折临床上较常见

[26]
，常见

的手术方式为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切

开复位钢板固定可以提供更好的骨折可

视化，并有助于直接复位距下关节和了

解剖学参数，包括长度、宽度和高度
[27]
。

其最大的缺点在于皮肤坏死和感染的并

发症，尤其对于在吸烟和糖尿病患者，

其发生率为 20%-37%[28]
。近些年，微创

空心螺钉内固定术由于其创面小、恢复

快且并发症少等特点逐渐应用于临床治

疗中
[29]
。文章通过分析比较发现，钢

板内固定组术后 Bohler’s 角和 Gissane’s

角优于空心钉固定组，而空心钉内固定

技术具有手术时间短、并发症发生率低

等优点。文章考虑到 Type Ⅳ型占总例

数的 12%，并且缺乏有关不同 Sanders

类型的数据，文章在最终结论中未考虑

Ⅳ型骨折的影响。

对于 Sanders Ⅱ，Ⅲ型跟骨骨折患

者采用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治疗跟骨骨

折疗效优秀的患者达到 45.45%，而空心

钉组 54.54% 患者疗效达到优，显著优于

切开复位组
[17]
。张青山等 [30]

的研究，表

明微创经皮撬拨复位空心螺钉内固定治

疗 Sanders Ⅱ，Ⅲ型跟骨骨折同样可获

得良好的复位和可靠的固定，而且术中

出血和术后并发症少，手术时间、切口

愈合时间及住院时间较短。李景光等
[31]

的研究表明，对于 Sanders Ⅱ，Ⅲ型跟

骨骨折空心螺钉组和钢板组疗效相当。

王金辉
[32]

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

钢板内固定，微创空心螺钉内固定治疗

跟骨骨折的创伤小、恢复快。跟骨切开

复位钢板内固定可在直视状态下复位关

节面，能有效恢复跟骨高度、宽度和跟

骨结节内翻对线等，但该术式切口较大，

外侧软组织剥离较多，导致软组织血运

受损，极易发生切口皮缘感染或者坏死

等，严重时甚至可诱发跟骨骨髓炎。而

经皮微创空心螺钉固定操作较为简便，

手术时间较短，创伤小，可避免因剥离

过多的软组织而诱发相关并发症，有效

降低手术切口软组织坏死或者感染风险，

此外还可降低腓骨肌腱炎以及外踝撞击

综合征等并发症的发生率
[14]
。

王照东等
[18]

报道 2 例 Sanders Ⅳ型

跟骨骨折，采用空心螺钉固定中无法较

好恢复距下关节面，导致术后均出现创

伤性关节炎，若症状加重都将面临二期

关节融合，而选择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

术其良好的跟骨塑性效果为后期并发创

伤性关节炎的患者行关节融合提供了形

态学基础。对于 Sanders Ⅳ型骨折患者，

由于空心螺钉固定不牢靠，术后骨折容

易移位而且多伴骨缺损此时经皮撬拨复

位空心螺钉内固定术式失败率较高，更

倾向于选择行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

研究表明，Sanders Ⅱ型骨折的切

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术和经皮螺钉内固定

图注：结果显示空心螺钉内固定组和钢板内固定组术后跟骨高度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16)
图 8 ｜空心螺钉内固定组与钢板内固定组对跟骨高度恢复的 Meta 分析

Figure 8 ｜ Meta-analysis of improvement of height of the calcaneus between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and plate fixation groups

图注：结果显示空心螺钉内固定组和钢板内固定组术后 AOFAS 评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21)
图 9 ｜空心螺钉内固定组与钢板内固定组术后 AOFAS 评分的 Meta 分析

Figure 9 ｜ Meta-analysis of the AOFAS score between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and plate fixation 
groups

具有相似的固定强度
[33-35]

。尽管通常认

为开放复位和钢板内固定可实现更好的

复位，但对于关节复位，有研究显示，

经皮螺钉固定可达到相同或相似的效 

果
[36]
。有研究报道，空心螺钉固定有助

于更好的距下和踝关节运动
[11，37]

，另

有研究表明空心螺钉固定组的患者比钢

板固定组的患者更早恢复工作
[13，38]

。

目前普遍观点认为，经皮空心螺

钉固定不如钢板固定，由于螺钉固定强

度有限和复位不良，空心螺钉固定的适

应证范围很窄，它更适用于不太严重的

Sanders Ⅱ / Ⅲ骨折
[39]
。一项研究表明，

严重的 Sanders Ⅱ / Ⅲ骨折需要切开

复位钢板固定
[40]
。而另一项项研究表

明，经皮空心螺钉固定也可达到复位效   

果
[41-42]

。另有研究表明，经皮空心螺钉

固定组的伤口并发症和深部感染发生率

低于钢板内固定组
[43-44]

。但至今没研究

将空心螺钉固定与保守治疗进行比较。

使用大切口 (L 形 ) 是切开复位钢板的内

部固定方法
[45]
。广泛的切口会暴露更

多的软组织并破坏局部血运，这可能导

致皮肤坏死和伤口裂开。钢板固定是造

成创伤性关节炎和关节强直的另一个原

因，因此为了使患者能够早期进行功能

性锻炼和更好地预防术后并发症，经皮

空心螺钉固定可能是一种更好的跟骨骨

折内固定术
[46]
。

文章的局限性：①纳入的个别研究

在分配隐藏和受试者与执行者的盲法上

存在高风险；②对于个别重要的数据缺

乏，所以文章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方法，

这对数据分析可能增加了偏倚的风险；

③纳入和排除标准不够严格以及预后评

图注：结果显示空心螺钉内固定组和钢板内固
定组术后并发症漏斗图

图 10 ｜空心螺钉内固定组与钢板内固定组治

疗移位型跟骨关节内骨折术后并发症的漏斗图

Figure 10｜Funnel plot analysis of complications 
after displaced intra-articular calcaneal fractures 
surgery between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and 
plate fixation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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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各异；④ Sanders Ⅳ型跟骨骨折采

用两种术式都无法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增加了偏倚的风险；⑤尽管采取了广泛

检索，但仍无法排除潜在的发表偏倚。

综上所述，钢板内固定组术后

Bohler’s 角及 Gissane’s 角优于空心钉固

定组，而空心钉内固定技术具有手术时

间短、并发症发生率低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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