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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脚踝受伤是很常见， 而物理治疗是治疗扭伤的最佳方案。脚踝严重扭伤一般需要打石
膏固定约10天（1） 。轻微（没有移位）的踝关节骨折通常可以透过打石膏/佩戴气动
式足踝护具来治疗。 至于严重的骨折则需要进行手术来修复。 有研究显示，如果在
进行骨折手术期间同时进行关节镜手术（微创手术）来处理软骨损伤（软骨不能在X
光片显影），效果会更理想

介紹
许多踝部的伤患会造成扭伤（例如韧带撕裂）。如果力度够大，有可能导致骨折（图
1和图2）。有关扭伤的更多资讯，请参阅足踝扭伤常见问题。

图2a和b：踝关节骨折的X光显示图。除了在X光片上看到的骨折外，各种韧带都出现
撕裂征状，而在骨骼相互铰接的地方都有软骨损伤。

图1 典型踝关节骨折的X光片。 外踝部分（较细的长骨-腓骨的末端 ）出现骨折。

图2a 除了骨折外，关节间隙也在扩大，证明
韧带出现撕裂

图2b 除了骨折外，踝关节中间还有一些碎
片，如果不进行治疗，可能会对软骨造成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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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脚踝很痛！ 断了吗？ 我需要照X光吗？
当脚踝扭伤时，初期会比较疼痛，但是用冰敷和绷带包扎后，情况会有所改善。 虽然
会感到疼痛，但仍可正常行走。一般情况下会出现肿胀，有时还有瘀伤。但是骨骼的
形状不会改变。

大多数的骨折，痛楚会在最初数小时内加剧。 在骨骼上轻微施压也会导致严重的疼
痛，走路亦有困难。 如果属移位性的骨折（即骨骼不在正确位置），踝关节通常会变
形，肿胀和瘀伤。（图3） 轻微骨折可能与严重扭伤难以区分-如有疑问，请让医生安
排X光检查 。

治疗

踝关节扭伤

治疗踝关节扭伤的常用方法包括休息、冰敷、压迫和抬高（R.I.C.E治疗法）。最近一
项研究表明，中度至严重踝关节扭伤，用打石膏或佩戴气动式足踝护具固定大约10天
后，短期康复进度会较良好，但长远结果则差不多1-4。物理治疗在帮助恢复踝关节的
力量和平衡尤为重要。详情请参阅“足踝扭伤常见问题”。

图3 移位性的踝關節骨折所呈現的典型瘀傷，腫脹和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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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关节骨折

无移位骨折

如果骨骼仅「裂开」，而没有移位，正常只需要用石膏固定。如果骨骼有轻微移位，
可以作全身麻醉将骨骼「摆弄」到正确位置，并用石膏固定。骨骼的位置必须正确：
胫骨（两块长骨中较大的一块）和距骨（脚部）之间即使有轻微移位(1mm)已足以导
致软骨受压增加40％8，9，继而引致关节炎。

移置性骨折

如果骨骼明显移位，或者医生未能将骨骼成功复位，则必须进行开放式手术。此手术
使用螺丝钉和钢板将骨折部位重新矫正（图4）。视乎骨骼受损的程度，手术后可能
需要佩戴气动式足踝护具。如骨折部位较为牢固，外科医生可能建议您穿著正常的运
动鞋，可加快活动踝关节。

图4 病人患上移置性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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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踝关节骨折固定术中采用关节镜辅助来改善手术成效1

在2002年的一项有关踝关节骨折固定术中采用关节镜检查（锁孔手术）的研究5中显
示，近三分之一的踝关节骨折患者也有软骨损伤。其中，四分之一以上的踝关节内存
有骨或软骨碎片。游离骨碎片或软骨通常会对踝关节造成进一步的损伤。简单的踝关
节镜手术可以提高手术的成效。

图5 关节镜照片显示手术器械从踝关节中移除游离的软骨片。白色部分为软骨。粉红色的组织是发炎的关节衬里

图6关节镜照片显示在踝关节受损伤时，白色软骨撕裂后暴露出呈黄色的骨
头。该仪器是微骨折锥，用于在暴露的骨头上钻开小孔以促进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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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镜下治疗末端胫腓（Syndesmotic）关节损伤6,7

尽管X光的准确度甚高，但它在诊断两块长骨间的关节（末端胫腓骨联合）损伤略有限
制。末端胫腓骨联合的作用在于将踝关节的距骨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细微至1mm的
距骨移位可导致关节负荷增加40％ 8,9，从而增加踝关节的磨损。踝关节镜检查比X光
更有效和准确地诊断下胫腓联合损伤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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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部
• 前十字韧带的常见问题
• 半月板再生微创手术：植入Actifit 聚氨酯支架
• 半月板常见问题解答：撕裂、修复及移植
• 生物膝关节置换手术常见问题
• 膝部关节炎常见问题
• 膝关节软骨损伤常见问题

手、腕及肘部
• 手部常见的疾病

脊椎
• 腰椎管狭窄症常见问题
• 诊断腰背痛常见的问题
• 颈椎间盘突出或退化的治疗方法
• 骶髂关节疼痛常见问题

肩部

• 这真是凝肩吗？

髋部及盆骨

• 股骨髋臼撞击常见问题
• 骶髂关节疼痛常见问题
• 髋臼异常的常见问题
• 选择各类髋关节置换手术常见问题

足部及踝部
• 拇囊炎常见问题
• 足踝微创手术
• 足踝扭伤常见问题
• 阿基里斯跟腱病常见问题

儿童骨科
• 脊柱侧弯：普遍但常被误解的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