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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使用X线测量全髋关节置换患者
双下肢长度差异的新方法

路玉峰刘林许鹏 朱玉杰郝阳泉 刘晖杨治 彭侃许珂

【摘要】 目的探讨使用大转子顶点至泪滴间线距离(GT—IT)测量全髋关节置换患者双下肢长

度差异的可靠性。方法选择2015年8月至2016年2月西安市红会医院105例接受人工全髋关节

置换的患者术前及术后的双侧髋关节X线正位片，分别测量术前及术后患者双侧髂前上棘至内踝顶

点距离(AsIS—MM)、双侧髋关节正位片上GT—IT、小转子顶点至坐骨结节连线的距离(LT．BI)、小转子

顶点至泪滴间线的距离(L11一IT)，测量数据时考虑x线的放大率。使用同类相关系数检测测量数据

的可靠性，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配对￡检验方法计算4种方法的差异性，使用Bland．Altman图做一

致性检测。结果各组测量数值同类相关系数值均>O．80，观察者间及观察者内一致性优。单因素

方差分析显示，4组术前术后对LLD检测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0．914、0．886，均P>0．05)。

GT—IT组术前LLD测量结果与AsIS．MM组、LT-BI组、LT-IT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忙1．114、

一0．690、0．683，均P>0．05)，GT．IT组术后LLD测量结果与其他3组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扛O，044、一1，544、一0．925，均P>0．05)。而LT-BI组手术前后LLD测量结果与ASIS．MM、LT—IT

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1．577、0．976、1．344、一0．087，均P>0．05)；LT．IT组手术前后LLD

测量结果与ASIS—MM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0．130、1，063，均尸>0．05)。Bland．Altman图

示4种方法一致性良好。结论使用测量GT—IT方法评估全髋关节置换患者双下肢长度差异具有较

高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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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ip of the Feater

tmchanter and inter—leardrop line(CT—IT) in evaluating the leg 1ength discrepancy(LLD) in patients

underwent total hip anhroplastv(THA)．Methods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HA in Xi’an Honghui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5 to Febmary 2016 were enmlled in this studv．The patients were measured for bilateral hips

anterior—posterior(AP) radiograph preoperatively and postopera“vely．Four distances measuI℃d， included：

GT．IT．the tip of lesser trochanter and bi．ischial line(LT—BI)；I』一IT and the anterior superior iliac spine

and ￡he medial malleolus (ASIS．MM)．Magnification f．aPtor was considered when calculating absolute

values．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was used to detect the reliabilitv of the measurement

data．Single factor analvsis and paired￡test were perfbmed to compare data among the methods．Reslllts The

ICC values of the fbur groups were greater than 0．80， which showed excellent aP，eement in the

measureⅡlents．Single factor analvsis of variance showed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mcant difkrences in

the LLDs of the four铲oups preoperatively and postoperatively(F=O．914，0．886，both 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krences in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LLD between group GT—IT and gmup ASIS-

MM，LT—BI or LT—IT(￡=一1．544一1．114，all P>0．05)。The LLDs were comparable between野oup LT—

BI，ASIS—MM and I』一IT both preoperatively and postoperatively(￡=1．577，0．976，1．344， 一0．087，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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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And the LLD in group IJ—IT and ASIS-MM were equivalent preoperatiVely and postoperatiVely

(￡=0．1 30，1．063，both P>0．05)．Bland—Altman plot illustrated high level of agreements between the fbur

methods．Conclusion Great reliabilitv can he obtained with the GT—IT in evaluating the LLD in patients

undergoing THA．

【Key words】 Anhroplasty， replacement， hip；LJeg length discrepancy； Tip of the greater

tmchanter； Inter—teardmp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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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髋关节置换术(total hip anhroplasty，THA)后

引起的双下肢长度差异(1eg len昏h discrepancy，

LLD)，可引起多种并发症，如坐骨神经麻痹、步态异

常、髋腰综合征及反复发作的髋关节脱位等¨引。因

此术前应充分评估双下肢长度的差异，以便手术时

正确平衡双下肢长度。目前有多种方法评估双下肢

长度的差异，如双下肢长度的临床测量，x线测量，

足底垫高平衡双下肢长度等。而目前临床上最常用

的是使用骨盆正位或双侧髋关节正位x线，用双侧

小转子顶点至坐骨结节间线的距离差或双侧小转子

顶点至泪滴间线的距离差作为LLD
L4
J。本研究通

过使用双侧髋关节正位x线，采用双侧大转子顶点

至泪滴间线的距离差这种新方法来评估LLD，并与

文献中常用方法进行对比，来评估新方法的可靠性。

材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对2015年8月至2016年2月在西安市红会医

院骨坏死与关节重建病区住院需要行人工THA的

患者术前术后的双侧髋关节正位片及双下肢实体进

行测量。纳入标准：(1)双侧髋关节正位片均由本

院放射科拍摄，x线放射源距离胶片均为1米，中心

对准耻骨联合上缘2 cm，患者仰卧位，双足内旋

15。；(2)大转子前后缘重叠∞J，小转子大小，小转子

与内侧皮质重叠程度左右基本一致；(3)x线尾骨

尖对准耻骨联合中点以排除骨盆轴位旋转。6；；(4)

骶尾关节距离耻骨联合上缘中点男1～4 cm，女4～

6 cm以排除骨盆矢状位倾斜∞一：。排除标准：(1)泪

滴不清晰；(2)骨盆旋转或倾斜；(3)术前或术后患

髋屈曲挛缩，不能伸直；(4)下肢有其他疾病导致肢

体短缩或膝关节疾病导致膝关节内外翻、屈曲挛缩

畸形者。共纳入病例105例。术前患者平均年龄为

56．O岁(26～77岁)，其中男49例，女56例。本研

究经过西安市红会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

2015043)，所有测量均在患者知情同意下进行。

二、研究方法

对于符合条件的患者入院后给予以下测量：实

体测量：使用医用软尺测量左右侧髂前上棘至同侧

内踝顶点的距离。在双侧髋关节正位x线片上使

用记号笔作如下标记(图1，2)：(1)双侧大转子顶

点；(2)泪滴下缘连线(泪滴间线)；(3)坐骨结节连

线(坐骨结节间线)；(4)小转子顶点；(5)分别做大

转子顶点至泪滴间线的垂线，小转子顶点至泪滴间

线和坐骨结节间线的垂线，分别测量各个垂线段的

长度。术后x线测量值×放大率1为实际值，术前

x线测量值×放大率2为实际值。双侧各同名垂线

段长度之差可认为双下肢长度差。计算时将数据分

为四组：(1)GT．IT组，表示大转子顶点至泪滴间线

的距离；(2)AsIs-MM组，表示双侧髂前上棘至内踝

顶点距离；(3)LT．BI组，表示小转子顶点至坐骨结

节连线的距离；(4)LT—IT组，表示小转子顶点至泪

滴间线的距离。其中放大率1=臼杯真实外径值／

臼杯外径x线测量值。放大率2=泪滴间线距离

(术后)／泪滴间线距离(术前)×放大率1。

手术全部由3位主任医师和1位高年资副主任

医师完成。所有患者为初次或翻修THA。术前诊

断为晚期股骨头坏死54例，原发性髋关节骨眭关节

炎18例，股骨颈骨折12例，髋关节发育不良11例，

因为无菌性松动行全髋关节翻修术5例，类风湿性

关节炎4例，强直性脊柱炎1例。所有假体均为生

物性假体，其中zimmer假体54例，Smith&Nephew

假体44例，LINK假体6例，天津正天假体1例。陶

对陶界面27例，陶对聚乙烯界面39例，黑晶对聚乙

烯界面21例，金对聚乙烯界面18例。

为检测测量的可靠性，随机抽取20个病例进行

初次测量后，3周后对上述指标作再次测量(实体测

量除外)。使用同类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mcient，ICC)方法来计算观察者间和观察者内测

量结果的可靠性一8。IcC>0．80为一致性优，ICC

在O．60～O．80为一致性良好，ICC<O．60为一致性

差i 9；。

三、统计学方法

使用PASw Statisticsl8．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

理。所有数据以元±s表示。所有数据经Kolmogor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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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术后双髋关节正位测量：AB为髋臼假体的外径，直线xx’为泪滴间线，直线YY’为

坐骨结节间线，C、E分别为右、左侧大转子顶点，经C、E分别做CD和EF垂直于xx’，其

中cD和EF的长度分别为右侧和左侧大转子顶点至泪滴间线的距离；G、H分别为右、左

侧小转子顶点，经G、H分别作GI和HJ垂直于YY’，其中GI和脚分别为右侧和左侧小

转子顶点至坐骨结节间线的距离；经G、H分别做GK和HL垂直于xx’，其中GK和HL

分别为右测和左侧小转子顶点至泪滴间线的距离。其中小转子顶点位于坐骨结节间线

之上时，小转子顶点至坐骨结节间线的测量值为正值，小转子顶点位于坐骨结节间线之

下时，小转子顶点至坐骨结节间线的测量值为负值。其他测量均为正值 图2 术前

双髋关节正位测量：直线00’为泪滴问线，直线PP’为坐骨结节间线，c’、E’分别为右、左侧

大转子顶点，经c’、E’分别做c’D’和E’F’垂直于00’，其中c’D 7和E’F’的长度分别为右侧

和左侧大转子顶点至泪滴间线的距离；G’、H’分别为右、左侧小转子顶点，经G’、H’分别做

G’I’和H’J’垂直于PP’，其中G’I’和H’J7分别为右侧和左侧小转子顶点至坐骨结节间线的

距离：经G’、H’分别作G’K’和H’L’垂直于00’，其中G’K’和H’L’分别为右测和左侧小转

子顶点至泪滴间线的距离。其中小转子顶点位于坐骨结节间线之上时，小转子顶点至坐

骨结节间线的测量值为正值，小转子顶点位于坐骨结节间线之下时，小转子顶点至坐骨

结节间线的测量值为负值。其他测量均为正值

smimov检验均呈正态分布。使用配对f检验和单

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检测大转子顶点组与其他三组的

LLD测量情况。并对每一病种进行亚组分析。并使

用Bland—Altman图对四组测量结果做一致性检测。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观察者间所测数据可靠性比较

各组测量数值Icc值均>0．80，观察者间及观

察者内一致性优，说明测量数据可靠性高(表1)。

表1所测数据同类相关系数(ICC)结果显示一致性

注：可靠性1：观察者I内测量可靠性；可靠性2：观察者Ⅱ内测

量可靠性；可靠性3：观察者间测量可靠性；GT—IT指大转子顶点

(GT)至泪滴间线(IT)的距离；LT．IT指小转子尖(LT)至IT的距离；

LT—BI：LT至坐骨结节间线(BI)的距离

二、4种不同LLD测量方法结果比较

4种测量LLD的结果见表2，组间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cT．IT组术前LLD测量结果与

·148l·

ASIS—MM组、LT—BI组、LT—IT组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1．114、

一0．690、0．683，均P>0．05)，GT—

IT组术后LLD测量结果与其他3组

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扭0．044、

一1．544、一0．925，均P>0．05)。而

LT．BI组手术前后LLD测量结果与

ASIS．MM、LT．IT组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1．577、0．976、1．344、

一O．087)；LT．IT组手术前后LLD

测量结果与ASIS．MM组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0．130、1．063，

均P>0．05)。亚组分析显示仅髋

关节骨性关节炎组术前GT·IT与

ASIS．MM及髋关节发育不良组术

后GT．IT与ASIS．MM的LLD测量

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汪

一2．196、2．462，均尸<0．05)(表

2)。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4组术

前术后对LLD检测结果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F=0．914、0．886，均

P>0．05)(表3)。

三、Bland．Altman图一致性检测结果

Bland．Altman图检测结果为GT-IT比ASIS—MM

术前偏倚为1．94±17．87，95％一致性界限为

(一33．08，36．96)；GT。IT比ASIS．MM术后偏倚为

0．05±11．49(一22．46，22．56)。GT—IT比LT-BI术

前偏倚为一0．55±8．16(一16．55，15．45)；GT-IT比

LT．BI术后偏倚为一1．52土10．09(一21．29，

18．25)。GT．IT比LT．IT术前偏倚为0．10±6．64

(一12，92，13．12)；GT．IT比LT．IT术后偏倚为

一0．40±8．0l(一16．10，15．31)。Bland．Altman图

结果提示仅GT—IT与LT—IT方法测量术前LLD一致

性界限内数据百分比为94．3％，接近95％，其余

均>95％。

讨 论

THA术后出现LLD可导致很多并发症，因此

THA对双下肢LLD的要求较高，较多研究认为，

THA术后LLD>1 cm出现并发症的概率明显增加，

因此建议THA术后双下肢LLD应<1 cm¨o。这比

骨折等其他疾病治疗方法对双下肢LLD要求更高。

测量LLD是髋关节外科十分重要的一项检查方法，

文献中有很多测量方法，如临床测量法从髂前上棘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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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各亚组4种测量双下肢长度差异方法对比情况

项目 例数 GT—IT比ASIS．MM GT．rr比LT．BI GT-IT比LT-1T LT-IT比LT-BI LT-IT比AslS-MM LT-BI比ASISIMM

ONFH 54 术前O．429(一0．796) O．862(一O．175) O．987(一0．016) O．930(一O．088) O．575(一O．565) O．498(一O．682)

术后O．348(一O．947)O．381(O．884) O．337(O．970) O．788(一O．271)O．104(一1．655)0．159(一1．430)

HOA 18 术前O．042(一2．196) O．355(一O．952) 0．996(一3．198)O．288(2．922) 0．502(O．686) 0．063(一1．993)

术后0．320(一1．024)0．7”(0．354) O．375(一O，912)0，“3(1．2lO) O。951(O．063) 0。082(一1．848)

DDH 11 术前O．162(1．512) 0．153(1．546) 0．106(1．779) O．149(一1．5“)0．278(一1．147)O．315(1．060)

术后0．034(2．462) 0．087(1．899) O．148(1．568) O．439(一0．807)0．848(O．197) O．225(1．293)

FFN 12 术前0．384(一O．907)0．978(一0．028)O．352(一0．973)0．339(1．Ooo) O．720(O．368) 0．350(一0．977)

术后0，819(0．235) 0．946(0．069) O．451(0．781) O．493(一0．709)0．396(一0．884)0．940(O．078)

翻修 5 术前O．567(一O．624)O．955(一O．060)0．176(一1．642)O．141(1．833) 0．192(1．567) 0．433(一0．871)

术后0．489(O．760) 0．8“(0．182) 0．810(一0．257)0．799(一9．420)0．515(O．714) O．669(0．460)

RA 4 术前O．721(O．392) O．328(1．165) O．699(O．425) O．973(O．037) O．809(一O．263)O．360(一1．077)

术后O．903(一O．133)O．700(一O．424)O．999(0．002) 0．753(一O．344)0．792(一0．289)O．753(0．346)

AS 1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注：表中数据均为P(￡)值，统计学方法为配对￡检验；GT—IT：大转子顶点(GT)至泪滴间线(I，r)的距离；ASIs-MM：双侧髂前上棘至内踝顶

点距；LT．BI：小转子尖(LT)至坐骨结节间线(BI)的距离；LT—IT：LT至IT的距离；0NFH：股骨头坏死；HOA：髋关节骨性关节炎；DDH：髋关节发

育不良；FFN：股骨颈骨折；RA：类风湿性关节炎；AS：强直性脊柱炎；一：无数据

表3 4种方法测量双下肢长度差异结果(孟±s，mm)

注：GT-IT：大转子顶点(GT)至泪滴间线(IT)的距离；ASIs．MM：

双侧髂前上棘至内踝顶点距；LT-BI：小转子尖(LT)至坐骨结节间线

(BI)的距离；LT-IT：LT至lT的距离

至内踝顶点，脐至内踝顶点，足底垫高平衡双下肢及

x线测量方法。其中x线测量主要使用骨盆正位

或双侧髋关节正位片，骨盆侧标记使用泪滴间线或

坐骨结节连线，股骨侧标记选择小转子顶点、股骨头

中心等。但研究证明上述方法变异大，可靠性并不

一致。Sayed—Noor等⋯o对比139例THA患者术前

术后的x线(小转子顶点至泪滴间线)及临床方法

(髂前上棘至内踝距离)测量LLD，指出使用x线测

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明显优于临床测量。有研究指

出，使用骨盆正位x线测量LLD时，骨盆参考标记

使用泪滴间线比使用坐骨结节连线更为精准，原因

是泪滴间线较坐骨结节连线在骨盆x线片上表现

更稳定，受体位的影响更小[4，12．13]。Mee珊ans等H]

研究发现使用股骨头旋转中心至小转子顶点的距离

来评估LLD也是一种可靠的方法。

目前文献中少见使用大转子顶点作为x线测

量双下肢LLD的研究。本研究使用大转子顶点作

为股骨侧的标记对105例THA患者的双侧髋关节

正位x线片进行测量，并与ASIs-MM方法及文献中

最常采用的使用LT．BI方法进行对比，初步得出结

论该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且与ASIS-

MM及其他x线测量方法无明显差异。其优点是：

(1)大转子顶点是髋关节置换重要的解剖标志，术

中易于识别，很多学者使用大转子顶点与股骨头中

心平齐的方法来调整LLD，术中对于调整下肢长度

有重要作用；(2)泪滴下缘是定位髋臼假体重要的

解剖标记。研究证明，髋臼假体下缘与泪滴下缘平

齐能很大程度地恢复髋臼的解剖性旋转中心高

度。1 4I。因此使用该方法测量LLD不仅可用于术

前、术后评估LLD，指导术前模板，而且可在术中使

用该标记直接调整肢体长度。

本研究亦存在以下缺陷：(1)样本量小，仅选择

105例患者；(2)由于条件限制，测量方法为手动测

量，测量仅精确到毫米；(3)不是典型的前瞻性研

究，未使用盲法，测量人参与设计与研究。因此，需

进一步使用大样本、数字化测量及严格使用盲法研

究以进一步提高研究的精确性和可靠性。

总之，本研究通过测量标准的双侧髋关节正位

X线片双侧大转子顶点至泪滴间线距离差来计算

THA患者双下肢LLD，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与精

确性，对THA患者术前、术后评估以及术中直接调

整双下肢LLD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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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来稿中统计学处理的有关要求

1，统计研究设计：应交代统计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做

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或横断面调查研究)；

实验设计(应交代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

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交

代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

法应围绕4个基本原则(随机、对照、重复、均衡)概要说明，

尤其要交代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2．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i±s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的定量资料，用M(Q。)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

表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

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

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

20，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3．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

的设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

计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

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

．读者．作者．编者．

数所具备的条件以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

不应盲目套用r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

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归

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

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

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

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4．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P<0．05(或P<0．01)

时，应说明对比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

组之间具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的差别；应写明所用统

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t检验、两因素

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9检验

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扛3．45，，=4．68，F=6．79等)应

尽可能给出具体的P值(如尸=O．023)；当涉及到总体参数

(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

时，再给出95％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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