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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头缺血坏死早期微创保头手术的
疗效观察

郭晓忠

【摘要】 目的　 探讨股骨头缺血坏死早期采用髓心减压异体骨移植 +结构性骨支撑手术的疗效。
方法　 1998 年 6 月至 2018 年 9 月,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收治股骨头缺血坏死患者 216 例

(296 髋),其中男 184 例,女 32 例,年龄 40. 1 ± 6. 9(16 ~ 61)岁,采用股骨头髓心减压,异体骨移植 +结

构性骨支撑手术方法对其进行治疗。 分析其中术后 10 年及以上行经大转子外侧入路、股骨头髓心减

压、异体松质骨植骨 +异体腓骨移植术治疗的 41 例(72 髋)患者的随访结果。 结果　 该组患者平均随访

162. 8 ± 6. 3(119 ~ 232)个月,末次随访时失访率为 20. 83% ,优良率为 75. 44% ,手术成功率为 80. 70% ;
75. 44%的股骨头外形良好。 Harris评分由术前的(71. 6 ± 3. 2)分提高到术后的(91. 6 ± 2. 8)分,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 031)。 术后所有患者均未发生伤口感染、下肢静脉血栓、局部血肿、神经损伤症状等

并发症。 结论　 股骨头缺血坏死早期微创保头手术损伤小、出血少、关节功能恢复快、临床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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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ally invasive head preservation surgery in the early stage of osteonecrosis necrosis of fe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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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llogeneic bone transplantation plus structural bone
support in early stage of osteonecrosis of femoral head(ONFH). Methods　 Among 216 patients (296 hips)
with ONFH were treated by allogeneic bone transplantation plus structural bone support, aging from 40. 1 ± 6. 9
(16 - 61 ) years old in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between June 1998 and
September 2018. In this series, 41 patients (72 hips) were examined retrospectively with ONFH treated by the
lateral approach of the great trochanter, decompression of the femoral head, allogeneic cancellous bone grafting
and allogeneic fibula grafting. Results　 Patients in this group were followed up for 162. 8 ± 6. 3(119 - 232)
months. The rate of lost to follow-up was 20. 83% , good rate was 75. 44% , the rate of success was 80. 70% ,
the good shape of femoral headat the last follow-up was 75. 44% . Harris score was improved from preoperative
(71. 6 ± 3. 2) to postoperative (91. 6 ± 2. 8) (P = 0. 031).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not found in all
patients. Conclus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ONFH, minimally invasive head preservation surgery has the
advantages of less injury, less bleeding, rapid recovery of joint function and good clinical effect.

【Key words】 Femoral head; Necrosis; Surgery; Bone grafts

股骨头缺血坏死的治疗以早期治疗以保护股骨

头为目的。 不论是服用药物、磁疗电疗、高压氧疗

法、介入治疗等保守治疗骨坏死,均没有充分证据证

明其治疗有效[1-2]。 而针对骨坏死的保头手术,又

有多种术式,如：股骨头髓心减压术、植骨术、带或不

带游离血管蒂腓骨或髂骨移植术、转子间旋转或内

外翻截骨术等[3-4]。 这些手术往往创伤较大,疗效

也不一,并发症较高。 即使同一种手术治疗方法,临
床疗效报道效果也不一致。 尽管绝大多数保头手术

治疗有效,但长期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且各种手术也

存在不同的并发症[5] 。 因此,探寻一种即微创、临
床疗效又佳的治疗早期股骨头坏死的保头术式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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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必要。 本研究采用髓心减压异体骨移植 +结

构性骨支撑手术治疗早期股骨头缺血坏死取得良

好疗效。

资料与方法

一、资料

自 1998 年 6 月至 2018 年 9 月,北京积水潭医

院矫形骨科采用髓心减压异体骨移植 +结构性骨支

撑手术方法治疗股骨头缺血坏死患者 216 例

(296 髋);其中男 184 例,女 32 例,年龄 40. 1 ± 6. 9
(16 ~ 61)岁;酒精性 163 例 214 髋,激素性 42 例

71 髋,创伤性11 例11 髋;双侧病变 80 例,单侧病变

136 例。 按照国际骨循环研究学会 ( Association
Research Circulation Osseous,ARCO)对坏死股骨头

进行分期[6]：Ⅲc期 51 髋,Ⅲb期 5 髋,Ⅱc 期 232 髋,
Ⅱb期 8 髋。 所有患者术前常规行双髋关节正、侧位

X线,CT 平扫和(或)磁共振检查,术前及术后随访

时采用 Harris评分系统对髋关节功能进行评估。
二、方法

1.手术：99 例(133 髋)采用经大转子外侧入

路、股骨头髓心减压、异体松质骨植骨 +异体腓骨移

植术治疗;41 例(55 髋)采用髓心减压、异体松质骨

植骨 +钽棒移植术治疗;76 例(108 髋)采用髓心减

压、异体松质骨植骨 +羟基磷灰石聚酯支撑棒治疗。
31 例(40 髋)采用导航引导下的髓心减压、异体松

质骨植骨 +结构性骨支撑手术,其中支撑物为钽棒

14 例(17 髋),异体腓骨 17 例(23 髋)。 2011 年后

的 109 例(146 髋)采用经大转子单一入路双孔道髓

心减压异体松质骨植骨 +结构性骨支撑手术。
经大转子单一入路双孔道髓心减压异体松质骨

植骨 +结构性骨支撑手术方法：连续硬膜外麻醉、蛛
网膜下腔麻醉或全身麻醉。 患者平卧于骨科牵引床

上,G型臂 X 线监视下手术。 常规消毒铺巾,大转

子外侧入路,切口 1. 5 ~ 3. 0 cm。 切开皮肤及皮下

组织,钝性分离阔筋膜,沿股外侧肌止点,显露出大

转子远端。 用斯氏针在 G 型臂透视引导下向股骨

头内侧负重区内侧方向进针达骨坏死区域,距股骨

头软骨下骨 3 mm处。 减压钻头沿导针进行股骨头

髓心减压至骨坏死区域内侧,取异体松质骨用特制

植骨填充器将异体松质骨植入股骨头内侧减压区,
距股骨头软骨下骨 3 mm 处,将植骨范围延伸至股

骨颈正常骨组织内并加压打实。 用斯氏针向股骨头

外侧负重区进针至骨坏死区域,距股骨头软骨下骨

3 mm。 减压钻头沿导针行股骨头髓心减压至骨坏

死区域外侧负重区,取少量异体松质骨用特制植骨

填充器将异体松质骨植入股骨头外侧减压区,距股

骨头软骨下骨 3 mm处并加压打实。 将处理后的异

体腓骨段或羟基磷灰石聚酯支撑棒沿髓心减压孔道

植入股骨头外侧负重区,冲洗缝合。 术后扶双拐部

分负重行走 6 ~ 12 个月,6 个月 ~ 1 年后门诊复查决

定是否弃拐。
2.随访及疗效评估标准：所有患者分别于术后

1、3、6 个月及此后每年(定期)来院复查。 术前及术

后随访时采用 Harris评分系统对髋关节功能进行评

估[7]：优,髋关节无疼痛,评分≥90 分;良,髋关节轻

度不适,活动基本不受限,评分 80 ~ 89 分;可,髋关

节有轻度疼痛,评分 70 ~ 79 分;差,髋关节严重疼

痛或活动受限,评分≤69 分。 基于影像学资料根据

ARCO分期,评估坏死股骨头的术前分期和术后不

同时期的进展,判定骨坏死是否有修复或进展(塌
陷情况)。 因骨坏死进展行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

(total hip arthroplasty,THA)定义为保头手术失败。
本研究仅对术后 10 年及以上(1998 年 6 月至 2007
年12 月)行经大转子外侧入路、股骨头髓心减压、异
体松质骨植骨 + 异体腓骨移植术治疗的 41 例

(72 髋)患者的随访结果进行统计。
3.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 22. 0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以 x ± s 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P < 0. 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　 　 果

本组 41 例 72 髋随访过程中 9 例 15 髋术后失

访,其中Ⅱc 期 10 髋,Ⅲc 期 5 髋,失访率为 20. 83%;
最终 32 例 57 髋纳入研究,患者随访 162. 8 ± 6. 3
(119 ~ 232)个月,其中Ⅲc期 16 髋,Ⅲb期 1 髋,Ⅱc
期 39 髋,Ⅱb 期1 髋。 末次随访时 10 例 14 髋关节

功能差,Harris 评分(61. 3 ± 4. 1)分,且已进展到

ARCO IV期,其优良率为 75. 44% ;其中 8 例 11 髋,
Ⅲc期 4 髋、Ⅱc 期 7 髋因病情进展分别于术后

(3. 2 ± 0. 6)年及术后(6. 7 ± 0. 4)年行 THA,3 髋因

病情进展已出现髋关节骨关节病改变需行髋关节置

换,因患者自身原因而未行 THA,保头成功率为

80. 70% ;43 髋(75. 44% )末次随访时股骨头外形良

好,Harris评分良好,不需要行人工全髋关节术。 术

前Ⅱ期 40 髋末次随访时行 THA 的发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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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5% ,术前Ⅲ期 17 髋末次随访时行 THA 的发生

率为 23. 5% ,Ⅱ期和Ⅲ期坏死的股骨头行髓芯减压

植骨加异体腓骨支撑治疗手术失败的概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χ2 = 0. 026,P = 0. 872)。 Harris 评分由

术前的(71. 6 ± 3. 2)分提高到术后的(91. 6 ± 2. 8)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31),末次随访时髋

关节功能较术前明显改善。 术后所有患者均未发生

伤口感染、下肢静脉血栓、局部血肿、神经损伤症状

等并发症。 在大量的病例中可以观察到骨坏死转化

为成骨迹象,即使已经出现塌陷,塌陷区域可以清晰

观察到孔道硬化成骨征象。
　 　 典型病例

病例 1：患者男,49 岁。 酒精性骨坏死,双髋疼

痛半年,X 线示：双侧股骨头坏死(ARCOⅡc 期)
(图 1A ~ C),2003 年 4 月行双侧股骨头髓心钻孔减

压,异体松质骨植骨 +异体骨腓骨移植术,术后半年

不负重,定期随访(图 1D)。 术前 Harris评分 67 分,
术后末次随访为 95 ~ 98 分。 术后 1 年随访,双侧股

骨头内可见成骨迹象,移植物清晰可见,双侧股骨头

形态完整,左侧植入的异体腓骨未达负重区,关节间

隙正常,双侧大转子可见明显异位骨化征象 (图
1E);术后 15 年随访,X 线示：双侧股骨头内骨密度

较前减弱,骨结构重塑明显,移植物仍清晰可见,右
侧股骨头形态完整,关节间隙正常;左侧股骨头负重

区关节面毛糙,关节间隙存在(图 1 F,G)。 但双髋

无明显疼痛症状,髋关节功能轻度受限,接近正常,
行走无跛行。 Harris 评分：左髋为 98 分,右髋为

95 分(图 1H)。
病例 2：患者男,29岁。 酒精性骨坏死,双髋疼痛

半年,X线及磁共振示：双侧股骨头坏死Ⅲc(图 2 A,

图 1　 病例 1：患者男,49 岁。 酒精性骨坏死,双髋疼痛半年　 A 双侧骨坏死,术前 X线示双侧骨坏死Ⅱ期,左Ⅱc,右Ⅱb　 B 术前 MRI显示双

侧骨坏死,左侧为重　 C 术前 MRI显示双侧骨坏死,左侧为重,伴明显股骨头及颈部广泛水肿　 D 术后 2 周 X线示双侧骨坏死Ⅱ期,左侧腓骨

支撑未到位,右侧左侧很好　 E 术后 1 年 X线示双侧骨坏死区域成骨迹象明显,大转子处可见异位骨化征像　 F 术后 15 年 X线示双侧骨坏死

区域成骨重塑,异体腓骨可见明显吸收,右侧股骨头关节面平滑,左侧关节面欠光滑,大转子处异位骨化征像存在　 G 术后 15 年 CT示双侧股

骨头形态完整,骨坏死区域成骨重塑,其间可见局限囊变区,关节间隙正常　 H 术后 15 年,关节功能好,正常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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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T示：双股骨头密度不均,星盲征消失,双侧可

见软骨下骨断裂(图 2C)。 2005 年 12 月行双侧股骨

头髓心钻孔减压 +异体骨腓骨移植术,术后半年不

负重,定期随访。 术后半个月 X线示：双侧股骨头形

态完整,骨支撑物清晰,支撑可靠(图 2 D,E)。 术后

13 年 X线显示：右侧股骨头形态完整,骨支撑物清

晰可见,支撑至关节面下,股骨头有成骨及重塑征

象,关节间隙正常;左侧股骨头内可见散在大小囊性

变,其间可见硬化增粗骨带,股骨头稍形态,关节间

隙正常(图 2F)。 CT 示：右侧股骨头坏死区域成骨

重塑征象,股骨头形态正常,关节间隙正常;股骨头

可见散在分格状囊性变,其间增宽硬化带支撑关节

面,关节间隙正常(图 2G)。 术后 13 年,患者双髋关

节活动正常,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 术前 Harris 评
分 64 分,末次随访右侧 100 分,左侧 96 分。

病例 3：患者男,29 岁。 激素性股骨头缺血坏死,

右髋关节疼痛 8 个月,前来就诊,X 线及 CT 显示：右
侧骨坏死Ⅲc(图 3 A,B)。 术前 MRI 显示：股骨头坏

死迹象明确,股骨头内广泛水肿(图 3 C)。 2016 年 6
月行经大转子单一入路双孔道髓心减压植骨加结构

性骨支撑手术。 术后半年复查 X线显示：股骨头内植

骨确切,股骨头外侧结构性骨支撑存在,股骨头头颈

交界处可见条状密度减低区约 6 mm × 15 mm(图
3D)。 术后 1年复查,X线及 CT 显示：头颈交界处低

密度区消失,可见明显成骨迹象,股骨头内骨密度明

显增高,结构性骨支撑确切可靠。 股骨头形态正常,
关节间隙正常(图 3 E ~ F)。 手术切口长约 2. 5 cm,
术后功能恢复良好,Harris评分 100分(图 3 G,H)。

讨　 　 论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早期诊治困难[8],尽管针对

早期股骨头坏死的手术方案各有利弊[9-10],但保守治

图 2　 病例 2：患者男,29 岁。 酒精性性骨坏死,双髋疼痛半年　 A 术前 X线示双侧骨坏死Ⅲc　 B 术前 MRI示双侧骨坏死,左侧为重　 C 术前

CT示双侧股骨头软骨和软骨下骨破裂,显示骨坏死Ⅲ期 　 D 术后 2 周 X 线示植骨及骨支撑确切 　 E 术后 CT 示骨坏死区植骨及支撑可靠

F 术后13 年 X线示股骨头形态完整无塌陷,关节间隙正常,骨支撑物可见　 G 术后 13 年 CT 示股骨头内成骨迹象明显,无塌陷,关节间隙正

常,左侧股骨头散在囊变,其余其余部位成骨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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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病例3：患者男,29 岁。 激素性股骨头缺血坏死,右髋关节疼痛8 个月　 A 术前 X线示右侧骨坏死明确,Ⅲc　 B 术前 CT示股骨头内囊性

变明显,软骨及软骨下骨断裂　 C 术前 MRI示右侧股骨头内广泛水肿,股骨头近端低信号区　 D 术后半年 X线示双孔道减压植骨确切,骨坏

死区域中部可见囊性变明显存在　 E 双孔道减压植骨术后 1 年,骨坏死区域成骨迹象明显,中部囊性变区消失　 F 术后 1 年 CT示骨坏死区域

成骨迹象明显,囊性变区消失,由成骨填充　 G 手术切口长约 2. 5 cm　 H 术后 1 年,髋关节功能恢复良好,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

疗的方法,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效。 早期保头

手术治疗方法种类较多,目的是保护股骨头避免其

塌陷,改善髋关节功能,从而避免进行 THA。 这些手

术方法包括：股骨头髓心减压术、植骨术、带或不带

游离血管蒂腓骨或髂骨移植术、转子间旋转或内外

翻截骨术等[11-13],这类手术创伤往往较大,多数手术

进入髋关节,可能间接影响到髋关节功能或造成股

骨头血运进一步损害,时有并发症的发生,手术疗效

重复性不强,疗效不一,往往被归结为分期标准的不

一致[14-17]。 部分早期股骨头坏死保头术后可发生囊

性变,这可能是由于术前软骨下已发生囊性变,所植

的移植骨未能修复这部分组织,使囊性变更明显加

重,加之关节囊内压力增高,滑液渗透到软骨下骨内

形成散在囊状透亮区,囊内可为黏液样或脂质样肉

芽样组织,也可为疏松纤维组织或蛋白样物质,周围

被纤维组织和(或)反应性骨质硬化所包绕[18]。
1.选择保头手术方法的主要原则：股骨头缺血

坏死的手术治疗应遵循下列原则：(1)骨坏死区域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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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2)去除坏死骨;(3)用新骨替代坏死骨;(4)对
关节面软骨下骨提供结构性骨支撑;(5)提供新的血

液供应以促进骨内血管形成。 治疗方法的选择主要

取决于 4 个因素：(1)坏死病变的大小;(2)疾病的

严重程度(分期);(3)股骨头塌陷的程度;(4)计划

治疗的发病(展)率。 由于骨坏死的病因不明确,致
病机制也不清晰[19],因此,即使充分考虑了上述因

素,保头手术的疗效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不同保头手术方法的特点：目前,各种保头手

术方法各有特点。 髓心减压是治疗早期股骨头坏死

的的最常用方法之一。 该方法可以降低骨内压力,
改善静脉回流,促进股骨头坏死区血管化。 然而,导
致其失败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它在单独使用时不能为

坏死区域的成骨细胞提供足够的基质,由于减压消

弱了股骨头支撑力,有可能促使股骨头塌陷加速发

生[20-21]。 临床和影像学资料证实,各种截骨术仅适

用于股骨头负重区保存量超过 40%的患者[7]。 截

骨术并没有被广泛用与 ONFH 的标准治疗,是因为

其预后不确定,可能会增加 THA 的难度[22]。 然而,
各种植骨术,包括血管化或非血管化的骨移植,都是

通过干预其病理过程,来避免行髋关节置换术。 带

血管的骨移植,术后长期成功率不一致,其手术特点

是手术时间长、技术要求高、创伤大、并发症多

等[23]。 因此,许多研究者开始采用非血管化骨移植

术来治疗股骨头坏死[24]。
经大转子减压植骨是一种是常见的保头手术方

法,最大的优点就是手术不进入关节,对髋关节功能

影响很少,手术并发症低;唯一的问题是手术效果不

确切。 手术效果受许多因素影响,但植骨材料的选

择和获得确切的结构性骨支撑至关重要。 异体骨移

植在骨科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其在骨缺损和骨折不

愈合等治疗中的疗效是肯定的,异体骨移植在股骨

头坏死治疗方面的临床疗效的研究相对较少[24-25]。
异体骨移植治疗股骨头坏死可取得长期满意的疗

效[24,26]。 本研究之所以对早期股骨头坏死患者采用

异体松质骨移植,是设想充分利用异体骨残存的抗

原性来改变股骨头坏死区域的内环境,引起某种程

度的无菌炎性反应,增加毛细血管再生的可能性,唤
醒坏死区域濒死或休眠状态的骨细胞,从而对骨坏

死进程进行干预,促进坏死区域骨组织发生逆转。
采用异体腓骨或其它支撑物支撑负重区,是预想减

少坏死的股骨头很快塌陷的可能性。 因此,本研究

采用股骨头髓心减压 +异体松质骨移植(加压打实)

+异体骨腓骨、钽棒或羟基磷灰石聚酯支撑棒移植

术,治疗早期股骨头缺血坏死。 本研究虽然手术方

法不断改进,但有两项原则始终未变：(1)异体骨移

植贯穿始终;即使做钽棒支撑手术,减压孔道近端也

采用异体松质骨移植,并加压打实再植入钽棒支撑。
(2)结构性骨支撑贯穿始终,手术自始至终,都对负

重区提供有力支撑。 即使是骨坏死已经发展为Ⅲ
期,异体骨植骨 +结构性骨支撑手术仍然可能有效。
延缓甚至最终避免进行 THA。 在随访到的 57 髋中,
平均随访 13. 5 年,11 髋行 THA 手术,占 57 髋的

19. 30% ;其余 46 髋未行 THA,占 57 髋的80. 70% ,
43 髋(75. 44% )临床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股骨头髓

心减压 +异体松质骨移植 +异体骨腓骨移植术是一

种临床疗效可靠的保头手术方法。 随着手术方式的

不断改进,微创的经大转子单一入路双孔道减压植

异体松质骨 +结构性骨支撑手术治疗早期股骨头

缺血坏死的疗效会进一步提高。
综上所述,经大转子入路异体腓骨移植保头手

术治疗早期股骨头缺血坏死,是一种手术切口小、损
伤小的微创手术。 手术不进入关节,对其功能影响

小,功能恢复快,移植骨材料来源充足,没有供区并

发症。 手术简便易行,很容易推广应用。 中长期疗

效也非常肯定可靠[24,26]。 是一种值得推广的保头守

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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