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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头坏死（Osteonecrosis of Femoral Head，ONFH）是指

由于各种病因造成的股骨头的血液供应被破坏，导致股骨头

发生完全或者部分性缺血，骨结构成分遭到破坏的持续性病

理过程。ONFH属于临床上骨伤科的一种常见骨关节病同时也

是疑难病。根据病因大致可将ONFH分为外伤性、激素性和

酒精性 3种类型。本病多发生于 30～50岁的人群，目前我国

罹患该病的人数已经达到 500～750万人，且每年以 15～20万

人的速度增加[1]。ONFH的早期临床症状并不典型，一般仅表

现为患髋活动后疼痛或者休息时胀痛，故多数患者常未予重

视，也未能及时就医。然而本病病情发展较快，在首发髋部

疼痛后的数月至2年内，患侧的股骨头即有可能发生塌陷，此

时患者髋部疼痛的症状加重，患肢出现短缩，多数患者此时

到医院就诊，但很多已经失去保头机会。随着病程的进一步

发展，患者疼痛逐渐加剧，骨关节炎症状开始显露，关节活

动越发受限，甚至出现行走困难和跛行，该病的致残率极高。

ONFH的治疗首先需要明确诊断，其次需要确定坏死的分

期以及致病的病因等因素，与此同时，为了选择最佳的治疗

方案，必须要考虑到患者的年龄、身体一般情况、单髋或者

双髋的受损情况等。治疗方法有手术治疗和非手术保守治

疗。大多数早期ONFH的非手术治疗主要是减轻患者肢体负

重和限制患者的活动，这对于早期ONFH患者十分关键。但

是仅仅进行减轻负重和限制患者活动并不能够阻止ONFH的

进一步发展，必须同时应用保留关节手术或其他的保守治疗

方法[2]，如双膦酸盐、降脂药物和抗凝剂等药物治疗；中医药

治疗和体外冲击波治疗等 [3]。中医药治疗 ONFH 运用整体观

念，治病求本，有风险小、费用低等优势。其中以活血化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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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Osteonecrosis of Femoral Head in
Recent F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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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steonecrosis of Femoral Head(ONFH) is one of the common and difficult clinical osteopathic diseases. As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ONFH are not clear， there is no universally accepted treatment for it. In recent years， the

incidence of ONFH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authors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urgical treatments of ONFH in

recent 5 years， namely， core decompression，bone transplantation， tantalum implantation，osteotomy and artificial hip

replacement，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ON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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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应用最多，且贯穿治疗的全程，充分体现中医辨证论治

思想。其对早期 ONFH 且尚未发生股骨头塌陷的患者疗效

显著，然而对于晚期ONFH往往束手无策，且难以达到最终

治愈的目的。目前，尚缺少具体的保守治疗方式的明确适应

证，具体保守治疗使用的药物适用于疾病的哪个阶段也没有

统一的说法 [4-6]。近年来，手术治疗 ONFH 的方法不断发展，

理论和临床实践不断完善，有髓芯减压术、骨移植术、钽棒

植入术、截骨术以及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等手术方式。

1 髓芯减压术

股骨头髓腔内的压力增高时，进入股骨头的血液会因此

减少，导致股骨头缺血坏死。髓芯减压术通过降低股骨头内

增加的骨内压来缓解症状，并且可以刺激减压针道周围的血

管形成，有望阻止甚至逆转 ONFH 的进一步发展。研究表

明，髓芯减压术能够促使病变颈部、皮质外以及股骨头形成

交通，将骨硬化带打通，从而降低股骨头内升高的压力，并

清除股骨头内部坏死区域的骨组织，填充骨腔且给股骨头以

稳定的支撑，从而有效地缓解股骨头进一步塌陷的病理进

展[7]。髓芯减压术适用于早期的ONFH，即国际骨循环研究会

（ARCO）Ⅰ～Ⅱ期，此时的股骨头在外形上表现为外形尚完整

且没有出现新月征。目前髓芯减压术有两种手术形式，一

种是直径在 8～12 mm 的传统单隧道减压，另一种为直径 3～
4 mm 的多孔多隧道减压。前者可以更好地清除坏死骨，但是

有降低股骨头颈部力学强度导致骨折的风险；后者虽然可以

降低部分股骨头压力，也减少了因力学强度降低而导致的骨

折并发症，但其局限性在于不能完全的清除坏死骨[8]。

对于中早期ONFH患者，髓芯减压术的治疗效果优于股

骨头颈部开窗打压植骨术[9]。近年来，为了提高减压疗效，临

床上多采用髓芯减压术和骨移植、干细胞移植等方法联合应

用的方式。例如尝试在髓芯减压的同时植入钽棒、自体骨或

同种异体骨、人工骨材料、富血小板血浆、骨髓干细胞

等[10-12]。郭浩山等[13]认为在关节镜引导下进行髓芯减压，可以

更加准确的定位死骨，有效进行死骨刮除，最大限度减少对

正常骨质的破坏，有利于ONFH的修复，取得更加满意的疗

效。另外，有学者发现通过术前及术后磁共振成像（MRI）和数

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患者以静脉瘀滞为主时行单纯髓芯减

压效果较好，而患者以动脉缺血为主时辅助植入带血运的骨

瓣或其他可促进骨生长的材料比单纯髓芯减压效果更好[14]。

2 骨移植术

骨移植术是在原有髓芯减压术的基础上，将自体髂骨、

腓骨或异体骨植入到股骨头的坏死部位。植入的骨能够对股

骨头起到有效的支撑作用，并诱导ONFH部位周围微循环的

重建和新骨形成[15]。包括不带血管和带血管蒂两种方式，不带

血管的骨移植术用于ARCOⅡ、Ⅲa/b期。带血管蒂的骨移植

术还可以用于ARCOⅢc期。李东海等 [16]研究发现，与传统的

髓芯减压自体骨支撑植骨术相比，经过改良后的经皮头颈开

窗植骨术治疗早期的ONFH有着更好的近期效果，并且可以

加速术后髋关节功能的恢复。左伟等[17]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

的髓芯减压合并打压植骨，经皮头颈开窗植骨术有更多的优

点，如：①手术时的创面更小；②能够更加完整地清除股骨

头内的坏死骨组织；③可以更完全地植骨，为尚未塌陷的股

骨头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④可以相对地减少转子下骨折

和转子间骨折等并发症的发生。带血管蒂的骨移植术可以通

过自身所带的血管蒂有效的改善ONFH部位的血液供应，并

且促进股骨头的重建和修复，利用移植的骨块为坏死的股骨

头提供机械性支撑，有效地防止股骨头进一步塌陷[18]。临床上

一般以腓骨作为首选的移植骨块，这是由于腓骨属于坚质

骨，具有较强的支撑作用，并且移植后不易被自身吸收，能

够有效防止术后骨小梁骨折和股骨头的进一步塌陷，为股骨

头血管的修复提供较好的力学环境[19]。虽然带血管蒂的骨移植

术治疗ONFH安全有效，但文献指出，此种手术方式仍存在

术后并发症的问题，例如深静脉血栓、术后感染、腓神经麻

痹等，需要予以重视[20]。张颖等[21]研究发现，缝匠肌骨瓣移植

治疗早期ONFH，操作简单，便于掌握，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可

靠方法。樊天等 [22]认为骨移植的不足在于其近期效果虽然不

错，但远期效果并不理想。这是因为骨移植术后对坏死股骨

头的支撑作用仅仅来源于有限的接触和挤压，而这样的固定

支撑力往往比较弱，因此难以取得理想的远期效果。

3 钽棒植入术

钽棒应用于 ONFH 的临床治疗是因为钽金属有以下优

势：①钽金属属于惰性金属，植入人体时有高度的抗腐蚀性

且与人体有高度的相容性；②钽金属弹性模量在皮质骨和松

质骨之间，与天然骨骼相似，可降低植入后钽棒变形、断裂

的风险，并且能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③多孔钽金属具有较

高的摩擦系数，植入后不会导致局部结构不稳；④钽金属具

备独特的三维结构空隙，这使得细胞可以在钽棒的内部黏

附、分化和生长，可以诱导成骨细胞的增殖。因此，钽金属

可以说是理想的骨科植入材料[23]。何小强[24]研究发现国产多孔

钽棒用于治疗早期的ONFH，可以促进骨生长，有效缓解患者

髋部的疼痛症状，有利于患者髋关节功能的恢复，防止股骨

头的进一步塌陷，延长需要人工髋关节置换的时间。孟钊志[25]

研究指出，钽棒植入术的适应症是早期ONFH面积＜30%的患

者，相对禁忌症是ONFH面积＞30%的患者，而已经出现股骨

头塌陷的患者属于绝对禁忌症，此时不能行钽棒植入术。穆

杰[26]通过临床比较发现，钽棒植入术后患者的髋关节评分量表

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髓芯减压植骨术后的同类型患

者，证明了钽棒植入术治疗早中期 ONFH 患者的突出疗效。

杨哲[27]研究表明，与传统的髓芯减压并植骨术相比，钽棒植入

术治疗早期 ONFH 的优良率更高，患者可以得到更好的恢

复。但由于钽棒缺乏组织粘附性及其较低的降解速率，导致

后期行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时原先植入的钽棒取出困难，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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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植入钽棒直接行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的ONFH患者相比较而

言，该类患者术中出血量明显增多，甚至部分患者可能会因

钽棒无法取出而永久植入体内[28]。另外，钽金属虽然是惰性金

属，但长期的磨损、腐蚀还是免不了产生少量金属离子积

聚，会增加患者产生毒性反应的风险[29]。

4 截骨术

截骨术治疗ONFH的机制主要是通过截骨的方式，改变

股骨头的承重区域，由股骨头的未坏死区域承担股骨头的承

重功能，减少ONFH区域的负重，从而延缓股骨头进一步塌

陷的进程，最大程度的保留髋关节的功能。髋关节截骨术根

据截骨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骨盆截骨、股骨粗隆旋转截骨、

股骨粗隆间内翻或外翻截骨[30]。夏天卫等[31]的实践研究结果表

明，对于ARCOⅢ期的ONFH患者，髋关节外科脱位入路后行

旋转截骨术在延缓股骨头塌陷、提高髋关节功能方面优于死

骨清理打压植骨术。但是由于截骨术必须严格掌握适应症，

对于分期不同的ONFH采用的截骨方式不同，而且截骨之后

可能会增加日后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的难度，再加上截骨术的

手术创伤相对其他手术方式较大，因此近年在国内应用截骨

术治疗ONFH的不多[32]。

5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作为治疗髋关节疾病的一种经典手术

方法，广泛应用于ONFH的治疗。此种手术方法可分为髋关

节表面置换术和全髋关节置换术。髋关节表面置换术适合于

年轻，FicatⅢ期的患者，其优势在于可以解决此类患者由于

自身活动量大而产生的假体频繁松动问题，可以降低手术翻

修率[33]。全髋关节置换术采用生物相容性或金属材料制成的人

工髋关节假体，通过手术置换破损的关节面，可以有效缓解

患者关节疼痛、矫正畸形，最大程度恢复髋关节功能[34]。人工

髋关节置换术还可以根据假体的类型分为骨水泥型和非骨水

泥型。冯晓飞等[35]研究指出，采用骨水泥假体或非骨水泥假体

进行人工髋关节置换术，都可以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两者

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是目前治疗晚期

ONFH最常见且有效的方法。巩顺东[36]研究表明，在ONFH的

临床治疗中，采用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比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有

更显著的疗效，术后患者髋关节活动情况明显改善，髋部疼

痛症状明显缓解。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既可以确保患者术后髋

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术后髋关节脱位的风险，又可以减少术

后二次翻修的难度，对股骨头的血运影响不大。且随着理论

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其适应症已经相当明确。韩献波等[37]研究

表明，在 ONFH 的早期，行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的效果不如

保留股骨头治疗。可见人工髋关节置换术主要应用于 Ficat
Ⅲ期～Ⅳ期，即大面积的骨坏死和严重的关节面塌陷阶段，

对年龄较大的老年患者和经过保守治疗效果不明显的患者有

重要的意义，同时应当根据患者的年龄、骨质情况、全身状

况和活动量选择假体的类型和固定方式。

随着显微外科技术的不断发展，在临床上外科越来越提

倡微创技术，骨科同样如此，因此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在行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使用微创小切口。如郑永松[38]经过实践发现

微创小切口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在治疗晚期ONFH的过程中

有良好的应用效果，使用这种手术方式能够有效地缩短患者

的手术时间，减少患者的术中出血量和术后引流量，可较快

地促进患者的康复。王爱明等[39]通过对比发现，与行常规人工

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相比较，行经梨状肌和臀小肌的间隙入

路切口微创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术中出血量及伤口引流

量较少，术后愈合时间较短，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偏低，髋关

节功能恢复更佳，同时安全性有保障。舒化兴[40]研究结果亦表

明使用微创小切口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对患者更有帮助，值得

推广。

6 小结

目前手术治疗 ONFH 的方法有髓芯减压术、骨移植术、

钽棒植入术、截骨术以及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等手术方式。临

床医师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手术方式，而最终目

标是延缓ONFH的进展，进而延缓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的时

间。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作为ONFH终末期的治疗方法，越

来越重视微创治疗。现阶段手术治疗ONFH已经成为十分成

熟且常用的方式，大多数患者经过手术治疗都能有良好的预

后，术后早期下地锻炼可以促进患者骨头坏死的愈合以及髋

关节活动功能的恢复。经过几十年来临床医师及实验研究的

不断发展，ONFH治疗方法多样，效果已经十分可靠，相信随

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临床实践的不断发展，ONFH的致残率会

进一步减少，患者的生活质量也会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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