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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友病关节炎患者三维 CT 与 X 射线片中膝关节的解剖形态学特点

裴天龙，汪永康，吴文杰，赵  红，王龙胜

文题释义：

血友病关节炎：是一种罕见的遵循X连锁隐性遗传的出血性疾病，患者由于血浆凝血因子Ⅷ或Ⅸ缺陷而致使关节内反复出血，继而引起关

节肿胀与僵硬，导致关节破坏和功能丧失。

全膝关节置换：是一种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将关节假体替换病损关节的方法，能为患者提供无痛、更好的功能和生活质量。全膝关节置换

术是终末期膝关节病的黄金标准治疗方法。

摘要

背景：血友病关节炎患者行全膝关节置换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是目前尚无研究报道血友病关节炎患者的膝关节形态学特点。

目的：通过对血友病关节炎患者膝关节三维CT解剖形态参数与X射线片的测量，为血友病关节炎患者膝关节假体的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数

据。

方法：回顾性分析了46例膝关节CT薄层扫描图像及X射线双下肢负重全长正位片，其中血友病23例，正常组23例。统计患者的年龄、性

别、身高、体质量及体质量指数，在3D后处理软件上重建并测量股骨远端外侧髁前后径、股骨远端外侧髁宽度、股骨远端内侧髁前后

径、股骨远端内侧髁宽度、胫骨平台横径、胫骨平台中部前后径、胫骨外侧平台前后径、胫骨内侧平台前后径；在X射线双下肢负重全长

正位片上测量解剖股胫角、股骨远端外侧角、胫骨近端内侧角；比较并分析两组的解剖形态学差异。

结果与结论：①血友病组胫骨内侧平台前后径、胫骨平台中部前后径、解剖股胫角、胫骨近端内侧角均小于正常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②血友病组股骨远端外侧髁前后径及股骨远端内侧髁前后径均小于正常组，而股骨远端外侧髁宽度及股骨远端内侧髁宽度要大

于正常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01)；③结果表明血友病患者胫骨近端与股骨远端的解剖形态与正常人存在一定的差异，其胫骨近端

内侧畸形更加严重；股骨远端内外侧髁较正常人更宽，股骨远端纵横比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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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The number of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in hemophiliac arthritis patients is increasing, but there has been no report on the morp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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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目前关于骨关节炎患者膝关

节形态学分析的文章较多，

但仍未见到关于血友病性

关节炎患者膝关节形态学

分析的相关报道；

△此次试验联合了 CT 与 X 射

线片，通过对其综合分析，

对血友病患者的治疗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对象分组
观察指标

结论

(1) 血友病组患者为
临床诊断为血友
病性关节炎患者；

(2) 正常组为无骨性
关节炎、骨质疏
松、骨折等骨质
疾病的患者。

(1) 股骨远端外侧髁前后
径、股骨远端外侧
髁宽度、股骨远端
内侧髁前后径、股
骨远端内侧髁宽度；

(2) 胫骨平台横径、胫
骨平台中部前后径、
胫骨外侧平台前后
径、胫骨内侧平台
前后径；

(3) 解剖股胫角、股骨
远端外侧角、胫骨
近端内侧角。

(1) 血友病关节炎患者
胫骨平台内侧畸形
更加严重，股骨远
端纵横比较正常人
更小；

(2) 故为血友病关节炎
患者设计假体时，
胫骨端假体要考虑
到其非对称性，股
骨端假体要考虑到
纵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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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血友病是一种罕见的遵循 X 连锁隐性遗传的出血性疾

病，患者由于血浆凝血因子Ⅷ或Ⅸ缺陷而致使关节内反复出

血，继而引起关节肿胀与僵硬，导致关节破坏和典型的血友

病关节炎表现
[1-4]

；严重时可发展为骨性愈合，造成永久性

残疾。关节出血可能涉及任何关节，但是膝关节、踝关节和

肘关节所受影响最大，目前这些患者的治疗是基于对严重疾

病患者出血发作的预防，通过定期预防性使用凝血因子防治

关节反复出血，以延缓和避免进展为关节病
[5-6]

。凝血因子

是一种拯救血友病患者生命的药物，其原料是血浆，但是血

浆的严重缺乏使得作为药物的凝血因子昂贵且难以获得。由

于昂贵的治疗费用，大多数血友病患者均发展至晚期血友病

性关节炎，此时，全膝关节置换是唯一一种改善晚期血友病

性关节炎患者膝关节疼痛和功能的治疗方法
[7-8]

。

尽管全膝关节置换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减轻患者疼痛、

改善生活质量及膝关节功能的手术
[9]
，但几乎所有的人工膝

关节假体都是基于正常人的形态学特征设计的
[10]
，而晚期

血友病性关节炎患者常伴有严重的关节畸形，胫骨近端及股

骨远端形态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虽然在血友病人群中全膝关

节置换的结果显示了良好的假体存活率，但是这些结果与非

血友病患者相比仍略有逊色。因此，测量分析血友病性关节

炎患者的膝关节形态，对提高手术效果以及研究设计适合血

友病性关节炎患者解剖形态特征的人工假体都有着重要意

义。

目前，关于晚期血友病性关节炎的文献仍较少。但是

目前研究报道，由于残留的症状和其他关节的损害，结果并

不能达到晚期疼痛性骨关节炎患者的相同水平
[11]
。因此文章

分析了血友病性关节炎患者与正常组膝关节形态学方面的差

异，以加强人们对血友病性关节炎形态学的认识，为临床治

疗提供指导。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病例 -对照试验。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3 月在安徽医科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完成。

1.3   对象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3 月在安徽医科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血友病性关节炎患者的病历资

料，根据其年龄、体质量、性别、体质量指数匹配 2 年内在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多层螺旋 CT 薄层扫描与 X 射线

双下肢负重全长正位片的无骨性关节炎、骨质疏松、骨折等

骨质疾病的患者，最终纳入血友病组 23 例，正常组 23 例。

所有患者已获知情同意，此次研究已获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体质量、

身高及体质量指数等一般资料方面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血友病性关节炎患者纳入标准：①临床明确诊断为血友

病性关节炎；②下肢未行外科手术治疗；③患者基础资料完

整；④在同一台机器接受检查。

血友病性关节炎患者排除标准：①一次麻醉下行单侧下

肢手术的患者；②既往下肢骨折病史；③下肢骨肿瘤病史；

④拍摄不规范的图像。

1.4   材料   应用美国 GE 公司的 LightSpeed 64 排 VCT 机进行膝

关节 CT 平扫，扫描参数：管电压 120 kV，管电流 200 mA，

采用螺旋扫描模式，软组织窗扫描，层间隔 0.7 mm，层厚    

1.0 mm；应用德国 Digital Diagnost Release 3.1 飞利浦双板

DR，最大管电压 150 kV，最大管电流 800 mA，胶片距离 2.6 m；

三维重建软件为德国汉堡 Philips 公司提供的后处理三维工作

站 IntelliSpace Portal v6.0.5.02900。
1.5   测量方法   依据纳入排除标准，选取 GE LightSpeed 64 

排 VCT 机膝关节轴位薄层扫描图像，扫描范围为膝关节上方   

15 cm，膝关节下方 15 cm，膝关节的 3D 重建模型是在 1.0 mm

的薄层轴向扫描图像基础上创建的，所有的测量都在 3D 模型

上进行，由 3位医师根据相同的测量方法独立测量后取平均值。

为确保测量资料的可比性，依据纳入排除标准，选取

46 例规范的双下肢负重全长正位 X 射线片。其中膝关节尽可

能笔直，髌骨垂直且指向前方，下肢处于中立旋转位置，双

OBJECTIVE: To provide reference data for the design of knee prosthesis for hemophilic arthritis patients through the measurement of knee three-dimensional 
CT anatomical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and X-ray.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46 cases of knee thin-section CT images and X-ray anteroposterior stand-up radiograph of lower limbs was conducted, 
including 23 cases of hemophilia patients and 23 cases of ordinary patients. Age, sex, height, body mass and body mass index were collected. Those patients 
were measured by three-dimensional software for the femoral lateral anteroposterior diameter, width of lateral condyle, femoral medial anteroposterior 
diameter, width of medial condyle, tibial anteroposterior diameter, tibial mediolateral width, tibial medial anteroposterior line, and tibial lateral anteroposterior. 
The following measurements were obtained on anteroposterior stand-up radiograph of lower limbs: the anatomical femoral-tibial angle, lateral distal femoral 
angle, and medial proximal tibial angle. The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tibial medial anteroposterior line, tibial anteroposterior diameter, the anatomical femoral-tibial angle, and medial proximal 
tibial angle were smaller in the hemophiliac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ordinary group,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2) The femoral lateral 
anteroposterior diameter and femoral medial anteroposterior diameter of the hemophiliac group were both smaller than those in the ordinary group; while 
width of lateral condyle and width of medial condyle were larger in the hemophiliac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ordinary group (P < 0.001). (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atomical morphology of proximal tibia and distal femur in the hemophiliac group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ordinary group. The proximal medial 
wear of tibia was more severe in the hemophiliac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distal medial and lateral femoral condyles were wider in the 
hemophiliac group than in the ordinary group. In addition, the aspect ratio of the distal femur is relatively small.
Key words: bone; knee joint;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hemophilia; anatomical morphology; tibia; fem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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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并拢。由 3 位医师根据相同的测量方法独立测量后取平均

值。

1.6   主要观察指标

1.6.1   股骨远端形态学指标   ①使用垂直于股骨长轴的观察

面测量股骨远端外侧髁前后径：股骨远端外侧髁在前后轴上

的最长尺寸；②股骨远端外侧髁宽度：股骨远端外侧髁的最

长宽度；股骨远端内侧髁前后径：股骨远端内侧髁在前后轴

上的最长尺寸；③股骨远端内侧髁宽度：股骨远端内侧髁的

最长宽度
[12-13]

，见图 1。

1.6.2   胫骨近端形态学指标   ①使用垂直于胫骨长轴的观察面

测量胫骨平台横径：胫骨平台内侧及外侧的最大垂直距离；②

胫骨平台中部前后径：胫骨平台横径中点并垂直于内外径的前

后距离；③胫骨外侧平台前后径：与胫骨前后径平行并穿过胫

骨外侧髁后缘最凸点的线；④胫骨内侧平台前后径：与胫骨前

后线平行并穿过胫骨内侧髁后缘最凸点的线
[13]
，见图 1。

1.6.3   双下肢负重全长正位 X 射线片测量指标    ①解剖股胫

角：股骨干下段轴线 ( 解剖轴 ) 与胫骨上段轴线 ( 解剖轴 ) 在

膝关节所形成的夹角；②股骨远端外侧角：股骨远端内外侧

髁切线 ( 关节线 ) 与股骨机械轴 ( 股骨头中心和膝关节中心

的连线 ) 两者之间形成的外侧夹角；③胫骨近端内侧角：胫

骨内外侧平台切线 ( 关节线 ) 与胫骨机械轴 ( 膝关节中心与

踝关节中心的连线 ) 之间形成的内侧夹角
[14-15]

，见图 1。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

资料采用 x-±s 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比较，取 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 46 例观察对象，血友病组 23 例，

正常组 23 例，所有患者检查及基本资料均齐全，无脱落。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2。

2.3   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2.4   胫骨近端形态测量指标   在胫骨平台的形态学测量中，

血友病患者的胫骨平台横径、胫骨外侧平台前后径与正常人

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血友病患者的胫骨内侧平

台前后径及胫骨平台中部前后径均小于正常人 (P < 0.001)，

见表 2。

2.5   股骨远端形态测量指标   在股骨远端的形态学测量中，

血友病患者股骨远端外侧髁前后径要低于正常人，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 (P < 0.05)；同时血友病患者的股骨远端内侧髁前后

径也小于正常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01)；而血友病

患者的股骨远端外侧髁宽度及股骨远端内侧髁宽度要大于正

常人，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01)，见表 3。

图注：图 A 为胫骨近端测量指标示意图，其中 TMAP、TAP、TLAP、TML
分别为胫骨内侧平台前后径、胫骨平台中部前后径、胫骨外侧平台前

后径、胫骨平台横径；图 B 为股骨远端测量指标示意图，其中 FLAP、
WLC、FMAP、WMC分别为股骨远端外侧髁前后径、股骨远端外侧髁宽度、

股骨远端内侧髁前后径、股骨远端内侧髁宽度；图 C 为双下肢负重全长

正位 X 射线片测量指标示意图，其中 aFTA、mLDFA、mMPTA 分别为解

剖股胫角、股骨远端外侧角、胫骨近端内侧角

图 1 ｜形态学指标测量示意图

Figure 1 ｜ Diagram of morphological index measurement

纳入血友病患者 23 例，根据其一般资料匹配无骨性

关节炎、骨质疏松、骨折等骨质疾病的患者 23 例

正常组 23 例 血友病组 23 例

正常组 23 例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无脱落

血友病组 23 例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无脱落

图 2 ｜两组患者分组流程图

Figure 2 ｜ Flow chart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表 1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n=23)                                      
Table 1 ｜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指标 正常组 血友病组 P 值

年龄 (x-±s，岁 ) 33.78±10.17 31.96±9.13 0.520
身高 (x-±s，cm) 172.09±4.18 170.87±6.66 0.462
体质量 (x-±s，kg) 68.57±6.65 68.67±8.60 0.962
体质量指数 (x-±s，kg/m2) 23.11±1.63 23.50±2.51 0.540
性别 ( 男 / 女，n) 23/0 23/0 -

表 2 ｜两组胫骨近端形态测量指标比较                            (x-±s，n=23，mm)                                                                  
Table 2 ｜Morphology measurement index of proximal tibia in both groups

指标 正常组 血友病组 P 值

胫骨平台横径 74.81±8.84 77.09±6.37 0.084
胫骨内侧平台前后径 46.78±1.93 43.20±6.56 < 0.001
胫骨平台中部前后径 40.65±3.62 36.19±5.39 < 0.001
胫骨外侧平台前后径 42.04±2.61 41.54±5.70 0.510

表 3 ｜两组股骨远端形态测量指标比较                            (x-±s，n=23，mm)                                                                  
Table 3  ｜ Morphology measurement index of distal femur in both groups

指标 正常组 血友病组 P 值

股骨远端外侧髁前后径 64.86±2.18 62.89±5.27 < 0.050
股骨远端外侧髁宽度 29.54±1.64 31.68±4.13 < 0.001
股骨远端内侧髁前后径 61.81±2.18 58.43±6.23 < 0.001
股骨远端内侧髁宽度 26.11±1.43 29.97±5.36 < 0.001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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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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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 T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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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双下肢全长负重正位片测量指标   正常人与血友病患者

在股骨远端外侧角方面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而血友

病患者解剖股胫角要小于正常人，两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P < 0.001)；血友病患者胫骨近端内侧角要低于正常人，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4。

 

3   讨论   Discussion
全膝关节置换一直是终末期血友病性关节炎的黄金标准

治疗方法，能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功能和生活质量。全膝关节

置换是一项精确的外科手术，假体与膝关节表面匹配良好可

以令施加在骨 - 假体界面上的应力最小化，这也是全膝关节

置换手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16-17]

。但是晚期血友病性关节

炎患者由于广泛的软组织纤维化、关节僵硬、骨结构改变，

发生了膝关节畸形，甚至骨性愈合，改变了股骨远端及胫骨

近端的形态学特征，从而改变了膝关节的尺寸，因此为血友

病关节炎患者选择良好匹配的假体存在一定困难
[18]
。而全膝

关节置换术后许多并发症都是由于关节及假体之间不匹配而

引起的
[16]
，一个形状合适的假体可以提供良好的覆盖率，并

避免软组织损伤
[19]
，所以假体部件的大小准确和精确放置对

晚期血友病性关节炎患者术后长期生活至关重要，因此，为

尽可能延长假体使用寿命，应选择合适的假体。所以，临床

医生在血友病性关节炎患者术前假体的设计中就应考虑胫骨

近端及股骨远端的形态学特征，如果术前影像学观察发现标

准假体与患者膝关节尺寸存在明显差异，那么可以在术前联

系假体制造商设计合适大小的假体，为患者提供更加匹配的

假体
[20]
。

在此次研究中，发现血友病组在胫骨内侧平台前后径及

胫骨平台中部前后径方面小于正常组，同时血友病组解剖股

胫角及胫骨近端内侧角偏小。说明血友病性关节炎患者胫骨

平台内侧存在畸形，可能由于胫骨平台内侧软骨破坏以及骨

质受损更加严重，这提示血友病组的胫骨端假体与正常组相

比具有非对称性。而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假体与骨表面接触

产生一定的接触应力，如果覆盖度较高，接触面积会更大，

接触应力会较低；相反，如果匹配不佳，则假体与骨表面接

触区域将较小，则接触应力会更高；负荷过高可能会引起假

体更易磨损，产生较多的碎片和磨损颗粒，反过来又会引起

生物反应，导致骨骼的吸收和溶解。因此在手术过程中应当

注意，胫骨近端内、外侧的大小，血友病患者与普通患者膝

关节比例是不相同的，血友病患者胫骨近端的中部与内侧较

普通患者小，假体应与截骨相匹配，故血友病患者假体的中

部与内侧也应小于普通患者。采用非对称假体设计可以优化

假体和膝关节表面之间的覆盖度
[21]
，减少假体与骨表面接触

产生的接触应力，延长假体的使用寿命。

血友病组股骨远端外侧髁前后径及股骨远端内侧髁前后

径均低于正常组，然而股骨远端外侧髁宽度及股骨远端内侧

髁宽度要较正常组高，这表明与正常组相比，血友病组的股

骨远端内外侧髁长度较短，而宽度较宽，即血友病性关节炎

患者较正常人股骨远端的纵横比偏小，但大多数假体的纵横

比相对恒定。所以，在血友病性关节炎患者中应用普通假体，

若假体偏小，可能会覆盖不全，如果假体覆盖不全，则假体

边缘将放置在松质骨，而不是位于皮质骨上，松质骨较皮质

骨脆弱，这往往会导致假体内侧和外侧应力不均，导致旋转

不良
[22]
，严重影响全膝关节置换患者生活质量及远期效果；

而若假体偏大，则会致使假体悬垂，从而刺激周围软组织，

造成韧带损伤、软组织水肿、软组织张力改变和髌股应力改

变
[9]
，同样也会影响全膝关节置换患者的生活水平和远期预

后。 

全膝关节置换能够有效改善终末期膝关节病患者功能和

生活质量，但在患者术后的转归中，并发症也不容小觑。研

究表明，血友病性关节炎患者并发症的总体发生率、分布和

时间与骨性关节炎患者或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明显不同，血

友病性关节炎患者的总体并发症发生率要高得多，几乎是骨

性关节炎或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 2 倍；在所有并发症中，

最常见的并发症是假体松动 (20.83%)，高松动率的主要原因

主要包括植入物对齐不佳、软组织不平衡、骨组织状况欠佳

等
[23-24]

。此次研究发现血友病性关节炎患者的膝关节形态较

正常人有明显差异，这可能是血友病患者假体松动率较高的

原因之一。因此，针对血友病性关节炎患者独特的形态学特

征设计特殊的假体，可能有助于减少术后假体松动的发生，

进而为患者提供更佳的治疗效果。

当然此次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血友病是

一种罕见病，此项研究仅纳入了 23 例血友病性关节炎患者，

样本量较小，结果仍需大规模的随机对照研究来验证；其次，

此文中测量指标仍较少，仅初步分析了血友病性关节炎患者

胫骨近端及股骨远端的形态学特征；最后，未针对血友病性

关节炎患者的病情活动情况及预后作具体讨论。

综上所述，此次研究发现血友病性关节炎患者胫骨平台

内侧畸形更加严重，股骨远端纵横比较正常人更小。故为血

友病性关节炎患者设计假体时，胫骨端假体要考虑到其非对

称性，股骨端假体要考虑到纵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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