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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成像法量化评价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骨结构变化

李小娟 1，张元智 2，杨晓光 3，高  阳 3，吴  琼 3

文题释义：

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由于股骨头以及髋臼的解剖异常导致二者在髋关节运动中产生异常接触，特别是在髋关节屈曲和旋转时，会出现软

骨和盂唇损伤以及髋关节疼痛，可通过X射线片、CT、MRI等影像学检查进行量化评估，量化指标包括EE角、α角、LCE角。

MRI三维成像：MRI通常用于扫描具有高图像质量的软组织，非常适合使用质子(1H)核作为信号源的软组织扫描，其数据本身即是一个三维

图像，在诊断轻微损伤，尤其是扭伤和部分撕裂方面较二维MRI更可靠。

摘要

背景：MRI作为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的主要影像学检查方法，可清晰呈现髋关节软组织的结构，借助三维可视化技术可用MRI进行骨组织

三维成像，目前缺少有关髋关节MRI三维成像对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量化评估的研究报道。

目的：对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患者的MRI图像进行三维成像，并基于三维图像测量EE角与α角，量化评估骨结构变化。

方法：选取24例明确诊断为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患者，男12例，女12例；年龄36-53岁，平均43.47岁，身高158-190 cm，平均 

172.46 cm；体质量62-87 kg，平均77.79 kg，采用GE Discovery MR 750，3.0T磁共振成像系统进行髋关节成像扫描，患者仰卧位，轴向三维

梯度回波，厚度：0.6 mm，X / Y分辨率：0.365 mm/0.365 mm。将原始T2矢状位.dicom格式数据导入Materialise Mimics Innovation Suite 16.0 
软件，采用半自动分割方式重建，将碰撞区域可视化并进行分析。

结果与结论：①使用MRI图像三维重建能够精确测量α角为(62.86±6.36)°，EE角为(13.68±3.42)°，髋关节MRI三维图像所得α角能有效反映股

骨髋臼撞击综合征；②髋关节MRI三维图像能立体显示髋关节软骨和骨骼的形态，为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具有发展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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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MRI 三维成像在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中的量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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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 (femoroacetabular impingement，

FAI) 是髋关节继发性骨关节炎，主要与髋关节发育异常有关，

包括股骨头颈交界处突出的凸轮型、髋臼过度覆盖引发的钳

夹型及两者皆有的混合型。在这些发育异常的基础上，股骨

颈在屈髋和内收运动时可能与髋臼反复撞击，从而导致盂唇

撕裂或髋臼及股骨头的软骨损伤，最终导致骨性关节炎
[1-5]

。

钳夹型多见于中年妇女
[6]
，86% 患者为两者相结合型，被称

为“混合型冲击”。少数患者表现为凸轮或钳夹撞击的单纯

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的形式
[7]
。

目前多采用影像学方法分析软骨和盂唇损伤的病理特

征，评估髋关节形态与撞击相关的异常，并排除关节炎、缺

血性坏死和其他关节问题。在髋部疼痛和撞击试验阳性的患

者中，X 射线片、CT 和 MRI 都有助于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

的诊断。在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的诊断中，髋关节的解剖结

构、骨轮廓畸形、盂唇和软骨损伤的存在和严重程度对疾病

的评估至关重要。X 射线片检查时通常选择骨盆前后位片和

股骨颈侧位片，可发现股骨头的形态异常，但无法显示软组

织的信息和髋关节的空间结构。髋关节 CT 可清晰显示髋关

节的空间结构，通过三维重建可直观显示髋关节的形态，但

无法清晰呈现髋关节软组织，患者的辐射暴露水平较高。髋

关节 MRI 可呈现软组织的图像，使用专用髋关节 MRI、磁共

振关节造影是评估髋臼盂唇和关节软骨的首选方式，但传统

的 MRI 对髋关节骨组织的空间结构显示较差。关节镜也可用

于髋关节撞击征的诊断，但由于缺乏术前和术中骨病变的精

确定位，效果不尽人意，并且关节镜作为一种侵入性检查，

会对患者髋关节产生一定的创伤。MRI 具备骨形态评估和软

组织异常评估一体化的特点，目前已有针对早期软骨病变检

测的技术 ( 定量软骨 MRI 成像 )[8]
。三维可视技术的应用与发

展使得通过 MRI 图像能够对关节软骨病变进行分析、测量和

可视化评估
[9-11]

，该研究通过 MRI 扫描序列对股骨髋臼撞击

综合征患者进行撞击区域三维重建与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分析髋关节撞击征患者的 MRI 图像，利用

计算机三维建模进行测量、评估。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21 年 1-12 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完成。

1.3   对象    选择 2021 年 1-12 月期间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确诊的双侧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记录

所有患者的年龄、性别、身高、体质量、股骨髋臼撞击综合

征分型，所纳入的患者均具有完整的髋关节 MRI 图像。

排除标准：①既往有髋关节外伤史、髋关节手术、股骨

颈骨折的患者；②合并有髋关节其他疾病的患者，如髋关节

畸形、股骨头坏死、髋关节发育不良等；③无法进行磁共振

检查的患者，如安置心脏起搏器、幽闭恐惧症等。

此项研究已获得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 ( 批准号 YKD2016074)，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1.4   方法   

1.4.1   扫描设备及三维建模软件   磁共振设备为美国 GE 公

司的 Discovery MR 750 3.0 T 磁共振成像系统。扫描参数：

轴向三维 (3D) 梯度回波，厚度：0.6 mm，X/Y 分辨率： 

0.365 mm/0.365 mm。三维建模软件：Materialise Innovation 

Suite 16.0 软件 ( 内蒙古医科大学数字医学中心提供 )。
1.4.2   MRI扫描序列与软骨三维重建   所有患者均由Discovery  

MR 750 3.0 T 磁共振成像系统进行髋关节成像扫描，扫描时

患者均采取仰卧位，下肢自然伸直，并保持中立位，扫描

参 数：TR：13.7，TE：Min Full， 矩 阵：320×224， 层 厚： 

0.6 mm，Flip Angle：15，NEX：1，X/Y 分 辨 率：0.365 mm/ 

0.365 mm。扫描结束后，将原始 T2 矢状位 .dicom 格式数据

导入 Materialise Mimics Innovation Suite 16.0 软件。三维重建

采用半自动分割方式，以软骨区域中像素平均强度的阈值为

基准，选择股骨的近似中心作为半径搜索的原点，确定软骨

边界，测量不同区域软骨的厚度，以其均值作为该区域的软

Abstract
BACKGROUND: As the main imaging method of femoroacetabular impingement syndrome, MRI can clearly show the structure of hip joint soft tissue. With the 
help of three-dimensional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MRI can be used for three-dimensional imaging of bone tissue. There is currently no report on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femoroacetabular impingement syndrome using three-dimensional hip MRI.  
OBJECTIVE: Three-dimensional imaging was performed on MRI images of patients with femoroacetabular impingement syndrome, and EE angle and α angle 
were measured based on three-dimensional images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bone structure changes.
METHODS: Totally 24 cases of femoroacetabular impingement syndrome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12 males and 12 females, aged from 36 to 53 years (average, 
43.47 years); height from 158 to 190 cm (average, 172.46 cm); weight from 62 to 87 kg (average, 77.79 kg). Each MRI was completed on a GE Discovery MR 
750, 3.0T system with the patients in the supine position. An axial three-dimensional gradient-echo was performed. Thickness: 0.6 mm, X/Y resolution: 0.365 
mm/0.365 mm. Raw T2 sagittal data in .dicom format were input into Materialise Mimics Innovation Suite 16.0 software. Semi-automatic segmentation method 
was adopted to visualize and analyze the collision area.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α angle (62.86±6.36)° and EE angle (13.68±3.42)° could be accurately measured by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MRI images. The α angle obtained from three-dimensional MRI images of hip joint could effectively reflect femoroacetabular impingement syndr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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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s, and ha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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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厚度，见图 1，三维重建髋臼、股骨头、股骨头颈区骨性

突起，建立三维立体模型，并分别用不同的颜色表示。模型

建立后采用盲法评估，由 2 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师对髋关

节的三维图像进行测量评估，取两者结果的平均数作为观察

值。

究以黄色表示撞击区域，患髋髋臼和股骨头形态发生改变，

髋臼存在过度覆盖或突起，股骨头呈现非球型，部分可见

明显的骨性突起。患髋股骨头骨性突起 6 例，髋臼过度覆

盖 9 例，均伴有不同程度的髋臼缘增生硬化或游离骨赘，见 

图 2。

表 1 ｜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患者髋关节 EE角                      (°)
Table 1 ｜ Hip joint EE angle in patients with femoroacetabular 
impingement syndrome

角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 值 P 值

EE 角 ( 总 ) 13.68 3.42 7.25 20.72 - -

EE 角 ( 男 ) 13.33 3.55 7.25 20.72 -0.871 0.387
EE 角 ( 女 ) 14.03 3.29 7.33 19.67
EE 角 ( 左 ) 13.01 3.41 7.25 20.72 -1.703 0.093
EE 角 ( 右 ) 14.36 3.33 7.52 20.26

表注：EE 角为轴位图像上髋臼开口在股骨头最大直径处的夹角。“-”为未进行

统计分析

表 2 ｜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患者髋关节 α 角                                                 (°)
Table 2 ｜Hip joint α angle in patients with femoroacetabular impingement 
syndrome

角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 值 P 值

α 角 ( 总 ) 62.86 6.36 47.07 74.66 - -

α 角 ( 男 ) 62.46 6.23 47.07 74.66 -0.532 0.596
α 角 ( 女 ) 63.26 6.55 53.28 73.42
α 角 ( 左 ) 62.54 5.57 47.07 73.27 -0.924 0.358
α 角 ( 右 ) 63.83 6.33 48.97 74.66

表注：α 角定义为在股骨头颈处中间偏上层面对应的斜矢状图像上以股骨头中心

点为圆心，股骨头正常最大半径画圆，从股骨头颈连接处骨质与这个圆的交点到

股骨头中心点作直线，此直线与股骨颈中心线的交角。“-”为未进行统计分析

图注：图 A 为 EE 角两侧对比；B 为二维平面显示 α 角度；C 为三维显示

α 角度。EE 角为轴位图像上髋臼开口在股骨头最大直径处的夹角，α 角

定义为在股骨头颈处中间偏上层面对应的斜矢状图像上以股骨头中心点

为圆心，股骨头正常最大半径画圆，从股骨头颈连接处骨质与这个圆的

交点到股骨头中心点作直线，此直线与股骨颈中心线的交角

图 1 ｜ EE 角与 α 角度的测量

Figure 1 ｜ EE angle and α angle measurement

A B C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 α 角度：在三维成像后，将股骨头和

股骨颈视为类球体和类圆柱体，通过寻找几何体中心点的方

法，确立股骨头中心点和股骨颈长轴，选取在股骨头颈处中

间偏上层面对应的斜矢状图像上以股骨头中心点为圆心，股

骨头正常最大半径画圆，从股骨头颈连接处骨质与这个圆的

交点到股骨头中心点作直线，此直线与股骨颈中心线的交角

即为 α 角
[12]
；② EE 角：轴位图像上髋臼开口在股骨头最大

直径处的夹角
[13]
。每处角度测量 3 次，取平均数，再取每层

平均数。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1.0 进行统计学分析，对计量资

料采用 Shapiro-wilk 检验进行正态性分析，满足正态性分布

的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不满足正态性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

位数和四分位数表示。在满足正态性分布和方差齐性时，使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组 ( 性别和侧面 ) 之间的比较，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文章统计学方法已通过内蒙古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统计室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患者一般资料分析   通过回顾性分析的方式，选取

2021 年 1-12 月期间符合标准的双侧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

患者 36 例，其中男性 18 例，女性 18 例。男性患者年龄

36-50 岁，平均 (44.61±4.02) 岁；身高 170-190 cm，平均

(177.89±5.31) cm；体质量 74-86 kg，平均 (79.22±3.42) kg。 

女性患者年龄 37-53 岁，平均 (43.11±3.89) 岁；身高 158-
170 cm，平均 (164.11±4.01) cm；体质量 61-79 kg，平均

(71.11±5.09) kg。所有数据呈正态分布。在纳入的36例患者中，

根据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分型，有 25 例患者为混合型，7 例

患者为凸轮型，4 例患者为钳夹型。

2.2   主要观察指标分析   通过对患者的髋关节 MRI 图像进行

三维可视化分析，可直观地显示患髋的三维结构形态，在完

整保留髋关节软组织的同时也能其清楚地显示骨性结构，研

图注：图 A、B 为二维平面显示髋臼过度覆盖区 ( 白色箭头 )；C 为三维

显示撞击区域；D 为三维显示股骨头颈区骨性突起 ( 白色箭头 )
图 2 ｜髋关节 MRI 二维及三维图像显示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区域

Figure 2 ｜ Two-dimensional and three-dimensional MRI images of the hip 
joint of femoroacetabular impingement syndrome

A

C

B

D

选定轴位图像上股骨头直径为最大时测量患髋 EE 角

度，结果为 7.25°-20.72°，平均 (13.68±3.42)°，见表 1；在髋

关节 MRI 三维重建图像上调整至斜矢状，并可在二维和三

维图像上直观地显示 α 角度，结果为 47.07°-74.66°，平均

(62.86±6.36)°，见表 2，所有患者 EE 角和 α 角在男女之间、

左右髋关节之间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3   讨论   Discussion
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是股骨与髋臼边缘之间的异常接

触，通常指的是股骨头和颈部的前部 / 上部交界处，这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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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反复接触可能会引发软骨损伤和唇裂，从而导致早期退行

性疾病。股骨髋臼撞击征分为凸轮型和钳夹型，当股骨头处

于非球形时，此时发生的撞击被归类为凸轮型，在用力运动

尤其是屈曲时，股骨头的非球形部分被挤压在髋臼边缘下，

这种异常接触主要导致髋臼软骨损伤，位于髋臼前上缘相当

恒定的位置。软骨磨损或撕脱反过来导致髋臼唇撕裂或脱落。

反复的骨撞击会导致股骨颈前缘形成骨赘，进一步加剧问

题。在钳夹型撞击中，主要异常是髋臼的形态，而股骨近端

的轮廓相对正常。髋臼形态异常包括髋臼后倾、前方和 / 或

外侧过度覆盖以及髋臼突出。所有这些情况增加了髋臼的相

对深度，或者增加了股骨头的周向过度覆盖。此时股骨颈与

髋臼边缘之间的撞击加剧，使髋臼边缘产生损伤，通常出现

的第一个病变是唇部退行性变，并形成内囊肿或边缘骨化，

导致髋臼进一步加深和过度覆盖恶化。髋臼软骨病变通常局

限于髋臼边缘的一小块区域，因此通常比凸轮撞击时所见的

病变更良性。相比之下，凸轮型撞击的特点是软骨损伤更

深 ( 其中一些是非常大的瓣 ) 和更广泛的唇裂。虽然股骨髋

臼撞击被分为凸轮型和钳夹型，但实际上许多患者是这两种

的混合型，只有明确诊断才能解决股骨和髋臼的潜在异常。

目前对股骨髋臼撞击征的诊断和评估，除物理检查外影像评

估必不可少，常规放射学成像主要用来评估骨的髋关节形态

与撞击相关的异常，并排除关节炎、缺血性坏死和其他关节 

问题。

影像学评估多采用 EE 角度和 α 角度测量评价撞击情况，

EE 角度反映了钳夹型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中髋臼反转的程

度，这是钳夹型的特征之一
[14-15]

，典型表现为 EE 角度减小。

WERNER 等
[16]

对大样本的研究表明：髋臼边缘“交叉”阴性

组的 EE 角度均数为 21.0°，“交叉”阳性组的 EE 角度均数

为 17.3°。 同样，在中国人群中，陈焱君等
[17]

发现 59 例股

骨髋臼撞击征患者中 EE 角为 20.4°。YOU 等
[13]

的研究结果发

现 EE 角度测量为左侧 (13.1±3.1)°，右侧 (12.5±3.9)°，显著小

于以前的研究。此次研究中，单纯为钳夹型的患者有 4 例，

混合型的患者有 25 例，仍有 7 例患者其髋臼并未出现严重

的反转，EE 角的平均值为 13.7°，与 YOU 等
[13]

的结果相近，

但与陈炎君等
[17]

的结果差距较大。陈炎君等
[17]

的研究中，

虽然股骨髋臼撞击征患者的 EE 角与正常人的 EE 角无明显差

异，但钳夹型患者的 EE 却明显小于正常人，说明减小的 EE

角度可以提示股骨头部边缘过度覆盖，但可能不是股骨髋臼

撞击综合征最好的预测指标。

α 角度测量方法如下：在通过股骨颈中间层面的斜矢状

图像上股骨头前方与股骨颈交界处确定一点，该点定义为与

股骨头中心距离刚好超过股骨头半径，该点与股骨头中心的

连线和股骨颈长轴的夹角即为 α 角，目前普遍认为 α 角正

常值应 < 50°[12]
。α 角越大越易引起股骨头颈交界区前上方与

髋臼唇外缘的撞击
[18]
，有研究表明当 α 角 > 55° 时诊断股骨

髋臼撞击征的敏感性达 81%-91%[19-20]
。孙钢等

[21]
研究表明

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组较对照组 α 角明显增大，最小 α 角 > 

60°，且与患者的临床体征相关，α 角是反映股骨髋臼撞击征

的客观指标，尤其是对凸轮型有重要意义。陈焱君等
[17]

认

为测量 α 角度时，斜矢状位的扫描方式需要在扫描之前设

定，不能通过后处理重建，因此也容易造成诊断数据的不足，

但通过扫描后重建图像的重新调整可以实现斜矢状位测量；

同时结果也显示 α 角偏大者髋臼覆盖和股骨头骨性突起均较

大，与临床症状相符合。此研究基于 MRI 图像进行三维建模，

在测量 α 角时可通过几何体中心定位的方法确定股骨头中心

与股骨颈长轴轴线，减小测量误差。研究结果显示股骨髋臼

撞击征患者 α 角的最小值为 47.97°，凸轮型以及混合型患者

α 角的最小值为 53.9°，说明 α 角与凸轮型相关性高。

多层螺旋 CT 已广泛应用于骨关节疾病的检查，其诊断

价值已被公认为有效的成像方法。多层螺旋 CT 的各向同性

优势允许扫描后任何方向的三维重建，更有利于观察和测量

髋关节结构异常，以评估疾病的严重程度。据报道，多层螺

旋 CT 在多个方面比 X 射线片更敏感，包括髋臼边缘受影响

区域的硬化、软骨下骨密度的早期变化以及髋臼缘的骨化
[22]
，

但多层螺旋 CT 对软骨显示不佳，并不能真正评估股骨髋臼

撞击综合征的影像学表现。

目前认为磁共振造影是确定软骨和盂唇损伤最好的方 

法
[23]
，磁共振造影显示出 87% 的敏感性和 64% 的特异性

[24]
。

随着 3.0T MRI、MRI 软骨成像 (delayed gadolinium enhanced 

MRI of cartilage，dGEMRIC) 等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MRI 对

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的诊断作用日显突出
[25-27]

，尤以 T2 图

像尤为明显。随着 3.0T MRI 技术的越来越成熟，有望替代有

创的 MRI 关节造影及关节镜以评估软骨损伤程度及范围，

CRESPO-RODRÍGUEZ 等
[28]

对比了 3.0T MRI 和 1.5T MRA 对

50 例疑似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患者的唇部和关节软骨病变的

诊断准确性，研究以关节镜检查作为标准，确诊 43 例患者

有唇软骨移行区撕裂，3.0T MRI 检出 42 例，1.5T MRA 检出

44 例，两者准确率均为 98%，3.0T MRI 能在无创下对髋关节

软骨病变作出准确诊断。

髋关节三维重建方法主要有 2 种：一是基于 CT 进行重

建，其优点是骨性边界显示清晰，缺点是对软骨区域边界难

以识别；二是基于 MRI 图像进行重建，其优点是可以清晰

地识别髋臼、关节盂唇及撞击区域，缺点是骨性结构显示不

清，这 2 种方法各自有较大的局限性，降低了相关分析准确

性和可信性
[29]
。MRI 不常规用于骨骼扫描，因为骨组织由于

1H 横向弛豫时间 (T2) 极短而不会产生 MRI 信号。然而，使

用从周围软组织产生的信号，可以识别骨皮质的几何形状。

有研究将 MRI 图像通过阈值和体积渲染技术进行分割，该方

法被称为“黑骨”，成功用于识别颅骨中正常和过早融合的

颅缝
[29]
。STEPHEN 等

[30]
将由 3T MRI 创建的股骨和胫骨模型

与高分辨率 CT 扫描以及去肉和清洁骨骼进行扫描所创建的

模型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与直接的骨骼扫描比较，CT 模型对

胫骨和股骨的迭代最近点误差分别为 (0.82±0.2) mm 和 (0.85± 

0.2) mm，而 MRI 模型的误差分别为 (0.97±0.2) mm 和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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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mm，3 种扫描方法之间的 Hausdorff 距离或 ICP 值没有

显著差异 (P > 0.05)，该 MRI 方法可以提供精准的股骨和胫

骨模型。该研究在三维成像的过程中不直接生成骨组织的结

构，而是通过阈值方法先选定软骨区域进行半自动分割，

通过软骨的形态以及髋关节处的软组织来确定股骨头的轮

廓，进而生成骨骼的 3D 模型。该研究通过高分辨率 MRI 获

得髋关节几何形状的精确重建，得到股骨近端软骨和骨骼的

形状、体积、厚度和形状，保留髋关节各结构之间的空间对

应关系。LERCH 等
[31]

通过髋关节的 MRI 建立髋关节三维模

型，不仅可用于股骨扭转的测量，还能用于虚拟术前 3D 撞

击模拟，可在最优层面去观察患者髋关节的结构。YAN 等
[32]

将利用 MRI 三维图像来对成人髋关节疼痛进行诊断，测量

了 α 角和中心边缘角 (LCE 角 )，结果表明三维 MRI 可提供和

三维 CT 相同的解剖信息。还有文献通过髋关节磁共振图像

显示实心线 ( 内 ) 和断线 ( 外 ) 从髋臼和股骨头中提取界面

轮廓，并进行三维重建
[33]
，但采用 MRI 图像对股骨髋臼撞

击征进行三维可视化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少。临床上使用 CT

和 MRI 图像来对 EE 角和 α 角进行测量，虽然获取了三维数

据，但仅使用单层图像对髋臼和软骨的畸形进行测量，忽略

了髋关节的立体结构
[34]
。SCHAUWECKER 等

[35]
通过对股骨

头和肿块解剖进行三维分析，测量了髋关节的 α 角和股骨头

的异常凸起以量化常见的髋关节病变。髋关节 MRI 三维图像

相较于 CT 三维图像，其图像处理过程更复杂，但通过深度

学习来进行自动分割，在减少分割时间的同时，保证了精准 

性
[36-38]

。ZENG 等
[39]

对 31 例髋关节 (26 例髋关节发育不良

或股骨髋臼撞击征有症状的患者 ) 进行了回顾性研究，获得

了髋部的 3D MRI 序列和 CT 扫描，对 MRI 和 CT 扫描进行手

动分割，并结合深度学习技术对基于 MRI 的 3D 模型进行自

动分割，结果表明基于 MRI 的 3D 髋关节模型自动分割与手

动分割的差异在 1 mm 以下 [ 股骨近端 (0.2±0.1) mm，髋臼

(0.3±0.5) mm]。

三维可视化技术在逐步用于髋关节疾病的诊断治疗
[40]
，

但在股骨髋臼撞击征的诊断中仍缺少足够的运用。该研究优

点在于通过采集髋关节 MRI 图像，使用半自动分割的方法

进行三维建模，加快建模效率的同时保证了建模的准确度，

并在 MRI 三维图像上测量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患者 EE 角和

α 角。MRI 三维建模能保留软组织影像的高对比度，允许医

师调整观测角度以便能够清楚地显示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形

态，并可进行测量分析。髋关节 MRI 三维图像所得 α 角能有

效反映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并且 MRI 三维图像能同时呈现

髋关节的骨组织和软组织的结构，能详细地呈现髋关节髋臼

的损伤情况，对于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患者，使用基于 MRI 

三维模型可以用于模拟髋关节撞击的状态，对治疗方案的选

择提供参考，并且能协助医师进行术前规划。

该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病例数相对较少，数据统计可能存

在样本误差。磁共振扫描虽然对人体不产生辐射暴露，但其

价格较 CT 更贵，无法作为常规筛查。同时由于磁共振在骨

扫描时缺少可靠的扫描参数，且骨组织与软组织对比度较 CT

弱，无法实施全自动分割，增加了扫描和成像时间，有待于

今后进一步优化扫描序列，增加病例数，以便增加此方法评

价的适应证和可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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