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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性股骨头坏死囊性变分布规律及病理特点

文题释义：

热力图：是通过对不同区域的色块着色，通过以特殊高亮的形式显示目标好发区域的图示，绘图时需要指定颜色的映射规律，通过颜色的

深浅反映目标区域出现的频次。

股骨头坏死囊性变：囊性变内主要为纤维肉芽组织，它的产生破坏了髋关节正常的力学传导路径，增加了股骨头塌陷的风险。

摘要

背景：股骨头力学承载能力下降是引起股骨头塌陷的主要原因，而囊性变的产生影响了髋关节正常的力学传导途径，但目前很少有文献对

股骨头坏死发展过程中二者的关系进行探索。

目的：结合热力图模型和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病理结果探讨激素性股骨头坏死囊性变的分布规律及病理特点。

方法：以2021年6-12月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被诊断为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的30例(30髋)患者为研究对象，提取激素性股骨头坏死

囊性变轮廓线，将轮廓线匹配至标准股骨头模型上，对轮廓线进行热图呈现；统计股骨头坏死位置与坏死面积，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苏

木精-伊红染色观察股骨头标本骨组织形态结构变化。

结果与结论：①通过构建激素性股骨头坏死囊性变热力图及结合股骨头病理结果发现，激素性股骨头坏死囊性变好发于股骨头中外侧柱，

相较于内侧柱囊性变的面积而言，外侧柱囊性变面积最大，且随着囊性变发生位置的内移，其面积也会随着减小；②并且囊性变周围散在

分布微小骨折线，它可能是影响股骨头力学承载能力和头内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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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选择：

回顾性分析股骨头坏

死患者的影像学资

料、CT 片，确认囊

性变存在，共纳入
30 髋。

方法：

• 提取股骨头内低密度影的轮廓

线，将其匹配至标准股骨头模型

上并进行热图溶解；
• 结合股骨头病理结果探究股骨

头坏死囊性变的病理特点。

结论：

激素性股骨头坏死囊性变主

要好发于股骨头中外侧柱，

通过诱发其周围骨小梁微骨

折引起股骨头头内不稳，从

而增加股骨头塌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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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激素性股骨头坏死 (steroid-induced femoral head necrosis，

SIONFH) 是一种临床常见于中青年人群的骨科疾病，该病发

病率较高，预后较差，后期易发生股骨头塌陷，这是引起中

青年髋关节致残的原因之一
[1-2]

。目前，其病因主要认为是

由于长期或过量使用激素，股骨头血供受损或者中断
[3]
，成

骨细胞发生凋亡，骨组织随之坏死，股骨头结构发生变化导

致其负重能力下降，引起髋关节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髋关

节疼痛及功能活动受限
[4-5]

。“坏死 -修复 -塌陷 -骨关节炎”

是多数 SIONFH 患者遵循的病理过程
[6]
，而坏死与修复常常

在囊性变区域夹杂出现，囊性变的病理变化决定了 SIONFH

是否发生更加严重的后果
[7]
。因此，探究股骨头囊性变与塌

陷之间的关系对于其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囊性变是股骨头坏死区骨结构被破骨细胞吸收后所形

成的纤维肉芽组织，其产生改变了股骨头原有的组织结构，

而股骨头的力学传导途径、骨小梁分布随之改变。对于囊性

变的研究最早见于 1990 年
[8]
，研究发现股骨头坏死病变早

期并无囊性改变，而随着股骨头坏死病理进程的发展，囊性

变范围的逐渐扩大，股骨头塌陷风险随之升高
[9]
。许多研究

表明，囊性变的产生与“新月征”和软骨下微骨折密切相 

关
[9-10]

。由此可见，囊性变可能是影响股骨头坏死进程的重

要因素之一。

目前对于引起股骨头坏死关节面塌陷的生物力学因素尚

未明确。既往研究主要是对坏死区的好发位置、范围大小进

行研究
[11-12]

，即坏死区累及范围越大、越靠近负重区，患髋

塌陷概率就越高，预后越差
[13]
。但对囊性变的位置、形态特

征而言，目前的研究结果相当有限。有研究通过 X 射线片、

CT 来评价囊性变主要分布的区域
[9，14]

，然而其研究信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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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自于二维图像，对于病变位置的呈现不够充分。因此，

基于囊性变与塌陷的密切关系，有必要利用三维软件对其做

进一步研究，以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此次研究回顾股骨头坏死囊性变的原始影像学数据，并

对其进行建模分析。将导出的正蛙位 X 射线片导入 E3D 软件，

通过构建股骨头坏死囊性变轮廓线分布热图，预测囊性变好

发位置，结合股骨头病理标本，对囊性变分布规律和病理特

点做进一步分析，以期对股骨头坏死囊性变与塌陷的关系提

供更深层次的认识。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病例分析，通过患者的正蛙位 X 射线片构

建股骨头坏死囊性变的轮廓线，将其匹配至标准股骨头模型

上并进行热图溶解；结合股骨头病理结果，分析囊性变的分

布规律及病理特点。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21 年 6-12 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关节中心完成。

1.3   对象   选择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诊治且诊

断为 SIONFH 的患者 30 例 (30 髋 )，其中男 18 例，女 12 例；

年龄 19-60 岁，平均 38.1 岁；其中左侧股骨头坏死 18 例，

右侧股骨头坏死 12 例。收集患者年龄、性别、影像学资料

以及 5 例因 SIONFH 接受人工全髋关节置换得到的股骨头标

本。该临床研究的实施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和广州中医

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医院对研究的相关伦理要求 ( 批件号： 

PJ-KY-20220420-013)。参与试验的患者均对试验过程完全知情

同意，在充分了解治疗方案的前提下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①通过双髋 CT 平扫筛选存在囊性变的病例；

②采用统一方法摄双髋 X 射线片和 CT 片；③患者签署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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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临床及影像学资料不完整；②先天性髋关

节发育不良或既往有髋关节创伤史、手术史等影响股骨头正

常形态的患者。

1.4   方法   

1.4.1   影像学与病理标本研究方法   采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影像学系统及标本数据库导出患者的正、蛙位 X

射线片、CT片以及因人工髋关节置换得到的 5例股骨头标本。

其中，X射线片观察有无新月征和 SIONFH囊性变发生的位置；

CT 片观察股骨头形态、囊性变发生的部位以及股骨头是否发

生塌陷。

股骨头坏死标本采用金刚石切骨器，将完整股骨头分切

为 2.0-3.0 mm 厚的薄片，然后用质量浓度 40 g/L 的多聚甲

醛固定 72 h，之后 PBS 冲洗 24 h，放入 EDTA 脱钙液脱钙，

脱钙完成后进行梯度乙醇脱水，二甲苯透明，石蜡包埋。

使用 RM2016 型组织切片机 ( 上海徕卡仪器有限公司 ) 切取 

5 μm 厚病理切片行苏木精 - 伊红染色，观察不同区域的病

理结构。

1.4.2   囊性变分布研究

(1) 正常股骨头建模：采用 Mimics 20.0 软件对正常股

骨头 CT 数据进行提取，基于股骨头解剖结构，重建出标准

股骨头模型，将得到的几何模型文件导入 Geomagic Studio 

2021 进行降噪、光滑、曲面处理等过程后形成股骨头的三维

实体模型。

(2) 采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影像学系统导出

诊断为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的患者资料且通过 CT 片确认囊性

变存在后，分别将导出的正、蛙位 X 射线片导入 E3D 软件，

根据灰度值提取股骨头内低密度影的轮廓线，轮廓线匹配至

经 Mimics(Materialise 公司，比利时 ) 软件重建后的标准股骨

近端正蛙位模型上，将轮廓线进行热图溶解，将所有患者的

囊性变位置在股骨头标准模型上呈现，从而得到股骨头坏死

囊性变分布热图，轮廓线重叠的次数越多，颜色越深，由绿

色逐渐变为红色。

(3)将 30例患者的正、蛙位 X射线片导入 Image J软件中，

根据正、蛙位 X 射线片与实际情况的缩放比例设置标尺，使

用多边形绘图功能，描绘股骨头内低密度影轮廓线，通过软

件计算囊性变面积。使用 Excel 2016 统计囊性变面积及产生

的位置。

1.5   主要观察指标   

1.5.1   影像学观察指标    X 射线片观察髋关节置换术前囊性

变产生的位置、数量以及通过 Image J软件计算囊性变的面积。

将患者正、蛙位 X 射线片导入 E3D 软件构建股骨头坏死囊性

变热力图模型，研究囊性变的好发部位。

1.5.2   病理标本观察   将得到的股骨头标本进行切片染色，

观察不同区域骨小梁形态结构、囊性变范围以及其周围骨折

线的形态特征。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此次研究共纳入 30 例患者，均获得术

前影像学资料，获得 5 例患者的股骨头病理标本，影像学及

病理资料完整。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1。

表 1 ｜囊性变发生频率及面积
Table 1 ｜ Frequency and area of cystic degeneration

项目 外侧柱 中外侧柱 中柱 内侧柱

频数 8 18 8 3
囊性变面积均值
(x-±s，mm2)

73.36±18.82 69.13±23.54 51.08±17.15 25.93±3.36

共纳入因激

素性股骨头

坏死入院接

受髋关节置

换的患者 30
例

30 例患者术前均行髋

关节正蛙位 X 射线片及

双髋 CT 平扫，影像学

资料完整，将正蛙位 X
射线片导入 E3D 软件进

行热力图构建

5 例患者成功

置入人工髋关

节，术后获得

股骨头标本，

进行病理染色

30 例患者

全部进入

结果分析，

无脱落

图 1 ｜试验流程图

Figure 1 ｜ Trial flow chart

2.3   SIONFH 囊性变的影像学与病理标本的对比性研究    患者

髋关节正、蛙位 X 射线片提示：股骨头前外侧可见透亮影；

CT 冠状位示股骨头囊变影，囊内可见死骨碎片，股骨头塌陷，

对比大体标本发现囊性变存在，见图 2。

2.4   SIONFH 囊性改变的分布特点及热力图表现   

2.4.1   囊性变发生部位与面积   如表 1 所示，通过对 30 例患

者的囊性变位置及面积统计发现，外侧柱囊性变面积均值最

大，随着囊性变产生位置的内移，其面积也会随之减小；囊

性变在中外侧柱产生的频率最高，说明股骨头中外侧柱是囊

性变的好发部位。外侧柱和内侧柱的囊性变面积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 (P < 0.05)；中外侧柱和内侧柱的囊性变面积差异也有

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图 3。

图注：图 A-H 分别为 2 例典型囊性变股骨头的正蛙位 X 射线片、冠状

位 CT 以及标本外观，其中 A-D 为 1 例 42 岁女性患者；E-H 为 1 例 48
岁女性患者

图 2 ｜两例激素性股骨头坏死患者的影像学及病理标本

Figure 2 ｜ Imaging and pathological specimens of two patients with 
steroid-induced femoral head nec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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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囊性变热图构建   通过对 SIONFH 患者囊性变位置进行

轮廓线描绘，将轮廓线在标准正蛙位模型上重叠后发现：囊

性变发生在股骨头内侧柱的频率较少，其热点位置一般好发

于在股骨头中外侧柱，与股骨头内压力骨小梁的位置大致重

合，见图 4，5。

图注：图 A-D 将囊性变轮廓线填充至股骨近端标准正蛙位模型上，并将

对其进行叠加重合

图 4 ｜囊性变分布热图

Figure 4 ｜ Heat map of cystic degeneration distribution

A CB D

图注：图 A-D 分别为 4 例激素性股骨头坏死患者左侧股骨正位 X 射线片，

E-H 通过用黄色高亮标记上述患者在 X 射线片中囊性变发生的位置。热

力图显示囊性变的热点位置一般在股骨头的中外侧柱，与股骨头内压力

骨小梁的位置大致重合

图 5 ｜囊性变在 X 射线片上的分布位置

Figure 5 ｜ The distribution of cystic degeneration shown on X-ray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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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股骨头坏死作为一种难治性骨病

[15]
，严重影响着人们

的生活质量。如果不能及时治疗，80% 以上都会进展为股

骨头塌陷
[16]
，而股骨头塌陷是影响预后的关键因素

[17]
、其

产生主要是由于股骨头供血中断，引起骨小梁断裂
[18]
、股

骨头结构变化，最终导致其承重能力下降。而囊性变作为

SIONFH 病程进展中重要的标志，其生物力学性能的下降将

会破坏髋关节正常的应力传导。因此，探究囊性变的分布规

律对于股骨头坏死的防治是有必要的。作者所在课题组前期

研究发现，围塌陷期股骨头坏死患者影像学上囊性改变与股

骨头塌陷和髋部疼痛关系密切
[7]
，而其产生的位置、累及的

范围都是影响股骨头塌陷的重要因素。以往的研究发现，囊

性变好发于股骨头负重区，多数在坏死区和修复区之间，或

者在二者交界区域附近，其产生可加速 SIONFH 的进展，而

它的分布位置与 ARCO 分期密切相关
[19-20]

。因此，需要重视

囊性变在 SIONFH 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此次研究通过采集股

骨头坏死患者的影像学资料，构建热力图结果发现，股骨头

坏死囊性变好发于股骨头中外侧柱，其好发部位与股骨头内

压力骨小梁的位置大致重合，对囊性变病理结果进一步探究

发现，囊性变周围存在的微骨折线可能会诱发其周围骨小梁

微骨折，引起股骨头头内不稳，从而增加股骨头塌陷的风险。

在股骨头坏死的病理进程中，力学承载能力的变化一直

是塌陷预测的研究热点。近年来，通过有限元模拟股骨头受

力发现，外侧柱是股骨头主要的承重结构
[21-22]

。有研究分析

不同 ARCO 分期的股骨头应力发现，股骨头的应力主要集中

在其外侧边界
[23]
。当外侧柱的生物结构发生变化时，会引起

股骨头承重能力的下降。而囊性变主要好发于股骨头中外侧

柱，其产生必然影响股骨头的力学承载。此次研究发现，随

着囊性变发生位置的内移，其面积也会逐渐变小。据文献报

道，囊性变是坏死区及周围组织在遭受破坏后发生的一系列

修复反应，囊性变也伴随着潜在的软骨下塌陷风险
[24]
。究其

原因：囊性变是硬化区和坏死区骨吸收后的修复空腔，其内

图注：
aP < 0.05

图 3 ｜不同囊变部位与囊变面积之间的

差异

Figure 3 ｜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ystic degeneration sites an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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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 A-D 可见股骨头内囊性变周围出现多处头内骨折线 ( 黄色箭头

所示 )；E-L 中苏木精 - 伊红病理染色可见囊性变在微观结构上会延伸

出多道微骨折线 ( 黑色箭头所示 )
图 6 ｜囊性变病理结果

Figure 6 ｜ Pathological findings of cystic degeneration

A

E

I

C

G

K

B

F

J

D

H

L

×10

×20

2.5   SIONFH 囊性改变的病理学特点   取 4 例具有典型囊性变

影像表现、接受全髋关节置换手术取得的股骨头，沿股骨头

新鲜标本的冠状面切开。大体标本提示股骨头囊性变周围存

在多处头内骨折线，见图 6A-D；病理结果提示股骨头内骨

小梁连续性中断，骨小梁吸收区域出现被肉芽组织取代的囊

性变，坏死区为淡黄色致密组织，硬化带为灰白色坚硬组织，

硬化区下方为正常组织区，离体股骨头的苏木精 - 伊红病理

染色可见囊性变在微观结构上延伸出多道微骨折线，见图

6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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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的纤维肉芽组织可能具有成骨和成血管能力
[7]
，囊腔的

形成虽然有利于骨修复，但也会因为骨小梁的破坏，纤维肉

芽组织力学承载能力不足，导致股骨头承重能力下降。囊性

变位置内移时面积逐渐减小，说明囊性变的产生与外侧柱的

力学承载密切相关。当股骨承重时，主要靠外侧柱承受外力，

此时坏死骨与正常骨组织交界处产生应力集中，超负荷的应

力会引起囊性变周围微骨折的发生，当微骨折不断积累，最

终引起塌陷。

研究发现，承受压力是压力骨小梁在股骨活动过程中主

要的力学性能，其排列方式是根据其应力方向形成最优的受

力结果
[25]
。有学者利用有限元模型发现，股骨颈处的压力骨

小梁和股骨距是其主要的承重结构。结合热力图结果分析，

囊性变的好发部位与压力骨小梁的位置大致重合
[26]
。究其原

因，囊性变的产生是因为骨小梁遭到破坏，修复反应起于死

骨和活骨交界处的坏死骨小梁，此时破骨细胞对死骨进行骨

吸收，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成骨修复。在前一阶段，破骨细

胞强于成骨细胞，骨吸收超过骨形成，此时，新生的纤维肉

芽组织便为囊性变
[19]
，而此时的破骨活动导致骨小梁力学强

度降低
[27]
。

在正常压力负荷下，作为股骨颈处主要承重结构的压力

骨小梁，承担主要的机械应力。在骨小梁力学强度下降时，

局部修复得不到稳定的生物力学环境，原本的机械负荷对于

此时的股骨头来说变为超负荷压力。而超负荷压力会诱导破

骨细胞骨吸收
[9]
，骨吸收大于骨修复，正常骨小梁继续遭到

破坏，囊性变区域随之增大，而囊性变的范围增大又会影响

髋关节原有的力学传导途径，影响压力骨小梁的承重能力。

当股骨承受的应力持续超过最大骨强度时，股骨颈受力

部分的骨小梁会出现局部微小骨折
[28]
，结合病理结果不难发

现，囊性变周围存在许多微小骨折线。通过对比有无囊性改

变的 SIONFH 患者发现，囊性变患者出现微骨折、新月征和

塌陷的概率更高
[9]
。究其原因作者分析：一方面囊性变的发

生改变了股骨头内的力学传导途径，影响了骨小梁的应力传

导；另一方面，囊性变的发生破坏了硬化带对骨皮质的支撑

作用。而这种超负荷机械应力长期存在，且远远大于骨重建

时的代偿，囊变周围的微小骨折得不到有效修复，甚至无法

修复，长此以往，随着骨小梁破坏逐渐严重，微小骨折线数

量逐渐增多，最终导致微骨折的形成。有研究表明，微骨折

的出现预示股骨头不稳定和高塌陷风险
[29]
。针对这一观点，

有研究基于有限元分析对股骨头的应力分布发现，当股骨头

内存在骨缺损时，在外力作用下囊性变周围的应力显著升高，

这将进一步促进骨吸收以及囊性变区域的增大
[30-33]

，这也与

此文结果相对应，即随着囊性变位置的内移，囊性变区域的

范围会逐渐减小，而中外侧柱承重部位更易发生囊性变。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总结出，好发于股骨中外侧柱的囊性

变是引起股骨头塌陷的重要病理基础
[34-36]

。当囊性变发生以

后，随着修复反应的开始，破骨细胞对死骨的骨吸收能力逐

渐增强
[37]
，股骨头力学承载能力逐渐下降，囊性变周围出现

许多微小骨折线。当机械负荷持续性作用于囊性变区域，随

着微小骨折线的逐渐增多，股骨头内稳定性破坏严重，形成

局部骨组织的不连续。随着囊变范围的逐渐增大，塌陷的风

险越来越高，严重程度也逐渐加重，最终导致严重的髋关节

功能障碍
[38]
。

综上所述，股骨头坏死囊性变好发于中外侧柱，其产生

不仅会引起股骨头力学承载能力的下降，还会引起股骨头头

内稳定性降低，继而发生塌陷
[39-41]

。但这项研究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首先，由于伦理问题，无法获取完全修复的股骨头

坏死病理标本，因此并未对囊性变修复后股骨头的力学变化

进行研究；其次，此次研究借助有限元软件建模，在建模过

程中可能存在人为误差；最后，纳入的病例数有限，并未深

入讨论囊性变与股骨头坏死预后之间的关系，拟进一步收集

病例资料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此次研究得到的结论

还需要更多的临床随机试验和生物力学实验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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