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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探讨重建股骨偏心距对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髋关节功能的影响分析。 方法 纳入对象为 80 例
于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在广东省中山市中医院骨科接受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的患者，根据股骨偏
心距是否得到重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其中对照组患者 30 例，未得到重建，观察组患者 50 例，得到重建。
比较两组髋臼外展角及前倾角、髋关节活动度、髋关节功能以及髋外展肌力臂差异。 结果 治疗前，观察组
与对照组患者健侧以及患侧股骨偏心距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 1 d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
患侧股骨偏心距以及患侧与健侧的偏心距差值比较，观察组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
疗前，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髋关节活动度、髋关节 Harris 评分以及髋外展肌力臂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术后半年、术后 3 个月以及术后 1 个月，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髋关节活动度、髋关节 Harris
评分以及髋外展肌力臂比较，观察组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前、术后半年，观察组
与对照组患者髋臼前倾角以及外展角的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术
后双下肢不等长率比较，观察组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在人工髋关节置换术中
重建股骨偏心距能够使髋关节功能显著提高，髋关节外展肌力臂增强，使患肢长度有效恢复，临床应用价值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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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econstruction of femoral eccentricity on hip function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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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4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reconstruction of femoral eccentricity on hip function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THA).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undergoing THA in the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at the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Zhongshan City from January 2018 to June 2021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nd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had undergone
reconstruction of femoral eccentricity. 30 patients who did not get the femoral eccentricity reconstructed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50 patients who got the femoral eccentricity reconstructed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differences in acetabular abduction angle and anteversion angle, hip mobility, hip function and hip
abductor lever arm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surgery,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femoral eccentricity on the
healthy side and the affected side (P > 0.05). The difference of the femoral eccentricity on the affected side and
the healthy sid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one day after surgery,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Before surgery,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hip mobility, Harris hip score, and hip abductor lever
arm (P > 0.05). Six, three and one month(s) after surgery, the hip mobility, Harris hip score and strength of the hip
abductor lever arm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Before surgery and six months after surgery,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values of acetabular abduction angle and anteversion angle
(P > 0.05). The bilateral lower limb inequality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surgery,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Conclusion Reconstruction of femoral eccentricity
during THA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hip function, enhance the hip abductor lever arm, and effectively rest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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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 of the affected limb, and it is therefore of significant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Reconstruction of femoral eccentricity; Total hip arthroplasty; Hip function; Clinical efficacy

髋关节是机体最大的负重关节，具有多轴性，

1.2

正常情况下，该关节各向受力属于动态平衡状态。

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治疗。仰

当患者直立行走时，髋关节能够作为平衡杠杆的支

侧卧位，全身麻醉，辅助顶棒固定肢体。髋关节直

点，外展肌肌力以及自身体质量属于杠杆的双向受

接前方切口或者后外侧切口，长 10 ～ 15 cm 切开皮

[1]

力，在髋关节上共同作用 。而此时一旦机体重心

肤，将深筋膜以及皮下组织做好钝性分离，将髋关

从负重髋关节偏离，会导致外展肌承受压力剧增，

节囊暴露，切开髋关节囊，松解股骨颈内下方关节

而负重增加会导致外展肌承受压力降低。只有在

囊。暴露股骨颈，修整股骨颈，将股骨头取出。充

这两种方向的受力平衡才能保障髋关节的稳定，一

分暴露髋臼，髋臼逐层打磨，将髋臼假体置入。暴

旦出现失衡，便会诱发髋关节疾病 。髋关节疾病

露股骨颈，开孔并逐步扩髓，植入安装股骨假体柄、

的发生会导致患者髋关节出现功能障碍、关节僵

头、颈，行髋关节复位。C 臂 X 光透视明确假体安

直、关节疼痛等临床表现。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是目

放位置满意。将引流管关节腔内，对切口应用生理

前临床应用于髋关节疾病治疗中的常用手段，该

盐水冲洗，依次缝合，外敷料包扎。

治疗方式能够有效缓解髋关节疾病造成的疼痛，对

1.3

[2]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患肢功能进行重建，进而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以提

①所有患者均在术后接受双侧髋关节正位 X

高。临床研究发现 ，为了保障患者术后髋关节的

线片摄片检查。检查过程中，患者内旋双下肢至

稳定性，使髋关节应力得以分散，重建股骨偏心距具

15°，两脚尖相对，确保双侧闭孔对称，放射床与

有较大的作用。本研究通过探讨 80 例于 2018 年

X 线球管的垂直距离为 1 m，调整至相同的放大倍

1 月至 2021 年 6 月在广东省中山市中医院（我院）

数，以双侧股骨中上三分之一为投照范围。②比较

接受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的患者情况，为重建股

两组患者治疗前、术后第一天的股骨偏心距。测

骨偏心距的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定方法为，以股骨头为球形，球心为股骨头旋转中

1

资料与方法

心，在影像学摄片上通过“双弦法”将股骨头假体

一般资料

或股骨头的旋转中心进行确定，再将两侧股骨干的

纳入对象为 80 例于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

纵轴线，将纵轴线的垂线刀圆心的距离为股骨偏心

在我院骨科接受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的患者，根

距。将健侧与患侧股骨偏心距测量值进行比较，差

据股骨偏心距是否得到重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其

值未超过 4 mm，说明股骨偏心距得到重建。③比

中对照组患者 30 例，未得到重建，观察组患者 50 例，

较两组患者治疗前，术后 1 个月、3 个月、半年的髋

得到重建。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

关节功能情况。髋关节功能评定指标包括髋关节

件号：ZYY2021-143 号），已获取患者或其家属知情

活动度、髋关节 Harris 评分 [6] 以及髋外展肌力臂的

同意。对照组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 40 ～ 85 岁，

值。其中髋关节活动度是指外旋（30°～ 40°）、

平均（67.02±2.24）岁，股骨头坏死 12 例，股骨颈骨

内 旋（40 ° ～ 50 °）、内 收（20 ° ～ 30 °）、外 展

折 18 例；观察组男 30 例，
女 20 例。年龄 40 ～ 85 岁，

（30 ° ～ 45 °）、后 伸（10 ° ～ 15 °）以 及 前 屈

平均（67.03±2.25）岁，股骨头坏死 21 例，股骨颈骨

（130°～ 140°）不同活动方向角度的总和；Harris

折 29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评分包括畸形、活动范围、功能、疼痛四个项目，每

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项 评 分 满 分 分 别 为 4、5、47、44 分。 量 表 满 分 100

[3]

1.1

纳入标准 ：①符合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治疗标

分，分值越高提示髋关节功能越佳；髋外展肌力臂

准；②假体使用生物型假体；③患者为首次接受该

是行股骨头旋转中心至同侧股骨大粗隆切线的垂

术式治疗，并为单侧肢体患病；④治疗前下肢肌力

线，垂线的距离即为髋外展肌力臂。④比较治疗前、

为Ⅴ级；⑤ Ficat 分期中股骨头坏死为Ⅲ、Ⅳ期。

术后半年髋臼前倾角以及外展角的值，测定方法为

[4]

排除标准 ：①经 CT 等诊断提示存在代谢性骨
[5]

Murray 法 [7]。⑤比较术后半年双下肢等长情况。

病或病理性骨折者；②影像学资料缺失者；③合并精

1.4

神疾病者；④合并肿瘤疾病；⑤合并感染性疾病或重

采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
计数资料用 [n（%）
]
2
表示，
行 χ 检验，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 ± s）表

要脏器功能障碍疾病；⑥人工髋关节置换翻修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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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行 t 检验，
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表3

结果

2.1

组别

两组患者股骨偏心距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髋臼前倾角以及外展角的值比较（°，x ± s）
前倾角

n

治疗前

外展角

术后半年

治疗前

术后半年

治疗前，两组患者健侧以及患侧股骨偏心距比

对照组 30 17.54±1.22 17.33±1.12 42.66±1.55 42.72±1.57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 1 d 两组患者

观察组 50 17.22±1.23 17.12±1.13 42.68±1.56 42.73±1.58

患侧股骨偏心距以及患侧与健侧的偏心距差值比较，
观察组小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
表 1。

1.012

0.723

0.050

0.025

P值

0.316

0.473

0.960

0.981

3

表1
组别

t值

n

髋关节是对人体骨盆解剖部位进行维持的重

两组患者股骨偏心距情况比较（mm，x ± s）
术后 1 d 患侧
与健侧的偏心
距差值

患侧

健侧

治疗前

术后 1 d

讨论

要部位，保障了人体的行走功能，是机体外展肌与
自身重力动态平衡的控制点 [8]。其中，内层的臀小

对照组 30 43.78±2.55 37.49±2.32 47.32±2.61

4.33±0.88

肌以及臀中肌与外层的阔筋膜张肌是组成髋外展

观察组 50 43.81±2.56 37.51±2.33 43.61±2.55

1.95±0.53

肌的主要结构。而导致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髋外

t值

0.051

0.037

6.245

15.123

展肌功能变差的主要因素有两点，一是手术期间因

P值

0.960

0.970

0.000

0.000

手术入路或手术视野的暴露对臀小肌、臀中肌以及
其他周围软组织造成的损伤；二是手术期间髋关

2.2

两组患者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比较

节旋转中心被破坏，进而造成杠杆两端受力受到

治 疗 前，两 组 患 者 的 髋 关 节 活 动 度、髋 关 节

影响 [9-10]。结合本研究对髋关节活动度、髋关节功

Harris 评分以及髋外展肌力臂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

能以及髋外展肌力臂的研究结果，治疗前，观察组

义（P > 0.05）；术后 1 个月、
术后 3 个月及术后半年，

与对照组患者健侧以及患侧股骨偏心距比较，差

两组患者的髋关节活动度、髋关节 Harris 评分以及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 1 d 观察组与

髋外展肌力臂比较，观察组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对照组患者患侧股骨偏心距以及患侧与健侧的

学意义（P < 0.05）
。见表 2。

偏 心 距 差 值 比 较，观 察 组 小 于 对 照 组，差 异 有 统

2.3

两组患者髋臼前倾角以及外展角的值比较

计 学 意 义（P < 0.05）；治疗前，观察组与对照组患

治疗前、术后半年，两组患者髋臼前倾角以及外

者的髋关节活动度、髋关节 Harris 评分以及髋外展

展角的值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
见表 3。

肌力臂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 1

2.4

两组患者双下肢等长情况比较

个月、术后 3 个月及术后半年，观察组与对照组患

术后半年，对照组有 15 例患者存在双下肢不

者的髋关节活动度、髋关节 Harris 评分以及髋外展

等长情况，发生率为 50.00%；观察组有 5 例患者存

肌力臂比较，观察组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在双下肢不等长情况，发生率为 10.00%。两组患者

义（P < 0.05）
。这一观点与胥伯勇等 [11] 发表的相关

的术后双下肢不等长率比较，观察组小于对照组，

文章观点一致，提示术中股骨偏心距成功重建者其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16.000，P=0.000）。

术后髋关节活动度、髋关节功能以及髋外展肌力臂

2

表2
组别

n

两组患者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比较（x ± s）

髋关节活动度（°）

髋关节 Harris 评分（分）

治疗前

术后 1 个月

术后 3 个月

术后半年

治疗前

术后 1 个月

术后 3 个月

术后半年

对照组 30

75.44±2.35

119.23±4.02

166.93±4.43

182.44±5.88

42.66±1.54

67.43±2.03

78.77±2.63

86.44±3.43

观察组 50

75.45±2.36

139.02±4.66

184.93±4.98

199.92±6.33

42.67±1.55

71.87±2.43

87.43±2.81

95.22±3.55

t值

0.016

17.613

14.792

11.082

0.025

7.680

12.324

9.742

P值

0.987

0.000

0.000

0.000

0.980

0.000

0.000

0.000

组别

n

髋外展肌力臂（mm）
治疗前

术后 1 个月

术后 3 个月

术后半年

对照组 30

48.11±0.54

49.98±0.58

52.32±0.76

54.55±0.82

观察组 50

48.12±0.55

53.09±0.64

55.81±0.82

56.82±1.54

t值

0.071

19.722

17.097

7.126

P值

0.944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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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会直接影响到患者术后双下肢等长的恢复情况。

[7] 聂志刚，彭昊，陈森，等 . 全髋关节置换术后股骨偏

在正常情况下，股骨颈干角约为 127°，要比临床应

心距与聚乙烯磨损的相关性研究 [J]. 中国矫形外科杂

用率较高的假体颈干角略低。为了保障股骨偏心

志，2017，25（3）：256-259.

距的重建，可通过加长头或加长颈达到这一效果。

[8] 姜华锋，周新社 . 全髋关节置换术中重建股骨偏心距

但加长颈后会导致患肢长度增加，进而导致患者出

研究进展 [J]. 国际骨科学杂志，2018，39（1）：21-

现跛行、坐骨神经麻痹、髋关节疼痛等情况。经相

23，32.

关研究学者表明

，偏心距以及股骨应力呈正相

[9] 谭兵，冯敬，范斌，等 . 初次全髋关节置换术后股骨

关，股骨颈长的范围为 35 ～ 44 mm 时，股骨假体应

偏心距大小与髋关节功能重建的临床研究 [J]. 中国伤

力最低，更能够保障股骨偏心距达到重建。

残医学，2021，29（4）：5-8.

[14]

相关学者认为

，
髋臼前倾角以及外展角也会对

[10]		黄玉栋，林国叶，刘航涛 . 股骨偏心距 CT 三维重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髋关节活动范围造成影响。提

建模型测量的临床研究 [J]. 中国数字医学，2017，

出此观点的学者认为

12（12）：44-47，105.

[15]

，
假体位置不佳会导致髋关节

[16]

的稳定性以及活动度受到影响，
进而导致术后关节出

[11]		胥伯勇，郭文涛，穆文博，等 . 高位 DDH 人工关

现无菌性松动、假体磨损增加以及脱位的情况发生，

节置换术中髋臼方位的确定及术后 X 线评价 [J]. 新

而术者的主观判断、
术中体位的选择以及患者的实际

疆医科大学学报，2018，41（4）：440-444.

情况均会对髋臼前倾角以及外展角造成影响。但本

[12]		杨超，张雷，陈烁，等 . 应用大号生物型臼杯行髋关

研究结果表明，
治疗前、
术后半年，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

节翻修对髋关节旋转中心和股骨偏心距的影响研究 [J].

者髋臼前倾角以及外展角的值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

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2017，31（2）：139-143.

义（P > 0.05）
。这一结果与相关研究存在偏差，但考

[13]		周善娟，郭飞，刘国珍，等 . 基于跨理论模型的家

虑本研究纳入样本量有限，
故可在日后临床研究中加

庭访视对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髋关节功能的影

大研究范围，
提高临床结果的可靠性。

响 [J]. 现代临床护理，2017，16（9）：40-43.

综上所述，重建股骨偏心距能够促进接受人工

[14]		邓兴根 .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治疗对老年髋部骨折患

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的患者术后髋关节功能恢复，并

者术后髋关节功能恢复的影响 [J]. 透析与人工器官，

会影响术后双下肢的等长情况，但不会对髋臼前倾

2019，30（4）：45-47.

角以及外展角造成影响。

[15]		刘大旭，褚青波，吴向坤 . 不同直径股骨头对人工
髋关节置换术患者高交联聚乙烯髋臼内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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