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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研取骨器在带血管蒂腓骨瓣治疗股骨头坏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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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自研取骨器在带血管蒂腓骨瓣移植（FVFG）治疗股骨头无菌性坏死（ONFH）中的临床应用效
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收治的股骨头无菌性坏死患
者 18 例（20 髋），根据国际骨循环协会（ARCO）分期标准：Ⅱ期 9 髋，Ⅲ期 9 髋，Ⅳ期 2 髋。采用自主研发并申
请专利的取骨器制备股骨颈骨隧道，取腓骨行 FVFG 治疗 ONFH，术前及术后采用 Harris 评分进行评估。结果 患
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 21 ～ 62 个月，平均 39 个月。患者 18 例（20 髋）术前髋关节 Harris 评分为（78.60±9.19）
分。手术时间 280 ～ 670 min，平均 381 min。术中出血量 200 ～ 800 mL，平均 450 mL。术后 1 例出现窦道、组织
坏死，多次清创后治愈，其余患者甲级愈合。术后复查 X 片显示腓骨瓣均达到骨性融合，位置良好，末次随访结
果示股骨头坏死程度改善 15 髋，无进展 4 髋，进展 1 髋，有效率 95%，Harris 评分为（89.05±6.51）分，优良率
90%，髋关节疼痛、关节活动度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19，P=0.000 5）。结论
自研取骨器可精确设计股骨颈骨道、减少骨质浪费，可辅助 FVFG 有效治疗股骨头无菌性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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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utogenous bone harvester invented in the treatment of femoral head necrosis with free
vascularized fibular grafting
Hao Guobing1,2, Zhu Zexing2, Liu Chunsheng2, Wang Xiaoyu2, Liu Linlin2, Du Yu2, Yan Shuangbao2, Xu Jianqiang2,
Qiao Lin2, Zhang Shuming2, Wang Chengxue1. 1 The First Bethune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1; 2 PLA Rocket Force Characteristic Medical Center,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dvantage of autogenous bone harvester invented for the treatment of
osteo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 (ONFH) with free vascularized fibular grafting (FVFG).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1 to
November 2018, 18 patients (20 hips) with osteo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 were treated in PLA Rocket Force
Characteristic Medical Center.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ion Research Circulation Osseous (ARCO) standard: 9 hips in
stage Ⅱ , 9 hips in stage Ⅲ and 2 hips in stage Ⅳ . Autogenous bone harvester invented was used to prepare the bone canal
for fibula on FVFG operation. The Harris score was used for evaluation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Results The follow-up
time ranged from 21 to 62 months, with an average of 39 months. The Harris score of 18 patients (20 hips) was (78.60±
9.19) points before operation. The operation time was 280-670 min, with an average of 381 min.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was 200-800 mL, with an average of 450 mL. All patients were healed except one case developed sinus and tissue
necrosis which was cured after multiple debridement. X-ray examination showed that all the grafted fibular were in good
position and achieved bone fusion. At the final follow-up, femoral head necrosis improved in 15 hips, no progress in 4 hips
and progress in 1 hip, the efficient rate was 95%. Hip pain and joint range of motion at the final follow-up were improved
with the Harris score of (89.05±6.51) points,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was 90%.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4.19, P=0.000 5) compared with the preoperative condition. Conclusion The autogenous bone harvester
prepared the bone canal of femoral neck for fibular accurately and decreased the waste of bones. In general, it is helpful for
FVFG in the treatment of ONFH.
[Key words] Osteo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 Free vascularized fibular grafting; Autogenous bone harvester invented

股骨头无菌性坏死（osteo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
ONFH）是骨科的常见疾病，对早中期 ONFH 患者，带血管
蒂腓骨瓣移植（free vascularized fibular grafting，FVFG）手
术可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该术式可明显缓解患者髋关节疼
作者单位：
1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 长春，130021；2 中国人民解放军

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骨科，
北京，
100088

痛症状，同时可阻止骨坏死进程及股骨头塌陷，延缓甚至避
免人工髋关节置换[1-3]，被认为是最有效的保髋治疗方法之一。
目前，在 FVFG 治疗 ONFH 手术中，临床上多采用髋
部头髓钉钻头制备受区骨隧道，但其普遍存在腓骨瓣与骨
隧道匹配欠佳、很难彻底清除股骨头内的坏死骨质[4-5]、骨
隧道制备过程中正常骨质丢失、股骨头植骨质量欠佳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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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因此笔者团队在总结多年 FVFG 治疗 ONFH 经验的基
础上，针对腓骨与制备骨隧道匹配等问题，设计了一套取
骨器（专利号：ZL2017 2 1093587.0），应用于 18 例患者，
获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年龄＜60 岁，结合病史、影像学检查诊断
为 ONFH，查体见患侧髋部存在疼痛，无明显关节活动受
限。排除标准：因 ONFH 接受过其他有创治疗。分析 2011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1 月本院收治的股骨头无菌性坏死患者
18 例（20 髋）。其中，男 16 例（18 髋），女 2 例（2 髋）；年
龄 15 ～ 58 岁，平均 34 岁；单髋 16 例，双髋 2 例；ONFH
类型：酒精性 8 髋，激素性 1 髋，酒精性+激素性髋 1 髋，
外伤性 6 髋，无诱因 4 髋。结合髋关节 X 片、CT 及 MRI
检查，根据国际骨循环协会（ARCO）分期标准：Ⅱ期 9
髋 ， Ⅲ 期 9 髋 ， Ⅳ 期 2 髋 ； 术 前 髋 关 节 Harris 评 分 为
（78.60±9.19）分。
1.2 手术方法
麻醉方式选择全麻或者连续硬膜外阻滞，患者取仰卧
位，给予垫高患侧髋部，常规消毒，铺无菌单。
1.2.1 切取带血管蒂腓骨
患侧大腿根部上无菌止血带，压力 50 ～ 60 kPa，每小
时放一次止血带。于小腿腓骨小头下 3 ～ 4 cm 沿腓骨轴线
作纵行切口，长约 20 cm。依次切开皮肤、皮下及深筋膜
层，显露并保护腓总神经，切断比目鱼肌部分肌肉，于腓
骨长、短肌与比目鱼肌间隙分离，显露并游离腓动、静
脉；将附着在腓骨外面的腓骨长短肌切断，以腓骨头下方
约 16.5 cm 处腓骨滋养血管入骨处为中心，量取约 10 cm 长
腓骨段，两端线锯截断，将腓骨段向后旋转后进一步切断
附着于前侧的肌肉，并切断骨间膜，将腓骨段向前旋转显
露并切断部分足拇长屈肌，将腓动静脉进一步向上游离，
于腓动静脉发出处将血管切断，近端缝扎加结扎，截骨远
端腓动静脉切断并结扎，彻底止血；用大量生理盐水反复
冲洗切口，将足拇长屈肌、腓骨长短肌近端缝合于残留腓
骨的骨膜及骨间膜上，缝合深筋膜，依次缝合皮下和皮肤。
1.2.2 自研取骨器股骨头减压及骨道的制备
用卡板测量所取腓骨的最大直径，选择适当型号的取
骨器备用（见图 1）。C 形臂透视下，于大腿外侧进针，股
骨大粗隆下约 3 cm 为进针点，向股骨头坏死区域中心钻入
导针，术中透视导针到位后，以导针入皮肤点为中心纵向
切开皮肤，长约 5 cm，切开髂胫束，分开股外侧肌，根据
腓骨瓣最大直径选取合适的取骨套筒及配套的第一推杆，
将第一推杆通过导针孔套入导针中，并安装取骨套筒于第
一推杆上进行导向，取骨套筒就能够较为稳定地沿着导针
所确定的方向行进。接着操作手柄连接电钻后进行旋转，
取骨套筒上呈锯齿状的端面旋入骨头，骨质就进入取骨套

筒的空腔中，取骨完毕后，卸下操作手柄，将第二推杆从
取骨套筒的尾部插入，第二推杆推动第一推杆，第一推杆
的推板部就可以将取骨套筒的头部空腔内的骨质全部推
出，同时注意保留松质骨块，C 型臂透视下用刮匙尽量彻
底清理股骨头坏死区不健康骨质，大量生理盐水冲洗切
口；股骨颈隧道建立后，达到减压的目的，将保留松质骨
修成骨粒，通过骨套筒将骨粒送至股骨头坏死区域，打压
植骨器砸实，测量骨隧道长度（一般约 9 cm）。修剪、打
磨游离腓骨至骨隧道长度。

a

b

c

a－第一推杆；b－取骨套筒；c－第二推杆。

图 1 设计器械图片

1.2.3 移植腓骨、吻合血管
将腓骨瓣自股骨开口处沿股骨颈隧道植入，C 型臂透
视见腓骨植入位置良好，在腓骨瓣与股骨通道间隙自体松
质骨粒植骨，于大腿前外侧行切口，长约 10 cm，沿股直
肌和股外侧肌间隙找到并游离旋股外侧血管降支，测量长
度足够后，切断并结扎旋股外侧血管远端，于股外侧肌深
层将腓骨瓣血管蒂引入到大腿前外侧切口内，显微镜下，
将腓骨瓣的动脉和旋骨外侧动脉降支用 8-0 或 9-0 prolene 缝
线端端吻合，将腓骨瓣的静脉和旋股外侧动脉降支的伴行
静脉用 7-0 或 8-0 prolene 线端端缝合，或用血管吻合器吻
合，观察动静脉血流通畅，创面止血并冲洗后，逐层缝合
切口，敷料包扎，石膏后托将踝关节固定于中立位。
1.3 术后处理
术后常规静滴抗生素预防感染 1 ～ 3 d，静滴或肌注罂
粟碱抗血管解痉治疗，皮下注射低分子量肝素钙抗凝治
疗；术后 8 ～ 12 周复查 X 片或 CT，根据股骨头植骨部位
成骨情况指导患者开始下地拄拐活动，负重 1/3 体重起 ，
逐渐增加，负重后定期复查 X 片或 CT，如后期股骨头无明
显塌陷，术后 6 个月左右可弃拐完全负重。
1.4 评价指标
术后随访髋关节功能采用 Harris 评分评价。Harris 总分
为 100 分，90 ～ 100 分为优，80 ～ 89 分为良，70 ～ 79 分
为可，＜70 分为差。并观察患者临床症状变化情况，行 X
线片或 CT 检查，观察股骨头坏死变化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手术前后 Harris 评分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用零研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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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平台进行数据收集整理，用 SAS 9.4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采用配对 t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所有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为 21 ～ 62 个月，平均 39
个月。患者的手术时间为 280 ～ 670 min，平均 381 min；术
中出血量为 200 ～ 800 mL，平均 450 mL。术中 18 髋（共
20 髋）一次取骨成功，骨髓道与腓骨匹配良好，所取骨块
用于植骨，均未使用外源骨材料；3 髋出现导针随取骨套
筒继续前进穿破关节或髋臼，均为早期病例，未导致严重
后果，未出现股骨颈骨折的病例。术后患者切口愈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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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只有 1 例出现窦道、坏死组织并发症，其他患者无感
染、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等并发症发生。18 例患者髋部疼
痛均减轻，关节活动度均存在改善。末次随访时 Harris 评
分为（89.05±6.51）分，优良率 90%，较术前提高，术前、
术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19，P=0.000 5）。术后 X
线片示：15 髋（75%）股骨头坏死有不同程度改善，4 髋
（20%） 无明显变化，1 髋 （5%） 恶化 （术前 1 髋Ⅳ期）。
末次随访时股骨头坏死相关症状明显改善。
典型病例：患者，男，25 岁，主因“左髋部间断疼痛
3 个月”入院（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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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B. 术前 X 线片、CT 示左股骨头存在坏死征象，ARCO 分期为Ⅱ期；C. 术中切取游离腓骨瓣；D. 术中行股骨头坏死区导针定位；
E. 应用取骨套筒行股骨颈隧道建立；F. 刮匙行残留股骨头坏死区域骨质刮除；G. 使用打压植骨器夯实植骨；H. 髋部切口及腓骨瓣植入准
备；I. 腓骨瓣植入股骨颈隧道后术中透视情况；J. 血管吻合后通血试验良好；K. 术后复查 X 片；L. 术后复查 CT；M. 术后 3 个月复查 X 线
片；N. 术后 11 个月复查 X 线片；O. 术后 25 个月复查 X 线片，显示腓骨瓣均达到骨性融合，位置良好，股骨头无进一步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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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06 月
第 19 卷 第 3 期

经过多年的改进，目前国际上 FVFG 术式治疗 ONFH

ONFH 是骨科常见疾病，由多种病因引起，股骨头静

主要以杜克大学 Urbaniak 和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张长青倡

脉血液淤滞或者动脉血供破坏是早期的主要变化，继而出

导的技术为主[8,13]。Urbaniak 等[8] 设计的 FVFG 术式中骨隧

现骨细胞损伤、死亡，最终导致骨坏死，随后出现股骨头

道制备方法：由股骨大粗隆部通过股骨颈向股骨头坏死方

坏死自身修复，两种原因共同作用最后引起股骨头结构改

向钻孔，用器械清理坏死骨质，到达股骨头关节面位置后

变和塌陷，可造成髋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6-7]。ONFH 临床

停止。用植骨器将从股骨粗隆部取的松质骨植于股骨头部

治疗的目的是缓解疼痛、恢复髋关节功能。非手术方法包

位，然后将腓骨瓣植入至股骨头软骨面下。张长青等[14]改

括保护性负重、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制动与牵引治疗

良 FVFG 术式中骨隧道制备方法：显露关节囊后切开，在

等；手术方法包括髓芯减压术、不带血运骨移植术、带血

股骨颈前方用骨凿开槽，于股骨大转子前方用专用钻头向

运自体骨移植术、人工关节置换术等。1979 年，Urbaniak

股骨头下钻孔，通过骨槽清理股骨头下坏死骨后，将松质

等[8]首先采用 FVFG 治疗 ONFH，同时指出腓骨移植可起到
改善股骨头血运和增强股骨头力学支撑的作用。彻底清除
ONFH 缺血病灶是 FVFG 手术的首先目标，可以改善局部
[9]

骨组织愈合环境，从而促进新生骨形成 ；对于小于 45 岁
的 中 青 年 患 者 及 活 动 量 较 大 的 患 者 应 首 选 FVFG[10]。
FVFG 属于带血运自体骨移植术式，是公认的治疗 ONFH
一种有效方法[11-12]。

骨植入股骨头下区。在实际操作中发现，传统制备骨隧道
的 方 法 仍 存 在 一 定 的 问 题 （见 图 3）： ① 腓 骨 瓣 与 建 立

的骨隧道不能完全匹配；②股骨头坏死区域坏死骨质

去除困难；③传统的骨隧道制备器械均为实心钻头 ，

制备股骨颈隧道过程中将正常骨质打成碎末状，存在

正常骨质浪费，不能有效再利用；④操作中没有有效

的专用植骨器械。

A

B

C

图 3 传统髋部头髓钉钻头制备受区股骨颈骨隧道的方法

因 此 笔 者 团 队 综 合 Urbaniak 和 张 长 青 等 的 方 法 对

视下根据术前设计可精准到达股骨头坏死骨区域，同时避

FVFG 术式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良，并根据临床需要进一步

免对股骨颈的切割，还避免了切开髋关节囊，尽可能少地

研发设计了本取骨器。首先，针对腓骨瓣与建立的骨隧道

破坏局部血运，保持髋关节的完整性，以利于术后的功能

不匹配的问题，术中用卡板测量所取腓骨的直径，个体化

恢复。第三，针对制备股骨通道过程中正常骨质的骨量丢

设计股骨颈骨隧道的直径。根据前期对腓骨的解剖测量研

失问题，笔者设计的取骨套筒为圆柱状空心钻头，在制备

究，设计的取骨器包含了 13、15、17 mm 三种直径，基本

骨隧道的同时可将坏死区以远的正常骨质完整取出，避免

覆盖了东方人腓骨移植段的直径范围；还可根据术前小腿

了传统头髓钉钻头将骨质钻碎成骨泥而造成的正常骨质丢

CT 测量的腓骨最大直径及软组织袖套预选择合适型号取骨

失，为下一步植骨提供充足的自体植骨材料。第四，针对

器进行骨隧道的制备，解决了制备的隧道过大，预防腓骨

无专用植骨器械的问题，笔者设计的取骨器备有与其内径

植入后易出现移位并影响骨愈合；或者骨隧道过小造成腓

相配套的内芯，这既方便了取骨套筒内骨质的顺利取出，

骨植入困难，造成腓骨周围软组织袖套剥脱等问题；其中

同时在植骨时该内芯又是一个可与所制备的骨髓道直径相

第一推杆起到固定器的作用，其长度和取骨套近侧半是 1∶

匹配的打入器，植骨时可通过取骨套筒及其配套推杆将用

1，这就保证了对取骨套筒前进方向的完全控制，使骨隧道

于植骨材料精准植入股骨头下承重区域及其周围，并通过

制备可以一次精准完成。其次，针对股骨头坏死区域坏死

打压植骨器砸实。本组病例末次随访时，股骨头坏死相关

骨去除不完全的问题，笔者根据术前影像学资料结合股骨

症状明显改善，X 线片复查示：15 髋（75%）股骨头坏死

头坏死区域的位置、股骨颈直径、腓骨直径进行精确术前

有不同程度改善，4 髋（20%）无明显变化，1 髋（5%）恶

设计，术中按照自研取骨器设计的刻度，在 C 形臂 X 线透

化（术前 1 髋Ⅳ期）。Harris 评分优良率 90%。Urbaniak 等[8]

2022 年 06 月
第 19 卷 第 3 期

生物骨科材料与临床研究

O RTHOPAEDIC B IOMECHANICS M ATERIALS A ND C LINICAL S TUDY

采用 FVFG 治疗 ONFH，其临床研究随访结果显示对早期
股 骨 头 坏 死 患 者 的 有 效 率 达 88%； 张 长 青 等[14] 对 改 良
FVFG 方法进行了报道，术后有效率达 98.1%，后期出现股
骨头塌陷进一步加重的病例临床分期均为 Steinberg Ⅳ期，
并指出影响手术疗效的唯一因素是股骨头坏死程度，与其
他原因、因素无直接关联。
综上所述，采用自研的取骨器行个体化 FVFG 治疗
ONFH，有效率达 95%，并可更精准地制备股骨隧道，避
免了腓骨瓣移植时因骨髓道不匹配造成的并发症，同时可
大大降低正常骨质的浪费，是 FVFG 术式高效的辅助工具。
但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手术例数偏少；其
次，器械本身仍在不断改进，如早起出现了 3 例导针随取
骨套筒继续前进穿破关节或髋臼的情况，后改为长导针并
加强术中透视后未再出现。相信随着术者的手术熟练度的
提高，同时引入术中 CT 或导航可能会获得更满意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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