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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长期过度饮酒是引起酒精性股骨头坏死（ＯＮFH）的重要原因之一。 饮酒与 ＯＮFH的发生有显著的量效

关系。 酒精性 ＯＮFH具有高致残率,是国内外骨科领域难治性疾病之一。 酒精性 ＯＮFH的发病机制与脂质代谢紊

乱、氧化应激、遗传易感性等因素有关,但确切的发病机制目前仍不明确。 目前治疗 ＯＮFH的方法主要包括髓芯减

压、肌骨瓣移植等,但总体效果不理想,且疗效仍存在争议。 近年来,利用干细胞治疗酒精性 ＯＮFH 的临床研究已

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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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是指股骨头血供受损或中

断导致成骨细胞凋亡,继而股骨头结构发生变化,加
之髋关节需要负重,最终导致股骨头塌陷和关节炎,
影响全部髋关节[１-２]。 ＯＮFH 多见于 ２０ ~ ５５ 岁人

群,是临床难治性运动系统疾病之一[３]。 根据发病

原因 ＯＮFH可分为创伤性 ＯＮFH和非创伤性 ＯＮFH
两大类。 非创伤性 ＯＮFH 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

是应用糖皮质激素引起的激素性 ＯＮFH,另一种是

由于酗酒引起的酒精性 ＯＮFH。 随着酒精性 ＯＮFH
患者的逐渐增多,酗酒已成为我国非创伤性 ＯＮFH

的首要病因[４]。 作为一种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酒
精性 ＯＮFH具有极高的发病率和致残率,病情严重

者往往需要行人工关节置换术,给社会和患者均造

成较大的经济负担[５]。 因此,探究酒精性 ＯＮFH 的

发病机制及防治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 ＯＮFH
的发病机制仍未明确,导致 ＯＮFH 的防治较为困

难。 酒精性 ＯＮFH的治疗主要包括植骨植入、髓芯

钻孔减压以及人工关节置换等组织工程技术[６]。
现就酒精性 ＯＮFH的发病机制及治疗进展予以综述。
1 酒精性 ＯＮFH的发病机制

长期酗酒患者的血液黏滞度显著增加,并伴有

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成骨细胞脂肪变性、脂质代谢紊

乱等病理改变,使患者股骨头内微血管减少,骨内压

显著升高,最终导致 ＯＮFH[７-８]。 酗酒是 ＯＮFH重要

的危险因素,其相对危险度为 ７． ８,酗酒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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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酒时间越长,ＯＮFH的发生风险越高[９]。
1． 1 脂质代谢紊乱 脂质代谢紊乱是酒精性 ＯＮFH
发病的重要生物学基础,其病理特征是脂肪滴逐渐

在患者髓腔中积累,引起股骨头微循环障碍,导致骨

组织缺血[１０]。 有学者研究酒精性 ＯＮFH 与血脂水

平的关系发现,酒精性 ＯＮFH 患者的血清总胆固醇

和三酰甘油水平均较健康体检者高,低密度脂蛋白

水平较健康体检者低,而且随着患者总胆固醇、三酰

甘油水平的升高,骨坏死的严重程度也随之升高,证
实酒精性 ＯＮFH 与血脂指标具有显著相关性[１１]。
另有研究表明,酒精性 ＯＮFH 患者的凝血、血脂指

标均与健康对照组显著不同,患者凝血异常及血脂

升高证实了脂代谢紊乱和凝血功能障碍是酒精性

ＯＮFH发病的病理学基础[１２]。 酒精可减少成骨分

化,促进骨组织内脂肪蓄积,诱导成骨细胞凋亡。
Ｓａｍｙ[１３]探索细胞自噬在酒精性 ＯＮFH 中的作用,
结果发现,酒精可诱导成骨细胞自噬水平降低,增
加发病风险,其机制可能是酒精刺激影响了自噬

关键调控分子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和 Ｂｅcｌｉｎ１
的表达。 Ｏkａｚａkｉ 等[１４]研究发现,长期酗酒可损伤

肝细胞,并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脂肪细胞分化,
导致脂质代谢紊乱和血脂指标升高,使脂肪在骨组

织堆积,最终导致酒精性 ＯＮFH。 上述研究表明,脂
质代谢紊乱在酒精性 ＯＮFH 的发生过程中具有重

要作用。
1． 2 氧化应激 在生理条件下,细胞抗氧化系统与

氧自由基的产生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在调控成骨细胞

的分化和凋亡中具有重要作用。 Gａｌｌｅｇｏｓ-Hｅｒｎáｎｄｅｚ
等[１５]认为,酒精在体内代谢过程中通过氧化还原反

应使氧自由基过量生成,而氧自由基可消耗大量的

超氧化物歧化酶,导致过量的氧自由基在体内堆积,
进而引起凝血异常。 氧自由基还可导致氧化损伤,增
加成骨细胞促凋亡蛋白 Ｂ细胞淋巴瘤-２ 相关 X蛋白

的表达,过量的 Ｂ细胞淋巴瘤-２ 相关 X蛋白移位至

线粒体,与抗凋亡蛋白 Ｂ 细胞淋巴瘤-２ 进一步结合

形成二聚体,拮抗 Ｂ细胞淋巴瘤-２ 对凋亡的抑制作

用,以此方式通过诱导线粒体膜通道开放、降低线粒

体膜电位以及激活线粒体凋亡通路等导致成骨细胞

凋亡[１６]。 过量的氧自由基也可通过 ｐ５３ 促分裂原

活化的蛋白激酶等信号转导通路介导细胞氧化应激

和凋亡,导致酒精性 ＯＮFH的发生[１７]。

1． 3 遗传易感性 目前对酒精性 ＯＮFH 的研究已

深入到基因水平,遗传易感性在酒精性 ＯＮFH 发病

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陈亦轩等[１８]认为,酒精能够通

过一系列途径抑制骨形成,加快骨吸收,不利于骨组

织稳定;另外,遗传与表观遗传修饰在酒精代谢过程

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酒精性 ＯＮFH 的发生是

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具有个体化现象[１９]。 有

报道指出,基因多态性与酒精性 ＯＮFH 的发病有

关[２０-２１]。 组织因子途径抑制剂具有抑制外源性凝

血的作用,是机体重要的抗凝因子之一。 Ｄａｉ 等[２２]

研究证实,组织因子途径抑制剂基因单倍型 ＡＡＡＴ与

酒精性 ＯＮFH的发病率呈正相关,而单倍型 GＡＡＴ与

酒精性 ＯＮFH 的发病率呈负相关。 受各种自身免

疫性疾病诱导人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的表达水平显

著增高,其多态位点 ｒｓ７４３５０６ 和 ｒｓ３９１８１８４ 与酒精

性 ＯＮFH 发病率升高有关[２３]。 骨保护素具有阻止

成骨细胞成熟、诱导血管钙化等功能,其多态位点

ｒｓ１４８５２８６、ｒｓ１０３２１２８ 和 ｒｓ１１５７３８２８ 可增加酒精性

ＯＮFH的发病风险,但 ｒｓ１１５７３８５６ 位点对酒精性

ＯＮFH不易感[２４]。 ５,１０-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在调

控同型半胱氨酸代谢中扮演重要角色,刘丙立等[２５]

研究发现,５,１０-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Ｃ６７７Ｔ 的突

变与酒精性ＯＮFH显著相关,等位基因 Ｃ携带者酒精

性 ＯＮFH的患病率低于等位基因 Ｔ携带者,健康对照

者等位基因 Ｔ出现的频率显著低于酒精性 ＯＮFH患

者。 也有研究指出,基质金属蛋白酶 ２０ 与酒精性

ＯＮFH相关[２６],但还需大样本循证医学证据支持。
由此可见,遗传因素与酒精性 ＯＮFH密切相关。
2 酒精性 ＯＮFH的治疗策略

酒精性 ＯＮFH 的手术治疗和各种非手术治疗

策略均有一定疗效,但各有利弊。 随着细胞生物学

的发展,以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为主的生物制剂也被

应用于酒精性 ＯＮFH 的治疗,且疗效显著。 目前学

者们仍在努力寻求更佳的治疗方案。
2． 1 非手术治疗

2． 1． 1 消除病因 酒精与酒精性 ＯＮFH 具有明确

的因果关系,酒精贯穿酒精性 ＯＮFH 的全部过程,
是其直接病因。 酒精性 ＯＮFH 的非手术治疗以戒

除酗酒为基础,切断患者酒精的摄入,这是决定疗效

的重要因素。 此外,还应指导患者减轻体重,同时限

制患侧髋关节负重、活动,必要时卧床休息也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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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效果。
2． 1． 2  药物治疗  药物（降脂剂、二膦酸盐、抗氧

化剂等）在临床预防和治疗酒精性 ＯＮFH 方面具有

显著的疗效。 谢克恭等[２７]将患者分为模型组和治

疗组,模型组给予乙醇灌胃,治疗组在乙醇灌胃的基

础上给予口服普伐他汀钠 ２ ｍｇ ／ （kｇ·ｄ）,持续干预

３个月,结果发现,干预后治疗组患者的前列腺素 Ｅ２、
血清血栓素 Ｂ２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因此认为普伐他

汀可有效降低血栓素 Ｂ２、前列腺素 Ｅ２ 水平,进而降

低酒精性 ＯＮFH发生的风险。 Wａｎｇ 等[２８]用葛根素

和乙醇同时干预小鼠 １０ 个月后,发现乙醇诱导的成

脂基因表达水平降低,推测葛根素可抑制骨髓脂肪

形成并维持骨髓干细胞的成骨分化,从而预防酒精

性 ＯＮFH。 双膦酸盐可以增加破骨细胞凋亡,减少

骨细胞和成骨细胞凋亡,通常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

和湿疹样上皮癌。 Ｌｉ等[２９]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双
膦酸盐对酒精性 ＯＮFH具有抑制作用,双膦酸盐可显

著改善动物模型中股骨头骨密度和骨小梁数目。
2． 1． 3 其他疗法 其他非手术疗法还包括以下几

种。 ①体外冲击波疗法：体外冲击波疗法可以增加

成骨细胞活性,同时刺激骨形态发生蛋白-２ 和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活性。 Ｒｕｓｓｏ等[３０]用体外冲击波疗法

治疗 Fｉcａｔ（ＯＮFH分期）Ⅰ期和Ⅱ期的酒精性ＯＮFH,
临床效果显著。 ②脉冲电磁疗法：脉冲电磁疗法通

过电脉冲刺激成骨和血管生成,对早期非创伤性

ＯＮFH也有显著疗效。 Ｍａｓｓａｒｉ等[３１]对 ７６ 例非创伤

性 ＯＮFH FｉcａｔⅠ ~ Ⅲ期接受电磁场刺激的患者进

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９４%的 FｉcａｔⅠ和Ⅱ期患

者避免了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且疼痛和髋关节功

能评分（Hａｒｒｉｓ评分）均得到显著改善。 ③高压氧疗

法：高压氧疗法通过产生高浓度的溶解氧,促进缺氧

性骨组织的氧合作用并减少水肿,诱导血管生成,降
低骨内压,改善微循环。 Ｃａｍｐｏｒｅｓｉ 等[３２]在治疗早

期非创伤性 ＯＮFH 随机对照试验中也提示了高压

氧疗法的疗效显著。
2． 2 手术治疗

2． 2． 1 髓芯减压 酒精性 ＯＮFH 治疗方案受患者

ＯＮFH程度、病情进展程度等因素影响。 细致、全面

地评估患者病情,有助于选择更佳的治疗方案。 一项

针对酒精性 ＯＮFH患者进行的前瞻性研究发现,非手

术治疗的成功率低于手术治疗[２０% （１６３ ／ ８１９）比

９７%（２ ５１５ ／ ２ ５９３）],仅采取保守方法不足以根治疾

病[３３]。 因此,手术治疗方法常被作为重点关注。 髓芯

减压术能够缓解患者髓腔水肿,进而延缓病情,是早期

ＯＮFH最常用的手术方法之一。 对于 ０ ~ ⅠＡ 期患

者,临床可采用细针钻孔减压术;对于ⅠＡ ~Ⅱ２Ａ 期

患者,临床可行粗通道核心减压术。 髓芯减压术一般

用于股骨头无塌陷患者的治疗,治疗酒精性 ＯＮFH效

果良好,是 FｉcａｔⅠ期和Ⅱ期首选的治疗方案之一。
Fｉcａｔ[３４]对 １３３例非创伤性 ＯＮFH髓芯减压术患者进

行随访研究,结果显示,约 ９０%的患者获得了良好

的疗效,术后平均随访 ９． ５ 年,病情进展患者较少。
许珂等[３５]研究髓芯减压术治疗不同类型 ＯＮFH 的

疗效,结果表明,髓芯减压术对酒精性 ＯＮFH 患者

治疗的有效率为 ８４． ２% （３２ ／ ３８）,对激素性 ＯＮFH
患者治疗的有效率为 ８０． ５% （５４ ／ ６７）,证实髓芯减

压术治疗酒精性 ＯＮFH 患者效果显著。 阎亮等[３６]

同样证实,髓芯减压术可有效延缓酒精性 ＯＮFH 患

者股骨头的塌陷,改善患者关节功能,临床疗效良

好。 Hｕａ等[３７]荟萃分析显示,髓芯减压术是治疗酒

精性 ＯＮFH 安全有效的方法,总体有效率为 ６５%
（１ ２１２ ／ １ ８６５）,因此认为髓芯减压术可改善关节功

能,有效延缓疾病进展。
2． 2． 2 股骨近端截骨术 股骨近端截骨术的目的

是将骨坏死部位从髋臼承重区域中清除,同时将重

量重新分配,以降低髓内压,保持股骨头中的血液供

应[３８-３９]。 肖凯等[４０]采用股骨颈基底部旋转截骨术

治疗 １０ 例患者,结果发现,股骨颈基底部旋转截骨

术可显著改善股骨头负重区完整率和患侧髋关节功

能,有效延缓股骨头塌陷的进展。 廖宁等[４１]探究了

骨盆三联截骨术的疗效,结果显示,骨盆三联截骨术

治疗能够恢复髋关节功能,降低术后跛行的发生率

及残留畸形风险。 但截骨术并不适用于所有患者,截
骨术的应用取决于骨坏死的位置和大小,应用推荐

对象是年龄 < ４０ 岁的 ＯＮFH 国际分期Ⅱ期和Ⅲ期

患者,且 Kｅｒｂｏｕｌ角 < ２００°、髋关节活动范围正常[４２]。
截骨术的优点在于即使关节表面出现塌陷也能应用

截骨术,且患者接受截骨术后的生活质量与全髋关

节手术后的结果相似[４３]。 截骨术的缺点是不利于

以后施行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会增加人工全髋关

节置换术的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和术后股骨干骨

折的风险,因此目前临床已很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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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移植术和植入术

2． 2． 3． 1 移植术 骨移植术的目的是为骨坏死区

域软骨下骨提供坚固支撑,增加受力强度,并改善股

骨头的血运循环。 非血管化腓骨移植与血管化腓骨

移植的对比研究证明,术后 ７ 年血管化腓骨移植仍

能改善髋关节功能和股骨头塌陷率[４４]。 Ｅwａｒｄ 等[４５]

的一项平均随访 １４． ４ 年的研究显示,６５ 例接受血

管化腓骨移植治疗的患者术后 Hａｒｒｉｓ评分均显著升

高,仅 ５%的患者病情进展。 因此,采用血管化的骨

移植较皮质移植治疗效果更显著,但患者术后无力

和疼痛是骨移植的局限。
2． 2． 3． 2 钽棒植入术 植入术的目的是恢复骨坏

死区域的力学支撑,钽棒金属具有高孔隙率的特殊

结构,可诱导成骨细胞向内生长,有助于骨量恢复。
植入术的缺点是由于钽棒与周围骨骼的牢固结合而

难以去除。 穆杰[４６]研究发现,钽棒植入术疗效显

著,患者术后 Hａｒｒｉｓ 评分和生活质量均优于行髓芯

减压植骨术的患者。 何小强[４７]研究发现,钽棒植入

治疗非创伤性 ＯＮFH 可有效缓解患者髋关节疼痛,
促进并诱导骨组织生长,有效延缓病程进展,改善患

侧关节功能,并可避免股骨头进一步塌陷。
2． 2． 4 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  髓芯减压术、截骨

术、钽棒植入术和骨移植术均可延缓酒精性 ＯＮFH
的病情进展,但病情严重的患者晚期常需行人工髋

关节置换术。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是通过置换已塌陷

的股骨头关节面,缓解髋关节疼痛和畸形,恢复患者

髋关节的功能[４８]。 冯晓飞等[４９]通过研究证明,利
用骨水泥假体和非骨水泥假体行人工髋关节置换术

均效果显著,且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巩顺东[５０]

研究证明,在酒精性 ＯＮFH 患者的治疗中,人工髋

关节置换术的疗效较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更显著,而
且具有手术时间短、创口小的优点,术后可显著改善

关节功能,缓解疼痛。 目前唯一有效的治疗终末期

酒精性 ＯＮFH的方法仍是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
2． 2． 5 干细胞疗法 干细胞治疗 ＯＮFH 是目前骨

科领域研究的热点。 干细胞可以诱导分化为成骨细

胞,而成骨细胞是骨坏死修复过程中的关键因子。
有研究证明,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处理浓缩后输入

坏死的股骨头中,可有效减少骨坏死的区域[５１]。 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具有强大的多潜能分化能力,可诱

导分化为成骨细胞,同时还具有集落形成能力和

免疫原性低等特点[５２]。 另外,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还

可诱导和促进血管生成,通过改善股骨头血供促进

骨再生和修复,是针对酒精性 ＯＮFH 干预治疗的重

点[５３-５４]。 Zｈａｏ等[５５]研究发现,利用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治疗 ＯＮFH 可减少骨坏死区域,减轻患者疼

痛,且疗效优于髓芯减压术。 Ｓｅｎ等[５６]对 ５１ 例非创

伤性 ＯＮFH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与髓芯减压

术相比,行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注射治疗的患者关节

疼痛和关节功能均显著改善。 另有学者证实,通过对

比治疗前后患者的影像学检查、临床症状和 Hａｒｒｉｓ评
分,发现三孔髓芯减压联合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植入

可修复损伤的骨组织、改善关节功能并减轻疼痛症

状,治疗非创伤性 ＯＮFH效果显著[５７-５８]。 王森等[５９]

证实,多小孔立体髓芯减压联合自体骨髓移植具有

改善关节功能、延缓 ＯＮFH 病程进展的作用。 以干

细胞为主的生物制剂对酒精性 ＯＮFH 有较大帮助,
具有极大的优势和潜力,可有效延缓疾病进展。 但

干细胞疗法在临床应用中也面临许多问题,如人滑

膜来源和脂肪来源间充质干细胞的直接使用,受到

干细胞产量少、移植后血栓形成等问题的限制,仍需

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3 小 结

组织因子途径抑制剂、人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
骨保护素等基因的多态性与酒精性 ＯＮFH 的发生

发展相关。 寻找与酒精性 ＯＮFH 发病相关的基因

多态位点,并用于筛查易感酒精性 ＯＮFH 的个体,
对实施个体化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案均具有重要意

义。 以干细胞疗法为代表的生物治疗是一种极具潜

力的治疗方式,且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但

目前注入干细胞的浓度和数量尚无统一标准,还需

进一步探索。 干细胞浓度和数量决定干细胞在植入

后能否快速分化为成骨细胞,如果干细胞数量过少

或浓度不够,可能导致移植失败。 总之,探索酒精性

ＯＮFH的发病机制和有效防治措施仍是未来的研究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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