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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髌骨关节紊乱的量化指标及影像学表现

病例：
膝骨性关节
炎 80 例。

PACS 影
像学系统

观察指标：
(1)髌股指数；
(2)髌股协调角；
(3)外侧髌股角；
(4)髌股倾斜角；
(5)股骨滑车沟角。

结论：
(1)膝骨关节炎疼痛患者存
在髌股关节紊乱，髌骨
偏向外侧倾斜和偏移；
(2)外侧髌股角是导致膝骨
关节炎疼痛的最主要因
素，髌股倾斜角影响着
膝前区和膝后区的疼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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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髌骨关节紊乱：髌骨关节紊乱是退行性膝关节炎的早期表现，由于髌骨力线异常(髌骨半脱位和髌骨倾斜)及
其周围支持带的异常紧张，使髌骨关节失稳紊乱。作者通过对膝骨关节紊乱的各项影像学指标进行分析，得
出影响膝关节疼痛的相关因素。
髌骨轴位片：在髌骨轴位片中，髌骨关节面情况、髌骨移位程度、外侧过度压力综合征的判断均可体现，其
在髌股关节稳定性诊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髌骨轴位片摄片方法各异，包括 Merchant 法(患者仰卧位屈膝
45°置于检查台边缘，球管与水平面成 30°角摄片)、Ficat 法(仰卧位屈膝 30°摄片)、Jaroschy 法(仰卧位屈膝
60°摄片)和 Settegast 法(俯卧位屈膝 120°)摄片等。因为摄片屈膝 < 30°的技术要求相对过高，而屈曲角度
超过 45°又会使一些脱位不严重的髌骨回到原位从而产生假阴性现象，目前普遍认为膝关节轴位片的屈膝角
度为 30°-45°。文章所采用的髌骨轴位片摄片角度为 30°，是较为普遍的摄片角度。

摘要
背景：膝骨关节炎所引起的患者疼痛在影像学上有所体现，髌骨轴位片影像学参数改变能为膝骨关节炎的临
床疼痛症状做出合理评价。
目的：探讨髌骨轴位片影像学参数改变与膝骨关节炎患者疼痛部位的相关性，为临床诊治膝骨关节炎提供参
考。
方法：选择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髌骨轴位片拍摄并符合研究纳
入标准的膝骨关节炎患者共 80 例作为疼痛组，另选择健康志愿者 30 例作为健康组。2 组均屈膝 30°行髌骨
轴位片拍摄，在 PACS 影像学图片计算机处理系统分别采集髌股指数、髌股协调角、外侧髌股角、髌股倾
斜角、股骨滑车沟角 5 个影像学参数；将膝骨关节炎患者疼痛部位分为膝前区、膝后区、膝内侧和膝外侧 4
个区域。
结果与结论：①疼痛组患者的髌股指数、髌股协调角以及外侧髌股角均大于健康组，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2 组髌股倾斜角以及股骨滑车沟角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②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
析中，膝骨关节炎疼痛和外侧髌股角存在相关性(P=0.01)；③One Way-ANOVA LSD 统计分析中，疼痛组
患者髌股倾斜角在膝前区和膝后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38)，其他影像学参数与不同疼痛部位的两两比
较分析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均 > 0.05)；④结果表明，与健康志愿者相比，膝骨关节炎疼痛患者存在髌股关
节的紊乱，髌骨偏向外侧倾斜和偏移；外侧髌股角是导致膝骨关节炎疼痛的最主要因素，髌股倾斜角影响着
膝前区和膝后区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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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of imaging indexes of patellar axial disorder with pain of knee osteoarthritis
Liu Shengfei, Jiang Yanjun, Cen Zhuohao, Ling Min, Zhang Tian, Chen Yuexuan, Zhou Chi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405,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Pain caused by knee osteoarthritis is reflected in imaging. Change of radiographic parameters of the tibial axis slice can
provide a reasonable assessment for the clinical pain symptoms of knee osteoarthritis.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hange of the imaging indexes of patellar axial radiograph and pain area in the knee
osteoarthritis, thu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
METHODS: Availabl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tween September
2014 and September 2016, where totally 80 knee osteoarthritis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pain group and 30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All the participants took patellar axial radiograph with knee at 30° through PACS imaging systems to collect five imaging indexes,
including patella exponent, femur trochlea angle, congruence angle, lateral patellofemoral angle and tilt angle. Knee osteoarthritis patients in the
pain group were divided into four common clinical pain areas which were anterior, posterior, medial and lateral area.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patellofemoral pain index, congruence angle, and lateral patellofemoral angle in the pai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In the patellofemoral angle, patellofemoral subluxation and femoral trochlear
angle parameter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5). (2) Two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correlation between knee osteoarthritis pain and lateral patellofemoral angle (P=0.01). (3) From one way-ANOVA LS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patellofemoral angle in patellofemoral anterior and posterior area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38), and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the other imaging parameters between pain areas (P > 0.05). (4) In summary,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 volunteers, in the
patients with pain caused by knee osteoarthritis, patellofemoral joint disorder and patella angle affects the pain of anterior and posterior areas,
which has a connection with the saphenous nerve, the branches of the sciatic nerve and peroneal nerve branch of conduction.
Subject headings: Patella; Osteoarthritis, Knee; Pain; Tissue Engineering
Funding: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373655;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No.
2015A030310203; the Innovation Training Program of Guangdong Province, No. 201610572043; the High-Level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Guangdong Province, No. A1-AFD018171Z11057; the Talent Training Project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o. 2015QN01

0 引言 Introduction

1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一种退行性关节炎，以关节软骨
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并伴有关节周围骨质增生的特点，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1.2

时间及地点

病例-对照试验。
病例来源于2014年9月到2016年9月广

临床症状以疼痛为主诉 。临床上膝关节相应的辅助检查

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有X射线、MRI、关节镜、超声波等，其中，MRI被目前

1.3

国际骨关节炎研究协会(OARSI)推荐用于关节软骨形态

骨轴位片拍摄的膝骨关节炎疼痛患者80例(疼痛组)和健康

[2]

学检查 ，而超声检查则在骨关节炎尤其是膝关节骨性关
节炎相关研究中显示具出越来越多的潜力

[3-4]

；相比前两

对象

选择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髌

志愿者30例(健康组)。疼痛组患者男32例，女48例；年龄
29-62岁，平均(34.21±29.58)岁。健康组男14例，女16例；

者，CT在早期骨性关节炎诊断中应用面相对较窄[5]；而X

年龄22-57岁，平均(36.38±22.58)岁。其中疼痛组膝关节

射线检查相对于其他影像学方法而言具有价格相对低廉

前区疼痛28例，膝关节内侧疼痛25例，外侧疼痛13例，后

且空间对比度好等优点，目前是骨性关节炎诊断的最主要

区疼痛14例。健康组和疼痛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以及病程

辅助手段

[6-7]

。临床用于诊断膝关节疾患的多为X射线正、

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

侧位片，然而，由髌骨轨迹运动发生改变导致的髌股关节

1.3.1

紊乱，正侧位片容易误诊、漏诊，而导致治疗的延误。因

《骨关节炎诊治指南》的膝骨关节炎相关标准，结合国家

此，如何及早地对髌骨关节紊乱导致的疼痛作出诊断及治

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22个专业95个病种中医临床路径(合

疗在临床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订本)[8]。

髌骨轴位片在发现早期髌股关节病变、髌骨的移位、
[7]

1.3.2

膝关节炎诊断标准

遵循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

膝骨关节炎疼痛组的纳入标准

①满足以上的诊

倾斜、脱位以及软化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文章通过膝

断标准；②患者具有膝部疼痛；③患者不曾患膝关节外伤

骨关节炎患者行膝关节轴位片的拍摄和测量，分析髌骨轴

和接受膝关节手术；④X射线检查中显示清晰的髌骨及股

位片影像学参数(髌股指数、髌股协调角、外侧髌股角、髌

骨滑车轮廓；⑤同意参与此次调查并提交知情同意书。

股倾斜角、股骨滑车沟角)与膝骨关节炎患者疼痛部位(膝

1.3.3

前区、膝后区、膝内侧和膝外侧)之间的相关性，以深入探

脑等内科疾患和全身健康情况较差者；②存在继发因素(损

究相关指标在膝骨关节炎诊断与治疗中的意义，为临床上

伤性半月板损伤、先天性膝关节内外翻、长期关节绞锁等)；

诊断和治疗膝骨关节炎提供指导和参考。

③处于孕期、妊娠期或者哺乳期；④关节严重畸形如胫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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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患有较重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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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或股骨髁陈旧性骨折引起下肢力线不正者；⑤髌骨轮

图 3 外侧髌骨角测量示意图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lateral
patellofemoral angle
measurement
图注：AB 为髌骨外侧面切线
延长线；CD 为股骨内外髁最
高点连线；二者所构成的夹角
∠AOC，即为外侧髌骨角。

A

廓模糊且髌骨轮廓难以辨别；⑥轴位线片的范围未完全包
括髌骨及股骨滑车轮廓；⑦前后交叉韧带存在损伤，膝关
节有肿块形成。
健康组的纳入标准

1.3.4

①排除膝骨关节炎疾病的健

C

72.73°

康志愿者；②无髌骨的相关疾病；③行髌骨轴位片，影像
学髌骨及股骨滑车轮廓清晰。
1.3.5

D

O
B

膝骨关节炎患者疼痛部位的分类标准

①前区(股

骨内外侧髁、胫骨内外侧髁围成的区域)；②后区(腘窝区)；
③内区(胫侧副韧带附着区)；④外区(腓侧副韧带附着区)。
1.4

方法

A

受试者均屈膝30°行髌骨轴位片的拍摄，具体

C

的操作方法：摄片膝关节放在30°木架上，下肢肌肉放松，
球管在足端X射线切线位穿过髌股关节。在髌骨轴位片上

D
O

进行影像学指标采集。
1.5

主要观察指标

B

对膝骨关节炎患者由受过专业培训

图 4 髌股倾斜角测量示意图
Figure 4 Schematic
diagram of patellofemoral tilt
angle
图注：AB 为髌骨内外侧顶点
连线；CD 为股骨内外侧髁连
线；二者所构成的夹角
∠AOC，即为髌股倾斜角。

的同一名骨科医生在PACS影像学图片计算机处理系统上
分别采集以下影像学指标：①髌股指数：在屈膝30°轴位片
统计学分析

_

上，髌股关节内侧关节间隙最窄距离M与外侧关节间隙最

1.6

采集到的数据用x±s表示，差异比较用

窄距离L的比值见图1；②股骨滑车沟角：股骨滑车凹最低

成对资料均数的t 检验；对有显著性差异的数据采用二元

点与内外髁顶点形成的夹角，正常值应不大于140°，见图2；

Logistic回归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两两比较采用One

③髌股协调角(适合角)：画一线平分滑车沟角，再画第2条

Way-ANOVA LSD统计分析；以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

线连接滑车凹最低点和髌骨嵴最低点，两线之间的夹角为

行统计分析，P < 0.05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适合角，夹角在平分线的外侧为正值，在内侧为负值。正

结果 Results

常人群为(-8±9)°，> 16°为髌骨外侧半脱位，见图2；④外

2

侧髌股角：股骨内外髁最高点连线与髌骨外侧面切线延长

2.1

线的夹角。开口朝外为正值，正常人群为(7.8±3.1) °，见

83例，健康组32例；其中疼痛组失访3例，健康组失访2例。

图3；⑤髌股倾斜角：髌骨内外侧顶点连线和股骨内外侧髁

试验流程图见图5。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膝骨关节炎疼痛(疼痛组)患者

连线的夹角。开口向内为正值，向外为负值，正常人群为
(11.0±2.5)°。正常值不应大于15°，见图4。

1.10 cm

C
D
A
B
53.12°

106.24 °

P.O. Box 10002, Shenyang

110180

图 1 髌股指数测量示意
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patella
exponent
图注：髌股关节外侧关节
面距离为 AB，髌股关节内
侧关节面距离为 CD，CD
与 AB 之比即为髌股指数。

图 2 髌股协调角测量示
意图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patellofemoral
congruence angle
图注：∠AOB 为股骨滑车
沟角，CO 为该角的平分
线；DO 是滑车凹最低点和
髌骨嵴最低点的连线，
∠COD 即为髌股协调角。

www.CRTER.org

纳入膝骨性关节炎疼痛患者 83 例和健康志愿者 32 例

健康组 32 例

疼痛组 83 例

失访：2 例

失访：3 例

30 例进入结果分析

80 例进入结果分析

图 5 患者分组流程图
Figure 5 Flow chart of the patient assignment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2.2

2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意义(P > 0.05)，见表1。
表 1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项目
性别(男/女，n)

健康组(n=30)

疼痛组(n=65)

P值

14/16

32/48

> 0.05

36.38±22.58

34.21±29.58

> 0.05

_

年龄(x±s，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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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髌骨轴位片影像学指标的比较

结果显示，膝骨

质量。对于髌股关节疼痛的患者，仅做出髌骨软骨软化

关节炎疼痛组与健康组的影像学参数疼痛组患者的髌股指

的诊断是不全面的，并且不利于治疗 [9-10]。目前大多数基

数、髌股协调角以及外侧髌股角的影像学指标比较，差异

层医院缺乏核磁共振成像检查，膝关节骨性关节炎X射线

有显著性意义(P < 0.05)。2组在髌股倾斜角以及股骨滑车

检查因其价格低廉，操作方便，被推荐为检查骨关节病

沟角方面，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见表2。

形态学改变的主要手段，仍被认为是评估髌股关节对应

2.3

_

表 2 两组影像学指标比较
(x±s)
Table 2 Comparison of imaging indexes between two groups

性关系效价比较高的检测手段及不可取代的简便实用的
影像学检查方法之一 [11] 。其中髌骨轴位片对髌股对线和
髌骨运动轨迹异常的诊断具有独特的优势 [12-13] 。陈荣生

影像学参数

健康组(n=30)

疼痛组(n=80)
a

F值

P值

6.421

0.014

11.808

0.001

髌股指数

0.77±0.10

1.85±2.71

髌股协调角(°)

-4.07±5.68

-4.80±15.35

髌股倾斜角(°)

-5.60±11.08

-22.01±10.99 1.590

a

a

外侧髌股角(°)

9.98±0.77

18.52±4.21

股骨滑车沟角(°)

115.00±14.07

116.15±13.32 0.246

等[14]选取30°，60°，90° 3个屈曲角度的髌骨轴位进行研
究表明，拍摄不同屈曲角度的髌骨轴位片可以用于评价
此时髌骨的受力情况并对整体的解剖异常做出分析 。

0.212

10.732

0.002

马伟等[15]研究认为应用屈膝15°髌股关节轴位X射线片测

0.623

量适应角来诊断骸骨排列异常比屈膝30°更敏感。郭志良
等 [16]研究表明髌骨135°轴位片临床工作中容易被患者接

a

表注：与健康组比较， P < 0.05。

受且对于髌骨位置异常判断敏感。马秀山等 [17] 研究则认
2.4

膝骨关节炎疼痛和有统计学差异参数的相关系数分

为采用改进后的屈膝25°髌骨轴位摄片，可使摄片成功率

析

经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疼痛组和健康组的髌股指数、

及清晰度明显提高，使划线测量简易准确，得出的相关

髌股协调角以及外侧髌股角单因素方差分析有统计学意

资料更为可靠。虽然国内外有不少对膝关节轴位片的相

义，代入二元Logistic回归方程进行相关性分析，外侧髌股

关研究，但是大多集中于对轴位摄影角度及技术的改良

角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上，而尚未有就膝关节髌股关节疼痛机制与影像学参数

表 3 膝骨关节炎疼痛与有统计学差异参数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3 Two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dexe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knee osteoarthritis pain group
统计值

外侧髌股角

髌股指数

髌股协调角

B值

0.936

3.262

-0.69

0.207

0.405

a

P值

0.001

的相关性进行临床深入观察研究的相关报道。此次研究
结合临床统计数据对髌骨轴位片参数与髌股关节紊乱的
相关性以及临床诊治进行探讨。
3.1

相关影像学诊断及选择髌骨轴位片的研究意义

膝骨关节炎是由于关节退行性变导致关节软骨被破坏而引
发的慢性关节病[10]。膝骨关节炎患者诊断时需要重视髌股
关节的影像学检查[6

表注：a 示 P < 0.05，说明外侧髌股角在回归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

，18]

。在相关影像学诊断方法中，近期

研究表明超声诊断在检测和评估膝骨关节炎相关结构异常
疼痛组患者在疼痛部位的比较(膝内侧、膝前区、膝

2.5

外侧和膝后区)

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MRI技术具有可以在高分辨率

髌股倾斜角在膝前区与膝后区差异有显

下对关节结构进行立体评估的优点，与其他影像学方法相

著性意义(P < 0.05)，而在膝内外侧不存在这种差异性。其

比，MRI是目前诊断、监测膝骨关节炎的最先进的成像方

他影像学参数在不同疼痛部位的比较差异也无显著性意

式；但是X射线诊断及其衍生指标则依然是目前最常用的，

义，见表4。

也是临床实践中首选的技术[19]。
_

表 4 疼痛组患者疼痛部位影像学指标比较
(x±s，n=80)
Table 4 Comparison of imaging indexes at the pain area in the
pain group
影像学参数

膝内侧

膝前区

膝外侧

膝后区

髌股指数

1.05±0.62

2.62±3.87

0.91±0.52

2.51±1.38

髌股协调角(°)

-4.3±17.89

-5.54±14.75

2.63±4.28

-8.8±9.86

3.1.1

髌骨轴位片诊断对早期髌股关节病变敏感度高

在膝骨关节炎患者中髌股关节炎的发病率较高，患者髌骨
除了出现形态学改变之外，还可能存在髌骨的翻转脱位以
及外侧脱位倾向。在筛选早期髌股关节病变造成的髌骨不
稳时，髌骨各项研究指标的灵敏度更高[20-21]。
3.1.2

髌骨轴位片摄像更符合生物力学原理

在骨关节

髌股倾斜角(°)

20.67±7.30

24.95±8.91

22.46±18.42

12.4±25.06

治疗方面开展最多的膝关节置换手术中，如何才能在影像

外侧髌股角(°)

18.19±3.81

19.39±4.03

16.36±1.11

17.14±8.09

学上为临床提供更加精确、具体直观、更加切合正常生理

a

股骨滑车沟角(°) 115.77±11.03 113.81±19.12 112.56±21.91 107.98±5.73
a

表注：与膝前区比较， P < 0.05。

解剖、更符合生物力学原理的影像，这一议题越来越备受
关注。有研究表明，髌骨轴位投照法能减少关节面与股骨
髁前面的接触面，能提供更精准的影像，更符合生物力学

3

讨论 Discussion
膝骨关节炎是一种临床上十分常见的因关节软骨变

性破坏而导致的膝关节疾病，往往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5658

原理[22-23]。
3.2

轴位片影像学参数改变与膝骨关节炎患者髌股关节

紊乱的相关性

髌股关节紊乱是指由髌骨半脱位、髌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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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倾斜、髌股关节运动轨迹的改变所导致的髌骨不稳定，

的内侧，研究中作者经对比研究发现膝骨关节炎疼痛组髌

可使外侧髌股关节面摩擦增大，关节软骨磨损增加，进而

骨协调角比健康组大，说明膝骨关节炎疼痛患者存在髌骨

引发膝关节骨关节炎，见图6。此次研究结果表明，髌股关

外侧倾斜及半脱位。因此，髌股协调角增大将加剧患者髌

节的紊乱可以通过以下影像学参数反映出来。

股关节疼痛。

B

A

3.2.2

D

C

髌股倾斜角与膝前区与后区疼痛相关性

髌股倾

斜角则为连接股骨内外侧髁及髌骨内外侧关节边缘的2条连
线呈向外倾斜的角，作者在对6个影像学参数的不同疼痛部
位进行两两比较后发现，髌股倾斜角在膝前区与后区疼痛中

图 6 膝骨关节炎髌股关节疼痛与影像学
Figure 6 Patellofemoral joint pain and imaging of knee
osteoarthritis
图注：图 A 为正常髌股关节：髌股内外侧关节间隙对称；髌骨没有向
外倾斜和外移；B 示髌股内外侧关节间隙大致对称；髌骨向外倾斜和
半脱位，但不明显；C 示髌骨外缘骑跨股骨外髁，外侧髌骨下软骨骨
密度增高，髌股外侧高压产生，髌骨向外倾斜和外移；D 为髌股关节
紊乱：关节间隙不对称；软骨退化严重，骨赘形成，髌股结构破坏，
髌骨向外倾斜和半脱位。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倾斜角所在区域内，有许多神经与肌肉组织等包绕经
过，膝前区与膝后区两部位与髌股倾斜角存在疼痛相关性，
可能主要与以下神经传导有关：①腓总神经支支配关节囊的
前外侧，返回支分布于胫骨前，小分支支配髌下脂肪垫及其
邻近关节囊，髌下脂肪垫损伤引起的疼痛常向后传至腘窝，
也可向前放射引起胫骨前的疼痛；②隐神经支配膝关节前
区，分支支配髌下皮肤，髌下皮肤因髌骨倾斜或脱位而受压
迫引发的疼痛可向前传至膝前区。故此，髌股倾斜角异常可

3.2.1

膝骨关节炎髌股关节疼痛与影像学参数

此次研

引发膝前区与膝后区疼痛。

究发现，疼痛组患者的外侧髌股角、髌股协调角(协调角)

综上所述，髌骨轴位片参数与膝骨关节炎患者疼痛部

以及髌股指数普遍比健康组偏大，2组的以上3个参数存在

位存在具有诊断意义的相关性。因此，可考虑将外侧髌股

一定的差异性，并且膝骨关节炎疼痛和外侧髌股角相关性

角、髌股协调角、髌股指数以及髌股倾斜角作为评估膝骨

最大，表明外侧髌股角大小在膝骨关节炎髌股关节疼痛影

关节炎患者膝关节疼痛程度的观察指标，对于提高临床膝

响因素中影响程度最高。

骨关节炎早期诊断率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1)外侧髌股角、髌股指数与髌股关节疼痛：外侧髌股
角是股骨内外髁最高点连线与髌骨外侧面切线延长线的夹
角。髌股指数是指髌股关节内侧与外侧间隙最短距离的比
值。二者可反映髌骨的倾斜和半脱位的程度[24]。髌骨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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