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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亮点： 

试验对比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 66 材料植入联合髓芯减压植骨治疗与钽棒置入联合髓芯减压植骨治疗

早期股骨头坏死的效果，发现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 66 材料修复早期股骨头坏死骨移植可缩短住院时

间，促进患者肢体功能恢复，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关键词： 

生物材料；纳米材料；纳米羟基磷灰石；聚酰胺 66；股骨头坏死；修复；骨移植；髓芯减压 

主题词： 

羟基磷灰石类；尼龙；股骨头坏死 
      
摘要 
背景：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 66 材料具有良好的材料-细胞界面，拥有三维孔洞网络结构，在植入人体

后还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降解。 

目的：观察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 66材料修复早期股骨头坏死的效果。 

方法：纳入 62例早期股骨头坏死患者，其中男 32例，女 30例，年龄 34-51岁，均分为 2组治疗，观察组

进行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 66材料植入联合髓芯减压植骨治疗，对照组进行钽棒置入联合髓芯减压植骨

治疗。对比两组治疗后 1 d疼痛情况，治疗后随访 12个月，对比两组髋关节功能 Harris评分。 

结果与结论：治疗后 1 d，两组疼痛目测类比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观察组治疗后 3，12 个月的髋关

节功能 Harris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05)，两组均未发生与修复材料相关的不良反应。表明利用纳米羟基磷灰

石复合聚酰胺 66材料修复早期股骨头坏死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并可促进患者肢体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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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hydroxyapatite/polyamide 66 composite for repair of early femoral head necrosis   
 
Yang Ming-min1, Li Dai2, Sun Yang1 (1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2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Changhai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Nano-hydroxyapatite/polyamide 66 composite has good material-cell interface and 
three-dimensional porous network structure, and it can also be gradually degraded over time after implantation in 
the human bod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ano-hydroxyapatite/polyamide 66 in early repair of femoral head necrosi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clinical data of 62 cases of early osteo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 including 32 males and 30 females, aged 34-51 years. 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31 cases) and observation group (31 cases) according to treatment methods. Core decompression with 
nano-hydroxyapatite/polyamide 66 implantation and core decompression with bone graft were respectively 
performed in the observation and control groups. Incidence of pain in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at 1 day after 
treatmen; and during the 12-month follow-up, the Harris score of the hip function in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visual analog scale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 at 1 day after treatment. The Harri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3 and 12 months after treatment (P < 0.05). There was no adverse reaction in the two 
group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nano-hydroxyapatite/polyamide 66 material for repair of early femoral head 
necrosis has good biocompatibility, and can obtain good effects on limb function recovery. 
 
Subject headings: Hydroxyapatites; Nylons; Femur Head Necrosis  
 
Yang MM, Li D, Sun Y. Nano-hydroxyapatite/polyamide 66 composite for repair of early femoral head necrosi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15;19(34):5463-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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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多种因素会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出现，例如酒精中毒和

激素类药物的过量使用及创伤等[1]。长期大量使用肾上腺

皮质类固醇(如泼尼松、地塞米松之类)，均可造成骨质疏

松、动脉血管阻塞，使骨细胞、骨髓细胞逐渐发生坏死，

一旦出现病变，患者股骨头便会出现严重的血液供应异  

常[2]，于是骨组织无法获得充足的营养，便会出现骨细胞

坏死现象，导致一系列临床症状的出现，严重影响到患者

的正常工作和生活[3-4]。 

目前，临床治疗股骨头坏死的方法有很多，包括药物

治疗、物理治疗及手术治疗[5]。治疗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主

要有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患者的病情在第一二期

之内可采取保守治疗，最根本的方法是患侧不能负重，可

扶拐或用助行器，减轻身体对髋关节的压力，如果双髋同

时受累应卧床或坐轮椅，还可采用高压氧、理疗、中药等

方法，对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有一定的作用。另外，手术植

骨治疗是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治疗方法，但是在具体的骨

材料选择和使用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以往大多采用带血管

蒂游离髂骨或腓骨植骨，但在骨来源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

题，导致临床疗效不甚理想[6-7]。金属类修复体、陶瓷类修

复体及异体骨在临床应用广泛，但金属植入所带来的骨应

力屏蔽和磨屑离子问题，陶瓷易碎及异体骨的免疫反应和

伦理问题一直困扰着骨科医生。因此，寻找理想的骨修复

材料成为临床骨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随着纳米技术及组织工程学的不断发展，纳米羟基磷

灰石复合聚酰胺66材料被研制出来，并应用于临床治疗。

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66仿生材料能与受体骨组织愈

合，最终融合成患者“自身”材料，避免了传统骨替代修

复材料的生物力学、离子释放、免疫原性等问题，是骨修

复材料的一大进步。在组成方面，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

酰胺66材料对人体天然骨基质中的有机和无机成分予以模

仿，其纳米级的微观结构与天然骨基质十分接近，而多孔

支架又可为成骨细胞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8-9]。纳米

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66材料具有良好的材料-细胞界面、

生物相容性和生物活性，表面带有极性，与人体细胞、多

糖和蛋白质能以氢键结合，与机体组织有较强的亲和力，

可起到钙盐沉积的支点作用，诱发新骨形成，可直接与人

体硬组织形成键合，在骨骼修复中发挥重要作用。该材料

拥有三维孔洞网络结构，在植入人体后还可以随着时间的

推移逐渐发生溶解。 

总体来看，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66材料具有诸

多应用优点，包括可降解性及与新骨生长高度匹配性等，

是一种十分理想的骨移植材料[10]。为此，本研究回顾性分

析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

收治的62例早期股骨头坏死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纳米羟

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66材料在早期股骨头坏死修复中的应

用效果。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设计：回顾性病例分析。 

时间及地点：选择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3年

12月至2014年12月收治的62例早期股骨头坏死患者。 

对象：纳入62例早期股骨头坏死患者，其中男32例，

女30例；年龄34-51岁，平均(41.25±10.15)岁；病程1-15

个月，平均(10.12±4.23)个月。 

纳入标准：经临床检查和影像学诊断，确诊为股骨头

坏死者；Steinberg Ⅰ、Ⅱ期单侧，或者双侧股骨头坏死

者。 

排除标准：Steinberg Ⅲ B、C(关节面塌陷大于15%)

者；Ⅳ期骨坏死者；合并严重脏器疾病，无法耐受手术治

疗者。 

按照治疗方案的不同，将入组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31例。两组均接受髓芯减压植骨治疗，其中对照

组合并钽棒置入，观察组合并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

66材料植入。 

材料：①本次研究中所使用的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

酰胺66材料商品名为纳艾康，由四川国纳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产品标准：YZB/国 0063-2003 《医用纳米羟基磷灰

石/聚酰胺66复合骨充填材料》，产品由纳米羟基磷灰石和

聚酰胺66复合制成，批准文号国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

3460229号。材料经测试，无细胞毒性，具有良好的血液

及组织相容性。②钽棒，由美国Zimmer公司提供，材料经

测试，无细胞毒性，具有良好的血液及组织相容性。 

治疗方法： 

对照组：髓芯减压植骨合并钽棒置入。对患者进行常

规麻醉、消毒之后，于大转子下方2 cm处做切口，切口长

5 cm，对筋膜肌肉予以逐层分离，使股骨近端外侧骨皮质

充分暴露。沿股骨颈走行，于股骨大转子外侧和股骨干交

界处打入克氏针1枚。透视了解进针方向和位置，确定准确

无误之后，沿克氏针利用空心钻钻至股骨头前外上方，坏

死区距离股骨头关节面下5 mm处停止。再次透视，了解进

针方向和位置，确定准确无误。经减压通道对周围坏死组

织予以刮除，并利用生理盐水对减压通道予以冲洗。取患

者自体髂骨制备成骨粒，经减压通道予以植骨。选择长度

核实的植入物，将钽棒置入骨芯中。对切口进行冲洗，并

逐层缝合。 

观察组：髓芯减压植骨合并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

胺66材料植入。对患者进行常规麻醉、消毒之后，于大转

子下方2 cm处做切口，切口长5 cm将阔筋膜切开，按照股

外侧肌走行予以钝性分离，至股骨外侧皮质充分显露为止。

于股骨大转子外侧和股骨干交界处打入克氏针1枚。透视了

解进针方向和位置，确定准确无误之后，沿克氏针利用空

心钻钻至股骨头前外上方，坏死区距离股骨头关节面下   

5 mm处停止。再次透视，了解进针方向和位置，确定准确

无误。经减压通道对周围坏死组织予以刮除，利用生理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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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对减压通道予以冲洗。取患者自体髂骨制备成骨粒，经

减压通道予以植骨。沿骨芯通道植入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

聚酰胺66材料，对切口进行冲洗，并逐层缝合。 

术后处理：术后给予两组患者常规抗感染和抗凝治

疗。治疗后1个月内，指导患者禁止负重，1个月后指导

患者部分负重，并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指导其逐步完

全负重。 

主要观察指标：①疼痛：治疗后1 d对患者进行目测类

比评分，0分为无疼痛感觉；1-3分为存在轻微疼痛感觉，

但处于可忍受范围之内；4-6分为存在明显疼痛，并对睡眠

造成影响，但在可忍受范围之内；7-10分为存在强烈的疼

痛感，且无法忍受。②Harris评分：治疗后随访12个月，

分别在治疗后1，3，12个月时对两组患者进行髋关节功能

Harris评分，满分100分，其中< 70分为差，70-79分为尚

可，80-89分为较好，> 90分以上为优良。 

统计学分析：对研究所得数据利用SPSS 18.0软件进

行处理，其中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t 检验进行处理，非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处理，等级资

料采用秩和检验进行处理。检测P 值，如果经检测P < 

0.05，则提示经比较两组数据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62 例入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整个随

访过程，随访率达到 100%，并进入结果分析，未出现脱

落病例。 

2.2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P > 0.05)，即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

见表 1。 

 

 

 

 

 

 

 

 

 

2.3  两组治疗后 1 d疼痛情况分析  观察组治疗后 1 d的

目测类比评分为 2.15±0.12，对照组治疗后 1 d的目测类比

评分为 2.35±0.21，两组间目测类比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

性意义(P > 0.05)。 

2.4  两组髋关节功能 Harris 评分情况分析  两组治疗前

Harris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与治疗前比

较，两组治疗后的 Harris评分均提高(P < 0.05)；两组组内

治疗后不同时间点 Harris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观察组治疗后 3，12个月的 Harris评分高于对照组

(P < 0.05)，见表 2。 

 

 

 

 

 

 

 

 

 

2.5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分析  经随访和统计，两组均

未出现因手术材料排斥所导致的失败病例。 

2.6  典型病例分析  35 岁男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患者，

治疗前影像学检查可见股骨头外上负重区囊性破坏(图

1A)，实施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 66材料移植修复早

期股骨头坏死骨(图 1B)。治疗后随访 12 个月，经随访，

Harris评分达到 92分，X射线检查股骨头仍保持术后外形

(图 1C)，未出现因手术材料排斥反应。 

 

3  讨论  Discussion 

在缺血缺氧状态下，骨细胞易发生变性坏死，最终导

致股骨头坏死[11-14]。股骨头局部缺血性坏死晚期可因股骨

头塌陷发生严重的髋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疼痛严重，影

响行走，影响生活质量[15-17]。 

目前，临床治疗股骨头坏死可选择多种不同的治疗方

法，包括药物保守治疗和各种物理治疗及手术治疗等[18-20]，

其中植骨修复是一种常用方法[21-22]。从总体来看，不同的

表 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n=31)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and baseline data of patients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男/女(n) 年龄(x
_

±s，岁) 病程(x
_

±s，月) 疾病诱因(n) 

    激素性 酒精性 特发性

观察组 15/16 42.35±12.10 10.24±5.12 11 14 6 

对照组 17/14 40.04±10.18 11.03±4.13 12 13 6 

P > 0.05 > 0.05 > 0.05 > 0.05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髋关节功能 Harris评分情况分析 

(x
_

±s，n=31，分)

Table 2  Harris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after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1个月 治疗后 3个月 治疗后 12个月

观察组 45.12±9.13 66.18±9.12a 86.52±11.21a 94.12±13.05a

对照组 46.25±8.29 65.12±10.12a 71.53±12.03a 78.35±13.71a

P > 0.05 > 0.05 < 0.05 < 0.05

表注：与治疗前比较，aP < 0.05。 

图 1  男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患者纳米羟基磷灰石

复合聚酰胺 66材料移植修复前后的 X射线片 

Figure 1  X-ray films of a male patient with 

avascular 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 before and 

after nano-hydroxyapatite/polyamide 66 

implantation 

图注：图中 A为治疗前 X射线检查，可见股骨头外

上负重区囊性破坏；B 为实施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

聚酰胺 66材料移植修复治疗；C为治疗后 12个月

X射线检查，股骨头仍保持术后外形。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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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具有不同的特点，但也存在一定的应用局限性。

长期服用某些药物治疗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治疗效果，但

容易对患者的身体造成损伤；物理治疗恢复期长。植骨与

减压同时进行可以有效增加股骨头强度[23-26]，植骨不仅有

利于病变修复，而且可增加股骨头强度与支撑力。植骨应

选择骨量明显减少的囊变区、空洞区及严重的骨质疏松区

内[27-28]。但以往进行骨移植治疗的过程中，在使用骨材料

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无法获得满意的效果[28]。 

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66材料具有有效修复骨缺

损及促进骨生长等特点，成为一种十分理想的骨移植材  

料[29-33]。羟基磷灰石陶瓷材料是一种生物活性材料，其成

分与骨的无机成分相同，生物相容性和骨传导性较好，可

与骨组织直接结合。将羟基磷灰石陶瓷材料与骨水泥一起

使用，可提高骨水泥的疲劳强度和弹性模量，降低裂纹形

成率和扩展率，并且骨组织可以长入骨水泥，获得生物学

固定。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66材料具有与人体天然

骨十分相似的成分和结构[34-36]，且材料无细胞毒性和热源

反应等，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是一种安全可靠的骨材

料[37]。羟基磷灰石骨水泥的优点是使用方便、易被塑形。

当坏骨被清除，塌陷关节软骨被复位后，羟基磷灰石骨水

泥可充分填充缺损部分，使植入物与骨组织紧密结合。羟

基磷灰石骨水泥植入过程比较简单，术后即可消除疼痛，

关节功能恢复快，不像植骨需要漫长的替代过程；术后可

迅速提高股骨头坏死区的力学性能，防止进一步塌陷。羟

基磷灰石骨水泥植入体内后，可保持较长时间良好的力学

性能，起到支撑塌陷关节软骨的作用。该种仿生纳米复合

材料强度高，韧性好，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和生物相容性，

以及于人体骨匹配的力学性能；与金属比较，有效减小了

应力遮挡；与陶瓷相比，具有很好的韧性，是目前优异的

硬组织修复、替代和重建的仿生复合材料体系。 

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66材料中的聚酰胺66与

人体胶原蛋白在分子结构上十分相似，含有极性酰胺键、

羧基及羟基基团，能引导组织细胞生长，促进细胞生成类

骨质进而矿化，加快骨创的愈合，与人体组织有良好的相

容性。植入骨内后，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66材料可

以促进新生骨组织的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骨组织

逐渐增多，并蔓延至材料边缘，受体骨借助新生骨组织与

材料已发生紧密键合，最终，材料与受体界面间隙消失，

新生骨组织增多，蔓延至材料上并包裹材料。以往有学者

即通过动物实验发现，聚氨酯/纳米羟基磷灰石/聚酰胺66

股骨髁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及骨修复能力，将其修复犬

骨软骨缺损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38]。另外，纳米羟基磷灰

石复合聚酰胺66材料还可以通过射线且不会影响电磁场，

因此可以有助于临床MRI检查，评估治疗效果等[39-40]。本

次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随访12个月，观察组治疗后3，

12个月的Harris评分均显著大于对照组，即表明利用纳米

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66材料进行早期股骨头坏死骨移植

修复可以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有效促进患者功能恢复。研

究结果还显示，两组均未出现因手术材料排斥所导致的失败

病例，表明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66材料具有良好的生

物相容性，不会增加排斥反应。另外，研究结果还显示，观

察组住院天数显著短于对照组，即提示对股骨头坏死患者进

行髓芯减压合并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66材料植入治

疗，有利于行走功能恢复，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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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组织愈合，最终融合成患者“自身”材料，避免了传统骨替

代修复材料的生物力学、离子释放、免疫原性等问题，是骨修

复材料的一大进步。在组成方面，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胺

66材料对人体天然骨基质中的有机和无机成分予以模仿，其纳

米级的微观结构与天然骨基质十分接近，而多孔支架又可为成

骨细胞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聚酰

胺 66材料具有良好的材料-细胞界面、生物相容性和生物活性，

表面带有极性，与人体细胞、多糖和蛋白质能以氢键结合，与

机体组织有较强的亲和力，可起到钙盐沉积的支点作用，诱发

新骨形成，可直接与人体硬组织形成键合，在骨骼修复中发挥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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