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骨病学是研究人体骨骼、关节、筋肉等运
动系统疾病的学科。

l它主要分为：先天性骨病、代谢性骨病、
骨坏死、职业性骨病、地方性骨病、关节
退行性骨病、骨肿瘤、骨痈疽、骨结核、
骨关节痹证、痿证、筋挛等内容。



中医骨病学理论

l整体观

l气血理论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

        气能生血、行血、统血

        血能养气、载气

l脏腑理论

   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



化脓性骨髓炎



定义



感染途径

• 血源性感染（血源性骨髓炎）

多发生于长骨干骺端

• 开放性骨折感染

• 邻近软组织感染蔓延



发病特点



中医病机



疾病转归

骨膜下脓肿

窦道

死骨形成



急性化脓性骨髓炎

l 全身症状
        起病急骤，高热，寒战， 汗出热不退，全身不

适、倦怠，疼痛剧烈 ，舌红 、苔黄腻，脉弦数。
可伴见恶心呕吐，肝脾肿大。

l 局部症状
        患处搏动性疼痛，环状肿胀，皮肤红肿、焮热。

    局部拒按，肢体不能活动。

    可有局部溃破流脓。



l 理化检查：
         白细胞总数增加
，血培养、脓液培
养（+）

         Xray：早期可无
异常，2周后可见骨
小梁紊乱、斑点状
骨质吸收、骨膜反
应，3-4周以上可见
骨膜下新生骨、死
骨。



慢性骨髓炎

l 由急性骨髓炎转变或开始
即呈慢性过程。

l 全身症状轻微，有反复发
作史。

l 局部窦道，反复流脓或死
骨，窦口周围皮肤色素沉
着，瘢痕组织形成。肢体
局部增粗、变形、或肢体
不等长。合并病理性骨折
或脱位。



l慢性骨髓炎急性发
作时，白细胞总数
可增高。
    Xray：骨膜下
层状新骨形成，内
有死骨或死腔，骨
骼变形，可见病理
性骨折。



鉴别诊断

l Ewing肉瘤

Xray：放射状骨膜反应；
活检可见肿瘤细胞

l化脓性关节炎

关节部位感染

l软组织急性化脓性感染

骨内结构正常



治疗
l 针对性抗感染药物治疗

l 中药内服、外用治疗
       初起：清热解毒、活血通络   “消”

          仙方活命饮、五味消毒饮、黄连解毒汤

          外敷金黄膏

成脓：托里透脓                     “托”

           托里消毒饮

       脓溃或转入慢性期者：气血双补    “补”

           八珍汤、十全大补汤

           外敷生肌膏

l 手术治疗
l 早期局限于骨内：局部钻孔减压手术

l 骨膜下脓肿或软组织脓肿：切开排脓引流

l 死骨形成：摘除死骨

l 窦道：搔刮术



清热解毒

l仙方活命饮

l五味消毒饮

l黄连解毒汤

l清营汤、犀角地黄汤



仙方活命饮

l 君

    金银花   清热解毒，“疮疡圣药”。

l 臣

    当归尾、赤芍、乳香、没药、陈皮  行气活血通络，消肿
止痛。

l 佐

    白芷 、防风相配，辛散通滞散结；贝母、花粉清热化痰
散结；山甲、皂刺通行经络，透脓溃坚。

l 使

    甘草清热解毒，并调和诸药；煎药加酒，借其通瘀而行周
身，助药力直达病所。

l 诸药合用，共奏清热解毒，消肿溃坚，活血止痛之功。



预防调护

l增强机体免疫力。

l开放性损伤及时、彻底清创 。

l适当抬高患肢。

l限制肢体活动，必要时固定。

l保持窦道引流通畅。







感染途径

•血源性感染。

•开放性损伤感染。

•化脓性骨髓炎骨质破坏，脓液进入关节

腔。



病因病机

l正虚邪乘

腠理不密

l余毒流注

   邪毒走散

l跌仆闪挫

   瘀血化热





诊断要点



鉴别诊断



治疗

“消

“托”

“补



预防调护



骨关节结核

（流痰、骨痨）



定义



发病特点

l  不同部位不同称呼： 环跳痰、龟背痰、
肾俞虚痰、鹤膝痰、穿拐痰。



中医病因



病机



诊查要



鉴别诊断

l类风湿性关节炎

l化脓性关节炎

l风湿性关节炎



治疗



l手术治疗    病灶清除术

l手术指征

   病灶内有明显死骨。

   病灶内或周围有较大脓肿。

   窦道经久不愈。

   早期全关节结核，为了保护关节功能。

   脊髓受压症状。



脊柱结核（龟背痰）

l 10岁以下儿童最常见，其次为青年人。

l 好发部位依次如下：

   腰椎>胸椎>胸腰段>腰骶段>颈椎

l 好发于负重大、活动多、血流缓慢的椎体。

l 以单个椎体破坏蔓延至相邻椎体多见。

l 分为中心型、边缘型。



髋关节结核（环跳痰）



膝关节结核（鹤膝痰）



骨骺炎

l又称：骨软骨病、骨软骨炎、骨骺
无菌性坏死、骨骺缺血性坏死。

l股骨头骨骺炎和胫骨结节骨骺炎较
多见。



股骨头骨骺炎

l 多发于3—10岁儿童。

l 男性多于女性。

l 单侧多见。



病因病机

l先天不足

l正虚邪侵

l气滞血瘀

l先天性缺陷。

l股骨头骨骺营养血
管闭塞或障碍。

l内分泌紊乱及各种
原因引起的关节内
压力增高有关。



病理过程

l 缺血期

骨化中心生长停止、但骺软骨从滑液吸收营养

而继续生长。

l 血供重建期

新血管长入坏死骨骺、新骨形成。若患处继续

受压，新骨骨吸收，股骨头将变形。

l 愈合期

骨吸收停止、新骨爬生，畸形继续加重。

l 畸形残存期

病变静止，畸形固定。



诊断要点

l 髋部隐痛，活动后加重。

l 患肢短缩、跛行，大腿及臀部肌肉萎缩。

l 髋关节旋转活动障碍。

l X线检查：

    一度：股骨头骨骺致密及囊性变，但股骨头高度不变，干骺端正常。

      二度：骨骺一半以上受累，股骨头塌陷，干骺部囊状吸收。

      三度：骨骺大部分坏死、碎裂，头扁平、颈增宽，弥漫性干骺端改变。

      四度：骨骺全部破坏，股骨头碎裂呈蘑菇状，髋臼变形。



鉴别诊断

l髋关节结核

l股骨头骨骺滑脱



治疗

l 药物治疗（内服、外用）

l 先天不足：补肾健骨，左归丸。

l 正虚邪侵：补养气血，圣愈汤。

l 气滞血瘀：行气止痛、活血祛瘀，桃红四物汤。

l 非手术疗法

      牵引或外展支架固定下肢外展30~40°位。

l 手术治疗

l 二度：髋关节滑膜次全切除、股骨头骨骺钻孔术。

l 三度：髋关节全滑膜切除术。

l 四度：髋关节臼盖成形术，截骨术。



预防与调护

l早诊断、早治疗。

l患病期间少站、少走。



胫骨结节骨骺炎

l 青少年喜好运动者多见。

l 男多于女。

l 诊断要点：

         慢性劳损

         胫骨结节部位隆起，压痛（+），膝关节用力活动时加
重，休息后减轻。

         X线：侧位片显示髌韧带及周围软组织肿胀影，胫骨结
节与韧带之间的锐角消失，骨骺可见碎裂。

l 治疗

     避免膝关节剧烈活动。重者石膏固定膝关节于伸直位。

     配合局部热敷、敷贴。



痛风

       (Gout) ，“白虎历节”



概 述
        痛风(gout)是一种单钠尿
酸盐(MSU)沉积所致的晶体相
关性关节病，与嘌呤代谢紊乱
及(或)尿酸排泄减少所致的高
尿酸血症直接相关，属于代谢
性风湿病范畴。痛风特指急性
特征性关节炎和慢性痛风石疾
病，可并发肾脏病变，重者可
出现关节破坏、肾功能受损。



l     原发性痛风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
共同致病。具有一定的家族易感性，但
除l％左右由先天性嘌呤代谢酶缺陷引起
外，绝大多数病因未明。

l     继发性痛风发生在其他疾病(如肾脏
病、血液病等)过程中，或由服用某些药
物。肿瘤放射治疗、化学治疗等多种原
因引起。



临床表现

l   痛风见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患病率有所差异。
我国缺乏全国范围痛风流行病学调查资料，但根据不
同时间、不同地区报告的痛风患病情况，目前我国痛
风的患病率在1％～3％，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l   95％的痛风发生于男性，起病一般在40岁以后，
且患病率随年龄而增加，但近年来有年轻化趋势；女
性患者大多出现在绝经期以后。

l   痛风的自然病程可分为急性发作期、间歇发作期、
慢性痛风石病变期。



症状和体征

2.  间歇发作期

      一般无明显后遗症状，反复发作后
可能症状不能完全缓解。

3.  慢性痛风石病变期

      皮下痛风石   → 溃疡

     慢性痛风石性关节炎  →关节破坏



4.   肾脏病变

         慢性尿酸盐肾病

         尿酸性尿路结石

         急性尿酸性肾病



理化检查

l血尿酸的测定     ＞70mg／L，高尿酸血症。

l尿尿酸的测定

       24 h尿尿酸排泄量>600mg为尿酸生成过多型(约占10％)
         <600 mg提示尿酸排泄减少型(约占90％)。

l尿酸盐检查        滑液或痛风石活检发现。

l影像学检查     急性期软组织肿胀影，慢性期出现骨质破坏

l超声检查         发现肾脏病变、尿酸性尿路结石。



        
        
 



诊断

l   原发性痛风的诊断在排除继发性因素后，
还应包括病程分期、生化分型、是否并发肾
脏病变、是否伴发其他相关疾病等内容。

l    痛风各期的诊断常有赖于急性发作史，因
此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诊断最为重要。



急性痛风性关节炎

l 目前多采用1977年美国风湿病学会(ACR)性痛风性关节炎分类标准

    1. 关节液中有特异性尿酸盐结品，或

    2. 用化学方法或偏振光显微镜证实痛风石中含尿酸盐结晶，或

    3. 具备以下12项(临床、实验室、x线表现)中6项
         ⑴急性关节炎发作>1次
         ⑵炎症反应在1 d内达高峰

         ⑶单关节炎发作

         ⑷可见关节发红

         ⑸第一跖趾关节疼痛或肿胀

         ⑹单侧第一跖趾关节受累

         ⑺单侧跗骨关节受累

         ⑻可疑痛风石

         ⑼高尿酸血症

         ⑽不对称关节内肿胀(x线证实)
         ⑾无骨侵蚀的骨皮质下囊肿(x线证实)
         ⑿关节炎发作时关节液微生物培养阴性



l 



间歇期痛风

l  既往急性痛风
性关节炎反复发
作的病史。

l  高尿酸血症。

l 受累关节滑液
中发现MSU晶
体。

慢性期痛风 肾脏病变

l皮下痛风石。

l反复急性发作多
年，受累关节肿痛
等症状持续不能缓
解。

l骨关节的x线检
查。

l在痛风石抽吸物
中发现MSU晶体
。

l慢性尿酸盐肾病可有夜尿增多，出
现尿比重和渗透压降低、轻度红白细
胞尿及管型、轻度蛋自尿等，甚至肾
功能不全。

l尿酸性尿路结石则以肾绞痛和血尿
为主要临床表现，x线片大多不显影
，而B超检查则可发现。

l对于肿瘤广泛播散或接受放射治疗
、化学治疗的患者突发急性肾功能衰
竭，应考虑急性尿酸性肾病，其特点
是血及尿中尿酸急骤显著升高。



治疗

l  痛风治疗的目的

   ①迅速有效地缓解和消除急性发作症状。

    ②预防急性关节炎复发。

    ③纠正高尿酸血症，促使组织中沉积的尿酸盐晶体溶解，并防止新的
晶体形成，从而逆转和治愈痛风。

    ④治疗其他伴发的相关疾病。

 
      痛风最佳治疗方案应包括非药物治疗和药物治疗。必要
时可选择剔除痛风石，对残毁关节进行矫形等手术治疗，以
提高生活质量。



非药物治疗

l  患者的健康教育、适当调整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是痛风
长期治疗的基础。

    ① 避免高嘌呤饮食：动物内脏(尤其是脑、肝、肾)，海产
品(尤其是海鱼、贝壳等软体动物)和浓肉汤含嘌呤较高；鱼
虾、肉类、豆类也含有一定量的嘌呤；各种谷类、蔬菜、水
果、牛奶、鸡蛋等含嘌呤最少，而且蔬菜水果等属于碱性食
物，应多进食。

     ② 对于肥胖者，建议采用低热量、平衡膳食、增加运动
量，以保持理想体质量。

     ③ 严格戒饮各种酒类，尤其是啤酒。

     ④ 每日饮水应在2000 ml以上，以保持尿量。

     ⑤ 减少富含果糖饮料的摄入，增加新鲜蔬菜的摄入。



药物治疗

l  急性期

    1. 非甾体抗炎药(NSAIDs)，一线用药。

    2. 秋水仙碱。

    3. 糖皮质激素。

l   间歇期和慢性期的治疗

   旨在长期有效地控制血尿酸水平,目标是血尿酸<60 mg／L。
    1. 抑制尿酸生成药：别嘌醇。

    2. 促尿酸排泄药：苯溴马隆。

    3. 碱性药物：碳酸氢钠片，使尿pH值保持在6.5左右，同时保
持尿量。



中医药治疗

l    因先天禀赋不足，或年迈脏气日衰，加之
饮食不节，恣食膏粱厚味，脏腑功能失调，
脾肾两虚，湿浊内生，复感外邪侵入经络，
以至气血凝滞、湿热痹阻关节而发病。

l    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l    药物

内服      分期辨证论治

              急性期：清热利湿、凉血解毒。

                              四妙汤、白虎汤、身痛逐瘀汤。

              慢性期：健脾益肾。

                              独活寄生汤。

外用        
              敷贴：  金黄膏、玉露膏。

              熏洗：  急性期，中药熏洗I号(苍术、黄柏、牛膝、忍冬藤
、丹参、赤芍、防己、茵陈）。

                            缓解期，中药熏洗2号(党参、自术、茯苓、米仁、
山药、木瓜，灵仙、土茯苓、秦皮)。



l 针灸疗法    关节周围取穴

l 针刀疗法    松解肿胀的关节囊．排出积
液瘀血，降低关节内及其周围压力，疏
通受损关节部位的循环沉积，有效防止
和解除尿酸在关节部位的堆积。

l 推拿疗法    改善气血运行，促进局部血
液循环，使尿酸盐结晶逐渐消散，起到
消炎止痛的功效。



预防调护

l 饮食控制，保持理想体重。

l 避免诱因：如暴饮暴食、受凉受潮、过
度疲劳、精神紧张、避免关节损伤。

l 积极防治伴发疾病：高血脂症、糖尿病
、高血压等。

l 急性发作时，卧床休息、抬高患肢、避
免负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