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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氟中毒性关节病的临床和影像学表现及其机理。
结果

关节病１８例，对其临床表现、Ｘ线片及磁共振检查进行分析。

方法

报告氟中毒性

１８例患者有不同程度的

氟骨症。临床主要症状为脊柱、四肢关节及其周围的肌肉疼痛，以腰腿痛明显，关节活动受限、
功能障碍甚至关节强直，可有关节的畸形及脊柱的弯曲。氟中毒性关节病的主要影像学表现
为，滑膜增厚，关节囊肿胀，关节腔积液，关节间隙增宽，关节软骨钙化，进而关节间隙变窄，骨
性关节面侵蚀破坏、模糊不清或关节硬化，关节腔内游离体，关节边缘骨质增生，周围韧带钙
化，关节囊钙化，甚至关节间隙模糊不清。

结论

氟中毒性关节病的临床影像学表现对氟中

毒的分型和分度诊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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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是负电性最强的非金属元素，人体主要通过

多或骨量减少等不同性质的变化，且骨骼变化复杂

饮水和食物经消化道吸收，也可经呼吸道吸收。氟以

多样。“１。在近１０多年氟中毒的研究中，多集中在氟

氟化物的形式存在，除排泄的氟以外，体内的氟大约

对骨骼的损害方面，但对氟中毒性关节损害的研究

９０％沉积于骨和牙齿中，因而氟也是一种趋骨性元

方面远不够深入，对这种关节损害的机理及临床意

素ｎ’２’。摄入高氟饮食后可导致人体氟中毒，慢性氟

义还有待进一步阐明。为此，本文通过１８例氟中毒性

中毒对人类健康的严重危害为骨骼，可引起骨量增

关节病的报告，对氟性关节病的临床影像学表现进
行分析，对发病机理进行探讨。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一０４一０５
作者简介：刘军（１９５７一），男，山东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
从事骨关节和软组织疾病的医学影像学研究。

万方数据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８例中，男性１３例，女性５例，年龄２０～６５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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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年龄４２．５岁，所有病例均来自氟骨症流行地区。常

症状；中度患者表现为关节活动受限、功能障碍；重

规行关节Ｘ线摄片检查，包括拍摄双侧腕关节、肘

度患者表现为关节功能严重障碍，劳动力明显降低

关节、肩关节、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正侧位片，脊

或丧失甚至关节强直，多见有膝关节、腰椎关节、肘

柱正侧位片及骶髂关节正斜位片，其中５例行膝关节

关节、颈椎等关节的活动功能严重障碍，脊柱的弯曲

ＭＲＩ检查。

畸形，不能抬头，行走困难以至于瘫痪。为此，上述临

２结果

床表现可作为氟骨症流行地区确诊氟中毒的重要参

临床结果１８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氟斑牙。

考依据。另外，在氟骨症流行地区，分区也可以临床

均有四肢关节疼痛及其周围的肌肉疼痛，其中膝关

表现作为指标，流行区内仅有轻度患者则为轻度流

节１７例，腰椎１６例，肘关节１５例，骶髂关节１１例，髋关

行区，有中度患者则为中度流行区，若重度患者在

节９例，肩关节７例，颈椎７例，胸椎６例，踝关节５例，腕

２％以上则为重度流行区。从而，对病情监测、临床防

２．１

关节５例，以腰腿痛明显。关节活动受限９例，关节功

治及其疗效评价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能障碍２例，关节强直１例，可有关节的畸形；其中膝

３．２病理学基础与影像学表现氟中毒可引起动

内翻２例，膝外翻３例，脊柱的弯曲１０例，肢体麻木或

物和人体内维生素Ｃ下降，微量元素含量改变，胶

感觉异常９例。

原酶增加及自由基水平上升、ＮＯ产生，而直接或间

２．２影像学结果

接干扰胶原的正常代谢，使胶原合成减少，分解增

磁共振结果１８例中，５例行膝关节ＭＲＩ检

加，胶原形态发生变化∞３。过量的氟可引起大鼠肋软

查，均有不同程度的滑膜增厚，关节囊肿胀和关节腔

骨基质中总胶原含量降低，可溶性胶原、胶原ａＩ

积液，表现为滑膜内侧可见条带状、片状长Ｔ１长Ｔ２

（Ⅱ）链的分子量及软骨组织中单胺氧化酶的活性均

信号的关节腔内积液，为反复性、慢性、渗出性滑膜

明显降低，偏食会增加氟化钠的作用。接触氟化物的

炎的表现。

动物不能产生完整的胶原，而产生大量不完整的胶

２．２．２放射学结果本组病例均有不同程度的氟

原或无胶原蛋白作为补偿。此外，在研究过量的氟化

骨症的ｘ线表现。关节囊肿胀９例，致使其外侧的脂

物对实验大鼠软骨基质成分胶原代谢的影响时发

２．２．１

肪垫呈弧形受压、外移且脂肪垫欠清楚。关节间隙增

现，过量氟引起羟脯氨酸排泄量明显增加。胶原蛋白

宽６例，关节软骨钙化３例。关节间隙变窄１２例，其中

是氟化物作用的主要靶位，氟化物使胶原纤维排列

骨性关节面侵蚀破坏５例，关节面下囊变４例，关节间

方向紊乱，纤维细或粗细不均、厚薄不等，胶原蛋白

隙模糊不清１例。关节面硬化６例，关节腔内游离体５

形成较少甚至溶解断裂，某些区域胶原纤维肿胀∞３。

例，关节边缘骨质增生１５例，包括髁间隆突、骶髂关

氟化物使关节软骨细胞坏死、基质变性、溃疡形成，

节下部、肘关节喙突等部的骨质增生。周围韧带钙化

使深层软骨钙球沉积并有多层线样软骨钙化或化

１７例，包括椎间关节及椎旁韧带的钙化，以腰部明

骨。王云钊。’借助电镜观察到氟中毒犬关节软骨细

显，可有髂腰韧带的钙化、肌肉附着处的钙化。胫腓

胞器坏死，核变形固缩，核内、胞浆内胶原纤维间均

骨骨间膜钙化８例，尺挠骨骨间膜钙化１０例，闭孔膜

发生密集的微小钙盐颗粒沉积。从而，逐渐形成氟中

钙化３例。关节囊钙化４例，呈线状或条带状。膝内翻２

毒性关节病影像学表现的病理基础，即关节滑膜增

例，膝外翻３例，脊柱的弯曲１０例。

厚，关节囊肿胀，关节腔积液，关节间隙增宽，关节软

３讨论

骨钙化，因关节软骨细胞变性、坏死、溃疡形成进而

临床表现及其意义氟中毒性关节病的主要

关节间隙变窄，骨性关节面侵蚀破坏、模糊不清、关

临床表现为，几乎所有病例均不同程度的出现脊柱、

节面下囊变或关节硬化，关节腔内游离体，关节边缘

四肢关节及其周围的肌肉疼痛，且腰膝关节痛明显，

骨质增生，关节周围韧带钙化，关节囊钙化，甚至关

以膝关节痛最明显，依次为腰椎关节、肘关节、骶髂

节间隙模糊不清，关节变形等。其中，关节软骨细胞

关节、髋关节、肩关节、颈椎关节、胸椎关节、踝关节、

变性、坏死、溃疡形成是形成本病主要的病理学基

腕关节的疼痛。还表现为关节活动受限，关节功能障

础，它过早地引起病变关节的退变，继而发生骨质增

碍，关节强直，关节的畸形，脊柱的弯战，肢体麻木或

生、关节周围韧带钙化、关节囊钙化。ｗｈｉｔｆｏｒｄ邙１认

感觉异常等症状。作为氟骨症临床诊断分度指标，根

为，氟中毒性成人钙化组织和肾从血中清除氟几乎

据氟中毒性关节病的主要临床症状和体征，本文将

相等，即成人组织钙化严重者尿排氟量多，说明组织

其分为轻、中、重三度，即轻度患者仅有关节疼痛之

钙化与尿排氟量呈正相关。黄长青等。‘８ ３对氟骨症关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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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病进行了研究，观察了不改水１０～１２年后的关节

学结果表明，对关节滑膜增厚、关节囊肿胀、关节腔

变化。结果，继续饮用高氟水１０～１２年后，患者原有

积液等改变，ＭＲＩ检查优于ｘ线摄片，氟中毒性关

的各种ｘ线改变均加重了，骨质改变加重者占

节病的临床Ｘ线表现对氟中毒诊断的分型、分度有

４０％，骨周改变加重者占７３．３％，关节改变加重率最

一定的参考价值。

高占８６．７％，另外，对饮水型和煤污染型氟骨症关节
损害的放射学表现进行了比较。有人认为，氟骨症表

现出的关节ｘ线征象与一般退行性关节病没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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