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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保髋手术治疗成人髋关节发育不良的基础与临床应用研究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推荐意见：

    该项目率先在国内运用多种不同保髋技术对复杂髋关节发育不良、髋关节高

脱位以及股骨近端畸形进行保髋手术治疗，降低病残率，避免或推迟髋关节置换，

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并使内植物耗材费用降低，减轻了患者和国家经济支出。

同时该项目对髋关节畸形所致关节退变的机制做了有益探索：率先在国内开展髋

臼周围截骨、Colonna关节囊成形治疗髋关节发育不良；率先采用外科脱位入路、

内外翻截骨和股骨颈相对延长术纠正髋关节解剖异常；在国内首次对髋发育不良

合并股骨头病变畸形采用“股骨头缩窄”或“自体骨软骨移植”治疗；进行软骨

细胞自噬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在体标记关节软骨干细胞，揭示其参与骨关节炎早

期软骨修复机制。研发新型纳米基因输送载体，为早期干预骨关节炎提供新的治

疗位点。

本项目发表论文64篇（代表性论文20篇），翻译出版著作2本。研究成果 100余

次在国内外专业会议上报告。举办全国性专业会议 5次，培训班20余次，参加人

数累计3000余名。培养博士研究生 10余名，获得6项国家自然基金、3项北京和

上海市级课题、渥太华国际合作等项目的资助。累计完成保髋手术 5000余例，推

广应用于全国30余家三级甲等医院。在本项目推动下，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及

中国修复重建外科学会分别成立保髋工作组，陈晓东教授和张洪教授分别担任组

长。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同意推

荐其申报2020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髋关节畸形与伤病在我国常见，仅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hip，DDH），发病率0.1%，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患者众多。此类

疾病患者在晚期疼痛剧烈、跛行甚至致残卧床。既往的治疗手段有限，大多是等

待发展至关节炎终末期行关节置换。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内，我们率先在国内运

用髋臼周围截骨术等多种不同的保髋手术技术与策略，对成人复杂髋关节发育不

良、髋关节高脱位、临界性髋关节发育不良、以及成人股骨近端畸形进行保髋手

术治疗，大大降低了髋关节病残率，避免或推迟髋关节置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性成果。与人工关节置换相比，保髋手术内植物耗材的费用大大降低(仅为人工关

节的 1/20~1/10左右)，减轻了患者和国家的经济支出。另外，我们对成人髋关节畸

形所致关节退变的发生机制做了有益的探索。主要创新内容如下：

1. 率先在国内开展成人髋关节发育不良（Crowe 0-II型）的髋臼周围截骨术，

术后中期随访结果证实：骨性畸形得到纠正，症状明显改善，无需关节置换。率

先在国内开展改良Colonna关节囊成形术治疗Crowe 4型髋关节发育不良。在严格

把握适应征前提下，关节囊成形术可以实现关节复位，改善肢体长度差异，术后

短期随访虽有残留跛行，但股骨头坏死和再脱位风险低。

2. 对成人髋关节发育不良合并复杂股骨侧畸形的患者，采用外科脱位手术入路，

通过纠正股骨异常前倾或通过内外翻截骨和股骨颈相对延长技术纠正髋关节解剖

异常。在国内首次对髋关节发育不良合并股骨头病变或畸形采用“股骨头缩窄



术”或“股骨头自体骨软骨移植术”/和联合髋臼周围截骨术改善髋臼对股骨头的

包容，获得初步满意的效果。

3. 通过对软骨细胞自噬的研究，发现了骨关节炎发病过程局部浓聚的氧自由基

(ROS)和氮自由基(RNS)与软骨细胞自噬之间的联系。通过NOX4的研究明确了线粒

体源性 ROS在线粒体代谢中的作用。在国际上首次在体标记出关节软骨干细胞，

揭示其参与骨关节炎早期的关节软骨修复机制及干预策略。研发了新型骨关节非

病毒纳米基因输送载体，早期干预软骨细胞的代谢水平，延缓或阻断骨关节炎的

发展，为临床早期干预骨关节炎提供新的治疗位点。

本项目发表论文64篇（代表性论文20篇），翻译出版著作2本。研究成果 100余

次在国内外专业会议上报告，包括欧洲骨科年会、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年会、

亚太关节外科年会等。举办全国性专业会议5次，培训班20余次，参加人数累计

3000余名。本项目已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10余名，获得了6项国家自然基金、3

项北京和上海市级课题和新华-渥太华国际合作等项目的资助。累计完成保髋手术

5000余例，成果推广应用于全国30余家三级甲等医院，获得了良好的手术效果和

社会效益。在本项目的不断推动下，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以及中国修复重建外

科学会分别成立了保髋工作组。陈晓东教授和张洪教授分别担任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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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晓东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骨科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本项目中，负责课题的总体策划和指导。是临床保髋手术技

术的改进、应用和推广的主要完成人，在临床治疗和基 础研究方面均取得突破性

进展，形成了保髋手术治疗青少年和成人髋关节畸形与伤病从基础到临床应用一

整套的防治 体系，并积极推广和开发与本项目相关的核心技术成果。分别在本项

目科学技术内容一、二、三、四做出创新贡献。 在本项目中投入工作量占本人工

作量的 80%以上。旁证材料见附件论著列表中 1-7,9-11,13,15,18-20和发明专利一项

(见附件)。

姓名：张洪

排名：2



职称：教授,教授

行政职务：关节外科主任

工作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协助主持本项目中所有的课题设计、研究思路、论文写作指导。

率先在国内开展青少年和成人髋关节发育不良的伯尔 尼髋臼周围截骨术，目前累

计病例数超过 2500例。在国内率先开展髋关节外科脱位技术治疗髋关节撞击症与

关节内病 变;实施国内第一台改良 Colonna 关节囊成形术;率先在国内开展 Crowe

1-4型髋关节发育不良合并骨关节炎的人工关 节置换术。2010年建立解放军总医

院第四医学中心保髋与人工关节数据库。近十年来专注于保髋手术的临床研究，

技 术推广与人才培养。分别在本项目科学技术内容一、二、三、四做出创新贡献。

在本项目中投入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的 70%以上。旁证材料见附件论著列表中

8,12,14,1

姓名：沈超

排名：3

职称：副教授,副教授

行政职务：骨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了本项目中髋臼周围截骨，股骨颈相对延长等保髋手术的

推广和相关临床疗效的评估。通过对于软骨细胞程序性 死亡的基础研究明确早期

干预软骨细胞退变的可能性。为临床阻断或减轻骨关节炎症状提供了实验数据，

为临床上对 于软骨组织退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治疗位点。分别在本项目科学技术

内容一、二、三、四做出创新贡献。旁证材料见 附件论著列表中 3,5,6,13,15,18,19

姓名：朱俊峰

排名：4

职称：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中髋臼周围截骨，股骨颈相对延长等保髋手术的推

广和相关临床疗效的评估。尤其是临床保髋手术技术的 改进、应用、推广。所参

与的科学技术内容详见前述一、二、三类。旁证材料见附件论著列表中

1,2,4,13,15,18,19

姓名：张晓玲

排名：5

职称：教授,教授

行政职务：研究员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并主持本项目中所涉及的多项基础课题设计、研究思路、

论文写作指导。尤其是骨与软骨代谢的研究。完成干细 胞及支架材料临床移植修

复骨缺损、软骨缺损等临床病例 165例。主要在本项目科学技术内容四做出创新

贡献。旁证 材料见附件论著列表中 4,10,11

姓名：彭建平

排名：6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了本项目中关于 DDH患者髋关节解剖参数的测量及相关有

限元分析，3D打印模板在髋臼周围截骨术中应用的临床 研究， LncRNA-CIR在

软骨细胞退变中的作用的基础研究。相关研究结果在国内核心期刊及 SCI杂志

《Biochemical a 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J Orthop

Surg Res》、《 Int Orthop》发表了论文。分别在本 项目科学技术内容一、二

做出创新贡献。旁证材料见附件论著列表中 20

姓名：李扬

排名：7

职称：医师,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了本项目中关于骨关节退变与修复的早期诊断与防治相关

基础研究，研发新型骨关节修复材料，调控骨关节局部 微环境，防治关节退变。

通过在骨科常用骨修复支架类材料中添加稀土元素 Gd、Ce、Yb等，将骨內植物材

料本身作为 药物缓释系统，研究其骨修复性能和生物活性，获得了良好的实验效

果。在本项目科学技术内容四做出创新贡献。旁 证材料见论文列表中 10、11

姓名：罗殿中

排名：8

职称：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作为术者完成大量保髋手术，主要完

成参与外科脱位股骨颈基底截骨治疗青少年股骨头坏死 ;参与开展改良 Colonna

关节囊成形技术治疗大龄儿童单侧髋脱位;参与开展股骨头缩小成形手术治疗髋畸

形;分别 在本项目科学技术内容一、二、三做出创新贡献。在本项目中投入工作

量占本人工作量的30%以上。旁证材料见附件 论著列表中 12,16,17

姓名：肖飞

排名：9

职称：医师,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了本项目中关于 DDH患者髋关节解剖参数的测量，基础研

究部分参与了 microRNA 和骨基础代谢以及力学感应之 间的关系，参与患者随

访工作。分别在本项目科学技术内容一、四做出创新贡献。旁证材料见附件论著

列表中 10,11

姓名：王成龙

排名：10

职称：医师,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中软骨细胞退变的相关机制研究，研究发



现:lncRNA-CIR 可通过调节自噬行为促进骨关节炎中的关节软骨 退变。在本项目

科学技术内容四中做出创新贡献。旁证材料见附件论著列表中 9,14，以及发明专

利 1项(见知识产权 证明附件)

姓名：左斌

排名：11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了本项目中关于 DDH患者髋关节解剖参数的测量，基础研

究部分参与了 microRNA 和骨基础代谢以及力学感应之间 的关系，所参与的科学

技术内容详见前述第一、四大类。 旁证材料见论文列表中 4

姓名：王晖

排名：12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了本项目中关于 DDH患者动物模型的制作；患者血、滑膜、

软骨等组织的生物样本的收集；神经速激肽在 DDH患者髋关节血清及滑膜样本中

表达差异；以及神经速激肽其对 DDH患者髋关节关节炎症进展的研究。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在《中华解剖与临床杂志》、《BMC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arthritis research ＆ therapy》等杂志

姓名：崔一民

排名：13

职称：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了本项目中上千例 DDH患者整个住院过程的治疗，包括术

前化验检查等准备工作，参与手术，开具医嘱，指导术后早期的功能锻炼以及各

种 并 发 症 的 处 理 。 于 2015 年 第 3 期 的 《 中 华 骨 科 杂 志 》

发表文章：髋臼周围截骨联合股骨转子间截骨术治疗复杂的髋关节发育不良的近

期疗效。

姓名：李德

排名：14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了本项目中关于陶瓷纳米颗粒通过诱导成纤维样滑膜细胞

自噬减轻颗粒自身引起的假体松动、襁褓法大鼠 DDH造 模、LncRNA-CIR在软骨

细胞退变中的作用的基础研究。相关研究结果在国内核心期刊及 SCI 杂志

《Biochemical and B 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Cell death

＆ disease》、《Biology open》发表了论文。分别在本项 目科学技术内容三、

四做出创新贡献。旁证材料见附件论著列表中 10、11。

姓名：程徽



排名：15

职称：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本项目中主要承担保髋患者的随访工作，并承担髋关节畸形

相关影像诊断方面的大量工作，与瑞士伯尔尼大学外科技术与生物力学研究所合

作完成本项目相关课题《髋关节发育不良的精确影像学诊断》，创新性的提出 2.5

维诊断标准。分别在本项目科学技术内容一，三做出创新性贡献。旁证材料见附

件论著列表中 14，56。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无 

单位名称：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