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8 

[文章编号]1000-2200(2010)1 0-1048-03 

J Bengbu Med Coil，October 2010，Vo1．35，No．10 

糖尿病足 X线表现及其临床意义 

胡伟琦，舒 政，孙 凤 

· 影像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糖尿病足 X线表现及其临床意义。方法：对 50例糖尿病足患者的临床资料及 x线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结 

果：50例糖尿病足患者中，X线表现为骨质疏松 48例，骨质吸收破坏25例，骨关节面破坏23例，骨干对称性萎缩 5例，夏科关 

节7例，骨髓密度改变 4例及邻近软组织改变 2l例。结论：糖尿病足的x线表现有一定的特点，结合临床可以佐证糖尿病的 

诊断，对判断病变的发展状况、严重程度和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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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X-ray findings in diabetic foot 

HU Wei—qi，SHU Zheng，SUN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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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five：To investigate X—ray findings and its clinical valne of diabetic foot．Methods：x—ray findings and clinical data of 

50 patients with diabetic foot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Results：X—ray findings showed 48 cases with osteoporosis，25 cases with 

bone damage，23 cases with joint surface damage，5 cases with backbone of the symmetry of atrophy，7 cases with Charcot S joint，4 cases 

with increased density of bone ma~ow and 2 1 cases with adjacent soft tissue changes．Conclusions：There are som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diabetic foot on the X—ray findings，which have the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diabetes diagnosis，disease 

evaluation and guid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clinical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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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糖代谢障碍疾病，并发骨关节改变时 

称为糖尿病性骨关节病。在糖尿病性骨关节病中， 

足部骨关节及软组织坏死与感染发生率最高，占 

91．9％，称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的重 

要原因之一⋯。本研究对我院2007年7月至 2009 

年3月确诊的50例糖尿病足患者的临床资料及 x 

线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探讨 x线诊断糖尿病 

足的临床意义，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50例为我院脉管病医疗中心 

经临床诊断并且资料较完整的糖尿病足病例。糖尿 

病按 1999年 WHO的诊断标准；糖尿病足按 Wagner 

标准进行分级，0级：有发生足溃疡危险因素的足， 

目前无溃疡；1级：表面溃疡，临床上无感染；2级：较 

深的溃疡，常合并软组织炎，无脓肿或骨的感染； 

3级：深度感染，伴有骨组织病变或脓肿；4级：局限 

性坏疽(趾、足跟或前足背)；5级：全足坏疽 。其 

中男36例，女14例；年龄40～82岁；糖尿病史 10～ 

29年。临床表现：50例患者尿糖均为卅 ～}H{，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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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23．56 mmol／L。48例侵及跖趾骨；49例出现 

下肢麻木、足部皮肤感觉迟钝、温觉减退；42例出现 

足趾皮肤颜色变黑坏疽，其中35例有足底溃疡及分 

泌物溢出，溃疡面积最大5 cm×5 cm，并出现窦道； 

45例出现足背动脉搏动减弱，其中2例足背动脉搏 

动消失。6例保守治疗无效，转外科截趾4例。 

1．2 X线检查 50例均摄患足 X线正斜位片， 

50 kV，20 mAs，采用 KADAK CR 850对图像进行后 

处理。对病变的部位和x线表现进行统计和观察。 

2 结果 

2．1 部位和数 目 本组单足发病 4l例，其中左足 

24例，右足 17例；双足发病 9例。发生部位在趾骨 

26足 ，跖骨 14足，跟骨 2足 ，多骨受累 17足。 

2．2 足部骨质的异常改变 48例有不同程度骨质 

疏松，严重者表现为足部广泛骨质密度减低，骨小梁 

显著稀疏。25例骨质吸收、破坏，其中位于跖、趾骨 

23例，跟骨2例。跖、趾骨发生病变时，表现为骨干 

骨质吸收，边缘模糊，邻近的关节端形态基本正常， 

其中4例骨干明显破坏、溶解，但仍然保存关节端基 

本形态，形成典型的“图钉征”表现(见图 1)。5例 

有不同程度骨干萎缩。4例骨髓炎，表现为骨髓密 

度异常，呈毛玻璃样密度增高，边缘模糊。 

2．3 骨关节的异常改变 23例骨关节面破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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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关节面毛糙，密度降低，骨质结构不完整，碎裂 

或溶解缺损，可同时伴有关节间隙增宽、关节囊肿 

胀。部分患者在骨关节破坏的同时，与之相连的骨 

干吸收、溶解，骨端变尖，形成“铅笔尖征”(见图 

2)。关节面骨质吸收破坏造成关节脱位或半脱位， 

呈典型的夏科关节改变(见图3、4)，本组有 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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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邻近软组织异常改变 2l例软组织蜂窝织 

炎，表现为足部软组织肿胀并可见多发小气泡状低 

密度影。6例足部软组织中见血管钙化，表现为单 

发或多发点状高密度影，典型的呈不规则短条状、双 

轨状或中空圆形高密度影(见图5、6)。 

图 l 右足第 2~4跖骨骨干萎缩 ，骨质吸收，第 4跖骨“图钉征”，其远端趾 骨缺失 图 2 左 足显著骨质疏松 ，右第 5跖骨远端 

变尖呈“铅笔尖征”，骨吸收端有硬化表现 ，第 5趾跖 关节半脱位 图 3、4 同 一患者右足正斜位示第 2～5跖骨头及第 2近 

趾骨基底部 肖 质破坏 、溶解 ，第 2跖趾关节脱位 ，第 3～5趾骨 缺如 5 右足软组织蜂窝织炎 ，足背软组织肿胀 ，跖 、趾部见 

多发小泡状气体影，有第 1、2跖骨问见双轨状及中空圆形血管钙化 图6右侧踝关节侧斜位示胫前动脉和胫后动脉钙化 

3 讨论 

3．1 糖尿病足 x线表现 糖尿病足足部骨质早期 

发生异常改变时，骨小梁界限不清。随着钙盐逐步 

丢失，绝大部分病例出现不同程度骨质疏松，尤以足 

部跖趾骨干骺端为明显，骨小梁变细减少，骨皮质变 

薄。本组 50例患者中有 48例 (96．0％)存在骨质 

疏松。有时，某些跖趾骨骨端出现小点状密度减低 

区，骨小梁缩小模糊，常常是骨质破坏的早期表现。 

同时骨干有不同程度的萎缩，对称性变小，以跖骨及 

近节趾骨为明显。早期于跖趾关节面旁出现骨质吸 

收缺损区，后向关节面皮质下或及骨干方向扩展，关 

节面最后被累及。本组中25例(50．0％)关节面基 

本形态仍可维持，骨质吸收以跖骨头及近节趾骨基 

底部为显著，其中4例呈典型的 “图钉征”改变。如 

果骨质溶解进一步加重 ，关节面破坏后 ，与之相连的 

骨端常变尖，可伴有骨质硬化，呈“铅笔尖征”改 

变 。关节面骨质不规则碎裂溶解后，常造成关节 

半脱位，相邻骨结构密度增高，关节间隙增宽、模糊， 

关节囊肿胀，形成典型的夏科关节。Rozzanigo等 J 

报道的一组糖尿病足资料 中，夏科关节发生率为 

18．8％(3／16)。本组有7例，占14．0％(7／50)与文 

献报道相近，提示神经病变是糖尿病足的重要致病 

因素之一。病变的骨关节邻近软组织肿胀、溃疡是 

糖尿病足常见表现，往往是病情进展及发生骨髓炎 

的早期信号。在软组织中发现气体时提示蜂窝织 

炎，本组中有 21例(42．0％)x线表现为肿胀的软 

组织影中可见多发小泡状低密度影，临床有气性坏 

疽的相关表现。足部软组织中可见到血管钙化，位 

于跖趾部或踝关节处，本组6例出现血管钙化影，其 

中5例足背动脉钙化，1例胫前动脉和胫后动脉均 

发生钙化，是糖尿病足血管性致病因素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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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硬化出现于骨吸收端或整个骨干，这意味着骨 

的修复过程。骨质吸收破坏后，经长期稳定治疗，有 

时可完全修复，关节也可再现，这种表面上的修复被 

认为是本病的重要特征，而且是本病所特有的，但已 

经稳定的或已修复的病变又可再次发生破坏。本组 

绝大部分患者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症状改善， 

其中4例接受 X线复查，可以见到骨质硬化改变， 

表明病变的修复和好转。 

3．2 糖尿病足 x线表现的特点 (1)有关节感染， 

关节周边骨质破坏，以跖骨头及近节趾骨基底部为 

显著，却无明显骨质增生；(2)骨髓感染，骨皮质破 

坏，却无骨膜反应；(3)可有足背动脉钙化，软组织 

肿胀伴有多发气性坏疽。 

3．3 鉴别诊断 (1)化脓性骨髓炎：由于糖尿病性 

骨关节病主要表现为骨质的吸收和破坏，同时往往 

有局部软组织肿胀，初诊时易误诊为一般的化脓性 

骨髓炎而延误治疗。化脓性骨髓炎特点是骨质破坏 

时常伴有骨质硬化及骨膜反应，好发于干骺端，病变 

范围大，愈合后不会恢复骨关节原状。x线表现的 

鉴别点是糖尿病性骨关节病感染部位无骨质增生硬 

化及骨膜反应。骨质破坏相对较局限。(2)梅毒、 

麻风所致的神经营养性骨关节病表现均较糖尿病性 

骨关节病严重，且一般无斑点状骨质稀疏，也无经治 

疗后被破坏骨骼的重建现象。(3)痛风：好发于第 

1跖趾关节，典型 x线表现为囊样穿凿状改变，在局 

部肿胀的软组织内可见痛风结石，临床表现有明显 

疼痛，血尿酸升高对鉴别有重要价值。 

3．4 糖尿病足x线诊断的临床意义 糖尿病是一 

种常见病，可导致多种并发症，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 

者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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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引起糖尿病学家及足部专家的重视。尽管影像 

学的发展13新月异，诊断手段层出不穷，但是 x线 

平片检查由于其快捷、简单和价廉的特点，仍然是糖 

尿病足的首选方法，特别是计算机 x线摄影和直接 

数字 x射线摄影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图像质量更 

优，显示病灶更佳。糖尿病足 x线诊断一般不难， 

40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足部出现顽固性软组织溃 

疡，合并溶骨性破坏和碎裂，而又无或很少出现骨质 

硬化和骨膜反应，这些都是糖尿病足的特征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出现上述 x线表现均为中晚期的典 

型骨骼表现。因此在病变的早期，应重视观察软组 

织的异常改变，及在不同摄片位置观察骨质的异常 

改变。通过对糖尿病足 x线表现的分析，我们可以 

明确病变的范围、发展状况、严重程度，指导临床抗 

生素的应用和用药时问及外科清创术的实施，加强 

病足适当的保护，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必要的截肢，尽 

可能保护此类患者的足部负重功能。同时要抓住早 

期骨髓炎骨质的x线改变，必要时进行 MRI检查， 

对病变的类型、范围作出准确的诊断，并制定有效的 

治疗计划，控制病变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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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047页)更明显，与不含月桂氮卓酮阿司匹 

林乳膏相比分别提高 10．6％、25．0％和26．40％、 

41．2％。由Q—t曲线图可以看出透皮吸收试验在 

1—3 h内各处方的透皮吸收速率较 0～1 h明显升 

高，这可能是由于小鼠皮肤角质层的水化作用后，通 

透性增加所致；在4～6 h内浓度为5％和 10％月桂 

氮卓酮的阿司匹林乳膏曲线较不含月桂氮卓酮乳膏 

明显抬高(斜率，即渗透速率增加)，其中 10％的高 

于5％，这与文献 报道的月桂氮卓酮促皮吸收作 

用有 4—8 h的时滞性特点一致。 

阿司匹林的抗炎抗风湿作用显著，是治疗急性 

风湿性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主要药物。将其制成乳 

膏剂或贴剂外用给药，既避免了肝脏的首过效应，提 

高了生物利用度，又消除了对胃肠道的直接刺激，增 

加用药的依从性，适合长期用药，从而提高治疗效 

果，具有较好的临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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