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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结构不良（ｆｉｂｒｏｕｓ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ＦＤ），是一种
以纤维、骨样组织增生为特点的非遗传性疾患，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掣３１１９９１年首次发现Ｍｃｃｕｎｅ—Ａｌｂｒｉｇｈｔ综合

又称为骨纤维异常增殖症。ＦＤ是相对常见的良性
疾病，可发生于任何骨骼，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和Ｊａｆｆｅ在

明其他非ＭｃＣｕｎｅ—Ａｌｂｒｉｇｈｔ综合征的ＦＤ患者也存在
同样的突变，这为在分子水平上揭示ＦＤ的病因提

１９３８年和１９４２年初次命名。ＦＤ可表现为单骨或多

供了理论依据。正常生理状态下，腺苷酸环化酶

骨性病变，临床表现以畸形、疼痛和病理性骨折

（ＡＣ）通过Ｇ蛋白偶联在细胞膜激素受体上。、Ｇ蛋

征患者的Ｇ蛋白ａ亚基（Ｇｓａ）突变，随后的研究证

为特征，为髓内良性病变。临床上７０％一７５％的

白由伐、ｐ和丫亚基组成，在无活性状态时，ａ亚基

纤维结构不良为单骨性；３０％为多骨性；３％为多

结合ＧＤＰ；当配体与受体结合后，ａ亚基从１３、丫亚

骨病变并伴有内分泌紊乱，常见于女性，表现为

基复合物中解离出来，与ＧＴＰ结合呈活性状态。上

性早熟和皮肤“牛奶咖啡斑”，称之为ＭｃＣｕｎｅ

述过程是可逆的，当完成信息传递任务后仅亚基发

—Ａｌｂｒｉｇｈ蝶，合征（ＭＡＳ）。大多数患者无自觉症状。

挥ＧＴＰ酶作用，水解ＧＴＰ为ＧＤＰ，再重新与Ｂ、＾ｒ亚

骨性纤维结构不良（ｏｓｔｅｏｆｉｂｒｏｕｓ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ＯＦＤ）是骨的良性自限性纤维一骨性病变，１９７６年

基复合物结合为无活性状态。活性状态０【亚基移向
ＡＣ，与ＡＣ结合并激活产生ｃＡＭＰ，从而产生相应

Ｃａｍｐａｎａｃｃｉ首次使用了“骨性纤维结构不良”的名

的生理变化。通常ＭｃＣｕｎｅ—Ａｌｂｒｉｇｈｔ综合征患者的

称，此病又称为长骨的骨化性纤维瘤、骨性纤维

ＧＮＡＳ第８外显子Ｇ＿÷Ａ或Ｇ－＋Ｔ突变，这些突变

瘤、纤维性骨瘤，几乎特征性累及婴儿和儿童胫

引起了在Ｇｓａ第２０１位点的精氨酸（Ｒ）被半胱氨酸（ｃ）

骨中段前方的骨皮质。

取代（Ｒ２０１Ｃ）或被组氨酸（Ｈ）替代（Ｒ２０１Ｈ），导致Ｇｓａ

纤维结构不良与骨性纤维结构不良由于组织
学表现的相似性，两种病变属于相同还是不同疾

功能改变‘３１。
Ｒｉｍｉｎｕｃｃｉ等【３１发现并不是病变内所有的骨细

病一直存在争议。近年来从分子遗传学角度对这

胞都是突变细胞，而是突变细胞呈镶嵌状分布，

两种病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现从病因、病

之间允许正常细胞存在。Ｇｓａ突变不是生殖细胞

理、诊断、治疗及遗传学角度对这两种病变进行

突变，而是合子后出现的体细胞突变。从而推测

对比分析如下。

在胚胎早期出现的Ｇｓａ突变可导致多部位的病理
改变，女ｌｌＭｃＣｕｎｅ—Ａｌｂｒｉｇｈｔ综合征；而在胚胎中、
病因和发病机制

晚期突变所造成的病变更为局限，如甲状腺腺

瘤、垂体腺瘤和单发性ＦＤ；这可以解释同一分子
一、纤维结构不良

改变（基因突变）为什么导致不同的临床表现。Ｇｓａ

纤维结构不良的病因目前以突变学说占主导

突变在纤维结构不良病变骨髓基质中的骨母细胞

地位。近年来研究认为ＦＤ是在胚胎早期，编码

内表达，多发性ＦＤ较单发性ＦＤ的突变表达频率

骨母细胞或其他细胞胞膜Ｇ蛋白０Ｌ亚单位的基因

蒯４１。Ｂｉａｎｃｏ等１５１发现并找出了最强有力证明ＦＤ病

ＧＮＡＳ（ＧＴＰ—ｂｉｎｄｉｎｇ

因学的证据，他从ＭｃＣｕｎｅ—Ａｌｂｒｉｇｈｔ综合征患者分

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发生突变所引起。ＧＮＡＳ位于２０ｑ１３【ｌ捌。

万方数据

离出Ｇｓａ突变细胞，发现将单一突变细胞植入裸

鼠不能形成纤维结构不良病灶（这可能是由于突变

上皮样细胞巢，这与经典的长骨釉质瘤不同，据

导致了细胞死亡），而只有突变和非突变细胞混合

此Ｃｚｅｍｉａｋ提出至少有些骨性纤维结构不良是长骨

在一起植入裸鼠时才能形成纤维结构不良病灶，

釉质瘤的一种退变形式。Ｈａｚｅｌｂａｇ等¨２１用细胞遗传

故推测ＦＤ病变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突变和正常细胞

学方法调查了５例长骨釉质瘤患者，发现７、８

同时存在。

和１２染色体扩增导致的染色体数目异常，这也在

ＦＤ的发病机制可能与活化的Ｇｓａ突变诱导ＡＣ

ＯＦＤ患者中发现，显示长骨釉质瘤与ＯＦＤ具有共

激活增）ｈＩｃＡＭＰ的集聚有关。ｃＡＭＰ增高可引起多种
效应，最先出现的效应是引起细胞收缩，这可能

同的组织发生。Ｐｏｖｙｓｉｌ等¨朝发现从临床、组织学、
免疫组织化学和电子显微镜下观察长骨釉质瘤和

是由于ｃＡＭＰ在细胞骨架蛋白中迅速解离而引起。

ＯＦＤ非常相似，但是ＯＦＤ的预后比长骨釉质瘤好。

如启动子含有ＣＲＥ的骨桥蛋白，在Ｇｓａ突变细胞内

由此可见，ＦＤ和ＯＦＤ从病因和发病机制上有

ｃＡＭＰ增高也可引起骨基质蛋白表达的降低。ｃＡＭＰ

本质的不同。在分子遗传学研究以前，因为镜下

增高也与溶骨性骨吸收有关。ｃＡＭＰ水平增高可通

的相似性，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这两种病变其实为

过激活ＰＫＡ途径导致癌基因Ｃ—ｆｏｓ过度表达，ｃ—ｆｏｓ

同一种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造成临床、影像及

的过度表达与ＦＤ骨病变形成的分子机制有关，也

病理学者对这两种病变一直混淆不清。随着分子

可能为某些ＦＤ恶变的诱因。目前已发现由ｃＡＭＰ

生物学研究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发现ＦＤ患者

引起的Ｃ—ｆｏｓ蛋白增加可诱导细胞进入细胞增殖循

存在Ｇｓａ基因突变，对区别这两种病变起到了非常

环Ｇ１期，这与Ｃ—ｆｏｓ在不成熟的骨母细胞内表达

重要的作用。

一致，而且它控制骨母细胞的增殖和分化。推测

病理征象

ｃ—ｆｏｓ和ＡＰ一１家族成员表达增高可以引起骨母细胞

增殖和不正常分化。
此外，在ＦＤ病变区还存在局限性溶骨性破

大体观察ＦＤ为髓内病变，病灶较大；而ＯＦＤ

坏，有研究认为这与ＢＭＰ（骨形态发生蛋白）和ＩＬ一６

发生在骨皮质，病灶较小。两种病变组织都呈灰

有关【６—７】。ＩＬ一６为多功能的细胞因子。是介导破骨

白色，质硬韧，刀切可有沙砾样感，受累骨膨

细胞性骨吸收的重要因子，不仅可以作用于破骨

胀，皮质骨可变薄。

细胞的早期阶段，诱导破骨细胞形成，而且还刺

ＦＤ和ＯＦＤ镜下基本结构非常相似，都是纤维

激成熟的破骨细胞形成骨吸收陷窝。Ｇｓａ突变诱导

间质中有不规则骨小梁形成。不同的是，典型的

ｃＡＭＰ浓度升高，导致ＩＬ一６过度表达。Ｍｏｔｏｍｕｒａ等【８】

ＦＤ纤维性骨发育不成熟、排列不规则，一般不形

也证实Ｇｓａ突变转染后的骨母细胞可诱导ＩＬ一６表达

成成熟的板状骨，骨小梁边缘无骨母细胞和破骨细

增加。值得关注的是糖皮质激素可以降低细胞产

胞，病灶边缘可以有宿主骨的骨母细胞围绕，即在

生的ＩＬ一６，减少骨吸收，并且能促进骨母细胞的分

ＦＤ病变的边缘也可以见到骨母细胞镶边现象。ＯＦＤ

化与成熟，为临床治疗ＦＤ提供了新的线索。

的病灶中央以纤维母细胞增生为主，伴有少量短、

二、骨性纤维结构不良

纤细的不成熟编织骨，向病灶周边部逐渐过渡为较

目前骨性纤维结构不良（ＯＦＤ）的病因和发病

粗的骨小梁，并成熟为板层骨，从中央至周边均可

机制不明，肿瘤组织具有向骨质和纤维组织双向

见骨小梁表面肥胖的骨母细胞被覆。

发展的特点。过去认为该病无遗传相关性。２００２
年Ｈｕｎｔｅｒ和Ｊａｒｖｉｓ【９１报道了兄弟２人诊断为ＯＦＤ，

诊断依据

Ｋａｒｏｌ【ｌ圳等报道了一个家族３代６个人出现了

ＯＦＤ，并认为该病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有的学者认为ＯＦＤ与长骨釉质瘤是同种起

一、临床表现
１．纤维结构不良

源。１９８９年，Ｃｚｅｒｎｉａｋ等¨１１报道了一组年轻患者

国外统计ＦＤ约占类肿瘤疾病的７％Ｉｌ ４１，国内

（平均年龄ｌｌ岁），具有分化性的长骨釉质瘤，即骨

调查ＦＤ占骨肿瘤样病变的４８％，我院统计ＦＤ占

性纤维结构不良型长骨釉质瘤，病变特征性位于

肿瘤样病变的４０％【ｌ ５１。一般认为，ＦＤ无遗传史及

胫骨和（或）ｈＥ骨的皮质内，组织学表现与骨性纤

家族史，无明显性别差异，也有人认为女性较多

维结构不良不能区分，偶尔可出现不明显的小的

见。单骨性ＦＤ发现年龄在１０—７０岁之间，１０一

万方数据

３０岁常见。多骨性者较单骨性者发现病变年龄更

骨和跗骨。脊柱较少受累。

小，１０岁前即出现临床症状。３０％的ＦＤ患者有多

病灶区根据纤维、骨含量的不同而表现为不

发病变，３％有皮肤病变及内分泌紊乱（ＭＡｓ）。在

同的密度，病灶区“磨玻璃样”改变是其较为特征

ＭｃＣｕｎｅ—Ａｌｂｒｉｇｈｔ综合征患者中，９５％为女性，病

性的表现，偶也可发生囊变、可见钙化等。病变区

变发现年龄多小于２０岁。

ＣＴ值通常在７０—１ ３０ＨＵ，ＣＴ值随病变内钙化或骨

最常见的症状由骨病变引起。大多数病变可

化增加。ＭＲＩ病变区特征性呈Ｔ１ ＷＩ低信号，Ｔ２ＷＩ

存在多年而无症状，继而出现疼痛、功能障碍、

可低、中、高信号。有些Ｔ２ＷＩ高信号区周围具有

畸形，或病理性骨折。疼痛在成人患者中更普遍

不规则的低信号，病变区可有不同程度的强化。

和严重，有时甚至需要止痛药。ＭｃＣｕｎｅ～Ａｌｂｒｉｇｈｔ

长管状骨最常见部位为股骨和胫骨。长管状

综合征患者常有皮肤色素沉着，即“牛奶咖啡样

骨病变主要偏心或中心性位于骨干或干骺端髓腔

斑”及内分泌疾病，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是性腺

内，偶尔位于骨骺。常表现为模糊的低密度灶，

机能亢进，生长激素和血催乳素增高，有些有肢

即“毛玻璃样”改变，边界清楚，周围常有反应

端肥大症和乳溢症状，儿童及青少年巨人症也有

性硬化（反应性硬化可较厚）。周围骨皮质可增厚、

报道。也可见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功能亢进。

肥大；偶尔骨内膜呈扇贝样或被侵蚀，骨皮质可

病程发展在发育期较快，成年后病变发展较

局灶性变薄。局部骨膨出，病变更为广泛者局部

慢且趋于稳定，一般不会出现新病灶。据报道，

呈纺锤形（即病变处膨胀，而与正常骨交界处逐渐

有的病例所有病变在１８岁时消失，但原有病灶导

变细），其外部骨皮质常完整、光滑。受累骨因骨

致的骨质脆弱可引起负重骨畸形。ＦＤ有个别恶变

强度减弱可出现不同程度的畸形，主要是承重骨的

的报道【ｌ ６１，有报道其恶变率为０．４％。Ｏ．５％，男性

弓形弯曲，股骨颈和股骨干近端弯曲常产生明显的

及多发性ＦＤ患者恶变率较高，依次恶变为骨肉

髋内翻，称之为“牧羊人手杖”畸形，为本病的特

瘤、纤维肉瘤、软骨肉瘤。单骨性纤维结构不良

征性表现。骨畸形、塑形异常、生长障碍及继发于

合并肌内黏液瘤称为Ｍａｚａｂｒａｕｄ’ｓ综合征，很罕见。

骨折的肢体不对称可导致两侧下肢不等长。轻微外

２．骨性纤维结构不良

伤即可引起骨折，骨折很少移位，与正常骨愈合时

骨性纤维结构不良发病率约为原发性骨肿瘤

间相同，有明显的骨痂形成。可见应力性骨折（属

的０．７％。国外报道主要发生于１０岁以下儿童，国

于衰竭骨折），对此常规ｘ线检查常难以发现，而

内报道发病年龄为１０—３０岁。无明显男女差别。

骨扫描骨折部位可见核素吸收增加。

所报道的病变主要发生在胫骨，也可发生在腓

发生于胫骨的ＦＤ也主要表现为髓内病变，符

骨，但较少。罕见部位包括尺骨、桡骨、肱骨、

合上述表现特征。由于对ＦＤ和ＯＦＤ混淆，有报道

跖骨和指（趾）骨，但其中有些病例缺乏组织学证

发生于胫骨皮质内的纤维一骨性病变为ＦＤ，但从其

实。典型的发病部位是骨干，尤其是胫骨的中１

病理描述看符合ＯＦＤ，其确切的病变性质尚需进

／３，可向干骺端扩展。发生在腓骨远段也同样是

一步核实。

其特征。胫骨病变通常位于前面，开始表现为皮
质内病变，随后侵犯松质骨。同一骨也可发生多

２．骨性纤维结构不良
典型表现为局限于胫骨中段前侧皮质内，单

发性的孤立性病变，或一个以上的骨同时或非同

房性或多房性、偏心性，界限清楚的低密度灶，

时发生病变。

局部骨皮质膨胀变薄，周围骨有硬化，一般无骨

主要症状为局部肿物或变形，通常无疼痛，

膜反应，胫骨常弯曲变形。有时病灶内可见骨嵴

可有轻微不适等症状，偶有病理性骨折。该病可

或骨性间隔。骨扫描局部放射性浓聚。可有碱性

早在婴幼儿期即发现，但往往长期稳定。体格检

磷酸酶增高。

查，最多见局部轻微膨胀，无红、热。局部可有
轻微压痛，关节活动无障碍。

３．诊断要点
临床上ＦＤ发生率远比ＯＦＤ高。ＦＤ可发生于全

二、影像学表现

身多个部位，为髓腔内病变；而ＯＦＤ几乎特征性

１．纤维结构不良

发生于胫骨，偶见于腓骨，局限于骨皮质内。虽

纤维结构不良常可发生于颅面骨，也常累及

然有皮质内ＦＤ报道ｌｌ ７１，但所报道病例病理表现为

肋骨和髋骨，偶尔累及锁骨、肩胛骨、骶骨、腕

多数骨小梁周边被覆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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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细胞，这是典型的ＯＦＤ的病理表现，可能为作
者将ＦＤ和ＯＦＤ误认为同一种疾病。

Ｃｈｉｎ Ｊ Ｂｏ—ｎｅ—Ｔｕｍｏｒ＆Ｂｏｎ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Ｖｏｌ ９，Ｎｏ．３

对女性ＦＤ患者性早熟的治疗：（１）若伴有较大
的良性卵巢囊肿，可行手术切除，可使第二性征

最近，Ｉｄｏｗｕ等¨剐研究出一种新方法，用一种

减退，直至正常青春期发育；（２）促性腺激素释放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激素类似物和强效激动药只在中枢性性早熟进展

ｄｉｇｅｓｔ，ＭＳＲＥＤ）检查ＦＤ，对明确病理诊断

时有效；（３）芳香酶抑制剂睾内酯或酮康唑在短期

特殊的突变限制消化酶（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ｎｚｙｍｅ

很有价值。

内有效，长期疗效不佳。对男性ＦＤ患者中枢性性

早熟的治疗，一般应用睾内酯及安体疏通；对有
治疗措施

垂体瘤形成的ＭＡＳ患者，应用促生长素抑制剂类
似物和溴隐亭，可以减少激素分泌，缩小肿瘤。

一、纤维结构不良

二、骨性纤维结构不良

长期以来，手术治疗几乎是治疗ＦＤ的唯一

大多数学者认为主要应根据患者年龄选择不

方法。最近出现了一些保守治疗方案，但保守治

同的治疗方案，据报道年龄低于１０岁者行病灶刮

疗与手术治疗的选择仍有争论。本病不适用于放

除的复发率很高，接近１００％，且广泛切除会带

疗，有报道放疗可引起恶变。

来较多的并发症。但１０岁以上的患者手术治疗后

１．保守治疗

往往没有复发，而且侵袭性病变在青春期后均变

近年来二膦酸盐，尤其是新一代的帕米膦酸

得稳定，不再发展。因此建议，不满１５岁的患者

钠已经作为ＦＤ治疗的一部分，并已取得令人振奋

在局部病变组织活检确诊后，应尽量采取保守治

的疗效。二磷酸酯是骨破坏的有效抑制剂，其化

疗，严密观察。超过１５岁的患者则行手术治疗，

学结构来源于焦磷酸盐的核心，可增强成熟的破

主要有病灶刮除、骨壁灭活、节段性切除，为恢

骨细胞失活作用，从而减少骨溶解。二膦酸盐具

复骨骼结构和功能可采取自体骨、异体骨和人工

有缓解骨骼疼痛，增加骨矿物质密度（ＢＭＤ）的作

骨移植等方法。

用［１９－２２】。也有学者认为二膦酸盐对缓解骨痛有确实
效果，但对疾病的自然病程无明确效果。

有报道建议采用瘤腔彻底刮除＋石炭酸灭活

＋植骨的方式治疗骨性纤维结构不良。Ｌｅｅ等【２４钮

降钙素和ｌ，２５一（ＯＨ）２一ＶＤ，已被联合应用于ＦＤ

过对１６例患者采取不同手术方法治疗，随访得出

的治疗。Ｙａｓｕｏｋａ等【２３】发现，手术治疗前应用降钙

的结论为骨膜外切除复发率低，并考虑到有越来

素使骨局部钙化，可以达到减少术中出血的目的。

越多的研究表明骨性纤维结构不良与长骨的釉质

２．手术治疗

瘤有关，釉质瘤为低度恶性肿瘤，需要手术切除

ＦＤ最终治疗前应行病理学检查，应用ＣＴ、

治疗，且手术效果较好，因此他推荐对所有ＯＦＤ

ＭＲＩ观察病变周围骨情况，并判断发生骨折的可

患者可采取骨膜外切除治疗，对肿物较大者采取

能性，以便于选择外科治疗方案。患者的年龄、

节段性切除加结构重建。Ｈａｈｎ等【２剐对予以不同治

发病部位、病变大小、生物学行为、病变或其周

疗的１４例ＯＦＤ患者进行观察，６例仅予观察；８

围影像学发现决定治疗方案的选择。手术方法包

例手术者中，２例予以骨膜下刮除，１例完整病

括：（１）刮除、植骨；（２）截骨、刮除、矫形植骨；

灶切除，５例局部病灶切除。５例局部病灶切除

（３）整段病骨切除；（４）半切除、刮除、植骨。术后

者均予植骨，其中１例加用外固定。通过随访发

病变可复发，单发性ＦＤ较少发生，多发性ＦＤ复发

现ｌ例骨膜下病灶刮除者病变有轻微进展；５例

多见。如有复发，再次刮除、植骨仍可治愈。需

局部切除并植骨者均复发，其中２例复发后的病

要强调的是，如切除不彻底，病变会扩大，甚至

灶病理表现为长骨釉质瘤，１例表现为经典的长

破坏植入物。

骨釉质瘤，另１例表现为骨性纤维结构不良样长

有研究表明，２／３股骨近端生长期病变术后

骨釉质瘤，因复发前、后免疫组织化学检查均发

有进展。１８岁以下接受病灶刮除和植骨的病例中，

现角蛋白为阳性，最后２例修正诊断为长骨釉质

超过８０％结果不理想。植骨和病骨切除仍无法控制

瘤。这也说明ＯＦＤ与长骨釉质瘤高度相关，因为

严重的ＦＤ）Ｌ童患者出现畸形，他们将承受机械应

长骨釉质瘤为低度恶性肿瘤，所以ＯＦＤ患者一定

力和畸形进展导致的骨折，因而需要远期治疗。

要密切观察随访。

３．其他治疗措施

万方数据

从治疗上来讲，一般１５岁以下ＯＦＤ患者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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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鉴别点

纤维结构不良与骨性纤维结构不良的对比

纤维结构不良

遗传学改变

。。。售

…８“８

临床表现

骨性纤维结构不良

合子后体细胞膜Ｇ蛋白ａ亚单位的基因ＧＮＡｓ突变

高蓓霉菇善毳玉磊毒’；茗秀美１““…’４”４““““４…

髓内病交。镜下典型的ＦＤ纤维性骨发育不成熟，排列不规
则，～般不形成成熟的板状骨，骨小梁边缘无骨母细胞和
破骨细胞，病灶边缘可以有宿主骨的骨母细胞围绕，即在
ＦＤ病变的边缘也可以见到骨母细胞镶边现象
可是单骨或多骨性病变。大多数病变可存在多年而无症
状，继而出现疼痛、功能障碍、畸形或病理性骨折。
ＭｃＣｕｎｅ－Ａｌｂｒｉｇｈｔ综合征患者常有皮肤色素沉着，即“牛奶
咖啡样斑”及内分泌疾病
根据纤维、骨含量的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密度，病灶区

皮质内病变。镜下０ＦＤ病灶中央以纤维母细胞增生为主，伴
有少跫短、纤细的不成熟编织骨，向病灶周边部逐渐过渡
为较粗的骨小梁，并成熟为板层骨，从中央至周边均可见
骨小梁表面肥胖的骨母细胞被覆

“磨玻璃样”改变是其较为特征性的表现，偶也可发生囊

影像学表现

变、叮见钙化等。病交边界清楚，周围常有反应性硬化，
部分反应性硬化边可较厚
长期以来，手术治疗几乎是治疗ＦＤ的唯一方法。近年来有
二膦酸盐类药物用于ＦＤ治疗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二膦酸盐
对缓解骨痛有确实效果。降钙素和１，２５一（ｏＨ）：一ＹＤ。已被联

。。
“”

·２７１·

观察，１５岁以上主要是手术治疗。

通常无疼痛，可有轻微不适等症状，偶有病理性骨折

典型表现为局限于胫骨中段前侧皮质内，单房性或多房
性、偏心性，界限清楚的低密度灶，局部骨皮质膨胀变
薄，周围骨有硬化，胫骨常弯曲变形
１５岁以下ＯＦＯ患者仅需观察，１５岁以上主要是手术治疗。骨
膜外切除复发率低

【７】李恩超．ＢＭＰ一２、ＩＬ一６在骨的纤维结构不良中的表达

综上所述，ＦＤ与０ＦＤ在许多方面不同，现将

及临床意义．中国骨肿瘤骨病，２００５，４：１６２．１６６．
【８】Ｒｉｍｉｎｕｃｃｉ Ｍ，Ｋｕｚｎｅｔｓｏｖ ＳＡ，Ｃｈｅｒｍａｎ

其鉴别要点列表如下（表１），以供临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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