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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跃生活方式患者的全髋关节置换 6来自SOFCOT和AAHKS的结果与趋势4全髋关节置换术的全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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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

焦点问题

您能为我们简要地描述一下人工关节置换在

英国的现状吗？

根据2006年全国关节登记中心的数据，在英格

兰和威尔士大致施行了6万例髋关节置换和6万例膝

关节置换。另外在苏格兰，髋、膝置换手术各还有7
千例，它们没有被全国关节登记中心所统计。其中

大约10%的髋关节手术和5%的膝关节手术是翻修。

那么在人工关节置换领域里主要趋势是什么呢？

全骨水泥型髋关节置换的比例近年来已下降

到50%以下。在过去的三年里，非骨水泥固定髋

关节置换的比例从20%左右上升到约30%。而混

合固定的髋关节置换比例一直较为稳定，在15%
上下。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是髋关节表面置换。

髋关节表面置换的发展开始于伯明翰，已经对英

国的人工髋关节置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在髋

关节置换术中的比例也稳定在10%左右。粗粗估

计，现今英国髋关节置换术中所使用的球头有四

分之一是陶瓷头。很遗憾，全国关节登记中心并

未就关节面的组合提供更详细的信息。还有一个

趋势是微创手术，但还不是主流。

在国立医疗服务系统里接受人工关节置换术仍需要排队等待吗？

现今，如果患者等待人工关节置换术的时间超过18周，医院会被罚款。

为缩短等待手术时间已作了巨额的投资，也出现了超时工作的趋势。在英格

兰，目前患者排队等待接受关节置换术的时间肯定不到18周。在威尔士和北

爱尔兰排队等待时间仍会长些。

在国立医疗机构中对假体的选择有什么限制吗？

比如在陶瓷界面假体的选用中就会有些问题，但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或地区

统一的指导原则。患者支付部分费用是不可能的。他们能够表达倾向使用某种

产品的意愿，但并无硬性要求必须满足他们的愿望。在我的医院里，库房货架

上就有陶瓷-陶瓷关节，但你不需要打开柜子去拿、也不需要得到允许后才能

使用它。医生有权利选择假体，但医院的管理者会限制医生使用更昂贵的医疗

器材。目前，我自己也深陷麻烦，因为已超过了假体的预算。但我们还需要通

过加班工作缩短患者排队等待手术的时间。实际上许多医院也有同样的问题。

在选择关节面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哪些？

在我看来，术前诊断，坦白地说还有手术技术是作出选择的决定因素。有

些承重面的关节容错性小，需要更精确的手术植入，特别是在发育不良的女性髋

关节。我确实认为在她们应该用硬-硬关节配伍，也就是用大直径的陶瓷-陶瓷关

节。但将髋臼植入在正确的位置是非常需要技巧的，也是术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Justin P. Cobb医学博士是帝国大学

的骨科教授、伦敦Charing Cross医院的

骨科顾问、也是英国该领域里的著名专

家。其研究兴趣集中在骨性关节炎、关节

置换术、外科导航和机器人系统。他也是

即将于今年九月在爱丁堡召开的第13届
BIOLOX®研讨会的主席。为此，CeraNews
就人工关节植入手术的精确性、英国的人

工关节置换趋势等问题专程采访了他。 

Justin P. Cobb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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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手术医生必须经过审查能够胜任这样的手术。任何年龄小于60岁的患者，

只要没有全身性疾病，都可以期望再活40年。而我们现有的关节面已能耐用那

么长的时间。但如果植入位置不良，便会有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换言之，如果

植入正确的话，陶瓷-陶瓷关节能用40年。顺便提一句，用BIOLOX® delta时
50mm的髋臼就能采用36mm的大球头，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您选择关节面的原则是什么？

在一个年龄轻、活动量大的股骨头颈部呈凸轮型(cam type)的患者，我选

择表面置换。在另一个极端，即年龄虽大但骨骼形态尚正常的患者则使用低

成本的关节面组合，但仍会采用大直径球头以防止脱位。而在“一般”的患

者，即年龄在60-80岁之间的，如果有使用陶瓷-陶瓷关节的禁忌症，便选用

陶瓷-聚乙烯配伍。对我而言，这些禁忌通常指无法完全达到精确植入或者有

费用方面的限制。

在您看来获得假体正确植入的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最先和最重要的一步是对患髋作三维评估。我们对每一个使用高值假

体、或对植入位置存在任何担忧以及对所有在私立医院中手术的病例均使用

3D术前计划。该计划系统能告诉我们髋关节中心在x、y和z轴上的移位。很

显然，你必须获得一个良好的、照顾到三个平面的髋臼朝向，以避免伸髋时

的边缘负荷及屈髋时的半脱位。这在陶瓷-陶瓷关节还不算是个大问题，但在

金属-金属关节，由于某些设计的髋臼不足半球，会明显影响到其植入后的稳

定性。对每一个有经验的医生来说，3D计划系统意味着髋臼植入位置的偏差

可以被消除。这同时对避免关节异响也有重要意义。

那您是怎样使用导航的呢？

同样，我们也在植入高值关节的病例和私立医院的关节置换中使用导航

系统。导航能使我获得术前3D计划所设计的结果。如果你已做了术前计划，

术中导航需要多花的时间不会超过5-10分钟。

您是今年九月份将在爱丁堡召开的 BIOLOX® 研讨会的主席，对会议有何期望？

在关节面的多样性方面，我们处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方面我们的

选择远多于以往，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难于抉择。作为一名医生，我期望在爱

丁堡会议上看到各种不同承重面关节临床使用的证据。当然，会议不可能以

“仅有一个答案”而结束。我希望离开爱丁堡时，我能收获支持我临床决定

的真实数据。

在学术讨论中关节面这一论题究竟有多重要？

如果你回想5-10年前，髋臼和股骨柄的骨性力学整合是人工关节领域里

最重要的话题。目前这方面似乎已经不是问题的焦点了，关注点正在转移到

关节面组合上。在我看来，该领域里的三大焦点问题是：诊断、关节面组合

和假体植入精确性。

上期亚洲专辑集中讨论了亚洲的髋关节置换问题，
如果需要领取，请将您的姓名/单位/地址/联系电话

• 发送传真至 010-68532808
• 或发送邮件至 w.chen@ceramtec.com.cn
• 或发送短信至 13901184244
并标注“亚洲专辑”字样，我们将尽快邮寄。

专家访谈(续)

Paul Silberer
是赛琅泰克
医疗产品部的
国际销售总监 

备受期待的“亚洲世纪”早已真实地到

来。日本和韩国多年来的高质量医疗服务便是

明证。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其他亚洲国

家发展也甚迅猛。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亚洲人工关节置换的

重要地位正在提高。在许多国家，手术例数在

快速增长。多年前，赛琅泰克的管理层作出决

定：将亚洲作为集团业务的重点区域之一。 在
日本开设赛琅泰克办事处(见上期亚洲专辑)只是

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许多步骤之一。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强调与亚洲地区

的医生们保持经常的、紧密的联系。两年前我

们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第一届亚洲BIOLOX®研讨

会。作为这一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赛琅泰

克也参与了该区域里所有重要的学术会议，与

深受尊敬的专家们就当前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并

进行圆桌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表现出

来的专业性、畅所欲言和关注度总是给我们留

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将继续为改善针对亚洲地区不断增长

的患者的医疗服务而作出贡献，为他们提供非

常适合其特殊需求的全髋关节置换的关节面。

亚洲患者的髋关节解剖与西方人有一定的差

异，其生活方式和日常活动也特别需要大范围

的髋关节活动，再加上比例极大的年轻患者，

这些都构成了对人工髋关节置换的巨大挑战。

而BIOLOX®人工髋关节部件所提供的优异解决

方案正是针对这些挑战的。

您诚挚的,
Paul Silberer

亲爱的读者：

编者语



3

Hartmuth Kiefer 
教授

临床医疗

活跃生活方式患者的

全髋关节置换

您对“年轻患者”是如何定义的？

决定因素并非是患者的年龄，而是患者的活动量。比如，虽然我已经60岁
了，但去年还参加了纽约马拉松。我会将自己看作“年轻”患者。这适用于任

何期望寿命较长的人，这些人虽然年事已高，但在生理学上仍属年轻人，而且

他们也有很好的骨骼质量。如今，即使是70岁的人也常能符合这一标准。

对年轻患者的髋关节置换有特别的策略吗？

当人工髋关节需要与患者共度余生的时候，医生们应该作出恰当的选

择以便为万一需要的翻修留有余地。这类选择包括表面置换(我个人并不喜

欢)，或是短柄假体。

您对髋关节表面置换持保留态度的理由是什么呢？

自从1970年代引入Wagner表面置换杯以来，我们看到术后股骨颈骨折

的发生率在增加，直至今日仍是问题。表面假体下的股骨头内充填着骨水

泥，更易引起骨坏死。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引入了优点尚不确定的

股骨头侧表面假体，而付出的代价是在更容易出问题的髋臼侧使用可能过大

的臼杯。另外，血清中金属离子浓度的增加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我

们对这一高浓度金属离子的远期影响仍一无所知。

您为何偏好短柄假体？

在髋臼侧，它保留了所有可能的选择。而股骨侧，与标准的股骨柄相

比，短柄假体力量的传递更靠近端，这更符合正常生理状况。结合陶瓷-陶瓷

关节面，短柄髋关节系统能有出色的远期效果。而一旦需要翻修，则可较容

易地采用标准的股骨柄。我们目前使用的短柄，颈部是组配式的，这允许在

术中独立调整颈干角、柄的前倾和后倾。

在髋臼侧您是怎么做的？ 
在髋臼侧，我们采用非常坚硬的压配式臼杯，它与陶瓷衬的组合非常完

美、非常可靠。我们应用BIOLOX® forte 的经验也很好，从2004年我们开始

使用BIOLOX® delta陶瓷产品。这样的杯衬组合使我们在一些外杯52mm的病

例中可以选用36mm的球头，58mm即可用40mm的球头。而在髋臼植入过程

中，我们也从没遇到过臼杯变形的问题。 

您总是使用陶瓷-陶瓷关节吗？

对我而言，没有其它选择，除非在一些髋臼发育不良且髋臼很陡很浅的

病例。此时，我们仅仅在确认髋臼顶已获得成功重建后才考虑用陶瓷衬。陶

瓷-陶瓷关节也不适用于医疗开支有限的、或期望寿命较短的患者。除此之

外，我在所有病例均使用陶瓷-陶瓷关节。而大直径球头会使用在活动量较大

的患者，其突出的优势是：更加稳定和更好的活

动范围，但不会增加磨损。

对您来说，磨损仍是一个问题吗？

我们从1998年开始使用陶瓷-陶瓷关节。自那

以后，在我们的患者中我没有看到过一例病例发

生与磨损相关的骨溶解。

您为何要使用导航？

导航能使我们极早发现假体植入时可能发生

的位置偏差，从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很大程度

上能保证减少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如衬的偏心性

负载、压力集中、边缘碎裂和连续性磨损，关节

脱位的危险、假体松动、肢体不等长、两侧股骨

颈偏心距差异等。在获得长期随访结果之前，目

前我们还不很清楚从远期来看是否达到了上述目

的。另一方面，导航也是一个优异的学习工具，

能使我们大大缩短学习曲线。文献报告显示，即

便在经验丰富的医生手里，使用导航也能提高髋

臼植入位置的准确性。

如果您需要接受髋关节置换，希望手术医生

使用导航吗？

我的第一位要求将会是找位好医生。之后，

是的，这位医生应该在导航辅助下为我植入短柄

陶瓷-陶瓷关节。

您经常去亚洲旅行，对于亚洲患者也是这样

考虑的吗？ 
髋关节发育不良和股骨头坏死是亚洲地区全

髋关节置换的最常见病症。患者通常非常年轻、

活动量极大。另外也有一些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社

交习惯，如盘腿坐等，这需要特别大的关节活动

范围。从而使关节撞击和磨损问题比起西方来显

得更重要。另外还存在一些大体上的解剖差异。

所有这些变化均需要特殊的假体设计理念、非常

耐磨的界面和大直径的球头。

如今，更多年轻、活动量大的患者正在接受髋关节置换手

术。对这类患者，进行细致的术前计划、特别留意减少组织损

伤显得特别重要。个性化的治疗和影像导航这样的新技术正被

作为未来发展趋势而越来越多地加以讨论。CeraNews最近就

这些问题采访了 Hartmuth Kiefer教授，他是Lukas医院的医

疗主任，也是德国Bünde创伤与骨科分部的首席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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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人工关节置换术国际学术年会(ISTA)

陶瓷-陶瓷 THA
Young-Min Kim1 (韩国首尔)报告了57例患者

64例氧化铝CoC非骨水泥固定初次THA的10年随

访结果，所有病例无松动、无翻修。患者接受手

术时的平均年龄是42岁。随访时平均Harris髋关

节评分达94。将假体无菌松动作为评价终点时，

假体存留率为100%。在28例X线片上能够区分头

与衬的病例，未发现陶瓷磨损。一例病例在严重

的摩托车车祸后发生陶瓷头碎裂与陶瓷衬边缘崩

瓷。Kim医生的结论是氧化铝-氧化铝关节面是年

轻、活动量大患者的理想选择。

Stephen B. Murphy2 (美国波士顿)研究了360

第21届ISTA年会/2008年10月1-4日/韩国首尔

例患者的418个CoC THA。手术时的平均年龄是

51.7 ± 12.3 (18–79)岁。47例(11%)有既往髋关节

手术史。本组无一发生磨损或骨溶解。Murphy报
告的这一前瞻性研究结果令人鼓舞，特别是考虑

到这组患者较年轻且有较大比例的既往手术史。

他的结论是：经验证明CoC THA 非常可靠，翻修

率低、无骨溶解。

Nobuhiko Sugano3 (日本大阪)回顾了86例患

者连续的100个非骨水泥固定氧化铝CoC THA的10
年随访结果。该组病例均使用了28 mm直径的球

头。手术时患者的平均年龄是55 (26–73)岁。未出

现骨溶解和假体松动，也未发生关节异响。他的

结论是 CoC关节面提供了长久的稳定性、避免骨

溶解。 

Shaun A. Sexton4 (澳大利亚悉尼)讨论了采用

后外侧入路(修复后关节囊和外旋肌)初次THA术后

关节脱位的危险因素。对单一医院内17年间3,682
连续THA病例(28 mm和32 mm球头)的分析显示：

手术时年龄较大、臼杯前倾减小是术后脱位的主

要危险因素。Sexton同时报告，在配对了患者年

龄、界面磨损和术后时间等影响因素后，CoC界面

能显著降低发生脱位的危险。而患者性别、体重

指数、术前髋关节评分、髋臼外展角等则与脱位

无关。

Simon D. Steppacher5 (美国波士顿)强调了在

DDH患者行THA会增加并发症发生率和翻修率。对

108例DDH患者(Crowe type I and II)所行的123个连

续CoC THA进行了前瞻性研究。手术时患者的平

均年龄是47.6 ± 12.7 (18–75)岁。97例(79%)无既

往手术史。61例使用了28 mm球头，62例采用的

全髋关节置换术的

全球趋势

近来发表的临床研究结果证明：陶瓷-陶瓷(CoC)全髋关节置换术(THA)非常可

靠：翻修率低、脱位率低、无骨溶解。这些在年轻患者和既往有手术史的患者中更

得到关注。在髋关节发育不良(DDH)的患者伴有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关节不稳、磨

损引致的骨溶解)和翻修率。但在年轻、发育不良程度轻到中度的患者中，CoC THA

的结果仍是令人鼓舞的，未出现脱位和X线片上的骨溶解征象。以下是2008年下半

年在各大洲重要学术会议上有关髋关节置换关节面报告的概览。

三大洲学术会议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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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32 mm球头。平均随访时间是4.7 ± 1.9 (2–10)
年。无一例出现骨溶解和关节脱位，也无患者抱

怨有关节异响。Steppacher总结说：在轻至中度

DDH的年轻患者，CoC THA术后2-10年的随访结

果是令人满意的。

Atsushi Kusaba6 (日本神奈川)报告了氧化铝

CoC THA在发育不良髋关节的临床使用效果。从

1998年7月至2008年10月所行的1078个髋置换

中，对78个患者的86个髋进行了研究。手术时平

均年龄是53岁(27-60岁)。术后最短随访5年。所有

病人均无翻修、无关节面失败、无关节脱位、亦

无关节异响发生。 

陶瓷-陶瓷与陶瓷-聚乙烯对比

Peter M. Lewis7 (加拿大多伦多)报告了第一个

CoC与CoP关节的前瞻性、随机性、长期随访研

究的结果。 55例患者的56个髋接受了非骨水泥固

定的全髋关节置换，所用球头为28 mm。手术时

患者平均年龄是42.2岁 (19–56岁)。对30个CoC关
节和26个CoP关节进行了最长达10年的随访(1-10
年)。平均测定磨损的时间在CoC关节为术后8.3
年 (4.8–10.1年)；在CoP关节为术后8.1年 (6.1–9.2
年)。在25个CoP关节确认有磨损发生，而在CoC
关节则只有12个。在CoC关节平均磨损是0.14 (0–
0.48) mm；而在CoP关节则是0.89 (0–2.43) mm。

对应的CoC关节的年线性磨损是0.02 mm；CoP关
节则是0.11 mm。Lewis的结论是：CoC关节是一

种安全、耐磨的人工髋关节选择，避免了备受关

注的金属离子浓度升高和有溶骨作用的聚乙烯碎

屑的产生。本组患者仍在随访观察中。

翻修THA中的陶瓷-陶瓷关节应用

Laurent Sedel8 (法国巴黎)讨论了其股骨柄翻

修的策略。在年老、活动量小的患者采用骨水泥

固定的MoP或CoP关节。在年轻而活动量大的患者

则选用非骨水泥固定髋臼、骨水泥或非骨水泥固

定股骨柄、陶瓷-陶瓷关节面组合。

Yves Catonné9 (法国巴黎)在一组翻修中使用

了非骨水泥髋臼、BIOLOX® delta臼衬、BIOLOX®  
delta陶瓷头(32 mm)的组合，如果股骨无需翻修则

在股骨颈锥上加用钛质锥套。他的前瞻性研究中

包括25例患者的25个髋。平均随访时间2年。术后

Harris髋关节评分有显著提高 (97 vs. 54)。无陶瓷

碎裂或关节异响发生。放射学未发现骨溶解或髋

臼松动。对比MoM翻修，CoC翻修后血清的钴和

铬浓度显著降低。

Jun-Dong Chang10 (韩国首尔)分析了使用非

骨水泥髋臼、CoC界面的42个髋关节翻修。所有

病例也同时进行了柄翻修。患者平均年龄48.8岁 
(32–59岁)。从初次手术至翻修的平均时间是9.5 
± 3.2年(3.3–16.1年)。翻修后平均随访时间为5.4 
± 1.7年(3.2–8.0年)。在随访期内，所有关节在X
线片上无透亮线、髋臼无垂直或水平移位、也无

骨溶解发生。Chang的结论是：这些数据显示了

CoC关节用于翻修有着令人满意的临床和放射学结

果。

金属-金属 THA
Young-Ho Kim11 (韩国Guri)报告61例患者78个

非骨水泥型MoM THA的临床和放射学结果。患者

接受手术时的平均年龄为39岁。平均随访时间为

11.7年。有2个髋发生髋臼周围的进行性骨溶解。

骨溶解区的组织病理学检查发现大量吞噬有金属

碎屑的巨噬细胞和血管周围的淋巴细胞浸润。免

疫组化分析发现CD4和CD8阳性的T细胞和CD68阳
性的巨噬细胞，提示有迟发的金属过敏反应。Kim
的结论是：早期骨溶解并伴突发的髋部疼痛可能

是由金属过敏引起的，这一问题仍需关注。 

Youn-Soo Park12 (韩国首尔)报告了一组连续

154例患者中实施的158个MoM THA。平均随访时

间是6.5年 (5–8年)。接受手术时患者的平均年龄是

53岁。13个髋(8%)发生了骨溶解，5例患者有持续

疼痛和骨溶解需行翻修手术，已考虑更换成CoC或
CoP关节。翻修中发现广泛的滑膜样组织增生，组

织学检查显示有血管周围淋巴细胞浸润。Park的结

论是非骨水泥型MoM THA中期结果显示有较高的

假体周围骨溶解发生率，可能与金属过敏有关。

对于MoM THA后髋关节持续疼痛和出现骨溶解的

患者，他建议更换成CoC或CoP关节。

Filippo Randelli13 (意大利米兰) 分析了5例早期

失败的大直径球头MoM THA。一例失败原因是感

染，一例发生感染性的金属碎屑沉积(Metallosis)，
并伴腹膜后巨大包块形成。他分两步先切除了包

块、再取出了假体。另外三例很显然是因髋臼位

置不当(髋臼外展角> 50º)而致的金属碎屑沉积，并

出现关节杂响。患者均有血液和关节液金属离子

水平升高。其中一例还表现为对金属钴的过敏。

另一例假体位置良好的患者也显示其皮肤对金属

钴过敏。Randelli的结论是：血液和滑液金属离子

浓度可用以帮助MoM关节置换后效果不好的患者

的诊断。他建议对不同的金属进行分析，并观察

它们对抗边缘磨损的能力。

高交联聚乙烯

William J. Maloney14 (美国斯坦福)讨论了高

交联PE的机械特性是否限制了其某些情况下的

应用。他指出：体外研究证明在辐射剂量与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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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续)

全髋关节置换术后的

关节异响

结果与趋势

2008年11月10-13日，SOFCOT(法国骨科和创伤外科学会大会)在巴黎

召开。有四篇报告讨论了髋关节假体异响问题，代表了现今的不同观点。

Jérôme Essig (法国图罗兹)报告了对838个THR中18例关节异响患者的回顾性

研究。虽然无论在髋臼还是股骨柄均未发现过度的位置异常，作者仍推荐

在此类患者需注意发现是否存在髋臼撞击。Christophe Chevillotte (法国里昂) 
报告了陶瓷-陶瓷髋关节体外模拟研究的结果，发现每当陶瓷界面间的润滑

液膜崩解时，特别是界面间有颗粒嵌夹时，便会产生关节异响，同时也容易

引起磨损、两界面相互接触或撞击。 Laurent Sedel (法国巴黎)普查了数千例

CoC术后病例，仅仅发现7例关节异响，且大多数是一过性的。Elhadi Sariali 
(英国利兹)在体外研究了髋臼外展角和边缘负荷对异响产生的影响。结论是

如果外展角度甚大(75°)，即便界面间润滑良好也会产生异响。

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美国髋、膝关节外科医生协会年会汇集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关节置换专家。只有每年施行全髋关节和/或全膝关节

置换术25例以上的医生才能成为该协会的会员。因此，其1200名左右的

会员代表了世界上THR的高端实践者。本次年会给赛琅泰克提供了独特的

机会，向与会者展示陶瓷关节产品的基础和临床数据，及来自顶尖科学家

和骨科医生的有关陶瓷关节植入的技巧和经验，从而帮助同行更好地理解

“体内人工关节异响”的问题。 

基础综览

Michael M. Morlock (德国汉堡)和William L.Walter (澳大利亚悉尼)研
究了关节异响的成因和主要危险因素。他们的研究认为：在滑动活动或物

体从静止转向滑动时，摩擦引致的振动是异响产生的主要机制。这种状况

下产生的所谓“自发振动”可能会引致声响，表现为关节的异响，与关节

发出的其他声音如咔嗒声(clicking)、爆裂音(popping)或磨擦声(grating)显
著不同。关节异响的频率与人工髋关节假体部件及周围骨和软组织的刚度

降低之间有相关关系。随着辐射剂量的增加，聚

乙烯的磨损减少。但辐射同时也对材料的机械特

性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对一些碎裂臼衬的研究提

示：这些碎裂更可能与植入物的位置和未得到PE
支撑的负载有关。 

参考文献：
1   Kim YM et al. Alumina-on-Alumina THA ; What we learn 

from more than 10-year experiences. Abstract KNA01-02, 
ISTA 2008

2   Murphy SB et al. Clinical experience with the ceramic on 
ceramic articulation in THR in the USA. Abstract SA02–02, 
ISTA 2008

3   Sugano N et al. Long-term results of cementless THA using 
a third generation ceramic-on-ceramic bearing. Abstract 
SA02–03, ISTA 2008

4   Sexton SA et al. Risk factors for dislocation following primary 
total hip arthroplasty via the postero-lateral approach. 
Abstract OSA15–03, ISTA 2008

5  Steppacher SD et al. Outcome of ceramic-ceramic total 
hip arthroplasty at two to ten years in patients with 
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 Abstract OSAA04-02, 
ISTA 2008

6  Kusaba A et al.  Alumina on alumina bearing with 
uncemented implant for dysplastic hips aged sixty or below: 
A five years minimum follow-up study to advantage the 
bearing property from a viewpoint of the surgeon. Abstract 
OSA04–03, ISTA 2008

7  Lewis PM et al.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ial comparing 
alumina ceramic-on-ceramic with ceramic-on-conventional 
polyethylene bearings in total hip arthroplasty. Up to 10 
years follow-up in patients under age 60. Abstract OSA04–
04, ISTA 2008

8   Sedel L. Some special tools and strategy for stem revision in 
total hip. Abstract KNA04–02, ISTA 2008

9   Catonné Y et al. THR revisions using Delta alumina sleeved 
heads: a prospective study. Abstract OSA21–01, ISTA 2008

10 Chang JD. Third-generation ceramic-on-ceramic bearings 
in revision total hip arthroplasty. Abstract OSA04–05, ISTA 
2008

11 Kim YH et al. Uncemented total hip arthroplasty with second 
generation metal on metal articulation in young patients 
less than fifty years old -minimal 10 years results-.Abstract 
OSA03–01, ISTA 2008

12 Park YS et al. Cementless total hip arthroplasty with a 
contemporary second generation metal-on-metal bearing. 
Abstract OSA03–03, ISTA 2008

13 Randelli F et al. Metal on metal big heads analysis of first 
failures and correlation with metal ions. Abstract OSA03–04, 
ISTA 2008

14 Maloney WJ. Highly cross-linked polyethylene in total hip 
replacement: pros and cons. Abstract SA03–01, ISTA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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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阻尼表现有关。

临床综览

为了正确评价关节异响的临床意义，需要弄

清其发生率及与假体设计之间的关系。Walter报
告了其个人经验：在2398个陶瓷髋关节初次置换

和319个翻修中，仅在13例发生异响，也即发生

率为0.48% (2,716例中有13例)。另外，2716个
陶瓷全髋关节中也仅有1例因关节异响而行翻修

(0.037%)。复习相关文献会发现，大多数报告的

关节异响发生率均很低(<1%)，除外Ranawat和
Rothman的报道，他们报道的关节异响发生率分别

达到7%和2.7%。但他们报告的病例大部分涉及一

种特殊的髋臼设计。在这种髋臼中，陶瓷衬低于钛

杯边缘，后者凸出的边缘设计意在保护陶瓷衬免受

撞击。Stephen B.Murphy (美国波士顿) 分析了其医

院中的1275例病例，并将其根据不同类型的髋臼

和股骨柄进行分组。三组病例的结果如下：

第一组陶瓷衬直接以锥形匹配臼杯，关

节异响的发生率是0.4%；

第二组陶瓷衬植入有凸出边缘的金属

杯，同时采用较重的股骨柄假体，报告的关节

异响发生率是3.1%；

第三组采用与第二组相同的髋臼，但股

骨柄假体较轻，报告的关节异响发生率高达

7.6%。

Murphy对此的假设是：增加钛杯的高边会减小

关节活动度，屈曲产生撞击后可能发生球头与柄的微

分离，并增加对应臼衬上所受到的压力。其结果是产

生金属磨损碎屑和游离陶瓷颗粒，以及陶瓷假体表面的条纹状磨损。后者可能

会干扰全陶髋关节头衬之间的正常润滑膜分布机制。除外假体设计，Walter还
证明了髋臼位置似乎也对全陶髋关节置换后异响的发生率有影响。对17例有异

响的及无异响对照组的髋臼位置进行了精确的测量。发现，对照组中的94%髋

臼位置均在推荐的外展45 ± 10º和前倾25 ± 10º之内；而有异响组髋臼位置在

这一范围内的仅有35%。而行走时发生关节异响的髋关节比深蹲时发生异响的

髋关节有着更大的髋臼前倾角 (40º VS.18º; p =0.020)，提髋臼撞击在异响的产

生中可能发挥了作用。 最后，Jonathan P. Garino (美国费城)和Peter F. Sharkey (美
国费城) 综述了全陶关节短期、中期和长期 (18.5–20.5年)的临床效果。配合非

骨水泥髋臼使用，假体存留率达到85.6%、磨损率甚低(<0.025mm/yr.)、骨溶

解极少。从而支持这样的观点：关节异响并不常见且与临床失败无关。

几点建议

所有报告者均强调：在人工髋关节中，避免陶瓷与陶瓷或金属与金属

的撞击至关重要。第二个建议是异响常常表示关节已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需要医生予以密切观察。但没有证据表明关节异响是临床失败的先兆。第

三点需要强调的是：在某些已证实有关节异响的患者，异响会自动消失。

从而提示了这一现象有可能是一过性的。最后一点，在以后设计髋关节假

体系统时，从上述研究中所得到的启示需要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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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续)

SICOT 2008

第24届SICOT世界年会
中国香港
2008年8月24-28日

陶瓷-聚乙烯对照金属-聚乙烯

Hiroyuki Oonishi1 (日本大阪)报告了陶瓷-聚乙烯(CoP)全髋关节优异的的

长期临床和放射学结果。在212例患者行285例全髋置换，使用了28 mm的

陶瓷球头。192例(265个髋)获得了随访。手术时患者的平均年龄64岁(29-81
岁)。术后19-21年，仅在1例(0.5%)发现髋臼侧的骨溶解，2例(0.9%)发现股

骨侧的骨溶解。作者指出：随着使用陶瓷头后聚乙烯磨损的减少，骨溶解的

发生也相应地大幅度降低。Oonishi引用他之前的一个研究结果表示，与金

属-聚乙烯关节相比，CoP使聚乙烯的磨损降低了20%。 

陶瓷-陶瓷对照陶瓷-聚乙烯

Philippe Hernigou2 (法国Créteil)报告了21例患者双侧骨水泥固定THA的
临床和放射学结果，随访时间超过20年，无一翻修、无一松动。所有手术均

完成于1981-1985年间，一侧为氧化铝CoC髋、另一侧是CoP髋，球头直径

32 mm。手术时患者平均年龄57岁 (38–64岁)。在CoC髋，X线平片上无骨溶

解，但在CT上则发现有3例髋臼侧骨溶解和1例股骨距吸收。而在CoP关节，

X线片上有5例髋臼骨溶解和17例股骨距吸收，在CT上这两个数字又分别增

加到21和21。另外，CoC髋关节在X线平片上的骨溶解面积也要小得多(CoC
平均25mm2 、CoP平均98mm2 )；在CT上也是一样(CoC 170mm3、CoP 
1290mm3)。使用Livermore技术和数字模板进行磨损测量，在CoC关节不能

测出，CoP的磨损则平均为1.6mm。Hernigou的结论是：与CoP关节相比，

CoC全髋磨损率更低，骨溶解更少。 

陶瓷-陶瓷关节

Laurent Sedel3 (法国巴黎)报告了74例患者82个氧化铝CoC全髋关节置换

的临床和放射学结果，假体采用的是混合固定(骨水泥股骨柄)。手术时患者

的平均年龄是43岁(21-50岁)。球头直径均为32 mm。65例患者(68个髋)获得

6-14年的随访，平均8.6年。术后早期有2例发生了脱位。如以无菌性松动作

为失败终点，则术后14年的假体生存率是98%。Sedel的结论是：CoC THA在
50岁以下患者14年随访临床效果优异。

金属-金属关节

Wing Keung Wong4 (中国香港)报告了一组98
例患者106个髋的连续病例，采用的是MoM混合

固定全髋关节、28 mm球头。手术时患者的平均

年龄是56岁(18-82岁)。在7.2年随访期间，5例因

无菌性松动而行翻修。在无菌性松动的病例均发

现有骨溶解。在4例病例发现有金属碎屑沉积。

在术后平均11年随访中，剩余的62例病例中又有

6例发生骨溶解，但在X线片上，假体尚属稳定。

Wong的结论是：在一些MoM后的年轻患者，仍

会发生无菌性松动和骨溶解。

髋关节表面置换

David Langton, Simon Jameson, TomJoyce, 
Antoni Nargol5 (英国斯托克顿纽卡斯尔)以壁报形

式报告了一例个案。患者为36岁女性，行MoM髋

关节表面置换后发生金属碎屑沉积。报告涉及了

临床和组织学发现、手术处理及取出假体分析。

患者术后12个月时出现腹股沟疼痛。在翻修手术

时注意到“髋臼松动、周围有大量绿灰色的关节

渗液”。组织学检查显示有坏死、血管炎症、组

织细胞中含有大量黑色颗粒。行CoC翻修后，所有

症状均得到改善。作者认为对金属碎屑沉积仍知

之甚少，并建议对腹股沟持续性疼痛的患者需考

虑这一可能性。

Simon Jameson6 (英国斯托克顿)报告了MoM
表面置换后髋关节功能恢复的结果及假体大小和

髋臼朝向的重要性。他在报告中指出：MoM表面

置换中植入物位置的指导标准仅仅是依据以往经

验、磨损分析和体外研究结果给出的。究竟何为

髋臼朝向的理想角度实际上尚未确定。为在表面

置换术后减少植入失败和金属离子浓集，需要明

确假体安放位置的“安全区”。作者对一组200例
连续病例进行了术后1年随访，用EBRA方法测量了

髋臼的外展角和前倾角。结果发现，前倾角≥ 20º
的患者比前倾角＜20º的有更低的HHS。在HHS < 
90的患者，96%有髋臼的位置不良。Jameson的结

论是：恢复术前的髋臼外展、使前倾角＜20º、使

用大直径头能够提高术后的早期临床效果。

高交联聚乙烯

Moussa Hamadouche7 (法国巴黎)讨论了在年

轻患者中，聚乙烯是否仍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

他特别指出：因生产过程不同，各种高交联聚乙

烯间存在很大差异，并影响到成品材料的机械性

能和摩擦特性。Hamadouche提到髋关节模拟试验

和早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与传统聚乙烯相比，

高交联聚乙烯有较低的磨损率。因此，高交联聚

乙烯仍是年轻和活动量大的患者的一种有效的关

节面选择。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指出：交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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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12月10-13日在美国奥兰多举

行的人工关节置换的现代概念冬季年会(CCJR)
上，David S. Hungerford表示“互联网是个好东

西，但不幸的是对我们骨科医生来说也带来了

问题”。他引用2003年对1050位美国医生的调

查数据，85%的被调查医生表示他们遇到过患

者带着从互联网上收集到的信息前来就医。

Hungerford注意到：38%的受访者表示

这降低了就诊的效率，因为医生需要花时

间去纠正患者获得的明显错误的、不准确

的、误导的或不相关的信息。这正在损

害医患间的正常关系。他还引用了2007
年发表的对有关直接针对患者广告的调

查结果。74%的反馈是对医患关系有负

面影响，77%的受访者相信这些广告

会致患者接受错误信息并陷入混乱。

Hungerford认为搜索互联网能获得信

息，而不是理解这些信息。

应对互联网上错误信息的一个途

径是发布正确的信息。方法之一是

专为患者提供特殊准备的、通俗易

懂的书面信息，供他们与医生讨论

时使用。现在已有为髋关节置换患

者准备的此类信息。

“骨与关节十年”国际组织也印制了名为 
«摆脱病痛: 用现代高技术关节置换可以使关节

炎患者重获活力»的手册。它包含了关节疾病和
人工关节置换的内容，且从患者的角度编写，

图文并茂，简明易懂。

该手册能从下述网站下载：

www.boneandjointdecade.org

中的负面影响导致的高交联聚乙烯力学性能的减

弱可能会致灾难性的失败(如边缘破碎、表面损坏

等)。一些个案报告报道了高交联聚乙烯边缘破碎

的情况，并将发生原因归结于髋臼植入位置不良

和臼衬偏薄。Hamadouche总结认为我们尚需要更

多的研究和更长时间的随访来确定是否磨损的减

少确实导致了骨溶解发生率的降低。

磨损碎屑：生物学反应

William J. Maloney8 (美国斯坦福)讨论了THA
后的异物反应。他指出假体磨损碎屑的影响大小

与磨损碎屑的量、碎屑是否能到达假体-骨骼界面

或假体周围骨骼以及碎屑所能引起的生物学反应

密切相关。在临床研究中发现，聚乙烯容积性磨

损量与骨溶解发生呈正相关。他注意到人们对于

不同MoM关节还有另外一个关注点，即过敏反

应，其严重性可能大于以前的估计。Maloney的结

论是：全髋关节置换后假体的长期存留有赖于磨

损碎屑的减少、及到达假体-骨骼界面的碎屑的减

少。他建议“现代假体设计和新的关节面将对骨

溶解和植入物远期失败”产生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1   Oonishi H et al. Clinical results of total hip prostheses with 

alumina ceramic head combined with UHMWPE socket for 
19–21 years by radiographical study. Abstract 19755, SICOT 
2008

2   Hernigou P et al. Ceramic-ceramic versus ceramic-
polyethylene bearing on the contralateral hip: A 20-years 
study of 21 patients with osteonecrosis. Abstract 19040, 
SICOT 2008

3  Sedel L. All alumina bearings THR in patients under 50. 
Abstract 19041, SICOT 2008

4   Wong WK et al. Primary total hip arthroplasty with metalon-
metal articulation. Abstract 17669 SICOT

5  Langton D et al. A patient with metallosis following metal 
on metal hip resurfacing: Metal ion levels, histology and 
explants analysis. Poster 18371, SICOT 2008

6  Jameson S et al. Functional outcome following hip 
resurfacing:Th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 size and 
acetabular orientation.Abstract 18404, SICOT 2008

7  Hamadouche M. Is polyethylene still a solution in young 
patients? Abstract 19049, SICOT 2008

8  Maloney WJ. Foreign body reaction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Abstract 19057, SICOT 2008

互联网

使患者无所适从:

纠正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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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续)

英国骨科学会

金属-金属髋关节表面置换

Hena Ziaee1 (英国伯明翰)报告了26例男性患

者MoM表面置换后6年血液和尿液中的钴、铬水

平。患者手术时的平均年龄是52.9岁。22例患者

得到了完整的随访数据。术前及术后各个阶段分

别收集全血和尿液样本并予测定。标本采用高分

辨率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分析。术后6年时，

尿液铬和钴的浓度为3.8和8 μg/l，而血液中的浓

度则分别为1.1和1.1 μg/l。尿液和血液中两种金

属离子的浓度均在术后1年时显著升高，而在其后

的5年中呈下降趋势。但血液钴浓度下降无统计学

显著性。而术后4年和术后6年时的铬浓度则比术

后1年时的显著降低。Ziaee的结论是MoM关节置

换后的金属离子浓度增高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

题，需要保持警觉。

David J. Langton等2 (英国纽卡斯尔)在一组连

续的76例MoM表面置换患者测量了其术后一年内

全血中的金属离子浓度。并用EBRA方法评价了X片
上的髋臼外展角和前倾角。术后3个月和9个月的

平均全血铬和钴的水平在接受较小型号植入物的

患者要比接受较大型号植入物的患者要高。在股

骨较小者其金属离子浓度与髋臼的外展角和前倾

角明确相关。髋臼位置良好者的铬和钴的浓度分

别是3.7 μg/l和1.8 μg/l，而在髋臼位置不良者则

为9.1 μg/l和17.5 μg/l。作者强调需准确植入髋

臼以降低金属离子水平。

Langton等3报道了MoM大头置换后早期无菌

性失败病例的临床和组织学发现。350例行髋关节

表面置换的患者中有6例女性患者因无菌性松动而

进行了翻修。这一失败与髋臼植入位置不佳和血

液金属离子浓度升高有关。患者主诉有严重的腹

股沟区疼痛。术中发现假体周围有大量无菌的、

高粘性的绿色液体及假关节囊的整体肿胀。对假

2008年年会/英国利物浦/2008年9月16-19日

体周围组织的病理学检查显示为ALVAL/金属碎屑

沉积样改变。积液中则有大量炎性细胞。行CoC关
节翻修后患者的症状得到缓解，但如用MoM关节

重新植入则不能缓解。

Mohamed El-Meligy等4 (英国利物浦)讨论了

101例男性患者和89例女性患者行MoM非骨水泥

THA后的效果。患者平均年龄为62岁(20-89岁)。
28%的患者在术后3年的随访中发生腹股沟区疼

痛和关节僵硬；其中12.5%的患者有关节渗液。

11例患者显示有金属过敏的组织学证据。而关节

液中的铬和钴水平非常高，在组织学上有中毒征

象。因此作者建议对金属-金属关节应作更多的严

密观察。

参考文献：
1 Ziaee H et al. Six-year results of prospective cobalt and 

chromium monitoring in patients with a modern hip 
resurfacing arthroplasty. Abstract, BOA 2008

2  Langton D et al. Reducing exposure to metal ions following 
hip resurfacing: the importance of acetabular orientation. 
Abstract, BOA 2008

3  Langton D et al. Early aseptic failure of large metal-on-metal 
hip arthroplasty – Is metal sensitivity a consequence of excess 
wear? Abstract, BOA 2008

4  El-Meligy M et al. Uncemented total hip arthroplasty using 
anatomic-sized metal on metal bearings. Abstract, BOA 2008

本期缩写注释:
CoC: 陶瓷-陶瓷关节  CoP: 陶瓷-聚乙烯关节 

DDH: 髋关节发育不良  EBRA: 单一影像放射学测量分析 

MoM: 金属-金属关节  MoP: 金属-聚乙烯关节 

HHS: Harris 髋关节评分  HR: 髋关节表面置换

THA: 全髋关节置换术  XPE: 高交联聚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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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赛琅泰克

Jozef Zustin1 (德国汉堡)报告了MoM表面置换术后过敏所致的髋关节疼

痛和非骨折性失败。他对157个失败的MoM取出标本进行了组织学分析。

结果显示10例患者(6.6%)在骨骼-植入物界面下的骨内有广泛的淋巴细胞浸

润。Zustin认为这些发现与近来的文献报告一致，并指出骨水泥固定的MoM
髋关节置换术后出现疼痛和金属碎屑沉积引发的无菌性松动可能与机体对骨

水泥或金属的过敏有关。

Daniel Neumann2 (奥地利萨尔斯堡)报告了99例患者中100例MoM THA后
金属碎屑沉积的发生率。该前瞻性研究的随访时间最短的也达到了10年。6
个髋关节因无菌性松动、植入物机械性失败或假体周围骨折而行翻修。组织

病理学检查中发现有金属降解和广泛的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如果将无菌

性松动作为评价终点，则柄的生存率是98%、臼的生存率是96%。与近期发

表的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起分析，Neumann推测MoM关节中的骨溶解和无菌性

松动可能与金属碎屑引发的过敏有关。 

在十月的这次柏林会议上，德国骨科与创伤外科学会(DGOOC)的Heinz 
Mittelmeier研究奖颁给了意大利博洛尼亚的Saverio Affattato，以表彰他

的的论文“先进纳米复合材料在骨科中的应用：氧化锆增韧氧化铝的长期体

外磨损研究”3 。赛琅泰克公司设立了5000欧元的奖金。照片显示了颁奖时

的Saverio Affattato(右)和学会总干事Fritz Niethard。

第13届BIOLOX®研讨会将于2009年9月4-5
日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召开，Charing Cross
医院的骨科顾问、伦敦皇家学院的骨科学全职

教授Justin Cobb担任主席(见本期第1-2页的专

访)。会上将呈现不同界面人工关节应用的最新

临床结果和使用经验，而陶瓷假体自然在其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基于无菌性松动仍是全髋

关节置换后最常见的并发症这样的事实，髋关

节置换中的关节面选择依然是研讨会的重点。

我们欢迎关节置换和摩擦研究领域的临床专家

和基础研究人员前来爱丁堡参加这次盛会。

2009年英国BIOLOX®大奖将颁发给一位年

龄不超过35岁的临床医生、工程师或科学家，

无国籍或居住地限制。获奖者将会由一个学术

委员会选出，并在研讨会期间获颁2000英镑的

奖金。欢迎提交与“人工关节中的陶瓷应用”

有关的研究与开发方面有重要贡献的相关工作

成果。论著、博士后论文、学位论文。以往已

经发表并曾获奖的的文章将不被纳入BIOLOX®大

奖的评选。稿件提交的截止日期是2009年6月
15日。请将文稿以英语1式5份递交至:

CeramTec AG
Medical Products Division
Florence Petkow
CeramTec-Platz 1-9
73207 Plochingen
Germany

有关研讨会、演讲者和会议注册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下述网站

www.biolox-symposium.com

德国骨科

与创伤外科年会(DGOOC)

苏格兰的召唤

德国柏林/2008年10月22-25日

BIOLOX®研讨会与BIOLOX®大奖

参考文献：
1  Zustin J et al. Intraosseous lymphocytic infiltrates underneath the cemented resurfacing metal-

on-metal arthroplasty suggestive of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 A study of 157retrieval femoral 
head specimen. Poster 13–802, DKOU, 2008

2 Neumann D et al. Metallose nach Implantation einer Metall-Metall-Gleitpaarung in der 
Hüftendoprothetik – eine prospektive Studie mit einem Nachuntersuchungszeitraum von 
mindestens 10 Jahren. Abstract WI4060, DKOU, Berlin 2008

3 Journal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Research Part B: Applied Biomaterials. See also: Journal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Research Volume 78B Issue 1, Pages 76–82, Published Online:16 Nov 
2005, Copyright© 2008 Wiley Periodicals, Inc., A Wiley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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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9月加入赛琅泰克之前，S teve 

French曾在英国的多家主要的骨科产品制造公司从

事销售和市场工作。他对于赛琅泰克在英国和爱

尔兰的产品经理这一新职位所带来的挑战而感到

兴奋：“过去几年里，人工关节领域学术讨论所

及的主要论题已发生改变。现今的一个主要论题

是关节面。在2008年的BOA大会上，这一问题得

到了广泛的讨论，对硬-硬界面关节的热情从未如

此高涨过。在最近的机械工程师学会会议和2009

年1月23-24日在伦敦IMAX剧院召开的第三届年度

大辩论上，大量会议时间集中于关节面问题上就

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英国人工关节置换中陶瓷部件的应用不如

欧洲大陆那样广泛，但全国关节登记中心的最新

数据显示了新的趋势，陶瓷衬和陶瓷头的用量在

持续增长。French认为“这反映了随着越来越多的

年轻患者接受关节置换，磨损相关的无菌性松动

和骨溶解正越来越受到关注”。他的主要工作是

为植入物制造商在人工髋关节假体中使用陶瓷部

件提供支持，并维持与骨科界的联系。“我希望

能在不同层面上帮助培训销售人员和医护人员。

最终目的自然是为医生带来更多的帮助，使他们

对关节面和陶瓷的认识与该领域的最新知识保持

同步”。

认识更新

Steve French

关节面
在英国得到更好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