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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近来的媒体报道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人工

关节置换外科是个问题成堆的领域。究竟是什么

引发了公众有这样的看法？ 

公众被提高的期望并未总能得到满足。比

如，在市场宣传中，一些假体制造商给出了不切

实际的描述，说患者术后能够进行什么样的活

动。而德国的医生也身处激烈的竞争环境。有些

医生试图以在某些新近才引入的手术治疗上的

“重大成功”来确立自己在业内的地位。结果

是，许多患者趋于拥有不甚实际的期望。他们错

误地认为人工关节置换有极大的安全性、极小的

风险，植入假体后的关节也可以做没有限制的运

动。然而事实是，即使采取最谨慎的做法，人工

关节置换术后仍有2%-4%的早期翻修风险。另外

一个因素是媒体。它们有时会抓住一个孤立的效

果不佳的病例，作较为感性的报道。由于在医学

上没有绝对安全的治疗手段，因此过高的预期反

而使公众认为人工关节置换存在许多问题，但其

实从总体上讲人工关节置换还是最为成功的一种

治疗手段。

 

让我们来看一下专业培训。您认为目前的专

业培训足以保证高水平的人工关节置换并进一步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吗？ 

德国有法规规定专业培训是医学继续教育

的一个部分。感谢这一法规，从总体上看我们目

前所拥有的专业培训机制是充足和有力的。例如

若想成为矫形骨科或创伤外科医生，完成一定数

赛琅泰克医疗产品部 
销售与市场总监
Dieter Burkhardt

编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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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us-Peter Günther MD，PhD 目

前担任德累斯顿技术大学 Carl Gustav 

Carus 医学院骨科系主任，也是大学医

院骨科临床与门诊中心的医学主任。作

为 Portal Steering 委员会主席，他还是

EFORT 的执委会成员。自 2011 年起，他

担任了德国人工关节置换学会 (AE)* 的

主席。他目前主要致力于与临床效率和

治疗质量相关课题方面的研究。

* AE – www.ae-germ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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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手术是他们取得正式专科医生资格的先决条

件。然而，越来越多的医院因为缺乏资金而放弃

了高级培训课程。结果是，一些在理论上能精细

调控的东西在实践中甚难实行。

 

您如何看医学继续教育现状本身？

 

关键是要保持医学继续教育的高品质和常态

化。我们应该牢记施行人工关节置换的医生必须

满足一定的条件。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应该定期接

受继续教育培训，而且要对这些培训进行常规的

监测。这也是EndoCert**设立合格人工关节置换

中心认证的主要目的。获得这一资格的条件是医

院依据有组织的计划施行了医学继续教育，其医

务人员能够证明常规接受了这样的教育。

 

AE在德语国家提供了此类医学继续教育。作

为AE的主席，您跟我们谈谈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AE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人工关节置换领域开

展高质量的培训和医学继续教育。为了实现这一

目的，AE为医生和手术室工作人员提供了系统性

的培训课程。从而使AE不同于其他专业性学会，

后者通常要么集中在单一关节上(比如髋关节学

会)、要么关注于独特的技术(比如关节镜协会)。我

们的关注点从保留关节的手术直到复杂的翻修，

且涉及所有关节。在保证治疗质量方面我们还做

了其他努力，如德国关节登记中心、EndoCert、

以及关节置换失败原因分析方面的项目。

Klaus-Peter Günther,  
MD, PhD

后者的动因是什么？

医生和企业界都必须学习如何能够更加有效

地处理失败病例。在这方面航空工业就走在我们

前头。他们首先将事故看作是改善流程的一个机

会。而在人工关节置换领域，制造商、科学家和

医生都会参与到失败病例的研究和关节产品的改

进工作中，因此有必要对失败病例进行科学系统

的记录，这也就是为什么要采取标准化的主要原

因。医生经常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取出假体。虽

然有法律规定，但通常医生并无足够的意识。

 

医生应该强制性地接受针对某一植入物的特

定培训吗？从而实现“未经培训、不得使用”。 

只有在医生和手术室人员获得了恰当的培训

之后才能使用某种新产品。这是获得EndoCert 认

证的一个标准。

 

关节登记中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分析单一的失败病例时，关节登记中心的

数据并没有帮助。但如果同样的问题频繁发生的

话，从这些数据中可发现一些失败相关因素的早

期指证，比如某种有缺陷的假体或某种错误的应

用。很幸运，现在德国也有关节登记中心了。

 

您是如何应对德国保健系统中要求越来越高

的时间压力？对此医生们有很多抱怨。这会对临

床实践带来哪些影响？

 

在引入新产品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时间压力，

并非单纯来自制造商，还来自于部分医生。从新产

品的引入到其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治疗选项应该经

过一个逐步的过程。首先应在一些经过选择的关节

置换中心作测试，之后假体才能真正上市。在人工

关节置换以外的领域，我们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

题。迫使相关的每一个人都要留出时间去参加必不

可少的内部和外部医学继续教育课程。

主要原因是什么？

不断增长的时间压力是个国际性的问题，

但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内在特性使其很有德国特
** EndoCert – 参见第8页对 
 Mittelmeier博士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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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一般来说，对于手术治疗的费用支付是以医

疗服务的内容为依据的，但是由于关节置换领域

所涉及的范围特别广，现在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要

求支付系统要按照手术数量进行付费。因此自从

引入DRGs***以来，德国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例

数一直在增长。而在采用其他支付模式的国家，

如斯堪的纳维亚，它采用了一种更加社会化的方

式，因此其时间压力和手术例数都要小许多。除

了手术增量的需求外，德国医务人员的工作内容

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量越来

越大。这些使得我们离充分的、持续的医学继续

教育越来越远。这些医学继续教育本应成为我们

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经验告诉我们，它正在占

据越来越多的工作外时间。

 

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 

在我看来，除外参加学术会议和培训课程，

电子学习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能使我

们在工作时间内快速地了解相关的技术信息，例

如医生可以在进行手术前通过学习弄清某一个具

体的手术操作步骤。电子学习提供的信息应该能

快速获得、同时又是简洁的、确实的，且能使对

医学科学感兴趣的人能随时获得。电子学习唯一

的不足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对我来说，未

来理想的医学继续教育和高级培训应该将以个人

交流互动为特征的实际训练课程与基于电子学习

的信息工具结合起来。在EFORT和AE，我们正在完

善这样的创新概念，用于知识的共享和交流。 

时间压力是否也对手术程序或假体选择带来

了影响呢？ 

当然。例如，节省时间是推动微创手术兴起

的因素之一。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对任何医疗程

序来说，考虑如何减少总费用对每一个相关的人

都是有意义的。优化医疗程序包括减少并发症、

简化操作和增加安全性。否则将来我们将无法满

足老龄社会对人工关节置换不断增长的需求。问

题是我们正在逐步的浪费掉这些优势而步入了一

个恶性循环。支付系统迫使我们采用更为省时的

医疗程序，从而增加接受治疗的患者数量，以保

证财务上的回报达到一定的水平。这导致了工作

程序的固化，使整个规程在时间因素方面不会出

现任何积极的改变。

 

这是否迟早会影响到医疗质量？ 

原则上，治疗程序和治疗质量并非是相互

排斥的。我们知道在工业生产中，高度的标准化

既提高了质量也增进了效率。那也是我们认证关

节置换中心的目的。但是，如果医生基于经济的

考虑在一定的时间里完成了更多的关节置换手术

而未能优化其程序，便会带来治疗质量下降的风

险。提高医疗质量、更多的标准化、应用临床操

作规程、优化工作流程、缩短治疗时间以及康复

治疗之间都是有关联的。我们必须将其看作是一

个整体进行考量。

人物专访(续)

***  DRGs – 诊断相关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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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髋关节置换新进展

CoC THA的优点和远期效果

在2011年的SICOT、ISTA、SOFCOT和SITO等会议上，专家们讨论了CoC 

THA的临床效果。 

Laurent Sedel (法国)报告了陶瓷界面的优点和氧化铝CoC THA的临床结

果。20年假体存留率达88%。陶瓷界面已被证明是迄今为止在体内磨损最小

的关节界面。与金属相比，陶瓷界面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极佳的浸润性和

更大的硬度。

CoC THA的10年临床结果 

Simon Tilley等(澳大利亚)评价了在110例患者连续120个CoC THA  

(BIOLOX®forte) 的临床和放射学结果。患者手术时的平均年龄是45岁(20-55

岁)。随访期间，4例患者死亡、6例患者失访。无一发生术后陶瓷部件碎裂。

术中有1例发生崩瓷，予以更换陶瓷衬，无不良后果。2例患者发生关节异

响。 

在随访末期，无明确髋臼侧或股骨侧骨溶解。磨损率低于可探测水平。

以任何原因所致的翻修作为观察终点，术后10年随访假体存留率为97.5%。

CoC THA 6-11年临床结果

Jérôme Essig等(法国)报告了在224例患者连

续232个 CoC THA (BIOLOX®forte)的临床和放射学

结果。手术时患者的平均年龄是58岁(22-78岁)。

该组病例中99%使用的是直径28 mm的球头。

术前诊断主要为骨性关节炎(81%)和股骨头坏死

(13%)。平均随访时间为9.2年(6-11年)。16例出现

关节异响(6%)，其中10例自行消失。另外6例进行

了翻修。其他翻修病例包括无菌性松动(4髋)、假

体周围骨折(4髋)、关节脱位(1髋)。无陶瓷部件碎

裂发生。随访末期，未发现髋臼或股骨周围骨溶

解。以任何原因所致的翻修为观察终点，术后10

年的假体存留率是96.6%。

作者认为该组病例显示了在年轻、活跃患者

中应用氧化铝CoC THA能避免骨溶解、提高假体

的使用寿命。 

大直径CoC THA的3年临床结果 

Suk Kyu Choo等(韩国)报告了40例患者43个

CoC THA (BIOLOX®forte, BIOLOX®delta)的临床和

放射学结果。手术时患者平均年龄是56岁(28-82

岁)。术前诊断有21例是股骨头坏死。手术选用了

36mm的陶瓷球头。患者最短随访3年。3例患者发

生关节异响。1例患者术后一周因外伤而致关节脱

位。无陶瓷部件碎裂。 

至随访末期无骨溶解或假体无菌性松动发生。

非骨水泥CoC THA ——螺钉可提高稳定性吗？ 

在2010年第2期《CeraNews》中，我们报告

了德国研究小组*的一项前瞻性研究，证实使用螺

钉并不能增加压配臼的稳定性。 

而今，Christophe Chevillotte等(法国)报告了

51例不用螺钉的CoC THA与49例使用螺钉的CoC 

THA的10年结果对照。这一回顾性研究旨在通过

评价髋臼的移位、骨溶解、X线透亮线和骨化情况

来评估螺钉对非骨水泥初次CoC THA的髋臼固定

是否有帮助。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所用假体

型号等都具有可比性。临床与X线结果并未显示有

螺钉压配臼的固定有任何优势(p>0.05)。

作者的结论是在无螺钉的压配臼中使用陶瓷-

陶瓷界面是安全的。

 陶瓷-陶瓷界面的优势是巨大的。它不会有生物性副作用、
无变态反应、血液中钴铬浓度不会升高、也无需担心对怀孕
妇女和肾功能不全患者的影响。 

- Laurent Sedel, MD 
研究者谈陶瓷-陶瓷髋关节的优势。 ORTHOSuperSite; 

http://www.orthosupersite.com/view.aspx?rid=90278

* Jäger M et al. Migration pattern of press fit cups in the presence of stabilizing screws.  
 Abstract F 240, EFORT, Madrid, 2–5 June 2010 

科学研究

 随着陶瓷材料的进步，采用更大直径的陶瓷头成为可能，
并大大减少了陶瓷碎裂的危险，从而使Delta陶瓷的应用得到
了大幅度增加。Sedel教授的数据进一步激励了硬-硬界面关
节的应用，这种界面目前已获得广泛认可，被认为具有理想
的摩擦性能和优异的远期临床效果。 

- Karl Knahr, MD  
研究者谈陶瓷-陶瓷髋关节的优势-展望. ORTHOSuperSite;

 http://www.orthosupersite.com/view.aspx?rid=90278

 在本组病例中，氧化铝陶瓷-陶瓷界面非骨水泥THA具有
优异的临床和放射学结果。高需求年轻患者组术后10年结果
表明关节磨损极低，关节功能优异。 

- Simon Tilley, MD



6

w
w

w
.c

er
an

ew
s.

co
m

C
er

aN
ew

s 
1/

20
12

科学研究(续)

大直径MoM THA 

Alfredo Carfagni等(意大利)回顾了全球范围内病例数超过100例的MoM 

THA临床和放射学研究文献，目的是要回答下述问题：大直径MoM THA是

否还有使用的适应症？作者注意到近年来关于金属离子的系统副作用和局部

沉积有很多讨论。他们发现对于年轻患者大直径MoM THA的潜在风险要大

于其可能有的价值。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数据显示在65岁以上的患者，大直

径MoM THA有着良好的远期临床和放射学结果。因此，在作者看来大直径

MoM THA可能对于65岁以上、且对术后功能要求较高的患者仍可适用。

 当然，作者也认为实际上采用大直径的陶瓷球头能很容易地替代这一大

直径金属球头。

 

CoP THA与MoP THA远期结果——年龄、性别对比研究 

Gregory Klingenstein等(美国)分析了31对THA患者，其年龄、性别相

匹配，且均使用普通PE臼衬，唯一的不同是一组采用陶瓷球头(BIOLOX®forte)

另一组采用金属球头。患者的平均年龄是54.5 ± 8.5岁(23.3–65岁)。平均随访

时间分别为17 ± 2.1年 (12.8–20年)和14.1 ± 2.6年 (10–19.1年)。CoP组的平均

磨损率是0.086 ± 0.046mm/年、MoP组为0.137 ± 0.052mm/年(p<0.001)。在

CoP组无一因骨溶解或无菌性松动而翻修；在MoP组有髋臼侧骨溶解发生，

有3例因此而行髋臼翻修。

以机械性失败而行翻修作为观察终点，CoP组与MoP组的假体存留率分

别为100%和90.3%。

陶瓷双动半髋 BIOLOX®DUO 系统由外杯 (BIOLOX®forte，直径 42-56mm，以 1mm 为间隔 )、28 mm 的陶瓷球头 (BIOLOX®forte 
或 BIOLOX®delta) 和一个 PE 卡环组成。 
可以从《BIOLOX® 陶瓷关节手术操作指南光盘 ( 中文版 )》获得更多信息，请填写本刊附页的“CeraNews 回执”申领上述资料。

来源: CeramTec来源: CeramTec

半髋置换：陶瓷双动头的中期结果 

Antonio Olmeda等(意大利)报告了在股骨颈

骨折患者中使用CoC双动头(BIOLOX®DUO系统)的

临床和放射学结果。作者指出在临床治疗和相关

费用方面，股骨颈骨折仍是意大利国立卫生服务

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他们注意到普通的双动半髋

主要是因PE的磨损而致最终失败，而采用陶瓷界

面能避免这一并发症。从2005年至2010年，共

375例患者使用了CoC双动半髋。患者的平均年

龄是81.5岁(51–98岁)。假体的组装很容易，不会

增加额外的手术时间。在最短为6个月的随访中，

84.9%的患者无痛或仅有轻微疼痛。82%的患者

恢复了正常生活。没有与假体相关的并发症、也

没有与陶瓷有关的副作用。

中期随访结果显示陶瓷双动头BIOLOX®DUO系

统安全、有效。需要进一步临床研究以评价其远

期效果。

 本研究中，相对于金属球头，陶瓷球头对PE的磨损更
小，这与既往发表的实验室研究结果相一致。在陶瓷组没
有因骨溶解或假体松动而行翻修的病例，假体存留率为
100%。这一结果证明了与MoP相比，CoP界面更耐久。本
研究是第一个在年轻、成对患者中比较CoP与MoP远期临
床结果的。 

- Gregory Klingenstein, MD

 普通双动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PE磨
损，从而使球头陷入外杯。陶瓷-陶瓷的
双动头能够避免这一并发症，使假体
的使用寿命与THA一样长。同时手术创
伤也小、费用也低。 

- Antonio Olmeda,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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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X®delta 股骨髁*在术中的照片
来源：已征得意大利 Francesco Benazzo 医生 (Clinica Orthopedica 
e Traumatologica,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Pavia Foundazione IRCCS, 
Policlinico San Matteo) 同意在此刊用。

参考文献:

Benazzo F et al.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 ceramic femoral component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J Orthopaed Traumatol 2011,12(Suppl 1):S137

Carfagni A et al. Large diameter metal-on-metal in total hip replacement: are there indications for this type of implant yet? J Orthopaed Traumatol 2011,12(Suppl 1):S107–108 

Choo SK et al. Short Term Result of 36mm Femoral Head Ceramic on Ceramic Total Hip Athroplasty. Poster 34, ISTA, 24th Annual Congress, Bruges (Belgium), 20–23 September 2011

Chevillotte C et al. Usefulness of fixation screws for press-fit ceramic-on-ceramic bearing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at 10 years. Abstract 275, SOFCOT, Paris, 5–10 November 2011

Essig J et al. Alumina ceramic bearing fo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a consecutive series with nine years minimum follow-up. Abstract 274, SOFCOT, Paris, 5–10 November 2011

Klingenstein G et al. Long-Term Survivorship and Wear Rates of Ceramic and Metal Femoral Heads on Conventional Polyethylene in Young Patients: A Matched Pair Analysis. Abstract 620, ISTA, 
24th Annual Congress, Bruges (Belgium), 20–23 September 2011

Manili M et al. CT evaluation of polyethylene wear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with a ceramic femoral component. J Orthopaed Traumatol 2011,12(Suppl 1):S120

Olmeda A et al. Ceramic-on-ceramic bipolar head in partial hip replacement: a mid-term experience. J Orthopaed Traumatol 2011,12(Suppl 1):S154–S155

Tigani D et al. Metal hypersensitivity in patients with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J Orthopaed Traumatol 2011,12(Suppl 1):S127

Tilley S et al. Third Generation Alumina-on-Alumina Ceramic Bearings in Cementless Total Hip Arthroplasty in Patients 55 Years and Younger: A 10 Year Follow-Up. Poster 282, ISTA, 24th Annual 
Congress, Bruges (Belgium), 20–23 September 2011

更多参考:

Olmeda A et al. Preliminary Experience with Ceramic Biarticular Cups. In:Cobb JP (ed.).Modern Trends in THA Bearings.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0:221–225

* Multigen Plus 全膝关节系统由利马公司提供

 引入新的材料—— 比如说陶瓷 —— 是
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减少磨损，也为金
属过敏患者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 Francesco Benazzo, MD

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新进展

TKA患者的金属过敏

Domenico Tigani等(意大利)在一个回顾性对照性研究中，评价了TKA患

者对金属过敏的发生率。他们比较了20例无植入物的患者、27例TKA术后假

体稳定患者和47例TKA术后失败的患者。在TKA术后的患者中，贴片的阳性

反应明显要高，术后假体稳定组与假体失败组之间无显著差异。作者报告，

在无假体植入的患者，15%的受试者至少对一种金属贴片呈阳性反应。而

TKA术后假体稳定者，对钒的贴片阳性反应率比无植入物对照组要高。作者

的这些观察结果表明与正常人群相比，TKA术后患者的金属贴片阳性反应率

要更高。他们指出，术前就存在对金属过敏的症状应当被看作是TKA失败的

一个潜在危险因素。

作者的结论是对于这些患者，陶瓷假体应该是一个解决方案。

 

陶瓷股骨髁的1年临床结果 

Mario Manili等(意大利)评估了骨水泥固定的BIOLOX®delta 股骨髁* 膝关

节中PE的磨损情况。2007年至2010年间，10例患者植入了上述陶瓷股骨髁

膝关节假体。平均随访12个月。所有患者的功能评分均有提高。陶瓷-骨水泥

界面和骨水泥-骨界面均未发现X线透亮线。CT扫描显示PE垫片上无划痕和裂

隙征象。没有与假体相关的并发症发生，也无一翻修。

作者的结论是这一短期的放射学与CT检查结果表明使用骨水泥固定的

BIOLOX®delta 股骨髁* 行TKA很好地解决了PE磨损问题。

陶瓷股骨髁最短1年临床随访结果 

同样来自意大利的Francesco Benazzo等也报

告了在TKA中使用BIOLOX®delta 股骨髁* 的临床和

放射学结果。在108例患者(81例女性、29例男性)

中施行了110个TKA。患者平均年龄 67.7 ± 5.9

岁。手术在欧洲的7个医院中进行。患者最少随访

12个月。与术前相比，患者的膝关节功能分数获

得了显著的提高。无植入物相关的并发症发生、

也无植入物失败。

作者的结论是这些短期的临床和放射学结果

证明BIOLOX®delta股骨髁用于TKA极有前途。

 对于那些对假体材料存在过敏的患者来说，陶瓷材料可
能是一个解决办法。此外陶瓷材料还可以提高关节的耐磨
性能，继而减少无菌性松动的发生率。 

- Domenico Tigani，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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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CeraNews对Wolfram Mittelmeier博士进行了专访，他是DGOOC和

2012年DGOU的主席，也是上述人工关节置换中心认证制度的倡议者之一。专

访集中于他在2012年的目标和他对人工关节置换领域质量保证方面的看法。

在您的主席任期内您有什么样的目标？ 

我们会与我的同事Christoph Josten, MD, PhD(德国创伤学会,DGU)以及

Andreas Gassen, MD (骨科与创伤外科专业协会,BVOU)协同努力，在2012年

内将工作中心聚焦于质量、伦理、效率三者间的内在冲突上。通过建立一整

套统一的、可重复的、短期内无需修改法律体制使医疗质量得以实实在在的

提高，尤其是围手术期和术后短期内的医疗质量。

 

在骨骼肌肉创伤治疗方面，目前已建立了基于特定结构基础上的高质量

创伤治疗网路。这对于持续改善创伤治疗水平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EndoCert的目的就是想在关节置换领域建立一种质量保证模式，这一

模式类似于现已存在的肿瘤中心。通过对结构、流程和结果的质量控制，使

得整体的医疗质量可以得到保证和提高。它对帮助患者获得最大利益至关重

要。

 

在实际应用中它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首先要对开展大关节人工关节置换的医疗中心有一个最起码的结构上

的要求。结构上必须要包括手术单位以及与其有关的其他科室，例如麻醉、

放射，这些科室及其相互间的配合必须遵循清晰规定的质量要求。例如临床

发现必须在严格的时间窗内得到评估、X线影像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从而

使植入物手术的质量也能得到可靠的评定。这些标准目前正在逐步的细化以

建立大批的子程序，使得从病史记录到病例随访的整个过程都有可参照的标

准。由于采用统一的原则，这些标准将来会更简洁、更透明。 

设定影响深远的质量标准

德国不久将针对人工关节置换提供者实施新的质量保证举

措。其中包括关节登记制度 ( 可以持续监测关节置换质量 ) 以

及 EndoCert( 矫形骨科专业学会的认证程序 )。这些制度旨在

将质量保证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EndoCert 程序用来保证人工关节置换中心的流程质量和

结构质量。专业学会宣布的目标是：基于自愿基础，促进人工

关节置换中心的认证，从而提高治疗质量。这一程序中将会包

括对整个诊疗过程的分析、确定中心所需有的资质、确定医疗

机构的结构质量、并试行和检验这些标准。

Wolfram Mittelmeier博士，
Rostock 大学骨科和门诊中
心主任，2012 年德国骨科
与骨外科学会 (DGOOC) 主
席、2012 年德国骨科与创
伤外科学会 (DGOU) 主席。 

每所医院都建立自身的程序以保障高质量的

工作流程并非是我们的目标。以后每家医院都会

采用这样的标准，它能简化流程、增加安全性、

减少管理费用、增加透明度。

医生与手术室人员的认证能起到作用吗？ 

当然。医疗器械和医疗技术只有在操作者接

受相应培训之后才能用于临床。 “不经培训、不

得使用”适用于从手术医生到手术室护士中的每

一个人。这些培训绝不是常见的、一次性的植入

物系统的演示。切实的、良好的“训练”状态必

须是自觉的、持续的，如同运动员那样。因此如

果一个医生很少进行关节置换手术我们认为其培

训是不够的。我们以临床中心关节置换手术的数

量作为我们评判的标准。比如作为学科带头人的

医生每年必须完成至少50例髋或膝关节置换术。

而那些可以进行关节翻修的医生则需每年至少完

成100例的关节置换。我们所说的这些学科带头

人必须被明确任命、并与关节中心形成固定的联

系。

 

您所在的医院还有其他一些医院早就开始试

验这一程序，您的感觉怎样？ 

2007年，我们在Rostock大学进行了最初的试

验，并邀请DGOOC和职业骨科教授会议的成员帮

助完善这一系统。从2009年起，由K.-P. Günther 

博士召集的德国骨科与骨外科学会的一个专家小

组审查了改进后的质量标准。并且这一系统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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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境内的一些“试验医院”进行了评估。认证委员会(波恩的H. Haas和罗斯

托克的W. Mittelmeier)会经常检查递交上来的评估。首期试验已经完成、也

已评估完毕。

 

第二期试验正在进行之中，包括了更大范围内的医院，如私立医院等。

这期试验也即将完成。我希望我们能在2012年春正式开始这个项目。

 

EndoCert会为人工关节置换规定特别的临床操作规程或工作流程吗？

 

医疗机构的结构必须要理顺，对不同级别的医疗中心要提出相应的工作

流程指导建议。首先从手术室内的工作流程开始，逐步扩展到包括康复治疗

在内的各个阶段。手术程序本身则掌握在医生手里。 

我们只制定可检测的标准。医疗产业界和医生必须确保一个高标准。当

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维持这样的高质量标准需要我们根据情况不断地进行

反思和调整。

 

是否有关于EndoCert的文件或描述可供其他国家应用？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数据收集表格，由专家小组设计，目前正在最后的

修订阶段，目的是把初期试验中得到的经验整合进去。该表格详细地描述了

各项需求。一旦第二期试验顺利完成后，可以预计，该数据收集表格可通过

学会(DGOOC)获得。

 

试验完成后会有认证证书吗？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这与工业上质量认证的程序有点类似。每年有独立专家进行外部审计。

检查质量结构是否得到落实、是否达到要求。如果没有问题，便会颁发证

书、认证延长一年。如果中间有中断，将由独立的专家进行重新认证。

认证证书可以证明患者获得了良好的主观疗效和功能结果。对于每一例

手术，在术前、术后立即、术后1年，都要用一整套严格的标准进行检查，

以确定医疗质量的标准达到哪个级别，患者的主观感受达到哪个级别。我们

也想利用所获得的信息进一步设立一个动态的系统。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检

查到底哪些指标更为重要，而哪些指标或许可以抛弃。

 

未来发展将会怎样？

为了进一步提高人工关节置换的质量，我希望能够出现高仿真的手术

室人员培训模拟器，如同很久以来在飞行员训练中所用的那样。今天我们

在文档、记录程序等上投资了很多，但在这类模拟器和训练模型上却投入

很少。我们必须接受训练，以便在遇到困难或出乎意料的情况时能够作出

恰当的反应。我们还必须能模拟出并发症。然而，这些现今的和未来的尚

待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部分。EndoCert的基本目标不在于

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快速、更加高效价比，而在于

我们能够有结构更加合理、更加简洁的、更加安

全的程序，最优先的目标是规避风险和防止并发

症。今天，我们在治疗并发症上花费甚巨。我们

预防并发症做得越好、就越能节省医疗开支。

EndoCert还可间接地帮助持续性地处理取出假

体，这是德国医疗器械法所规定的、也是质量标

准所要求的。

 

目前仍存在的问题是被妥善保存的取出假体

(特别是早期失败的病例)仍然太少，也较少采用统

一的方法进行恰当的分析。如果我们能从中获取

有价值的信息，不但对假体改进有帮助，还可能

避免一些耗费时日的法律纠纷。

 

对EndoCert在临床上的应用前景您有何计划？ 

基本上是自愿参加。这需要相关医院和医

生承担责任。医院必须自行建立EndoCert程序，

并按照要求进行调整以适应今后发展的需要。并

未涉及其中的医疗费用支付方也能从我们的质量

提高项目中获益。我相信，仅凭这个项目本身和

它实施起来的现实影响已经对相关方面带来了压

力。每天来自感兴趣的同行的电话就证明了这一

点，他们都希望了解更多。就我个人来说，许多

同行的热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另外，EndoCert也并不构成与关节登记中心

的竞争，而是对后者的一种更有价值、事实上也

更不可或缺的补充。统一的质量标准能够从围手

术期前就开始发挥作用，从而提高整个医疗过程

中的质量；而关节登记中心数据更多的是通过翻

修手术数量发现植入后失败率偏高的假体。

 

这一形式的质量保证项目是由DGOOC牵头

的，并得到了来自DGOU创伤外科同事和BVOU专

业协会同事的协作。

在我看来，人工关节置换领域中上述质量保

证项目在未来应该放在DGOU的支助之下。当然为

了使这一项目更好的实施运转，现有的职业资格

认定机构的参与也是不可或缺的，今后还会建立

包括医疗产业界在内的所有参与者组成的咨询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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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

COA 主席王岩教授
在开幕式上来

源
: O

rth
on

lin
e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届骨科学术会议暨
第六届 COA 国际学术大会集锦

2011 年 12 月 1-4 日 / 中国北京

COA邀请了近100个外国学术和医疗机构的

主席和高级专家，包括AAOS、APAS、CSOS、

EFORT、HSS、ISAKOS、SICOT、SRS等。嘉宾们与

中国同行进行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和讨论。第13届

亚太人工关节学会(APAS)年会也同时在北京举行。

 

有关髋关节置换的最重要的议题包括: 

• 关节界面的选择 

• 不同界面关节的远期效果 

• 大直径球头 

• 金属碎屑相关不良反应(ARMD) 

• MoM THA和表面置换的失败分析

Richard Rothman(美国)介绍了THA的现状和

未来趋势。Chitranjan Ranawat (美国)则着重谈

到了THA界面选择的现代趋势。Luigi Zagra(意大

利)综述了THA界面选择方面的欧洲经验。Philippe 

Hernigou (法国)报告了CoC在减少远期累积性

关节脱位危险性方面的优异临床效果。Laurent 

Sedel(法国)报告了CoC出色的生物相容性和将近

40年的临床应用经验。在他看来CoC是年轻患者

的最佳选择。

2011 年 COA 大会开幕式

CoP与MoP THA 5-10年临床结果对照 

史占军等 (中国 )报告了氧化铝陶瓷球头

(BIOLOX®forte)与金属球头与普通聚乙烯内衬配套

使用的临床和放射学检查结果。

研究收集了1997-2002年间的116例患者，

142个THA。患者平均年龄51.1岁。所有患者采用

同一种人工髋关节系统。57例病例(72个髋)获得了

随访。平均随访时间7.2年(5-10年)。CoP组和MoP

组的平均磨损率是0.09mm/年和0.12mm/年。至随

访终点，无一需要翻修。 

CoC THA的2-4年结果 

寇伯龙等(中国)报告了102个CoC THA (28mm, 

32mm, BIOLOX®forte)的临床和放射学结果。从

2006至2011年，共76例患者(56例男性、20例女

性)行CoC THA。其中26例患者接受了双侧置换。

患者的平均年龄是43.58 ± 10.30岁 (27–61岁)。诊

断主要为股骨头无菌性坏死(55个髋)，此外还包括

股骨颈骨折(10个髋)、DDH(3个髋)和其他原因(8个

髋)。平均随访25.8个月(3-57个月)。

 

至随访末期，无脱位或假体移位发生。无陶

瓷部件碎裂。无髋臼侧或股骨侧的骨溶解。

 

MoM THA的失败分析 

王琦等(中国)研究了2007至2010年间505个

MoM THA中的失败病例。该组病例中共有7例失

败。翻修的原因包括感染(2例)、假体周围骨折(2

例)和髋臼松动(3例)。在髋臼松动的病例中有1例

髋臼周围有显著的骨质疏松表现，而另1例髋臼边

来自 48 个国家的 11,357 位骨科医生出席了

这一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骨科盛会。其中 10,897

名医生来自中国。会议交流包括1796个中文演讲、

403 个英文演讲、2777 个壁报展示。

来源: Orth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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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岁女性，Crowe IV 型 DDH，术后 X 线片。双髋同时行非水泥 CoC 
THA (28mm, BIOLOX®forte)，髋臼假体使用螺钉进行辅助固定。 
来源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周勇刚教授

北京宣言 : 在 2011 年 COA 北京会议上，国际主席论坛承诺采取全球性的战略和技术、集成世界范围内
的的资源和骨科经验，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交通事故、自然灾难和新型感染所带来的挑战。 
重点关注的领域是 : 合作、倡议、研究、教育、医疗服务。

术后 4年 :髋臼和股骨柄假体稳定，以获得良好的骨整合。
无 X线透亮线或骨溶解征象。患者对术后结果完全满意。 
来源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周勇刚教授

缘骨质却异常坚硬。还有一例患者因髋臼移位导

致出现持续性腹股沟疼痛。作者的结论是在短期

随访期限内本组中没有出现因骨溶解、软组织损

伤或假性肿瘤而导致需要翻修的病例。为了评价

MoM THA的远期效果，需要更长时间的随访。

 

非骨水泥CoC THA治疗Crowe IV型髋关节发育不良 

发育不良髋使用CoC界面的报道很少。

 

周勇刚等 (中国 )报告了非水泥固定C o C 

THA(BIOLOX®forte)在髋关节发育不良患者中应用

的临床和放射学效果。本组研究包括了2007-2010

年间共32例Crowe IV型DDH患者，43个THA。患

者平均年龄是31.44 ± 7.86岁(22–49岁)。其中41

个THA采用CoC界面、另外2个采用CoP界面。患

者均使用28mm直径的陶瓷球头。平均随访时间是

25.81 ± 9.72个月(13–59个月)。 

在CoC组，1例发生髋臼骨折，后自行愈合，

至随访末期髋臼假体仍稳定。在随访期内，未出

现与假体相关的失败。

 

作者的结论是对于大多数Crowe IV型的DDH患

者进行CoC THA(28mm)是可行的。本组患者获得

了良好的临床和放射学结果，而远期结果尚需进

一步随访。

来源: Orth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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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续)

MoM THA后患者血清金属离子水平

曾弈等(中国)对2007年6-8月间42例患者所行

的51个大头MoM THA进行了研究。患者平均随访

时间是4年。放射学检查无X线透亮线。全部患者

中未见关节脱位、假体移位、假体松动等发生。

作者用电感耦合质谱分析法检测了患者血清与尿

液中的钴、铬离子的浓度。 

他发现患者体内金属离子的浓度在术后迅速

升高，在术后1年时达到最高水平。血清中钴、铬

离子浓度中间值分别为51.56 nmol/L和70.2 nmol/

L。尿液中钴、铬金属离子浓度也相应上升至81.25 

nmol/L和58.72 nmol/L。达到顶峰后，血清和尿液

的金属离子浓度便开始缓慢下降。

考虑到MoM界面所释放的金属离子具有潜

在的生物学效应，因此对这个问题的担心是长期

存在的。作者认为对于血清或尿液中的金属离子

水平以及其潜在的远期副作用需要进行持续的监

测。有必要进行更长时间的随访以评估MoM THA

的远期表现。

参考文献:

Kou BL et al. Clinical results of CoC THA in 102 cases. Abstract 12865 
(Chinese), COA, Beijing, 1–4 December 2011

Shi ZJ et al. Mid-term results of the cementless Zweymüller hip system. 
Abstract 4570 (Chinese), COA, Beijing, 1–4 December 2011

Wang Q et al. Causes of failed MoM THA. Abstract 7811 (Chinese),  
COA, Beijing, 1–4 December 2011

Zeng Y et al. Clinical outcome of large diameter MoM THA. Abstract 
13570 (Chinese), COA, Beijing, 1–4 December 2011

Zhou YG et al.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CoC THA for Crowe IV 
DDH patients. Abstract 8354 (Chinese), COA, Beijing, 1–4 December 2011

学术活动

在土尔其陶瓷界面的应用
呈指数式增长

011年10月31日-11月5日在土尔其的安塔利亚召开了第22届

土尔其骨科和创伤外科全国会议。CeramTec邀请了人工关节置换

领域中的主要专家举行了圆桌会议。 

会议讨论集中在关节界面及陶瓷界面THA在土尔其的应用。

Mazhar Tokgozoglu, (安卡拉Hacettepe大学)担任圆桌会议主

席。他认为在土耳其的THA中，陶瓷界面材料的应用正呈现出指

数式增长。

会上Remzi Tözü(伊斯坦布尔Acibadem Maslak医院)报告了

791例使用不同陶瓷界面的临床经验。 

人工髋、膝关节置换中的摩擦问题也

是将于2013年6月5-8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14届EFORT会议*的

重点讨论议题。

 

在下期CeraNews (2/2012)，我们将详细报道在土尔其有关

THA热点问题的讨论、关节置换发展的趋势以及陶瓷在其中发挥

的作用。 

* http://www.efort.org/communications/statements_08.aspx

Mazhar Tokgozoglu 博士，
土尔其 安卡拉 Hacettepe
大学医学系，
骨科与创伤外科

Remzi Tözün 博士，
土尔其 伊斯坦布尔 
Acibadem Maslak 医院，
骨科、创伤外科和人工关节置换科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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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学概览

Theofilos Karachalios (希腊)报告了PE、高交

联PE、金属和陶瓷的磨损问题。Karachalios在演

讲指出尽管在摩擦方面我们已经获得大量的研究

数据，但是目前仍然缺乏长期的临床数据。人们

应该保持谨慎、甚至是挑剔的态度来考察这些实

验室数据是否能在临床上同样得以实现。他还对

采用新材料和新手术方式所带来的新的生物学问

题表现出了担忧，如髋关节表面置换和应用大直

径球头。不可否认，医疗器械厂家有一定的压力

不断推出新产品，但这些新产品的效价比尚未得

到证实，特别是在医疗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与此

同时，即便是对于老年患者目前的确也存在使用

现代关节面配伍材料的需求。因此医生必须给患

者提供所有治疗选择和可用假体的真实信息。

高交联聚乙烯(XPE)

普通聚乙烯用于临床是已经过证明的，其主

要的问题是会出现与负重相关的磨损。高交联聚

乙烯可以显著的减小磨损，这使其在年轻、活跃

患者中的应用成为可能。由于制造工艺的不同，

目前市场上有多种不同的XPE。其目的都是使聚

乙烯材料在强度、抗磨损能力、弹性之间达到某

种平衡。抗氧化剂的加入是另一条新的、有希望

的途径，可延长材料的使用寿命。对于纳米级磨

损颗粒的生物学效应存在不同的说法，这些颗粒

比普通PE磨损颗粒要小。体外研究显示，较小的

XPE磨损颗粒会致轻度的骨吸收。而也有研究显示

XPE磨损颗粒的生物学效应与普通PE相似。还有研

究表明巨噬细胞对XPE磨损颗粒更为敏感，与普通

PE磨损颗粒相比巨噬细胞会能释放更多的炎症介

质。此外，对磨损颗粒的生物学反应还有极大的

个体差异。Karachalios指出，一些专家对XPE的

机械性能持批评态度。XPE的材料特性使得的XPE

臼衬更容易碎裂，这已有文献报告。因此，必须

避免使用薄壁的、限制性的XPE衬，而且还需避免

髋臼位置不良。相比之下，普通PE仍然是一种容

错性较好的材料，而使用XPE时更须保证髋臼位置

的准确。大多数关于XPE的临床报告都使用了金属

球头，只有少数几个涉及了陶瓷球头。

 

金属-金属 (MoM) 

不同的MoM关节在材料、宏观形态(直径、头

臼间隙)和微观形态(关节面形态)、液膜形成等方面

均有所差异。虽然大直径球头减小了磨损，但金

属磨损碎屑具有生物活性，可能会导致像细胞凋

亡这样严重的后果。对金属反应所造成的局部组

 第 12 届 EFORT 会议荟萃

来自 90 个国家的 6500 名医生和科学家参

加了 2011 年 6 月 1-4 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

12 届 EFORT 大会。在上一年成功举办“摩擦学

日”后，今年再此举办这一研讨会反映出摩擦学

的重要性。来自维也纳的 Karl Knahr 博士再此

担任了研讨会主席。摩擦学继续成为人工关节置

换领域里最常被讨论的问题之一。随着患者渐趋

年轻、期望寿命不断延长，对耐磨界面材料的呼

声正在增高。与会专家在他们的讲演中反复强调

了假体设计、材料摩擦学性能、球头直径，正确

的假体植入技术等因素对最终的术后结果有着

决定性的影响。 来源: CeramTec

EFORT

 体外试验所取得的发现并不总是能转变为临
床上的成功。  

 - Theofilos Karachalios,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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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ORT(续)

织损伤是显著的，主要见于因植入物位置不当而

致的过度磨损。另一方面，即便磨损颗粒数量不

多，也有发生金属过敏的可能。后者表现为淋巴

细胞受刺激及随后出现的骨丢失。特别是在髋关

节表面置换的病例，假性肿瘤的形成十分显著，

需要密切观察。金属磨损已知的全身性反应包括

血和尿中金属离子浓度的增高和金属离子在器官

中沉积。其潜在的致癌性还有待最终确认。

由于病例数有限、大多数病例的随访不到10

年，因此对现代MoM的已有研究并不能得出确定

性的结论。考虑到肿瘤的潜伏期可以超过20年这

样的事实，需要更大宗的病例和更长期的随访才能

对致癌危险性作出评估。ARMD(金属碎屑相关不良

反应)这一统称现今涵盖了金属碎屑沉积、假性肿

瘤和ALVAL(无菌性淋巴细胞血管炎相关病损)。

 

陶瓷-陶瓷(CoC) 

CoC界面的磨损最小，这要归功于其表面粗糙

度低、硬度高和优异的液膜形成能力等特性。这些

特性使得陶瓷材料具有极高的抗磨损性能。为了避

免给临床结果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必须准确植入假

体。在这个问题上Karachalios强调了“崩瓷”，

它可能会在术中植入陶瓷衬时发生。关节声响的发

生率小于1%，且原因众多，但目前已能确认。关

节撞击、边缘负载、髋臼位置不佳所致的液膜中断

等均对其产生发挥了作用。还有就是柄的振动，已

证实是假体设计问题。Karachalios还提到，第四

代陶瓷BIOLOX®delta很大程度上会使陶瓷部件碎裂

成为历史。当然在假体正确定位以及处理陶瓷部件

时仍需格外注意。如果这些原则都能得到遵循，陶

瓷是近乎完美的材料。 

Oxinium™* 

Karachalios谈到了Oxinium股骨头分别对PE

和XPE的体外模拟试验结果，两者的磨损均比MoP

要小。然而，迄今为止相关的临床研究仍不多。

他报告了他们的前瞻性、随机性研究结果。所用

的Oxinium球头是28mm或32mm。结果显示比CoP

和CoXPE的磨损都要小。另一方面，也有文献报道

发现在一些术后多次髋关节脱位的患者其Oxinium

股骨头出现严重的损伤。

 

陶瓷-金属** (CoM)

CoM配伍尚在临床应用初期。虽然实验室数

据甚佳，但仅有短期的临床结果。评估CoM配伍

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  Oxinium™ 是施乐辉的商标

**  CoM关节, Pinnacle®CoMplete 
髋关节系统是DePuy骨科公
司的产品

 如果这些原则都能得到遵循，陶瓷是近乎完美的
材料。  

 - Theofilos Karachalios, MD

关注界面配伍

John Fisher (英国)讨论了球头尺寸和材料

对早期磨损的影响。他指出对于硬-硬界面关节

(CoC、MoM)随着球头尺寸的增加磨损减少。在体

外模拟中，第四代陶瓷-陶瓷(BIOLOX®delta)界面磨

损最少，其体积磨损量要比MoXPE界面小50倍。

与CoC相比，CoM关节**仍有一定的金属磨损。

然而，他也认为在体型较小的亚洲患者，用36mm

的陶瓷大头对小的金属臼仍有一定的价值。毋庸

置疑，关节置换的根本的目的是要获得理想的关

节功能和尽量长久的假体使用寿命。因此无论采

用何种关节界面，都需要将髋臼植入在理想的位

置。否则磨损率将会急剧增高。

 

Karl Knahr(奥地利)讲演的重点是CoC关节陶

瓷部件的碎裂和声响问题。归功于材料学方面的

进展，根据来自CeramTec的并发症报告，陶瓷球

头的碎裂发生率已经从BIOLOX®forte 0.02%降低

到BIOLOX®delta的0.002%。而陶瓷臼衬的碎裂发

生率是0.024%，与陶瓷球头一样，陶瓷内衬碎裂

很大程度上受术中操作和假体位置影响。 万一发

生了陶瓷球头碎裂，现在可以用BIOLOX®delta材料

制成的BIOLOX®OPTION翻修球头行翻修。

关节声响现象的发生率在文献报告中有很大

差异，在0.3%-30%之间。这一差异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对“声响”的定义不同所致，也因为某些特

定假体的发生率奇高。从根本上说，声响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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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所致的振动现象。产生原因是因髋臼位置不

良、头臼分离或髋关节撞击而致的液膜中断。当

然，股骨头和臼衬不匹配、股骨柄的设计等也是

相关因素。在硬-硬界面关节都会发生“声响”，

而非CoC独有。在手术时医生应意识到所用界面材

料的特殊性，在假体植入时要确保股骨及髋臼假

体植入在理想的位置上，安装股骨球头和内衬时

操作要特别小心。

 

John Skinner(英国)指出在美国的髋关节置换

中，MoM占了35%。大多数年轻患者都用MoM关

节。他对金属离子的生物活性以及其引起的局部

和全身反应表达了最大的关切，而这方面的相关

报告也在不断增多。股骨侧保留骨量的置换方式

是可行的，主要是采用髋关节表面置换。对于经

验丰富的医生来说这种手术方式也是能够获得较

为满意的远期术后功能的。然而，MoM关节对假

体位置不佳非常敏感。一旦假体位置不佳，金属

离子水平就会大幅度升高，并带来相应的后果。

而此时，翻修便会使大量骨质丢失。因此，美国

的患者必须每5年做金属离子水平检测和MRI检

查。另外，由于即便在假体位置良好、磨损极小

的病例中也会出现植入物失败，因此MoM的问题

并非那么简单。后者可能跟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

反应有关。事实上它并不少见，而女性会更常受

累。

在Skinner看来，MoM髋关节表面置换可能仅

适合于特选的患者和有经验的医生，而36 mm直

径CoC或CoP更适合常规使用。根据现有的MoM

的数据，他对使用这种MoM关节是否还有意义表

示怀疑。

翻修用陶瓷球头 
BIOLOX®OPTION (CeramTec)
来源: Knahr K, Pospischill M. 
Strategies for Head and Inlay 
Exchange in Revision Hip 
Arthroplasty, in: Chang JD, 
Billau K (eds). Bioceramics and 
Alternative Bearings in Joint 
Arthroplasty, Steinkopff-Verlag 
2007:275–280. With kind per-
mission of the Springer-Verlag

Johan Kärrholm(瑞典)研究了PE臼的远期效

果。PE臼的磨损是多因素造成的，包括体内的磨

损类型、患者因素、材料及使用因素等。此外PE

磨损碎屑在体内的效应与患者个体的免疫进程有

很大关系。因此，预测PE臼的磨损并不是一个简

单事情。对201例UHMWPE臼的RSA研究显示男

性、活动量大、年轻和假体经环氧乙烷灭菌等因

素会导致磨损增加。而评价XPE的磨损有点困难，

即便是用RSA的方法，因为在有限的磨损下X线的

吸收不足。而磨损碎屑的检测也有难度，无论是

采用定量测定还是采用影像学检查。由于翻修率

太低，目前还无法获得足够的假体取出物供研究

之用。

 

陶瓷部件碎裂后的翻修策略
 

Luigi Zagra(意大利)解释了植入物失败的机

理，并重点提到了陶瓷部件的碎裂。在这方面，

他再一次强调了植入物位置的重要性。一旦假体

位置不当，就很容易产生边缘负载或半脱位，伴

随不希望出现的关节声响，直至最后出现陶瓷衬

边缘崩瓷或陶瓷头碎裂。陶瓷部件碎裂的翻修策

略包括尽可能清除碎屑、滑膜切除、脉冲冲洗、

植入适当的假体。陶瓷球头的翻修可选用带组配

式锥套的翻修用陶瓷球头(BIOLOX®OPTION)。对于

这类病例，股骨柄的颈锥部不应有严重的损伤。

如果组配式髋臼外杯仍然位置良好、固定确实，

可选用一个新的PE衬。无论如何切忌使用金属球

头，因为残存的陶瓷颗粒会有造成磨损和形成金

属沉积的风险。

 不应该再使用金属大头。 

- John Skinner,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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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ORT(续)

CoC THA治疗股骨头坏死的10年结果 

Kyung-Hoi Koo(韩国)报告在亚洲股骨头坏

死是髋关节置换的最常见原因。由于患者相对年

轻，因此必须要更多的关注植入物的使用寿命。

在他的一组病例中共有210个THA用到32mm球

头、99个THA用到36 mm球头，对其中的124例

BIOLOX®delta CoC进行了随访。在16个月的随访

期内，无一陶瓷部件碎裂、无一异响。3例发生脱

位、2例髋关节有轻微咔嗒声。 

以他个人的经验，他认为并不存在完美无缺

的关节界面，而CoC是发生问题最少的。

其他文章

MoM髋关节表面置换(MoM HR)

在2011年的EFORT大会上，对髋关节表面置

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就相关的基础研究和临床

实践均有热烈的讨论。

 

Andrew G. Cobb (英国)和 Thomas Poulsen 

(丹麦)报告了有关MoM HR的最新科学发现。在

关节活动度、患者活动水平以及关节耐用性等方

面，MoM HR临床结果良好。近年来因适应症掌握

和植入技术等的提高，翻修率已从以前的13%下

降到2%。他们提到了近期发表的2篇突破性研究

结果1。影响临床效果的因素有:继发于髋关节发育

不良或股骨头坏死的骨性关节炎、髋臼尺寸小、

女性患者、年龄大于65岁的男性和年龄大于55岁

的女性。考虑到较长的学习曲线、较高的术后股

骨颈骨折发生率和假体位置不良时的金属离子水

平增高等问题，MoM HR只适合那些对其熟知的医

生。即便是继续用于临床，相关病例也需严密监

测，直至对ARMD的机制有了清晰的了解。另外，

由于各厂家提供的产品有较大的差异，关节登记

中心必须继续追踪这些假体的表现。

 

迄今为止有关MoM HR臼杯位置对界面磨损

潜在影响的研究并不多。

 

Azad Hussain(英国)利用70个MoM HR取出假

体对磨损与髋臼位置(外展角和前倾角)的关系进行

了研究。髋臼杯有显著边缘负载者磨损会增加20

倍，相应的这些臼杯的外展角和前倾角也明显高

于对照组，分别是54°对45°(外展角)和22°对

15°(前倾角)。假体位置的准确对确保关节界面间

具有最佳的接触和润滑状态至关重要，并最终影

响到界面的磨损。 

Darren Ebreo(英国)报告了同一医生施行的

22例MoM HR平均3.2年(2.4-5年)的随访结果。22

例患者中男性12例、女性10例，平均年龄56岁

(44-69岁)。在本组病例中有11例髋臼外展角超过

50°，其血清金属离子水平显著为高，其中铬为

146 nmol/L、钴为245 nmol/L；而在髋臼外展角

小于50°的患者，对应值分别为92 nmol/L和110 

nmol/L。 

体内的高浓度金属离子有潜在的毒性，也

可能会触发免疫反应。虽然这些效应尚未完全确

定，但仍需留意要确保髋臼位置准确以避免金属

离子浓度的过度升高。

 

Arne Borgwardt(丹麦)研究了共60例的非

骨水泥CoC THA(氧化铝陶瓷)、非骨水泥MoM 

THA(大头)和MoM HR术后3年的变态反应活性。

检测了血清中的金属离子浓度和免疫反应因子水

平。结果显示在植入大直径MoM的患者，金属离

1 Corten K et al. Hip resurfacing 
arthroplasty: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Eur Cell Mater. 
2011;15(21):243–58 

Carrothers AD et al. Birmingham hip 
resurfacing: the prevalence of failure. 
J Bone Joint Surg [Br] 2010;92-B: 
1344–50.

 陶瓷界面看上去是问题最少的界面。 

- Kyung-Hoi Koo, PhD

 正确的假体植入角度有助于确保磨损仅发生在负重表
面，维持关节界面间最佳的润滑状态和较低的磨损。

- Azad Hussain,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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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水平显著增高。其中一例患者除外金属离子水

平增高，还有明显的对金属过敏表现。

Gill Harinderjit(英国)介绍了一些导致MoM 

HR不良结果的负面因素。他对一组206例患者(124

例男性、82例女性)进行了3年随访，并用多因素

分析方法研究了导致高磨损和随之产生的高金属

离子浓度(具有潜在危害)的主要原因。他还用EBRA

方法来评价了植入物的位置。

研究结论显示股骨假体直径小从而使得头颈

比偏小、髋臼倾斜角度不在推荐的40° ± 10°安

全范围内是导致金属磨损的最主要因素。在进行

髋关节表面置换时，为了保留髋臼侧骨量，医生

总是倾向于选择小尺寸的假体。但这导致了头颈

比减小，严重时会限制关节活动范围、造成关节

撞击、产生边缘负载并增加磨损。

依照Harinderjit的观点，钴离子比铬离子有

更大的毒性作用。

 

Harinderjit还引用了另一个研究的结果，该

研究表明对于MoM HR，术后股骨颈变窄超过10%

与临床上倾向选择小尺寸假体之间有正相关关

系，而且这一现象与女性以及界面磨损增加之间

也有正相关关系。

对一组214例因原发性骨性关节炎而行MoM 

HR的患者进行观察，患者平均年龄54.1岁(13-73

岁)，平均随访4.3年(2-10年)。手术使用了6种不

同的假体系统。股骨颈变窄超过10%的患者中

钴、铬水平增高的比例明显高于一般情况。总体

上看，75%的患者均有股骨颈变窄，但变窄超过

10%仅发生在6%的病例。股骨颈变窄的原因很

多，包括关节撞击、骨溶解、血供不良、假体周

围环境组织压力的改变等。

因此，如果随访中发现股骨颈区域有骨的丢

失，可以认为是磨损增加的一个标志，此类病例

需密切监测。

大直径MoM

Megan Hadley(英国)报告了一个体外测定金

属磨损的最新模拟测试结果。由于实验室测试是

在体外理想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通常其结果并

不与体内真实情况相一致。

而该研究分析了4组36mm MoM关节，各组

的髋臼角度与运动方式不同，并与标准条件下的

28 mm MoM体外测试结果进行了比较。无论是增

加髋臼的外展角度还是采用不同的步态，36mm 

MoM的磨损量(重量测定)都比28mm MoM的要

小。因此，即便是在极端的条件下，大直径MoM

关节仍能减少磨损。

 

对有症状的大直径MoM进行翻修后，金属离

子水平(钴和铬)是否会进而降低，残留在组织中的

金属磨屑量是否会在相同水平保持较长时间还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

 

Darren Ebreo(英国)报告了在这方面的新发

现。他先解释了大直径金属球头的好处，如减少

磨损、重建解剖、预防脱位、增加活动度等；与

之相对应大直径金属球头也具有一些缺点如大量

的金属磨损碎屑。这些碎屑被认为可引发过敏反

应、组织毒性、骨溶解、假体无菌性松动、致癌

等。

对44例翻修的大直径MoM(38mm THA、HR)

进行了组织学检查。这组病例均因有金属沉积而

进行翻修，平均翻修时间是在初次术后的4.8年

(1.4-7年)。在42例发现有金属过敏、金属毒性或

异物反应表现。翻修术后一年，血清金属离子水

平恢复到正常范围。

 

这是第一次显示在对有症状的大直径MoM行

翻修后，血清金属离子能降到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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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ORT(续)

1121例患者MoM THA的10年结果 

Fabian von Knoch(瑞士)报告了1994年至2004

年间共1121例患者，1270个 MoM THA (28mm, 高

碳钴铬合金)的临床及放射学检查结果。该批患者

中男性占57%、女性43%。80%诊断为原发性骨

性关节炎。所有手术在同一所医院完成。

在平均6.8年的随访后，确定了假体的存留率

(用Kaplan-Meier方法)。髋臼的10年假体存留率是

91%、股骨柄为96%。翻修原因包括63例(5%)无

菌性松动、8例感染、8例假体周围骨折、8例脱

位、7例不明原因疼痛、4例髋臼假体断裂。本研

究未发现患者因素、假体因素或手术技术对假体

远期存留率有显著的影响。

Von Knoch的结论是与其他界面相比，第二

代MoM关节并未显示出任何优势；相反还与金属

离子水平升高所带来的潜在危险有关，因此仅作

有条件的推荐。

 

MoM关节ARMD的超声诊断 

对MoM假体植入后不明原因的不适，可用多

种影像学手段进行检查。在最近的研究中，首次

确认了超声对ARMD的诊断价值。

 

Kiran Singisetti (英国)的演讲首先解释了

ARMD。其复杂的发生机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此

外对其的诊断也存在许多困难。作者对35例MoM

术后经临床和组织学确诊的ARMD进行了超声检

查。检查发现其中33例(94.3%)有关节外积液；大

多患者伴有髂腰肌和粗隆滑囊炎。31例(88.6%)有

关节外的回声反应。5例患者在随后几个月内的复

查中发现回声反应有进展，而另有1例患者由起初

的无反应转变成有回声的关节积液。

 

对于熟悉的使用者来说，超声检查是一种可

靠的、非侵入性的、效价比高的诊断ARMD的方

法。

 

在Singisetti的医院里，超声检查已成为MoM

假体植入后出现不明原因不适时的常规检查方

法。

 

MoM、MoP和CoC髋关节8.5年随访结果 

Ingrid Milosev (斯洛文尼亚 )报告了2000

年1月至2002年12月间474例患者487个MoP、

MoM(低碳合金)以及CoC(BIOLOX®forte)THA的结

果。所有患者采用了同一种股骨柄和同一种髋臼

杯。在平均8.5年的随访中(6.9-9.9年)，总体翻修

率是3.7%。其中MoM的翻修率是8.7%、CoC是

4.1%、MoP是1.5%。因无菌性松动而致的翻修在

MoM组最高。

在CoC组，患者发生的主要问题是内衬植入时

处理不当而发生的碎裂。 

作者认为MoP可推荐用于老年、活动量小的

患者；而对于年轻、活跃的患者建议使用CoC界面

假体。 

需要说明的是该组患者所使用的CoC界面假体

是采用“三明治”设计的内衬。

 

免疫反应：MoM与CoP的对比研究 

人体对金属磨损颗粒的超敏反应被认为是

MoM关节植入后出现骨溶解的原因之一。但在低

碳合金MoM关节，两者间的关系仍缺乏足够的证

据。

 

对这个问题，Thomas Repantis(希腊)对取出

假体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发现。他分析了20个取

出的MoM关节(低碳合金)和13个CoP关节，对假体

周围的软组织进行超敏反应研究。翻修的原因均

为无菌性松动。从初次置换患者中提取了对照样

本。对照样本和翻修手术获取的样本一起进行组

织学和免疫组化检查。

 

在13个CoP组样本中，并无任何特殊的表现。 

在20个MoM(低碳合金)样本中，有广泛的坏

死区和纤维化。在CoP和对照样本均无这些改变。

MoM组血管周围淋巴细胞浸润也比CoP更显著，

其中T细胞比B细胞更多。 

因此对于MoM关节(低碳合金)来说，金属磨损

导致的过敏反应与导致假体松动的骨溶解间的确

存在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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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的临床应用结果

CoC THA 15年临床结果

James Buchanan(英国)报告了一组626例

CoC THA。本组病例使用28mm球头，467例为 

BIOLOX®forte、169例为BIOLOX®delta。关节假

体有HA涂层。BIOLOX®forte的患者获得了术后15

年的随访结果。随访期间患者每年行临床和影像

学检查。总体上仅发现3例(2个柄、1个臼)无菌性

松动。6例因假体位置不佳而发生脱位。3个陶瓷

头、2个陶瓷衬发生碎裂，但均为BIOLOX®forte。

无骨溶解或其他磨损颗粒相关的并发症发生。在

最后的随访中，91%的患者HHS评分达到或超过

90分。评分较低者多存在其他合并症。

使用陶瓷界面关节假体的目的是希望这种硬-

硬关节界面可以带来极强的抗磨损能力，同时又

可以避免MoM界面所带来的金属离子相关的问

题。本研究结果证实这一目的已经达到，同时由

于第四代陶瓷(BIOLOX®delta )的应用使得陶瓷碎裂

这一潜在风险得到了进一步降低。

年龄小于60岁患者CoC THA的8.5年结果
 

Jérôme Essig(法国)对一组连续的265例非骨

水泥CoC THA (BIOLOX®forte)进行了回顾性研究，

平均随访时间8.5年(5–11年)。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58岁(22-78岁)。在99%的病例使用了28 mm直径

的球头。共224例患者(232个髋)获得了连续的临床

和影像学随访。

以任何原因导致的翻修作为观察终点，术后

10年假体存留率是96.6%。4例发生感染、4例发

生股骨假体周围骨折、1例脱位。未发生假体无菌

性松动和陶瓷部件碎裂。无磨损、骨溶解或磨损

颗粒相关病损。平均HHS评分97.3分。16例(6%)

发生声响(异响)，但并无假体位置不良。其中10

例，声响不久后消失。

Essig的结论是本组病例的结果表明具有极佳

抗磨损能力的CoC关节应用于年轻患者可以取得确

实的效果。

CoP、MoP和MoM THA 7年随访结果 

Kristian Bjorgul(挪威)在396个骨水泥固定

THA中随机选用了CoP、MoP或MoM界面(均为

28mm直径球头)。CoP关节中采用了氧化铝陶瓷球

头；MoP和CoP关节中采用了全聚乙烯臼。 

术后7年，共有10例翻修，6例是在MoM组

(3例感染、2例无菌性松动、1例感染性松动)；3

例在MoP组(感染、脱位、疼痛)；1例在CoP组(感

染)。共有335例获得了术后影像学随访。在110个

MoM关节中，19例髋臼周围有大于1 mm的X线透

亮线；在112例CoP中则有5例；MoP组无。仅在

MoM组有2例因髋臼松动而行翻修。

Bjorgul的结论是对于MoM关节需要更密切地

监控是否有无菌性松动征象。

  对于任何年龄、任何性别的患者，陶瓷-陶瓷都是一
种可靠的界面选择。  

- James Buchanan, MD

 该组病例证明，对于年轻活跃患者，
植入非骨水泥固定的HA涂层假体并选用
陶瓷界面，能降低磨损和骨溶解风险、
并可延长假体的使用寿命。  

- Jérôme Essig,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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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 THA的3年结果

Raghu Raman(英国)报告了319例连续CoC 

THA的临床、术后功能和影像学结果。该组病例使

用的是BIOLOX®delta，92%选用36mm球头，8%

选用40mm球头。患者获得至少32个月的随访。所

用股骨柄和臼杯均有HA涂层。302例患者的平均

年龄是64.9岁(11-82岁)。所有手术均由同一医院

中的三名医生完成。 

术后结果显示无脱位、无髋臼移位、无陶瓷

碎裂、无关节声响。CT检查未发现任何磨损。临

床和功能评分在非常好的范围内。髋关节活动度

明显增加。髋臼平均外展角为47.4° (37°–65°)。

以无菌性松动为观察终点，假体存留率是

100%。

BIOLOX®OPTION翻修用陶瓷球头的3年
临床应用结果 

Jean-Yves Lazennec(法国)报告了39例患者

42个髋关节翻修手术的临床结果。患者平均年

龄59.2岁。翻修手术时保留了原有股骨柄，选用

了BIOLOX®OPTION翻修用陶瓷球头。26髋使用

32mm球头、16髋使用36mm球头。

该组病例经过最短3年的随访，无陶瓷碎裂、

无声响。对血清钛离子水平进行了监测，以确认

钛质锥套是否有磨损。结果显示血清钛离子低于

可检测的水平。2例患者因假体偏距减小而发生脱

位。Lazennec指出如果保留的股骨柄位置不佳，

即便是更换了球头仍有可能发生脱位。 

总的看来，如果股骨柄固定确实并可

以保留在原位，又有使用陶瓷球头的需求，

B IOLOX®OPT ION翻修用陶瓷球头值得推荐。 

THA中理想的“安全区”是什么样的？ 

关节假体位置不良会影响关节界面的工作

状态。异常的关节假体位置会导致界面负载不均

匀，从而导致磨损颗粒增加并带来不希望看到的

后果。这一相互关系必须在更加细分的状态下予

以验证。所谓关节假体位置的“安全区”必须要

适合于每一个患者个体。应该考虑THA假体的整

体方向，也就是髋臼与股骨柄的相对位置(“共同

朝向”)，而不单单是髋臼的位置。大多数医生均

认为通过自我监控可以使自身的手术质量得以提

高。

 

Charles Bragdon(美国)报告了对美国、墨西

哥、欧洲等12个中心的482例病例的研究结果。设

定的髋臼安全区是前倾5°–25°°、外展30°–45°。

而实际获得的前倾角是16° ± 9°，外展角是43° ± 

7°。以前倾角来看，71%的髋臼位于安全区内；

从外展角来看，55%的髋臼位于安全区内。总

的来看，41%的植入物前倾角和外展角都在安

全区内。在做得最好的医院这个百分比可达到

57%，而最差的仅17%。因此，很显然从髋臼

安放位置上看，各医院获得的结果有巨大差异，

即便是在那些同样有较大手术量的医院之间也是

一样。

 

Thomas Geraint(英国)论述了髋臼位置与临

床结果的关系。他的研究出发点是设定一个髋臼

“安全区”的概念，以达到减少脱位、获得良好

关节功能、减少翻修的目的。他对7个医院的681

例THA 进行了前瞻性研究，随访长达7年。22例发

生脱位，8例需要翻修。影响髋臼假体植入到 “安

全区”内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医生的经验，而BMI、

患者性别和手术入路对此无影响。总的来看，在

EBRA检测中发现外展角和前倾角会散落在一个较

大的范围，但髋臼朝向与脱位、功能评分或翻修

率之间并无明确的关系。因此，仅凭髋臼朝向并

不能够预测人工关节的后果。“安全区”的概念

应该扩展至“共同朝向”，即髋臼与股骨柄之间

的相对角度关系。

 

Henrik Malchau(美国)强调了手术技术的重

要性。首先对于硬-硬界面关节，手术技术应保证

植入过程的精确性和可重复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后临床与功能结果
优异，因此支持使用全涂层假体配合陶
瓷界面进行关节置换。  

- Raghu Raman,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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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研究了2004-2008年间由7位医生所做的

2061例髋关节置换 (THA和HR)，并测定了术后

X线片上的髋臼角度。“安全区”定义为外展

30°– 45°、前倾5°– 25°。 测量结果会反馈给

手术医生。2009-2010年间，又收集了这些医生所

完成的385个髋关节置换进行类似的分析。在第一

组 (2004-2008年)中，只有49%病例其外展角和前

倾角均在安全区内；在第二组中，外展角落在安

全区内的病例数有所提高，而前倾角落在安全区

内的病例数反有减少。总体上看，两个角度都落

在安全区内的病例数比第一组提高了7%。

Malchau强调，通过评价手术结果使医生对

他们的手术质量有所认识是提高髋关节置换术长

期疗效的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Bergschmidt P et al.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with a Biolox delta ceramic 
femoral component, an international prospective multicentre study – 2 year 
follow up. Abstract 573, EFORT 2011

Bjorgul K et al. High frequency of radiographic signs of loosening in  
cemented total hip arthroplasty using metal-on-metal bearing. Seven 
year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omparing metal-on-
polyethylene,ceramic-on-polyethylene and metal-on-metal articulations  
in 396 hips. Abstract 2394, EFORT 2011

Borgwardt A et al. Metal allergy of chromium and cobalt during the  
first three postoperative years using three different hip arthroplasties, Recap, 
Magnum and C2a. Abstract 3222, EFORT 2011

Buchanan J et al. Review of Ceramic/Ceramic bearings in Hydroxyapatite 
Coated Hip Implants. A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Evaluation with up to nine-
teen year follow up. Abstract 770, EFORT 2011

Ebreo D et al. Metal Ion Levels After Revision Surgery for Metallosis Arising 
from Large Diameter Metal-on-Metal Total Hip Arthroplasty or Resurfacing 
Arthroplasty. Abstract 550, EFORT 2011

Essig J et al. The ABG II prosthesis with Alumina on Alumina bearing – a 
continuous Series at mean 8.5 years follow up. Abstract 2976, EFORT 2011

Essner A et al. Design and Material Effects on TKR Wear. Abstract 2764, 
EFORT 2011

Grammatopoulos G, Harinderjit G 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wear of hip resurfacing –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Abstract 1495, 
EFORT 2011

Grammatopoulos G, Harinderjit G et al. Neck narrowing of resur-
faced hips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wear. Abstract 1490, EFORT 2011

Hadley M et al. Wear of metal-on-metal total hip replacements under 
severe in-vitro test conditions. Abstract 2327, EFORT 2011

Hussain A et al. Radiographic & linear wear examination of retrieved 
MoM resurfacing acetabular cups. Abstract 3305, EFORT 2011

Khan A, Ebreo D 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inclination of the aceta-
bular component and metal ion levels in metal on metal hip replacement. 
Abstract 690, EFORT 2011

Lazennec JY et al. Ceramic strategy for cup revisions: minimum 3 years 
follow-up with alumina matrix composite ball heads and sleeves. Abstract 
1278, EFORT 2011

Milosev I et al. Comparison of survivorship of three types of bearings of 
total hip arthroplasty. Abstract 967, EFORT 2011

Raman R et al. Functional and clinical outcome of THA using 4th genera-
tion large diameter ceramic bearing couples. Abstract 3126, EFORT 2011

Repantis T et al. Immunologic Adverse Reaction Associated With Low-
carbide Metal-on-Metal Bearings in Total Hip Arthroplasty. Abstract 2763, 
EFORT 2011

Schröder C et al. Influence of different kinds of third-body particles on the 
wear rate of unicompartmental knee prostheses after minimally invasive knee 
arthoplasty. Abstract 1011, EFORT 2011

Singisetti K et al. Ultrasound is reliable in diagnosis of adverse reactions 
to metallic debris following metal on metal hip replacement. Abstract 126, 
EFORT 2011

Von Knoch F et al. Survivorship of Second-Generation Metal-On-Metal 
Primary Total Hip Arthroplasty. Abstract 501, EFORT 2011

Zietz C et al. In-vitro Study of Three Body Wear at Tibial Polyethylene Inserts 
Articulating with Metallic and Ceramic Femoral Components for Total Knee 
Replacement. Abstract 490, EFORT 2011

延伸阅读:

THA中的假体位置: 

Dorr LD et al. Combined Anteversion Technique fo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Clin Orthop Relat Res 2009;467:119–127

Widmer KH et al. Compliant positioning of total hip components for 
optimal range of motion. J Orthop Res 2004;22(4):815–821

Yoshimine F. The safe zones for combined cup and neck anteversions 
that fulfil the essential range of motion and their optimum combination in 
total hip replacements. J Biomech 2006;39:1315–1323

 无论你做什么，都要正确的去做。  

 - Henrik Malchau,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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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置换领域的信息

假体设计和所用材料对人工膝关节的磨损及

使用寿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Aaron Essner(美国)

的研究结果表明固定平台比活动平台磨损要小，

而各种不同的XPE之间磨损量也有较大的差异。这

两个因素都应该在研发新的膝关节假体时考虑进

去。

Essner强调在磨损研究领域需要制定统一测试

方案，研究结果也需要通过临床应用加以证实，

而较为理想的方法是采用关节登记中心的数据。

三体磨损

体外研究首次证实骨水泥颗粒能显著增加单

髁膝的磨损。

大多数膝关节假体以骨水泥固定。残留的

骨屑或骨水泥碎屑所引发的三体磨损是个问题。

特别是在采用微创技术时这个问题便显得更为显

著，术野显露问题会影响到对骨水泥颗粒的清

除。

Christian Schröder(德国)通过体外模拟试验

探讨了骨水泥碎屑对单髁膝关节的磨损所造成的

影响。

模拟测试时加入骨屑并不会对PE的磨损产生

实质上的影响，但加入骨水泥碎屑却可以使PE的

磨损增加5倍以上。因此Schröder强调安装假体时

要彻底清理所有的骨水泥碎屑以避免磨损增加和

假体的早期松动。

另一个体外研究证实在三体磨损状况下，如

果配套使用BIOLOX®delta*陶瓷股骨髁假体，PE

的磨损要明显低于其与金属股骨髁配套使用时。

Carmen Zietz(德国)通过体外测试来确定骨

水泥碎屑(30μm)对金属-聚乙烯和陶瓷(BIOLOX® 

delta)*-聚乙烯界面的影响。结果显示两种界面的

PE均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中金属-聚乙烯界面中

PE的磨损情况要更为明显(6.4 ± 0.9mg/100万周

次循环)且伴有关节表面的损伤(划痕)，而陶瓷-聚

乙烯界面中PE的磨损量则为2.6 ± 0.4mg/100万周

次循环，陶瓷表面未见明显损伤。

由此可以认为在膝关节置换中陶瓷也有着较

好的应用前景。

BIOLOX®delta股骨髁的2年临床结果

含陶瓷股骨髁的 Multigen 全膝关节系统 * 用于一名 75 岁的女性患者。
该病例因内侧胫股关节和髌股关节病变而行全膝关节置换术。术后 2 年
X 线片示假体固定确实，无松动征象。 
来源：Philipp Bergschmidt, MD, University Orthopaedic Clinic, Rostock (德国)

Multigen 全膝关节系统
中的陶瓷股骨髁 *

 考虑到其不会导致过敏的特点，陶瓷股骨髁是极有希
望的人工膝关节产品。  

- Carmen Zietz

来源: CeramTec

* Multigen Plus Total Knee System (利马公司)

EFORT(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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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 i l i p p  B e r g s c h m i d t (德国 )报告了用

BIOLOX®delta陶瓷*股骨髁行TKA的临床和放射学

结果。在一个国际性的、前瞻性的多中心研究

中，3个国家7所医院中的108例患者进行了110个

骨水泥固定TKA。术后2年，膝关节功能评分比术

前水平有显著提高。无假体松动或移位的征象。

无与假体相关的翻修。

Bergschmidt指出当植入陶瓷股骨髁时，手术

操作应谨慎小心。

在完成该报告过程中，得到德国柏林Martin Ihle, 

MD的协助。

参考文献 :

Material and Clinical Results with a Ceramic Femoral  
Component (BIOLOX®delta):

Bader R et al. Alternative Werkstoffe und Lösungen in der Knieendoprothetik für Patienten [Alternative materials and 
solutions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for patients with metal allergy]. Orthopäde 2008;37(2):136–142

Benazzo F et al. Reasons using a Ceramic Femoral Component and First Clinical Experience. In: Chang JD, Billau K. 
(eds.). Bioceramics and Alternative Bearings in Joint Arthroplasty, Steinkopff-Verlag 2007:145–148

Bergschmidt P et al. A National Prospective Duocenter Study on the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Outcome of the Multigen Plus Total Knee System  
with a Alumina Matrix Composite Ceramic Femoral Component. In:  
Cobb JP (ed.). Modern Trends in THA Bearings,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0: 239–244

Bergschmidt P et al. Knieendoprothetik mit keramischen Femurkomponenten. Nationale prospektive Multi-
centerstudie zum klinischen und radiologischen Outcome. [Total knee replacement with ceramic femoral components. 
A national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study of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outcomes]. Orthopäde 2011;40(3):224–230

Bergschmidt P et al. Metal hypersensitivity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Revision surgery using a ceramic femoral 
component – A case report. Knee, available online 3 February 2011

Bergschmidt P et al. Composite Ceramics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wo-Year Experience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Seminars in Arthroplasty 2011; 
22(4):264–270

Mittelmeier W et al. Ceramic knee endoprostheses: reality or future?  
In Benazzo F., Falez F., Dietrich M. (eds). Bioceramics and Alternative Bearings in Joint Arthroplasty. Steinkopff-Verlag 
Darmstadt, 2006:115–124

更正

Binazzi教授关于PE衬的说明 

在2011年第1期CeraNews上的开篇专访中，

我们引用了Roberto Binazzi教授的下面一句话: 

“当我们已经看到严重聚乙烯磨损的病例

时，有些欧洲的外科医生还依然在使用金属-聚乙

烯界面，这是不能接受的。”

 

Binazzi教授的这一说法刊登在“今日骨科欧

洲版”上，引用的是George Tsakatos医生对髋关

节发育不良年轻患者(平均年龄54岁)术后13-14

年PE老化的研究，见George Macheras, Stefanos 

Koutsostathis, Stamatios Papadakis, Spyros 

Galanakos, George Tsakotos. Arc2f acetabular 

component: sudden onset of rapid and massive 

polyethylene insert wear in long term observation. 

Abstract N° F242 – EFORT 2010)。

 

我们没有准确地表达Binazzi教授的观点。更

完整的表述应该是:：“对于年轻、髋关节发育不

良患者，当我们已经看到严重聚乙烯磨损的病例

时，有些欧洲的外科医生还依然在使用金属-聚乙

烯界面，这是不能接受的。”

* OTE July/August 2010, page 10

 作为一种惰性材料，陶瓷股骨髁为金
属过敏患者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 Philipp Bergschmidt, MD

首字母缩略词：

ALVAL = Aseptic Lymphocytic Vasculitis Associated Lesion
 无菌性淋巴细胞血管炎相关病损

ARMD = Adverse Reactions to Metal Debris
 金属碎屑相关不良反应

Co = Cobalt
 钴

CoC = Ceramic-on-Ceramic
 陶瓷-陶瓷

CoCr = Cobalt-Chrome
 钴铬合金

CoCrMo = Cobalt-Chrome-Molybdenum
 钴铬钼合金 
CoM = Ceramic-on-Metal 
 陶瓷-金属

CoP = Ceramic-on-Polyethylene
 陶瓷-聚乙烯

CoXPE = Ceramic-on-XPE
 陶瓷-高交联聚乙烯

DDH = 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
 髋关节发育不良

HA = Hydroxyapatite
 羟基磷灰石

HHS = Harris Hip Score
 Harris髋关节评分 
HR = Hip Resurfacing
 髋关节表面置换

ICP-MS =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Mass Spectroscopy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分析

MIS =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微创手术

MoM = Metal-on-Metal
 金属-金属

MoP = Metal-on-Polyethylene
 金属-聚乙烯

MoXPE = Metal-on-XPE
 金属-高交联聚乙烯

PE = Polyethylene
 聚乙烯

THA = Total Hip Arthroplasty
 全髋关节置换

TKA =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全膝关节置换

UHMWPE = Ultra 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ylene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XPE = Crosslinked Polyethylene
 高交联聚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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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tz Thorey, 医学博士副教授于

2009-2011年间担任德国汉诺威医学院骨

科临床中心重建与关节置换部门的助理主

任。从2011年7月1日起，任海德堡ATOS 

医院髋关节置换和重建外科主任。他一直

与汉诺威医学院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

从事着多个髋关节置换和髋关节重建项目

的研究。他是美国骨科医生学会(AAOS)

会员，德国骨科与骨外科学会(DGOOC)

会员、德国关节置换学会(AE)会员。他也

是微创髋关节置换、髋关节翻修、髋关节

镜方面的讲师，为国内外这些专业领域内

的同行提供培训。

 

Fritz Thorey, 医学博士副教授在国际

会议上作过140次演讲、发表过50篇专业

文章。

联系方式:

Fritz Thorey, MD, PhD 
Center for Hip, Knee and Foot 
Surgery, Sports Traumatology 
ATOS Clinic Heidelberg
Bismarckstr. 9–15
69115 Heidelberg
Germany
Phone: +49 6221 983 190
Fax: +49 6221 983 199
e-mail fritz.thorey@atos.de 
www.zentrum-hueft-knie-fusschirurgie.de

专著：

Thorey F1, Sakdinakiattikoon M2, Thiengwittayaporn S2, Windhagen H3.  
Early results of revision hip arthroplasty using a ceramic revision ball head.  
Seminars in Arthroplasty 2011;22(4):284–289

1 Center for Hip, Knee and Foot Surgery, Sports Traumatology ATOS Clinic Heidelberg 
2 Department for Orthopaedics, Bangkok Metropolitan General College, Bangkok/Thailand 
3 Orthopaedic Clinic at Hanover Medical School 

Fritz-Uwe Niethard 教授 ( 德国骨科与创伤外科学会 ), Fritz Thorey, MD, PhD, Assoc. 
Professor 和 Heinrich Wecker (CeramTec) 在颁奖典礼后 ( 自左至右 )。 

奖项

Heinz Mittelmeier 研究奖授予髋关节翻修研究

2011 年 10 月在柏林举办的德国骨科与创伤外科

(DKOU) 会议上，德国骨科与骨外科学会 (DGOOC) 将 Heinz 

Mittelmeier 研究奖授予 Fritz Thorey 医生 (ATOS 医院，海德

堡 )，以表彰其在髋翻修方面所取得的成就。Fritz Thorey 医生

的获奖论文是一篇回顾性的研究，题为“应用陶瓷翻修球头进

行髋关节翻修的早期结果”。5000欧元奖金由 CeramTec提供。

Fritz Thorey, MD, PhD及同事对一组使用BIOLOX®OPTION 翻修用球头进

行髋关节翻修的连续91例患者进行了放射学检查。患者平均年龄64岁。翻修

原因主要包括髋臼松动、感染、关节声响、关节不稳、陶瓷部件碎裂等。翻

修时58例患者使用CoC关节， 33例使用CoP关节。所有患者均采用32mm球

头。所有患者在疼痛及功能评分方面均有显著改善。无假体松动、无声响、

无陶瓷部件裂碎发生。无与假体相关的再翻修。 

该研究提供了翻修用陶瓷球头的临床应用结果，该组病例样本量大、平

均随访时间为2年，结论很具说服力。本组病例目前仍在继续观察中，以获

得远期效果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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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征集

德国骨科与骨外科学会(DGOOC)在2012

年仍会颁发Heinz Mittelmeier研究奖。5000欧

元奖金由CeramTec GmbH捐赠。该奖项旨在

奖励在生物陶瓷研究和开发、人工关节磨损相

关问题研究以及陶瓷植入物的临床效果研究中

作出贡献的40岁以下的临床医生、工程师或

科学家。 

请将论文提交至DGOOC，截稿日期为

2012年8月31日(以邮戳为准)。 

颁奖典礼将在2012年10月23-26日柏林的

德国骨科与创伤外科(DKOU)大会上举行。 

如欲了解详细的申请信息，请接洽: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Orthopädie 
und Orthopädische Chirurgie e.V. (DGOOC)
Langenbeck-Virchow-Haus
Luisenstr. 58/59
10117 Berlin
Germany
Phone: +49 3084 71 21 31
Fax: +49 3084 71 21 32
e-mail: info@dgooc.de
www.dgooc.de

免费下载 BIOLOX® App
用于您的智能手机
或平板电脑 *

现在您可以通过新的BIOLOX® App随时

随地便捷地查看有关BIOLOX®陶瓷植入物的

信息。植入陶瓷部件时需要注意些什么？遇

到陶瓷部件碎裂的病例可以选用何种界面进

行翻修？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能够通过

BIOLOX® App快速获得答案。 

欢迎登陆App Store, 免费下载BIOLOX® 

App。

类别: 医学 
版本号: 3 
程序大小: 369 MB 
语言: 英语

BIOLOX® App中文版
预计将于今年夏天上线！

* 适用于iPhone 3GS、iPhone 4、iPhone 4S、iPod Touch (3代), 
iPod Touch (4代)和iPad。需要IOS 4.0或更高版本的操作系统。 

Apple、Apple Logo、iPhone和iPad是苹果公司的商标。已在
美国和其他国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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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d Parvizi, MD A. Seth Greenwald, 
D. Phil. (Oxon)

为了使我们的读者更深入地了解研讨会，我

们访问了研讨会主席Javad Parvizi博士(Rothman

研究院研究主任 )和科学委员会主席  A .  Se th 

Greenwald, D. Phil. (CCJR会议主席)。 

将BIOLOX®国际研讨会与CCJR结合的主意是怎

么来的？ 

Javad Parvizi: 

在我看来，很清楚两个会议有相同的关注

点。两个会议都为感兴趣的医生提供学习机会、

使他们可以为其患者提供最好的诊疗标准。我回

顾了两个会议的发展历程，并感到临床骨科医生

遇到有关界面选择的问题时，需要有基于科学数

据的更清晰的认识。我认为，将这两个会议结合

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的。

 

当Parvizi医生来找您并提出将两个会议结合举

行时，您的反应是什么？ 

A. Seth Greenwald: 

首先，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新意的想法，而且

是一个可以带来协同效应的点子。CCJR着重于医

生面临的相关临床问题。这种结合正好满足了医

生对界面选择方面科学知识的需求，因此对我来

讲这显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把两个会议放在同一场所，您是怎样考虑

的？ 

Javad Parvizi: 

两者是完美的结合。参加CCJR的骨科医生和

其他医护人员会得到有关髋、膝、肩关节置换相

关议题的最新进展。仅需提前一天抵达，他们就

能对关节置换界面材料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而

两次会议可能重复出现的议题更利于强化对其的

理解。 

两个会议的演讲嘉宾不尽相同。CCJR上大多

数是美国骨科医生而 BIOLOX®国际研讨会上的大多

数演讲者是跨学科的、且更国际化。您会将这当

作一个挑战吗？ 

A. Seth Greenwald: 

我个人将其看作一个机会，因为我希望医

生、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骨科从业人员之间应

该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这会使会议更加全面和

立体。

 

Javad Parvizi: 

大家都知道BIOLOX®国际研讨会是一个跨学科

会议，有着十分明确的方向，那就是汇聚有关人

工关节界面的最新信息。因此将这一会议与CCJR

这样一个已被广泛认可的教育论坛相结合，可以

为与会者提供独一无二的机会，使之可以获得更

多当今关节置换方面的重要知识。

 

为何会选择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CCJR春季会

议？ 

Javad Parvizi: 

我们一致同意应该选择一个对全球各地的医

生和科学研究者都具有吸引力的地方，这是我们

的一个目标。拉斯维加斯以及这里的酒店设施能

2012年第14届 BIOLOX®国际研讨会

完美的结合

BIOLOX® 国际研讨会携手 CCJR 春季会议

齐聚拉斯维加斯

CeramTec 医疗产品部邀请 CeraNews 的读者

参加 2012 年 5 月 19-20 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

的第 14 届 BIOLOX® 研讨会 ( 全关节置换中的界面

选择 : 来自专家的证据 )。这是第一次在 CCJR 春季

会议 (5月 20-23日 )前、在同一地点举办该研讨会，

从而使与会者能更方便地参加两个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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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届 BIOLOX®国际研讨会

全关节置换中的界面选择:来自专家的证据 
2012年5月19 –20日

 与下述会议联合举办

关节置换的现代概念2012年春季会议(CCJR)
2012年5月20–23日 

会址: 美国内华达州 拉斯维加斯

The ARIA at CityCenter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接洽BIOLOX® 国际研讨会秘书处:

CeramTec Phone: (+49) 7153 611 513
CeramTec Fax: (+49) 7153 611 16 513
email: bioloxsymposium@ceramtec.de
www.biolox-symposium.com

Current Concepts Institute
Dorothy L. Granchi, MBA, 
Course Coordinator
Phone: (+1) 216 295 1900
Fax: (+1) 216 295 9955
email: info@ccjr.com
www.ccjr.com

敬请预留参会时间！

吸引来自北美、南美、亚洲、澳洲和欧洲的与会

者。

作为研讨会主席，您计划在CCJR会议期间设

立卫星会吗？ 

Javad Parvizi: 

我们肯定会寻找所有机会为两次会议的与会

者提供完整的学习体验。我们希望在CCJR的会议

日程中加入研讨会的信息，并会在CCJR会议期间

提供实况手术演示和workshop。

 

CCJR的日程何时能排定并公布？ 

A. Seth Greenwald: 

作为科学委员会的主席，我正在审核相关材

料。我希望在交流议题定稿后很快就能完成最终

的日程。那应该在2012年2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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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摩擦学进展

书评作者：Miquel Pons 博士

本书由 Karl Knahr, MD 主编，是 2010 年马德里 EFORT 大

会上世界著名专家在“摩擦学日”上的演讲汇编。

在第一部分“摩擦学基础”中，作者综述了过去20年中有关髋关节假体摩

擦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在标准步态和恶劣状态下各种不同界面的磨损情况。在这

之后是很有趣的一章，涉及与髋关节置换有关的生物力学，重点是与假体设计和

手术过程相关的生物力学问题。第一部分最后三章分别介绍了陶瓷髋关节、金

属-金属界面以及高交联聚乙烯这三种最为常见界面的历史、沿革和进展。

 

本书的第二部分集中讲述陶瓷，特别是关节声响及可能的成因(微分离、撞击、

边缘负载等)以及一些近来较为关注的议题，例如假体周骨质状况及其临床意义。

 

第三部分着重于金属-金属关节。介绍了金属磨损和磨损碎屑水平以及其与

假性肿瘤的相互关系；此外还涉及了金属关节表面经陶瓷化处理后对于减少磨

损和提高耐腐蚀能力的影响。

 

随后的章节介绍了髋臼位置及磨损表现的有限元分析，这是有关高交联聚

乙烯的病例数量最大、随访时间最长的研究。之后的两篇文章谈到了在年轻患

者中陶瓷-XPE界面的应用，也涉及了骨溶解和无菌性松动时的细胞活动。

 

最后有两篇文章谈到了如何测量及预测界面磨损的问题，还有一篇文章详

细介绍了一种新的关节界面材料：聚氨酯。

 

所有章节末尾都列有详细的、新近的参考文献，使读者能对感兴趣的材料

作进一步的查阅。

 

Karl Knahr, MD, PhD是奥地利维也纳Speising骨科医院第二综合骨科部的主

任。 他是数个欧洲骨科学会的荣誉会员，也是EFORT的前主席。在髋、膝外科

及MIS手术上有极丰富的经验。

 

本书是对不同关节界面历史、沿革、问题和进展的出色的综述，值得从事

髋关节置换的外科医生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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