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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X®国际研讨会特约编者按

亲爱的读者：

人工全髋关节置换的远期成功主要有赖

于两个因素：假体的长久稳定和关节面磨损的

减少。我们不得不承认磨损问题仍然是一大挑

战，且成为达到人工全髋关节置换终极目标

“每一假体功能良好，让患者终生受益” 的一

大障碍。

在亚洲、北美和欧洲等世界各地的众多

专业骨科会议的议题中，摩擦学已彰显其重要

性。明年的EFORT大会将于2013年6月5-8日在

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期间设有一整天的

“摩擦学日”，专门讨论全髋和全膝置换中的

磨损问题。

目前已有广泛的共识：手术医生是保证人

工关节置换术成功的 重要因素。将假体正确

地植入是首要目标。除此之外，医生们还要意

识到必须准确地植入人工关节摩擦副，即髋关

节中的臼衬和球头。如果他们没有将人工关节

准确植入并牢固固定，再好的材料制成的假体

也会失败。 

在今年美国拉斯维加斯BIOLOX®国际研讨

会的开幕词中，Rothman教授提到全髋关节置

换是医学史上 为有益的外科手术。他恳请所

有医生务必保证该手术的安全、有效和耐久。

企业界给我们提供了合适的工具、设计良好的

假体、安全而持久的材料。用好这些工具，让

每位患者能够获得符合全髋关节置换金标准的

假体是我们所有外科医生的责任。

作为第14届BIOLOX® 国际研讨会主席，您的目

标是什么？ 

组织这种类型的研讨会，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是明确目标。对我来说它很清楚：随着髋、膝人

工关节置换作为退变性关节炎的一个解决方案被

广泛应用，使用对象已扩展到更年轻、更活跃的

患者；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老年人的寿命也

越来越长。为了满足这一日益增长的需求，多种

关节界面选择不断得到改进，使得材料的耐久性

和生物相容性得到保证。本次研讨会呈现了世界

著名骨科医生和研究人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

新临床应用和实验室经验。

 

由于与久负盛名的“人工关节置换的现代概

念”春季会议联合举行，使本次研讨会非常独特。

这是如何促成的？

 

当赛琅泰克邀请我出任本次研讨会主席的时

候，我就希望能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教育机会，

全力集中在活跃患者的先进界面应用上。因此我

就开始探究怎样才能 好地实现这一目的。结论

是：“单一性研讨会”的形式在今天的骨科界已

经有些过度应用了。这样就产生了将BIOLOX®研讨

会与某一公认的教育课程结合的念头。我接洽了

“人工关节置换的现代概念”课程的主席A. Seth 

Greenwald，他接受了这一提议。在过去的29年

里，Geenwald博士每年主持两期非常深入、广受

界面选择共识

专访第 14 届 BIOLOX® 国际研讨会主席
Dr. Javad Parvizi

2012年5月19-20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召开

的第14届BIOLOX® 国际研讨会第一次与人工关节

置换的现代概念 (CCJR) 春季会议联合举行，使与

会者获得同时参与两个会议的便利。研讨会的主题

是“全关节置换中的界面选择：来自专家的证据”，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

论。CeraNews对研讨会主席Dr. Javad Parvizi作
了专访。

Univ. Prof. Dr. Karl Knahr  Prof. Dr. Hakki Sur
奥地利 维也纳－Speising  Ege Üniversitesi  
骨科医院  Tip Fakültesi, Izmir (土耳其)
  2013年 伊斯坦布尔 
  第14届EFORT大会
  主办国组委会主席

第25页上的“首字目缩略词与其他信息”中有关于本次会议

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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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的教育课程。特别是他在开设有针对性的教

育课程方面极富经验，因此，请他出任课程主席

名正言顺。

现在研讨会已经结束，您认为实现了您的目

标吗？ 

我毫不怀疑当与会者离开研讨会的时候，他

们对人工关节的不同界面和摩擦学有了更清晰的

认识。首先，金属-金属大头髋关节系统已很少使

用且仅适用于非常独特的患者。球头直径较小的

金属-金属系统也较少应用。而金属-金属髋关节表

面置换并没有常规全髋关节置换表现好。

 

陶瓷假体呢？ 

无论年轻或年老，在活跃的患者中陶瓷-陶瓷

系统的应用正在增加。支持这一应用的临床证据

非常充分，而且来自世界各地。欧洲和亚洲的医

生们已经提供了许多长期随访结果，而在美国进

行的前瞻性研究也充分证明：在活跃患者的术后

13-15年随访中，陶瓷-陶瓷关节表现优异。

 

聚乙烯方面有什么进展吗？ 

高交联聚乙烯表现不错，至今占据了美国市

场的 大份额。但目前的数据来自整个患者群，

而非高度活跃患者或活跃患者。许多研究注重在

新一代的、而非以往的高交联聚乙烯。材料学

家仍在继续研发聚乙烯材料， 新一代是添加维

生素E的高交联聚乙烯。我们坚信，对于预计可能

产生更多磨损的活跃患者使用陶瓷头配伍新型聚

乙烯是一个好的选择。我很高兴，我们在Rothman

研究所(对600多例病例的回顾性研究)和HSS(100例

病例的前瞻性研究)都做了相关研究，以获得有说

服力的临床证据来证明在活跃患者采用陶瓷球头能

减少聚乙烯磨损。

 

在研讨会上也讨论了“循证医学”。在临床

实践中为了得到更多的证据可以做些什么呢？ 

在骨科领域我们有一套机制来帮助我们评

估新技术及它们的效用。临床专家或设计者通常

会依据他们自身的经验来进行个案判断。但由于

这些判断常常着眼于单一的假体或技术，它们之

间甚难比较。再者，显然这些判断是专家的一家

之言，并不能代表在所有医生都可得到的结果。

使用新技术治疗结果的回顾性分析的确很重要，

但它们的适用性也有限。理想的方法是前瞻性随

机临床试验。很清楚，这是金标准，但同时很昂

贵、很费时。通常短期观察结果价值不大，而需

中、长期随访。 

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替代随机临床试验吗？ 

对控制良好的众多研究结果进行荟萃分析

(Meta-analysis)会有所帮助，但是如果原始研究中

就缺乏随机性试验，结果仍会大打折扣。 后，

我们还有关节登记中心数据。不幸的是，它提供

的是一种延迟的反映，除非出了非常严重的问

题。另外，数据被以偏概全也常会导致误读。我

相信，恰当的“循证医学”决策有赖于对这些途

径产生的所有可用数据的细致分析，继而再对该

技术作出评判。

Dr. Javad Parvizi在谢菲尔德大学学习医学

专业，毕业于罗切斯特的Mayo医学中心的

矫形骨科专业。在那里他获得分子生物学

的硕士学位。目前他是美国费城 Rothman

研究所研发副所长及关节研究所所长。在

他自己的临床诊所，他专业从事骨盆、髋

膝重建，特别专注于年轻患者的髋部疼痛

以及关节保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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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OS

图1a-c: 女性患者，47岁，髋关节发育不良 ( 图 1a) 行全
髋关节置换 ; 臼杯直立，术后 1 年聚乙烯磨损以及球头
偏心约 3mm(图 1b)。6个月后球头偏心增多至 8mm以上，
聚乙烯磨损加剧 ( 图 1c)。行翻修，纠正臼杯位置，股骨
柄原位保留。

来源: 感谢俄罗斯Dr. I. Shubnyakov, R. R. Vreden Orthopaedic 
Institute, St. Petersburg友情提供。

1a

1b 1c

关注假体植入位置
和多种关节界面的临床结果

第 79 届美国骨科医师学会年会 (AAOS) 回顾
2012 年 2 月 / 美国旧金山

在 AAOS大会上，各种界面关节的临床效果再一次成为众多热议的焦点。来自

世界各国的专家们讨论了各种界面关节的现状，特别关注MoM关节中对金属离子的

局部和全身反应以及与磨损相关的植入失败。就这一问题，英国的John Skinner指
出“任何界面的关节都会失败，它们也都失败过”。 硬对硬界面关节以及假体植入

位置不良的后果重新唤起人们对假体植入位置的关注。为确保髋关节置换患者临床

结果成功和假体使用持久，假体位置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CeraNews聆听了

会上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将最新进展汇集于此，同时还介绍两篇有关CoC关节优异长

期临床结果的最新研究。

从临床角度看不存在所谓的“容错性材
料” —— 与植入物位置相关的临床结果

 

多项研究显示：PE 磨损可致关节脱位或半脱

位；而另一方面，关节不稳也可引发 PE 磨损1，2。

髋臼假体位置不良与 PE 磨损的增加3,4,8,9，髋关节

不稳5 和 XPE 衬碎裂6,7 均有关系。 

研究：

PE 磨损对植入物位置甚为敏感 

Geraint E. Thomas等 (英国) 报告了在55名患

者的前瞻双盲随机研究，用放射立体测量分析 (RSA)

测量 PE 的磨损。结果显示植入物位置与 PE 磨损

程度密切相关 (p=0.002)。在术后8 年时，普通PE

与XPE 臼衬的磨损差异显著，分别为 0.55 mm 和

0.33mm (p=0.005)。

作者随之假设：尽管XPE的中、长期结果与植

入物位置间的关系尚待阐明，但本研究结果示XPE

有可能对植入物位置敏感性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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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女性患者，初次手术时67岁。术后13年疼痛并髋关
节内出现声响；撞击，严重聚乙烯磨损。臼杯翻修，更
换股骨头。

来源: 感谢德国Prof. Dr. H. Kiefer, Lukas- Krankenhaus Bünde友
情提供。

图3a/b: 男性患者，81岁，
严重聚乙烯磨损，共4 次
脱位。臼杯骨整合良好，
未行更换。用骨水泥将聚
乙烯臼衬按正确位置粘合
在金属臼杯内。

来源: 感谢德国Prof. Dr. H. 
Kiefer, Lukas- Krankenhaus 
Bünde友情提供。

图4a/b: 女性患者，65 岁，
左髋 ( 图 4a)，术后 15 年，
聚乙烯臼衬偏心 ( 图 4b)。

来源: 感谢德国Prof. Dr. H. 
Kiefer, Lukas- Krankenhaus 
Bünde友情提供。

图5a/b: 男性患者，74 岁，
全髋关节置换翻修术后8年

来源: 感谢德国Prof. Dr. H. 
Kiefer, Lukas- Krankenhaus 
Bünde友情提供。

3a

4a

5a

3b

4b

5b2

研究：

临床反馈改善臼杯植入位置 

Young-Min Kwon 等 ( 美国 ) 指出：臼杯位置

不良与多种负面临床结果相关，包括脱位、臼衬

碎裂、磨损增加等。他们的研究让人注意到：外

科技术是影响术后 PE 磨损的 重要因素。 

作者分析了2004-2008年间的2061名 THA

或髋关节表面置换 (HR) 患者的资料。将结果与

2009-2010 年间的同一医生所做的385行同类手术

的患者进行对比。目的是确定是否随着医生对臼

杯位置重要性认识的增加，植入的臼杯位置会有

所改善。 

Kwon 等的研究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医生接

受了更多的臼杯位置测量结果的反馈之后，臼杯

植入位置的精确程度有显著提高。 

研究：

在 36 mm MoM 关节前倾允许的误差小 

Jacob Elkins 等 ( 美国 ) 报告：MoM 界面关节

的安放位置常会有一些折中考量，从而对于减少

接触应力和磨损不可能很理想。特别是为应对金

属磨损碎屑引致的不良反应和金属离子浓度增高，

这样的考虑更多。

他们的现有研究显示，36 mm MoM关节前倾

允许的误差小。因此，大直径MoM THA更需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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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OS(续)

确而精准的假体植入位置。 

两项研究：

MoM界面的条状磨损 —— 植入技术是重
要因素

初仅在CoC界面确认有条状磨损，而今证

明在MoM 界面关节也存在。Christopher L. Peters, 

Ian Clarke 等(美国 )对16 例大直径MoM THA假体

取出物进行了表面检查，并与CoC界面的研究数

据作出比对。所有球头表面以及相对应的髋臼内

壁都出现条状磨损。作者还报告，MoM关节多发

的磨损带或较深的磨损带与组织学上发现的淋巴

细胞炎症反应相关。所有患者均有无症状的半脱

位 ( 患者本人并未注意 )。因此，作者使用了“反

复的亚临床半脱位”(Repetitive Subclinical Sublu-

xation) 一词。他们注意到，大多数条状磨损都源

自严重的亚临床磨损。 

作者认为，在大直径MoM关节，手术技术是

影响界面磨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指出应该仔

细地将关节植入在恰当的位置上并保证合适的股

骨偏心距，从而减少亚临床半脱位的发生。

在同一研究小组所做的另一个研究中，

Edward J、McPherson、Ian Clarke 等 ( 美国 ) 报告

了来自4家制造商的75 例大直径MoM THA的关节

面取出物分析。表面分析证实所有球头表面以及

相对应的髋臼内壁都出现条状磨损。条状磨损由

反复发生的亚临床半脱位所致。在大多数假体取

出物可见多发的条状磨损区。而多发性条状磨损

与组织学发现的淋巴细胞炎症反应相关。作者强

调，优化髋关节的生物力学 ( 偏心距 ) 和假体的位

置，以减少条状磨损。

两项CoC THA长期随访研究彰显陶瓷关
节的优势 

研究：

30岁及以下患者CoC THA的10年随访结
果 

Young-Hoo Kim 等 ( 韩国 ) 报告了非骨水泥固

定氧化铝CoC THA(BIOLOX®forte，28mm直径) 优

异的临床和放射学结果。他们对 93 名平均年龄 24 

± 5 岁患者的124 例CoC THA进行了前瞻性跟踪研

究。主要病因是股骨头坏死(55.6%) 和髋关节发育

不良(21%)。HHS 评分提高到平均96 分。在末次

随访中，100% 的股骨柄和 99% 的髋臼固定良好。

无髋臼和股骨柄移位、无陶瓷部件失败、无异响

发生。 

作者的结论是：极高的假体存留率和无骨溶

解发生显示出氧化铝CoC关节的优势。

 为了减少反复的亚临床半脱位，无论
何种材料的人工髋关节均应该仔细地植
入在恰当的位置上。 

- Dr. Christopher L. P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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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CoC THA的远期脱位发生率低于CoP 
THA —— 20年随访结果 

众所周知，PE 磨损碎屑可引起炎症反应，从

而导致关节不稳10。有研究显示 PE 颗粒可作为炎

症过程的触发机制，导致增加关节液的产生、关

节囊扩张，反映关节囊内滑膜炎的程度11。

Philippe Hernigou 等 ( 法国 ) 报告了这方面

新的研究结果，他们对126名双侧THA的患者进行

了评估，一侧采用CoP关节、另一侧为CoC。手术

时患者平均年龄50岁 (30-60岁 )。所有手术均使用

同一种股骨柄。所有患者都采用32 mm股骨球头。

平均随访时间长达20年(15-30 年 )。 

与CoC组相比，CoP 组的累积脱位危险性更

大。在CoP组术后1 年、10年、20年、30年的累

积脱位发生率分别是 2%、4%、8% 和 13%。而

在CoC 组，术后1 年的累积脱位发生率是亦为2%，

但在随访20年或30年后，这一比例再无改变。因

此作者指出，CoC关节更好的粘附、无磨损和翻修

时观察到的关节周围组织反应 ( 如关节液少、滑膜

簿 ) 等有可能是CoC关节 近期随访时无脱位的

重要因素。

 氧化铝-氧化铝陶瓷关节有极高的
假体存留率且无骨溶解发生。 

- Prof. Dr. Young-Hoo Kim

 翻修时多方面的组织学所见极好地解释了陶瓷关节
在最近期随访中为什么会无脱位发生，即便是在80岁
以上、或有关节发育不良、甚至是有神经肌肉疾病的患
者。

- Prof. Dr. Philippe Hernigou

参考文献：

1 Parvizi J et al. Revision hip arthroplasty for late instability secondary to 
polyethylene wear. Clin Orthop Relat Res 2006;447:66–69
2 Heiner AD et al. Effects of episodic subluxation events on third body 
ingress and embedment in the THA bearing surface. Journal of Biomechanics 
2008;41(10):2090–96
3 Wan Z et al. The influence of acetabular component position on wear in 
total hip arthroplasty. J Arthroplasty 2008;23(1):51–56
4 McGrory CP et al. Anterior Subluxation after Total Hip Replacement 
Confirmed by Radiographs: Report of Two Cases. Advances in Orthopedics 
2011:1–4
5 D’Lima DD et al. The effect of the orientation of the acetabular and 
femoral components on the range of motion of the hip at different head-neck 
ratios. J Bone Joint Surg-Am 2000;82(3):315–321
6 Tower SS et al. Rim cracking of the cross-linked longevity polyethylene 
acetabular liner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J Bone Joint Surg-Am 
2007;89(10):2212–2217
7 Moore KD et al. Early failure of a cross-linked polyethylene acetabular 
liner: a case report. J Bone Joint Surg-Am 2008;90(11):2499–2504
8 Little NJ et al. et al. Acetabular Polyethylene Wear and Acetabular 
Inclination and Femoral Offset. Clin Orthop Relat Res 2009;467:2895–2900
9 Gallo J et al. Risk factors for accelerated polyethylene wear and 
osteolysis in ABG I total hip arthroplasty. Int Orthop. 2010;34:19–26
10 Coventry MB. Late dislo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Charnley total hip 
arthroplasty. J Bone Joint Surg-Am 1985;67:832–841
11 Tarasevicius S et al. Effect of femoral head size on polyethylene 
wear and synovitis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A sonographic and 
radiographic study of 39 patients. Acta Orthopaedica 2008;79(4):489–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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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nigou P et al. Ceramic-Ceramic Bearing Decreases the Cumulative 
Long-term Risk of Dislocation: A 20-Year Study versus Ceramic-PE.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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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YH et al. Contemporary Cementless Anatomic THA with Ceram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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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s CL et al. Stripe Wear in Metal-Metal THA Bearing 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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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GE et al. The Eight Year Wear of Highly Cross-linked 
Polyethylene in Hip Arthroplasty: A Double Blind RCT. Abstrac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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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Bowsher JG et al.Surface damage after multiple disloca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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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3:1090–1096
Campbell P et al. The John Charnley Award: a study of implant failure in 
metal-on-metal surface arthroplasties. Clin Orthop Relat Res 2006;453:35–46
De Haan R 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inclination of the acetabular 
component and metal ion levels in metal-on-metal hip resurfacing 
replacement. J Bone Joint Surg-Br 2008;90:1291–1297 
Krempec J et al. Accuracy of Acetabular Component Positioning in Hip 
Arthroplasty. Poster P032, AAOS 2012 
Langton DJ et al. The effect of component size and orientation on the 
concentrations of metal ions after resurfacing arthroplasty of the hip. J Bone 
Joint Surg-Br 2008;90:1143–1151 
Moskal JT et al.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Acetabular Component 
Orientation: Avoiding Malposition. Abstract SE 16, AAOS 2012 
Moskal JT et al. Acetabular Component Positioning in Total Hip 
Arthroplasty: An Evidence-Based Analysis. Abstract SE 01, AAOS 2012

McPherson EJ 等
发表于 AAOS 
2012 的有关
“MoM THA 中
的条状磨损：取
出物研究”一文
(P077) 可下载获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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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摩擦学

2012年第13届EFORT大会拾萃

2012年5月23-25日，欧洲各国骨科学会的协调统一组织

EFORT第13届大会在德国柏林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的9000
多名骨科医生和科学家参加了此次盛会。作为这一欧洲最重要

专科活动上备受关注的焦点，“摩擦学日”活动吸引了越来越

多欧洲以外国家的参与者。CeraNews跟踪报道了本次活动中

有关关节界面最新进展的论文报告和讨论。

EFORT

* 更多信息详见本期 16-19 页的“陶瓷部件的并发症发生率－
新数据”一文。 

假体位置不良影响预后

John Fisher( 英国 ) 要求在临床前对假体位置

不良 ( 可增加边缘负载 ) 和关节半脱位等日常活动

中出现的异常应力问题进行模拟研究。除材料疲

劳性能、患者特点和活跃程度因素以外，植入物

位置也需首先得到高度关注。Fisher 认为假体位置

不良应区分为旋转性位置不良 (rotational malpo-

sitioning) 和位移性位置不良 (translational mal-

positioning)。他提到旋转性位置不良在 X 线片上

容易发现，矫正的办法是调整臼杯的外展角度。

而位移性位置不良时，髋臼的旋转中心和股骨柄

的不一致。原因可能在于髋臼的内置、或股骨假

体偏心距不当导致股骨柄外置。Fisher 指出因位移

性位置不良而致的边缘负载无法在X线片上显示，

因而其是否是导致假体失败的原因迄今为止尚未

有明确的解释。

研究 :

年龄 30 岁以下患者的CoC THA —— 10
年以上随访无骨溶解

Young-Hoo Kim( 韩国 ) 对93 名年龄30岁以下

患者的124 例非骨水泥CoC THA (BIOLOX®forte) 进

行了前瞻性研究。所有患者都采用28 mm 球头。

手术时患者的平均年龄是23.7 ± 5.2 岁。 常见的

手术适应证为股骨头坏死 (55.6%) 和髋关节发育

不良 (21%)。在平均大于10 年的随访后，无骨溶

解的放射学征象。无陶瓷部件碎裂、无声响。以

无菌性松动为观察终点，假体存留率为100%。

Kim指出手术技术和理想的假体位置是在这些年

轻、健康的患者群取得出色效果的原因。

Kim 还报告了另外一组70 名患者的111 例非

骨水泥CoC THA (BIOLOX®forte, 28mm) 的中期临

床结果。在平均5.7年 (5-6.5 年 ) 的随访后，无骨

溶解、无假体松动。

结果 :

7,000余例 CoC THA —— 随访15 年无骨
溶解 

Aldo Toni( 意大利 ) 对1994 年以来使用多代

BIOLOX® 陶瓷所做的 7474 例CoC 进行了回顾性研

究，以确定其远期效果。15年的翻修率是1.2%。

无骨溶解征象。

自2006年以来，用BIOLOX®delta 做了2166

例 CoC THA。未发现陶瓷球头碎裂。同样，对

Emilia Romagna 地区关节登记中心的数据所作的

研究也显示，6004个植入的BIOLOX®delta 陶瓷球

头 (28、32和36 mm) 迄今无碎裂报告。与之相比， 

BIOLOX®delta 陶瓷衬的碎裂发生率为0.13%。

究其原因，Toni 认为术中将陶瓷衬植入臼杯

时所发生的错误* 和臼杯的过度前倾与之有关，后

者引致了撞击和微分离。他将手术录影分解到帧，

以表明该如何正确地植入臼衬。如果可能的话，

应该尽量在术中纠正植入失误。

采用大直径球头CoC 有降低脱位发生率和增

大关节活动度的好处。但根据Toni 的观点，采用

直径超过40 mm 的球头尚需等待进一步的研究结

果。

氧化铝CoC关节经15年随访已被证
明有极高的假体存留率。无骨溶解
发生。 

- Prof. Dr. Young-Hoo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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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 Hernigou, MD, PhD是法国

Université Paris Est 骨外科主任和Créteil

的Henri Mondor医院骨外科主任。他

是国际髋关节学会委员、国际矫形外科

学和创伤学学会(SICOT)委员。他的专

长是髋膝外科、骨髓移植和干细胞研

究。

图1: CoC 关节的关节囊组织照片 图2: CoP关节的关节囊组织照片

来源: 感谢法国Créteil
的Henri Mondor医院
Philippe Hernigou教授
友情提供。

研究 :

CoC减少脱位发生率 —— CoC与CoP THA
术后30年结果对照 

髋关节置换术后晚期的关节不稳通常与
PE 磨损有关。然而，对其确切机制所知不多。
一般认为 PE 磨损颗粒触发了炎症反应，从而
引起关节囊松弛和随后的关节不稳 1。

Philippe Hernigou ( 法国 ) 报告了在一组126

名患者252例髋的回顾性研究结果。患者一侧行

CoC THA、另一侧行CoP THA，并获得了长达30

年的随访。手术时患者的平均年龄是50岁 (30-60

岁 )。手术使用了同一种骨水泥固定股骨柄，每一

例都采用了32 mm陶瓷球头。所有手术均经后入路

进行。CoP THA的脱位发生率从术后1年的2% 持

续地增长到术后10年的4.5%、术后20年的8% 和

术后30年的13%。在PE磨损量与脱位率之间无明

确相关性。而CoC THA术后1年的脱位发生率为2%，

但其后便再无改变。

Hernigou 认为两种界面关节的关节囊在组织

学上的不同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CoC THA，

关节囊是紧张的纤维组织 ( 图 1), 而CoP THA的关

节囊组织则更软弱、弹性更大 ( 图 2)，这可能是释

放的聚乙烯颗粒所致。

对于 CoC THA，紧张的关节囊可以起到
防止关节脱位的作用。

Hernigou 因该项研究被EFORT奖项委员会授予

2012年度EFORT自由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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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ORT(续)

病例研究 :

陶瓷衬碎裂但未脱位病例的诊断

Roozbeh Shafafy ( 英国 ) 报告了一例82岁男

性 CoC THA患者，术后10个月无明显原因出现髋

关节异响。患者轻微疼痛，X线片也未显示任何假

体位置异常。由于症状持续存在，3个月之后行增

强X线片检查，陶瓷衬清晰显现，显示陶瓷衬碎裂

但未发生脱位。由此可以证明对于未脱位的碎裂

陶瓷衬，增强X线片检查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Shafafy 强调要认真对待关节异响、并作全面

的诊断评估。

研究 :

陶瓷头使XPE磨损减少达40% 

Javad Parvizi ( 美国 ) 报告了在500名患者使用

第二代XPE、150名使用第一代XPE多中心研究的

初步结果。两组患者使用了同样的假体系统，并

分别使用了金属球头和陶瓷球头 (BIOLOX®delta)。 

术后3年，第一代XPE组的臼衬年磨损率是：在

MoXPE为0.125mm、在CoXPE为 0.075mm。而在

第二代XPE两者分别为0.105mm和0.076mm。本

研究显示，在第一代XPE，陶瓷球头 (BIOLOX®delta)

代替金属球头后年磨损率减少40%；而在第二代

XPE，磨损率减少28%。

登记中心数据 :

XPE 和 PE 臼衬的 10 年随访结果

Richard de Steiger ( 澳大利亚 ) 报告了澳大利

亚关节登记中心XPE和PE臼衬的10年随访结果。

从翻修率上看：MoXPE是4.7%、MoP是7.1%； 

CoXPE是6.3%，CoP是8.2%。由于本组数据是将

所有翻修均包括在内，因此并不与关节界面直接

相关。

研究 :

大直径球头MoM因锥部固定松动而发生
的对金属磨屑的不良反应

Christoph H. Lohmann ( 德国 ) 的研究小组被

EFORT摩擦学委员会授予摩擦学奖。

 

科学家们分析了114例翻修的大直径球头

MoM关节。翻修平均在置换术后46个月 (26-68个

月 ) 进行。其中61例有明显放射学上骨溶解和假

体松动的征象。较为明显的表现包括假性肿瘤形

成关节渗液以及软组织广泛坏死。在106例发现淋

巴细胞浸润、其中8例以巨噬细胞为主。所有组织

标本中均有钴、铬颗粒。94%的病例术中发现锥

部固定松动，并有存在腐蚀的证据。所有106例均

检测到了钛和铁离子，这可以证明股骨柄锥部的

磨损问题与股骨球头的固定间存在联系。

该研究表明关节周围软组织的反应是锥部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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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1 Coventry MB. Late dislo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Charnley total hip 
arthroplasty. J Bone Joint Surg-Am 1985;67:832–841

文献 :

De Steiger RN et al. The 10-year outcome of highly cross linked 
polyethylene bearing surfaces in primary conventional total hip replacements: 
Analysis of over 84,000 procedures. Abstract 5149, EFORT 2012

Hernigou P et al. Ceramic-Ceramic Bearing decreases the cumulative 
long-term risk of dislocation. A 30-Year Study versus Ceramic-PE. Abstract 
1214, EFORT 2012

Kim YH et al. Cementless Anatomic Total Hip Arthroplasty with Ceramic-
on-Ceramic Bearing in Patients Younger than 30 Years of Age. Abstract 
1121, EFORT 2012

Lohmann CH et al. 114 revisions Metal-on-Metal (MoM) Total Hip 
Arthroplasties (THA) with Large Diameter Heads. Abstract 3629, EFORT 2012

Nargol A et al. Prospective study of two different bearings (MoM & MoP) 
using the S-ROM stem. Abstract 2512, EFORT 2012

Shafafy R et al. A novel method for identification of fractured acetabular 
ceramic liner in total hip arthroplasty: a case report. Abstract 5427, 
EFORT 2012

定松动而致假体腐蚀所引起的不良反应。科学家

们的结论是：不推荐在初次髋关节置换时使用大

直径球头MoM假体。

研究 :

金属磨损来自MoM关节界面和锥部固定

Antoni Nargol (英国)报告了180例MoP(28 mm)

与262例MoM(36 mm)的比较研究结果，两组使

用同一种股骨柄。10年随访MoP的总体翻修率是

3.6%；6.5年随访MoM组的翻修率是 10.3%。两

组翻修的原因是具有可比性的，其中MoM 中有

19例是因为不良组织反应 (ARMD)。在ARMD病例，

髋臼的外展和前倾均在安全区域之内。

金属磨损颗粒既来自关节界面、也来自金属

球头与颈锥的结合部。高倍显微镜观察球头内留

有钛质股骨柄锥部磨损的痕迹。Nargol指出将来

在大直径球头MoM的随访研究中，必须注重评价

锥部的固定。

在对来自不同厂家的111件大直径球头MoM

假体取出物的进一步研究中， Nargol在66%的假

体上发现了锥部磨损的征象。这解释了为什么臼

杯位置甚为理想时仍然会发生磨屑导致的松动的

原因。在Nargol看来，这个问题在MoP关节也会

发生，因此他认为这一现象引人深思。

Nargol还指出对于MoM界面，容积性磨损的

增加与假性肿瘤发生率之间并无相关性。因此，

ARMD更应该从个体免疫反应的角度去理解。 

登记中心数据 :

大直径球头 MoM 翻修率较高 - 假体混配
会导致磨损问题

Keith Tucker ( 英国 ) 使用英国登记中心 ( 英

格兰与威尔士国家关节登记中心 ) 的数据显示： 

大直径球头MoM术后5年的翻修率明显高于常规

THA。大直径球头MoM增加了金属磨损、引发了

不良组织反应 (ARDM)。 登记中心的数据分析表明，

来自不同厂家的股骨柄和球头常常被混配。但由

于对 12/14 锥度的几何形状缺乏统一的标准，这

样的混配会带来严重的磨损问题。

Karl Knahr ( 奥地利 ) 是“摩擦学日”的倡导

者，在研讨会结束前，他解释了自己在界面选择

上的观点。他谈到早在10年前就已放弃 MoM关

节。在老年患者他选用CoXPE 界面；在其他患者，

根据可能则推荐采用36 mm球头直径的CoC关节

(BIOLOX®delta)。 就预后而言，他指出无论采用何

种类型的假体，手术技术都是至关重要的。

该报告由柏林的Martin Ihle, MD 协助整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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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X®国际研讨会(续)

关节界面 —— 成功之本

第14 届BIOLOX®国际研讨会拾萃
2012年5月19-20日／美国拉斯维加斯

这是BIOLOX®国际研讨会第一次与 “人工关节置换的现代概念”(CCJR) 春季

会议联合举行，使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可以进行更为热烈的专业交流。第14 届

BIOLOX®国际研讨会主席、来自费城Rothman研究所的Dr. Javad Parvizi和学术委

员会主席Dr. A. Seth Greenwald为确保这一高水准的学术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倾注了

心力。

Richard H. Rothman(美国)在开幕词中回顾了

髋关节置换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他将髋关节置换

术评价为外科领域中 成功的手术之一。世界各

地的一些医学中心报告术后10年的假体存留率

可达99%，这表明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然而，他也指出没有理由因此而感到满足，因为

还需要更长时间的随访数据。Rothman提醒与会

者：新的、创新性的技术一般来说总会带来新的

风险。因此，外科医生们必须很清楚的定义他们

希望解决的临床问题究竟是什么，在使用新技术

前应首先要 准确地检查是否有证据证明其要比

现有的标准技术更好。在他看来，MoM关节没有

前途。Rothman对50岁以下的患者一般选用CoC假

体、50-70岁的患者选用CoXPE假体、70岁以上的

患者选用 MoXPE假体。

在第一节中综览了现有的关节界面配伍，本

节由John Fisher (英国)和Michael M. Morlock 

(德国)主持。

现状

THA和TKA中的界面配伍

 Stuart B. Goodman(美国)比较了用于THA和

TKA的多种不同界面配伍的优势与局限。他认为

文献中报告的大直径球头MoM关节由于股骨柄锥

部固定问题所导致的磨损是值得关注的。他还综

述了市场上的多种高交联聚乙烯，它们因加工工

艺不同大相径庭。从中期随访结果来看，高交联

聚乙烯的磨损率要低于常规聚乙烯。与之不同，

在膝关节置换中尚没有有关高交联聚乙烯的中期

随访结果。Steven M. Kurtz (美国)在他的演讲中也

强调了这一点。一项分析表明，仅有两项临床研

究报道了高交联聚乙烯在膝关节置换中的短期结

果。Kurtz希望有更多的临床研究提供第二代高交

联聚乙烯在髋、膝关节置换中的应用结果。

Justin Cobb (英国)指出来自不同制造商的

MoM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在冶金学和假体设

计方面。这些差异再加上手术失误也许可以解释

MoM假体用于女性患者或者某些MoM设计为何会

出现不能接受的不同结果。

 Aldo Toni (意大利)分析了腐蚀性磨损。他引

用公开发表的一系列使用大直径金属球头(36-40 

mm)的股骨柄取出物的研究结果，发现在42%的

病例均有颈锥固定部位的腐蚀1。

在使用直径≥ 40mm BIOLOX®OPTION陶瓷球

头(由BIOLOX®delta制成、钛制锥套)时，他没有这

一担心，但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

 Toni评价大直径CoC关节或许是 佳选择，

 髋关节置换是医学史上最成功的手术。务必保持
其安全、有效和耐久。 

- Prof. Dr. Richard H. Rothman (美国)

 目前无论是在髋关节和膝关节置
换，系统性评价第二代高交联聚乙烯应
用临床结果的研究还太少。

- Dr. Steven Kurtz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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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告了2005-2010年间在Rizzoli髋关节登记中

心的3774例CoC THA的分析结果，所用假体为

BIOLOX®forte和BIOLOX®delta (球头直径为32、36

和40mm)。

在随后由Javad Parvizi (美国)主持的章节

中，Wolfram Mittelmeier(德国)和Kantilal H. 

Sancheti (印度)报告了他们的研究。根据一些临

床个案报道，他们认为在TKA中出现的XPE疲劳断

裂可能在机体对金属碎屑的过敏反应以及骨溶解

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由Justin Cobb 和Atsushi Kusaba (日本)主

持的第二节中，Thomas P. Schmalzried (美国)对

多种体内磨损测量方法进行了综述。John Fisher

和James P. Waddell (加拿大)则报告了磨损方面的

研究结果。

研究:

在极端条件下，体外磨损测量显示 
BIOLOX®delta的磨损低于BIOLOX®forte

J o h n  F i s h e r (英国 )报告了在标准条件下

BIOLOX®delta 的磨损率极低（< 0.05mm3 /百万周

次）。将髋臼外展角增加到65°也不会有更大的

容积性磨损或条状磨损。移位偏差* (微分离)使磨

损少量增加，达到0.13mm3 / 百万周次，并在球头

上出现条状磨损。但BIOLOX®delta的条状磨损范

围明显小于BIOLOX®forte。与之相比，在标准条件

下，MoM的磨损率是3mm3 / 百万周次至5mm3 / 

百万周次。Fisher指出移位偏差在所有材料的界面

都会导致条状磨损增加。

研究:

60岁以下患者术后8年随访 － CoC磨损

低于CoP 
James P. Waddell (加拿大)报告了在一组55

名60岁以下患者行CoC和CoP THA的随机性、前

瞻性、长期随访研究的中期结果。其中30例使用

CoC、26例使用CoP。球头直径均为28 mm。

CoC组的平均年龄是41.5岁 (19–56岁)，CoP

组是42.8岁 (31–56岁)。平均随访时间8年。两

组中期随访临床评分无差异。但放射学分析显

示臼衬线性磨损率却有显著的不同，在CoC组是

0.02mm/年、CoP组为0.11mm/年。

Waddell的结论是CoC关节是一个安全且耐久

的选择，有助于避免与金属离子相关的潜在风险

以及聚乙烯磨损颗粒所触发的骨溶解问题。

研究:

65岁以下患者术后5年随访 － CoC磨损
低于MoXPE和MoP

James P. Waddell (加拿大)报告了CoC、MoP、

MoXPE THA随机、前瞻、对照研究的临床和放射

学结果。在91名平均年龄53岁(19-64岁)的患者施

行了102例THA。 所有病例均使用28mm直径球

头。在87名患者获得了5年随访。三组间中期临

床评分无差异。在CoC组，发生3例异响，但均不

需要翻修。 放射学分析显示臼衬的磨损率在三组

间差异显著。CoC组的年均线性磨损率 低，为

0.006mm/年；MoXPE其次，为0.059mm/年；MoP

高，为0.151mm/年。 

William J. Maloney (美国)主持了演讲嘉

宾的讨论，参与讨论的有 Fares H. Haddad (英

国)、Christian Hendrich (德国)、Richard H. 

Rothman (美国)、 Aldo Toni (意大利)和William 

L. Walter(澳大利亚)。他们谈及了不同界面关节的

失败，其成因和临床处理。

有关髋关节问题、与界面相关的并发症、其

解决方法和临床经验的讨论在后续的由James P. 

Waddell(加拿大)、Karl Knahr(奥地利)、Donald 

S. Garbuz(加拿大)、Stephen B. Murphy(美国)、

Steven M. Kurtz(美国)和Carsten Perka(德国)分

别担任主持人的三个章节中会继续涉及。

 不良条件下的实验室模拟试验
显示：BIOLOX®delta的磨损低于
BIOLOX®forte 。 

- Prof. Dr. John Fisher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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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X®国际研讨会(续)

 

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如Michael D. Ries (美

国)、 Craig J. Della Valle (美国)、Matthew 

S. Austin (美国)、周勇刚 (中国)、Hee-Joong 

Kim(韩国)、Robert Legenstein (奥地利)、Jean-

Yves Lazennec (法国)和Michael Morlock (德国)

还分析了包括植入手术、假体、患者等方面的特

殊因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Raghu Raman (英国)的演

讲，报告了CoC THA (BIOLOX®delta)4年随访和

CoC翻修 (BIOLOX®delta)3年随访的临床结果。

研究:

65岁或以下患者的CoC THA —— 随访4
年无骨溶解

Raghu Raman (英国)报告了一组502名患者中

519例CoC THA (BIOLOX®delta, 36mm和40mm)的

随机、前瞻、长期临床研究，临床和放射学观察

都获得了优异的结果。手术时患者的平均年龄是

64.9 (11–82岁)。平均随访时间是46个月。无一

脱位或臼衬移位。有1例因植入失误而发生臼衬

碎裂。CT显示髋臼区域无磨损征象。以无菌性松

动为观察终点，术后4年的假体存留率是100%。

Raman 的结论是：当假体操作得当、植入技术正

确时，CoC关节临床表现优异。 

研究:

髋关节翻修中CoC的应用 —— 3年随访无
骨溶解

Raghu Raman (英国)还报告了陶瓷翻修球

头 (BIOLOX®OPTION，36mm、40mm)的临床结

果。在138例翻修中使用BIOLOX®OPTION球头和

BIOLOX®delta衬。以无菌性松动为观察终点，3年

假体存留率为100%。无骨溶解、无脱位、无与界

面相关的并发症。

 本研究显示CoC关节有优异的临床和功能
结果，这一结果也支持在全涂层假体上使用
陶瓷界面。 

- Dr. Raghu Raman (英国)

Peter F. Sharkey (美国)和Jun-Dong Chang 

(韩国)主持了下一节，深入探讨了在欧洲、亚洲、

北美、南美等不同地区THA的界面选择。

分析:

不同界面应用的全球分布

 Gerald Pflüger (奥地利)总结了欧洲的界面应

用情况。在他的分析中采用了多种来源的资料(关

节登记中心、Eucomed)。总起来看在欧洲，臼衬

方面，金属衬大约占4%、陶瓷衬占24%、XPE衬

占39%、PE衬占33%。而在球头方面，大约陶瓷

球头占43%、金属球头占57%。在Pflüger看来，

欧洲各国之间在界面选择上的差异是由多种因素

决定的，像传统习惯、医疗保险制度不同、人口

特点不同等。他认为对CoC和CoXPE的需求正在增

长，而对MoM和MoP的需求显著降低，这在欧洲

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Kyung-Ho Koo (韩国)谈到了在亚洲股骨头坏

死是 常见的诊断之一，它常使非常低龄的年轻

患者受累，患者的平均年龄在40-50岁之间。 从

1998年起，他开始使用CoC界面。以他的经验，

对于这类患者，CoC关节提供了比其他界面更好

的临床结果。在他看来，使用恰当设计的假体和

正确的植入技术，陶瓷碎裂和关节声响都是可以

避免的。

Jonathan P. Garino (美国)提到，在北美对关节

界面的选择仍然存在争议。鉴于对金属碎屑引发

的局部及系统性风险的讨论越来越多，人们对使

用大直径球头MoM THA的热情已经大幅度消退。

与之相反，CoC界面和XPE界面显示出良好的效

果。然而，在一些特殊设计的CoC关节，关节声

响仍有发生，而各代的XPE尚缺乏长期随访结果。

 Luiz Sergio Marcelino-Gomez (巴西)预计在未

来的几十年里，南美THA的比例将显著上升，特

 陶瓷界面有优异的10年临床结果，对
于年轻患者优于其他任何界面。 

- Prof. Dr. Kyung-Hoi Koo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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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X® 大奖 

在拉斯维加斯研讨会期间，本年度BIOLOX®大

奖颁给美国的Ian C. Clarke(获奖论文“氧化铝陶瓷

髋关节界面的粗糙度：取出物与高压灭菌／体外

模拟磨损试验的陶瓷球头的比较研究”)和德国的

Peter Thomas(获奖论文“对金属过敏膝关节置换

患者假体周围组织学和细胞因子研究——以低过

敏性材料假体翻修后患者获得改善”) 

BIOLOX® 研讨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A. Seth Greenwald、获
奖者 Ian C. Clarke( 美国 Loma Linda 大学骨科研究所 )
和 Dieter Burkhardt( 赛琅泰克 ) 在颁奖仪式上。

BIOLOX® 研 讨 会 主 席 Javad Parvizi、 获 奖 者 Peter 
Thomas ( 慕尼黑 Ludwig Maximilian 大学过敏症与皮肤
病诊所 ) 和 Dieter Burkhardt( 赛琅泰克 )  ( 自左至右 )

您可在此下载
获奖论文和
第 14届 BIOLOX®

国际研讨会上的
其他文章

恭贺！

Heinz Mittelmeier教授在10月份庆祝了他的85岁生日。在这个

特殊的日子里，赛琅泰克恭祝这位陶瓷髋关节置换领域里的先驱身

体健康、万事如意！

1970年代，Heinz Mittelmeier是 早使用陶瓷球头代替金属球

头以减少磨损的几位德国外科医生之一。为了表彰他一生中取得的

成就，从2003年开始德国骨科和骨外科学会(DGOOC)与赛琅泰克合

作，在一年一度的德国骨科与创伤外科大会(DKOU)期间推出Heinz 

Mittelmeier研究奖。

图片来源： aus dem Buch „Leben für die Orthopädie”, Shaker-Verlag 2011, 
von Prof. W. Mittelmeier unter Mitarbeit von M. Haenle verfasst.

别是在年龄超过65岁的人群中，该年龄段的人口

到2030年时会增长3倍。同一时期内，20-55岁的

人口会增加到接近7000万。在南美，CoC是 常

用的关节界面。在巴西和阿根廷，CoC关节的比例

已接近50%。Marcelino-Gomez提到在南美关节界

面的选择受各国医疗政策的影响。 

嘉宾共识：CoC界面仅产生微量的、几近无法

测量的磨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磨损相

关的骨溶解。成功的关键是精细的假体操作和正

确的植入技术，这对所有关节界面都是适用的。

手术成功是决定性的。**

* 详见“关注摩擦学” (本期第8页)
** 更多信息详见“关注假体植入位置和多种关节界面的临床结
 果”一文(本期第4页)

参考文献:

1 Engh CA et al. Metal on Metal Local Tissue Rea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Corrosion of Head Taper Junction. Poster 068, AAOS 2012

组配式髋臼的出现和对高交联聚乙烯
耐久性方面的疑虑，使得人们在治疗年
轻活跃患者时始终会将陶瓷界面作为一
个非常可行的选择。 

- Prof. Dr. Jonathan P. Garino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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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事实

陶瓷部件的并发症发生率 – 最新数据

图 1：假体柄断裂
来源：赛琅泰克

BIOLOX®forte / BIOLOX®delta (1/2000 – 6/2012)

BIOLOX®forte 比例 % BIOLOX®delta 比例 %

球头失效率 十万分之二十一 0,021 十万分之一 0,001

球头销售总件数 297 万 161 万

臼衬失效率 十万分之三十八 0,038 十万分之二十六 0,026

臼衬销售总件数 99 万 80 万

图 2: 2000 年 1 月至 2012 年 6 月期间得到反馈的 BIOLOX® 陶瓷部件体内碎裂率
来源 : 赛琅泰克

总体并发症

根据不同研究显示，髋关节置换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在2.2%至27.5%之间1。 主要的的髋关节

翻修原因是无菌性松动、脱位和感染2,3,4,5。

髋关节假体断裂率

BIOLOX®陶瓷制成的陶瓷球头和陶瓷衬的碎裂

是髋关节置换中较为罕见的并发症。根据不同关

节置换登记中心的统计，因假体断裂进行翻修的

手术比例占1.3%-3.3%2,3,4,6，其中包括金属、聚

乙烯、高交联和陶瓷部件。澳洲登记中心的数据

显示，仅有0.6%的翻修手术原因是陶瓷、金属、

聚乙烯、高交联臼衬的断裂7。金属部件的疲劳断

裂发生率远高于陶瓷部件的碎裂3,7。假体柄断裂

风险(图1)占所有植入假体柄的十万分之二百七十

(0.27%)8,9，高于陶瓷部件的碎裂风险4。

BIOLOX®陶瓷部件的碎裂率

为了记录术后疗效，早在15年以前，赛琅泰

克公司就开始对外公开公司内部的并发症统计数

据。以下统计分析结果是基于2000年1月至2012年6

月期间反馈给赛琅泰克的并发症(图2)报告得出的。

自2000年1月至2012年6月共计销售458万件

BIOLOX®陶瓷球头(约297万件BIOLOX®forte和161

万件BIOLOX®delta球头)和179万件BIOLOX®陶瓷

衬(约99万件BIOLOX®forte和 80万件BIOLOX®delta

陶瓷衬)。同期得到反馈的BIOLOX®forte陶瓷球

头体内碎裂率为0.021 %(十万分之二十一 )，

BIOLOX®delta陶瓷球头体内碎裂率为0.001 %(十万

分之一)。BIOLOX®delta陶瓷球头体内碎裂率比

BIOLOX®forte陶瓷球头体内碎裂率降低了20倍。

BIOLOX®forte陶瓷衬体内碎裂率为0.038 %(十万

分之三十八)，BIOLOX®delta陶瓷衬体内碎裂率为

0.026 %(十万分之二十六)。

近年来，BIOLOX®delta陶瓷材料已经成为陶瓷

球头和陶瓷衬中的标准材料。BIOLOX®delta陶瓷衬

目前的销售比例也达到BIOLOX®陶瓷衬销售总量的

90%左右(图3)。

与BIOLOX®delta陶瓷球头的临床经验不同，

BIOLOX®delta陶瓷衬在降低并发症方面并没有显著

改善。陶瓷衬碎裂的 常见原因主要是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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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3 年 1 月至 2012 年 1 月期间 BIOLOX®forte 和
BIOLOX®delta 陶瓷衬的销售分布比例
来源 : 赛琅泰克

5 64

图 4：51 岁女性患者，髋关节发育不良 (Crowe 
II 型 )，右髋，非骨水泥陶瓷对陶瓷全髋
(BIOLOX®forte)， 初次手术后 7 年 6 个月后陶
瓷衬碎裂。

图 5：取出物，陶瓷碎片 (BIOLOX®forte)

图 6：失效原因很明显：术中照片显示金属杯边缘有划痕和变形 ( 箭
头 )。金属杯因在初次手术时使用不当的工具受到损坏。

来源 : 感谢日本的 Prof. Dr. Atsushi Kusaba, Institute of Joint Replacement and 
Rheumatology, Ebina General Hospital, Kanagawa许可，友情提供本组照片。

比如臼衬安装倾斜，臼杯与臼衬间的锥面受三体

污染(如组织、骨、骨水泥)，臼衬在臼杯内固定不

实，臼杯锥面术中受损(图4－6)，错误组配以及撞

击10,11,12,13,14,15,18。

顺应大直径球头化的趋势，金属臼杯的壁

厚越来越薄。这有可能在压配锁定过程中产生变

形。因此，正确的手术技术和精准的植入至关重

要。安装陶瓷衬时，需要术者精细操作。这一点

在使用说明书中有详细的描述。

通常而言，臼衬的安装 (陶瓷、金属、高交

联、聚乙烯)与臼杯和假体柄的安装一样对手术技

术有较高要求，以避免早期失效以及在特定条件

下破坏磨损性能或增加材料的磨损。

为了达到髋关节置换的术后疗效，除了考虑

患者因素以外，不能只注重选择 佳的假体，而

也应该重视正确的手术技术。

实现 佳的功能和尽量延长髋关节假体寿命

是我们的首要目标。正确操作，避免半脱位、撞

击并达到充分的活动度时，可以使陶瓷对陶瓷界

面产生微乎其微的磨损，进而避免因磨损引起的

骨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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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安装工具的操作 ( 动画截图 )
来源 : 赛琅泰克

图9 临床前应用测试：植入陶瓷内衬。
来源 : 赛琅泰克，感谢德国的 Prof. Dr. Christian 
Hendrich (Orthopädisches Krankenhaus Schloss 
Werneck) 友情提供

图10 临床前应用测试：使用安装工具植入
BIOLOX®delta陶瓷衬后，术者用手指通过“触
摸试验”来确认金属外杯和陶瓷衬的边缘是
否平齐。
来源：同图 9

Kristin Winterfeld 女士(销售总监)
OHST Medizintechnik AG
Grünauer Fenn 3
D-14712 Rathenow, 德国
电话： +49 3385 542027
传真： +49 3385 542099
E-Mail: k.winterfeld@ohst.de
http://www.ohst.de

安装器(图7-10)是一套为了将BIOLOX®陶瓷

衬安全地植入金属外杯而特殊设计的工具。通过

正确使用该器械可以避免在安装陶瓷衬过程中发

生倾斜，即使是在手术视野受限的情况下。

植入BIOLOX®陶瓷衬后，须即刻进行“触摸

试验”(图10)，术者可以通过触摸金属外杯边缘

来确认陶瓷衬是否安装在正确的位置：即金属外

杯的边缘和陶瓷衬的边缘须平齐。

该套安装工具目前正处于注册阶段，对该器

械感兴趣的医师请向您的假体供应商咨询，以便

获得该工具。如欲获知有关BIOLOX®陶瓷衬安装

工具的更多信息，也可直接联系以下制造商：

安装杆

连接件

安装卡环

陶瓷衬

图7：BIOLOX®陶瓷衬安装工具

来源 : 赛琅泰克

数据与事实(续)

扫描二维码，下载有
关 BIOLOX® 陶瓷衬安
装工具的更多信息

•  新选择：BIOLOX®陶瓷衬安装工具

8 9 10

减少并发症的措施

赛琅泰克与骨科医生和假体制造商紧密合

作，努力进一步减少BIOLOX®陶瓷部件、特别是陶

瓷衬的并发症发生率。

•  赛琅泰克的专家为术者和手术室医护人员

提供培训和继续教育课程，介绍陶瓷假体的操作

方法。

•  由赛琅泰克和假体制造商提供《BIOLOX®陶

瓷关节手术操作指南》 光盘(中文版)，其中包括有

关陶瓷假体在初次和翻修手术中的各方面信息以

及操作方法(手术步骤、动画、临床和技术提示)，

如欲申领详见本期CeraNews回执。

•  中文网站www.biolox.com.cn或www.biolox.

cn提供相关文献信息，也是分享有关陶瓷假体安

全操作提示的快捷途径。

•  假体制造商提供安装工具，以避免臼衬安

装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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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设计优化在于边角增加导圆 (a)
以及锥面加长 (b)
来源 : 赛琅泰克

a

a

b

y

x < y

x

图11:  预装的组配式设计

来源 : 赛琅泰克

图12: 装配好的一体化设计

来源 : 赛琅泰克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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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此外，使金属杯和陶瓷衬难以分离的预装的

组配式设计和装配好的一体化设计以及边角增加

导圆的组配式BIOLOX®delta陶瓷衬设计优化使并

发症得到显著降低。

预装的组配式设计和装配好的一体化设计的

优点是可以完全避免术中安装陶瓷衬的过程中有

可能出现的操作失误。

预装的组配式设计(图11)采用标准型陶瓷衬

(XLW)，通过特殊工序预先在工厂里嵌入在标准型金

属杯内。该设计可提供28 - 40mm直径的球头。首批使

用预装的组配式设计的临床应用结果已经发表16,17。

装配好的一体化设计(图12)是客户个性化设计的薄壁的陶瓷衬嵌入一个

客户个性化设计的薄壁的金属杯中。该设计可提供32－48mm直径的球头。

薄壁的金属杯可以实现在同样大的陶瓷衬内径时采用尽量小的臼杯外径。因

此，即使较小的髋臼也能使用到更大的球头。

自2010年以来，赛琅泰克共销售三万件预装的组配式设计和装配好
的一体化设计的BIOLOX®delta陶瓷衬，未得到一例失效案例报告。

经过设计优化的组配式BIOLOX®delta陶瓷衬的边角增加导圆(图
13,a)，显著提高边角强度和自动对中性能，也因锥面加长(b)使得臼衬更易

于导入和安装。

经过设计优化的组配式BIOLOX®delta陶瓷衬已售出约十万件，体
内碎裂率降低约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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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关节的临床结果

科学研究

Hari P.Bezwada(美国)在圣地亚哥的国际关节

重建大会上报告了CoC界面在髋关节置换中的应

用。在他看来，CoC是 好的界面选择，与PE相比

几乎不产生磨损，从而有助于防止磨损相关的骨

溶解，也不会发生对材料的超敏反应。此外使用

第四代陶瓷的碎裂风险极低，他提醒在髋翻修中

可以使用翻修用陶瓷球头*。Bezwada也指出：为

了获得出色的远期结果，正确的假体植入位置十

分重要。

*BIOLOX®OPTION ( 赛琅泰克 )

Bezwada HP. Why ceramic-on-ceramic is the best bearing option in THA. Pre-
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Joint Reconstruction San Diego 2012

研究:

CoC THA —— 14年随访无骨溶解

Sugano等(日本)报告了100例非骨水泥固定

CoC THA(BIOLOX®forte,28 mm)的临床结果。手

术时患者年龄平均56岁(41-73岁)。以所有原因

引起的翻修为观察终点，14年随访假体存留率为

95.7%。有1例患者曾诉关节咔哒声，但为一过性

的。有1例发生陶瓷衬碎裂(崩瓷)，对该患者进行

了翻修，植入了新的CoC关节。未见骨溶解。

Sugano N et al. Eleven- to 14-year follow-up results of cementless total hip 
arthroplasty using a third-generation alumina ceramic-on-ceramic bearing. 
J Arthroplasty 2012;27(5):736–41

研究:

CoC THA —— 10年随访无骨溶解

Yeung等(澳大利亚)报告了在283名患者的301

例非骨水泥固定CoC THA (BIOLOX®forte)的临床

结果。手术时患者的平均年龄是58岁。无术后陶

瓷部件碎裂。术中有1例在植入陶瓷衬时发生崩

瓷。1例患者主诉曾有异响，但无法重复。本组

 总体而言，我认为陶瓷-陶瓷关节对于年轻患者是
更好的选择 

- Dr. Hari P. Bezwada (美国) 
In: Orthopedics Today, June, 2012.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Joint Reconstruction 

San Diego 2012 in Zusammenarbeit mit Orthopedics Today, 27.–29.04.2012, San Diego

常见的并发症是股骨骨折(2%)。未见磨损相关的

骨溶解。以无菌性松动为观察终点，假体存留率

(Kaplan-Meier)为99.6%。作者的结论是：随访10

年，CoC THA显示优异的临床结果。

Yeung E et al. Mid-Term Results of Third-Generation Alumina-on-Alumina 
Ceramic Bearings in Cementless Total Hip Arthroplasty. J Bone Joint Surg-Am 
2012;94;138–144

研究:

年龄小于50岁患者的CoC THA —— 10年
随访无骨溶解

在一项回顾性研究中，Hsu等(美国)报告了64

名患者(42男、22女)的82例CoC THA结果。手术

时患者年龄为16.3-48.9岁，平均38.6岁。平均随

访时间10.1年(10-12年)。以任何原因所致翻修为

观察终点，假体存留率为96.3%。2例因创伤而致

陶瓷衬碎裂。1例诊断有异响。无一发生关节不

稳，未见假体松动征象或无菌性松动。作者的结

论是：在这组年轻、活跃的患者中，CoC THA结

果与文献报告中年龄更大患者的结果相当。

Hsu JE. Ten-Year Follow-Up of Patients Younger Than 50 Years With Modern 
Ceramic-on-Ceramic Total Hip Arthroplasty. Semin Arthro 2011;22:229–233

研究:

年龄50岁或以下患者的CoC关节置换 
—— 7年随访无骨溶解

Steppacher等(美国)报告了在一组305名平均

年龄42岁(18-50岁)患者的350例CoC THA回顾性

研究的结果。所用假体为BIOLOX®forte的28mm球

头102例髋、32mm球头240例髋、36mm球头8例

髋。4%的手术使用骨水泥固定的股骨柄。平均随

访时间为7年(2-14年)。以所有原因所致翻修为观

察终点，假体存留率为97.2%。5例患者报告发生

异响，但均不能重复。1例因外伤而致陶瓷球头碎

裂，另1例发生陶瓷衬碎裂。未见脱位或磨损相关

的骨溶解。

Steppacher SD et al. Absence of Osteolysis in Uncemented Alumina Cer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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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ramic THA in Patients Younger Than 50 Years After Two to 14 Years. 
Semin Arthro 2011;22:248–253

研究:

年龄20岁或以下患者的CoC —— 随访4年
无骨溶解

Finkbone等(美国)报告了19名平均年龄16岁

(12-20岁)患者的24例CoC THA (28、32和36mm球

头)短期至中期的临床结果。主要诊断是股骨头坏

死和青少年类风湿性关节炎。平均随访时间是4.3

年(2-10年)。以因所有原因而翻修为观察终点，假

体存留率是96%。无陶瓷部件碎裂、无声响。作

者的结论是：CoC THA在这组年轻患者群取得了

非常令人鼓舞的结果。

Finkbone PR et al. Ceramic-on-C  eramic total hip arthroplasty in patients 
younger than 20 years. J Arthroplasty 2012;27(2):213–199 

研究:

术后10年随访CoC比CoP有更高的假体存
留率且无骨溶解

D'Antonio等(美国)比较了144例CoC THA

(BIOLOX®forte，大多数为32mm)与72例MoP 

THA(主要为28mm)的结果。平均随访时间是10.3

年(10-12.4年)。患者手术时的平均年龄是54岁(21-

75岁)。在CoC组，翻修率是3.1%，远低于MoP组

的10.5%。在MoP组，在26%的患者中发现有骨

溶解，而CoC组未发现骨溶解。在CoC组有2例报

告发生异响，但在临床并不能重复。作者的结论

是：本研究结果支持CoC关节的使用，其具有极高

的超过术后10年的临床成功率。

D’Antonio JA et al. Ceramic bearings fo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have high 

survivorship at 10 years. Clin Orthop Relat Res.2012;470(2):373–381

研究:

术后8年随访CoC比CoP磨损少

Lewis等(加拿大)报告了一项26例CoC THA和

30例CoP THA的随机、长期、前瞻研究的结果，以

确定两种界面磨损的差别。所有病例均采用28mm

直径球头。患者手术时平均年龄为42.2岁(19-56

岁)。随访时间为5-10年。在CoC THA术后平均

8.3年和CoP THA术后平均8.1年，测量臼衬的磨损

程度。CoC摩擦副的平均磨损率是0.02 mm/年，

但仅在23例获得随访病例中的12例发现有磨损。

CoP摩擦副的平均磨损率是0.11 mm/年。作者的结

论是对于年轻患者，CoC界面是更安全、更耐久的

选择。

Lewi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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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Bone Joint 
Surg-Br 2011;93-B, Issue SUPP III:253. Proceedings, COA 2010

 当今研究显示年轻患者使用非骨水泥
柄的CoC THA翻修率极低，无磨损、无骨
溶解。 

- Steppacher et al. (美国) 
 In: Semin Arthro 2011;22:252

 对于年轻患者，陶瓷-陶瓷界面是更安全、更耐久的
选择，可以避免因金属离子和诱发骨溶解的聚乙烯碎屑
所导致的诸多问题。 

- Lewis et al. (加拿大)
In: J Bone Joint Surg-Br 2011;93-B, Issue SUPP III:253. Proceedings, CO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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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X®delta 使应用陶瓷关节的兴趣日益增长

土耳其安卡拉 Hacettepe 大学医学院 A. Mazhar Tokgözoglu 教授访谈

A. Mazhar Tokgozoglu, MD, PhD是土

耳其安卡拉Hacettepe大学医学院的骨科与

创伤外科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人工关

节初次置换和翻修，并着重于感染和肿瘤病

例的关节重建。2004-2006年，Tokgozoglu

教授曾任欧洲髋关节学会主席。目前他是

Hacettepe 大学医学院的执委会委员、欧

洲骨科与创伤外科联盟(EFORT)的土耳其代

表、EFORT财务委员会委员。Tokgozoglu教

授还担任学术杂志《国际髋关节》和《今日

骨科欧洲版》的编委。 

联系方式:
Medizinischen Fakultät der 
Hacettepe-Universität
Abteilung für Orthopädie 
und Traumatologie
06100 Sihhiye 
Ankara, Türkei
Telefon: +90 312 305 10 80
Telefax:  +90 312 310 05 80
E-Mail:  mazhart@hacettepe.edu.tr

土耳其是中东一个向现代化变革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口近7500万。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土耳其的人工髋关节置换发展得怎样？ 

像欧洲一样，土耳其的骨科学在1960年代初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

经是普外科一个分支的骨科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专科，许多医生在美国和英国

接受了专门训练。观念发生了转变，骨科这一科室也纷纷设立，开始是在大

学的医疗中心、其后扩展到公立医院。这些骨科医生与他们的海外导师一直

保持着联系，当患者需要人工髋关节置换治疗时，他们便能赴英国接受这方

面的培训。他们学成归来后，1970年代早期就在一些大学的附属医院开展了

第一批人工髋关节置换。从那以后，随着相关培训的普及，全髋关节置换的

数量急剧增长。

 

目前在土耳其有关THA讨论的热点问题是什么？ 

新型关节界面和相关应用经验是 热门的话题。由于我们有许多髋关节

发育不良的年轻患者，或者是在儿时已接受过髋关节发育不良的相关治疗的

患者，而且在土耳其，还有许多年轻的关节炎患者。这些患者现在因髋关节

疼痛而需要治疗，而他们也已从网络等途径获得了许多有关新型界面技术的

信息。

 

为什么髋关节发育不良会如此常见？ 

作为一个非常遵从传统习惯的国家，婴儿常被包裹在襁褓里，特别是

在农村地区和土耳其东部。这点无形间使得髋关节发育不良在土耳其甚为常

见。另外 近的一篇博士论文也指出，土耳其的髋关节发育不良患者有较高

的GDF-5基因突变率，会导致关节松弛。这表明在土耳其有髋关节发育不良

的高发倾向，这也可能是在过去这个国家全髋关节置换比全膝关节置换更多

的原因。通过在孕期医护、新生儿筛查、减少襁褓使用的教育等方面的改善

将能减少土耳其的髋关节发育不良发生率。而随着肥胖人群的增加，我们现

在看到膝关节置换的数量在增加。

 

土耳其髋、膝关节置换的数量有多少？ 

很不幸，因为我们没有登记中心，无法知道每年关节置换术的确切数

量。但我们相信每年在土耳其会进行26000例髋关节初次置换和3000例髋关

节翻修。而据估计目前每年的全膝关节置换术接近40000例。

 

在土耳其为何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接受髋关节置换？ 

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开始时全髋关节置换仅用于那些期望寿命还有

10年的患者。随着手术效果的提高，接受全髋关节置换患者的年龄在明显下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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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因为髋发育不良在我们国家仍是一个重要问

题，我们开始将这一手术应用于更年轻和更活跃

的患者。在过去十年里，即便是二、三十岁的患

者也有这样的需求，以治疗他们的关节炎。即便

聚乙烯材料已有很大的改进，仍然很难适用于这

些年轻的、极度活跃的患者。

 

未来几年里，什么将在土耳其成为THA领域里

的焦点？ 

我想围绕新型界面以及这些技术所提供的

可能性是讨论 多的。我也看到人们对使用大直

径球头很感兴趣。然而一大限制是，在大多数年

轻的髋关节发育不良患者需要更小尺寸的髋臼假

体，这阻碍了大直径球头的应用。对微创手术的

兴趣已渐渐消退，但我本人则仍在努力减小手术

切口，即便是在翻修病例。

 

在土耳其对BIOLOX®陶瓷假体的应用有什么经

验？ 

从1980年代起，我们在土耳其就一直在为如

何克服磨损问题以及髋关节置换在国内年轻患者

使用中的弱点而寻找答案。随着1980年代陶瓷技

术的发展，在我们医院做了一些Mittelmeier陶瓷-

陶瓷髋关节置换。但假体设计与陶瓷质量方面的

问题使我们对早期结果并不满意。后来到了1990

年代早期，国内上市了氧化铝陶瓷的新假体。出

于对碎裂和之后的异响的疑虑，阻碍了已经开展

的陶瓷假体的应用。而随着新一代BIOLOX®delta

陶瓷的出现，人们对使用陶瓷髋关节的兴趣日益

增长。自2008年起，我们开始在年轻、活跃患者

中使用BIOLOX®delta陶瓷假体。土耳其社保管理

局 —— 政府支付医疗费用的机构 —— 为65岁以下

患者的陶瓷髋应用支付医疗费用。从而使我们能

一直在年轻而活跃的患者使用陶瓷假体。迄今为

止，我们在BIOLOX®delta陶瓷关节置换患者还未见

到陶瓷部件碎裂、磨损相关问题或者关节异响。

 

Tokgözoglu教授，2013年的第14届EFORT大会

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 您是当地组委会和科学委

员会的委员。为什么骨科医生们应该报名参加这

一届EFORT大会呢？ 

是的。伊斯坦布尔是座美丽的城市，是欧亚

连结点，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东西方交汇的地方。

伊斯坦布尔是座不可思议的熔炉，汇聚了千百年

的文明、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同时它也是休闲和

娱乐中心。我相信来此参会的人们，既能完全满

足他们接受骨科继续教育方面的期待，又能享受

这座城市。我们早已看到人们对参加本次大会抱

有极大的热情。大会日程安排已进入 后阶段，

会上有精彩的报告、对复杂病例的交动性讨论，

也有着重摩擦学的章节。大会的主题之一是对新

技术的 新看法，包括像全髋关节置换中陶瓷的

应用，会出现在摩擦学的章节中。我们也希望在

学术论文报告中展示新型陶瓷临床应用的早期结

果。我是不会错过去伊斯坦布尔的机会的。

www.efort.org/
istanbu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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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图1 术前 X 线片：
29 岁女性、SLE 患者、
双侧 ON，Ficat IV 期

图3 术后 X 线片：
双侧 COC THA，术后 10 年

图2 术后 X 线片：
双侧 CoC THA 

陶瓷 - 陶瓷全髋关节置换的临床经验
Remzi Tözün, MD, PhD提供

Remzi Tözün MD, PhD是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Acibadem Maslak医院骨科、创伤外科与

人工关节置换科主任。专业为髋、膝外科。

他是土耳其人工髋膝关节置换学会主席和土

耳其骨科与创伤外科学会(TSOT)主席。Remzi 

Tözün是美国矫形外科医师学会(AAOS)、欧

洲骨科与创伤外科联盟(EFORT)、欧洲髋关节

学会(EHS)和国际骨科与创伤外科学会(SICOT)

的委员。他也是多部有关人工关节置换的学

术专著部分章节和多篇期刊论文的作者，特

别专注于发育不良髋关节的重建、截骨术和

关节界面等主题。

    

早在2001年，CoC产品在土耳其刚一

上市，Remzi Tözün教授就开始使用陶瓷-

陶瓷关节。在那之前，他遇到了许多因磨

损引起的无菌性假体失败的病例。Tözün

教授 早使用的是BIOLOX®陶瓷，随之是

BIOLOX®forte，现在则只用BIOLOX®delta。

他主要在年轻、预期寿命超过15年的患者选

用CoC关节。对老年患者则选择氧化铝陶瓷

球头(BIOLOX®forte)配PE衬。2001-2011年

间，Remzi Tözün 对652名患者进行了791例

CoC THA，患者平均年龄54岁(18-70岁)。迄

今平均随访时间已达6.6年(1-11年)。

联系方式:
Acibadem Maslak Hospital
Büyükdere Cad. No. 40 Maslak
34457 Istanbul, Türkei
Telefon:  +90 212 304 4444
Telefax:  +90 212 304 4414
E-Mail: tozun@superonline.com
 rtozun@gmail.com

病例1:  Ficat IV期股骨头坏死的CoC THA 

诊断

29岁女性，患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接受大剂量激素治疗。双侧股骨头坏死

(ON)，均为Ficat IV期(图1)。患者主诉严重髋关节疼痛和活动受限。

治疗

同期双侧非骨水泥固定CoC THA，BIOLOX®forte，28mm直径球头(图2)。 术

后患者无痛、临床效果优异、髋关节活动不再受限。目前她能继续跳舞、徒

步、骑车。术后10年，双髋功能良好(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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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2:  双侧Crowe IV型髋关节脱位的CoC THA 

诊断

36岁女性，双侧髋关节发育不良(DDH，Crowe IV型，图1)，从未治疗。双侧

Trendelenburg步态、左髋疼痛。右侧持手杖4个月。

治疗

左侧股骨阶梯式截骨

短缩，行非骨水泥CoC 

THA(BIOLOX®delta，

28mm球头，图2)。术

后患者保持足尖着地

行走6周，再逐渐开始

负重。术后12周时达

到完全负重。当左髋

完全负重、患者感觉

舒适后4个月，行右侧

CoC THA置换。手术技

术与所用假体均与左侧

相同 (图3)。临床结果

优良，双下肢等长， 

Trendelenburg步态消

失、髋关节无痛(图4)。

图1  术前 X 线片：双侧 Crowe IV 型脱位 

图3  术后 X 线片：左髋术后 4 个月，右侧 CoC THA 图4  术后 X 线片：左侧 CoC THA 术后 10 个月、右侧术后
6 个月。患者完全负重、没有任何限制。

图2  术后 X 线片：左侧股骨截骨、CoC THA 

有关本期CeraNews专题的更多相关信息、

文献参考及链接请参阅:

www.ceramtec.de/biolox/mediathek/
ceranews-plus/?qrc=ceranews

首字母缩略词与其他信息：

ARMD = Adverse Reactions to Metallic Debris
  金属碎屑相关不良反应
CoC = Ceramic-on-Ceramic
  陶瓷 - 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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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HS = Harris Hip Score
  Harris 髋关节评分
HR = Hip Resurfacing
  髋关节表面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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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lyethylen
  聚乙烯
ROM = Range of Motion
  关节活动度
TKA =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全膝关节置换
THA = Total Hip Arthroplasty
  全髋关节置换
UHMWPE = Ultra high molexular weight polyethylene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XPE = Crosslinked Polyethylene
  高交联聚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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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研究·教育·交流

专访 Robert Streicher 教授

自今年 3 月 1 日起，Robert M. Streicher 教授任职赛琅

泰克有限公司医疗产品部的科学与临床研究总监。除此之外，

Robert Streicher 博士作为生物材料和摩擦学领域的专家，执

教于意大利和瑞士的大学。他还是国际人工关节技术学会 (ISTA)
的秘书长和多个专业学会的委员，也是多家专业性杂志的编委。

CeraNews 就他的工作与目标以及人工关节置换目前在媒体中

所处的困境进行了专访。

Robert Streicher 教授
赛琅泰克有限公司
医疗产品部
科学与临床研究
总监

是什么样的资历和经验将您引向赛琅泰克

的？

初我是学习塑料工程的，随之在维也纳学

习机械工程，此后我在多个工业领域工作过。在

自动化工程和照明工程做过几个职位后，1981 年

我加盟了一家大型医疗技术公司。自那以后，我

就一直在这个领域里从事研究工作。担任过的职

位包括材料学和摩擦学、生物力学、体外模拟和

临床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总监。迄今为止，我已经

在骨科植入物的研发领域，其中包括基础研究、

技术开发和临床试验，工作超过 30 年了。

您是怎么开始涉足摩擦学的？

在医疗技术领域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改良

骨水泥和聚乙烯的性能。而在改善聚乙烯性能的

工作过程中，我不得不面对磨损问题。因此我一

开始就涉足了研发测试方法和模拟器，从而可以

对材料的性能作可靠的测试。在此期间，我们开

发并测试了多种新的材料组配，其中一些仍在今

天的市场上使用。这样，我也对人工关节中的所

有界面配伍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1993 年，我完

成髋关节置换摩擦学方面的博士论文。此后的十

多年里，我专注于与陶瓷相关的摩擦学和生物力

学问题，并出版了相关专著。 

您的教育活动也集中于这些主题吗？

生物力学、摩擦学以及生物材料如陶瓷是我

教育活动的主要课题，在大学里我也会涉足过另

外一些题目。例如，作为苏黎世瑞士联邦技术学

院 (ETH) 的老师，我开设了有关生物材料与药物释

放界面的工业设计与开发方面的讲座。我也是意

大利瓦雷泽大学医学部的生物材料与生物力学教

授。在那里我为骨科和创伤外科专业的医生们授

课，而在苏黎世，我的学生则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

像材料科学、生物学、药理学等。 

在赛琅泰克的新职位上您的任务是什么？

我将领导陶瓷在医学中应用这一领域中的所

有研究活动，包括材料科学和临床评估两个方面：

以探讨陶瓷在不同的应用领域中是如何发挥作用

的。哪些是我们未知的领域？ 迫切需要进行的

研究是什么？我们会不断重新评估现有的技术，

并进行相应的研究以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我的部

门主导着大量的进行中的科学研究，同时也会关

注于我们与医院、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合作关系。

自然我们也会与赛琅泰克的技术开发部门紧密协

作。就摩擦学相关问题与我们的客户，如假体制

造商、医院和医生进行交流，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

只有当他们准确地理解摩擦学原理，他们的工作，

也就是我们的工作，才有可能成功。在这方面还

有许多要做。

您倾向于采用何种渠道进行这样的交流呢？

传统的渠道是在相关的学术活动期间作报告。

迄今为止，我已就不同的骨科课题作过 700 多场

报告，并且在继续进行中。在相关的专业出版物

上发表研究结果是另一条渠道，而在 CeraNews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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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髋关节置换的摩擦学 —— 
最新进展精选

Philippe Massin, MD, PhD 教授

由 Dr. Karl Knahr 教授主编的“全髋关节置换 － 
不同关节界面的磨损表现”一书综述了人工全髋关节置

换摩擦学方面的进展，包括高交联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UHMWPE)、金属 - 金属和陶瓷 - 陶瓷界面等。

其他形式的通讯上刊登文章也是可用的途径。专

业委员会，像德国人工关节登记中心执委会，或

材料领域里的多家专业团体，我将代表赛琅泰克

参加。而且我们正在计划设立一个针对医生的有

关摩擦学的全面的继续教育项目。一旦我们完成

这一计划，CeraNews 将做报道。 

您在赛琅泰克的工作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我 关心的是使人工关节领域内的决策者和

用户能够着眼于患者的利益而作出差异化的决定。

为了选择 佳的治疗途径，他们必须认识到产品

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确定适应证、植入技术和

术后治疗时，应该考虑选择这些生物力学和材料

学相关因素；当然在做假体采购决定的时候也应

该考虑。我的目标是为人们提供尽可能详实的必

要的专业知识，即便是医生和医院以外的人群。

您对医疗环境有何看法？

健康保险和政界的责任人都参与到与患者健

康息息相关的决策当中。 他们应该也同样理解现

代植入物技术提供了什么样的可能性以及这一技

术有什么样的客观限制。我的目标是尽我所能尽

力平息因所谓的不可靠的髋关节假体的报道而触

发的疑虑。这些疑虑不但患者会有，甚至在医生

和医疗技术公司中也存在。对我们所有相关的人

来说这一点是很清楚的：高质量的、安放位置良

好的人工关节可以在数十年里可靠地发挥功能。

所有的临床报告和所有的国立关节登记中心数据

都证明了这一点。术后 10 年的失败率小于 10%。

超过 90% 的成功率是一项巨大的成功，是医疗领

域的许多其他分支所梦寐以求的。另外，严谨的

植入物制造商在过去 50 年里以 大的良知提供了

非常优异的产品。这些植入物帮助数百万名患者

摆脱病痛、提高生活质量。人们不该忘记：髋关

节置换术是整个外科领域中 成功、效价比 高

的手术之一。

高交联UHMWPE. 在高交联UHMWPE中，可采取两种方法去

除自由基：再熔和退火。由于在加热过程中温度尚未达到聚合物的

熔点，退火对UHMWPE的结晶度影响较小。但同时也会导致某种程

度的自由基残留。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进行强制性长期临床研究，以

确认适度交联UHMWPE在抗磨损方面的表现。在这方面，Grimm等

的随机研究非常令人感兴趣，因为它证实了适度交联并退火处理的

UHMWPE在使用13年后磨损率和骨溶解发生率甚低1。 

Zietz等的研究显示高交联UHMWPE似乎可与大直径球头相配，

虽然在体外模拟试验中磨损率会比用28 mm球头时高2。然而，根

据Beck等的研究，这一差异会随着交联程度的增加而消失3。而且

无论怎样，36 mm和44 mm球头造成的高交联UHMWPE磨损率都要

比对普通UHMWPE造成的磨损少。当然，为使用大直径球头而减小

臼衬的厚度是否会降低聚合物在体内的机械强度和磨损性能，还有

待观察。

近来，为了抑制聚合物在体内的氧化从而优化材料的远期机械

性能，抗氧化剂被添加进高交联UHMWPE。如Costa等4所述，有多

种技术可以使维生素E渗入UHMWPE。其中混合添加法似乎是 好

的解决方案，因为维生素E在聚合物中的分布更均匀。由于省去了

再熔这一步骤(用来彻底清除自由基)，这种特制的聚合物的机械性

能要比常规的高交联UHMWPE更优越。而且，尽管多了混合这一

步，高交联UHMWPE的良好抗磨损性仍能长期得以保留。在长时间

持续的测试中，氧化产物(酮类浓度)有了极大的下降。 

由于对自由基的清除作用，添加维生素E限制了UHMWPE的

交联程度，为此Traynor 等5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法。当维生素E混入

UHMWPE粉料时，给予一定剂量的辐射，再以机械作用而非加热的

技术清除残余自由基。这样产生的高交联UHMWPE既能持续地抗氧

化又维持了 佳的机械性能。

金属-金属. 过去认为金属-金属界面令人鼓舞，但对边缘负载或

髋臼位置不良太过敏感。确实，髋臼位置过分直立和假体设计欠佳

(覆盖角不够、头/臼间隙过小)会产生磨损颗粒从而导致对金属碎屑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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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良反应(ARMD)，如滑膜炎和假性肿瘤。就像Skinner等6指出的，患者个

体对金属碎屑的敏感性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同这些作者所报告的，金属-金属组配式大头全髋置换的患者血清金

属离子浓度比髋关节表面置换的患者要高，提示在金属大头与柄锥的锥连接

处有腐蚀。这是目前大多数作者反对在全髋关节置换中使用组配式大头的原

因7。 

陶瓷-陶瓷. 在经改良的第三代陶瓷引入之后，陶瓷碎裂已经非常罕见。

在Pokorny和 Knahr8看来，关节异响仍是个重要问题，但它显然与假体设计

有关。现在认识到，任何原因引致的边缘负载、关节间微分离、假体位置等

是造成异响的相关因素。因此，现代假体设计的进步可能会使异响像陶瓷碎

裂一样罕见。

如同Masson和Kuntz所述9， 新的复合陶瓷含有四方相的氧化锆颗粒(占

总体积的17%)，陶瓷的平均晶粒尺寸为0.2 微米。氧化锆从四方相相变成单

斜相有助于阻止材料内部微裂纹的扩展，这已在加速老化和循环负载实验中

得到证实。

后，Fisher指出：虽然现代关节界面(金属-高交联UHMWPE、金属-金

属、陶瓷-陶瓷)在正常行走状态下抗磨损性能都十分优异，但在非理想情况

(如存在边缘负载)下，它们之间的表现仍有相当的差异。从这个角度讲，陶

瓷球头(包括陶瓷-陶瓷和陶瓷-金属)有其优越性10。

1–10 Referenzen siehe www.ceramtec.de/biolox/mediathek/ceranews-plus/?qrc=cera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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