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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 和 WOA 将发展高品质的骨科医疗
服务列为首要任务
Chitranjan S.
Ranawat, MD, 纽约
Lenox Hill 医院
Ranawat 骨科中心
主任，康奈尔大学
Weill医学院骨外科
临床教授

亲爱的同道：
过去几十年里在西方国家人工关节置换

作 为 中 华 医 学 会 骨 科 学 分 会 (COA) 第 七 届 国 际 学 术 大
会主席和世界骨科联盟 (WOA)——一个成员来自 7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非营利性组织——创始人兼主席的王岩教授接受
CeraNews 的专访，介绍了中国骨科的现状和未来。
作为第七届 COA 国际学术大会主席，在您看
来 COA 获得了怎样的成果 ?

外科和骨科患者的医护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

毫无疑问，COA 年会只是我们对外交流和骨

准。而今关节置换的科学和技术正在世界范围

科领域成就的集中体现。目前中国大约有 10 万骨

内传播。在中国、印度和印尼，这方面进展神

科医生，COA 的注册成员超过 5 万，使其成为世

速。这些国家中对关节置换的潜在需求有了巨

界上最大的骨科学会。在过去的一年里，COA 致

大的增长，并且这会对整个医疗系统带来裨

力于推动骨科在中国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影响

益。

广泛而深远的措施。
这一过程会推动现代医院设施和技术的

您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

发展，同时医疗花费与临床价值之间的平衡发
挥积极的影响。对此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种

2011-2012 年间，COA 重组了专业委员会、

趋势是一套构建完备的方法，在东西方之间传

重选了各专业委员会成员。新设立了骨科显微外

播，建立完全的技术和前瞻性的创新。同时综

科 ( 修复 ) 学组和另外两个新工作组。目前 COA

合性的课程与有合理消费理念的组织与各种学

有 15 个专业委员会或学组，从青年委员会到骨科

术会议为其提供了基础。如果这一转移能够完

各专业委员会如人工关节、脊柱、中西医结合等。

成，对新兴国家中的医患双方都意义深远。

在医生教育方面，我们遴选了 300 多位来自二、
三线城市医院的骨科医生，送其到国内 30 个顶尖

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COA)借助国内

的骨科中心进修。我们资助了 180 位来自偏远地

外学者的经验致力于开展对不同层次骨科医生

区的骨科医生参加 COA 年会。此外还拍摄制作了

的继续教育。由王岩教授领导的COA已制定了

多部各专科的标准手术录像用于医学继续教育。

以可承担的费用来提高医疗质量的令人印象深
刻的策略。在像印度、印尼、巴西这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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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采取类似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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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 也致力于人工关节登记系统的建立。目
前进展如何 ?

髋关节学会Rothman-Ranawat 研修项目创

在国家卫生部支持下，COA 关节登记委员会

办于2012年，是对新兴国家中我们同道种种努

牵头的中国关节登记系统已正式启动。27 家重点

力的一种新的贡献。其目的是资助全球范围内

医院已开始向该系统提交相关数据，今年晚些时

4名杰出的候选人接受髋关节疾病治疗和人工

候将扩展到所有有资格进行人工关节置换的医院。

髋关节置换技术方面的继续教育。毫无疑问，

这将极大地推动人工关节置换临床实践的标准化、

新兴国家中人工关节置换的发展需要相关各方

保障中国人工关节置换手术的质量和安全。

的通力合作。
那与企业界合作与国际交流方面呢 ?

您诚挚的
Chitranjan S. Ranawat, MD

科技部已经批准建立国家生物医学材料产业
联盟，将会强化学术界与企业界在相关生物材料

王岩教授是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主
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骨科专科医院院长。

专业技能，并且满足患者日益高涨的对高质量医
疗服务的需求。

同时在多个专业机构担任要职，其中包括
华裔骨科学会(CSOS)主席、亚洲人工关节学

中国患者对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效价比

会(ASIA)创始人和主席、《人工关节置换杂

高的、采用现代技术的临床治疗有迫切的需求，

志》(JOA)副主编、髋关节学会荣誉委员、中

从而享受高质量的生活。骨科医生不但是这类医

国髋关节学会荣誉主席、骨与关节外科医生

疗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而且在学术 - 企业联盟开发

联合会(ABJS)现任委员。他还是中华医学会

新型植入物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生物医学

骨科学分会脊柱学组组长、《Spine》杂志

材料产业联盟就是我们如何努力实现上述目标的

副主编、脊柱侧弯研究学会（SRS）活跃会

一个例子。

员、北美脊柱学会（NASS）活跃会员和《临
床生物力学》杂志编委。

国际性非营利组织 WOA 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
作为 WOA 的创立者和主席，您能为我们简要介绍

王岩教授擅长髋、膝关节置换，脊柱畸

一下这一组织吗? WOA 的目标是什么 ?

形矫形，以及骨科基础研究，例如骨科内植
物的研发及肌肉骨骼系统的修复。

在 2011 年 COA 会议上，我们发表了“北京
宣言”，提议成立世界骨科联盟 (WOA)。在去年
的 COA 会 议 上，WOA 正 式 成 立 了。WOA 是 一

的研究与开发、假体设计、临床研究等方面的合作。 个非营利组织，成员来自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该
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机制以连接骨科学术界与
国际交流方面，COA 加强了与多个国际学术

骨科企业界。对骨科医生和医疗器械公司来说，

机 构 的 协 作。 与 AAOS、AO Trauma 和 AO Spine

WOA 是一个提高骨科服务的平台。WOA 的使命

等共同设立了名为 COA 国际联合海外培训项目。

是与相关政府部门、医疗器械企业、骨科医生和

拿 COA-AO Trauma 海外培训项目来说，迄今 COA

医疗机构一同开创一种新颖、广博、注重效价比、

已资助来自基层医院的 20 名年轻骨科医生在 AO

适合本土文化的思维模式。同时，WOA 也会致力

国际中心接受为期 3 个月的培训。尽管我们已取

于促进医学教育、临床实践和产品研发。

得了许多成绩，但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在您看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比较起来在骨科
您致力于推动国际骨科学会之间的交流与合

和人工关节置换领域有什么主要不同 ?

作。中外专家间的协作将会怎样有助于满足全球
范围内对人工关节置换的需求 ? 这样的协作未来还
会取得哪些进展 ?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肌肉骨骼
系统疾病成为压在我们身上的重担。而在追赶骨
要走。虽然人工关节置换引入中国已超过 30 年，

COA 将其视为重中之重。当然如同我先前提到过

在实践指导、临床采集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不

的，这种交流与合作的最终目的是使中国骨科医

小的差距。这也使得临床上人工关节置换的质量

生能在人工关节置换领域贡献更多的科学知识与

参差不齐、甚至引起某些混乱。这样的现状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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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领域中的最新进展方面，我们也还有很长的路
中外专家间的交流与合作对我们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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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续)

上增加了人工关节置换的失败率和随之的翻修率。 能获得全国性的相关流行病学资料，从而有助于
患者非但未能缓解疼痛，反而增加患者的痛苦，

提高中国骨科医疗服务的整体水平。

更不用说浪费了医疗资源、增加了医疗开支。
2012 年，为了改进医疗质量我们正式推出了
COA 准备就此做些什么 ?

髋膝关节置换管理系统。而中国人工关节登记系
统也已在 COA 人工关节登记委员会的主导下正式

眼下我们集中精力在四大任务上。第一，完

启动。27 家重点医院已承诺向该系统上报数据。

善中国人工关节登记系统；第二，我们将建立人

这一数据上报年内也会在所有符合资格的医院中

工关节置换的医院准入制度；第三，出台人工关

强制执行。而准入系统则为现代外科的标准化打

节置换标准化实践指南；第四，加速国产人工关

下基础。

节假体的研发。
目前差不多所有重要的国外制造商都已进入
您提到了医院准入制度和中国人工关节登记

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像 BIOLOX®delta

系统。以您多年的经验，在过去几十年里人工关
节置换在中国得到了怎样的发展 ? 对未来您又有
什么样的期待 ?
中 国 的 临 床 医 疗 服 务 差 异 巨 大。 为 了 应 对

COA年会——
事实与数据

在中国人工关节置换领域所观察到的相关问题，

COA年会已成为骨科界的一项重要学

COA 提请政府有关部门建立中国人工关节登记系

术活动。2012年，来自49个国家的15000

统，以 COA 规范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通过该系统

名骨科医生参加了大会，全球科学家递交
了15352篇论文。会上有2505个演示、111
个课程、527个嘉宾演讲、1785篇自由发言

中国——骨科相关数据

和82场病例讨论。此外还有2425篇壁报展
示。有137个国际骨科学术团体和170位国

根据COA的统计，13亿中国人中超过3%患有OA，并

家或各国骨科组织主席级的嘉宾参加了大

且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据估计，到

会。22个国际学术组织包括AAOS、EFORT、

2020年时，60岁以上人群将占人口总数的18%，达到2.43

CCJR、AO Spine、HSS、ORS、ASIA、FFN、

亿。根据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的数据，6940万50岁以上的中

ASBMR、APSFAS和CSOS等在会上开设了

国人有骨质疏松，每年造成687,000例髋部骨折。治疗这些髋

教程或进行了演讲，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

部骨折的花费在2020年将达到125亿美元，到2050年时更是

欢迎。另外大约有210个外国和本土公司在

上升到2647亿美元。

25000m2的展厅中展示产品、提供服务，并
在大会期间举办了39场卫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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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工关节置换有了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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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年手术量从微乎其微迅速增长到2012年据保守估计的

COA第8届国际大会暨世界骨科联盟

25万台。而且这一增长趋势毫无停止的迹像，在未来一些年

(WOA)首届全球大会将于2013年11月7-10日

里年增长率预计在20%左右。在301骨科医院，每年的人工

在北京召开。

关节置换手术大约2500台。接近75%的全髋关节置换用到了
BIOLOX®delta陶瓷部件。
http://www.coachina.org/2013/cn/

教育

CeraFacts 发布

陶瓷。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开始显示出在推动人
工关节置换领域进一步向前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的能力和期望。我们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
骨科医生 ( 他们已经做过许多人工关节置换，许多

以光盘和U盘为载体的媒体资料库
体资料库

还是复杂病例 ) 在进行基础和临床研究，并将他们

CeraFacts已经发布，它提供了有关初次

的发现发表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将来，我们定

与翻修手术中所用陶瓷植入物的详细信息

能在人工关节置换领域和骨科学中贡献更多的科

及手术指南，包括如何操作陶瓷植入物的

学知识和专门技巧。

手术视频、动画、临床与技术资料。您
可以从CeramTec申领CeraFacts(详见附件

今年北京的第八届 COA 国际学术大会将带给

CeraNews回执)。

骨科医生什么惊喜 ?

http://www.ceramtec.com/biolox/media-library/cerafacts/

第八届 COA 国际学术大会将于 2013 年 11 月

2012 BIOLOX® 国际研讨会演讲录像

7-10 日在北京召开。众多国际骨科组织已承诺在
2013 年 COA 期间继续开设讲座和教程。其中包
括 AAOS、CCJR、ASIA、AO Spine、AO Trauma、
HSS、SRS 和 IOSM 等。非常高兴的宣布 WOA 将
于 11 月 7-10 日 COA 大会期间在国家会议中心举
行。我能肯定那一定将是又一次大规模的骨科盛会，
引领着未来国际骨科学术会议的方向。厚重的历史
和现代的生活使北京成为一座奇妙的城市。与会者
将在这里享受到参加一次世界性学术大会的独特体
验。我们期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北京欢迎你！
第八届COA国际学术大会将于2013年11月7-10日在中国北京举行，
参见 http://www.coachina.org/2013/cn/

首字母缩略词：

AO
APSFAS
ASBMR
CoC
CoCr
CoM
CoP
CoXPE

American Academy of Orthopaedic Surgeons
美国骨科医师学会

Cr

Arbeitsgemeinschaft Osteosynthese

EFORT

国际内固定研究学会
Asia-Pacific Society for Foot and Ankle Surgery
亚太足踝外科学会
American Society for Bone and Mineral Research
美国骨矿研究会
Ceramic-on-Ceramic
陶瓷 - 陶瓷
Cobalt Chromium
钴铬
Ceramic-on-Metal
陶瓷 - 金属
Ceramic-on-Polyethelene
陶瓷 - 聚乙烯
Ceramic-on-XPE
陶瓷 - 高交联聚乙烯

FFN
HHS
HSS
IOSM
MoM
MoP

Chronium
铬
European Federation of National Associations
of Orthopaedics and Traumatology
欧盟国家骨与创伤联合会
Fragility Fracture Network
骨质疏松性骨折合作网
Harris Hip Score
髋关节评分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特种外科医院
International Orthopaedics and Sports Medicine
国际骨科学与运动医学
Metal-on-Metal
金属 - 金属
Metal-on-Polyethylene
金属 - 聚乙烯

MoXPE

Metal-on-XPE
金属 - 高交联聚乙烯
ORS
Orthopaedic Research Society
骨科研究学会
PE
Polyethylene
聚乙烯
ROM
Range of Motion
活动范围
SRS
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
脊柱侧凸研究会
THA
Total Hip Arthroplasty
全髋关节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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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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

第七届 COA 国际学术大会
2012年11 月 15-18 日 . 中国 北京
COA 年会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骨科学术会议，并得到了
越来越多国际学术组织的支持。在本届北京举行的 COA 年会
上，人工关节置换的现代概念 (CCJR) 和 EFORT 教程首次现
身 COA。在 CCJR 会议上，意大利的 Aldo Toni 报告了 9000
多例 CoC THA 随访 17 年的优异结果。而许多中国专家也在
COA 大会上交流了他们使用陶瓷界面的临床经验。他们一再提
示到：精准的手术技术和准确的假体位置在保证取得满意的临
床结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对最新的临床研究
结果作一概览。

他们的结论是本组 BIOLOX®delta CoC THA 的早期
临床结果令人鼓舞。
周 勇 刚 等 ( 中 国 ) 回 顾 研 究 了 1206 例
BIOLOX®delta CoC THA，其中 1168 髋为 36mm、
1 例 髋 为 32mm、37 例 髋 为 28mm。1084 例
THA 是初次置换、122 例为翻修。手术时患者年
龄 23-71 岁，平均 53.7 岁。平均随访时间为 22.3
个月。
本组无感染、无陶瓷部件碎裂、无假体松动。
4 例髋关节曾一度出现声响，但随后自行消失。2
髋发生早期脱位。

研究：
17 年随访显示 CoC THA 有极高的假体
存留率

作者的结论是 CoC THA 的早期临床结果令人
鼓舞，并将继续随访以报告中期结果。

Aldo Toni( 意大利 ) 报告了 1994-2011 年间在

郭万首等 ( 中国 ) 评价了 2010-2011 年间 90

Rizzoli 骨科研究所 ( 意大利博洛尼亚 ) 进行的 9981

名患者的 115 例 CoC THA。患者中男性 72 名、

例 CoC THA 的结果。以因任何原因所致的翻修作

女性 18 名。所用假体为 BIOLOX®delta，界面直径

为观察终点，CoC 的假体存留率是 94.3%、MoM

32mm 或 36mm。

是 90.5%、 陶 瓷 或 金 属 球 头 对 普 通 聚 乙 烯 则 为
86.3%。他的结论是 CoC 显示了极高的远期假体
存留率。

每 例 THA 使 用 了 同 一 种 假 体。22 髋 采 用
32mm(19%)、93 髋采用 36mm(81%)。手术时患
者年龄为 22-69 岁，平均 44 岁。术前主要诊断是
股骨头坏死 (84.3%)、髋关节发育不良 (8.6%)。随

CoC THA有最佳的假体存留率，且陶瓷部
件碎裂发生的危险性逐渐减小。CoC是活跃
患者THA的金标准。
- Aldo Toni (意大利)
见: CCJR精选教程2012年11月16日, p.5

访时间为 10-16 个月，平均 13 个月。
在这一早期随访中，无感染、关节异响和骨
溶解。平均 HSS 评分从术前的 49.5 分提高到术后
的 94 分 (p<0.05)。1 名患者因肌张力异常而发生
术后关节脱位。
作者的结论是 CoC THA 早期临床结果非常令
人鼓舞，关节异常稳定、ROM 改善显著。为了获

5 项研究：

得优异的远期临床结果，他们强调了正确手术技

www.cer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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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BIOLOX delta)THA 的 早 期 临 床
结果

术的重要性。
关节脱位是 THA 的常见并发症。翁习生等 ( 中

陈继营等 ( 中国 ) 在一个回顾性研究中分

国 ) 评价了 2010-2012 年间 106 名患者 ( 男性 69 名、

析 了 2009-2012 年 间 所 行 的 1851 例 CoC THA

女性 37 名 ) 的 106 例 CoC THA (BIOLOX®delta)。

(BIOLOX®delta)。其中的 132 名患者 (177 例 THA)

手术时患者年龄为 19-81 岁，平均 50.8 岁。术后

获得了至少 2 年的随访。5 例髋 (2.8%) 曾出现声响。 4 例发生脱位 (3.8%)。2 例行保守治疗、2 例需再

手术。末次随访时 4 例关节均稳定。
根据这一回顾性研究所见，作者强调差异精
准的手术技术以避免 CoC THA 术后脱位。
曾 建 春 等 ( 中 国 ) 研 究 了 2008-2011 年 间 的
87 例初次置换 CoC THA (BIOLOX®delta, 36mm)。
每例均选用了同一种假体。术前主要诊断是股骨
头坏死 39 例、骨关节炎 35 例。手术时患者年龄
为 28-56 岁，平均 50.4 岁。随访时间为 6-38 个月， 在COA-EFORT精选教程上 (从左至右): Karl Knahr, MD, PhD, Aldo Toni, MD, Michael
平均 18.6 个月。平均 HSS 评分从术前的 57±7.2
分提高到术后的 93.5±3.7 分。
2 例髋关节发生声响，但随后自行消失。无关
节脱位、无陶瓷部件碎裂、无假体松动。
作者的结论是 BIOLOX®delta CoC THA 早期临

Morlock, PhD, Christoph H. Lohmann, MD, PhD, Robert Streicher, PhD
来源: Orthonline

研究：
大宗病例报告陶瓷部件的并发症发生率
甚低

床结果令人鼓舞。他们强调了 精准的手术技术、
正确的假体位置和恰当地操作陶瓷部件是获得远
期优异结果的基础。

张洪等 ( 中国 ) 报道 CoC 界面的并发症发生率
低使其在中国的年轻患者中流行，但因陶瓷碎裂
而致的早期失败仍是让人关注。就此她对 2311 例
CoC THA (BIOLOX®forte) 进行了回顾性研究。

研究：
大宗病例 CoC THA 令人鼓舞的早期临床
结果
李 伟 等 ( 中 国 ) 报 告 了 2007-2011 年 间 485
例 CoC THA 的回顾性研究结果，其中 402 例为初
次置换、83 例为髋关节翻修。患者中男性 275 名、
女性 210 名。手术时平均年龄为 48.9 岁。326 名
采用了氧化铝陶瓷界面 (BIOLOX®forte)，其中 297
例为 28mm、29 例为 32mm。159 例采用了复合
陶 瓷 (BIOLOX®delta)， 其 中 137 例 为 36mm、22
例为 32mm。随访时间为 6-68 个月，平均 32 个月。
7 例发生关节脱位。无陶瓷部件碎裂、异响、感染

该组中发生了 2 例陶瓷部件碎裂 (0.1%)，其
中 1 例为陶瓷衬植入不到位，另 1 例为外伤引起
陶瓷球头碎裂。陶瓷衬植入不到位与术中手术技
术错误有关。文献中早有相关报道。
作者的结论是精准的手术技术、正确的假体
位置和对陶瓷部件的安全操作是避免陶瓷部件碎
裂、获得优异远期结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研究：
在 60 岁 以 下 患 者 的 10 年 随 访 中，CoP
比 MoP 的线性磨损率显著要低

和假体松动。
作 者 的 结 论 是：CoC THA 的 早 期 临 床 结 果

女性 ) 双侧同时行 THA 的磨损测量结果。患者一

非常令人鼓舞。他们同时指出：正确地植入陶瓷

侧使用 MoP，另一侧使用 CoP，手术时患者年龄

部件和精准的手术技术是获得远期优异结果的根

为 45-60 岁，平均 52 岁。所有患者获得了 10 年

本。

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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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续)

COA-CCJR 精选教程 : 王岩教授和 A. Seth Greenwald, PhD

来源: Orthonline

来源: CeramTec

MoP 的平均线性磨损率是 0.25±0.10mm/ 年， 53 岁。随访时间为 5.4-12.5 年，平均 8 年。该荟
而 CoP 则显著要低，仅为 0.14±0.06mm/ 年。

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从中期临床结果来看，CoC
THA 是中年患者安全而有效的治疗选择。

研究：
CoC 与 MoP 的临床表现对照——短期随
访无显著差异
杨礼庆等 ( 中国 ) 比较了 22 例非骨水泥 CoC
THA 与 22 例非骨水泥 MoP 的临床结果。手术完
成于 2007-2010 年。
两组均无界面失败。最短 6 个月的随访两组
在临床和功能结果上无显著差异。
作者指出因其出色的抗磨损性能，CoC 是年
轻患者的理想界面选择。

荟萃分析：
CoC 与 MoP 的临床表现对照——术后 8
年随访显示 CoC 是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

研究：
CoC 与 MoP 临 床 表 现 对 照 —— 在 小 于
50 岁活跃患者的 5 年以上随访中，CoC 有更
高的假体存留率
孙 俊 英 等 ( 中 国 ) 回 顾 研 究 了 1995-2005 年
间所行的 82 例 THA。患者根据年龄和活跃程度而
分成 2 组。在 A 组中包括 21 名患者的 22 例 CoC
THA 和 18 名患者的 20 例 MoP THA。这些患者手
术时年龄均小于 50 岁，且相对较为活跃。B 组则
包括 21 名患者的 21 例 CoC THA 和 19 名患者的
19 例 MoP THA。该组患者手术时年龄大于 50 岁、
活跃程度也相对较低。两组均获得了最短 5 年的
随访。
A 组 的 MoP THA 中 有 3 髋 翻 修 (7.5%)， 而
CoC THA 组无失败。

www.cer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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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雷等 ( 中国 ) 比较了 CoC 与 MoP THA 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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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与有效性。基于 1990-2011 年间的 4 个研究 ( 涉

而 在 B 组，5 年 随 访 CoC 与 MoP THA 的 临

及 1547 例 CoC THA 和 352 例 MoP THA) 进 行 了

床与功能结果之间无明确差异。在 A 组，Kaplan-

荟萃分析。手术时患者的年龄为 39-65 岁，平均

Meier 分析 CoC 的假体存留率较 MoP 显著为高。

临床前测试：
靳忠民 ( 中国 ) 就人工关节临床前实验室测试
的现状作了一个饶有兴趣的综述。在中外研究机构
的紧密合作下，中国已启动一些制定恰当标准和开
发科学评定方法的项目。
扫描二维码
或在下述网站
下载靳忠民的演讲：
http://www.ceramtec.com/biolox/
media-library/ceranews-plus/

COA-CCJR 精选教程 (COA 2012)
来源: Orth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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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应用的新解决方案
CeramTec 医疗工程部
致力于开发髋关节以外的产品
Heinrich Wecker是位于
德国Lauf的CeramTec
生产基地的医疗工程
部负责人。此前他是
医疗产品部的市场总
监和中东欧销售总监。

在人工髋关节置换中，陶瓷是可靠和成功的界面材料已有
多年。还有哪些领域医生们希望采用由这一高耐磨和高生物相
容性的材料制成的植入物呢？ CeramTec 向世界范围内的医学
专家提出这一问题。他们的回答 ( 见表 ) 坚定了我们设立一个
新的业务单元、开发陶瓷产品新应用领域的决心。
来自医生的回答显示了非常清楚的趋势：什么地方有骨关节病变需要治

新产品将以OEM的方式进入市场。我们的开

疗或置换，什么地方就有极大的可能用陶瓷替代金属制造的植入物和器械。

发者早已在加快步伐。比如在齿科领域，我们正

另外，我们也越来越经常地接到来自骨科公司的需求，希望提供某种产品的

在为陶瓷齿科植入物搭建一个广阔的技术平台。

陶瓷版本。甚至世界各地的患者也会直接与我们联系，寻求使用陶瓷假体用

在脊柱领域，团队已首先集中精力在陶瓷椎间融

于他们的治疗。他们这一越来越强的兴趣显然与对因金属-金属界面相关问题

合器的开发上。而全椎间盘置换和间隔器将是下

的公开辩论所致的对该界面信心的丧失有关。

一个重点。脊柱和创伤产品的第一个样件已经制
造出来，而在肩关节置换方面，一个颇具前景的

髋关节陶瓷部件的销售在继续向好。2012年我们的出货量常规了100万

项目刚刚起步。

件。CeramTec现在决定致力于新型医用产品的开发。这是位于纽伦堡附近
Lauf的新的医疗工程部所承担的最重要的任务。在CeramTec的这一生产基
地，有500多名员工在从事高质量医用陶瓷产品的生产。

您可以从“BIOLOX ® 系列——您手中的未
来”的手册中得到有关医疗工程部的更多信息，
也可以通过传真或在线申领：

百分比，n=246

非常感兴趣

感兴趣

不感兴趣

陶瓷小关节(踝、肩、指等)

64

22

14

陶瓷手术器械

31

59

10

陶瓷在创伤外科中的应用

72

19

9

陶瓷在脊柱外科中的应用

49

48

3

陶瓷材料的可能应用

CeramTec对不同专业的临床医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以确定他们对生物陶瓷在哪些新应用
领域最感兴趣。

医疗工程部的前身是医疗产品部，后者制造的BIOLOX®陶瓷成为人工髋
关节置换中的世界标准。事实上，新团队的大多数人都来自这个业务部。我
本人在那里工作了将近10年。两个部门的共同之处是：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
工作需与医生及假体制造商紧密合作。未来陶瓷的应用领域包括肩关节、小
关节、脊柱、手术器械、齿科、骨替代材料等。初期时我们会专注于以下几
www.cer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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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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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能够使用生物陶瓷的新领域内的新产品；
* 减少磨损与防止骨溶解(关节)
* 改善影像学显示/防止影像学检查中的伪影(脊柱)
* 预防微生物在植入物上繁殖
* 研发新材料

http://www.ceramtec.com/markets/medical-technology/

扫描二维码
获取更多信息

摩擦学

柄颈锥部腐蚀的研究进展：
陶瓷球头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Steven M. Kurtz, MD, PhD

如果你想理解任何事情，
观察它的开始和它的发展。

究，并依据我们自己最近的研究与各
位分享这方面的研究进展。

研究教授和植入物研究中心主任。 另外还任
– 亚里士多德

Exponent公司——一家国际性科学与工程咨

当二十世纪 90 年代涉及颈锥腐

询企业——的副总裁、生物医学工程实践部
柄颈锥部的腐蚀并不是骨科学中

蚀 问 题 时，Urban、Gilbert、Jacobs

的新问题，但直到最近才成为我们认

等众多研究者检查了许多人工髋关

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节假体，并将重点放在金属柄对金

主任和费城办公室主任。
Steven M. Kurtz在聚乙烯、陶瓷和金属-

球头对组配柄腐蚀方面的几个关键研

属球头上 3-6,11,12。然而在他们收集的

金属髋关节的临床表现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
的职业生涯涉及到对医疗器械技术的评价，从

我们在髋膝关节假体中用到的金

标本中，有一个假体是 Autophor 髋

组合分析到实验研究到临床观察。他的研究活

属材料——钴基合金和钛基合金——

关节系统，它由 CoCr 合金柄与氧化

动着重在医疗器械(包括骨科、脊柱、心血管

是可用于植入物的抗腐蚀能力最强的

铝球头组成，后者是使用了第一代

植入物)在现实中的临床表现，通过人工假体

材料，数十年来积累了大量成功临床

BIOLOX® 陶瓷。根据这个唯一的陶瓷

取出物、国立健康数据库、合成生物材料的力

应用的记录。在二十世纪 80 年代和

球头假体取出物和大量金属假体取出

学性能、人工关节界面的接触力学、骨-植入

90 年代，研究人员仔细研究了组配

物，Urban 和同事 5 发现“在所有不

物系统的结构性评价等进行评判。

式股骨柄颈锥部头颈连接处的腐蚀问

同类型检测假体的头颈连接部发现的

1-6

。这些早期研究确认了组配式金

腐蚀产物都是相似的，与假体设计或

Steven M. Kurtz活跃在多个专业学术机构

属股骨柄与球头连接处有腐蚀发生，

关节副材料无关，即便使用了陶瓷球

中，包括美国骨科医师学会、美国髋膝关节

并确立了这一腐蚀的发生机制，目前

头也一样”。在这早期研究建立了锥

外科医师学会、美国膝关节学会和美国材料

认为 这是一个有力学因素参与的复

部腐蚀的基本机制以后，组配式头颈

与测试学会。他编写过5部专著、150余篇杂

杂的腐蚀过程 ( 具体细节可参见本期

连接锥部腐蚀的问题就几乎从骨科学

志论文和400多篇会议摘要。

14 页 Robert Streicher 的相关文章 )。

关注的领域中消失了，让位于因聚乙

然而，所有这些有关力学的基础科学

烯磨损而致的骨溶解和无菌性松动，

研究差不多都仅仅是根据钴铬合金

它们占据了二十世纪 90 年代的学术

(CoCr) 球头对钴基合金股骨柄或钛基

会议和文献报告。

题

联系方式:
Steven M. Kurtz, MD, PhD
Drexel University
Schoo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Science &
Health Systems
3141 Chestnut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4, USA
Phone: +1 215 594 8851
Fax: +1 215 594 8899
e-mail: skurtz@drexel.edu
www.biomed.drexel.edu/implantcenter/

合金股骨柄而进行的。
2004 年，来自 Rush( 芝加哥 ) 的
随着对组配式大头金属 - 金属髋

Hallab 和同事发表了一个体外研究，

关节假体 7,8、两段式组配股骨柄 9 和

直接比较了陶瓷球头与钴铬合金金属

尤其最近对金属 - 聚乙烯髋关节假体

球头对柄颈锥部的腐蚀 13。作者的理

10

锥部腐蚀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

论是：陶瓷球头对金属柄颈锥部的微

意识到现代组配式假体连接的金属碎

动可能更严重，因此假设使用陶瓷球

屑释放问题，以及其可能引起的罕

头时会比使用金属球头时释放更多的

见并发症 ( 包括局部组织不良反应，

金属碎屑。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

ALTR)。直到最近，文献上对陶瓷球

选择了同一制造商生产的 CoCr 合金

头对颈锥部的腐蚀问题也基本保持缄

股骨柄和 CoCr 合金球头。陶瓷球头

默。本文的目的是简要综述一下陶瓷

则采用了氧化锆，由后来将这一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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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M. Kurtz, MD, PhD是美国费城
Drexel大学生物工程、科学与健康系统学院的

11

摩擦学(续)

1

2

图 1: 典型的采用陶瓷球头的股骨柄颈锥
部，显示有轻度的微动和腐蚀 ( 平均评分
为 2 分 )。

图 2: 典型的采用 CoCr 金属球头的股骨柄
颈锥部，显示中度微动和腐蚀 ( 平均评分
为3分)

锆球头从市场上召回的那家公司生产。出乎意料，

少，特别是植入时间很长以后的。因此我们正在

研究者发现与 CoCr 柄 - 氧化锆球头组合相比，

与 Clare Rimnac 领导下的凯斯西储大学的髋关节

CoCr 柄 -CoCr 球头的 Co 释放量是前者的 11 倍、

假体取出项目合作，以保证我们能从更多不同的

Cr 的释放量是前者的 3 倍。虽然这一发现推翻了

医院得到更多的假体取出物。

研究者的假设，作者反对将这一结果推而广之到
其他设计的植入物系统中去。他们在结论中写道：

我们仔细比较了 50 对植入物，试图弄清不同

“经过对临床表现的仔细评价和对假体取出物的

因素对颈锥部腐蚀的影响，并着重比较了陶瓷 - 金

细致分析，可以确认陶瓷 - 金属连接处的腐蚀相对

属与金属 - 金属连接的差异。首先我们排除了球头

较少 13。”

与颈锥直接配合以外的其他组配方式的股骨柄。
这意味着该研究没有涉及带金属锥套的陶瓷球头，

与CoCr球头相比，陶瓷球头极大地减少了柄颈
锥部的腐蚀。
– S. Kurtz, MD, PhD

也不包括颈部组配的或柄部组配的股骨柄。使用
陶瓷球头的髋关节既有陶瓷 - 聚乙烯界面也有陶
瓷 - 陶瓷界面。而使用金属球头的髋关节系统则
全都为金属 - 聚乙烯界面。股骨柄为钴基合金或
钛基合金，由各大关节厂商生产。在陶瓷球头组
与金属球头组，柄的设计和颈距长度均相似。陶
瓷球头为 CeramTec 公司生产的 BIOLOX®forte 或

假体取出物研究

BIOLOX®delta。采用 Goldberg 和同事设定的假体
取出物颈锥评价标准 14，由三位相互独立的观察者

我们也在 Drexel 大学的植入物研究中心开始
对收集到的假体取出物进行研究，以比较陶瓷球头

对所有取出股骨柄的颈锥微动和腐蚀进行评分，1
分为最轻微、4 分为最严重。

www.cer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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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属球头对柄颈锥部的腐蚀。如同我们在 2012

12

年 11 月 AAHKS 的关节界面小型研讨会上报告的，

虽然本文中谈及的研究仍在进行之中，我们

所有开展的研究都显示陶瓷球头有助于减轻股骨

已经看到与金属球头组相比，陶瓷球头组柄颈锥

柄的颈部的腐蚀，但我们仍在继续对这一减轻效

部的腐蚀程度要轻得多 ( 图 1-3)。使用陶瓷球头的

果作定量化研究。这个问题颇具挑战性，因为许

柄颈锥部微动与腐蚀评分平均为 2 分 ( 图 1)，而使

多因素会影响锥部的腐蚀，包括植入后时间、偏

用金属球头组为 3 分 ( 图 2)。目前我们正在用计量

心距 (offset)、股骨柄的金相状态、锥部的表面处

学的方法 ( 包括采用 Talyrond 高精度圆度仪 ) 定量

理等等之类。另外，由于陶瓷假体取出物较为稀

测定从柄颈锥部释出的金属碎屑。

ࣰॱڨҮˀᑻᙌѫ

对假体取出物研究有兴趣？
您能提供怎样的帮助？

4

随着对假体取出物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
们需要植入体内 10 年以上的陶瓷球头 + 股骨
柄假体取出物和带金属锥套的陶瓷球头 ( 也即

3

BIOLOX®OPTION) 假体取出物。
᧚࡚
ီܿጷ

如果您有兴趣与我们多中心的假体取出物研

2

究项目合作、能够提供上述假体取出物以及相关
ᬜၫ
ီܿጷ

临床资料，请接洽本文作者 (skurtz@drexel.edu)。

1

我们已建立了一个假体取出物在国际范围
内运送的流程，目前的合作者有 12 所分布在美
国和欧洲的医疗中心。

0

图 3: 陶瓷球头组与金属球头组的平均腐蚀评分

小结

致谢

该研究是对组配式人工髋关节系统金属碎屑产

作者希望借此机会对凯斯西储大学的 Clare

生相关研究的重要扩展。迄今为止，有关陶瓷球头

Rimnac, PhD 和 Syra-cuse 大学的 Jeremy Gilbert 表

的研究差不多都局限在其对关节面磨损的减少上。

示衷心感谢，感谢他们对该研究的真知灼见和许
多有益的讨论。

除减少界面磨损外，正在出现的证据显示陶
瓷球头在减轻柄颈锥部腐蚀方面也起到了作用。
在来年的学术会议上，我们会报告这一研究的最
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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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与微动的原理
Robert Streicher, PhD
前言

骨科中所用的金属是高生物相容、高强度的合金，主要用
于制成植入物的结构性部件。依其组成，可以是惰性的，像不
锈钢或钴铬合金；或者是能诱导骨细胞生长的，像钛和钛合金。
医疗器械所用的金属有三种：铁基合金 ( 如不锈钢 )、钴铬合金
( 如 Stellite) 以及钛和钛合金。而对人工关节关节界面，钴铬
合金差不多是唯一可用的金属材料。
自二十世纪 70 年代初期以来，由组配部件
组成的植入物有所增长。特别是在髋关节，采用

图 1a：腐蚀实例 ( 见于工业领域 )

Morse 锥度安装上可更换的球头成为主流，这也将
陶瓷关节引入到 THA 中，并获得了良好的结果。
然而，任何组配在两个部件的连接处都会有潜在
的风险，包括增加微动、腐蚀和碎屑的产生。
近来有三组报告关注到这一微动和腐蚀，特
别是陶瓷球头和 / 或金属球头在组配式全髋关节置
换中的表现 1,2,3。过去几年里对组配式的热情有所
回落。本文扼要介绍了微动和腐蚀的科学原理。

图 1b：骨科中的连接界面腐蚀——金属球头内锥
来源: Collier P et al. Corrosion between the components of modular femoral
hip prostheses, J Bone Joint Surg-Br 1992;74:511-7

定义
力学因素引起的连接界面恶化 ( 磨损、
微动和微动磨损 )
磨损 是一种界面损害，特点是因界面间的相
对活动所致的材料的进行性丢失 4。

化学因素引起的连接界面恶化 ( 腐蚀和
缝隙腐蚀 )
腐蚀 在工程师的定义中，腐蚀是一种看得见
的结构破坏，最终结果是功能的丧失。而在化学

www.cer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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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眼里，这是一个可以逆转的、材料表面对其所

14

微动 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相对运动，定义为在

处环境所产生的反应。结果是材料被消耗，其可

负载作用下两个力学上的连接结构之间发生小幅

溶性组分成了周围环境的一部分。腐蚀常被描述

度活动、振动或滑动。一些作者已研究了微动需

为因电化学反应而致的表面降解，产生出金属离

要达到的活动程度，通常都极小，大概在 1-100μm

子和盐 7。腐蚀仅在金属材料才会发生。只有像黄

5,6

金这样的贵金属才有自我保护防止腐蚀的表面，

产生微动。

空气中的其他金属和合金都会自发地与氧发生反

。考虑到身体的载荷，假体的所有连接部分都易

应形成或多或少的氧化层 ( 钝化 )，如图 2 所示。
微动磨损 由连接处微动所致的材料丢失。

对氧化膜的任何损伤都将直接导致腐蚀 ( 离
子流 )，直至该膜重新形成 8。重建保护性氧化层

Metal

Oxide

Double Layer

所需的时间称为再钝化时间。依金属组分和环境

Protein

含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通常仅仅为毫秒级 9，如
Ti6Al4V 大约为 60 毫秒 10。

V
图 2：金属 - 氧 - 溶液相互作
用示意图，并显示了蛋白质分
子和电位差 ( 诚经 L. Gilbert
许可使用 )

metal

x
ox

solution

腐蚀现象分类
目前认为有8种不同类型的腐蚀
1. 整体腐蚀或均一腐蚀指的是整块金属浸没
在电解液中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腐蚀11。材料从整

围环境中的区域或这一区域的附近 4。缝隙腐蚀可

个表面上丢失，这一现象发生在所有金属。用作

配部件界面间的小间隙。缝隙腐蚀中环境条件可

植入物的合金有较强的对抗整体腐蚀的能力，使

能不同，导致了小的流电效应和局部腐蚀。

呈狭窄的缝隙 ( 如金属假体过度承载后 ) 或两个组

这一过程非常缓慢、不易察觉。
5. 点蚀是一种因在金属表面形成了小坑斑而
2. 电化学腐蚀或两种金属所致的腐蚀是因为
两种金属间的电位差而致的金属溶解，通常发生

致的局部或整体的腐蚀 11。它是由机械应力引起的，
如表面刮擦或摩擦负载。

12

在两种金属既不相似又相互邻近时 。这一类型的
6. 晶间腐蚀是一种因合金纯度不高或含有杂

腐蚀需要满足下述所有 3 个条件：
a. 两种不同的金属 ( 抗腐蚀性能有差异 )

从含有与整体晶粒结构差异极大的晶界开始。晶

b. 物理性 ( 传导性 ) 接触 ( 而使电子转移 )

粒与晶界之间的流电效应增强了这一腐蚀性损害。

c. 水溶性 ( 电解性 ) 环境 ( 而使离子转移 )

晶间腐蚀在铸造合金比锻造合金更常见。

3. 微动腐蚀 ( 和侵蚀 ) 是与机械活动有关的腐

7. 选择性浸出是因晶粒本身 ( 而非晶界内部 )

蚀：金属或合金的钝化层被永久性地损伤，导致

的化学差异而致的一种腐蚀 11，可有特异性的组

缺乏保护的表面腐蚀加快。它是接触界面间因腐

分从合金假体表面排出。起因是一些晶粒之间的

4

蚀和轻微振动而致的一种界面恶化 。微动腐蚀过

绑定较弱或含有可溶性元素和 / 或环境介质腐蚀性

程由溶解和再钝化反应组成 13。

高。选择性浸出更常发生在由不同组分和结构晶
粒形成的多相合金，在单相材料少见。选择性浸

4. 缝隙腐蚀是金属表面的一种局限性腐蚀，

出过程中可伴有表面钝化。可溶性元素如铁或钒

发生在金属与另一种材料紧密相邻而未暴露在周

可自假体表面浸出，而致材料中的抗腐蚀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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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致的一种电化学腐蚀 11。它是一种局部性损害，

15

教育(续)

的元素浓度增高 ( 如铬或钛 )，从而抵御进一步的

轻。如果腐蚀不能完全避免，必须采取措施尽可

腐蚀性损害。

能地限制它。

8. 应力腐蚀和腐蚀加剧的疲劳是这类现象：

腐蚀——像磨损一样——是一个共有的特征、

在特定环境中 ( 特别是富含氯化物 ) 的金属由于腐

并受多种因素影响。它与材料有关：金属种类——

蚀的结果仅需加载比平常小得多的应力就会导致

组成、结构、均一性、纯度、缺陷、电势、再钝

材料失效 14。

化能力等等之类；它与制造工程有关；它与表面
状态 ( 特别是粗糙度 ) 有关；它与假体设计 ( 尺寸

整体腐蚀是不可避免的。但对现代植入材料

和公差 ) 有关，特别是像 Morse 锥度这样的组配连

来说，它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 ( 每天每平方厘米

接；它与周围环境有关，特别是负载、活动和 pH

几 ng)。如果仅有整体腐蚀，植入物的寿命将远远

值 5。腐蚀也是一个金相学、化学、电学和摩擦学

超过患者的寿命。其他各类腐蚀都是可以避免的

因素交织的复杂问题 12,15,16。

或者是可通过选择合适的材料、设计和处理而减

生物材料的腐蚀与微动
钛和钛合金易于发生微动磨损，但它们的电

受。假体承受的机械负荷加速了微动和缝隙腐蚀

位较高（约 6V 左右），其抗腐蚀能力较强。CoCr

的进程，进而使金属离子释出、产生磨损碎屑。

合金更硬，不易发生微动和磨损，但它的腐蚀潜

虽然在缝隙腐蚀中机械性微动和磨损是根本，但

能要低得多，仅 400mV 左右。不锈钢合金总体来

原子层样薄的保护性氧化膜 ( 它构成了裂隙环境的

说硬度相似，但抗腐蚀能力较弱，ISO 5832-1 的

边界 ) 的崩解也起到了作用 12,15,18。当其下的金属

不 锈 钢 是 350mV、 而 ISO 5832-9 的 不 锈 钢 则 为

基质因机械性损伤而暴露在体内的盐水环境中时，

800mV。另外，不锈钢的抗微动能力较 CoCr 合金

金属表面的快速氧化或再钝化改变了它的电压，

要差。

提高了被禁锢在裂隙中溶液的酸性。

由于总体上用于骨科的金属和合金有较高的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组配式植入物微动和腐蚀

抗腐蚀能力，因此严重的腐蚀较少见。骨科植入

问题的作者提出，腐蚀问题是个设计问题，因此

物中最主要的两种腐蚀是微动诱发的缝隙腐蚀和

与制造商有关 19。显然，术中假体的装配——清洁、

微动腐蚀。点蚀仅见于不锈钢。由于表面粗糙度

干燥、打实 20,21,22——对任何材料的结合都是至关

会影响到腐蚀的范围，故不锈钢股骨柄多采用表

重要的，但显然对比如金属或陶瓷这样的不同材

面抛光。

料，结果会有显著的差别。

Gilbert 等 17 提出过有关机械性因素助长缝隙

另外一个潜在危险是多年来外科医生已开始

腐蚀的一个假设，用以解释机械负荷是如何在组

将来自不同厂商的植入物部件混配使用 23，而这些

配式颈锥部产生微动、破坏钝化的氧化膜、再钝

厂商制造的产品锥度并不总是一致的。

化和发生缝隙腐蚀的。至今这一解释仍被广泛接

小结
腐蚀和磨损是个复杂、受多因素影响的系统

素，选用合适的材料、进行恰当的设计、仔细的

性问题。在人体中，金属生物材料总会发生腐蚀， 植入操作都是避免广泛腐蚀及其不良后果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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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极其缓慢。从技术上也能确定其他几种类型

16

的腐蚀，其中一些也能在骨科植入物中观察到。
对其成因和结果要作仔细分析。
像 THA 这 样 需 要 长 期 使 用 的 植 入 物， 组 配
式连接已成为令人担忧的主要原因，微动所致的
缝隙腐蚀的机理也已深入人心。除去一些其他因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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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配式锥部连接是金属碎屑增加的可能来源
手术中发现和对假体取出物的研究均提示：金属大头的
1-3

球头-颈锥交界处有金属磨损的增加。一些作者 已经报告了
几年时间里可产生对金属碎屑的不良反应(如金属碎屑沉积、
假性肿瘤、慢性炎性病损、局部组织反应等)。而来自颈锥连
接部的金属碎屑似乎更容易刺激不良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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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应用的临床数据
研究：

研究：

CoC THA 的术后 20 年临床结果

30 岁 以 下 患 者 的 CoC THA——15 年 随
访无一例骨溶解

Synder 等 ( 波 兰 ) 回 顾 评 价 了 1985-1999 年
Kim 等 ( 韩国 ) 评价了 96 名患者的 127 例非

间 188 名患者 (101 女、87 男 ) 的 220 例非骨水泥

固定 CoC THA，所用假体是全陶瓷螺旋臼 ( 氧化铝， 骨水泥固定 CoC THA(BIOLOX® forte, 28mm)。手
第一代 BIOLOX®，直径 32 mm)。术前主要诊断为

术时患者年龄为 19-30 岁，平均 24±5 岁。术前

髋关节发育不良性关节炎 (36.8%) 和特发性骨关

主要诊断为股骨头坏死 (54.3%) 和髋关节发育不

节炎 (27.3%)。手术时患者的年龄为 20-70 岁，平

良 (20.5%)。随访时间为 10-16 年，平均 14.8 年。

均 44.5 岁。该组病例得到了 12.3-26.7 年的随访，
平均 19.6 年。作者报告 39.5% 的患者结果优异、

未发现无菌性松动、假体移位、关节异响和

43.6% 为结果良好、9.1% 是结果满意。无关节异

陶瓷部件碎裂。1 例髋臼 (0.8%) 因反复脱位而行

响和感染。16 髋因无菌性松动而需翻修。绝大多

翻修。以无菌性松动为观察终点，Kaplan-Meier

数术后效果不佳的患者 (7.8%) 为重度髋关节发育

分析假体存留率为 100%。作者的结论是：氧化铝

不良的患者。以任何原因而致的翻修作为观察终

CoC 界面在这类年轻和活跃人群有优异的临床结

点，Kaplan-Meier 分析假体存留率是 86.4%。与

果。

*

Petsatodes 等 发表的结果相似。
Kim Y-H et al. Cementless Metaphyseal Fitting Anatomic Total Hip Arthroplasty with a Ceramic-on-Ceramic Bearing in patients Thirty Years of Age or
Younger. J Bone Joint Surg-Am 2012;94(17):1570-1575

我们在30岁以下患者中使用非骨水泥
CoC THA的结果显示了优异的中期结果，
在术后进入第二个10年后，假体固定良
好、疼痛缓解彻底、假体存留率极高且无
骨溶解的证据。
- Kim et al. (韩国)
见: J Bone Joint Surg-Am 2012;94(17):1574

58 岁女性、左髋初次 THA 后 21 年
图片来源：诚经波兰罗兹医科大学临床骨科与儿童骨科主任
Marek Synder 许可使用
Synder M et al. Long-term results of cementless hip arthroplasty with ceramic-on-ceramic articulation. International Orthopaedics (SICOT) 2012;36:2225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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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satodes GE et al. Primary cementless total hip arthroplasty with an alumina ceramic-on-ceramic bearing: results after a minimum of twenty years of
follow-up. J Bone Joint Surg-Am 2010;92:63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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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体植入中准确的手术技术对人工关节置换后
的最终结果至关重要。
- Synder 等(波兰)
见: International Orthopaedics (SICOT) 2012;36:2229

研究：
30 岁以下患者的 CoC THA——术后随访
11 年无骨溶解
在 Yoon 等 ( 韩国 ) 所做的回顾性研究中，报
告了 62 名患者 (37 男、25 女 ) 的 75 例非骨水泥
固 定 CoC THA( 氧 化 铝， BIOLOX®forte，28mm)
的结果。术前主要诊断是股骨头坏死 (51%)。手
术时患者年龄为 18-30 岁，平均 24 岁。随访 1013.5 年，平均 11.5 年。

以所有原因而致的翻修为观察终点，Kaplan-

和 MoM THA 有相似的血清金属离子浓度

Meier 分析假体存留率是 98.9%。在 16% 的患者
中出现声响 (13% 为咔哒声、3% 是异响 )。但声

有关 CoM 界面的临床报告比较有限。股骨头

响都不可重复。1 例出现陶瓷衬碎裂，与关节持续

采用氧化锆增韧氧化铝基复合陶瓷 BIOLOX®delta

不稳定和反复半脱位有关。由于脊髓损伤后肌力

材料制成。Schouten 等 ( 新西兰 ) 进行了一个前

不足，术前该患者就有髋关节不稳。

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比较了术后 6 个月与 12 个
月 时 ( 磨 合 期 )41 例 CoM* 和 36 例 MoM 的 血

未发现与磨损相关的骨溶解。X 线片上无髋臼
和股骨柄假体松动征象。以无菌性松动为观察终

清钴、铬浓度。大多数病例使用了 36mm 直径球
头。

点，Kaplan-Meier 分析假体存留率为 100%。
研究结果确认了髋臼外展角较大 (>55°) 与血
Yoon HJ et al. Alumina-on-alumina THA Performed in Patients Younger
Than 30 Years: A 10-year Minimum Followup Study. Clin Orthop Relat Res
2012;470:3530-3536

清金属离子浓度较高之间的关系。
该研究证实了正确植入髋臼假体对于界面表

我们研究结果提示在年轻患者中氧
化铝-氧化铝界面有极高的10年假体存留
率。
- Yoon HJ et al. (韩国)

现至关重要。作者提到将进一步提供术后 2 年和 5
年 ( 稳定期 ) 的随访结果。
Schouten R et al. A prospectiv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comparing
ceramic-on-metal and metal-on-metal bearing surfaces in total hip replacement. J Bone Joint Surg-Br 2012;94(11):1462-1467

见: Clin Orthop Relat Res 2012; 470:3533

研究：
研究：
小于 61 岁患者 CoC 与 CoXPE 对照——
术后 5 年随访无明显差异

术后 8.5 年随访 CoC、MoM、MoP THA
临床表现对比
Milosev 等 ( 斯 洛 文 尼 亚 ) 对 395 名 患 者 的

在一个随机对照前瞻性研究中，Beaupre 等 ( 加

411 例 THA 进 行 了 回 顾 性 研 究。 报 告 了 202 例

拿大 ) 比较了 48 例 CoC THA 与 44 例 CoXPE THA

CoC(BIOLOX®forte)、199 例 MoP和68 例 MoM( 低

的结果。手术时患者的平均年龄 CoC 组是 51.3 岁、 碳合金 ) THA 的结果。金属衬与陶瓷衬都采用了
CoXPE 组 是 53.6 岁。CoC 组 采 用 了 氧 化 铝 臼 衬

“三明治”式设计，即有一层聚乙烯垫夹在陶瓷

和球头，大多数病例的球头直径是 32mm，而在

或金属髋臼界面与臼杯之间。所有病例都使用了

CoXPE 组则为 28mm。

28mm 直径的球头。患者手术时平均年龄在 CoC
与 MoM 组为 60 岁、在 MoP 组为 71 岁。随访时

CoC 与 CoXPE THA 均获得了优异的短期临床
结果。 无因界面失败而致的翻修。术后 5 年随访，

间 6.9-10.5 年，平均 8.5 年。术前主要诊断为骨
关节炎。

两组在临床结果与功能结果方面无显著差异。远
期随访正在进行之中。

作者报告因假体无菌性松动而行的翻修在
MoM 组 较 CoC 和 MoP 组 显 著 为 高。 而 CoC 组

研究：
术 后 6 个 月 与 12 个 月 随 访，CoM THA

与 MoP 组的假体存留率则无明确差异。在 MoP 组
有 1 例因无菌性松动而翻修；在 MoM 有 5 例因无
菌性松动而翻修、另 1 例翻修则因关节脱位。在
CoC 组，有 2 例因无菌性松动而翻修、另有 4 例
翻修则因陶瓷部件碎裂。很不幸，作者未提供任
何有关髋臼位置及取出物的信息。因此，在三种

* 所用CoM关节为DePuy公司的
Pinnacle® CoMplete Acetabular
Hip System。

CeraNews 1/2013
www.ceranews.com

Beaupre LA et al. A Randomized Trial Of Ceramic-On-Ceramic Bearing
Versus Ceramic-On-Crossfire-Polyethylene Bearing In Total Hip Arthroplasty: Five-Year Outcomes. J Arthroplasty 2012 (article in press),
http://dx.doi.org/10.1016/j.arth.2012.07.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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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关节发生的无菌性松动和 CoC 发生的陶瓷部
件碎裂其确切原因仍未可知。

近期 Zywiel 等 ( 加拿大 ) 报告了这样一例异常
罕见的因磨损引起的全身性金属钴中毒。患者在
因陶瓷部件碎裂行 MoP 翻修 6 个月后发生全身性

Milosev I et al. Comparison of Ten-Year Survivorship of Hip Prostheses with
Use of Conventional Polyethylene, Metal-on-Metal, or Ceramic-on-Ceramic
Bearings. J Bone Joint Surg-Am 2012;94(19):1756-1763

钴中毒，并因钴中毒引起的心肌病变而死亡。作
者提到，在翻修术后患者血清中的钴浓度甚至比
以前报告的全身性中毒病例还要高差不多 10 倍。

研究：
CoC、MoXPE 与 MoP 临床效果对比——
5 年随访无显著差异，CoC 组无显著磨损
在一个随机对照的前瞻性研究中，Nikolaou
等 ( 加拿大 ) 比较了在 91 名患者的 34 例 CoC、
36 例 MoP 与 32 例 MoXPE 非骨水泥 THA 的临床

而对取出假体的分析显示，金属球头的重量足足
少了 28.3 克。作者注意到，在失败的 MoM 关节、
金属界面受到三体磨损的关节 ( 有一个病例是错误
地将金属球头与陶瓷臼衬组成了关节 ) 也有过全身
性钴中毒的报道。
Zywiel MG et al. Fatal cardiomyopathy after revision total hip replacement for fracture of a ceramic liner. J Bone Joint Surg-Br 2013;95:31-37

与放射学结果。术前大多诊断为骨关节炎 (66%)。
所 有 THA 均 采 用 了 28mm 球 头。 手 术 时 患 者 年
龄为 19-64 岁，平均 52.7 岁。87 例患者的 9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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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因无菌性松动而致的失败。在 CoC 组，34
例患者中的 3 例 (8.2%) 有异响，但均未有放射学
异常发现、也无需翻修。三组间界面的平均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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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陶瓷部件碎裂而行翻修时，可用的
选择是特别设计的翻修用陶瓷球头系统与陶
瓷衬、PE 衬或 XPE 衬组成关节 *。

Trebse R et al. Clinical results after revision total hip arthroplasty for fracture of ceramic bearing surfaces. Abstract 193, EHS; 2012

基于体外试验和临床研究，因陶瓷部件
碎裂而行翻修时使用 MoP 关节应列为禁忌。
当使用这一界面行翻修时，文献报告效果极
差。遗留的陶瓷颗粒会嵌入 PE 衬中，对金属
球头造成严重的刮擦性磨损。这类文献都报
告了有巨量的金属磨屑和金属球头的显著破
坏。这将导致广泛的假体周围金属沉积、血
液钴浓度升高，在严重的病例甚至会引起磨
损相关的金属钴中毒。

* 有关陶瓷部件碎裂后翻修时
的界面选择，请用您的智能手机扫
描 二 维 码。 您 也 可 通 过 访 问 www.
ceramtec.com/biolox/medialibrary/ ceranews-plus/ 或 填 写
CeraNews 回执获得更多信息。

Wittingham-Jones P et al. Fracture of a ceramic component in total
hip replacement. J Bone Joint Surg-Br 2011;94:570-573

综述：
界面选择进展
2013 年 1 月 17-19 日， 在 印 度 班 加 罗 尔 举
行了由纽约 Ranawat 骨科 (Ranawat Orthopaedics
New York) 主办的第 11 届冬季会议，提供了在人
工关节置换、非关节置换性治疗以及界面选择等
方面的最新进展。教程主席 Chitranjan S. Ranawat
指出：在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人工关节置换
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他希望教育必须着眼于保
障成千上万关节炎患者获得高质量的医疗。
CeraNews 对该会上有关界面选择的部分进行
了综述。

MoM 界面
第二代 MoM 在人工髋关节置换中的临床应用
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已确认了该界面

CoC 界面
陶瓷在人工髋关节置换中的应用已有将近 40
年。对其摩擦学和生物学特性已有透彻的研究。
尽管其临床表现优异、生物相容性出色，但碎裂
和 声 响 仍 令 人 关 注。 根 据 对 患 者 的 问 卷 调 查，
Ranawat 报告，对“您的髋关节有任何声响吗”
这一问题，23% 的患者回答“有”，其中的 40%
是异响。 但只有 3% 的患者能在医生面前重复出
这一声响来。在硬 - 硬关节界面，现在已经知道有
多种因素与声响有关，包括假体位置不佳、假体
撞击和软组织撞击、关节间隙缺乏润滑、髋关节
系统的设计问题等等。陶瓷臼衬碎裂的最常见原
因是操作不当，例如植入不到位等。Binazzi 指出
外科医生应当准确地操作陶瓷衬并行精确的植入。
正确的手术技术、正确的假体位置和安全的陶瓷
部件操作在避免陶瓷部件碎裂和取得优异的中远
期结果中起到重要作用，虽然 Binazzi 提到陶瓷关
节的费用问题仍让人关注。

的优势和风险。无论是在髋关节表面置换还是常
规 THA，许多患者都因假体位置不佳而致磨损，

CoC依然是年轻活跃患者的首选界面。

并引发随之的对金属离子的不良反应。会上给出
的这一并发症的发生率在 10%-20% 之间，且还

- Chitranjan S. Ranawat, MD (美国)

在上升。MoM 的主要风险是增加了机体中的金属
碎屑和离子以及相关的生物学反应。通过仔细选
择病例、精准的手术技术、正确的假体位置及监
测血清中的离子水平能减少上述风险。目前，就
髋关节表面置换来说，仍无替代界面可用。

高交联聚乙烯 (XPE)

更正
在2012年第2期CeraNews第10页EFORT报道中
有关Javad Parvizi之研究的结尾处个别数字有误，正
确的文字如下:

与传统聚乙烯相比，XPE 能显著减少磨损。与
硬 - 硬界面或传统 PE 相比，XPE 的临床应用历史
较短，缺乏远期临床结果。近来的发展集中在进
一步减小磨损率和氧化，同时提高机械性能从而
减少碎裂的风险。Roberto Binazzi( 意大利 ) 对磨损
微粒表达了极大的关注。关键问题是科学家与外
科医生们对 XPE 磨损颗粒的生物学活性还所知甚
少。重要的是应该意识到：提高临床表现、延长
假体存留不仅与磨损率有关还受到机体对磨损颗

和金属颗粒的不同之处就显得尤为重要。需要更
多的研究与更长时间的随访来提供相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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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生物学反应的影响。因此，认识机体对 XPE 磨
损颗粒的生物学反应与对传统 PE 颗粒、陶瓷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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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z Mittelmeier研究奖

有关人工膝关节置换磨损的研究
获得 Heinz Mittelmeier 研究奖
2012 年 10 月，在柏林举行的德国骨科与创伤外科大会
(DKOU) 上，来自海德堡大学医院的 J. Philippe Kretzer, PhD
获颁 Heinz Mittelmeier 研究奖。他是因 “全膝关节置换中
的磨损——仅仅是聚乙烯的问题吗”这一研究而被德国骨科
与骨外科学会 (DGOOC) 授予这一奖项的。5000 欧元奖金由
CeramTec 公司提供。

2004年以来，J. Philippe Kretzer, PhD, 一
直是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生物力学和植入物
实验室的技术主管。他从事医学工程研究，
2008年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为
“金属-金属全髋关节置换磨损实验研究的一
种新测量方法”。
2011年，Kretzer博士因“单髁膝关和固
定平台膝关节系统的磨损分析：体外模拟研
究”而获得Arbeitsgemeinschaft Endoprothetik
(AE)研究奖。

www.cer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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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Philippe Kretzer, PhD,
Technical Director
Laboratory of Biomechanics
and Implant Research
Clinic for Orthopedics and Trauma Surgery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rauma Surgery
and Paraplegiology
Heidelberg University Hospital
Schlierbacher Landstr. 200a
69118 Heidelberg
Germany
Phone: +49 6221 562 9209
Fax: +49 6221 562 9206
e-mail: philippe.kretzer@med.uni-heidelberg.de

大会联席主席 Christoph Josten, MD, PhD, Paul Silberer (CeramTec), J. Philippe Kretzer,
PhD, Heinz Mittelmeier, MD, PhD 与大会联席主席 Wolfram Mittelmeier, MD, PhD( 自左至
右 ) 在颁奖仪式上。
来源 : Starface GmbH

这一研究的目的是确定全膝关节置换磨损颗粒中金属颗粒(钴、铬、钼、
钛)的含量。J. Philippe Kretzer的研究结果显示，除聚乙烯以外，这些金属颗
粒占12%，因此在磨损颗粒总量中是个不小的比例。由于金属磨损颗粒和离
子有可能对临床结果带来不良影响，特别是对金属过敏的患者，因此他指出
在这类患者应考虑另外选择非金属材料(如陶瓷或足够的表面涂层)假体。

研究摘要：
全膝关节置换中的磨损——
仅仅是聚乙烯的问题吗？
对磨损颗粒的生物学反应是全膝关节置换失败的常见原因。迄今为止，
这一磨损主要来源于聚乙烯。然而，具有极大金属表面的假体也有发生金属

征文

磨损的可能。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全膝关
节置换局部的钴、铬、钼、钛释出。假体在体外
模拟机上加载生理性负荷下运动5·106个步行周

征文

期。测定聚乙烯磨损的重量，用电感耦合等离子
质谱分析测量释出的金属磨损产物。聚乙烯垫的

2013年德国骨科与骨外科学会(DGOOC)

磨损率为7.28±0.27mg/106周期，而累积的金属碎

将继续颁发奖金额为5000欧元的Heinz

屑量为：钴1.63±0.28mg、铬0.47±0.06mg、钼

Mittelmeier研究奖。奖金由CeramTec公司提

0.42±0.06mg、钛1.28±0.14mg 。

供。旨在奖励40岁以下的临床医生、工程师
或科学家在生物陶瓷、人工关节置换磨损相

在其他金属植入物中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
金属磨损产物可与免疫系统发生反应，因此有潜

关问题、陶瓷假体临床应用结果等领域的突
出研究。

在的免疫毒性作用。本研究显示磨损产物总量的
12%为金属，相信这些颗粒和离子可能会与临床
结果相关，特别是在那些对金属过敏的患者。因

请将论文于2013年8月31日前递交
DGOOC。

此在这类患者应考虑另外选择非金属材料(如陶瓷
或足够的表面涂层)假体。

2013年Heinz Mittelmeier研究奖将会在
2013年10月22-25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骨科与
创伤外科(DKOU)大会上颁发。

人工关节置换先驱也是该奖项的冠名者 Heinz Mittelmeier, MD, PhD 祝贺获
奖者 J. Philippe Kretzer, PhD。
来源 : Starface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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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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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观点

体重增加会加大陶瓷部件碎裂的

植入物过敏相关问题的组织病理学鉴别

危险性吗？

诊断

植入物感染
德两本新专著详述了植入物相关感

德国汉堡Harburg 技术大学的

德国骨科与骨外科学会(DGOOC)植

染。除此之外就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深

Michael Morlock, PhD的一个研究表明：

入物过敏工作小组的咨询病理学家Veit

入的讨论，它们还为植入物感染的预防

单纯的体重增加并不会加大陶瓷部件碎裂

Krenn, MD, PhD(德国特里尔)建立了一套

和治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

的危险性。

被国际认同的人工关节病理学分类。 这
Parvizi J (ed.):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Practical Management Guide

一分类将各种病理变化分门别类，从而提
有关这一研究的具体报道将会刊登于

高了临床安全性，也使当病因学资料不全

Jaypee Brothers Medical
Publishers (P) Ltd, 2013
ISBN 978-93-5090-271-4
www.jaypeebrothers.com/pgDetails.
aspx?book_id=978-93-5090-271-4

时也可能得出诊断，有利于提高植入物的

下一期的CeraNews。

存留。

BIOLOX®臼衬安装工具获CE认证
在2012年第2期CeraNews 的“事实
与数据”栏目，我们报道了一种新型安

在下一期CeraNews中，Krenn将说明

Trebse R (ed.):
Infected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

这一鉴别诊断路径，它将指导外科医生如

The Algorithmic Approach.
Springer, 2012
www.springer.com/medicine/orthopedics/
book/978-1-4471-2481-8

何选择所需的检查、如何对检查结果分
类、如何治疗相关患者。

®

装工具，专门用于将BIOLOX 陶瓷臼衬安
全地植入到金属臼杯中。2012年11月中
旬，这一由位于德国Rathenow 的OHST公

EFORT摩擦学日——

司生产与销售的工具已获得CE认证。从

髋膝关节置换中的摩擦学进展

此，该工具已经可以用于临床手术。
我们将会在以后的CeraNews报道使
用这一工具植入BIOLOX ® 臼衬的临床经
验。

BIOLOX®DUO在日本获准上市
日本批准了陶瓷双动半髋系统BIOLOX®

在第14届EFORT大会(2013年6月5-8

DUO，并自2012年12月开始临床应用。 在

日，伊斯坦布尔)期间，6日的摩擦学日将

日本销售这一假体的公司是Robert Reid。随

由Karl Knahr, MD, PhD担任主席。主题集

着该产品的获准上市，日本患者第一次有

中在髋膝关节置换中材料和磨损相关问题

可能接受陶瓷双动半髋置换。双动半髋置

的现状。

换几乎占据日本全部髋关节置换的一半。
BIOLOX®DUO可与任何匹配28mm直

www.ohst.de
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技术细节、手术录像)

径BIOLOX®forte陶瓷球头或 BIOLOX®delta
扫描二维码
下载会议日程

陶瓷球头的股骨柄配伍使用。
我们将在以后的CeraNews中报道
BIOLOX®DUO的临床应用经验。
https://www.robert-reid.co.jp/products/maker_list.html

用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
您可以了解更多
BIOLOX®陶瓷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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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ᛪ᭦ᄉ߸ஞবγ˿ႌ᭦

νၸᄉႌ᭦ǌᬜၫ/ᰳ̓ᐎᐐ˲

བྷႌ᭦˖ᄉᇛ૮᧙̨˝᧚࡚/ᰳ ᄉൣ࣡ҩᑞ( ڎݟ3Ὃڎ4)ǌ

᛭ ֖ ᰳ ̓ ᐎ ᐐ ˲ བྷ Ю ᛭ ᤈ ᛠ ጷ ᄉᛪ᭦૮͝࿃хᛪ៵ᤈᛠ
ᦠὋ  ڙEndolab ࠃ ᰍ ࠈ (Endolab® ѻறǌᇛ૮᧙Ѷ௦ࠪ᧙ԪӐ
Rosenheim) ᄉᰯСᓫഴ٧ʼᤈᛠ ᄉ᧙ǌ
˿ᇛ૮ណǌណґὋඬӐᨷᬜၫ

 ڎ3Ὑፂ
 500 ʹֆ
ណՐᄉ
BIOLOX® delta
ᬜၫᛪ᭦

ᇛ૮(ᬜၫ/ᬜၫ )
ᇛ૮(ᬜၫ/PEᬜၫ/XPE)
ᇛ૮(᧚࡚/XPE)

ᇛ૮᧙ (mg/ ᄇʹֆ )
3

2

 ڎ5ὙѹᎵ૰

1,5

1

0,5

ᬜၫ/ᬜၫ

 ڎ6Ὑᬜၫᦉ͇ᆾᜇ
ՐᤈᛠᏡνᄉᇛ૮ည
ࠪඊណፆ౦(ᬜၫᮣ
ዡʿܷ̅ 5mmὋʽ) ڎ

 ISO14242-19
0

 ڎ4Ὑፂ
500 ʹֆࠃ
ᰍՐᄉᰳ̓ᐎ
ᐐ˲བྷЮ᛭ᛪ
᭦

< 0,1

ᇛ૮᧙ (mg/ ᄇʹֆ )

᧚࡚/XPE

316

-

316 ± 47

315,5

315

1

0,5

 ڎ1: ណ˖ڙႌ᭦˖ຊҪᄉᬜၫᮣዡ

 ڎ2: ណґὋ˖ڎݟڙᇧᄉ 5 ˓ཁʼὋᬃᅋ
ʼඬӐᨷᬜၫᮣዡ

ᬜၫ/PE
0,56 ± 0,21

0

ᬜၫ/XPE
0,31 ± 0,17

ፆ
ڎ7

1. ᄫґᄉᆐቂὋᬜၫࠪᬜၫႌ᭦ᄉᇛ૮᧙࠴  ڎݟ5 9ǌ̯ߥᄉᝇऎᄹὋڙᬜၫᦉ͇
ᆾᜇՐᤈᛠᏡνௐὋᬜၫࠪᬜၫႌ᭦௦ణ·ᤤસ 8ǌ
2. ̯ߥᄉᝇऎᄹὋФᄉᤤસ˝ᬜၫࠪᐐ˲བྷႌ᭦ ᐐ˲བྷᏧᰳ̓ᐎᐐ˲བྷ ǌ
3. ڙᬜၫᦉ͇ᆾᜇՐᤈᛠᏡνௐᤤસ᧚࡚ᐐ˲བྷႌ᭦௦ሄॻჁ 1-5ǌᬜၫᮣዡ͗ࢥЙᐐ˲བྷЮ᛭˖Ὃ
ࣲࠪ᧚࡚ီܿᤴː᧗ᄉᆠڎݟ ڭ7-8 ǌ
˙ࣽፂᰍࠃ˿ఴࠃᰍᄉፆ౦ 6-7ǌڙᬜၫᦉ͇ᆾᜇՐᤈᛠᏡνௐὋԺᤤၸၿ BIOLOX ® delta҃ᄉ
BIOLOX ® OPTION Ꮱνီܿǌ
ڎ7-8: ڙᬜၫᦉ͇ᆾᜇՐᤤસ᧚࡚ᐐ˲བྷᛠᏡνశՐ1.5ࣱՐᄉ᧚࡚ᆾࡗෛሤ
ຸProf. C. Lohmann ॳڍMagdeburgܷߥᰣመӝᬒ

ԟᏥ:
1
Allain J et al. Revision Total Hip Arthroplasty Performed After Fracture of a Ceramic Femoral Head: A Multicenter Survivorship Study. J Bone Joint Surg Am 2003;85:825–830
Gozzini PA et al. Massive wear in a CoCrMo head following the fracture of an alumina head. Hip Int 2002;12(1):37–42
3
Hasegawa M et al. Cobalt-chromium head wear following revision hip arthroplasty performed after ceramic fracture – a case report. Acta Orthopaedica 2006;77(5):833–835
4
Kempf I et al. Massive Wear of a steel ball head by ceramic fragtments in the polyethylene acetabular cup after revision of a total hip prosthesis with fractured ceramic ball head.
Acta Orthop Trauma Surg 1990;109:284–287
5
Matziolis G et al. Massive metallosis after revision of a fractured ceramic head onto a metal head. Archives of orthopaedic and trauma surgery. 2003;123(1):48–50
6
Traina F et al. Revision of a Ceramic Hip for Fractured Ceramic Components. Scientific Exhibit at the 78th AAOS Annual Meeting, San Diego, 2011
7
Thorey F et al. Early results of revision hip arthroplasty using a ceramic revision ball head. Seminars in Arthroplasty, 2011 (in press)
8
Oberbach T. et al. Resistenz von Dispersionskeramiken gegenüber Dreikörperverschleiß. Abstract, Deutscher Kongress für Orthopädie und Orthopädische Chirurgie 2007
9
Pandorf T. et al. Abrieb von großen keramischen Gleitpaarungen, 55. Jahrestagung der Vereinigung Süddeutscher Orthopäden, Baden-Baden, 26.–29. April 2007
2

Printed in Germany·Stand: Oktober 2011

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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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aring Surface Conundrum
・Assessment of Hip Wear
・THA Bearing Surface Problems: I Need Your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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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ing Surface Problems in 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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