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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翻修的原因及治疗

丁海。周建生。肖玉周。周新社，刘振华，官建中

·临床医学-

[摘要】目的：分析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翻修的原因及治疗，评价全髋关节翻修术的临床疗效。方珐：行人工髋关节翻修手术

18例(18髋)。初次关节置换类型：人工股骨头置换3例，全髋关节置换15例。翻修原因：无菌性松动14例，股骨头置换后髋

臼磨损2例。股骨柄位置不良l例，感染1例。结果：术后随访0．5～4年，返修总优良率为84％，效果良好。结论：无菌性松动

是全髋关节翻修术最常见原因，全髋关节翻修术是有效治疗手段。

[关键词】关节成形术；髋假体；翻修术；无菌性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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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 of failed hip arthroplasty

DING Hai，ZHOU Jian—sheng，XIAO Yu-zhou，ZHOU Xin·she，LIU Zhen—hua，GUAN Jian·zhong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otal hip arthroplasties revision，and to evaluate the results．Methods：Eighteen cases

(18 hips)with loosened hip prosthesis were revised．The primary hip arthroplasty included femoral head replacement(3 cases)and total

hip replacement(15 cases)．The reasom for revision were aseptic loosening(14 cases)，acetabular erosion(2 cases)，infection(1

cage)and femur prosthesis failure(1 case)．Results：The follow—up lasted from 6 months to 4 years．The successful rate of revision Was

84％．Conclusions：The most common reason for revision is aseptic loosening．and the results of revision of total hip arthroplasty are

satisfactory．

[Key words]arthroplasty；hip prosthesis；revision；aseptic loosening

随着中国人口寿命延长和城市人口老龄化，髋

关节骨关节炎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越来越多

的患者行人工髋关节置换术以恢复髋关节功能，但

其中部分失败病例需行翻修手术。2004年2月至

2008年5月，我科行人工髋关节翻修术18例，疗效

较为满意，现作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组男5例，女13例；年龄46～78

岁。18例均为单髋，其中左侧10例，右侧8例。

1．2初次手术假体类型人工股骨头置换3例，全

髋关节置换15例。

1．3初次手术距翻修时阅1年以内2例，2～5年

5例，6～10年8例，10年以上3例。

1．4翻修原因假体选择不当2例，年龄较大骨质

疏松患者选择了非骨水泥股骨柄假体；假体位置不

良1例，非骨水泥型股骨柄外翻位置入；术后感染

1例；全髋关节假体无菌性松动14例。

1．5临床表现出现患侧髋、膝关节疼痛，呈进行

性加重，日常活动后疼痛明显。严重者髋关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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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患肢无法负重。X线片显示髋关节间隙变窄，

软骨下骨硬化，髋臼变薄；骨水泥髋臼假体金属标记

环形状改变，髋臼周围骨质吸收，有透亮线形成；非

骨水泥髋臼假体位置改变，髋臼周围出现骨缺损；骨

水泥型股骨柄松动表现为骨水泥一骨界面边缘性透

亮线，股骨矩吸收，假体下沉；非骨水泥型股骨柄假

体周围出现密度增高的硬化线。感染表现为骨溶解

吸收，骨膜反应，假体松动。

1．6手术方法 采用侧卧位，患侧髋关节后侧切

口，直接行股骨上段及髋臼后外侧骨膜下剥离，保护

臀中肌、股外侧肌和坐骨神经，彻底清除肉芽组织以

充分暴露髋臼。髋臼处理：除去周围骨赘，仔细撬拨

髋臼假体，尽量减少骨缺损丢失，防止髋臼骨折。手

术中根据髋臼骨缺损程度进行骨移植。其中自体骨

移植10例，颗粒异体骨移植2例，颗粒异体骨和大

块自体髂骨混合植骨l例，侧翼髋臼假体2例。股

骨处理：16例股骨柄进行翻修，lO例原股骨柄为生

物型，6例为骨水泥型。股骨侧翻修2例使用加长

假体柄，9例是生物型股骨柄，5例是骨水泥型股骨

柄。1例全髋关节置换感染患者采用一期翻修，术

中取出髋臼假体和股骨柄，彻底清除关节周围肉芽

组织、脓液，生理盐水、过氧化氢溶液反复冲洗，再使

用聚维酮碘浸泡10 rain，同时一期置换抗生素骨水

泥髋臼假体和抗生素骨水泥股骨柄。

 



2结果

18例患者术后随访0．5—4年。以Harris髋关

节指数(HSS)评分标准评价疗效⋯，返修总优良率

为84％，无一例再翻修，效果良好。

3讨论

3．1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翻修原因

3．1．1无菌性假体松动本组最常见的翻修原因

为无菌性假体松动。假体松动常与多种因素有关，

如骨质疏松、体重过重、活动量过大、骨水泥的副作

用等。本组髋关节假体松动的主要原因：(1)生物

力学因素：应力遮挡导致无应力区骨吸收、假体一骨

组织界面微动、磨屑所致骨吸收溶解等都会减弱骨

水泥一骨界面的结合强度，引起假体松动。(2)生

物学因素：人工关节长期使用后，髋关节假体的磨损

颗粒散布于假体一骨界面，在界面组织中诱导并激

活巨噬细胞和异物巨细胞，这些细胞分泌大量的炎

性介质和TNF、IL—l、IL-6等溶骨性细胞因子，使破

骨细胞增殖并分泌胶原酶或水解酶，引起骨溶解吸

收，最后出现假体松动。松动的关节假体又加重磨

损，产生更多的磨损颗粒，形成恶性循环。并且磨损

颗粒可以刺激界面成纤维细胞增殖，导致界面不断

增厚，进一步妨碍了假体和骨的结合。(3)假体选

择不当：本组2例年龄较大骨质疏松患者选择了非

骨水泥股骨柄假体进行人工股骨头置换，导致术后

负重约6—9年即出现假体松动、下沉；并且由于股

骨头过小，术后负重不到4年即出现了髋臼软骨磨

损，出现行走时疼痛。故对于存在年龄偏大、明显骨

质疏松、骨缺损、髋臼发育不良等特殊情况的患者，

术前选择合适的髋臼及股骨假体尤为重要。(4)假

体置人位置不良：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的长期疗效取

决于手术中假体的正确置入，假体位置不良会导致

假体与界面之间应力集中和微动，导致假体松动。

假体位置不良多表现为：髋臼假体未置人真髋臼内，

外展角过大；股骨柄内翻位或外翻位置入，前倾角过

大或过小。本组1例人工股骨头置换患者的非骨水

泥型股骨柄于外翻位置入，术后3个月即出现行走

时疼痛，术后1年股骨柄自股骨骨皮质穿出，患者不

能活动。所以手术安装髋臼应严格掌握髋臼的前倾

角和外展角，股骨柄的前倾角和减少术后脱位的发

生及髋臼假体的应力集中。

3．1．2感染感染是髋关节置换术后最严重的并

：发症。本组1例患者术后6个月发生感染，出现患

肢肿痛，行走困难。分析感染原因可能与术中污染

有关。髋关节置换术后一旦出现感染，细菌可以在

假体表面形成一层多糖蛋白质复合物，对细菌起保

护作用；反复感染后大量炎性肉芽组织在假体和骨

或者骨和骨水泥之间形成界膜，使得抗生素难以在

假体周围达到有效浓度，增加治疗难度。

3．2治疗髋关节假体翻修手术成功的关键是明

确置换手术失败的原因，并据此采取不同的方法进

行处理。

3．2．1假体松动此类髋关节假体无菌性松动多

见于髋臼假体松动，常伴有髋臼及股骨骨缺损。髋

臼骨缺损较大时需要充分植骨，主要植骨方式是颗

粒植骨和结构性移植骨。目前认为，打压颗粒植骨

是一种有效的修复骨缺损的方式旧J。将异体骨、自

体骨颗粒或者骨泥充填打压磨造后选择偏大号骨水

泥髋臼假体，或者先用钛网作衬垫后再置入非骨水

泥髋臼假体。对于股骨侧骨缺损，压紧颗粒移植骨

适合股骨髓腔松质骨缺损、而皮质骨完整的患者；节

段性骨缺损多见于近侧的皮质骨缺损，可以使用自

体或者同种异体移植骨重建。如果患者能够得到初

期及远期的股骨假体稳定，则应选用非骨水泥股骨

假体，为将来可能的再次翻修做考虑。本组14例采

用上述方法，治疗效果满意。

如果因为假体选择不当，原则上要更换合适的

假体进行翻修。人工关节置换术的长期疗效和置入

的假体类型密切相关。Gebhard等∞o通过对人工股

骨头置换术和全髋关节置换术后的比较发现，全髋

关节置换术在髋关节疼痛、活动、功能等评分均优于

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对于股骨颈骨折需行关节置换

的患者要严格掌握应用半髋置换和全髋置换手术的

适应证。宋文锴等M1研究发现，股骨颈骨折制动

2～3周后软骨发生不可逆性退变。如果应用半髋置

换，金属股骨头会加速对以退变的髋臼软骨的磨损。

对股骨颈骨折适合做人工关节治疗患者，应首先考

虑全髋关节置换术，半髋关节置换术只适合患者活

动能力较差、难以承受全髋关节置换手术的高龄患

者。选用的假体以双极人工股骨头为宜，并且以骨

水泥固定。人工股骨头的直径稍微大于髋臼，防止

金属头内突磨损髋臼。对于髋关节假体安装位置不

准确，需要在术后短期内进行翻修手术，主张使用原

假体进行翻修，手术中严格掌握髋臼假体的前倾角

和外展角，控制股骨柄前倾100～15。，股骨柄尽量

靠近大转子，防止股骨柄内翻。

3．2．2感染因素 髋关节置换术后发生感染应拔

出假体，彻底清创，积极控制感染及行翻修手术挽救

关节功能d清创后是一期还是二期翻修目前尚有争

议。Hanssen等H1报道，彻底清创后立即使用含抗

生素骨水泥行一期翻修，成功率可达83％。但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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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一3脂肪酸的全肠外营养对
闭合性腹部外伤重症患者的影响

汪华学，何先弟。吴强，郑胜永，赵飞，刘成

·临床医学·

[摘要]目的：探讨添加(o．3脂肪酸的全肠外营养(TeN)对闭合性腹部外伤重症患者的影响。方珐：将23例诊断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征的单纯闭合性腹部外伤术后重症患者随机分为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组12例和对照组Il例，均给予常规综合治疗

及连续TPN支持5天，分别于TPN前l天和后第5天抽取外周静脉血，检测血常规、肝肾功能、C反应蛋白(CRP)等，并进行

APCHEⅡ评分。结果：两组BPC、ClIP、白蛋白水平、APACHEII评分均有显著改善(P<0．01)，但各指标在PUFA组改善均优

于对照组(P<0．05)。结论：添加o-3脂肪酸的TPN有助于抑制闭合性腹部外伤重症患者的炎症反应，改善其预后。

[关键词]腹部损伤；胃肠外高营养；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3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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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oa-3 fatty acids supplemented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support on critical patients埘th closed abdominal injury
WANG Hua-xue，HE Xian—di，WU Qiang，ZHENG Sheng-yong，ZHAO Fei，LIU Cbeng

(Intensive Care Unit，The First够f妇d Hospital ofBen#u Medical College，＆啦“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o-3 fatty acids(PUFA)supplemented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TPN)support on

critical patients with closed abdominal injury．Methods：Twenty three critical patients which were diagnosed with systemic inflammation

response syndrome(SIRS)with closed abdominal injury were啪domly divided into PUFA group and control group．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TPN for 5 days．The parameters including blood routine test，hepatic and renal functions

indexes and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were measured one day before TPN and at the end of the fifth day．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II(APACHE II)was also analyzed．Results：The level of gerum C-reactive protein and the scores of APACHE 11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se two groups，wh此the level of platelet and albumin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P<0．01)．The changes

of these parameters in PUFA group were more obvious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s：∞．3 fatty acids

supplemented TPN can inhibit the degree of acute inflammatory response of critical patients with closed abdominal injury and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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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nosis．

[Key words]abdominal injuries；parenteral hyperalmentation；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10-3 fatty acids

学者【6]主张先行取出假体，待使用1—2个月抗生素
后再行二期手术，有充足时间确定细菌种类，选择敏

感抗生素，可以确实控制感染灶，手术效果更加可

靠。如果患者全身情况好，细菌毒力较低，局部软组

织条件好，彻底清创后可以行一期手术。本组感染

的l例采取I期翻修术，手术时使用含抗生素的骨

水泥全髋假体，术后使用广谱抗生素时间比常规假

体置换术延长2—3周。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术后

连续随访1年以上，未见再感染迹象，髋关节功能

良好。

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发生感染，引起假体松动是

翻修术的绝对指征。对于无菌性髋关节假体松动伴
严重疼痛、髋关节功能受到较大影响者，应及早予以

翻修。术前全面仔细检查明确手术失败原因，选择

合适假体类型，成熟的手术技巧及术后正确的康复

锻炼是髋关节翻修术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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