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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第 4 代全陶瓷髋关节假体：具有出色的设计和物理性能，在第 3 代陶瓷假体基质中加入了高韧性、高强度的
板状结晶(17%四方氧化锆颗粒、3%铬酸锶铝)，进而达到增韧和裂纹偏转的效果，发生条状磨损、破裂的概
率明显减少，但仍存在破裂问题。
陶瓷破碎：陶瓷人工关节假体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惰性、稳定的化学性质以及出色的耐磨性等优点，一
般情况下不易引起陶瓷碎裂，但仍旧有一定的发生率，可能与体质因素、机械因素、假体选择与匹配、手术
相关因素等相关。

摘要
背景：目前全髋关节置换已经成为最成功、技术最成熟的外科手术之一，尽管材料选择已取得巨大进步，但
诸如界面磨损、骨溶解及假体松动等现象严重影响其远期疗效。
目的：分析第 4 代全陶瓷全髋关节置换后陶瓷部件碎裂的相关因素。
方法：收集病例资料，通过检索中国知网 CNKI、PubMed 数据库及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综述第 4 代全
陶瓷全髋关节置换后陶瓷部件碎裂的相关因素。
结果与结论：①虽然第 4 代全陶瓷全髋关节假体具有较高的硬度及耐磨性，但仍存在碎裂的可能，其发生的
原因与体质因素、机械因素、假体的选择和匹配、手术相关因素等密切相关；②提示行该类手术之前应与患
者解释清楚，并告知其有碎裂的风险，在保证陶瓷部件恰当置入的前提下，尤其对于年轻、活跃的患者，陶
瓷界面关节可以提供较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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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otal hip arthroplasty has become a most successful and mature surgical procedure, despite tremendous advances in
material selection, phenomena such as interfacial wear, osteolysis, and prosthesis loosening severely affect long-term efficacy.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actors related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ceramic components after fourth-generation ceramic-on-ceramic total hip
arthroplasty.
METHODS: Case data were collected. The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factors related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ceramic components after
fourth-generation ceramic-on-ceramic total hip arthroplasty were reviewed by searching the CNKI, PubMed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lthough the fourth-generation ceramic-on-ceramic total hip prosthesis possesses high hardness and
wear resistance, the possibility of fragmentation still exits. The causes and physical factors, mechanical factors, prosthesis selection and
matching, surgery relevant factors are closely related. (2) Therefore, before performing this type of surgery, we should explain clearly to the
patient and inform the risk of fragmentation. The ceramic interface joints can provide good results when ensuring proper implantation of
ceramic components, especially for young and active patients.
Subject headings: Arthroplasty, Replacement, Hip; Prosthesis Implantation; Ceramics; Tissue Engineering
Funding: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173284 and 81373655;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No. 2015A030310203; the Youth Research Talents Training Project, No. 2015QN01; the High-Level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o. A1-AFD018171Z11057

0 引言 Introduction

色金属沉积，见图1F，关节腔内见陶瓷内衬碎块，陶瓷

人工全髋关节置换在关节外科医师及生物工程专家的

球头出现磨损、划痕呈凹槽及扁平状改变，见图1G，股

不断发展改进下，成为目前最成功、技术最成熟的外科手术

骨柄圆锥轻度磨损划痕。假体柄、髋臼外杯牢固，未见松

之一，在美国每年超28.5万患者接受了该手术治疗，国内则

动。滑膜组织病检提示：纤维瘢痕组织增生，大量黑色金

约30万人。人工关节材料经历了从橡胶、玻璃到金属、聚乙

属颗粒沉积。术中取出陶瓷部件碎块及球头，脉冲彻底清

烯、陶瓷等过程，然而，尽管材料选择取得巨大进步，其临

洗 后 更 换 高 分 子 聚 乙 烯 内 衬 及 第 3 代 BIOLOX® Forte

床效果并非完美无缺，界面磨损、骨溶解及假体松动等严重

28 mm陶瓷球头，再次检测未见假体撞击且假体稳定，关

影响其远期疗效。

节活动度良好。术后复查关节无疼痛及跛行，正侧位X射

陶瓷界面人工关节以其出色的润滑性能、较高的硬度、
惰性及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等优越性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并
[1-2]

线片显示，假体位置正常，见图1H，关节腔内未见异常
高密度影，假体周围未见透亮线。

。可与此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个

病例2：另一例男性患者，34岁，因右股骨头坏死于

因陶瓷本身脆性带来的一种罕见但可能是灾难性的并发症-

2010-10-25行右全髋关节置换，见图2A，同样使用了第4

陶瓷部件的碎裂，并且其发病率很可能会随着陶瓷假体应用

代陶瓷-陶瓷全髋关节假体，52 mm髋臼，36 mm的Delta

越发普遍而增加。虽然，陶瓷部件的碎裂率目前已经降至了

陶瓷内衬，36 mm标准颈Delta陶瓷股骨头，01A股骨柄，

显著减少以上2种并发症

[3-5]

0.05%-0.003%

，但近几年应用第4代陶瓷假体

BIOLOXdelta依然出现了股骨球头碎裂的情况，现予以报道
并针对碎裂原因进行总结分析。

颈干角为135°，见图2B，术中一切正常无撞击等现象，术
后半年内无疼痛不适，可完全负重活动。
患者自诉2011-04-23夜间感右大腿突然抽动，随即出
现该患肢的疼痛不适同时伴有活动受限，行X射线检查显

典型病例 Typical cases

示股骨陶瓷球头碎裂，见图2C，并于2011-08-01来广州

病 例 1 ： 女 性 患 者 ， 50 岁 ， 因 左 股 骨 颈 骨 折 于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右髋关节翻修手术，术中见陶

2011-02-05行左全髋关节置换，见图1A，使用第4代陶瓷-

瓷球头碎裂成多块，股骨圆锥磨损扁平化，陶瓷球头锥孔

陶瓷全髋关节假体，髋臼52 mm，36 mm BIOLOX® delta

及陶瓷内衬内多处划痕，金属转印，见图2D，E。关节腔

陶瓷内衬，36 mm标准颈Delta陶瓷股骨头，14号股骨柄，

内出现滑膜改变，见图2F，2例患者基本相同。但该患者

颈干角为136°，见图1B，术中确认无假体撞击，检查无磨

翻修时仍然采用了第4代陶瓷-陶瓷全髋关节，36 mm内衬，

损、划痕以及碎裂等。术后1周患者未出现左髋部疼痛、肿

36 mm长颈陶瓷球头，髋臼外杯和股骨柄假体固定良好。

胀等不适，无异响及摩擦感，可完全负重活动。3个月后来

术后1，2年，复查X射线片均正常，见图2G，关节活动度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复查X射线片显示人工髋关

良好，无疼痛等不适。

1

节周围软组织见斑片状高密度影，见图1C，患者诉在此期
间无任何外伤史，术后1年开始左髋稍有疼痛不适并伴有异
响，但活动度良好。随后在2年内多次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门诊复查，复查时关节内碎屑影范围逐渐扩大，
见图1D。

2 全髋关节置换后陶瓷假体部件碎裂症状、体征及
诊 断
Symptoms, signs and diagnosis of
fragmentation of ceramic components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因左髋疼痛逐渐加重于2013-09-24再次来院复查，

近年来，随着陶瓷晶体颗粒的细小化和加工工艺的逐

见图1E，发现陶瓷部件大部分碎裂，遂于2013-09-29住

渐提高，第3代陶瓷假体BIOLOX® Forte的碎裂率已经降低

院行翻修手术，术中肉眼可见关节囊周围滑膜组织大量黑

至0.05%[3]，而通过韧性作用的第4代陶瓷假体BIOL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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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女性 50 岁患者左侧全陶瓷全髋关节置换后陶瓷部件碎裂的相关图片
Figure 1 Images of a 50-year-old female patient with fragmentation of ceramic components after left ceramic-on-ceramic total hip
arthroplasty
图注：图 A 示左股骨颈骨折；B 为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即时 X 射线片；C 为术后 3 个月 X 射线片；D 为术后 26 个月 X 射线片；E 为翻修术前 X
射线片；F 为关节腔内滑膜；G 示碎裂的髋臼内衬和陶瓷股骨球头；H 为翻修术后复查即时 X 射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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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男性 34 岁患者右侧全陶瓷全髋关节置换后陶瓷部件碎裂的相关图片
Figure 2 Images of a 34-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fragmentation of ceramic components after right
ceramic-on-ceramic total hip arthroplasty
图注：图 A 为双侧股骨头坏死术前 X 射线片；B 为右全髋关节置换术后 X 射线片；C 中 X 射线示股
骨陶瓷球头碎裂；D 示陶瓷股骨球头碎裂，金属转印明显；E 示股骨柄圆锥磨损，划痕，表面粗糙；F
示术中滑膜及其病理；G 为翻修术后 2 年 X 射线片。

G

Delta的碎裂率更是降到了0.003%[4-5]。但由于临床上各种

虽然第3代BIOLOX® Forte陶瓷在耐磨性方面有着明

因素的影响，陶瓷假体部件的碎裂仍不罕见。根据相关报

显的优势，但脆性的增加使其磨损后容易出现微裂纹并扩

道，患者在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出现陶瓷假体部件碎裂，大

展，增加假体破裂的可能[9]。Massin等[10]对各代陶瓷假体

多是因首次手术治疗后受到外伤或无明显诱因下出现髋部

磨损相关的研究表明，第4代陶瓷假体BIOLOX® Delta在第

隐痛不适及异响等症状，但患者仍然坚持行走所致。平均

3代陶瓷假体BIOLOX® Forte基质中加入了氧化锆(18%)、

的破裂时间是术后1-1.5年[6-7]。复查时髋关节查体可有异

氧化铬( < 1%)和氧化锶( < 1%)，进而达到增韧和裂纹偏

响但各方向活动受限不明显。X射线或CT可见髋关节陶瓷

转的效果。Affatato等[11]对各代BIOLOX® 陶瓷假体磨损相

假体部件碎裂股骨柄假体颈部周围多块不规则高密度影，

关的研究表明，第4代陶瓷假体BIOLOX+Delta在第3代陶

[8]

瓷假体BIOLOX® Forte基质中加入了高韧性、高强度的板

据此可诊断 。

状结晶(17%四方氧化锆颗粒、3%铬酸锶铝)，进而达到增

3

讨论 Discussion

韧和裂纹偏转的效果。另外，粉色的铬及钇的加入使其硬

®

人工全髋关

度及稳定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与Forte陶瓷-陶瓷界

节置换后翻修的主要原因是磨损导致的骨溶解引起假体

面相比，Delta陶瓷-陶瓷界面发生条状磨损、破裂的概率

松动。陶瓷人工关节假体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惰性、

明显减少[12]。

3.1

BIOLOX 陶瓷材料的特性及设计理念

稳定的化学性质以及出色的耐磨性等优点，因此采取陶

经过材料改进的Delta陶瓷-陶瓷界面可承受更大的负

瓷-陶瓷界面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金属配伍界面产生

重水平，因此可以生成更为纤薄的髋臼假体[13]。但也有报

的金属离子问题以及高交联聚乙烯配伍界面产生的磨损

道指出，虽然Delta陶瓷的碎裂率已经降低至0.003%[14]，

碎屑问题 [2]。

但仍旧存在碎裂问题[15]。

P.O. Box 10002, Sh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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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陶瓷有着较其他材料更为出色的设计及物理性

碎裂的直接因素。但Rhoads等[23]发现1例患者因高处坠落

能。Cai等[16]研究认为Delta陶瓷-陶瓷界面尤其适合年轻以

撞击后再次轻微损伤导致陶瓷球头碎裂，这与陶瓷碎裂前

及活动量大的患者。由于Delta陶瓷假体可以更为纤薄，在

有过较大的暴力诱因而导致的潜在裂隙关系密切。此组患

实际操作中可以不用过分顾忌术后存在翻修的可能而刻意

者中有1例因自身肌肉突然抽搐发生了陶瓷球头与陶瓷内

保留骨量。另外，其独特的设计也使后期可能进行的翻修

衬的瞬间撞击，并在随后的行走过程中可能因为轻微的假

手术存在无需更换股骨假体的可能

[17]

，减少创伤和患者的

体内部的撞击而诱发脆性碎裂。因此，可以看出行陶瓷全

经济负担。综合以上优势，应该首选第4代delta陶瓷-陶瓷

髋关节置换术后适当限制患者髋部活动范围及高负荷运动

界面假体。

对预防陶瓷部件的碎裂有一定帮助。

陶瓷部件碎裂发生的原因

3.2

综合以上陶瓷的性能优

3.2.3

假体选择和匹配

使用大直径球头(36 mm股骨头)

势，一般情况下不易引起陶瓷碎裂，但仍旧有一定的发生

在活动度改善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股骨头直径的增加使得

率，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

头颈直径比增加，从而增加了摆动角的度数，髋关节的活

目前所用的陶瓷假体都经过严格的破

动范围也随之增大[27]。另外使用大直径球头(≥36 mm)股

碎和力学实验，相对于体质量轻、活动量少的患者，那些

骨头脱位时需要的距离比使用小直径球头大，从而假体在

体质量超重的、活动量较大的患者，其假体更易遭受损耗，

术后关节脱位率明显降低[28]。传统陶瓷材料不能生产使用

3.2.1

体质因素

破裂的风险更高

[18]

机械因素

。

大直径球头假体所需要的薄型内衬，而第4代Delta陶瓷克

陶瓷部件的碎裂是裂纹在微小能量下

服了这个问题，既能增加关节的活动范围，又能减少条纹

迅速扩展，来不及塑性形变而发生脆性破裂。因此，任何

磨损的发生。股骨头直径的增加也降低了股骨头假体破裂

引起磨损划痕、细微裂纹发生的事件(如假体周围撞击、创

的可能[29]。目前文献报道的陶瓷部件破裂多发生于陶瓷头

伤、肥胖以及手术操作错误等)都可能导致陶瓷部件的破

直径≤32 mm的关节假体[30]。

3.2.2

裂。美国一篇关于三明治型陶瓷内衬的研究报道，发生条
[19]

状磨损、边缘碎裂以及假体碎裂的概率接近4%

另外，选择合适相匹配的假体锥度和锥孔同样重要，

；对亚洲

只有当二者完全均匀的匹配时，才是假体长期均匀受力的

患者全髋置换后翻修取出的髋关节假体进行研究发现陶瓷

保障。所以，选择合适的锥柄材料，理想的接触面积、恰

界面都不同程度的出现撞击、边缘碎裂和假体碎裂的现象。

当的锥角以及锥孔距离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陶瓷球头设计参

可见，撞击、磨损是影响全髋关节置换假体存留率的重要

数。而诸如术中血迹、骨碎粒、软组织等这些附着在股骨

因素，32 mm或更小直径的球头发生撞击和磨损的情况更

球头锥孔和股骨柄圆锥金属表面的污染物，均可使股骨头

为多见。而对于陶瓷界面假体来说，还存在异响现象。导

静态碎裂负荷减少[31]。股骨圆锥扁平化改变同样可导致碎

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常见原因包括撞击、金属转印和条状磨

裂负荷减少[32]。同时，股骨球头锥孔长度也与碎裂密切相

损(图1G)。部分臼杯采用了保护性金属高边设计以减少此

关，Koo等[25]认为短颈或长颈锥孔都较标准颈易导致陶瓷

种情况的发生只会增加了金属污染的可能。最近一项包括6

球头碎裂，所以应尽量选择标准颈股骨球头。以上这些因

®

®

137例使用第3代(Biolox Forte)和第4代(Biolox Delta)陶

素都可以导致陶瓷部件应力传导不均匀，易导致应力集中，

瓷-陶瓷界面全髋关节置换患者的Meta分析显示，术后关

最终可促使陶瓷碎裂的发生。

[20]

节异响(squeaking)发生率约为2.4%

，患者体质量指数被

3.2.4

手术相关因素

由于陶瓷内衬没有类似于聚乙烯

认为是唯一重要的危险因素，与髋臼杯假体边缘负载有关，

内衬的高边设计，因此假体的安放位置(即所谓的“安全区”)

而与其安放的位置及其周围突起产生的假体撞击无关。目

要求更加精准[33]，既要保证关节的稳定性，满足摩擦学要

前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陶瓷部件碎裂与假体异响有关[21]。

求，又要保证在理想的活动范围内不会发生骨和软组织的

文献报道，即使是36 mm直径的界面也会出现撞击，只是

撞击。而且，不同假体的最佳安放位置也有一定的区别，

活动范围稍大而已。因此，在安装假体前应该有效清除髋

不同的假体配伍也对手术效果造成了一定影响。在术中陶

臼周围多余骨赘，并适当增大髋臼杯外展角和前倾角，选

瓷部件置入恰当的前提下，陶瓷部件的破裂率极低。受假

择更大直径陶瓷球头以减少撞击发生[22-23]。

体设计影响，陶瓷股骨头的尺寸选择范围通常在0-8 mm

根据假体设计及组成成分应力试验发现，Delta陶瓷增
韧达到体质量5倍以上的抗牵拉能力(900-1 200 MPa)及
抗压缩能力(2 000 MPa)，一般的直接撞击并不易将其破
碎，这与目前大部分文献报道相一致

[24-25]

之间，而即使36 mm直径股骨球头也才有12 mm颈长，成
为陶瓷-陶瓷界面的一个不利因素。
因此，手术过程中应遵循以下操作要点：①截除股骨

，并且部分发生

颈时应保守，试装确认可恢复适当的肢体长度后再截除多

陶瓷部件碎裂的患者并没有明确的外伤史。同时

余股骨颈。这样可避免因为没有加长股骨头假体造成肢体

Taheriazam等[26]同样报道了1例57岁男性患者，在没有外

短缩和髋关节不稳定；②理想的陶瓷髋臼杯安放角度应当

伤史情况下，术后18个月陶瓷内衬碎裂，陶瓷股骨球头完

为外展40°-45°，前倾10°-15°，此时陶瓷头-臼接触面积最

整。可见，单纯的关节囊内的直接撞击不是引起陶瓷部件

大，应力分布最为均匀[34]。同时，髋臼杯水平安放可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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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边缘的切削，保持臼杯适当的前倾一定程度上可以增

经费支持：该文章接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81173284)、

加髋关节的后方稳定性；③切除骨赘以及高出的髋臼壁以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课 题 (81373655) 、 广 东 省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减少前方撞击，一般情况下，高出金属杯5 mm以内的骨赘

(2015A030310203)、青年科研人才培优项目(2015QN01)、广州中医
药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面上项目(A1-AFD018171Z11057)”的基金资

不会造成前方撞击，故无需清除；而高出金属杯10 mm以

助。所有作者声明，经费支持没有影响文章观点和对研究数据客观结

上的骨赘会发生明显的前方撞击，故必须清除[35]；④髋臼

果的统计分析及其报道。

杯的安放需压配固定，这就对主刀医生的手术技术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安置假体时需要注意必须保持正常生理的软
组织张力，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初始显微分离
(microseparation)出现而损坏内衬边缘；⑤试装可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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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的稳定性，应尤为重视避免发生撞击和脱位。陶瓷内

机构伦理问题：该临床研究的实施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和广州

衬的置放应确认假体均匀压入髋臼杯内面，确保髋臼内衬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研究的相关伦理要求。手术主刀医师为主

边缘与金属杯边缘等距，如检查时发现内衬安装位置不理

任中医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三级甲等医院，符合开展
全髋关节置换术的资质要求。

想，需谨慎取下陶瓷内衬并重装，否则强行敲击容易引起
内衬碎裂

[36]

。

知情同意问题：参与试验的患病个体及其家属为自愿参加，均对
试验过程完全知情同意，在充分了解本治疗方案的前提下签署了“知

此组病例中其中1例根据术后即时复查的X射线片可以
发现，髋臼陶瓷内衬的内下缘高出髋臼外杯，术后3个月就

情同意书。

写作指南：该研究遵守《观察性临床研究报告指南》(STROBE
指南)。

发现关节囊内的陶瓷碎屑，同时患者在术后1年即开始出现
髋部隐痛不适，并进行性加重，最终导致陶瓷内衬的碎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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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期刊发稿宗旨。

生物统计学声明：文章统计学方法已经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生物统计学专家审核。

时会在髋臼内壁和柄颈部形成完整的环形接触面，有利于均
匀的力传导；如若安装不合适，致使陶瓷部件力的传导不够

文章版权：文章出版前杂志已与全体作者授权人签署了版权相关
协议。

开放获取声明：这是一篇开放获取文章，根据《知识共享许可

均匀，发生应力集中，部件的碎裂也是必然。
术后完整的软组织缝合能够增强对假体的控制，促进

协议》“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4.0”条款，在合理引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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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组织平衡，增强关节稳定性，有效减少术后假体脱位的

同时允许任何用户阅读、下载、拷贝、传递、打印、检索、超级链

发生率，从而再次降低因脱位对假体造成的损伤，也可能

接该文献，并为之建立索引，用作软件的输入数据或其它任何合法

会减少陶瓷部件碎裂的发生率。

用途。

另外，假体材质选择及加工工艺过程或假体的二次使
用反复多次消毒等因素的存在也容易致假体陶瓷部件的碎
裂发生率增加。并且，一旦出现陶瓷部件的碎裂，应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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