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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假体周围感染是人工关节置换术后严重并发症ꎬ 一旦发生ꎬ 将给患者带来极大心理负担和经济压力ꎮ 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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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体周围感染 ( ｐｅｒｉ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ꎬ ＰＪＩ)

是人工关节置换术后灾难性的并发症ꎬ 给患者带来极
大心理负担和经济压力ꎮ 尽管有可行的预防措施ꎬ 初
次关节置换术后 ＰＪＩ 的发生率依然达到 １％ ~ ３％
翻修术后 ＰＪＩ 则高达 ４％ ~ １２％

[４]

[１￣ ３]

ꎬ

ꎮ 细菌可通过术中

微生物污染、 临近部位以及远处血源性播散等途径定
植在假体表面
利益冲突: 无

３７０ Ｊｕｌｙꎬ ２０１９

[５]

ꎬ 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

Ｍｅｄ Ｊ ＰＵＭＣＨꎬ ２０１９ꎬ１０(４):３７０－３７４

性葡萄球菌是最为常见的致病菌 [６￣ ８] ꎮ

治疗人工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感染ꎬ 应联合应

用抗生素和手术措施综合干预以减少细菌定植ꎬ 消除
感染ꎮ 方法主要包括一期翻修、 二期翻修和保留假体
清创术ꎮ 在北美ꎬ 二期翻修术被认为是治疗晚期慢性
ＰＪＩ 的金标准 [９] ꎮ 多数学者 [１０￣ １２] 主张一期清创、 占位
器置入ꎬ 抗生素控制感染后二期行假体置入ꎬ 该方法

保留假体清创术治疗人工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感染

成功率高ꎬ 但费用高昂、 治疗周期长ꎬ 术后关节功能
恢复也不尽理想ꎮ 一期翻修或二期翻修均需取出假

３

连续多次清创

体ꎬ 可能会造成术中骨量丢失、 假体周围骨折等风
险ꎬ 保留假体清创术治疗关节假体周围感染具有费用
低、 手术操作简单、 住院时间短等优点 [１３] ꎮ 另一方
面ꎬ 清除感染的同时能够保留假体ꎬ 往往意味着更好
地保留关节功能ꎮ 本文通过阅读相关文献ꎬ 将保留假
体清创术的适应证、 感染控制率、 危险因素等作一

８３ １％ꎮ Ｋｕｉｐｅｒ 等 [２０] 应用相似的 治 疗 方 法ꎬ 成 功 率
为 ６６ １％ꎮ 在 Ｐｅｅｌ 等 [２１] 的研究中ꎬ ７ ~ １０ ｄ 内进行 ３

次清创ꎬ ８６％的患者感染得到控制ꎮ Ｅｓｔｅｓ 等 [２２] 应用
达 ９０％ꎮ Ｃｈｏｏｎｇ 等 [２３] ２ ~ ３ ｄ 内 进 行 至 少 ２ 次 清 创ꎬ
成功率为 ７８ ６％ꎮ 不同研究报道的多次清创成功 率

适应证
Ｄｅｌ Ｐｏｚｏ 等 [１４] 较早概括了保留假体清创术治疗

ＰＪＩ 的适应证: ( １) 假体植入 ３ 个月以内发生的感

( ２) 症 状 持 续 时 间 < ３ 周 的 急 性 血 源 性 感 染ꎻ

染ꎻ

素骨水 泥 珠 链ꎬ ２ 周 后 再 次 清 创ꎬ 感 染 控 制 率 达 到

抗生素骨水泥珠链ꎬ １ 周后进行二次清创ꎬ 成功率高

综述ꎮ

１

Ｇｅｕｒｔｓ 等 [１９] 首次清创后在关节腔内置入庆大霉

(３) 无窦道或脓肿ꎻ (４) 假体稳定ꎻ (５) 致病菌不
包括多重耐药菌、 耐喹诺酮的假单胞菌、 肠球菌以及
真菌等菌属ꎮ 假体周围感染国际诊疗会议参会人员达

在 ２５％ ~ １００％ 之间 [ １６￣ １７ꎬ２４￣ ３２] ꎬ 且随着清创次数的增
加ꎬ 失败率越来越高ꎮ ２０１３ 年假体周围感染国际诊
疗会议 共 识 [ １８] 认 为ꎬ 除 非 特 定 的 诊 治 方 案ꎬ 一 般
不建议采用多次清创治疗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感

染ꎮ 笔者对多次清创治疗关节置换 术 后 ＰＪＩ 亦 持 谨
慎态度ꎮ

多次清创术中ꎬ 清创时机仍然是影响预后的重要

成的共 识 认 为ꎬ 以 下 患 者 适 合 行 保 留 假 体 清 创 术:

因素ꎮ 一项 纳 入 １４１ 例 关 节 置 换 术 后 ＰＪＩ 的 研 究 表

期血 源 性 感 染ꎻ ( ２ ) 感 染 症 状 持 续 时 间 应 小 于

次清创的 患 者 相 比ꎬ 前 者 保 留 假 体 的 成 功 率 降 低

(１) 初次置换术后 ３ 个月内发生的早期感染以及晚
３周

２

[１５]

ꎮ

明ꎬ 两次清创时间间隔>２０ ｄ 的患者与≤２０ ｄ 进行再
９７ ４％ [３２] ꎮ 对 ＰＪＩ 患者采用多次清创时ꎬ 再次清创应
在上次清创后 １４ ｄ 内进行ꎮ 另外ꎬ 感染症状持续时

手术过程

间也与多次清创成功与否相关ꎮ 如上文所述ꎬ 症状持

患者术前抗生素至少暂停 ５ ｄꎮ 患肢充分消毒ꎬ

覆盖无菌治疗巾ꎬ 沿用原手术切口ꎬ 充分显露关节ꎮ
留取 ５ 块或 ５ 块以上组织以行细菌培养ꎮ 髋关节清创
时ꎬ 取出髋臼和股骨头内衬ꎻ 膝关节清创时ꎬ 取出聚

续时间越久ꎬ 越容易形成生物膜ꎬ 也越可能发展为慢
性感染ꎬ 进而难以控制ꎬ 无法成功保留假体ꎮ Ｔｒｉａｎ￣

ｔａｆｙｌｌｏｐｏｕｌｏｓ 等 [３２] 研究发现ꎬ 与膝关节相比ꎬ 多次清
创术应用于髋关节置换术后 ＰＪＩ 患者成功率更高ꎮ 这
可能与两者关节腔解剖差异及血液供应机制不同有

乙烯衬垫ꎬ 彻底显露假体和关节囊ꎮ 清除所有的炎性

关ꎮ 以上发现尚未被其他学者证实ꎬ 因此仍需更深入

组织、 骨块、 游离骨水泥、 坏死组织等ꎬ 术中注意关

的研究阐明其中原理ꎮ

节囊深部的清理ꎮ 彻底广泛清创ꎬ 至关节周围软组织
冲洗ꎬ 生理盐水中可 加 入 抗 生 素ꎮ 更换聚乙烯衬垫

４ 保留假体清创术治疗假体周围感染的疗
效分析

意的是ꎬ 有些假体部件可能无法取出或无合适的配

研究报道ꎬ 应用保留假体清创术治疗髋关节术后

均匀渗血ꎬ 接着用大量生理盐水和碘伏、 双氧水反复
(膝) 或股骨头 / 髋臼内衬 ( 髋)ꎬ 关闭切口ꎮ 需要注
件

[９]

ꎮ 术后抗生素的使用时间尚未形成共识

[１５]

ꎮ 比较

常见的做法是ꎬ 根据微生物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ꎬ 术
后使用抗生素 ６ 周 (静脉 ２ 周ꎬ 口服 ４ 周)ꎮ

在既往报道中ꎬ 有学者运用关节镜行清创治疗ꎬ

特别是针对膝关节置换术后感染的患者 [１６￣ １７] ꎮ 然而ꎬ
另有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ꎬ 因关节镜下假体周围显露
不彻底ꎬ 无法完全清除炎性坏死组织ꎬ 感染复发的风
险较高 [１８] ꎮ

Ⅱ型 ( 早期感染) 或Ⅳ型 ( 急性血源性感染) ＰＪＩ 的

感染控制率达到 ７０％ [３３] ꎮ 在髋关节 ＰＪＩ 早期感染中ꎬ
Ｗｅｓｔｂｅｒｇ 等 [２４] 报 道 的 成 功 率 为 ７１％ꎮ Ｔｓｕｋａｙａｍａ
等 [３４] 的研究显示ꎬ 应用保留假体清创术ꎬ ７０ ３％ 的
患者感染得到了控制ꎮ Ｇｅｕｒｔｓ 等 [１９] 报道的感染治愈
率为 ８３ １％ ( ７４ / ８９) ꎮ Ｂａｒｂｅｒａｎ 等 [３５] 报道的成功率
为 ７１ ９％ꎬ Ｖｉｌｃｈｅｚ 等 [２５] 运用保留假体清创术成功治
愈了 ７５ ５％关节置换后感染的患者ꎮ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４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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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ｌｌｅｒ 等 [３６] 应用保留假体清创术治疗 ２４７ 例膝关

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感染患者ꎬ ５０ ６％的患者感染得
到了控制ꎮ 一项纳入 ７８ 例膝关节置换术后 ＰＪＩ 的研
究表明ꎬ 保留假体清创术的感染治愈率为 ５６ ３％
Ｂｙｒｅｎ 等

[３７]

ꎮ

物膜ꎬ 从而增加抗药性ꎬ 导致假体保留失败ꎮ 一旦感
染多重耐药菌属ꎬ 不建议单纯应用清创治疗ꎬ 二期翻
修应作为首选ꎮ
有许多文献对保留假体、 控制感染的其它影响因

报道了 ５１ 例患者ꎬ 成功率为 ７４ ５％ꎮ 相

素进行了报道ꎬ 如肥胖、 美国麻醉医师协会评分、 脓

不同文献报道的感染控制率在 １６％ ~ １００％ 之间ꎬ

翻修手术 [１７] 和甲状腺病史 [３７] 是影响膝关节置换清创

[１７]

反ꎬ 在 Ｋｏｙｏｎｏｓ 等
差异 较 大

[３８]

的研究中ꎬ 成功率仅为 ３８ ５％ꎮ

[１６ꎬ１９￣ ２０ꎬ２２ꎬ２５￣ ２７ꎬ３０ꎬ３５ꎬ３９￣ ４９]

ꎮ 这种差异可能与学

肿、 既往感染史以及炎性指标异常升高[２０ꎬ２５ꎬ２７ꎬ３３ꎬ３６ꎬ４１] ꎮ
成功的额外因素ꎮ 这些因素反映了机体的免疫功能受

者纳入的样本量、 抗生素的使用、 随访时间以及研究

损或者感染的严重程度ꎬ 在行保留假体清创术时ꎬ 需

者本身有关ꎮ

加以考虑ꎮ 另外ꎬ 机体患有局部或系统的伴随疾病ꎬ

５

也会影响清创成功的机率 [５３] ꎮ

保留假体清创术的危险因素

６

小结

人工关节置换术后发生感染ꎬ 症状持续时间是影
综上所述ꎬ 对于关节置换术后早期和急性血源性

响清创预后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ꎮ 纳入髋膝关节置换
的诸多研究中ꎬ 感染症状出现 １ 周内ꎬ 进行彻底清

假体周围感染ꎬ 保留假体清创术仍然是临床医生可供

创时间点应在感染症状出现 ５ ｄ 内

要ꎬ 延误将会相应降低成功保留假体的机率ꎮ 此外ꎬ

创ꎬ 术后往往恢复较好 [１９￣ ２０ꎬ３６ꎬ５０] ꎮ 也有研究者报道清
[３７]

ꎮ 以 ５ ｄ 为界ꎬ

出现感染症状时间>５ ｄ 的患者与≤５ ｄ 的患者相比ꎬ
清创失败风险高出 ９５ ２％

[３３]

ꎮ 同样ꎬ Ｓｕｋｅｉｋ 等

[２９]

也

发现了相似的结果ꎬ 清创时感染症状持续 ５ ｄ 以上ꎬ
术后结果更差ꎮ 有研究者提出ꎬ 将感染症状持续 ２ ｄ
作为清创的时间窗口

[３９]

ꎬ 其他研究者将清创的时间

点定义在感染出现 １ ~ ４ 周之间

[１９￣ ２０ꎬ３６]

ꎮ 尽管不同研

选择的经济且有效的治疗手段ꎮ 清创的时机非常重
致病菌为低毒性、 无伴随疾病的患者更适于采用保留
假体清创术进行治疗ꎮ 第一次清创失败之后ꎬ 再次清
创应非常谨慎ꎮ 如若继续采用该治疗方式ꎬ 需严格制
定治疗方案ꎬ 两次清创的时间不应间隔太久ꎬ 可加入
抗生素骨水泥珠链控制感染ꎮ
参

究间有一定差异ꎬ 我们认为ꎬ 当关节置换术后Ⅱ型或
Ⅳ型 ＰＪＩ 一旦确立ꎬ 有保留假体的希望时ꎬ 应立即行
保留假体清创术ꎮ 研究表明ꎬ 每延迟 １ ｄꎬ 清创失败
的风险 增 加 ７ ５％ ~ １７ ７％

[３３]

ꎮ 随着感染症状的持

续ꎬ 细菌产生脂蛋白、 多糖基质等蛋白复合物ꎬ 在假
体表面形成生物膜ꎬ 细菌在其中分化、 繁殖ꎬ 起到抵

[１]
[２]

抗抗生素的作用ꎮ 生物膜一旦形成ꎬ 清创术很有可能
无法控制感染和保留假体 [４３] ꎮ

微生物的种类 在 关 节 置 换 术 后 ＰＪＩ 清 创 术 中 占

据了重要的作用ꎮ 感染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 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ｉ ａｕｒｅｕｓꎬ ＭＲＳＡ) 的

患者ꎬ 应用 保 留 假 体 清 创 术ꎬ 失 败 风 险 更 高ꎮ Ｂａｒ￣
ｂｅｒａｎ 等

[３５]

报道了相 似 的 结 果ꎮ Ｄｕｑｕｅ 等

[５１]

严格筛

选 ６７ 例关节置换术后 ＰＪＩ 患者ꎬ 对其进行保留假体

[３]
[４]
[５]

西林的表皮葡萄球菌ꎬ 也会降低保留假体清创术的成

[６]

功率 [３６] ꎮ 许多学者 [１７ꎬ２７￣２８ꎬ３８] 都将葡萄球菌作为影响
保留假体清创术成功的重要因素ꎮ 这可能与葡萄球菌
毒力较强有关 [５２] ꎬ 葡萄球菌较易在假体表面形成生
３７２ Ｊｕｌｙꎬ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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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ｐ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 Ｊ]. Ｃｌｉｎ Ｏｒｔｈｏｐ Ｒｅｌａｔ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７０:

[３０]

３１６４￣ ３１７０.

Ｍｏｎｔ ＭＡꎬ Ｗａｌｄｍａｎ Ｂꎬ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Ｃꎬ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ｒｒｉｇａ￣

ｔｉｏｎꎬ 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ｋｎｅｅ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 Ｊ ]. Ｊ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ꎬ １９９７ꎬ １２:

[３１]

ａｔｅ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ＡＩＲ (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ꎬ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ꎬ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ａｎｔ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３８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 Ｊ]. Ｊ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ｈｅ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ｅｐ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８９ ｓｔａｂｌｅ

ｔｏｔａｌ ｈｉｐ ａｎｄ ｋｎｅ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

Ｗｅｓｔｂｅｒｇ Ｍꎬ Ｇｒｏｇａａｒｄ Ｂꎬ Ｓｎｏｒｒａｓｏｎ Ｆ.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ａｌ ｒｉｆａｍｐｉｃｉｎ ａｎｄ ｆｕｓｉｄｉｃ ａｃｉｄ [Ｊ].

Ｐａｒｖｉｚｉ Ｊꎬ Ｇｅｈｒｋｅ Ｔꎬ Ｃｈｅｎ ＡＦ.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Ｐｅｒｉ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Ｊ]. Ｂｏｎｅ

２００７ꎬ ７８: ７５５￣ ７６５.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 [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Ｉｎｆｅｃｔꎬ ２０１１ꎬ

ｔｏｔａｌ ｋｎｅｅ 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ｅｓ [ Ｊ ]. Ｉｎｔ Ｏｒｔｈｏｐ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７:

[１７]

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ｈｉｐ 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ｄｕｅ ｔｏ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

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 [ Ｊ ]. Ｊ Ｏｒｔｈｏｐ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２ Ｓｕｐｐｌ １:

Ｚｕｒｃｈｅｒ￣Ｐｆｕｎｄ Ｌꎬ Ｕｃｋａｙ Ｉꎬ Ｌｅｇｏｕｔ Ｌꎬ ｅｔ ａｌ.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ｄｒｉｖｅｎ

Ｃｈｏｏｎｇ ＰＦꎬ Ｄｏｗｓｅｙ ＭＭꎬ Ｃａｒｒ Ｄꎬ ｅｔ 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ａｎ ４ ｙｅａｒｓ [ Ｊ]. Ａｃｔａ Ｏｒｔｈｏｐꎬ ２０１２ꎬ ８３:

Ｄｅｌ Ｐｏｚｏ ＪＬꎬ Ｐａｔｅｌ 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ｊｏｉｎｔｓ [ Ｊ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９ꎬ ３６１:

２０２９￣ ２０３８.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ｈｉｐ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ｅ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ꎬ ２００１ꎬ ３２: ４１９￣ ４３０.

７８７￣ ７９４.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ｐｅｒｉ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ｊｏｉ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 ｒｉｆａｍｐｉｎｂａｓｅｄ ｒｅｇｉｍｅｎ [ Ｊ]. Ａｃｔａ Ｏｒｔｈｏｐꎬ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Ｊ]. Ｊ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１: ９７￣ １００.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 Ａｇｅｎｔｓ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ꎬ ２０１３ꎬ ５７: ３５０￣ ３５５.

Ｅｓｔｅｓ ＣＳꎬ 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 ＣＰꎬ Ｃｌａｒｋｅ ＨＤꎬ ｅｔ ａｌ. Ａ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Ｊ ]. Ｃｌｉｎ Ｏｒｔｈｏｐ Ｒｅｌａｔ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０ꎬ ４６８:

ｔｈｏｐ Ｊ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０: ５７９￣ ５８８.

[１２]

[１５]

[２２]

Ｗｉｎｄｓｏｒ 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ｋｎｅｅ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

[１４]

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ｉꎬ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ｒｉ￣

４２６￣ ４３３.

Ｖａｎ Ｋｌｅｕｎｅｎ ＪＰꎬ Ｋｎｏｘ Ｄꎬ Ｇａｒｉｎｏ ＪＰꎬ ｅｔ ａｌ.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ｃｕｔｅ

ｐｅｒｉ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Ｊ]. Ｃｌｉｎ Ｏｒｔｈｏｐ Ｒｅｌａｔ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２]

４６８: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８.

Ｔｒｉａｎｔａｆｙｌｌｏｐｏｕｌｏｓ Ｇꎬ Ｐｏｕｌｔｓｉｄｅｓ ＬＡꎬ Ｚｈａｎｇ Ｗꎬ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
ｐｌ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Ｐｅｒｉ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ｒ Ｊｕｓｔ Ｐｒｏ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４ ３７３

协 和 医 学 杂 志

[３３]

[Ｊ]. Ｊ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１: ２１９￣ ２２４.

Ｔｒｉａｎｔａｆｙｌｌｏｐｏｕｌｏｓ ＧＫꎬ Ｐｏｕｌｔｓｉｄｅｓ ＬＡꎬ Ｓａｋｅｌｌａｒｉｏｕ ＶＩꎬ ｅｔ ａｌ.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ｅｒｉ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ｐ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Ｊ]. Ｉｎｔ Ｏｒｔｈｏｐ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４]

３９: １２０３￣ １２０９.

Ｔｓｕｋａｙａｍａ ＤＴꎬ Ｅｓｔｒａｄａ Ｒꎬ Ｇｕｓｔｉｌｏ ＲＢ.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ｏｔａｌ
ｈｉｐ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ｉｘ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Ｊ ]. Ｊ Ｂｏｎ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ｕｒｇ Ａｍꎬ １９９６ꎬ ７８:

[３５]
[３６]

５１２￣ ５２３.

Ｂａｒｂｅｒａｎ Ｊꎬ Ａｇｕｉｌａｒ Ｌꎬ Ｃａｒｒｏｑｕｉｎｏ Ｇ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ａｌ 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Ａｍ Ｊ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６ꎬ １１９: ９９３ꎬ ｅ７￣ｅ１０.

Ｂｕｌｌｅｒ ＬＴꎬ Ｓａｂｒｙ ＦＹꎬ Ｅａｓｔｏｎ ＲＷ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

[４３]
[４４]
[４５]

[３７]

ｅ８５１￣ｅ８５４.

Ｔｒｉａｎｔａｆｙｌｌｏｐｏｕｌｏｓ ＧＫꎬ Ｐｏｕｌｔｓｉｄｅｓ ＬＡꎬ Ｚｈａｎｇ Ｗꎬ ｅｔ ａｌ.

[３８]

[Ｊ]. Ｊ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０: ６４９￣ ６５７.

Ｋｏｙｏｎｏｓ Ｌꎬ Ｚｍｉｓｔｏｗｓｋｉ Ｂꎬ Ｄｅｌｌａ Ｖａｌｌｅ ＣＪ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 Ｊ ]. Ｃｌｉｎ Ｏｒｔｈｏｐ Ｒｅｌａｔ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１ꎬ ４６９:

[３９]

Ｂｒａｎｄｔ ＣＭꎬ Ｓｉｓｔｒｕｎｋ ＷＷꎬ Ｄｕｆｆｙ ＭＣ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Ｊ ]. Ｃｌ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ꎬ １９９７ꎬ ２４:

[４０]
[４１]

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 ＢＳꎬ Ｄｅｌｌａ Ｖａｌｌｅ ＣＪꎬ Ｔｉｎｇ ＮＴꎬ ｅｔ ａｌ. Ａｃｕｔｅ ｈｅｍ￣
[Ｊ]. Ｊ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９: ４６９￣ ４７２.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ｄｕｅ ｔｏ ｇｒａｍ￣ｎｅｇ￣

[４８]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 [ Ｊ].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 Ａｇｅｎｔｓ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ꎬ ２００９ꎬ

[４２]

Ｍｅｅｈａｎ ＡＭꎬ Ｏｓｍｏｎ ＤＲꎬ Ｄｕｆｆｙ ＭＣꎬ ｅｔ 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ｐｅｎ￣
ｉｃｉｌｌｉｎ￣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ａｌ 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

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ｂｒｉｄ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 [ Ｊ].
Ｃｌ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ꎬ ２００３ꎬ ３６: ８４５￣ ８４９.

３７４ Ｊｕｌｙꎬ ２０１９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Ｊꎬ Ｇｉｏｅ ＴＪꎬ Ｔａｔｍａｎ Ｐ. Ｃａ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 ｂｅ

ｓａｖｅｄ?: ｉｍｐｌａｎｔ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ＴＫＡ
[Ｊ]. Ｃｌｉｎ Ｏｒｔｈｏｐ Ｒｅｌａｔ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１ꎬ ４６９: ９７０￣ ９７６.

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ｋｎｅｅ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Ｊ]. Ｃ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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