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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节外科 ·

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累及髋关节的

银屑病关节炎

李晔 翁习生 林进 金今 钱文伟

  【摘要】 目的 观察全髋关节置换治疗银屑病关节炎髋关节病变的效果。 方法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对 １５例（２０髋）银屑病关节炎髋关节病变患者行全髋关节置换术，置
换前患者日常活动均明显受限，Ｈａｒｒｉｓ 评分平均 ２５．２分，髋关节总活动度平均 ３９．６°。 所用假体均为
生物型，摩擦界面为陶瓷对陶瓷。 结果 全部病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平均 ３５．７（６ ～６３）个月。 所有
患者术后均达到了生活基本自理的程度，Ｈａｒｒｉｓ 评分平均 ８３．２ 分，其中优 １５ 髋（１２ 例），良 ３ 髋（２
例），可 ２髋（１ 例），差 ０ 髋，优良率 ９０．０％，髋关节总活动度平均为 １７５．０°。 末次随访 ２０ 髋均无感
染、假体松动和移位出现，１髋术后即发现大粗隆撕脱骨折，随访中发现形成关节内游离体，但未影响
髋关节功能。 结论 在把握良好手术时机的前提下，全髋关节置换是治疗银屑病关节炎髋关节病变
安全、有效的手段，可以恢复关节功能，明显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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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屑病关节炎（ｐｓｏｒｉａｔｉｃ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ＰｓＡ）是一种与
银屑病相关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我国
ＰｓＡ的患病率约为 ０．１％［１］ 。 ＰｓＡ 可表现为多关节
疼痛、活动受限，部分患者还可伴发类似强直性脊柱
炎的中轴关节病变，并最终出现关节毁损和强直，约
有 ３．２％的 ＰｓＡ患者最终需要接受髋膝关节置换治
疗

［２］ 。 全髋关节置换术 （ ｔｏｔａl ｈｉｐ ａｒｔｈｒｏｐlａｓｔｙ，

ＴＨＡ）是目前治疗终末期髋关节病损的有效手段，在
对常见的骨关节炎和无菌性股骨头坏死患者进行

ＴＨＡ后，可以获得超过 ９０％的患者满意率。 由于
ＰｓＡ患者常合并皮损，且服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较
多药物，身体状况较骨关节炎、无菌性股骨头坏死等
非 ＰｓＡ患者差，因此在出现终末期关节病损后，对
ＰｓＡ患者能否进行 ＴＨＡ 存在疑虑。 本研究采用
ＴＨＡ治疗的 ＰｓＡ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２００５ 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北京协和医院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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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１５例患者（２０ 髋）均由风湿免疫科和皮肤科专科
医师确诊为 ＰｓＡ［包括有银屑病史或现发皮肤或指
甲银屑病改变，有周围关节和（或）脊柱炎且血清
ＲＦ阴性等］行 ＴＨＡ 治疗。 男 ８ 例（１１ 髋），女 ７ 例
（９ 髋），银屑病病程平均 ２２．３（１０ ～４６）年，完成
ＴＨＡ时平均年龄 ４８．２（２７ ～７３）岁。 单侧 ＴＨＡ １０
例（男 ５例，女 ５例），一期双侧 ＴＨＡ ４ 例（男 ２ 例，
女 ２例），双侧 ＴＨＡ 术后髋关节挛缩翻修 １ 例男患
者。 所有患者术前均存在典型银屑病样皮损，均有
不同程度髋关节疼痛及活动受限，髋关节总活动度
平均为 ３９．６°。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平均 ２５．２（１０ ～４８）分。

图 1 患者女，４２ 岁，发现银屑病 １０ 余年，双髋疼痛伴活动受限 ２ 年，诊断为银屑病关节

炎（脊柱炎型），行一期双侧全髋关节置换术。 Ａ．术前髋关节正侧位 Ｘ 线片；Ｂ．术后 ３ ｄ
髋关节正侧位 Ｘ线片；Ｃ．术后 ２ 年髋关节正侧位 Ｘ 线片

  二、方法
１．围手术期处理：术前根据皮肤科和风湿免疫

科会诊意见对患者局部皮损和全身用药进行调整，
切口区域皮肤无破溃，血沉、Ｃ-反应蛋白在正常范围
内。 所有患者均采用经口气管内插管全麻，术中应
用静脉预防性抗生素，取侧卧位，骨盆中立位固定，
髋关节后外侧入路，常规 ＴＨＡ 技术进行操作，手术
假体来自强生公司（生物型，Ｃｏｒｉａl 柄，陶-陶界面），
术后康复锻炼同常规 ＴＨＡ患者（图 １，２）。

２．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对全髋关

节置换前及最后随访时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和髋关节总活动
度进行统计处理，比较使用t检验，P＜０．０５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经过平均 ３５．７（６ ～６３）个月的随访，所有患者
生活基本自理，无需借助器械行走，Ｈａｒｒｉｓ评分平均
８３．２（７０ ～９２）分，其中优 １５ 髋（１２ 例），良 ３ 髋（２
例），可 ２髋（１例），差 ０ 髋，优良率 ９０．０％，髋关节
总活动度平均为 １７２．０°，末次随访髋关节 Ｈａｒｒｉｓ 评
分及髋关节总活动度显著高于置换前（P ＜０．０５），
２０髋均无感染、假体松动和移位出现，１ 髋术后即发
现大粗隆撕脱骨折，随访中发现形成关节内游离体，
但未影响髋关节功能。

讨 论

ＰｓＡ属于银屑病的一种特殊临床类型，全身大
小关节均可受累，发生比率约占银屑病人群的６％～
４８％［２］ ，但临床上并非简单的将出现银屑病样皮损
和关节症状的患者就直接诊断为 ＰｓＡ，许多寻常型
银屑病患者往往合并常见的骨关节炎。 由于出现银

屑病样皮损表现和关节症状常不同

步，且部分骨科大夫对诊断 ＰｓＡ 经
验不足，导致许多 ＰｓＡ 患者在出现
股骨头塌陷等髋关节病变时，常被
误诊为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特
发的无菌性股骨头坏死或寻常型银

屑病接受激素治疗后出现的并发症

而未得到正确治疗，并影响最终疗
效。 本研究在筛选本研究入组患者
时还发现，部分 ＨＬＡ-Ｂ２７ 阳性且脊
柱受累的 ＰｓＡ患者在早期均按照强
直性脊柱炎进行治疗，直到出现银
屑病样皮损后才得以明确诊断。 因
此，临床中需要将不典型的 ＰｓＡ 与
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无菌性股
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甚至寻常
型银屑病等疾病进行鉴别诊断。

１．手术时机：ＰｓＡ 患者存在特
征性的银屑病样皮损，经常需要口
服大量影响免疫系统的药物，甚至
同时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内
科疾病，增加了此类患者的手术风
险。从以下几个角度把握手术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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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患者男，４２ 岁。 银屑病关节炎一期双髋关节置换术前和术后 ３ 个月局部皮肤大体

像。 患者在施行 ＴＨＡ 时存在手术入路区域皮损，全部为皮肤科对症治疗后的稳定期表

现，术前切口区域使用碘酒和酒精消毒，术后和末次随访中均未出现伤口愈合不良等并

发症。 Ａ．术前；Ｂ．术后 ３ 个月

可以大大提高手术成功率和患者满意度。 （１）皮肤
情况：许多医师由于担心 ＰｓＡ 患者局部皮损影响术
后伤口愈合，甚至增加感染风险而减少或放弃手术
治疗。 而国外学者发现在对无破溃的稳定期皮损进
行碘酒和酒精双重消毒后可以有效的清除皮损内细

菌
［３］ 。 本组有 ５ 例患者在施行 ＴＨＡ 时存在手术入

路区域皮损，全部为皮肤科对症治疗后的稳定期表
现，术前切口区域使用碘酒和酒精消毒，术后和末次
随访中均未出现伤口愈合不良等并发症。 但如果手
术入路出现破溃的活动期皮损，应首先对皮损进行
充分治疗，待皮损稳定后再进行手术，或设计绕开皮
损区域的手术切口。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发现银屑
病样皮损和关节病变之间存在明显相关性，在对活
动期皮损进行充分治疗后，部分 ＰｓＡ 患者的关节炎
症状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而控制稳定的皮损既不
会加重术后关节疼痛，也不会影响术后关节功能锻
炼和恢复

［４-５］ 。 （２）服药情况：ＰｓＡ患者在术前常需
持续接受非甾体抗炎药、改善病情抗风湿药
（ＤＭＡＲＤｓ）、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糖皮质激素等口
服药物治疗。 许多学者在对术前上述药物服用时间
和术后相关感染发生率进行了研究，并未发现持续
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和大部分改善病情抗风湿药与术

后感染存在相关性，而对于来氟米特的使用目前存
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如果术前停药 ２ 周可能更为安
全；而服用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如英夫利昔单抗）
的患者，在术前停药 ４ 周即不会对围手术期和术后
１ 年的感染发生率产生影响，并且在术后伤口愈合
良好，顺利拆线后即可恢复用药；每天服用糖皮质激
素＞１０ ｍｇ的患者，术后发生皮肤软组织或假体周
围感染的概率会明显增加

［６-１０］ 。 本组患者在遵循上
述药物使用原则的情况下，术前血沉、Ｃ-反应蛋白等
血液炎症指标处于正常范围，在围手术期和术后平
均 ２年的随访中，均未出现伤口区域皮肤软组织和

假体周围感染。 （３）其他：ＰｓＡ患者
因长期服用药物，再加上自身疾病
特点，往往伴随肥胖、代谢系统异
常、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增加术后并
发症发生概率的高危因素，而且银
屑病也是诱发心肌梗死的独立危险

因素，需要术前充分评估 ＰｓＡ 患者
一般状况和心血管功能，降低围手
术期心血管事件等并发症的发生

率
［５，１１-１２］ 。
２．并发症分析：（１）感染：早期

文献报道，ＰｓＡ患者关节置换术后表皮感染发生率
可高达 ９％ ～１７％，而深部感染发生率也可达到
５．５％［３，５，１３］ ，并建议术中预防性应用静脉抗生素和
抗生素骨水泥假体降低感染发生率。 近年报道存在
内植物的 ＰｓＡ 患者术后感染发生率在 １．４％ ～
３．７％［４，１４-１５］ 。 需要注意的是，ＰｓＡ 患者是全膝关节
置换术后发生假体周围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并
未涉及到接受 ＴＨＡ的 ＰｓＡ患者［１６］ 。 有学者在对行
ＴＨＡ的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系统性红斑
狼疮、ＰｓＡ、骨关节炎患者进行围手术期并发症分析
比较后发现，只有 ＰｓＡ患者围手术期骨科并发症和
骨关节炎患者相当，其他几种患者骨科并发症发生
率明显偏高

［１７］ 。 本组患者在术前对伤口区域皮损
和全身情况进行积极有效的药物治疗，术中和术后
２４ ｈ内给予预防性静脉抗生素，所有患者在围手术
期和平均 ２年的随访中均未出现表皮和深部感染情
况。 （２）关节挛缩：ＰｓＡ患者行髋膝关节置换术后出
现关节挛缩并需再次手术松解的概率可高达

３３％［１７］ ，本研究中有 １ 例外院双侧 ＴＨＡ 术后髋关
节挛缩患者，双侧翻修后患者髋关节活动度仍不满
意，Ｈａｒｒｉｓ 评分为可。 此情况考虑与银屑病自身易
累及肌腱、韧带和关节囊，以及皮肤的同形反应有
关

［３］ ，但与稳定的银屑病样皮损无关。 因此，在对
ＰｓＡ患者 ＴＨＡ术后进行积极功能锻炼的同时，还要
针对原发病进行严格的局部和全身药物治疗，控制
疾病进展，并将血沉、Ｃ-反应蛋白等客观指标控制在
理想程度，本组在接受初次 ＴＨＡ患者末次随访时均
未出现关节挛缩情况。 （３）假体周围骨折：由于术
前需要长期服用缓解症状的抗风湿类药物和激素，
ＰｓＡ患者关节周围骨质疏松往往较重，在围手术期
发生假体周围骨折的概率也随之增加

［５］ ，应在施行
ＴＨＡ时要注意小心操作，围手术期和随访中时刻关
注患者骨质情况。

·２３２３· 中华医学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第 ９７ 卷第 ４１ 期 Ｎａｔl Ｍｅｄ Ｊ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２０１７，Ｖｏl．９７， Ｎｏ．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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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手术效果：ＴＨＡ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终末期骨
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无菌性股骨头坏死、强直性
脊柱炎和股骨颈骨折等累及髋关节非 ＰｓＡ 疾病的
治疗，经过多年、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发现，上述患
者 ＴＨＡ术后平均满意率＞９０％。 进一步将本研究
中 ＰｓＡ患者 ＴＨＡ术前和末次随访中髋关节活动度、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同接受 ＴＨＡ的非 ＰｓＡ 患者进行比较，在
参考既往文献的基础上可以发现，ＰｓＡ 患者术前的
活动度和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较非 ＰｓＡ 患者略有偏低，而术
后和短期随访中两类人群数值差别不大，但同时，
ＰｓＡ 患者 ＴＨＡ 预后要优于类风湿关节炎患
者

［５，１７-２０］ 。 本组研究患者中仅有 １例外院双侧 ＴＨＡ
术后髋关节出现挛缩，在我院行翻修术的患者随访
中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为可。 因此，我们应有信心应用 ＴＨＡ
治疗局部皮肤和全身情况控制稳定的 ＰｓＡ患者。

ＰｓＡ在黄种人的发病率约为 ０．１％ ～０．３％，而
有报道称白种人发病率可高达 ３％［６，１７，２１］ ，因此国外
治疗 ＰｓＡ 相关文献报道较多。 本研究率先总结
ＴＨＡ治疗累及髋关节的 ＰｓＡ 相关经验，并建议将
ＰｓＡ患者局部皮肤、服药情况以及心血管系统作为
围手术期准备重点监测指标，在确保血沉、Ｃ-反应蛋
白处于正常范围的前提下，可以通过 ＴＨＡ 安全、有
效的治疗 ＰｓＡ 髋关节病变。 虽然本研究结果与国
外文献报道基本一致，但入组患者绝对数量与国外
机构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希望以后国内同行能进一
步提高 ＰｓＡ 诊治水平，早日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研
究，提出符合国人情况的治疗方案，并与风湿免疫
科、皮肤科同道共同协作，进一步提高 ＰｓＡ 患者手
术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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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ｈｅｕｍａｔｏl Ｊ， ２０１３， ７ （ １ ）： １１９-１２４． ＤＯＩ： １０．２１７４／
１８７４３１２９２０１３１２１０００５．

［１６］ Ｄｅllａ Ｖａllｅ Ｃ，Ｐａｒｖｉｚｉ Ｊ，Ｂａｕｅｒ ＴＷ， ｅｔ ａl．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 Ｓｕｒｇｅｏｎｓ ｃlｉｎｉｃａl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lｉ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ｐ ａｎｄ ｋｎｅｅ ［ Ｊ］．Ｊ Ｂｏｎ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ｕｒｇ Ａｍ，２０１１，９３（１４）：１３５５-１３５７．ＤＯＩ： １０．２１０６／ＪＢＪＳ．
９３１４ｅｂｏ．

［１７］ Ｍａｎｄl ＬＡ， Ｚｈｕ Ｒ， Ｈｕａｎｇ ＷＴ， ｅｔ ａl．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ｔｏｔａl ｈｉｐ
ａｒｔｈｒｏｐlａｓｔ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ｓｏｒｉａｔｉｃ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ｏｒ ｐｓｏｒｉａｔｉｃ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 Ｊ］．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l，２０１６，６８（２）：４１０-４１７．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２／ａｒｔ．３９４３１．

［１８］ Ｃａｎｃｉｅｎｎｅ ＪＭ， Ｗｅｒｎｅｒ ＢＣ， Ｂｒｏｗｎｅ ＪＡ．Ｃｏｍｐl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ｔｏｔａl ｋｎｅｅ ａｒｔｈｒｏｐlａｓ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
ｐｓｏｒｉａｔｉｃ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ａｎｋｙlｏｓｉｎｇ ｓｐｏｎｄｙl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Ｊ］．Ｊ
Ａｍ Ａｃａｄ Ｏｒｔｈｏｐ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６，２４（８）：５６７-５７４．ＤＯＩ： １０．５４３５／
ＪＡＡＯＳ-Ｄ-１５-００５０１．

［１９］ Ｄｕｒｅｓ Ｅ， Ｈｅｗlｅｔｔ Ｓ， Ｌｏｒｄ Ｊ，ｅｔ ａl．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ｓｏｒｉａｔｉｃ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ａ ｍｕlｔｉｓｉｔｅ ｑｕａl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 Ｊ］．Ｐａｔｉｅｎｔ，２０１７，１０ （１ ）：１-８．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ｓ４０２７１-０１７-
０２２１-４．

［２０］ Ｇｏｏｄｍａｎ ＳＭ， Ｒａｍｓｄｅｎ-Ｓｔｅｉｎ ＤＮ， Ｈｕａｎｇ ＷＴ， ｅｔ ａl．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lｉｋｅlｙ ｔｏ ｈａｖｅ 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ｏｔａl ｈｉｐ ｒｅｐl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Ｊ］．Ｊ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l，２０１４，４１ （９）：１７７４-１７８０．ＤＯＩ：
１０．３８９９／ｊｒｈｅｕｍ．１４００１１．

［２１］ Ｃｏａｔｅｓ ＬＣ， Ｈｅllｉｗｅll ＰＳ．Ｐｓｏｒｉａｔｉｃ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ｒｅｖｉｅｗ
［ Ｊ］．Ｃlｉｎ Ｍｅｄ （ Ｌｏｎｄ），２０１７，１７ （１ ）：６５-７０．ＤＯＩ：１０．７８６１／
ｃlｉ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７-１-６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０３ ）

（本文编辑：秦学军）

·３３２３·中华医学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第 ９７ 卷第 ４１ 期 Ｎａｔl Ｍｅｄ Ｊ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２０１７，Ｖｏl．９７， Ｎｏ．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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