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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二聚体诊断髋关节置换后慢性假体周围感染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刘永裕 1，徐景利 2，林天烨 2，吴  峰 1，沈楚龙 1，熊冰朗 2，邹启昭 2，赖启忠 2，张庆文 3

文题释义：
D-二聚体：是最简单的纤维蛋白降解产物，D-二聚体水平升高说明体内存在高凝状态和继发性的纤维蛋白溶解亢进，因此D-二聚体质量

浓度对血栓性疾病的诊断、疗效评估和预后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D-二聚体还被常用于炎症性疾病的诊断及预后评估。

假体慢性感染：初次假体置入超过6周后出现的关节假体感染，临床表现为髋关节疼痛、活动受限，关节局部可见红肿、肤温增高，低热

或不发热，甚者全身高热，随后可出现局部窦道形成。

摘要

背景：目前慢性髋关节假体周围关节感染的诊断尚缺乏有效特异性的指标，研究发现D-二聚体水平在炎症疾病中会升高，因此D-二聚体

可能成为诊断慢性髋关节假体周围关节感染有价值的生物标志物。

目的：观察D-二聚体检测慢性髋关节假体周围关节感染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以提高慢性髋关节假体周围关节感染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0至2018年收治的髋关节翻修病例，根据诊断标准分为无菌性松动组(n=83)和慢性假体

周围感染组(n=61)。术前3 d测定D-二聚体、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血沉)和白细胞总数，对比两组之间的差异，并通过受

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和曲线下面积分析诊断的准确性。

结果与结论：①慢性假体周围感染组的D-二聚体、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血沉和白细胞总数均高于无菌性松动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01)；②D-二聚体曲线下面积为0.898，比降钙素原(0.816)、红细胞沉降率(0.773)、C-反应蛋白(0.708)和白细胞总数(0.669)都要更准

确，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01)；③D-二聚体的最佳截断值为1 470.5 μg/L，诊断慢性髋关节假体周围关节感染的敏感性为83.6%，特异性

为89.2%；④提示D-二聚体在慢性髋关节假体周围感染中的诊断价值优于其他炎性指标(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血沉和白细胞总数)，D-
二聚体与其他炎性指标联用有利于早期诊断慢性髋关节假体周围感染及评估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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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在翻修人工关节置换术中，区分假体

感染和无菌性松动至关重要，因为两

者的手术方式及围术期用药截然不同。

因此，如何早期、准确地诊断是成功

治疗假体周围感染的先决条件。

△探讨 D-二聚体和其他炎症

标记物在慢性髋关节假体

周围感染诊断中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以提高慢性髋

关节假体周围感染诊断的

准确性。

回顾性分析 观察指标 结论

髋关节翻修患者144例，

根据诊断标准分为2组，

无菌性松动组 83 例，慢

性假体周围感染组61例。

(1) 对比两组术前 D- 二聚体、降
钙素原、C- 反应蛋白、红细胞
沉降率和白细胞总数的差异；

(2) 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和
曲线下面积分析诊断准确性。

(1) D-二聚体在慢性髋关节假体周
围感染诊断价值优于其他炎性
指标；

(2) D-二聚体与其他炎性指标联用
有利于早期诊断慢性髋关节假
体周围感染及评估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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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随着外科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假体持续研发，预计将来关

节置换的数量会不断增加
[1]
。然而，关节假体周围感染严重

影响关节假体的使用寿命，同时给社会带来经济负担。尽管

在预防假体周围感染方面有显著改善，但感染仍然是关节置

换术后的重大挑战
[2]
，研究显示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感染

的发生率仍为 0.5%-2.0% [3]
。假体周围感染已成为全膝关节

置换失败翻修的主要原因，也是全髋关节置换翻修的第三大

原因
[4-5]

。在翻修人工关节置换术中，区分假体感染和无菌

性松动至关重要，因为两者的手术方式及围术期用药截然不

同
[6]
，因此，如何早期、准确地诊断是成功治疗假体周围感

染的先决条件。

关节假体的慢性、深部感染与无菌性松动的临床表现通

常相似
[7]
，尽管过去 10 年中对假体周围感染的诊断标准进

行了完善，但尚无单一的临床指征或实验室指标达到 100%

的准确性。几种炎症标志物在假体周围感染的诊断中起着重

要作用，如 C- 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 ( 下称“血沉”) 和

降钙素原等。ISKANDER 等
[8]
研究发现，当器官和组织中发

生感染时，内皮细胞的损伤和血小板水平单核细胞的活化会

进一步引起纤溶系统的异常，从而可能导致微血管内微血栓

的形成，这表明 D- 二聚体的含量间接增加。D- 二聚体是纤

维蛋白溶解的特异性标志物，在炎症或血栓形成等疾病中也

会增加
[9]
，有研究认为血浆 D- 二聚体水平可以作为假体周

围感染诊断的炎症因素并用来评估假体翻修的时机
[10]
，因此

D- 二聚体可能是慢性假体周围感染诊断中有价值的生物标

志。此次研究的目的是探讨 D- 二聚体和其他炎症标记物 (C-

反应蛋白、血沉、降钙素原、白细胞总数 ) 在慢性髋关节假

体周围关节感染诊断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以提高慢性髋关

节假体周围关节感染诊断的准确性。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对比观察试验。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0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广州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三骨科完成。

1.3   对象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广州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三骨科收治的 144 例髋关节置换后进行

翻修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诊断标准分为 2 组，无菌性

松动组 83 例，慢性假体周围感染组 61 例。慢性假体周围感

染组患者符合 2013 年肌肉骨骼感染学会慢性假体周围感染的

诊断标准
[11]
，无菌性松动组患者符合髋关节假体无菌性松动

的诊断标准
[12]
。所有患者均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

之间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符合假体周围感染诊断标准且初次假体置

入超过 6 周
[13]
；②无菌性假体松动组患者假体出现松动、磨

损、不稳定性 ( 关节局部及全身无感染情况 )；③ D-二聚体、

降钙素原、血沉、C-反应蛋白、白细胞总数等指标齐全者；

④术后能按时、按要求返院复诊并配合随访者。

排除标准：①患者伴有其他器官的感染性疾病，例如肺

炎和尿路感染；②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等炎症性

关节炎；③患者患有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病史或患者下肢出现

瘀斑、患有心脏瓣膜病或有高凝病史的患者；④ D-二聚体、

降钙素原、血沉、C-反应蛋白、白细胞总数等指标不齐全者。

1.4   材料   生物型非骨水泥全髋关节系统介绍见表 1。

Abstract
BACKGROUND: At present, the diagnosis of chronic hip joint prosthesis infections lacks effective and specific indicator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D-dimer will 
increase in inflammatory diseases, so D-dimer may become a valuable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chronic hip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D-dimer in the detection of chronic hip joint prosthesis infec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diagnosis of chronic hip joint prosthesis infection.
METHODS: Hip revision cases from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from 2010 to 2018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diagnostic criteria,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aseptic loosening group (n=83) and chronic periprosthesis infection group (n=61). D-dimer, 
procalcitonin, C-reactive protein,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and total leukocyte count were determined 3 days before surgery. The difference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accuracy of diagnosis was analyz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d area under the curve.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D-dimer, procalcitonin, C-reactive protein,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and total leukocyte count of the chronic 
periprosthesis infec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aseptic loosening group (P < 0.001). (2) The area under the D-dimer curve was 0.898, 
which was more accurate than procalcitonin (0.816),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0.773), C-reactive protein (0.708), and total leukocyte count (0.669),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01). (3)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for D-dimer was 1 470.5 μg/L. The sensitivity for diagnosis of joint 
infection around chronic hip prosthesis was 83.6%,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89.2%. (4)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dimer is superior to other inflammatory 
indicators (procalcitonin, C-reactive protein,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and total leukocyte count) in the diagnosis of chronic hip prosthesis infection. The 
combination of D-dimer and other inflammatory indicators is conducive to early diagnosis of chronic hip prosthetic infections and to assess th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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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植入物的材料学特征
Table 1 ｜ Material properties of implants

指标 生物型非骨水泥全髋关节系统 1 生物型非骨水泥全髋关节系统 2

生产厂家  强生 上海施乐辉公司

批准号 国械注进 20173460950 国械注进 20153460014
性能结构 髋臼杯、内衬、股骨头、股骨柄

假体组成
髋臼杯、内衬、股骨假体组成

材质 髋臼杯为钛合金材料，部分型号
表面喷涂钛珠，陶瓷内衬，钴铬
合金股骨头

髋臼杯为钴铬合金、陶瓷内衬、
钴铬合金股骨头、肽 -6 铝 -4 钒
股骨柄

适应证 各种髋关节疾病后期导致髋关节
功能丧失需行关节置换、翻修者

各种髋关节疾病后期导致髋关节
功能丧失需行关节置换、翻修者

生物相容性 生物相容性良好，内植物可长期
体内保留

生物相容性良好，内植物可长期
体内保留

产品标注的
不良反应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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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方法   所有患者手术由同一组人员完成。麻醉 ( 腰硬联

合麻醉 94 例、全麻静吸复麻 50 例 ) 显效后，患者取侧卧位，

常规消毒、铺巾。

假体无菌性松动组行常规一期翻修，术中取滑膜组织行

病理检查 ( 图 1)。

慢性假体周围感染组行二期翻修：① Spacer 旷置术：

术中万古霉素与骨水泥安装 1 ∶ 10 比例调和骨水泥，采用

磨具制作股骨柄假体及髋臼杯假体，安装骨水泥假体，术后

根据药敏试验选择合适抗生素进行静脉用药；②髋关节翻修

术：Spacer 旷置术后 3 个月 ( 视患者全身炎症指标而定 )，

取出股骨柄及髋臼骨水泥假体，安装髋关节翻修假体 ( 图 2)。

1.6   主要观察指标

1.6.1   记录基线数据   包括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侧别、

感染的危险因素 ( 糖尿病，吸烟，抗血栓治疗 )，受累关节

以及假体置入的时间。

1.6.2   炎性指标   术前 3 d 检测血清 D-二聚体、血沉、降钙

素原、C-反应蛋白及白细胞总数水平。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应用

Mann-Whitney U 非参数检验对连续变量进行比较，将分类

变量与 w2
检验进行比较；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urve，ROC) 确定各项指标的最佳临界值，P < 0.05

认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确定 D-二聚体、降钙素原、血沉、

C- 反应蛋白、白细胞总数、ROC 及曲线下面积，利用 z 统计

量比较 ROC 曲线下面积。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共纳入 144 例髋关节翻修患者，其中

无菌性松动组 83 例 (83 髋 )，慢性假体周围感染组 61 例 (61

髋 )，所有患者均完成试验并获得随访。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3。

2.3   一般资料   无菌性松动组的平均假体使用时间为 10.5年，

慢性假体周围感染组的平均假体使用时间为 4.8 年。两组患

者之间的基线特征包括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和侧别在统

计学上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2。

2.4   两组患者术前D-二聚体、降钙素原、血沉、C-反应蛋白、

白细胞总数对比   慢性假体周围感染组和无菌性松动组的 D-

二聚体、降钙素原、血沉、C-反应蛋白、白细胞总数相比，

差异均存在显著性意义 (P < 0.001)。慢性假体周围感染组患

者的 D- 二聚体、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的质量浓度、血沉

及白细胞总数均高于无菌性松动组 (P < 0.001)，见表 3。

2.5   术前 D- 二聚体、降钙素原、血沉、C- 反应蛋白、白细

胞总数对慢性髋关节假体周围感染的诊断价值比较   术前诊

断慢性髋关节假体周围感染的D-二聚体、降钙素原、血沉、C-

反应蛋白、白细胞总数对假体周围感染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图注：左侧全髋关节置换术后 9 年余，左髋部疼痛 2 年余，术前 D- 二

聚体为 980 μg/L，降钙素原为 0.2 μg/L，C- 反应蛋白为 5.6 mg/L，血沉

为 15 mm/h，白细胞总数为 7.0×109 L-1
，诊断为左髋关节假体无菌性松

动 ( 图 A)；术中去关节滑膜组织间隙病理检查，提示左髋置换术后改变，

滑膜组织呈慢性炎症急性活动改变 ( 图 B，×100)；患者行一期翻修，翻

修术后 1 个月，假体位置良好 ( 图 C)；翻修术后 3 年，假体未出现明显

松动，炎症指标正常 ( 图 D)
图 1 ｜男性 66 岁无菌性松动患者髋关节翻修

Figure 1 ｜ Hip revision in a male aseptic loosening patient aged 66 years old

图注：右髋关节置换术后 4 年余，右髋部疼痛流脓 10 个月；术前 D- 二

聚体为 1 720 μg/L，降钙素原为 5.6 μg/L，C-反应蛋白为 30 mg/L，血沉

为 60 mm/h，白细胞总数为 14×109 L-1
，诊断为右髋关节假体周围慢性感

染 ( 图 A)；髋关节假体取出时去假体周围组织行病理检查，结果显示大

部分为炎性纤维素性渗出物，周围少量炎性肉芽组织增生，急性炎细胞

浸润 ( 图 B，×100)；一期行 Spacer 旷置术 (3 个月 )，炎症指标正常 ( 图 C)；
二期翻修术后 3 年，假体未出现明显松动 ( 图 D)
图 2 ｜女性 68 岁慢性假体周围感染患者二期翻修

Figure 2 ｜ The second-stage revision of a female chronic periprosthesis 

infection patient aged 68 years old

回顾性分

析髋关节

翻修患者

144 例

根据诊断标准分为

2 组，无菌性松动

组 83 例，慢性假体

周围感染组 61 例

收集术前3 d血清D-
二聚体、降钙素原、

血沉、C-反应蛋白、

白细胞总数

所有患者均完

成随访，对收

集指标进行统

计学分析

图 3 ｜试验流程图

Figure 3 ｜ Trial flow chart

表 2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Table 2 ｜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of each group

指标 无菌性松动组 (n=83) 慢性假体周围感染组 (n=61) P 值

年龄 (x-±s，岁 ) 63.65±9.38 64.76±9.81 0.674
体质量指数 (x-±s，kg/m2) 23.24±4.12 22.79±3.98 0.532
性别 ( 男 / 女，n) 28/55 21/40 0.972
侧别 ( 左 / 右，n) 39/44 28/33 0.897

表 3 ｜两组患者术前 D- 二聚体、降钙素原、血沉、C- 反应蛋白、白细
胞总数比较                               [ 中位数 (95% 可信区间 )]
Table 3 ｜ Comparison of preoperative D-dimer, procalcitonin,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C-reactive protein, and total leukocyte count in both 
groups 

指标 无菌性松动组 (n=83) 慢性假体周围感染组 (n=61) P 值

D-二聚体 (μg/L) 1 020(990，1 030) 1 824(1 706，1 829) < 0.001
降钙素原 (μg/L) 0.4(0.3，1.5) 5.4(3.2，5.8) < 0.001
C-反应蛋白 (mg/L) 5.16(4.97，5.70) 26.30(11.08，26.80) < 0.001
血沉 (mm/h) 27(25，56) 59(30，62) < 0.001
白细胞总数 (×109 L-1) 7.0(6.6，12.9) 12.5(7.0，13.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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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95%CI：0.849-0.948，P=0.001)、
0.816(95%CI：0.74-0.892，P=0.001)、
0.773(95%CI：0.69-0.855，P=0.001)、
0.708(95%CI：0.621-0.796，P=0.001) 及
0.669(95%CI：0.58-0.757，P=0.030)。D-

二聚体的诊断能力明显高于降钙素原、

C-反应蛋白，P 值分别为 0.008(z=2.091)

和 0.004(z=3.012)，血清降钙素原与 C-

反应蛋白的质量浓度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z=0.653，P=0.41)。D- 二聚体的最佳截

断值 (cut-off) 为 >1 470.5 μg/L，敏感性

为 0.836，特异性为 0.892；血清降钙素

原的最佳截断值为 >2.4 μg/L，敏感性

为 0.803，特异性为 0.855；血清 C- 反

应蛋白以 >11.8 mg/L 为最佳界限，敏

感性为 0.754，特异性为 0.831；血沉的

最佳截断值为 39，敏感性为 0.705，特

异性为 0.735；白细胞总数的最佳截断

值为 9.55×109 L-1
，敏感性为 0.59，特异

性为 0.699，见表 4。ROC 曲线见图 4。

3   讨论   Discussion
慢性髋关节假体感染给公共卫生及社会带来巨大的医疗

和经济负担，随着髋关节置换手术逐年增加，出现髋关节假体

感染的并发症亦逐年升高
[14]
。慢性髋关节假体感染通常是由

低毒力的微生物引起的，大多数患者会出现延迟诊断和治疗

的情况
[15]
。慢性髋关节假体感染的早期症状与无菌性松动相

似，通常只有活动时偶有髋关节疼痛，常不会出现严重的全

身炎症反应，甚至会出现实验室指标正常或稍偏高的情况
[16]
，

这无疑会影响对慢性髋关节假体周围感染的诊断，因此敏感

性和特异性高的实验室指标对于诊断慢性髋关节假体周围感

染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此次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 2010 至 2018

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部分髋关节翻修病例，

分析慢性感染组和无菌性松动组炎性指标的差异。

D-二聚体主要来源于纤溶酶溶解的交联纤维蛋白凝块，

主要反映纤维蛋白溶解功能。既往研究表明 D- 二聚体常被

用于静脉血栓栓塞、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的诊断
[17]
，然

而随着研究的增加，D- 二聚体逐渐被用于诊断感染和炎症

的预后评估。研究发现系统性感染和器官衰竭可以导致 D-

二聚体水平升高，D- 二聚体可以作为系统性感染的早期诊

断标记
[18-19]

。SCHWEAMEIS 等
[20]

在前瞻性研究发现，早期

菌血症 3.5 h 内 D- 二聚体水平迅速升高，认为 D- 二聚体可

以识别早期菌血症并评估其预后。D- 二聚体的最佳截断值

为 1 500 μg/L 时，诊断细菌性腹膜炎的敏感性很高，因此，

有研究者建议使用 D- 二聚体作为诊断心内膜炎和支原体肺

炎的标志物，且认为 D-二聚体明显优于其他炎症标记物 ( 如

白细胞总数、C- 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 )[21]
。在骨科领域，D-

二聚体最初常被用于关节置换后下肢深静脉血栓或肺栓塞的

筛查
[22]
；在骨与关节感染领域，D- 二聚体也具有及早发现

感染的优势。研究发现关节置换术后 D- 二聚体浓度在短时

间内急剧上升至 2 倍然后逐渐恢复至正常水平，这种动态变

化比血沉和 C- 反应蛋白更快
[23-24]

。有研究发现当 D- 二聚体

的最佳截断值为 850 μg/L 时，诊断关节假体感染的敏感性为

89%，特异性为 93%[10]
，认为与血沉和 C- 反应蛋白相比，

血浆 D- 二聚体可以更好地诊断假体周围感染，D- 二聚体水

平可用于确定二期翻修的手术时机；然而，在他的研究中没

有区分急性感染和慢性感染，只是更侧重于 D- 二聚体在假

体周围感染诊断中的作用
[10]
。但是，慢性关节假体感染的

炎症反应与急性有很大不同，有研究发现 D- 二聚体的最佳

截断值为 1 170 μg/L 时，诊断慢性关节假体感染具有较高的

灵敏度 (92.73%) 和特异性 (74.63%)[25]
；该研究将髋关节与膝

关节慢性假体感染都纳入了研究，可能会导致结果存在一定

的偏差。此次研究着重研究 D- 二聚体在慢性髋关节假体感

染中的诊断意义，并与其他炎性指标 ( 降钙素原、C- 反应蛋

白、血沉和白细胞总数 ) 进行对比，研究发现 D- 二聚体的

诊断价值要高于其他炎性指标，D- 二聚体的最佳截断值为 >        

1 470.5 μg/L，敏感性为 0.836，特异性为 0.892。

血沉、C- 反应蛋白和白细胞总数较早被作为诊断炎症

性疾病和评估预后的指标，敏感性很高。然而，大多数全身

性的炎症都可导致血沉、C- 反应蛋白和白细胞总数升高，

因此在诊断假体周围感染中存在局限性
[26]
。有研究认为 C-

反应蛋白在诊断假体周围感染方面的敏感性类似于组织病理

学
[27]
；另有研究揭示了 C- 反应蛋白在协助诊断假体周围感

表 4 ｜术前 D- 二聚体、降钙素原、血沉、C- 反应蛋白、白细胞总数对慢性髋关节假体周围感染
的诊断价值比较
Table 4 ｜ Comparison of diagnostic value of preoperative D-dimer, procalcitonin,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C-reactive protein and total leukocyte count for chronic hip prosthesis infection

标志物 曲线下

面积

最佳截断值

(cut-off)
真阳性 假阳性 假阴性 真阴性 敏感性 特异性 阳性似然比 阴性似然比

D-二聚体 0.898 1 470.5 μg/L 51 10 10 73 0.836 0.892 7.74 0.18
降钙素原 0.816 2.4 μg/L 49 12 12 71 0.803 0.855 5.54 0.23
C-反应蛋白 0.773 11.8 mg/L 45 16 15 68 0.754 0.831 4.46 0.30
血沉 0.708 39 mm/h 43 18 19 64 0.705 0.735 2.66 0.40
白细胞总数 0.669 9.55×109 L-1 35 26 25 58 0.590 0.699 1.96 0.84

图注：髋关节慢性假体感染的诊断能力为：D- 二聚体 > 降钙素原 > C- 反应蛋白 > 血沉 > 白细胞

总数

图 4 ｜术前 D- 二聚体、降钙素原、血沉、C- 反应蛋白、白细胞总数的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

Figure 4 ｜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D-dimer, procalcitonin,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C-reactive protein, and total leukocyte count befor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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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方面缺乏敏感性，尤其是对于慢性感染病例
[28]
。降钙素

原是降钙素前体的多肽激素，研究发现血清中降钙素原的浓

度随着细菌内毒素的刺激而升高
[29]
，因此常被作为区分细

菌性感染、病毒性感染和非感染性炎症的指标。然而，有研

究显示降钙素原在诊断骨与关节感染时虽然特异性较高，但

是敏感性较低，所以不建议将其作为排除诊断的指标
[30]
。

此次研究发现慢性假体周围感染组的血沉、C- 反应蛋白和

白细胞总数较无菌性松动组明显增高，与文献报道一致
[29]
；

亦发现血沉、C- 反应蛋白和白细胞总数的特异性较低，且

在无菌性松动组出现三者轻度升高，则需要借助其他指标进

行协助，如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等。此次研究发现血清降

钙素原的最佳截断值为 >2.4 μg/L，敏感性为 0.803，特异性

为 0.855；血清 C-反应蛋白以 >11.8 mg/L 为最佳界限，敏感

性为 0.754，特异性为 0.831；血沉的最佳截断值为 >39 mm/h，

敏感性为 0.705，特异性为 0.735；白细胞总数的最佳截断值

为 >10.5×109 L-1
，敏感性为 0.59，特异性为 0.699。

综上所述，此次研究认为 D- 二聚体在慢性髋关节假

体周围感染中的诊断价值优于其他炎性指标 ( 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血沉和白细胞总数 )，D- 二聚体的最佳截断值 >      

1 470.5 μg/L，敏感性为 0.836，特异性为 0.892；D- 二聚体

与其他炎性指标联用有利于早期诊断慢性髋关节假体周围感

染及评估病情。然而，此次回顾性研究病例数有限，未设计

随机对照试验，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应收集更多的临床病例，

严格设计随机对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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