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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置换后假体周围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与治疗周期的关系

马  瑞 1，王家麟 1，吴梦军 1, 2，葛  莹 1，王  伟 1，王坤正 1

文题释义：

假体周围感染：是人工关节置换后手术部位的深部发生的感染。由于有假体的存在，细菌易于在假体表面定植形成生物膜，使感染的清除变

得异常困难。假体周围感染的诊断困难、治疗复杂，常需要多次手术和长期抗感染治疗，是关节置换术后最具挑战性的常见并发症之一。

生物膜：细菌不可逆的附着于惰性或活性实体的表面，繁殖、分化，并分泌一些多糖基质，将菌体群落包裹其中而形成的细菌聚集体膜状

物称为生物膜。生物膜多细胞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包括细菌起始黏附、生物膜发展和成熟扩散等阶段。

摘要

背景：了解假体周围感染的细菌学特点，针对特定的致病菌选择抗感染药物，对控制假体周围感染至关重要。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可

以为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目的：旨在探讨假体周围感染患者的致病菌分布及耐药情况，分析细菌培养结果对治疗周期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15年9月至2019年9月因假体周围感染行人工关节翻修的59例患者的术前资料，统计发生

感染的时间、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抗生素应用周期、旷置时间、感染发生后至翻修前的住院总时间、血沉转阴时间和C-反应蛋白转

阴时间，分析病原菌分布、耐药情况和是否检出病原菌与细菌是否耐药对抗生素应用周期、旷置时间及住院总时间的影响。

结果与结论：①59例假体周围感染患者中髋关节31例，膝关节28例，其中迟发性感染比例最高(49%)；共35例培养出致病菌，细菌培养阳

性率为59%；②培养出的病原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所占比例最高(29%)；③18例患者的致病菌为耐药菌，耐药率达到51%；④细菌培养阴性

组较阳性组的旷置时间、血沉转阴时间和C-反应蛋白转阴时间更长(P < 0.05)；⑤与有敏感抗生素组相比，耐药组的抗生素应用时间、血沉

转阴时间和C-反应蛋白转阴时间更长(P < 0.05)；⑥提示此次研究中假体周围感染患者的细菌培养阳性率不高，培养出的病原菌耐药率较

高，培养出阳性致病菌且有敏感抗生素的患者治疗周期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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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亮点—

回顾性分析关节置换后假体周围感染患者的

致病菌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诊治提供理

论依据；

发现细菌培养阴性和培养出耐药菌的假体周围感染患

者的治疗周期明显延长，提出提高细菌培养阳性率和

寻找敏感抗生素的重要性。

(1) 根据细菌培养结果，

分为细菌培养阳性组

和阴性组；
(2) 细菌培养阳性者又分

为敏感组和耐药组。

(1) 发生感染的时间；
(2) 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的结果；
(3) 抗生素应用周期、旷置时间、住

院总时间；
(4) 血沉转阴时间和 C- 反应蛋白转阴

时间。

(1) 假体周围感染患者的细菌培养阳性

率较低，病原菌耐药率较高；
(2)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主要病原菌；
(3) 培养出阳性致病菌且有敏感抗生素

患者的治疗周期更短。

假体周围
感染患者

分析指标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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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人工关节置换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目前已广泛开展，其

能有效消除关节疼痛、恢复关节功能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假体周围感染是髋膝关节置换术后的灾难性并发症，也是导

致关节置换术后翻修的主要原因之一，治疗较为棘手，常需

多次手术及长疗程的抗生素治疗，并发症多、住院时间长且

治疗费用高。尽管已采取多项措施预防感染的发生，假体周

围感染的发病率在初次髋关节置换术后约为 1%，在膝关节

置换术后为 2%-3%[1]
。随着接受关节置换的患者人数逐年增

长，发生假体周围感染的人数也将不断增加，给患者及医疗

系统带来沉重的负担。

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不仅可以为医生提供基本的诊

断信息，而且在选择合适抗生素时可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3]
。

由于假体周围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复杂化，混合感染和耐药菌

感染比例不断增加，给临床在感染的诊断、预防及治疗上带

来严峻挑战
[4]
。缺乏新型有效的抗生素、抗生素的滥用及延

长使用、细菌耐药性增加等原因常导致细菌培养阴性及培养

出耐药菌的概率增加
[5-6]，了解细菌学特点，针对特定的致

病菌选择抗感染药物，对控制人工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感

染至关重要
[7]
。有研究报道，采用二期翻修术可有效控制全

髋关节置换术后的慢性假体周围感染，但细菌培养阴性患者

的翻修疗效明显较细菌培养阳性的患者差，提高细菌培养的

阳性检出率并针对性应用敏感抗生素对提高假体周围感染翻

修术后疗效有重要意义
[8]
。

重视病原菌的检出与分析，选用针对病原菌的敏感抗生

素进行规范化治疗至关重要。此次研究旨在通过回顾性研究

分析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人工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

感染患者的致病菌分布特点及耐药情况、检出致病菌与否及

细菌耐药与否对治疗周期的影响，强调细菌培养结果对临床

治疗的重要性，为临床医师对假体周围感染的诊治提供临床

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病例分析。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5 年 9 月至 2019 年 9 月在西安交通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关节外科完成。

1.3   材料   此次研究纳入的患者初次关节置换所使用的假体

情况见表 1。

1.4  对象 选择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15 年 9 月至

2019 年 9 月因假体周围感染行人工关节二期翻修的患者共

59 例，调取患者自初次人工关节置换的病历资料。 

Abstract
BACKGROUND: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cteriology in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and choosing specific anti-infective drugs are very important 
to control the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The results of bacterial culture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can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of pathogenic bacteria in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patients,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bacterial culture results on the treatment period.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59 patients who underwent artificial joint revision between September 2015 and September 2019. The 
infection time, results of bacterial culture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antibiotics application duration, prosthesis-free interval, total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from infection to renovation, recovery time of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and C-reactive protein were collected. The pathogenic bacteria distribution, 
drug resistance situation and the effect of the pathogenic bacteria and bacterial resistance on antibiotics application duration, prosthesis-free interval, and days 
in hospital were analyz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mong the 59 patients with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there were 31 cases of hip joint and 28 cases of knee joint.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phase was delayed infection (49%). The pathogenic bacteria were cultured from 35 cases, and the positive 
rate of bacterial culture was 59%. (2) Among the cultured pathogens, staphylococcus aureus accounted for the highest proportion (29%). (3) The pathogenic 
bacteria of 18 patients were antibiotic resistant, and the drug resistance rate reached 51%. (4) The bacterial cultured negative group had longer prosthesis-free 
interval and longer recovery times of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and C-reactive protein than those of the positive group (P  < 0.05). (5)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with sensitive antibiotics, the duration of antibiotic application and recovery times of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and C-reactive protein were longer 
in the group with resistant antibiotics (P < 0.05). (6) In this study, the positive rate of bacterial culture in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patients was not high, but 
the resistance rate of pathogenic bacteria was relatively high; the treatment period with positive pathogenic bacteria and sensitive antibiotics was sh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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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植入物的材料学特征
Table 1 ｜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lants

指标 人工髋关节假体 人工膝关节假体

生产厂家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

限公司

型号 BE 型股骨柄、58 型全髋臼、JS 型

内衬、TB 型球头

XN 型股骨髁、XN 型胫骨平台托、
XN 型胫骨平台垫

批准号 国械注准 20153130555 国械注准 20163462440
性能结构 BE 型股骨柄、58 型全髋臼、JS 型

内衬、TB 型球头假体为生物固定型

假体

XN 型膝关节假体，由股骨髁、胫

骨平台托、胫骨平台垫组成

材质 BE 型股骨柄与 58 型全髋臼假体为

锻造钛合金 (Ti6Al4V) 材质，表面喷

涂材料为钛 + 羟基磷灰石；JS 型内

衬、TB 型球头为氧化锆增韧氧化铝

基复合陶瓷材料 (delta) 制造

XN 型股骨髁、XN 型胫骨平台托组

件的材料为铸造钴铬钼合金材质 , 
XN 型胫骨平台垫为超高分子量聚

乙烯材质

适应证 BE 型股骨柄、58 型全髋臼、JS 型

内衬、TB 型球头假体主要用于髋关

节置换，其适应证包括：股骨颈骨

折、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

炎、骨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股

骨头缺血性坏死等

XN 型膝关节假体主要用于膝关节

的表面置换，其适应证包括膝关

节退行性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

节炎、痛风性关节炎、银屑病性

关节炎、化脓性关节炎等

生物相容

性

良好，无毒性、致炎、致畸、致突变、

致癌作用

良好，无毒性、致炎、致畸、致突变、

致癌作用

产品标注

的不良反

应

①髋关节置换术后感染，如发烧、

寒战、疼痛等；②下肢深静脉血栓，

常常表现为下肢肿胀疼痛；③心脏

血管意外，血栓运动会随着血液循

环进入心脏血管，造成心肌梗死；

④肺栓塞，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

流向肺部，表现为呼吸困难；⑤假

体松动，因为假体磨损，造成假体

的活动

①膝关节置换术后感染，如发烧、

寒战、疼痛等；②下肢深静脉血栓，

常常表现为下肢肿胀疼痛；③心

脏血管意外，血栓运动会随着血

液循环进入心脏血管，造成心肌

梗死；④肺栓塞，因为下肢静脉

血栓脱落流向肺部，表现为呼吸

困难；⑤假体松动，因为假体磨损，

造成假体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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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①临床资料完整者；②初次置换为单侧全髋

关节置换 ( 生物型假体，陶瓷对陶瓷界面或陶瓷对聚乙烯界

面 ) 或单侧全膝关节置换 ( 骨水泥型表面型膝关节假体 ) 者；

③假体周围感染诊断符合假体周围感染诊断标准者。

排除标准：①接受多次全膝关节置换或全髋关节置换者；

②因骨肿瘤置换关节者；③置换关节曾发生感染者。

诊断标准：所有入选病例，需符合 2011 年肌肉与骨骼

感染协会关于假体周围感染的诊断标准
[9-10]

，满足下列条件

之一即可定义为假体周围感染：①有窦道和假体相通；②取

自受累假体的至少 2 个独立的组织或关节液样本培养出同一

病原体；③满足以下 6 个条件中的 4 个：a. 红细胞沉降率和 

C-反应蛋白升高；b. 滑膜白细胞计数升高；c. 滑膜中性粒细

胞比例升高；d. 受累关节出现化脓表现；e. 假体周围组织或

关节液标本中 1 次培养分离出微生物；f. 假体周围组织的病

理学分析在 5 个高倍镜视野 (400 倍放大率 ) 下发现 > 5 个中

性粒细胞。

1.5  方法   此次研究纳入的所有患者初次全髋关节置换和全

膝关节置换手术均由王坤正教授团队完成。

共纳入 59 例确诊假体周围感染并行人工关节翻修术的

患者，分析患者的感染发病经过、治疗经过、细菌培养及药

敏试验结果、血沉和 C-反应蛋白复查情况，统计患者的年龄、

性别、发病部位、有无窦道。根据病历资料，明确患者自初

次置换至感染症状出现的时间。所有假体周围感染患者发生

感染住院后立即取关节液和窦道分泌物 ( 如有窦道 ) 标本送

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取假体清创术中取关节液和至少 3 个

部位的组织标本进行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细菌培养采用

上海立申 H-100 二氧化碳培养箱进行，病原菌采用美国 BD 

Phoenix-100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 / 药敏系统进行鉴定采用最低

抑菌浓度 (MIC) 法进行药敏检测。

所有假体周围感染分期标准如下
[11]
：①早期感染：术

后 3 个月内；②迟发感染：术后 3-24 个月；③晚期感染：

术后 >24 个月。根据分期标准统计假体周围感染患者的感染

分期情况。

根据细菌培养结果，统计阳性致病菌的分布情况及所占

的比例，将所有病例分为细菌培养阳性组和细菌培养阴性组，

将所有细菌培养阳性病例分为敏感组与耐药组。

统计所有入选患者的治疗周期指标，包括抗生素应用

时间、旷置时间、住院总时间、血沉转阴时间和 C- 反应蛋

白转阴时间。抗生素应用时间为因假体周围感染于住院部、

门诊及社区静脉及口服应用抗生素的总时间；旷置时间为

假体取出术至二期翻修术之间间隔的总时间；住院总时间

为发生感染后至翻修之前的总住院时间；血沉转阴时间为

初次关节置换术后 6 周直至复查血沉连续 3 次正常所需时

间；C- 反应蛋白转阴时间为初次关节置换术后 3 周直至复

查 C- 反应蛋白连续 3 次正常所需时间。期间短暂正常后又

反复升高归为异常，连续 3 次正常计第一次恢复正常的时

间。

通过比较细菌培养阳性组和细菌培养阴性组、敏感组和

耐药组的各项治疗周期指标的差异，评估细菌培养结果对治

疗周期的影响。

1.6  主要观察指标  回顾性分析假体周围感染患者的感染发

生时间、病原菌种类、病原菌耐药情况、抗生素使用时间、

旷置时间、住院总时间、血沉转阴时间和 C- 反应蛋白转阴

时间。观察指标未采用盲法评估。

1.7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用 x-±s 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

t 检验，P < 0.05 被视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观察周期内共有 68 例假体周围感染

患者，7 例双侧置换者、1 例因骨巨细胞瘤置换者、1 例因髋

关节化脓性关节炎置换者予以排除，共纳入 59 例符合入选

标准的假体周围感染患者。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1。

2.3  一般资料   59 例假体周围感染患者中，髋关节 31 例，

膝关节 28 例；男 30 例，女 29 例；平均年龄 (65.2±10.9) 岁。

入选患者假体周围感染的诊断情况总结见表 2。所有假体周

围感染患者中窦道发生率为 75%，其中确定与假体相通的

窦道发生率为 42%。满足主要诊断标准第 2 条 ( 至少 2 个独

立的组织或关节液样本培养出同一病原体 ) 的占所有患者的

42%。次要标准中，红细胞沉降率和 C-反应蛋白升高满足率

(83%) 最高，而滑膜白细胞计数升高和病例分析 5 个高倍镜

视野下 > 5 个中性粒细胞满足率 (25%) 较低。

2.4   假体周围感染分期情况  假体周围感染患者分期结果见

表 3。初次置换后感染发生的平均时间为 (23.4±32.3) 个月。

早期感染、延迟感染和晚期感染的发生率分别为 24%，49%

和 27%，延迟感染的发生率最高。

2.5   假体周围感染病原菌的分布情况   59 例入选患者中共 35

例培养出病原菌，细菌培养阳性率为 59%。细菌培养阳性患

者的病原菌分布情况见表 4。培养出的病原菌包括金黄色葡

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

不动杆菌、阴沟肠杆菌、粪肠球菌、肺炎克雷伯菌等，其中

金黄色葡萄球菌所占比例最高，达到 29%，其次为表皮葡萄

球菌 (20%)、大肠埃希菌 (14%)、铜绿假单胞菌 (9%)。
2.6   检出致病菌与否对治疗周期的影响   根据细菌培养结

果，细菌培养阳性组共 35 例，而细菌培养阴性组共 24 例，

见表 5。细菌培养阳性组的旷置时间、血沉转阴时间和 C-反

应蛋白转阴时间明显短于细菌培养阴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

图 1 ｜试验流程图

Figure 1 ｜ Flow chat of this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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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P < 0.05)；而细菌培养阳性组的抗生素应用时间和住院

总时间虽短于细菌培养阴性组，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2.7   细菌耐药情况  35 例细菌培养阳性的患者中 20 例培养

出耐药菌，耐药率达到 57%。从细菌耐药情况看，葡萄球菌

属 17 例患者共 39 株细菌中，对青霉素耐药率高达 80%；19

株头孢西丁筛选试验阳性，说明其耐药机制为耐甲氧西林葡

萄球菌 ( 比例为 49%)；对喹诺酮类耐药率为 40%；26 株为

诱导性克林霉素耐药试验阳性，说明对克林霉素耐药，比例

为 67%。

2.8   细菌耐药与否对治疗周期的影响  35 例细菌培养阳性患

者中，17 例为敏感组，18 例为耐药组，见表 6。耐药组的抗

生素应用时间、血沉转阴时间和 C- 反应蛋白转阴时间均明

显长于敏感组 (P < 0.05)；而敏感组和耐药组的旷置时间和住

院总时间相比差异并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3    讨论 Discussion
假体周围感染是骨科临床的灾难性并发症，常需要假体

取出、反复清创及长时间系统性应用抗生素，有时甚至需要

截肢才可能控制感染。置入的假体表面不只是组织细胞的载

体，同时也是微生物定植的载体
[12-13]

。致病菌会在假体表面

形成抗生素和机体免疫系统都难以有效清除的生物膜
[14]
，而

生物膜又相当于一个“感染巢”，当宿主的抵抗力低下时，

新的急性感染会再次发生，使感染持续发展，迁延不愈
[15]
。

另外，假体周围感染的受累人群大部分为老年人，合并症 ( 如

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 较多，因此，在临床上假体周

围感染的治疗非常困难，治疗周期较长，花费也较高。

此次研究分析了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近几年假体

周围感染患者的病原菌培养和耐药情况，并探讨细菌培养结

果是否影响治疗周期，结果显示假体周围感染患者的细菌培

养阳性率并不高，只有 59%。而美国的一项研究报道显示，

其细菌培养的阳性率达到 85%[16]
。分析其原因，细菌培养阴

性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获取标本之前患者已经验性应用抗生

素治疗
[17]
，致使假体周围感染的诊断和治疗变得困难，治疗

周期也可能会延长。另外，取材的部位、标本的载体、标本

的送检时间、细菌的培养基等都会影响细菌培养的阳性率。

细菌培养阴性的假体周围感染应当引起重视，需综合化验检

查、病理学、关节液细胞学情况来综合诊断
[18]
。因此，需要

寻求提高培养阳性率的有效手段，包括关节液取样时不使用

利多卡因局部麻醉
[19]
、延长培养时间和取标本前不用抗生素

来增加培养阳性率
[20-21]

。随着滑液 α 防御素检测、聚合酶链

式反应、超声裂解、质谱分析、二代测序等技术的出现，鉴

定病原菌将会变得相对容易，但是这些技术往往获得困难或

价格昂贵
[22-23]

。

由于种种原因，细菌培养未检出特异致病菌的病例被称

表 2 ｜入选患者假体周围感染的诊断情况
Table 2 ｜ Diagnosis of the included patients with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条目 详情 说明 合计 (n)

主要标准 1 有窦道和假体

相通

确定与假体相通：25( 不确定是否与假体

相通：19)
25

主要标准 2 至少 2 个独立

的组织或关节

液样本培养出

同一病原体

单纯独立关节液培养出病原菌 ( ≥ 2 个 )：5 25
组织 + 关节液均培养出致病菌：18
单纯独立组织培养出致病菌 ( ≥ 2 个 )：2

次要标准 6 条满足 4 条 a. 红细胞沉降率和 C-反应蛋白升高 49
b. 滑膜白细胞计数升高 15
c. 滑膜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 20
d. 受累关节出现化脓表现 26
e. 1 次培养分离出微生物 10
f. 5 个高倍镜视野下 > 5 个中性粒细胞 15

表 3 ｜假体周围感染不同部位与分期                            
Table 3 ｜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phases of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指标 n 早期感染 迟发感染 晚期感染

部位 (n)
  髋 31 8 14 9
  膝 28 6 15 7

合计 (n/%) 14/24 29/49 16/27
平均时间 (x±s，d) 24.5±13.4 381.3±208.5 2 100.0±1 393.0

表 4 ｜假体周围感染患者中细菌培养阳性者的病原菌类型分布情况  (n)                                                      
Table 4 ｜ Distribution of pathogen types in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patients with positive bacterial culture

病原菌 髋 (n=18) 膝 (n=17) 合计 (n/%)

革兰阳性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5 10/29
表皮葡萄球菌 4 3 7/20
粪肠球菌 1 1 2/6
合计 10 9 19/55

革兰阴性菌

大肠埃希菌 3 2 5/14
铜绿假单胞菌 1 2 3/9
阴沟肠杆菌 1 1 2/6
鲍曼不动杆菌 0 1 1/3
肺炎克雷伯菌 1 0 1/3
合计 6 6 12/35

混合感染 2a 2b 4/11

表注：
a
示：1 例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 肺炎克雷伯菌混合感染；另 1 例为铜绿

假单胞菌 + 大肠埃希菌混合感染；
b
示：1 例为粪肠球菌 + 大肠埃希菌 + 阴

沟肠杆菌混合感染，另 1 例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 大肠埃希菌混合感染

表 5 ｜细菌培养结果对患者治疗周期的影响                    (x-±s)                                                      
Table 5 ｜ Effect of bacterial culture results on the treatment period of 
patients

住院指标 细菌培养阳性组
(n=35)

细菌培养阴性组
(n=24)

t 值 P 值

抗生素使用时间 ( 周 ) 13.3±5.2 16.9±2.6 -1.956 0.063
旷置时间 ( 月 ) 6.1±1.9 8.9±2.9 -2.812 0.010
住院总时间 (d) 32.5±21.0 40.2±20.6 -0.911 0.373
血沉转阴时间 ( 周 ) 15.0±4.4 17.5±4.2 -2.187 0.033
C-反应蛋白转阴时间 ( 周 ) 12.7±3.8 15.0±2.6 -2.781 0.007

表 6 ｜细菌耐药与否对患者治疗周期的影响                    (x-±s)                                                      
Table 6 ｜ Effect of bacterial resistance on the treatment period of patients

住院指标 敏感组 (n=17) 耐药组 (n=18) t 值 P 值

抗生素使用时间 ( 周 ) 9.7±3.9 16.4±3.3 -3.977 0.003
旷置时间 ( 月 ) 5.5±1.6 6.6±2.1 1.101 0.292
住院总时间 (d) 23.0±9.1 38.8±24.7 -1.747 0.109
血沉转阴时间 ( 周 ) 10.8±2.6 18.8±3.2 -6.767 0.000
C-反应蛋白转阴时间 ( 周 ) 8.6±4.2 14.4±2.8 -6.787 0.000



384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5卷｜第3期｜2021年1月

为细菌培养阴性假体周围感染或难治性假体周围感染
[24]
。细

菌培养阴性的假体周围感染比较常见，治疗起来比较困难，

会延长治疗的周期，较细菌培养阳性假体周围感染的旷置时

间更长，甚至导致治疗失败
[22，24]

。此次研究中，细菌培养阴

性组的旷置时间和感染指标恢复正常时间 ( 血沉转阴时间和

C- 反应蛋白转阴时间 ) 都明显高于细菌培养阳性组，与既往

研究报道一致。细菌培养未找到致病菌可能导致旷置时间延

长，经验性应用抗生素增加了患者的治疗周期，旷置期间患

者身心均可能受到影响，生活质量较低。因此，细菌培养阴

性假体周围感染的诊断和治疗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通过细菌培养鉴别出致病菌的种类并获得细菌的药敏情

况，对假体周围感染的正确诊断和有效治疗都至关重要。此

次研究中，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培养出的病原菌包括

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

鲍曼不动杆菌、阴沟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等，其中金黄色

葡萄球菌所占比例最高。以往关于中国假体周围感染致病菌

类型分布情况的各项报道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国内的一项单

中心前瞻性研究报道显示，革兰阳性菌是最常见的致病菌，

这其中又以表皮葡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多见
[25]
；另一项

国内的回顾性研究纳入了 50 例假体周围感染患者，结果发

现致病菌中前 2 位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
[26]
；

还有报道指出人工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组织感染的病原菌

来源广泛，革兰阳性菌中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革兰阴性

菌中以大肠埃希氏菌为主
[27]
，这些都与此次研究的报道结果

基本一致。据报道，在美国最常见的假体周围感染致病菌为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但是在欧洲占据假体周围

感染致病菌前 2 位的是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

球菌
[28]
。国内外研究关于常见致病菌的报道并不完全一致，

分析其原因可能有：①地域差异；②缺乏多中心、大样本的

研究；③各报道机构的取材习惯、培养方法以及检验医师的

经验有差别。

随着抗生素的普遍应用甚至滥用，耐药细菌的发生率越

来越高。在假体周围感染的细菌培养结果中，许多耐药菌都

有被报道，如耐甲氧西林的表皮葡萄球菌、耐甲氧西林的金

黄色葡萄球菌、产广谱 β- 内酰胺酶细菌、耐氨苄西林的肠

球菌、不动杆菌、耐万古霉素的肠球菌等
[29]
。此次研究中，

培养出的致病菌耐药率达到 57.1%，对青霉素和克林霉素耐

药率均较高，接近一半的葡萄球菌为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

萄球菌或耐甲氧西林的表皮葡萄球菌，这些结果说明致病菌

耐药情况比较普遍。通过比较敏感组与耐药组的抗生素应用

时间、旷置时间、住院总时间和感染指标恢复正常时间，作

者发现耐药组的抗生素应用时间和感染指标恢复正常时间明

显高于敏感组，但是旷置时间和住院总时间未见明显差异。

德国的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 163 例假体周围感染患者，

其中 30 例耐药组和 133 例敏感组比较，虽然发现两组的临

床结局相似 ( 治疗成功率 80%-84%)，但是耐药组较敏感组的

抗生素应用时间、旷置时间和住院总时间均更长
[30]
。这些研

究的结果表明，治疗携带耐药细菌的假体周围感染比较困难，

由于未发现常用敏感抗生素，临床医师会经验性尝试多种抗

生素且延长静脉及口服抗生素的应用周期，因此旷置时间和

住院总时间均相对延长。从理论上来讲，有敏感抗生素组的

治疗效果更好，抗生素应用时间、旷置时间、住院总时间和

感染指标恢复正常时间均应低于耐药组。而此次研究只发现

敏感组和耐药组的抗生素应用时间有差异，可能属于回顾性

研究，样本量偏小，且获得的病历资料也可能存在偏倚；而

上述德国的研究属于前瞻性队列研究，样本量较大。因此，

需要开展前瞻性、多中心、大样本、长时间的研究以充分探

讨假体周围感染相关临床问题。

综上所述，假体周围感染患者的细菌培养阳性率不高，

培养出的病原菌耐药率较高，培养出阳性致病菌且具有敏感

抗生素的患者治疗周期更短。通过多种途径提高细菌培养的

阳性率并寻找针对性的敏感抗生素，对假体周围感染患者的

诊断和治疗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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