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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联合腓骨截骨术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KOA）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49例

KOA患者的临床资料，分别采用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术（单纯治疗组，23例）和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联合腓骨截骨治疗（联

合治疗组，26例），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Lysholm及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评分（HSS）变化，

膝关节液内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改善情况及手术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与术前比较，两组

患者术后VAS评分及关节液内 IL-6、TNF-α水平明显降低，Lysholm及HSS评分明显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 05）；

且联合治疗组术后VAS评分及关节液内 IL-6、TNF-α指标水平低于单纯治疗组，Lysholm及HSS评分高于单纯治疗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 05）。单纯治疗组中未出现相关并发症，联合治疗组有1例（1膝，3. 2%）出现神经损伤，1例（1膝，3. 2%）

出现局部创口感染。结论：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联合腓骨截骨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KOA的手术方式，短期内可有效缓

解患者膝关节疼痛症状、减轻局部炎症及促进患肢功能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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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arthroscopic debridement combined with fibular osteotomy for knee osteo⁃
arthritis
Wei Donglei，Feng Wenyu，Lu Meifan，Zou Lin，Wei Suyi，Yao Jun.（Department of Traumatic Orthopedics and

Hand Surge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Nanning 53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rthroscopic debridement combined with fibular os-

teotomy for the treat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KOA）. Methods：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from 53 patients with KOA. Of these patients，23 cases received arthroscopic debridement（the single-treatmnet

group），and 26 cases received arthroscopic debridement combined with fibular osteotomy（the combination

group）.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score，Lysholm and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HSS）scores，the levels

of interleukin（IL）-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 in synovial fluid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After surgery，the VAS score and the levels of IL-6 and TNF-α

were decreased，while Lysholm and HSS scores were increased（P＜0. 05），but the differences were more signif-

icant in the combination group（P＜0. 05）. No complication was noted in the single-treatmnet group. One case

（one knee 3. 2%）suffered neurological injury and one（one knee 3. 2%）had local wound infection in the combi-

nation group. Conclusion：Arthroscopic debridement combined with fibular osteotomy was effective for the

treatment of KOA，and was safe. This combination could relieve the pain of knee，reduce local inflammation and

promote the rehabilitation of affected limb.

Keywords knee osteoarthritis；fibular osteotomy；differential settlement；arthroscopy

骨性关节炎对人体功能活动具有重大影响，是全

球前十大致残病因之一，而膝关节骨性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是其中最常见的关节疾病，具有

患病率高、病程长、晚期功能障碍程度重等特点。早

期的膝关节骨关节炎，可行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术，

而对于中晚期的骨关节炎，单髁或全膝关节置换术会

是优先考虑的治疗方案。但是大多数老年患者对于

膝关节置换充满恐惧，有保留关节的需求，且手术经

济负担大，部分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疼痛及假体周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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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单纯治疗组

联合治疗组

t/c2

P

n

23
26

性别

（男/女），n

5/18
7/19
0. 18
0. 75

年龄

/岁，x ± s

57. 22±7. 10
60. 00±9. 40

－1. 16
0. 25

病程

/年，x ± s

3. 94±6. 32
4. 63±5. 42
－0. 41

0. 68

体重指数/

（kg/m2），x ± s

24. 99±3. 14
25. 16±4. 06

－0. 16
0. 87

股胫角

/°，x ± s

183. 21±3. 82
182. 06±4. 24

1. 04
0. 30

关节炎分级*

（Ⅱ/Ⅲ/Ⅳ），n

10/11/3
11/13/7
－0. 77

0. 44

随访时间

/月，x ± s

7. 17±2. 89
7. 00±1. 79

0. 25
0. 80

并发症，n

0
2

1. 85
0. 17

折，年轻患者失败率高，假体使用寿命有限均是该手

术方式的缺陷。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关节镜下膝关

节清理联合腓骨截骨术对 KOA 的治疗具有操作简

便、安全、费用低的优势，可有效缓解KOA患者的关

节疼痛症状及矫正内翻畸形［1-2］。基于此，本文对 53

例KOA患者分别采用单纯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与关

节镜下膝关节清理联合腓骨截骨两种方法治疗，对比

分析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联合腓骨截骨术对患者术

后关节疼痛的影响，评估该手术方式对患者患肢功能

改善情况，同时分析手术前后患膝关节液内白细胞介

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变化情况，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5月至 2016年 1月广西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伤骨科手外科及骨关节外科诊

治的 53例KOA患者，所有患者以内侧膝关节疼痛为

主要症状。术前患者均行患膝站立位正侧位片检查，

主要表现为内侧膝关节间室狭窄、软骨下硬化及骨赘

形成表现，必要时行MRI检查；其诊断符合美国风湿

病学会KOA的诊断标准［3］。所有患者术前均规范地

接受过口服非甾体类消炎药、关节内注射玻璃酸钠等

保守治疗至少3个月，症状无明显好转。

1. 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1. 2. 1 纳入标准 （1）内侧膝关节间室狭窄，外侧膝

关节间室及髌股关节面大致正常；（2）膝关节稳定性

良好，无明显脱位改变；（3）膝关节屈曲活动度大于

90°，屈曲挛缩畸形＜10°，内翻畸形小于 10°；（4）内科

保守治疗无效，症状无缓解；（5）身体一般情况良好，

无心、肺、肝、肾等其他系统严重并发症。

1. 2. 2 排除标准 （1）膝关节多间室退行性病变者；

（2）伴有下肢瘫痪或腰椎等疾病影响患肢术后功能锻

炼者；（3）膝关节炎症感染者；（4）类风湿关节炎或痛

风性关节炎者。

1. 3 手术方法

将 49例患者分为单纯治疗组（23例）和联合治疗

组（26 例），单纯治疗组采用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术

治疗，联合治疗组采用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联合腓骨

截骨治疗，两组患者手术均由同一组医生完成。

1. 3. 1 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术 分别作膝关前内

侧，前外侧小切口，分别插入关节镜头和操作器械，观

察髌股关节软骨退变及其动态匹配情况，排除外侧膝

关节间室病变及髌股关节炎。修整损伤的半月板，取

出各个关节间室内游离体，清除已剥脱的关节软骨，

磨除增生明显的骨赘，刨除具有明显炎性表现及增生

肥厚的滑膜组织。行外侧支持带及内侧副韧带松解，

以减轻内侧关节间室的压力，清除膝关节各个间室内

的杂质。

1. 3. 2 腓骨截骨 于小腿外侧，腓骨头以下约 6 cm

沿腓骨走向做一长约 4 cm线性切口，逐层显露，避免

损伤血管神经，暴露所需截骨的腓骨段，剥离骨膜后

截取长约 2 cm腓骨，骨蜡封闭断端。冲洗创口，松开

止血带后彻底止血，缝合切口并放置引流条，无菌大

敷料加压包扎。患者术后第 1天床上进行股四头肌

收缩锻炼，第 2天拆除绷带及大敷料，换药拔出引流

条，并下地活动，术后2周切口拆线。

1. 4 观察指标

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评估患肢疼痛改

善情况［4］；参照膝关节Lysholm评分及美国特种外科

医院膝关节评分（HSS）评估患肢功能康复情况［5-6］；应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两组患者手术

前、后患肢膝关节液 IL-6和TNF-α水平变化。

1. 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 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或频数表示，率的比较采

用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以

P＜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49例（55膝）KOA患者获得随访，其中行单纯治

疗组有 23例（24膝），联合治疗组有 26例（31膝）。术

后单纯治疗组未出现相关并发症；联合治疗组有 1例

（1膝，3. 2%）出现神经损伤，1例（1膝，3. 2%）出现局

部创口感染，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根据膝关节镜下肉眼观察软骨病变情况分级（Outerbridge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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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VAS、Lysholm评分、HSS评

分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VAS评分、Lysholm及HSS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术后，两组患者

VAS评分均明显降低，Lysholm及HSS评分均明显升

高（均P＜0. 05），且联合治疗组VAS评分低于单纯治

疗组（P＜0. 05）；Lysholm及HSS评分高于单纯治疗

组（P＜0. 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功能评分比较（分，x ± s）

2. 3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IL-6、TNF-α水平比较

共有 24例患者术前及末次随访留取膝关节液标

本，单纯治疗组 11例，联合治疗组 13例。两组患者术

后患者膝关节液内 IL-6、TNF-α指标水平均低于术前

（P＜0. 05）；术后，联合治疗组 IL-6及TNF-α指标水平

低于单纯治疗组（P＜0. 05），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术前及末次随访膝关节液内 IL-6、TNF-α水平变化（ng/L，x ± s）

3 讨 论

腓骨截骨联合关节镜手术治疗 KOA，克服了单

纯截骨或单纯关节镜下清理关节的弊病。单纯关节

镜手术治疗内侧膝关节间室骨关节炎，术后患者疼痛

症状缓解周期短，与未能矫正异常的下肢力线、内侧

关节间室负荷增加或关节不稳进展相关。生物力学

及流行病学均显示，下肢力线对KOA的患病率及疾

病进展有着重要作用［7］。在中立位的情况下，内侧膝

关节间室承受的负荷压力约为 55%～70%，而当并发

内翻畸形时，该负荷将会继续增加［8］。有生物力学实验

证实，腓骨截骨后内侧间室压力最多可减少21. 57%，而

外侧间室压力最多增加了 12. 92%，其治疗KOA的有

效性也得到很多临床证实，并降低了KOA治疗的手

术成本及风险［9］。而单纯进行腓骨截骨，同样难以在

短期内满意缓解膝关节疼痛症状，因为关节内诸多致

病因素未能消除，尤其无助于解除伸膝受限、关节交

锁、减轻肿胀及改善半蹲功能。在行腓骨截骨的同时

联合进行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可有效提高手术疗

效，也可准确评估关节内的情况。

本研究通过比较应用单纯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

治疗与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联合腓骨截骨治疗KOA

患者的术后疗效差异，目的在于为KOA的临床治疗

方案选择提供参考。通过随访发现两组患者在VAS、

Lysholm评分及HSS功能评分上，联合治疗组较单纯

治疗组发生明显的改善，说明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联

合腓骨截骨可有效缓解患者膝关节的疼痛症状，改善

患肢的活动功能，促进早期的康复锻炼，本研究结果

与黄承等［10］的研究基本一致。杨朝君等［11］研究认为，

与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对比，虽然腓骨截骨短期内可矫

正的下肢力线有限，但可恢复膝关节内侧软组织结构

的张力，减轻膝关节内侧压力负荷，有效缓解患者疼

痛症状及改善患肢活动功能，具有出血量少、费用低、

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短等优势。

对于 KOA 患者，可通过检测关节液内 IL-6 和

TNF-α的水平有助于了解病情发展程度及评估病情［12-13］。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术后 IL-6及TNF-α水平

与术前比较，联合治疗组患者术后患者膝关节液内

IL-6 和TNF-α水平较单纯治疗组降低明显（P＜0. 05），

提示联合治疗组患者术后膝关节腔内的炎症反应较

单纯治疗组明显减轻。推测可能的原因为：（1）在行

膝关节镜下清理过程中刨除了有炎性表现和明显增

生肥厚的滑膜，清理碎裂和纤维化的软骨，促使关节

面更加平滑，延缓关节面的退变；（2）关节腔的灌洗可

有效的减少炎症介质的存在；（3）腓骨截骨后减轻了

膝关节内侧间室的应力负荷，缓解内侧膝关节间室软

骨进一步磨损，减少了炎症因子的分泌刺激，从而减

轻局部炎症。

本研究有 1例出现踇趾背伸困难，1例出现了局

部创口的感染，后者在经过后期的换药处理后未对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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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疗效造成任何不良影响，而另外 1例患者在术后的

第 7个月随访时仍有踇趾背伸困难症状，分析原因考

虑为在腓骨截骨过程中对周围神经的损伤所引起。

笔者分析认为，在进行腓骨截骨时应注意：（1）手术切

口应选择腓骨外侧偏后入路，此入路可有效避开明显

神经界面，减少神经损伤并发症；（2）于腓骨头下

6 cm处截骨时术后疗效较好，该位置位于比目鱼肌及

趾长伸肌的起点下缘，截骨后可对游离的腓骨近端产

生向下牵张力，使其向远端移动，使外侧软组织结构

张力增强，减轻了内侧平台的压力［14］。

同时，本研究发现，部分软骨损伤严重的患者在

行联合治疗后其患肢活动功能改善不明显，对于该部

分患者，术前 MRI 检查发现患者股骨内侧髁或胫骨

平台骨髓水肿，关节软骨损伤较重，伴有软骨下骨暴

露且软骨下骨质信号改变。孙佳冰等［15］研究认为，行

腓骨截骨术前可行 MRI 检查，对患者膝关节的软骨

剥脱程度进行评估，对于软骨剥脱Ⅰ级、Ⅱ级、Ⅲ级患

者，适宜行腓骨截骨术，而对于Ⅳ级或已侵犯髌股关

节面的患者，则慎重行腓骨截骨术，建议行膝关节表

面假体置换术。

综上所述，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联合腓骨截骨术

短期内可有效缓解KOA患者膝关节疼痛症状，减轻

局部炎症及改善患肢活动功能。然而关于联合治疗

对患者的长期疗效如何，仍需进一步的跟踪随访及更

多的病例予以验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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