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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全膝关节置换后生理盐水关节
腔正压灌注法止血的疗效分析

马先文,桂斌捷△,王斯晟,张金陵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肥 230018)

摘要 目的:探讨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TKA)后生理盐水关节腔内正压灌注法止血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选取2016年2月

至2017年2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TKA的骨性关节炎(OA)患者114例,随机分为氨甲环酸(TA)关节腔正压灌

注法(TP)组、生理盐水关节腔正压灌注法(NP)组和关节腔不加压法(TN)组,每组38例。3组术前均静脉使用TA,记录患者

术后引流量、总失血量、隐性失血量及术前、术后血红蛋白含量、输血率、疼痛评分、HSS评分改善、静脉血栓发生率。结果:TP
组、NP组术后引流量、总失血量、隐性失血量及术前、术后血红蛋白与TN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组间输

血率、疼痛评分、HSS评分改善、静脉血栓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生理盐水关节腔正压灌注法

具有良好的止血作用和安全性,并可减少TA的使用,具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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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totalkneearthroplasty,

TKA)作为治疗老年患者终末期骨性关节炎(osteo-
arthritis,OA)的方法已在各级医院常规开展。初次

简单TKA 的手术失血量,不管是使用后稳定型

(posteriorstabilized,PS)还是保留后交叉韧带型

(cruciateretaining,CR)都可高达500mL以上,可
能造成老年患者的术后贫血、低蛋白、电解质紊乱等

一系列并发症,延缓术后恢复时间,并可能需要输血

治疗,从而带来输血的相关并发症[1]。因此,良好的

术后止血尤为重要。已有文献报道,采用术后夹闭

引流管致使关节腔内加压以减少出血的方法[2-4]。
但此种方法需待关节腔内出血达到一定量后才能致

使关节腔压力增高,从而减少出血。如果手术结束

时提前向关节腔内进行灌注,使关节腔内提前达到

正压,是否可以减少出血,临床上还未见相关报道。
为此本组设计了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以检

验该方法的可行性,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2月至2017年2月

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为OA并行单侧

TKA患者114例。纳入患者采用区组化随机法分

为氨甲环酸(TA)关节腔正压灌注法(TP)组、生理

盐水关节腔正压灌注法(NP)组和关节腔不加压法

(TN)组,每组38例。病例纳入标准:符合OA诊断

标准;行单侧TKA手术且随访1个月及以上;临床

资料完整。排除外翻畸形、严重骨缺损、凝血功能异

常、贫血、既往有梗死病史、血栓形成倾向及已发生

血栓等对实验准确性有影响的患者。术前记录患者

性别、年龄、体重指数、血红蛋白、是否患高血压或糖

尿病、HSS评分。3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本研究

所有患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并通过本院伦理委

员会审核批准。

1.2 手术方法及术后处理 术前高血压患者收缩

压均控制于18.7kPa以下,舒张压12.0kPa以下。
糖尿病患者血糖均控制稳定。所有患者均于术前静

脉使用1gTA,麻醉采用患侧肢体神经阻滞辅助全

身复合麻醉,手术均采用髌骨旁内侧入路,使用假体

均为CR型旋转半月板假体,仅行髌骨关节面修整,
不做额外滑膜清除以及髌骨假体置换。于使用骨水

泥前上止血带,止血带充气加压至基础收缩压以上

13.3kPa。手术结束缝合切口后,TP组、NP组分别

于关节腔内灌注 TA、生理盐水,直至压力达8~
10cmH2O,TN组常规注刀TA但不进行关节腔内

加压。灌注压力以灌注后伸膝位竖起引流管观察水

柱高度确定,灌注后记录关节腔内液体灌注量,确定

压力后,予以夹闭引流管。术后3组均小腿抬高床

面15cm放置,于3h后开放引流管,冰敷及弹力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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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24h,常规口服曲马多50mg镇痛,24h后低

分子肝素4000U抗凝1周,48h后拔除引流管,并
复查血常规。低于80g/L或低于90g/L并出现贫

血症状者给予输血治疗。

表1 3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性别
(男/女),n

年龄/岁,
x±s

体重指数/
(kg/m2),x±s

血红蛋白/
(g/L),x±s

高血压,
%

糖尿病,
%

HSS评分/分,
x±s

TP组(n=38) 13/2 69.1±6.2 26.6±4.9 110.4±5.8 44.7 13.1 46.8±8.6
NP组(n=38) 9/29 70.4±5.3 27.2±5.6 106.4±6.9 39.4 10.5 44.7±7.9
TN组(n=38) 11/27 68.5±6.2 26.2±5.4 112.2+7.4 42.1 15.7 46.2±9.3

F/χ2 0.432 1.15 0.34 7.39 0.343 0.654 0.60
P 0.543 0.321 0.711 0.001 0.432 0.343 0.551

1.3 观察指标 (1)引流量:TP组及NP组:引流

量=术后48h内共引流出的液体量-术中灌注的

液体量;TN组引流量=累计术后48h内共引流出

的液 体 量。(2)总 失 血 量:术 后 总 失 血 量 使 用

Cross[5]的方程计算。根据患者术前测得的身高和

体重计算总血容量,再通过术前与术后血红细胞比

容(hematocritvalue,HCT)的变化计算出总失血

量。(3)隐性失血量:BV=k1×身高(m)3+k2×体

重(kg)+k3-引流后的失血量。(4)术前术后血红

蛋白差异=术前血红蛋白含量-术后48h血红蛋

白含量。(5)输血率:术后各组输血患者与总患者的

比值。(6)疼痛评分:运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scale,VAS)对患者的疼痛程度进行评分,
具体方法为使用1条长约10cm的游动标尺,一面

标有10个刻度,两端分别为“0”分端和“10”分端,

0分表示无痛,10分代表难以忍受的最剧烈的疼痛。
记录术后24h、48h及7d的评分。(7)HSS评分:
以患者术后1个月的 HSS评分-术前所测得的

HSS评分,差值越大,改善越明显。(8)静脉血栓发

生率:术后各组7d内所测得的发生静脉血栓患者

占各组总患者量的比值。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

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3组患者术后各项指标比较 TP组、NP组术

后引流量、总失血量、隐性失血量、血红蛋白差异与

TN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
TP组 与 NP 组 比 较,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3组术后输血率、疼痛评分、HSS评分改善、
静脉血栓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见表2。

表2 3组患者术后各项指标结果比较(n=38,x±s)

组别 引流量/mL 总失血量/mL
隐性失

血量/mL
血红蛋白

差异/(g/L)
输血
率,%

24h疼痛
评分/分

48h疼痛
评分/分

7d疼痛
评分/分

HSS评分
改善/分

血栓发
生率,%

TP组 189.7±54.1* 700.4±58.9* 480.7±74.4* 21.9±4.2* 0 8.3±1.2 7.1±1.4 7.2±1.3 27.5±5.1 7.8
NP组 202.9±47.5* 691.7±60.6* 458.8±80.6* 23.0±5.2* 0 8.2±1.2 6.6±1.4 7.1±1.3 28.0±4.6 5.2
TN组 220.8±56.7 786.4±92.1 565.6±98.2 26.5±8.5 0 8.8±1.2 6.8±1.6 7.3±1.3 28.2±4.5 5.2
  与TN组比较,*P<0.05。

3 讨 论

  TKA术后的失血量与多种因素相关,包括手术

方式、疾病严重程度、是否使用止血带、止血带使用

方式、是否使用抗凝药物、术中及术后止血方法

等[6]。本研究排除手术方式、疾病严重程度、止血带

使用方法对术后出血量的干扰,讨论关节腔加压法

对术后止血的影响。TA又名凝血酸,是临床常用

的抗纤维溶解药物,常用于治疗各种出血性疾病,广

泛应用于减少TKA术后出血,虽然其使用方法仍

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治疗效果已经基本被公认[7]。
出于医学伦理考虑,本实验各组均在静脉使用 TA
的基础上讨论关节腔加压法止血的效果。

  有研究发现,术后夹闭引流管3h组出血量较

未夹闭组更少[8]。Jeon等[9]的研究表明,TKA术后

夹闭引流管3h与夹闭引流管4h的止血效果相当,
且夹闭引流管3h较夹闭引流管4h急性疼痛发生

率更低以及更利于术后恢复。考虑夹闭引流管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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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止血效果已证实为确切有效,过长时间夹闭引流

管可能带来其他并发症,且本实验意在验证关节腔

内正压止血的效果,因此,引流管夹闭时间选取为

3h。

  TA在TKA中减少止血的应用已经基本得到

公认[10]。目前主要的给药途径分为静脉给药、关节

腔内给药以及静脉联合关节腔内给药。近期研究表

明,静脉联合关节腔内给药较单纯给药方案有更好

的止血效果[11-12]。而在本研究中发现,TP组、NP
组术后引流量、总失血量、隐性失血量、血红蛋白均

优于TN组,3组术后输血率、疼痛评分、HSS评分

改善、静脉血栓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提示静脉使用TA结合生理盐水关节腔正

压灌注法与静脉使用TA结合TA关节腔正压灌注

法效果相当,均可有效的减少术后出血,且未影响术

后HSS评分或增加疼痛、血栓的发生率。分析其原

因,可能为关节腔加压本身具有良好的止血效果,局
部使用TA的止血疗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二者叠

加并未明显增强关节加压本身的止血效果。

  本实验仍有以下缺陷:(1)本实验中TKA手术

的术式单一,选取病例均为简单单次置换,没有进行

额外的滑膜切除以及髌骨置换。(2)本实验中关节

腔加压所用的压力为8~10cmH2O,未测试其他压

力下止血情况,并未测试关节腔灌注压力与手术后

止血效果的相关性;出于医学伦理考虑,实验中并未

予以单纯全麻对比。(3)实验并未检测更长时间内

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实验中患者均于术后2周内出

院。院外影响血栓发生因素较多,包括患者饮食习

惯、功能锻炼情况、口服抗凝药物种类、是否按时口

服抗凝药物等[12]。

  综上,在单纯TKA中,生理盐水关节腔正压灌

注法可以减少患者术后出血量,并且不影响术后膝

关节功能恢复,未增加术后深静脉血栓发生率,具有

良好的止血作用和安全性,并可以减少TA的使用,
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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