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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稳定型全膝关节置换后动态关节松动治疗有利于早期功能恢复

林  奕，冯杰荣，罗兴文

文题释义：

全膝关节置换：采用金属、高分子聚乙烯、陶瓷等材料的人工膝关节假体，通过外科技术置入人体内，代替膝关节功能，达到缓解关节疼

痛、恢复关节功能的目的。

动态关节松动技术：是根据特定关节面的解剖特点，操作时医者实施松动技术的同时增加了患者主动运动的一种力学手法治疗。

摘要

背景：早期康复介入有利于全膝关节置换后关节功能的恢复，动态关节松动能缓解膝关节的疼痛，最大限度改善膝关节功能。

目的：探讨动态关节松动对后稳定型全膝关节置换后早期功能障碍及关节功能的影响。

方法：选择2017年5月至2020年4月在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行固定平台后稳定型全膝关节置换治疗的患者70例，随机分为2组。对照组术

后进行快速康复介入，治疗组在术后给予动态关节松动结合快速康复介入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术后1 d、2周、4周的西安大略和麦克马斯

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和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功能评分。

结果与结论：①术后2周和4周，两组患者各项指标与组内治疗后1 d比较均有显著改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除美国特种外科医

院评分的肌力项目外，术后2周和4周之间两组各项指标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 < 0.05)；②术后2周和4周，治疗组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系

统中疼痛、功能、活动度、稳定性、屈曲畸形和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西安大略和麦克马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和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

分的减分项目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③结果表明动态关节松动结合快速康复介入有助于全膝关节置换后的早期功能恢复。

关键词：关节；全膝关节置换；动态关节松动；固定平台；后稳定型；快速康复；肌力

Mobilization with movement facilitates early functional recovery after fixed-bearing posterior 
stabilized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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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Early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is beneficial for the functional recovery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Mobilization with movement can alleviate 
the postoperative pain and improve the knee function to maximal exten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obilization with movement on the early dysfunction and joint function after posterior stabilized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METHODS: Seventy patients with fixed-bearing posterior stabilized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from May 2017 to April 2020 in Shunde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treatment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apid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while thos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ubjected to mobilization with movement combined with rapid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The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 and the hospital for special knee surgery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1 day, 2 and 4 weeks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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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1) 选择固定平台后稳定型全膝关节
置换患者 70 例，随机分 2 组；

(2) 对照组术后进行快速康复介入治
疗，治疗组在术后给予动态关节
松动结合快速康复介入治疗。

全膝关节置
换后患者

方法及主要
观察指标

结论

比较两组患者术后 1 d、2 周
及 4 周的西部安大略和麦克
马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和
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

(1) 术后 4 周，2 组除肌力外，其余
均较术后 1 d 明显改善 (P < 0.05)；

(2) 治疗组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系
统中疼痛、功能、活动度、稳定
性、屈曲畸形和总分均高于对照
组，西部安大略和麦克马斯特大
学骨关节炎指数和美国特种外科
医院的减分项目评分低于对照组
(P < 0.05)；

(3) 提示动态关节松动结合快速康复
介入有助于全膝关节置换后的早
期功能恢复。

文章亮点—
△全膝关节置换后快速康复过程中患者常主诉疼痛，导致功能恢复

不尽理想；

△动态关节松动可使关节源性疼痛和僵硬得到改善，探讨动态关节

松动技术在后稳定型全膝关节置换后应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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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膝骨性关节炎是常见疾病之一，据统计膝骨性关节炎患

者在 65 岁以上的人群占比约 85%[1]
。全膝关节置换是治疗中

晚期膝骨关节炎和重建膝关节功能的重要临床方法
[2]
，人工

假体包括后交叉保留型和后稳定型假体。对于全膝关节置换

是否保留后交叉韧带一直未有定论，两种假体在术后长期随

访中的治疗效果都比较理想
[3]
。其中有文献报道全膝关节置

换术后 2 周后稳定型组膝关节活动范围和最大屈曲角度明显

大于后交叉保留型组，而在术后 1 年的数据无明显差异
[4]
。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康复治疗的重点在于膝关节活动度的恢复

及膝关节承重能力的功能训练，全膝置换后快速康复介入能

改善患者膝关节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
[5-6]

，但术后快速康复

过程中患者常主诉疼痛，导致有些患者功能恢复不尽理想。

动态关节松动术是根据特定关节面的解剖特点，操作时医

者实施松动技术的同时增加患者主动运动的一种力学手法治

疗，使关节源性疼痛和僵硬得到改善
[7]
。国内外学者利用动

态关节松动技术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即时效应研究发现，治

疗后不仅能减缓患者的疼痛程度，还能改善日常生活功能
[8-9]

，

但是动态关节松动应用在全膝关节置换后鲜有报道。文章采

用随机对照的方法，探讨动态关节松动技术对后稳定型全膝

关节置换后早期训练功能康复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随机对照试验。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7 年 5 月至 2020 年 4 月在南方医科

大学顺德医院创伤关节外科完成。

1.3   材料   全膝关节系统介绍见表 1。

1.4   对象   选择 2017 年 5 月至 2020 年 4 月在南方医科大学

顺德医院行固定平台后稳定型全膝关节置换的 70 例患者，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治疗组对照组，每组 35 例。

纳入标准：①生命体征稳定，同意参与此次试验；②入

院后经 X 射线片、CT 或 MRI 检查，立位影像显示关节间隙

狭窄、膝关节软骨下骨发生硬化性病变，膝关节缘形成骨赘，

结合临床症状包括膝关节疼痛影响生活；膝关节屈伸受限及

活动困难，活动时有摩擦音或摩擦感，轻中度内翻或外翻畸

形，符合膝关节骨关节炎诊断；③年龄 50-90 岁；④保守治

疗无效；⑤单侧患膝后稳定型全膝关节置换，双膝骨性关节

炎分期置换
[10]
。

排除标准：①伴有全身重症疾病，如严重心脑疾病，精

神功能异常或恶性肿瘤者等；②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

炎、重度骨质疏松、膝严重膝挛缩畸形 (>60°)、膝关节结核

或关节内感染者；③不能配合完成此次试验者。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术侧膝关节比例比较，差异无显

著性意义 (P > 0.05)，具有可比性。

1.5   方法   两组手术由同一骨科关节组人员完成。术后当天

回病房后给予压力治疗、抬高患肢及冰敷，可减少局部肿胀，

改善下肢静脉回流，注意观察患肢末梢血运、感觉运动及肢

体肿胀情况。

1.5.1   对照组   术后给予快速康复干预：①术后开始冷敷；②

体位摆放：使用沙袋压迫保持患膝关节伸直位；③股四头肌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t 2 and 4 weeks postoperatively, the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ose 1 day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 0.05). All indicators except muscle strength of the hospital for special knee surgery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both groups at 2 and 4 weeks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P < 0.05). (2) At 2 and 4 weeks postoperatively, the pain, function, 
range of motion, stability, flexion deformity and total scores of the hospital for special knee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 and the reduction project scores of the hospital for special knee surgery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3)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mobilization with movement 
combined with rapid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functional recovery at early phase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Key words: joint;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mobilization with movement; fixed-bearing; posterior stabilized; rapid rehabilitation; muscle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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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植入物的材料学特征
Table 1 ｜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implants

指标 全膝关节系统

生产厂家 美国施乐辉有限公司

型号 71421508，71420164，71420102
批准号 20153133305
性能结构 该系统有股骨髁、垫块螺钉、延长杆 (带锁定螺钉 )和延长杆接口 (带

锁定螺钉 ) 组成

材质 股骨髁的材料为铸造股骨钴铬钼合金，带有铸造钴铬钼合金多孔

涂层；垫块螺钉、延长杆 (带锁定螺钉 )和延长杆接口 (带锁定螺钉 )
的材料为锻造钛合金；灭菌包装

适应证 ①风湿性关节炎；②创伤后关节炎、骨关节炎或老年患者的退行

性关节炎；③截骨术失败、单髁膝关节置换或全膝关节置换；④

后稳定型膝关节置换系统用于首次或翻修手术的患者，用于治疗

前交叉韧带和后交叉韧带的功能不全，且保持侧副韧带的完整；

⑤限制型膝关节假体系统用于首次或翻修手术的患者，用于治疗

前交叉韧带和后交叉韧带功能不全，单侧或双侧韧带 ( 即内侧副韧

带和 / 或外侧副韧带 ) 的缺失或功能不全；⑥铰链膝关节假体系统

用于首次或翻修手术的患者，用于治疗前交叉韧带和后交叉韧带

功能不全，单侧或双侧韧带 ( 即内侧副韧带和 / 或外侧副韧带 ) 的
缺失或功能不全

生物相容性 人体组织相容性好

产品标注的

不良反应

全膝关节组件中的聚乙烯材质的膝关节部件在植入人体后可能有

磨损；对于所有关节置换术，由于对磨损微粒的反应，假体原件

周围可能发生无明显症状的、局部的骨质溶解；植入物的松脱、

弯折、裂缝或折断；脱位、半脱位、过度旋转、屈曲性挛缩、活

动度降低、腿的加长或缩短、组件的松弛、不正常的应力集中；

长髋关节柄与带柄翻修膝关节假体可以接受在柄的应力遮挡区域

的骨再吸收；胫骨、股骨或髌骨骨折；急性术后伤口感染，继发

性伤口深度感染和 / 或轻度的滑膜炎；全关节手术后发生周围神经

病变已有相关报告；伤口血肿，血栓栓塞性疾病，包括静脉血栓、

肺血栓或心肌梗死；骨化性炎症；关节周围钙化或骨化，可能会

妨碍关节的活动；关节周围钙化可能导致活动度的降低；皮肤坏

死或伤口延迟愈合；过敏反应少见。异体材料在组织中的植入可

能导致巨噬细胞和纤维细胞的组织学反应；血管损伤；内翻 - 外

翻畸形；多孔涂层不均匀 / 基底层同羟基磷灰石涂层脱离 / 多孔涂

层的结合处故障可能导致多孔涂层同羟基磷灰石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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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腘绳肌的等长收缩训练：术后 4-6 h 开始，Tens 训练法，

收缩 10 s，放松 10 s，10 次 / 组，10 组 /d；④踝泵训练及膝

屈伸训练：术后 4-6 h 开始，10 次 / 组，10 组 /d；⑤髌股关

节松动术：术后 1 d 开始，10 次 / 组，1 组 /d；⑥直腿抬高：

术后 1 d 开始，10 次 / 组，10 组 /d；⑦负重练习：术后 1 d

可借助助行器，从部分负重，逐渐到完全负重；⑧步行训练：

术后 1 d 助行器辅助下步行，逐步增加步行距离
[6，11]

。共治

疗 2 周。

1.5.2   治疗组   运用对照组的训练方法治疗后，术后 1 d 增加

动态关节松动治疗 20 min。治疗时手法操作如下：①患者仰

卧位，术侧膝关节主动屈曲至关节受限角度，治疗师一手握

住患者术侧胫骨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将胫骨内旋，另一

手使股骨远端前侧施加向后的力，维持旋转活动，嘱患者继

续主动屈膝，操作时没有疼痛可适当进行加压以增加屈膝关

节活动度，持续 15 s，10 次 / 组；②患者仰卧位，术侧膝关

节主动伸直至关节受限活动范围，治疗师一手握住患者术侧

胫骨端，将其外旋，另一手使股骨远端后侧施加向前的力以

稳定，保持这种姿势，让患者继续主动伸膝，在无痛情况下

治疗师加压增加伸膝范围，持续 15 s，10 次 / 组。1 组 /d，
5 次 / 周，治疗 2 周。

1.6   主要观察指标   术后 1 d、2 周和 4 周，由同一位康复治

疗师盲法评估西安大略和麦克马斯特大学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WOMAC) 骨关节炎指数和美国特

种外科医院膝关节功能评分
[12-13]

。

WOMAC 指数对于膝关节评估具有客观的可靠性和敏感

性，广泛应用于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的评估，可有效反映

患者治疗前后的状况。WOMAC 指数主要包括疼痛、僵硬、

关节功能 3 大部分共计 24 个项目，总分 96 分。其中疼痛的

部分有 5 个项目，僵硬的部分有 2 个项目，关节功能的部分

有 17 个项目，反映患者主观感受，分值越低，说明膝关节

功能越好
[14]
。

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可以较好地评价股胫和髌股关节

的运动情况，在评估全膝关节置换后膝关节功能的恢复尤其

是术后近期的评分有较高信效度。满分为 100 分，包括疼痛、

功能、活动范围、肌力、屈曲畸形和关节稳定性等，分值越高，

说明膝关节功能越好
[15]
。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量以 x-±s 表示，组内比较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P < 0.05 表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固定平台后稳定型全膝关节置换

患者 70 例，随机分为 2 组，全部进入结果分析，无脱落。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1。

2.3   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术侧膝关节比例

经分析比较，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2。

2.4   两组患者术后 WOMAC 指数和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比

较   术后 1 d，两组患者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术后 2 周和 4 周，两组患者各项指标与组内治疗

后 1 d 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除美国特种外

科医院评分的肌力项目外，术后 2 周和 4 周之间两组各项指

标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术后 2 周和 4 周治疗组美

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系统中疼痛、功能、活动度、稳定性、

屈曲畸形和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WOMAC 指数和美国特

种外科医院评分的减分项目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 < 0.05)，

见表 3，4。

2.5   典型病例   患者，女，86 岁，因“左膝下蹲受限 3 个月，

疼痛、跛行 3 周”入院，诊断：左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双

膝外翻畸形，腘窝囊肿。入院 1 周后在全麻下为患者行左侧

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 1 d 评估 WOMAC 指数为 58，美国特

种外科医院评分 22 分。术后给予动态关节松动结合快速康

复介入治疗，患者术后 2 周 WOMAC 指数为 36，美国特种外

科医院评分 56 分，出院。术后 4 周 WOMAC 指数为 20，美

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 78 分。术后 4 d、出院 1 个月及 3 个月

后 X 射线片可见其假体对位对线与术后 4 d X 射线结果相比

并未产生明显改变，见图 2。

2.6   不良反应   随访期间两组患者均未发生植入物相关的不

良反应。 

纳入固定平台后稳定型全膝关节置换后患者 70 例，随机分为 2 组

对照组 35 例行快速康复介

入治疗
治疗组 35 例给予动态关节

松动结合快速康复介入治疗

对照组 35 例全部进入结果

分析，无脱落
治疗组 35 例全部进入结果

分析，无脱落

图 1 ｜两组患者分组流程图

Figure 1 ｜ Flow chart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表 2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n=35)
Table 2 ｜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组别 性别 ( 男 / 女，n) 年龄 (x-±s，岁 ) 术侧 ( 左 / 右，n)

治疗组 5/30 68.77±7.91 16/19
对照组 5/30 68.49±6.85 16/19

P 值 > 0.05 > 0.05 > 0.05

表3 ｜两组患者术后1 d、2周和4周西安大略和麦克马斯特大学 (WOMAC)
指数比较                                            (x-±s，n=35)
Table 3 ｜ Comparison of the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 of the patients between two groups 1 day, 2 and 4 
weeks after surgery

组别 术后 1 d 术后 2 周 术后 4 周

治疗组 57.86±3.48 36.23±2.35a 21.20±2.08a

对照组 58.46±3.86 47.89±4.12a 36.49±4.25a

t 值 0.683 14.532 19.098
P 值 0.267 0.001 0.000

表注：与组内术后 1 d 比较，
a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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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初次全膝关节置换的患者满意度只有 82%-89%[16]

，虽

然近年来多模式镇痛以及新的外科理念——快速康复外科降

低了全膝关节置换后疼痛的严重程度，但术后疼痛持续存在

是导致患者满意度降低的重要原因。快速康复外科指围术期

及术后采取一系列循证医学证据的优化措施，以减少手术应

激及并发症，加速患者术后康复。全膝置换术后快速康复介

入主张全膝关节置换术后 4 h 行膝关节屈伸训练，术后第 1

天可下地
[11]
，减少患者的住院天数

[6]
，其瓶颈是患者早期膝

关节活动时疼痛加剧和屈伸膝时关节活动受限影响
[17]
，导致

康复过程延长。传统手法按压、牵伸是大负荷短时间的训练，

在临床上虽有一定的疗效
[18]
，但由于固定平台后稳定型全

膝关节置换后膝关节屈伸时股骨髁的滚动及轴向旋转运动减

少，关节周围组织容易产生非正常挤压而导致疼痛，且以被

动为主，患者参与度不高，肌力也未得到相应改善，弹性形

变又多于塑性形变，其延长作用容易反弹
[19]
。此外，步行等

负重运动时由于疼痛或伸膝不足而发生不同程度的跛行，进

而加重膝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
[20]
。

膝关节置换后早期患者康复训练时膝关节疼痛加重是患

者抗拒康复训练的原因
[21]
，此次研究调查发现术后 2 周和 4

周动态关节松动治疗组患者的疼痛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主

要原因可能在于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主动运动会在安

全的区域进行，疼痛不会超过目测类比评分轻度的程度，这

个范围内创伤概率极小，还能尽量达到极限活动限值。动态

关节松动术采用“无痛”性原则，根据患者调整角度、按压

强度、力度等，持续适当的滑动，治疗时患者易于接受，在

微痛范围活动，容易产生舒适感，逐步提高痛阈适应。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膝关节粘连僵硬，发生率为 2%-13%，

其原因多是术后功能训练不够造成
[22]
。全膝置换的手术入路

会破坏膝关节的伸膝装置，致使股四头肌收缩无力，拮抗腘

绳肌的效能变差，容易使膝关节处于屈膝状态。膝关节置换

术后 CPM 持续被动运动非但不能增加肌力，反而容易造成

股四头肌萎缩
[23]
。

MAC DONALD 等
[24]

研究表明，CPM 训练对全膝置换后

康复的影响不大，主动训练取得的康复效果更好。此次试验

发现，术后 2 周和 4 周动态关节松动治疗组患者的活动度均

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与 CPM 持续被动运

动相比较，动态关节松动操作的同时配合患者主动活动，调

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膝关节功能和肌力也得到相应改善。

动态关节松动术遵循“凹凸定律”的基本原理来确定关节面

运动的方向，与 Maitland 关节松动术的区别在于动态关节松

动术操作时实施松动的同时增加了患者主动关节活动，将松

动技巧与主动运动相结合，而得到治疗效果的累加，重复运

动后逐渐产生塑性形变，使改善的关节状态得到保持
[25]
。

膝关节由于骨性关节炎内 / 外翻，使胫股角变化，下

肢的机械轴偏离膝关节中心，虽然可以通过全膝关节置换术

的测量和截骨解决，但是股胫关节不稳定仍是全膝关节置换

后膝关节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占膝关节翻修总数的 10%-

22%[26]
，按股骨与胫骨间的对合关系分为前后不稳定、内外

翻不稳定和旋转不稳定。股胫关节不稳定可能会增加假体内

外侧缘所受应力，导致膝关节假体的磨损加剧和疼痛加重
[27]
。

在固定平台后稳定型全膝关节置换后股骨髁予胫骨垫的形合

度高于正常生理膝
[28]
，后交叉韧带予切除，股骨髁的滚动依

靠假体结构调整，关节接触面增大，应力减少，但也导致膝

关节屈伸时内、外髁的移动及胫骨的旋转幅度较正常膝关节

幅度小
[29]
。石小军等

[30]
发现固定平台后稳定型全膝关节置

换术后，膝关节屈曲 30°-75° 时出现股骨髁矛盾性前移。此

次研究调查发现，术后 2 周和 4 周动态关节松动治疗组患者

膝关节功能、稳定性、屈曲畸形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主

要机制在于固定平台后稳定型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主动屈

曲膝关节，治疗师施加向胫骨内侧旋转滑动的力量，使假体

的旋转对线趋于正常，胫骨相对于股骨旋转幅度得到纠正，

通过配合股骨远端前侧施加向后的力，尽量抵消屈曲时出现

表 4 ｜两组患者术后 1 d、2 周和 4 周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功能评分比较                                                (x-±s，n=35，分 )
Table 4 ｜ Comparison of the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knee scores of the patients between two groups 1 day, 2 and 4 weeks after surgery

组别 时间 疼痛 功能 活动度 肌力 屈曲畸形 稳定性 减分项目 总分

治疗组 术后 1 d 2.57±2.54 3.83±2.84 3.60±0.65 5.49±1.96 3.57±2.29 3.14±2.45 -6.00±0.84 16.20±6.84
术后 2 周 14.43±1.61ac 13.17±1.40ac 11.23±0.43ac 8.17±0.57ac 7.46±1.29ac 7.40±1.22ac

-2.86±0.43ac 59.00±3.03ac

术后 4 周 21.29±2.22abc 18.74±1.09abc 15.11±0.93abc 8.57±0.92ac 9.31±0.96abc 8.80±0.99abc
-0.74±0.44abc 81.09±3.33abc

对照组 术后 1 d 2.43±2.54 3.77±2.94 3.83±0.62 5.94±2.03 3.71±2.22 3.57±2.29 -6.09±0.82 17.17±6.36
术后 2 周 9.00±2.36a 7.54±0.98a 8.57±0.56a 8.11±0.47a 6.20±1.49a 6.03±1.45a

-4.71±0.52a 40.74±3.26a

术后 4 周 15.14±1.48ab 13.00±1.50ab 10.37±0.60ab 8.46±0.85a 7.23±1.33ab 7.14±1.38ab
-2.69±0.63ab 58.66±3.24ab

表注：与组内术后 1 d 比较，
aP < 0.05；与组内术后 2 周比较，

b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cP < 0.05

图 2 ｜女性 86 岁左侧全膝关节置换后患者给予动态关节松动结合快速

康复介入治疗的随访 X 射线片

Figure 2 ｜ X-ray films of a 86-year-old female patient undergoing 

mobilization with movement combined with rapid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after left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术后 4 d                    出院 1 个月              出院 3 个月

左膝正位片

左膝侧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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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髁矛盾性前移，促使膝关节运动恢复正常的生物力学轨

迹，从而使膝关节腔中的压力减缓，疼痛减轻，关节活动范

围增大
[31]
。伸膝过程中，治疗师施加向胫骨外侧旋转滑动的

力量，使胫骨相对于股骨旋转幅度增大；治疗师通过配合股

骨远端后侧施加向前的力，促使股骨髁向前滑动，类似杠杆

的作用，增加伸膝装置的力臂，股四头肌的收缩增强，使小

腿容易得到较大的移动范围，关节腔的间隙增大，膝关节周

围原本紧缩的软组织得到松弛
[32]
。

此次试验数据中术后 2 周和 4 周两组肌力的比较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可能是由于膝骨性关节炎患者长期屈膝畸形或

膝关节内 / 外翻，导致合力方向的改变及肌力不平衡，手术

入路破坏部分伸膝装置，使股四头肌收缩力量减弱，加上治

疗时间较短，所以肌力的改变并不明显。

动态关节松动术并不会对膝关节置换的假体对位对线产

生影响，而是在膝关节运动时制造临时位移，改变关节内部

和周围的机械和本体感受器，产生神经生理效应，进而减轻

疼痛又增加关节活动范围
[33]
。在几个月后复查部分患者 X 射

线片可见，其假体对位对线与术后几天 X 射线片结果相比并

未产生明显改变。

此次研究尝试应用动态关节松动术结合快速康复训练对

后稳定型膝关节置换术后早期患者进行 2 周的治疗，发现术后

2 周和 4 周治疗组患者的 WOMAC 指数和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

分均较单纯快速康复训练组有明显改善，说明动态关节松动术

能有效改善后稳定型全膝关节置换患者术后早期的功能恢复。

此次研究结果还存在一定局限性，如随访时间偏短、样

本量小，因此今后应开展增加病例数、长时间随访及多中心

大样本的临床研究，以便能更准确地为膝关节置换后患者的

功能恢复提供更加确切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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