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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氨甲环酸减少胫骨高位截骨围术期失血量的安全性评价

马  振，梁  答，吴晓林，钟  伟

文题释义：

胫骨高位截骨：膝关节骨关节炎常可伴有膝内翻或膝外翻畸形，并产生关节内持重应力分布的改变，通过在胫骨结节以上或以下部位截骨

纠正膝关节内翻或外翻畸形的手术方式，称为胫骨高位截骨，1963年由JACKSONT和WAUGH提出。

氨甲环酸：化学名称为对氨甲基环己烷甲酸、反式-4-氨甲基-环己烷甲酸，主要用于急性或慢性、局限性或全身性纤维蛋白溶解亢进所致

的各种出血。临床上主要用于前列腺、尿道、肺、脑、子宫、肾上腺、甲状腺、肝等富有纤溶酶原激活物脏器的创伤或手术出血。

摘要

背景：氨甲环酸因在骨科手术中良好的止血效果得到广泛应用，在髋膝关节置换中的应用最为成熟，但对于胫骨高位截骨围术期失血量及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风险的影响尚未知。

目的：探讨氨甲环酸对胫骨高位截骨围术期失血量及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风险的影响。

方法：选择2017年6月至2019年12月在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关节外一科行胫骨高位截骨术的膝骨关节炎患者76例，随机分2组，每组38
例。试验组术前30 min予氨甲环酸生理盐水注射液(1 g，100 mL)静脉滴注，对照组予等量生理盐水静脉滴注。记录两组患者围术期一般资

料如年龄、性别比例、体质量指数、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纤维蛋白原、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两组患者均由同一组

医师完成手术，内固定物采用同一公司生产的器械，记录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引流量、输血情况、术后第1，3，5天的血红

蛋白及红细胞压积、术后第3天凝血指标及术后第5天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情况，计算患者总失血量、隐性出血量及显性出血量。

结果与结论：①两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两组手术时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②试验组总失血量、

隐性失血量、显性失血量、术后引流量均少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术中出血量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两

组术后血红蛋白最大下降量、术后红细胞压积最大下降量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 < 0.05)；③对照组中1例行输血治疗，占3%；试验组

无输血治疗，两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④两组患者术后第1，2，3天复查纤维蛋白原、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凝血酶原时

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⑤对照组胫骨高位截骨术后出现1例泌尿系感染，未见其他明显并发症发生；术后第5天复查双下肢静脉彩

超，两组均无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P > 0.05)；⑥提示膝骨关节炎患者胫骨高位截骨术前静脉应用氨甲环酸可减少围术期总失血量，尤其是

隐性失血量，而且不会增加双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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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创新—

△既往有大量文章

研究氨甲环酸在

关节置换及创伤

骨科中的疗效，

此文探讨其在胫

骨高位截骨中的

可行性。

行胫骨

高位截

骨的膝

骨关节

炎患者

76 例

试验组 38 例：术前氨甲环酸生

理盐水注射液静滴 (1 g，100 mL)

对照组 38 例：术前等量生理盐

水静脉滴注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及术后引流量、输血情况、术后

第 1，3，5 天血红蛋白及红细胞压

积、术后第 1，2，3 天凝血指标

及术后第 5 天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情

况，计算总失血量、隐性出血量、

显性出血量。

结论：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胫骨高位截骨术前静脉应用氨甲环酸可减少围术期总失血量，尤其是隐性失血量，

而且不会增加双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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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好发于老年人

[1]
，疾病发展到一定

阶段会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且保守治疗容易产生一系列

相关并发症
[2]
，常常需要手术干预。目前治疗膝关节骨性关

节炎的手术方式包括关节镜下膝关节清理术、胫骨高位截骨

术、单髁置换、全膝关节置换等
[3]
。胫骨高位截骨术可以改

善下肢力线，纠正膝关节冠状面的失衡，延缓关节退变，已

成为目前治疗早期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手术方式的重要组成部

分
[4]
；但因其破坏髓腔，术后隐性失血量大

[5]
，而隐性失血

造成的术后贫血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影响切口愈合，导

致刀口感染、压疮、呼吸系统感染、泌尿系感染、下肢深静

脉形成及肌间静脉血栓形成等并发症，对患者生理、心理产

生不利影响。

氨甲环酸因在骨科手术中良好的止血效果得到广泛应

用
[6-7]

，其通过抑制纤溶系统起到止血的作用
[8]
。目前氨甲

环酸在髋膝关节置换中的应用最为成熟，多数研究显示 1 g

氨甲环酸可减少髋膝关节置换围术期出血量并明显降低隐性

失血量
[9-10]

。许小志等
[11]

认为，髋关节置换手术静脉注射  

1 g 氨甲环酸的止血效果更佳。李松林等
[12]

研究也发现，胫

骨高位截骨患者术前 30 min 静脉应用 2 g 氨甲环酸可显著减

少术后失血量，且不会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虽然目前认

为氨甲环酸对于降低围术期失血量及输血率有效，但是胫骨

高位截骨术中氨甲环酸静脉使用的剂量及方式意见不一，并

没有确定哪种剂量更有效。在此背景下，结合潍坊医学院附

属医院实际应用情况，此次课题针对术前静脉注射 1 g 氨甲

环酸对于胫骨高位截骨围术期失血量及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风险的影响进行临床研究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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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潍坊医学

院附属医院关节外一科 / 矫形骨科完成。

1.3   材料   植入物介绍见表 1。

1.4   对象   选择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关节外一科 / 矫形骨科

2017 年 6 月至 2019 年 12 月收治行胫骨高位截骨术的 76 例

单侧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32例，女44例。

纳入标准：①年龄 <65 岁，单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

②膝关节屈曲 >90°、内翻畸形≤ 20°、屈曲挛缩畸形≤ 15°、

胫骨平台内侧塌陷≤ 0.5 cm；③膝关节无明显前后或侧方不

稳，髌股关节及关节外侧间隙基本正常；④术前血小板计数、

凝血功能正常；⑤无氨甲环酸过敏史及禁忌证。

排除标准：①关节稳定性差；②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系

统或肺部疾病；③凝血功能、肝肾功能异常；④术前双下肢

Abstract
BACKGROUND: Tranexamic acid is widely used for its good hemostatic effect in orthopedic surgery, and it is the most mature application in hip and knee 
arthroplasties. However, the impact on perioperative blood loss of high tibial osteotomy and the risk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s unknown.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ranexamic acid on the perioperative blood loss of high tibial osteotomy and the risk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METHODS: From June 2017 to December 2019, 76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who underwent high tibial osteotomy in the First Department of Joint 
Surgery of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ifang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76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38). Tranexamic acid saline injection (1 g, 100 mL) was given intravenously 30 minutes before the operation in the trial group, and the same amount of 
saline was given intravenously in the control group. General perioperative data such as age, sex ratio, body mass index, hemoglobin, hematocrit, fibrinogen, 
prothrombin time, and activated partial prothrombin time were recorded in both groups.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operated by the same group 
of physicians, and the internal fixation was made by the same company. The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postoperative drainage, blood 
transfusion, hemoglobin and hematocrit at 1, 3, and 5 days after surgery, coagulation index at 3 days surgery, and venous thrombosis of the lower limbs at 5 
days after surgery were recorded. Total blood loss, hidden and dominant blood los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perioperative general information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peration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2) The total blood loss, hidden and dominant blood loss and postoperative 
drainage volume in the trial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aximum reduction in hemoglobin and the maximum reduction in hematocrit 
after surger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3) One ca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lood transfusion, accounting for 3%. There was no blood 
transfusion treatment in the tria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4)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ibrinogen, activated partial prothrombin time and prothrombin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1, 2, and 3 days after surgery (P > 
0.05). (5) One case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occurr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high tibial osteotomy, and no other obvious complications occurred. At 5 days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of the lower extremities was reexamined. No deep vein thrombosis of the lower extremities was found in the 
two groups (P > 0.05). (6) It is concluded that intravenous application of tranexamic acid before high tibial osteotomy in knee osteoarthritis patients can reduce 
the total blood los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especially the hidden blood loss, and it will not increase the risk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of the lower 
extremities. 
Key words: knee; osteoarthritis; high tibial osteotomy; tranexamic acid; hemostasis; perioperativ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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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植入物的材料学特征                                 
Table 1 ｜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implants

指标 Tomofix 内固定钢板 同种异体骨

生产厂家  浙江科惠 北京鑫康辰

型号 1 板 8 钉 松质骨小块 5.0 g
批准号 国械注准 20180345002 国械注准 20173461010
性能结构 更高的接骨板强度，可允许

开展预应力技术

pH 5.8-7.5，生物性能检测符

合体内植入物的国家标准

材质 纯钛 主要由无机矿物质及胶原组成

适应证 用于高位胫骨开放或闭合楔

形截骨

术中非承重骨缺损的填充、脊

柱和关节的融合及非负重骨的

重建

生物相容性 较好 较好

产品标注的不良反应 少数存在钢板刺激症状，排

斥反应少见

免疫排斥反应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5｜No.12｜April 2021｜1849

静脉彩超发现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患者；⑤近期服用相关

抗凝药物的患者；⑥严重肥胖：体质量指数≥ 30 kg/m2
；⑦

患肢具有影响术后功能锻炼的疾病。

1.5   方法

1.5.1   术前处理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常规血液学检查、膝关节

X 射线片 ( 必要时行髋关节 CT)、患肢静脉彩超、双下肢立位

X 射线片、髌骨轴位 X 射线片等，明确胫骨高位截骨术入选

病例，排除明显手术禁忌，择期行胫骨高位截骨手术治疗。

1.5.2   分组及干预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76 例膝关节骨关节炎

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每组各 38 例。试验组于

术前 30 min 给予氨甲环酸生理盐水注射液 (1 g，100 mL，重

庆莱美药业 )，对照组术前 30 min 予静滴等量生理盐水 ( 四

川科伦药业 )。两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

意义 (P > 0.05)，具有临床可比性。

1.5.3   手术方法   两组患者均由同一主刀医师实施手术，麻醉

方式首选静脉麻醉，小部分患者为气管插管全麻，内固定物

型号均为同一公司生产的器械 (Tomofix 内固定钢板，浙江科

惠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浙江 )。麻醉效果满意后，患

者平卧固定于手术床上，于患肢胫骨近端内侧做一斜行手术

切口，暴露胫骨近端内侧，依次切开皮肤、皮下组织，仔细

分离组织达胫骨骨质，明确髌韧带胫骨结节止点，予以标记

保护，探明“鹅足”肌腱止点，切断内侧副韧带浅层，将“鹅足”

肌腱拨向胫骨内侧后缘，骨膜剥离器探入胫骨近端后方，保护

胫骨后方组织。透视下自胫骨近端内侧关节线约 3.5 cm 向腓

骨头上 1/4 方向穿入 2 枚垂直方向平行克氏针，针距 1.5 cm，

克氏针头端不穿出对侧皮质骨。以上克氏针为拐角点，行胫骨

近端水平及垂直胫骨长轴方向双平面截骨，垂直截骨面摆锯至

胫骨外侧皮质约 1 cm 停止，外侧皮质保持完整。透视下顺序

打入骨刀，撑开截骨面至合适角度，透视下明确力线纠正满意，

锁定撑开角度。胫骨近端内侧放置钢板，透视下见钢板位置满

意，按照螺钉打入顺序依次置入锁定螺钉。再次透视明确螺钉、

钢板位置满意，胫骨撑开处给予植入同种异体骨 ( 北京鑫康辰

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 )。测试膝关节内外翻较稳定，

大量碘伏水、生理盐水冲洗切口。放置引流管，接无菌引流袋，

逐层缝合伤口，敷料覆盖刀口，手术完毕。术中冲洗刀口前

计算吸引器引流瓶中血量，术后计算纱布血量 ( 术中所用纱布

增加净重 )，流入护皮膜塑料薄膜袋中血液，用注射器抽取后

计算出血量，以上出血量之和记为术中出血量。

1.5.4   术后处理   术后两组患者均行抗感染、消肿、镇痛及

抗凝等对症治疗。术后一两天静脉应用抗生素，根据术后患

者疼痛情况应用喷他佐辛注射液 ( 华润双鹤 )、注射用帕瑞

昔布钠 ( 商品名特耐，辉瑞制药 ) 等予以镇痛，术后 8 h 每

日予低分子肝素钠 0.3 mL(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 皮

下注射 (1 次 /d，抗凝至术后 2 周 )。术后第 1 天视情况指导

患者进行踝泵、直腿抬高及 0°-20° 膝关节屈伸活动，拔出引

流管并记录引流量，术后第 2 天开始鼓励床边功能锻炼，术

后第三四天视病情开始在家人陪护下下地，助行器辅助行走

康复锻炼。术后第 1，3，5 天复查血常规，术后第 1，2，3

天复查凝血常规，术后第 5 天复查患肢静脉彩超检测是否有

下肢静脉血栓形成。

1.6   主要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均采用盲法评估。

1.6.1   一般资料   记录患者年龄、性别、身高、体质量、体

质量指数等一般资料。

1.6.2   失血指标及凝血指标   记录患者术前及术后第 1，3，5

天血常规中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压积；记录术前及术后第 1，
2，3 天凝血常规中纤维蛋白原、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

血酶原时间；记录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及术后输血量、术中

出血量、术后引流量、总失血量。

总血容量采用 Nadler 方程计算
[13]
：总血容量 (PBV)=k1×

身高 (m)3+k2× 体质量 (kg)+k3，其中 k1，k2，k3 为系数，男性患

者 k1=0.366 9，k2=0.032 19，k3=0.604 1；女性患者 k1=0.356 1，
k2=0.033 08，k3 =0.188 3。

围术期总失血量采用 Gross 方程计算
[14]
：总失血量 = 总

血容量 ×( 红细胞压积术前 - 红细胞压积术后 )/HAV，其中红

细胞压积术后为术后复查血常规中红细胞压积的最低值，

HAV 为术后 3 次复查血常规中红细胞压积的平均值。

显性失血量计算：显性失血量 = 术中所用纱布增加净质

量 + 冲洗引流瓶中增加净质量 + 术后引流管引流量，术后刀

口敷料的渗出物忽略不计。

隐性出血量计算：隐性失血量 = 总失血量 -显性失血量，

若围术期行输血治疗，总失血量则为方程计算所得出血量加

上围术期输血量。

1.6.3   血栓形成情况   术后第 5 天复查双下肢静脉彩超双下

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情况。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定

量资料进行正态检验，用 x-±s 表示，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t 检

验进行组间资料比较；计数资料采用χ 2
检验，P < 0.05 认为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按意向性处理，纳入膝骨关节炎患者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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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围术期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

如年龄、男女比例、体质量指数、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

纳入膝骨关节炎患者 76 例，随机分为 2 组

试验组 38 例术前氨甲环酸生理

盐水注射液静滴 (1 g，100 mL)
对照组 38 例术前等量生理盐水

静滴

试验组38例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无脱落

对照组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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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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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蛋白原、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比较差

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试验组及对照组手术时间比较，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2。

2.4   两组患者围术期失血相关指标比较   试验组总失血量、

隐性失血量、显性失血量、术后引流量均小于对照组，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试验组与对照组术中出血量分别为

(78.78±7.98) mL，(84.43±15.18) mL，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意义 (P > 0.05)；试验组术后血红蛋白最大下降量及红细胞压

积最大下降量均小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

试验组中无输血治疗，对照组 1 例行输血治疗，占 3%，两

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3。

2.5   两组患者术后凝血指标比较   试验组患者术后第 1，2，
3 天复查纤维蛋白原、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及凝血酶原时

间，与对照组相应时间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见表 4-6。

2.6   两组患者手术切口及其他相关发生率比较   对照组胫骨

高位截骨术后出现 1 例泌尿系感染 (P > 0.05)，未见其他明显

并发症发生；术后第 5 天复查双下肢静脉彩超，两组均无下

肢深静脉血栓及肌间静脉血栓形成 (P > 0.05)，见表 7。

2.7   典型病例   男性患者，62 岁，主诉：左膝关节疼痛、不

适 4 年，加重 5 d；诊断：双侧膝关节骨关节炎 ( 左侧著 )、

膝关节内侧半月板损伤；治疗方案：左膝关节镜 + 胫骨高位

截骨术；随访 6 个月，显示术后左下肢力线较术前明显好转，

左膝疼痛明显减轻，无不良事件发生，见图 2。

3   讨论   Discussion
随着国内老年人群的逐年增多，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比

例日渐增加，目前已成为最常见的一种老年骨病。膝关节骨

关节炎常常因为伴有膝内翻或外翻畸形，从而导致膝关节内

或者外侧间室应力负荷增高，最终引起软骨磨损及疼痛。胫

骨高位截骨术作为一种保膝治疗方案，将下肢力线转移到中

央或稍偏健侧，降低患侧间室骨内压，从而明显缓解膝关节

疼痛，其疗效已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
[15-16]

。但由于膝关节

骨关节炎多为老年患者，骨髓造血功能较差，术中及术后出

表 5 ｜两组患者术后第 2 天凝血指标比较                                    (x-±s，n=38)
Table 5 ｜ Comparison of coagulation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2 
days after operation

指标 试验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纤维蛋白原 (g/L) 3.09±4.30 3.22±4.21 -5.55 0.80
凝血酶原时间 (s) 12.45±1.43 11.79±1.51 -4.35 0.17
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s) 29.43±3.13 29.36±5.00 -3.31 0.65

表 3 ｜两组患者围术期失血相关资料比较                     (n=38)                                      
Table 3 ｜ Comparison of perioperative blood loss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指标 试验组 对照组 统计值 P 值

术中出血量 (x-±s，mL) 78.78±7.98 84.43±15.18 t=-2.68 0.18
术后引流量 (x-±s，mL) 23.76±8.03 30.87±8.17 t=-1.75 0.02
显性失血量 (x-±s，mL) 110.18±10.56 118.98±11.56 t=-1.95 0.00
隐性失血量 (x-±s，mL) 103.34±36.78 130.79±49.80 t=-1.98 0.00
总失血量 (x-±s，mL) 213.52±46.52 249.77±48.30 t=-1.99 0.00
血红蛋白最大下降量 (x-±s，g/L) 14.75±4.45 23.59±6.86 t=-1.78 0.00
红细胞压积最大下降量 (x-±s，%) 6.82±3.26 8.74±2.24 t=-1.89 0.01
输血例数 (n/%) 0/0 1/3 χ 2=1.13 > 0.05

表 6 ｜两组患者术后第 3 天凝血指标比较                                    (x-±s，n=38)
Table 6 ｜ Comparison of coagulation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3 
days after operation

指标 试验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纤维蛋白原 (g/L) 3.14±4.21 3.23±4.19 -5.49 0.86
凝血酶原时间 (s) 12.52±1.69 11.84±1.51 -3.88 0.14
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s) 29.72±3.17 29.52±5.09 -3.34 0.69

表 7 ｜两组患者手术切口及其他相关并发症比较             (n=38，n)                                                           
Table 7 ｜ Comparison of surgical incision and other related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切口不愈合 切口感染 呼吸系感染 泌尿系感染 肌间静脉

血栓形成

深静脉血

栓形成

试验组 0 0 0 0 0 0
对照组 0 0 0 1 0 0

P 值 1.00 1.00 1.00 0.457 1.00 1.00

图注：图 A 为术前全下肢 X 射线片，图中所示左下肢力线偏内；B 为术

后全下肢 X 射线片，图中所示左下肢力线较术前外移

图 2 ｜男性 62 岁双侧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左膝关节镜 + 胫骨高位截骨

的相关影像学图片

Figure 2 ｜ Imaging images of a 62-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bilateral 

knee osteoarthritis undergoing arthroscopy and high tibial osteotomy

A B

表 2 ｜两组患者围术期一般资料比较                         (n=38)                                      
Table 2 ｜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指标 试验组 对照组 统计值 P 值

年龄 (x-±s，岁 ) 60.78±6.03 61.04±5.76 t=0.44 0.41
性别 ( 男 / 女，n) 14/24 18/20 χ 2=0.86 0.24
体质量指数 (x-±s，kg/m2) 24.19±1.98 25.05±1.65 t=0.51 0.43
术前血红蛋白 (x-±s，g/L) 112.12±8.34 110.98±8.98 t=0.48 0.59
术前红细胞压积 (x-±s，%) 32.18±5.34 33.78±5.22 t=0.56 0.64
术前纤维蛋白原 (x-±s，g/L) 4.15±0.47 3.92±0.56 t=0.67 0.72
术前凝血酶原时间 (x-±s，s) 12.89±3.12 13.43±2.78 t=0.57 0.67
术前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x-±s，s) 28.01±4.01 27.59±4.12 t=0.68 0.36
手术时间 (x-±s，min) 52.80±8.67 54.67±7.45 t=0.55 0.69

表 4 ｜两组患者术后第 1天凝血指标比较                (x-±s，n=38)
Table 4 ｜ Comparison of coagulation indexes at 1 day after 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指标 试验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纤维蛋白原 (g/L) 3.03±4.13 3.20±4.09 -5.25 0.73
凝血酶原时间 (s) 12.23±1.64 11.87±1.46 -4.12 0.18
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s) 28.23±3.07 28.45±5.04 -3.11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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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往往影响患者的术后恢复，因此，安全有效的止血药物的

应用显得尤为重要。

氨甲环酸是一种赖氨酸合成衍生物，具有强效抗纤维

蛋白溶解剂的作用
[17]
。大量研究报道，氨甲环酸在心脏、

肝脏、妇产科及骨科手术中有明显的止血效果，可显著降低

手术期间患者出血量及术后输血率
[18-19]

。近年来，氨甲环酸

开始在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围术期使用来降低出血量。李辉        

等
[20]

研究发现，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术前静脉应用氨甲环

酸，试验组总失血量为 (541.05±162.18) mL，对照组为 (803.10±        

264.86) mL。雷金来等
[21]

研究发现试验组术前静脉应用氨甲

环酸降低总失血量及输血率的同时，隐性出血量也明显减少，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同时，大量研究显示，静

脉应用氨甲环酸并不增加静脉血栓的发生风险，表明氨甲环

酸具有可靠的应用安全性
 [22-25]

。曹恒等
[26]

研究发现，关节腔

注射氨甲环酸能够显著减少膝关节内侧单间室置换术后的出

血量，且不增加术后血栓形成的风险。KIM 等 [27]
在一项回顾

性研究中对氨甲环酸组患者以 10 mg/kg 的剂量静脉滴注氨甲

环酸，发现氨甲环酸组患者术后 1，2，5 d 血红蛋白水平均

高于对照组 (P < 0.001) ，术后 1，2，5 d 血红蛋白减少值及引

流量均小于对照组 (P < 0.001)。此次研究中，试验组总失血量

(213.52±46.52) mL，隐性失血量 (103.34±36.78) mL，显性失血

量 (110.18±10.56) mL；对照组总失血量 (249.77±48.30) mL，隐

性失血量 (130.79±49.80) mL，显性失血量 (118.98±11.56) mL，

两组总失血量、隐性失血量、显性失血量、术后引流量比较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张剑锋等
[28]

则通过大样本

研究发现，静脉滴注氨甲环酸可有效降低术中患者的出血量

和输血量，达到止血效果。雷一霆等
[29]

在全髋关节置换术前  

5-10 min 以及 3，6，9，12 h 后多次重复应用氨甲环酸可以进

一步抑制纤溶，降低术后总失血量以及隐性失血量，减少血

红蛋白丢失，且不增加血栓并发症的风险。  

此次研究对氨甲环酸在胫骨高位截骨围术期的止血效

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试验组应用氨甲环酸的止血效果

优于未应用氨甲环酸的对照组，提示氨甲环酸在胫骨高位

截骨围术期是一种高效的止血方法；同时两组下肢深静脉

血栓、肌间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表明氨

甲环酸与下肢深静脉血栓、肌间静脉血栓形成可能无明显

相关性。因此，氨甲环酸的合理应用，可有效减少围术期

失血，又不会增加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SUH 等
[30]

通过

Meta 分析发现，氨甲环酸可以减少胫骨高位截骨术的总失

血量，不会增加血栓栓塞的风险，且不会降低胫骨高位截

骨术的输血率或伤口并发症，因此在胫骨高位截骨术中是

安全的，但是难以减少术后血红蛋白的下降程度，这可能

与该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而不是前瞻性对照研究有关，

并且不同外科手术者及地区也对该结果有影响，这可能导

致试验结果的差异，PALANISAMY 等
[31]

的研究也印证了该

观点。此次研究中胫骨高位截骨术后与术前对比，试验组

术后血红蛋白最大下降量为 (14.75±4.45) g/L，术后红细胞

压积最大下降量为 (6.82±3.26)%；对照组术后血红蛋白最大

下降量为 (23.59±6.86) g/L，术后红细胞压积最大下降量为

(8.74±2.24)%，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说明

术前予 1 g 氨甲环酸静滴可抑制患者术后血红蛋白及红细胞

压积的降低，减少患者血容量损失。

当然，此文存在一定局限性：①病例较少，文中所描述

的出血量、失血量、凝血指标及手术并发症情况难以概括所

在地区情况，未对不同剂量氨甲环酸对失血量的影响进行研

究；②术前未对各组患者的造血能力进行评估，将手术前后

失血量的多少认定为氨甲环酸的作用，有一定偏倚；③研究

中氨甲环酸与低分子肝素钠合用，主要是使止血与抗凝达到

动态平衡，预防严重血栓并发症发生，不可否认会对观察氨

甲环酸对血栓形成的作用造成影响，但是两组中皆应用低分

子肝素钠，可一定程度减小此不良影响。

综上所述，胫骨高位截骨术前静脉注射 1 g 氨甲环酸可

有效减少围术期总失血量，尤其是隐性失血量，而且不会增

加双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应

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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