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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膝关节置换过程中应用止血带对骨水泥渗透厚度影响的 Meta 分析

宋  敏，卢  超，陈  锦，吴高艺，李聪聪，李安安，叶国柱，林文政，蔡宇宁，刘文刚，许伟鹏  

文题释义：

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是用于晚期膝关节疾病治疗的常见骨科修复方法，指切除人体已无法自行修复的关节面，用人工关节部件替代损坏的

关节，矫正肢体力线、消除膝关节疼痛、维持关节稳定性并恢复膝关节功能的一种治疗方法。

膝骨关节炎：是一种以软骨的退变和结构紊乱，并且常伴随有软骨下骨的骨质增生硬化、软骨剥脱及滑膜无菌性炎症，继而导致膝关节逐

渐被破坏而畸形，最终导致关节功能障碍的常见老年退行性疾病。

摘要

目的：止血带目前在全膝关节置换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止血带的应用是否能增加假体周围骨水泥的厚度，从而增加假体的稳定性和

长期生存，目前尚不清楚。文章拟通过Meta分析明确应用止血带是否会增加骨水泥的渗透厚度。

方法：检索Cochrane Library，Medline，Embase，PubMed，CNKI，维普和万方数据库，搜索建库至2020-04-21相关文献，纳入全膝关节置

换中是否使用止血带的随机对照试验，对符合标准的试验采用Cochrane系统评价方法进行评价，采用RevMan 5.2软件进行Meta分析。主要

结局指标为骨水泥渗透厚度和目测类比评分，次要结局指标为失血量、输血率、术后血红蛋白减少量以及并发症。

结果：①最终纳入11篇随机对照试验文章，患者共863例，其中膝关节置换中运用止血带432例，未使用止血带431例；②Meta分析结果：

术中使用止血带，能有效增加胫骨部分假体周围骨水泥渗透厚度(MD=0.22，95%CI：0.12-0.31，P < 0.000 01)，但增加了并发症的发生

(OR=4.02，95%CI：2.11-7.67，P < 0.001)，增加了术后疼痛(MD=1.14，95%CI：0.30-1.98，P=0.008)，而在减少失血量、输血率及术后血红

蛋白减少量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
结论：全膝关节置换中止血带的应用能增加胫骨部分假体周围骨水泥的渗透厚度，并可能增加假体的远期生存率，但限于目前文献质量和

样本量，上述结论尚需要更多高质量的研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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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采用循证医学方法评价止血

带的应用对骨水泥厚度的影

响，对目前已发表的文献数

据进行统计、再分析，能使

研究更加科学和全面；

△分析止血带的运用与否是否

影响骨水泥厚度及假体远期

生存，以便于术者在临床治

疗膝骨关节炎时选择更佳治

疗方式，为科研提供更高级

别的循证医学证据理论。

检索：

(1) 检索 Cochrane Library，Medline，Embase，PubMed，CNKI，维普和万

方数据库；

(2) 检索膝关节置换中是否应用止血带的临床对照试验。

Meta 分析结局指标：

(1) 骨水泥渗透厚度；

(2) 目测类比评分；

(3) 失血量；

(4) 术后血红蛋白减少量；

(5) 输血率以及并发症。

结论：

(1) 止血带的应用能增加全膝关节置换

中胫骨部分假体周围骨水泥的厚度；

(2) 增加了置换后疼痛及并发症的发生；

(3) 对失血量、置换后血红蛋白减少量

及输血率无明显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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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膝骨关节炎是全球范围内中老年

人最常见的骨关节退行性疾病之一
[1]
。

它是以软骨发生退变及结构紊乱为病理

特征，伴随着软骨下骨骨质增生硬化、

软骨剥脱和滑膜无菌性炎症，从而使关

节逐渐破坏和畸形，最终导致膝关节功

能障碍的一种退行性疾病
[2]
。虽然它只

是慢性病，但由于其晚期高致残性，到

2020 年将成为第 4 大致残性疾病。据

统计，截至 2018 年中国已有 1 亿人饱

受骨关节炎的折磨，严重影响着人民的

生活质量
[3]
。

人工全膝关节置换作为膝骨关节炎

最有效的治疗方式之一，常使用止血带。

止血带不仅能有效阻断下肢血液循环，

减少手术过程中的失血，使手术视野干

净、解剖结构清晰，避免操作失误
[4-6]

，

而且它还能使松质骨中的血液和脂肪减

少
[7-9]

，从而导致骨水泥渗透厚度增加。

并且据文献报道，测量骨水泥渗透厚度

也是预测假体远期生存率的一个有效方

法。力学实验证实，增加骨水泥渗透厚度，

能够增加骨水泥与骨小梁之间的结构性

把持力，使假体更稳定，然而过厚的骨

水泥，可能会产生应力遮挡
[4]
，导致局

部骨质疏松，最终引起假体松动。文献

研究发现，全膝关节置换骨水泥的最佳

厚度为 3-5 mm [10-11]
。MILLER 等

[11]
研究

发现约 3 mm 骨水泥渗透厚度就可达到

假体的远期固定，然而当骨水泥渗透厚

度达到 1 mm 则会影响假体的远期生存

率。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止血带

的使用并不影响骨水泥渗透厚度
[7-9，12]

。

止血带的应用是否能增加全膝关节置换

中骨水泥渗透厚度，从而提高骨水泥固

定胫骨假体的长期存活率，目前尚缺乏

科学证据。

目前国内外均未有关于止血带影

响骨水泥厚度及假体远期生存率的相关

Meta 分析，有研究纳入了 18 个随机

对照试验，共 1 279 例患者，进行相关

Meta 分析，得出全膝关节置换中使用

止血带特别影响术后早期疼痛和功能恢

复的结论
[13]
，但未提及对骨水泥厚度

及假体稳定性的影响。而中国学者顾培

伦等
[14]

对止血带在全膝关节置换中影

响术后关节活动度及失血量的报道进行

过相关 Meta 分析，共纳入 18 个随机

对照试验，共 1 234 例患者，认为止血

带的应用会减少人工膝关节置换中总出

血量，可缩短手术时间，但会增加术后

疼痛及血栓发生率，其对骨水泥厚度及

假体的影响也未进行分析。

因此作者全面搜索止血带在全膝

关节置换应用中对骨水泥厚度影响的随

机对照试验，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进行更为全面的 Meta 分析，以确定止

血带的使用是否影响全膝关节置换假体

周围骨水泥渗透厚度，从而进一步影响

假体的远期生存率，为今后相关研究提

供更高等级的循证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文献检索策略

1.1.1   检索者   由第一、二作者独立进

行检索。

1.1.2   资料库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

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PubMed、
Medline、Embase 及 Cochrane Library 数

据库。

1.1.3   中英文检索词    中文检索词：“膝

关节置换”“TKA”“人工全膝关节置

换术”“全膝关节置换术”“止血带”“骨

水泥渗透厚度”“随机对照试验”；英

文检索词：“total knee arthroplasty ”

“ T K A ”“ To u r n i q u e t ”“ B o n e 

c e m e n t ” “ c e m e n t  m a n t l e 

thickness”“RCT”。          

1.1.4   检索时间范围   各数据库建库至

2020-04-21。
1.1.5   文献检索策略   PubMed 数据库检

索策略   见图 1。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研究类型：随机对

照试验；②研究对象：初次行全膝关节

置换患者，各组患者的基线水平保持

Abstract  
OBJECTIVE: The tourniquet is currently widely used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However, whether the application of tourniquet can increase the thickness of 
bone cement around the prosthesi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stability and long-term survival of the prosthesis, is still unclear.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use of tourniquet will increase the penetration thickness of bone cement through meta-analysis.
METHODS: Cochrane Library, Medline, Embase, PubMed, CNKI Chinese database, Wanfang database and other databases were retrieved to search th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f whether the tourniquet was used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from inception to April 21, 2020. The test that met the standard was 
evaluated using Cochrane system evaluation method, and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RevMan 5.2 software. The main outcome indicators were bone 
cement penetration thickness and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and the secondary outcome indicators were blood loss, blood transfusion rate, postoperative 
hemoglobin reduction, and complications.
RESULTS: (1) Finally, 11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were included. A total of 863 patients were included, containing 432 patients with tourniquet and 431 
patients without tourniquet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2) Meta-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intraoperative use of tourniquet could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bone cement penetration thickness around the tibial part of the prosthesis (MD=0.22, 95%CI:0.12-0.31, P < 0.000 01), but increase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OR=4.02, 95%CI:2.11-7.67, P < 0.001), increased postoperative pain (MD=1.14, 95%CI:0.30-1.98, P=0.008). Reducing blood loss, blood 
transfusion rate and postoperative hemoglobin reduction had no significant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ourniquet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can increase the thickness of bone cement around the tibial part of the prosthesis, and 
may increase the long-term survival rate of the prosthesis. However, limited to the current literature quality and sample size, the above conclusions need more 
high-quality research to verify.
Key words: bone; knee; osteoarthritis; joint replacement; tourniquet; bone cemen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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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PubMed 数据库检索策略框

Figure 1 ｜ Search strategy of PubMed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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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 性别和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因素 )；

③干预措施：试验组于全膝关节置换

中使用止血带，对照组术中不使用止

血带；④评价指标：术后假体周围骨

水泥渗透厚度、膝关节目测类比评分、

失血量、输血率、血红蛋白减少量及

并发症，并发症主要包括感染、瘀斑、

关节积血、伤口愈合不良、肿胀和血

栓等。

1.2.2   排除标准   ①非初次全膝关节置

换的研究；②重复发表或未发表的文

献；③重要资料缺失或数据无法提取的

文献；④不包括上述评价指标的研究；

⑤翻修全膝关节置换。 

1.3   资料提取   由 2 位作者根据纳排标

准对检索所得文献进行筛选，根据标题

和摘要初筛后认真阅读全文进行数据指

标提取。

1.4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对纳入的随

机对照试验的文献质量采用Cochrane 

Handbook 5.3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进行评

价，评价内容分为7个条目：①是否描

述随机序列生成方法；②是否实施分配

隐藏；③是否对试验者与被试者双盲；

④是否采用盲法测量研究结果；⑤结果

数据是否完整；⑥是否选择性报告研究

结果；⑦其他偏倚来源。如遇分歧则

讨论解决或交由第3位高年资医师共同

裁定。每个条目偏倚风险评估结果分为

“低风险偏倚”“高风险偏倚”“不清

楚”3种。

1.5   结局指标   制定评价指标提取表

格，对文献中数据进行提取，2 名研究

者对提取数据进行核对。主要结局指

标：术后假体周围骨水泥渗透厚度及

膝关节目测类比疼痛评分；次要结局

指标：失血量、输血率、血红蛋白减

少量及并发症。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Cochrane 协作网

提供的RevMan 5.2软件进行Meta分析。

对资料进行异质性检验并计算 95% 可

信区间 (CI)。文章纳入的数据均为计量

资料，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MD) 与标准

差 (SD) 作为系统评价指标，并用 95%CI

表达。通过 Q 检验和 I2
值确定纳入研

究间是否存在统计学异质性，若 P ≥ 

0.1，I2 ≤ 50%，提示纳入研究间无统计

学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若 P < 

0.1，I2 > 50%，提示纳入研究间有统计

学异质性，若临床上判断排除明显异质

性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若临床异质

性明显，探讨异质性的来源或进行亚组

分析，或采用逐一剔除法进行敏感性分

析，若研究结果间异质性过大或无法判

断异质性来源时，采用描述性分析。应

用漏斗图定性评价发表偏倚，漏斗图对

称提示发表偏倚小。P < 0.05 为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文献检索结果   初次检索相关文献

共 586 篇，排除重复文献后，获得 132

篇；阅读标题和摘要后剩余 55 篇，阅读

全文排除不满足要求的病例对照研究以

及不能提取有效统计数据的文章 9 篇，

最终纳入 11 篇文献
[7-9，12，15-17，19-21，23]

，

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2。其中 6 篇为英文文

献
[7-9，12，15-16]

，5 篇中文文献
[17，19-21，23]

，

共纳入患者 863 例，其中 432 例膝关节

置换中运用止血带，431 例膝关节置换中

未使用止血带。2 位分析员在数据提取上

达成 100% 的一致性。

2.2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纳入文献的

基本特征见表 1。所有纳入文献均为随

机对照试验，文献中有 6 篇提及了止血

带使用的不良事件
[9，12，16-17，20，23]

；仅 2

篇文献对全膝关节置换后 3 年的假体稳

定性进行了随访
[7，19]

，其他 10 篇文献

未提及随访假体稳定性。

表 1 ｜纳入文献特征
Table 1 ｜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第一作者 发表时间 例数 (n) 性别 ( 男 / 女，n) 平均年龄 ( 岁 ) 结局指标 随机方法 不良事件 假体稳定性随访

T C T C T C

JAWHAR 等
[9] 2018 43 43 16/27 16/27 70 71 ①②⑤⑥ - 深静脉血栓、术区感染等 不影响厚度及假体稳定性

HERNDON 等
[12] 2019 70 70 28/42 26/44 67 67.5 ①⑤⑥ - 无 不影响厚度及假体稳定性

VERTULLO 等
[15] 2017 20 20 10/10 11/9 67.85 65.65 ① 电脑随机数 - 不影响厚度及假体稳定性

OZKUNT 等
[16] 2017 24 25 0/24 0/25 65.05 65.05 ①②③④⑥ - 无 不影响厚度及假体稳定性

TOUZOPOULOS 等
[7] 2019 50 50 42/8 42/8 69.92 70.73 ① - - 增加厚度，减少 3 年骨水泥 RLL

发生率

PFITZNER 等
[8] 2016 45 45 21/24 11/34 69.3 70.5 ①②③ - - 增加厚度

高平等
[19] 2019 25 23 7/22 9/20 62.3 63.7 ① - - 早期及术后 3 年随访，假体稳定

谢小伟等
[21] 2015 20 20 - - - - ① - - -

谢小伟 ’ 等 [17] 2017 45 45 3/17 5/15 66.2 66.1 ①②③④⑤⑥ - 大腿疼痛等 不影响厚度及假体稳定性

周俊等 [20] 2018 49 49 26/23 24/25 62.7 62.5 ①②③⑥ 随机数字表 静脉血栓，下肢疼痛，表

皮感染等

不影响厚度及假体稳定性

杨健齐等
[23] 2017 41 41 8/33 7/34 62.8 66.3 ①②③④⑤⑥ - 小静脉血栓，皮下瘀斑等 不影响厚度及假体稳定性

表注：T 试验组 ( 使用止血带 )；C：对照组 ( 不使用止血带 )。假体稳定性评价：X 射线片显示假体位置良好，未见明显松动和下沉迹象。结局指标：①骨水泥渗透厚度；

②目测类比评分；③失血量；④输血率；⑤术后血红蛋白减少量；⑥并发症。“-”代表未描述

数据库检索文献 (n=586)：中国知网 (n=94)、万方数

据库 (n=86)、维普网 (n=80)、Cochrane Library (n=139)、
Medline (n=56)、Embase (n=84)、PubMed (n=47)

剔除重复文献后得到的文献数量 (n=132)

阅读题目及摘要初筛后得到的

文献数量 (n=55)

排除不相关文献

(n=77)

阅读全文排除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数量 (n=20)

进行定量合成的文献数量 (Meta 分析 )(n=11)

排除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数量 (n=9) 
(1) 3 篇介绍该技术操作流程，无对照设计； 
(2) 2 篇结局指标无法进行有效统计；

(3) 4 篇对照组有其他联合治疗因素

图 2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ure 2 ｜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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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文献质量评价结果   所有纳入研究

均提到了随机分配，其中 1 个研究采用

了随机数字表法
[20]
，另 1 个研究采用

了电脑随机数法
[15]
；所有研究均未提

及使用双盲法；所有研究的数据完整性

良好，但均未提及分配隐藏情况、选择

性报告。纳入文献偏倚风险评价和总结

见图 3。

2.4   Meta 分析结果

2.4.1   主要结局指标

(1) 骨水泥渗透厚度：胫骨部分假

体周围骨水泥渗入厚度是文章的主要结

果之一。11 项研究报道了骨水泥渗透厚

度
[7-9，12，15-17，19-21，23]

，共 863 例患者，

试验组 432 例，对照组 431 例。经过异

质性检验 (I2=75%；MD=0.21，95%CI：
0.04-0.25，P < 0.05)，各研究组间有异

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经敏感性分

析发现 2 篇文献中关于骨水泥渗透厚度

的相关数据与其他文献中的均数不太一

致
[17，21]

，其他文献中骨水泥渗透厚度

为 2-4 mm，而这 2 篇文献为 4-6 mm，

且例数仅试验组与对照组各 20 例，考

虑样本量数据少，测量分区及工具不一

的影响，去除这 2 篇数据后，异质性

I2=43%，发现余下的数据分析出的结果

仍然提示两组骨水泥渗透厚度有显著差

异，见图 4。综上，止血带的应用能增

加假体周围骨水泥渗透厚度。

(2) 疼 痛 评 估： 有 6 项 研 究 报

道了术后膝关节疼痛目测类比评         

分
[8-9，16-17，20，23]

，共 495 例患者，试验

组 247 例，对照组 248 例。经过异质

性检验 (P=0.008，I2=98%)，各研究组间

有异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显

示两组患者术后疼痛目测类比评分有显

图注：“+，-，？”分别表示低风险偏倚、高

风险偏倚和不清楚

图 3 ｜文献质量评估

Figure 3 ｜ Literature quality assessment

图注：止血带组术后骨水泥渗透厚度优于非止血带组

图 4 ｜两组患者骨水泥渗透厚度比较

Figure 4 ｜ Comparison of bone cement penetration thicknes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著差异 (MD=1.14，95%CI：0.30-1.98，
P=0.08)，见图 5。提示止血带的使用增

加了术后疼痛。

2.4.2   次要结局指标

(1) 失血量：共有 5 个临床对照试

验报告了失血量
[8，16-17，20，23]

，共 409

例患者，试验组 204 例，对照组 205 例。

经过异质性检验 (P=0.89，I2=99%)，各

研究组间有异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失血量无显著差

异 (MD=-3.46，95%CI：-50.45-43.52，
P=0.89)，见图 6。提示试验组失血量与

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2) 术后输血率：共有 3 个临床对

照试验报告了术后输血率
[16-17，23]

，共

45 例患者，试验组 18 例，对照组 27 例。

经过异质性检验 (P=0.11，I2=49%)，各

研究组间无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结果显示两组术后输血率无显著

差 异 (OR=0.56，95%CI：0.27-1.14，
P=0.11)，见图 7。提示试验组术后输血

率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3) 血红蛋白减少量：共有 4 个研究

报告了术后血红蛋白减少量
[9，12，17，23]

，

共 398 例患者，试验组 199 例，对照

组 199 例。经过异质性检验 (P=0.65，
I2=96%)，各研究组间有异质性，采用随

机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两组血红蛋白减

少量无显著差异 (MD=-0.26，95%CI： 

-1.41-0.88，P=0.65)，见图 8。提示试

验组血红蛋白减少量与对照组无显著差

异。

(4) 并发症：有 6 个临床对照试验

报告了并发症
[9，12，16-17，20-23]

，共 62 例

患者，试验组 46 例，对照组 16 例。经

过异质性检验 (P < 0.000 1，I2=0%)，各

研究组间无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结果显示两组并发症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OR=4.02，95%CI：2.11-7.67，P < 0.000 1)，

见图 9。提示止血带的应用增加了术后

并发症。

2.5   发表偏倚分析   对最终纳入 11 篇

研究的骨水泥渗透厚度进行绘制漏斗图

分析有无发表偏倚，见图 10，从漏斗

图上可以看出散点集中分布在无效线两

侧，但分布不完全对称，这表明纳入的

文献可能存在一定的发表偏倚。

3   讨论   Discussion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展，肥

胖人数的增加以及膝关节损伤概率也

在逐渐增加，行全膝关节置换的患者

人数也越来越多。相关调查表明，约

有 40% 的男性和 47% 的女性人群患有

骨关节炎，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社会

负担
[22]
。止血带在全膝关节置换中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它不仅能使术者在无

血的术野下精准操作，而且还能避免术

中损伤神经血管，减少输血、感染及免

疫调节等多种问题
[23]
。然而当术中不

使用止血带时，手术野的渗血增加会妨

碍手术操作，并且需要用吸引器或纱布

清理血液和血凝块，长时间暴露，增加

了与空气中细菌接触的的机会，可能会

增加被感染的风险，并且增加了参与术

者不恰当动作致使无菌区出现污染的

可能
[22]
。但是，随着大量的临床研究

的进展，大家发现止血带的应用同样也

会带来各种问题，比如大腿肿胀、疼痛

增加，甚至可能影响术后短时间内股四

头肌的肌力
[25]
，这些影响都有可能会

导致术后使用更多的止痛药、延长膝关

Random sequence generation (selection bias) 

Allocation concealment(selection bias) 

Blinding of participants and personnel(performance bias) 

Bi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 (detection bias) 

Incomplete outcome data (attrition bias) 

Selective reporting (reporting bias) 

Other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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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康复的时间、延长住院时间，不利于

术后快速康复
[25-26]

。而对于经验丰富的

医生，术野渗血并不会明显增加手术时

间。通过恰当的麻醉血压控制和局部剂

静脉的止血药使用，就能有效减少术野

渗血。另外一方面，术中不使用止血带，

也便于更好发现出血的动脉或静脉，及

时进行结扎止血或电凝止血，从一定程

度上降低术后关节腔内活动性出血。YI

等
[27]

纳入了 13 篇随机对照研究共 859 

例患者的 Meta 分析发现，使用止血带

能有效减少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然

而却增加了引流量，提高了深静脉血

栓、伤口感染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进

一步分析，因为止血带对肢体存在一定

压迫，容易造成局部缺血和再灌注损伤

等的发生
[28]
。基于目前关于全膝关节

置换术中是否使用止血带仍存在争议，

文章利用目前可用的数据，对止血带应

用对假体周围骨水泥渗透厚度、术后疼

痛、术后出血、血红蛋白减少量及并发

症等进行了荟萃分析。 

在骨水泥渗透厚度方面，此 Meta

分析结果显示止血带的应用明显增加了

骨水泥渗透厚度。应用止血带可以提

供清洁、干燥的骨 - 骨水泥界面，这

能增加骨水泥与骨的粘接能力
[29]
，从

而增加假体周围骨水泥渗透厚度。例

如，在高平等
[19]

的研究中，全膝关节

置换术后正侧位 X 射线片上选取的 10

个位点骨水泥累积渗透厚度为止血带

组 (23.5±1.3) mm，非止血带组 (20.2±       

1.7) mm，止血带组骨水泥渗透厚度明

显高于非止血带组。正如文献报道，全

膝关节置换中假体的稳定性与其周围的

骨水泥的厚度息息相关
[30]
。截骨面出

图注：骨水泥渗透厚度纳入文献可能存在一定

发表偏倚

图 10 ｜骨水泥渗透厚度的漏斗图

Figure 10 ｜ Funnel chart of bone cement 

penetration thickness

图注：止血带组患者术后膝关节目测类比评分优于非止血带组

图 5 ｜两组患者膝关节目测类比疼痛评分比较

Figure 5 ｜ Comparison of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图注：止血带组患者失血量与非止血带组差异不显著

图 6 ｜两组患者失血量比较

Figure 6 ｜ Comparison of blood los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图注：止血带组患者术后输血率与非止血带组差异不显著

图 7 ｜两组患者术后输血率比较

Figure 7 ｜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rat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图注：止血带组患者血红蛋白减少量与非止血带组差异不显著

图 8 ｜两组患者血红蛋白减少量比较

Figure 8 ｜ Comparison of hemoglobin redu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图注：止血带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多于非止血带组

图 9 ｜两组患者并发症比较

Figure 9 ｜ Comparison of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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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会使骨水泥的黏性降低高达 50%[31]
，

从而减少骨水泥厚度；而止血带的应用

则能减少截骨面出血，从而减少反向的

张力，使得人工关节稳定性升高。不使

用止血带，在骨面涂抹骨水泥时，骨小

梁之间的空隙内的血凝块及渗血可能会

影响骨水泥渗透。理论上推测不使用止

血带会减少胫骨平台假体下骨水泥的渗

透厚度，然而目前文献中缺乏关于使用

止血带是否能增加全膝关节置换中假体

的稳定和存活率的数据。只有 2 项研

究用放射立体分析 (RSA) 调查了止血带

对潜在植入物存活率的影响，发现两组

之间无差异
[32-33]

。在文章中也仅有 2 篇

文献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假体的稳定和

存活率进行了远期随访，高平等
[19]

在

进行术后 3 年随访时发现所有患者均

无假体松动情况发生，TOUZOPOULOS            

等
[7]
随访时发现在 3 年评估中，止血带

组 50 例中有 12 例，非止血带组 50 例

中有 25 例出现胫骨平台下骨水泥间隙

的透亮线。研究发现，通过术中控制性

降压及使用止血药等方法，也能减少术

野出血，高压冲洗枪可以清除骨面骨小

梁间隙内的血凝块及骨碎屑等，保证骨

面涂抹骨水泥时的清洁
[34]
。力学实验

证明，增加骨水泥渗透厚度，在增加骨

水泥与骨小梁之间的结构性把持力及假

体稳定的同时，也有弊端，过厚的骨水

泥，可能会产生应力遮挡
[35]
，导致局

部骨质疏松，最终引起假体松动。所以

止血带的应用对全膝关节置换的远期效

果或对假体的远期生存率有无影响，文

章尚不能确定。

在术后疼痛方面，Meta 分析结果

显示止血带的应用明显增加了术后疼

痛。文献证明，长时间使用止血带可能

会使切口周围软组织缺氧，形成局部炎

症和肌肉损伤，进而增加术后疼痛
[36]
。

肌肉的有氧代谢因止血带的应用而受到

阻碍，从而生成大量乳酸且短时间内无

法代谢，乳酸堆积使得肌肉疼痛，疼痛

反过来影响膝关节活动度进一步加重疼

痛。除了直接机械性挤压造成的不良影

响，缺血再灌注损伤也可能是损伤机制

之一。氧自由基和中性粒细胞、肿瘤坏

死因子 α 及白细胞介素 8 等炎性因子在

该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
[37]
。在创伤处

研究者发现了较高水平的白细胞介 6，
8 等细胞黏附因子聚集，这可能会导致

不可逆的肌肉损伤。研究还发现，过长

时间使用止血带和增加其压力导致的水

肿及充血还可能会引起骨筋膜室综合

征，甚至导致横纹肌溶解
[38]
。

文章显示在术中出血量、术后输

血率及血红蛋白减少量 3 方面，试验组

与对照组的患者均无显著差异。最初在

全膝关节置换术中使用止血带的目的是

减少失血，理论上来说，止血带的过早

释放会导致显性失血量术和中失血量都

明显增加。但大量研究发现，止血带减

少失血量的作用还存在争议
[27]
。一部

分研究者认为，止血带的应用增加了纤

维蛋白溶解活性，故而释放止血带后的

出血量会增加
[39-40] 

。有学者针对这一观

点做了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情况下的

纤维蛋白溶解活性维持时间很短，仅仅    

30 min，这并不足以成为术后大量出血

的主要原因
[41]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者通

过实验发现，在骨水泥假体安放结束后

松解止血带，然后再仔细止血，似乎能

更大程度上减少围术期的出血
[42-43]

。但

由于在文章中，被纳入的文献止血带的

压力及使用时间长短不一致，统计失血

量的方法也不统一，这也可能是造成两

组患者无明显差异的原因。

文章结果表明止血带的应用增加

了并发症的风险。在纳入的研究中，最

常见的小并发症是肌间小静脉血栓和皮

下淤血的形成。相关研究显示，全膝关

节置换中不应用止血带发生静脉血栓的

风险达 50%，而使用止血带血栓形成风

险则会增加 5 倍
[27]
。静脉血栓形成的 3

要素为：血流缓慢、血管壁损伤及血液

高凝状态。有研究认为止血带使用会使

血流通过受压迫血管时阻力增大，对血

管内膜造成损伤
[6]
；但止血带释放时受

压迫血管中血流量骤然增多，再次损伤

血管内膜；同时组织因子及其他凝血因

子也会因为全膝关节置换后所致创伤而

被激活。有研究发现，全膝关节置换术

中应用止血带后血液中白细胞及血小板

显著增加，大量弹性蛋白酶被中性粒细

胞释放，进而发生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

栓塞
[27]
。因此，在术中缩短止血带的

使用时间对于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是非常

重要的。

文章还存在几个局限性：第一，

纳入文献中只有 2 篇文献针对全膝关

节置换的假体远期生存和稳定性进行

随访，对于止血带使用对假体生存和稳

定性的影响需要后期更大样本的长期

随访；第二，一些文章比较感兴趣的

指标，如肢体肿胀、红细胞压积水平、

深静脉血栓形成、止血带时间、住院时

间及关节活动功能等在纳入的文献里

所提供的数据的利用率欠满意，无法进

行 Meta 分析；第三，文章纳入研究的

样本量小，仅纳入 11 个随机对照试验，

可能导致结果不准确；第四，纳入研究

中止血带的使用方法及时间长短不一

致，失血量的统计方法也不一致，可能

会影响统计结果。

在全膝关节置换中止血带的使用

增加了胫骨部分假体周围的骨水泥渗透

厚度，但也增加了术后疼痛及术后并发

症。此外，止血带可能对假体的长期生

存和稳定性有影响。鉴于原始研究质量

不高，设计有缺陷及数据完整程度不高，

以致于无法确切说明止血带与关节周围

假体的长期生存和稳定性因果关系，故

文章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风险，有

待进一步吸纳高质量的原始文献继续开

展研究。建议今后的研究尽可能制定严

谨可行的研究方案并符合临床实际。需

要进一步设计良好、长时间随访的大型

随机对照试验来验证这项研究，为今后

的科研和膝骨关节炎的临床治疗提供更

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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