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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膝置换应用固定平台与活动平台假体疗效随访比较的 Meta 分析

汪  鑫 1，林晓东 1，刘洪亮 2，黄泽鑫 2，许树柴 2，陈伯健 2  

文题释义：

固定平台假体：是传统全膝关节置换的主流设计，经过不断改进，在临床上获得了长期大量的成功经验，在临床上运用广泛，然而随着时

间的延长，聚乙烯垫片的磨损以及假体松动等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活动平台假体：近些年来通过研究正常膝关节运动力学特点产生的设计，从理论上讲，相比于固定平台假体，能在有效关节活动范围的前

提下保证屈伸时胫股关节间高匹配低压力接触，降低聚乙烯垫片磨损，减少假体松动的可能性，现在临床上逐渐流行。

摘要

目的：全膝关节置换是目前治疗老年人膝关节骨关节炎的最成功的方法之一，与固定平台假体相比，活动平台假体有减少假体磨损、增加

活动度等理论优势，但临床多数研究发现两者间并无明显差异。文章通过Meta分析评价全膝关节置换中采用固定平台和活动平台假体的

疗效差异。

方法：文献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等数据库，严格按照入组标准筛

选文献，收集全膝关节置换患者应用固定平台和活动平台疗效对比的高质量的随机对照研究。采用Cochrane协作网手册评价偏倚风险工具

及改良Jadad评分量表对文献质量进行质量评价，依据主要结局指标的膝关节KSS膝评分、膝关节KSS功能评分和次要结局指标的膝关节活

动度、Oxford膝评分、翻修率提取文章相关资料，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纳入15篇符合要求的随机对照试验。按照改良Jadad评分量表进行评分，得分6分的文献4篇，得分5分的文献10篇，4分的文献1篇，

其中固定平台组1 277例，活动平台组1 244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①采用活动平台假体与固定平台假体相比较在短期随访(<5年)的亚组

中，在KSS-膝评分、膝关节活动度、Oxford膝评分、翻修率等方面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而在KSS-功能评分方面活动平台组优于固

定平台组(MD=-2.26，95%Cl：-4.71至-0.34，P=0.02)；②在中长期随访(≥5年)的亚组中，两者在KSS-膝评分、KSS-功能评分及翻修率方面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而在膝关节活动度方面活动平台组优于固定平台组(MD=-3.60，95%Cl：-6.99至-0.21，P=0.04)。
结论：对于全膝关节置换而言，无论在短期还是中长期随访中，活动平台假体在绝大多数方面与固定平台假体临床疗效无显著性差异；但

较弱的证据表明，活动平台膝关节假体置换后对膝关节功能的改善略优于固定平台假体，由于文章大多数文章为短中期随访，未来仍需开

展更多高质量、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试验来验证文章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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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全膝关节置换是目前治疗老年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最成功的方法之一，与固定平台假体相比，活动平台假体

有减少假体磨损、增加活动度等理论优势，但临床上多数研究发现两者间并无显著差异；

△此次通过随访时间亚组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固定平台假体，短期随访中活动平台假体仅在 KSS 功
能评分方面略占优势；而中长期随访，活动平台假体仅在膝关节活动度方面略占优势。

Meta 分析：
固定平台与活动平台假体在全

膝关节置换中临床疗效的比较

干预措施：
(1) 试验组采用固定平台假体；
(2) 对照组采用活动平台假体。

观察指标：
(1) KSS-膝评分；
(2) KSS-功能评分；
(3) 膝关节活动度；
(4) Oxford 膝评分；
(5) 翻修率。

结果：
(1) 短期随访中，固定平台假体在 KSS 膝评分、膝关节活动度、Oxford 膝评

分和翻修率等方面与活动平台假体无明显差异，但在 KSS 功能评分方面

活动平台假体优于固定平台假体；
(2) 中长期随访时，两者在 KSS- 膝评分、KSS- 功能评分、翻修率等方面无明

显差异，但膝关节活动度方面活动平台假体优于固定平台假体。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5｜No.12｜April 2021｜1925

0   背景   Background
全膝关节置换是目前治疗老年人膝

关节骨关节炎的最成功的方法之一，其

能有效缓解疼痛、矫正畸形及改善膝关

节功能，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1]
。固

定平台 (fixed-bearing，FB) 膝关节假体是

全膝关节置换的主要选择，但一直存在

聚乙烯垫片的磨损以及假体松动等术后

并发症的困扰
[2]
。近年来更符合膝关节运

动力学特点的活动平台 (mobile-bearing，
MB) 假体逐渐在临床广泛应用。理论上活

动平台在提供有效关节活动范围的同时，

能够提高了胫骨关节间的匹配度，较低

接触应力能够降低聚乙烯的磨损
[3]
。

近些年来国内外已发表数篇关于全

膝置换中固定平台假体与活动平台假体

相比较的 Meta 分析
[4-7]

，但结论都表明

与固定平台假体相比，活动平台假体在

临床上并未表现出理论上的明显优势。

这些文献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随

访时间上，绝大多数都为短期随访；另

外作者假设，此两种假体间的临床疗效

比较可能在不同随访时间会有差异性。

因此文章就国内外发表的有关两种假体

疗效比较的随机对照研究进行 Meta 分

析，并根据随访时间长短划分亚组，分

析两种假体在临床上的差异性，拟为临

床为两种假体的选择上提供更加科学可

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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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检索者   汪鑫和林晓东。检索策

略通过预检索确定，检索由 2 位研究者

分别独立进行。

1.1.2   资料库   中国知网 (CNKI)、万方

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PubMed、
EMBase 和 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

1.1.3   中英文检索词   中文检索词：“膝、

关节置换、固定平台、活动平台、旋转

平台”；英文检索词：“arthroplasty，
replacement，knee，platform”等。

1.1.4   检索时间范围   建库至 2020-03-
08。
1.1.5   文献检索策略   中国知网检索策

略见图 1。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研究对象：行单侧

全膝关节置换的患者；②国内外以中英

文语种公开发表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③干预措施：试验组患者全膝置换中应

用固定平台假体，对照组全膝置换中应

用活动平台假体；④原始文献资料齐全，

至少报道以下 5 项结局指标中的一项：

膝关节 KSS (knee society score) 膝评分、

膝关节 KSS 功能评分、膝关节活动度、

Oxford 膝评分和翻修率；⑤随访时间至

少为 2年；⑥每组样本量均不少于 30例；

1.2.2   排除标准   ①行双侧全膝置换对

比的文献；②分析数据不全或数据存在

矛盾；③随访时间、样本量不足的文献；

④数据重复的文献、基础研究及综述。

1.3   数据提取   由 2 位评价员分别独立

根据上述纳入及排除标准筛选相关文

献，并进行数据提取，若文献中有多次

随访数据，则只提取最终的随访结果数

据。

1.4   文献质量评价   纳入的文献采用 

Cochrane 协作网手册评价偏倚风险工具

进行质量评价 ( 包括随机的方案产生、

分配方案的隐藏、研究对象和研究人员

采用盲法、结果评价者采用盲法，结果

数据的完整性，选择性报告结果和其他

偏倚 )，分为低偏倚风险、高偏倚风险

和不清楚。当对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的

结果不一致时，核对后若意见出现分歧，

将通过协商解决。仍有意见不统一者，

将由第 3 方参与讨论并做出决定。

1.5   统计学分析   使用 Cochrane 协作

Abstract  
BACKGROUND: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i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methods for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in the elderly. Compared with fixed-bearing 
prosthesis, mobile-bearing prosthesis has the theoretical advantages of reducing the wear of the prosthesis and increasing the range of motion. Most of the 
above studies fou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s of clinical effects between fixed-bearing and mobile-bearing prosthesis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hrough meta-analysis.  
METHODS: The databases of CNKI, Wanfang, VIP, CBM, PubMed, EMBase and Cochrane Library were systematically retrieved. The literature was strictly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 collected high-qualit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f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patients, who were operated with 
fixed-bearing or mobile-bearing prosthesis.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 manual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risk of bias and the modified Jadad score scale was 
utiliz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he literature. The relevant data were extracted according to the primary outcome measures: Knee Society score, knee Knee 
Society score function score; and secondary outcome measures: range of motion, Oxford knee score and revision rate. The relevant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RevMan 5.3 software.  
RESULTS: Fiftee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were eligible for meta-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modified Jadad rating scale, there were 4 articles with 6 points, 10 
articles with 5 points and 1 article with 4 points. There are 1 277 samples in the fixed-bearing group and 1 244 in the mobile-bearing group. Meta-analysis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1)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Knee Society score-knee score, range of motion, Oxford knee score, and revision rat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using fixed-bearing and mobile-bearing prostheses in the short-term follow-up (< 5 years) subgroup (P > 0.05). The Knee Society score-
function score in the mobile-bearing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at in the fixed-bearing group (MD=-2.26, 95%Cl: -4.71 to -0.34, P=0.02). (2) In the subgroup of long-
term follow-up (≥ 5 year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Knee Society score-knee score, Knee Society score-function score, and 
revision rate (P > 0.05). Range of motion in the mobile-bearing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fixed-bearing group (MD=-3.60, 95%Cl: -6.99 to -0.21, P=0.04).
CONCLUSION: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whether in short-term follow-up or mid-to-long-term follow-up, mobile-bearing prosthesis is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fixed-bearing prosthesis in most respects. However, there is weak evidence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knee joint function after knee arthroplasty with mobile-
bearing prosthesis is slightly better than that with fixed-bearing prosthesis. Most of the articles were followed up in short and medium terms. More high-
quality, large-sample and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re needed to verify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nclusions.
Key words: bone; knee; knee joint; joint arthroplasty; mobile-bearing; fixed-bearing; platform; meta-analysi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X, Lin XD, Liu HL, Huang ZX, Xu SC, CHen Bj. Fixed-bearing prosthesis versus mobile-bearing prosthesis during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for different follow-up periods: a meta-analysi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1;25(12):1924-1929. 

#1 膝 ( 全文 )
#2 置换 ( 全文 )
#3 固定平台 ( 全文 )
#4 活动平台 ( 全文 )
#5 旋转平台 ( 全文 )
#6 4 OR 5
#7 1 AND 2 AND 3 AND 6

图 1 ｜中国知网检索策略

Figure 1 ｜ Search strategy of 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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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提供的的 RevMan 5.3 软件 (https://

training.cochrane.org/online-learning/

core-software-cochrane-reviews/revman)

进行效应量合并与数据分析，分类变量

采用相对危险度 (relative risk，RR)，连

续性变量采用均数差 (mean difference，
MD)，各效应量均以 95% 可信区间

(95%CI) 表示。采用 Q 统计量检验法进

行异质性检验，并用 I2
值估计异质性

大小。若 P ≥ 0.1，且 I² < 50% 时，则

认为组间异质性较小，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合并效应量；若 P < 0.1，且 I² > 50%

时，则认为组间异质性较高，使用随

机效应模型进行效应量的合并后，采

用逐篇剔除文献的方法进行敏感性分

析，且阅读文献分析其异质性来源。

Meta 分析结果中，P < 0.05 表示两组间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若文献中提供手术

前、术后结局指标的均数和标准差，则

按照 Cochrane 手册中提供的方法获得

差值均数 (MEANchange) 和差值标准差

(SDchange)。若未提供术前数据资料，

则采用术后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Results 
2.1   文献检索结果   根据上述检索策

略，共检索到 2 486 篇文献，软件查

重排除 666 篇，阅读文题和摘要后初

筛得到 184 篇，最后经全文阅读后排

除不符合标准的文献，最终纳入 15

篇
[8-22]

。其中短期随访 (<5 年 ) 文献 9                      

篇
[10-11，13-15，17-20]

，中长期随访 ( ≥ 5 年 )

文献 6 篇
[8-9，12，16，21-22]

，英文 14 篇，

中文 1 篇。固定平台组样本量共 1 277

例，活动平台组样本量共 1 244 例。文

献筛选流程图见图 2。

2.2   文献质量评价及偏倚风险评估   用改

良 Jadad 评分量表对纳入的文献从随机序

列产生、随机化隐藏、双盲法、退出和失

访情况等方面进行质量评价。改良 Jadad

评分 1-3 分视为低质量，4-7 分视为高质

量。文章纳入 15 篇文献均为高质量，其

中评分 6 分的文献 4 篇
[10，12，18-19]

、5 分

的文献 10 篇
[9，11，13-17，20-22]

、4 分的文献

1 篇
[8]
。文献的基线特征见表 1。文献的

偏倚风险评估则利用 RevMan 5.3 软件的

偏倚风险表，见图 3。

2.3   Meta 分析结果

2.3.1   各 组 KSS- 膝 评 分 差 异   共

有 10 篇 文 献 报 道 了 KSS- 膝 评              

分
[9-10，12-13，15-18，20，22]

，其中 4 篇文献随

访时间超过 5 年
[9，12，16，22]

，有 6 篇文

献随访时间不足 5 年
[10，13，15，17-18，20]

，

故按照随访时间长短分为短期随访组

(<5 年 ) 和中长期随访组 ( ≥ 5 年 )2 个

亚组。亚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短

期随访组 (I2=0%，P=0.71) 与中长期随

访组 (I2=37%，P=0.19) 组间具有同质

性，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

Meta 分析结果显示，短期随访组中，

固定平台组与活动平台组在 KSS- 膝评

分方面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MD=1.06，
95%Cl：-0.71-2.83，P=0.24)； 中 长 期

随访组中，两组间差异仍无显著性意

义 (MD=-1.56，95%Cl：-3.81-0.68，
P=0.17)，见图 4。

表 1 ｜纳入文献的基线特征

Table 1 ｜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作者 发表

年份

样本量 (n) 性别 ( 男 / 女，n) 平均年龄 (x-±s，岁 ) 假体信息 后交叉韧带类型 平均随访时间 结局指标 改良 Jadad
评分

FB 组 MB 组 FB 组 MB 组 FB 组 MB 组 FB 组 MB 组 FB 组 MB 组 FB 组 MB 组

SHEMSHAKI 等 [8] 2012 150 150 48/102 60/90 70±12.1 68±14.2 P.F.C., Sigma P.F.C., Sigma 稳定型 稳定型 5 年 5 年 ② 4
MARQUES 等

[11] 2015 52 48 13/39 14/34 68.9±8.4 69.4±7.1 Columbus Columbus 保留型 保留型 4 年 4 年 ①②③④ 6
LADERMANN 等

[12] 2008 52 50 12/40 20/30 69.8±8.0 72.0±7.0 P.F.C., Sigma P.F.C., Sigma 稳定型 稳定型 7.1 年 7.1 年 ①②⑤ 6
BAKTIR 等

[16] 2016 46 47 5/41 6/41 64.7±8.1 64.9±6.1 Biomet TC PLUS™ 保留型 保留型 94 个月 101 个月 ①②③⑤ 5
BAILEY 等

[17] 2015 170 161 68/102 74/87 70.1±7.9 69.2±8.6 P.F.C., Sigma P.F.C., Sigma 保留型 保留型 2 年 2 年 ①②③④⑤ 5
曾赟等

[18] 2011 40 40 8/32 10/30 70.0±6.0 67.0±10.0 ZIMMER ZIMMER 稳定型 稳定型 2 年 2 年 ①②③⑤ 6
MARINIER 等

[9] 2019 81 79 34/47 32/47 71.0±8.0 71.0±8.3 Tornier Tornier 稳定型 稳定型 7.5 年 7.3 年 ①② 5
LIZAUR 等

[11] 2012 58 61 11/47 14/47 73.±3.2 74.6±3.3 Lima, Udine Samo, Bologna 保留型 保留型 30 个月 30 个月 ②③⑤ 5
KIM 等

[13] 2012 40 40 1/39 2/38 66.0±6.0 68.0±6.0 NexGenLPS Sigma RP-F 稳定型 稳定型 30 个月 31 个月 ①②③ 5
HARRINGTON 等

[14] 2009 72 68 22/50 28/40 63.3 63.7 P.F.C., Sigma P.F.C., Sigma 混合型 混合型 2 年 2 年 ⑤ 5
FERGUSON 等

[15] 2014 176 176 82/94 52/89 69.8±8.1 70.2±7.6 P.F.C., Sigma P.F.C., Sigma 稳定型 稳定型 2 年 2 年 ①②③④⑤ 5
KALISVAART 等

[21] 2012 80 80 24/56 24/56 67.1±8.8 67.4±7.9 P.F.C., Sigma P.F.C., Sigma 稳定型 稳定型 5.3 年 5.3 年 ②⑤ 5
WYLDE 等

[19] 2008 132 118 68/64 50/68 67.6 68.9 Kinemax Plus Kinemax Plus 未知 未知 2 年 2 年 ⑤ 6
MINODA 等

[21] 2015 48 46 6/42 5/41 75.7±6.9 74.3±6.5 Vanguard PS Vanguard PS 稳定型 稳定型 2 年 2 年 ①② 5
ABDEL 等 [22] 2018 80 80 24/56 24/56 67.1±8.8 67.4±7.9 P.F.C., Sigma P.F.C., Sigma 稳定型 稳定型 10 年 10 年 ①②③⑤ 5

表注：FB：固定平台；MB：活动平台；CR：后交叉韧带保留型；PS：后交叉韧带稳定型。结局指标：① KSS-膝评分；② KSS-功能评分；③膝关节活动度；

④ Oxford 膝评分；⑤翻修率

中文数据库：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n=73；中国知网：n=301； 
万方：n=147；维普：n=24

英文数据库：
PubMed：n=1 332
EMBase：n=463
Cochrane Library：n=146

查重后文献数量
(n=1 820)

阅读标题和摘要
(n=184)

最终纳入文献
(n=15)

查重软件排除：n=666

共排除 (n=1 636)：
综述和个案 (n=398)；
力学等基础研究 (n=246)；
非全膝置换的研究 (n=412)；
非固定平台 vs. 活动平台的研

究 (n=574)；
非中文文献 (n=6)

共排除 (n=169)：
非随机对照试验 (n=65)；
双侧膝关节置换 (n=34)；
随访时间和样本量不足 (n=49)；
无可用数据 (n=21)；

图 2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ure 2 ｜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图注：对纳入每个研究的偏倚风险项目进行判

断。“+，-，？”分别代表高风险、低风险和

不确定风险

图 3 ｜偏倚风险评估

Figure 3 ｜ Risk bias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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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各组 KSS- 功能评分差异   共

有 13 篇 文 献 报 道 了 KSS- 功 能 评          

分
[8-13，15-18，20-22]

，其中 6 篇文献随访时

间超过 5 年
[8-9，12，16，21，23]

，有 7 篇文献

随访时间不足 5 年
[10-11，13，15，17-18，20]

，

故按照随访时间长短分为短期随访组

(<5 年 ) 和中长期随访组 ( ≥ 5 年 )2 个

亚组。亚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短期

随访组 (I2=44%，P=0.1) 与中长期随访

组 (I2=0%，P=0.68) 组间具有同质性，

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Meta

分析结果显示，短期随访组中，活动

平台组 KSS 功能评分优于固定平台组，

2 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MD=-2.26，
95%Cl：-4.17 至 -0.34，P=0.02)；中长

期随访组中，2 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 (MD=-1.58，95%Cl：-4.06-0.90，
P=0.21)，见图 5。

2.3.3   各组膝关节活动度差异   共

有 8 篇 文 献 报 道 了 膝 关 节 活 动           

度
[10-11，13，15-18，22]

，其中有 2 篇文献随

访时间超过 5 年
[16，22]

，有 6 篇文献随

访时间不足 5 年
[10-11，13，15，17-18]

，故按

照随访时间长短分为短期随访组 (<5年 )

和中长期随访组 ( ≥ 5 年 )2 个亚组。

亚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短期随访组

(I2=22%，P=0.27)与中长期随访组 (I2=5%，

P=0.3) 组间具有同质性，故采用固定效

应模型合并效应量。Meta 分析结果显

示，短期随访组中，活动平台组膝关节

活动度优于固定平台平台组，但组间差

异无显著性意义 (MD=-1.16，95%Cl： 

-3.02-0.70，P=0.22)；中长期随访组中，

活动平台组在膝关节活动度方面优于固

定平台组，且 2 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MD=-3.60，95%Cl：-6.99 至 -0.21，
P=0.04)，见图 6。

2.3.4   各组 Oxford 膝评分差异   共有 3

篇文献报道了 Oxford 评分
[10，15，17]

，此

3 篇文献随访时间均不足 5 年，异质性

检验结果显示组间异质性较高 (I2=64%，

P=0.06)，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

量。Meta分析结果显示，在短期随访中，

固定平台组在 Oxford 膝评分方面与活

动平台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MD= 

-0.03，95%Cl：-2.38-2.33，P=0.98)，

见图 7。

图注：短期和中长期随访中，两组在 KSS-膝评分方面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图 4 ｜固定平台组与活动平台组 KSS- 膝评分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4 ｜ Forest plot of Knee Society score-knee score between fixed-bearing group and mobile-

bearing group

图注：短期随访组中，MB 组 KSS 功能评分优于 FB 组；中长期随访组中，2 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

图 5 ｜固定平台 (fixed-bearing，FB) 组与活动平台 (mobile-bearing，MB) 组 KSS- 功能评分比较的

森林图

Figure 5 ｜ Forest plot of Knee Society score-function score between fixed-bearing group and mobile-

bearing group

图注：短期和中长期随访组中，MB 组膝关节活动度略优于 FB 平台组，但 2 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图 6 ｜固定平台 (fixed-bearing，FB) 组与活动平台 (mobile-bearing，MB) 组膝关节活动度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6 ｜ Forest plot of range of motion between fixed-bearing group and mobile-bearing group

图注：在短期随访中，两组在 Oxford 膝评分方面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图 7 ｜固定平台组与活动平台组 Oxford 膝评分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7 ｜ Forest plot of Oxford score between fixed-bearing group and mobile-bear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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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各组翻修率差异   共有 10 篇文献

报道了翻修病例
[11-12，14-19，21-22]

，其中 4

篇文献随访时间超过 5 年
[12，16，21-22]

，6

篇文献随访时间不足 5 年
[11，14-15，17-19]

，

故按照随访时间长短分为短期随访组

(<5 年 ) 和中长期随访组 ( ≥ 5 年 )2 个

亚组。亚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短期

随访组 (I2=0%，P=0.77) 与中长期随访组

(I2=0%，P=0.78) 组间具有同质性，故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Meta 分析

结果显示，短期随访组中，固定平台组

在翻修率方面与活动平台组相比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 (RR=1.72，95%Cl：0.66-4.49，
P=0.27)；中长期随访组中，2 组间差

异仍无显著性意义 (RR=0.57，95%Cl：
0.17-1.91，P=0.36)，见图 8。

2.3.6   敏感性分析结果   对异质性较高

的指标 Oxford 膝评分这一结局指标采

用逐一剔除文献的方法进行敏感度分

析，在剔除 MARQUES 等
[10]

的文献后

异质性消失，故重新阅读全文后并未发

现有文献数据及设计上有缺陷，故不予

剔除。分析异质性来源可能来自于随访

时间不同所致，虽然组内 3 篇文献均为

短期随访，但 MARQUES 等
[10]

的随访时

间为 4 年，其他 2 篇均为 2 年
[15，17]

。

2.4   发表偏倚分析   以大部分研究涉及

的指标“KSS 功能评分”为例，纳入文

献均落在漏斗图中，且双侧相对均匀分

布，说明发表偏倚可能性较低，见图 9。

3   讨论   Discussion
全膝关节置换依据设计理念的不同

可将膝关节假体分为固定平台假体和活

动平台假体
[23]
。固定平台假体设计容易

影响膝关节屈曲过程中股骨髁后滚和胫

骨的内旋活动， 致假体 - 骨界面间接触

应力增高，容易发生聚乙烯垫片磨损和

图注：短期和中长期随访组中，两组在翻修率方面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图 8 ｜固定平台组与活动平台组翻修率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8 ｜ Forest plot of revision rates between fixed-bearing group and mobile-bearing group

图 9 ｜ KSS- 功能评分指标的漏斗图

Figure 9 ｜ Funnel plot of Knee Society score-

function score

假体松动等情况。活动平台假体设计最

大限度提高聚乙烯垫片和股骨髁表面匹

配度，不仅有利于减轻聚乙烯的磨损，

而且有利于改善膝关节的活动范围
[24-25]

。

从理论上讲，活动平台假体应比固定平

台假体有更好的临床疗效，但此问题临

床上一直备受争议。MATSUDA 等
[26]

在

对 61 例全膝关节置换患者的中期随访中

发现，活动平台假体和固定平台假体在

膝关节活动度方面无差异。而 HIGUCHI

等
[27]

对 76 例全膝关节置换患者 4 年随

访结果显示活动平台假体在膝关节活动

度方面明显优于固定平台假体。考虑此

前发表的大多数相关的 Meta 分析所纳入

文献均为短期随访或未对随访时间作出

亚组，从而无法对不同时期的疗效具体

分析。因此文章是关于全膝关节置换中

固定平台假体与活动平台假体临床疗效

比较的 Meta 分析的一次更新。

纳入对象方面，纳入骨关节炎患者

与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结论可能不一致。

BHAN 等
[28]

比较了 16 例双侧骨关节炎患

者和 16 例双侧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分别同

时使用活动平台假体和固定平台假体的

结果，在平均 6 年的随访中，骨关节炎

患者的功能评分和膝关节活动度均优于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文章纳入的 15 篇文

献中 13 篇均为骨关节炎患者，虽有 2 篇

中包含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14，19]

，但各组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所占比例均不到总

样本量的 1/10。另外作者认为与单侧置

换相比，双侧置换其术后双膝相互影响

会使临床评分产生差异，且为了避免行

双侧膝关节置换对比研究在方案设计和

分析时引起的偏倚，故将此类文献排除；

同时控制纳入文献的样本量和随访时间，

以增加结论的可靠性。

Meta 结果显示：①在 KSS- 膝评分

方面，无论是短期随访还是中长期随访，

2 组间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而 KSS- 功

能评分方面，短期随访，活动平台组优

于固定平台组，中长期随访，2 组间差

异无显著性意义。此结论与多项未对随

访时间作出亚组分析的 Meta 分析的结

论不一致。而 OH 等
[29]

的一项纳入 10

篇文献的 Meta 分析同样通过随访时间

分为短期 (<5 年 ) 和中远期 ( ≥ 5 年 )，

其结论在 KSS- 膝评分方面与文章一致，

但在 KSS- 功能评分上报道无论短期还是

中远期，结果均无明显差异，结论不一

致的地方可能在于后者纳入 10 篇文献

有 6 篇为行双膝置换研究，这可能造成

结果的不一致性。SMITH 等
[30]

一项纳入

33 篇文献的 Meta 分析同样报道活动平

台假体在 KSS 功能方面优于固定平台假

体，但在其他方面均无明显差异，且未

对随访时间作出亚组。②在膝关节活动

度方面，短期随访此 2 组间差异无显著

性意义，中长期随访，活动平台组优于

固定平台组。BO 等
[6]
的一项纳入 12 篇

文献的 Meta 分析同样对随访时间进行

亚组分析，并认为无论随访时间长短，

结果均无显著差异，分析认为是两者研

究对象不同所致，后者纳入文献均为双

侧膝关节置换，且纳入大量类风湿关节

炎患者，从而对结果可能产生一定影

循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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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韩俊亮等
[31]

的一项纳入 12 篇文献

的 Meta 分析同样认为在膝关节活动度

方面活动平台假体优于固定平台假体，

但同样未对随访时间作出亚组分析。③

在 Oxford 膝评分方面，文章纳入文献均

为短期随访，结果显示短期随访中 2 组

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且作者目前并未

发现其他相关 Meta 分析进行过此结局

指标的报道。④在翻修率方面，结果显

示无论随访时间长短，结果均没有明显

差异，此与多项 Meta 分析结果一致
[6-7]

，

且目前并未发现报道结果有差异的文献。

文章的局限性：①即便纳入的随

机对照试验均经过筛选，但仍无法避免

偏倚风险所造成的影响；②每篇文献在

实验设计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包括不

同品牌的假体类型及后交叉韧带的取舍

等问题，未作亚组分析进一步描述其可

能对结论的影响，一定程度影响结果的

可靠性和结论的外推性；③活动平台包

括半月板平台、旋转平台及前后滑动旋

转平台 3 种类型，文章未将不同类型活

动平台假体区分开来，可能对结果产生

一定影响；④活动平台假体相对于固定

平台假体在关于垫片磨损和假体松动等

方面的问题上，应该通过至少 10-20 年

的随访时间来体现，文章大多数为短中

期随访，需要更多的长期随访文献对比

两种假体之间的差异。

综上所述，在短期随访中 (<5年 )，

固定平台假体在 KSS 膝评分、膝关节活

动度、Oxford 膝评分及翻修率等方面的

疗效与活动平台假体相当，但在 KSS 功

能评分方面活动平台假体疗效优于固定

平台假体。中长期随访中 ( ≥ 5 年 )，

两者在 KSS 膝评分、KSS 功能评分及翻

修率方面疗效相当，但在膝关节活动度

方面活动平台假体疗效优于固定平台。

文章认为全膝置换无论在短期还是中长

期随访中，活动平台假体在绝大多数方

面与固定平台假体临床疗效无显著性差

异；但较弱的证据表明，活动平台膝关

节假体置换后对膝关节功能的改善略优

于固定平台假体，由于纳入的大多数文

章为短中期随访，未来仍需开展更多高

质量、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试验

来验证文章的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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