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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侧全膝关节置换后对侧膝关节置换的风险评估

郑  力，李大地，胡维帆，唐金龙，赵凤朝

文题释义：

对侧膝关节：指行单侧全膝关节置换患者的未手术侧膝关节，对侧膝关节的变化影响患者术后功能状态，为此文主要研究对象。

下肢全长片：完整呈现全部下肢解剖结构的影像记录方法，可用于评估下肢力线(机械轴垂线角、内外侧关节间隙、股胫角、髋膝踝角)，
为膝关节置换提供术前参考及术后功能评价。

摘要

背景：单侧全膝关节置换后部分患者会再次行对侧全膝关节置换治疗，但目前对于对侧膝手术的影响因素尚不明确。

目的：评估双膝骨关节炎患者在初次全膝关节置换后对侧膝再行全膝关节置换的风险，并通过临床及影像学指标分析对侧全膝关节置换的

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013至2015年因双膝骨关节炎入院并行单侧全膝关节置换的患者193例(随访时间1-66个月)，根

据对侧膝关节是否置换，分为双侧置换组和单侧置换组。采用K-M生存分析法评估对侧膝全膝关节置换的风险比例；评估年龄、性别、体

质量指数、初次手术侧、非术侧膝关节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疼痛、机械轴垂线角、内外侧关节间隙、股胫角、髋膝踝角和初次手术时

的Kellgren-Lawrence(K-L)分级因素对于对侧膝全膝关节置换的风险。

结果与结论：①有58例患者(30.1%)接受了对侧全膝关节置换治疗，1年的非术侧膝手术风险为8%，5年的非术侧膝手术风险为32%；②K-L
分级与将来对侧膝行全膝关节置换的风险高度相关(P < 0.001)；K-L分级为4级的非术侧膝关节平均生存时间为45.7个月，5年的手术风险为

44.3%；③年龄、性别、初次手术侧、体质量指数、内外侧关节间隙、髋膝踝角都不是进展为对侧全膝关节置换的危险因素；非术侧膝关

节的机械轴垂线角(风险比=1.437，P < 0.001)、股胫角(风险比=1.232，P < 0.001)以及K-L分级(风险比=2.110，P=0.005)是独立的危险因素；

股胫角≥185.8°、机械轴垂线角≥2.75°的患者有更高的风险行对侧全膝关节置换(P < 0.001)；④术前双侧置换组对侧膝美国特种外科医院

评分明显低于单侧置换组(P=0.039)，目测类比疼痛评分明显高于单侧置换组(P=0.013)；术后6个月2组患者的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均较术

前有所改善，但双侧置换组仍然低于单侧置换组(P=0.003)；⑤并非所有的双膝骨关节炎患者在单侧全膝关节置换后均需要再进行对侧全膝

关节置换治疗，而对于膝骨关节炎较重的患者(K-L分级4级)有较高的风险需要行对侧全膝关节置换；术前对侧膝机械轴垂线角、股胫角、

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及疼痛程度可作为建议患者或安排再次手术计划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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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1) 根据对侧膝关节是否置
换分为置换组 (58 例 )
和未置换组 (135 例 )；

(2) 采用 K-M 生存分析评
估对侧膝关节置换的风
险。

(1) 初次膝关节置换前拍摄双下肢
全长片，获得对侧肢体机械轴垂
线角、内外侧关节间隙、股胫角、
髋膝踝角和骨关节炎 K-L 分级；

(2) 评估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
评分和目测类比疼痛评分。

(1)1 年的对侧膝手术风险为 8%，5 年
的对侧膝手术风险为 32%；

(2) 术前对侧膝机械轴垂线角、股胫角、
K-L 分级、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
及疼痛程度均为影响对侧膝手术的
重要因素。

观察指标 结论
行单侧全膝
关节置换患
者 193 例

文章特点—
△双膝骨关节炎患者在行初次全膝关节置换后，部分患者会再次行对侧膝置换治疗，尽管术侧膝的预后情况已

被广泛研究，但关于单侧置换后对侧膝自然病史的数据相对较少；
△通过观察对侧膝关节的自然病程，评估对侧膝关节再行置换的风险比例，通过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评分、

目测类比疼痛评分、膝骨关节炎 K-L 分级、股胫角、机械轴垂线角等临床和影像学指标分析导致对侧膝手术的
危险因素，为临床制定更全面的手术计划提供理论基础。

文章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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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关节炎是患者进行全膝关节置换的最常见原因，并且

仍然是导致残疾的最常见原因
[1]
。骨关节炎的发生以 60 岁

以上的老年患者多见，且症状多表现在负重大的关节，尤以

膝关节最为好发。膝关节炎患者中，有近 2/3 的病例为双侧

发病，双膝均有疼痛和畸形，且这些患者在影像学上也表现

显著
[2]
。全膝关节置换作为治疗终末期膝骨关节炎的重要手

段，如今已为广泛接受。

对于双膝骨关节炎的患者，有一部分需要进行双侧的全

膝关节置换治疗，目前，临床医生更希望通过患者的意愿来

选择同期行双侧全膝关节置换或者分期治疗。既往研究已经

证实，同期全膝关节置换具有一定的优势，如患者仅需接触

一次麻醉作用、总的康复时间短、住院费用相对较少等，但

同时，患者需要承担更高的手术风险以及术后发生肺栓塞等

并发症的风险增加
[3-4]

。然而，并非所有的骨关节炎患者都

需要进行双侧的全膝关节置换治疗，患者在行初次全膝关节

置换之后，术侧肢体的功能通常能够得到明显改善，而非术

侧肢体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5]
。

SAYEED 等
[2]
在一项回顾性研究中发现，行单侧全膝关节

置换的患者在术后 10 年间有 36% 的患者再行对侧全膝关节置

换；RITTER 等
[6]
也有相似发现，在术后 10 年间有 37% 的患者

再行对侧全膝关节置换。尽管术侧膝的预后情况已被广泛研

究，但关于单侧全膝关节置换后对侧膝自然病史的数据相对

较少
[2，6-7]

。因此，此次研究旨在：①评估双膝骨关节炎患者

在初次全膝关节置换后对侧膝再行全膝关节置换的风险比例；

②通过临床及影像学指标分析对侧全膝关节置换的危险因素。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队列研究。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8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徐州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骨科完成。

1.3    材料   各膝关节系统的材料学特征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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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膝关节系统 全膝关节系统

生产厂家  Smith&Nephew Inc. Smith&Nephew Inc. Smith&Nephew Inc.
型号 71423235 71420182 71420816
批准号 19HM00700 19EM27684 19EM18658
性能结构 LEGION 后稳定型股骨髁 胫骨托 后稳定型胫骨衬垫

材质 铸造钴铬钼合金 Ti-6Al-4V 合金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适应证 适用于骨科膝关节置换手术：重度骨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类风

湿性关节炎等

生物相容性 生物相容性良好，内植物可长期保留体内

产品标注的

不良反应

切口愈合不良、假体周围感染、排斥反应、假体松动

1.4   对象   选择 2013 至 2015 年因双膝骨关节炎于徐州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骨科住院并接受单侧全膝关节置换的患者进行

回顾性研究。

纳入标准：①双膝骨关节炎明确诊断的患者；②初次行

单侧全膝关节置换的患者；③术前、术后均拍摄双下肢负重

位下肢全长片；④临床资料完整。

排除标准：①既往有全膝关节置换手术史；②其他功能

受限的下肢骨科疾病或神经系统疾病；③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④同时行双侧全膝关节置换患者；⑤行高位胫骨截骨或单髁

置换的患者；⑥临床及影像学资料不全；⑦术后出现严重并

发症，如感染、骨折等；⑧随访期间再行翻修手术的患者。

根据以上标准筛选后，最后共纳入 193 例患者，其中男

55 例，女 138 例。所有患者对治疗方案均知情同意，且得到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5   方法

1.5.1   手术方法   所有的初次全膝关节置换手术均由同一名

Abstract
BACKGROUND: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some patients will receive the contralateral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again, b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tralateral knee surgery are not clear at presen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isk ratio of contralateral knee to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in patients with osteoarthritis of both knees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an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contralateral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by clinical and radiographic indicators.  
METHODS: Data of 193 patients admitted to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2013 to 2015 with bilateral knee osteoarthritis and 
undergoing unilateral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follow-up time of 1-66 month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bilateral 
arthroplasty and unilateral arthroplasty groups based on whether the contralateral knee joint was replaced. K-M survival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risk 
ratio of contralateral knee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Age, gender, body mass index, primary surgical side, non-operative knee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score, 
pain, mechanical axis perpendicular angle, medial and lateral joint space, femoral tibial angle, hip knee ankle angle, and Kellgren-Lawrence grade at initial 
surgery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risk of contralateral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Fifty-eight patients (30.1%) received contralateral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he risk of nonoperative knee surgery at 1 year 
was 8%, and the risk of nonoperative knee surgery at 5 years was 32%. (2) The K-L grade wa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risk of future nonoperative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P < 0.001). The mean survival time of the nonoperative knee with K-L grade 4 was 45.7 months, and the 5-year surgical risk was 44.3%.  (3) Age, 
gender, initial surgery side and body mass index, medial and lateral joint space, and hip knee ankle angle were not risk factors for progression to contralateral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Nonoperative knee mechanical axis perpendicular angle (risk ratio=1.437, P < 0.001), femoral tibial angle (risk ratio=1.232, P < 0.001) 
and K-L classification (risk ratio=2.110, P=0.005)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Patients with femoral tibial angle ≥185.8° and mechanical axis perpendicular 
angle ≥2.75° had a higher risk of contralateral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P < 0.001). (4) The preoperative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score of the bilateral 
arthroplast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unilateral arthroplasty group (P=0.039). Visual analogue scale pain score in the preoperative bilateral 
arthroplast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unilateral arthroplasty group (P=0.013). At 6 months postoperatively,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score was improved in both groups, but still lower in the bilateral arthroplasty group than that in the unilateral arthroplasty group (P=0.003). (5) Not all patients 
with bilateral knee osteoarthritis need to receive contralateral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after unilateral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and patients with severe knee 
osteoarthritis (K-L grade 4) are at high risk of needing contralateral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Preoperative contralateral knee mechanical axis perpendicular angle, 
femoral tibial angle,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score and pain degree can be used as important factors to recommend patients or arrange a reoperation plan. 
Key words: bone; joint; knee; joint replacement; osteoarthritis; contralateral k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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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资医师主刀完成。全膝关节置换采用全身麻醉，下肢使

用止血带后 ( 压力 50 mmHg，1 mmHg=0.133 kPa，90 min)，

行膝正中切口、内侧髌旁入路；切除关节周围滑膜组织，

依次行胫骨、股骨截骨及髌骨成型。股骨截骨采用髓内定位，

胫骨截骨采用髓外定位方法。完全去除膝关节两侧及后髁

骨赘，检查膝关节屈伸间隙；假体均行骨水泥固定，放置

假体后松止血带并保持膝关节伸直位，假体安装前后使用

高压脉冲冲洗，止血完毕后关节腔内置留引流管，分层缝

合切口
[8]
。

1.5.2   术后处理   术后 48 h 拔除引流管，鼓励患者采用助行

器协助下床活动。术中及术后 3 d 预防性使用抗生素，规范

抗凝治疗，指导患者逐步行患肢伸屈功能活动及膝关节康复

训练。

1.6   主要观察指标    

1.6.1   临床指标   通过电子病历系统获取所有患者的基本信

息，如年龄、性别、体质量、身高、手术侧等，并于行初次

全膝关节置换前采用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评分及目测类

比疼痛评分 (0 分无痛，10 分剧痛 ) 对患者进行评估，术后

对患者进行门诊随访，要求患者在术后 6 个月返院随访时再

次进行评估。

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总分 100 分，包括疼痛 30 分，

下肢功能 22 分，膝关节活动度 18 分，肌力、屈曲畸形及稳

定性各 10 分，减分项目包括是否使用手杖 / 拐杖协助行走，

伸直滞缺程度及内 / 外翻畸形程度。评估结果：优 >85 分，

良 70-84 分，中 60-69 分，差 <59 分。

1.6.2   影像学指标   所有行初次全膝关节置换的患者术前常

规拍摄双下肢负重位下肢全长片，主要的测量指标包括：

①机械轴垂线角
[9]
；②膝关节内外侧关节间隙；③骨关节炎

Kellgren-Lawrence(K-L) 分级；④股胫角 [10]
；⑤髋 -膝 -踝角。

其中股胫角是股骨解剖轴线与胫骨解剖轴线的外侧夹角 ( 图
1)，正常亚洲人的股胫角为 176.0°-180.4°，把 <176.0° 的膝

关节定义为外翻膝
[10]
。K-L分级用来评估膝关节的严重程度，

且本研究中通过分级对患者进行再分组。

上述观察指标均由作者赵凤朝主任医师培训，统一测量

标准和测定指标，反复练习并经严格考核后方开始进行测量

工作，并通过对患者下肢全长片的随机分配以确保测量的准

确性。

1.7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

方检验。通过 K-M 生存分析法评估非术侧膝接受全膝关节置

换的风险，组间生存率比较采用 log-rank 检验；使用多因素

Cox 风险比例模型评估非术侧全膝关节置换的影响因素，检

验水准 α 值取双侧 0.05。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共纳入 193 例患者，在随访期间，患

者如行对侧全膝关节置换则归入双侧置换组，未行对侧全膝

关节置换者归入单侧置换组，其中双侧置换组 58 例，单侧

置换组 135 例。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2。

2.3   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

初次手术侧别等方面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

表 2。

表 2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Table 2 ｜ Comparison of general condi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n 性别

( 男 / 女，n)
年龄

(x-±s, 岁 )
体质量指数

(x-±s, kg/m2)
初次手术侧

( 左 / 右，n)

双侧置换组 58 17/41 68.1±4.4 26.3±5.2 27/31
单侧置换组 135 38/97 66.4±7.5 26.2±3.9 69/66

t/χ 2
值 0.027 -1.875 -0.053 0.337

P 值 0.870 0.062 0.958 0.561

2.4   临床效果分析

2.4.1   初次全膝关节置换后对侧膝再行全膝关节置换的风险

比例   对 193 例患者进行评估和随访，随访时间 1-66 个月，

在此期间，有 58 例患者行对侧全膝关节置换 (30.1%)，术

后 1 年的对侧膝手术风险为 8%，5 年的对侧膝手术风险为

32%，见图 3。

2.4.2   可能导致对侧全膝关节置换的影响因素   如图 4 所示，

初次全膝关节置换时对侧膝关节的 K-L 分级与其日后再行全膝

关节置换的风险密切相关 (Log rank P < 0.001)。此次研究中，K-L

分级为 2 级的对侧膝关节平均生存时间为 60.5 个月 (95%CI：

图 2 ｜两组患者分组流程图

Figure 2 ｜ Flow chart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纳入患者 193 例，按对侧膝是否手术分为 2 组

58 例行对侧膝置换的患者

纳入双侧置换组

135 例未行对侧膝置换的患

者纳入单侧置换组

双侧置换组 58 例全部进入

结果分析，无脱落

单侧置换组 135 例全部进入

结果分析，无脱落

图 1 ｜初次全膝关节置换患者双下肢负重位下肢全长 X射线片测量指标
示意图
Figure 1 ｜ Schematic diagram of measurement index of full-length X-ray 
films in the weight-bearing position of lower limbs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图注：图 A 中 HKA
为股骨机械轴与胫
骨机械轴连线的夹
角；B 中机械轴垂
线角为下肢力线与
地面垂线的夹角；
C 中内外侧关节间
隙为股骨内外侧髁
至胫骨平台的最短
距离；D 中 FTA 为
股骨解剖轴与胫骨
解剖轴的外侧夹角

A B C D

FTA

Research Article

H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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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62.8)，5 年的手术风险为 14.8%； K-L 分级为 3 级的对侧

膝关节平均生存时间为 58.5 个月 (95%CI：54.6-62.5)，5 年的

手术风险为 23.2%；K-L 分级为 4 级的对侧膝关节平均生存时

间为 45.7个月 (95%CI：40.7-50.6)，5年的手术风险为 44.3%。K-L

分级为 1 级的膝关节没有进展成为全膝关节置换。

表 3 展示了患者的临床基本特征数据以及对侧全膝关节

置换预测因子的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在单因素分析中，初

次术前对侧膝的机械轴垂线角、外侧关节间隙、内侧关节间

隙、K-L分级、股胫角以及髋膝踝角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其他指标如年龄、性别、初次手术侧、体质量指数均无统计

学意义。将上述有意义的指标纳入多因素 Cox 风险比例模型

后，只有 K-L 分级 (P=0.005)、机械轴垂线角 (P < 0.001) 及股

胫角 (P < 0.001) 是独立的影响因素。

将股胫角与机械轴垂线角进一步进行 ROC 分析得出股

胫角的临界值为 185.8°(AUC 为 0.887，敏感度 81.0%，特异

性 89.6%)，机械轴垂线角的临界值为 2.75°(AUC 为 0.768；敏

感度 84.5%；特异性 68.9%)。

分别以临界值对患者分组，图 5 展示了股胫角≥ 185.8°

组与股胫角 <185.8° 组所有患者的对侧膝 Kaplan-meier 生

存曲线图，股胫角≥ 185.8° 的患者对侧膝关节平均生存时

间为 35.3 个月 (95%CI：29.5-41.1)，5 年非术侧手术风险

69.6%；股胫角 <185.8° 的患者对侧膝关节平均生存时间为

62.9 个月 (95%CI：61.0-64.7)，5 年非术侧手术风险为 9.3%。

2 组患者对侧膝未手术率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01)。

图 6 展示了机械轴垂线角分组患者的生存曲线图，机械轴

垂线角≥ 2.75° 的患者对侧膝关节平均生存时间为 44.5 个

月 (95%CI：39.9-49.1)，5 年非术侧手术风险 58.2%；机械轴

垂线角 <2.75° 的患者对侧膝关节平均生存时间为 62.2 个月

(95%CI：59.5-64.8)，5 年非术侧手术风险为 6.9%。2 组患者

对侧膝未手术率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01)。

从临床角度来说，研究发现 2 组之间的观察指标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术前双侧置换组对侧膝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

明显低于单侧置换组 (P=0.039)，目测类比疼痛评分明显高于

单侧置换组 (P=0.013)。术后 6 个月 2 组的对侧膝美国特种外

科医院评分均较术前有所提升，但双侧置换组仍然低于单侧

置换组 (P=0.003)，见表 4。

2.5   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分析   测量误差有可能影响结果。

2.6   植入物与宿主的生物相容性   2 组患者对于假体的相容

性均良好，未出现感染、过敏反应、排斥反应等问题。

3   讨论   Discussion
对于双膝骨关节炎患者，他们在进行初次全膝关节置换

以后往往会寻求建议是否对侧的膝关节在日后也需要进行同

样的治疗，此次研究也旨在帮助临床医生分析导致对侧全膝

关节置换的危险因素，从而提供更全面的手术方案。此次研

究中，患者单侧全膝关节置换后 1 年的对侧膝手术风险为 8%，

5 年的对侧膝手术风险为 32%，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似
[2，5-7，11-15]

( 表 5)。此外，SAYEED 等
[2-3，11]

学者的研究中发现 K-L 分级

是对侧膝关节再行全膝关节置换的重要危险因素，作者通过

术前对侧膝的 K-L 分级对患者进行分层也再次证实了这项结

论：K-L 分级为 4 级的患者对侧膝 5 年的手术率为 44.3%；K-L

分级为 3 级的患者对侧膝 5 年的手术率为 23.2%，K-L 分级为

2 级的患者对侧膝 5 年的手术风险为 14.8%；此次研究中 K-L

分级为 1 级的患者并未进展成全膝关节置换。

尽管体质量指数、性别、年龄等与骨性关节炎的发生和

进展有关
[5]
，但此次研究发现这些因素与将来对侧膝行全膝

关节置换的风险并没有关联。体质量指数高的女性患者确实

更容易患骨关节炎
[16]
，体质量指数与骨关节炎的关系在既往

图注：术后 1 年的对侧膝手术
风险为 8%，5 年的对侧膝手术
风险为 32%
图 3 ｜对侧膝关节再行全膝关
节置换的 K-M 生存分析曲线图
Figure 3 ｜ K-M survival analysis 
curve of contralateral knee 
joint followed by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股胫角≥ 185.5°

机械垂直角≥ 2.75°

图注：K-L 分级与日后非
术侧全膝关节置换的风
险密切相关 (Log rank P < 
0.001)，K-L 分 级 2 级 的
对侧膝关节 5 年的手术
风险为 14.8%，K-L 分级 3
级的对侧膝关节 5 年的手
术风险为 23.3%，K-L 分
级 4 级的对侧膝关节 5 年
的手术风险为 44.3%

图 4 ｜ Kaellgren-Lawrence 分级与对侧全膝关节置换的 K-M 生存分析曲
线图
Figure 4 ｜ K-M survival analysis curves of Kaellgren-Lawrence grade and 
contralateral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图注：股胫角≥ 185.8°
的患者 5 年非术侧手术风
险 69.6%，股胫角 <185.8°
的患者 5 年非术侧手术风
险为 9.3%，2 组患者对侧
膝未手术率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 (P < 0.001)

图 5 ｜基于 ROC 分析股胫角临界值的 K-M 生存曲线图
Figure 5 ｜ K-M survival curve based on ROC analysis of femoral tibial 
angle critical value

图 注： 机 械 轴 垂 线    
角≥ 2.75° 的患者 5 年非
术侧手术风险 58.2%，机
械轴垂线角 <2.75° 的患
者 5 年非术侧手术风险
为 6.9%。2 组患者对侧
膝未手术率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 (P < 0.001)

图 6 ｜基于 ROC 分析机械轴垂线角临界值的 K-M 生存曲线图
Figure 6 ｜ K-M survival curve based on ROC analysis of mechanical axis 
perpendicular angle cri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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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已经得到证实，体质量指数的增加会导致膝关节压力

增大，进而促使软骨分解、骨赘形成、软骨下骨肥大，并最

终导致关节破坏
[17-18]

。但一旦确诊为双膝骨关节炎以后，这

些因素对其未来的进展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既往研究多数从单侧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对侧膝的 K-L 分

级、下肢力线的相关性等影像学方面进行分析
[11，15]

，此次研

究着重探究可能导致对侧膝再行全膝关节置换的危险因素。

在此次研究中发现，术前对侧膝的机械轴垂线角、内外侧关

节间隙、股胫角、髋膝踝角、K-L 分级均有统计学意义，但将

其纳入多因素分析后仅 K-L 分级、机械轴垂线角和股胫角是

独立的危险因素。内外侧关节间隙可以反映软骨磨损程度，

髋膝踝角反映关节的对齐水平，当对侧膝内翻 4.1° 时，内侧

关节间隙减少 1 mm，对侧膝的手术风险增加 42%[14]
。而机械

轴垂线角及股胫角均可反映膝关节的畸形程度，由图 4，5 的

结果可知，对于严重膝内翻的患者，其日后有更高的风险再

行全膝关节置换治疗。膝内翻时，膝关节中心向内侧移动，

当内翻角度增加 2° 时，膝关节内侧压力增加了 33%[19]
；负重

状态时，膝关节内侧负重大于外侧负重，从而造成内侧关节

软骨磨损。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肢的下肢力线有明显改善，

但由于手术的创伤，术侧肢体的股四头肌等肌肉力量减弱
[20]
，

并且需要 1-3 年的时间才能趋于稳定
[21]
。在康复前期，患者

对非术侧肢体的依赖性增加，身体重心的偏移可能导致非术

侧膝病变的进一步加重，尽管在 3 个月以后，术侧肢体逐渐

负重，但这种病变发展是不可逆的。与此同时，全膝关节置

换术后步态的改变使得对侧膝的压力增加，从而导致对侧膝

关节退行性变的加速；对侧膝关节进行性的退变、症状加剧，

以及肌肉力量的减弱，最终将行全膝关节置换治疗。PARISI等 [3]

对术后非术侧膝的影像学进行评估，报道指出无论非术侧是

否进行全膝关节置换，其股胫角程度都会有所增加，这种表

现在双侧置换组增长更快，意味着其畸形程度更加严重，这

种进行性的内翻畸形将导致对侧膝将再次行全膝关节置换治

疗。

大多数行初次全膝关节置换的患者在就诊时已有双膝骨

关节炎，部分患者可以做同期全膝关节置换或分期全膝关节

置换，但由于同期全膝关节置换手术的创伤大、风险高，多

数医生及患者并不愿做双膝的同期治疗，因此不得不了解对

侧膝在初次全膝关节置换之后的功能变化情况。初次全膝关

节置换后术侧膝的功能会得到明显改善，此次研究发现患者

在初次术后对侧膝功能同样得到显著改善。由于症状的缓解

及功能的改善，单侧全膝关节置换满足一部分患者的日常需

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需要再行对侧全膝关节置换治疗。

但对于术前非术侧膝美国特种外科医院功能评分较差且有着

中度至重度疼痛症状的患者，他们更可能在短时间内再次行

对侧全膝关节置换。对侧膝疼痛更大的原因是由于本身早期

的骨关节炎所致
[22]
，虽然单侧全膝关节置换能一定程度延缓

对侧膝骨关节炎的病情发展，但不能改变其加重的趋势
[23]
。

此次研究只关注术前对侧膝的疼痛程度，而非术后的疼痛，

这能够排除手术本身对于对侧膝的影响，但作者认为导致术

后双侧置换组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仍

然是对侧膝的疼痛程度。MAXWELL 等 [22]
学者表明，即使术

后部分患者有脊柱、踝关节等多处疼痛的反馈，但在针对这

些肌肉骨骼的问题进行校正之后，对侧膝的疼痛仍然是影响

功能的最主要因素。

此次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为回顾性研究，存在一

定的偏倚；②随访时间仍需延长；③对于影像学表现，只在

患者行初次全膝关节置换术前进行对侧膝的研究，没有在后

续随访过程中得到一个变化的指标，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探

讨影像学改变与功能改善的相关性。

表 3 ｜对侧全膝关节置换影响因素的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
Table 3 ｜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tralateral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指标 双侧置换

组 (n=58)
单侧置换

组 (n=135)
单因素分

析 P 值

多因素分

析 HR 值

95%CI 值 多因素分

析 P 值

年龄 (x-±s, 岁 ) 68.1±4.4 66.4±7.5 0.121
性别 ( 男 / 女,n) 17/41 38/97 -

体质量指数

(x-±s, kg/m2)
26.3±5.2 26.2±3.9 0.993

初次术侧

( 左 / 右 ,n)
27/31 69/66 -

非术侧机械轴

垂线角 (x-±s, °)
3.5±1.3 2.1±1.5 < 0.001 1.437 1.192-1.734 < 0.001

非术侧膝外侧关

节间隙 (x-±s, cm)
0.70±0.20 0.62±0.19 0.004 -

非术侧膝内侧关

节间隙 (x-±s, cm)
0.21±0.25 0.31±0.20 0.003 -

非术侧 K-L 分级

(1/2/3/4 级 ,n)
0/5/12/41 2/27/59/47 < 0.001 2.110 1.249-3.566 0.005

非术侧股胫角

(x-±s, °)
186.5±3.4 180.7±5.1 < 0.001 1.232 1.136-1.336 < 0.001

非术侧髋膝踝角

(x-±s, °)
170.4±4.2 174.5±5.6 0.001 -

表 4 ｜两组患者的临床观察指标比较                      (x-±s， 分 )
Table 4 ｜ Comparison of clinical observation indica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临床观察变量 双侧置换组 (n=58) 单侧置换组 (n=135) t 值 P 值

术前对侧膝目测类比
疼痛评分

3.10±2.52 2.19±1.61 -2.540 0.013

术前对侧膝美国特种
外科医院评分

58.10±14.99 62.86±13.07 2.098 0.039

术后 6个月对侧膝美
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

81.34±7.23 84.87±7.47 3.039 0.003

表 5 ｜既往研究对于非术侧全膝关节置换风险的报道总结
Table 5 ｜ Summary of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risk of nonoperative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第一作者 发表年份 样本量 风险比例 随访时间 ( 年 )

RITTER[6] 1994 156 37% 10
MONT[7] 1995 185 43% 5
MCMAHON[11] 2003 117 37% 10
SAYEED[2] 2011 646 36% 10
SHAO[12] 2013 2 917 46% 10
SMITH[5] 2013 772 6% 1
SANDERS[13] 2017 2 139 39% 10
SANTANA[14] 2018 332 40% 8
吴宗方

[15] 2019 157 5% 1

研究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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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并非所有的双膝骨关节炎患者均需要在进行

初次单侧全膝关节置换后再进行对侧全膝关节置换治疗，而

对于膝骨关节炎较重的患者 (K-L 分级 4 级 ) 有更高的风险需

要行对侧全膝关节置换。术前对侧膝机械轴垂线角、股胫角、

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及疼痛程度可作为建议患者或安排再

次手术计划的重要因素；需要进一步探讨初次全膝关节置换

术后影像学改变与功能改善的相关性，从而为患者及医生提

供更明确的手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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