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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氨甲环酸浸润在非骨水泥全膝关节置换过程中止血效果的评价

袁  俊，杨家福

文题释义：

非骨水泥全膝关节置换：此类膝关节置换术中不采用骨水泥来固定关节假体。相较于骨水泥型，有着更为长效的生物学固定，更有助于保

存骨量和避免骨水泥残渣。在某一端如股骨端采用非骨水泥固定方式称为混合固定。

氨甲环酸：是赖氨酸的人工合成类似物，可以与纤溶酶原上的赖氨酸位点可逆性结合来减少纤溶酶原向纤溶酶的转变，以此阻止纤维蛋白

的降解以及保持纤维蛋白的结构框架，从而起到止血的效果。

摘要

背景：采用骨水泥固定的全膝关节置换过程中，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已经被证实可以显著减少围术期失血量从而降低输血的需求。但是还少

有研究着眼于混合固定方式(股骨假体压配固定、胫骨假体骨水泥固定)下，局部应用氨甲环酸的止血效果是否依然有效。

目的：探究局部应用氨甲环酸与否对混合固定的全膝关节置换后失血量的影响。

方法：从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接受全膝关节置换的患者中筛选208例，其中混合固定组132例(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水泥固

定组76例(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这些患者又依据是否局部应用了氨甲环酸再次分组。从术后24 h引流量、输血率、手术前后血红蛋

白差值以及术后并发症等方面来评价局部应用氨甲环酸的术后止血效果。

结果与结论：①全体患者以及混合固定组中，应用氨甲环酸的患者与未应用的患者在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以及手术时间上差异无显著

性意义(P > 0.05)；②从混合固定组和骨水泥固定组总体来看，局部应用了氨甲环酸的患者相较于没有应用的患者的引流量、失血量以及输

血率均显著降低(P < 0.05)；在混合固定组，局部应用氨甲环酸的患者也在这3项指标上显著低于未应用氨甲环酸的患者；无论应用氨甲环

酸与否，混合固定组的失血量都要略高于骨水泥固定组；③2组患者均未发现诸如下肢深静脉血栓以及排异反应等严重术后并发症；④综

上所述，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在减少混合固定的全膝关节置换后失血以及输血率上同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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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opical tranexamic acid in cemented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has been shown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perioperative blood loss, thereby reducing 
the need for blood transfusion.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whether the hemostatic effect of topical tranexamic acid is still effective under the mixed 
fixation mode (femoral prosthesis compression fixation, tibial prosthesis bone cement fixation).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opical tranexamic acid on blood loss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using hybrid fixatio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7 to December 2018, 208 patients receiving primary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Among these 
patients, 132 patients in the hybrid fixation group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underwent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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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1) 记录术后 24 h 引流量；
(2) 输血率；
(3) 术前与术后第 2 天血红蛋

白差值；
(4) 术后并发症，如假体感染、

深静脉血栓等。

按照假体固定方式
分为骨水泥固定组
及混合固定组，然
后按照是否在局部
应用氨甲环酸再次
分组。

(1) 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在减少混合

固定的全膝关节置换后失血以

及输血率上同样有效；
(2) 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并不会增加

术后血栓发生的风险。

208 例行全
膝关节置换
的患者

  观察指标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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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全膝关节置换是治疗终末期关节炎最常采用的方法，

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疼痛并重建膝关节功能。随着国内乃至

世界范围内全膝关节置换施行例数的不断增加，相关的围术

期并发症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1]
。全膝关节置换术中失血

量差异巨大
[2-3]

，这一差异可以归咎于多个因素，如止血带

的应用、手术时间的长短、植入物的类型、手术技巧以及其

他的特殊情况如遗传因素、高凝状态以及抗凝药物使用等。

失血量的增加将会导致输血需求的增长和住院天数的延长，

这也将导致患病率和死亡率的相应增长
[4-5]

；输血操作有诸

如过敏反应和感染等危险因素，同时也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

担
[6]
；对于降低平均住院天数的追求也使得降低出血量变得

日益重要；充气式止血带和电凝止血等术前和术中应用的物

理止血技术明显降低了出血量。近几年，抗纤维蛋白溶解药

物越来越受到重视，氨甲环酸是目前的关节成形术中应用最

多的抗纤维蛋白溶解药物
[7]
，静脉途径给药曾经被认为比局

部应用更加有效，但随之也会增加血栓形成和心脏疾患的风

险。然而，多项研究都表明氨甲环酸的局部应用相较于静脉

途径在失血量的降低上没有明显差异，在血栓形成的风险上

也没有差别
[8-9]

。

全膝关节置换操作中固定技术的不同也会对围术期失

血产生不同的影响
[10-12]

。尽管大多数术者在首次关节置换

时选择骨水泥固定，但是越来越多的术者选择在某一端如

股骨端使用非骨水泥的固定方法，称为混合固定技术，更

有甚者在膝关节两端皆使用非骨水泥的固定技术。不使用

骨水泥的固定方法意味着松质骨与植入物交界面上防止术

后出血屏障的缺失，一些研究比较了骨水泥固定技术以及

混合固定技术与失血量之间的关系
[10，13]

，但是均没有涉及

氨甲环酸的使用。此次研究着眼于局部氨甲环酸的应用与

否对使用混合固定技术的全膝关节置换患者失血量以及输

血率的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对比观察试验。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西南医科

大学附属中医医院骨伤科、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

完成。

1.3   材料   骨水泥固定方式的膝关节假体来自于施乐辉公

司，股骨髁假体为锻造钴铬钼合金，胫骨托为钛合金，垫片

为超高分子聚乙烯材料；非骨水泥固定方式的膝关节假体来

自于 Aesculap AG，股骨髁和胫骨托都为锻造钴铬钼合金，

内侧为纯钛和磷酸钙双涂层，垫片为超高分子聚乙烯材料，

见表 1。

1.4   对象   纳入从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第四军医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和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接受全膝关节

置换的患者 208 例，其中采用混合固定 ( 股骨假体压配固定、

胫骨假体骨水泥固定 ) 方式的患者 132 例 ( 第四军医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 )，采用骨水泥固定方式的 76 例 ( 西南医科大学

附属中医医院 )，这些患者又依据是否局部应用了氨甲环酸

再次分组。为了避免不同术者手术技巧的差别，同一术式中

所有患者均由同一术者主刀治疗。

纳入标准：①年满 18 周岁的患者；②首次接受全膝关

节置换者；③非创伤性骨关节炎终末期患者；④术前未使用

抗凝药物或者术前 5-10 d 停用抗凝药物者。

hybrid fixation, and 76 patients in the cemented fixation group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received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with cemented fixation. These patients were sub-classified based on whether or not receiving topical tranexamic acid. The 24-hour drainage 
volume, blood transfusion rate, the difference in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hemoglobin levels, and complications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assessing 
the hemostatic effect of topical tranexamic aci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mong all the patients and patients having hybrid fixa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ge, gender, body mass index, 
and operation duration between the patients treated with and without tranexamic acid (P > 0.05). (2) Topical tranexamic aci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drainage 
volume, blood loss, and blood transfusion rate whether patients received hybrid fixation or cemented fixation (P < 0.05). In the hybrid fixation group, patients 
receiving topical tranexamic acid had remarkably lower drainage volume, blood loss, and blood transfusion rate than patients without topical tranexamic acid. 
Meanwhile, overall blood loss in the hybrid fixation group was a littl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emented fixation group. (3) No severe complications such as 
thrombosis or rejection were reported in both groups. (4) In conclusion, topic tranexamic acid is as effective in decreasing blood loss and blood transfusion rate 
fo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with hybrid fixation as with cemented fixation.
Key words: bone; joint;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ranexamic acid; bone cement; fixation; blood loss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Yuan J, Yang Jf. Hemostatic effect of topical tranexamic acid infiltration in cementless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Zhongguo Zu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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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骨水泥型膝关节假体的材料学特征
Table 1 ｜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implants with cement

指标 骨水泥型膝关节假体 非骨水泥型膝关节假体

生产厂家  施乐辉 Aesculap AG
型号 Genesis 系列 Vega Cementless Knee system
批准号 国械注进 20153463638 国械注进 20153461756
性能结构 该系统由多种基本部件 ( 股骨部

件、关节面、胫骨平台、髌骨部

件或和延伸杆 ) 和可选部件 ( 延
伸杆、胫骨垫块或和股骨加强块 )
组配而成

该产品由股骨髁、垫块、胫骨托、

胫骨延长杆和股骨延长杆组成

材质 股骨髁为锻造钴铬钼合金，垫片

为超高分子聚乙烯，胫骨托为钛

合金 (Ti6Al4V)

股骨髁为锻造钴铬钼合金，内表

面为纯钛和磷酸钙双涂层；垫片

为超高分子聚乙烯；胫骨托为锻

造钴铬钼合金，底部为纯钛和磷

酸钙双涂层

适应证 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原发及继发型创伤性关节炎、多发性

关节炎、胶原性疾病、股骨髁缺血性坏死或假性痛风、创伤后关节

外形丧失

生物相容性 良好

产品标注的

不良反应

假体松动、断裂或损伤，脱位、关节不稳定，组件对位不良，骨折、

神经损伤，肿胀、感染，下肢长度不齐，关节活动度降低，疼痛，炎症，

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金属过敏，金属组件的腐蚀， 磨损碎片诱发

骨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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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①术前凝血功能障碍者 ( 如遗传性疾病，部

分凝血酶原时间 < 正常值 1.4 倍，血小板减少症等 )；②慢

性贫血患者 ( 术前血红蛋白男性 <120 g/L，女性 <110 g/L)；

③有严重心血管功能障碍及肾功能不全者；④有术中并发症，

及术中有输血经历的患者。

1.5   方法

1.5.1   手术方法    

(1) 骨水泥型固定膝关节置换：患者均采用全身麻

醉方式，麻醉完成后上下肢充气式止血带，充气压力为    

37.24 kPa。所有手术都采用标准的髌前正中切口，首先进行

髌骨成型，去除髌骨边缘的骨赘。在髓外定位器辅助下进

行胫骨截骨，暴露胫骨平台，选取适合的假体型号，切除

相关韧带。采用髓内定位系统将股骨关节面切除，再用髓

外定位系统将胫骨关节面切除 ( 截骨顺序依次为前髁截骨、

髁上截骨、后髁截骨、斜面截骨 )。在手术过程中对假体试

模进行调试，假体试模测试合适后安装相应骨水泥型假体，

给予固定。检查膝关节前后及内外向稳定性，冲洗关节腔，

放置负压引流后逐层缝合切口，膝加压包扎。松止血带，

开放引流。

(2) 混合固定膝关节置换：常规操作同骨水泥型膝关节

置换，适配合适的假体后，股骨假体采用挤压配合固定，胫

骨假体采用骨水泥固定。检查膝关节前后及内外向稳定性，

冲洗关节腔，放置负压引流后逐层缝合切口，膝加压包扎。

松止血带，开放引流。

(3) 局部应用氨甲环酸的患者，在完成所有膝关节假体

固定操作后，缝合筋膜之前，将 2 g 氨甲环酸 ( 湖南洞庭药

业有限公司，1.0 g，注射剂 ) 溶于 100 mL 生理盐水中冲洗创

口，并留置 5 min。
1.5.2   术后处理   术后 3 h 开放负压引流，常规记录引流量。

术后常规给予抗凝治疗，低分子量肝素 ( 齐鲁制药有限公

司 ) 5 000 IU 皮下注射，1 次 /d；出院后口服利伐沙班 ( 德国

BayerAG) 1 个月，10 mg/d。术后第 2 天复查血常规，若血红

蛋白低于80 g/L则给予输注同型红细胞悬液纠正失血性贫血，

并维持血红蛋白在 80 g/L 以上。术后给予常规镇痛，并依患

者疼痛程度调整用药及剂量。患者苏醒后即在自身耐受范围

内，在指导下行床上肌肉力量训练，术后 1 d 可在支撑下下

床锻炼，1 个月后可完全负重行走。

1.6   主要观察指标   ①术后 24 h 引流量；②输血率；③术前

及术后第 2 天的血红蛋白差值；④术后并发症。

1.7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 Excel (Microsoft Inc， 

Seattle，Washington，USA) 记录并整理，所有统计分析均采

用 SPSS 20.0 软件 (IBM Corp.，Chicago，IL，USA) 进行。计量

数据的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数据采用χ 2
检验，P < 0.05

被认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 208 例首次接受全膝关节置换的

患者，按照是否局部应用应用氨甲环酸分为 2 组，全部进入

结果分析，无脱落。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1。

图 1 ｜两组患者分组流程图

Figure 1 ｜ Flow chart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纳入 208 例全膝关节置换患者，是否固定方式分为 2 组

混合固定组 132例采用股骨假体

压配固定及胫骨假体骨水泥固定

骨水泥固定组 76例采用骨水泥

固定膝关节假体

混合固定组 132例根据局部应用

氨甲环酸与否继续分组

骨水泥固定组 76例根据局部应

用氨甲环酸与否继续分组

2.3   一般资料比较   208 例全膝关节置换患者按照是否局部

应用氨甲环酸分为 2 组，两组间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

体质量指数以及手术时间等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见表 2。

其中 132 例采用混合固定的患者中，48 例患者局部用应用了

氨甲环酸，84 例未采用，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上差异无显著

性意义，见表 3。

2.4   输血率比较   混合固定组以及骨水泥固定组中，局部应

用氨甲环酸的患者没有出现需要术后输血的情况，而没有应

用氨甲环酸的患者中有 11 例 (8.8%) 需要输血来纠正血红蛋

白水平 (P < 0.05)。以固定方式来考虑，在混合固定组中，应

用氨甲环酸的患者没有出现需要输血的情况，未应用氨甲环

酸的患者中有 9 例 (10.7%) 需要术后输血来纠正术后失血性

贫血 (P < 0.05)，见表 4。
2.5   术后血红蛋白差值比较   总体的失血量是通过术前以及

术后第 2 天血红蛋白水平的差值来评价的，见表 5。从混合

固定组以及骨水泥固定组整体来看，局部应用氨甲环酸的患

者的失血量明显低于未应用氨甲环酸的患者 (P < 0.05)。无论

是单独分析混合固定组还是骨水泥固定组，局部应用氨甲环

酸的患者的平均失血量都要低于未应用氨甲环酸的患者。混

合固定组中需要输血的 9 例患者的平均手术前后血红蛋白差

值为 (54.33±8.83)g/L，而骨水泥固定组中 2 例需要输血患者

的平均手术前后血红蛋白差值为 (47.00±2.83)g/L。整体来看，

应用氨甲环酸的患者的 24 h 平均引流量为 (72.37±23.74)mL，

未应用氨甲环酸的患者的平均引流量为 (139.67±31.62)mL，

前者要显著小于后者 (P < 0.05)。
2.6   并发症   两组患者中均未发现诸如切口感染、下肢深静

脉血栓及肺栓塞等术后并发症。两组患者的膝关节假体未出

现异常、假体周围感染，也没有发现过敏反应、免疫反应以

及排斥反应等生物相容性事件。

3   讨论   Discussion
在全膝关节置换术中使用骨水泥来固定关节假体是一项

标准操作
[14]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对于更为优越的固定方

法的探索和追求。尤其是随着接受全膝关节置换术后的人群

变得更加活跃，寿命也更为长久，催生了对于长寿命假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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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15-16]

。非骨水泥的固定方法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一旦

骨组织与假体的多孔表面结构结合在一起，假体松脱的风险

能够明显减低
[17]
。尽管早期非骨水泥固定的膝关节假体没有

取得预想的临床效果
[18]
，新版本的假体无论是在年轻人群体

还是老年全体都有着优异的表现
[19-20]

；同时非骨水泥固定膝

关节的采用不仅能够减少手术时间及保留更多的骨组织，还

能够避免骨水泥硬化时骨组织的热坏死风险；另外因为没有

应用骨水泥，也没有骨水泥松散磨损从而导致松动的风险。

全膝关节置换围术期失血是一个困扰骨科医生已久的

问题，能够带来一系列后续并发症
[21]
，特别是非骨水泥的固

定，假体表面和截骨面之间屏障的缺失将会造成术后失血的

增多。随着寿命延长以及肥胖等因素导致了膝骨关节炎的患

病率不断升高，从而导致需要全膝关节置换进行治疗的终末

期骨性关节炎也随之增多，因而如何减少全膝关节置换术后

失血显得日益重要。氨甲环酸作为一种纤维蛋白溶解抑制药

物，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与创伤科、妇产科以及神经外科来防

止过量失血
[22–24]

。氨甲环酸是赖氨酸的人工合成类似物，可

以与纤溶酶原上的赖氨酸位点可逆性结合来减少纤溶酶原向

纤溶酶的转变，以此阻止纤维蛋白的降解以及保持纤维蛋白

的结构框架，从而起到止血的效果
[25]
。近年来，多项研究表

明，氨甲环酸局部应用在骨水泥固定的全膝关节手术中可以

有效减少患者的失血量以及术后输血的需求
[1，26-27]

；然而，

却少有研究关注氨甲环酸局部应用在混合固定的全膝关节置

换术中的止血效果。此次研究结果确认了对于混合固定方式

这种缺少假体与截骨面交界屏障的全膝关节置换术，局部应

用氨甲环酸 ( 创口以及关节腔氨甲环酸溶液浸泡 ) 可以起到

保护作用并减少失血量。

氨甲环酸可以通过口服、静脉滴注甚至局部应用的方式

来给药
[28]
。尽管围绕着氨甲环酸的静脉滴注和局部应用还存

在着一些争议，但是近期的多项研究都表明氨甲环酸的静脉

滴注和局部应用有着相似的止血效果和并发症发生率
[29-30]

。

ABDEL 等
[31]

在一项涉及 620 例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中证实

氨甲环酸的给药方式不是血栓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而另一

项研究也证实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对于有静脉血栓风险的患者

是安全的
[32-33]

；这也与此次研究的结果相一致，此次研究中

局部应用了氨甲环酸的患者没有出现血栓事件。此外，相较

于静脉滴注方式，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可能由于易于给药、较

低的成本效益以及较高的安全性而更受欢迎
[29]
。

两组患者均未出现明显的术后并发症，因为切口感染

和深部假体感染在无菌操作良好的情况下发生率较低
[34]
。

在全膝关节置换术中由于下肢制动以及患者平均年龄较大，

较容易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而且后果较为严重，有发生

肺栓塞的风险
[35]
，因而术后采用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来积

极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
[36]
，有研究表明低分子肝素

皮下注射能够很好地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
[37]
，这也

与此次研究中未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结果相一致。

各组样本量偏少且不平均是此次研究的主要限制，大

样本量的随机对照研究也许更能量化地揭示局部应用氨甲

环酸对于混合固定方式的止血效果。另一个限制条件就是混

合固定与骨水泥固定的操作技巧不同及病历来源不同，也可

能造成失血量的差异，一些研究暗示骨水泥固定的股骨假体

可以发挥填塞作用，或者骨水泥硬化聚合时放热反应的灼烧

效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截骨面的出血
[38-40]

，这或许可以

解释此次研究中骨水泥固定组的总体失血量要小于混合固定

组。

综上所述，相较于骨水泥固定的全膝关节置换，局部应

用氨甲环酸在混合固定的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同样可以显著减

少失血量以及输血的需求。随着越来越多的骨科医生选择非

骨水泥固定的方式来完成全膝关节置换，作者的结果也许可

以提供一些有用的启示。

表 2 ｜全部患者中局部应用氨甲环酸患者与未应用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2 ｜ Comparison of demographic data between both groups of all 
patients

局部应用氨甲环酸 n 男 / 女 (n) 年龄

(x-±s，岁 )

体质量指数

(x-±s，kg/m2)

手术时间

(x-±s,  min)

是 83 37/46 61.6±8.1 27.9±54.9 57.8±12.9
否 125 62/63 62.3±7.4 28.7±5.3 56.5±10.2

检验统计量 0.710 0.601 1.202 1.027
P 值 0.48 0.55 0.23 0.31

表 3 ｜混合固定组局部应用氨甲环酸患者与未应用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3 ｜ Comparison of demographic data between subgroups of hybrid 
fixation group

局部应用氨甲环酸 n 男 / 女 (n) 年龄

(x-±s，岁 )

体质量指数

(x-±s，kg/m2)

手术时间

(x-±s，min)

是 48 21/27 60.1±8.4 27.8±5.4 56.2±10.6
否 84 44/40 61.13±7.6 28.8±4.9 57.4±10.3

检验统计量 0.954 0.749 1.063 0.653
P 值 0.34 0.46 0.29 0.52

表 4 ｜混合固定组和骨水泥固定组患者输血率比较              (n/%)                                
Table 4 ｜ Comparison of blood transfusion rate of hybrid fixation group 
and cement fixation group

局部应用氨甲环酸   n 混合固定组 (n=132) 骨水泥固定组 (n=76) 总计

是                             83 0 0 0
否                             125 9/10.7 2/0.2 11/8.8

检验统计量 2.228 - 2.659
P 值 0.025 9 - 0.007 8

表 5 ｜混合固定组和骨水泥固定组患者术后血红蛋白差值比较 (x-±s，g/L)                                    
Table 5 ｜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hemoglobin difference in hybrid 
fixation group and cement fixation group

局部应用氨甲环酸       n 混合固定组 (n=132) 骨水泥固定组 (n=76) 总计

是                                  83 24.63±8.15 21.45±6.72 23.39±7.51 
否                                 125 30.42±9.53 27.03±8.82 29.31±9.27 

检验统计量 3.688 - 5.063
P 值 0.000 4 - 0.000 1

表注：术后血红蛋白差值指术前及术后第 2 天的血红蛋白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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