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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干预全膝关节置换后疼痛的 Meta 分析

李  琰 1，2，3，王  佩 1，2，3，邓东焕 4，严  伟 1，2，3，李  磊 1，2，3，姜红江 1，2，3

文题释义：

电针镇痛：是指首先通过毫针刺入腧穴后，再用电针仪通过毫针输入电流而达到镇痛的目的。

全膝关节置换后疼痛：是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最常见的症状，具体表现为术后患者出现持续的膝关节残余痛，原因是多方面的，与手术创伤

相关，早期属于急性疼痛，后期可逐渐转变为慢性疼痛，可持续数月或数年，容易导致患者手术满意度下降及膝关节功能不良，严重影响

患者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

摘要

目的：应用电针来缓解全膝关节置换后疼痛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对于其疗效和安全性仍然存在争议。系统评价电针治疗全膝关节

置换后疼痛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方法：计算机检索公开发表在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SinoMed、CNKI、VIP和Wanfang等数据库中有关电针治疗全膝关节置换

后疼痛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间均设定为从建库至2019-12-31。2位研究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采

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

结果：①最终纳入6项研究，共304例患者；②Meta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术后3 d[MD=-0.67，95%CI(-1.01，-0.33)，P < 0.001]、7 d[MD= 
-0.60，95%CI(-0.88，-0.33)， P < 0.001]、14 d [MD=-0.97，95%CI(-1.74，-0.21)， P < 0.05]和临床试验终点时[MD=-0.67，95%CI(-1.04， 

-0.30)，P < 0.001]的疼痛目测类比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试验组术后1 d 目测类比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MD=-0.12，95%CI(-0.64，0.40)，P > 0.05]；③试验组术后眩晕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OR=0.28，95%CI(0.10，0.78)，
P < 0.05]；④而术后呕吐的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OR=0.83，95%CI(0.37，1.87)，P > 0.05]。
结论：电针治疗全膝关节置换后疼痛有明显优势，可以显著缓解患者术后3，7，14 d和研究终末期的疼痛反应，同时能降低术后眩晕的风

险，但对于患者术后第1天的疼痛反应与术后呕吐发生率方面没有显著效果。受纳入研究数量和质量限制，上述结论有待更多高质量研究

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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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应用电针来缓解全膝关节置换后疼痛在临床上应

用广泛，但是对于其疗效和安全性仍然存在争议。

△系统评价电针治疗全膝关节置换后疼痛的

疗效，为临床进一步应用电针镇痛提供依

据。

全膝关节置
换后疼痛

结局指标：

(1) 主要结局指标：术后疼痛目

测类比评分；

(2) 次要结局指标：术后发生不

良反应的性质和频率，包括

但不限于恶心、呕吐、眩晕、

呼吸抑制、伤口并发症、感

染等其中的一项。

结论：

(1) 电针治疗全膝关节置换

后疼痛有明显优势，可

以显著缓解患者术后疼

痛，降低术后眩晕的发

生率；

(2) 但电针不能减少术后呕

吐的发生率。

荟萃分析：
电 针 vs. 常 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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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全膝关节置换能够有效重建膝关节

功能，缓解关节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已成为治疗终末期骨关节病的“金

标准”，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
[1-3]

。由

于手术创伤较大，置换后常伴有剧烈疼

痛，不仅导致患者满意度下降，还严重

影响患者的情绪、睡眠、关节康复锻

炼和功能的恢复
[4]
。一项研究表明，有

10%-34% 的患者全膝关节置换后急性疼

痛可发展为持续的慢性疼痛，严重影响

其正常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
[5]
，因此，

及时有效地控制术后疼痛已成为临床急

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全膝关节置换后疼痛的管理

常用方法包括药物治疗 ( 非类固醇抗炎

药物、阿片类镇痛药物、催眠抗焦虑药

物 )、椎管内镇痛、外周神经阻滞、切

口周围注射“鸡尾酒”疗法和患者自控

镇痛等方式，这些治疗方式无疑在很大

程度上缓解了患者术后疼痛的症状，但

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不良反

应，诸如胃肠道反应、增加术后出血风

险、嗜睡、呼吸抑制、过度镇静、皮肤

瘙痒、尿潴留、低血压和阻断运动神经

元后影响术后康复锻炼等
[6-8]

，因此探

索研究一种安全有效的术后镇痛方式显

得尤为重要。电针作为传统医学针刺麻

醉或针刺镇痛的独特治疗方式，虽然已

被多项研究证实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但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9-10]

。为进一步客

观评价电针对全膝关节置换后的镇痛效

果从而为临床医生提供最佳证据，此次

研究对国内外相关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了

系统研究。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文献检索   按照主题词与自由词结

合的方式，检索 PubMed、Embase、
Cochrane Library、SinoMed、CNKI、VIP

和 Wanfang 数据库中已发表的有关电针

治疗全膝关节置换术后疼痛的随机对照

试验，检索时间设定为从建库至 2019-
12-31。检索策略经过几次预检索后确

定，同时将纳入研究的参考文献、和主

题相关的系统评价、手工检索相关期刊

和书籍等共同作为补充文献。除此以

外，与通讯作者联系获得上述检索未

能获取的重要信息。中文检索词：电

针，针刺，全膝关节置换术，关节置

换；英文检索词：electroacupuncture，
arthroplasty，replacement，knee，
total knee arthroplasty，randomized。以

PubMed 检索策略为例，见图 1。

1.2   文献检索 

纳入标准：①随机对照试验；②

因膝关节疾病接受全膝关节置换的患者

( 单双侧不限 )；③试验组单独或联合对

照组干预措施应用电针治疗 ( 针头选择

传统毫针，但对针头材料、电针仪器厂

家、穴位选择、治疗频次及疗程等不作

限制 )，对照组应用常规镇痛或康复治

疗；④报道了相应结局指标用于全膝关

节置换后疼痛效果的评估。

排除标准：①非中、英文文献；②

非随机对照试验；③试验组或对照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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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lectroacupuncture has been common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for pain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but its effects and safety remain 
controversial.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lectro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pain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were systematically evaluated.
METHODS: PubMed,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SinoMed, CNKI, VIP and Wanfang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to collec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n 
electro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pain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from inception to December 31, 2019. Two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literature, extracted data and assessed the risk of bia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RevMan 5.3 software. 
RESULTS: (1) A total of six studies involving 304 patients were included. (2) The results of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s at 3 days [MD=-0.67, 95%CI(-1.01 to -0.33), P < 0.001], 7 days [MD=-0.60, 95%CI 
(-0.88 to -0.33), P < 0.001), 14 days [MD=-0.97, 95%CI(-1.74 to -0.21), P < 0.05) and end point of clinical trial (MD=-0.67, 95%CI(-1.04 to -0.30), P < 0.001), 
respectively,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s at 1 day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MD=-
0.12, 95%CI(-0.64, 0.40), P > 0.05). (3)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vertigo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trial group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OR=0.28, 
95%CI(0.10, 0.78), P < 0.05]. (4)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vomiting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rial and control groups [OR=0.83, 
95%CI(0.37, 1.87), P > 0.05].
CONCLUSION: Electroacupuncture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the treatment of pain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relieve the pain 
reaction of patients at 3, 7, 14 days and the end point of clinical trial, and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vertigo, but it cannot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vomiting and pain at 1 day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Due to the limited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more high-quality 
studies are required to verify above conclusions. 
Key words: bone; joint; knee arthroplasty; electroacupuncture; postoperative pain; vertigo;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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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PubMed 检索式

Figure 1 ｜ Queries in Pub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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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 <10；④干预措施设置不规范；⑤

同一研究重复发表的文献；⑥试验数据

存在明显错误或统计学设计原则有误；

⑦结局指标不完整或相关数据不全且无

法补充。

1.3   结局指标

主要结局指标：术后疼痛目测类

比评分；

次要结局指标：术后发生不良反

应的性质和频率，包括但不限于恶心、

呕吐、眩晕、呼吸抑制、伤口并发症、

感染等其中的一项。

1.4   文献筛选与数据提取   2 名研究人

员将独立的利用 Endnote X9 文献管理

软件删除重复数据，再通过阅读标题和

摘要，排除明显不相关或不符合标准的

研究，并确定最终收录阅读全文，提取

相关资料，制表并交叉核对，若出现分

歧则进行商讨或请第三方协助解决。资

料提取内容包括第一作者、发表时间、

研究设计类型、试验组及对照组患者病

例数、基线资料、干预方式、有无脱落

和相关结局指标，必要时联系文章通讯

作者，获得详细资料。

1.5   文献质量评价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

险评价由 2 名经过培训的评估研究人员

采用Cochrane手册中的“偏倚风险评估”

工具进行评价，包括 6 个方面：①随机

分配方法；②分配方案隐藏；③盲法；

④结果数据的完整性；⑤选择性报告；

⑥其他偏倚。针对每一项研究结果，对

上述 6条做出 “低风险” “高风险” “不

清楚”的判断。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RevMan 5.3 进

行 Meta 分析。连续性变量选择均数

差 (mean difference，MD) 为合并统计

量，并给出 95% 可信区间 (CI)。采用

比值比 (odds ratio，OR) 及其 95%CI 作

为而二分类变量的合并统计量。采用

χ 2
检验 (α=0.1) 和 I2

值评估各研究结

果间的异质性，若 P > 0.10 ，I2
≤ 50% 

时，认为多个研究具有同质性，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计算合并统计量；若           

P ≤ 0.10，I2 ˃ 50% 时，说明多个研究

结果有异质性，首先分析导致异质性

的原因，若经分析和处理后仍然具有

异质性，则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合

并统计量。当研究存在明显异质性时，

进一步进行亚组或敏感性分析，或者

仅做描述性分析。Meta 分析的检验水

准设为 α=0.05。

2   结果   Results 
2.1   文献筛选及风险评估结果   初检共

获得相关文献 186 篇，经过逐层筛选，

最终纳入 6 个相关随机对照研究
[10-15]

，

共包括 304 例患者，其中 5 篇中文文献，

1 篇英文文献，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

图 2。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见表 1，纳

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见表 2 及图

3。

2.2   Meta 分析结果

2.2.1   目测类比评分

(1) 研究终末期的目测类比评分：

其中 5 篇研究报道了全膝关节置换后

的目测类比评分差异
[11-15]

，异质性较大     

(I2 > 50%)，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并进行

亚组分析。随机效应模型 Meta 分析结

果显示，在研究结束时，试验组的目测

类比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 [MD=-0.67，95%CI(-1.04， 

-0.30)，P < 0.001]，见图 4。

表 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Table 1 ｜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第一作者及
发表年份

地区 例数
( 试验组 /
对照组，n)

年龄
( 试验组 / 对
照组，岁 )

干预措施 结局指标

试验组 对照组 选穴，干预时间、频率及强度

TZENG 等 [10] 2015 中国台湾 16/17 69.6±5.6/
70.1±6.9

电针 + 患者自控镇痛 患者自控镇痛 健侧，伏兔、足三里、阳陵泉、阴陵泉；术后 24-48 h，30 min/
次，1 次 /d，插入深度 20-30 mm，针刺得气后，频率为 2 Hz，
强度为 2 mA，调整至胫骨前肌发生可见抽搐为度

②⑥

孙一田等
[15] 2018 中国济南 30/30 NA 电针 + 患者自控镇痛 患者自控镇痛 术侧，阳陵泉、血海、委中、丘墟；术后 2-14 d，20 min/ 次，  

1 次 /d。相同刺激程度
①⑤

陈钢等
[11] 2012 中国武汉 35/35 67.4±5.1/

65.6±5.1
电针 + 康复 康复 术侧，血海、梁丘、犊鼻、内膝眼、阳陵泉、足三里、昆仑、

阿是穴；术后第 5 天至 12 周，30 min/ 次，前 2 周，1 次 /d；3-12
周，2 次 / 周。针刺得气后，连续波，频率 2 Hz

①⑤⑧

陈昱辰等
[13] 2015 中国台湾 30/31 71.7±4.5/

72.9±3.6
电针 + 患者自控镇痛 患者自控镇痛 健侧阳陵泉、阴陵泉；术后 0.5-24 h，30 min/ 次，针刺得气后，

100 Hz 频率，适当电流强度 (4-7 mA)，以见肌肉跳动为度
①②⑥

陈超等
[12] 2015 中国常州 20/20 65.5/62.0 电针 + 康复 康复 未提及健侧或术侧，阳陵泉、血海、足三里、丰隆、膝阳关、

三阴交；术后 1-14 d，刺入深度 12-25 mm，30 min/ 次，1 次 /d，
行提插捻转手法，根据患者耐受情况确定刺激程度

①③⑦
⑨⑩

陈达等
[14] 2018 中国广州 20/20 67.1±7.0/

66.7±6.3
电针 + 多模式镇痛 多模式镇痛 术侧梁丘、血海、阴陵泉、足三里、丰隆、丘墟穴；术后1-7 d，

30 min/次，1次/d，不行补泻手法，疏密波，频率为2 Hz/100 Hz，
电流强度为2-5 mA，强度以患者能耐受为宜

①②⑤
⑥ ⑪

表注：①目测类比评分，②不良反应，③临床疗效，④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评分，⑤膝关节活动范围，⑥止痛药使用情况，⑦患肢周径，⑧肌力， ⑨

疼痛分级指数，⑩目前疼痛强度，⑪ 感染指标。NA 表示无法获得

表 2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Table 2 ｜ Bias risk assessment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第一作者及发表年份 随机方法 分配方案隐藏 盲法 结果数据完整性 选择性报告研究结果 其他偏倚

陈钢等
[11] 2012 随机数表法 不清楚 未提及 完整 无 不清楚

孙一田等
[15] 2018 随机 不清楚 未提及 完整 无 不清楚

陈超等
[12] 2015 按就诊先后顺序 + 数字表法 不清楚 未提及 完整 无 不清楚

陈达等
[14] 2018 随机抽取不透光信封 不透光信封 未提及 完整 无 不清楚

TZENG 等
[10]  2015 随机抽取没有标记的信封 没有标记的信封 单盲 完整 无 不清楚

陈昱辰等
[13] 2005 随机数表法 随机数表取样 未提及，但不影响结果 完整 无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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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

通过检索数据库获得相

关文献 (n=185)：
PubMed(n=10)，
Embase(n=11)，
Cochrane Library(n=5)，
CNKI(n=22)，
SinoMed(n=46)，
万方 (n=63)，
维普 (n=28)

通过手工查阅台湾

学术论文集补充获

得相关文献 (n=1)

剔重后获得文献 (n=89)

阅读文题和摘要初筛
(n=89)

阅读全文复筛 (n=11)

纳入分析的文献 (n=6)

排除 (n=78)：
研究方案 (n=2)，
不相关 (n=32)，
非电针干预 (n=37)，
系统评价 (n=1)，
综述 (n=2)，
干预措施不符 (n=4)

排除 (n=5)：
重复文献 (n=2)，
同一研究重复发 (n=1)，
结论与数据不一致 (n=1)，
结局指标不符 (n=1)

图 2 ｜纳入研究的流程图

Figure 2 ｜ Flow chart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图 3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Figure 3 ｜ Bias risk assessment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图注：研究终末期试验组疼痛目测类比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图 4 ｜两组研究终末期目测类比评分的 Meta 分析森林图

Figure 4 ｜ Forest plot of meta-analysis of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s at end point of clinical 
trial in the two groups

图注：术后 1 d 两组目测类比评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术后 3，7，14 d 两组目测类比评分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

图 5 ｜两组全膝关节置换术后不同时间点目测类比评分的 Meta 分析森林图

Figure 5 ｜ Forest plot of meta-analysis of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in the two groups

(2) 术后不同时间点的目测类比评

分：

术后 1 d 目测类比评分：3 项研究

采用目测类比评分比较了膝关节置换术

后 1 d 患者的疼痛程度
[12-14]

，异质性分

析结果显示，P=0.45，I2=0%，有显著同

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

析。结果显示，术后 1 d 应用电针治疗

虽然能够降低目测类比评分，但与对

照组相比，患者疼痛程度差异无显著性

意义 [MD=-0.12，95%CI(-0.64，0.40)，  

P > 0.05]，见图 5。

术后 3 d 目测类比评分：2 项研究

被纳入分析
[14-15]

，P=0.89，I2=0%，具

有显著同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术后 3 d 应

用电针治疗的试验组目测类比评分显著

低于对照组，2 组患者疼痛程度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 [MD=-0.67，95%CI(-1.01， 

-0.33)，P < 0.001]，见图 5。

术后 7 d 目测类比评分：3 项研究

记录了术后 7 d 患者的疼痛程度
[12, 14-15]

，

异质性分析显示，P=0.53，I2=0%，纳入

研究具有显著同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术后 7 d

应用电针治疗的试验组目测类比评分显

著低于对照组，2 组患者疼痛程度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 [MD=-0.60，95%CI(-0.88， 

-0.33)，P < 0.001]，见图 5。

术后 14 d 目测类比评分：2 项

研究记录了术后 14 d 患者的疼痛程

度
[11, 15]

，异质性分析显示，P=0.02，
I2=81%，纳入研究具有重度异质性，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显示，术后 14 d 试验组目测类比

评分低于对照组，2 组患者疼痛程度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MD=-0.97，95%CI 

(-1.74，-0.21)，P < 0.05]，见图 5。
2.2.2   电针治疗对术后不良反应的影响

(1) 电针治疗对术后呕吐的影响：3

项研究进行了术后呕吐的比较
[10,13-14]

，纳

入研究不具有异质性 (P=0.87，I2=0%)，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并统计量，结

果显示，2 组间患者术后发生呕吐情况

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OR=0.83，
95%CI(0.37，1.87)，P > 0.05]，说明电针

治疗并不能降低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呕吐

低风险 未知风险 高风险

Random sequence generation (selection bias) 

 Allocation concealment (selection bias)

Blinding of participants and personnel (performance bias)

Bli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 (detection bias) 

 Incomplete outcome data (attrition bias) 

 Selective reporting (reporting bias) 

 Other bias

Random sequence generation (selection bias)

Allocation concealment (selection bias)

Blinding of participants and personnel (performance bias)

Blinding of outcome assessment (detection bias)

Incomplete outcome data (attrition bias)

Selective reporting (reporting bias)

Other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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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风险，见图 6。

(2) 电针治疗对术后眩晕的影响：2

项研究进行了术后眩晕的比较
[13-14]

，纳

入研究不具有异质性 (P=0.66，I2=0%)，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并统计量，结

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患者在

应用电针治疗后，发生眩晕的风险明显

降低，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OR=0.28，
95%CI(0.10，0.78)，P < 0.05]，见图 7。

(3) 电针对其他不良反应的影响：1

项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和对照组术后

恶心、瘙痒的发生率相比，差异无显著

性意义 (P > 0.05)[13]
；另 1 项研究显示，

试验组术后出现胸闷 1 例，对照组术后

出现 2 例胸闷
[14]
，但 2 组间差异无显

著性意义 (P > 0.05)。
2.2.3   敏感性分析   在分析终末期目测

类比评分时，纳入研究显示出明显异质

性。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发现除陈钢

等
[11]

的研究外，剩余研究均表现出高

度同质性 (P=0.85，I2=0%)，且删除其中

任一项研究，均不明显影响最终研究

的异质性，由此得出主要的异质性均

来源于陈钢等
[11]

的研究。去除该研究

后，改用固定效应模型再次对结果进

行合并统计，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

电针治疗可以显著降低试验组最终的

目测类比评分，其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MD=-0.67，95%CI (-1.04，-0.30)，P < 

0.001]。
2.2.4   发表偏倚   根据 Cochcrane 推荐当

纳入分析的研究个数在 10 个及以上时

才需作漏斗图，此次研究最终纳入 6 篇

文献研究，考虑研究个数较少不宜做漏

斗图分析，尚不能排除发表偏倚的存在。

3   讨论   Discussion
全膝关节置换在降低骨关节炎患者

疼痛、改善关节功能方面存在明显优势，

但与非手术治疗相比，手术相关的不良

事件发生率也随之增加
[16]
。全膝关节置

换后疼痛是常见的不良事件之一，也越

来越成为影响患者术后满意率的最主要

因素，对患者术后康复、情志、生活质

量、日常活动和经济状况等方面造成了

严重的不良影响。研究显示引起全膝关

节置换后疼痛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根

据疼痛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分为伤害感

受性疼痛 ( 炎性疼痛、机械性疼痛、痉

挛性疼痛 ) 和非伤害性疼痛 ( 神经病理

性疼痛、特发性疼痛 ) 两大类
[17-20]

，具

体的原因包括：①手术本身对膝关节和

周围组织的损伤；②创伤、感染、术后

远期假体磨损微粒产生的无菌性炎症等

因素激活并敏化外周疼痛感受器；③假

体的尺寸不适、磨损松动或位置不良和

( 或 ) 股四头肌、髋外展肌、外旋肌的无

力等因素导致全膝关节置换后髌股关节

生物力学机制变化 (髌骨外倾轨迹不良、

伸膝装置在矢状位张力增加或关节不稳

定 )，继而引起髌骨关节应力异常，出

现组织学变化，引起疼痛；④术中止血

带应用造成的血管狭窄、组织缺血、水

肿或肢体远端出现缺血再灌注损伤引起

疼痛；⑤围术期造成的神经卡压、神经

缺血缺氧、切断、交感神经反射性营养

不良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病理性疼痛；⑥

假体的设计、手术技术水平及方式、术

前患者膝关节的疼痛程度、髋关节病变、

脊柱病变、术后功能康复不到位导致关

节僵硬等其他因素引起的疼痛；⑦精神

心理方面引发的特发性疼痛等。

电针镇痛，是指首先通过毫针刺入

腧穴后，再用电针仪通过毫针输入电流，

将针、电两种刺激相结合，经传入神经

( 位于肌肉筋膜深部 ) 把信息传递至中

枢神经系统，从而发挥镇痛作用
[21-22]

。

近年来，得益于电针镇痛的临床应用，

图注：两组术后呕吐发生率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图 6 ｜两组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呕吐发生率 Meta 分析森林图

Figure 6 ｜ Forest plot of meta-analysis of the incidence of vomiting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in 
the two groups

图注：两组术后眩晕发生率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图 7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眩晕发生率 Meta 分析森林图

Figure 7 ｜ Forest plot of meta-analysis of the incidence of vertigo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其机制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有研究显

示，电针发挥镇痛的部分机制与针刺镇

痛机制相似，均能够通过释放脑啡肽达

到中枢镇痛的作用
[23-25]

。另有研究提示

电针镇痛的机制可能与调节神经通路、

神经化学机制、镇痛物质的分泌、疼痛

中枢和默认网络状态有关，也能够通过

调节 MAPK 信号通路 ( 包括 P38 MAPK、
JNK、ERK 信号通路 )、海马 NO-cGMP-

PKG 信号通路、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

型 1 及其相关信号通路来发挥镇痛作 

用
[21,26-28]

。有学者总结既往丰富的针灸

作用原理的研究结果，对针灸神经生物

学机制的系统性构架进行总结概括，为

下一步研究电针镇痛提供了更加系统和

明确的研究方向
[29]
。

电针不同的刺激参数会产生不同

的针刺效应，这些参数包括电针的频

率、波形、波宽、电流强度、刺激时

间、日节律等，不同的参数组合会产生

不同的镇痛效果，且不同性质的疼痛也

有着各自的优选参数
[30-33]

。例如，有研

究发现电针能有效缓解炎性疼痛，早期

发挥镇痛作用时，与参数组合的差异无

明显相关性，但对于疼痛后期的疗效，  

2/120 Hz 或 2/100 Hz 频率更好
[34]
。电

针应用于术后疼痛已在临床得到广泛推

广，既往研究显示，电针应用的持续时

间在 30-45 min 为宜，波形的选择大多

仅局限于连续波或疏密波，且很少提及

波宽、日节律等其他参数
[3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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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based medicine

基于传统医学理论认识，电针是

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全膝关节置换术

后疼痛的措施，但目前缺乏令人信服

和全面的证据，因此，需要对现有资

料进行高质量的荟萃分析。在正式开

始此次研究时，经查阅，尚未发现电

针对全膝关节置换后疼痛疗效的系统

评价研究出版。虽然在近期的一项关

于电刺激技术对全膝关节置换后康复

的系统综述中，提及电针治疗的方式，

但仅仅纳入 2 项电针试验，由于研究

的异质性和其他客观条件限制，无法

进行合并量分析，所以也无法为政策

制定者、临床医师和患者提供确切的

循证医学证据
[36-37]

。基于以上考虑，进

行了该项研究。

此次研究通过Meta分析探讨电针

对减少全膝关节置换后疼痛的有效性，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应用电针治

疗可以减少术后3，7，14 d和研究终末

期的目测类比评分，降低术后眩晕的风

险，但在术后1 d目测类比评分、术后

呕吐发生率方面两组差异均无显著性意

义。在对终末期目测类比评分合并量统

计分析时，纳入研究出现明显异质性，

进一步实施了敏感性分析，通过逐篇排

除文献，定位到异质性主要来源于陈钢

等
[11]
的研究，删除此项研究后，其余研

究保持了高度同质性(P=0.85，I2=0%)，

删除其余任一研究，纳入研究的异质性

均不会受到明显影响，改用固定效应模

型再次进行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

对照组相比，电针治疗可以显著降低试

验组研究终末期的目测类比评分，其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MD=-0.67，95%CI 

(-1.04，-0.30)，P < 0.001]。作者进一

步分析了该项研究，发现产生异质性的

原因可能与试验实施的方式及观察疗程

有关，该项研究在术后第5天才开始实

施电针干预，且观察疗程长达12周，具

体干预方式为前2周，1次/d，30 min/

次；3-12周，2次/周，30 min/次；而其

余4项研究中，有3项研究从术后第1天

开始干预
[12-14]

，1项研究从术后第2天开

始干预
[15]

；观察疗程方面，2项研究为

14 d[12, 15]
，1项研究为7 d[14]

，1项研究

为24 h[13]
。虽然研究异质性客观存在，

但未影响最终统计学结果，为反映研究

的真实性，在分析终末期目测类比评分

时，仍然保留了相关研究，未进行排

除。

作者继续对纳入研究的电针干预措

施进行了分析总结：①选穴：6项研究

均以局部选穴为主，选用膝关节周围之

穴位，应用频次在3次及以上的穴位有

阳陵泉(5次)、足三里(4次)、血海(4次)、

阴陵泉(3次)。阳陵泉为八会穴之筋会，

阴陵泉为足太阴脾经之合穴，两者为临

床常用的“相对穴”，具有镇痛却疾之

功，血海为脾经之腧穴，有调血活血之

功，足三里治疗下肢痿痹之要穴，有养

血益气、舒筋通络、行气止痛之功，四

穴合用在治疗膝关节病痛方面有确切疗

效
[38-40]

。②施针部位：3项研究以术侧膝

关节周围为施针部位
[11,14-15]

，2项研究以

健侧(对侧)为施针部位
[10, 13]

，1项研究未

提及健侧或患侧
[12]

。③施针时间：纳入

的6项研究均从术后开始施针，其中仅

有1项研究单次施针时间为20 min[15]
，

余研究单次施针时间均为30 min。④电

针波形：1项研究应用连续波
[11]

，1项研

究应用疏密波
[14]

，其余项目未提及电针

波形信息。⑤电针频率：2项研究应用

频率为2 Hz[10-11]
，1项研究应用频率为   

100 Hz[13]
，1项研究应用2 Hz/100 Hz，

其余研究未说明频率信息
[14]

。⑥电流强

度：1项研究强度为2 mA[10]
，1项研究电

流强度为4-7 mA[13]
，1项研究电流强度

为2-5 mA[14]
，余研究未提及电流强度具

体信息。⑦是否行针得气：3项研究于

针刺得气后再行电针治疗
[10-11,13]

，1项研

究行提插捻转手法后行电针治疗
[12]
，1项

研究未行补泻手法
[14]

，1项研究未提及

是否行针得气信息
[15]

。由此可以得出，

全膝关节置换后行电针治疗可有效缓解

疼痛反应，阳陵泉、足三里、血海、阴

陵泉是常用有效穴位，术侧或对侧施针

均可，术侧施针不增加术后感染风险，

单次施针时间多为30 min，频率多应用   

2 Hz、100 Hz或两者组合，针刺得气后

再行电针治疗是临床的常用方法。

此次研究严格按照各项既定标准进

行了反复核查，采用 Cochrane 风险评价

表评价纳入的 6 篇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均

按照《PRISMA声明》要求进行规范撰写，

保证了研究质量和结果的可靠性。

但此次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①纳入研究的文献数量有限，不便

做漏斗图定性分析，尚不能排除发表偏

倚的存在；②多为小样本随机或半随机

对照试验，且有部分研究未详细明确

说明具体的随机方式和实施过程中的盲

法，各研究间电针参数也存在一定差异，

故可能存在选择偏倚和实施偏倚；③由

于纳入研究结局指标的差异性，缺少电

针对于全膝关节置换后膝关节功能、疼

痛药物使用情况影响的评价；④只纳入

了中、英文医学数据库中的随机对照研

究，对于其他语言形式发表的研究如韩

语、日语等，可能会有遗漏。 

结论：综上所述，此次研究通过

Meta 分析探讨电针减少全膝关节置换

后疼痛的有效性，结果显示，应用电针

能够有效减少全膝关节置换后 3，7，
14 d 和研究终末期的疼痛反应，最长时

间可达术后 12 周，同时能降低术后眩

晕的风险，但对于患者术后第 1 天疼痛

反应与术后呕吐发生率方面没有显著效

果，受纳入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限制，上

述结论有待更多大型多中心临床随机试

验高质量研究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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