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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静脉使用氨甲环酸减少多节段脊柱后路围术期出血的 Meta 分析

占方彪 1，程  军 1，邹鑫森 2，龙  杰 1，谢鲤钟 1，邓乾蓉 3

文题释义：

多节段脊柱后路手术：主要包括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矫形术、成人脊柱畸形矫形术、老年退变性脊柱侧弯矫形术、退变性多节段腰椎管

狭窄椎管减压植骨融合术及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或后纵韧带骨化症后路椎管扩大术等，此类手术由于手术创面大、手术时间长往往伴随着

术中及术后失血多、围术期需输血的风险。

氨甲环酸：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抗纤溶剂，可抑制血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和延缓纤溶，起到稳定血凝块的作用。氨甲环酸在血浆中的半衰期

为2 h，有效血浆质量浓度为1 mg/L。氨甲环酸已被用于胃肠外科、神经外科、妇产科、关节外科、心脏外科和各种鼻部手术减少出血。

摘要

目的：氨甲环酸作为一种人工合成的抗纤溶剂已被用于髋关节置换、胃肠外科、神经外科、妇产科、心脏外科和各种鼻部手术中减少出

血，近年来也逐渐被应用于脊柱外科。利用Meta 分析方法评价术中静脉使用氨甲环酸与安慰剂相比是可否减少多节段脊柱后路手术围术

期出血及输血事件发生率。

方法：应用计算机检索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数据库有关氨甲环酸在多节段脊柱后路手术中应用的随机对照试验，试验组术

中静脉使用氨甲环酸，对照组使用安慰剂。由2名评价员对所有检索的文献按照纳入及排除标准筛选文献，用改良Jadad量表评价文献质量

后采用 Review Manager 5.3 软件进行 Meta分析。

结果：①文章共纳入9篇随机对照试验，改良Jadad量表评分显示7分6篇、6分1篇、4分1篇、3分1篇；②Meta分析显示，氨甲环酸组术后

引流量、术中出血量、术中红细胞回收量、输血事件发生率、围术期总出血量均少于安慰剂组[MD=-102.70，95%CI(-141.25，-64.15)，
Z=5.22，P < 0.000 01；MD=-23.23，95%CI(-44.00，-2.47)，Z=2.19，P=0.03；MD=-139.36，95%CI(-275.23，-3.49)，Z=2.01，P=0.04；
OR=0.52，95%CI(0.33，0.84)，Z=2.71，P=0.007；MD=-228.98，95%CI(-399.75，-58.22)，Z=2.63，P=0.009]，两组术前血红蛋白及红细胞压

积、术后即刻血红蛋白、住院时间、手术时间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
结论：在脊柱后路多节段手术中静脉使用氨甲环酸可减少围术期总出血量、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术中红细胞回收量及输血事件发生

率，但由于纳入研究数量和质量有限，以上结论尚需更多高质量大样本研究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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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利用Meta 分析方法评价术中静脉使用氨甲环酸与安慰剂相比可

否减少多节段脊柱后路手术围术期出血及输血事件发生率。

目的：

(1) 系统评价英文文献；

(2) 评价术中静脉使用

氨甲环酸减少多节段

脊柱后路手术围术期

出血的作用。

方法：

(1) 纳入随机对照试验文献9篇；

(2) 用 RevMan 5.3 软件分析所有

纳入文献质量、异质性及发

表偏倚；

(3)合并各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1) 连续变量指标：围术期总出血

量、术后引流量、住院时间、

术中出血量、红细胞回收量、

手术时间、术前血红蛋白及红

细胞压积、术后即刻血红蛋白。

(2) 二分类变量指标：输血事件发

生率。

Meta 分析结果：

(1) 氨甲环酸组围术期总出血量、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术中红细胞回收量、输血事件发生率少于安慰剂组；

(2) 两组术前血红蛋白及红细胞压积、术后即刻血红蛋白、住院时间、手术时间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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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脊柱手术尤其是复杂和多节段的

脊柱后路手术往往面临出血较多和输血

的风险，多节段脊柱后路手术主要包

括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矫形术、成人

脊柱畸形矫形术、老年退变性脊柱侧弯

矫形术、退变性多节段腰椎管狭窄椎管

减压植骨融合术及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

或后纵韧带骨化症后路椎管扩大术等。

此类手术由于手术创面大、手术时间长

往往伴随着术中及术后失血多、围术期

需输血的风险
[1]
。据报道，脊柱手术伴

随大量出血的比例高达 14%，出血过多

可导致手术区域视野不清晰和手术后输

血相关并发症
[2-3]

。而异体血的使用增

加了血液相关的病原体感染、输血反应

和手术部位感染的发生率
[4-6]

，同时以

人体捐献来源的异体血也是一种稀缺资 

源
[7]
。 

氨甲环酸作为一种人工合成的抗纤

溶剂可抑制血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和延

缓纤溶，起到稳定血凝块的作用
[8-10]

，

已被用于胃肠外科、神经外科、妇产科、

心脏外科和各种鼻部手术减少出血
[11-18]

。

氨甲环酸在髋膝关节置换手术中应用更

为广泛，证实了其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
[8-10,19-20]

。目前脊柱外科医师也开始

在临床上使用氨甲环酸减少围术期出血

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1，21]

，但对于多

节段脊柱后路手术，各个研究的病例数

较少，各个随机对照试验之间对于术中

静脉使用氨甲环酸是否减少围术期失血

量、是否减少围术期输血事件发生率等

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存在争议
[22-24]

。

因此，文章根据纳入排除标准，搜

集国内外比较多节段脊柱后路手术术中

静脉使用氨甲环酸的随机对照试验的文

献进行 Meta 分析，以期为脊柱外科医

师提供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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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文献检索者  占方彪、邓乾蓉。

1.1.2   资 料 库    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 数据库。

1.1.3   英 文 检 索 词    “spine 

surgery”“spinal surgery”“posterior 

lumbar spine surgery”“tranexamic 

acid”“TXA”“T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RCT” 等， 采 用 主 题

词和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Search 

(((((((spine surgery[Tit le/Abstract]) 

OR spinal surgery[Title/Abstract]) OR 

posterior lumbar spine surgery[Title/

Abstract]) OR posterior thoracic spine 

surgery[Title/Abstract]) OR posterior 

cervical spine surgery[Title/Abstract]) OR 

posterior thoracolumbar surgery[Title/

Abstract])) AND (((tranexamic acid[Title/

Abstract]) OR TXA[Title/Abstract]) OR 

TA[Title/Abstract])。
1.1.4   检索时间范围   建库至 2020-03-
01。
1.1.5   文献检索策略   以 PubMed 为例

检索式见图 1。为扩大搜索范围，手工

检索计算机检索出文献下的相关参考文

献，并追踪全文文献。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研究对象：接受多

节段 ( ≥ 3 个节段 ) 脊柱后路手术的患

者；②干预措施：术中静脉使用氨甲

环酸；③对照措施：安慰剂对照；④结

局指标：术前血红蛋白，术前红细胞

压积，术后即刻血红蛋白，围术期总

出血量，输血事件发生率，术后引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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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ranexamic acid as a synthetic antifibrinolytic agent has been used in hip replacement,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neurosurgery,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rdiac surgery, and various nasal operations to reduce bleeding. In recent years, tranexamic acid has also been used in spinal surgery. Meta-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whether intraoperative intravenous tranexamic acid reduced the incidence of perioperative bleeding and transfusion events in 
multilevel posterior spinal surgery compared with placebo.
METHODS: Th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f tranexamic acid in the use of PubMed, Cochrane Library and EMBASE in multi-segment posterior spinal surgery 
were searched by computer. Tranexamic acid was used intravenousl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placebo was 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Two reviewers 
screened all the retrieved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The literature quality was evaluated with the modified Jadad scale and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the Review Manager 5.3 software. 
RESULTS: (1) A total of nin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score of the modified Jadad scale showed 7 points in 6 articles, 6 
points in 1 article, 4 points in 1 article and 3 points in 1 article. (2)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mount of postoperative drainag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intraoperative erythrocyte recovery, incidence of transfusion events, and total perioperative blood loss in the tranexamic acid group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placebo group [MD=-102.70, 95%CI(-141.25, -64.15), Z=5.22, P < 0.000 01; MD=-23.23, 95%CI(-44.00, -2.47), Z=2.19, P=0.03; MD=-139.36, 
95%CI(-275.23, -3.49), Z=2.01, P=0.04; OR=0.52, 95%CI(0.33, 0.84), Z=2.71, P=0.007; MD=-228.98, 95%CI[-399.75, -58.22], Z=2.63, P=0.009]. Preoperative 
hemoglobin, hematocrit, immediate postoperative hemoglobin, hospital stay, and operation tim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Intravenous tranexamic acid can reduce the total perioperative blood loss,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postoperative drainage, intraoperative 
erythrocyte recovery and the incidence of transfusion events in posterior spinal multilevel surgery.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ed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the above conclusions still need to be verified by more high-quality large-sample studies.
Key words: bone; tranexamic acid; spinal surgery; posterior; multileve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meta-analysis; bleeding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Zhan Fb, Cheng J, ZOu Xs, LOng J, XIe LZ, Deng QR. Intraoperative intravenous application of tranexamic acid reduces perioperative 
bleeding in multilevel posterior spinal surgery: a meta-analysi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1;25(6):977-984. 

#1 spine surgery
#2 spinal surgery
#3 posterior lumbar spine surgery
#4 posterior thoracic spine surgery
#5 posterior cervical spine surgery
#6 posterior thoracolumbar surgery
#7 tranexamic acid
#8 TXA
#9 TA
#10 #1 OR #2 OR #3 OR #4 OR #5 OR #6 
#11 #7 OR #8 OR #9 
#12 #10 AND #11

图 1 ｜ PubMed 检索策略

Figure 1 ｜ Retrieval strategies for PubMed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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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时间，术中出血量，红细胞回收量，

手术时间；⑤研究类型：随机对照试验；

⑥随访期限：无特殊随访期限；⑦检索

年限：建库至 2020-03-01；⑧语种和

发表情况：语种为英语，公开发表的文

献。

1.2.2   排除标准   ①研究分组不明确或

无分组；②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

综述文献、个案报道；③重复研究、动

物实验；④脊柱后路单节段或两个节段

手术、文献中患者伴有贫血、肝肾功能

不全或血小板异常；⑤文献中的数据不

全。

1.3   资料提取   由 2 位研究者分别独立

计算机检索文献并按上述纳入、排除

标准及观察指标进行数据提取，建立

Excel 文档，互相核对，如遇到分歧进

行讨论解决，若不能解决则交由其他研

究者审核并提出意见解决。

1.4   文献质量评价   使用了改良 Jadad

量表及 Cochrane Library 协作网提供的

Review Manager 5.3 软件评价随机对照

试验文献质量
[25]。

       改良 Jadad 量表具体评分标准见表

1，总分 4-7 分为高质量研究，1-3 分

为低质量研究。

1.5   结局指标   主要结局指标为围术期

总出血量、输血事件发生率；次要结局

指标为术前血红蛋白及红细胞压积、术

后即刻血红蛋白、术后引流量、住院时

间，术中出血量、红细胞回收量及手术

时间。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Cochrane Library

协作网提供的 Review Manager 5.3 软件

对提取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计算

I² 值来判断纳入数据的异质性，若 I² < 

50% 且 Q 检验 P > 0.1 时表示各研究组

之间异质性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分析；若 I² ≥ 50% 或 Q 检验 P ≤ 0.1

时表示各研究组间存在异质性的可能

性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于二分

类变量各研究组数据合并后采用比值比

(Odds Ratio，OR) 和 95%CI 为效应量进

行统计分析，对于连续性变量采用加权

均数差 (MD) 和 95%CI 为效应量进行统

计分析，并计算出95%可信区间，P < 0.05

则认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表 1 ｜改良 Jadad 量表

Table 1 ｜ Modified Jadad scale

评分项目 评分 依据

1. 随机序列产生 恰当 2 计算器产生的随机数字或类似方法

不清楚 1 随机试验但未描述随机分配方法

不恰当 0 采用交替分配的方法，如单双号

2. 分配隐藏 恰当 2 中心或药房控制分配方案等，医生和受试者无法预知分配序列的方法

不清楚 1 只表明使用随机数字或其他随机分配方案

不恰当 0 交替分配、病例号等任何不能防止分组的可预测性的措施

3. 盲法 恰当 2 采用了完全一致的安慰剂或类似方法

不清楚 1 试验陈述为盲法，但未描述方法

不恰当 0 未采用双盲或设盲方法不恰当

4. 撤出与退出 已描述 1 描述了撤出或退出的数目和理由

未描述 0 未描述撤出或退出的数目和理由

2   结果   Results 
2.1   检索结果   初步检索共得到 334 篇

文献，EndNote 软件查重删除重复文献

(n=136)，依据纳入排除标准，阅读标题、

摘要后排除 58 篇，初步纳入文献 28 篇；

经阅读全文后，最终纳入 9 篇文献进行

Meta 分析
[22-24，26-31]

，均为已公开发表

的随机对照试验，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2。

纳入的 9 篇文献中共包含 704 例患者，

其中氨甲环酸组 316 例，安慰剂组 388

例。

2.2   纳入研究临床特征   纳入文献基本

情况见表 2。

2.3   文献质量评价结果   由 2 位作者根

据改良 Jadad 量表分别对纳入的 9 篇文

献进行质量评价，从文献随机序列产生、

分配隐藏、盲法及有否描述研究参与者

撤出或退出详情等评分。9 篇随机对照

研究文献评分分别为7分6篇，6分1篇，

4 分 1 篇及 3 分 1 篇，见表 3，图 3。

2.4   Meta 分析结果  

2.4.1   两组术前血红蛋白及红细胞压积

差异的 Meta 分析结果   有 7 篇文献详细

比较了术前血红蛋白
[23-24,26-30]

，5 篇文献

详细比较了术前红细胞压积
[23，27，29-31]

。

介绍术前血红蛋白的 7 篇文献间无异质

性 (Chi²=6.19，df=6，P=0.40，I²=3%)，

可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

析。介绍术前红细胞压积的 5 篇文献间

无 异 质 性 (Chi²=1.01，df=4，P=0.91，

I²=0%)，可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两组

术前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比较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 [MD= -0.03，95%CI(-0.26，

0.20)，Z=0.28，P=0.78；MD=0.35，

95%CI(-0.17，0.87)，Z=1.31，P=0.19]，

见图 4。

从检索库中获得文献 (n=334)，PubMed(n=104)、
EMBASE(n=144)、Cochrane Library(n=86)

阅读文献题目及摘要初筛 (n=86)

EndNote软件查重删

除重复文献 (n=136)

阅读文献全文复筛并追溯

参考文献 (n=28)

最终纳入 Meta 分析 (n=9)

按标准排除 (n=58)

排除无对照组、手

术节段 <3、数据不

全文献 (n=19)

图 2 ｜文献筛选流程

Figure 2 ｜ Flow chart of the literature screening

图注：上图为每篇文献根据改良 Jadad 量表的

质量评价，下图为每种评价指标纳入文献占比。

+ 代表符合此项文献质量评价标准，-代表不符

合此项文献质量评价标准，？代表纳入的该文

献未明确陈述是否符合此项文献质量评价标准

图 3 ｜纳入文献风险质量评估图

Figure 3 ｜ Risk quality assessment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剩余文献 (n=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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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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上图为术前血红蛋白比较，下图为术前红细胞压积比较。两组术前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比
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MD=-0.03，95%CI(-0.26,0.20)，Z=0.28，P=0.78；MD=0.35，95%CI(-0.17，0.87)，
Z=1.31，P=0.19]
图 4 ｜氨甲环酸组与安慰剂组术前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4 ｜ Forest plot of preoperative hemoglobin and hematocrit of the tranexamic acid versus 
placebo groups

2.4.2   两组术后即刻血红蛋白差异的

Meta 分析结果   有 4 篇文献详细比较

了术后即刻血红蛋白
[26-28,31]

。4 篇文

献间有异质性 (Chi²=47.89，df=3，P <          

0.000 01，I²=94%)，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进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结果显示，

两组术后即刻血红蛋白比较差异无显著

性意义 [MD=0.19，95%CI(-0.45，0.82)，

Z=0.57，P=0.57]，见图 5。

2.4.3   两组术后引流量差异的 Meta 分

析结果   有 3 篇文献报道了术后引流    

量
[22,30-31]

。3篇文献间无异质性 (Chi²=2.72，
df=2，P=0.26，I²=26%)，可以选择固定

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结

果显示，氨甲环酸组术后引流量少于安

慰 剂 组 [MD=-102.70，95%CI(-141.25， 

-64.15)，Z=5.22，P < 0.000 01]，见图 6。

2.4.4   两组住院时间差异的 Meta 分

析结果   有 3 篇文献均报道了住院

时间
[23，24，31]

。3 篇文献间有异质性

Tau²=0.37，Chi²=7.25，df=2，P=0.03，
I²=72%)，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两组住

院时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MD= 

-0.52，95%CI(-1.41，0.37)，Z=1.14，
P=0.26]，见图 7。

表 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Table 2 ｜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纳入研究 发表年份 研究地点 研究设计 样本例数 男 / 女 (n) 年龄 ( 岁 )

氨甲环酸组 安慰剂组 氨甲环酸组 安慰剂组 氨甲环酸组 安慰剂组

GOOBIE[31] 2018 美国 随机对照试验 56 55 10/46 13/42 14.9±2.0 14.7±1.8 
NEILIPOVITZ[26] 2001 加拿大 随机对照试验 22 18 12/10 5/13 14.1±2.1 13.7±2.5 
TSUTSUMIMOTO[30] 2011 日本 随机对照试验 20 20 16/4 15/5 68.0±11.0 65.8±11.8
WANG[29] 2013 中国 随机对照试验 30 30 16/14 18/12 63.1±4.0 62.0±4.6 
FARROKHI[28] 2011 伊朗 随机对照试验 38 38 11/27 7/31 45.5±11.6 51.4±11.6 
CARABINI[27] 2018 美国 随机对照试验 31 30 10/21 9/21 65(62-69) 68(62-72) 
COLOMINA[24] 2017 西班牙 随机对照试验 44 51 15/29 13/38 59.2(20-75) 50.8(18-75) 
RAKSAKIETISAK[23] 2015 泰国 随机对照试验 39 39 16/23 12/27 52.6±12.8 53.1±11.7 
VERMA[22] 2014 美国 随机对照试验 36 47 4/32 16/31 15.30±2.37 15.01±2.37

纳入研究 诊断 用药方式 手术方式 手术节段 体质量指数 (kg/m2) 结局指标

氨甲环酸组 安慰剂组 氨甲环酸组 安慰剂组

GOOBIE[31]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 50 mg/kg 后 10 mg/(kg•h) 安慰剂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矫形术 5-13 21.1±4.6 22.2±4.6 ABCEFGHI

NEILIPOVITZ[26]
原发或继发性脊柱侧凸 10 mg/kg 后 1 mg/(kg•h) 安慰剂 后路融合矫形术 7-18 未提供 未提供 ACEFHIJ

TSUTSUMIMOTO[30]
颈脊髓压迫症 15 mg/kg 安慰剂 后路开门椎板成型术 C3-C6 23.7±2.5 23.1±2.4 ABHJ

WANG[29]
退变性腰椎不稳伴椎管狭窄 15 mg/kg 安慰剂 后路腰椎手术 L2-S1 21.7±1.9 22.2±1.9 ABDHJ

FARROKHI[28]
接受脊柱固定手术患者 10 mg/kg 后 1 mg/(kg•h) 安慰剂 后路胸腰椎固定融合 4-6 未提供 未提供 ACDEJ

CARABINI[27]
多节段脊柱后路融合患者 10 mg/kg 1 mg/(kg•h) 安慰剂 多节段融合 9-16 31.2(24.3-33.8) 26.4(22.7-30.8) ABCDEIJ

COLOMINA[24]
大于 3 个节段脊柱融合患者 10 mg/kg 后 2 mg/(kg•h ) 安慰剂 融合大于 3 个节段 >3 27.6±3.9 25.8±4.4 DEGHJ

RAKSAKIETISAK[23]
胸腰椎手术 2 次给药 (15 mg/kg) 安慰剂 择期胸腰椎手术 ≥ 3 未提供 未提供 ABDEGHJ

VERMA[22]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 10 mg/kg 后 1 mg/(kg•h) 安慰剂 脊柱后路融合术 6-11 21.19±5.62 21.19±5.62 DF

表注：A：术前血红蛋白；B：术前红细胞压积； C：术后即刻血红蛋白；D：围术期总出血量；E：输血事件发生率；F：术后引流量；G：住院时间；H：术

中出血量；I：红细胞回收量；J：手术时间

表 3 ｜纳入研究的改良 Jadad 量表评分
Table 3 ｜ Scoring of modified Jadad scale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文献          发表年份 随机 分配隐藏 盲法 撤出与退出 Jadad 量表总分

GOOBIE[31] 2018 2 2 2 1 7
NEILIPOVITZ[26] 2016 2 2 2 0 6
TSUTSUMIMOTO[30] 2011 0 1 2 1 4
WANG[29] 2013 0 1 2 0 3
FARROKHI[28] 2011 2 2 2 1 7
CARABINI[27] 2018 2 2 2 1 7
COLOMINA[24] 2017 2 2 2 1 7
RAKSAKIETISAK[23] 2015 2 2 2 1 7
VERMA[22] 2014 2 2 2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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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两组术中出血量差异的 Meta 分

析结果   有 6 篇文献详细比较了术中出

血量
[23-24，26，27-331]

。6 篇文献间有异质

性 (Chi²=331.25，df=5，P < 0.000 01，
I²=98%)，逐一剔除文献进行敏感性分

析， 发 现 剔 除 COLOMINA 等
[24]

后 的

总效应量合并值 [MD=-23.23，95%CI 

(-44.00，-2.47)] 与未剔除时的总效应量

合并值 [MD=-145.61，95%CI(-317.48，
26.27)] 存在较大差异，提示该研究可

能导致研究结果不稳定，分析原因可能

为 COLOMINA 等研究中两组患者基线中

年龄 (P=0.01) 和体质量指数 (P=0.03) 均

有显著性差异，故剔除 COLOMINA 等

的研究进行 Meta 分析。剩余的 5 篇研

究无异质性 (Chi²=5.62，df=4，P=0.23，
I²=29%)[23，26，29-31]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结果显示，

氨甲环酸组术中出血量少于安慰剂组

[MD=-23.23 ，95%CI(-44.00，-2.47)，
Z=2.19，P=0.03]，见图 8。

2.4.6   两组术中红细胞回收量差异的

Meta 分析结果   有 3 篇文献均详细比

较了术中红细胞回收量
[26-27，31]

。3 篇文

献间有异质性 (Chi²=24.33，df=2，P < 

0.000 01，I²=92%)，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进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结果显示，

氨甲环酸组术中红细胞回收量少于安

慰剂组 [MD=-139.36，95%CI(-275.23， 

-3.49)，Z= 2.01，P=0.04]，见图 9。

2.4.7   两组输血事件发生率差异的 Meta

分析结果   有 6 篇文献详细比较了输血

事件发生率
[23，24，26-28，31]

。6 篇文献间

无 异 质 性 (Chi²=5.99，df=5，P=0.31，
I²=16%)，可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结果显示，氨甲

环酸组输血事件发生率低于安慰剂组

[OR=0.52，95%CI(0.33，0.84)，Z=2.71，
P=0.007]，见图 10。

2.4.8   两组围术期总出血量差异的 Meta

分析结果   有 6 篇文献详细比较了围术

期总出血量
[22-24，27-29]

。6 篇文献间有异

质性 (Chi²=73.40，df=5，P < 0.000 01，
I²=93%)，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结果显示，氨甲环酸

组围术期总出血量少于安慰剂组 [MD= 

-228.98，95%CI(-399.75，-58.22)，

图注：两组术后即刻血红蛋白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MD=0.19，95%CI(-0.45，0.82)，Z=0.57，
P=0.57]
图 5 ｜氨甲环酸组与安慰剂组术后即刻血红蛋白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5 ｜ Forest plot of the postoperative immediate hemoglobin of the tranexamic acid versus 
placebo groups

图注：氨甲环酸组术后引流量少于安慰剂组 [MD=-102.70，95%CI(-141.25，-64.15)，Z=5.22，P < 
0.000 01]
图 6 ｜氨甲环酸组与安慰剂组术后引流量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6 ｜ Forest plot of the postoperative drainage of the tranexamic acid versus placebo groups

图注：两组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MD=-0.52，95%CI(-1.41，0.37)，Z=1.14，P=0.26]
图 7 ｜氨甲环酸组与安慰剂组住院时间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7 ｜ Forest plot of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of tranexamic acid versus placebo groups

图注：上图为未剔除异质性研究的分析结果，下图为剔除异质性研究的分析结果。氨甲环酸组术
中出血量少于安慰剂组 [MD=-23.23 ，95%CI(-44.00，-2.47)，Z=2.19，P=0.03]
图 8 ｜氨甲环酸组与安慰剂组术中出血量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8 ｜ Forest plot of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of the tranexamic acid versus placebo groups

图注：氨甲环酸组术中红细胞回收量少于安慰剂组 [MD=-139.36，95%CI(-275.23，-3.49)，
Z=2.01，P=0.04]
图 9 ｜氨甲环酸组与安慰剂组术中红细胞回收量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9 ｜ Forest plot of intraoperative erythrocyte recovery of the tranexamic acid versus placeb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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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63，P=0.009]，见图 11。

2.4.9   两组手术时间差异的 Meta 分

析结果   有 8 篇文献均详细比较了手

术时间
[23-24,26-31]

。8 篇文献间有异质

性 (Chi²=99.51，df=7，P < 0.000 01，
I²=93%)，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手

术时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MD= 

-0.39，95%CI(-1.04，0.26)，Z=1.19，
P=0.24]，见图 12。

2.4.10   敏感性分析   纳入的 9 篇文献中

有 8 篇文献详细比较了手术时间
[23-24,26-31]

。

8 篇文献间有异质性，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进行 Meta 分析。为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和

稳定性，继续进行敏感性分析。对该 8 篇

文献进行敏感性分析，删除任意 1 篇文献

对此次 Meta 分析结果均未造成很大的干

扰，意味此次研究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2.4.11   发表偏倚   对两组手术时间通过

绘制漏斗图考察是否存在发表偏倚，漏

斗图对称意味不存在发表偏倚，见图

13。

3   讨论   Discussion
多节段脊柱后路手术因手术暴露

节段多、手术时间长往往伴随着失血

量较多的风险。影响手术失血的风险

包括患者的脊柱畸形分型和严重程度、

手术时间、俯卧位腹部悬空、手术操

作技术、前后入路手术、融合椎体的

节段数量、椎弓根螺钉植入数量、术

中平均动脉压、血液回吸收技术和抗

纤溶药物的使用
[22，32]

。手术中一过性

的纤溶作用增强可以导致脊柱手术围

术期出血量增多
[32-33]

，纤溶系统的激

活是一个瀑布反应过程。氨甲环酸作

为一种人工合成的抗纤溶剂，可阻断

血浆纤维蛋白原向纤维蛋白转化的结

合位点，并且可抑制血纤维蛋白溶酶

原激活和延缓纤溶，起到稳定血凝块

的作用
[8-10]

。既往研究显示氨甲环酸在

髋膝关节置换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

且证实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8-10,19-20]

。

目前脊柱外科医师也开始在临床上

使用氨甲环酸减少围术期出血量，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
[1，21-24，26-31]

。SUN 等
[34]

通

过回顾性分析 63 例接受 1-3 个节段后

路腰椎椎间融合且术中接受静脉使用氨

甲环酸 (26 例 ) 和生理盐水作为安慰剂

(37 例 ) 患者的临床资料，认为术中切

皮前 30 min 预防性静脉使用氨甲环酸有

效减少了围术期失血量、引流管留置时

间和住院时间，并且没有增加并发症，

但其不能减少输血事件发生率。PERNIK

等
[35]

对 2016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 月行

至少 4 个节段胸腰椎融合术 119 例连续

性患者的回顾性分析认为：静脉使用氨

甲环酸组和对照组术中出血量和输血事

件发生率在均无显著差异，氨甲环酸组

术后输血量显著少于对照组 (954 mL vs.   

572 mL，P=0.01)，两组血栓事件并发症

发生率无显著差异。因此 PERNIK 认为

氨甲环酸在长节段脊柱手术中对减少失

血提供了保护作用，也减少了术后输血

量，并且未增加血栓不良事件发生率。

但对于多节段脊柱后路手术，随机对照

试验报道不多，各个研究的病例数较少，

各个随机对照试验之间对于术中静脉使

用氨甲环酸是否减少围术期失血量、围

术期输血事件发生率等研究结果不尽相

同，存在争议
[22-24,26-28]

。由于文献中各

图注：氨甲环酸组输血事件发生率低于安慰剂组 [OR=0.52，95%CI(0.33，0.84)，Z=2.71，P =0.007]
图 10 ｜氨甲环酸组与安慰剂组输血事件发生率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10 ｜ Forest plot of the incidence of transfusion events of the tranexamic acid versus placebo 
groups

图注：氨甲环酸组围术期总出血量少于安慰剂组 [MD=-228.98，95%CI(-399.75，-58.22)，
Z=2.63，P=0.009]
图 11 ｜氨甲环酸组与安慰剂组围术期总出血量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11 ｜ Forest plot of the perioperative total blood loss of the tranexamic acid versus placebo 
groups

图注：两组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MD=-0.39，95%CI(-1.04，0.26)，Z=1.19，P=0.24]
图 12 ｜氨甲环酸组与安慰剂组手术时间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12 ｜ Forest plot of the operation time of the tranexamic acid versus placebo groups

图注：漏斗图对称，无发表偏倚
图 13 ｜手术时间发表偏倚漏斗图

Figure 13 ｜ Funnel plot of publication bias of 
opera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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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研究结果不一致，因此搜集国内外高

质量前瞻性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临床

试验进行 Meta 分析，评估多节段脊柱

后路手术术中静脉使用氨甲环酸对减少

围术期出血和输血事件发生率的作用。

共纳入 9 篇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

试验
[22-24,26-31]

，Meta 分析结果为：氨甲

环酸组围术期总出血量、术中出血量、

术后引流量、术中红细胞回收量、输血

事件发生率均少于安慰剂组，两组术前

血红蛋白及红细胞压积、术后即刻血红

蛋白、住院时间、手术时间无显著差

异。而对于术后血栓事件发生率，8 篇

文献均显示两组未发生深静脉血栓和 /

或肺栓塞
[22-23,26-31]

，1 篇文献报道了氨

甲环酸组 2 例血栓并发症 (4.5%) [24]
，而

安慰剂组仅 1 例血栓并发症 (1.9%)，但

两组无统计学差异。术中静脉使用氨甲

环酸并不增加深静脉血栓或肺栓塞发生

率，表明氨甲环酸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这与氨甲环酸在髋膝关节手术中的应用

结果相似
[8-10,19-20]

。目前，对于多节段

脊柱后路手术术中静脉使用氨甲环酸减

少围术期出血的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结

果并不完全一致。CARABINI 等 [27]
研究

认为低剂量氨甲环酸在复杂的多节段脊

柱融合手术中可减少总的输血事件发

生率。这与 GOOBIE 等
[31]

研究结果类

似：和安慰剂组相比，术中使用氨甲环

酸使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手术失血量

减少了 27%，氨甲环酸组术中每小时、

每融合节段和术后失血量均显著低于安

慰剂组，安慰剂组中接受同种异体输血

人数多于氨甲环酸组，并且术中失血多

的患者住院时间较长。此次 Meta 分析

汇总分析显示氨甲环酸可显著减少输血

事件发生率、围术期总出血量，这与

CARABINI 等 [27]
和 GOOBIE 等

[31]
报道的

研究结果类似。而 COLOMINA 等
[24]

认

为氨甲环酸并不降低输血事件发生率，

但在成人脊柱大手术中可显著降低围术

期出血量。VERMA 等
[22]

通过前瞻性随

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亦认为术中静脉

使用氨甲环酸可降低手术出血量，但

并不降低输血事件发生率。FARROKHI     

等
[28]

在胸腰椎后路固定融合 4-6 个椎

体患者中预防性静脉使用氨甲环酸与安

慰剂对照的结论为：预防性使用低剂量

氨甲环酸对于脊柱后路固定手术患者术

中失血量和输血事件发生率没有显著

影响。这些研究结论与此次 Meta 分析

结论相左，分析可能原因为 FARROKHI

等
[28]

和 COLOMINA 等
[24]

两项研究中患

者年龄基线水平有显著差异 (P=0.029，
P=0.01)，并且这 3 项研究输同种异体血

指征不一致
[22，24，28]

。因为两组患者年

龄基线水平不一致，可能导致两组患者

对于术中麻醉应激、手术创伤、心血管

功能及失血代偿能力不一致，从而导致

得出结论为：预防性使用低剂量氨甲环

酸对于脊柱后路固定患者术中失血量和

输血事件发生率无显著影响。这与此次

Meta 分析结果出现较大的差异性。同

时由于手术医师、麻醉医师采取的输血

临床指征不一致，术后营养支持、血浆

输入、血清白蛋白水平、镇痛药物的使

用等也影响了围术期总出血量、术中出

血量、术后引流量、术中红细胞回收量、

输血事件发生率等相关效应指标。

此次 Meta 分析的局限性：①纳入

的 9 项研究中难免存在发表偏倚、选择

偏倚等；②纳入病例数较少，仅 704 例

患者，与循证医学统计分析中要求的大

样本、多中心的资料差距较大；③纳入

患者的年龄、疾病诊断、手术方式等存

在差异，各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④各个研究中氨甲环酸使用剂量不完全

相同，输血指征不完全一致，无法掌握

各研究的实施细节，如术中腹部悬空情

况、麻醉控制性降压、超声骨刀和双极

电凝使用、医生熟练程度如何等，故对

此次 Meta 分析的结论应严谨对待。

结论：通过对 9 篇文献的 Meta 分

析结果显示，在脊柱后路多节段手术中

静脉使用氨甲环酸可减少围术期总出血

量、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术中红

细胞回收量及输血事件发生率，但氨甲

环酸对于术后即刻血红蛋白、住院时间、

手术时间无明显影响。由于纳入研究数

量和质量有限，以上结论尚需更多高质

量大样本研究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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