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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下肢全关节置换后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

张  宇 1，田少奇 2，曾国波 1，胡  川 2，3

文题释义：

全关节置换术：是治疗晚期髋、膝关节疾病的重要手段，包括全髋关节置换术和全膝关节置换术。是通过手术将人工髋/膝关节假体置入

患者髋/膝关节部位，以替代原有的病损关节，达到缓解疼痛、恢复下肢力线、改善关节功能及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

全关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心肌梗死是全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危重并发症，其发病突然、进展迅速，常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既往研究报道

下肢关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为0.18%-1.8%。

摘要

背景：心肌梗死是全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危重并发症。目前，尚无研究报道全关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及预测模型。

目的：探讨全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全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心肌梗死的临床预测模型。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9月至2017年7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及西秀区人民医院行全髋关节置换或全膝关节置换术的5 746例患者资料。

收集并记录患者基本信息、并存疾病、术前检查、手术信息、住院其他信息及随访资料，分析患者发生心肌梗死的相关危险因素，并基于

独立危险因素建立预测全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心肌梗死的列线图。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及校正曲线对列线图进行评价。

结果与结论：48例患者术后14 d内出现心肌梗死，发生率为0.8%。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年龄校正后的查尔森共病指数(age-adjusted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aCCI)、麻醉方式和术前合并房颤为全关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5)。其中，aCCI≥5的患

者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显著高于aCCI<5的患者，手术中采用全身麻醉的患者术后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显著高于采用硬膜外麻醉/腰麻的

患者，而术前合并房颤的患者其术后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显著高于无房颤患者。ROC曲线表明列线图具有较高的区分度(AUC=0.730，
95%CI：0.661-0.799)，校准曲线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的校准度。基于aCCI、麻醉方式和房颤3项指标的预测模型可准确预测全关节置换患者

术后心肌梗死的发生概率。

关键词：骨；人工关节；下肢；关节置换；心肌梗死；危险因素；列线图；模型

缩略语：年龄校正后的查尔森共病指数：age-adjusted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aCCI

Risk factors f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following primary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

Zhang Yu1, Tian Shaoqi2, Zeng Guobo1, Hu Chuan2, 3

1People’s Hospital of Xixiu District, Anshun 561000, Guizhou Province, China; 2Department of Orthopedic Surger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01,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3Medical Colleg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00,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Zhang Yu, Associate chief physician, People’s Hospital of Xixiu District, Anshun 561000, Guizhou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Hu Chuan,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 Surger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01,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Medical Colleg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00,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

2095-4344.4010

投稿日期：2020-03-25   

送审日期：2020-03-31

采用日期：2020-05-13

在线日期：2020-08-31

中图分类号： 

R459.9；R684；R318

文章编号： 

2095-4344(2021)09-01340-06

文献标识码：A 

1
安顺市西秀区人民医院，贵州省安顺市   561000；2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关节外科，山东省青岛市   266001；3
青岛大学医学部，山东省青岛市   

266000
第一作者：张宇，男，1965 年生，贵州省安顺市人，1988 年贵阳医学院毕业，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心血管疾病研究。

通讯作者：胡川，医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关节外科，山东省青岛市   266001；青岛大学医学部，山东省青岛市   266000 
https://orcid.org/0000-0002-7644-6741 ( 张宇 ) ；https://orcid.org/0000-0003-2014-5701 ( 胡川 )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81702172)，项目负责人：田少奇

引用本文：张宇，田少奇，曾国波，胡川 . 初次下肢全关节置换后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 [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21，
25(9):1340-1345. 

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描述—

△查尔森共病指数、

麻醉方式和术前合

并房颤是下肢关节

置换术后心肌梗死

的独立危险因素；

△以独立危险因素建

立的预测模型可精

准预测下肢关节置

换术后心肌梗死的

发生。

纳入 5 746 例行全髋或全膝关节置换术的患者

资料。

根据住院期间是否发生心肌梗死分组：

① 48 例患者发生心肌梗死；② 5 698 例患者未发生

心肌梗死。

确定心肌梗死危险因素，建立预测模型，利用 ROC
曲线及校正曲线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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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全关节置换术是治疗晚期髋膝关节疾病的重要手段，包

括全髋关节置换术 (total hip arthroplasty，THA) 和全膝关节

置换术 (total knee arthroplasty，TKA)。近年来，全关节置换

术的开展数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根据最新研究报告，美国

全髋关节置换术的开展数量将在 2030 年达到 635 000 人次 /

年，而全膝关节置换术的数量将达到 1 260 000 人次 / 年 [1]
。

国内缺乏类似的系统报告，但中国的人工关节置换领域正呈

现蓬勃发展之势。虽然人工关节置换呈现出良好的效果，但

是手术所引起的并发症一直是关节置换领域的研究重点，其

中，关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由于其发病突然、进展迅速，常

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既往研究报道下肢关节置换术后心肌

梗死的发生率为 0.18%-1.8%[2-4]
。一些研究也对关节置换术

后心肌梗死的相关危险因素展开研究。王腾科等
[4]
研究发现

冠心病是老年患者单侧膝关节置换术后急性心肌梗死的独立

危险因素。徐饶等
[5]
报道高血压和糖尿病是人工关节置换

术后心机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但是，上述文献纳入样本量

较少，目前缺乏基于大样本的研究报告。此外，更为重要的

是，目前尚无全关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的预测模型被开发，

这使得既往研究的临床应用被很大程度限制。因此，该研究

以 2013 年 9 月至 2017 年 7 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及西秀区

人民医院骨科行全髋关节置换或全膝关节置换的患者资料为

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全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心肌梗死的发生

率和危险因素，并据此建立全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心肌梗死的

临床预测模型。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3 年 9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青岛大学

附属医院及西秀区人民医院骨科完成。

1.3   材料   人工关节假体材料介绍见表 1。

1.4   对象   2013 年 9 月至 2017 年 7 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及西秀区人民医院骨科行全髋关节置换或全膝关节置换的患

者。

纳入标准：① 2013 年 9 月至 2017 年 7 月于青岛大学

附属医院及西秀区人民医院骨科行全髋关节置换或全膝关节

置换的患者；②初次全关节置换患者。

排除标准：①住院资料缺失患者；②一次麻醉下行全膝

关节置换联合其他手术的患者；③一次住院内行 1 次以上人

工关节置换患者；④既往有陈旧性心肌梗死病史患者；⑤术

前诊断为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患者。

1.5   方法

1.5.1   资料收集   所有资料从本院电子病案系统收集，由 2

位关节外科医师独立收集，对有争议的数据交由第 3 位关节

外科医师及 2 位收集资料的医师商议确定。记录信息包括患

者基本信息 ( 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饮酒史和吸烟史 )、

术前并存病 ( 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病史、呼吸系

统疾病和静脉曲张 )、手术信息 ( 手术侧、麻醉方式和手术

时间 )、实验室检查 ( 血红蛋白、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

Abstract
BACKGROUND: Myocardial infarction is one of the catastrophic complications after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 However, the risk factors and predictive model have 
not been reported in previous research after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cid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after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 and develop a nomogram for predicting th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fter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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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roplasty,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d calibration curv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nom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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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bone; artificial joint; lower limb; joint replacement; myocardial infarction; risk factors; nomogram; model

Funding: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Youth Science Fund Project), No. 81702172 (to TSQ)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Y, TIaN SQ, ZeNg gb, hu C. Risk factors f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following primary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1;25(9):1340-1345. 

表 1 ｜临床试验应用的骨科植入物介绍
Table 1 ｜ Introduction to orthopedic implants used in clinical trials

指标 人工膝关节假体 人工髋关节假体

生产厂家 MicroPort Orthopedics LINK
批准号 国 械 注 进 20173466893 国 械 注 进

20163461229 国械注进 20153461976
国 药 管 械 ( 进 ) 字 2002 第

3100230 号 ( 更 )
组成 人工膝关节系统由股骨髁、胫骨托

及胫骨衬垫三部分组成

该系统由股骨柄、股骨头及髋臼

三部分组成

材质 股骨髁和胫骨托采用符合 ISO5832-4
的铸造钴镉钼合金材料制造，胫骨

托衬垫采用符合 ISO5834-2 的超高分

子聚乙烯材料制成

股骨柄和髋臼杯采用钛合金制

成，股骨头为陶瓷材质，髋臼内

衬为高交联聚乙烯

适应证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类风湿性膝关

节炎、创伤性膝关节炎等膝关节疾

病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髋关节骨性

关节炎、股骨颈骨折、股骨头骨

折、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等

不良反应 植入物断裂，植入物引起过敏，植

入物错位，半脱位，脱位等

植入物断裂，植入物引起过敏，

半脱位，脱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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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和白蛋白 ) 及其他住院信息。随后，根据收集的资料

及既往文献报道的方式计算年龄校正后的查尔森共病指数

(age-adjusted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aCCI) [6]
。发生心肌

梗死的患者定义为在术后 14 d 内出现临床症状并经心电图或

血清学心肌酶检验确诊为心肌梗死的患者。

1.5.2   患者管理   所有患者入院后完善心电图、心脏超声、

手术部位 X 射线片检查及实验室检查 ( 包括血常规、肝功能、

肾功能、电解质、风湿四项和乙肝相关指标检查 )。对因关

节骨折入院或术前评估为血栓高风险患者，进行双下肢彩超

检查以排除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术前诊断为下肢深静脉血

栓形成的患者将被排除出该研究。所有手术均由具有高级职

称的关节外科医师主刀完成。患者术中使用氨甲环酸为止血

剂。对于全髋关节置换患者，不常规放置引流管；而对于全

膝关节置换患者，手术侧常规放置一枚引流管，若无特殊情

况于术后 24 h 内拔除。对于无禁忌证患者，术后给予低分子

肝素皮下注射 (4 100 IU/ 次，1 次 /d)、利伐沙班片 (10 mg/d，
1 次 /d) 或华法林 [ 剂量滴定至国际标准化比值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1.8-3.0]，并持续使用至出院。术后第

1 天，所有患者在专业康复锻炼师的指导下进行关节活动度

训练。

1.6   主要观察指标   术后 14 d 内发生心肌梗死患者数量。所

有心肌梗死患者均为出现临床症状并经心电图确诊。

1.7   统计学分析   所有统计学检验使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

计量资料描述采用 x-±s，分类资料采用数量 ( 百分比 ) 表示。

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心肌梗死患者与无心肌梗死患者间

的计量资料间的差异，通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分

析两者间分类资料的差异。随后，在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确定与全

关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独立相关的危险因素。随后，利用独

立因素，建立预测全关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的预测模型，并

利用 ROC 曲线评价预测模型的区分度。以 P < 0.05 为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共 5 746 例患者纳入该研究，所有患

者随访至出院，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

2.2   基线资料比较   根据纳入、排除标准，5 746 例患者纳入

研究。所有患者平均年龄 (65.84±7.47) 岁；平均体质量指数

(27.31±3.88) kg/m2
；男性患者 1 322 例 (23%)；4 894 例患者

行单侧手术 (85.2%)。
2.3   试验流程图   见图 1。

2.4   下肢关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危险因素   48 例患者于术后

14 d 内发生心肌梗死，发生率为 0.8%。在单因素分析中，

两组患者在年龄、aCCI、麻醉方式、高血压、冠心病、糖尿

病、房颤和静脉曲张之间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

见表 2。随后，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的指标纳

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aCCI、麻醉方式和术

前合并房颤为全关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

见表 3。其中，aCCI ≥ 5 的患者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显著高

于 aCCI<5 的患者，手术中采用全身麻醉的患者术后发生心

肌梗死的风险显著高于采用硬膜外麻醉 / 腰麻的患者，而术

前合并房颤的患者其术后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显著高于无

房颤患者。

表 2 ｜下肢关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的单因素分析
Table 2 ｜ Univariate analysis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after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

因素 心梗组 (n=48) 未心梗组 (n=5 698) 统计值 P 值

年龄 (x-±s，岁 ) 69.44±6.46 65.81±7.48 3.350 0.001
性别 [n(%)] 4.208 0.040
  男 17(35.42) 1 305(22.90)
  女 31(64.58) 4 393(77.10)
体质量指数 (x-±s，kg/m2) 28.37±4.27 27.30±3.87 1.906 0.057
吸烟 [n(%)] 6(12.50) 555(9.74) 0.158 0.691
饮酒 [n(%)] 7(14.58) 566(9.93) 0.687 0.407
aCCI[n(%)] 25.945 0.000
  ≤ 2 8(16.67) 2 705(47.47)
     3-4 30(62.50) 2 604(45.70)
  ≥ 5 10(20.83) 389(6.83)
手术侧 [n(%)] 2.508 0.113
  单侧 37(77.08) 4 857(85.24)
  双侧 11(22.92) 841(14.76)
麻醉方式 [n(%)] 4.713 0.030
  硬膜外麻醉 / 腰麻 23(47.92) 3 596(63.11)
  全身麻醉 25(52.08) 2102(36.89)
手术类型 [n(%)]
  全膝关节置换 39(81.25) 4 374(76.76)
  全髋关节置换 9(18.75) 1 324(23.24)
手术时间 (x-±s，min) 92.94±29.24 87.39±30.36 1.262 0.207
抗凝模式 [n(%)] 0.072
  低分子肝素 43(89.58) 4 945(86.78)
  利伐沙班 4(8.33) 743(13.04)
  华法令 1(2.08) 10(0.18)
术前合并症 [n(%)]
  高血压 33(68.75) 2 854(50.09) 6.631 0.010
  冠心病 15(31.25) 732(12.85) 14.253 0.000
  糖尿病 13(27.08) 873(15.32) 5.049 0.025
  房颤 4(8.33) 57(1.00) 24.369 0.000
  脑梗病史 7(14.58) 404(7.09) 2.975 0.085
  呼吸系统疾病 1(2.09) 79(1.39) 0.491
  静脉曲张 3(6.25) 93(1.63) 0.046
实验室检查 (x-±s)
  血红蛋白 (g/L) 133.54±16.35 132.24±13.91 0.645 0.519
  白蛋白 (g/L) 44.77±8.03 42.73±7.55 1.861 0.063
  红细胞平均分布宽度 13.09±0.69 12.98±1.03 0.765 0.445
  中性粒细胞 / 淋巴细胞 2.81±3.55 1.88±1.47 1.814 0.076
  血小板 / 淋巴细胞 129.10±48.20 124.43±51.07 0.630 0.529

表注：aCCI：年龄校正后的查尔森共病指数

2.5   下肢关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预测模型的建立   基于独立

危险因素，利用 R 语言 rms 包和 regplot 包开发了预测全关

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的列线图 ( 图 2)。与既往研究所报道的

传统的列线图不同，此次研究列线图同时反映了各项指标所

2013 年 9 月至 2017 年

7 月行初次下肢全关节

置换的 5 746 例患者

随访至术

后 14 d

48 例患者出现心

肌梗死，5 698 例

未出现心肌梗死

分析危险

因素并建

立列线图

图 1 ｜试验流程图

Figure 1 ｜ Trial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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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患者数量。各指标中方块面积越大，该指标所对应的

患者数量就越多。列线图各项指标所对应得分如表 4 及表 5

所示。通过患者的 3 项指标确定各指标得分，得分相加可得

到此患者总得分。随后，在列线图 Total point 部分确定得分

所在的点并做垂直线，垂直线与 Pr(MI)( 即列线图最后一行 )

的交点所对应的数值即全关节置换术后发生心肌梗死的概

率。如一例患者在术中采用了局部麻醉，其麻醉项得分为 0

分；其术前无房颤病史，因此其房颤项得分为 0 分；该患者

术前 aCCI 得分为 5 分，因此 aCCI 的分析为 100 分。该患者

经过本列线图计算得分为 100 分，所对应的心肌梗死发生率

为 0.56%。此外，ROC 曲线表明列线图具有较高的预测性能，

其 AUC 为 0.730(95%CI：0.661-0.799)，见图 3A。此外，校准

曲线表明本列线图所预测的心肌梗死的发生率与实际观察的

心肌梗死发生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见图 3B。

2.6   生物材料 / 植入物与宿主的生物相容性   所有患者置入

的关节假体生物相容性良好，均未发生植入物周围感染、过

敏反应、免疫反应及排斥反应等不良反应。

3   讨论   Discussion
全关节置换是治疗晚期关节疾病的有效手段，但术后并

发症仍是无法避免的问题
[3]
，因此，对于识别全关节置换术

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能准确识别高危患者，做到早期干预。

此外，临床预测模型的建立对于推动科学研究的临床应用具

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7]
。此次研究中，通过回顾性分析两所医

院 5 746 例全关节置换患者资料，确定了术前合并房颤、术

中使用全身麻醉方式及 aCCI ≥ 5 为全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心

肌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基于独立危险因素，

作者开发了全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心肌梗死的临床预测模型。

利用此次研究开发的预测模型，临床医生可预测接受全关节

置换治疗的患者术后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并对高风险患者

实行早期干预以达到降低术后心肌梗死风险的目的。这对于

推动研究成果的临床应用有重要意义。

麻醉方式的选择一直是关节外科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研究
[8-10]

。2013 年，PUGELY 等
[11]

纳入美

国外科医师学会国家外科质量改进计划数据库，纳入 14 052

例患者资料，通过对比脊髓麻醉与全身麻醉的全膝关节置换

患者术后疗效，发现脊髓麻醉患者具有更低的切口感染率、

术后输血率和并发症发生率。同样，在全髋关节置换麻醉方

式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结论。BAUQUES 等
[12]

纳入 20 936

表 3 ｜下肢关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
Table 3 ｜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after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

因素 B 值 标准误 瓦尔德 OR 值 95%CI 值 P 值

年龄 0.029 0.025 1.332 1.030 0.980-1.083 0.248
aCCI
    ≤ 2 4.240 0.120
    3-4 0.890 0.484 3.380 2.435 0.943-6.286 0.066
    ≥ 5 1.308 0.654 3.995 3.699 1.026-13.341 0.046
麻醉方式 0.906 0.300 9.109 2.475 1.374-4.458 0.003
高血压 0.387 0.333 1.355 1.473 0.767-2.828 0.244
冠心病 0.626 0.352 3.158 1.870 0.938-3.731 0.076
糖尿病 0.188 0.363 0.269 1.207 0.593-2.460 0.604
房颤 1.902 0.565 11.346 6.696 2.215-20.246 0.001
静脉曲张 0.967 0.643 2.263 2.631 0.746-9.278 0.132

表注：aCCI：年龄校正后的查尔森共病指数

表 4 ｜列线图中变量得分
Table 4 ｜ Points of variables in the nomogram

变量 得分

麻醉方式 局部麻醉 0
全身麻醉 38

房颤 无 0
有 90

年龄校正后的查尔森共病指数 ≤ 2 0
3-4 62
≥ 5 100

表 5 ｜列线图计算的总得分及其对应的心肌梗死概率
Table 5 ｜ Total points calculated by nomogram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obability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总得分 心肌梗死概率

0 0.18%
50 0.56%
100 1.68%
150 4.93%
200 13.63%
250 32.42%
300 59.34%

图注：aCCI 为年龄校正后的查尔森共病指数

图 2 ｜预测全关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的列线图

Figure 2 ｜ Nomogram for predicting myocardial infarction after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

图注：图 A 为 ROC 曲线，图中直线为 AUC=0.5 时的 ROC 曲线，曲线为

此次研究中 Nomogram 的 ROC 曲线，其 AUC 为 0.730(95%CI：0.661-
0.799)，表明列线图具有较高的预测性能；图 B 为校准曲线，表明此次

列线图所预测的心肌梗死的发生率与实际观察的心肌梗死发生率具有

较高的一致性

图 3 ｜列线图 ROC 曲线和校准曲线

Figure 3 ｜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d calibration curve of 

nomogram

1-特异度 列线图预测心肌梗死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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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发现全身麻醉会增加全髋关节置换患者手术时间、

延长呼吸机使用时间和输血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在并发症

方面，全身麻醉患者术后出现心脏骤停和轻微并发症的风险

较脊髓麻醉患者显著增加。在针对国内患者的研究中，程浩

等
[13]

研究表明，全身麻醉会增加全髋关节置换患者 28 d 内

并发症发生率、术后深静脉血栓发生率、输血率、术中低血

压发生率、手术时间和术后留观时间。在全膝关节置换患者

中也得到了了类似结论
[14]
。在此次研究中，结果表明全身麻

醉患者全关节置换术后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显著高于局部麻

醉患者。因此，对于接受全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局部麻醉

作为首选的麻醉方式；而对于具有禁忌证而必须行全身麻醉

患者，做好术后心肌梗死的预防工作至关重要。

房颤是临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可引起心力衰竭和

动脉栓塞等疾病，严重危害患者生命健康
[15]
。术前合并房颤

的患者行全关节置换在术后发生并发症和再入院的风险显著

高于无房颤患者，并且房颤患者术后输血率和围术期出血量

显著高于无房颤患者
[16]
。虽然暂无证据表明房颤与关节置换

术后心肌梗死之间的直接关系，但由于房颤所引起的一系列

结果，如输血率的增加，可能与关节置换术后血栓栓塞事件

存在间接联系
[17]
。此外，术前合并房颤还被证明是关节置换

术后症状性肺栓塞或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重要危险因素
[18-20]

。

合并房颤的患者全关节置换术后发生症状性肺栓塞的危险为

无房颤患者的 2.455 倍 (95%CI：1.790-3.84)[21]
。此次研究结

果表明术前合并房颤患者全关节置换术后发生心肌梗死的概

率为无房颤患者的 6.696 倍 (95%CI：2.215-20.246)。因此，

房颤是全关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于此类

患者，应注重围术期血栓栓塞时间管理，以减少致命性并发

症的发生。

查尔森共病指数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CCI) 一

直是医疗卫生人员量化术前合并症的重要参数
[22]
。研究表

明，CCI 可作为关节翻修术后并发症预测的重要指标
[23]
。 

VOSKUIJL 等 [24]
研究表明，有更高的 CCI 评分患者在骨科手术

后再入院的风险显著高于 CCI 较低的患者。此外，SOOHOO

等
[25]

研究发现较高的 CCI 是全髋关节置换患者术后短期并发

症的危险因素。近年来，aCCI 得到了大量研究的关注，在关

节外科领域亦是如此
[26]
。研究表明 CCI 和 aCCI 均是全膝关节

置换术后并发症的预测因素，且 aCCI 优于 CCI[27]
。既往研究

尚无直接证据表明 aCCI 或 CCI 与全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心肌梗

死的关系，但是此次研究表明 aCCI 可作为全关节置换患者术

后心肌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在未来需要进行多中心

的前瞻性研究以证实该结论。

此外，基于上述 3 项临床指标，作者开发了预测全关节

置换患者术后心肌梗死的预测模型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该

模型可较好地识别心肌梗死高危患者 (AUC=0.730，95%CI：
0.661-0.799)。在既往研究中，基于临床数据，研究人员开发

大量人工关节置换术相关的预测模型，如髋膝关节置换术后

并发症
[28]
、术后股神经阻滞需求

[29]
、住院状态和术后 30 d

再入院风险的预测模型
[30-31]

，并在临床得到了较好的应用。

相比于单纯研究独立危险因素，预测模型的开发对于研究结

果的临床应用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此次研究所开发的全关

节置换患者术后心肌梗死的预测模型，仅纳入 3 项简单的临

床指标，可预测心肌梗死风险并为临床实践提供指导，更为

重要的是，3 项指标均为术前可确定指标。因此，临床医生

在术前即可精准预测全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心肌梗死的风险，

做到早期处理至关重要。

此次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该研究是一项回顾

性研究，存在不可避免的偏倚
[32]
；其次，纳入患者为全髋关

节置换和全膝关节置换患者的集合，在未来有必要针对全膝

关节置换和全髋关节置换患者进行单独分析，以研究两者之

间的危险因素是否存在差异；最后，该模型缺少独立队列的

外部验证，在未来，需要不同中心的队列对模型进行严格验

证。但是，此次研究通过大样本数据结合严谨的统计学分析，

发现了 3 个影响全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心肌梗死的因素，并以

此建立了预测全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心肌梗死的预测模型，这

对于临床评估全关节置换患者术后心肌梗死的风险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

全关节置换术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为 0.8%，总体发生

率较低；全身麻醉、术前合并房颤和 aCCI ≥ 5 是全关节置换

术后发生心肌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基于上述三项危

险因素的预测模型也在研究中被开发，在未来，需要对该模

型进行外部验证以更好地推动模型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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