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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膝关节置换疗效及患者满意度与人格特征的关联性

李大地，朱  梁，郑  力，赵凤朝

文题释义：

人格：是指个体在对人、对事、对己等方面的社会适应中行为上的内部倾向性和心理特征，表现为能力、气质、性格、需要、动机、兴

趣、理想、价值观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心身组织。整体性、稳

定性、独特性和社会性是人格的基本特征。

人格特征：此次研究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评分)对患者的人格特征进行测试，重点是内外向性及神经质，将人格

特征分为4种类型：“外向-稳定”型人格、“外向-不稳定”型人格、“内向-稳定”型人格、“内向-不稳定”型人格。

摘要

背景：患者术后满意度是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心理因素可能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很少有研究涉及人格分型对全膝关节置换后患者满意度和

临床结果的影响。在患者中识别和确定这些因素，可以针对患者特定的人格分型进行教育干预和预期管理，从而提高总体满意度。

目的：探讨人格特征对全膝关节置换患者主观结果的影响。

方法：调查108例接受全膝关节置换治疗的患者，根据随访得到的患者满意度，将患者分为2组，满意组82例，不满意组26例。采用艾森

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评分)对患者的人格特征进行测试；术前以及术后1年膝关节特异性测量包括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

评分、美国膝关节协会评分(临床评分和功能评分)及目测类比评分。

结果与结论：①术后1年随访患者均没有发生术后并发症需要行翻修手术，所有患者中76%的患者满意，24%的患者不满意；②人格特征分

为4种类型：“外向-稳定”型人格的患者中满意为93%，不满意为7%；“外向-不稳定”型人格的患者中满意为40%，不满意为60%；“内

向-稳定”型人格的患者中满意为87%，不满意为13%；“内向-不稳定”型人格的患者中满意为47%，不满意为53%；4种人格之间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P < 0.05)；③术后1年，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满意组显著高于不满意组(P < 0.05)，目测类比评分满意组显著低于不满意组(P < 
0.05)；满意组及不满意组的美国膝关节协会临床评分及功能评分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④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

者的人格特征及术后疼痛是影响满意度的独立危险因素；⑤提示人格特征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满意度和全膝关节置换后的临床结果，因此患

者的人格特征可能是全膝关节置换后满意度的一个有用的预测因素，这一特征对于准备行全膝关节置换治疗的患者很重要，因为可以提供

有针对性的教育和管理，以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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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探讨人格特征与全膝关节置换

患者主观结果的关联性；

△为改善全膝关节置换患者的预

后和满意度，提供有针对性的

教育和管理。

全膝关节

置换患者

108例      

结论：

(1) 患者的人格神经质维度、术后疼痛缓解程度是全膝关节置换后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2) 患者的满意度与其术后膝关节相关评分无绝对相关关系；

(3) 稳定型人格患者可能拥有更低的术前期望和更好的疼痛管理，以致拥有更好的满意度。

观察指标：

(1) 患者人格分型艾森克人格问

卷简式量表中国版评分；

(2) 患者术前术后美国特种外科

医院评分、美国膝关节协会

评分及目测类比评分。

满意组 82例

不满意组 26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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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全膝关节置换是国内最常见的骨科手术之一。大多数

患者对术后效果满意，术后功能改善良好，但仍有部分患者

对术后效果不满意
[1]
。虽然在假体设计工艺和外科手术技术

上不断取得进展，但全膝关节置换后患者的不满意率仍为

11%-25%，一些客观检查也不能很好地指出任何不满意或并

发症的原因
[2-3]

。全膝关节置换后患者的满意度是一个复杂

的现象，它取决于多种因素，已知的有患者的年龄
[4]
、关节

活动度
[5]
、社会经济因素

[6]
、骨性关节炎术前严重程度

[7]
，

但仍有部分因素未知。之前的一项研究表明，患者腰椎手术

后的满意度可能会受到患者人格特征的影响
[8]
，但目前很少

有研究涉及人格分型对全膝关节置换后患者满意度和临床结

果的影响。人格被定义为一种稳定的反应模式，当不同人格

的老年患者对相似的外部条件和刺激做出反应时，会有所不

同
[9]
。此外，不同的人格类型对手术后的期望、术后的疼痛

感知也不同，先前的研究表明，患者的术前期望会显著影响

他们的结局和术后满意度
[10]
。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改变，心理因素对疾病的作用越来

越受到重视，临床上也越来越重视患者的主观感受
[11]
。有国

外研究表明，神经感觉过敏、围术期的痛苦、消极和悲观与

全膝关节置换后患者的不满和功能不良有关，但还需要进一

步的工作来描述这些差异
[12]
。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病例分析。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6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在徐州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完成。

1.3   对象   选择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单侧全膝关节

置换患者 108 例，男 24 例，女 84 例，平均年龄 (67.45±6.85)

岁，最少随访时间为 1 年。试验方案得到徐州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 批件号：XYFY2019-KL111-02)，所

有患者均知情同意。

纳入标准：①确诊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且接受全膝关节

置换治疗的患者；②初次行单侧人工全膝关节置换；③相同

的假体置入技术和术后方案，手术要求达到软组织平衡；④

具有完善的临床病历资料、影像学检查资料；⑤无严重屈曲

畸形和明显术后并发症；⑥术后有确切随访资料；⑦患者具

有良好的膝关节活动范围，至少为 100°，且没有并发症。

排除标准：①翻修手术；②术后有进一步的侵入性治疗；

③有任何精神疾病、酒精问题、麻醉精神药物或毒品成瘾；

④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⑤其他任何医疗问题；⑥术后失访。

1.4   材料   植入物介绍详见表 1。

表 1 ｜植入物的材料学特征
Table 1 ｜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implants

指标 全膝关节 -股骨髁 全膝关节 -胫骨托 全膝关节 -胫骨衬垫

生产厂家  美国施乐辉有限公司 美国施乐辉有限公司 美国施乐辉有限公司

型号 71423234 71420182 71420818
批准号 19HM15252 19GT24593 19FM19791
性能结构 LEGION 后稳定型 胫骨托 后稳定型

材质 钴铬钼合金 Ti-6A1-4V 合金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适应证 适用于膝关节置换手术：骨性关节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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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长期保留体内

产品标注的

不良反应

假体断裂、假体松动、假体周围骨折、排斥反应、感染等

1.5   方法

1.5.1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评估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分级，

所有手术均由同一有经验的主任医师完成。采用全身麻醉，

下肢止血带应用后采用膝关节正中切口，内侧髌骨旁入路。

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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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ACKGROUND: Patients’ postoperative satisfaction is determined by many factors,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t present, few studies 
have shown the effect of personality classification on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clinical outcome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Identifying and determining these 
factors in patients can carry out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expectation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personality types of patients, so as to improve 
overall satisfaction.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traits on the subjective outcome of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108 patients undergoing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satisfied group (n=82) and unsatisfied group (n=26) 
based on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 obtained during the follow-up. The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Revised Short Scale for Chinese was used to test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Knee-specific measurements included the American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Knee Score, Knee Society Score (clinical 
and functional scores) and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before and one year after surger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None of the follow-up patients ha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requiring revision surgery. 76% of patients were satisfied and 
24% were not satisfied. (2) Among them,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93% of patients with “extroversion-stable” personality were 
satisfied and 7% were dissatisfied; 40% of patients with “extroversion-unstable” personality were satisfied, and 60% were dissatisfied; 87% of patients with 
“introverted-stable” personality were satisfied and 13% were dissatisfied; 47% of patients with “introverted-unstable” personality were satisfied and 53% were 
dissatisfie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3) At 1 year postoperatively, American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Knee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satisfied group than in the unsatisfied group (P < 0.05).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satisfied group than in the 
unsatisfied group (P < 0.05). Clinical and functional scores of Knee Society Scor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satisfied and unsatisfied groups        
(P > 0.05). (4)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atient personality and postoperative pain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that affected 
patient satisfaction. (5) It is concluded that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may affect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clinical outcomes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herefore,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may be a useful predictor of satisfaction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his feature is important for patients 
preparing fo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because we can provide targeted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ir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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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去除膝关节两侧及后髁处骨赘，根据截骨后膝关节屈伸

间隙是否平衡行适度软组织松解，假体均用骨水泥固定，确

保术中膝关节可完全伸直屈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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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患肢抬高，第

1 天即行患肢踝泵运动及下肢等长收缩运动以利消肿及预防

深静脉血栓形成，术后 48 h 拔除引流管，鼓励患者使用助行

器下床活动，术中及术后 3 d 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指导患者

逐步行患肢伸屈功能活动及肌力训练。

1.5.2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Revised Short Scale for Chinese，EPQ-RSC) 评分

调查   术前通过 EPQ-RSC 评分对人格进行评估，这是一份 48

项问卷，包括 P量表 (精神质 )、E量表 (内外向性 )、N量表 (神

经质 ) 和 L 量表 ( 掩饰度 )4 种量表。EPQ-RSC 评分由英国伦

敦大学心理学家 EYSENCK 等
[13]

编制，国内学者钱铭怡等
[14]

于 2000 年翻译修订。作为一种较简便的人格维度研究的测

定方法，项目较少，施测方便，在预测老年人情绪状态上具

备较好的效用
[15]
。此表已被广泛用于测量人格特质，在一

项分析特定性别数据的研究中，这 4 个量表在 34 个国家被

证明具有良好的析因相似性
[16]
。国内研究也普遍认可并采用

这一人格评定量表，HUANG 等
[17]

学者在一项研究中，采用

EPQ-RSC 评分从某市抽取 15 所市级医院，对各医院医护人员

( 医技和护士 ) 共 1 928 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医护人员

职业应激处于较高水平，不同人格的医护人员职业应激水平

存在差异，可根据人格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此次研究使用其中的内外向性及神经质维度，即 E 量表

与 N 量表，内外向性维度得分越高说明外向程度越高，神经

质维度得分越高说明神经质程度越高，情绪越不稳定。量表

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75-0.78 之间，前人已经多次使用，是

有效的工具
[18]
。根据从文献中得出的中位数，将 E 和 N 两个

量表分为高低两类，这是一种分析该心理量表的公认方法
[19]
，

该方法有很强的证据基础，已被许多研究人员采用。这样就

可以对患者的人格特征进行以下分类：“外向 -不稳定”( 高
E，高 N)、“外向 -稳定”( 高 E，低 N)、“内向 -稳定”( 低
E，低 N) 和“内向 -不稳定”( 低 E，高 N)。
1.6   主要观察指标   术前由同一调查人员在舒适安静的环境

下协助患者完成 EPQ-RSC 评分。为了得到实际的患者满意度，

简单地通过一个是或否的问题来询问患者是否对他们的全膝

关节置换手术满意。临床结果采用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

评分、美国膝关节协会临床评分和功能评分
[20]
，疼痛评估采

用目测类比评分评估 1-10 之间的疼痛程度
[21]
。美国特种外

科医院评分指标包括疼痛、功能、活动度、肌力、屈曲畸形、

稳定性等，满分 100 分；美国膝关节协会评分指标临床评分

及功能评分，满分分别为 100 分。

最低随访时间为 1 年，所有患者没有任何精神疾病、酒

精问题、麻醉精神药物或毒品成瘾。在随访时间点之前，未

对调查的膝关节行进一步的侵入性治疗，也未发现相应膝关

节术后有任何明显的并发症。术后 1 年随访时间到，由术前

实施测量的同一调查人员于门诊随访时测量患者术后的相应

评分。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 (SPSS. 美国 ) 进行

统计分析。满意度分组与人格分型的关系采用 Fisher 精确检

验法；术后随访各指标与人格分型的关系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患者术后满意度分组与术前及末次随访各指标比较采用

卡方检验及独立样本 t 检验，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的因素

代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独立危险因素。检验水

准 α 值取双侧 0.05。原假设：满意组与不满意组的患者在人

格特质上无显著差异；替代假设：满意组和不满意组的患者

有不同的人格特征。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单侧全膝关节置换患者 108 例，

根据对所行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是否满意，分为 2 组，满意组

82 例，不满意组 26 例。全部观察对象至少随访 1 年，无脱落。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1。

2.3   基线资料比较   108 例患者中，82 例 (76%) 对手术满意，

26 例 (24%) 对手术不满意。术前满意组与不满意组患者的人

口学资料统计分析显示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术前膝

关节相关评分 ( 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美国膝关节协会临

床评分和功能评分 ) 资料统计分析显示仅美国特种外科医院

评分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2。

2.4   患者满意度与临床结果的关系   满意组患者术后 1 年的

临床结局明显较好，但 2 组间美国膝关节协会临床评分和功

能评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术后 1 年患者的目测类比评分满

意组显著低于不满意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3。

2.5   人格特征   采用 EPQ-RSC 评分对 2 组患者的人格特征进

行分析，4 种人格分型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
108 例患者中，“外向 -稳定”型人格最常见，满意人数最多，

见表 4。Fisher 精确检验法分析显示 4 种人格分型患者的满

意度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两两比较发现，“外向 -

稳定”型人格的患者与“外向 -不稳定”型人格的患者及“内

向 -不稳定”型人格的患者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而与“内向 -

稳定”型人格的患者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内向 - 稳定”型

人格的患者与“外向 - 不稳定”型人格的患者及“内向 - 不

纳入行单侧全膝关节置换患者 108 例，按术后 1 年随访满意度分为 2 组

满意组 82 例，术前评估 EPQ-RSC
评分，术前术后评估膝关节相关评

分及目测类比评分，术后康复指导

不满意组 26 例，相同的术前

术后评分，相同的术后康复

指导

满意组 82 例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无脱落

不满意组 26 例全部进入结果

分析，无脱落

图 1 ｜两组患者分组流程图

Figure 1 ｜ Flow chart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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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型人格的患者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而“外向 -不稳定”

型人格的患者与“内向 - 不稳定”型人格的患者差异无显著

性意义。

2.6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以上述结果为基础，将单

因素分析结果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印证了患者的人格特征分型及术后 1 年目

测类比评分是患者全膝关节置换后是否对结果满意的独立危

险因素，见表 5。

3   讨论   Discussion
此次研究中，满意组与不满意组患者均在行全膝关节置

换后无任何医疗问题，均采用相同的假体置入技术和相同的

术后方案。此次研究的目的是确定人格方面的特征是否会影

响患者全膝关节置换后的满意度，主要测量 EPQ-RSC 评分中

的内、外向性和神经质维度，研究结果与其他外科手术的结

果基本一致
[8]
。在此次研究中，不满意患者的共同点是神经

质维度情绪稳定性低，证实了作者的替代假设：不满意和满

意的患者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人格特征。

人们越来越愿意相信，生物学和医学因素并不能完全解

释在全膝关节置换患者中发现的次优结果以及对于手术的满

意程度，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患者的人格特征以及心理因素

似乎与全膝关节置换术后结果有关
[22]
。此次研究中，人格稳

定的患者拥有更好的满意度和临床结果，这一结论提醒临床

医生更加重视患者的心理咨询和放松训练，放松训练结合临

床治疗可以显著改善骨关节炎患者的生活质量
[23]
。

统计学分析显示，满意组患者的临床结局一般较好，但

全膝关节置换后患者的满意度与其术后的膝关节评分并无绝

对相关性。有证据表明，在大多数患者中，术后结果是超过

预期的
[1]
，但某些人格类型的患者会对手术的疼痛缓解有更

大期望值，而患者的期望直接影响对手术的满意度
[24]
。在其

他外科手术中，人格特征与术前预期相关；如在口腔和颌面

外科的研究表明，“不稳定”型人格患者在术前有较高的、

不切实际的预期，因此术后的满意率较低
[25]
。

此次研究得出，患者的人格特征及术后疼痛是全膝关节

置换后满意度的独立危险因素。“稳定”型人格的患者相较

“不稳定”型人格的患者，对全膝关节置换有更高的满意度，

可能和其比较低的术前期望相关，而和术后的膝关节相关评

分无绝对相关。此次研究中，可能由于样本量较少，未能很

好地体现人格的内外向性维度对全膝关节置换后满意度的差

异，未来将做进一步的研究。

患者生理上的病痛会增加心理问题出现的可能性，而

心理因素也会加重疼痛的感知与体验。此次研究中，人格神

经质维度为患者术后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外一些研究

报道，神经质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焦虑状态的重要因素之

一
[26]
，而焦虑、抑郁的状态直接影响患者术后的疼痛感知、

生活质量以及满意度。作者考虑，可能某种人格特质容易导

致情绪控制障碍，进而影响疼痛的感知、体验和管理。全膝

关节置换后疼痛属于急性重度疼痛，疼痛不仅增加患者的痛

苦，还会影响术后的康复。ANAKWE 等
[27]

报道称，患者疼

痛的缓解与术后总体满意度相关。在此次研究中的体现就是

患者术后 1 年目测类比评分是满意度的独立影响因素，说明

有效的控制疼痛可以改善患者的满意度。

对于以后的临床工作，可以通过获得患者的人格特征

及发放相关对应的信息手册，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更重要的

是，这些干预措施能缩短住院时间和治疗时间。IBRAHIM等
[28]

学者认为在全膝关节置换中应用快速康复手术可对患者的康

复速度起到促进作用，提高患者对治疗的满意程度，缓解焦

虑及抑郁情绪，另外也可明显节省成本
[29]
。

虽然使用的是经过验证的人格类型测量方法，但此次研

究的局限性在于所有人格测试工具的固有缺陷和测试有效性

的内在问题
[30]
。未来的研究应该继续扩大数据库样本含量，

描述患者的人格特征对手术期望、术后疼痛感知及术后满意

度的影响，甚至患者接受全膝关节置换以及全髋关节置换的

可能性；还应该调查人格对反应性和再现性的影响，进行其

表 2 ｜满意组和不满意组患者的术前资料比较
Table 2 ｜ Comparison of preoperative data of patients in satisfied group 
and unsatisfied group

指标 满意组 (n=82) 不满意组 (n=26) P 值

年龄 (x-±s, 岁 ) 67.23±7.24 68.15±5.49 > 0.05
性别分布 ( 女 / 男 ,n) 64/18 20/6 > 0.05
体质量指数 (x-±s,kg/m2) 26.24±4.10 26.24±3.59 > 0.05
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 (x-±s, 分 ) 49.79±12.28 43.42±15.67 < 0.05
美国膝关节协会临床评分 (x-±s, 分 ) 36.11±14.93 31.27±16.63 > 0.05
美国膝关节协会功能评分 (x-±s, 分 ) 32.99±18.61 27.69±19.61 > 0.05
目测类比评分 (x-±s, 分 ) 5.74±1.45 5.81±1.27 > 0.05

表 3 ｜满意组和不满意组患者的术后临床结果比较          (x-±s, 分 )
Table 3 ｜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clinical results of patients in 
satisfied group and unsatisfied group

指标 满意组 (n=82) 不满意组 (n=26) P 值

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 83.99±5.86 79.88±5.94 < 0.05
美国膝关节协会临床评分 89.67±7.08 85.54±9.78 > 0.05
美国膝关节协会功能评分 71.40±15.42 63.38±14.21 > 0.05
目测类比评分 0.71±0.73 3.62±1.60 < 0.05

表 4 ｜患者人格与满意度分布         
Table 4 ｜ Distribution of patient personality and satisfaction

组别      n 外向 -稳定

(40%)
外向 -不稳定

(14%)
内向 -稳定

(29%)
内向 -不稳定

(17%)

满意组    82 93% 40% 87% 47%
不满意组  26 7% 60% 13% 53%

表 5 ｜全膝关节置换后患者满意度相关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5 ｜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related to patient 
satisfaction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因素 OR(95%CI) P 值

术后 1 年目测类比评分 0.14(0.05-0.38) < 0.05
人格 0.03(0.01-0.67) < 0.05

表注：因变量为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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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用心理测量指标和患者身体状况的评估。要学会识别出

一部分患者，对于他们来说，不同的说明性建议、不同的宣

教沟通方式和有针对性的围术期疼痛调节管理可能会降低预

期并改善预后，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患者的人格神经质维度及术后疼痛缓解程度

与全膝关节置换后的满意度密切相关。人格特征对患者术后

功能及整体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通过影响术前预期、

术后疼痛感知起作用。确定这些人格特征非常重要，医务人

员应该给予患者更多的关注，重视心理问题，给予更多针对

性的术后功能锻炼宣教以及心理疏导，提供针对性的疼痛管

理等干预措施，以改善特定人群的生活质量，增加患者的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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