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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膝关节置换静脉滴注氨甲环酸联合含氨甲环酸鸡尾酒局部应用的
止血效果及安全性

王金军，邓增发，刘  康，何智勇，余新平，梁建基，李  晨，郭洲洋

文题释义：

全膝关节置换围术期出血：由于膝关节有着血运丰富、滑膜多的特点，术中操作会损伤正常血管、滑膜而导致术中及术后出血量增多。加

上术中需要使用止血带，这一因素也会一定程度上增加下肢血管缺血和再灌注损伤等其他风险，进而导致释放出血管内皮组织纤溶酶原激

活物，激活物的释放又可引起纤溶反应从而影响最终的手术疗效。可见在全膝关节置换围术期针对失血原因采取合理的止血措施，不但能

够缓解患者的病情、加强临床手术疗效，还能够改善预后，最终提升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

氨甲环酸：化学名称为反式对氨基环已酸，一种合成赖氨酸衍生物，通过竞争性抑制赖氨酸结合位点对纤溶酶原的作用，减少纤维蛋白的

局部降解凝血纤维蛋白溶酶，从而产生手术切口的止血作用，在全髋及全膝关节置换术中得以广泛研究。

摘要

背景：膝关节置换围术期出血较大，含有氨甲环酸的“鸡尾酒”有止血和镇痛的双重作用，然而如何联合静脉使用氨甲环酸进一步减少出

血仍值得探讨。

目的：在使用含氨甲环酸的“鸡尾酒”前提下，对比联合不同方式静脉使用氨甲环酸在全膝关节置换术中的止血效果和安全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7年6月至2019年9月中山市人民医院骨一科收治行初次单侧全膝关节置换膝骨关节炎62例患者的病历资料，分成3
组，其中A组26例术中关闭切口前局部给予含有氨甲环酸的“鸡尾酒”；B组25例在A组基础上术前切皮前静脉点滴1.0 g氨甲环酸；C组11
例在B组基础上于术后3 h再次静滴1次1.0 g氨甲环酸，对比分析3组患者显性、隐性及总失血量、术后血红蛋白最大丢失量、输血率、术后

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等。

结果与结论：①在总失血量、隐性失血量、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显性失血量、血红蛋白最大丢失量方面，B、C组均低于A组，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P < 0.05)；B组与C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②输血率和术后住院时间，3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③3
组在伤口并发症、关节腔积液、肌间静脉血栓并发症发生率方面，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且3组均未发现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及

肺动脉栓塞；④结果表明，在全膝关节置换手术切皮前静脉使用1次1.0 g氨甲环酸以及联合含0.5 g氨甲环酸的“鸡尾酒”具有明显的止血

效果，但是术后3 h再次静脉使用1次1.0 g氨甲环酸未能进一步减少出血；而且前两者均不增加术后并发症，有一定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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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技术特点：既往未曾探讨在应用含氨

甲环酸的“鸡尾酒”局部应用时，联

合术前切皮前静脉使用氨甲环酸以及

在此基础上术后再静脉使用 1 次。

△结果特点：此次研究不仅取得了阳性

结果，也发现了阴性结果。在手术切

皮前静脉使用 1 次 1.0 g 氨甲环酸以

及联合含 0.5 g氨甲环酸的“鸡尾酒”

有明显的止血效果，但是术后 3 h 再

增加 1 次静脉使用 1.0 g 氨甲环酸未

能进一步减少出血；而且前两者均不

增加术后并发症，有一定的安全性。

结局意义：
(1) 两种静脉联合局部

应用氨甲环酸的方
法均可以降低显性、
隐性及总失血量，
减少血红蛋白丢失
量，具有明显的止
血效果；但是术后
3 h 再追加 1 次静脉
使用未能进一步减
少出血；

(2) 前两者不增加术后
并发症，未发现血
栓事件，具有一定
的安全性。

行初次单侧全
膝关节置换的
膝关节骨关节
炎患者

分为 3 组：
(1) A 组局部应用含氨甲环

酸的“鸡尾酒”；
(2) B 组在 A 组基础上术前

切皮前静脉点滴 1.0 g
氨甲环酸；

(3) C 组在 B 组基础上术后
3 h 再静滴 1 次 1.0 g 氨
甲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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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全膝关节置换是解决终末期膝关节疾病最有效的治疗方

式
[1]
。然而，全膝关节置换会造成围术期 823-1 747 mL 的失

血量
[2-3]

，并且导致 4%-64% 的患者因贫血而需要输血
[4-5]

；与

此同时，输血会伴发感染、免疫反应、相关急性肺损伤等一

系列输血相关问题
[6]
，这给患者和社会均带来了一定的经济

负担
[7]
。为减少术中出血，止血带在全膝关节置换术中广泛

使用
[8]
，然而有大量文献显示止血带并不能减少总失血量，

而且增加了术后疼痛、膝关节肿胀程度及住院时间，不利于

膝关节早期功能锻炼
[8-9]

。

近年来研究发现，为减少关节置换围术期出血，应用氨

甲环酸具有良好的止血效果，并且具有一定的安全性
[3，10-11]

。

氨甲环酸是一种合成赖氨酸衍生物，通过竞争性抑制赖氨酸

结合位点对纤溶酶原的作用，减少纤维蛋白的局部降解凝血

纤维蛋白溶酶，从而产生抗纤溶和止血作用
[12]
。在全膝关节

置换术中使用止血带，会导致因术中下肢血管缺血而增加再

灌注风险，进而释放出血管内皮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激活

物的释放又可引起纤溶反应从而影响止血效果
[13-14]

，这使得

氨甲环酸在全膝关节置换术中的研究更加有必要。有许多文

献显示静脉、局部以及联合应用氨甲环酸均有明显的止血效

果，且有一定的安全性
[10，15-17]

。

全膝关节置换后患者的疼痛剧烈影响术后功能锻炼及康

复，围术期疼痛管理显得十分重要
[18]
，其中术中关闭切口前

予“鸡尾酒”进行镇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
。近年来研究发

现，在“鸡尾酒”中加入氨甲环酸中可以明显减轻疼痛和失

血
[20]
。然而，在含氨甲环酸的“鸡尾酒”局部应用时，联合

手术切皮前静脉使用氨甲环酸以及在此基础上术后再静脉使

用 1 次在既往研究中未见报道。

此次研究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6 月至 2019 年 9 月在中

山市人民医院骨一科因膝关节骨关节炎行全膝关节置换共

62 例患者的病历资料，分成 3 组，其中术中关闭切口前局

部给予含有氨甲环酸的“鸡尾酒”26 例，术前切皮前及局

部应用含“氨甲环酸”的鸡尾酒 25 例，术前切皮前、局部

应用含“氨甲环酸”的鸡尾酒以及术后再静滴 1 次氨甲环酸

11 例，此次研究旨在探寻在使用含氨甲环酸的“鸡尾酒”

前提下，手术切皮前静滴 1 次氨甲环酸及在此基础上术后再

使用 1 次氨甲环酸的止血效果和安全性，找到氨甲环酸联合

“鸡尾酒”在全膝关节置换术中的最佳应用方式，以便更好

地应用于临床，使全膝关节置换患者受益，从而产生较大的

临床意义与价值。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队列试验。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7 年 6 月至 2019 年 9 月在中山市人

民医院骨一科完成。

1.3   材料   文中所使用的人工膝关节假体是由 LINK 公司生产

的保留后交叉韧带的膝关节假体，该产品由股骨髁、胫骨托

和胫骨垫片组成，通过手术置入体内，起到稳定和恢复膝关

节功能的作用，其中股骨髁分左右，胫骨托为对称型的，不

分左右，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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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 股骨髁 垫片 胫骨托

生产厂家  Link 公司 Link 公司 Link 公司

型号 1，1B，2，2A/B，3，
4，5

1，2，3，4，5 1，1B，2，2A/B，3，
4，5

批准号 国械注进 20193131945 国械注进 20193131945 国械注进20193131945
性能结构 该系统由多种基本部件 ( 股骨部件、关节面、胫骨平台或和延伸干 )

和可选部件 ( 延伸干、胫骨垫块或和股骨加强块 ) 组配而成

材质 铸造钴铬钼合金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铸造钴铬钼合金

适应证 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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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伤后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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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对位不良，骨折、神

经损伤，肿胀、感染，腿长度不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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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perioperative blood loss of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is large. The “cocktail” containing tranexamic acid has the dual function of hemostasis 
and analgesia. However, how to further reduce blood loss with intravenous tranexamic acid is still worth expl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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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showed that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1.0 g tranexamic acid before cutting skin and combination with “cocktail” containing 0.5 g tranexam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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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duce the bleeding; moreover, the first two administrations did not increase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had certai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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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象   选择 2017 年 6 月至 2019 年 9 月中山市人民医院

骨一科收治行初次单侧全膝关节置换的膝骨关节炎患者共

62 例为研究对象，男 10 例，女 52 例，年龄 45-85 岁。根

据氨甲环酸的使用方案分成 3 组：A 组 26 例患者术中关闭

切口前局部给予含有氨甲环酸的“鸡尾酒”，B 组 25 例患

者在 A 组基础上术前切皮前静脉点滴 1.0 g 氨甲环酸，C 组

11 例患者在 B 组基础上在术后 3 h 再次静滴 1 次 1.0 g 氨甲

环酸。

纳入标准：①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②行初次单侧全膝

关节置换者；③术前凝血正常者。

排除标准：①行单髁或者双侧膝关节置换患者；②术前

凝血功能异常患者；③正在使用抗凝药患者；④既往有血栓

病史或术前双下肢彩超发现血栓患者；⑤既往患有心肌梗死、

脑梗死、严重冠心病行经皮冠脉介入治疗、房颤或心脏起搏

器置入患者；⑥对氨甲环酸过敏患者；⑦恶性肿瘤患者；⑧

术后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输血、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

量等相关数据缺失患者。

所有患者的病历资料均获得伦理审查并通过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

1.5   方法

1.5.1   数据收集   回顾性收集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患者相关

资料数据：①基本资料：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麻醉方

式 ( 全麻 / 腰硬联合麻醉 / 坐骨神经及股神经阻滞 )、美国麻

醉医师协会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ASA) 分级

( Ⅰ / Ⅱ / Ⅲ )、患侧 ( 左 / 右侧 )、 其他基础疾病、手术时间、

术前实验室指标 ( 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血小板、凝血酶

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纤维蛋白原 )；②术中出

血量 ( 术中使用纱布净增质量加上术后引流瓶液体量再减去

冲洗所用液体量 )、术后引流量、术前及术后最低血红蛋白

和红细胞压积、输血例数、术后住院时间；③术后 30 d 内任

何并发症。

1.5.2   置换方法   纳入研究的所有患者均由同一名高年资骨

科医师主刀完成同一种膝关节假体手术。患者行气管插管全

身麻醉、腰硬联合麻醉或者坐骨神经及股神经阻滞后，术前

患者大腿根部扎下肢充气止血带，手术开始止血带压力为

39.9 kPa，时间均为 60 min，手术采用常规膝正中切口，经

股内侧肌入路，外翻髌骨，股骨采用髓内定位，胫骨采用髓

外定位，所有患者均未行髌骨置换，松解内侧支持带、髌股

韧带，修整髌骨关节面后行髌骨去神经化处理。在放置引流

管、缝合关节囊、皮下、皮肤、加压包扎后松止血带，关节

腔放置引流管 1 根，外接普通引流袋，逐层缝合切口，弹力

绷带加压包扎。

1.5.3   给药方法   A 组患者手术关闭切口前予含有氨甲环酸

的“鸡尾酒”[(0.5 g 氨甲环酸，广西梧州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 H20030587)、罗哌卡因 50 mg( 阿斯利康，进

口药品注册证号 H20100103)、氟比洛芬酯注射液 100 mg( 北

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41508)、复方倍

他米松注射液 5 mg(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J20130084)、注射用氯化钠注射液 50 mL(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H13023202)]混合局部注射；B组在 A组基础上，

术前切皮前静脉点滴 1.0 g 氨甲环酸；C 组在 B 组基础上术后

3 h 再次静脉点滴 1.0 g 氨甲环酸。

1.5.4   术后处理   术后第 1 天拔除伤口引流管，所有患者遵循

《中国骨科大手术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指南》术后 12-24 h 内

常规给予依诺肝素 (SANOFI SYNTHELABO FRANCE，进口药品注

册证号 H20090250) 皮下注射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
[21]
，出院后

继续予口服 2 周阿司匹林 (Bayer S.p.A，国药准字 J20171021)

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术后 2 d 内常规予静脉点滴抗生素预防

抗感染，术后第 1，3，5 天常规抽血复查血常规、生化、凝

血功能等指标；术后 1 d 行股四头肌主动收缩练习，两三天后

行屈膝、直腿抬高锻炼，3-5 d 后指导患者扶拐行走；若患者

术后第 2 天血红蛋白 <70 g/L 时或介于 70-100 g/L 时伴有贫血

症状，予输血治疗；患者出院时膝关节屈伸活动范围达到 0°-
90° 及没有任何并发症予考虑出院。

1.6   主要观察指标  

1.6.1   失血量的计算   根据 GROSS[22]
方程计算总失血量。公

式 1：总失血量 = 术前血容量 × ( 术前红细胞比容 - 术后最低

红细胞比容 ) /( 术前及术后最低红细胞比容之和的一半 )，

若患者进行输血治疗，则需将输血容量算进总失血量里，

1 单位的浓缩红细胞相当于 200 mL 的标准红细胞容量。根

据 NADLER 等
[23]

提出的计算术前血容量的方法，即术前血容    

量 =K1×H3+K2 ×W+K3，其中 H 指身高 (m)，W 指体质量 (kg)；

常数项中，男性患者：K1=0.366 9，K2 = 0.032 19，K3=0.604 1，

女性患者：K1 = 0.356 1，K2=0.033 08，K3=0.183 3。公式 2：

隐性失血量 = 总失血量 -显性失血量。公式 3：显性失血量 =

术中失血量 + 术后引流量，术中出血量为术中使用纱布净增

质量加上术后引流瓶液体量再减去冲洗所用液体量，术后引

流量为拔除引流管时引流量瓶的引流量。

1.6.2   血红蛋白最大丢失量   找出术后第 1，3，5 天血红蛋

白最低值，血红蛋白最大丢失量 = 术前血红蛋白 — 术后血

红最低血红蛋白。

1.6.3   输血率   输血率 = 输血例数 / 各组总数。

1.6.4   术后住院时间   术后住院时间为手术日期到出院日期

的住院天数。

1.6.5   术后 30 d 内并发症   住院期间所发生的并发症及出院

后电话或者门诊记录 30 d内并发症发生情况。①伤口并发症：

住院期间严格记录伤口并发症发生情况，包括伤口愈合不良、

周围红肿、感染、脂肪液化等；②关节腔积液；③血栓并发

症：记录术后下肢肌间静脉血栓形成、深静脉血栓形成及肺

动脉栓塞发生情况。患者若出现下肢疼痛或者肿胀严重等下

肢深静脉血栓症状行下肢动静脉彩超检查，诊断是否有下肢

深静脉血栓是通过症状、体征及下肢动静脉彩超检查进行诊

断；若出现胸部疼痛或者呼吸困难等怀疑肺动脉栓塞行胸部

CT 血管成像检查，通过症状、体征及肺动脉血管成像检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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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是否有肺动脉栓塞。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 (IBM，美国 ) 进行

统计学分析。对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 年龄、体质量指数、

手术时间、术前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容、血小板、凝血酶原

时间、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总失血量、术后引流量、显

性失血量、血红蛋白最大丢失量、术后住院时间 )用 x-±s表示，

经方差齐性检验为方差齐性资料，3 组间差异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进行比较，多重两两比较时采用 Bonferroni 法进行比较。

对于 3 组中有出现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 隐性及术中出血

量 )，3 组间差异用 Kruskal-Wallis 方法进行比较，多重两两

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校正法进行比较。对于计数资料 ( 性别、

麻醉方式、ASA 分级、患侧、基础疾病、输血率、伤口并发

症发生率、关节腔积液并发症发生率、血栓发生率 )采用例数、

百分比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比较。检验水准 α 值取双侧

0.05。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 62 例全膝关节

置换患者纳入研究，根据给药方法不同分成 3 组，住院期间

对相关指标及并发症进行记录，患者出院后，继续通过门诊

或者电话记录术后 30 d 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2.2   分组流程图   见图 1。

2.3   基线资料的比较   3 组间所有基线资料相比，差异均无

显著性意义 (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2。

2.4   围术期资料比较   总失血量、隐性失血量、术中出血量、

术后引流量、显性失血量、血红蛋白最大丢失量，3 组间差

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B 组与 C 组低于 A 组，差异均

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B 组与 C 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输血率和术后住院时间，3 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3。

2.5   术后并发症资料比较   A 组出现 1 例伤口周围红肿、1 例

伤口脂肪液化；B 组出现 1 例伤口周围红肿、1 例伤口愈合

不良、1 例关节腔积液、1 例患侧肌间静脉血栓；C 组出现 1

例伤口脂肪液化；各组均未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及肺动

脉栓塞；各组的伤口并发症、关节腔积液、血栓并发症发生

率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4。

纳入全膝关节置换患者 62 例，按氨甲环酸应用方式分为 3 组

A 组 26 例患者术中关

闭切口前给予含有氨甲

环酸的鸡尾酒局部注射

B 组 25 例患者术前切皮

前静滴 1.0 g 氨甲环酸 + 
A 组

C 组 11 例患者在 B 组基

础上术后 3 h 再次给予

静滴 1 次 1.0 g 氨甲环酸

A 组 26 例全部进入结果

分析

B 组 25 例全部进入结果

分析

C 组 11 例全部进入结果

分析

图 1 ｜两组患者分组流程图
Figure 1 ｜ Flow chart of group assignment

表 2 ｜各组基线资料比较
Table 2 ｜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of each group

一般资料 A 组 (n=26) B 组 (n=25) C 组 (n=11) 统计值 P 值

年龄 (x-±s，岁 ) 67.2±7.4 68.3±8.8 68.6±6.8 F=0.158 0.854
性别 ( 男 / 女，n) 5/21 4/21 1/10 χ 2=0.588 0.745
体质量指数 (x-±s，kg/m2) 25.4±3.5 26.0±4.0 25.3±4.0 F=0.180 0.836
全麻 / 腰硬 / 阻滞 (n) 4/18/4 3/18/4 2/7/2 χ 2=0.339 0.987
ASA 分级 ( Ⅰ / Ⅱ / Ⅲ，n) 0/19/7 0/21/4 1/9/1 χ 2=6.355 0.174
患侧 ( 左 / 右，n) 11/15 10/15 4/7 χ 2=0.115 0.944
基础疾病 (n/%)
  高血压 13/50 16/64 4/36 χ 2=2.531 0.282
  糖尿病 6/23 6/24 2/18 χ 2=0.154 0.926
  冠心病 2/8 3/12 0/0 χ 2=1.492 0.474
  慢性肾功能不全 0/0 1/4 1/9 χ 2=2.127 0.345
  痛风 1/4 2/8 0/0 χ 2=1.158 0.561
  甲状腺疾病 0/0 1/4 0/0 χ 2=1.504 0.471
手术时间 (x-±s，min) 117.9±17.6 122.6±25.4 115.8±19.7 F=0.494 0.613
术前指标 (x-±s)
  血红蛋白 (g/L) 130.2±13.8 132.6±9.9 123.9±19.2 F=1.577 0.215
  红细胞压积 (%) 40.5±3.8 39.9±2.8 37.7±5.1 F=2.304 0.109
  血小板 (×109 L-1) 261.0±52.6 239.2±65.2 272.7±50.4 F=1.595 0.212
  凝血酶原时间 (s) 10.8±0.7 10.7±0.4 11.1±1.3 F=0.837 0.438
  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s) 26.5±4.2 25.7±4.0 26.5±4.3 F=0.320 0.727
  纤维蛋白原 (g/L) 3.4±0.8 3.1±0.7 3.4±0.8 F=0.766 0.469

表注：A 组术中关闭切口前局部给予含有氨甲环酸的“鸡尾酒”；B 组在 A
组基础上术前切皮前静脉点滴 1.0 g 氨甲环酸；C 组在 B 组基础上于术后 3 h
再次静滴 1 次 1.0 g 氨甲环酸。ASA 为美国麻醉医师协会

表 3 ｜各组围术期资料比较
Table 3 ｜ Comparison of perioperative data of each group

指标 A 组 (n=26) B 组 (n=25) C 组 (n=11) P 值 P1 值 P2 值 P3 值

总失血量

(x-±s，mL)
1 012.0±284.6 656.0±281.2 512.9±208.9 < 0.001 < 0.001 < 0.001 0.454

隐性失血量

(mL)
473.1(299.8) 207.5(448.1) 79.2(208.9) 0.008 0.046 0.003 0.155

术中出血量

(mL)
200.0(100.0) 100.0(150.0) 100.0(150.0) 0.046 0.016 0.147 0.668

术后引流量

(x-±s，mL)
374.2±222.1 238.8±161.1 191.8±139.5 0.009 0.036 0.026 1.000

显性失血量

(x-±s，mL)
538.8±230.8 350.8±175.5 330.0±153.6 0.001 0.001 0.005 0.772

血红蛋白最

大丢失量

(x-±s，g/L)

28.2±11.7 21.9±9.2 17.7±8.7 0.013 0.033 0.006 0.264

输血 (n/%) 4/15 0/0 0/0 0.085 - - -

术后住院时

间 (x-±s，d)
10.8±3.2 11.0±4.1 8.9±3.1 0.267 - - -

表注：A 组术中关闭切口前局部给予含有氨甲环酸的“鸡尾酒”；B 组在 A
组基础上术前切皮前静脉点滴 1.0 g 氨甲环酸；C 组在 B 组基础上于术后 3 h
再次静滴 1 次 1.0 g 氨甲环酸。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隐性及术中出血量用

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表达。P1 值为 A 组与 B 组进行比较；P2 值为 A 组与 C 组

进行比较；P3 值为 B 组与 C 组进行比较

表 4 ｜各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n/%)
Table 4 ｜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each group

并发症 A 组 (n=26) B 组 (n=25) C 组 (n=11) χ 2
值 P 值

伤口周围红肿 1/3.8 1/4.0 0/0.0 0.447 0.800
伤口愈合不良 0/0.0 1/4.0 0/0.0 1.504 0.471
伤口脂肪液化 1/3.8 0/0.0 1/9.1 2.078 0.354
关节腔积液 0/0.0 1/4.0 0/0.0 1.504 0.471
患侧肌间静脉血栓 0/0.0 1/4.0 0/0.0 1.504 0.471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0/0.0 0/0.0 0/0.0 - -

肺动脉栓塞 0/0.0 0/0.0 0/0.0 - -

表注：A 组术中关闭切口前局部给予含有氨甲环酸的“鸡尾酒”；B 组在 A 组基
础上术前切皮前静脉点滴 1.0 g 氨甲环酸；C 组在 B 组基础上于术后 3 h 再次静滴
1 次 1.0 g 氨甲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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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全膝关节置换是关节置换中常见的手术方式之一，术中

及术后出血一直困扰着骨科医师。近年来氨甲环酸在全膝关

节置换术中减少出血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有静脉、局部、

口服以及联合等各种方式，且不增加术后并发症
[24-27]

。然而，

全膝关节置换后患者疼痛感较剧烈，常导致许多患者在手术

后 3 d 内难以入睡，同时也因膝关节疼痛而拒绝功能锻炼，

这会增加患者的痛苦感并降低膝关节置换后的预期功能
[28]
。

近年来，膝关节围术期多模式镇痛理念深得骨科医师和

患者的喜爱，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术中关闭切口前予“鸡

尾酒”局部注射给药进行镇痛
[19，29]

。结合减少出血和镇痛的

理念，有研究显示在“鸡尾酒”里加入氨甲环酸不仅可减少

出血，而且减少疼痛，可谓一举两得
[22，30]

。然而，在应用含

氨甲环酸的“鸡尾酒”后，联合静脉应用氨甲环酸的探讨几

乎没有。所以发出疑问，联合静脉应用的出血及安全性又如

何呢？此次研究进一步探讨在应用含氨甲环酸的“鸡尾酒”

前提下，术前静脉使用 1 次氨甲环酸以及术后 3 h 再使用 1

次的止血效果及安全性。

蓝芳等
[11]

对比在初次膝关节置换过程中静脉与局部

应用氨甲环酸的效果时，静脉组每次给药剂量是 1.0 g。
MORRISON 等

[31]
研究显示，氨甲环酸的半衰期为 3 h，所以此

次研究 C 组患者是手术后 3 h 追加 1 次给药。此次研究是手术

切皮前及术后 3 h 静脉给予氨甲环酸，均为 1.0 g 给药剂量，考

虑到均有静脉给药，在“鸡尾酒”里只加入 0.5 g 的氨甲环酸。

结果显示在手术切皮前静脉使用 1 次 1.0 g 氨甲环酸以及联合

含 0.5 g 氨甲环酸的“鸡尾酒”有明显的止血效果，但是术后 

3  h 再增加 1 次 1.0 g 氨甲环酸静脉给药未能进一步减少出血。

此次研究在使用含氨甲环酸的“鸡尾酒”的前提下，手

术切皮前静脉使用 1 次比未使用氨甲环酸时的平均总失血量

要减少 472.6 mL，隐性失血量平均要减少 382.7 mL；在术后

3 h 再追加 1 次氨甲环酸平均总失血量要减少 616 mL，隐性

失血量平均要减少 511 mL。何智超等
[20]

前瞻性对比 30 例全

膝关节置换患者应用含氨甲环酸的“鸡尾酒”和 30 例应用

未加入氨甲环酸“鸡尾酒”患者的失血量，结果显示，应用

氨甲环酸的“鸡尾酒”患者平均总失血量要减少 192.3 mL，

平均隐性失血量要减少 180.9 mL，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DANOFF 等
[19]

开展了一项大样本回顾性研究，2 042

例患者行全膝关节置换按照是否用氨甲环酸及给药剂量分成

3 组，第一组患者未接受氨甲环酸，第二组患者在释放止血

带时静脉接受 1 次 1.0 g 氨甲环酸，第三组 799 例患者在第

二组基础上再隔 6 h 给药静脉 1.0 g 氨甲环酸；结果显示第二

组和第三组血红蛋白的丢失量均是 24 g/L，并且两组之间差

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但是均低于第一组丢失量 29 g/L，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此次研究显示局部应用氨甲环

酸的“鸡尾酒”(A 组 )、切皮前及联合局部含氨甲环酸的“鸡

尾酒”(B 组 ) 及术后 3 h 再使用 1 次 (C 组 ) 的血红蛋白丢失

量分别为 28.2，21.9 和 17.7 g/L，其中 B，C 组血红蛋白最

大丢失量均低于 A 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但 B，
C 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研究结果与 DANOFF 等

[19]

的结果相一致。此次研究结果表明，在应用含氨甲环酸的“鸡

尾酒”前提下，切皮前静脉点滴 1.0 g 的止血效果与术后 3 h

再追加 1 次是相同的，这说明术后追加 1 次氨甲环酸没有临

床意义。但是，此次研究样本量较小，以后的研究可以开展

大样本试验进行进一步研究。

此次研究表明，手术切皮前静脉使用 1 次 1.0 g 氨甲环

酸以及联合含 0.5 g 氨甲环酸的“鸡尾酒”及术后 3 h 再增加

1 次静脉使用 1.0 g 氨甲环酸均有一定的安全性，未增加术

后并发症。就伤口并发症而言，B 组出现 1 例伤口周围红肿

和 1 例伤口愈合不良，C 组出现 1 例伤口脂肪液化，而在 A

组 1 例伤口周围红肿和 1 例伤口脂肪液化，3 组间差异均无

显著性意义 (P > 0.05)。当伤口出现周围红肿，加强伤口换药

并注意酒精湿敷，并适当延迟抗生素使用时间，待红肿逐渐

褪去；当出现伤口愈合不良时予加强伤口换药并及时清除手

术缝线，并且注意取伤口分泌物培养，培养未发现明显细菌

和真菌，排除伤口感染；当出现伤口脂肪液化时，注意取伤

口分泌物培养，排除伤口感染，加强伤口换药后逐渐好转。

SUKEIK 等
[32]

在一篇 Meta 分析中显示，氨甲环酸组共有 874

例患者，未用氨甲环酸组共 734 例患者；结果显示未应用氨

甲环酸组有 3 例伤口感染和 38 例其他伤口并发症 ( 包括伤口

渗出、红肿 )，氨甲环酸组发生 25 例伤口并发症，氨甲环酸

组可减少约 2% 伤口并发症，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

与此次研究结果有相似之处，就是氨甲环酸的使用并不会增

加伤口并发症。此次研究结果未发现氨甲环酸可减少伤口并

发症，这可能与样本较小有关，可以在以后设置大样本试验

进一步研究。另外，此次研究中 B 组发生 1 例关节腔积液，

经穿刺抽取积液，送实验室检验未发现细菌，一段时间后积

液逐渐减少后出院，未出现不适。

此次研究表明，手术切皮前静脉使用 1 次 1.0 g 氨甲环

酸以及联合含 0.5 g 氨甲环酸的“鸡尾酒”及术后 3 h 再增加

1 次静脉使用 1.0 g 氨甲环酸并不会增加血栓并发症；只有 B

组出现1例肌间静脉血栓，3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后经继续予依诺肝素抗凝及制动后血栓逐渐消失；3 组均未

发现下肢深静脉血栓及肺动脉栓塞，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相

一致
[10， 33]

；术后采取依诺肝素和物理锻炼共同抗凝，有利

于预防血栓发生，这也是《中国骨科大手术静脉血栓栓塞症

预防指南》所推荐的。

不足之处：①为回顾性研究，存在资料可能丢失或没有

及时记录下来的可能性，对结果有一定的偏倚影响，但是作

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在应用氨甲环酸后都严格认真记录氨甲环

酸的术中、术后等出血量及并发症发生情况，在以后可设计

前瞻性研究进一步分析；②诊断血栓并发症未对每例患者常

规行双下肢动静脉彩超，患者有相关症状会行下肢动静脉彩

超及胸部 CT 血管成像检查，虽与既往研究在诊断血栓并发

症这点相似
[34-35]

，但是对血栓并发症发生率仍有一定的偏倚，

研究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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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常规行超声检查；③研究样本量较小，

特别是对于术后并发症而言，对结果可能有一定的影响，这

在以后可进一步设置大样本量研究。

综上所述，在全膝关节置换手术切皮前静脉使用 1 次  

1.0 g 氨甲环酸以及联合含 0.5 g 氨甲环酸的“鸡尾酒”有明

显的止血效果，但是术后 3 h 再增加 1 次 1.0 g 氨甲环酸静脉

使用未能进一步减少出血；而且前两者均不增加术后并发症，

有一定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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