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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与全膝关节置换早期股四头肌              
肌力变化的相关性

黄泽晓，杨  妹，林诗炜，何和与

文题释义：

n-3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只能依靠膳食补给；深海鱼类及植物油中富含n-3多不饱和脂肪酸，主

要成分为亚麻酸、二十碳五烯酸和二十碳六烯酸。

股四头肌无力：是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常见早期并发症之一，股四头肌无力可以高达术前水平的80%左右，恢复时间长达1年甚至数年，不

仅严重影响患者的早期康复治疗，延长了住院时间，同时增加了跌倒风险，影响假体的使用年限。

摘要

背景：既往研究表明，全膝关节置换后早期股四头肌无力加重可能由手术创伤和/或止血带使用诱导的缺血再灌注所致，而摄入n-3多不饱

和脂肪酸可减少与缺血再灌注相关的组织损伤。

目的：探讨血清n-3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与全膝关节置换患者早期股四头肌无力的相关性。

方法：选择2018年3月至2020年3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66例，均接受全膝关节置换治疗。术后第1天检

测血清n-3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术前1 d和术后第4天检测股四头肌肌力、股四头肌测试时的膝关节疼痛和膝关节周长。根据股四头肌肌

力检测结果分为高肌无力组(<-63.7%，n=33)与低肌无力组(≥-63.7%，n=33)，对比两组血清n-3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股四头肌测试时的

膝关节疼痛和膝关节周长。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血清n-3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与股四头肌无力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探讨股四头肌无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获得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结果与结论：①与术前比较，66例患者全膝关节置换后的股四头肌肌力明显下降，膝关节疼痛加重，膝关节周长增加(P < 0.01)；②高肌

无力组n-3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股四头肌肌力低于低肌无力组(P < 0.05)，膝关节疼痛重于低肌无力组(P < 0.05)，膝关节周长大于低肌无

力组(P < 0.05)；③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n-3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与股四头肌无力呈显著的正相关(r=0.356，P=0.004)；④多因素Logistic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n-3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膝关节疼痛、膝关节肿胀及体质量指数为全膝关节置换后股四头肌无力的独立影响因素(P < 
0.05)；⑤结果表明，血清n-3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为全膝关节置换后股四头肌无力的独立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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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对象：

前瞻性纳入 66
例单侧全膝关

节置换患者。

分组：

根据患者术后第 4 天股四头肌无力水平的中位数将其分

为高肌无力组 (<-63.7%)33 例和低肌无力组 ( ≥ -63.7%) 
33 例。 

结论：
(1) 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与全膝关节

置换术后股四头肌无力加重密切相关； 
(2) 高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为股四头肌无

力的独立保护因素； 
(3) 术前增加以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为基础的

膳食治疗可能会改善全膝关节置换后股

四头肌无力。 

观察指标： 
(1) 手术前后股四头肌肌力； 
(2) 手术前后膝关节疼痛评分； 
(3) 手术前后膝关节周长； 
(4) 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与股四头肌

无力的相关性分析； 
(5) 全膝关节置换患者股四头肌无力加重影响

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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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性关节炎是一种慢性、退行性、进展性关节疾病，具

有高的发病率及致残率，发病率随着关节软骨退化及年龄的

增长而增高，65 岁以上人群发病率为 50%，而 75 岁以上人

群高达 80%，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1]
。人工全膝关节置

换被认为是目前治疗重度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最重要的手段，

能非常有效地缓解疼痛、矫正畸形、提高膝关节活动功能及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2]
。因此，越来越多晚期膝关节骨性关节

炎患者接受全膝关节置换，但由于手术创伤较大，并且患者

多为高龄，身体营养条件差，基础病变复杂，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很高，尤其是术后早期并发症如术后股四头肌无力加重、

失血、疼痛、肢体肿胀、感染、血栓形成等问题仍普遍存在，

严重影响全膝关节置换效果，一直是多学科跨专业研究的热

点
[3-7]

。其中，术后股四头肌无力加重是常见早期并发症之一，

术后股四头肌肌力下降可高达术前水平的 80% 左右，恢复时

间长达 1 年甚至数年，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早期康复治疗，

延长住院时间，同时增加跌倒风险，影响假体的使用年限
[6-8]

。

目前全膝关节置换后股四头肌无力加重的机制及影响因素尚

未明确，尚无有效方案可治疗
[8]
，因此有效预防股四头肌无

力加重是提高全膝关节置换成功率的重要因素。

既往研究表明，全膝关节置换后早期股四头肌无力加重

可能与股四头肌肌力测试时的膝关节疼痛、膝关节肿胀及股

四头肌萎缩有关
[9]
，而这些因素可由手术创伤和 / 或止血带

使用诱导的缺血再灌注引起的急性炎症所导致
[10-12]

。既往研

究已证明缺血再灌注损伤可以通过营养预处理来预防，例如

摄入含有足够数量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膳食可以减少与缺

血再灌注相关的组织损伤
[13-14]

。

因此，研究旨在探讨全膝关节置换后血清 n-3 多不饱和

脂肪酸水平与股四头肌无力、膝关节疼痛及膝关节肿胀的关

系，为膳食中增加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可能有助于减少止血

带诱导的全膝关节置换急性炎症而改善股四头肌无力提供理

论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前瞻性观察研究。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3 月在海南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完成。

1.3   对象   选择 2018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因骨性关节炎在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接受初次全膝关节置换的患者 66

例，所有患者均为骨性关节炎患者，其中男 30 例，女 36 例；

平均年龄 (67.4±6.3) 岁；平均病程 (8.0±2.2) 年；平均体质量

指数 (26.1±3.2) kg/m2
；骨性关节炎 KL 分级：3 级 9 例，4 级

57 例。研究获得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①根据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关节外科学

组颁布的骨关节炎诊疗指南 (2018 年版 ) 中的诊断标准明确

诊断为骨性关节炎的患者
[15]
；②符合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指

征
[15]
，即有中至重度的持续性疼痛和 / 或活动受限，保守治

疗疗效欠佳，症状严重影响生活及工作，初次行单侧全膝关

节置换患者；③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并配合治疗及随访者；

④住院时间≥ 4 d；⑤对治疗知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双侧全膝关节置换或膝关节翻修患者；3

个月内有重大心脑血管病者；②患有血液系统疾病或有凝血

障碍者；③有慢性器官衰竭及恶性肿瘤终末期的患者；④伴

有其他影响全膝关节置换后康复进程的疾病或功能障碍，如

神经精神疾病导致的活动受限与认知功能障碍、髋关节疼痛、

化脓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创伤病史患者等；⑤

Abstract
BACKGROUND: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arly quadriceps weakness aggrav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ischemia and reperfusion resulting from surgical 
trauma and/or tourniquet use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while intake of sufficient amounts of dietary n-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can limit tissue damage 
associated with ischemia and reperfusion.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serum n-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and quadriceps weakness in the early stage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METHODS: A total of 66 patients with knee joint osteoarthritis admitted to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March 2018 to 
March 2020 were selected. All of them received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On postoperative day 1, serum n-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levels were measured. 
Quadriceps strength, knee pain during quadriceps testing, and knee circumference were measured on preoperative day 1 and postoperative day 4. According 
to the testing result of quadriceps strength,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high quadriceps weakness group (<-63.7%, n=33) and low quadriceps weakness 
group (≥ -63.7%, n=33). Serum n-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levels, knee pain during quadriceps testing, and knee circumferenc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serum n-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and quadriceps weakness was explor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quadriceps weakness were explor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Compared with preoperatively, the quadriceps muscle strength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knee pain increased, and knee 
circumference increased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in 66 patients (P < 0.01). (2) The level of n-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and quadriceps strength in high 
quadriceps weakness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low quadriceps weakness group (P < 0.05). Knee pain was more serious in high quadriceps weakness 
group than that in low quadriceps weakness group (P < 0.05). The knee circumference was longer in high quadriceps weakness group than that in low 
quadriceps weakness group (P < 0.05). (3)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rum n-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quadriceps weakness (r= 0.356, P=0.004). (4)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rum n-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levels, knee pain, knee swelling and body mass index wer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quadriceps weakness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P < 0.05). 
(5)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evel of serum n-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was independent protective factors for quadriceps weakness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Key words: bone; arthroplasty; arthritis; fatty acids; knee; quadriceps; myasthenia; corre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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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服用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补充剂的患者。

1.4   材料   膝关节假体均采用 Biomet 公司人工膝关节，产品

型号：Vanguard  PS/CR，胫骨、股骨假体均采用骨水泥 ( 聚

甲基丙烯酸甲酯 ) 固定，上述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见表 1。

表 1 ｜植入物信息表
Table 1 ｜ Information of the implant

项目 人工膝关节组件

来源 Biomet 公司

型号 Vanguard  PS/CR
批准号 国械注进 20173460467
结构 该系统包括股骨部件、胫骨部件和髌骨部件

材质 股骨假体采用符合 ISO 5832-4 规定的铸造钴铬钼合金材料制成；胫

骨底板采用符合 ISO 5832-4 规定的铸造钴铬钼合金材料、GB/T 13810
规定的 TC4ELI 材料和 ISO 5834-2 规定的Ⅱ型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料

制成；半月板部件、髌骨和胫骨椎体塞采用符合 ISO 5834-2 规定的 
Ⅱ型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料制成；胫骨锁定件采用符合 GB/T 13810 
规定的 TC4ELI 材料制成。产品为灭菌包装

适应证 骨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单重或多重创伤性关节炎所导致的关节

疼痛或关节活动不便等

生物相容性 无免疫及排斥反应，生物相容性良好

不良反应 材料的过敏反应；术后近期或远期可能发生的感染和过敏反应

1.5   研究方法

1.5.1   全膝关节置换步骤   所有入组患者的手术操作均由同

组医师完成，术式统一，采取膝关节置换标准手术入路，取

膝关节正中纵行切口，术前常规驱血，术中屈曲位止血带充

气，不保留前、后交叉韧带，不进行髌骨表面置换，进行内

侧软组织骨膜下袖套状松解。采用标准的手术程序，首先行

胫骨近端截骨，然后行股骨远端截骨，截骨完成后清除骨赘、

后交叉韧带，安装合适大小的胫、股骨假体，完成手术操作。

全膝关节置换术前后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案、镇痛方案，统一

的功能康复锻炼方案。

1.5.2   股四头肌肌力测量   术前 1 d 与术后第 4 天测量股四头

肌肌力。股四头肌无力是指术前与术后股四头肌肌力的相对

变化，股四头肌无力 =( 术后股四头肌肌力值 -术前股四头肌

肌力值 )/ 术前股四头肌肌力值 ×100%。根据患者术后第 4 天

股四头肌无力的中位数将其分为高肌无力组和低肌无力组。

测量方法：采用等速肌力测试仪 (Biodex system 3 型 )

测量股四头肌肌力；患者取端坐位，屈髋屈膝 90°，双足悬空，

胭窝靠近床沿，采用固定带固定躯干与大腿根部，双手置于

双侧大腿前方。然后指示患者“以逐渐增加的力量尽可能用

力踢”5 s，直接读取测量结果；间歇 30 s，测量 3 次，取最

大值；计算股四头肌肌力，股四头肌肌力 (Nm/kg)=测量值 (N)×

力矩 (m)/ 体质量 (kg)，其中力矩为从测量部位到相应膝关节

旋转中心的距离
[16]
。

1.5.3   膝关节疼痛评价   术前 1 d 与术后第 4 天测量股四头肌

肌力测试时的膝关节疼痛。膝关节疼痛是指在股四头肌肌力

检查时术前与术后膝关节疼痛评分的绝对值变化，膝关节疼

痛 = 术后疼痛评分值 -术前疼痛评分值。

测量方法：采用疼痛数字评价量表评价膝关节疼痛
[17]
。

在完成所有测量后，立即使用疼痛数字评价量表对膝盖内部

和周围的疼痛进行评分，范围从 0 到 10，0 代表没有疼痛，

10 代表可以想象到的最严重的疼痛。

1.5.4   膝关节周长的测量   术前 1 d 与术后第 4 天测量膝关节

周长。膝关节肿胀是指术前与术后膝关节周长的相对变化，

膝关节肿胀 =( 术后膝关节周长值 - 术前膝关节周长值 )/ 术

前膝关节周长值 ×100%。

测量方法：让患者放松并保持一个向上的姿势，应用可

拉伸的量尺测量髌骨上缘 10 cm 处大腿周径，手术前后测量

位置保持一致。

1.5.5   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检测   对所有入选患者术后第

1 天早上空腹抽取静脉 5 mL，3 000 r/min 离心 5 min( 离心半

径 8 cm)，分离血清后保存于 -70 ℃。应用高效气相色谱仪 (日

本京都岛津公司，GC-2018) 采用高效气相色谱毛细管层析法

对血清中游离脂肪酸进行了高倍数反应监测，并计算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如亚麻酸、二十碳五烯酸和二十二碳六烯酸

含量。

1.6   主要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血清n-3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

术后第 4 天检测股四头肌肌力、股四头肌测试时的膝关节疼

痛和膝关节周长。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P25，P75) 表示，两组间

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

两组间比较采用χ 2
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血清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与股四头肌无力、膝关节疼痛、膝关节

肿胀的相关性分析；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全膝

关节置换患者股四头肌无力的影响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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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意向性分析处理，66 例患者均进入

结果分析。

2.2   试验流程   见图 1。

2.3   所有患者置换前后股四头肌肌力、膝关节疼痛及膝关

节周长的变化   与术前比较，66 例患者术后股四头肌肌力

明显下降 (P < 0.01)，膝关节疼痛加重 (P < 0.01)，膝关节周

长增加 (P < 0.01)，见表 2。66 例患者术后股四头肌无力为

(-64.4±14.3)%，膝关节肿胀为 (9.9±2.8)%。

66 例膝骨关节炎患者患者 

全膝关节置换

高肌无力组 (n=33)：股四头肌无力

水平的中位数 <-63.7%
低肌无力组 (n=33)：股四头肌无力

水平的中位数≥ -63.7% 

33 例全部进入结果分析，无脱落 33 例全部进入结果分析，无脱落

图 1 ｜试验流程

Figure 1 ｜ Trial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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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基本情况比较   根据患者术后第 4 天股四头肌无力

水平的中位数将其分为高肌无力组 (<-63.7%)33 例和低肌无

力组 ( ≥ -63.7%)33 例。两组性别、年龄、骨性关节炎病程、

骨性关节炎部位、KL 分级及术中止血带时间比较差异无显著

性意义 (P > 0.05)；与低肌无力组比较，高肌无力组患者的体

质量指数明显升高 (P < 0.05)，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

明显降低 (P < 0.05)，见表 3。

2.5   两组手术前后股四头肌肌力比较   两组术前股四头肌肌

力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与低肌无力组比较，高

肌无力组术后股四头肌肌力明显下降 (P < 0.05)，见表 4。

2.6   两组手术前后膝关节疼痛评分比较   两组术后膝关节疼

痛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与低肌无力组比较，

高肌无力组患者术后膝关节疼痛明显加重 (P < 0.05)，见表 5。

2.7   两组手术前后膝关节周长比较   两组术前膝关节周长与

术后膝关节肿胀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高肌无力

组术后膝关节周长明显大于低肌无力组 (P < 0.05)，见表 6。

2.8   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与股四头肌无力、膝关节

疼痛、膝关节肿胀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

全膝关节置换患者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与股四头肌

无力呈显著的正相关 (r=0.356，P=0.004)，见图 2；与膝关节

疼痛及膝关节肿胀无相关性 (r=-0.046，P=0.717，r=0.148，
P=0.243)。

2.9   全膝关节置换患者股四头肌无力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股四头肌无力水平是否小于中位数为因

变量 ( 赋值：否 =0，是 =1)，纳入全膝关节置换患者年龄、

体质指数、止血带时间、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膝

关节疼痛及膝关节肿胀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膝关节疼痛、膝关节肿

胀及体质量指数为全膝关节置换患者股四头肌无力的独立影

响因素 (P < 0.05)，见表 7。

3   讨论   Discussion
全膝关节置换已成为治疗与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相关疼

痛和功能障碍的最佳方法，可有效减轻疼痛并改善终末期膝

表 2 ｜所有患者手术前后股四头肌肌力、膝关节疼痛及膝关节周长的变
化                                                                                                                          (n=66)
Table 2 ｜ Changes in quadriceps strength, knee pain and knee 
circumference in all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项目 术前 术后 4 d

股四头肌肌力 (x-±s，Nm/kg) 1.18±0.38 0.41±0.20a

膝关节疼痛 [M(P25，P75)，分 ] 1(0，3.8) 6.0(4.3，8)a

膝关节周长 (x-±s，cm) 39.9±3.9 43.8±4.3a

表注：与术前比较，
aP < 0.01

表 3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n=33)
Table 3 ｜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项目 高肌无力组 低肌无力组 t 值 /χ 2
值 P 值

男 / 女 (n) 14/19 16/17 0.244 0.621
年龄 (x-±s，岁 ) 67.4±5.7 70.1±6.5 1.749 0.085
体质量指数 (x-±s，kg/m2) 26.9±3.6 25.2±2.5 -2.124 0.038
病程 (x-±s，年 ) 8.2±2.4 7.9±2.1 -1.547 0.124
左膝 / 右膝 (n) 18/15 20/13 0.248 0.618
KL 分级 (3/4，n) 4/29 5/28 0.129 0.720
消炎止痛药 (n/%) 21/63.6 26/78.8 1.848 0.174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 (x-±s，mg/L) 171.3±46.5 211.7±60.9 2.982 0.004
止血带时间 (x-±s，min) 60.3±7.4 57.3±8.7 -1.478 0.145

表 4 ｜两组手术前后股四头肌肌力比较                  (x-±s，n=33)
Table 4 ｜ Comparison of quadriceps strength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组别 术前股四头肌肌力

(Nm/kg)

术后 4 d 股四头肌肌力

(Nm/kg)

术后股四头肌无力

(%)

高肌无力组 1.20±0.38 0.27±0.12 -76.3±7.1
低肌无力组 1.24±0.41 0.57±0.17 -52.9±2.1

t 值 /χ 2
值 0.384 8.381 11.097

P 值 0.702 < 0.001 < 0.001

表 5 ｜两组手术前后膝关节疼痛评分比较    [M(P25，P75)，n=33，分 ]
Table 5 ｜ Comparison of score of knee pain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组别 术前 术后 4 d 变化

高肌无力组 0.5(0，2) 7.0(5，7.8) 4.5(4，7)
低肌无力组 2.5(0，4) 5.0(4.0，8.0) 3.5(1，5)

Z 值 -1.858 -1.060 -2.304
P 值 0.071 0.289 0.021

表 6 ｜两组手术前后膝关节周长与膝关节肿胀比较        (x-±s，n=33)
Table 6 ｜ Comparison of knee circumference and knee swelling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组别 术前膝关节周长 (cm) 术后 4 d 膝关节周长 (cm) 膝关节肿胀 (%)

高肌无力组 40.9±4.2 45.1±4.2 10.4±3.4
低肌无力组 39.0±3.6 42.6±4.0 9.3±2.0

t 值 /χ 2
值 -1.909 -2.363 -1.562

P 值 0.061 0.021 0.123

表 7 ｜全膝关节置换患者股四头肌无力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
Table 7 ｜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quadriceps weaknes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项目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χ 2
值 P 值 OR 值 95%CI 值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 -0.023 0.008 8.527 0.003 0.977 0.962-0.992
疼痛评分变化 0.357 0.125 8.219 0.004 1.429 1.120-1.824
膝关节肿胀 0.421 0.172 6.035 0.014 1.524 1.089-2.133
体质量指数 0.280 0.124 5.103 0.024 1.323 1.038-1.686
年龄 -0.043 0.061 0.497 0.481 0.958 0.850-1.080
止血带时间 0.017 0.050 0.111 0.739 1.017 0.921-1.123

图 2 ｜全膝关节置换患者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与股四头肌无力

相关性的散点图

Figure 2 ｜ Scatter plot of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n-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level and quadriceps weakness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图注：全膝关节置换

患者血清 n-3 多不饱

和脂肪酸水平与股

四头肌无力呈显著

的 正 相 关 (r=0.356，
P=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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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的功能，然而尽管术后均采取康复锻炼帮助患者恢复膝

关节功能，但全膝关节置换后早期股四头肌无力普遍存在，

并且股四头肌肌力明显小于术前。PARAVLIC 等
[18]

研究发现

与术前相比，全膝关节置换后早期股四头肌肌力降低 62% 以

上，虽经康复锻炼有些股四头肌肌力逐渐恢复，但可能需要

2 年以上才能达到术前水平。研究中全膝关节置换后股四头

肌肌力明显下降，与术前比较平均达 (-64.4±14.3)%，与上述

研究基本一致。因此，改善全膝关节置换后股四头肌肌力是

骨科医生与康复专家的重要目标。但全膝关节置换后股四头

肌肌力下降的具体机制尚未阐明，手术创伤和 / 或止血带使

用诱导的缺血再灌注引起的急性炎症可能是其中影响因素之

一
[19-21]

，因此，减少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膝关节疼痛、膝

关节肿胀可能有助于改善全膝关节置换后股四头肌肌力的降

低
[22-24]

。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人体自身

无法合成，只能依靠膳食补给。深海鱼类及植物油中富含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成分为亚麻酸、二十碳五烯酸和二十

碳六烯酸。研究已证实，摄入含有足够数量 n-3 多不饱和脂

肪酸的膳食具有调节抗炎、免疫调节、调脂、抗肿瘤的作用，

对减少与缺血再灌注相关的组织损伤、控制慢性炎性反应、

抑制肿瘤生长及心血管系统疾病有一定的效果
[25-28]

。但迄今

为止，较少有研究分析全膝关节置换后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

肪酸水平与股四头肌无力、膝关节疼痛及膝关节肿胀的相关

性。

此次研究发现与低肌无力组比较，高肌无力组患者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明显降低 (P < 0.05)；血清 n-3 多不

饱和脂肪酸水平与股四头肌无力呈显著的正相关 (r=0.356，
P=0.004)，而与膝关节疼痛及膝关节肿胀无相关性 (P > 0.05)；

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膝关节疼痛、膝关节肿胀及

体质指数为全膝关节置换后患者股四头肌无力的独立影响因

素 (P < 0.05)。PUA[9]
研究发现，膝关节疼痛、膝关节肿胀影

响全膝关节置换后患者主动活动的意愿及康复锻炼的配合程

度，为早期股四头肌肌力下降的独立危险因素，此次研究得

出同样的结论。既往研究已证实，体质量指数与全膝关节置

换后并发症的发生密切相关 ( 包括股四头肌肌力下降 )，其机

制还不清楚，可能与肥胖造成膝关节承受了更高的机械负荷

及异常的糖 / 脂代谢引起的炎症反应有关
[29]
。此次研究重要

的发现是：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越高全膝关节置换

后早期股四头肌肌力下降程度越低，是全膝关节置换后患者

股四头肌无力的独立保护因素。n-3 多不饱和脂肪酸与股四

头肌无力之间的联系机制可能与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能抑制

手术创伤和 / 或止血带使用诱导的缺血再灌注引起的急性炎

症有关。全膝关节置换术中止血带的应用主要通过压迫肌肉

组织阻断血运，使动脉无法充盈和静脉回流受阻，患肢处于

缺血缺氧状态，导致炎症因子释放增加；停用止血带后的氧

自由基又可对组织造成缺血再灌注损伤，进一步增加炎症因

子释放
[10-12，30]

，大量炎症因子的释放造成全膝关节置换后膝

关节疼痛与膝关节肿胀加重、神经损伤、组织细胞缺血坏死

等并发症，导致股四头肌肌力明显下降
[9，31]

。而 n-3 多不饱

和脂肪酸具有抗炎和抗氧化的特性，可以减少手术创伤和 /

或止血带诱导的全膝关节置换后炎症因子释放而抑制急性炎

症，从而减少股四头肌肌力下降的风险
[13-14]

。而此次研究并

未发现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与膝关节疼痛及膝关节

肿胀具有明显相关性，原因考虑全膝关节置换后膝关节疼痛

及膝关节肿胀除与缺血再灌注引起的急性炎症有关外，还可

能与组织间隙和关节腔内积血、血管损伤、血栓形成、感染

等因素有关
[9]
。

综上所述，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与全膝关节置

换后股四头肌无力密切相关，为股四头肌无力的独立保护因

素，因此术前增加以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为基础的膳食治疗

可能会改善全膝关节置换后股四头肌无力。由于研究纳入的

病例数有限，未动态观察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变化，

剔除了部分不符合研究标准患者造成病例选择有一定的偏

差，因此血清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水平与全膝关节置换后股

四头肌无力的关系仍需大规模临床研究进一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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