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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减少老年股骨颈骨折全髋关节置换后引流的安全和有效性

张  冲，刘志昂，姚帅辉，高军胜，姜  岩，张  陆

文题释义：

氨甲环酸：是一种赖氨酸合成衍生物，可结合纤溶酶和纤溶酶原上的纤维蛋白亲和部位的赖氨酸结合部位，通过阻止纤溶酶、纤溶酶原与

纤维蛋白结合抑制了纤溶酶介导的纤维蛋白分解，导致纤溶活性不足而达到减少术后出血。目前，关于氨甲环酸在骨科围术期的应用主要

有全身应用与局部应用2种。

全髋关节置换：是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髋关节骨性关节炎等的有效治疗方法，可恢复患者髋关节的部分功能，促进患者早日进行日常工

作，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等，目前该术式已成为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的主流手术方法。

摘要

背景：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可减少退变性疾病行全髋关节置换后的引流，但其应用于单纯老年股骨颈骨折行初次全髋关节置换的研究报道相

对较少。

目的：分析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减少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全髋关节置换后引流的安全和有效性。

方法：纳入2019年1至12月郑州人民医院收治的45例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男19例，女26例，年龄59-82岁，均接受全髋关节置换治疗，

其中21例全髋关节置换手术完成缝皮后经引流管逆行注入氨甲环酸(观察组)，24例全髋关节置换手术完成缝皮后经引流管逆行注入生理

盐水(对照组)。记录术后引流量与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密切观察切口愈合情况，检查凝血功能。试验获得郑州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

结果与结论：①所有患者术后切口均甲级愈合，术后未出现心肌梗死、脑梗死、肺栓塞、下肢深静脉血栓；②观察组术后3 d内的总引流

量、血红蛋白丢失量少于对照组(P < 0.05)；③两组术后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凝血酶原时间、凝血酶时间、纤维蛋白原比较差异无显著

性意义(P > 0.05)；④结果表明，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在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全髋关节置换中安全有效，在不影响凝血功能的情况下可显著减

少术后引流量。

关键词：骨；假体；关节置换；股骨颈；骨折；全髋关节置换；氨甲环酸；凝血功能；术后引流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opical application of tranexamic acid to reduce drainage of elderly femoral 
neck fractures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Zhang Chong, Liu Zhiang, Yao Shuaihui, Gao Junsheng, Jiang Yan, Zhang Lu 

Second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Zhengzhou People’s Hospital, Zhengzhou 450000, Henan Province, China
Zhang Chong, Master, Attending physician, Second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Zhengzhou People’s Hospital, Zhengzhou 450000, Henan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Lu, Chief physician, Second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Zhengzhou People’s Hospital, Zhengzhou 450000, He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Topical application of tranexamic acid can reduce the drainage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for degenerative diseases. However, there are few 
repor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ranexamic acid in primary total hip arthroplasty for simple elderly femoral neck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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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分析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减少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全髋关节置换后引流的安全和有效性。

对象：

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

治疗：

全髋关节置换。

分组：

(1) 观察组全髋关节置换手

术完成缝皮后经引流管

逆行注入氨甲环酸；

(2) 对照组全髋关节置换手

术完成缝皮后经引流管

逆行注入生理盐水。

观察指标：

(1) 术后引流量；

(2) 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3)	切口愈合情况；

(4)	凝血功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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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股骨颈骨折是老年人常见的髋部骨折损伤，发病率逐年

增加
[1]
。初次全髋关节置换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疗效显著

[2]
，

其已成为治疗此类骨折的重要方法并广泛应用于临床
[3-4]

。虽

然熟练的手术技术和微创的手术理念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术

中失血
[5]
，但术后创面渗血和纤溶亢进常导致术后早期大量

出血，造成术后引流较多
[6-7]

。老年患者多合并基础性疾病，

对失血耐受性差，故贫血对老年患者危害极大，不仅影响术

后髋关节功能恢复
[8-9]

，而且对心肺功能产生影响，甚至诱发

严重的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临床中多采用输血纠正贫血，而

输血又面临增加感染性疾病风险和医疗费用等缺点，也会引

发输血相应的各种并发症，增加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安全风险。

因此，如何减少术后失血，使全髋关节置换为老年患者提供

最优化的治疗效果，一直是临床探讨的热点和难点。

氨甲环酸作为抗纤溶止血药已被证明可用于减少全髋关

节置换术后引流
[10]
，但目前关于局部应用氨甲环酸的报道研

究多关注于退变性疾病，对于单纯老年股骨颈骨折行初次全

髋关节置换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且多是对于术后总引流进

行观察。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是一类特殊人群，与常见的退

变性疾病患者不同，此类患者本身有不同的骨质疏松，且多

为低能量损伤引起
[11]
，在受到创伤打击后具有较差的手术耐

受性和较大血栓形成风险，故对于此类患者局部应用氨甲环

酸减少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引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需要进一步

探讨。作者在临床应用中发现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具有良好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且术后引流的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

特殊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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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19 年 1 至 12 月在郑州人民医院

骨二科完成。

1.3   对象   回顾性收集郑州人民医院骨科 2019 年 1 至 12 月收

治的行初次全髋关节置换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资料。共纳入

45例患者，其中男19例，女26例；年龄59-82岁，平均 (70.8±8.5)

岁。依据术中是否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分为观察组 21 例和对照

组 24 例。试验获得郑州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单侧老年股骨颈骨折；初次行全髋关节置换；

机体能够耐受手术，知情同意并签署手术同意书。

排除标准：病理性骨折；术前 2 周行抗凝治疗；术前

凝血功能异常；术前存在下肢深静脉血栓；术后血红蛋白 < 

110 g/L。
1.4   材料   全髋关节假体材料介绍见表 1。

1.5   治疗方法   手术均由同一组医生于 80 min 内完成，采用

同一厂家的生物型假体。硬膜外麻醉，健侧卧位，术区常规

消毒、铺巾，髋关节后外侧切口长约 13 cm，依次切开各层，

逐层分离，内收、内旋下肢，切开后关节囊，见股骨颈骨折，

断端移位明显，关节滑膜增生。小转子上 1 cm 截除股骨颈，

取出股骨头，暴露髋臼，清除髋臼边缘增生骨质及盂唇，清

除圆韧带及滑膜。前倾 15°，外展 45° 髋臼锉打磨髋臼面至

均匀渗血，选用合适髋臼杯紧密压配，2 枚螺钉固定并植入

防后脱位聚乙烯内衬；股骨近段开口扩髓，髓腔锉依次扩髓

后，选用生物型股骨柄假体打入髓腔，安装金属球头；复位

后活动髋关节，屈伸、内收及内、外旋均无脱位，C 臂透视

髋臼及股骨柄假体位置良好。稀碘伏、大量生理盐水冲洗，

彻底止血，清点器械、敷料无误后常规留置引流管一根，逐

层间断缝合，无菌纱布包扎。观察组于手术完成且缝皮后经

引流管逆行灌注含 3 g 氨甲环酸的 100 mL 生理盐水，术后夹

闭引流管 2 h。对照组于手术完成且缝皮后经引流管逆行灌

注 100 mL 生理盐水，术后夹闭引流管 2 h。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opical application of tranexamic acid to reduce drainage of elderly femoral neck fractures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METHODS: Forty-five elderly femoral neck fractures patients undergoing total hip arthroplasty in the Zhengzhou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9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19 males and 26 females at the age of 59-82 years old. Twenty-on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injected 
with tranexamic acid retrogradely through the drainage tube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Twenty-four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injected with normal 
saline retrogradely through the drainage tube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The postoperative drainage volume and adverse events were recorded; the wound 
healing was closely observed; and the coagulation function was checked.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Medical Ethics Committee of Zhengzhou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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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ll patients’ incisions healed grade A, and no myocardial infarction, cerebral infarction, pulmonary embolism, or deep vein 
thrombosis of the lower extremities occurred. (2) At postoperative 3 days, total drainage and hemoglobin loss were les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3) Activated partial prothrombin time, prothrombin time, thrombin time, and fibrinoge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surgery (P > 0.05). (4)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opical application of tranexamic acid in total hip arthroplasty for elderly femoral neck 
fractures is safe and effective. I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postoperative drainage without affecting coagula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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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髋关节假体的材料学特征
Table 1 ｜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implants 

项目 全髋关节假体

商品名 股骨柄、股骨头、髋臼杯、高交联聚乙烯内衬

生产厂家 所有假体组建均为美国强生公司

批准号 股骨柄 (5310046)、股骨头 (8708169)、髋臼杯 (HP6548)、
高交联聚乙烯内衬 (HG1821)

材质及组成 股骨柄 ( 钛合金、羟基磷灰石涂层 )、股骨头 ( 钴铬钼

合金 )、髋臼杯 ( 钛合金 )、高交联聚乙烯内衬 ( 高交

联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
适应证 股骨颈骨折、股骨头坏死、髋关节骨关节炎、类风湿

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髋关节发育不良等

产品标注的可能不良反应 常见为局部疼痛、红肿或者肿胀，双下肢不等长、跛

行或者弹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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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处理：术后卧床休息，常规应用抗生素预防感染，

应用双下肢空气压力梯度波及给予低分子肝素钙预防静脉血

栓形成。术后给予唑来膦酸及钙片、指导患者进行饮食干预

等抗骨质疏松治疗。密切观察生命体征、手术切口情况，双

下肢感觉、运动情况。原则上 24 h 引流量 <50 mL 时拔除引

流管；或观察引流液色泽变清时拔除，放置时间不超过 3 d。

术后 1 周行双下肢超声检查以明确是否有下肢深静脉血栓形

成；或于患者突然出现下肢疼痛、双侧皮温或周径不等时急

行超声检查。如发现浅静脉血栓，停用空气压力梯度波，并

增加低分子肝素钙用药次数。

1.6   主要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术后切口愈合情况、心脑血管

事件、肺栓塞、下肢深静脉血栓、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凝血酶原时间、凝血酶时间、纤维蛋白原作为安全性指标。

记录术后第 1，2，3 天引流量、总引流量、术后血红蛋白丢

失量作为有效性指标。切口愈合情况包括切口有无感染、血

肿形成、脂肪液化、愈合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包括心肌梗死

与脑梗死，由心电图检查或脑 CT/MR、临床症状及专科确诊

意见判断。术后第 1 天引流量为术后第 1 天引流瓶的引流量

减去术中经引流管逆行灌注的 100 mL 氨甲环酸溶液或生理

盐水，术后总引注量为术后引流瓶总的引流量减去术中经引

流管逆行灌注的 100 mL 氨甲环酸溶液或生理盐水。

1.7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 (χ 2) 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轶和 (Z)

检验。检验水准 取双侧 0.05。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45 例患者全部进入结果分析，无脱落。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1。

2.3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

术前血红蛋白、术前凝血功能、Garden 分型、伴内科疾病等

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2。

2.4   两组术后安全性指标的比较   45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

操作，术后切口无感染、血肿形成等并发症形成，均甲级愈合，

术后未出现心肌梗死、脑梗死、肺栓塞、下肢深静脉血栓并

发症。两组术后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术后凝血酶原时间、

术后凝血酶时间、术后纤维蛋白原水平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 (P > 0.05)，见表 3。

2.5   两组术后有效性指标的比较   观察组总引流量、术后第

1 天引流量、术后血红蛋白丢失量少于对照组 (P < 0.05)，两

组术后第 2，3 天引流量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见表 4。

2.6   植入物不良反应   45 例患者术后均未发生与假体植入物

相关的不良反应。

3   讨论   Discussion
老年股骨颈骨折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引流量较大的原因

可归纳为如下几点：①术中精细操作或缩短手术时间仅能减

少术中失血，无法减少纤溶亢进而致的术后失血
[6]
；②术中

打磨髋臼、股骨颈、扩髓过程中骨创面及髓腔的出血难以控

制，关闭切口后这些部位的出血持续存在
[12]
；③术后失血主

要是微动静脉及毛细血管渗血，而这些无法依靠术中操作来

阻止；④术后体位改变致使手术部位肌肉松弛，无法进行有

效的止血，导致创面渗血增加；⑤术后常规予以抗凝治疗预

防血栓形成进一步加剧了术后失血。有研究显示，髋关节骨

折术后失血导致的贫血发生率高达 51%[13]
。老年患者身体器

纳入老年股骨颈骨折行全髋关节置换患

者 45 例，按术中不同止血方法分为 2 组

观察组 21 例术中局部

应用氨甲环酸止血
对照组 24 例术中局部

应用生理盐水止血

观察组 21 例全部进入

结果分析，无脱落
对照组 24 例全部进入

结果分析，无脱落

图 1 ｜试验分组流程图

Figure 1 ｜ Trial flow chart of group assignment

表 2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情况

Table 2 ｜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项目 观察组 (n=21) 对照组 (n=24) χ 2/t/Z 值 P 值

男 / 女 (n) 9/12 10/14 0.060 0.807
年龄 (x-±s，岁 ) 69.3±9.6 71.5±8.2 0.829 0.411
体质量指数 (x-±s，kg/m2) 22.4±2.5 21.6±2.7 1.026 0.310
术前血红蛋白 (x-±s，g/L) 130.4±6.5 134.0±7.8 1.667 0.102
术前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x-±s，s) 32.0±3.4 33.2±3.8 1.609 0.273
术前凝血酶原时间 (x-±s，s) 12.3±0.6 12.7±0.8 1.874 0.067
术前凝血酶时间 (x-±s，s) 13.2±0.7 12.9±0.5 1.669 0.102
术前纤维蛋白原 (x-±s，g/L) 2.8±0.7 3.0±0.8 0.886 0.380
Garden 分型 (n) -0.676 0.499
  Ⅱ型 1 2
     Ⅲ型 12 10
     Ⅳ型 8 12
伴内科疾病 (n) 18 20 0.048 0.826

表 3 ｜两组术后安全性指标的比较                             (x-±s)
Table 3 ｜ Comparison of safety indica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surgery

组别 n 活化部分凝血
酶原时间 (s)

凝血酶原时间 (s) 凝血酶时间 (s) 纤维蛋白原 (g/L)

观察组 21 29.3±3.1 11.0±0.8 14.7±0.4 3.3±0.6
对照组 24 28.5±3.4 10.7±0.5 15.0±0.8 3.1±0.4

t 值 0.820 1.528 1.555 1.330
P 值 0.416 0.133 0.127 0.190

表 4 ｜两组术后有效性指标的比较                             (x-±s)
Table 4 ｜ Comparison of effectiveness indica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surgery

组别 n 总引流量
(mL)

术后第 1 天
引流量 (mL)

术后第 2 天
引流量 (mL)

术后第 3 天
引流量 (mL)

术后血红蛋白
丢失量 (g/L)

观察组 21 216.9±38.1 82.6±27.5 100.4±21.6 35.7±10.8 32.5±5.7
对照组 24 251.4±32.5 122.0±35.6 95.8±24.7 38.2±9.4 39.8±6.6

t 值 3.2781 4.109 0.660 1.213 4.052
P 值 0.002 0.000 0.512 0.23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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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耐受性差、代偿能力弱，术后贫血易使机体恢复能力极大

地减退，严重影响早期功能锻炼和手术预后
[14]
。临床不得不

采用输血来缓解贫血，既增加了患者心理、经济负担
[15]
，也

增加了输血率及感染输血相关疾病风险
[16]
。因此，如何减少

术后出血仍是临床医生面临的一大难题。

氨甲环酸是一种赖氨酸合成衍生物，可结合纤溶酶和

纤溶酶原上的纤维蛋白亲和部位的赖氨酸结合部位，通过阻

止纤溶酶、纤溶酶原与纤维蛋白结合抑制了纤溶酶介导的

纤维蛋白分解，导致纤溶活性不足而减少术后引流量
[17]
。

BENONI 等 [18]
首次报道了在全髋关节置换中应用氨甲环酸可

有效减少围术期出血，明显降低术后输血。目前，关于局部

应用氨甲环酸在退行性髋关节疾病患者行全髋关节置换中应

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验证，可有效减少

术后引流
[10，19-20]

，但关于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的文献报道较

少，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减少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引流的安全性

仍缺少证据支持
[21-22]

。

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是一类特殊的群体，骨折发生后

血液处于易凝、高黏状态，易诱发肺栓塞或下肢深静脉血

栓
[23]
，使得其与退行性疾病患者存在较大的差异

[15]
。同时，

老年患者心肺功能减弱，下肢血流缓慢，术中麻醉、失血、

心输出量急剧减少、软组织渗血、输血等均会增加血液的

黏稠度，加剧血液高凝状态
[24]
。全髋关节置换作为骨科大

手术，术后因静脉壁损伤、血流缓慢、血液高凝状态等原

因往往具有较高的血栓形成风险，易发生肺栓塞或下肢深

静脉血栓
[25]
。虽然，氨甲环酸的止血机制针对纤溶亢进所

致的出血有很好的止血效果，但是纤溶活性的降低可以导

致血栓形成风险
[26]
。加之老年人多合并循环、消化、呼吸

等多系统疾病，手术风险高且血栓形成风险亦高，因此氨

甲环酸应用于老年人中的风险相对偏高
[27]
，因此，仍需进

一步探讨氨甲环酸用药安全性。作者通过观察术后切口愈

合情况、与血栓形成相关的事件 ( 心肌梗死、脑梗死、肺栓

塞、下肢深静脉血栓 ) 和血凝指标等来探讨其安全性。研究

结果显示，患者术后切口均甲级愈合，术后未出现心肌梗死、

脑梗死、肺栓塞、下肢深静脉血栓，两组术后活化部分凝

血酶原时间、术后凝血酶原时间、术后凝血酶时间、术后

纤维蛋白原水平亦无显著差异。说明局部应用氨甲环酸不

影响手术愈合，不干扰术后凝血功能，不会增加血栓形成 (心

肌梗死、脑梗死、肺栓塞、下肢深静脉血栓 ) 风险，即局部

应用氨甲环酸在老年股骨颈骨折行全髋关节置换中具有良

好的可行性、安全性。全髋关节置换围术期的贫血是影响

预后的主要因素，应用氨甲环酸并未增加心肌梗死、脑梗

死、肺栓塞、下肢深静脉血栓等血栓形成事件的发生率
[28]
。

张法尧等
[29]

研究显示，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可有效减少老年

股骨颈骨折患者初次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创口渗血及周围瘀

斑的发生。王本海等
[30]

研究显示，全髋关节置换术中局部

应用氨甲环酸结合术后夹闭引流管 2 h 安全有效，不增加静

脉血栓形成的风险。KOYANO 等
[31]

研究还显示，术后夹闭

引流管对减少伤口疼痛、改善伤口周围皮肤温度、抑制假

体周围炎性反应均有良好的效果。作者认为局部用药符合

氨甲环酸的止血特点，氨甲环酸仅在创面活动性出血点起

效，在循环血管中没有活性作用
[21]
。有研究显示，术中氨

甲环酸局部应用与静脉用药疗效并无显著差异，两者同时

利用了氨甲环酸的局部止血作用
[32-33]

；局部用药靶向作用

明显，在关节创面出血部位可直接发挥止血作用，全身吸

收少，理论上可以显著降低潜在引起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

险
[34]
。目前，关于局部应用氨甲环酸的剂量从 0.1-3 g 不等，

尚无统一规范
[35]
，有研究认为局部应用 2.0-3.0 g 剂量的氨

甲环酸与静脉应用效果相当且相对安全
[36]
。因此，研究选

用相对安全的 3 g 剂量氨甲环酸在手术完成后经引流管逆行

灌注，在不影响手术操作和不增加手术时间的同时也不增

加术中感染风险；而且未在术中股骨扩髓、髋臼打磨等过

程中用药，考虑到生物型假体安装需与骨床表面嵌合重建，

而氨甲环酸是否会影响假体涂层与骨床界面的愈合尚无循

证医学考证
[37]
。同时，研究发现全髋关节置换术后 2 h 内

出血多，术后夹闭引流管 2 h 可使氨甲环酸积聚于创腔内直

接作用于创面，阻止伤口活动性出血点，有效减少创面的

血液丢失，可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术后失血
[38-39]

。因此，作

者认为经引流管逆行注入氨甲环酸结合术后夹闭 2 h 是较为

妥当的方法。

虽然关于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减少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引流

的研究报道较多，但患者病因多为退行性疾病，目前关于局

部应用氨甲环酸减少老年股骨颈骨折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引

流的研究较少，且多是对术后总体引流进行观察。作者在临

床工作中发现，局部用药后患者术后引流的变化并非是规律

的逐天减少，而是呈现短暂的一过性反常增多。研究结果显

示，观察组总引流量、术后血红蛋白丢失量显著少于对照组，

这与多数研究者应用氨甲环酸减少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引流的

研究结论一致
[29，40-41]

，说明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减少老年股

骨颈骨折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引流效果显著，即具有满意的

有效性。然而，术后不同时间出现引流量与时间的非一致性

相关关系。在术后第 1 天引流量方面，观察组显著少于对照

组；术后第 2 天时，观察组引流量不仅较术后第 1 天有所增

加，而且也大于同时间的对照组引流量；两组术后第 3 天引

流量趋于相同，作者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与氨甲环

酸的药代动力学、术后夹闭引管时间和患者自身机体的自我

调节功能有关。氨甲环酸的抗纤溶作用可以持续约 8 h[42]
。

YAMASAKI 等 [38]
研究发现，全髋关节置换术后 2 h 内是出血

最多的时间段，故减少术后 2 h 内的出血至关重要，可在很

大程度上减少术后失血。术后夹闭引流管 2 h 不仅可使氨甲

环酸积聚于创腔内直接作用于创面，阻止伤口活动性出血点，

有效减少创面的血液丢失
[39]
；同时，手术创伤应激、局部

出血使得机体的凝血系统激活，抗凝及抗纤溶系统也相继激

活，既保证机体对于创面出血的有效止血作用，又可防止凝

血系统进一步扩大，故出现术后第 1 天观察组引流量显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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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照组。BLANIE 等
[43]

研究显示，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机体

的纤溶效应在术后 24 h 后会降至术前水平。而氨甲环酸的半

衰期仅为数小时，术后第 2 天关节腔内的氨甲环酸基本已被

术后第 1 天引流除去，氨甲环酸与纤溶酶原的结合作用基本

已解除，纤溶酶原与纤维蛋白作用分解纤维蛋白产生瀑布式

的级联放大作用，机体自身虽有一定的止血作用，但仍不如

前者的综合效果
[44]
，导致观察组术后第 2 天引流量出现不减

反增的一过性引流量突增现象。术后第 3 天时氨甲环酸的止

血作用几近耗尽，而机体自身止血作用仍在起作用，故两组

在术后第 3 天引流量均出现持续减少现象。目前，关于局部

应用氨甲环酸的剂量、剂型尚无统一规范，不同学者对此进

行了相关的研究报道。XU 等
[45]

研究显示，术中局部应用 3 g

氨甲环酸术后夹闭引流管 2 h 可以显著减少术后引流，减少

输血率。陆华等
[46]

进一步研究了局部应用针剂与粉剂氨甲环

酸在全髋关节置换中的应用效果，结果显示经引流管注入 3 g

针剂氨甲环酸较粉剂减少术后总失血量、术后引流量及隐性

失血效果更优；并认为针剂较粉剂可以更快地渗透入组织间

隙中，且针剂的溶媒不仅可以加快氨甲环酸到达作用靶点，

还可以起到增加关节腔内压力作用，从而进一步减少术后出

血。凡福成等
[47]

研究显示，局部应用 2 g 氨甲环酸可明显降

低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失血量及输血率，且不影响术后 6 个月

髋关节 Harris 评分。郝申申等
[44]

研究认为，局部应用 1.5 g

氨甲环酸可明显降低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失血量和维持术后较

高的血红蛋白水平。赵洪顺等
[48]

研究还发现，氨甲环酸可降

低全髋关节置换术后白细胞介素 6 和 C-反应蛋白释放水平，

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综上可知，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减少老

年股骨颈骨折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引流有效性显著，且以减

少术后第 1 天引流为著。

虽然，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减少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引流具

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在临床应用过程中仍有一些注

意事项：首先，氨甲环酸会对局部组织产生一定毒性作用，

引起细胞死亡，因此在临床应用中需要谨慎
[49]
；其次，虽然

多数研究均认为应用氨甲环酸不会增加全髋关节置换术后下

肢深静脉血栓发生风险，但均在术后联合应用了药物抗凝和

物理抗凝两种方式，术后仅用物理抗凝是否具有同样的安全

性，目前研究较少
[50]
；再次，目前关于局部应用氨甲环酸的

最适用药方法、用药剂量、用药次数尚无统一规范，因此，

关于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在老年股骨颈骨折行全髋关节置换中

的具体方法仍有待研究。

研究亦有不足之处，局部应用不同剂量氨甲环酸减少全

髋关节置换术后引流的效果是否相似？骨折后距离手术时间

是否会对术后失血产生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同时作为小

样本回顾性研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可信度，仍需进一

步支持。综上，局部应用氨甲环酸减少老年股骨颈骨折行全

髋关节置换术后引流是安全可行的，不影响凝血功能，不增

加血栓形成风险，可有效地减少术后引流，尤以减少术后第

1 天引流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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