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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关节置换与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修复高龄股骨转子间骨折效果的
Meta 分析

陈俊名 1，岳  辰 2，何沛霖 1，张俊涛 3，孙墨渊 3，刘又文 2

文题释义：

髋关节置换：又称人工髋关节置换，可分为全髋和半髋关节置换，是用人工假体代替病变关节的手术，人工髋关节置换现已比较成熟，假

体固定牢固、可靠且稳定，术后可使患者较早恢复髋关节功能。

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该手术可保留股骨头颈部骨质，并且增加刀片与周围接触面积，提高固定效果，减少髋内翻畸形的发生率，

其手术操作时间较短，可避免取出内固定后股骨近端的不稳定性，有利于骨折愈合，适用于各种类型的股骨转子间骨折(AO分型A1，A2，
A3)和高位转子下骨折。

摘要

目的：目前对于高龄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行手术治疗已经成为临床治疗共识，手术方式主要分为髋关节置换和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

定，这2种手术方式的临床疗效报道已有很多，而不同情况下采用何种手术治疗方式是更佳选择，目前尚存在争议。文章通过Meta分析对

人工髋关节置换与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治疗高龄股骨转子间骨折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进行评价。

方法：通过检索2000年至2020年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及CNKI，万方、维普数据库，筛选对比髋关节置换与股骨近端防旋髓

内钉内固定治疗高龄股骨转子间骨折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根据Cochrane系统评价员手册 5.3推荐的评估工具独立评价纳入研究的质量。

选择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初次下地负重时间、术后Harris功能评分、术后骨科及术后内科并发症作为评价指标，根据结果

采用RevMan 5.3软件绘制森林图，并对数据进行Meta分析。

结果：经过筛选共纳入8篇文献，其中英文文献3篇，中文文献5篇，均为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文献均为B级，患者共716例。Meta分析结果

显示，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组手术时间更短(WMD=15.48，95%CI：7.78-23.19，P < 0.05)、术中出血量更少(WMD=104.61，95%CI：58.86-
150.36，P < 0.05)；髋关节置换组初次下地负重时间更短(WMD=-12.16，95%CI：-18.68至-5.63；P < 0.05)；术后平均住院时间、Harris功能

评分、术后骨科并发症及术后内科并发症方面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结论：针对股骨转子间骨折的高龄患者，采取髋关节置换治疗可加快恢复髋关节功能，缩短卧床时间，使患者较早进行早期负重锻炼。

随着人工髋关节置换技术日益进步及微创化，手术所带来的创伤愈发减小。在加强围术期处理(如加强术前准备和术后处理、缩短手术时

间、减少出血、积极处理基础疾病等)的前提下，相比较于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髋关节置换治疗高龄股骨转子间骨折更具有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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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随着手术技术发展，微创化操作

及加强围术期处理，髋关节置换

治疗高龄股骨转子间骨折比股

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更具

有优势；

△文章比较了髋关节置换和股骨近

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修复高龄

股骨转子间骨折的效果，对比 2
种方法在各评价指标上的优劣，

为临床治疗高龄股骨转子间骨

折选择合适的方法提供依据。

Meta 分析：
髋关节置换与股骨
近端防旋髓内钉内
固定修复高龄股骨
转子间骨折。

干预措施：
(1) 实验组：髋关节置换；
(2) 对照组：股骨近端防旋髓

内钉内固定。

观察指标：
(1) 手术时间；
(2) 术中出血量；
(3) 住院时间；
(4) 初次下地负重时间；
(5) 术后 Harris 功能评分；
(6) 术后骨科并发症；
(7) 术后内科并发症。

结论：
(1) 采取髋关节置换治疗可加快恢复

髋关节功能，缩短卧床时间，使
患者较早进行早期负重锻炼；

(2) 随着人工髋关节置换技术微创
化，在加强围术期处理 ( 加强术
前准备和术后处理、缩短手术时
间、减少出血和积极处理基础疾
病等 ) 的前提下，髋关节置换治
疗高龄股骨转子间骨折更具有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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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股骨转子间骨折是骨科常见髋部

骨折之一
[1]
，主要发生于中老年人群，

随着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情况加剧，该

病的发生率也呈现上升趋势
[2]
。保守治

疗的方法需要患者长期卧床，有坠积性

肺炎、尿道感染、深静脉血栓形成和压

疮等诸多并发症，临床报道显示保守治

疗效果差，死亡率高
[3-4]

。目前已达成

共识，对于股骨转子间骨折优先采用手

术方式治疗
[5-6]

，手术方式主要有人工

髋关节置换及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

定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PFNA)，但 2 种手术方式在不同方面各

有优劣，目前在 2 种手术方式的选择上

仍存有争议
[7-9]

。

因此文章将运用 Meta 分析对比髋

关节置换和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

治疗高龄股骨转子间骨折的相应指标，

对这些指标进行分析并评价其临床安全

性及有效性，以期为临床治疗策略提供

新的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文献检索策略

1.1.1   检索者：第一、二作者。

1.1.2   资 料 库     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CNKI，万方和维普 6

个数据库。

1.1.3   中英文检索词   

英文检索词：“Hip arthroplasty，
Hip replacement，Total hip arthroplasty，
Total hip replacement，THA，THR，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PFNA，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Trochanteric femoral fracture”。

中文检索词：“髋关节置换、股骨

近端防旋髓内钉、髓内钉、股骨转子间

骨折、股骨粗隆间骨折”。

1.1.4   检索时间范围   2000 至 2020-01-
17。
1.1.5   文献检索策略   根据前瞻性随

机对照研究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的

PRISMA 原则
[10-13]

，检索词间应用“OR”
或“AND”连接。

CNKI 数据库检索式：((( 主题 = 中

英文扩展 ( 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中英

文对照 )) 或者 ( 题名 = 中英文扩展 ( 股
骨近端防旋髓内钉，中英文对照 )) 或者 
(v_subject= 中英文扩展 ( 股骨近端防旋

髓内钉，中英文对照 )) 或者 (title= 中英

文扩展 ( 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中英文

对照 ))) 或者 (( 主题 = 中英文扩展 ( 髓
内钉，中英文对照 )) 或者 ( 题名 = 中英

文扩展 ( 髓内钉，中英文对照 )) 或者 (v_
subject= 中英文扩展 ( 髓内钉，中英文

对照 )) 或者 (title= 中英文扩展 ( 髓内钉，

中英文对照 )))) 并且 (( 主题 = 中英文扩

展 (髋关节置换，中英文对照 )) 或者 (题
名 = 中英文扩展 ( 髋关节置换，中英文

对照 )) 或者 (v_subject= 中英文扩展 ( 髋
关节置换，中英文对照 ) ) 或者 (title=

中英文扩展 (髋关节置换，中英文对照 ))) 

并且 ((( 摘要 = 中英文扩展 ( 随机，中

英文对照 )) 或者 (abstract_en= 中英文扩

展 ( 随机，中英文对照 ))) 或者 (( 摘要 =

中英文扩展 ( 随机对照，中英文对照 ) ) 

Chen Junming1, Yue Chen2, He Peilin1, Zhang Juntao3, Sun Moyuan3, Liu Youwen2 
1Key Laboratory of Orthopedic Traumat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100, Fujian Province, China; 2Department of Hip Injury Center, Luoyang Orthopedic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 Luoyang 471002, 
Henan Province, China; 3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46, Henan Province, China
Chen Junming, Master candidate, Key Laboratory of Orthopedic Traumat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100, Fujian Province, China
Yue Chen, MD, Attending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Hip Injury Center, Luoyang Orthopedic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 Luoyang 471002, Henan Province, China
Chen Junming and Yue Chen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paper.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 Youwen, Professor, Chief physician, Doctoral supervisor, Department of Hip Injury Center, Luoyang Orthopedic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 Luoyang 471002, He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At present, it has become a consensus that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should be treated by surgery. The main surgical 
methods are hip arthroplasty and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There are many reports on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se two surgical methods, but which 
surgical treatment is the better choice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is still controversial.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hip arthroplasty and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in the elderly were evaluated by meta-analysis.
METHODS: The databases of PubMed,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CNKI, Wanfang and VIP were searched to screen and compare the clinic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f hip arthroplasty and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femoral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from 2000 to 2020. 
The quality of the research was evaluated independently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tools recommended by the Cochrane system evaluator manual 5.3.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hospital stay, first weight bearing time, postoperative Harris function score, postoperative orthopedic complications 
and postoperative medical complications were selected as evaluation index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forest plot was drawn by RevMan 5.3 software,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RESULTS: After screening, a total of eight articles were included, containing three English articles and five Chinese articles, all of which were clinic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There were 8 articles of grade B, including 716 patients. The results of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operation time of the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group was shorter (WMD=15.48, 95%CI:7.78-23.19, P < 0.05),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was less (WMD=104.61, 95%CI:58.86-150.36, P < 
0.05), and the initial weight-bearing time of the hip arthroplasty group was shorter (WMD=-12.16, 95%CI:-18.68 to -5.63;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ostoperative average hospital stay, Harris function score, postoperative orthopedic complications and postoperative medical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artificial hip arthroplasty can accelerate the functional recovery of hip joint, shorten 
the time of bed rest, and enable patients to carry out weight-bearing exercise in the early stage.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artificial hip arthropl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inimally invasive technology, the trauma caused by operation i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Under the premise of strengthening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such as strengthening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and postoperative management, shortening operation time, reducing bleeding, 
and actively dealing with basic diseases), compared with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hip arthroplasty has more advantages in the treatment of femoral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in the elderly.
Key words: bone; hip; hip joint; arthroplasty; femur; intramedullary nail; artificial prosthesis; internal fixation;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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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 abstract_en= 中英文扩展 ( 随机对

照，中英文对照 )))) ( 模糊匹配 )  。
1.2   纳入、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设计类型：临床随机

对照试验；②年龄≥ 65岁；③ 研究对象：

确诊患者；④干预措施：对比髋关节置

换和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

1.2.2   排除标准   ①研究对象包含非转

子间骨折 ( 包括创伤性骨折及病理性骨

折 )；②干预措施为多种治疗方法联合

使用；③数据资料不全或无法获取的研

究；④重复发表文献。 
1.3   文献筛选与数据提取   由 2 位作者

独立检索所得文章的标题和摘要，将

不同数据库的文献检索结果进行合并，

建立信息数据库并保留所有可能相关

的文章。2 位作者均对纳入试验按照表

格进行数据提取，所有差异通过讨论

得到统一。从纳入的试验中提取了以

下数据：第一作者、发表日期、研究

题目、干预、随访期和结果。分析中

收集的结果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住院时间、初次下地负重时间

及术后 Harris 髋关节评分，术后骨科并

发症和术后内科并发症。最后纳入文

献的设计类型及质量评价信息。

1.4   文献质量评价   文献筛选工作由 2

位评价员根据 Cochrane 系统评价员手

册 5.3 (https://www.cochrane.org/) 推荐

的评估工具独立评价纳入研究的质量，

独立完成后交叉核对，有分歧时由第 3

名研究者协助解决。对纳入的文献使用

4 级评价标准进行文献质量学评价：随

机分配法、分配隐藏、盲法及失访。随

机分配质量分为 3 级：1 级，随机方法

完全正确；2 级，随机方法未予描述；

3 级，随机方法完全不正确。分配隐藏

分为 4 级。盲法：是否采用盲法，是否

描述退出失访情况，当存在退出失访时，

是否有意向处理分析。纳入研究的方法

学质量将被分为 3 个等级：A 级，所有

评价指标全部正确，该偏倚对结果产生

影响甚小；B 级，其中有 1 项评价指标

部分不被满足，该相应的偏倚对结果的

影响的可能性为中等；C 级，只需有 1

项评价指标完全不被满足，该相应的偏

倚对结果产生的影响具有高度可能性，

为高度偏倚。

1.5   结局指标   选择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住院时间、初次下地负重时间、

术后 Harris 功能评分、术后骨科并发症、

术后内科并发症作为观察指标。主要结

局指标为：初次下地负重时间、手术时

间及术中出血量。次要结局指标为：住

院时间、术后 Harris 功能评分、术后骨

科并发症及术后内科并发症。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Cochrane 协作网

RevMan 5.3 软件 (https://www.cochrane.
org/) 进行 Meta 分析。分析各项研究前，

采用χ 2
检验评价纳入研究间有无异质

性：当研究间无异质性时 (P > 0.1，I2 < 
5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当研究间存

在异质性时 (P < 0.1，I2 > 50%)，先分析

异质性产生原因，使用敏感性分析处理，

若有临床异质性，则需分亚组进行分析，

仍存在异质性，可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或

描述性评价的方法。计数资料就采用相

对危险度 (RR) 或比值比 (OR)，连续性

变量资料采用均数差 (MD) 分析，并分

别计算出其 95% 可信区间 (CI)。以森林

图来展示 Meta 分析结果。

2   结果   Results 
2.1   文献检索结果   初步共检索到文献

689 篇，经过仔细阅读文章摘要后筛除

665 篇文献，下载全文共 24 篇，根据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进行第二轮筛选，

筛除不符合标准文献 16 篇，最终纳入

8 篇文献，共 716 例患者，其中中文文

献 5 篇，英文文献 3 篇。详见图 1。

2.2   纳入文献特征及质量评价   对最终

纳入的 8 篇文献使用 4 级评价标准进行

质量学评价
[14-21]

，纳入的文献均提及随

机，未描述具体方法，5 篇文献报道了

随访情况，纳入的文献 B 级 8 篇，见表

1-3。

2.3   Meta 分析结果

2.3.1   各组平均手术时间变化   纳入的研

究中共有 8 篇文献对比了髋关节置换组

和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组的平均手术时间

( 共纳入 716 例患者，其中人工髋关节置

换组 334 例，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组 382

例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P < 0.000 1，
I2=91%)，研究间存在异质性，进行敏感

表 1 ｜纳入研究的特征表

Table 1 ｜ Basic feature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作者 文献来源地 年龄 ( 岁 ) 样本量 关节置换例数 PFNA 内固定例数 结局指标 不良事件

徐丽辉
[14] (2012) 中国 ≥ 75 80 40 40 1/2/4/6/7 无 

ÖZKAYIN 等
[15] (2015) 荷兰 ≥ 75 54 33 21 1/5/6/7 无

杨中锋
[16] (2015) 中国 ≥ 75 45 22 23 1/2/3/4 无

陈剑虹等
[17] (2016) 中国 ≥ 75 64 39 25 1/5/6/7 无

ESEN 等
[18] (2017) 土耳其 ≥ 65 92 58 34 1 无

张振兴等
[19] (2017) 中国 ≥ 65 124 35 89 1/3/4/6/7 无

LUO 等
[20] (2017) 美国 ≥ 70 123 52 71 1/3/4/5/6/7 无

汪洋等
[21] (2018) 中国 ≥ 65 134 69 65 1/2/3/4/6/7 无

表注：1：手术时间；2：术中出血量；3：住院时间；4：初次下地负重时间；5：术后 Harris 功能评分；6：术后骨科并发症；7：术后内科并发症：PFNA：
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

通 过 检 索 PubMed，Cochrane 
Library 及 Embase 数据库获得

相关文献 (n=598)；
通过检索 CNKI、万方及维普数

据库获得相关文献 (n=449)

通过其他

来源获得

相关文献
(n=0)

剔重后获得文献 (n=689)

阅读文题和摘要初筛 (n=689)

阅读全文复筛 (n=24)

纳入定性合成的文献 (n=8)

纳入定量合成 (Meta 分析 ) 的
文献 (n=8)

排除 (n=665)

排除 (n=16)：
临床实践指南、

系统评价、综

述 (n=2)；
不符合纳入排

除标准的文献
(n=14)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ure 1 ｜ Flow chart of the literature screening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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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组平均手术时间短于髋关节置换组
图 2 ｜髋关节置换与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平均手术时间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2 ｜ Forest plot of comparison of mean operation time between hip arthroplasty and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性分析及亚组分析后仍无法消除异质性，

故选取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法，数据分析结

果显示 (WMD=15.48，95%CI：7.78-23.19，
P < 0.000 1)，见图 2，结果说明股骨近端

防旋髓内钉组平均手术时间短于髋关节置

换组的平均手术时间。

2.3.2   各组平均术中出血量变化   纳入

的研究共有 6 篇文献对比了髋关节置

换组和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组的平均术

中出血量 ( 共纳入 570 例患者，其中人

工髋关节置换组 243 例，股骨近端防

旋髓内钉组 327 例 )。异质性分析结果

显示：P < 0.000 1，I2=97%，研究间存

在明显异质性，进行敏感性分析及亚组

分析后仍无法消除异质性，故使用随机

效应模型分析法，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WMD=104.61，95%CI：58.86-150.36，
P < 0.000 1)，见图 3，结果说明股骨近

端防旋髓内钉组平均术中出血量少于髋

关节置换组的平均术中出血量。

2.3.3   各组平均住院时间变化   纳入的

研究共有 4 篇文献对比了髋关节置换

组和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组的平均住

院时间 ( 其中共纳入 436 例患者，其

中髋关节置换组 178 例，股骨近端防

旋髓内钉组 258 例 )。异质性分析结果

显示：P < 0.000 1，I2=100%，各研究

间存在异质性，进行敏感性分析及亚

组分析后仍无法消除异质性，使用随

机效应模型分析法，数据分析结果显

示 (WMD=3.19，95%CI：-7.83-14.22，
P=0.57)，见图 4，说明股骨近端防旋髓

内钉组与髋关节置换组的平均住院时

间无显著差异。

2.3.4   各组平均初次下地负重时间变化   

纳入的研究共有 5 篇文献统计了髋关节

置换组和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组的平均

初次下地负重时间 ( 共纳入 472 例患者，

其中人工髋关节置换组 184 例，股骨

近端防旋髓内钉组 288 例 )。异质性分

析结果显示：P < 0.000 1，I2=99%，各

研究间存在异质性，进行敏感性分析及

亚组分析后仍无法消除异质性，使用随

机效应模型分析法，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WMD=-12.16，95%CI：-18.68 至 -5.63，
P=0.000 3)，见图 5，认为人工髋关节置

换组的初次下地负重时间短于股骨近端

防旋髓内钉组。

表 2 ｜纳入文献风险偏倚总结
Table 2 ｜ Summary of risk bias in included literature

作者 随机序列的

产生

分配隐藏 实施者和参

与者双盲

结局评估

中的盲法

结果数据

不全

报告偏倚 其他偏倚

徐丽辉
[14] (2012) + ? ? ? + ? -

ÖZKAYIN 等
[15] (2015) + + ? ? + + +

杨中锋
[16] (2015) + ? ? + + ? -

陈剑虹等
[17] (2016) + ? ? ? - ? +

ESEN 等
[18] (2017) + + ? + + + ?

张振兴等
[19] (2017) + ? ? ? - ? ?

LUO 等
[20] (2017) + + ? + + + +

汪洋等
[21] (2018) + + ? + - ? ?

表注：+：低风险；-：高风险；?：未知风险

表 3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表
Table 3 ｜ Quality evaluation of included literature

作者 随机序列产生方法 分配隐藏 盲法 结果数据的完整性 方法学质量

徐丽辉
[14] (2012) 未描述 不清楚 未描述 有 B

ÖZKAYIN 等
[15] (2015) 未描述 不清楚 未描述 有 B

杨中锋
[16] (2015) 未描述 不清楚 未描述 有 B

陈剑虹等
[17] (2016) 未描述 不清楚 未描述 无 B

ESEN 等
[18] (2017) 未描述 不清楚 未描述 有 B

张振兴等
[19] (2017) 未描述 不清楚 未描述 无 B

LUO 等
[20] (2017) 未描述 不清楚 未描述 有 B

汪洋等
[21] (2018) 未描述 不清楚 未描述 无 B

图注：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组平均术中出血量少于髋关节置换组
图 3 ｜髋关节置换与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平均术中出血量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3 ｜ Forest plot of comparison of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between hip arthroplasty and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图注：两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方面无明显差异
图 4 ｜髋关节置换与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平均住院时间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4 ｜ Forest plot of comparison of mean hospital stay between hip arthroplasty and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1456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5卷｜第9期｜2021年3月

2.3.5   各组平均术后 Harris 功能评分变

化   纳入的研究共有 3 篇文献统计了髋

关节置换组和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组的

平均术后 Harris 功能评分 ( 共纳入 225

例患者，其中人工髋关节置换组 113

例，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组 112

例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P=0.008，
I2=79%，研究间存在异质性，进行敏感

性分析及亚组分析后仍无法消除异质性，

故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法，数据分析

结 果 显 示 (WMD=-2.04，95%CI：-7.89

至 3.82，P=0.05)，见图 6，说明人工髋

关节置换组与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

定组的术后髋部功能无显著差异。

2.3.6   各组术后骨科并发症变化   共有 6

篇研究统计了人工髋关节置换组和股骨

近端防旋髓内钉组的术后骨科并发症 (共
纳入 574 例患者，其中人工髋关节置换

组 252 例，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组 322

例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P=0.19，I2= 
32%，各个研究间存在同质性，使用固

定效应模型分析法，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OR=0.69，95%CI：0.34-1.38，P=0.29)，
见图 7，说明髋关节置换组与股骨近端

防旋髓内钉组的术后骨科并发症的发生

率无显著差异。

2.3.7   各组术后内科并发症变化   共有

6 篇研究统计了人工髋关节置换组和股

骨近端防旋髓内钉组的术后内科并发

症 ( 共纳入 574 例患者，其中人工髋关

节置换组 252 例，股骨近端防旋髓内

钉组 322 例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

P=012，I2=46%，各个研究间存在同质性，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法，数据分析结

果显示 (OR=1.13，95%CI：0.53-2.40，
P=0.76)，见图 8，说明髋关节置换组与

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组的术后内科并发

症的发生率无显著差异。

2.4   发表偏倚分析   由于纳入文章数量

有限 ( 仅 8 篇 )，故不生成漏斗图来检

测潜在的发表偏倚，未能获取发表偏倚

分析的结果。

3   讨论   Discussion
股骨转子间骨折主要发病于中老年

人群。由于高龄人群普遍存在骨质疏松

的问题，因此一旦遭受外力碰撞及暴力

打击时，股骨转子间骨折发生可能性较

大
[22-23]

。在治疗方式上，选择手术治疗

可使患者尽早下地进行负重锻炼，加快

下肢功能恢复，同时还可避免患者骨折

后髋内翻畸形的发生，使患者的生活质

量得到改善，提高患者术后生存率
[24]
。

目前人工髋关节置换技术较成熟，假体

牢固稳定，术后可使患者较早恢复髋关

节功能
[25-26]

。虽然髋关节置换优点明确，

但髋关节置换操作时间较长、术中失血

量较多、组织损伤程度也较大，对于部

分高龄患者而言，由于身体水平较弱对

手术的耐受能力较低，会伴有一系列危

险因素；同时，人工假体使用寿命也有

限，所以目前人工髋关节置换尚存在一

些争议。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是

对以往内固定进行改良发展而来，术中

操作时间短，可保留股骨头颈部骨质并

增加刀片与周围接触面积，固定效果良

好，其特点是可有效避免内固定取出后

股骨近端的不稳定性，有利于骨折愈合，

降低髋内翻畸形的发生率
[27]
。ZHOU 等 [28]

研究发现该手术治疗后患者髋关节功能

得到有效改善，并能明显降低术后并发

症的发生率。基于以上优点，股骨近端

防旋髓内钉内固定更适用于部分股骨转

子间骨折的高龄患者，因为该治疗方式

图注：髋关节置换组的初次下地负重时间短于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组
图 5 ｜髋关节置换与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平均初次下地负重时间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5 ｜ Forest plot of comparison of first weight bearing time between hip arthroplasty and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图注：两组患者术后 Harris 功能评分方面无显著差异
图 6 ｜髋关节置换与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术后 Harris 功能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6 ｜ Forest plot of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Harris function score between hip arthroplasty 
and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图注：两组患者术后骨科并发症方面无显著差异
图 7 ｜髋关节置换与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术后骨科并发症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7 ｜ Forest plot of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orthopedic complications between hip 
arthroplasty and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图注：两组患者术后内科并发症方面无显著差异
图 8 ｜髋关节置换与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内科并发症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8 ｜ Forest plot of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medical complications between hip 
arthroplasty and proximal femoral nail antirotation

循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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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患者手术耐受能力要求较低
[29]
。但文

献显示这种固定方式在临床上仍存在固

定失败及松动等风险。易善钧等
[30]

研究

发现在伴有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中，

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的失败率较

高。而宋继淳等
[31]

研究发现采用股骨近

端髓内钉内固定治疗的患者，术后 1 年

死亡率可达 21.4%，其可能与术后卧床

时间较久、术后初次下地负重时间较迟

等原因有关。

髋关节置换和股骨近端防旋髓内

钉内固定 2 种手术方式是目前治疗股骨

转子间骨折最主要手段，由于这 2 种手

术方式对不同患者的治疗效果及预后有

明显差异性，对于高龄股骨转子间骨折

患者的患者，应充分结合 2 种手术方式

的适应证，结合临床并考虑患者不同的

身体情况、骨折情况、损伤程度及其经

济能力，在加强围术期处理 ( 做好术前

准备和术后处理、提高手术技术、减少

术中出血、积极处理基础病、纠正贫血

及治疗并发症等 ) 的前提下，选择合适

的治疗方案。

文章共纳入随机对照试验 8 篇文

献，总病例数比较少，其中一些文献研

究质量还不够高，文献评定标准没有统

一，这些因素会使结论分析变得更加困

难，因此在临床研究中制定和选择统一

的测量标准及功能评定标准是十分必要

的。文章由于纳入文章数量有限，故不

能生成漏斗图来检测潜在的发表偏倚，

未能获取发表偏倚分析的结果。

文章结果提示：针对高龄股骨转

子间骨折的患者，应择优选取治疗方

案。采取髋关节置换可加快恢复髋关节

功能，缩短卧床时间，使患者较早进行

早期负重锻炼，随着人工髋关节置换技

术日益进步及微创化，手术所带来的创

伤愈发减小。在加强围术期处理的前提

下，相比较于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

定，髋关节置换治疗高龄股骨转子间骨

折更具有优势。对于合并较严重的骨质

疏松及其他疾病的患者需做好充分的术

前准备和术后处理，多学科会诊讨论，

积极治疗基础疾病，给予患者最科学的

诊疗方案，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出现，让

患者获得满意效果，使患者尽快恢复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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