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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中老年膝骨关节炎短期疗效对比的荟萃分析

黄登承 1，王志科 1，曹学伟 2  

文题释义：
Meta分析的优势：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对样本量和研究中心数量具有较高的要求，而随着样本量的增加，研究成本和消耗也会随之增加；
Meta分析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此类要求，在严格把握纳入标准的情况下，进行Meta分析也可以作出高质量的研究。

膝骨关节炎：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中老年退行性骨关节病，是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从病理学和影像学上看，是一种以膝关节软骨退变并

发骨质增生为特征的疾病。

摘要

目的：比较体外冲击波疗法与其他治疗方法对缓解中老年人膝关节骨关节炎疼痛和改善膝关节功能方面的疗效。

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CNKI和SinoMed数据库中体外冲击波分别与安慰式冲击波、非类固醇药及玻璃酸钠治疗膝关节骨关

节炎的疗效比较，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0年3月，同时查阅所获取的参考文献索引。由2名研究者对检索收集到的文献按照制定的纳入和

排除标准进行独立筛选。采用目测类比评分和西大略湖和麦克马斯特关节炎指数作为主要结局指标，Lequensne评分作为次要结局指标。

使用Cochrane协助网推荐的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评价文献质量，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

结果：①最终纳入12篇文献，均为随机对照试验，共1 040例患者；②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比较，体外冲击波治可缓解膝关节骨

关节炎患者的疼痛评分(MD=-2.00，95%CI：-2.25至-1.75，P < 0.000 01)，改善西大略湖和麦克马斯特关节炎指数评分(MD=-8.45，95%CI： 

-14.83至-2.07，P=0.009)及Lequesne评分(MD=-2.39，95%CI：-4.24至-0.54，P=0.01)；③与口服非类固醇止痛药对照时，在缓解患者疼痛

方面，体外冲击波与非类固醇药无显著差异(MD=0.01，95%CI：-0.48-0.51，P=0.95)，但体外冲击波治疗改善患者的膝关节功能效果更佳
(MD=-6.56，95%CI：-8.24至-4.87，P < 0.000 01)；④与单纯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对照，体外冲击波同样可以改善膝关节疼痛(MD=0.22，
95%CI：0.18-0.25，P < 0.000 01)和西大略湖和麦克马斯特关节炎指数评分(MD=-1.29，95%CI：-3.61至-0.74，P=0.003)；⑤在Lequesne评分

方面，体外冲击波与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的疗效差异无显著性意义(MD=-0.21，95%CI：-1.09-0.67，P=0.64)。
结论：相较于口服非类固醇抗炎药和玻璃酸钠注射液，体外冲击波对缓解膝关节骨关节炎疼痛和改善膝关节功能有更好的临床疗效，但以

上结论仍需更高质量、样本量更大的临床试验结果来验证。 
关键词：骨；膝；膝关节；骨关节炎；冲击波；玻璃酸钠；疼痛；Meta分析

Comparison of the short-term efficacy of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knee osteoarthritis: a meta-analysis 

Huang Dengcheng1, Wang Zhike1, Cao Xuewei2

1Second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0,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2Third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Guangdong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0,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Huang Dengcheng, Master candidate, Second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0,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Cao Xuewei, MD, Chief physician, Third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Guangdong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0,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

2095-4344.3767

投稿日期：2020-04-08   

送审日期：2020-04-16

采用日期：2020-05-16   

在线日期：2020-09-25

中图分类号： 

R453；R639；R659

文章编号： 

2095-4344(2021)09-01471-06

文献标识码：A 

1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广东省广州市   510000；2

广东省中医院骨三科，广东省广州市   510000
第一作者：黄登承，男，1993 年生，湖北省鄂州市人，汉族，广州中医药大学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医药防治骨与关节疾病研究。

通讯作者：曹学伟，博士，主任医师。广东省中医院骨三科，广东省广州市   510000 
https://orcid.org/0000-0001-5871-9083 ( 黄登承 ) 
基金资助：广东省中医院院内专项 (2017KT1334)，项目负责人：曹学伟

引用本文：黄登承，王志科，曹学伟 . 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中老年膝骨关节炎短期疗效对比的荟萃分析 [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21，25(9):1471-1476. 

循证医学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体外冲击波治疗可降低患

者疼痛敏感性，同时冲击

波作用于局部时会对作用

部位造成微创伤进而改善

局部微循环的血液供应，

体外冲击波治疗可有效改

善膝关节骨关节炎症状，

但目前已发表的 Meta 文

献异质性高；

△此次 Meta 分析的目的主

要是比较体外冲击波与其

他常用的镇痛方法治疗膝

关节骨关节炎的有效性。

干预措施：

(1) 体外冲击波

治疗；

(2) 安慰式冲击

波、非类固

醇口服药、

关节腔注射

玻璃酸钠注

射液

观察指标：

(1) 目测类比疼

痛评分；

(2) WOMAC 膝

关节炎指数

评分；

(3) Lequesne 评

分

结论：
相较于口服非类固醇

抗炎药和关节腔注射

玻璃酸钠注射液，体

外冲击波对缓解膝关

节骨关节炎疼痛和改

善膝关节功能有更好

的临床疗效，以上结

论仍需更高质量、样

本量更大的临床试验

进行验证。 

体外冲击

波疗法治

疗中老年

膝骨关节

炎短期疗

效对比的

荟萃分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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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膝骨关节炎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

中老年退行性骨关节病，是致残的主要

原因之一
[1]
。从病理学和影像学上看，

膝骨关节炎是一种以膝关节软骨退变并

发骨质增生为特征的疾病。但是随着研

究的深入，可发现膝关节骨关节炎的发

生涉及骨髓病变、周围软组织炎症等病

理改变
[2-4]

，而炎症所导致的疼痛是膝

关节发生疼痛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膝

关节炎的治疗手段众多，包括非药物治

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
[5]
。对于一些

早期关节炎患者，非药物治疗如针灸、

功能锻炼和理疗是患者更容易接受的治

疗手段；非药物治疗无效或效果欠佳的

患者则会采取药物治疗的方式，但大部

分患者担心药物的不良反应如胃溃疡

等；手术治疗如胫骨高位截骨、单髁置

换及全膝关节置换，但手术治疗的创伤

较大和费用过高是一部分患者所担心的

问题。近些年，一些新的治疗方式出现

在大众视野，体外冲击波 (extracorporeal 
shockwave therapy，ESWT) 是无创治疗

的新方式。对于其改善疼痛的机制研究

认为，冲击波可使感觉性无髓鞘纤维失

能，减少痛觉感受器对神经肽降钙素基

因相关多肽的表达，从而降低患者疼痛

敏感性
[6]
。目前已有国内一些学者对比

了冲击波与其他治疗方法治疗膝骨关节

炎的临床疗效，但其纳入研究的干预措

施不一，没有有力的说服性。为了获得

更高等级的证据，文章再次对相关研究

进行了 Meta 分析，对国内外体外冲击

波治疗膝骨关节炎对比其他方式治疗膝

骨关节炎的临床研究进行分析，以明确

这几种治疗方法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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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检索者   第一作者。

1.1.2   资料库   PubMed，EMbase，CNKI

和 SinoMed 数据库。

1.1.3   中英文检索词   中文检索词：
“冲击波，膝关节骨关节炎，膝骨关

节炎”；英文检索词：“Extracorporeal 
Shockwave Therapy，Extracorporeal 
Shockwave Therapies，Shockwave 
Therapies，Extracorporeal，Shock Wave 
Therapy，ESWT，Osteoarthritis，Knee，
Knee Osteoarthritis”。

1.1.4   检索时间范围   截止至 2020-03-
01。
1.1.5   文献检索策略   PubMed 数据库检

索策略见图 1。

1.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干预措施为对比体

外冲击波，对照措施为安慰式冲击波、

非类固醇药或玻璃酸钠治疗膝单间室骨

关节炎的研究；②随机对照试验、病例

对照试验；③不限制纳入研究的语言。

排除标准：①重复发表的文献；②

综述、专家经验及机制阐述等文献；③原

始文献数据不全或不能从中推导出基本数

据，无法进行 Meta 分析；④基础性研究。

1.3   数据提取   有 2 名研究者独立阅读

文献的标题、摘要和全文以确定符合纳

入标准的文献并提取数据，交叉核对；

遇到分歧时通过讨论解决或征求第 3 方

意见解决。

1.4   文献质量评价   使用 Cochrane 协

助网推荐的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和改良

Jadad 评分评价文献质量。Jadad 评分满

分 7 分，评分越高，质量越高，包括以

下项目：随机序列的产生 ( 恰当：2 分；

不清楚：1 分；不恰当：0 分 )；随机化

隐藏 (恰当：2分；不清楚：1分；不恰当：

0 分；未使用：0 分 )；盲法 ( 恰当：2 分；

不清楚：1 分；不恰当：0 分 )；撤出与

退出 ( 描述：1 分；未描述：0 分 )。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with other treatments in relieving knee osteoarthritis pain and improving knee 
function in the elderly.
METHODS: A computer search was performed on PubMed, Embase, CNKI, and SinoMed databases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with the energy density of 0, non-steroidal drugs, and sodium hyaluronate for knee osteoarthritis. The search period was from the inception of the database 
to March 2020. Simultaneously, the obtained reference index was looked up. According to the inci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two research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the literature. Visual analogue scale and The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 were the primary outcomes, and the 
Lequensne score was the secondary outcome. Cochrane bias risk assessment tool was used to evaluate literature quality. Dat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RevMan 5.3 software.
RESULTS: (1) Twelve articles were included with a total of 1 040 patients, and all of them wer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ails. (2) Meta-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could relieve the pain score of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MD=-2.00, 95%CI: 
-2.25 to -1.75, P < 0.000 01), improve The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 (MD=-8.45, 95%CI:-14.83 to -2.07, P=0.009) 
and Lequesne score (MD=-2.39, 95%CI:-4.24 to -0.54, P=0.01),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 of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and the group of non-steroidal drugs in terms of pain relief (MD=0.01, 95%CI:-0.48-0.51, P=0.95), but the effect of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on improving knee function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non-steroidal drugs (MD=-6.56, 95%CI:-8.24 to -4.87, P < 0.000 01). (4) The knee pain (MD=0.22, 
95%CI: 0.18, 0.25, P < 0.000 01) and The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 (MD=-1.29, 95%CI:-3.61 to -0.74, P=0.003) were 
improved in the group of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of sodium hyaluronate. (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Lequesne (MD=-0.21, 95%CI:-1.09-0.67, P=0.64) between the group of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and the group of sodium hyaluronate in terms of pain relief.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oral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and intra-articular sodium hyaluronate injection,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shows a 
better clinical effect on relieving knee osteoarthritis pain and improving knee joint functi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need to be verified through higher quality 
and larger sample clinical trial result.
Key words: bone; knee; knee joint; osteoarthritis; shock wave; sodium hyaluronate; pain;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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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tracorporeal Shockwave Therapy [MeSH Terms]
#2 Extracorporeal Shockwave Therapies [Title/Abstract]
#3 Shockwave Therapies, Extracorporeal [Title/Abstract]
#4 Shock Wave Therapy [Title/Abstract]
#5 ESWT
#6 #1 OR #2 OR #3 OR #4 OR #5
#7 Osteoarthritis, Knee [MeSH Terms]
#8 Knee Osteoarthritis [Title/Abstract]
#9 KOA [Title/Abstract]
#10 #7 OR #8OR #9
#11 #6 AND #10

图 1 ｜ PubMed 数据库检索策略

Figure 1 ｜ Retrieval strategy of PubMed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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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结局指标   基线指标：年龄，性别，

膝关节关节炎等级；主要结局指标：膝

关节目测类比评分和西大略湖和麦克马

斯特关节炎指数 (WOMAC) 评分；次要

结局指标：Lequensne 评分。

1.6   统计学分析   利用 RevMan 5.3 软件

对纳入研究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二分

类变量采用相对危险度 (relative risk，RR)

及 95% 可信区间 (CI)，连续变量使用均

数 差 (mean difference，MD) 及 95%CI，
检验水准均为 α=0.05。异质性检验通过

卡方检验和 I2
进行分析，若 I2 > 70%，

则用剪补法进行敏感性分析甄别高异质

性来源；若卡方检验 P ≥ 0.05 并且 I2 < 
50%，则表示所纳入文献之间为低统计

学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反之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

2   结果   Results 
2.1   文献检索及筛选结果   通过检索各

数据库共获得 240 篇相关文献，排除重

复文献 82 篇。通过排除重复项，阅读

主题、摘要及全文，剩下 21 项研究，

阅读全文后排除 9 项研究，最后纳入

12 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7-18]

，见图 2。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所纳入文献

分别比较了体外冲击波与安慰式冲击波、

体外冲击波与口服非类固醇药及体外冲

击波与玻璃酸钠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的

疗效。共包括 1 040 例患者，其中 5 项

研究比较了体外冲击波与安慰式冲击波

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的疗效
[7-11]

；有 3

项研究比较体外冲击波与口服非类固醇

药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的疗效，口服非

类固醇药均为塞来昔布胶囊
[12-14]

；有 4

项研究比较体外冲击波与关节腔注射玻

璃酸钠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的疗效
[15-18]

。

文献的主要特征见表 1。

2.3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估   该 Meta 分析

纳入了 12 个随机对照研究，其中 4 项研

究未报告分配隐藏。在 5 项研究中 ( 对照

组为安慰式冲击波 )，对受试者实施了盲

法；而其余的研究因对照组有较明显的区

别，因此未进行盲法设计。有 2 项研究因

存在病例脱落，未能报道完整的结果，但

在随后的数据分析中也剔除了失访病例。

所有的研究均未选择性报道结果。

2.4   Meta 分析结果

2.4.1   体外冲击波与空白组的疗效对比

目测类比疼痛评分   有 5 项研究对比了

体外冲击波与安慰式冲击波干预后的疼

痛评分
[7-11]

，随访周期为 12 周，其中

体外冲击波组 176 例，安慰组 177 例，

Meta 分析结果显示，研究效应量异质

表 1 ｜纳入 12 篇随机对照试验的基本特征
Table 1 ｜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12 includ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作者 发表

年份

样本量

(n)
随访时间

( 周 )
性别

( 男 / 女，n)
平均年龄

( 岁 )
干预方法 膝骨关节炎分级

(ESWT/ 对照，n)
结局

指标

改良

Jadad
评分

对照组 ESWT 组 对照组 ESWT 组 对照组 ESWT 组 对照组 ESWT 组 对照组 ESWT 组 Ⅲ级 Ⅱ级 Ⅰ级

闹乎旦等
[11] 2016 43 43 12 12 18/25 21/22 64.5 65 0，能量安慰式冲击

波

0.25 mJ/mm2
，6 Hz，  

4 000 次  qw，共 4 次

- - - ①②③ 7

徐珊等
[9] 2018 30 30 12 12 11/19 9/21 58.9 60.8 0，能量安慰式冲击

波

0.25 mJ/mm2 6 Hz 2 000 
次  qw，共 4 次

- - - ①② 6

赵喆等
[10] 2014 36 34 12 12 11/25 14/20 61.9 59.8 0，能量安慰式冲击

波

0.25 mJ/mm 2
，6 Hz，   

4 000 次，qw，共 4 次

8/10 26/26 - ①②③ 6

ZHONG 等
[7] 2019 31 32 12 12 12/19 11/21 63.2 62.5 0，能量安慰式冲击

波

0.25 mJ/mm2 6 Hz，4 000
次，qw，共 4 次

9/7 23/24 - ①③ 7

刘彧等
[8] 2016 38 39 12 12 - - 59.3 58.9 0.2 bar，8 Hz，3 000

次，qw 共 4 次

2.5 bar，8 Hz，3 000 次，

qw，共 4 次

24/14 26/13 - ①② 7

刘美义等
[12] 2017 79 79 4 4 18/61 14/65 66.7 68.5 塞 来 昔 布 200 mg/

次，qd，共 4 周

0.20-0.25 mJ/mm 2
，   

6-8 Hz，  2  000 次，

qw，共 4 次

35/37 44/42 - ①② 4

郑磊等
[14] 2016 22 26 4 4 7/15 8/18 65.32 67.23 塞 来 昔 布 200 mg/

次，qd，共 4 周

2-4 bar，20 Hz，3 000次，

qw，共 4 次

7/6 19/16 - ①② 4

李涛等
[13] 2017 45 45 4 4 0/45 0/45 65.4 64.3 塞 来 昔 布 200 mg/

次，qd，共 2 周

0 . 2 0 - 0 . 2 5  m J / m m 2      
6-8 Hz   4 000-6 000次，

qw，共 4 次

23/25 22/20 - ① 5

LEE 等
[15] 2017 30 31 4 4 Apr-59 6/25 69.1 67.7 2 mL 玻璃酸钠 qw，

共 3 次

0.05 mJ/mm2 1 000 次，

qw，共 3 次

- - - ①②③ 5

苏文珍等
[16] 2018 80 80 3 3 24/56 30/50 58.4 56.6 2 mL 玻璃酸钠 qw 共

5 次

0.12-0.20 mJ/mm 2
，   

1 000-2 000 次，qw，

共 5 次

- 22/26 58/54 ①②③ 5

刘志成等
[17] 2019 39 38 5 5 - - 60.2 59.8 2.5 mL 玻 璃 酸 钠 

qw，共 5 次

0.2  mJ/mm 2
，6 Hz，   

2 000 次，qw 共 5 次

- 17/15 21/25 ② 5

蔡加兴等
[18] 2018 45 45 4 4 26/19 27/18 65.1 63.5 2.50 mL 玻璃酸钠 qw 

共 5 次

2.0-2.5 bar，10 Hz，
500 次，qw 共 5 次

- - - ①③ 5

表注：①目测类比评分；② WOMAC 评分；③ Lequesne 评分；改良 Jadad 评分：满分 7 分，评分越高，质量越高。对照组的干预方式有 3 种，分别与冲击

波治疗进行对比，得出 3 组比较结果。ESWT：体外冲击波；qw：每周 1 次；qd：每日 1 次；“-”代表未描述

检索 PubMed(n=30)、Embase(n=21)、
CNKI(n=94) 和 SinoMed(n=95) 数据库

的文献，共 240 篇

通过其他资

源获取的文

献 (n=0)

排除重复后的文献 (n=158)

阅读题目及摘要保留的文献 (n=34)

阅读全文保留的文献 (n=21)

最终确定纳入 Meta 分析的

文献 (n=12)

排除文献 (n=13)

排除非冲击波对比空

白、非类固醇药、玻

璃酸钠的文献 (n=8)
和非随机对照 (n=1)

图 2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ure 2 ｜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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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低 (I2=19%，P=0.29)，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两组相比，差别有显著性意义

(MD=-2.00，95%CI：-2.25 至 -1.75，P < 
0.000 01)，可认为体外冲击波可明显改

善患者的膝关节疼痛，见图 3。

WOMAC 评分：纳入的研究中有 4

项研究对比了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膝关节

WOMAC 评分
[8-11]

，随访周期均为 12 周，

其中体外冲击波组 146 例，安慰组 147

例，Meta 分析结果显示，研究效应量存

在明显的异质性 (I2=95%，P < 0.000 01)，
逐一剔除所纳入文献，异质性无明显降

低，由于纳入文献较少，因此未进行亚

组分析，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两组之

间的差异仍有意义，表明该结果较为稳

健。两组膝关节 WOMAC 评分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 (MD=-8.45，95%CI：-14.83

至 -2.07，P=0.009)，因此，表明经体外

冲击波治疗，患者的膝关节炎症状可有

较明显的改善，见图 4。

Lequesne 评 分： 有 3 项 研 究 比

较了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Lequesne 评    

分
[7，10-11]

，因徐珊等
[9]
的文献所报道的

治疗后 Lequesne 评分结果出现明显错

误，故不予纳入；因此纳入 3 篇文献，

随访周期均为 12 周，其中体外冲击波

组 107 例，安慰组 109 例，Meta 分析

结果显示，研究效应量存在明显的异质

性 (I2=87%，P=0.000 5)，通过剪补法进

行敏感性分析，异质性无明显降低，故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两组相比，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 (MD=-2.39，95%CI：-4.24

至 -0.54，P=0.01)，表明经体外冲击波

治疗，患者的膝关节炎症状及功能可有

较明显的改善，见图 5。

2.4.2   体外冲击波与口服非类固醇药的

疗效对比

目测类比评分：共有 3 项研究对

比了体外冲击波与口服非类固醇药干

预后的疼痛评分
[12-14]

，Meta 分析结果

显示，研究效应量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I2=97%，P < 0.000 01)，逐一剔除纳入

文献，发现剔除刘美义等
[12]

的研究后，

异质性明显降低，但仍高于 50%，故采

用随机效应模型 (I2=51%，P=0.15)，纳

入文献较少，因此未进行亚组分析。

因此，纳入 2 项研究，其中体外冲击

波组 71 例，口服非类固醇药治疗组 67

例，剔除刘美义等
[12]

的研究后，两组

图注：体外冲击波能在镇痛效果方面优于安慰式冲击波 ( 空白组 )(P < 0.000 01)
图 3 ｜各组目测类比评分比较 ( 体外冲击波 vs. 安慰式冲击波 )
Figure 3 ｜ Comparison of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s of each group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vs. 
placebo shock wave)

图注：体外冲击波能在改善 WOMAC 评分方面优于安慰式冲击波 ( 空白组 )(P=0.009)
图 4 ｜各组 WOMAC 评分比较 ( 体外冲击波 vs. 安慰式冲击波 )
Figure 4 ｜ Comparison of The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 of 
each group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vs. placebo shock wave)

图注：体外冲击波能在改善 Lequesne 评分方面优于安慰式冲击波 ( 空白组 )(P=0.01)
图 5 ｜各组 Lequesne 评分 ( 体外冲击波 vs. 安慰式冲击波 )
Figure 5 ｜ Comparison of Lequesne scores of each group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vs. placebo 
shock wave)

图注：体外冲击波能在镇痛效果方面与非类固醇药无显著差异 (P=0.95)
图 6 ｜各组目测类比评分 ( 体外冲击波 vs. 非类固醇药 )
Figure 6 ｜ Comparison of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s of each group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vs. 
non-steroidal drugs)

相比差异仍无显著性意义 (MD=0.01，
95%CI：-0.48-0.51，P=0.95)，故认为该

结果较为稳健，因此，相比于口服镇痛

药，对患者进行体外冲击波干预时，能

达到相同的镇痛效果，见图 6。

WOMAC 评分：有 2 项研究比较

了体外冲击波与口服非类固醇药对改

善膝关节 WOMAC 指数的疗效
[12，14]

，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其中体外冲击

波组 105 例，非类固醇药治疗组 101

例，研究之间的异质性较低 (I2=17%，

P=0.27)。两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MD=-6.56，95%CI：-8.24 至 -4.87，  

P < 0.000 01)，可见体外冲击波在达到

与口服非类固醇镇痛药相同镇痛效果

的同时，患者的膝关节炎症状也有较

明显的改善，见图 7。

2.4.3   体外冲击波与关节腔注射玻璃酸

钠的疗效对比

目测类比评分：有 3 项研究比较

了体外冲击波与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对

改善膝关节疼痛差异
[15-16，18]

；Meta 分

析结果显示，研究效应量存在明显的

异质性，通过剪补法进行敏感性分析，

排除刘志成等
[17]

的文献，异质性可由

85% 降至 38%(I2=38%，P=0.20)，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其中体外冲击波组 156例，

玻璃酸钠治疗组 155 例。两组相比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 (MD=0.22，95%CI：0.18-
0.25，P < 0.000 01)，因此，体外冲击波

在改善膝骨关节炎患者疼痛方面效果更

佳，见图 8。

非类固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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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AC 评分：有 3 项研究比较

了体外冲击波与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对

改善膝关节 WOMAC 评分的影响
[15-17]

；

Meta 分析结果显示，研究效应量存在

明显的异质性，通过剪补法进行敏感性

分析，排除蔡加兴等
[18]

的文献，异质

性可由 76% 降至 44%(I2=44%，P=0.17)，
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其中体外冲击波

组 149 例，玻璃酸钠治疗组 149 例。

两组相比 WOMAC 评分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MD=-2.17，95%CI：-3.61 至 -0.74，
P=0.003)，因此，改善以膝关节 WOMAC

评分评价膝关节功能方面，相比于目前

应用较广的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治疗，

体外冲击波可更好地改善膝骨关节炎患

者膝关节症状与功能，见图 9。

Lequesne 评分：有 3 项研究比较了

体外冲击波与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对改

善膝关节 Lequesne 评分的疗效
[15-16，18]

；

Meta 分析结果显示，研究效应量存在明

显的异质性，通过剪补法进行敏感性分

析，排除刘志成等
[17]

的文献，异质性可

由 80% 降至 57%(I2=57%，P=0.10)，异质

性仍大于 50%，纳入文献较少，因此未

进行亚组分析，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其中体外冲击波组 156 例，玻璃酸钠治

疗组 155 例。两组 Lequesne 评分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 (MD=-0.21，95%CI：-1.09-
0.67，P=0.64)，因此，在改善以膝关节

Lequesne 评分评价膝关节功能方面，体

外冲击波与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效果无

明显差别，见图 10。

2.5   发表偏倚分析   根据 Cochrane 手册

的建议，漏斗图进行发表偏倚评价需该

指标 Meta 分析纳入的研究数不应少于

10 篇文献。否则会因为该指标纳入的

研究数过少，从而降低漏斗图的检验能

力，否则无法判断不对称的真实性。而

此文献虽然纳入 12 项研究，但对照组

的干预方式不统一，因此未将不同干预

方式的效应量进行合并，因此未进行发

表偏倚漏斗图分析。

3   讨论   Discussion
通过对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的磁

共振成像和关节镜检查，可以观察到膝

骨关节炎的病理改变涉及关节周围的各

种组织。对于膝关节的病理改变，目前

的关注重点已经更广，包括软骨、软骨

下骨、骨髓和周围滑膜等
[2]
，因此也为

更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提供了依据。研

究表明转化生长因子 β 超家族、纤维原

细胞生长因子家族、白细胞介素 1β，6，
8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均参与调节软骨

的生成和体内平衡。QIN 等
[19]

发现膝

关节骨关节炎患者滑液中骨桥蛋白水平

与核转录因子 κB 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而一些研究者发现体外冲击波可能通过

抗炎作用发挥作用
[20-22]

。

目前对于膝关节炎的治疗，口服非

类固醇镇痛药和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

是常应用的治疗手段，而塞来昔布等非

类固醇镇痛药会产生恶心、呕吐甚至胃

出血等不良反应，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

则可能会导致关节腔感染，这一不良反

应是临床医师和患者难以接受的。而物

图注：体外冲击波能在改善 WOMAC 评分方面优于非类固醇药 (P < 0.000 01)
图 7 ｜各组 WOMAC 评分 ( 体外冲击波 vs. 非类固醇药 )
Figure 7 ｜ Comparison of The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 of 
each group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vs. non-steroidal drugs)

图注：体外冲击波能在镇痛效果方面优于玻璃酸钠注射液 (P < 0.000 01)
图 8 ｜各组疼痛目测类比评分比较 ( 体外冲击波 vs. 玻璃酸钠 )
Figure 8 ｜ Comparison of pain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s of each group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vs. sodium hyaluronate)

理疗法是针对骨骼肌肉系统的无创治疗

方式，近年来已经成为慢性肌腱炎和骨

不连等疾病的重要治疗方式
[23-24]

。因此，

更容易被广大患者所接受。体外冲击波

治疗可使感觉性无髓鞘纤维失能，减少

痛觉感受器表达的神经肽降钙素基因相

关多肽 , 从而降低患者疼痛敏感性，同

时冲击波作用于局部时会对作用部位造

成微创伤进而改善局部微循环的血液供

应
[25-26]

。JI 等 [27]
发现经体外冲击波干预

后的软骨中白细胞介素 1β 和肿瘤坏死因

子 α 和一氧化氮水平均降低，而软骨下

骨密度增加，证明体外冲击波对消除软

骨炎症和增强软骨下骨强度是有益的。

该研究主要对体外冲击波治疗膝

关节骨关节炎的临床疗效进行分析，对

照的干预措施分别是安慰式冲击波、口

图注：体外冲击波能在改善 WOMAC 评分方面优于安慰式冲击波 (P=0.003)
图 9 ｜各组 WOMAC 评分比较 ( 体外冲击波 vs. 玻璃酸钠 )
Figure 9 ｜ Comparison of The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 of 
each group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vs. sodium hyaluronate)

图注：体外冲击波能在改善 Lequesne 评分方面与玻璃酸钠注射液无显著差异 (P=0.64)
图 10 ｜各组 Lequesne 评分比较 ( 体外冲击波 vs. 玻璃酸钠 )
Figure 10 ｜ Comparison of Lequesne scores of each group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vs. sodium 
hyaluronate)

非类固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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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非类固醇药和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

结果显示：与安慰式冲击波对照，体

外冲击波治疗在目测类比疼痛评分、

WOMAC 膝关节炎指数及 Lequesne 评

分方面均有所改善，表明冲击波可以

改善膝骨关节炎患者的疼痛及膝关节功

能；与口服非类固醇止痛药对照时，体

外冲击波治疗可以达到同非类固醇药相

同的镇痛疗效，且较非类固醇药更突出

的一点是可以改善患者的膝关节功能；

与单纯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对照时，体

外冲击波同样可以改善膝关节疼痛和

WOMAC 关节炎指数；而在 Lequesne 评

分方面，体外冲击波与关节腔注射玻璃

酸钠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任何治疗均

有不良反应，仅有部分研究报道了治疗

后所产生的的如治疗后皮肤发红和皮下

出血点等不良反应，而所纳入文献均未

发现发生了严重的不良反应，可初步认

为体外冲击波治疗是相对安全的治疗方

式。在缓解膝关节骨关节炎的症状方面，

文章表现出积极的结果，为使干预方式

相对统一，因此分为 3 组分别将冲击波

治疗与不同治疗方式进行对比。文章纳

入的部分试验所使用的冲击波能量是低

能量冲击波，但未对冲击波能量进行详

细说明，而研究发现，低能量体外冲击

波有促进体外培养软骨细胞增殖、减少

软骨细胞凋亡的作用，低能量体外冲击

波充分避免软骨细胞受损 [27]
，而高能量

体外冲击波则更易导致软骨细胞坏死、

软骨细胞体积变小、软骨细胞膜分离与

粗面内质网膨胀等异常改变
[28-30]

。

文章仅讨论了体外冲击波的作用，

未对不同能量强度的体外冲击波进行对

比，这是此项研究的一个不足。在比较

体外冲击波和口服非类固醇药物的疗效

时，因仅有 2 项研究报道了 Lequesne

评分，且合并数据后异质性较大，固未

对该项结果进行分析，一些研究的样本

量相对较小，部分研究术后随访时间不

一，这可能对结局指标有一定的影响。

此外，所纳入文献中膝关节骨关节炎的

分级与分期的标准未取得统一，大部分

文献纳入病例为Ⅱ / Ⅲ级膝骨关节炎，

部分文献未对膝骨关节炎分级进行报

道，因此在所针对的患者方面需要作进

一步的限制与筛选；且部分研究使用的

是发散式冲击波，部分研究使用聚焦式

冲击波，由于文献数量有限，未能统一

所使用冲击波的形式，也未能将聚焦式

冲击波与发散式冲击波的疗效进行对

比，今后需持续关注体外冲击波治疗，

分析不同形式冲击波对病理改变的作用

是否不同，以上因素都是分析过程中需

要考虑的。而对于体外冲击波与玻璃酸

钠改善膝关节 WOMAC 评分和 Lequesne

评分出现不同的结果，文章认为可能是

Lequesne 评分量表为评估双侧膝关节，

误差可能较大，因此尚需异质性更小、

样本量更大的研究证明。

综上所述，相对于口服非类固醇镇

痛药及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注射液，

体外冲击波对缓解膝关节骨关节炎疼痛

和改善膝关节功能有更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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