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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膝关节置换过程中不用止血带：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

马桥桥，吴泽睿，郭卓涛，张  凯，查国春，郭开今

文题释义：

骨水泥渗透深度：骨水泥层包括假体与骨面之间层和骨水泥渗入松质骨层，骨水泥渗入胫骨假体和胫骨小梁之间3.0-4.0 mm被认为是最佳

深度。

全膝关节置换：人工全膝关节包括股骨假体和胫骨假体，通过在假体上涂抹骨水泥使假体与骨结合，全膝关节置换是使用人工假体治疗已

被严重损坏膝关节，达到消除疼痛、矫正畸形、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

摘要

背景：全膝关节置换是治疗终末期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最有效方法，但全膝关节置换过程中是否应该使用止血带，学术界尚存争议。

目的：探讨全膝关节置换过程中是否使用止血带对置换后临床疗效及影像学结果的影响。

方法：2019年9月到2020年9月对因退变性骨关节炎行初次全膝关节置换的患者进行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所有患者均采用相同设计骨水

泥固定型假体，随机分为术中使用止血带组(对照组)和不使用止血带组(试验组)。为了使临床资料具有可比性，两组患者设定相同的随访

时间点，均设定为术后12个月。共100例患者纳入最终分析(试验组49例，对照组51例)，对其临床疗效、骨水泥渗透深度和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等进行评估。

结果与结论：①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试验组(0例)髌骨外支持带松解率低于对照组(6例)(P=0.040)；②试验组置换后第7天目测类比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0)，置换后1个月两组目测类比评分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61)；③置换后12个月时试验组与对照组膝关节活动

度、术后1个月膝关节KSS评分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④置换后2 d行X射线片检查，两组骨水泥渗透深度相似(P=0.281)；⑤置换后12个
月随访，两组患者均未出现假体周围感染、假体松动以及症状性血栓；⑥提示初次全膝关节置换过程中是否使用止血带，对骨水泥渗透深

度及临床疗效无影响，但是使用止血带可增加术后7 d内的疼痛程度及术后髌骨外侧支持带松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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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美国膝关节协会评分：American knee society knee score，K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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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end-stage knee osteoarthritis, but whether to use tourniquets during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remains controversial in academic circle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ourniquet on postoperative clinical efficacy and imaging results during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19 to September 2020,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was conducted in patients who underwent primary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for degenerative osteoarthritis.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ement-based prosthesis of the same design,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intraoperative 
tourniquet use group (control group) and no tourniquet use group (trial group). To make clinical data comparable, the same follow-up time point was set for both 
groups, 12 months after surgery. A total of 100 cases (49 cases in the trial group; 51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penetration depth of bone cement, and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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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变性膝骨关节炎

初次全膝关节置换者

干预措施：

(1)试验组：不使用止血带；

(2) 对照组：使用止血带。

观察指标：

(1)血红蛋白、血沉、C-反应蛋白等；

(2) 膝关节目测类比评分；

(3) 下肢周径、住院天数；

(4) 髌骨外侧支持带松解率；

(5) 患者满意度；

(6) 美国膝关节协会评分及膝关节

活动度；

(7)影像学检查：骨水泥渗透深度。

术中使用

止血带对

术后临床

疗效及影

像学结果

是否有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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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发生率也

随之增加，并且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
[1]
。全膝关节置换

是治疗终末期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有效方法，可缓解关节疼

痛、改善关节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传统上，全膝关节

置换过程中多数医生会选择使用止血带，如英国、美国及欧

洲等 37%-93% 的医生在全膝关节置换术中使用止血带
[2]
。 

全膝关节置换术中使用止血带可获得一个无血手术环

境，减少手术时间、术中失血，便于手术操作，提高骨水泥 -

骨界面的微交锁能力
[2-4]

。但有学者认为止血带会对患者产

生诸多不利影响，如增加术中和术后疼痛程度；导致小腿内

的动脉和静脉淤滞，理论上会增加术后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

导致伤口愈合不良和皮肤坏死等问题
[5]
。最近，来自英国的

AHMED 等
[6]
学者通过荟萃分析，发出“是时候重新认识止

血带在膝关节置换术中的作用”的呼吁，并认为，仅在英国，

如果医生改变既往做法，在全膝关节置换术中不使用止血带，

每年可预防 2 000 例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 

无菌性松动仍然是全膝关节置换翻修的最常见原因之

一
[7]
。尽管导致假体无菌性松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骨水

泥质量可能起主要作用
[8-9]

。因此，有学者认为全膝关节置

换术中不使用止血带，影响骨水泥 - 骨界面的结合强度，可

增加假体松动失败风险
[10]
，但是目前没有临床证据支持这一

观点。为了进一步评估全膝关节置换过程中使用止血带对临

床疗效及影像学结果的影响，此次研究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

的方法，目的是：①探讨止血带对骨水泥渗透深度的影响；

②比较全膝关节置换过程中止血带使用与否对临床疗效的影

响；③为全膝关节置换过程中规范化应用止血带提供参考。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定量变量的比较采用两组

之间的独立样本 t 检验 /U 检验，组内随访期间连续变量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定性变量使用卡方检验 /Fisher 检验。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在徐州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关节外科完成。

1.3   对象   前瞻性分析了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在徐州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行全膝关节置换治疗的 150 例原发性退行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in both groups. The release rate of external patellar retinacular band was lower in 
the trial group (0 case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6 cases) (P=0.040). (2)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of the trial group on the 7th postoperative day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0).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between the tri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1 
month after surgery (P=0.61). (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ange of motion at 12 months and KSS score at 1 month between the tri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4) X-ray examination 2 days after the operation showed that the penetration depth of bone cement was simila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281). (5) At 12 months after the operation, there was no periprosthetic infection, prosthesis loosening or symptomatic thrombosis in both groups. (6) It is 
indicated that whether to use tourniquets during primary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does not affect penetration depth of bone cement or clinical effect. However, 
the use of tourniquet can increase the degree of pain within 7 days after operation and the release rate of external patellar retinacular band.
Key words: osteoarthritis;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ourniquet; bone cement penetration; follow-up

Funding: Young Medical Talent Project of Jiangsu Province, No. QNRC2016800 (to ZGC); General Project of Jiangsu Provinci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No. H2017081 (to Z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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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随机化分组筛选流程

Figure 1 ｜ Randomized group screening

退行性膝关节炎患者 150 例 (n=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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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骨关节炎患者的病历数据，由计算机产生随机数分配表，

患者随机分为术中使用止血带 ( 对照组 ) 和术中不使用止血

带 ( 试验组 )，然后将制作的随机分配表密封于不透光的信

封内。随机化由独立的统计人员完成，于手术室患者全麻后，

抽取信封，决定采用何种处理方法，见图 1。

样本量估计：根据数据 [X] 进行功率分析，功率分析考

虑的效应大小为 0.5，为了达到 0.8 的功率，此次研究至少需

要总样本量为 86 例 ( 每组 43 例 ) 时才能检测出显著差异。

考虑到 10% 的失访率并且根据医院实际情况，共纳入 106 例

( 每组 53 例 ) 的总样本量。

1.3.1   纳入标准   ①原发性骨性关节炎；②初次单侧膝关节

置换；③所有患者对治疗方案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2   排除标准   ①有精神疾病者；②有髋部、足踝部、腰

背部症状者，以及有过全髋关节置换术史者；③有胫骨高位

截骨、胫骨骨折及股骨远端截骨、全髋关节置换病史的患者；

④膝关节内翻或外翻畸形 > 15°；⑤研究期间假体周围骨折

及对侧膝关节病变；⑥失访或死亡的患者；⑦术前彩超有肌

间血栓者。

150 例 (150 膝 ) 全膝关节置换患者中 44 例不符合上述

选择标准，被排除此次研究，剩下 106 例患者纳入研究并进

行随机分组。试验方案获得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通过。

1.4   材料   植入物的材料学特征见表 1。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6｜No.36｜December 2022｜5833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 www.CJTER.com

研究原著

1.5   方法   

1.5.1   置换手术过程   全身麻醉，膝前正中切口，髌旁内侧

入路，逐层切口，显露关节腔。所有手术均由同一高年资医

生完成，采用同一厂家同一种骨水泥固定型假体。股骨远端

和胫骨近端截骨分别采用髓内定位和髓外定位法，注意保持

股骨远端截骨面与股骨机械轴垂直，旋转力线相对股骨后髁

线外旋 3°；胫骨近端截骨面与胫骨机械轴垂直，旋转力线平

行胫骨解剖前后轴；当获得平衡的屈伸间隙后，置入骨水泥

固定假体。采用“无拇指 (no thumb)”试验，评估髌骨轨迹，

如果髌骨轨迹不良 ( 髌骨轨迹良好指膝关节在屈曲 90° 过程

中，髌骨与股骨滑车内外侧接触良好，无倾斜和半脱位 )，

则松解外侧支持带。所有患者均行髌骨周围去神经化和髌骨

成形术，“鸡尾酒”( 罗哌卡因 40 mL ∶ 300 mg+ 地塞米松 

1 mL ∶ 5 mg+ 肾上腺素 0.5 mL ∶ 0.5 mg) 关节周围注射镇痛。

胫骨、股骨、髌骨裸露的松质骨处行骨蜡封闭，冲洗，逐层

缝合包扎切口，两组均不放引流管。两组手术过程完全相同，

除了对照组全程使用止血带。

1.5.2   围术期处理   所有患者执行相同的围术期处理原

则。麻醉前 0.5-1 h 常规使用头孢一代抗生素，术后继

续使用 3 d；常规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鸡尾酒 ( 罗哌

卡因 40 mL ∶ 300 mg+ 地塞米松 1 mL ∶ 5 mg+ 肾上腺素 

0.5 mL∶0.5 mg)”，镇痛作用消失后 (术后48 h)，口服塞来昔布，

200 mg，1 次 /d。术后 1 d 鼓励患者逐渐负重行走，并积极活

动关节，行股四头肌肌力锻炼。如果患者切口干燥、能够在

助行器下行走、上下楼梯及膝关节能屈曲 90°，则给予出院。

出院后要求患者于 6 周、6 个月、1 年和以后每年随访 1 次。

1.6   主要观察指标   所有指标均由2名专业的研究人员收集。

统计人员、评估人员、外科医生和研究人员在整个试验过程

中都不知道患者的分组和治疗计划。在随访期间，所有参与

者都被要求对他们的组信息保密。

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数据，包括：①血红蛋白、血沉、C-

反应蛋白等；②膝关节疼痛程度 ( 目测类比评分 )；③下肢周

径住院天数；④髌骨外侧支持带松解率；⑤患者满意度；⑥

手术前后膝关节功能及膝关节活动度，采用美国膝关节协会

评分 (American knee society knee score，KSS)评估膝关节功能；

⑦影像学检查：骨水泥渗透深度、X 射线片透光带或骨溶 

解、假体松动、髌骨位置。术中资料由术者评估，其余资料

由不参加手术和不知晓患者治疗措施的骨科医生评估。

1.6.1   骨水泥渗透深度   术后 2 d 采用 X 射线片测量骨水泥渗

透深度，测量 X 射线假体正位片上的 7 个区域和侧位片上的

3 个区域，见图 2。首先，使用软件 (Paces) 提供的标尺确定

胫骨平台高度，计算假体 X 射线正位片和侧位片放大系数。

骨水泥渗入胫骨假体和胫骨小梁之间 3.0-4.0 mm 被认为是

最佳深度，在所有的测量点 (10 个区域 )，计算骨水泥累积

渗透深度，并比较两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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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 后稳定型膝关节假体

生产厂家 美国捷迈公司

型号 EF/3-4
批准号 64681436
性能结构 股骨髁、胫骨托、胫骨垫等部件

材质 股骨及胫骨假体为钴铬钼合金，胫骨衬垫为高交联分子量聚乙烯

适应证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等

生物相容性 假体具有较好骨整合作用，较高强度和耐腐蚀性，毒副反应少

产品标注的

不良反应

膝关节假体部件或周围软组织的折断或者松动，聚乙烯及金属过敏

图 2 ｜ X 射线片中的骨水泥测量点

Figure 2 ｜ Bone cement measurement points in the X-ray films

图注：左图中箭头所指

示 X 射线正位片骨水泥

测量点 (a、b、c、d、e、
f、g)，共 7 个区域；右

图中箭头所指示 X 射线

侧位片骨水泥测量点 (l、
m、n)，共 3 个区域

1.6.2   髌骨轨迹   影像学根据术前术后膝关节正位片、侧位

片和 45° Merchant 位片，采用膝关节协会制定的 X 射线标准

评定
[11]
。髌骨位置评估采用 Gomes 方法

[12]
，包括中立位、

倾斜及移位。髌骨倾斜或移位表示髌骨位置不良。如果髌骨

倾斜角度 > 5° 或髌骨移位 > 5 mm 则表示髌骨轨迹不良。

1.6.3   目测类比评分   术前、术后 1，7 d 及术后 1 个月根据

患者主动活动时感觉进行评分并记录。膝关节疼痛目测类比

评分标准：无痛，0 分；轻度痛，0-2 分；中度痛，3-4 分；

重度痛，5-10 分。

1.6.4   KSS 评分   满分 100 分，依据 KSS 评分表进行评分：

85-100 分，优；70-84 分，良；60-69 分，可；< 60 分，差。

分数越高，关节功能越好。

1.6.5   膝关节活动度   在患者平躺、不借助外力情况下，进

行主动膝关节屈曲、伸直活动，并记录患者膝关节活动度。

术前、术后 1，7 d 及术后 1 个月进行测量并记录。

1.6.6   血液学检查   术前及术后 3 d 进行抽血检查，测量血常

规、C-反应蛋白、血沉水平。

1.6.7   满意度调查   术后 1 个月随访时患者将被问及对术后

疗效是否满意，患者可选择非常满意、满意、不确定或不满意。

1.7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1.0 版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数据

的正态性通过 Shapiro-Wilk检验来测试，如果正态性被拒绝，

则使用非参数检验。分类变量以数字和百分比 (%) 表示，连

续变量以平均数和标准差表示。定量变量的比较采用两组之

间的独立样本 t 检验 /U 检验；组内随访期间连续变量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定性变量使用卡方检验 /Fisher检验。P < 0.05

被认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为了使临床资料具有可比性，两组患

者设定相同的随访时间点，均设定为术后 12 个月，并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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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时的随访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期间试验组共有 4 例失访，

对照组 1 例发生假体周围骨折经手术治疗痊愈，将这 5 例患

者排除，剩下 100 例纳入最终研究，其中试验组 49 例，对

照组 51 例。

2.2   基线资料比较   在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等指标上，

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2。

2.5   血红蛋白、C-反应蛋白、血沉比较   从术前到术后 3 d，

对照组与试验组血红蛋白水平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两组 C- 反应蛋白、血沉水平术前、术后相比差异均

无显著性意义，见表 5。

表 2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Table 2 ｜ Comparisons of baseline data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指标 试验组 (n=49) 对照组 (n=51) P 值

性别 ( 男 / 女，n) 16/33 14/37 0.57
年龄 (x-±s，岁 ) 67.20±6.49 68.60±6.39 0.29
体质量 (x-±s，kg) 62.40±7.28 60.70±5.83 0.20
身高 (x-±s，m) 1.59±0.06 1.60±0.05 0.47
体质量指数 (x-±s，kg/m2) 25.00±2.5 23.70±2.73 0.11

表 3 ｜术后骨水泥渗透深度及髌骨外侧支持带松解率
Table 3 ｜ Postoperative penetration depth of bone cement and release 
rate of lateral patellar retinacular band

指标 试验组 (n=49) 对照组 (n=51) P 值

骨水泥渗透深度 (x-±s，mm) 31.1±2.2 31.6±2.4 0.281
髌骨外侧支持带松解 (n/%) 0/0 6/12 0.040

表 4 ｜两组术前、术后 KSS 评分、膝关节活动度及主动目测类比评分比较
(x-±s)

Table 4 ｜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KSS scores, knee range of 
motion and active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s in both groups

指标 试验组 (n=49) 对照组 (n=51) P 值

KSS 评分   
术前    48.61±6.07 50.51±5.54 0.11
术后 7 d 63.51±5.84 61.10±5.95 0.04
术后 1 个月 76.84±6.86 78.49±7.06 0.24

膝关节活动度

术前 95.49±9.20 93.49±9.94 0.30
术后 7 d 97.49±6.73 94.72±6.36 0.00

术后 1 个月 102.51±6.09 102.49±6.09 0.99
主动目测类比评分

术前 5.56±0.51 5.46±0.49 0.07
术后 7 d 3.44±0.38 3.75±0.41 0.00
术后 1 个月 1.45±0.30 1.42±0.28 0.61

表注：KSS 为美国膝关节协会评分

表 5 ｜两组术前术后血红蛋白、C- 反应蛋白、血沉水平比较      (x-±s)
Table 5 ｜ Comparison of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hemoglobin, 
C-reactive protein, and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指标 试验组 (n=49) 对照组 (n=51) P 值

血红蛋白 (g/L)                 
术前 133.06±20.58 129.29±12.34 0.240
术后 3 d 112.65±13.70 109.34±14.27 0.248

C-反应蛋白 (mg/L)    
术前 3.56±3.62 4.37±4.00 0.296
术后 3 d 62.71±44.81 64.64±38.09 0.767

血沉 (mm/h)
术前 14.67±14.60 16.35±9.68 0.498
术后 3 d 30.45±24.52 35.84±19.90 0.380

表 6 ｜两组患者并发症及满意度调查                            (n)
Table 6 ｜ Complications and satisfaction survey in both groups

项目 试验组 (n=49) 对照组 (n=51) P 值

术后并发症 7 9 0.65
肌间血栓形成 1 2
表浅感染 4 2
伤口皮缘坏死 1 3
轻度伤口裂开 1 2

术后 1 个月满意度 0.37
非常满意或满意 45 44
不满意 4 7

2.3   骨水泥渗透深度及髌骨外侧支持带松解率比较    两组患

者术后 X 射线骨水泥渗透深度相似 (P=0.28)，对照组骨水泥

穿透深度较大，但两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对照组术中

髌骨外侧支持带松解率明显高于试验组 (P=0.04)，见表 3。

2.4   KSS 评分、目测类比评分及膝关节活动度比较   随访 1 个

月中，两组术前目测类比评分无差异，两组术后目测类比评

分均有所改善，术后 1 周试验组目测类比评分明显优于对照

组 (P < 0.05)，术后 1 个月两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下肢肿胀率在术后 1 周内均逐渐变小，试验组明显优于对照

组 (P < 0.05)，术后 1 个月随访，两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由

下肢肿胀率的变化可以得出结论，不使用止血带可以降低术

后近期的肿胀率，对远期下肢肿胀率无明显差异。两组在术

后不同阶段，膝关节 KSS 评分均有改善；术后 1 周内，试验

组 KSS 评分优于对照组 (P < 0.05)；术后 1 个月时，两组 KSS

评分无明显差异，见表 4。

2.6   并发症及满意度调查   所有患者在术中均未发现术中并

发症，对照组发生 2 例肌间血栓形成，2 例轻度伤口裂开，2

例膝关节皮肤浅表感染，3 例膝关节皮肤边缘坏死；试验组

1 例肌间血栓，1 例轻度伤口裂开，4 例膝关节皮肤浅表感染，

1 例膝关节皮肤边缘坏死；其余伤口愈合正常。术后并发症

及术后 1 个月满意度，两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术后 12 个

月随访，两组患者均未出现假体周围感染、假体松动以及症

状性血栓，见表 6。

2.7   植入物与宿主的生物相容性   膝关节假体及骨水泥与人

体相容性良好，具有较好的骨整合作用、较高的强度和耐腐

蚀性，毒副反应少；所有患者均未出现植入物感染、过敏反应、

免疫排斥反应等。

3   讨论   Discussion
此次研究表明：①是否使用止血带对骨水泥渗透深度无

影响；②术中使用止血带会增加髌骨轨迹不良发生率及髌骨

外侧支持带松解率；③术后试验组目测类比评分、膝关节肿

胀程度 ( 下肢周径 )、膝关节活动度、膝关节 KSS 评分优于对

照组；术后 1 个月两组评分相似，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全膝关节置换中使用或不使用止血带的疗效和安全性如

何仍存在很大的争议
[5]
。最近调查表明，多数全膝关节置换

术是在使用止血带下进行
[13-14]

。全膝关节置换中使用止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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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高手术视野、减少术中出血量和加速骨水泥凝固，然而

是否需要使用止血带很多人提出了质疑，因为使用止血带会

带来很多并发症，例如，会引起肢体皮肤淤血、增加围术期

关节疼痛、术后肢体肿胀、形成深静脉血栓、再灌注损伤、

降低膝关节术后下肢力量及活动度等
[11，15-20]

。膝关节使用止

血带时，止血带会导致骨骼肌的缺血缺氧，其中包括肌肉收

缩的肌球蛋白、肌动蛋白
[21]
，这也从分子水平解释了止血带

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肌力、关节功能的负面影响。此次研究

旨在探讨全膝关节置换术中不使用止血带的围术期疗效是否

优于术中使用止血带，同时也为全膝关节置换术中规范化应

用止血带提供参考。因此，调查止血带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

疗效的影响在当前形式下是必要和恰当的。

此次研究的主要发现是，无止血带组 ( 试验组 ) 骨水泥

渗透 10 个区域之和平均为 31.1 mm；止血带组 ( 对照组 ) 骨

水泥渗透 31.6 mm，虽然增加了 0.5 mm，但通过计算两组之

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28)。PFITZNER 等
[22]

用类似的方法

在 6 个区域测量了胫骨骨水泥厚度平均累积增加 1.2 mm，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此次研究的结果与 PFITZNER 等
[22]

之前

发表的使用不同膝关节假体和骨水泥的研究结果一致。然而，

BANWART 等
[23]

的研究表明，在使用骨水泥前清除多余的液

体和脂肪可以增强渗透，止血带的使用可以减少骨水泥使用

区域出血，过度出血会对渗透产生不利影响。有研究表明使

用止血带可以提高水泥的穿透性，也有研究表明使用止血带

对水泥的穿透性没有显著影响
[24]
。在此次研究中，发现在术

后早期两组骨水泥渗透深度无显著差异，同时使用止血带术

中髌骨外侧支持带松解率明显高于不使用止血带组。

通过分析 KSS 评分、目测类比评分和膝关节活动度结果

发现，在不使用止血带的情况下，患者在术后功能恢复较快；

而在术后 1 个月的随访中差异无显著性意义。与此相同的是，

MITTAL 等 [25]
观察到术后 10 周不使用止血带组和使用止血带

KSS 评分之间没有显著差异。ZHANG 等
[17]

发现，不使用止

血带组术后早期关节活动度有优势。多数研究报告称，在术

后 1 周，不使用止血带或只使用了很短的时间，患者的目测

类比评分、KSS 评分、膝关节活动度均优于全程使用止血带

组
[26-28]

。与此不同的是，ALEXANDERSSON 等
[29]

发现，在全

膝关节置换术后 3 d，使用止血带和不使用止血带术后膝关

节屈伸无明显差异；而术后 3 个月时，不使用止血带组的活

动性更好 (P=0.027)。ALEXANDERSSON 等
[29]

发现在术后 3 个

月时，不使用止血带关节活动度更好，说明不用止血带可以

改善术后关节功能。作者认为使用止血带的膝关节疼痛评分

较高，可能是由于使用止血带压迫血管和神经，引起肌肉和

神经缺血缺氧导致膝关节疼痛。同时由于止血带也会引起浅

表血管损伤，这可能是引起术后伤口延迟愈合、皮肤红肿的

原因。综上，全膝关节置换不使用止血带可以改善术后早期

KSS 评分、目测类比评分及膝关节活动度。

HELLER 等
[30]

在止血带使用与术后皮肤起泡的相关性研

究中表明，半程或者不用止血带有 2.2% 的皮肤起泡率，而

全程止血带时有 7.5% 的皮肤起泡率，说明不使用止血带可

以降低皮肤起泡率，从而减少术后并发症。

KOMATSU 等
[31]

在有止血带和没有止血带的情况下对术

后髌骨的运动轨迹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止血带会改变术后髌

骨的运动轨迹；与此次研究结果相同，使用止血带可增加术

后髌骨外侧支持带松解率，改变髌骨轨迹。VAISHYA 等
[32]

评

估了全膝关节置换术后股四头肌的力量，发现与使用止血带

相比，不使用止血带术后 3 周四头肌力量增加 14%，3 个月

时增加 7%，这也从股四头肌肌力方面解释了止血带对髌骨

轨迹的影响。

此次研究的优点是采用了前瞻性的随机对照研究，相较

于回顾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加精确；第 2 个优点是包含了

影像学和血液学等客观指标以及功能评价等主观指标，评价

较为全面，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更加可靠。缺点是随访时间为

12 个月，时间较短，后续研究可延长随访时间；由于小样本

量、单中心研究存在区域局限性，未来可开展大样本、多中

心研究。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在初次全膝关节置换中不使用止血

带对骨水泥渗透深度无影响，髌骨外侧支持带松解率较低，

术后 1 周膝关节功能评分优于使用止血带组；术后 1 个月两

组功能评分相似；然而，止血带的使用增加了术后疼痛和并

发症。此次研究结果将为临床患者选择最佳的手术技术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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