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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髁关节置换后胫骨平台后倾角变化的意义

胡正浩，陈  旺，冯  硕，张乐曙，陈向阳

文题释义：

单髁关节置换：仅对膝关节内侧或外侧间室进行表面置换，用以替代膝关节胫股关节破坏的软骨表面，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和

保留骨量多等特点。

胫骨平台后倾角：胫骨平台矢状位切线与胫骨干长轴垂线之间的夹角，在维持膝关节交叉韧带的张力、保持股骨髁在膝关节屈曲时的后滑

与后滚、促进膝关节实现最大屈曲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

背景：既往倾向于研究单髁关节置换术后最佳胫骨平台后倾角，忽略了与术前角度进行对比，探究其变化程度对临床疗效的影响。

目的：探讨在接受单髁关节置换后，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变化情况及对短期疗效的影响。

方法：选择2016年1月至2021年6月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因内侧骨性关节炎行单髁关节置换的患者65例(67膝)为研究对象，依据术后减

去术前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差值进行分组，正值为后倾增大，负值为后倾减小；A组后倾减小> 2°，B组后倾变化≤2°，C组后倾增大> 2°。记

录3组患者术前、术后末次随访的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评分、牛津膝关节评分、膝关节活动度及人工关节遗忘指数，并进行对比。

结果与结论：①此次研究共纳入65例(67膝)，根据胫骨平台后倾角变化情况进行分组，A组13膝、B组38膝、C组16膝；②3组病例在年龄、

性别及假体型号大小等基线资料上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③术后末次随访膝关节活动度比较，C组膝关节活动度显著大于A组
(P=0.014)和B组(P=0.032)；④ B组末次随访牛津膝关节评分显著低于C组(P=0.004)；⑤在末次随访人工关节遗忘度指数上，B组显著优于A组
(P=0.012)；⑥提示单髁关节置换后胫骨平台后倾角变化≤2°的患者术后近期临床疗效较好，单髁置换过程中应当注重胫骨侧个体化、精确

化截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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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of changes in posterior tibial slope plateau after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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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Previous studies have tended to study the optimal posterior tibial slope of tibial plateau after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ignoring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preoperative angl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degree of change 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posterior tibial slope and their influence on short-term efficacy after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METHODS:  Totally 65 patients (67 knees) who underwent Oxford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for medial osteoarthritis i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6 to June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group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ostoperative minus preoperative posterior tibial slope. Positive value was increased posterior slope; negative value was decreased posterior slope. Group A: 
posterior slope decreased > 2°, Group B: posterior slope changed ≤ 2°, Group C: posterior slope increased > 2°. The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knee score, 
Oxford knee score, range of motion, and forgotten joint score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in thre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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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单髁关节置换后胫骨平台后倾角变化的短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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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一种以软骨慢性磨损和继发性骨质

增生为特点的膝关节退行性改变，常表现为膝关节的疼痛及

僵硬，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并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

经济负担。近几年来，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呈现逐年增长态势，据报道中国中老年

人的症状性膝骨性关节炎发病率为8.5%，女性的发病率 (11.2%)

远高于男性 (5.6%)[1]
。目前临床上重度骨性关节炎患者保守治

疗的效果不佳，常采用全膝关节置换治疗，可以明显地缓解

疼痛症状及改善关节功能。单髁关节置换则充分吸收了微创

手术的理念，具有恢复时间短、失血量少、保留骨量多和并

发症少的特点
[2-3]

，适用局限于内侧间室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患者
[4]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MC KEEVER[5]

提出了单髁关节

置换的雏形，即使用金属垫片置换病变一侧的膝关节间室，

维持了膝交叉韧带等软组织结构的正常功能，膝关节本体与

运动感觉得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获得更接近正常膝关节的运

动学改变，但由于早期技术方法与假体设计不成熟，术后的

随访结果并不理想
[6]
。20 多年后，GOODFELLOW 等

[7]
设计

出了一种包含移动垫片的 Oxford 单髁置换假体，用于治疗膝

关节前内侧骨性关节炎，可有效避免限制性假体导致的应力

集中，减缓了聚乙烯衬垫的磨损
[6]
。随着假体设计的不断优

化及手术技术的不断进步，单髁关节置换手术受到了世界范

围内患者与医师的关注与认可，单髁关节置换大范围的开展

与随访也得到了令人振奋的结果，单髁膝关节假体的中远期

生存率较前有着明显的改善
[6，8-9]

，最近的研究则报道了 5 年

98%、10 年 96% 的假体留存率，单髁关节置换假体平均生存

时间超 15 年之久
[10]
。在假体翻修率上，患者接受全膝关节置

换与单髁关节置换中期临床随访结局并无显著差异，但在膝

关节功能评分上，单髁关节置换术后则获得了更佳的结果
[11]
。

在步态分析的相关研究中，接受单髁关节置换的患者相较于

全膝关节置换患者在运动中能获得更接近正常的下肢长度，

并实现更加自然的负载模式
[12]
。因此通过大量临床病例的随

访研究，单髁关节置换越来越受到骨科医师和患者的青睐。

胫骨平台后倾角 (posterior tibial slope，PTS) 描述了胫

骨平台在矢状面的后倾程度，其生物力学意义在于维持膝关

节交叉韧带的张力，保持股骨髁在膝关节屈曲时的后滑与后

滚，保证膝关节实现最大屈曲。PTS 受性别、人种及股骨后

髁偏心距的影响，个体差异性比较大
[13]
，胫骨假体后倾角作

为单髁关节置换假体位置的重要参数，在 Oxford 单髁关节

置换过程中
[14]
，常使用后倾 7° 的导板进行内侧胫骨平台的

截骨，加之人为操作、骨水泥填充等因素的影响，术后胫骨

平台后倾角度的变化程度各不相同。早在 21 世纪初，胫骨

假体后倾角的测量及对单髁关节置换术后结果的影响已有研 

究
[15]
。研究大多倾向于探索最佳术后胫骨平台后倾角度，研

究不同后倾截骨角度对临床疗效的影响
[16-17]

，往往忽视了与

术前 PTS 进行对比，探究 PTS 变化程度对临床疗效的影响。

参照国外的生物力学研究，常常把 2°作为间隔进行对比
[18-19]

，

此次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65 例 (67 膝 ) 接受单髁关节置换患者

的病历资料，根据术后 PTS 增大或减少情况进行分组，探讨

PTS 变化对单髁关节置换后短期疗效的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队列研究，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等级资料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

检验，组内相关性系数评价测量结果的可靠性。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21 年 1-12 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骨科完成。

1.3    对象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于徐州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因内侧骨性关节炎行牛津膝关节单髁关节置换的患

者 65例 (67膝 )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29例 (29膝 )，女 36例 (38

膝 )；左膝 31 例，右膝 36 例。此次研究获得徐州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研究方案取得患者知情同意。

纳入标准：①局限于内侧间室的骨性关节炎；②存在完

整的交叉韧带；③膝关节活动度 > 90°，屈曲挛缩 < 10°；④

内翻畸形 < 15° 并可被动矫正；⑤疼痛局限于膝关节内侧，

可用一个手指定位。

排除标准：①既往胫骨高位截骨手术史；②创伤性关节

炎、痛风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结核性关节炎病史；

③严重的髌股关节炎、髌骨半脱位；④影像学资料不全或丢

失；⑤膝关节正侧位 X 射线片股骨、胫骨过短或旋转明显影

响测量者。

1.4  材料   所有单髁关节置换假体采用 Biomet 公司生产的牛

津单髁膝关节假体系统，假体通过骨水泥固定，存在左、右

之分。股骨假体有超小号 (XS)、小号 (S)、中号 (M)、大号 (L)

和超大号 (XL)5 种规格，胫骨假体有 A、B、C、D、E、F 等 6

种规格，活动型半月板衬垫适配 5 种股骨侧假体型号，每种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 total of 65 patients (67 kne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the average posterior tibial slope,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with 13 knees in group A, 38 knees in group B, and 16 knees in group C. (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aseline data 
such as age, gender and prosthesis siz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 > 0.05). (3) Compared with the knee range of motion at the last follow-up after operation, 
the knee range of motion in group C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in group A (P=0.014) and group B (P=0.032). (4) The Oxford knee score of group B at last 
follow-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C (P=0.004). (5) In the last follow-up, artificial joint amnesia index in the group B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group A (P=0.012). (6) It is indicated that patients with a change in posterior tibial slope of ≤ 2° after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can obtain better short-term clinical efficacy. Within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individualized and precise osteotomy on the tibial side should be 
emphasized.
Key words: posterior tibial slope;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osteoarthritis; range of motion; forgotten joint score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HU ZH, CHEN W, FENG S, ZHANG LS, CHEN XY. Significance of changes in posterior tibial slope plateau after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3;27(18):2854-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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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提供了从 3 mm 到 9 mm 的 7 种厚度。

1.5   方法   

1.5.1   术前准备   入院后对患者进行详细的病史采集、体格

检查，均由同一团队的医师完成，主要记录患者查尔森共病

指数、膝关节疼痛部位、膝关节关节屈伸活动度和关节稳定

性。测试者使用内外翻应力试验检查是否存在膝关节内外侧

副韧带松弛或挛缩，使用 Lachman 实验和前后抽屉实验检查

膝关节交叉韧带有无损伤。通过膝关节正侧位片判断关节炎

分期并测量记录术前 PTS，通过髌骨研磨试验或拍摄髌骨轴

位片评估患者髌股关节情况。评估并记录患者术前的美国特

种外科医院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HSS) 膝关节评分、

牛津膝关节评分 (Oxford Knee Score，OKS) 和膝关节活动度。

对于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肝肾功能异常等基础疾

病的患者，积极治疗后待情况好转后再行手术治疗。

1.5.2   手术方法   所有单髁关节置换手术均由经验丰富的骨科

医师完成，患者全身麻醉，仰卧位，大腿根部放置止血带，患

肢置于托架之上，保持髋关节轻度屈曲、外展，小腿自然下垂。

髌旁内侧入路，术中仔细检查前交叉韧带及外侧间室、髌股间

室关节软骨的情况。胫骨侧截骨采用髓外定位，股骨侧采用髓

内定位，截骨时注意用拉钩保护内侧副韧带。骨水泥固定合适

的假体，选用合适的移动型衬垫，注意检查衬垫无撞击或不稳

情况的发生。常规留置负压引流管，逐层缝合手术切口。

1.5.3   术后处理   术后 24 h 内停用抗生素，24-48 h 后拔除引

流管，术后 3 d 内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预防血栓，3 d 后改用

口服利伐沙班或阿哌沙班。术后第 1 天即嘱患者进行足泵和

股四头肌主动收缩训练，拔出引流管后行每日 2 次的持续性

被动运动康复锻炼，鼓励患者早期助行器辅助下床活动，术

后 2 周视愈合情况拆除缝线。住院期间完成术后膝关节正侧

位 X 射线片的拍摄，首次评估术后效果。要求患者出院后 1，
3，6，12 个月门诊随访，1 年以后每年 1 次，行膝关节正侧

位检查有无衬垫脱位、假体松动或下沉。

1.6   主要观察指标   

1.6.1   资料随访   患者的基线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术侧、体质量

指数、美国麻醉医师协会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ASA) 分级、查尔森共病指数和假体型号，记录患者术前和末

次随访的膝关节评分和膝关节活动度，此次研究采用的评分

指标包括 HSS 评分、OKS 和人工关节遗忘指数。

HSS 评分是膝关节综合评价系统，总分 100 分，包括疼

痛、功能、活动度、肌力、屈曲畸形、稳定性和减分项目。

OKS由5项疼痛相关、7项功能相关的问题构成，提供1-5

分选项，1 分为最低反应 ( 如无疼痛、无困难 )，5 分为最强

烈反应 ( 如严重疼痛、无法完成 )。

人工关节遗忘指数由 12 项 5 分制问题构成，原始结果

会根据公式转换为 0-100 分，分数越高即患者对人工关节的

遗忘程度越好。

1.6.2   角度测量   2 名医师独立运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在术前膝关节侧位片上测量 PTS，即胫

骨平台前后缘皮质连线垂直线与胫骨近端解剖轴线的夹角。

在最后一次随访记录的膝关节正侧位上测量股骨假体内外翻

角、胫骨假体内外翻角、股骨假体屈伸角及胫骨假体后倾角，

见图 1 所示。

(1) 股骨假体内外翻角：术后膝关节正位片上，股骨假

体中轴线与胫骨近端解剖轴线之间的夹角，内翻为正，外翻

为负。

(2) 胫骨假体内外翻角：术后膝关节正位片上，胫骨假

体横轴垂直线与胫骨近端解剖轴线之间的夹角，内翻为正，

外翻为负。

(3) 股骨假体屈伸角：术后膝关节侧位片上，股骨假体

中央柱轴线与股骨远端解剖轴线之间的夹角，屈曲位为正，

过伸位为负。

(4) 胫骨假体后倾角：术后膝关节侧位片上，胫骨假体

横轴垂直线与胫骨近端解剖轴线之间的夹角，后倾为正，前

倾为负。

分组方法：分别获得术前 PTS、胫骨假体后倾角后，用

胫骨假体后倾角减去术前 PTS 获得胫骨平台后倾程度变化，

正值为后倾增大，负值为后倾减小。参照之前的研究，常使

用 2° 为间距进行分组
[18-19]

，此次研究中根据差值大小将患

者分为 3 组：A 组后倾减小 > 2°；B 组后倾变化≤ 2°；C 组

后倾增大 > 2°。
1.7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

分析 PTS 的变化对单髁关节置换后短期临床疗效 (HSS 评分、

OKS、膝关节活动度、人工关节遗忘指数 ) 的影响。计量资

料采用 Shapiro-Wilk 检验其正态性，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

则用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事后检验采

用 LSD 或 Tamhane’s 法；计量资料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中位

数 [ 四分位数间距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H 非

参数检验；计数资料 ( 如性别、术侧 ) 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等级资料 ( 如 ASA 分级、假体型号等 ) 采用 

Kruskal-Wallis H 非参数检验。各角度由 2 名医师独立测量并

记录，采用组内相关性系数衡量测量数据的可靠性。检验水

准 α 取双侧 0.05，P < 0.05 时认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该文

统计学方法已经徐州医科大学生物统计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对 65 例 (67 膝 ) 患者进行随访，均取

得完整随访资料，患者平均年龄 58.3 岁 (47-77 岁 )，术后随

访时间为 3-38 个月。

图注：A 为股骨假体内外翻角，B 为胫骨假体

内外翻角，C 为股骨假体屈伸角，D 为胫骨假

体后倾角

图 1 ｜ X 射线片上假体位置参数测量示意图

Figure 1 ｜ Measurement of prosthesis position 
parameters on the X-ray

A
C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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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2。

2.5   术后胫骨平台后倾角变化   2 名医师分别独立测量了术

前PTS、术后末次随访股骨假体内外翻角、胫骨假体内外翻角、

股骨假体屈伸角和胫骨假体后倾角，采用测量结果的均值进

行对比，3 组间除术后胫骨假体后倾角外差异均无显著性意

义，控制了对此次实验的干扰因子，详见表 3。

表3 ｜各组患者相关角度的测量结果比较                       (x-±s)
Table 3 ｜ Measurement results of angles in each group

组别 膝 术前胫骨平

台后倾角 (°)
末次随访股

骨假体内外

翻角 (°)

末次随访胫

骨假体内外

翻角 (°)

末次随访股

骨假体屈伸

角 (°)

末次随访胫

骨假体后倾

角 (°)

A 组 13 6.59±1.10 -3.53±4.51 -1.73±1.82 -1.52±2.10 3.72±1.28
B 组 38 6.74±0.84 -3.28±3.68 -1.33±1.69 -1.56±1.81 6.29±1.43
C 组 16 6.59±1.05 -3.18±2.56 -1.18±2.50 -1.25±2.07 9.64±0.98

F 值 0.228 0.036 0.32 0.147 75.377
P 值 0.797 0.965 0.727 0.864 0.000

表注：依据术后减去术前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差值进行分组：A 组后倾减小 > 2°；B

组后倾变化≤ 2°；C 组后倾增大 > 2°

表 4 ｜各组患者膝关节活动度、美国特种外科医院 (HSS) 评分、牛津膝
关节评分 (OKS)、人工关节遗忘指数比较                        (x-±s)
Table 4 ｜ Comparison of range of motion,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knee 
score, Oxford knee score, and forgotten joint score among each group 

指标 A 组 (13 膝 ) B 组 (38 膝 ) C 组 (16 膝 ) F 值 P 值

术前膝关节活动度 (°) 105.77±7.10 101.89±6.53 100.94±7.05 2.095 0.131
末次随访膝关节活动度 (°) 117.62±6.20 120.55±6.24 123.69±2.47 4.289 0.018
术前 HSS 评分 ( 分 ) 45.23±3.65 46.45±3.03 44.69±2.47 2.162 0.123
末次随访 HSS 评分 ( 分 ) 84.15±3.39 84.47±2.83 85.25±2.44 0.610 0.546
术前 OKS( 分 ) 40.69±3.73 42.50±4.03 41.19±3.29 1.392 0.256
末次随访 OKS( 分 ) 19.54±3.15 18.79±3.68 21.56±2.16 4.009 0.023
末次随访人工关节遗忘指

数 ( 分 )
66.19±5.65 71.60±6.87 69.14±6.10 3.548 0.035

表注：依据术后减去术前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差值进行分组：A 组后倾减小 > 2°；B

组后倾变化≤ 2°；C 组后倾增大 > 2°

表 1 ｜各组患者临床和手术资料比较
Table 1 ｜ Comparison of clinical and surgical data of each group

指标 A 组 (13 膝 ) B 组 (38 膝 ) C 组 (16 膝 ) P 值

男 / 女 ( 病例数 ) 4/8 17/20 8/8 0.561
年龄 (x-±s，岁 ) 57.3±7.3 59.0±6.6 57.7±6.4 0.681
体质量指数 (x-±s，kg/m2) 25.4±3.8 26.2±2.9 25.4±2.6 0.616
术侧 ( 左 / 右，n) 5/8 17/21 9/7 0.608
查尔森共病指数 (n/%) 0.954

0 10/77 29/76 12/75
1 3/23 7/19 2/13
≥ 2 0/0 2/5 2/12

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 (n/%) 0.068
1 7/54 31/82 14/88
2 6/46 7/18 2/12

股骨侧假体 (n/%) 0.192
小号 7/54 29/76 9/56
中号 6/46 9/24 7/44

垫片厚度 (n/%) 0.180
3 mm 10/77 22/58 13/81
4 mm 3/23 16/42 3/19

胫骨侧假体型号 (n/%) 0.612
A 1/8 4/11 2/13
B 8/61 16/42 7/44
C 4/31 13/34 5/31
D 0/0 5/13 2/12

表注：依据术后减去术前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差值进行分组：A 组后倾减小 > 2°；B

组后倾变化≤ 2°；C 组后倾增大 > 2°

表 2 ｜ X 射线片上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分析
Table 2 ｜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measurement results on the X-ray

角度 单个测量组内

相关性系数

Cronbach 
α 系数

95% 置信区间 使用真值 0 的 F 检验

下限值 上限值 F 值 P 值

股骨假体内外翻角 0.924 0.960 0.879 0.952 25.184 0.00
胫骨假体内外翻角 0.836 0.910 0.746 0.896 11.169 0.00
股骨假体屈伸角 0.823 0.903 0.727 0.887 10.310 0.00
胫骨平台后倾角 0.804 0.892 0.700 0.875 9.227 0.00
胫骨假体后倾角 0.928 0.963 0.886 0.955 26.841 0.00

图 2 ｜患者分组流程图

Figure 2 ｜ Flow chart of patient assignment

纳入 65 例 (67 膝 ) 单髁置换患者，依据术后减去

术前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差值进行分组

A 组：后倾减小 > 2° B 组：后倾变化≤ 2° C 组：后倾增大 > 2°

A 组 13 膝全部进入

结果分析，无脱落

B 组 38 膝全部进入结

果分析，无脱落

C 组 16 膝全部进入结

果分析，无脱落

2.3   基线资料比较    根据 2 名医师测量所得 PTS 平均值的变

化情况，对 67 例膝关节进行分组，A 组 13 膝、B 组 38 膝、

C 组 16 膝。3 组病例在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术侧、查

尔森共病指数、ASA 分级及假体型号方面差异均无显著性意

义 (P > 0.05)，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详见表 1。

2.4   X 射线片上角度测量的可靠性分析   由 2 名医师独立使

用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进行测量，测量角度包括术前胫骨平

台后倾角，术后股骨假体内外翻角、胫骨假体内外翻角、股

骨假体屈伸角、胫骨假体后倾角，每个角度得出 2 个测量结

果；对此采用双向随机效应模型可靠性分析，组内相关系数

取 95% 的可信区间。此次研究以 2 名医师测量结果均值为分

组依据，故采用平均度量组内相关性系数即 Cronbach α 评价

一致性。一般认为，Cronbach α ≥ 0.80 为强，0.60-0.79 为

中等，0.30-0.59 为可，< 0.30 为弱。此次研究中，通过 SPSS

软件得出每个测量指标的 Cronbach α 均大于 0.80，说明这 2

名医师的测量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详见表 2。

2.6   术后近期疗效比较   此次研究中，3 组术前膝关节活动

度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131)；而在术后末次随访

时，3 组膝关节活动度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18)；术

前HSS评分、OKS及术后HSS评分，3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术后 OKS 及人工关节遗忘指数因 PTS 变化在 3 组间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P 值分别为 0.023 和 0.035，详见表 4。

事后检验详见表 5，在术后膝关节活动度对比上，A 组

和 B 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398)，但 C 组相较于 A 组

(P=0.014) 和 B 组 (P=0.032)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说明胫骨

平台后倾程度增大 2° 以上可以增加术后膝关节活动度，详

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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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组间术前及术后末次随访牛津膝关节评分对比

Figure 4 ｜ Comparison of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Oxford knee 
scor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图注：依据术后减去术前胫骨

平台后倾角的差值进行分组：A
组后倾减小 > 2°；B 组后倾变化

≤ 2°；C 组后倾增大 > 2°

图注：依据术后减去术前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差

值进行分组：A 组后倾减小 > 2°；B 组后倾变

化≤ 2°；C 组后倾增大 > 2°
图 5 ｜各组间末次随访人工关节遗忘指数对比

Figure 5 ｜ Comparison of forgotten joint score 
in the last follow-up among the three groups

表 5 ｜方差分析的事后检验结果                             (P 值 )
Table 5 ｜ Post-test results after analysis of variance

指标 A 组 vs. B 组 A 组 vs. C 组 B 组 vs. C 组

术后膝关节活动度 0.398 0.014 0.032
术后牛津膝关节评分 0.864 0.176 0.004
人工关节遗忘指数 0.012 0.227 0.207

表注：依据术后减去术前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差值进行分组：A 组后倾减小 > 2°；B

组后倾变化≤ 2°；C 组后倾增大 > 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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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A 组            B 组      C 组

P=0.004

图 3 ｜各组间术前及术后末次随访膝关节活动度对比

Figure 3 ｜ Comparison of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range of motion 
among the three groups

图注：依据术后减去术前胫骨

平台后倾角的差值进行分组：

A 组后倾减小 > 2°；B 组后倾变 

化≤ 2°；C 组后倾增大 > 2°

150

100

50

0
A 组             B 组       C 组

P=0.014
P=0.032

膝
关
节
活
动
度

(°
)

牛
津
膝
关
节
评
分

( 分
)

B 组与 C 组的术后 OKS 评分分别为 (18.79±3.68) 分和

(21.56±2.16) 分，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04)，提示 B 组近

期临床疗效优于 C 组，详见图 4。

在人工关节遗忘指数上，B 组 (71.60±6.87) 明显优于 A

组 (66.19±5.65)，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12)，详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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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并发症及材料宿主反应   未发现聚乙烯衬垫脱位、假体

松动等明显的假体相关并发症。

3   讨论   Discussion
此次研究报道了单髁关节置换后胫骨平台后倾角变化

对临床疗效的影响，通过对膝关节内侧骨性关节炎患者行 

Oxford 单髁假体置换术，术后平均随访时间为 17.7 个月，末

次随访膝关节活动度较术前有明显改善，HSS 评分较术前明

显提高，OKS 明显低于术前；这与 LI 等 [20]
报道的单髁关节

置换术后疗效相当，证实了单髁关节置换治疗膝关节内侧骨

性关节炎具有确切的临床效果。

通过参考之前的生物力学研究
[18-19]

，作者选择较初始胫

骨平台后倾角 ±2° 的变化情况进行分组，A 组为胫骨平台后

倾减小 > 2°，B 组为后倾程度变化≤ 2°，C 组为后倾增大 > 2°。
3组病例在术前基线资料与假体型号大小上未见统计学差异，

排除了股骨假体内外翻角、胫骨假体内外翻角和股骨假体屈

伸角等假体位置参数对术后近期疗效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

术后膝关节活动度、术后 OKS 及人工关节遗忘指数均存在显

著差异，C 组患者因 PTS 增大 > 2°，相比于 A 组和 B 组患者

获得了更大的膝关节活动度，但相较于 B 组在 OKS 评分上表

现不佳。B 组患者在 PTS 变化程度较小，相比于 A 组患者后

倾减小 > 2°，B 组在关节遗忘程度上表现更佳，即能够获得

更加自然的膝关节运动模式与感受。

 Oxford 膝关节假体由 GOODFELLOW 等
[7]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其设计初衷是通过置入包含天然半月板类似物的

假体，来优化膝关节的接触应力，避免应力集中，减少聚乙

烯衬垫磨损。然而在最初应用于双间室膝关节置换术中，其

假体留存率并非乐观，并受前交叉韧带完整性的影响
[21]
。

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KOZINN 等
[4]
认为单髁关节置换手术

适应证包括膝关节活动度 > 90°；屈曲挛缩 < 5°；内翻畸形 < 

10° 并可矫正；无静息痛；存在完整的前后交叉韧带；年龄 >  

60 岁；体质量 < 82 kg。随着 Oxford 单髁关节置换假体的一

系列改进与手术技术的进步，单髁关节置换手术适应证也在

不断扩大，对于年龄≤ 60 岁的年轻患者而言，单髁关节置

换手术可以获得与年长患者相似的临床疗效
[20，22]

，而前交

叉韧带的缺失似乎也不总是单髁关节置换的禁忌证
[23]
，轻

至中度髌股关节炎与单髁关节置换患者的预后不良并无关 

联
[24]
。最新的一代 Oxford 单髁关节置换假体于 2009 年问世，

股骨髁组件改为双立柱设计，进一步增强了旋转稳定性，并

增大股骨假体与衬垫的曲率半径以适应更高的弯曲角度，同

时改良器械的使用方法，减少聚乙烯衬垫的撞击
[25]
。此次研

究中严格遵循单髁关节置换手术适应证，得益于标准化的手

术技术和先进的假体设计，所有的患者在末次随访时都能获

得显著的临床疗效，并未发现聚乙烯衬垫脱位、假体松动等

明显的假体相关并发症。

PTS 在研究膝关节生物力学与运动学中具有重要意义，

适度的 PTS 在维持膝关节前后交叉韧带张力、保证股骨髁与

胫骨平台运动契合上扮演重要角色。此次研究中，参考轴线

选择为胫骨近端解剖轴，两研究者测量所得的术前 PTS 平均

值为 (6.68±0.93)°，此结果与 WEINBERG 等
[13]

和 NUNLEY 等
[26]

报道的结果相似。胫骨假体后倾角作为假体位置的重要参数，

是维持膝关节术后矢状位稳定的重要因素，适当的胫骨假体

后倾角能够使膝关节应力均匀分布，提高假体的留存率
[18]
。

PTS在全膝关节置换术中的影响获得了广泛研究，FUJITO等
[27]

研究发现在保留交叉韧带型全膝关节置换术后，PTS ≥ 8° 可

以增加关节最大屈曲度和膝关节活动度。KANG 等
[28]

通过计

算机模拟深蹲，研究发现后稳定型全膝关节置换术后 PTS 过

度增加使副韧带张力降低、接触应力向后方集中，进而可能

导致关节假体进行性松动。可见在全膝关节置换术中，PTS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7｜No.18｜June 2023｜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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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原著

位置不良将严重影响膝关节的稳定性及手术疗效，甚至降低

假体的留存率，此次研究中 C 组患者 PTS 增加 > 2°，虽然获

得了较大的膝关节活动度，但在 OKS 表现上欠佳。

在单髁关节置换术中胫骨侧截骨采用髓外定位的方法，

引导器平行于胫骨长轴，截骨模板提供 7° 后倾角度，但由于

术中截骨操作依赖于术者的经验积累和个人判断，加之术野

暴露受限、胫骨自身生理弯曲和骨水泥填充等因素影响，虽

然有着严格的测量与定位，胫骨侧假体矢状面参数仍会有一

定程度的偏差。既往单髁关节置换术后的研究中，研究者们

倾向于研究某一固定范围的术后 PTS 对临床疗效和生物力学

的影响，试图探究单髁关节置换术后最佳的 PTS。马广文等
[17]

选择 3° 后倾截骨与 7° 后倾截骨进行对比，发现单髁关节置

换术中采用 3° 胫骨解剖后倾截骨组与 7° 常规截骨组在膝关

节最大屈伸角度上无显著差异，但 3° 后倾截骨有利于提高

患者术后的关节功能。SUZUKI 等 [29]
研究发现过大的 PTS 会

使膝关节屈伸过程中不稳定，并存在垫片脱位的风险，同时

推荐了术后 PTS < 27° 的目标方案。ALI 等 [30]
通过施加轴向载

荷观察胫骨假体周围应力情况，发现随着 PTS 的增加，应力

更加集中于胫骨后方，造成胫骨皮质的应力集中。综合来看，

之前的研究大都不推荐过度 PTS，因为其存在潜在的垫片脱

位、前交叉韧带损伤、翻修等风险，并导致较差的关节功能

结果。此次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情况，C 组术后 PTS 较术

前增大 > 2°，在末次随访的 OKS 结果上高于 B 组，提示临床

疗效欠佳，也从侧面反映了较大的 PTS 可能引起关节功能不

良。

由于胫骨后倾程度的个体差异，如果每个患者行单髁关

节置换手术都依据特定的角度进行胫骨侧胫骨，不可避免地

使部分患者术前、术后 PTS 变化较大，进而影响术后疗效，

降低假体生存率。TAKAYAMA等
[31]

前瞻性地纳入了40例患者，

观察 PTS 变化与关节间隙、膝关节屈伸角度之间的联系，发

现随着 PTS 的增加，膝关节伸直时关节间隙较屈曲位紧绷，

进而导致术后伸直角的减小，造成膝关节伸直滞缺。过度的

PTS 导致的膝关节欠伸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患者术后关节功

能欠佳，此次研究则提示与 PTS 变化≤ 2° 的 B 组患者相比，

PTS 增大 > 2° 的 C 组患者术后 OKS 结果不佳。INUI 等 [32]
对

212 例单髁关节置换患者进行随访，研究患者术后最大屈曲

角度的影响因素，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术前最大屈

曲角和术后 PTS 与最大屈曲角度≥ 140° 相关，揭示了 PTS 是

单髁关节置换患者获得最大屈曲角度的重要因素，这与此次

研究提示 PTS 术后增大 > 2° 会显著增加膝关节活动度的结果

相似。

人工关节遗忘指数近年来常被用于评估人工关节置换后

关节功能的评估，能够反映患者在不受干扰情况下的日常活

动能力，受天花板效应的影响较小
[33-34]

。此次研究显示术前、

术后 PTS 变化≤ 2° 的 B 组患者，他们的末次随访人工关节

遗忘指数结果明显优于 PTS 减小 > 2° 的 A 组患者，即 B 组患

者能获得更加自然的膝关节本体感觉。

因此，在此次研究条件下，推荐单髁关节置换术后 PTS

变化≤ 2°。单髁关节置换术中胫骨平台后倾角的选择应当根

据患者解剖差异而选择，术前进行详尽的角度测量及手术规

划，参照术前测量结果并适当加减截骨角度，使胫骨侧假体

后倾情况更接近生理 PTS，避免应力集中，维持交叉韧带张

力稳定性，保证膝关节屈曲间隙平衡，提高手术疗效。近年来，

随着单髁关节置换术中计算机导航、机器人辅助等技术的应

用
[35-36]

，在保证了临床疗效的同时，假体位置安放的稳定性

和准确性得以提高，个体化、精确化截骨的手术技术得到了

广泛关注。

此次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回顾性研究而非前瞻

性随机对照研究，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偏倚；测量结果易受膝

关节正侧位 X 射线旋转和测量者主观判断的影响，严格的排

除标准及两位观察者独立测量的方法可以显著降低这种测量

误差；术后随访时间较短，PTS 变化对单髁关节置换术后中

长期临床疗效的影响需要大样本长期随访研究。

结论：牛津膝关节单髁置换术后胫骨平台后倾角变 

化≤ 2° 的患者术后近期临床疗效较好，单髁置换术胫骨侧

个体化、精确化截骨是未来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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