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7｜No.31｜November 2023｜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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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原著

止血带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全膝关节置换围术期失血量的影响

王  浩 1，2，马成豪 1，覃祚海 1，周海波 1，2，丁皓原 1，2，韩大鹏 1，聂智兴 1，潘培军 1，高晨鑫 1，欧阳桂林 1，3

文题释义：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慢性、全身性免疫系统疾病，其主要病理表现为滑膜炎，可侵袭全身关节，最终导致关节破坏，影响关节正常功

能。

全膝关节置换：是一种治疗终末期膝关节疾病的手术，包括类风湿关节炎、膝骨关节炎等。

摘要

背景：不使用止血带行全膝关节置换可以减少围术期总失血量。而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在行全膝关节置换术中不使用止血带会影响

围术期出血量，尤其是隐性失血。

目的：探讨止血带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在全膝关节置换围术期失血量的影响。

方法：回顾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上海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关节外科行单侧全膝关节置换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80例作为研究对

象，所有患者均在全麻下行全膝关节置换，试验组39例患者全程不使用止血带，对照组41例患者全程使用止血带。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总

失血量、术中出血量、显性失血量、隐性失血量、隐性失血百分比、术后输血率、手术时间、术后3 d膝关节肿胀度、术后换药次数及切

口延迟愈合率。 
结果与结论：①试验组术后隐性失血百分比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试验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均大于对照组，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P < 0.05)；两组围术期总失血量、隐性失血量、显性失血量、输血率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②试验组术后3 d膝
关节肿胀度小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两组术后换药次数、切口延迟愈合例数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③提示类

风湿关节炎患者在全膝关节置换过程中全程不使用止血带，不会增加围术期总失血量、隐性失血量，且可以减少术后肢体肿胀的发生。

关键词：全膝关节置换；止血带；类风湿关节炎；围术期失血；隐性失血；膝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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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全膝关节置换过程中是否使用止血带对围术期失血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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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全身炎症性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以滑膜的慢性炎症和血管翳形成为主要病理改变，主要累及

小关节，导致关节的肿痛、晨僵和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其

国内报道的发病率大约为 0.28%[1-2]
。在疾病的晚期可出现骨

缺损、关节破坏和关节畸形，膝关节作为全身滑膜最多的关

节，非常容易发生关节破坏，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此

时，全膝关节置换则是类风湿关节炎晚期膝关节破坏的首选

治疗措施
[3]
。在膝骨关节炎患者中，因全膝关节置换造成的

总失血量可达 600-1 000 mL[4-5]
；而在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

总出血量可达 800-1 500 mL[6-7]
。且大多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存

在贫血，导致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膝关节置换术后的输血率较

骨关节炎患者显著升高，可达 23.3%，高于膝骨关节炎患者

的 16.6%[8]
，所以减少手术导致的围术期出血对患者显得尤

为重要。随着近些年加速康复外科的兴起，全膝关节置换术

中不使用止血带可以减少患者的总失血量
[9-11]

，但这些研究

对象多以膝骨关节炎的患者为主，以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的文献较少，故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全膝关节置换术

中是否使用止血带对总失血量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单中心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满足正态分布的计

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否则以中位数 ( 四分

位数间距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分

类计数资料采用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
检验。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16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在上海

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关节外科完成。

1.3   对象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在上海市

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关节外科行单侧全膝人工关节置换的类

风湿关节炎患者 80 例 (80 膝 ) 为研究对象。其中不使用止血

带行全膝关节置换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39 例，男 6 例，女

33 例；年龄 44-78 岁，平均 61.3 岁。使用止血带行全膝关

Abstract
BACKGROUND: Without using a tourniquet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can decrease perioperative blood loss. However,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may affect the perioperative blood loss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especially in hidden blood loss.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ourniquet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on perioperative blood loss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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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patients underwent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41 patients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with a tourniquet while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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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植入物信息
Table 1 ｜ Introduction of implants

指标 全膝关节系统 (Legion 后稳定型假体 )

生产厂家  施乐辉

批准号 国械注进：20153132894
组成 股骨髁、胫骨托、胫骨衬垫

材质 股骨髁和胫骨托采用钴铬钼合金；胫骨衬垫采用高分子聚乙烯

适应证 膝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

不良反应 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假体松动，假体周围骨折等

(Z1-α+Z1-β )
2 σ2 (1+1/k)

(μT-μc-∆)2 

节置换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41 例，男 2 例，女 39 例；年龄

40-83 岁，平均 63.36 岁。

1.3.1   样本量估算   此次研究为优效性研究，以研究对象的

总失血量为结局观测指标，根据以往文献
[11]
，试验组总失血

量的均数 μT 取 733.8，对照组总失血量的均数 μC 取 878.1，

优效性界值 Δ 取 1/5 的试验组标准差为 23.74，σ 取试验组标

准差 118.7，K 取 1，α 取 0.05( 双侧 )，β 取 0.2。

样本量计算公式：n=

计算得到试验组和对照组各需至少 16 例。考虑到 10%

的脱落率，故两组至少各纳入 18 例。

1.3.2   纳入标准   ①符合 1987 年美国风湿病协会提出的类风

湿关节炎诊断标准；② Steinbrocker 分级Ⅲ - Ⅳ级；③术前

血红蛋白≥ 90 g/L；④术前无凝血功能障碍者；⑤术后 14 d

临床资料完整者 (术后换药次数、术后第1，7，14天血红蛋白、

红细胞压积等 )。
1.3.3   排除标准   ①同时进行双侧全膝关节置换者；②使用

非 Legion 后稳定性假体者；③有血管栓塞病史或凝血功能障

碍者；④患者近期感染史 (< 6 个月 ) 或及合并肿瘤的患者；

⑤患有严重的心、脑、肝、肾、血液系统功能障碍者。

所有患者对治疗方案均知情同意，且得到伦理委员会批

准通过，伦理批准号：2022-K-37。
1.4   材料   全膝关节假体介绍，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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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方法

1.5.1   手术操作   两组患者的手术均由同一高年资主刀医师

完成。两组患者均于术前 30 min 至术后 24 h 常规静滴头孢

唑林钠 2 g ( 齐鲁替安制药有限公司，H20023052) 进行预防

性抗感染，切皮前 10 min 静滴氨甲环酸 15 mg/kg ( 湖南洞庭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H43020565)。对照组于患肢安装气压止

血带，设定压力为患者收缩压的 2 倍，时间 90 min，驱血后

启动止血带；试验组全程不使用止血带。患者取仰卧位，全

身麻醉，术中嘱麻醉医生控制性降压，血压水平控制在 80-
100 mmHg/60-70 mmHg；手术采用前正中切口，内侧髌旁

入路，依次行截骨、填充骨水泥、假体置入等步骤。术中假

体选择后交叉韧带稳定型假体 (Smith&Nephew)。所有患者均

不行髌骨置换，术中缝合皮下组织前，予“鸡尾酒”( 罗哌

卡因 0.2 g，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H20060137)+ 倍他

米松 1 mg ( 上海先灵葆雅制药有限公司，H20130188)+ 肾上

腺素 1 mg (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H31021062) 镇痛；术中

切口缝合后予以关节腔内注射氨甲环酸 1 g；所有患者均不

使用引流管。除去对照组术中使用止血带，两组其余手术过

程完全相同。

1.5.2   术后处理   予以弹力绷带包扎患肢至术后 24 h。术后

采用多模式镇痛，术后当天开始予以那曲肝素 4 100 IU 皮下

注射 ( 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H20163095)，行预

防性抗凝治疗。术后第 1 天开始指导患者行踝泵运动，股四

头肌收缩锻炼及膝关节屈伸锻炼。术后第 1，7，14 天复查

血常规，对血红蛋白≤ 70 g/L，或患者血红蛋白为 70-100 g/L，

存在头晕、面色苍白、气喘等失血症状的患者行输血治疗
[12]
。

1.5.3   围术期失血量计算   术中出血量由麻醉医师、巡回护

士计算。围术期失血量采用 GROSS[13]
方程和 NADLER 等

[14]

提出的方法进行计算，通过红细胞压积变化计算。总失血

量 = 术前血容量 × ( 术前红细胞压积 - 术后红细胞压积 )/

红细胞压积平均。术前血容量 =K1× 身高
3(m)+K2× 体质量

(kg)+K3。男性：K1=0.366 9，K2=0.032 19，K3=0.604 1；女性：

K1=0.356 1，K2=0.033 08，K3=0.183 3；术后红细胞压积指术

后的红细胞压积最低值；红细胞压积平均值 =( 术前红细胞

压积 + 术后红细胞压积 )/2；显性失血量 = 术中出血量 + 术

后出血量；术后失血量 = 术后换药时敷料质量 - 换药前敷料

质量。由于在换药前敷料中血液可能被蒸发，所以计算的术

后失血量可能与实际不符，故增加计算换药次数 ( 经计算，

1 块纱布完全浸透的血液量约为 30 mL)。隐性失血量 = 总失

血量 - 显性失血量 + 输血量。输血量以 1 U=200 mL 计算。

隐性失血百分比：隐性失血量 / 总失血量 ×100%。

1.6   主要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总

失血量、显性失血量、隐性失血量、隐性失血百分比、输血率、

术后 3 d 膝关节肿胀度、术后换药次数、切口延迟愈合。其

中术后 3 d 膝关节肿胀度是指术后第 3 天患肢髌上 10 cm 周

径 / 术前患肢髌骨上 10 cm 周径。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满

足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否则以中位数 ( 四分位数间距 ) 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分类计数资料采用例数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χ 2
检验。为进一步了解类风湿关节炎疾病活动

度对围术期失血量及切口延迟愈合的影响，根据 28 个关节

的疾病活动度评分 (Disease Activity Score 28，DAS28) 将两组

患者进一步分为疾病缓解组 (DAS28 评分 < 2.6 分 )、轻度疾

病活动组 (DAS28 评分 2.7-3.2 分 ) 和中度疾病活动组 (DAS28

评分 3.3 -5.1 分 )[15]
，对围术期出血量及切口愈合情况进行

进一步亚组分析，满足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否则采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文章统计学方法已经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光华医院

生物统计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临床资料完备的行全膝关节置换

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共 163 例，其中试验组 78 例术中不使

用止血带，排除非 Legion 后稳定性假体者 23 例，排除同时

行双侧膝关节置换者 11 例，排除临床资料不全者 5 例，试

验组最终纳入患者 39 例；对照组 85 例术中使用止血带，排

除非 Legion 后稳定性假体者 24 例，排除同时行双侧膝关节

置换者 11 例，排除临床资料不全者 9 例，对照组最终纳入

患者 41 例。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1。

纳入行全膝关节置换的类风湿关节炎

患者 163 例，按术中是否使用止血带

分为 2 组

试验组 78 例全膝关节置换

术中不使用止血带

试验组最终纳入 39 例进入

结果分析

对照组最终纳入 41 例进入

结果分析

排除 39 例 排除 44 例

对照组 85 例全膝关节置

换术中使用止血带

图 1 ｜两组患者分组流程图 

Figure 1 ｜ Flow chart of group assignment

2.3   两组术前一般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体质量

指数、术前凝血功能 (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凝血酶原时

间 )、国际标准化比值、血沉、C- 反应蛋白、类风湿关节炎

病程、DAS28 评分、抗环瓜氨酸多肽抗体、类风湿因子水平、

缓解病情抗风湿药物、术前血红蛋白水平和术前红细胞压积

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2。

2.4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及术后换药次数比较   试验组手术时

间长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两组术后换药

次数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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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对照组内亚组分析   在对照组内根据 DAS28 评分进行亚

组分析，3组总失血量、显性失血量、隐性失血量、术中出血量、

隐性失血百分比、切口延迟愈合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6。

表 2 ｜两组患者术前情况比较
Table 2 ｜ Comparison of the perioperative conditions of patients of the 
two groups

变量 对照组 (n=41) 试验组 (n=39) 统计值 P 值

年龄 (x-±s，岁 ) 63.37±9.59 61.36±9.22 t=0.953 0.343
性别 ( 男 / 女，n) 2/39 6/33 χ 2=1.423 0.233
体质量指数 (x-±s，kg/m2) 22.42±3.84 22.24±4.06 t=0.204 0.839
类风湿关节炎病程 ( 年 ) * 13.0(10.0，20.5) 13.0(10.0，20.0) z=-3.46 0.729
术前血红蛋白 (x-±s，g/L) 117.32±16.72 118.51±13.31 t=-0.353 0.725
术前红细胞压积 (x-±s，%) 36.82±3.96 36.55±3.66 t=0.323 0.748
术前髌骨上 10 cm 周径
(x-±s，cm)

42.29±4.93 43.21±5.55 t=-0.778 0.439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s) * 25.6(23.0，29.9) 29.1(25.4，32.2) z=-2.23 0.260
凝血酶原时间 (s) * 11.3(11.0，12.6) 11.5(11.1，12.1) z=-0.28 0.776
国际标准化比值 * 1.0(0.9，1.1) 1.0(1.0，1.0) z=-0.73 0.463
C-反应蛋白 (mg/L) * 7.6(2.3，20.5) 9.7(2.1，20.7) z=-0.10 0.919
血沉 (mm/h) * 31.0(18.5，47.5) 33.0(14.0，62.0) z=-0.09 0.931
类风湿因子 (U/mL)* 18.0(7.0，45.2) 19.9(5.8，101.2) z=-0.72 0.470
抗环瓜氨酸多肽抗体
(RU/mL) *

364.0(108.0，885.0) 550.0(80.0，912.2) z=-0.11 0.916

28 个关节的疾病活动度评

分 (n)
疾病缓解 11 12 χ 2=0.151 0.697
轻度疾病活动 9 10 χ 2=0.150 0.698
中度疾病活动 21 17 χ 2=0.467 0.495

使用缓解病情抗风湿药物
(n)

34 36 χ 2=0.865 0.325

合并内科疾病 (n)
高血压 13 13 χ 2=0.000 1.000
糖尿病 9 7 χ 2=1.131 0.288
心脏病 2 2 χ 2=0.000 1.000
术前贫血 20 22 χ 2=0.467 0.495

表注：* 为 M(IQR)

表 5 ｜两组患者术后 3 d 膝关节肿胀度及切口延迟愈合例数比较
Table 5 ｜ Comparison of knee swelling at 3 days after operation and 
delayed incision heal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变量 对照组 (n=41) 试验组 (n=39) t/ χ 2
值 P 值

术后 3 d 膝关节肿胀度
(x-±s，cm)

1.10±0.04 1.08±0.03 2.660 0.009

切口延迟愈合 (n) 9 5 1.154 0.283

表 4 ｜两组患者围术期失血量及输血率比较
Table 4 ｜ Comparison of peri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blood transfusion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变量 对照组 (n=41) 试验组 (n=39) z/χ 2
值 P 值

总失血量 (mL)* 754(640.3，902.0) 674(508.0，964.0) -1.121 0.262
术中失血量 (mL)* 34(30.0，40.5) 86(76.0，110.0) -7.689 0.000
显性失血量 (mL)* 167(137.5，216.5) 193(166.0，256.0) -1.776 0.076
隐性失血量 (mL)* 576(452.2，739.5) 479(304.4，708.2) -1.478 0.140
隐性失血百分比 (%)* 77(69.9，81.6) 73(51.4，79.7) -2.238 0.025
输血率 (%) 15 3 2.292 0.130

表注：* 为 M(IQR)

表 7 ｜试验组内亚组分析比较
Table 7 ｜ Comparison of subgroup analysis in the trial group

变量 疾病缓解组 (n=12) 轻度疾病活动组
(n=10)

中度疾病活动组
(n=17)

K/F/
χ2

值

P 值

总失血量
(mL)

733.8±330.5 800.7±352.8 702.4±222.4 0.284 0.755

显性失血

量 (mL)*
215.0(181.0，265.0) 207.0(173.5，328.0) 189(153.8，235.3) 2.304 0.316

隐性失血

量 (x-±s，
mL)

495.5±307.5 618.0±318.4 487.9±222.0 0.576 0.567

术中出血

量 (mL)*
85.0(69.0，110.0) 98.0(69.0，136.3) 92(76.3，100.0) 0.547 0.761

隐性失血

百分比
(%)*

63.4 (46.7.0，80.2) 78.2 (66.6，83.0) 72.8 (58.0，78.0) 2.255 0.324

切口延迟

愈合 (n)
1 2 2 0.868 0.702

表注：* 为 M(IQR)

表 6 ｜对照组内亚组分析比较
Table 6 ｜ Comparison of subgroup analysis in the control group

变量 疾病缓解组 (n=11) 轻度疾病活动组
(n=9)

中度疾病活动组
(n=21)

K/F/
χ 2

值

P 值

总失血量
(mL)*

867.8(652.4，973.9) 827.9(573.2，902.0) 711.0(630.6，865.6) 1.074 0.584

显性失血

量 (mL)*
191.0(131.0，204.0) 169.0(158.0，231.0) 154.0(134.0，438.0) 0.572 0.751

隐性失血

量 (mL)*
700.7(518.4，767.5) 573.4(399.5，732.4) 559.3(405.1，684.6) 1.858 0.395

术中出血

量 (x-±s，
mL)

32.6±7.7 31.9±5.6 37.7±7.3 3.006 0.061

隐性失血

百分比
(%)*

79.4(76.7，84.2) 74.1(66.1，80.2) 78.4(67.8，82.5) 1.667 0.434

切口延迟

愈合 (n)
1 3 5 1.776 0.480

表注：* 为 M(IQR)
表 3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及术后换药次数比较               [M(IQR)]
Table 3 ｜ Comparison of operation time and wound dressing replacement 
frequen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变量 对照组 (n=41) 试验组 (n=39) z 值 P 值

手术时间 (min) 80(70，90) 86(75，98) -2.090 0.037
换药次数 (n) 11(9，13) 9(8，12) -1.940 0.052

2.5   两组患者围术期失血量及输血率比较   试验组术后隐性

失血百分比低于对照组，术中失血量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显著性意义 (P < 0.05)。两组围术期总失血量、隐性失血量、

显性失血量、输血率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见表 4。

2.6   两组患者术后 3 d 膝关节肿胀度及切口延迟愈合比较   

试验组术后 3 d 膝关节肿胀度小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P < 0.05)；两组术后换药次数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5。

2.8   试验组内亚组分析   在试验组内根据 DAS28 评分进行亚

组分析，3组总失血量、显性失血量、隐性失血量、术中出血量、

隐性失血百分比、切口延迟愈合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7。

2.9   植入物与宿主的生物相容性   两组患者全膝关节置换术

后均未出现假体过敏反应、假体周围感染、假体排斥反应等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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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近年来的一项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16]
。2019 年国内的人工髋、膝关节置

换手术量已经超过了 90 万例，且正在以每年 20% 的速度快

速增长
[17]
。全膝关节置换术可有效缓解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的疼痛、矫正畸形从而达到改善关节功能、提升生活质量的

目标。在接受全膝关节置换治疗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大

约 90% 的患者假体可以使用 20 年甚至更久
[18]
。但全膝关节

置换术中创伤大、失血量多，止血带的应用会导致纤溶系统

的激活
[19]
，使围术期的失血量进一步加重。同时类风湿关节

炎患者常常伴有其他系统疾病，且普遍有不同程度的贫血，

此次研究纳入的患者中有 55% 存在不同程度的贫血，所以研

究如何减少全膝关节置换围术期失血量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围术期诊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此次研究中两组患者术中

均行控制性降压，能显著减少术中截骨面及软组织的出血，

进一步减少了术中出血，使得显性出血量及手术时间减少。

PRASAD 等
[20]

研究发现，全膝关节置换术中使用止血带的手

术时间均与围术期失血量成正比，即止血带使用的越久，围

术期失血量就越大，其原因与纤溶系统相关。大量研究表

明，氨甲环酸的使用能减少纤溶系统亢进导致的术后隐性出 

血
[21-23]

。XU 等
[24]

的研究发现，不使用止血带可以在关闭切

口前发现出血点，完成彻底止血，减少术后关节腔内的出血，

可以显著减少全膝关节置换围术期的隐性失血。此次研究发

现，在两组都应用氨甲环酸的基础上，试验组术中出血量多

于对照组，而试验组的隐性失血百分比显著少于对照组，两

组围术期总失血量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证实了类风湿关节炎

患者在全膝关节置换术中全程不使用止血带，并不会增加围

术期失血量，且全膝关节置换术中使用止血带不能减少类风

湿关节炎患者术后隐性失血量。此次研究中，对照组隐性失

血百分比可达 65%-85%，与国内学者报道的研究结果 50%-

60% 不符
[11]
，其可能原因如下：①与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本身

关节滑膜炎相关，滑膜炎会导致血管异常增生，引起术后组

织间隙渗血增加，同时病理性的毛细血管增生使得术后持续

失血
[24-25]

；②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伴有膝关节滑膜的大量增生，

术中切除滑膜后会形成空腔，术后可能出现血液在空腔中蓄

积，导致隐性失血量的增加；③两组患者均不使用引流管，

术后关节腔的积血不能排除体外，导致隐性失血的占比提高。

在类风湿关节炎疾病早期使用缓解病情抗风湿药物或生

物制剂，可以尽快达到疾病缓解的状态，其病情缓解状态维

持时间越长，关节破坏进展的越慢
[26]
。此文未根据是否使用

缓解病情抗风湿药物进行亚组分析，其原因是在纳入研究的

患者中，不使用缓解病情抗风湿药物的患者较少，其中对照

组 8 例，试验组 3 例，故未来仍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亚

组分析。

DAS28 评分作为评价类风湿关节炎疾病活动度的重要依

据，在临床上广泛使用。此文根据 DAS28 评分进行亚组分析，

发现试验组与对照组，总失血量、隐性失血量、隐性失血百

分比均不随着 DAS28 评分的升高而增加。说明类风湿关节炎

病情的活动程度与全膝关节置换术围术期出血量无明确相关

性。

AU 等
[27]

研究发现，DAS28 评分每升高 0.6 分，其全膝

关节置换术后早期感染率增加 4%。SOKKA 等
[28]

发现，类

风湿关节炎患者血沉平均值为 36 mm/h，与此文对照组的 

38 mm/h 和试验组的 39 mm/h 基本相符。目前广泛认为，术

前血沉或 C- 反应蛋白在正常值 3 倍以上会增加术后早期感

染的风险。此次研究对照组患者血沉水平高于正常值 3 倍有

6 例，试验组中有 10 例。而两组患者均未出现术后早期感染，

但共出现 14 例切口延迟愈合。

LIU 等
[29]

学者认为全膝关节置换术中使用止血带会增加

术后切口延迟愈合的风险。在此次研究中，对照组中出现 9

例切口延迟愈合，而试验组中出现 5 例，对照组 (21%) 切口

延迟愈合的发生率高于试验组 (12%)，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这可能与样本量较小有关。切口延迟愈合，除了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本身皮肤软组织条件差、长期服用非类固

醇抗炎药物等特点外，使用止血带后导致肢体局部血液循环

受阻和切口周围的低氧环境，肢体局部循环受阻，影响抗菌

药物随血流到达手术部位，导致抗菌药物无法发挥起药效
[30]
。

终末期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可伴有膝关节不同程度的畸形、骨

缺损、严重骨质疏松、膝关节周围软组织条件差等情况，导

致手术难度的增加，术中可能需要额外植骨、螺钉填补缺损，

这些原因均导致了手术时间的延长，长时间的止血带使用延

长了切口周围的缺氧状态，增加了切口延迟愈合的可能。

VAISHYA 等
[31]

认为，全膝关节置换术中使用止血带会

导致术后急性期疼痛的加重，其原因与释放止血带之后，大

量炎性细胞因子和氧自由基的释放相关。JAWHAR 等
[32]

研究

报道，发现不使用止血带，患者术后 15 d 内疼痛程度轻，术

后关节活动度更好。不仅如此，使用止血带会导致术后患者

股四头肌萎缩
[33]
，影响其关节功能。

但不可否认的是，全膝关节置换术中使用止血带可以减

少术中出血，使术野更清晰，利于手术操作，此次研究结果

也支持这一观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优化止血带

的使用方法，有国内学者认为，相比全程使用止血带而言，

从安装假体至切口缝合包扎完成时使用止血带可以减轻术后

疼痛及肿胀，且不增加总失血量
[5]
。TUNCALI 等 [34]

通过测量

止血带压力与袖带下组织压力的关节，得出相应公式，个体

化确定止血带压力，不仅可以获得清晰的术野，还能减少止

血带相关并发症。

此次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由于样本量小且为单

中心研究，存在局限性，未来可联系多中心进行大样本研究；

第二，两组患者随访时间较短，缺乏对短期并发症数据的研

究，仍需长期随访证实其远期安全性、关节功能康复及生活

质量的提升是否具有差异。

表 1 ｜实验软件及来源
Table 1 ｜ Modeling software and sources

端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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