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３７６-２４９１．２０１７．４１．００５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９１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李杨、田华、李子剑、张克）； 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卢猛）

卢猛与李杨对本文具有同等贡献

通信作者：田华，Ｅｍａｉl： ｔｉａｎｈｕａ＠ｂ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 关节外科 ·

比较全膝关节置换术中不同止血带

放松方式对失血的影响

李杨 卢猛 田华 李子剑 张克

  【摘要】 目的 比较在全膝关节置换术（ＴＫＡ）中使用不同止血带放松方式对患者术后失血和
输血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收集 ２０１５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诊断为原发性骨性关节炎，并在骨科由
３个不同的手术工作组完成的单侧、初次 ＴＫＡ手术的患者共 ４８４ 例；其中 Ａ组于截骨完成后放松止
血带进行止血，在使用骨水泥之前再次使用止血带至手术结束，Ｂ 组手术全程使用止血带，Ｃ组安放
假体后放松止血带直至手术结束。 比较 ３组患者术后的引流量、血红蛋白的丢失量、总失血量、隐性
失血量以及输血率的差异。 结果 Ａ组患者在术后第 １天血红蛋白丢失量、引流量和术后第 ３ 天总
失血量上要略多于其他两组，Ｂ组患者在术后第 ３ 天血红蛋白丢失量和术后 ３ ｄ隐性失血量上要略
多于其他两组，Ｃ组患者在总失血量和隐性失血量最少。 所有患者中共 ２９ 例接受了输血治疗（Ａ组
１０／１６５，６．１％；Ｂ组 １１／１７７，６．２％；Ｃ组 ８／１４２，５．６％）。 ３ 组患者手术后的引流量（P＝０．４９６）、血红
蛋白丢失量（P ＝０．２４２）、总失血量（P＝０．３９０）、隐性失血量（P＝０．２０４）和输血率（P ＝０．９７６）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氨甲环酸、非负压引流、弹力绷带加压包扎、局部冰敷等综合性止血措施的
常规应用下，膝关节置换中是否放松止血带以及是否进行局部止血对术后的出血量和输血率没有显
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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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 ｔｏｔａl ｋｎｅｅ ａｒｔｈｒｏｐlａｓｔｙ，
ＴＫＡ）是目前治疗严重膝关节疾病的最有效方法［１］ ，
被认为是治疗终末期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金标

准
［２］ 。 然而，ＴＫＡ手术创面较大，术中截骨、软组织

松解等会导致术后大量出血，如何控制围手术期血
液的丢失，是手术医师一直关注的问题。 为了有效
减少 ＴＫＡ术中的出血，下肢止血带的使用已经成为
了常规，止血带可以提供清晰的手术视野，为骨水泥
的硬化提供良好的环境

［３］ 。 但目前对于止血带的
使用时间和应用方式还未达成共识，提前或者中途
松开止血带进行止血是否会对术后的失血和输血产

生影响也尚存争议。 于是在此基础上，不同的手术
医师根据自己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止血带使用方

法。 在 ＴＫＡ中使用氨甲环酸，被证明可以有效降低
术中和术后短期内患者的失血量及输血率

［４］ ，在氨
甲环酸的广泛使用下，配合术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
冰敷等综合性止血措施，止血带的使用差异还是否
会对术后失血产生显著影响也不得而知。 据此，本
次研究通过回顾性收集不同 ＴＫＡ 止血带应用工作
组的数据，对基础特征相似的 ＴＫＡ患者进行比较和
分析不同的止血带放松方式对 ＴＫＡ 术后失血和输
血的影响。

图 1 ３ 个工作组术中止血带使用示意图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回顾性收集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诊断

为原发性骨性关节炎，并在骨科由 ３ 个不同的手术
工作组完成的单侧、初次 ＴＫＡ 手术的患者共 ４８４
例，其中女 ４０３ 例（８３．３％），男 ８１ 例（１６．７％），年
龄 ４２ ～８５（６６．８ ±７．１）岁。 排除标准为：膝关节严
重畸形，屈曲畸形 ＞２０°，内翻畸形
＞２０°或外翻畸形＞１５°；术前凝血
功能异常或长期服用抗凝药物；术
前血红蛋白 ＜９００ ｇ／Ｌ；术前超声提
示下肢静脉血栓的患者。 ３ 个工作
组分别由 ３ 组医师手完成手术，定
义为 Ａ、Ｂ、Ｃ组，每个工作组在止血

带的应用方式上各不相同。
二、方法
１．手术方法和术后处理：各组患者均接受了椎

管内或全身麻醉，均使用美国施乐辉公司的 Ｇｅｎｅｓｉｓ
Ⅱ假体且不进行髌骨置换。 在切皮前，对下肢进行
驱血后，止血带充气至高于患者收缩压 １５０ ｍｍＨｇ
（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 术中所有患者均在切皮前
及缝皮前各应用 １ 次氨甲环酸，１ ｇ静脉滴注。 在手
术麻醉期间，未予患者控制性降压，术中血压维持在
基础血压±２０％之内。 缝合前关节腔内留置引流球
引流，引流夹闭２ ｈ，之后开放成非负压引流方式，在
缝合完毕后使用弹力绷带对患肢进行加压包扎，自
脚踝包扎至大腿近段，术后 ２４ ｈ拆除弹力绷带并拔
除引流管。 术后口服利伐沙班（术后 １２ ｈ 开始，
１０ ｍｇ每日 １次）配合主动及被动的踝泵训练（术后
即刻开始）进行抗凝。 患者于术后 ２４ ～３６ ｈ 后，在
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开始进行主动和被动的功能康
复训练，每次康复训练后局部使用冰袋冰敷 １５ ｍｉｎ。
在术中各工作组采用不同的止血带使用方式

（图 １）。 其中，Ａ 组患者于截骨、软组织平衡完成，
试模满意后放松止血带进行止血，５ ～１０ ｍｉｎ后再次
充气止血带，冲洗后应用骨水泥并安放假体直至手
术结束弹力绷带固定；Ｂ 组患者手术全程使用止血
带，直至切口闭合、患肢弹力绷带加压包扎后再放松
止血带；Ｃ组患者在安放假体待骨水泥固化后放松
止血带进行止血，然后放置引流关闭切口，直至手术
结束止血带不再使用。 所有患者在术后 ３ ｄ连续复
查血常规，输血指征定义为：血红蛋白 （Ｈｂ） ＞
１００ ｇ／Ｌ时不予输血；Ｈｂ＜７０ ｇ／Ｌ时予输入异体血；
Ｈｂ在 ７０ ～１００ ｇ／Ｌ时，根据患者有无贫血症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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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输血。
２．观察指标与计算方法：收集所有患者的一般

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质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ＢＭＩ）。 术前常规行下肢站立位全长 Ｘ线检查，并测
量胫股角即股骨和胫骨解剖轴线的外侧夹角

（ ｆｅｍｏｒｏｔｉｂｉａl ａｎｇlｅ，ＦＴＡ） ［５］ 。 收集患者术前、术后第
１、３天的 Ｈｂ 水平及红细胞压积值。 统计并收集 ３
组患者术中使用止血带的时间，总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术后引流量和术后输血量，计算各组患者在术
后第 ３ 天的失血总量、隐性失血量和术后的输血率。
其中术前血容量根据 Ｎａｄlｅｒ 方程计算［６］ ，失血总量
根据 Ｇｒｏｓｓ方程计算［７］ ：术前血容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lｏｏｄ
ｖｏlｕｍｅ， ＥＢＶ） ＝ｋ１ ×Ｈ３ ＋ｋ２ ×Ｗ＋ｋ３；其中男性患
者 ｋ１ ＝０．３６６ ９，ｋ２ ＝０．０３２ １９，ｋ３ ＝０．１８３ ３；女性患
者 ｋ１ ＝０．３５６ １，ｋ２ ＝０．０３３ ０８，ｋ３ ＝０．１８３ ３，Ｈ为患
者身高（ｍ），Ｗ为患者体重（ｋｇ）。 术后第 ３ 天失血

总量（ｍl） ＝ＥＢＶ × ＨＣＴ０ -ＨＣＴ３
（ＨＣＴ０ ＋ＨＣＴ３）／２，其中 ＨＣＴ０

为术前红细胞压积，ＨＣＴ３ 为术后第 ３ 天红细胞压
积。 显性失血量＝术中失血量＋引流量。 隐形失血
量＝失血总量＋异体输血量-显性失血量。

３．统计学方法：使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l ２０１０ 对采
集的三组数据进行整理，建立原始数据表格并进行
赋值。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和
分析。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由 x̄ ±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比较；不符合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由 Ｍｅｄｉａｎ（ｐ２５， ｐ７５）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非参数 Kruskal Wallis 检验进行。 所有检验以
双侧P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不同工作组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前一般情况比较

项目 Ａ 组
（n ＝１６５）

Ｂ 组
（n ＝１７７）

Ｃ 组
（n ＝１４２） χ２ ／F值 P值

性别［例（％）］ 男性 ３２（１９．４） ２７（１５ ４．３） ２２（１５ h．５） １ �．２７３ ０ �．５２９
女性 １３３（８０．６） １５０（８４ ４．７） １２０（８４ h．５）

年龄（岁，x̄ ±s） ６８ �±７ *６７ �±７ ^６６  ±７ �１ �．８１９ ０ �．１６３
ＢＭＩ（ｋｇ／ｍ２ ， x̄ ±s） ２７  ．１ ±４ *．０ ２７ �．１ ±３ ^．７ ２８ �．０ ±４ �．２ ２ �．２３１ ０ �．１８７
术前 Ｈｂ（ｇ／Ｌ，x̄ ±s） １３１ �±１３ R１３３ �±１１ 唵１３３  ±１１ �１ �．０８３ ０ �．３３９
ＦＴＡ（°，x̄ ±s） １８４  ．９ ±４ *．７ １８４ �．２ ±５ ^．８ １８４ �．１ ±８ �．０ ０ �．７７１ ０ �．４６３

  注：ＢＭＩ：体质指数；Ｈｂ：血红蛋白；ＦＴＡ：胫股角；分组：Ａ 组：截骨完成后放松止血带，安放假体时再次充气，至手术结束；Ｂ 组：全程使用止

血带；Ｃ 组：水泥固化后放松止血带

结 果

本研究共纳入 ３ 个工作组患者共 ４８４ 例，ＢＭＩ
１６．８ ～４０．８（２７．４ ±４．０） ｋｇ／ｍ２ 。 术前 Ｈｂ ９８ ～１７７
（１３２ ±１２） ｇ／Ｌ，术前 ＦＴＡ 角 １６４．６ ～１９３．１（１８４．４

±６．２）°。 ３组患者在年龄、ＢＭＩ、性别分布、术前 Ｈｂ
以及术前 ＦＴＡ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１）。
主要终点结局指标：３ 个工作组在术中使用止

血带的时间是 ５５ ～１００（７３ ±９） ｍｉｎ，总手术时间是
５８ ～１１４（８２ ±１４） ｍｉｎ。 其中，在止血带的使用时间
上，３ 个工作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Ｂ组的总手术
时间最短，Ｃ组的总手术时间最长，３ 个工作组在总
手术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２）。

表 2 不同工作组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止血带
使用时间和手术时间比较（ｍｉｎ，x̄ ±s）

项目 Ａ组
（n ＝１６５）

Ｂ 组
（n ＝１７７）

Ｃ 组
（n ＝１４２） P 值

止血带使用时间 ７２ ±１２ *７３ ±７ �７３ ±８ n０ ＝．６９３

总手术时间 ７８ ±１２ *７３ ±７ �９６ ±９ n＜０ ＝．００１

  注：Ａ 组：截骨完成后放松止血带，安放假体时再次充气，至手术

结束；Ｂ 组：全程使用止血带；Ｃ 组：水泥固化后放松止血带

  所有患者在术后第 １ 天时，Ｈｂ平均丢失 ０ ～５７
（２０ ±８）ｇ／Ｌ，在术后第 ３ 天时，Ｈｂ 平均丢失 ６ ～７０
（３４ ±１１）ｇ／Ｌ，术后 ２４ ｈ的中位引流量为 ３００（４０ ～
１ ３８５）ｍl，术后 ３ ｄ的中位总失血量为１ ０９５（２１３ ～３
１５８）ｍl，中位隐性失血量为 ７７１（３５ ～２ ８５５）ｍl。 其
中，Ａ组在术后第 １ 天 Ｈｂ 丢失量、引流量和术后 ３
ｄ总失血量上要略多于其他两组，Ｂ 组在术后第 ３
天 Ｈｂ丢失量和术后 ３ ｄ隐性失血量上要略多于其
他两组，Ｃ组在总失血量和隐性失血量上在 ３ 组中
最少，但 ３组患者在上述各结局指标中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表 ３）。
在所有 ４８４例患者中，共有 ２９例患者术后接受

了输血治疗，且均输入了异体悬浮红细胞 ４００ ｍl，输
血率６．０％，其中 Ａ组患者 １０例（１０／１６５，６．１％），Ｂ
组患者 １１ 例 （ １１／１７７， ６．２％）， Ｃ 组患者 ８ 例
（８／１４２，５．６％），３组患者输血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０．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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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工作组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后失血情况比较
项目 Ａ 组（n ＝１６５） Ｂ 组（n ＝１７７） Ｃ 组（n ＝１４２） P 值

术后第 １ 天血红蛋白丢失（ ｇ／Ｌ，x̄ ±s） ２１ �±８ *２０ 谮±９ T１９  ±８ ~０ 乙．１９４
术后第 ３ 天血红蛋白丢失（ ｇ／Ｌ，x̄ ±s） ３４ �±１１ R３４ 谮±１０ |３２  ±１０ �０ 乙．２４２
引流量（ｍl） ３２０  （２２０ ～４３０） ２７５ 6（２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０ 乙．４９６
总失血量（ｍl） １ １１８  （８８７ ～１ ４２０） １ ０９３ 6（８６８ ～１ ４２９） １ ０６０ `（８３９ ～１ ３５４） ０ 乙．３９０
隐性失血量（ｍl） ７７１  （５１６ ～１ ０７０） ８１６ 6（５７８ ～１ ０３６） ７３６ `（５１０ ～９８５） ０ 乙．２０４

  注：Ａ 组：截骨完成后放松止血带，安放假体时再次充气，至手术结束；Ｂ 组：全程使用止血带；Ｃ 组：水泥固化后放松止血带

讨 论

ＴＫＡ在围手术期的出血量较大，往往需要输血
治疗。 有数据显示，ＴＫＡ后异体输血率高达 ２０％ ～
５０％［８-９］ 。 但输血所带来的临床问题也很显著，除了
会产生额外的费用外，输注异体血会有传播病毒、发
生血管内溶血、引起凝血功能障碍的风险，也会增加
体内的液体负荷，还可能会引起术后感染率的增
加

［１０］ ，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１０-１１］ 。 在 ＴＫＡ 中使用
充气式止血带被认为可以有效地减少术中和围手术

期失血
［１２］ ，并能提供清晰的手术视野，保证良好的

骨水泥固化，提高假体的稳定性［１３］ 。 但是，止血带
的最佳使用方式以及不同的使用方式对 ＴＫＡ 围手
术期失血的影响，却一直存在着争论。 Ｒａｍａ 等［３］

发现在关闭伤口前放松止血带，虽然会降低术后早
期伤口并发症的发生率，但会引起总失血量的增加。
Ｚａｎ等［１４］

通过回顾最新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
果，即提前放松止血带会显著增加术后的失血，增加
输血比率。 Ｔｉｅ 等［１５］

发现，是否提前松开止血带对
于术后 Ｈｂ的水平，Ｈｂ的丢失量以及术后的出血量
无显著性影响。 由此可见，不同的止血带放松方式
是否会影响 ＴＫＡ术后失血是存在争议的。
本研究发现，全程使用止血带的 Ｂ 组，在隐性

失血量上要略高于其他两组。 考虑造成这种差异的
原因可能与止血带使用时间较长，引起肌肉组织缺
血-再灌注损伤有关，患肢更多的失血渗透到了软组
织周围，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何 Ｂ组的引流量在 ３ 组
中最低。 Ａ组在 ＴＫＡ 术中决策性的部分放松了止
血带，理论上讲，这种在截骨完成后、安放假体前放
松止血带的方式可以让术野内的出血更好的显露出

来，从而术者可以进行更好的止血，此举应该能减少
术后的失血。 然而，Ａ组却在 Ｈｂ丢失量、引流量和
总失血量上都都略多于其他两组。 产生这一结果的
原因并不清楚，可能是在止血带放松之后，局部会出
现反应性充血，同时纤溶反应的活性会增强，导致出
血增加，若在伤口临近关闭或已经关闭后放松止血

带，敷料包扎以及伤口内的压力可能会在一定程度
上控这种失血，但若在伤口开放时放松止血带，就会
有一段时间无法提供这样的压力，从而失血增
加

［１６］ 。
尽管 ３ 组患者在术后失血的数值上略有差异，

这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且术后的输血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这提示无论是全程不放松止血带，还
是提前放松止血带，甚至是中途决策性的放松止血
带进行止血，都未对术后的失血和输血造成显著的
影响。 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虽然 ３ 个
工作组使用止血带的方法不一样，但止血带的使用
时间却没有显著性的差异，另外，更主要的是源于综
合性止血措施的使用。
首先，氨甲环酸的引入是近年来降低 ＴＫＡ术后

失血的最成功的举措，其作为一种抗纤溶药物，可以
防止已经形成的凝血块崩解，但并不会促使凝血块
的形成，也就是说其既可以减少失血又不会引起血
栓等并发症发生率的升高。 尽管在使用方法和使用
剂量上学者们还有争议，但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在
ＴＫＡ中使用氨甲环酸可以显著减少术后的失血，并
减少输血量。 使用了氨甲环酸的 ＴＫＡ患者，要比不
使用氨甲环酸的患者在总失血量上减少约 ５７０ ｍl，
输血的风险下降约 ６０％［１７］ 。 而氨甲环酸的这种抗
纤溶作用，可能也解释了在本次试验中，为何提前放
松止血带的患者没有出现像之前的研究中提到的术

后失血的显著增加，因为其降低了松开止血带后的
纤溶反应活性，即使还没有关闭伤口，也不会因为压
力的缺失而引起大量的失血。 其次，我们在术后使
用了非负压引流，尽管负压引流被认为可以减少关
节积血的形成，加快术后康复，但其引起的血液丢失
增加的实事也被普遍接受

［１８］ ，所以使用非负压引流
也可以减少术后的出血。 第三，加压包扎和冰敷的
常规使用，同样有助于减少 ＴＫＡ后的失血。 ＴＫＡ后
进行冰敷对于减少失血是有益处的，大约可以减少
２２５ ｍl的出血［１９］ 。

综上可见，目前 ＴＫＡ围手术期所使用的止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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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是综合性的，在这种综合性的止血方案中，氨甲环
酸是最重要的因素，再配合适当的引流、冰敷和加压
包扎等方法，控制失血的效能可能已经抵消掉了止
血带放松时间不一致所产生的作用。 这一结果也曾
得到别的学者的证实，Ｍｏｒａｉｓ 等［２０］

通过研究发现，
在综合性的止血措施下，ＴＫＡ术后的输血率与止血
带的应用时间没有关系，而仅与术前血红蛋白水平
和 ＢＭＩ指数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在 ＴＫＡ 术后的各并发症中，直

接血管损伤虽然很罕见，但仍有发生的可能。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Ｃａｓｔａñｏｓ等［２１］

曾报道 １ 例 ＴＫＡ 术后 ２ ｈ
内出血约 １ ２００ ｍl而不得不再次接受手术的病例，
最终发现关节腔内两条血管在持续出血，进行电凝
止血后症状随即消失。 Ｚｈａｏ 等［２２］

报道 １ 例类似病
例，ＴＫＡ 后伤口持续渗血，术后第 ２ 天 Ｈｂ 降至 ５１
ｇ／Ｌ，经急诊行动脉造影发现胫前动脉 １个分支出现
损伤，予栓塞后出血痊愈。 诸如此类的出血如果没
有即时发现，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如果能在术
中放松止血带进行止血，那么就可以避免这种并发
症的发生，从这一方面看，在闭合伤口前提前放松止
血带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本研究属于回顾性研究，且分组方法是利用不

同医师临床工作习惯的不同形成的自然分组，而并
非随机分组，这样就不能完全排除混杂因素对研究
结果的干扰，但是，本研究所回顾纳入的是在一段时
间内的连续病例资料，各组患者术前的一般资料具
有可比性，且所有患者均使用同一假体，在此期间各
工作组未修改过影响术后失血的医疗护理方案，可
以说具备较高的均质性。 其次，本研究专注于分析
血液的丢失，并没有并发症的统计，然而许多临床研
究发现，在 ＴＫＡ中使用止血带，可能会带来更多的
并发症

［２３］ ，且并发症的发生率和止血带的压力以及
止血带应用的时间呈正相关

［２４］ 。 普遍认为产生这
种结果的原因是止血带的使用造成了伤口局部软组

织的缺血再灌注损伤，阻碍了氧气供应，从而延迟了
局部的愈合

［２５-２６］ 。 最后，尽管在回顾性收集数据
时，选择了同样的假体以消除手术操作带来的偏倚，
但不同术者手术技术的不同还是会影响到临床结

果，在本此研究中，虽然 ３ 个工作组的止血带使用时
间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各组的手术时间却有显著性
差异，这显然和不同手术医师的操作理念有关，所以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选择在单一工作组内进行前
瞻性的随机对照试验，再次验证本研究结果的准
确性。

在目前氨甲环酸、非负压引流、加压包扎和局部
冰敷等综合性止血措施的常规使用下，ＴＫＡ 中不同
的止血带放松方法对术后的出血量和输血率影响较

小，单纯就术后失血来说，止血带的使用方式可能已
不是影响因素，术者可以根据止血带对 ＴＫＡ其他方
面如术后肌肉力量、功能恢复、感染率等的影响以及
自己的习惯进行止血带使用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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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来稿中统计学处理的有关要求

  １．统计研究设计：应交代统计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做
法。 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或横断面调查研究）；
实验设计（应交代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
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交
代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 主要做
法应围绕 ４个基本原则（随机、对照、重复、均衡）概要说明，
尤其要交代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２．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 x̄ ±s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的定量资料，用 M（QＲ）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
表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
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
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
２０，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３．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
的设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
计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
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

数所具备的条件以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
不应盲目套用χ２ 检验。 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
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归
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
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
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
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４．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 P ＜０．０５（或 P ＜０．０１）
时，应说明对比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
组之间具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的差别；应写明所用统
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 t检验、两因素
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 q检验
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 t ＝３．４５， χ２ ＝４．６８，F＝６．７９等）应
尽可能给出具体的P值（如 P ＝０．０２３）；当涉及到总体参数
（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
时，再给出 ９５％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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