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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膝关节置换对称性与胫骨假体

覆盖情况的观察分析

赵成礼 王巨鹏 孙振辉 李猛 陈京伟

  【摘要】 目的 探讨全膝关节置换术（ＴＫＡ）中采用安置对称性胫骨假体后胫骨平台覆盖情
况。 方法 回顾分析 ２０１４年 ８月至 ２０１５年 ２月天津市西青医院骨科收治的内翻型膝关节骨性关节
炎患者 ３９例（３９膝），男 ９例，女 ３０例；年龄 ５０ ～７８（６７ ±６）岁。 采用Ｍｉｍｉｃｓ １０．０１软件建立胫骨 ３Ｄ
模型，模拟 ＴＫＡ手术并测量截骨面前后径、横径、内外侧胫骨平台前后径。 选择 ＰＦＣ Ｓｉｇｍａ对称性设
计胫骨假体模型导入 Ｍｉｍｉｃｓ软件，观察并测量胫骨平台覆盖情况。 结果 胫骨平台截骨面前后径、
横径分别为（４５．７ ±３．４）、（７１．７ ±４．２） ｍｍ，截骨面不对称率 ６３．８％ ±３．０％。 内侧胫骨平台前后径
显著大于外侧［（４６．９ ±３．３）ｍｍ 比（４１．８ ±３．３）ｍｍ，t ＝１１．８０３，P＝０．０００］，不对称率为 １１２．４％ ±
６．９％。 胫骨平台内缘、前内、后内、后外侧覆盖不良发生率分别为 ３３．３％、７６．９％、２０．５％、３３．３％。
后内侧覆盖不全 ５例、悬挂 ３例；后外侧覆盖不全 １例、悬挂 １２例，假体悬挂发生率 ３０．８％。 后内侧、
后外侧假体覆盖不良与同侧胫骨平台前后径呈线性正相关。 结论 内翻型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内
侧胫骨平台前后径显著大于外侧，对称性设计的胫骨假体 ＴＫＡ术中易导致内侧胫骨平台前、后覆盖
不全及后外侧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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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ｉｂｉａl ｂａｓｅｐlａｔ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ｓｙｍｍｎｅｔｒｉｃａl ｔｉｂｉａl
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ｔｏｔａl ｋｎｅｅ ａｒｔｈｒｏｐlａｓｔｙ （ＴＫＡ）．Methods Ｆｒｏｍ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４ ｔｏ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３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３９ ｋｎｅｅｓ ）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ｕｓ ｋｎｅｅ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ｉ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ｓ，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Ｘｉｑ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l．Ｎｉｎｅ ｍａlｅｓ ａｎｄ ３０ ｆｅｍａlｅｓ； ａｇｅｄ ５０ ｔｏ ７８ ｙｅａｒｓ （６７ ±６ ｙｅａｒ）．３Ｄ
ｔｉｂｉａ ｍｏｄｅl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ｅｅ ｗｅｒｅ ｂｕｉlｔ ｗｉｔｈ Ｍｉｍｉｃｓ １０．０１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ｉｍｕlａｔｅｄ ＴＫＡ ｓｕｒｇｅｒ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l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ｘｉｍａl ｔｉｂｉａ ｗａ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 ｉｎｃl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ｏlａｔｅｒａl （ＭＬ）， ａｎｔｅｒｏ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ＡＰ）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l ａｎｄ lａｔｅｒａl ｔｉｂｉａl ｐlａｔｅａｕ ＡＰ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３Ｄ ｍｏｄｅlｓ ｏｆ ＰＦＣ Ｓｉｇｍａ ｔｉｂｉａl 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ｂｉａl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ａlｙｚｅｄ．Results Ｔｈｅ ＡＰ ａｎｄ Ｍ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ｉａl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ｅｒｅ （４５．７ ±３．４） ｍｍ， （７１．７ ±４．２） ｍｍ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lｙ， ｔｈｅ ｐlａｔｅａｕ ａｓｐｅｃｔ 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ＡＰ／ＭＬ）
ｗａｓ ６３．８％ ±３．０％．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l ｔｉｂｉａl ｐlａｔｅａｕ ＡＰ ［（４６．９ ±３．３） ｍｍ］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lｙ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lａｔｅｒａl ｓｉｄｅ［（４１．８ ±３．３） ｍｍ， P＝０．０００］， ｔｈ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ｒａｔｉｏ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１１２．４％ ±６．９％．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l
ｔｉｂｉａl ｐlａｔｅａｕ， ａｎｔｅｒｏｍｅｄｉａl， ｐｏｓｔｅｒｏｍｅｄｉａl， ｐｏｓｔｅｒｏlａｔｅｒａl ｕｎ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 ｗｅｒｅ ３３．３％，７６．９％，
２０．５％， ３３．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lｙ．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５ ｃａｓｅｓ ｕｎｄｅｒｈａｎｇ ａｎｄ ３ ｃａｓｅｓ ｏｖｅｒｈａ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ｅｒｏｍｅｄｉａl ｓｉｄｅ ，
ｗｈｅｒｅａｓ １ ｃａｓｅ ｕｎｄｅｒｈａｎｇ ａｎｄ １２ ｃａｓｅｓ ｏｖｅｒｈａｎｇ ｐｏｓｔｅｒｏlａｔｅｒａl，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ｈａ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ｗａｓ ３０．８％ ．
Ｐｏｓｔｅｒｏｍｅｄｉａl， ｐｏｓｔｅｒｏlａｔｅｒａl 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ｈａｄ lｉｎｅａ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l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ｐｓｉlａｔｅｒａl ｔｉｂｉａl ｐlａｔｅａｕ
ＡＰ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Conclusions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l ＡＰ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ｉｂｉａl ｐlａｔｅａｕ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lｙ lａ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lａｔｅｒａl
ｓｉｄｅ ｉｎ ｖａｒｕｓ ｋｎｅｅ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l ｔｉｂｉａl ｂａｓｅｐlａｔｅ ｐlａ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ＫＡ ，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
ｕｓｕａllｙ lｅａｄ ｔｏ ｍｅｄｉａl ｔｉｂｉａl ｐlａｔｅａｕ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ｕｎｄｅｒ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ｅｒｏlａｔｅｒａl ｏｖｅｒｈａ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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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胫骨假体旋转不良是导致全膝关节置换术 （ ｔｏｔａl ｋｎｅｅ ａｒｔｈｒｏｐlａｓｔｙ，ＴＫＡ）后疼痛、僵硬、早期翻
修的重要原因

［１-３］ 。 健康人中后交叉韧带（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ｃｒｕｃｉａｔｅ lｉｇａｍｅｎｔ，ＰＣＬ）胫骨平台附着部位中点和髌
韧带胫骨结节附着点内缘连线与股骨外科外上髁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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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ｇｉｃａl ｔｒａｎｓｅｐｉｃｏｎｄｙlａｒ ａｘｉｓ，ＳＴＥＡ）基本垂直，因
此推荐该轴作为胫骨假体旋转定位标志

［４］ 。 此外，
胫骨假体安置还要考虑胫骨平台覆盖情况

［５-６］ ，假体
悬挂 （ ｏｖｅｒｈａｎｇ，ＯＨ）会刺激周围软组织引起疼
痛

［７-８］ 、假体覆盖不全（ｕｎｄｅｒｈａｎｇ，ＵＨ）会增加关节
内出血及远期假体无菌性松动风险

［９］ 。 对于固定
垫片胫骨假体，正确的旋转力线和良好的平台覆盖
对膝关节功能恢复和假体使用寿命至关重要，然而
ＴＫＡ术中采用 Ａｋａｇｉ轴定位胫骨假体旋转经常出现
对称性设计的胫骨假体覆盖不良。 为此，本研究对
施行 ＴＫＡ手术的内翻型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资
料进行了分析，以探讨 ＴＫＡ术中采用安置对称性胫
骨假体后胫骨平台覆盖情况。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２０１４年 ８月至 ２０１５年 ２ 月所有病例均为天津

市西青医院骨科行 ＴＫＡ 手术连续病例手术共 １３５
例（１５０ 膝）。 （１）纳入标准：初次 ＴＫＡ手术，有术前
膝关节 ＣＴ者，内翻型膝关节骨性关节炎，Ｋｅllｇｒｅ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Ⅲ或Ⅳ级，术前胫股解剖角 （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
ｔｉｂｉｏｆｅｍｏｒａl ａｎｇlｅ， ＡＴＦＡ） ≤１８０°，身高体质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ＢＭＩ） ＜３５ ｋｇ／ｍ２，无明显神经系
统病变。 （２）排除标准：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膝
关节炎，术前屈曲挛缩畸形＞２５°，严重内翻畸形伴
胫骨内侧平台骨缺损，术前未行 ＣＴ 扫描或扫描未
垂直于胫骨机械轴。 参照纳入和排除标准，共 ３９ 例
患者（３９ 膝）纳入本研究，男 ９ 例，女 ３０ 例；左 ２０
膝，右 １９ 膝；年龄 ５０ ～７８ （６７ ±６）岁；膝关节炎
Ｋｅllｇｒｅ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分型Ⅲ级 ３１ 膝，Ⅳ级 ８ 膝。 患者
身高、体重、ＢＭＩ、ＡＴＦＡ、术前膝关节伸直、屈曲角
度、活动度见表 １。
二、方法

  １．影像学测量：患者手术前均行膝关节负重

表 1 ３９例（３９膝）患者 ＴＫＡ术前一般资料
项目 x̄ ±s 范围 ９５％ 可信区间

年龄（岁） ６７ m±６ �５０ T～７８ v６４ �．８３ ～６８．７７

身高（ｃｍ） １  ．６ ±０ �．１ １ $．５ ～１ N．８ １ �．６０ ～１．６４

体重（ｋｇ） ７３  ．２ ±８ �．８ ６０ $．０ ～９０ v．０ ７０ �．５０ ～７５．９４

ＢＭＩ（ｋｇ／ｍ２ ） ２８  ．０ ±２ �．９ ２２ $．０ ～３３ v．７ ２７ �．１２ ～２８．９１

ＡＴＦＡ（°） １７６  ．５ ±３ �．３ １６６ $．５ ～１８０ �．０ １７５ �．３０ ～１７７．４２

伸直（°） ８  ．７ ±５ �．１ ０ $．０ ～２０ v．０ ７ �．０５ ～１０．４４

屈曲（°） １０７  ．４ ±１３  ．３ ８０ $．０ ～１３０ �．０ １０３ �．１６ ～１１１．５８

活动度（°） ９８  ．７ ±１６  ．３ ７０ $．０ ～１３０ �．０ ９３ �．３８ ～１０３．６８

正／侧位 Ｘ线、膝关节 ＣＴ扫描。 ＣＴ 扫描采用 １６ 排
螺旋 ＣＴ（ＧＥ Ｈｅａlｔｈｃａｒｅ公司，美国），层厚 １ ｍｍ；足
部固定架保持股骨后髁平行于地面，膝关节保持最
大伸直并垂直胫骨机械轴进行扫描。 影像学资料存
储为 Ｄｉｃｏｍ 数据， 采用 ＲａｄｉＡｎｔ １．９．１６ 软件
（Ｍｅｄｉｘａｎｔ公司，波兰）测量胫骨近端解剖轴和股骨
远端解剖轴内侧成角 （ ＡＦＴＡ）。 ＣＴ 数据导入
Ｍｉｍｉｃｓ １０．０１软件（Ｍａｔｅｒｉａlｉｓｅ， 比利时），建立胫骨
３Ｄ模型并模拟 ＴＫＡ 胫骨截骨：垂直于胫骨机械轴
并保持 ３°后倾截骨，截骨厚度为外侧平台下 ６ ～
８ ｍｍ。标记Ａｋａｇｉ轴并于截骨面采用ＭＥＤ模块进行
测量（图 １Ａ）：（１）胫骨平台横径（ ｔｉｂｉａl ｍｅｄｉｏlａｔｅｒａl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ＭＬ）：平行于 Ａｋａｇｉ 轴分别插入两条直
线，移动至胫骨内、外侧平台最突点并测量其距离。
（ ２ ） 胫 骨 平 台 前 后 径 （ ｔｉｂｉａl ａｎｔｅｒｏ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Ｐ）：选取横径中点并绘制其垂线并测量
其长度；计算胫骨平台截骨面不对称率（ＡＰ／ＭＬ）。
（３）对内、外侧胫骨平台中点绘制垂线，测量内侧胫
骨平台前后径 （ＭＡＰ）、外侧胫骨平台前后径
（ＬＡＰ）；计算内外侧胫骨平台前后径不对称率［１０］ ，
计算方法为 ＭＡＰ／ＬＡＰｘ１００％。 选择 ＲＰ 胫骨假体
（ＰＦＣ Ｓｉｇｍａ，ＤｅＰｕｙ，ＵＳＡ），将常用的 ４ 个型号胫骨
基座试模采用激光扫描仪器制作 ３Ｄ 模型（ ｓｔl 文
件），试模前后径及左右径分别为：２＃：４３／６４ ｍｍ、
２．５＃：４５／６７．５ ｍｍ、３＃：４７ ／７１ ｍｍ、４＃：５１／７６ ｍｍ。
根据胫骨平台横径选择 ３Ｄ 模型导入 Ｍｉｍｉｃｓ，选择
标准为最接近胫骨横径的小一号假体（如胫骨平台
横径为 ６９ ｍｍ，选择 ２．５＃假体）。 假体置入标准：
Ａｋａｇｉ轴为其纵轴，外侧顶点为胫骨平台外侧皮质
最突点，外侧平台前缘弧线与胫骨假体匹配［１１］ 。 测
量指标：（１）胫骨平台内缘覆盖不全；（２）外侧胫骨
平台后方覆盖不良（假体边缘超出或未完全覆盖截
骨面）；（３）内侧胫骨平台前、后覆盖不良。 假体覆
盖不全为＋、假体悬出截骨面为-（图 １Ｂ），假体覆
盖不良＞３ ｍｍ 确定为 ＯＨ 或 ＵＨ［１２］ 。 影像学测量
均由 １名熟悉膝关节影像学测量的骨科住院医师单
独完成。 ２个月后进行复测，重复测量差异 ＩＣＣ ＞
０．８５。

２．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包进行统
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计量资料两组间比
较采用t检验，多组比较采用 ＡＮＯＶＡ 分析，计数资
料之间比较采用χ２

检验；胫骨假体后外侧、后内测
覆盖不良与同侧胫骨前后径制作散点图。 P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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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Ｍｉｍｉｃｓ 模拟胫骨平台截骨并根据 Ａｋａｇｉ 轴安置胫骨假体后胫骨平台覆盖情况：Ａ．
胫骨平台影像学测量。 ＡＰ：胫骨平台前后径，ＭＬ：胫骨平台横径，ＭＡＰ：胫骨内侧平台前
后径，ＬＡＰ：胫骨外侧平台前后径，ＭＭＬ：胫骨内侧平台横径；ＬＭＬ：胫骨外侧平台横径；

Ａｋａｇｉ ＭＭＬ：Ａｋａｇｉ轴内侧胫骨平台横径。 Ｂ．胫骨假体覆盖不良：胫骨平台内缘悬出 １．５０

ｍｍ，内侧胫骨平台前缘覆盖不全 ３．４６ ｍｍ（ＵＨ），内侧胫骨平台后缘覆盖不全 ２．２５ ｍｍ，
后外侧假体悬挂 ３．７６ ｍｍ（ＯＨ）

结 果

１．影像学测量： （１）胫骨平台前后径、横径分
别为（４５．７ ±３．４）、（７１．７ ±４．２） ｍｍ；截骨面不对称
率为 ６３．８％ ±３．０％。 男性胫骨平台前后、横径分
别为（４９．８ ±２．７）、（７７．３ ±３．６）ｍｍ；女性分别为
（４４．５ ±２．５）、（７０．０ ±２．６） ｍｍ；男性胫骨平台前后
径、横径均显著大于女性（P ＜０．０５）。 （２）内外侧胫
骨平台前后径不对称率：内外侧平台前后径分别为
（４６．９ ±３．３）、（４１．８ ±３．３） ｍｍ，内侧平台前后径显
著大于外侧（ t ＝１１．８０３，P＝０．０００）；不对称率平均
为 １１２．４％±６．９％。 （３）Ａｋａｇｉ 轴相对胫骨平台横
轴中点偏移距离：Ａｋａｇｉ 轴胫骨内侧平台横径平均
为（３３．１ ±２．５） ｍｍ，相对胫骨平台横轴平均内移
（２．７ ±１．４） ｍｍ。

２．胫骨平台覆盖不良情况：３９例患者胫骨假体
型号分别为：２＃ ５膝，２．５＃ １６ 膝，３＃ １１ 膝，４＃ ７ 膝。
（１）内缘覆盖不良分别为：２＃［（２．０ ±０．５） ｍｍ］、
２．５＃［（２．２ ±１．１） ｍｍ］、３ ＃［（３．０ ±１．６） ｍｍ］、４ ＃
［（３．５ ±２．３） ｍｍ］；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１．９３９，P ＝０．１４１）。 ＵＨ发生率分别为 ２＃：０％
（０／５）、２．５＃： １８．８％ （３／１６）、３＃ ：５４．５％ （６／１１）、
４＃ ５７．１％ （４／７），总体发生率为 ３３．３％；４＃假体覆
盖不良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型号假体（χ２ ＝８．０４４，
P ＝０．０４５）。 （２ ） 前内侧覆盖不良分别为： ２ ＃：
（４．６ ±１．５）ｍｍ、２．５＃：（５．０ ±２．１）ｍｍ、３＃ ：（３．７ ±
１．８） ｍｍ、４＃ ：（４．７ ±２．８） ｍｍ；组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F ＝０．９６２，P ＝０．４２１）。 ＵＨ 发生率分别

为：２＃： ８０．０％（４／５）、２．５＃ ：８７．５％
（１４／１６）、３ ＃： ６３．６％ （７／１１）、４＃：
７１．４％ （ ５／７ ） ， 总体发生率为
７６．９％。 不同型号假体覆盖不良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２．２４８，P ＝０．５２３）。 前内侧假体覆
盖不良中 ＵＨ ３０ 例、ＯＨ ０ 例。 （３）
后内侧覆盖不良分别为： ２ ＃：
（ -０．８９ ± １．７２ ） ｍｍ、 ２．５ ＃：
（ -１．０８ ±２．５５） ｍｍ、３ ＃：（ １．９７ ±
２．３１） ｍｍ、４ ＃：（０．７３ ±２．２２） ｍｍ；
３ ＃假体覆盖不良显著重于其他型
号假体（F ＝４．１６１，P ＝０．０１３）。 覆
盖不良发生率分别为： ２ ＃ ： ０％
（０／５）、２．５ ＃： ２５％ （４／１６）、３ ＃ ：
２７．３％ （３／１１）、４＃： １４．３％ （１／７），

总体发生率为 ２０．５％；不同型号假体覆盖不良发生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９６３，P ＝０．５８０）。 后
内侧假体覆盖不良中 ＵＨ ５ 例、ＯＨ ３ 例。 （４）后外
侧覆盖不良分别为：２ ＃： （ -１．６５ ±１．３１） ｍｍ、
２．５＃：（ -２．０７ ±１．５９ ）ｍｍ、３ ＃：（ -２．１４ ±２．７０）
ｍｍ、４ ＃：（ -０．５３ ±２．８９） ｍｍ；组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F ＝０．９５２，P ＝０．４２６）。 覆盖不良发生率
分别为：２＃： ２０．０％（１／５）、２．５＃： ２５．０％ （４／１６）、
３＃： ５４．５％ （６／１１）、４＃ ：１４．３％ （２／７） ；总体发生
率为 ３３．３％，不同型号假体覆盖不良发生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χ２ ＝３．１９９，P ＝０．３６２）。 后外侧假体
覆盖不良中 ＵＨ １ 例、ＯＨ １２ 例，假体悬挂发生率
３０．８％（图 ２）。

３．胫骨平台后方覆盖不良情况：以胫骨外侧平
台前后径为 ｘ 轴，胫骨平台后外侧覆盖不良为 ｙ 轴
制作散点图（图 ２），提示后外侧胫骨平台覆盖不良
与外侧平台前后径呈正相关，其线性方程为 ｙ ＝
-２３．３０５ ＋０．５１５ｘ。 以胫骨内侧平台前后径为 ｘ
轴，胫骨平台后内侧覆盖不良为 ｙ轴绘制散点图（图
３），提示后内侧胫骨平台覆盖不良与内侧平台前后
径呈正相关，其线性方程为 ｙ＝-１８．３７ ＋０．３９４ｘ。

讨 论

ＴＫＡ旋转力线包括股骨假体和胫骨假体旋转
力线对 ＴＫＡ术后胫股、髌股关节生物力学恢复具有
重要影响。 Ｂｅｄａｒｄ 等［１］

证实 ＴＫＡ 术后僵硬患者存
在股骨和胫骨假体旋转不良，其中股骨假体内旋平
均３．１°、胫骨假体内旋平均１３．７°。Ｂｅll等［２］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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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外侧胫骨平台前后径与胫骨假体后外侧覆盖不良散
点图。 ｘ轴：外侧胫骨平台前后径，ｙ轴：胫骨平台后外侧覆

盖不良后外侧假体覆盖不良中 ＵＨ １ 例、ＯＨ １２ 例，假体悬

挂发生率 ３０．８％

图 3 内侧胫骨平台前后径与胫骨假体后内侧覆盖不良散
点图。 ｘ轴：内侧胫骨平台前后径为；ｙ 轴：胫骨平台后内侧

覆盖不良后内侧假体覆盖不良中 ＵＨ ５ 例、ＯＨ ３ 例

发现胫骨假体内旋与 ＴＫＡ 术后疼痛密切相关。 由
此可见，ＴＫＡ术中正确的胫骨假体旋转力线恢复是
手术成功地一个重要因素

［１３］ 。
ＴＫＡ术中胫骨假体旋转定位原则包括最大面

积覆盖原则和生物力学原则
［１４］ ，对于固定垫片型假

体，正确的胫骨假体旋转力线是避免术后胫股关节
扭转不良的重要因素

［１５］ 。 胫骨假体旋转定位包括
屈伸动态定位（ ｓｅlｆ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Ｍ）和解剖定

位法。 Ｉｋｅｕｃｈｉ 等［１６］
研究指出 ＳＳＭ 常导致假体内旋

（前点平均位于髌韧带内侧 ０．６ ｍｍ）。 Ｃｈｏｔａｎａｐｈｕｔｉ
等

［１７］
认为 ＳＳＭ确定的胫骨假体旋转比依赖胫骨结

节内缘定位平均外旋增大 ３°。 目前解剖定位法仍
是 ＴＫＡ确定胫骨假体旋转的主要方法。 Ａｋａｇｉ 轴和
ＳＴＥＡ胫骨投射垂线平均成角（０．０ ±２．８）°（内旋
６．３°；外旋 ５．２°），同时其术中易于确定、解剖位置
恒定，目前成为临床确定胫骨假体旋转的主要解剖
定位法

［１８-１９］ 。
ＴＫＡ术中胫骨假体安置除了关注旋转轴，还要

兼顾假体覆盖情况。 Ｓｈａｈ 等［２０］
根据 Ｉｎｓａll 线安置

胫骨假体后发现非对称性假体（Ｇｅｎｅｓｉｓ Ⅱ）覆盖率
最高（平均 ８６．２％），对称性假体分别为：ＮｅｘＧｅｎ
８４．５９％， ＰＦＣ Ｓｉｇｍａ ８４．３２％， Ｓｃｏｒｐｉｏ ８３．９１％，
Ｃｏlｕｍｂｕｓ ８３．８４％。 采用 ＰＣＬ 中点和胫骨结节内
１／３作为胫骨旋转轴，证实解剖型、对称型、非对称型
胫骨垫片覆盖率分别为 （８０．８％、７６．３％、７５．８％，
P＜０．００１），对称型胫骨假体覆盖率最低。 Ｍａｒｔｉｎ
等

［２１］
研究采用 ＰＣＬ 中点至髌韧带内 １／６ 作为胫骨

旋转轴（最接近 Ａｋａｇｉ 轴），结果发现最大胫骨平台
覆盖方法胫骨假体内旋发生率为 ７０％（平均内旋
９°），其中非对称性设计假体旋转不良发生率显著低
于对称性假体。 然而，目前国内外缺乏依赖 Ａｋａｇｉ
轴定位胫骨假体旋转后假体覆盖情况的相关研

究
［２１］ 。
Ｙａｎｇ等［２２］

以 ＰＣＬ中点至胫骨结节内 １／３ 轴线
为胫骨旋转轴，测量胫骨外侧平台下 １０ ｍｍ截骨面
横径男性平均为（７７．３ ±４．７）ｍｍ，女性为（７１．１ ±
３．７）ｍｍ；前后径男性平均（４８．５ ±４．０）ｍｍ，女性为
（４４．７ ±３．５） ｍｍ。 本研究发现胫骨平台前后径、横
径分别为（４５．７ ±３．４） 、（７１．７ ±４．２） ｍｍ；胫骨平
台截骨面不对称率为 ６３．８％ ±３．０％。 胫骨平台横
径男、女分别为（７７．３ ±３．６）、（７０．０ ±２．６）ｍｍ；前
后径男、女分别为（９４９．８ ±２．７）、（４４．５ ±２．５）ｍｍ；
胫骨平台前后径、横径男性均显著大于女性。 上述
报道结果与以往报道相似。 同时本研究证实胫骨内
侧平台前后径［（４６．９ ±３．３）ｍｍ］显著大于胫骨外
侧平台前后径 ［（４１．８ ±３．３） ｍｍ］，不对称率为
１１２．４％±６．９％。

Ｓｈａｈ等［２０］
指出 ＰＦＣ Ｓｉｇｍａ 假体胫骨平台后内

侧ＵＨ发生率为 ３６％、后外侧ＯＨ发生率高达２８％。
本研究发现胫骨假体内侧、前内侧、后内侧、后外侧
覆盖不良发生率分别为 ３３．３％、７６．９％、２０．５％、
３３．３％。 内侧、前内侧均为假体覆盖不全，与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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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假体安置时以外侧胫骨平台前外缘为基准有

关，而且胫骨平台内缘覆盖不良中 ４＃假体显著高于
其他型号假体。 对于内侧和前内侧假体覆盖不全临
床可采用咬骨钳或摆锯清除以避免软组织撞击或采

用解剖型胫骨假体。 后内侧覆盖不良中假体 ＵＨ ５
例、假体 ＯＨ ３例；后外侧覆盖不良中假体 ＵＨ １ 例、
假体 ＯＨ １２ 例，假体悬挂发生率 ３０．７７％。 同时后
内、后外侧假体覆盖不良与同侧胫骨平台前后径呈
正相关。
总之，本研究发现内翻型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

者胫骨外侧平台前后径显著小于内侧平台，ＴＫＡ术
中采用 Ａｋａｇｉ 轴联合胫骨平台前外缘安置胫骨假体
后易导致对称型设计的胫骨假体内侧、内侧胫骨平
台前后覆盖不全及后外侧假体悬挂，术中不能因为
假体覆盖不良而调整旋转轴导致术后膝关节生物力

学异常。 为了更好的假体覆盖，需要根据胫骨平台
解剖特点对胫骨假体进行改进或采用解剖型、活动
垫片型假体予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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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l ｔｏ ｐｒｏｐｅｒ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l ａlｉｇｎｍｅｎｔ ［ Ｊ］．Ｃlｉｎ Ｏｒｔｈｏｐ Ｒｅlａｔ
Ｒｅｓ， ２０１４， ４７２（１）：１２１-１２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１９９９-０１３-３０４７-
ｙ．

［２２］ Ｙａｎｇ Ｂ， Ｓｏｎｇ ＣＨ， Ｙｕ ＪＫ， ｅｔ ａl．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ｉｂｉａl ｍｏｒｐｈｏlｏｇ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ｉｂｉａl ｉｍｐlａｎｔｓ ［ Ｊ ］．Ｋｎｅｅ Ｓｕｒｇ Ｓｐｏｒｔｓ
Ｔｒａｕｍａｔｏl Ａｒｔｈｒｏｓｃ， ２０１４， ２２（１２）：２９２４-２９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ｓ００１６７-０１４-３２５８-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２６）

（本文编辑：秦学军）

·９２２３·中华医学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第 ９７ 卷第 ４１ 期 Ｎａｔl Ｍｅｄ Ｊ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２０１７，Ｖｏl．９７， Ｎｏ．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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