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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加速康复外科与传统治疗在单侧全膝关节
置换术中的应用效果
赵栋马信龙王文良张玲
【摘要】

目的探讨加速康复外科（ＥＲＡＳ）模式在单侧全膝关节置换术（ＴＫＡ）的围手术期临床

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５年９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９８例在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骨科接受单
侧ＴＫＡ的患者资料；其中５２例应用常规传统手术方案（常规组），４６例应用ＥＲＡＳ方案（ＥＲＡＳ组），
收集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指数、术前血红蛋白、术前疼痛视觉模拟（ＶＡＳ）评分、术后显性出血量、
术后２４ ｈ血红蛋白、输血比例、术后ＶＡＳ评分、住院时间、患者满意度、术前及术后１、６个月膝关节纽
约特种外科医院（ＨＳＳ）评分、术后２周、１个月、６个月膝关节活动度（ＲＯ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组间数据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ｘ２检验。结果两组术前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

有可比性。ＥＲＡＳ组术后显性出血量（２２４±５９）ｍｌ明显低于常规组的（３６１

４－７０）ｍｌ（ｔ＝４．７２３，Ｐ＜

０．０１）；ＥＲＡＳ组术后２４ ｈ血红蛋白（１０９±８）ｇ／Ｌ显著高于常规组的（９６±１０）昏／Ｌ（ｔ＝一３．２９７，Ｐ＝
０．００４）；ＥＲＡＳ组术后输血比例为６．５％（３／４６）显著低于常规组的４６．２％（２４／５２）（ｘ２＝１９．２０７，尸＜
０．０１）；ＥＲＡＳ组术后１２ ｈ及４８

ｈ

ＶＡＳ评分均明显低于常规组（ｔ＝３．７０８、３．８９４，均Ｐ＜０．０５）；ＥＲＡＳ

组住院时间为（６．８±１．２）ｄ显著少于常规组的（１３．１±２．６）ｄ（ｔ＝６．９２４，Ｐ＜０．０１）；ＥＲＡＳ组术后１、

６个月ＨＳＳ评分均显著高于常规组（ｔ＝一３．６７７、一３．５９４，均Ｐ＜０．０５）；ＥＲＡＳ组术后２周及１个月
ＲＯＭ均显著高于常规组（ｔ＝一４．６２８、一４．４４２，均Ｐ＜０．０５）；ＥＲＡＳ组术后恶心呕吐率为１３．０％（６／

４６）明显低于常规组的４８．１％（２５／５２）（Ｘ２＝１３．８５２，Ｐ＝０．００２）。两组术后１个月ＶＡＳ评分、术后
６个月ＲＯＭ、患者满意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４１２、一１．０２６，ｘ２＝３．６９５，均Ｐ＞０．０５）。结论

ＥＲＡＳ模式可有效改善单侧ＴＫＡ患者围手术期状况，并促进患者早期康复，改善住院及手术体验，与
传统手术疗效比较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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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ｎｅｅ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Ｔｏｔａｌ ｋｎｅｅ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膝骨关节炎的发病率也

纳入标准：（１）纳入病例均符合中华医学会风

逐年升高，很多患者最终选择关节置换。目前全膝

湿病分会制定的骨关节炎诊断与治疗指南（２０１０年

关节置换术（ｔｏｔａｌ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ＴＫＡ）作为重度

版）膝关节炎诊断标准心１；（２）所有病例均为初次行

膝骨关节炎的终极疗法，术式已非常规范化。但很

单侧ＴＫＡ患者；（３）所有病例均为同一组医生诊治

多患者仍很恐惧手术带来的疼痛、出血、输血及功能

及手术，均为连续硬膜外麻醉。排除标准：（１）膝关

锻炼等，这些问题也困扰着临床医生。加速康复外

节翻修的患者；（２）存在感染性疾病患者；（３）既往

ｋｎｅ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ＥＲＡＳ）理念的出

有膝关节手术病史者；（４）无法有效控制的心脑血

现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ＥＲＡＳ最初由

管疾病、糖尿病及肝肾功能异常者；（５）合并恶性肿

丹麦医生Ｗｉｌｍｏｒｅ和Ｋｅｈｌｅｔ…于２００１年提出，并逐

瘤等疾病患者；（６）精神障碍患者。

科（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渐在全球推广。本研究回顾性分析９８例单侧ＴＫＡ

二、手术方法

的患者资料，对其中应用ＥＲＡＳ方案和常规传统手

手术由同一高年资主任医师主刀、同一组医生

术方案患者的资料进行对比研究，对照分析其临床

协助完成。所有患者均采用连续硬膜外麻醉，切口

效果，报告如下。

选择膝前正中髌旁内侧入路，截骨前均使用止血带，
资料与方法

假体选择后交叉韧带替代型骨水泥假体（美国
Ｓｍｉｔｈ＆Ｎｅｐｈｅｗ公司的Ｇｅｎｅｓｉｓ １１膝关节假体），均未

一、一般资料

行髌骨表面置换。ＥＲＡＳ组围手术期处理措施参照

本研究共纳入９８例在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中国髋、膝关节置换术加速康复．围手术期管理策

骨科初次行单侧ＴＫＡ的患者，按手术方式分为常规

略专家共识》口］，两组患者围手术期具体管理措施

组和ＥＲＡＳ组。常规组：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

详见表１。

共５２例应用传统ＴＫＡ方案；ＥＲＡＳ组：２０１６年３月

三、出院标准

至２０１６年９月共４６例应用ＥＲＡＳ方案。两组病例

根据国内外关节外科相关的临床经验自行制订

术前资料：（１）性别（男／女）常规组和ＥＲＡＳ组分别

出院标准：（１）精神、饮食、睡眠及大小便基本正常；

为１８／３４例和１４／３２例（ｘ２＝０．１９４，Ｐ＝０．６６）；（２）

（２）生命体征平稳，无发热，伤１３无红肿、渗血、渗液

年龄分别为（６０±６）岁和（５９±５）岁（ｔ＝０．９９７，Ｐ＝

等感染征象；（３）术侧膝关节主动伸直达０。一５。，屈

０．３２１）；（３）体质指数分别为（２７．５±２．５）ｋｇ／ｍ２和

曲达９０。，肌力＞１４级；（４）活动后ＶＡＳ评分≤３分；

（２７．０±２．１）ｋｇ／ｍ２（ｔ＝０．５５１，Ｐ＝０．５８９）；（４）术

（５）可独立使用助行器行走，一次距离超过５０

前血红蛋白分别为（１３０±９）ｇ／Ｌ，ＥＲＡＳ组（１２８±

（６）术后及出院时ｘ线片上假体位置良好，无假体

１１）ｇ／Ｌ（ｔ＝０．３５８，Ｐ＝０．７２５）；（５）术前疼痛视觉

周围骨折、松动等征象；（７）掌握出院后康复锻炼方

模拟（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ｓｃａｌｅ，ＶＡＳ）评分分别为５．９±

ｍ；

法及禁忌事项；（８）患者及家属同意出院。

１．９、６．７±１．８（ｔ＝一０．９７９，Ｐ＝０．３４１）。术前资料

四、观察指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观察并详细收集所有患者以下指标：显性出血

万方数据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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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两组患者围手术期管理措施
措施

时间

术前

术中

术后

常规组

加速康复外科组

患者教育

介绍手术方案，术后功能锻炼方法介绍手术方案及加速康复措施

超前镇痛

无超前镇痛

饮食管理

术前禁食１２ ｈ，禁水６

睡眠管 理

紧张焦虑者根据情况给予催眠
药物

紧张焦虑者给予催眠及抗焦虑药物，术前ｌ晚应用催眠药

麻醉方式

连续硬膜外麻醉

连续硬膜外麻醉，术后患肢给予股神经阻滞

输液管理

无特别限制

限制性补液，液体加温

术中保温

无特别关注

麻醉及消毒时覆盖充气保温毯，监测体温

出血控 制

截骨前使用止血带，不使用
氨甲环酸

截骨前使用止血带。氨甲环酸：切皮前１０ ｍｉｎ静滴ｌ ｇ，缝合后自引流管注入１
并关闭４ ｈ，术后６、１２、２４ ｈ分别静滴１ ｇ

引流

置人负压引流，２４ ｈ拔除

置入无负压引流２４ ｈ，拔除前给予负压３０

镇痛管理

静脉自控镇痛，对症给予ＮＳＡＩＤｓ应用鸡尾酒（罗哌卡因２００ ｍｇ，地塞米松５
ｇａｎ＿控自脉静无，）“２．０素腺上肾
或阿片类药物，术后冰敷４８ ｈ
镇痛，术后静滴＋口服ＮＳＡＩＤｓ，据ＶＡＳ评分给予阿片类药物，术后冰敷４８

术前口服ＮＳＡＩＤｓ类药物
ｈ

术前６ ｈ禁蛋白质饮食、４ ｈ禁碳水化合物、２ ｈ禁清亮液体

ｇ

ｍｉｎ

ｈ

预防ＰＯＮＶ 无干预措施，出现症状后对症处理轻度头高脚高位，盐酸阿扎司琼静滴２ ｄ，对症应用盐酸甲氧氯普胺
睡眠管理

不予干预

饮食管理

术后６ ｈ禁饮食，２４ ｈ后半流食，术后２ ｈ无ＰＯＮＶ予碳水化合物饮料３００ ｍｌ，术后４ ｈ予流食，术后１ ｄ正常饮食
４８ ｈ正常饮食

术后前两晚给予催眠药物

功能锻炼

术后６ ｈ被动抬腿，术后１ ｄ床边术后６ ｈ踝泵及主动直腿抬高锻炼，适当床边坐立及屈膝，术后ｌ ｄ扶助行器下地
坐，主动屈膝，术后２ ｄ扶
助行器下地

术后抗凝

物理预防，术后１２ ｈ低分子肝素
皮下注射，出院口服抗凝至
术后３５ ｄ

物理预防，术后１２ ｈ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出院口服抗凝至术后３５

ｄ

注：ＮＳＡＩＤｓ：非甾体类抗炎药；静滴：静脉滴注；ＶＡＳ评分：疼痛视觉模拟评分；ＰＯＮＶ：术后恶心呕吐

量（术中出血＋术后引流量）、术后２４ ｈ血红蛋白、

两组患者术后均获得随访，时间均超过６个月。

输血人数、术后恶心呕吐（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ＲＡＳ组术后显性出血量明显低于常规组［（２２４±

ｖｏｍｉｔｉｎｇ，ＰＯＮＶ）；术后ＶＡＳ评分、住院时间、患者满
意度；术前及术后１、６个月膝关节纽约特种外科医

５９）比（３６１±７０）ｍｌ，ｔ＝４．７２３，Ｐ＜０．０１）］；ＥＲＡＳ

ｓｃｏｒｅ，ＨＳＳ）评
院（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分［４］，术后２周、１个月、６个月膝关节活动度（ｒａｎｇｅ

（９６±１０）ｇ／Ｌ，ｔ＝一３．２９７，Ｐ＝０．００４）］；ＥＲＡＳ组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ｏｆ

ｋｎｅｅ

ｍｏｔｉｏｎ，ＲＯ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所有患者

组术后２４ ｈ血红蛋白显著高于常规组［（１０９±８）比
输血比例显著低于常规组［６．５％（３／４６）比４６．２％
（２４／５２），ｘ２＝１９．２０７，Ｐ＜０．０１］。

在术前、术后３ ｄ及出院前行双下肢及双侧髂血管

二、两组疼痛、住院时间及满意度比较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若有突发下肢肿胀者则隔日

ＥＲＡＳ组术后１２ ｈ及４８

ｈ

ＶＡＳ评分（４．０±

复查１次。满意度调查主要侧重患者主观感受，根

１．１、２．７±１．１）均明显低于常规组（６．０±１．４、５．７±

据患者术前期望、术前术后疼痛情况、术后护理、术

２．１）（ｔ＝３．７０８、３．８９４，均Ｐ＜０．０５）；两组术后１个

后康复锻炼及对后期工作及生活的影响自制简单易

月ＶＡＳ评分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１．６±

懂的评分量表，术后６个月通过门诊复查或电话随

０．７、１．８±０．７，ｔ＝０．４１２，Ｐ＝０．６８５）。ＥＲＡＳ组住院

访采集评分。

时间较常规组明显缩短［（６．８±１．２）比（１３．１士

五、统计学方法

２．６）ｄ，ｔ＝６．９２４，Ｐ＜０．０１］。可能由于样本量较

应用ＳＰＳＳ ２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少，ＥＲＡＳ组满意度为９１．３％（４２／４６），略高于常规

料采用元±ｓ表示，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计

组的７６．９％（４０／５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

数资料数据采用ｘ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３．６９５，Ｐ＝０．０５５）。
三、两组ＨＳＳ评分及ＲＯＭ比较

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两组出血量、术后２４ ｈ血红蛋白及输血比
例比较

万方数据

ＥＲＡＳ组术前ＨＳＳ评分（４３±６）与常规组
（４７ ４－７）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１．２９６，Ｐ＝

０．２１１）；ＥＲＡＳ组术后１、６个月ＨＳＳ评分（６５±７、
８６±７）均显著高于常规组（５５±６、７５±６）（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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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３．６７７、一３．５９４，均Ｐ＜０．０１）。ＥＲＡＳ组术后２周
及１个月ＲＯＭ（９６±７、１１７±４）均显著高于常规组

支持、睡眠管理、优化镇痛、减少出血、预防并发症
堑Ｅ５］
｛手

。

术前宣教及睡眠管理不容忽视。ＴＫＡ术前向

（８３±６、１０８±５）（ｔ＝一４．６２８、一４．４４２，均Ｐ＜
０．０１）；术后６个月ＥＲＡＳ组ＲＯＭ（１１９±２）与常规

患者讲解手术过程、可能出现的疼痛与不适及预期

组（１１７－Ｉ－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一１．０２６，

可达到的功能状态，可消除其焦虑并取得配合Ｍ Ｊ。

Ｐ＝０．３１９）（表２）。

我们对ＥＲＡＳ组患者在术前一晚及术后前２晚常规

四、两组并发症比较

给予催眠药物，并根据焦虑情况给予镇静、抗焦虑药

ＥＲＡＳ组术后并发ＰＯＮＶ者１３．０％（６／４６）明显

物，患者精神状况明显改善，对疼痛耐受力明显加

低于常规组４８．１％（２５／５２）（ｘ２＝１３．８５２，Ｐ＝

强，更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手术及康复。

０．００２）。ＥＲＡＳ组肺部感染为４．３％（２／４６）略少于

术前及术后疼痛管理至关重要。ＴＫＡ目的是

常规组的９．６％（５／５２）（）（２＝０．３８１，Ｐ＝０．５３７）。常

减轻患者疼痛并改善关节功能。ＴＫＡ术后急性疼

规组有２例患者在术后４８ ｈ内出现偏瘫及失语，头

痛严重阻碍患者早期功能锻炼口Ｊ。多模式镇痛大

颅ＣＴ检查提示新发梗死灶，转入脑外科治疗，预后

大降低了ＴＫＡ术后疼痛，但其仍是影响患者住院时

较差；ＥＲＡＳ组未并发脑梗死；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间及加速康复的重要因素∽Ｊ。Ｔｈｏｍａｚｅａｕ等一１认为

学意义（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法Ｐ＝０．４９７）。ＥＲＡＳ组下肢深

术前长期应用阿片类药物是ＴＫＡ术后急性疼痛严

静脉血栓发生率为４．３％（２／４６）略少于常规组的

重程度的危险因素。而术前使用选择性环氧合酶抑

７．７％（４／５２）（ｘ２＝０．０７１，Ｐ＝０．７８９）；发现的６例
血栓均为胭静脉血栓，３例伴有肌间静脉血栓，治疗

制剂具有预防性镇痛作用，较单纯术后镇痛可明显

则将低分子肝素用量改为４

Ｕ，每日２次，并减

此我们术前给予患者口服非甾体类抗炎药类药物超

少下肢运动，避免血栓脱落，定期复查彩超，有４例

前镇痛，必要时使用阿片类药物。自控镇痛缺点为

在１个月后血栓消失，２例仍存在，但已机化。

阿片类药物所带来的胃肠道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抑

ＥＲＡＳ组中有１例患者术后３个月患膝红肿，考虑

制，在ＥＲＡＳ组我们放弃了此种镇痛措施。另外

感染，给予抗炎等对症治疗，未见好转，术后６个月

ＥＲＡＳ组术后给予股神经阻滞，镇痛效果明显，不足

给予再次手术取出假体，抗生素骨水泥间隔器置人；

在于局麻药物可能会阻断支配关节活动的运动神经

常规组无感染病例；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元，影响术后康复。另外尽可能缩短手术时间。手

（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法Ｐ＝０．４６９）。

术时间延长，代表手术难度及手术创伤增大，刺激局

讨

０００

减轻术后疼痛、减少镇痛药用量、加快康复¨…。因

部释放大量炎症介质，导致外周敏化，使得平时低强

论

度的阈下刺激也导致疼痛。１１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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