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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小切口侧卧位直接前侧人路全髋关节
置换术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及早期随访评估

朱晨 尚希福孔荣 吴科荣 王英明 马锐祥 陈敏 罗正亮

【摘要】 目的探讨微创小切口侧卧位直接前侧入路全髋关节置换术的可行性、围手术期并发

症及早期疗效。方法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骨

科通过对体位和切口进行改良，采取微创小切口(≤8 cm)侧卧位直接前侧入路对212例患者(228例

髋，16例患者为双侧)行全髋关节置换术。28例患者(28例髋)为复杂病例组；184例既往无髋关节

手术史、无髋关节明显畸形及僵直的患者(200例髋)为标准病例组。按手术时间先后再将标准组

200例髋分成2组，比较前后各100例，以及复杂病例组与标准病例组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及早期疗

效。组间数据比较取配对t检验。结果每组患者均得到有效随访，时间13—25个月，平均(18 4-5)

个月。9例出现术中并发症，34例出现术后并发症，仅2例假体出现前脱位。与复杂病例组相比，标

准组手术时间[(42±19)比(67 4-16)min，t=一2．628，P=0．027]及术中出血量[(222 4-94)比

(579±120)ml，t=一8．371，P=0．000]明显降低，术后Harris评分明显升高[90±5比83 4-7，t=

2．390，P=0．024]，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降低(15．0％比46．4％，x2=15．854，P=0．000)。标准组后100

例各类并发症比前100例明显降低(11．o％比19．o％，X2=3．922，P=0．037)，手术时间[(34±15)比

(48±10)min，t=4．217，P=0．002]及出血量[(182±52)比(254±40)ml，t=2．889，P=0．018]明显

降低。结论早期开展微创小切口侧卧位直接前侧人路全髋关节置换术有学习曲线，术中股骨侧骨

折的风险略高，尤其对于骨质疏松及术前关节僵硬者，早期需把握手术指征并掌握技术要点。

【关键词】关节成形术，置换，髋；前方入路；微创；并发症；侧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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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easibility，peri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early outcomes of

minimally invasive small incision in direct anterior approach total hip arthroplasty in lateral decubitus

position．Methods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7，212 patients(228 hips)received minimally

invasive small incision(approximately 8 cm in length)direct anterior approach total hip arthroplasty in

modified lateral decubitus position and approach．Sixteen cases underwent bilateral hip arthroplasty

separately．All procedures were performed by the SaBle surgeon in the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the First

Afiqliated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Anhui Provincial Hospital．Twenty-

eight patients(28 hips)were set as the complicated case group．rI’}le rest 184 patients(200 hips)had no

previous hip surgeries，severe deformity and limited motion of the hip，were set as the standard group，and

were divided into the first 100 cases group and the second 100 cases group in sequence．’11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andard group and complicated case group were analyzed．Also w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irst 1130 cases and the second 100 cases．Perioperative complications，postoperative function

and radiological evaluation were record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ne t test Was applied to compare the

data between groups．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for 13 to 25 months[(18±5)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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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happened in 9 and 34 patients respectively．The

anterior dislocation occurred in 2 cases．The standard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superior outcomes when

compared with complicated case group in the surgical time[(42±19)VS(67±16)min，t=一2．628，P=

0．027]，blood loss[(222±94)VS(579±120)ml，t=一8．371，P=0．000]，postoperative Harris hip

scorel 90±5 VS 83±7，t=2．390，P=0．024 and the rate of surgical complication(15．0％VS 46．4％，

X2=15．854，P=o．000)．The complication rate tended to decrease in the second 100 cases when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first 100 cases(11．0％VS 19．0％，x2=3．922，P=0．037)．Meanwhile，the second 100

cases showed significant excellent outcome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100 cases in the mean surgical time

[(34±15)VS(48±10)min，t=4．217，P=0．002]and blood loss[(182±52)VS(254±40)ml，t=
2．889，P=0．018]．Conclusions It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learning curve with the minimally invasive

small incision direct anterior approach total hip arthroplasty in lateral decubitus position．The risk of

intraoperative femoral fractures is slightly high，especially for cases with osteoporosis，stiffness and limited

range of movement．Surgeons in early learning curve period should grasp the surgical indications and master

the technical points．

【Key words】 Arthroplasty，replacement，hip； Anterior approach； Minimally invasive；

Complications；Lateral decubitus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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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髋关节置换(total hip arthroplasty，THA)的传

统术式切口大、出血多、功能恢复慢，而微创小切口

具有失血少、软组织损伤小及快速康复的特点⋯。

后外侧、外侧或直接前侧人路(direct anterior

approach，DAA)均可选择微创小切口，但后外侧人

路切断了外旋肌群，增加了脱位风险心J，外侧人路

损伤部分臀中肌，术后早期易出现跛行步态[3剖。

DAA利用肌肉间隙直接显露髋关节，不切断任何肌

肉，脱位率低，术后快速恢复正常步态，但常需可折

叠的手术床及偏心操作手术器械，以便术中良好的

显露以植入假体b引。一些报道还显示前侧人路并

发症高，使这项技术的开展成为障碍r7|。我们采取

改良的侧卧位微创小切口DAA全髋关节置换术

(minimally invasive small incision direct anterior

approach fo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in the lateral

decubitus position，MLDAA)，并对该术式围手术期并

发症及早期随访结果进行分析研究。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在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接受

MLDAA治疗的212例(228例髋)患者的临床资料，

其中男99例(107髋)，女113例(121髋)，右髋

118例，左髋110例，16例患者双侧分期置换

(32髋)。年龄24—80岁，平均(60±11)岁。

二、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各种疾病引起的髋关节病变需

．行THA者；(2)初次行THA，包括单侧以及双侧分

期置换；(3)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外展

肌力丧失或者肌力相对减弱Ⅳ级以下；(2)明显的

心、肺、肝、肾功能不全或其他严重内科基础疾病不

能耐受手术；(3)髋关节肿瘤或感染病变；(4)髋关

节假体无菌性松动或感染的二期翻修手术；(5)既

往股骨近端截骨术后成角畸形；(6)Crowe IV型发育

性髋关节脱位(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

DDH)；(7)依从性差不能配合者。

三、患者分组

28例患者(28例髋)为复杂病例组，包括10例

既往有髋关节手术史、7例僵直髋或融合髋伴有髋

关节严重功能障碍、6例类风湿关节炎伴髋臼内陷、

5例股骨头坏死或骨性关节炎但合并伴严重骨质疏

松。其余184例既往无髋关节手术史、无髋关节严

重畸形、功能障碍及明显骨质疏松者(200髋)为标

准组，按手术时间的先后顺序被平均分为2组，2组

间隔时间为l周，并比较前后各100例及复杂病例

组与标准病例组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及疗效。标准组

中退行性骨性关节炎97髋(48．5％)、股骨头坏死

49髋(24．5％)、DDH(Crowe I、Ⅱ或Ⅲ型)31髋

(15．5％)、类风湿性关节炎11髋(5．5％)、股骨颈

骨折6髋(3．0％)、强直性脊柱炎6髋(3．O％)。

四、手术方法

气管内全身麻醉，健侧卧位并维持骨盆横轴垂

直于手术台。从髂前上棘向下向外2 cm，指向腓骨

小头做一约8 cm切口，逐层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

半透明膜，略偏外显露进入阔筋膜张肌和缝匠肌的

间隙，外侧放置两把Hohmann拉钩牵开阔筋膜张肌

及臀中肌，内侧放置一把“s”拉钩牵开缝匠肌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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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肌，充分显露Hueter间隙(缝匠朋／股直肌．阔筋

膜张肌)。电凝止血旋股外侧动脉升支，一把宽

Hohmann拉钩替换“s”拉钩将髋臼上缘分离的股直

肌反折头向内侧牵开，充分暴露前方关节囊。切除

前关节囊，按术前模板测量选择合适型号的假体并

确定截骨位置，股骨小转子上方约1．5 cm与股骨颈

垂直方向截断股骨颈，若关节僵硬骨赘多可选择两

次截骨取出股骨头。髋臼4点和7点位置两把

Hohmann拉钩满意显露髋臼，切除盂唇、关节囊及臼

缘增生骨赘，髋臼锉磨满意后压配置入臼杯及内衬。

切除股骨侧后外上方关节囊，在大转子后侧、外侧及

小转子近股骨距位置分别置人3把Hohmann拉钩

牵开内侧及外侧肌群，极度内收、后伸、外旋患肢，逐

步松解外旋肌群直至显露并抬起股骨近端，股骨近

端开口后髓腔锉扩髓，选择合适型号假体柄压配固

定，安装股骨头试模复位髋关节。如果复位困难，常

预示肢体延长。检查各方向稳定性良好无脱位倾向

及双下肢肢体是否等长。置人股骨头假体，关节腔

灌注1．0 g氨甲环酸，罗哌卡因肌肉切口局封．逐层

关闭切口¨o(图1)。

五、术后处理

术后预防性应用抗生素24—48 h，术后第2天

引流量<50 ml时拔除引流管，术后第14天拆线，常

规予以镇痛、抗凝及物理方法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

El服利伐沙班至术后6周。若术中压配初始稳定性

良好，术后第1天患者即下床扶助行器开始完全负

重，无针对脱位的特别预防措施，术后第4—5天

出院。

六、疗效评价指标

评估随患者术前、术后4周及末次随访时的功

能和影像学资料；围手术期基本指标(手术时间、出

血量等)及不良事件(感染、脱位、假体周围骨折、假

体松动、下肢深静脉血栓、异位骨化、血管神经损伤

及双下肢不等长等)。髋臼侧假体依据Pradhan方

法测量髋臼外展角、前倾角(图2)∽J。依据

Lewinnek等¨圳推荐的外展30。～50。、前倾5。～25。

作为髋臼的安全范围；股骨侧假体依据Nakata

等⋯o的方法判断假体柄位置．股骨假体内翻3。一外

图l 心行，j．n1‘∥．／r州I』糙疋n中j+r|：父‘『I炎fj-⋯蚪f，，f故刨小{JJ【『l’[{《胁侧人Ⅳ^拿滟t疋n Hj也j：：、乃1：11J『“靛l”1：；l{～171：；m f盼⋯【、

向外2 cm指向腓骨小头做切111；C为显露缝匠肌与阔筋膜张肌间隙进入前关节囊；D为显露锉磨髋臼；E为植入髋臼假体；F为植入内衬；G

为显露股骨近端髓腔开口；H为髓腔锉扩髓对准股骨内上髁：I为植入股骨假体柄；J为复位髋关节假体；K为髋关节稳定性评估：屈曲内收

位；L为屈曲内旋位；M为后伸外旋位；N为缝合切口；0为术后双髋正位x线片；P为患者术后第2天可自主屈髋外展外旋位穿袜子

州嘲州蚓证墙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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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3。之内则认为假体处于中心性固定(图2)。与术

后初次X线片相比，臼杯位置移动>5。为髋臼杯移

位；测量股骨柄肩部和大转子的顶端之间的距离，并

与术后初次x线片进行比较，若移位>4 mm为股

骨下沉移位‘2·6|。

图2术后髋臼外展角、前倾角与假体柄位置

的测量：以双侧泪滴下缘连线做一水平线，以髋

臼前倾角投影做一椭圆，椭圆顶点连线与水平

线交点即为髋臼外展角；在椭圆长轴(a)的1／5

处标记M点。通过M点做a轴垂线，M至此垂

线与椭圆交点的距离为c。sin一(c／O．4a)即为

该髋臼前倾角的值。红色箭头为假体柄长轴．

股骨髓腔长轴线的夹角，夹角≤30为中心固定，

超出30为内翻或外翻固定

七、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组

定量资料以元±s表示。组间比较取配对t检验，平

均年龄分布、性别、疾病及数据构成比比较采用x2

检验；各组不同参数之间相互关系通过Pearson线性

相关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术中并发症

所有患者均得到有效随访，时

间13—25个月，平均(18±5)个月。

9例(4．0％)发生术中并发症。3例

为股骨大转子撕脱骨折，发生在股

骨扩髓过程中，均为复杂病例组。

1例患者系股骨头坏死曾行前路病

灶清除术，术前髋关节僵直活动明

显受限，术中采用“8”钢丝环扎解剖

复位固定，术后功能恢复良好(图

3)。2例股骨距纵向劈裂患者系股

骨头坏死，股骨颈人口骨质硬化、髓

腔封闭、弹性差，髓腔锉扩髓时发生劈裂，但植入假

体稳定性良好，钢丝环扎术后1年复查假体无松动

下沉。2例股骨近端髓腔劈裂均发生在股骨扩髓过

程中，1例使用钢丝环扎处理后重新植人大一号的

股骨假体柄初始稳定性满意；1例骨折无移位，股骨

柄稳定未取出，骨折部位钢丝环扎固定，术后6周

2例患者扶助行器下地部分负重行走。1例类风湿

关节炎髋臼内陷为复杂病例组，因术中股骨侧显露

欠佳，髓腔锉扩髓时，股骨假体柄从股骨近端后方皮

质穿孔穿出，改变髓腔方向后二次扩髓假体位置良

好。髋臼后壁骨折无移位1例，患者系长期服用激

素继发性严重骨质疏松，植入2枚髋臼螺钉，卧床6

周待局部骨痂形成，正常下床功能锻炼。

二、术后并发症

34例(14．9％)发生术后并发症。其中，疑似术

中未发现的股骨近端假体周围骨折1例，于术后第

2天X线常规检查发现，患者卧床保守治疗6周后

摄片复查见骨折线模糊，假体稳定，遂扶助行器下地

部分负重并逐步进行正常的康复训练，术后1年复

查无任何股骨假体柄沉降迹象。1例患者系股骨近

端内固定术后股骨头坏死，术后6 d在家中无意滑

倒继发假体周围不稳定骨折，进行翻修手术；复位后

钢丝环扎固定，再植入大一号的股骨假体柄初始稳

定性满意。2例(0．9％)患者假体出现前脱位；其中

1例为僵直髋患者，术后第1天出现脱位，因髋臼杯

放置在较为垂直的位置，并且前倾角略偏大，全身麻

醉下进行了闭合复位后稳定性良好未再次脱位，未

进行翻修手术；另1例患者为髋臼发育不良Crowe

Ⅱ型，术后前脱位2次，二次翻修时使用了标准颈+
4 mm的股骨头并减少髋臼杯的前倾角及外展角，复

图3 i,iit<型71k+洌：患凿月，65岁，股7l'}二J：崩、死既址九iTtl-+7{i+r术殳}』侧卧位微刨小功u直接

前侧人路全髋关节置换术，术中股骨大转子骨折行钢丝“8”内固定，A、B分别为手术前后

x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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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后初始稳定性良好。3例患者术后伤口红肿渗

出，2例使用双联抗生素保守治疗，伤口延迟1周拆

线；1例术后切口浅表感染一期扩创后愈合良好。l

例术后伤口出现血肿，局部张力大，急诊探查见旋股

外侧动脉升支有活动性出血，彻底止血切口正常愈

合。共有5例(2．2％)术后出现并发症进行了二次

手术再干预。股骨外侧皮神经损伤或牵拉刺激虽是

术中所致，但由于症状在术后出现，以患者的主诉为

主要临床诊断依据，因此将其归为术后并发症。12

例(5．3％)术后出现大腿前外侧皮肤感觉麻木疼痛

灼烧感，主要集中在早期的100例患者和复杂病例

组，但症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善。4例患者

(1．8％)出现异位骨化，Brooker I级(3例)，Ⅱ级

(1例)。1例发生小腿肌间静脉血栓，经抗凝对症

处理，2周后复查B超未见明显血栓。1例患者术

后第2天B超发现胭静脉血栓，植入下腔静脉滤

网。8例患者(3．4％)双下肢绝对不等长(髂前上棘

至内踝尖)，但差异在±10 mm，无特殊不适。

三、影像学指标、围手术期指标及早期疗效评估

标准病例组髋臼杯位于Lewinnek安全范围的

比率为98．0％，而复杂病例组的比率仅为86．7％；

标准组股骨假体柄中置率为96．5％，而复杂组的比

率仅为75．o％(XZ=10．950、19．700，均P<0．05)。

与复杂组相比，标准组平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明

显降低、术后3个月Harris评分明显升高(t=

一2．628、一8．371、2．390，均P<0．05)，异体输血量

率减少、围手术期并发症及翻修率明显降低(x2=

21．977、15．854、10．806，均P<0．05)(表1)。仅有

1例股骨柄沉降超过4 mm，但无临床症状，其余末

次随访时均未见关节假体松动、移位或下沉。标准

组前100例与后100例无论是髋臼杯的前倾角、外

展角(t=一0．855、0．410，均P>0．05)，还是股骨柄

中置率及围手术期翻修率均无显著差异(x2=

0．521、0．000，均P>0．05)。与前100例相比，后

100例平均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明显降低(t=

4．217、2．889，均P<0．05)，围手术期并发症和异体

输血率明显降低(x2=3．922、7．680，均P<0．05)

(表2)。并且随手术例数的增加，手术时间明显缩

短，术中出血量明显降低(r=一0．805、一0．599，均

P<0．05)(图4，5)。

讨 论

与后外侧人路及外侧人路相比，DAA可明显降

低THA术后脱位的风险‘12’1 3。。但在初次THA人路

表1标准病例组与复杂病例组比较[孟±s或例(％)]

项目 标准组 复杂组t值P值

注：ASA-PS：美国麻醉学协会；8 x2值

表2标准组前100例与后100例资料比较[孟±s或例(％)]

注：OA：骨性关节炎；AVN：股骨头坏死；DDH：发育性髋关节脱

位；RA：类风湿关节炎；ASA—PS：美国麻醉学协会；8x2值

的选择中，采用前侧入路仍然相对较少，其根本原因

在于术者担忧前侧入路是否会增加并发症、是否需

要较长的学习曲线、是否需要可折叠的手术床或偏

心操作的手术器械才能获得良好的显露以及是否

需要特殊的股骨假体柄等。与平卧位DAA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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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手术HOI创变化与术中出皿量的相关分析

MLDAA有以下优点：(1)大多数习惯后外侧人路的

术者处理髋臼侧及股骨侧的习惯不变，学习曲线更

短；(2)术中患肢能够灵活的内收外旋后伸，股骨近

端的显露更加容易，使用常规器械及常规假体，不需

要调整手术床即可暴露股骨近端；(3)股骨近端肌

肉不挤向切口，髋臼侧显露更方便；(4)改良切口较

标准入路略偏外偏下l一2 mm，不常规显露股外侧

皮神经，减少了股外侧皮神经损伤的发生率【14-15]。

与后外侧入路相比，MLDAA髋臼杯前倾角略

小，10。～15。前倾，外展角一般380～42。。同时，前

入路后方的骨赘必须要去除，否则外旋后伸易撞击

导致脱位。Masonis和Bourne【J6]根据不同的手术人

路进行了一个大样本脱位率分析，后外侧人路脱位

率为3．2％。本研究中仅2例(0．9％)出现前脱位，

与其他人路及平卧位DAA相比，脱位率明显降

低∞’7。，且均为早期病例。1例僵直髋髋臼后方的残

留骨赘未去除彻底，撞击导致脱位；另外1例为
Crowe II型DDH，髋臼外展角及联合前倾角过大导

致前脱位。

股骨近端骨折通常发生在股骨近端向上向内脱

出，股骨近端显露有限但盲目扩髓，骨质疏松、大转

子外侧拉钩局部应力过大也是重要因素。与通过调

整手术床显露股骨近端的平卧位DAA相比，

MLDAA患肢后伸外旋的范围更大，因此骨折的发生

率(3．5％)明显降低[17|。MLDAA伴发的骨折大多

数是近端髓腔纵向劈裂及大转子的撕脱骨折，由钢

丝环扎或“8”字固定即可。应注意以下几点：(1)避

免股骨距保留过多，引起股骨近端脱出扩髓以及植

入假体困难；(2)骨质疏松或术前患髋外旋外展后

伸明显受限者，则术中需彻底切除前内下方和后内

上方关节囊，并逐步松解外旋肌群至股骨近端完全

脱出，否则盲目扩髓极易引起股骨近端骨折；(3)植

入股骨假体柄时，需紧贴外侧壁，髓腔锉要对准内上

髁的方向。Home和Olson【l副认为，骨折发生率与外

科医生的经验是呈反比的，需要多达200个病例才

能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这与我们的研究结论是一

致的。

虽然DAA是一种真正的神经肌肉间隙的人路，

但股外侧皮神经的分支有时位于手术区域内，且有

损伤危险。本研究中股外侧皮神经损伤12例，表现

为术后患者出现大腿前外侧皮肤感觉麻木疼痛，但

随访6个月后感觉基本恢复。这可能与切口和拉钩

位置、软组织处理、手术时间及医生的经验相

关‘19-20]。标准组前100例及复杂病组中，大多数股

外侧皮神经刺激(11／128)被观察到。后100例，术

者将MLDAA皮肤略偏外下切开，在阔筋膜张肌的

偏外侧操作，不常规显露股外侧皮神经，明显降低了

皮神经损伤。此外，复杂病例术中由于拉钩反复撬

拔牵引以及极限位置活动患肢，极易引起旋股内侧

动脉升支初始止血块滑脱，关闭切口前需仔细检查，

以防止迟发性血肿。

总之，早期开展MLDAA需注意到股骨近端骨

折和脱位的潜在风险，特别前100个病例及复杂病

例存在学习曲线，需要严格把握手术指征。当注意

到上述技术要点，后100例手术并发症明显降低。

我们确信一旦掌握这项技术，MLDAA可为患者提供

准确的假体定位及术后快速康复，并具有极低的脱

位风险及并发症发生率，是一种安全、有效、医患双

赢的手术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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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第十四届全国呼吸系统感染学术会议通知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办的中华医

学会第十四届全国呼吸系统感染学术会议定于2018年6月

29日一7月1日在浙江省温州市召开。本次会议将邀请国

内外知名专家进行专题报告，并进行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研

讨。会议将授予国家级一类继续教育学分。大会组委会诚

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同道踊跃参加此次盛会。

注册及缴费：接受在线注册和现场注册，在读研究生、浙

江省代表、基层医院(二级及二级以下医院)代表报到时请

出具工作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方可减免注册费。(1)在

线注册缴费：中华医学会联合首信易支付平台，目前已经开

通注册费网银在线支付功能。登录大会网站征文注册系统

后，点“网上参会注册”按钮，按照提示进行网银在线缴费。

选择前期优惠注册类型的个人代表，请在网上参会注册选定

注册类型后，在“支付方式”处选择“在线支付”方式，再选择

您的发卡银行(您的银行卡需要开通网上银行功能，信用卡

则可直接使用)，按照网页提示进行注册费的网上支付操作。

(2)现场注册缴费：您如果在6月25日前尚未通过网络提交

注册表，或只提交注册表而未付注册费，请直接到大会注册

现场办理缴费注册手续。

住宿：会务组为参会代表以优惠价格预订了饭店，预订

者需到会议网站上预订住房。只有已经缴纳注册费的代表

的预订才有效。没有事先缴纳注册费的代表，秘书处将不保

证提供房间。会务组将根据预订先后顺序及房源情况安排

住房，尽可能考虑代表要求，但不保证预订房型。

参会时请您携带本人身份证到会议注册处签到并领取

资料，办理人住手续。

会议网站：http：／／ri2018．ctschina．org。

联系人：吕向阳，电话：010—89292552-817，Email：

csrd2008@126．eom；鞠秀婷：电话：010-8515 8495，Email：

iuxiuting@cma．org．cn。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