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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体位下间断缝合在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

中的应用研究
王亚飞，李红喜，廉永云，逯代锋，董峰，张志涛，廖云健，刘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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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total knee artroplasty，TKA）中采用运动体位下间断缝合手术切

口的疗效。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2016 年 7 月收治的 84 例拟行 TKA 的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

组及观察组，每组 42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侧别、体质量指数、骨关节炎分级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术中对照组于膝关节屈曲位间断缝合切口，观察组于运动体位间断缝合切口；两组术前和术

后处理方法一致。比较两组切口长度、缝合时间、曲马多使用量、术中出血量、拆线时间、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切口愈合评分（HWES）、患者切口自评满意度评分（Liktert 评分）；手术前后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

（VAS）评价切口疼痛程度，美国特种外科医院（HSS）评分和关节活动度（range of motion，ROM）评估膝关节功

能。结果     两组切口长度、术后并发症发生率、HWES 评分、拆线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缝合时间、术中出血量和 Likter 评分明显低于观察组，但术后曲马多使用量明显高于观察组，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意义（P<0.05）。两组患者均获随访，对照组随访时间为 12～24 个月，平均 14.7 个月；观察组

为 12～23 个月，平均 15.3 个月。两组患者术前以及术后第 1 天睡觉前、拆线时 VAS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术后第 1 天屈伸功能锻炼时 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术前以及术后 12
个月时 HSS 评分、ROM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出院时以及术后 1、3、6 个月时以上两指

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与膝关节屈曲位间断缝合相比，TKA 术中采用运动体位下间断缝合切口，患

者术后疼痛程度轻、切口愈合好、早期可获得较满意关节功能，但两者远期疗效无明显差异。

【关键词】  运动体位；间断缝合；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切口管理；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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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rupted suture under exercise position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KA). Methods     Eighty-four patients with osteoarthritis who were treated TKA between July 2015 and July
2016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ll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2 cases in each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age, side, body mass index, and osteoarthritis
grading between 2 groups (P>0.05). The incisions were interrupted sutured at the knee flexion position in control group
and at the exercise posi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treatments of 2 groups were same. The
incision length, suture time, total tramadol usag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stitches removal time, hospitalization tim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 he incision healing score (HWES), and Liktert score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between 2 groups.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incision pain pre- and post-
operation. The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HSS) score and range of motion (ROM) were also used to assess the knee
function.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cision length,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 HWES
score, stitching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between 2 groups (P>0.05). The suture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Likter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control group than in observation group (P<0.05), but the total tramadol usag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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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ontrol group than in observation group (P<0.05).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The follow-up
time ranged from 12 to 24 months (mean, 14.7 months) in control group and 12-23 months (mean, 15.3 months) in
observation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AS scores between 2 groups before operation and before going
to bed at the 1st day and after suture removal (P>0.05). The VAS score of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flexion and extension
exercises at the 1st da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SS score and ROM between 2 groups before operation and at 12 months after operation (P>0.05). The VAS score and
ROM in observation group at discharge and at 1, 3, and 6 months were superior to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interrupted suture at flexion knee position, the aaplication of interrupted suture at exercise
positon in TKA had the advantages, such as less postoperative pain, incision healed well, and can get satisfactory early
joint function recovery. But the long-term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method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Key words】 Exercise position; interrupted suture;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incision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膝关节骨关节炎是中老年常见病、多发病，由

于我国居民对该病认识不足，多数患者就诊时已处

于中晚期，保守治疗已无法缓解关节疼痛、改善关

节功能 [1]。对于保守治疗效果不佳或无效的患者，

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total knee arthroplasty，TKA）

是最有效治疗方法，其可通过重建关节结构，解除

患者膝关节病痛，恢复关节功能，极大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2]。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 TKA 技术的

成熟，临床接受 TKA 的患者逐渐增多。在改进手

术技术的同时，如何减少术后并发症、促进患者快

速康复、提高患者满意度也逐渐受到临床医师的重

视。TKA 切口缝合方式是影响患者术后切口愈合

和早期功能锻炼的重要因素之一[3]。目前，国内外

关于 TKA 切口缝合方式的研究多集中在缝合材料

的选择方面，尚无对于缝合体位的研究，大多数临

床医师根据临床经验和操作习惯选取缝合方式和

体位。经哈尔滨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后，我们进行了随机对照研究，分析 TKA 术
后采用运动体位间断缝合及屈曲体位间断缝合切

口的优缺点，为临床选择切口缝合方式提供一定参

考。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患者选择标准

参考文献 [4-5]确定患者纳入及排除标准。纳入

标准：① 符合 TKA 手术适应证；② 单侧膝关节病

变；③ 初次 TKA 手术；④ 内、外翻畸形<20°；⑤

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35 kg/m2；⑥

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⑦ 手
术由同一组医生完成，手术操作按照统一标准完

成；⑧ 在同一组康复师指导下进行术后功能锻炼。

排除标准：①  皮肤病者或术区皮肤条件较

差；② 合并有原发性或继发性下肢血管病变者；

③ 合并有膝关节僵直者；④ 合并其他严重器质性

病变，为手术禁忌证者；⑤ 近期行关节腔内药物

注射治疗者或小针刀治疗者；⑥ 严重营养不良者

或合并其他疾病（例如糖尿病）影响切口愈合者；

⑦ 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细胞抑制剂、激素类或抗

凝等药物治疗者；⑧ 研究期间出现其他严重并发

症或意外情况者；⑨ 自动退出本研究者。⑩ 随访

时间<1 年者。

2015 年 7 月—2016 年 7 月，共收治拟行 TKA 治
疗患者 117 例，其中 84 例符合标准纳入研究，采用

随机抛币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2 例。其

中，对照组于膝关节屈曲位间断缝合方式，观察组

于运动体位行间断缝合。

1.2    一般资料

对照组：男 23 例，女 19 例；年龄 46～79 岁，

平均  66.4 岁。左膝  20 例，右膝  22 例。BMI 为
（23.86±3.46）kg/m2。均为膝关节骨关节炎，Ⅲ级 9
例、Ⅳ级 33 例。观察组：男 25 例，女 17 例；年龄

44～78 岁，平均 66.9 岁。左膝 21 例，右膝 21 例。

BMI 为（23.13±3.56）kg/m2。均为膝关节骨关节炎，

Ⅲ级  7 例、Ⅳ级  35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侧

别、BMI、骨关节炎分级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
1.3    手术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蛛网膜下腔阻滞麻醉联合持

续硬膜外麻醉下，取仰卧位，上止血带后开始手

术。作膝关节正中切口，髌骨内侧入路。胫骨平台

和股骨髁充分暴露后进行截骨，主要包括 5 个基本

过程：① 胫骨近端水平截骨；② 股骨远端外翻截

骨（内翻膝控制外翻角度为 5°，外翻膝控制外翻角

度为 7°）；③ 根据假体尺寸进行股骨前后髁截骨；

④ 股骨远端斜面截骨；⑤ 髌骨截骨。如选择后交

叉韧带替代型假体，需进行髁间截骨，并剔除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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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韧带。截骨完成后试模，选择合适假体，涂抹骨

水泥，安置假体。松开止血带，切口填充纱布止

血，等待骨水泥凝固。骨水泥凝固后使用“鸡尾

酒”疗法，彻底冲洗假体、关节腔和周围软组织，

分别使用氨甲环酸和汇涵术泰护创液灌洗假体、关

节腔及周围组织，并使用高频电刀充分止血，放置

一次性引流器，采用薇乔抗菌缝线（强生公司，美

国）缝合关闭切口。两组切口缝合后，使用聚维酮

碘消毒，并贴无菌贴。

切口缝合方法：对照组患者屈膝 45～60° 位，

分 4 层逐层缝合。使用 1 号薇乔抗菌缝线从关节囊

正中位置进针缝合打结，向两侧逐层关闭关节囊，

针距 0.55 cm；关节囊关闭后，先使用 1 号薇乔抗

菌缝线间断缝合筋膜层，再使用 2-0 薇乔抗菌缝线

间断缝合皮下组织层，针距 0.8～1.0 cm；最后对合

皮肤，使用一次性皮肤钉合器吻合皮肤，每钉间隔

0.8～1.0 cm。

观察组患者分 4 层逐层缝合。屈膝 90° 位，使

用 1 号薇乔抗菌缝线从关节囊正中位置开始缝合，

先将缝线穿过双侧已自然对位的关节囊组织，穿针

完成后将膝关节伸直位打结。牢固打结后，再将膝

关节屈膝 90° 位，检查缝线松紧度、关节囊对合情

况等；若缝线出现过松或过紧、组织对合不良等情

况，拆除缝线，重新缝合。若缝线松紧合适，组织

对合良好，则继续从该缝合点分别向关节囊两侧序

贯进针，再次于膝关节伸直位牢固打结，从中央向

两侧逐次缝合，直至关节囊完全封闭。关节囊缝合

完成后，继续使用该缝合方式依次缝合筋膜层和皮

下组织层，先使用 1 号薇乔抗菌缝线间断缝合筋膜

层，再使用  2-0 薇乔抗菌缝线间断缝合皮下组织

层，针距 0.8～1.0 cm。缝合完毕后，对合皮肤，并

使用一次性皮肤钉合器吻合皮肤，每钉间隔 0.8～
1.0 cm。

1.4    术后处理

两组术后处理方法一致。使用弹力绑带加压

包扎术区（从脚背至膝关节上 15 cm）。术后 24 h
内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术后前 3 d 静脉输注帕

瑞昔布钠、3 d 后口服塞来昔布胶囊镇痛，若患者仍

疼痛明显，联合使用曲马多。术后 6 h 开始口服利

伐沙班，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视情况输血

或白蛋白纠正贫血和低蛋白，维持血红蛋白>
80 g/L、白蛋白>28 g/L。术后在康复师指导下进行

康复训练。

1.5    疗效评价指标

记录两组切口长度（患肢处于伸直位时测

量）、缝合时间（开始缝合至皮肤钉合完成时）、患

者术后曲马多使用量、术中出血量（术中出血量=吸

引器中引流量+术中使用后纱布重量–等量干纱布

重量–冲洗量，默认为 1 g=1 mL）、拆线时间、住院

时间以及术后并发症（切口红肿、皮缘发黑、关节

僵硬、持续渗出、延迟愈合、切口裂开等）发生情

况。患者出院时，采用切口愈合评分（HWES）系

统[6]，评估切口愈合情况；该评分系统包括 6 项评

价内容，分别为无错位、无切口对合不齐、切口对

合边距超≤2 mm、无边缘内翻、无过度扭曲、整体

美观，每项 1 分，总分 6 分，分值越高切口愈合越

好。采用 Liktert 评分标准[7]评估患者对手术切口满

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

满意，对应分值为 5、4、3、2、1 分。

于术前、术后第 1 天进行屈伸功能锻炼时及睡

觉前、拆线当天，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8]

评价切口疼痛程度。

观察患者术前以及术后出院时、1、3、6、12 个
月时关节功能恢复情况，采用膝关节美国特种外科

医院（HSS）评分 [9]和关节活动度（range of motion，
ROM）进行评估。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检

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围手术期情况比较

两组切口长度、术后并发症发生率、HWES 评
分、拆线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对照组缝合时间、术中出血量和

Likter 评分明显低于观察组，但术后曲马多使用量

明显高于观察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意义（P<0.05）；
见表 1。两组患者均未出现切口裂开、切口延期愈

合、浅表切口感染和假体感染等严重并发症。对照

组 4 例、观察组 5 例出现切口周围发红、皮肤温度

略高，经外敷乳酸依沙吖啶纱布条和口服抗生素治

疗后，症状消失。

2.2    两组膝关节疼痛及功能比较

两组患者均获随访，对照组随访时间为 12～
24 个月，平均 14.7 个月；观察组为 12～23 个月，

平均 15.3 个月。两组患者术前以及术后第 1 天睡

觉前、拆线时 VAS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术后第  1 天屈伸功能锻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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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1] 见表 2。
两组术前以及术后 12 个月时 HSS 评分、ROM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出

院时以及术后 1、3、6 个月时 VAS 评分及 ROM 均
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图 1、2。

3    讨论

3.1    运动体位缝合理论基础

目前，TKA 术中为了节省手术时间，术者往往

选择伸直位连续缝合或伸直位间断缝合切口[10]。研

究显示 [ 1 1 ]，伸直位闭合切口会明显增加缝合失败

率。因为伸直位时膝关节组织处于松弛状态，组织

存在皱褶，会影响组织结构的正确对位。此外，当

膝关节屈伸运动时会加大组织牵拉张力，对伸直位

闭合的切口有一定影响，进而降低了患者术后感受

以及影响后续康复治疗。同时伸直位线结张力过

大也会对组织正常生长造成不良后果，屈伸活动时

组织错位，导致软组织承受拉力加大，影响局部血

液循环，造成切口瘢痕更明显，增加切口组织坏死

感染风险等 [12]。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于屈膝 45～

表 1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评价指标比较（n=42）

Tab.1    Comparison of perioperative evaluation index between 2 groups (n=42)

组别
Group

切口长度
（cm）
Incision
length (cm)

缝合时间
（mim）
Suture time
(min)

曲马多使用量
（mg）
Total tramadol
usage (mg)

术中出血量
（mL）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mL)

术后并发
症发病率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

HWES 评分
HWES score

Liktert 评分
Liktert score

拆线时间（d）
Stitching
time (d)

住院时间（d）
Hospitalization
time (d)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14.35±3.27 22.68±5.67 223.84±38.75 129.35±18.64   9.52%（4） 3.64±1.38 2.34±0.75 13.88±1.34 11.76±3.48

观察组
Observation
group

14.84±3.43 31.34±4.86 124.65±28.34 142.34±17.35 11.90%（5） 3.75±1.42 3.94±0.48 13.96±1.51 11.43±4.12

统计值
Statistic

 t=0.656
P=0.513

 t=7.515
P=0.000

 t=13.390
P=  0.000

 t=3.305
P=0.001

χ2
=0.124

 P=0.724
 t=0.360
P=0.719

 t=11.644
P=  0.000

 t=0.256
P=0.798

 t=0.396
P=0.697

表 2    两组患者各时间点 VAS 评分比较（ ，n=42）

Tab.2    Comparison of VAS score at different times between 2 groups ( , n=42)

组别
Group

术前
Preoperative

术后第 1 天屈伸功能锻炼时
After flexion and extension exercises
at the 1st day

术后第 1 天睡觉前
Before going to bed
at the 1st day

术后拆线时
After suture removal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7.42±1.43 5.74±1.48 2.72±0.68 2.21±0.49

观察组
Observation group

7.39±1.54 4.68±1.27 2.69±0.51 2.18±0.38

统计值
Statistic

 t=0.092
P=0.926

 t=3.522
P=0.000

 t=0.228
P=0.819

 t=0.313
P=0.754

 

 
图 1     两组患者各时间点 HSS 评分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HSS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between 2 groups

 

 
图 2     两组患者各时间点 ROM

Fig.2   Comparison of ROM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between
   2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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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位缝合切口可获得满意效果[13]。该体位下不仅

切口对合效果较好，同时又能避免术后膝关节屈伸

活动时切口承受过多的张力，导致缝线断裂、康复

锻炼时疼痛及关节僵硬。但是该缝合方式也存在

明显缺陷，屈膝 45～60° 位打结难度较高，易出现

缝线过松情况，造成切口不能完全封闭；而且还存

在切口两端和切口中间张力不均匀，导致缝线张力

不平衡，进而发生组织缺血和瘢痕明显。研究显示
[14-15]，组织张力过高可导致切口强度降低、炎症发生

和切口裂开等情况。因此，选择何种体位关闭 TKA
手术切口是除缝线选择外的一个难题[2] 。

我们通过回顾分析有关伸直位和屈膝位缝合

方式的研究报道，发现伸直位闭合 TKA 手术切口

的优点是打结容易、切口闭合完全，缺点是皮肤对

合较差、切口缝线张力较大、缝线相对长度不足、

早期膝关节活动度受限；屈膝位缝合的优点是皮

肤对合良好、切口张力相对较小、早期膝关节活动

相对较好，缺点是缝合打结困难、缝线张力不平

衡、存在明显学习曲线。为此，我们将上述两种方

法进行结合，取其优点，避其缺点，提出运动体位

缝合方式，即屈膝 90° 位缝合进针、伸直位打结。[3]

3.2    运动体位缝合疗效分析

经本随机对照研究分析，两组患者切口长度、

术后并发症发病率以及 HWES 评分无显著差异，

但对照组缝合时间、术中出血量和 Likter 评分明显

低于观察组；提示采用运动体位缝合关闭 TKA 手
术切口较膝关节屈曲体位耗时长、术中出血量多，

但未明显增加术后切口并发症发生率，并且可获得

满意的切口愈合效果。我们分析运动体位缝合手

术时间延长，是因为术中需在屈曲位和伸直位反复

交替进行缝合打结，操作步骤较繁琐，但是随着手

术操作熟练后，手术时间可能进一步缩短。观察组

术中出血量增加可能与手术时间延长有关。理论

上，手术时间越长切口暴露时间、麻醉维持时间、

局部组织缺血时间等均会相应增加，患者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也会明显提高[16]。但本研究观察组未因手

术时间延长而增加术后并发症，我们认为这与手术

均为同一组医师操作（相互之间熟悉程度较高，手

术配合熟练）、手术时间仅增加 10 min 左右、组织

对合整齐、术后良好管理措施等因素有关。Chin-
nappa 等[17]的研究显示，随着同一组医师手术操作

和配合熟悉程度提升，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及术后疗效均会有明显改善。由于两组均使用

一次性皮肤钉合器钉合皮肤，所以 HWES 评分无

显著差异，切口愈合情况和外观相似。与 HWES

评分相比，Likter 评分属于主观评分，更倾向于表

现患者自我感受情况[18]。观察组 Likter 评分更高，

分析原因为运动体位缝合闭合切口可获得良好的

关节囊及皮下各层组织对合效果，在完全封闭切口

的基础上可获得较适合的组织张力，患者术后切口

无明显紧张感，因而自觉恢复良好。

TKA 术后第 1 天屈伸功能锻炼时，切口尚未完

全闭合，切口周围组织相对紧张，活动时患者疼痛

活动较静息时疼痛明显，因此术后镇痛药物应用不

能仅满足患者静息时需求，还要满足患者术后第 1
天进行屈伸功能锻炼时的需求 [19-20]。对照组患者曲

马多使用总量明显高于观察组，术后第 1 天屈伸功

能锻炼时 VAS 评分也明显高于观察组，说明运动

体位缝合切口后患者疼痛程度更轻，仅给予少量中

枢神经镇痛药物即可达到满意效果，而且术后第 1
天进行屈伸功能锻炼时的疼痛程度较屈曲位闭合

切口较轻，有利于患者进行早期功能锻炼。

Paquette 等[21]研究发现，人正常行走时膝关节

屈伸活动度为 0～67°，上下楼梯时为 0～90°，正常

坐下时为 0～93°，系鞋带时为 0～106°，提重物时为

0～117°。观察组患者出院时以及术后 1、3、6 个月

VAS 评分和 ROM 均优于对照组。运动体位缝合患

者术后 3 个月时的 ROM 即可基本满足日常生活所

需，而屈曲位间断缝合患者至少需要 6 个月，观察

组患者术后恢复更快。但随着随访时间延长，两种

缝合方式对患者膝关节功能和 ROM 的影响接近一

致，两组术后 12 个月时 HSS 评分及 ROM 无显著

差异，这与患者持续功能锻炼及切口瘢痕形成和松

解有关。

因此，我们认为运动体位缝合的主要优点是往

切口对合更整齐，组织缝合层次更清晰，切口组织

张力更平衡，打结牢固，达到完全封闭切口的要

求；可避免缝线张力过大引起术后第 1 天屈伸功

能锻炼时的切口牵拉痛，获得较好的关节活动度，

利于早期术后康复锻炼。

运动体位缝合切口时，由于需要反复屈伸膝关

节，可能会导致部分缝线断裂，因此我们建议：①

反复屈伸运动时动作应轻柔，避免暴力屈伸运动；

② 对于缝合技术一般者，可在屈曲 90° 位时穿 2～
3 针，于伸直位打结，打结牢固后再做往返屈伸运

动，检查缝合情况【核对此句意义？】。

综上述，与屈曲位间断缝合相比，运动体位下

间断缝合 TKA 手术切口后，患者术后疼痛程度更

轻、切口愈合更佳、早期可获得较为满意的关节功

能和关节活动度，但两者远期疗效无明显差异。但

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 2018 年 4 月第 32 卷第 4 期 • 5 •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病例数有限；仅针对不

同体位下缝合打结对 TKA 手术切口闭合的影响，

未涉及缝线材料等研究；患者采用了不同假体，未

排除不同假体对 TKA 手术疗效影响，以上问题均

有待进一步研究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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