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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可穿戴设备应用于全膝关节置换
术后康复的临床研究

康凯耿倩许宏涛 郑晓佐董江涛 李彤 赵志光 高石军

【摘要】 目的对比分析全膝关节置换术(TKA)后连续被动运动(CPM)与康复锻炼仪(NEO—

GAIT)促进膝关节康复的疗效。方法选取2017年l至7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行TKA的患

者，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2组，分别使用CPM及NEO—GAIT进行术后康复锻炼。其中CPM

组30例，男8例，女22例；NEO-GAIT组30例，男6例，女24例。纪录比较两组术后第5、10天的疼

痛视觉模拟评分(VAS)评分、膝关节活动度(ROM)和术后1个月、3个月时的纽约特种外科医院膝关

节评分(HSS评分)。组间数据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结果60例患者均获得随访。CPM组、NEO—

GAIT组患者术后第5天的VAS分别为(2．4 4-1．1)、(2．8 4-1．3)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一1．618，

P>0．05)；术后第10天分别为(2．1 4-1．1)、(2．5±1．2)分，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t=一1．505，P>

0．05)。术后第5天，CPM组、NEO-GAIT组膝关节ROM分别为(84 4-12)。、(85±lz)o，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t=一0．377，P>0．05)；术后第10天，2组患者的ROM分别为(88 4-8)。、(95±11)。，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一3．002，P<0．05)。CPM组、NEO．GAIT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HS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72 4-9)比(84±10)分，t=一5．358，P<0．05]，术后3个月的HS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87 4-5)比(89 4-5)分，t=一1．575，P>0．05]。结论与CPM比较，NEO—GAIT促进TKA术后患者

康复具有更积极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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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romoting knee joint rehabilitation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TKA)with a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strument NEO—GAIT．Methods Sixty patients who

received TKA from January 2017 to July 2017 in the Third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rece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with continuous passive motion(CPM)or NEO．GAIT

with random number(30 cases in CPM group，included 8 males and 22 females：30 cases in NE0．GAIT

group，included 6 males and 24 females)．，I’}le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evaluation of pain，the

postoperative range of motion(ROM)of the knee at the 5th and lOth day．and the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Knee—rating Score(HSS)at 1．month and 3-month follow—up were recorded．The data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ith paired t tesk Results A11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for more than 3

months．The mean VAS in CPM group and NEO—GAIT group on the 5th day was 2．4 4-1．1．2．8 4-1．3．

respectively；and it was 2．1 4-1．1，2．5 4-1．2 respectively on the lOth day after the operation(t=一1．618，

一1．505。both 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OM on the 5th day after operation

between the 2 groups(84。±12。vs 850 4-12。，t=一0．377，P>0．05)；however。it was remarkably higher

in the NEO—GAIT group(95。4-11。)than that in CPM group(88。4-8。)on the 10th day after the operation

(t=一3．002，P<0．05)．The HSS score at 1一month follow．up in CPM group was 72±9．and it was 84 4-

10 in NEO-GAIT group(t=一5．358，P<0．05)；but it was comparativ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the 3．

month follow—up(87 4-5 vs 89 4-5，t=一1．575，P>0．05)．Conclusion NEO—GAIT plays a more active

DOI：10．3760／cma．j．issn．0376-2491．2018．15．008

作者单位：050051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关节二科河北省骨科生物力学重点实验室

通信作者：高石军，Email：gao—shijun@126．com

．临床研究．

万方数据



主垡匡堂苤鲞!!!!堡堡旦!!旦筮塑鲞箜!!翅盟型丛鲤』垦!i塑：垒E互!!!：!!!!：!!!：!!：盟!：!!

and effective role in promoting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after TKA than C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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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膝关节置换(total knee arthroplasty，TKA)是

严重膝关节疾病的常用治疗方法，手术量逐年增

加⋯。术后康复锻炼情况对术后疗效具有重要影

响。Salter等¨1提出连续被动运动(continuous

passive motion，CPM)的概念，Coutts悼。将其引入TKA

术后康复，旨在帮助患者早期恢复膝关节活动度

(ROM)。但CPM同样具有一些争议，其需将患腿

紧密固定在活动杠杆上，若使用不当易造成应力过

度，严重时可引起假体松动；由于机器自身结构的限

制，加之患者身体情况很难达到其标称的最大机械

角度(120。)；CPM虽可促进局部血运、消除水肿、预

防血栓，但无法使患者主动康复达到恢复肌力的作

用。为了促进患者膝关节康复，我们引入了一种可

穿戴康复锻炼仪(NEO．GAIT)，通过固定于患膝踝

关节处监测并记录患者术后康复情况，对患者康复

治疗整体进行把握，制定针对性康复计划，使患者康

复锻炼循序渐进。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的方法，对

TKA术后患者早期行CPM机被动锻炼和NEO—

GAIT主动功能锻炼的康复疗效进行比较，旨在为

TKA患者提供有效的康复手段。

对象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取2017年1月至2017年7月期间在河北医

科大学第三医院行TKA的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1)术前明确诊断为膝关节重度骨关节炎

(Kellgren．Lawrence IU级或Ⅳ级)；(2)行单侧膝关

节置换，均选择同一假体：后交叉韧带保留型假体

(德国Link公司GEMINI MK II型)；(3)性别、年龄

不限。排除标准包括：(1)类风湿关节炎患者；(2)

膝关节外翻角>15。患者；(3)膝关节屈曲畸形或伴

有神经肌肉疾病患者；(4)住院期间存在影响测量

结果并发症的患者。本研究经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

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共纳入60例(60膝)，采用Stata 7．0软

件生成一组随机序列数。然后按患者就诊顺序，依

次从前至后取用随机序列数，奇数者入CPM组，偶

数者入NEO—GAIT组。患者年龄53—81岁，平均

(64±6)岁；体质指数(BMI)(26．8±2．6)kg／m2

(表1)；术前ROM为(95-4-11)。。其中CPM组30

例，男8例，女22例；NEO．GAIT组30例，男6例，女

24例。两组间年龄、BMI、内外翻类型、术前ROM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资料具有可比性。

二、手术处理

60例患者手术均由同一医师操作，采用髌旁内

侧入路，所有患者均采用多模式药物镇痛，术后均未

放置引流。

三、术后康复

(一)CPM组：术后采用CPM机康复治疗及膝

关节康复指导。全部患者均于术后第1天开始进行

第1次锻炼。患者取仰卧位，患膝伸展，CPM机置

于患膝下方，牢固固定以避免滑落，由康复师指导患

者CPM机的正确使用方法。第1次锻炼开始时调

整CPM机初始活动范围：从30。的低强度开始，并进

行约3 min的适应练习，然后根据患者的自我感觉

情况，调整为适宜的关节活动度。活动范围每天增

加10。左右。在进行CPM机辅助被动锻炼的同时，

指导患者进行伸膝、屈膝以及下地活动练习。

(二)NEO．GAIT组：术后当天即开始进行伸直

测量，嘱患者伸直腿，尽量使膝盖后方贴住床面，测

量膝关节伸直程度；术后第1天开始进行平躺抬腿

活动，平躺床上，腿伸直，绷直脚尖，逐渐抬腿至脚跟

离开床面20—30 cm，坚持10—15 S放下，每天进行

3次，每次15～20个；术后第2天进行滑移屈膝，平

躺在床上，脚往臀部滑动，尽量使膝盖弯曲到最大程

度并保持2 min，然后把腿伸直，每组2～3个，每隔

表1 2组患者术前一般情况比较

注：CPM：连续被动运动；NEO—GAIT：一种康复锻炼仪；BMI：体质指数；Hss：纽约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评分；ROM：膝关节活动度；8x2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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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再做下一组，如屈膝程度不够，他人可进行协

助；术后第2—3天进行床边垂腿练习，坐于床沿做

膝关节伸屈活动，以健侧腿勾住患腿，帮助患膝做伸

屈动作，每次重复10～20次，每天3组；术后第3天

开始进行大腿肌肉练习，将毛巾卷垫于胭窝处，伸直

腿，膝盖向下用力压毛巾卷，每次坚持5—10 S，每组

20次，每天3组。以上练习方法均使用NEO—GAIT

进行康复计划的设计、数据的搜集、整理及分析，可

通过NEO—GAIT内置感应器判断患者康复动作是否

规范，从而达到指导作用。

四、评价指标

关节功能评价：应用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记录评价患者术后第5、10天

时的疼痛情况，并检测纪录术后第5、10天时ROM，

患者术后1个月随访纽约特种外科医院膝关节评分

(HSS评分)评价膝关节功能。所有患者的ROM记

录及患者术前术后随诊时的评分均由同一名医师

完成。

五、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

料用面±s表示，两组患者年龄、BMI、VAS评分、住

院天数及患者住院时的关节活动度等比较采用两样

本均数的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2组术后VAS评分比较

CPM组、NEO—GAIT组患者术后第5天的平均

VAS分别为(2．4-I-1．1)、(2．8±1．3)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t=一1．618，P>0．05)；术后第10天分别

为(2．1±1．1)、(2．5±1．2)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一1．505，P>0．05)。

二、2组膝关节ROM比较

术后第5天，CPM组、NEO—GAIT组膝关节

ROM分别为(84±12)o、(85±12)o，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t=一0．377，P>0．05)；术后第10天，2组患

者的ROM分别为(88±8)。、(95±11)。，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一3．002，P<0．05)。

三、术后随访结果

60例患者均获得随访。CPM组、NEO．GAIT组

患者术后1个月的HS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2±9比84±10，t=一5．358，P<0．05)，术后3个

月的HS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7±5比89±5，

t=一1．575。P>0．05)。

讨 论

TKA术后良好的膝关节屈伸活动度对改善术

后生活质量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旧J。目前临床上最

常用的是CPM活动器，但TKA术后CPM锻炼对关

节功能恢复的功效颇具争议。CPM的出现使TKA

术后康复更简单，因此早期对CPM应用更多的是积

极报道，但有学者认为通过CPM康复时，患者下肢

无需用力，对患者肌肉力量恢复有不利影响，甚至导

致肌肉废用性萎缩。有研究发现，与单纯主动功能

锻炼相比，CPM锻炼联合主动功能锻炼可显著改善

膝关节的屈曲活动度M J。NEO—GAIT作为一种指导

并监测患者康复过程的可穿戴设备，对于TKA术后

患者康复具有非常好的指导意义。两组患者术后康

复过程中，使用CPM康复时，患者下肢肌肉处于放

松状态，对于早期ROM的恢复有促进作用，术后第

5天NEO-GAIT组活动度略优于CPM组，但2组对

比无统计学差异；术后第10天，NEO—GAIT组膝关

节ROM明显优于CPM组，在接近或超过900时，

CPM组患者单纯依靠机械性被动锻炼进一步提高

ROM较为困难，且由于患者膝关节主动活动锻炼

少，肌肉力量差，进一步阻碍了膝关节的康复，而

NEO-GAIT组患者度过术后适应期后，随着规律的

主动康复，肌肉力量的增强，ROM逐渐较CPM组更

大，且患者下地活动较CPM组更稳定。

术后疼痛是影响术后康复效果及满意度的重要

因素，严重的疼痛也会使患者对治疗失去信心∞剖。

术后早期应用CPM可促进局部血运、消除水肿的作

用，从而促进伤VI愈合，减少患者疼痛¨剖，避免膝关

节内粘连，从而减轻活动时膝关节疼痛旧J。NEO．

GAIT系统制定TKA术后康复计划，通过内置的感

受器记录膝关节屈曲最大角度、直腿抬高最大高度、

活动次数、活动的时长并判断患者康复锻炼时动作

是否达标，督促患者进行康复锻炼，提高积极性，从

而对患者进行个体化指导。本研究为了避免过多因

素引起的差异，所有手术均由同一医师完成，术后镇

痛药物均相同。术后第5天CPM组VAS评分略优

于NEO—GAIT组，但2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术

后第10天，2组VAS评分较术后第5天均有所改

善，CPM组同样略优于NEO—GAIT组，但2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因此，由于NEO—GAIT组对于患者

康复过程的科学规划及对患者康复积极性的调动，

我们认为NEO-GAIT在改善患者力量的同时，鼓励

患者主动康复锻炼，且并没有增加患者的痛感。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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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S评分通过评价患者的疼痛、功能、活动范

围、肌力、屈曲畸形、关节稳定性等6个方面，已成为

TKA术后评价的金标准¨m”J。黄勇等¨刈比较自助

康复与CPM辅助康复后发现，术后1个月时，自主

康复HSS评分可达85．9，而CPM组则为79．7，因此

认为自主康复更符合患者术后功能锻炼及康复。本

研究中，NEO．GAIT组术后1个月HSS评分优于

CPM组，且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2组术后

3个月HS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我们认为，通

过NEO—GAIT康复仪辅助，有助于提高患者术后康

复锻炼的积极性，早期不仅促进膝关节ROM的恢

复，且促进膝关节周围肌肉的恢复，使患者可尽早下

地，恢复正常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CPM可在促进患者术后早

期康复锻炼的同时，减少患者的痛感，但不利于患者

膝关节周围肌力的恢复。NEO—GAIT通过制定详细

的康复计划，鼓励患者进行主动功能锻炼，在保证术

后膝关节活动恢复的同时并未增加痛感。因此，我

们认为与CPM比较，NEO．GAIT促进TKA术后患者

康复具有更积极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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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霍永丰)

本刊对论文中实验动物描述的要求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部1988年颁布的《实验动物管理条

例》和卫生部1998年颁布的《医学实验动物管理实施细

则》，本刊对论文中有关实验动物的描述，要求写清楚以下事

项：(1)品种、品系及亚系的确切名称；(2)遗传背景或其来

源；(3)微生物检测状况；(4)性别、年龄、体重；(5)质量等级

及合格证书编号；(6)饲养环境和实验环境；(7)健康状况；

．读者．作者．编者

(8)对动物实验的处理方式。

医学实验动物分为四级：一级为普通级；二级为清洁级；

三级为无特定病原体(SPF)级；四级为无菌级(包括悉生动

物)。卫生部级课题及研究生毕业论文等科研实验必须应用

二级以上的实验动物。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