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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加速康复外科．

加速康复初次髋膝关节置换术围术期
输血危险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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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加速康复关节置换术围术期输血现状及危险因素。方法通过医院病例系

统回顾性纳入2019年1至12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行初次髋关节置换术(THA)、膝关节置换术

(TKA)的患者数据。对比初次THA及初次TKA患者的输血率及输血与未输血患者之间的差异，同时

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围术期输血危险因素。主要观察指标是围术期输血率、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

率。结果共纳入2034例患者，2072台初次THA及TKA；男705例，女1 329例；年龄(60±24)岁。其

中初次单侧THA患者1 099例，同期双侧THA 38例；初次单侧TKA患者897例。在所有患者中，共有

11例(0．54％)在围术期接受了红细胞悬液输注，平均输血量为(2．6±1．2)U；2例(0．09％)TKA术后患者

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其中初次THA患者的平均输血率为0．79％(9／1 137)，初次TKA患者的输血率

为0．22％(2／897)。输血患者术前血红蛋白(Hb)较低(P=0．041)，术前并存血液系统疾病的比例更高

(P=0．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提示术前Hb未达标是围术期输血的独立危险因素(OR=

5．663，P=O．018)。结论在加速康复理念及现代血液管理策略的干预下，初次THA和TKA围术期输

血率已显著降低；术前Hb水平达标应是围术期血液管理的重要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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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risk factors of perioperative allogenie

red blood cell transfusion following enhanced recovery hip and knee joint arthroplasty．Methods Patients

who have taken their primary unilateral total hip and knee arthroplasty(r11HA，TKA)or simultaneous primary

THA were retrospectively included from January，2019 to December，2019 in West China Hospital．The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were compared between patients with allogeneic transfusion and those without．And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perioperative allogeneic red blood cell transfusion．

Results A total of 2 034 patients(2072 arthroplasties)were included，705 males and 1 329 females，aged

(60+24)years．Of all，1 137 patients received primary THA(38 simultaneous THA)，897 patients received

primary unilateral TKA．Eleven(o．54％)patients received allogeneic red blood cell transfusion，and the

mean volume was(2．6±1．2)U．Deep venous thrombosis occurred in 2 patients(0．09％)undergoing primary

TKA．The transfusion rate in primary THA patients was 0．79％(9／1 137)，and 0．22％(2／897)in TKA．Lower

preoperative hemoglobin level‘P_0．041)and more hematological comorbidities(P=0．005)were detected in

transfused patients．And logistic analysis further revealed that preoperative substandard hemoglobin level

was the most important risk factor for transfusion(OR=5．663，P=0．018)．Conclusions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concept and modern blood management strategies，the

transfusion requirement has been significantly reduced following primary joint arthroplasty．Pre—operative

hemoglobin level should be an important threshold for perioperative bloo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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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髋、全膝关节置换术(THA／TKA)是治疗终

末期髋膝关节疾病最有效的手术之一。假体数据

推算显示2018年我国关节置换术约68万例，且以

每年20％的速率递增⋯。行关节置换术的老年人

群常并存其他多种疾病；而高龄患者(I>75岁)中的

比例更高心】。因此，如何保证他们安全舒适地度过

围术期是个临床难题。加速康复外科(ERAS)理念

为上述问题提供了方向与思路。在ERAS的众多

组成元素中，围术期血液管理是其最为重要的一

环。因为传统关节置换术常伴随高失血量、高输血

率、高血栓发生率，减少失血和输血是践行ERAS

的首要目标。而对围术期输血的危险因素分析将

有助于精准干预。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加速康复

关节置换术围术期输血现状及危险因素。

对象与方法

一、资料来源

本队列研究数据来源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

关节置换术出人院患者病例数据库，通过人工检索

医院信息系统、检验科信息系统、输血数据库、超声数

据库整合而成。本研究仅选择2019年1至12月

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行关节置换术的患者数

据。本研究方案已获得四川大学华西生物医学伦

理委员会通过，同时每位患者在术前均签署科研数

据采集的知情同意书。

二、纳人和排除标准

本研究回顾性纳入因终末期关节疾病行初次

单侧THA、TKA及同期双侧THA的患者。排除标

准为：(1)因各种原因行翻修术者；(2)因假体周围

感染或关节感染行病灶清除及抗生素临时假体植

入术者；(3)行股骨头置换术、单髁膝关节置换术

者；(4)资料不全者。

三、加速康复围术期处理流程

所有患者均根据《中国髋、膝关节置换术加速

康复一围术期管理策略专家共识》【31进行围术期处

理。术后应用莫沙比利、昂丹司琼预防恶心呕吐；

患者返回病房无恶心呕吐后可饮少量清水，饮水无

不适、出现饥饿感后进食稀饭等清淡饮食，逐步过

渡至正常饮食。应用视觉模拟评分(VAS)进行疼

痛评估，常规口服非甾体抗炎药(NSAIDs)镇痛；如

VAS，>4分，予以氨酚羟考酮片10mg镇痛；VAS，>

7分，予以盐酸吗啡注射液10 mg镇痛。

所有患者术后根据《中国骨科大手术静脉血栓

栓塞症预防指南》¨1进行血栓的预防。患者术后下

床前使用足底静脉泵及下肢伸直、直腿抬高锻炼进

行血栓的物理预防；术后6 h开始使用低分子肝素

或新型口服抗凝药进行血栓预防。出院后采用新

型口服抗凝药，连续14 d预防血栓。

四、围术期血液管理方案

围术期血液管理方案遵循国内业界专家近年

制定的各项ERAS的共识b剐的相关推荐进行对应

的处理。简要的处理策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术前贫血筛查及处理：患者就诊时，如存在手

术指征，门诊医师将对患者进行术前营养状况及

血红蛋白(Hb)筛查，如患者存在贫血(根据WHO

贫血诊断标准)，结合病史及实验室检查评估贫血

原因并进行原发疾病治疗；给予促红细胞生成素

及口服铁剂治疗。同时交代患者及家属院外等待

期间调整饮食结构(以高蛋白饮食为主，每日鸡蛋

3～5个)。(2)人院后对于贫血患者继续给予促红

细胞生成素及静脉铁剂治疗，并加强营养。(3)抗

纤溶药物应用，具体用药方案遵循指南及专家共

识推荐。(4)控制性降压，术中将平均动脉压降低

30％，收缩压维持在90～110 mmHg(1 mmHg=

0．133 kPa)。(5)手术全程贯穿微创理念。(6)术后

切口冰敷。(7)术后限制性输血策略(Hb<70 g／L或
70<Hb<100 g／L并伴有头晕、心悸、乏力等明显的

贫血症状)。

五、手术流程

所有患者如无禁忌均在全身麻醉下进行手术，

TKA常规不应用止血带，所有患者常规不安置引流

管，同时采用限制性输液策略。TKA采用正中切

口、髌旁内侧人路，THA采用直接前方人路或者后

外侧人路。TKA采用骨水泥固定后稳定型假体，

THA采用生物型固定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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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院标准

(1)患者精神、饮食恢复正常，无低蛋白血症；

(2)白细胞计数和分类正常；(3)切口干燥，无渗液、

渗血；(4)关节活动度：髋关节：屈髋／>1000、外展≥

400；膝关节：伸一50一00，屈／>1000；(5)肌力Ⅳ级以

上；(6)患者掌握关节功能锻炼方法，术后可以自主

或在家属辅助下下地行走；(7)未达到出院标准住

院时间已超过预期的患者可转人康复医院。

七、主要结局指标

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检验科信息系统收集患者

的人口学资料及基本实验室检查结果，主要观察指

标是围术期红细胞输注率及下肢胭静脉及以上深

静脉血栓发生率。

八、统计学方法

采用Excel软件进行原始数据的录人，借助

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于正态分布且

方差齐的计量资料采用牙±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

立t检验。计数资料通过例数(％)描述，组间比较

采用Pearson x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将单因

素分析P<0．05或存在临床意义的变量纳入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以观察输血的危险因素。双侧检验，

检验水准ct=0．05。

结 果

一、纳入患者的基线资料

共纳入2 034例初次THA及TKA患者，共
2072台手术，其中初次THA患者l 137例，初次

TKA患者897例。男性705例，女性1 329例；平均

年龄(61±24)岁；具体的年龄分层、性别比、术前诊

断资料见表l。

二、围术期输血率比较

在所有患者中，共有11例(0．54％)在围术期接

受了红细胞悬液输注，平均输血量(2．6±1．2)U。其

中初次THA患者的输血率为0．79％(9／l 137)，输血

量为(2．6t1．2)U；初次TKA患者的输血率为0．22％

(2／897)，l例术后输血4 U，1例输血2 U。术前平

均Hb水平高于WHO贫血诊断标准，术后Hb平均

下降20 g／L。术前平均等待2．7 d，术后平均住院

2．8 d，TKA术后住院时间较THA长(P<0．01，表2)。

TKA术后2例发生深静脉血栓。

三、围术期异体输血的危险因素

对比输血与未输血患者的资料，输血患者的年

龄较高、术前Hb较低、术后Hb降低较多、后外侧人

表l初次接受THA及TKA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

[例(％)]

项目THAm=l 137)TKA(n=897)x2值P值

注：THA为全髋关节置换术；TKA为全膝关节置换术；DDH为

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ONFH为股骨头缺血性坏死；OA为骨关节

炎；RA为类风湿关节炎；AS为强直性脊柱炎

裹2初次THA及TKA围术期输血率及血栓发生率比较

项目THA(n=I 137)TKA(n=897)呶2值P值

注：THA为全髋关节置换术；TKA为全膝关节置换术；Hb为血

红蛋白；-数据形式为孑±s；6数据形式为例(％)；el'HA组输血患者

9例，TKA组2例；。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一为无数据

路比例更高、术前并存血液系统疾病更多(均P<

0．05，表3)。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

THA手术(OR=5．348，P=0．041)、后外侧人路(D船

5．110，P=0．040)、术前Hb未达标(OR=5．663，P_

0．018)是围术期输血的独立危险因素(表4)。

讨 论

血液管理技术已有40余年的发展历史，早在

19世纪70年代，因担心异体输血所引起的疾病传

播，自体血液储存、血液回输曾是主流。1955年以

后，红细胞动员技术、止血药物、电凝措施及控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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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输血与未输血关节置换患者基线资料对比

注：Hb为血红蛋白；THA为全髓关节置换术；TKA为全膝关节置

换术；DAA为直接前方人路；a数据形式为牙±s；6数据形式为例(％)

表4围术期输血危险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

注：Hb为血红蛋白；TKA为全膝关节置换术

降压技术逐渐开始应用于临床，此时的输血率仍高

达30％Elo]。Rasouli等¨¨曾对美国1993．2011近

19年的输血数据分析后发现，围术期输血率呈上

升趋势，这引起了医疗决策人员及手术医师对围术

期血液管理的重视，相关研究也呈现出井喷的趋

势。随着手术技术的提升、血液管理措施的优化，

围术期输血率呈现出断崖式下降趋势。

虽然暂无血液管理的大规模后效研究，一些相

对小样本的研究已明确提示围术期血液管理对降低

输血率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奥地利Gombotz等n21

主导的一项历史对照研究发现，血液管理的实施使

初次THA的输血率从41％降至30％，初次TKA的

输血率由41％降至25％。而另一项仅纳入367例

患者的历史对照研究也发现通过引入促红细胞生

成素、铁剂、氨甲环酸等联合措施，输血率从13％下

降至5％t13]。根据国家卫健委行业科研专项《关节

置换术安全性与效果评价》数据库中70家医院

15 187例患者数据，初次髋、膝关节置换术围术期

输血率已由2013年的27．06％降低至2016年的

9．55％。

Menendez等n41分析了美国人院患者数据库

2009至2011年共22万余例初次TKA及8万余例初

次THA患者数据，结果发现初次TKA输血率为

11％，初次THA的输血率为15．9％。在本研究中，

初次THA输血率为0．79％，而初次TKA的输血率仅

为0．22％，这一输血率已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这是

因为所有患者均采用了集束化的血液管理策略，并

非单一的血液管理措施。另一方面，所有患者在门

诊即接受贫血筛查及干预，这为术前Hb水平达标

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也是导致术前等待时间及术后

住院时间较短的原因之一。同时，在所有的围术期

血液管理措施中，除了明显禁忌之外(如过敏、深静

脉血栓病史等)，所有患者均常规应用抗纤溶药氨

甲环酸，同时术后根据《中国骨科手术加速康复围

手术期氨甲环酸与抗凝血药应用的专家共识》早期

抗凝，维持凝血、纤溶系统的生理性平衡。术后较

高的Hb水平保证了所有患者早期功能锻炼、早期

下床，这是术后深静脉血栓发生率较低的主要

原因。

尽管目前对于围术期输血危险因素的研究已

较多[15‘17|，但大部分危险因素属于不可干预因素，如

性别、体质指数、术前诊断等。但相同的是，几乎所

有研究均发现术前Hb水平是围术期输血的最重要

的独立危险因素；不同的是，各个研究在各自的研究

对象中得出了不一样的临界值。且术前Hb水平属

于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因此针对术前Hb水平提出精

准干预方案在围术期血液管理策略中至关重要。本

研究根据WHO制定的贫血诊断标准确定患者术前

Hb水平是否达标，研究结果也发现术前男性Hb水

平低于130 g／L、女陛低于120 g／L n-I使围术期输血风

险增加4．663倍(OR=5．663)，说明术前纠正贫血、提

升Hb，对降低围术期输血率至关重要。

在本研究的单因素分析中，输血患者术前并存

血液系统疾病的比例较未输血患者组升高(36．4％

比6．7％)，因在血液系统疾病中主要以术前贫血为

主，因此在多因素分析中将其细分为术前Hb是否

达标，这避免了不适宜的术前Hb阈值对临床实践

的束缚。本研究结果发现THA及后外侧人路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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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术期输血的危险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直

接前方人路的优势；同时也与输血组患者样本较少

导致的混杂有关。

本研究虽然纳入的病例数较大，在一定程度上

能反映ERAS理念下的THA／TKA围术期输血现状，

但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本研究是一项回顾性

研究，且输血组样本量与未输血组样本量相差较

大，未进行倾向性匹配分析；纳人多因素分析的变

量较少，对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杂影响；因输血

组样本量较少，未根据年龄、手术类型等因素进行

分层分析，这导致了研究结果的针对性欠佳；部分

因素中输血组样本为零，无法计算该危险因素的优

势比。

综上，在加速康复理念及现代血液管理策略的

干预下，初次THA／TKA围术期输血率已显著降低；

术前Hb水平达标应是围术期血液管理的重要

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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