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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荟萃分析·

膝骨性关节炎单髁与全膝置换的荟萃分析△
刘爱峰 1，2，3，马信龙 1，崔中赏 3，余伟杰 3，郭天赐 3
（1. 天津医院，天津 300211；2. 天津医科大学，天津 300050；3.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 300391）
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膝骨性关节炎单髁与全膝置换的临床疗效。［方法］ 检索建库至 2021 年 1 月 Cochrane Library、

PubMed、Web of science 、EMBASE、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及中国生物医学 （CBM） 数据库，收集关于膝骨性关节炎

单髁与全膝置换治疗的研究文献。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进行文献筛选、质量评价及资料提取，使用 Revman 5.3 软件对结局

指标进行荟萃分析。［结果］ 共纳入 24 项研究，包括 3 066 例膝关节。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单髁膝关节置换组在术中出血量

（P<0.05）、引流量 （P<0.05）、输血率 （P<0.05）、手术时间 （P<0.05）、KSS 评分 （P<0.05）、HSS 评分 （P<0.05） 和膝关节活
动度 （P<0.05） 方面优于全膝关节置换组，但前者翻修率显著高于后者 （P<0.05）。而在术后并发症和优良率方面，二者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单髁膝关节置换有利于减少术中出血量、引流量、输血率和手术时间，改善膝关节评分和活
动范围，全膝关节置换的优势在于降低翻修率。临床为膝骨关节炎患者制定手术方案应更加注重患者的自身状况和需求。
关键词：单髁膝关节置换术，全膝关节置换术，膝骨关节炎，荟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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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versus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for knee osteoarthritis: a meta- analysis // LIU Ai-

feng1， 2， 3, MA Xin-long1, CUI Zhong-shang3, YU Wei-jie3, GUO Tian-ci3. 1. Tianjin Hospital, Tianjin 300211, China; 2.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50, China; 3. First Teaching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39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outcomes of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UKA) versus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KA) for knee osteoarthritis (KOA) . [Methods] The data bases, such as Cochrane Library, PubMed, Web of science, EMBASE, CNKI,

Wanfang Data and CBM Data were searched for the comparison of clinical outcomes of UKA versus TKA for KOA from the creating to Janu⁃
ary 2021. Literature screening, quality assessment, and data extraction were conducted to meet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Rev⁃
Man 5.3 was used to perform the meta-analysis of parameters related to the consequences. [Results] A total of 24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volving 3 066 knees. As results of the Meta-analysis, UKA proved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the TKA in terms of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P<
0.05) , drainage volume (P<0.05) , blood transfusion rate (P<0.05) , operating time (P<0.05) , KSS (P<0.05) , HSS (P<0.05) and ROM (P<
0.05) . However, the former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revision rate than the latter (P<0.05) .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excellent and good rates. [Conclusion] Regardless of high revision rate, the UKA
has advantages of reducing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drainage, blood transfusion rate, and operating time, whereas improving knee score
and ROM over the TKA. Clinical formulation of surgical plans for KOA patient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conditions and needs.
Key words: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knee osteoarthritis, meta-analysis

膝 骨 关 节 炎 （knee osteoarthritis, KOA） 是 一 种

明，正常情况下膝关节负荷主要通过内侧传导，容

临床常见骨科疾病，以关节软骨退变为主要表现，

易导致膝关节内侧间室应力集中，加剧关节软骨退

多见于老年人。KOA 会引起疼痛、关节僵硬，带来

变，从而引起关节间隙变窄，致使下肢力线向内侧

较高的治疗费用及增加致残风险

偏移，造成内翻畸形。内翻的膝关节加重了内侧间

。有研究报道，

［1］

年龄超过 55 岁的人群中，至少有 10％的人患有疼

痛性 KOA，其中四分之一存在残疾 ［2］。既往研究表

室应力，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3，4］。

早期 KOA 可通过控制体重、功能锻炼和中药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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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等方式进行保守治疗，从而缓解疼痛症状和改善

出现提取数据不一致的情况，由第三位作者介入并讨

膝关节功能，然而对于中、重度内侧间室伴软骨下

论后决定。提取的信息包括文章作者、发表年限、国

骨磨损严重的 KOA，指南推荐使用单髁膝关节置换
术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UKA） 进行部

分关节置换；针对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终末期
KOA， 全 膝 关 节 置 换 术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KA） 成 为 最 终 选 择 ， 两 者 具 有 各 自 的 优 势 及 特
点

。UKA 通过膝关节内侧间室局部置换达到治

［2，5］

疗效果,而 TKA 手术范围为整个膝关节结构

。目

［7］

前，由于两种手术的适应证有重合的部分，临床上
选取何种手术治疗膝关节内侧间室骨性关节炎仍存
在争议

［6， 7］

。本研究通过对两种手术方式进行荟萃

分析，从而为 KOA 治疗提供循证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家或地区、研究设计类型、样本量、年龄、性别、随
访时间、结局指标等。如有必要，联系文献作者获取
更详细的信息。

1.5 统计学方法

Meta 分 析 由 第 一 作 者 使 用 RevMan 5.3 软 件 进

行。其中连续性指标资料采用均数差 （mean differ⁃

ence, MD） 为效应指标，二分类指标资料采用比值比

（odds ratio, OR） 为效应指标，各效应量均给出其点估
计值以及 95%置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 CI）。各

研究间的异质性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及 I2 进行统计学分
析，若各研究间不存在异质性 （P≥0.05，I2<50%） 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相反，若研究间存在异质性 （P<

0.05，I2≥50%），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数据无法进
行合并分析时进行描述性分析。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 研究对象：膝骨关节炎患者，性

别及年龄不限；（2） 干预方式：UKA 与 TKA，内固定

或假体类型不限；（3） 结局指标：术中出血量、引流
量、输血率、手术时间、膝关节评分、膝关节活动
度、优良率、并发症发生率及翻修率；（4） 研究类
型：随机对照试验及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语言、国
家无限制。
排除标准：重复发表、动物试验、缺乏对照、综
述或系统评价以及评论或会议论文等数据不全的研究
文献。

1.2 检索方法

在 Cochrane Library、 PubMed、 Web of science、

EMBASE、CNKI、万方、中国生物医学 （CBM） 数据
库，以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knee osteoarthritis”和“unicom⁃

partmental osteoarthritis”为英文检索词，中文检索词

2

结 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经过文献检索，共检索出 1018 篇文献，其中

PubMed 66 篇、Web of science 498 篇、Cochrane Li⁃

brary 16 篇、EMBASE 80 篇、CNKI 91 篇、万方数据

库 247 篇、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 20 篇。
经过初步筛查去除重复文献 161 篇，阅读标题、摘要

后再次排除 792 篇与本系统评价的目的、对象及干预

措施无关的文献。剩余的 65 篇文献经过阅读全文
后，15 篇因未设置对照组而被排除，另 19 篇数据不

全、7 篇系统评价文献被排除。最终纳入 24 篇文献，
包括 8 篇随机对照研究 ［7-14］，16 篇回顾性病例对照研
究 ［6，15-29］，见图 1。总计 3 066 例膝关节，其中 UKA

组 1 374 例，TKA 组 1 692 例。经文献质量评价，上

述文献质量中等偏上，可以纳入荟萃分析。纳入文献

包括“单髁膝关节置换术、全膝关节置换术、膝骨关

的一般资料见表 1。

比 TKA 治疗 KOA 的随机对照试验或回顾性病例研究

2.2.1 术中出血量

节炎、内侧间室骨关节炎”等。检索国内外 UKA 对
的文献，发表时间自建库起至 2021 年 1 月。

2.2 荟萃分析结果

有 4 篇文献对术中出血量进行了统计 ［11，14，16，20］，

1.3 文献质量评估

共纳入膝关节 268 例。经异质性检验，各研究间存在

随机对照试验采用 Jadad 量表 （改良版） 评估，回顾

型合并其效应尺度。结果显示，MD=-152.58，95%CI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由两名作者单独进行，其中

性 病 例 研 究 采 用 Newcastle- Ottawa Scale （NOS） 评

价 。若遇到分歧通过第三位作者介入，经过讨论达
［6］

成一致。

1.4 数据提取

两位作者分别独立提取资料，然后相互核对，若

2

统计学异质性 （P=0.09，I2=53%），故采用随机效应模
（-167.96，-137.20），P<0.001，表明 TKA 组患者的
术中出血量高于 UK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2 引流量

有 2 篇文献对引流量进行了统计 ［11，28］，共纳入

256 例膝关节。经异质性检验，各研究间异质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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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MD=-173.65,
95% CI （-180.21，-167.08），P<0.001，表明 TKA 组

图1

患者引流量高于 UKA 组，且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
义。

文献筛选流程图

2.2.3 输血率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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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 篇文献对患者的输血情况进行了统
，共纳入 623 例膝关节，经异质性检

［6，14，18，20，22，24］

验，各研究间存在同质性 （P=0.51，I２=0%），故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OR=0.04，95%CI （0.02，
0.13），P<0.001。表明相比 UKA，TKA 组患者需要输
血的概率更高，且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2.2.4 手术时间

分 ［6，10，12，13，19，24］，共纳入 555 例膝关节。经异质性检

验，各研究间存在明显的统计学异质性 （P<0.001，
I2=84%），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显示，MD=

2.60，95%CI （-0.08，5.27），P=0.06，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尚不能认为两组在术后 HSS 评分方面有差异，
尚需纳入更多的研究加以验证。
2.2.6 膝关节活动度

有 15 篇文献对两组患者术后膝关节活动度进行

有 6 篇文献对手术时间进行了分析，共计 1 262

了比较 ［6，10-13，15，17-21，23-25，28］，共纳入 225 例膝关节。经

学异质性 （P<0.001，I2=97% )，故采用随机效应模

大，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显示，MD=5.99, 95%

例膝关节被纳入。经异质性检验，各研究间存在统计
型 。 结 果 显 示 ， MD=- 20.98, 95% CI （- 35.83， -

6.12），P<0.05。表明 TKA 组的手术时间比 UKA 组
长，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5 膝关节评分

异质性检验，P<0.001，I2=92%，各研究间异质性较
CI （3.02，8.95），P<0.001，表明在术后膝关节活动度
方面，UKA 组优于 TKA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7 优良率

有 5 篇文献对术后优良率进行了统计 ［8，9，13，26，27］，

（1） 术后 KSS 评分：有 11 篇文献统计了术后膝

共纳入 390 例膝关节。经异质性检验，各研究间存在

膝关节。经异质性检验，P=0.15，I =31%，提示各研

Meta 分 析 的 效 应 尺 度 进 行 合 并 。 结 果 显 示 ， OR=

关节 KSS 评分

，共纳入 1 412 例

［7，10，11，14，15，18，20，21，25，26，29］

2

究间不存在明显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
示，MD=0.95，95%CI （0.26，1.63），P=0.007，表明

UKA 组的术后 KSS 评分优于 TKA 组，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术后 HSS 评分：有 6 篇文献统计了 HSS 评

同质性 （P=0.72，I2=0%），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
1.26，95%CI （0.75，2.11），P=0.38。提示两组在术
后优良率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8 术后并发症

15 篇 文 献 对 术 后 并 发 症 进 行 了 统
，共纳入 2 074 例膝关节。经

［6，7，10，12，14-16，18，19，21-24，28，29］

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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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检验，各研究间不存在明显统计学异质性 （P=

0.04，I =44% )，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
2

OR=0.93，95%CI （0.72，1.21），P=0.60。提示两组在
术后并发症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1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作者及发表年份
Laurencin CT 1991 ［9］
Newman JH 2000
Weale AE 2001
Yang KY 2003

［29］

［28］

Amin AK 2006

［27］

Manzotti A 2007
Dalury DF 2009
刘朝晖 2010
Sun 2012

［8］

［26］

［25］

［24］

［11］

Walker T 2014
彭颂 2015

［23］

［10］

Shankar S 2016
Siman H 2017
王亮 2017

［22］

［21］

［20］

黎文勇 2018

［19］

Beard DJ 2019

［7］

UluyardimciE 2019
李发东 2019
Tu YH 2020

英国

随机对照研究

英国

回顾性队列研究

新加坡

回顾性队列研究

英国

回顾性队列研究

意大利

回顾性队列研究

美国

回顾性队列研究

中国

回顾性队列研究

中国

随机对照研究

德国

回顾性队列研究

中国

随机对照研究

美国

回顾性队列研究

美国

回顾性队列研究

中国

回顾性队列研究

中国

回顾性队列研究

英国

随机对照研究

中国

随机对照研究

［12］

中国

随机对照研究

中国

回顾性队列研究

澳大利亚

回顾性队列研究

中国

回顾性队列研究

中国

回顾性队列研究

中国

随机对照研究

Liebensteiner 2020
［16］

［15］

赵中溢 2021

随机对照研究

回顾性队列研究

［17］

裴征 2020

美国

土耳其

［6］

韩梦光 2020

研究类型

［13］

［18］

王跃华 2019

国家

［14］

膝数
UKA/TKA

结局指标

45/49

⑥⑪

23/23

⑥⑪

31/130

①⑥⑩⑪

54/54

⑥⑪

50/50

②⑤⑦⑩

随访时间 （年）
UKA

TKA

5

5

>5

7

0.5-4

0.5-4

6

5

5

0.5

0.5

①⑥⑪

3.8±0.5

4±0.6

48/48

①④⑤⑦⑧⑨

4.4

4.4

22/22

⑦⑧⑨

①

28/28

①②③⑦

3.5
4.3
1.8

4.3
1.6

①⑦⑧⑨

120/188

①⑤⑦⑧⑨

3.5 ± 1.8

4.6 ± 2.2

24/24

①⑦⑧

1

1

④⑤⑧⑨

20/23

①③④⑦

264/264

①⑤⑨

>2

3.8

50/50
64/64

2

>2
5

>2
2

>2
5

49/49

①④⑦⑧⑨

4.5

4.5

25/25

①⑦⑧

1.5

1.5

44/49

①⑥⑦

NS

NS

121/35

①④⑦⑧⑨

5.2±1.4

5.5±1.5

31/36

③④⑧

1

1

51/51

①⑦⑧

112/330

⑦

41/41

①⑦⑧

评分

>5

34/34
23/23

NOS/Jadad

1

1.5±0.5
0.5

1

1.5±0.5
0.5

8
7
6
6
6
7
9
7
8
7
7
7
6
9
7
6
8
7
7
6
6
8

注：UKA: 单髁膝关节置换术；TKA: 全膝关节置换术；NS: 未报道；NOS: Newcastle-Ottawa 量表；Jadad: 改良后的 Jadad 量表；结局指标：①
膝关节评分，包含 KSS 和 HSS；②引流量；③术中出血量；④输血发生率；⑤手术时间；⑥优良率；⑦术后膝关节活动度；⑧并发症；⑨翻
修率

2.2.9 术后翻修率
率

有 12 篇 文 献 比 较 了 末 次 随 访 的 翻 修
，共纳入 1 398 例膝关节。经异质

［6，8-10，18，21-24，26，27，29］

性检验，各研究间不存在统计学异质性 （P=0.75，I2=

3

讨 论
膝关节内侧间室骨关节炎的最佳手术治疗一直

0%），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OR=2.06，

存 在 争 议 ， UKA 和 TKA 都 是 治 疗 KOA 的 常 用 术

修率高于 TKA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构，且在手术费用上有一定优势 ［7，30］。然而，有研

95%CI （1.04，4.08），P=0.04，表明 UKA 组患者的翻
2.3 偏倚风险评价

以翻修率为例分析纳入文献的发表偏倚，共有 12

篇文献纳入研究。漏斗图显示纳入的研究大致呈左右
对称的倒漏斗状分布，提示本系统评价纳入的文献发
表偏倚并不明显。
4

式 ［14， 17］。UKA 优点在于保留了部分膝关节原有结
究报道经历了 UKA 的全膝关节置换术临床疗效远低
于直接接受 TKA 的患者 ［31］。全膝关节置换术对病变
关节结构的修复更为彻底，更适用于病情较重的患
者，然而后期的翻修将面临更多的困难 ［32］。在 Kell⁃

gren-Lawrence （K-L） 分级为 3 级或 4 级 KOA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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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很难区分两种术式临床效果的优劣，尽管他们的理
念不同，但两种手术在这一患者群体中都可以被认为
是合适的。除此之外，UKA 还能治疗膝关节外侧间
室骨关节炎，术后患者下肢外翻畸形、胫骨后倾角均

得到改善，且无并发症发生 ［33］。而 TKA 同样可以根
据外翻程度，通过软组织平衡技术和精准截骨，有效
改善患者膝关节外翻畸形和关节活动度

。随着手

［34］

术方法的进步和假体及内固定器械的更新，两者的手
术适应证不断扩大和重叠，这使得为 KOA 患者确定
最佳的术式更加困难 ［3］。

在此次荟萃分析中，UKA 组在术中出血量、引

流量、输血率、手术时间，KSS 和 HSS 评分、术后

膝关节活动度等方面均优于 TKA 组，且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P<0.05）。UKA 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可能与
创伤小有关 ［35］。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本研
究纳入了更多和更新的研究，得出的结果更稳定。然

而在翻修率方面，UKA 组高于 TKA 组，表明接受
UKA 的患者后期翻修风险更高。有研究发现 UKA 较

高的手术翻修率可能与医院等级较低有关，严格的患
者选择可使两者短期和中期翻修率相等。因此，相比

UKA 的高翻修率，手术技术的提升以及手术适应证
的选择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两者在术后优良率和并发
症上的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的局限性：纳入的 24 篇文献中仅有 8 项

为随机对照研究，其余均为回顾性病例研究，可能会
影响研究结论；在术后膝关节活动度中，各研究间异
质性较大，尽管本研究试图以年龄、随访时间、研究

类型分组对其进行亚组分析，但并不能降低其异质
性；本次纳入研究中的并发症包括了深静脉血栓、伤
口感染、假体松动、延迟愈合等，尽管研究间异质性
不明显，但有必要进一步补充文献进行亚组分析。

综上所述，UKA 和 TKA 治疗 KOA 都有确切的

疗效。UKA 的优势在于症状的缓解和术后膝关节功
能的恢复，TKA 的优势在于较低的翻修风险。因

此，临床上为 KOA 患者选取手术方式应更加关注患
者自身的状况和对后期恢复的要求。然而由于本研究

样本量较小，上述结论仍需要大量高质量的研究加以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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