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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 Meta 分析系统评价开放性楔形胫骨高位截骨术（OWHTO）治疗术中植骨与未植骨的疗效。方
法 通过计算机检索建库至 2021 年 4 月 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查找所有比
较开放性楔形胫骨高位截骨术中植骨与未植骨的临床对照研究，根据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进行文献筛选、质量评
价和数据提取后，应用 Revman 5.4 软件对各项评价指标进行 Meta 分析。结果 共纳入 10 篇文献，共 581 例膝关节
病例，其中 279 例植骨，302 例未植骨。Meta 分析结果显示：植骨与未植骨相比，骨性愈合时间［MD=-0.2，
95%CI（-0.26，-0.14），P＜0.001］、术后 FTA［MD=0.7，95%CI（0.23，1.17），P=0.004］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但术后 3 个月骨性愈合率、术后矫正丢失角度、术后 KSS 膝关节评分、术后 KSS 功能评分、术
后膝关节 Lysholm 评分、术后 IKDC 评分、术后并发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两组患者均获得良好的
术后功能及疗效，开放性楔形胫骨高位截骨术植骨组的骨性愈合较快，但术后 3 个月的骨性愈合率无差异，所以
对于术中截骨后撑开高度较小时，可以考虑不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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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wedge high tibial osteotomy with and without bone graft: A Meta-analysis
Luo Wanglin, Xu Guoxing, Feng Zhi, Han Shuang, Dai Guoqiang, Yang Chuanjun. Shanghai Jiading District Anting
Hospital, Shanghai, 2018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fficacy of opening wedge high tibial osteotomy (OWHTO) with
intraoperative bone graft versus no bone graft by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Methods Through computer search of
PubMed,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CNKI, Wanfang databas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tabase to April 2021, all
clinical comparative studies of with and without bone graft in open wedge high tibial osteotomy were searched. After
literature screening, quality evaluation and data extraction wer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criteria and exclusion
criteria, and the Revman 5.4 software was used to conduct a Meta analysis of each evaluation index. Results A total of 10
articles were included, including 581 knee joint cases, including 279 cases with bone grafts and 302 cases without bone
grafts. Meta-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non-grafted bone, the bone healing time [MD=-0.2, 95%CI(-0.26,
-0.14), P<0.001], postoperative FTA [MD=0.7, 95%CI(0.23, 1.17), P=0.004] had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ut the rate of
bone healing at 3 months postoperatively, postoperative correction loss angle, postoperative KSSK, postoperative KSSF,
postoperative Lysholm Knee Score, postoperative IKDC Score,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Conclusion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achieved good postoperative function and curative effect. The bone healing
in the open wedge-shaped high tibial osteotomy and bone grafting group was faster, bu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bone
healing rate 3 months after operation. Therefore, if the distraction height after osteotomy was small, no bone grafting could
be considered.
[Key words] High tibia osteotomy(HTO); Bone graft; Without bone graft; Meta analysis

开 放 性 楔 形 胫 骨 高 位 截 骨 术 （opening wedge high
tibial osteotomy，OWHTO）已成为治疗伴有内翻畸形的内
侧间室骨关节炎的有效且成熟的治疗方式[1-2]，其目的是通
过矫正力线改变膝关节的载荷分布，将力线从患膝的内侧
间室转到健康的外侧间室，以减轻疼痛，减缓膝关节退变
过程，推迟全膝关节置换术[3-4]。截骨高位截骨术包括外侧
作者单位：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医院，
上海，
201800

闭合楔形和内侧开放性楔形，其中内侧开放性楔形胫骨高
位截骨术是目前最常用、最受欢迎的手术方式[5]。开放性
楔形胫骨高位截骨术能够简单、准确地调整所需的校正角
度，且避免对外侧膝关节结构（如近端胫腓骨关节和腓总
神经）的损伤[6-7]。开放性楔形胫骨高位截骨术中截骨撑开
后一般需要填充自体骨或同种异体骨[8-9]，但也有截骨后不
植骨的报道[10]。在开放性楔形胫骨高位截骨术中坚强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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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前提下，是否需要辅以植骨，仍然存有争议[11-12]。本

资料的指标采用风险比（risk ratio，RR），当结局事件为全

文利用国内外进行的开放性楔形胫骨高位截骨术植骨与未

部发生或为 0 时选用危险差（risk difference，RD），95% 可

植骨进行荟萃分析，为临床选择提供客观依据。

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CI） 及 P 值作为衡量危险因

1 资料与方法

素的合并效应量，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连续变量

1.1 检索策略

资料指标采用加权均数差（mean difference，MD），当对

计算机检索 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

同一干预措施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或单位时选用标准化均

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间均为建库至 2021 年 4 月。

数差（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SMD），95%CI 及 P 值

以 “opening wedge high tibial osteotomy （OWHTO） ”

作为衡量危险因素的合并效应量，P＜0.05 为差异有统计

“with and without”“bone graft”为英文检索词，以“胫骨
高位截骨”“植骨”为中文检索词。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研究类型，关于开放性楔形胫骨高位截
骨植骨对比未植骨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对照研究及回
顾性队列研究；②研究对象，膝骨关节炎合并膝内翻的患
者，两组患者的基线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性别、年
龄、体重指数、吸烟、术中截骨撑开高度、内翻角等因
素）；③干预措施，实验组术中植骨，对照组术中未植骨；

学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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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研究为同质不存在异质性（P＞0.1，I2＜50%），
采 用 固 定 效 应 模 型 ； 相 反 研 究 间 存 在 异 质 性 （P≤0.1 ，
I2≥50%），首先分析异质性来源，无法消除且具有临床
一致性时，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经文献检索，共检索出 223 篇文献，其中英文 192 篇，

④评价指标包括，骨性愈合时间、术后 3 个月愈合率、术

中文 31 篇。经阅读文献题目或摘要排除文献 187 篇，其余

后矫正丢失角度（最后回访测量的内翻角与术后的内翻角

阅读全文后排除 25 篇，剔除同一作者发表的 2 篇文章中样

丢失的角度）、术后股骨胫骨角（股骨解剖轴与胫骨解剖轴

本量较少、信息较少的 1 篇，最后获取 10 篇临床对照研

的外侧夹角，femoral tibial angle，FTA）、术后膝关节评分

究[13-22]，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1。其中英文 9 篇，中文 1 篇 ，

（knee society score，KSS）、术后 KSS 功能评分、术后膝关

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3 篇，回顾性研究 7 篇。共 581 例膝关

节 Lysholm 评分、术后国际膝关节文献委员会（International

节病例，其中 279 例植骨，302 例未植骨。纳入文献的基本

Knee Documentation Committee，IKDC）评分及术后并发症。

资料见表 1。

排除标准：①同一作者重复发表的文献；②文献中术
后随访小于 1 年的研究；③综述、个案报道、Meta 分析以
及专家意见等无法提取数据的文献。
1.3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由两名研究员独立按照 Cochrane 系统评价标准对偏倚
风险进行评估，若两名研究者的意见不一致时，通过第三
名研究者介入并讨论达成一致。评价内容：①随机分配方
法是否正确；②是否施行了分配隐藏；③对研究者、受试者
及测评者是否采用盲法；④是否存在结果数据完整；⑤是否
选择性报告结果；⑥其他偏倚情况。
1.4 评价指标提取
由两名研究者分别单独提取资料，然后相互核对，若
遇到分歧的情况，第三名研究者介入并讨论后决定。提取
信息包括：第一作者、发表年份、样本量、男女例数、年
龄、BMI、术中截骨撑开高度、植骨类型、固定的钢板类
型、随访时间及两组疗效指标的数据（二分类资料提取相
应发生的例数；连续变量资料提取均数及标准差）。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Revman 5.4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二分类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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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纳入文献基本资料
关节
例数
作者

年份

性别
（男/女）

BMI
（kg/m2）

年龄
（岁）

研究类型
植骨

未植
植骨
骨

术中截骨撑
开高度
（mm）

随访时间
（月）
植骨类型

钢板类型

未植
未植
未植
未植
植骨
植骨
植骨
骨
骨
骨
骨

植骨 未植骨

2011

前瞻性随机
对照

23

23

20/3

23/0

42.2 41.9 28.5 26.7

－

－

自体髂骨

Puddu

23.6

23.6

2012

回顾性

30

37

6/24

3/34

63.4 53.8 27.1 28.3

－

－

自体髂骨

T-buttress
or TomoFix

24

24

Mohamed 等[15] 2013

前瞻性

46

46

15/31 19/27 48.0

11

10

自体髂骨

Puddu

44

40

回顾性

21

22

6/15

8/14

9.6

10.5

骨移植、
羟基磷灰石

TomoFix

27

27

前瞻性随机
对照

21

19

－

－

49.7 49.1 29.0 28.2 10.3

9.8

自体髂骨

Puddu

74.3

70.6

回顾性

33

38

11/22

5/33

55.9 58.3 26.6 26.3 11.0

10.5

27.7

24

前瞻性随机
对照

15

25

7/8

17/8

42.3 43.3

Zorzi 等[13]
Pornrattanaman
-eewong 等[14]

徐亚风等[16]

2015

Passarelli 等[17] 2017
Nha 等[18]

2018

Fucentese 等[19] 2019

46

29.2 28.7

60.4 59.7

－

－

羟基磷灰石、TomoFix or
β-磷酸三钙
OhtoFix

－

－

－

－

自体髂骨

Surfix

12

12

－

－

－

－

自体髂骨

Puddu

19.3

19.3

Sarman 等[20]

2019

回顾性

31

32

－

－

Jung 等[21]

2020

回顾性

46

48

34/9

34/9

59.6 61.5 24.1 25.2

9.1

8.3

β-磷酸三钙

TomoFix™

22

22

Ulucaköy 等[22] 2020

回顾性

13

12

8/5

6/6

40.5 41.3 26.2 26.8

－

－

自体髂骨

TomoFix

28.6

28.6

52

2.2 基本指标分析

52

骨性愈合时间短于未植骨组（见图 2）。

2.2.1 骨性愈合时间

2.2.2 术后 3 个月骨愈合率
[13,15-16,20-21]

记录了患者术后骨性愈合时

4 篇文献[18-19,21-22]报道了术后 3 个月骨愈合情况，共 230

间的比较，共计 338 例膝关节，其中植骨组 167 例，未植骨

例，其中植骨组 107 例，未植骨组 123 例。经过异质性检验

纳入的 5 篇文献

2

2

组 171 例 。 经 异 质 性 检 验 （Chi =21.45， P=0.000 3， I =

（Chi2=4.89，P=0.18，I2=39%），各研究间无异质性，采用

81%），研究间有异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型。合并效

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两组术后 3 个月骨愈合率[RR=

应 量 [MD=-0.22， 95%CI （ -0.40， -0.05）， Z=2.47， P=

1.13，95%CI （0.84，1.52），Z=0.82，P=0.41]，差异无统

0.01]，两组骨性愈合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植骨组

计学意义（见图 3）。

图 2 术后骨性愈合时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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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术后 3 个月骨愈合率比较

2.2.3 术后矫正丢失角度

2.2.4 术后 FTA

4 篇文献[14-15,19-20] 研究分析了术后矫正丢失情况，共

5 篇文献[14-17, 22] 比较了术后股骨胫骨情况，共提供了

262 例，植骨组 122 例，未植骨组 140 例。经异质性检验

267 例膝关节，其中植骨组 131 例，未植骨组 136 例。异质

（Chi =6.94，P=0.07，I =57%），研究间有异质性，采用随

性检验表明 （Chi2=5.82，P=0.21，I2=31%），研究无异质

机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植骨与未植骨术后矫正丢失角度

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植骨组术后 FTA 较未

[OR=0.05，95%CI （-0.54，0.65），Z=0.18，P=0.86]比较 ，

植骨组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0.70，95%CI （0.2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图 4）。

1.17），Z=2.92，P=0.004]（见图 5）。

2

2

图 4 术后矫正丢失角度比较

图 5 术后股骨胫骨角（FTA）比较

2.2.5 术后 KSS 膝关节评分
[15,17,19-20]

有 4 篇研究

报道术后 KSS 膝关节评分情况，共

235 例，植骨组 113 例，未植骨组 122 例。经异质性检验
2

2

（Chi =0.77，P＝0.86，I =0%），研究间无异质性，采用固

195 例膝关节，其中植骨组 98 例，未植骨组 97 例。异质性
检验 （Chi2=3.49，P＝0.18，I2=43%），研究间无异质性 ，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分别为：[MD=2.12，95%CI
（-1.01，5.25），Z=1.33，P=0.18]，提示植骨组和未植骨组

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植骨与未植骨术后 KSS 膝关节评

术后 KSS 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图 7）。

分[MD=2.35，95%CI（-0.58，5.28），Z=1.57，P=0.12]，差

2.2.7 术后 Lysholm 评分

异无统计学意义（见图 6）。
2.2.6 术后 KSS 功能评分
有 3 篇文献[15,17,20] 交代了膝关节运动范围，共提供了

2 篇文献[21-22]研究分析了术后膝关节 Lysholm 评分，共
提供了 119 例膝关节，其中植骨组 59 例，未植骨组 60 例。
异 质 性 检 验 （Chi2=0.63， P=0.43， I2=0%）， 研 究 无 异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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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植骨与未植骨术后

统 计 学 意 义 [MD=-2.16， 95%CI （-5.00， 0.67）， Z=1.50，

Lysholm评分比较[MD=0.40，95%CI（-2.42，3.21）
，Z=0.28，

P=0.13]（见图9）
。

P=0.7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图 8）。

2.2.9 术后并发症
6 篇文献 [13-16,18,21] 研究分析了术后并发症情况，共提

2.2.8 术后 IKDC 评分比较
2 篇文献[21-22] 报道了两组术后 IKDC 评分。共提供了

供 了 413 例 膝 关 节 ， 其 中 植 骨 组 199 例 ， 未 植 骨 组 214

119 例膝关节，其中植骨组 59 例，未植骨组 60 例。各研究

例 。 异 质 性 检 验 （Chi2= 5.53， P＝0.35， I2=10%） 无 异

间无异质性（Chi2=0.57，P=0.45，I2=0%），采用固定效应

质性，经固定效应模型处理数据后发现两组在术后并发

模型对 Meta 分析的效应尺度进行合并。结果显示，两种方

症 比 较 ，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RD＝0.04， 95%CI （-0.04，

法在开放性楔形胫骨高位截骨术后 IKDC 评分比较，差异无

0.12），Z=0.99，P=0.32]（见图 10）。

图 6 术后 KSS 膝关节评分比较

图 7 术后 KSS 功能评分比较

图 8 术后 Lysholm 评分比较

图 9 术后 IKDC 评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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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术后并发症比较

3 讨论
OWHTO 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合并内翻畸形有效的治
疗方式，尤其是仅累及膝关节内侧间室的年龄相对较轻的
患者，以推后或避免行全膝关节置换[23]。Ollivier 等[24]通过
对于 7 087 例胫骨高位截骨术平均超过 10 年的随访结果显
示：具有较好的存活率、满意度及功能评分，且大多数患
者延迟 15 年以上行膝关节置换术。OWHTO 的严重并发症
是骨愈合延迟或骨不连以及术后的矫正丢失[25-26]，Lee 等[27]
研究显示，自体髂骨植骨患者存在术后长期髂部疼痛及不
适。同种异体骨也会出现软组织刺激和感染，缺乏初级稳
定性及骨愈合差等不良后果[28]。那么植骨组的 OWHTO 是
否优于未植骨组仍存在争议。本研究中发现，可能是植骨
组具有其成骨、骨诱导和骨传导的能力，植骨组比未植骨
组更快地实现骨愈合，但术后 3 个月的骨性愈合率无明显
差异，术后植骨组与未植骨组矫正丢失角度、术后膝关节
功能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均无明显差异。根据本研究结
果显示，不建议常规使用植骨，以免造成额外的并发症。
本研究通过 Meta 分析对开放性楔形胫骨高位截骨术中
植骨与未植骨的疗效进行系统的评价。两组患者均获得良
好的术后功能及疗效，开放性楔形胫骨高位截骨术植骨组
的骨性愈合较快，但术后 3 个月的骨性愈合率无差异，所
以对于术中截骨后撑开高度较小时，可以考虑不植骨。然
而下列情况需要考虑植骨：矫正内翻畸形过大（＞15°）、
或者撑开距离过大（＞14 mm）；存在“合页”处骨折；某
些高危患者人群，合并肥胖、吸烟、高龄以及其他一些影
响骨愈合的情况，故也建议植骨。
本研究虽然严格按照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对开放性楔形
胫骨高位截骨术中的植骨与未植骨进行 Meta 分析，但仍有
以下不足：①多为小样本的临床研究，还需大样本、多中心
的高质量研究进一步证实；②大部分为回顾性队列研究，还
需高质量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来说明其优势的证据；③纳
入文献的观察指标并不是一致的，较难进行合并分析；④研
究者倾向于发表阳性结果，阴性结果不报道，且漏斗图显示

仅大致对称，并不能完全排除发表性偏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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