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膝关节置换是骨科经常进行的手术，
它可有效解除膝关节疼痛， 增加关节活动
度， 改善功能， 矫正畸形， 获得长期稳定
性。 但手术只是一方面， 术后科学的康复训
练是获得手术预期疗效至关重要的环节。
如何进行康复训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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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置换术专刊

������手术后伤口疼痛、 肿胀， 怎
么办？ 在手术后的康复阶段 ，
一旦患者锻炼时感到疼痛难忍，
就会不愿意继续练习。 所以手术
后我们会给患者用止痛泵到术后
第三天 ， 之后给患者口服止痛
药， 保证患者在术后的康复阶段
不会很痛。 手术后腿部肿胀也是
很正常的， 通过适当的脚部、 腿
部锻炼 ， 3 天之后就慢慢消肿
了。

手术后伤口需要特殊护理
吗？ 需要拆线吗？ 一般来说， 伤
口不需要特殊处理。 如果手术后
伤口有渗出， 也就是纱布湿了，
需要立即换药。 大多数没有渗出
的情况下， 术后 24 小时换一次
药就可以了。 伤口缝合用的是可
吸收线皮内缝合， 不需要拆线。

做康复训练会不会将伤口撑
开？ 伤口缝合非常紧密， 做康复
训练不会撑开 ， 不要有这种担
心， 一定要积极进行康复训练。

苏雨霞

康复训练宜早不宜迟

一般膝关节置换手术后， 6 小
时麻醉失效， 患者腿部的知觉恢
复时， 就可以开始进行康复训练。
住院期间， 康复训练分以下几步：

1. 患者腿部知觉恢复后， 开
始做脚部背伸锻炼。 这个运动可
以使腿部的肌肉得到锻炼， 同时
加速腿部血液循环， 有利于手术
后消肿和恢复。

2. 术后第一天拔掉引流管 ，
开始做被动屈膝练习。 该练习分
为两种， 一种是 CPM 机器辅助患
者运动， 另一种是医生用手辅助
患者做膝关节屈膝练习。 很多患
者在手术后有很强的心理障碍 ，
认为自己膝盖不能动了， 被动屈
膝练习能帮助患者克服心理障碍，
让身体知道怎样去调配肌肉做运
动。

3. 一旦患者克服了心理障碍，
就要开始做主动的屈膝练习。 患
者坐在床边 ， 抬起小腿再放下 ，
算是一次屈膝。 第一天锻炼， 患
者大多数可以做到屈膝 50°~60°，
以后每天增加 5°~10°， 到第三天
就可以练到 90°， 并开始扶着助步

器适当行走； 到术后第 5~6 天， 屈
膝可以到 120°。 对于绝大多数的患
者， 屈膝 120°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
绝大多数动作， 比如坐马桶等。

4. 开始做主动屈膝练习后， 也
要开始做直腿抬高练习， 患者躺在
床上将整条腿抬起来。 这个动作可
以增加患者日后走路的力量。

具体每天要做多少次

开始锻炼第一天的运动量是 40
次屈膝， 40 次直腿抬高 ， 都是上
午、 下午各 20 次； 之后每天增加
5~10 次， 第三天开始运动量是 50~
60 次； 最后到出院时， 不少患者可
以做到一天 100 次屈膝， 100 次直
腿抬高。

由于伤口和肌肉还未完全修
复， 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些疼痛， 练
得太晚容易影响患者晚上休息， 所
以下午锻炼完， 时间最好不要超过
17 点。

出院后要继续康复训练

膝关节置换术出院回家后， 要
遵医嘱继续进行康复训练。

屈膝练习要持续到术后 6 周，
患者出院回到家后， 仍然要坚持每
天 100 次的屈膝练习， 100 次直腿
抬高练习， 上午、 下午各 50 次。

患者回家后， 开始走路还需要使
用助步器。 术后 3周之内， 走动的范
围要小一点， 比如从这屋走到那屋
（5米左右）； 3周之后， 伤口愈合比较
好， 可以适当增加走动的距离。 大概
到 6周左右， 就可以不用助步器了。

由于有个体差异， 每位患者的
康复过程不会完全一样， 比如手术前
病情严重的患者、 年老体弱的患者，
恢复起来会相对慢一点。 但绝大多数
患者在经过以上的康复训练后， 都能
在 1个半月至 3个月间得以恢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
主任医师 许建中

������手术后的康复训练是康复医
学的内容之一 ， 与手术同等重
要。 如膝关节置换手术后， 不进
行康复训练， 不但并发症难以避
免， 且功能也难以恢复。 但康复
训练并非随意活动， 而是有一定
原则和步骤的， 需要在医生指导
下制定康复训练计划， 有步骤持
续进行。

康复训练的原则是： 1. 做好
患者的心理疏导， 让他们了解康
复训练的必要性， 积极主动进行
康复训练。 2. 做到个体化， 考虑
患者的年龄 、 体质 、 病情等因
素， 进行合理安排。 3. 手术部位
训练兼顾身体全面训练。 4. 循序
渐进 ， 持之以恒 。 既不畏难不
前， 擅自停止； 又不急于求成，
过度锻炼。

康复训练的步骤是： 1. 起始
阶段。 在恢复清醒后即可开始，
进行轻度训练， 可消除疼痛， 减
轻肿胀 ， 预防深静脉血栓 、 压
疮、 肺部感染、 尿路感染等并发
症。 2. 中间阶段。 屈膝、 伸腿、
直腿抬高等训练按时按量进行，
逐步增强肌力和耐力。 3. 递进阶
段。 增加关节及腿部活动范围与
训练强度， 提高活动能力。 4. 全
面恢复阶段 。 借助机具锻炼行
走、 下蹲、 上下楼梯等能力， 使
膝关节功能逐步恢复， 生活质量
提高。

郑州大学医学院 时仲省

������1. 要根据自己身体状
况， 制定康复计划， 要坚
持， 不要断断续续； 同时
要注意循序渐进， 不要过
度疲劳。

2. 在家练习一定要注
意安全 ， 如地板要防滑 ，
洗手间要有扶手， 以免在
家中摔倒。

3. 手术后 6 周时， 就开始做蹲起
运动和上下楼梯等训练。 训练时一定
要用手扶着栏杆等支撑的东西， 因为
这时候腿部肌肉力量还不够， 容易出
现上楼梯没劲儿或者蹲下去站不起来
的情况， 导致摔倒。

4. 在家做康复训练时， 伤口会有
些红肿和疼痛， 都是正常的。 但如果
出现突然的疼痛加重、 发烧， 要及时
去医院检查， 避免伤口感染。

5. 患者上厕所尽量使用坐便器，
如果只能选择蹲便， 要尽量半蹲， 开

始要有小凳或小椅来扶持， 避免完全
蹲下去后站不起来摔倒。

6. 在康复训练的同时， 可以根据
恢复情况进行一些运动。 如游泳是最
好的选择 ， 尽量选择水温较高的泳
池。 室外散步、 活动四肢， 吸收新鲜
空气、 适当阳光照射等， 都对膝关节
康复有利 。 手术后 6 周之内不要开
车， 因这时膝关节肌力还未回复， 活
动欠灵活， 开车有危险。 最好在 3 个
月后膝关节完全康复了再开车。

郑州黄河中心医院社区科
副主任医师 时丰

������手术后 1 至 1 个半月，
患者要回医院复查， 主要
是检查膝关节功能恢复情
况 。 如果患者做手术后 ，
腿的自主活动不是很好 ，
比如屈膝不到 100°， 进行
复查时， 医生就会用一些
手法帮助患者增强活动力。
如果患者不按期来复查 ，
或拖到 3 个月后再来， 有
上述情况， 再用手法恢复
就比较难了。

术后 3 个月， 患者需
要再来医院拍一张片子 ，
看看关节恢复得怎样。 以
后每年来复查都要拍一张
片子， 并和术后 3 个月拍
的这张片子作对比， 看看
人工关节有没有出现磨损
等特殊情况， 以便采取应
对措施。

苏文

膝关节置换术后
康复训练要跟上 康复训练的

原则与步骤

术后常见问题
怎么解决出院后

要定期复查
在家做康复训练

注意事项多

康复训练宜早不宜迟

一般膝关节置换手术后， 6 小
时麻醉失效， 患者腿部的知觉恢
复时， 就可以开始进行康复训练。
住院期间， 康复训练分以下几步：

1. 患者腿部知觉恢复后， 开
始做脚部背伸锻炼。 这个运动可
以使腿部的肌肉得到锻炼， 同时
加速腿部血液循环， 有利于手术
后消肿和恢复。

2. 术后第一天拔掉引流管 ，
开始做被动屈膝练习。 该练习分
为两种， 一种是 CPM 机器辅助患
者运动， 另一种是医生用手辅助
患者做膝关节屈膝练习。 很多患
者在手术后有很强的心理障碍 ，
认为自己膝盖不能动了， 被动屈
膝练习能帮助患者克服心理障碍，
让身体知道怎样去调配肌肉做运
动。

3. 一旦患者克服了心理障碍，
就要开始做主动的屈膝练习。 患
者坐在床边 ， 抬起小腿再放下 ，
算是一次屈膝。 第一天锻炼， 患
者大多数可以做到屈膝 50°~60°，
以后每天增加 5°~10°， 到第三天
就可以练到 90°， 并开始扶着助步

器适当行走； 到术后第 5~6 天， 屈
膝可以到 120°。 对于绝大多数的患
者， 屈膝 120°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
绝大多数动作， 比如坐马桶等。

4. 开始做主动屈膝练习后， 也
要开始做直腿抬高练习， 患者躺在
床上将整条腿抬起来。 这个动作可
以增加患者日后走路的力量。

具体每天要做多少次

开始锻炼第一天的运动量是 40
次屈膝， 40 次直腿抬高 ， 都是上
午、 下午各 20 次； 之后每天增加
5~10 次， 第三天开始运动量是 50~
60 次； 最后到出院时， 不少患者可
以做到一天 100 次屈膝， 100 次直
腿抬高。

由于伤口和肌肉还未完全修
复， 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些疼痛， 练
得太晚容易影响患者晚上休息， 所
以下午锻炼完， 时间最好不要超过
17 点。

出院后要继续康复训练

膝关节置换术出院回家后， 要
遵医嘱继续进行康复训练。

屈膝练习要持续到术后 6 周，
患者出院回到家后， 仍然要坚持每
天 100 次的屈膝练习， 100 次直腿
抬高练习， 上午、 下午各 50 次。

患者回家后， 开始走路还需要使
用助步器。 术后 3周之内， 走动的范
围要小一点， 比如从这屋走到那屋
（5米左右）； 3周之后， 伤口愈合比较
好， 可以适当增加走动的距离。 大概
到 6周左右， 就可以不用助步器了。

由于有个体差异， 每位患者的
康复过程不会完全一样， 比如手术前
病情严重的患者、 年老体弱的患者，
恢复起来会相对慢一点。 但绝大多数
患者在经过以上的康复训练后， 都能
在 1个半月至 3个月间得以恢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
主任医师 许建中

康复训练宜早不宜迟

一般膝关节置换手术后， 6 小
时麻醉失效， 患者腿部的知觉恢
复时， 就可以开始进行康复训练。
住院期间， 康复训练分以下几步：

1. 患者腿部知觉恢复后， 开
始做脚部背伸锻炼。 这个运动可
以使腿部的肌肉得到锻炼， 同时
加速腿部血液循环， 有利于手术
后消肿和恢复。

2. 术后第一天拔掉引流管 ，
开始做被动屈膝练习。 该练习分
为两种， 一种是 CPM 机器辅助患
者运动， 另一种是医生用手辅助
患者做膝关节屈膝练习。 很多患
者在手术后有很强的心理障碍 ，
认为自己膝盖不能动了， 被动屈
膝练习能帮助患者克服心理障碍，
让身体知道怎样去调配肌肉做运
动。

3. 一旦患者克服了心理障碍，
就要开始做主动的屈膝练习。 患
者坐在床边 ， 抬起小腿再放下 ，
算是一次屈膝。 第一天锻炼， 患
者大多数可以做到屈膝 50°~60°，
以后每天增加 5°~10°， 到第三天
就可以练到 90°， 并开始扶着助步

器适当行走； 到术后第 5~6 天， 屈
膝可以到 120°。 对于绝大多数的患
者， 屈膝 120°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
绝大多数动作， 比如坐马桶等。

4. 开始做主动屈膝练习后， 也
要开始做直腿抬高练习， 患者躺在
床上将整条腿抬起来。 这个动作可
以增加患者日后走路的力量。

具体每天要做多少次

开始锻炼第一天的运动量是 40
次屈膝， 40 次直腿抬高 ， 都是上
午、 下午各 20 次； 之后每天增加
5~10 次， 第三天开始运动量是 50~
60 次； 最后到出院时， 不少患者可
以做到一天 100 次屈膝， 100 次直
腿抬高。

由于伤口和肌肉还未完全修
复， 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些疼痛， 练
得太晚容易影响患者晚上休息， 所
以下午锻炼完， 时间最好不要超过
17 点。

出院后要继续康复训练

膝关节置换术出院回家后， 要
遵医嘱继续进行康复训练。

屈膝练习要持续到术后 6 周，
患者出院回到家后， 仍然要坚持每
天 100 次的屈膝练习， 100 次直腿
抬高练习， 上午、 下午各 50 次。

患者回家后， 开始走路还需要使
用助步器。 术后 3周之内， 走动的范
围要小一点， 比如从这屋走到那屋
（5米左右）； 3周之后， 伤口愈合比较
好， 可以适当增加走动的距离。 大概
到 6周左右， 就可以不用助步器了。

由于有个体差异， 每位患者的
康复过程不会完全一样， 比如手术前
病情严重的患者、 年老体弱的患者，
恢复起来会相对慢一点。 但绝大多数
患者在经过以上的康复训练后， 都能
在 1个半月至 3个月间得以恢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
主任医师 许建中

康复训练宜早不宜迟

一般膝关节置换手术后， 6 小
时麻醉失效， 患者腿部的知觉恢
复时， 就可以开始进行康复训练。
住院期间， 康复训练分以下几步：

1. 患者腿部知觉恢复后， 开
始做脚部背伸锻炼。 这个运动可
以使腿部的肌肉得到锻炼， 同时
加速腿部血液循环， 有利于手术
后消肿和恢复。

2. 术后第一天拔掉引流管 ，
开始做被动屈膝练习。 该练习分
为两种， 一种是 CPM 机器辅助患
者运动， 另一种是医生用手辅助
患者做膝关节屈膝练习。 很多患
者在手术后有很强的心理障碍 ，
认为自己膝盖不能动了， 被动屈
膝练习能帮助患者克服心理障碍，
让身体知道怎样去调配肌肉做运
动。

3. 一旦患者克服了心理障碍，
就要开始做主动的屈膝练习。 患
者坐在床边 ， 抬起小腿再放下 ，
算是一次屈膝。 第一天锻炼， 患
者大多数可以做到屈膝 50°~60°，
以后每天增加 5°~10°， 到第三天
就可以练到 90°， 并开始扶着助步

器适当行走； 到术后第 5~6 天， 屈
膝可以到 120°。 对于绝大多数的患
者， 屈膝 120°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
绝大多数动作， 比如坐马桶等。

4. 开始做主动屈膝练习后， 也
要开始做直腿抬高练习， 患者躺在
床上将整条腿抬起来。 这个动作可
以增加患者日后走路的力量。

具体每天要做多少次

开始锻炼第一天的运动量是 40
次屈膝， 40 次直腿抬高 ， 都是上
午、 下午各 20 次； 之后每天增加
5~10 次， 第三天开始运动量是 50~
60 次； 最后到出院时， 不少患者可
以做到一天 100 次屈膝， 100 次直
腿抬高。

由于伤口和肌肉还未完全修
复， 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些疼痛， 练
得太晚容易影响患者晚上休息， 所
以下午锻炼完， 时间最好不要超过
17 点。

出院后要继续康复训练

膝关节置换术出院回家后， 要
遵医嘱继续进行康复训练。

屈膝练习要持续到术后 6 周，
患者出院回到家后， 仍然要坚持每
天 100 次的屈膝练习， 100 次直腿
抬高练习， 上午、 下午各 50 次。

患者回家后， 开始走路还需要使
用助步器。 术后 3周之内， 走动的范
围要小一点， 比如从这屋走到那屋
（5米左右）； 3周之后， 伤口愈合比较
好， 可以适当增加走动的距离。 大概
到 6周左右， 就可以不用助步器了。

由于有个体差异， 每位患者的
康复过程不会完全一样， 比如手术前
病情严重的患者、 年老体弱的患者，
恢复起来会相对慢一点。 但绝大多数
患者在经过以上的康复训练后， 都能
在 1个半月至 3个月间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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