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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共识·

膝骨关节炎阶梯治疗专家共识（２０１８年版）

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骨科学专家委员会

　　一、共识背景
骨关节炎（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ＯＡ）是一种严重影响患

者生活质量的关节退行性疾病，而膝骨关节炎（ｋｎｅｅ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ＫＯＡ）在临床最常见，主要表现为膝关
节疼痛和活动受限。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关节外

科学组和《中华骨科杂志》编辑部２０１８年６月发布
《骨关节炎诊疗指南（２０１８版）》，该指南结合ＯＡ疾
病特点提出了金字塔型的阶梯化分级治疗策略。将

ＫＯＡ的治疗分为基础治疗、药物治疗、修复性治疗
和重建治疗４个层次，指导医生根据患者骨关节炎
的不同程度进行相应治疗。

ＫＯＡ是发病率最高、临床最常见、对个体和社
会损害最大的 ＯＡ之一。相对而言，ＫＯＡ是 ＯＡ的
发生发展阶段性最清晰、相应治疗方法和原则最明

确、最适合阶梯性分级治疗的ＯＡ之一。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各地区、各级医院骨科

诊疗水平发展不均衡，关节疾病的诊疗水平参差不

齐，对ＯＡ的诊疗缺乏系统性的培训、全面深入的认
识，难以对ＯＡ患者严重程度进行恰当判断，易导致
不适合治疗或诊疗延误。

有鉴于此，吴阶平医学基金会骨科学专家委员

会依据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制定的

《骨关节炎诊疗指南（２０１８年版）》，汇聚全国关节
外科学、中医学、康复医学等相关学科的专家们的专

业经验和学识，聚焦对 ＫＯＡ的治疗，经过多轮充分
细致、广泛深入、独立客观、科学循证的专题探讨，积

聚共识，制定了《膝骨关节炎阶梯治疗专家共识》。

本共识针对 ＫＯＡ的流行病学、诊断标准、治疗方法
进行了系统的简化总结，着重结合其病理机制特点、

提出了ＫＯＡ分期标准、阶梯化分级治疗策略和参考
性临床路径。本共识为医疗管理机构和各级医务人

员对ＫＯＡ的治疗工作，提供科学、规范、有效的参考
和指导。

本共识分为正文和附件两部分。

二、ＫＯＡ的流行病学
ＫＯＡ虽然无明显致命性，致残率也低于风湿性

或类风湿性关节炎，但由于其患病率较高，因此是对

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最大的１种骨关节炎。２０１８
版骨关节炎诊疗指南资料显示，我国膝关节症状性

骨关节炎的患病率为８１％；与国外流行病学调查
相比，国内 ＫＯＡ发病率明显高于髋骨关节炎，且呈
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即西南地区及西北地区明显高

于华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从区域特征来看，农

村地区膝关节症状性骨关节炎患病率高于城市地

区［１］。这一流行病学特点也充分反映了地域、性别

与活动对ＫＯＡ发病率的重要影响。
三、ＫＯＡ的临床症状：
（一）膝关节疼痛

疼痛是绝大多数ＫＯＡ患者就诊的第１主诉，初
期为轻中度疼痛，非持续性，受凉时可诱发或加重疼

痛［１－２］；随着疾病的进展，疼痛可能首先影响上下楼

梯或蹲下起立动作，且与活动呈明显相关性。疾病

进展到中期时疼痛症状会进一步影响到平地行走。

晚期可以出现持续性疼痛、明显影响活动甚至影响

睡眠及非负重活动。

（二）膝关节活动受限

ＫＯＡ早期不明显影响膝关节活动，多表现为膝
关节长时间固定姿势后改变体位时短时间不灵活

感。晚期关节活动可能明显受限，甚至导致残

疾［３］。

（三）膝关节畸形

早期畸形不明显，随着疾病进展、软骨层变薄、

半月板损伤脱落或骨赘增生等变化都可导致膝关节

出现明显内翻、外翻或／和旋转畸形［４］。

四、辅助检查

（一）膝关节 Ｘ线检查
膝关节Ｘ线片为 ＫＯＡ明确临床诊断的影像学

“基本标准”，是首选的最简单、最有价值的影像学

检查。在 Ｘ线片上ＫＯＡ的３大典型表现为：（１）受
累关节非对称性关节间隙变窄；（２）软骨下骨硬化
和（或）囊性变；（３）关节边缘骨赘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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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膝 关 节 磁 共 振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检查

膝关节 ＭＲＩ检查是对明确早期诊断、鉴别诊
断、分期及确定治疗方法，很有价值的影像学“补充

标准”。表现为膝关节的关节软骨厚度变薄、缺损，

骨髓水肿、囊性变、关节积液及窝囊肿。有些病例

还伴有半月板损伤及变性。

（三）实验室检查

是鉴别和排除与 ＫＯＡ表现相似的其它膝关节
炎症等疾病的“鉴别标准”。ＫＯＡ患者的血常规、蛋
白电泳、免疫复合物及血清补体等指标一般在正常

范围内。若 ＫＯＡ患者处于急性发作期，可出现 Ｃ
反应蛋白（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和红细胞沉降率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ＥＳＲ）轻度增高。

五、ＫＯＡ诊断和分期
（一）诊断标准

ＫＯＡ是发生于膝关节的 ＯＡ，它符合 ＯＡ的共
同特点，同时具有膝关节这特殊部位的特点。膝关

节为下肢负重关节，重力在ＫＯＡ的致病机制和临床
表现，对诊疗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与负重活动相关的

膝关节疼痛、肿胀以及畸形、活动障碍是 ＫＯＡ主要
诊断标准。

（二）分期标准

为便于制定规范的相对应阶梯治疗方案，本共

识参考中华医学会《骨关节炎诊疗指南》（２０１８年
版）［５］提出 ＫＯＡ分期标准。标准中的临床症状和
体征包括膝关节疼痛、活动、肿胀和畸形 ４个方
面［６］，其中患者的主观疼痛为主要标准［７］。本共识

使用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评
价疼痛严重程度（附件１），同时将客观影像学检查
作为确诊标准，其中 Ｘ线片表现为基本标准，磁共
振为补充标准。以目前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

Ｋｅｌｌｇｒｅ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Ｌ）分级作为 Ｘ线片表现的分
级标准［８］（附件２）。膝关节核磁共振表现以 Ｒｅｃｈｔ
分级作为标准［９］（附件３）。

ＫＯＡ分为以下４期（图１）：
１．初期：疼痛，偶发膝关节疼痛；活动，可正常进

行日常活动；肿胀，无膝关节肿胀；畸形，无明显畸形

（或原有畸形）；Ｘ线片显示关节间隙可疑变窄，可
能出现骨赘。ＫＬ分级Ⅰ级。
２．早期：疼痛，经常出现膝关节疼痛；活动，日常

活动基本不影响，少数患者平路行走偶有影响，常于

起立、下蹲或者上下楼梯时疼痛，活动轻微受限；肿

胀，偶发肿胀；畸形，无明显畸形（或原有畸形）；Ｘ

线片显示，关节间隙轻度狭窄，有明显小的骨赘。Ｋ
Ｌ分级Ⅱ级。
３．中期：疼痛，经常出现膝关节严重疼痛；活动，

日常活动因为疼痛而受限；肿胀，复发性膝关节肿

胀；畸形，可能出现明显膝关节轻度内翻或者外翻畸

形；Ｘ线片显示，明确的关节间隙狭窄，有中等量骨
赘，软骨下骨骨质轻度硬化，可能出现膝关节骨性畸

形（内翻畸形、外翻畸形、屈曲畸形）。ＫＬ分级Ⅲ
级。

４．晚期：疼痛，膝关节疼痛非常严重；活动，日常
活动严重受限；肿胀，可能经常出现膝关节肿胀；畸

形，可能出现严重的内翻、外翻畸形或屈曲挛缩畸

形；Ｘ线片显示，严重的关节间隙狭窄，大量骨赘形
成，明显的软骨下骨硬化，明显的膝关节骨性畸形。

ＫＬ分级Ⅳ级。
当患者主观疼痛等级严重、Ｘ线片表现 ＫＬ分

级较低，二者不符合时，核磁共振检查作为补充标

准，以其分级为准。

六、ＫＯＡ分期对应的阶梯治疗方法及临床路径
（一）阶梯治疗的原则目标

ＯＡ的最终治疗目的是缓解或消除疼痛，改善
关节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１０］。中华医学会《骨

关节炎诊疗指南》２０１８年版提出基础治疗、药物治
疗、修复性治疗和重建治疗四层次的金字塔型的阶

梯治疗策略［５］。

针对ＫＯＡ炎发生发展的阶梯性特点，结合我国
目前 ＫＯＡ的诊疗现状，本共识提出规范性的 ＫＯＡ
阶梯治疗的诊疗主体、诊疗措施、临床路径，以期通

过优化ＫＯＡ的诊疗路径体系和强化医学科普教育
和中医康复医疗的作用，提高临床治疗水平、改善患

者满意度。并为进一步研发医疗科学新技术开辟规

范合理空间的目标。

（二）ＫＯＡ阶梯治疗的４级治疗阶梯
参阅《骨关节炎诊疗指南》（２０１８年版）ＯＡ治

疗分为基础治疗、药物治疗、修复性治疗和重建治疗

四层次。因此，本共识确定ＫＯＡ的阶梯治疗分为相
应的４级阶梯（图２）。
１．ＫＯＡ的基础治疗
ＫＯＡ的基础治疗包括预防保健和治疗康复两

个方面，贯穿于健康人 －患者 －恢复健康人的整个
过程［１１］。它由对患者进行科学的相关医疗科普教

育、中医康健调理、辅助支具保护、现代科学的肌肉

锻炼和适宜活动指导［１２］。

　　（１）患者教育：①充分认识到患者与医生的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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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膝骨关节炎诊断分期图

图２　膝骨关节炎的阶梯治疗

相互配合是维护健康的关键。②使患者了解 ＫＯＡ
的发生发展过程，充分阐释绝大多数ＫＯＡ现代医学
治疗的预后良好，消除其思想负担；③家庭和社会的
支持与帮助对患者的治疗起积极作用。④了解所用
药品的用法和不良反应［１３］，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

药，切勿自行任意改变。

（２）运动和生活指导：①告诫患者避免对本病
治疗不利的各种因素，建立合理的日常活动方式，如

保护受累的膝关节，避免长途疲劳奔走、爬山、上下

高层楼梯、以及各种不良体位姿势（长久站立、跪位

和蹲位等）。②肥胖者应减轻体质量：超重会增加
关节负担，应保持标准体质量［１４］。③保护关节，可
戴保护关节的弹性套，如护膝等；避免穿高跟鞋，穿

软、有弹性的“运动鞋”，用适合的鞋垫，对膝关节内

侧室ＯＡ可用楔形鞋垫辅助治疗［１７］。④发作期减
轻受累关节的负荷，可使用手杖、助步器等协助活

动［１５］。

（３）科学合理的关节肌肉锻炼：①有氧运动：步
行、游泳、骑自行车等有助于保持关节功能［１２］；②适

度进行太极拳、八段锦运动［１６］；③膝关节在非负重
状态下做屈伸活动，以保持关节活动度［１０－１１］；④进
行有关肌肉或肌群的锻炼以增强肌肉的力量和增加

关节的稳定性，如下肢股四头肌等长伸缩锻炼等。

（４）中医和物理治疗：急性期物理治疗的主要
目的是止痛、消肿和改善关节功能；慢性期物理治疗

的目的是以增强局部血液循环和改善关节功能为

主［１８－１９］。中医治疗可以减轻疼痛症状和缓解关节

僵直［２０］，包括按摩［２１］、热疗、水疗等。针灸［２２－２３］、

推拿等。应注意所用方法可能对膝关节产生的潜在

损害，要防止可能对后期治疗可能增加的意外风险，

例如感染。

２．ＫＯＡ的药物治疗
根据ＯＡ患者病变的部位及病变程度，内外结

合，进行个体化、阶梯化的药物治疗。按药物使用途

径分为外用药物、口服药物、肛门栓剂、静脉输入、关

节腔内注射药物。药物作用范围分为局部用药和全身

用药。根据药理作用分为糖皮质激素、非甾体类抗炎

药（ｎｏｎｓｔｅｒｏｉｄｓ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ｄｒｕｇｓ，ＮＳＡＩＤｓ）、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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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抗炎药物、镇痛药、抗焦虑药、中成药，以及透明质酸

钠、几丁糖、富血小板血浆等关节内注射药物。应当

注意，虽然口服 ＮＳＡＩＤｓ最常用，但 ＮＳＡＩＤｓ类药物
具有天花板效应，过量使用不能增强疗效、可能增加

毒副反应。对中重度症状可联合不同方式使用不同

药物。患者在接受药物治疗时应继续基础治疗。

（１）局部外用药物治疗：由于外用药物主要集
中作用于局部，吸收入血运较少，药物的全身性毒副

作用相对较轻。建议早期膝骨关节炎患者，尤其是

高龄患者或基础疾病较多的患者，先选择局部外用

药物治疗（如氟比洛芬凝胶贴膏、中药膏剂等）［２４］。

当皮肤有伤口、皮疹等不良状况时应慎用，出现过敏

反应时应及时停止使用。

（２）口服药物：局部外用药物吸收较少和较慢，
因此全身性药理作用也相对较弱，药物起效较慢。

口服药物由胃肠道吸收，可以达到较高的血药浓度，

作用强于外用药物；同时毒副作用也相对较大。①
ＮＳＡＩＤｓ类药物是治疗 ＫＯＡ最常用的１类药物，建
议首选选择性 ＣＯＸ２抑制剂，相对而言其胃肠道的
副作用小，如塞来昔布、艾瑞昔布、依托考昔等。②
缓解关节疼痛、炎症性肿胀的慢作用药物，如地奥司

明、氨基葡萄糖、双醋瑞因等。③阿片类镇痛药物，
包括弱阿片类镇痛药及强阿片类镇痛药；对 ＮＳＡＩＤｓ
类药治疗无效或存在禁忌证的患者，单独使用或联

合使用阿片类镇痛药，但应注意其不良反应及成瘾

性。④抗焦虑药，可改善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等精神
改变，不仅可缓解因慢性疼痛导致的忧郁状态，还可

增加中枢神经的下行性疼痛抑制系统功能，尤其对

于关节置换术后慢性疼痛可考虑使用抗焦虑药物，

如合用多塞平与阿米替林，或者单独使用乐瑞卡等。

但应用时需注意药物不良反应［２６］。⑤中成药，部分
重要中药可通过各种途径改善关节功能、减轻疼痛，

但其具体机制仍需高等级证据研究［２７］。

（３）肛门栓剂：具有吸收快、起效快的特点。常
用的是ＮＳＡＩＤｓ类药物，用于不便口服药物的患者。

（４）静脉输入：限于医疗机构内使用。具有起
效快、调整剂量方便，用于不便口服药物的患者。多

用于围手术期。常用的有 ＮＳＡＩＤｓ类药物（如帕瑞
昔布钠）、氟比洛芬酯、阿片类药物等。

（５）关节腔内注射药物：常用的注射药物包括
糖皮质激素、几丁糖、玻璃酸钠等。可有效缓解疼

痛，改善关节功能。但该方法是侵入性治疗，可能会

增加感染的风险，必须严格无菌操作及规范操作。

富血小板血浆是最新的研究和探索，其安全性和有

效性尚需要进一步研究检验，有可能是ＫＯＡ治疗的

进步［２８］。

３．ＫＯＡ的修复性治疗
（１）关节镜清理术：关节镜清理主要针对伴有

机械交锁或半月板撕裂等症状的患者，通过关节镜

游离体清理、半月板成型等，能减轻部分早中期患者

的症状［２９］。改善膝关节腔内微环境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膝关节自我修复。对已出现力线异常、明显骨

赘增生的晚期患者，单纯关节镜冲洗或清理手术效

果差。

（２）关节软骨修复术及生物治疗：采用干细胞、
软骨移植、微骨折技术、富集血小板血浆等多种组织

工程及外科手段修复 ＫＯＡ病损的透明软骨［３０］，其

疗效尚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３）膝关节周围截骨术：适合膝关节力线不佳
的单间室骨关节炎患者。包括胫骨结节截骨（纠正

髌股关节轨迹不良）、股骨髁上截骨（股骨侧力线不

良，多为膝外翻）、胫骨高位截骨（胫骨力线不良，多

为膝内翻）。选择股骨、胫骨或腓骨截骨术，开放截

骨或闭合截骨要根据肢体长度、韧带肌腱止点是否

受干扰、骨折能愈合否等因素进行个体化选择。

４．ＫＯＡ的重建治疗
（１）膝关节部分置换术：膝关节单间室骨关节

炎，如果不伴有严重力线异常，且交叉韧带功能良

好，可以实施单间室人工关节置换术治疗，预后良

好［３１］。包括：①单髁置换术，适用于单个胫股关节
骨关节炎；②髌股关节置换术，适用于髌股关节炎。

（２）人工膝关节置换术：适用于严重的膝关节
多间室骨关节炎，尤其伴有各种严重畸形时，其绝大

多数远期疗效满意。全膝关节置换术后２０年以上
假体生存率超过９０％［３２］。可作为ＫＯＡ晚期的终极
有效治疗方法。

（３）极少数 ＫＯＡ晚期患者由于同时伴发的其
它疾病而预期无法通过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得到理想

疗效时，不适宜进行重建治疗，而可以选择膝关节融

合术甚至截肢术。

七、ＫＯＡ阶梯治疗的诊疗主体
ＫＯＡ的基础治疗、药物治疗、修复性治疗和重

建治疗对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要求不同，难度和

风险差异较大；同时对应的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要

求也不同。因此，相对应的实施的主体也不同，只有

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和医师方能进行相应的治疗活

动。

（一）经过良好规范化培训的、具有合格的相关

知识和技能的、具有法定执业资格的医师和合法医

疗机构均有能力进行ＫＯＡ的基础治疗和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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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ＫＯＡ的修复性治疗和重建治疗对医师和
医疗机构的要求高。实施相关治疗的医师均需要经

过相应的良好的规范性培训，充分掌握相关知识和

技能；医疗机构具有相对应的硬件设施条件，例如修

复性治疗中的关节镜等相应设备，重建治疗中人工

关节置换术需要百级层流净化手术室设施等等。

八、ＫＯＡ阶梯治疗的临床路径
本共识根据参照ＫＯＡ简明标准划分的４期，结

合ＫＯＡ的基础治疗、药物治疗、修复性治疗和重建
治疗４级治疗阶梯，依据目前我国医疗现状，提出
ＫＯＡ阶梯治疗的临床路径参考规范（图３）。
　　（一）基础治疗和药物治疗贯穿于 ＫＯＡ的各
期，各级医疗机构和医师均应高度重视，规范实施。

根据ＫＯＡ各个期患者的特点，及时、科学、合理、积
极地进行基础治疗和药物治疗。

（二）ＫＯＡ阶梯治疗路径
１．ＫＯＡ初期
以基础治疗为主，药物治疗为辅。以基层医疗

机构和下级医师为治疗主体。上级医师和医疗机构

帮助明确诊断后、宜转诊给下级医师和医疗机构继

续治疗，并加以指导。

２．ＫＯＡ早期
以药物治疗为主，辅以基础治疗。以基层医疗

机构和下级医师为治疗主体。上级医师和医疗机构

帮助明确诊断后、宜转诊给下级医师和医疗机构继

续治疗，并加以指导。

３．ＫＯＡ中期

以修复性治疗为主，辅以基础治疗和药物治疗。

以符合条件的中高级医疗机构和医师为治疗主体。

手术治疗后、宜择期转诊给下级医师和医疗机构继

续康复治疗，并加以指导。

４．ＫＯＡ晚期
以重建治疗为主，辅以基础治疗和药物治疗。

以符合条件的高级医疗机构和医师为治疗主体。手

术治疗后、宜择期转诊给下级医师和医疗机构继续

康复治疗，并加以指导。

５．特殊表现ＫＯＡ患者
（１）对于影像学显示为严重 ＫＯＡ，而患者主观

疼痛不明显者，根据患者意愿和要求，可以由符合条

件医师选择修复性治疗或者重建治疗，也可在上级

医师的指导下、由下级医师和医疗机构进行基础治

疗或者药物治疗，必要时转回再进行重建治疗。

（２）单纯髌股关节炎即髌股关节的退化，也是
导致膝关节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３３］，其发病机制主

要包括生物学及力学因素。目前对髌股关节炎严重

程度仍缺乏有效分级，但其治疗仍应根据病情的严

重程度行阶梯治疗。早期以保守治疗为主，并辅以

非甾体类抗炎药及镇痛药以减轻症状。对于慢性期

的患者应积极进行膝关节周围肌肉锻炼增强膝关节

稳定性。疼痛程度较重且经保守治疗无效时可考虑

手术治疗，如关节镜下清理术、外侧支持带松解术、

内侧髌股韧带重建、胫骨结节转移术等。重度患者

可考虑髌股关节置换术或全膝置换术［３４］。

图３　ＫＯＡ阶梯治疗的临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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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结束语
ＫＯＡ疾病具有发病率高、病程长、阶梯性明显、

对生活质量影响大等特点，通过推广ＫＯＡ阶梯治疗
这一最新理念，有利于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探索

ＫＯＡ阶梯治疗的有效路径及模式，可达到疾病治疗
方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病人就医的便利化和高效

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职能作用的清晰

化和明确化，社会整体医疗费用的合理化和最小化，

从而提高我国 ＫＯＡ的治疗水平，保护有效劳动力，
减少老年人因病致残生活不便引发的社会及家庭医

疗负担。

附件 １：ＫＯＡ（膝骨关节炎）的 ＫＬ（Ｋｅｌｌｇｒｅ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分级标准

患者膝关节影像学表现是诊断ＯＡ及判断疾病
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由于 Ｘ线检查价格低廉，普
及程度好，同时能有效了解病变进展情况和疗效评

估，因此常规 Ｘ线摄片是 ＫＯＡ临床诊断中最基本
和首选的方法。我们建议将膝关节 Ｘ线片表现作
为评估膝骨关节炎分级的主要影像学指标。

根据目前临床上应用的广泛程度及文献报道对

于判断患者是否具有手术指证的效度，我们建议使

用Ｋｅｌｌｇｒｅ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分级［８］作为对 ＫＯＡ分级的主
要依据。

０级正常膝关节。
Ⅰ级关节间隙可疑变窄，可能出现骨赘。
Ⅱ级关节间隙轻度狭窄，有明显小的骨赘。
Ⅲ级明确的关节间隙狭窄，有中等量骨赘，软骨

下骨骨质轻度硬化，可能出现膝关节骨性畸形（内

翻畸形、外翻畸形、屈曲畸形）。

Ⅳ级严重的关节间隙狭窄，大量骨赘形成，明显
的软骨下骨硬化，明显的膝关节骨性畸形。

附件２：ＫＯＡ（膝骨关节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
法标准

临床上最为常用的是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由于ＶＡＳ是１种主观疼痛评
分，能够较好体现患者主观感受，因此我们建议使用

该方法对骨关节炎患者进行初筛。但应注意该方法

对感知直线和准确标定能力差或对描述词理解力差

的老年人不宜使用。０分表示无痛；１～３分表示轻
度疼痛；４～６分表示中度疼痛；７～１０分表示重度疼
痛。

附件３：ＫＯＡ（膝骨关节炎）ＭＲＩ检查的 Ｒｅｃｈｔ
分级标准

由于ＯＡ早期表现为软骨退变或剥脱、软骨下
骨水肿等，单纯Ｘ线往往不能准确反映疾病的严重

程度，导致单凭Ｘ光片往往难以区分极早期与早期
ＯＡ患者，因此在临床遇到 Ｘ线退变表现与疼痛强
度明显不符的情况时我们推荐患者接受 ＭＲＩ检查，
并根据ＭＲＩ检查结果进行再评估。对早期评估难
以分级的患者进行ＭＲＩ检查的影像学结果，我们推
荐使用Ｒｅｃｈｔ分级［９］进行再评估。

０级正常软骨，软骨弥漫性均匀变薄但表面光
滑。

Ⅰ级软骨分层结构消失，软骨内出现局灶性低
信号区，软骨表面光滑。

Ⅱ级软骨表面轮廓轻至中度不规则，软骨缺损
深度未及全层厚度５０％；。

Ⅲ级软骨表面轮廓中至重度不规则，软骨缺损
深度达全层厚度５０％以上，但未完全脱落。

Ⅳ级软骨全层缺损、剥脱，软骨下骨质暴露，有
或无软骨下骨骨质信号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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