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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与交流·

关节腔注射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的
临床实践指南计划书
王斌1#，邢丹1#，侯云飞1，陈耀龙2，林剑浩1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关节病诊疗研究中心（北京 100044）
2. 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GRADE中国中心（兰州 7300000）

【摘要】 目的 制订中国关节腔注射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临床实践指南的计划书。 方法 基于 IOM 最新
指南定义、WHO 指南制订手册、GRADE 工具、AGREE Ⅱ工具以及 RIGHT 的标准和要求，来构建临床指南小组
和制订临床实践指南的计划书。 结果

指南工作组于 2016 年 12 月成立，确定了指南制订小组、指南指导委员

会、指南秘书小组、外部评审小组的人员和任务。指南计划书确定了利益声明与处理、PICO 问题、检索策略、证
据质量评价、患者意愿调查、推荐意见的产生、指南推荐意见的同行评审、指南的形成、发表以及更新、指南的传
播、实施与评价、指南的使用者及目标人群等关键问题的处理和操作步骤。 结论 中国关节腔注射治疗膝关节骨
关节炎的临床实践指南将是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生成的，适用于中国人群的膝关节骨关节炎治疗的临床实践指南。
【关键词】 骨关节炎；注射；临床实践指南；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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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protocol for developing a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CPG) for the intraarticular injection of knee osteoarthritis. Methods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IOM about CPG, the WHO handbook, the
GRADE instrument, the AGREE Ⅱ instrument, and the RIGHT for publishing the CPG, we established this protocol
before producing CPG. Results The guideline working groups were established in December 2016, group members and
missions of the guideline development group, the guideline steering group, the guideline secretary group and the external
experts were also set up. The progresses and procedures of declaration of interests and funding support, formulating
questions and choosing outcomes, databases searched, evidence assessment, patients' values and preferences, developing
recommendations, peer review of guideline, reporting publication and updating of the guideline, promotio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guideline, guideline target users and target population, such mentioned above could be
found from this protocol. Conclusion

This protocol for developing a CPG for the intra-articular injection of knee

osteoarthritis is based on the clinical evidences, and we hope it will be the most suitable guideline for Chinese population.
【Key words】 Osteoarthritis; Injectio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Protocol

膝关节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是
一种影响广大老年人的慢性疾病，以膝关节疼痛、
[1]

肿胀、功能受限为特征 ，约 8.1% 的中国老年人患

[2]

有症状性膝关节骨关节炎 ，对患者及国家造成巨
[3]

大的负担 。KOA 与全因死亡率密切相关

[4, 5]

。目

前，对于膝关节骨关节炎早期多采用镇痛药物治
疗，晚期可行关节置换。不同机构的骨关节炎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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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关节腔注射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的推荐意见，
[6-10]

推荐强度不一 ，个别推荐意见甚至相左，且未考
虑患者价值观和偏好。因现有关于关节腔注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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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疗膝关节骨关节炎指南质量较低 ，且中国当前没
有该领域的临床实践指南，缺乏来自中国本土的证

书小组的任务包括：① 完成系统评价的文献检索；
② 患者意愿调查；③ 协调各组的其余相关事宜。

据，国外指南直接用于临床的适应性可能较差。为
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运用推荐分级的评估、制订与

1.2.4

[12]

评价（GRADE）方法 ，制订关节腔注射治疗膝关
节骨关节炎的中国临床实践指南。本文是制订该
指南的计划书，报告如下。

1 指南制订方法
本指南基于临床实践指南构建方法学，符合美
[13]
国医学科学院（Institution of Medicine，IOM） 、指
南研究与评价工具（Appraisal of Guidelines Research
[14]
and Evaluation，AGREE Ⅱ） 及 WHO 指南制订手
[15, 16]

册
对于临床实践指南构建的概念与过程框架。
其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平台（International
Practice Guidelines Registry Platform）上进行注册，
注册号为 IPGRP-2016CN016。

1.1 指南发起单位
本临床实践指南于 2016 年 11 月，由中华医学
会骨科学分会、《中华骨科杂志》、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关节病诊疗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由 GRADE 中
国中心提供技术支持与指导。其题目为《中国关节
腔注射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临床实践指南》。
1.2 指南工作组
2016 年 12 月成立的指南工作组下设4个小组，
包括指南制订小组、指南指导委员会、指南秘书小
组、外部评审小组。
1.2.1 指南制订小组 为保证性别和地域的代表
性，由 19 名不同学科的专家及患者组成指南制订
小组，包括：11 名骨关节炎领域医师、1 名风湿科
医师、1 名脊柱科医师、1 名骨肿瘤科医师、1 名循
证医学专家、1 名统计学专家、1 名卫生经济学家、1
名伦理学专家和 1 名患者。他们分别来自 5 个省
份，女性占1/6。指南小组的任务包括：① 依照
PICO 原则，确定指南范围；② 对于证据质量进行
分级；③ 起草可能的推荐意见；④ 撰写指南初
稿；⑤ 推动指南进展。
1.2.2 指南指导委员会 指南指导委员会包括 7 名
成员，分别为：6 名骨科医师和 1 名循证医学专
家。指南指导委员会的任务包括：① 采用 PICO
原则制订指南范围方案；② 监督系统评价的检
索；③ 评价系统评价的质量；④ 通过 Delphi 法得
到最终的推荐意见；⑤ 批准指南的发表。
1.2.3 指南秘书小组 指南秘书小组包括 5 名成
员，分别为：1 名统计学专家和 4 名骨科医师。秘

外部评审小组 外部评审小组由专家和利
益相关者组成，共 8 名，分别为：2 名循证医学专
家、2 名骨科医师、2 名医学科学家、2 名膝关节骨
关节炎患者。外部评审小组的任务包括：① 评估
指南的范围及涵盖的问题；② 决策重要结局的选
择；③ 评审完整的指南草案。
1.3 利益声明与处理
所有参与指南制作的成员均需在会前声明与
会议有关的任何利益关系，并填写利益声明表，且
必须同意在指南中发表。从确定利益声明人员、处
理利益声明、评价利益冲突、报告利益冲突 4 个方
面规范中国关节腔注射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临
床实践指南利益冲突声明处理方法和过程，降低指
南制订过程中因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偏倚风险，提高
指南制订的客观、公平性。若成员有相关的利益冲
突，则排除其参与证据评价和推荐意见的讨论与
形成。
1.4 构建问题与选择结局指标
为进一步了解临床上对于关节腔药物（包括但
不限于：透明质酸、糖皮质激素、富血小板血浆
PRP、间充质干细胞、几丁糖等）注射治疗膝关节骨
性关节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但不限于适应
症、疗效、安全性、经济学等方面），我们共进行了
二轮临床问题的收集。指南秘书小组，包括骨科医
生及统计学专家，对收集的问卷组建 PICO 问题。
指南制订小组，包括骨关节炎、风湿免疫、脊柱外
科、骨肿瘤科、卫生经济学、循证医学、伦理学各领
域的专家以及患者代表，进行结局指标的选择并将
其按照重要程度进行分级。一旦形成可行的结局
指示清单，可由指南制订小组对这些结局指标进行
分级并有效排序。要求在 1～9 分的范围内对结局
指标进行打分，7～9 分表示该结局指标对决策起至
关重要的作用，4～6 分表示该结局指标重要，1～3
[12]
分表示该结局指标不重要 。
例如：关节腔注射透明质酸是否适用于症状
性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P：所有症状性膝关节骨
关节炎患者；I：患者接受透明质酸关节腔注射；
C：患者不接受透明质酸关节腔注射；O：VAS 评
分，WOMAC 评分，SF-36 评分以及是否有副作用。
1.5 检索策略
1.5.1 检索数据库 我们以 2016 年 11 月 31 日为
截止日期，对 MEDLINE，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WanFang Data、CNKI、CBM 进行数据库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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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主题词 英文主题词和自由词包括：
osteoarthritis、knee、intra-articular、drugs、
hyaluronic acid、corticosteroids、mesenchymal stem
cells、platelet-rich plasma、autologous conditioned
serum；中文主题词和自由词包括：骨关节炎、膝
关节、关节内、药物、透明质酸、皮质类固醇、间充
质干细胞、富血小板血浆、自体血清。相关检索步
骤得到循证医学专家的肯定，并进行预检索，同时
对于灰色文献信息进行手动检索。以 hyaluronic
acid/玻璃酸钠的检索策略为例，PubMed 和 CBM 检
索见框 1、2。
1.5.3 预检索 为达到文献检索的稳定性与一致
性，我们进行了预检索，以使所有成员对于文献的
纳入与排除标准能达到统一。
1.5.4 文献检索 我们对于所有相关文献进行检
索，文献筛选流程如图 1，纳入文献类型包括系统
评价、Meta 分析和原始研究。通过阅读目录及摘
要排除不相关的文献，对于剩余的纳入全文进行阅
读。所有指南秘书组成员分为三组进行文献的选
择，如果检索到 2 年内的高质量系统评价，则直接
使用，如果超出 2 年的高质量系统评价则去更新；
如果系统评价质量低或没有相关系统评价，则指南
秘书组将制作新的系统评价来进行证据综合。
1.6 证据质量评价
运用 GRADE 工具对系统评价中检索和综合
的证据进行质量评价。GRADE 五个降级因素：偏
倚风险、一致性、精确性、发表偏倚、间接性；
GRADE 三个升级因素：效应量大、混杂因素偏倚、
剂量效应，形成并报告推荐意见。证据质量分为
高、中、低和极低。推荐强度分为：强、弱。方法
学专家负责证据评价、起草证据总结并在指南制
订小组会议上进行报告，指南制订小组在这些证
据总结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并形成推荐意见。当确
实未有相关的系统评价，则采用原始研究的证据
来制作新的系统评价。原始研究 RCT 的质量评
价采用 Cochrane 协作往推荐的 RCT 质量评价标
准进行。
1.7 患者意愿调查
患者对于关节腔注射治疗骨关节炎的意愿将
通过调查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得到。一般在审阅
证据之后将会进行患者价值观与偏好的调查，可采
用横断面研究或者 RCT、病例对照/队列研究、半结
构化访谈等，调研人员通过让受访者了解相关的医
学词汇、背景知识及利弊分析后，对相关问题进行
问答并记录结果，诸如关节腔注射治疗临床有效
1.5.2

性、不良反应、负担、花费、潜在获益等。同样这部
分反馈结果将会递呈到指南领导小组与指南制订
小组。

1.8 推荐意见的产生
当完成 GRADE 评价后，指南制订小组将基于
证据质量、利弊平衡、患者的意愿以及卫生经济学
的评价形成初步的推荐意见。指南制订小组将通
过 2～4 轮的 Delphi 投票得到进一步的推荐意见，
并将其递呈到指南领导小组以供最终决定。GRADE
网格将有助于达成共识。5 种推荐意见强度，包
括：强推荐、弱推荐、不清楚、弱不推荐、强不推
荐，将通过投票形式得到。一个推荐意见被列为强
推荐或非弱推荐，需要得到至少 70% 的参与者认
可。对于持续存在分歧的部分，推荐或反对某一干
预措施至少需要 50% 的参与者认可，少于 20% 选
[17]
择替代措施。未满足此项标准将不产生推荐意见 。
ᵲ1 PubMed ᷬ㉎も⪑
#1 hyaluronic acid
#2 acid, hyaluronic
#3 sodium hyaluronate
#4 hyaluronate, sodium
#5 #1 OR #2 OR #3 OR #4
#6 injection, intra-articular
#7 intraarticular injections
#8 #7 OR #6
#9 #5 AND #8
#10 knee osteoarthritis
#11 knee osteoarthritides
#12 #10 OR #11
#13 #9 AND #12

ᵲ2 CBM ᷬ㉎も⪑
#1 ͙᪳ᴳ䷄=䔻ᬺ䉔䚤
#2
#3
#4
#5

͙᪳ᴳ䷄=㛉ڟ㞮
͙᪳ᴳ䷄=俔ڟ㞮►
͙᪳ᴳ䷄=ڟ㞮ڱ
͙᪳ᦄ㺭=䔻ᬺ䉔䚤

#6
#7
#8
#9
#10

͙᪳ᦄ㺭=㛉ڟ㞮
͙᪳ᦄ㺭=俔ڟ㞮►
͙᪳ᦄ㺭=ڟ㞮ڱ
͙᪳ͧ䷄䃹=䔻ᬺ䉔䚤
͙᪳ͧ䷄䃹=㛉ڟ㞮

#11 ͙᪳ͧ䷄䃹=俔ڟ㞮►
#12 ͙᪳ͧ䷄䃹=ڟ㞮ڱ
#13 #1 OR #2 OR #3 OR #4 OR #5 OR #6 OR #7 OR #8
OR #9 OR #10 OR #11 O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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䕆䓳ᢚᎿᷬ㉎㣣ᓃⰤڟ᪳⡚
喋n=喌*

䕆䓳ڢЂ䉰⎼㶑ٱ㣣ᓃⰤڟ᪳⡚
喋n=喌

ހ䛹ऺ㣣ᓃ᪳⡚喋n=喌

䬱䄧᪳䷄সᦄ㺭݉ょ喋n=喌
ᢾ䮐喋n=喌
䬱䄧ڔู᪳ょ喋n=喌
ᢾ䮐喋n=喌
• ᬌछ⩔ᢚ喋n=喌
• 䶰ᣖ̹Ⱔڟ喋n=喌
• ڢЂ喋n=喌
㏟ڑᕓܲ⮰᪳⡚喋n=喌

㏟ڑ䛻ऴ喋Metaܲ喌⮰᪳⡚
喋n=喌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 *所检索的数据库及检出文献数具体如下：PubMed（n=）、EMbase（n=）、The Cochrane Library（n=）、
CNKI（n=）、CBM（n=）、WanFang Data（n=）

1.9 指南推荐意见的同行评审
指南推荐意见在发表前都应首先进行同行评
审。指南制订小组应对评审及回复的过程进行记
录。指南制订小组在讨论同行评审意见后，一些推
荐意见可能会被重新修定。另外，同行评审意见还
将被递呈到指南领导小组。
1.10 指南的形成、发表及更新
指南形成与发表将严格按照国际实践指南报
告标准（Reporting Items for Practice Guidelines in
healthcare，RIGHT）的要求规范、系统、透明地进
[18]
行 。预计全文的指南推荐意见将在 1～2 年发
表。本指南将会以中文与英文的形式发表在多种
期刊。同时我们计划将每 2 年进行指南的更新。
1.11 指南的传播、实施与评价
指南出版后，将通过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以
及中国医师协会进行传播。具体方式：① 本指南
将在全国与骨关节炎相关的会议上传播 3 年。② 将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相关人员学习，包括：骨科医
师、风湿科医师以及护士。③ 指南的简化版与标准
版将以报纸、期刊、手册、小册子以及其它的形式
出版。④ 本指南将以中、英文以及其它语种的形式
出现在相关医学以及官方的网站。
1.12 指南的使用者及目标人群
指南终端使用者：骨科医师、康复医师、风湿

病医师、护士等。指南目标人群：适用于关节腔注
射治疗的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

2 展望
本文是基于循证医学证据，而产生的关节腔注
射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临床实践指南计划书。
未来的中国临床实践指南将会是中国骨科医师主
导的，多学科参与，并基于 IOM 最新指南定义、
WHO 指南制订手册、GRADE 工具、AGREE Ⅱ工具
以及 RIGHT 标准来制订的。我们预期，本指南将
进一步规范关节腔注射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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