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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后韧带复合体的颈椎管扩大

成形术的解剖学研究

赵焕融徐宝山 邵鹏飞 夏金建张旗张维昊

【摘要】 目的评估保留后韧带复合体的颈椎管扩大成形术扩大椎管的可行性。方法选取6

具符合标准的人体标本，简单随机分为两组(c4起始组，S4；C5起始组，s5；每组3具)，使用保留颈后

韧带复合体的新术式按次序进行C3一c6节段的减压手术。每当完成单个节段右侧椎板上的骨槽

后，用测深尺在定点测量椎管的基础深度。继续完成对侧的骨槽制作，然后用组织钳将该椎节棘突向

后提拉至韧带复合体刚好紧绷，再次测量此刻的椎管深度。计算两次测量值之差得出椎板的后移值

(RV)。每当增加一个节段的手术区域，对已测节段要再次进行测量。分别使用两独立样本和单样本

资料的t检验对测量结果进行分析。结果两组人体标本在完成首个节段的减压手术后，椎板平均

后移值均较小[S4：(0．87-4-0．72)mm；S5：(1．83±0．29)mm]，而完成c3一c6节段的手术后，椎板后

移距离达到最大值RVmax，从c3到c6节段的总体平均RVmax依次为(2．37士0．52)mm、(4．27±

0．78)mm、(3．73±0．93)mm和(2．16士0．77)mm；总体平均后移率(RR)依次为17％±7％、32％±

9％、29％4-10％和16％±6％。C4和c5节段的总体平均RVmax达到或超过了4 mm的减压阈值

(t=0．839、一0．703，均P>0．05)。C4／C5节段的平均RVmax在两组中的差异较小(t=一1．204、

1．189，均P>O．05)，而C3／C6节段的组间差异较为明显(t=一4。429、4．196，均P<0．05)。结论保

留后韧带复合体的颈椎管扩大成形术能够较好地扩大椎管的矢状径，具有解除脊髓压迫的作用，且各

节段椎板的后移值均随手术节段数的增加而加大，但不同节段的后移能力有较大差异，手术区中部的

减压效果好于头尾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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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cervical laminoplasty with preservation of the

posterior ligament complex for enlarging the spinal canal．Methods Six up—to—standard human corpse

specimen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simple randomization(start from C4 group，S4；start from C5

group，S5；3 corpses in each group)．Decompression operation of C3一C6 level WaS performed in a

predetermined sequence by using the new procedure with preservation of the posterior ligament complex．The

basic depth of spinal canal was measured with a depth gauge at fixed point after the right bone groove of

single level was completed．The operation of the contralateral bone groove was continued，and then the spinal

canal was measured again when the spinous process Was puHed backward by using
a tissue forceps until the

ligament complex was just tight．Retreat value(RV)of vertebral lamina was obtained by calcula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measurements．The earlier measured levels needed to be remeasured when the

operation area increased by one level．Two independent sample and one—sample t tes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measurement results．Results RV of vertebral lamina was small after finishing the first level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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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mpression operation[s4：(0．87 4-0．72)mm；s5：(1．83 4-0．29)him]，and the value reached its

maximum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C3一C6 level．The overall average RVmaxs from C3 to C6 level were

(2．37±O．52)mm，(4．27±0．78)mm，(3．73±0．93)mm and(2．16±0．77)mm，respectively．The
overall average retreat rates(RR)were 17％±7％，32％±9％，29％±10％and 16％±6％，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average RVmax of C4 and C5 level reached or exceeded the decompression threshold value of

4 mm(t=0．839．一0．703．both P>0．05)．The average RVmax of C4／C5 level was similar in the two

groups(t=一1．204，1．189。both P>0．05)；however，the difference of average RVmax between C3 and

C6 level was significant(t=一4．429．4．196．both P<0．05)．Conclusions Cervical laminoplasty with

preservation of the posterior ligament complex Can enlarge the sagittal diameter of spinal canal and relieve the

compression of spinal cord．In addition．RV of each level increases as the number of the operation level

increases．and tIle ability of veaebral lamina to retrea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C3 to C6 level．The

decompression effect ifl the middle of the operation area iS better than that on the cranial and tail side．

【Key words】 Spinal cord compression； Spinal canal；Decompression；Ligaments； Ana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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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路颈椎管扩大成形术(posterior cervical

expansive laminoplasty，PCELP)主要用于颈脊髓压迫

症(compressive cervical myelopathy，CCM)的治疗，通

过扩大椎管的有效容积，使脊髓可在颈曲的弓弦作

用下后移，以间接解除来自前方的压迫。这种术式

极大地减少了以往颈椎板切除术后颈椎失稳、脊柱

后凸、神经周围组织粘连及晚期神经功能恶化等并

发症的发生。临床中常用的PCELP包括：“单开门”

椎管扩大成形术(expansive open—door laminoplasty，

EOLP)和“双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expansive
double．door laminoplasty，EDLP)。经过多年的发展，

PCELP的技术日渐成熟，疗效肯定，但其对颈椎后

方肌肉韧带结构的剥离和切除较多，术后易出现不

同程度的轴性疼痛、颈曲丢失及c5神经根麻痹等

并发症¨J。颈后肌肉韧带复合体(muscular—ligament

complex，MLC)作为颈后重要力学结构，主要包括颈

椎棘突、棘上韧带、棘间韧带、棘突间肌及其他棘突

附着结构，对维持颈部生理曲度和生物力学平衡起

重要作用，术中减少对颈后MLC的破坏将有助于术

后颈部神经功能的恢复旧J。本研究对保留后韧带

复合体的颈椎管扩大成形术进行初步的解剖学研

究，以了解该术式扩大椎管的能力及变化规律。

材料与方法

一、研究材料

1．标本与分组：本研究所使用的人体标本均由

天津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提供(采用4％甲醛溶液

固定处理，低温保存)，共12具，均为男性，年龄为

65～85岁，经过严格筛选，最终有6具符合标准的

人体标本被纳入本次研究。为了解C4、C5节段各

自的椎板后移能力随手术节段数增加而出现的变化

情况，研究采用成组设计并用简单随机化的方法在

术前将6具人体标本均分成2组，S4组(标本号为

N1、N2、N3)从C4节段开始，按照C4一C3．C5．C6的

顺序依次进行减压操作，s5组(标本号为N4、N5、

N6)从c5节段开始，按照c5一C4一c6一C3的顺序进行

手术。

2．排除标准：(1)保存不佳或时间过久导致标

本组织脱水硬化者；(2)标本颈部结构不完整者；

(3)生前有颈部手术史者；(4)明显颈部曲度丢失甚

至后凸畸形者；(5)头位不正者，包括过度屈曲、后

仰及侧偏等。

3．手术器械：4 mm枪状咬骨钳、工业级游标卡

尺(测深尺，精度为0．02 mm)、8 mm及16 mm骨膜

剥离器、多钩牵开器(三齿)、单钩牵开器等。

二、手术方法

1．标本体位：将人体标本取俯卧位放置在手术

台上，头部呈轻度屈曲位(胸部下方放置棉垫)，以

使项部皮肤更为平整，同时增大各椎板间隙，以利手

术操作。

2．术区显露：手术操作由两位骨科医师完成，

首先根据体表标志对C2和c7棘突进行定位，预估

手术切口长度。沿后正中线依次切开皮肤及皮下组

织显露深筋膜，由上而下切开C2一C7节段项韧带

至棘上韧带，注意保留各节段棘上韧带、棘间韧带、

棘突问肌等结构，在棘上韧带右侧肌肉韧带交界处

做c3～c6纵行切口(图1)。骨膜下将右侧斜方

肌、头夹肌、头半棘肌、颈半棘肌等结构向外剥离至

侧块中点，清理开槽区的残留组织。左侧手术操作

同右侧，最后用牵开器撑开两侧肌肉。

3．骨槽制作：根据术前制定的顺序，识别相应

节段的椎板，用4．0 mm枪式咬骨钳在右侧椎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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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颤后解剖示意图(切除部分浅层Ji』1)，舣侧虚线为手术八路 图2测量椎板后

移值的横断面示意图：椎管正中矢状径增加值为椎板移动前后AC与Bc的差值AB，即椎

板后移值(RV)，在骨槽处两次测量值的差值DE等于AB，由此间接得到RV 图3术

中，G为左侧骨槽；L为棘上韧带；Q为C4、c5、c6右侧椎板断端中部测量点；箭头表示头

侧方向

关节突交界处进行骨槽的制作，操作时避免一次咬

合过多的骨质，防止椎板劈裂，骨槽宽度控制在4～

5 mm，并与正中线保持平行。完成骨槽后用神经钩

勾起黄韧带，继续用枪式咬骨钳将上位椎板下缘至

下位椎板上缘间等同于骨槽宽度的韧带结构咬除以

显露内部的硬膜囊(例如，完成c4椎板的右侧骨槽

后，将C3椎板下缘到C5椎板上缘间宽约5 mm的

韧带结构咬除)。左侧骨槽制作方法同右侧，最后

用剥离子分离硬脊膜与黄韧带之间的粘连。

三、椎管测量

1．测量原理：完成双侧骨槽制作后，在颈部弓

弦作用及人为提拉力的作用下，椎板连同棘突韧带

等结构整体后移，同一平面内椎管各部位矢状深度

均匀增加，椎管正中矢状径增加值为椎板移动前后

AC与BC的差值AB，即椎板后移值(retreat value，

RV)，而在骨槽处两次测量值的差值DE等于AB，

由此间接得到RV(图2)。

2．测量方法：由专门的测量人员负责测量工

作，以减小误差。按照手术顺序，每次完成右侧骨槽

后，用测深尺在该侧椎板内侧断端中点Q测量椎管

基础深度值EF并记录(Q点位置如图3)，完成对侧

骨槽后，在Q点进行复测，测量时用组织钳竖直上

提棘突使该节段椎板后移，提拉的力度为保持MLC

刚好处于紧绷状态，避免过度牵拉使其出现应变，记

录此刻的椎管深度DF，计算两次测量值之差DE。

每次完成一个节段手术后，除了测量本节段的数据，

还要对之前已测节段再次i贝0量，以记录随着手术节

段数的增加，各椎板后移程度的变化，当完成C3～

C6共四个节段手术后，各椎板RV均达到最大值

RVmax。

四、各指标计算公式

RV=DF—EF；后移率(retreat rate，RR)=

RVmax／EF×100％。

五、统计学方法

应用SASS 20．0软件及

Microsoft Excel 2010进行数据录入

及分析。各节段术后测量的椎板

RV经正态性检验，数据均呈正态

分布。以减压阈值4 mm作为总体

均数肛o【3 J，分别对各节段RVmax

进行单样本资料的t检验；对S4组

和S5组的平均RVmax进行两独立

样本资料的t检验。以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各节段椎板总体后移值的变化趋势

总体来看，手术的起始节段无论是从C4还是

c5，各标本各节段椎板的RV随手术区域扩大而呈

现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即随着手术节段数的增加，

椎板后移的距离均明显增大，C4／C5节段椎板的递

增趋势尤为明显(表1，2)。当完成首个节段的减压

手术后(S4组为C4，S5组为C5)，各标本椎板RV

均较小，N1一N3标本C4椎板RV依次为1．7、0．5、

0．4 mm，平均为(0．87±0．72)mm；N4一N6标本C5

椎板RV依次为2．0、1．5、2．0 mm，平均为(1．83-t-

O．29)mm(表3，4)。

表1 S4组c3～c6节段椎板随手术节段数增加而测量的

平均最大后移值(元±s，mm)

表2 s5组c3一c6节段椎板随手术节段数增加而测量的

平均最大后移值(元±s，mm)

完成C3～C6共四个节段的手术后，各节段椎

板后移距离达到RVmax，C3、C4、C5、C6节段椎板总

体平均RVmax分别为(2．37±0．57)、(4．27±

0．78)、(3．73±0．93)、(2．16±0．77)mm，总体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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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依次为17％±7％、32％±9％、29％±10％和

16％±6％。颈部各节段椎板的后移能力呈现出中

间大，两端小的特征。对各节段总体RVmax进行单

样本资料的t检验，结果显示C3和C6节段的平均

RVmax均<4 mm(t=一7．043、一5．843，均P<

0．05)，C4和c5节段的总体平均RVmax达到或超

过了4 mm的减压阈值(t=0．839、一0．703，均P>

0．05，表5)。

表3 S4组不同手术节段数下c4椎板后移值(i±s，mm)

表4 s5组不同手术节段数下C5椎板后移值(元±s，mm)

二、两组数据相同节段的组间对比分析

两组中C4和C5节段RVmax均值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t=一1．204、1．189，均P>0．05)，但位于手

术区域头尾端的C3和C6节段组间差异较大(扛
一4．429、4．196，均P<0．05，表6)。

三、临床治疗效果举例

为了解保留后韧带复合体的颈椎管扩大成形术

解除脊髓压迫的临床疗效，本研究还在天津市天津

医院微创脊柱外科选择了一名局限性颈椎椎管狭窄

症患者，使用该术式在可动式椎问盘镜下进行短节

段的微创手术治疗¨』。术前患者主诉四肢麻木，行

走无力伴踩棉感1年余；双侧Hoffmann征、Babinski

征、踝震挛均为阳性，双下肢肌张力增高；MRI示

C3～C4椎间盘突出、C3～C5黄韧带肥厚，脊髓钳夹

样受压迫。术后患者不适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复查

MRI示脊髓后侧压迫解除，前侧压迫减轻；CT示棘

突后移，椎管明显扩大(图4)。本病例初步验证了

该术式用于治疗局限性CCM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表6术后$4／$5组C3～C6节段椎板平均最大后

移值的比较(面±s，Film)

讨 论

铰链作为PCELP手术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对患

者的预后影响很大，较差的铰链易发生断裂，从而损

伤神经根或脊髓一J，初学者很难在短时间内掌握其

制作技巧。临床中应用较为广泛的EOLP，术后中

线结构偏向铰链侧，改变了原有的生物力学平衡，这

与术后慢性颈肩疼痛的发生密切相关∞o。MLC作

为颈后部重要的力学结构，在EOLP及EDLP中都

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术后易出现颈椎矢状失稳、轴

性症状、颈部活动度丢失等并发症"·。有研究表明

PCELP术后患者近期轴性症状的发生率高达

30％～60％，对手术疗效造成了很大影响¨j。术中

减少不必要的解剖分离，尽可能保留颈后MLC结构

成为业界共识归J。众多学者尝试对PCELP进行改

良，如采用半保留式入路或双侧肌问人路，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了对MLC的破坏，但依然存在术后双侧受

力不均、肌肉分离困难、术野显露不充分等问

题¨0‘12 J。传统术式在设计之初就未兼顾MLC结构

的保留，想要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就需要对其减压

结构进行改良。

保留后韧带复合体的颈椎管扩大成形术完整保

留了颈后MLC结构，但目前少见有关其术后椎板后

移能力的报道。本研究通过解剖学测量，较为准确

地获得术后各节段椎板的RV值。结果显示当完成

首个节段的手术后，各标本的RV均较小，最大为

2 mm，最小仅0．4 mm。值得关注的是，脊髓的术后

位置与手术节段数及椎管前后径之间存在显著的相

表5术后各节段椎板总体最大后移均值(RVmax)及单样本t检验结果(面4-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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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患者男，67岁；A为术前MRI检查示c3、c4椎问盘突出、C3～C5黄韧带肥厚，脊髓钳夹样受压迫；B为术后MRI检查示脊髓后侧J土迫

解除，前侧压迫减轻；C为术前cT示椎间盘突出，脊髓受压明显；D为术后CT示棘突后移，椎管显著扩大

关性¨3I，椎板后移距离过小则难以起到解除脊髓压

迫的作用，但随着手术节段数的增加，椎板的后移距

离也逐渐增大。当完成连续3个节段的手术后，位

于术区中部C4／C5椎板的RV均可达到3 mm左

右，表明对于病情较轻的CCM患者可进行3个节段

的手术，在适度减压的同时减少手术损伤，对术后神

经功能的恢复十分有利¨4I。当完成C3～C6节段

的手术后，C4节段和C5节段的总体平均RVmax分

另0达至0(4．27±0．78)mm和(3．73±0．93)nlln，达

到或超过了以往研究中所提出的减压阈值∞J，显示

了该术式扩大椎管的良好效果；同时可看到，由于

MLC结构的保留，C3和C6椎板后移能力受到较大

限制，导致颈中部C4和C5节段椎板的后移能力明

显大于头尾端的C3和C6，表明了此术式更适合于

受压节段局限于C4／C5的患者，且脊髓受压较重的

节段应置于手术区域中部。对两组数据结果对比后

发现手术起始节段的不同对于C4／C5节段的椎板

后移能力影响较小，但对于头尾端C3／C6节段的影

响较大，这可能与首先进行手术的部位受到更多次

数和更长时间的解剖分离和器械牵拉有关，人为因

素可能是产生此种结果的主要原因。

保留后韧带复合体的颈椎管扩大成形术具有其

自身特点：(1)遵循自然规律：保留颈后中线结构由

上至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维持颈后结构的原始状

态，更符合人体美学；(2)组织结构损伤少：双侧椎

板开槽，颈后中线结构(包括黄韧带、棘突、棘间韧

带、棘上韧带及棘突间肌等)被完整保留；(3)颈后

受力均衡：中线结构整体后移以扩大椎管矢状径，双

侧结构对称，保持了生物力学平衡；(4)手术操作简

便：手术关键步骤为双侧椎板开槽，其制作难度小于

铰链，缩短了初学者的学习曲线；(5)应用前景广

泛：术中可使用钛板、异体骨、人工间隔物等器材固

定于两侧骨槽，稳固手术疗效。Zhang等【1纠使用内

窥镜辅助技术对45例脊髓型颈椎病患者进行微创

颈椎椎板成形术，双侧微型钛板的应用不仅增加了

椎板的后移距离，而且使减压效果更为持久稳定。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人体标本的状态对

实验结果影响较大，研究中对标本进行严格筛选，以

减少与活体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异；(2)本研究采用

手工测量，难免出现误差，下一步研究中将采用影像

学及计算机辅助技术对结果进行精准测量；(3)本

研究样本量较小，结论只作为手术效果的解剖学验

证及变化趋势的观察性总结，今后有待增加样本量

进一步研究。总之，本研究初步验证了保留后韧带

复合体的颈椎管扩大成形术在扩大椎管前后径，解

除脊髓压迫上的能力，并对其相关特征变化进行了

阐述，为将来进一步研究与临床应用提供了参考。

志谢感谢天津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各位老师为本研究提供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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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来稿中统计学处理的有关要求

1．统计研究设计：应交代统计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做

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或横断面调查研究)；

实验设计(应交代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

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交

代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

法应围绕4个基本原则(随机、对照、重复、均衡)概要说明，

尤其要交代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2．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面±s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的定量资料，用M(Q。)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

表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

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

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

20，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3．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

的设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

计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

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

．读者．作者．编者．

数所具备的条件以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

不应盲目套用，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

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归

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

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

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

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4．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P<0．05(或P<0．01)

时，应说明对比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

组之间具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的差别；应写明所用统

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t检验、两因素

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q检验

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t=3．45，Y2=4．68，F=6．79等)应

尽可能给出具体的P值(如P=0．023)；当涉及到总体参数

(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

时，再给出95％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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