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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切迹椎间融合器对颈椎融合术后邻近节段病的疗效

孟亚轲代耀军 杨勇 梅伟 孙宜保 卢中道 陈爽 常晓盼祝孟坤 吕成国

随着颈椎前路融合手术的广泛开展及保留运动

节段功能技术的发展，颈椎融合术后邻近节段病

(ASD)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ASD是指颈椎前

路融合术后邻近活动节段新发的神经根病或脊髓

病；不伴有临床症状的椎间盘退变、骨赘形成、关节

突增生及椎管狭窄等邻近节段的单纯影像学上的退

行性改变称为颈椎邻近节段退变‘川。研究显示颈

椎融合术后邻近节段退变的发生率为50％～92％，

而ASD的发生率为6．1％～16．9％’2o。现就应用零

切迹椎问融合器(Zero．P)治疗ASD患者12例的短

期效果回顾性分析如下。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2015年1月至2017年2月郑州市骨

科医院因ASD接受第2次手术患者12例，其中男8

例，女4例；年龄44—69岁，平均57．3岁；患者均采

用颈前路Zero—P内固定系统治疗。纳入标准：(1)

颈前路减压融合术后相邻运动节段退变引起的神经

根病或脊髓病；(2)影像学检查证实融合部位上下

的相邻节段椎问盘突出压迫颈脊髓或神经根。排除

标准：(1)排除心肝肾等影响手术治疗的全身性疾

病；(2)排除资料不完整者。

2．手术方法：全身麻醉下，仰卧位，肩下垫薄

枕，颈部轻度过伸，做右侧横切口，依次显露至椎前。

透视定位后，Caspar撑开器撑开病变椎间隙，切除椎

间盘、刮除上下终板软骨，应用薄椎板咬骨钳及小刮

匙去除椎体后缘的增生骨赘。彻底减压后，放松

Caspar撑开器，Zero—P试模，将合适大小的填充有自

体骨的Zero—P植入椎间隙，透视确认Zero—P前缘与

椎体前缘相平、后缘低于椎体后缘2～5 mm，依次沿

前部钉道分别在上下椎体拧入2枚长度为14～
16 1TIITI的锁定螺钉。彻底止血后冲洗关闭伤口。术

后第2天戴颈托行床边活动，指导患者渐进性功能

锻炼并8周后去除颈托。

3．观察指标及疗效评定：记录手术时间、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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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量，观察术后吞咽困难发生情况及手术相关并

发症发生情况。术后3、6、12、24个月门诊随访，采

用日本骨科学会(JOA)评分，对术前、术后脊髓功能

进行评价；颈部及上肢疼痛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VAS)评价，并进行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评价。

统计分析术前、末次随访时JOA评分、VAS评分、

NDI指数及JOA改善率([末次随访一术前评分]／

[29一术前评分]×100％)。

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21．0软件，正态分布

计量资料用元-4-s表示，并采用配对t检验进行组内

对比，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基本资料信息：本组病例病变范围为C，～，，

其中单节段病变11例，双节段1例；融合部位上方

节段病变8例，下方病变5例；首次手术后间隔时间

4～15年，平均9．2年(表1)。

2．临床疗效：本组手术时间54～1 10 rain，平均

60．4 min；出血量30～130 ml，平均52．2 ml。1例患

者术后早期出现吞咽不适感，4周左右消失。患者

随访6～28个月，平均14．2个月，末次随访时，VAS

评分及NDI指数均较术前明显降低(P<0．001)；

JOA评分较术前明显升高(P<0．001)，JOA评分改

善率为66．28％±20．13％(表2)；所有患者均未出

现松动、移位、断裂等内固定相关并发症，x线均显

示植骨融合。典型病例影像学资料见图1。

三、讨论

前路减压融合技术一直被认为是治疗颈椎病的

金标准_‘。随着手术量的增加及随访时间的延长，

颈椎邻近节段退变／病已经成为脊柱外科领域的焦

点问题之一4～。。本研究中患者第2次手术与首次

手术的间隔时间为4～15年。术者手术理念(手术

方式、节段、数目)和操作技巧可能是影响术后邻近

节段发生退变及产生时间跨度的重要因素。

颈椎融合术后邻近节段退变究竟是邻近节段融

合导致的退变还是人体自然的退变进程一直是脊柱

外科争论的热点，毫无疑问的是颈椎融合术能够加

速邻近节段的退变心o；融合术后邻近节段的活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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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2例颈椎前路融合术后邻近节段病患者的基本临床资料

注：ACDF：颈前路椎间盘切除减压融合术；ACCF：颈前路椎体次全切除减压融合术

表2 12例患者JOA评分、VAS评分及NDI指数情况(面±s)

代偿性增加，椎间盘内压力升高，局部应力相应增

加【6 J。影像学证据表明颈椎前路融合术后邻近节

段椎间盘的退变速度明显快于非融合对照组，且距

离融合节段越近，椎间盘的退变速度越快旧J。本组

中3例为单节段融合，9例为多节段(>2个节段)

融合，不能认为融合节段数目越多，并发ASD的概

率越高。相反，有研究显示单节段融合组术后并发

ASD的概率高于多节段融合组M’7|；另外一项系统

性分析结果显示融合节段数目≤3的患者并发ASD

的概率明显高于4个以上节段融合者¨o。

单纯的颈椎邻近节段退变无需治疗，伴有临床

症状的ASD可先行保守治疗，保守治疗无效者则考

虑第2次手术干预，有关ASD的手术治疗尚未达成

共识。9 J。前路融合固定术、人工椎间盘置换术及后

路椎管成形术、后路减压融合内固定术均是治疗

ASD的有效手术方式。后路翻修手术主要用于再

手术节段I>3个及合并有严重的后纵韧带骨化症或

黄韧带骨化症的患者¨⋯。前路钢板固定系统能够

增加颈椎的稳定性，改善颈椎曲度，提高融合率，降

低内植物并发症的发生率；遗憾的是前路钢板固定

系统在第2次的前路翻修手术中需要广泛显露颈前

组织，取出原有的内固定物，手术时间长、出血多、风

险大，且术后发生吞咽困难的概率较高旧J。在ASD

的临床治疗中，多数学者建议选择前路减压Zero—P

内固定系统，原因有几方面：(1)从病理学上，ASD

主要是由椎间盘突出、椎体边缘骨赘及黄韧带肥厚

等病理因素压迫神经所致，前方人路能够有效去除

前方致压因素；椎间融合器能够恢复椎间隙及椎间

孔高度，撑开后方褶皱肥厚的黄韧带，解除后方致压

因素，彻底有效的减压是神经功能恢复的关键因素。

(2)保留原有的内植物，单纯显露责任节段即可，创

伤小¨1|、出血少、风险低，是Zero-P在ASD应用中

独特的优势。(3)Zero—P作为一体式固定装置，在

椎间融合器的基础上将前路钢板微型化，完全容于

椎间隙中，降低了术后吞咽困难的发生率及食管损

伤的风险¨2|。本组中1例患者(病例8)术后早期

出现吞咽困难，可能与术中食管牵拉及术后软组织

瘢痕形成有关。此外，有研究证实Zero—P翻修病例

组术后吞咽困难的发生率明显低于ACDF翻修

组¨⋯。(4)Zero．P钉道相对固定，操作简便，缩短了

手术时间，减小了术中对食管的牵拉及损伤。(5)

Xu等¨3|一项长达20年的随访发现，与首次手术后

ASD相比，第2次术后再发ASD的概率更高，时间

更短，因此应尽可能选择对邻近节段干扰小的手术

技术。Zero．P手术操作中对椎前筋膜剥离少，保证

了邻近节段椎间盘的完整性，避免了椎体前部固定，

在生物力学上对邻近节段影响小，是治疗ASD的合

适选择。(6)Zero．P生物力学稳定性良好，能够有

效改善颈椎的生理曲度，提高融合率∞J，保证良好

的远期手术效果。

在应用Zero-P治疗ASD中，可常规行右侧横切

口，必要时行左侧切口；对于跨跃融合节段的多节段

ASD(融合节段头尾两端均有病变)，可行斜切口；术

中无需取出原有的内植物，可将病变近侧(靠近钢

板侧)椎体固定钉置于钢板外侧／颈长肌内侧，必要

时可取出原钢板相邻端的一枚螺钉，在原钉道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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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患者男，60岁；2005年10月13日因“脊髓型颈椎病”于外院行颈前路减压植骨融合内

固定术(第1次手术)；2006年6月22日MRI示脊髓无受压(A)；2008年12月19 13 MRI

示：c3。4椎间盘轻度突出，脊髓无明显受压(B)；2016年9月12日MRI示：c3，4椎间盘突

出，黄韧带肥厚，脊髓受压(C)；诊断“颈椎融合术后邻近节段病”，颈椎侧位x线示：C4．7

内固定术后，颈椎退变，局部反弓(D)；同年9月15日行c3．4前路减压零切迹椎间融合器

植入植骨融合内固定术(第2次手术)，9月20日颈椎正位x线示：C3．7内固定术后，c3—4

为零切迹椎间融合器，内固定物位置良好(E)，颈椎侧位x线示：c3．7内固定术后，c3．4为

零切迹椎间融合器，内固定物位置良好，颈椎序列良好(F)

图1典型病例影像学资料

入撑开钉，便于手术操作；伴有黄韧带肥厚的患者可

使用大型号内植物，适当撑开椎间隙，有助于解除后

方的黄韧带压迫。Zero-P系统是治疗ASD的有效

手术方式之一，创伤小，风险低，对邻近节段干扰小，

并发症发生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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