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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全脊柱内镜下椎间孔成型对腰椎
生物力学的影响
钱军

余水生

【摘要】

刘建军

程里

荆珏华

目的采用有限元法分析全脊柱内镜下椎间孔成型对腰椎生物力学的影响。方法

２０１６年８月选取健康成年男性３名，年龄３５．６—４２．３岁，排除脊柱疾患。进行腰椎３Ｄ—ＣＴ扫描，获取
腰椎ＣＴ参数。应用Ｍｉｍｉｃｓ等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获得腰椎有限元三维模型。依次模拟腰椎侧路全脊
柱内镜应用下将ｋ左侧上关节突进行１／４、２／４、３／４和４／４分级切除，并给予载荷模拟正常腰椎进行
屈伸、侧屈和旋转活动，记录不同切除状态下Ｌ４，，右侧关节突间压力、Ｌ。，，椎间盘压力和腰椎活动度，
并与未切除组或进行组间比较。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ＳＮＫ检验。结果与未切除组相
比，ｋ左侧上关节突切除１／４时，Ｌ。，，右侧关节突间压力在左侧屈及左旋转载荷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ｑ＝８．８２３、８．２４８，均Ｐ＜０．０５）；Ｌ。，，椎间盘内压力在后伸及右旋转载荷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ｑ＝
６．９１８、６．４３８，均Ｐ＜０．０５）；腰椎活动度在右侧屈及左右旋转载荷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ｑ＝６．８４５、
７．７７２、１３．５８０，均Ｐ＜０．０５）。Ｌ；左侧上关节突切除２／４时，与未切除组对比，Ｌ。，，右侧关节突间压力
在各载荷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ｑ＝５．６７０～１７．８３０，均Ｐ＜０．０５）；Ｌ。，椎间盘内压力在前屈后伸、左
右侧屈及右旋转载荷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ｑ＝５．２６０、１７．１５０、５．７２７、８．８９０、１５．６６０，均Ｐ＜０．０５）；腰
椎活动度在后伸、左右侧屈及左右旋转载荷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ｇ＝９．】０６、５．４３１、１２．０６０、１

１．１６０、

１７．２６０，均Ｐ＜０．０５）。Ｌ左侧上关节突切除３／４时，与未切除组相比，Ｌ。，，右侧关节突间压力在各载
荷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ｑ＝６．５１８～２６．８７０，均Ｐ＜０．０５）；Ｌ４，，椎间盘内压力在各载荷下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ｑ＝６．８６７～２５．１９０，均Ｐ＜０．０５）；腰椎活动度在各载荷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ｑ＝
６．３０３～２０．７２０，均Ｐ＜０．０５）。ｋ左侧上关节突切除４／４时，与未切除组相比，Ｌ４，，右侧关节突间压力
在各载荷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ｑ＝１１．８８０～４５．７０，均Ｐ＜０．０５）；Ｌ。，，椎间盘内压力在各载荷下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ｑ＝１１．１２０～８２．２１０，均Ｐ＜０．０５）；腰椎活动度在各载荷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ｑ＝８．０６５～２２．５２０，均Ｐ＜０．０５）。结论腰椎上关节突切除１／４即会部分影响腰椎的力学并影响腰
椎的稳定性，切除２／４及以上即会明显破坏腰椎的稳定性；全脊柱内镜下椎问孔成型时可能需要注意
对腰椎上关节突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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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４ ｉｓ ｒｅｓｅｃｔｅｄ．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ｏｒａｍｉｎｏｔｏｍｙ ｖｉａ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ａｍｉｎ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ｌｕｍｂａｒ ｄｉｓｃｅｃｔｏｍ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ｕｍｂａｒ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ｌｕｍｂａｒ

ｄｉｓｃｅｃｔｏｍｙ；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ｕ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Ｙｏｕｔｈ Ｅｌｉｔｅ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ｇ）（ｙｑＺＤ２０１７０３２）

随着脊柱微创技术的发展，腰椎全脊柱内镜手

１．建立模型：使用高分辨率６４排ＣＴ以

术已得到广泛应用。在腰椎全内镜手术中，为了有

１４０ ｋＶ、２００

效减压和扩大内镜工作通道，常会切除部分关节突

０．６

的骨性结构进行椎间孔扩大成型…。大量生物力

件，导人图像，系统自动识别ＤＩＣＯＭ格式序列及图

学研究表明，腰椎手术切除上位椎体下关节突内侧

片，合成矢状位、冠状位及横断位的视窗图片。在横

部超过１／２时，即会出现腰椎不稳旧。３ Ｊ。而腰椎全内

镜手术主要涉及的是腰椎间盘下位椎体的上关节

断位的ＣＴ片上选择Ｌ。～ｓ。，采用设定ＣＴ阈值方法
区分骨质与周围软组织，点击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３Ｄ，生出三

突，但仍少见上关节突切除对腰椎生物力学及腰椎

维蒙面结构，在蒙面三维模型上进行操作，得出包含

稳定性的影响的报道。本研究拟采用有限元法分析

Ｌ，～ｓ，椎间盘、椎体和韧带的正常三维模型。经

全脊柱内镜下椎问孑Ｌ扩大成型对腰椎生物力学的影

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软件采用表面有限元网格化对模型进行

响，从而评估腰椎全内镜手术对腰椎稳定性造成的

处理，得出三角面网格图形，再采用自由划分的模式

可能影响。

将三角面网格转化为四面体网格，从而得到四面体
对象与方法

一、实验对象

ｍＡ为条件，对腰椎进行薄层扫描，层厚

ｍｍ，获得ＤＩＣＯＭ格式的图片。打开Ｍｉｍｉｃｓ软

网格的模型。其单元总数为４１８ ７５９，节点总数为
１０９ ５８３。

通过Ｍｉｍｉｃｓ软件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功能将模型进行材

２０１６年８月选取成年男性志愿者３名，年龄

料赋值，赋值后与经验结果进行对照，通过查阅文

３５．６～４２．３（３９±３）岁，体重为（６４±８）ｋｇ，身高

献［４－５］进行弹性模量及泊松比的确定，建立包括椎

（１７３．４－７）ｃｍ。排除腰痛、腰椎畸形及其他腰部疾患

体皮质骨、松质骨、椎体后方结构、终板、髓核、纤维

并进行腰椎３Ｄ—ＣＴ扫描，获取腰椎ＣＴ参数。

环基质、纤维环纤维、关节突软骨、前纵韧带、后纵韧

二、主要实验仪器及设备

带、横突间韧带、棘间韧带、棘上韧带、黄韧带、关节

６４排螺旋ＣＴ（德国Ｓｉｍｅｎｓ公司），医学图像处

囊韧带等主要结构，获得正常人Ｌ，一Ｓ。腰椎三维有

理软件Ｍｉｍｉｃｓ １５．０软件（比利时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ｅ公司），

限元模型（图１）。

有限元前处理软件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 １２．０软件（美国

模型的材料属性按照骨性结构赋予对称性弹塑

Ａｌｔａｉｒ公司），有限元分析ＡＮＳＹＳ １０．０软件（美国

性特性；韧带赋予弹黏性特性；韧带纤维组织使用非

ＡＮＳＹＳ公司）。

线性材料属性；椎间盘赋予超弹性属性。具体属性

三、研究方法

万方数据

参数见表１。

圭堡堕堂盘盍！！！！生！旦！旦笙！！鲞箜！！塑盟型丛鱼』￡！ｉ塑：垒趔！！：！Ｑ！！：ｙ！！：！！：盟！：！！

节点上施加４００ Ｎ的压力载荷，在Ｓ，的底面节点上

进行ｘ、Ｙ、ｚ三个方向运动的约束，模拟正常人脊柱
压力过程；在Ｌ，的面节点横突及棘突上表面施加
７．５

Ｎｍ的扭力负荷，分前屈、后伸、左／右侧弯及左／

右轴向旋转６种状态加载，其他约束条件不变，获得
脊柱在６种状态下腰椎活动度的数值，并将数值与
文献［６］结果作对比（图２）。结果与文献相关数值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证实模型与过往研究
符合。
ＩＦ常人Ｉ。ｌ—ｓ１腰椎模，魁：Ａ为正面观；Ｂ为侧Ⅱ

图ｌ

观；Ｃ为后面观

表１

３．有限元模型ｋ左侧上关节突的分级切除：
在Ｍｉｍｉｃｓ软件中对模型分别采用布尔减操作，模拟

骨性结构、韧带及椎间盘等结构材料属性

腰椎侧路内镜下ｋ左侧上关节突的分级切除。分
组：Ａ组为正常脊柱结构，Ｂ组为上关节切除１／４，Ｃ

组为上关节切除２／４，Ｄ组为上关节切除３／４，Ｅ组
为上关节全切除（图３）。在模拟切除相应骨性结构

时，骨性结构表面的关节囊一并切除，关节突周围其
他韧带不作任何处理。

４．模型加载及计算：通过切割获得五个外观逼
真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将其导入Ａｎｓｙｓ软件中进行

加载及计算。通过模拟体内生理状态，观察所建模
型的表现，通过约束Ｓ，的下表面，在Ｌ，的上表面上
有限元体网格上施加垂直半自重载荷４００

Ｎ，Ｘ、Ｙ、

ｚ方向扭矩载荷为７．５ Ｎｍ。记录前屈、后伸、左／右

侧屈及左／右轴向旋转状态下ｋ右侧关节突间压
力、Ｌ。，，椎间盘压力和腰椎活动度，并进行统计分析。
四、统计学方法
２．有限元模型的验证：将建立好的Ｌ。～Ｓ。模

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型，导人ＡＮＳＹＳｌ０．０软件中，通过在Ｌ．的上终板面

以元±ｓ表示，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

６
５
４
３

一，ｏ簿掣娥

２
１
０

◆ｍＬ２＂Ｌｓ《６◆一Ｆ－Ｌｓ～Ｌ４ ；◆
一。一簿掣艇

ｏ

ｏ

量：嗳喙嗉羹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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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居似０上关ｎ突的分级切除小意图：Ａ为术切除，１３为ｌ／４切除，（ｊ为２／４切除，Ｄ为３／４切除，Ｅ为全切除

·１０１６·

主堡匿堂苤查！！！！生！旦！旦箜！！鲞筮！！翅盟塑丛旦』鱼ｉ塑：垒Ｅ型！：！Ｑ！！：！！！：！！：盟！：！≥

ＳＮＫ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２６．８７、６．５１８，均Ｐ＜０．０５）。当左侧上关节突切除
４“时，腰椎在以上６个方向载荷下，右侧关节突承

果

受的压力与未切除组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一、ＬⅣ，右侧关节突的压力

（ｑ＝４５．７０、２５．３４、２５．８５、２０．２４、３２．８１、１１．８８，均

关节突压力分布云图显示，Ｌ。，，右侧关节突所承

Ｐ＜０．０５）（图４和表２）。

受压力随着左侧关节突切除范围的增加而增大。当

二、Ｌ４，；椎间盘压力

左侧屈及左旋转载荷下与示切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椎间盘压力分布云图显示，Ｌ４，，椎间盘所受压力
随着切除范围的增加而增大。当ｋ左侧上关节突

意义（ｑ＝８．８２３、８．２４８，均Ｐ＜０．０５），而在腰椎前屈

切除１／４时，Ｌ４，，椎问盘内压力在后伸及右旋转载荷

后伸、右侧屈、右旋转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ｑ＝

下与未切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ｑ＝６．９１８、

１．２５７、４．３６６、４．０４９、４．０１８，Ｐ＞０．０５）。当左侧上关

６．４３８，均Ｐ＜０．０５），而在腰椎前屈、左右侧屈以及

节突切除２／４时，腰椎在前屈后伸、左右侧屈、左右

左旋转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ｑ＝２．１１８、４．０８０、

旋转６个方向载荷下，右侧关节突承受的压力与未

３．９４５、２．１８２，均Ｐ＞０．０５）；Ｌ，左侧上关节突切除

切除组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ｑ＝１３．８３、

２／４时，与未切除组对比，Ｌ４／５椎间盘内压力在前屈后

１１．１９、１４．６１、１ １．０１、１７．８３、５．６７０，均Ｐ＜０．０５）。当

伸、左右侧屈及右旋转载荷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左侧上关节突切除３／４时，腰椎在以上６个方向载

（ｑ＝５．２６０、１７．１５、５．７２７、８．８９０、１５．６６，均Ｐ＜

荷下，右侧关节突承受的压力与未切除组对比，差异

０．０５），而在腰椎左旋转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ｑ＝

均有统计学意义（ｑ＝２５．４８、２１．０３、１６．８２、１３．８５、

０．９８５，Ｐ＞０．０５）；当ｋ上关节突切除３／４时，腰椎

左侧上关节突切除１／４时，Ｌ４，，右侧关节突间压力在

Ｓ，Ｍｉｓｅｓ

Ｓ，Ｍｉｓｅｓ

（Ａｖｇ：７５％）

（Ａｖｇ：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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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２ｅ＋００
＋１．８８６ｅ＋００
＋１．６２１ｅ＋００
＋１．３５５ｅ＋００
＋１．０８９ｅ＋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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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８ｅ＋００
＋３．８０２ｅ＋００
＋３．３３６ｅ＋００
＋２．８７０ｅ＋００
＋２．４０４ｅ＋００
＋１．９３８ｅ＋００
＋１．４７２ｅ＋００
＋１．００６ｅ＋００
＋５．４００ｅ一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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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ｅ＋００
６５１ｅ＋００
１４５ｅ＋００
６３８ｅ＋００
１３２ｅ＋００
６２６ｅ＋００
１２０ｅ＋００
６１３ｅ＋００
１０７ｅ＋００
６０１ｅ＋００
０９５ｅ＋００
８８３ｅ～０１
２０５ｅ—０２

ｋ关节突压力分布云图：Ａ为前屈；Ｂ为后伸；Ｃ为右侧扁；Ｄ为左１：９１

表２分级切除Ｌ，左侧上关节突后右侧关节突压力的演变（Ｐａ）

注：与未切除组相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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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屈后伸、左右侧屈、左右旋转６
个方向载荷下，椎间盘承受的压力
与未切除组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ｑ＝６．８６７—２５．１９，均Ｐ＜０．０５）；
当ｋ上关节突切除４／４时，腰椎以
上６个方向载荷下，椎间盘承受的
压力与未切除组对比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ｑ＝１ １．１２～８２．２１，均Ｐ＜
０．０５）（图５和表３）。
三、腰椎活动度
腰椎活动度随着切除范围的增
加而增大，当Ｌ上关节突切除１／４
时，腰椎活动度在右侧屈及左右旋
转载荷与未切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图５腰椎间盘胍／Ｊ分市云图（以腰椎前屈为例，…Ｉ．，‘ｊ Ｉ：表面节点祸合，敞从Ｉ．２

意义（ｑ＝６．８４５、７．７７２、１３．５８，均

始）：Ａ为ｌ口ｊ；Ｂ为Ｉ“，４；ｃ为ｈ ５；Ｄ为Ｉ．５／ｓｌ

Ｐ＜０．０５），而在前屈后伸以及左侧
屈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ｑ＝２．３０４、２．９３２、２．４２８，均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ｑ＝８．０６５、１４．１２、１０．６７、

Ｐ＞０．０５）。Ｌ，左侧上关节突切除２／４时，与未切除

１９．１８、１３．７７、２２．５２，均Ｐ＜０．０５）（表４）。

组对比，腰椎活动度在后伸、左右侧屈及左右旋转载

讨

论

荷下存在统计学差异（ｑ＝９．１０６、５．４３１、１２．０６、
１１．１６、１７．２６，均Ｐ＜０．０５），而在前屈时差异无统计

全脊柱内镜手术可在局部麻醉下完成，不侵扰

学意义（ｑ＝４．４７３，Ｐ＞０．０５）。当ｋ上关节突切除

椎管内神经组织，不破坏椎旁肌肉、椎板和韧带等。

３／４时，腰椎在前屈后伸、左右侧屈、左右旋转６个

因此具有安全性高、创伤小、术后卧床时间短和恢复

方向载荷下，活动度与未切除组对比差异均有统计

快等优点。随着内镜设备的改进和应用技术的提

学意义（ｑ＝６．３０３、ｌ

１．４２、７．７３１、１６．２０、１２．３９、

高，腰椎全内镜手术不仅能够应用于腰椎间盘突出

２０．７２，均Ｐ＜０．０５）；当ｋ上关节突切除４／４时，腰

症的治疗，而且对椎间孑Ｌ狭窄、椎管狭窄、侧隐窝狭

椎在以上６个方向载荷下，活动度与未切除组对比

窄等也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现已成为脊柱微创手

表３分级切除Ｌ，左侧上关节突后椎间盘压力的演变（Ｐａ）

注：与未切除组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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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内镜下椎间孔扩大成型若切除上关节突过多更易

全脊柱内镜手术是经皮穿刺至腰椎间孔，使内

造成腰椎的生物力学破坏，从而导致腰椎不稳的出

窥镜工作套管经椎间孔进人手术区域进行镜下摘除

现。因此，脊柱全内镜手术应用于腰椎疾病治疗时

突出椎间盘及神经根减压等操作。经典的两种术式

需要注意对上关节突骨性结构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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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腰椎上关节突切除１／４即会部分
影响腰椎的生物力学，切除２／４、３／４、４／４会明显破
坏腰椎的生物力学稳定。而腰椎力学的经久异常会
引起腰椎不稳以及腰部的慢性疼痛。因此，与传统

手术切除下关节突对腰椎生物力学的影响相比较，

万方数据

『１３］Ｓｉｎｋｅｍａｎｉ

Ａ，Ｈｏｎｇ

ｍｉｃｒｏ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Ｘ．Ｇａｏ

ｄｉｓｃｅｃｔｏｍｙ

ａｎｄ

ＺＸ，ｅｔ

ａ１．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ａｍｉｎ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ｄｉｓｃ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ｕｍｂａｒ ｄｉｓｃ ｈｅｒｎｉ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Ａｓｉａｎ

Ｓｐｉｎｅ Ｊ，２０１５，９

（６）：８３３，８４０．ＤＯＩ：１０．４１８４／ａｓｊ．２０１５．９．６．８３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ｌｌ－０１）

（本文编辑：霍永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