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堡匿堂苤查!!!!生!爿j耳筮!!鲞笠!j塑盟型丛型』￡!i塑：垒四!!：!!!!：y!!：!!：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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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军 程里 荆珏华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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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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analyze the biomechanics changes of lumbar spine caused by

foraminotomy via percutaneou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 using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Methods Three healthy adult males(aged 35．6 to 42．3 years)without spinal disease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nd 3 D—CT scans were carried out to obtain the
parameters

of lumbar spine．Mimics software was

applied to build a 3D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lumbar spine．Graded resections(1／4，2／4，3／4 and 4／4)of

the left superior articular process of L5 were done via percutaneou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Then，the pressure of the L4／5 right facets，the pressure
of the

L“5
intervertebral disc and the

motion of lumbar spine were recorded after simulating the normal flexion and extension，lateral flex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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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tion of the lumbar spine model during different resections．The data were compared among groups with

analysis of variance．Results Comparing with the normal group，after 1／4 resection of the left superior

articular process of L5，the pressure of the L4／5 fight facet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during left lateral

flexion and rotation of lumbar spine(q=8．823，8．248，both P<0．05)；and the pressure of L4／E

intervertebral disc also changed significantly during extension and right rotation of lumbar spine(q 2 6．9 1 8，

6．438，both P<0．05)；the motion of lumbar spine showed obvious difierences during right lateral flexion

and rotation(q 5 6．845，7．772，13．58，all P<0．05)．Comparing with the normal group．after 2／4

resection of the left superior articular process of L5，the pressure of the L4／5 right facets 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during all conditions(q=5．670—17．830，all P<0．05)；the pressure of L4／E intervertebral disc

changed significantly during flexion，extension，lateral flexion and right rotation(q=5．260，17．150，

5．727，8．890．15．660。all P<0．05)：the motion of lumbar spine also existed difierences during

extension，lateral flexion and rotation(q=9．106，5．431。12．060，11．160，17．260，all P<0．05)．

However，after 3／4 resections，the pressure of the L4／5 right facets，the pressure of the L4／5 intervertebral

disc and the motion of lumbar spine presented differences during all conditions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in

nol311al group(q=6．303—25．48，all P<0．05)．After 4／4 resections，the pressure of the L4／5 right facets

and the pressure of the L4／5 intervertebral disc and the motion of lumbar spine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during all conditions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in normal group(q=8．065—45．70，all P<0．05)．
Conclusions The biomeehanics and the stability of lumbar spine changed partly after 1／4 resec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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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ebral；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 Articular process；

Biomechanics； Finite ele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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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脊柱微创技术的发展，腰椎全脊柱内镜手

术已得到广泛应用。在腰椎全内镜手术中，为了有

效减压和扩大内镜工作通道，常会切除部分关节突

的骨性结构进行椎间孔扩大成型⋯。大量生物力

学研究表明，腰椎手术切除上位椎体下关节突内侧

部超过1／2时，即会出现腰椎不稳旧。3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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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但仍少见上关节突切除对腰椎生物力学及腰椎

稳定性的影响的报道。本研究拟采用有限元法分析

全脊柱内镜下椎问孑L扩大成型对腰椎生物力学的影

响，从而评估腰椎全内镜手术对腰椎稳定性造成的

可能影响。

对象与方法

一、实验对象

2016年8月选取成年男性志愿者3名，年龄

35．6～42．3(39±3)岁，体重为(64±8)kg，身高

(173．4-7)cm。排除腰痛、腰椎畸形及其他腰部疾患

并进行腰椎3D—CT扫描，获取腰椎CT参数。

二、主要实验仪器及设备

64排螺旋CT(德国Simens公司)，医学图像处

理软件Mimics 15．0软件(比利时Materialise公司)，

有限元前处理软件HyperMesh 12．0软件(美国

Altair公司)，有限元分析ANSYS 10．0软件(美国

ANSYS公司)。

三、研究方法

1．建立模型：使用高分辨率64排CT以

140 kV、200 mA为条件，对腰椎进行薄层扫描，层厚

0．6 mm，获得DICOM格式的图片。打开Mimics软

件，导人图像，系统自动识别DICOM格式序列及图

片，合成矢状位、冠状位及横断位的视窗图片。在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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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蒙面结构，在蒙面三维模型上进行操作，得出包含

L，～s，椎间盘、椎体和韧带的正常三维模型。经

HyperMesh软件采用表面有限元网格化对模型进行

处理，得出三角面网格图形，再采用自由划分的模式

将三角面网格转化为四面体网格，从而得到四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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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赋值，赋值后与经验结果进行对照，通过查阅文

献[4-5]进行弹性模量及泊松比的确定，建立包括椎

体皮质骨、松质骨、椎体后方结构、终板、髓核、纤维

环基质、纤维环纤维、关节突软骨、前纵韧带、后纵韧

带、横突间韧带、棘间韧带、棘上韧带、黄韧带、关节

囊韧带等主要结构，获得正常人L，一S。腰椎三维有

限元模型(图1)。

模型的材料属性按照骨性结构赋予对称性弹塑

性特性；韧带赋予弹黏性特性；韧带纤维组织使用非

线性材料属性；椎间盘赋予超弹性属性。具体属性

参数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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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IF常人I。l—s1腰椎模，魁：A为正面观；B为侧Ⅱ

观；C为后面观

表1 骨性结构、韧带及椎间盘等结构材料属性

2．有限元模型的验证：将建立好的L。～S。模

型，导人ANSYSl0．0软件中，通过在L．的上终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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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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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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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元±s表示，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

◆mL2"Ls《6◆一F-Ls～L4o o

；◆
量：嗳喙嗉羹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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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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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K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LⅣ，右侧关节突的压力

关节突压力分布云图显示，L。，，右侧关节突所承

受压力随着左侧关节突切除范围的增加而增大。当

左侧上关节突切除1／4时，L4，，右侧关节突间压力在

左侧屈及左旋转载荷下与示切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q=8．823、8．248，均P<0．05)，而在腰椎前屈

后伸、右侧屈、右旋转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q=

1．257、4．366、4．049、4．018，P>0．05)。当左侧上关

节突切除2／4时，腰椎在前屈后伸、左右侧屈、左右

旋转6个方向载荷下，右侧关节突承受的压力与未

切除组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q=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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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侧上关节突切除3／4时，腰椎在以上6个方向载

荷下，右侧关节突承受的压力与未切除组对比，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q=25．48、21．03、16．82、13．85、

S，Mises

(Avg：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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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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的压力与未切除组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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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图4和表2)。

二、L4，；椎间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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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除1／4时，L4，，椎问盘内压力在后伸及右旋转载荷

下与未切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q=6．918、

6．438，均P<0．05)，而在腰椎前屈、左右侧屈以及

左旋转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q=2．118、4．080、

3．945、2．182，均P>0．05)；L，左侧上关节突切除

2／4时，与未切除组对比，L4／5椎间盘内压力在前屈后

伸、左右侧屈及右旋转载荷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q=5．260、17．15、5．727、8．890、15．66，均P<

0．05)，而在腰椎左旋转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q=

0．985，P>0．05)；当k上关节突切除3／4时，腰椎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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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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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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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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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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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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义(q=6．845、7．772、13．58，均

P<0．05)，而在前屈后伸以及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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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A为l口j；B为I“，4；c为h 5；D为I．5／sl

屈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q=2．304、2．932、2．428，均

P>0．05)。L，左侧上关节突切除2／4时，与未切除

组对比，腰椎活动度在后伸、左右侧屈及左右旋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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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意义(q=4．473，P>0．05)。当k上关节突切除

3／4时，腰椎在前屈后伸、左右侧屈、左右旋转6个

方向载荷下，活动度与未切除组对比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q=6．303、l 1．42、7．731、16．20、12．39、

20．72，均P<0．05)；当k上关节突切除4／4时，腰

椎在以上6个方向载荷下，活动度与未切除组对比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q=8．065、14．12、10．67、

19．18、13．77、22．52，均P<0．05)(表4)。

讨 论

全脊柱内镜手术可在局部麻醉下完成，不侵扰

椎管内神经组织，不破坏椎旁肌肉、椎板和韧带等。

因此具有安全性高、创伤小、术后卧床时间短和恢复

快等优点。随着内镜设备的改进和应用技术的提

高，腰椎全内镜手术不仅能够应用于腰椎间盘突出

症的治疗，而且对椎间孑L狭窄、椎管狭窄、侧隐窝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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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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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主流方式之一H J。

全脊柱内镜手术是经皮穿刺至腰椎间孔，使内

窥镜工作套管经椎间孔进人手术区域进行镜下摘除

突出椎间盘及神经根减压等操作。经典的两种术式

是YESS(Yeung endoscopic spine system)技术。8 o和

TESSYS(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spine system)技

术一o。YESS技术是通过椎间孔安全三角进入椎问

盘，在光学内镜系统的直视下经工作通道，由椎间盘

内向外摘除椎间盘组织。该技术不需要扩大椎间

孔，操作也相对简单，但适应证比较狭窄，对于脱出

型、游离型椎间盘组织和中央椎管、侧隐窝狭窄等难

以有效处理。而TESSYS技术是利用椎间孑L铰刀

等，逐级切除部分上关节突骨质，扩大椎间孑L，使通

道进入椎管内，由椎间盘外向内依次摘除突出椎间

盘组织，能够更有效处理伴有椎间孔狭窄的腰椎间

盘突出，并且能避免出行神经根的损伤，但是该技术

常需对小关节突进行切除，进行椎间孔扩大成型。

腰椎小关节是腰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

导脊柱的运动时发挥主要作用，而且能对抗压缩、剪

切和轴向旋转等形式的负荷。传统的腰椎后路手

术，多数需要切除手术节段的内侧关节突即上位椎

体的下关节突。关节突的切除范围是由手术方式而

定，研究证实，腰椎后路手术在切除下关节突超过

1／2时，会明显影响腰椎的生物力学，从而导致腰椎

不稳；而切除范围在1／2及以下时，则不会造成腰椎

生物力学的明显破坏¨0I。而全脊柱内镜下进行椎

间孔扩大成型受累及的是上关节突，上关节突被累及

后其生物力学变化及腰椎稳定性的影响仍未得知。

全脊柱内镜手术从Kambin三角进入椎间

孔Ⅲo，为了能增加手术操作的空间以及彻底的神经

减压，多数全内镜手术需要进行椎间孔扩大成型术。

椎间孔扩大成型是利用环踞、骨钻等工具对下位椎

体的上关节突进行切、磨除，将椎间孔进行扩大，使

得内镜工作套管能够顺利进入工作区域，并同时扩

大了神经根的骨性通道112-131。由于手术减压需求

或者因为手术操作者水平的差异，椎间孔扩大成型

时上关节突受到切除或磨除的范围也存在差异。因

此，上关节被切除或磨除多少会直接影响腰椎的生

物力学稳定值得手术者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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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内镜下椎间孔扩大成型若切除上关节突过多更易

造成腰椎的生物力学破坏，从而导致腰椎不稳的出

现。因此，脊柱全内镜手术应用于腰椎疾病治疗时

需要注意对上关节突骨性结构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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