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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人工问盘置换术对颈椎退行性

疾病的长期疗效观察

宋卿鹏 田伟 何达韩骁 张宁 王晋超 李祖昌

【摘要】 目的探讨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对颈椎间盘突出症与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的长期临

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积水潭医院2003年12月至2007年12月行单节段Bryan人工间盘

置换术且随访超过10年的患者68例的临床资料；患者男性43例，女性25例，年龄(46±8)岁。依据

术前cT及MRI结果将患者分为2组：颈椎间盘突出症组(27例)和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组(41例)：

比较两组术前及末次随访时评估的临床功能指标[日本骨科协会评分(JOA)、颈椎功能障碍指数

(NDI)及Odom评分]和影像学指标(手术节段活动度、颈椎整体活动度、手术节段COBB角)。连续

变量数据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颈椎间盘突出症组JOA改善率为83％±22％，

NDI％下降14％±9％，Odom评分为优者17例、良10例；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组JOA改善率为

68％-4-34％，NDI％下降11％±7％，Odom评分为优者19例、良18例、可4例。颈椎间盘突出症组末

次随访时手术节段活动度为10。±40，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组为7。±6。，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284，P=0．026)。颈椎间盘突出症组末次随访时颈椎整体活动度为50。±9。，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

组为44。±14。，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12，P=0．038)。结论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对颈椎退

行性疾病有满意的长期疗效，颈椎间盘突出症术后颈椎整体活动度和手术节段活动度的保留均优于

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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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long—term efficacy of cervical artificial disc replacement for

patients with cervical disc herniation and degenerative cervical canal stenosis．Methods Total of sixty—eight

patients underwent single—level Bryan artificial disc replacement in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03 to December 2007 with a minimum 1 0·year follow—up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There were 43

males and 25 females with a mean age of(46±8)years．According to preoperative CT and MRI，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27 patients in cervical disc herniation group and 4 1 patients in

degenerative cervical canal stenosis group．The evaluation indexes before surgery and at last follow—up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The clinical indexes included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

score，neck disability index(NDI)and Odom’S grade；and the radiological indexes included the global and

segmental range of motion(ROM)，Cobb’S angle at operated level．The continuous variable data were

analyzed by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Results In cervical disc herniation group，the improvement rate of

JOA score was 83％±22％，NDI％decreased by 14％±9％，and Odom
7

S grade was excellent in 17

patients，good in 10 patients．In degenerative cervical canal stenosis group，the improvement rate of JOA

was 68％±34％，NDI％decreased by 11％±7％，and Odom’S grade was excellent in 19 patients，good in

18 patients．fair in 4 patients．The segmental ROM was 10。±4。and 7。±6。in cervical disc herniation and

degenerative cervical canal stenosis group at last follow—up(t=2．284，P=0．026)．The global ROM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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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90 and 440±14。in cervical disc herniation and degenerative cervical canal stenosis group at last

follow—up(t=2．1 1 2，P=0．038)．Conclusions Cervical artificial disc replacement has a favorable long．

term efficacy in treating cervical degenerative diseases．The postoperative global and segmental ROM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disc herniation are better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 degenerative cervical canal

stenosis．

【Key words】 Cervical artificial disc replacement； Cervical disc herniation；Degenerative cervical

canal stenosis；Long-term follow-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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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人工问盘置换术的基本理念是保留手术节

段颈椎的运动功能，同时提供脊柱所需的稳定性，防

止邻近节段退变发生；1。2 J。颈椎人工问盘置换术对

颈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已得到大量中长期随访研究

的肯定。2。3j。然而，相较于单纯颈椎间盘突出症，退

行性颈椎管狭窄导致的脊髓功能障碍在临床中更为

多见一。5。。既往中短期随访结果表明，退行性颈椎管

狭窄症并不影响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的临床疗

效帕一J。目前，关于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治疗退行性

颈椎管狭窄症的长期疗效还未明确。本研究通过回

顾性分析北京积水潭医院2003年12月至2007年

12月接受单节段Bryan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治疗的

颈椎退行性疾病且随访超过10年的患者资料，探讨

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对单纯颈椎间盘突出症与退行

性颈椎管狭窄症患者的长期临床疗效。

对象与方法

一、基本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2003年12月至2007年12月

行单节段Bryan颈椎人工问盘置换术且随访10年

以上患者，共71例符合入组与排除标准。其中3例

因出现非手术节段非邻近节-段性退变导致神经压迫

而排除，剩余68例纳入研究，平均年龄(46±8)岁

(26—69岁)，其中男性43例，女性25例，置换节段

中：C训节段2例，C。，，节段14例，C，，。节段43例，

C6／7节段9例。根据术前cT及MRI检查明确的神

经压迫因素(软性椎间盘组织，椎体后缘增生的骨

赘)，按照“颈椎退行性疾病的积水潭诊断分类”标

准‘8 J，将患者分为2组：颈椎间盘突出症组27例，退

行性颈椎管狭窄症组41例。

手术方法：全身麻醉后，患者取仰卧位，头部取

中立位。除c。门节段取左侧颈前横形切口外，其余

节段均取右侧颈前横形切口。经Smith—Robinson入

路逐层分离到达椎前，于手术节段椎间隙插入标记

针。透视确定病变节段后，放置Bryan人工问盘操

作系统，切除椎间盘，打磨终板，并切除后方增生的

骨赘及后纵韧带，在确定减压充分后，置入Bryan人

工间盘，透视确定人工间盘位置满意后，关闭切口。

二、患者人组与排除标准

1．入组标准：(1)颈椎间盘突出症或退行性颈

椎管狭窄症患者；(2)C，～T．之间单节段病变且神

经压迫主要来自前方，适合行颈椎前路手术者；(3)

单节段颈椎退行性疾病导致的脊髓压迫症状或

(和)神经根压迫症状，且临床症状体征与影像学检

查相符者；(4)至少经过3个月的保守治疗后无效

或症状急性加重者；(5)愿意配合随访者。

2．排除标准：(1)椎间关节退变严重者(如手术

节段桥状骨赘、椎间隙高度丢失>50％及椎间活动

度<2。者)；(2)发育性颈椎管狭窄；(3)后纵韧带骨

化症；(4)颈椎不稳定者(如手术节段颈椎体水平移

位>3．5 ITlm，节段活动度>11。者)；(5)代谢性骨病

(如骨质疏松症、Paget病等)；(6)需要持续激素类

药物治疗者；(7)颈椎畸形者；(8)手术节段局部后

凸患者；(9)颈椎肿瘤；(t0)颈椎感染性疾病或全身

有活动性感染；(11)骨关节炎性疾病(如类风湿性

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12)既往颈椎手术史者；

(13)存在其他手术禁忌证患者(如严重心肺功能障

碍，恶性肿瘤，孕妇)；(14)无法配合随访者。

三、影像学评价指标

1．颈椎整体活动度：分别测量术前及末次随访

时颈椎整体活动度，具体为：颈椎过屈过伸位X线

片上c：和c，椎体后缘连线夹角之和(图1)。

2．手术节段活动度：分别测量术前和末次随访

时手术节段活动度，具体为颈椎过屈过伸位x线片

上手术节段上位椎体上终板和下位椎体下终板连线

问的夹角之和(图2)。

3．手术节段COBB角：分别测量术前和末次随

访时手术节段COBB角，具体为颈椎中立位x线片

上手术节段上位椎体上终板和下位椎体下终板之间

的夹角(图3)。前凸的角度为正数，后凸的角度为

负数。角度为负数提示手术节段存在局部后凸

畸形。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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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分别测量过屈位(1A)与过伸位(1B)c2及c。椎体后缘连线夹角，相加之和即为颈椎整体活动度 图2分别在过屈位(2A)与过

伸位(2 B)测量手术节段上位椎体上终板和下位椎体下终板连线的夹角，相加之和即为手术节段活动度 图3在中立位上测量手术节

段上位椎体上终板和下位椎体下终板连线的夹角即为手术节段COBB角

四、临床功能评价指标

1．日本骨科协会评分(JOA)：采用17分法JOA

评分‘9o分别于术前及末次随访时分别评价脊髓功

能，并计算JOA评分改善率，JOA评分改善率=(随

访JOA评分一术前JOA评分)／(17一术前JOA评

分)×100％。

2．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NDI评分是评估

颈部疼痛引起的功能障碍的评分法，包含颈痛及相

关的症状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两大部分，共10个项

目，每个项目最低0分，最高5分，总分50分，分数

越高表明功能障碍程度越重。由患者根据自身状况

填写，NDI％=(每个项目得分的总和／患者完成项

目数×5)×100％，结果判定：NDI％<20％为轻度

功能障碍，>20％一40％为中度功能障碍，>40％一

60％为重度功能障碍，>60％一80％为极重度功能

障碍，>80％一100％为完全功能障碍或患者过于夸

大症状‘10]。

3．Odom评分：末次随访时由医生进行评估，共

分为4级：优：所有的术前症状都消除；良：术前症状

明显减轻，不影响13常活动及工作；可：术前症状部

分减轻，但日常活动明显受限；差：症状无改变或者

较术前加剧。

五、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两组患

者的影像学和临床功能评价指标进行统计分析，连

续变量数据包括手术时年龄、颈椎整体活动度、手术

节段活动度、手术节段COBB角、JOA评分、NDI％

的比较均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分

级评估数据包括性别、手术节段、是否出现局部后

凸、Odom评分使用非参数检验中的Mann．Whitney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 果

一、基本资料

颈椎间盘突出症组患者共27例，年龄(45±9)

岁(26—69岁)，其中男性15例，女性12例，手术节

段：1例c3⋯4例c。舯18例c5／6'4例C6／7；退行性

颈椎管狭窄组患者4l例，年龄(47±7)岁(33～63

岁)，其中男性28例，女性13例，手术节段：l例

c，⋯10例c“，，25例c，／6，5例c。，，。两组患者性别

(Z=1．058，P=0．290)、年龄(t=0．982，P=

0．330)、手术节段(Z=0．701，P=0．483)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P>0．05)。

二、影像学评估结果

颈椎整体活动度：颈椎间盘突出症组术前颈椎

整体活动度为48。±16。，末次随访时为50。±9。(t=

0．674，P=0．506)；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组术前为

45。±15。，末次随访时为440±14。(t=0．194，P=

0．847)。末次随访时，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112，P=0．038)。

手术节段活动度：颈椎间盘突出症组术前手术

节段活动度为9。±5。，末次随访时为10。±4。(￡=

0．745，P=0．463)；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组术前为

100±4。，末次随访时为70±6。(t=2．225，P=

0．032)。末次随访时，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组明显

低于颈椎间盘突出症组(t=2．284，P=0．026)。

手术节段COBB角：颈椎间盘突出症组术前手

术节段COBB角为2．40±1．20，末次随访时为

1．80±1．7。(t=4．640，P<0．01)，其中4例

(14．8％)出现局部后凸；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组术

前手术节段COBB角为1．90±1．3。，末次随访时为

0．90±2．00(t=4．456，P<0．01)，其中1 l例

(26．8％)出现局部后凸。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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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局部后凸畸形的概率更大，但两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14．8％(4／27)比26．8％(1 1／41)，Z=

1．160，P=0．246]。

三、临床功能评估结果

JOA评分：颈椎间盘突出症组术前JOA评分为

13．4±2．3，末次随访时为16．3±1．1，JOA改善率

为83％±22％(t=8．129，P<0．01)；退行性颈椎管

狭窄症组术前JOA评分为12．7±3．0，末次随访时

为15．9±1．3，JOA改善率为68％±34％(t=

7．402，P<0．01)。随访时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t=1．733，P=0．088)。

NDI指数(NDI％)：颈椎间盘突出症组术前

NDI％为27％±7％，末次随访时为13％±10％，

NDI％下降14％±9％(t=8．31l，P<0．01)；退行性

颈椎管狭窄症组术前NDI％为28％±9％，末次随

访时为17％±11％，NDI％下降11％±7％(t=

9．584，P<0．01)。随访时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t=1．489，P=0．141)。

Odom评分：颈椎间盘突出症组Odom评分为优

者17例，良10例；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组评分为优

者19例，良18例，可4例。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Z=1．588，P=0．122)。患者术前颈椎CT造影

及MRI可见C5／6节段椎体后缘骨赘增生压迫脊髓，

行Bryan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治疗，末次随访时可

见压迫解除且保留了手术节段活动度(图4)。

讨 论

目前，颈椎退行性疾病已成为一种常见多发病，

由于人种差异我国大量需要手术治疗的颈椎退行性

疾病为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b，11-12]。颈椎人工间盘

置换术用于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具有满意的中长期

疗效¨}141。然而，关于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是否适

用于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还存在一定争议¨5|。本

研究中，41例退行性椎管狭窄症患者均取得了满意

的临床疗效且手术节段活动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

留，表明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可用于治疗退行性颈

椎管狭窄症，且长期疗效值得肯定。

保留手术节段活动度是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设

计的基本理念，既往文献关于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

后手术节段活动度的报道存在很大差异，手术节段

活动度较术前增加、明显减小和无明显变化的报道

均有[】,16-18]。本研究中颈椎间盘突出症组末次随访

时手术节段活动度为10。±40，与术前90±5。相比

有轻微的增加。而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组末次随访

时为70±60，与术前to。±4。相比有明显减小，但总

体来说依然保留了一定的活动度。既往研究指出术
i

图4 Bryan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治疗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手术前后影像学资料：A为术前颈椎中立位x线片，术前c5，6节段前凸存在；B、

c为术前过伸过屈位x线片，可见颈椎整体运动功能与手术节段运动功能较好；D为术前矢状位cT脊髓造影，可见c，／6节段椎体后缘骨赘

压迫脊髓；E为术前矢状位MRI，可见C5／6节段脊髓受到压迫；F为术前轴位cT脊髓造影，可见椎体后缘增生的骨赘为脊髓的压迫因素；G

为术前轴位MRI，可见脊髓受到压迫；H为末次随访时颈椎中立位x线片，可见c5／6节段前凸较术前下降但并未出现局部后凸；I、J为末次

随访时颈椎过伸过屈位x线片，可见颈椎整体运动功能及手术节段运动功能维持较好；K为末次随访时矢状位CT，可见Bryan人工间盘位

置良好，脊髓减压充分；L为末次随访时矢状位MRI，可见脊髓减压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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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手术节段活动度、年龄及手术方式均会对术后手

术节段活动度产生影响1191。本研究中两组间其他

影响因素均无明显差异，说明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

会影响人工问盘置换术后手术节段活动度。Bryan

人工间盘为一种非限制型人工间盘，由于其设计的

局限性，术中并不能矫正手术节段曲度，且既往研究

曾指出Bryan人工间盘置换术后手术节段后凸会有

所进展Ⅲ埘J。术中头部非中立位、手术节段上下终

板不平行及对上下终板打磨不对称等因素可能会增

加术后手术节段局部后凸的发生率【22。23J。本研究

中，约1／4的患者术后远期出现手术节段局部后凸

的情况，也说明了Bryan间盘无法对局部曲度进行

矫正与维持，对于术前手术节段局部曲度较差患者

应避免行Bryan人工间盘置换术。退行性颈椎管狭

窄症组术后局部曲度下降较单纯颈椎间盘突出症组

更为严重，可能与术前退变更为严重及术中减压范

围更大有关。局部后凸可能会导致脊髓受压迫进而

出现功能障碍，本研究中并未出现局部后凸压迫脊

髓的情况。另外局部后凸改变了颈椎局部的曲度及

生物力学环境，可能会对局部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颈椎整体活动度方面，颈椎间盘突出症组高于退

行性颈椎管狭窄症组，但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组基

本保留了术前颈椎整体活动度。同时退行性颈椎管

狭窄症组出现手术节段局部后凸的概率(26．8％)

更高，但两组无明显差异。总体上来说，颈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行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的远期手术节段活

动度与整体活动度均较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更好。

既往很多中长期随访研究指出颈椎人工间盘置

换术治疗颈椎退行性疾病有满意的临床疗

效∞’14’坶J，我们的随访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颈椎间盘突出症组JOA改善率为83％±22％，高于

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组的68％±34％，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说明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患者长期疗效

也值得肯定。这表明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后远期的

临床功能获得了很好的改善，术后手术节段活动度

并不会影响临床功能的恢复。

本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我们仅获得了

患者术前和末次随访时的资料，所以无法明确活动

度和临床功能的动态变化。其次，本研究中只有

Bryan一种人工间盘假体，关于不同假体的影响还

有待继续研究。最后，本研究中纳入的退行性颈椎

管狭窄症患者多为只存在椎体后缘骨赘增生且退变

程度较轻者，关于具体退变程度对人工间盘置换术

的影响还有待下一步研究明确。

综上所述，在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治疗颈椎退

行性疾病患者十年以上的长期随访中，临床功能与

手术节段活动度均取得了满意的效果。颈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术后颈椎整体活动度和手术节段活动度均

优于退行性颈椎管狭窄症患者。颈椎间盘突出症是

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的适应证，轻度退变的退行性

椎管狭窄症是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的相对适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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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年会——2018

(第十九次全国呼吸病学学术会议)通知

由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办、江苏省

医学会承办的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年会—_2018(第十九次
全国呼吸病学学术会议)定于2018年8月30日q月2日
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呼吸病学学术会议

是国内呼吸病学界学术水平和规格最高的学术会议，也是展

示我国呼吸病学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学科全面发展的一个重

要平台，更是有重要影响力、呼吸同道广泛参与的业界盛会。

大会组委会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同道踊跃投稿参会。

征文内容：(1)慢性阻塞性肺疾病；(2)肺癌；(3)肺栓塞

与肺血管疾病；(4)感染；(5)呼吸危重症医学；(6)间质性肺

疾病；(7)睡眠呼吸障碍；(8)哮喘；(9)烟草病学：(10)介入

呼吸病学；(11)呼吸治疗；(12)肺功能；(13)胸膜与纵隔疾

病；(14)儿科呼吸；(15)人文；(16)护理；(17)中青年英文专

题(为提高中青年医师英文交流水平，特设立该专场。要求

投稿人为45岁以下中青年医师)；(18)病例；(19)流行病

相关。

征文要求：(1)投稿必须是本次会议前尚未在国内同类

学术会议上宣读和交流的科研成果；(2)请按照会议征文分

类提交论文，论文内容包括与呼吸病学基础和临床研究相关

的论著、综述、以及特殊个案报告；(3)为了保证摘要的质

量，增加被录用的机会，请不要将一项研究课题或成果拆分

成若干个子课题分别投稿；(4)以论文摘要的形式投稿。摘

要须按题目、作者、单位、邮编、目的、材料与方法、结果和结

论的格式书写，要求内容科学性强、重点突出、数据可靠、结

论恰当、文字通顺精炼；(5)为了保证投稿后的通讯效率，请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尽可能直接投稿，不要请他人代为投

递，尽量避免一个科研单位或科室的稿件通过一个用户名投

递。会议只接收互联网在线投稿，不接收电子邮件或纸质投

稿。请登录会议网站了解投稿要求、程序和细节。截稿日

期：2018年5月31日。

注册及缴费：接受在线注册和现场注册，在读研究生报

到时需出具有效证件；江苏省代表、基层医院(二级及二级以

下医院)代表报到时请出具工作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方

可减免注册费。(1)在线注册缴费：中华医学会联合首信易

支付平台，目前已经开通注册费网银在线支付功能。登录大

会网站征文注册系统后，点“网上参会注册”按钮，按照提示

进行网银在线缴费。选择前期优惠注册类型的个人代表，请

在网上参会注册选定注册类型后，在“支付方式”处选择“在

线支付”方式，再选择您的发卡银行(您的银行卡需要开通

网上银行功能，信用卡则可直接使用)，按照网页提示进行注

册费的网上支付操作。(2)现场注册缴费：您如果在8月

25 13前尚未通过网络提交注册表，或只提交注册表而未付

注册费，请直接到大会注册现场办理缴费注册手续。

住宿：会务组为参会代表以优惠价格预订了饭店，预订

者需到会议网站上预订住房。只有已经缴纳注册费的代表

的预订才有效。没有事先缴纳注册费的代表，秘书处将不保

证提供房间。会务组将根据预订先后顺序及房源情况安排

住房，尽可能考虑代表要求，但不保证预订房型。

参会时请您携带本人身份证到会议注册处签到并领取

资料，办理入住手续。

会议网站：请登录会议网站查看会议相关信息http：／／

cts2018．medmeeting．org。

联系人：吕向阳，010—89292552—817，Email：csrd2008@

126．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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