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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腰椎陈旧性骨折伴后凸畸形成人脊柱

侧凸委员会SchwabⅣ级截骨

矫形的疗效评估

赵清华 朱泽章孙旭 史本龙王斌钱邦平 刘臻杜长志徐亮 邱勇

【摘要】 目的评估成人脊柱侧凸委员会(sRs)-schwabⅣ级截骨术在胸腰椎陈旧性骨折伴后

凸畸形(PTK)患者中的应用价值以及术后的矢状面平衡改善情况。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0月

至2叭5年1月南京鼓楼医院收治的31例PTK患者的一般资料，其中男12例，女19例，平均年龄

(43±10)岁(30～59岁)。3l例患者均行后路sRs—schWabⅣ级截骨内固定植骨融合手术。在患者

术前、术后及末次随访的全脊柱正侧位片上评估如下指标：胸椎后凸角(TK)、胸腰椎后凸角(TLK)、

局部后凸畸形角(FK)、腰椎前凸角(LL)、骨盆入射角(PI)、骨盆倾斜角(胛)、骶骨倾斜角(ss)及矢

状位平衡(sVA)。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和功能残障指数(0DI)评估疼痛情况，采用Frankel分级

评估神经损伤程度。术前、术后及末次随访数据比较采用配对f检验。结果31仍j患者术后平均随

访(28±5)个月(24—38个月)。术前TK为15．6。土7．80，术后升至28．1。±6．20(￡=一6．985，P=

0．000)，末次随访时为27．3。土6．9。；TLK由术前的29．4。±12，2。降至术后的7．7。±5．3。(￡=9．083，

尸=O．000)，矫正率73．8％，末次随访矫正丢失2．4。±2．O。。FK由术前的36．4。±9．5。改善至术后的

5．60土4．20(￡=16．510，P=O．000)，平均矫正率为84．6％，末次随访矫正丢失平均为2．3。±2．2。。LL

术前为67．3。±12．20，术后减小为48．1 o±9．30(扛6．968，P=o．000)，末次随访平均为49．40士7．9。。

与术后即刻相比，TK、TLK、FK及LL末次随访时均未见显著矫正丢失。PI、PT、ss及sVA术前、术后

及末次随访无显著变化。末次随访VAs和0DI评分与术前相比显著改善。4例术前存在神经损害

的患者末次随访Frankel评分均由D级改善为E级。末次随访所有患者固定节段均获融合，无假关

节及内固定相关并发症发生。结论sRs-schwabⅣ级截骨术通过对胸腰段局部后凸畸形的矫正能

满意恢复PrrK患者的矢状面形态，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关键词】胸腰椎陈旧性骨折；脊柱侧凸委员会schwabⅣ级截骨；后凸畸形；矢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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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kctiveness of sc01iosis Research socjetv(sRs)．schwab

gradeⅣ osteo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traumatic thoracolumbar kvphosis(f吓K)．Methods From

0ctober 2012 to January 2015，a total of 31 patients【12 males。19 females，mean age(43土10)vears]
with symptornatic PTK unde唱oing SRS—Schwab铲adeⅣosteotomy in Nanjing Dmm Tower Hospital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Radiographic changes were evaluated with preoperative，postoperative and fbllow．up

x—ray，The measurements included thoracic kyphosis(TK)，lumbar 10rdosis(LL)，thoracolumbar kvphosis

(TLK)，fIocaI kyphosis(FK)，pelvic incidence(PI)，pelvic tilt(PT)，sacral slope(ss)and sagittal

vertical axis(SVA)．Clinical outcome was assessed using the vjsual analogue scale(vAS)．the 0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0DI) and Frankel neurolo舀cal grade before surgew and during follow．up．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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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opemtiVe，postoperative and follow-up data were compared with paired f test．R嚣lllts A1l patients were

f0110wed—up for 28±5 months(24—38 months)．The TK and LL impmved signi6cantly postoperatively fbm

15．6。±7．8。and 67．3。±12．20 to 28．1 o±6．2。and 48．1。±9．30(t=一6．985，6．968，both尸<0．05)，

and maintained at 27．3 o±6．90 and 49．4。±7．9。at last foUow—up，respectivelv．The TLK and FK impIDved

significantly postoperatively f而m 29．40±12．2。and 36．4。±9．5。to 7．7。±5．30 aJld 5．60±4．20(￡=

9．083，16．510，both P<0．05)，with a correction loss of 2．40±2．00 and 2．30±2．2。at final follow—up，

respectiVeIy．No significant di仃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PI， 町，SS aIld SVA among preoperative，post-

operative and the last follow—up data．In addition，the VAS and 0DI impIDved signific粕dy at the 6nal f0Uow—

up．Four cases with Frankel D experienced complete neumlogical recovery at the 6nal foUow—up．Radiographic

evalua“on showed solid bony fusion．No instmment—related complication was observed during山e follow

up．Conclusions The SRS-Schwab铲adeⅣosteotomy brings satisfactory sagittal alignment and good

clinicaI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PTK．

【Key words】 Post—traumatic thoracolumbar kyphosis； 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schwab gradeⅣ

osteotomy； Kyphosis； Sagittal al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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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腰椎陈旧性骨折伴后凸畸形(门K)是胸腰椎

骨折常见的远期并发症之一，常因早期的治疗不当

或就诊延迟等导致。1。3。，其临床上常表现为腰背部顽

固性疼痛，进行性加重的胸腰椎后凸畸形及可能继

发的神经功能损害‘4J。既往文献已报道多种脊柱

后路截骨术用于PrrK的治疗，其目的在于重建正常

的矢状面形态，恢复脊柱稳定性，解除神经压迫，缓

解腰背部疼痛。近年来，Schwab等"1将脊柱后路截

骨术系统性地分为6级，其中的成人脊柱侧凸委员

会(SRS)．SchwabⅣ级截骨术被认为是治疗中度圆

弧形脊柱后凸畸形的理想术式之一。然而SRS-

SchwabⅣ级截骨术在PTK中的应用研究文献报道

鲜见。因此，本研究对我院行SRS—SchwabⅣ级截骨

矫形内固定的胛K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分析患者术后矢状面平衡改善情况，评

估SRS．SchwabⅣ级截骨术在wK患者中的应用

价值。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2012年10月至2015年1月在南京鼓楼

医院行SRS—SchwabⅣ级截骨的胛K患者。纳入标

准：(1)年龄30～60岁；(2)为单椎体陈旧性骨折，

伤椎位于T¨～L：，受伤至就诊时间>3个月；(3)胸

腰椎后凸畸形Cobb角≥20。；(4)术后随访≥2年；

(5)有完整的术前、术后及末次随访的临床和影像

学资料。排除标准：(1)冠状面存在侧凸畸形cobb

角>10。；(2)可疑的病理性骨折。

二、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包括31例阴K患者，男12例，女

19例，年龄30～59岁，平均年龄(43±10)岁。其中

16例为骨折后采取保守治疗失败；15例因骨折在外

院行切开内固定术，术后出现后凸畸形，手术失败原

因包括：初次后路手术未行植骨融合7例，内固定失

败及假关节形成5例，初次手术矢状面残余后凸畸

形3例。此次手术与外伤或前次手术间隔3～60个

月，平均(16±7)个月。伤椎分布：T¨5例，T，：

11例，L。9例，L2 6例。

患者临床症状包括：腰痛27例(87．1％)，躯干

无力、疲劳感22例(70．9％)，站立时躯干前倾6例

(19．4％)；患者术前存在神经损害症状4例

(Fmnkel D级)，表现为双下肢或单侧下肢浅感觉和

肌力减退。

三、手术方法

术中所有操作均在体感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电

位联合监测下进行。手术采用全身麻醉，患者取俯

卧位，暴露以伤椎为中心的目标固定节段，在伤椎的

上下各椎体置入椎弓根螺钉。采用“V”型截骨法对

伤椎的上下关节突关节面截骨，切除双侧椎板，暴露

双侧椎弓根，并切除伤椎近端椎体的下半部椎板及

下关节突。用磨钻从伤椎椎弓根人口钻人椎体，制

作一个容纳髓核钳进出的隧道，对同侧椎体侧壁进

行截骨，切除椎弓根内侧缘骨皮质，逐步切除呈楔形

的伤椎上半部椎体及附着的上位椎间盘(图1)。单

侧截骨完成后，需使用临时棒固定该侧截骨端，然后

行对侧截骨。为保证闭合截骨面时上位椎与伤椎骨

面的接触，需切除整个上位椎间盘及刮除伤椎上方

椎的下终板直至椎体骨面呈出血状。然后，切除硬

膜囊前方的椎体后壁，动作轻柔，避免损伤神经和硬

膜外血管丛。在闭合截骨面之前，要确认硬膜囊与

神经根不受任何卡压。为保证椎间孔直径足够大而

避免神经根受压，术中截骨时需保留至少1 cm的缩

短椎体高度和完整下终板及椎间盘。重新放置矫形

棒，抱紧伤椎上下螺钉以闭合截骨面，矫正后凸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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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为降低断棒风险，需长节段固定者可在围截骨

区采用双头钉连接卫星棒固定以降低矫形棒所承受

应力。若闭合时截骨面间隙过大，必要时可放置椎

间融合器。截骨面闭合后，仔细检查硬膜囊皱缩情

况，必要时需进一步潜行咬除椎板上下缘。术中行

唤醒试验，以排除神经损伤。最终拧紧固定物，予大

量生理盐水冲洗切口后，采用术中截骨获得的松质

骨和自体髂骨进行后外侧植骨。放置引流，逐层缝

合切口。术后10 d佩戴腰椎保护支具下床活动，伤

口愈合拆线后出院，继续佩戴支具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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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成人脊柱侧凸委员会(sRS)-schwabⅣ级截骨术

示意图：切除范围包括病椎上方的椎间盘、椎弓根及部

分椎体(A)；最终后方加压固定矫正后凸畸形，脊柱前

柱呈骨与骨的紧密接触，增加了融合率(B)

四、矢状位脊柱形态测量的影像学指标

术前、术后及随访时摄站立位全脊柱正侧位x

线片，影像学测量指标包括：(1)胸椎后凸角(TK)：

T。上终板与T，：下终板所成夹角；(2)胸腰椎后凸角

(TLK)：T，。椎体上终板与L：椎体下终板之间的角

度；(3)局部后凸畸形角(FK)：伤椎上方1个椎体

上终板与伤椎下方1个椎体下终板之夹角；(4)腰

椎前凸角(LL)：L。上终板与s，上终板所成夹角；

(5)骨盆入射角(PI)：经S．上终板中点做该终板的

垂线，该垂线与S．上终板的中点与两侧股骨头中心

连线的夹角；(6)骨盆倾斜角(门)：S。终板中点和

两侧股骨头中心连线与垂直线的夹角；(7)骶骨倾

斜角(SS)：S。上终板与水平线的夹角；(8)矢状位平

衡(SVA)：C，铅垂线至S，上终板后缘的垂直距离。

若铅垂线位于S。椎体后上缘前方，则sVA为正值，

否则为负值。

五、疗效评估及随访

术前及末次随访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评估

患者疼痛缓解程度，采用功能残障指数(ODI)评估

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记录患者手术时间、出血

量、手术并发症等情况。术前及术后神经损伤程度

由Frankel分级评估。随访在X线片上评估骨愈合

及内固定相关并发症情况，必要时行CT检查。

六、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以

元±s表示，术前、术后及末次随访之间的比较采用

配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一般资料

本组病例手术时间140—235 min，平均(175±

18)min。术中出血量400～1 200 ml，平均(658±

122)ml。固定节段3—7节，平均(4．4±O．8)节。

所有患者随访24～38个月，平均随访(28±5)个

月。无死亡、感染及神经损伤并发症。1例患者术

中发生硬脊膜撕裂，经修补后，术后未发生脑脊

液漏。

二、矢状面影像学测量结果

TK术前平均为15．60±7．8。，术后平均为

28．1。±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一6．985，P=

0．000)，末次随访时为27．3。±6．90，随访中矫正无

显著丢失(￡=一0．480，P=O．633)；FK由术前

36．4。士9．5。改善至术后的5．6。±4．2。(t=16．510，

P=0．000)，平均矫正率为84．6％；末次随访平均为

7．9。±5．8。，矫正丢失2．3。±2．2。，与术后即刻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788，P=0．078)。术后，

TLK由术前的29．4。±12．2。改善至7．70士5．3。(￡=

9．083，P=0．000)，矫正率73．8％，末次随访时为

10．0。±5．9。，平均矫正丢失2．4。±2．O。，与术后即

刻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615，P=0．112)；

LL由术前的67．3。±12．20降至术后的48．1。±9．3。

(f=6．968，P=0．000)，末次随访时为49．4。±

7．90，矫正无明显丢失(￡=0．593，P=O．555)。另

外，PI、肌、SS及SVA等参数术前、术后及末次随访

无明显变化(表1)。

三、临床疗效

31例患者术后末次随访时，21例腰痛患者疼痛

完全或基本消失；4例偶有腰痛，但不需要服用止痛

药；2例残余部分腰痛，偶尔需要服用止痛药；17例

术前存在躯干无力、疲劳患者症状消失；6例术前站

立时躯干前倾患者均恢复正常。末次随访所有患者

固定节段均获融合，无假关节及内固定相关并发症

发生。术前VAS和0D1分别为(5．7±1．0)分和

(46±11)分，术后末次随访时分别为(1．1±0．8)分

和(10±6)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9．999、

15．732，均P<0．05)。4例术前存在神经损害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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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本组胸腰椎陈旧性骨折伴后凸畸形患者术前、术后及末次随访矢状面各参数比较(贾±s，。)

竺呈 !! 兰皇 三竺竺望二二三垂兰兰生二三兰薹竺兰釜
TK 15．6土7．8 28．1士6．2 27．3±6．9 —6．985 0．000 —0．480 O．633

LL 67．3±12．2 48．1士9．3 49．4±7．9 6．968 O．ooO O．593 0．555

TLK 29．4士12．2 7．7±5．3 10．0±5．9 9．083 0．000 1．615 0．112

FK 36．4±9．5 5．6±4．2 7．9±5．8 16．510 0．Ooo 1．788 0．078

PI 46．5士6．9 46．4±6．3 46．3±5．2 0．060 O．953 一O．068 0．946

17r 16．6±6．8 18．2±7．4 17．1士8．4 —0．886 O．378 —0．547 0．586

SS 29．9±8．8 28．2±5．1 29．2土6．5 O．93l O．356 0．673 O．503

SVA(mm) 一1l±6 —8±7 —10±7 一1．70l 0．094 —0．963 0．340

注：TK：胸椎后凸角；LL：腰椎前凸角；TLK：胸腰椎后凸角；FK：局部后凸角；PI：骨盆投射角；Pr：骨盆倾斜角；ss：骶骨倾斜角；svA：矢状位

平衡

者末次随访Frankel评分均得到改善，均由D级改

善为E级。典型病例见图2。

讨 论

PTK手术治疗的原则是重建脊柱矢状面形态、

恢复脊柱的平衡和稳定性，解除脊髓神经的压迫，改

善患者临床症状和防止后凸畸形的进展16。7j。近年

来，后路截骨矫形内固定术已成为PrrK患者的首选

术式。然而脊柱矢状面畸形截骨矫形手术方式及名

称繁多，临床应用中常带来误解和诸多不便。2014

年schwab等一1基于脊柱解剖基础系统性地将脊柱

截骨矫形术分为6级，用以规范并指导脊柱畸形的

手术治疗。近年来，SRS—SchwabⅣ级截骨术被用于

治疗PI’K所致的后凸畸形中。SRs．SchwabⅣ级截

骨术经椎弓根向上切除呈楔形压缩椎体的上半椎

体、附着椎间盘及上位椎体下终板，向下截骨至椎弓

根下缘，同时直接对椎体后方减压，从而完成后凸的

矫正。相比于其他后路截骨手术治疗阳K旧‘1引，其
截骨面呈骨面对骨面的接触，提高了融合率；为脊柱

缩短性手术，松弛了脊髓和神经根，减低了神经损伤

的风险；同时也切除了伤椎上位椎间盘，降低了可能

由上位椎间盘所引起的手术失败风险¨3|。Zhang

等L141通过Ⅳ级截骨术治疗36例症状性wK患者，
局部后凸角由40．50改善至4．80，术后症状均得到

缓解，经过至少2年随访，平均后凸角为5．8。，所有

患者截骨区融合良好，无矫正丢失及相关内固定并

图2典型病例：患者女性，55岁，L1陈旧性骨折伴后凸畸形。主诉外伤后腰背部顽固性疼痛1年余，行Ll节段成人脊柱侧凸委员会

(SRs)．schwabⅣ级截骨卫星棒固定矫形术。术前视觉模拟评分(VAs)评分6分，功能残障指数(0DI)评分45分，Frankel分级E级，术前

胸椎后凸角(TK)13．o。，局部后凸角(FK)40．I。，腰椎前凸角(LL)56．3。，骨盆倾斜角(胛)17．O。，骨盆投射角(PI)60．0。，骶骨倾斜角(sS)

43．2。，矢状位平衡(svA)一9．6 mm(A、B)；术后TK 35．30，FK4．00，LL47．2。，Pr 12．5 o，PI 60．O。，ss 47．5。，sVA一14．6 mm后凸畸形得到

矫正，矢状面形态得到改善(c、D)；术后2年随访VAS评分1分，0DI评分8分，Frankel分级E级。TK 34．6。，FK 5．Oo，LL47．5。，肼13．4。，

PI 59．0。．SS 45．6。．svA一13．2 mm，内固定位置良好，融合佳，内固定无松动断裂等并发症，无明显矫正丢失(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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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发生。本组采用脊柱Ⅳ级截骨术治疗31例

PrK患者，术前FK由平均36．40矫正至5．6。，末次

随访平均矫正丢失2．3。，很好的矫正了后凸畸形。

同时患者术后VAs评分及ODI评分得到显著改善，

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满意恢复。4例术前存在神经

损害的患者末次随访Frankel评分均得到改善，均由

D级改善为E级。

尽管既往有研究报道SRS．SchwabⅣ级截骨术

被用于治疗胛K，但均未讨论截骨对矢状面平衡的
改善效果。当胸腰段脊柱骨折形成后凸畸形后，畸

形以上躯干重心趋于前移。机体为维持直立下躯干

重心的稳定，通过代偿颈椎、胸椎、腰椎的曲度、骨盆

旋转甚至屈膝等方式，使躯干重心后移以达到矢状

面平衡。Li等¨纠通过对49例因脊柱结核或先天性

后凸形成的胸腰段角状后凸畸形患者矢状面形态研

究发现此类患者存在TK减少、LL增加、骨盆前倾

等现象。周恒才等¨钊通过比较正常人与胛K患者

矢状面代偿模式发现，后者存在TK的减小现象，但

未发生骨盆矢状面参数的代偿。本研究患者术前矢

状面参数与既往文献中报道的正常人矢状面参数相

比，存在TK减小，LL增大的趋势。因脊柱及骨盆

相邻节段的矢状面形态存在相关性，笔者认为本研

究中胛K患者术前TK及LL的改变，可能是源于胸

腰段的后凸畸形引起相邻的胸椎及腰椎的代偿。随

着截骨手术对后凸畸形的矫正，患者的TK及LL均

得到显著改善。腰椎的前凸以及骨盆的旋转是脊柱

矢状面平衡代偿的重要机制，当腰椎前凸不足以代

偿胸腰段后凸畸形时，可通过骨盆旋转，甚至下肢弯

曲来代偿。本研究中患者手术前后骨盆矢状面参数

未发生代偿，可能是与腰椎陈旧性骨折所形成的后

凸畸形大部分不严重且后凸累计节段较短有关。本

研究中患者平均年龄42．8岁，脊柱退变程度较轻，

术前SVA为(一11±6)mm，术后为(一8±7)

均未发生矢状面躯干失平衡，对于此种患者，仅矫正

局部的后凸畸形即可恢复矢状面平衡。

虽然本研究表明SRS—SchwabⅣ级截骨术能较

好恢复PI'K患者矢状面形态，但仍存在不足。本研

究未将>60岁人群纳入本研究，且未考虑脊柱退变

因素对此类患者矢状面形态的影响，后续应对此类

老年患者进一步研究以验证其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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