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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变性脊柱侧凸的微创治疗 ·

分期微创手术治疗重度退变性脊柱侧凸的

２ 年临床疗效研究

虞佩 裘剑如 谢磊 吴文坚 张兴凯 曹鹏 梁裕

  【摘要】 目的 通过分期微创手术的方式(侧路腰椎间融合术+后路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治
疗成人重度退变性脊柱侧凸患者,评估分期微创手术在恢复患者冠状面和矢状面平衡中的功效以及
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４年 ５月至 ２０１６年 ５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进行
分期手术治疗的 １３例重度退变性脊柱侧凸患者的临床资料。 记录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围手术期
并发症。 通过 ＥＯＳ成像系统来评估患者术前和术后站立位时冠状面、矢状面、骨盆参数变化。 所有
患者经平均 ２年(１８ ～３２个月)的随访。 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术前和术后各组参数。 结果 所有
患者都接受了分期手术,一期经侧路腰椎椎间融合术,平均手术时间(２３１ ±４８)ｍｉｎ,平均术中出血
(２５３ ±８０) ｍl,第二期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术,平均手术时间(１５５ ±３３) ｍｉｎ,平均术中出血(３２６ ±
９９) ｍl。 两次手术间隔 ７ ～４２ ｄ,平均 １４ ｄ。 一期侧路腰椎间融合术后影像学参数均有明显改善,二
期微创后路固定后这些参数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在冠状面上 Ｃｏｂｂ角从初始４３.１°±７.３°经一期手术
后降至 １１.４°±４.０°(t=１０.１６,P＜０.００１),二期手术后降至 ５.５°±１.９°( t=６.１４,P＜０.００１)。 在矢
状面上,腰椎前凸角从 １６.８°±８.４°提高到 ３０.２°±６.８°( t=５.２１,P＜０.００１),二期手术后恢复到
３７.１°±４.０°( t=５.０４,P＜０.００１)。 矢状面垂直轴从(１０.５ ±２.４) ｃｍ 降至(５.３ ±２.１) ｃｍ( t=８.５２,
P＜０.００１),二期手术后再降至(３.１ ±１.５)ｃｍ( t=５.５１,P＜０.００１)。 在骨盆参数方面,骨盆投射角与
腰椎前凸角匹配程度从术前 ３３.６°±９.６°下降至 １７.８°±４.５°( t=５.３１,P＜０.００１),二期手术后降至
９.９°±３.７°(t=４.６８,P＜０.００１)。 随访腰腿痛视觉模拟评分、Ｏｓｗｅｓｔｒｙ功能障碍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
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１０.４２、８.９４、１９.２０,均P＜０.０１)。 结论 对于重度成人退变性脊
柱侧凸患者,侧路椎体间融合术既可同时纠正冠状面和矢状面平衡,分期微创手术疗效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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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Ｔｏ ｅｖａl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l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l ａｎｄ ｓａｇｉｔｔａl

ｐlａ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ｅｖａlｕａｔｅ ｃlｉｎｉｃａl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ｄｕlｔ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ｏlｉｏ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ｄ lａｔｅｒａl lｕｍｂａｒ ｉｎｔｅｒｂｏｄｙ ｆｕｓｉｏｎ ( ＬＬIＦ)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ｐｅｄｉｃlｅ ｓｃｒｅｗ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 ｐＴＳＦ) .
Methods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l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ｏｎ １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ｄｕlｔ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ｏlｉｏｓｉ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ｇｅｄ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Ｒｕｉｊｉ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l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ｙ ,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Ｊｕlｙ, ２０１５.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ｃｏllｅｃｔｅｄ, ｉｎｃlｕｄ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lｏｏｄ lｏ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l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ｔｅｒｏ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ａｎｄ lａｔｅｒａl lｕｍｂａｒ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ＥＯＳ ｉｍ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ll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ａｇｉｔｔａl ａｎｄ ｃｏｒｏｎａl ｐlａｎｅ ａlｉｇｎｍｅｎｔ.Ａll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ｖａｉlａｂlｅ ｆｏｒ ａｔ lｅａｓｔ ２４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ｆｏllｏｗｉｎｇ-ｕｐ (１８ -３２ ｍｏｎｔｈｓ).Ｐａｉｒｅｄ ｓａｍｐlｅ t 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Results Ａll ｏｆ ｔｈｅ １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ＬＬIＦ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ｇ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ｅｄｉｃlｅ ｓｃｒｅｗ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２３１ ±４８)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ｎｄ (１５５ ±３３)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Ｍｅａｎ ｂlｏｏｄ
lｏｓｓ ｗａｓ (２５３ ±８０) ｍl ｄｕｒｉｎｇ ｏｎｅ-ｓｔａｇｅ ＬＬIＦ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 (３２６ ±９９) ｍl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ｐＴＳＦ ｓｕｒｇｅ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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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l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ｓｕｒｇｉｃａl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ｗａｓ ｆｒｏｍ ７ ｔｏ ４２ ｄａｙｓ (ｍｅａｎ １４ ｄａｙｓ).I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l ｐlａｎ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Ｃｏｂｂ ａｎｇlｅ ｏｆ ｃｕｒｖｅｓ ｗａｓ ４３.１°±７.３°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lｙ, ａｎｄ ｉｔ ｗａｓ １１.４°±４.０°ａｆｔｅｒ ｏｎｅ-ｓｔａｇｅ
ＬＬIＦ ( t=１０.１６, P＜０.００１) ａｎｄ ５.５°±１.９°ａｆｔｅｒ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ｐＴＳＦ ( t=６.１４, P＜０.００１).Iｎ ｔｈ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l
ｐlａｎｅ, lｕｍｂａｒ lｏｒｄｏｓｉｓ (ＬＬ)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ａｃｈ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ｗａｓ ａｓ ｆｏllｏｗｓ : ＬＬIＦ ｆｒｏｍ １６.８°±８.４°ｔｏ
３０.１°±６.８°( t=５.２１, P＜０.００１) ａｎｄ ＰＳＦ ｔｏ ３７.１°±４.０°( t=５.０４, P＜０.００１).Ｓａｇｉｔｔａl ｖｅｒｔｉｃａl
ａｘｉｓ (ＳＶＡ) ｗ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０.５ ±２.４) ｃｍ ｔｏ (５.３ ±２.１) ｃｍ ａｆｔｅｒ ｏｎｅ-ｓｔａｇｅ ＬＬIＦ ( t=８.５２, P＜
０.００１) ａｎｄ ｔｏ (３.１ ±１.５) ｃｍ ａｆｔｅｒ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ｐＴＳＦ ( t=５.５１, P＜０.００１).I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ｎｏ-ｐｅlｖ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ｐｅlｖｉｃ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ＰI)-Ｌ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３３.６°±９.６°ｔｏ １７.８°±４.５°( t=５.３１, P＜０.００１)
ａｆｔｅｒ ＬＬIＦ ａｎｄ ｔｏ ９.９°±３.７°ａｆｔｅｒ ｐＴＳＦ ( t=４.６８, P＜０.００１).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l ａｎａlｏｇｕｅ ｓｃａlｅ (ＶＡＳ) ｏｆ l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ａｎｄ lｅｇ 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ｓｗｅｓｔｒｙ ｄａｂｉlｉｔｙ Iｎｄｅｘ (ＯＤI)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lｙ ａｔ ｔｈｅ lａｓｔ ｆｏllｏｗ-ｕｐ
( t=１０.４２, ８.９４, １９.２０, ａll P＜０.０１).Conclusions ＬＬI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l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l ａｎｄ ｃｏｒｏｎａl
ｐlａｎｅ ａlｉｇ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lｕｍｂａｒ ｓｃｏlｉｏｓｉｓ ,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l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ｔａｇｅｄ ｍｉｎｉｍａll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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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１１９５１００)

  成人脊柱畸形随着人口老龄化发病率逐年提
高。 近年来,微创技术深入人心,与传统手术相比,
其创伤小,并发症少,恢复快。 通常认为对于成人退
变性脊柱侧凸患者传统开放手术能够纠正冠状面和

矢状面畸形,而微创手术不能获得有效的矫正,特别
是重度畸形患者。 侧路椎间融合手术 ( lａｔｅｒａl
lｕｍｂａｒ ｉｎｔｅｒｂｏｄｙ ｆｕｓｉｏｎ,ＬＬIＦ)是新兴的脊柱微创手
术技术,通过侧方入路进行椎间融合,能够恢复椎间
隙高度,间接减压,缓解神经症状,在纠正畸形方面,
能够矫正侧凸和滑脱,同时保留了脊柱后方稳定结
构。 大量研究都显示矢状面平衡与预后密切相关,
而侧路手术能够纠正冠状面畸形,但在矢状面的恢
复上一直持有争论

[１] 。 本研究将通过分期微创手
术的方式(ＬＬIＦ +后路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治疗
成人重度退变性脊柱侧凸患者,应用新型 ＥＯＳ 影像
系统测量微创手术前后脊柱各项参数量,分析评估
微创侧路手术对恢复重度退变性脊柱侧凸患者在冠

状面和矢状面平衡中的功效。

对象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根据 Ｍｕｍｍａｎｅｎｉ 微创脊柱畸形手术治疗分级

(ＭIＳＤＥＦ),本研究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收治的重度成人

退变性脊柱侧凸患者 １３ 例(ＭIＳＤＥＦ ３ 级),男 １ 例,
女１２例,年龄 ６４ ～８１,平均 ７１岁。 手术方式使用分
期治疗的方法(ＬＬIＦ+后路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
二、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 将患者

以侧卧位置于可调节碳素手术床上,升高腰桥,能够
增加髂骨到肋骨间的距离,更易达到椎间隙。 弯曲

髋关节及膝关节松弛腰大肌和腰丛,用宽胶带将患
者安全固定在手术台上。 取同侧自体髂骨作为植骨
材料。 依次切开皮肤和皮下组织,钝性分离肌肉,进
入腹膜后间隙,初始扩张器可用于穿过腰大肌到达
椎间隙。 该过程中所有患者都使用神经监测,避免
腰丛神经损伤。 通过侧位透视确定目标椎间盘的中
心。 一旦确定目标椎间盘的中心,沿着初始扩张器
置入导引针,将导针置于椎间盘内 １/２深度左右,以
固定位置。 逐级置入扩张器,使用 Ｃlａｒｉｔｙ 侧路撑开
器显露入路。 切开纤维环,分离终板与纤维环,去除
髓核和纤维环,松解对侧纤维环,用锉刀处理上下椎
板制造出血创面,逐个试模尝试,选择适当融合器
ｃａｇｅ的高度,确定好 ｃａｇｅ 尺寸后填塞自体髂骨,置
入 ＬＬIＦ ｃａｇｅ (美国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Ｓｕｒｇｉｃａl Ｔｅｃｈｎｏlｏｇｙ 公
司)。 术后根据患者恢复情况和影像学评估后,进
行二期后路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时间为 ７ ～４２ ｄ
(平均 １４ ｄ),所有患者都使用双侧钉棒固定。 术后
１ 个月以内在支具保护下站立和行走。

三、评价指标
临床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术后并发症

情况。 影像学评估,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新型的
ＥＯＳ成像系统来评估患者术前和术后站立位时冠状
面、矢状面、骨盆参数变化。 冠状面参数包括 Ｃ７ 铅
锤线(Ｃ７ＰＬ)、骶骨中垂线(ＣＳＶＬ)、Ｃｏｂｂ 角、骨盆斜
度。 矢状面参数包括胸椎后凸角(ＴＫ)、腰椎前凸角
(ＬＬ)、矢状面垂直轴(ＳＶＡ),骨盆参数包括骨盆投
射角(ＰI)、骨盆倾斜角(ＰＴ)、骶骨倾斜角(ＳＳ)、骨
盆投射角与腰椎前凸角匹配程度(ＰI-Ｌ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四、随访评估
所有患者术后进行随访,术后半年内到医院复

查,之后电话随访。 患者腰腿痛评价采用视觉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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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ＶＡＳ),功能评价采用 ８６２ Ｏｓｗｅｓｔｒｙ 功能障碍
指数(ＯＤI)。
五、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及统计分析。

数据以  x±s表示,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术前和
术后各组参数,以P＜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患者手术前后影像学参数结果 ( x±s)
项目 术前 ＬＬIＦ t值 P 值 １ ▌ＰＳＦ t值 P值 ２ P
冠状面
 Ｃ７ＰＬ-ＣＳＶＬ(ｃｍ) ４ !.０ ±２ ▌.６ ２  .０ ±１ ▌.０ ２ ▌.８０ ０ Ａ.０１５ １ k.６ ±１ 6.０ ２ ▌.６９ ０ ▌.０１８
 Ｃｏｂｂ 角(°) ４３ !.１ ±７ ▌.３ １１  .４ ±４ ▌.０ １０ ▌.１６ ＜０ Ａ.００１ ５ k.５ ±１ 6.９ ６ ▌.１４ ０ ▌.００１
 ＰＯ(°) １ !.６ ±１ ▌.１ １  .８ ±１ ▌.０ ０ ▌.７２ ０ Ａ.４８６ １ k.９ ±１ 6.１ ０ ▌.２５ ０ ▌.８０７
矢状面

 ＴＫ(ｃｍ) ２０ ｒ±８ ▌２２ T±９ ▌１ ▌.６９ ０ Ａ.１１５ ２２ ▌±７ 6０ ▌.３２ ０ ▌.７５１
 ＬＬ(°) １６ !.８ ±８ ▌.４ ３０  .２ ±６ ▌.８ ５ ▌.２１ ＜０ Ａ.００１ ３７ k.１ ±４ 6.０ ５ ▌.０４ ＜０ ▌.００１
 ＳＶＡ ( ｃｍ) １０ !.５ ±２ ▌.４ ５  .３ ±２ ▌.１ ８ ▌.５２ ＜０ Ａ.００１ ３ k.１ ±１ 6.５ ５ ▌.５１ ＜０ ▌.００１
骨盆参数(°)
 ＰＴ ２７ !.７ ±５ ▌.６ ２０  .３ ±５ ▌.４ ９ ▌.３２ ＜０ Ａ.００１ １５ k.８ ±３ 6.３ ３ ▌.５９ ０ ▌.００３
 ＳＳ ２２ !.８ ±４ ▌.３ ２７  .８ ±４ ▌.０ ５ ▌.８０ ＜０ Ａ.００１ ３１ k.２ ±５ 6.０ ４ ▌.２０ ＜０ ▌.００１
 ＰI ５０ !.５ ±７ ▌.４ ４８  .０ ±６ ▌.７ ２ ▌.７１ ０ Ａ.０１８ ４７ k.０ ±３ 6.４ ０ ▌.５９ ０ ▌.５７
 ＰI-Ｌ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３３ !.６ ±９ ▌.６ １７  .８ ±４ ▌.５ ５ ▌.３１ ＜０ Ａ.００１ ９ k.９ ±３ 6.７ ４ ▌.６８ ＜０ ▌.００１

  注:ＬＬIＦ:侧路椎间融合手术;ＰＳＦ:后路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P 值１:术前与侧路手术比较;P值２:后路椎弓根螺钉固定与侧路手术比较;
Ｃ７ＰＬ-ＣＳＶＬ:Ｃ７ 铅锤线至骶骨中垂线距离;ＰＯ:骨盆斜度;ＴＫ:胸椎后凸角;ＬＬ:腰椎前凸角;ＳＶＡ:矢状面垂直轴;ＰＴ:骨盆倾斜角;ＳＳ:骶骨倾斜
角;ＰI:骨盆投射角;ＰI-Ｌ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骨盆投射角与腰椎前凸角匹配程度

结 果

一、手术情况
所有患者都接受了分期手术,第一期 ＬＬIＦ,平

均手术时间(２３１ ±４８)ｍｉｎ,平均术中出血(２５３ ±
８０)ｍl,第二期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术,平均手术时
间(１５５ ±３３) ｍｉｎ,平均术中出血(３２６ ±９９) ｍl。 两
次手术间隔 ７ ～４２ ｄ,平均 １４ ｄ。
二、手术前后影像学参数结果
通过 ＥＯＳ从术前至一期 ＬＬIＦ术后再到二期经

皮椎弓根螺钉固定后都进行测量。 一期 ＬＬIＦ 术后
影像学参数均有明显改善,二期术后这些参数得到
了进一步改善。 在冠状面上, Ｃｏｂｂ 角从初始
４３.１°±７.３°经一期 ＬＬIＦ 术后降至 １１.４°±４.０°
(t=１０.１６,P＜０.００１),经过二期手术后降至５.５°±
１.９°( t=６.１４, P＜０.００１ )。 Ｃ７ＰＬ-ＣＳＶＬ 从平均
(４.０ ±２.６) ｃｍ 降至(２.０ ±１.０) ｃｍ ( t=２.８,P＜
０.０１５)最后降至 (１.６ ±１.０) ｃｍ ( t=２.６９, P＜
０.０１８)。 在矢状面上,ＬＬ 从 １６.８°±８.４°提高到
３０.２°±６.８°( t=５.２１,P＜０.００１),二期手术再恢复
到３７.１°±４.０°( t=５.０４,P＜０.００１)。 手术前后 ＴＫ
无显著变化。 ＳＶＡ 从(１０.５ ±２.４) ｃｍ 降至(５.３ ±
２.１)ｃｍ( t=８.５２,P＜０.００１)再降至(３.１ ±１.５)ｃｍ

( t=５.５１, P＜０.００１)。 在骨盆参数方面, ＰＴ 从
２７.７°±５.６°降至 ２０.３°±５.４°( t=９.３２, P＜
０.００１),二期手术再次降至 １５.８°±３.３°( t=３.５９,
P＜０.００３)。 ＳＳ从术前 ２２.８°±４.３°纠正至 ２７.８°±
４.０°( t=５.８０,P＜０.００１),最后恢复到 ３１.２°±５.０°
( t=４.２０, P＜０.００１ )。 ＰI-Ｌ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从术前
３３.６°±９.６°降至 １７.８°±４.５°( t=５.３１, P＜
０.００１),最终降至 ９.９°±３.７°( t=４.６８,P＜０.００１)
(表 １)。
三、临床预后和并发症
通过平均 ２年(１８ ～３２个月)的随访,患者腰痛

ＶＡＳ评分由术前的(７.５ ±１.０)分改善至术后的
(１.９ ±１.０)分( t=１０.４２,P＜０.００１);腿痛 ＶＡＳ 评
分由术前的(５.０ ±１.１)分改善至术后的(２.８ ±
０.７)分 ( t=８.９４, P＜０.００１)。 ＯＤI 评分由术前
(６２ ±６)分改善至术后的(１０ ±６)分( t=１９.２０,P＜
０.００１)(表 ２)。 仅有 １例患者术后出现左侧大腿前
方表面麻木,３个月后自行恢复。
四、典型病例
患者女性,６４岁,严重腰腿痛 ５ 年,保守治疗无

法缓解,ＶＡＳ评分腰痛 ９ 分,腿痛 ５ 分,ＯＤI评分 ６８
分。 ２０１５年 ９月于我院行一期侧路椎间融合术,术
后 １个月后行后路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术后 ２ 周
支具保护下行走。 ２ 年后随访 ＶＡＳ评分腰痛 ２ 分,
腿痛 １分,ＯＤI评分 ５分(图 １)。

讨 论

目前成人脊柱畸形的微创治疗方式主要是侧路

腰椎融合技术,包括ＬＬIＦ、极外侧椎体间融合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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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患者女性,６４ 岁,分期手术(侧路椎间融合手术 +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ＥＯＳ 图像:术前(Ａ、Ｂ):Ｃ７ 铅锤线至骶骨中垂线距离(Ｃ７ＰＬ-
ＣＳＶＬ)４.１ ｃｍ,Ｃｏｂｂ 角 ４６°,胸椎后凸角(ＴＫ)１３.１°,腰椎前凸角(ＬＬ)２３°,矢状面垂直轴(ＳＶＡ)１４.３ ｃｍ,骨盆倾斜角(ＰＴ)２５°,骶骨倾斜角
(ＳＳ)３０°,骨盆投射角(ＰI)６２°,骨盆投射角与腰椎前凸角匹配程度(ＰI-Ｌ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３９°;一期术后(Ｃ、Ｄ):Ｃ７ＰＬ-ＣＳＶＬ ２ ｃｍ,Ｃｏｂｂ角 ３４°,ＴＫ
１８.４°,ＬＬ ３６°,ＳＶＡ ８.９ ｃｍ,ＰＴ ２０°,ＳＳ ４０°,ＰI ６０°,ＰI-Ｌ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２４°;二期术后(Ｅ、Ｆ):Ｃ７ＰＬ-ＣＳＶＬ １ ｃｍ,Ｃｏｂｂ １４°,ＴＫ ２６°,ＬＬ ４０°,ＳＶＡ
５.５ ｃｍ,ＰＴ １５°,ＳＳ ４７°,ＰI ６２°,ＰI-Ｌ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２２°

表 2 患者术前与随访时临床结果比较( x±s)

项目 术前 随访时 t值 P 值
腰痛 ７  .５ ±１ 八.０ １  .９ ±１ ⒂.０ １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１
腿痛 ５  .０ ±１ 八.１ ２  .８ ±０ ⒂.７ ８ ０.９４ ＜０  .００１
ＯＤI ６２  ±６ 八１０ Ｙ±６ ⒂１９ ０.２０ ＜０  .００１

  注:腰、腿痛评价采用视觉模拟评分;ＯＤI:Ｏｓｗｅｓｔｒｙ 功能障碍指数

(ＸＬIＦ)和斜外侧椎间融合术(ＯＬIＦ)等,具有创伤
小,并发症少,操作简便等优点,避免了前路手术
(ＡＬIＦ)内脏大血管的损伤风险,也避免了后方稳定
结构的破坏

[２] 。 传统观点认为,与开放手术相比,
微创手术并发症较低,对冠状面失衡矫正的疗效基
本肯定,但对于矢状位平衡纠正的疗效并不明
确
[３] 。 早期研究结果大多显示侧路手术不能纠正

矢状面失衡
[４-５] 。 之后 Ａｎａｎｄ 等[６]

分析例 ５４ 例接
受微创手术的退变性侧凸患者,其发现矢状面平衡
从 ３１.７ ｍｍ恢复到术后即刻的 １６.４ ｍｍ,最终可恢
复到 １０.７ ｍｍ。 Ｗａｔｋｉｎｓ 等[７]

比较了 ＬＬIＦ,ＡＬIＦ 和
ＴＬIＦ对矢状面的影响,发现 ＬＬIＦ和 ＡＬIＦ都能显著
增加腰椎前凸,显著提高节段性腰椎前凸和区域腰
椎前凸。 ２０１４年 Ｐａｒｋ等[８]

比较了两种不同微创术

式治疗成人脊柱畸形,一种是杂合术式(侧路手
术+后路开放手术),另一种是侧路手术 +经皮后
路固定(ｃＭIＳ术式),结果发现杂合手术能够恢复冠
状面和矢状面的失衡,而 ｃＭIＳ 的方式对于 ＰＴ、ＰI-
Ｌ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和 ＳＶＡ的纠正无显著效果。 本研究中
通过使用分期手术(一期 ＬＬIＦ+二期后路经皮椎弓
根螺钉固定)发现,一期侧路手术后矢状面失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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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极大的恢复,而二期后路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
能够在侧路手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矢状面平衡。
本研究显示,单纯侧路手术能够恢复矢状面的

平衡,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术中尽量将融合器放
置在椎体前方,Ｋｉｄａ等[９]

发现将融合器放在椎体前

方能够增加节段性前凸。 其次是对前纵韧带的处
理。 Ｓｅｍｂｒａｎｏ 等[１]

认为,ＡＬIＦ之所以能够显著增加
腰椎前凸是因为前纵韧带的切除。 尸体研究也发现
前纵韧带的松解确实能够获得节段性前凸。 考虑到
腰椎稳定性的关系,我们选择通过使用撑开器撑开
的方法来获得前纵韧带的松解,从而替代前纵韧带
的切除。 最后就是融合器本身具有 ６°的前凸。
本研究中患者都属于重度退变性脊柱侧凸患

者,该评判标准主要根据 ＭIＳＤＥＦ 分级方案[１０] ,详
见图 ２。 ２０１４ 年 Ｍｕｍｍａｎｅｎｉ 等总结了之前成人退
变性畸形分级方法和治疗方案,包括 ２０１０ 年 Ｌｅｎｋｅ
的 ６级方法及 ２０１３ 年 Ｕｒｉｂｅ 等的三色方案,提出了
以矢状面指标为重的新的分级方案。 该方案将畸形
患者分成 ３级,对于 １ 级和 ２ 级的患者推荐使用微
创手术,而对于 ３ 级畸形患者推荐使用传统切开手
术。 本研究中,所有患者都属于第 ３ 级,重度脊柱畸
形的患者,所以我们采取了谨慎的分期治疗方案,一
方面能够更好地评价单纯侧路对脊柱畸形的纠正能

力,特别是矢状面失衡的恢复情况;另一方面可重新
评估一期手术的结果,来决定进一步的治疗方案,是
否需要开放截骨手术。 本研究结果令人振奋,单纯
的侧路手术能够同时纠正冠状面和矢状面失衡,而
二期后路微创手术能够进一步改善。 由于矢状面平
衡的恢复,通过２年的随访,患者的疗效也令人满

注:ＳＶＡ:矢状面垂直轴;ＰＴ:骨盆倾斜角;ＰI-ＬＬ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骨盆投
射角与腰椎前凸角匹配程度;ＴＫ:胸椎后凸角

图 2 Ｍｕｍｍａｎｅｎｉ 微创脊柱畸形手术治疗分级 [１０]

意。 本研究中仅出现 １ 例大腿前方麻木,并在 ３ 个
月后自行恢复。 腰丛神经损伤是侧路手术最常见的
并发症,术中建立工作通道时除了轻柔操作保护神
经外,还应进行术中神经监测,能够有效避免腰丛神
经损伤。
本研究仍有一些不足,如手术技术开展时间较

短,纳入研究样本数量较少,随访时间不够长等。 在
侧凸严重程度分级上,虽然本研究中采用了
Ｍｕｍｍａｎｅｎｉ 微创脊柱畸形手术治疗分级,但本研究
结果与该分级并不完全吻合。 如何判断退变性脊柱
侧凸的严重程度以及如何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需要

我们在以后工作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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