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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变性脊柱侧凸的微创治疗 ·

斜侧方椎间融合术与经椎间孔椎间融

合术在腰椎退变性疾病中前凸矫正

效果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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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比较斜侧方椎间融合术(ＯＬIＦ)和经椎间孔椎间融合术(ＴＬIＦ)在手术时间、出
血量、临床效果和术后矢状面前凸恢复等方面的差异。 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 ２０１６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收治的 ＯＬIＦ和 ＴＬIＦ病例共 ７３例。 其中男 ３１例,女 ４２例;
年龄 ３６ ～８８岁,平均 ６５.８岁。 腰椎间盘突出症伴钙化 ９例,腰椎管狭窄症 ３４ 例,退变性腰椎滑移症
１７例,退变性腰椎侧凸症 １２例,腰椎峡部裂性滑移症 １例。 按手术方式为分 ＯＬIＦ组(３４ 例)和 ＴＬIＦ
组(３９例)。 记录比较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是否输血,手术前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及
Ｏｓｗｅｓｔｒｙ功能障碍评分(ＯＤI),并测量术前和术后腰椎前凸角(ＬＬ)和融合节段前凸角(ＦＳＬ)。 组间
比较采用 Ｓｔｕｄｅｎｔ t检验。 结果 ＯＬIＦ组有 １０例(２９.４％)使用后路固定,ＴＬIＦ组全部 ３９ 例(１００％)
均使用后路固定(χ２ =４１.０１３,P＜０.０５)。 ＯＬIＦ组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显著小于 ＴＬIＦ组[(１６３ ±
６８)比(２３３ ±７９) ｍｉｎ、(１１６ ±１４８)比(４３４ ±２０１)ｍl,t=４.０１９、６.９６４,均P＜０.０５]。 ＯＬIＦ 组和 ＴＬIＦ
组在手术后 ＶＡＳ及 ＯＤI下降分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１.７１６、０.５２２,均P＞０.０５)。 ＯＬIＦ 组 ＬＬ
恢复 ４.０°±１０.０°,ＴＬIＦ组为 ４.２°±６.１°;ＯＬIＦ组 ＦＳＬ恢复 ４.１°±７.０°,ＴＬIＦ组为 ５.２°±４.６°,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t=０.１３９、０.８０５,均P＞０.０５)。 使用后路固定的 ＯＬIＦ组 ＬＬ恢复显著大于 ＴＬIＦ组
(９.９°±１１.１°比 ４.２°±６.１°,t=２.１８０,P＜０.０５)。 结论 ＯＬIＦ和 ＴＬIＦ都能一定程度上恢复腰椎前
凸,但 ＯＬIＦ在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上有明显优势。 同时,在加用后路固定的情况下,ＯＬIＦ对前凸
矫正的效果比 ＴＬI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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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lｏｏｄ lｏｓｓ, ｃlｉｎｉｃａl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lｕｍｂａｒ lｏｒｄｏ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ｂlｉｑｕｅ lａｔｅｒａl ｉｎｔｅｒｂｏｄｙ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ＬIＦ)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ａｍｉｎａl lｕｍｂａｒ
ｉｎｔｅｒｂｏｄｙ ｆｕｓｉｏｎ (ＴＬIＦ)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lｕｍｂ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Methods Ｓｅｖｅｎｔｙ-ｔｈｒｅ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ＯＬIＦ ｏｒ ＴＬIＦ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ｉｎ Ｓｉｒ Ｒｕｎ Ｒｕｎ Ｓｈａｗ Ｈｏｓｐｉｔａl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ａｎａlｙ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l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ｃlｕｄｅｄ ３１ ｍａlｅｓ
ａｎｄ ４２ ｆｅｍａl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ｍｅ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６５.８ ｙｅａｒｓ (ｒａｎｇｅ, ３６ -８８ ｙｅａｒｓ).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９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ａlｃｉｆｉｅｄ ｄｉｓｃ ｈｅｒｎｉａｔｉｏｎ, ３４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ｐｉｎａl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１７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ｐｏｎｄｙlｏlｉｔｈｅｓｉｓ , １２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ｏlｉｏｓｉｓ ａｎｄ １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ｓｔｈｍｉｃ ｓｐｏｎｄｙlｏlｉｔｈｅｓｉ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ＯＬIＦ ｇｒｏｕｐ (３４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ＬIＦ ｇｒｏｕｐ (３９ ｃａｓｅｓ).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lｏｏｄ
lｏ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 ｐｒｅ-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ｓｕａl ａｎａlｏｇｕｅ ｓｃａlｅ (ＶＡＳ) ｆｏｒ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Ｏｓｗｅｓｔｒｙ Ｄｉｓａｂｉlｉｔｙ Iｎｄｅｘ (ＯＤI) ｗｅｒｅ ｅｖａlｕ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lｕｍｂａｒ lｏｒｄｏｓｉｓ (ＬＬ) ａｎｄ
ｆｕｓ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 lｏｒｄｏｓｉｓ (ＦＳＬ)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Ｓｔｕｄｅｎｔ t ｔｅｓｔ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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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Ｔｅｎ (２９.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ＬIＦ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ａll ３９ ( １０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ＬIＦ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ｓｕｐｐl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χ２ =４１.０１３, P＜０.０５).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lｏｏｄ lｏｓ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lｙ lｏｗｅｒ ｉｎ ＯＬIＦ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ｎ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ＬIＦ ｇｒｏｕｐ [(１６３ ±６８) ｖｓ
(２３３ ±７９) ｍｉｎ, (１１６ ±１４８) ｖｓ (４３４ ±２０１) ｍl, t=４.０１９, ６.９６４, ｂｏｔｈ P＜０.０５].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ｖａlｕｅ ｉｎ ＶＡＳ ａｎｄ ＯＤI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t=１.７１６,
０.５２２, ｂｏｔｈ P＞０.０５).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Ｌ ｗａｓ ４.０°±１０.０°ｉｎ ｔｈｅ ＯＬIＦ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４.２°±６.１°ｉｎ ｔｈｅ
ＴＬIＦ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ＳＬ ｗａｓ ４.１°±７.０°ｉｎ ｔｈｅ ＯＬIＦ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５.２°±４.６°ｉｎ ｔｈｅ ＴＬIＦ 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ｏｏ ( t=０.１３９, ０.８０５, ｂｏｔｈ P＞０.０５).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Ｌ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l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ＯＬIＦ 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ＬIＦ ｇｒｏｕｐ
(９.９°±１１.１°ｖｓ ４.２°±６.１°, t=２.１８０, P＜０.０５).Conclusions Ｂｏｔｈ ＯＬIＦ ａｎｄ ＴＬIＦ ｃａｎ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ＬＬ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ｂｕｔ ＯＬIＦ ｈ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ｂlｏｏｄ lｏｓ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ｈｅｎ
ｓｕｐｐl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ＯＬIＦ 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Ｌ ｔｈａｎ ＴＬIＦ.
【Key words】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lｕｍｂ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Ｏｂlｉｑｕｅ lａｔｅｒａl ｉｎｔｅｒｂｏｄｙ ｆｕｓ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ａｍｉｎａl

lｕｍｂａｒ ｉｎｔｅｒｂｏｄｙ ｆｕｓｉｏｎ; Ｌｏｒｄｏｓｉｓ

  以经椎间孔椎间融合术(ＴＬIＦ)为代表的后路
腰椎融合术长期以来被广泛用于治疗各种腰椎退变

性疾病。 近年来,随着脊柱前路器械的快速发展,前
路融合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常规后路手术的替代方

案。 前路手术允许从前方(ＡＬIＦ)或侧方(ＬＬIＦ)直
接进入椎间盘并放置较大的融合器从而更好地恢复

腰椎生理前凸,因此,理论上在脊柱矫形方面比后路
手术更有优势

[１-２] 。 除 Ｌ５ ～Ｓ１ 节段外,目前其他节
段主流前路融合技术是侧方椎间融合术,根据通道
方向分为正侧方入路(ＸＬIＦ/ＤＬIＦ)和斜侧方入路
(ＯＬIＦ)。 与 ＸＬIＦ相比,ＯＬIＦ 腰丛和肌肉损伤的风
险较低

[３-４] 。 我科在国内较早开展 ＯＬIＦ。 目前有关
ＯＬIＦ和 ＴＬIＦ在腰椎退变性疾病中前凸矫正效果的
比较,国内少见报道。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
究,目的是比较 ＯＬIＦ和 ＴＬIＦ在手术时间、出血量和
术后矢状面前凸恢复等方面的差异,从而为临床医
师提供手术决策依据。

对象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１)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收

治的经保守治疗无效的腰椎退变性疾病行 ＯＬIＦ 或
ＴＬIＦ治疗的病例。 (２)融合节段数为 １ ～３ 个。 排
除标准:(１)翻修手术。 (２)其他节段曾行腰椎融
合术。
本研究共纳入患者 ７３ 例,其中男 ３１ 例,女 ４２

例;年龄 ３６ ～８８ 岁,平均(６６ ±１１)岁。 诊断:腰椎
间盘突出症伴钙化 ９ 例,腰椎管狭窄症 ３４ 例,退变
性腰椎滑移症 １７例,退变性腰椎侧凸症 １２例,腰椎
峡部裂性滑移症 １ 例。 按手术方式为分 ＯＬIＦ 组
(３４例)和 ＴＬIＦ 组(３９ 例)。 单节段融合 ３１ 例,双
节段融合２０例,三节段融合２２例。行后路固定４９

例,未行后路固定 ２４例。 本研究已由邵逸夫医院医
学 伦 理 委 员 会 审 查 通 过 ( ＳＲＲＳＨＭＥＣＡ-
２０１７１２００８)。

二、手术方法
ＯＬIＦ:采用全身麻醉,右侧卧位,术前 Ｃ臂机定

位手术节段,做左前侧腹壁 ４ ～１０ ｃｍ切口,钝性分
离腹肌,经腹膜后入路,在腰大肌前缘显露椎间盘,
安装工作通道,切除椎间盘,处理终板,保留前方和
后方纤维环,松解对侧纤维环,置入融合器(美国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公司)。 后路固定者,再取俯卧位,做双侧
小切口(单节段)或后正中切口(多节段),经双侧多
裂肌和最长肌间隙入路,置入椎弓根螺钉(美国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公司)(图 １)。

ＴＬIＦ:采用全身麻醉,俯卧位,做双侧小切口
(单节段融合)或后正中切口(多节段融合),一侧沿
棘突常规剥离椎旁肌,对侧经多裂肌和最长肌间隙
入路,置入椎弓根螺钉(美国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公司)。 切
除剥离侧关节突关节,经椎间孔切除椎间盘并置入
融合器(美国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公司)(图 ２)。
三、术后处理
术后预防性使用抗生素通常不超过 ４８ ｈ。 术后

拍腰椎正侧位 Ｘ 线片。 术后第 １ 天患者在康复师
指导下佩戴腰部支具下床活动。 支具需佩戴 ３ 个
月。 术后 ３、６、１２个月进行常规随访。
四、评价指标
记录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是否输血。 手术

前后分别用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评价疼痛及用
Ｏｓｗｅｓｔｒｙ功能障碍指数(ＯＤI)评分评价腰腿痛对日
常活动的影响。 腰椎前凸角(ＬＬ)测量:定义为侧位
片上 Ｌ１ 上终板和 Ｓ１ 上终板的夹角。 融合节段前凸
角(ＦＳＬ)测量:定义为侧位片上近端融合椎上终板
和远端融合椎上终板的交角。如:Ｌ３ /Ｓ１融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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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横断位斜侧方椎间融合术(ＯＬIＦ)入路及操作示意图  图 2 横断位后路固定与
经椎间孔椎间融合术(ＴＬIＦ)入路及操作示意图

ＦＳＬ为 Ｌ３ 上终板和 Ｓ１ 上终板的交角。 ＬＬ和 ＦＳＬ的
测量工具为 Iｍａｇｅ Ｊ 软件(１.４３ｕ,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
五、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Ｓｔｕｄｅｎｔ t检验。 计数
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 P＜０.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一般情况
所有患者获随访 ５ ～１８ 个月,平均 １１ 个月。

ＯＬIＦ组和 ＴＬIＦ组在性别、年龄、融合节段数等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５),而体质指数(ＢＭI)
ＯＬIＦ组为(２３.６ ±２.８) ｋｇ/ｍ２ ,略低于 ＴＬIＦ 组的
(２５.０ ±３.１) ｋｇ/ｍ２ ( t=２.０００,P＜０.０５)。 ＯＬIＦ组
有 １０ 例(２９.４％)使用后路固定,而 ＴＬIＦ组所有 ３９
例(１００％)均使用后路固定(χ２ =４１.０１３,P＜０.０５)
(表 １)。
二、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输血情况
ＯＬIＦ组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均显著小于

ＴＬIＦ组( t=４.０１９、６.９６４,均P＜０.０５)。 ＯＬIＦ 组有
２例(５.８％)输血,ＴＬIＦ 组有 １０ 例(２５.６％),前者
输血比例显著低于后者 (χ２ =５.１６３, P＜０.０５)
(表 １)。

将 ＯＬIＦ组和 ＴＬIＦ组按融合节
段数分层后比较 ２ 组上述指标,发
现单节段融合两组手术时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t=０.９３８,P＞０.０５),
术中出血量 ＯＬIＦ 组显著小于 ＴＬIＦ
组( t=４.１１５,P＜０.０５)。 而双节段
及三节段融合无论在手术时间还是

术中出血量方面,ＯＬIＦ 组均显著小
于 ＴＬIＦ组(均P＜０.０５)(表 ２)。
将所有使用后路固定的 ＯＬIＦ

与 ＴＬIＦ比较,发现两组手术时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t=０.５８２, P＞
０.０５),但 ＯＬIＦ 组术中出血量显著
小于 ＴＬIＦ 组( t=６.９３０,P＜０.０５)
(表 ３)。
三、术前及术后 ＶＡＳ 和 ＯＤI 评

分

ＯＬIＦ 组 ＶＡＳ 由术前的 ６.２ ±
２.０降至术后的２.０ ±１.３,ＯＤI由

表 1 斜侧方椎间融合术(ＯＬIＦ)与经椎间孔椎间
融合术(ＴＬIＦ)一般情况比较( x±s)

项目 ＯＬIＦ ＴＬIＦ t值 P 值
性别(男/女) １２/２２ *１９/２０  １ ▌.３４０ ａ ０  .２４７
年龄(岁) ６６ ±１１ *６６ ±１２  ０ ▌.０９４ ０  .９２６
ＢＭI(ｋｇ/ｍ２ ) ２３ ▌.６ ±２ ▌.８ ２５  .０ ±３ 三.１ ２ ▌.０００ ０  .０４９
融合节段数 ３ ▌.００５ ａ ０  .２２３
 单节段 １８ Ｚ１３ o
 双节段 ７ Ｚ１３ o
 三节段 ９ Ｚ１３ o
后路固定(Ｙ/Ｎ) １０/２４ *３９/０ 三４１ ▌.０１３ ａ ０  .０００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１６３ ±６８ *２３３ ±７９  ４ ▌.０１９ ０  .０００
术中出血(ｍl) １１６ ±１４８ ∫４３４ ±２０１ ▌６ ▌.９６４ ０  .０００
输血(是/否) ２/３２ *１０/２９  ５ ▌.１６３ ａ ０  .０２３
ＬＬ(°)
 术前 ３７ ▌.０ ±１５ *.２ ４０  .１ ±９ 三.８ ０ ▌.９９５ ０  .３２４
 术后 ４１ ▌.０ ±１２ *.４ ４４  .３ ±８ 三.８ １ ▌.３２６ ０  .１８９
 术后 -术前 ４ ▌.０ ±１０ *.０ ４  .２ ±６ 三.１ ０ ▌.１３９ ０  .８９０
ＦＳＬ(°) ｂ ４ ▌.１ ±７ ▌.０ ５  .２ ±４ 三.６ ０ ▌.８０５ ０  .４３７
疼痛 ＶＡＳ
 术前 ６ ▌.２ ±２ ▌.０ ７  .０ ±１ 三.１ １ ▌.１２４ ０  .２７６
 术后 ２ ▌.０ ±１ ▌.３ １  .６ ±１ 三.３ ０ ▌.６８８ ０  .５００
 术前 -术后 ４ ▌.２ ±１ ▌.５ ５  .４ ±１ 三.７ １ ▌.７１６ ０  .１０３
ＯＤI
 术前 ５０ ±１８ *５６ ±１６  ０ ▌.７８２ ０  .４４４
 术后 １５ ±１０ *１７ ±１５  ０ ▌.３４３ ０  .７３５
 术前 -术后 ３５ ±１７ *３９ ±１８  ０ ▌.５２２ ０  .６０８

  注:ａχ２ 值;ｂ 手术前后差值;ＢＭI:体质指数;Ｙ/Ｎ:是/否;ＬＬ:腰
椎前凸角;ＦＳＬ:融合节段前凸角;ＶＡＳ:视觉模拟评分;ＯＤI:Ｏｓｗｅｓｔｒｙ
功能障碍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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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融合节段数斜侧方椎间融合术(ＯＬIＦ)
与经椎间孔椎间融合术(ＴＬIＦ)一般情况比较( x±s)

项目 ＯＬIＦ ＴＬIＦ t值 P 值
例数 ３４ :３９ O
单节段融合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１５７ ±７５ ▌１７６ ±３８ ▌０ ▌.９３８ ０ ▌.３５７
 术中出血(ｍl) ７９ ±６５ ▌２８３ ±１４１ ▌４ ▌.１１５ ０ ▌.００２
 输血(是/否) ０/１８ ▌１/１２ ▌０ ▌.４１９
 ＬＬ(°)
  术前 ４１ 三.２ ±１２ ▌.９ ４２ ▌.６ ±１２ ▌.３ ０ ▌.３１２ ０ ▌.７５７
  术后 ４４ 三.８ ±１０ ▌.０ ４５ ▌.８ ±１０ ▌.６ ０ ▌.２５６ ０ ▌.８００
  术后 -术前 ３ 三.６ ±１１ ▌.３ ３ ▌.１ ±５ ｗ.２ ０ ▌.１４２ ０ ▌.８８８
 ＦＳＬ(°) ａ ３ 三.４ ±６ b.１ ３ ▌.８ ±４ ｗ.０ ０ ▌.２１４ ０ ▌.８３２
双节段融合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１２５ ±１６ ▌２１０ ±５９ ▌４ ▌.８９２ ０ ▌.０００
 术中出血(ｍl) ５１ ±２３ ▌４００ ±１００ ▌８ ▌.９８０ ０ ▌.０００
 输血(是/否) ０/７ b２/１１ ▌０ ▌.５２１
 ＬＬ(°)
  术前 ４１ 三.２ ±１２ ▌.０ ３９ ▌.６ ±６ ｗ.６ ０ ▌.３３７ ０ ▌.７４５
  术后 ４３ 三.２ ±１３ ▌.０ ４３ ▌.６ ±７ ｗ.７ ０ ▌.０７８ ０ ▌.９４０
  术后 -术前 ２ 三.０ ±６ b.８ ４ ▌.０ ±６ ｗ.０ ０ ▌.６９９ ０ ▌.４９４
 ＦＳＬ(°) ａ ２ 三.７ ±５ b.２ ４ ▌.１ ±４ ｗ.７ ０ ▌.６３６ ０ ▌.５３３
三节段融合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２０６ ±６２ ▌３１３ ±６１ ▌４ ▌.０２９ ０ ▌.００１
 术中出血(ｍl) ２３９ ±２４０ ▌５６７ ±２０２ ▌３ ▌.４０５ ０ ▌.００３
 输血(是/否) ２/７ b７/６ ｗ０ ▌.１４９
 ＬＬ(°)
  术前 ２５ 三.５ ±１６ ▌.８ ３８ ▌.０ ±１０ ▌.０ ２ ▌.１９０ ０ ▌.０４１
  术后 ３１ 三.８ ±１２ ▌.７ ４３ ▌.６ ±８ ｗ.３ ２ ▌.６６１ ０ ▌.０１５
  术后 -术前 ６ 三.２ ±９ b.８ ５ ▌.６ ±７ ｗ.２ ０ ▌.１８６ ０ ▌.８５４
 ＦＳＬ(°) ａ ６ 三.６ ±９ b.５ ７ ▌.６ ±４ ｗ.４ ０ ▌.３０３ ０ ▌.７６８

  注:ａ 手术前后差值;ＬＬ:腰椎前凸角;ＦＳＬ:融合节段前凸角

表 3 斜侧方椎间融合术(ＯＬIＦ) +后路固定与经椎间孔
椎间融合术(ＴＬIＦ)一般情况比较( x±s)

项目 ＯＬIＦ+后路固定 ＴＬIＦ t值 P 值
例数 １０ :３９ O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２１８ ±６４ ▌２３３ ±７９ ▌０ ▌.５８２ ０ ▌.５６３
术中出血(ｍl) １１３ ±８４ ▌４３４ ±２０１ ▌６ ▌.９３０ ０ ▌.０００
输血(是/否) ０/１０ ▌１０/２９ ▌０ ▌.０７７
ＬＬ(°)
 术前 ３７ 三.７ ±１６ ▌.０ ４０ ▌.１ ±９ ｗ.８ ０ ▌.４５２ ０ ▌.６６０
 术后 ４７ 三.６ ±９ b.０ ４４ ▌.３ ±８ ｗ.８ １ ▌.０４７ ０ ▌.３０１
 术后 -术前 ９ 三.９ ±１１ ▌.１ ４ ▌.２ ±６ ｗ.１ ２ ▌.１８０ ０ ▌.０３４
ＦＳＬ(°) ａ ７ 三.３ ±９ b.４ ５ ▌.２ ±４ ｗ.６ ０ ▌.７０６ ０ ▌.４９６

  注:ａ 手术前后差值;ＬＬ:腰椎前凸角;ＦＳＬ:融合节段前凸角

术前的 ５０ ±１８ 降至术后的 １５ ±１０ ( t=１０.２６７、
９.９１１,均P＜０.０５)。 ＴＬIＦ 组 ＶＡＳ 由术前的 ７.０ ±
１.１降至术后的 １.６ ±１.３,ＯＤI由术前的 ５６ ±１６ 降
至术后的 １７ ±１５( t=２１.６７８、１１.１０５,均P＜０.０５)。
ＯＬIＦ组和 ＴＬIＦ 组在手术前后 ＶＡＳ、ＯＤI、手术后
ＶＡＳ及 ＯＤI 下降分值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０.０５)(表 １)。
四、术前及术后 ＬＬ和 ＦＳＬ
ＯＬIＦ组手术前后 ＬＬ 与 ＴＬIＦ 组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t=０.９９５、１.３２６,均P＞０.０５)。 ＯＬIＦ组 ＬＬ
恢复 ４.０°±１０.０°, ＴＬIＦ 组为 ４.２°±６.１°( t=
０.１３９,P＞０.０５)。 ＯＬIＦ 组 ＦＳＬ 恢复 ４.１°±７.０°,
ＴＬIＦ组为 ５.２°±４.６°( t=０.８０５,P＞０.０５)(表 １)。
单节段融合及双节段融合两组间上述各指标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５)。 三节段融合的 ＯＬIＦ
组术前及术后 ＬＬ均显著小于三节段融合的 ＴＬIＦ组
( t=２.１９０、２.６６１,均P＜０.０５),而在 ＬＬ 和 ＦＳＬ 的
恢复上,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t=０.１８６、
０.３０３,均P＞０.０５)(表 ２)。

在 ＯＬIＦ 组内,按是否使用后路固定进一步分
为 ＯＬIＦ+后路固定组和单独 ＯＬIＦ组,发现 ＬＬ的恢
复 ＯＬIＦ+后路固定组显著大于单独 ＯＬIＦ 组( t=
２.３８９,P＜０.０５),而 ＦＳＬ的恢复 ＯＬIＦ+后路固定组
也大于单独 ＯＬIＦ组,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１.８２７,P＞０.０５)(表 ４)。

表 4 单独斜侧方椎间融合术(ＯＬIＦ)与 ＯＬIＦ+
后路固定一般情况比较( x±s)

项目 ＯＬIＦ+
后路固定

单独ＯＬIＦ t值 P 值

例数 １０ Ｚ２４ o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２１８ ±６４ *１４１ ±５７  ３  .４３１ ０  .００２
术中出血(ｍl) １１３ ±８４ *１１７ ±１６９ ▌０  .０７２ ０  .９４３
输血(是/否) ０/１０ *２/２２  ０  .４９２
ＬＬ(°)
 术前 ３７ ▌.７ ±１６ *.０ ３６  .８ ±１５  .１ ０  .１５２ ０  .８８０
 术后 ４７ ▌.６ ±９ ▌.０ ３８  .３ ±１２  .７ ２  .０９６ ０  .０４４
 术后 -术前 ９ ▌.９ ±１１ *.１ １  .５ ±８ 三.６ ２  .３８９ ０  .０２３
ＦＳＬ(°) ａ ７ ▌.３ ±９ ▌.４ ２  .７ ±５ 三.３ １  .８２７ ０  .０７７

  注:ａ 手术前后差值;ＬＬ:腰椎前凸角;ＦＳＬ:融合节段前凸角

  将 ＯＬIＦ +后路固定与 ＴＬIＦ 比较,发现术前两
组 Ｌ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０.４５２,P＞０.０５),但
ＯＬIＦ+后路固定组对 ＬＬ 的恢复显著大于 ＴＬIＦ 组
( t=２.１８０,P＜０.０５)。 不过在 ＦＳＬ 的恢复上两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０.７０６,P＞０.０５)(表 ３)。

讨 论

在椎间融合领域,相对于后路手术,前路手术具
备天然的入路优势。 与后路手术需要剥离肌肉并进
入椎管不同,前路手术经后腹膜间隙可直接到达椎
间盘,因此大大节省了解剖入路的时间,减少了出血
的机会

[３] ;同时,前路手术经同一解剖间隙即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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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所有腰椎间盘,特别适合多节段融合。 体现在本
研究结果中,ＯＬIＦ手术时间明显短于 ＴＬIＦ,这一点
在多节段融合时尤为突出。 而在术中出血量方面,
无论是单节段还是多节段融合,ＯＬIＦ 均优于 ＴＬIＦ。
其他研究也获得了类似结果

[５-７] 。 在疗效方面,
ＯＬIＦ和 ＴＬIＦ均能显著减轻患者疼痛和提高日常活
动能力,两组并无显著差异,这提示,作为一项新技
术,ＯＬIＦ的短期疗效令人满意。
恢复矢状面平衡和矫正腰椎前凸对腰椎融合术

的治疗效果至关重要
[８] ,而前凸矫正效果最重要的

影响因素是恢复椎间盘高度
[９-１０] 。 前路手术允许植

入比后路手术更大的融合器,因此理论上更有利于
前凸角的恢复

[４] 。 文献报道 ＡＬIＦ 在矫正腰椎前凸
方面优于 ＬＬIＦ和 ＴＬIＦ[９-１１] ,主要原因是 ＡＬIＦ 能切
除前纵韧带和前方纤维环,因此对椎间盘前方结构
的松解相对彻底。 然而,由于腰段毗邻血管和脏器
的解剖特点,ＡＬIＦ 仅相对适用于 Ｌ４/５和 Ｌ５ ～Ｓ１ 节
段,对于 Ｌ３/４及以上的节段显露十分困难,容易造成
重要结构损伤

[１２] 。 与 ＡＬIＦ 相比,ＯＬIＦ 适用面更
广,适用于 Ｌ１ ～Ｌ５ 的各椎间盘[４] 。 而与 ＸＬIＦ/ＤＬIＦ
相比,ＯＬIＦ 损伤肌肉和腰丛的风险大大降低[３-４] 。
因此除 Ｌ５ ～Ｓ１ 节段外,ＯＬIＦ 是行前方椎间融合的
选择。
有研究显示 ＴＬIＦ 无法恢复腰椎前凸[２,９,１１] ,但

另一些研究表明 ＴＬIＦ对前凸的矫正作用取决于后
柱短缩的程度

[１０,１３] 。 本研究显示 ＴＬIＦ 确有一定程
度的矫正前凸的作用,这可能与我们做 ＴＬIＦ时尽可
能使用较大的融合器并对后柱结构进行相当程度的

加压短缩有关。 与 ＴＬIＦ相比,我们期待 ＯＬIＦ在前
凸矫正方面有更好的表现,因为之前文献普遍报道
侧方腰椎融合术能有效恢复 ＬＬ和 ＦＳＬ[９-１０,１４-１５] 。 但
本研究显示,ＯＬIＦ 相较于 ＴＬIＦ 对恢复整体 ＬＬ 和
ＦＳＬ的优势并不明显。 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本研究
中有约 ２/３ 的 ＯＬIＦ 病例未使用后路固定有关。
Ｙｓｏｎ等[１６]

报道后路固定可在放置侧方椎间融合器

的基础上再增加约 １°的前凸矫正。 本研究同样发
现 ＯＬIＦ+后路固定比单纯 ＯＬIＦ对前凸角的恢复更
多。 因此前方大融合器撑开需要辅以后方内植物加
压才能使 ＯＬIＦ获得更大的前凸矫正能力。
由于后路内固定存在一定的矫形作用,因此将

包含大部分未加用后路固定的 ＯＬIＦ 病例与全部使
用后路固定的 ＴＬIＦ 病例进行比较,可能会低估
ＯＬIＦ手术由融合器因素产生的前凸矫正效果。 于
是我们进一步比较了 ＯＬIＦ+后路固定组和 ＴＬIＦ组

在前凸矫正方面的能力,发现在同样使用后路固定
的情况下,ＯＬIＦ 比 ＴＬIＦ 能获得更大的前凸矫正。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两种融合器的不同:(１)
ＯＬIＦ使用更高的融合器,一般高度在 ８ ～１４ ｍｍ,对
椎间隙撑开更多,而 ＴＬIＦ 融合器高度多为 ８ ～
１２ ｍｍ;(２)ＯＬIＦ 融合器更宽,最大可达 ５５ ｍｍ,而
ＴＬIＦ融合器仅宽约 ３０ ｍｍ。 宽大的融合器使其能
架在椎体周围的坚硬的骺环上而不是终板中央凹陷

的骨皮质相对薄弱区,故撑开的力量更为强大。 因
此,就恢复 ＬＬ 而言,ＯＬIＦ 相较于 ＴＬIＦ 具备一定的
先天优势。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１)样本量较小,术式的

选择有主观性,无法做到完全的标准化,无法避免选
择偏倚;(２)缺乏长期随访;(３)手术非同一术者完
成,ＯＬIＦ 开展早期有一个学习曲线,这些因素可能
造成同一手术效果的差异;(４)疾病谱广,基线影像
学指标的离散度较大,两组间手术指征不尽相同。
综上所述,ＯＬIＦ 和 ＴＬIＦ 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恢

复 ＬＬ,但 ＯＬIＦ在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上有明显优
势。 在加用后路固定的情况下,ＯＬIＦ对前凸矫正的
效果比 ＴＬIＦ更好。 这意味着 ＯＬIＦ 可能比 ＴＬIＦ 更
适合治疗退变性脊柱侧弯症。 此外,加用后路固定
对 ＯＬIＦ恢复前凸角的能力有很大提升,单纯 ＯＬIＦ
的矫正前凸能力则比较有限。 因此,对于以矫正矢
状面畸形为主要治疗目的的退变性脊柱侧弯病例来

说,加做后路固定甚至短缩后柱仍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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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ｂｏｄｙ ｆｕｓｉｏｎ: ｃlｉｎｉｃａl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ｔ １ ｙｅａｒ: ａ
ｐｒｅl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Ｊ].Ｊ Ｓｐｉｎａl Ｄｉｓｏｒｄ Ｔｅｃｈ, ２０１１, ２４(４):２４２-
２５０.ＤＯI: １０.１０９７/ＢＳＤ.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１ｅｃｆ９９５.

[１５] Ａｃｏｓｔａ ＦＬ, Ｌｉｕ Ｊ, Ｓlｉｍａｃｋ Ｎ, ｅｔ ａl.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ｏｒｏｎａl ａｎｄ
ｓａｇｉｔｔａl ｐlａｎｅ ａlｉｇｎｍｅｎｔ ｆｏllｏｗｉｎｇ ｍｉｎｉｍａll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 lａｔｅｒａl
ｉｎｔｅｒｂｏｄｙ ｆ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lｕｍｂ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ａｄｕlｔｓ: ａ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ｕｄｙ [ Ｊ].Ｊ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 Ｓｐｉｎｅ, ２０１１, １５
(１):９２-９６.ＤＯI: １０.３１７１/２０１１.３.ＳＰIＮＥ１０４２５.

[１６] Ｙｓｏｎ ＳＣ, Ｓｅｍｂｒａｎｏ ＪＮ, Ｓａｎｔｏｓ ＥＲ, ｅｔ ａl. Ｄｏｅｓ ｐｒｏｎ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lｏｒｄｏｓｉｓ ｉｎ
lａｔｅｒａl lｕｍｂａｒ ｉｎｔｅｒｂｏｄｙ ｆｕｓｉｏｎ ( ＬＬIＦ)？ [ Ｊ].Ｊ Ｓｐｉｎａl Ｄｉｓｏｒｄ
Ｔｅｃｈ, ２０１４, ２７ ( ７ ): ３６４-３６９. ＤＯI: １０.１０９７/ＢＳＤ.
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６８００７ｂ.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３１)

(本文编辑:霍永丰)

· 读者 · 作者 · 编者 ·

关于参考文献著录格式要求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基本参照此行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文后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采用顺序编码制著录,依照文献在文中
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标出。 将参考文献
按引用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标出)全部排列于文末。 参
考文献中的作者,１ ～３名全部列出,３名以上只列前 ３ 名,后
加“, 等 .”或其他与之相应的文字,如“, ｅｔ ａl.”。 著录作者
姓名时将姓放在前,名缩写放在姓后面。 外文期刊名称用缩
写,以《I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ｕｓ》中的格式为准;中文期刊用全名。 每
条参考文献均须著录起止页码。 文献题名项后需标注文献
类型标志项目。 作者必须将参考文献与其原文核对无误。
举例如下。
[１] 孙宏斌,夏术阶,唐孝达.前列腺移行带和外周带差异

基因表达研究[ Ｊ].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０５,８５(９):６１０-
６１３.ＤＯI: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３７６-２４９１.２００５.０９.
０１２.(期刊格式)

[２] Ｃｏllｉｎｓ ＦＳ, Ｖａｒｍｕｓ Ｈ.Ａ ｎｅ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Ｎ Ｅｎｇl Ｊ Ｍｅｄ, ２０１５,３７２(９):７９３-７９５.
ＤＯI:１０.１０５６/ＮＥＪＭｐ１５００５２３.(期刊格式)

[３] 汪敏刚.支气管哮喘[Ａ]//戴自英.实用内科学.８
版.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９１:８３３-８４０.(专著中
析出文献格式)

[４] Ｓｏｄｅｍａｎ ＷＡ Ｊｒ, Ｓｏｄｅｍａｎ ＷＡ.Ｐａｔｈｏlｏｇｉｃ ｐｈｙｓｉｏlｏｇ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Ｍ ].８ｔｈ ｅｄ. Ｐｈｉlａｄｅlｐｈｉａ: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１９７４:４５７-４７２.(书籍格式)

·５９９１·中华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 日第 ９８ 卷第 ２５ 期 Ｎａｔl Ｍｅｄ Ｊ Ｃｈｉｎａ, Ｊｕlｙ ３,２０１８,Ｖｏl.９８, Ｎｏ.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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