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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变性脊柱侧凸的微创治疗 ·

微创技术治疗重度退变性腰椎侧凸的

分期手术策略

徐正宽 陈刚 李方财 陈其昕

  【摘要】 目的 探讨重度退变性腰椎侧凸行微创手术治疗的可行性,并提出分期微创手术策
略。 方法 前瞻性研究 ２０１６年 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浙江大学第二医院的 ５３例ＭIＳＤＥＦ Ⅲ型退变性腰
椎侧凸患者,排除侧凸顶椎在 Ｌ１/２及关节突关节自发融合的病例,行Ⅰ期多节段侧方腰椎融合术
(ＣＬIＦ)及侧方前柱松解重建技术(ＡＣＲ),Ⅱ期后路微创固定的分期手术治疗。 采集患者性别、年龄,
随访时间、骨盆指数(ＰI),Ⅰ期及Ⅱ期手术出血量、手术时间,分期手术前后及末次随访时腰椎侧凸
Ｃｏｂｂ角、骨盆投射角与腰椎前凸角匹配程度(ＰI-ＬＬ)、脊柱矢状面轴(ＳＶＡ)、冠状面平衡等影像学参
数,疼痛视觉评分(ＶＡＳ)及 Ｏｓｗｅｓｔｒｙ功能障碍指数(ＯＤI),主要及次要并发症。 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
分析评估分期微创手术疗效。 结果 共入选 ５３ 例,男性 １８ 例,女性 ３５ 例,其中 ４５ 例伴有神经症状
及体征。 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平均 １１.５个月(６ ～２０个月)。 总共行侧方腰椎融合节段数
为 １６８节段,其中行 ＡＣＲ为 １１３ 个节段,平均每个 ＡＣＲ 节段矢状面矫正角度为 １５.６°±６.３°(７°～
２８°)。 腰椎侧凸 Ｃｏｂｂ角Ⅰ期术后矫正率为 ５５.４％,总的矫正率为 ７５.６％,术前 ＰI-ＬＬ为 -３２.８°±
１４.９°,Ⅰ期术后改善至-９.９°±９.４°,Ⅱ期术后改善至-２.５°±９.４°,达到腰椎矢状面匹配状态。 术
前 ＳＶＡ为(５.７ ±４.１)ｃｍ,Ⅰ期矫正率达 ８０.３％,总的矫正率达 ８８.８％。 末次随访时所有患者恢复冠
状面及矢状面平衡,骨盆倾斜角(ＰＴ)、腰椎前凸角(ＬＬ)及冠状面距离均有明显改善。 Ⅱ期手术经肌
间隙椎间孔减压为 １３例(２４.５％)。 后路微创固定方式中,经肌间隙多节段经椎间孔截骨+内固定
例数为 １１例(２０.８％),经肌间隙多节段内固定为 ３６ 例(６７.９％),单纯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为 ６ 例
(１１.３％)。 平均固定节段数为(７.４ ±１.４)个。 Ⅰ期及Ⅱ期手术出血量为(１５７ ±７１)ｍl、(３４３ ±２２４)
ｍl,手术时间为(２１４ ±６０)ｍｉｎ、(１９０ ±５４)ｍｉｎ。 腰痛和腿痛 ＶＡＳ评分及 ＯＤI分期术后有明显缓解,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t=１７.９４８、１０.０９９、１４.６１９,均P＜０.００１)。 结论 重度退变性腰椎侧凸微创手术治
疗能获得很好的临床症状改善和畸形矫正;分期手术具有并发症少、患者耐受性增加等潜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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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ｉｃａl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ａll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ＭIＳ)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ｅ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lｕｍｂａｒ ｓｃｏlｉｏｓｉｓ (ＤＬＳ) ａｎｄ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ＭIＳ ｓｕｒｇｉｃａl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Methods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IＳＤＥＦ Ⅲ ＤＬ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ｆｆｉl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l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 ｅｘｃl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ｓｅ ａｐｅｘ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ｏｆ ｓｃｏlｉｏｓｉｓ ｗａｓ
ａｂｏｖｅ Ｌ１/２ lｅｖｅl ｏｒ ｗｈｏｓｅ ｆａｃｅｔ ｊｏｉｎｔ ｇｏｔ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ｆｕｓｉｏｎ.Ｆｉｆｔｙ-ｔｈｒｅ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ｃl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ｆｏｒ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ｅｖａl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IＳ ｓｕｒｇｉｃａl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I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ｃlｕｄｉｎｇ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ｇｅ,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ｆｏllｏｗ-ｕｐ ｐｅｒｉｏｄ, ｐｅlｖｉｃ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ＰI), ｂlｏｏｄ lｏ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ｖｉｓｕａl ａｎａlｏｇｕｅ ｐａｉｎ ｓｃｏｒｅ
(ＶＡＳ), Ｏｓｗｅｓｔｒｙ ｄｉｓａｂｉl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ＤI), ｃｏｍｐl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ｆｏllｏｗ-ｕｐ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ａlｓｏ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ｃｏlｉｏｓｉｓ Ｃｏｂｂ ａｎｇlｅ , ｔｈｅ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lｖｉｃ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lｕｍｂａｒ lｏｒｄｏｓｉｓ (ＰI-ＬＬ), ｓａｇｉｔｔａlｖｅｒｔｉｃａl ａｘｉｓ (ＳＶＡ), ｃｏｒｏｎａl ｂａlａｎｃｅ (ＣＢ)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ａｃｈ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ｏｒ lａｔｅｓｔ ｆｏllｏｗ-ｕｐ.Ｔｈｅ ｐａｉｒｅｄ-ｓａｍｐlｅｓ t 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lｙｚ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ｓｕｒｇｅｒｙ.Results Ｆｉｆｔｙ-ｔｈｒｅ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１８ ｍａlｅｓ ａｎｄ ３５ ｆｅｍａl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ｃl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Ａll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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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ｈａｄ ｃｏｍｐlｅｔｅｄ ｃlｉｎｉｃａl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llｏｗ-ｕｐ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ｏllｏｗ-ｕｐ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１１.５２ ｍｏｎｔｈｓ (６ -２０
ｍｏｎｔｈｓ).Ａ ｔｏｔａl ｏｆ １６８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ｆｕｓ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ＬIＦ , １１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ｏlｕｍｎ ｒｅａl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ＣＲ),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ａｎｇlｅ ｗａｓ １５.６°±６.３°(７°-２８°) ｉｎ ｓａｇｉｔｔａl
ｐlａｎｅ ｅａｃｈ lｅｖｅl.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Ⅰ ｓｕｒｇｅｒｙ, lｕｍｂａｒ ｓｃｏlｉｏｓｉｓ ｃｏｂｂ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５５.３５％,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Ⅱ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７５.６％.ＰI-ＬＬ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ｍａｔｃｈｅｄ ( -３２.８°±１４.９°ｔｏ -２.５°
±９.４°), ＳＶＡ ｗ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５.７ ｃｍ ｔｏ ０.６ ｃ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Ⅰ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８０.３ ａｎｄ ｓｔａｇｅ Ⅱ
ｗａｓ ８８.８％, ｐｅlｖｉｃ ｔｉlｔ (ＰＴ), lｕｍｂａｒ lｏｒｄｏｓｉｓ (ＬＬ) ａｎｄ ＣＢ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１３ (２４.５％)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ｐａｒａｓｐｉｎａl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ａｍｉｎａl 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ｍｉｎｉｍａll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１１ ( ２０.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ｐａｒａｓｐｉｎａl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ａｍｉｎａl ｍｕlｔｉ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ａｍｉｎａl ｏｓｔｅｏｔｏｍｙ ( ＴＦＯ)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l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３６ (６７.９２％)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ｐａｒａｓｐｉｎａl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ａｍｉｎａl ｍｕlｔｉ-ｓｅｇｍｅｎｔ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６(１１.３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ｐｅｄｉｃlｅ
ｓｃｒｅｗ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ｉｘ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ｗａｓ ７.４ ±１.４ ｉｎ ｅａｃ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Ｔｈｅ ｂlｏｏｄ lｏｓｓ ｏｆ ｓｔａｇｅ Ⅰ ａｎｄ
ｓｔａｇｅ Ⅱ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１５７ ±７１) ｍl, (３４３ ±２２４)ｍl,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lｙ.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２１４ ±６０)
ｍｉｎ, (１９０ ±５４)ｍ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l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l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ａｎｄ lｅｇ ｐａｉｎ ＶＡＳ ｓ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ＯＤI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Ⅰ ａｎｄ Ⅱ ｓｕｒｇｅｒｙ ( t=１７.９４８, １０.０９９, １４.６１９, ａll P＜０.００１ ).
Conclusions ＭI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lｕｍｂａｒ ｓｃｏlｉｏｓｉｓ 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ｇｏｏｄ ｃlｉｎｉｃａl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ｏｒｍｉｔ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l ｈａ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lｅｓｓ ｃｏｍｐl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ｓ ｗｅll -ｔｏlｅｒａｔｅｄ.
【Key words】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lｕｍｂａｒ ｓｃｏlｉｏｓｉｓ; Ｍｉｎｉｍａll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Ｓｔａｇ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退变性腰椎侧凸(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lｕｍｂａｒ ｓｃｏlｉｏｓｉｓ ,
ＤＬＳ)临床上并不少见,多发生于 ５０ 岁以上成人。
目前临床上已广泛应用微创手术治疗 ＤＬＳ,并取得
了理想疗效,但对于重度 ＤＬＳ,微创技术改善的效果
有限

[１-３] 。 Ｍｕｍｍａｎｅｎｉ 等[４]
于 ２０１４ 年提出基于成

人脊柱畸形是否选择微创手术的微创脊柱畸形手术

分型(ＭIＳＤＥＦ 分型),其中 ＭIＳＤＥＦ Ⅲ型仍建议传
统开放手术,并在业界获得广泛认同[５-８] 。 近年来随
着侧 方 前 柱 松 解 重 建 技 术 (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ｏlｕｍｎ
ｒｅａlｉｇｎｍｅｎｔ,ＡＣＲ)的发展,微创手术已可更好的畸
形矫正和生活质量改善

[９-１１] 。 Ｌｅｖｅｑｕｅ 等[１２]
发现,

侧方腰椎融合术及 ＡＣＲ技术联合治疗 ＤＬＳ,并发症
少,是避免行后路三柱截骨术的另一选择。 而对于
ＭIＳＤＥＦ Ⅲ型 ＤＬＳ是否有效,且其手术选择策略尚
缺乏相应的研究。 本研究前瞻性分析通过行改良的
经腰大肌侧方腰椎融合术( ｃｒｅｎｅl lａｔｅｒａl ｉｎｔｅｒｂｏｄｙ
ｆｕｓｉｏｎ,ＣＬIＦ) [１３]联合 ＡＣＲ 技术的分期策略,治疗
ＭIＳＤＥＦ Ⅲ型患者,探讨对重度 ＤＬＳ 行微创分期手
术的可行性及优势,并提出微创手术的选择策略。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自 ２０１６年 ６月至 ２０１７年 ８ 月选取浙江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ＤＬＳ 患者,行微创分期手术治疗的资
料。 入选标准:(１)５０ ～８０岁成人脊柱侧凸患者,有
明显腰痛,伴或不伴根性症状;(２)ＭIＳＤＥＦ Ⅲ型:Ｘ
线侧位片上脊柱矢状面轴(ＳＶＡ) ＞６ ｃｍ 的僵硬型
侧凸;骨盆投射角与腰椎前凸角匹配程度(ＰI-ＬＬ) ＞
３０°并且骨盆倾斜角(ＰＴ) ＞２５°;且侧凸 Ｃｏｂｂ 角 ＞

２０°。 排除标准:(１)侧凸顶椎在 Ｌ１/２以上节段(不包
括 Ｌ１/２);(２)腰椎关节突关节骨性融合;(３)腰椎椎
体严重骨质疏松。 研究纳入 ５３ 例患者,其中男性
１８例,女性 ３５ 例,平均年龄(６６ ±６)岁。 侧凸顶椎
Ｌ１/２ １５例,Ｌ２/３ ２６ 例,Ｌ３/４ １１ 例,Ｌ４/５ １ 例;合并神经
根性疼痛或腰椎管狭窄症 ４５ 例。 本研究中采用分
期评估和分期微创手术的方法进行治疗,完成Ⅰ期
临床和影像学评估后确定微创前路经椎间盘松解重

建和椎间融合术的节段和方法;Ⅰ期术后行再次的
临床和影像学评估,根据Ⅱ期评估的结果,再确定Ⅱ
期后路微创手术方式(图 １)。 本研究均与患者签署
知情同意书,并通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伦理委员会审批(批号:严 ２０１６-００４)。
二、手术方法
１.Ⅰ期手术:ＣＬIＦ 和 ＡＣＲ 手术均采用经腰大

肌侧方入路,全程在直视下及神经电生理监测下进
行。 无需 ＡＣＲ操作的椎间隙可采用常规的 ＣＬIＦ技
术
[１３] ,并在施术椎间隙置入具有角度的融合器

(１０°～１２°)。 ＡＣＲ 技术主要用于以下 ２ 种情况:
(１)对腰椎间隙不对称性狭窄伴严重椎间盘塌陷、
明显侧方滑脱、高度旋转节段的处理,重点在于松解
椎间盘纤维环和前纵韧带的挛缩结构,在采用磨钻
将椎间盘纤维环和前纵韧带充分磨薄的基础上,保
留薄片样的韧带结构,再行扩张器逐级多角度撑开,
钝性松解挛缩组织。 松解范围应包括双侧纤维环;
撑开力量适宜,避免终板受损导致后期撑开高度的
丢失。 (２)对椎间隙间桥架骨赘形成节段的处理采
用骨赘侧入路,用磨钻充分切除桥架骨赘,直视下松
解骨性僵硬区后再用扩张器逐级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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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Ⅱ期后路手术方法和固定节段选择根据Ⅱ期
评估后的影像学和临床症状确定(图 １)。
三、临床和影像学评估方法及微创分期手术策

略(图 １)
１.Ⅰ期术前评估确定 ＣＬIＦ 及 ＡＣＲ 施术椎间

隙。 在常规退行性脊柱侧凸影像学评估腰椎管狭窄
及范围、脊柱平衡和脊柱骨盆参数的基础上,对有下
列影像学特征的间隙确定为Ⅰ期 ＣＬIＦ和 ＡＣＲ的施
术椎间隙:(１)腰椎间盘不对称性退变且僵硬;(２)
矢状面椎间隙存在后凸角度;(３)椎体侧方或前滑
脱;(４)椎管狭窄;(５)严重椎间盘塌陷;(６)有侧前
方桥架骨赘形成。 对存在下列特征之一避免行
ＡＣＲ:(１)Ⅱ度及以上滑脱;(２)Ｌ４/５水平腹主动静脉
血管分叉较高。

注:ＣＬIＦ:改良的经腰大肌侧方腰椎融合术;ＡＣＲ:前柱松解重建技术;ＳＶＡ:脊柱矢状面
轴;ＭIＳ ＴＬIＦ:小切口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术;ＰI-ＬＬ:骨盆投射角与腰椎前凸角匹配
程度;ＴＬＫ:胸腰段后凸角度;ＴＫ:胸椎后凸角度;ＴＦＯ:经椎间孔截骨

图 1 重度退变性腰椎侧凸微创分期手术策略

  ２.Ⅱ期术前评估:Ⅰ期术后第 ２ 天即鼓励患者
站立及下床行走,充分站立行走后再次评估站立行
走后的神经根性症状及神经源性间歇性跛行等。 对
Ｌ５ /Ｓ１ 严重退变者,选择性行小切口经椎间孔腰椎
椎体间融合术(ＭIＳ ＴＬIＦ),选择标准为:(１)神经压
迫症状或椎管狭窄症状责任间隙为 Ｌ５ /Ｓ１ ;(２)Ｌ５ /
Ｓ１ 存在影像学不稳或者峡部裂;(３)Ｌ５ 椎体冠状面
倾斜＞１５°;(４)Ｌ５ /Ｓ１ 椎间盘重度退变。 同时,拍摄

站立位脊柱全长片,重新评估影像学参数,重点评估
ＳＶＡ、ＰI-ＬＬ、胸腰段后凸角度(ＴＬＫ)及胸椎后凸角
度(ＴＫ),为Ⅱ期手术方案的决策提供依据。
四、资料收集
１.一般资料收集: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质指

数(ＢＭI)、Ⅰ期及Ⅱ期两次手术的术中出血量及手
术时间、卧床时间(术后卧床时间之和)、术后住院
天数(Ⅰ期手术至出院日天数)、随访时间。
２.影像学资料收集:Ⅰ期及Ⅱ期手术前后、末

次随访时站立位脊柱全长片侧凸 Ｃｏｂｂ角度、骨盆指
数(ＰI)、腰椎前凸角(ＬＬ)、ＰI-ＬＬ、ＰＴ、ＳＶＡ、冠状面
平衡(Ｃ７ 铅垂线与骶骨中垂线之间的距离)、Ｌ１ ～Ｌ５
各椎间隙矢状面及冠状面角度;Ⅱ期术前 ＴＬＫ 及
ＴＫ。
３.疼痛及功能评分: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

(ＶＡＳ),功能评分采用功能障碍指数(ＯＤI)。 采集
Ⅰ期手术前后、Ⅱ期手术后及末次随访时的腰痛
ＶＡＳ、腿痛 ＶＡＳ评分;Ⅰ期术前及末次随访时的 ＯＤI
评分。
４.并发症情况:采用针对成人脊柱侧凸手术的

Ｇlａｓｓｍａｎ 并发症分类标准[１４] ,主要并发症及次要并
发症。 主要并发症记录血管损伤、神经损伤、脏器损

伤、血栓性疾病等;次要并发症记录
感觉障碍、运动障碍、脑脊液漏、血
肿、浅表切口感染等。 并记录翻修
手术率。
五、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x±s表示,手
术前后的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
计数资料(例数、节段数)采用例数
(％)的形式表示。 检验水准α值取
双侧 ０.０５。

结 果

一、本研究一般资料统计数据
共 ５３例患者,男性 １８ 例,女性

３５例,平均年龄(６６ ±６)岁(５０ ～７６
岁),ＢＭI (２３.７ ±２.９) ｋｇ/ｍ２ 。 平
均随访(１１.５ ±３.８)个月(６ ～２０ 个
月)。 存在神经根性症状或间歇性
跛行为 ４５例。 总共行 ＣＬIＦ 融合节
段 １６８ 节段,其中 ３ 个节段 ４４ 例,４
个节段 ９ 例,平均 ３.２ 个节段。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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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行 ＡＣＲ 术为 １１３ 个节段,平均(２.１ ±０.３)个
节段。

图 2 患者女,７５ 岁,退变性脊柱侧凸:Ａ、Ｂ 为术前站立位脊柱全长正、侧位片示腰椎侧
凸 Ｃｏｂｂ 角 ４５°,冠状面平衡 ９.０ ｃｍ,腰椎前凸角(ＬＬ) -２°,腰椎矢状面匹配(ＰI-ＬＬ)５１°,
脊柱矢状面轴(ＳＶＡ)１０.８ ｃｍ;Ｃ、Ｄ 为Ⅰ期 Ｌ２/３ 、Ｌ３/４ 、Ｌ４/５行改良的经腰大肌侧方腰椎融
合术-侧方前柱松解重建术(ＣＬIＦ-ＡＣＲ)后 ５ ｄ 站立位脊柱全长正、侧位片示腰椎侧凸
Ｃｏｂｂ 角 １８°,冠状面平衡 １.５ ｃｍ,ＬＬ ３２°,ＰI-ＬＬ １６°, ＳＶＡ -０.９ ｃｍ,胸腰段后凸角度
(ＴＬＫ)６°,胸椎后凸角度(ＴＫ)８°;Ｅ、Ｆ 为Ⅱ期根据策略选择后路经肌间隙 Ｌ１ ～５多节段固
定,全长片示腰椎侧凸 Ｃｏｂｂ 角 ９°,冠状面平衡 ０.２ ｃｍ,ＬＬ ３６°,ＰI-ＬＬ １２°,ＳＶＡ ０.６ ｃｍ;Ｇ、
Ｈ 为术后 １ 年,脊柱全长正、侧位片示腰椎侧凸 Ｃｏｂｂ 角 ９°,冠状面平衡 ０ ｃｍ,ＬＬ ３７°,
ＰI-ＬＬ １１°,ＳＶＡ -０.７ ｃｍ

  按照既定微创手术策略Ⅱ期评估后,Ⅰ期手术
间接减压有效率为 ７１.１％(３２/４５),肌间隙下椎间
孔减压为 １３ 例 (２４.５％), Ｌ５ /Ｓ１ ＭIＳ ＴＬIＦ ５ 例
(９.４％)。 后路微创固定方式中,经肌间隙多节段
经椎间孔截骨(ＴＦＯ) +内固定 １１ 例(２０.８％),平
均固定融合(８.６ ±０.５)节段;经肌间隙多节段内固
定为 ３６ 例(６７.９％)例,平均固定融合(７.５ ±１.０)
节段;单纯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为 ６ 例(１１.３％),
平均固定融合(４.５ ±０.６)节段。 总的平均固定融
合为(７.４ ±１.４)节段。 Ⅰ期术中失血量为(１５７ ±
７１) ｍl,两次手术总失血量(５００ ±２５９) ｍl;Ⅰ期手
术时间为 ( ２１４ ±６０) ｍｉｎ,总手术时间 (４０４ ±
８５) ｍｉｎ;Ⅰ期术后卧床时间(１.８ ±０.６) ｄ,总卧床
时间(４.０ ±０.６) ｄ,术后住院时间
(１４.４ ±２.８) ｄ。
二、影像学资料结果
患者术前腰椎侧凸 Ｃｏｂｂ 角

４０.９°±１１.２°,Ⅰ期矫正率 ５５.４％,
总矫正率 ７５.６％;术前 ＰI-ＬＬ 为
-３２.８°±１４.９°,Ⅰ期术后改善至
-９.９°±９.４°,Ⅱ期术后改善至
-２.５°±９.４°。 术前 ＳＶＡ为(５.７ ±
４.１) ｃｍ,Ⅰ期矫正率达 ８０.３％,总
矫正率 ８８.８％。 末次随访时所有患
者恢复冠状面及矢状面平衡 (图
２),ＰＴ、ＬＬ 及冠状面平衡均有明显
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０.０５)(表 １)。 Ｌ１ ～５冠状面角度变化
趋向于水平化,与术前比较均有明
显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０.００１)。 矢状面角度变化在
Ｌ１/２间隙变化最大,达 -１４.７°±
７.１°,其次 Ｌ２/３间隙,而在 Ｌ３/４、Ｌ４/５
间隙则变化较小(表 ２)。 在行 ＣＬIＦ
的 １６８ 个节段中,Ⅱ期术后与术前
比较,每个节段矢状面矫正角度为
１０.４°±７.４°,其中有 １１３ 个节段行
ＡＣＲ,每个节段矢状面矫正角度为
１５.６°±６.３°(７°～２８°)。

三、疼痛及功能评分
术前腰痛 ＶＡＳ 评分为(６.２ ±

１.５)分,Ⅰ期术后为(２.１ ±０.９)分,

Ⅱ期术后为(２.４ ±１.１)分,末次随访时为(１.８ ±
１.１)分;其中Ⅰ期术后改善最为明显(６６.５％),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t=１７.９４８,P＜０.００１);术前腿痛
ＶＡＳ评分为(５.１ ±２.８)分,Ⅰ期术后为(１.９ ±１.６)
分,Ⅱ期术后为(１.２ ±１.０)分,末次随访为(０.９ ±
０.７)分;同样Ⅰ期术后改善最为明显(６３.０％),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t=１０.０９９,P＜０.００１)。 术前 ＯＤI
为 ６０％±１５％,末次随访时为 ２５％±９％,改善率达
５７.７％( t=１４.６１９,P＜０.００１)。

四、并发症情况
总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１５.１％(８/５３)。 其中 １

例血管损伤,为 Ｌ４ 节段血管,１ 例左下肢深静脉血
栓;２例有轻度运动功能受损,均合并感觉障碍,另 ２
例单纯感觉障碍,１ 例背部切口浅表感染,１ 例脑脊
液漏,无翻修手术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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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分期手术前后及末次随访的影像学整体平衡参数比较 ( x±s)

时间 ＰＴ(°) ＬＬ(°) ＰI-ＬＬ(°) 侧凸 Ｃｏｂｂ角
(°)

冠状面平衡
(ｃｍ) ＳＶＡ( ｃｍ)

术前 ２９ ⑦.２ ±８.６ １４ i.７ ±１５.０ -３２ ｔ.８ ±１４.９ ４０ -.９ ±１１.２ ４  .６ ±１.７ ５ ▌.７ ±４.１
Ⅰ期术后 １６ ⑦.１ ±５.４ ３７ }.５ ±８.７ -９ ｔ.９ ±９.４ １８ Ａ.３ ±８.９ １  .６ ±１.２ １ ▌.１ ±２.８
Ⅱ期术后 １５ ⑦.８ ±７.０ ａ ４５ }.０ ±８.６ -２ ｔ.５ ±９.４ １０ Ａ.０ ±６.８ １  .２ ±０.９ ０ ▌.６ ±２.４
末次随访 １５ ⑦.４ ±６.０ ４４ }.４ ±７.６ ３ Ｋ.１ ±９.２ １０ Ａ.５ ±５.９ １  .０ ±０.７ １ ▌.０ ±１.７
t值 １３ ж.０７２ -１８ ▌.５９３ １１ 8.９２９ ２９ ～.１６２ １６ `.２３２ ５ ..３６５
P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ｊ.０００ ０ Ｌ.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ＰＴ:骨盆倾斜角;ＬＬ:腰椎前凸角;ＰI-ＬＬ:骨盆投射角与 ＬＬ匹配程度;ＳＶＡ:脊柱矢状面轴;ＰＴ:表中Ⅰ期术后、Ⅱ期术后与术前相比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０.０５);与Ⅰ期术后相比,ａ P ＞０.０５,其余均 P ＜０.０５;t、P 值为末次随访与术前对比获得的统计值

表 2 分期手术前后 Ｌ１ ～Ｌ５ 椎间隙角度改变情况(°, x±s)
时间

冠状面角度

Ｌ１/２ Ｌ２/３ Ｌ３/４ Ｌ４/５
矢状面角度

Ｌ１/２ Ｌ２/３ Ｌ３/４ Ｌ４/５
术前 ８ ⑦.０ ±６.３ １０ ▌.７ ±５.７ ３  .９ ±９.６ -３  .７ ±８.１ -２ Ａ.３ ±５.０ ０ -.３ ±４.５ ６ B.７ ±４.１ ６ W.０ ±３.５
Ⅱ期术后 １ ⑦.８ ±３.２ ３ ▌.２ ±２.７ ０  .３ ±２.２ -０  .１ ±２.２ １２ Ａ.４ ±４.３ １２ -.６ ±７.９ １０ B.６ ±４.２ １１ W.４ ±５.７
角度改变 ６ ⑦.０ ±５.１ ７ ▌.５ ±５.６ ３  .６ ±８.７ -３  .６ ±７.９ -１４ Ａ.７ ±７.１ -１２ -.４ ±７.５ -３ B.９ ±４.１ -５ W.４ ±３.９
t值 ８ ム.６３９ ９ ▌.６６４ ３  .００１ -３ U.３６８ -１５ ▌.０９０ -１２ è.０４０ -７ ▌.０２３ -１０ ∫.２６０
P值 ０ ム.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４ ０ U.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è.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讨 论

Ｍｕｍｍａｎｅｎｉ 等[１５]
认为有限的矢状面角度矫正

能力是微创手术治疗重度 ＤＬＳ 主要的不足。 近年
来有研究认为微创侧方入路的 ＡＣＲ技术,可以获得
等同于传统后路三柱截骨的矫正效果,且并发症较
少
[９,１６] 。 本研究结果显示,每节段 ＡＣＲ技术可获得

１５.６°的矢状面角度的矫正,冠状面平衡改善了
６４.９％,ＳＶＡ 改善了 ８０.３％。 因此 ＡＣＲ 技术可替
代或部分替代后路三柱截骨。 根据我们的经验,行
ＡＣＲ时应注意以下问题:(１)对伴有椎间盘不对称
性退变、严重椎间盘塌陷和有侧前方椎间桥架骨赘
形成的节段行 ＡＣＲ 操作;(２)根据脊柱骨盆参数确
定 ＡＣＲ节段数量,重度僵硬型退变性腰椎侧凸建议
行多节段的 ＡＣＲ;(３)有桥架骨赘的需从骨赘侧入
路,以充分切除。
对ＭIＳＤＥＦ Ⅲ型退行性腰椎侧凸症目前常规的

手术方法为Ⅰ期后路长节段固定结合截骨矫形,但
传统后路开放手术的主要和次要并发症发生率为

４０％～７１％,其中神经不可逆损伤并发症率 ９.８％,
更有 ３０ ｄ 内死亡率高达 ２.４％[１,１７] ,手术时间
７.９ ～８.３ ｈ,出血高达 １ ７００ ～３ ０００ ｍl[１８-１９] ,对高龄
患者手术风险则进一步增加

[２０] 。 而一期完成的微
创前后联合手术的风险虽有下降,但再手术率
高
[１１] 。 我们认为,分解手术操作、缩短手术时间、减

少术中出血量是降低手术风险的关键因素,尤其对

高龄患者。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分期手术策略后 ２
次手术的主要及次要并发症总共为 １５.０９％,其中
大部分为次要并发症(１１.３２％),且在术后短时间
内均会得到缓解,患者获得更快的恢复。 提示分期
微创手术能显著分解手术创伤,减低手术风险,极大
增加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
关于如何选择Ⅱ期手术方法及手术范围,目前

尚无统一的意见。 侧方腰椎融合术为间接减压,术
后 ７.０％～３７.５％患者减压不足[２１] 。 本研究发现,
尽管Ⅰ期术前评估需行减压患者为 ４５(８４.９％)例,
仅有 １３(２４.５％)例真正实施了Ⅱ期直接减压。 同
时,值得注意的是,６例患者(１１.３％)Ⅰ期术前评估
需行长节段的固定,而在Ⅱ期术前再次评估时则发
现脊柱的冠状面和矢状面失平衡已获得良好的矫

正,而Ⅱ期手术仅行短节段经皮固定,并获得良好的
手术效果。 由此提示腰椎侧路 ＡＣＲ 技术可能会改
变部分 ＭIＳＤＥＦ Ⅲ型退行性侧凸的病理进程。 为减
少Ⅱ期手术固定节段提供了可能性。 为此,重新评
估患者的脊柱平衡和临床症状十分重要。 需采用较
为合理的二次评估系统,为准确制定Ⅱ期手术方案
提供合理的依据。
我们采用Ⅱ期评估方法为在Ⅰ期手术后的 １ 周

内,让患者做充分的行走活动,再拍摄脊柱全长片,
以重新评估脊柱平衡状况。 同时对患者神经症状进
行评估。 对残留有神经症状者,行 ＭＲI 检查,以确
定是否存在椎管狭窄以及狭窄部位,为Ⅱ期手术是
否需要直接减压术提供依据;对无残留畸形的患者

·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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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



则行单纯后路短节段固定,而对存在有脊柱残留不
平衡的患者,则应根据 ＳＶＡ和 ＰI-ＬＬ的匹配等作出
再次的判断,根据退行性脊柱侧凸的矫形治疗原
则
[４] ,确定Ⅱ期手术的施术节段和是否需附加后柱

截骨。 本组结果显示,ＭIＳＤＥＦ Ⅲ型 ＤＬＳ 患者行Ⅰ
期 ＣＬIＦ-ＡＣＲ技术、联合Ⅱ期后路固定的微创分期
手术策略,能获得较好的减压、畸形矫正的效果,并
可减少或部分减少直接减压节段和固定节段,减少
了不必要的手术创伤,为微创手术在重度退变性腰
椎侧凸的应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本研究的局限性:(１)早期结果,对中远期并发

症的报道需要继续随访;(２)没有加入对照组数据;
(３)单中心研究,可能产生信息偏倚。 尽管如此,我
们初步的临床结果显示微创分期手术对 ＭIＳＤＥＦ Ⅲ
型 ＤＬＳ患者,可有效矫正冠状面及矢状面失衡、改
善临床症状及功能评分,且具有微创、出血少、手术
耐受性增加、症状缓解佳、并发症少、恢复快等潜在
优势,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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