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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变性脊柱侧凸固定节段选择不同的矢状
位力线和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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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回顾比较长、短节段固定对退变性脊柱侧凸(DS)矢状面力线和患者生活质量的

影响。方法对2011年1月至2014年12月75例在北京朝阳医院接受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侧弯矫

正术的Ds患者资料进行回顾分析。其中女56例，男19例，年龄(63±8)岁，平均随访(2．9±1．3)年。54

例患者进行了短节段固定融合(≤3个节段)，21例进行了长节段固定融合(>3个节段)。术后对患者

进行随访，随访内容包括Cobb角、骨盆倾斜角(门)、骶骨倾斜角(Ss)、腰椎前凸角(LL)、视觉模拟评分

(VAS)腰痛、VAS腿痛和腰椎残疾指数(ODI)的变化，同时对融合节段数、失血量、手术时间、术后住院

天数进行统计比较，用配对t检验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54例短节段组平均融合(1．8±

o．7)个节段，21例长节段组平均融合(5．2±1．6)个节段。短节段组冠状面Cobb角由术前21．3。±7．80降

至末次随访的15．3。±5．6。(t=2．315，P=0．024)，长节段组由44．5。±11．2。降至11．4。±5．80(t=8．214，P<

0．01)。短节段组LL由术前44．3。±9．7。升至末次随访的48．9。±8．2。(t=2．123，P=0．038)，长节段组由

25．3。±9．50升至52．1。±11．2。(t=5．982，P<O．01)。短节段组ss从术前的22．6。±6．8。升至末次随访的

34．1。±7．50(f=2．872，P=0．006)，长节段组由12．1。±9．50升至37．8。±8．40(}=7．314，P<O．001)。短节段组PT

从术前的23．5。±5．5。降至末次随访的19．5。±4．7。(￡=2．217，P=0．031)，长节段组由27．1。±6．10降至22．9。±

4．3。(t=2．131，P=O．045)。两组VAS腰痛评分、VAS腿痛评分和ODI功能评分在术后均有显著改善。

结论严重程度不同的DS可选择不同长度的固定融合节段，均可获得较好的手术疗效；长、短节段固

定均可改善脊柱一骨盆参数；相对于长节段固定，短节段融合手术创伤小，恢复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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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760／ema．j．issn．0376—2491．2019．05．008

Surgical results and sagittal alignment analysis of different fusion levels for degenerative seoliosis

Meng Xianglong,Hai Yong,Xu Gang,yn昭Jincai,Su Qingjun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 Surgery,BeVing Chaoyang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Be彬ng 10002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Hai Yong,Email：spinesurgeon@163．e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long segment fusion and short

segment fusion on lumbar sagittal align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degenerative scoliosi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 1 to December 2014，75 patients with degenerative scoliosis were treated with

pedicle screw fixation．Total of 56 females and 19 mal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Fifty—four patients

underwent short-segment fusion(<3 segments)and 21 patients underwent long-segment fusion(>3

segments)．The average age of the patients was(63_+8)years．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for a mean time

of(2．9±1．3)years．The postoperative follow·up included Cobb angle，pelvic tilt，sacral slope，lumbar lordosis，

visual analogue scale of pain on lumbar and lower extremities and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Fusion levels，

blood loss，surgery length and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were recorded．All above parameters were

evaluated statistically with Student’S t test．Reslllts The short segment fusion group averaged(1．8±0．7)

segments，and the long segment fusion group averaged(5．2±1．6)segments．Coronal Cobb angle changed from

(21．3±7．8)degrees preoperatively to(1513±5．6)degrees at final follow—up in short—segment fusion group O=

2．315，P=0．024)and from(44．5±11．2)degrees preoperatively to(11．4±5．8)degrees at the final follow—up in

long—segment fusion group O=8．214，P<O．01)．In the short segment fixation group，the preoperative lum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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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osis changed from(44．3-+9．7)degrees to(48．9±8．2)degrees at final follow—up O=2．123，P20．038)，and it

changed from(25．3-+9．5)degrees to(52．1±1 1．2)degrees in the long segment
fusion group 025．982，P<O．01)．

The sacral slope in the short segment fusion group increased from(22．6-+6．8)degrees preoperatively to(34．1±

7．5)degrees at the final follow—up(t=2．872，P=0．006)，and it increased from(12．1±9．5)degrees to(37．8±8．4)

degrees in long segment fusion group拈=7．3 14，P<0．01)．The pelvic tilt in the short segment fusion group

changed from(23．5+5．5)degrees preoperatively to(19．5-+4．7)degrees at final follow—up(t=2．217，P=0．031)，
and it decreased from(27．1-+6．1)degrees to(22．9±4．3)degrees in the long segment fusion group(t=2．131，P=

0．045)．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of pain on lumbar and lower extremities and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were

all improved after the operation in both groups．Conclusions Both shoa segment fusion and long segment

fusion can achieve satisfactory surgical results and improves the spinal—pelvic parameters．Short segment

fusion can reduce surgery trauma and shorten hospital stay relative to long segment fixation．

【Key words】Degenerative scoliosis；Spinal fusion；Spinopelvic al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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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变性脊柱侧凸(degenerative scoliosis，DS)是

一种发生于老年人群的复杂脊柱疾患。目前认为

Ds是由骨质疏松和退行性椎间盘疾病合并不对称

椎间盘退变和椎体旋转性半脱位引起的成人脊柱

畸形n。2]。以腰腿部疼痛和神经根受压症状为主要

表现，严重病例可出现脊柱冠状面和矢状面失平

衡。国际脊柱侧弯学会(SRS)定义DS是成年以后

发生的冠状面Cobb角>100的脊柱侧凸性病变。目

前DS手术方式包括单纯减压、减压后短节段融合

和减压后长节段融合。目前尚无明确的DS减压固

定范围的适应证标准口]，同时长节段和短节段固定

之后对骨盆参数的影响也存在争议。现对201 1年

1月至2014年12月手术治疗的DS病例进行回顾性

研究，比较长、短节段固定对于患者生活质量的影

响，以及不同术式对腰椎矢状面力线的影响。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2011年1月至2014月12月共有75例DS患

者在北京朝阳医院接受了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

退变侧弯矫正术，其中女56例，男19例，年龄平均

(63_+8)岁(46～78岁)。病例纳入标准：(1)年龄45

岁以上；(2)腰椎冠状位Cobb角t>100，后路内固定

融合；(3)术后随访至少2年，有完整的影像学资料

和功能评价结果。排除标准：(1)既往18岁以前发

现的脊柱侧弯、脊柱肿瘤、强直性脊柱炎、脊柱结

核、腰椎手术史、严重脊柱外伤史；(2)无完整的2

年随访资料；(3)无完整的术前影像学资料。影像

学资料包括术前脊柱全长正侧位x线片、术前脊柱

CT或磁共振检查。根据DS和成人特发性脊柱侧

弯的鉴别点排除可能的成人特发性脊柱侧弯病

例[4|。该研究获得北京朝阳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批准(CYLL2015018)。

二、手术融合指征

本组患者的主要症状为腰背痛伴／不伴有下肢

神经根压迫症状和神经源性跛行，经过6个月以上

保守治疗无效。75例病例中54例进行了短节段

(≤3个节段)固定融合手术，21例进行了长节段(>3

个节段)固定融合手术。本组患者选择固定节段的

指征包括：(1)椎管狭窄手术减压节段；(2)冠状位

或者矢状位滑脱不稳定节段i>2 mm；(3)Nash．Moe

椎体旋转超过Ⅱ级；(4)椎间盘退变伴有明显的椎

间隙狭窄。

三、短节段固定融合和长节段固定融合指征

短节段固定融合指征：神经根压迫症状为主；

侧弯角度Cobb角<300；无明显的侧凸和后凸进展；

无明显冠状面失衡(腰椎侧弯顶点距离CSVL、<

2 cm)和(或)矢状面失平衡(SVA<、5 cm)。长节段

固定融合指征：Cobb角度大(Cobb角度>--30。)；存在

明显的脊柱冠状面和矢状面失平衡(腰椎侧弯顶点

距离CSVL>2 cm或SVA>5 cln)。椎间融合的指征

为：椎管减压节段；存在明显的矢状位滑移节段或

者冠状位侧方滑移节段；固定到骶骨的患者进行

L／s，节段的椎间融合。椎间融合均采用自体骨和

或自体骨混合同种异体骨填充的PEEK椎间融合

器进行后路椎间融合术。

四、上方固定椎和下方固定椎选择标准

短节段组的上方固定椎(UIV)和下方固定椎

(LIV)选择为手术减压节段内的上下方椎体。如远

近端椎体存在明显的滑脱旋转则将该滑脱旋转节

段包括到固定范围内。长节段固定UIV选择稳定

椎或中位椎，LIV选择CSVL触碰椎体中间部分最

靠尾侧的椎体，即实质性接触椎。如该椎体倾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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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明显，则向下延伸1个椎体。UIV的上方邻近

节段和LIV下方邻近节段无明显的椎间盘退变和

椎体旋转，如存在明显的退变和旋转，则包括到固

定融合范围内。L；／s。节段固定的指征为L；／S。存在

明显的滑脱不稳、严重退变，既往该节段的手术史。

对于在腰骶部存在僵硬性的代偿弯，如进行长节段

固定，则需要将腰骶弯进行固定。UIV和LIV选择

避免停留在侧凸顶点、后凸的顶点和侧方滑移明显

的节段。

五、测量统计参数

放射学评估包括测量冠状面侧凸Cobb角，骨

盆倾斜角(PT)、腰椎前凸角(LL)、骨盆指数(PI)、

骶骨倾斜角(Ss)和SVA。所有的影像学测量均由

两个脊柱外科医生独立进行，以减少观察者内部的

误差。统计的手术参数包括融合减压节段数量、术

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住院天数。并发症被定

义为需要特殊治疗的不良事件，包括术中及术后并

发症。临床疗效评价包括腰椎残疾指数(ODI)、疼

痛视觉模拟评分(VAS)。包括VAS腰痛评分和

VAS腿痛评分。

六、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 7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学分析。数据

采用牙±s表示，用配对t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比较

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手术情况

75例患者中所有患者都有腰痛症状，62例

(82．7％)有神经根压迫症状，51例(68％)存在神经

源性间歇性跛行。短节段固定组具有相对较小的

手术损伤，相对少的手术出血量，患者恢复更快(表

1)。短节段融合平均融合(1．8+0．7)个节段(1～3

节段)，长节段融合平均融合(5．2+1．6)个节段(4—9

节段)。在短节段融合组中，上端固定椎L，为4例，

L：为24例，L3为18例，L4为8例。在长节段融合组

中，上端固定椎T9为3例，T，。为12例，T¨为3例，T。：

为3例。下端固定椎k为14例，L4为22例，k为18

例，骶骨21例。75例患者中57例使用PEEK椎间

融合器。短节段固定组术前无冠状面和矢状面失

平衡的病例，长节段融合组术前6例(28．6％)sVA≥

50 mm，平均(73±15)mm(65～125 mm)，均进行多

节段Ponte截骨，术后SVA至(45-4-13)mm(35～

64 mm)。

表1长节段固定组和短节段固定组临床

指标统计(哥±s)

二、术后并发症情况

13例患者发生术中或术后并发症，其中短节

段组5例(9．3％)，长节段组8例(38．1％)，无围手术

期死亡。其中3例术中硬脑膜撕裂需修补缝合，并

使用了纤维蛋白胶，术后头高脚底位卧床1周，然

后使用外支具保护行走，此外无患者需额外治疗。

1例患者出现短暂性足下垂和坐骨神经痛，患者进

行了翻修手术和螺钉重新植入，随访6个月神经症

状完全缓解。4fflJ术后出现神经根刺激症状，下肢

疼痛加重，经神经营养、脱水等治疗后好转。3例

早期软组织感染，l例使用万古霉素2周后感染症

状消失，出院后口服抗生素8周，随访2年感染无复

发；另2例经手术清创，置管冲洗，术后留置植人

物，并延长静脉注射抗生素8周后治愈，2年随访无

复发。2例因螺钉松动移位，需翻修螺钉，其中l例

发生在固定的近端节段，另1例发生s．螺钉松动拔

出，患者因年龄大、身体弱，家属惧怕手术，暂未行

翻修手术。另外4例存在x光片上S．螺钉周围的

透亮区，但目前暂无明显的螺钉松动、位置变化，无

临床症状，目前予以临床观察。

三、术后随访结果

术后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平均随访时间2．9±

1．3年。与术前相比，两组末次随访时Cobb角、LL、

SS和PT均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长节段组改善尤

为明显：Cobb角由术前44．5。±1 1．2。降至末次随访

的11．40±5．8。，LL由术前25．3。±9．50升至52．10±

11．20，SS由术前12．1。±9．50升至37．80±8．40(￡=

8．214、5．982、7．314，均P<0．01)。短节段组术后LL、

SS、PT和Cobb角度亦均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均

P<0．05)(表2)。两组末次随访时VAS腰痛、VAS腿

痛和ODI功能评分均较术前显著改善(均P<

0．05，表3)。

四、典型病例

患者女性，59岁，右下肢间歇性跛行1年，临床

诊断DS。术前冠状面Cobb角40。，PI 45．30，LL

35．10，SS 29．50，Prll 15．8。(图1A，B)。行后路L4／5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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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短节段和长节段融合组的术前术后和术后末次随访影像学参数对比(。，孑±s)

组别 采丽—{篱‰t值a P值—采丽—j篙‰t值a P值—j磊F——桌箬—丽。值a P4值-一，1自8 p1日一f1自8 p1自 一，_百a 口百

术前 术后 末次随访。4
1 8

术前 术后 末次随访‘4
1 8

术前 术后 末次随访‘4
1 4

注：VAS：视觉模拟评分；ODI：腰椎残疾指数；a术前与末次随访比较获得

间融合、T，。．L，多节段小关节松解Ponte截骨和

T。。．L，后路固定融合治疗。术后1年Cobb角2．8。，

LL 54．9。，SS 33．0。，PT 12．30(图lC，D)；术后3年

Cobb角3．8。，LL 53．4。，SS 33．4。，PT 11．9。(图

1E，F)。

讨 论

Ds手术目的是神经减压，缓解疼痛和解决功

能受限，改善脊柱畸形、恢复脊柱平衡。DS患者因

骨质疏松、合并症多等因素，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常

较高b]。DS手术治疗的方式包括单纯减压、减压+

短节段固定融合和减压+长节段固定融合；为了获

得更好的冠状位和矢状位畸形的矫正效果，可能需

要辅助脊柱后柱截骨或三柱截骨。因单纯减压术

可导致进一步脊柱不稳定和椎间盘塌陷，手术效果

并不理想[6]。因此，大多数外科医生建议减压的同

时行固定融合"]。一般情况下，在侧向滑移不严重

图1典型病例手术前后影像学资料：A、B分别为术前脊柱正、侧位x线全长片；C、D分别为术后1年脊柱正、侧位X线全长片；E、F分别为

术后3年脊柱正、侧位x线全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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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Cobb角较小的情况下进行减压和短节段固定融

合[8]。相反，长节段固定融合适用于更大的Cobb

角和明显的矢状面和冠状面失平衡者凹]。

既往成人脊柱侧凸手术采用冠状面x线测量

Cobb角，根据Cobb角的大小和患者临床症状制定

手术方案，治疗的重点放在了侧弯的矫正。近年研

究表明，成人脊柱侧凸患者的矢状位脊柱骨盆序列

和脊柱平衡的矫正在疼痛和功能障碍改善中起着

关键作用，是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主要决定因

素[10|。因此，目前DS治疗的重点放在了PI和LL的

匹配，以及脊柱整体平衡SVA和局部平衡的矫正

上。虽然目前有学者提出，不同的年龄段PI和LL

的匹配及脊柱整体平衡SVA的最佳参数是不同的，

但目前尚无明确结论。

目前研究表明，矢状面平衡是成人退行性脊柱

畸形生活质量的独立预测指标。Glassman等¨¨发

现对于脊柱矢状面失平衡的患者，当SVA>5 cm时，

患者生活质量可受到明显影响。Schwab等[123发现

SVA、PT以及PI和LL的匹配关系与患者的生活质

量关系密切，矢状面平衡的恢复比冠状面平衡恢复

对患者预后有更加积极的影响。赵耀等n引研究提

出，术后PI—LL<150提示骨盆LL匹配良好。在Cho

等随3的研究中，长节段融合比短节段融合有更好的

侧凸曲度和冠状位失衡的矫正，但他们观察到长节

段固定融合对脊柱矢状位力线和LL的影响也很

小。我们的体会是，如果患者需进行矢状位失平衡

矫正，可通Schwab脊柱截骨分类n4]II级截骨进行

矫正，若者出现僵硬性后凸，则可能需进行Schwab

级、Ⅳ级截骨进行矫正。因DS患者大多为老年人，

应尽可能采用低级别的截骨方式进行矢状位矫正，

以减少手术创伤。

Pichelmann等n5 3报道了在643例成人脊柱侧

弯随访22年的结果，发现再手术率为9％，作者最

常见的翻修原因为假关节、侧弯进展和术后感染；2

年之内的翻修手术占所有手术的4．0％(26／643)。

在本研究中，2．9年内随访需翻修的手术患者比例

为4．0％(3／75)。本组并发症发生率较低的原因是

因为Pichelmann等报道的病例都是长节段融合(≥

5个节段)的病例，较多的手术节段可能是其研究

中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增高的原因。目前认为假关

节形成与长节段融合到骶骨而未进行髂骨固定、融

合到胸腰交界处、矢状面失平衡等有关[1 6|。L，／s，节

段的前路融合或者经椎间孔椎体间融合、进行髂骨

固定、注意LL和PI的匹配等均可降低假关节发生

率[4'17]。我们随访中，1例S．螺钉出现松动位移，4

例Sl螺钉周围出现影像学的透亮带，我们将会在接

下来的随访中观察S．螺钉松动的变化。

DS患者融合到近段胸椎和融合到远段胸椎相

邻节段后凸(PJK)发生率不同，文献报道总体PJK

发生率为12％～43％[18]。Shufflebarger等m1推荐

T叫。作为UIV，他发现UIV选择T9加时，PJK发生率

最低。目前PJK发生的风险因素很多，包括年龄>

55岁、肥胖、低骨量、椎旁肌脂肪退变(后柱张力带

作用减弱)、术后矢状面恢复不满意、过度的LL及

SVA矫正、PI—LL不匹配等瞳⋯。我们的临床经验是

根据PI来进行LL的恢复，同时注意上下腰椎1：2

的LL比例，注意是否有胸腰段后凸过大。

综上，长节段和短节段固定融合可用于治疗严

重程度不同的DS，达到缓解症状、减轻疼痛和纠正

畸形的目的。长、短节段固定均可改善脊柱．骨盆

参数；相对于长节段固定，短节段融合恢复更快，手

术创伤相应减小。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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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疑难病例析评"栏目征稿

中华医学杂志开辟“疑难病例析评”栏目。结构分“病

历摘要”和“分析与讨论”两部分。

1．病例选择：(1)疑难病例，特别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

的疑难病例。(2)误诊且有经验教训的病例。(3)诊断已经明

确，但病情危重或有诸多并发症，治疗上甚为棘手的病例。

(4)罕见病例。(5)其他对临床实践有指导或提示意义的病

例。以上病例须最终获得明确诊断或成功治疗，临床资料

应齐全，能提供实验室、影像学和(或)病理确诊证据。

2．写作格式：文题可用主要症状、体征或诊断命题，各

短语之间用一字线连接。正文分“病历摘要”和“分析与讨

论”两部分。“病历摘要”部分：交代清楚患者主诉、病史(包

括既往史)、作者接诊后的诊治经过等。应提供必要的实证

．读者．作者．编者

图片。字数以不超过1 000字为宜(不包括图片)。“分析与

讨论”部分：要求逻辑性强，条理清楚，能较好地体现正确的

临床思维，对读者的临床工作有实际借鉴意义。重点部分

可采用序号标示法，以突出层次。写作上应满足以下要求：

(1)开门见山，首先说明本例需要从哪几个方面讨论；(2)写

清诊断和治疗思路，如何发现并优先处理疾病的关键问题；

(3)请将疑点、鉴别诊断要点另列出，通过什么手段排除相

关疾病；(4)给出本例的最后诊断和诊断依据；(5)若为误

诊，则总结经验教训；(6)若为罕见病，则介绍目前国内外的

最新进展；(7)列出相关的国内外主要参考文献。字数以控

制在2000～2 500字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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