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72·

老年腰椎退变性滑脱椎体在体运动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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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老年腰椎退变性滑脱椎体的在体运动学特点。方法2014年3至lOB在

天津市天津医院脊柱外科招募L。退变性滑脱患者9例[年龄(74±9)岁]和健康志愿者9名[年龄(54±

4)岁]。运用双荧光透视结合CT扫描技术获得生理载荷下各种姿势(平卧位、站立位、前屈位和后伸

位)的椎体不同解剖结构(椎体前缘、椎体后缘、小关节和棘突)的三维运动学数据，对不同解剖结构的

稳定性进行了对比。测量了不同姿势下k，节段椎间盘角的变化规律。两组间位移差异比较采用配

对设计t检验。结果在过伸过屈运动过程中，滑脱组各解剖结构在三维方向上的活动范围均略大于

正常组，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9>0．05)。亚运动过程分析显示，正常组在前后方向和上下方向

中，椎体前缘过屈运动范围[(一1．07±0．84)mm、(一1．27±1．01)am]明显大于过伸运动[(0．66±

1．38)mm、(O．63±0．99)mm](t=3．21、4．03，均P<0．05)。滑脱组在前后方向和上下方向中，椎体前缘的

过伸运动幅度[(1．46+1．26)mm、(1．17±0．54)mm]均明显大于过屈运动幅度[(一0．43±0．47)mm、

(一0．45±1．24)mm](t=4．22、3．59，均P<O．05)。滑脱组椎间盘角均小于正常组，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但不同姿势下椎间盘角具有明显差异，正常组和滑脱组均以前屈位时最小。结论老年腰椎退变

性滑脱患者并不一定存在腰椎失稳，可能已经发生了再稳定，过伸运动范围增加是老年腰椎滑脱患者

运动学特点之一，制定手术方案时应考虑到椎间再稳可能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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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 vivo kinematics of the lumbar degenerative

spondyiolysis(LDS)in senile patients．Methods From March to October in 2014，nine ks LDS patients

【mean age(74±9)years】and nine healthy volunteers【mean age，(54±4)years】were recruited．Combined

fluoroscopy and CT scanning technique were used to obtain the three dimension kinematic data of the

vertebral anatomical structures(vertebral body anterior margin，vertebral body posterior margin，facet joints
and spinous process)in various postures(supine，standing，flexion and extension)under physical loads，and

to compare the stability of different anatomical structures．The L¨segmental disc angle was also measured

in different postures．Paired-samples t test was applied to compare the displaceme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Results During flexion-extension motion，all anatomical structures of the LDS group were

sliglltly larger than those in normal group，but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not obvious(all P>0．05)．For
normal group，in硼terior．posterior and cranial-caudal direction，sub-movem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nterior vertebral body margin at the flexion range of motion【(一1．07±0．84)mm，(一1．27±1．01)am】were

larger than the extension range of motion【(o．66±1．38)mm，(o．63±0．99)mm】O=3．21，4．03，both P<O．05)．
Whereas for LDS group，in anterior-posterior and cranial．caudal direction，sub．movem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nterior vertebral body margin at the extension range of motion【(1．46±1．26)mm，(1．17±0．54)am】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flexion range of motion【(一0．43±0．47)am，(一0．45±1．24)mm】(t=4．22，
3．59，both P<O．05)．The disc angles of the LDS group were all smaller than those in normal group．but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not obvious fall P>O．05)．However,the disc angl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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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different postures．the flexion were both the smallest in the normal group and LDS group．

Conclusions The senile LDS patients may not necessarily have instability．stability may also occur in

these patients．Increasing extension range of motion iS one of the kinematic characteristics in senile patients

with LDS．r11le intervertebral stability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but if instability develops．surgical

procedure should be suggested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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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退变性滑脱(1umbar degenerative

spondylolysis，LDS)是指由于退变导致上位椎体相

对于下位椎体向前滑移而椎弓峡部完整为特征的

疾病，常引起机械性腰痛、下肢放射痛和神经源性

跛行等临床症状，发病率为8．7％，主要发生在L4．，

节段，女性常见⋯。自被Newman【21首次命名为

“LDS”至今，有关其病因、病理和治疗仍存争议[3巧]。

滑脱椎体的运动特征因椎体滑移而改变，导致一系

列病理过程和临床症状。目前，大多数研究聚焦于

椎体间的前后运动16-9]，然而滑脱失稳不仅发生在

椎体间，还可发生于小关节、椎管、棘突等解剖部

位，滑脱失稳也不限于前后方向，还可出现在左右

和头尾方向。因此了解滑脱椎体每一解剖结构的

在体三维运动学特征对于揭示LDS病理、解释临床

症状和制定手术方案有重要意义。本课题组前期

采用双X线透视(DFIS)结合MRI或CT三维重建技

术进行了系列研究【I¨引。本研究测量了老年L4．；节

段退变性滑脱患者椎体在体运动学特征，并与健康

志愿者进行比较。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2014年3至10月招募天津市天津医院脊柱外

科诊断明确的L4．，退变滑脱患者9例(3男6女)，年

龄(74±9)岁(52—87岁)。纳入标准：(1)以不同程

度机械性腰痛为主，伴或不伴神经源性间歇性跛

行，保守治疗3个月无效；(2)体质指数正常；(3)骨

密度正常。排除标准：(1)既往有脊柱手术病史者；

(2)有L4节段以外的滑脱、外伤、侧凸及肿瘤者；(3)

有脊髓疾病、瘫痪、精神病史、肥胖及骨质疏松者。

招募无腰痛症状和其他脊柱疾病的健康志愿者9名

(4男5女)，年龄(54+4)岁(50—60岁)。每位受试

者在试验开始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医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二、椎体三维模型建立

受试者仰卧，CT(德国Siemens公司Sensation

16型)薄层扫描获得L，．S．椎体横断面图像(层厚为

0．75 mm，分辨率为512像素x512像素)。把所获得

的CT图像导入Rhinoceros造模软件(4．0版，美国

Robert McNeel&Associates公司)，建立L4和L5椎体

的三维模型(图1)【l 0‘”】。

三、双平面透视

利用两台同型号相互垂直的“C”型臂X线透视

机(日本Toshiba公司SXT．1000A型)组成双荧光透

视系统[10-13]，分别采集受试者站立位、最大程度前

屈和后伸时腰椎活动的瞬时图像，获得瞬时x线双

斜位透视图像。

四、重建生理载荷下腰椎运动

将透视图像矫正后导人造模软件，在计算机内

模拟透视场景【l叫3|。将每一节段腰椎三维模型导

人模拟场景，调整受试者每一节段腰椎CT三维重

建模型的空间位置，按照腰椎解剖结构特点使其投

射影像分别与两个平面腰椎X线透视影像完全匹

配，即实现二维与三维图像的匹配，再现生理载荷

下人体各种运动体位时腰椎的真实运动状态。

五、建立坐标系

建立卡迪尔右手三维坐标系，选择L4椎体上五

点作为坐标系位点：下终板前后缘中点(a、b)、左右

下关节突中心(c、d)和棘突中心(e)；选择L，椎体上

相对应的五点作为坐标系位点：上终板前后缘中点

(a’、b’)、左右上关节突中心c’、d’)和棘突中心

(e’)。X轴垂直于矢状面，且平行于L，上终板代表

左．右方向；Y轴在矢状面上，且平行于k上终板代

表前．后方向；Z轴垂直于轴面(横断面)代表上．下

(头．尾)方向(图2，3)。

六、椎体间不同解剖结构运动学参数测量

以L，椎体为参照物，测量L4椎体的各解剖结构

的相对运动，通过测量近侧椎体坐标相对远侧椎体

坐标的运动，计算出椎体前缘、椎体后缘、小关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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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重建椎体三维模型示意图：lA为正常椎体三维模型；IB为退变性滑脱椎体三维模型 图2三维坐标系及放置测量点示意图：红

色代表x轴，绿色代表Y轴，蓝色代表z轴，将坐标轴原点分别放置于k椎体下终板前后缘中点(a、b)、左右下关节突中心(c、d)和棘突中心

(e)和L5椎体上终板前后缘中点a’、b’)、左右上关节突中一b(c 7、d’)和棘突中心(e’)

图3三维方向位移示意图：A表示左右方向的位移，通过测量x轴的数值可获得；B表示前后方向的位移，通过测量Y轴的数值可获得；C

表示上下方向的位移，通过测量z轴的位移可获得

棘突在站立位、前屈位和后伸位时相对于平卧放松

姿势下的相对位移数据。其中由于小关节是左右

两个，将左右小关节在各个方向上的运动取平均
值，视为一个小关节对待。用过伸时获得的数值减

去过屈时获得的数值，可评估椎体在后伸．前屈运

动过程中的稳定性(图4)。随后将腰椎后伸．前屈

运动分解为中立一前屈和中立一后伸两个亚运动过

程(图4)，再比较两个亚运动过程之间的稳定性。

七、椎间盘角的参数测量

在L椎体上过其下终板前后缘中点(a、b)做一

直线ab，在L椎体上过其下终板前后缘中点(a 7、

b’)做一直线a’b 7，测量两直线的夹角即为椎间盘

角0(图5)。通过上述二维．三维图像匹配获得腰椎

在各活动姿势下(平卧、站立、前屈位和后伸位)椎

体形态，利用Rhinoceros造模软件测量不同姿势下

L4，，节段的椎间盘角度0。

八、统计学方法

所有统计分析均采用SPSS软件。连续变量以

牙±s表示，两组间位移差异比较采用配对设计t检

验，两组椎间盘角间差异比较采用两因素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L4与L，椎体间的相对位移比较
在左右方向上，可见椎体前缘、后缘、小关节和

棘突几个部位的活动范围很小，两组差异不明显。

在前后方向上看，椎前缘、后缘和小关节活动范围

的平均值，在滑脱组分别为(1．63±1．09)mm、(1．21+

1．11)mm、(0．58±1．37)mm，大于正常组的(O．86±

1．08)、(0．64±1．00)、(0．02±1．27)mm，但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P>0．05)。在上下方向上，椎体前缘、

后缘、小关节、棘突的活动范围，滑脱组均略大于正

常组，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表1)。

二、前屈一后伸亚运动相对位移比较

正常组中后伸与前屈两个运动过程的对比，在

前后方向和上下方向，中立一前屈分解运动中椎体

前缘的相对位移均明显大于中立．后伸分解运动，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21、4．03，均P<0．05)。其

他部位无明显差别，中立．前屈分解运动的运动范

围均较大(表2)。滑脱组中后伸与前屈两个运动

过程的对比，在前后方向上，椎体前缘、小关节和棘

突的后伸运动幅度均明显大于前屈运动幅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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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组前屈．Nf90n寸L4．，椎体间各解剖结构相对位移(i±s，mm)

均有统计学意义(t=4．22、2．51、3．14，均P<0．05)。

在上下方向上，椎体前缘和椎体后缘的后伸运动幅

度均明显大于前屈运动幅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59、2．60，均P<0．05)(表3)。

三、不同体位下k，节段椎间盘角的比较

滑脱组仰卧位、中立位、前屈位、后伸位椎间盘

角均小于正常组(分别为9．40±4．00比7．7。±3．7。、

9．5。±3．9。比7．1。±3．5。、7．3。±4．70比5．00±2．60、11．30±

2．6。比8．7。±4．4。)，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㈤，=

3．57，P=0．101]。但不同姿势下椎间盘角具有明显

差异[EⅥ。，=11．017，P<0．01]。仰卧位时椎间盘角

度明显大于前屈位，差值为2．40(95％C1：0．831。～

4．0100，P=0．005)。中立位时椎间盘角度明显大于

前屈位，差值为2．20(95％CI：0．6590～3．75 1 o,p=0．008)。

后伸位时椎间盘角度明显大于前屈位，差值为3．90

(95％口：0．387。一7．376。，P=0．03)。

四、前屈一后伸亚运动时椎间盘角度的比较

在正常组中，过伸运动时椎间盘角的变化

(一1．8。±3．O。)明显大于过屈运动的椎间盘角的变化

(2．30±2．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92，P<

0．05)。在滑脱组中，过伸运动时椎间盘角的变化

(一1．60±3．40)明显大于过屈运动的椎间盘角的变化

①

V

妻

义

(2．2。±1．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75，P<

0．05)。

表2正常组分解前屈．后伸运动后相对位移的

比较(i±S，mm)

讨 论

既往LDS被认为是存在失稳或过度活

动⋯悼1 6I。Friberg‘151在轴向牵引／压缩负荷下拍腰椎

x线片，发现退变性滑脱患者的滑脱节段会出现前

后移位明显增大，故作者认为滑脱节段存在失稳，

且腰背痛的严重性与此相关。McGregor等⋯3用三

轴电位计算机分析系统研究了腰椎

的活动，发现滑脱节段运动范围较

正常节段明显增大。而近年来，一

些学者应用新型研究手段发现滑脱

节段并不存在失稳[5川。McGregor

等阳3利用开放式MRI，研究滑脱患者

在平卧位、坐位前屈和坐位后伸时
的运动模式，发现滑脱节段前屈后

伸时在矢状面的位移与正常组相比

运动范围虽有增大趋势，但无统计

学差异；椎体间角度、腰椎前凸角和

骶骨倾斜角与正常组相比也无明显

差异。本研究也显示滑脱患者的过

伸过屈运动范围与正常组相比，并

未明显增大，提示滑脱椎体并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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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显失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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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滑脱组分解前屈一后伸运动后相对位移的

比较(孑_4-s，mm)

Kirkaldy．Willis和Farfan[171将腰椎退变分为3个

阶段：暂时功能障碍期、不稳定期及再稳定期。但

从一个阶段过渡至另一阶段，并无明显清晰的临床

症状或体征来鉴别，每个阶段持续时间差异很大。

滑脱可在不稳定期发生，随着退变的进展，滑脱节

段也可重新获得稳定，因此滑脱可伴或不伴失稳。

本研究病例年龄较高，达(74±9)岁，可能是处于第

三阶段，已经趋向稳定。

过伸过屈动力位x线片是临床上最常用于诊

断椎间失稳的方法，但缺点是其可重复性差，精度

差，每次投照位置、投照角度的轻度变化，结果均不

相同，且仅可对矢状面椎体的失稳进行测量，而无

法测量冠状面上和小关节的失稳，其诊断价值一直
受到质疑[1 8|。所以人们一直在改进测量方法，对失

稳进行精确诊断。我们所采用的双荧光透视立体

定位技术精度较高，位移精度<O．3 mlTl，角度精度<

0．7
o【10’1 3I，不受投照角度和位置的影响，对于腰椎各

骨性结构在三维方向的失稳均可测量，具有较高应

用价值。

此外，关于LDS的治疗一直存在争议，治疗方

法较多，如单纯椎板减压不融合、后外侧融合加或

不加内固定、前侧椎间融合及动态固定等b_5]。存

在争议的原因在于术者对疾病认识和治疗目的不

同，一些是以缓解症状为主要目的，认为引起症状

的根源是椎管狭窄，而稳定性不是主要问题，治疗

上以减压为主而不重视固定融合；一些是为了稳

定，认为产生症状根源在于失稳，治疗上以固定融

合为主，这是滑脱治疗的主流思想％】。

疾病是个变化的过程，在其每个阶段，由于致

病原因、症状的不同，治疗方法的选择也应不同。

稳定性检测对确定手术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判断标

准¨8。。在本组病例中，患者均为高龄，运动学结果

显示滑脱已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是其主要特点，亚

运动过程分析结果显示，此群高龄患者前侧椎体的

后伸活动范围大于前屈活动范围。同时，在先前的

椎管容积动态分析的研究中，显示前屈位椎管容积

增大，后伸位椎管容积减小⋯]。根据运动学结果，

治疗上如果能够限制滑脱节段的过伸运动，则可扩

大椎管容积，缓解症状。

本研究仍有其局限性：首先，研究仅局限于老

年LDS人群，今后的研究将扩大到LDS发生的一般

人群。其次，正常组年龄小于滑脱组，但50一60岁

是我们能获得的不存在严重脊柱退变的最大年龄

健康人群。再次，本研究样本偏小，主要原因是老

年LDS患者招募和随访困难。但我们仍然在两组

受试者运动特征之问发现了明显统计学差异，今后

将招募更多受试者，一些两组间的边缘差异，可能

会变得有统计学意义。最后，本研究仅研究了屈伸

活动，将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侧弯和旋转。

总之，高龄LDS患者并不一定存在腰椎失稳，

可能已发生再稳定，过伸运动范围增加是高龄腰椎

滑脱患者运动学特点，对于高龄滑脱患者来说，应

根据其滑脱程度、身体素质及临床症状妥善选择手

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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