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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改良微型钛板重建伸肌附着点在颈后路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中的应用效

果。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在天津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26例脊髓型颈椎病患者，均采

用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改良微型钛板固定+颈后伸肌群附着点重建治疗。患者男14例，女12例，年

龄(594_18)岁。术后采用日本骨科协会(JOA)脊髓损害评分表评估手术前后神经功能改善情况，以颈

椎度曲指数(cci)来评估颈椎曲度变化情况，并观察颈后肌群萎缩及轴性症状发生情况。组内比较

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或配对t检验。结果所有患者均顺利接受手术，未出现脊髓损伤或神经症

状加重病例。手术时间(1164_32)min，术中出血量(1964_41)ml；JOA评分由术前的(7．8±2．1)分恢复为

术后3个月和未次随访的(13．54_3．4)分和(13．9+3．7)分(F=30．619，P<O．05)。末次随访时神经功能改

善率达到66％4_13％。CCI由术前的14．3％4_3．9％减小到术后3个月的13．7％4_3．7％及末次随访时的

13．0％4_3．3％，手术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829，／9>0．05)。术前颈后肌群横截面积为(364_8)cm2，

末次随访时为(344_7)cm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208，P>0．05)。脊髓漂移距离为(2．64_0．5)mm；术后

有3例(11．5％)患者出现轴性症状。结论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中，改良微型钛板不仅能维持颈椎

稳定性，还可重建伸肌附着点从而减轻颈后肌群的萎缩，避免颈椎后凸畸形发生，亦可降低轴性症状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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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modified micro titanium plate for extensor

attachment point reconstruction in open—door laminoplasty．Methods From January 2016 to February

2017，26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underwent open—door laminoplasty+modified

micro—titanium plate fixation+extensor muscle attachment point reconstruction at Tianjin Hospital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There were 14 males and 1 2 females in this group，aged(59±1 8)years．The

improvement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based on the Japanese Orthopedic Association(JOA)score and the

changes cervical curvature based on the cervical curvature index(CCI)，especially the atrophy of the back

muscles and the occurrence axial symptoms were recorded and analyzed．Intra-group comparisons were

performed by using repeated measures of variance analysis or paired t-test．Results The operations were

performed well without injury to spinal cord．The operation
time was(1 164_32)min with a blood loss of(1964_

41)m1．The JOA scores was improved form 7．84_2．1 preoperatively to 13．54_3．4 three months after surgery，

and 13．94_3．7 at the final follow up(F=30．619，P<O．05)．The improvement rate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was

66％±13％．The CCI decreased from 14．3％4_3．9％preoperatively to 13．7％±3．7％three months after surgery

and 13．0％4-3．3％at the last follow．up fF=0．829．P>0．05)．The cross—sectional area of the posterior cervical

muscle was(35．94_7．6)am2before surgery，and it was(33．5±6．7)cm2 at the last follow—up(t=1．208，P>O．05)．
The spinal cord drift distance was(2．6±0．5)mm．The axial symptoms occurred in three patients．the

incidence rate was 11．5％．Conclusion In the open—door laminectomy．modified micro titanium plate can

．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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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cervical spine．it also can rebuild the extensor attachment points and reduce the

atrophy of the posterior cervical muscles，which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kyphotic deformity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xial symptoms．

【Key words】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Limited laminectomy；Titanium plate；Axial

symp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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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型颈椎病(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CSM)作为脊柱外科的一种退行性疾

病，可引起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损害It]。对脊髓受

压较重或节段较多的CSM患者临床上多采用颈后

路手术治疗，其中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是广泛开

展的一种经典术式，具有手术视野大、学习曲线短、

脊髓减压充分、椎管相对完整等优点[2]。开门椎管

的固定方法很多，由丝线悬吊到带线锚钉固定再到

现阶段的微型钛板固定；当然，与前两者相比，微型

钛板的固定强度最大，其所提供的即刻稳定性、促

进门轴侧植骨融合率及维持颈椎序列长期稳定上

具有明显优势b圳。单开门术中需要对颈伸肌群进

行广泛剥离，且对颈肌发达的患者，头端的显露需

剥离颈半棘肌在C，棘突的附着点【5】，而肌肉附着点

的丢失会导致颈后肌群萎缩，使得抗轴向载荷及牵

张应力的作用减弱，术后易出现颈椎曲度改变，颈

椎失稳及轴性症状(AS)发生率升高等现象№’7]。为

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对微型钛板进行了改良，椎板

侧增设一孔用于伸肌止点和颈后肌群附着，经临床

随访取得了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在天津医院接

受手术的26例多节段CSM患者，均采用单开门椎

管扩大成形+改良微型钛板固定+颈后伸肌群附着

点重建治疗；其中男14例，女12例，年龄43。75岁，

平均(59±18)岁，病程12—31个月，平均(20±9)个

月。多节段椎间盘突出者10例，连续型后纵韧带

骨化者8例，黄韧带肥厚伴椎间盘突出者5例，发育

性椎管狭窄伴突出3例。

二、纳人及排除标准

纳人标准：(1)症状、体征及影像学资料均符合

CSM诊断，且受压节段≥3节；(2)随访时间>12个

月，且手术前后影像学资料完整；(3)患者心肺脑功

能尚可，血糖及血压经调整后趋于正常范围；(4)对

本研究知情理解，并愿意参加此项研究。排除标

准：(1)合并胸椎管狭窄或腰椎管狭窄者；(2)合并

颈椎节段性失稳或后凸畸形者；(3)合并颈椎骨折、

感染、肿瘤，凝血及发育异常者。

三、影像学检查

术前行颈椎X线、CT及颈椎MRI检查，明确颈

椎曲度、椎间盘是否存在钙化、后纵韧带骨化的类

型，观察脊髓受压节段、受压程度及致压物方向，协

助确定减压范围(图2A，B)。

四、手术方法

静吸复合全身麻醉成功后，患者取俯卧位，将

头固定于Mayfield头架上，颈椎保持前屈状态，采

用颈后正中切口，沿项韧带中央分离显露至棘突，

从棘突两侧骨膜下剥离肌肉，显露椎板及侧块内侧

半，用3 mm高速磨钻在C3。7椎板与侧块移行处双侧

开槽，以症状较轻一侧为铰链侧，保留椎板内侧皮

质，开门侧去除内外侧皮质，修剪棘突并分离头尾

端黄韧带，巾钳夹持棘突根部将椎板缓慢提起，神

经剥离器分离椎板与硬膜黏连，选择合适长度的改

良微型钛板(北京富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产品)，侧

块侧2孔，椎板侧3孔(图2C)，支撑固定在椎板开

门侧，分别于侧块及椎板侧拧人5-8 mm螺钉各

2枚，将剥离的部分颈半棘肌及多裂肌缝合到C，钛

板预留孔上，余颈后肌群缝合到其他钛板预留孑L

处，内置引流管后逐层缝合。

术后给予抗生素24 h预防感染，甲泼尼龙

40 mg强化治疗3 d，待伤13引流量<30 ml／d时拔除

引流管，戴颈托下床活动。

五、评估指标

采用日本骨科协会(JOA)脊髓损害评分表

(17分法)来评估手术前后神经恢复情况D1；神经功

能改善率=(术后JOA评分一术前JOA评分)／(17一术

前JOA评分)x100％。术后AS的评定采用曾岩等哺1

的标准，依据严重程度及对生活的影响将AS3-沩优、
良、可、差，其中优和良定为无AS，可或差为有AS。

六、影像学评价

以颈椎度曲度指数(CCI)来评估颈椎曲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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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在颈椎侧位片上先测量C2_7椎体后下角连线

距离A，C，、C。、C，、C。后下角至A的垂直距离为a1、

a2、a3、a4，CCI=(al+a2+a3+a4)／A X 100％‘4t93(图

1[91)。颈后肌群横截面积：采用Camera measure图

像测量软件，在手术前后颈椎MRI T。加权像(T。wI)

上测量C。，，及C5／6水平横断面上斜方肌、头半棘肌、

头夹肌、颈半棘肌和多裂肌的面积，测量3次取平

均值为最终测量结果[7]。

图1 以颈椎度曲指数(CCI)不意图(图片来源

于文献[9])

七、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

以i±s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或

配对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手术情况

所有患者均顺利接受手术，未出现脊髓损伤或

神经症状加重者，手术时间(116_+32)min，术中出血

量(196_+41)ml；椎板开门角度46．30(42．50，48．20)，

脊髓漂移距离为(2．6±0．5)mm。

二、术后各指标变化情况

JOA评分由术前的(7．8±2．1)分恢复为术后

3个月时的(13．5±3．4)分及末次随访时的(13．9±

3．7)分，不同时间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619，

P<0．01)。末次随访时神经功能改善率达到66％-+

13％。CCI术前的14．3％±3．9％减小到术后3个月

时的13．7％±3．7％及末次随访时的13．0％±3．3％，手

术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829，JP=

0．440)。术前颈后肌群横截面积为(36-+8)cm2，末

次随访时为(34±7)cm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08，P=0．233)。根据AS评定标准：获优10例，良

13例，可2例，差1例，AS发生率11．5％。随访时间

13～18个月，平均(16±4)个月，随访过程中未发现

螺钉松动、钛板移位、折断及门轴塌陷等现象。

三、典型病例

患者男，64岁，四肢麻木伴行走无力2年于

2017年1月5日人院。人院后x线检查显示颈椎曲

度存在，椎体前后缘骨质增生；术前MRI显示C。

节段椎间盘突出伴椎管狭窄，脊髓受压呈“串珠

状”，术前CCI为14．6％。采用单开门椎管扩大成

形+改良微型钛板固定。术后1年x线检查发现，

C3_7单开门+改良微型钛板固定术后改变，CCI维持

可，为13．5％。术后CT扫描显示钛板固定确切，位

置好；术后MRI检查显示脊髓减压充分(图2)。

讨 论

颈后肌肉复合体(MLC)是颈椎重要的维稳结

构，其主要包括棘突、棘上韧带、棘间韧带及棘突上

所附着的肌肉组织，对颈椎的力学平衡和生理曲度

的维持起到重要作用[2]。有研究表明，颈半棘肌是

颈后肌群中最重要的伸肌，其近端主要止于C，棘

突，收缩时所产生的后伸力距占颈后肌群收缩总力

距的37％[1 0I。因此，颈半棘肌联合c，棘突所构成的

力学稳定装置在保持颈椎后方张力和维持生理前

凸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H‘5’11]。在C3_7单开门椎

管扩大成形术中，为充分显露C，椎板上缘需将颈半

棘肌在c：棘突止点处进行部分切断，且减压节段的

棘突连同棘上／棘间韧带会全部咬除，这不仅严重

破坏了颈后方韧带复合体，更使得颈半棘肌的重要

附着点丢失，颈椎张力作用的减弱可使患者术后近

期出现颈椎无力甚至难以支撑头部的症状；远期则

更易导致颈椎曲度的改变及颈后肌群的萎缩。

因此，临床上尝试采用不同方法来保留或重建

肌肉附着点，常见的有保留C，、C，棘突肌肉止点的

C。～，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C，椎板切除的C。．，

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n】、保留颈半棘肌C，棘突止

点的c，椎板切除并c。～。单开门术m1等。c，棘突予

以保留虽然增加了附着点，但过少的开门节段将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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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典型病例图像：A为术前x线片，显示颈椎曲度存在，椎体前后缘骨质增生，术前颈

椎度曲指数(ccl)为14．6％；B为术前MRI，显示C3_7节段椎间盘突出伴椎管狭窄，脊髓受

压呈“串珠状”；C为单开门术中，采用改良微型钛板固定(黑箭头)；D为术后1年x线检

查，示c3。单开门+改良微型钛板固定术后改变，颈椎曲度维持可，CCI为13．5％；E、F为术

后CT扫描，示钛板固定确切，位置好，红箭头所指为预留孑L；G为术后MRI，示脊髓减压

充分

短脊髓漂移的距离，且在C，椎板后下缘处容易形成

新的卡压；而将C，椎板切除虽可避免上位棘突的肌

肉剥离，但椎管的完整性丧失，术后瘢痕形成可再

次产生压迫。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尝试在单开门术

中采用重建伸肌附着点的方法来维持颈后肌群张

力，同时，借助内固定物来增加颈椎屈伸及旋转稳

定性。为此，我们对微型钛板进行了改良，适当延

长椎板侧钛板的长度并在远端增加一个螺孑L(共

三孔)，术中仅在内侧两孑L拧人螺钉固定椎板，远端
螺孔用来对剥离肌肉进行缝合。

常规单开门术后普遍存在颈椎曲度丢失及颈

后肌群萎缩问题[n12]。李玉伟掣111发现接受传统
单开门手术的患者，其颈椎曲度由术前的17．80减

小到术后1年的1 1．9。。而在茅剑平等¨训的研究中，

单开门手术患者出院时Cobb角平均下降3．380，随

访时则平均下降6．52。。李东风等[121经临床随访发

现，常规单开门术后除颈椎曲度有明显丢失外，其

肌肉横截面积亦有显著缩小。那么采用改良微型

钛板后，患者的上述两项指标上是

否获得改善呢?

在本研究中，术后3个月及末

次随访时CCI略有减小，但与术前

比较无显著统计学差异，而术后

颈后肌群横截面积较术前亦无明

显减小，说明新型钛板的设计及

应用效果达到了预先设定水平。

且新型钛板的应用并未增加手术

时间(116-3 min)及术中出血量

(195．6 m1)，其数值明显低于茅剑

平等n叫所采用的改良椎管成形术

(分别为123．3 min、215．8 m1)，这说

明改良钛板并未增加手术的复杂

性。此外，新型钛板也未影响到神

经功能的恢复，本研究中患者神经

功能改善率达到65．8％，与郝喜荣

等口1所报道的微型钛板固定术

(63．9％)、丝线悬吊固定术(62．8％)

及锚钉悬吊固定术(61．8％)的恢复

率基本相当。

任何的外科操作都会对颈椎的

稳定性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术中辅

以各种类型的内固定物植入来增加

颈椎稳定性，如椎弓根螺钉或侧块

螺钉固定为代表的三柱／双柱固定[9’

及以Centerpiece钛板为代表的后柱固定乜^6|。钛

板固定强度虽不及侧块和椎弓根螺钉，术后颈椎

AS是颈后路手术常见的并发症，主要表现为颈背

部的酸痛，同时可伴有颈部肌肉僵硬、紧张及酸胀

不适感n3。14]。目前其形成的机制仍不清楚，可能与

肌肉一韧带复合体损伤、颈后肌群萎缩、颈椎活动度

丢失、颈椎曲度改变及颈椎稳定性丢失等因素有

关[4-7·n¨'H】。因此，国内外学者尝试术中减少侧块

的显露范围、改良术式并重建伸肌附着点、给予坚
强内固定等方法来降低AS，均取得了不错效

果b一·10川。本研究所采用的改良钛板可为颈后肌

群尤其是颈半棘肌提供有效的附着，从而避免颈后

肌肉萎缩导致的力学强度降低；微型钛板固定与侧

块雕弓根螺钉固定不同，它属于分节固定，每节椎
体都可以保留运动功能，颈椎活动度丢失少，从而

有助于降低术后颈部僵硬及AS的发生n 3|。本研究

中，患者AS发生率为11．5％(3／26)，低于郝喜荣

等[31所报道的普通钛板16．7％的发生率。

～．馥一壤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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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改良钛板临床应用时间尚短，纳入的样本

数较少，所得出的数据可能存在一定偏倚；此外，未

设置有效的临床对照组，其所得结论仍需大样本、

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加以证实。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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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四届中美乳腺癌高峰论坛会议通知

由广东省药学会主办、广东省人民医院承办、美中抗癌

协会协办的“2019第四届中美乳腺癌高峰论坛”将于2019

年6月2l一22日在广州隆重召开。

届时将有10余位全球顶尖的乳腺肿瘤领域专家[美国

肿瘤外科学会(SSO)主席Armando Giuliano教授、美国乳腺

与肠道外科辅助治疗研究组(NSABP)主席Norman Wolmark

教授、美国癌症研究转化医学协会(AACR)主席Carlos

Arteaga教授、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乳腺癌临床

实践指南主席William Gradishar教授、国际前哨淋巴结协会

(ISNS)主席Charles Balch教授、美国乳腺病协会荣誉主席

Debu Tripathy教授、美国ASBS(乳腺外科医师协会)荣誉主

席Suzanne Klimberg教授、Oncotype 21基因检测创始人

Steven Shak教授]莅临本次高峰论坛进行高水平学术交流。

同时国内乳腺病知名专家也将共同携手，与来自全国各个

省市的乳腺癌临床医务工作者进行多学科交流，并与美国

乳腺肿瘤领域专家共同交流两国乳腺肿瘤诊治的经验。

本届高峰论坛主要围绕乳腺癌外科治疗、内科治疗及

免疫治疗等方面的前沿知识展开全面剖析和讨论，同时就

2019年美国临床肿瘤协会年会的精髓进行交流和分享。

大会诚挚地邀请普外科、胸外科、乳腺科及肿瘤科相关

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本次大会，与海内外各界相互交流，学

习经验，共同合作。我们相信，本届大会一定能极大地推动

我国乳腺癌研究和诊疗的发展。

会议时间：2019年6月21—22日(报到时间：2019年

6月20日)。参会代表将获得继续教育学分Ⅱ类5分

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环市东路368号花园酒店

报名方式：请将单位、姓名、联系电话以邮件形式发送

至24524339 1 2@qq．corn

注册费：早期注册(2019年4月30日前注册：600元从．)；

常规注册(2019年5月30日前注册：800元从)；现场注册
(2019年6月1日后需于大会现场注册：1 000元从)

联系方式：联系人：曹计元，联系电话：13538765653

会议官方微信公众号：Pinkme—fet¨ni

请关注会议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会议议程、乘车路线

等会议相关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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