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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行性腰椎椎管狭窄症的诊断与手术治疗进展
Progress in diagnosis and surgical treatment of degenerative lumbar spinal stenosis

杨风光，王永刚，汪 静 综述，康学文 审校

YANG Feng-guang，WANG Yong-gang，WANG Jing，KANG Xue-wen

摘要:退行性腰椎椎管狭窄症( DLSS) 引起的神经源性间歇性跛行、下腰背痛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目前 DLSS 的诊断尚无客观统一的标准，多数学者认为手术治疗是非手术治疗无效后的最佳选择。然而

手术方法较多，治疗效果和并发症发生率不尽相同。该文就近年来 DLSS 的诊断与手术治疗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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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椎管狭窄症( lumbar spinal stenosis，LSS) 是

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椎管、椎间孔或侧隐窝狭窄，导

致硬膜囊或神经根受到压迫，从而引起以神经源性

间歇性跛行、下腰背痛等症状为特点的疾病［1］。引

起 LSS 的原因众多，临床上最常见的是退行性腰椎

椎 管 狭 窄 症 ( degenerative lumbar spinal stenosis，
DLSS) ［2］。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LSS 在人群中

的发病率逐渐增加，2005 年到 2010 年德国将 LSS
作为主诊断的患者从 28 001 人上升到了 55 793
人［3］。在美国超过 20 万成年人的正常生活由于

LSS 引起的疼痛和功能障碍受到严重影响［4］。LSS
目前已经成为 65 岁以上患者脊柱手术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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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5］。DLSS 缺乏诊断标准，完全无症状的老年人在

影像学研究中却发现解剖上存在很高的狭窄发生

率［4］。多数学者认为，手术治疗是经非手术治疗无

效后 DLSS 的最佳治疗方式［6 － 8］。

1 诊断

DLSS 的诊断目前没有统一的客观标准，主要依

据症状、体征及影像学检查结果综合判断。
1． 1 症状 间歇性跛行是 DLSS 的典型症状之

一［9］，表现为行走一定距离后，出现一侧或双侧下

肢麻木无力、疼痛、酸胀等感觉，大部分患者在大腿

及小腿外侧症状明显，原地休息或稍向前弯腰后症

状消失，但继续行走后症状又会出现。随着病变的

进展，症 状 逐 渐 加 重，患 者 行 走 的 距 离 也 逐 渐 缩

短［10 － 11］。部分患者以下腰痛为首发症状，行走后伴

有一侧或双侧下肢痛，休息无症状，通常是中央型

DLSS 的征象。除了间歇性跛行外，DLSS 患者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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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由于侧隐窝狭窄，压迫相应的神经根引起坐骨

神经痛的症状。压迫的神经根不同，症状出现的位

置也不同［12］，可用于狭窄阶段的判定。侧隐窝狭窄

患者的症状持续存在，位置较为固定，活动后加重，

休息时减轻。
1． 2 体征 中央型 DLSS 具有临床诊断价值的体

征是腰背过伸实验，嘱患者腰背后伸，维持 10 ～ 20
s，出现单侧或双侧下肢麻木，则为阳性［13］。早期

DLSS 的患者，多数自述症状明显，而阳性体征较少，

直腿抬高试验常为阴性。侧隐窝狭窄的患者，由于

神经根受到压迫，所以有相应神经根支配范围的感

觉和( 或) 功能障碍。
1． 3 影像学检查

1． 3． 1 X 线 腰椎 X 线片是脊柱外科最常应用的

影像学检查，检查时间短，费用低。通过腰椎正、侧
位 X 线片，可以发现椎间隙变窄、骨赘增生、小关节

肥大等退行性改变。侧位片可以比较清楚地发现滑

脱。动力位片则用于脊住稳定性的判断。对于椎管

狭窄，只能从椎弓根的长短以及上关节突相对于上

一椎体下缘的位置等间接推断，没有直接影像证据

用于椎管狭窄的诊断。
1． 3． 2 CT 检查时间 CT 较 MＲI 短，费用在 X 线

检查和 MＲI 检查之间。腰椎 CT 对骨质状况和骨质

疏松症的评估有一定参考价值，对手术规划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3］。腰椎 CT 检查可以发现小关节突的

内聚增生、黄韧带的肥厚、椎间盘突出等影像证据，

因而对侧隐窝和椎间孔的狭窄诊断具有优势。腰椎

CT 软组织窗，发现硬膜囊受压是椎管狭窄的的表

现，但单凭硬膜囊受压不能诊断椎管狭窄，当有临床

症状时才考虑椎管狭窄的诊断［14］。
1． 3． 3 MＲI MＲI 虽检查时间长，费用较 X 线检查

和 CT 检查高，但软组织分辨率高，对椎管狭窄的诊

断具有重要价值，是目前推荐的检查方法［15］。通过

矢状面、横断面 T1WI 和 T2WI 可较清楚地显示腰段

椎管的状况、硬膜后方受压节段黄韧带肥厚、椎间孔

狭窄、马尾神经有无异常、椎间盘突出等［12］。中央

管狭窄判断的参数报道最多的是椎管前后径( ＜ 10
mm) 和横截面积( ＜ 70 mm2 ) ，侧隐窝高度和深度的

测量用于侧隐窝狭窄的判断，椎间孔直径的测量则

被用于椎间孔狭窄的判断［16］。研究发现部分患者

在 MＲI 上有狭窄的表现，但没有临床症状［17］。因

此只有当影像学证据与临床症状并存时，才能成为

椎管狭窄诊断的可靠依据。
1． 3． 4 脊髓造影 脊髓造影在过去被广泛应用，因

其是一种有创检查方法，而且诊断椎管狭窄的准确

率较 MＲI 低，目前已不再推荐应用［15］。对于不能

进行 MＲI 检查的患者，如心脏起搏器植入的患者

等，可以作为一种替代的检查方法。

2 手术治疗

2． 1 手术指针 目前关于 DLSS 的手术治疗没有

明确指针。治疗主要是针对存在椎管狭窄的症状经

非手术治疗 3 ～ 6 个月症状无明显缓解，严重影响生

活质量的患者。对于年龄等身体条件也无明确的限

制，认为能耐受手术即可［3］。
2． 2 减压方式 手术治疗 DLSS 目的在于充分减

压神经根和( 或) 硬膜囊，缓解临床症状，而不损害

脊柱的稳定性［18 － 19］。椎管减压的手术方式多样，对

脊柱稳定性的影响和治疗效果亦不相同，临床常见

的减压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2． 2． 1 椎板切除减压术 椎板切除减压术是治疗

LSS 的经典手术方式，包括全椎板切除减压术、半椎

板切除减压术及扩大半椎板切除减压。全椎板切除

减压主要适用于老年患者多节段的中央椎管狭窄或

双侧侧隐窝狭窄，切除范围包括两侧的椎板、棘突、
黄韧带、部分关节突以及突出的椎间盘等［20］，对脊

柱的后路结构破坏较多，易造成医源性的脊柱不稳。
中央管狭窄单侧症状较重，或单侧侧隐窝狭窄是半

椎板切除减压术的主要适应证，切除范围包括一侧

椎板、黄韧带和部分关节突。相对于全椎板切除减

压术，半椎板切除减压术保留了更多的脊柱后路结

构。扩大半椎板切除减压术主要适用于中央管狭窄

合并有侧隐窝狭窄者，减压范围和半椎板切除减压

相近，但较其减压彻底。Williams et al［21］采用前瞻

性研究对 76 例接受全椎板切除减压术的患者进行

了为期 1 年的随访，发现患者术后腰背痛和下肢痛

VAS 评分以及 ODI 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认为全椎

板切除减压术是治疗 LSS 的可靠方法之一。
2． 2． 2 椎板开窗减压术 椎板开窗减压术包括单

侧开窗减压术、单侧开窗双侧减压术及双侧开窗减

压术，主要适应证是因单侧侧隐窝狭窄或椎间盘突

出而引起的以一侧腰腿痛症状为主的椎管狭窄。单

侧开窗减压术通常需要切除责任节段上下椎板的一

小部分、黄韧带、部分关节突关节，根据术中状况，扩

大侧隐窝和摘除突出椎间盘。开窗减压术保留了棘

突和椎板的连续性，以及棘上、棘间韧带、椎旁肌肉

等的附 着 点，因 此 有 利 于 保 持 脊 柱 的 稳 定 性［5］。
Schüppel et al［22］的回顾性队列研究比较了开窗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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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半椎板切除减压术治疗 LSS 的效果，结果发现

两种手术方式均较术前对临床症状有明显改善，但

在行走能力恢复方面半椎板切除减压术的效果优于

开窗减压术，而德语版的功能障碍问卷( german ver-
sion of the oswestry disability questionnaire，ODQ-D)

评分和健康指数量表 ( the euroqol-5d，EQ-5D) 评分

两种术式的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因而认为两种术

式治疗 LSS 效果相同。Lee et al［23］的研究表明，单

侧开窗减压术和双侧开窗减压术是治疗 LSS 均有

效、可行、安全的手术方式，治疗优良率达 93. 8%。
2． 2． 3 椎管扩大成形术 腰椎椎管扩大成形术主

要用于 LSS、腰椎间盘突出或两者并存的患者，切除

内侧部分关节突，扩大侧隐窝，再将切下的椎板回

植，使椎管的后壁后移，扩大椎管，同时保持椎弓后

部结构完整性，以防止术后粘连。Kakiuchi et al［24］

对接受椎管扩大成形术的 50 例 LSS 患者进行了长

达 8 年的随访，发现这些患者的 ODI 评分、腰痛、腿
痛和腿麻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椎管扩大成形术在

临床应用广泛，近期和远期随访结果都已经证实该

术式在解除脊髓的压迫、改善神经系统功能方面具

有确切、持久的疗效［25］。
2． 2． 4 微创减压术 随着微创理念的发展，微创技

术在脊柱外科逐步开展，微创减压已经成为治疗

LSS 的手术方式之一。微创腰椎减压术是一种在影

像学引导下经皮下肌层减压治疗伴有黄韧带肥大

LSS 的微创手术［26］。Brown et al［27］一项 38 例患者

的双盲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在接受治疗后的最初 6
周内虽然微创减压组的疼痛缓解较硬膜外类固醇类

药物注射组改善明显，但两组 ODI 评分无显著性差

异; 在接受治疗后 12 周随访时微创减压组的功能改

善较硬膜外类固醇类药物注射组明显，两组存在显

著性差异。Kreiner et al［28］的系统综述发现，虽然微

创减压技术在操作上具有安全性，然而现有研究证

据质量较低，存在偏倚风险，也缺乏长期随访的研

究。微创减压技术治疗 LSS 的效果及其安全性还需

进一步的研究去揭示。

3 椎间融合和棘突间撑开器

脊柱融合术通常被推荐用于与退行性脊椎滑脱

相关的椎管狭窄、前路减压后复发性狭窄、不稳定或

脊柱侧凸的治疗［29］。北美脊柱协会的指南建议在

无脊柱侧凸或脊椎滑脱的情况下，对于腿部有突出

症状但稳定的患者单独减压［30］。椎间融合术会增

加邻椎病的风险［31］，需要严格把握适应证。

3． 1 椎间融合术 传统上腰椎椎间融合术( lumbar
interbody fusion，LIF) 依据进入椎间隙的路径不同分

为前入路椎间融合术( an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
sion，ALIF) 和后入路椎间融合术 ( pos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PLIF) 两大类。每种融合方法都各

有优、缺点［32］。
PLIF 是脊柱外科医生广泛应用并且方法成熟

的一种术式，经同一切口可以同时进行融合和减压。
PILF 需要切除两侧的关节突，虽然可以防止神经根

受到压迫，但容易造成脊柱稳定性的丢失。与 PILF
相比，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术 (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TLIF) 优势在于可以避免一

侧神经根和硬膜囊受到过度牵拉等引起的损伤。
Goldstein et al［33］的系统综述发现，微创后路椎间融

合术( MIS-PLIF) 或微创经椎间孔入路椎间融合术

( MIS-TLIF) 与 TLIF 或 PLIF 相比，在临床治疗效果

上没有差异; 然而，他们通过 Meta 分析发现，MIS-
TLIF 或 MIS-PLIF 与 TLIF 或 PLIF 相比术中并发症

更低。
与 PLIF 相比，ALIF 在融合面积和椎间隙置入

物的负重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对于中央型 LSS 和

侧隐窝狭窄的患者，由于 ALIF 对皱褶的黄韧带等

软组织的牵张作用，可以起到间接的减压作用。A-
LIF 对背部肌肉的损伤较 PLIF 要小，但也会引起一

些特有的并发症，如肠道、大血管及输尿管的损伤，

少数患者还会发生逆行性射精［34］。因其并发症较

多，目前相关应用的报道较少。
经侧方入路腰椎融合术 ( lateral lumbar inter-

body fusion，LLIF) 通过腹膜后到达椎间隙，是比较

公认的微创融合方法，近 10 年来，在腰椎手术中的

应用逐渐增多［19］。与传统的开放手术相比，极外侧

椎间融合术 ( extreme lateral lumbarinterbody fusion，

XLIF) 具有出血少、手术时间短、术后疼痛轻等优

点。然而 XLIF 术后因生殖股神经、股外侧皮神经

和腹膜后腰部肌肉的损伤，容易引起感觉异常、大腿

疼痛和运动无力等并发症［35］。而斜向椎间融合术

( oblique lumbar interbody fusion，OLIF) 的优点是可

以避 免 神 经 损 伤，是 一 种 相 对 安 全 的 融 合 方 法。
Teng et al［32］系统综述发现 ALIF、PLIF、TLIF、LLIF
具有相同的融合率，ALIF 术后椎间隙高度和腰椎生

理曲度的恢复较优于其他 3 种 LIF，TLIF 在 ODI 评

分方面占有优势，PLIF 的出血量最多。
3． 2 棘突间撑开器 在 DLSS 患者中，特别是伴有

脊柱不稳的患者，由于生物力学的改变和机体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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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作用，小关节突增生和黄韧带肥厚是导致椎管狭

窄的主要原因［36］。DLSS 常伴有椎间盘的退变，椎

间隙高度下降，造成后纵韧带、黄韧带等椎管内软组

织的皱褶，造成相应节段的椎管容积的减小，压迫硬

膜囊或神经根，从而引起间歇性跛行、下腰背痛、感
异常等症状［37］。棘突间撑开器可以限制腰椎的后

伸，恢复椎间隙的高度，使屈曲的黄韧带等椎管内软

组织受到牵张，扩大椎管的容积，缓解症状，维持脊

柱的 稳 定 性，同 时 尽 可 能 保 留 脊 柱 的 运 动 功 能。
Korovessis et al ［38］比较了 PEEK 椎间融合器和棘突

间撑开器治疗 LSS 后的邻椎病发生率，发现早期两

者之间邻椎病的发生率没有差别，但是随着时间的

延长，棘突间撑开器组邻椎病的发生率有明显的下

降趋势。Nunley et al［39］研究表明，棘突间减压可以

使 LSS 患者的症状得到明显改善，显著减少阿片类

药物的使用。最近，来自荷兰、瑞典和挪威的 3 项随

机对照试验对棘突间撑开器植入和减压手术治疗

LSS 进行了对比［40 － 42］，发现两种方法治疗 LSS 的效

果在 2 年随访期内相同，虽然两种治疗方法手术并

发症的发生率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棘突间撑开器植

入组的再手术发生率高于减压组。棘突间撑开器的

临床价值，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去评估。

4 总结

目前 DLSS 的诊断尚无客观统一的标准，影像

学上存在椎管狭窄而无临床症状的患者较多，所以

影像学检查结果不能作为诊断的唯一标准，需要与

临床症状结合，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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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腰椎融合术后患者行全髋置换术后生理活动改善程度与非腰椎融合术后患者相

当 /Hinman A D，Inacio M C S，Prentice H A，et al / / J Arthroplasty，2019 Aug 29．
pii: S0883 － 5403( 19) 30816 － 2． doi: 10． 1016 / j． arth． 2019． 08． 053． ［Epub ahead
of print］

为了研究腰椎融合术对全髋置换术

疗效的影响，作者分析了 11 416 例全髋

置换术患者资料，其中 90 例有腰椎融合

术史。结果发现，虽然腰椎融合术后患

者生理活动能力有所下降，但是行全髋

置换术后，生理活动能力的改善程度与

非腰椎融合术后患者相当。这项研究对

于全髋置换术术前沟通有意义，可以告

知患者腰椎融合术后行全髋置换术可以

获得与常人相当的疗效。

( 胡孔足 摘译)

·736·临床骨科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Orthopaedics 2019 Oct; 22(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