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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内镜下腰椎手术已经从单纯减压发展到能够同时实现减压与融合，虽然取得了

令人满意的近期疗效，但与此同时，并发症率较高及远期I临床疗效不确定仍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本文

从这种技术存在的问题、关键技术及应遵循的原则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为致力于从事这项技术的外

科医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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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微创技术的不断发展，以最小的创伤获得

最佳的临床疗效是当今外科医生追求的目标。以

脊柱内镜为代表的脊柱微创技术，目前已成为脊柱

外科最具代表性的微创技术。手术适应证也从最

初单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到现在能够处理部分

轻度或中度腰椎管狭窄症等，成为目前进行脊柱单

纯减压的最佳手术方案之一。近年来，国内外脊柱

外科医生致力于脊柱内镜辅助下腰椎减压融合技

术的探索，在取得近期满意I临床疗效的同时也存在

不少问题，如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较高，远期II缶

床疗效还未得到验证，手术适应证仍需要进一步明

确等。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一新技术是我们需要冷

静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将从经皮脊柱内镜腰椎

减压融合技术存在的问题、关键技术及应遵循的原

则等方面进行探讨，供大家参考。

一、经皮脊柱内镜腰椎减压融合技术存在的

问题

脊柱内镜下腰椎融合术(endoLIF)治疗腰椎退

行性疾病于2012年被首次报道，并获得近期满意

的临床效果；但该手术并发症的总发生率高达

20％，其中最主要的并发症是出口神经根的损

伤⋯。随后Jacquot等[21也报道了内镜辅助下腰椎

．专家论坛．

融合手术，初步临床结果满意，然而术中损伤出口

神经根的发生率为12．3％，总体并发症(包括融合

器移位等)发生率高达36％。针对神经并发症高及

融合器移位等问题，很多国际学者提出了类似技

术，如改良经皮经椎间孔腰椎融合术(pTLIF)b1及

全内镜下腰椎减压融合术(FELIF)【41等。在国内，

周跃教授团队于2014年开始对镜下腰椎融合技术

进行探索性尝试，最终，其临床结果于2018年正式

发表，并将该技术命名为经皮内镜下腰椎融合术

(PELIF)【5】。我们团队也于近期报道了自主创新设

计的经皮内镜辅助下腰椎减压融合术

(PE。TLIF)[6’7]，初步临床疗效令人满意，这一技术

解决了出口神经损伤及融合器移位的问题，但远期

疗效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总而言之，目前有关脊

柱内镜下腰椎减压技术的名称繁多，技术方法不完

全统一，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很多学者只是一种技

术上的尝试，并未报道手术相关并发症的问题，纵

观国内外的文献目前存在的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

是并发症发生率高，二是适应证不明确，三是远期

疗效有待观察。

关于并发症，从文献中报道的并发症来看主要

集中在一下几点：一是手术操作对出口神经根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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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二是由于技术本身的限制对椎间盘处理不够彻

底；第三是由于工作通道的限制，植入的融合器-9

椎间隙的高度不匹配；第四是内镜下减压的范围有

限，同时，内镜减压手术器械不够完善导致了适应

证相对受限。这些都是内镜辅助下腰椎减压融合

技术本身存在的一些难题，目前并未能从根本上解

决。因此，这项技术的推广普及仍然存在争议。

关于适应证的选择，不同文献所报道的适应证

并不一致，文献中适应证主要包括：复发性腰椎间

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I、Ⅱ度腰椎滑脱症；腰

椎术后失败综合征等。禁忌证为：严重的椎间隙狭

窄；中、重度中央型椎管狭窄；大于Ⅲ度的腰椎滑脱

症；任何原因导致的骨质疏松。

目前有关腰椎脊柱镜下融合的临床疗效，总体

来讲，近期临床疗效比较满意。少数几篇文献提到

了椎间融合率的问题【l‘2’8．10】，融合率为59．6％～

100％。大多数研究的结果显示在随访终期90％的

患者的疼痛模拟评分(VAS)和Oswestry功能障碍

指数(ODI评分)均得到显著改善；因此，作者给出

的建议是在技术上没有革命性改进的情况下不建

议进行内镜辅助下腰椎减压融合技术的应用。

二、腰椎内镜辅助下减压融合成功的关键技术

尽管目前腰椎内镜减压融合技术存在很多争

议，但其可行性还是受到认可，越来越多的学者在

技术上进行改进，并在临床上进行尝试并总结经

验。无论技术上怎么改，笔者认为最终手术成功的

关键在于以下几点：(1)在保证出口神经根安全的

情况下做好上关节突的切除。经侧后方入路的手

术是通过上关节突与出12神经根之间的缝隙进入

椎间孔的。上关节突与出口神经根之间并不是一

些文献上所介绍的“三角形”关系，而是呈相对平行

的“梯形”关系，我们将之称为“骨神经间隙”⋯】。该

间隙在3．5～5．5 mm之间，这么狭窄的空间进行减压

与植入常规大小(不小于8mmX8 mm，最大8mmX

14mm)的融合器对于出口神经根的威胁是非常大

的。因此，手术中在不损伤出口神经根的前提下做

好上关节突的全部切除或部分切除就成为非常关

键的技术。经后路全内镜下腰椎减压的手术方法

与后路开放的手术方法类似，这样就要求内镜下操

作更加小心，手术的时间也会相应的延长，对硬膜

囊行走神经的损伤机会也会增加，因此，设计更加

便捷、适合于内镜下减压的手术器械迫在眉睫。笔

者自主创新设计了钩舌状套筒，该套筒可以确保环

锯经皮安全地切除上关节突，有效地避免出口神经

根和硬膜囊的损伤，临床应用效果满意。(2)做好神

经的彻底减压。腰椎管狭窄症的形成因素无外乎

以下3个：一是前方退变的椎间盘；二是关节突的

增生内聚；三是黄韧带的肥厚。经侧后路减压时可

以做到单侧的椎间盘、黄韧带和上关节突的减压，

但对于椎弓根水平的侧隐窝处减压效果是有限的，

椎管后方的狭窄因素难以减压，需要考虑联合其他

途径(后路)的减压方式。经后路减压的临床效果

是肯定的，但对椎间盘的处理和植入融合器过程中

对神经的干扰风险会大大增加。总之要在不损伤

神经的前提下彻底减压。(3)椎间盘处理。近期疗

效看减压，远期疗效看融合。融合的必要条件之一

就是植骨床的处理，良好的椎间处理要求是较大范

围(至少超过椎间盘面积的1／2)切除软骨终板，充

分显露出骨性终板，并可见到有广泛的骨性终板的

渗血。内镜下进行椎间隙的处理是较为困难的，特

别是全内镜直视下的处理，处理需要更好的手术器

械来完成，比如宽度可变的镜下铰刀，随着手术器

械的进一步改进，镜下完成椎间处理是完全能够实

现的。(4)关于椎间植骨材料的来源与植骨量问题。

植骨材料最好来源于自体骨，但术中减压得到的自

体骨通常不够，需要术中取髂骨予以补充。取髂骨

常会导致取骨区的疼痛和麻木，笔者的经验是在髂

后上棘周围8 cm范围内取骨可减少上述并发症的

发生。目前也有学者主张采用骨形态发生蛋白

(BMP)与自体骨混合进行椎间植骨，可加速椎间融

合。笔者不推荐单独采用同种异体骨进行椎间植

骨，此种植骨方式常会导致椎间不融合。椎间植骨

除了需要关注植骨材料的来源，植骨量的充足也是

一个关键要素。(5)椎间所需要植入的融合器大小

与椎间隙高度的匹配问题。内镜手术的本质是将

手术创伤变得更小，／1,30比常规使用的椎间融合器

还要小，这就造成一个矛盾，手术通道可容纳的融

合器不足以满足临床使用，高度可调融合器是目前

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选择，只是现在临床上使用的

是金属材料的。理想的融合器应符合与人体相近

的弹性模量、组织相容性好、符合椎间生理角度，聚

醚醚酮(PEEK)材料的融合器非常符合这一标准，

然而，还没有PEEK材料的高度可调融合器面市。

(6)融合需要坚强的内固定。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

定完全符合临床使用。单纯关节突固定的融合率

还未获得临床证实，单边固定的临床疗效存在很多

争议。因此，笔者推荐经皮双侧椎弓根螺钉固定。

三、经皮脊柱内镜腰椎减压融合技术的手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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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遵循的原则

无论采用何种镜下融合技术都需要遵守相关

的原则。首先，内镜下腰椎减压融合当然也需要遵

循腰椎融合的手术指征，绝不能为微创而微创，为

融合而融合。腰椎的融合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1)腰椎不稳定或滑脱，并因不稳带来了疼痛症状，

需要融合稳定，比如腰椎滑脱症；(2)医源性不稳，

由于严重的腰椎管狭窄经腰椎减压过程中不得已

造成稳定结构的破坏，需进行稳定重建；(3)矫形，

退变严重造成的侧弯或后凸等腰椎畸形时需进行

手术矫形，同时需要融合；(4)椎间盘退变引起疼痛

症状，如椎间盘源性腰痛。对于椎间盘源性腰痛是

否一定需要融合是有争议的，对于椎间盘突出伴有

严重腰疼的可作为选择融合的指征[121；第二要遵循

微创的原则，微创能达到确实满意临床效果的应该

选择，微创达不到满意临床效果的就不选择，否则

就会适得其反，不能为微创而微创，脱离微创的本

意。医生的探索与创新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然

而，并不等于可以不讲原则地随心所欲；比如临床

上可见到一些热衷于做“微创”的医生，常见展示腰

椎间盘内只放融合器而不加内固定的“微创手术”，

这一点大部分医生特别不赞成。

总之，我们在采用经皮脊柱内镜腰椎减压融合

治疗腰椎退行性疾病的时，需严格把握手术指征，

遵循微创的原则。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镜下融合

技术比单纯的镜下减压技术学习曲线更长，难度系

数更大，熟练掌握镜下减压技术是学习镜下融合技

术的前提。相信镜下融合技术会有一个美好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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