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堡匡兰苤查!!!!生!旦!Q旦箜塑鲞笙!!塑堕!!!坠鲤!垦!也!!垒!g塑!!!：!!!!!!!!：!!!堕!：!!

经皮内镜下腰椎间盘摘除术后早期腰痛
及大腿后方痛的临床观察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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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评估经皮内镜下腰椎间盘摘除(PELD)术后3个月内新发患侧腰痛、大腿后方痛

或较术前加重的发生率，并探讨其可能原因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安

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行PELD手术并随访成功的88例患者的临床资

料。经椎间孔侧入路行PELD和经后方椎板间人路行PELD各44例。所有患者随访时间为术后3个

月，评估指标包括术后新发腰痛及大腿后方痛或较术前加重的例数、手术并发症、术后处理及疗效。

组间术后疼痛发生率比较采用x2检验。结果经椎间孔侧人路行PELD者44例，随访期存在腰痛12例

(27．3％)，术后新发4例(9．1％)，较术前加重8例(18．2％)；大腿后方痛9例(20．4％)，术后新发5例

(11．4％)，加重4例(9．1％)。经椎板间后人路行PELD者44例，术后存在腰痛7例(15．9％)，新发1例

(2．3％)，加重6例(13．6％)；大腿后方痛5例(11．4％)，新发2例(4．6％)，加重3例(6．8％)。经侧入路

PELD的腰痛和大腿后方痛发生率均高于后入路。依据MacNab标准，88例PELD疗效为优42例

(47．7％)，良25例(28．4％)，中17例(19．3％)，差4例(4．6％)。两种入路共18例患者因随访期腰痛和

(或)大腿后方痛疗效评级为中和差。所有患者均未发生神经损伤、血肿及感染。所有术后腰腿痛患

者给予口服药物和康复治疗后均缓解，无一例需再次手术治疗。结论PELD术后早期易新发腰痛或

大腿后方痛，甚至较术前加重，并且经椎间孔侧人路的发生率高于经后方椎板间人路。疼痛经保守治

疗均可以得到缓解，但仍是影响手术疗效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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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incidence，causes and prognosis of the low back pain and

posterior thigh pain in the early stage after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PELD)．Methods
A total of 88 patients who underwent PELD from December 2017 to June 2018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PELD was performed by posterior—lateral

approach and the interlaminar approach in 44 cases，respectively．During the 3-month of follow—up post

PELD，the number of cases who suffered low back pain and posterior thigh pain，complications and

postoperative treatments were all followed and evaluated．Results All the 88 cases underwent PELD

successfully．Twelve cases(27．3％)suffered low back pain after PELD by posterior-lateral approach totally，

4 patients(9．1％)were new cases and the low back pain aggravated after PELD in the other 8 cases(18．2％)．
The posterior thigh pain occurred in 9 cases(20．4％)afterPELD in posterior—lateral approach group，of them，

5 patients(1 1．4％)were new cases and it was aggravated in 4(9．1％)cases after the surgery．As for the low

back pain after PELD performed by the interlaminar approach，7(15．9％)cases suffered low back pain and

1 case(2．3％)occurred after surgery．The posterior thigh pain happened in 5 cases(1 1．4％)after PELD in

the interlaminar approach group，2 cases(4．6％)were new cases and the pain was aggravated in 3 cases

f6．8％1 after surgery．Accord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cNab，42 of 88 cases were classified excel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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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ases good，1 7 cases fair and 4 cases poor after PELD．Totally 1 8 cases were classified into fair and poor

because of the low back pain or the posterior thigh pain during the follow—up．Furthermore，none of 88 cases

had infection or nerve root injury after surgery．All cases suffering the low back pain or the posterior thigh

pain treated conservatively and no one needed surgery again．Conclusions The pain in low back or

posterior thigh may be one of the complications after PELD，and it can be treated conservatively．Incidence

of the low back pain or the posterior thigh pain after PELD with posterior—lateral approach is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interlaminar approach，and it may affect the efficacy of PELD．

【Key words】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Surgery：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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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方法较多，手术是一种

重要的方式_j。随着脊柱内镜系统的研发，经皮内

镜下行腰椎间盘摘除术(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PELD)由于其具有手术创伤小、

住院日少、疗效相对肯定而越来越受到临床医生和

患者的重视并选择。PELD术后，多数患者神经根

受压症状能得到有效缓解[2j，但少部分患者术后出

现了新的患侧腰痛及或大腿后方疼痛，而这些部位

的疼痛术前并不存在或并不严重，疼痛的发生严重

影响了PELD的手术疗效。且这种性质的疼痛在

开放式腰椎间盘突出症摘除手术后较为少见。基

于此，本文主要评估PELD术后早期新发腰痛或大

腿后方痛的发生率，并探讨其可能原因、处理及预后。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资料

选取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在安徽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脊柱外科进行PELD手术并获得

成功随访的88例患者。纳入标准：(1)被诊断为腰

椎间盘突出症；(2)手术指征明确，无手术禁忌，均

只需进行单节段髓核摘除神经减压术；(3)可采用

PELD进行治疗。排除标准：(1)伴有严重的腰椎管

骨性狭窄需要广泛减压者；(2)合并腰椎不稳；(3)

存在梨状肌综合征可能。

本研究共纳人PELD手术患者88例，其中男

58例，女30例，年龄15～79岁，平均(43+12)岁。经

椎问孑L侧人路和经后方椎板间人路行PELD手术

患者各44例，均为单节段PELD术。经椎间孑L侧人

路44例中，男27例，女17例，年龄(43±8)岁，术前

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7．2±0．9)分，突出位于

L扔节段1例，L4，，节段31例，L，／S，节段12例；经后方

椎板间人路44例中，男31例，女13例，年龄(43+

15)岁，术前VAS为(7．O±1．0)分，突出位于L。，，节段

1例，L，／S．节段43例。两组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

二、手术方法

经椎间孑L侧人路行PELD：患者侧卧位，患侧在

上。正、侧位x线下确认目标节段间隙及穿刺点的

体表位置。采用O．5％利多卡因局部麻醉，同时静

脉滴注止痛药物。用18G穿刺针逐层穿刺至目标

椎间隙，穿刺针顶点到达的最终位置在侧位片上为

越过目标间隙下位椎体上关节突肩部和腹侧直至

椎体后上缘，正位片上位于椎间隙水平且通过上下

位椎体椎弓根内侧缘。沿穿刺针内芯放人导丝，专

用套管逐级扩张肌层通道，采用直径6．5 mm或

7．5 mm环锯偏心法去除关节突部分骨质，行椎I'@fL

扩大成形。后置人工作套管，工作套管顶端在侧位

片上位于目标椎间隙后缘，正位片位于上下位椎体

椎弓根内侧缘(图1)。在直视下逐步清理镜下视

野，射频止血，显露神经根和突出的椎间盘并摘除，

给予行走神经根或出口神经根充分减压，后纵韧带

裂口射频电凝成形。本组44例患者术中均进行了

椎问孑L扩大成形操作，术后患者卧床至次Ft晨佩戴

腰围下地正常活动。

经后路椎板间人路PELD手术：采用俯卧位，

髂嵴处垫高，以增加椎板间隙空间。正、侧位x线

下确认目标节段间隙及穿刺点位置。穿刺点位于

患侧椎板间隙外上缘处并靠近椎板内缘，体表距棘

突中线约1 cm。采用0．5％利多卡因局部麻醉，同

时静脉滴注止痛药物。用18G专用穿刺针逐层注

入直至黄韧带外层，后缓慢穿透黄韧带层直至椎管

内并注入局麻药2～3 ml。突破黄韧带层时可有落

空感，同时观察患者患侧感受，以确认穿刺针未触

及神经根或硬膜囊。沿穿刺针置人导丝，再沿导丝

逐级扩张后置人直径6．5 mm的丁作通道。最后在

正侧位X线下确认工作通道位置(图2)。在视频直

视下将穿刺针刺破黄韧带处作为突破黄韧带点，用

专用钳咬除上位椎板下方和下位椎板上方黄韧带：

同时清理关节突内侧组织，清晰显露目标节段硬膜

囊外侧、神经根内侧区域。通过边旋转边进入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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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经椎板间后入路经皮内镜下行腰椎间盘摘除术(PELD)操作示例：患者女，47岁，右

小腿疼痛伴右足底麻木间断发作4个月，影像学提示L，／s。间盘向右侧突出，致右侧S．受

压，诊断为L，／s．椎间盘突出症，经右侧椎板间人路行PELD。术前MRI矢状位(A)、横断

面(B)和cT横断面(c)显示L，／S，椎间盘突出，致右侧s．神经根受压；术中工作套管正位

(D)和侧位像(E)；工作套管经s，腋下进入术野，向外侧推开s，显露突出椎间盘的镜下像

(F)；摘除突出的椎间盘及清理韧带并射频成形后的镜下像(G)

式将工作套管顶端置于神经根腋下

处，并利用工作套管尖端部分将神

经根或硬膜囊小心遮挡向外侧或内

侧，充分显露突出的椎间盘并摘除，

并探查神经根头尾端和肩上部分无

遗漏的髓核，后给予射频消融成形。

若同时需要探查神经根肩上部位，

则用镜下枪钳咬除患侧椎板内侧缘

边缘部分，扩大神经根外侧间隙，将

工作套管尖端插入间隙，通过旋转

法推开神经根显露椎间隙。术后患

者卧床至次日晨佩戴腰围下地正常

活动。

三、随访及评价内容

所有患者随访期限为术后3个

月，随访方式为门诊复查和电话问

询。对所有患者术后腰痛、大腿后

方痛、手术并发症、术后处理及疗效

等进行汇总和统计。疗效采用

MacNab标准[33进行评价。

四、统计学方法

应用GraphPad Prism 8．0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数据以石±s表示，两组

间PELD术后腰腿痛发生情况比较

采用x2检验，年龄、性别和术前VAS

评分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PELD总体疗效

88例患者均成功实施PELD术

摘除了突出的椎间盘，至随访期末

疗效为优者42例(47．7％)，良者25例

(28．4％)，中者17例(19．3％)，差者

4例(4．6％)。4例评级为差者中有3例

是由PELD术后腰痛和(或)大腿后

方痛所致(图3)。侧人路PELD从穿

刺至髓核摘除时间为(68±11)min，

后人路为(42±9)min，两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12．10，P=0．001)。88例

PELD患者均未发生神经根和硬膜

囊损伤、血肿形成及感染等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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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经皮内镜下行腰椎间盘摘除术(PELD)术后腰痛

和(或)大腿后方痛病例：患者男，37岁，诊断为L，／s．椎

间盘突出症，经椎板间入路行PELD摘除突出髓核，术

后3个月MRI矢状面(A)和横断面(B)显示突出椎间盘

被摘除，但后纵韧带腹侧仍存在囊性突起；术后3个月

患者仍诉腰骶部和右侧大腿后方疼痛，黑色点状区即为

疼痛范围，不伴有浅感觉障碍(c)

二、经侧入路PELD术后腰腿痛的发生情况

44例经侧路行PELD患者中，随访期存在腰痛

12例(27．3％)，其中术后新发4例(9．1％)，较术前加

重8例(18．2％)；大腿后方痛9例(20．4％)，术后新

发5例(11．4％)，加重4例(9．1％)。依据MacNab标

准，术后发生腰痛及大腿后方痛的患者中2例疗效

为良，8例为中，2例为差。

三、经后人路PELD术后腰腿痛的发生隋况

44例经后路行PELD患者中，7例(15．9％)术后

存在腰痛，其中新发1例(2．3％)，术后加重6例

(13．6％)；大腿后方痛5例(11．4％)，新发2例(4．6％)，

加重3例(6．8％)。依据MacNab标准，术后发生腰

痛及大腿后方痛的患者中1例术后疗效为良，7例

为中，1例为差。

四、同一椎间隙PELD不同人路的腰腿痛的发

生情况

k／S．节段经椎间孑L人路行PELD，术后发生腰

部和(或)大腿后方痛者4例(33．3％)；经椎板间后

入路有12例出现腰部和(或)大腿后方痛(27．3％)。

L，／s．椎间隙PELD两种不同人路术后腰部和大腿后

方痛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169，P=O．680)。

五、术后出现腰腿痛的处理

随访期存在腰痛、大腿后方痛患者，均给予增

加卧床时间、理疗、针灸及口服非甾体抗炎药及神

经妥乐平等药物，腰腿痛均有不同程度缓解。随访

末期有7例仍存在腰痛及或大腿后方痛，其中侧人

路组5例，后方人路组2例；但VAS评分在(1．5±

0．5)分，无1例需要再次手术探查。

讨 论

自被介绍以来，PELD已被广泛应用于腰椎间

盘突出症的治疗¨]。Mayer等㈦采用PELD术治疗

30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优良率达到了73％。改

良后的PELD在治疗老年性腰椎管狭窄也取得较

好的疗效[5]。PELD与开放式腰椎间盘摘除术在手

术人路、减压方式、甚至麻醉方式都存在一定区别。

且PELD患者术后随访发现虽然小腿疼痛和麻木

可缓解，但出现了开放式腰椎问盘摘除手术较少遇

见的腰痛和大腿后方疼痛，尤其是PELD术后早

期。截至目前，关于PELD术后早期发生腰痛和大

腿后方疼痛的临床概况及预后仍未有详细报道。

PELD可采取经椎间孔侧人路或经后方椎板间

人路。经椎间孑L侧人路PELD，代表性的技术即为

经典的TESSYS技术[6]。TESSYS技术的一个特点

就是术中进行椎间孔扩大成形，去除组成椎间孔的

上关节突部分骨质，以扩大椎间孔增加神经减压的

空间，必然也导致骨性结构的损伤。经椎板间人路

PELD[7|，多数病例工作套管进入的工作区间位于

行走神经根的腋下部位，只需切除上下椎板间黄韧

带，因而无需去除骨性结构，不会造成骨性结构较

多损伤；对于小部分PELD术中需要扩大椎板间隙

的，也只需去除椎板上下缘少量骨质即可。因此，

PELD人路的不同，对脊柱结构的损伤存在差别。

依据MacNab标准，本研究应用PELD治疗了

88例腰椎间盘突出症，随访期疗效为优和良者共

67例(76．13％)，这与Mayer等乜1的临床疗效基本一

致。但在疗效评级为中和差的病例中，部分患者小

腿和足部的疼痛虽然得到有效缓解，但术后新发腰

痛和(或)大腿后方痛或者疼痛较术前加重却影响

了手术疗效的评定，被归纳人疗效评级为中和差。

并且，PELD术后腰部及大腿后方痛是部分患者随

访期抱怨PELD疗效欠佳的主要原因，严重者疼痛

可影响术后早期的正常生活。因此，术后腰痛、大

腿后方痛是影响PELD疗效的一个重要因素。

PELD术后发生腰痛和(或)大腿后方痛可能以

下几个原因：(1)PELD术后发生了梨状肌综合征的

表现，导致出现臀部痛和大腿后方痛[8]。Kim等限

报道侧入路PELD术后3个月内出现梨状肌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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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比例高达40．4％，并认为局麻患者术中肌肉

的高度紧张引起下方走行的坐骨神经受到累及而

出现术后臀部和下肢疼痛。为证实疼痛原因为梨

状肌综合征导致，对梨状肌诊断性注射，患者臀部

疼痛能得到缓解。但Kim等只对侧人路PELD患者

进行了研究，对于后人路PELD患者未进行观察。

本文通过临床观察证实，在后入路PELD术后患者

也同样存在臀部痛和(或)大腿后方痛，但发生率低

于侧人路PELD。究其原因可能因为侧人路PELD

穿刺路径所经过的肌肉层次较多，手术耗时相对较

长，而后入路穿刺路径较短，所经历的肌肉层次少、

手术耗时相对较短等有关。(2)侧人路PELD术中

关节突成形术损伤了患侧关节突，影响了腰椎的稳

定性。我们的前期研究发现，腰椎上关节去除1／4

即会影响腰椎的稳定性[9]。在进行PELD手术中，

为增加椎间孔的减压空间，会采用环锯等去除目标

节段下位椎体上关节突一部分，这个操作若去除关

节突超过1／4，则会引起医源性腰椎不稳，而腰椎不

稳则会导致腰骶部痛，尤其在行走时明显。(3)穿刺

及逐级扩张工作通道路径引起肌肉组织损伤，而肌

肉组织的损伤引起的早期炎症和后期瘢痕等均可

引起腰痛。(4)术中双极射频应用、旋转套管或神经

根减压等操作直接或间接刺激神经根，引起了患侧

的术后痛[1⋯。(5)术中关节突成形后的碎骨质取出

不完全[11I、髓核残留及术后椎间孔渗血形成血凝块

刺激神经根引起疼痛。

本研究中PELD术后早期发生腰痛和大腿后

方痛的患者，手术操作也具有局麻、椎间孑L扩大成

形、神经根减压、射频电极使用等特点。因此，导致

本研究中PELD患者术后发生腰痛和大腿后方痛

的原因，不外乎上述因素。在PELD术后出现腰痛

和大腿后方痛的患者，均给予了保守治疗，包括增

加卧床时间、物理疗法、针灸、口服非甾体抗炎药和

神经妥乐平等。保守治疗后患者疼痛均有不同程

度缓解。到随访期结束，由于患者疼痛处于轻度，

均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无一例再手术探查。但

对于保守治疗疗效较慢的患者或疼痛持续时间较

长者，进行了磁共振的复查。复查未发现明显的髓

核残留或疼痛侧手术节段神经根明显受压，部分病

例却发现突出髓核被摘除后，后纵韧带并未完全向

腹侧回纳至平潭3状态，而是在原髓核突出区域形

成液性区(图3B)，这可能对神经根形成一定的压

力而导致早期疼痛。

因此，为了尽量降低PELD术后发生腰部和大

腿后方痛，PELD术前需要做好合适的穿刺人路选

择；术中尽量j次穿刺到达目标位置，避免多次调

整穿刺路线带来的肌肉损伤；关节突成形以达到减

压神经根压迫即可，避免过度显露神经根以防关节

突被去除过多导致不必要的损伤和不稳；术中尽可

能取出突出髓核和神经根周围骨性致压物；在神经

根周围操作轻柔，避免双极射频频繁高强度刺激，

术中止血充分，以减少血肿等对神经根的刺激。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Gugliotta M，da Costa BR，Dabis E，et a1．Surgical versus

conservative treatment for lumbar disc herniation：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BMJ Open，2016，6(12)：e012938．

DOI：10．1 136／bmjopen一2016—012938．

[2] Mayer HM，Brock M．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PELD)[J]．Neurosurg Rev，1993，16(2)：1 15—120．

[3] Macnab I．Negative disc exploration．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nerve—root involvement in sixty—eight patients[J]．J Bone

Joint Surg Am，1971，53(5)：891-903．

[4] Mayer HM，Brock M，Berlien HP，et a1．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aser discectomy(PELD)．A new surgical

technique for non．sequestrated lumbar discs[J]．Acta

Neurochir Suppl(Wien)，1992，54：53·58．

[5]Xiong C，Li T，Kang H，et a1．Early outcomes of 270一degree

spinal canal decompression by using TESSYS-ISEE technique

in patients with lumbar spinal stenosis combined with disk

herniation[J]．Eur Spine J，2019，28(1)：78—86．DOI：10．1007／

s00586．叭8-5655．4．

[6]Hoogland T，Schubert M，Miklitz B，et a1．Transforaminal

posterolateral endoscopic discectomy with or without the

combination of a low—dose chymopapain：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study in 280 consecutive cases[J]．Spine(Phila Pa

1976)，2006，31(24)：E890—897．DOI：10．1097／01．brs．00002459

55．22358．3a．

[7】 Nie 14，Zeng J，Song Y，el a1．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 for L5一S1 Disc Herniation Via an

Interlaminar Approach Versus a Transforaminal Approach：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With 2-Year Follow

Up[J]．Spine(Phila Pa 1976)，2016，41 Suppl 19：B30—30837．

DOI：10．1097／BRS．0000000000001810．

[8】 Kim JE，Kim KH Piriformis syndrome after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 via the posterolateral approach

[J]Eur Spine J，20l l，20(10)：1663—1668．DOI：10，1007／

s00586．01 1．1764一Z．

[9] 钱军，余水生，刘建军，等．全脊柱内镜下椎间孔成型对腰

椎生物力学的影响[J】．中华医学杂志，2018，98(13)：

1013-1018．DOI：10．3760／cma．j．issn．0376—2491．2018．13．012．

[10] 吴波，高飞，张安定，等．经皮椎间孑L镜髓核摘除术术后残

存腰与下肢痛3例分析与处3理[J1．中国疼痛医学杂志，2014，

20(8)：603·605．DOI：10．3969／j．issn．1006·9852．2014．08．021．

[11] 王剑锋，杨林．腰椎间孔镜术后复发的原因分析及对策[J]．

武警医学，2017，28(4)：366—368．DOI：10．3969／j．issn．1004．3594．
2017．04．013．

(收稿日期：2019一01．17)

(本文编辑：霍永丰)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