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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骨质疏松症( OP) 患者极易发生脊柱的骨折、退变或畸形，大部分患者需要接受手术治疗，但术后容易出

现螺钉松动、拔出、内固定失败。为提高 OP 患者椎弓根螺钉的固定强度，之前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关于螺

钉的设计和手术技术改进方面的研究，大部分设计和技术在临床中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中手术技术( 如螺钉置入

技术等) 的选择和改进对临床医师实际手术操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成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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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steoporosis ( OP) patients are prone to spinal fracture，degeneration or deformity． Most patients need surgical
treatment，but the risks of screw loosening，pullout and internal fixation failure are easy to occur after surger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fixation strength of pedicle screw in ( OP) patients，a lot of studies on screw design and surgical technique improve-
ment have been done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and most of the designs and techniques have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clinical practice． The sele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urgical technologies，such as screw placement technology etc． ，are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clinicians，which will also become one of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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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 ( osteoporosis，OP) 是一种骨密度

下降致骨强度下降、脆性增加、骨折风险增高的疾

病，对我国老龄人口的骨骼健康造成极大危害［1］。
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患者因退行性或创伤性脊柱

病变而接受手术治疗，骨质疏松性骨内固定逐渐引

起脊柱外科医师的关注［2］。由于应力集中、微动

等，OP 患者椎弓根螺钉固定术后出现螺钉松动、位
移甚至拔出的可能性较大。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应

用于 OP 患者脊柱内固定手术器械的设计和技术的

改进。20 世纪 50 年代末，Boucher 采用双侧椎弓根

螺钉系统实现了多节段脊柱的融合固定，此系统在

脊柱融合固定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 OP 患者

的骨质内实现最佳的螺钉固定强度仍值得关注［3］。

为了提高 OP 患者椎弓根螺钉的固定强度( 拔出强

度) ，各国学者已进行了多种关于螺钉设计和手术

技术的改进，螺钉设计包括用骨水泥增加钉骨界面

间的强度［4-5］，改变螺钉直径［6-7］、长度［8］、螺纹设

计［9］和螺钉内径的锥形设计［10］以及可膨胀螺钉的

选择［11］等。螺钉设计对 OP 患者椎体椎弓根螺钉的

固定强度有重要作用，但手术技术的改进对手术操

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就提高 OP 患者椎体椎弓

根螺钉固定强度的技术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1 置入技术

在提高椎弓根螺钉的固定强度时，首先应考

虑通过 改 变 椎 弓 根 螺钉置入技术实现有效固定。
引导孔的大小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过大”的引导孔

( 大于螺钉直径) 将使螺钉与骨之间的把持力下降，

·321·医学综述 2020 年 1 月第 26 卷第 1 期 Medical Ｒecapitulate，Jan. 2020，Vol. 26，No. 1



而“较小”的引导孔( 远小于所使用的螺钉直径) 会

加大置入螺钉的扭力，在 OP 患者骨质内此作用力

更明显，从而增加了椎弓根骨折、螺钉松动、拔出的

风险［10］。其他需要关注的技术还包括自攻螺钉与预

攻引导孔的选择［8，10］、置钉角度［12］、置钉深度［8，10，13］以

及必要时的螺钉重新置入［4，12］等。
1． 1 引导孔的大小 螺钉旋入之前用开路锥预攻引

导孔的大小对椎弓根螺钉的固定具有重要作用，特别

是在骨质疏松性椎骨内［14］。Battula 等［10］进行了一

系列测试，目的是找出在低螺钉固定扭矩和高螺钉固

定强度之间保持最佳平衡所需引导孔大小的临界值，

通过对螺钉外径为 70%、71． 5%、73% 和 80% 的引

导孔进行拔出强度试验，最终确定使用椎弓根螺钉

外径 71． 5% 的引导孔可满足所需的临界引导孔大

小。此研究结论虽对术者的手术操作无明显影响，

但可用于指导特殊的预攻引导孔所使用的开路锥的

设计和研制，有利于手术器械的改进，最后可通过选

择合适大小的开路锥获得理想的引导孔，从而取得

低螺钉扭矩和高螺钉固定强度间的最佳平衡。
1． 2 预攻丝与自攻螺钉 置入螺钉前将引导孔预

攻丝还是使用自攻螺钉对螺钉把持力的影响受到关

注［9，15-17］。术中常用自攻螺钉，自攻螺钉在插入时

切割螺纹路径中的骨质，省时省力，缩短了手术时

间［18］。Pfeiffer 等［17］分别检测 10 种不同设计的自

攻螺钉或非自攻螺钉，发现大部分自攻螺钉在骨质

疏松模型中可显著提高螺钉的把持力，但自攻螺钉

在旋入过程中会产生摩擦阻力，增加了低密度骨质

内的螺钉扭矩和椎弓根骨折的风险。
在骨科手术中，引导孔的预攻丝是精确地在长

骨上置钉的一种方法，已应用于脊柱手术［17］，但其

有效性仍存在争议。Chen 等［3］认为，与使用自攻螺

钉相比，在插入螺钉前使用引导孔预攻丝会减弱螺

钉把持力。Carmouche 等［15］报道，在 OP 患者腰椎

骨质中预攻丝会降低螺钉把持力，但胸椎固定中预

攻丝和自攻螺钉两种方法对螺钉把持力无明显影

响。此外，Thompson 等［9］和 Mehta 等［16］也未发现引

导孔预攻丝和自攻螺钉在螺钉拔出强度上的明显差

异。上述报道证实了自攻螺钉的优势，目前自攻螺

钉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且大多数情况下未行预攻丝，

最终获得了理想的固定效果，但对于骨质硬化的

椎骨，为避免高螺钉扭矩和椎弓根劈裂的风险，必要

时也需要进行预攻丝。
1． 3 置钉角度 椎弓根螺钉置入角度的选择也能

改变螺钉固定强度。Patel 等［7］在代表正常骨、轻度

骨质疏松性骨和严重骨质疏松性骨的人工骨模型中

按矢状角 ( 与椎体矢状面夹角) 0° ～ 40°的角度置

钉，对螺钉的把持力进行测试发现，在正常骨质模型

中置钉方向与轴向拔出方向平行时把持力较大，在

骨质疏松性骨模型中当螺钉置入方向与轴向拔出力

呈 10°角时把持力最佳，可能与骨质疏松骨质中骨-
螺钉交界处的把持力较小有关，故在置钉时使螺钉

置入方向与轴向拔出力成角度以增加螺钉与周围骨

质的啮合面积来锚固螺钉，从而获得更大把持力。
王永强和刘晓光［19］认为，平行终板置入椎弓

根螺钉并不能获得最佳的螺钉把持力; Yuan 等［20］

通过计算机导航技术，对两种置钉方式( 螺钉向脊

柱尾侧倾斜置入和平行上终板置入) 进行了比较，

最终发现螺钉向尾侧倾斜置入时固定强度较高;

Kuhns 等［21］发现，当螺钉头端斜向脊柱尾侧 23°时，

不管是否使用骨水泥强化螺钉，其固定强度都有所

增加。以上研究结果说明，在矢状面上将螺钉倾斜

旋入、置钉方向与椎体终板成角度可以提高螺钉的

固定强度，可能与矢状面上螺钉与终板呈一定角度

置入椎体时，螺钉旋入距离延长、骨-钉接触面积增

加有关。
以上测试为骨模型中单螺钉置钉角度与拔出强

度的关系，史可强等［22］采用斜行交叉置钉法( 将两

螺钉自同一椎骨模型两侧椎弓根置入，一侧螺钉与

上终板呈 5° ～ 10°角，一侧螺钉与下终板呈 15° ～
20°角) 所产生的拔出强度较平行终板置钉法显著

增加。此方法可能使螺钉与椎弓根四壁的骨质咬合

程度显著增加，从而相应提高了螺钉拔出强度。以

上研究为术中置钉角度的选择提供了试验证据和理

论依据，对术者的手术操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交

叉置钉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如角度把握困难、容易造

成椎弓根骨折、易穿破损伤终板等，术中应根据患者

骨质情况( 有无 OP 及严重程度) 、疾病性质( 有无终

板处骨折等) 及术者的经验和操作技术等合理选择

置钉角度。
1． 4 置钉深度 在解剖学上，置钉深度又称骨-螺
钉通道长度［23］，目前对椎弓根螺钉置钉深度的观点

不一，但普遍认为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椎弓根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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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深度可增加螺钉拔出强度，因为螺钉置入深度

代表了骨-螺钉接触面的大小，直观体现了对螺钉拔

出强度的影响。Weinstein 等［8］通过试验证明，长度

为 35 mm 的螺钉在椎弓根内所承受的弯曲力矩较

40 mm 和 45 mm 螺钉增加 16%，降低了螺钉的稳固

性，故建议临床尽量使用长度 40 mm 以上的螺钉。
Polly 等［24］认为，在轻度骨质疏松的椎体模型中同

时增加椎弓根螺钉的直径和长度( 螺钉直径和长度

的增加以不引起椎弓根劈裂、突破椎体前皮质为

限) ，可显著增加螺钉的拔出强度，但在严重骨质疏

松椎体模型中同时增加螺钉直径和长度对螺钉的拔

出强度无显著影响。也有研究指出，当螺钉进入椎

弓根且位于椎体置钉轴线的 80% 深度时，固定强度

已足够，再延长置钉深度固定强度也无显著增加，并

且会增加穿透椎体前侧皮质、损伤腹侧血管的风

险［25］。因此，可根据目标椎体影像学检查( 如 CT、
X 线等) 判断置钉轴线的深度以确定螺钉长度，并

指导手术者术前选择合适长度的椎弓根螺钉。
1． 5 螺钉的重新置入 术中术者有时会根据螺钉

置入情况对螺钉进行必要的调整，如拔出后再次置

入或调整方向后再次置入，这种操作是否会降低螺

钉的固定效果仍存在质疑。Krishnan 等［26］在骨质

疏松模型中用单螺钉和双螺钉结合横连分别进行了

螺钉重新置入的生物力学测试发现，更换较大直径

的螺钉可获得足够的螺钉固定强度。Manon 等［27］

通过骨质疏松模型中椎弓根螺钉翻修重置对拔出强

度影响的生物力学研究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椎弓根

重置螺钉的拔出强度随螺钉直径的增加而增大。
Chen 等［4］测试重度 OP 的低密度骨模型中螺钉撤

出后，再次单独置入螺钉和再次骨水泥强化下置入

螺钉的效果发现，再次单独置入螺钉后固定强度较

拔出前下降了 10%，与拔出前螺钉的固定强度相

比，骨水泥强化后重新置入螺钉的固定强度无明显差

异。Ying 等［13］的试验发现，螺钉再次置入固化水泥

不利于骨水泥界面的把持力，对固定强度有显著的负

面影响。由此可见，手术过程中调整螺钉位置，无论

是否使用骨水泥强化，只要相应增加置入螺钉的直

径，都不会对螺钉固定效果产生较大影响，但除绝对

必要外，应避免重新置入螺钉时使用骨水泥强化。
2 双皮质固定

为了达到良好的固定效果，外科医师通常将椎

弓根螺钉突破椎体前皮质进行双皮质固定来获得

更大的把持力，特别是在骨质疏松的椎体模型中，双

皮质螺钉固定所产生的拔出强度较单皮质固定显著

增加［6，8，12］。Zindrick 等［28］研究表明，根据所使用螺

钉置入深度的不同，穿过椎体前皮质的双皮质置钉

较仅将螺钉插入接近前皮质而不穿透前皮质的单皮

质置钉的固定强度增加 31% ～120%。然而，当螺钉

穿透椎体前皮质插入椎弓根螺钉时，必须特别小心，

由于髂血管、主动脉、下腔静脉等大血管紧邻椎体前

侧，螺钉放置不当可能导致严重的大血管损伤。此

外，Zindrick 等［28］在测试中发现，当螺钉穿过椎体前

皮质时，对螺钉施加一个周期性载荷，在此载荷下螺

钉的活动中心转移至远侧尖端，导致“雨刷”式微

动，使椎前血管损伤以及椎弓根骨折的发生风险升

高。因此，Kubaszewski 等［29］建议，双皮质固定可用

于骶骨置钉( 骶骨前侧未紧邻大血管) 或迫切需要

增强螺钉固定强度的情况( 如严重骨质疏松时) 。
3 椎弓根双螺钉固定

在椎弓根螺钉的临床应用中，一般习惯将一枚

螺钉置入一个椎弓根内，但由于椎弓根冠状面为椭

圆形，可能在同一椎弓根内放置 2 枚螺钉进行固定。
Carmouche 等［15］选取胸腰段一个椎弓根内径略大于

平均值的脊柱标本，交叉置入 2 枚直径为 5 mm 的

椎弓根螺钉，并通过力学装置测试对螺钉把持力影

响的研究发现，双螺钉固定强度优于单枚直径 6 mm
螺钉的固定强度，但固定强度仅增加了 7． 5%。据

推测，这一结果可能由于螺钉系统体积增大，削弱了

骨质疏松性椎弓根的骨质把持强度［30］。由于 2 枚

螺钉在置入过程中会存在干扰，因此建议在不损伤

椎弓根的情况下，使用 2 枚直径 4 mm 螺钉而非直

径 5 mm 或以上螺钉进行交叉置入，这样可以较为

理想地提高螺钉的固定强度。双螺钉固定虽然能提

高螺钉固定强度，但延长了手术时间，增加了置入难

度，因此，术中可根据术者的经验、习惯和操作熟练

程度合理地选择此种固定方法。
4 固定节段

固定节段的增加不仅可以提高螺钉的整体固定

强度，也能相应降低每一枚螺钉所承受的应力。临

床研究表明，在胸腰椎骨折内固定时，经伤椎置钉的

6 钉固定方法较跨伤椎的 4 钉固定方法的轴向抗

扭转力增加了近 2 倍，且屈伸、侧弯抗扭转力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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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31］。DeWald 等［32］认为，在矫正 OP 脊柱后凸

畸形时，最好选择在畸形节段的上、下各 3 个节段同

时进行椎弓根螺钉的固定，腰骶部矫形时可加用髂

骨螺钉来相应增加固 定 强 度。姜 宇 等［33］ 报 道 了

18 例经手术治疗的继发性胸腰段后凸畸形( 因陈旧

性骨质疏松性胸腰椎椎体压缩骨折所致) 的患者，

选择增加 1 个椎体节段行椎弓根螺钉固定，效果理

想，远期随访只出现 1 例部分螺钉松动。但固定节

段的增加并不是无限制的，因为每增加一个固定节

段就会丧失一个脊柱节段的活动度，目前针对 OP
胸腰椎骨折临床一般采用经伤椎 ( 包括上、下 2 个

节段) 的 6 钉固定或跨伤椎( 包括上下各 2 个节段)

的 8 钉固定方法，以获取较理想的固定强度，并尽量

减少脊柱活动度的丢失。
5 小 结

对于 OP 脊柱手术患者来说，获取充分的椎弓

根螺钉固定强度是一个持续的挑战。目前对于提高

OP 患者椎体椎弓根螺钉固定强度的置钉技术的研

究和改进还有不足，有些置钉技术( 如置钉角度、椎
弓根双螺钉固定等) 尚缺乏临床应用中长期回顾性

研究，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各项技术进行归纳总结和

对比研究。另一方面，以上置钉技术虽然在理论上

为术者的选择提供了依据，但也要根据术者的经验、
习惯、对各种技术优缺点的评估以及患者骨质情况、
椎弓根解剖特点等进行个体化选择。目前，OP 患者

内固定术后螺钉松动仍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如何进

一步优化术中置钉策略仍是今后研究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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