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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editor in Chief of Spine:
As one embarks upon a career they never know what
path one will finally take.
This issue celebrates a path I had not planned on but,
may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ths of my life.
This, the first edition of ‘SPINE’ in Chinese is clearly
an historic event.
Like many such events this one was started by a
conversation among a few people in the hopes of benefitDr. James N. Weinstein
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and more. Professor Yan
Editor in Chief - SPINE
Wang, Professor Cheng Cheng-Kung and myself meet in
China just over two years ago. It was at that meeting that
we dreamed about a Chinese edition of SPINE. Today, that dream is a reality! Thank
you Professor Wang and Professor Cheng-Kung (Richard), I look forward to a long
and prosperous partnership.
Congratulations

Dr. James N. Weinstein
Editor in Chief - SPINE
Professor and Chairman of Orthopedics
Director, Dartmouth Institute for Health Policy and Clinical Practice Dartmouth
Medical School Dartmouth Hitchcock Medical Center

衷心祝贺《脊柱》中文版创刊！
在从事某项事业之初，我们不会知道我们前进的轨迹最终是什么样子。
这篇贺词正是为庆祝我未曾计划、但却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而写。
《脊柱》中文版第一期杂志的问世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如同许多类似的事件，最初的想法在一些人的对话交谈中产生，他们想以此造福成千上万
的人。王岩教授、郑诚功教授和我2年前在中国相聚，正是那次聚会让我们开始构思创办《脊柱》
中文版。今天，这个梦想已经变成现实！非常感谢王岩教授和郑诚功教授，期待我们的合作长久
而富有成果。
衷心祝贺！
Dr. James N. Weinstein
SPINE 英文版杂志主编
整形外科教授及主席
美国 Dartmouth 医学院
美国 Dartmouth Hitchcock 医学中心
美国 Dartmouth 医疗政策与医疗研究矫形外科中心主任

Spine 杂志是脊柱外科领域一本权威的国际性专业
期刊，
主要报道国际脊柱外科学具有显著成就的新进展，
在同类期刊中影响因子排名位居首位，全年出版发行26
期，2006 年的影响因子是 2.351。
近年来，国内的脊柱外科医生与国外学术同仁的交
流日益增多。然而，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许多国内医
生难于迅速地获得最新、最全面的研究动态与科研信息。
王岩 教授

Spine 杂志英文版编委
《脊柱》中文版主编

为了搭建便捷的学术交流平台，推动国内脊柱外科学的
发展，受 Spine 杂志主编 Dr. James N. Weinstein 及 Spine
杂志编委会委托，由国际著名的医学出版商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LWW）授权，美敦力医疗用品技

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赞助，EMD 公司制作出版的《脊柱》杂志中文版问世
了！这是一个令人欣喜和振奋的盛举！
《脊柱》中文版会定期将精选的Spine原文进行翻译，注重所选文章的领先
和实用性，使她既能反映当前脊柱外科领域研究的前沿进展，又能对国内临床
实践有较大帮助；同时还将邀请国内在脊柱外科领域有影响和造诣的专家对部
分专题进行述评，力求使《脊柱》中文版成为国内医生了解国际新进展和最新
专业知识的窗口。
愿《脊柱》中文版在编委会、广大读者及译者的关心帮助下茁壮成长，为
进一步促进脊柱外科领域的学术交流，提高国内脊柱外科诊治和研究水平做出
应有的贡献。

王 岩
Spine 杂志英文版编委
《脊柱》中文版主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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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行脊柱畸形矫正术后
对生活质量会有什么影响？
What Impact Does Spinal Deformity Correction for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Make on Quality of Life?
Aina J. Danielsson, MD, PhD
黄鹏 王岩 译

研究设计：文献综述。
目的：筛选出报道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AIS）行脊柱畸形矫正术后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发生改变的较为科学的研究，并对研究结果进
行探讨。

脊柱融合术后的结果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比较重要
的包括影像学表现、肺功能、体力和智力、疼痛缓解程度，
以及外观的改善是否满意。患者术前的期望值对结果也有
影响。现代综合性特定疾病有效问卷的出现使人们能够更
好地研究各种疗法对 QOL 的改善情况。

手术疗效确定的核心是找出每一个特定的患者 / 研究
组最适合用于分析主要疗效的参数。如果侧弯范围较大且
研究，但缺乏术前术后有关 QOL 的数据。
进展迅速，可能出现严重的侧弯并进而影响肺功能，那么
方法：筛选出现有文献中重点研究 AIS 行脊柱融合且疗
X 线片和可能的肺功能参数就是最重要的疗效指标。相反
效以健康相关的 QOL 进行评估的文章加以综述。
的，假如侧弯导致明显的躯干畸形，当然还可能伴有疼痛、
结果：复习文献后共找出 13 篇质量参差不齐的文章，其
不适或功能障碍，那么QOL参数和畸形分级参数就是最为
中仅有3篇同时包含了术前术后QOL的数据，使用SRS-22/-24
重要的。只有在合适的条件下使用合适的工具才能证实治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有这3 篇文章都报道某些方面的得分有
疗的有效性。此外，对于特定的患者 / 组，也可使用次要疗
明显改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可惜这些结论的临床意义并不
效参数，但是要注意排除治疗所产生的严重的不良反应。
明确，因为SRS-22/-24目前还没有确定最小临床重要性差异应
在什么水平。
这与证实主要治疗手段的有效性同等重要。因此，尽管手
结论：文献中有较弱的证据（IV 级）显示，AIS 行脊柱畸
术疗效的指征不同，但有关术前术后QOL的研究却总是十
形矫正并不能在短期或中期内对 QOL 产生显著影响。而对此
分重要的。
的解释则可以肯定是因为术后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事件。
对于青少年脊柱侧凸患者来说，由于存在或预期将发
关键词：青少年脊柱侧凸；脊柱融合；结果；生活质量；
生较大范围的侧弯，通常均推荐手术治疗；这样一来进行
循证医学。Spine 2007;32:S101-S108
随机化研究就十分困难。与之相反，并列研究无论是在不
同治疗组间还是治疗与非治疗组间都是可行的。还需要进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行前瞻性研究以对比术前术后的参数。
AIS）外科治疗的目的是防止侧弯进展，进而保护肺功能、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寻找证据，以确定 AIS 患者行脊柱
推迟脊柱退行性改变的发生并改善躯体外观。达到上述目
畸形矫正术是否会对 QOL 产生影响。
标有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目前，
一些医生越来越趋向于应用手术治疗哪怕是很小角度的侧
■ 方法
弯，因为对于一些患者来说，支具既是一种负担，而其疗
效又值得怀疑。由于医疗保健支出的增加，证实治疗手段
文献综述 在本文中，最新进展被列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
的有效性显得越来越重要。所有新的治疗方式、药物和器
侧凸行脊柱融合术后疗效的内容中加以阐述，重点关注将
械都必须进行疗效研究以证实其有效性。
健康相关的QOL作为疗效指标的文章。选择1990年到2007
From the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Sahlgrenska University Hospital, Göteborg
年初的电子数据库（MEDLINE、EMBASE 和 Cochrane
University, Göteborg, Sweden.
Library）进行检索，查找研究 AIS 行脊柱融合术后疗效的
The manuscript submitted does not contain information about medical device(s)/drug(s).
No funds were received in support of this work. No benefits in any form have been or will
临床试验文章。检索关键词为“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
、
be received from a commercial party relat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the subject of this
“脊柱融合术”、
“术后疗效”
、
“生活质量”以及这些词条的
manuscript.
Address correspondence and reprint requests to Aina Danielsson, MD, PhD, Department
组合形式。基于对检索结果中文章的引文和摘要的分析并
of Orthopedics, Sahlgrenska University Hospital, Göteborg University, SE-413 45
排除非英语文章后，共找出43篇主要关注本文兴趣点所在
Göteborg, Sweden; E-mail: danielsson. aina@telia.com
背景数据总结：发表的文章很少。大多数系回顾性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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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包含术前、术后生活质量（QOL）的研究，n=3
引用
Sweet FA et al.

病例

连续性

X线

92 例 AIS (84 例女性)

连续

有

2001[17]

平均 14 岁

Merola et al.

343 例 AIS (前路或

2002

随访时病例

手术技术

随访时间

问卷

63 (68%)

前路单棒融合

>2 年 (2~6)

SRS-24

SRS-24

术前、术后量表
?

有

242 (70%)

前路或后路

>2 年

连续

有

45 (90%)

前路胸腔镜单棒融合

平均 2.8 年

SRS-22

(2~5)

SRS-24

后路手术) 平均 14 岁

[18]

Newton P et al.

50 例 (前路胸腔镜手术，

2005[19,20]

44 AIS，5 JIS，1 non-IS)
44 例女性，平均 14 岁

均为前瞻性病例系列研究，即 IV 级研究。
*P<0.05；**P<0.001。
JIS：幼年型脊柱侧凸。

的文章。
阅读上述文献后，只选择采取十分科学的方法，例如，
有效结果评价法评估 AIS 手术治疗患者 QOL 的文章。
这些入选的文章报道了术后主要结果的评分（即不仅
仅是患者满意项），同时这些研究的结果先前没有被报道，
而且患者术后随访要求超过 2 年。许多 QOL 的研究设计使
用了无序、非连续性的患者群体，这使得用这些患者的数
据进行分析成为枉然。这些研究被排除在分析结果之外。
只有随访率达到 70% 的研究才能入选此项研究。
论文根据证据的可靠性分为 I~V 级。同时对这些研究
的性质包括是前瞻性的或是回顾性的，以及患者是否为连
续入组进行记录。那些对两组以及两组以上不同时期治疗
结果进行比较的论文相比对同时期疗效进行比较的论文的
级别低。

么对融合效果的评估是必须的。有些假关节并不
引起症状出现。这篇综述中并没有将假关节考虑
在内，同时也没有考虑可能影响结果的手术并发
症。许多研究报告没有报道 X 线检查的结果。
收集结果信息的方法是保证数据可靠性的关键。一个
基本的要求是问卷的填写要在安静、平和的条件下进行，
而且研究中所有的患者要处在相同的环境下完成问卷。因
此，在患者家中完成的问卷会变得可疑和不可靠。没有回
答的问题的数量同样影响了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如果
研究问卷通过电子邮件递送，
那么上述可靠性将很难控制。
在许多研究中，这一点经常被忽视，而那些注明填表情况
的文章中，往往患者是在家里完成问卷填写。根据特定个
体对自身形象预期的不同，特定的个体的外部和主观感觉
也将影响 QOL 的准确性。

对健康相关的QOL的研究方法的解释。必须具备一些
先决条件才能回答问卷中的问题，
“影响青少年特发性脊柱
侧弯矫形术后的生活质量的因素是什么？”
1. 可靠的和可以证实的工具即评估问卷。这类问卷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得到发展，而且还在不断地得
到改进。本文只对那些近几年采用现代的可证实
的 QOL 问卷的文章进行综述。
2. “阶段”在QOL问卷中的含义是指从某一时间点开
始到另外的一个时间点结束。这假定了 QOL 包含
治疗前后两部分内容。作为一项研究性结果，至少
要包含两项记录，即治疗前和治疗后的内容。在行
AIS融合术的患者中，少有患者分别完成术前和术
后 QOL 两项评估。因此，将未治疗的患者假设为
对照组可以得到较好的结果。
3. 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定性，足够长的随访时间是必
须的，因此只有随访超过 2 年（SRS 建议随访）时
间的研究才能入选。
4. 如果研究通过融合技术矫正脊柱畸形的结果，那

已被用来研究患者的脊柱侧弯的各类 QOL 问卷
1 . 一般健康相关的 QOL 问卷测评反映普遍情况，无
论是体力还是智力。
在脊柱侧弯患者中最常用的一
直是 SF-36。它有 8 个分量表，得分从 0 到 100，而
100 是最好的，并提供了一个机会，以计算出身体
和精神组成部分的简要分数[5-7]，
这在许多国家已得
到了广泛的认可，
加上国家规范量表比较具体的结
果。这份调查问卷已被广泛应用在许多疾病的群
体，因此提供了一个比较群体的机会，但它并不适
用于脊柱侧弯的具体项目。
对于有明显弯曲量度并
未治疗的 AIS 患者的一般数值没有被报道。
2. 特定疾病与健康有关的 QOL 问卷与总体背部功能
相关。该Oswestry下腰痛问卷评分从0（最佳）~100
（最差）
，患者分为5个功能群体：微乎其微、中度、
重度残疾、残废或束缚于床[8]。罗兰莫里斯残疾评
分只在少数脊柱侧凸患者研究中使用过[9,10] 。在
SRS-22/SRS-24之前，大部分这类问卷在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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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表
结果
生活质量
X 线和肺功能
曲度 (平均) 术前 52°，
术后 22°

单项

术前

术后

差异程度
**

疼痛 (n=30)

23.6

26.2

功能 (n=30)

23.2

25.4

**

自我形象 (n=15)

10.4

12.3

**

57 (76%)

64 (85%)

**

15 问卷 (最高 75 分)

15 问卷，术前有 63 人填写，术后有 90 人填写
SRS 单项分数由 30 或者 15 例患者提出
改善
曲度 (平均) 术前 54.3° ± 8.2°

单项

术前

术后

（亚组间差异的均值）

差异程度

(40°~80°) ，<54°：n=130

疼痛

3.68

4.63

0.78~1.00

***

>55°：n=112

自我形象

?

3.82

0.45~0.62

***

功能

?

3.11

0.30~0.41

***

初始曲度<55°：27.6° (60%)

活动功能水平

?

?

0.23~0.47

***

初始曲度>55°：38.7° (60.5%)

单项评分结果与角度、矫形角度、性别以及前后路手术无关

术后曲度矫正，如果

单项
曲度 (平均) 术前 53° ± 9°，
术后 24° ± 8°
在末次随访时肺功能
恢复至基线水平

术前

少于 3 个月

1年

2年

最近一次随访(平均 2.8 年)
4.4

疼痛

3.9

3.8 (ns)

4.4**

4.4***

自我形象

4.1

3.7 (ns)

4.5**

4.2 (ns)

4.3

功能

4.0

3.2***

4.3*

4.4***

4.3

活动功能水平

4.5

2.5***

4.3 (ns)

4.7 (ns)

4.7

所有的 P 值与术前的值比较

3. 由脊柱侧弯研究学会制定的脊柱侧弯的具体健康相
关的 QOL调查表，涵盖了脊柱侧弯的具体问题，并
给出了总体的评价。SRS-24 是第一个版本，针对疼
痛和功能方面，每一个领域有 6 个问题，针对自我
形象方面有3个问题（每个问题最多5分，所以总分
[11]
在 15~75 分之间）
。有 9 个问题专门针对术后而设
计，这部分 45 分，所以最高分为 120 分。更高的版
本有 SRS-22，它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验证，并翻
译成其他语言[12-14]。它包括22个问题，分成5部分：
疼痛（5 个问题）
、自我形象（5 个问题）
、功能 / 活
动（5 个问题）
、心理卫生（5 个问题）以及对管理
的满意度（2 个问题）
，它们结合起来，以产生一个
总的分数，范围均为 1 到 5。SRS-24 和 SRS-22 已用
于成人和14岁以上的青少年。对于未经治疗的显著
侧弯患者和正常人的正常值范围，还需要进一步建
立起来。

的定义还包含诸如样本大小、标准误等额外因素，这些都
使结果的判读更加复杂。
■ 结果

没有随机性研究和系统综述，也没有真正给出研究标
准的前瞻性对比研究。
有 3 项研究报道了术前、术后患者生活质量问卷的结
果（表 1），这是决定术后变化的必需条件。
这些研究都是前瞻性病例系列研究，即IV级研究，其
中2项研究是连续性研究。所有患者平均手术年龄为14岁，
68% 到 90% 患者获得至少 2 年的随访或术后 2 到 6 年间进
行随访。因此大多数患者在随访时都接近 20 岁。
Sweet et al[17] 报道 90 例前路融合的连续病例，其中
63 例术前术后进行 SRS-24 问卷调查。15 例患者的术前术
后得分有显著的提高（76%~85%），最高分数为 85 分。各
方面的得分也有明显提高。然而，只有三分之一的患者有
在对 QOL 问卷结果的分析过程中，无论是统计学意义 各单项的统计分数，使这一调查结果没有那么肯定。
和临床上有意义的差异都是重要的。
有的时候这个差异可能
2002 年，Merola 等[18]报道，在一个非连贯、多中心研
是在统计学上有意义，在临床中并不是很说明问题。报道的 究242例中，既包括前路融合也包括后路融合。另90例（26%
最小临床显著性差异（MCID）水平是 SF-36 量表 5~7 分[6]， 的患者）因回答问卷不完整，而被排除在外。他们能够证
Oswestry 下腰痛问卷为 4 分[15]。尽管有一些报道[16]，但对 明有显著改善，手术在疼痛单项的分数从3.68升至4.63。虽
于脊柱侧弯MCID水平的工具尚未明确界定。而且，MCID 然没有确切的数字报告，单项的分数（例如总体自我形象、

AIS 脊柱畸形矫正术对 QOL 的影响 • Danielsson

4

表 2 仅测量术后生活质量指标的 III 级和 IV 级回顾性研究，n=10
引文

证据等级

病例

连续性

X线

随访患者比例

对连续性研究组进行的研究
III 级研究依原始研究组大小排序
Helenius I et al.
2003[21]

III(回顾性对照研究)

169 例 AIS 患者中 98 例使用 Harr
+71 例用 CD (男性 67 例 / 女性 78 例) ；
术时平均年龄 15 岁(11~22) ；随访时
平均年龄 Harr：36 岁,CD：28 岁

是

是

78+57(80%)

Danielsson AJ et al.
2001[22]+2003[23]
(同一病例组)

III(回顾性对照研究)

156 例 AIS 患者(145 例女性)，7 例
失访 / 死亡，术时平均年龄 15 岁
(11~19)，随访时平均年龄 39.6 岁；
与 127 例使用支具者和 100 例对照者同龄

是

是

146(94%)

Remes V et al.
2004[24]

III(回顾性对照研究)

71 例使用 CD，58 例 USS；术时
平均年龄 CD 组 15.4 岁，USS 组
15.3 岁；随访时平均年龄 CD 组
28 岁；USS 组 23 岁

是

是

57(80%)
55(95%)

Andersen M et al.
2006[25]

III(回顾性对照研究)

115 例 AIS 患者与 100 例支具

是

否

99(86%)

Lonner BS et al
2006[26]

III(回顾性对照研究)

28 例前路(女性 19 例)+23 例后路
(女性 14 例)，术时平均年龄，前路
14.6 岁，后路 14.3 岁

是

是

51(100%)

Mariconda M et al.
2005[27]

III(回顾性对照研究)

28 例 IS 患者，术时<20 岁 + 术前
曲度>40° (19/24 女性) ；术时平均年龄
15.8 岁(13~22)，随访时平均年龄
38.8 岁，24 年对照

是

新拍(16/24)

24(86%)

IV 级研究(病例系列)
Asher M et al.
2004[28]

IV(回顾性病例系列)

185 例 JIS 或 AIS 患者(155 例女性)
术时平均年龄 14.6 岁(10~21)

是

旧片，
平均 5 年

179(97%)

Hurford RK et al.
2006[29]

IV(回顾性病例系列，
部分文章包含 QOL)

74 例 AIS 患者(48 例女性)术时
平均年龄 15 岁(12~21)

是

是

60(81%)

58 例 AIS 患者，29 例使用椎弓根
钉，1999 — 2002(前瞻性，20 例女性)
+29 矫形，1991 — 2000(回顾性，
25 例女性) ；术时平均年龄 14.8+14.7 岁

否

是

58(100%)

?

旧片，
5 年以上

82(79%)

治疗对比，随访时平均年龄 26 岁

非连续性研究，III 级、IV 级研究各一项
Kim YJ et al.
III(回顾性对照研究)
2006[30]

Gotze C et al.
2002[31]

IV(回顾性病例系列)

104 例 AIS 患者，12 例失访 / 死亡
(男性 62 例 / 女性 82 例) ；术时平均年龄
15 岁(11~24)，随访时平均年龄 32.3 岁

ODI：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RMS：罗兰莫里斯评分；JIS：幼年型脊柱侧凸。

总体功能和活动能力水平）也显示了显著性差异。按照侧
弯的程度、矫正的程度、性别或外科手术（前 / 后路）
，又
分为亚组，各亚组间未见显著差异。
2005年，牛顿等人提交了他们连续系列中90%的患者
行胸腔镜下前路融合的研究结果[19,20]。在术后3个月的短期
随访时，整体功能和活动水平有所下降，而疼痛和一般的

自我形象维持不变。在 1~2 年随访时，患者疼痛显著减轻，
其一般功能也好于手术前。一般自我形象，直至 1 年随访
才有所改善，但 2 年后又回到了术前的基线。尽管活动水
平在 3 个月随访时有所减低，但是在 2 年随访时也恢复到
术前水平。
因为 SRS 分数的 MCID 水准尚未确定，因此这 3 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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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表
器械

平均随访时间

调查表

结果

备注说明

Harrington CD

H：21 年 (19~22)
CD：13 年 (11~15)

SRS-24

平均总分为 97(59~113)，既没有胸腰椎的 Cobb 角度，
也没有 SRS 总分与矫正的关系。

不同组在不同的
时间段进行治疗

Harrington

23 年(20~27)

SF-36，ODI

手术与使用支具的患者没有差别，与对照组相比，
两组没有差别。手术组出现活动功能变差和疼痛，
手术组总体健康水平更差。患者和对照组的精神健康
水平没有差异, MCS 50.9~50.2，PCS 49.2~49.5。
ODI 平均值显示患者与对照组几乎没有精神疾病。

CD USS

13 年 7.8 年

SRS-24

使用 USS 组与先前治疗的 CD 组进行比较，
总体分数 CD 组为 97，USS 组为 101。
侧凸的大小与总分以及背痛程度无关。

Harrington
－ Luque

距最后一次
临床随访 9.7 年

SF-36

支具组与手术组没有显著差异。比较明显的是，
与健康丹麦人相比，所有患者的值较低。
然而，在整体健康方面只有临床上的差异。

后路融合或者
前路胸腔镜融合

前路 2.6 年，
后路 3.3 年

SRS-22

SRS-22 总平均分在前路和后路术前是相似的。
随访时，前路组整体和单项的分数都显著增加。
后路的分数为 4 或者更高，前路为 5 或略低于 5。
不论术前还是术后，可以分析的患者例数太少。

Harrington

23 年(20~27)

SRS-24

总分为 100.8。患者与对照组的单项分数没有差异。
侧凸的大小与总分程度无关。

患者数量少，且不都是青

不都是青少年特发性
脊柱侧凸患者

不同组在不同的
时间段进行治疗

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

Isola

平均 6 年(2~12)

SRS-22

平均分是 4.2(± 0.64，2~5)，24 例患者的分数为 2~3.49。
无二次手术 / 并发症，也没有畸形进展。88% 患者满意。

前路双棒

2~5 年

SRS-15，
-24，-29，
-30

60 例患者中 56 例有术后的 SRS 评分。总的 SRS 评分为
只有 50% 的患者
82 (因为各个版本的 SRS 不同，所以最后统一成最大值为
进行了术前和术后
100)。60 例患者中有 30 例 (50%) 有术前和术后的 SRS 评分。 的 QOL 调查
治疗后总分有明显的增长, 从 76.3 增加到 81.4，
单项分数 (例如疼痛、自我形象和功能)也有增加。

后路融合，使用
椎弓根钉 29 例，
混合 29 例

2年

SRS-24

对于椎弓根钉组(平均 95)和混合组(平均 99)，
两组总分没有差异。

Harrington

16.7 年，
均大于 10 年

SF-36 RMS

与德国普通人群的体质方面没有区别,精神方面分数低些。
侧凸的大小、种类或者融合范围不影响结果。

含术前和术后数据的研究结果的临床意义就得不到证实。
包括术后标准的10余项研究中仅仅或者主要的8项是
建立在连续治疗患者的基础上（表 2）[21-31]。这些研究的随
访率均≥ 70%，但有些研究的样本量较少（60 例），有些
研究比较了不同时期接受治疗的患者组，一些是非连续治
疗组。尽管他们有不同的特性，所有的研究都是完整的，这
些研究可以用来和其他的患者组比较术后效果，包括未治
疗或者矫正或健康对照。因此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是否和
其他的脊柱侧弯患者拥有一样好的QOL得到了证实，但未
解决特异治疗后变化的问题。
文献对于 QOL 的结果报道的方法各不相同，从仅有

不同组在不同的
时间段进行治疗

SRS-22/SRS-24 总分而无统计分析一直到主要分数结果的
详细说明，只有 SF-36 有一份目前标准的报告。在一些研
究中，研究本身包含充分的患者数据，但仅有部分患者对
QOL的问卷做了答复。所有的这些因素造成解释这些结果
不必要的困难和后续结果的不可靠。
■ 讨论
很少有文献支持特发性脊柱侧弯的脊柱畸形矫正在短
期或中期可以明显改善术后生活质量，这可以用来解释未
见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的原因，本质只是未到适度改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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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生活质量的程度。
在所有有术前和术后生活质量评价的病例组仅发现 3
份文件应用 SRS-22/SRS-24。他们特性略有不同，没有随
机化但是所有都是连续的，经过 2 年的随访，极小组和其
中一组不连续。然而，当比较术前和术后效果时，所有研
究中 3组的（某些）QOL项目评分都有明显的统计学改善。
当前要确定这些明显差异是否反映临床差异就象对于SRS22/SRS-24的MCID仍未确定一样不可能。用于结果研究的
问卷需要合理的确定 MCID 水准。此外观察到改变的临床
意义也与样本大小和问卷的错误标准相关，所有这些都是
为了正确的解释研究的结果。在此之前，不可能得出关于
临床实践的结果的结论。
目前尚未见未治疗的AIS患者应用现代器械的术后生
活质量的报告，因此，用同样结果问卷比较未治疗的特发
性脊柱侧弯患者是不可能的。过去发表的关于QOL的研究
应用了早期的结果标准，
例如社会经济情况和活动的问题。
在50年的随访中未治疗并发迟发性脊柱侧弯的患者，其工
作和功能都在一个高水平上，除背痛和美观外，没有其他
身体上的损害。
许多文章报道弯曲程度或者矫正程度和术后生活质量
并不相关。大多回顾性研究发现，考虑到有不同的临床意
义时，手术治疗的患者和支架治疗、健康对照的患者治疗
后的生活质量大致相当。一些学者认为结论恰恰相反。未
治疗的脊柱侧弯患者的 QOL，或者健康人中 SRS-22 参考
值尚未确定，QOL 缺陷是否在 AIS 治疗前存在仍不清楚。
相反，包括曲度减小和脊柱畸形矫正在内的手术治疗是否
有直接的 QOL 改变仍不清楚。
对重度 AIS 患者的随机研究具有难度，难以实现。因
为缺乏此类研究，我们不得不接受其他版本的研究，例如
不同组比较、更好预期和高质量的研究。大量低质量的研
究确实存在，他们不连续或随访患者太少而无法得出任何
结论。研究小组有各种诊断、缺少比较组、或者仅有预先
治疗组作为对照，是评价研究证据等级的消极因素。报道
偏倚理论上总是不利因素，负面结果的研究可能被忽视，
这可能导致手术和非手术技术的不公正评价，以及对手术
技术和结果的歪曲认识。
良好设计的研究是非常迫切需要的。
它可以包括连续治
疗组，最小样本量为每组 30人，包括单纯的 AIS 患者，随访
率至少70%~80%，并且有长期的随访。
“苛刻数据”
（放射学
和合适的肺功能）的评价，术前和术后 QOL 问卷都是需要
的。QOL 问卷应该有具体的疾病[42]，象 SRS-22 一样，但是
他们应该更好的为普通问卷所补充，例如SF-36或EQ-5D[43]，
增加和其他疾病组比较的机会。先进的器械提供了计算健康
经济的机会，这是一个医疗保健中日益重要的因素。
此外，SRS-22 问卷调查表需进一步改进，包括扩展研
究以确定针对健康对照者和各年龄组及用其他语言确认的
未治疗患者的最小临床重要性差异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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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存在手术适应证或者将来预期会出现侧弯，那么
理想的结果应是防止肺功能的进一步减低和避免脊柱的过
早老化。获得理想的结果需长期的预防这些损害的发生。
研究结果关注于这些长期损害作为最初效果变量是必须的。
AIS 融合术后将无法立即改善 QOL，甚至无法期望能改善
QOL。AIS 行脊柱畸形矫正术后短期或者中期 QOL 改善的
结果并不能作为最初效果变量。短期QOL的变化仅仅作为
一系列不良事件中的一种类型。因而， AIS 行脊柱畸形矫
正术后保持患者的 QOL 是值得追求的结果。
■ 结论
生活质量（QOL）是一个研究手术预后和仍在改进的
手术器械的相对较新的方法。目前仍不知道是否未治疗的
AIS 患者的生活质量比非侧弯个体低。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通过融合术来避免生
活质量的长期恶化（由肺功能或者并发症恶化引起）是需
手术治疗的适应证。AIS 患者治疗的适应证为不损害患者
当前的 QOL，因而 QOL 不应作为最初效果变量。然而，其
应作为远期效果变量以检出严重的不良事件。
当前文献有 3 篇测量 AIS 行脊柱畸形矫正术治疗术前
和术后QOL的变化，它们均使用SRS-22/-24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显示某些方面的得分有显著改善，且具有统计学意
义。由于最小临床重要性差异水平尚未确定，所以目前不
清楚是否这些变化代表有临床效果的改善。依据这些研究
的质量，按照 Guyatt’s 方法论，应为 C 级[1,44]。
文献中有较弱的证据（IV 级）显示，AIS 行脊柱畸形
矫正并不能在短期或中期内对QOL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对
此的解释则可以肯定是因为术后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事件。
AIS行脊柱畸形矫正有关QOL的长期效果研究是极具挑战
和复杂性的研究，依据当前文献，AIS 行融合术治疗旨在
影响 QOL 应推荐用于 2C 级患者的治疗。

■ 关键点
• 3 项研究显示 AIS 行脊柱畸形矫正后某些项目的评
分短期内可获得显著改善，且有统计学意义，但其临
床重要性仍不清楚。
• 可得出以下结论：微弱证据（IV 级）显示，AIS 行
脊柱畸形矫正并不能对 QOL 产生影响。
•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外科治疗的适应证是
防止侧弯将来进展，及随之而来对 QOL 的损害。而不
是对 QOL的立即改善。因而，短期内不要期望QOL有
改善。所以 QOL 不应作为 AIS 行手术治疗的最初效果
变量，
但其却可为远期检出有害不良事件提供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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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脊柱侧凸畸形非手术治疗文献的系统回顾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Nonsurgical
Treatment in Adult Scoliosis
Clifford R. Everett, MD, MPH, and Rajeev K. Patel, MD
毛克亚 译

研究方案：系统性回顾成人脊柱畸形保守治疗方面的
文献。

目的：评价成人脊柱畸形保守治疗的效果和作用。
背景资料：在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老龄人群中，成
人脊柱畸形是一个威胁人群健康的主要问题。
由于这些患者手
术并发症和骨质量等方面的问题，
外科医生一般选择保守治疗
成人脊柱侧凸畸形，
外科手术的前提是采用所有合适的保守治
疗失败。
而对于成人脊柱畸形保守治疗的有效性目前尚缺乏一
致意见。

方法：对临床研究进行系统性回顾，关键词包括成人或
者退行性脊柱侧凸，采用下面方法治疗：支具、石膏、理疗、
按摩、注射。文献检索的数据库包括 P u b M e d 、O V I D 和
CINAHL，对于青少年患者或者首先采用外科治疗的文献除
外。根据研究类型将治疗方法依次分为 1~5 级，据此推荐一种
治疗方法。

结果：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任何保守治疗评级 III/IV 表示
有效。理疗、按摩和支具评级IV，注射治疗成人脊柱畸形评级
III，没有足够的研究证实一种治疗方法评级超过2c，但可用的
文献支持对成人脊柱畸形保守治疗进行深一步的临床研究。

结论：成人脊柱畸形一般情况下保守治疗可能有效，但缺
乏必要的证据支持。不幸的是，文献中没有可以作为首选的保
守治疗方法，任何等级的基本临床研究可能有助于进一步明确
选择保守治疗方法。

量等问题，
外科医生一般选择保守治疗成人脊柱侧凸畸形，
外科手术的前提是采用所有适当的保守治疗失败。保守治
疗的方法和选择的依据都存在问题，患者主诉症状是否与
退变、年龄或者侧弯程度相关，这些因素造成选择治疗方
法的困难。在以前的外科文献中，青少年与成人侧凸非手
术治疗方法被放在一起研究[2-4]。成人的主要症状有疼痛、
侧凸进行性加重、合并神经受压或者外形美观[5]。通常建
议采取非手术治疗，但是目前没有证实这些治疗方法的效
果[6-9]，对于成人退行性脊柱侧凸最有效的临床保守治疗方
法尚缺乏一致意见。
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价成人脊柱畸形保守治疗方法有效
性的证据。选择该病治疗方面的文献资料，对成人脊柱畸
形保守治疗文献进行系统性回顾。对于这类研究存在一个
普遍的错误概念，认为应该通过全部可以利用的信息，囊
括全部可以利用的文献，正如一篇综述那样。本研究并非
如此，而是采用特别搜索策略和预搜索试验设计进行系统
性回顾，将来如果论点出现改变，允许对这方面感兴趣的
人再次重复回顾这些文献资料。
■ 方法

入选标准

关键词：理疗；注射；脊柱侧凸；成人；退行变；按摩治
疗；支具；综述。Spine 2007;32:S130-S134

研究人群 成人退行性脊柱侧凸、畸形。
研究类型 缺乏客观研究的临床研究或者专家评价。

在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老龄人群中，成人脊柱畸
形是一个威胁人群健康的重要问题[1]。Spine杂志就这一特
殊问题和目前的治疗方法进行探讨，本文重点研究有代表
性的非手术治疗方法。由于这些患者的手术并发症和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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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类型 以下几种治疗方法作为选择回顾文献的标
准：支具和石膏、物理治疗和功能锻炼、脊柱按摩、硬膜
外注射。
结果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作为患者选择治疗方法的依
据，这些指标包括：疼痛、侧凸进行性加重、并发神经受
压或者外形美观。这些结果很难进行客观评价，在选择的
文献中应该直接描述选择治疗方法的结果。
排除标准 排除文献的标准包括：青少年发病，或者采
用外科治疗。另外没有专家评价治疗水平的文献也要排除。

搜索策略
下面的方法作为相关临床研究的选择标准。

成人脊柱侧凸的非手术治疗 • Everett and Patel
1. 计算机搜索下列资料库：MEDLINE（1966 年—
2007年 1月）、CINAHL 和 PubMed。特别采用成人
或者退行性脊柱侧凸进行文献搜索，以便获得最大
数量可用的文献。
2. 这些文献中的治疗方法相互作为参照：支具或者石
膏；物理治疗；功能锻炼或者理疗方法；脊柱按摩
或者推拿；注射或者硬膜外。选择英文文献，并且
对这些文献中的参考文献进行检索，以便获得更多
的文献回顾。

回顾方法
根据包括摘要的数据库搜索结果进行淘汰。本文作者
独立复习文献，如果摘要中没有明确的淘汰标准，进一步
复习文献全文，根据其中治疗方法进行选择。根据研究类
型将研究方法分为 1~5 种设计类型（表 1），正如论文前言
中的描述[10,11]。
■ 结果

搜索文献
采用退行性或者成人脊柱侧凸作为关键词进行数据库
搜索，其中 Medline 搜索文献 4 731 篇，CINAHL 搜索文献
244 篇，PubMed 搜索文献 244 篇。根据文献中选择的治疗
方法，对上述搜索文献进行相互对照的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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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7.5 个月的随访，患者平均 COBB 角 37°，平均年龄 41
岁[13]。试图通过 LSO 腰骶支具治疗恢复患者矢状面平衡，
发现患者使用支具仅有即时或者短期缓解疼痛的效果，22
例患者在随访结束时停止佩戴支具。
根据这些研究结果，支具或者石膏治疗成人脊柱侧凸
结果缺乏证据支持，评级为 IV（表 2）。

物理治疗、功能锻炼或者理疗方法
采用“物理治疗、功能锻炼和理疗方法”搜索 Medline
数据库获得 60 篇文献，根据摘要排除手术、青少年和非临
床方面文献，保留 6 篇文献，在 CINAHL 数据库中又发现
4 篇文献，PubMed 中没有发现另外的文献。
复习 10 篇文献全文，7 篇不符合标准被排除，仅剩余
3 篇文献。
一篇文献报道30例退行性脊柱侧凸患者，采用物理治
疗矫正侧凸和控制疼痛[14]，其中14例患者开始采用热疗、腰
椎牵引，然后在器械牵引下通过垫子给予顶椎一定矫正力，
这些患者在一定时期给予60个疗程的治疗，并给予非甾体
抗炎药物缓解疼痛。结果与对照组比较，但论文中除理疗
外并没有对对照组侧凸情况进行全面的描述。作者发现与
对照组比较，疼痛统计学上明显改善，侧凸提高38.75%，而
对照组提高 18.75%。不巧的是，治疗和牵引的记录与 X 线
和侧弯度数并没有全面描述，导致很难得出结论。
第二篇论文报道 2 例患者，通过标准的功能锻炼计划
失败后采用肌筋膜松解，获得较好治疗效果[15]。肌筋膜松
解结合功能锻炼可以明显提高功能，但是并没有说明中期

支具或者石膏
采用“支具和石膏”搜索 Medline 数据库获得 183 篇
文献， 根据摘要排除手术、青少年和非临床方面文献，保
留 9 篇文献，在 CINAHL 或者 PubMed 中没有发现另外的
文献。复习 9篇文献全文，只有 2篇文献适合选择标准，其
他文献与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有关。
其中 1 篇报告 1 例神经源性跛行伴有成人脊柱侧凸病
例，采用 LSO 腰骶支具治疗，短期内步行距离改善，但是
疼痛很少缓解，对选择这种治疗方法并没有明确结论，仅
存在提高患者功能的可能[12]。另一篇随访研究中，作者在
同一医院对 29 例采用 LSO 腰骶支具治疗的女性患者进行

或者长期的功能改善。
第三篇论文随访69例成人的功能锻炼[16]，身体进行相
对脊柱凹侧弯曲锻炼 4 年，患者的侧凸程度没有变化或者
仅有轻微改善，并不清楚患者是否按规定进行锻炼。患者
均为骨骼发育成熟患者，但是论文中并没有描述均为成人
退行性脊柱侧凸。
这些文献中报道理疗和功能锻炼是一种积极的治疗，
文献支持在这些患者中进行这种治疗方法。物理治疗、功
能锻炼或者理疗方法治疗成人脊柱侧凸缺乏证据支持，评
级为 IV。

表 1 研究设计类型及其优缺点[11]
研究类型
观察研究

设计类型

优点

缺点

病例报告

可用于少数临床病例

无对照组

连续病例

新的或复杂的治疗经验

无对照组

队列研究

两种治疗方法比较

易于混淆

与现实中相似的临床表现
实验研究

病例对照研究

小样本

易于混淆

随机对照研究

避免混淆

费用高
普遍性受限
研究中募集和执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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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评级的证据[10]
研究类型
评级

治疗性研究：调查治疗结果

预测性研究：调查疾病结果

诊断性研究：调查诊断试验

经济和决策分析：经济和决策发展模型

I

1.随机对照研究

1.前瞻性研究 *

1.通过连续患者检测前面的诊

1.临床费用的选择，通过多个研究获得

a.显著性差异

断标准（通常与“金标准”进

b.可信区间内无显著性差异

行对照）

2.评级 I 随机对照性试验系统

2.评级 I 研究的系统性回顾 †

的价值，多途径敏感性分析
2.评级 I 研究的系统性回顾 †

性回顾（同质的研究）
II

1.前瞻性队列研究

1.回顾性研究 §

1.根据连续患者提出诊断标准

1.临床费用和选择；有限的研究中获得
的价值；多途径敏感性分析

（通常与“金标准”进行对照）
2.治疗较差的随机对照研究

2.研究以前随机对照试验中

2.评级 III 的系统性回顾研究 †

2.评级 II 的系统性回顾研究 †

1.对非连续的患者进行的研究

1.有限的选择和费用；较差评估

未处理的对照组
3.系统性回顾 †

3.评级II 的系统性回顾研究†

a.评级 II 研究
b.非同源的评级 I 研究
III

1.病例对照研究‖

(并非始终采用“金标准”作
为对照)
2.回顾性队列研究 §

2.评级 III 的系统性回顾研究 †

2.评级 III 的系统性回顾研究 †

1.病例对照研究

无敏感性分析

3.评级 III 的系统性回顾研究 †
IV

病例序列 (无或以前的对照组)

病例序列

2.差的参考标准
V

专家的意见

专家的意见

专家的意见

专家的意见

* 所有的患者在同一时间入选（起始队列），对≥ 80% 入选患者进行随访。
† 从以前两个或更多的研究中得出结果的研究。
‡ 患者与对照组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比较。
§ 在治疗开始后进行研究。
II 具有特别结果的患者（例如失败的关节置换）与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患者进行比较（例如与全髋关节置换成功的患者比较）。

按摩或者推拿
采用“按摩和推拿”搜索 Medline 数据库获得 16 篇文
献，根据摘要排除主要关于手术、青少年和非临床方面文
献，剩余 3 篇文献。
CINAHL数据库中又发现2篇文献，PubMed中没有发
现另外的文献。复习 5 篇可用的文献，仅有 2 篇文献入选
本研究。排除的文献没有足够地描述治疗方法或者治疗青
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
一个有意思的39岁女性脊柱侧凸患者，采用按摩治疗
和普拉提锻炼，治疗前 T9 到 L4 已经融合 20 年[17]，按摩和
普拉提锻炼后疼痛获得暂时缓解。尽管论文中具有煽动性
词语，但主动性锻炼结合按摩是一种有意义的治疗方法。
论文中没有说明患者术后脊柱侧凸的程度和脊柱融合后疼
痛的原因，另外，没有说清到底是按摩、普拉提锻炼或者
二者共同的作用。
另外一篇文献报道 2 例患者，采用按摩治疗可以减轻
疼痛，但是侧凸缓慢加重[18]，2例患者开始治疗时侧凸Cobb

角为40°和63°，说明对侧凸较大的患者常规按摩可以减缓
自然病程进展。
根据这些可用的文献，按摩和推拿治疗成人脊柱畸形
缺乏证据支持，评级为 IV。

封闭或者硬膜外注射
采用“封闭或者硬膜外注射”搜索 Medline 数据库获
得 22 篇文献，全部排除关于手术、青少年和非临床方面文
献，剩余 3 篇文献。CINAHL 数据库中没有发现另外的文
献，PubMed 数据库中另外发现 1 篇文献。这些论文达到本
研究的标准并进行回顾。
一篇回顾性研究报道61例10°以上退行性脊柱侧凸患
者，同时伴有根性症状[19]。对于根性痛症状，采用透视引
导下经椎间孔硬膜外注射甾体类药物治疗，论文中对治疗
记录和程序进行细致描述，患者对治疗结果满意，说明这
种方法对于根性痛患者是一种有希望的治疗方法。存在争
议的是采用打电话回顾性研究疼痛，导致该研究得出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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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推荐的等级[20,21]
推荐的等级

清晰度

证据支持的程度

含义

危险 / 益处
1A

清楚

无重要限制的随机对照试验

强烈推荐，对大多数患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无保留的应用

1B

清楚

有重要限制的随机对照试验

强烈推荐，有可能用于大多数患者

（不合理的结果，方法漏洞）
1C+

清楚

无 RCT，但是 RCT 结果可以明确推断，

强烈推荐，对大多数患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应用

或者可从观察研究中得到明确的证据
1C

清楚

观察研究

中等强度推荐，如果有更好证据可以应用

2A

不清楚

无重要限制的随机试验

中等强度推荐，根据环境和患者的社会情况选择应用

2B

不清楚

有重要限制的随机试验

弱的推荐，在一些情况下对一些患者可以选择应用

（不合理的结果，方法漏洞）
2C

不清楚

观察研究

非常弱的推荐，其他方法可能具有同样的理由

RCT 表示随机对照试验

论有限。患者的侧凸至少 10° 以上，达到侧凸的标准，但
是否临床上明显的侧凸能导致神经根受压疼痛尚不明确。
较弱的证据支持经椎间孔硬膜外注射甾体类药物治疗
成人脊柱畸形引起的根性症状，评级为 III 。根据 III 和 IV
级需要的证据，推荐为 2C 级（表 3），采用 McMaster 分级，
在保守治疗的有效性方面仅有较弱证据[20,21]。
需要特别指出成人脊柱畸形采用物理治疗、按摩和支
具治疗评级为 IV，注射治疗评级为 III。缺乏足够的研究证
据支持任何一种治疗方法的评级超过2c ，但是可用的文献
支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证实保守治疗成人脊柱畸形的效果。

时间与临床效果之间的关系。理疗对于柔韧性的影响，侧
弯顶椎加压对于旋转和伸展的影响。按摩治疗能够改善非
成人脊柱畸形的功能恢复。干预措施应该包括侧凸内小关
节去神经，例如对内侧支进行射频消融处理。大型的研究
有助于明确在不进行外科处理的前提下，经椎间孔硬膜外
注射可以暂时缓解疼痛还是能够长期缓解疼痛。
本研究设计采用系统性回顾，制定挑选和淘汰以前研
究的严格标准，确保能够复习文献。使我们清楚的认识到
目前保守治疗成人脊柱畸形的方法缺乏证据支持。将来需
要在对这方面进行研究，有希望获得可供选择的成人退行
性脊柱侧凸的保守治疗方法。

■ 结论
■ 关键点
保守治疗成人脊柱畸形可能有效，但缺乏这方面的证
据。在文献中的保守治疗方法，没有提出哪种特别的治疗
• 评级为 III/IV，非常弱的证据支持成人退行性脊柱
方法可供选择。少量的病例报告和专家的意见仅支持目前
侧凸选择非手术治疗。
的评级。明确这一领域的重要性，需要对脊柱疾病保守治
• 目前评级 2c，推荐调整活动方式和非甾体药物，术
疗方法进一步研究。目前推荐的方法包括调整活动方式和
前的治疗计划必须有优良的临床治疗规范，用于退行
非甾体药物。此外，在相似的情况下，医生应该采用最好
性脊柱疾病应该有更多的证据。
的临床决策治疗成人脊柱畸形，直到有进一步的研究结果
• 在保守治疗脊柱畸形的所有领域都需进一步的研究，
可以利用。
至少应该在更多的患者中进行研究。
这些领域基本的临床研究可以帮助进一步明确选择治
疗方法。研究需要全面的描述患者人群、研究设计和干预
措施，这是最低需要。通常外科关心侧凸原来的程度，是
陈旧的脊柱侧凸、退行性还是新出现的脊柱侧凸？另外， 参考文献
侧凸的程度和继发的畸形，如旋转、滑脱等在外科手术计
划中起重要作用。这些问题在外科医生的心目中起到重要 1. Schwab F, Dubey A, Pagala M, et al. Adult scoliosis: a health assessment
analysis by SF-36. Spine 2003;28:602-6.
作用，外科医生必须明确处在这些边界的患者群体。传统
2. Hawes M. The use of exercises in the treatment of scoliosis. Pediatr Rehabil
上非外科医生并不明了这些资料与临床治疗间的关系，包
2003;6:171-82.
括这些描述分类可以明了将来非手术治疗的重要性。
3. Lonstein JE. Scoliosis: surgical versus nonsurgical treatment. Clin Orthop
例如对支具的研究，应该包括普通支具或者腰骶固定
2006;443:248-59.
支具，佩戴方式与离床时间比较，带支具与不带支具的进 4. Moe JH. Modern concepts of treatment of spinal deformities in children and
adults. Clin Orthop 1980;150:137-53.
展程度。另外，研究理疗和按摩，需要明确治疗的次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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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弓根螺钉短节段固定腰椎爆裂骨折
Short-Segment Fixation of Lumbar Burst Fractures
Using Pedicle Fixation at the Level of the Fracture
Andrew Mahar, MS,*† Choll Kim, MD, PhD,* Michelle Wedemeyer, BS,†
Lance Mitsunaga, BS,* Tim Odell, BS,† Bryce Johnson, MD,* and Steven Garfin, MD*
张巍 张永刚 译

研究设计：尸体生物力学测试和回顾性表格评述。
目的：对腰椎爆裂骨折节段和非节段固定的生物力学比
较和短期 X 光结果的临床分析。

背景信息摘要：传统的非节段短后路固定胸腰段爆裂骨
折失败率很高。
在骨折节段额外植入螺钉可以提高结构稳定性。

治疗不稳定性腰椎爆裂骨折，可以应用前路、后路或
者圆周融合。无论哪种入路，内固定目的之一是使用短节
段固定使融合节段数量最小[1,2]。传统的短节段固定是仅在
骨折椎体的相邻节段即刻植入椎弓根螺钉。尽管这种操作
很普及，但是有几个工作组报道了出现很高的、不能接受
的失败率[3-7]。失败的根本原因包括：因骨质疏松导致的固

屈伸过程，
节段性固定椎间盘压力的变化显著高于非节段性固
定（P<0.02）
，而在侧弯和旋转方向上无差别。平均术前后凸

定不牢，前路支撑不够，固定点不够。在多数爆裂骨折中，
骨折节段的后柱仍然保持完整，并提供额外的固定点。在
骨折节段植入椎弓根螺钉形成段性结构，可以提高生物力
学稳定性。而且，补充螺钉可以间接的通过前路支撑保护
骨折椎体。这项研究通过治疗腰椎爆裂骨折，对节段固定
和非节段椎弓根螺钉固定结构进行了生物力学比较。这项
研究的焦点不是倾向于脊柱融合，而是倾向于骨折稳定、
复位和愈合的潜力。对12例使用这种阶段性固定患者的术
后 X 线结果回顾性分析，评估在骨折节段植入椎弓根螺钉
后，骨折复位的安全性 / 可行性和骨折矫正的保持性。

畸形 9°，术后增加到 15°。9 例患者随访，X 光显示后凸矫正丢
失 5°，术前平均前路椎体高度是正常的 58%，术后高度为正常

■ 方法

方法：6 具完整人类脊柱(L1-L3)，在伸 - 屈、侧弯、轴向
旋转方面进行生物力学测试。L2 椎体下半部分和 L2-L3 椎间
盘切除，模拟失去前路支撑、不稳定的 L2 椎体爆裂骨折。在
L1和 L3椎体植入椎弓根螺钉固定作为对照组（非节段固定）。
所有节段均植入螺钉作为实验组（节段固定）。对该结构的刚
度和 L1-L2 椎间盘压力进行分析。同时回顾分析 12 例行这种
节段固定的胸腰段爆裂骨折患者。

结果：轴向旋转方向，节段固定结构刚度显著高于非节
段固定结构（P<0.02）；在屈伸和侧弯方向无显著性差别。在

的 89%，随访结束为 78%。

结论：使用螺钉节段性固定腰椎爆裂骨折可以提高生物力

生物力学实验 将 6 具人类尸体脊柱标本从 L1和 L3 截断。

学稳定性。理论上，节段固定提供额外固定点，可以帮助骨折

注意完整保留该节段韧带结构。将终末椎体用环氧树脂固
定，放入传统的固定容器中。应用传统的悬梁臂机制在
MTS858 随动液压机上，以 0.5°/s，± 5 Nm 扭矩实验建立
对照组数据（MTS，Co.，Eden Prairie，MN）
。轴向旋转时，
机器调节器使脊柱呈直线状态，力矩为± 5 Nm，0.5°/s，同
时施加 100 N 轴向载荷。每次实验从 0.5 Nm 到 5.0 Nm 计
算刚度（Nm/°）。将针式压力传感器（Medi-Measurements，
Inc.，Hackensack，NJ）插入 L1-L2 椎间盘，记录在实验过
程中前路椎间盘的压力。压力是在脊柱不受任何载荷的情
况下，伴随着针的插入过程进行测量的。椎间盘周围的压
力在测试前设定为零。刚度的评估是确定结构的整体稳定
性。计算椎间盘压力间接评估骨折上位椎体施加在前路上
压力的变化。测试完整结构后，将 L2 椎体下半部分和 L2L3 椎间盘切除（图 1），模拟爆裂骨折。将 40 mm 到 50 mm
适宜长度 5.5-mm 不锈钢多轴椎弓根螺钉植入 L1 和 L3，而
L2 植入短椎弓根钉（约 25 mm）。使用 5.5-mm 棒连接螺

复位和矫正后凸。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没有评价具体的测量参
数，但对于评估计划性随机对照试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结果。

关键词：腰椎爆裂骨折；阶段性后路固定；生物力学测
试；矫正后凸；前路椎体高度保留。Spine 2007; 32: 1503-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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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负荷的方向

针式压力传感器

根据 Gaines Load Sharing 分型进行骨折评分 [9,10]。平均分
为 6.1 ± 1.0。外科适应证包括神经受损，严重脊柱不稳
（定义为：后凸畸形>20 °，椎管内占据>50%，或者前路椎
体高度丧失>50%），或者进行性背痛。通过 X 线对术前
和术后后凸成角畸形进行评估。后凸角度是测量骨折上
位椎体下终板到其下位椎体下终板之间的角度。术前术
后椎体高度（占正常椎体的百分比）也通过 X 线测量。正
常椎体高度是将骨折椎体上下的非骨折椎体前方椎体高
度平均得到的值。术前术后X线数据分析使用 Student’s t
检验（P<0.05）。

外科技术 所有纳入X线分析的患者进行限制性后路节段
切除部分椎体
椎间盘切除

图 1 生物力学装置，指示压力计位置和切除的组织。

性固定后自体髂骨后外侧融合。这种技术是短节段固定，
在骨折节段的上下一位椎体使用椎弓根螺钉固定，同时在
骨折节段额外用螺钉固定（图 2）。除非椎弓根骨折，一般
植入 2 枚螺钉。所有椎弓根螺钉植入后，进行复位。预弯
成前凸的棒固定在椎弓根螺钉下方。使用压棒器将棒向下
压到椎弓根螺钉留在外面的部分，
然后温和的对脊柱加压。
通过操作，脊柱可以获得显著的复位和高度的恢复。不需
要压迫和分离。1 例 L2 爆裂骨折的患者伴有严重的椎管狭
窄，实施了后路 L1-L3 椎板减压。另外 1 例患者由于骨折
椎体一侧椎弓根骨折，因此只在另一侧植入 1 枚螺钉。

钉。标本依次进行测量。首先测量 3 例 L2 植入螺钉（节段
固定）的标本，接着测量 3例 L2 未植入螺钉（非节段固定）
的标本。生物力学测试和分析同完整状态一致。组间测试 ■ 结果
顺序进行调整，消除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每次测试时，刚
度值（Nm/°）和椎间盘压力变化（△ MPa）值都要矫正到
生物力学测试
各自的完整状态。整体结构的刚度值和椎间盘压力值占完
整值的百分比应用单变量分析（P<0.05）。

X 线回顾 我们机构使用限制性节段固定（在骨折椎体上
下各一个节段使用椎弓根螺钉，在骨折节段使用 1 或 2 枚
螺钉）治疗在 T11-L3 之间，单一椎体创伤性爆裂骨折 12
例。所有骨折根据 AO 系统分型为 A3 型爆裂骨折[8]。同时

图 2 A：42 岁，男性，因癫痫发作由
高处坠落，造成 L1 不稳定性爆裂骨
折。M R I 和 C T 显示椎管占位大于
50%。X 线检查：术前后凸畸形 25°，
椎体前方高度丢失 75%（A）
。该患者
接受了3个节段椎弓根螺钉固定，
后凸
矫正到 -6°（前凸），前方椎体高度恢
复到 78%。术后即可拍摄侧方（B）和
前后位（C）X 线片。4 月后，患者背
痛显著减轻，能够停止使用支具。没
有神经症状，可以正常行走。

轴向旋转刚度，节段性结构（84.2% ± 37.9%）比非节
段性（41.8% ± 17.5%）增加 2 倍（P<0.02）
。在伸屈（69%
vs.48%）和侧弯（132% vs. 92%）的结构刚度上，节段性
均比非节段性增加，但是没有统计差别（图 3）
。在伸屈时
椎间盘压力变化上，节段性结构压力（83.3% ± 17.4%）显
著高于非节段性（49.5% ± 10.1%）。在侧弯和轴向旋转方
向上，二者椎间盘压力变化无差别（图 4）。

腰椎爆裂骨折的固定 • Maha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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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节段性

150.0%
125.0%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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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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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每个测试方向上的结构刚度
0.0%

（平均值±标准差）
。

伸屈

侧弯

轴向旋转

X 线回顾

爆裂骨折的一种方法。在骨折椎体植入椎弓根螺钉形成段
损伤机制包括：高处坠落（6例），摩托车车祸（5 例）， 性结构，证明比非节段性固定提高了生物力学稳定性。这
自行车意外（1 例）。3 例患者出院后失去随访。到最近一 项研究显示：该技术安全，同时在治疗胸腰段爆裂骨折时
次随访获得可用 X 线片为止，平均随访时间 4.4 月（1~11 可以改善段结构的稳定性。尸体模型的生物力学测试表
月）。当把融合作为治疗目的时，随访时间窗过短，但是考 明：轴向稳定性增加 2 倍。在屈伸和侧弯方向，稳定性有
虑到将这项技术用于研究骨折复位 / 稳定 / 愈合，随访时间 增加趋势，但是无统计学意义。
已经足够了。术前术后和随访期间，对后凸畸形测量结果
在屈伸方向监测椎间盘压力变化提供了评估前柱完整
见表 1。术前平均后凸畸形为 9.2° ± 7.2°，后凸获得矫正平 性的一种方法。在这个模型中，骨折椎体缺少稳定性结构
将随着椎间盘和上位椎体进行空间移动。失去了前路物理
均为15.4° ±7.7°，术后即刻改善后凸角度为-6.2° ±9.5（
° 前
凸）
（P <0.001）。9 例患者的随访 X 线片可用，随访结果后 限制，椎间盘内压力不可能变化很大。这项研究表明：段
凸丢失 5.4° ± 3.8°。平均前路椎体高度（占正常高度的百 性结构在屈伸时显示了较大的压力波动，反映了椎弓根固
分比）术前 57.8% ± 16.7%，术后 88.5% ± 9.2%，平均椎 定的L2椎体的反作用力。单枚椎弓根螺钉是否能够在骨折
体高度恢复为 30.7% ± 10.7%（P<0.001）。在 9 例患者中， 节段为前路提供同样的稳定性有待进一步研究。一种测量
然而，
平均 10.3% ± 7.7% 前路椎体高度恢复丢失（P<0.05）。1 例 前路应力更直接的方法是将压力监测器放入椎体内。
患者由于再发后凸和持续性背痛固定失败。这例患者由于 在该模型中，这种方法会出现问题。另外一种方法是螺钉
爆裂骨折节段严重的椎管占位，进行了L1-L3椎板减压。同 头表面疲劳实验[1]。然而，由于在骨折节段没有放置螺钉，
时还有术后伤口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患者 1 例，应用 因此对于非节段结构无法收集数据。
外科清创和静脉抗菌素治愈。
临床方面，使用限制性后路节段固定可以获得平均15°
的后凸矫正。这很可能比传统非节段性椎弓根固定更有优
■ 讨论
势。Carl 等报道，术后即刻后凸矫正 7°[11]，而 Cho 等报道为
6°[12]。两组均报道随访观察出现许多后凸矫正丢失[11,12]。同
限制性后路节段性器械固定是后路短节段固定胸腰段 样 McNamara 等报道使用非节段固定技术，术后矫正丢失

250.0%

*P<0.05
非节段性

椎间盘压力 (%MPa）

200.0%

节段性

150.0%
*

完整

100.0%

50.0%

图 4 每个测试方向上椎间盘压力变化
（平均值±标准差）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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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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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临床结果小结
病例编号

骨折节段

螺钉

Gaines 评分

术前后凸

术后后凸

纠正后凸

前路椎体
恢复的高度（%）

1

T12

6

5

+11

+5

+6

36

2

L1

6

7

+10

-3

+13

45

3

L1

6

7

+5

-5

+10

29
12

4

L1

5

5

+9

-10

+19

5

T12

6

5

+17

+5

+12

27

6

L1

6

5

+6

-20

+26

28

7

L2

6

7

+0

-13

+13

30

8

L2

6

5

+7

-7

+14

26

9

L2

6

7

+2

-20

+22

38

10

T12

6

6

+16

+10

+6

22

11

L1

6

7

+25

-6

+31

52

12

L3

6

平均值±标准差

7

+3

-10

+13

23

6.1 ± 1.0

+9.2 ± 7.2

-6.2 ± 9.5

+15.4 ± 7.7

30.7 ± 10.7

前路椎体恢复的高度（%）指术前术后前路椎体的高度差值与正常椎体高度的百分比。McCormick 等[9]的 Gaines 评分。+ 表示后凸，- 表示前凸。

9°[13] 。在我们 12 例患者的回顾分析中，9 例患者获得 X 线

在骨折节段，使用额外螺钉固定增加了整体结构的刚
度并保护骨折椎体免受前方应力。而且，额外固定点允许
3 点复位，类似于长骨骨折复位。该项限制性节段后路器
械固定技术对胸腰段爆裂骨折，特别是需要前柱重建的爆
裂骨折有帮助。对于伴随腹部外伤，不愿前路手术的病例，
是有效的选择。

随访。其余 3 例失访。在这 9 例患者中随访的 X 线片反映
了后凸矫正丢失平均为5°，导致后凸矫正为10°。随访时间
平均术后 4.4 个月。尽管随访时间短，McLain 等在他们的
研究中表明在术后最初的 6 个月内，多数残留前路失稳的
患者进行性发展成畸形[5]。6个月的随访不能够与多数脊柱
研究提倡随访时间 2年的标准相提并论。然而，2年的时间
窗多数是评价脊柱融合。目前的研究不以此为目的，而是
■ 关键点
研究骨折复位 / 稳定 / 愈合。因此较短的随访时间应该是足
够的。
• 有报道表明：为了稳定腰椎爆裂骨折，非节段后路
在我们的研究中，只有 1 例失败，与 McLain[5]等在 6
器械固定而不进行前路重建会产生不能接受的器械失
个月内报道的一致。最重要的是该患者椎弓根螺钉固定的
败率。
同时进行了椎板减压（L1-L3）。椎板减压和去除黄韧带等
• 使用椎弓根螺钉创造段性结构增加了整体结构的轴
后路稳定结构会增加脊柱失稳和随后的结构失败[14-23]。
向刚度。
该研究最重要的局限性是缺乏双能 X- 线吸收仪扫描
• 椎间盘压力测量显示节段性固定在屈伸负荷时保护
数据。因此，不清楚骨质疏松是否对生物力学测试产生重
前柱。
要影响。为了抵消这种可能的混淆因素，所有标本随机分
• 短期临床结果表明，节段固定安全，同时有助于术
配到处理组，同时将每个标本各自标准化到完整状态。而
中矫正后凸和保留椎体高度。
且，一些参数并没有统计学意义。部分原因可能由于完全
去除 L2 椎体下半部分和 L2-L3椎间盘降低了前、中柱的稳
定性。该模型允许造成持续和完全前路失稳，这种失稳节
段可以掩盖结构间细微的差别。随访研究可以保证观察失
稳的数量变化。从研究的手术方面看，该研究有 2 种局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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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本文是关于人工颈椎间盘影像的前瞻性随
机对照双盲研究。

目的：本文是为了比较目前临床使用的4种人工颈椎间盘
在植入间隙和相邻间隙术后的核磁影像特点。

简要背景：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在颈椎间盘退行性病变
中的应用日益增多，
这类病例中的大多数都有神经系统的直接
压迫表现，这与腰椎人工间盘置换术不同，后者主要是为了解
决轴性的腰背痛，而前者要求在颈椎人工间盘植入术后通过影
像学检查来证实神经系统减压的情况。

方法：对 20 例接受人工颈椎间盘置换术患者的术前和术
后MRI进行影像质量的分析。采用Bryan ®（Medtronic Sofamor
Danek，Memphis，TN）、Prodisc-C ®（Synthes Spine，Paoli，
PA）、Prestige LP ®（Medtronic Sofamor Danek）和 PCM ® 装
置（Cervitech，Rockaway，NJ）颈人工椎间盘假体的病例各
有 5 例。6 位脊柱外科医生采用 Jarvik 4 分评分系统对矢状位
和轴位的 T2 加权影像进行两次盲法评分。对手术前和假体植
入后手术间隙和相邻间隙的影像质量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
并
进行不同假体间的比较。

手术患者术前均有高质量的手术目标间隙和相邻间隙的MRI。
Bryan ® 和 Prestige LP ® 植入组在颈椎间盘置换后的 MRI 可显
示椎管、神经根管出口、脊髓和相邻节段椎间盘。在所有使用
PCM ® 装置和 Prodisc-C ® 植入的病例中，手术节段椎管和神
经根管的影像清晰度显著受影响。对于相邻节段椎间盘的影
像，PCM ® 装置和 Prodisc-C ® 植入组中影像质量变差的程度
与 Bryan ® 和 Prestige LP ® 植入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现有的人工颈椎间盘在置换术后其手术间隙神经
结构和相邻节段的术后 MRI 清晰度的表现各不相同。如果颈
椎间盘假体中含有非钛金属材料（如：PCM ® 装置和 ProdiscC ® 中含有钴铬钼合金），术后手术目标间隙和相邻间隙 MRI
的准确评估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假体使用钛金属材料，那么无
论假体是否使用了聚乙烯材料（如：Bryan ® 和 Prestige LP ® 假
体）
，其术后MRI均能满意地显示手术目标间隙和相邻间隙的
影像。这一结果是任何希望了解手术后神经减压是否合适并希
望监测到相邻节段椎间盘变化的外科医生想知道的。

关键词：关节成形术；术后影像；人工；人工椎间盘；核
磁共振成像。Spine 2007;32:673-680

结果：评估者自身和评估者间重复的信度均为中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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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颈椎融合术而言，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是一个
新的选择，它能在进行椎间盘切除后保留手术节段的活动
度。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的设计理念就是通过保留手术节
段的活动度而避免相邻节段椎间盘的退变。其他可能的益
处包括：术后恢复迅速、功能保留和手术损伤小。长达 4
年的早期术后随访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其成功率要等同于
或优于颈椎融合术，假体损坏也极为罕见[1-6]。世界范围内
对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的适应证是 1~2 个节段的神经根型
或脊髓型颈椎病，而当前美国食品与医药管理局 IDE 研究
将其限定为只适用于一个节段的病变。
有许多不同的颈椎人工间盘假体正在研究中。植入颈
椎间盘假体的目标是维持正常颈椎间的运动方式和范围，
同时将来自假体上方椎体的轴向载荷传导至其下方的椎体。
现代的颈椎人工间盘假体可按照假体是如何模拟正常脊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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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来进行划分，包括运动和固定旋转轴的假体。下一
步重要的假体设计考虑包括：关节的类型、固定的方式和
方法、假体的材料[7]。已有的颈椎间盘假体设计包括：带 1
个轴承面的两部件假体和带2个轴承面的三部件假体。假体
材料与四肢关节假体的材料相似，用于制作椎间盘假体的
基面，已发现这些材料能减少磨损。假体的轴承或关节面
通常不是金属对金属就是金属对聚乙烯材料。在颈椎人工
间盘中使用的金属材料包括：不锈钢、钛碳化合物、钴铬
钼合金（Co-Cr）和钛合金。使用的聚合物有聚亚胺酯和超
高分子聚乙烯。其他有些设计考虑使用水凝胶和陶瓷材料。
尽管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的早期临床疗效较满意，但
也有关于假体失败的报道[8,9] 。假体失败最常见的原因包
括：初次手术时神经根管减压不当导致继发的持续性神经
压迫症状、相邻节段椎间盘退变、手术失败转而需要进行
融合术和感染。幸运的是，假体失败和进行性神经功能损
害的情况较少。有报道在假体植入后的头 2 年内，再手术
率为 2.5%~3%[10]。对于假体失败考虑再手术的病例，大多
数情况下必须得到手术节段和相邻节段的影像以确定诊断。
同时，对于脊髓型颈椎病的术后患者，一些医生也建议在
术后常规进行 MR 检查以确认脊髓获得适当的减压。
有许多因素可干扰术后患者 MR 影像的质量[11]。术后
的改变可导致人工伪影的增加，使减压的范围得不到正确
的显示。从磨钻、钻头和吸引器头掉下的细小金属碎屑可
能存在于伤口内，这些碎屑可能带有磁性可造成显著的伪
影。人工假体本身，根据其植入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假体
使用的材料，可使MR检查变得没有价值。在进行 MR检查
时，采用特殊的序列和软件仅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减少伪影。
我们假设：带有铁磁体金属，如：钴铬钼合金（Co-Cr）
的颈椎人工间盘与带有钛金属的颈人工间盘相比，当进行
术后 MR 检查时，后者可获得手术间隙和相邻间隙更高质
量的影像。本研究将比较 4 种颈人工间盘假体置换术前和
术后的 MRI 质量，在这 4 种假体中，有 2 种使用了钛合金，
2 种使用了钴铬钼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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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分评分系统
分值

评估

1

显著模糊，边界不清

2

模糊，但有边界

3

轻度模糊

4

十分清晰

置换经验的脊柱外科医生。病例都是单节段脊髓型或神经
根型颈椎病患者。术后 MR 检查在术后 6~12 周进行。本组
病例没有手术并发症且疗效良好，所有病例均没有先前颈
椎手术病史。

MR 检查 获取术前和术后矢状位和轴位 T2 加权 MRI 进
行分析。使用同一台 GE Signa 1.5T 核磁扫描机（GE
HealthCare Technologies，Waukesha，WI），由一个技师采
用同一种方法完成检查。由来自 3 个国家熟悉颈椎人工间
盘置换术的 6 位医生进行 MRI 评分。

MRI 质量 MR 影像以 JEPG 格式下载，数字编号，随机

分类转化成 PDF 文件以备阅读。总共有 40 组影像（20 个
病例分别进行术前和术后 MR 检查）
，采用 Adobe Acrobat
Reader 6.0 或 7.0.
（Adobe Systems Inc.，San Jose，CA）软
件进行盲法评分。评分者不被告知植入的是何种颈人工间
盘，也不被告知是在哪一椎间隙进行了间盘置换。
在每张 MR 影像上要对 7 个部位进行分析，这 7 个方
面包括：手术间隙平面的脊髓情况、手术间隙的椎间盘情
况、右侧和左侧神经根孔情况、手术间隙平面椎管情况、上
方和下方相邻椎间盘情况。每个分析点都采用 Jarvik 评分
系统对 MR 影像的质量按 1~4 分进行评分，该部位评分分
值越高即意味着其 MR 影像的质量越高（表 1）[12]。6 周后，
评估者再次对这些 MR 影像进行随机评分。MR 总体质量
的评分就是这7个部位分别评分分值的总和。手术间隙MR
影像质量评分是前 5 个分析部位分值的总和，这 5 个部位
包括：手术椎间隙、右侧和左侧神经根管和中央椎管。相
■ 方法
邻节段 MR 影像质量评分是将上方和下方相邻椎间盘的评
病例 所有接受颈椎人工间盘置换术的患者均进行术前和 分相加。
等级内相关系数（ICC）被用来判断第 1 轮和第 2 轮
术后MR检查，按如下客观和盲法的要求进行MRI评分。本
研究总共包括20 例患者，采用 Bryan ®（Medtronic Sofamor 评分间评估者内和评估者间的信度。使用 Landis 和 Koch
Danek，Memphis，TN）、Prodisc-C ®（Synthes Spine，Paoli， 标准来检查信度[13]。ICC 数值从 0~0.4，表示信度差；0.4~
PA）、Prestige LP ®（Medtronic Sofamor Danek）和 PCM ® 0.75，表示信度一般或中等；>0.75，表示信度高。对于每
装置（Cervitech，Rockaway，NJ）颈人工椎间盘假体的病 个评估分析的部位，多个研究者的加权Kappa系数和Kappa
例各有 5 例。Bryan ® 假体有钛金属的外壳和聚亚胺酯的内 系数被分别用于判断研究者内和研究者间的信度。为了分
核；PCM ® 装置和 Prodisc-C ® 假体由钴铬钼合金制成，内 析术前和术后评分的差异和 4 种不同假体之间的差异，采
核为超高分子聚乙烯；Prestige LP ® 假体是由钛碳化合金 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将数值进行 Log 转化，这样能更
制成，在本研究中使用的 Prestige LP ® 假体植入时不用螺 好地符合正常情况下的数模假定。所有的数值都以均值±
钉固定，且由钛碳化合金制成。手术者均为有颈人工间盘 标准差的方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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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患者的人群统计

年龄 (岁)

PCM ®

Prestige LP ®

Prodisc-C ®

48.4 ± 10.6

47 ± 9.77

47.2 ± 10.8

49.2 ± 12.1

3 例男性，2 例女性

5 例女性

5 例男性

4 例男性，1 例女性

C5/6 (x3)，C6/7 (x2)

C5/6 (x2)，C6/7 (x2)，C4/5

C4/5，C5/6，C6/7 (x2)，C7/T1

C4/5 (x2)，C5/6 (x3)

性别
手术的间隙

Bryan ®

■ 结果

采用了加权Kappa系数的统计分析来确定评估者间的
信度 。在对手术间隙的椎间盘和对应部位的脊髓进行评
分时，评估者间有很高的信度，在对右侧神经根管、中央
椎管、上方和下方相邻的椎间盘进行评分时，评估者间的
信度为中等。评估者对于左侧神经根孔的评分信度一般。
[14]

人群统计学
从人群统计学方面看，入选的病例间没有差异；手术
的间隙也无明显差异（表 2），特征性影像见图 1~ 图 4。

评估者自身和评估者间的偏倚
在第 1轮和第 2 轮评分中，评估者自身的信度为中等，
平均 ICC 为 0.54（0.48~0.74）。在总体评分方面，评估者间
平均 ICC 在第 1 轮和第 2 轮评分中分别为 0.57 和 0.561。评
分系统的总体信度为中等。
由于在本研究中使用了顺序分级系统（表 3），因此对
于每个 MR 影像的分析部位采用了加权 Kappa 系数的统计
分析来确定评估者间的信度。结果显示对于大多数评估部
位（脊髓、椎间盘、右侧神经根孔、中央椎管、上方和下
方相邻的椎间盘），评估者间存在很高的一致性，对于左侧
神经根孔，评估者间有中等程度的一致性。

术前 MRI 质量
研究中比较了4种颈人工间盘假体术前MR影像质量，
统计学显著性差异水平定为 0.05，结果显示各种假体间术
前总的 MRI 分值没有显著差异（表 4）。

术前与术后 MRI 质量对比
每个假体术前与术后MRI质量均进行比较，以确定是
否有影像质量的变差（表 4）。Bryan ® 和 Prestige LP ® 假体
组中，术前与术后的影像质量没有显著性差异。PCM ® 装
置和 Prodisc-C ® 假体组中，术后的影像质量有显著下降。
表5显示每个颈人工间盘假体术前和术后在手术目标

图 1 （A）显示 Bryan ¤ 颈人工间盘假体，
（B）典型的侧位 X 光片，
（C）假体植入后，颈椎矢状位 T2 加权 MR 影像，
（D）轴位像。
存在一些伪影，但中央椎管、脊髓、相邻节段和蛛网膜下腔间隙都可清楚显示。假体只有很少的钛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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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显示 Prestige LP ¤ 颈人工间盘假体，
（B）典型的侧位 X 光片，
（C）假体植入后，颈椎矢状位 T2 加权 MR 影像，
（D）轴
位像。仍然有些伪影，但中央椎管、脊髓、相邻节段和蛛网膜下腔间隙都可清楚显示。假体含有的金属量较 Bryan ¤ 假体多，但都
是钛碳化合物，在 MR 扫描时引起的干扰相当小。

间隙（右侧和左侧神经根管、中央椎管、脊髓和椎管）和
相邻间隙（上方和下方椎间盘）进行 MR 影像质量评分的
差异。总的来说，这些颈人工间盘可引起 MR 影像质量的
显著改变（P<0.001），因此要进行不同假体间的配对比较，
考虑到问题的多样性（每种可能性有多达 6 种的配对情
形），因此采用 P 值的 Bonferroni 调整。
Bryan ® 与 Prestige LP ® 假体组相比，影像质量的变化
没有明显差异；PCM ® 装置和 Prodisc-C ® 假体组相比，影
像质量的变化也没有明显差异；但是，Bryan ® 和 Prestige
LP ® 假体组均分别与 PCM ® 装置和 Prodisc-C ® 假体组有
显著差异，提示后二者可导致 MR 影像质量显著变差。

金属的影响：钛金属与钴铬钼合金的比较
钛金属假体与钴铬钼合金假体对MR影像质量的影响
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钛金属假体对影像质量的负面
影响要小于钴铬钼合金假体（P<0.05，表 6）。

■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目前已有的4种颈人工椎间盘假体在植
入术后 MR 影像研读方面的问题。采用随机和盲法对影像
进行研读并对影像质量进行评分，评估者内和评估者间的
信度为中等。由于研究入选的患者均进行了术前和术后的
MR 检查，且在检查中使用的是同一台机器并采用同一种
技术，使得这一研究的成果有更高的科学性。
研究结果显示 Bryan ® 与 Prestige LP ® 假体对术后 MR
影像质量的影响很小，而 PCM ® 装置和 Prodisc-C ® 假体可
显著干扰术后的 MR 影像质量。我们觉得这与 PCM ® 装置
和 Prodisc-C ® 假体中的钴铬钼合金所带有的磁性有关。钛
金属对于 MR 影像质量的影响极小。
假体材料的选择要考虑到假体间的关节面及假体与椎
体间交界面的问题[15]。从运动滑膜关节（髋关节和膝关节）
置换发展中获得的有关知识已移植到脊柱关节假体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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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显示 Prodisc-C ¤ 颈人工间盘假体，
（B）典型的侧位 X 光片，
（C）假体植入后，颈椎矢状位 T2 加权 MR 影像，
（D）轴位
像。可见大量伪影，侧位 X 光片证实与图 1 和图 2 显示的假体相比，植入的假体有大量的合金，但为非钛金属，可产生大量的伪影。

中。假体轴承面包括金属对金属、金属对聚合物、陶瓷对
聚合物、陶瓷对陶瓷这些形式。假体的金属部分可由钛、不
锈钢或钴铬钼合金制成。金属对金属的设计与金属对聚合
物的设计相比，可能更耐磨。脊柱人工间盘假体设计中，对
材料选择重要的考虑方面还包括材料要在体内耐腐蚀、坚
韧、坚硬、不易碎、有柔韧性和易于加工。不锈钢材料已
在临床长期使用，已证实能够抵御腐蚀。将不锈钢作为人
工假体的轴承面，它的力学特性要差于钛金属或铬合金，
但它有较好的柔软性。钛金属有纯钛或钛合金。用纯钛做
人工假体的轴承面，可产生大量的金属碎屑。钴铬钼合金
含有钴、铬和钼 3 种金属。钼能降低合金颗粒的大小，提
高其力学性能。可在合金中加入镍，但镍可能引起机体高
敏反应仍引起关注，但它可增强抗腐蚀性。在钴铬钼合金
的表面可形成氧化铬，可抵御腐蚀[16]。

所有的人工间盘假体植入后都需要进行常规的术后影
像检查，包括静态和动态的X光片。与脊柱融合术不同，目
前还没有关于术后进行规律影像学检查的确切时间间隔。
一个活动的人工关节可能在早期就出现失败，这可能与假
体的植入技术有关，也可以由于数十载的磨损而失败。那
些接受颈人工间盘置换患者必需的随访时间还不清楚，与
接受髋、膝关节置换的患者不同，前者在接受间盘置换后
的生存时间可能超过 30 年。根据作者的观点，应对这些患
者每年进行谨慎的临床和影像学随访。
有报道在进行前路颈椎融合术后 10 年内再次接受手
术的患者高达 30%[17]。手术失败的发生可早可晚，主要的
原因有相邻节段的退变、内固定失败、神经减压不当、假
关节形成、继发畸形或感染。Anderson 和 Rouleau[10] 通过
1 229例接受融合或间盘置换的病例进行前瞻性研究（Sasso

图 4 （A）显示 PCM ¤ 颈人工间盘假体，（B）典型的侧位 X 光片，
（C）假体植入后，颈椎矢状位 T2 加权 MR 影像，（D）轴位像。
同样可见大量伪影，使得手术间隙 MR 影像质量很差，上方和下方相邻间隙也几乎不能显示。这种假体与 Prodisc-C ¤ 假体相似，由
钴铬钼合金制成，可在 MR 扫描时产生大量的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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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由 6 个评估者 * 作出的评分按 4 个类别进行 Kappa 统计分析
部位

Kappa

P

脊髓

0.65657

<0.001

椎间盘

0.64677

<0.001

左侧神经根孔

0.39079

<0.001

右侧神经根孔

0.45074

<0.001

中央椎管

0.53508

<0.001

上方相邻的椎间盘

0.58866

<0.001

下方相邻的椎间盘

0.54896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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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上的伪影要显著小于不锈钢及其合金。对于诊断持续
性或新近出现的神经症状，MR 检查是常规 X 线检查后的
首选。脊髓造影CT检查只是当无法进行MR检查或无法获
得适当的影像时才用于了解神经结构的情况，但这是一项
有创检查。有关同位素骨扫描在颈人工椎间盘置换术后使
用的知识还很少。
Petersilge 等[20,21] 探讨了在有脊柱金属内植物情况下

MRI 的理想状况，他们指出有许多因素可影响图像的质
量，只有有经验的 MR 技师才能处理各种条件以得到最佳
P 值用于 Kappa 系数等于 0 的无效假设的检验
的 MRI。这些因素包括：增加周围的磁场、适当序列类型
* 使用了两轮的影像数据。
的选择、回波时间、频率编码梯度的强度和频率、被视野
等，未发表），比较了再手术率。在 580 例接受融合术的患 和在频率编码方向上的像素所决定的沿着频率编码轴线的
者中，2 年的再手术率是 4.8%，而在 649 例接受人工椎间 解析度、内植物相对于主磁场的方向、断层的厚度、成像
盘置换术的患者中，再手术率只有 2.9%。这一数据提示颈 平面的方向。然而，最重要的因素是内植物的材料。快速
人工椎间盘置换可减少出现有症状的相邻节段椎间盘的退 旋转回波序列可比T2加权影像造成更少的伪影，但这一技
变，因为在接受颈人工椎间盘置换的患者中因相邻节段退 术在人工假体检查方面的应用仍需要进行定量研究[22]。
变而进行再次手术者显著减少。Robertson[18]等也重复了这
腰椎人工椎间盘置换术后面临的情况可能不同，尽管
一观点。但是，仍有极少数接受颈人工椎间盘置换的患者 已有 15~20 年腰椎人工间盘置换术的历史，关于术后影像
需要再次手术。
检查的知识几乎没有，Neal等[23]最近报道了10例腰椎人工
对于颈人工椎间盘置换术后的患者，除了常规的随访 椎间盘置换术后患者相邻节段间盘的MRI 研究情况，患者
目的外还有许多潜在的理由，使得获得术后的影像成为必 均使用的是金属对金属的假体。除了 L5-S1 平面外，所有
需，这些理由包括：术后症状持续存在或复发；为了解相 节段的轴位影像都产生了显著的伪影。对于上方的相邻椎
邻节段的情况；为确保脊髓型颈椎病患者的脊髓获得足够 间隙，当使用 T1 加权液体衰减倒转 - 恢复序列和 T2 加权
的减压，此时对患者症状改善的观察可能不是那么必须， 序列时，上方终板和椎间隙在 90% 的影像中能被显示，尽
而确认脊髓获得减压更为迫切；为了明确潜在的并发症， 管存在伪影；当使用这两种序列时，此间隙的下终板在
如：感染。对于上述的所有假定，观察神经结构和人工椎 70% 的影像中能被显示。对于接受 L4-L5 椎间盘手术后间
间盘就很有必要。由此可见，获取手术间隙和相邻间隙的 盘置换间隙下方的相邻椎间隙，当使用T1加权液体衰减倒
常规 X 光片以外的影像学资料很有意义。
转 - 恢复序列时，有 66.7% 的图像能显示上终板，但当使
对于评价椎管、神经根管和相邻椎间盘，MRI 是标准 用T2加权序列时，只有33.3%的显示；使用这两种序列时，
和最详尽的影像学资料。
Wang[19]等先前对使用内植物后脊 椎间隙和下终板均有 66.7% 的显示。该作者的结论是尽管
柱的 MRI 质量进行过研究，钛金属的脊柱内植物造成的 有伪影，但在使用钴铬钼合金假体进行腰椎人工椎间盘置
表 4 每种假体术前、术后 MRI 质量的比较
平均值±标准差
假体
Bryan ®

Prestige LP ®

Prodisc-C ®

PCM ®

变量

术前

术后

变化

P

目标间隙

2.945 ± 0.136

2.600 ± 0.136

0.346 ± 0.193

0.111

相邻间隙

2.060 ± 0.011

2.046 ± 0.011

0.014 ± 0.016

0.421

总分

3.291 ± 0.080

3.072 ± 0.080

0.218 ± 0.114

0.091

目标间隙

2.958 ± 0.054

2.634 ± 0.054

0.324 ± 0.077

0.003

相邻间隙

2.055 ± 0.124

1.711 ± 0.124

0.344 ± 0.175

0.085

总分

3.299 ± 0.071

2.978 ± 0.071

0.320 ± 0.100

0.013

目标间隙

2.913 ± 0.042

1.751 ± 0.042

1.080 ± 0.095

<0.0001

相邻间隙

2.068 ± 0.127

1.078 ± 0.127

1.047 ± 0.062

0.0006

总分

3.271 ± 0.072

2.183 ± 0.072

1.089 ± 0.102

<0.0001

目标间隙

2.977 ± 0.050

1.924 ± 0.050

1.053 ± 0.070

<0.0001

相邻间隙

2.060 ± 0.067

0.980 ± 0.067

1.080 ± 0.095

<0.0001

总分

3.313 ± 0.044

2.266 ± 0.044

1.047 ± 0.062

<0.0001

目标间隙影像质量评分是研究间隙脊髓、椎管、椎间盘和左右侧神经根孔分值的总和。相邻间隙影像质量是研究间隙上方与下方相邻椎间盘评分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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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每种假体术前、术后 MR 影像评分所反映的 MRI 质量的变化
术后平均分 - 术前平均分（±标准差）
变量

Bryan

®

Prestige ®

Prodisc-C ®

PCM ®

目标间隙

-4.65 ± 1.2763

-4.9833 ± 1.2763

-12.5833 ± 1.2763

-12.6333 ± 1.2763

相邻间隙

-0.08333 ± 0.5741

-1.85 ± 0.5741

-4.6667 ± 0.5741

-5.0833 ± 0.5741

-4.733 ± 1.600

-6.833 ± 1.600

-17.25 ± 1.600

-17.717 ± 1.600

总分

目标间隙影像质量评分是研究间隙脊髓、椎管、椎间盘和左右侧神经根孔分值的总和。相邻间隙影像质量是研究间隙上方与下方相邻椎间盘评分的总和。

换术后，矢状位 MRI 还是有用的。
本研究的结果与Neal等关于人工腰椎间盘MR影像的
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我们发现在颈椎使用钴铬钼合金的假
体后，MR 影像显示相邻椎间隙的能力要差于腰椎。一个
可能的原因是在颈椎区域假体金属与周围组织相对量与腰
椎区域不同，同时，在颈椎区域目标间隙与相邻间隙的距
离也较短。我们观察到在使用钴铬钼合金假体移植的患者
中，手术间隙神经根管的 MRI 模糊不清，这是 Neal 等的研
究所未提到的。神经根管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多数再手术
的原因就是该区域神经减压不彻底。
本研究中使用的4种颈椎人工间盘均可拍到标准的动
态和静态X线片。螺旋CT检查可显示假体的各个部分，但
不同的假体成像质量有所不同。假体间的差异决定了 MR
扫描的使用。如果使用 Bryan ® 与 Prestige LP ® 假体（或其
他的非金属材料或钛金属材料的假体），MRI 可清楚显示
手术间隙和相邻间隙的神经结构。如果使用的人工椎间盘
带有磁性金属，如：钴铬钼合金和不锈钢，建议采用脊髓
造影 CT 检查来了解神经结构。使用这些假体后对相邻节
段的评价有赖于寻找骨性强硬度改变和椎间隙狭窄的证据，
对于后一种情况，由于 MR 影像很难显示相邻间隙椎间盘
含水量的改变情况，因此想通过这种方法评价相邻椎间盘
的退变很难。

金属和陶瓷材料都是当前使用的MRI顺应性材料，对于术
后影像学研究能提供最好的多功能性和能见度。当使用不
锈钢和钴铬钼材料内植物时，脊髓造影 CT 对术后影像研
究有帮助。

■ 结论

2. Sekhon LH. Cervical arthroplasty in the management of spondylotic
myelopathy: 18-month results. Neurosurg Focus 2004;17:E8.

颈椎的人工椎间盘假体有不同的关节、材料、运动特
性和固定方法。理想的情况是使用任何影像学技术都能将
假体和周围的组织结构清楚地显示出来而没有明显的伪影。
对于当前的颈椎间盘设计，采用标准的 X 线影像和 CT 技
术就能解决很多影像学方面的问题。当出现神经系统症状
时，就可能需要使用神经系统影像，最好的就是 MRI。 钛
表6 比较钛金属假体与钴铬钼合金假体导致MRI质量下降的情况
变量

P

目标间隙

<0.0001

相邻间隙

<0.0001

总分

<0.0001

目标间隙影像质量评分是研究间隙脊髓、椎管、椎间盘和左右侧神经根孔分值的
总和。相邻间隙影像质量是研究间隙上方与下方相邻椎间盘评分的总和。

■ 关键点
• 在使用当前的颈人工椎间盘假体后，从显示手术目
标间隙和相邻间隙的角度看，术后 MRI 的质量不同。
• 含有非钛金属的假体（如 PCM ® 装置和 Prodisc-C ®
假体中用的钴铬钼合金）能影响术后 MRI 的质量，妨
碍准确地显示术后手术间隙和相邻间隙的情况。
• 钛金属假体，无论是否有聚乙烯材料（Bryan ® 或
Prestige LP ® 假体）
，允许术后通过 MRI 满意地显示手
术间隙和相邻间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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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的放射立体测量分析
A Radiostereometric Analysis of the Bryan ® Cervical
Disc Prosthesis
Bengt Lind, MD, PhD,* Björn Zoëga, MD, PhD,† and Paul A. Anderson, MD‡
蔡斌 王岩 译

研究设计：对采用 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治疗单节段椎
间盘疾病的患者进行前瞻性、放射立体测量分析。

目的：研究骨和假体界面的钛材料终板的稳定性。
背景资料概要：颈椎间盘假体能够保留颈椎活动，其使
用期限除了取决于骨长入到假体表面形成的二次固定外，还
取决于早期固定。目前对假体的研究很少涉及这种固定的稳
定性。

研究方法：对11例具有症状的颈椎神经根性疾病患者进
行标准的前路颈椎间盘切除术，然后置换 Bryan ® 颈人工椎间
盘，该人工椎间盘经过了放射立体测量的改进。相邻的椎体进
行钽标记。术后患者要定时拍摄放射立体测量 X 光片，评估
患者的疼痛、神经功能和身体功能，随访 2 年。

研究结果：有 5 例患者的人工椎间盘假体的两端钛终板
可以达到即刻稳定。有 4 例患者直到术后 3 月都可以检测到轻
微但是可以测量到的改变（微动），而 2 例患者直到术后 3~6
月仍可以检测到微动。所有假体在术后 6 个月后都保持稳定
性，一直到术后 2 年的最后一次检查。记录到的微动并不影响
临床结果。

结论：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在许多患者身上可以达到即
刻稳定，对于所有患者术后 3~6 月内都能稳定到骨骼上。本研
究的结果显示，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终板的钛材料覆盖表面
可以长入足够的骨量，以保证牢固固定假体）
，其术后 MRI 均
能满意地显示手术目标间隙和相邻间隙的影像。这一结果是任
何希望了解手术后神经减压是否合适并希望监测到相邻节段椎
间盘变化的外科医生想知道的。

关键词：人工颈椎间盘；前路颈椎间盘切除加融合术；
退变性颈椎疾病；放射立体测量术；骨长入。Spine 2007;32:
885-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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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颈椎间盘置换术可以保留椎间盘的活动度，在理
论上，与前路颈椎间盘切除加融合术相比，其优点包括：
避免相邻节段退变、功能恢复早、手术并发症率低。与所
有的关节成形术假体一样，我们假定其远期功能取决于假
体与相邻骨的永久性固定。这包括两个过程，包括手术后
早期的固定，以及骨组织长入到假体表面。人们研究了多
种方法，包括螺丝、针、钉、形成精确的榫眼结构，以保
证早期固定[1,2]。另外，还有一些表面处理的办法，以促进
骨组织长入，包括：烧结的钛珠、钛表面喷涂有 / 没有磷酸
盐涂层。对于骨长上，在喷涂形成的表面网织状的假体上
是可能的；但是，对于骨长入，只有表层下有交织的孔能
允许组织长入，这样才可能骨长入。
研究显示，许多因素都可以影响大关节假体在宿主骨
骼上的固定，包括：早期固定、假体负荷、表面特征（如
[3,4]
粗糙程度、孔隙大小和形状、气孔率）
。但是，关于这些
因素如何影响脊柱假体的固定，人们了解的很少。最近，有
关于人工颈椎间盘置换术的动物实验报道[5]。
据报道在该狒
狒的模型中，在植入多孔的活动装置后，可以发生
45%~50% 的长入到喷涂的外表面。植入后 3~8 月取出 2 代
Bryan ®颈人工椎间盘（Medtronic Sofamor Danek，Memphis，
TN）
，发现在表面下的孔隙里可以有 32% 的长入。
由于脊柱植入物靠近神经、血管、内脏，其相对于相
邻椎体的稳定就特别重要了。而且，稳定性对动力学的恢
复和骨长入也是需要的。植入物相对于骨骼能够活动就会
造成临床结果不好，并需要翻修。植入物下沉也可能会限
制假体活动，造成骨折或改变动力学（即旋转中心），因而
影响手术效果。不管是术后即刻，还是长期随访的时候，测
量植入物的稳定性在肢体的关节成型术中已经有了广泛的
研究，但是在脊柱关节成型术中还没有研究[6,7]。
测量假体稳定性的一种技术是放射立体定向测量分析
或称放射立体定向测量术[8]。这种技术可以在任何时候都
精确的测量微动，并且明确是否有下沉。放射立体测量术
的结果如果显示没有移动，则强烈提示植入物已经发生牢
固的骨性固定[9]。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确定 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假体钛
终板相对于相邻 2 个椎体终板的稳定性。该目的是通过采
用放射立体定向测量的方法，研究植入物相对于椎体在旋
转和移位上的微动。本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研究假体微动

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的放射立体测量分析 • Lind et al

28

与临床结果之间的关系。
■ 材料和方法

患者情况 共 11 例，女性 9 例，男性 2 例，颈椎间盘疾病
造成颈椎神经根病。所有患者都包括在Bryan ® 颈人工椎间
盘假体的 EU 临床研究[10]中。选择标准为：C3 到 C7 之间的
单节段根性疾病或髓性疾病。排除标准为：骨质疏松、严
重关节疾病、不稳。本地的伦理委员会 IRB（Local Ethics
Committee IRB）批准了该研究，所有患者都同意参加研究。
患者平均年龄为 43 岁（范围 37~49 岁），4 例患者症状
持续 6 月 ~1 年，5 例患者持续 1~2 年，2 例患者持续超过 2
年。将4 个放射立体测量改良的 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植入
C5/6，7 个植入 C6/7。术后，所有患者都不带颈围。

患者评估 在临床方面，用 SF-36 和颈椎研究学会问卷表
[11]
（Cervical Spine Research Society Questionnaire）
来评估患
者。术前和术后 6 周、3 月、6 月、1 年、2 年，分别评估患
者情况。用 Odom 评分[12]来评估患者的临床结果。术后活
动前、术后 2 周、术后 4 周、术后 3、6、12 月和 24 月通过
放射立体测量术评估患者情况。

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 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由两侧钛材
料的模拟终板和中央的聚氨酯髓核组成。假体的髓核中心
¤
外包聚氨酯鞘，用盐水润滑。2 个一样的终板在轴上是对 图 1 Bryan 颈人工椎间盘的钛壳上放置钽标记物。A 为侧位，
称的，并向椎体凸出。终板的外面覆盖有烧结的钛珠，孔 B 为水平位。
隙率为 55%。假体要植入精确磨出的凹面中。假体的前面
有一个小的突起，可以辅助假体植入，并防止假体向后移
向，2 个球管向颈部倾斜 20°），并使用一个商品名
位。为本研究方便，假体的每侧终板都有3个钽标记物（半
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有机玻璃参照植入物
®
径0.5 mm），形成放射立体测量改良Bryan 颈人工椎间盘，
（cage），cage 上也有钽标记物。所有随访中，cage
这些标记物是在生产的过程中放上的。在其他方面，这些
的位置位于患者与 X 光片之间（图 3）。
假体与市售的假体是完全一样的（图 1）。
3．对标记物位置进行数字化并确定位置：对 X 光片
进行数字化，测量每对 X 片上标记物的位置。
手术技术 手术为前路左侧切口，切开椎间隙表面的前纵
4．确定照射的几何位置：利用离 X 光片最近的植入
韧带，肉眼下切除椎间盘的前半部分。将终板为假体植入
物和植入物上标记物的投射位置，用计算机分析
准备后，切除椎间盘的剩余部分。如果发现需要切除后纵
原始数据来确定照射几何位置（即 X 线摄片放射
韧带才能实现足够的神经根减压，则切除后纵韧带。植入
源、参照植入物、X 光片之间的关系）。
®
改良的Bryan 假体后，按照随机分布，在相邻椎体前皮质
5．重建：重建患者的三维坐标和标记物（图 4）。
的预先钻出的孔内再放置 3~5 个钽标记物（图 2）。
6．分析不同时间标记物的位置：分析硬标记物的位
置，在随后的检查中与基线位置进行比较。
放射立体定向测量分析 临床采用的放射立体定向测量
7．不管是移位还是旋转位置的改变都通过表 1 中描
[7]
术分为以下几步 ：
述的方法计算，并采用一种 UmRSA 软件包（RSA
1．植入：术中放置放射立体测量改良的 Bryan ® 假体
Biomedical Innovation，Umea，Sweden）。
和 3~5 个钽标记物。
2．标准摄片：术后，在患者活动之前，同时用 2 个角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中的放射立体测量重复性通过同一天
度拍摄前后位 X 光片（单平面的方法[7]，在垂直方 反复进行放射立体测量检查而计算，所有11例患者两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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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放射立体测量术。两个球管，患者仰卧位，检查床，胶片
位于检查床上的标记物的下面。

正的移位）
。由于这种技术具有很高的灵敏度，80 µm 都可
以认为是真正的移位，而非测量误差。注意如果认为假体6
月时是稳定的，那么3月到6月之间假体位置改变要小于不
稳的临界点。因此假体在术后6周可能不稳定，但是在术后
6周到3月之间变得稳定。所有测量结果都是独立于临床结
果而得出的。

图 2 放置改良 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的术后 X 光片，以及相邻椎

移动节段

体前面随机放置的钽标记物。A 为侧位；B 为前后位。

查间隔时间都为10分钟。我们计算了在同一天两次测量差
异的绝对平均值的 95% 可信区间，以发现明显移位和旋转
（根据正态分布 1.96 SD，表 2）。这些检测既包括准确的放
射立体测量方法，还包括重复检查之间移动类型的不一致
造成的任何变异。通过这种可信区间分析产生6个值用作确
定 3个方向上移位和 3 个旋转的临界值（也就是说，在两个
测量时间之间，任何高于此临界值的测量值，都认为是真

固定节段

图 4 三个轴上的旋转和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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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在 3 个不同平面上移位和旋转的描述和符号规则

定直到术后 2 年的最后一次评估。

解剖平面和轴

正向

反向

左右移位 (Xt)

左

右

上下移位 (Yt)

头

尾

前后移位 (Zt)

前

后

沿左右轴旋转 (Xr)

后凸

前凸

沿纵轴旋转 (Yr)

左

右

沿前后轴旋转 (Zr)

右

左

根据上文的放射立体测量检查结果，植入的 2 个终板
相对于 2 个相邻椎体的任何移位、平移、旋转可以在所有
轴面上测量出来（例如：测量下沉）。
某一时间段上，如果钛终板和相邻椎体之间的相对 X
光片位置发生改变，并超过相应改变的可信区间，则记录
下来假体位置可测量的改变（表 2）。移位定义为假体位置
在矢状位或冠状位上随时间的改变。下沉是移植后假体垂
直移位入椎体内。稳定表示相对于相邻椎体，假体位置固
定，通过放射立体测量术在随后的观察中未发现有任何位
置的改变。
表 2 移位和旋转的 95% 可信区间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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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可信区间

旋转(°)
水平轴 (x)

0.49

1.53

纵轴 (y)

0.32

1.10

矢状轴 (z)

0.45

1.50

位移 (mm)
左 - 右 (x)

0.04

0.16

近 - 远 (y)

0.02

0.08

前 - 后 (z)

0.04

0.12

微动如果超出特定移位或旋转的 95% 可信区间范围则被认为有临床意义。

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比较钛终板 - 骨骼之间活动与
术后 2 年临床结果的相关性。用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来分
析临床结果。
■ 结果
没有发生围手术和术后并发症，没有患者需要进行假
体翻修术。

从基线上的位置改变
5 例患者中，没有发现任何从基线上的位置改变，提
示这些假体在骨 - 植入物表面达到即刻稳定，如表 3。4 例
患者可以记录到轻微但是能测量出的改变，一直到术后 3
月的检查，提示术后 6 到 12 周间才达到稳定。2 例患者直
到术后6月检查仍能观察到微动，提示术后3 到6月间才达
到稳定。6月后，所有患者都没有检测到有微动发生，也就
是说，所有假体在术后 6 月内都已经稳定，并持续保持稳

移位
不同检查之间钛终板与骨骼相比计算出的移位在表 4
中显示。主要的移位发生于2个椎体的X轴上，与假体的上、
下终板相比，形成轻微的“前凸”
，在术后 2 年的时候，头
侧的一个终板最大达到5.4°。在这种情况下，下终板显示同
样类型的移位，并在同一个随访时间点与上终板一样稳定。

下沉
2 周时有 5 例患者发生可以测量到的下沉，6 周有 3 例
患者，3 月和 6 月各有 1 例患者。术后 6 周到 2 年，并没有
发生进一步下沉（表 3）
。所有单侧终板的最大下沉量在术
后2年为0.52 mm。全部下沉量（两侧终板）最大为0.8 mm，
发生于同一患者身上。

临床结果
SF-36 PCS 分数平均数术前为 32.4（23.9~41.5），术后
2 年为 46.3（23.1~58.2）
（P=0.016）。术后 2 年随访时，按
照改良 Odom 标准，11 例患者中，有 9 例为优，然而 2 例
评分差，其中 1 例发生了挥鞭样损伤。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
析，并未发现早期检测到的移位与临床随访结果之间有任
何关系。
■ 讨论
作为颈椎椎间盘切除加融合术的一种替代方法，人们
对脊柱关节成型术的兴趣正日益增高。然而这种新手术方
法的使用期限并不知道，仍然需要确定机械性假体失败和
无菌性松动的资料。本研究中，采用放射立体测量术测量
了术后 2 年内 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组成部分在骨 - 金属界
面的稳定性、移位、下沉。早期的微动可能预示晚期假体
失败，发生无菌性松动[9,13-15]。我们发现有 5 例患者，其钛
终板在植入后即刻稳定。11 例患者中有 2 例患者其假体稳
定在术后 3~6 月才确定达到。
放射立体测量术是在20世纪70年代[8]提出的，该技术
在随后的时间内得到了改进[7]，它最常用于预测髋关节和
膝关节的无菌性松动[9,13-15]。由于预测准确率很高，这使它
适合用于比较小的样本和轻微的改变。通常，标记物放置
的越分散，预测的准确性越高。本研究的精确性并不如在
髋关节和膝关节研究中高，这是因为假体和椎体很小的缘
故[16]。另外，我们相信，与其他放射学方法相比，本研究
采用的放射立体测量术检测微动的能力更好，并且该技术
可能能用于预测与关节成型术研究类似的无菌性松动[9]。
大多数的微动发生于术后最初 2 周，这一点可能反映
了假体终板在准备好的椎体终板内的位置调节。在那些没
有发生这种微动的患者身上，那种预期的安入即适合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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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在两个不同检测点，假体在所有重要平面和沿所有 3 个轴向的位置变化
患者

2周

6周

3月

编号

Xr Yr

Zr

Xt

Yt

Zt

Xr

Yr

Zr

Xt

Yt

Zt

Xr

Yr

1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5

-

-

-

-

-

-

-

-

-

-

6

-

-

-

-

-

-

-

-

-

-

7

*

-

-

-

-

-

*

-

-

8

-

*

*

*

*

*

-

*

9

-

-

-

-

-

-

-

10

-

-

*

-

*

*

-

11

-

*

-

-

-

*

-

6月

12 月

Zr

Xt

Yt

Zt

Xr Yr

Zr

Xt

Yt

Zt

Xr Yr Xr Xt Yt Z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位置发生重要变化。
Xr：沿左右轴旋转；Xt：左右移位；Yr：沿纵轴旋转；Yt：上下移位；Zr：沿前后轴旋转；Zt：前后移位。

定可能达到了最佳的效果。某些患者身上观察到的终板下
沉，大多发生在矢状位上，并造成活动节段的后凸，这一
点在其他研究中也观察到了，但是，矢状位的损失似乎可
以通过脊柱邻近节段代偿[17]。
一种形式的移位是假体下沉到椎体中，这种情况在腰
椎假体有报道，但是在颈椎假体仍未见报道[18]。本研究发
现的植入物下沉程度并不严重，小于 1 mm。在本研究中，
我们并没有发现早期观察到的微动与 1 年和 2 年临床结果
之间有任何联系。
术后 6 月内，能确定所有 22 个终板都已经稳定，而且
一旦发现固定了，所有假体的终板在 2 年研究过程都一直
稳定。这一观察结果提示，钛终板通过骨骼长入到多孔的
假体表面而达到稳定。该结果与 Jensen 等人[3]最近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他们评估了骨长入到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的
情况，采用黑猩猩和人类移植。他们发现，新骨不仅可以

在假体表面形成，而且可以在Bryan ® 的终板表面下的多孔
间隙内长入。虽然假体表面的骨骼量比例并没有定量，但
是，大约 32% 的表面下孔隙内含有骨骼。骨长入的量稍微
大于髋关节和膝关节假体骨长入的量[19-21]。鉴于骨长入率
高以及本研究记录到的稳定性，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显示
出可以达到永久性固定的效果。
多个因素造成了假体的稳定。本假体有精确配合的表
面，可以适合椎体内准确磨出的凹面中。在植入的过程中，
要牵开椎间盘，这样植入假体后假体要受到压缩。假体表
面粗糙，可以抵抗移位，并选择孔隙以诱导骨骼长入。假
体的设计可以消除偏心弯矩，从而有利于稳定和骨长入。
■ 结论
采用放射学立体测量分析技术并在植入物和相邻椎体

表 4 基线到术后 2 年不同检查之间钛终板与骨骼相比计算出的移位和下沉
位置变化

2周

6周

3月

6月

12 月

24 月

旋转 (°)
水平轴 (x)
纵轴 (y)
矢状轴 (z)

-0.16

-0.03

-0.10

-0.03

-0.13

0.05

1.70 (-2.9；5.0)

1.72 (-3.8；4.6)

2.70 (-5.0；7.4)

2.16 (-3.7；6.1)

1.96 (-4.3；4.9)

1.88 (-3.5；5.4)

-0.06

0.06

-0.03

0.10

0.18

0.10

0.97 (-2.3；1.3)

0.73 (-1.3；1.8)

0.87 (-1.6；1.6)

0.95 (-1.1；3.1)

0.79 (-0.9；1.7)

0.81 (-1.5；1.7)

0.19

0.30

0.33

0.30

0.22

0.39

1.69 (-2.8；3.7)

1.69 (-3.3；3.7)

1.44 (-2.8；2.3)

1.58 (-2.6；3.6)

1.80 (-3.7；3.0)

1.66 (-3.6；3.5)

移位 (mm)
左 - 右 (x)
近 - 远 (y)
前 - 后 (z)

-0.06

-0.04

-0.05

-0.05

-0.05

-0.04

0.13 (-0.44；0.11)

0.10 (-0.36；0.10)

0.12 (-0.37；0.13)

0.12 (-0.43；0.14)

0.12 (-0.42；0.14)

0.13 (-0.46；0.12)

-0.12

-0.16

-0.17

-0.18

0.15

-0.18

0.13 (-0.50；0.05)

0.12 (-0.54；-0.01)

0.10 (-0.31；0.03)

0.12 (-0.51；-0.02)

0.15 (-0.53；0.11)

0.13 (-0.52；0.05)

-0.06

-0.03

-0.04

-0.01

-0.01

-0.01

0.10 (-0.26；0.12)

0.11 (-0.28；0.16)

0.12 (-0.24；0.18)

0.14 (-0.28；0.22)

0.16 (-0.36；0.22)

0.15 (-0.26；0.37)

数值以平均值± SD 和范围表示。它们反映了自前次检查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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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放置标记物，研究显示，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的终板在
植入后能达到早期稳定。有 50% 的植入物能实现即刻固
定，但是有2例患者在假体与骨骼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微动，
甚至是在术后 3 月后。术后 3~6 月，所有终板都达到永久
固定，并在 2 年的随访观察中保持稳定。假体的下沉并不
明显。本研究的结果提示，在 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终板的
表面上可以长入足够的骨骼，以牢固地固定假体。
■ 关键点
• 采用放射立体测量术，研究 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
的早期和晚期固定，患者共11例，为单节段神经根病
患者。
• 假体没有发生大于 1 mm 的下沉和移位。
• 有5例患者术后即刻达到假体的稳定，4例患者术后
3 月前，2 例患者术后 3~6 月达到稳定。
• 研究结果显示，在Bryan ® 颈人工椎间盘终板的表面
上可以长入足够的骨骼，以牢固地固定假体。

参考文献
1. Anderson PA, Rouleau JP. Intervertebral disc arthroplasty. Spine 2004;29:
2779-86.
2. Phillips FM, Garfin SR. Cervical disc replacement. Spine 2005;17(suppl):
S27-33.
3. Jensen WK, Anderson PA, Nel L, et al. Bone ingrowth in retrieved Bryan®
Cervical Disc prostheses. Spine 2005;30:2497-502.
4. Smith HE, Wimberley DW, Vaccaro AR. Cervical Arthroplasty: Material
properties. Neurosurg Focus 2004;17:15-21.
5. McAfee PC, Cunningham BW, Orbegoso CM, et al. Analysis of porous
ingrowth in intervertebral disc prostheses: A nonhuman primate model.
Spine 2003;28:332-40.
6. Engh CA, O'Connor D, Jasty M, et al. Quantification of implant micromotion,
strain shielding, and bone resorption with porous-coated anatomic medullary locking femoral prostheses. Clin Orthop Relat Res 1992;285:13-29.
7. Karrholm J, Herberts P, Hultmark P, et al. Radiostereometry of hip prostheses.

32

Review of methodology and clinical results. Clin Orthop Relat Res 1997;
344:94-110.
8. Selvik G. Roentgen stereophotogrammetry. A method for the study of
kinematics of the skeletal system. Acta Orthop Scand Suppl 1989;232:1-51.
9. Thanner J, Karrholm J, Malchau H, et al. Poor outcome of the PCA and
Harris-Galante hip prostheses. Randomized study of 171 arthroplasties with
9-year follow-up. Acta Orthop Scand 1999;70:155-62.
10. Goffin J, Van Calenbergh F, van Loon J, et al. Intermediate follow-up after
treatment of degenerative disc disease with the Bryan® Cervical Disc
Prosthesis: Single-level and bi-level. Spine 2003;28:2673-8.
11. BenDebba M, Heller J, Ducker TB, et al. Cervical spine outcomes
questionnaire: Its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Spine 2002;
27:2116-23.
12. Odom GL, Finney W, Woodhall B. Cervical disc lesions. JAMA 1958;166:
23-8.
13. Goodman S, Aspenberg P. Effect of amplitude of micromotion on bone
ingrowth into titanium chambers implanted in the rabbit tibia. Biomaterials
1992;13:944-8.
14. Goodman S, Aspenberg P, Song Y, et al. Intermittent micromotion and
polyethylene particles inhibit bone ingrowth into titanium chambers in
rabbits. J Appl Biomater 1995;6:161-5.
15. Goodman S, Wang JS, Doshi A, et al. Difference in bone ingrowth after one
versus two daily episodes of micromotion: Experiments with titanium
chambers in rabbits. J Biomed Mater Res 1993;27:1419-24.
16. Zoega B, Karrholm J, Lind B. Plate fixation adds stability to two-level
anterior fusion in the cervical spine: A randomized study using
radiostereometry. Eur Spine J 1998;7:302-7.
17. Johnson JP, Lauryssen C. Camron HO, et al. Sagittal alignment and the
Bryan® cervical artificial disc. Neurosurg Focus 2004;17:1-4.
18. van Ooij A, Oner FC, Verbout AJ. Com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disc
replacement: A report of 27 patients with the SB Charite disc. J Spinal
Disord Tech 2003;16:369-83.
19. Cook SD, Thomas KA, Haddad RJ Jr. Histologic analysis of retrieved
human porous-coated total joint components. Clin Orthop Relat Res 1988;
234:90-101.
20. Pidhorz LE, Urban RM, Jacobs JJ, et al.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bone and soft
tissues in cementless porous-coated acetabular components retrieved at
autopsy. J Arthroplasty 1993;8:213-25.
21. Sumner DR, Kienapfel H, Jacobs JJ, et al. Bone ingrowth and wear debris
in well-fixed cementless porous-coated tibial components removed from
patients. J Arthroplasty 1995;10:157-67.

SPINE Volume 32, Number 19, pp 2103-2110
©2007,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Inc.

C-D 内固定系统治疗特发性脊柱侧凸
——术后 10 年随访评估

Idiopathic Scoliosis Treated With Cotrel-Dubousset Instrumentation
Evaluation 10 Years After Surgery
Ingjald Bjerkreim, MD, PhD, Harald Steen, MD, PhD, and Jens
Ivar Brox, MD, PhD
郑国权 王岩译

试验设计：随访 10 年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目的：评估采用 C-D 内固定系统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
侧凸的远期结果。

背景资料：对于采用 C-D 内固定系统治疗青少年特发性
脊柱侧凸，目前尚缺乏用生活质量评估其远期功能。

方法：共 100 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女：76 例；
男：24 例）纳入本研究，所有患者均为单主弯。影像学检查
和疼痛登记 1~5 年以上。生活质量和疼痛等指标采用 EuroQol
（EQ）和 Oswestry 伤残指数（ODI）评估。这些数据通过手术
后 10 年向患者邮寄问卷获得。

结果：手术时平均年龄为 16.8 ± 5.3 岁，Risser 征平均为
3.2 ± 1.5。所有患者术后观察 2 年。主弯度数从平均 56° 矫正
到 19°，且从后期随访来看，矫正效果得以维持。14 例患者出
现轻微并发症，5 例患者因怀疑迟发性感染而将内固定取出。
术后 10 年调查问卷，共收到回复 86 份。97% 认为背部功能非
常好、好或较好；96% 认为可再选择该手术。EQ-5D 和 ODI 分
值略低于正常人。尽管如此，在 10 年随访期内，尚有 45% 的
患者在稍晚些时候就背部疼痛向内科医生咨询或接受理疗。

结论：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采用 C-D 内固定系统
治疗后的影像学结果、
患者满意度以及生活质量的评价分值和
背部功能都较优秀，
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患者存在背部问题需要
治疗。

关键词：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前瞻性；外科治疗；
长期随访；C-D 内固定系统；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EQ-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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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AIS）外科治疗方面，Harrington 棒撑开技术已
广泛应用 20 余年[1]。CD 内固定系统是治疗 AIS 的第一个
三维矫形系统，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它被绝大多
数脊柱中心所采用[2-4]。经近15年来的发展，已开展椎弓根
螺钉、椎板钩、钢丝等技术，将这些技术根据需要进行组
合，通过平移和骨锚定，以获得最好和最安全的矫形[5,6]。本
文目的在于评估采用 C-D 内固定系统治疗 AIS 的最早 100
例患者的近期及远期效果。
■ 患者及方法

患者 自 1989 年 10 月到 1995 年 12 月，我们治疗的最早 100
例接受脊柱融合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纳入本研究。
32例患者在治疗前曾采用支具治疗。所有患者均为单主胸
弯，99 例为 Moe-King II 型或 III 型，1 例为 IV 型[7]，71 例
患者存在临床躯干失平衡，自颈 7 的铅垂线与正中线偏移
1.9 ± 1.1 cm。弯曲的测量方法采用 Cobb 技术在站立位的
X 线片上进行测量[8] ；顶椎旋转的测量方法采用 Perdriolle
方法[9]。

治疗 采用标准的外科技术[10]。融合节段仅限于近端椎和远
端椎之间[11]。所有没有用椎板钩固定的关节突关节均用骨
刀仔细凿糙骨皮质，并充填松质骨。脊柱融合术也包括椎
板、背侧横突的去皮质技术。自体松质骨来自于后侧髂骨
大翼。所有手术均由一位外科医生主刀（I.B.）。所有患者
在内固定之前做唤醒试验，以进行神经检查。术后插入硬
膜外导管以进行镇痛和伤口引流。术后第一天即可戴支具
活动。

随访 制定一个前瞻性随访计划，分别在第 3、6、12、24、
36 和 60 月进行临床检查和影像学检查。因在术后最初 2 年
内没有发现异常变化，随访方案改为所有患者随访2年，84
例 3 年，44 例 5 年。在最后一次随访时，鼓励患者当发现
任何手术相关的情况均咨询骨科。从术前直到术后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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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随访，均由主刀医生对患者口述的疼痛进行记录，并将 问卷 采用“整体背部伤残”（Global Back Disability）问
其分为 4 类：无背痛、轻微背痛、中度背痛、严重背痛。在 卷进行记录。该问卷是当今专用于背部伤残记录的唯一问
第 10 年的随访时，每位患者都邮寄一张标准的问卷。问卷 卷。本问卷有5个备选答案：
“优秀，无或有不重要的不适”、
包括可量化的疼痛、伤残、生活质量和工作，以及人口统 “好，偶尔背部疼痛”、
“较好，有点背痛，功能部分受限”、
计学的问题和术后满意度。
“差，持续不变的明显不适，或严重的伤残”、
“非常差，糟
糕，生活不能自理”。
N o r w e g i a n 版的 O s w e s t r y 伤残指数（O s w e s t r y
影像学评估 影像学检查由骨科治疗医生和放射科医生共
（1.0 版）用于评估特殊背部伤残[14,15]。本
同完成，所有操作均按 Cobb 方法进行。最近研究中，观察 Disability，ODI）
者之间的误差为 3°，以前为 5° [12,13]。

并发症及技术性结果 术中、术后及常见的并发症均进行
登记。

图 1 一个采用 CD 内固定系统治疗的 15
岁女孩脊柱的正位片。右侧单主胸弯从术
前 46° 降为术后的 17°，上胸弯为代偿弯，
从29°减少到14°，下腰弯从28°减少到8°。

评分有10道关于疼痛和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与疼痛相
关的伤残问题。将各值求和并用百分比表示，0%代表没有
疼痛和伤残，100% 代表最痛和最差。
一般功能评分用以评估日常生活中的背部相关伤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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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分患者需回答9道问题，从3个备选答案中选1个：
“能
完成”
、
“能完成，但因为背部原因有困难”、
“因背部原因
不能完成”。本分值也用百分比代替，100% 代表最严重的
伤残。
EuroQol 问卷是用于评估生活质量的通用问卷（非专
用于疾病），尤其是用于评估终生生活质量。本问卷有 5 条
关于日常生活的问题，包括：活动、自我护理、日常活动、
疼痛或不适、焦虑与抑郁[EuroQol (EQ)-5D]。本问卷还包
括评估总体健康情况的视觉模拟评分（EQ-VAS）。EQ-5D
采用 3 条形容词应答，其分值需要将其与一般人群进行加

图 2 与图 1 同一患者的术前和术后 X 线
侧位片，胸椎后凸从 2° 增加到 17°，腰前
凸从 22° 增加到 30°。

权产生一个单指数，－ 0.59 代表最差的健康状况，1.00 代
表最佳健康状况。EQ-VAS 评分是垂直视觉模拟评分，像
温度计一样，患者可根据目前的健康情况进行评估，分值
范围在 0~100 分之间，0 代表最差，100 代表最好。
评估工作情况包括有偿工作（全职、兼职、不工作）以
及如果不工作的情况（病休、职业或医疗康复、病退、下
岗、家庭主妇、学生）[14]。挪威有涵盖所有居民的国家社会
保险系统。有疾病证明的患者，最多可享受 1 年的救济金。
此后，他们可接受医疗或职业康复以减少伤残率。如果 1
年康复后仍不能工作，他们可领取较低的残废人抚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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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弯

度

立位拍片

图 3 术前和术后 5 年随访的主弯

术后时间（月）

的绝对度数（1 SD）
。

体旋转平均减少 7.6°（31%，从 24.6° 减至 17.0°）。

统计学分析 结果来自于绝对数、比例或百分比的差值。中

所有的患者均获得了坚固的融合。2年后随访，主弯减
心值代表平均值，分散相为 1 个标准差。基线的常态分布、 少 35. 8°（64%）
，上继发弯平均减少 13.2°（45%）
，下代偿
随访资料、差异性用直方图表示。基线与 2 年随访资料之 弯 17.1°（54%）
；3 年随访时（n=84）
，相应弯曲减少分别为
间的差异用配对 t 检验（双侧）。
35.7（
° 64%）
、12.8（
° 44%）
、17.5（
° 56%）
；5年随访时（n=44）
，
相应弯曲减少分别为 36.9°（64%）、13.1°（45%）、15.9 °
（55%）
。术后当时的弯曲与随访时的弯曲没有差异性。
■ 结果

临床结果

患者和手术

在随访过程中，用自颈 7 铅垂线的方法测量，除 1 例
较差外，其余所有患者均获得较好的躯干平衡。与术前 48
例患者自述有背部疼痛相比，有 90 例术后没有背部疼痛。
手术患者绝大多数是学生，根据他们的职业，所有患者均
能进行正常的体力活动。

上继发弯度
立位拍片

度

本研究共 76 例女性和 24 例男性。手术时平均年龄 16.8
± 5.3 岁，骨龄 14.9 ± 1.6 岁，Risser 征 3.2 ± 1.5，主弯平
均度数为 55.9 ± 10.2°。上继发弯平均 29.3 ± 9.0°，下继发
弯平均 31.5 ± 9.9 ° 。Bending 像显示主弯平均减少 20.1 °
（36%），上继发弯 9.3°（32%），下继发弯 25.0°（79%）。胸
椎后凸平均 15.2 ± 12.9°，腰椎前凸 47.2 ± 13.1°。
平均脊柱融合节段数 9.3 ± 1.1 个，平均手术时间 202
± 36.2 分钟（最早的患者融合节段最长，耗时最多）。失血
量平均为 2 455 ±808 ml。最早 18例患者仅输同种异体血，
平均输血量 1 930 ± 986 ml。其余 82 例患者平均输 321 ±
462 ml 异体血和 1 235 ± 522 ml 自体血。在术中或术后用
Solcotrans 或后来的细胞回收器收集自体血液。在 82 例患
者中，48 例（59%）无需输异体血。
平均住院时间为 12.1 ± 2.6 天。

影像学检查
术前术后均拍照标准的正侧位片（图 1、2）。主弯手
术后 Cobb 角平均减少 37.0 ± 7.7°，矫正率 66%（图 3）。
上继发弯平均减少 11.7 ± 5.8°（减少 40%，图 4），下
继发弯 17.9 ± 6.5°（减少 57%，图 5），胸椎后凸平均增加
术后时间（月）
8.7°（57%，平均从15.2° 增至23.9°），腰前凸增加1.6°（3%，
平均从 47.2° 增至 48.8°）。术中用 Perdriolle 方法测量，椎 图 4 术前和术后 5 年随访上继发弯度数的绝对值（1 SD）。

37

Spine • Volume 32 • Number 19 • 2007
下继发弯度
立位拍片

表 1 10 年随访时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N=86)
特征

％

教育水平 (%)
小学 (9 年)

29

高中 (12 年)

27

大学

44

度

工作情况 (%)
工作

58

学生

16

家庭主妇

6

病假

5

康复治疗

5

领取残废人抚恤金

术后时间（月）

图 5 术前和术后 5 年随访下继发弯度数的绝对值（1 SD）
。

并发症
一例典型的 Moe-King III 患者，由于下继发弯度数出
现进展，出现躯干失平衡。后通过扩大融合范围（从
T11~L3），此腰弯获得了坚强的固定和良好的躯干平衡。
7 例患者出现一过性肺不张，4 例尿路感染，3 例表浅
伤口感染。5 例因临床怀疑感染而取出内固定。所有患者
血培养均为阴性，内固定取出前后均未给予抗生素，伤口
均正常愈合。
没有出现神经并发症和血肿，临床上未发现下肢深静
脉血栓和肺栓塞。术中没有椎板骨折和椎板钩脱位。

10 年随访
随访率为86%，10年随访无应答的患者其基线特征和
早期随访结果没有差别。10 年人口统计数据见表 1。20%
患者处于请病假、康复治疗和领取残废人抚恤金状态。
97% 的患者背部功能达到优秀、好或较好。96% 的患
者宁愿再次选择此手术（表 2）。背部特殊伤残分数和生活
质量居于普通人群的上限。EQ-5D 分值见图 6。
24例女性分娩孩子，怀孕期间62% 的患者背部疼痛增
加。在随访前 1 年，39 例（45%）患者因背部不适曾咨询内
科医生，其中 24 例（28%）接受理疗。那些咨询或接受治
疗的患者的 ODI 分值（10.4 ± 7.3）高于没有咨询或接受治
疗的患者（40 ±10.7）
，两者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0.001）
。
生活质量方面也有统计学差异。

16

侧凸影响教育和工作的选择

37

其他伴发病

27

吸烟

36

已婚 / 同居

55

可能减少后期疼痛，因下腰椎固定后背部疼痛会增加[20]。
与其他作者用 CD、Isola 和 USS 手术相比[2,5,21-26]，我们的手
术矫正效果较好，且随访期间没有明显的矫正丢失。
除1例于术后1年开始出现失平衡外，其余患者的未固
定的腰椎在额状面上对线良好。该患者弯曲进展，随后进行
融合。这例中继发弯曲的进展尚不能解释。我们并没有看到
表 2 10 年随访结果 (N=86)
％ [均值(标准差)]
整体背部问题
优秀

32

好

47

较好

18

差
未变化

13

改善

36

正常化

51

双肩平衡外观
未变化

14

改善

24

明显改善

39

正常化

23

疤痕烦扰

34

怀孕期间疼痛增加 (n ＝ 24)

62

愿意再次手术
一般功能分 (0~100)*

96
6.3 (10.6)
6.9 (9.5)

EQ-VAS (0~100)†

82.3 (18.3)

EQ-5D (-0.59~1.00) ‡

0.83 (0.16)

*100= 最差

我们希望做安全的短节段融合，因而，我们治疗MoeKing II 型和 III 型的方法是一样的，保留腰部的运动和尽

3

平衡外观

ODI (0~100)*

■ 讨论

10

因背部疼痛或残废改变工作

†100= 最好
‡1.0=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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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问题

有些问题

无法进行

无问题

日常活动

无

中度

中度

卧床

活动

重度

疼痛

无

有些问题

38

无问题

有些问题

不能盥洗和穿衣

自我护理

重度

焦虑 / 抑郁

其他作者报道的Moe-King II型患者的失平衡和失代偿[27,28]。
手术矫正效果包括胸椎的去旋转、矢状面弯曲的矫正
和继发弯曲的自发性矫正。继发弯曲的自发性矫正在其他
作者也有报道[6]。我们发现 AIS 患者手术中做唤醒试验是
必要的，且对于一个有经验的麻醉师而言，只需增加仅仅
的 2~5 分钟手术时间。
一些作者[5,22,29,30]报道假关节形成达1%~8%，但我们的
病例中并未发现假关节形成。有 5 例患者在术后 1 年因临
床怀疑感染而将内固定取出。血培养没有发现细菌，也没
有给予抗生素。内固定取出后，所有伤口均正常愈合。没
有做组织学检查。没有发现假体松动。临床怀疑感染增加
了突起的植入物机械性炎症反应、金属过敏、缝合材料反

图 6 EuroQol 问卷的 5 个问题（EQ-5D）
。图中提供了分值。

应的可能性。其他作者曾有迟发性感染的报道[5,31]。
孕期背部疼痛的比例居于没有特发性脊柱侧凸的女性
的范围之内，这与之前的一个大的病例对照研究报道相一
致[32]。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怀孕和分娩时相关问题
通常会增加。与以前的研究相一致，我们的结果也表明侧
凸不影响患者的怀孕和分娩。
远期随访表明，约半数患者有疼痛病史（EQ-5D 问
卷）。该结果与 Harrington 内固定 23 年随访结果相一致[1]。
在目前的研究中，远期随访时疼痛更为常见。这一发现可
能与正常组织的退变有关，
也可能反映了随访过程的不同，
短期随访由手术医生完成，而远期随访常用有效的问卷随
访。我们的 ODI 分值和一般功能分值均优于 Danielsso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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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emson 所报道的手术组和对照组[1]。而这些分值又优 数量的患者因背部问题咨询内科医生或接受理疗。
于那些慢性下腰痛和椎间盘退变而行内固定手术的患者的
分值[33-36]。相应地，成功率（定义为声称优秀、好、较好 参考文献
的患者人数）也相比较高（97% 比 60%~70%）。如果将成
功限定于优秀和好，该比例仍可达 80%。另外，所报道的 1. Danielsson AJ, Nachemson AL. Back pain and function 23 years after
fusion for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 case-control study. Part II. Spine
EQ-VAS 评分和 EQ-5D 评分仅低于同龄的正常人群[37]。与
2003; 28:E373-83.
疼痛有关的背部伤残（ODI）分数较低和日常活动中的疾
2. Remes V, Helenius I, Schlenzka D, et al. Cotrel-Dubousset (CD) or
病相关活动表明，从远期随访来看，尽管疼痛，患者能够
Universal Spine System (USS) instrumentation in adolescent idiopathic
较好处理。而相反，相当的患者咨询内科医生或目前已经
scoliosis (AIS): comparison of midterm clinical, functional, and radiologic
outcomes. Spine 2004;29:2024-30.
因背部问题接受理疗。这些患者有明显多的轻微伤残，生
3. Cotrel Y, Dubousset J, Guillaumat M. New universal instrumentation in
活质量明显降低。
spinal surgery. Clin Orthop 1988;227:10-23.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用脊柱研究协会（SRS）的问卷，使
4. Dubousset J, Cotrel Y. Application technique of Cotrel-Dubousset instru得很难与其他研究疾病相关的生活质量问卷相比较。从弯
mentation for scoliosis deformities. Clin Orthop 1991;264:103-10.
曲减少、平衡改善、肩部对称等方面的结果表明，这些远
5. Asher M, Lai SM, Burton D, et al. Safety and efficacy of Isola instrumen期随访患者对其经历的外观改变较为满意。多数患者愿再
tation and arthrodesis for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two- to 12-year
做该手术，但相当人数对手术疤痕较为关注。这并不奇怪，
followup. Spine 2004;29:2013-23.
因为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手术的主要指征之一就是外观 6. Kuklo TR, Lenke LG, Won DS, et al. Spontaneous proximal thoracic curve
correction after isolated fusion of the main thoracic curve in adolescent
问题。
idiopathic scoliosis. Spine 2001;26:1966-75.
自价格低廉、操作简单的Harrington系统产生以来，用
7. King HA, Moe JH, Bradford DS, et al. The selection of fusion levels in
于脊柱侧凸手术的新器械得到不断发展。在远期随访研究
thoracic idiopathic scoliosis. J Bone Joint Surg Am 1983;65:1302-13.
中，Helenius[38]等报道CD系统在功能和影像学结果方面优 8. Cobb JR. Outline for the study of scoliosis. Instr Course Lect 1948;5: 261-75.
于 Harrington 系统，而 SRS 分值相似，并发症却较高（26%
比 12%）。而 CD 系统和后来发展的器械的成本收益尚未见
报道。考虑到脊柱侧凸内固定器械费用高昂，以及并发症
的风险，器械改良主要是针对旋转畸形的矫形效果，而非
成本收益问题和临床问题。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内固
定方面，在抛弃旧器械，选择新装置时需要证据证明新方
法的优越性。评价新方法和新术式的金标准是随机对照研
究。随机对照试验的远期随访评价特殊疾病健康相关生活
质量、并发症和成本收益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 结论
从目前的 100 例患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来看，用 CD 系
统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影像结果、患者满意度、生
活质量平均分值、背部功能分值都较优秀，但是，仍有相当

■ 关键点
• 本研究是 CD 内固定系统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
凸的 10 年前瞻性研究。
• 主弯的平均矫正率为 66%。
• 5 例患者因临床怀疑感染而取出内固定。
• 平均 ODI 和 EuroQol 分值在正常范围之内。
• 近来近半数的患者因背部疼痛咨询内科医生或接受
理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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