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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路长节段固定不同置钉密度下脊柱三维运动的稳定性

薛静波，李昃鹏，王  程，欧阳智华，李学林，晏怡果，王文军

文题释义：

置钉密度：实验将脊柱标本上实际置入椎弓根螺钉数目占脊柱标本双侧可置入最大椎弓根螺钉数目的百分比定义为置钉密度。

三维运动稳定性：实验通过光学追踪角度来观察固定脊柱标本在屈伸、侧弯及轴向旋转运动时的活动度以描述结构的稳定性。

摘要

背景：脊柱后路矫形椎弓根螺钉内固定已成为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最为常见的临床治疗方法，但使用高密度的置钉方式会对患者造成更

大的创伤且增加医疗成本。

目的：利用六自由度关节机器人对后路不同置钉密度固定的猪脊柱进行生物力学测试，探讨不同置钉密度对后路长节段固定脊柱三维运动

稳定性的影响。

方法：在8具猪脊柱标本中，首先制备全椎弓根螺钉固定模型(100%固定)，之后依次减少椎弓根螺钉，制备不同密度的椎弓根螺钉固定模

型(82%，64%，36%)，最后无椎弓根螺钉固定的脊柱作为空白对照组。采用六自由度关节机器人测试各组猪脊柱标本在屈伸位、侧弯位及

轴向旋转位的稳定性。

结果与结论：①在屈伸位、侧弯位的测试中，全椎弓根螺钉固定组(100%)与部分椎弓根螺钉固定组(82%，64%，36%)脊柱标本的活动度相

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②在轴向旋转位测试中，36%椎弓根螺钉固定组相比于全椎弓根螺钉固定组以及82%、64%椎弓根螺钉固定

组，轴向旋转的稳定性显著降低(P < 0.001)；③在64%椎弓根螺钉固定组加入横向连接杆固定时，可以显著降低脊柱标本轴向旋转的活动

度(P < 0.05)；④提示有限降低椎弓根螺钉的置钉密度，不会对脊柱后路长节段固定的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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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of three-dimensional motion of spine with long-segment posterior fixation at different screw 
densities 

Xue Jingbo, Li Zepeng, Wang Cheng, Ouyang Zhihua, Li Xuelin, Yan Yiguo, Wang Wenjun 

Department of Spine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Hunan Province, China 
Xue Jingbo, MD, Associate chief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Spine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Hunan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Wenjun, MD, Chief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Spine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Hunan Province,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

2095-4344.3788

投稿日期：2020-06-09   

送审日期：2020-06-13

采用日期：2020-08-04

在线日期：2020-10-20

中图分类号： 

R459.9；R318；R687

文章编号： 

2095-4344(2021)12-01858-06

文献标识码：A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脊柱外科，湖南省衡阳市   421001
第一作者：薛静波，男，1985 年生，2016 年广西医科大学毕业，博士，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脊柱外科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王文军，博士，主任医师，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脊柱外科，湖南省衡阳市   421001 
https://orcid.org/0000-0002-9327-825X ( 薛静波 ) 
基金资助：湖南省临床医疗技术创新引导项目 (2017SK50202)，项目负责人：薛静波；湖南省卫生计生委 B 类课题 (20180154)，项目负责人：薛静波；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科研计划课题重点项目 (A2017016)，项目负责人：晏怡果；湖南省科技厅计划项目 (2017SK4004)，项目负责人：王文军

引用本文：薛静波，李昃鹏，王程，欧阳智华，李学林，晏怡果，王文军 . 后路长节段固定不同置钉密度下脊柱三维运动的稳定

性 [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21，25(12):1858-1863. 

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亮点—

△实验采用六自由度关节机器人

测试对后路不同置钉密度固定

的猪脊柱在屈伸位、侧弯位及

轴向旋转位进行柔韧性测试，

探讨置钉密度对固定脊柱三维

运动稳定性的影响。

△对在连续的、非关键椎水平上

双侧椎弓根螺钉移除时的结构

稳定性进行生物力学评价，并

确定椎弓根螺钉密度降低到

60% 以下时的生物力学效应。

材料： 
(1) 8 具新鲜冰冻幼猪胸椎标本；

(2) 椎弓根螺钉、固定棒及六自

由度关节机器人。

分组：

(1) 将已行全节段椎弓根螺钉固定的

实验标本依次降低置钉密度分为

全椎弓根螺钉组、82% 椎弓根螺

钉组、64% 椎弓根螺钉组、36%
椎弓根螺钉组、空白对照组；

(2) 将 64% 椎弓根螺钉固定组分为横

联组和非横联组。

结论： 

(1) 有限降低椎弓根螺钉置钉密

度，不会对脊柱后路长节

段固定的稳定性造成不利影

响；

(2) 椎弓根螺钉固定组中加入横

向连接杆可以显著降低脊柱

轴向旋转的活动度。

观察指标： 

从光学追踪角度来观察固定脊柱

标本在屈伸、侧弯及轴向旋转时

的活动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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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是一种相对较常见的运动系统畸

形疾病，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正常生活，但在一定情况下，青

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进展常伴有肺功能下降和后背痛，这

通常需要外科干预。脊柱后路矫形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已成

为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最为常见的临床治疗方法
[1-2]

，这

种手术方式成功率高，且并发症发生率较低
[3-5]

，可取得良

好的矫正和融合效果。目前临床上通常采用全椎弓根螺钉内

固定或者较高密度的椎弓根螺钉内固定行后路矫形融合术，

可以达到良好的侧凸矫形和脊柱融合的目的，但也会给患者

家庭带来高昂的治疗费用。在中国，外科手术治疗青少年特

发性脊柱侧凸的费用为每例 75 000-95 000 元，植入物费用

为 10 000-15 000 元
[6-7]

。在美国，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

治疗费用为每例 1100 000-1150 000美元不等
[8]
，置入的脊

柱内固定材料费用占比为 21%-29% [9-10]
。除了增加成本外，

使用高密度的椎弓根螺钉会对患者造成更大的创伤，同时增

加了手术时间、辐射暴露和并发症风险，从而延长患者的术

后恢复时间甚至造成不可逆性损伤
[11]
。目前关于后路脊柱矫

形内固定融合术中置钉密度对手术效果影响的生物力学研究

较少，此次实验通过六自由度关节机器人检测不同置钉密度

的椎弓根螺钉固定系统置入非形变猪脊柱标本后的三维运动

稳定性，观察脊柱稳定性是否会随着椎弓根螺钉密度的降低

而发生变化，利用非形变猪脊柱的生物力学实验，进一步探

讨降低椎弓根螺钉密度对脊柱后路长节段固定的影响，旨在

为后路椎弓根螺钉矫形内固定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提

供一定的指导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生物力学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9-05-01/30 在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生物力学实验室完成。

1.3   材料   此次研究使用的 8 具新鲜冰冻脊柱标本来自于中

国白猪 ( 购于湖南省衡阳市屠宰场 )，猪龄 18-26 周，体质

量 110-120 kg。
1.4   方法

1.4.1   标本制备   将实验动物麻醉处死后立即取出脊柱标本放

置在 -20 ℃环境下进行保存，直至测试开始时为止。在测试

前，将标本放置在 4 ℃的冷藏室中保存 12 h，以达到充分解

冻的目的。测试时，在室温下对实验标本进行解剖，猪脊柱

标本被缩短至只包括 T3-T15 水平，并对椎旁肌肉组织进行适

当处理，完全暴露出 T4-T14 水平椎体，同时保留至少 5 cm 的

两侧肋骨、横突、所有关节和韧带
[12]
。8 具标本均在 T4-T14

各水平双侧用椎弓根螺钉 (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固定，双侧钛棒 (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预弯后

放置于双侧椎弓根螺钉上并使用固定螺母进行锁定，所有操

作由单一脊柱外科医生通过标准技术完成。标本制备完成后，

将各标本送回 4 ℃冷冻箱 12 h 后进行测试。

1.4.2   力学测试   测试在室温下进行，用生理盐水溶液保持标

本组织的水分。将 6 枚螺钉置入标本头尾两端椎体中以进行

固定 (T3 椎体和 T15 椎体各 3 枚螺钉 )，其中 2 枚螺钉放置在标

准的椎弓根内，另外 1 枚螺钉置入椎体前部，然后将标本连

接到机器人测试系统 (Staubli RX90；Staubli，Duncan， South 

Carolina)，再将螺钉连接到定制夹具的近端与远端，标本尾端

T15 椎体连接到实验台，头端 T3 椎体通过机载六轴力 / 力矩传

感器 (JR3 Inc，Woodland, California) 连接到机器人机械臂的末

端执行器上 ( 图 1)，六轴称重传感器的检测范围为 0-90 N/0-
11 N•m，分辨率为 0.27 N/0.0 023 N•m。定制软件 (MATLAB，
Mathworks Inc，Natick，Massachusetts) 使用自适应位移来控

制机器人，使用 4.0 N•m 的纯位移目标用于测试屈伸、侧弯

和轴向旋转，这一位移目标是根据先前已验证的猪胸椎参数

Abstract
BACKGROUND: Spinal posterior orthopedic pedicle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common clinical treatment for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but the use of high density nail placement can cause greater trauma and increase medical costs. 
OBJECTIVE: Using the six-degree-of-freedom joint robot, the biomechanical test of the pig spine with different posterior nail density was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posterior nail density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motion stability of the spine. 
METHODS: In eight pig spine specimens, the model of total pedicle screw fixation (100% fixation) was first prepared. Afterwards, the pedicle screws were 
reduced in turn. Pedicle screws of different densities were placed in turn (82%, 64%, and 36%). Finally, the spine without pedicle screw fixation was used as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A six-degree-of-freedom joint robot was used to test the flexibility of each group of pig spine specimens in flexion position, lateral bending 
position and axial rotation position.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In flexion position and lateral bending posi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ange of motion of the spine specimens 
between the whole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group (100%) and the partial pedicle screw density group (82%, 64%, and 36%) (P > 0.05). (2) In the axial rotation 
test, the stability of axial rotation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36% pedicle screw group compared to the total screw fixation group and the 82% and 64% 
pedicle screw fixation groups (P < 0.001). (3) When the 64% pedicle screw fixation group was added to the transverse connecting rod fixation, the range of 
motion of axial rotation of the spine specimen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P < 0.05). (4) It is indicated that limited reduction of nail density of pedicle screws 
does not adversely affect the stability of posterior segment fi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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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
[13-14]

。使用具有 5 个摄像机的光

学追踪系统来实现对脊柱运动节段的

三维测量，利用该追踪系统对标记在

T4、T9 和 T14 椎体上的反射标记物进行

检测，并通过对 VICON 视频运动捕捉系

统 (VICON 460；VICON，Oxford，United 

Kingdom) 测量的根 - 均方误差来计算运

动轨迹中每一步骤的运动角度和位移。

将未测试过的 8 具已进行全节段

椎弓根螺钉固定的实验标本进行第 1 次

测试，简称全椎弓根螺钉固定组；然

后每具标本取下 T7 和 T11 水平的椎弓根

螺钉进行第 2 次测试，简称 82% 椎弓

根螺钉固定组；再取下 T6 和 T12 水平的

椎弓根螺钉进行第 3 次测试，简称 64%

椎弓根螺钉固定组；第 4 次测试前取下

T8-T10 水平双侧椎弓根螺钉，简称 36%

椎弓根螺钉固定组；最后的测试是在无

椎弓根螺钉固定的脊柱上进行，简称空

白对照组。另外，实验还在 64% 椎弓

根螺钉固定组 T7 和 T11 水平放置横向连

接器进行测试以探究横联对脊柱三维运

动的影响，简称 64% 椎弓根螺钉固定

加横联组。实验首先测试最高密度结构，

最后测试非器械脊柱，该方案的目的是

尽量减少对标本的操作，减少实验误差。

实验对每种加载条件进行 3 个连续循环

测试，前 2 个循环为预处理循环，最后

1 个循环用于分析。

1.5   主要观察指标   从光学追踪角度分

析脊柱三维节段运动，主要观察指标是

固定脊柱标本在各个工况的活动度。

1.6   统计学分析   使用Excel(微软公司，

华盛顿 ) 进行计算，采用 SPSS 21.0 (IBM

公司，USA)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在确认正常后，对未使用横联的 5 组不

同密度椎弓根螺钉内固定组，数据采用

具有 Bonferroni 校正的 t 检验进行组间

比较，检验水准为 α < 0.05，P < 0.05 为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对 64% 椎弓根螺

钉非横联组与横联组活动度的比较，数

据采用配对 t 检验，统计学差异设置为

P < 0.05。

2   结果   Results 
2.1   标本情况   所有样本的检测均为非

破坏性的。测试完成时，未出现内植物

图注：图 A 为全椎弓根螺钉固定组，B 为 82% 椎弓根螺钉固定组，C 为 64% 椎弓根螺钉固定组，

D 为 36% 椎弓根螺钉固定组，E 为空白对照组，F 为 64% 椎弓根螺钉横联固定组

图 1 ｜对不同密度椎弓根螺钉固定组进行力学测试

Figure 1 ｜ Mechanical tests of different density pedicle screw fixation group

表 1 ｜ 64% 椎弓根螺钉固定非横联组与横联组的活动度比较                    (x-±s，n=8，°)                                     
Table 1 ｜ Comparison of range of motion of 64% pedicle screw fixation in non-transverse and 
transverse groups

组别 屈伸 侧屈 轴向旋转 

前屈 后伸 左侧屈 右侧屈 左旋 右旋 

非横联组 13.38±3.38 11.13±2.75 13.75±2.96 13.63±2.00 15.75±3.01 14.13±3.27
横联组 13.00±3.16 11.50±2.88 14.25±4.10 13.50±1.77 14.38±2.26a 12.50±2.07a

表注：与非横联组相比，
aP < 0.05

的断裂、脊柱骨折等相关不良事件，并

且在研究结束取出内植物时未发现螺钉

松动现象。

2.2   不同密度椎弓根螺钉固定组在屈

伸、侧弯和轴向旋转时的活动度比较   

实验对顶端内固定椎体 (T4) 和下端内固

定椎体 (T14) 之间的节段运动学数据进

行分析，脊柱活动度定义为从屈曲到伸

展、左右侧屈或左右旋转的总运动弧

线。在屈伸位、侧弯位的测试中，全

椎弓根螺钉内固定组与部分椎弓根螺

钉密度组 (82%，64%，36%) 的脊柱活

图注：A 为全椎弓根螺钉固定组，B 为 82% 椎弓根螺钉固定组，C 为 64% 椎弓根螺钉固定组，D
为 36% 椎弓根螺钉固定组，E 为空白对照组。与 A，B，C 组相比，

aP < 0.05
图 2 ｜不同密度椎弓根螺钉固定组在屈伸、侧弯和轴向旋转时的平均活动度比较

Figure 2 ｜ Comparison of average range of motion of pedicle screw fixation group at flexion and 

extension, lateral bending and axial rotation at different densities

动度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与其他密度组椎弓根螺钉相比，在任

何状态测试下，非器械脊柱的活动度

均显著增加 (P < 0.001)。在轴向旋转位

测试中，36% 椎弓根螺钉组及空白对照

组与全椎弓根螺钉固定组以及 82%、

64% 椎弓根螺钉固定组相比，轴向旋

转的稳定性显著降低 (P < 0.001)，见图

2。另外，在 64% 椎弓根螺钉固定组加

入横向连接杆固定时，可以显著降低

脊柱标本轴向旋转的活动度 (P < 0.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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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脊柱后路矫形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效果已被广泛接

受。1995 年 SUK 等
[15]

第一次使用全椎弓根螺钉技术治疗青

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相比以往的内固定系统，全脊柱椎弓

根螺钉内固定可为矫形后的脊柱提供更高的稳定性，手术可

获得更好的侧弯矫正
[16]
。但在目标矫正节段的每一脊椎水

平进行椎弓根螺钉结构固定势必会最大程度增加手术切口长

度、手术时间、术中术后出血、住院天数及植入物成本。为

了降低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治疗中的医疗费用及手术

创伤，临床上一直在寻找脊柱矫形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理想

的置钉方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减少

内固定术中椎弓根螺钉的使用数量。目前，在特发性脊柱侧

凸的手术治疗中，根据临床医生使用椎弓根螺钉方式的不同

通常分为 3 种方式：即连续性置钉固定、间断性置钉固定和

关键椎置钉固定，3 种置钉方式的置钉密度依次降低
[17-18]

。

许多临床随访研究表明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治疗中，

对侧凸脊柱中的端椎、顶椎、中立椎及稳定椎等关键椎体置

钉可取得良好的矫形效果，同时，相比于连续性置钉固定、

间断性置钉固定等方式，采用关键椎螺钉固定能显著减少手

术时间、术中术后出血、手术切口长度、住院天数及植入物

成本
[19-20]

，减少脊柱矫形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手术治疗中使用

的椎弓根螺钉数量，可以降低特发性脊柱侧弯的 7% 手术治

疗费用
[21]
。而 QUAN 等

[22]
和 BHARUCHA 等

[23]
的临床研究表

明，降低椎弓根螺钉密度并不会影响脊柱在矢状位或冠状位

上的活动范围。另有 10 年的长期随访研究表明，椎弓根螺

钉密度在 50% 或以上时具有稳定的长期矫形能力和较高的满

意度
[4]
。目前关于不同置钉密度对脊柱后路长节段固定的生

物力学基础研究甚少，此次研究的目的是进一步了解减少椎

弓根螺钉密度配置的生物力学特征，利用机器人测试非变形

猪脊柱标本，验证脊柱稳定性如何随着椎弓根螺钉密度的降

低而变化。

有学者提出侧弯脊柱凹侧置椎弓根螺钉对于脊柱曲度

矫正和维持稳定性的作用比侧弯脊柱凸侧置钉更关键，减少

侧弯脊柱凸侧椎体的置钉数量是减少椎弓根螺钉的总置钉数

量的一个选择
[24]
。然而这一论断有一定的争议，因为顶椎

置钉密度是影响术后顶椎区残留旋转的危险因素
[25-27]

，因此

大多数脊柱外科医生通常会在顶椎进行双侧器械固定以改善

稳定性。此外，在端椎置钉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钛棒的扭转

刚度。另有研究表明，置钉密度大于 50%-60% 的椎弓根螺

钉结构的稳定性与全内固定结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
[22]
。此

次研究的重点是对在连续的、非关键椎水平上双侧椎弓根螺

钉移除时的结构稳定性进行生物力学评价，并确定椎弓根螺

钉密度降低到 60% 以下时的生物力学效应。于是此次实验

选择了 11 节段的长节段非形变猪脊柱作为研究标本，基于

椎弓根螺钉强大的刚度，在保证螺钉承受最大拔出力限度的

前提下，将矫形侧凸的力分给各个关键椎体，从而最大限度

地减少椎弓根螺钉的使用数量，结果显示在一定范围内，不

同置钉密度对于固定脊柱前屈后伸位及侧曲位的活动无明显

影响，但置钉密度过低时，内固定结构抗脊柱旋转稳定性会

降低。根据实验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在一定范围内有限降低

椎弓根螺钉的置钉密度，不会对脊柱后路长节段固定的稳定

性造成不利的影响。SALMINGO 等
[28]

通过建立三维有限元

模型探讨螺钉矫形力与畸形矫正程度的关系，结果显示椎弓

根螺钉密度与螺钉矫形力的总和及矫形力的最大值均无相关

性，但畸形矫正程度与凹侧螺钉密度明显相关，螺钉密度越

大矫正程度越大。这表明脊柱侧凸矫正机制不仅取决于螺钉

的数量和作用于植入物的矫正力，而且与螺钉置入位点有关。

WANG 等
[29]

通过计算机建模检测不同椎弓根螺钉密度水平

的脊柱侧凸患者之间的骨螺钉负荷和畸形矫正的差异，结果

表明不同置钉密度水平测试都有相似的畸形矫正和平均骨螺

钉力。

通常来说，脊柱的平衡是脊柱正常承受载荷的前提，

这种稳定体现在正常的生理曲线，当脊柱发生畸形，如脊柱

侧弯时，脊柱失去平衡，脊柱节段活动超过正常范围，此时

载荷在节段间无法顺利传递。采用椎弓根螺钉内固定即是通

过作用在脊柱的弯矩进行矫形以恢复脊柱稳定性。此次研究

中，各实验组均保留了最上端 2 节椎体和最下端 2 节椎体的

双侧椎弓根螺钉并用钉棒连接固定，相较空白对照组，固定

脊柱的稳定性获得了明显的提升。但顶椎作为脊柱侧凸中心

的椎体，一般是在整个侧凸节段中最水平的椎体，也是侧凸

椎体中旋转程度最大的椎体，顶椎去旋转的处理在特发性脊

柱侧凸后路矫形手术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30]
，仅固定上、下

端椎无法获得更高的抗旋转稳定性，因此，为了维持全脊柱

结构的抗旋转稳定性，除了固定上、下端椎，至少还需固定

中立椎及稳定椎并连接成整体结构。椎弓根螺钉置入后在体

内受轴向拔出力、横向屈曲力和旋转应力 3 种应力的共同作

用，对一个椎体进行内固定，会使邻近节段椎体承受的应力

增加
[31]
，而较高密度的置钉可使更多螺钉参与分散应力从

而增加整个结构的稳定性，但较高的螺钉密度往往会对脊柱

器械造成过大的限制，导致骨 -螺钉界面处的受力较高
[32]
。

而低密度置钉结构尽管在屈伸、侧弯活动时的稳定性与高密

度置钉结构相似，但由于增加了运动装置轴向旋转的自由度，

导致器械的刚度降低，可能更易发生断棒、弯曲或螺钉松动

等相关并发症。虽然许多现代器械高度提倡保留脊柱节段运

动
[33]
，但轴向旋转稳定性的降低会影响脊柱术后固定稳定

性以及融合率。

另外，有研究显示椎弓根螺钉内固定结构中加入横向

连接杆可显著提高脊柱的轴向旋转稳定性
[34]
。KUKLO 等

[35]

采用横向连接器对长段胸椎椎弓根螺钉进行体外生物力学

研究，结果表明在长节段脊柱椎弓根螺钉固定结构中，添

加一个横向连接杆即可显著降低轴向旋转应力，而使用 2

个连接杆稳定性更佳。此次研究通过在相同置钉密度内固

定结构中加入 2 个水平横向连接杆得到了相似的结果。也

有学者通过建立骨折模型模拟分析长节段、短节段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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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连固定的力学效应，结果表明长节段椎弓根螺钉固定较

短节段固定稳定性更佳，而将横联交叉固定成“X”形可提

高结构的固定刚度，并可减小 66.7% 的邻近节段应力，明显

增加了椎弓根螺钉内固定系统的稳定性
[36]
。通常认为横向

连接杆具有抵抗固定术后脊柱旋转的作用，是因为横向连

接杆将两侧钉棒系统连接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有效的三

维固定装置，从而使整个内固定系统共同承担各种负荷来

抵抗扭曲和剪切应力
[37]
。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特征之一是轴状面的椎体旋

转，因此，纠正旋转畸形是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

一个重点目标。由于此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不同置钉

密度对侧弯脊柱固定强度的影响，因此未对各组全部进行

横联杆的对照实验。实验通过 64% 密度组进行横联杆对比

从侧面证实了椎弓根螺钉内固定结构中加入横向连接杆可

提高脊柱的轴向旋转稳定性，由此推测在有限范围内降低

椎弓根螺钉的置钉密度，在保持内固定结构屈伸、侧弯稳

定性的基础上，使用横向连接杆可提高椎弓根螺钉内固定

术后脊柱抗旋转稳定性，这对于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

治疗具有理想的可行性。

此次研究有几处不足：①第一是该实验样本量较小

(n=8)；②第二是在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标本是未形变的猪脊柱

模型，虽有研究证实猪脊柱和人类脊柱在高度、宽度和椎弓

根直径等方面具有相似的生长速度和椎体解剖结构
[38]
，但猪

为四足哺乳动物，脊柱所承受的重力垂直负荷基本忽略不计，

因此几乎不受 Hueter-Volkmann 定律的影响；③此外，在降

低椎弓根螺钉密度的过程中，忽略了人类胸椎如 T4、T7 移行

部的一些特殊部位，实验标本为未形变脊柱，其生物力学可

能与人脊柱侧弯的脊柱有很大不同
[39]
；④该研究对椎弓根螺

钉密度在 60% 以下的分组较少，无 40%-60% 密度区间椎弓

根螺钉内固定组，在以后的研究中课题组会考虑增加更多实

验组进行充分评估；对不同置钉密度椎弓根螺钉内固定组还

需进行更多的相关力学研究，包括随着外力改变而引起的钉

棒机械变化，以及在设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导致钉棒破

坏的因素，这对未来将其用于临床前评估很有必要。

此次研究提供的力学数据表明，在非变形脊柱模型的力

学测试中，一定范围内增加椎弓根螺钉密度并不能赋予脊柱

更多的稳定性及生物力学优势，因此在特发性脊柱侧弯的手

术治疗中有限地降低椎弓根螺钉密度是合理的。作为对现有

临床研究的补充，此次研究结果增加了临床医生治疗特发性

脊柱侧凸患者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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