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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袋椎体成形与常规椎体成形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
有效与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钟远鸣 1，万  通 2，钟锡锋 2，吴卓檀 2，何炳坤 2，吴思贤 2  

文题释义：

常规椎体成形：该术式在X射线设备辅助下将穿刺针插入伤椎内，建立通道并将人工骨或者骨水泥注入伤椎内部，以稳定伤椎，防止椎体

进一步塌陷，从而缓解疼痛及改善患者的脊柱活动功能，但临床发现该术式存在脊柱畸形改善效果有限及骨水泥渗漏率高等局限性。

网袋椎体成形：作为一种改良型椎体成形术，它可以通过向伤椎内置入网袋再注入骨水泥，骨水泥透过网格渗出入到骨折裂隙，形成微观

绞锁，达到加固病椎、减少骨水泥渗漏的目的，与常规椎体成形术相比，理论上可以有效降低骨水泥渗漏的风险。

摘要

目的：目前对于网袋椎体成形与常规椎体成形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是否存在差异尚有争论。文章系统评价网袋

椎体成形与常规椎体成形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方法：计算机检索在2020年3月以前的中国知网、万方、维普、EMBASE、PubMed、CBM、The Cochrane library等数据库，搜集有关网袋椎

体成形(Vesselplasty)与常规椎体成形(PVP)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随机对照试验和队列研究，并且以手工检索相关论文。由2位评

价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后，采用Stata/SE 12.0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①共纳入7个研究，共包含709例患者，其中网袋组321例，常规组388例，有2个随机对照试验的文献质量为B级，2个队列研究的
NOS量表评分为8分，另外3个队列研究的NOS量表评分为7分；②Meta分析结果显示：两种术式在降低术后Cobb角(MD=-1.92，95%CI： 

-2.15至-1.68，P < 0.05)和骨水泥渗漏率(RR=0.15，95%CI：0.07-0.30，P < 0.05)方面的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两种术式在降低术后目测类比

评分(MD=-0.03，95%CI：-0.12-0.06，P=0.521)和术后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MD=0.16，95%CI：-0.93-1.26，P=0.770)方面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

结论：与常规椎体成形相比，网袋椎体成形在改善伤椎术后Cobb角和减少骨水泥渗漏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两者在术后目测类比评分和

术后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方面的临床疗效相似。鉴于纳入文献的质量有限，上述结论尚需更多高质量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来提供证据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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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文献检索：
所有关于网袋椎体成形术

与常规椎体成形术治疗骨

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

随机对照试验和队列研究。

文献筛选与分析：

(1) CNKI、万方、维普、EMBASE、PubMed、CBM 和 The 
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

(2) 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后，

采用 Stata/SE 12.0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观察指标：

(1) 目测类比评分；

(2)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

(3) 椎体后凸角；

(4) 骨水泥渗漏率。

结论：

(1) 网袋椎体成形术在改善术后 Cobb 角和降低

骨水泥渗漏率方面优于常规椎体成形术；

(2) 两者在术后目测类比评分、术后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方面无显著差异。

→

→

→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5｜No.12｜April 2021｜1931

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密度降低导

致骨骼脆弱、骨折风险增高为特征的代

谢性骨骼疾病
[1]
，而骨质疏松性椎体压

缩骨折则是骨质疏松症患者的常见并发 

症
[2]
。该病多发于中老年人，相关研究

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 140 万中老年人

患有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
[3-5]

。骨

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能导致急性或慢

性疼痛、脊柱畸形和功能障碍等，长期

卧床还会导致压疮和肺炎等并发症的发

生，严重加剧了家庭和社会经济负担
[4，6]

。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可常规

使用消炎镇痛、卧床休息、物理疗法和

抗骨质疏松药物进行治疗
[6-7]

。然而，

保守治疗不能逆转因椎体骨折导致的脊

柱节段生物力学变化、脊柱的后凸畸形

容易增加相邻椎体骨折的发生风险，且

老年人对药物的耐受性差，这些局限性

使得长期治疗会增加并发症的发生风

险
[8-9]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常规椎体

成形被广泛用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

折的临床治疗
[10-11]

，作为一种安全有效

的微创手术，它在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

压缩骨折上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12]
，但

随着技术的普及，术中骨水泥渗漏、

脊柱畸形矫正效果有限等缺点也越来

越明显
[13]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术中采用骨填充网袋 (bone-filling mesh 

containers，BMFC) 的 网 袋 椎 体 成 形

(Vesselplasty) 应运而生，该技术可以凭

Abstract  
OBJECTIVE: It remains disputed whether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efficacy and safety between bone filling bag vertebroplasty and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bone filling bag vertebroplasty and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METHODS: A computer-based online search of CNKI, Wanfang, VIP, EMBASE, PubMed, CBM,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was performed to retrie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tudies and cohort studies regarding bone filling bag vertebroplasty and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published before March 2020. Moreover, related papers were retrieved manually. After two evaluators independently selected literature, 
extracted data and evaluated the quality of methodology included in the study, meta-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Stata/SE 12.0 software. 
RESULTS: (1) A total of seven articles were included, with 709 patients, of whom 321 were treated with bone filling bag vertebroplasty and 388 with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The quality of the two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was grade B. The scores of NOS in two cohort studies were 8. The other three cohorts scored 
7 on the NOS scale. (2) The meta-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in reducing Cobb angle (MD=-1.92, 
95%CI:-2.15 to -1.68, P < 0.05) and the leakage rate of bone cement (RR=0.15, 95%CI:0.07-0.30,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in reducing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MD=-0.03, 95%CI:-0.12-0.06, P=0.521) and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MD=0.16, 95%CI:-0.93-1.26, P=0.770).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bone filling bag vertebroplasty has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in improving Cobb 
angle and reducing the leakage rate of bone cement.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e two methods are similar in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and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In view of the limited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more high-quality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re needed to provide 
evidence support for the above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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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Med 数据库检索策略 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策略

#1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Title/  
Abstract]
#2 compression fracture [Title/Abstract]
#3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Title/Abstract]
#4 OVCF [Title/Abstract]
#5 #1 OR #2 OR #3 OR #4
#6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Title/Abstract]
#7 vertebroplasty [Title/Abstract]
#8 PVP [Title/Abstract]
#9 bone filling bag vertebroplasty [Title/Abstract]
#10 #6 OR #7 OR #8 OR #9
#11 Vesselplasty [Title/Abstract]
#12 mesh container plasty [Title/Abstract]
#13 #11 OR #12
#14 #5 AND #10 AND #13

#1 网袋椎体成形术

#2 椎体成形术

#3 网袋

#4 囊袋

#5 骨填充网袋

#6 压缩骨折

#7 骨质疏松

#8 1 in 摘要

#9 2 in 摘要

#10 3 in 摘要

#11 4 in 摘要

#12 1 and 6
#13 4 and 7
#14 4in 篇名

#15 2 in 篇名

#16 4 in 摘要

#17 5 in 摘要

#18 3 or 4

借网袋的约束作用限制骨水泥的流动，

理论上可以降低骨水泥的渗漏风险
[14]
。

目前已有一些临床研究对网袋椎体成形

与常规椎体成形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

缩骨折的优缺点进行了对比，但大多数

研究为小样本研究，且目前尚未有相关

系统评价对其结论进行论证，因此文章

收集了相关文献，采用 Meta 分析的方

法综合分析这两种手术治疗骨质疏松性

椎体压缩骨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文献检索策略

1.1.1   检索者   吴思贤和钟锡锋。

1.1.2   资料库   中国知网、万方、维

普、EMBASE、PubMed、CBM 和 The 

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

1.1.3   中英文检索词   中文检索词：“网

袋椎体成形术、椎体成形术、网袋、

囊袋、骨填充网袋、压缩骨折、骨质

疏松”。英文检索词：“percutaneous 

ve r te b ro p l a st y，ve r te b ro p l a st y，
PVP，bone filling bag vertebroplasty，
vertebroplasty，Vesselplasty，mesh 

container plasty，Osteoporotic Vertebral 

C o m p re s s i o n  F ra c t u re，Ve r te b ra l 

Compression Fracture，Compression 

Fracture，OVCF”。

1.1.4   检索时间范围   建库至 2020 年 3

月。

1.1.5   文献检索策略   中英文检索策略

见图 1。

图 1 ｜ PubMed 数据库及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策略

Figure 1 ｜ Retrieval strategy of PubMed and CNKI 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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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研究类型：目前已

经公开发表的关于网袋椎体成形与常规

椎体成形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

的队列研究或者随机对照试验；②研究

对象：已被确诊为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

骨折的患者
[15]
；③干预措施：网袋组

采用网袋椎体成形治疗，常规组采用常

规椎体成形治疗；④观察指标：包括目

测类比评分、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

Cobb 角和骨水泥渗漏率。

1.2.2   排除标准   ①病例分组不明确的

研究；②研究方案不符合的研究 ( 文献

综述、病例报告等 )；③重大创伤或恶

性肿瘤引起的椎体压缩骨折的研究；④

数据无法获取、数据有误的研究。

1.3   数据提取   由 2 名研究人员进行文

献筛选，将文献的具体资料提取后进行

交叉核对，研究人员之间的分歧可通过

讨论解决。文献的筛选步骤为：首先根

据题目和摘要判断其是否符合纳入标

准，排除明显不合格文献后，进一步进

行全文阅读，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进一

步筛选文献，最后拟定纳入文献。需要

从文献中独立提取信息包括：第一作者、

发表年份、研究类型、患者特征、随访

时间和结局指标等。

1.4   文献质量评价   纳入的随机对照

试验采用 Cochrane 手册 (Version 5.1.0) 
(http://www.cochrane-handbook.org) 中

的相关条目进行质量评价，评价内容包

括随机序列产生方式、盲法的实施、分

配的隐藏、数据的完整性及其他偏倚等

方面，其中能完全满足上述标准的评为

A 级 ( 低偏倚风险 )，部分满足者为 B

级 ( 中等偏倚 )，如有任意标椎完全不

符合者则被评为 C 级，其中 C 级文献偏

倚风险最高。队列研究采用纽卡斯尔 -

渥太华量表 (NOS) 进行质量评价，涉及

干预对象的选择、可比性和结果测量等

方面，满分为 9 分，其中 >5 分为高质

量研究。

1.5   结局指标   包括目测类比评分、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Cobb 角和骨

水泥渗漏率。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RevMan 5.1 软件

(www.cochrane.org) 制作风险偏倚评估

图，同时使用 Stata/SE 12.0 软件进行数

据的 Meta 分析。二分类变量 ( 骨水泥渗

漏率 ) 采用相对危险度 (relative risk，RR)

及 95% 可信区间 (CI) 进行合并；连续性

变量 ( 术后目测类比评分、Oswestry 功

能障碍指数和术后 Cobb 角 ) 的合并采

用均数标准差 (mean difference，MD) 及
95%CI 表示，P < 0.05 表示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异质性则通过 Q 检验与卡方检

验判断大小，当 P ≥ 0.1 且 I2 ≤ 50% 时

提示异质性的可能性小，采用固定效应

模式，当 P < 0.1 且 I2 > 50% 提示异质性

存在的可能性大，采用随机效应模式并

分析异质性的可能来源，可采用亚组分

析作进一步分析。文献的发表偏倚采用

Egger′s 检验进行分析，当 P > 0.05 可认

为存在偏倚的可能性小。

2   结果   Results 
2.1   文献筛选结果及纳入研究的基本

信息   按照设定的检索策略查找到文献

342 篇，其中包括中文文献 210 篇，英

文文献 132 篇，经剔重后获得 189 篇，

阅读文章题目及摘要后筛选出文献 38

篇，最后阅读全文筛选出符合要求的文

献 7 篇，其中中文文献 6 篇，英文文献

1篇，共 709例患者，其中网袋组 321例，

常规组 388 例，文献筛选及结果见图 2，

各研究的基线情况见表 1。

2.2   纳入研究文献质量   共纳入 7 个研

究
[16-22]

，有 2 个随机对照试验
[16-17]

，5

个队列研究
[18-22]

。2 个随机对照试验均

按随机原则进行病例分组，但未具体描

述随机方法、分配、评价和脱落情况，

文献等级评为 B 级；5 个队列研究经

NOS 量表评价后，2 个队列研究为 8 分，

另外 3 个队列研究为 7 分，见表 1。
2.3   Meta 分析结果

2.3.1   各组术后目测类比评分变化   纳
入的 7 个研究比较了两组患者经治疗

后的目测类比评分
[16-22]

。固定效应模型

Meta 分析结果显示：网袋组与常规组

的目测类比评分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 (P > 0.05)。根据研究类型的不同进行

亚组分析，固定效应模型 Meta 分析结

果显示：①队列研究：网袋组与常规组

的目测类比评分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 (MD=-0.03，95%CI：-0.12-0.06，P > 
0.05)；②随机对照试验：网袋组与常规

组的目测类比评分相比，差异无显著性

意义 (MD=0.02，95%CI：-0.45-0.49，P > 
0.05)，见图 3。

表 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Table 1 ｜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作者 / 发表年 研究类型 例数 (n) 性别 ( 男 / 女，n) 年龄 (x-±s，岁 ) 随访时间 观察指标 质量评价

A B A B A B

高志祥等
[22]
，2017 队列研究 36 42 - - 74.81±6.91 73.43±7.91 1 个月 ①③ NOS 评分 7 分

徐龙等
[21]
，2019 队列研究 139 145 - - - - 1 个月 ①③④ NOS 评分 7 分

ChEN 等
[20]
，2016 队列研究 30 30 4/26 5/25 70.52±7.13 69.78±8.71 6 个月 ①② NOS 评分 8 分

王永虎等
[18]
，2018 队列研究 38 53 13/25 19/34 64.7±5.4 65.8±7.1 12 个月 ①③④ NOS 评分 8 分

姜树东等
[19]
，2019 队列研究 16 58 - - 74.71±7.67 75.11±9.96 - ①④ NOS 评分 7 分

李斌田等
[17]
，2016 随机对照试验 32 30 - - - - 3 个月 ① B 级 ( 中等偏倚 )

李东华等
[16]
，2015 随机对照试验 30 30 4/26 7/23 70.52±7.13 70.23±6.54 3 d ①②④ B 级 ( 中等偏倚 )

表注：A 为网袋组；B 为常规组；①术后目测类比评分；②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③术后 Cobb 角；④骨水泥渗漏率；“-”代表未提及

计算机搜索相关数据库获得文献
(n=342)：
中国知网 (n=81)，万方 Data(n=62)，
维普 (n=67)，EMBASE(n=21)，PubMed 
(n=42)，CBM(n=32) 和 The 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 (n=37)

手工检索

获得文献
(n=0)

剔重后获得文献 (n=189)

阅读题目、摘要初筛文献 (n=49)

排除综述、经验总结等不合格

文献 (n=11)
阅读全文 (n=38)

排除文献 (n=31)：
①研究类型不符合 (n=18)
②干预措施不符合 (n=11)
③低质量文献 (n=2)

最终纳入文献
(n=7)

图 2 ｜文献检索流程图

Figure 2 ｜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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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各组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变化   

纳入的 2 个研究比较了两组患者经治疗

后的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
[16，20]

。固

定效应模型 Meta 分析结果显示：网袋

组与常规组的术后 Oswestry 功能障碍

指数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MD=0.16，
95%CI：-0.93-1.26，P > 0.05)，见图 4。

2.3.3   各组术后 Cobb 角变化   纳入的

3 个研究比较了两组患者的术后 Cobb

角
[18，21-22]

。固定效应模型 Meta 分析结

果显示：网袋组的术后 Cobb 角低于常

规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MD=-1.92，
95%CI：-2.15 至 -1.68，P < 0.05)，见图 5。

2.3.4   各组骨水泥渗漏率变化   纳入的

4 个研究比较了两组患者的骨水泥渗漏

率
[16，18-19，21]

。固定效应模型 Meta 分析

结果显示：网袋组的骨水泥渗漏率低于

常规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RR=0.15，
95%CI：0.07-0.30，P < 0.05)，见图 6。

2.4   发表偏倚分析   文章以治疗后的目

测类比评分为例分析发表偏倚显示：

Egger’s 定量检验的结果：P=0.320，提

示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小，见图 7。

3   讨论   Discussion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骨质疏松

性椎体压缩骨折的患病率正呈逐渐上升

的趋势，关于椎体骨折的治疗方案及其

效果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23]
。法国神经外

科医师 Galibert 于 1987 年率先使用常规

椎体成形术治疗 C2 椎体的侵袭性椎管

血管瘤
[24]
，随后的几十年里，该方法被

用于治疗症状性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

折，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
[25]
。

目前，由常规椎体成形经过技术改良而

成的网袋椎体成形应运而生并在骨质疏

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治疗方面取得了良

好的疗效，但关于网袋椎体成形和常规

图注：两组的目测类比评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图 3 ｜网袋椎体成形与椎体成形目测类比评分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3 ｜ Forest plot of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of bone filling bag vertebroplasty versus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图注：两组的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图 4 ｜网袋椎体成形与常规椎体成形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4 ｜ Forest plot of the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of bone filling bag vertebroplasty versus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图注：网袋组的术后 Cobb 角低于常规组 (P < 0.05)
图 5 ｜网袋椎体成形与常规椎体成形的术后 Cobb 角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5 ｜ Forest plot of postoperative Cobb angle of bone filling bag vertebroplasty versus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图注：网袋组的骨水泥渗漏率低于常规组 (P < 0.05)
图 6 ｜网袋椎体成形与常规椎体成形骨水泥渗漏率比较的森林图

Figure 6 ｜ Forest plot of bone cement leakage rate of bone filling bag vertebroplasty versus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图注：Egger’s 定量检验的结果提示术后目测类

比评分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小 (P=0.320)
图 7 ｜术后目测类比评分的 Egger’s 检验图

Figure 7 ｜ Egger’s publication bias plot of 

postoperative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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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椎体成形的优劣仍不明确，有必要

评估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这将有助于脊

柱外科医生选择最优的治疗方法。

3.1   研究的有效性分析   椎体骨折所

引起的疼痛症状及活动功能障碍，严重

困扰着广大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

患者，是临床治疗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  

题
[26-27]

。椎体具有很高的刚度，可抵抗

很大的轴向载荷，而骨质疏松症的骨质

变脆，即使没有外伤性诱因，椎体也容

易变形和发生压缩性骨折。椎体压缩骨

折是不稳定的畸形骨折：当患者站立时，

轴向压力随着椎体和终板上应力的增加

而增加，从而导致椎体和后背局部产生

暂时性前横向畸形疼痛，当患者仰卧或

俯卧位时，疼痛症状会随着轴向压力的

减小而减轻
[3，28-29]

。这种与椎体结构异

常相关的轴向 ( 机械性 ) 背痛主要是由伤

椎的不稳定性造成的
[30]
，骨折椎体容易

在运动过程中对神经末梢造成刺激，使

患者产生疼痛症状，进而造成活动功能

障碍。因此，恢复伤椎的刚性和稳定性

是缓解疼痛及恢复脊柱功能的关键
[31-32]

。

文章结果显示：两种术式在降低术

后目测类比评分和术后 Oswestry 功能障

碍指数方面无显著差异，说明两种术式

在缓解疼痛及恢复功能方面的疗效相似，

分析其原因：网袋椎体成形和常规椎体

成形均是通过椎弓根入路将骨水泥注入

伤椎内部空隙，待骨水泥凝固后可加固

伤椎，以此恢复伤椎的刚性和稳定性；

常规椎体成形是在透视条件下以椎弓根

作为进针的穿刺位置，穿刺针经椎弓根

入路到达椎体前 2/3 和 1/3 交界处进行骨

水泥注射。由于常规椎体成形是通过加

压注射骨水泥方法，因此采用的是缓慢

轻柔注射力度，并且需要一边注射一边

后退，这样有利于提高骨水泥在椎体内

的均匀分布性，针尖在松质骨内位置变

化还有利于分散骨水泥的注射压力，从

而降低骨水泥渗漏风险。而网袋椎体成

形与常规椎体成形的操作方法大致相同，

只是增加了一个置入网袋的步骤，即在

穿刺成功后，通过应用骨扩张支架来切

割椎体组织，从而在骨折的椎体中形成

空腔。拔出骨扩张支架后，将网袋推进

腔中，然后将骨水泥注入网袋中。在水

泥注入过程中，网袋膨胀并到达型腔的

边缘，持续注入的骨水泥可以使网袋对

周围的骨组织产生压力并抬升骨折椎体

的高度。当灌注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

骨水泥从网孔漏出到网袋外并进入骨小

梁，进而加固骨折椎体，这样减少了伤

椎对神经的刺激和后续继发性微骨折的

发生，并能恢复伤椎的部分高度，从而

缓解患者的疼痛症状，矫正脊柱畸形，

因此两种术式均能有效降低术后目测类

比评分，缓解患者的疼痛症状 [16-17，22]
。

此 Meta 分析的结果还显示：此 2

种术式在降低术后 Cobb 角方面有显著

差异，说明网袋椎体成形在改善伤椎术

后 Cobb 角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分析认

为：相比于常规椎体成形，网袋椎体成

形是将骨水泥通过压力系统注入网袋使

网袋扩张，网袋的约束作用限制骨水泥

的流动性，网袋在膨胀的过程中撑起伤

椎，并与骨水泥一起留在伤椎内部，这

样可以减少伤椎高度的丢失情况，从而

更有效地降低伤椎后凸角，更好地矫正

脊椎畸形
[14]
。

3.2   研究的安全性分析   骨水泥渗漏是

椎体成形在治疗骨质疏松性压缩骨折过

程中存在的严重风险
[33-34]

，骨水泥渗入血

管可以导致肺栓塞等严重后果，渗入椎旁

部位会对脊髓造成压迫和高温烧灼
[35-36]

。

术中骨水泥的注入量及分布情况对手术

的安全性有着重要的影响：①术中如将骨

水泥注入量提高会增加骨水泥渗漏的风

险，且大量骨水泥凝固产生的高温会对椎

旁组织甚至脊髓造成严重风险，而术中骨

水泥注入量太少则会降低骨水泥对伤椎

的加固作用，增加术后再发骨折甚至手术

失败的风险；②术中骨水泥分布不均会破

坏椎体的力学平衡，影响伤椎的稳定性，

使得伤椎的受力中心偏离集合中心，从而

增加伤椎因受力不均而再次坍塌甚是邻

近椎体继发骨折的风险，因此如何合理注

入骨水泥问题对椎体成形安全性的提高

至关重要 [37-38]
。

文章结果显示：网袋椎体成形的

骨水泥渗漏率低于常规椎体成形，说明

网袋椎体成形能够有效降低骨水泥渗漏

率，相关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KLINGLER 等
[14]

的研究表明网袋椎体成

形治疗胸腰椎病理性椎体骨折可以取得

良好的疗效，且未发现骨水泥渗漏情况；

FLORS 等
[39]

认为在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

骨折的治疗中，网袋椎体成形治疗术是

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DUAN 等
[40]

的研究表明：对于椎体骨折的治疗，网

袋椎体成形可以有效降低患者的目测类

比评分和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且网

袋椎体成形的骨水泥渗漏率较低。以上

学者的研究结论与文章的结论一致，即

基于骨水泥渗漏率方面的考虑，网袋椎

体成形具有更高的手术安全性。分析原

因认为：常规椎体成形是将骨水泥直接

注入到伤椎内，此时注入的骨水泥以不

受控制的方式遵循阻力最小的路径进行

流动，这样使得骨水泥存在着很大的渗

漏风险
[35，41]

；网袋椎体成形使用的骨

填充网袋对骨水泥的流动有良好的约束

作用，骨填充网袋是由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醇酯材料制作而成，它具有良好的细

胞兼容性，能够使少量骨水泥分次通过

网格扩散至伤椎骨小梁间隙，形成骨水

泥 - 骨小梁的绞锁嵌合状态，这样可以

有效控制骨水泥的流动，同时骨水泥进

入网袋后使之膨胀，伤椎随之抬升，从

而达到加固伤椎且减少骨水泥渗漏的目

的
[14，39-40]

，因此网袋椎体成形的安全性

要高于常规椎体成形。

3.3   两种术式的应用前景分析   目前椎

体成形在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方面

的疗效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随着社会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

患者对提高疗效的要求也越来越明显。

当前的研究表明：网袋椎体成形和常规

椎体成形均能有效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

压缩骨折，且网袋椎体成形具有更高的

疗效和安全性。但也应该看到它的局限

性：网袋椎体成形耗时相对较长，且潜

在风险仍不明确。作为一项新技术，相

关研究还有待完善和深入，以便为患者

提供更为安全有效的手术方案。

3.4   研究的局限性   纳入研究的样本量

不大，个别研究疗程短；随机对照试验

的随机方法、分配隐藏、评价方法等设

计不够完善；以上这些具有可能影响到

该 Meta 分析的最终结论，建议未来开

展更多的设计方案严谨的大样本、多中

心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研究，同时注意观

察术后并发症的风险，这样更有利于观

察手术之间的优劣对比。

3.5   结论   网袋椎体成形和常规椎体成形

均能有效缓解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

患者的疼痛症状和改善脊柱活动功能，但

循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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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规椎体成形相比，网袋椎体成形具

有脊柱畸形改善效果明显、骨水泥渗漏

率低等优势。鉴于纳入研究存在局限性，

上述结论尚需开展更多研究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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