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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后路融合术后邻近节段退变相关危险因素的 Meta 分析

张腾飞 1，王  坤 1，朱彦谕 1，梅  伟 2，王庆德 2

文题释义：
腰椎后路融合：是腰椎手术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经后侧入路的手术，通过对椎管的广泛减压和椎间或椎板间融合辅助内固定，从而扩大椎
管容积并维持脊柱相对稳定，常用于治疗退变性腰椎不稳合并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或腰椎滑脱。手术方式包括后外侧椎间融合术、后路
椎间融合术、经椎间孔椎间融合术等。
邻近节段退变：指脊柱融合术后融合节段的上方或下方出现椎间盘或椎间关节的退变，常发生于腰椎融合术后。

摘要
目的：随着腰椎椎弓根内固定系统的发展，腰椎后路融合术在治疗腰椎退行性疾病上应用逐渐广泛，邻近节段退变是腰椎融合术后的远期
并发症之一，影响术后邻近节段退变的危险因素较多，部分因素尚存争议，因此有必要进行系统分析。为此文章探讨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
生邻近节段退变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计算机全面检索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数据库，并手工检索中外影响因子较高的骨科类
杂志，检索词主要包括“腰椎融合术”“邻近节段退变”“因素”“ASD”“risk factors”等，搜索年限为建库至2020年3月，包含腰椎后
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的单因素和(或)多因素分析。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后使用NOS量表严格评价文献质量。主要结局指
标为年龄≥60岁，次要结局指标包括：性别(女)、吸烟史、体质量指数、骨质疏松、术前存在邻近节段退变、手术方式为后路椎间融合、
融合节段>1、椎板切除和悬浮固定，其中体质量指数为连续型变量指标，其他均为二分类变量指标。提取相关数据后使用RevMan 5.3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①共计18篇文献，其中14篇为高质量文献，中质量文献4篇，病例对照研究17篇，回顾性队列研究1篇，共纳入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
邻近节段退变患者568例，对照组2 936例；②年龄≥60岁(OR=2.59，95%CI：1.83-3.67，P < 0.000 01)、吸烟史(OR=1.63，95%CI：1.17-2.26，
P=0.004)、体质量指数(OR=3.54，95%CI：2.67-4.41，P < 0.000 01)、术前存在邻近节段椎间盘退变(OR=3.68，95%CI：2.85-4.76，P < 0.000 01)、
融合节段>1(OR=1.82，95%CI：1.39-2.38，P < 0.000 1)均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显著相关；③年龄≥60岁(OR=2.62，95%CI：
1.71-4.02，P < 0.000 01)、术前存在邻近节段椎间盘退变(OR=4.45，95%CI：3.08-6.44，P < 0.000 01)、融合节段>1(OR=1.56，95%CI：1.06-
2.31，P=0.03)均是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性别、骨质疏松、手术方式、椎板切除和悬浮固定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无明显相关性，但以上结论还需纳入大样
本和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加以验证。
关键词：骨；腰椎；退变；骨质疏松；危险因素；椎板；固定；并发症；Met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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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对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邻近节段的退变，目前

已有相关临床研究，但尚未有大样本的系统评

价分析；

△纳入文献 18 篇，用 RevMan 5.3 软件分析所有纳

入文献间的异质性和发表偏倚，合并各评价指

标；选用各评价指标；

△作者筛选出国内外随访时间超过 2 年以上的文

献进行荟萃分析，客观评价影响腰椎后路融合

术后邻近节段退变的危险因素，扩大对邻近节

段退变的认识并对临床工作中的预防提供指导。

评价指标：

(1) 二分类变量指标：

年龄≥ 60 岁、性别

( 女 )、吸烟史、骨质

疏松、术前存在邻近

节段退变、手术方式

为后路椎间融合、融

合节段 >1、椎板切

除及悬浮固定；

(2) 连续型变量指标：体

质量指数。

循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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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随着腰椎内固定系统的发展，后路

融合术已广泛应用于治疗各种腰椎退行

性疾病，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了这种手术

方式的有效性，但术后造成的邻近节段

退变和邻近节段病的问题日益严峻，此

为影响腰椎融合术远期疗效的潜在危险

因素，可引起退变节段症状导致二次手

术，为患者带来痛苦和额外的经济负担，

因此成为了临床医生一个不可回避的难

题
[1-3]

。目前邻近节段退变的发生机制尚

不明确，其危险因素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目前国内外已发表的有关邻近节段退变

危险因素的 Meta 分析文章存在文献收集

不全面、样本量少及结局指标少等问题，

因此有必要进行系统全面的归纳和总结。

文章从个体因素和手术因素 2 个方

面，纳入目前研究报道中具有争议性结

论的危险因素指标，运用 Meta 分析方法

对各项纳入指标进行分析与评价，旨在

获得相对可靠的证据，为围术期管理和

邻近节段退变的预防提供借鉴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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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检索者   由 2 名研究员 ( 张腾飞

和王坤 ) 负责检索，随后由第 3 名研究

员 ( 朱彦谕 ) 负责交叉核对以减少选择

偏倚。若出现争议，则由 3 人讨论决定

是否纳入，若仍无法解决，咨询第 4 名

统计学专家 ( 王庆德 ) 并作最终判定。

1.1.2   检 索 数 据 库   计 算 机 检 索

P u b M e d、T h e  C o c h ra n e  L i b ra r y、
Embase、中国知网、万方及维普数据库，

并手工检索中外影响因子较高的主要骨

科类杂志，收集有关腰椎后路融合术后

发生邻近节段退变危险因素的相关文献。

1.1.3   中英文检索词   中文检索主题

词和自由词包括：“腰椎”“腰椎融

合术”“腰椎后路融合术”“邻近

节段退变”“相邻节段退变”“因

素”“危险因素”。英文检索主题词

和 自 由 词 包 括：“lumbar”“lumbar 

f u s i o n ”“ l u m b a r  i n t e r b o d y 

fusion”“LIF”“ASD”“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adjacent 

segment  degradat ion”“adjacent 

segment disease”“factors”“risk 

factors”。

1.1.4   文献检索方法   使用 NoteExpress

软件的检索功能对中文数据库进行检

索，使用主题词和自由词联合方式在网

页端进行英文数据库的检索。另外通过

翻阅国内外权威期刊目录，手工检索文

献以作补充。以 PubMed 数据库为例，

具体检索方式见图 1。

1.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研究对象：因腰椎退

行性疾病已行腰椎后路融合术的患者，

将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的患者设为观

察组，未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的患者设为

对照组；②腰椎后路融合术为开放手

术，包括后路椎间融合 (pos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PLIF)； 后 外 侧 椎 间

融 合 (posterolateral fusion，PLF)； 经

Corresponding author: Mei Wei, Master, Chief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Spinal Surgery, Zhengzhou Orthopedics Hospital, Zhengzhou 450052, He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umbar pedicle internal fixation system, lumbar posterior fus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degenerative diseases of the lumbar spine. 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 is one of the long-term complications after lumbar fusion. There are many risk 
factors affecting postoperative 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 some of which are still controversial,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systematic analysis. Thu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isk factors of 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 after posterior lumbar fusion.
METHODS: A comprehensive computer search was conducted for PubMed, The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CNKI, Wanfang, and VIP database. The major 
orthopedic journals with high impact factors in and outside China were manually searched. The search term mainly included “lumbar fusion”, “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 “factors”, “ASD” and “risk factors”. The search period was from the database inception to March 2020, including the single-factor or 
multi-factor analysis of 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 after lumbar posterior fusion. Literature quality was strictly evaluated using NOS scale after literature 
was screened according to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The primary outcome measure was age ≥ 60 years. Secondary outcome measures included: gender 
(female), smoking history, body mass index, osteoporosis, preoperative presence of 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 surgical approach of pos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fusion segment > 1, laminectomy, and floating fusion. Among them, body mass index was a continuous variable index, and the rest were 
binary variables. Relevant data were extract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using RevMan 5.3 software.
RESULTS: (1) A total of 18 literatures were included, among which 14 were of high quality, 4 were of medium quality, 17 were case control studies, and 1 was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A total of 568 patients with 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 after lumbar posterior fusion were included, and 2 936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included. (2) Age ≥ 60 years (OR=2.59, 95%CI:1.83-3.67), P < 0.000 01), smoking history (OR=1.63, 95%CI(1.17-2.26), P=0.004], body mass 
index (OR=3.54, 95%CI: 2.67-4.41), P < 0.000 01), preoperative presence of adjacent segment disc degeneration (OR=3.68, 95%CI: 2.85-4.76), P < 0.000 01), 
fusion segment > 1 (OR=1.82, 95%CI: 1.39-2.38), P < 0.000 1) were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 after posterior lumbar fusion. (3) 
Age ≥ 60 years (OR=2.62, 95%CI:1.71-4.02, P < 0.000 01), preoperative presence of adjacent segment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OR=4.45, 95%CI:3.08-
6.44), P < 0.000 01), and fusion segment > 1 (OR=1.56, 95%CI:1.06-2.31), P=0.03]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 after 
lumbar posterior fusion.  
CONCLUSION: The gender, osteoporosis, operation method, laminectomy, and floating fusion had no obvious correlation with 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 
However, the above conclusions need to be verified by large-sample and high-quality clinical studies.
Key words: bone; lumbar spine; degeneration; osteoporosis; risk factors; lamina; fixation; complications;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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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umbar [Title/Abstract]
#2 lumbar fusion [Title/Abstract]
#3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Title/Abstract]
#4 LIF [Title/Abstract]
#5 #1 OR #2 OR #3 OR #4
#6 adjacent segment [Title/Abstract]
#7 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 [Title/Abstract]
#8 adjacent segment degradation [Title/Abstract]
#9 adjacent segment disease [Title/Abstract]
#10 ASD [Title/Abstract]
#11 #6 OR #7 OR #8 OR #9 OR #10 
#12 factors [Title/Abstract]
#13 risk factors [Title/Abstract]
#14 #12 OR #13 
#15 #5 AND #11 AND #14

图 1 ｜ PubMed 数据库检索策略

Figure 1 ｜ PubMed search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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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间孔椎间融合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TLIF)；③影像学诊断

符合邻近节段退变的诊断标准
[4-5]

，末

次随访未出现或已出现临床症状；④文

献类型：目前已发表的有关腰椎后路融

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危险因素的病

例对照研究和回顾性队列研究；⑤至少

包含纳入结局指标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能提取完整的文献数据，能够计算出比

值比 (odds ratio，OR) 和 95% 可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Cl)；⑥文献纳入的

危险因素分析指标≥ 1。
1.2.2   排除标准   ①腰椎后路融合术治

疗的非退行性脊柱疾病，如创伤、感染

和肿瘤等；②研究纳入患者曾有腰椎手

术史，或伴有脊柱畸形、类风湿性关节

炎及强直性脊柱炎；③文献重复发表和

数据资料不全，无法与原作者取得联系。

1.3   文献筛选和数据提取   由 2 名研究

员独立筛选文献后进行交叉核对，为减

少主观选择性偏倚，如有分歧，进行讨

论或并与第 3 名研究员协商解决。

1.4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所有纳入

文献均采用 Cochrane 协作网提供的

Newcastle-Ottawa scale (NOS) 文献质量

评价表进行评价
[6]
，根据观察组和对

照组的研究对象选择、组间可比性和

测量结果等方面进行质量评价，满分 9       

分，≥ 7 分为高质量研究，6 分为中质

量研究，≤ 5 分为低质量研究。

1.5   结局指标   资料提取内容主要包

括：①第一作者、发表年限、发表国家、

研究类型、研究对象基线特征及随访

时间；②主要结局指标：年龄≥ 60 岁；

③次要结局指标：性别 ( 女 )、吸烟史、

体质量指数、骨质疏松、术前存在邻近

节段退变、手术方式为腰椎后路融合、

融合节段 >1、椎板切除和悬浮固定。

1.6   统计学分析   使用 Cochrane 协作

网提供的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

析
[7]
。二分类变量采用比值比 (OR)、连

续型变量采用均数差 (mean difference，
MD) 进行统计分析，各效应指标均给出

95%CI。采用χ 2
检验分析各研究结果间

是否存在异质性 ( 检验标准：I2 < 50%)。

若 P > 0.1 且 I2 < 50%，说明研究之间存

在较小异质性，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若

P ≤ 0.1 且 I2 ≥ 50%，阅读原始文献分析

异质性来源，通过亚组分析或敏感性分

析排除异质性影响，必要时对异质性来

源进行描述性分析，比较分析结果后采

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Meta 分析的检验

标准为 α=0.05。文献发表偏倚检测使用

漏斗图表示。

2   结果   Results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根据文献检

索策略通过计算机全面检索数据库共获

得文献 479 篇，手工检索获得文献 3 篇，

通过 NoteExpress 软件查找重复文章剔

除 74 篇，阅读标题及摘要剔除 357 篇，

初步纳入 51 篇进行再次筛选，最终纳

入文献 18 篇，文献筛选流程图见图 2。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见表 1。

   

2.2   文献质量评价结果   由 2 名研究

者根据 NOS 评分标准对纳入文献进行

质量评价，其中有 14 篇为高质量文          

献
[8-11，13， 15，17-18，20-25]

，有 4 篇为中质量

文献
[12，14，16，19]

。

2.3   Meta 分析结果   文章首先通过对结

局指标的单因素 Meta 分析，推断出影

响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

的可疑因素。若存在显著相关性，将该

指标的多因素回归分析数据再次进行系

统分析，确定其是否为独立危险因素。

表 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偏倚风险评价
Table 1 ｜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bias risk assessment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文献 发表

年份

国家 研究类型 研究对象例数 (n) 性别

( 男 / 女，n)
纳入指标 随访时间

( 月 )
NOS 评分

邻近节段退变组 未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组 单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

徐文彦等
[8] 2018 中国 病例 -对照研究 23 264 161/126 ①②⑥⑦⑧⑨⑩ ①⑥⑦ 37-60 8

胡建伟等
[9] 2016 中国 病例 -对照研究 24 468 252/240 ①②⑦⑧⑨⑩ ①②⑦⑧⑨⑩ 48-136 8

吴小宝等
[10] 2016 中国 病例 -对照研究 34 76 62/48 ①②⑧ ①⑧ 45.2±3.5 7

刘则征等
[11] 2010 中国 病例 -对照研究 20 127 63/84 ②⑥⑧ ②⑥⑧ 30±10 7

姜文涛等
[12] 2017 中国 病例 -对照研究 31 110 79/62 ①②⑥⑧ - 平均 28 6

马敏等
[13] 2014 中国 病例 -对照研究 24 59 36/47 ②⑥⑧⑩ ②⑥⑧⑩ 84-127 7

李淳德等
[14] 2006 中国 病例 -对照研究 10 23 13/20 ⑩ - 34-82 6

孙卓然等
[15] 2019 中国 回顾性队列研究 74 109 88/95 ⑥ ⑥ 24.9±8.8 7

管俊杰等
[16] 2011 中国 病例 -对照研究 11 49 38/22 ⑧⑩ - 平均 54 6

施劲楠等
[17] 2018 中国 病例 -对照研究 18 67 46/39 ①②⑥⑧ - 39±11 7

慕春黎等
[18] 2019 中国 病例 -对照研究 60 80 75/65 ①②③⑤⑥⑧⑨ ①⑤⑥⑧ - 8

黄霖等
[19] 2017 中国 病例 -对照研究 91 391 221/261 ②③ ③ 24-48 6

WANG 等
[20] 2017 中国 病例 -对照研究 15 222 131/106 ②④⑥⑦⑧ ⑥ 31.2±2.4 7

OU 等
[21] 2015 中国 病例 -对照研究 13 177 85/105 ①②④⑦⑧ - 23.8±19.2 7

ANANDJIWALA 等
[22] 2011 韩国 病例 -对照研究 14 54 13/55 ①②⑥⑦⑧⑩ - 12-60 8

CHO 等
[23] 2009 韩国 病例 -对照研究 9 72 37/44 ②⑦⑧⑩ - 平均 66 8

SOH 等
[24] 2013 韩国 病例 -对照研究 21 34 18/37 ②⑥⑦⑧ - > 60 7

BAGHERI 等 [25] 2019 伊朗 病例 -对照研究 76 554 303/327 ②③⑤⑥ - > 48 7

表注：“-”为未描述 ①年龄≥ 60 岁；②性别 ( 女 )；③吸烟史；④体质量指数；⑤骨质疏松；⑥术前存在邻近节段退变；⑦手术方式为 PLIF；⑧融合节

段 >1；⑨椎板切除；⑩悬浮固定

通过数据库检索获得文献 (n=479)：
PubMed (n=138)，Cochrane Library (n=10)，Embase  
(n=85)，中国知网 (n=185)，万方 (n=29)和维普 (n=32)

手工检索获得文献 (n=3)

初步获得文献 (n=482)

剔重后获得文献 (n=408)

初步纳入文献 (n=51)

最终纳入文献 (n=18)

NoteExpress 剔除重复

文献 (n=74)

阅读题目和摘要后剔

除文献 (n=357)

阅读全文后剔除质量

较差和数据资料不全

的文献 (n=33)

图 2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ure 2 ｜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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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年龄≥ 60 岁   在单因素分析

中，以年龄≥ 60 岁为观察指标，共纳

入 8 项研究。各研究间无明显异质性

(P=0.57，I2=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

析。结果显示，年龄≥ 60 岁与腰椎后

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显著相

关 (OR=2.59，95%CI：1.83-3.67，P < 

0.000 01)，见图 3。多因素分析中，共

纳入 4 项研究。各研究间无明显异质性

(P=0.96，I2=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

析。结果显示年龄≥ 60 岁是腰椎后路

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的独立危险

因素 (OR=2.62，95%CI：1.71-4.02，P < 

0.000 01)，见图 4。

2.3.2   性别 ( 女 )   在单因素分析中，

以性别 ( 女 ) 为观察指标，共纳入

15 项研究。各研究间无明显异质性

(P=0.97，I2=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分析。结果显示性别 ( 女 ) 与腰椎后

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无显著

相关性 (OR=1.05，95%CI：0.85-1.28，
P=0.67)，见图 5。

2.3.3   吸烟史   在单因素分析中，以吸

烟史为观察指标，共纳入 3 项研究。各

研究间无明显异质性 (P=0.55，I2=0%)，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吸

烟史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

退变显著相关 (OR=1.63，95%CI：1.17-
2.26，P=0.004)，见图 6。多因素分析中，

以吸烟史为观察指标，只纳入 1 项研究。

2.3.4   体质量指数   在单因素分析中，

以体质量指数为观察指标，共纳入 2 项

研究。各研究间无明显异质性 (P=0.84，
I2=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

显示体质量指数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

生邻近节段退变显著相关 (OR=3.54，
95%CI：2.67-4.41，P < 0.000 01)，见图 7。

有 2 篇文献均未对体质量指数进行多因

素回归分析。

2.3.5   骨质疏松   在单因素分析中，以

骨质疏松为观察指标，共纳入 2 项研

究。各研究间存在较大异质性 (P=0.04，
I2=76%)，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

显示骨质疏松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

邻近节段退变无显著相关性 (OR=1.27，
95%CI：0.83-1.95，P=0.27)， 见 图 8。

通过敏感性分析发现，异质性主要来自

图注：年龄≥ 60 岁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显著相关 (P < 0.05)
图 3 ｜年龄≥ 60 岁指标的单因素分析森林图

Figure 3 ｜ Forest plot of univariate analysis for age ≥ 60 years old

图注：年龄≥ 60 岁是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的独立危险因素 (P < 0.05)
图 4 ｜年龄≥ 60 岁指标的多因素分析森林图

Figure 4 ｜ Forest plot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for age ≥ 60 years old

图注：性别 ( 女 ) 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无显著相关性 (P > 0.05)
图 5 ｜性别 ( 女 ) 指标的单因素分析森林图

Figure 5 ｜ Forest plot of univariate analysis for gender (female)

图注：吸烟史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显著相关 (P < 0.05)
图 6 ｜吸烟史指标的单因素分析森林图

Figure 6 ｜ Forest plot of univariate analysis for smoking history

图注：体质量指数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显著相关 (P < 0.05)
图 7 ｜体质量指数指标的单因素分析森林图

Figure 7 ｜ Forest plot of univariate analysis for body mass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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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春黎等
[18]

的研究，这可能是因为样

本量较小或对纳入患者的主观选择性偏

倚导致的，而 BAGHERI 等 [25]
的纳入样

本量明显更大，结果可能更为可信，但

限于该文章纳入该指标的文献仅有2篇，

故还需更多大样本的荟萃分析验证该结

论的可信度。

2.3.6   术前存在邻近节段退变   在单因

素分析中，以术前存在邻近节段退变为

观察指标，共纳入 11 项研究。各研究

间无明显异质性 (P=0.20，I2=25%)，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术前存

在邻近节段退变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

生邻近节段退变显著相关 (OR=3.68，
95%CI：2.85-4.76，P < 0.000 01)，见图 9。

多因素分析中，共纳入 6 项研究。各

研究间无明显异质性 (P=0.43，I2=0%)，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术前

存在邻近节段椎间盘退变是腰椎后路融

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的独立危险

因素 (OR=4.45，95%CI：3.08-6.44，P <         

0.000 01)，见图 10。

2.3.7   手术方式为后路椎间融合   在单

因素分析中，以后路椎间融合为观察指

标，共纳入 7 项研究。各研究间无明

显异质性 (P=0.36，I2=10%)，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手术方式为后

路椎间融合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

近节段退变无显著相关性 (OR=1.43，
95%CI：0.96-2.13，P=0.08)，见图 11。

2.3.8   融合节段 >1   在单因素分析中，

以融合节段 >1 为观察指标，共纳入

13 项研究。各研究间无明显异质性

(P=0.12，I2=33%)，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分析。结果显示融合节段 >1 与腰椎后

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显著相

关 (OR=1.82，95%CI：1.39-2.38，P < 

0.000 1)，见图 12。多因素分析中，共

纳入 5 项研究。各研究间无明显异质性

(P=0.13，I2=43%)，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分析。结果显示融合节段 >1 是腰椎后

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的独立危

险因素 (OR=1.56，95%CI：1.06-2.31，
P=0.03)，见图 13。

2.3.9   椎板切除   在单因素分析中，以

椎板切除为观察指标，共纳入 3 项研

究。各研究间无明显异质性 (P=0.35，

图注：骨质疏松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无显著相关性 (P > 0.05)
图 8 ｜骨质疏松指标的单因素分析森林图

Figure 8 ｜ Forest plot of univariate analysis for osteoporosis

图注：术前存在邻近节段退变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显著相关 (P < 0.05)
图 9 ｜术前存在邻近节段退变指标的单因素分析森林图

Figure 9 ｜ Forest plot of univariate analysis for preoperative presence of adjacent segment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图注：术前存在邻近节段退变是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的独立危险因素 (P < 0.05)
图 10 ｜术前存在邻近节段退变指标的多因素分析森林图

Figure 10 ｜ Forest plot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for preoperative presence of adjacent segment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图注：手术方式为后路椎间融合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无显著相关性 (P > 0.05)
图 11 ｜手术方式为后路椎间融合指标的单因素分析森林图

Figure 11 ｜ Forest plot of univariate analysis for operation method of pos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图注：融合节段 >1 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显著相关 (P < 0.05)
图 12 ｜融合节段 >1 指标的单因素分析森林图

Figure 12 ｜ Forest plot of univariate analysis for fusion segment > 1

循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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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4%)，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

果显示，椎板切除与腰椎后路融合术

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无显著相关性

(OR=1.22，95%CI：0.78-1.92，P=0.39)，

见图 14。

2.3.10   悬浮固定   在单因素分析中，以

悬浮固定为观察指标，共纳入 7 项研

究。各研究间无明显异质性 (P=0.99，
I2=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

显示悬浮固定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

邻近节段退变无显著相关性 (OR=1.22，
95%CI：0.80-1.86，P=0.36)，见图 15。

2.4   发表偏倚分析   根据 Cochrane 手册

中关于发表偏倚分析漏斗图的描述，绘

制相关结局指标的漏斗图。通过漏斗图

对各指标进行发表偏倚检验，可见大部

分研究随机分布于漏斗图中上部，且较

为对称，提示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

小。逐一剔除各个文献后发现各结局指

标的 OR 值与 P 值无较大改变，说明文

章结果可靠。但部分研究样本量较少，

可能存在小样本效应，见图 16。

3   讨论   Discussion
随着腰椎融合技术的广泛应用，

术后邻近节段退变的问题已成为临床医

生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报道其发生率

达 21.3%-31.9%[26]
。邻近节段退变的影

像学改变主要表现为相邻节段椎体的退

变，包括椎间隙高度的降低、骨赘的增

生、椎间盘信号降低和后方关节突关节

增生等。一般认为椎体融合后融合节段

椎间载荷应力消失，邻近节段活动度增

加，邻近节段退变的发生取决于相邻节

段承受增加的轴向负荷以及代偿额外运

动需求的能力。目前已有较多研究报道

了影响邻近节段退变的因素，包括个体

因素和手术因素
[1，27]

，但存在一些结

论不一且相互矛盾的情况，因此有必要

对已发表文献进行合并并进行系统的

Meta 分析，得到较为可靠的证据。

既往研究发现，高龄患者术后发

生邻近节段退变和再手术的概率要更

高
[28-29]

。OMAIR 等
[30]

分析影响融合节

段邻近椎间盘高度的危险因素，结果

显示高龄、遗传因素和融合手术分别

占总解释方差的 45%，45% 和 7%，认

图注：融合节段 >1 是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的独立危险因素 (P > 0.05)
图 13 ｜融合节段 >1 指标的多因素分析森林图

Figure 13 ｜ Forest plot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for fusion segment > 1

图注：椎板切除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无显著相关性 (P > 0.05)
图 14 ｜椎板切除指标的单因素分析森林图

Figure 14 ｜ Forest plot of univariate analysis for laminectomy

图注：悬浮固定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无显著相关性 (P > 0.05)
图 15 ｜悬浮固定指标的单因素分析森林图

Figure 15 ｜ Forest plot of univariate analysis for floating fusion

图注：图 A-F 分别为年龄≥ 60 岁、性别、术前存在邻近节段退变、后路椎间融合、融合节段 >1
和悬浮固定 6 个因素对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影响的漏斗图；漏斗图 A-E 基本对称，

无明显发表偏倚；漏斗图 F 基本对称，有 2 篇研究样本量较少
[14, 16]

，可能存在小样本效应

图 16 ｜文章发表偏倚分析结果

Figure 16 ｜ Results of publication bias analysis

A B C

D E F

为高龄是影响腰椎融合术后邻近节段

椎间盘高度降低的决定性因素。该文

章结果显示，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

组中年龄大于 60 岁的患者比例高于未

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组，具有显著相关

性，与既往研究结论相符。作者认为

其原因为：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

椎间盘内水分及蛋白多糖减少，更易

发生髓核突出或因力线后移引起的椎

间不稳；另一方面，脊柱融合术后力

学的改变加速了自然退变的进程。

吸烟是否是腰椎融合术后邻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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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退变发生的危险因素，尚存一定争议。

HERMANN 等
[31]

通过对比吸烟对腰椎融

合的影响差异，显示不吸烟者的融合率

明显高于吸烟者，且吸烟者极易因骨不

愈合再次手术。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吸

烟与邻近节段退变的发生并不存在明显

关联
[32]
。该文通过对比两组间有吸烟

史患者的比例，结果发现有显著性差异，

根据结果认为吸烟者更容易在脊柱融合

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但纳入文献方

法学质量一般，还需要大样本、前瞻性

的研究来证实其可靠程度。

已有较多研究表明较高的体质量指

数与邻近节段退变具有一定关联
[33-34]

，

超重可导致腰椎负荷增大，椎间隙变窄，

关节突关节应力增大，易发生椎间盘的

退行性改变。该文中邻近节段退变组的

体质量指数较未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组要

高，结果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表明较高

的体质量指数可影响腰椎后路融合术后

邻近节段退变的发生，符合既往研究结

论的观点。同时文章还对比了邻近节段

退变组和未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组的性别

和骨质疏松的差异，结果显示差异无显

著性意义，两者均不是腰椎后路融合术

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的相关因素。

多数研究已证实术前存在邻近节

段退变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的

高危因素
[35-36]

。术前邻近节段退变包括

椎间盘退变突出、椎间小关节增生不稳、

椎管狭窄等多种退变因素导致的病理性

改变。ZHONG 等
[37]

的回顾性研究报道，

术中邻近节段减压和术前存在邻近节段

椎管狭窄是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的危险因

素。该文结果显示，邻近节段退变组术

前已存在邻近节段退变比例较未发生邻

近节段退变组高，结果有显著性意义。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存在邻近节

段退变是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

段退变的独立危险因素，与既往研究结

论相符。

NAGATA 等
[38]

设计的一项动物实

验结果显示，腰椎融合术后邻近节段活

动度和小关节负荷的增加程度与融合

节段数成正比，此结论同样在 RAMIREZ

等
[2]
近期的研究成果中予以了证实。但

也有一些研究报道，融合节段数量与邻

近节段退变并无关联
[24，33]

。因此目前

的争议焦点在于，邻近节段退变的发生

究竟是一个自然退变的过程还是融合手

术引起的节段应力变化所导致。TOBERT

等
[39]

研究认为，从生物力学变化来看，

椎间盘通过连接椎体起到稳定脊柱和缓

冲力的作用，同时将轴向载荷逐级向下

传递从而维持正常的运动，融合手术改

变了施加于邻近节段的应力，导致了椎

间盘内压增大以及关节突关节增生。从

细胞水平变化来看，融合术后邻近节段

椎间盘内压增高导致炎症级联反应如蛋

白多糖和分解代谢酶的释放，椎间盘持

续缺氧，营养物质传输受阻最终导致椎

间盘的退行性改变和邻近节段退变。文

章结果显示，多节段融合术后邻近节段

退变的发生率高于单节段融合，结果有

显著性差异。上述 Meta 分析结果显示，

高龄、术前邻近节段退变及多节段融合

均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的独立

危险因素，因此作者认为，高龄及术前

存在邻近节段退变已是退变发生的潜在

因素，融合后应力的改变加速了该节段

的退变，邻近节段退变的发生应是个体

因素和融合手术后生物力学改变协同作

用的结果。

李冬月等
[40]

对腰椎融合固定后发

生腰椎侧凸的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结

果显示邻近节段退变的远期并发症与术

前腰椎侧凸角，术前腰椎前凸角和固定

节段数密切相关，而术前腰椎侧凸角及

术前腰椎前凸角则是独立危险因素。这

与文章结果结论相符。也有许多研究报

道了腰椎 - 骨盆矢状位参数对术后发生

邻近节段退变的影响
[41-42]

，包括术前矢

状轴过小以及固定节段到腰椎前凸的端

椎等均是后路椎间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

段退变风险的特征。近年来一些学者

研究发现融合术后邻近节段活动强度增

大，椎间隙变小。BERG 等
[43]

对患者腰

椎融合术后邻近节段活动范围进行长期

随访，结果显示邻近节段为 L3-4，L4-5 的

活动范围 (°) 较术前均增加，较术前有

显著性差异。刘啸等
[44]

报道了影响融

合术后邻椎旋转活动强度的风险因素，

结果显示邻近节段退变组的上位邻椎相

对旋转角度明显大于非邻近节段退变

组，且上位邻椎的相对旋转角度大于下

位邻椎。融合术后邻椎的活动范围可能

是邻近节段退变的预测性因素之一。

目前诸多研究对于腰椎后路融合术

式、椎板切除和悬浮固定是否影响术后

邻近节段退变的结论不一，文章结果显

示 3 者均与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

节段退变无明显相关性。作者通过数据

库检索，有 2 篇研究与文章相似
[45-46]

。

郝俊龙等
[45]

的研究发现术前存在邻近

节段退变与无邻近节段退变在腰椎融合

术后邻近节段退变的发生率比较有显著

差异，与该文结果一致，但另一结果显

示腰椎融合术后邻近节段退变的发生率

与融合节段多少无关。作者认为导致结

论不符合的原因可能是，该篇的研究中

融合节段指标仅纳入 2 篇文献，而文章

中纳入 13 篇文献，结果更有说服力。

ZHANG 等
[46]

的系统评价中，融合节段、

手术方式及椎板切除 3 因素的结论与文

章相同，并重点研究了邻近节段退变与

邻近节段退变的短期和长期的发病率，

其他相关因素并未展开评价。文章通过

检索近 5 年来相关国内外文献，分析各

种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

的危险因素，纳入文献篇数量多，结局

指标较为全面，数据较为可靠。

但该文章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①

未纳入随机对照试验及前瞻性研究，且

中国文献较多，可能存在一定偏倚性；

②各文献的患者资料收集、手术处理、

影像学测量、数据处理资料不完全相同，

存在的偏差可能对结果准确性造成一定

影响；③除主要指标外，其他一些指标

能合并的文献较少，这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该指标的论证强度；④文章纳

入文献随访时间不一致，需要更多的前

瞻性和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论证影响腰

椎后路融合术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的短期

和长期因素。

综上，腰椎后路融合术后发生邻

近节段退变与年龄、吸烟史、体质量指

数、术前邻近节段退变及融合节段密

切相关，其中年龄≥ 60 岁、术前存在

邻近节段退变及融合节段 >1 是腰椎后

路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退变的独立危

险因素，在行融合术前应充分考虑患者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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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情况并评估术后邻近节段退变风

险，行合理的治疗手段以减少二次手术

率。同时，腰椎融合术后发生邻近节段

退变是由多因素导致的，尚需要更多临

床研究证实各因素的权重，从而制订个

体化的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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