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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弓根螺钉不同固定方法治疗胸腰椎骨折的生物力学分析

徐  峰 1，康  辉 1，魏坦军 1，席金涛 2

文题释义：

单平面螺钉：经皮单平面螺钉的钉帽在冠状面可以活动但是矢状面固定，手术操作过程中借助撑开器可以有效撑开椎体前柱，因此可以获

得与固定钉同样的纵向稳定性和更好的撬拨复位效果，同时其在冠状位方向活动又降低了钛棒安装的难度。

骨生物力学：是骨组织在外力作用下的力学生物学效应，对其进行检测可直接评价骨质量，是评价各种治疗骨丢失措施的最佳方案，其检

测指标包括弹性模量、最大载荷、屈服载荷等。

摘要

背景：胸腰椎骨折经皮内固定已较为成熟，目前临床固定方式较多，但由于缺乏一种能同时兼顾力学效应和可操作性的固定方式，导致临

床疗效各有差异。

目的：观察不同椎弓根螺钉内固定组合形式下椎体的生物力学特性。

方法：采用新鲜猪腰椎多节段椎骨标本24例，随机分为8组并造模：A1、A2组采用经伤椎6枚万向钉固定，B1、B2组采用4枚单向钉联合经

伤椎2枚万向钉混合固定，C1、C2组采用经伤椎6枚单平面螺钉固定，D1、D2组采用跨伤椎4枚单向钉固定。然后利用万能试验机测定8组
内固定方式的生物力学情况，A1、B1、C1、D1组行静态实验，A2、B2、C2、D2组行疲劳实验。

结果与结论：①4组内固定均能对腰椎骨折进行有效固定，伤椎置钉组的最大载荷均明显高于伤椎未置钉组；载荷最大的为C1组，最小的

为D1组，且4组数据之间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 < 0.05)；②A1、B1、C1、D1组行加压撑开实验，B1、C1、D1组均完成了3次撑开实验，A1
组在加压300 N时出现钉尾的滑移终止实验；C1组的复位效果优于A1、B1、D1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B1组的复位效果优于A1、
D1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A1与D1组复位效果相当，差异无显著性意义；③统计4种内固定系统载荷前后椎体前缘高度变化，组

内比较，载荷后B2、C2、D2组椎体前缘高度与载荷前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载荷后A2组椎体前缘高度较载荷前明显降低，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P < 0.05)；④提示3种椎弓根螺钉均可以承载胸腰椎大部分应力，伤椎置钉方式能提供更有效的稳定性，伤椎形态恢复更好，其中

单平面螺钉的内固定效果优于其他3种内固定螺钉置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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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材料：
成年家猪脊柱

胸 腰 段 (T12-L2)
标本。 

结论：
单平面螺钉治疗

胸腰椎骨折，能

有效恢复伤椎形

态，提供坚强固

定，同时具有良

好的可操作性。

  

 

 文章特点— 

△胸腰椎骨折跨伤椎固定易出现椎

体高度丢失及断钉断棒等并发症。

伤椎置钉逐渐应用到临床，常规的

万向钉力学强度不足，固定钉则操

作不便无法实现伤椎置钉。 

 △一种新型单平面螺钉

应运而生，此次实验

运用生物力学实验论

证新型螺钉在伤椎置

钉过程中的可操作性

及稳定性等。 

实验方法：
(1) 静态实验：将标本放置

在万能压力机上采用正

玄波循环加压；
(2) 动态实验：各组运用撑

开器施进行撑开加压。

造模：
以 L1 椎体为中心，用电

钻在椎体前缘钻孔，结合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落锤撞

击法，撞击标本顶端造成 
L1 椎体压缩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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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脊柱骨折 75%-90% 发生在胸腰椎，其中 T11-L2 约占

60%，这与胸腰椎是胸椎与腰椎移行处、是生物力学上的薄

弱区有关
[1]
。早期主要以保守治疗或开放手术为主要治疗方

式
[2]
，随着微创技术的不断发展，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已被

广泛用于治疗无神经症状的胸腰椎骨折，传统跨伤椎内固定

术后经常出现椎弓根螺钉松动、断裂、术后矫正度丢失等问

题
[3]
。在上述背景下经皮伤椎置钉技术逐渐应用于临床，伤

椎置钉能增加伤椎的稳定性，减小伤椎局部应力，降低术后

并发症发生的概率
[4]
。为了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一种新型

单平面螺钉逐渐应用于临床。术者旨在通过生物力学实验验

证新型螺钉的撑开复位功能、生物力学稳定性及抗疲劳性，

为临床应用提供力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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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时间及地点   于2019年10月在武汉理工大学实验室完成。

1.3   材料

1.3.1   标本制备   江夏屠宰场提供 24 个新鲜猪脊柱 T12-L2 节

段，小心剥离周围的软组织，保留椎间盘、韧带、关节突关

节及椎骨后于 -40 ℃的低温冰柜存放。实验前取出标本，室

温下解冻 2-4 h，用电钻在椎体前缘钻孔 5-7 个，结合目前

国际上通用的落锤撞击法
[5]
，用 2 kg 秤砣从 150 cm 高度自

由下落，撞击标本顶端造成 L1 椎体单椎体压缩骨折，按照标

准置钉方法置入椎弓根螺钉，见图 1。

1.3.2   实验设备   单平面椎弓根螺钉、万向椎弓根螺钉、单向

椎弓根螺钉 ( 三友医疗器械公司、直径 65/45)；万能材料测试

机 ( 武汉理工大学 )；特制撑开器 ( 中部战区总医院徐峰专利 )。
1.4   方法

1.4.1   标本分组   标本随机分为 8 组并造模 (n=3)，A1-D1 组

进行静态实验，A2-D2 组进行动态实验。由同一术者将内固

定物分别置入各组，各组置钉情况见表 1 及图 1。

表 1 ｜实验中各组置钉情况                                  (n=3)
Table 1 ｜ Screw placement in each group

实验分组 处理方案

A1，A2 组 经伤椎置钉，6 枚万向钉固定

B1，B2 组 经伤椎置入万向钉 2 枚，伤椎相邻椎体置入单向钉 4 枚

C1，C2 组 经伤椎置钉，6 枚单平面螺钉

D1，D2 组 跨伤椎置钉，4 枚单向钉

Abstract
BACKGROUND: Percutaneous fixation of thoracolumbral and lumbar fractures has been relatively mature, and there are many clinical fixation methods at 
present.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a fixation method that can take the mechanical effect and operability into accou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is differen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lumbar vertebrae under the different kinds of pedicle screw fixation.
METHODS: Twenty-four cases of fresh multi-segment lumbar vertebrae of pig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ight groups and modeled: groups A1 and A2 were 
fixed with six universal screws; groups B1 and B2 were fixed with four one-way screws and two universal screws; groups C1 and C2 were fixed with six uniplanar 
pedicle screw; groups D1 and D2 were fixed with four one-way screws. The biomechanics of eight groups was measured by universal testing machine. Four 
groups of A1, B1, C1 and D1 performed static experiments, while A2, B2, C2 and D2 performed fatigue experiment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ll the four internal fixations could effectively fix lumbar fractures. The maximum load of the screw fixation at the fracture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screw placement group than that of unscrew placement group. Group C1 had the largest load, and group D1 had the smallest 
load,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groups (P < 0.05). (2) Groups A1, B1, C1 and D1 conducted pressurized buttoning experiments, and 
the three groups B1, C1 and D1 all completed the buttoning experiments three times. The A1 group showed the slip of the nail tail when pressurized 300 N. 
The reduction effect of group C1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groups A1, B1 and D1,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reduction effect 
of group B1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groups A1 and D1,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duction 
effect between groups A1 and D1. (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nterior vertebral body height in groups B2, C2 and D2 after loading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loading. After loading, the anterior vertebral body height in group A2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loading (P < 0.05). (4) All three 
kinds of pedicle screws can bear most of the stress of thoracolumbar vertebra, and the screw placement mode of injured vertebra can provide more effective 
stability and better shape recovery of injured vertebra. The effect of the uniplanar pedicle screw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hree fixation scr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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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组置钉术前造模及影像学图片

Figure 1 ｜ Preoperative modeling and imaging images of each group 

before screw placement

图注：图 a 为撞击骨折造模；图 b-e 分别为 C
组 ( 单平面钉组 )、D 组 ( 单向钉组 )、B 组 ( 单
向 + 万向钉组 )、A 组 ( 万向钉组 )；图 f-m 分别

为 C组 (单平面钉组 )、D组 (单向钉组 )、B组 (单
向 + 万向钉组 )、A 组 ( 万向钉组 ) 造模后的正、

侧位 X 射线片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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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生物力学测试

(1) 静态实验：固定 L3 椎体安装椎弓根螺钉固定系统，

用螺钉帽锁定 L2 一端连接棒，L1、T12 另一端处于预锁状态，

撑开器置于 L2、T12 尾冒之间。通过材料试验机对撑开器施

加 100 N 压力，加压完成后先锁定 T12 尾冒，再锁定 L1 尾冒，

依次用电子游标卡尺测量载荷下椎体前缘撑开后的距离；再

次松开 L1、T12 尾冒再次给予 200 N 压力加压完成后立刻锁

定剩余两侧尾冒，依次用电子游标卡尺测量载荷下椎体前缘

撑开后的距离；重复上面操作给予 100，200，300 N 压力，

分别计算椎体高度恢复情况，伤椎前缘高度百分比 = 伤椎

前缘高度 /[( 伤椎上位椎体前缘高度 + 伤椎下位椎体前缘高

度 )/2]×100%；将标本再依次放入材料试验机上进行实验，

垂直动力臂加载垂直载荷。实验终点：实验终止包括以下 3

种情况，即内固定断裂、钉棒剪切和受力曲线出现突然性减

小 ( 图 2a，b)。
(2) 动态实验：将测试组件浸泡放置在机器上采用正弦

波方式进行循环加压。疲劳测试运行频率为 0.5 Hz，疲劳测

试时施加 600 N 力量作为循环负荷负荷值 ( 图 2c)。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静态实验中，各组撑开器施加 100，
200，300 N 载荷下椎体前缘高度情况，4 组模型的最大载

荷
[6-7]

；②动态实验前后，分别测量和记录各标本固定失败

时的循环次数及椎体前缘高度。椎体前缘高度测量方法：

在标准侧位上，骨折椎体的上下终板前缘顶点的连线长度

即为椎体前缘高度。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4.0 统计软件包进

行数据分析。其中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4 组之间椎体前缘

高度的差异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 LSD 检验比较 4

组中任意 2 组间椎体前缘高度的差异，P < 0.05 为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静态实验结果   4 种内固定系统中，载荷最大的为 C1 组，

最小的为 D1 组，且 4 组数据之间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2。

加压撑开实验中，B1、C1、D1 组均完成了 3 次撑开实验，

A 组在加压 100/200 N 时顺利完成实验，当压力增加至 300 N

时出现钉尾的滑移终止实验；测试 4 种固定的最大载荷 A1、
B1 和 C1 组失败的原因均为受力曲线出现突然性减小，D1 组

为钉棒滑移。统计 4 组实验前后高度对比，见表 3。C1 组的

复位效果优于 A1、B1、D1 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
B1 组的复位效果优于 A1、D1 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
A1 与 D1 组复位效果相当，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2.2   动态实验结果   4 组均完成了 10 000 次的载荷循环，无

失败。统计 4 种内固定系统载荷前后椎体前缘高度变化，组

内比较，载荷后 B2、C2、D2 组椎体前缘高度与载荷前相比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载荷后 A2 组椎体前缘高度较载荷前明

显降低，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4。

图注：图 a 为 C 组 ( 单平面钉组 ) 行撑开加压过程；b 为行垂直载荷加

载过程中 D 组 ( 单向钉组 ) 内固定失败时螺钉拔出；c 为行动态加压耐

疲劳实验过程

图 2 ｜术中操作图片

Figure 2 ｜ Intraoperative operation

b

3   讨论   Discussion
胸腰椎骨折是脊柱骨折中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不稳定的

胸腰椎骨折目前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手术的目的是为了减

压、矫正畸形及重建脊柱稳定，以达到利于患者康复、减少

术后并发症的目的
[8]
。

后路开放性手术是治疗胸腰椎骨折的常用方法，但是

对于无明显神经症状的胸腰椎骨折，传统后路开放性手术

有手术时间长、出血量多、感染率高、损伤脊柱后柱、术

后持续性腰痛等缺点，明显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9-10]

。随

着微创理念的不断深入，具有操作简单、出血少、创伤小、

a c

表 2 ｜静态实验中各组最大载荷情况比较               (x-±s，n=3，N)                                 
Table 2 ｜ Comparison of the maximum load of each group in the static 
experiment

组别 最大载荷

A1 组 3 751.64±50.00
B1 组 5 226.45±240.00a

C1 组 6 592.15±170.00ab

D1 组 2 275.237±49.00abc

表注：A1 组为万向钉组，B1 组为单向 + 万向钉组，C1 组为单平面钉组，

D1 组为单向钉组。与 A1 组比较，
aP < 0.05；与 B1 组比较，

bP < 0.05；与 C1
组比较，

cP < 0.05

表 3 ｜静态实验中各组高度恢复情况比较                      (n=3)                                
Table 3 ｜ Comparison of the height recovery of each group in the static 
experiment

组别 椎体前缘高度百分比

100 N 200 N 300 N

A1 组 68.65%ab 77.73%ab
- 

B1 组 72.41%a 83.37%a 86.39%a

C1 组 80.89% 91.35% 96.89%
D1 组 67.84%ab 72.50%ab 80.52%ab

表注：A1 组为万向钉组，B1 组为单向 + 万向钉组，C1 组为单平面钉组，D1
组为单向钉组。与 C1 组比较，

aP < 0.05；与 B1 组比较，
bP < 0.05

表 4 ｜动态实验中各组椎体高度丢失情况比较             (n=3，mm)                                                    
Table 4 ｜ Comparison of vertebral body height loss in each group in 
dynamic experiment

组别 载荷前椎体前缘高度 载荷后椎体前缘高度 t 值 P 值

A2 组 18.40 15.13 4.786 0.009
B2 组 16.52 15.03 0.585 0.589
C2 组 15.66 15.40 0.308 0.773
D2 组 16.73 14.02 2.114 0.102

表注：A2 组为万向钉组，B2 组为单向 + 万向钉组，C2 组为单平面钉组，D2
组为单向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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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快等优点的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 , 已成为治疗无

明显神经症状的胸腰椎骨折的首选方案
[11]
。跨伤椎固定是

早期经典术式，但是术后随访发现跨伤椎固定容易出现伤

椎高度丢失、后凸畸形加重、内固定疲劳松动、断钉或断

棒等并发症
[12]。

为了避免上述不足，经伤椎置钉短节段固定治疗胸腰

椎骨折逐渐应用起来，伤椎置钉可有效降低椎弓根螺钉的

“悬挂效应”，增加伤椎稳定性，降低伤椎局部的压应力，

减少钉棒应力负荷降低断钉断棒的风险
[4，11，13]

，同时伤椎

置钉使伤椎与相邻椎体紧密相连，从而提高了脊柱稳定性。

临床椎弓根螺钉的类型较多，置钉的组合方式也较多，由

于伦理学限制无法在临床上直接对于各种类型螺钉及组合

进行有效研究。生物力学实验没有伦理学限制，是一种可靠、

简便的实验方法
[14]
。实验者可以建立多种骨折固定模型并

对其进行生物力学分析，了解脊柱损伤在不同内固定下的

应力集中情况、稳定性以及修复效果，对临床治疗具有重

要意义
[15]
。

作者通过建立猪胸腰骨折椎内固定模型并对其生物力学

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4 种椎弓根螺钉内固定组均能对胸腰腰

椎骨折进行有效固定，但伤椎置钉的最大载荷均明显高于伤

椎未置钉，因此证明伤椎置钉的稳定性明显优于跨伤椎固定。

4 组内固定方式单平面钉的纵向稳定性最好，万向 + 单向次

之，伤椎未置钉的最弱，实验中出现钉棒滑移；作者认为主

要原因在于：伤椎置钉为椎体提供了良好的三点固定，实现

了三平面坚强固定，避免平行四边形效应及悬挂效应；伤椎

置钉较跨伤椎固定多出 2 枚螺钉，伤椎固定时螺钉所承受的

压力相应减少，因此跨伤椎固定的纵向载荷明显弱于伤椎固

定。

4 组内固定对于胸腰椎骨折均有明显复位作用，其中

单平面螺钉复位效果明显优于其他组合。作者认为新型经

皮单平面螺钉的钉尾在冠状面可以活动但是矢状面固定，

因此较万向钉具有更强的纵向支撑力量和更好的撬拨复位

效果
[16]
，手术操作过程中利用撑开器对螺钉撑开时，对椎

体前柱及前纵韧带的撑开作用更强，有利于伤椎前缘高度

的恢复及后凸畸形的矫正。伤椎置钉后将伤椎与邻近椎体

连为一体，伤椎在中心就成为了一个支点，依靠单平面螺

钉矢状面上单轴向和连接棒的弧度进行二次挤压、撬拨、

推顶达到二次复位。万向 + 单向组也进行了伤椎置钉，虽

然可以通过单向钉进行撑开复位，但是由于伤椎置入万向

钉故无法实现对伤椎的直接撬拨复位，伤椎高度恢复也不

理想。单向钉组的纵向加压力量和万向 + 单向钉组撑开加

压力量相当，但万向 + 单向钉组复位效果略优于单向钉组，

作者考虑原因为单向钉组虽有较强的撑开力量，但由于伤

椎未置钉故只能通过椎体间软组织进行牵拉复位，属于间

接复位椎体，万向 + 单向钉组伤椎置钉可以直接对伤椎进

行一定程度地直接复位，故万向 + 单向钉组复位效果略优

于单向钉组。万向钉由于加压撑开及术中撬拨力量弱于单

平面钉及单向钉，但是行伤椎置钉对伤椎有一定的挤压推

顶作用，抵消了万向钉撑开力量不足的缺点，故其复位效

果与跨伤椎固定相似，但是万向钉组与单向钉组复位效果

均明显弱于单平面钉组及万向钉 + 单向钉组。

4 种内固定经过疲劳实验后椎体前缘高度变化组内比

较，单平面组、万向 + 单向、单向组术后椎体前缘高度较术

前略低差异无显著性意义，万向钉组载荷前较载荷后明显降

低，差异有显著性意义。作者认为原因在于：单平面钉、固

定钉的尾帽在纵向是完全固定的，因此实验中在纵向压力下，

其改变长度最小；而万向钉钉尾可以 360° 活动，需要与尾

帽绞索后才能固定，因此在长期的纵向压力下其钉尾会发生

一定的形变，最终导致椎体高度丢失；这也表明单平面螺钉

具有良好的抗疲劳性。

通过实验研究证明 4 种内固定在胸腰椎骨折后，均可以

承载胸腰椎部分应力，明显降低胸腰椎以及椎间盘的应力，

促进骨折椎体的复位，降低后期椎体高度丢失率。实验结果

表明单平面螺钉组在轴向最大载荷、椎体高度恢复率以及抗

疲劳方面均优于传统的固定组，这是由于单平面钉将万向钉

与固定钉的优势结合起来的结果。单平面钉尾端在钉矢状面

固定，因此可以获得与单向钉同样的纵向稳定性，较万向钉

具有更强的纵向支撑力量和更好的撬拨复位效果，同时其在

冠状位方向活动避免了单向钉“两点一线”的局限性，降低

了钛棒安装的难度，伤椎得以置入单平面螺钉，使得术者可

以依靠单平面螺钉矢状面上的单轴向和连接棒的弧度进行二

次挤压、撬拨、推顶，达到直接对伤椎的二次直接复位。3

组伤椎置钉的稳定性均优于伤椎未置钉，伤椎置钉伤椎形态

恢复更好，这与相关文献报道也相符
[17]
。张贵春等

[18]
在研

究胸腰段单椎体爆裂型骨折中使用单侧伤椎置钉组和双侧伤

椎置钉组进行比较，认为对胸腰段单椎体爆裂型骨折行伤椎

置钉短节段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可有效矫正椎体压缩及后

凸畸形，同时能有效防止伤椎复位再丢失，减少内植物并发

症。陈贞庚等
[19]

也发现经伤椎置钉可以作为骨折椎体的支点，

在复位过程中能够通过牵拉周围韧带以及纤维环从而达到良

好的复位效果，并且降低了内固定材料滑移和断裂发生的风

险。NORTON 等
[20]

在人尸体标本上对 L1 进行骨折造模，分

别行 4 钉和联合伤椎的 6 钉固定，结果伤椎置钉的固定强度

更大，并且认为伤椎置钉能与长节段固定取得相同的固定效

果。张文志等
[21]

通过临床研究证实，单平面钉较万向钉具

有更强的纵向支撑力量和更好的撬拨复位效果。叶斌
[6]
通过

生物力学研究也证实，单平面螺钉内固定系统的抗轴向载荷

强度接近于单向内固定系统，明显高于万向内固定系统；相

比万向螺钉，单向螺钉能够有效减小后路术后矫正丢失的风

险。

此次实验由于标本量有限、猪脊柱骨与人体有本质区别、

徒手置钉的不确定性、模拟的椎弓根螺钉系统与人体力学结

构差异性等因素导致实验出现误差可能，故临床疗效仍需进

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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