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骶骨精准切除影响骨盆稳定性的冯米斯应力特征及临床验证

姜  勇 1，罗  翼 2，丁永利 1，周  勇 2，闵  理 2，唐  凡 2，张闻力 2，段  宏 2，屠重棋 2

文题释义：

冯米斯应力：是针对塑性材料或弹塑性材料的强度理论，即材料力学中的第四强度理论，该理论认为形状改变比能是引起材料破坏的主要

原因，也就是认为无论是复杂应力状态或简单应力状态，形状改变比能都是引起流动(即塑性)破坏的主要因素。

骶骨肿瘤：主要是指骶骨的原发性肿瘤，以原发性恶性肿瘤为主，最常见的是脊索瘤。

摘要

背景：骶骨切除现已成为公认的骶骨恶性肿瘤首选治疗方案。关于单纯骶骨切除后是否会发生骨折或骶髂关节滑脱的生物力学相关研究较

少，对于骶骨次全切除后能否完全负重与何时重建等相关问题尚未达成共识。

目的：通过对完整骨盆和不同平面骶骨切除后的新鲜骨盆模型行生物力学测试，分析冯米斯应力变化，并结合临床试验，以明确高位骶骨

切除至何种程度时无需行腰骶髂重建。

方法：①生物力学实验：选用6具正常成年男性新鲜尸体L5-骨盆标本，应用200 N增量分级加载，以1.4 mm/min速率平稳加载直至1 000 N，
逐次测试完整骶骨组以及不同平面骶骨切除组骨盆模型的冯米斯应力变化，比较各组数据间的差异；②临床研究：2012年1月至2019年6月
共纳入15例高位骶骨肿瘤单纯切除术病例，其中男6例，女9例，年龄(46.40±14.94)岁。根据术前MRI检查明确肿瘤累及骶骨的范围，确定骶

骨切除的范围大小，术后未予重建，记录术后功能与并发症情况。  
结果与结论：①生物力学实验：随着骶骨切除平面的增高，冯米斯应力在各个测试点均存在不同程度增大，尤以切除平面经过S1下1/4-下
1/2时变化明显，与余各组相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而S1-2组与2/3 S2组、1/3 S2组相比，A点的冯米斯应力变化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②临床试验：15例患者中4例术中保留完整S1椎体(经S1-S2椎间隙切除，如生物力学实验S1-2组切除)，3例患者术中如2/3 S2组切除，2例
患者术中如1/3 S2组切除，6例患者术中保留完整S1及S2椎体(如S2-3组切除)。患者术后肌肉骨骼肿瘤学会评分为(25.27±3.79)分，所有患者均

可行走，9例患者不需要借助支持物即可行走，另有6例患者行走时需要借助助行器，其中1例发生残余骶骨骨折；(3)提示随着骶骨的切除

平面增高，残留骶骨的冯米斯应力急剧升高，经S1-S2椎间隙切除骶骨时，骨盆环的稳定性尚可，无需行腰骶髂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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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既往的生物力学相关研究对

于骶骨切除平面的选择尚不

够精准细化，且经防腐处理

的标本与术后患者骶髂关节

的应力变化差异较大。

△新鲜人体骶骨精准分段切除

对于骨盆稳定性影响的生物

力学研究与高位骶骨肿瘤单

纯切除术后功能及影像学评

估相结合，对于指导临床工

作意义深远。

生物力学实验：
 6 具正常成年

男性新鲜尸体
L5- 骨 盆 模 型

制作。

(1) 建立完整骨盆和不同

平面骶骨切除模型；
(2) 对骨盆模型进行垂直

力学负荷载荷；
(3) 对比不同平面骶骨切

除组骨盆模型的冯米

斯应力的变化。

骨盆应力传
感器的安置

临床验证：
15 例高位骶骨肿瘤

单纯切除病例。

结论：
经 S1-S2 椎间隙切除

骶骨时，骨盆环的

稳定性尚可，无需

行腰骶髂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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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骶骨切除术现已成为公认的骶骨恶性肿瘤首选治疗方

案。脊索瘤为最常见的骶骨恶性肿瘤，早期症状多不明显，

诊断难度较大，发现时肿瘤体积大，骶骨破坏严重，累及多

个节段。骶骨是腰椎同下肢带骨之间的骨性桥梁，骶骨切除

术必然会破坏骶髂关节的完整性，影响骨盆的稳定性。正是

由于腰椎与骨盆之间稳定性的缺失，多数骨肿瘤科医生采用

腰骶髂重建以促进患者早期活动
[1-4]

。但是，有部分患者在

骶骨切除术后未采用局部重建也能行走，而且可以避免因内

固定置入而带来的相关风险
[5-6]

，因此一些骨肿瘤科医生在

这种情况下选择对骶骨肿瘤行单纯切除术。然而，关于单纯

骶骨切除后是否会发生骨折或骶髂关节滑脱的生物力学相关

研究较少
[7]
，对于骶骨次全切除术后能否完全负重与何时重

建等相关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既往的生物力学相关研究对于

骶骨切除平面的选择尚不够精准细化，且经防腐处理的标本

与术后患者骶髂关节的应力变化差异较大。尽管一些报道对

于患者行单纯骶骨切除术的预后进行相关研究，但对于术后

功能评价及影像学评估等方面研究不足
[5-6]

。因此，新鲜人

体骶骨精准分段切除对于骨盆稳定性影响的生物力学研究与

高位骶骨肿瘤单纯切除术后功能及影像学评估相结合，对于

指导临床工作意义深远。

1   生物力学实验   Biomechanics experiment
1.1   设计   生物力学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0 年 9 月至 2012 年 1 月在四川大学

生物力学实验室完成。 

1.3   材料   由四川省骨库中心提供 6 具成年男性新鲜完整的 L5-

骨盆标本，平均年龄 35.5 岁，平均体质量 63.6 kg。所有标本

经 CT 扫描及 X 射线检查排除肿瘤、骨折、畸形、退变等情况，

采用双能 X 射线吸收法测定 L5 骨密度值，为 0.84-1.27 g/cm2
，

平均 1.07 g/cm2
，所有标本无骨质疏松。

1.4   方法

1.4.1   标本模型制作   所有标本于供者死亡后 6 h 内采集并标

号，以双层塑料袋分装，立即置于 -80 ℃深低温冰箱保存。

于实验前 24 h 取出，室温下 (20-25 ℃ ) 自然解冻、解剖及

制作标本模型，保留髂腰韧带、骶髂关节前后韧带、骶结节

韧带和骶棘韧带等骨盆周围韧带，并在标本解剖后 8 h 内完

成实验。用牙托粉 (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四川华川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 将标本的 L5 椎体及双侧坐骨结节包埋，将 L5 制作

为高 5.0 cm、直径 10.0 cm 的圆柱体平台，将双侧坐骨结节

制作为 6.5 cm×5.0 cm×4.0 cm 长方体平台，标本固定后，保

持其骶骨冠状面同水平面呈 60° 倾角
[8]
。

1.4.2   骨盆应力传感器的安置   沿着骨盆的主应力迹线方向

的 A(S1 上份 1/2 椎体正面中心 )、B( 骶髂关节前缘中点水

平线上距关节面约 1.5 cm 处骶骨侧 )、C( 骶髂关节前缘中

上 1/3 交点水平线上距关节面约 1.5 cm 处髂骨侧 )、D( 距

骶髂关节面约 1.5 cm 处弓状线上 )、E( 沿髋臼外缘水平线与

经髋臼内侧壁顶点的垂线之交点 ) 等测点布置高精度小量程     

2 mm×3 mm 的直角型电阻应变花 (R=120 Ω，κ=2.06，浙江黄

岩双立工程传感器厂 )，在各测试点使用 α- 氰基丙烯酸乙酯

黏合剂将电阻应变花贴附于骨面，通过固化处理后连接各点

导线，完成对骨盆冯米斯应力的分析研究，见图 1。

1.4.3   完整骨盆和不同平面骶骨切除模型建立   由于新鲜标

本数量有限，故根据骶骨的切除平面和实验进程将标本分为

7 组 ( 图 2)：① S0 组 ( 图 3)：完整骶骨组，完整保留骶骨、

骶髂关节前后韧带、骶结节韧带及骶棘韧带等组织结构；

② S2-3 组 ( 图 4)：经 S2-S3 椎间隙将 S3 椎体及其以远结构全

部切除，同时切除骶结节韧带及骶棘韧带；③ 1/3 S2 组：经

Abstract
BACKGROUND: Sacral resection has now become the accepted treatment of choice for malignant tumors of the sacrum. There are few biomechanical studies 
on whether fractures or sacroiliac joint spondylolisthesis will occur after simple sacral resection, and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whether the weight can be fully 
loaded after subtotal sacral resection and when to rebuild.
OBJECTIVE: To contrast clinical research and analyze Von Mises stress to provide a credible theoretic basis about which level of sacrectomy without spinopelvic 
reconstruction is acceptable for pelvic stability through the biomechanical testing of intact pelvis and models of pelvis after subdivided sacrectomy.
METHODS: (1) Biomechanical research: Six fresh normal adult human cadaveric L5-pelvis specimens were chosen. Compressive stress loaded on the specimens 
was increased by 200 N, until 1 000 N, at the speed of 1.4 mm/min. The change of Von Mises stress was measured to the same pelvic specimens on intact 
sacrum and groups of subdivided sacrectomy. The differenc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of data. (2) Clinical studies: Totally 15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high sacral tumor with tumor resection between January 2012 and June 2019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6 males and 9 female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46.40±14.94 years. According to preoperative MRI examination, the extent of sacral involvement was determined, and the size of sacral resection was 
determined. No reconstruction was performed after operation. Postoperative function and complications were record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Biomechanical research: With the growth of the sacrum resection plane, Von Mises stress had different increases at different 
test points, particularly by 1/4 S1 to 1/2 S1, which were apparently different with that in other groups (P < 0.05). Compared with group 2/3 S2 and group 1/3 S2, 
the change of Von Mises stress at point A in group S1-2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2) Clinical results: Among the 15 patients, 4 patients retained the intact 
S1 vertebral body during the operation (resection of the S1-S2 intervertebral space, as in the biomechanics experiment S1-2 group); sacrum was resected in 3 
patients as the group 2/3 S2 during the operation, and sacrum was resected in 2 patients during the operation as group 1/3 S2; and the S1 and S2 vertebrae were 
kept intact in 6 patients (as resection in the S2-3 group). The mean score of musculoskeletal tumor society was 25.27±3.79. All patients were able to walk, nine 
without walking aids, six with walking aids, one of them developed residual sacral fracture. (3) With the growth of the sacrum resection plane, Von Mises stress 
at residual sacrum rapidly rose. When the sacrum was resected by S1-S2 intervertebral space, the stability of the pelvic ring was acceptable without spinopelvic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bone; sacrum; tumor; sacroiliac joint; sacral resection; von Mises stress; pelvic ring; intervertebr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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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椎体下 1/3 平面以远部分骶骨切除；④ 2/3 S2 组：经 S2 椎

体下 2/3 平面以远部分骶骨切除；⑤ S1-2 组：经 S1-S2 椎间

隙将 S2 椎体及其以远全部结构切除；⑥ 1/4 S1 组：经 S1 椎

体下 1/4 平面以远部分骶骨切除；⑦ 1/2 S1 组：经 S1 椎体下

1/2 平面以远部分骶骨切除。在完成 L5- 骨盆完整骶骨组模

型冯米斯应力测试后，在实验进程中用线锯及进口骨刀细致

操作依次完成 S2-3 组、1/3 S2 组、2/3 S2 组、S1-2 组、1/4 S1 组、

1/2 S1 组骶骨缺损模型的建立。

1.4.4   模型生物力学测试及数据采集   测试过程中对应变花

进行温度补偿，以确保所有应变花具有良好传递性能。将

应变花各测点的连接线分别连接到 DH3816 多测点静态应

变测试装置 ( 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上，模型安

置于岛津万能实验机 ( 型号：AG-IS-20，日本岛津公司 )，

采用 200 N 增量分级加载，以 1.4 mm/min 速率平稳加载直

至 1 000 N[9]
。具体流程：S0 组 →S2-3 组 →1/3S2 组 →2/3S2                    

组 →S1-2 组 →1/4S1 组 →1/2S1 组，记录冯米斯应力的变化。

1.5   主要观察指标   各测点的冯米斯应力。

1.6   统计学分析   数据为各标本的 A、B、C、D、E 等测点的

冯米斯应力，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 x-±s 表示，对冯米斯应力的组间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以 α=0.05 作为检验标准，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临床试验   Clinical trials 
2.1   设计   回顾性病例分析。

2.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2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在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中心完成。

2.3   对象   纳入 2012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因高位骶骨肿瘤

行单纯切除术的患者共 15 例，其中男 6 例，女 9 例；年龄

18-68 岁，平均 (46.40±14.94) 岁；病理诊断：脊索瘤 14 例，

骶骨神经神经鞘瘤 1 例。所有患者术前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①骶骨原发肿瘤；②手术切除肿瘤；③临床

资料完整；④随访时间超过 6 个月。

排除标准：①骶骨肿瘤累及髂骨或腰椎；②骶骨转移癌；

③失随访的患者。

2.4   方法

2.4.1   手术方式   所有患者采用单纯后路手术，根据术前 MRI

检查明确肿瘤累及骶骨的范围，确定骶骨切除的范围大小。

其中 4 例患者术中保留完整 S1 椎体 ( 经 S1-S2 椎间隙切除，

如生物力学实验 S1-2 组切除 )，3 例患者术中如 2/3 S2 组切除，

2 例患者术中如 1/3 S2 组切除，6 例患者术中保留完整 S1 及
S2椎体 (如 S2-3组切除 )。所有患者采用后正中的倒“Y”形切口，

行高位骶骨肿瘤单纯切除术后，未予重建。肿瘤侵及的低位

骶神经根束被切除结扎，未侵及的骶神经根给予保留。

2.4.2   术后处理   术后预防性应用抗生素直至拔除引流管，

一般情况下患者术后卧床一两个月，经 S1-S2 切除者术后卧

床 3 个月，在床上早期积极行踝、膝关节及双上肢的功能锻

炼，后在患者疼痛可耐受的情况下，积极鼓励患者逐渐坐起、

站立并行走。

2.5   主要观察指标   根据近期随访结果，采用修订的肌肉骨

骼肿瘤学会 (musculoskeletal tumor society，MSTS) 功能评分

评价患者的术后功能。MSTS 功能评分系统包括 6 个因素：

疼痛、功能活动、情感接受、外部支持、行走能力及步态情

况
[10]
，每项给予 0-5 分的评分，每个患者最高可得 30 分。

得分 23 分及以上为优，15-22 分为良，8-14 分为中，小于

8 分为差。

术后患者常规行骨盆 X 射线片及三维 CT 检查，分析残

留骶骨下沉、残留骶髂关节分离、骶骨骨折及骨折愈合的情

况。

3   结果   Results
3.1   生物力学实验各实验组的冯米斯应力变化   在 1 000 N 载

荷的作用下，随着骶骨切除平面的增高，冯米斯应力在A、B、C、
D、E 点均有所增大，在 A、B 点的各组间增幅剧烈。在 A 点

S1-2 组的增幅为 128%，其冯米斯应力为 (16.85±2.74) MPa；1/4 

图 1 ｜正常骨盆应力传导途径及应

变花布置图

Figure 1 ｜ Diagram of stress 

transmission channel and resistance 

strain gages arrangement of normal 

pelvis

图 2 ｜实验分组示意图

Figure 2 ｜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grouping

图 3 ｜ S0 组模型图

Figure 3 ｜ Diagram of S0 group

图 4 ｜ S2-3 组模型图

Figure 4 ｜ Diagram of S2-3 group

1/2 S1 组

1/4 S1 组

S1-2 组

2/3 S2 组

1/3 S2 组

S2-3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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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组的增幅为 166%，1/2 S1 组的增幅为 407%。在 B 点 S1-2 组

的增幅为 194%，其冯米斯应力为 (24.78±4.31) MPa；1/4 S1 组

的增幅为 252%；1/2 S1 组的增幅为 409%；其他各组低位切除

时增幅较缓，当切除平面涉及 S1 椎体时，增幅较大。在 C 点

1/4 S1 组的增幅为 105%；1/2 S1 组的增幅为 162%，其冯米斯

应力为 (25.16±7.32) MPa。在 D 点 1/4 S1 组的增幅为 106%；

1/2 S1 组的增幅为 143%，其冯米斯应力为 (18.60±4.97) MPa。

在 E 点 1/4 S1 组的增幅为 134%；1/2 S1 组增幅为 157%，其冯

米斯应力为 (9.88±1.74) MPa，见表 1，2。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S1-2 组同 1/3 S2 组数据相比，A、
E 点的冯米斯应力变化差异无显著性意义，B、C、D 点的冯

米斯应力变化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而 S1-2 组同 2/3S2

组数据相比结果同上。1/4 S1 组同 S0 组数据、S2-3 组、1/3S2

组相比，对骨盆各测点的冯米斯应力影响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P < 0.05)。而 1/4 S1 组同 S1-2 组、2/3S2 组数据相比，除

E 点的冯米斯应力变化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外，其余各测点的

冯米斯应力变化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1/2S1 组同

S0 组数据、S2-3 组、1/3S2 组、2/3S2 组、S1-2 组、1/4 S1 组相

比，对骨盆各测点的冯米斯应力影响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随着切除平面的增高，各测点的冯米斯应力逐渐增大，

以 A、B 点的增幅最显著，C、D、E 点应力的大小依次递增，

但变化幅度较小。

3.2   临床试验结果

3.2.1   术后结果   15 例患者随访时间 6-86 个月，平均 MSTS

评分为 (25.27±3.79) 分，评为优。以最近一次随访为参照，

所有患者均可行走，9 例患者不需要借助支持物即可行走；

另有 6 例患者行走时需要借助助行器，其中 2 例患者需要经

常使用单拐，3 例患者需要偶然使用单拐，1 例患者需要偶

然使用支具。所有患者均可独立参加户外活动，并且活动时

间大于 1 h，见表 3。其中 1 例患者行骶骨次全切除术 ( 经
S1-S2 椎间隙切除 )，仅保留 S1 椎体，术后 2.5 年，出现残留

骶骨疲劳骨折，经卧床休息 6个月，骨折愈合，仍可独立行走，

见图 5，6。

3.2.2   不良事件   所有患者术后均未出现残留骶骨下沉或残

留骶髂关节分离等情况。在 15 例患者中，有 4 例术中保留

完整 S1 椎体，其中 1 例患者出现残留 S1 椎体骨折，该患者

表 1 ｜各实验组加载 1 000 N 时各测点的冯米斯应力变化   (x-±s，MPa)
Table 1 ｜ Changes in Von Mises stress at each test point when loaded by   
1 000 N in each experimental group

组别 A 点 B 点 C 点 D 点 E 点

S0 组 7.38±1.93 8.44±5.74 9.60±0.87 7.65±1.74 3.85±3.08
S2-3 组 8.75±3.94 15.53±3.87 11.29±1.96 10.17±2.66 6.23±3.59
1/3 S2 组 13.49±3.95 16.28±3.95 11.92±1.73 10.93±2.22 8.07±2.36
2/3 S2 组 15.26±3.37 17.28±3.95 12.88±1.63 11.61±1.65 8.43±1.63
S1-2 组 16.85±2.74 24.78±4.31 14.98±3.05 13.49±2.80 8.79±1.84
1/4 S1 组 19.60±5.54 29.67±8.27 19.66±3.89 15.76±3.62 9.01±1.89
1/2 S1 组 37.38±8.21 43.00±14.47 25.16±7.32 18.60±4.97 9.88±1.74

表注：① S0 组：完整骶骨组；② S2-3 组：经 S2-S3 椎间隙将 S3 椎体及其以远

结构全部切除，同时切除骶结节韧带及骶棘韧带；③ 1/3 S2 组：经 S2 椎体下

1/3 平面以远部分骶骨切除；④ 2/3 S2 组：经 S2 椎体下 2/3 平面以远部分骶

骨切除；⑤ S1-2 组：经 S1-S2 椎间隙将 S2 椎体及其以远全部结构切除；⑥ 1/4 
S1 组：经 S1 椎体下 1/4 平面以远部分骶骨切除；⑦ 1/2 S1 组：经 S1 椎体下

1/2 平面以远部分骶骨切除

表 2 ｜加载 1 000 N 时与 S0 组相比各缺损模型组不同测点冯米斯应力的
增幅                                                         (%)
Table 2 ｜ Von Mises stress increase of each defect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S0 group at each test point when loaded by 1 000 N

组别 A 点 B 点 C 点 D 点 E 点

S2-3 组 19 84 18 33 62
1/3 S2 组 83 93 24 43 110
2/3 S2 组 107 105 34 52 119
S1-2 组 128 194 56 76 128
1/4 S1 组 166 252 105 106 134
1/2 S1 组 407 409 162 143 157

表注：① S0 组：完整骶骨组；② S2-3 组：经 S2-S3 椎间隙将 S3 椎体及其以远

结构全部切除，同时切除骶结节韧带及骶棘韧带；③ 1/3 S2 组：经 S2 椎体下

1/3 平面以远部分骶骨切除；④ 2/3 S2 组：经 S2 椎体下 2/3 平面以远部分骶

骨切除；⑤ S1-2 组：经 S1-S2 椎间隙将 S2 椎体及其以远全部结构切除；⑥ 1/4 
S1 组：经 S1 椎体下 1/4 平面以远部分骶骨切除；⑦ 1/2 S1 组：经 S1 椎体下

1/2 平面以远部分骶骨切除

表 3 ｜患者的功能结果
Table 3 ｜ Functional outcomes of patients

病例 性别 年 龄
( 岁 )

诊断 累及
范围

随访
时间
( 月 )

肌肉骨骼
肿瘤学会
评分 ( 分 )

步行
状态

助行器 骨折 疼痛药物
需求

1 女 64 脊索瘤 S2-S5 25 18 独立 单拐 无 非类固醇

2 女 24 脊索瘤 S2-S5 36 24 独立 支具 无 无

3 女 44 脊索瘤 S3-S4 51 29 独立 无 无 无

4 男 46 脊索瘤 S3-S5 12 25 独立 无 无 非类固醇

5 女 32 脊索瘤 S3-S4 26 30 独立 无 无 无

6 男 55 脊索瘤 S2-S5 62 20 独立 单拐 无 无

7 男 47 脊索瘤 S3-S5 43 28 独立 无 无 无

8 男 41 脊索瘤 S3-S5 6 24 独立 无 无 非类固醇

9 女 18 脊索瘤 S3-S5 67 30 独立 无 无 无

10 男 59 脊索瘤 S2-S5 72 23 独立 单拐 无 无

11 女 68 脊索瘤 S3-S4 57 28 独立 无 无 无

12 女 61 脊索瘤 S3-S5 59 27 独立 无 无 无

13 男 43 脊索瘤 S3-S5 26 29 独立 无 无 无

14 女 60 脊索瘤 S2-S5 65 22 独立 单拐 无 无

15 女 34 神经鞘瘤 S2-S5 86 22 独立 单拐 有 无

图 5 ｜经 S1-2 骶骨切除术后疲

劳骨折愈合骨盆 X 射线片 ( 如
箭头所示 )
Figure 5 ｜ Pelvic radiogram 

with a fatigue fracture after 

sacral amputation through the 

S1-2 disc (as shown by the arrow)

图 6 ｜经 S1-2 骶骨切除术后疲

劳骨折愈合骨盆 CT 扫描 ( 如箭

头所示 )
Figure 6 ｜ Pelvic CT scan with 

a fatigue fracture after sacral 

amputation through the S1-2 disc

(as shown by the a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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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接受过放疗，余 3 例中有 1 例接受过放疗。发生残留骶骨

疲劳骨折患者，经卧床休息 6 个月，骨折自然愈合，可独立

参加户外活动。11 例经 S2 椎体或低于 S2 椎体切除的患者，

并未出现残留骶骨骨折。在 4 例保留完整 S1 椎体的患者中，

3 例未发生残留骶骨骨折，只有 1 例出现残留骶骨疲劳骨折，

经卧床休息后骨折愈合，所有患者均可独立参加户外活动。

4   讨论   Discussion
外科技术的不断提高使得大部分的骶骨肿瘤能够成功切

除，患者症状得到极大的改善。骶骨在躯体应力的传导中起

到骨性桥梁的作用，骶骨不同层面的切除必然会对其力学传

导作用构成破坏，导致整个骨盆的稳定性下降。HUGATE 等
[8]

研究发现，经 S1 神经孔下缘平面切除骶骨组能够承受术后活

动而不发生骨折，经 S1 神经孔上缘水平切除组则不能承受，

需考虑重建。GUNTERBERG 等
[11]

通过对完整标本和缺损标本

极限压力进行对比，认为与完整标本相比，S1 以下切除者骨

盆环稳定性降低 30%；而经骶骨岬下 1 cm 切除者，其骨盆

环稳定性降低 50%。骶骨次全切除术后早期患者站立时完全

负重是允许的。罗翼等
[12]

通过对保留不同层面骶骨的骨盆

模型进行生物力学测试，比较其最大主应力、剪切应力、位

移和刚度的变化以及 1/2 S1 组的极限载荷，认为当骶骨肿瘤

切除涉及到 S1 椎体时，骨盆环的稳定性明显下降，极其容易

发生局部骨折，需行局部重建以增强其稳定性。庄新明等
[13]

研究认为，1/2 S1 以下平面切除后，使用髂骨单钉技术能够

有效恢复局部稳定性，进一步切除单侧骶髂关节或全骶骨时，

髂骨单钉技术难以恢复局部初始稳定性。

此次实验中，随着切除平面的增高和骶髂关节缺失的

增大，表现为经 S2 椎体两组 (1/3 S2 组、2/3S2 组 ) 切除骶骨

后，冯米斯应力集中在 A、B 点，与 S0 组比较，增幅较大；

经 S1-S2 椎间隙切除后，冯米斯应力同经 S2 椎体切除骶骨两

组在 A 点增幅不大，在 B 点增加了 1 倍，余各点增幅不大；

经 S1 椎体下 1/4 平面切除后，冯米斯应力增幅巨大；经 S1

椎体下 1/2 平面切除后，与 S0 组比较，冯米斯应力成数倍增

长。S1 椎体的切除极大提高了骶髂关节周围冯米斯应力的增

幅，造成标本测试点形变严重，S1 椎体的保留对稳定骶髂关

节至关重要，经 S1-S2 椎间隙切除骶骨后骨盆的稳定性尚可。

同时观察到 B 点到 E 点应力的大小依次递减，说明骶髂关节

周围应力集中，距其较远则稳定性影响较小的趋势，而 A、
B 点的增幅非常显著，说明骶骨的缺失使骶髂关节的骶骨侧

及上份 1/2 S1 椎体应力增加显著，为应力集中容易被破坏的

危险区域。罗翼等
[12]

研究发现，S1 椎体下 1/2 平面切除后，

骨盆的极限载荷是 (2 375.97±162.41) N，骨盆的破坏形态都

是经骶髂关节或骶椎的骨折，其中 3 例发生残留 S1 椎体骨折，

3 例经单侧骶髂关节骨折，可见由于骶髂关节的不断破坏，

使关节周围出现更多的应力集中，特别是关节面和残留骶骨

处过度集中的应力彻底破坏了骨盆的稳定性。

冯米斯应力是针对塑性材料或弹塑性材料的强度理论，

该理论认为形状改变比能是引起材料破坏的主要原因。冯米

斯应力能够更好地反映平面应力状态下综合的应力分布情况

和应力集中的区域，其较大的应力点是材料形变较大的位置，

也是材料容易被破坏的危险区域。对冯米斯应力的单因素方

差分析说明，经 S2 椎体两组切除骶骨后对整个骨盆的稳定性

产生了影响，但是两组之间对骨盆稳定性的影响并无差别。

经 S1-S2 椎间隙切除组同经 S2 椎体切除骶骨两组在 A 点的稳

定性无明显差异，在 B 点的稳定性有明显差异。经 S1 椎体下

1/4 平面切除组及经 S1 椎体下 1/2 平面切除组对整个骨盆的

稳定性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且它们之间对整个骨盆稳定性

的影响差别较大。经 S1-S2 椎间隙切除骶骨保留了 S1 椎体，

骨盆的稳定性尚可维持，但涉及 S1 椎体的切除将会严重影响

整个骨盆的稳定性，应进行局部重建。

此次研究采用新鲜人体骨盆标本，所得数据更接近正常

人体骨盆生物力学特性，较真实地反映了术后患者骶髂关节

应力的改变。当经 S1-S2 椎间隙切除后保留完整 S1 椎体时，

虽然各组力学数据较完整骶骨组有显著差异，根据数据实测

值，作者认为此时的骨盆尚能承受术后患者的体质量，并且

正常人体骨盆的骶髂关节周围韧带韧性更强，而且骶髂关节

周围还有肌肉等组织包裹。

脊索瘤是骶骨原发性肿瘤病理类型中最常见的，其次是

骨巨细胞瘤和骶骨神经源性肿瘤
[14]
。骶骨切除术用于骶骨肿

瘤的治疗，将骶骨肿瘤完整切除，获得足够的外科安全边界。

此组 15 例患者中 14 例为脊索瘤，多项研究表明，广泛或边

缘切除能够有效降低脊索瘤的复发率，并且可以显著提高患

者的预后
[15-19]

。一些学者建议骶骨切除术后行局部重建，以

增强腰椎与骨盆环之间的稳定性，避免因术后局部不稳定而

引起相应术后并发症
[4，20-22]

；骶骨切除术后存在较高的并发

症 ( 如感染、内植物断裂等 ) 发生率
[4，23-24]

，因此一些学者

认为骶骨切术后可以不予局部重建
[5-6，25]

；以上学者的研究

中未对高位骶骨的切除进行细分，未对患者的术后功能进行

详细分析。通过临床随访研究，作者认为，当骶骨肿瘤的位

置和范围允许术中尽量保存完整的骶髂关节时，术中切除骶

骨肿瘤时应尽量保留骶髂关节，切除后残留骶骨形似拱桥，

应力得到分散，最大程度上保留残存骶髂关节的稳定性。而

对于病灶位置偏上且范围较广泛、累及高位骶骨的病例，术

中需要切除部分髂骨或一侧骶髂关节，方能显露完整病灶，

术中需要行骶髂部重建。因此，针对高位骶骨切除患者的术

后功能以及残余骶骨微骨折的并发症情况进行了细致研究。

ARKADER 等
[26]

对 8 例患骶骨肉瘤的儿童进行回顾性研究，5

例患者行骶骨部分切除，3 例行全骶骨切除术；其中 6 例患

者行术后重建，2 例患者未行重建；8 例患者中有 7 例可以

行走，其中 2 例为独立行走。此次研究中，所有患者均可独

立行走，9 例患者不需要借助支持物即可行走；另有 6 例患

者行走时需要借助助行器，其中 2 例患者需要经常使用单拐，

3 例患者需要偶然使用单拐，1 例患者需要偶然使用支具。

经 S1-S2 椎间隙切除骶骨肿瘤患者 ( 如 S1-2 组切除 ) 术后卧床

研究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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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月，残留骶髂关节周围形成的骨痂及纤维瘢痕能够为骶

髂关节提供足够的力学稳定性，支持患者术后活动。对于未

涉及 S1 椎体的骶骨肿瘤，经 S1-S2 椎间隙的骶骨高位切除术

能够获得安全边界，其残留 S1 椎体的微骨折发生率较低，且

通过保守治疗后骨折愈合，骨折处生成大量骨痂，残留骶髂

关节稳定性加强，患者可独立参加户外活动。该例患者手术

时年龄 34 岁，术后恢复较快，早期即参与劳作，残留 S1 椎

体疲劳骨折考虑与患者术后一直从事劳作有一定的关系。

综上所述，经 S1-S2 椎间隙切除骶骨时，骨盆环的稳定

性尚可，无需行腰骶髂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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