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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经椎间孔椎间融合治疗单节段腰椎管狭窄症对腰椎 -骨盆平衡的
改善作用

姚汝斌，王仕永，杨开舜

文题释义：

微创经椎间孔椎间融合：于2002年FolEy等首次报道，该技术不破坏多裂肌在棘突的起点部位，通过解剖明确的神经血管和肌肉间隙，限

制外科操作通道的宽度来减少软组织损伤。

腰椎-骨盆参数：骨盆形态对整个脊柱序列有决定性作用，也是脊柱尤其是腰椎生理曲度重建的重要参考指标，目前被广泛使用的腰椎-骨

盆矢状位参数有骨盆入射角、骨盆倾斜角、骶骨倾斜角、腰椎前凸角、腰椎节段前凸、l1中垂线与S1后上角的距离等。

摘要

背景：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腰椎-骨盆参数与腰椎融合术后的临床效果以及邻近节段退变密切相关，但微创经椎间孔椎间融合对腰椎-骨盆

参数的影响并不明确。

目的：评价微创经椎间孔椎间融合对单节段腰椎管狭窄症患者腰椎-骨盆影像学参数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于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采用经椎间孔椎间融合治疗的85例单节段腰椎管狭窄症患者的

临床资料，其中行微创经椎间孔椎间融合手术39例(微创组)，行开放经椎间孔椎间融合手术46例(开放组)。在包含双侧股骨头的站立腰椎

侧位X射线片上，测量所有患者术前及末次随访时的腰椎前凸角、节段前凸角、椎间高度、l1中垂线与S1后上角的距离、骨盆入射角、骨盆

倾斜角、骶骨倾斜角，并计算骨盆入射角与腰椎前凸角的差值及腰椎前凸角与骨盆入射角的比值。

结果与结论：①末次随访时，两组的腰椎前凸角、椎间高度、骶骨倾斜角均较术前增大，而骨盆倾斜角较术前减小，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两组末次随访时的腰椎前凸角、节段前凸角、椎间高度、骨盆入射角、骨盆倾斜角、骶骨倾斜角、l1中垂线与S1后上角的距离

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②末次随访时，两组的腰椎前凸角、节段前凸角、椎间高度、骨盆入射角、骨盆倾斜角、骶骨倾斜

角、l1中垂线与S1后上角的距离与术前对应参数的差值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③两组的骨盆入射角与腰椎前凸角差值在末

次随访时均较术前明显减小，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两组的腰椎前凸角与骨盆入射角比值在末次随访时均较术前增大，其中开放组

变化显著(P < 0.05)；但骨盆入射角与腰椎前凸角差值及腰椎前凸角与骨盆入射角比值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④提示

对于单节段腰椎椎管狭窄症，与开放经椎间孔椎间融合相比，微创经椎间孔椎间融合在恢复腰椎生理前凸、椎间高度、改善腰椎-骨盆平

衡方面拥有同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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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微创经椎间孔椎间融

合不破坏多裂肌起

点，通过生理间隙减

压，可更好地保护多

裂肌；

△结合微创经椎间孔椎

间融合在临床中的应

用情况，探讨该术式

对单节段腰椎管狭窄

症腰椎 - 骨盆参数的

影响，并与开放经椎

间孔椎间融合进行对

比。

对象及分组 方法 观察指标 结论

(1) 单节段腰椎
管狭窄症患
者，均行经
椎间孔椎间
融合治疗；

(2) 根据手术方
式分为微创
组 及 开 放
组。

(1) 腰 椎 前 凸
角、节段前
凸角、椎间
高度；

(2) l1 中垂线与
S1 后上角的
距离；

(3) 骨 盆 入 射
角、骨盆倾
斜角、骶骨
倾斜角。

在包含双侧
股骨头的站
立腰椎侧位
X 射线片上
测量相关指
标。

对于单节段腰
椎 椎 管 狭 窄
症，与开放经
椎间孔椎间融
合相比，微创
经椎间孔椎间
融合在恢复腰
椎生理前凸、
椎间高度、改
善腰椎 - 骨盆
平衡方面拥有
同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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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腰椎管狭窄是腰腿痛的常见因素之一，而这与椎间盘

退变息息相关。腰椎间盘退变导致椎间隙高度降低，相应

节段活动度增加及腰椎生物力学特性的改变
[1]
，使腰椎前

凸角、骶骨倾斜角减小，骨盆倾斜角增大；而这些参数的

变化又会显著影响腰椎应力的分布
[1]
，加剧椎间盘退变，

引起严重的腰腿痛。对有症状的椎管狭窄症患者，手术

治疗能显著减轻疼痛和改善功能
[2]
。传统的经椎间孔椎间

融合术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TlIF) 需大

范围破坏椎旁的多裂肌，而多裂肌在维持腰椎前凸中起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
[3]
。微创经椎间孔椎间融合术 (minimally 

invasive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MIS-TlIF)

不破坏多裂肌起点，可通过生理间隙减压更好地保护多裂  

肌
[4]
。但其治疗单节段腰椎管狭窄症对腰椎 - 骨盆参数的

影响与传统 TLIF(Open-TLIF) 相比是否一致？目前有关的研

究较少。作者结合 MIS-TlIF 在临床中的应用情况，探讨两

种术式对单节段腰椎管狭窄症患者腰椎 -骨盆参数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对比观察试验。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大理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脊柱外科完成。

1.3   材料   所有病例均使用同一厂家的椎弓根钉棒系统和椎

间融合器 (cage)，见表 1。

1.4   对象   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共 85 例单节段

腰椎管狭窄症患者符合研究纳入标准。其中微创组采用 MIS-

表 1 ｜植入物的材料学特征
Table 1 ｜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implants 

指标 椎间融合器 (cage) 椎弓根钉棒系统

生产厂家  北京富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富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型号 FRP12 FJC6
批准号 京食药监械生产许 20000047 号 京食药监械生产许 20000047 号

性能结构 由符合 YY/T0660 标准的聚醚醚

酮制成，内含符合 ISo13782 标

准的纯钽制成的显影标记

采用符合 GB/T13810 标准规定

的 TC4 钛合金材料制成，表面

经抗氧化处理

材质 聚醚醚酮 钛合金

适应证 颈椎、胸腰椎和腰骶段需进行

节段性融合病变及脊柱翻修术，

恢复或维持椎间高度

各类脊柱畸形、脊柱骨折、脊

柱不稳定、退行性脊柱疾病

生物相容性 良好 良好

产品标注的不良

反应

感染，植入物松动 感染、断钉及弯曲松动、脊髓

和神经损伤、矫正丢失

TlIF 术治疗，男 19 例，女 20 例，平均 (54.85±9.36) 岁；开

放组 46 例采用传统 TlIF 术治疗，男 22 例，女 24 例，平均

(54.04±9.51) 岁。所有患者对治疗方案均知情同意，且得到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①存在下肢放射痛、麻木、间歇性跛行伴或

不伴机械性腰痛，经保守治疗 3 个月无效；②完整的术前、

末次随访包含双侧股骨头的站立腰椎侧位 X 射线片；③单节

段的椎间植骨融合；④无其他手术禁忌证。

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脊柱疾病 ( 包括结核、肿瘤 、感

染、后凸畸形、侧凸畸形等 )；②既往有脊柱手术史；③神

经或精神性疾病患者；④未得到随访。

1.5   方法

1.5.1   手术方法   两组手术均由同一组高年资副主任医师及

以上职称的医生完成。

微创组：患者取全麻俯卧位，悬空腹部。C 型臂透视定

Yao Rubin, Associate chief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Spinal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 University, Dali 671000, Yunnan Province, China
Wang Shiyong, Master,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Spinal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 University, Dali 671000, Yunnan Province, China
Yao Rubin and Wang Shiyong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article.
Corresponding author: Yang Kaishun, Master, Chief physician, Master’s supervisor, Department of Spinal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 University, 
Dali 671000, Yun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More and mor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lumbar-pelvic paramete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 
after lumbar fusion, but the effect of minimally invasive transforaminal interbody fusion on lumbar-pelvic parameters is not clear.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minimally invasive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MIS-TLIF) on the lumbar-pelvic imaging parameters in patients 
with single-segment lumbar spinal stenosi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85 patients with single-segment lumbar spinal stenosis treated by MIS-TLIF and open-TLIF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including 39 cases of MIS-TLIF operation (MIS-TLIF group) and 46 cases of open-
TLIF operation (open-TLIF group). On the standing lateral lumbar X-ray containing bilateral femoral heads: lumbar lordosis, segmental lordosis, height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the L1 axis and S1 distance, pelvic incidence, pelvic tilt, and sacral slope were measure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lvic incidence−lumbar 
lordosis and the ratio of lumbar lordosis/pelvic incidence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During the last follow-up, lumbar lordosis, height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and sacral slope were increased in both groups 
compared with preoperative parameters, but pelvic tilt was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preopera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 0.05). Lumbar 
lordosis, segmental lordosis, height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pelvic incidence, pelvic tilt, sacral slope and the L1 axis and S1 distanc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during the last follow-up (P > 0.05). (2) During the last follow-up, lumbar lordosis, segmental lordosis, height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pelvic incidence, pelvic tilt, sacral slope, and the L1 axis and S1 distanc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mpared with preoperative parameters (P > 0.05). (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lvic incidence−lumbar lordosi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t the last follow-up compared with preoperative parameters in the two groups    
(P < 0.05). The ratio of lumbar lordosis/pelvic incidenc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the last follow-up compared with preoperative parameters in the two 
groups, especially in the open-TLIF group (P < 0.05). Howe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lvic incidence−lumbar lordosis and the ratio of lumbar lordosis/pelvic 
incidenc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4) Abov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or single-segment lumbar spinal stenosis, MIS-TLIF 
has the same effect as open-TLIF in recovery of lumbar lordosis, intervertebral height, and improving lumbar-pelvic balance. 
Key words: lumbar spine; lumbar spinal stenosis; pelvis; minimally invasive;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single segment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Yao Rb, Wang SY, Yang KS. Minimally invasive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for treatment of single-segment lumbar spinal 
stenosis improves lumbar-pelvic balance.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1;25(9):1387-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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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手术节段，确定减压节段上下椎体的椎弓根位置并做体表

标记。取症状侧于病变节段平面后正中线旁开 2 cm 肌间隙

入路纵行切开约 3 cm，用手指钝性分离触摸到关节突后，逐

级插入扩张套管并安装 Quadrant 系统 ( 美国美敦力公司 )，

适当撑开并连接冷光源，显露椎体的上下关节突，再次透视

确认节段，用骨刀及咬骨钳去除上位椎体的下关节突及部分

椎板，然后再切除下位椎体的上关节突，咬除黄韧带，对椎

间孔及侧隐窝区域的神经根进行松解减压。充分显露要切除

的椎间盘，将椎间盘纤维环切开，髓核钳取出髓核，用刮匙

刮除残留的椎间盘及软骨板直至软骨下骨。将取下的自体骨

和同种异体骨 ( 北京鑫康辰 ) 混合制成骨泥，冲洗球冲洗椎

间后于椎间隙前 1/3 先行打压植骨，再保护神经根及硬脊膜

下将填塞有骨泥的融合器 (cage) 斜向置入椎间隙。C 臂机透

视确认 Cage 的深度及位置，探查明确神经根、硬脊膜囊松

解减压完全。于减压对侧棘突旁约 3.0 cm，按经皮植钉技术

置入空心椎弓根螺钉，C 臂透视确认椎弓根螺钉位置；从上

向下插入长度适宜的预弯钛棒，拧入尾帽，并对椎间进行适

当加压后拧紧尾帽，拧断螺钉尾片。检查无活动性出血，清

点器械无误，彻底冲洗创腔，于硬脊膜表面覆盖明胶海绵，

于减压测放置负压引流管 1 根，按解剖层次逐层缝合关闭切

口 ( 图 1)。如对侧存在神经症状者，则采用同样的手术方式

行对侧减压。

开放组：麻醉方法及手术体位同微创组，依据髂脊正对

l4/5 间隙予定位并标记。消毒铺巾后，以病变椎间隙为中心作

后正中切口，长 7.0-8.0 cm。手术刀切开皮肤后，用电刀依

次切开皮下组织、腰背筋膜，紧贴棘突、椎板、关节突等剥

离椎旁肌，显露病变节段上下椎体的椎板、两侧的关节突及

部分横突，C 型臂 X 射线机透视明确减压节段；分别显露病

变节段上下椎体的双侧椎弓根进针点，去除少许骨皮质，依

次置入4枚普通椎弓根螺钉。其后续的椎间盘切除、椎管减压、

椎间植骨、椎间 Cage 置入等均与 MIS-TlIF 手术相同。如对侧

存在神经症状者，则采取同样的减压方式行对侧减压探查。

1.5.2   术后管理   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均予氧气吸

入、抗生素预防性使用 <48 h以及消肿、营养神经等对症治疗，

均在术后第 1 天输液后拔除尿管，鼓励患者自主排尿。微创

组术后第两三天拔除引流管 ( 如引流多，则在少于 50 mL/d

后拔出 )；开放组术后两侧引流量总和少于 50 mL/d 后拔除。

拔除引流管后鼓励并指导患者进行腰背肌功能锻炼，并复查

腰椎 CT 及正侧位 X 射线片，明确内固定物位置满意后佩戴胸

腰骶支具下地活动。

1.6    主要观察指标    

腰椎-骨盆影像学参数测量：在腰椎侧位 X 射线片上，

分别测量两组患者术前及末次随访时的腰椎前凸角、节段

前凸角、椎间高度、l1 中垂线与 S1 后上角的距离、骨盆入

射角、骨盆倾斜角及骶骨倾斜角。所有测量均由同一人通过

PACS( 杭州世轩公司 ) 系统软件完成，并且测量数据均采用

3 次测量取平均值 ( 图 2)。

图注：图 A-D 为术中的体位、透视定位、安放 Quadrant 操作系统、透视

定位减压节段；E-F 为减压、Cage 置入及 C 臂机透视情况；G-K 为透视

下置入导针及空心椎弓根螺钉；l 为手术结束时的外观切口及引流情况

图 1 ｜微创经椎间孔椎间融合操作过程 

Figure 1 ｜ Procedure of minimally invasive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operation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以 x-±s 表示，组内参数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组间参数比

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χ 2
检验。检验水准均为 α=0.05。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 85 例单节段腰椎管狭窄症患者，

均行经椎间孔椎间融合手术，根据手术方式分为 2 组，微创

组 39 例，开放组 46 例。所有患者均进入结果分析，无脱落。

图注：图 A 中，ll 为腰椎前凸角，即 l1 的上终板和 S1 的上终板之间的

夹角；lASD 为经过 l1 椎体中心的铅垂线与 S1 上终板后角的距离，铅垂

线在 S1 后上角的前方为正值，后方为负值；图 B 中，Sl 为节段前凸角，

即融合节段上位椎体的下终板与下位椎体的上终板间的夹角；图 C 中，

HoD 为椎间高度，即融合椎间隙最前缘、正中、最后缘高度的平均值，

即 (a+b+c)/3；图 D 中，PI 为骨盆入射角，经 S1 上终板中点作该终板的

垂线，该垂线与 S1 上终板中点和股骨头中心点连线的夹角；PT 为骨盆

倾斜角，即 S1 上终板中点和股骨头中心点连线与水平垂线的夹角；SS
为骶骨倾斜角，即 S1 上终板和水平线的夹角

图 2 ｜腰椎 -骨盆影像学参数测量示意图 

Figure 2 ｜ Measurement of lumbar-pelvic imaging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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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3。

2.3   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的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随访

时间、手术节段、术前主要合并疾病等一般资料相比，差异

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2。两组病例基线资料在统计

学上具有可比性。

表 2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2 ｜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指标 微创组 (n=39) 开放组 (n=46) P 值

性别 ( 男 / 女，n) 19/20 22/24 0.935
年龄 (x-±s，岁 ) 54.85±9.36 54.04±9.51 0.697
体质量指数 (x-±s，kg/m2) 22.88±2.44 23.42±3.44 0.414
随访时间 (x-±s，月 ) 29.95±6.10 31.13±3.34 0.285
手术节段 (l4-5/L5-S1，n) 25/14 36/10 0.148
合并疾病 (n) 高血压 5 6 0.648

糖尿病 1 3
骨质疏松 2 5
2 种及以上 5 3

2.4   腰椎 -骨盆影像学参数评价

2.4.1   两组术前、末次随访腰椎前凸角、节段前凸角、椎间

高度比较   见表 3。

微创组末次随访时的腰椎前凸角、椎间高度、骶骨倾

斜角均较术前增大，而骨盆倾斜角较术前减小，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 (P < 0.05)；开放组末次随访时的腰椎前凸角、椎间高

度、骶骨倾斜角均较术前增大，而骨盆倾斜角较术前减小，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两组术前的腰椎前凸角、节段

前凸角、椎间高度、骨盆入射角、骨盆倾斜角、骶骨倾斜角、

l1 中垂线与 S1 后上角的距离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两组末次随访时的腰椎前凸角、节段前凸角、椎间高

度、骨盆入射角、骨盆倾斜角、骶骨倾斜角、l1 中垂线与 S1

后上角的距离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2.4.2   两组腰椎前凸角、节段前凸角、椎间高度变化值比较   

两组在末次随访时腰椎前凸角、节段前凸角、椎间高度、骨

盆入射角、骨盆倾斜角、骶骨倾斜角、l1 中垂线与 S1 后上角

的距离与术前对应参数的差值 (∆ 腰椎前凸角、∆ 节段前凸角、

∆ 椎间高度、∆ 骨盆入射角、∆ 骨盆倾斜角、∆ 骶骨倾斜角、

∆L1 中垂线与 S1 后上角的距离 )，在统计学上差异均无显著

性意义 (P > 0.05)，见表 4。

2.4.3   两组术前及末次随访时的组间及组内 PI-ll、llI 值比较

两组的骨盆入射角与腰椎前凸角差值在末次随访时均较术前

明显减小，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两组的腰椎前凸角

与骨盆入射角比值在末次随访时均较术前增大，其中开放组

变化显著 (P < 0.05)；但骨盆入射角与腰椎前凸角差值及腰椎

前凸角与骨盆入射角比值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5。

2.5   内植物相关的不良反应   开放组中 1 例发生切口深部感

染，行二次清创置管冲洗引流治疗；1 例螺钉位置不佳出现

医源性神经根损伤，二次手术重置椎弓根螺钉；微创组中出

纳入单节段腰椎管狭窄症患者85例，

按手术方式分为 2 组

微创组 39 例行微创经椎间

孔椎间融合治疗

开放组 46 例行开放经椎间

孔椎间融合治疗

微创组 39 例全部进入结果

分析，无脱落

开放组 46 例全部进入结果

分析，无脱落

图 3 ｜两组患者分组流程图
Figure 3 ｜ Flow chart of patient allocation in both groups

表 3 ｜两组术前、末次随访腰椎前凸角、节段前凸角、椎间高度比较                                                                (x-±s)
Table 3 ｜ Comparison of lumbar lordosis, segmental kyphosis and intervertebral heigh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operation and during the last 
follow-up

组别   n 术前

腰椎前凸角 (°) 节段前凸角 (°) 椎间高度 (mm) 骨盆入射角 (°) 骨盆倾斜角 (°) 骶骨倾斜角 (°) l1 中垂线与 S1 后上角的距离 (mm)

微创组 39 42.15±14.45 8.05±5.09 9.93±2.13 49.10±10.75 17.59±11.50 31.72±10.96 11.80±20.25
开放组 46 39.43±14.87 8.15±4.12 10.65±2.04 46.57±12.49 15.48±10.11 31.07±11.95 11.30±22.11

P 值 0.397 0.920 0.114 0.323 0.370 0.795 0.941

组别   n 末次随访

腰椎前凸角 (°) 节段前凸角 (°) 椎间高度 (mm) 骨盆入射角 (°) 骨盆倾斜角 (°) 骶骨倾斜角 (°) l1 中垂线与 S1 后上角的距离 (mm)

微创组 39 46.54±10.82a 8.95±4.84 12.05±2.05a 49.18±10.77 14.18±8.54a 34.82±8.68a 12.53±19.49
开放组 46 46.80±11.18a 9.02±4.30 12.28±1.73a 46.59±12.39 12.57±8.91a 34.02±10.04a 8.12±14.65

P 值 0.890 0.941 0.569 0.311 0.397 0.699 0.249

表注：与同组术前比较，
aP < 0.05

表 4 ｜两组腰椎前凸角、节段前凸角、椎间高度变化值比较                                                                        (x-±s)
Table 4 ｜ Comparison of lumbar kyphosis, segmental kyphosis and intervertebral heigh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n ∆ 腰椎前凸角 (°) ∆ 节段前凸角 (°) ∆ 椎间高度 (mm) ∆ 骨盆入射角 (°) ∆ 骨盆倾斜角 (°) ∆ 骶骨倾斜角 (°) ∆L1 中垂线与 S1 后上角的距离 (mm)

微创组 39 4.38±13.05 0.90±5.08 2.11±1.50 0.08±0.74 -3.40±9.39 3.10±9.44 0.73±15.30
开放组 46 7.43±11.69 0.87±4.19 1.62±1.69 0.02±0.45 -2.80±7.79 2.96±7.81 -3.18±14.96

P 值 0.259 0.978 0.164 0.673 0.746 0.938 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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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1 例 Cage 后移，经保守治疗后得到有效融合；1 例内固定

松脱术后 1 年行翻修手术，见表 6。

3   讨论   Discussion
在老年人中，腰椎管狭窄症是一种常见的、使人乏力的

疾病，其特征是退变性的改变，软组织侵入神经结构周围的

空间，导致神经源性的跛行或神经根性症状，或者两者兼具，

伴或不伴腰痛
[5]
。对有症状的椎管狭窄症患者，手术治疗能

显著减轻疼痛和改善功能
[2]
。然而传统的 TlIF 术需大面积剥

离椎旁肌，此过程会造成肌肉过度的损伤和失神经支配，后

期出现肌肉脂肪变性、萎缩，使部分患者术后残留腰痛，影

响手术效果
[6]
。MIS-TlIF 术是采用工作通道穿过多裂肌与最

长肌肌间隙经椎间孔行椎管减压、椎体间植骨融合，避免了

广泛剥离椎旁肌，减少了因血供中断导致的肌肉坏死和无菌

性炎症的发生，更有效地保留了椎旁肌的生理功能。

在脊柱融合手术中，矢状位曲度矫正的重要性已被充分

认识。有研究显示术前腰椎前凸显著影响减压手术治疗腰椎

管狭窄的效果，术中注意保留腰椎前凸角对维持正常的脊柱

矢状位排列至关重要
[7]
。SCHWAB 等

[8]
指出对于腰椎前凸角

度丢失的人群，其生活质量评分下降 ( 即 SF-36 评分减少 )；

而有效恢复腰椎前凸，可以实质性改善患者的功能障碍并降

低融合术后的并发症
[9]
。MATSUMoTo 等

[10]
发现邻近节段退

变的发生与术前术后较小的腰椎前凸角相关，适当的恢复节

段前凸角、腰椎前凸角，可以改善矢状位平衡，而且改善腰

椎前凸角及骨盆入射角与腰椎前凸角差值可减少邻近节段退

变的发生。可见腰椎前凸的恢复不仅关系得到手术后近期的

疗效，还与融合术后远期的并发症相关，也说明术中对腰椎

前凸角及节段前凸角的恢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MIS-TlIF 是近 10 余年迅速发展起来的术式，在临床中

也逐渐得到认可和推广。此次研究的目的是比较 MIS-TlIF 与

Open-TLIF 在恢复单节段腰椎管狭窄患者腰椎 - 骨盆参数上的

差异，结果显示两组末次随访时的腰椎前凸角、椎间高度、

骶骨倾斜角均较各自术前明显增加，骨盆倾斜角及骨盆入射

角与腰椎前凸角差值均较术前减小。由于骨盆入射角不随手

术变化，作者发现两组手术均能很好地恢复腰椎前凸，并且

手术后两组患者的骨盆及骶骨前倾变大，这能明显提高患者

的矢状位平衡代偿能力，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如同 KIM 等
[11]

研究发现患者矢状位曲度参数与腰痛量表评分 ( 目测类比评

分、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 ) 的相关性，并指出改善骨盆倾斜

角 ( 骨盆倾斜角减小，骨盆前倾增加 ) 可提高临床效果，若术

后骨盆后倾严重 (骨盆倾斜角增大 )，残存腰痛的可能性越大。

但 ENDo 等
[12]

研究认为腰椎前凸减小是由于椎间盘退

变引起的椎间隙高度降低和人体为减少突出的间盘对脊髓神

经过度压迫而产生的疼痛保护机制。对于此次研究中单节段

的腰椎管狭窄症患者，当压迫解除，椎间稳定性得到恢复后，

患者的临床症状即得到明显改善，腰椎的前凸可能随之改善。

CHANG 等
[7]
也指出腰椎管狭窄症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明显

改善，并不意味着腰椎前凸的改善。腰椎管狭窄患者术前主

要的症状是由椎管内马尾神经受压引起的，腰椎前凸角度是

影响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一个潜在因素，而椎管内马尾受压

是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独立影响因素
[7]
。所以，神经压迫被

解除后，而解除这种保护的需求，势必会导致腰椎前凸角的

进一步恢复。不同的是，汪凌骏等
[13]

研究发现单纯减压病

例术后的椎间高度、腰椎前凸角及骨盆入射角未见明显变化

(P > 0.05)；但后路椎体间植骨融合病例术后的椎间高度、腰

椎前凸角及骨盆入射角均较治疗前明显增加 (P < 0.05)，而且

较单纯减压组明显增加 (P < 0.05)。由此可见，对于腰椎管狭

窄症患者术后腰椎前凸角等参数的恢复，究竟是减压所获取，

还是固定融合获取，或是二者共同作用的，仍需大样本的研

究来进一步证实。

此次研究中，两组各参数在术前、末次随访及参数变化

差值方面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可以明确 MIS-

TlIF与Open-TLIF一样能有效地改善腰椎前凸、恢复椎间高度，

通过增加骨盆及骶骨前倾改善腰椎 - 骨盆的平衡。但研究也

发现Open-TLIF组末次随访时的 llI值明显高于术前 (P < 0.05)，

分析认为这与 Open-TLIF 组的骨盆入射角值偏小有关，由于

在几何上骨盆入射角 = 骶骨倾斜角 + 骨盆倾斜角，既往研究

发现腰椎前凸角 = 骨盆入射角 ±9°[14]
，而且骨盆入射角在成

年人中不会随腰椎融合手术改变，更不会随腰椎前凸角的变

化而变化，这更能说明 Open-TLIF 改善腰椎前凸的潜力更大。

BoISSIÈRE 等
[15]

研究发现，矢状位垂直轴、腰椎前凸角、骨

盆入射角、骨盆倾斜角、骶骨倾斜角、llI 等参数与脊柱排列

相关，其中 llI 是与脊柱排列最相关的参数 (r=-0.978)，这也

证明 Open-TLIF 在改善脊柱排列方面的能力更优。

UMEHARA 等
[16]

的生物力学研究中发现，节段前凸角变

小，可导致相邻节段后柱的负荷增加。在此次研究中，两组

表 5 ｜两组术前及末次随访时 PI-ll、llI 值比较                   (x-±s)
Table 5 ｜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lvic incidence−lumbar 
lordosis and the ratio of lumbar lordosis/pelvic incid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operation and during the last follow-up

组别 n 术前 PI-ll 末次随访 PI-ll 术前 llI 末次随访 llI

微创组 39 6.95±13.99 2.41±10.37a 0.89±0.35 0.97±0.24
开放组 46 7.13±11.67 -0.28±11.64a 0.85±0.26 1.05±0.32a

P 值 0.948 0.267 0.581 0.226

表注：与同组术前比较，
aP < 0.05。PI-ll 表示骨盆入射角与腰椎前凸角的差

值，llI 表示腰椎前凸角与骨盆入射角的比值 ( 即 LL/PI)

表 6 ｜植入物置入后的不良反应                                (n)
Table 6 ｜ Adverse reactions after implantation of implants

不良反应 微创组 (n=39) 开放组 (n=46)

感染  0 1
静脉血栓形成 0 0
内固定或假体的松动 1 0
内固定断裂失效 0 0
假体脱位 1 0
医源性神经损伤 0 1
异位骨化、骨吸收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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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段前凸角在末次随访时均未得到明显增加，分析其中的

原因可能与 Cage 前的植骨、Cage 置入深度不足、后方加压

不足等相关。但作者在随访期内未发现与小节段前凸角相关

的并发症，这可能是因为节段前凸角与腰椎前凸角之间的正

相关关系，加之由于随访时间较短，尚未发现显著邻近节段

退变的发生。一些研究已证实节段前凸角和腰椎前凸角是融

合术后邻近节段退变的危险因素
[7]
，oKUDA 等

[17]
的病例报

告中也发现邻近节段退变的发生是过小的节段前凸角、腰椎

前凸角引起的，甚至有研究认为 l4/5 节段前凸角保持在 20°

以上对阻止邻近节段退变的发生非常重要
[18]
。因此，在单节

段融合手术中应该使节段前凸角和腰椎前凸角得到适当的恢

复，以防止邻近节段退变的发生
[10]
；在以后的临床中也应该

考虑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采用更高的 Cage 来获得更大的

节段前凸角和腰椎前凸角
[10]
。

KAWAKAMI 等 [19]
发现 l1 中垂线与 S1 后上角的距离和滑

脱融合术的临床效果呈正相关，尤其当 l1 中垂线与 S1 后上角

的距离 >35 mm 时，有效复位滑脱可以显著提高融合术后的临

床效果。但此次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末次随访时的 l1 中垂线与

S1 后上角的距离和术前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而且组间比

较差异也未见显著性意义；这可能与此次研究对象是单节段

腰椎管狭窄症、腰椎序列不存在明显紊乱有关，因此手术对 l1

中垂线与 S1 后上角的距离不会造成显著影响。当然，此次研

究纳入病例少，需更大样本量的临床病例研究来进一步证实。

此次研究仅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虽然两组病例术前

的一般资料参数具有可比性，但并非随机对照研究，而且研

究纳入的病例少，故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偶然性；在影像学

评估上，难以在末次随访时获得与术前完全一致的腰椎侧位

片，并且各腰椎前凸参数的测量也存在误差，故其结果具有

一定的偶然性；病例随访时间短，仅代表近期两组病例间腰

椎前凸参数间的差异，故后续仍需远期随访。

结论：对于单节段腰椎椎管狭窄症，MIS-TlIF 与 Open-

TlIF 相比在恢复腰椎生理前凸、椎间高度、改善腰椎 - 骨盆

平衡方面拥有同等的效果。

作者贡献：姚汝斌、王仕永负责试验设计、论文撰写，杨开舜负责

试验设计的审核和评估，姚汝斌、王仕永负责试验实施及资料数据收集，

姚汝斌、王仕永负责试验数据测量的核对及随访。

经费支持：该文章没有接受任何经费支持。

利益冲突：文章中治疗干预手段采用椎间融合器、椎弓根钉棒内固

定系统，文章的全部作者声明，没有接受该器械的任何资助，在课题研

究和文章撰写过程，不存在利益冲突。

机构伦理问题：该临床研究的实施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和大理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对研究的相关伦理要求。手术主刀医师为主任医师或副

主任医师，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三级甲等医院，符合后路腰椎椎间

融合手术治疗的资质要求。

知情同意问题：参与试验的患病个体及其家属为自愿参加，均对试

验过程完全知情同意，在充分了解治疗方案的前提下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写作指南：该研究遵守《非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报告指南》(TREND
声明 )。

文章查重：文章出版前已经过专业反剽窃文献检测系统进行 3 次查

重。

文章外审：文章经小同行外审专家双盲外审，同行评议认为文章符

合期刊发稿宗旨。

文章版权：文章出版前杂志已与全体作者授权人签署了版权相关协

议。

开放获取声明：这是一篇开放获取文章，根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署名 -非商业性使用 -相同方式共享 4.0”条款，在合理引用的情况下，

允许他人以非商业性目的基于原文内容编辑、调整和扩展，同时允许任

何用户阅读、下载、拷贝、传递、打印、检索、超级链接该文献，并为

之建立索引，用作软件的输入数据或其它任何合法用途。 

4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KELLER TS, COLLOCA CJ, HARRISON DE, et al. Influence of spine 

morphology on intervertebral disc loads and stresses in asymptomatic 
adul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deal spine. Spine J. 2005;5(3):297-309.

[2] WEINSTEIN JN, TOSTESON TD, LURIE JD, et al. Surgical versus 
nonoperative treatment for lumbar spinal stenosis four-year results 
of the Spine Patient Outcomes Research Trial. Spine. 2010;35(14):     
1329-1338.

[3] KADER DF, WARDLAW D, SMITH FW.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RI 
changes in the lumbar multifidus muscles and leg pain. Clin Radiol. 
2000;55(2):145-149.

[4] KIM CW. Scientific basis of minimally invasive spine surgery: prevention 
of multifidus muscle injury during posterior lumbar surgery. Spine. 
2010;35(S):281-286.

[5] LURIE J, TOMKINS-LANE C. Management of lumbar spinal stenosis. 
BMJ. 2016;352:h6234.

[6] FAN S, HU Z, ZHAO F, et al. Multifidus muscle changes and clinical 
effects of one-level pos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minimally 
invasive procedure versus conventional open approach . Eur Spine J. 
2009;19(2):316-324.

[7] CHANG HS. Influence of lumbar lordosis on the outcome of 
decompression surgery for lumbar canal stenosis. World Neurosurg. 
2018;109:e68-e90.

[8] SCHWAB F, DUBEY A, PAGALA M, et al. Adult scoliosis: a health 
assessment analysis by SF-36. Spine. 2003;28(6):602-606.

[9] LEE CH, CHUNG CK, JANG JS, et al. Effectiveness of deformity-correction 
surgery for primary degenerative sagittal imbalance: a meta-analysis. J 
Neurosurg Spine. 2017; 27(5): 540-551.

[10] MATSUMOTO T, OKUDA S, MAENO T, et al. Spinopelvic sagittal 
imbalance as a risk factor for adjacent-segment disease after single-
segment pos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J Neurosurg Spine. 2017; 
26(4):435-440.

[11] KIM MK, LEE SH, KIM ES, et al. The impact of sagittal balance on clinical 
results after posterior interbody fusion for patients with degenerative 
spondylolisthesis: a pilot study. BMC Musculoskelet Disord. 2011;12:69.

[12] ENDO K, SUZUKI H, TANAKA H, et al. Sagittal spinal alignment in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Eur Spine J. 2009;19(3): 435-438.

[13] 汪凌骏 , 顾勇 , 冯煜 , 等 . 脊柱 - 骨盆矢状面形态变化与椎间盘

摘除及后路椎体间植骨融合的关系 [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15, 
19(29): 4598-4602.

[14] SCHWAB F, LAFAGE V, PATEL A, et al. Sagittal plane considerations and 
the pelvis in the adult patient. Spine. 2009;34(17):1828-1833.

[15] BOISSIERE L, BOURGHLI A, VITAL J M, et al. The lumbar lordosis index: 
a new ratio to detect spinal malalignment with a therapeutic impact 
for sagittal balance correction decisions in adult scoliosis surgery. Eur 
Spine J. 2013;22(6): 1339-1345.

[16] UMEHARA S, ZINDRICK MR, PATWARDHAN AG, et al. The biomechanical 
effect of postoperative hypolordosis in instrumented lumbar fusion 
on instrumented and adjacent spinal segments. Spine. 2000;25(13):   
1617-1624.

[17] OKUDA S, ODA T, YAMASAKI R, et al. Repeated adjacent-segment 
degeneration after pos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J Neurosurg 
Spine. 2014;20(5): 538-541.

[18] KIM KH, LEE SH, SHIM CS, et al. Adjacent segment disease after 
interbody fusion and pedicle screw fixations for isolated L4-L5 
spondylolisthesis: a minimum five-year follow-up. Spine. 2010;35(6): 
625-634.

[19] KAWAKAMI M, TAMAKI T, ANDO M, et al. Lumbar sagittal balance 
influences the clinical outcome after decompression and posterolateral 
spinal fusion for degenerative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Spine. 2002; 
27(1): 5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