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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治疗退变性腰椎滑脱：基于脊柱骨盆参数
预测患者的功能预后

王海莹，吕  冰，李  辉，王顺义

文题释义：

脊柱骨盆参数：脊柱骨盆矢状面平衡对维持正常的脊柱生物力学至关重要，相应的脊柱骨盆参数为脊柱疾病的诊断、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

依据。站立位脊柱骨盆全长X射线片检查是评估脊柱骨盆参数的主要测量方法，主要包括腰椎前凸角、胸椎后凸角、矢状位垂直轴、骶骨

倾斜角、骨盆投射角、骨盆倾斜角等相关参数。

生活质量评价：生活质量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个体对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所关心的事情及生存状况的体验。目前，生活质量评价

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医疗评价技术。SF-36量表是目前评价健康生活质量的通用量表，该表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SF-36量表包含8个维度，

每个维度的测试不仅包含生理成分，还包括心理成分。该量表对于健康生活质量的评价更全面，在临床应用上具有很高的效度和信度。

摘要

背景：手术是治疗退变性腰椎滑脱的常用方式，但是部分患者出现术后健康生活质量改善不良，而患者术前脊柱骨盆参数与术后患者健康

生活质量的关系尚不明确。

目的：基于脊柱骨盆参数探讨退变性腰椎滑脱患者术后健康生活质量改善不良的术前预测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6月至2017年9月符合标准的退变性腰椎滑脱症患者186例，均行腰椎后路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其中男 87 例，

女 99例。①所有患者术前拍摄站立位脊柱全长X射线片，并测量矢状面脊柱骨盆参数：胸椎后凸角、腰椎前凸角、骨盆投射角、骨盆倾斜

角、骶骨倾斜角、L4倾斜角、L5倾斜角和脊柱矢状位平衡。②末次随访采用SF-36量表对患者进行健康生活质量评定，并根据评分分为生活

质量改善良好组(Good组)和生活质量改善不良组(Poor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及脊柱骨盆参数，并应用Logistic回归及ROC曲线分析

患者健康生活质量差的术前预测因素。

结果与结论：①全部病例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20-26个月，平均24个月。②Good组127例，Poor组59例，生活质量改善不良患者占32%。

组间比较显示Poor组的骨盆入射角、骨盆倾斜角、腰椎前凸角、脊柱矢状位平衡均大于Good组(P < 0.05)，两组患者骶骨倾斜角、L4倾斜

角、L5倾斜角及胸椎后凸角无统计学差异(P > 0.05)。③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了3个术前预测因素：盆投射角(P < 0.001)、骨盆倾斜角(P < 
0.001)和脊柱矢状位平衡(P=0.026)。④ROC曲线分析显示盆投射角> 52.18°，骨盆倾斜角> 25.23°，脊柱矢状位平衡> 3.84 cm 是术后患者生活

质量改善不良的危险因素，其中骨盆倾斜角的AUC值(0.944)最大。提示对于术前伴有危险因素的患者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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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以退变性腰椎滑脱患者为研究对象，以术后

健康生活质量评分为观察指标，描述患者健

康生活质量改善不良的脊柱骨盆预测因素；

△分析术前脊柱骨盆参数 ( 胸椎后凸角、腰椎前凸

角、骨盆投射角、骨盆倾斜角、骶骨倾斜角、L4

倾斜角、L5 倾斜角和脊柱矢状位平衡 ) 与术后健

康生活质量改善不良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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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退变性腰椎滑脱是临床常见的腰椎退行性疾病，是引

起中老年人腰腿痛的常见病因
[1]
。脊柱骨盆矢状位参数的

改变能够引起全脊柱矢状位的失平衡，是近年来研究的热

点
[2-3]

。腰椎后路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pos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PLIF) 被誉为是治疗腰椎疾病的“金标准”

手术，通常能够取得较好的手术效果
[4]
，但是退变性腰椎滑

脱患者行 PLIF 术后腰背痛等症状也时有发生
[5]
。目前关于

腰椎滑脱患者术前脊柱骨盆参数与 PLIF 术后患者健康生活

质量评分的关系研究较少，此次研究旨在探讨基于脊柱骨

盆参数退变性腰椎滑脱患者术后健康生活质量改善不良的

术前预测因素。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分析。

1.2   时间及地点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9 月在保定市第一

中心医院进行。

1.3   对象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9 月对在保定市第一中心

医院就诊，诊断为退变性腰椎滑脱并行 PLIF 手术的患者进行

随访，获得临床病例 186 例，其中男 87 例，女 99 例。随访

时间 20-26 个月，平均 24 个月。

纳入标准：① L4 或 L5 单节段 / 双节段退变性腰椎滑脱

患者；②保守治疗 3 个月无效者；③接受 PLIF 治疗者；④影

像学资料及临床随访资料完整者。

排除标准：①多节段退变性腰椎滑脱患者；②合并脊柱

侧后凸等脊柱畸形患者；③伴有脊柱手术史患者；④合并髋

关节及下肢骨骼肌肉病变患者；⑤合并脊柱肿瘤、感染、骨

折等并发症患者。

1.4   方法  

1.4.1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 PLIF 手术治疗，手术均由同

一组骨科医师完成。患者全麻成功后俯卧于手术台上，C 型

臂透视下定位手术节段，取腰后路正中纵切口，切开皮下组

织和腰背筋膜，钝性剥离椎旁肌肉，显露关节突关节。于双

侧椎弓根植入椎弓根螺钉，全椎板减压并松解双侧神经根管，

切除病变椎间盘并植入填塞自体骨 cage，C 型臂透视确认

cage 及椎弓根螺钉位置无误后，预弯棒后连接上、下椎弓根

螺钉，进行滑脱复位加压、固定，放置引流管，缝合伤口。

术后 1 周在腰围保护下鼓励患者下床行走。所有患者佩戴腰

围 3 个月。

1.4.2   影像学测量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站立位全脊柱侧位X 射

线片检查，测量脊柱骨盆矢状位参数 ( 图 1)：①骨盆入射角

(pelvic incidence，PI)：S1 上终板中点与股骨头中心连线和过

S1 上终板且垂直于 S1 上终板的直线之间的夹角 ( 若双侧股骨

头不重叠，则取两股骨头中心连线的中点 )；②骨盆倾斜角

(pelvic tilt，PT)：S1 上终板中点和股骨头中心连线与通过 S1

上终板垂线的夹角；③骶骨倾斜角 (sacral slope，SS)：S1 上

终板与水平线的夹角；④腰椎前凸角 (lumbar lordosis，LL)：
L1 椎体上椎板切线与 S1 椎体上椎板切线之间的夹角；⑤胸椎

后凸角 (thoracic kyphosis，TK)：T1 上终板切线与 L1 终板切线

之间的夹角；⑥脊柱矢状位平衡 (sagittal vertical axis，SVA)：

经 C7 椎体中心所作的铅垂线与 S1 椎体后上角之间的水平距

离；⑦ L4 倾斜角 (L4 slope L4S)：L4 椎体上终板与水平线的夹角；

⑧ L5 倾斜角 (L5 slope L5S)：L5 椎体上终板与水平线的夹角。

所有影像学数据测量均由 1 名骨科医师完成。所有参数测量 

3 次后取均值。

1.4.3   健康生活质量评估及分组   术前及末次随访时采用

SF-36 健康生活质量评分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主要从生理

机能、生理职能、身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精力、社会功

能、情感功能及心理健康 8 个方面全面概括了被调查者的生

活质量。评分越高则生活质量越高。应用标准化的量表评定

Abstract
BACKGROUND: Surgery is a common way to treat degenerative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but some patients have poor postoperative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operative spine pelvic parameters and postoperative healthy quality of life is not clear.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operative predictors of postoperative poor improvement in healthy life quality for patients with degenerative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based on spinopelvic parameter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186 patients with degenerative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who met the criteria and underwent pos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surgery from June 2014 to September 2017, including 87 males and 99 females. (1) All patients were examined by the whole spine 
X-ray films in a standing position and sagittal spinopelvic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including pelvic incidence, pelvic tilt, sacral slope, lumbar lordosis, 
thoracic kyphosis, L4 slope, L5 slope, and sagittal vertical axis. (2) At the last postoperative follow-up, SF-36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healthy life quality of the 
patients,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ood group and poor group according to this score. The basic data and spinopelvic parameter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preoperative predictors of poor quality of life were analyz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ll cases were followed up for 20 to 26 months, with an average of 24 months. (2) There were 127 cases in the good group 
and 59 cases in the poor group, with poor improvement in quality of life accounting for 32%. Group comparison revealed that sacral slope, lumbar lordosis, 
pelvic tilt, and sagittal vertical axis were larger in the poor group than in the good group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acral slope, L4 slope, 
L5 slope, and thoracic kyphosi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dentified three preoperative predictors: pelvic incidence           
(P < 0.001), pelvic tilt (P < 0.001) and sagittal vertical axis (P=0.026). (4)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pelvic incidence > 52.18°, 
pelvic tilt > 25.23°, and sagittal vertical axis > 3.84 cm were risk factors for poor improvement in quality of life in postoperative patients, and the AUC value of 
pelvic tilt (0.944) was the largest. Sufficien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patients with preoperative risk factors. 
Key words: bone; degenerative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spine; pelvic parameters; health quality of life; prediction; risk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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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全部患者均在无医师干预的情况下，自行填写调查问卷。

如果被调查者回答的条目数少于一半，那么他们的问卷就被

认为是无效的。

以末次随访评分减去术前评分为患者生活质量改善，计

算所有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差值，求取平均值后，将低于平

均分的患者归入生活质量改善不良组 (Poor 组 )，将高于平均

分的患者归入生活质量改善良好组 (Good 组 )。
1.5   主要观察指标   Poor 组和 Good 组患者术前脊柱骨盆参

数的比较；Logistic 回归及 ROC 曲线分析患者健康生活质量

差的术前预测因素。

1.6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22.0(Chicago，IL，USA) 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应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生活质量差患者的预测因素，应用 ROC 曲

线分析评价不同预测因素的诊断价值。P < 0.05 为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退变性腰椎滑脱并行 PLIF 手术的

患者 186 例，随访时间 20-26 个月，平均 24 个月，所有

患者未出现明显手术并发症，椎体融合率 100%。流程图见

图 2。

2.2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及脊柱骨盆参数的比较   结果显示，

Good 组 127 例，Poor 组 59 例，生活质量改善不良患者占

32%，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及体质量指数差异均无显著性

意义 (P > 0.05)。两组的脊柱骨盆参数对比见表 1。Poor 组的

骨盆入射角、骨盆倾斜角、腰椎前凸角、脊柱矢状位平衡均

大于 Good 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两组患者的骶

骨倾斜角、胸椎后凸角、L4 倾斜角、L5 倾斜角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P > 0.05)。
2.3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脊柱骨盆参数分析   将两两比较 P < 

0.05 的脊柱骨盆参数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发

现骨盆入射角、骨盆倾斜角、脊柱矢状位平衡是影响患者生

活质量的危险因素 (P < 0.05)，见表 2。

2.4   ROC 曲线分析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预测因素   ROC 曲线

分析结果显示骨盆入射角 (AUC=0.843，P < 0.001)、骨盆倾

斜角 (AUC=0.944，P < 0.001)、脊柱矢状位平衡 (AUC=0.777，
P < 0.001)，见图 3，表 3。其中骨盆倾斜角的 AUC 值最大，

预测能力最强。根据约登指数最大值，计算骨盆入射角

的截断值为 52.18°，骨盆倾斜角为 25.23°，脊柱矢状位平

衡为 3.84 cm。所以，骨盆入射角 > 52.18°，骨盆倾斜角 > 

25.23°，脊柱矢状位平衡 > 3.84 cm 是术后患者生活质量改

善不良的预测因素。

图注：A 为骨盆入射角 (PI)、骨盆倾斜角 (PT)、骶骨倾斜角 (SS)、脊柱矢

状位平衡 (SVA) 的测量；B 为胸椎后凸角 (TK)、腰椎前凸角 (LL)、L4 倾斜

角 (L4S)、L5 倾斜角 (L5S) 的测量

图 1 ｜脊柱骨盆矢状位参数测量

Figure 1 ｜ Measurement of sagittal parameters

退变性腰椎滑脱并行腰椎后路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手术

的患者 186 例，按末次随访 SF-36 得分分组

生活质量改善不良组 (Poor 组 )，n=59 生活质量改善良好组 (Good 组 )，n=127

比较术前脊柱骨盆参数，并进行 Logistic 回归及 ROC 曲线分析

Poor 组 59 例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无脱落

Good 组 127 例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无脱落

图 2 ｜患者分组流程图

Figure 2 ｜ Flow chart of patient grouping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及脊柱骨盆参数的比较                (x-±s)
Table 1 ｜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and spinopelvic paramete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变量 Poor 组 (n=59) Good 组 (n=127) P 值

年龄 ( 岁 ) 58.7±6.1 60.0±6.2 0.2
性别 ( 男 / 女，n) 28/31 59/68 0.89
体质量指数 (kg/m2) 23.66±2.27 22.97±3.48 0.17
骨盆入射角 (°) 58.45±7.34 47.55±7.77 < 0.001
骨盆倾斜角 (°) 29.50±5.35 17.49±5.10 < 0.001
骶骨倾斜角 (°) 44.72±7.15 43.02±7.33 0.14
腰椎前凸角 (°) 54.99±8.90 51.02±9.42 0.007
胸椎后凸角 (°) 22.14±7.46 20.15±8.94 0.14
脊柱矢状位平衡 (cm) 5.53±2.23 3.18±2.00 < 0.001
L4 倾斜角 (°) 7.97±1.75 8.33±2.61 0.27
L5 倾斜角 (°) 19.82±7.41 20.62±8.02 0.52

表 2  ｜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预测因素            
Table 2 ｜ Logistic analysis of the predictors for postoperative poor 
improvement in healthy life quality

因素 B 值 OR 值 95% CI 值 P 值

骨盆入射角 0.201 1.222 1.110-1.346 < 0.001
骨盆倾斜角 0.446 1.562 1.339-1.822 < 0.001
脊柱矢状位平衡 0.089 1.093 1.011-1.183 0.026

表 3  ｜预测因素的 ROC 曲线分析            
Table 3 ｜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esults of different 
predictors

因素 截断值 灵敏度 特异度 AUC 95% CI 值 SE 值 P 值

骨盆入射角 52.18 83.05% 78.74% 0.843 0.783-0.892 0.030 < 0.001
骨盆倾斜角 25.23 81.36% 95.28% 0.944 0.901-0.973 0.017 < 0.001
脊柱矢状位平衡 3.84 77.97% 66.14% 0.777 0.711-0.835 0.038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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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退变性腰椎滑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退变性腰椎疾病，可

引起腰腿痛及间歇性跛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PLIF 手术是

经典的治疗腰椎疾病的手术方式，由于减压范围相对广泛，神

经根松解彻底，手术效果显著
[6-7]

。此次研究中所有患者均行

PLIF 手术治疗，未出现明显手术并发症，椎体融合率 100%。

SF-36 量表是目前评价健康生活质量的通用量表，该表

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
[8]
。SF-36 量表包含 8 个维度，每

个维度的测试不仅包含生理成分，还包括心理成分，该量表

对于健康生活质量的评价更全面，在临床应用上具有很高的

效度和信度
[9-10]

。

近年来，脊柱骨盆参数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大

量研究表明脊柱骨盆参数与退变性腰椎滑脱患者矢状位平

衡及临床疗效密切相关
[5，11]

。其中，骨盆入射角 (PI) 是十

分重要的骨盆解剖参数，主要反映骨盆矢状位的形态。相

关研究表明退变性腰椎滑脱患者的骨盆入射角较同龄的正

常人明显增加，并且与滑脱程度呈正相关，提示骨盆入射

角值可能与患者的临床预后密切相关
[12-13]

。骨盆入射角值

在成年后基本保持恒定，较大的骨盆入射角不仅与腰椎滑

脱有关，而且参与腰椎滑脱的进展，会引起一系列的矢状

位参数的改变。骨盆入射角的增大会引起腰椎前凸角和骶

骨倾斜角的增大，腰椎前凸的增大将导致更大的应力作用

在滑脱椎体，促进滑脱的进展
[13-14]

。VAZ 等
[14]

研究认为腰

骶矢状位平衡主要由骨盆入射角决定，当骨盆入射角增大

时，脊柱和骨盆为应对这种改变而出现胸椎后凸角的减小

和骨盆倾斜角的增大，这种代偿性的改变也是为了维持矢

状面序列。此次研究表明，骨盆入射角值过大是术后患者

健康生活质量不理想改善不良的危险因素，当骨盆入射角

大于 52.18° 时，其 AUC=0.843，灵敏度为 83.05%，特异度

为 78.74%。应当引起医师的足够重视。

骨盆倾斜角 (PT) 是骨盆的位置参数，会随着脊柱骨盆

的空间位置变化而改变，能够反映脊柱畸形代偿程度以及骨

盆前倾或后倾的角度。GLASSMAN 等
[15]

在研究成人脊柱侧

弯时发现，骨盆倾斜角与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较

高的骨盆倾斜角会使骨盆处于后旋状态，患者的术后生活质

量明显下降。一项关于退变性腰椎滑脱的回顾性分析表明，

融合手术后骨盆倾斜角的降低更能取得良好的术后效果，而

术后骨盆倾斜角改善不佳的患者，术后效果不满意，并且远

期会加速邻近节段退变
[11]
。国内学者任杭岭等

[16]
同样发现，

术后骨盆倾斜角的改善与 ODI 功能障碍指数、目测类比评分

改善率相关，骨盆倾斜角的重建能获得更好的手术疗效。该

研究发现术前骨盆倾斜角过大与患者术后健康生活质量差密

切相关，当骨盆倾斜角大于 25.23° 时，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明

显变差。

C7 铅垂线是反映全脊柱矢状位平衡的重要线性指标，

脊柱矢状位平衡 (SVA) 为 C7 铅垂线与经骶骨后上角垂线的水

平距离。当整个脊柱处于矢状位平衡状态时，C7 铅垂线应

经过骶骨的后上角，当脊柱矢状位平衡≥ 2.5 cm 时，一般

可认为脊柱处于矢状位的失平衡状态
[17]
。脊柱长时间处于

矢状位失平衡状态，会导致整个脊柱的结构和功能的改变，

进而会出现相应的临床症状，因此恢复并维持脊柱的矢状位

平衡至关重要
[15，18]

。国外一项针对轻度腰椎滑脱的研究表

明，当脊柱矢状位平衡由术前失平衡经过手术得以纠正后，

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19]
。国内学者李亮等

[20]
的研究发

现，轻度峡部裂性腰椎滑脱症患者经 PLIF 手术后，脊柱矢状

位平衡值明显降低，术后 ODI 评分明显改善，并且发现术后

|SVA| > 2.5 cm 的患者生活质量较正常范围的患者差。此次

研究表明，脊柱矢状位平衡值大于 3.84 cm 是术后患者健康

生活质量不理想的危险因素，可能与整个脊柱长时间的失平

衡有关。

综上所述，对于退变性腰椎滑脱患者，生活质量改善

不良患者占 32%，术前骨盆入射角 >52.18°，骨盆倾斜角 > 

25.23°，脊柱矢状位平衡 >3.84 cm 是术后患者健康生活质量

差改善不良的预测因素。所以，术前应当对患者脊柱 - 骨盆

矢状位参数进行详细评估，对于存在危险因素的患者，应当

告知可能出现术后症状不能完全改善的可能。但对于矢状位

参数需要矫正多少能取得好的术后效果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研究的不足：该文为单中心的回顾性研究，纳入的病例

资料相对较少，而且只是针对脊柱骨盆参数的比较研究，之

后将增大样本量，进行多中心的多参数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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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术前预测因素的 ROC 曲

线分析

Figure 3 ｜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of 

preoperative predi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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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注重科学实验的应用性，不仅发表前沿科研成果，同时也
关注经典实验方案的再现及新应用。

视频论文同样需要 100% 经同行评审，收录的视频及文章
经过编辑评审、同行评审和针对动物实验的动物保护顾问评审。

视频论文包括 3 大部分：
√第 1 部分：文章概述、关键词、文章引用格式；
√第 2 部分：摘要、引言、步骤、代表性结果；
√第 3 部分：声明、致谢、材料、参考文献。

注册报告类文章（Registered Report）
支持过程中的研究：注册报告是一种创新型的发表形式，

实质上是一份研究计划，内容包括研究问题、研究设计和方法学、
以及详细的结果分析计划。审稿人对研究方法学的可靠性进行
评判，对研究方法可靠的课题准予发表，可以避免审查研究结
果时存在的主观上的偏差，也有益于提高研究质量。

注册报告主要包括两阶段评审：
√第一阶段同行评议：在开展实验之前向期刊提交研究的

基础原理（包括实验方法），第一阶段同行评议主要审核研究
和所提交方法学的正确性；如果第一阶段同行评议结果是正确
的，这篇文章理论上就被期刊接受了，不论最终实验结果是阳
性还是阴性；第一阶段同行评议可以在注册库中存储，或者在
期刊上出版；

√第二阶段同行评议：主要是保证试验按照第一阶段提交
的实验计划进行，并得到合适的结论；最后一步是将经第二阶
段同行评议的注册报告发表出来。

队列简介类文章（Cohort profile）
队列简介类型文章常见于流行病学相关期刊，如 Cohort 

profile，Dataresource profile，Methodology 等，主要介绍队列研
究或数据库的建设。

队列简介类型文章撰写格式要求包括：
√题目：需以“Cohort profile：”为题；
√摘要：队列建立的目的，参与者，主要发现，未来计划，

注册信息；
√引言：介绍研究的原因，激发研究开始的问题；
√队列描述：介绍研究的相关信息（地点、时间、暴露因素、

随访），纳排标准，样本收集方法，参与者的基线情况，不要
报道详细的统计学计划；

√主要发现：总结目前的主要发现，以总结文献为主，不
要结果展现；

√优势和局限性：总结以该队列在设计中所取得的经验供
他人参考；

√合作：介绍他人如何使用该队列的数据，鼓励哪种合作；
√更多信息：提供数据共享声明，基金声明，作者贡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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