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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弓根螺钉 3 种入路内固定治疗胸腰段骨折：脊柱功能、椎体高度复位与 
局部 Cobb 角的恢复

宋达玮，于  浩，杨  明，谢海峰，武岑灏，颜  奇，王英杰，杨惠林，耿德春，钮俊杰，王金宁

文题释义：

经皮椎弓根螺钉技术：由MAGERL首次报道，在椎弓根螺钉置入过程中采取有限切开，利用术中透视或导航置入内固定系统，具有对椎旁

肌损伤小、利于患者快速康复等特点。

Wiltse入路：在1968年由WILTSE在Watkins入路的基础上改进首次提出，从多裂肌和最长肌之间的肌间隙到达关节突，完成椎弓根螺钉的置

钉手术。

摘要

背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手术是治疗胸腰段骨折的首选之一，目前关于经皮、经Wiltse入路和传统后正中入路置钉的治疗效果存在一定争

议。

目的：探究经皮、经Wiltse入路和传统后正中入路置入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胸腰段骨折的临床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2月至2019年10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胸腰段骨折患者的病历资料，共纳入46例，均接受椎弓根螺钉内

固定治疗，其中15例经皮打钉、17例经Wiltse入路置钉、14例经后正中入路置钉。比较3入路组患者手术前后的血清肌酸激酶水平、目测

类比评分、 Q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日本骨科协会(JOA)评分及伤椎前缘相对高度和矢状面后凸Cobb角。

结果与结论：①46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随访期间未出现内固定断裂等并发症；②3组患者术后3 d的肌酸激酶水平均高于术前(P < 
0.05)，术后3 d的肌酸激酶水平为经皮打钉组< Wiltse入路组<后正中入路组(P < 0.05)；③3组患者术后的目测类比评分、Qswestry功能障碍

指数评分、JOA评分均较术前明显改善(P < 0.05)，术后3 d及内固定取出后，经皮打钉组的Q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评分、JOA评分优于Wiltse
入路组、后正中入路组(P < 0.05)，Wiltse入路组的Q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评分、JOA评分优于后正中入路组(P < 0.05)；④3组术后3 d及内固

定取出后的伤椎前缘相对高度及矢状面后凸角较术前明显好转(P < 0.05)，3组间术后的伤椎前缘相对高度、矢状面后凸Cobb角比较差异均

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⑤结果提示，相对于后正中入路，经皮打钉和Wiltse入路置入椎弓根螺钉对椎旁肌肉的影响较小，更利于胸腰椎

骨折患者术后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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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Pedicle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first choices for the treatment of thoracolumbar fractures.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percutaneous pedicle screw, Wiltse approach, and conventional approach remain in controversy.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percutaneous pedicle screw, Wiltse approach, and conventional approach in the treatment of thoracolumbar 
fra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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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对象：

纳入胸腰段骨

折患者46例。

以不同入路进行椎弓根

螺钉内固定：

(1) 经皮打钉组 15 例；

(2) Wiltse 入路组 17 例；

(3)后正中入路组14例。

检测指标：

(1) 术前、术后及内固定取出后的目测类

比评分、Q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评分；

(2) 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及手术前后的

血清肌酸激酶水平；

(3) 术前、术后及内固定取出术后的椎体

前缘相对高度及局部 Cobb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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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了

极大改善，但不能否认的是，高速发展的经济也带来了脊柱

骨折发病率的上升，其中又以胸腰段骨折最为常见，胸腰段

骨折是指发生在 T11-L2 节段的脊柱骨折。相对于胸椎，胸腰

段没有肋骨支撑且活动度较大，因此是脊柱骨折的好发部位，

有文献报道胸腰段骨折约占脊柱骨折的 90%[1]
，目前手术是

胸腰段骨折的主要治疗方式之一，其中又以后路短节段椎弓

根螺钉内固定最为常见
[2]
。

胸腰段骨折后路短节段椎弓根螺钉内固定常见的手术入

路有后正中入路和 Wiltse 入路
[3]
，后正中入路是胸腰段骨折

治疗的经典手术入路，但是术中需要沿棘突剥离椎旁肌肉，

创伤较大，术后恢复时间偏长
[4]
；Wiltse 入路是在 Wiltse 在

Watkins 入路基础上加以优化，通过多裂肌和最长肌间隙到

达关节突关节，相对于后正中入路具有创伤小、对椎旁肌损

伤小等优势
[5]
。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相对于 Wiltse 入路的

切口更小，理论上对于肌肉及关节突周围结构的破坏更小
[6-7]

，

但也有研究显示经皮椎弓根螺钉的复位效果不如传统开放手

术，且内固定取出后还可能出现伤椎高度丢失，对于经皮椎

弓根螺钉内固定的治疗效果存在争议
[8]
。

为了探究后正中入路、Wiltse 入路和经皮椎弓根螺钉内

固定治疗胸腰段骨折的临床效果，此次试验对接受后正中入

路、Wiltse 入路和经皮置入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患者进行了临

床随访，并对 3 种治疗方式的临床效果进行了回顾性研究。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病例分析，多组间计量资料比较使用方差

分析，对于描述性变量的统计使用卡方检验。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17 年 2 月至 2019 年 10 月在苏州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完成。

1.3   对象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2 月至 2019 年 10 月苏州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胸腰段骨折患者的病历资料，共纳入 46
例，均接受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其中 15 例经皮打钉、

17 例经 Wiltse 入路置钉、14 例经后正中入路置钉。所有患

者对治疗知情同意，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研究获得苏州大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medical records of patients with thoracolumbar fractures admitted to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from February 2017 to October 2019 was performed. A total of 46 cases were enrolled and all received pedicle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of which 15 cases 
received percutaneous screw placement, 17 cases through the Wiltse approach, and 14 cases through the posterior median approach. Serum creatine kinase 
level,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Qswestry dysfunction index,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JOA) score, the relative height of the anterior edge of the 
injured vertebrae and the sagittal kyphotic Cobb angle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ration in the three group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ll 46 patients underwent surgeries successfully with no complications such as internal fixation breakage. (2) The creatine kinase 
levels of the three groups 3 days after operatio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operation (P < 0.05). The level of creatine kinase at 3 days after operation was 
percutaneous pedicle screw group < Wiltse approach group < posterior median approach group (P < 0.05). (3)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s, Qswestry dysfunction 
index, and JOA scores of the three groups after surgery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surgery (P < 0.05). At 3 days after operation and the 
internal fixation removal, the Qswestry dysfunction index and JOA score of the percutaneous pedicle screw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Wiltse approach 
group and the posterior median approach group (P < 0.05). Qswestry dysfunction index and JOA score were better in the Wiltse approach group than those of 
the posterior median approach group (P < 0.05). (4) The relative height of the anterior edge of the injured vertebrae and the sagittal kyphotic Cobb angle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3 days after operation and after the internal fixation removal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surgery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ve height of the anterior edge of the injured vertebrae and the sagittal kyphotic Cobb angle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after 
surgery (P > 0.05). (5)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ercutaneous pedicle screw and Wiltse approach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paravertebral muscles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approach, and it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recovery of patients with thoracolumbar fractures.
Key words: thoracolumbar fracture; surgical treatment; pedicle screw; surgical approach; Wiltse approach; posterior median approach; clin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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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为 2021156。
纳入标准：①患者有明确的创伤史，年龄在 18-65 岁之

间；②影像学检查提示存在胸腰段 (T11-L2) 骨折，后纵韧带

完整或基本完整，无骨凸入椎管，AO 分类为 A 型骨折；③

骨折椎体椎弓根、椎板完整者；④患者无骨质疏松，骨密度

T 值在 -1.0 至 1.0 之间；⑤无神经症状者。

排除标准：①患者年龄 < 18 岁或 > 65 岁；②有骨块凸

入椎管内者；③骨折椎体椎弓根、椎板不完整者；④病理性

骨折或存在骨质疏松者；⑤存在神经症状者。

1.4   材料   患者使用的内固定材料来自山东威高公司，内固

定材料相关介绍，见表 1。

表 1 ｜内固定材料介绍
Table 1 ｜ Introduction of internal fixation materials

项目 内固定材料

名称 Misspine 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系统；UPASS 脊柱后路

椎弓根螺钉固定系统

生产厂家 山东威高

批准文号 20140025
材质及组成 钛合金

适应证 脊柱后路内固定手术

不良反应 松动、弯曲、断裂等

生物相容性 良好

1.5   方法   
1.5.1   经皮椎弓根螺钉手术方法   全麻成功后，患者取俯卧

位，C 臂机透视定位手术节段并做标记。使用安尔碘消毒皮

肤，铺无菌巾，贴抗菌贴膜，定位手术节段椎弓根，做长约

2 cm 纵行切口，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腰背筋膜，X 射线透

视下使用穿刺针放置于椎弓根外上缘，X 射线透视下穿刺，

当正位透视上穿刺针位于椎弓根外缘时，侧位透视见穿刺针

位于椎弓根后缘，以骨锤轻敲穿刺针进针；当正位透视见穿

刺针达到椎弓根中点时，侧位透视见穿刺针尖刚好位于椎弓

根前后缘中点，继续敲击进针；正位透视见穿刺针位于椎弓

根内缘时，侧位透视见穿刺针刚好到椎体后壁，继续骨锤敲

击进针，明确穿刺针已通过椎弓根进入椎体后，拔出穿刺针

内芯。置入导针，根据导针方向置入工作套管，透视见工作

套管位置良好后拔出导针，使用丝攻攻丝后置入椎弓根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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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方法，在伤椎及临近椎体双侧椎弓根共置入 6 枚椎

弓根螺钉。C 臂机透视见椎弓根螺钉位置良好后，选取长度

合适的连接棒，从皮肤切口内钝性穿过软组织至椎弓根螺钉

尾端 U 型槽内，使用尾帽固定，同法安装对侧连接棒，使用

撑开器撑开复位，C 臂机透视见复位满意后，去除椎弓根螺

钉尾部延长部分，逐层缝合切口，无菌辅料包扎。

1.5.2   经 Wlitse 入路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   全麻成功后，患

者取俯卧位，C 臂机透视定位骨折椎体并标记。以伤椎为中

心做后正中切口约 10 cm，依次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向两

侧稍作剥离，旁开棘突约 2 cm 切开腰背筋膜，钝性分离最

长肌和多裂肌，从二者之间的间隙显露伤椎及临近椎体关节

突关节，寻找人字嵴顶点或上关节突外侧缘与横突中点交点，

作为椎弓根螺钉的进钉点。依次开口、探道，在伤椎及临近

椎体双侧椎弓根内置入导针，透视见导针位置良好后，使用

丝攻攻丝，置入椎弓根螺钉。透视见椎弓根螺钉位置良好后，

置入预弯的连接棒，安装尾帽，并使用撑开器撑开恢复伤椎

高度，C 臂机透视见伤椎复位满意后，仔细止血，逐层缝合

切口，无菌辅料包扎。

1.5.3   经后正中入路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   全麻成功后，患者

取俯卧位，C 臂机透视定位骨折椎体并标记。以伤椎为中心做

后正中切口长约 10 cm，依次切开皮肤、皮下组织至腰背筋膜，

沿棘突切开切开骶棘肌附着处，用 coob 和骨膜剥离器从棘突

和椎板向外剥离两侧骶棘肌，暴露伤椎及临近椎体椎板及关

节突，干纱布填塞止血，以人字棘顶点或上关节突外侧缘与

横突中点交点为进钉点。依次开口、探道，在伤椎及临近椎

体双侧椎弓根内置入导针。C 臂机透视见导针位置良好后，在

伤椎及相邻椎体双侧椎弓根内置入椎弓根螺钉，透视见椎弓

根螺钉位置良好后，依次从双侧置入预弯连接棒，使用撑开

器撑开恢复伤椎高度，透视见复位满意后，逐层缝合切口。

1.5.4   术后处理   记录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术后 1 周患

者可佩戴腰围下床活动，术后 12-15 个月取出内固定。

1.6   主要观察指标   
1.6.1   血清肌酸激酶   术前及术后 3 d 时，使用速率法检测 3
组患者血清肌酸激酶水平。

1.6.2   目测类比评分   术前、术后 3 d 及内固定取出后评估。

目测类比评分是目前常见的对疼痛程度进行量化的评分系统，

在进行评分时使用一条长 10 cm 的线段，线段的两端分别标

记为“0”和“10”，让患者根据自身的疼痛程度给出数字，

小于 3 提示疼痛轻微，能够耐受；4-6 分提示疼痛已经影响到

正常生活，但是仍可耐受；7-10 分提示疼痛剧烈，无法耐受。

1.6.3   Q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   术前、术后 3 d 及内固定取出

后评估。Q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包含10个问题，涵盖疼痛强度、

生活自理程度方面的问题，根据每个问题的选项，分别对应0-5
分，最终得分 = 实际得分 /50，若有问题没有作答，则最终得

分 = 实际得分 /45，分数越高提示功能障碍越明显。 
1.6.4   日本骨科协会评分   术前、术后 3 d 及内固定取出后评

估。日本骨科协会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
评分，常用语评估人体功能障碍，该评分包含腰椎活动程度、

双下肢活动程度、膀胱功能等方面，评分范围为 0-29 分，

分数越低表明功能障碍越明显。

1.6.5   影像学指标测量   术前、术后 3 d 及内固定取出后测量。

影像学指标测量主要在侧位 X 射线片上进行，主要包括伤椎

前缘相对高度和矢状面后凸角 2 个测量指标。伤椎前缘相对

高度的测量方法：骨折椎体前缘相对高度 = 骨折椎体前缘实

际高度 ×2/( 骨折椎体头侧邻近椎体前缘高度 + 伤椎尾侧椎体

前缘高度 )。伤椎矢状面后凸 Cobb 角测量方法：骨折椎体头

侧相邻椎体上终板切线与骨折椎体尾侧相邻椎体下终板切线

延长线所形成的夹角。

1.7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 x-±s 显示，多组间比较使用方差分析，对于描述

性变量的统计使用卡方检验，P ≤ 0.05 时认为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该文统计学方法已经苏州大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46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全部完成

随访，进入结果分析。

2.2   试验分组流程图   见图 1。

图 1 ｜试验分组流程图

Figure 1 ｜ Flow chart of test group allocation

纳入胸腰段骨折患者 46 例

按手术入路分组

46 例全部完成随访，进入结果分析例

经皮打钉组 15 例 Wiltse 入路组 17 例 后正中入路组 14 例

2.3   各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3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随访

时间及手术节段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具有可

比性，见表 2。

表 2 ｜各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2 ｜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项目 经皮打钉组
(n=15)

Wiltse 入路组
(n=17)

后正中入路组
(n=14)

P 值

平均年龄 (x-±s，岁 ) 48.87±7.74 48.43±6.51 49.06±7.50 0.980
男 / 女 (n) 11/4 12/2 11/6 0.415
随访时间 (x-±s，月 ) 13.60±3.44 15.43±1.78 14.29±2.44 0.190
手术节段 (n) 0.630

T11 1 0 0
T12 1 5 3
L1 12 6 7
L2 1 3 7

2.4   内固定物生物相容性   46 例患者术后 12-15 个月取出内

固定，随访过程中并未出现内固定断裂等不良反应及相关并

发症。

2.5   各组患者围术期指标比较   见表 3。

经皮打钉组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少于 Wiltse 入路组、

后正中入路组 (P < 0.05)，Wiltse 入路组术中出血量和手术时

间少于后正中入路组 (P < 0.05)。术前 3 组患者的肌酸激酶水

平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术后 3 d，后正中入路

组肌酸激酶水平高于经皮打钉组、Wiltse 入路组 (P < 0.05)，
Wiltse 入路组高于经皮打钉组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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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A、B 为术前正、侧位片，显示 L1 压缩性骨折；C、D 为术后 3 d
正、侧位片，显示骨折复位及内固定位置满意；E、F 为内固定取出后正、

侧位片，显示 L1 椎体高度无明显丢失，内固定无残留

图 3 ｜男性 36 岁 L1 压缩性骨折患者经 Wiltse 入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

疗前后的 X 射线片

Figure 3 ｜ X-ray films of a 36-year-old male with L1 compression fracture 
through the Wiltse approach pedicle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图注：A、B 为术前正、侧位片，显示 T12 压缩性骨折；C、D 为术后 

3 d 正、侧位片，显示骨折复位及内固定位置满意； E、F 为内固定取出

后正、侧位片，显示内固定已取出，无残留，未见明显伤椎高度丢失

图 2 ｜女性 45 岁 T12 压缩性骨折患者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前后的

X 射线片

Figure 2 ｜ X-ray films of a 45-year-old woman with T12 compression 
fracture before and after percutaneous pedicle screw fixation

图注：A、B 为术前正、侧位片，显示 L1 压缩性骨折；C、D 为术后 3 d
正、侧位片，显示骨折复位及内固定位置满意；E、F 为内固定取出后正、

侧位片，显示伤椎无明显高度丢失，无内固定残留

图 4 ｜男性 49 岁 L1 压缩性骨折患者经后正中入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

疗前后的 X 射线片

Figure 4 ｜ X-ray films of a 49-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L1 compression 
fract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posterior median approach pedicle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表 4 ｜各组患者手术前后脊柱功能的比较                  (x-±s，分 )
Table 4 ｜ Comparison of spinal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in 
each group

项目 经皮打钉组
(n=15)

Wiltse 入路组
(n=17)

后正中入路组
(n=14)

P 值

目测类比评分

术前 7.73±0.96 8.21±0.80 8.06±0.97 0.40
术后 3 d 2.80±0.41a 2.71±0.73a 2.94±0.24a 0.43
内固定取出后 2.53±0.52a 2.93±0.83ab 2.35±0.79abc 0.10

Q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

术前 68.80±9.44 68.86±7.91 72.24±9.05 0.16
术后 3 d 28.07±2.37a 30.64±1.22ab 32.71±2.09abc 0.01
内固定取出后 28.27±2.74a 31.86±5.43ab 35.65±4.21abc 0.01

JOA 评分

术前 7.40±2.17 8.50±1.65 7.53±1.07 0.46
术后 3 d 26.00±1.41a 24.79±0.98ab 22.41±1.37abc 0.01
内固定取出后 27.60±0.63a 25.64±0.60ab 23.76±1.86abc 0.01

表注：与术前比较，
aP < 0.05；与经皮打钉组比较，

bP < 0.05；与 Wiltse 入路组比较，
cP < 0.05

表3 ｜各组患者围术期指标的比较                             (x-±s)
Table 3 ｜ Comparison of perioperative indexes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项目 经皮打钉组
(n=15)

Wiltse 入路组
(n=17)

后正中入路组
(n=14)

P 值

术中出血量 (mL) 57.33±15.34 92.14±28.33a 145.29±37.93ab 0.01
手术时间 (min) 86.93±8.88 115.36±8.87a 138.35±49.56ab 0.01
术前肌酸激酶水平 (U/L) 220.85±84.71 202.41±95.95 204.92±59.77 0.79
术后 3 d 肌酸激酶水平 (U/L) 624.05±146.50 767.65±90.10a 997.56±153.49ab 0.01

表注：与经皮打钉组比较，
aP < 0.05；与 Wiltse 入路组比较，

bP < 0.05

表5 ｜各组患者手术前后影像学指标测量结果的比较             (x-±s)
Table 5 ｜ Comparison of imaging index measurement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in each group

项目 经皮打钉组
(n=15)

Wiltse 入路

组 (n=17)
后正中入路

组 (n=14)
P 值

术前伤椎前缘相对高度 (%) 70.37±8.90 65.75±9.21 63.12±10.56 0.11
术后 3 d 伤椎前缘相对高度 (%) 99.88±6.65a 102.94±9.00a 101.25±8.11a 0.61
内固定取出后伤椎相对前缘高度 (%) 97.57±7.76a 94.92±11.77a 96.53±6.11a 0.71
术前伤椎局部前凸角 (°) 12.27±3.39 11.71±5.38 9.65±3.06 0.16
术后 3 d 伤椎局部前凸角 (°) 4.67±2.16a 5.79±3.66a 3.88±1.73a 0.14
内固定取出后伤椎局部前凸角 (°) 4.80±2.25a 6.43±3.67a 4.18±1.78a 0.73

表注：与术前比较，
aP < 0.05

2.6   各组患者脊柱功能比较  见表 4。

3 组患者术前的目测类比评分、Q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

及 JOA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3 组患者术后

的目测类比评分、Q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及 JOA 评分均较术

前明显改善 (P < 0.05)。术后 3 d 及内固定取出后，经皮打钉组

的 Q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JOA 评分优于 Wiltse 入路组、后

正中入路组 (P < 0.05)，Wiltse入路组的Q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

JOA 评分优于后正中入路组 (P < 0.05)。
2.7   各组患者影像学指标测量结果   见表 5。

3 组患者术前的伤椎前缘相对高度、矢状面后凸角比

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3 组患者术后的伤椎前缘相

对高度、矢状面后凸角均较术前明显改善 (P < 0.05)。3 组间

术后 3 d 及内固定取出后的伤椎前缘相对高度、矢状面后凸

Cobb 角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2.8   典型病例   从 3 组患者中各选择 1 例患者展示手术前后

的典型图片，见图 2-4 。

3   讨论   Discussion
随着微创及快速康复理念的逐渐普及，胸腰段骨折的诊疗

理念也在逐步发生转变，除了骨折的复位和内固定之外，越来

越多的脊柱外科医生开始关注患者术后脊柱功能恢复情况
[9-10]

。 

传统后正中入路是治疗胸腰段骨折最常用的手术入路，但在术

中需要较大范围地剥离椎旁肌肉，术中出血较多、手术时间长，

所剥离的椎旁肌肉在手术之后多形成瘢痕愈合，对患者术后脊

柱运动功能的恢复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在剥离过

程中还有可能损伤脊神经后支，导致椎旁肌如多裂肌等失神经

支配，从而影响术后脊柱运动功能的恢复，严重者甚至遗留有

慢性腰痛
[11]
。为了改进后正中入路的诸多不足，有学者提出

了使用经皮或经 Wiltse 入路置入椎弓根螺钉治疗胸腰段骨折，

当使用经皮或是经 Wiltse 入路置入椎弓根螺钉时，不需要大范

围剥离椎旁肌肉，具有创伤小、术中出血少、手术时间短、对

A DB EC F

A DB EC F

A DB E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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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旁肌肉损伤小、术后恢复快等特点
[3]
。但也有学者指出，虽

然经皮或经 Wiltse 入路置入椎弓根螺钉的创伤较小，但使用

以上两种方法治疗胸腰段骨折的复位能力有限，可能会出现伤

椎高度恢复不理想或是术后伤椎高度丢失情况，针对经皮或经

Wiltse 入路和传统后正中入路置入椎弓根螺钉治疗胸腰段骨折

的临床效果，目前尚存在一定争议
[12-14]

。

在使用后路短节段椎弓根螺钉治疗胸腰段骨折时，“伤

椎置钉”技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部分基础研究

表明，相对于仅在伤椎相邻椎体置入椎弓根螺钉，“伤椎置钉”

技术在受伤椎体中置入的椎弓根螺钉能够承担部分屈曲应

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消“平行四边形效应”，增强整个

内固定系统的稳定性
[15-17]

。此次试验所有纳入的病例均使用

“伤椎置钉”技术。此次研究结果显示，3 组术后 3 d 和内

固定取出后的目测类比评分、Q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及 JOA
评分较术前均有改善 (P < 0.05)，提示手术治疗能够明显改善

胸腰段骨折患者的脊柱运动功能，能够明显缓解疼痛。术后

3 d 和内固定取出后，经皮打钉组的 Q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

及 JOA 评分好于 Wiltse 入路组、传统后正中入路组 (P < 0.05)，
Wiltse 入路组的 Q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和 JOA 评分好于传统

后正中入路组 (P < 0.05)，这可能和经皮打钉对软组织损伤最

小、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椎旁肌肉有关，术后 3 d 的肌酸激

酶水平检测也同样印证了此观点。不同时间点的影像学指标

测量结果显示，3 组患者术后 3 d 的伤椎前缘高度和矢状面

后凸 Cobb 角度都较术前得到了明显纠正 (P < 0.05)，内固定

取出后的伤椎高度和矢状面后凸 Cobb 角都有一定程度的丢

失，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一时间点 3 组间伤椎前缘相对

高度和矢状面后凸Cobb角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提示相对于后正中入路置钉，经皮打钉和 Wiltse 入路置钉对

于骨折椎体复位和局部 Cobb 角度的矫正无明显影响，且创

伤小、术中出血少、对椎旁肌肉的影响最小，具有一定的使

用前景。但值得注意的是，经皮打钉和经 Wiltse 入路置钉都

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另外经皮打钉还会增加放射暴露，需

要更加有经验的脊柱外科医师，且在进行经皮打钉时需要做

好放射防护并佩戴射线计量装置
[18-22]

。另外，此次研究所纳

入的患者均为 AO 分类的 A 型骨折，经皮打钉和经 Wiltse 入

路置钉对于其他类型的胸腰段骨折的复位和 Cobb 角矫正效

果，有待进一步随访评估。

使用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 A 型胸腰段骨折时，

相对于传统后正中入路置钉具有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少、

对椎旁肌肉影响较小、利于患者术后快速康复等特点，随访

期间未出现内固定断裂、伤椎再压缩等并发症，具有一定的

应用前景；但也带来了更长的学习曲线及更大的射线暴露量，

使用 Wiltse 入路置钉治疗 A 型骨折时，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

量相对于经皮椎弓根螺钉没有优势，但要好于传统后正中入

路，其术中射线暴露量要小于经皮椎弓根螺钉。手术医师可

根据自身技术特点及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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