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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 CT 评估单孔分体内镜治疗 L4/5 滑脱症椎间融合术的安全性

刘昌震 1，孙  宁 1，朱  锴 1，刘  鑫 1，窦永峰 1，王建业 1，毕经纬 1，朱腾月 2，孙兆忠 1

文题释义：

单孔分体内镜(One-hole Split Endoscope，OSE)：朱腾月教授于2019年以新的理念首先提出并应用于临床的一种新型内镜术式，是将同轴内

镜技术的工作通道与镜体分离、单侧双通道内镜技术的单边双通道合为一个手术通道，其突出特征是无固定通道限制，既有同轴内镜自由

操作的便利，也有单侧双通道内镜的广阔视野。 
椎体间植骨融合术：去除椎间盘、椎体间放置融合器支撑、植入同种异体骨或自体骨以便椎体间融合，辅助内固定装置，既能稳定疼痛运

动节段，也可间接减压神经结构，恢复腰椎前凸，改善患者临床症状。目前已熟悉的脊柱内镜下腰椎体间融合技术能有效解决Ⅱ度以内腰

椎滑脱症。

摘要

背景：新型的单孔分体内镜技术已用于治疗腰椎滑脱症，但尚无该技术安全性、可行性、有效性的文献。

目的：通过腰椎CT三维重建，观测骨性标志点与L4、L5神经及椎间隙位置关系，评估单孔分体内镜L4/5滑脱症椎体间融合术的安全性。

方法：26例Ⅰ度L4/5滑脱症患者(滑脱组)和26例志愿者(正常组)，均行腰椎CT扫描，导入Mimics 17.0软件，测量参数：①测量垂直距离。

a，b：L5上终板与L5上关节突冠状位关节面内侧缘交点(N)分别至乳突后缘最高点(R)和L5上关节突尖部(S)；c：L4下关节突尖部(X)至N所在

矢状面与L4下终板交点(M)。②测量水平距离。d：R至N所在横断面与L4出口神经根下缘交点(N1)；e：R至M所在横断面与L4出口神经根下

缘交点(M1)；f：N至N所在横断面与神经组织外侧缘交点(N2)；g：N1至N2；h：M1至M2；i：N2至M1；j：M1至L5上关节突矢状位关节面后缘

(R1)。③9例患者行单孔分体内镜椎体间植骨融合术，采用腰腿痛目测类比评分、日本骨科协会评估治疗分数(JOA)、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

(ODI)、36条目简明量表(Short-form 36，SF-36)评估疗效。

结果与结论：①滑脱组b，c之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表明显露L4/5椎间盘只需去除等量的上、下关节突和/或椎板骨质。②两组d，
e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 < 0.05)，应根据病理变化数据规划手术。③两组f，g，i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表明退行性滑脱未改变行

走与出口神经的位置关系，在两者恒定不变的横向工作区置入融合器是安全的。④9例腰椎滑脱症患者末次随访的目测类比评分、JOA、
ODI及SF-36评分均较术前、术后6个月明显改善(P < 0.05)。⑤安全开窗范围：S向下(11.78±2.34) mm至N、X向上达L4下终板分别显露椎间盘

上、下缘；向外开窗至M1不会伤及L4神经；向内减压谨防损伤N及其附近的L5神经。了解新型的单孔分体内镜技术特点有助于提高手术的

安全性和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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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腰椎滑脱症临床表现为腰痛伴下肢疼痛、间歇性跛行 

等
[1-5]

，当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保守治疗无效，应手术治疗
[6-10]

。

随着内镜技术的发展，内镜辅助下腰椎融合术成为热点，技

术也不断创新
[11-12]

。近些年来，发展较快、有代表性的内窥

镜辅助融合技术主要有显微内窥镜椎间盘切除术、同轴内镜、

单侧双通道内镜等，获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13-14]

。但回顾镜下

腰椎融合术的发展历程，发现各术式共有的特点是光源和器

械都要通过固定的通道进行操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作

范围。脊柱外科医师期望内镜技术像开放手术一样有充分的

视野和自由活动度，以提高效率，减小创伤，降低并发症。

各种内镜术式有优势，也有不足
[15-21]

。显微内窥镜椎间盘切

除术与开放术式相似，为空气介质，但血渍污染常致视野模

糊。显微内窥镜椎间盘切除术、同轴内镜均需特殊器械协助

手术。同轴内镜要在盲视下置入融合器，增加了神经损伤风

险，但有各向自由的活动度，能准确指向靶向区域。单侧双

通道内镜视野广阔、活动的灵活性明显提高，但仍然限制在

二个通道内，软组织损伤大，三角形的斜向操作方式不得不

磨除更多骨质、扩大手术空间才能发现盲区的病变部位，左

右侧别病变处理方式还不同。基于无固定通道限制的全新理

念，单孔分体内镜技术 (one-hole split endoscope，OSE) 的出

现，既有同轴内镜 360° 自由指向、也有单侧双通道内镜广

阔的视野，还具备单孔镜下同时放置内镜和器械的优势，可

随机切换应用水和空气介质
[22-23]

；一个可大到 2.5 cm 长、维

持足够水压的切口，最短的手术路径正对操作区域，视野清

晰，消除了水压不足的担忧，见图 1。OSE 符合与开放手术

一样的操作习惯，但目前对 OSE 技术特点、可行性、安全性、

Abstract
BACKGROUND: A novel one-hole split endoscope technique has been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but there is no literature on the 
safety,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is technique.
OBJECT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ne markers and L4, L5 nerves and intervertebral space position is observed by lumbar CT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to evaluate the safety of intervertebral fusion with one-hole split endoscopic L4/5 spondylolisthesis. 
METHODS:  Totally 26 patients with grade I L4/5 spondylolisthesis (spondylolisthesis group) and 26 volunteers (normal group) underwent lumbar CT scanning. 
Data were input into Mimics 17.0 software to measure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1) vertical distance. a, b: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medial edge of the articular 
surface at the coronal position of the upper endplate of L5 and the upper articular process of L5 (N) to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posterior edge of the mastoid 
process (R) and the tip of the superior articular process of L5 (S); c: point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L4 inferior articular process tip (X) and N on sagittal plane 
and L4 inferior endplate (M). (2) Horizontal distance. d: intersection point between R and N and lower edge of  L4 outlet nerve root (N1); e: intersection point of 
transverse section from R to M with lower edge of L4 outlet nerve root (M1); f: intersection point of N to N cross section and lateral edge of nerve tissue (N2); 
g: N1 to N2; h: M1 to M2; i: N2 to M1; j: Posterior edge of articular surface (R1) in sagittal position of superior articular process from M1 to L5. (3) Nine patients 
underwent a one-hole split splinterbody endoscopic interbody fusion with bone grafting. The outcomes were evaluated by visual analogue scale for lumbar and 
leg pain,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Evaluation score,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and 36-item Short-Form scale.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b and c in the spondylolission group (P > 0.05), indicating that only equal 
amounts of upper and lower articular processes and/or laminae were removed to expose the L4/5 disc. (2)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 
and 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so surgery should be planned according to pathological changes. (3)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 g and 
i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indicating that the degenerative spondylolisthesis did not change the pos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walking and outlet 
nerve, and it was safe to implant the fusion device in the constant transverse workspace of both groups. (4)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Evaluation score,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and 36-item Short-Form scale score of nine patients with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t the last follow-up compared with the data before operation and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P < 0.05). (5) Safe fenestrating range: S down (11.78±2.34) 
mm to N, X up to L4 lower endplate to expose the upper and lower margins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Opening the window outward to M1 would not damage 
L4 nerve; decompress inwards to prevent damage to N and its adjacent L5 nerves. Understanding the technical features of the novel one-hole split endoscope 
technique can help improve surgical safety and efficacy.
Key words: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one-hole split endoscope; interbody bone graft fusion; mimics; lumbar CT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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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尚无文献报道。该研究通过三维 CT、OSE 与临床结合

的方法，围绕镜下减压、融合、复位等手术目的，确定镜下

定位标志，观测各标志点与 L4 出口神经根、L5 行走神经根、

椎间隙之间的毗邻关系，以提高手术安全性，确保手术疗效，

为 OSE 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图 1 ｜单孔分体内镜下椎体

间植骨融合术切口

Figure 1 ｜ One-hole split 
endoscopic interbody bone 
graft fusion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腰椎 CT 三维重建，影像解剖观测，计量方法用

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1.2   时间及地点   手术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2 月在滨州

医学院附属医院脊柱外科完成。

1.3   对象   选择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自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2 月收治的 26 例 L4/5 Ⅰ度腰椎滑脱症患者作为滑脱组，纳

入符合标准的男 13 例，女 13 例，共 26 例，年龄 55-73 岁，

平均 (63.50±5.26) 岁，病程 6 个月 -2 年，其中 9 例患者行

OSE 椎体间植骨融合术；并选择同期于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收治的非腰椎滑脱症患者 26 例志愿者作为正常对照组，男

12 例，女 14 例，年龄 54-74 岁，平均 (64.35±4.98) 岁。两

组性别、年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有可比性。

研究获得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

[2022]伦审字 (LW-34)号。参与试验的所有受试者为自愿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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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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脱组纳入标准：①诊断明确的腰椎滑脱症：出现明显

神经压迫症状，有腰痛伴单侧下肢放射痛，间歇性跛行等；

②影像学表现符合 L4/5Ⅰ度腰椎滑脱症，且与症状、体征相符；

③经保守治疗 6 个月以上无效者。

排除标准：①明显的脊柱畸形；② Megerding Ⅱ度及以

上腰椎滑脱症
[24-27]

；③腰椎手术史；④腰椎峡部裂；⑤严重

椎管狭窄及椎间盘突出；⑥神经根发育异常等解剖学改变；

⑦存在心、肺功能及腰椎感染、腰椎肿瘤等手术禁忌证；⑧

上关节突增生严重。

正常对照组纳入标准：①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同期收治

的非腰椎滑脱症患者；②年龄 54-74 岁。

排除标准：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畸形、腰椎肿瘤及既往

有腰椎手术史等骨性结构改变者。

1.4   方法   

1.4.1   腰椎 CT 三维重建   纳入的 26 例 L4/5 Ⅰ度腰椎滑脱

症患者和 26 例志愿者，均行腰椎 CT 薄层扫描，扫描层厚 

0.625 mm，患者采取手术体位，俯卧于检查台，下腹部垫高，

扫描后获得 Dicom 数据，导入 Mimics 17.0 软件后行腰椎 CT

三维重建。 

1.4.2   确定骨性标志点   腰椎 CT 三维重建后，确定 L5 乳突后

缘最高点 (R)，L4 下关节突尖部 (X)，在冠状位上 L5 上关节突

冠状位关节面内侧缘与 L5 上终板的交点 (N)，N 所在矢状面

与 L4 下终板的交点 (M)，L5 上关节突尖部 (S)，见图 2。

图注：R 为乳突后缘最高点，X 为下关节突尖部，N 为在冠状位上关节

突冠状位关节面内侧缘与上终板的交点，M 为 N 的矢状面与下终板的

交点，S 为上关节突尖部，白色虚线为上关节突冠状位关节面内侧缘及

上终板后缘

图 2 ｜腰椎骨性标志点的确定

Figure 2 ｜ Determination of lumbar bone markers

1.4.3   确定 M1，N1，M2，N2   分别经骨性标志点 N，M 建立

横断面，N 所在横断面与 L4 出口神经根下缘的交点为 N1，与

神经组织外侧缘的交点为 N2；M 所在横断面与 L4 出口神经根

下缘的交点为 M1，与神经组织外侧缘的交点为 M2；见图 3 

( 注：L5 行走神经根和 / 或硬脊膜称为神经组织 )。
1.4.4   骨性标志点之间的位置关系   经骨性标志点 R，X，N，
M，S 建立横断面，测量 N 所在横断面分别与 R，S 两点所在

横断面的垂直距离 (a，b)，X 所在横断面与 M 所在横断面的

垂直距离 (c)，见图 4。

1.4.5   R 与 N1，M1 的位置关系   经骨性标志点 R，N1，M1 分

别建立矢状面，测量 R 所在的矢状面分别与 N1，M1 所在矢

状面的水平距离 (d，e)，见图 5。

图注：n1 线表示 N 所在的横断面，m1 线表示 M 所在的横断面；N1 为

N 所在横断面与 L4 出口神经根下缘的交点，N2 为 N 所在横断面与神经

组织外侧缘的交点，M1 为 M 所在横断面与 L4 出口神经根下缘的交点，

M2 为 M 所在横断面与神经组织外侧缘的交点

图 3 ｜腰椎骨性标志点 M1，N1，M2，N2 的确定

Figure 3 ｜ Determination of lumbar bone markers M1, N1, M2, and N2

三维 CT 构建的 L4 出口神经根

图注：图 A 中 s 线表示 S 所在横断面，n1 线表示 N 所在横断面；图 B
中 r 线表示 R 所在横断面，n1 线表示 N 所在横断面；图 C 中 m1 线表示

M 所在横断面，x 线表示 X 所在横断面。b，a，c 分别为相应的 2 个横

断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图 4 ｜腰椎骨性标志点之间的位置关系

Figure 4 ｜ Pos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umbar bone markers

1.4.6   N 与 N2 的位置关系   经骨性标志点 N，N2 分别建立矢

状面，测量 N 所在矢状面与 N2 所在矢状面的水平距离 (f)，

见图 6。

图注：图 A 中 n1 线表示 N 所在横断面，n2 线表示 N1 所在矢状面，r
线表示 R 所在矢状面，d 为 2 个矢状面之间的水平距离；图 B 中 m1 线

表示 M 所在横断面，r 线表示 R 所在矢状面，m2 线表示 M1 所在矢状面，

e 为 2 个矢状面之间的水平距离

图 5 ｜腰椎骨性标志点 R 与 N1、M1 的位置关系

Figure 5 ｜ Position relationship of lumbar bone markers R with N1 and M1

图注：图 A 在冠状位上，n1 线表示 N 所在横断面；图 B 圆点代表 N，
在 N 所在的横断面。n3 线表示 N 所在矢状面，n4 线表示 N2 所在矢状面，

f 为 2 个矢状面之间的水平距离

图 6 ｜腰椎骨性标志点 N 与 N2 的位置关系

Figure 6 ｜ Position relationship of lumbar bone markers N and N2

1.4.7   M1，N1，M2，N2 的位置关系   经骨性标志点 M1，N1，

M2，N2 分别建立矢状面，分别测量 N1 所在矢状面与 N2 所在

矢状面的水平距离 (g)、M1 所在矢状面与 M2 所在矢状面的

水平距离 (h)，N2 所在矢状面与 M1 所在矢状面的水平距离 (i)，

见图 7。

1.4.8   R1 和 M1 的位置关系   经骨性标志点 M1 建立矢状面，

测量 R1 与 M1 所在矢状面的水平距离 (j)，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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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及其附近的深面向内显露神经组织外侧缘并对 L5 神经、硬

脊膜减压。适当咬除 N 水平之下、M 水平之上骨性结构以扩

大视野，在上、下关节突残端水平 (N 至 M 水平 ) 之间探查

并显露椎间盘，环形切开 L4/5 间盘纤维环，椎体间铰刀等去

除髓核组织、软骨终板，镜下见植骨床制备良好。融合器试

摸试用后确定合适融合器，将同种异体骨和咬除的碎骨质颗

粒填充于椎体间前部，放置融合器，透视见位置良好。探查

并减压硬脊膜、L5 行走神经根。从 M1 位置、继续顺 L4 出口

神经根走行咬除骨质，对其充分减压。沿导针置入椎弓根螺

钉，置连接杆，提拉复位，拧紧螺帽固定。再次透视见内固

定装置、融合器位置良好，复位满意，退出内镜，依次缝合

切口，敷料包扎，见图 9。

图注：图 A 在冠状位上，n1 线表示为 N 所在横断面，n2 线表示 N1 所

在矢状面，n4 线表示 N2 所在矢状面；图 B 在冠状位上，m1 线表示 M
所在的横断面，m2 线表示 M1 所在矢状面，m4 线表示 M2 所在矢状面；

图 C 圆点代表 N，在 N 所在横断面上，n2 线表示 N1 所在矢状面，n4 线

表示 N2 所在矢状面；图 D 圆点代表 M，在 M 所在横断面上，m2 线表

示 M1 所在矢状面，m4 线表示 M2 所在矢状面；图 E 在冠状位上，m1
线表示 M 所在横断面，n1 线表示 N 所在横断面，m2 线表示 M1 所在矢

状面，n4 线表示 N2 所在矢状面；图 F 圆点代表 N，在 N 所在横断面上，

m2 线表示 M1 所在矢状面，n4 线表示 N2 所在矢状面。g 是 N1 所在矢状

面到 N2 所在矢状面的水平距离；h 是 M1 所在矢状面到 M2 所在矢状面

的水平距离；i 是 N2 所在矢状面到 M1 所在矢状面的水平距离

图 7 ｜腰椎骨性标志点 M1，N1，M2，N2 的位置关系

Figure 7 ｜ Position relationship of lumbar bone markers M1, N1, M2 and N2

图注：图 A 在冠状位上，m1 线表示 M 所在横断面；图 B 圆点代表 M，

在 M 所在横断面上。m2 线表示 M1 所在矢状面，r1 线表示 R1 所在矢状

面。j 是 2 个矢状面之间的水平距离

图 8 ｜ R1 和 M1 的位置关系

Figure 8 ｜ Position relationship of R1 and M1

1.4.9   手术方法   纳入标准的 26 例腰椎滑脱症患者中 9 例完

成 OSE 椎体间植骨融合术，均为同一位医师完成。全麻成功

后，患者俯卧位于手术台上，下腹部垫高，通过两侧髂嵴初

步定位责任节段，在此责任节段画一棘突后正中线，在术侧

此线旁开约 2 cm 处画一平行纵线。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单，

贴护皮膜。于责任节段的手术对侧用注射器针头插入作标记，

C 臂透视确定责任节段。透视定位 L4、L5 双侧椎弓根，沿各

椎弓根打入穿刺针，置入导针，见位置良好，拔除穿刺针，

备用。以责任节段椎间隙水平线与所画平行纵线的交点为中

心，于切口处逐层注射肾上腺素盐水 (1 mL 肾上腺素 +250 mL

生理盐水 ) 约 40 mL，作 2.5 cm 横切口，射频刀依次切开皮

下组织、深筋膜后，扩张器扩张软组织并钝性分离至椎板表

面。置入内镜，射频去除椎板表面软组织，显露骨性结构，

用磨钻钻孔作标志，C 臂再次透视确认 L4/5 节段，清晰显露

L4 椎板下缘和 L5 椎板上缘。找到 R，X 标志点，用骨凿及椎

板咬骨钳配合磨钻，从 X 向上去除下关节突及部分椎板骨质，

清晰显露上关节突冠状位关节面，然后自 S 向下咬除部分上

关节突骨质达 N( 即上关节突冠状面残端的内上角 )，N 垂直

向上的下关节突残端即 M。以 R 为标志点，水平向内定位 L4

出口神经根下缘 M1，在 N 至 M 水平范围内咬除剩余骨质。

图注：图 A-F 为内镜下结构。X 为下关节突尖部；N 为在冠状位，上关

节突冠状位关节面内侧缘与上终板交点；M 为 N 所在矢状面与 L4 下终

板交点；S 为上关节突尖部；图 E 为单孔分体内镜 (OSE) 12° 内镜下可见

去除软骨板之后的上、下终板；图 G，H 术中透视观察融合器位置

图 9 ｜单孔分体内镜下骨性标志点、椎间盘及术中透视

Figure 9 ｜ Bone markers, intervertebral discs and intraoperative 
fluoroscopy under one-hole split endoscope

1.4.10   术后处理   9 例患者术后均常规应用脱水、神经营养

药物治疗，术后 1 d 预防感染给予抗生素，术后 7 d 可带腰

围下地活动，出院后可适当活动，避免剧烈运动，定期于门

诊复查，评估术后各项指标。

1.5   主要观察指标   

1.5.1   腰椎骨性标志位置关系   在 L4/5 节段，骨性标志点 R，
X，S 与上、下终板的位置关系，神经根与神经组织的位置关

系；在冠状位 L5 上终板和上关节突冠状位关节面内侧缘交点

(N) 与神经组织的位置关系；乳突后缘最高点 (R) 与 N，M 所

在横断面分别与 L4 出口神经根下缘的交点 N1，M1 的位置关

系；L4 出口神经根下缘 M1 和 N 所在横断面与神经组织外侧

缘交点 (N2) 的位置关系；L4 出口神经根下缘 M1 与上关节突

矢状位关节面后缘 R1 的位置关系。

1.5.2   记录患者的术后并发症   记录术前、术后 6 个月、末

次随访 ( 随访时间 6-12 个月 )   记录腰腿痛目测类比评分

(VAS)、腰椎日本骨科协会评估治疗分数 (Japanese orthop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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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 association scores，JOA)、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 健 康 调 查 简 表 (the MOS item short 

from health survey，SF-36) 评分。

目测类比评分：分为 0-10 分，0 分表示无痛，10 分表

示剧痛，中间表示不同程度的疼痛，医师通过患者填写的自

身疼痛分值，评出分数。

JOA：从 4 个方面评价，分别为：主观症状 (9 分 )、临床体征 

(6 分 )、日常活动受限度 (14 分 )、膀胱功能 (-6-0 分 )，总评分最高

为 29 分，最低分为 0 分，分数越低则表示功能障碍越严重。

ODI：是由疼痛程度、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提物、行走、

坐、站立、睡眠、性生活、社会活动、旅行等 10 个方面的

情况问题组成，分数越高则表示功能障碍越严重。

SF-36：共 36 个条目，包括 8 个维度：生理机能 (PF)、

角色生理状况 (RP)、躯体疼痛 (BP)、主观健康状况 (GH)、活

力 (VT)、社会功能 (SF)、情感职能 (RE)、精神健康 (MH)；此

评分换算方法：换算得分 =( 实际得分 - 该维度可能的最低得

分 )/( 该维度可能的最高得分 -该维度可能的最低得分 )×100。
1.6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Shapiro-Wilk 检验判断数据的正态性，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

组间性别、年龄比采用卡方检验，组间腰椎测量参数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同一患者手术前后腰腿痛目测类比评分、

腰椎 JOA 评分、ODI 指数均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SF-36 的各

个维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均以 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文章统计学方法已经滨州医学院附属

医院生物统计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的 26 例腰椎滑脱症患者和 26 例

正常志愿者均进行数据测量和结果分析。

2.2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滑脱组患者与正常组志愿者性别、

年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1。

2.4   腰椎 3D-CT 观测结果   

2.4.1   上关节突关节面的形态   腰椎滑脱症患者的上关节突

关节面呈“L”形，整个上关节突关节面包括：内侧呈冠状

位的关节面 (“L”形的底部 )、外侧呈矢状位的关节面、关

节面上部的上关节突尖部。关节囊和黄韧带附着在上关节突

关节面内侧缘及上缘，见图 11。

表 1 ｜滑脱组患者与正常组志愿者性别、年龄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1 ｜ Comparison of gender and age between spondylolisthesis group 
and normal group

组别 n 年龄 (x-±s，岁 ) 性别 (n)

男 女

滑脱组 26 63.50±5.26 13 13
正常组 26 64.35±4.98 12 14

2.3   试验流程    见图 10。

图 10 ｜试验流程图

Figure 10 ｜ Trial flow chart

术前 26 例腰椎滑脱症患者和 26 例正常志愿者

均行腰椎 CT 薄层扫描，影像数据导入 Mimics 
17.0 软件行腰椎 CT 三维重建后观察

9 例腰椎滑脱症患者

行单孔分体内镜下

椎体间植骨融合术

选择 26 例 L4/5 Ⅰ度

腰椎滑脱症患者和
26 例正常志愿者

记录患者术后并发症、腰腿

痛目测类比评分、腰椎 JOA、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SF-36

将 26 例腰椎滑脱症

患者和 26 例正常志

愿者进行结果分析

2.4.2   两组受试者腰椎骨性标志相关指标比较   

(1)滑脱组和正常组比较，a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b，c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滑脱组 b，c 比较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 (P > 0.05)，正常组 b，c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受试者腰椎骨性标志点 R，S 分别至 N 及 X 至 M 的垂直距离
   [x-±s，n=52( 左右侧 )，mm]

Table 2 ｜ Vertical distances from R, S to N, respectively and from X to M in 
subjects of two groups

组别 a b c P 值 (b vs. c)

滑脱组 4.89±2.21 11.78±2.34 11.27±2.88 > 0.05
正常组 5.38±1.95 10.29±1.88 12.47±2.14 < 0.05

P 值 > 0.05 < 0.05 < 0.05

表注：a 为乳突后缘最高点 (R) 至在冠状位 L5 上关节突冠状位关节面内侧缘与 L5

上终板的交点 (N) 的垂直距离，b 为 L5 上关节突尖部 (S) 至 N 的垂直距离，c 为 L4

下关节突尖部 (X) 至 N 所在矢状面与 L4 下终板的交点 (M) 的垂直距离，R 和 S 位

于 N 上方为 +，X 位于 M 下方为 +，相反则为 -

(2) 滑脱组和正常组比较，d，e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f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3。

表 3 ｜两组受试者腰椎骨性标志点 R 分别至 N1、M1 及 N 至 N2 的水平距
离                                                                                  [x-±s，n=52( 左右侧 )，mm]
Table 3 ｜ Horizontal distances from R to N1, M1, respectively and from N to 
N2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d e f

滑脱组 0.32±2.30 4.32±1.83 1.17±2.56
正常组 -1.64±2.45 2.98±3.26 1.29±2.06

P 值 < 0.05 < 0.05 > 0.05

表注：d 为乳突后缘最高点 (R) 至 N 所在横断面与 L4 出口神经根下缘的交点 (N1)

的水平距离，e 为乳突后缘最高点 (R) 至 M 所在横断面与 L4 出口神经根下缘的交

点 (M1) 的水平距离，f 为在冠状位上 L5 上关节突冠状位关节面内侧缘与 L5 上终板

的交点 (N) 至 N 所在横断面与神经组织外侧缘的交点 (N2) 的水平距离，R 位于 N1

和 M1 外侧为 +，N 为 N2 外侧为 +，相反则为 -

(3) 滑脱组和正常组比较，g，h，i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4。

(4) 滑脱组和正常组比较，R1 至 M1 的水平距离 j 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 [(3.45±2.54)，(0.70±3.45) mm，P < 0.05]。j 为 L5

图 11 ｜腰椎滑脱症患者上关节突关节面的形态

Figure 11 ｜ Shape of the articular surface of the superior facet of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patients

上关节突矢
状位关节面

上关节突冠
状位关节面

构建的神经
根和硬脊膜

图注：此图为去

除下关节突和 /
或椎板骨质后显

露的上关节突关

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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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关节突矢状位关节面后缘 (R1) 至 M 所在横断面与 L4 出口

神经根下缘的交点 (M1) 的水平距离，M1 位于 R1 的外侧为 +，
相反则为 -。

(5) 滑脱组和正常组 N 和 L5 行走神经根的投影位置关系，

见表 5。

表 4 ｜两组受试者腰椎骨性标志 N1 至 N、M1 至 M2、N2 至 M1 的水平距
离                                                                                  [x-±s，n=52( 左右侧 )，mm]
Table 4 ｜ Horizontal distances from N1 to N, from M1 to M2, and from N2 to 
M1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g h i

滑脱组 15.83±2.81 12.16±2.08 11.98±2.56
正常组 16.56±2.44 12.48±2.18 11.72±2.48

P 值 > 0.05 > 0.05 > 0.05

表注：g为N所在横断面分别与 L4 出口神经根下缘 (N1)、神经组织外侧缘的交点 (N2)

之间的水平距离，h 为 M 所在横断面与 L4 出口神经根下缘 (M1)、硬脊膜外侧缘的

交点 (M2) 的水平距离，i 为 N 所在横断面与神经组织外侧缘的交点 (N2) 至 M 所在

横断面与 L4 出口神经根下缘的交点 (M1) 的水平距离，N1，M1 分别位于 N2，M2 外

侧为＋，M1 位于 N2 外侧为 +，相反则为 -

表 5 ｜两组受试者腰椎骨性标志 N 和 L5 行走神经根的投影位置关系
                                                                                         [n=52( 左右侧 )，n/%]

Table 5 ｜ Projection position of N and L5 walking nerve roo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L5 行走神经根外侧缘位于 N 外侧 L5 行走神经根外侧缘位于 N 内侧

滑脱组 16/31 36/69
正常组 16/31 36/69

表注：N 为在冠状位，上关节突冠状位关节面内侧缘与 L5 上终板的交点

2.5   腰椎滑脱症患者术后临床疗效评估   纳入的 26 例腰椎滑

脱症患者中 9 例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未发生感染、神经根

损伤、椎管内血肿、硬脊膜撕裂等并发症。末次随访的腰腿

痛目测类比评分、JOA 评分、ODI 指数较术后 6 个月改善 ( 均
P < 0.05) 见表 6；手术前后 SF-36 评分结果见表 7。

表 6 ｜手术前后患者腰腿痛目测类比评分、JOA、ODI 评分      (x-±s，n=9)
Table 6 ｜ Lumbar and leg pain visual analogue scale,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Evaluation score, and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时间 腰痛目测类比评分 腿痛目测类比评分 JOA 评分 ODI 指数 (%)

术前 6.44±0.88 7.22±0.97 10.78±1.48 79.23±6.79
术后 6 个月 3.11±0.60a 3.11±0.78a 16.11±0.93a 35.31±5.77a

末次随访 1.11±0.78ab 1.33±0.87ab 26.67±1.00ab 23.15±4.01ab

表注：与术前相比，
aP < 0.05；与术后 6 个月相比，

bP < 0.05。JOA：日本骨科协会

评分；ODI：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

表 7 ｜手术前后患者 SF-36 评分                                                         (x-±s，n=9)
Table 7 ｜ 36-item Short-Form scale score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项目 术前 术后 6 个月 末次随访

生理机能 30.00±8.66 53.89±8.58a 72.78±8.33ab

角色生理状况 19.44±16.67 41.67±17.68a 83.33±12.50ab

躯体疼痛 33.67±6.89 58.44±5.34a 74.67±8.54ab

主观健康状况 45.89±6.97 58.11±6.97a 69.11±7.72ab

活力 33.89±6.97 59.44±9.17a 73.33±7.91ab

社会功能 38.89±15.87 58.33±12.50a 73.61±13.18ab

情感职能 18.50±17.55 51.86±17.60a 85.20±17.55ab

精神健康 39.33±16.36 60.22±7.97a 81.56±6.29ab

表注：与术前相比，
aP < 0.05；与术后 6 个月相比，

bP < 0.05

2.6   手术前、中、后影像学图片   见图 12。

图注：图 A 为术前 X 射线片示 L4 椎体前移 < 25%；B 为术后 6 个月 X 射

线片示内固定物及融合器位置良好，复位良好；C 为术前 CT 示 L4 椎体

向前Ⅰ度滑脱；D 为术后 6 个月 CT 示融合器位置良好，复位良好，椎

体间骨痂形成；E 为术前 MR 示硬膜囊受压；F 为术后 6 个月 MR 示硬

膜囊无受压；图 G，H 为术中透视观察融合器、椎弓根导针位置

图 12 ｜女性 72 岁 L4/5 Ⅰ度退行性腰椎滑脱症患者影像学资料

Figure 12 ｜ Images of a 72-year-old woman with L4/5 I degree degenerative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3   讨论   Discussion
一直以来，内窥镜辅助腰椎融合术最显著的缺点是受固

定通道的限制，通过容纳光源与器械的较小通道进行操作，

而 OSE 技术最大特点是光源与器械无固定通道的限制，镜头

和器械能在任意方向自由移动，灵活操作，很容易指向靶向

手术区域，并且在 OSE 常用的 12° 内镜视角下极少出现盲区。

OSE 单孔单边、可大可小的切口不仅双侧减压，也能镜下融

合，能在 2.5 cm 切口直视下制备终板、置入融合器，而且

OSE 使用常规手术器械操作，明显提高了手术效率。虽然通

过 OSE 治疗腰椎滑脱症获得了初步的临床经验和良好的临床

结果，但对 OSE 技术的规范、流程、安全性尚认识不足。术

者更好地理解镜下解剖是确保 OSE 安全性的重要环节。因此，

该项研究通过三维 CT 方法，建立腰椎三维模型，在模型上

观测与镜下结构一致的骨性标志，定位 L4 出口神经根、L5 行

走神经根、椎间隙及各结构之间的位置关系，以指导 OSE 对

神经减压、准确开窗、椎体间融合，避免神经组织损伤，最

大限度减少对正常解剖结构的损伤，保持足够的软组织完整

性，减少术后腰背痛。

OSE治疗腰椎滑脱症的目的之一是对有症状的神经减压，

应了解腰椎滑脱症病理状态下神经的位置及受压的原因，以

确保安全减压。L4/5 节段腰椎滑脱症可引起 L4、L5 的神经症状，

往往前者症状明显。L4 神经症状多由于 L4 前滑脱、椎间隙变

窄、椎间盘突出、椎间孔狭窄引起。此次研究发现，滑脱组

和正常组比较，f，g，i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表明无论滑脱还

是正常腰椎，L5神经根位置固定不变；文献也报道了神经根“栓

系效应”相对固定的其他原因
[28-30]

，所以，致压因素会挤压

无逃逸的 L5 神经。L4 矢状位前移形成的台阶使 L5 神经根被纵

向牵拉、但横向固定不动；L5 椎体后缘及关节突增生、黄韧

带及关节囊肥厚、椎间盘突出等导致侧隐窝狭窄，这可能是

产生 L5 神经症状的原因。这提示术者 L4/5 Ⅰ度腰椎滑脱症的

L5 神经根没有因滑脱改变位置，应谨慎、彻底地对其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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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突是上关节突后缘软卵形的隆起，是多裂肌和横突

间内侧肌附着处，形态结构稳定，OSE 手术也不破坏其完整

性，所以，其后缘最高点 R 可作为镜下重要骨性定位点。此

项研究发现，R 与相邻椎体上下终板、椎间隙、L4 及 L5 神经

根位置关系密切，由此指导术者安全开窗以显露椎间隙。文

献报道退行性腰椎滑脱症 L4/5 关节突关节方向由矢状位向冠

状位逐渐改变，关节突关节发生二次重建，关节面的外展角

度增大
[31-37]

，该结果支持了此次研究：滑脱组与正常组比较，

e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前者距离增大，表明乳突随着上关节突

的外倾也相应外移，提示术者根据腰椎滑脱症的病理变化数

据规划手术是安全、可靠的。在矢状面上，R 在 M1 的外侧，

R 和 N1 几乎在同一矢状面，所以，自 N 向外开窗至 M1 即 R

点内侧 (4.32±1.83) mm 是安全的，超过 M1 至 R 伤及 L4 出口根

的风险增大，保留 R 点的开窗是安全的。此外，滑脱组与正

常组比较，a 均恒定不变，自 R 垂直向下 (4.89±2.21) mm 为 L5

上终板水平，以此可定位椎间盘下缘，确定向下开窗的范围。

OSE 镜下开骨窗、找到椎间隙并避免伤及 L4、L5 神经根

是手术的关键步骤，参考镜下各定位点能确定向上、向下、

向内、向外开窗的安全范围。手术之初，镜下首先会发现 R、
X 两个定位点。开窗的首要步骤是自 X 向上 (11.27±2.88) mm

达 L4 下终板水平 ( 即椎间隙上缘 ) 凿除下关节突，随后展现

出特征明显的、呈“L”形的整个上关节突关节面：包括内

侧呈冠状位的关节面 (“L”形的底部 )、外侧呈矢状位的关

节面、关节面上部的上关节突尖部 (S)( 见图 13A)，关节囊和

黄韧带附着在上关节突关节面内侧缘及上缘。矢状位关节面

与其外侧骨质相连形成的“堤坝”样纵行骨嵴清晰可见，虽

然加深了镜下视野，但成为镜下操作的安全屏障，在“堤坝”

内侧操作不会伤及 L4 神经，该屏障向外 (3.45±2.54) mm(L4 出

口神经根下缘 ) 是向外开窗的最远安全距离，要谨防损伤 ( 见

图 13B)。用剥离子沿关节面内侧缘、上缘分离附着的关节囊

及黄韧带后进入椎管，S 向下 (11.78±2.34) mm 横断面与关节

面内侧缘的交点 N 是另一个重要定位点。N 所在水平即为 L5

上终板水平，术中需咬除 N 水平以上关节面并向上、向外开

窗以显露椎间盘，一般不需要向下去除 L5 椎板骨质。向上开

窗至少自 X 达 L4 下终板水平，进一步向上扩大操作空间能

便于置入融合器，但要注意窗口外上方的 L4 出口神经根，避

免常规暴露 L4 神经，尽量保留其周围骨性结构做保护，这样

在终板间置入融合器，不会伤及跨越椎间隙外侧部的 L4 出口

神经根。N 能准确定位并有效避免伤及 L5 行走神经根，N 向

内 (1.17±2.56) mm 紧贴 L5 行走神经根，顺 L5 神经根向内同

时对硬脊膜减压，因 31% L5 神经根外侧缘的投影位于 N 外

侧，减压时要谨防损伤。L5 神经大部分在 N 水平以下上关节

突冠状位关节面的深面，初次对 L5 神经根减压时，建议保留

N 以下关节面保护 L5 神经，以免置入融合器过程中伤及其深

面的 L5 神经根。此外，该研究发现，L4/5 节段相邻上、下关

节突尖部 (S，X) 与同序数腰椎上、下终板的距离，正常组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而滑脱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研究结果指

导术者为向上、向下开窗显露 L4/5 椎间盘只需去除等量的上、

下关节突和 / 或椎板骨质 ( 见图 13B)。

发生神经损伤的另一重要原因多继发于融合器置入过程

中，此项研究明确了置入融合器的安全区域。滑脱组 g，i 与

正常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表明并没有因退行性滑脱

改变行走神经与出口神经的位置关系而加重神经损伤风险，

在两者恒定不变的水平距离、足够大的横向工作区置入融合

器是安全的。明确了神经根位置，即使个体化差异的狭小安

全区域也能确保不发生神经损伤。滑脱组 i(11.98±2.56) mm

即为置入融合器的最短距离
[38-39]

，适当牵拉 L5 神经根及硬脊

膜增大空间会放置更大融合器，但应防止神经组织牵拉损伤。

M1，M2，N1，N2 四点之间区域是在腰椎滑脱症病理状态下、

自然无牵拉硬脊膜及神经根时置入融合器的安全区面积，

恒定范围的安全区、L4 神经周围的骨性保护及直视可见的 L5

神经、硬脊膜，降低了置入融合器损伤神经根的风险 ( 见图

13C)。此外，终板的制备对获得椎间融合很重要，开放手术、

其他内镜手术非可视化处理终板的盲目性，通过通道进行彻

底的椎间盘切除和制备终板的能力仍然不足，很难完成终板

准备。OSE 12° 内镜最佳的可视化能进入椎体间，常规铰刀、

刮匙直视下制备良好的终板植骨床，能同时清晰地观察到上、

下终板情况 ( 见图 9F)，能有效提高融合率，降低术后腰椎

不稳的发生率。

图注：图 A，B 可见构建的神经根和硬脊膜，上关节突冠状位关节面，

上关节突矢状位关节面为术中“堤坝”；C 中导棒模拟置入融合器

图 13 ｜腰椎 3D-CT 观测单孔分体内镜手术示意图

Figure 13 ｜ Surgical diagram of lumbar spine 3D-CT observation of one-
hole split endoscope surgery

熟悉 OSE 技术的规范、流程能有效降低手术并发症、

提高手术疗效。既要避免置入融合器所致的神经损伤，也要

防止神经减压不彻底。开放手术对神经完全减压是减压的金

标准
[40-41]

，对神经直接减压效果最佳，而 OSE 能直视下、安

全地对 L4、L5 神经直接、完全减压。与其他内镜手术的间接

减压不同，OSE 的 2 次减压很有必要：放置融合器之前的初

次减压是对 L5 行走神经直接减压；置入融合器之后的二次

减压，包括对 L4，L5 神经间接和直接减压。由于置入融合器

后椎间高度、椎间孔高度、椎管和神经根管形态的恢复，使

L4，L5 神经间接减压，症状改善。但要注意置入融合器、滑

脱复位后会加重 L4 神经损伤，这是 L4 神经初次减压不充分

引起，所以二次直接减压非常重要。此外，在作减压手术切

口之前，先透视下制作经皮椎弓根钉道，置入导针备用，这

样可避免减压后术侧 L5 椎弓根钉入钉点处软组织破坏所致的

导针滑动、置入困难、延长手术时间、增加并发症的窘境。

完成减压、融合后再置钉提拉复位，恢复腰椎序列，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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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前滑脱。

综上所述，此项研究通过三维 CT、OSE 与临床手术结

合的方法，分析了镜下各定位点对 L4/5 Ⅰ度腰椎滑脱症椎体

间融合术的指导意义，明确了按照规范的 OSE 技术流程能安

全地完成开窗、减压、融合，评估并临床验证了该技术的安

全性、可靠性、有效性。此项研究也有不足之处，作为完全

内镜手术的 OSE 对直接复位腰椎滑脱有一定局限性，复位主

要靠关节突关节部分切除、椎间盘切除、体位改变、螺钉提

拉降低脱位程度，最大限度恢复矢状位序列；手术例数较少、

随访时间短，下一步大样本、多中心的深入研究结果将会更

准确地指导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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