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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新型骨水泥螺钉系统与常用方式固定迟发性椎体骨折后骨坏死模型的
生物力学比较

文题释义：

新型骨水泥螺钉系统：该新型骨水泥螺钉系统是基于Kummell病术后易于发生骨水泥移位问题而设计的一种创新性螺钉，其具有中空的骨

水泥通道，通过该中空骨水泥通道结构可以实现骨水泥快速注入的效果，并且使骨水泥能更好的和椎体结合为一体，以达到骨水泥更加稳

定的效果。

生物力学：是由生物学和力学共同组成的一门学科分支，是应用力学原理和方法对生物体中的力学问题定量研究的生物物理学分支，其研

究范围很广泛，从系统、器官到生物整体都是其研究对象。生物力学重点研究生理和医学相关的力学问题，通过生物力学的研究可以起到

指导临床工作的效果，故在当今的医学科研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摘要

背景：椎体后凸成形和椎体成形为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Kummell病)的主要治疗方式，但存在易于出现术中或者术后骨水泥松动移位

的风险。针对此并发症，作者所在团队设计出一种新型骨水泥螺钉系统。

目的：探讨新型骨水泥螺钉系统在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采用15具60岁以上新鲜成年女性尸体胸腰椎标本，无骨折、畸形，均合并骨质疏松，获取T12-L2节段，建立L1节段创伤后椎体迟发

性骨坏死模型，分5组修复，A组：椎体成形；B组：椎体成形联合单侧椎弓根成形模型；C组：椎体成形联合双侧椎弓根成形模型；D组：

单侧新型骨水泥螺钉联合椎体成形模型；E组：双侧新型骨水泥螺钉联合椎体成形模型，每组3具标本。在六轴脊柱运动试验机上测量各模

型前屈、后伸、左右侧屈以及左右旋转6个方向的三维运动力学特征。

结果与结论：①5种模型骨水泥填充良好，未见骨水泥渗漏和骨水泥移位情况；②在前屈、后伸、左右侧屈情况下，D、E组模型的骨水泥

稳定性均优于其他3组模型(P < 0.05)，且在前屈状态下新型骨水泥螺钉系统填充的骨水泥具有最好的生物力学稳定性，其次是后伸状态；

在左、右旋转情况下，5组模型的骨水泥稳定性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D、E组模型6个运动方向上的骨水泥稳定性比较差异均

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③结果提示，对于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该新型骨水泥螺钉系统具有优于目前常用治疗方式的生物力学稳定

性，且无论单侧还是双侧置钉都具有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Kummell病；胸腰椎；螺钉；内固定；生物力学；损伤；修复；椎体内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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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Kyphoplasty and vertebroplasty, as the main treatment of Kummell’s disease, are prone to bone cement displacement during or after surgery. 
Concerning this complication, the authors’ team designed a novel bone cement screw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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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特点—

△为了解决 Kummell 病经皮

椎体成形后的骨水泥松动

移位，作者所在团队针对

性地发明了一种新型骨水

泥螺钉系统，希望能够通

过这种新型骨水泥螺钉系

统有效降低 Kummell 病术

后骨水泥松动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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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随着全球的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脊柱骨折尤其是骨

质疏松性脊柱骨折的就诊人数在逐年增加
[1-4]

，这也导致临

床发现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 (Kummell 病 ) 患者的数量也

逐渐上升。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是指当患者经历轻微创

伤后表现为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长期无症状后，在无创伤史的

情况下出现剧烈疼痛且症状加重，并进行性演变为脊柱后凸

畸形，甚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脊髓和神经受损症状。该病多

发于老年人，且常发病于胸腰椎，以 T12-L1 椎体多见，女性

发病远多于男性，比例约为 10 ∶ 1 [5-6]
。由于存在创伤小、

患者耐受性好、疼痛缓解快、有效畸形矫正等优点，椎体成

形和椎体后凸成形已成为近年来治疗无神经功能损害创伤后

椎体迟发性骨坏死的主要方式
[7-13]

。但是据 LEE 等
[14]

报道，

由于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存在椎体内裂隙征，椎体成形

和椎体后凸成形所使用的骨水泥材料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并不

适合作为椎体内裂隙的填充支架，其极易于松动甚至移位。

所以，即使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水泥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临床疗效
[7，12]

，但是术中及术后骨水泥松动移位的经常发生

却是让人们感到担忧。根据 PEH 等
[8]
报道，创伤后椎体迟发

性骨坏死的椎体成形术后骨水泥渗漏率可达 79%。HA 等
[15]

证明在治疗有椎体内裂隙征的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患者时，

椎体成形术中骨水泥的渗漏率为 75%。根据 NAKAMAE 等
[16]

研究，椎体成形治疗合并椎体内裂隙征的单节段创伤后椎体

迟发性骨坏死时有 25% 的患者术后 6 个月出现骨水泥松动。

一旦发生骨水泥移位，往往需要开放式后路、前路甚至前后

路联合翻修手术以取出移位骨水泥，重建脊柱稳定性、恢复

脊柱序列及融合。因此有部分学者使用短节段或长节段螺钉

固定联合椎体成形治疗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以避免出

现骨水泥移位，但该治疗单纯使用骨水泥存在手术创伤较大、

丢失脊柱活动度及费用较高等缺点
[7，17]

。为了避免术中或术

后出现骨水泥松动移位，作者所在课题组创新性发明了新型

骨水泥螺钉系统来联合椎体成形治疗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novel bone cement screw system in Kummell’s disease.
METHODS: Thoracolumbar vertebrae specimens of 15 fresh female adult cadavers aged over 60 years were used, and no fractures or deformities were found 
in the specimens, and all were associated with osteoporosis. The T12-L2 segments were taken, and the Kummell’s disease models were made at the L1 segment, 
and then five type bone cement repair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group A: vertebroplasty; group B: vertebroplasty combined with unilateral pediculoplasty; 
group C: vertebroplasty combined with bilateral pediculoplasty model; group D: unilateral novel bone cement screw combined with vertebroplasty model; 
group E: bilateral novel bone cement screw combined with vertebroplasty model; each group of models contained three specimens. The three-dimensional 
motions in the six directions of anterior flexion and posterior extension, left and right lateral bending, and left and right rotation were performed by the six-axis 
spine robot.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five models were well filled with bone cement, and there was no bone cement leakage or bone cement displacement. 
(2) Under the anterior flexion, posterior extension, left and right lateral bending, the bone cement stability of the groups D and E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hree models (P < 0.05). The novel bone cement screw system in the anterior flexion state had the best biomechanical stability, followed by the extension 
state. Under the left and right rotation,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the between the five groups of models (P > 0.05). There was almos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one cement stability in the six directions of motion in groups D and E (P > 0.05). (3) For Kummell’s disease, the novel bone cement screw system 
has better biomechanical stability than the current commonly used treatments, and both unilateral and bilateral novel bone cement screw systems have good 
results. 
Key words: Kummell’s disease; thoracolumbar spine;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biomechanics; injury; repair; intravertebral vacuum c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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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该文利用新鲜人体胸腰椎标本来探究该新型螺钉系统和

传统几种治疗术式的生物力学性能差别，为临床应用提供依

据。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三维稳定性生物力学实验，组间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检验及 Wilcoxon 检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21 年 4 月在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拓腾生物力学实验室完成。

1.3   材料   15 具新鲜尸体胸腰椎 (T12-L2) 标本，由西安交通大

学医学部解剖教研室提供，均为老年女性，年龄 62-77 岁，

死因不详。所有标本经大体观察无外表损坏，CT 扫描及 X 射

线片证实其骨骼均完整，未见骨发育异常及骨损伤，见图 1。

经骨密度测定，其骨密度T值均小于-2.5，符合骨质疏松标准，

见图 2。随后剔除全部肌肉，保留全部的后方韧带、关节囊、

椎间盘及所有骨性结构。实验准备阶段将标本分别放在塑料

袋中密封，存放于 -80 ℃的冰箱内，实验前提前将标本取出

在室温下逐级解冻。所有标本获取后在 1 周内进行生物力学

实验。实验方案经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批准号为 202012004。

内固定实验器械：所有内固定螺钉及上钉器械均由上海

锐植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见图 3。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

水泥 (TECRES S.P.A，Italy)、6.0 mm×45 mm 新型骨水泥螺钉

的属性，见表 1。

手术操作器械：手术刀、弯钳、手摇钻、骨刀、置入螺

钉使用的配套钻头、丝攻、持钉器等器械。

实验仪器：六轴脊柱运动试验机 (SY-03-108，上海三友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OptiTrack 系统 (Natural Point，Inc. 

USA)、宝石能谱 64 排 128 层双源 CT(SOMATOM Definition AS，
Siemens，Germany)、骨密度仪 (010-0575，Hologic，USA)。
1.4   实验方法   

1.4.1   模型制备  测试前常温下解冻，所有标本分别测量其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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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嵴”顶点法确定进钉点，用直径为 3.0 mm 的钻头沿椎弓

根的中轴与棘突成 10°-15° 角制备钉道，深度达到椎体前缘

的 80%，用探子探查钉道是否完整。使用直径为 6.0 mm 的

丝攻攻丝钉道后，再次用探子探查钉道，对侧钉道也同样操

作。然后拧入螺钉，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水泥粉剂和水剂

按照 2 ∶ 1 的比例进行混合，待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水泥呈

牙膏状即可沿双侧新型骨水泥螺钉中空钉道注入椎体裂隙。

所有标本在制作完成后立即进行 CT 检查，观察骨水泥

填充情况以及螺钉置入位置是否合适，有无损伤椎体或进入

椎管压迫脊髓，见图 5。所有标本检查后都存放于-80 ℃冷冻，

于 1 周内完成实验。

1.4.2   生物力学测试  实验包埋前将标本取出，室温逐级解冻，

将标本底座放入固定模型中间正中央，倒入适量丙烯酸改性

环氧与改性胺混合液体于底座中，等待 10 min 完全凝固后取

出即得到包埋后标本，将标本顶部以同样方法包埋，见图 6。

标本包埋后置于 -25 ℃低温冷冻保存。

所有标本的生物力学测试均在同一六轴脊柱运动试验机

上进行，均采用非破坏方式进行测试。将标本取出室温解冻

后，分别在 L1 节段椎体上骨水泥填充部位近上缘处和近下缘

处打入克氏针 1 枚，随后在克氏针顶端粘上 3 个 marker 信

号用于计算机系统捕捉信号。将标本按照分组顺序先后置于

六轴脊柱运动试验机上，从上方对标本施加 500 N 的垂直压

力以模拟上半身的质量，依次对各组标本实施加载前屈和后

伸、左右侧屈及左右轴向旋转共 6 种工况 (10 N/m)，记录几

种处理方式后椎体的三维运动度，实验后用 OptiTrack 专用

角度公式计算椎体整体偏转角度。测试过程中每隔 5 min 向

标本喷洒一次生理盐水使标本保持湿润状态，见图 7。测试

完成后拍摄 CT 图像评估螺钉及骨水泥的情况。

1.5   主要观察指标   在不同的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修复

方式下，骨水泥在前屈、后伸、左右侧屈以及左右轴向旋转

6 个方向上的偏转角度。

1.6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6.0(IBM，美国 ) 统计软件分析，

统计结果以 x-±s 的形式进行表示。采用 Kruskal-Wallis 检验对

多组实验进行总体分析，Wilcoxon 检验多重比较对各组实验

结果进行分析。以 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检验水准

α 值取双侧 0.05。文章统计学方法已经通过空军军医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吉兆华教授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各组模型骨密度检测结果   5组标本严格遵循随机分组，

其骨密度测量 T 值结果见表 2，5 组标本骨密度 T 值相近

(P=0.958)，故此次实验未受骨密度不同的干扰。

2.2   各组模型骨水泥三维活动度的比较   见表 3。

根据实验结果可以很明显发现，单侧新型骨水泥螺钉联

合椎体成形、双侧新型骨水泥螺钉联合椎体成形这两种修复

方式在前屈、后伸、左屈、右屈这 4 个方向上的骨水泥稳定

性表现要远好于其他 3 组 (P < 0.05)，这提示新型骨水泥螺钉

表 1 ｜新型骨水泥螺钉与骨水泥的属性
Table 1 ｜ Properties of novel bone cement screw and bone cement

项目 新型骨水泥螺钉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水泥

生厂厂家 上海锐植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TECRES S.P.A，Italy
批准文号 国械注准 20173464726 国械注进 20173657165
材质及组

成

TC4 钛合金 (Ti-6Al-4V) 粉体：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硫酸钡，

过氧化苯甲酰；液体：甲基丙烯酸甲

酯，N，N 二甲基对甲苯胺，对苯二

酚

规格 直径 5.0/5.5/6.0/6.5/7.0/7.5 mm
长度 30/35/40/45/50/55/60 mm

粉体 20 g，液体 9.4 g

适应证 骨质疏松症 (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

缩性骨折及合并骨质疏松症的脊

柱患者：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

症，滑脱，肿瘤，脊柱畸形等 )

骨组织及空隙填充

不良反应 骨水泥渗漏、肺栓塞等 骨水泥向椎体外组织扩散：胸椎旁间

隙静脉 ( 肺栓塞 )，硬脊膜丛 ( 脊髓

损伤，神经根损伤 )，椎间盘；骨水

泥植入综合征

体前后缘高度，根据前后缘高度计算模拟创伤后椎体迟发性

骨坏死模型所需的椎体内楔形空腔大小，随后用骨刀在 L1 节

段椎体上终板下 1/4 处截骨至椎体矢状径的 2/3 处凿出一角

度为 15° 的椎体内裂隙空腔，并用骨蜡涂抹截骨后松质骨面，

制作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模型，见图 4。随后随机分成

5 组 (n=3)，分别制作 5 组修复模型。

A 组：单纯椎体成形模型。使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水

泥粉剂和水剂按照 2 ∶ 1 的比例进行混合，聚甲基丙烯酸甲

酯骨水泥呈牙膏状直接注入楔形空腔，待骨水泥冷却即可。

B 组：椎体成形联合单侧椎弓根成形模型。采用“人字

嵴”顶点法确定进针点，用直径为 3.0 mm 的钻头沿椎弓根

的中轴与棘突成 10°-15° 角制备通道，深度达到椎体前缘的

80%，用探子探查通道是否完整。随后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骨水泥粉剂和水剂按照 2 ∶ 1 的比例进行混合，待聚甲基丙

烯酸甲酯骨水泥呈牙膏状即可注入通道，椎体成形完成后再

连续注入骨水泥直到椎弓根成形。

C 组：椎体成形联合双侧椎弓根成形模型。采用“人字

嵴”顶点法确定进针点，用直径为 3.0 mm 的钻头沿椎弓根

的中轴与棘突成 10°-15° 角制备通道，深度达到椎体前缘的

80%，用探子探查通道是否完整，对侧通道也同样操作。随

后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水泥粉剂和水剂按照 2 ∶ 1 的比例

进行混合，待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水泥呈牙膏状即可注入双

侧通道，椎体成形完成后再连续注入骨水泥直到双侧椎弓根

成形。

D 组：单侧新型骨水泥螺钉联合椎体成形模型。采用“人

字嵴”顶点法确定进钉点，用直径为 3.0 mm 的钻头沿椎弓

根的中轴与棘突成 10°-15° 角制备钉道，深度达到椎体前缘

的 80%，用探子探查钉道是否完整。使用直径为 6.0 mm 的

丝攻攻丝钉道后，再次用探子探查钉道。然后拧入螺钉，将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水泥粉剂和水剂按照 2 ∶ 1 的比例进行

混合，待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水泥呈牙膏状即可沿新型骨水

泥螺钉中空钉道注入椎体裂隙。

E 组：双侧新型骨水泥螺钉联合椎体成形模型。采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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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屈、后伸、左屈、右屈这 4个方向上能较好地稳定骨水泥。

通过对单侧新型骨水泥螺钉联合椎体成形和双侧新型骨水泥

螺钉联合椎体成形的两两组间精细对比发现，虽然两组间的

骨水泥活动度有轻微差异，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827，
P=0.827，P=0.275，P=0.827)，这提示无论采用单侧还是双侧

新型骨水泥螺钉均能取得相似的骨水泥稳定效果，并无明显

差异。而在左旋转、右旋转这 2 个运动方向上，5 组骨水泥

修复方式虽然也有一些差异，但是这 5 组之间的差异均无显

著性意义 (P=0.141，P=0.131)，这提示新型骨水泥螺钉无法

取得旋转方向上的骨水泥稳定性。

所得结果显示，新型骨水泥螺钉在前屈、后伸、左屈、

右屈这 4 个方向上的骨水泥稳定性有较大提升，且单侧新型

骨水泥螺钉和双侧新型骨水泥螺钉的骨水泥稳定性相当。同

时，在左旋转、右旋转这 2 个运动方向上，5 种修复方式的

骨水泥稳定性相当，新型骨水泥螺钉未能提供更好的骨水泥

稳定性，见图 8。
图注：上左：单纯椎体成形模型；上中：椎体成形联合单侧椎弓根成形模

型；上右：椎体成形联合双侧椎弓根成形模型；下左：单侧新型骨水泥

螺钉联合椎体成形模型；下右：双侧新型骨水泥螺钉联合椎体成形模型

图 5 ｜各组修复模型术后 CT 图像

Figure 5 ｜ Postoperative CT images in each group

图 8 ｜各组模型不同工况下的骨水泥三维活动度

Figure 8 ｜ Three-dimensional motion range of bone cement in each group 
of models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表 3 ｜各组模型骨水泥的三维活动度比较               (x-±s，n=3，°)
Table 3 ｜ Comparison of three-dimensional motion range of different 
cadaver specimen restoration methods in each group

组别 右屈 左屈 前屈 后伸 左旋 右旋

A 组 4.02±1.77ab 2.82±0.96ab 1.64±0.13ab 2.99±0.29ab 2.84±0.20 3.15±0.19
B 组 0.80±0.11ab 0.74±0.13ab 1.15±0.23ab 1.52±0.50ab 2.64±0.37 2.60±0.42
C 组 0.79±0.15ab 0.69±0.08ab 1.01±0.07ab 1.48±0.44ab 2.98±0.06 2.45±0.12
D 组 0.38±0.06 0.39±0.09 0.28±0.04 0.38±0.06 2.42±0.10 2.33±0.47
E 组 0.41±0.03 0.36±0.07 0.26±0.03 0.35±0.06 2.44±0.47 2.49±0.40

表注：A 组，椎体成形模型；B 组，椎体成形联合单侧椎弓根成形模型；C 组，椎

体成形联合双侧椎弓根成形模型；D 组，单侧新型骨水泥螺钉联合椎体成形模型；

E 组，双侧新型骨水泥螺钉联合椎体成形模型。与 D 组相比，
aP < 0.05(Wilcoxon 

检验 )；与 E 组相比，
bP < 0.05(Wilcoxon 检验 )

表 2 ｜各组模型骨密度 T 值的比较                            (n=3)
Table 2 ｜ Comparison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in each group

标本号 A 组 B 组 C 组 D 组 E 组

1 -2.76 -2.86 -2.89 -2.74 -2.77
2 -2.84 -2.78 -2.84 -2.85 -2.87
3 -2.85 -2.82 -2.79 -2.84 -2.84
平均 -2.82±0.05 -2.82±0.04 -2.84±0.05 -2.81±0.06 -2.83±0.05

P 值 0.958

表注：A 组，椎体成形模型；B 组，椎体成形联合单侧椎弓根成形模型；C 组，椎

体成形联合双侧椎弓根成形模型；D 组，单侧新型骨水泥螺钉联合椎体成形模型；

E 组，双侧新型骨水泥螺钉联合椎体成形模型

图 1 ｜术前标本 CT 图像

Figure 1 ｜ CT image of preoperative 
specimens

图 2 ｜对标本进行骨密度检测

F igure  2 ｜ Bone dens i ty 
determination of specimens

图 3 ｜实验所用新型骨水泥螺钉

Figure 3 ｜ Novel bone cement 
screw used in the experiment

图 4 ｜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模型

Figure 4 ｜ Kummell’s disease model

图 6 ｜包埋后的标本

Figure 6 ｜ Specimens 
after embedding

图 7 ｜在六轴脊柱运动试验机上实验

Figure 7 ｜ Experiments on the six-axis 
spine robot

3   讨论   Discussion
3.1   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研究的背景   骨质疏松症是影

响全球的最常见骨代谢性疾病，随着中国乃至全世界人口老

龄化的加速，该疾患甚为普遍。脊柱骨质疏松最常见的结果

即椎体压缩性骨折，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骨质疏松性椎体压

缩性骨折发病率之高令人震惊
[18-21]

。据统计，在 80 岁以上

的妇女中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发生率高达 50%，在

70-79 岁的女性中高达 25%，其中一部分患者将转归为创伤

椎体成形组 
单侧经皮椎体成形组 
双侧经皮椎体成形组 
单侧新型骨水泥螺钉联合椎体成形组 
双侧新型骨水泥螺钉联合椎体成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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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因此，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的罹

患人群也随着人口老龄化而进一步增多。

3.2   椎体成形治疗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存在的问题   对

于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的治疗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争

议。起初人们试图通过保守治疗来解决问题，比如卧床休息、

使用止痛药进行疼痛管理、使用双膦酸盐和激素等药物来稳定

和恢复骨密度，以及使用支具固定来增加椎体的稳定性
[22]
，

但是临床情况显示更多的患者保守治疗无效，反而拖延病情

至严重症状出现
[18]
。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选择放弃保守治疗

转而进行手术治疗。随着脊柱外科微创手术的发展，目前使

用椎体成形治疗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已经成为主要手术

方法
[7-13]

。椎体成形也不负众望的取得了不错的疗效，主要

表现在术后患者的疼痛得到了极大地改善
[21-23]

，但是椎体成

形对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的治疗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极大

的缺陷，尤其是对于伴有椎体内裂隙症的严重创伤后椎体迟

发性骨坏死，极易产生严重的术后并发症，主要是产生术中

或者术后的骨水泥松动移位
[7，20，24]

。相较于没有出现骨水泥

松动的患者，术后出现骨水泥松动的患者往往会有更严重的

背痛
[7]
，严重者可发展至骨水泥移位。为了减少骨水泥松动

移位，许多学者想尽办法，提出使用骨水泥增强的经皮短节

段椎弓根螺钉固定，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5-27]

。TANG 等
[28]

还提出使用多节段骨水泥增强椎弓根螺钉以更好地避免术后

并发症。WANG 等
[29]

还提出使用机器人辅助进行椎体成形联

合椎弓根成形手术治疗单节段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取

得了一定效果。但是目前来看，国内外尚无避免单纯椎体成

形治疗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后骨水泥移位的有效方法。

3.3   新型骨水泥螺钉的研发   基于对骨水泥移位原因的分析，

作者所在课题组创新性地发明了一种新型骨水泥螺钉系统，

该系统将骨水泥螺钉靶向置入后，可以通过螺钉的中空管道

结构注入骨水泥。在注射骨水泥时，骨水泥将通过螺钉前端

的侧孔缓慢释放并彻底填充椎体内裂隙，骨水泥与螺钉连接

为一体；同时螺钉又位于椎体内，这样骨水泥螺钉作为“桥

梁”将骨水泥与周围骨组织链接在一起，甚至连接了椎弓根

这处骨质最坚强的部分，使得二者链接的更为紧密，同时骨

水泥也不易出现松动、移位，这是该新型骨水泥螺钉系统的

最重要的创新点。为了验证新型骨水泥螺钉系统链接骨水泥

的稳定性，先前已经进行了三维有限元分析和羊脊柱标本的

三维生物力学稳定性实验。前期实验结果表明，新型骨水泥

螺钉系统在前屈、后伸和左右侧屈这 4 个方向上能够显著提

升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术后的骨水泥稳定性，这也符合

预期成果。但前期实验毕竟是仅限于有限元分析和动物脊柱

标本的实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故此次实验采用人体标本

进行相关实验研究，旨在探究新型骨水泥螺钉系统在人体组

织的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模型中是否具备同样效果，并

为未来临床应用提供指导意义。

3.4   新型骨水泥螺钉的屈伸稳定性   此次三维稳定性生物力

学实验表明，新型骨水泥螺钉模型的骨水泥较其他组标本有

较好的屈伸生物力学稳定性，其中单、双侧新型骨水泥螺钉

联合椎体成形组的骨水泥在前屈、后伸这 2 个方向上的稳定

性均优于其他 3 组 (P < 0.05)。这表明在这两种运动状态下，

新型骨水泥螺钉能够起到极佳的固定骨水泥作用，使骨水泥

的活动度更小、稳定性更强。新型骨水泥螺钉系统正如设计

所设想的一样，可以通过骨水泥的中空管道结构和螺钉前端

侧孔紧密的将骨水泥、螺钉和周围骨组织链接为一体，从而

达到防止骨水泥松动移位的作用。

3.5   新型骨水泥螺钉的侧屈稳定性   仿上法对新型骨水泥螺

钉模型的骨水泥侧屈生物力学稳定性与其他组标本进行比

较，发现在侧屈稳定性方面新型骨水泥螺钉依然具有显著优

势。单、双侧新型骨水泥螺钉联合椎体成形组的骨水泥在左

右侧屈方向上的稳定性均优于其他 3 组 (P < 0.05)，这表明在

这两种运动状态下，新型骨水泥螺钉能够较好地固定骨水泥，

起到稳定骨水泥、防止骨水泥出现侧向松动移位甚至压迫脊

髓的术后并发症。在左右侧屈这两种运动情况下，新型骨水

泥螺钉的特殊结构也能为骨水泥提供链接效果，从而防止骨

水泥松动移位。

3.6   新型骨水泥螺钉的轴向旋转稳定性   与前期实验结果一

致的是，在左右旋转这两项研究中，各组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P=0.141，P=0.131)，这再次表明了该新型骨水泥螺钉只能改

善前屈、后伸、左屈、右屈这 4 个方向上的骨水泥稳定性，

并不能改善左右旋转的骨水泥稳定性，这是新型骨水泥螺钉

的一个不足之处。

3.7   单双侧新型骨水泥螺钉的性能比较   在两组骨水泥螺钉

组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在前屈、后伸、左屈、右屈这 4 个方

向上，单侧新型骨水泥螺钉联合椎体成形术组和双侧新型骨

水泥螺钉联合椎体成形术组之间的骨水泥活动度并无明显的

差异 (P=0.827，P=0.827，P=0.275，P=0.827)。CHEN 等
[30]

曾

对单、双侧的椎体成形进行过对比，结论为与双侧相比，单

侧椎体成形可以获得相同的临床结果。此次实验也表明，新

型骨水泥螺钉置入单钉或是双钉所获得的结果几乎一致，并

无显著差异，这对临床治疗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此次实验很好地证实了新型骨水泥螺钉在人体组织上也

能很好地固定骨水泥。所用标本为有骨质疏松的老年女性尸

体标本，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死患者

的骨质，起到更为贴合临床患者情况的作用，进而较为理想

地反映新型骨水泥螺钉的骨水泥稳定效果。实验结果再次表

明，新型骨水泥螺钉系统在前屈、后伸、左屈、右屈这 4 个

方向上，提供了较常规使用的椎体后凸成形、椎体成形更为

优秀的骨水泥稳定性，这为后期临床使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

据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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