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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矢状面相关因素分析

袁海波 1，2，李东亚 2，潘  彬 2，管  凯 1，2，陈  风 1，2，袁  峰 2，吴继彬 2

文题释义：

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一般指发生在L1-L4节段的腰椎间盘突出，发病率远低于常规L4-S1节段，且症状和体征相对不明显，误诊或漏诊可能

较大。

矢状面参数：脊柱-骨盆矢状面参数在腰椎正侧位片上可见骨盆倾斜角、骨盆入射角、骶骨倾斜角、腰椎前凸角、胸腰椎后凸角，另外包

含局部的楔形椎骨角度。

摘要

背景：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相比于常见节段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少见，但是高位椎管内结构复杂，因而临床表现常较严重且变化多样，分析

相关影像学参数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疾病特点，为早期诊疗及患者术后预防复发提供思路。

目的：分析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矢状面相关影像学参数特点，探讨不同参数对于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病的可能影响。

方法：收集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住院治疗的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46例作为观察组，其中L1-L2节段椎间盘突出9例，L2-L3节段10例，

L3-L4节段27例。按照1∶1比例选取同时期因L4-L5节段腰椎间盘突出症就诊的46例患者为对照组。在站立位腰椎正侧位X射线片上测量两组

患者的矢状面影像学参数，包括骨盆倾斜角、骨盆入射角、骶骨倾斜角、腰椎前凸角、胸腰椎后凸角、楔形椎骨角度。使用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判断上述参数与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病的相关性，对有意义的结果进一步纳入ROC曲线分析危险因素的影响效应。

结果与结论：①观察组患者的骨盆倾斜角、骨盆入射角、骶骨倾斜角、腰椎前凸角明显小于对照组(P < 0.05)；而观察组的胸腰椎后凸角、

楔形椎骨角度均大于对照组(P < 0.05)。②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胸腰椎后凸角过大(OR=1.963，95%CI：1.341-2.874，P=0.001)以及楔

形椎骨角度较大(OR=1.635，95%CI：1.069-2.499，P=0.023)影响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而骨盆倾斜角、骨盆入射角、骶骨倾斜角、

腰椎前凸角等指标在两组之间的差异虽然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并不能作为独立的危险因素。③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胸腰椎后凸角、楔

形椎骨角度对于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生具有一定预警意义，两者的截断值分别为10.45°，6.45°。④结果表明，腰椎正侧位片可以较好

地评估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矢状位相关参数，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骨盆倾斜角、骨盆入射角、骶骨倾斜角、腰椎前凸角明显低

于常规节段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且腰椎生理曲度减小或消失，整体呈现出较为平直的状态。而胸腰椎后凸角、楔形椎骨角度则相对较

高，并且胸腰椎后凸角 > 10.45°、楔形椎骨角度 > 6.45°是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高危警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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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矢状面相关影像学参数特点

研究对象：

◆ 观 察 组：L1-L2、L2-

L3、L3-L4 节段高位腰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 46 例；

◆对照组：L4-L5 常规节

段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46 例。

与常规节段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比较：

◆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骨盆倾斜角、

骨盆入射角、骶骨倾斜角、腰椎前凸角明显

降低；

◆腰椎生理曲度减小或消失，整体呈现较为

平直的状态；

◆胸腰椎后凸角、楔形椎骨角度相对较高；

◆胸腰椎后凸角 > 10.45°、楔形椎骨角度 > 
6.45° 是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的高危警戒值。

腰椎 X 射线片矢状面

参数：骨盆倾斜角、

骨盆入射角、骶骨倾

斜角、腰椎前凸角，

胸腰椎后凸角

椎体楔形病变和楔形

椎骨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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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 (uppe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ULDH) 一般指发生在 L1-L2、L2-L3、L3-L4 节段的相关病变
[1-2]

，

也有学者认为仅包含 L1-L2 和 L2-L3 节段，这 2 个节段的腰椎

间盘突出在临床症状、体征、手术疗效等方面与其余节段的

突出有明显差异
[3-4]

。相关研究显示 L1-L4 节段椎间盘突出发

生的比例占所有腰椎间盘突出的 5%-10%[5]
，可见该病显著

低于常规低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率，并且相关发病机制

和病因也不清晰，由于症状和体征复杂多变导致该病容易被

误诊或漏诊，需要引起临床工作中的重视。

脊柱结构和形态是整体生物力学的基础，平衡状态下的

身体形态具有不同特点，因此，通过对相关参数的研究有助

于更好地认识脊柱退变与椎间盘突出的发病。近些年有研究

通过拍摄站立位全脊柱正侧位 X 射线片对高位腰椎间盘突出

症患者的脊柱 - 骨盆矢状面参数进行分析，发现高位腰椎间

盘突出症患者相关数据相较于低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存在

明显差异
[6]
，也有学者注意到局部椎体的终板凹陷和角度变

化在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中更为常见，并且与椎间盘的变性

呈现出正相关
[7]
。该研究以常规站立位腰椎正侧位片为基础，

将腰椎整体与局部影像学参数相结合分析，总结高位腰椎间

盘突出症的矢状面特点以及探讨不同参数对于高位腰椎间盘

突出症发病的可能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使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评价相关参数的影响效果，进一步使用 ROC

曲线分析诊断价值。

1.2   时间及地点   2019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在徐州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脊柱外科完成。

1.3   对象   选择 2019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徐州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脊柱外科收治并行手术治疗的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

者作为观察组，按照 1 ∶ 1 比例选取同时期因 L4-L5 节段腰

椎间盘突出症就诊的患者作为对照组。

纳入标准：①患者年龄大于 18 岁；② L1-L2、L2-L3、

L3-L4 单节段高位腰椎间盘突出；③经评估符合手术指征 ( 腹

股沟区、大腿前侧、小腿及足内侧疼痛麻木症状，可伴有腰

背痛；马尾神经损伤表现、直肠和膀胱功能障碍、肌力减退；

严格非手术治疗 3 个月以上仍严重影响工作生活等 )；④术

前有完整的站立位腰椎正侧位 X 射线片、腰椎 MRI 等相关影

像学资料。

排除标准：①既往有脊柱创伤史、手术史；②多个节段

的腰椎间盘突出；③合并有其他脊柱疾病 (如腰椎滑脱、感染、

肿瘤、侧凸及后凸畸形、椎管狭窄等 )。

最终筛选出符合标准的观察组、对照组患者各 46 例。

其中观察组男性 28 例，女性 18 例；年龄 27-71 岁；病变累

及节段：L1-L2 节段 9 例，L2-L3 节段 10 例，L3-L4 节段 27 例。

对照组男性 22 例，女性 24 例；年龄 30-75 岁；均为 L4-L5

节段椎间盘突出。所有患者本人和家属对相关研究知情同意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该临床研究的实施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和徐州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对研究的相关伦理要求。实施手术的医生、医疗

机构符合开放手术及经皮椎间孔镜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资质要求。

Abstract
BACKGROUND: Compared with the common seg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uppe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is rare, but the structure of the high spinal canal 
is complex, so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re often serious and varied. Analysis of related imaging parameters can provid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 ideas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postoperative prevention of recurrence.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agittal imaging parameters in patients with uppe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nd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arameters on the incidence of uppe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46 uppe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patients hospitalized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2 were col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cluding 9 cases of disc herniation at the L1-L2 level, 10 cases at the L2-L3 level, and 27 cases at the L3-L4 level. According to the 1 ∶ 1 ratio, 46 patients with 
L4-L5 lumbar disc herniatio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Sagittal imaging parameter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measured on the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lumbar X-ray films in standing position, including: pelvic tilt, pelvic incidence, sacral slope, lumbar lordosis, thoracolumbar kyphosis, 
and wedging angle of the vertebra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bove parameters and the 
incidence of uppe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risk factors for meaningful result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Pelvic tilt, pelvic incidence, sacral slope, and lumbar lordosi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oracolumbar kyphosis and wedging angle of the vertebra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arg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2)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 thoracolumbar kyphosis (OR=1.963, 95%CI:1.341-2.874, P=0.001) and high wedging 
angle of the vertebrae (OR=1.635, 95%CI:1.069-2.499, P=0.023) affected the incidence of uppe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lthough the differences of pelvic tilt, 
pelvic incidence, sacral slope, lumbar lordosis and other indica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y could not be used as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3)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oracolumbar kyphosis and wedging angle of the vertebrae had certain war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occurrence of uppe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nd the cutoff values of thoracolumbar kyphosis and wedging angle of the vertebrae were 
10.45° and 6.45°, respectively. (4)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lumbar radiography can better evaluate the sagittal related parameters 
in patients with uppe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The pelvic tilt, pelvic incidence, sacral slope, and lumbar lordosis of patients with uppe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patients with conventional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nd the physiological curvature of the lumbar spine decreases or 
disappears, presenting a relatively straight state as a whole. Thoracolumbar kyphosis and wedging angle of the vertebrae are relatively high, and thoracolumbar 
kyphosis > 10.45° and wedging angle of the vertebrae > 6.45° are the high-risk alert values of uppe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Key words: uppe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sagittal parameter of spine and pelvis; wedge angle of vertebrae; imaging finding; anatomical risk facto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Funding: Xuzhou 2021 Special Fund to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o. KC21177 (to PB); Key Clinical Specialty Fund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Hospital - 2019 Medical New Technology Fund, No. 2019301024 (to WJB, YF)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YUAN HB, LI DY, PAN B, GUAN K, CHEN F, YUAN F, WU JB. Sagittal related factors of uppe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3;27(31):4984-4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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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方法   所有影像学指标均在站立位脊柱正侧位 X 射线片

( 包含双侧股骨头 ) 上测量脊柱矢状面参数、骨盆参数及腰

椎楔形椎骨角度参数。由同一名研究人员对两组的上述矢状

面脊柱 - 骨盆参数及腰椎楔形椎骨角度参数进行 2 次测量，

以 2 次测量结果的均值表示。

1.5   主要观察指标   

1.5.1   脊柱 - 骨盆矢状面参数   ①骨盆倾斜角 (pelvic tilt，
PT)：S1 终板中点连线股骨头中心点和水平垂线的夹角。②

骨盆入射角 (pelvic incidence，PI)：S1 终板中点连线股骨头中

心点和 S1 上终板垂线的夹角。③骶骨倾斜角 (sacral slope，
SS)：S1 上终板切线和水平线的夹角。④腰椎前凸角 (lumbar 

lordosis，LL)：L1 上终板切线和 S1 上终板切线的夹角。⑤胸

腰椎后凸角 (thoracolumbar kyphosis，TLK)：T10 上终板切线

与 L2 下终板切线的夹角。

1.5.2   脊柱 -骨盆矢状面整体形态分型   结合上述影像学测量

角度，通过 Roussouly 法对各个患者的脊柱矢状面形态分型
[8]
。

Ⅰ型：骶骨倾斜角 < 35°，前凸顶点位于 L5 中点，腰弯较小趋

于水平，胸腰椎后凸较长而腰椎前凸较短，整体曲线不协调；

Ⅱ型：骶骨倾斜角 < 35°，前凸顶点位于 L4，腰弯很小趋于水

平，胸弯后凸和腰弯前凸的曲度均偏小，整体曲线协调且平直；

Ⅲ型：35° < 骶骨倾斜角 < 45°，前凸顶点位于 L4，胸椎后凸

和腰椎前凸的曲线长度几乎相等，整体曲线协调；Ⅳ型：骶

骨倾斜角 > 45°，前凸顶点位于 L3 或更高位的椎体，胸弯偏大，

胸椎后凸较短且较大，腰椎前凸较长，整体曲线协调。

1.5.3   楔形椎骨角度 (Wedging angle of the vertebrae，WAV)   

椎体形状是决定脊柱结构的重要因素，在临床诊治中，作者

发现多数症状性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均存在邻近椎体的

楔形变。观察组中，测量突出的腰椎间盘相邻节段椎体上终

板切线和下终板切线之间形成的较大角度
[9]
。对照组中，在

患者的 L1-L4 处分别测量每个椎体的楔形椎骨角度，并选择

最大的角度进行研究。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以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
检验。将测量的脊柱 - 骨盆矢状位

参数和楔形椎骨角度等影像学参数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对结果为危险因素的指标进一步使用 ROC 曲线分析相

关诊断价值。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文章统计学方

法已经通过徐州医科大学生物统计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根据纳入、排除标准选取获得完整资

料的病例，共有 92 例患者入选试验，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

46 例，均进入结果分析。

2.2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

质量指数等相关数据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1。

2.3   试验分组流程    见图 1。

2.4   影像学测量结果   两组患者的脊柱 - 骨盆矢状位参数及

楔形椎骨角度见图 2，图 3 和表 2，观察组患者的骨盆倾斜角、

骨盆入射角、骶骨倾斜角、腰椎前凸角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 < 0.05)，而胸腰椎后凸角、楔形椎骨角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05)。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Table 1 ｜ Comparison of general condi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指标 对照组 (n=46) 观察组 (n=46) χ 2/t 值 P 值

性别 (n) 男 22 28 1.577 0.209
女 24 18

年龄 (x-±s，岁 ) 58.39±13.87 55.30±15.84 0.994 0.323
体质量指数 (x-±s，kg/m2) 24.65±3.72 25.58±3.15 1.407 0.163

图 1 ｜试验分组流程图

Figure 1 ｜ Flow chart of patient assignment

筛选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以及最终获得完整随访资料的患者

因腰椎间盘突出症来住院的患者

对照组：L4-5 节段低位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 46 例

观察组：L1-4 节段高位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 46 例

收集资料和数据，并进行统计与分析

→

表 2 ｜两组患者的相关影像学参数对比                (x-±s，n=46，°)
Table 2 ｜ Comparison of imaging paramete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参数 对照组 观察组 t 值 P 值

骨盆倾斜角 18.54±3.41 15.92±5.15 2.876 0.005
骨盆入射角 48.63±7.36 41.82±7.65 4.347 0.000
骶骨倾斜角 30.17±7.05 26.07±6.90 2.824 0.006
腰椎前凸角 38.93±7.14 33.94±9.67 2.818 0.006
胸腰椎后凸角 7.47±3.35 17.29±4.74 -11.466 0.000
楔形椎骨角度 3.40±2.14 8.40±5.76 -5.997 0.000

图注：图 A，C 为 L2-L3 椎间盘突出

矢状面、横断面 MRI；B，D 为 L3-L4

椎间盘突出矢状面、横断面 MRI
图 2 ｜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 MRI
Figure 2 ｜ MRI of uppe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 B C

D

图注：图 A 为脊柱 -骨盆矢状面参数，

骨盆倾斜角为 13.7°、骨盆入射角为

43.2°、骶骨倾斜角为 29.7°、腰椎前凸

角为 35.8°；B 为脊柱 - 骨盆矢状位参

数，腰椎前凸角为 37.8°、胸腰椎后凸

角为 18.2°；C 为楔形椎骨角度为 10.5°

图 3 ｜站立位腰椎正侧位 X 射线片相关参数的测量

Figure 3 ｜ Measurement of relative parameters of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lumbar X-ray films in standing position

A B C

将测量的相关参数纳入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见表3，

结果发现胸腰椎后凸角过大 (OR=1.963，95% CI：1.341-2.874，
P=0.001) 以及椎体楔形角度较大 (OR=1.635，95% CI：1.069-
2.499，P=0.023) 对于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病的影响具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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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说明这 2 项角度增加将提高发生高位腰椎间盘突

出症的风险。而骨盆倾斜角、骨盆入射角、骶骨倾斜角、腰

椎前凸角等指标在两组之间的差异虽然有统计学意义，但是

并不能作为独立的风险因素。

的形态、对比不同手术方式的疗效等多方面阐述了 L3-L4 节

段腰椎的特点与 L1-L3 节段更加接近，因而将 L3-L4 节段归为

高位突出
[1-2]

。课题组在临床实践中，从发病率、临床表现、

解剖特点、影像学检查、手术评估等不同角度发现 L3-L4 节

段与 L4-L5、L5-S1 存在较大差异，另外，前期尝试将 L3-L4 节

段的脊柱 - 骨盆矢状面参数与 L1-L3 节段做对比，结果显示

两者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综上，课题组更倾向于将高

位腰椎间盘突出定义为 L1-L4 各个节段的病变。关于高位腰

椎间盘突出症的研究，有作者以患者的脊柱 - 骨盆矢状位全

长片作为方向分析脊柱整体力学的特点
[10-13]

，但是这些研究

所拍摄的脊柱全长片并不作为常规术前检查项目，相对增加

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与研究成本。也有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到局

部椎体的形态特点，在对日常诊疗的回顾总结时注意到高位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腰椎存在不少楔形病变的椎体，并且经

过进一步验证发现楔形椎骨角度的大小可能与高位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发病存在相关性
[14-15]

。2015 年 XU 等
[16]

研究指出

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突出节段邻近椎体存在楔形变，

78.8%(26/33) 的患者存在这一特征，所有楔形变椎体在突出

节段以上，作者推测由于椎体楔形变所产生的剪切力以及压

力可能加速高位腰椎节段邻近椎间盘的退变。李松等
[13]

研

究发现 82.8%(24/29) 的患者椎间盘突出节段邻近椎体存在楔

形变现象，楔形变椎体均存在于突出节段近端，进一步验证

了 XU 等
[16]

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没有将脊柱 - 骨盆矢状位

相关参数均纳入多因素回归分析，阐述这些参数对高位腰椎

间盘突出症发病的影响程度。有文献指出使用局部 X 射线片

测量脊柱 - 骨盆参数相比于全脊柱 X 射线片的结果更可靠，

特别是骨盆倾斜角、骨盆入射角、骶骨倾斜角这些范围相对

较小的参数
[17]
。不难理解，脊柱全长片在描述整体形态方面

具有优势，然而在大范围的影像片上对局部参数测量得出的

结果可能有不足。因此该研究尝试以相对便捷、经济的站立

位腰椎正侧位 X 射线片为基础，尽可能完善矢状位相关数据

并纳入分析过程中，结果显示局部 X 射线片具备良好的可行

性和数据评估作用。

近年来，脊柱 - 骨盆矢状面参数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判

断脊柱整体形态与骨盆角度变化，既往有不少针对常规节段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影像学研究，但是高位腰椎间盘突出

症的发病部位不典型，相关参数也存在明显差异。骨盆入射

角是描述骨盆形态相对固定的参数，它反映了股骨头与骶骨

的解剖位置联系，虽然不同个体之间有差异，但在成年之后

一般保持相对稳定，也不容易受到姿势及各种主观因素的影 

响
[18]
。低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骨盆入射角与正常人群相

比多呈现偏大或相似的情况。有学者观察了 30 例 L4-S1 节段

突出的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与 40 例正常青少年人群

的数据，发现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组与正常人群的骨盆入

射角值不存在明显差异
[19]
。WANG 等

[20]
分析了 87 例 70 岁

以上的高龄腰椎退行性疾病患者与 80 名年龄接近的正常人

群，发现病例组的骨盆入射角显著高于正常人群。在该研究

表 5 ｜两组患者的 Roussouly 分型                             (n/%)
Table 5 ｜ Roussouly classification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Roussouly 分型 对照组 (n=46) 观察组 (n=46)

Ⅰ型   11/23.9 19/41.3
Ⅱ型        16/34.8 21/45.7
Ⅲ型 17/37.0 3/6.5
Ⅳ型 2/4.3 3/6.5

表 3 ｜相关影像学参数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3 ｜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lated imaging 
parameters

参数 B 值 Wald P 值 OR 值 95% CI

骨盆倾斜角 -0.074 0.015 0.904 0.929 0.281-3.073
骨盆入射角 0.075 0.015 0.903 1.078 0.324-3.587
骶骨倾斜角 -0.269 0.196 0.658 0.764 0.233-2.510
腰椎前凸角 0.044 0.327 0.567 1.045 0.899-1.214
胸腰椎后凸角 0.675 12.038 0.001 1.963 1.341-2.874
楔形椎骨角度 0.491 5.146 0.023 1.635 1.069-2.499

表 4 ｜ ROC 曲线相关参数分析
Table 4 ｜ Analysis of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elated 
parameters

参数 AUC 敏感度 特异性 截断值 P 值

胸腰椎后凸角 0.958 0.957 0.848 10.45 0.000
楔形椎骨角度 0.809 0.522 0.935 6.45 0.000

图 4 ｜将胸腰椎后凸角、楔形

椎骨角度纳入 ROC 曲线分析

Figure 4 ｜ Thoracolumbar 
kyphosis and wedging 
angle of the vertebrae were 
included in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胸腰椎后凸角
楔形变角度
参考线

曲线来源

敏
感
度

1-特异性

ROC 曲线

0            0.2           0.4          0.6          0.8           1.0

1.0

0.8

0.6

0.4

0.2

0

从上述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胸腰椎后

凸角和楔形椎骨角度是影响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病的独立

危险因素，进一步使用 ROC 曲线来分析其诊断价值，见图 4。

这两项参数建立的 ROC 曲线模型良好，从曲线下面积和截断

值可以看出，相比于局部参数楔形椎骨角度，整体参数胸腰

椎后凸角的诊断价值更优，见表 4。结合影像学测量角度并

通过 Roussouly 法对各个患者的脊柱矢状面形态分型结果见

表 5。

3   讨论   Discussion
3.1   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矢状面相关参数特点   目前对于

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的定义尚不明确，L1-L3 和 L1-L4 是 2 个主

流的观点，有学者通过测量 L1-L4 节段多裂肌的面积、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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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组患者的骨盆入射角值与常规节段

组相比明显较低，表现为垂直骨盆和水平化的骶骨平台，从

Roussouly 分型来看，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组Ⅰ型所占的比例

较高，股骨头处于 S1 的下方，缺少一定的旋后能力，患者无

法通过骨盆的改变来代偿矢状面失衡，相应的骶骨倾斜角同样

呈现出减小的趋势
[21-24]

。一般情况下，骨盆入射角值近似等于

骨盆倾斜角与骶骨倾斜角之和，当股骨头位于骶骨下方时，骨

盆倾斜角值相对也较小
[25]
，因而骨盆倾斜角值与上述两者的

变化趋势相同。相关研究发现骨盆参数与脊柱参数之间相互影

响，腰椎前凸角是唯一与所有其他参数相关的参数，表明腰椎

前凸角是脊柱 -骨盆矢状面平衡的核心参数，并且腰椎前凸角

与骶骨倾斜角存在显著正相关
[26]
，该研究中高位腰椎间盘突

出症组的骨盆倾斜角、骨盆入射角、骶骨倾斜角、腰椎前凸角

均小于低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组，也验证了上述观点。

3.2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与 ROC 曲线的分析   以上对于

脊柱 - 骨盆矢状面相关参数的分析可以看出高位腰椎间盘突

出症组与低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组之间存在差异性，然而在进

一步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后发现这些数据并不能作

为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作者认为高位

腰椎间盘突出症病变节段特殊，临床特征也不同于常规节段，

患者为缓解疼痛、麻木等症状做出适应性改变和保护性体位

时可能会引起这些参数变化，但代偿变化有一定的限度；另

一方面，患者自身可能在早期已经存在这些特殊的形态，例

如骨盆入射角值的降低表现为骶骨趋向于水平，腰椎前凸角

减小使整个腰椎曲度变直，在后期不断积累的过程中，这些

因素对高位腰椎退变及椎间盘受力不均匀具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但是并不表现出明显的始动影响。胸腰椎后凸角和楔形

椎骨角度是位于胸腰弯曲交界处的 2 项参数，该处的力学改

变最为明显，一旦患者存在较大的胸腰椎后凸角，原本相对

平滑的胸腰椎过度被破坏，局部脊柱力线压力前移和背部牵

引力增加，椎间盘纤维环在前后方受到的压力与张力会发生

显著的不均衡增加。而椎体发生楔形改变之后对相邻的椎间

盘造成较大的剪切力，这两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加速了

高位腰椎间盘的退变，从而导致椎间盘突出或术后复发。相

关研究显示，身体处于不同姿势时椎间盘受力也会改变，屈

曲时椎间盘内压力最高，且相应的剪切力和纤维应变都位于

后外侧
[27-29]

，这与该研究中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胸腰椎

后凸角度较大相对应。同时，椎体终板隐性骨折及凹度变化

使得相邻椎间盘产生异常的应力分布，增加了内部破坏和退

变的风险
[30-32]

。该研究中椎骨的楔形角度变化也验证了此观

点，因而这 2 项参数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呈现出明

显的独立危险因素。

作者发现，患者纳入人群中有 71-75 岁人群，高龄人群

普遍存在骨质疏松，椎体多出现楔形变。因此不难理解高龄

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椎体和椎间盘的楔形变对变大的

胸椎及胸腰段后凸角的组成影响很大。对于高龄高位腰椎间

盘突出症患者的治疗，加强肌肉锻炼，改善肌肉质量、延缓

肌肉退变和脂肪浸润、抗骨质疏松从而改善整体矢状面的平

衡可能是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而不只是严格要求腰椎前凸

角度的矫正。除此之外，尽量选择对脊椎旁肌损伤较小的治

疗方案，结合患者的术式及术后恢复情况制订适合的腰背肌

肉康复治疗方案，进一步保证术后效果，提高患者术后生活

质量。在手术指征允许、术后效果预计得到保证的前提下，

微创手术的运用将会极大减小椎旁肌肉的损伤，提高高龄高

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手术体验。

通过多因素回归分析得出胸腰椎后凸角和楔形椎骨是影

响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使用 ROC 曲线

再次分析这两者的具体影响效应。两个参数建立的模型效应

良好，曲线下面积处于 0.7-0.9 之间，表明对高位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诊断价值较好。该研究中胸腰椎后凸角、楔形椎骨

角度的截断值分别是 10.45°，6.45°，并且胸腰椎后凸角的敏

感度相对较高，这与 WANG 等
[9]
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作者分析可能是因为以下原因：一方面，该研究中高位腰椎

间盘突出症的定义包含了 L1-L4 节段，与上文中的 L1-L3 节段

定义不同，因而表现出来的影像学参数也有区别；另一方面，

纳入研究的病例数、患者的年龄、体质量指数等基数不一致，

选择测量的软件和人员也会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最

终的结果均显示胸腰椎后凸角、楔形椎骨角度对高位腰椎间

盘突出症发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该研究以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腰椎正

侧位片为基础，通过测量脊柱 - 骨盆矢状位参数、椎体楔形

病变角度等影像学数据，发现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骨

盆倾斜角、骨盆入射角、骶骨倾斜角、腰椎前凸角较常规的

低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组较低，而胸腰椎后凸角、楔形椎骨角

度高于低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组，经过多因素回归分析后筛选

出胸腰椎后凸角、楔形椎骨角度是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病

的独立危险因素，再进一步纳入 ROC 曲线验证这两项参数的

预测价值良好。上述结果提示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具有

独特的矢状位参数，在经过治疗后要注意日常防护，必要时

指导合适的功能锻炼，增强腰背肌肉力量以降低再复发的可

能，同时在临床诊疗中对门诊常规筛查的人群可根据腰椎正

侧位片提供一定的风险参考与指导。然而，该研究关注的重

点是探讨高位与低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对于正常人群

的研究没有涉及，同时在研究时间内总的病例数有限，今后

可尝试选取部分无腰椎疾病的人群作为对照，并扩大研究的

范围，增加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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