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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检查发现椎间盘切除后的早期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

游正秋，张中卒，王群波

文题释义：

腰椎间盘切除手术：是指通过手术方式直接摘除突出的髓核组织，扩大神经根管以解除压迫，达到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目的，手术方式

包括微创手术和传统开放手术。

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是椎间盘手术区域出现的囊性病变，压迫神经根后常导致术前症状复发甚至加重，其形态和影像学表现与椎间盘

囊肿类似，均为椎间盘表面形成的囊性肿块。

摘要

背景：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是椎间盘手术区域出现的囊性病变，一般在患者术后早期进行MRI检查时发现，目前关于其临床特点和

发病机制的资料不足，其治疗方法仍存在争议。

目的：探讨椎间盘切除后并发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的临床特点、发病机制和治疗策略。

方法：纳入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行椎间盘切除后并发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患者7例，男5例，女2例，年

龄35-60岁，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特点与治疗方法。

结果与结论：①7例患者中，5例行经皮内镜腰椎间盘切除手术，2例行显微内镜椎间盘切除手术，术后患者腰腿痛症状均得到明显缓解。

但术后症状均再次发作，术后MRI发现原手术区域T1加权像低信号，T2加权像呈高信号，并与椎间盘内相通，确诊为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

肿，MRI发现平均时间为椎间盘切除后32 d；②对于7例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患者，4例给予止痛消肿、卧床休息等对症处理，1例行经

皮内镜腰椎间盘切除手术，2例行显微内镜椎间盘切除手术，患者术后腰腿疼痛症状均得到明显缓解；术后1个月随访，MRI示原假性囊肿

明显缩小；③结果提示，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常见于椎间盘切除后早期，MRI可作为首选检查，当保守治疗无效时可行介入或者手术治

疗，预后均较好。

关键词：腰椎术后；椎间盘囊肿；术后椎间盘假性囊肿；经皮椎间孔镜；椎间盘镜；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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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Postoperative symptomatic intervertebral disc pseudocyst is a cystic lesion in the area of intervertebral disc surgery. It is usually found in 
patients undergoing MRI examination in the early postoperative period. At present, there is insufficient data on it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ogenesis, and 
its treatment method is still controversi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strategy of symptomatic intervertebral disc pseudocyst after discectomy.
METHODS:  Seven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intervertebral disc pseudocysts after intervertebral discectomy in the Yongchu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9 to September 2021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re were 5 males and 2 females, at the age of 35-60 years. Clinical 
features and treatm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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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是在 2009 年由 YOUNG 等

[1] 

首次报道，定义为椎管内硬膜外的囊性病变，囊腔和相应手

术节段椎间盘相通，压迫神经根导致术前症状的复发甚至更

严重的症状。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是椎间盘手术区域

出现的囊性病变，一般在术后早期进行 MRI 检查时发现，表

现为原纤维环手术区域、突出纤维环表面，甚至突入椎间孔

或椎管的 T2 加权像高信号、T1 加权像低信号影。不同于一

般的椎间盘囊肿
[2]
，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的形成时间

较短，常在术后约 1 个月发生，增强 MRI 可显示不完整的

环形强化区，手术切除也可发现其不完整的囊壁结构。目前

关于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临床特点和发病机制的资料

不足，其治疗方法仍存在争议。该文回顾分析了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永川医院腰椎术后并发椎间盘假性囊肿病例的临床特

点、影像学表现及其不同治疗方法，并阅读相关国内外文献，

探讨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的临床病理特征、发病机制

和治疗策略。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病例分析。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21 年 9-11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永川医院骨科完成。

1.3   对象  选择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9 月期间在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永川医院行腰椎手术后患者，对腰椎术后出现复发

性神经根病的患者进行 MRI 检查，其中 7 例患者被纳入此次

研究。7 例患者中，男 5 例，女 2 例，年龄 35-60 岁。患者

对研究均知情同意。

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的诊断：患者有腰椎间盘切除术

手术病史；出现术前症状的复发，甚至更严重的症状；MRI
表现为原手术区域出现突出纤维环表面、甚至突入椎间孔或

椎管的 T2 加权像高信号、T1 加权像低信号囊状影。

纳入标准：患者为单纯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行腰椎间盘微创手术 ( 椎间孔镜或者椎

间盘镜 )；诊断为术后并发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者。

排除标准：术后合并椎间隙感染或者椎间盘突出复发等

其他并发症者。

1.4   方法   通过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住院医师系统，

统计从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9 月行腰椎微创手术 ( 椎间孔

镜或者椎间盘镜 ) 的患者，通过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出相应

病例资料。收集符合标准的患者手术前后的病历资料，包括

术前病史、诊断、影像学资料、手术方式，以及术后出现椎

间盘假性囊肿的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相应治疗措施以及

预后等。

1.5   主要观察指标   7 例患者的临床表现与治疗方法。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7 例患者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2.2   所有患者病历资料分析  见表 1。

病例 1：36 岁男性患者，因“反复腰背部疼痛、右下肢

胀痛 3 个月”入院。入院查体：L5/S1 椎间隙及右侧椎旁肌肉

压、叩痛明显，目测类比评分为 6 分，向右下肢放射，右下

肢直腿抬高试验 40°(+)、加强试验 (+)，右小腿后侧、足底浅

感觉减退，右足跖屈肌力 4 级，左下肢未见明显异常。完善

检查，腰椎动力位片未见明显失稳；腰椎 MRI 提示：L5/S1 椎

间盘突出 ( 旁中央型 )，L5/S1 右侧神经根受压，椎管变窄，

见图 1A-C。其余检查未见明显异常。择期在全麻下行经皮

椎间孔镜下椎板间隙入路 L5/S1 椎间盘髓核摘除手术。术后

腰腿痛症状明显缓解，术后第 1 天目测类比评分为 1 分，5 d
后出院。

术后第 20 天，患者因抬重物后出现腰部胀痛不适，第

2天疼痛明显加重，并出现右下肢大腿后侧、小腿后侧、外踝、

右足外侧放射性疼痛。查体：L5/S1 椎间隙和椎旁肌肉明显叩

压痛，目测类比评分为 6 分。右下肢直腿抬高试验 40°(+)、
加强试验 (+)。右小腿后侧、足底浅感觉减退，肌力未见明

显减退。复查 MRI 示：L5/S1 椎间盘术区软组织肿胀，L5/S1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mong seven patients, five patients underwent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 and two underwent posterior 
microscopic endoscopic discectomy. Their symptoms were significantly relieved after surgery. However, the symptoms recurred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postoperative MRI showed low signal on T1WI and high signal on T2WI in the original operation area, and it communicated with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which 
was diagnosed as symptomatic intervertebral disc pseudocyst. The average time for MRI to find the pseudocyst was about 32 days. (2) For seven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intervertebral disc pseudocysts, four patients received analgesia and detumescence, bed rest and other symptomatic treatments; one patient 
received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 two patients received microscopic endoscopic discectomy. Waist and leg pains were significantly 
relieved. At 1 month after operation, MRI showed the original pseudocyst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3)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ymptomatic intervertebral 
disc pseudocyst usually occurs in the early postoperative period. MRI can be the first choice for examination. When conservative treatment fails, interventional 
or surgical treatment can be performed and the outcome can be good.
Key words: lumbar spine surgery; intervertebral disc cyst; postoperative intervertebral disc pseudocyst; percutaneou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y; intervertebral 
discoscopy; lumbar disc herniation;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YOU ZQ, ZHANG ZZ, WANG QB. Early symptomatic intervertebral disc pseudocysts after discectomy detected on MRI.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3;27(9):1403-1409. 

表 1 ｜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 7例患者的病历资料
Table 1 ｜ Medical records of seven cases of symptomatic intervertebral 
disc pseudocyst after operation

序

号

性

别

年龄
( 岁 )

诊断 首次治疗方法 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

发生时间 治疗方法 预后

1 男 36 L5-S1 椎间盘

突出症

经皮内镜腰椎

间盘切除术

首次术后
20 d

保守治疗 症状缓解

2 男 45 L4/5 椎间盘

突出症

经皮内镜腰椎

间盘切除术

首次术后
30 d

保守治疗 症状缓解

3 女 60 L5-S1 椎间盘

突出症

经皮内镜腰椎

间盘切除术

首次术后
21 d

保守治疗 症状缓解

4 男 43 L5-S1 椎间盘

突出症

经皮内镜腰椎

间盘切除术

首次术后
20 d

保守治疗 症状缓解

5 男 35 L4/5 椎间盘

突出症

经皮内镜腰椎

间盘切除术

首次术后
40 d

椎间孔镜 症状缓解，MRI 示
囊肿缩小或消失

6 女 52 L5-S1 腰椎间

盘突出症

显微内镜椎间

盘切除术

首次术后
36 d

椎间盘镜 症状缓解，MRI 示
囊肿缩小或消失

7 男 54 L4/5 椎间盘

突出症

显微内镜椎间

盘切除术

首次术后
60 d

椎间盘镜 症状缓解，MRI 示
囊肿缩小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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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缘异常信号灶，与椎间盘相通，见图 1D-F。给予患者口

服止痛药、活血化瘀药等，患者腰腿痛症状缓解不明显。给

予患者保守治疗，止痛消肿、营养神经、卧床休息等对症治

疗，1 周后患者诉疼痛症状较前缓解，目测类比评分为 4 分。

3 个月后随访，患者诉疼痛好转，目测类比评分为 2 分，偶

有右小腿后侧、足底处麻木不适感。

术后第 21 天，患者诉晨起时右侧腰骶部、右侧臀区胀

痛不适，自行服用“塞来昔布胶囊”后疼痛缓解，体格检

查：L5/S1 及右侧椎旁肌肉明显叩压痛，向右侧臀区放射，

目测类比评分为 6 分。右下肢直腿抬高试验 50°(+)、加强试

验 (+)。其余检查无异常。复查 MRI 示：L5/S1 椎间盘内异常

信号，多系术后改变，L5-S1 椎间盘右后方 T2 加权像呈现囊

性高信号密度影，见图 3。给予患者卧床、消炎止痛对症治

疗后，症状缓解明显，目测类比评分为 3 分。3 个月后随访

患者诉右侧臀区间断疼痛，疼痛尚可忍受，未行进一步处理。

6 个月后随访，患者臀区疼痛较前无明显差异，可耐受，未

行处理。

图注：图 A-C为经皮椎间孔镜下椎板间隙入路椎间盘髓核摘除术前图片，

L5-S1椎间盘向右后方突出，硬脊膜受压，椎管变窄，右侧神经根受压；D-F
为经皮椎间孔镜下椎板间隙入路椎间盘髓核摘除术后 20 d 图片，L5-S1

后缘见小片状 T1 加权像呈低信号，T2 加权像呈成高信号

图 1 ｜男性 36 岁患者手术前后腰椎 MRI 图片

Figure 1 ｜ MRI images of the lumbar spine of 36-year-old male patient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矢状位              矢状位                   横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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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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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2：45 岁男性患者，因“腰痛伴左下肢疼痛 1 年，

加重 3 d 以上”入院。体格检查：腰椎棘突及椎旁肌肉压叩痛

明显，伴左下肢大腿后侧、小腿外侧、外踝放射痛，目测类比

评分为 8 分，左下肢直腿抬高试验 40°(+)，加强试验 (+)，左下

肢小腿外侧、外踝、足背浅感觉减退。左下肢胫前肌、背伸肌

肌力 4 级，其余肌力未见明显异常。双侧病理征未引出。术前

检查：腰椎平片及动力位片未见明显异常，MRI 示：L3/4、L4/5

椎间盘后缘后方突出，硬膜囊受压，椎管狭窄，L4/5 左侧神经

根受压，见图 2A-C。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症 (L3/4、L4/5)；腰椎

椎管狭窄。择期行经皮椎间孔镜下椎板间隙入路 L4/5 髓核摘除

手术。术后患者腰背部及左下肢疼痛症状明显缓解。

术后 1 个月患者就诊诉劳累后出现腰背部、左下肢大腿

后侧及小腿外侧放射性疼痛，程度较轻，卧床休息可缓解。

复查 MRI 提示：L4/5 椎间盘术后改变，术区及腰背部皮下软

组织肿胀，见图 2D-F。因患者症状较轻且卧床休息后可缓解，

暂给予患者保守治疗，连续 3 d 静脉输注七叶皂和甘露醇后

症状缓解明显。之后口服非类固醇抗炎止痛药 1 周，目测类

比评分为 2 分，之后 1.5，3，6 个月随访，患者未诉腰痛等

不适。

病例 3：60 岁女性患者，因“反复右下肢胀痛 10 余年，

加重 4 d”入院，既往无其他病史。体格检查：L5/S1 及右侧

椎旁肌肉明显叩压痛，向右下肢放射，目测类比评分为 7 分。

右下肢直腿抬高试验 50°(+)、加强试验 (+)，双下肢浅感觉、

肌力未见明显异常。术前腰椎动力位提示 L4 椎体失稳，CT 提

示 L5-S1 椎间盘突出，无明显钙化。MRI 示：L4 椎体不稳定，

L5/S1 椎间盘突出，L5/S1 椎间盘后缘纤维环裂隙。其余检查无

特殊。择期在全麻下行经皮椎间孔镜下椎板间隙入路 L5/S1 髓

核摘除手术。术后右下肢疼痛症状缓解，目测类比评分为1分。

图注：图 A-C 为经皮椎间孔镜下椎板间隙入路髓核摘除手术前图片，

L3/4、L4/5 椎间盘突出，硬膜囊受压，L4/5 左侧神经根受压；D-F 为经皮椎

间孔镜下椎板间隙入路髓核摘除术后 1 个月图片，原手术区出现 T1 加

权像呈低信号，T2 加权像及脂肪抑制呈高信号囊状影，并与椎间盘相通，

横断位示不均匀高信号

图 2 ｜男性 45 岁患者手术前后腰椎 MRI 图片

Figure 2 ｜ MRI images of the lumbar spine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in a 
45-year-old male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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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状位           矢状位                  横断位

图注：T2 加权像呈现椎间盘内高信号影 ( 与脑脊液信号相同 )，横断位

椎间盘右后方囊性改变

图 3 ｜女性 60 岁患者经皮椎间孔镜下椎板间隙入路髓核摘除术后 21 d
腰椎 MRI 图片

Figure 3 ｜ MRI images of the lumbar spine 21 days after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 in a 60-year-old female patient

矢状位           矢状位               横断位

病例 4：43 岁男性患者，因“腰痛 3 年余，右下肢疼痛

半年，加重 7 d 以上”入院。入院后查体：右下肢直腿抬高

试验 40°(+)、加强试验 (+)，双下肢肌张力未见明显异常，右

小腿后侧浅感觉减退，其余部位感觉未见明显异常，右足跖

屈肌力 4 级，其余肌力正常。术前腰椎 MRI 检查提示：L5/S1

椎间盘突出，右侧神经根受压。无手术禁忌证，择期行椎间

孔镜下经椎板间入路 L5/S1 髓核摘除手术。术后患者腰腿痛

症状明显缓解，目测类比评分为 1 分。术后第 4 天，佩戴护

腰出院。

术后 10 d，患者诉偶有腰背部胀痛不适，无双下肢疼痛

麻木症状，卧床休息后可好转。术后第 20 天，因腰背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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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不适次数较前增多，患者遂就诊。查体：L5/S1 椎间隙及右

侧椎旁肌肉压、叩痛明显，目测类比评分为 4 分，向右下肢

放射痛，右下肢直腿抬高试验 60°(-)，双下肢肌力、浅感觉

未见明显异常。复查 MRI 示：L5/S1 椎间盘后缘右椎间孔见一

囊性突出，与椎间盘相通，伴 L5/S1 右侧骶神经根受压，见图 4。

嘱患者佩戴护腰、口服止痛消肿等药物、卧床休息。2 周后

随访，腰背部胀痛症状好转，目测类比评分为 2 分。6 个月

后随访，患者未述腰腿痛等症状。

抬高试验 50°(+)、加强试验 (+)；右足跖屈肌肌力约Ⅳ级，

余下肢肌力 V 级，双下肢浅感觉未见明显减退。在另外一

家医院完善腰椎 MRI，提示：L3/4、L4/5 椎间盘纤维环撕裂，

L5/S1 椎间盘突出，见图 6。腰椎 X 射线片无明显异常，腰

椎 CT 示 L5/S1 椎间盘突出。择期在全麻下行后路椎间盘镜

下行 L5/S1 椎间盘髓核摘除手术，神经根松解手术。术后患

者症状明显缓解，腰腿疼痛目测类比评分降至 1 分。之后

护腰保护，出院随访。

图注：L5/S1 椎间盘右后见 T2 加权像高信号影囊性突出，硬脊膜受压，

L5/S1 右侧骶神经根稍受压，椎管变窄

图 4 ｜男性 43 岁患者椎间孔镜下经椎板间入路 L5/S1 髓核摘除术后 20 d
腰椎 MRI 图片

Figure 4 ｜ MRI images of the lumbar spine 20 days after L5/S1 nucleus 
pulposus resection via intervertebral foraminal endoscope in a 43-year-old 
male patient

矢状位           矢状位                横断位

病例 5：35 岁男性患者，因“腰痛伴左下肢疼痛半年，

加重 10 余天”入院。体格检查：L4-5 椎棘突及椎旁肌肉压

叩痛明显，伴左下肢小腿外侧，足背，足拇趾放射痛，目

测类比评分为 8 分，左下肢直腿抬高试验 30°(+)，加强试验

(+)，左下肢小腿外侧、后侧、外踝、足背浅感觉减退。左

下肢胫前肌、踇背伸肌力 4 级，其余肌力未见明显异常。

双侧病理征未引出。术前检查：腰椎平片及动力位片未见

明显异常。MRI检查提示：L4/5 椎间盘突出，左侧神经根受压，

硬膜囊受压。诊断为 L4-L5 椎间盘突出症。择期在全麻下经

皮椎间孔镜下椎板间隙入路 L4/5 髓核摘除手术。术后患者疼

痛症状明显缓解，目测类比评分为 1 分，麻木症状有所改善。

1 周后好转出院。

术后 40 d，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左下肢小腿外侧，足

背，足拇趾胀痛不适。查体：左下肢小腿外侧，足背，足

拇趾放射痛，目测类比评分为 6 分。左下肢直腿抬高试验

50°(+)，加强试验 (+)，左下肢小腿外侧、后侧、外踝、足

背浅感觉减退。肌力未见明显异常。复查 MRI 示：L4/5 椎

间盘切除术后，L4/5 椎间盘左后方见大小约 1.0 cm×1.3 cm
囊性异常信号影，T1 加权像呈低信号，T2 加权像及脂肪抑

制呈高信号，并与椎间盘相通，邻近左侧椎间孔狭窄，见

图 5A-C。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后，同意行椎间孔镜下囊肿

切除手术，术中见肉芽组织增生，术后患者疼痛明显缓解，

目测类比评分为 2 分，之后好转出院。出院后 3 个月复查

MRI，假性囊肿消失，见图 5D-F。术后 6，9，12 个月随访，

患者未诉腰腿痛等不适。

病例 6：52 岁女性患者，因“腰痛伴右下肢放射痛半年，

加重 5 d”入院。查体：L5/S1 棘突及椎旁肌肉压、叩痛，伴

右臀部、大腿后外侧、小腿后侧放射痛，目测类比评分为 7
分，腰椎屈伸、旋转部分受限，以屈曲为主；右下肢直腿

图注：图 A-C 为治疗前图片，原手术区出现 T1 加权像呈低信号，T2 加

权像及脂肪抑制呈高信号的囊性异常信号影；D-F 为椎间孔镜下囊肿切

除后 3 个月图片，原手术区假性囊性消失

图 5 ｜男性 35 岁术后椎间盘假性囊肿患者治疗前后的腰椎 MRI 图片

Figure 5 ｜ MRI images of the lumbar spine of a 35-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postoperative disc pseudocys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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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36 d，患者无明显诱因再次出现腰痛伴右下肢放

射痛。查体：腰椎屈伸、旋转部分受限；L5/S1 棘突及椎旁

肌肉压、叩痛，伴右臀部、大腿后外侧、小腿后侧放射痛，

目测类比评分为 8 分，右下肢直腿抬高试验 40°(+)、加强试

验 (+)；双下肢肌力Ⅴ级，双下肢浅感觉未见明显减退。实

验室检查：血常规、C- 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及降钙素

原未见异常。复查 MRI 示：L5/S1 椎间盘髓核摘除术后，L5/
S1 后缘后纵韧带前方囊性灶大小约 1.0 cm×1.7 cm，椎管受

压明显，见图 7A-C。诊断为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

因患者腰腿疼症状明显，在全麻下行椎间盘镜下囊肿探查清

除手术，术中镜下见淡红色肉芽组织增生，切除囊性肿物，

神经根减压充分。囊液为清亮液体，未见明显突出或游离

髄核样组织，取囊壁进行病理检查，术后组织病理学 ( 提示

L5-S1 局灶肉芽组织增生伴大量炎性细胞浸润，见图 8。术后

腰部及右下肢放射痛症状明显缓解，随访 1 个月，患者未诉

腰腿痛不适，复查腰椎 MRI 示原假性囊肿明显缩小，硬膜

囊及神经根周围无明显受压，见图 7D-F。随访 3 个月，患

者未再出现腰腿痛等不适。

图 6 ｜女性 52 岁患者术前腰椎 MRI 图片

Figure 6 ｜ Preoperative lumbar MRI images of a 52-year-old female patient

图注：L5/S1 椎间盘突出，

硬脊膜受压

矢状位                 横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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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地切除囊肿壁并送病理检查，术后组织病理学示致密

纤维结缔组织，囊壁内未见内衬上皮细胞及新生血管，未

见椎间盘及含铁血红素巨噬细胞成分，见图 10。术后患者

的腰骶部及臀区疼痛得到缓解，给予常规药物治疗，手术

24 h 后，患者起床，在腰支撑带的保护下行走。手术 1 周后，

患者病情明显改善出院。在 2 个月的随访期间，患者未诉

腰腿痛等不适。术后 45 d 复查 MRI 示：腰椎术后改变，L4/5

椎间隙及椎管右侧条状异常信号，范围较前明显缩小，见

图 9D-F。硬膜囊及神经根周围无致压物。

图注：图A-C为治疗前图片，L5椎体右后方局限性积液，T1加权像低信号，

T2 加权像及脂肪抑制信号高信号，右侧椎间孔狭窄明显；D-F 为椎间盘

镜下囊肿探查清除术后 1 个月图片，L5/S1 层面假性囊肿明显缩小，其内

混杂信号，硬膜囊及神经根周围未见明显受压

图 7 ｜女性 52 岁术后椎间盘假性囊肿患者治疗前后的 MRI 图片

Figure 7 ｜ MRI images of a 52-year-old female patient with postoperative 
intervertebral disc pseudocys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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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7：54 岁男性患者，因“反复腰腿痛 6 年以上，加

重 10 余天”入院。入院查体：L4/5 椎棘突及椎盘肌肉压叩痛

明显，右下肢放射痛，沿右大腿外侧、右小腿外侧放射至右

足背，腰椎屈伸、旋转部分受限，以屈曲为著；右下肢直腿

抬高试验 40°(+)，加强试验 (+)，右大腿外侧、右小腿外侧、

右足背浅感觉减退，右侧股四头肌 4 级，右胫前肌力 3+ 级，

右足拇趾背伸肌力 3+ 级，右跖屈肌力 4 级，左下肢肌力未

见明显减退。入院完善腰椎MRI示：L2/3、L3/4、L4/5 椎间盘膨出，

L3 椎体后缘低信号，游离髓核？其余检查无明显异常。结合

患者症状和体征，择期在全身麻醉下行后路 L2/3 椎管减压、

髓核摘除、L2/3 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 + 后路椎间盘镜下 L4/5 椎

间盘髓核摘除，神经根松解手术。术后患者腰腿痛症状明显

减轻，病情平稳后出院。

术后 1 个月左右，患者诉右侧腰骶部及臀区间歇性胀

痛，久站、久坐和久行后加重，卧床休息后可缓解。之后

疼痛间断发作，术后约 2 个月，患者右侧腰骶部及臀区间

歇性胀痛加重，伴右髋部活动受限，卧床休息后症状缓解

不明显。查体：L4/5 椎间隙、L5/S1 椎间隙及右侧椎旁肌肉压

叩痛明显；目测类比评分为 7 分，腰椎屈伸、旋转部分受限；

右下肢直腿抬高试验 45°(+)、加强试验 (+)；右臀部、大腿

后外侧、小腿外侧、外踝浅感觉减退；右侧髂腰肌肌力 2+级，

股四头肌肌力 3+ 级，右足背伸及足拇趾背伸肌力 4 级，跖

屈肌肌力 3+ 级；左下肢肌力、浅感觉未见明显异常。复查

腰椎 MRI 示：腰椎术后改变，L4/5 椎间隙及椎管右侧条状异

常信号，术后包裹性积液，见图 9A-C。实验室检查：血常

规、C- 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及降钙素原未见异常。回

顾文献，考虑上述临床特征及影像学表现，诊断为术后症

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之后行椎间盘镜下囊肿探查清除手

术，术中 L4/5 手术区域发现包裹性囊性积液，张力明显，尽

图注：局灶肉芽组织增生伴大量炎性细胞浸润

图 8 ｜ L5-S1 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病理

检查 ( 苏木精 -伊红染色，×10)
Figure 8 ｜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L5-S1 of 
symptomatic intervertebral disc pseudocyst after 
operation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10)

图注：纤维组织增生伴肉芽组织形成及大量中

性粒细胞浸润

图 10 ｜ L4/5 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病理检

查 ( 苏木精 -伊红染色，×10)
Figure 10 ｜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symptomatic intervertebral disc pseudocyst after 
L4/5 operation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 10)

图注：图 A-C 为治疗前图片，L4/5 椎间隙及椎管右侧见条片状 T1 加权像

低信号，T2 加权像高信号 , 椎间盘附近的硬膜外肿块与椎间盘相通；D-F
为椎间盘镜下囊肿探查清除术后 45 d 图片，L4/5 椎间隙及椎管右侧见条

片状 T1 加权像低信号，T2 加权像高信号，脂肪抑制呈高信号

图 9 ｜男性 54 岁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患者治疗前后的 MRI 图片

Figure 9 ｜ MRI images of a 54-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symptomatic 
intervertebral disc pseudocys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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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3.1   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的临床病理特点   作者通

过 PubMed、知网和万方检索出相关文献并行分析，结合

现有病例，总结椎间盘假性囊肿的临床特点主要表现为：

① YOUNG 等
[1]
于 2009 年首次报道了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

是一种罕见的经皮内镜腰椎间盘切除的术后并发症，但作者

发现在显微内镜椎间盘切除术后也会发生。症状性椎间盘假

性囊肿都是发生在椎间盘切除术后，通常表现为与椎间盘突

出症相似的神经根性症状。②发病率：KANG 等
[3]
报道的经

皮内镜腰椎间盘切除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的发生率为

1%，1 503 例经皮内镜腰椎间盘切除患者术后发生 15 例症状

性椎间盘假性囊肿。SHIBOI 等 [4]
报道的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

肿发生率则仅为 0.56%，359 例经皮内镜腰椎间盘切除患者

术后发生 2 例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作者从 2019 年 1 月

到 2021 年 9 月随访了 538 例经皮内镜腰椎间盘切除患者，

发生了 5 例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发生率为 0.92%，随访

了 742 例显微内镜椎间盘切除术患者，发生了 2 例症状性椎

间盘假性囊肿，发生率为 0.27%。③发病时间：CHUNG 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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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了 12 例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病例，认为经皮内镜腰

椎间盘切除术后并发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的平均时间大约

为 1 个月。作者的报道中有 5 例患者行经皮内镜腰椎间盘切

除手术，术后并发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时间大约为 26 d，
与之相符合。然而，在行经皮内镜腰椎间盘切除术后 1 周常

规复查 MRI 时发现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的存在，但并未

形成压迫，导致患者并无相关症状，但是其实症状性椎间盘

假性囊肿早已形成。④好发人群：好发于椎间盘轻度退变的

年轻患者，KANG 等
[3]
报道的 15 例患者平均年龄为 23 岁，

CHUNG 等
[5]
报道的 12 例患者平均年龄为 29 岁，均为年轻

患者。年轻人髓核组织有更多的含水量，并且富含Ⅱ型胶原

蛋白，腰椎间盘突出术后局部髓核碎片Ⅱ型胶原含量高、黏

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囊肿壁的形成。

但在中老年人群中，髓核组织的含水量较少，变性程度较高，

Ⅱ型胶原蛋白含量较低，因此，在中老年患者中都很难遇到

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⑤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在椎间盘

切除术后发展的间隔相对较短，目前认为 MRI 在症状性椎间

盘假性囊肿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上具有很高的价值，并且可以

作为首选，它能够显示囊肿与椎间盘连通，椎间盘周围呈现

T1 加权像低信号、T2 加权像高信号的囊性结构，增强扫描

可见囊壁环形强化。⑥病理特点：病理切片镜下见囊壁可见

致密纤维结缔组织伴有部分炎症细胞浸润，有时可见含铁血

黄素沉积，提示炎症反应伴部分出血。未见滑膜衬细胞及软

骨细胞缺乏椎间盘组织和上皮细胞。正如病例 6、7，术后病

理检查提示：纤维组织增生伴肉芽组织形成及大量中性粒细

胞浸润。在邱小明
[6]
的研究中，1 例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

患者术后病理报告囊壁结构主要为髄核样组织，其中可见部

分炎性肉芽组织形成。SHIBOI 等 [4]
认为症状性椎间盘假性

囊肿的囊液多为血性液体或血清。

3.2   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的发病机制   目前对于术后

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的形成机制尚不清楚，其病因及病理

学存在多种假说：① KANG 等
[3]
认为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

的发病机制可能与手术部位结缔组织的炎症有关，特别是术

后后纵韧带和环复合体的炎症反应被认为与症状性椎间盘假

性囊肿的形成有关。比如经椎板间入路发生术后假性囊肿的

风险高于经椎间孔入路，因为椎板间入路需要分离黄韧带、

硬膜囊结构才能暴露病变椎间盘后缘，甚至可能损伤后纵韧

带纤维环复合物，加重了后纵韧带、纤维环及周围组织之间

的炎症反应，从而诱发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②YOUNG等
[1]

假设囊肿形成的机制，突出和挤压的椎间盘碎片可能引起炎

症反应和硬膜外间隙肉芽或纤维组织增生，因肉芽组织包裹

突出或游离的髓核成分，在其周围形成假膜，一直延伸至椎

间盘边缘，如果椎间盘碎片被移除但假包囊没有被破坏，这

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腔隙，来自于椎间盘内反复压力的液体

可能经破损的纤维环聚集于囊腔内。该机制也解释了假性囊

肿为何多发生于相对轻度椎间盘退变的年轻患者，因反复的

机械负荷作用于椎间盘，使水化的盘内液体溢出聚集于囊性

空腔，导致假性囊肿的形成。③邱小明
[6]
在 1 例症状性椎间

盘假性囊肿患者的术后病理切片发现，囊壁病理组织学检查

镜下可见髄核样组织，炎性肉芽组织增生，内含新生血管和

炎性细胞浸润。提出新的假说：后方纤维环破裂，髄核分块

脱出，部分纤维环结构受盘内突出髄核挤压向后突出，脱出

髄核发生变形形成膜状结构，并与周围纤维环结构相连，补

全后方纤维环裂隙，手术过程中仅摘除前方的脱出髄核组织

而后方髄核组织被保留，中间形成囊性空腔，术后出血和髄

核内溢出液体在此空腔积聚形成假性囊肿。④ CHIBA 等
[7]
提

出硬膜外血肿假说，认为硬膜外静脉丛出血伴反应性炎症可

导致囊肿的形成。在囊肿壁中发现的含铁血黄素沉积物支持

了这一假设。但是椎管内硬膜外血肿因含铁血黄素的沉着，

在 MRI 表现上随时间信号强度发生变化，而假性囊肿则一直

表现为与脑脊液类似的 T2 加权高信号、T1 加权低信号影；

同时术中假性囊肿可见明显的囊壁结构，而血肿往往只是血

性积液或血凝块。同时 KONO 等
[8]
提出的反应性假膜理论认

为，如果囊肿是硬膜外血管破裂而不是纤维环撕裂的结果，

那么椎间盘和囊肿之间不应该相通。根据临床实践与术后病

理学诊断，作者倾向于认为术后椎间盘假性囊肿的形成主要

与术区炎症反应有关。炎症反应形成肉芽组织包绕在椎间盘

表面形成假膜，硬膜外静脉丛出血或反复活动过程中髓核内

液体溢出，形成假性囊肿。病理切片有时可见含铁血黄素沉

积，提示其形成可能与术后出血有关。

3.3   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的治疗策略   现目前关于症

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临床特征和发病机制的资料不足，而且

缺少多中心研究，其治疗方法仍存在争议，但是大致可以分

为 3 种：保守治疗，介入治疗，手术治疗。

保守治疗：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有一个不完整的囊壁

结构，故存在自行吸收的可能，因此理论上认为椎间盘假性

囊肿患者均可进行保守治疗。CHUNG 等
[5]
认为关于症状性

椎间盘假性囊肿的自行吸收能力，这与其他硬膜外囊肿不同，

推测这种差异是由于假性囊肿发育过程中的环境所影响的。

与其他假性囊肿如半月板囊肿或盘状囊肿不同，症状性椎间

盘假性囊肿是在炎症较少的条件下发展的。由于椎间盘切除

的初始手术包括切除肉芽和冲洗，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的

壁将比其他假性囊肿组织得更弱。此外，来自髓核的液体会

使囊肿膨胀，使细胞壁更薄，这种组织较少的细胞壁很容易

受到吞噬免疫反应的影响。假设这种差异有助于症状性椎间

盘假性囊肿的自行吸收。在文献报道中，有 22 例患者行保

守治疗，19 例随访症状均得到了缓解，MRI 示囊肿缩小或消

失；3 例患者经过保守治疗后症状未见明显缓解，再行手术

治疗。

介入治疗：是指在 CT 引导下对囊肿内容物进行穿刺抽

吸，或者增加抗炎药物封闭治疗、激素注射治疗。YOUNG 等
[1]

和 CHUNG 等
[5]
对 3 例患者进行介入治疗，术后症状均缓解

明显，因为作者认为患者症状主要来源于囊肿本身的压迫，

去除该压迫因素，疗效确切。介入治疗有创伤小、随访效果

较好等优点，但介入治疗也存在不足，它不能完整地看清假

性囊肿的形状和内容物以及与椎间盘和神经的关系，不能获

得组织标本进行病理学检查，而且没能完全破坏症状性椎间

盘假性囊肿的囊壁结构，复发的可能性大。

手术治疗：可以采用不同的手术方法治疗症状性椎间

盘假性囊肿，包括内镜下 ( 经皮内镜腰椎间盘切除手术、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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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内镜椎间盘切除手术 ) 或椎板开窗行囊肿切除手术。KANG
等

[3]
采用内镜下椎间盘切除手术治疗接受经皮内镜腰椎间盘

切除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患者，短期和长期预后良好。

SHIBOI 等 [4]
治疗 2 例经皮内镜腰椎间盘切除术后症状性椎间

盘假性囊肿患者，1 例接受显微内镜椎间盘切除治疗，另 1
例再次接受经皮内镜腰椎间盘切除治疗，治疗后这 2 例患者

的症状立即得到改善；术中观察到穿透囊肿壁后喷出的浆液

和囊肿壁组织；在随访期间，患者的腰痛、腿部疼痛均有所

消失。吴环宇等
[9]
对 1 例假性囊肿患者采用后路椎板开窗探

查术，术后疗效确切。无论内镜或者开窗均具有良好的手术

视野，假性囊肿能够完全切除，复发率较低，可取得满意的

临床疗效。目前对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的治疗尚无明确

共识和治疗标准，作者根据文献总结及治疗经验，认为无论

囊肿大小如何应首先尝试保守治疗，只有在保守治疗后无缓

解或加重者才应考虑介入或者手术治疗。但是如果短期内保

守治疗无明显缓解，甚至症状加重出现神经功能障碍，比如

肌力下降、浅感觉减退、反射异常及马尾综合征，建议尽早

采取手术治疗。

3.4   腰椎术后并发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相关文献资料分析   
见表 2。

3.5   结论   对于术后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其病因、发病

机制和最佳治疗方法尚不清。作者认为 MRI 在症状性椎间盘

假性囊肿的诊断上可以作为首选。治疗因先尝试保守，仅建

议对患有持续性、难治性症状的患者进行侵入性手术。随着

脊柱疾病发病率的增加，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也会随之增加，

术后出现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医师应

更加关注该疾病，研究其潜在机制、优化治疗方案，减少此

类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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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腰椎术后并发症状性椎间盘假性囊肿相关文献资料分析
Table 2 ｜ Analysis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symptomatic intervertebral disc 
pseudocyst after lumbar surgery

作者 病

例

数 

平均

年龄 
首次术式 症状性椎间

盘假性囊肿

发生平均时

间 (MRI 发
现 )

假性囊肿治疗方

法

预后

YOUNG
等

[1]
2 49 岁  显微镜 405 d 穿刺抽吸 (1例 )，

穿刺抽吸 + 封闭
(1 例 )

症状缓解

SHIBO 
等

[4]
2 21 岁 椎间孔镜 25 d 显微内镜下椎间

盘切除 (1 例 )，
椎间孔镜 (1 例 )

症状缓解

CHUNG
等

[5]
12 29 岁 显 微 镜 (9

例 )，椎间孔

镜 (3 例 )

21 d 保守治疗 (6例 )，
穿刺抽吸 (1例 )，
手术治疗 (5 例 )

症状缓解

XU 等
[10] 1 27 岁 椎间孔镜 40 d 囊肿切除 症状缓解

JHA
等

[11]
2 17 岁 椎间盘镜 45 d 保守治疗 症状缓解，MRI

示囊肿缩小或消

失

KANG
等

[3]
15 23 岁 椎间孔镜 (6

例 )，椎板间

入路 (9 例 )

54 d 保守治疗 (10例 )，
内镜治疗 (5 例 )

症状缓解，7 例

囊肿缩小，1 例

囊肿增大

 LI 等 [12] 1 30 岁 椎间孔镜 37 d 保守治疗 1 周未缓解，行

造影和臭氧消融

术后症状缓解

PRASAD 
等

[13]
1 30 岁 椎 板 切 除 +

椎间盘切除

25 d 保守治疗 2 周未缓解，行

手术治疗后缓解

邱小明
[6] 2 45 岁 椎间孔镜 30 d 椎间孔镜 (1例 )，

假性囊肿切除 (1
例 )

症状消失，MRI
示囊肿消失

吴环宇

等
[9]

3 23 岁 椎间孔镜 (1
例 )，椎板间

入路脊柱内

镜 (2 例 )

40 d 保守治疗 (1例 )，
无症状 (1 例 ) 后
路椎板开窗探查
(1 例 )

症状缓解

王国军

等
[14]

1 30 岁 椎间孔镜 30 d 保守治疗 保守症状缓解不

明显后行椎间孔

镜，之后症状缓

解

高琨

等
[15]

1 53 岁 不详 4 年 椎间孔镜 症状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