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

第 ４１ 卷第 １ 期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１
Ｆｅｂ． ２０２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ＯＮＧＪ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ｏｉ： １０ １６１１８ ／ ｊ １００８ ０３９２ ２０２０ ０１ ０１８

·临床研究·

单节段颈前路椎间盘切除植骨融合术后颈椎椎间
高度和整体曲率的影像学变化
苏启航１ ， 陈

涛１ ， 张

（１．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骨科，上海

岩１ ， 张锦飙１ ， 谭

军１，２ ， 郭

２００１２０； ２． 平湖市第二人民医院骨科，浙江 平湖

松１
３１４２００）

【 摘要】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单节段颈椎前路椎间盘切除减压植骨融合术 （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ｅｃｔｏｍｙ ａｎｄ
ｆｕｓｉｏｎ， ＡＣＤＦ） 后颈椎椎间高度及颈椎整体曲度的变化。 方法

回顾性分析接受单节段 ＡＣＤＦ 治疗的 １１９ 名脊髓

型颈椎病患者的病例及影像学资料。 通过使用患者的颈椎 Ｘ 线平片测量融合前后椎间隙的高度。 同时测量侧位
片上第 ２ 颈椎至第 ７ 颈椎的 Ｃｏｂｂ 角，以评估颈椎的整体曲度。 通过比较术前和术后的影像学资料，以说明置入椎
间融合器对颈椎椎间高度和整体曲度的影响。 结果

术后神经功能 ＪＯＡ 及 Ｎｕｒｉｃｋ 评分较术前明显改善 （ Ｐ ＜

０ ０１） 。 术前椎间前高度（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ＩＨ） 和椎间后高度（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ＰＩＨ） 均

明显低于正常椎间高度（ Ｐ＜０ ０１） ，术后 ＡＩＨ 明显升高，恢复正常；术后 ＰＩＨ 与术前相比同样明显增加。 术后颈椎
曲度［ （２２ ３６±５ ０７） °］ 较术前［ （１６ ５３±６ ８５） °］ 明显增加（ Ｐ＜０ ０１） ，但是并未恢复至正常曲度。 结论

ＡＣＤＦ 手

术能够完成有效的神经减压改善神经功能，并且该手术能够恢复颈椎退变节段的椎间高度及改善颈椎整体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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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前路椎间盘切除减压植骨融合术（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ｅｃｔｏｍｙ ａｎｄ ｆｕｓｉｏｎ， ＡＣＤＦ） 是治疗脊髓
型颈椎病的标准手术方法

［１⁃３］

。 该手术入路通过血

Ｃ３ ／ ４ 、Ｃ４ ／ ５ 、Ｃ５ ／ ６ 或 Ｃ６ ／ ７ 的单节段脊髓型颈椎病。 排除
标准： 多节段椎间盘疾病；既往行过颈椎手术；脊柱
畸形；年龄＞７０ 岁；以及既往颈椎创伤病史。 所有手

管鞘与内脏鞘之间的间隙，直接进入椎间隙，从而完

术均由同一主任医师采用相同的手术方案进行。

成减压操作，由于该入路利用间隙操作，手术具有操

１．２

作简单、出血少、创伤少、术后恢复快等优点。

手术方法
查阅患者病历记录，所有手术均按标准 ＡＣＤＦ

传统的颈后路手术需要劈开椎旁肌肉，创伤大、

的步骤进行。 患者取仰卧位全身麻醉，横行切开皮

出血多，术后恢复慢，因此，颈前路手术具有明显的

肤。 按照 Ｓｍｉｔｈ 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所描述的方法暴露颈椎

。 ＡＣＤＦ 手术减压完成后，需要置入椎

间盘 ［１８］ 。 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使用 Ｃａｓｐａｒ 螺钉撑开

融合。 ｃａｇｅ 可通过撑开椎间隙来恢复足够的颈椎

切除。 通过去除软骨终板，保留软骨下骨。 在完成

间高度和椎间孔的面积，紧张后纵韧带及黄韧带，以

椎间盘切除和终板准备后，选择一个最佳的充满同

。 然而不适当的 ｃａｇｅ 尺

种异体骨的 ＰＥＥＫ 材料的椎间融合器 ［１９］ 。 在使用

会导致减压不足，ｃａｇｅ 脱落、假关节形成、骨不连和

ｃａｇｅ 入椎间隙进行融合。 记录入院时间、手术时间

。 而过度撑开会导致 ｃａｇｅ 塌陷、椎间

和出血量。 所有患者未出现伤口感染或神经组织损

一项生物医学研究显示，使用较大的椎体间植入物

６ 周开始颈部运动，逐渐恢复正常活动水平。 由一

手术优势

［４］

间融合器（ ｃａｇｅ） ，以维持椎间高度及促进减压节段

及预防颈椎后凸畸形

［５⁃１０］

寸会影响手术的临床预后。 撑开不足或 ｃａｇｅ 过小
颈椎后凸

［１１⁃１３］

关节损伤和术后颈部疼痛

［１４⁃１５］

。 Ｔｒｕｕｍｅｅｓ 等

［１６］

的

在插入时可导致明显更高的牵张力。 与 ４ ５ ｍｍ 或

器撑开椎间隙。 然后进行颈椎椎间盘切除和增生物

Ｃａｓｐａｒ 撑开 器 进 行 足 够 的 撑 开 后， 将 适 当 大 小 的

伤。 手术后，所有的患者需配戴颈托 ３ 个月。 术后
名骨科医生独立评估影像学数据。

５ ５ ｍｍ（矮组） ｃａｇｅ 相比，６ ５ ｍｍ 或 ７ ５ ｍｍ（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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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ｃａｇｅ 塌陷导致颈椎局部角度早期恶化，颈椎整

图像进行核查，剔除多节段椎间盘退变的受试者。

。 因 此， 有 效 的 ｃａｇｅ 置 入 是 影 响

有研究表明颈椎前凸受脊柱骨盆参数、胸椎后凸和

ＡＣＤＦ 术后，融合节段椎间高度及整体颈椎曲度变化

数据之前，需对这些参数进行评估。 存在任何影响

的 ｃａｇｅ 塌陷风险明显更高，特别是对于骨质疏松症
体曲 度 变 差

［１７］

ＡＣＤＦ 手术预后的重要因素。 目前尚缺乏行单节段

影像学分析
在纳入受试者前，需对所有受试者的颈椎 ＭＲＩ

胸 １ 椎体倾斜角的影响 ［２０⁃２２］ 。 因此，在纳入参与者

的研究。 本研究目的是观察单节段 ＡＣＤＦ 手术置入

颈椎前凸参数的参与者均被排除在外。 因此，为了

ｃａｇｅ 后融合节段椎间高度和颈椎整体曲度的变化，同

符合本研究的要求，颈椎前凸的变化都只能由椎间

时阐明 ＡＣＤＦ 治疗脊髓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

盘退变引起。 根据医疗记录，所有参与者在随访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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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方法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在同济大

学附属东方医院接受 ＡＣＤＦ 治疗的 １１９ 名单节段脊

髓型颈椎病患者的医学和影像学资料。 纳入标准：

个月时，接受 Ｘ 线检查。 测量以下参数来显示椎间
高度和整个颈椎曲度的变化： 融合节段椎间隙的
前、 后 高 度。 椎 间 前 高 度 （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ＩＨ） 定义为上下终板最前点之间的距离。
椎间后高度（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ＰＩＨ）定义
为上下终板最后点之间的距离。 为了更准确地检测放
·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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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ｃａｇｅ 后椎间高度的变化，同时测量上下相邻节段的
平均椎间隙高度，并将其视为“相对正常”的椎间高度。
“相对正常”椎间隙前高度（“ｎｏｒｍａｌ”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ｒ⁃

ｔｅｂｒ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ＮＡＩＨ） ＝ （上节段前椎间高度＋下节段前
椎间高度） ／ ２；“ 相对正常” 椎间隙后高度（“ ｎｏｒｍａｌ”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ＮＰＩＨ） ＝ （上节段后椎间
高度＋下节段后椎间高度） ／ ２。 在术前与术后的对比研
究中，因投射球管与患者的距离可能不同，会导致因投
射距离所产生的放射误差，但是对于同一个患者的同
一次摄片中，椎间盘与椎体的高度比值不会因投射距
离的变化而变化。 这样因投射距离不同所造成的误差
将被消除，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 ＡＣＤＦ 后的高度变化，
所以本试验在比较术前术后融合节段颈椎间隙高度变
化时，采用了椎间盘与邻近节段椎体高度的比值作为
实验参数，准确性更高。 即为指数 １（Ｉｎｄｅｘ １） ＝ ＡＩＨ ／

ＶＨ（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ＶＨ）、指数 ２（Ｉｎｄｅｘ ２） ＝ ＰＩＨ ／ ＶＨ。
利用侧位片上 Ｃ２ 至 Ｃ７ 的 Ｃｏｂｂ 角评估整个颈椎曲度，
见图 １～３。

图 ３ 术后、术前整体颈椎曲度测量的方法（ Ｃｏｂｂ 角测量）
Ｆｉｇ．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ｈｏｌｅ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Ｃｏｂｂ ａｎｇｌｅ）

１．４

临床评估
根据医疗记录，收集所有参与者的日本骨科协

会（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ＪＯＡ） 评分以
及 Ｎｕｒｉｃｋ 评分。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生成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所有

数据以 ｘ±ｓ 表示（ 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 。 依据
融合节段进行分层分析，采用了配对 ｔ 检验分析方
法，评估术前和术后放射学测量结果和临床结果。
采用两个独立样本 ｔ 检验比较融合节段和相邻节段
平均椎间隙高度之间的影像学数据。 Ｐ＜ ０ ０５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２．１

图 １ 典型单节段脊髓型颈椎病 ＭＲＩ 图像
Ｆｉｇ．１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ＭＲＩ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ｌｅｖｅｌ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ｐｏｎｄｙｌｏｔｉｃ ｍｙｅｌｏｐａｔｈｙ
Ａ： Ｔ１ 加权像；Ｂ： Ｔ２ 加权像

结

果

一般资料
在本研究中，按照上述纳入标准共收集了 １１９

名参与者（ 男性 ７０ 名，女性 ４９ 名） 的数据。 患者手

术时的年龄 ３３ ～ ６７ 岁，平均年龄（ ５０ ３ ± ５ ６１） 岁。
此次研究使用 ３ 种不同尺寸的 ｃａｇｅ（ ＤｅＰｕｙ Ｓｐｉｎｅ，
强生公司，美国） ，包括： ５ ｍｍ ｃａｇｅ（ ６２ ２％） ，６ ｍｍ
ｃａｇｅ（３１ １％） ，７ ｍｍ ｃａｇｅ（６ ７％） ，见表 １。

２．２

术后融合节段椎间高度恢复

术前融合节段平均 ＡＩＨ 为（ ５ ２９ ± １ １４） ｍｍ，

“相对正常”节段为（７ ７９±１ ７２） ｍｍ。 术后融合节段

平均 ＡＩＨ 为（８ ３９±１ ８７） ｍｍ，平均撑开率为 ５８ ６％，
术前融合节段椎间前高度（ ＡＩＨ） 明显低于“ 相对正
常”椎间前高度（ＮＡＩＨ）。 对于 Ｉｎｄｅｘ １ 和 Ｉｎｄｅｘ ２，术
图 ２ 椎间隙前高度和椎间隙后高度的测量方法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椎间隙 前 高 度： ５ ６ ｍｍ， ６ ７ ｍｍ； 椎 间 隙 后 高 度： ４ ６ ｍｍ，
６ ０ ｍｍ；椎体高度： １２ ５ ｍｍ

· １０２·

后均大于术前（Ｐ＜０ ０１）。 术前融合节段椎间后高度
（ＰＩＨ）明显低于“相对正常” 椎间后高度（ＮＰＩＨ）。 置
入 ｃａｇｅ 后颈椎间隙高度明显增高，恢复相对正常高
度（Ｐ＞０ ０５），平均撑开率为 ５５ ４％，见表 ２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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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表 １ 患者的人口统计资料
Ｔａｂ．１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ａｔａ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合计（ ｎ ＝ １１９）

参数

术后神经功能改善
所有患者术后的 ＪＯＡ 评分和 Ｎｕｒｉｃｋ 评分都有

显著提高（ Ｐ＜０ ０１） ，见表 ４。

性别
７０

男

Ｔａｂ．４

４９

女

５０ ３±５ ６１

年龄 ／ 岁
融合水平
Ｃ３ ／ ４

１５

Ｃ５ ／ ６

４９

ＪＯＡ 评分 ＃
Ｎｕｒｉｃｋ 评分
＃

２１

Ｃ６ ／ ７

椎间融合器大小
５ ｍｍ

７４

７ ｍｍ

８

６ ｍｍ

３

３７

表２

椎体融合节段与正常椎体椎间高度的
Ｘ 线平片参数比较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 ｄａｔ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ｕｓｅｄ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 ｎｏｒｍ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参数
Ｐｒｅｏｐ⁃ＡＩＨ
Ｐｏｓｔｏｐ⁃ＡＩＨ
Ｐｒｅｏｐ⁃ＰＩＨ
Ｐｏｓｔｏｐ⁃ＰＩＨ

融合节段高度

“ 正常” 椎间高度

Ｐ

５ ２９±１ １４

７ ７９±１ ７２

＜０ ０１

４ ６０±１ ２５

６ ７９±１ ３０

＜０ ０１

８ ３９±１ ８７
７ １４±１ ４８

７ ７９±１ ７８
６ ６８±１ ４２

０ １４
０ ２

Ｐｒｅｏｐ ＝ 术前，Ｐｏｓｔｏｐ ＝ 术后，ＡＩＨ ＝ 椎间隙前高度，ＰＩＨ ＝ 椎间隙后
高度；“ 正常” 椎间隙高度 ＝ （ 上节段椎间高度＋下节段椎间高度） ／ ２

２．３

８ ４４±０ ８６

１５ ５３±０ ５８

＜０ ０１

４ ０６±０ ６５

１ ２３±０ ７４

＜０ ０１

日本骨科协会评分

讨

论

内含水量减少，椎间盘高度降低，纤维环发生破裂，

５ ５±１ ５０

住院天数 ／ ｄ

Ｐ

础在于颈椎间盘的退变。 颈椎间盘退变导致椎间盘

３６ ０±６ ３２

失血量 ／ ｍＬ

术后

脊髓型颈椎病通常发生在 ５０ 岁以后，其发病基

７６ ５±１０ ５４

手术时间 ／ ｍｉｎ

术前

评分标准

３４

Ｃ４ ／ ５

表 ４ 患者术前、术后神经学评价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术后整体颈椎曲度改善
术后整体颈椎前凸 Ｃｏｂｂ 角为（２２ ３６±５ ０７） °，

髓核突出至椎管内，同时在椎间盘退变的基础上，逐
渐出现颈椎失稳，激发颈椎骨质增生，形成骨赘及骨
刺，进一步压迫脊髓及其周围结构，造成脊髓功能受
损，从而导致一系列的临床症状 ［２６］ 。 颈椎前路椎间
盘切除联合椎体间融合术是治疗脊髓型颈椎病的有
效方法。 Ｔｕｒｅｙｅｎ 等 ［２７］ 研究发现放置 ｃａｇｅ 具有维
持椎间高度、增加融合率和恢复颈柱前凸的优势。
然而，Ｔｕｒｅｙｅｎ 并没有报告术前椎间隙高度， 因此，
ＡＣＤＦ 术后颈椎椎间高度及颈椎曲度恢复的情况并
没有完全阐明清楚。 本研究测量术前和术后椎间隙
高度，清楚地评估椎间盘间隙的变化 ［２７⁃２９］ 。 目前尚
缺乏颈椎间盘绝对高度测量的研究，本研究测量了

较术前整体颈椎前凸 Ｃｏｂｂ 角为（１６ ５３±６ ８５） °，术

相邻“ 相对正常” 椎间盘间隙，并将上下相邻节段的

眼睛向前平视时，正常的颈椎前凸 Ｃｏｂｂ 角为 ３１° ～

指标。 该指标可以用来评估术后椎间隙高度是否恢

完全恢复到正常的颈椎曲度，见表 ３。

盘的高度变化呈线性分布，所以可以采用相邻正常

后较术前有所增加（ Ｐ ＜ ０ ０１） 。 文献报道患者直立

平均椎间盘高度均视为相对正常椎间盘高度的代用

４０° ［２３⁃２５］ 。 因此，本研究表明术后颈椎前凸角度不能

复至正常值。 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相邻正常颈椎间

表 ３ 手术前后融合水平的平均 Ｘ 射线测量数据
Ｔａｂ．３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ｕｓｅｄ ｌｅｖｅｌ
术前

术后

Ｐ

Ｉｎｄｅｘ １

０ ４０±０ ０８

０ ６３±０ １５

＜０ ０１

ＷＣＬ（ °）

１６ ５３±６ ８５

２２ ３６±５ ０７

参数

颈椎间盘高度均值的替代方法，作为融合节段颈椎
间盘的正常高度 ［３０⁃３１］ 。 通过测量融合节段术前和
术后的指数，可以清楚的看到颈椎椎间高度（ 前后）

均有明显的增加，并且与“ 相对正常” 椎间盘高度相
比，无明显差异。 说明 ＡＣＤＦ 术后融合节段椎间高

＜０ ０１

度可以恢复至正常节段。 研究表明，椎间隙的减小

＜０ ０１

与椎管狭窄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因此，对于能够

Ｉｎｄｅｘ １ ＝ ＡＩＨ ／ ＶＨ， Ｉｎｄｅｘ ２ ＝ ＰＩＨ ／ ＶＨ， ＷＣＬ ＝ 整体颈椎曲度

恢复正常椎间隙高度的颈椎前路手术，可以改善长

Ｉｎｄｅｘ ２

０ ３５±０ １１

０ ５４±０ １３

·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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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临床疗效 ［３２⁃３４］ 。 Ｇｏｄｌｅｗｓｋｉ 等 ［３０］ 的随访研究表

器（ ＬＤＲ 公司，法国） 及 Ｐｅｅｋ Ｐｒｅｖａｉｌ 颈椎椎间融合

高度，这与本实验的结果具有相似性。 同样，国内研

都有各自利弊，因此临床上除了要正确选择 ｃａｇｅ 尺

明，ＡＣＤＦ 手术可以恢复并且能够维持颈椎的椎间

器内固定系统（ 美敦力公司，美国） 。 每一种融合器

究表明 ＡＣＤＦ 术中椎间隙的撑开高度应参照自身

寸外，根据患者病情，选择正确类型的融合器也是非

其他相对正常椎间隙的高度，控制手术节段的椎间

常关键的。

隙高度与相对正常椎间隙高度比值在 ９５％ 可信区

本研究采用目前常用的脊髓功能评分标准，包

间内，椎间隙高度过高或过低均会增加术后轴性症

括 ＪＯＡ 评分和 Ｎｕｒｉｃｋ 评分，对比分析术前与术后评

状发生率。 本研究中并没有观察到任何一位患者表

分，术后患者的评分具有明显差异，说明患者术后脊

现为术后轴性症状，这与术中置入合适的 ｃａｇｅ，术后

髓功能得以明显改善，表明在本研究中采用 ＡＣＤＦ

颈椎间隙恢复至正常，并没有出现颈椎间隙的过度

手术能够完成有效的脊髓减压，这与前期文献报道

撑开及撑开不足具有相关性 ［３５］ 。

整体颈椎曲度的维持对于脊髓的功能具有重要

作用

［３６⁃３７］

。 徐静

［３８］

认为颈椎处于长期过屈状态，将

导致生理曲度变直消失或反弓。 当颈椎前屈时，头
部重心前移。 颈椎后部正常的压应力变为张应力，
颈项部肌群必须紧张以维持颈椎的平衡稳定。 长时
间颈项部肌肉的收缩状态，引起肌肉疲劳，酸性代谢
产物积聚，肌肉僵硬，弹性降低，血供减少引发肌肉

具有一致性 ［４１⁃４２］ 。

本研究具有如下几个局限性。 （ １） 样本量小，

可能会造成研究偏差。 （２） 本研究采用相邻椎间盘
平均高度作为“ 相对正常” 椎间盘高度，为一间接指
标。 （３） 所有手术都是由同一名外科医生完成，这
意味着手术相关的技术差异可能会影响椎间盘高度
和颈椎前凸的变化。 （４） 本研究没有考虑到不同的
融合节段可能对颈椎曲度的恢复有影响。

痉挛。 从而产生无菌性炎性反应，导致局部酸痛。

综上所述，单节段 ＡＣＤＦ 可以恢复融合节段正

因此，颈椎曲度的评估已经成为临床常用的评估颈

常椎间高度，并且改善颈椎的整体曲度，有利于维持

椎状态的方法之一

［３９］

。 有研究证明从 Ｃ ２ 至 Ｃ ７ 的

整个颈椎曲度正常情况下是 ３０° ～ ４０°，当小于 ２０°

颈椎手术的长久效果。

时，可能导致颈椎功能障碍和颈项部疼痛 ［２５］ 。 颈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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