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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胸腰椎骨折的临床研究
王守东，林文琛，吴祥培，林良河，林伟东，王育新

(石狮市(华侨)医院骨科，福建 石狮 362700)

【摘要】 目的 对比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与传统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胸腰椎骨折的临床疗

效。方法 选择石狮市(华侨)医院骨科于2015年6月至2016年7月收治的57例胸腰椎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

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n=28)和对照组(n=29)，对照组患者予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观察组患者采用经皮

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围手术期指标，随访1年，观察椎体影像学指标的变化。结果 观察组

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离床时间及住院时间分别为(43.5±5.8) min、(80.6±25.4) mL、(7.5±2.4) d、(11.4±3.8) d，

均明显少于对照组的(90.5±15.7) min、(230.7±55.9) mL、(13.4±4.3) d、(18.3±5.7) 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

访 1 年时，观察组患者的椎体前缘高度比值及后凸 Cobb 角分别为(85.4±17.6)%、(9.9±2.8)°，与对照组的(87.5±

18.9)%、(9.1±3.2)°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胸腰椎骨折具有确切

的疗效，并且具有手术时间短、出血量少、术后恢复快等微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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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percutaneous pedicle screw fixation and traditional

posterior pedicle screw fix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thoracolumbar fractures. Methods A total of 57 cases of patients

with thoracolumbar fracture, who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of Shishi (Overseas Chinese) Hospital from

June 2015 to July 2016,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n=28) and the control group (n=29) ac-

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osterior pedicle screw fixa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ercutaneous pedicle screw change of fixation. The perioperative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changes of vertebral imaging indexes were observed after one year of follow-up.

Results The operation time, bleeding volume, postoperative ambulation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ere (43.5±5.8) min, (80.6±25.4) mL, (7.5±2.4) d, (11.4±3.8) d,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90.5±15.7) min, (230.7±55.9) mL, (13.4±4.3) d, (18.3±5.7) d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one year of fol-

low-up, the anterior vertebral height ratio and kyphosis Cobb angle were respectively (85.4±17.6)% and (9.9±2.8)°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versus (87.5±18.9)% and (9.1±3.2)°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ercutaneous pedi-

cle screw fixation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thoracolumbar fractures. It has advantages of shorter opera-

tion time, less blood loss and quick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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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建筑及交通事业的迅速发

展，胸腰椎骨折的发生率逐年升高，目前胸腰椎骨

折占脊柱骨折总数的 50%以上 [1]。既往常应用开

放手术内固定治疗无神经损伤的胸腰椎骨折，虽

然具有确切的临床疗效，但是因为该手术需要对

椎旁肌肉组织进行大范围的剥离及持续牵拉，因

此创伤较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且术后容易引

起患者的慢性疼痛，增加了患者的痛苦 [2]。随着微

创技术在脊柱外科的不断发展应用，经皮椎弓根

螺钉内固定术在治疗胸腰椎骨折方面的应用也越

来越多。笔者的近年来采用经皮椎弓根内固定术

治疗胸腰椎骨折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石狮市(华侨)医院骨科2015

年6月至2016年7月收治的57例胸腰椎骨折患者为研

究对象，其中男性45例，女性12例；年龄21~48岁；受伤

至手术时间3~12 d；致伤原因包括高处坠落28例，重物

砸伤8例，车祸21例。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有

明确的外伤史，经影像学检查确定为胸腰椎骨折；③均

为单节段椎体骨折；④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①合并心力衰竭、严重糖尿病、凝血功能

障碍及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②合并脊神经及马尾损伤

者；③不能坚持随访者。根据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两

组，其中观察组28例，对照组29例，两组患者的临床资

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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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t值
P 值

例数

28

29

男

21

24

女

7

5

年龄(岁，x-±s)

38.9±6.7

37.6±7.2

0. 14

>0.05

T12

5

6

L1

16

19

L2

6

4

0. 25

>0.05

无狭窄

12

13

有狭窄

16

16

0. 18

>0.05

手术时间(d，x-±s)

6.7±1.8

6.2±2.4

>0.05

骨折部位(例)性别(例) 椎管狭窄(例)

0. 00

>0.05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后路椎弓根

螺钉内固定术进行治疗。观察组患者则运用经皮椎弓

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方法：患者全麻，俯卧位并保持腹

部悬空。C臂机X线透视下确定拟钻钉的椎弓根部位，

并在皮肤上做标记。常规消毒铺巾，然后在标记处作纵

形切口(约长1.5 cm)，置入开口器，使其通过肌纤维间隙

到达椎弓根部骨质。使用厦门大博颖精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生产的(USS-CA)脊柱钉棒固定系统，X线透视下

在椎弓根椭圆形影内近外皮质缘处将骨皮质钻破。其

后，钝头扩张器顺椎弓根方向进入椎体后再换用细探测

器确认隧道位置。扩张骨性隧道后钻入适合的椎弓根

钉。其余3枚椎弓根钉的植入用相同的方法完成。置

入固定棒，拧入固定螺钉，然后安装撑开器。在X线透

视下撑开复位，锁紧固定螺钉。

1.3 观察指标 ①围手术期指标：记录并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离床时间及住院时

间；②影像学指标：术后随访 1年，分别于术前及术后

1年内固定拆除前进行矢状位X线片的拍摄，比较两

组患者术前及术后椎体前缘高度比值、后凸 Cobb

角。其中椎体前缘高度比值=[伤椎前缘高度(上位椎

体前缘高度/2+下位椎体前缘高度/2)/正常高度]×

100%；后凸Cobb角指上骨折椎体的上位椎体的上终

板与下位椎体的下终板所形成的夹角(矢状面)。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样

本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均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均

顺利完成手术，均无椎弓根钉误入椎管以及神经损

伤等严重并发症，术后无内固定松动、断裂等情况发

生。观察组患者术前术后典型病例图片见图 1、图

2。观察组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离床时间及住院

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

2.2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影像学指标比较 两组

患者术后随访1年时，椎体前缘高度比值均提高明显，

后凸 Cobb 角均明显减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但是两组间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3。

表2 两组患者的围手术期指标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28

29

手术时间(min)

43.5±5.8

90.5±15.7

14.887

<0.05

出血量(mL)

80.6±25.4

230.7±55.9

12.892

<0.05

术后离床时间(d)

7.5±2.4

13.4±4.3

6.365

＜0.05

住院时间(d)

11.4±3.8

18.3±5.7

5.358

＜0.05

图1 术前T12椎体骨折

图2 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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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胸腰骨折是目前临上上最常见的脊柱骨折，如果

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可使其出现进行性脊

柱不稳、脊柱后凸崎形等并发症，严重者可以造成神

经损伤[3-4]。因此，目前临床上对于胸腰椎骨折(伴或不

伴脊髓损伤)公认首选手术治疗。椎弓根螺钉固定术

是治疗胸腰椎骨折最常见且有效的方法之一，可以即

刻为脊柱提供可靠的三柱稳定[5]。既往临床上采用传

统的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该术式需要将骨

折椎体和邻近椎体后方及两侧所有的组织进行暴露，

且术后均需要留置引流管，对患者造成较大的创伤；

此外，患者术后切口疼痛明显，卧床时间长，进而明显

影响患者的术后康复[6]。

本研究对观察组患者采用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

定术治疗，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手术时间、出

血量、术后离床及住院时间在观察组患者均明显少于

对照组；术后随访 1 年时，两组患者椎体前缘高度比

值、后凸Cobb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经皮椎

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可以达到和开放手术内固定

相同的效果，但是前者具有微创的优势，患者手术时

间短、出血量少、术后恢复快。笔者认为经皮椎弓根

内固定术的优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保留了内

固定手术复位满意、固定坚强的优势，但是大大减少

了手术创伤，发挥了微创的优势；②由于不需要对骶

脊肌进行大范围的剥离，因而使手术过程得以简化，

进而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少了术中出血量[7]；③患者术

后可以早期下地，减少了长期卧床并发症的发生风

险，使住院时间明显缩短[8-9]，并且术后骨折可以相对

较快的愈合。此外，笔者在临床实践中总结经皮椎弓

根螺钉内固定技术要点如下：①内固定系统的选择，

要求重点考虑内固定系统钉棒连接处的大小、形态，

使连接棒容易在小切口内进行安装；②椎弓根需要准

确进行定位，且椎弓根钉在术中正确钻入是该技术成

功的基础，也有利于预防神经损伤等严重并发症；

③重视应用C臂机X线进行监视，尤其是器械的撑开

复位及矫正屈曲畸形应在X线监视下进行，避免过撑

及过伸的出现，并且预防神经损伤[10]。

综上所述，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胸腰椎

骨折具有确切的疗效，并且具有手术时间短、出血量

少、术后恢复快等微创优势，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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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影像学指标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28

29

术前

53.2±12.3

55.1±13.5

0.554

>0.05

术后1年

85.4±17.6a

87.5±18.9a

0.792

>0.05

术前

20.3±5.3

19.3±4.8

0.747

>0.05

术后1年

9.9±2.8a

9.1±3.2a

1.003

>0.05

椎体前缘高度比值(%) 后凸Cobb角(°)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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