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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路椎间孔镜下
治疗高髂嵴L5/S1椎间盘突出症的手术技巧及疗效观察

刘继波，李江龙，周鹏，熊飞龙，谢大伟

(兴义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贵州 兴义 562400)

【摘要】 目的 探讨侧路椎间孔镜下(PTED)治疗高髂嵴腰L5/S1间盘突出症的手术方式、手术技巧及其临床效

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6年7月在兴义市人民医院行侧路椎间孔镜治疗的12例高髂嵴腰L5/S1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8例，女性4例。所有患者均经腰椎动力位片证实无手术节段腰椎失稳，双

侧髂嵴连线达腰4椎体中1/2以上。手术方式均采用PTED技术中的侧入路无视髂嵴技术。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VAS法)对患者入院时和术后当时、第1天及3个月进行评分以评估其疗效。结果 12例患者均获得3个月随访。

术后当时、第1天、3个月的VAS评分分别为(1.60±0.24)分、(1.51±0.43)分及(1.61±0.28)分，均明显低于术前的(8.14±

0.45)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侧路椎间孔镜下治疗高髂嵴L5/S1间盘突出症通过无视髂嵴穿刺技

术，体现了椎间孔镜在多方面的微创优越性，该技术是治疗高髂嵴腰L5/S1椎间盘突出症安全、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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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人们生活、工作方

式的改变，腰腿痛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腰椎间盘突出

症是腰腿痛最常见的原因。自椎间孔镜问世以来，由

于其临床疗效显著、并发症少、创伤小等优点，已经得

到了广大脊柱外科医师的普遍认可[1-2]，手术技术也在

不断改进。高髂棘腰5骶1(L5/S1)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

侧路椎间孔镜的应用中，由于高髂棘及横突的阻挡，通

常穿刺困难，而L5/S1椎间孔较小，工作套管活动范围

小，摘除髓核组织时操作受限，给椎间孔镜手术带来一

定的难度。2015年1月至2016年7月，笔者对12例高

髂嵴L5/S1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采用椎间孔侧入路，一次

椎间孔成形的方法，取得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12例，其中男性8例，女性4

例；年龄28~68岁，平均46岁；病程2周~3年，平均8个

月。12例均为单节段高髂棘L5/S1椎间盘突出。

1.2 病例纳入标准 L5/S1椎间盘突出，髂嵴高度

平L4椎体下1/3以上(图1)，有不同程度腰部疼痛、下肢

放射性疼痛，直腿抬高试验阳性，有相应节段的肌力

减退及感觉异常，均无马尾神经损害症状。影像学检

查与症状、体征相一致。无严重椎管狭窄，腰椎动力

位无明显椎体失稳及滑脱。排除腰椎结核、椎间盘

炎、腰椎肿瘤等疾病。无重要脏器功能不全及出血倾

向，无精神异常。

1.3 手术方法

1.3.1 术前定位 取俯卧位，身下垫U型体位软

垫，保持手术床及患者身体水平位，3D-C臂下定位，正

位确定L5/S1椎间盘水平线及棘突正中线，侧位确定穿

刺安全线(关节突连线)，体表画出髂棘弧形线，穿刺

进针点约在棘突正中线旁开 8 cm 与髂棘弧形线交

点。穿刺方向为进针点与椎间盘水平线及棘突正中

线交点的连线。穿刺角度与身体水平面成 25°~30°

夹角。

1.3.2 麻醉 0.5%利多卡因 15~20 mL局部分层

麻醉，穿刺点皮肤约 2 mL，沿穿刺方向遇筋膜层注射

2 mL，到达关节突周围 2~3 mL，穿刺针进入椎间盘内

注射(亚甲蓝+0.5%利多卡因 1~2 mL)，退出盘外注射

0.5%利多卡因2~3 mL。

1.3.3 穿刺 尖刀切开皮肤0.6 cm，采用2.0克氏

针沿穿刺方向与身体水平夹角25°~30°穿刺到S1上关

节突外缘肩部，3D-C臂下正侧位透视确定穿刺位置指

向椎间盘突出靶点，骨锤轻轻敲击克氏针固定在关节

突，方向指向椎间盘突出靶点，在克氏针引导下三级导

管逐级扩张顶住关节突，6.5 mm环踞去除部分关节突

扩大椎间孔(图 2)，环踞扩张到正位透视关节突内缘，

去除的关节突连同克氏针、导管、环踞一起拔出(图3)，

按原到置入导杆，安装工作管。理想的工作管位置应

该是：正位透视位于椎弓根内缘，侧位透视位于相邻

椎体后缘连线(图 4)。在穿刺过程中不断询问患者是

否有腰痛及下肢根性疼痛。

1.3.4 减压 安装椎间孔镜显像系统和冲洗系

统，连接双极射频刀头。由于L5/S1椎间孔的扩大，调

节工作管不同的角度，显示椎间孔内的组织结构，根

据蓝染了解病变椎间盘组织，通过不同型号和角度的

髓核钳及篮钳去除部分黄韧带及影响视野的组织，用

射频刀头对于镜下的出血点进行止血消融，摘除蓝染

··107



海南医学2018年1月第29卷第1期

的髓核组织，上下探查神经根走向，了解神经根是否

完全松解(图5)。对于脱出游离型椎间盘突出，在减压

结束前应反复检查周围有无残留游离椎间盘髓核组

织。通过术中直腿抬高实验，检查神经根滑动情况，

了解是否完全松解，并且询问患者有无根性疼痛。

1.3.5 术后处理 术后当天卧床行腰背肌及直

腿抬高功能锻炼，术后第一天佩戴腰围下地活动，术

后第二天观察患者无下肢疼痛等不适即可出院，出院

后嘱患者继续加强腰背肌及直腿抬高功能锻炼，避免

久坐久站。

图1 术前CT、MRI、X片；图2 术中穿刺；图3 环锯一次椎间孔成形；图4 椎间孔成形及摘除髓核；图5 术中松解神经根

1.4 疗效评价标准 治疗前后采用视觉模拟评

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价疼痛程度，0 表示

无痛，10表示剧烈疼痛难忍。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两比

较采用 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手术前后视觉模拟评分比较 本组 12例患

者均获得 3个月随访。平均手术时间 90 min，平均出

血量 20 mL，卧床时间均小于 24 h。术前、术后即刻、

术后第 1 天、术后 3 个月 VAS 评分分别为(8.14±0.45)

分、(1.60±0.24) 分、(1.51±0.43) 分、(1.61±0.28) 分，术后

VAS评分明显低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随访情况 本组 12例患者穿刺及椎间盘摘

除均顺利完成，均未发生神经根损伤、硬模囊破裂及

椎间隙感染等严重并发症，12例患者术后下肢疼痛症

状明显缓解，1例患者在术后一个月原部位再次出现

下肢根性疼痛，复查MRI L1/S1椎间盘再次突出，再次

予椎间孔镜翻修手术，术后疼痛症状缓解。12例患者

3个月后继续随访均未再出现明显症状。

3 讨 论

高髂棘L5/S1椎间盘突出在侧路镜手术中有许多

影响因素，由于高髂棘和横突阻挡，穿刺比较困难，不

容易到达穿刺的靶点，造成穿刺失败。由于穿刺角度较

大，工作管挤压髂骨使患者疼痛不适。由于L5/S1椎间

孔相对较小，以及穿刺角度的问题，造成工作套管活动

范围小，摘除髓核组织时操作受限，术中神经根走行显

示不清，对神经根松解不彻底。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总

结了一些手术技巧，首先要求术者熟悉脊柱的三维立体

解剖结构，有丰富的内窥镜手术经验[3]。做到“手眼分

离”。与正常髂嵴相比，高髂嵴穿刺点定位更靠近棘突

中线，以避开高髂嵴的影响，中线旁开8~10 cm，穿刺与

身体水平夹角更大，30°左右为宜。采用逐层分层麻

醉，并且在关节突周围及椎管内给予一定剂量的麻

醉药，确保在环锯扩大椎间孔、建立工作通道及处理

后纵韧带过程中无明显痛感，使患者能够完全配合

手术的完成。由于髂棘遮挡及 L5/S1 椎间孔相对狭

小，通常需要通过环锯去掉部分上关节突作椎间孔

成形，这样便于调整工作通道从各个方位对神经根

进行减压。使用 2.0克氏针进行穿刺，这样容易把握

穿刺方向，准确到达穿刺靶点，通过克氏针穿刺到关

节突，骨锤轻轻敲击克氏针固定在关节突上，在克氏

针引导下三级导管逐级扩张顶住关节突，6.5 mm 环

踞一次成形扩大椎间孔，注意克氏针穿刺及环锯处

理关节突时，动作轻柔，正位透视不超过椎弓根内

壁，能有效避免硬膜囊及神经根的损伤。刘昊楠等[4]

报道椎间孔技术神经根损伤发生率可达到 2.8%~

17%，主要是由于术中反复穿刺及安放工作套管挤压

刺激所致。Yoshitaka 等 [5]报道椎间孔镜治疗腰椎间

盘突出症复发率为 2.4%~8.5%。对于巨大或者合并

游离椎间盘脱出，由于椎间孔扩大，可通过调整工作

管道扩大减压范围，对椎管内各个方向进行探查，确

保完全摘除游离髓核组织。对于术中出血出现视野

不清影响手术操作时不要盲目电凝止血，可取出内

镜，甚至可完全拔出工作套管，体外压迫 3~5 min 后

再缓慢置入工作套管，通常情况下出血会明显减少，

再继续进行减压操作。手术结束时，通常镜下硬膜

囊或神经根能清晰可见，并随心跳而搏动，这是减压

彻底终止手术的重要标志[6-7]。

综上所述，PTED技术一种全新的脊柱内窥镜技

术，因创伤小、恢复快、已经成为了目前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较为理想的选择，侧路椎间孔镜下治疗高髂嵴

L5/S1间盘突出症在穿刺操作中存在一定难度，通过无

视髂嵴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充分体现了椎间孔镜在

多方面的微创优越性，该技术是治疗高髂嵴L5/S1椎间

盘突出症安全、有效的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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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V+L”型胫骨高位截骨+钢板螺丝钉内
固定术治疗膝骨性关节炎并内翻畸形临床对照研究

黄志伟，林作华，谭彩慈

(江门市蓬江区白石正骨医院创伤骨科，广东 江门 529030)

【摘要】 目的 探讨改良“V+L”型胫骨高位截骨+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治疗膝骨性关节炎(KOA)并内翻畸形

的效果。方法 选择江门市蓬江区白石正骨医院创伤骨科2016年1~9月收治的40例KOA并内翻畸形患者，采用

随机数表法分为两组，保守组20例于门诊给予药物保守治疗，手术组20例行改良“V+L”型胫骨高位截骨+钢板螺

丝钉内固定术，治疗前、治疗后3个月和6个月采用国际骨关节炎的评分标准Lequesne指数评价疗效。结果 治疗

后1、3、6个月手术组患者的Lequesne 指数分别为(12.57±1.71)、(7.26±1.02)、(3.19±0.24)，明显低于治疗前及保守组

的(15.62±2.93)、(12.47±1.26)、(11.52±0.9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3个月手术组患者膝关节负重位

下屈曲活动度为(112.43±16.73)°，明显高于治疗前和对照组，伸直滞缺度为(1.49±0.28)°，明显低于治疗前和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改良“V+L”型胫骨高位截骨+钢板螺丝钉内固定术治疗KOA并内翻畸形具

有操作简便、疗效明显等优点，可恢复膝关节活动功能，是一种疗效确切的新术式。

【关键词】 胫骨高位截骨；钢板；螺丝钉；内固定；膝骨性关节炎；内翻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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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V+L" type tibial high osteotomy+ internal fixation with steel plate and screw in the treat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 complicated with varus deformity. HUANG Zhi-wei, LIN Zuo-hua, TAN Cai-ci.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the Bai Shi Orthopedic Hospital of Pengjiang District of Jiangmen City, Jiangmen 52903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mproved "V+L" type tibial high osteotomy+ internal fixation

with steel plate and screw for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KOA) complicated with varus deformity. Methods From Jan-

uary 2016 to September 2016, 40 patients with KOA and varus were selected from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the Bai

Shi Orthopedic Hospital of Pengjiang District of Jiangmen City,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using random num-

ber table. The control group (20 cases) received conservative treatment, and the surgery group (20 cases) applied im-

proved "V+L" type tibial high osteotomy+internal fixation with steel plate and screw. Before treatment and 3 months,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the curative effect wa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Lequesne index. Results The Lequesne index of

patients with 1 month, 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was respectively (12.57±1.71), (7.26±1.02), (3.19±0.24) in

the surgery group,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15.62±2.93), (12.47±1.26), (11.52±0.93)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ree months after treatment, the knee buckling

mobility of the load bearing position was (112.43±16.73)°,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unbend hysteresis for lack of degrees was (1.49±0.28)°,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mproved "V+L" type tibial high osteotomy+internal fixation with

steel plate and screw in the treatment of KOA and varus deformity is easy to operate with significant curative effect, and

can recover the function of the knee joint activities.

【Key words】 Tibial high osteotomy; Steel plate;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Knee osteoarthritis; Varus de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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