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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tant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与开放式椎弓根内固定术
治疗胸腰椎多发脊柱骨折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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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Sextant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与开放式椎弓根内固定术治疗胸腰椎多发脊柱骨

折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19年7月在商洛市洛南县医院就诊并接受Sextant微创经皮椎

弓根螺钉内固定术的42例胸腰椎多发脊柱骨折患者(研究组)及接受开放式椎弓根内固定术的40例胸腰椎多发脊

柱骨折患者(对照组)的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者的围术期情况，术前及术后7 d时的影像学指标[椎体矢状面指数

(SI)、脊柱后凸角度(Cobb's角)、椎体前缘高度]，术前及术后6个月的脊髓神经功能[日本骨科学会腰背痛手术评分

标准(JOA)]水平，以及术后6个月美国脊髓损伤协会评分(ASIA)水平，同时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感染、腰背部疼

痛、内固定移位、神经根脊髓压迫)发生情况。结果 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分别为(61.52±17.61) min，

(55.56±18.34) min，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95.85±21.58) mL vs (272.91±

45.17) mL]、切口长度[(6.32±1.20) cm vs (11.13±2.24) cm]、术后引流量[(16.04±2.24) mL vs (156.11±41.92) mL]、住院

时间[(10.46±1.87) d vs (15.07±2.01) d]、疼痛程度[(1.67±0.82)分 vs (2.31±0.74)分]比较，研究组明显低于或短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两组患者的SI和椎体前缘高度均明显高于术前，Cobb's角均明显低于

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6个月，研究组和对照组患

者的 JOA评分为(13.39±3.89)分、(12.62±4.37)分，均明显高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术后两组间的

JOA评分和ASIA分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的感染、腰背部疼痛、内固定移位、神经根

脊髓压迫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Sextant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与开放式椎弓根

内固定术治疗胸腰椎多发脊柱骨折均有良好疗效，Sextant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对患者造成的损伤较小，

恢复情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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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sextant minimally invasive percutaneous pedicle screw inter-

nal fixation and open pedicle internal fix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multiple thoracolumbar spine fracture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clinical data of 42 patients with multiple thoracolumbar spine fractures who un-

derwent sextant minimally invasive percutaneous pedicle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study group) and 40 patients with mul-

tiple thoracolumbar spinal fractures who underwent open pedicle internal fixation (control group) in Luonan County Hos-

pital between June 2017 and July 2019. The perioperative situation, imaging indexes (vertebral sagittal index [SI], spinal

kyphosis angle [Cobb's angle], anterior vertebral height) before surgery and at 7 d after surgery, spinal neurological func-

tion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JOA] of low back pain) before surgery and at 6 months after surgery and Ameri-

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 score (ASIA) at 6 months after surger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oc-

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infection, low back pain, internal fixation displacement, nerve root and spinal cord compres-

s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urgical time was (61.52±17.61) min in study group and

(55.56±18.34) min in control group, with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or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following indexes (P<0.05):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95.85±21.58) mL vs (272.91±45.17) mL; incision length, (6.32±1.20) cm vs (11.13±2.24) cm; postoperative

drainage volume, (16.04±2.24) mL vs (156.11±41.92) mL; hospital stay, (10.46±1.87) d vs (15.07±2.01) d; pain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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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骨折主要致伤原因为外力导致，对于脊柱骨

折患者应及时恢复骨折部位、纠正骨折状态，以减少

骨折对患者造成的损伤[1]。胸腰椎脊柱是人体固定及

活动的主要椎体，因此受到损伤时较易出现骨折情

况，损伤概率较大[2]。伤及脊椎的患者大多遭受严重

创伤，且神经功能及脏器也会受到一定损伤，导致多

种并发症状，增加治疗风险[3]。临床常应用开放手术

进行治疗，但开放手术造成的创伤较大，患者疼痛程

度较重、术后愈合较慢，对于患者预后有不利影响[4]。

而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是较为新型的治疗

方案，微创的手术方式在临床治疗中具有较开放手术

更好的治疗效果[5]。本研究通过对比Sextant微创经皮

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与开放式椎弓根内固定术在胸

腰椎脊柱骨折患者中的疗效差异，旨在探讨更好的手

术治疗方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7年 6月至 2019

年 7月在商洛市洛南县医院就诊的 80例胸腰椎多发

脊柱骨折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①经过X线或

CT 检查确诊为胸腰椎脊柱骨折者；②节段多处骨折

者；③脊柱发育正常，无椎管内肿瘤者。排除标准：①

骨质疏松、神经功能受损及具有后方韧带复合体损伤

史者；②严重脏器损伤或感染者；③身体极度虚弱或

下肢残疾者。其中行Sextant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

固定术的42例纳入研究组，行开放式椎弓根内固定术

的 40例纳入对照组。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本研究经我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

(1.67±0.82) points vs (2.31±0.74) points. At 7 d after surgery, the SI and anterior vertebral height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surgery, while the Cobb's angl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surgery (P<

0.05), and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t 6 months after surgery, the JOA

score were (13.39±3.89) points in study group and (12.62±4.37) points in control group,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surgery (P<0.05), 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JOA score and ASIA grad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surgery (P>0.05).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 rates of infec-

tion, low back pain, internal fixation displacement, and nerve root and spinal cord compress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surgery (P>0.05). Conclusion Sextant minimally invasive percutaneous pedicle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and open

pedicle internal fixation both have good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multiple thoracolumbar spine fractures. Sextant mini-

mally invasive percutaneous pedicle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has less damage to patients and better recovery.

【Key words】 Sextant minimally invasive percutaneous pedicle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Open pedicle internal fixa-

tion; Multiple thoracolumbar spine fractures; Clinical efficacy

表1 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比较[x-±s，例(%)]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Z/t/χ2值

P值

例数

42

40

男

27 (64.29)

24 (60.00)

女

15 (35.71)

16 (40.00)

0.160

0.689

年龄(岁)

43.20±8.97

43.77±8.41

0.297

0.768

A1

21 (50.00)

18 (45.00)

A2

13 (30.95)

15 (37.50)

A3

8 (19.05)

7 (17.50)

0.272

0.785

高处跌落

15 (35.71)

17 (42.50)

交通事故

17 (40.48)

14 (35.00)

重物打击

10 (23.81)

9 (22.50)

0.496

0.620

性别 骨折AO分型 骨折原因

1.2 手术方法

1.2.1 对照组 该组患者行开放式椎弓根内固

定术治疗。方法：患者采用全麻，俯卧悬空腹部，在胸

腰椎脊柱正后方做长约 12 cm的切口，暴露骨折及相

邻椎体，以C型臂X线机确认标记脊柱骨折位置及椎

弓根螺钉拟固定位置，采用Weinstein法锁定固定点。

在骨折部位及附近椎体置入椎弓根螺钉，首先固定伤

椎相邻椎体，置入连接棒，沿帮棒体将椎弓根螺钉置

入骨折椎体内，使其固定在连接棒上，撑开伤椎的椎

弓根的远近端，使用椎弓根螺钉复原椎体前缘高度及

后凸角度，最后关闭切口。

1.2.2 研究组 该组患者行 Sextant 微创经皮椎

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方法：患者采用全麻，取俯

卧位，以C型臂X线机确定伤椎位置及相邻椎体的椎

弓根投影位置，标记关节突内侧缘及上下缘。使用含

内芯的穿刺针在皮肤上定位锁定进针点，在C臂监视

下进行经皮穿刺，针体刺入小关节及横突交汇位置，

穿刺针到达椎弓根时将针芯抽出，置入克氏针，取出

穿刺针针管。以相同方法置入另外 3根克氏针，通过

导针置入扩大管及空心攻丝钻，通过导丝将椎弓根拧

入椎体，即经皮下将固定棒从上到下向椎弓根螺钉尾

槽内置入，拧入螺帽并旋紧，使固定棒牢固，在C臂监

视下用撑开器实施撑开复位，纠正椎体前缘高度及后

凸角度，最后关闭切口。

1.3 评估方法

1.3.1 疼痛程度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 [6]方

法，患者在10 cm的直线上标出自己疼痛程度，总分0~

10，0分表示无痛，10分表示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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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脊髓神经功能 采用日本骨科协会评估

治疗分数(JOA)[7]问卷，该问卷包括主观症状、临床体

征、日常活动受限度、膀胱功能，分数越高表示脊髓神

经功能越好。

1.3.3 美国脊髓损伤协会评分(ASIA)[8] ASIA

评分分为5级，A级：骶段S4~5无感觉及运动功能，完全

性损害；B级：神经平面以下有感觉，无法运动，不完全

性损害；C级：神经平面以下有感觉及运动功能，50%

以上关键肌肌力<3级，不完全性损害；D级：神经平面

以下有感觉及运动功能，50%以上关键肌肌力≥3级，

不完全性损害；E级：感觉及运动功能均正常。

1.4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患者围术期情况(手

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切口长度、术后引流量、住院时

间、疼痛程度)；(2)记录术前及术后 7 d时两组患者的

影像学指标 [椎体矢状面指数 (SI)、脊柱后凸角度

(Cobb's角)、椎体前缘高度]，记录术前及术后半年的脊

髓神经功能(JOA)水平；(3)记录两组患者术后 6 个月

ASIA水平；(4)记录两组患者并发症(感染、腰背部疼

痛、内固定移位、神经根脊髓压迫)发生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或 Fisher精确

概率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围术期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手

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

的术中出血量、切口长度、术后引流量、住院时间、疼

痛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的围术期情况比较(x-±s)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2

40

手术时间(min)

61.52±17.61

55.56±18.34

1.501

0.137

术中出血量(mL)

95.85±21.58

272.91±45.17

22.821

0.001

切口长度(cm)

6.32±1.20

11.13±2.24

12.201

0.001

术后引流量(mL)

16.04±2.24

156.11±41.92

21.629

0.001

住院时间(d)

10.46±1.87

15.07±2.01

10.759

0.001

疼痛程度(分)

1.67±0.82

2.31±0.74

3.704

0.001

2.2 两组患者的影像学指标比较 术后 7 d，两

组患者的SI、椎体前缘高度均较术前明显上升，Cobb's

角均较术前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两组患者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3。

2.3 两组患者的脊髓神经功能比较 术前，研究

组和对照组患者的 JOA 评分分别为(6.04±2.34)分、

(6.12±2.25)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158，P>0.05)；术

后 6 个月，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 JOA 评分分别为

(13.39±3.89)分、(12.62±4.37)分，两组患者 JOA评分均

较术前明显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5.292、

12.420，P<0.05)，但两组间的 JOA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t=0.844，P>0.05)。

2.4 两组患者的 ASIA 分级比较 术后 6 个月，

两组患者ASIA分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223，

P=0.221>0.05)，见表4。

2.5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 两组患者的感染、

腰背部疼痛、内固定移位、神经根脊髓压迫发生率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3 讨论

胸腰段脊柱骨折由于胸腰脊柱关节面或活动度

具有变化，因此临床较为常见[9]。脊柱骨折患者风险

较大，是因为骨折易导致脊髓及神经功能损伤，增加

治疗难度。手术可有效恢复脊柱正常结构，缓解骨折

椎体对脊髓神经的不当压迫，进而恢复脊柱神经功

能，可有效治疗胸腰椎脊柱骨折[10]。探究应用效果更

好的手术治疗方案对于胸腰椎多发脊柱骨折患者具

有重要意义。

开放式椎弓根螺钉固定术是治疗脊柱骨折的传

统术式，对于恢复伤椎高度、重建伤椎椎体具有良好

作用[11]。其操作较为简单，但因为需要保证术野清洁，

需大量剥离椎旁肌肉暴露骨折节段，造成的创伤较

大，术中出血量较多[12]。同时开放术式会损伤关节周

表3 两组患者的影像学指标比较(x-±s)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例数

42

40

时间

术前

术后7 d

t值
P值

术前

术后7 d

t值
P值

SI (%)

65.07±13.01

91.52±14.43

12.494

<0.01

65.11±13.10

90.96±14.15

12.296

<0.01

Cobb's角(°)

14.58±6.13

4.24±1.04

18.692

<0.01

14.41±6.02

4.60±0.97

18.191

<0.01

椎体前缘高度(%)

60.43±10.21

94.69±10.69

21.247

<0.01

61.08±10.23

95.56±10.30

21.769

<0.01

表4 两组患者的ASIA分级比较[例(%)]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例数

42

40

A级

1 (2.38)

1 (2.50)

B级

4 (9.52)

5 (12.50)

C级

9 (21.43)

13 (32.50)

D级

16 (38.10)

13 (32.50)

E级

12 (28.57)

8 (20.00)

表5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例(%)]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P值

例数

42

40

感染

1 (2.38)

2 (5.00)

0.611a

腰背部疼痛

2 (4.76)

5 (12.50)

0.259a

内固定移位

0 (0)

2 (5.00)

0.235a

神经根脊髓压迫

0 (0)

2 (5.00)

0.235a

注：a采用Fisher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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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血管网及脊神经，对脊柱后方肌肉的稳定性也有一

定影响，肌纤维会出现水肿，有造成瘢痕的可能性，对

患者预后产生影响，并且易导致各种并发症发生，延

长患者骨折愈合时间[13]。而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

定术是在C型臂X机透视下进行手术定位及确定穿刺

点位置，然后根据伤椎状态选择适宜的螺钉，无需进行

较大切口暴露术野，因此可有效保护椎旁肌肉及肌肉韧

带复合体的稳定，最大程度保留腰背功能，创伤小，出血

少，术后恢复速度较快，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14]。因此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切口长度、术

后引流量、住院时间、疼痛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

对于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的机制，椎体

后方中央的后纵韧带最厚，延伸至椎间盘及椎骨相连

的部位变薄，椎间盘水平较宽，在胸腰段进行间接复位

的疗效优于下腰段及间断复位。同时，椎体后壁骨折

间接复位可通过椎体后壁及椎间盘的连接实现，单纯

依靠后纵韧带产生的间接复位最多能够恢复35%的受

压椎管，但同时利用后纵韧带、椎间关节软骨等的力量

及经皮椎弓根螺钉垂直安装的原理，能够使伤椎的椎

体前缘恢复到正常高度，进而恢复脊椎的生理角度，保

护骨折椎体的结构及稳定[15]。故其主要优点有降低骨

折对椎体稳定的破坏，并且减少对机体的损伤，维持脊

柱平衡避免其不当活动。本研究中，两组患者影像学

指标、脊髓神经功能及ASIA分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表明两种术式均取得良好疗效。研究结

果显示，给予经皮微创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的胸腰

椎骨折患者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评分改善程度明显

优于给予切开椎弓根内固定治疗的患者，两组和术后

Cobb's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与本研究结果部分

一致，可佐证本研究论点。而本研究的两组患者并发

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析与本研究为回顾性研

究且样本量较小、术后随访时间较短有关，未来还需扩

大样本量，应用更多指标进行进一步验证。

综上所述，Sextant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

与开放式椎弓根内固定术均能有效治疗胸腰椎多发

脊柱骨折，行Sextant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的

患者术中创伤较小，术后恢复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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