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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ED与TLIF治疗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效果比较

李玉伟 王海蛟王义生 崔巍 周鹏 李程

【摘要】 目的比较经皮椎间孔镜下椎问盘切除术(PTED)和后外侧经椎问孔椎问盘切除融合

术(TLIF)治疗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2月至2015年2月收治的高

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根据标准共纳入63例，其中采用PTED治疗33例(PTED组)，采用TLIF治

疗30例(TLIF组)。通过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和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评价两组患者手术

前后的改善情况，并比较两组的手术时间、术中I叶』血量、术后48 h引流量、住院时间、透视次数、并发

症、复发率以及术后恢复情况。随访时间为12～33个月。结果PTED组的手术时间、术巾“I血量、

术后48 h引流量、住院时间均显著小于TI。lF组[(71±19)比(121±22)min]、(30±21)比(317±50)rnl、

0比(93±29)m1、(3．5±1．9)比(12．5±2．1)d]，而PTED组的透视次数显著高于TLIF组[(16．2±

8．3)比(6．7±4．2)次](均P<0．05)。两组问术后VAS评分和ODI改善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手术优良率、复发率差异均无统讨一学意义(均P>0．05)。结论PTED治疗高位腰椎

问盘突出症，与TLIF相比具有创伤小、m I血少以及术后恢复快的特点，疗效、复发率与TLIF相近，是

治疗高位腰椎问盘突出症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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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 versus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in treating uppe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Li Yuwei，Wang Haijiao，Wang Hsheng，Cui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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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pelcutaneous endoscopic transforaminal

diseectomv(PTED)and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TLIF)in the treatment of high lumbar disc

herniation．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with hig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from February 20 l 0 to

February 20 l 5 were retrospective analyzed．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criteria．a total of 63 cases were

enrolled．including PTED group 33 cases，TLIF group 30 cases．The improvement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ler surgery was assessed by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and Oswestrv dysfunction index(ODI)．The

operative time，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drainage volume at 48 h postoperatively，hospitalization time，

number of fluoroscopy，complication，recurrence rate and postoperative recover)’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The follow—up period was 12 to 33 months．Results The operation time．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drainage amount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in胛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ose in TI—IF

group『(71±19)vs(121±22)min，(30±21)vs(317±50)ml，0 vs(93±29)ml，(3．5±1．9)vs

(1 2．5±2．1)d]．The number of fluoroscopy in PT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LIF group

『(16．2-4-8．3)vs(6．7±4．2)](a11 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ierenee in VAS score antl 0DI

improvement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operation(both 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excellent rate of surgery and the recurrence rate(both P>0．05)．

Conclusions FrED has the advantages of 1ess trauma and bleeding．rapid postoperative recovery in the

treatment of uppe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compared with TLIF．and the curative effeet and recurrence rate

are similar with TLIF．Therefore．PTED is all effective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upper lumbar disc

heru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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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腰椎问盘突出症是指L，～。以上节段的腰椎

问盘突出症，占腰椎问盘突出症的1．0％～

10．4％¨J。目前常用的治疗方法有经侧前方人路椎

间盘切除融合内固定术。2。、后外侧经椎间孑L椎问盘

切除融合术(TLIF)[31、后路经皮内镜腰椎问盘切除

术(MED)4o等。侧前方入路椎问盘切除融合内固

定术能够直接切除压迫脊髓或神经的椎问盘等致压

物，但是存在手术创伤较大、干扰肺脏、一旦出现并

发症较为严重等缺点。“；TLIF手术具有良好的临床

疗效，但是存在时间长、创伤大、出血多、术后卧床时

间长等缺点；MED创伤较小，但高位的腰神经根出

硬膜囊后向前下走行较短、位置较深，较下位神经根

固定、不易牵开，所以后路牵开圆锥(脊髓)行椎间

盘髓核摘除易对脊髓造成损伤。4o；经皮穿刺融核术

治疗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是非直视下操作，不能看

到突出的髓核，因而目前已逐渐弃用。现就经皮椎

间孔镜下椎间盘切除术(PTED)L6j与TLIF治疗高

位腰椎问盘突出症的效果比较分析如下。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1．对象：回归性分析2010年2月至2015年

2月期间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收治

的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资料。

2．纳入标准：(1)单节段的高位腰椎间盘突出

引起腰部及单侧神经根症状，行保守治疗3个月以

上，疗效不佳或反复发作；(2)急性椎间盘突出或脱

出导致明显的神经功能受损和严重的神经根性疼痛

患者；(3)初次手术；(4)影像学(CT、MRI)显示高位

椎问盘中央偏一侧突出，或椎间孔处突出。病变位

于L1／2、L2／3。

3．排除标准：(1)腰椎管狭窄症；(2)动力位x

线片显示腰椎不稳(不含退行性滑脱)；(3)腰椎感

染、肿瘤和畸形；(4)患者存在双侧神经根症状或体

征；(5)影像学(CT、MRI)显示高位椎问盘存在严重

钙化，或椎体后缘有巨大骨赘的骨性椎管狭窄；(6)

失访者。

二、分组方法

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共纳入63例患者。所有

患者术前均行腰椎正侧位片、过伸过屈位片、CT及

MRI检查确诊，症状为腰痛伴一侧肢体放射痛、麻

木。CT及MRI示病变椎间盘向后偏一侧突出或脱

出，硬膜囊及同侧神经根受压。根据治疗术式不同

分为PTED组(33例)和TLIF组(30例)：(1)PTED

组，男21例，女12例，年龄23～72岁[(43．9±

11．6)岁]，病程1～27个月[(5．7±2．6)个月]，病

变间隙位于L1／2 12例、L：，3 21例；(2)TLIF组，男

19例，女11例，年龄26～77岁[(46．1±13．2)岁]，

病程2～32个月[(6．5±2．7)个月]，病变间隙位于

L。，：10例、L∥，20例。两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见

表1。

三、手术方法及术后处理

1．PTED组：取侧卧位，患侧在上。通过C臂机

透视，在体表画出：脊柱后正中线、病变间隙水平线、

病变间隙的上关节突在背侧的投影位置及在侧方的

投影位置。根据影像学上髓核突出、下垂的位置设

计下斜角度，在体表画出穿刺途径的背侧投影线、穿

刺途径的侧方投影线，两线交叉点为穿刺点，一般旁

开中线约7～1 1 ClTI。以1％利多卡因逐层局部浸润

麻醉，22号穿刺针进入到病变间隙的上关节突肩

部，C臂机正侧位透视位置正确后，用导丝置换穿刺

针，扩张器逐级扩大软组织，沿导丝逐级磨除上关节

突的部分骨质扩大椎问孔(边操作边询问患者有无

神经根性疼痛)。将7．5 mm的工作套管置人椎问

孔，置人椎问孔镜。在镜下使用髓核钳摘除突出、脱

出或游离的椎间盘组织，切除或修整部分黄韧带。

表1两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比较

注：ODI：Oswestw功能障碍指数；VAS：评分视觉模拟评分；PTED：经皮椎间孔镜下椎间盘切除术；TLIF：后外侧经椎间孑L椎间盘切除融合

术；3：除性别、节段分布数据以例数表示、采用x2检验外，其他指标数据均以x±s表示，采用￡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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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用双极射频对破裂的纤维环消融皱缩成型。观

察神经根减压充分并在无水压状态下存在波动后，

结束手术。手术24 h后下床活动，3个月内避免过

度体力活动和剧烈体育锻炼。

2．TLIF组：俯卧位卧于可透射线的脊柱架上，

全身麻醉。后正中切口，逐层切开显露病变节段，在

病变间隙上下椎体植入2对椎弓根螺钉，然后全椎

板切除显露硬脊膜，在症状侧扩大切除侧方的关节

突，显露出神经根、椎问盘，在对硬脊膜(脊髓)无刺

激的情况下，彻底切除病变的椎问盘、刮除软骨板

后，测量椎间隙的高度、植入骨粒，然后将椎间融合

器植入病变的椎问隙，安装连接棒并加压固定。冲

洗、放置引流管后逐层缝合。术后48 h拔出负压引

流管，术后3 d戴支具下床活动，支具佩戴3个月。

四、随访及疗效评价标准

统计两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48 h

引流量、住院时间、术中透视次数。术前，术后

第1天、3个月、1年分别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

法进行评估，术前和术后以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

(ODI)评估，评价手术前后的疼痛改善情况。改善

率=(术前ODl分值一末次随访ODl分值)／术前

ODl分值×100％，改善率75％～≤100％为优，

50％～<75％为良，25％～<50％为中，<25％为

差。术后1年复查腰椎MRI及x线片，观察脊柱稳

定性情况、腰椎间盘突出有无复发。

五、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以元±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

以例(％)表示，比较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手术基本指标比较结果：患者均顺利完成手

术，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48 h引流

量、住院时问、术中透视次数详见表2，两组间手术

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48 h引流量、住院时间、术

中透视次数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均P<

0．05)，TLIF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48 h

引流量、住院时间均高于PTED组，但是在透视次数

方面P-FED组高于TLIF组。

2．并发症发生情况：两组均未出现神经根损伤

或切口、椎间隙感染病例。PTED组1例术后10个

月再次出现神经根性疼痛症状，复查MRI为原节段

再突出，再次行椎间孔镜治疗后缓解。术后x线片

检查均未见脊柱失稳，TLIF组未见松动、移位、断裂

等内固定相关并发症。

3．临床疗效：入组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问为

12～33个月，平均15．2个月。根据ODI改善率评

价疗效，P-FED组优良率为93．9％，TLIF组优良率为

93．3％。两组术后3个月及末次随访时VAS评分

较术前下降，术后3个月及末次随访时组间VAS评

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表3)；两组

问手术优良率和复发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讨 论

与下腰椎相比，高位腰椎椎间盘和椎体均较小，

硬膜外间隙及椎管亦较小，椎间盘突出后首先压迫

表2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48 h引流量、住院时间及术中透视次数比较(元±s)

注：PTED：经皮椎间孔镜下椎间盘切除术；TLIF：后外侧经椎间孔椎间盘切除融合术

表3两组患者术后3个月ODI改善情况及术后不同时间VAS评分

注：ODI：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VAS：视觉模拟评分；PTED：经皮椎间7L镜下椎问盘切除术；TLIF：后外侧经椎间孑L椎间盘切除融合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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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根的硬膜内部分或马尾神经，神经受压后缓冲

间隙小，少有自行缓解，所以对高位椎间盘突出症手

术减压更为必要¨’71。PTED主要是用来治疗低位

腰椎间盘突出症，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亦可应用于

高位腰椎间盘突出症071。PTED技术存在一次穿刺

只能解决一个节段、且为单侧神经根减压的缺点，但

高位腰椎问盘突出类型中央型极少，多为中央型偏

一侧或者一侧椎间孔型一8I，所以FrED术式更为符

合高位腰椎问盘突出的解剖特征。9o。本研究结果

显示，FrED组的临床疗效与TLIF组近似，虽然透

视次数多于TLIF组，但是手术时间、出血量、住院时

间等方面明显优于TLIF组。

FrED一般不会对高位椎管内走行的神经根及

硬膜囊内的马尾神经组织造成损伤。1⋯。同时，由于

该技术是在患者清醒镇静状态下操作，可以使患者

和医生之问建立实时的反馈机制，当环锯或骨钻隔

着韧带顶压神经时，患者会及时告知术者停止前进，

但如果采用暴力进行椎间孔成型，亦存在环锯等损

伤神经根的可能。

本研究中PTED组只有1例复发，再次应用椎

间孔镜切除髓核。复发的原因可能是术中只去除脱

出游离的髓核，没有对椎间盘内的髓核进行较多的

咬除，术后椎问盘内残存、松动的髓核从破损的纤维

环再次脱出，造成神经根的压迫。为减少术后复发，

除了靶向定位将脱出髓核取出外，还要应尽量多的

切除松动的椎间盘、行纤维环成形术，同时患者早期

应避免剧烈的活动。

但PTED亦存在缺点：(1)一次穿刺只能解决一

个节段、且为单侧神经根减压，不适合多节段突出、

双侧神经根受压的高位腰椎问盘突出症的患者；

(2)扩大椎间孔时，如果在全身麻醉下操作或操作

不当，存在损伤硬脊膜、神经根的风险；(3)对靶向

定位的要求更为准确，导致术中透视次数多，患者和

医生接受的射线量增加。

结合文献及本组的资料，总结FrED治疗高位

椎间盘突出症的适应证为：(1)腰痛并下肢放射痛，

感觉减退的范围可累及整个下肢，出现下肢相应皮

节、肌节的功能障碍及腱反射的改变，表现为伸膝无

力、腓骨肌无力等，股神经牵拉试验阳性，伴或不伴

直腿抬高试验阳性；(2)单节段、单侧症状的高位腰

椎间盘突出症；(3)CT或MRI上表现与症状、体征

完全一致的高位腰椎间盘突出或脱出，突出类型为

中央型、旁中央型、椎问孔内型。可存在腰椎序列不

佳，但在动态位腰椎x线片上无节段性腰椎不稳；

(4)矢状位MRI上，脱出椎间盘向上方移位不能超

过上位腰椎椎弓根下缘3 mm，向下方移位不能超过

下位椎弓根平分线；轴位MRI上椎问盘突出不能超

过双侧小关节问隙内侧缘的连线。禁忌证：(1)症

状、体征与影像学不一致；(2)马尾综合征；(3)影像

学上出现中央椎管狭窄、动态腰椎节段性不稳；(4)

突出钙化、合并巨大骨赘的腰椎间盘突出症；(5)游

离髓核高度移位的椎间盘脱出；(6)合并手术区域

感染、凝血功能异常、肿瘤等病理异常。

作为回顾性研究，病例数较少，所得结论具有一

定局限性和不足，需要多中心、大样本、更远期的研

究来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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