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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中同样的
冠状面弯型不代表同样的三维畸形：
基于EOS三维影像系统的配对研究

鲍虹达舒诗斌施健 刘树楠孙明辉胡安宁 刘臻朱泽章钱邦平邱勇

【摘要】 目的通过分析冠状面弯型匹配而矢状面胸椎后凸(TK)存在较大差异的Lenke 1A型

患者的术前轴状面形态及手术疗效，研究胸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患者轴状面旋转对矢状

面形态和轴状面旋转对手术疗效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5至8月于南京鼓楼医院脊柱

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Lenke 1A型右胸弯女性胸弯AIS患者。根据主胸弯Cobb角、顶椎节段、侧弯包

含椎体数、Lenke分型的腰弯修正参数、Risser征进行配对，共12对冠状面弯型匹配而TK不同的AIS

患者被纳入研究，分为正常TK组和TK减少组。在术前摄EOS全身影像并进行三维重建，在术后3

周摄立位全脊柱正侧位x线片，在手术前后二维平片上测量影像学参数：冠状面Cobb角、TK、腰椎前

凸(LL)、骨盆投射角(PI)、骨盆倾斜角(frr)。在EOS三维重建影像上得到每个椎体的旋转，并计算

主胸弯平均椎体旋转(MTR)、上胸弯平均椎体旋转(PTR)和腰弯平均椎体旋转(LR)。通过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2组患者的术前、术后影像学参数情况。结果共有24例患者(12个匹配组)纳入本次研

究，平均年龄(13．7±2．9)岁，两组术前主胸弯Cobb角相似(53．8。土10．2。比51．0。±11．1。，t=0．27，

P=0．81)。在矢状面，正常TK组术前TK为28．2。±6．10，而TK减小组为11．2。±5．6。(t=7．68，

P<0．01)。正常TK组MTR显著小于TK减少组(10．2。比12．70，t=一3．74，P<0．01)，且TK与

MTR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r=0．30，P=0．03)。正常TK组LR值显著小于TK减少组(t=一2．65，

P=0．002)，但绝对值相似(t=一0．33，P=0。31)。胸弯与腰弯同向旋转患者的腰椎Cobb矫正率显

著大于胸弯与腰弯反向旋转者(81．1％比61．9％，t=4．24，P=0．005)。结论本研究发现在控制冠

状面畸形的条件下，胸椎后凸较小的患者的主胸弯轴状面椎体旋转显著大于正常胸椎后凸的患者。

同时上胸椎和腰椎的旋转方向在术前手术策略的制定中也需要纳入考虑，有条件的中心也可以对

AIS患者进行术前重建。

【关键词】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椎体旋转；EOS影像；三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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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phosis was different，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normal TK group and

thoracic hypokyphosis group．EOS whole-body images were taken preoperatively and reconstructed by three—

dimensional roeonstruction．111e whole spine anteroposterior X—rav was taken at 3 weeks after surgery．T1le

radiographic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on the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two—dimensional X—HIy images：

coronal Cobb angle，TK，lumbar lordosis(LL)，pelvic incidence(PI)and pelvic tilt(W)．The vertebra

rotation was obtMned on the EOS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ed image，and the average vertebral rotation of

the major thoracic curve(MTR)。the average vertebral rotation of the proximal thoracic curve(PrrR)and

the average vertebral rotation of the lumbar ellrve(LR)were calculated．The paired sample t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radiographic parameters between the groups．

Results A total of24 patients(12 pairs)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with an average age of(13．7±2．9)

years．The preoperative Cobb angle was similar in the two groups(53．8。±10．2。vs 51．00±11．1。，t：

0．27，P=O．81)．The average preoperative TK of the normal TK groups was 28．2。±6．1。，while that of the

thoracic hypokyphosis group was 11．2。±5．6。(t=7．68，P<0．01)．The MTR in the normal TK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thoracic hypokyphosis group(10．2。vs 12．70，t=一3．74，P<0．01)，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K and MTR(r=0．30，P=0．03)．As for the lumbar Curve

rotation，the LR of the normal TK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thoracic hypokyphosis

group(t=一2．65，P=0．002)，but the absolute value of the two groups was similar(t=一0．33，P=
0．3 1)．The lumbar Cobb angle correc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 patients with thoracic and lumbar

curve rotat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an tha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81．1％vs 61．9％，t=4．24，P=

0．005)．Conclusions It indicated that when the coronal deformity is matched，the MTR of the patients

with thoracic hypokyphosis i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in the patients with normal thoracic kyphosis．The

direction of the thoracic and lumbar curve rotation is required to be well concemed in the preoperative

surgical planning．

【Key words】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Vertebral rotation； EOS imaging； 3 D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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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AIS)是一种三维畸形¨引。随着对AIS认

识的逐步加深，传统的二维参数和由此得到的二维

分型越来越难以准确地描述AIS这种三维畸形H】。

在传统的x线片上观察到的脊柱侧凸的冠状面和

矢状面形态是其三维形态在冠状面和矢状面上获得

的投影，因此不同的三维畸形在经过投影可形成相

似的二维形态。在2017年国际脊柱侧凸研究会

(SRS)年会中有学者提出同样冠状面形态的Lenke

1型患者存在3种不同胸椎后凸(TK)形态：正常

TK、稍小TK和代偿导致的极小TKL5引。近年来，随

着影像技术的不断发展，法国一项先进的骨骼成像

技术：EOS全身骨骼成像系统，已经投入临床使

用H剖。而针对AIS患者，它在临床应用方面的优势

在于可通过软件对正侧位x线片进行三维重建，继

而可准确地得出脊柱侧凸畸形的三维影像学参数，

如冠状面三维Cobb角、矢状面三维TK和轴状面的

旋转。SRS也启动了对AIS患者重新进行三维分型

的研究。Thong等H o对EOS影像进行三维重建得到

AIS三维形态，并计算出11种AIS的三维分型。这

些分型中不乏冠状面弯型相似(属于同一种Lenke

分型的冠状面形态)，但是轴状面和矢状面存在较

大差别的亚型。因此随着对AIS三维畸形这一理念

的认识的提高，矢状面和轴状面畸形在术前评估中

也需要得到更加充分的认识。本研究拟通过分析冠

状面弯型匹配而矢状面TK存在较大差异的Lenke

1 A型患者的术前轴状面形态以及手术疗效，研究胸

弯AIS患者轴状面旋转对矢状面形态的影响和轴状

面旋转对手术疗效的影响。

对象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2017年5至8月于南京

鼓楼医院脊柱外科行手术治疗的女性胸弯AIS患

者，根据研究目的，将符合下列标准的患者纳入本研

究：(1)通过临床专科体检、站立位全脊柱正侧位x

线片及全脊髓核磁共振明确诊断为AIS；(2)术前摄

EOS全脊柱正侧位片；(3)年龄10～18岁；(4)弯型

为右胸弯，Lenke 1A型；(5)术前Cobb角<800；(6)

后路选择性融合手术；(7)使用全椎弓钉系统。排

除标准包括：(1)伴有内分泌紊乱；(2)既往脊柱手

术史；(3)影像学资料不完整；(4)伴有骨骼发育不

良；(5)伴有神经系统异常；(6)伴有智力异常；(7)

存在神经肌源性疾病。本研究中所有患者的检查均

获得家长的知情同意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批号2017-0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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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像学测量

患者拍摄EOS全脊柱片后，由一名接受过EOS

技术培训的脊柱外科医生在sterEOS软件上对全脊

柱进行三维重建。这一三维重建的方法的可信度和

可重复性已经在文献中得到证实一J。重建的方法

概述如下：首先在正侧位片上标识出骨盆的解剖标

志(髋臼和Sl上终板)，接着依次勾勒出T1～L5的

椎体的轮廓(上下终板、椎体前后缘、椎弓根、棘突

和横突)，借助软件将轮廓准确勾勒出来之后，

sterEOS软件将自动重建出脊柱的三维模型u 0|。在

完成EOS脊柱三维重建后，软件将自动给出每个椎

体相对于骨盆的轴向旋转角度。

在术前的EOS三维重建图像上分析得到每个

椎体相对双侧股骨头连线的旋转(将股骨头连线视

作轴状面的参考平面)。分别计算主胸弯平均椎体

旋转(MTR)、上胸弯平均椎体旋转(PTR)和腰弯平

均椎体旋转(LR)：MTR的计算方法为主弯区各椎

体旋转之和除以椎体个数；PTR为T，到上端椎之间

的椎体旋转之和除以椎体个数；LR为下端椎到L，

之间的椎体旋转之和除以椎体个数。同时计算

MTR与盯R的差值(PMD)以及MTR与LR的差值

(LMD)。

同时在术前和术后3周的2D平片上使用

Surgimap软件(美国Nemaris公司)测量下列影像学

参数：侧凸的Cobb角：沿侧凸上端椎的上终板和下

端椎的下终板分别画其延长线的垂线，两垂线的夹

角即为Cobb角。矢状面平衡(SVA)：C，铅垂线

(C，PL)与骶骨后上角之间的垂直距离(c，PL在骶

骨后上角前方为正，后方为负)。TK：T4椎体上终板

与T，：椎体下终板之间的角度。上胸椎后凸(PTK)：

T，椎体上终板与T4椎体下终板之间的角度。腰椎

前凸(LL)：T，：椎体上终板与S。椎体上终板之间的

角度。骨盆投射角(PI)：s．上缘中点至股骨头中心

点连线与s。上缘中垂线的夹角(双侧股骨头不重合

时，取两中心点连线的中点)。骨盆倾斜角(PT)：s。

上缘中点至股骨头中心点连线与铅垂线的夹角。

三、手术方法

患者俯卧位，取后正中切口，显露双侧椎板、上

下关节突和横突。于进钉点咬除骨皮质，定位器定

位、开孔，探针探查孔壁为骨性结构，选择合适大小

的螺钉置人，利用“c”型臂x线机证实置钉位置良

好。矫形技术取决于当时所用矫形技术，包括单棒

去旋转、双棒直接去旋转、整体去旋转联合平移技术

等。矫形结束后在融合节段两端安置横向连接器，

植入自体髂骨或棘突骨，留置引流管和逐层缝合切

口。术中行神经诱发电位监测，术毕行唤醒试验。

四、患者分组

将患者根据术前胸弯的弯型进行匹配，匹配的

原则为Cobb角相差5。以内、顶椎相差一个椎体以

内、侧弯包含的椎体数差异在一个节段以内、Lenke

分型的腰弯修正参数一致、Risser征差别在1以内。

每个匹配组的两个患者的差别在于TK的大小，一

个为正常TK(TK>200，属于Lenke 1AN患者)而另

一个为TK减小(TK<150，属于Lenke 1A．患者)。

分组依据之间预留了50间隔，以减小患者分组的误

差(图1)。

五、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所有数值

以面±s进行描述。使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研究

AIS患者TK和椎体旋转的相关性；使用配对样本

t检验评估组间存在的轴状面形态差异及术后影像

学参数的差异。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一般资料

共有24例患者(12个匹配组)纳入研究，均为

女性患者，平均年龄(13．7±2．9)岁(11～17岁)，正

常TK和TK减小组患者之间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13．6±2．4)比(13．7±3．0)岁，t=0．32，P=

0．64]。术前所有患者Cobb角平均为52．40±

8．10。

二、两组术前影像学特征比较

鉴于预先匹配的分组，正常TK组和TK减小组

的冠状Cobb角并无显著差异。在矢状面，正常TK

组术前TK为28．2。±6．1。，而TK减小组则为11．20±

5．6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68，P<0．01)。

两组PTK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64，P=

0．12)，12对患者中3对患者PTK差异<50，4对患

者PTK差异>10。。两组LL差异同样有统计学意

义(t=4。32，P=0．003)。两组PI、PT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t=一0．69、一0．7l，均P>0．05)(表1)。

使用sterEOS软件对AIS患者进行三维重建平

均耗时(31±6)rain(图2)。正常TK组MTR显著

小于TK减少组(10．2。±4．8。比12．70±4．4。，t=

一3．74，P<0．01，图1)，且TK与MTR存在显著相

关陛(r=0．30，P=0．03)。对于上胸椎旋转，正常

TK组和TK减少组的PTR绝对值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t=一0．48，P=0．53)，但正常TK组中上胸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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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病例举例：病例1，14岁女性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患者，图像分别为术前正侧位片(A、B)及术后3周正侧位片(C、D)，可藿

冠状面Cobb角47。，胸椎后凸(TK)3．5。，行后路T4～T12内固定矫形术；病例2，11岁女性AIS患者，图像分别为术前正侧位(E、F)片及7f

3周正侧位片(G、H)，可看出冠状面Cobb角43。，TK 32。，行后路T4一T12内固定矫形术；I为病例1和2的椎体旋转比较，TK大者主胸鸡

体旋转小于TK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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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J、V用Stel¨)s软件对青少年特发性脊十}侧凸(AIN)患者进jj i维重建：13岁女性AIS患者，分别为术前EOS影像_维lF侧位片(A

及三维重建后的上E侧位图像(c、D)；E为sterEOS软件给出的该患者的椎体旋转的向量图

椎体左旋较多，因此PTR数值小于TK减少组(t=

一3．55，P<0．01，表2)。对于PTK差异>10。的配

对患者，虽然PTK较大者盯R的绝对值与PTK较

小者相比并无显著差异，但方向相反，即PTK较大

者上胸弯椎体旋转为左旋而PTK较小者为右旋；

PTK与PTR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r=0．34，

0．03)。对于腰弯旋转，正常TK组的LR值显j

于TK减少组(t=一2．65，P=0．002)，但绝对由

似(￡=一0．33，P=0．31)。正常TK组的PME

LMD与TK减少组相比并无显著差异(t=一0．

万方数据



一0．26，均P>0．05)(表2)。

三、两组患者的手术疗效比较

所有患者均行后路矫形内固定术，正常TK组

平均融合节段为9．4±1．2，TK减小组的平均融合

节段为9．1士1．1，两组之间的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t=一3．74，P>0．05)。两组患者围手术期均无神

经损害及感染等并发症。TK正常组和TK减少组

术后P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一0．47，P=0．53)，

表1 2组手术前后冠状面和矢状面影像学

参数比较(孑±s，。)

注：TK：胸椎后凸；PTK：上胸椎后凸；Prr：骨盆倾斜角；PI：骨盆投

射角；LL：腰椎前凸

表2 2组术前轴状面椎体旋转参数比较(面-4-s，。)

注：TK：胸椎后凸；MTR：主胸弯平均椎体旋转；胛R：上胸弯平均

椎体旋转；LR：腰弯平均椎体旋转；PMD：MTR与盯R的差值；LMD：

MTR与LR的差值；右旋为负

同时术后残留的腰椎Cobb角、腰椎Cobb矫正率和

上胸椎Cobb角、上胸椎Cobb矫正率之间也无显著

差异。在矢状面上术后TK正常组的TK同样显著

大于TK减少组(表1)。

相关性研究发现PMD绝对值与上胸椎Cobb矫

正率间呈负相关(r=0．33，P=0．02)，即PMD绝对

值越大，上胸椎Cobb矫正率越小。同样，LMD绝对

值与腰椎Cobb矫正率间也呈负相关(r=0．40，P=

0．008)，LMD绝对值越大，腰椎Cobb矫正率越小。

胸弯与腰弯同向旋转患者的腰椎Cobb矫正率显著

大于胸弯与腰弯反向旋转者(81．1％比61．9％，t=

4．24，P=0．005)。

讨 论

胸弯AIS患者一般伴随TK的减小，但在临床

上我们也发现存在TK正常的AIS患者，而目前在

决定手术策略和融合节段对这一区别并不重视。本

研究显示，TK减少的患者主胸弯轴状面旋转显著大

于正常TK患者，这一发现可帮助脊柱外科医生在

没有EOS影像系统对AIS进行三维评估的条件下

也可对轴状面进行粗略评估并相应地进行手术策略

设计，如对于TK减少的患者更多地采用去旋转操

作等。既往文献仅发现TK减小在AIS患者早期即

会出现，但对于AIS患者出现TK减小的原因并无

明确结论。我们认为，TK减小可能与AIS的椎体生

长和受力有关。Stokes¨川认为侧凸的发生是一种恶

性循环，根据Hueter—Volkmann原理，椎体不对称受

力会影响椎体凹侧的生长。而在矢状面，椎体后柱

应力增大而前柱应力减小会导致椎体前柱的过度生

长，最终导致TK减小。Newton等¨引认为这一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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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异常应力状态可能由椎体旋转引发。这也符合本

研究结果，即椎体旋转较大的患者其TK较小。

传统的二维矢状面评估已被认为缺乏准确性，

尤其是在畸形较大的情况下。Deacon和Dickson¨刮

使用将脊柱侧凸标本按照不同旋转程度模拟拍摄矢

状位片，结果发现不同旋转角度拍摄出的胸椎形态

存在很大差异。Newton等¨21借助EOS影像系统对

AIS患者进行三维重建，并在软件上进行模拟去旋

转，结果发现在排除旋转影响后的真实后凸(三维

后凸)比二维矢状面片上测量的后凸更小。而

Sullivan等¨41发现，去旋转后的三维后凸与冠状面

Cobb角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一结果提示当冠状面

畸形给定的情况下，TK和主弯区椎体旋转可互相影

响，和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还发现，上胸椎左旋

与较大的PTK之间的关系，这可能由于椎体左旋导

致后凸在矢状面上的投影变为后凸。这一发现也与

目前AIS的矫形策略符合，即PTK>20。的患者被认

为是Lenke 2型患者，上胸弯需要融合。

本研究发现，胸弯与腰弯同向旋转患者的腰椎

Cobb自发矫正显著优于胸弯与腰弯反向旋转的患

者，且矫正率与LMD显著相关。目前关于胸椎矫形

对腰椎的影响的研究较少。有学者认为选择性融合

对TK的重建与腰弯自发矫正存在相关性，而较好

地重建三维后凸与较好的腰椎自发矫正之间存在相

关性。但既往研究中并未将胸椎和腰椎的旋转方向

纳入考虑，本研究则认为当胸椎和腰椎存在同向旋

转时，胸椎矫形可较好地帮助腰椎进行同向去旋转，

最终获得相对较好的自发矫正。但需要指出的是，

本研究的患者均为Lenke 1A型，因此这一结论需要

在Lenke 1 C型患者中进行验证。

由于EOS影像系统引入国内不久，因此本研究

仅纳入了较少的病例且缺乏随访。而且本组患者的

术后EOS影像资料不完整，因此手术矫正椎体旋转

的效果并未纳入统计。同时本研究的结论还应该在
Lenke 2A和Lenke 1C患者中进行验证。此外，虽然

本文重点在于术前评估，手术疗效并非本文的重点，

但缺乏生活质量量表也是本文缺陷之一。

通过对AIS患者进行三维分析，本研究发现在

控制冠状面畸形的条件下，TK较小的患者的主胸弯

轴状面椎体旋转显著大于正常TK的患者。提示脊

柱外科医生在关注冠状面矫形的同时需要关注矢状

面，矢状面TK较小可能预示着该患者的椎体旋转

较大，需要更多的去旋转操作。同时上胸椎和腰椎

的旋转方向在术前手术策略的制定中也需要纳人考

虑，有条件的中心也可以对AIS患者进行术前重建，

如果发现胸弯和腰弯同向旋转，则进行选择性融合

的成功率可能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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