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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后路经多裂肌间隙入路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临床疗效观察

贾 涛

(四川省广元市中心医院骨2科,广元 628000)

摘要 目的:探讨腰椎后路经多裂肌间隙入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LDH)对腰腿痛和功能障碍的影响。方法:选取2014年

1月至2015年6月四川省广元市中心医院收治的87例LDH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45例)和对照组(42例),对照组给予传统

腰椎后路正中入路手术治疗,治疗组给予腰椎后路经多裂肌间隙入路手术治疗,对比两组临床效果。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治

疗组患者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较短,术中出血量较少,术后引流量较多,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术前腰腿

痛视觉模拟评分(VAS)及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评分(ODI)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术后6个月,两组

VAS、ODI评分均较术前明显降低(均P<0.05),且治疗组VAS、ODI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P<0.05);治疗组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为4.44%,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1.43%(P<0.05)。结论:腰椎后路经多裂肌间隙入路治疗LDH可有效缓解患者腰

腿痛症状,改善功能障碍,具有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少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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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efficacyofposteriorlumbarmultifidusmuscleapproachinthetreatmentoflumbardisc
herniation
JiaTao.(2ndDepartmentofOrthopaedics,TheCentralHospitalofGuangyuanCity,Guangyuan628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clinicaleffectofposteriorlumbarmultifidusmuscleapproachon
lumbocruralpainanddysfunctioninlumbardischerniation(LDH)patients.Methods:87patientswith
LDHtreatedinourhospitalfromJanuary2014toJune2015wereselectedandrandomlydividedintoa
treatmentgroup(n=45)andacontrolgroup(n=42).Thepatientsinthecontrolgroupreceivedtradi-
tionalposteriorapproachsurgery,whilethoseinthetreatmentgroupreceivedposteriorlumbarmultifidus
muscleapproach.Theclinicaleffectwascomparedbetweenthetwogroups.Results:Theoperationtime,

intraoperativeblood-lossvolume,postoperativedrainagevolumeandhospitaldayswereobviouslylowerin
thetreatmentgroup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P<0.05).Therewerenosignificantdifferencesin
thescoresofvisualanaloguescale(VAS)andOswestryfunctionaldisabilityindex(ODI)beforeoperation
betweenthetwogroups(P>0.05).At6-monthafteroperation,theVASscoresandODIweredecreased
inbothgroups,andtheyweremoresignificantdecreasedinthetreatmentgroup(P <0.05).Theinci-
denceofcomplicationsinthetreatmentgroupwas4.44%,whichwaslow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
(21.43%)(P <0.05).Conclusion:Applicationofposteriorlumbarmultifidusmuscleapproachinthe
treatmentofLDHcouldeffectivelyrelieflumbocruralpain,withadvantagesofsmallsurgicaltrauma,

speedyrecoveryandlesscomplications.
Keywords lumbardischerniation;multifidusmusclegap;lumbocruralpain;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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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 椎 间 盘 突 出 症 (lumbardischerniation,

LDH)是由腰椎椎间盘的退行性改变所致,腰椎间

盘的主要构成部分是髓核、软骨板、纤维环,当椎间

盘承受躯体重量,供血较少时,极易发生退变,加之

营养供应降低,进而引发椎间盘突出[1]。近年来,

LDH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可引起腰背部不适及

下肢放射痛、麻木感甚至严重功能障碍等症状。虽

然80%的患者可通过卧床、牵引或理疗等保守方法

来改善临床症状,但部分患者仍需行手术治疗。由

于传统腰椎后路正中入路手术治疗创伤大,术中出

血量及术后并发症多,术后恢复较慢,给患者带来较

大痛苦。因此,如何减轻手术创伤、促进患者术后恢

复,以改善其生活质量成为骨外科医生的治疗难题。
目前,腰椎后路经多裂肌间隙入路手术治疗LDH
的优势逐渐显露[2]。本研究对87例LDH患者采用

腰椎后路经多裂肌间隙入路治疗,疗效满意,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四川省广元市

中心医院收治的87例LDH患者,其中男56例,女

31例;年龄26~67岁,平均(47.51±4.29)岁;病程

6个月至9年,平均(3.28±1.46)年;病变节段:L3
~L4节段17例、L4~L5节段42例,L5~S1节段

28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87例患者分为治疗组

(45例)和对照组(42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
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n(%)

男 女
年龄/岁,
췍x±s

病程/年,
췍x±s

病变节段,n(%)

L3~L4 L4~L5 L5~S1
治疗组 45 31(68.89) 14(31.11) 47.42±4.26 3.24±1.42 9(20.00) 23(51.11) 13(28.89)
对照组 42 25(59.52) 17(40.48) 47.59±4.32 3.31±1.49 8(19.05) 19(45.24) 15(35.71)

t/χ2 0.473 0.185 0.224 0.538
P 0.492 0.854 0.823 0.596

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1.2.1 病例纳入标准 (1)所有患者入院后根据病

史、临床表现,结合体格检查、X线片、CT、MRI检查

明确诊断为LDH;(2)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了知

情同意书。

1.2.2 病例排除标准 (1)合并心、肝、肾等重要脏

器功能障碍者;(2)合并骨折、腰椎畸形、腰椎肿瘤及

感染的患者;(3)精神疾病及认知功能障碍者;(4)妊
娠期及哺乳期妇女。

1.3 方法

1.3.1 治疗组 采用腰椎后路经多裂肌间隙入路

手术治疗,采用气管插管全麻,取患者俯卧位,常规

消毒皮肤,保证患者腰腹部悬空;运用C型X光机

确定病灶后,沿腰椎后正中作纵向皮肤切口,逐层切

开皮肤、皮下组织;钝性分离多裂肌间隙,充分暴露

术野;将患侧下关节突出、黄韧带等病变进行切除,
以减压神经根,同时清除椎间盘及软骨终板;进行椎

间植骨融合,经X光机确认椎间融合器无误后,用
连接棒将椎弓根螺钉连接;放置引流管后,逐层缝合

切口。

1.3.2 对照组 采用传统腰椎后路正中入路手术

治疗,麻醉方法同治疗组,取其俯卧位,常规消毒皮

肤,保证患者腰腹部悬空。首先沿腰椎后正中作纵

向切口,将两侧椎旁肌进行分离,暴露病关节突表

面。然后用C型X光机确定病灶后,剥离关节突、
横突等表面软组织,并刮除黄韧带,以减压神经根,
最后逐层缝合切口。两组术后3d,均给予10mg/d
地塞米松滴注,并常规滴注抗生素,术后48h拔出

引流管。

1.4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

流量及住院时间等手术情况。术后对患者进行为期

6个月的随访,采用腰腿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an-
aloguescore,VAS)[3]及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评

分(oswestrydisabilityindex,ODI)对两种患者术前

及术后6个月腰腿痛症状及功能障碍进行评估。

1.5 评分标准

  (1)VAS评分:0分为无疼痛;1~3分为轻度疼

痛,可忍受;4~6分为中度疼痛;7~10分为重度疼

痛,难以忍受。(2)ODI评分:包括腰疼痛程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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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提举重物情况、睡眠状况等;得分越高表明患

者功能障碍症状越严重。同时记录术后6个月神经

损伤、固定物松动及脑脊液漏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1.6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
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的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患者手术时间和住院时

间较短,术中出血量较少,术后引流量较多,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2.2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6个月VAS评分及 ODI
评分的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 VAS评分及 ODI评分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6个月,两组

患者VAS评分及 ODI评分均较术前明显降低(均

P<0.05),且治疗组VAS评分及ODI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3。

2.3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的比较

  术 后 6 个 月,治 疗 组 总 并 发 症 发 生 率 为

4.44%,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1.43%,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2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的比较

组别 n 手术时间/min,
췍x±s

术中出血量/mL,
췍x±s

术后引流量/mL,
췍x±s

住院时间/d,
췍x±s

治疗组 45 103.76±21.86 106.43±26.73 186.73±72.14 11.96±2.27
对照组 42 127.47±34.76 124.62±27.82 124.58±52.73 14.28±2.73
t 3.801 3.106 4.609 4.294
P 0.000 0.002 0.000 0.000

表3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6个月VAS评分及ODI评分的比较

组别 n
VAS评分/分,췍x±s ODI评分/分,췍x±s

术前 术后6个月 术前 术后6个月

治疗组 45 6.86±1.37 2.04±2.32* 54.27±0.97 17.35±2.64*

对照组 42 6.73±1.52 4.16±1.58* 53.89±1.26 23.48±2.46*

t 0.418 5.010 1.568 11.211
P 0.676 0.000 0.117 0.000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的比较[n(%)]

组别 n 神经
损伤

固定物
松动

脑脊
液漏

总发生
率,%

治疗组 45 1(2.22) 1(2.22) 0(0.00) 4.44
对照组 42 3(7.14) 4(9.52) 2(4.76) 21.43
t 0.339 1.003 0.586 4.240
P 0.560 0.317 0.444 0.039

3 讨 论

  腰椎后路经多裂肌间隙入路手术是治疗腰椎疾

病新型的微创手术,主要是通过多裂肌间隙入路,多
裂肌神经分布主要是单节段性,易受到手术创伤,从
而导致术后肌肉萎缩、腰背部肌肉能力下降[4]。腰

椎后路经多裂肌间隙入路手术注意保护多裂肌的完

整性,其切口较小,可有效避免肌肉剥离、牵拉对肌

肉造成较大损伤。在手术过程中,通过拉钩将患者

肌肉组织拉开,可实现对较小软组织的剥离,进而达

到直接暴露病灶的目的,可减少椎旁肌受到的挤压

力[5]。在切开腰背筋膜后,医生用手指对肌间隙进

行钝性剥离,可充分暴露横突与上关节的交界处[6]。
通过缝合腰背筋膜,可使肌间隙完全封闭,从而有效

减少患者术后切口渗血量。因此,采用腰椎后路经

多裂肌间隙入路手术是治疗LDH 的有效方法。目

前,临床对LDH患者采用腰椎后路经多裂肌间隙入

路治疗,具有手术时间短、术后疼痛轻、恢复快的优

点,且术后并发症较少,治疗效果远远高于其他传统

手术治疗方法[7]。有研究显示,腰椎后路经多裂肌

间隙入路手术可通过椎体间融合及椎弓根内固定,
达到良好的稳定效果,通过准确的切除小关节及减

压,可有效提高LDH 的临床治疗效果[8-9]。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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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较对照

组短,术中出血量少于对照组,术后引流量高于对照

组,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

6个月,两组患者VAS评分及ODI评分均明显低于

术前(均P<0.05),且治疗组患者VAS评分及ODI
评分均显著低于较对照组(均P <0.05),在术后并

发症方面,治疗组总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0.05)。本研究结果与李云峰等[10]研究结果相似。
由此可知,采用腰椎后路经多裂肌间隙入路手术较

传统腰椎后路正中入路手术治疗效果更好,且术后

并发症较少,安全性较高,可作为临床上治疗LDH
安全、有效的微创术式。

  LDH的手术适应证主要包括:(1)LDH的临床

症状较重,病程较长,经多次保守治疗效果不佳者;
(2)影像学检查有椎间盘突出、脱出、椎管狭窄等;
(3)合并有神经根功能丧失,致症状加重无缓解者。
符合上述适应证的LDH患者,可考虑采用腰椎后路

经多裂肌间隙入路手术治疗[11-12]。为更好地提高手

术疗效,采用腰椎后路经多裂肌间隙入路手术治疗

时应注意严格把握手术适应证,在术中注意保护椎

旁肌肉,避免拉钩对肌肉造成挤压伤,经多裂肌间隙

入路入路时,应缩小手术通道以减少对组织的损伤。
有研究表明[13],术中适当松弛拉钩5min可有效减

少肌肉损伤,避免盲目扩大减压范围,过多的破坏椎

旁组织而使手术创伤增加。此外,应仔细探查神经

根管等是否狭窄,是否有粘连。对腰背筋膜缝合时,
注意有无死腔存在,避免切口内血肿形成。

  综上所述,对LDH患者采用腰椎后路经多裂肌

间隙入路手术治疗,可获得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并
能促进患者康复,可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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