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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上颈椎侧方入路的临床解剖学研究 ----------------------------------------------------------- 杨绍峰,杨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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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脊髓髓外硬膜下间变性室管膜瘤 -------------------------------------------------------- 刘晓东,车晓明

68

PO-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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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板复位骶管重建术治疗症状性骶管囊肿 -------------------------------------------------------- 王先祥,张科

70

PO-108

应用内镜微创技术手术治疗环枕畸形 --------------------------------------------------------------------- 张世渊

71

PO-109

椎间孔镜治疗腰椎退变性疾病的手术体会 -------------------------------------------------------- 左威,李维新

71

PO-110

以意识障碍起病的脊髓血管畸形临床分析 ----------------------------------------------------------- 黄琴,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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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管内原发性黑色素细胞肿瘤临床分析（附 4 例报告） -------------------------------------- 张喆,王贵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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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段髓内支气管源性囊肿病例回顾及临床分析 -------------------------------------------------- 张喆,王贵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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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PO-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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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PO-137

小儿原发性椎管内肿瘤的诊断与显微手术治疗 （附 72 例分析） ----------------- 徐滨,赵新岗,梁聪等

84

PO-138

椎板棘突韧带复合体复位技术相关因素在椎管肿瘤术中应用的预后分析 --------------------------- 王林

84

PO-139

电生理监测复合技术辅助显微手术治疗
多节段颈脊髓髓内肿瘤的临床病例分析 -------------------------------------------------- 王林,何芳,夏成雨等

85

PO-140

脊髓空洞胸腔分流术临床疗效探讨 ------------------------------------------------------------------------ 姬西团

85

PO-141

3D 打印及神经电生理监测在复杂颅颈交界区畸形后路手术中的应用 ----------贾贵军,吉宏明,闫晓鹏

86

PO-142

Radiographic and clinical outcomes following combined oblique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and lateral instrumentation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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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PO-168

脊柱退变合并椎管肿瘤—神经外科微创思路 -------------------------------------- 郑小斌,陈剑舞,王硕彬等

99

PO-169

椎管内髓外硬脊膜下肿瘤的诊断与治疗 ------------------------------------------------------------------ 郑首学 100

PO-170

颈椎后路翻修术后发生脑脊液漏并发中枢感染的研究 -------------------------------- 杨九杰,赵伟,李治等 101

PO-171

椎旁神经肿瘤的手术治疗 -------------------------------------------------------------- 齐向前,毕云科,侯典琦等 101

PO-172

超声骨刀在颈椎前路椎间隙后缘楔形减压中的应用 ----------------------------------- 倪兵,朱宏伟,舒伟等 101

PO-173

Caspar 牵开器辅助下的微创椎管内肿瘤切除术经验分享 ---------------------------------- 姚玉强,苏亦兵 102

PO-174

新式腰椎皮质骨轨迹置钉方法的应用 -------------------------------------------------- 周腾鹏,张顺聪,袁凯等 102

PO-175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Primary Intraspinal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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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汇编

OR-001

脊髓静脉高压综合征的病因分析及避免误诊的对策
马廉亭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静脉高压综合征的病因及避免误诊的对策。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4 例脊髓静脉高压综合征病人的临床资料，包括神经系统症状，体征，影像学资
料和手术记录等，根据病变的供血动脉和引流静脉特点将病因分为六大类。对其中外院误诊的近
1/3 病人，我们采取了非常规造影方法，全部明确了诊断，进行了治疗。
结果 脊髓静脉高压综合征由脊髓供血动脉病变引起 80 例；由非脊髓供血动脉向脊髓静脉引流 8
例；其中，颈内动脉供血 2 例，颈外动脉供血 3 例，髂内动脉供血 3 例；椎旁静脉狭窄，导致静脉
回流受阻，向脊髓静脉引流 6 例。其中，血管内治疗 67 例，开放手术 27 例，治愈 30 例，好转 47
例，无变化 17 例。
结论 脊髓静脉高压综合征是由多种类型脑脊髓血管病变引起，常被误诊和漏诊，对本文近 1/3 误诊
病人，我们在诊断上采用了一些独特的造影方法而解决了误诊、漏诊，取得较好的效果。

OR-002

胸腰椎骨折合并脊髓损伤早期治疗新策略
封亚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20 医院

目的 探讨经伤椎椎弓根置钉治疗胸腰椎骨折及合并脊髓损伤早期髓内外减压的手术疗效及安全
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07 年 5 月-2014 年 1 月收治的 1562 例胸腰椎骨折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前
均采用 ASIA 评分：A 级 287 例,B 级 472 例,C 级 272 例,D 级 178 例和 E 级 116 例。单个椎体骨折
973 例，两个以上椎体骨折 343 例，共计伤椎 1316 个。手术方法:对伤椎椎弓根正常者及相邻的上
下椎体经椎弓根置钉内固定，手术共完成伤椎置钉 2632 枚，对 ASIA A 级 287 例进行髓内外减
压，于术后 2 周、6 个月、12 个月复查，观察术后伤椎高度、水平移位、矢状面 Cobb 角、椎管容
积术后增加、伤椎体愈合情况，神经功能恢复、内固定断钉、断棒、镙钉松动等失败率等指标。
结果 全部患者均进行随访, 伤椎高度恢复至正常的 93.6%，矢状面 Cobb 角术后恢复至 3.1°,椎管面
积术后增加至正常的 92.4%，伤椎体愈合满意；术后 12 月出现断钉 4 例，断棒 5 例，无螺钉松动
及拔出。术前 287 例完全性脊髓损伤（ASIA A）患者于术后 12 个月 ASIA 评分分别为 ASIA A 113
例、ASIA B 74 例、ASIA C 68 例、ASIA D 26 例、ASIA E 6 例；术前 287 例完全性脊髓损伤昆明
步行分级Ⅰ级患者于术后 12 个月 KLS 分别为Ⅱ级 6 例、Ⅲ级 11 例、Ⅳ级 62 例、Ⅴ级 67 例、Ⅵ
级 84 例、Ⅶ级 37 例、Ⅷ级 9 例、Ⅸ级 5 例、Ⅹ级 6 例；术前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手术后脊髓
神经功能均有 1～2 级的恢复，无神经损伤加重、死亡等并发症。
结论 经伤椎椎弓根置钉治疗胸腰椎骨折对骨折达到即刻复位，提高了复位质量，改善固定强度及
应力分布，大大减少术后断钉、断棒、螺钉松动、拔出、后突畸形的发生几率，对脊髓损伤早期行
髓内外减压，提高了手术疗效。该方法是治疗胸腰椎骨折并脊髓损伤安全、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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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3

328 例腰椎内镜日间手术疗效评价
孙涛 1,朱宏伟 1,李勇杰 1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2.北京西典门诊部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outcomes of the outpatient surgery of
lumbar endoscopic surgery compared with inpatient surgery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28 patients treated with lumbar endoscopic surgery in outpatient
surgery group and 78 cases in inpatient surgery group were retrospectively compared and
reviewed. Clinical outcome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Macnab criteria.
Results Based on the Macnab criteria, the outcomes were excellent and good in 75.3% patients
in outpatient surgery group and in 83.3% patients in inpatient surgery group. There was no
permanent complication in each group.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ostoperative results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s The mode of outpatient surgery in lumbar endoscopic surgery is safe and
efficacious.

OR-004

脊髓纵裂诊治中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修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目的 提高诊治的正确率、有效率，减少手术并发症
方法 总结了作者对脊髓纵裂的诊治经验和教训，并对脊髓纵裂的文献做了回顾。
结果 明确了脊髓纵裂临床表现、诊断、手术指征和手术原则，指出了手术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及防
治，这些问题包括：骨性分隔的处理，对 II 型脊髓纵裂认识不足，关于脊髓纵裂内侧的神经血管，
关于终丝切断的问题，伴有脊髓空洞和肠原性囊肿的问题，伴有脊柱侧弯者的处理。
结论 了解上述脊髓纵裂畸形诊治中的常见问题及其对策，可提高诊治的正确率、有效率，减少手
术并发症。

OR-005

下颈椎骨折脱位并脊髓损伤—我们如何做的更好
江伟,李维新,王鹏,左威,程超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下颈椎骨折脱位合并脊髓损伤选择前路、后路、前后路联合手术方式与临床疗效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神经外科自 2015 年 5 月-2018 年 12 月收治的下颈椎骨折脱位患者 52 例，所
有患者术前均行 X 线、CT 和 MRI 检查，采用 SLIC 评分系统、Dvorak 循征指南及 AOSpine 下颈
椎骨折分类等评估，分别采用颈椎前路、后路、前后路联合入路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治疗，其中
前路手术 24 例，后路手术 11 例，前后路联合 17 例，以 ASIA 脊髓损伤分级评价手术前后神经功
能恢复、以损伤节段 Cobb 角及水平移位评价复位效果、采用 Bohlman 的 X 线片标准判定植骨情
况。
结果 52 例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无神经、气管和食管损伤等并发症，术后佩戴颈托 3 月，均获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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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随访时间 6-24 月，平均 18.5 月，所有病例术后神经症状无加重，5 例完全截瘫患者无任何恢
复，47 例不完全损伤患者末次随访神经功能 ASIA 分级较术前明显改善，影像学检查是骨折愈合良
好，颈椎序列恢复满意，未发现固定物失败。
结论 术前对下颈椎骨折脱位患者的受伤机制、损伤类型、损伤节段、颈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位置
及受伤程度等因素结合 SLICS 评分系统、Dvorak 循征指南及 AOSpine 分类等进行综合分析，根
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采取合理的手术方式。前路手术可以直接处理损伤椎间盘，解除脊髓压迫，达到
良好的解剖复位；后路手术可以直接解除关节绞锁、脱位，但需排除颈椎间盘损伤的存在，以避免
在复位时加重脊髓损伤；骨折脱位极不稳定的前后联合入路可以同时处理颈椎骨折脱位和椎间盘损
伤，恢复颈椎序列，解除前后压迫，为脊髓恢复创造条件，但手术创伤和风险较大，应根据下颈椎
损伤的不同伤情采取合理的手术方式，能够使损伤节段获得早期稳定，有利于提高患者神经功能的
恢复。

OR-006

椎管内外沟通瘤的手术治疗及内固定技术应用探讨
姬西团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手术治疗椎管内外沟通瘤并脊柱内固定技术在神经外科中的应用临床效果。
方法 200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 月，收治各类椎管内外沟通瘤 110 例，术前利用 X 线、三维 CT 及
增强 MRI 进行影像学评估，判断各骨关节破坏程度及脊髓、神经根受压程度，JOA 评分评价脊髓
功能。残余尿量检测、泌尿系超声评估膀胱功能，心脏超声、肺功能、骨密度检测综合评估病情。
术中直接行内固定者 92 例，其中颈段 30 例，胸段 24 例，腰段 38 例。
结果 101 例随访 1 年-5 年，9 例失访，无 1 例复发。97 例术后症状有改善，4 例术后症状加重，
复查 CT 见螺钉压迫神经根，再次手术予以调整后症状缓解。未固定组 3 例于术后第 2-4 年发现脊
柱畸形，症状加重，再次手术行内固定予以矫正。92 例固定者中，根据肿瘤对椎弓根破坏程度，
选择椎弓根螺钉或侧块螺钉植入技术加强了脊柱的稳定性，无 1 例术后发生脊柱畸形。收治的 110
例椎管内外沟通瘤，102 病理性质为神经鞘瘤，其中 6 例患者为神经纤维瘤病；另外 2 例为先天性
良性肿瘤。其中颈部沟通瘤 30 例，有 2 例生长至颈前甲状腺旁（1 例分次手术切除，1 例单次手术
全切肿瘤并固定）；胸椎沟通瘤 37 例（13 例未固定），其中 7 例长入胸腔，联合胸外科均一次性
全切并行内固定；腰椎沟通瘤 39 例（1 例未固定），其中 3 例长入腹腔，均予以分次切除肿瘤；
骶管沟通瘤 4 例（未固定），3 例长入盆腔，1 例予以分次切除，2 例单次全切。
结论 椎管内外沟通瘤及手术对脊柱稳定性均有影响，术中脊柱内固定技术可加强脊柱稳定性，预
防术后脊柱畸形的发生

OR-007

椎间孔镜可视化关节突成型技术的临床疗效观察
刘晓东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椎间孔镜下可视化关节突成型技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lumbar disc herniation, LDH）
的短期疗效，总结优势及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08 月～2017 年 12 月可视化关节突成型技术治疗 LDH 患者 28 例,采用视
觉模拟评分法(VAS)、手术前后 Oswestry 功能障碍分值（ODI）及 JOA(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评分、运用 Macnab 标准记录末次随访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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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8 例患者均完成手术，患者术前腰痛 VAS、下肢疼痛 VAS、ODI 及 JOA 评分分别与术后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末次随访运用改良 Macnab 疗效评分标准分级：优 18
例，良 6 例，可 3 例，差 1 例，总体优良率为 85.7％。
结论 可视化关节突成型技术具有创伤小、麻醉风险小、出血少、恢复快、费用低等优点，是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安全、有效的方法；但术后随访时间较短，远期效果有待观察。

OR-008

脊柱外伤复位技术的体会
张远征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 总结脊柱外伤后复位固定技术。
方法 脊柱不同节段外伤后呈现的脊椎压缩、粉碎、错位各有不同。应根据外伤的不同情况采用不
同复位固定的方式。脊柱外伤后的前后错位或旋转错位都会有侧块关节的损伤。颈椎的侧块关节是
前后排列，腰椎的侧块关节是左右排列，胸段的侧块关节是逐渐过渡。所以复位时对侧块关节的处
理也是重要的。头部的牵引对颈椎复位很有帮助。
结果 颈椎外伤 36 例：压缩和/或爆裂性骨折 22 例；错位 14 例，手术复位 29 例，保守治疗 7 例。
胸椎外伤 8 例：压缩和/或爆裂性骨折 5 例；错位 3 例，手术复位 7 例，保守治疗 1 例。腰椎外伤
23 例：压缩和/或爆裂性骨折 12 例；错位 11 例，手术复位 22 例，保守治疗 1 例。尾椎外伤 2
例，手术处理 1 例，保守治疗 1 例。所有手术病例都得到解剖学上的复位。
结论 对于脊柱损伤用钉棒系统复位固定是可以达到较理想的影像学结果。也是神经功能恢复的基
础。

OR-009

微通道在椎管肿物手术中的应用
林国中,杨军,马长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微通道在椎管内肿瘤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17 年 2 月～2018 年 9 月，对 36 椎管内肿物，采用微通道联合半椎板切除术或半侧椎板间
开窗技术进行手术。观察其临床效果。
结果 肿瘤均得到全切除，手术时间 60～120 分钟，平均 88 分钟；术后住院时间 3～7d，平均
5.5d。术后病理为神经鞘瘤 26 例，皮样囊肿/表皮样囊肿 3 例，单纯囊肿 3 例，脊膜瘤 2 例，脱出
髓核 2 例。术后无感染、脑脊液漏，无神经功能障碍加重。术后随访 3~12 个月，平均 6.5 月，未
见不稳定或畸形，未见肿瘤复发或残留。按 McCormick 分级，均为 I 级。
结论 两个节段以下的髓外肿瘤（脊髓腹侧肿瘤除外）通过微通道技术可Ⅰ期全切。微通道技术有
利于保留脊柱的正常结构和肌肉附着，有利于保持脊柱的完整性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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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0

Endoscopic and Exoscopic 的脊柱微创手术
余勇 1,张晓彪 1,胡凡 1,顾烨 1,谢涛 1,江晔 2,毕永延 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复旦大学闵行医院

目的 脊柱手术朝着微创的方向发展，内镜技术在脊柱手术中应用越来越广泛。本文介绍经皮穿刺
内镜技术、通道显微内镜技术、观察镜外手术技术在脊柱手术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分析单中心的手术病例。其中以内镜作为观察镜，经鼻腔内镜外操作手术，进行齿状突
切除术 27 例；以内镜作为观察镜，进行传统的颈前路手术（ACDF、ACCF）24 例；通道显微内
镜技术（MED 技术）腰椎狭窄手术 8 例；经皮穿刺内镜下腰椎间盘切除术（PELD、PEID）128
例；经皮穿刺后路颈椎内镜椎间盘切除术 16 例。系统回顾患者术前、术后的影像资料、评分改
变、并发症等相关资料。
结果 所有手术病例均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其中齿状突切除术后发生脑脊液漏 2 例，气道梗阻 1
例，吞咽困难 1 例，经术后治疗后治愈；ACCF 术后返修 1 例；PELD 术后复发 2 例。
结论 脊柱手术中，内镜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其本质仍然是显微技术；可以使术者抬头看着屏幕
手术，从而使得传统的显微镜技术发生一些改变。严格把握适应证很重要；3D 内镜成像、机器人
技术将是内镜技术的发展方向。

OR-011

脊柱脊髓手术后迟发感染的诊断和治疗
李力仙,彭炟辉,王汉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脊柱脊髓手术后迟发感染初期症状轻微，诊断困难，误诊率高，治疗花费大，治疗周期长。
由于发生在手术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手术医生对其了解不多，本文介绍了迟发感染的发病原因，
诊断标准和治疗措施，为临床正确治疗迟发感染提供指导。
方法 查阅文献报道的脊柱脊髓手术后迟发感染的病例和相关文献，总结迟发感染的有效实验室检
查和影像检查手段，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
结果 迟发感染的常见致病菌为低毒力的痤疮丙酸菌和表皮葡萄球菌或具有多聚糖膜的金黄色葡萄
球菌等。经过一段正常的术后恢复期后疼痛加剧是一个很好的诊断线索，迟发感染的实验室检查包
括血沉，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细菌内毒素（对革兰阴性菌感染诊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敏感
性与革兰阴性菌的种类有关）。组织培养和血培养则可明确致病菌，有针对性地应用抗生素。荧光
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不受金属植入物的影响，是脊柱内固定术后感染标准影像诊断工
具，其感染的诊断准确率为 86%，而阴性预测值为 100%。
结论 术后恢复期后疼痛加剧是脊柱脊髓手术后迟发感染一个很好的诊断线索，结合血沉，C 反应
蛋白，降钙素原，细菌内毒素，血培养和组织培养及荧光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就可以正
确地诊断和治疗脊柱脊髓手术后迟发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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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2

椎体后路颈 7 神经移位术治疗中枢性上肢瘫
—9 例报道及近期随访
关靖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总结经椎体后路行颈 7 神经移位术治疗中枢性上肢瘫治疗经验。
方法 报道 9 例中枢性上肢瘫痪患者，在全麻下及电生理监测下顺利完成椎体后路健侧颈 7 神经移
位手术。并定期随访。
结果 患者术后健侧上肢活动正常。2 例术后一过性肌力下降，激素治疗后恢复。5 例患侧上肢痉挛
缓解较明显。5 例术后 3 个月出现患肢浅感觉部分恢复。
结论 脑损伤后上肢瘫康复处于平台期，颈 7 神经移位术治疗中枢性上肢瘫手术是一个突破。经椎
体后路手术安全可靠，神经移位路径短于前路，可以可以做到一次吻合。术后痉挛缓解明显，术后
远期恢复需长期随访观察。

OR-013

颈前入路切除突入胸廓上口神经源性肿瘤
刘藏,董益鹏,张晶,侯瑞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探讨臂丛神经肿瘤从椎间孔区向前下方生长突入胸廓上口肿瘤临床特点及手术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 2010 年 6 月至 2018 年 11 月收治的经病理学证实为神
经鞘瘤 6 例的临床资料并随访结果。临床资料：男 4，女 2；年龄 28-68 岁。病史 3 个月-8 年；症
状为患侧麻木无力 4 例，疼痛 2 例，局部肿块 4 例。影像学：均行 MR 明确诊断，术前颈部 CTA
可以帮助我们确认椎动脉位置，1 例发现同侧椎动脉闭塞，2 例移位。6 例病人行显微手术。
结果 全切除 6 例，一次切除 5 例，分次切除 1 例。术后出现局部感觉障碍加重 2 例，经营养神
经、激素治疗后症状消失。获得随访 6 例（100％），随访 3 个月至 7 年，未见原位复发，无手术
死亡，无胸膜损伤、无气胸血胸的出现。
结论 建立在熟悉的颈前臂丛神经和胸廓上口局部解剖关系及娴熟的显微操作技术基础之上的肿瘤
切除术能改善患者症状并提高其生活质量；对邻近肿瘤的重要血管神经的保护及尽可能解剖显露瘤
体是最大限度地切除肿瘤的关键。对侵及硬脊膜下肿瘤需联合后入路。重视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的
应用，不仅可以最大程度保留神经功能，还可以帮助判断神经来源。

OR-014

经后旁正中入路切除腰椎管哑铃型肿瘤
谢京城,陈晓东,王振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总结后方经旁正中入路一期切除腰椎管内外沟通性哑铃形肿瘤的手术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至 2018 年的 20 例腰椎哑铃形肿瘤，临床上以根性疼痛为重要表现。术前
医学影像提示肿瘤主体位于椎管外，取后旁正中经肌间隙达腰椎横突，行肿瘤椎旁及椎间孔部分切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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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 20 例肿瘤均完全切除，手术耗时 1.0-4.2h，出血量 50～300ml，无手术并发症。术前根
性疼痛症状术后缓解或消失，病理检查 19 例为神经鞘瘤、1 例为神经纤维瘤。随访时间 6 个月至
12 年，复查 MRI 肿瘤复发率为 0，腰椎序列及曲度完好。
结论 腰椎哑铃形肿瘤，多为神经鞘瘤或神经纤维瘤，其包膜完整，边界清楚。对于主体位于椎旁
的肿瘤，采取旁正中入路一期切除肿瘤，疗效满意。

OR-015

颈椎椎管肿瘤对颈椎矢状位平衡的影响及稳定性重建策略
谢嵘,陈功,车晓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颈椎椎管肿瘤对颈椎稳定性的影响尚缺乏公认的客观数据，而对颈椎稳定性重建的方式亦有
争论，本研究拟分析颈椎椎管肿瘤对颈椎稳定性的影响，探讨颈椎椎管肿瘤术后颈椎稳定性重建的
最佳方式。
方法 收集华山医院神经外科脊柱脊髓亚专业组在 2017.7-2018.12 收治并手术的颈椎椎管肿瘤 45
例，其中良性肿瘤 31 例，包括神经鞘瘤 20 例，脊膜瘤 9 例，海绵状血管瘤 2 例；恶性肿瘤 14
例，包括室管膜瘤 8 例，星形细胞瘤 3 例，血管外皮瘤 2 例，脊索瘤 1 例。椎骨内外沟通肿瘤 10
例。术前已有椎体结构或小关节突破坏 5 例，已有颈椎后凸畸形 2 例。术中切除半个或 1 个椎板的
14 例，2 个椎板的 26 例，3 个及以上 5 例。切除一个以上关节突的 6 例。所有患者术前除常规检
查及影像学检查外，均行三维 CT 重建、X 正侧位及动力位片评估颈椎矢状位序列参数，包括 C1-2
Cobb、C2-7 Cobb (CL)、C2-7 SVA（cSVA）、T1 Slope、T1-CL，并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手术均
采用后路椎板切除的方式，术中对术前已有椎体结构或小关节突破坏以及后凸畸形的 7 例患者行稳
定性重建，其余患者未行 I 期稳定性重建。
结果 颈椎椎管肿瘤组术前 C2-7 Cobb (CL)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而 T1 Slope、T1-CL 明显高于正
常对照组。对颈椎椎管肿瘤组间进行分析，发现术前已有椎体结构或小关节突破坏以及后凸畸形患
者的矢状位失衡明显大于其他颈椎椎管肿瘤患者。在未行 I 期稳定性重建的患者中，2 个及以上椎
板切除患者、切除 1 个以上小关节突患者术后矢状位失衡加重程度明显大于其他患者。
结论 颈椎椎管内肿瘤可导致颈椎矢状位参数的改变,主要是高 CL、高 T1S、高 T1S-CL，其临床意
义在于提示颈椎椎管内可引起患者颈椎矢状位参数变化，表现为对线不齐，过度前凸，矢状位失衡
加重 àcSVA 增加而代偿 à 失代偿产生后凸畸形。本组资料提示术前已有椎体结构或小关节突破坏
以及后凸畸形患者应积极重建颈椎稳定性，对 2 个及以上椎板切除患者、切除 1 个以上小关节突患
者应高度警惕颈椎矢状位失衡的情况，必要时术中应行稳定性重建。可采用前路、后路或前后路联
合的方式，个体化分析，牢靠重建颈椎的稳定性，恢复矢状位平衡。

OR-016

颈椎哑铃型肿瘤的分型与手术策略
马骏鹏,陈海锋,刘家刚,胡喻,黄思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颈椎哑铃型肿瘤的临床分型及手术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8 年 3 月在我院采用外科手术治疗的 97 例颈椎哑铃型肿瘤患者
的临床资料。根据影像学表现分为 4 型：I 型以椎管内为主型(51 例)，II 型以椎管外为主型(14
例)，III 型椎管内外型（无骨质破坏）（13 例），IV 型椎管内外型（有椎管骨质破坏）（19
例）。根据肿瘤分型分别采用不同的手术入路一期切除肿瘤，其中 I 型采用颈后正中入路、半椎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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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Ⅱ型采用颈外侧肌间隙入路，Ⅲ 型采用颈外侧肌间隙+颈后正中半椎板联合入路，IV 型采用
颈后远外侧入路或后正中入路半椎板切除、椎管内外肿瘤切除+枕颈内固定或颈椎后路内固定植骨
融合。
结果 一期手术完全切除 94 例，次全切除 3 例，术后三维 CT 显示 I、II、III 型均能通过精准的手术
技术充分利用组织间隙来显露和切除肿瘤，保障横突上下关节突完好无损伤。术后随访 1～5(平均
3.3)年，肿瘤全切病例均无复发，次全切病例复发 1 例。随访期间患者临床症状改善 95 例，加重 2
例，无发生脊柱畸形的病例。
结论 颈椎哑铃型肿瘤的临床分型对手术入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I 一Ⅲ型肿瘤切除过程中
避免了对横突和关节突关节的损伤，无需内固定，Ⅳ型肿瘤切除后需行枕颈或颈椎后路植骨融合内
固定。根据肿瘤分型采用相应的手术入路不仅能够提高肿瘤一期切除的全切率，降低复发率，而且
有助于维护颈椎及其附近解剖结构及生理功能的正常。

OR-017

下颈椎损伤的个性化手术治疗
王先祥,张科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下颈椎损伤个性化的手术方式
方法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科脊髓脊柱专业组自 2017 年 1 月一 2019 年 2 月分别采用颈椎前路、后
路、前后联合入路减压、复位、内固定、融合治疗下颈椎损伤患者 51 例。A 型骨折 14 例（包括无
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B 型骨折 8 例，C 型骨折 29 例。脊髓功能按照 ASIA 评分的，A 级=31
例，B=13 例，C 级=7 例。所有的患者入院后，排除手术禁忌症均在(不是伤后)24 小时内手术。有
43 例患者术前行了颈椎磁共振检查。对于 A 型骨折磁共振提示脊髓水肿明显的，我们在前路减压
后仍行后路减压。对于 B 型骨折伴有多节段广泛脊髓水肿的行前（ACDF 或 ACCF）后联合入路。
对于 C 型脊柱骨折，术前均在麻醉状态下牵引复位后再手术，29 例 C 型骨折，根据术中情况，双
侧关节绞锁同时复位的 13 例，有一侧复位的 9 例，7 例没有复位，C 型骨折前后联合入路的患者
早期先后路再前路，后期先前路再后路。
结果 根据术后 X 线，29 例 C 型骨折中有 1 例复位不理想，其余的患者脊柱复位良好。对于伤后腹
式呼吸为主的，多在伤后 5--7 日出现呼吸衰竭。术后随访 2—36 个月，平均 l8 个月，随访（电
话）到 33 例，其中脊髓功能 ASIA 分级=A 级的 17 例，术后 3 月内死亡 7 例， 死亡原因系呼吸功
能衰竭，长期呼吸机维持，家属放弃治疗。
结论 对于下颈椎骨折常用的分型方法是 AOspine 2016 年分型，手术指证主要参考的是 SLIC 评
分，手术入路常用的是 Dvorak DF 2007 年的手术入路方案 。这些评分和手术方案对指导手术很有
帮助。但上述评分和手术参考方案，主要以颈椎的骨折形态为参考，对颈髓神经形态、和脊髓神经
信号特征考虑的不多。而于颈椎损伤的患者，挽救患者的脊髓功能是目的，脊柱稳定性维护是保
障。因此我们在制定手术方案时，应在上述、分型、评分、入路参考的基础上多结合患者的磁共振
提供的脊髓影像特点，判断脊髓受压迫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手术方案，做到脊髓神经的充分减压和
脊柱稳定性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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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8

神经外科医生如何开展脊柱内镜：
暨 1030 例脊柱内镜手术经验分享
朱宏伟,卢光,舒伟,倪兵,孙涛,马宏伟,李勇杰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神经外科医生如何开展脊柱内镜？一、系统参加尸体培训和脊柱内镜培训班，2019 年起，宣
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在一年一度的功能神经外科讲习班期间，常规开展脊柱内镜培训班和手术直播
演示。二、开设颈肩痛和腰腿痛门诊，掌握疼痛的微创阶梯治疗技术：从靶点注射、射频、内镜、
显微镜，到传统开放手术，均需要掌握和开展，方能合理解决脊柱相关性疼痛。三、从易到难，从
腰椎到颈椎和胸椎，万一有出血或者严重的脑脊液漏，有显微镜手术修补、止血减、减压。融合和
内固定能力。腰椎和颈椎病例详见如下：腰椎内镜即经皮内窥镜腰椎间盘切除术（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PELD）是一种较新的微创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手术方法，本研
究对 O 型臂（O-Arm）引导下经皮腰椎内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术后患者进行随访，
观 察 其 疗 效 。 颈 椎 内 镜 即 经 皮 内 窥 镜 颈 椎 间 盘 切 除 术 （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Cervical
Discectomy,PECD）是一种较新的微创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的手术方法，本研究对 O 型臂（OArm）和 C-arm 引导下经皮颈椎内镜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术后患者进行随访，观察其疗效。
方法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底腰椎内镜手术 1030 例，其中腰椎管狭窄 150 例，均为单节段狭窄
病例。其中颈椎前路内镜手术 16 例，后路内镜手术 53 例，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ore, VAS）及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ODI）评估患者术后疼痛、功
能改善等。
结果 腰椎组患者术前 VAS7.3±1.1，ODI（%）60.9±14.5，术后 6 个月 VAS1.5±1.7，ODI（%）
33.2±19.4，治疗效果明显，无严重并发症发生，轻微并发症随访期间恢复。颈椎组患者术前
VAS7.3±1.1，ODI（%）60.9±14.5，术后 6 个月 VAS1.5±1.7，ODI（%）33.2±19.4，治疗效果明
显，无严重并发症发生，轻微并发症随访期间恢复。
结论 O 型臂引导下脊柱内镜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安全、有效的微创手术方式。腰
椎间盘突出症是脊柱内镜的标准适应证，腰椎管狭窄是扩展并发症，有其独特的技术、入路和适应
证选择。
O 型臂或 C 臂引导下颈椎内镜是治疗颈椎椎间盘突出症安全、有效的微创手术方式。前路和后路手
术孰优孰略，需要进一步积累病例和延长随访时间观察远期疗效。O-arm 可以获得术中三维影像资
料，更好地助力手术。

OR-019

特殊类型椎间盘突出症病例分享
刘进平,冯海龙,陈隆益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和探讨特殊类型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特点，手术策略及技术细节
方法 通过汇报三例特殊类型的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病历资料，探讨胸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
出伴后纵韧带骨化症，极外侧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特点，手术策略及术中注意事项及患者的预
后等。
结果 本组三例患者分别为胸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伴后纵韧带骨化症，极外侧型腰椎间盘
突出症，通过单纯后椎间盘摘除，椎间融合术，结合内镜辅助等技术均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无
并发症发生。
结论 胸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伴后纵韧带骨化症，极外侧型腰椎间盘突出症均具有手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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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风险高，技术要求高的特点。通过合理的术式选择，充分的术前评估，耐心细致手术操作，
可以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OR-020

Ponte/PSO 截骨治疗创伤性胸腰椎后凸畸形
储卫华,林江凯,何光建,薛兴森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 Ponte 以及 PSO 截骨矫形治疗创伤性胸腰椎后凸畸形。
方法 对本中心 2017 年来收治的创伤性胸腰段后凸畸形患者实施 Ponte/PSO 截骨矫形并处理椎管
内病变。通过矢状面轴向距离（SVA）、胸椎后凸角（TK）、腰椎前凸角（LL）以及骨盆参数
（PI、PT、SS）等对患者手术前后矢状位平衡进行评估。
结果 共收治 5 例患者中，男性 1 人，女性 4 人，最小 42 岁，最大 62 岁，平均年龄 54.3 岁；发病
时间最短 2 天，最长 30 年；5 例患者均有外伤史，其中 4 例有明确的胸腰椎陈旧性压缩性骨折；
胸腰椎后凸角分别为 35°、13°、25°、32°、31°；5 例均有椎管内病变，2 例伴有全脊髓空洞并局
部粘连表现、2 例伴有硬脊膜夹层囊肿、1 例伴有脊髓囊肿；5 例均有腰腿疼痛，2 例伴肢体乏力及
大小便障碍。手术分别采用不同节段的 Ponte 截骨以及 PSO，同时对硬脊膜夹层囊肿的予以封闭
漏口、脊髓囊肿的予以造瘘、脊髓粘连的予以松解。术后患者胸腰椎后凸角均明显改善，SVA 均
改善到在正常范围，病人术后脊柱和骨盆矢状位均取得了良好的平衡（根据 SVA<50mm、PT<20°
及 PI-LL >10°、LL =(PI + TK)/2 + 10°综合评估）；术后患者评价腰腿痛 VAS 评分由术前的 6.5 分
降为术后的 1.75 分；2 例术前大小便障碍及乏力的术后术后也有明显恢复。
结论 三节段的 Ponte 截骨以及单节段 PSO 均可实现 30°左右的胸腰椎后凸畸形矫形，Ponte 截骨
操作较为简单、安全；对保守治疗的胸腰椎骨折患者要注意随访远期的脊柱后凸及椎管内的相关并
发症。

OR-021

椎管肿瘤术后脊柱畸形的病例分析
晏怡,廖正步,夏永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椎管肿瘤术后脊柱畸形发生的原因
方法 收集 2004-2014 年 10 年我科各类椎管肿瘤病例，均经手术治疗，并获 5 年和 5 年以上随访
者，纳入本研究，共 105 例。统计全部病例的诊断构成比、手术方式和发生脊柱失稳或畸形的病例
资料，由此分析发生畸形的原因。
结果 105 例椎管肿瘤术后病例中，发生脊柱畸形者共 5 例，其中年龄构成比：18 岁以下 3 例；肿
瘤构成比：髓内肿瘤 3 例，哑铃状肿瘤 1 例，髓外硬膜下 1 例；手术方式构成比：椎板成型术 1
例，椎板切除术 2 例子，脊柱内固定术 2 例。
结论 年龄、椎管内肿瘤类型、手术方式选择是导致术后脊柱畸形发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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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2

显微手术治疗腰椎管狭窄初探
奚健,彭仁君,黄鹤,丁锡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探讨显微手术治疗治疗腰椎管狭窄的方法和疗效。
方法 2014 年 12 月~2019 年 2 月，行显微镜下治疗腰椎椎管狭窄引起神经根痛和间歇性跛行的患
者 43 例，年龄 57~81 岁，男性 19 例，女性 24 例。其中减压 L2-3 间隙 2 例，L3-4 间隙 3 例，
L4-5 间隙 33 例，L5-S1 间隙 13 例。术前对于责任间隙通过 MRI 扫描和详细的体格检查来确定，
行后正中入路，如果是双侧侧隐窝狭窄就对责任间隙对应的椎板双侧开窗，如果是单侧的侧隐窝狭
窄就行单侧椎板间隙开窗，如果是多节段狭窄则选择多节段椎板开窗减压。显微镜下分块切除增厚
的黄韧带，使神经根后方和硬脊膜囊后方得到充分减压。
结果 所有 43 例患者均有明显的症状改善。间歇性跛行症状明显缓解，术前的神经根性疼痛均减轻
或消失。术后并发神经根炎 1 例，经药物治疗 1 周左右缓解。术后下肢麻木的 5 例。其中 1 例症状
持续存在。
结论 神经外科显微手术可以安全有效的实现腰椎管狭窄的后方和后外侧侧隐窝的减压，从而实现
马尾神经功能的好转和解除神经根性疼痛。

OR-023

儿童和成人脂肪瘤型脊髓拴系综合征的手术治疗和预后分析
尚爱加,陶本章,白少聪,杨昌浩,王乐凯,陈中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 探讨儿童及成人脂肪瘤型脊髓拴系综合征的手术治疗，并分析手术效果和影响预后的因素。
方法 对 2011.1-2016.12 间我院神经外科收治并给予手术治疗的脂肪瘤型脊髓拴系患者共计 359 人
进行随访分析。随访时间 6-70 个月，平均随访时间为 35.3 个月。本组男 126 例，女 233 例，年龄
2 月-62 岁。儿童组（＜18 岁）共 215 人；成人组（≥18 岁）共 144 人。术前根据病理、影像学表
现及临床特点分为 5 种类型：尾侧型（31 例）、背侧型（115 例）、移行型（91 例）混杂型（64
例）及脂肪脊髓脊膜膨出（58 例）。手术方法：根据不同类型的脂肪瘤采用相应的切除方式。术
中注意仔细辨认脂肪瘤和脊髓的界面，即“融合线”，再进行切除。不同类型的脂肪瘤切除方式有所
不同。疗效分析：将儿童组、成人组术前术后的临床表现采用脊柱裂评分量表进行疗效分析。
结果 从临床症状分析，儿童患者的各项临床表现发生率明显低于成年患者。成年患者疼痛和难愈
溃疡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儿童。排尿和排便障碍是儿童和成年患者出现率最高的症状，对患者的生活
质量影响最明显。脂肪瘤类型与临床症状有一定相关，移行型和尾侧型多以大小便障碍为主。关于
脂肪瘤切除程度，359 例脂肪瘤中，达到脂肪瘤全切除（或近全切除）为 255 例（71%），次全切
除 76 例（21%），大部切除 28 例（8%）。脂肪瘤类型与切除程度有关，各类型中全切除（或近
全切除）比例为：背侧型为 84%, 移行型 76%，混杂型仅有 8%。全切（或近全切除）可明显降低
cord/sac 比值，减少术后再拴系发生。但预后评估还需综合考虑其它因素，如肿瘤质地、血供、神
经粘连程度、神经根发育状况、电生理监测结果。儿童的各项临床表现（疼痛除外）手术有效率均
高于成年患者，差异最明显的是排便和排尿功能。总体改善率: 疼痛、溃疡>运动感觉障碍、二便
障碍>足畸形、肌肉萎缩。
结论 非症状性儿童患者，一旦确诊建议预防性手术。对病情进展的成人患者，手术能起到部分改
善、大部有效的目的，建议手术干预。成年患者疼痛和难愈溃疡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儿童患者。手术
治疗对二便功能的改善，儿童优于成人，大便改善优于小便，但神经源性膀胱改善率低。病程时间
为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急性疼痛是手术预后的良好因素，慢性疼痛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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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4

不同术式对颈椎管内肿瘤术后稳定性比较研究
贾贵军,吉宏明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后路颈椎管内肿瘤切除术对颈椎稳定性的影响及相关因素。
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的 72 例颈椎管内肿瘤手术病例。对术前术后的
临床资料及医学影像手术方式进行复习，术后随访评价患者脊柱生物力学的变化。
结果 72 例后路手术按手术方式分为 A 组：后方经双侧椎板切除入路未固定 29 例；B 组：经半椎
板切除入路 23 例，C 组：后方椎板切除入路或扩大入路加内固定 20 例。患者近期临床效果满意，
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 3 个月至 48 个月，颈椎不稳定发生率 A 组 11％、B 组
4％，C 组 2％，A 组高于 B 组及 C 组(P<0．05)。A 组颈椎曲度恶化发生率为 16％、B 组为 5％，
C 组为 3％，C 组小于 B 组，但 B、C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 组小于 A 组，A、B 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颈椎总活动度变化，A 组手术后颈椎运动范围减小 17％，B 组手
术后颈椎运动范围无改变(P<0．05)，C 组因固定节段长短不同及术前颈椎稳定性差异，受病例数
少的影响未进行统计学比较。
结论 对颈椎管内肿瘤，三种术式均可导致颈椎生物力学的变化，但半椎板入路及肿瘤切除后内固
定对颈椎生理曲度及稳定性影响小，术后不稳定发生率低。

OR-025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ymptomatic Intraspinal
Cavernous Malformations
Hai Liu
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Objective Intraspinal cavernous malformation (ICM) is rare vascular diseas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outcome of ICM surgical resection and to find the possible factors indicating a
better outcome.
Methods During the 14-year period from January 2005 to December 2018, we encountered 112
histologically established cases of ICM. Clinical profiles, radiological features, surgical procedures,
intraoperative findings and outcome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patient records and neuroimaging
data. Clinical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using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mean age was 41.0 years. The most common age of onset is from the third decades
to sixth decades of life. There is slight female predominance with the female/male ratio of about
1.17:1. In all, 8.9% of patients had a family history and 3.6% of patients had multiple lesions.
Definite hemorrhage was found in about 49% of the patients. Before surgery, neurologic status of
the patients was 42.6%, 32.2%, 12.9%, and 12.3% in grades I, II, III, and IV,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87.9% patients underwent total resection. Eighty-five patients received long-term follow-up,
of whom 19 improved, 39 remained in stable condition, and 5 deteriorated.
Conclusions Surgical resection of ICMs could achieve satisfactory outcome. When total
resection of ICM is achievable, surgical therapy could be considered to avoid risks of severe
complications followed by lesion bleeding.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is recommended in
patients at high surgical risk, however these patients should be closely monitored due to
persistent hemorrhagic risk.

12

中华医学会 2019 年全国脊髓脊柱外科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OR-026

3D 打印人工椎体在上颈椎椎体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陈赞,菅凤增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上颈椎椎体肿瘤的手术治疗难度高、风险大，术后脊柱稳定破坏严重，重建困难。
方法 回顾 2018 年 7 月至今我科手术治疗的上颈椎椎体肿瘤病例，对照术前术后影像，随访近期患
者情况，总结 3D 打印人工椎体在上颈椎椎体肿瘤外科治疗中的手术技巧和经验。
结果 研究共纳入了 4 例使用 3D 打印人工椎体进行脊柱稳定性重建的上颈椎椎体肿瘤患者，其中 1
例 C2 椎体血管外皮细胞瘤，3 例累及 C1、C2 椎体的脊索瘤（其中 2 例为复发脊索瘤）。术前完
善头颈 CTA（薄层扫描≤0.6mm）、增强 MRI 检查，根据 CT 数据个性化设计假体形状并 3D 打
印。4 例手术均采用前后路联合椎体肿瘤切除+3D 打印人工椎体植入术。4 例手术均顺利完成，平
均手术时间 7.5 小时，出血量 500ml，术中 O 臂扫描确认内固定位置，术后复查影像脊髓减压满
意，症状改善，内固定无移位或失败。
结论 上颈椎椎体肿瘤切除后，应用 3D 打印人工椎体重建脊柱稳定性，效果可靠。

OR-027

Chiari 畸形后颅窝容积测量临床思考
刘勇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目的 应用体积测量分析方法探讨 Chiari I 畸形的发病机制和临床治疗的方法选择。
方法 采用专业数据测量软件，从正常人群中获取 59 例 Chiari I 型畸形患者和对照组的磁共振图
像。分析比较两组的后颅窝体积和后颅窝径线测量值。后颅窝的上界选择天幕孔之下，下界在枕大
孔下缘平面，周围区域选择硬膜下后颅窝空间。
结果 后颅窝容积（后颅窝组织体积+扁桃体突出体积）（154.55±14.45 ml vs 150.78±6..9 ml；
p=0.308 ） ， 2 组 无 显 著 差 异 。 后 颅 窝 脑 组 织 体 积 与 容 积 的 平 均 比 值 为 0.874 vs 0.901
（P<0.001），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细分患者组后颅窝间隔 5mm 各影像层与后颅窝
脑组织的比值，在后颅窝的下半部分即枕大孔区，开始出现差异，病例组上升而对照组则下降。
结论 本研究界定的后颅窝界限是分局解剖结构严格确定，形态逼真，范围精确。数据表明，Chiari
I 畸形是由后颅窝下部狭窄引起的，即后颅窝漏斗状狭窄。测量软件结果准确。临床上，用局部手
术的方法来提高比率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不应争论哪种手术方法（PFD、PFR、MIST、FIXED
等）是最佳的，而应集中精力恢复/改善脑脊液循环使用外科治疗能够改善脑脊液循环。作者已从
事微创技术在改善脑脊液循环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OR-028

肠源性囊肿的手术治疗
徐宇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现有文献主要为个案报道，缺乏对该病临床表现和诊疗方案的归纳与总结，本文旨在通过收
集椎管内肠源性囊肿患者的资料，探讨该病的临床表现、诊疗方案及预后。
方法 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三病房 2014 年至 2019 年收治的 56 例椎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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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源性囊肿患者的相关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神经外科三病区在 2014-2019 年间共接诊椎管内肠源性囊肿患者 56 例，其中男性 37 人，女
性 19 人，发病年龄在 6 至 68 岁间（平均发病年龄 30.9 岁）。囊肿多位于颈段，其次为胸段及腰
段，多在髓外硬膜下腹侧区域。主要临床症状包括疼痛，四肢及躯干感觉异常，括约肌障碍，交感
神经症状等。所有患者均接受后正中入路椎板切开+囊肿切除+椎板复位，其中 7 例复发，复发率约
10%，平均复发时间 8.7 个月，并接受后正中原切口入路经脊髓全切除术。
结论 椎管内肠源性囊肿多位于颈段，疼痛，四肢及躯干感觉异常，括约肌障碍，交感神经症状是
最为常见的临床症状，患者手术治疗可以取得满意的结果。

OR-029

脊髓损伤 106 例的外科治疗与疗效分析
田德洲
延安市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总结我科自 2013 年 9 月至 2019 年 1 月收治的脊髓损伤患者 106 例（男性 78 例，女性 28
例）的病因及临床表现，根据 MRI 及 CT 资料，判断相应节段脊髓损伤的病理特点以及椎体及附件
的损伤情况，采取非手术及手术治疗并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患者年龄 23 岁至 68 岁，平均 43 岁，其中颈段 38 例，胸段 25 例，腰骶段 53 例。交通肇事
49 例，坠落伤 57 例。手术治疗 97 例，术中对脊髓有挫伤出血的患者，常规在显微镜下切开硬脊
膜探查，清楚破碎的脊髓组织，并修补破烂的硬脊膜，预防术后脑脊液漏。颈椎前路手术 27 例，
后路手术 5 例，前后路联合手术 3 例。胸段后路手术 23 例，腰骶段手术 50 例。
结果 采用非手术治疗 9 例，手术治疗 97 例。有 6 月至 1 年随访记录的患者 79 例。
结论 根据患者 MRI/CT/及 X 线资料，判断脊髓损伤程度及脊柱的失稳情况，决定采取何种手术方
式；合并颈椎退行性病变的患者，临床症状较严重，可适当放宽手术适应症，积极手术有利于改善
预后；尽早手术对改善患者的预后有积极作用。显微镜下探查脊髓，可改善患者预后。

OR-030

腰椎动态稳定椎弓根钉在腰椎非融合手术中的应用
成惠林 1,2,朱林 2,林毅兴 2,周渊 2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东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腰椎内固定手术是治疗严重腰椎间盘突出、狭窄、滑脱等疾病的常用手术方式，应用范围
广，长期效果肯定。但是在内固定同时会有部分腰椎活动功能的丧失，不能完全恢复正常功能，部
分病人会发生邻近关节退变，严重时需二次手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动态稳定内固定系统是一种脊
椎椎间关节稳定活动的固定系统，针对内固定手术的缺点进行改进，它起到稳定失稳腰椎同时，允
许固定节段椎间关节有适当活动，又承担固定节段的部分载荷，并最终可阻止椎间关节的过度或异
常活动，治疗效果更好，有其独特的优点。本文对我院开展腰椎动态稳定椎弓根钉行非融合手术的
体会进行初步总结。
方法 动态稳定内固定系统由连接棒和可活动的椎弓根钉组成，钉的根部设计成微动装置，有 360
度方向，10 度左右的活动角度。选择诊断明确的腰椎间盘突出病人，根据腰椎磁共振检查显示，
再选择有严重椎间盘突出节段需要手术而邻近节段椎间盘也有明显退变的病人。分析病例，先对严
重椎间盘病变的节段行椎间盘切除，内固定手术，而对邻近退变的椎间盘突出采用腰椎动态稳定椎
弓根钉行非融合手术，融合内固定技术与非融合技术联合应用。除外有椎体滑脱、重度腰椎狭窄病
人。

14

中华医学会 2019 年全国脊髓脊柱外科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结果 共对 4 例病人进行了手术，其中二例行 L5S1 椎间盘切除融合内固定术及 L45 节段间的非融
合手术。一例行 L45 椎间盘切除融合内固定术及 L23 椎间动态稳定椎弓根钉非融合手术。一例行
L2-5 椎管局部扩大术及腰椎动态稳定椎弓根钉非融合手术。全部病例术后症状改观明显，无手术
并发症。
结论 腰椎非融合手术是一种安全的手术，更符合生理，对有明显的腰椎间盘突出而又不需要切除
椎间盘的腰椎退变性疾病有独特的优势，有望减少邻近关节退变的发生，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本
研究仅为动态稳定椎弓根系统在腰椎非融合手术中的初步应用，有待更多病例积累及长期的随访观
察。

OR-031

胸椎管狭窄的后路显微减压初探
周迎春,王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胸椎管狭窄发病率较低，手术风险较大，作者通过 4 例不同严重程度的胸椎管狭窄病例分
析，介绍该疾病后路显微减压的初步经验和教训。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 例胸椎管狭窄病例，男性 3 例，女性 1 例。其中 1 例男性患者主要为右侧黄韧
带骨化，表现为一侧下肢的麻木乏力，显微镜下切开椎板咬骨钳咬除病变。2 例为多节段黄韧带骨
化，1 例为黄韧带骨化并椎间盘突出骨化，该 3 例患者胸髓压迫严重，术前均有相应节段水平以下
的麻木和行走困难。1 例患者采用逐步磨除椎板的方法进行切除椎板，2 例患者采用“揭盖式”切除
椎板减压。
结果 1 例单侧黄韧带骨化患者手术相对容易，手术疗效好，无并发症。1 例全程采用椎板磨除的方
法减压的患者术后短期内症状缓解不明显，复查影像学显示双侧减压不够充分，2 例采用“揭盖式”
切除椎板的患者术中症状好转明显，力量从术前 4 级恢复到基本正常，但是 2 例患者均发生硬膜破
裂，无法缝合，采用自粘人工脑膜修补，术后仍然发生皮下积液，其中 1 例在腰大池置管引流时置
管失败。
结论 胸椎管狭窄较为少见，严重狭窄的病例手术难度大，手术中容易发生脑脊液漏，如何做好彻
底减压同时不损伤脊髓及其血供，是手术成功的关键。术后脑脊液漏的预防和处理也值得重视。

OR-032

颈前路椎间盘突出切除术后吞咽功能障碍原因及对策
吕世刚,程祖珏,何伟,肖爵贤,祝新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分析颈椎前路椎间盘突出术后发生吞咽功能障碍的原因。
方法 随访 2015 年 1 月一 2019 年 1 月我科进行颈前路椎间盘突出切除手术患者 85 例，其中男 52
例，女 33 例；年龄在 33-79 岁；脊髓型颈椎病 49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 15 例，颈椎脱位、骨折 13
例，后纵軔带骨化 8 例；手术方式有颈前路椎间盘摘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术和颈椎体次全切钛笼植骨
融合内固定术，观察患者术后 2 周是否仍存在吞咽功能障碍。
结果 术后 2 周有 14 例患者出现吞咽困难，男 6 例，女 8 例，男女性别之间吞咽困难发生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0.0 5 )；吞咽困难组，年龄 45-79 岁，平均年龄 66.3 岁,吞咽正常组，年龄 33-73
岁，平均年龄 51.2 岁，发生吞咽困难组与吞咽正常组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 单节段 2
例 (5% )，双节段 6 例 (18.8% )，三节段 5 例 (38.5%)，三节段钛板内固定组与单、双节段钛板内
固定组吞咽困难发生率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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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颈前路术后吞咽困难的原因较多，包括女性、 高龄、钛板内固定的应用以及多节段手术等因
素，在颈前路手术过程中应引起重视。

OR-033

颈椎管内外哑铃型肿瘤的临床特点和手术治疗策略
高俊,韩诗远,王鑫,张笑,李永宁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颈椎管内外哑铃型肿瘤的临床特点和手术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手术治疗的颈椎管内外哑铃
型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共计 29 例，其中男性 17 例，女性 12 例，年龄 14—76 岁。肿瘤节段位
于 C1～2 者 5 例，C3～6 者 18 例，C7～T1 者 6 例。肿瘤初次手术治疗 24 例，复发、残留肿瘤
接受再次手术 5 例。患者采用后正中、全椎板切除入路，其中 17 例切除肿瘤，采用钛板、钛钉进
行椎板成型，10 例切除肿瘤、一期行颈椎侧块螺钉内固定，2 例复发肿瘤患者未固定。
结果 本组病例中，27 例肿瘤完全切除，2 例术后复发肿瘤因疤痕粘连、未能全切；术后病理提示
为神经鞘瘤 22 例，神经纤维瘤 7 例。术后全部患者未出现新发的神经系统损害症状，无椎动脉损
伤，2 例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予以抗生素治疗后痊愈；2 例脑脊液漏，对症、保守治疗后痊愈。随
访 3 个月至 5 年，平均 11 个月。所有患者疼痛、肢体无力等神经症状均有不同程度恢复，所有病
例均未见局部复发，未见明显的颈椎后凸畸形。
结论 针对颈椎管内外哑铃型肿瘤的患者，外科手术治疗前应仔细评估颈椎 X 片、CT 三维重建及
MRI 资料,充分了解肿瘤在椎管内外部分的大小及生长方向，特别要关注肿瘤与椎动脉的关系，必
要时需行颈部血管 CT 重建。应该争取采用一期完全切除肿瘤，同时不破坏脊柱稳定性。对于肿瘤
不超过 2 个节段、椎间孔明显扩大术中不用过多破坏颈椎小关节的患者，可以考虑采用钛板、钛钉
进行椎板成型；对于椎管外部分较大、需要破坏小关节的哑铃型颈椎管肿瘤患者，应进行内固定以
预防术后脊柱畸形的发生。争取一期全切肿瘤，避免肿瘤残留，术后瘢痕导致二期手术切除肿瘤时
难度增加，造成神经功能损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OR-034

复合手术治疗脊髓血管畸形
戴学军,陈寿仁,郭章,庄志军,林国诗,林瑞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目的 探讨复合手术治疗脊髓血管畸形的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采用复合手术技术治疗的 2 例脊髓脊膜动静脉瘘和 1 例髓内动静脉畸形的临床资料，并
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 3 例脊髓血管畸形患者经过术中造影确认、夹闭和病变血管的显微切除，达到了治愈又没有加
重功能障碍的目的，所有患者术后双下肢肌力不同程度恢复。
结论 复合技术将现代显微外科技术和血管腔内技术进行有机融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是对目前
治疗复杂脊髓血管性疾病策略的完善和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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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1

呼吸训练配合胸大肌抗阻练习对颈损伤患者 ADL 的影响
孙宜文 1,3,徐正姿 2,汤双双 3
1.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2.北京健行者运动康复中心
3.首都体育学院

目的 探讨呼吸训练配合胸大肌抗阻练习在颈髓损伤后患者 ADL 功能恢复的效果，为提高颈髓损患
者康复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运用分组实验的方法研究呼吸训练配合胸大肌抗阻练习和呼吸训练对颈髓损伤患者的效果。
实验对象和方法：对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住院的颈髓损伤患者 30 例，30 例患者平均年龄
35.42±1.56 岁。男性 20 例，女性 10 例。进行分组患者还满足以下条件：①损伤平面在 C5 以下不
完全性损伤。② 简易智力测试量表（MMSE）评分>24 分，即无严重的认知障碍和精神疾病。③无
严重心、肝、肺、肾等脏器疾病。④ 患者主动配合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将患者按照性别及患者意
愿分为对照组、呼吸训练组、呼吸训练配合胸大肌抗阻练习组 3 组，每组 10 例患者。后两组在接
受常规药物治疗及康复训练的基础上再进行呼吸训练和呼吸训练配合胸大肌抗阻练习的治疗。实验
周期为 3 周。实验前后对 3 组患者进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测试。
结果 在常规药物与康复训练的基础上，呼吸训练疗法和呼吸训练配合胸大肌抗阻练习对颈髓损伤
患者 ADL 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建议在颈髓损伤康复治疗中，除了采用常规药物及康复训
练外，使用呼吸训练或呼吸训练配合胸大肌抗阻练习都能提高患者 ADL 恢复速度。后者效果比前
者效果更佳明显。ADL 评分显示：对照组、呼吸训练组、呼吸训练配合胸大肌抗阻练习组治疗前后
ADL 比 较 [(49.50±4.37 ） ， （ 54.50±1.58a ） ； （ 52.50±4.24 ） ， （ 64.50±4.97b ） ；
（52.00±5.37），（69.50±3.69c）P<0.05],（注：a-c 均代表各组治疗后的 ADL 评分）呼吸训练配
合胸大肌抗阻练习效果更加明显。
结论 实验数据显示呼吸训练和呼吸训练配合胸大肌抗阻练习，均可明显改善颈髓损伤患者 ADL 且
效果优于对照组，呼吸训练配合胸大肌抗阻练习疗法效果更佳。说明呼吸训练与呼吸训练配合胸大
肌抗阻练习，在常规药物及康复训练基础上对颈髓损伤患者的恢复起积极作用。且呼吸训练配合胸
大肌抗阻练习作用效果优于呼吸训练组。

PO-002

超声引导下竖脊肌平面阻滞在腰椎间盘突出手术中的临床研究
任益锋,郑孝振,刘静,陈程哲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超声引导下竖脊肌平面阻滞（Ultrasound-guided planar spinal muscle block, ESP）辅助
全身麻醉在腰椎间盘突出手术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 2018 年 4 月至 2018 年 11 月于我院择期行腰椎间盘突出手术的患者 64 例，采用计算机
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超声引导下竖脊肌平面阻滞组(E 组)和对照组(C 组)，每组各 32 例。观察
两组患者术中全麻药物用量、患者术后苏醒时间以及术后视觉模拟评分量表(VAS)疼痛评分、48 h
内补救镇痛药物消耗量、患者自控静脉镇痛(patient-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 , PCIA)泵按
压次数和满意度（BCA）评分。
结果 两组的丙泊酚用量、肌松药物--罗库溴铵用量、术后苏醒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两组的瑞芬太尼用量和术后 2、4、8、12、24 h 的 VAS 疼痛评分、术后 48 h 补救镇
痛药物消耗量、PCIA 按压次数、患者满意度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超声引导下竖脊肌平面阻滞辅助全身麻醉运用于腰椎间盘突出手术，能够明显减少麻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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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术后镇痛药物使用量，减少苏醒期躁动及 PCIA 按压次数，提高患者围术期满意度，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PO-003

无骨折脱位型颈髓损伤的手术治疗
封亚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20 医院

目的 探讨无骨折脱位型急性颈髓损伤（ACSCIWOFD）的诊断、治疗方法及疗效。
方法 收集 X 线和 CT 影像学检查无骨折和脱位征象，而在 MRI 上可表现出脊髓内异常信号，临床
上有脊髓损伤表现的一种特殊类型颈髓损伤。传统观点认为是颈椎过伸性损伤导致的“挥鞭样损
伤”；而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颈髓损伤在颈椎退变、椎管储备间隙明显减少的病理基础上发
生，外力是造成损伤的直接诱因。对于 ACSCIWOFD 的治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以牵引外
固定为主的保守治疗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并被认为有较满意的结果。目前研究表明：对待
ACSCIWOFD 手术要积极，急诊手术（包括前路、后路及前后联合入路）重建脊柱稳定性、对于
脊髓行骨性减压的同时，进行脊髓内减压，即在显微镜下清除髓内骨折片、血肿及液化坏死组织。
结果 ACSCIWOFD 急诊手术固定、显微髓内外减压，疗效明显优于传统保守治疗，降低了并发症
及死亡率。
结论 对于 ACSCIWOFD 应采用个性化手术入路与术式，急诊手术安全可靠，不会引起神经功能恶
化、反而能提高疗效。

PO-004

单纯后路手术治疗胸腰结核临床疗效分析
封亚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20 医院

目的 探讨单纯后路手术进行椎弓根螺钉内固定、病灶清除、植骨融合术治疗胸腰椎结核的方法和
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近 6 年来收治的 56 例胸腰椎结核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全麻，俯卧位，以病变椎体
棘突为中心纵向切开，暴露棘突、椎板、椎间关节和横突，在上下相邻正常椎体植入椎弓根螺钉，
常规对病椎植入短的椎弓根螺钉，从病变严重一侧或病变双侧咬除一侧或双侧椎板，清除硬脊膜外
干酪样坏死组织，经椎间隙清除破坏的椎间盘、椎体内游离死骨，吸净椎管内及椎旁脓液，用链霉
素 2g 加生理盐水 1000ml 作术野反复冲洗，再在病灶内放置链霉素粉剂 2g，装上预弯好的连接棒
撑开、固定螺帽以矫正脊柱后凸畸形及恢复椎间隙高度，取咬除的棘突、椎板骨粒或同种异体骨或
人工骨置于椎体骨缺损处及横突旁，放置多侧孔引流管，逐层严密缝合切口。术后正规抗结核治疗
12～16 月。
结果 采用单纯后路椎弓根螺钉固定、病灶清除、局部使用链霉素、植骨融合及术后正规抗结核治
疗胸腰椎结核患者 56 例，术中术后均无并发症。平均手术时间为(2.5±0.5)h，术中平均出血量为
(350±55) ml，术后 3～10 周血沉均恢复正常，术后随访 18 个月,脊柱内固定无松动、断裂、拔出
等，植骨处均已骨性融合。术前脊髓神经功能按美国脊柱损伤学会评分(Amer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 ASIA)：A 级 3 例，B 级 5 例，C 级 8 例，D 级 13 例,术后均恢复到 ASIA E 级。结核
椎体矢状面 Cobb 角的变化由术前(26.5±5.3) °降低为术后(3.5±2.8)°。
结论 单纯采用后路手术治疗胸腰椎结核与采用经典的前后路联合手术治疗相比，具有手术简单、
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少、并发症少及脊柱后凸畸矫正良好、神经功能恢复好等特点，值得推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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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O-005

脊柱脊髓疾病误诊误治剖析
封亚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20 医院

目的 脊柱脊髓疾病为骨科和神经外科交叉学科，误诊误治时有发生。作者回顾性分析近 10 年在收
治脊柱脊髓疾病出现的误诊、误治病例发生原因，以降低对脊柱脊髓误诊误治率，提高诊治水平。
方法 对 2006 年 7 月-2016 年 7 月我科收治的脊柱脊髓先天性疾病（包括 Chiari 畸形、脊髓栓系、
脊膜脊髓膨出、畸胎瘤、骶管囊肿）、脊柱退变、肿瘤、血管病变、炎性病变、脊柱脊髓外伤等误
诊误治 76 病例的误诊原因及误治方法进行剖析。
结果 误诊误治 76 病例脊柱脊髓疾病，其中 Chiari 畸形伴或不伴脊髓空洞前后路减压后未固定失稳
症状加重、误诊为颈椎病行前路减压固定、误诊为脊柱侧弯行脊柱侧弯矫形术后出现高位截瘫等
12 例；先天性疾病如脊髓栓系、脊膜脊髓膨出、畸胎瘤、骶管囊肿病变切除不彻底、松解不完
全、脑脊液楼口未修补症状无改善或加重 11 例；脊髓肿瘤、血管病变、黄韧带骨化、蛛网膜囊肿
误诊为椎管狭窄或椎间盘突出症 14 例；椎间盘髓核脱出误诊为肿瘤 6 例，采用椎间盘镜、小针刀
等微创治疗椎间盘突出无效、并发出血 11 例；椎体结核并寒性脓肿误诊为肿瘤 4 例；脊柱脊髓外
伤手术时机错误、置钉错误、减压不全 18 例；其中 1/5 的病例发生在三甲医院、4/5 的病例发生在
三乙及二甲以下医院，3/4 发生在骨科医师，1/4 发生在神经外科医师；误诊的主要原因是：查体
不细致、影像学检查不全及节段错误、缺乏多学科联合诊治；误治的原因：误诊导致责任病变不明
确、疾病发病机制不清，手术方法选择错误、手术技能差等；导致术后治疗无效、加重甚至出现瘫
痪、大小便失禁等灾难性损伤。
结论 重视体格检查、全面的 X、CT、MRI 影像学检查、术前神经电生理检查及开展多学科联合诊
治可以大大降低误诊率；加强脊柱神经外科亚专业培训，全面提高脊柱神经外科水平、严格掌握好
手术的适应症及禁忌症、开展显微手术、术中定位及术中电生理监测、合理选择微创及传统手术方
法可以降低误治率。脊柱脊髓疾病为骨科和神经外科交叉学科，加强学科间交流学习，骨科医师应
加强显微外科手术及对髓内病变的认识，而神经外科医师应加强脊柱生物力学的认识，提高脊柱内
固定技术。

PO-006

一组导致严重大小便障碍的骶管囊肿的手术治疗
郑学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骶管囊肿虽然是一个良性非肿瘤病变，然而由于骶管空间狭小，体积大、压力高的骶管囊肿
会压迫并损害 S2-4 马尾神经根，从而导致严重的大小便障碍，临床表现为直肠无力、严重便秘，
排尿无力、尿潴留、肾积水，尿失禁，甚至大便失禁；早期的神经损害是可逆的，而后期神经损害
是不可逆的。
方法 本组报道合并严重大小便障碍的骶管囊肿病例 16 例，总结其手术经验和临床疗效。
结果 通过骶管囊肿瘘口封堵手术，13 例患者的大小便障碍于术后明显改善，另 1 例患者骶管囊肿
术后 3 月行 InterStim 骶神经刺激，大小便功能明显改善。2 例无效。
结论 骶管囊肿瘘口封堵手术对于改善大小便障碍有较好的疗效。必要时可联合骶神经刺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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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7

一组突入盆腔的巨大骶管囊肿的手术治疗
郑学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骶管囊肿是表现为骶神经根袖鞘的病理性膨大，实质是一种发生在硬脊膜囊末端的脑脊液
漏。当骶管囊肿体积很大时，会经过扩大的骶前孔突入盆腔。一旦进入盆腔，骶管囊肿就脱离了骶
管骨性结构对它的限制，体积可以急剧增大，治疗比较棘手。
方法 我们在此报道 5 例突入盆腔的骶管囊肿的手术经验。
结果 通过骶管囊肿瘘口封堵手术，所有 5 例患者的脑脊液瘘口都得到妥善的封闭，术后疼痛症状
明显改善，长期随访显示盆腔内的囊肿 4 例没有增大，一例完全消失。
结论 对于突入盆腔的骶管囊肿，处理的关键是封闭脑脊液瘘口，可以有效改善症状、避免盆腔内
囊肿进一步增大。

PO-008

Rad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urgical Outcome of
the Patients with Long Ossification of the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that the Ossified Lesions
in the Upper Cervical Spine
Mengchen Yin,Wen Mo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Clinicians often care more about lower cervical ossified lesions, so ossified lesions in
the upper cervical spine tend to be overlooked and seen as a rare condition. In addition, it is often
misdiagnosed as other diseases. Designing surgical strategies for ossified lesions in the upper
cervical spine is challenging owing to the complex anatomic structures of this section.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clarify the prevalence of the ossified lesions in the upper cervical spine in
patients with ossification in the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OPLL) and to illustrate the clinical
features, radiological manifestations and surgical outcomes of this abnormality.
Methods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in all patients preoperatively, including
age, gender, BMI, alcohol and tobacco use, history of diabetes, VAS and JOA. The cervical angle,
OPLL morphology, K-line, occupation ratio, space available for the spinal cord, high-intensity
zone and compression ratio of the spinal cord were calculated. Operative approaches, techniques
and complications were all recorded.
Results A total of 38 patients were enrolled. The upper cervical segment in 23 patients was not
surgically addressed. In CS+ group, 10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C3-6 open-door aminoplasty and
C2 partial laminectomy, 1 case with C1-7 laminoplasty, 1 case with C2-7 laminoplasty, 2 cases
with C3-6 total and C2 partial laminectomy and 1 case with C1-5 laminectomy and
occipitocervical fusion.
Conclusions Ossified lesion in the upper cervical spine has a high incidence. Decompressive
surgery for upper cervical spine segment is recommended for patients with the severe narrowing
of the spinal canal and high signal intensity that extends to the upper cervical segment of the
spinal cord. Hopefully, this study will aid in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nd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future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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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9

An Independent Evaluation on the Inter-observer Reliability
and Intra-observer Reproducibility of Toyama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Cervical
Dumbbell Tumors
Mengchen Yin,Wen Mo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Dumbbell tumors can not only cause the compression of cervical cord and nerve root,
but also invade the important structures and the surrounding organs, causing great harm to the
patient. Toyama classification which is commonly used has not been evaluated and still requires
independent validation. To evaluate analyze the inter-observer reliability and intra-observer
reproducibility of Toyama classification system, explored the differences, discover the shortages,
and evaluated the clinical value for diagnosis.
Methods 165 consecutive patients of a cervical dumbbell tumor with complete clinical and
radiologic data were enrolled. Six surgeons determined the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Toyama
system. The classification was repeated 12 weeks later. Three statistical tests were used to
measure inter- observer reliability and intra-observer reproducibility.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and kappa coefficient (κ) were used to assess both inter- and intra-observer
agreement on Toyama classification system (two-way mixed effect model in which people’s
effects are random and measures’ effects are fixed).The values were expressed with a 95% CI.
For each subtype of Toyama classification, Fleiss’sκ for multiple raters was used to measure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and Cohen’s κ was used to evaluate intra-observer agreement.
Results The study group involved a total of 165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a cervical dumbbell
tumor who underwent surgeries at our institute between 2006 and 2016. The inter-observer
reliability of Toyama classification system was moderate with a value of 0.432. The κvalue of the
6 physicians was 0.432, 0.563, 0.521, 0.469, 0.498, 0.457, 0.532, 0.521, 0.531, 0.467, 0.567,
0.487, 0.632 0.646 and 0.456, respectively. These values meant moderate agreement. The interobserver reliability of Toyama classification was moderate with a value of 0.608. The κvalue of
the 6 physicians was 0.643, 0.598, 0.675, 0.532, 0.665 and 0.53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Toyama classification has landmark value in clinical practice, but it is a
relatively cumbersome system. This study shows that it has low reli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Accordingly, surgical management of the resection of dumbbell cervical tumors raises several
problems, including preservation of the cervical nerve root, control of the vertebral artery, and
maintenance of spine. There is a need to optimize the classification in the future.

PO-010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urgical treatment
of spinal paraganglioma: a case series
of 18 patients and literature review
Mengchen Yin,Wen Mo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Paraganglioma has the rarity of morbidity that arising in the spine. There were few
cases reported in literatures in recent years, and little was known about this disease. The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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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is study is to illustrate the clinical features, imaging manifestations, pathological appearances
and long-term outcomes of the consecutive surgical serious and review the literatures.
Methods The clinical and follow-up data of 18 patients, who diagnosed with spinal
paraganglioma and underwent surgical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s from 2003 to 2014,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14 patients were radiographic manifested as intra-spinal tumor and underwent extracapsular tumor resection. 5 patients with obvious vertebral bone damage, and lesions in four
cases underwent piecemeal resection, the other one was sacral tumor, underwent en bloc tumor
excision.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inal stability was performed in all cases. Follow-up lasted for 16
to 96 months after surgery (44.1 months on average). There was no local recurrence or distant
metastasis in cases without obvious bone invasion. In those 5 cases with vertebral bone damage,
one case with T1 vertebral body tumor relapsed repeatedly, the patient still alive with tumor.
Whereas local recurrence hadn’t observed in one case with T10 vertebral tumor after tumor
resection, the disease spread to the T2 attachment during follow-up, finally has no signs of
recurrence after re-operation. No recur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other 3 cases during follow-up.
Conclusions Paraganglioma is rare and generally considered benign neoplasm Surgical
resection is the preference treatment of spinal paraganglioma. Complete surgical resection is
recommended as the primarily treatment. Chemotherapy, radiotherapy, octreotide and other
somatostatin analogs can be selected as adjuvant therapies, but their effects are controversial.

PO-011

The efficacy of caudal epidural steroid injection with
targeted indwelling catheter and manipulation in
managing patients with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nd radiculopathy: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single-blind controlled trial
Mengchen Yin,Wen Mo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Lumbar disc herniation is considered a most common cause of lumbosacral
radiculopathy. Epidural steroid injection is a common method to treat inflammation associated
with low back related leg pain. Spinal manipulations are widely used and systematic reviews have
also shown that these manipulations are more effective than placebo. Due to the absence of
clinical evidence, we designed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single-blind controlled trial in patients
with LDH with radiculopathy, aiming to detect the safety and clinical efficacy of targeted indwelling
catheter combine with “Four- steps” manipulative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LDH.
Methods Patient visits were performed at baseline, and day 1, 3, 7, and 28 after treatment.
Clinical outcomes were measured using VAS for back and leg pain, the ODI, and clinical
symptom scores of JOA.
Results 85 eligible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y were randomized with
randomization schedule into the Catheter Group (N=43) and No catheter Group (N=42). Between
the measurement points,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VAS (back) at day 1,
day 3 and day 7 of follow-up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change was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at day 1 and day 3 and a higher change was observed in Catheter Group compared to
None-catheter Group.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hange of JOA and ODI
scores at day 1 of follow-up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a greater change was
seen in Catheter Group at day 1 and day 3 compared to None-catheter Group.
Conclusions Both methods were effective in reducing pain intensity and functional disability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 And the catheter group showed more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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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reater changes in JOA and ODI scores of short/term follow-up, compared to none-catheter
group. The therapy project was safe.

PO-012

早期量化功能锻炼在胸腰椎段脊髓损伤术后
神经功能恢复的应用研究
唐云云
海南医学院

目的 探讨早期量化功能锻炼在促进胸腰椎脊髓损伤术后患者神经功能恢复的效果。
方法 采用历史对照的方法，对对照组的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根据纳排标准选取 110 例患者，对
照组和干预组各 55 例。对照组：常规功能锻炼组，收集出院后 1、3、6 个月复诊的脊髓神经功能
及肌力的评估结果。干预组：自制功能锻炼量化记录表，该量化记录表为查阅文献，与康复师和临
床医生针对每例患者脊髓损伤的部位、耐受力、恢复情况讨论制作的个体化、系统化的功能锻炼量
化记录表。出院后 1、3、6 个月复诊时对患者进行脊髓神经功能及肌力的评估并进行数据收集分
析。
结果 干预组的脊髓神经功能评定、肌力评估以及 ADL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早期量化功能锻炼能够促进胸腰椎脊髓损伤患者的神经功能有效恢复、降低致残率、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节省住院费用，重建家庭和尽快回归社会

PO-013

显微手术切除脊膜瘤体会
李天栋,王国良,白红民,公方和,邹宇辉,战俣飞,王伟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常见的椎管内脊膜瘤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治疗方法，特别是脊膜瘤的显微外科手术
治疗经验与技巧, 以提高其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外科自 2008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38 例椎
管内脊膜瘤患者，分析其临床表现、影像学资料、手术方式、术后病理及术后恢复随访情况，并复
习相关文献。
结果 所有病例均行显微外科手术切除，术后病理检查均确诊为脊膜瘤，术后随访最长 10 年，复发
者均再行手术切除。统计随访结果显示大部分恢复良好，少数效果一般，2 例效果不佳，无手术死
亡病例。
结论 手术切除是治疗椎管内脊膜瘤的根本方法，MRI 检查能清楚地显示脊膜瘤与周边组织关系，
利于手术方式的选择，是最佳的检查手段；采用显微手术切除脊膜瘤治愈率高，术后并发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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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4

应用探针式离子电导显微镜观测脊髓神经元损伤后形态学特征
朱洛昀,葛歆瞳,江荣才,张建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脊柱脊髓外伤是临床常见的急性创伤性疾病，具有发病率高、致残致死率高的特点。脊髓损
伤后，位于损伤平面的神经元常发生挫伤、缺血缺氧、出血性坏死等病理改变。通过观测脊髓神经
元在损伤及治疗干预后的病理变化，可以评价治疗效果，并辅助预测疾病预后。本研究拟应用近年
来新兴的显微观测技术——探针式离子电导显微镜，观测脊髓神经元损伤后的形态学特征，以期为
今后脊柱脊髓外伤的转化医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评测工具。
方法 探针跳跃式离子电导显微镜较其它同类技术，具有细胞样品无需固化、喷金等处理的优势。
此外，可以在最接近生理状态的体外液态培养基中，对活体细胞 μm 级三维拓扑结构进行非接触式
高分辨实时连续探测。本研究一方面通过构建脊髓损伤（SCI）小鼠模型，获取损伤脊髓，行神经
元原代培养。另一方面，于体外培养脊髓神经元，并诱导 OGD 损伤。随后，应用离子电导显微
镜，对损伤后多个时间点的神经元进行实施连续（12 小时）的 3D 扫描，观测其形态学变化。
结果 应用离子电导显微镜观测损伤神经元，可在伤后多个时间点观察到具有特征性的轴突珠，其
数量高峰在损伤后呈双峰特征，其大小也与损伤后时间密切相关。此外，离子电导显微镜能够观察
到神经元胞体肿胀、轴突断裂等病理改变。
结论 探针式离子电导显微镜可以观察到脊柱脊髓损伤后脊髓神经元特征性的病理改变——轴突
珠。通过未来进一步的预后相关性研究，其有望为临床诊断及转化医学研究提供一种新工具。

PO-015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tumorectomy of a Lumbar
Epidural Schwannoma via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A Case Report
Maochao Zhou,Shaoxiong Chen,Xianbin Zhang,Chunmei CHEN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BACKGROUND: Although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technique has been routine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disk herniation, there are few reports on its applic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intraspinal tumors. We present a case report of lumbar epidural Schwannoma
that was totally removed by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technique.
Methods CASE DESCRIPTION: Five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Schwannoma by imaging
examination were actualized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tumorectomy. Beginning of the operation,
a 5mm incision was made, the puncture needle pass through the skin, subcutaneous tissue and
the deep fascia, vertebral muscles, and reached relevant intervertebral foramen area finally.
Followed by insertion of a working cannula into the lesion area. Foraminotomy was completed by
trephine and microscopic power drill, if the Intervertebral foramen stenosis existed. Lesion was
exposed under the endoscopic system, and the tumor tissue was totally removed piecemeal.
After probing the nerve foramen and the nerve root satisfactorily, remove the working cannula
and sutured incision. And pathologic examination confirmed the diagnosis of schwannoma.
Results RESULT: Tumor were removed successful in 5 patients diagnosed Schwannoma. There
was no relapse of the patient’s symptoms and imaging examination at average 1-year follow-up
examination.
Conclusions CONCLUSIONS: This case report provide a new technique for noninfiltrating
extradural lumbar tumor treatment, and feasibility and security of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tumorectomy was confi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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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6

Posterior revision surgery using Goel’s technique to
treat atlantoaxial dislocation associated
with basilar invagination
Wanru Duan,Zan Chen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treatment of atlantoaxial dislocation (AAD) and basilar invagination (BI) is
challenging, especially in 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previous surgery. Although
seldom reported, posterior revision surgery to revise prior constructs can be advantageous over
an anterior or combined approach. We describe our experience in performing revision posterior
surgery using Goel’s technique.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16 to September 2017, we enrolled patients with AAD and BI who
had undergone a previous posterior surgery at the cranio-cervical junction. All of these patients
underwent revision surgery from a posterior approach. The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JOA) score was used to assess clinical symptom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The distance of the
tip of the odontoid above Chamberlain’s line (CL),atlantodental interval (ADI) and the clivus-canal
angle(CCA) were used for radiographic assessment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Results Twelve patients were enrolled. Four patients (4/12) underwent posterior decompression
without fusion, seven (7/12) underwent reduction and fusion without decompression, and one
(1/12) underwent posterior decompression accompanied with reduction and fusion. Using Goel’s
technique, we first exposed the prior construct and occipital defect from lateral to medial to avoid
dural tear or sinus injury. Prior boney fusion mass was drilled off to the level of the facet, at which
time distraction using facet spacers allowed for the release of anterior soft tissue from posterior.
Finally, we fixated occiput to C2 using cantilever technique and grafted autologous cancellous
bone into the intraarticular joints. In all twelve patients, complete reduction of BI and AAD were
achieved without complications. All patients had evidence of boney fusion on CT scan within 18
months follow up.
Conclusions Posterior revision surgery using Goel’s technique is an effective and safe
procedure for 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AAD and BI with a history of previous posterior cervical
surgery.

PO-017

Releasing Anterior Soft Tissue and Reduction of the
Irreducible Atlantoaxial Dislocation associated
with Basilar Invagination through
Single-Stage Posterior Approach
Zan Chen,Duan Wanru
Xuanwu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outcomes of the release of anterior soft tissue through
posterior route in order to reduce irreducible atlantoaxial dislocation(AAD) and basilar
invagination(BI) through a single-stage operation.The management of AAD combined with BI is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posterior approaches lack the ability to release the anterior soft tissue
and result in unsatisfactory reduction; posterior fixation followed by the anterior release approach
has higher morbidity and lead to higher costs and a longer length of stay.
Methods Thirty-one patients with irreducible AAD and concomitant BI with congenital oss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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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normalities were analyzed. The anterior soft tissue was released posteriorly, and cages were
placed into the facet joint followed by occipital-cervical fixation with cantilever correction. The
clinical result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Japanese Orthopedic Association (JOA) scale, and the
radiological measurements included anterior atlantodental interval (ADI), the distance of odontoid
tip above Chamberlain line, clivus-canal angle (CCA) and the length of the syrinx. We used
paired t-test to compare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measurements.
Results The mean JOA score increased from 11.65 to 14.48 at one-year follow-up. Complete
reduction of AAD and BI was achieved in 23 patients (74.2%). The mean clivus-canal angle
improved from 113.0 degrees preoperatively to 148.4 degrees postoperatively. Shrinkage of the
syrinx was observed in 6 patients in one week after surgery. Nine patients had 18 month followup and achieved bone fusion. Twenty-two patients has 12 month follow-up, and 19 (86.3%)
achieved bony fusion. Unilateral vertebral artery occlusion was diagnosed in 2 cases without
clinical symptoms.
Conclusions It appears effective and safe to treat irreducible AAD associated with BI by
releasing the anterior soft tissue from a posterior approach. Cage implantation within the facet
and fixation using cantilever can achieve complete reduction in most cases.

PO-018

椎管内外沟通性神经鞘瘤的手术治疗
封亚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20 医院

目的 探讨椎管内外沟通性神经鞘瘤手术切除及脊柱稳定性重建。
方法 自 2003 年 6 月至 2018 年 12 月，采用显微外科技术及脊柱内固定技术治疗椎管内外沟通性
神经鞘瘤 85 例。肿瘤分布于颅颈交界区、颈椎、胸椎、腰椎和骶椎。主要临床表现：疼痛、感觉
障碍，如麻木感、蚁走感、灼热感、束带感等，也可出现感觉过敏；运动障碍：病变水平以下肢体
的力量减弱，动作不准确，站立不稳，可伴有或不伴有肌肉萎缩；大小便功能障碍：表现为排便困
难，小便潴留，大便困难，或大小便失禁。MRI、CT/CTA、X 片等检查可以明确诊断、了解肿瘤
与血管之间的关系及脊柱破坏与稳定性等，根据肿瘤部位、大小、脊柱的稳性等采用半椎板切除
术、棘突椎板复合体原位回植椎管成形术、全椎板切除+钉板内固定术等方法，显微镜下分块或整
块切除肿瘤。
结果 神经鞘瘤发病率占椎管内肿瘤的首位，约占 30%左右，绝大部分为良性肿瘤，本组恶性神经
鞘瘤 2 例， 30～50 岁为好发年龄，多起源于脊神经后根，部分肿瘤经椎间孔发展到椎管外成为哑
铃形。治疗首选手术，肿瘤全切除率达 100%，良性极少复发，预后良好。恶性两例，半年内复
发。
结论 神经鞘瘤是椎管内常见的良性肿瘤，因肿瘤生长缓慢，早期症状不明显，早期诊断较为困
难，误诊率较高。随着肿瘤体积增大，对脊髓神经组织侵袭及压迫，可引起感觉异常、运动障碍和
括约肌功能紊乱等临床表现，影响脊髓的神经功能，危害性极大。临床常用 MRI 明确诊断。显微
切除肿瘤手术安全，存在脊柱失稳必须采用钉板系统固定，良性神经鞘瘤的绝大多数均可通过肿瘤
全切而达到治愈，一般很少复发，但恶性神经鞘瘤预后极差，生存时间短，手术切除后宜辅助放化
疗，并定期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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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9

经皮微通道显微镜和经皮椎间孔镜下
治疗腰椎管狭窄的临床疗效分析
刘仕超,陈春美,王锐,王殷庆,庄源东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比较经皮微通道显微镜及经皮椎间孔镜下治疗腰椎管狭窄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5 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35 例腰
椎管狭窄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21 例，女 14 例，发病年龄为 42～79 岁，平均(62.5±8.5)岁。按手
术方式不同分成显微镜组（A 组共 17 例）及椎间孔镜组（B 组共 18 例）。A 组采用全麻后经皮微
通道系统椎管减压术，B 组则实施经皮椎间孔镜下髓核摘除术。比较两组的手术时间、出血量、术
后平均住院时间及术后下地时间；临床疗效评估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及日本骨科协会评估治疗（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Scores，JOA）两项指标，
比较两组的疗效；于术前、术后 1 周、术后 6 月行腰椎 MRI 平扫加增强；
结果 35 例病人随访 6～20 个月，平均 13 个月，无一例复发。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两组术前一
般资料、VAS 和 JOA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 A 组与 B 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下地时间和术
后 平均住 院日无 显著性差 异 (P >0.05)， 术后两组 VAS 评分 JOA 评分相 比均无 显著性 差异
(P> 0.05 )。术后 MRI 检查示神经减压充分，未见腰椎失稳症或侧弯畸形。
结论 经皮微通道显微镜和经皮椎间孔镜下治疗腰椎管狭窄的临床疗效满意，疗效确切，神经减压
充分，减小椎旁肌肉、关节突关节、棘突与韧带的损伤，还能兼顾术后腰椎稳定性与活动度。

PO-020

胸腰椎骨折复位内固定治疗的伤椎置钉选择
王一公,菅炎鹏
许昌市中心医院

目的 比较伤椎置入万向与单向椎弓根螺钉的后路复位内固定术治疗胸腰椎骨折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015 年 6 月-2017 年 6 月期间我科采用传统后路经伤椎置钉内固定手术治疗的 96 例无
脊髓神经损伤胸腰椎骨折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n=45，伤椎使用万向钉、临椎使用固定
钉）和研究组（n=51，伤椎及其临椎均采用固定钉），术后随访 6—18 个月，平均 12．5 个月。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并发症等围手术期资料差异；伤椎前、后缘高度百分比；
伤椎相应椎间孔高度百分比；矢状位 cobb 角，评估伤椎置入单向钉与万向钉复位固定胸腰椎骨折
的治疗效果。
结果 ①2 组在手术时间、出血量、并发症以及住院时间等围术期资料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
②2 组术后伤椎前、后缘高度百分比、伤椎后凸角度、椎间孔高度百分比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有显
著性意义(P < 0.05)。
③术后研究组伤椎后凸角度（3.3±2.3）、矫正度（82.3±3.8）优于对照组(P < 0.05)，
④术后椎间孔高度百分比研究组优于对照组(P < 0.05)
⑤末次随访时丢失度研究组（1.9±1.5 ）优于对照组（2.7±2.2）(P < 0.05)；
⑥术后研究组伤椎前缘高度百分比（92.7±5.1）、伤椎后缘高度百分比（94.6±2.8）与对照组
（88.5±7.4）、（93.5±3.3）差异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 > 0.05)；
结论 伤椎置入万向钉与固定钉治疗胸腰椎骨折均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在维持伤椎高度，椎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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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高度恢复以及终板高度恢复方面，固定钉优于万向钉。

PO-021

小切口半椎板入路切除椎管内肿瘤
贾云峰,郑云锋,高海亮,张远征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小切口半椎板入路显微手术切除椎管内肿瘤。
方法 回顾分析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0 月应用小切口半椎板入路显微
手术切除的 10 例椎管内肿瘤资料，其中颈椎 1 例,胸椎 4 例,腰椎 5 例。肿瘤均位于椎管的侧方。
术前准确定位，磨钻、超声骨刀和椎板咬骨钳结合切除半椎板，必要时切除相邻椎体的部分椎板,
保留棘突和对侧肌肉的完整性,保留小关节。
结果 10 例肿瘤全切,术后神经功能恢复，没有新增的神经功能损害。早期即可下地活动，术后脊柱
稳定性无影响。病理报告：神经鞘瘤 6 例，脊膜瘤 3 例，蛛网膜囊肿 1 例。
结论 脊柱前中后三柱结构保证了脊柱的稳定性，后柱主要由关节突、关节囊、黄韧带、椎板、棘
突、棘间韧带和棘上韧带组成。半椎板入路仅切除一侧椎板和黄韧带，对后柱影响微小，对脊柱的
整体稳定性几乎无影响。术前准确定位,使得手术切口更小。半椎板入路手术微创，术后恢复快,尤
其适用于偏侧的椎管肿瘤

PO-022

The Significance of Occipitocervical Dura Angulation
in Selection of Surgery Procedures for Chiari
Malformation Type I
修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Objective to reduce surgery-related complications of Chiari malformation type I
Methods Author analysed causes of some surgical failures of Chiari malformation type I, and put
forward the anatomical concept of occipitocervical dura angulation（ODA）.
Results The so-called ODA was defined as the included angle between the cerebral dura mater
and spinal dura mater at the posterior foramen magnum of craniocervical junction on the median
sagittal plane.
Conclusions For patients with Chiari malformation type I but without atlantoaxial instability, the
selection of appropriate surgeries and accurate evaluation on the effect of the decompression can
be realized after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both on the severity of cerebella tonsil herniation
and the ODA, in addition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whether there is ventral cord compression at
foramen magnum. For patients of Chiari malformation type I with the ODA being the larger obtuse
angle or/and the cerebella tonsil herniation to the level of arcus posterior atlantis, the
tonsillectomy may need to be added to posterior fossa decompression and durapl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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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3

胸腰椎骨折伤椎固定的选择
强京灵,张远征,田德洲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采用伤椎椎弓根螺钉置入内固定治疗胸腰椎骨折的方法，分析其临床疗效。
方法 2014 年 8 月～2017 年 12 月采用伤椎椎弓根螺钉置入内固定治疗胸腰椎骨折患者 62 例，术
后在侧位 X 线片上测量术前、术后伤椎前缘高度,伤椎后凸角度，定期随访，了解神经功能恢复、
骨折愈合及内固定情况。
结果 所有患者均获得满意的复位, 术后椎体高度基本恢复正常，术后后凸角度基本纠正，无断钉断
棒现象。
结论 伤椎椎弓根内固定既可有效的使胸腰椎爆裂性骨折良好复位，牢固固定。又可减少内固定的
松动或断裂，减少术后后凸的形成。

PO-024

MGMT 的表达对脊髓胶质瘤术后化疗 药物敏感性的临床研究
孙鹏 1,范涛 2,赵阳 1,尚运才 1,宋凤磊 1,齐雪岭 2
1.保定市第二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三博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胶质瘤细胞中 MGMT 蛋白的表达和 MGMT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对常用化疗药物的敏
感性之间的相关性，建立脊髓胶质瘤细胞化疗药物敏感性的预测方法，为临床中脊髓胶质瘤切除术
后的患者实施最佳的化疗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择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五病区 2010 年 10 月～2016 年 6 月显微外科切除的脊髓胶质
瘤患者，共 67 例，均行术后病理免疫组化和甲基化检测。其中术后化疗患者 47 人设定为实验组，
未行化疗患者 20 例设定为对照组。
结果 实验组 47 例患者术后 2 年有 39 例肿瘤未复发，8 例肿瘤体积增大，肿瘤化疗疗效有效率为
82.9%，术后 2 年症状加重者 8 例，患者 2 年生存率为 100%（47/47）。化疗期间患者的不良反
应及骨髓毒性较轻微。对照组 20 例患者有 7 例肿瘤未复发，13 例肿瘤体积增大，治疗有效率为
35.0%。通过实验组与对照组对肿瘤复发与未复发的疗效对比，行卡方检验，结果提示：存在显著
差异，P=0.006<0.01，即实验组的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脊髓胶质瘤术后在 MGMT 免疫组化检测与 MGMT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检测指导下应用烷化剂
进行化疗，能有效地延缓肿瘤复发，避免再次手术，且安全性和耐受性较好，此方案在脊髓胶质瘤
术后为一有良好前景的化疗方案。

PO-025

锁孔微创手术在脊柱外科的应用
薛洪利
沈阳东北国际医院

目的 为了减少脊柱椎体爆裂骨折、间盘脱出和椎管内肿瘤患者的损伤和尽早使其功能恢复，早日
下床步入正常生活。
方法 体位：侧卧（病变侧在上）或俯卧。切口：以病变为中心，于中线旁开 1.0cm 切开皮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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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cm。于棘突旁 0.5cm 切开深筋膜（以备缝合筋膜用），用电刀或者骨膜分离子分离同侧椎旁
肌 ， 显 露 椎 板 。 完 好 保 留 棘 突 、 棘 上 和 棘 间 韧 带 。 椎 板 切 除 ： 椎 板 切 除 范 围 约 3.0 ～
7.0cmx1.5cm。在显微镜下用电钻、叼骨器或咬骨钳，磨除或咬除椎板（有时切除一个椎板，有时
切除两个椎板的各一部分，根据外伤、肿瘤部位不同而定），用电钻磨除棘突根部以便扩大骨窗。
肿瘤患者纵形切开硬脊硬（硬膜外肿瘤，不必切开硬脊膜），显露肿瘤,常规方法切除肿瘤。外伤
和间盘脱出者，自硬膜外操作，酌情、分块切除病变。
结果 3 例外伤患者，椎管得以通畅，辅以椎体螺钉固定，得以治愈。间盘脱出患者，病灶全部切
除，最大脱出物 1.5cmx3.0cm。36 例肿瘤均完全切除，无术后并发症发生。
结论 锁孔微创手术治疗脊柱椎体爆裂骨折、间盘脱出和椎管内肿瘤是一种损伤少、恢复快的好方
法。

PO-026

Clinical evaluation of atlanto-occipital decompression
combined with epidural avulsion to treat the
Type I Chiari malformation
Yuntao Lu,Lin Peng,Qiang Zhou,Berdimyrat Orazmyradov,Songtao Qi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hiari malformation type I (CM-I) is a congenital neurosurgical disease about the
herniation of cerebellar tonsil through the foramen magnum. This study aims to introduce our
method of surgical treatment of Arnold Chiari type I malformation.
Methods Based on our entry criteria, 12 highly selected patients suffered with CM-I were treated
by atlanto-occipital decompression with epidural avulsion.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such as chief
complaints, medical history, images, intra-surgical findings and follow up data, was selected for
further evaluation. The functional scoring system, including JOA, NDI and VAS score was
established to assess the clinical symptom relief. Moreover, the pre- and post-operative images
were observed and measured to reveal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urgery. The significance of
results was accepted as a p-value less than 0.05.
Results During the follow up, all patients have improvement of symptomatology. None of patients
have morbidity or death related to the surgery. Post-operative neck pain was significantly relived
as the decreased VAS score (0.95±0.47 after vs 2.98±1.49 before surgery, p=0.012), while postoperative JOA (11.80±0.74) and NDI (6.50±1.52) increased compared those before surgery (JOA
8.8±0.65 and NDI 15.10±2.79, p=0.001; 0.014), which presenting notable improvement the life
quality. Radiological reexaminations shows collapsing of the syringomyelia compared to presurgical statement (0.68±0.18 after vs 0.86±0.16 before surgery, p=0.43). Meanwhile, cisterna
magna volume enlarging (0.97±0.12 after vs 0.33±0.054 before surgery, p= 0.0002), and
reducing herniation cerebellar tonsils (1.11±0.07 after vs 1.49±0.11 before surgery, p=0.0004)
were observed as well.
Conclusions Our study showed that selective atlanto-occipital decompression combined with
epidural avulsion may improve symptoms in proper selected patients with Chiari I mal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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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7

Postoperative application of two modes for placing lumber
external catheter in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tumor
Ji Zha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Guangzhou， China

Objective Postcraniotomy aseptic meningitis in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tumors is a universal
complication in neurosurgery. Continuous lumbar drainage as a method for administrating aseptic
meningitis proves effective and safe. This study compared the incidence of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leakage and infec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catheter placed through two different ways.
Methods The study enrolled 140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aseptic
meningitis mainly manifesting headache and fever managed by lumbar external drainage (LED)
between June 2014 to July 2018. From June 2014 to Jan 2016, a ELD catheter was set in a
conventional fashion without subcutaneous tunnel. From Feb 2016 to July 2018, we adopt a
modified mode of placing LED catheter with a subcutaneous tunnel. The drain-related CSF
leakage and infection were analys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Postoperative aseptic meningitis resolved after LED. The incidence of drain-associated
infection and CSF leakage was 20% and 7.14% in group 1, and 7.14% and 4.28% in group 2,
respectively. The CSF leak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patients in the "modified placement"
group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fashion" group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these
complications rose as the time that the drain remained in place goes by.
Conclusions Application of the new technique in LED lessens the risk of CSF
leakage and offers a ideal alternative to continuous CSF drain. The duration of
catheterization and placement method are risk factors for drain-associated
infection and CSF leakage. The potential benefit of the modified way still
involves prolonged drainage.

PO-028

Meta-Analysis of Topical Vancomycin Powder for
Prevention of Postoperative Infections in
Spinal Surgical Sites
Sipeng Li,Tao Zhu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topical vancomycin powder in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ns at surgical sites in the spine.
Methods All available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topical use of vancomycin powder to prevent
postoperative spinal infections was retrieved from the MEDLINE, EMBASE, and Cochrane
databases starting from the creation date and up until September 2018. Two research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the studies for their inclusion/exclusion criteria, evaluated their quality,
extracted the data, and then analyzed the data using Revman 5.3 software. There is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or funding sources.
Results A total of 23 studies involving 17,757 patients were reviewed. The combined odds ratio
showed that topical use of vancomycin powder was effective for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spinal
SSIs (OR: 0.51, P = 0.0002) without affecting its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deep infections (OR:
0.56, P = 0.0002). When used in an implant internal fixation procedure, however, topical
vancomycin powder did not relieve SSIs (OR: 0.65, P = 0.10). In a sub-group analysis,
vancomycin powder at a dose of 1 g (OR: 0.38, P = 0.0001) or 2 g (OR: 0.57, P = 0.02)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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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cidence of spinal SSIs, but did not effectively prevent spinal SSIs when it was administered
as combined therapy (0.5-2 g) (OR: 0.76, P = 0.55).
Conclusions Topical administration of vancomycin powder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pinal
SSIs to a certain extent by significantly preventing deep infections, but cannot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incidence of SSIs when used in implanted internal fixation. Considering that
adverse reactions to topical vancomycin are very rare, the topical use of vancomycin powder has
some clinical value for preventing spinal SSIs when applied prior to closing the surgical wound.
Due to the limited number of article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dditional large-scale and high quality
studies are needed to provide more reliable clinical evidence.

PO-029

显微镜下颈前路手术治疗颈椎病疗效分析
李来华
河南大学附属郑州颐和医院

目的 探讨显微镜下颈椎前路手术治疗颈椎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完全在显微镜下经颈椎前路颈椎间盘切除减压 cage 植入内固定术或人工椎间盘植入术、
椎体次全切减压、钛笼植入融合术治疗颈椎病患者 96 例。其中 1 个节段 62 例，2 个节段 30 例，3
个节段 4 例。术后三个月、半年随访，观察患者术后神经功能恢复情况，对比术前与术后 JOA 评
分，计算神经功能改善率，以此评定显微镜下经颈前路治疗颈椎病的临床效果。
结果 96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术后半年神经功能改善优 74 例，良 16 例，可 6 例，优良率 93.8%。
结论 显微镜下经颈前路手术治疗颈椎病安全有效，减压彻底，出血少，恢复快，是治疗颈椎病的
优先选择手术方案。

PO-030

集束化护理措施降低脊柱神经外科患者术后
留置尿管复插率的研究
杨文 1,王丽娟 2
1.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山西护理学院

目的 探讨采用集束化护理措施对降低脊柱神经外科患者术后留置尿管复插率的临床效果及应用价
值。
方法 制定脊柱神经外科患者术后留置尿管的集束化护理体系，将 2017 年 3 月---2018 年 4 月脊柱
神经外科手术后留置尿管患者 73 例，为研究对象实施集束化护理措施，将 2016 年 4 月—12 月脊
柱神经外科手术后留置尿管患者 74 例，以常规护理及传统拔除尿管的方法为对照组。
结果 研究组的尿管复插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复插率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集束化护理措施对降低脊柱神经外科患者术后留置尿管的复插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
值，是值得推广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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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1

Quantitative Correction of Cervical Sagittal Deformity
in Atlanto-Axial Dislocation
Zhenlei Liu,Zan Chen,Fengzeng Jian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of clivo-axial angle (CXA)
and the change of subaxial cervical lordosis (CL) in correction surgery of Atlantoaxial Dislocation
(AAD).
Methods Frankfort-axial angle (FXA) was introduced. Based on two assumptions, (1) sagittal
alignment of the spine aims at keeping horizontal gaze and (2) deformities at craniovertebral
junction makes little impact on slope of T1 vertebra, we deduced that the change of CXA equaled
change of CL (ΔCXA = -ΔCL).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our case cohort to validate this finding
with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ixteen cases (8 male and 8 female, mean age 40.4±12.5 year old) were included. Liner
fitting equation for ΔFXA and ΔCXA is y=1.005x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0.966;
Significance of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s P<0.001, t-statistics) and that for ΔCL and ΔCXA is y=1.023x (R2=0.976, P<0.001). These results support our deduction that ΔCXA = -ΔCL, which can
be used as a guidance of quantitative correction of sagittal deformity in AAD.
Conclusions Correction of CXA will influence the subaxial cervical lordosis (ΔCXA = -ΔCL) of
AAD patients. This equation can serve as a quantitative reference for preoperative planning and
intraoperative refining of the correction of cervical sagittal deformity in AAD.

PO-032

Anti-axial Rotation Strength of Long-segment Fixation
with Cortical Bone Trajectory and Traditional
Pedicle Screw: a Biomechanical Study
Zhenlei Liu,Fengzeng Jian,Zan Chen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Several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cortical bone trajectory (CBT) screw has similar, if
not stronger, fixation strength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pedicle screw (PS). However, anti-axial
rotation strength of long-segment instrumentation with CBT screws has been of concern and has
not been validated.
Methods Ten human cadaveric lumbar vertebrae (L1-L5) underwent computed tomography (CT)
scan to validate the integrity of the vertebrae. Based on the hounsfield unit at pars interarticularis,
these specimens were pair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e of which were instrumented at L1
through L3 (three segments fixation) with CBT screws and the other with PS. Bionix
Servohydraulic Test System (MTS Systems Corporation) was used to compare both static antiaxial rotation strength and fatigue resistance of the two constructs. Static torque was measured at
rotation rate of 0.3 degree per second. Maximum torque of each cycle (0.5Hz) was recorded
during the fatigue test. Maximum rotation of construct failure was examined.
Results Within ±10 degree range, rotation torque of both CBT and PS construct exhibit good
linear relation with displacement, y(N·m)=2.02x(degree) (R2=0.9993) for CBT and
y(N·m)=3.57x(degree) (R2=0.9988) for PS, respectively (P<0.01). After ±5 degree for 300 cycles
and then ±10 degree for 300 cycles, mean maximum torque of CBT construct decreased from
20.52Nm to 18.54Nm, and that of PS construct decreased from 31.74N·m to 26.01N·m (P<0.01).
The mean maximum rotation of construct failure for CBT was ±19.6 degree, compared with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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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for PS construct (P<0.01).
Conclusions In long-segment fixation, CBT construct has less anti-axial rotation strength than
PS construct. However, CBT construct has better fatigue resistance and bigger range of rotation.
Clinical outcomes should be followed to verify if CBT construct is superior to the rigid PS fixation.

PO-033

前后入路手术治疗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疗效的对比研究
耿良元,刘翔,张玉海,邹元杰,刘宏毅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颈椎前入路（ACDF 或 ACCF）和后路手术（单开门椎板成形术）治疗多节段脊髓型颈
椎病（Multilevel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MCSM）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2015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神经外科采用颈椎前路手
术或后路手术治疗并获得至少 1 年随访的 38 例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患者。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
料、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率、术后日本矫形外科学会评分（Japan 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JOA 改善率、颈部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 Scale for Neck
Pain，VASNP）、颈椎残障功能指数（Neck Disability Index，NDI）、颈椎活动度（Range of
Motion，ROM）。
结果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前入路组的手术时间较后入路组更长（P＜0. 01），但
术中出血量较少（P＜0. 01）。两组患者的 JOA 评分、NDI 评分及 VASNP 评分均较术前显著改善
（P＜0. 01），两组的临床改善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 05）。两组患者之间 JOA 评分、NDI
评分及 VASNP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 05）。两组术后的 ROM 较术前均有明显丢失（P＜0.
05），但前入路组的 ROM 值丢失大于后入路组（P＜0. 05）。
结论 对于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前路及后路手术均可获得良好的临床疗效，在颈椎功能改善方面
疗效相当。前路手术出血量更少，但术后颈椎活动度的丢失较后路手术更大。

PO-034

腰椎管内移动性血管网状细胞瘤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程祖珏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椎管内移动现象早在 1963 年就有报告，且大多数都是来自于神经根的神经鞘瘤。们这报道一
例很少见的移动性椎管内血管网状细胞瘤。
方法 一个 50 岁的男性因下腰痛来医院就诊，腰椎核磁共振平扫提示在 L5 节段有占位性病变。两
个礼拜之后，复查腰椎磁共振直接增强提示占位移动到 L4 节段。术中观察病变位置与腰椎磁共振
增强提示位置相同。术后病理诊断提示为血管网状细胞瘤。
结果 这是文献报道的第一例移动性椎管内血管网状细胞瘤。为了避免术者在错误节段进行手术，
术前完善术前准备、反复查腰椎磁共振及术中超声的使用用来评估肿瘤位置显得很重要。
结论 这是文献报道的第一例移动性椎管内血管网状细胞瘤。为了避免术者在错误节段进行手术，
术前完善术前准备、反复查腰椎磁共振及术中超声的使用用来评估肿瘤位置显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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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5

颅颈交界畸形手术策略探讨
黄钢,姬西团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术式治疗颅颈交界畸形的临床效果
方法 2008 年 2 月至 2019 年 1 月，收治各类颅颈交界畸形 710 例，术前利用动力位 X 线、CT 及
MRI 进行影像学测量及评估，判断关节脱位及延髓受压程度，JOA 评分评价颈髓功能。测量肺功
能、骨密度及经颅多普勒综合评估病情。根据 C1、C2 发育情况分别采用 C1～C2 椎弓根螺钉复位
内固定技术 217 例，C2 椎弓根-枕骨螺钉复位内固定技术 396 例，单纯后路减压 97 例。术中向前
下推压 C2 棘突或通过 C2 椎弓根及枕骨螺钉间隙撑开，将齿状突向前、下前来达到恢复齿状突与
C1 前弓的解剖关系。
结果 659 例随访 6 月～7 年，51 例失访。615 例术后症状改善；44 例术后无变化。其中术后 3 例
症状缓解后，再次出现肌张力增高，影像学检查见延髓及颈髓腹侧受压明显，随后行内镜下经鼻蝶
齿状突磨除，术后肌张力减低。影像学检查见脊髓受压缓解。术前合并脊髓空洞 410 例患者，空洞
消 失 或 缩 小 325 例 ； 各 项 影 像 学 测 量 指 标 均 明 显 好 转 （ P<0.01 ） ， JOA 评 分 明 显 改 善
（P<0.01）。手术并发症：死亡 4 例（1 例术后因颅内及肺部感染；2 例术后肺功能进行性加重致
呼吸衰竭；1 例术后脑干及小脑梗塞）。1 例 5 岁患儿术后 3 月枕骨螺钉松动脱落，给予取出后行
Halo-vest 支架固定。1 例患者因骨质疏松术后半年枕骨 1 枚螺钉松动从皮肤漏出给予取出，查 CT
见第 2 枚螺钉固定稳妥，随后对于骨质疏松病人枕骨板均给予加固，再未发生螺钉脱落。15 例术
后半年复查 CT 见骨性融合不良，人工骨吸收。2 例术后并发喉头水肿给予气管切开，3 周后封闭
气管切开处，恢复良好。近来对固定后病人，改进术中体位、延迟拔除气管插管，再未发生喉头水
肿事件。另外，对脊髓及延髓压迫导致功能受损严重者，术前应作骨性牵引，牵引时程根据其功能
改善而定，从而避免了术后呼吸功能衰竭的发生。
结论 根据颅颈交界畸形是否存在寰枢关节脱位及寰椎发育情况的不同而采取不同手术方式，均可
取得较好临床效果。

PO-036

不同类型寰枢椎脱位的手术治疗
袁帅,袁治,赵志勇,张景龙,张赫,尹航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寰枢椎脱位（Atlantoaxial dislocation）是指先天畸形、创伤、退变、肿瘤、感染炎症或手术
等因素造成的寰椎与枢椎骨关节面失去正常的对合关系，发生关节功能障碍和（或）神经压迫的病
理改变。本文总结分析应用 C1-C2、枕骨髁-C2 及颈枕固定融合术治疗不同类型寰枢椎脱位的手术
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脊髓脊柱神经外科 2017 年 2 月至 2019 年 1 月共计 28 例经手
术治疗的寰枢椎脱位病例，其中采用 C1-C2 融合内固定术 18 例，枕骨髁-C2 融合内固定术 2 例，
颈枕融合内固定术 8 例。
结果 无死亡病例。28 例患者术后随访 1 月至 12 月，术前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缓解。有合并脊髓
空洞症患者术后空洞范围明显缩小。
结论 针对不同类型寰枢椎脱位，采用不同手术方式，个体化治疗，可以明显提高寰枢椎脱位患者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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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7

脊髓空洞症的手术治疗
袁帅,袁治,赵志勇,张景龙,张赫,尹航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脊髓空洞症（Syringomyelia，SM）是由于各种先天或后天因素导致的进行性脊髓空穴样膨
胀，临床表现为节段性、分离性感觉障碍、节段性肌肉萎缩和传导束性运动、感觉及局部营养障
碍。病变累及延髓者称为延髓空洞症。本文分析、总结我科近期收治不同类型脊髓空洞症手术病
例。
方法 我科从 2015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完成的脊髓空洞症手术病例 64 例，年龄 18 岁~64 岁；
平均 28.41±3.22 岁。男性 37 例，女性 27 例。术前除常规术前检查外，还行脊柱 X-平片、CT、
MR、肢体诱发电位及神经传导速度测定。所有患者按照引起脊髓空洞病因不同，采用不同的手术
方式，术中电生理神经功能监测。其中针对造成脊髓中央管入口梗阻（交通性）的病因手术 22
例；因寰枢椎脱位或不稳形成的脊髓空洞症，行后路寰枢椎固定 15 例；由于各种肿瘤造成脊髓空
洞（肿瘤性）行脊髓内肿瘤切除术 10 例；由脊髓拴系引起脊髓空洞行拴系松解术 11 例；由于外
伤、蛛网膜炎及无明显确定原因造成的脊髓空洞行空洞分流术 6 例，其中空洞-蛛网膜下腔分流 4
例，空洞-腹腔分流 2 例。术后随访复查 MR 及肌电图测定观察脊髓空洞是否缩小及神经功能恢
复。
结果 无死亡病例。术中对于造成脊髓空洞的病因完全去除，包括后颅窝减压、肿瘤切除、脊髓拴
系松解。对所有患者随访 1 个月-2 年。依据术后 MR 及肌电图测定和患者术前后症状对比，5 例患
者术后 MR 显示脊髓空洞形态大小无明显改变，59 例术后 MR 对比显示脊髓空洞均不同程度缩
小，有 2 例患者术后原有症状加重，6 例术后患者症状无改善，余患者症状或体征均有不同程度改
善。
结论 造成脊髓空洞症的原因复杂多样，患者临床症状大多数有相似性，神经功能损害缓慢持续进
展，发展到后期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应早期发现、确诊后针对不同病因，采取相应的治疗策略，尽
早缓解神经功能损害症状。在术中应用手术显微镜及电生理神经功能监测，可以有效降低脊髓及神
经损害，提高手术安全性。

PO-038

Biomechanical study of cross-link assisted C1 lateral
mass-C2 pedicle screw fix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Atlantoaxial Rotatory Subluxation
Teng Li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Failure fusion of atlantoaxial rotational subluxation (AARS) cases still exist after
posterior C1 lateral mass-C2 pedicle screw fixation which could be due tothe rotational
instability.However, biomechanical tests show that cross-link devices (CLD) was effective in
increasing stability in the axial rotation.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cross-link assisted C1 lateral mass-C2 pedicle screw fixation
system during reduction of AARS.
Methods Six cadaveric specimens were tested using a 6-degree-of-freedom robotic arm under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intact, AARS model, C1 lateral mass and C2 pedicle screw and rod
fixation (LC1-PC2), C1 lateral mass and C2 pedicle screw and rod fixation with single cross-link
(LC1-PC2+1CLD), C1 lateral mass and C2 pedicle screw and rod fixation with double cross-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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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1-PC2+2CLD). Flexion-extension (FE), lateral bending (LB), and axial rotation (AR) were
applied (1.5 Nm) to specimens and motion was tracked by motion capture system.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intact and AARS, C1-C2 ROM of the three intervention group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each direction of loading motion (p< 0.05);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three subgroups showed that the ROM of single and double CLD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under
rotating load motion compared with the intact and non CLD (p < 0.001);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OM between single and double CLDs in all load motion.
Conclusions The CLD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otational ROM of AARS model after LC1-PC2
screw fixation and the number of CLD has no difference in assisting fixation system on the ROM
of each loading movement.

PO-039

单侧部分半椎板入路显微手术治疗脊柱脊髓肿瘤
（附 45 例报告）
侯哲 1,张洪兵 1,王浩 1,梁聪 2,盖起飞 2,范涛 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采用单侧部分半椎板入路脊髓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3 月至 2017 年 5 月经单侧部分半椎板手术治疗的 45 例脊髓肿瘤患者的
临床资料。
结果 45 名患者均在神经监测下手术，肿瘤均全切，病理分型分别为神经鞘瘤（16 例）、脊膜瘤
（17 例）、神经纤维瘤（9 例）、肠源性囊肿（3 例）、海绵状血管瘤（1 例）,术后平均随访 6-24
个月，无肿瘤复发，无脊柱失稳病例。
结论 偏向一侧的椎板节段间的脊髓肿瘤以及部分椎管内外沟通肿瘤可选用单侧部分半椎板入路手
术，也能够充分显露肿瘤，且保留椎板后弓的完整性，对脊柱稳定性影像较小。

PO-040

脊髓髓内神经鞘瘤的显微微创治疗
林国中,杨军,王振宇,谢京城,刘彬,马长城,陈晓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髓内神经鞘瘤的显微微创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 16 例髓内神经鞘瘤的临床资料。临床症状包括疼痛
12 例，肿瘤所在节段以下感觉障碍 12 例，肢体无力 11 例（其中截瘫 2 例，伴二便功能障碍）。
首发症状为疼痛 10 例，麻木 3 例，肢体无力 3 例。肿瘤位于颈脊髓 9 例，颈胸交界区 3 例，胸脊
髓 4 例。长度 0.5~2.5cm，于显微镜下切除髓内外肿瘤。
结果 16 例肿瘤均获得完整切除，病理均证实为神经鞘瘤。术后 3 例肌力减退，5 例深感觉障碍，9
例载瘤神经支配区麻木。术后随访 6 个月~7 年，中位数 3 年。术后新出现的症状均恢复正常。12
例疼痛患者疼痛均消失；12 例感觉减退患者中 7 例完全恢复，5 例残余轻度感觉减退；11 例肌力
减退者 7 例恢复正常，有 4 例仍有肌力下降，其中 2 例截瘫患者可拄拐行走。所有患者复查 MRI
未见肿瘤复发。
结论 脊髓髓内神经鞘瘤与脊髓关系密切，显微镜下精细操作，微创手术后预后大多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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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1

内含终丝的骶管囊肿 21 例临床研究
林国中,王振宇,谢京城,刘彬,马长城,陈晓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总结内含终丝的骶管囊肿的特点，探讨其手术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分析 2010 年 7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治的 21 例内含终丝的骶管囊肿患者的临床特点、影
像学特征和手术方法。临床症状以腰骶部及会阴区疼痛、双下肢无力和二便功能障碍为主。MRI 上
表现为骶管内长 T1、长 T2 囊性信号，囊内可见终丝信号，增强扫描无强化；均合并脊髓低位。手
术包括囊壁切除，终丝切断，脊髓拴系松解和终池重建等主要步骤。
结果 囊壁全切除 14 例，次全切除 7 例。 21 例均将终丝分离切除，彻底松解拴系。21 例全部完成
终池重建。术后除 7 例有轻度肛周麻木感外，无其他新发神经功能障碍。病理检查证实囊壁和终丝
符合脊膜囊肿和终丝结构。术后患者腰骶部及会阴区疼痛消失、双下肢无力及二便功能障碍逐渐恢
复。视觉模拟疼痛评分从术前（5.24±1.41）分降到术后的（2.01±1.33）分；运动障碍者手术后肌
力提高 1~2 级；括约肌障碍者 JOA 括约肌评分从（2.09±0.99）分上升到（2.78±0.52）分。随访
3 月~7 年，平均 2.25 年，所有患者脊髓功能达到 McCormick 分级 I 级。仅 1 例囊肿复发。
结论 内含终丝的骶管囊肿罕见，以腰骶部及会阴区疼痛和脊髓拴系症状为主要表现。MRI 有助于
该病的诊断，表现为囊肿内脑脊液信号和终丝结构，伴有脊髓圆锥低位。手术应在显微镜下切除囊
壁，切断终丝并松解脊髓拴系和重建终池。

PO-042

儿童硬膜囊末端脂肪脊髓脊膜膨出型脊髓拴系综合征的手术治疗
林国中,杨军,王振宇,谢京城,刘彬,马长城,陈晓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总结儿童硬膜囊末端脂肪脊髓脊膜膨出型脊髓拴系综合征的特点，探讨其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7 月~2017 年 10 月 35 例儿童硬膜囊末端脂肪脊髓脊膜膨出型脊髓拴系
综合征的临床资料。年龄 6~17 岁，平均 10.6 岁。腰骶部疼痛 35 例，双下肢无力 32 例，下肢畸
形 17 例，二便功能障碍 29 例。CT 均证实腰骶部脊柱裂。MRI 表现为脊髓圆锥低位，腰骶部椎管
内外脂肪信号，与皮下脂肪和脊髓末端相连，增强扫描无强化。手术切断皮下脂肪瘤，从头端正常
硬膜处剪开，将脊髓及脂肪瘤从两侧硬脊膜上分离，切除椎管内髓外脂肪瘤，次全切除髓内脂肪
瘤，并切断终丝，彻底解除拴系。将硬膜囊尾端骶管内的脂肪瘤与硬膜囊分离，重建终池。采用视
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 scale, VAS）评估患者疼痛情况，Hoffman 功能评分标准评估手术疗
效。
结果 35 例椎管内髓外脂肪瘤均全切，髓内脂肪瘤次全切除。均将终丝切断，并将脊髓从硬脊膜分
离，松解粘连，彻底松解拴系。20 例使用自体硬膜行终池重建，15 例使用自体硬膜和人工硬膜行
终池重建。术后除 5 例有轻度肛周麻木感外，无其他新发神经功能障碍。病理检查证实病变为脂肪
瘤。术后随访 3 个月~7 年，中位数 3 年，腰骶部疼痛减轻，VAS 评分从（5.83±1.07）分降到
（2.17±0.62）分，Hoffmann 分级均恢复到 0 级（14 例）或 I 级（21 例）。无再拴系发生。
结论 儿童硬膜囊末端脂肪脊髓脊膜膨出型脊髓拴系综合征的治疗包括脂肪瘤切除和拴系松解。通
过精细的显微微创治疗，大多疗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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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3

胸腰椎骨折的手术治疗选择
刘家刚,黄思庆,陈海锋,马骏鹏,胡喻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胸腰椎骨折的分型，手术方式选择和临床效果对比
方法 对 24 例胸腰椎骨折患者应用椎弓根螺钉系统根据骨折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后路长节段固定、
短节段固定、经伤椎置钉及前路椎体切除固定等不同手术方式。选择性椎管减压，硬膜下探查脊
髓；自体骨混合人工骨植骨融合。影像学测量术前、术后及随访脊柱 Cobb 角,伤椎粉碎性骨折情
况，脊髓功能评分。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随访 10-20 个月,平均 14 个月。。随访期间无内固定松动、断裂,植骨均达骨性融合。术前合
并脊髓神经损伤的 15 例病例中除 3 例 ASIA 分级为 A 级的病例无运动改善外其余病例均提高 1-3
级。术后随访时伤椎椎体高度及脊柱 Cobb 角与术前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胸腰椎骨折后经椎弓根螺钉固定手术治疗有显著疗效。对骨折类型、骨折部位的稳定情况应
制定个体化的固定方案。

PO-044

Surgical Treatment of Metastatic Pheochromocytoma in the
Spinal Region: Experience in One Single Centre
Shuzhong Liu,Xi Zhou,An Song,Yipeng Wang,Yong Li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Pheochromocytomas are rare neuroendocrine tumors that originate from the
chromaffin cells in the adrenal glands or associated sympathetic ganglia. Malignant forms
account for 10% of all cases, with metastatic spread to the spine being very rare.
Pheochromocytomas of the spine are uncommon and require careful perioperative planning.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charts of 5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spinal
pheochromocytomas who underwent surgical treatment over the past 5 years at our institution.
We reviewed age, gender, clinical presentations, radiological signs, laboratory tests results of
endocrine studies before surgery, history of primary pheochromocytoma, extent and location of
metastases, history of alpha blockage, surgical procedure,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al test,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tumor recurrence, and survival of the patients.
Results Metastatic spinal pheochromocytomas involved the cervical (1 patient), thoracic (3
patients), and lumbar (1 patient) levels. Preoperative treatment included primary
pheochromocytoma resection, chemotherapy, alpha blockade management, embolization, and
radiation therapy. Three patients had tumor recurrence, and hemodynamic complications were
uncommon within 6 months after surgery. One patient died of complication related to severe bone
marrow suppression caused by radiation therapy.
Conclusions With careful preoperative and surgical management,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met
astatic spinal pheochromocytoma can benefit from aggressive surgical treatment. Postoperative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are uncommon even months after surgery, and patients should be
closely monitored long term. Although uncommon, malignant pheochromocytoma of spine should
be considered part of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spinal region masses. Clinical symptoms are
generally due to the effect of the tumor, and pathological results remain the ‘‘gold standard’’. We
recommend the posterior approach for removal of metastatic tumor of the spinal region when the
tumor has caused incomplete paralysis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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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5

Tumor-induced osteomalacia in the spine Surgical
treatment and follow-up outcomes in six cases
Shuzhong Liu,Xi Zhou,An Song,Yipeng Wang,Yong Li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umor-induced osteomalacia (TIO) is a rare disorder, which is commonly found in
craniofacial locations and in the extremities. They are usually benign and nonfunctioning,
rarely seen in spinal region.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only 16 cases of TIO in the spine have
been described. In this report, we also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those cases of TIO in spine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clinical presentation
and therapeutic strategy of the reported tumors.
Methods A total of 6 patients (6 females and 0 male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through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files of the patients who had undergone surgery
with pre-diagnosis of spinal tumor-induced osteomalacia between 2014 and 2018 and diagnosed
with tumor-induced osteomalacia postoperatively.
Results Mean age of the patients was 51.1 years (28–66). Time to admission was mean 6.5
months (3 weeks–24 months). The main complaints were lumbar pain, lower back pain, and leg
pain. Some patients also had hypoesthesia, neurogenic claudication, and motor deficits. When
the patients’ files were evaluated, it was determined that radiographic diagnosis could not be
performed as part of the preliminary diagnosis process. With the exception of 1 subject diagnosed
with recurrent TIO, surgeries were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a prediagnosis. It was determined
that the radiologic diagnosis could not be made in the preliminary diagnosis of all patients, when
evalu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patients’ files. Apart from a patient diagnosed with recurrent TIO,
others were operated on based on the presumption of schwannoma, meningioma, and
ependymoma. Total surgery was performed in 6 patients. Pathological results revealed spinal
phosphaturic mesenchymal tumor. Serum phosphate returned to normal following surgery, and
the symptom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to the preoperative status. Recurrence was not
observed in 5 patients, 1 patient is being followed up due to residual tumor.
Conclusions TIOs in the spine are relatively rare and usually benign tumors. The prediagnoses
include neuromas, schwannomas, and ependymomas due to the difficulty in making a diagnosis
based on radiologic findings. Total resection is important at the time of surgery to prevent
recurrence and ensure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rimary treatment includes total surgical
resection.

PO-046

Chiari 畸形中脊髓空洞症形成原因及处理策略
孟伟,王立超,李美华,王淳良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chairi 畸形伴有脊髓空洞症是临床中常见的类型，原因很多没有阐明，本组复习总结了 176 例
手术病例，该组病例实施了小脑扁桃体电灼+脊髓中央管开口的松解手术，对于单纯骨性减压和单
纯硬脑膜扩大修补的病例进行排除，对术中所见的脊髓空洞形成的因素进行总结
方法 对 chiari 畸形采取小脑扁桃体下疝切除+硬膜扩大修补术的患者进行视频资料复习，归纳术中
所见脊髓中央管开口处受压的因素，分析脊髓中央管开口梗阻的原因。
结果 复习手术发现蛛网膜粘连 60 例，血管压迫 37 例，蛛网膜膜性覆盖 79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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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小脑扁桃体电灼术加脊髓中央管开口松解术能有效缓解蛛网膜覆盖，血管襻压迫以及蛛网膜
粘连造成的脊髓空洞症。

PO-047

骶 1 螺钉骨水泥强化技术在伴骨质疏松腰骶椎退变性
疾病中的应用：25 例病人的 2 年随访结果
郭惠智 1,唐永超 1,2,张顺聪 1,2,梁德 1,2,袁凯 1,2,郭丹青 1,李永贤 1,
莫国业 1,周滕鹏 1,罗培杰 1,马延怀 1,刘攀杰 1,彭建城 1
1.广州中医药大学
2.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骶 1 螺钉骨水泥强化技术在伴骨质疏松腰骶椎退变性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从 2011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采用后路腰骶椎固定的患者 75 例，男 7 例，
女 68 例，年龄 60~86 岁（平均 67.52 岁），骨密度 T=-2.5~-5.4 SD（平均-3.39），随访时间
24~78 月（平均 36.13 月），腰椎采用椎弓根螺钉骨水泥强化技术，根据骶 1 螺钉的固定方式将患
者分为骨水泥强化组（A 组，25 例）、双皮质固定组（B 组，25 例）和三皮质固定组（C 组，25
例），比较三组在 VAS、ODI 评分和围手术期并发症、松钉率、融合率等方面的差异。
结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在 VAS 和 ODI 方面，三组患者末次随访评分均较术前明显改善，
末次随访时 A 组 VAS 和 ODI 明显小于 B 组和 C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B、C 两组
相比无明显差异。在并发症方面，A 组腰椎骨水泥渗漏率为 15.79%，S1 骨水泥渗漏率为 16%，
分别有 1 例患者出现硬膜囊撕裂、切口感染、双下肢肌力下降和螺钉松动，松钉率 4%，融合率
100%；B 组骨水泥渗漏率为 36.11%，3 例患者发生健侧下肢麻木乏力，6 例患者出现 S1 螺钉松
动，松钉率 24%，融合率 88%；C 组骨水泥渗漏率为 23.33%，2 例患者出现硬膜囊撕裂，1 例发
生切口感染，1 例发生健侧下肢麻木乏力，5 例患者出现 S1 螺钉松动，松钉率 20%，融合率
92%。将 B、C 两组患者分为松钉组和未松钉组，发现其在融合节段、术后 PI-LL 上具有统计学差
异（松钉组融合节段更长，术后 PI-LL 更大），在年龄、性别、BMD、BMI、手术方式、术前术后
LL、SS、PT、PI、术前术后 LL 改变、术前 PI-LL 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骶 1 螺钉骨水泥强化技术是伴骨质疏松腰骶椎退变性疾病的有效固定方式，能减少螺钉的松
钉率，提高临床疗效，尤其适用于多节段固定和 PI-LL 恢复不佳病例中，但也存在着骨水泥渗漏的
风险和一定的学习曲线。

PO-048

骨水泥强化椎弓根螺钉固定技术治疗腰椎退变性疾病中水泥渗漏
的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202 例患者 950 枚螺钉的回顾性研究
唐永超 1,张顺聪 1,郭惠智 1,郭丹青 1,梁德 1,袁凯 1,莫国业 1,温广伟 1,许岳荣 1,迪奥 2
1.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广州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讨骨水泥强化椎弓根螺钉固定技术（cement-augmented pedicle screw instrumentation，
CAPSI）治疗腰椎退变性疾病中水泥渗漏的发生率、类型和相关危险因素，以提高此临床安全性和
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采用 CAPSI 的 202 例患者 950 枚螺钉，将水泥渗漏
分为经椎基底静脉渗漏型（B 型）、经椎体节段静脉渗漏型（S 型）和螺钉相关骨水泥渗漏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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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空心螺钉尖端及螺钉所致骨皮质破裂引起的渗漏)（I 型）三种，收集患者年龄、性别、手术时期
（早/后期）、BMD、BMI、强化螺钉数、螺钉类型（实心/空心）、螺钉尖端位置（内/外）、螺钉
位置（左/右）、骨水泥量、强化椎体（腰椎/骶椎）、渗漏类型、围手术期并发症等数据。通过二
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生静脉渗漏（S、B 型）的危险因素。
结果 165 例（81.68%）患者 335 枚(35.26%)螺钉发生渗漏，其中 S 型渗漏 255 枚（76.12%），B
型渗漏 77 枚（22.99%），I 型渗漏 30 枚（8.96%），27 枚螺钉同时存在两种渗漏类型，强化螺
钉数较多是发生静脉渗漏的危险因素(OR, 0.58; 95% CI, 0.44-0.77；P=0.000)，此外，螺钉发生 S
型渗漏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 骨水泥量(OR, 0.79; 95% CI, 0.61-0.99；P=0.038)和螺钉位置(OR,
0.39; 95% CI, 0.29-0.53；P=0.000)，发生 B 型渗漏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骨水泥量(OR, 0.37;
95% CI, 0.25-0.54；P=0.000)和螺钉尖端位置(OR, 0.07; 95% CI, 0.04-0.13；P=0.000)
结论 CAPSI 中水泥渗漏是一种常见的并发症，其中以 S 型和 B 型渗漏最常见。强化螺钉数较多、
骨水泥量较大是发生静脉渗漏（S、B 型）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螺钉偏内是发生 B 型渗漏的独
立危险因素，这提示可通过优化手术技术来减少螺钉渗漏的发生。

PO-049

经皮椎体强化术治疗无神经症状 Kümmell 病的中长期疗效
唐永超 1,莫国业 1,郭惠智 2,梁德 1,郭丹青 1,张顺聪 1,李永贤 1
1.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广州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讨经皮椎体强化术治疗无神经症状 Kümmell 病的中长期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6 月~2013 年 6 月采用经皮椎体强化术治疗且随访时间>2 年的 32 例无
神经症状 Kümmell 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4 例，女 28 例，年龄 69.95±7.72 岁（56~87
岁），骨密度 T 值-3.43±0.22SD（-2.5~-5.1SD）。记录术前、术后 3d 及末次随访时的 VAS 评
分、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伤椎椎体前缘高度、伤椎椎体中
线高度、伤椎局部矢状位 Cobb 角、骨水泥强化椎体形态学改变等
结果 7 例患者出现骨水泥渗漏，未出现明显临床症状。随访时间为 2.81±0.97 年（2~6 年）。椎体
强化术后 3d 伤椎椎体高度和局部后凸角度与术前相比均得到显著改善（P<0.05）；末次随访时，
复位的椎体出现再塌陷，局部后凸角度加重（P<0.05）。术后 3d VAS 评分和 ODI 与术前相比均
显著下降（P<0.05），末次随访时与术后 3d 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随访过程中， 所
有患者骨水泥椎体均与相邻椎体自发性融合，6 例出现骨水泥碎裂和移位，8 例骨水泥周围出现透
亮线。
结论 椎体强化术治疗无神经症状的 Kümmell 病术后即刻疗效显著，但中长期随访时，骨水泥强化
椎体出现塌陷及后凸角度增大，不能提供足够的稳定。

PO-050

骨水泥钉道强化与否治疗伴骨质疏松的单节段
腰椎退行性疾病的临床对照研究
唐永超 1,梁德 1,郭惠智 1,陈博来 1,江晓兵 1,郭玉海 2,郭丹青 1,李永贤 1
1.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探讨骨水泥钉道强化治疗伴骨质疏松的单节段腰椎退行性疾病的必要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采用后路腰椎融合术治疗的 74 例伴骨质疏松的单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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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腰椎退行性疾病患者，均随访 2 年以上， 且规律抗骨质疏松治疗。根据椎弓根螺钉周围有无骨
水泥强化， 分为两组： 骨水泥钉道强化（PMMA-PS）组，36 例，男 3 例，女 33 例，年龄
70.61±6.37 岁，手术节段 L4/5 32 例、L5/S1 4 例，骨密度-3.38±0.77SD；普通椎弓根螺钉
（CPS）组，38 例，男 2 例，女 36 例，年龄 69.79±5.90 岁，手术节段 L4/5 32 例、L5/S1 6
例，骨密度-3.32±0.57SD。比较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手术并发症情况；术
前、术后 6 个月及末次随访时行 VAS、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ODI）评价临床疗效。根据末次
随访时的 X 线片或 CT 检查，比较两组的融合率、螺钉松动发生率。
结 果 两 组 患 者 均 顺 利 完 成 手 术 ， CPS 组 平 均 手 术 时 间 147.21±17.11min ， 术 中 出 血 量
138.03±42.45ml，平均住院天数 8.82±1.07d；PMMA-PS 组平均手术时间 185.75±18.37min，术
中出血量 142.64±35.08ml，平均住院天数 9.36±1.17d。两组平均手术时间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平均住院天数、术中出血量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CPS 组与 PMMA-PS 组
术前、术后 6 个月和末次随访时 VAS 评分分别为 7.16±0.82 分、6.93±10.88 分；1.74±0.49 分、
1.92±0.47 分；1.76±0.43 分、1.81±0.40 分；ODI 分别（51.84±4.41）%、（52.50±4.71）%；
（18.03±2.74）%、（18.89±3.61）%；（17.24±2.77）%、（16.67±2.67）%；两组间不同时间
点 VAS 评分和 ODI 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内术后 6 个月、末次随访时 VAS 评分和
ODI 较术前有统计学差异（P<0.05）。PMMA-PS 组中无螺钉松动，CPS 组中 1 例（2.7%，
1/36）患者的 2 枚（1.3%，2/152）螺钉出现松动，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PMMA-PS
组融合成功率（100%）相比 CPS 组（97.3%）无统计学差异（P>0.05）。PMMA-PS 组有 27 枚
钉道周围（18.7%，27/144）发生骨水泥渗漏，未出现相应的神经并发症
结论 对于伴骨质疏松的单节段腰椎退行性疾病行融合术时，在规律抗骨质疏松的基础上，骨水泥
螺钉强化与普通椎弓根螺钉组均可获得相似的临床疗效和融合率，但普通椎弓根螺钉组减少手术时
间，避免骨水泥发生渗漏造成潜在并发症的发生，故不推荐常规行骨水泥钉道强化。

PO-051

外伤性枕寰枢复合体失稳的后路内固定技术选择策略
杨 福兵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为科学合理的选择后路内固定方式治疗外伤性枕寰枢复合体（C0-C1-C2）失稳患者，故对行
后路 C0、2 和 C1、2 内固定植骨融合术治疗的外伤性 C0-C1-C2 失稳患者的临床疗效行回顾性分
析，以为临床内固定方式的选择提供指导.
方法 行后路 C0、2 和 C1、2 内固定植骨融合术治疗的外伤性 C0-C1-C2 失稳患者 41 例，分析病
历资料、影像学资料和随访资料。根据骨折、失稳和脊髓受压情况，20 位患者采用后路 C0、2 内
固定植骨融合术，21 位患者采用后路 C1、2 内固定植骨融合术。分析 C0、2 内固定组术前、术后
6 个月 JOA 评分和 C1、2 内固定组术前、术后 6 个月 JOA 评分；对 C0、2 内固定组术后 6 个月
JOA 评分与术前 JOA 评分的差值与 C1、2 内固定组术后 6 个月 JOA 评分与术前 JOA 评分的差值
进行比较；对 C0、2 内固定组和 C1、2 内固定组术后 6 个月颈椎活动度进行分析.
结果 所有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一例 LandellsⅢ型骨折并 AndersonⅡ型骨折伴寰枢椎失稳患者行
C1、2 内固定植骨融合术中出现 C1、2 椎间静脉丛损伤，用纤丝包裹明胶海绵后压迫出血点，术
中止血彻底，术后无二次出血；一例 LandellsⅢ型骨折伴寰枢椎失稳患者行 C0、2 内固定植骨融
合术后出现脑脊液漏，经腰池引流治疗后患者脑脊液漏停止，伤口回顾性分析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神经外科神经脊柱亚专业组从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愈合出院；所有病例无置钉偏移导致脊
髓损伤、椎动脉损伤发生，无术后感染；术后 3 个月 CT 随访见所有骨折均骨性融合，无内固定材
料松动脱落。C0、2 内固定组与 C1、2 内固定组术后 6 个月所有患者 JOA 评分较术前明显改善
（P=0.000﹤0.05），证明两种手术方式均有效；C0、2 内固定组与 C1、2 内固定组术后与术前
JOA 评分的差值比较无显著差别（P=0.588﹥0.05），证明两种手术疗效无差别；C0、2 内固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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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的旋转、屈曲活动度丢失较 C1、2 组高（P=0.000﹤0.05）。
结论 1.对后路 C0、2 内固定和 C1、2 内固定均适用的枕寰枢复合体失稳患者，应采用 C1、2 内固
定以尽可能保留上颈椎生理功能。

PO-052

肿瘤最大横径以及与软脊膜关系
对脊髓室管膜瘤患者术后肌力的影响
彭林,陆云涛,周强,李俊杰,辛宗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脊髓室管膜瘤边界与形态规则者多能全切除并术后顺利康复，但是几乎与脊髓等粗、边界不
清晰、形态不规整、与脊髓软膜紧密粘连的肿瘤往往造成困扰——如果肿瘤切除不全则容易术后复
发，勉强切除潜在不可逆功能损害的高风险，在当前医疗环境下成为一道摆在脊髓脊柱亚专科医生
面前的难题。本文拟探讨室管膜瘤最大横径及其肿瘤表面与脊髓软膜关系对患者术后肌力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08-01 至 2019-01-30 在南方医院神经外科住院且由同一组医生手术治疗的脊髓室
管膜瘤患者，根据术前 MRI 显示的肿瘤形态并测量肿瘤最大横径与对应节段的脊髓横径比，结合
术中显微镜下所见肿瘤表面与脊髓软膜的关系，分析和评估患者术后脊髓功能状态与前述测量指标
之间的关系。
结果 22 例中 12 男 10 女，年龄 19-67 岁，平均 42.82 岁。肿瘤分布在延髓-颈髓 2 例，颈髓 7 例，
胸髓 3 例，圆锥 2 例，终丝 3 例；长度 1-9 节段；髓内肿瘤最大横径与脊髓横径比约 0.50-0.98。
随访 0.5-40 月，平均 17.52 月；术后脊髓功能状态与肿瘤/脊髓横径比的关系是：<0.80 者几乎无
脊髓功能损害表现；0.80-<0.94 早期有脊髓功能减退，术后 3-4 月内多能康复；≧0.94 者脊髓功能
康复不全，见于 1 例颈胸髓青年患者，其肿瘤太长（9 节）且脊髓太菲薄术后肌力恢复不佳，可以
短距离步行，但外出需要代步车。而另外 2 例上颈段或颈胸段肿瘤的中老年患者，肿瘤与脊髓最大
横径比>0.90，且形态不规则、肿瘤荚膜不完整而致部分边界模糊、瘤体与脊髓腹侧软膜有紧密粘
连，术后无有效肌力，遗留永久性显著脊髓功能障碍。
结论 肿瘤/脊髓最大横径比大、肿瘤形态不规则、边界不清晰者术后可能出现脊髓功能减退。最大
横径比<0.94 功能障碍或许是可逆的，当横径比≧0.94 就可能遗留永久性脊髓功能障碍；当肿瘤形
态不规则、荚膜不完整而致其部分边界模糊、特别是瘤体与脊髓腹侧软膜有紧密粘连者不可勉强切
除，以免引起灾难性后果。因病例有限，仅为作者的初步认识，尚需大宗样本深入研究。

PO-053

343 例骨代谢标志物检测结果分析
邢细红 1,赵万春 2,庞连胜 2,张爱明 1,董又坤 1, 廖志刚 1,王洪流 1,崔汉江 1
1.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目的 分析临床患者骨代谢标志物检测结果，为神经外科骨质疏松患者行抗骨质疏松治疗提供依据
和指导作用；
方法 收集我院检验科 2015 年 3 月-2018 年 8 月间行骨代谢标志物检测患者 343 例，分析总Ⅰ型胶
原 氨 基 酸 延 长 肽 (t-P1NP) ， N- 端 骨 钙 素 (N-MID) 、 β- 胶 原 特 殊 序 列 (β-CTx) ， 25- 羟 基 维 生 素
D[VD(25-OH)]和甲状旁腺激素[PTH]五种骨代谢标志物的检测结果。
结果 343 例患者均行骨代谢标志物检测，其中男 83 例，女 260 例，最大年龄 92 岁，最小年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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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58 岁，25-羟基维生素 D[VD(25-OH)]检测结果：缺乏（≤20.00ng/mL）230 例
（67.05%），不足(20.00ng/ml-30.00ng/mL )86 例(25.07%)，充足(30.00ng/ml-100.00ng/mL )27
例（7.87%），总不足 316 例（92.13%）；总Ⅰ型胶原氨基酸延长肽(t-P1NP)检测结果偏高 46 例
（ 女 : 绝 经 前 :15.13-58.59μg/L; 绝 经 后 ( 有 HRT):14.28-58.92μg/L; 绝 经 后 ( 无 HRT):20.2576.31μg/L ） （ 13.41% ） ： β-胶 原 特 殊 序 列 (β-CTx) 检 测 结 果 升 高 （ 绝 经 前 :<0.573μg/L; 绝 经
后:<1.008μg/L）20 例（5.83%）其余正常；N-端骨钙素(N-MID)检测结果示降低（18-30 岁:24.0070.00 ng/ml;30-50 岁:14.00-42.00 ng/ml;50-70 岁:14.00-46.00 ng/ml） 86 例(25.07%)，其余正
常，甲状旁腺功能异常（正常范围 15.0-65.0ng/L）28 例（8.16%），其中偏低 6 例（1.75%），
偏高 22 例（6.41%）。
结论 在五种检测的骨代谢标志物中，25-羟基维生素 D[VD(25-OH)]异常最为严重，92.13%患者检
测显示不足，在抗骨质疏松治疗过程中除了注重补钙的同时更应重视 25-羟基维生素 D[VD(25-OH)]
的补充，才可以增加钙的吸收；在影响骨代谢的激素水平上甲状旁腺功能异常较为少见，约为
8.16%，偏高者为 6.41%，需要针对病因进一步检测和治疗，有 13.41%患者提示骨形成较为充
足，有 25.07%患者骨吸收明显，在选用抗骨质疏松治疗药物时，需要结合骨形成和骨吸收的标志
物检测结果进行个体化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

PO-054

脊柱转移性肿瘤的的治疗策略
曹依群,陈鑫,李德亨 ,陈磊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脊柱转移性肿瘤临床结局不佳，其治疗方法目前也无统一标准。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方法治
疗脊柱转移性肿瘤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神经外科 2017 年 6 月-2018 年 6 月收治的脊柱转移性肿瘤患者
120 例，男 62 例，女 58 例，平均年龄 57.8 岁，平均随访 11.8 月。按照原发灶分为：肺癌 42
例，乳腺癌 40 例，甲状腺癌 12 例，前列腺癌 6 例，肠癌 4 例，肾癌 6 例，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5
例，未知 5 例。单发病变 72 例，多发病变 48 例。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疼痛，部分患者伴有神
经功能障碍。根据 Tomita 评分、Tokuhashi 评分以及全身综合情况预测患者生存期及选择治疗方
法。治疗方法包括单纯放疗 26 例、放疗+化疗 24 例、手术+放疗 40 例、手术+放疗+化疗 30 例。
手术方法包括：肿瘤部分切除姑息减压内固定术、肿瘤刮除+植骨内固定术、肿瘤切除+椎体重建+
植骨内固定术等，部分手术同时联合骨水泥强化技术。采用 VAS 评分、Frankle 分级、ECOG 评分
评价患者疼痛、神经功能、生活功能状态。观察术中、术后并发症以及随访期间复发及死亡情况。
结果 所有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明显，VAS 评分由治疗前 7.86±2.58 降至治疗后 2.42±1.85（P＜
0.05 ） 及 末 次 随 访 1.95±0.86 （ P ＜ 0.05 ） ； 手 术 患 者 Frankle 分 级 术 后 改 善 率 84.48%
（49/58）、末次随访改善率 93.10%（54/58）；ECOG 评分术后改善率 87.14%（61/70）、末次
随访改善率 95.71%（67/70）。术中 3 例患者硬膜破裂，严密缝合后 1 例术后出现脑脊液漏，术
后行腰大池引流后治愈。术后硬膜外血肿 1 例，予以急诊清创手术。随访期间内复发及进展患者 6
例，均为单纯放疗患者；死亡患者 12 例，单纯放疗 6 例、放疗+化疗 3 例、手术+放疗 2 例，手术
+放疗+化疗 1 例。随访期间内固定在位有效，未见断钉、断棒、钛笼沉降塌陷等并发症。余未见明
显其他心肺并发症。
结论 脊柱转移性肿瘤治疗方法多样，包括放疗、化疗以及外科手术等。治疗前应多学科充分评
估，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才能有效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提高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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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5

前路手术治疗脊髓型及神经根性颈椎病
李义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颈椎前路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神经根型及脊髓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13 年 12 月～2018 年 12 月,152 例神经根型及脊髓型颈椎病患者实施颈椎前路椎间隙减压
Cage 植入或椎体次全切减压钛网植入及前路钢板内固定治疗，152 例患者全部获得随访,随访时间
平均 15.4 个月
结果 采用 JOA 评分评定临床效果，JOA 评分 13～16 分，平均 13.7 分，其中优 115 例,良 37 例。
所有患者术后 3～8 个月出现骨性融合植骨位置良好，无移动、无钢板螺钉松动，椎间隙高度正
常，无骨不连及假关节形成。全组病例无 1 例神经功能症状加重、脑脊液漏、食管损伤、喉返神经
损伤等并发症
结论 运用颈椎前路减压融合内固定术治疗脊髓型及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满意，可充分减
压，植骨融合率高，并发症少，术后颈椎生理曲度维持良好，是较好的手术方式

PO-056

复杂的颅颈交界区肿瘤外科治疗体会
李天栋,王国良,邹宇辉,高寒,公方和,白红民,战俣飞,杨欢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分析探讨颅颈交界区肿瘤的外科治疗策略。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颅颈交界区肿瘤的病例资料，病理性质包括脑膜瘤、神经鞘瘤等。重点分析
其临床表现、手术入路选择及术中注意事项、颅脊固定方式及术后注意事项。
结果 全部病例均在显微外科技术下全切除肿瘤，未出现新的症状及体征，术后恢复良好。
结论 颅颈交界区肿瘤的治疗具有非常明显的个体差异性，必须坚持个体化原则，根据个体情况制
定手术入路及治疗策略。

PO-057

脊柱内镜应用于椎管内病变活检的手术效果评价
张雷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目的 探讨脊柱内镜微创手术系统应用于椎管内病变活检的手术效果
方法 回顾性总结脊柱内镜微创手术系统完成椎管内病变活检手术的诊断阳性率及并发症
结果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脊柱内镜微创手术系统共行椎管内病变活检患者 17 例，其中男
性 11 例，女性 6 例。年龄 16~ 72 岁，平均 36.3 岁。手术时间为 40 ~70min，平均 45 min ；手术
出血量为 3 ~ 10 ml，平均 5 ml ；手术切口长度 6 ~ 8 mm，平均 7 mm ；17 例脊柱内镜椎管内病
变微创活检手术均明确病理诊断,诊断阳性率为 100%。无感染、血管及神经损伤、脑脊液漏等手术
并发症发生
结论 脊柱内镜微创手术系统应用于椎管内疑难病灶的活检，手术时间短、创伤小，恢复快、活检
阳性率高。解决了传统开放椎管病变活检，手术时间久，损伤大，恢复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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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8

延颈髓髓内室管膜瘤的显微手术策略和技巧（附 122 例报告）
陈菊祥,卢亦成,严勇,徐涛,王洪祥,黄麒霖,洪帆,龚振宇,李峰,张旭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延颈髓的髓内肿瘤是高难度、高危险的挑战性手术。本文探讨延髓和颈髓髓内室管膜瘤的临
床特征及显微操作技巧，以提高全切除率和降低致残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22 例位于延髓和颈髓髓内室管膜瘤的临床表现、影像特征、显微操作、切除程
度、术后神经功能和术后随访资料。均采用枕下后正中入路切除肿瘤。
结果 所有肿瘤均在显微镜下切除，肿瘤最大 25.0×2.0×2.0cm，最小 1.0×1.0×0.6cm，最长累及颈
椎全部节段。肿瘤 113 例全切除；9 例大部切除。116 例（95.1%）获随访，随访时间 1~108 个月
（平均 23 个月）。89 例（76.7%）术后症状感觉和运动功能较术前改善或与术前相同，加重 22
例（19.0%），死亡 1 例（0.9%），因肿瘤复发再次手术 4 例（3.4%）。McCormick 分级 I 级 71
例（61.2%），II 级 28 例（24.1%），III 级 16 例（13.8%），IV 级 1 例（0.9%）。
结论 对于绝大多数延颈髓内室管膜瘤患者，结合影像技术和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应用正确的策
略理念和熟练的显微操作技术能够全切除肿瘤并保留神经功能。

PO-059

针灸治疗脊髓损伤术后尿潴留的临床疗效观察
邢细红 1,黄萌 2,张爱明 1,孙昊 2,董又坤 1,廖志刚 1,崔汉江 1,王洪流 1
1.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科

目的 观察脊柱脊髓损伤患者出现尿潴留后予以行针灸理疗治疗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我科于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16 例脊柱脊髓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均
予以行手术治疗，术后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尿潴留，出现尿潴留后予以及时行膀胱功能针灸理疗治
疗，观察患者治疗后膀胱功能恢复情况。
结果 16 例脊柱脊髓损伤，男 9 例，女 7 例，年龄 24 岁-65 岁，共有 10 例（62.5%）术前术后出
现尿潴留，其中无骨折脱位型颈髓损伤 6 例，术前术后均出现尿潴留，均行颈椎后路椎板切除减压
+侧块螺钉固定融合术和膀胱功能针灸理疗，高位颈椎骨折 4 例，均未出现尿潴留，其中 2 例行
C0-3 固定非融合固定术，2 例行 C2-3 固定非融合术，胸腰椎骨折 6 例，1 例合并脊髓严重损伤，4
例出现尿潴留，均行后路钉棒复位内固定术和膀胱功能针灸理疗。9 例(90%)尿潴留术后患者 330d 左右恢复正常，其中胸腰椎骨折无脊髓损伤患者术后行膀胱功能针灸理疗尿潴留恢复时间较快
约 3d 左右，无骨折脱位型颈髓损伤术后行膀胱功能针灸理疗尿潴留恢复时间较慢约 20d 左右，1
例骨折骨折伴有脊髓严重损伤患者膀胱功能未能恢复。
结论 脊柱脊髓损伤患者容易出现尿潴留，高位颈椎骨折发生率低，无骨折脱位型颈髓损伤发生率
高，术后早期行针灸膀胱功能锻炼有助于膀胱功能恢复，严重脊髓损伤患者膀胱功能难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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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0

椎管内硬脊膜外囊肿的诊疗经验
刘臻,张彦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总结椎管内硬脊膜外囊肿的诊疗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6 例椎管内硬脊膜外蛛网膜囊肿病例，其中胸腰段 6 例，骶管内 10 例。术前均
采用核磁及 C1-2 穿刺脊髓造影辅助确定瘘口位置，手术前后均应用日本骨科协会评估治疗评分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Scores，JOA)对其临床表现进行评价。
结果 16 例病人中，2 例是母女关系，1 例的兄长患髓外硬脊膜下神经鞘瘤。1 例的母亲患有淋巴水
肿-重睫综合征 （lymphedema-distichiasis syndrome, LDS）。16 例病人中 15 例病人采用囊肿切
除，瘘口缝合。1 例因瘘口大，采取肌肉贴服修补。术后复查 MRI 均显示囊肿消失，15 例病人术
前症状得到缓解。
结论 硬脊膜外蛛网膜囊肿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和遗传倾向。对于有症状的硬脊膜外蛛网膜囊肿病
人，手术封闭硬脊膜瘘口应作为其主要的治疗手段。手术治疗的关键在于寻找硬脊膜瘘口，术前核
磁及动态 CT 脊髓造影有助于明确瘘口位置。

PO-061

脊柱椎旁肿瘤的外科治疗
陈鑫,曹依群,李德亨 ,陈磊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外科手术在治疗脊柱椎旁肿瘤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神经外科 2017 年 6 月-2018 年 10 月采用手术切除治疗的
脊柱椎旁肿瘤患者 34 例，男 19 例，女 15 例，平均年龄 48.2 岁，平均随访时间 11.6 个月。神经
鞘瘤 22 例，转移瘤 6 例，骨巨细胞瘤 2 例，淋巴瘤 2 例，骨软骨瘤 1 例，骨肉瘤 1 例。参照
Eden 分型，III 型 19 例，IV 型 15 例。临床症状以疼痛多见，部分患者伴有神经压迫症状。手术入
路包括: 颈椎前后路、胸腰椎后路正中入路、胸腰椎后路旁正中肌间隙入路、胸椎侧方开胸入路。
手术方式包括：肿瘤切除术、肿瘤切除+脊柱内固定术、肿瘤切除+椎体次全切除+植骨融合+脊柱
内固定术、肿瘤切除+椎体重建+脊柱内固定术。观察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术后住院时间，分析手
术并发症。采用 VAS 评分、ASIA 分级、Karnofsky 评分评价患者疼痛、神经功能、生活功能状
态。术后根据病理结果酌情进行放疗、化疗、靶向治疗等辅助治疗。
结果 所有患者顺利完成手术，手术时间平均 141 分钟，术中出血平均 260 毫升，术后住院时间平
均 6.2 天 。 术 后 患 者 疼 痛 、 神 经 功 能 、 生 活 功 能 状 态 较 术 前 改 善 ， 改 善 率 分 别 为 84.62%
（22/26），81.82%（9/11），82.62%（11/13）。术中硬膜损伤脑脊液漏患者 4 例，其中 1 例术
后出现伤口感染，给予二期清创术后愈合。胸膜破裂患者 4 例， 1 例患者术后出现血气胸，给予胸
腔闭式引流后治愈。术中未出现血管损伤。随访期间内固定在位有效，无断钉、断棒，无脊柱畸形
等并发症。所有手术未见心肺、脑并发症。
结论 脊柱椎旁肿瘤种类繁多，早期多无症状，肿瘤体积较大时压迫周围重要器官组织而引起相应
临床症状。外科手术是目前治疗脊柱椎旁肿瘤的有效办法，术前应根据肿瘤不同分型合理选择手术
入路及手术方式以最大程度切除肿瘤，减少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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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2

神经电生理监测下儿童脊髓栓系综合征的显微手术治疗
林志雄 1,刘智强 2,赵新岗 1
1.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2.福建三博福能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儿童脊髓栓系综合征的显微松解手术治疗疗效及预后；
方法 收集福建三博福能脑科医院 2017 年 7 月-2018 年 12 月住院治疗的儿童脊髓栓系综合征患者 9
例，其中男 5 例，女 4 例，平均年龄 4.6 岁；其中合并脊柱裂 8 例，椎管内脂肪瘤 6 例，皮毛窦 6
例，脊髓脊膜膨出 2 例，腰段脊髓空洞 2 例；手术方案：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脊髓栓系显微松解
术，术中监测包括肌电图、体感诱发电位、术中直接电刺激技术；手术包括终丝离断、合并椎管内
脂肪瘤切除、皮毛窦切除和重建椎管。治疗前、后评估指标包括：排便功能、双下肢肌力、肌电
图、体感和运动诱发电位。随访 2-17 月。
结果 病情改善 8 例，无变化 1 例。
结论 神经电生理监测下使脊髓神经根、终丝结构辨认清晰，避免术中神经损害，显微手术松解脊
髓圆锥部，切除椎管内病变，重建椎管结构，改善预后。

PO-063

椎管脂肪瘤
王杭州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椎管脂肪瘤的组织胚胎性分型，手术时机，手术方式及预后。
方法 回顾我院 2015 年 9 月-2018 年 12 月椎管脂肪瘤病人 177 例，其中男 79 例，女 98 例，术前
均经磁共振检查，按照组织胚胎学分型进行分类。椎管内脂肪瘤有多种分类方法。其中一种分类方
法是按照硬脊膜囊是否完整来进行分类的。包括硬脊膜囊完整的椎管内脂肪瘤和硬脊膜囊不完整的
脊髓栓系。前者包括单纯椎管内脂肪瘤（可伴或不伴有脊髓栓系）及终丝性脂肪瘤。硬脊膜不完整
的椎管脂肪瘤又称为脊髓脂肪瘤型脊柱裂包括四种亚型：背侧型、背尾型(过渡型)、尾侧型、紊乱
型（混杂型）。手术采用脂肪瘤全切除或次全切除。
结果 脊髓脂肪瘤型脊柱裂包括四种亚型：背侧型、背尾型(过渡型)、尾侧型、紊乱型（混杂型）。
这四种亚型的总的完全松解率可以达到 100%，初次手术损伤率可以控制在 0.5%左右，脂肪瘤全
切除或次全切除的患者比例可以做到 90%左右。紊乱脊髓脂肪瘤型栓系来说，全切率或次全切率
相对较低。
结论 椎管内脂肪瘤分为两种类型硬脊膜完整的椎管内脂肪瘤和硬脊膜不完整的椎管内脂肪瘤。两
者在组织胚胎学和手术时机及方式上有明显区别。脊髓栓系的问题是一个力学和脑脊液动力学问
题。总的手术原则是：不损伤神经，保留足够的神经功能，完全松解栓系，使脊髓神经根在椎管内
漂浮，对于有可能粘连的病例也可以在术中通过一系列技巧使其术后粘连损伤变得温和从而不发病
或延迟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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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4

经前路显微镜下颈椎间盘髓核切除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白西民,王小峰,杜春亮
渭南市中心医院

目的 经前路显微镜下颈椎间盘髓核切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手术在颈椎间盘突出症中得到一定程度的
应用，但其操作是通过椎间隙的椎间盘组织，进一步加重椎间盘的损伤退变，致使手术间隙的高度
丢失较多。为减少椎间盘的损伤，经椎体前路颈椎髓核摘除术得以发展。我院神经外科开展经颈椎
间盘前路显微镜下髓核切除+植骨内固定术，采用目前国内外最新理念，以创伤小、恢复快、“零切
迹”等手术优势，在渭南地区首次开展，也是省内较为领先的颈椎手术方式。
方法 针对颈椎间盘疾病造成脊髓神经压迫的情况，手术减压方式较多，主要包括前路和后路。后
路手术主要针对以神经根受压为表现的后外侧型颈椎间盘突出症。而对于后方中央或旁中央椎间盘
突出压迫脊髓的情况，只能通过前路手术。目前最常用的手术是经前路显微镜下颈椎间盘髓核切除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由于该手术区域存在气管、食管、颈动脉、颈髓、神经根、椎动脉等重要结
构，定位及建立通道需要极其准确，手术操作空间狭小，采用显微镜手术技术难度极大，因此从技
术上需要术者有着精准的解剖结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临床手术经验。
结果 手术可能导致椎间盘的运动功能丧失，存在邻近节段加速退变、植骨不融合、椎间盘塌陷等
诸多并发症，且可能发生率较高。由于该手术区域存在气管、食管、颈动脉、颈髓、神经根、椎动
脉等重要结构，定位及建立通道需要极其准确，手术操作空间狭小，因此要避免损伤临近组织器
官。
结论 为颈椎间盘突出患者提供了更加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在地区甚至全省作为较为领先的技术
水平，为本地区患者提供了更加良好的就医技术。由于手术操作损伤小，因此患者恢复较快，则大
大缩短了住院时间，增加了有效床位利用率，减少了更多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为本地患者及地
区人员大大造福。

PO-065

椎管内类肿瘤样椎间盘突出症的手术治疗
刘伟,孙志明
天津市环湖医院

目的 椎管内类肿瘤样间盘突出症是间盘内游离髓核突出的一种表现，由于术前影像表现和椎管内
肿瘤易于混淆，误认为肿瘤。通过分析椎管内类肿瘤样间盘症的影像学表现，提高术前诊断的准确
率，进一步提高椎管内类肿瘤样间盘突出症的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手术治疗的 6 例类肿瘤样间盘突出症；男性，3 例，女性 3 例；年龄 28-65 岁。其
中，1 例颈 3、4 水平，2 例颈 5、6 水平，1 例腰 3、4 水平，1 例腰 4、5 水平，1 例腰 5、骶 1 水
平。所有的病例术前均行核磁共振的平扫加强化，由于部分病灶有强化，术前影像学考虑肿瘤可能
性大。手术方法：颈椎的类肿瘤样间盘突出症采用颈前入路或颈后入路，腰椎采用后路入路，全部
病例均行内固定。
结果 6 例类肿瘤样间盘突出症在显微镜下切除。病理证实均为退变的间盘组织。病人术后神经功能
症状均明显改善。随访 4-24 个月，平均随访期 14 个月。随访复查 MRI 观察肿瘤有无复发，复查
CT、X 线片，无内固定物脱落及断裂现象，无脊柱滑脱、后凸及侧弯畸形。术后 JOA 评分改善率
为 75 以上%。
结论 椎管内 类肿瘤样间盘突出是脱垂游离型椎间盘突出症的特殊表现。是指突出的椎间盘组织脱
离纤维环裂孔，在椎管内游离移动一定距离引起的相应的脊髓和神经根的压迫。在核磁共振上椎管
内 类肿瘤样间盘突出部分有新生的血管，T1 像上表现为低信号，在 T2 像上呈高信号；在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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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呈现外周环状增强信号。虽然外周环状增强信号有助于游离的椎间盘组织与转移性肿瘤、血肿
和脑膜瘤的鉴别，但并不具有特异性，因神经鞘瘤或者脊膜瘤在增强 MRI 上也表现为环状外周增
强信号。这类病变诊断虽说易和肿瘤混淆，但手术效果好。

PO-066

围手术期护理对脊髓脊柱病人的影响研究
刘文娟,赵欣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围手术期护理对脊髓脊柱术后患者的影响的效果评价
方法 对常规组患者采取一般的药物治疗方案，依据患者的损伤程度、脊柱稳定性采取对症治疗的
方案。对照组患者在常规组的基础上进行康复治疗，主要为以下几点：术前 1:心理护理：主动与患
者沟通交流，鼓励患者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给予精神上的安慰，使患者情绪稳定。配合医生向患
者讲解手术的目的、方式、术前术后的注意事项，介绍成功病例，使患者愿意配合治疗机护理，增
强对手术是安全感。2：疼痛的观察：脊柱肿瘤患者多有疼痛，鼓励患者正确表述疼痛反应，指导
患者进行放松训练，如进行有节奏的深呼吸。与患者多交谈，转移其注意力。注意掌握患者疼痛发
生的规律，在疼痛发生前遵医嘱给予镇痛药，已达到用药量小、镇痛效果好的目的。3:生活护理：
协助患者翻身擦背，床上使用便器，满足其生活需要。给予高蛋白高维生素、高热量饮食，加强营
养。4:术前准备：完善术前各项检查。术后 1:专人护理：心电监护检测生命体征，吸氧。意识情
况，出现异常及时通知医生并遵医嘱用药处理。3d 内密切观察双下肢末端血运和感觉运动，观察
排尿、排便情况并及时记录。2:疼痛的护理：术后清醒给予镇静镇痛治疗（地佐辛、右美托咪定）
缓解疼痛，给予安慰和心理护理，减轻患者紧张、恐惧、焦虑心理。3: 观察脊髓功能恢复情况：脊
柱肿瘤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损害，病理性骨折或截瘫，致感觉、运动、反射及大小便功能不
同程度的丧失，术后每日观察脊髓功能的恢复情况。术后遵医嘱应用神经营养、改善微循环药物、
神经肌肉电刺激。4 运动疗法：鼓励患者早期进行主动运动，下肢穿特制弹力袜，在康复师的监管
下做踏车训练、肢体被动活动。5:全身治疗：帮助患者四肢进行静脉淋巴结循环治疗，卧床休息时
保持肢体功能位，加强锻炼，鼓励患者床边进行站立、行走训练等，连续治疗 1 个月。
结果 选择我科 2016 年 2 月 15 日至 2018 年 2 月 15 日收治的 56 例脊髓损伤患者，分为常规组和
对照组，常规组患者采取一般的药物治疗方案，对照组患者在常规组的基础上进行康复治疗，对比
2 组患者治疗效果。
结论 对脊髓脊柱损伤的患者采取围手术期的护理有利于促进患者功能恢复，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率，值得实践推广。

PO-067

经皮椎体成形术在多发椎体恶性肿瘤中的应用价值
李德亨,曹依群,陈鑫,陈磊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评价经皮椎体成形术治疗多发椎体恶性肿瘤的安全性及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神经外科 2017 年 1 月-2018 年 6 月使用经皮椎体成形术治疗的多
发椎体恶性肿瘤患者 40 例。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年龄 28-76 岁，平均 53.6 岁。所有患者均有
不同程度的疼痛症状且无明显神经压迫。颈椎 3 例，胸椎 20 例，腰椎 15 例，骶椎 2 例。2 节段
20 例，3 节段 12 例，4 节段及以上 8 例。均采用单侧注射，单个椎体骨水泥注入 3-5ml，同时行
活检术。病理提示转移瘤 30 例，骨髓瘤 7 例，侵袭性血管瘤 2 例，未知 1 例。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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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价疼痛缓解情况。ECOG 评分评价生活功能状态。观察手术时
间、手术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并分析手术并发症。
结果 所有患者顺利完成手术，术后患者疼痛均较术前明显缓解，平均随访 13.5 个月。手术时间平
均 45 分钟，手术出血量平均 9.8 毫升，术后住院时间平均 1.8 天。VAS 评分由术前 7.51±1.26 分
（P＜0.05）降至术后 2.86±0.56 分（P＜0.05）及末次随访 1.92±0.82 分（P＜0.05）。ECOG 评
分 术 后 改 善 率 82.50% （ 33/40 ） 、 末 次 随 访 改 善 率 92.50% （ 37/40 ） 。 术 中 共 出 现 17 例
（42.50%）渗漏，椎管内渗漏 5 例，椎旁渗漏 4 例，椎间隙渗漏 4 例，椎旁血管渗漏 4 例。术中
1 例患者骨水泥向后方椎管渗漏较多，立即行开放椎板切除减压联合骨水泥清除术，术后未见明显
神经损伤症状。术后 1 例患者出现双下肢不全瘫，复查 MRI 提示肿瘤后凸压迫椎管，予以行椎管
减压术。所有患者无明显心肺、脑器官并发症。
结论 经皮椎体成形术治疗多发椎体恶性肿瘤创伤小，恢复快，在合理选择手术适应症的条件下能
够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同时该方法与活检术相结合，能够获得临床病理诊断，为后续放化疗等辅
助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PO-068

新型多药修复聚合物瘢痕导向系统促进脊髓损伤修复的实验研究
杨溪,杨绍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目的 目前临床缺乏能够有效地改善脊髓损伤后功能恢复的治疗方法，基因治疗时代的来临为脊髓
损伤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针对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的选择合适的药物并有效地给
药，有望解决这一问题。在本研究中，我们旨在开发一种临床上可行的方法，将多种药物导向传输
到 SCI 部位，详细阐述神经恢复的潜在机制，并检测与联合治疗相关的生物学效应。
方法 采用瘢痕靶向四肽 CAQK (半胱氨酸-丙氨酸-谷氨酰胺-赖氨酸，cysteine-alanine-glutaminelysine)修饰两嵌段聚合物聚乙二醇-聚乳酸聚乙醇酸（PEG-PLGA），合成 CAQK- PEG-PLGA。利
用 CAQK- PEG-PLGA 包裹多西紫杉醇(DTX)和日柏醇，构成 CAQK- PEG-PLGA（DTX/日柏
醇），并在大鼠 SCI 部位进行局部给药。体内荧光成像检测 CAQK- PEG-PLGA（DTX/日柏醇）
与 SCI 部位的结合特异性。采用生物素、葡聚糖胺顺行追踪、磁共振成像及等多种综合评价方法，
观察 CAQK- PEG-PLGA（DTX/日柏醇）在体内(大鼠 SCI 模型)和体外(原代神经元)中的协同效应
及其机制。采用斜板试验、改良 Tarlov 评分、BassoBeattieBresnahan（BBB）评分对大鼠
SCI 模型使用 CAQK- PEG-PLGA（DTX/日柏醇）前后进行运动功能评定，采用脊髓诱发电位评定
大鼠 SCI 模型使用 CAQK- PEG-PLGA（DTX/日柏醇）前后神经功能的改变。
结果 CAQK- PEG-PLGA（DTX/日柏醇）能够有效地将 DTX/日柏醇运送到损伤部位。DTX/日柏醇
通过改善神经元的存活和可塑性来支持神经再生，使细胞外基质环境更加宽松，具有更好的再生潜
力。
结论 这种新型 CAQK- PEG-PLGA（DTX/日柏醇）聚合物瘢痕导向系统在 SCI 治疗方便具有良好
的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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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9

Management of Dumbbell and Paraspinal Tumors of the
Thoracic Spine Using a Single-stage Posterolateral
Approach: Case series
Hongtao Rong,Tao Zhu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Dumbbell tumors and paraspinal tumors of the thoracic spine often contain a large
paraspinal component that makes adequate surgical exposure difficul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urgical results of a single-stage posterolateral approach involving arc
incision, unilateral laminectomy, and costotransversectomy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se tumor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0 to March 2017, 14 patients with dumbbell tumors or paraspinal
tumors of the thoracic spine who underwent single-stage posterolateral approach resection were
followed up and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 operations were performed using a single-stage
posterolateral approach with arc incision, varying degrees of unilateral laminectomy, and
costotransversectomy without any instrumentation. We reviewed the clinical and imaging results.
Results Gross total removal was achieved in 13 patients, and subtotal removal was achieved in
one case. Histopathology revealed schwannoma in nine patients, angiolipoma in one patient, and
paraganglioma and mixed hemangioma in two patients each. No significant operative or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ccurred in any patient. The 14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4–68
months (mean 39.4 months). At the final follow-up, no obvious spinal deformity or tumor
recurrence was found in any patient except the one with paraganglioma.
Conclusions The single-stage posterolateral approach described in this report is a good
alternative surgical method for removing dumbbell tumors and paraspinal tumors of the thoracic
spine without necessitating a subsequent anterior operation.

PO-070

脊髓血管畸形-硬脊膜动静脉瘘的临床表现与治疗策略
卞立松 1,张鸿祺 2
1.北京市海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海淀院区
2.北京宣武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脊髓血管畸形-硬脊膜动静脉瘘（SDAVF）的影像学特点，临床表现以及介入与手
术结合的综合治疗策略和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市海淀医院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应用半椎板入路治疗的脊髓血管畸
形-硬脊膜动静脉瘘以及介入栓塞治疗患者共 11 例，术后患者均行高压氧治疗 1-2 个月，康复训练
3-6 个月。其中男性 78 例，女性 32 例；年龄 32 岁至 87 岁，平均年龄 55.8 岁。术前均行脊髓核
磁、全脊髓 CTA 以及脊髓血管造影检查。治疗后 3-6 个月行脊髓核磁检查对比治疗脊髓水肿以及
血管留空影变化。同期行脊髓 CTA 或者脊髓血管造影检查。
结果 110 例接受半椎板入路手术切除脊髓血管畸形-硬脊膜动静脉瘘或介入栓塞治疗硬脊膜动静脉
瘘的患者术后行脊髓血管造影或脊髓 CTA 显示瘘口消失。术后 3-6 个月随访，脊髓核磁显示脊髓
水肿消失或者明显减轻，血管留空影消失或明显减少；全脊髓 CTA 或脊髓血管造影未见复发征
象。其中 115 例患者症状明显改善或部分改善，5 例患者症状改善不明显。
结论 手术与介入结合以及术后辅助康复训练的综合治疗硬脊膜动静脉瘘会使患者更多获益，优于
传统单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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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1

Chiari 畸形手术的争议与共识
王寅千,范涛
北京市三博脑科医院

目的 本研究拟搜索文献分析 Chiari 畸形手术的历史演变，并回顾三博脑科医院单中心的翻修手术
病例，分析手术失败原因，探讨手术方式的选择。
方法 通过搜索相关文献，了解从最初到现今手术方式的演变，从而间接说明学者对 Chiari 畸形这
一疾病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通过收集 2014 年-2017 年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单中心收治的
42 例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翻修手术患者，分析第一次手术失败的原因，探讨个体化的手术方式。
结果 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自从 1891 年被首次报道以来，一直属于神经外科脊髓脊柱领域的常见
病。最早的后颅窝减压手术报道于 1932 年，而国内可查到的涉及 Chiari 畸形手术的文献见于上个
世纪 60 年代。然而时至今日，Chiari 畸形的手术方式仍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少患者手术后症状
反复，甚至加重。从文献回顾来看，手术从最开始“标准”的大骨窗充分减压，逐渐演变到术前应用
各种评估手段，进行个体化的手术方式。同时，回顾性分析 2014-2017 年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
中心收治的 42 例小脑扁桃体下疝翻修手术患者，男性 20 例，女性 22 例，平均年龄 38.8 岁，第一
次手术后无缓解 5/42 例，术后症状再次加重时间 1 月-17 年（1-6 月加重 9/42 例，1 年内加重
15/42 例，5 年内加重 29/42 例）， 即 80.95%的患者第一次手术后 5 年内出现症状反复。 第一次
手术前合并颅底凹陷 6/42 例，只有 1/6 例减压同时行固定手术。23/42 例患者第一次术前合并脊髓
空洞，7/23 例行空洞造瘘或空洞蛛网膜下腔分流，7/23 例行粘连松解，5/23 例切除小脑扁桃体，
4/23 例入院时空洞较第一次术前减轻，余均无变化或加重。
结论 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不是一个简单的疾病，无论是从病因还是手术方式仍有许多需要进一步
研究的方向。通过学习文献，和分享三博脑科医院单中心的病例。希望在神经外科分会脊髓脊柱学
组的引领下，建立一个多中心的系统研究，从而能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PO-072

经椎间孔入路治疗椎管疾病的研究
刘辉,朱涛,张建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研究经椎间孔入路治疗脊柱疾病的手术效果，是否能够控制病变进展及改善患者神经功能。
方法 对 32 例脊柱疾病患者进行治疗，其中颈椎椎间孔入路手术 16 例，胸椎椎间孔入路手术 11
例， 腰椎椎间孔入路手术 5 例。术中使用体感诱发电位（SSEPs）及运动诱发电位（MEPs）进行
神经电生理监测。记录患者病史、神经系统体征、影像资料及术前、手术前后 JOA 评分。
结果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包括 SSEPs（30 例）及 MEPs（30 例）。经椎间孔入路手术后 94.7%
患者神经功能改善，患者平均 JOA 评分改善，稳定性得到保护。
结论 经椎间孔入路是治疗脊柱疾病的有效、安全的手术方法。

54

中华医学会 2019 年全国脊髓脊柱外科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PO-073

单纯性脊髓栓系终丝切断术后脊髓圆锥漂移度
与腰骶部脊柱序列的关系研究
韩芸峰,于涛,张嘉,林国中,司雨,吴超,孙建军,马长城,刘彬,谢京城,李振东,陈晓东,王涛,王振宇,杨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单纯性脊髓栓系患者行终丝切断术后脊髓圆锥漂移情况，分析脊髓圆锥漂移度与腰骶椎
序列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于本中心住院并行手术治疗的各类脊髓栓系综合征
患者，依据纳入标准选择单纯性脊髓栓系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行术前和术后腰骶部 MRI
平扫，测量腰骶角(Lumbosacral angle, LSA)、腰椎前凸角(Lomber lordosis angle, LLA)和腰骶椎
间盘角(Lumbosacral disc angle, LSDA)来评估术前和术后腰骶部脊柱序列情况，计算手术前后脊
髓圆锥长轴线和腰段脊髓长轴线之间所夹锐角即圆锥弯曲角（Bending angle, BA）的差值，该差
值定义为脊髓圆锥漂移度(△BA)，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腰骶部脊柱序列各角度手术前后的差异，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脊髓圆锥漂移度与腰骶部脊柱序列各角度之间的关系。
结果 共纳入 15 例符合标准的单纯性脊髓栓系患者，其中男性 6 例，女性 9 例，平均年龄 30.9±8.9
岁。15 例患者术前 LSA、LLA、LSDA 分别为 67.83°± 7.47°、30.93°±10.30° 、11.86°±4.65°，15
例患者术后 LSA、LLA、LSDA 分别为 68.39°±6.96° 、31.25°±9.96° 、11.71°±4.80°，手术前后腰
骶部脊柱序列各个角度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手术前 BA 为 21.13°±9.03° ，手术后
BA 为 18.20°±6.53°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计算所得手术前后△BA 为 2.57°
±1.20 °，其与 LSA（r=-0.54，P＜0.05）和 LLA（r=-0.84,P＜0.05）呈负相关。
结论 单纯性脊髓栓系行终丝切断术，手术前后腰骶部脊柱序列变化不大；计算脊髓圆锥漂移度能
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终丝切断对脊髓栓系的松解情况；腰骶部脊柱序列对术后脊髓圆锥漂移存在影
响，这对术前提前判断终丝切断缓解脊髓栓系的程度有一定帮助。

PO-074

肺康复对不完全颈髓损伤
伴呼吸功能不全患者的呼吸功能的影响研究
易珍珍
西安市红会医院

目的 对不完全颈髓损伤伴呼吸功能不全患者进行肺康复训练，观察其对患者呼吸功能的影响。
方法 筛选西安红会医院脊柱病院和我科住院颈髓损伤伴呼吸功能不全患者 30 人，分实验组（常规
治疗＋肺康复训练）：15 例 ，对照组（常规治疗）; 15 例，应用 Medi- soft Exp′air 1.25 肺功能仪
进行肺功能康复评定，术后 3-8 周开始呼吸功能训练，不完全颈髓损伤患者呼吸功能训练前后各项
肺功能指标，测量每例患者训练前的肺活量 ( VC) 、最大通气量( MVV) 、时间肺活量( FVC) 及第
一 秒最大 呼气量 ( FEV1) ， Spo2,统计对 颈髓损伤 患者呼 吸功能 的治疗效 果。所 得数据 采用
SPSS11.5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经康复训练，肺活量 ( VC) 、最大通气量( MVV) 、时间肺活量( FVC) 及第一秒最大呼气量
( FEV1) ，Spo2,在训练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肺功能评分较康复前都有显著改善，有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对不完全颈髓损伤伴呼吸功能不全患者进行肺功能康复训练，较常规治疗对其呼吸功能的康
复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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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5

作业训练对不完全颈髓损伤患者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恢复的疗效观察
易珍珍
西安市红会医院

目的 不完全颈髓损伤患者由于出现四肢瘫，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较低，需要他人照顾，作为康复
医务人员，帮助患者恢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提高自我照顾能力，既能达到患者身体康复，也能帮
助患者心理恢复，减轻家庭负担，社会负担，使患者能快速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方法 以不完全颈髓损伤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改善的效果为研究对象,选取在西安红会医院进行的
颈椎骨折术后不完全颈髓损伤患者 6 例为实验对象进行为期 3 个月的作业训练跟踪研究，康复评估
后制定个体化康复方案，,患者均于术后一周内开始进行康复训练,搜集与记录患者在康复训练过程
中各个阶段的可观察数据，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 ADL 评分,总结并分析
结果 术后 12 周结束作业训练时,患者 ADL 评分明显提高，且患者情绪较好，基本完成康复目标。
结论 在保证患者康复过程中遵循“无痛”和“功能恢复”这两大原则下,经过为期 12 周的作业训练,实验
对象基本可以达到 ADL 明显提高，部分生活自理。本次作业训练可以有效地恢复患者的日常活动
能力,提高康复效率缩短康复周期,从而帮助患者尽快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PO-076

电针结合膀胱功能训练对不完全脊髓损伤
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膀胱功能恢复的疗效观察
易珍珍
西安市红会医院

目的 脊髓损伤患者常伴有神经源性膀胱，单纯进行电针治疗效果不佳，为了改善患者的膀胱功
能，进行电针结合膀胱功能物理治疗训练。
方法 以不完全脊髓损伤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膀胱功能改善的效果为研究对象,选取在西安红会医
院进行腰椎骨折术后不完全脊髓损伤伴神经源性膀胱 20 例患者为实验对象进行为期 5 个月的康复
训练跟踪研究，康复评估后制定个体化康复方案，患者均为术后一周内开始进行康复训练,搜集与
记录患者在康复训练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可观察数据，进行尿流动力学检查，得出膀胱容量，尿液残
余量，膀胱压力，留置导尿管时间,总结并分析本次康复训练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之处,从而可以帮
助患者后期膀胱功能恢复。
结果 术后 20 周结束训练时,患者尿流动力学检查,膀胱容量，尿液残余量，膀胱压力，留置导尿管
时间均有改善
结论 在保证患者康复过程中遵循“安全”和“功能恢复”这两大原则下,经过为期 20 周的康复治疗与训
练。本次电针结合膀胱功能训练可以有效改善不完全脊髓损伤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的膀胱功能，提
高康复效率缩短康复周期,从而帮助以后患者能够尽早进行间接性导尿，甚至恢复自行排尿。

56

中华医学会 2019 年全国脊髓脊柱外科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PO-077

核心肌力训练配合康复宣教对门诊腰肌劳损
患者腰痛改善的疗效观察
易珍珍
西安市红会医院

目的 在高压力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下，腰肌劳损的发病率逐年提高，为了能快速改善患者症状，减
轻患者疼痛，预防再次发生，对患者进行康复宣教，核心肌力训练能显著改善患者腰疼。
方法 以腰肌劳损患者腰疼改善的效果为研究对象,选取在西安红会医院中医神经脊柱康复门诊就诊
患者 50 例患者为实验对象进行为期 2 个月的康复训练跟踪研究，每两周进行门诊复查,记录下腰痛
功能评定表 JOA 评分。
结果 8 周结束训练时,患者 JOA 评分下降，疼痛有改善
结论 在保证患者康复过程中遵循“无痛”和“功能恢复”这两大原则下,经过为期 8 周的康复治疗与训
练。本次训练针对门诊腰肌劳损患者，提高康复效率缩短康复周期,从而帮助患者能够减轻疼痛，
尽早回归工作岗位。

PO-078

脊髓室管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20 例患者经验总结
张湘衡,牟永告,王翦,张继,陈忠平,赛克,林富华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目的 探讨脊髓室管膜瘤的外科手术治疗经验。
方法 收集 2010 年 3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手术治疗的连续 20 例脊髓
室管膜瘤患者的临床数据，进行回顾性总结分析。
结果 20 例患者，女性 10 例，男性 10 例（男：女比例，1:1）；发病年龄为 6.0~71.0 岁，平均
37.9 岁；随诊时间从 6 个月至 8 年，平均 29.6 个月；手术全切 17 例，次全切除 2 例，部分切除+
椎管减压 1 例；WHO 病理分级为Ⅰ级的患者 1 例，Ⅱ级 16 例，Ⅲ级 3 例；术后接受辅助放疗 4
例。全切除的 17 例患者中，1 例在术后 2 年时复发。
结论 显微手术全切肿瘤是治疗脊髓室管膜瘤的最有效手段，患者术前脊髓功能状态和术中病灶的
精准切除与术后神经功能状态密切相关。对于次全切除的室管膜瘤病灶，以及病理为Ⅲ级或 ki-67
指数偏高的Ⅱ级病灶，建议术后采取辅助放疗。

PO-079

测量后颅窝容积和枕骨大孔区的脑脊液的流速
对评价 chiari I 畸形患者手术疗效和预后的价值
刘博,朱涛,朱士广,刘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枕骨大孔区脑脊液流速的测量来评估 Chiari 畸形的后颅窝减压手术的疗效。
方法 前瞻性分析自 2016 年 7 月至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30 例 Chiari 畸形患者的
临床资料。30 例均行后颅窝减压和硬膜扩大成型术。术前及术后均行后颅窝 MR 脑脊液序列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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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枕骨大孔区的脑脊液的流速， 以及在 MRI 矢状位上测量后颅窝容积和小脑的体积。随访平均
6 个月 。
结果 随访 30 例患者。术后 6 个月枕骨大孔区的脑脊液的流速较术前明显降低（p<0.05）。而术后
6 个月后颅窝常规 MRI 发现脊髓空洞的改变较术前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测量小
脑的体积和后颅窝容积较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但是两者的比值增高，统计学上有明显差异
（p<0.05）。
结论 采用 MRI 脑脊液序列扫描测量枕骨大孔区的脑脊液的流速可客观地评估后颅窝减压和硬膜扩
大成型术对治疗 Chiari 畸形的疗效。

PO-080

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NLR）
可预测急性颈髓损伤患者的不良预后
谢嵘,赵剑澜,胡锦,车晓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通过测量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预测
急性创伤性精髓损伤患者的预后。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纳入 2008.12 月至 2018 年 5 月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收治的起病 6 小时以
内的急性颈髓损伤患者。评价患者预后方法为 Amer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 Impairment
Scale (AIS)，并根据结果将所有纳入患者分为预后不良（AIS： A-C）及预后良好（AIS：D、E）
两组。通过单因素、多因素分析方法寻找与预后相关的独立预测因子，同时建立 2 种预测模型评价
NLR 对预后的预测价值。模型判别能力根绝 AUC 结果予以判定。
结果 研究共纳入 377 位患者。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急性颈髓损伤患者预后相关独立预测因子包括
年龄、入院时 AIS 评分、NLR（p < 0.001）以及凝血功能异常（p = 0.003）。包含 NLR 的预测模
型(AUC=0.944; 95% CI, 0.923-0.964)比不包含 NLR 的预测模型(AUC=0.841; 95% CI, 0.7980.885)对急性颈髓患者 6 月预后情况更有预测价值。
结论 NLR 为急性颈髓损伤长期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且预测价值是可以肯定的。入院时的高 NLR
可能预测急性颈髓损伤患者不良预后。

PO-081

The anatomy study of endoscope-assisted high anterior
cervical approach to the craniovertebral junction
胡昌辰,张世渊,吉宏明
山西省人民医院

Objective Surgery on the craniovertebral junction (CVJ) presents particular challenges owing to
the close proximity of critical neurovascular structures and the brainstem. It is difficult for classic
approaches to obtain the extra exposure of neurovascular structures of the CVJ in practice.The
surgical approach to the craniovertebral junction (CVJ) offers specific challenges. We explored
the feasibility of an endoscope-assisted high anterior cervical approach to the CVJ.
Methods We quantitatively assessed the surgical corridor to, and extent of exposure of, the CVJ
in six cadaveric specimens, using 0° and 30° endoscopes.
Results The endoscope provided sufficient exposure of neurovascular structures and the
brainstem in the CVJ. Resection of the anterior arch of C1 was avoided in minimal anterior
clivectomy. After removing the odontoid, greater exposure of the CVJ was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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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An endoscope-assisted high anterior cervical approach to the CVJ preserves
cervical spine stability while minimizing the risk of neurovascular injury within the surgical corridor.

PO-082

脊髓髓内脊膜瘤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林清松,康德智,林元相,王灯亮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髓内脊膜瘤的临床特点和治疗策略。
方法 本研究报告 1 例颈 7 髓内脊膜瘤，并复习相关文献，总结髓内脊膜瘤的临床特点和治疗策
略。病例：女，53 岁，右上肢麻木 2 年余。MRI：颈 7 水平髓内占位，T1 低信号，T2 等高信号，
增强呈明显均匀强化。术前考虑颈 7 髓内星形细胞瘤可能。手术采用颈后正中入路半椎板入路，术
中见肿瘤质地韧，边界清楚，砂砾状，结合术中冰冻考虑脊膜瘤可能。肿瘤全切。术后病理证实为
砂粒体型脊膜瘤。术后患者恢复良好，右上肢麻木缓解，KPS 评分：100 分。
结果 经 Pubmed 收索，目前全球仅有 8 例髓内脊膜瘤的相关报道。合并我们的病例，共 10 例。其
中，男性 5 例，女性 5 例，平均年龄：44.1 岁。肿瘤可能起源于脊髓中央管，多见于颈段，磁共
振 T1 呈等低信号，T2 呈等高信号，增强明显均匀强化，术前误诊率 100%。手术切除是主要的治
疗方法。肿瘤全切率 100%。但复发率较高，达 40%。对复发的病例，再次手术及术后辅助放射治
疗是可行的治疗选择。
结论 尽管髓内脊膜瘤极其罕见，对脊髓髓内肿瘤的鉴别诊断应该考虑到脊膜瘤，特别是颈段脊髓
肿瘤和 MRI 增强见均匀强化及边界清楚的肿瘤。

PO-083

放疗对 WHOⅡ级髓内室管膜瘤患者
预后的影响：506 例病例分析
赵业禹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髓内室管膜瘤临床不多见，一般认为，室管膜瘤患者术后均需放射治疗以改善预后，但近期
研究表明：髓内室管膜瘤术后放疗对预后的影响却充满争议。
方法 选取 1998 年-2013 年 SEER（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数据库中接受
手术治疗的脊髓室管膜瘤患者 527 例，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究放疗对脊髓室管膜瘤患
者预后的影响。
结果 ≤19 岁 22 例，≥20 岁 484 例；男性 247 例，女性 259 例；死亡 35（6.92%）例；肿瘤全切
患者 224 例，肿瘤次全切 282 例；放疗患者 81 例，未放疗患者 425 例；次全切+放疗 40 例，次全
切+未放疗 242 例；全切+放疗 41 例，全切+未放疗 183 例。对患者进行生存分析，最长随访时间
190 月，平均随访时间 54.8 月，中位随访时间 38 月。8 年生存率：手术全切(96.1%)VS 次全切
(90.2%) ； 10 年 生存 率： 放疗 （ 85.4%） VS 未放 疗（ 89.5%）； 10 年生 存率 :次 全切 +放疗
(84.6)VS 次全切+未放疗(90.5%)。
结论 肿瘤全切能够延长患者生存期，但髓内室管膜瘤术后放疗没有改善患者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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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4

Chiari 畸形手术中脑膜成形问题探讨
贺中正
西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Chiari 畸形患者单纯后颅窝减压与联合硬脑膜成形术利弊。
方法 对我科近 2 年 20 例 Chiari 畸形患者随机分组，其中 8 例行单纯后颅窝减压术，去除部分枕
骨、枕大孔后缘及寰椎后弓，并松解环枕筋膜，其余 12 例行后颅窝减压+硬脑膜成形术，从脑脊液
漏、肢体无力症状缓解程度进行分析。
结果 8 例单纯后颅窝减压患者无一例出现脑脊液漏者，12 例加硬脑膜成形术患者中有 2 例出现脑
脊液漏，20 例患者肢体无力症状均有缓解。
结论 对于 Chiari 畸形 1 型患者，单纯后颅窝减压术中松解环枕筋膜，可明显缓解患者神经症状，
并减少脑脊液漏的发生率。

PO-085

颈后路脊髓内减压治疗下颈椎骨折脱位伴脊髓损伤疗效分析
万贻绿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颈后路脊髓内减压治疗下颈椎骨折脱位伴脊髓损伤的疗效
方法 选择下颈椎骨折脱位伴脊髓损伤患者 46 例,其中 25 例行单纯颈后路椎板切除内固定手术(对照
组),21 例行颈后路椎板切除内固定加脊髓内减压手术(观察组), 比较两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及术
后引流量、并发症差异，分析术前、术后 2 周时两组呼吸模式，采用 ASIA 评分评价术前、术后 2
周神经功能状况，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
结果 对照组(n=20)及观察组(n=16)术中出血量及术后引流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手术时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术后出现 1 例深静脉血栓；观察组出现了 1 例切口预后不
良。对照组及观察组术前的腹式呼吸、胸腹联合呼吸的患者例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
术后 2 周时两组不同呼吸模式例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两组颈椎 JOA 评分均较术前
明显改善(P<0. 05),而观察组改善幅度更大,差异有显著性(P<0. 05)。术后观察组 D-E 级百分率(85.
37%)高于对照组(62. 22%)(P<0. 05)
结论 颈后路椎板切除内固定加脊髓内减压手术治疗下颈椎骨折脱位伴脊髓损伤,能够最大限度恢复
颈椎序列,解除颈髓受压,并使伤椎获得坚强内固定,减少术后并发症。

PO-086

前路显微手术治疗颈椎后纵韧带骨化合并硬膜囊骨化
麻育源,雷兵
浙江省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颈椎后纵韧带骨化合并硬膜囊骨化前路手术技巧及疗效，探讨手术相关并发症的处理。
方法 2015 年 01 月-2019 年 01 月，采用前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颈椎后纵韧带骨化合并硬膜囊骨化，
共 8 例。其中采用椎间盘切除+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3 例，术中显微镜下经椎间盘间隙及磨除部
分椎体后缘，获得操作空间，术中采用金刚砂磨头蛋壳化骨化物后，用剥离子剔除，保留半层硬
膜；采用椎体次全切除+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5 例，术中镜下从硬膜正常处开始剥离骨化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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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见硬膜缺损，术中保留蛛网膜完整，均用人工脑膜加生物胶修补。
结果 6 例切除后纵韧带骨化及硬膜骨化，2 例保留部分硬膜骨化物，术后影像复查见脊髓减压满
意。6 例术中发现脑脊液漏，3 例术后出现脑脊液漏，经局部穿刺引流、腰大池置管引流、及颈部
加压包扎后脑脊液漏消失，1 例并发感染，采用敏感抗生素后感染控制。1 例出现术后短暂性上肢
肌力减弱，术后 48 小时恢复正常。
结论 结合显微技术经前入路治疗颈椎后纵韧带骨化合并硬膜囊骨化可提高前路手术安全性，脑脊
液漏是术后最常见并发症，经穿刺引流和加压包扎可治愈。

PO-087

70 例 Chiari-Ⅰ畸形的手术方式、疗效及并发症的回顾性分析
刘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 Chiari-Ⅰ畸形伴脊髓空洞症的手术方式、疗效及并发症，探讨其手术策略及相关
并发症的防治。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收治
了 70 例 Chiari-Ⅰ畸形患者（合并寰枢椎脱位及脑积水患者除外），其中男性 14 例，女性 56 例，
平均发病年龄为 43 岁，临床多表现为颈神经根受累症状及脊髓空洞症状，22 例患者行单纯枕大孔
区小骨窗减压（PFD），余 48 例患者在 PFD 的基础上打开硬膜，扩大修补，重建枕大池
（PFDD）；对于扁桃体下疝超过寰椎后弓水平的患者术中予以电凝或切除部分小脑扁桃体，开放
第四脑室及脊髓中央管开口。
结果 本组患者无死亡病例，无术后脑梗死、脑积水等需要二次手术病例，22 例 PFD 患者术后未出
现感染等手术相关并发症；48 例行硬膜下操作的患者术后有 7 例（14.5%）出现颅内感染，抗感
染治疗后均顺利出院，1 例老年患者术后出现单侧肺不张，治疗后痊愈。术后随访时间为 2～48
月，PFD 患者术后症状部分缓解 18 例，4 例患者（18.2%）影像学随访提示脊髓空洞较前无明显
变化；48 例行硬膜下操作的患者，术后症状无缓解者 2 例（4%），余患者均诉症状较术前均有明
显缓解，影像学提示脊髓空洞较术前均有减小或消失，扁桃体位置上移，延颈髓背侧无受压。
结论 对于 Chiari-Ⅰ畸形患者，手术方式与疗效、并发症的发生率密切相关，注重术前评估及术中
操作细节有助于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PO-088

显微镜辅助单侧入路双侧减压治疗
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的早期疗效观察
刘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报道显微镜下一侧入路双侧减压治疗腰椎管狭窄的手术技术及早期临床疗效。
方法 收治腰椎管狭窄 6 例，手术经症状较重侧入路，分离一侧椎旁肌，撑开器撑开，显微镜下利
用利用枪钳去除同侧相邻椎板上下缘，显露黄韧带，调整显微镜方向及手术床，进而磨除棘突根部
及对侧椎板内面，直至对侧侧隐窝，最后切除黄韧带，使硬膜囊和神经根获得充分减压。对伴有神
经根放射性疼痛症状的患者，术中探查症状侧椎间盘，如椎间盘突出较明显，神经根未能达到全程
充分减压，则予以切除椎间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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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随访 3～12 个月，6 例患者间歇性跛行均明显好转，腰骶部及下肢坠胀麻痛好转，2 例伴有神
经根放射性疼痛的患者症状缓解。随访期间症状无复发，动力位 X 线检查未见椎体问不稳发生或加
重。
结论 显微镜辅助一侧入路双侧减压治疗退变性腰椎管狭窄，手术创伤小，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
广。

PO-089

影响寰枢椎脱位手术疗效的因素分析
刘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寰枢椎脱位的影像学资料、手术方式及并发症，探讨影响其手术疗效的关键因
素。
方法 2011 年 7 月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共
收治了 27 例寰枢椎脱位患者（包括 2 例齿状突游离小体患者），其中男性 9 例，女性 18 例，平
均年龄为 44.4 岁，临床上多表现为锥体束征及颈痛，2 例齿状突游离小体患者行寰枢椎固定融合
术，余 25 例患者由于合并寰枕融合实施了颈后路枕颈固定融合术。
结果 所有患者术中未出现急性脊髓损伤及椎动脉出血。1 例患者术后第二天拔管后突发呼吸骤停，
抢救后昏迷，后自动出院；1 例合并后颅凹畸胎瘤患者因复位不良一月后行翻修术（后-前-后），1
例患者术后出现颅内感染（3.7%），后行腰池引流治愈，余患者均顺利出院。术后成功随访 24 例
患者，随访时间为 3～90 个月，22 例（91.8%）患者术后症状有不同程度的好转，CT 示寰枢椎脱
位有纠正，1 例（4.1%）患者因脱位纠正不良症状无缓解，1 例（4.1%）患者术后症状好转后复
现，但未较术前加重，影像学提示植骨未融合，复位丢失。
结论 术中寰枢椎脱位纠正良好、坚强的内固定以及植骨融合成功是影响寰枢椎脱位手术疗效的关
键因素。

PO-090

椎板钩 在圆锥畸胎瘤并腰 5 峡部裂内固定融合中的应用
江玉泉,姜政,韩利章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探讨椎板钩 在圆锥畸胎瘤并腰 5 峡部裂内固定融合中的应用
方法 患者，男，36 岁，因腰部疼痛 15 年、下肢麻木，小便困难 10 年入院。查体，双下肢肌力正
常、浅感觉减退。核磁共振显示 L2-3 水平椎管内占位性病变，信号不均匀，符合畸胎瘤表现，腰
椎 CT 及平片显示双侧腰 5 峡部裂、椎体无滑脱。术中行圆锥部位畸胎瘤切除，肿瘤起源于圆锥部
位，上部瘤体为囊性，边界清楚，包膜完整内有果冻样液体包膜全切，下部瘤体呈脂肪样，与圆锥
关系密切、将圆锥推向右侧，给予次全切除，同时切断终丝使圆锥及马尾神经充分减压松弛，严密
缝合瘤床参面、蛛网膜及硬脊膜，L2-3 椎板回置固定。显露双侧腰 5 骶 1 关节突关节及腰 5 椎板
下缘，峡部裂处清除结缔组织，磨钻摸出裂之间新鲜骨面，植入双侧腰 5 椎弓根螺钉，截取合适长
度的椎板钩并塑性，颈其远端钩部钩在椎板近棘突根部另一端固定在同侧椎弓根螺钉上并拧紧，峡
部裂之间植入自体新鲜骨质。充分冲洗术腔，一次缝合切开。术后腰部疼痛症状及小便功能均有明
显改善。
结果 病人术后腰部疼痛及小便功能均有明显改善
结论 对于没有滑脱的峡部裂尤其是并发其它椎管疾病的患者，椎板钩固定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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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1

负载人脐带干细胞来源外泌体的新型
细菌纤维素膜防止硬膜外纤维化的研究
刘鐘阳,张里程,唐佩福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 观察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HUCMSCs）来
源的外泌体（Exosome）与细菌纤维素（bacterial cellulose，BC）薄膜复合后，制备的新型生物
材料薄膜在预防预防椎板切除术后硬膜外瘢痕粘连的有效性。
方法 利用 HUCMSCs 来源 Exosome 和 BC 复合制备新型生物薄膜，检测薄膜结构、形态、含水
量、厚度和弹性力学性能，观察薄膜在体外的降解率，检测其体外细胞毒性。将新西兰大白兔分为
5 组 ： 空 白 对照 组 （Control group ） 、 ePTFE 薄 膜 组 （ ePTFE group’） 、 PU 薄 膜 组（ PU
group）、BC 薄膜组（BC group）和负载 Exosome 的 BC 薄膜组（BC+Exo group）。术后 3 月
核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评估硬膜外瘢痕形成情况，术后 1 年处死动物进
行大体硬膜外瘢痕粘连等级评分， HE 染色、Masson 三色染色、天狼星红染色，镜下观察硬膜外
瘢痕形成情况并进行分级评估，检测体内生物相容性。
结果 该新型薄膜是内部具有高孔隙率和良好空间结构的三维网络状纤维材料，平均纤维直径在
25.25±1.05 μm。薄膜含水量 94.13%±1.89%，平均厚度 0.80 ± 0.07 mm，拉伸断裂强度为
3.15±0.42 Mpa，断裂伸长率为 28.60%±3.59%，弹性模量为 11.02±0.76 Mpa，在体外观察 6 个月
内几乎不降解。Live-Dead 和 CCK-8 结果显示新型薄膜在体外培养环境下不影响细胞活性和增
殖。体内生物相容性实验发现，BC+Exo 组中 ALT、AST、BUN 和 Scr 在 90 天内未有明显变化，
术后 1 年心、肝和肾组织 HE 染色未见组织坏死。BC+Exo 组几乎观察不到硬膜外瘢痕形成，术后
1 年粘连评分等级最优，并且纤维化相关基因（COL I、COL III 和 α-SMA）在术后 4、8、和 12 周
表达量最低。
结论 BC+Exos 膜是一种具有良好理化性质和生物相容性的材料，可以预防术后硬膜外纤维化和粘
连。

PO-092

后路经皮内镜下颈椎间盘切除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分析
刘芮村,朱宏伟,倪兵,卢光,舒伟,杜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评价后路经皮内镜下颈椎间盘切除术（P-PECD）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对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接受 P-PECD 治疗的
11 例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记录症状、病变节段、手术时间及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采用颈
部残障功能指数（NDI）评价神经功能，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价颈部和上肢疼痛程
度，按照 Odom 标准评价优良率。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手术前后 NDI、
VAS 评分的差异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
结果 随访时间 8-20 个月，平均 13.5 个月。11 例患者手术时间 112~205min，平均 158.9min；
VAS 评 分 术 前 为 （ 6.2±1.85 ） 分 ， 末 次 随 访 时 为 （ 1.45±1.78 ） 分 ； NDI 术 前 为
（56.3%±15.0%）％，末次随访为（17.2±10.8）％；结果显示，末次随访与术前相比，VAS 及
NDI 有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按照 Odom 标准，11 例患者随访时，优 8 例、良
1 例、差 2 例，优良率 72.7％。本组患者发生神经根损伤 1 例，无硬膜囊撕裂、伤口感染或血肿等
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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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PECD 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近期疗效确切，安全性良好。

PO-093

单人翻身床单在 15 例脊柱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应用
贾蓓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总结单人翻身床单在脊柱脊髓损伤患者变换体位时的使用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11 月入住神经外科 ICU 的脊柱脊髓损伤患者 15 例，术前
术后翻身时均使用单人翻身床单。
结果 15 例患者中有 14 例患者在使用单人翻身床单翻身时，没有任何的皮肤损伤及身体疼痛等不
适感，1 例患者体重 105kg，护理人员 1 人无法完成对患者的体位变化。15 例患者中有 5 例患者为
高位截瘫患者，大便失禁，容易将床单弄脏，使用单人翻身床单，污渍可使用消毒湿巾进行快速处
理，避免多次更换常规翻身单给患者造成身体的不适感。15 例使用单人翻身单患者翻身时，护理
人员也不会因为传统的翻身方式，用力不均、长久多次搬动病人而导致颈、肩、腰部的疼痛。15
例使用单人翻身单的患者在术前均没有因为翻身而造成脊柱脊髓的再次损伤。
结论 单人翻身单不但在脊柱脊髓损伤患者变换体位中的应用是安全、有效的，且会减轻护理人员
的职业损伤。

PO-094

12 例脊髓弥漫性中线胶质瘤的临床特点及预后
王贵怀,张培海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弥漫性中线胶质瘤的临床特点和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10 月北京清华长庚神经外科收治的 12 例脊髓弥漫性中
线胶质瘤患者的临床特点、治疗和预后。
结果 患者平均年龄 28.4±11.9 岁，男性 8 人，女性 4 人，12 例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大部切除 4 例,
近全切除 8 例，均未行放化疗。12 例患者术后临床症状明显加重，肿瘤以沿脊髓侵袭为主，2 例出
现脑转移。术后随访 30 个月后 12 例患者均死亡，中位生存期 18.5 月，平均生存时间 15.6±9.4
月。
结论 脊髓弥漫性中线胶质瘤临床特点多样，组织学类型不统一，手术疗效差，患者预后不佳。

PO-095

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的临床分型及显微手术治疗
马骏鹏,黄思庆,陈海锋,刘家刚,胡喻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的临床分型及显微手术切除的疗效及手术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8 年 3 月在我院显微手术治疗的 28 例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的影像
学特点、手术方式及预后。根据肿瘤与脊髓的影像学关系将脊髓血管母细胞瘤分为 3 型：髓内型、
髓外型及嵌入型。根据术前分型，直径≤1cm 的 5 例偏侧髓外型和嵌入型血管母细胞瘤采用半椎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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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路切除肿瘤，其余均采用全椎板切开复位术式切除。所有手术均在电生理监测下进行，显微镜下
沿肿瘤边缘锐性分离，逐步探查肿瘤供血动脉及引流静脉，电凝并离断供血动脉，最后离断引流静
脉，完整切除瘤体。
结果 28 例脊髓血管母细胞瘤均在显微手术下全切，其中髓内型 13 例、髓外型 9 例、嵌入型 6
例。术后 1 周：髓内型症状改善 5 例，无变化 4 例，加重 4 例。髓外型症状改善 6 例，无变化 3
例。嵌入型术后症状改善 3 例，无变化 3 例。术后随访 1～3 年：髓内型症状改善 9 例，无变化 3
例，加重 1 例。髓外型症状全部改善。嵌入型术后症状改善 5 例，无变化 1 例。所有患者随访期间
均未见肿瘤原位复发。
结论 显微手术是治疗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的有效方法，可以通过显微镜下全切得到治愈，并能明显
改善症状。髓外型和嵌入型肿瘤疗效优于髓内型。术前的影像学评估及分型有助于选择手术方式和
评估患者的预后。手术需要在电生理监测下沿肿瘤边缘逐步分离和离断血供。运用熟练的显微手术
技术时刻保持术野的绝对清亮是保护脊髓功能的前提。

PO-096

间歇导尿在椎管手术后排尿困难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孙亚萍,郭小叶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椎管手术后排尿困难患者应用间歇导尿后的效果，探讨其护理对策。
方法 选取我科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0 月椎管手术后出现排尿困难的 52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各 26 人，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对照组继续
给予留置导尿，通过间断夹毕尿管训练膀胱功能。实验组给予间歇导尿，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恢复自
行排尿的时间及残余尿＞100ml 的情况。
结果 实验组患者恢复自行排尿所需的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残余尿＞100ml 的例数也少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间歇导尿技术应用于椎管手术后排尿困难的患者，能有效缩短患者恢复自行排尿的时间，减
轻患者的不适。

PO-097

脊髓背根入髓区毁损术治疗臂丛神经损伤后
神经病理性疼痛 105 例报告
刘芮村,朱宏伟,倪兵,舒伟,卢光,杜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评估脊髓背根入髓区（Dorsal Root Entry Zone ,DREZ）毁损术治疗臂丛神经损伤后神经病理
性疼痛的长期疗效、安全性及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自 2005 年 8 月至 2018 年 1 月期间采用
DREZ 毁损术治疗的臂丛神经损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患者。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评估手术疗效并统计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以术后 VAS 缓解率评估手术效果，缓解率
＞75%为优， 75%＞术后疼痛缓解＞50%为良，疼痛缓解＜50%为差。根据手术有效性及并发症
情况，探讨影响手术效果的可能因素。
结果 患者总数 161 例，随访期内死亡 3 例（均为恶性肿瘤患者），失访 56 例，失访率 34.8%。在
最终完成随访的 105 名患者中，术后 1 周的优良率为 92.4%，随访终点时优良率为 82.7%；疼痛
完全缓解 70 例（66.7%）。术后并发症：手术同侧下肢麻木 31 例（29.5%），同侧下肢深感觉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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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 20 例（19.4%）；手术对侧肢体麻木 5 例（4.8%）深感觉障碍 1 例（0.9%）；其他并发症还包
括性功能障碍 1 例，脑脊液漏 1 例，同侧一过性面部烧灼感 1 例，术后一过性二便障碍 1 例。在所
有的臂丛神经根中，C7、C8 最易损伤，其次是 C6、T1；疗效优良组与疗效差组其并发症发生率
无明显差异。
结论 严格把握适应症的前提下，DREZ 毁损能有效治疗臂丛神经损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疗效肯
定且持久；常见并发症为同侧下肢深感觉障碍和麻木感。接受手术前的病史长短对 DREZ 手术疗效
无明显影响。

PO-098

脂肪瘤型脊髓栓系的显微外科治疗及预后分析
马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对脊髓脂肪瘤进行分型，以评价各类型年龄与生活质量关系以及对各类型手术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2-1 至 2014—12 收治的 422 例脊髓脂肪瘤患者，男 196 例、女 226 例，平均
年龄（31.0±40.6）月，2 岁以下 306 例（72.5%），所有患者均行脊髓 MRI: 示硬膜下髓内外脂肪
瘤伴脊髓栓系，其中脂肪瘤累及腰骶部:416 例（98.6%），胸腰: 2 例，颈胸和颈骶各: 2 例。根据
术中脂肪瘤与脊髓神经关系进行分型，术前术后对患者进行运动功能评分和膀胱直肠功能评分。
结果 脊髓脂肪瘤分为背侧型、尾侧型、终丝型、复合型、脂肪脊髓脊膜膨出型和髓内型，将手术
结果分为可分离型和不可分离型，各解剖类型症状加重与年龄有相关性（P＜0.05），手术对终丝
型、尾侧型改善效果明显，对复合型差。对已有运动功能损害改善率低。
结论 脊髓脂肪瘤患者应尽早手术，脊髓脂肪瘤分型有助于判断愈后，依据松解程度可以对以后是
否存在再栓系进行手术起到指导意义。

PO-099

3d 打印人工硬膜神经根包裹加固术治疗症状性骶管囊肿
刘彬,王振宇,林国中,于涛,张嘉,赵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症状性骶管囊肿目前的治疗方式尚有争议，本文采用 3d 打印人工硬膜神经根包裹加固术治疗
症状性骶管囊肿患者来探讨患者疼痛的原因及治疗方式的选择。
方法 患者男性 5 例，女性 4 例，年龄 17-63 岁，平均 35.6 岁，主诉臀部、会阴部疼痛，病程 1-72
月，平均 16.5 月，术前 VAS 评分 5-9 分，平均 7.7 分，于全麻下行囊肿切除神经根袖状成形后，
采用人工硬膜行神经根包裹术。
结果 患者手术时间 150-180 分，出血 50-100ml，术中共处理囊肿 19 个，显微镜下切开囊肿后可
见神经根为蛛网膜形成的索条固定于囊肿壁，囊肿与硬膜囊相通，进行神经根粘连松解。19 个囊
肿均行人工硬膜神经根包裹成形；5 例行椎板回置，术后随访 3-20 月，平均 9 月，VAS 评分 0-5
分，平均 1.7 分，无术后感染，1 例术后出现小便不利，康复后恢复。术后复查 8 例 MRI 及 CT 示
囊肿消失，1 例较术前缩小，5 例椎板复位好。术后 7 天-12 痊愈出院。
结论 症状性骶管囊肿疼痛与囊肿内神经根粘连有关，显微手术治疗应作为首选治疗，手术行囊肿
切除、神经根松解、硬膜成形包裹，同时椎板回置恢复骶管解剖学形态及生理功能可取得较好的治
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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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0

微创上颈椎侧方入路的临床解剖学研究
杨绍峰,杨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目的 传统上颈椎侧方入路主要暴露上颈椎侧方结构，适用于上颈椎横突、侧块及椎动脉病变的处
理。手术位置深在，解剖结构复杂，手术创口巨大，副损伤发生率较高。本研究主要探索该入路的
微创化方案，明确该入路的重要解剖结构，为该入路的微创化提供解剖学依据。
方法 选用 10 例（20 侧）经 10%福尔马林固定完整的国人成人颅颈交界部标本，经双侧颈总动脉
及椎动脉灌注红色乳胶，经颈内静脉灌注蓝色乳胶。所有标本行 CT 薄层扫描并三维重建。分别模
拟标准乳突下侧方入路和微创通道下手术入路，暴露枕髁、寰椎及枢椎侧方，观察重要神经血管结
构的形态，比较两入路对该区域重要结构的显露。乳突下侧方入路切口，从乳突尖后 2 厘米、上 2
厘米处，沿胸锁乳突肌后缘向下，达 C5 横突水平，逐层解剖观察及测量重要神经、血管结构及手
术暴露范围。侧方枕下微创通道手术，在 X 线下穿刺环椎横突尖，沿穿刺针方向植入微创手术通道
并扩张，观察手术暴露范围，最后逐层解剖，确定手术通道附近重要神经、血管结构位置关系。
结果 1、穿刺通路可避开颈动脉鞘、枕动脉及副神经等重要结构。2、枕髁切除 0.5-1.0 厘米，环、
枢椎骨质切开宽度 2.0--2.5 厘米。3、椎动脉在上、中、下三点可牵开距离分别为（1.47±0.38）
（2.04±0.53）（1.65±0.78）厘米。
结论 在通道辅助下，微创上颈椎侧方入路穿刺入路损伤较小，可暴露部分枕髁，C1 部分侧块和后
弓，C2 部分侧块和椎板，暴露范围较传统侧方入路略小，适合切除该部位 3 厘米以内病变。

PO-101

基于膜性层次构成的椎管神经鞘瘤分型及其临床意义
辛宗,李宏,周强,李俊杰,翁志坚,石瑾,彭林,漆松涛,陆云涛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既往对椎管神经鞘瘤的分型研究较多，包括 Eden 分型、Asazuma 分型等，但上述分型均忽
略了椎管神经鞘瘤与软脊膜、蛛网膜、硬脊膜的关系，以至于对肿瘤生长方式及其和周围结构的相
互关系不清，而此点对术中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课题通过对正常脊神经根鞘和椎管神经鞘瘤的
膜性结构层次的研究，探讨其临床分型及手术治疗策略。
方法 取 7 例成人脊柱标本，解剖观察不同节段神经根鞘的硬脊膜囊开口方式，并制成组织切片后
显微镜下观察神经根鞘的结构。回顾性分析南方医院神经外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8 月间手术
切除的 64 例椎管神经鞘瘤的术前影像学资料和术中手术过程，根据神经根鞘的膜性结构，提出椎
管神经鞘瘤新的分型，分析其临床意义。
结果 椎管神经鞘瘤可分为四型，I 型位于软脊膜下；II 型位于蛛网膜内；IIIa 型沟通硬脊膜内外并位
于蛛网膜外，IIIb 型沟通硬脊膜内外并位于蛛网膜内；IV 型位于硬膜外。1 例 IV 型肿瘤采用前后联
和入路，其余患者均采用经后路入路手术。所有患者均达肿瘤全切除，术后病理证实为神经鞘瘤。
术后随访 2 个月至 31 个月，平均 14.2 个月。McCormick 评分中，58 例（91%）患者术后评分等
级降低，6 例（9%）患者评分等级无变化，无患者术后评分等级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00）；VAS 评分由术前 5.27±3.64 降至术后 3.64±0.873（P=0.000）；颈椎 JOA 评分由
术前 11.16±3.95 改善至术后 16.28±1.11（P=0.000）；腰椎 JOA 评分由术前 15.78±6.39 改善至
术后 27.70±1.66（P=0.000）；胸椎黄韧带骨化症的脊髓功能评分由术前 9.33±5.72 提升至
17.78±6.65。总体好转率达 92%，四型肿瘤的手术效果无统计学差异（P=0.292）。所有患者术中
均无椎动脉、脊髓神经损伤等严重并发症的出现，术后均无脑脊液漏，4 例(6%)患者出现颅内感
染。随访期间未见肿瘤复发或继发脊柱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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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基于膜性层次构成的椎管神经鞘瘤四分型，有利于选择最优的手术方式行肿瘤切除，能提高
肿瘤的全切率，降低神经血管组织损伤及脑脊液漏等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

PO-102

原发性脊髓髓外硬膜下间变性室管膜瘤
刘晓东,车晓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探讨原发性脊髓髓外硬膜下间变性室管膜瘤的临床特征及治疗。
方法 1999 年 1 月至 2018 年 9 月我们经手术病理确认的 5 例原发位于脊髓髓外硬膜下呈间变性改
变的室管膜瘤。
结果 五例患者中包括女性三名，男性两名， 1 例男性病例为 14 岁青年少年，其余 4 例为成人。所
有五例患者均为脊髓原发起病，无颅脑脊髓肿瘤手术史。影像学均显示为脊髓髓外硬膜下占位，手
术病理提示为间变性室管膜瘤。疼痛为常见首发症状。其中位于胸椎管 3 例，胸腰椎 1 例，腰骶椎
1 例。术后 5 例获得全切，无术后并发症及死亡病例，随访 3~150 个月无复发。
结论 原发脊髓髓外硬膜下室管膜瘤是一种少见病例，临床上应与其他髓外硬膜下肿瘤相鉴别。这
类肿瘤起源于异位室管膜细胞巢，其最特征的影像学表现是 T2 磁共振影像上有含铁血黄素沉积。
手术全切是其最佳治疗方式，对间变性类型肿瘤患者术后应辅于放射治疗，且建议患者临床密切随
访。

PO-103

加速康复理念在神经外科围手术期营养支持中的应用
樊毅,郭小叶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加速康复理念在神经外科围手术期营养支持中应用的效果
方法 将 200 例神经外科手术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实施加速康复指导下的围手
术期营养支持，对照组实施传统的围手术器营养支持，传统方法一般是手术病人常规在术前晚上禁
食，常进行术前肠道准备，这都可能导致脱水和水电解质的失衡。术后直到胃肠道功能完全恢复
前，胃肠道都处于休息状态，病人将经受约 1 周左右的禁食或限制活动。在快速康复外科中特别强
调术后止痛、促进肠功能的恢复及术后早期下床活动，这些常常是影响病人出院的重要因素。如果
病人的疼痛通过口服止痛药能得到很好地控制；可以进食足够的液体及营养以维持内稳态；可以自
由活动到卫生间时，病人就可以出院了。在快速康复外科中术前已不再常规进行肠道准备。机械性
灌肠准备不仅是一个应激反应，而且将导致脱水及水电解质失衡，特别是在老年病人中。第三届全
军胃肠外科学术会议暨 2007 普通外科热点论坛论文汇编发现没有证据支持这一做法。因此，在快
速康复外科中术前已不再长时间禁食，而鼓励术前口服含碳水化合物的液体。许多国家的麻醉学会
现在已推荐，在麻醉开始前 2h 仍允许进食清流质，麻醉前 6h 允许进食固体饮食。进手术室前的病
人处于进食后的状态优于完全禁食的状态。前一天的午夜饮 12．5％水碳化合物饮品 800ral。术前
2—3h 饮 400ral，可以减少术前的口渴、饥饿及烦躁，并且显著地减少术后胰岛素抵抗的发生率，
如此处理病人将处于一个更合适的合成代谢状态，从而使得术后营养支持的效果更好，以及术后高
血糖的发生率更少。
结果 观察组患者禁食的时间，胃肠道的准备，下床活动的时间，水电解质失衡都小于对照组，住
院天数大于于对照组，体重大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均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比较，均 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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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加速康复理念应用于神经外科围手术期营养支持是安全的，有效的。

PO-104

椎旁入路微通道显微镜下腰椎间盘突出摘除术 52 例汇报
万欣龙,曹宁,单晓荣,张树,李春雨,马伟
原州区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椎旁入路微通道显微镜下腰椎间盘突出摘除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
方法 2016 年 5 月至 2019 年 2 月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52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均采用椎旁入路显
微镜下腰椎间盘突出摘除手术。分析本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镇痛药的用量、术后脊
柱稳定性、术后下肢疼痛缓解程度。分析术前、术后 1 周、术后 3 月、术后 6 月的日本骨科学会
（JOA）评分和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并在患者术前、术后 1 周、术后 3 月、术后 6 月
通过腰椎正侧位、过伸过曲 X 线片、腰椎 CT 扫描、腰椎 MR 评估患者神经减压情况和脊柱稳定
性。
结果 本组病例手术顺利，1 例术中硬膜破裂,术中发现及时修补，1 例术后切口液化，给予换药治
愈 。 本 组 病 例 无 术 后 脑 脊 液 漏 ， 无 神 经 损 伤 病 例 。 手 术 时 间 （ 120±18 ） min; 手 术 出 血 量 为
（55±8.6）ml;术后镇痛药 1~2 次；术后复查腰椎 X 光片、腰椎 CT 提示脊柱稳定性无损坏；复查
腰椎 MR 神经减压充分；JOA 评分及 VAS 评分在术后较术前明显改善（p<0.05）。
结论 椎旁入路微通道显微镜下腰椎间盘突出摘除手术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脊柱稳定性的保
护、术后临床症状改善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椎旁入路微通道显微镜下腰椎间盘突出摘除手术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安全、微创且疗效显著。

PO-105

Ⅰ期切除复杂椎管肿瘤
王先祥,张科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Ⅰ期切除复杂椎管肿瘤（椎管内外沟通，椎管外部分巨大型；椎体破坏的）的手术方
法。
方法 分析 2015 年 3 月到 2019 年 3 月期间，我科 1 期显微手术治疗的 26 例复杂的椎管内肿瘤，
男性 14 例，女性 12 例。24 例肿瘤的起源是于髓外硬膜下，2 例病变（颈段）起源于硬膜外。颈
段肿瘤通过椎间孔长至椎管外的 15 例；胸段通过椎间孔长入胸腔的 8 例，腰椎长出椎管外至椎旁
的 3 例。所有病例均Ⅰ期后路肿瘤显微切除。颈段的肿瘤，切除相应节段的患侧病变节段上关节突
（侧块关节），打开椎间孔，切除椎间孔外肿瘤，再打开同侧椎板（对侧椎板保留），再切开硬
膜，切除椎管内髓外硬膜下的肿瘤。将肿瘤全切除后，再行侧块内固定，对侧椎板间植骨融合。对
于胸段长入胸腔的肿瘤，后正中入路，打开患侧椎板，分离显露相应节段的肋骨根部，切除椎板、
关节突、肋骨根部，分别切除椎管内和突入胸腔内肿瘤。再行胸椎后路固定，对侧椎板间植骨融
合。腰椎通过椎间孔长出椎管外的，同样打开关节突关节，显露椎间孔，全切除肿瘤，再行后路固
定融合。1 例肿瘤同时侵犯腰 4、5、骶 1 的，在切除肿瘤后，切除被肿瘤侵犯的椎体，行椎体重建
和后路骶髂钉棒固定、植骨、融合。
结果 26 例肿瘤全部 1 期切除。病理结果：24 例是神经鞘瘤，2 例颈段硬脊膜外的，考虑肉芽肿性
炎。术中内固定无血管和脊髓神经损伤，置钉效果满意，最长随访 3 年没有复发，术后无切口感
染、脑脊液漏、钉棒断裂等并发症发生，无 1 例术中术后气胸发生，无胸腔和腹腔脏器损伤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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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如果椎管外不多，传统的神经外科可以Ⅰ期切除。但对于椎管外
部分肿瘤巨大的，Ⅰ期后路很难切除，以往需要普外科、胸外科等科室行Ⅱ期手术或同期再开胸、
开腹等，增加了患者的创伤和经济负担。我们结合脊柱脊髓神经外科的技术特点，通过切除颈椎侧
块、胸段肋骨等手术方式，基本可以 I 期切除绝大部分椎管内外沟通性，长入胸腔、腹腔内的肿
瘤，手术对于脊柱稳定性的影响可以同期内固定予以补救，并取得满意的效果（附图）。

PO-106

症状性脊髓硬脊膜外蛛网膜囊肿手术治疗方式及病例报告
丁学华,孙伟
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目的 脊髓硬膜外蛛网膜囊肿是一种罕见病变，占脊髓肿瘤的 1%左右，具体发病机制尚不清楚，诱
发因素可能包括遗传、感染、创伤、医源性损伤等。脊髓硬膜外蛛网膜囊肿包括没有症状无意间发
现的和产生症状的。对于产生症状的硬脊膜外囊肿，应该如何治疗缺乏足够的临床经验。文献报道
大多以个案报道为主，鲜有大宗病例报道。在此，我们总结一组治疗过的症状性脊髓硬脊膜外囊肿
的病例，结合文献，讨论其治疗方式和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6 例经显微手术治疗的症状性硬脊膜外蛛网膜囊肿的患者资料。临床资料包括症
状、磁共振表现、神经功能状态、手术方式、手术效果、并发症等。
结果 患者女性 17 例（47%），男性 19 例（53%），年龄分布 18-71 岁（平均 46.5 岁）。临床表
现主要包括背部疼痛、肢体无力、步态异常。磁共振表现为硬脊膜外囊性病灶，T1 呈低信号、T2
呈高信号、增强扫描无强化。位置分布：颈椎例 4 例（11.1%）， 胸椎 5 例（13.9%），胸腰段
13 例（36.1%），腰椎 14 例（38.9%）。节段分布 1-7 节（平均 2.5 节）。发病原因：33 例
（91.7%）无明显诱因，2 例（5.6%）有过创伤史，1 例有过手术史（2.8%）。与脊髓水平位关
系：31 例（93.9%）位于脊髓背侧，2 例（5.6%）位于背外侧，3 例（8.3%）位于脊髓腹侧。瘘
口位置 18 例（50%）位于脊髓左侧，18 例（50%）位于脊髓右侧，其中一个病例有 2 个瘘口。手
术方式：28 例行囊肿完全切除+瘘口结扎或修补，8 例行囊肿部分切除减压术。完全切除+瘘口结
扎或修补的患者术后复查磁共振未见复发，囊肿部分切除减压术的患者术后有 4 例（50%）复查磁
共振显示仍有囊性占位。
结论 显微手术切除囊肿并闭合硬脊膜瘘口是标准的治疗方式。通过充分的显露可以精确定位并处
理瘘口，避免瘘口遗漏，切除囊壁的同时可以达到满意的减压效果，术后症状改善明显，治愈率
高，复发率低。

PO-107

椎板复位骶管重建术治疗症状性骶管囊肿
王先祥,张科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椎板复位骶管重建对骶管囊肿手术的意义。
方法 自 2015 年 3 月到 2019 年 3 月期间，我院接受显微外科治疗的 59 例有明显相应症状的骶管
囊肿患者，男性 21 例，女性 38 例。术中用铣刀或细的椎板钳将相应节段的骶管的椎板整块取下，
显微镜下发现有 52 例囊肿内有神经根穿过，7 例神经根附着在囊肿壁的内侧，没有发现有单纯型
囊肿。术中显微镜下找到囊肿的漏口，切除多余的囊肿壁,重叠缝合重建神经根袖，保留骶神经
根，再用自体脂肪、肌肉、明胶海绵填塞残腔，钛连接片行骶椎椎板复位。术后 1 月开始，采用改
良 JOA 评分方法，评估患者术前后评估神经功能状态，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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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结果 最长随访 36 月个月，囊肿未见复发，术前改良 JOA 评分 21.23±2.91,术后改良 JOA 评分
24.71±2.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79,P=0.001)。1 例患者 JOA 评分较术前低，考虑系术脂肪填
塞过多所致，术后没有脑脊液漏，无切口感染病例。局部皮肤切口平整。
结论 骶管囊肿神经根鞘重建的手术方法已经是共识。但骶管椎板复位，文献报道不多。为了保持
骶管的完整性，也有报道用钛网的。我们采用椎板复位的方法有以下特点，第一：操作不困难，无
特别技术难度，只是个理念的问题；第二：用患者的自身结构达到解剖复位,恢复患者的解剖结
构，局部切口平整，美观；第三：由于椎板的覆盖和适度加压，可以减少术后脑脊液漏的发生，第
四：由于骶骨椎板将骶尾部的肌肉和骶管隔开，可以防止术后肌肉的瘢痕黏连，避免术中症状加
重。因此神经根袖套重建+囊肿腔脂肪填塞+骶骨椎板复位是手术治疗症状性囊肿的有效防范之一
（附图片）。

PO-108

应用内镜微创技术手术治疗环枕畸形
张世渊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在神经内镜下，应用神经导航、超声多普勒和高速微型磨钻等设备对先天性环枕畸形-单纯小
脑扁桃体下疝畸形的病人进行环枕部微创减压术，手术精准微创，既能达到环枕部充分减压，又能
不影响环枕部稳定性。
方法 本组病人手术采用全麻俯卧位，在神经导航引导、精准确定枕骨大孔后缘中点，全程在内镜
下用微型高速磨钻磨开枕骨大孔后缘骨窗大小约 2×3 ㎝²，术中应用超声多普勒探测环枕部减压区
域硬膜下脑脊液流速，评估环枕部脑脊液循环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行环枕部减压窗内硬膜外
层切开或扩大修补术，并评估手术治疗效果。
结果 本组 55 例病人，严格选择单纯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的Ⅰ型和Ⅱ型病人，无环枕部骨性不稳定
因素。本组病人男性 30 例，女性 25 例，年龄为 20-62 岁，平均年龄 37.8 岁，病程平均 2.3 年。
本组病人全部在内镜下行环枕部骨性减压术，其中 10 例病人还进行了环枕部减压窗内硬脑膜外层
切开松解术。本组病人术后发生颅内感染的 1 例，95%的病人术后临床症状改善，无病情加重和死
亡病例。
结论 手术应用神经内镜、神经导航、超声多普勒和微型高速磨钻等设备及内镜专用手术器械，对
单纯先天性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的病人进行环枕部减压术。其既能达到环枕部充分减压，又能不影
响环枕部稳定性。手术精准微创，临床效果良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109

椎间孔镜治疗腰椎退变性疾病的手术体会
左威,李维新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讨论椎间孔镜技术在腰椎退变性疾病手术当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我科 2016 年以来椎间孔镜治疗腰椎退变性疾病的手术病例，总结手术经验。
结果 椎间孔镜技术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等腰退变性疾病中的手术效果优良，并发症发
生率低，相较于传统开放手术，创伤小、恢复快，平均住院天数少，保留患者腰椎正常功能，且患
者花费更低，患者满意度高。
结论 椎间孔镜技术治疗腰椎退变性疾病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符合现代医学微创、精准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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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技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医生掌握，是以后的发展趋势。

PO-110

以意识障碍起病的脊髓血管畸形临床分析
黄琴,程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分析以意识障碍起病的脊髓血管畸形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治疗方法及其预后,提高对此
类疾病的认识.
方法 对该例以意识障碍为临床表现的脊髓血管畸形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复习相关文
献.
结果 该男性患者,以突然剧烈头痛、恶心呕吐伴意识障碍方式起病,脑膜刺激征阳性，CT 示自发性
蛛网膜下腔出血伴双侧侧脑室、三四脑室积血，头颈部 CTA 及多次头颈部血管造影检查均未见明
显异常,三次腰穿均未成功,患者保守治疗出院，半年后患者突发双下肢乏力，行脊髓 MRI 可见胸腰
段脊髓表面血管流空信号,最终脊髓血管造影显示 T12 至 S1 节段硬脊膜动静脉瘘。
结论 脊髓血管畸形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少见病因,而以意识障碍为首发表现的脊髓血管畸形更为罕
见.脊髓 MRI 作为无创筛选检查有诊断意义,脊髓血管造影是脊髓血管畸形诊断的金标准,尤其在蛛网
膜下腔出血患者头颈部 CTA 及头颈部血管造影结果为阴性的情况下，全脊髓血管造影显得更为重
要，避免漏诊的发生。

PO-111

罕见椎管内病变的诊断及治疗
陶本章,尚爱加,乔广宇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 探索淋巴瘤、神经母细胞瘤、囊虫病等椎管内罕见病变的影像学表现特点，外科诊疗原则及
后续的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进行活检或手术治疗的数例患者，术前影像学表现缺乏明显特异性，诊断欠明
确。病例一，亓某，中年男性，以胸背部不适起病，检查发现胸椎管腹侧占位，影像诊断为脊膜
瘤，术中可见病变为硬脊膜起源，砂砾样改变。病例二，白某，中年男性，以进展性下肢肌力减退
伴二便障碍为主诉，磁共振检查未见明显占位，神经内科以脊髓炎收入院，复查磁共振可见腰骶椎
管内马尾神经明显增粗，呈等信号，增强扫描明显强化。为明确诊断行椎管内病变活检手术。病例
三，陈某，中年女性，下肢进展性感觉、运动障碍，伴二便障碍，磁共振检查发现脊髓圆锥及马尾
神经起始段占位性病变，增强明显，术中发现病变周围神经粘连，且与脊髓、神经边界不清，取部
分病变活检。病例四，玄某，中年女性，腰腿疼痛起病，骶管内囊性病变，病变位于对于硬膜下，
并同时可见骶神经袖套扩张，以骶管内蛛网膜囊肿收入，术中可见为囊泡样占位。病例五，老年男
性，以进展性下肢力量减退为主要症状，胸腰骶段椎管内硬膜外间隙内广泛占位，硬膜囊受压变
细，诊断不明，行活检手术。上述病例均为椎管内罕见病变，术后病理结果出来后，进行文献回顾
和复习，了解下一步治疗方案。（病例汇报不仅限于此 5 例患者）
结果 病例一病理结果为神经中轴钙化性假瘤；病例二手术病理证实为神经母细胞瘤，病例三病理
结果为淋巴瘤；病例四病理回报为囊虫病；病例五病理暂未回报。
结论 神经鞘瘤、脊膜瘤、骶管囊肿等是常见的椎管内占位，临床诊断并不困难，但对于一些罕见
病变，容易误诊误治，因此，掌握此类罕见病的特点，对于提高神经脊柱医师的诊断水平有很大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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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2

恶性神经胶质脊髓散播转移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徐昊
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恶性神经胶质瘤是常见的颅内原发肿瘤。但是胶质瘤脊髓播散转移十分罕见。
方法 报告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脊柱脊髓神经外科 1 例以截瘫为首发症状的胶质瘤患者，MR
检查发现颅内病灶，病理证实为脑胶质瘤脊髓播散转移。
结果 患者的主要症状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二便失禁，无颅内症状。脊髓手术后患者出现癫痫发
作，继发脑肿胀。
结论 恶性神经胶
质瘤患者发生脑膜脊髓播散转移后生存期短，预后不佳，选择合适的患者进行放疗、化疗及鞘内注
射化疗等多种治疗方法可使某些患者生存获益。现报道如下，并文献复习。

PO-113

胸腰段椎管内硬膜外脊膜囊肿的手术治疗选择和策略
徐昊
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总结分析胸腰段椎管内硬膜外脊膜囊肿的手术治疗选择和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手术治疗的 15 例胸腰段椎管内硬膜外脊膜囊肿的临
床资料，所有患者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疼痛和脊髓马尾受压症状。15 例患者均在显微镜和神经电
生理检测下进行手术，术后常规予以椎板韧带复合体复位。
结果 15 例患者中 4 例可以精确定位瘘口并严密缝合，11 例无法定位瘘口，8 例采取囊壁次全切
除，3 例用附近残留囊壁缝合并以肌肉及脂肪加固。末次随访 MRI 检查证实囊肿无复发,脊柱序列
及曲度完好,未见脊柱不稳定。
结论 胸腰段椎管内长节段硬膜外囊肿以胸腰段疼痛和慢性进行性脊髓及马尾神经受压神经功能障
碍为主要表现。手术应采取对脊柱生物力学影响最小入路，显微镜下剥离切除囊壁，修补脑脊液瘘
口，如不能严密缝合，可选择用肌肉填塞，也可取得良好效果。

PO-114

D-二聚体联合静脉超声降低脊髓损伤患者肺栓塞风险
傅兵 1,张洪俊 1,闵思明 1,秦舒森 1,郭腾显 1,马骥 1,韩小弟 2
1.北京天坛普华医院
2.天坛医院

目的 脊髓损伤患者，尤其是颈胸段损伤者，长期卧床，下肢活动少，增加了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风险。部分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可能出现肺栓塞，导致猝死。有效评估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的方法，能降低肺栓塞风险，从而保障脊髓损伤患者的医疗安全。
方法 D-二聚体以及下肢静脉超声，简便易行，可动态随访病情变化。我科自 2015 年 1 月至今，在
入院的脊髓损伤患者中，常规筛查 D-二聚体以及下肢静脉超声。根据结果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
对于 D-二聚体正常，超声未见到血栓的患者，住院期间采用物理方法（下肢穿抗血栓弹力袜）或
者药物（服用利伐沙班或者注射低分子肝素）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对于明确存在深静脉血栓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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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放置下腔静脉滤器，以降低肺栓塞风险。
结果 D-二聚体联合静脉超声的入院常规检查，检出部分脊髓损伤患者存在下肢深静脉血栓，但采
用上述治疗策略，住院期间未发生肺栓塞猝死病例。
结论 D-二聚体结合双下肢静脉超声，可准确评估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病情；采用合理的防治手
段，能有效降低肺栓塞风险。

PO-115

椎管内原发性黑色素细胞肿瘤临床分析（附 4 例报告）
张喆 1,王贵怀 2
1.郑州人民医院
2.清华大学北京长庚医院

目的 通过对近年发现的椎管内原发性黑色素细胞肿瘤的病例总结进一步分析该肿瘤的临床特点。
方法 对 2011 年 11 月至 2014 年 05 月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发现的 4 例椎管内黑色素细胞肿瘤病
人的临床资料分析并结合文献对其流行病学、临床表现、病理类型、诊治经过和预后随访等进行对
比讨论。
结果 本组男 3 例女 1 例；年龄 23-51 岁，平均 41.25 岁；肿瘤单发 3 例、多发 1 例；髓外 3 例，
髓内 1 例；肿瘤位于颈段 3 例，位于胸腰段 1 例；病理诊断为恶性黑色素瘤 1 例，黑色素细胞瘤 3
例；6-28 个月的随访生存 3 例、死亡 1 例。
结论 椎管内 PMN 临床表现缺乏特征性，影像学表现不典型，临床诊断较易误诊为神经鞘瘤、脊膜
瘤等，明确诊断需要依靠病理诊断，尽早诊断黑色素细胞肿瘤并运用显微手术全切除有助于获得良
好预后，术后应根据不同的病理类型采取适宜的放疗措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PO-116

颈段髓内支气管源性囊肿病例回顾及临床分析
张喆 1,王贵怀 2
1.郑州人民医院
2.清华大学北京长庚医院

目的 通过对椎管颈段髓内支气管源性囊肿的病例总结进一步分析该肿瘤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郑州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椎管髓内支气管源性囊肿的临床资料并行文献复习，对其
流行病学、临床表现、病理类型、诊治经过和预后随访等进行对比讨论。
结果 病例术中包膜完整全切肿瘤，病理免疫组化：椎管内囊肿，被覆呼吸上皮，局部伴鳞状化
生，IHC:CK+、CEA-、GFAP-、S-100-、CR-、Ki-67-，诊断为支气管源性囊肿。术后病人痊愈出
院，随访 3 个月，未遗留任何神经系统症状。
结论 椎管内支气管源性囊肿的临床表现与其他椎管内良性囊肿相似，如脊髓神经受压程度未超过
脊髓神经的承受极限，可无临床表现，偶有 MRI 检查无意发现。MRI 上椎管内支气管源性囊肿为
长 T1WI 长 T2WI 信号 ，难与表皮样囊肿 、肠源性囊肿 、神经源性囊肿等鉴别，确诊靠病理检
查。关于椎管内支气管源性囊肿的治疗，手术切除最有效。位于髓内的椎管内支气管源性囊肿，手
术切除难度大，多不能切净；治疗原则上尽早发现、尽早全切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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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7

显微镜辅助可撑开通道系统治疗腰椎退变疾病
李如军,盛敏峰,曾光亮,黄鸿翔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腰椎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是临床常见腰椎退变疾病。本文分析应用 Caspar 可扩张通道系统显
微镜下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患者一共 45 例，其中腰椎间盘突出患者 30 例，腰椎管狭
窄患者 15 例，接受 Caspar 可撑开通道系统显微镜下手术，术后随访 1 月、3 月、6 月，采用日本
骨科学会（JOA）下腰痛评分法、可视化视觉模拟评分（VAS）评价手术效果，Macnab 分级评价
疗效
结果 所有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术中硬脊膜破裂 2 例，行硬脊膜修补。术后切口愈合不良 2 例，1
例术后椎管再狭窄，无神经根、马尾神经损伤及椎间隙感染并发症发生，手术后患者平均 JOA 评
分 27.14 分，较手术前 12.31 分明显上升，VAS 评分平均 1.12 分，较手术前 7.20 分明显下降，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 Caspar 可撑开通道系统显微镜下手术治疗腰椎管狭窄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确切，术野
清晰，神经根减压彻底，对脊柱稳定结构破坏小，是治疗腰椎退变疾病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
式，值得临床参考推广。

PO-118

神经电生理监测与影像塑形在颅底凹陷症
伴寰枢椎脱位后路减压复位内固定术中的应用
闫晓鹏,贾贵军,吉宏明,吴昊,魏尧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电生理监测与影像塑形在颅底凹陷症伴寰枢椎脱位后路手术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分析 2008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采用颈枕后路减压复位内固定手术，结合影像、塑形技
术及电生理监测治疗颅底凹陷症伴寰枢椎脱位 50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手术前行影像评估、三维塑
形模拟、日本骨科协会(JOA)评分。术中应用体感诱发电位及肌电图监测，并根据术后 JOA 评分和
影像学改变评价疗效。
结果 术后影像学显示：固定复位良好 47 例，复位不良 3 例；骨融合良好 50 例。患者术后均不同
程度临床好转，无围手术期死亡。随访时间 3～36 个月，JOA 评分平均分与术前分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颅底凹陷症伴寰枢椎脱位后路减压复位内固定手术结合影像评估、塑形及电生理监测，提高
了手术的安全性及精确度，临床效果满意。

75

中华医学会 2019 年全国脊髓脊柱外科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PO-119

神经电生理监测与吲哚菁绿荧光造影在脊髓硬脊膜
动静脉瘘手术中的初步应用
闫晓鹏,贾贵军,吉宏明,吴昊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电生理监测与吲哚菁绿荧光造影技术在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手术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分析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12 月采用静脉瘘显微手术，结合吲哚菁绿荧光造影技术及
电生理监测治疗硬脊膜动静脉瘘 5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手术前行影像评估、脊髓血管造影、日本骨
科协会(JOA)评分。术中应用吲哚菁绿荧光造影、体感诱发电位及肌电图监测，并根据术后 JOA 评
分和影像学改变评价疗效。
结果 术后影像学显示：恢复良好 3 例，部分恢复 1 例；无明显恢复 1 例。患者术后均不同程度临
床好转，无围手术期死亡。随访时间 3～6 个月，JOA 评分平均分与术前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
结论 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显微外科手术结合吲哚菁绿荧光造影、影像评估及电生理监测，提高了
手术的安全性及精确度，临床效果满意。

PO-120

位于脊髓圆锥部位髓内恶性胶质性肿瘤(WHO4 级)
临床诊治分析并文献复习（附 2 例病例）
王林,何芳,傅先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目的 结合相关文献总结分析临床少见的脊髓圆锥部位髓内恶性胶质瘤临床特点及诊治；
方法 总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近半年来诊治的 2 例位于脊髓圆锥部位髓内恶
性胶质瘤的诊治过程及预后，结合复习相关文献进一步了解髓内恶性胶质瘤的发病、诊断、治疗和
预后；
结果 2 例患者均为青少年，肿瘤均位于脊髓圆锥部位，一例术前诊断室管膜瘤，术中显微镜下全切
除，术后病理诊断胶质母细胞瘤（WHO4 级）；另一例术前诊断星形细胞瘤，术中显微镜下次全
切除，术后病理诊断弥漫性中线胶质瘤（WHO4 级）。术后参照脑胶质瘤治疗方案进行正规放化
疗，随访 1 年期间肿瘤一例复发。
结论 位于脊髓圆锥部位髓内肿瘤手术并发症多，恶性胶质性肿瘤预后更差。电生理监测结合显微
技术大部切除肿瘤并椎管减压手术，术后进行正规放化疗有一定疗效，总体预后差。

PO-121

电生理监测辅助显微技术“会师”手术切除
脊髓腹侧方脊膜瘤的临床病例分析
王林,何芳,傅先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目的 探讨位于脊髓腹侧方的脊膜瘤治疗的手术技巧、预后及电生理监测以及脊柱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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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总结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专业组收治的
11 例位于脊髓腹侧方的脊膜瘤患者的治疗和随访资料。所有患者术前行椎管 X 线、CT 及 MR 检
查，肿瘤全部位于胸椎管脊髓正腹侧，手术行后正中全椎板入路，术中实时电生理监测，其中 7 例
术后行椎板棘突韧带复合体复位。
结果 手术切除 Simpson 分级Ⅰ级 7 例、Ⅱ级 3 例、Ⅲ级 1 例，无手术死亡患者。术后脊髓功能明
显较术前好转，随访 6~36 月，无复发病例，脊髓功能持续恢复好转，无明显脊柱畸形不稳表现。
结论 脊髓腹侧方脊膜瘤由于位置关系手术损伤脊髓风险极大，肿瘤全切除困难。电生理监测辅助
显微技术“会师”手术切除位于脊髓腹侧方脊膜瘤疗效确切，术中脊髓保护至关重要。

PO-122

椎管内滑膜肉瘤 2 例并文献复习
步玮,赵庆林,赵大巍,王鹏飞,闫素玮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加深对椎管内滑膜肉瘤的认识，重视椎管内罕见肿瘤的诊治。
方法 分析我院 2 例病理诊断为滑膜肉瘤的病例，并复习相关文献报道。
结果 根据文献检索资料，椎管内滑膜肉瘤发生率极低，而发生于胸腰段椎管内的滑膜肉瘤罕有报
道，发生于腰段硬膜下的滑膜肉瘤尚未见报道。
结论 滑膜肉瘤的临床表现无特征性，容易与椎管其他肿瘤相混淆，椎管内滑膜肉瘤发生率极低，
罕有报道。但只要临床医生紧密结合患者病史、临床检查、影像学资料及病理检查，将能提高早期
诊断的准确率，有效防止误诊漏诊的发生，早期手术后结合放化疗将有可能提高术后生存率，降低
复发率。

PO-123

单中心脊髓髓内血管母细胞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顾文韬,顾士欣,刘晓东,寿佳俊,李金全,车晓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髓内血管母细胞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方法和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神经外科 2010.1.1-2014.12.31 经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脊髓髓内血管母细胞瘤
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影像学特点和手术方法进行总结分析，并对这些患者进行定期随访。
结果 共有约 60 例脊髓髓内血管母细胞瘤患者纳入研究，大部分通过磁共振即可明确诊断，大部分
表现为边界清晰的实质性占位，增强扫描后见明显均匀强化，4 例患者进行了术前脊髓血管造影，
所有患者均没有行术前介入栓塞。60 例患者中 59 例行肿瘤全切除，1 例次全切除。术后症状改善
患者 41 例，无变化 12 例，加重 7 例。
结论 脊髓血管母细胞瘤患者经磁共振能基本明确，术前脊髓血管造影有助于诊断，术前栓塞并不
必须，显微手术治疗效果可靠，肿瘤基本都能达到全切除，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有助于患者的长期
临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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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4

颅颈交界区良性肿瘤切除术中
高位脊神经保护策略（附 11 例临床分析）
陆天宇,倪红斌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经后正中入路手术治疗颅颈交界区良性肿瘤术中高位脊神经的保护策略，评价后正中入
路手术治疗在颅颈区良性肿瘤切除术中的要点，并结合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探讨术高位脊神经保护
的方法。
方法 回顾我科 2012 年 1 月~2018 年 6 月治疗 11 例颅颈交界区良性瘤病例，采用后路正中入路开
颅，暴露枕骨鳞部及 C2 棘突，根据肿瘤大小决定枕骨磨除的范围及颈椎后弓及椎板的切除范围。
术中应用 X-TEK32 通道神经电生理仪监测颈丛神经自由肌电、运动诱发电位及体感诱发电位。术
中打开寰枕交界区硬脑膜，有效释放脑脊液，仔细分离覆盖于肿瘤表面的神经束，最大程度解剖保
留瘤周伴行神经，减少对颈髓及神经滋养血管的激惹，并根据电生理监测结果确定神经功能保留程
度。
结果 本组病例 11 例，其中脑膜瘤 5 例，神经鞘瘤 6 例，术后随访内容包括肿瘤切除情况、神经功
能评估及肿瘤复发情况。随访时间 6 月~6 年。术后复查 MRI 全切 10 例（90.9%），次全切 1 例
（9.1%）。载瘤神经解剖保留 4 例（36.4%），未能保留或未暴露 7 例（63.6%）。本组术前存在
颈肩部疼痛、上肢疼痛、麻木及肩部紧缩感等重要主诉术后即出现大幅缓解，其中 2 例（18.2%）
诉麻木未见明显好转，3 例（27.3%）出现新发麻木症状，考虑与术中局部神经激惹有关。随访提
示本组未见明确肿瘤复发，5 例麻木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恢复。本组无脊髓损伤、出血死亡及致残
病例，无脑脊液漏及局部感染发生。
结论 后正中微创入路治疗颅颈交接区良性肿瘤疗效确切，目前已成为主流方法，即使部分神经鞘
瘤可部分凸向椎管以外甚至椎旁间隙，正中入路仍为公认的手术方式。术前需进行完善的影像学检
查，不仅了解肿瘤形态、质地，更能评价肿瘤周围组织关系、起源及位置等，预计手术难度。术中
骨窗暴露需足够，但同时应注意防止骨质过多破坏导致颈椎失稳。术中齿状韧带的解剖有利于肿瘤
的暴露及神经保护，术中减少脊髓及神经牵拉对神经功能的保护有重要意义。神经电生理监测的常
规应用有利于脊神经功能判断及保留，术中脊神经解剖保留的患者术后出现的神经损伤症状可不同
程度恢复。后正中入路切除颅颈交接区良性肿瘤的效确切，安全性高，神经电生理监测极大有利于
面神经功能的保留。

PO-125

成人脊柱裂脊髓拴系的外科治疗
伊志强,张扬,张家涌,段鸿洲,李良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成人脊柱裂、脊髓拴系的外科治疗指征、意义、手术方式、并发症预防以及手术效果。
方法 回顾本院 2011-2016 年 24 例成人脊柱裂、脊髓拴系患者病例，分析其合并畸形、症状、体
征、影像学表现、手术治疗方式、手术并发症以及手术效果等相关临床资料，行统计分析
结果 24 例脊柱裂、脊髓拴系患者中，男 6 例，女 18 例，年龄 18-64 岁，平均年龄 32 岁。2 例患
者曾行脊柱裂相关手术。患者表现为疼痛 16 例，下肢运动障碍 18 例，感觉障碍 20 例，大小便 20
例，性功能障碍 12 例，下肢发育畸形 5 例。所有患者均行脊髓拴系松解术。术后疼痛改善 13 例，
出现术后皮下积液 3 例，新发感觉障碍 4 例，无手术相关死亡。
结论 对于成人脊柱裂合并脊髓拴系患者，若有相关临床症状、体征或明显的脊髓拴系影像学表
现，应尽早手术解除脊髓拴系，手术安全有效，可降低进一步的脊髓损伤。脊髓拴系松解对于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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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疼痛症状效果较好，其次是肢体活动，对于大小便功能改善相对较差。

PO-126

张力性神经松动术结合麦肯基治疗干性坐骨神经痛的疗效观察
王园园
西安市红会医院

目的 促进神经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和促进神经内的血液循环，降低炎性物质的敏感性和神经结缔
组织张力和神经内膜内部压力的缓解，从而消炎止痛；根据坐骨神经的神经动力学和神经松动术结
合麦肯基力学疗法探讨其可能作用机制和不良反应；为临床中治疗干性坐骨神经痛提供新的治疗方
法。
方法 于 2019.3 月~2019.9 月在西安市红会医院收集 30 例干性坐骨神经痛患者，将其随机分为实
验组 15 人，采用张力性神经松动术结合麦肯基力学疗法，对照组 15 人，采用麦肯基力学疗法。治
疗 1 个月后对 30 例患者进行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价、JOA 下腰痛评价和坐骨神经紧张试
验。所得数据进行 t 检验。
结果 通过 1 个月的干预，干预后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
低（P＜0.05），下腰痛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提高（P＜0.05），坐骨神经根的神经紧张试验的
角度较治疗前均有明显增大（P＜0.05），且观察组较对照组改善更显著（P＜0.05）。
结论 张力性神经松动术结合麦肯基力学疗法促进了神经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和神经内的血液循
环，降低了炎性物质的敏感性和神经结缔组织张力和神经内膜内部压力的缓解，从而达到了消炎止
痛的效果；张力性神经松动术对神经与其周围结缔组织的粘连松解作用，和麦肯基的力学调整，使
得患者的下腰痛 JOA 评定中患者疼痛项、运动功能、日常生活项的评分及坐骨神经痛的神经紧张
试验的角度均明显改善。所以，这将为张力性神经松动术结合麦肯基力学疗法治疗干性坐骨神经痛
提供了新的客观依据。

PO-127

肌肉减少症与腰椎退变性疾病的相关性研究
刘西纺
西安市红会医院

目的 骨骼肌肉系统衰老过程的典型特点就是：骨量丢失、骨骼肌质量和强度的丢失、激素的丢
失，这些改变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老年退变性疾病发生的病理基础。肌肉减少症的两大主要特征
是Ⅱ型肌纤维丢失和运动神经元丢失，这些丢失是导致老年脊柱退变性疾病的重要因素.老年腰椎
退变性脊柱侧弯，腰椎滑脱症及腰椎管狭窄等疾病都与腰椎退变失稳，核心肌群萎缩，腰椎核心稳
定性不足有关，因此,防治肌肉减少症有可能成为预防老年腰椎退变性疾病的关键性的因素.本研究
旨在探讨肌肉减少症与腰椎退变性疾病发病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我院脊柱病院及中医骨科神经脊柱病区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9 月性腰椎侧弯 21 例
（平均年龄 73.5 岁），腰椎管狭窄症 26 例（平均年龄 69.3 岁），腰椎滑脱症 13 例。采用全身双
能 X 涉嫌吸收法（DXA）分析人体组成，包括躯干骨骼肌质量指数（SMI），瘦体重（kg）／身高
（m）2 和骨密度（BMD），测量患者握力，6 米步速，腰椎侧凸（LS），矢状垂直轴（SVA），
胸椎后凸（TK），腰椎前凸（LL），骨盆倾斜（PT），骶骨斜坡（SS）和椎体旋转度（VRA）
等。临床症状采及功能用日本骨科协会 JOA 评分及 JOABPEQ 评分。研究躯干肌肉质量指数，握
力，步速及骨密度等肌肉减少症相关指标与老年腰椎退变性疾病的发病的相关性。
结果 腰椎侧弯患者，腰椎管狭窄症患者及腰椎滑脱症患者肌肉减少症的患病率分别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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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8%。躯干 SMI 与 SVA，PT，LS 和 VRA 成显著负相关（P<0.05），躯干 smi 与 bmd 呈
显著性正相关（P<0.05），与 PT 呈正相关（P<0.05）。此外，肌肉减少症的相关指标与所观察腰
椎退行性疾病患者的 JOA 评分及 JOABPEQ 评分呈正相关（P<0.05）
结论 肌肉减少症与老年腰椎退变性疾病有一定的相关性，提示对老年腰椎退变性疾病的治疗重视
对躯干核心肌群力量和控制力的训练，有利于预防病情加重及术后快速康复。

PO-128

关节松动术结合功能性康复训练
对于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疗效观察
王园园
西安市红会医院

目的 规避高风险、高难度、多并发症的脊柱手术对于青少年脊柱侧弯患者的不良影响；增强患者
脊柱的本体感觉、运动控制和协调稳定，改善脊柱两侧的不平等应力，控制脊柱侧弯的继续发展；
为临床中治疗青少年型脊柱侧弯提供新的非手术治疗手段和依据。
方法 于 2018.1 月~2018.8 月在西安市红会医院收集 30 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将其随机
分为实验组 15 人，采用关节松动术结合功能性康复训练，对照组 15 人，采用功能性康复训练。用
X 射线摄片，测量 Cobb 角，用关节角度尺测量腰椎关节活动度，用 SRS-22 问卷测量患者的主观
感受，所得数据进行 t 检验。
结果 通过 2 个月的干预，干预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相比在 Cobb 角，腰椎活动度及主观感觉功能活
动、疼痛、自我形象、心理健康和治疗满意程度 5 个方面的问卷上均具有显著性意义（P＜
0.05）。
结论 关节松动结合功能性康复训练做为非手术治疗，规避了手术治疗高风险、高难度、多并发症
对于青少年脊柱侧弯患者的不良影响。通过平衡紊乱的脊柱力学，从而改善脊柱侧弯角度，缩短病
程，减轻患者症状。并为临床中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提供新的治疗手段和依据。

PO-129

显微镜辅助可撑开通道系统半椎板入路
与常规全椎板入路椎管肿瘤切除的比较分析
李如军,盛敏峰,曾光亮,黄鸿翔,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分析比较应用 Caspar 可扩张通道系统显微镜下半椎板入路手术切除椎管肿瘤与常规全椎板椎
管肿瘤切除术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我科椎管内肿瘤患者 25 例，行半椎板入路，同期骨科椎管内肿瘤 24 例，行常规全椎板
椎管肿瘤切除，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术后并发症及脊柱稳定性、住院时间及费用
的差异。
结果 两组患者肿瘤均获全切除,患者症状和体征术后均明显改善. 其中全椎板入路患者均行内固定
术，与半椎板入路组相比,全椎板入路组手术时间长、术中失血量多、住院时间长、住院费用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均无明显并发症与脊柱畸形发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显微镜下半椎板入路较全椎板入路创伤更小,不增加手术风险与并发症，对脊柱稳定结构破坏
小，无需内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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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0

合并腰骶移行椎的椎体节段 X 线定位方法探讨
顾文韬,顾士欣,刘晓东,寿佳俊,车晓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探讨腰骶移行椎在腰椎管内肿瘤手术患者节段定位的影响，以及 X 线定位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2018 年在我科治疗的腰椎管手术患者，分析其影像学特点（MR 以及 X
线正侧位片），按照 Castllvi 方法进行分类。并用胸片联合腰椎正侧位 X 线平片方法进行诊断。
结果 入选病例发生腰骶移行椎率 31.3%，腰椎骶化高于骶椎腰化。胸片联合腰椎正侧位平片方法
提高了腰骶移行椎的检出率。所有腰骶移行椎患者中，II 型最多，IV 型最少。
结论 临床通过胸片联合腰椎正侧位 X 线平片方法能快速且准确诊断腰骶移行椎。

PO-131

小脑扁桃体切除与否对成人 Chiari I 畸形
手术疗效影响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林江凯,储卫华,何光建,薛兴森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研究小脑扁桃体切除与否对成人 Chiari I 畸形手术疗效的影响
方法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对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按随机数表分配到试验
组和对照组，观察周期 3 年。手术方法：试验组采用后颅窝骨性减压（寰椎后弓切除 2cm、枕大孔
区切除 2*3cm）+硬膜“Y”型切开+小脑扁桃体切除及粘连松解+硬膜扩大成形；对照组采用后颅窝骨
性减压 +硬膜“Y”型切开+硬膜扩大成形。治疗后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进行随访；疗效
评价指标包括患者主观评价（改善，不变，恶化）、颈椎 JOA 评分、NDI 评分、Chicago Chiari
Outcome Scale(CCOS) 得分。试验自 2017 年 1 月 1 日启动，截止 2018 年 12 月 30 日共入组 58
例患者，其中男性 10 例、女性 48 例，最小 20 岁，最大 61 岁，平均年龄 45.9 岁；58 例患者中
40 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疼痛症状（占 68.96%）；有 39 人存肢体麻木的症状（占 67.24%）；有 19
例患者存在乏力症状（32.75%）；1 例有大小便困难及性功能障碍。
结果 试验组入组 33 人、对照组入组 25 人，已完成术后 1 周 58 人（其中试验组 33 人，对照组 25
人）、1 月 42 人（其中试验组 24 人，对照组 18 人）、3 月 34 人（其中试验组 20 人，对照组 14
人）及 6 月 23 人（其中试验组 13 人，对照组 10 人）、1 年 11 人（其中实验组 5 人，对照组 6
人）时间点随访。患者主观评价结果：试验组主观评价为改善的分别为，66.66%、82.60%、
80%、92.31%、80%，对照组分别为 96%、85%、81.25%、66.67%、85.71%。对照组有 1 例患
者术后 3 月出现症状恶化，余各组各时间点均无恶化。JOA 评分试验组术前为 14.31 分，每个随访
时间点分别为 14.92、15.08、15.25、15.26、15.60 分；对照组术前为 14.36 分，术后各个时间点
分别为 15.07、15.14、15.36、15.32、15.50 分。CCOS 评分：试验组各个时间点分别为 13.16、
13.48、13.71、14.16、14.6 分；对照组各个时间点分别为 13.25、13.46、13.84、14.12、14.58
分。NDI 评分试验组术前为 10.78 分，随访 1 月、3 月、6 月、1 年分别为 9.05、8.32、6.42、6
分， NDI 评分对照组术前为 10.81 分，随访各时间点分别为 8.81、7.63、6.44、3.81 分。 MR 随
访对照组有 2 例脊髓空洞增大，其余均有一定程度缩小，脊髓空洞最大直径手术前后变化平均值试
验组为 2.62mm、对照组为 3.01mm。
结论 我们阶段性数据提示：成人 Chiari I 畸形手术中实施小脑扁桃体切除及粘连松解后 JOA、
CCOS 评分与未切除组无明显差异，而早期患者主观评价未切除组要好于切除组；脊髓空洞缩小程
度切除组较未切除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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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2

脊髓肠源性囊肿的治疗方法及预后因素分析
贾文清,张耀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以往的研究缺乏关于椎管内肠源性囊肿的资料，其治疗和预后因素仍不明确，因此，我们回
顾性分析在我院接受手术治疗并经病理证实为椎管内肠源性囊肿的患者，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评估无
进展生存期的危险因素，阐明影像学特征，并提出治疗方案。
方法 统计 2003 年至 2015 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收治的病理确诊椎管内肠源性囊肿患
者 121 例，包括病灶部位，Wilkins 分级、年龄、性别和病灶切除程度，回顾性分析评估相关危险
因素。
结果 全部切除囊肿患者 55 例(44.6%); Wilkins 分级 I、II 和 III 分别为 106(87.6%)、12(9.9%)和 3
(2.5%)。中位随访 64.2 个月后复发
25 例(22.7%)，中位无进展生存期时间 43.1 个月。5 年和 10 年的无进展生存期率分别为 73.2%和
66.2%。5 年和 10 年生存率分别为 100%和 97.6%。安全最大切除 (HR5.836，95%CI 1.69820.058，P=0.005)，Wilkins 分级 II/ III (HR 3.129, 95%CI 1.009-9.702，P=.048)，手术切除史(HR
3.690, 95%CI 1.536-8.864, P=.004)是预后不良因素。
结论 囊肿全部切除和 Wilkins I 是无进展生存期的有利因素。如果机体可耐受，全部切除病变是最
佳的治疗方法。由于其良好的性质和预后，如果不能达到全切，安全最大切除是另一种选择。虽然
椎管内肠源性囊肿预后较好，但具有复发倾向（25/121，22.7%）。多次手术治疗给患者及家庭带
来直接或潜在的不利影响，还需密切随访、进一步研究。

PO-133

3D-SPACE 序列核磁共振在诊断硬脊膜
动静脉瘘和发现瘘口位置上的应用
余念祖,吴钦,金鹏卓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应用 3D-space 序列在诊断硬脊膜动静脉瘘瘘口的位置的准确率
方法 对 10 例高度怀疑为硬脊膜动静脉瘘的患者采用磁共振 3D-space 序列进行脊髓扫描，然后由
独立的两位高年资影像学医生进行诊断，做出疾病的诊断和查找瘘口位置。随后，10 为患者均行
全脊髓血管造影。以脊髓造影结果为基准。
结果 10 位患者应用 3D-space 序列核磁共振,j 经其后的全脊髓造影核实，均诊断为硬脊膜动静脉瘘,
瘘口位置准确率为 6/10,
结论 核磁共振 3D-space 序列不仅有助于硬脊膜动静脉瘘的诊断，对于瘘口的定位也有帮助

PO-134

胸椎管内痛风石致脊髓压迫症的临床特点及手术治疗
王毅,朱涛,刘辉,张建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胸椎管内痛风石致脊髓压迫症的临床特点及手术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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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析我科收治的两例胸椎管内痛风石致脊髓压迫症患者的临床特点、影像学特点、手术方法
及预后，并进行文献回顾。
结果 痛风病史是术前诊断的重要依据，影像学检查可助术前评估。手术减压效果良好，并据情况
予以内固定，优于单纯穿刺活检。
结论 手术是缓解痛风石所致脊髓压迫的有效方法，并可据实际情况予以内固定处理，全身治疗是
改善痛风石形成的重要环节。对于硬脊膜外占位的鉴别，需结合痛风病史予以考虑痛风石诊断。

PO-135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颈段椎管内肿瘤患者的应用
欧阳燕,石赞华,彭仁君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探讨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颈段椎管内肿瘤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10 月期间在本院神经外科收治的颈段椎管内肿瘤患者 62 例，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各 31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加速康复理念进行护理。比较两组患
者术后疼痛、术后综合并发症发生情况、住院时间、住院费用、病人满意度等指标。
结果 观察组术前术后的疼痛低于对照组；呼吸肌麻痹、肺部感染、肢体功能障碍等并发症发生率
明显低于对照组；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均低于对照组；且住院患者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颈段椎管肿瘤患者应用加速康复外科理念进行护理可降低患者的术前术后疼痛及术后并发症
的发生，同时缩短住院时间，节约治疗费用，因此尽早应用加速康复外科理念能提高术后并发症护
理的有效率，加速肢体功能康复，提升日常生活能力，促进心理健康，及早恢复正常生活与学习。

PO-136

颅颈交界区畸形患者的椎动脉变异研究进展
吴宁波,刘诤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介绍颅颈交界区畸形患者的椎动脉变异情况及相关研究进展。
方法 以“颅颈交界区”和“椎动脉”为主题词对 Pubmed、万方医学、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以研究
颅颈交界区椎动脉变异情况为研究目的的文献为纳入标准，其中病例总数小于 5 例的文献排除在
外。阅读检索出来的文献，标记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仔细阅读符合标准的文献，依据文献中的研
究对象划分为颅颈交界区畸形患者组（CVJM 组）和非颅颈交界区畸形患者组（NCVJM 组），分
析文献数据。
结果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共检索到 219 篇文献，其中英文文献 130 篇，符合标准的文献共 20
篇，其中中文文献 3 篇。常见的椎动脉变异类型包括开窗型椎动脉、持续存在第一节间动脉型、硬
脑膜外小脑后下动脉起源型、椎动脉高跨型。各种变异类型的椎动脉在颅颈交界区畸形患者人群中
均有较高的发生率。其中 NCVJM 组开窗型椎动脉发生率为 0-2.3%，CVJM 组开窗型椎动脉发生
率为 0-12.5%；NCVJM 组持续存在第一节间动脉型发生率为 0-4.7%，CVJM 组持续存在第一节间
动脉型发生率为 10%-75%；NCVJM 组硬脑膜外小脑后下动脉起源型发生率为 0.2%-9.5%，CVJM
组硬脑膜外小脑后下动脉起源型发生率为 6.25%-38.5%；NCVJM 组椎动脉高跨型发生率为
10.1%-33.9%，CVJM 组椎动脉高跨型发生率为 53.57%-70.2%。
结论 椎动脉的变异可能对手术的显露过程及内固定置入造成影响，甚至损伤椎动脉。术前明确椎
动脉异常走行及其与周围软组织关系，直接影响到颅颈交界区手术方案及手术入路的选择，是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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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的关键因素，更是制定和实施颅颈交界区疾病个体化手术的前提。既往对颅颈交界区椎动脉变
异情况研究很多，但多数研究在正常人群中进行，对于颅颈交界区畸形这一特定人群关注较少，在
临床诊疗工作中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不利于规范临床诊疗工作和开展个体化诊疗工作。

PO-137

小儿原发性椎管内肿瘤的诊断与显微手术治疗 （附 72 例分析）
徐滨 1,赵新岗 1,梁聪 1,王寅千 1,吴锟 1,盖起飞 1,董辉 2,范涛 1
1.北京市三博脑科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分析小儿原发性椎管内肿瘤的临床特点并归纳分析诊治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2 例原发性椎管内肿瘤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72 例均行手术治疗，肿瘤全切 63 例，9 例部分切除，小儿原发性椎管内肿瘤以先天性胚胎残
余组织肿瘤居多（45.8%），其次为胶质瘤（29.6%）。术后 60 例获得随访,症状消失或功能明显
改善 54 例
结论 小儿原发性椎管内肿瘤的临床特点及诊疗均与成人存在差异，早期诊断、术前 MRI 检查、术
中神经电生理监测与显微操作技术及术后综合治疗是改善预后提高疗效的关键

PO-138

椎板棘突韧带复合体复位技术相关因素
在椎管肿瘤术中应用的预后分析
王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目的 分析椎板棘突韧带复合体复位技术在椎管肿瘤术中临床应用的价值，探讨影响椎板棘突韧带
复合体愈合的可能原因和远期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同一治疗组主刀医师根据手术指征和患者意愿等因素采用不同术式的三组病例的
手术时间、住院时间、费用、并发症、患者心理感受对比以及术后医从性差别对于椎板棘突韧带复
合体愈合和预后的影响。
结果 三组共计 61 例患者，在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6 月间在椎管肿瘤切除后分别给予去椎板减
压 26 例、椎板棘突韧带复合体复位固定 15 例、椎板棘突韧带复合体复位固定加自体骨屑植骨 20
例，随访 6~12 月。所有患者术前完善 MR 和 CT 三维重建检查，排除术前即有脊柱失稳的患者。
去椎板减压患者因为脊髓肿胀 9 例、患者主观拒绝异物植入 12 例和其他 5 例，椎板复位加自体骨
屑回植 15 例中骨性愈合 9 例、死骨吸收 3 例、未愈合 3 例，后凸畸形 1 例，局部软组织疼痛 2
例；单纯椎板复位 13 例中骨性愈合 3 例、死骨吸收 3 例、未愈合 7 例，后凸畸形 1 例，局部软组
织疼痛 1 例；去椎板减压局部骨化 4 例，轻度后凸畸形 2 例，局部软组织疼痛 12 例。
结论 椎板棘突复合体复位对于椎管肿瘤术后患者明显消除局部疤痕粘连形成，局部疼痛反应减
少，对于脊柱畸形短时间内存在帮助。但是复位骨质愈合率低，断骨残端植骨有一定帮助，总体效
果不佳。患者仍然可以从该术式明显获益，临床需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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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9

电生理监测复合技术辅助显微手术治疗
多节段颈脊髓髓内肿瘤的临床病例分析
王林,何芳,夏成雨,傅先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目的 探讨显微手术结合多指标电生理监测复合技术在多节段颈脊髓髓内肿瘤治疗中的应用和预后
分析。
方法 结合最新文献回顾性分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专业组近一年来
应用显微技术结合多指标电生理监测复合技术在 13 例多阶段颈脊髓髓内肿瘤切除手术中的应用经
验教训分析。
结果 所有病例术前均完善影像学（CT、MR）和电生理（肢体肌电图和体感诱发电）检查。13 例
颈脊髓髓内肿瘤的病例中长度占 2-3 个节段 4 例、≥4 个节段 9 例；显微镜下全切除 11 例、次全切
除 2 例；术中脊髓皮层电极描记辨别后正中沟，切除肿瘤过程中电生理监测预警 2-5 次不等，其中
大部分为 SEP 预警、结合 MEP 监测指导术者手术方案调整。术中椎板复位 11 例、去椎板减压 2
例；术后出院前脊髓功能不同程度改善 10 例、无改善 2 例、加重 1 例；随访 3-12 月脊髓功能均不
同程度改善；无肿瘤复发病例。
结论 颈段脊髓髓内肿瘤危害大、手术风险高。目前显微手术切除肿瘤仍然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术中多手段电生理监测复合技术应用给手术医生提供保护脊髓功能前提下尽可能全切肿瘤的可靠参
考。大多数髓内肿瘤可以做到显微镜下全切除，患者预后较好。

PO-140

脊髓空洞胸腔分流术临床疗效探讨
姬西团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空洞胸腔分流术治疗脊髓空洞症的临床效果及并发症
方法 2016 年 6 月至 2019 年 1 月，共收治 6 例颅颈畸形术后全脊髓空洞无改善甚至较前加重患
者，术前术后利用 MRI 进行影像学测量及评估脊髓空洞变化及预后，利用 JOA 评分评价颈髓功能
及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情况。行胸片、肺功能检查综合评估病情。手术均选择颈 7-胸 1 节段脊髓空洞
置入分流管脊髓端，右侧胸 7-8 肋间隙为胸腔端置入穿刺点。
结果 6 例随访至今无一例失访。6 例患者无死亡及严重并发症，术后症状均有改善，术后 MRI 显示
脊髓空洞明显减小甚至消失；其中 1 例术后出现严重胸腔积液，行分流管结扎后患者症状及空洞恢
复至术前，考虑术中胸腔端侧孔较多所致；其中 1 例术后症状改善后 1 月症状及影像再次恢复至术
前情况，考虑分流管堵塞或局部卡压。
结论 脊髓空洞胸腔分流术可明显改善此类患者临床症状及脊髓空洞，建议术中应避免分流管走形
通路卡压及打折，减少分流管胸腔端侧孔数量及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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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1

3D 打印及神经电生理监测在复杂颅颈交界区
畸形后路手术中的应用
贾贵军,吉宏明,闫晓鹏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 3D 打印及神经电生理监测在合并寰枢椎脱位的复杂颅颈交界区畸形后路减压复位内固
定术中应用的临床经验。
方法 回顾分析 68 例合并寰枢椎脱位的复杂颅颈交界区畸形患者（先天性寰枢椎脱位 63 例、经口
腔入路齿状突磨除术后症状加重致枕颈失稳 3 例、外伤所致 2 例）的临床资料。术前依据颈枕区三
维重建图像，3D 打印出三维立体模型，进行术前手术模拟，均施行后路减压复位钉棒内固定术，
术中行体感诱发电位及肌电图监测，根据日本骨科协会（JOA）17 分评分系统和影像学改善程度
评价手术疗效。
结果 术后影像学检查显示，68 例中 64 例钉棒内固定系统和寰枢椎复位良好，4 例复位不良；骨性
融合良好 67 例，欠佳 1 例。术后临床表现均不同程度好转，1 例突发呼吸骤停死亡。术后平均随
访 9.62 个月（6 ~ 48 个月），JOA 平均评分为 11.62 ± 3.23，与手术前评分（7.51 ± 3.82）相
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 ⁃5.476，P = 0.004）。
结论 结合术前 3D 打印模拟及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行后路减压复位钉棒内固定术治疗合并寰枢椎
脱位的复杂颅颈交界区畸形临床疗效良好，能够减少患者痛苦、避免再次手术，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PO-142

Radiographic and clinical outcomes following combined
oblique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and lateral
instrument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degenerative
spine deformity: a preliminary retrospective studyThe
authors recently used a combination of minimally inva
Hao Wu,Kai Wang,Cheng Cheng,Can Zhang,Fengzeng Jian
Xuanwu Hospital of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uthors recently used a combination of minimally invasive oblique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OLIF) and lateral fix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degenerative spine deformity. The
early results were promising. Radiographic and clinical results as well as complications
were retrospectivelyassessed in the current study.
Methods Eleven patients with degenerative spine deformitywere underwent combined OLIF and
lateral instrumentation without real-time electromyography (EMG) monitoring. Radiographic
measurements including coronal Cobb angle, central sacral vertebral line (CSVL), lumbar lordosis
(LL), sagittal vertebral axis (SVA), pelvic tilt (PT) and LL-PI (pelvic incidence) mismatch were
taken preoperatively and at last follow-up postoperatively in all patients. Concurrently, the visual
analog score (VAS) for back pain and the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ODI) score were used to
assess clinical outcomes. The fusion rate of OLIF cage, total blood loss, operation time, hospital
stay and complications were also evaluated.
Results At last follow-up, all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ombined OLIF and lateral instrumentation
achiev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coronal Cobb angle (from 15.4±4.7° to 5.7±3.2°,
p < 0.01), LL (from 33.6±9.7° to 47.9±8.3°, p < 0.01), PT (from 24.2±10.1° to 16.0±6.3°,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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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PI mismatch (from 16.1±9.1° to 7.1±3.3°, p < 0.01), CSVL (from 2.1±2.2cm to 0.7±0.9cm, p =
0.01) and SVA (from 7.0±3.9cm to 2.9±1.8cm, p < 0.01). VAS for back pain (from 6.9±1.4 to
2.0±0.9, p < 0.05) and ODI (from 39.5±3.1 to 21.9±3.6, p < 0.01)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fter
surgery.
Conclusions A combination of OLIF and lateral instrumentation is an effective and safety means
of achieving correction of both coronal and sagittal deformity, resulting in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degenerative spine deformity. It is a promising way to treat patients with
moderate degenerative spine deformity.

PO-143

胸椎哑铃型椎管肿瘤经皮微通道椎旁入路手术治疗的体会
王锐 1,陈春美 1,江研伟 1,陈琰 1,李锋 1,庄源东 1,林在香 2,郑师兴 1,石松生 1,杨卫忠 1
1.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平潭分院

目的 探讨经皮微通道椎旁入路手术治疗胸椎椎管内外哑铃型肿瘤的治疗效果。
方法 本组收集了胸椎椎管内外哑铃型肿瘤 8 例，不超过 2 个节段，术前经过 MRI 和 CT 三维重建
明确诊断，无明显椎体骨性破坏和脊柱不稳等情况。手术采用经皮微通道椎旁入路微创手术方式，
具体为在患侧椎旁 2-3cm 做一个 1.5-2.5cm 直切口，沿椎旁肌肉间隙钝性分离，逐层扩张建立经
皮微通道到达椎板棘突交界区，显微镜下应用显微磨钻磨除椎板部分骨质，切除椎管内及椎间孔区
肿瘤组织，再调整通道方向到达肋横突关节外侧，磨除少许关节骨质，在上下肋骨间隙分离达到肿
瘤组织，切除肿瘤后探查椎间孔内外侧，证实肿瘤全切除。随访 10-15 个月，应用日本骨科学会
(JOA)评分和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比较手术前后神经功能恢复情况。
结果 8 例手术肿瘤均全切除，术中失血量 10-50ml，平均 30ml，无胸膜损伤，无脑脊液漏。病理
报告为神经鞘瘤（WHO I 级），VAS 评分较术前明显改善，JOA 评分明显提高，无明显并发症及
脊柱不稳定。
结论 经皮微通道椎旁入路手术治疗胸椎椎管内外哑铃型肿瘤可以在保证肿瘤全切除的基础上，最
大限度减少对脊柱关节突关节、椎旁肌肉和韧带等正常结构的破坏，避免脊柱不稳定的发生。

PO-144

脊髓髓内肿瘤应用椎管扩大成形术的体会
王锐 1,陈春美 1,江研伟 1,陈琰 1,李锋 2,林在香 2,郑师兴 1,庄源东 1,陈伟 2,石松生 1,杨卫忠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平潭分院

目的 探讨应用椎管扩大成形术在治疗脊髓髓内肿瘤的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31 例选择了椎管扩大成形术的脊髓髓内肿瘤患者临床资料，按 McCormick 分
级标准比较手术前后脊髓功能情况，治疗效果分为改善、稳定、恶化、死亡。
结果 本组 31 例肿瘤病理报告证实为室管膜瘤 16 例（WHO II-WHO III），星形细胞瘤 4 例（WHO
I-II），少突胶质细胞瘤 2 例，海绵状血管瘤伴出血 3 例，血管网织细胞瘤 2 例，神经鞘瘤 2 例
（WHO I 级），胶质母细胞瘤 2 例（WHO IV 级）。肿瘤全切除 22 例，大部分切除 7 例，部分切
除 2 例，8 例手术后进行了肿瘤放射治疗,2 例术后行放化疗联合治疗。随访 12-36 个月，按
McCormick 分级手术后改善 16 例，稳定 9 例，恶化 5 例，1 例胶质母细胞瘤手术后 1 年死于肺
炎。手术后 CT 三维重建提示椎管扩大成形节段稳定牢固，未见脊柱畸形和不稳。
结论 在脊髓髓内肿瘤患者中，建议早期发现早期手术治疗，根据不同病理结果选择后续治疗方
案。椎管扩大成形术恢复了椎管完整性，扩大椎管空间，对良性髓内病变可以减少手术后瘢痕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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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对于恶性髓内病变延缓肿瘤生长继发的脊髓受压的发生时间。

PO-145

微创后颅窝减压术治疗 ChiariI 型畸形
何百祥,李奇,冒平,廉民学,鲍刚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后颅窝减压术是治疗不合并寰枢椎不稳、颅底陷入症等骨性畸形的 Chiari I 型畸形的重要手术
方式，但微创治疗也面临许多技术问题，另外手术后发热及硬膜外积液等并发症发生率较高，严重
影响手术疗效。本文旨在探讨微创后颅窝减压术治疗 Chiari I 型畸形的相关技术问题。
方法 本研究采用插管全麻，俯卧位，头前屈，后正中 3~4cm 皮肤直切口。手术常规切开硬脑膜，
电缩或切除下疝扁桃体，探查及疏通第四脑室正中孔和脊髓中央管上口。开骨窗 2cm×3cm 及水密
缝合硬脑膜在显微镜下进行，其余操作在内镜辅助下进行。并对硬脑膜水密缝合做了改良，在硬脑
膜水密缝合的基础上选 4~6 个点将硬脑膜悬吊在中线深层肌肉上。
结果 用该方法治疗了 9 例患者，其中男 5 例，女 4 例；年龄 16~52 岁，平均 43.2 岁；手术时间
70~130min，平均 98.3min;出血量 50~100ml,平均 71.3 ml;住院时间 7~12d，平均 9.2d。手术中均
未放引流装置，手术后均未行腰大池置管引流，术后均未出现发热和硬膜外积液等并发症。手术后
随访 3~6 月，临床症状均有不同程度改善，末次随访 MRI 均显示脊髓空洞有不同程度缩小。
结论 微创后颅窝减压术是治疗不合并寰枢椎不稳、颅底陷入症等骨性畸形的单纯 Chiari I 型畸形的
有效手术方式。手术中合理运用显微镜和内镜，并悬吊硬脑膜能明显降低发热和硬膜外积液等并发
症的发生率，而且不延长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增加出血量。

PO-146

微通道技术切除椎管内病变
马长城,刘彬,林国中,吴超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研究椎管内病变的微创治疗。
方法 运用微通道技术切除椎管内病变 37 例，男 21 例，女 16 例，年龄 15-71 岁，平均 42.7 岁。
其中颈椎管内肿瘤 5 例，胸椎管内肿瘤 4 例，腰椎管内肿瘤 13 例，腰椎管内突垂间盘 5 例，骶管
内肿瘤及囊肿 10 例。所有手术均通过微通道在显微镜及内镜辅助下进行，术前必须定位，手术切
口 3-4 厘米，根据病变大小及部位用超声骨刀磨除相应骨质，可同时选用半椎板入路、棘突间入路
等减少创伤。硬膜囊用微型钛夹严密夹闭。肌肉、肌筋膜、皮下予以间断缝合，皮肤予以皮内连续
缝合。不放引流。
结果 所有肿瘤得到全部切除，肿瘤 17 例位于髓外硬膜下，4 例椎间孔区，3 例位于椎管内硬膜
外。侵袭范围均在 2 个节段内；骶管囊肿予以分离大部切除，并行神经根袖重建。突垂间盘予以全
部摘除。手术时间 95-210 分钟，平均 156 分钟；术中出血 20-110 毫升，平均 48 毫升；其中神经
鞘瘤 22 例，骶管囊肿 8 例，间盘组织 5 例，脊膜瘤 2 例。病人术后症状均得到明显改善。术后出
现伤口愈合延迟 2 例，皮下积液 1 例，肌间隙血栓 1 例，导致出院延迟，住院时间 6-21 天，平均
8.2 天。未出现迟发血肿、术后神经症状加重病例。
结论 微通道技术可以较好适用于椎管内髓外硬膜下肿瘤的治疗，具有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
并发症少等优点。对于髓外硬膜下长度不超过 2 个节段、尤其位于腰椎管的神经鞘瘤，可以很好切
除，但位于胸椎或脊髓腹侧的肿瘤，则需要磨除更多椎骨；由于操作空间小、部分病人病变深在及
年龄等因素，可导致手术时间延长、术后出现伤口愈合延迟等，需要进一步改进手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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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7

创伤性不完全颈髓损伤的手术治疗
包长顺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创伤性不完全颈脊髓损伤患者的手术治疗方法和临床疗效。
方法 2014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我院神经外科共手术治疗急性颈椎损伤患者 184 例，伴有脊
髓损伤患者 131 例，ASIA A 级患者 37 例，不全性脊髓损伤（ASIA B-E 级）患者 94 例，其中手
术方式：前路手术 67 例，后路 21 例，前后路联合 6 例。术前及术后采用 ASIA 脊髓功能评分和影
像学评估评价手术效果。
结果 患者术中无大血管、气管、食道、脊髓意外损伤发生，所有患者切口均 I 期愈合。术后 ASIA
分级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1-3 级)。患者均未发生钛板及螺钉松动、断裂等并发症。终访时脊髓功能
Franke1 分级平均改善 2.1 级。影像学证实减压充分，椎体间植骨均愈合良好。
结论 创伤性不完全颈髓损伤患者应尽早手术减压、固定，为神经功能恢复创造条件。完善必要的
术前检查、采取合理手术方式、尽早手术是保证取得良好疗效的关键。

PO-148

脊柱内固定术后术区重症感染的治疗体会
彭仁君,奚健,丁锡平,黄鹤,姜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脊柱内固定术后术区重症感染是严重的并发症，治疗效果差、可能导致内固定物报废取出，
手术完全失败。总结分析临床诊治的 2 例此类患者并复文献，对其治疗提供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1 例为颅脑外伤合并 L2 骨折，行腰椎后路椎板切除减压钉棒内
固定术。术后伤口愈合不良，取伤口分泌物培养出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后发
现伤口多处瘘道形成，行全麻下彻底清创。术中发现术腔积脓，培养出肺炎克雷伯杆菌，仅替加环
素、阿米卡星敏感。螺钉无松动，术区上下各留置引流管一根，术后全身使用替加环素，局部使用
阿米卡星盐水冲洗并负压引流。另 1 例患者为颅脑外伤合并 L1 骨折，手术方式同第 1 例，术后伤
口不愈并渗血渗液，清创见原术区积存暗红色液体，培养出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仅头孢哌酮舒巴
坦中敏，外科抗感染处理方法同第 1 例。术后监测 T、WBC、 CRP、PCT、ALB、ESR 等。
结果 第 1 例清创术后 1 周 T 正常，感染指标下降，3 周后停止冲洗并拔管，切口甲级愈合，内固
定物未取出。第 2 例 1 周后转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继续不间断冲洗及负压引流 2 周后伤口愈合。
复习文献发现气管切开后、糖尿病、低蛋白血症、高度生活依赖、体重过轻、致病菌皮肤定植等是
脊柱内固定术后 SSI 的重要危险因素。
结论 1.脊柱内固定手术切口长时间愈合不良需考虑感染的可能；2.全身应用抗生素、彻底清创、术
区持续冲洗及负压引流是治疗该类感染的有效途径，能避免内固定物的取出。3.对于存在感染高危
因素的脊柱外伤的患者，如神经功能未见进行性减退，需要慎重评估手术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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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9

寰枢椎脱位手术方法及疗效回顾性分析
王劲,孙振兴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分析寰枢椎脱位手术方法选择及术后疗效回顾性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外科，自 2015 年 1 月-2019 年 1 月收治并确诊的 52 例寰
枢椎脱位病人，术前 JOA 脊髓功能评分，术前颈椎动力位 X 线观察是否为可复性脱位，术前颈椎
CT 测量术前斜坡枢椎角，寰齿间距，术前 MRI 观察是否合并 Chiari 畸形和脊髓空洞。手术方法包
括持续牵引+经口齿状突松解+后路枕枢/寰枢固定术，持续牵引+单纯后路寰枢/枕髁枢椎关节间松
解+枕枢/寰枢固定术，术中通过 O-arm 3D 影像扫描观察齿状突复位情况及螺钉位置，术后复查颈
椎 CT，测量术前斜坡枢椎角，寰齿间距，术后 3 个月复查 MRI 观察脊髓空洞是否缩小，术后随访
期内观察患者有无感染、脑脊液漏、吞咽困难、感觉和运动功能障碍、脱钉等并发症。
结果 52 例寰枢椎脱位病人，男性 22 例，女性 30 人，包括 1 例后颅窝减压后发生寰枢椎脱位，年
龄 7-57 岁。术前 JOA 脊髓功能评分 7.3±2.1，动力位 X 线可复性脱位 50 例，不可复性 2 例，术
前斜坡-枢椎角 102.5±11.3°，寰齿间距 5.2±0.3mm，合并 Chiari 畸形和脊髓空洞 48 例，持续牵引
+经口齿状突松解+后路枕枢/寰枢固定术 2 例，持续牵引+单纯后路寰枢/枕髁枢椎关节间松解+枕枢
/寰枢固定术 50 例，术中 O-arm 3D 扫描齿状突复位 46 例，术后 3 个月 JOA 脊髓功能评分
14.1±2.3，术后复查 CT 示斜坡-枢椎角 142.6±8.4°，寰齿间距 1.8±0.2mm，术后 3 个月复查 MRI
示脊髓空洞缩小 48 例。术后出现吞咽困难 3 例，其中 1 例严重吞咽困难给予拆除内固定后好转，2
例吞咽困难逐渐好转。术后 1 例摔倒后出现脱钉再次脱位，给予再次翻修手术。经口手术感染 1 例
再次出现寰枢椎不稳，给予再次后路翻修手术。
结论 通过术前动力位 X 线、CT 及 MRI 评估，术中 O-arm 3D 扫描确认复位情况，选择合适在术中
持续牵引下的前后路联合或单纯后路手术，可获得良好的手术效果，但也要随访术后并发症。

PO-150

急性自发性硬脊膜外血肿的病因及诊治分析
彭仁君,丁锡平,奚健,黄鹤,姜冰,袁贤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总结自发性硬脊膜外血肿的病因、诊断及显微手术的治疗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8-2019.1 月本专业组行显微手术治疗的 12 例急性自发性硬脊膜外血肿患者
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 8 例，女性 4 例,年龄跨度 8-59 岁，血肿位于颈段 3 例，颈胸交界 2 例，胸
段 7 例，术前均行 MRI 确诊，统计其发病时临床表现，双下肢肌力、感觉下降出现时间，发病至
手术的时间间隔，病理结果，术前术后 McCormick 神经功能分级。
结果 发病时 11 例首发表现为急性颈部、胸背部疼痛，7 例双下肢肌力下降两级以上时间间隔＜
2h，2h＜5 例（4 例为血管脂肪瘤,1 例为单纯性血肿）＜72h，发病至手术间隔时间 2 例＜6h，剩
余 10 例＜72h，病理结果：4 例单纯血肿，1 例血肿（可疑小血管畸形），1 例确诊为血管畸形，1
例血管瘤，5 例血管脂肪瘤，术前患者 McCormick 神经功能分级Ⅱ级 1 例，Ⅲ级 2 例，Ⅳ级 9
例，术后 1 月随访Ⅰ级 4 例，Ⅱ3 例，Ⅳ级 5 例。神经功能预后和病情进展快慢、发病至手术时间
间隔关系密切，病情进展迅速的患者神经功能预后不佳，发病至手术时间间隔短的患者预后良好。
结论 无明显诱因突发的颈部、胸背部疼痛且进行性出现肢体瘫痪、感觉障碍者需要高度怀疑急性
自发性硬脊膜外血肿，MRI 诊断有独到的优势，该病进展迅速，病理表现多样，病情进展迅速的患
者一般提示预后不佳，急诊手术治疗为首选的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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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1

荧光素钠在脊髓室管膜瘤术中的应用
孙振兴,王贵怀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研究荧光素钠辅助脊髓室管膜瘤手术切除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纳入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外科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术中应用
荧光素钠确定肿瘤边界的脊髓室管膜瘤患者 124 例。均于手术麻醉前 30 min 静脉内注射荧光素钠
（3~4 mg/kg）,术中行神经电生理监测，在传统白光模式和黄荧光模式下交替显影并切除肿瘤，肿
瘤切除后在 2 种模式下分辨肿瘤的残留情况。荧光素钠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指标包括术中黄荧光显影
率，术前和术后 6 个月行 MRI 检查对比观察肿瘤的残留和复发情况。荧光素钠使用的安全性研究
指标包括术前和术后 6 个月进行 McCorMick 脊髓功能分级评估，药物过敏反应等不良反应。
结果 24 例患者中，室管膜瘤 121 例，间变室管膜瘤 3 例，肿瘤全切除率为 97.6%（121/124）。
其中肿瘤荧光显影率 88.7%（110/124，术前均为 MRI 强化明显），在荧光模式辅助下切除肿瘤；
16 例（5 例术前 MRI 不强化，11 例发生肿瘤卒中者 MRI 强化不均匀）荧光不显影或显影不明显，
在白光模式下切除。124 例患者中，McCormick 脊髓功能评级Ⅰ~Ⅳ级的构成比，术前的分别为Ⅰ
级 54.8%（68 例）、Ⅱ级 18.6%（23 例）、Ⅲ级 15.3%（19 例）、Ⅳ级 11.3%（11 例），与术
后 6 个月Ⅰ级 36.3%（45 例）、Ⅱ级 40.3%（50 例）、Ⅲ级 12.9%（16 例）、Ⅳ级 10.5%（13
例）的构成比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6 个月 MRI 检查 3 例间变室管膜瘤残
留，121 例未见复发。使用荧光素钠患者术中未发生不良反应。
结论 荧光素钠用于脊髓室管膜瘤手术治疗具有安全性，黄荧光显影有助于肿瘤全切除和发现术中
肿瘤残留。

PO-152

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王贵怀 1,荆林凯 2,矫健 2,孙振兴 1
1.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2.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目的 脊髓血管母细胞瘤是一种富含扩张、扭曲血管的良性肿瘤，占髓内肿瘤的第三位，其中，单
发的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约占 70%-80%。但是，总体上脊髓血管母细胞瘤只占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
3%，因此目前对于其治疗方式的选择尚无定论，根据病灶所处脊髓节段、解剖层次的不同，显微
外科手术、栓塞、立体定向放疗等都是可以选择的治疗手段。其中，显微手术治疗是目前最推荐的
治疗选择，国际多中心回顾性分析认为显微手术全切成功率在 90%以上。
方法 该回顾性研究入组我中心 2015-02 至 2018-05 手术治疗的且术后病理证实为单发脊髓血管母
细胞瘤（WHO I 级）的 24 例患者。其中男性 13 例，女性 11 例，发病年龄 14-88 岁，中位年龄为
30 岁；病灶脊髓节段好发于颈胸段，与流行病学统计相符。术前和术后采用 McCormick 评分评估
患者神经功能状态。我中心对于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的显微手术治疗常规流程为：术前进行增强核磁
检查，判断肿瘤位置、周围组织毗邻、有无空洞形成等；在此基础上进行动脉造影辅以术中荧光，
有助于判断瘤体供血动脉及引流静脉位置。术中先结扎供血动脉，然后从一侧起整块钝性剥离瘤
体，最后处理引流静脉。
结果 24 例患者中最常见的首发症状为疼痛和麻木。术后复查核磁证实全切率为 100%。术后最常
见的并发症为暂时性神经痛，症状基本在数周后明显缓解或消失。患者术后随访结果显示 23 例患
者 McCormick 评分较术前好转或者维持术前水平，有 1 例患者功能评分级别较术前上升。
结论 考虑诊断为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的患者术前需进行腹部 CT、眼底镜检查等 VHL 好发部位的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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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术中一般采取俯卧位，后入路。术中处理最重要的几点是：1、利用动脉造影及术中荧光技
术，准确的判断供血动脉，由于脊髓血管母细胞瘤多位于脊髓侧方或者腹侧，因此供血动脉多为脊
髓根动脉或脊髓前动脉；2、要采用钝性分离或者电凝、止血材料等多种手段来处理肿瘤边界及表
面的血管，以此来提供一个清晰的术野，并且为整体切除做好准备。

PO-153

脊髓内转移瘤二例
陈大伟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2 例胸髓内转移瘤的诊断及治疗
方法 青年男性，老年女性各 1 例，病史 7-10 天，均表现为胸部束带感及双下肢无力，二便障碍，
男性患者既往 2 年前有髓母细胞瘤手术史，女性患者有结肠占位。影像学检查 T2-4,T8 椎体水平脊
髓内占位性病变，入院后全麻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全部切除肿瘤
结果 2 例患者术后双下肢肌力及二便障碍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1 例行放化疗。术后病理分别为
T2～4 水平髓内髓母细胞瘤播散转移。T8 水平髓内转移性腺癌，来源于胃肠道。
结论 髓母细胞瘤具有经脑脊液播散转移至脊髓软脊膜上的特性，转移可发生在手术前，但多数发
生在手术后。诊断髓母细胞瘤种植转移需要结合髓母细胞瘤手术史、MRI 影像学表现及 CSF 细胞
学检查综合考虑。首次肿瘤切除术中的精细操作对避免医源性脊髓播散转移意义重大。术中应遵循
无瘤原则，冲洗术野及四脑室时避免肿瘤碎片随脑脊液播散，严密修补缝合硬脑膜，术后尽可能的
早期行全脑+全脊髓+局部放疗。结直肠癌转移至脊髓内临床少见，多为血行转移所致，其临床表现
取决于肿瘤的生长部位和大小。一部分患者以脊髓和神经根受压引起的神经系统功能障碍为首发表
现，容易误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征，冠心病等。外科治疗的目的是使脊髓充分减压，恢复脊髓和神经
功能，延长有效生存时间。对于病情发展快，全身情况差，全身多处转移，截瘫时间长的患者不宜
手术。本文 2 例术前术后均应用激素冲击有效缓解了脊髓水肿及充血，术中采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
全切肿瘤，术后双下肢肌力及括约肌功能障碍明显恢复，均在积极随访中。

PO-154

动力位 MRI 在临床诊治脊髓型颈椎病应用
价值的回顾性研究及相关因素分析
孙海燕,华德河,郝其全,孙中政,王永才,王波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

目的 探讨动力位 MRI 在临床诊治脊髓型颈椎病中的应用价值及相关因素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11 月北大医疗鲁中医院脊柱外科收治脊髓型颈椎病患者
38 例（M：F=19：19，57.5±8.9），均行中立位及动力位 MRI。根据动力位 MRI 较中立位 MRI 脊
髓受压是否出现变化分为未变化组（A 组）及变化组（B 组）。A 组：动力位 MRI 较中立位 MRI
脊髓受压未出现变化 12 例；B 组：动力位 MRI 较中立位 MRI 脊髓受压出现变化 26 例。B 组中 12
例动力位 MRI 较中立位 MRI 脊髓受压程度加重，但脊髓受压节段未见变化；3 例动力位 MRI 较中
立位 MRI 脊髓受压程度未见变化，但脊髓受压节段出现增加；11 例动力位 MRI 较中立位 MRI 脊
髓受压程度及受压节段数均增加。分别对 A、B 两组性别、年龄、病程、糖尿病病史、中立位 MRI
与临床症状不相符、颈椎曲度、颈椎间盘退变程度、下颈椎不稳、颈椎退变程度、蛛网膜下腔脑脊
液闭塞、核磁共振 T2WI 像脊髓高信号等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年龄（53.25±6.90 VS 61.40±6.93）、中立位 MRI 与临床症状不相符、颈椎退变程度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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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在引起动力位 MRI 较中立位 MRI 出现脊髓受压变化方面，P 值＜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A、B 两组性别、病程及糖尿病病史对动力位 MRI 较中立位 MRI 脊髓受压出现变化方面，P 值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影像学指标：颈椎曲度、颈椎间盘退变程度、下颈椎不稳、蛛网膜下
腔脑脊液闭塞、核磁共振 T2WI 高信号等影响因素，在引起动力位 MRI 较中立位 MRI 脊髓受压出
现变化方面，P 值＞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将各种影响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经变量筛
选后得到的主要影响因素中立位 MRI 与临床症状不相符及颈椎重度退变，可能是引起动力位 MRI
较中立位 MRI 脊髓受压出现变化的影响因素。
结论 动力位 MRI 可提高对脊髓型颈椎病诊治的临床应用价值；对于中立位 MRI 与临床症状不相符
的老年脊髓型颈椎病患者或者对于伴有颈椎重度退变的老年脊髓型颈椎病患者可考虑行动力位 MRI
检查。

PO-155

miRNA-494 通过靶向 PTEN/AKT/mTOR 信号
通路减轻脊髓损伤中神经细胞凋亡的机制研究
顾士欣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多种细胞，分子和生物化学变化有助于挫伤脊髓损伤（SCI）的病因和治疗结果。在最近的研
究中，在 SCI 后发现了微小 RNA（miRNA）异常表达。然而，关于 miRNA 在 SCI 中的独特作用
的功能意义知之甚少。
方法 我们建立了大鼠 SCI 模型并进行 miRNA 微阵列以分析 SCI 后不同时间的 miRNA 表达。
结果 微阵列数据显示，与大鼠脊髓相比，14 种 miRNA 被上调，46 种 miRNA 被下调 2 倍，而
miR-494 是最显着下调的 miRNA 之一。随后，我们研究了 miR-494 的功能，发现 agomir-494 对
miR-494 的上调改善了脊髓损伤后大鼠的功能恢复，减少了病变大小并抑制了凋亡细胞。
结论 我们的数据显示 miR-494 通过直接靶向 BV-2 细胞中的 30-UTR 来抑制磷酸酶和张力蛋白同
源物（PTEN），AKT / mTOR 途径的负调节物。最重要的是，我们证明了 miR-494 的过表达通过
抑制大鼠 SCI 模型中的 PTEN 表达来激活 AKT / mTOR 信号传导途径。这些发现表明 miR-494 在
SCI 后通过调节大鼠 PTEN / AKT / mTOR 通路而具有保护作用，并且它是 SCI 治疗的潜在候选
者。

PO-156

颈段椎管内畸胎瘤一例
丁亚楠,李志红,赵瑜,金文哲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颈段椎管内畸胎瘤一例的报导
方法 患者男,17 岁，汉族，河北省保定市人。主因：“项部皮下肿物 17 年，发现颈 5 水平椎管内占
位 15 天”入院。既往体健，无类似疾病家族史。右下肢沉重 6 个月,站立不稳 5 个月,双下肢疼痛 4.5
个月"入院.
结果 手术方法:患者麻醉满意后,取俯卧位。取 C3～7 后正中纵行皮肤切口,长约 8cm.下缘跨过皮肤
肿物并呈梭行切开。延皮肤肿物及皮下的纤维束向 C5、C6 方面探查，见纤维束在 C6 棘突水平自
行终止，同椎管腔似无联系。磨开 C5 两侧椎板外缘，并打开 C5 水平椎管，可见硬脊膜在该水平
呈指套样扩张，但末端自行闭锁，未同皮下纤维束畅通，考虑因长期存在，棘突之间的摩擦压迫以
及韧带的生理结构至其原有的连通关系逐渐闭锁。沿指套样扩张的硬脊膜处纵行切开硬脊膜,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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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组织：首先为浓黄色机油样液体，给予抽吸后显露灰白色油脂样物质,其内可见大量黑色毛
发、脂肪及皮脂腺样物质,有完整包膜，边界清楚,脊髓受压,肿瘤与脊髓轻度粘连,显微镜下全切肿瘤
并尤其注意避免瘤腔内物质流入椎管腔内。肿瘤约 1×1×2cm3 大小。严密缝合硬脊膜，固定椎板。
术毕。
结论 术后颈椎 MRI 显示肿瘤切除满意,术后病理诊断为成熟型囊性畸胎瘤。术后患者恢复满意，无
神经功能障碍及无菌性发热等。

PO-157

显微镜下超声骨刀结合磨钻运用进行脊髓纵裂手术的疗效分析
王鹏,江伟,李维新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显微镜下超声骨刀结合磨钻的使用进行手术治疗脊髓纵裂畸形的疗效
方法 19 例脊髓纵裂患者，男性 7 例，女性 12 例，年龄 6-34 岁，平均 20 岁，13 例脊髓纵裂患者
合并脊髓拴系，4 例患者合并脂肪瘤，2 例单纯脊髓纵裂。所有患者均在手术显微镜下运用超声骨
刀切除椎板，显露骨嵴，磨钻磨除骨嵴后剪开分隔的硬脊膜，分别缝合腹侧和背侧的硬脊膜，使双
硬膜管变为单硬膜管；伴有脊髓拴系患者行脊髓和神经根的探查松解，剪断终丝；合并脂肪瘤患者
显微镜下超声吸引器（CUSA）粉碎切除肿瘤。
结果 术后无严重并发症。随访 4 月～4 年，19 例患者术后疗效评价：痊愈 10 例，显效 4 例，有效
3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89．5％。
结论 显微镜下超声骨刀结合显微磨钻的运用可以有效安全的进行脊髓纵裂畸形的手术，并减轻患
者的神经损害。

PO-158

经单侧半椎板显微切除椎管内髓外良性肿瘤的临床应用
冯开明
赣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单侧半椎板显微手术在治疗椎管内髓外良性肿瘤的优缺点及适应证。
方法 回顾性分析赣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于 2014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采用单侧半椎板显微手术
治疗的 28 例椎管内髓外良性肿瘤的临床资料。
结果 经单侧半椎板开窗显微手术切除的 28 例患者中，27 例术后症状与体征明显好转，随访脊柱
稳定性好，1 例由于肿瘤经椎间孔向外生长，与周围组织关系密切行部分切除。术后随访 3-9 个
月，平均 6 个月，没有发现肿瘤复发或是脊柱畸形。
结论 经单侧半椎板结合显微神经外科技术，手术创伤小，脊柱的三柱结构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
有利于脊柱的稳定性，术后反应轻微，远期疗效好，对椎管内髓外良性肿瘤的治疗是良好的适应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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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9

椎管内硬膜外炎性假瘤
李光宇,刘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炎性假瘤也被称作为炎性成肌细胞瘤，在组织学上已被证实为良性肿瘤样变，是一种炎症损
害，原发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病例很少，位于椎管内硬膜外的炎性假瘤更是罕见，我们报告一例，曾
于我院治疗的一位 58 岁女性颈椎患有硬膜外炎性假瘤。本个案报告的目的是：在相关文献综述的
背景下，讨论临床、组织病理学和放射学特征、处理和预后。
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一例椎管硬膜外炎性假瘤的病例进行总结和归纳，同时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分析椎管硬膜外炎性假瘤的临床特点。
结果 位于椎管内的炎性假瘤非常罕见，髓外硬膜内多见，硬膜外炎性假瘤少见，目前报道的只有
12 例，硬膜外炎性假瘤大多累及 2-3 个节段目前报道的最长累及节段为 7 个节段。通过对这些病
例的分析总结，我们发现硬膜外炎性假瘤其中大多位于胸段，还有一些病例为颈段延及胸段，即所
有的硬膜外炎性假瘤均累及胸段，这一现象的原因尚不清楚，也许和肺部炎症多发有关。炎性假瘤
没有特异性的影像学表现，术前很难明确诊断。CT 及 MRI 是炎性假瘤常用的影像学检查。炎性假
瘤影像学表现通常与病变纤维化程度相关，多为软组织占位,常为等密度或高密度,有明显增强效应,
常见脂舫
浸润，肌肉肿大，占位效应还可见骼受损。炎症性假瘤是病因不明的良性病变，可能是对创伤或感
染性损伤的免疫反应。近来有报道认为硬膜外的炎性假瘤和 IgG4 相关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关，但
是本例不考虑为 lgG4 相关的免疫疾病，相反但是患者近期有发热史，发热同时伴有颈部疼痛，实
验室检查发现 ASO 高于正常，考虑此病例中炎性假瘤的发生发展与溶血性链球菌有一定关系。外
科手术切除目前仍是椎管内炎性假瘤的主要治疗手段，与此同时，服用类固醇药物，抗生素或放疗
也能有效减小肿块体积。
结论 炎性假瘤是一种良性病变，有侵袭和复发的可能。脊髓受压症状完整的手术切除病理灶和长
期随访是必要的。因其发病罕见，仍需相关临床治疗经验总结。

PO-160

椎间孔镜技术及显微通道技术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差异：
一项系统评价及网状荟萃分析
梁泽燕,周茂超,陈绍雄,刘仕超,陈春美,庄源东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评估经皮椎间孔镜下椎间盘切除术（percutaneou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discectomy,
PTED）和经皮通道下显微椎间盘切除术（percutaneous tubular microdiscectomy, PTMD）治疗腰
椎间盘突出症（lumbar disc herniation, LDH）的疗效差异。
方法 通过使用医学主题词，我们在 Pubmed、EMBase 及 Cochrane Clinical Trial 数据库全面检索
评价 PTED 及 PTMD 治疗 LDH 的随机对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检索日期
从建库至 2019 年 1 月。两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纳入及评价原始研究、提取分析数据、评估证据质
量等级。主要结局指标包括 ODI 评分、VAS 评分、术中并发症、再次手术率、手术时间；本研究
采用 GRADE 分级进行证据质量评估。当 I2>50%时认为结果异质性高。
结果 本研究最终纳入 6 个 RCT 研究进行系统评价和网状荟萃分析，共涉及 929 名患者，且随访时
间均不少于 12 个月；纳入研究的总体偏移风险为低偏倚风险。与 PTED 组相比，PTMD 组患者术
后 1 年 ODI 评 分 低 （ P<0.0001 ） ， 手 术 时 间 较 长 （ P=0.04 ） ， 术 后 1 年 SumVAS 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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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术中并发症（P=0.52）及再手术率（P=0.98）方面没有明显差异。GRADE 分级结
果为：ODI 评分证据等级为低（Low）；手术时间、SumVAS 评分、术中并发症、再手术率证据等
级均为（Moderate）。
结论 PTMD 与 PTED 治疗 LDH 术后 1 年的疗效收益相近；关于术中并发症及再手术率，两者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O-161

双针法椎管动态造影定位硬脊膜外
蛛网膜囊肿的瘘口及其微创手术治疗
应广宇,朱永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椎管内硬膜外蛛网膜囊肿的瘘口精确定位方法与微创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间收治的 8 例椎管内硬脊膜外蛛网膜囊肿患者的
病例资料。其中男性 4 例，女性 4 例；囊肿位于胸腰段 7 例，胸段 1 例。囊肿最大者累及 6 个节
段。MRI 检查提示为硬膜外蛛网膜囊肿，术前在 DSA 下通过“双针法”：囊肿腔和腰大池蛛网膜下
腔分别穿刺后，沿腰大池注入造影剂，行动态椎管正侧位造影，通过蛛网膜下腔-囊肿间的造影剂
渗漏来明确瘘口节段及左右。在瘘口定位诊断明确后，经半-半椎板开窗，行硬脊膜瘘口修补术。
结果 所有病例均于术前准确判定瘘口部位，并经半-半椎板开窗显微镜下行瘘口修补术。术后半年
影像学随访未见囊肿明显残留及复发。
结论 双针法椎管动态造影能于术前精确判定硬膜外蛛网膜囊肿的瘘口位置，有助于采取微小骨窗
下完成硬膜瘘口修补手术，极大地减少手术创伤，对术后脊柱稳定性的维持意义重大。

PO-162

内镜下后内侧支射频切断术在腰椎小关节综合征中的应用
卢光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后内侧支射频切断术在腰椎小关节综合征中的疗效。
方法 筛选 2017 年 8 月~2018 年 3 月间在北京市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腰椎小关节综合征患者 12
例，具体入组标准：经正规保守药物治疗至少 2 月效果欠佳或者无效，术前 VAS 评分 7 分以上，
分别经两次内侧支阻滞疗效>50%以上情况下，则入组行内镜下后内侧支射频切断术；所有患者随
访 6 月~1 年时间，评价标准为：术前、术后出院时、术后 3 月，以及最远随访时间点的 VAS 评分
和生活能力评定，并做统计学分析。
结果 所有入组患者与术前比较，后 3 个随访时间点的 VAS 评分和生活能力评定 P 值均<0.01，具
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在随访时间段内，疗效在 3 月~6 月期间趋于稳定。
结论 内镜下后内侧支切断术在镜下可直观看到后内侧支，可精确毁损，并避免临近组织破坏，随
访期间疗效确切，是一种可靠的治疗腰椎小关节综合征的方法。不足之处是样本量小，随访时间尚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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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3

先天性颅颈交界区畸形的诊断和临床路径体会
范涛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颅颈交界区畸形的具体分类、诊断标准及手术治疗的临床路径
方法 颅颈交界区畸形是颅骨枕骨大孔区及上颈椎以及该区域的脑、脊髓先天发育畸形。颅颈交界
区畸形通常包括：扁平颅底、颅底凹陷、寰枕融合、颈椎分节不全、寰枢椎脱位、齿突不连续等骨
性畸形和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脊髓空洞等。以上几种畸形常同时存在，亦可单独存在。本文回顾
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单中心手术治疗的 389 例先天性颅颈交界区畸形病例，根据各种
颅颈交界区畸形的具体分类和诊断标准，明确责任病理特点：Chiari 畸形、颅底凹陷、寰枢椎脱位
等，制定相应的临床诊疗路径，选择针对性手术治疗方案。
结果 将 Chiari 畸形 I 型脑脊液动力学异常分为三型，采取相应的硬膜下减压和蛛网膜下减压，脊髓
空洞减小率 88.5%；并发症小于 3.5%。将颅底凹陷细化分为四型，根据是否合并脊髓空洞和/或寰
枢椎脱位，采用针对性后路减压复位固定融合术，并发症发生率 5.8%。根据寰枢椎脱位的程度，
采用单纯后路复位固定术、后路关节间撑开复位固定术以及前后路联合手术，复位率大于 80%，
融合率大于 95%。
结论 根据各种颅颈交界区畸形的具体分类和诊断标准，明确责任病理特点：Chiari 畸形、颅底凹
陷、寰枢椎脱位等，制定相应的临床诊疗路径，选择针对性手术治疗方案，可大大减少这类疾病的
医源性并发症，并提高手术治疗效果。

PO-164

应用机器学习构建脊髓低级别星形细胞瘤患者 5 年生存预测模型
满韦韬 1,2,章强 3,王贵怀 2,1
1.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2.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3.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

目的 机器学习作为人工智能的分支，在临床数据的分析的应用逐渐成为趋势。本研究应用随机森
林（Random Forest）分类器分析脊髓低级别星形细胞瘤的临床资料，构建判断脊髓低级别星形细
胞瘤患者是否能获得 5 年生存的预测模型，指导预后评价。
方法 筛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监测、流行病学和结果”数据库（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SEER）2004-2010 年确诊的，脊髓低级别星形细胞瘤病例。纳入标准：1.原发部位
位于脊髓，2.WHO 分级为 I、II 级的星形细胞瘤；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恶性肿瘤；2.尸检诊断的
星形细胞瘤；3.无生存时间的病例。随访时间为 5 年。用随机森林分类器构建患者 5 年生存预测模
型。输入变量包括：连续变量：年龄、肿瘤长度；分类变量：性别、是否手术、是否放疗、手术方
式（全切、部分切除、未手术）。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的缺失值分别用平均数、众数替代。输出变
量为诊断后第 60 个月的生存状态（是、否）。用 10 倍交叉验证对预测模型进行测试，用受试者工
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urve, ROC）评价预测模型的有效性。
结果 共纳入脊髓低级别胶质瘤患者 225 例，其中男性 131 例（58.2%），女性 94 例（41.8%），
平均年龄 30.73 岁，肿瘤平均长度 55.12mm，WHO I 级 98 例（43.6%），WHO II 级 127 例，
177 例（78.7%）接受手术，其中全切 53 例，次全切例 35 例，部分切除 89 例，接受放疗例 86 例
（38.2%）。患者 5 年生存率 77.3%。随机森林分类法构建预测模型的 ROC 曲线下面积=0.703
（SE 0.041，95% CI 0.623，0.784），灵敏度 0.667、特异度 0.745、符合度 0.607、约登指数
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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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机器学习构建脊髓低级别胶质瘤患者 5 年生存预测模型具有可行性，对患者预后评价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但 SEER 数据库资料具有局限性，需进一步利用我国患者数据优化预测模型。

PO-165

椎管内尤因肉瘤/外周原始神经外胚层
肿瘤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因素分析
陈军,王煜,郑一枫,樊畈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 的 椎 管 内 尤 因 肉 瘤 / 外 周 原 始 神 经 外 胚 层 肿 瘤 （ Ewing sarcoma/peripheral 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rs ES/pPNETs) 是 一 种 罕 见 的 高 度 恶 性 肿 瘤 。 由 于 国 内 外 对 椎 管 内
ES/pPNETs 的研究多为个案报道，尚无大宗病例的长期随访和总结，很难对椎管内 ES/pPNETs
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椎管内 ES/pPNETs 的临床特点，并统计分析不同因
素对 ES/pPNETs 患者的预后影响，这对指导临床治疗及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003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经手术治疗
且病理检查及免疫组化染色证实的 40 例椎管内原发尤因肉瘤/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的临床资料。所
有病例患者的肿瘤标本均行 HE 染色和免疫组化分析，其中有 6 例肿瘤标本应用荧光原位杂交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技术进行易位基因检测。采用 Kaplan—Meier 法估计 40
例患者的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 OS)和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Log-rank 检验进行单因素生存分析，将单因素分析结果中 P≤0.1 的因素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
行多因素生存分析。
结果 40 例患者中，男 24 例、女 16 例， 男:女=3：2。患者年龄为 1～45 岁，平均 21.9 岁。FLI-1
的阳性率为 65%，CD99 的阳性率为 100%。6 例行易位基因检测的患者均有 t(11；22)(q24；q12)
染色体易位，并检测到其产生的 EWS／FLI-1 融合基因。本组患者 PFS 和 OS 的中位数分别为 14
个月和 25 个月。1 年，2 年和 5 年的 PFS 率分别为 57.7％，30.4％和 9.5％。1 年,2 年和 5 年的
OS 率分别为 74.8％，50.7％和 12.2％。单因素 Log-rank 分析结果显示，肿瘤切除程度、术后
Frankel score、术后放疗和化疗均为患者 OS 和 PFS 的影响因素(均 P<0.05)。多因素 Cox 逐步回
归分析显示，术后辅助放疗及肿瘤切除程度均为患者 OS 和 PFS 的独立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 椎管内原发 ES/pPNETs 是极其罕见的高侵袭性及高度恶性肿瘤，生长迅速、病程短、进展
快、误诊率高、预后极差。CD99 联合 FLI-1 对 ES/pPNETs 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易位基因
（EWS／FLI-1 融合基因）检测是其诊断的金标准。显微手术全切除肿瘤是治疗首选。手术的目的
是明确病理诊断，减少肿瘤负荷，改善压迫症状。术后联合放、化疗等综合治疗可提高患者的生存
质量和延长生存期。

PO-166

脊柱脊髓膜性手术技术及临床应用
田复明,李昊,朱健强,窦长武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掌握脊柱脊髓病变与神经血管及其周边膜的解剖推挤关系对于设计入路和找出最佳的分界
面，沿膜性界面限无创伤切除肿瘤，减少对血管神经的干扰，提高疗效，降低病残率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通过对人尸体脊柱区膜性结构及内容物的显微解剖，了解椎管膜结构分布、走行特点及其
与神经根的关系，对脊柱膜结构进行分型。总结脊柱脊髓病变蛛网膜袖套切除技术。
方法 1.收集 20 例防腐固定的成人脊柱标本，切除全部棘突、椎板、关节和韧带，小心去除黄韧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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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硬膜外脂肪，镜下切开硬脊膜，从后方沿蛛网膜剖分离，镜下脊柱蛛网膜走行、分布、形态学特
点及其与脊髓和神经根关系。2.总结脊柱脊髓病变膜性手术技术，统计手术疗效。
结果 1.小梁蛛网膜的形态和结构变异较大，可呈网状，由纤细坚韧的蛛网膜小梁交织而成，有大小
不等、或疏或密的窗孔；也可呈膜状，完整无窗孔，透明或半透明；也可呈短带状或条索状。在椎
间管内口，纤维连接及较多软组织填充，运动和感觉神经根被坚韧的根袖紧密包绕，不宜活动，缓
冲空间小。椎间管（骨纤维管）的神经根袖周围有较多的硬膜外脂肪填充及丰富的静脉丛，根袖借
助少量的纤维筋膜样组织连接固定于骨纤维管内壁，袖内硬膜、蛛网膜袖套、软膜构成的神经根袖
紧密而坚韧的包绕神经根，越往外走越是紧密，后根至神经节根袖几乎与神经节融为一体，分离困
难；蛛网膜下隙也是越往外走越是紧密，脑脊液在相邻蛛网膜池之间循环受到小梁蛛网膜不同程度
的阻碍，但其窗孔或神经、血管出进小梁蛛网膜时的缝隙，脑脊液得以交通和循环。2.脊柱脊髓病
变推移神经根周围的软膜和蛛网膜，进入不同池、孔，形成病变表面的数层膜结构，一般有一层软
膜，一层至数层蛛网膜。在切除病变时，尽量保留软膜的完整，以避免损伤膜袖套内的神经、血
管，并保持其功能。术中充分评估脊柱脊髓病变与膜结构分界、包被关系及粘连程度，利用膜性结
构，尤其是蛛网膜袖套，在袖套内显微手术，对脊髓和神经功能保留及甚至恢复是必要的。
结论 掌握脊柱脊髓病变与神经血管及其周边膜的解剖推挤关系对于设计入路和找出最佳的分界
面，沿膜性界面限无创伤切除病变，减少对血管神经的干扰，提高疗效，降低病残率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

PO-167

3D 高清外视镜在椎管内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寿佳俊,车晓明,顾士欣,刘晓东,顾文韬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探索总 3D 高清外视镜在椎管内肿瘤（包括髓外硬膜下、硬膜外、椎管内外沟通）手术中的应
用和技巧，比较其与传统且成熟的显微外科手术切除椎管内肿瘤的的差别和各自优缺点。
方法 回顾性研究分析，2018 年以来同一医疗中心同一手术者的 12 例 3D 高清外视镜下手术的椎管
内肿瘤病例，及与同期进行的传统显微外科切除病例的比较。包括：手术时间、出血量、肿瘤切除
程度、术后并发症率、患者术前术后疼痛程度、住院天数以及医疗费用等。
结果 3D 外视镜组 12 例，显微组 25 例。外视镜组平均手术时间长于显微组，其余在肿瘤切除程
度、术中出血量、肿瘤切除程度、术后并发症率、住院天数等与显微组无明显差异。
结论 3D 外视镜下切除椎管内肿瘤，与传统显微手术方式比较，存在手术设备准备时间偏长，部分
手术器械要求更高，需要克服一定的学习曲线和适应过程等缺点。但在关键的如肿瘤切除程度、术
中出血等方面与显微切除无差异。且具有更有利于微创化、特殊角度的观察更佳、操作更直观、术
者操作舒适度较高，助手和器械护士视野及配合度更好等优势。在某些类型的椎管内肿瘤手术中值
得推广应用。

PO-168

脊柱退变合并椎管肿瘤—神经外科微创思路
郑小斌,陈剑舞,王硕彬,吴喜跃,林章雅,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回顾近期完成的脊柱退变合并椎管肿瘤的诊疗方式及预后。
方法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0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完成 4 例明显脊柱退变合并椎管肿瘤的病
例，分析因素包括患者的年龄、病程、首发症状、JOA 评分、ODI 评分、VAS 评分、脊柱退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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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与椎管肿瘤节段的位置关系、手术方式、预后情况等。
结果 患者平均年龄 52.6±13.1 周岁，平均病程 1.8±1.1 年，首发症状单侧下肢疼痛 2 例，单侧下肢
疼痛合并下腰痛 1 例，单侧下肢疼痛合并上腰部疼痛 1 例。2 例椎管肿瘤位于明显脊柱退变节段，
1 例肿瘤位于脊柱退变临近节段，1 例肿瘤位于脊柱退变远隔节段。2 例椎管肿瘤与脊柱退变相同
节段，其中 1 例为神经鞘瘤合并椎间盘突出，采用椎间盘镜通道单侧半椎板手术治疗，另 1 例为关
节囊肿合并椎管狭窄，采用后路脊柱内镜手术治疗。1 例肿瘤位于脊柱退变临近节段采用脊柱通道
联合椎间孔镜手术治疗。1 例肿瘤位于脊柱退变远隔节段病情复杂，因椎管肿瘤外院行肿瘤切除并
内固定手术，疼痛持续加重，复查手术部位肿瘤残留，两年前我院二次手术，疼痛仍继续加重，复
查 MR 提示内固定临近节段显著退变，长期自行注射杜冷丁止痛，自杀未遂，再次入院经诊断性注
射排查内固定临近节段责任，颈胸椎 MR 提示中胸段椎管内肿瘤，行单侧经肌间隙半椎板入路肿瘤
切除，疼痛缓解，本例病例具有显著临床诊疗思辨价值。
结论 根据椎管肿瘤与显著脊柱退变的位置关系，结合临床症状责任节段，个体化选择手术方式，
切除肿瘤基础上微创处理脊柱退变。脊柱退变合并椎管肿瘤存在病情隐匿，责任节段不明的情况，
需要有缜密的神经学诊疗思辨思路，避免过度医疗或不当治疗以及临床纠纷的出现。

PO-169

椎管内髓外硬脊膜下肿瘤的诊断与治疗
郑首学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椎管内髓外硬脊膜下肿瘤患者的临床相关资料，以探讨椎管内髓外硬脊膜下肿瘤的诊断
与显微外科治疗。
方法 选择我院自 200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期间经显微手术治疗椎管内髓外硬脊膜下肿瘤患者
82 例，男 32 例，女 50 例。年龄 22 岁至 79 岁，平均 36.7±3.1 岁。病变发生于颈椎椎管内 37
例，胸椎椎管内 22 例，腰椎椎管内 23 例，表现为肢体无力、肢体麻木、疼痛感、无大小便障
碍，其中神经鞘瘤 54 例，神经纤维瘤 4 例，脊膜瘤 24 例，病程 2 周至 13.6 年，平均 23.6±2.4 个
月。每位患者均做 MRI 平扫 和强化检查， MRI 表现（神经鞘瘤表现 T1WI 呈明显低信号，T2WI
明显高信号，增强后多呈均匀明显强化；神经纤维瘤表现 TlWI 呈低等信号，T2WI 呈高信号，增强
后中到重度强化；脊膜瘤表现圆形或类圆形，与硬脊膜宽基底接触，T1WI 等低信号，T2WI 等信
号，少数钙化，增强后明显均一强化，“脊膜尾”征可见）诊断后予以显微手术治疗，病理诊断与术
前诊断吻合。通过对术前、术后及随访时脊髓功能进行评级（McCormick 评级法），评估患者的
预后。
结果 本组 82 例检查结果中，脊膜瘤 24 例，神经鞘瘤 54 例，神经纤维瘤 4 例， MRI 诊断；术前
CR（或术前 MR）Mark 定位准确率 100%，手术中本组肿瘤全切率为 100%，未见有各种并发
症，随访中未见复发患者，脊髓神经功能恢复良好。
结论 椎管内髓外硬脊膜下肿瘤以良性病变为主，其中常见于神经鞘瘤和脊膜瘤。前者约占椎管内
肿瘤的 23.1%-46.7%，后者约占 12.9%-32.3%[1]。Ozawa 等观察发现：神经鞘瘤的平均病程为
6.7±2.7 年，年平均增长率为 2.3±5.5%；脊膜瘤的平均病程为 4.3±2.5 年，年平均增长率为
7.0±8.5%[2]。MRI 是诊断髓外硬膜下肿瘤的首选方法。手术是最佳方法，通过术前影像准确定位
（3）
，精准显微手术完全切除，术中注意对脊髓神经严格保护，术后患者脊髓功能能得到一定改
善，预后良好。文献报道的椎管病变的并发症发生率约为 11%。其中以小便功能障碍及尿路感染
（ ）
居多，约为 3.7%，其次术后出血占 2.5% 4 ，本组未见上述并发症。术前脊髓功能状况是影响预
后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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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0

颈椎后路翻修术后发生脑脊液漏并发中枢感染的研究
杨九杰 1,赵伟 2,李治 2,杨立枫 2,田野 3
1.沈阳医学院
2.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3.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颈椎后路翻修手术注意事项及并发中枢性感染的处置方法，为今后临床工作提供帮助。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颈椎后路翻修手术术后发生脑脊液漏并发中枢性感染的病例，通过对病例的
详细分析，并查阅相关文献，同时结合医师自身多年的临床经验，进行分析并总结。
结果 对于颈椎后路翻修手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预防和处置。1.术前定植菌筛查。对于筛查
结果阳性的患者，于术前及术中应进行相应的处置，即术前三天进行去定植化、术中进行抗生素生
理盐水冲洗和术区喷洒万古霉素；2.对于颈椎后路翻修手术的术中操作，应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
手术操作流程，即骨膜下从健康组织开始剥离，避免损伤重要结构；3.对于术中出现硬脊膜破裂的
患者应积极进行无损伤修复；4.对于术后脑脊液漏合并中枢性感染应遵循“三早原则”，即早发现、
早诊断、早处置。
结论 在临床工作中由于患者的个人情况不同，同一种疾病的临床表现也不尽相同。临床工作者应
该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够早期发现异常情况，尽早作出正确判断，规范有
序的进行临床治疗，降低患者术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

PO-171

椎旁神经肿瘤的手术治疗
齐向前,毕云科,侯典琦,沈上杭,薛亚军,楼美清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椎管旁神经源性肿瘤的显微手术技术和脊柱稳定性。
方法 回顾分析近 2 年手术治疗的 10 例椎旁肿瘤的围手术期临床资料和随访结果，其中神经源性肿
瘤 7 例。
结果 肿瘤位于颈段 4 例，胸段 5 例，腰段 1 例。肿瘤全切除 9 例，次全切除 1 例；其中 1 例采取
胸腔镜手术，3 例患者采取了术中椎弓根或侧块螺钉内固定。病理结果：神经鞘瘤和神经纤维瘤 7
例，肌结缔组织良性肿瘤 1 例，骨巨细胞瘤 1 例，血管瘤性病变伴慢性炎症反应 1 例；所有病例均
随访，术后症状均显著改善，1 例患者出现一过性下肢力弱，术后肿瘤无复发。
结论 椎管外神经源性肿瘤以神经鞘瘤和神经纤维瘤最为常见，手术切除能改善患者症状并提高其
生活质量。手术原则是充分了解并暴露解剖出瘤体及其周围毗邻重要血管、神经、组织、器官等，
在保障神经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全切肿瘤，对于脊柱的稳定性破坏较大需要采取内固定。

PO-172

超声骨刀在颈椎前路椎间隙后缘楔形减压中的应用
倪兵,朱宏伟,舒伟,杜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探讨在颈椎前路椎间融合手术中，采用超声骨刀楔形切除责任椎间隙后缘增生骨赘的手术技
巧和安全性，及对切除突入椎管的髓核组织，彻底减压硬膜囊神经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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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颈椎间盘突出致脊髓型颈椎病，病变节段不超过 3 个椎间隙，责任间隙椎体后缘骨赘突
入椎管患者 26 例。采用传统颈椎前路显露，显微镜下切除责任椎间隙内容物后，用超声骨刀楔形
离断上位椎体后下缘及下位椎体后上缘的唇样突出骨质，从钩椎关节后内侧纵向离断骨质至骨片完
全游离，后离断后纵韧带，松解后纵韧带与硬膜囊腹侧粘连后，完整切除游离骨赘及韧带，楔形减
压椎间隙后缘，显露硬膜囊前缘，直至清晰看到硬膜囊搏动。记录术中出血量，采用术前术后颈椎
JOA 评分判断疗效及手术前后 CT 矢状位、轴位重建判断减压效果。
结果 26 例患者，男性 17 例，女性 9 例；双节段手术 11 例，单节段手术 15 例；手术出血量
50ml~120ml，平均每个节段显微镜下操作时间 30min~70min，术前平均 JOA 评分 8.3，术后 7 天
平均 JOA 评分 13.5，平均手术改善率 59.7 %；术后 CT 与术前 CT 相比，显示 17 例（65.4 %）
患者责任间隙后缘骨赘和突入椎管压迫硬膜囊的髓核组织完全切除。无感染、硬膜外血肿、神经根
脊髓损伤，无术后症状加重患者。
结论 采用超声骨刀离断责任椎间隙椎体后缘唇样突出骨质，游离硬膜囊腹侧粘连，整体切除后纵
韧带、突出髓核及后缘骨赘，切除彻底，便捷快速，脊髓及神经根损伤发生率低， 因此 ACDF 术
中后缘减压可考虑采用超声骨刀辅助。

PO-173

Caspar 牵开器辅助下的微创椎管内肿瘤切除术经验分享
姚玉强,苏亦兵
北京积水潭医院

目的 探讨 Caspar 牵开器辅助椎管内肿瘤微创手术的疗效分析。
方法 分析我科自 2017 年开展的 Caspar 牵开器辅助椎管内肿瘤微创手术患者的肿瘤特征、手术时
长、术中失血量、平均住院日、手术效果等，并与 2015-2016 年常规全椎板切除+复位组比较。
结果 我科自 2017 年新开展 Caspar 牵开器辅助下椎管内肿瘤微创手术患者共 23 例。其中 17 例为
髓外硬膜下肿瘤，6 例为硬膜外肿瘤；颈段肿瘤 5 例，胸段肿瘤 7 例，腰段肿瘤 10 例，骶管肿瘤
1 例；术后病理 18 例为神经鞘瘤，4 例为脊膜瘤，1 例为血管脂肪瘤。肿瘤长度为 1.5~5.7cm（平
均 2.8±1.6cm）。手术采用半椎板或椎板间入路，切口长度 4.5~7.5cm（平均 5.6±1.1cm），手术
时间 90~255 分钟（平均 154±56 分钟），术中失血 50~300ml（平均 108±81ml），术后 3 天左右
下床活动，术后 3~6 天（平均 4±0.6 天）出院，术前改良的 Mccormik 评分为 1~2 分（平均
1.5±0.5 分），出院时改良的 Mccormick 评分均为 1 分（无明显功能障碍，生活自理）。与常规全
椎板切除+复位组比较，微创手术组切口平均长度显著低于对照组（5.6±1.1cm vs 11.5±2.1cm，
P<0.05），手术时间明显缩短（154±56 分钟 vs 184±67 分钟，P<0.05），术中失血量低于对照组
（108±81ml vs 179±89ml，P<0.05），术后平均住院日亦明显低于对照组（4±0.6 天 vs 9.2±1.7
天，P<0.05）。
结论 与常规全椎板切除+复位组比较，微创手术组切口小、手术时间短、术中失血量少、平均住院
日明显缩短，对全脊髓节段的髓外硬膜下肿瘤及髓外肿瘤均安全有效，适宜推广。

PO-174

新式腰椎皮质骨轨迹置钉方法的应用
周腾鹏,张顺聪,袁凯,梁德,罗培杰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一种新式腰椎皮质骨轨迹（cortical bone trajectory，CBT）置钉方法的影像学可行性。
方法 Matsukawa 等利用 CT 扫描对 100 名成人中的 470 个椎体进行钉道的形态学测量，认为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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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轨迹在左侧椎弓根，进钉点位于 5 点钟方位，钉道指向 11～12 点钟方向；在右侧椎弓根，进钉
点位于 7 点钟方位，钉道指向 12～1 点钟方向，同时提出当螺钉指向上终板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区域时可以获得较好的固定强度。将 Matsukawa 提出的理想轨迹进行几何学分析，发现置钉方向
大致等同于外展角 15-30°。Shunji 等测量腰椎各节段的的头倾角与外倾角角度基本一致，认为理
想的皮质骨轨迹头倾角应当大于 22.55°。本方法定义峡部外侧缘的内侧 3mm 处为进钉点（正位片
上投影位于横突下缘与椎弓根投影内侧缘交点），同侧棘突最下缘与外侧壁的交点为辅助点，进钉
点与辅助点的连线作为置钉通道。随机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于我院就诊的患者 100 名
的腰椎正、侧位片。测量指标与方法：正位片上定义椎弓根投影内缘垂线与下缘的交点为进钉点
A，同一椎体棘突下缘与外侧缘交点作为参考点 B，AB 连线 O 为置钉方向；侧位片上定义椎弓根
最下缘为进钉点 C，经棘突外侧缘作一垂线 P，经棘突下缘平行椎体下终板作一直线 Q，直线 Q 与
P 交点为侧位片参考点 D，CD 连线 R 为指定方向，分别测量直线 O 的外倾角 α、直线 R 的头倾角
β 以及直线 R 在椎体上终板的投影与上终板长度的比值 θ。对采用此方法的腰椎皮质骨钉道的头倾
角、外展角及上终板投照比例等指标进行测量、分析。
结果 本研究中测量所有患者的腰椎皮质骨钉道的外展角 α 为（23.63±5.90）°，头倾角 β 为
（30.57±4.92）°，上终板投照比例 θ 为（42.44%±9.35%），与国内外有关文献的研究结果大致
相同。在脊柱侧弯病人中，由于 X 线投照为二维平面，两侧棘突外缘厚度不一，双侧椎弓根不对
称，按照此方法测量的外展角也存在较大差距。侧弯越明显，外展角差异越大。
结论 采用此种方法置入腰椎皮质骨螺钉在影像学上具有可行性，其头倾角、外展角与国内外研究
结果大致相同。通过此方法置入皮质骨螺钉理论上可以取得较好的固定强度。其临床实用性有待进
一步验证。

PO-175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Primary Intraspinal Tumors:
17-Year Data from A Single Center
Fang Shen1,XiaoHang Jiang2,Guang-Yu Ying2,Xin-Ben Hu2,Wei Gao2,Yu-Cheng Ren2,Yong-Jian Zhu2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Ningbo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Ningbo， China
2.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Backgrou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neoplasms are relatively rare among
human malignancies, and primary intraspinal tumors are even more unusual and only account for
2% to 4% of CNS tumors. There are limited epidemiologic data available in the literature on
primary intraspinal tumors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single centerbased regional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of primary intraspinal tumors in China.
Methods Methods: This is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all patients who were surgically managed for
primary intraspinal tumors between February 2000 and July 2016 (17 years) at the Neurosurgical
Department of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Their medical
records were reviewed and analyzed for the demographic features (including age, sex, and
residential regions within China), tumor location, affected vertebral level, histopathology, surgical
outcome, and average hospital stay.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by phone calls for survival and
tumor recurrence.
Results Results: There were a total of 1478 patients who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and their
median age was 48 years old (range 2-105 years old). 50.87% of tumors occurred in males, and
69.4% of the patients were from rural areas. The pain was the most common presenting symptom.
80% of primary spinal tumors were located intradural-extramedullary. The thoracic region was
most commonly involved, especially at T12-L1 segments. The histopathological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914 schwannomas (61.8%), 242 meningiomas (16.37%), 90 ependymomas (6.1%),70
hemangiomas (4.74%), 42 lipomas (2.84%), 29 neurofibroma (1.96%), 25 astrocytomas (1.7%),
21 hemangioblastomas (1.42%), 11 sarcomas (0.74%), and 34 other histological subtypes (2.3%).
All Patients underwent microsurgical resections, and only 29 patients (1.4%) experienced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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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urrence at the on average 3-year follow-up.
Conclusions CONCLUSION: This was the first single center based regional epidemiologic study
with the largest patient cohort of surgically treated primary intraspinal tumors in Zhejiang province
(East China). Primary intraspinal tumors are mostly benign and microsurgical resection would be
expected to produce a cure in most patients.

PO-176

脊柱后路手术术后局部感染及切口愈合不良的评估因素及清创
范海涛,郭华,辛涛,张睿,杨帆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切口局部感染及愈合不良是神经外科脊柱后路手术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不能及时发现并处理
手术区局部感染，将大大增病人的痛苦及花费，甚至引起更严重的并发症。影响刀口局部感染及愈
合不良的因素很多，主要为病人年龄、糖尿病、营养状况、手术范围及时间、既往手术史以及失神
经支配等。术后病人的体温、C 反应蛋白、伤口局部的红肿热痛、伤口有无渗出、渗出物的细菌培
养等是判断局部感染的重要指标。如何早期正确的处理局部感染及时果断再次清创将决定治疗感染
的成败。
方法 本研究回顾近 2 年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外科后路手术发生的 15 例局部切口感染及不愈合的治疗
经过。其中 13 例病人再次局麻下行清创术后病人切口完全愈合；1 例病人由于切口部位失神经支
配一期清创后切口仍未愈合，转创面修复科行多期清创及负压引流后愈合；1 例病人尽管给予局部
清创，但是病人感染加重引起颅内感染和脑积水致病人死亡。
结果 研究发现术后病人的体温不能完全反应局部感染情况，但是 C 反应蛋白的上升及病人刀口部
位的疼痛感是早期发现病人切口感染的重要指标。术后 1 周病人 C 反应蛋白不降反升高、病人刀
口感觉不适及疼痛，即使病人体温不高仍警惕手术部位感染的可能。如发现刀口愈合不良应尽早性
一期清创治疗。
结论 脊柱后路手术病人明确局部感染或刀口愈合不良应及时尽早清创。一期清创将切口处坏死的
肌肉、疑似感染物、人工硬膜、植骨彻底清除，尽量避免取出螺钉、钛板；切口一期缝合置引流
管。切口感染合并脑脊液漏，应首先一期清创并置引流管，尽量避免首先放置腰大池。术后给予营
养支持，持续观察 C 反应蛋白的变化及刀口情况。

PO-177

小骨窗减压伴外层硬膜剥离治疗 Chiari 畸形
手术前后枕骨大孔区脑脊液电影变化的临床研究
吕世刚,何伟,肖爵贤,罗海涛,郭瑶,程祖珏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动态观察 Chiari 畸形合并脊髓空洞患者行后颅窝小骨窗减压伴外层硬膜剥离手术前后枕骨大
孔区脑脊液电影的变化情况，分析其与脊髓空洞及临床症状的关系。
方法 搜集我科自 2016 年 6 月-2018 年 12 月 Chiari 畸形并脊髓空洞手术患者 35 例，均行后颅窝小
骨窗减压并浅层硬膜剥离手术，术后 1 周、3 个月、1 年复查脊椎 MRI 及枕骨大孔区脑脊液电影，
测量脊髓空洞长、宽径，并行 Chiari 畸形评分，判断 Chiari 畸形合并脊髓空洞患者脑脊液电影与脊
髓空洞和临床症状的关系。
结果 后颅窝小骨窗减压伴外层硬膜剥离手术能有效改善 Chiari 畸形患者枕骨大孔区脑脊液的流
向、流速及压力梯度，脊髓空洞的好转程度与枕骨大孔去脑脊液的压力梯度改善密切相关，Chi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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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评分与脑脊液电影的改善成正相关。
结论 后颅窝小骨窗减压伴外层硬膜剥离手术能有效改善 Chiari 畸形合并脊髓空洞患者的预后。

PO-178

显微手术治疗椎管肿瘤 153 例临床分析
吕世刚,程祖珏,何伟,肖爵贤,郭瑶,祝新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椎管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方法，分析在临床治疗椎管肿瘤过程中的相关策略。
方法 回顾随访我院神经外科 2015 年 12 月-2018 年 6 月收治的椎管肿瘤手术患者 153 例，利用半
椎板、全椎板及椎板关节突开窗方式行显微镜下肿瘤手术切除。
结果 本组随访病例术后无完全截瘫及死亡等重大并发症；术后随访 6-38 个月，3 例髓内胶质瘤半
年后复发行放射治疗，1 例颈髓内肿瘤患者术后出现颈椎后凸畸形行再次手术矫形；术前术中判断
脊柱稳定性的破坏程度，其中 52 例病例行脊柱内固定，所有内固定患者无钉棒脱位、拔钉；随访
病例手术后脊髓功能评分明显优于术前。
结论 显微手术治疗椎管肿瘤复发率低、预后好、并发症少；采取有效的方案对于减少椎管肿瘤术
后的并发症至关重要。

PO-179

3D Evalu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Vertebral Artery at
the Craniovertebral Junction in 120 Patients with Basilar
Invagination and Atlas Occipitalization
Yiheng Yin1,Guangyu Qiao1,Xinguang Yu1,Yiheng Yin1,Guangyu Qiao1,Xinguang Yu
1.No. 301 Hospital

Objective Patients with basilar invagination (BI) and atlas occipitalization usually present
abnormal anatomy of the vertebral arteries (VAs) at the craniovertebral junction (CVJ), which can
have increased potential risk of injury during surgery. This article is aimed to describe and
evaluate different types of VA variations at the CVJ with 3D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and further
classify the VA variations and measure the anatomic parameters related to these variation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patients with BI and atlas occipitalization who had undergone
computed tomographic angiography were retrospectively studied. The imaging data were
processed via the SFOFC-VR (separating, fusing, opacifying and false-coloring-volume rendering)
technique to display the 3D structures of the VA and bone with different colors. The related
anatomic parameters of the VA at the CVJ were measured.
Results There was a total of 230 sides of the VA, not including the absent 10 sides (Type VII).
Among the observed VAs, seven different types were summarized and described. Type I (64
sides, 26.7%) VA enters the cranium after leaving VA groove on the posterior arch of atlas in
patients with partial atlanto-occipital assimilation. Type II (128 sides, 53.3%) VA enters an
extraosseous canal created in the assimilated atlas lateral mass-occipital condyle complex before
reaching the cranium. Type III (28 sides, 11.7%) VA courses above the axis facet or curves below
the atlas lateral mass and then enters the cranium below the bone of assimilated infraoccipital
margin. Type IV (3 sides, 1.3%) VA enters the spinal canal under the lamina of the axis without
passing through the transverse foramen of the axis. Type V (75 sides, 31.3%) VA courses too
medially, posteriorly, and/or high in the axis VA osseous canal with an narrow axis isthmus width
and height. Type VI (7 sides, 2.9%) VA divides into two branches, one course ab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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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milated atlas , whereas the other course below the atlas and join the former. Type VII (10
sides, 4.2%) VA is absent.
Conclusions Seven types of VA variations were described in patients with BI and atlas
occipitalization. Based on 3D imaging with the SFOFC-VR technique, the 3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urse of VA variation and CVJ anatomy were clearly showed, and more valuable
anatomical information were offered for rational surgical manipulations and treatment planning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minimize the risk of VA injury.

PO-180

椎体压缩性骨折合并垂体瘤治疗经验分享
冯鲁乾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椎体压缩性骨折是骨质疏松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对患者造成持续且严重的疼痛，导致生活
质量下降。但有部分患者的骨质疏松是因为垂体腺瘤引起激素分泌紊乱而导致的，如果未能及时发
现导致漏诊或者误诊将会严重的影响治疗效果。本文旨在分享对临床上发现的椎体压缩性骨折合并
垂体腺瘤的患者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和取得的效果。
方法 对入院的椎体压缩性骨折患者，尤其是中年患者，除了行骨质疏松相关检查外，行激素及头
部 MRI 检查，如发现有合并垂体腺瘤的患者，先行垂体腺瘤切除术，术后一周待激素水平降至正
常后再行经皮椎体成形术或经皮后凸成形术，术后分析效果及住院时间，并于术后 1 周、半年复
查。
结果 所以患者在行垂体腺瘤切除术后，将相关激素水平降至正常，再行经皮椎体成形术或经皮后
凸成形术，均未出现手术死亡或严重并发症，所有患者术前症状改善，术后复查 X 片、CT、MRI
也明显恢复。
结论 椎体压缩性骨折是骨质疏松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好发于中老年人，对部分患者造成持续且
严重的疼痛，导致生活质量下降。针对这类病人，目前开展较成熟的微创手术主要包括经皮椎体成
形术和经皮后凸成形术，术后再予以抗骨质疏松治疗，可以达到稳定骨折、恢复椎体力学强度、防
止椎体进一步压缩和缓解疼痛的目标，使患者早期恢复正常活动。但有部分患者的骨质疏松是因为
垂体腺瘤引起激素分泌紊乱而导致的，如果未能及时发现导致漏诊或者误诊将会严重的影响治疗效
果。因此，我们需要综合的分析疾病的病因，避免漏诊和误诊应，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PO-181

以延髓腹侧压迫为主的枕颈畸形处理探讨
楼美清,齐向前,候典琦,毕云科,李鸿蝉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枕颈部畸形有一种或多种畸形并存，但以延髓腹侧受压为主的病例较易忽略，处理不当，导
致效果不佳，深入探讨延髓腹侧受压常见的原因，采用相应的处理方式，是否可显著改善患者症
状！
方法 针对枕颈部延髓腹侧受压的 16 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合临床表现，分析是否存在延髓腹
侧受压，以及受压的原因，同时分析颅底凹陷、颅底角大小、枕环枢的稳定性分析等引起症状的主
要畸形和手术方式，针对不同的畸形，采用枕颈融合、环枢椎融合或者前路内镜下减压+后路固定
融合术,术中行 B 超确定枕大孔区脑脊液循环博动恢复情况。
结果 引起延髓腹侧受压的常见临床表现有双下肢无力，继而出现双上肢无力，麻木，音调变低
等，肌力减退是主要临床表现；原因有环枢关节脱位、颅底凹陷、大颅底角（>145 度），本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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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环枢关节脱位有 8 例，颅底凹陷有 5 例，有 2 例颅底角变大引起的延髓前方压迫，引起相应的症
状。8 例病例环枢关节脱位、颅底凹陷的病例通过后路环枢关节复位、枕颈融合；2 例颅底角变
大，斜坡短小引起的颅底凹陷，延髓前方压迫，先采用内镜下经鼻下斜坡、齿状突磨除前方减压，
而后有 1 例一期行枕颈部融合固定术，另一例行环枢关节复位术。术后 16 例病人症状均有明显的
改善，下肢肌力、肢体麻木等改善明显。
结论 结合临床表现特点，仔细分析引起延髓腹侧受压的因素，有针对性的选择从前方入路，还是
从后方入路，在内镜下行前方减压时，要注意双侧减压的范围要足够，要看到脑脊液的博动。无论
是前方手术还是后方手术，恢复硬膜博动，恢复脑脊液循环的自然流动是手术的关键。

PO-182

椎管内神经鞘瘤的临床特点和手术方法探讨
王立超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椎管内神经鞘瘤的临床特点和针对不同特点的神经鞘瘤的手术方法，探讨如何才能在肿
瘤全切基础上减少正常组织结构损伤及减少并发症。
方法 总结我院自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0 月收治的 82 例椎管内神经鞘瘤的临床表现、影像学表
现、手术方式以及手术前后患者神经功能改善情况。
结果 82 例神经鞘瘤中全切除 78 例，大部分切除 4 例；明显好转 71 例，好转 6 例，恶化 3 例，复
发 1 例，死亡 1 例。根据术前的 MRI 影像学的特点及手术中所见，按肿瘤发生节段可将椎管内神
经鞘瘤分为：颈椎管内神经鞘瘤、胸椎管内神经鞘瘤、腰椎管内神经鞘瘤、骶管内神经鞘瘤；按肿
瘤生长形态可分为：类圆形神经鞘瘤和哑铃型生长神经鞘瘤；按肿瘤生长节段数量可分为：单阶段
和多节段神经鞘瘤；按解剖关系可分为：硬脊膜外神经鞘瘤、髓外硬膜下神经鞘瘤、髓内神经鞘
瘤、马尾神经鞘瘤；按肿瘤良恶性程度可分为：良性神经鞘瘤和恶性神经鞘瘤；按肿瘤与脊髓的位
置关系可分为：脊髓背侧神经鞘瘤、偏向脊髓一侧神经鞘瘤、脊髓腹侧神经鞘瘤；按肿瘤发生个数
可分为：椎管内单发神经鞘瘤和多发神经鞘瘤；不同种类的肿瘤采取不同的手术方式。
结论 MRI 检查对椎管内神经鞘瘤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重要价值。对不同类型的椎管内蛛网膜囊肿
采用不同的术式，对治疗结果有意义。

PO-183

电生理检测技术在 Chiari 畸形手术中的应用
王鹏飞,李钊,刘小兵,闫素伟,苏相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Chiari 畸形手术方式较多，如何选择正确有效的手术，达到治疗目的一直在不断探索中，本组
手术旨在应用电生理检测技术选择合理手术方法，达到精确治疗。
方法 本组后颅窝减压手术中，共分为单纯骨性减压、骨性减压+寰枕筋膜松解、硬膜松解重建、打
开第四脑室正中孔+部分小脑扁桃体切除 4 种手术方式，依据一侧上肢体感诱发电位波幅上升超过
10%，持续 10 分钟以上为减压有效，合理选择减压程度，缩短手术时间、减少麻醉并发症；在齿
状突复位、寰枢椎固定手术中，依据一侧上肢体感诱发电位波幅上升状况，可判断手术效果。
结果 本组 34 例，单纯骨性减压 12 例，骨性减压+寰枕筋膜松解 1 例，硬膜松解重建 15 例，打开
第四脑室正中孔+部分小脑扁桃体切除 2 例，齿状突复位、寰枢椎固定手术 4 例。
结论 电生理检测技术应用于 Chiari 畸形手术中，可直接根据一侧上肢体感诱发电位波幅上升状
况，选择手术方式，合理做到减压充分，达到治疗目的，方法简单、易行，利于各层医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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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4

颈椎内镜手术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的术式选择和疗效分析
舒伟 1,朱宏伟 1,倪兵 1,李勇杰 1,卢光 1,刘芮村 1,孙涛 2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2.北京西典门诊部

目的 分析经皮颈椎内镜手术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的预后，探讨颈椎前路或后路术式的选择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中心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1 日间接受经皮颈椎内镜手术治疗的颈
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按照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随访 12 个月以上的患者共 48 名。其中男性 33
例，女性 15 例，年龄 41～73 岁。根据患者术前症状、影像学特点，选择颈椎前路或后路进行颈
椎内镜椎间盘摘除手术。手术疗效采用视觉模拟疼痛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和
MacNab 量表进行评价。本研究采用配对 t 检验对颈前路、后路手术前后 VAS 评分进行分析。
结果 本研究中 21 名患者行颈前路颈椎内镜椎间盘摘除术，27 名患者行颈后路行颈椎内镜椎间盘
摘除术。颈前路 PECD 入路的术前 VAS 评分平均为 8.1 ±1.3，术后下降为 1.1±1.5；颈后路 PECD
入路术前 VAS 评分平均为 8.1±1.9，术后下降为 1.4±1.1。手术前后 VAS 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手术入路患者术后 VAS 评分比较无显著性差异。MacNab 量表分级中，疗效优
秀 25 例 （52.1%），疗 效良好 17 例 （ 35.4% ）， 疗效 中等 3 例 （6.3% ），疗 效差 3 例
（6.3%）。1 例患者术后短时间上肢无力，4 例患者出现颈神经支配区痛觉过敏，无永久性神经功
能障碍并发症出现。
结论 经皮颈椎内镜椎间盘摘除术选择颈前或颈后入路均可有效、安全并且微创地治疗颈椎间盘突
出症

PO-185

半椎板与全椎板切除术治疗椎管内肿瘤的临床疗效
对比的系统评价及 Meta 分析
王军辉,赵宗茂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 Meta 分析比较半椎板与全椎板切除术治疗椎管内肿瘤的临床疗效。
方法 我们使用计算机检索了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
据库，收集半椎板与全椎板切除术治疗椎管内肿瘤的相关文章，按照标准纳入文章，并由两位作者
独立挑选。所纳入文章的质量评价按照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The Newcastle-Ottawa Scale，
NOS）进行，排除评分低于 5 分的低质量文章后提取纳入文章的数据，运用 Review Manager 5.3
软件对其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本次 Meta 分析总共纳入 14 篇相关研究，共纳入 1047 例患者，其中半椎板组 528 例，全椎
板组 519 例，研究表明半椎板组的手术时间[MD=-62.14,95%CI(-79.74,-44.54),P<0.00001]、术中
出血量 [MD=-257.51,95%CI(-344.77,-170.26),P<0.00001] 、住院时间 [MD=-6.69,95%CI(-8.03，5.36),P<0.00001] 、术后下床时间 [MD=-18.61,95%CI(-21.49，-15.74),P<0.00001] 、总并发症发
生 率 [OR=0.26,95%CI(0.16 ， 0.43),P<0.00001] 、 脑 脊 液 漏 发 生 率 [OR=0.38,95%CI(0.17 ，
0.88),P=0.02] 、脊柱后突不稳发生率 [OR=0.19,95%CI(0.05，0.65),P=0.009] 、局部疼痛发生率
[OR=0.22,95%CI(0.05 ， 0.88),P=0.03] 、 脊 柱 不 稳 定 发 生 率 [OR=0.08,95%CI(0.03 ，
0.19),P<0.00001]要低于全椎板组；半椎板组肿瘤全切率 [OR=2.70,95%CI(1.16，6.25),P=0.02] 、
临床症状改善率 [OR=3.21,95%CI(1.96，5.28),P<0.00001] 要优于全椎板组，术后感染发生率
[OR=0.59,95%CI(0.30，1.19),P=0.14] 和肌无力发生率[OR=0.37,95%CI(0.09，1.62),P=0.19]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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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半椎板组手术切口相对较小，损伤小，患者手术切口愈合较快，相应的住院时间缩短，降低
了治疗费用，能及早的下床活动，并且降低了院内感染，压疮，血栓的风险，脊柱稳定性较高，但
是也有术野较小的局限性，但可通过显微镜来弥补其不足，所以临床上有推广的意义，但是两者的
适应症重叠，临床工作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入路。

PO-186

颈前路小切口显微镜下微创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疗效观察
王明光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颈前路小切口显微镜下微创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和预后。
方法 回分析自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11 月收治的颈椎椎间盘突出症颈共 32 例，采用沿皮纹小切
口显微镜下颈椎前路 Cage 植骨融合手术方式，一节段 23 例，二节段 9 例。术前均经过颈椎核磁
共振、颈椎 CT 三维重建、颈椎正侧位和过伸过屈 X 线、神经肌电图等检查。全麻神经电生理监测
下采用右侧颈前入路，显微镜下减压椎间隙后植入 Cage。术后 1 周、术后 1 月、术后 3 月、术后
6 月和末次随访时间分别本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随访分析。临床疗效评价包括日本骨科学会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评分、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eck disability index, NDI)评
分和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评分;影像学评价包括摄正侧位、动力位 X 线
片,在 X 线片上测量颈椎手术节段活动度(range ofmotion, ROM)。
结果 本组患者手术过程顺利，均未出现脊髓和神经、血管损伤并发症。手术后肢体肌力和/或疼痛
感觉明显改善，所有患者经 6～18 个月随访，随访 X 线片示椎间高度、椎间稳定性均维持良好,未
发现 cage 下沉和前移等并发症。间盘组在术后 3 月内术后各时间点颈痛 JOA 和术后各时间点活动
度 ROM 较术前均明显改善。
结论 颈前入路小切口显微减压技术有效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较传统手术方式术后疼痛减轻，恢
复快，住院时间短。

PO-187

脊髓髓内室管膜瘤术后进展相关因子分析
黄鹤,彭仁君,丁锡平,奚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脊髓髓内室管膜瘤是成人最常见的脊髓髓内肿瘤，手术是首选治疗，但是术后是否需要放
疗，目前仍然存在争议，本文拟通过分析影响脊髓髓内室管膜瘤术后进展的相关因子，以便为脊髓
髓内室管膜瘤术后是否选择放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本组手术治疗的脊髓髓内室膜瘤病人 127 例，分析患者
的年龄、性别、肿瘤部位、节段、是否全切、肿瘤级别、Ki-67 指数与肿瘤术后进展的相关性。
结果 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性别、肿瘤部位、节段、肿瘤级别、Ki-67 指数与肿瘤术后进展无关
（p>0.05），而是否全切与肿瘤术后进展相关（p<0.05）。
结论 本研究认为对于术后是否选择放疗，肿瘤是否全切是脊髓髓内室管膜瘤的唯一参考因素，而
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部位、节段、肿瘤级别、Ki-67 指数可能均不具有参考价值，因此对于间
变型或者 Ki-67 指数较高的患者，如果手术全切，应综合考虑风险收益慎重选择放疗，而对于Ⅰ级
脊髓髓内室管膜瘤如果未予以全切，同样可以考虑选择行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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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8

经皮椎间孔镜腰椎髓核摘除术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临床研究及对患者疼痛、焦虑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吕雪丰
丰宁县医院

目的 探讨经皮椎间孔镜腰椎髓核摘除术（PTED）配合康复训练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LDH）的临
床研究及对患者疼痛、焦虑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0 月-2016 年 12 月本院收治的 LDH 患者 15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n=75）及
实验组（n=75），2 组均行 PTED 手术治疗，对照组给予术后常规处理，实验组给予围手术期至术
后 6 个月个性化综合康复训练。统计 2 组临床疗效；比较手术前后 2 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量表
（VAS）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汉化 Osweatry 功能障碍指数（ODI）及腰椎功能评
分，采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评价 2 组患者手术前后生活质量；检测并比较 2 组血小板 α-颗粒
膜蛋白 140（GMP-140）和血小板计数（PLT）等指标水平。
结果 治疗后实验组总有效率（96.00%）明显高于对照组（74.67%）。与术前比较，术后 1 d 2 组
VAS、SAS 评分升高，术后 1~6 个月 2 组 VAS、SAS 评分降低，且实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或 P<0.01）。与术前比较，术后 2 组 ODI 均明显降低，且实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1）；而 2 组腰椎功能评分均明显升高，且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术后 3 个
月 2 组 SF-36 各项评分均较术前有不同程度的升高（P<0.05 或 P<0.01），且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1）。术后实验组 GMP-140、PLT 较术及对照组前显著降低（P<0.05 或 P<0.01）。
结论 PTED 联合（围手术期及）术后康复治疗 LDH 疗效显著，可明显降低患者术后疼痛感、缓解
焦虑心情，显著改善患者腰椎局部微循环，促进腰椎功能恢复，降低血小板活化，提高患者术后生
活质量，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PO-189

Clinical study of percutaneous lumbar discectomy
combined with ozone and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nd dynamic assessment of pain status
Xuefeng Lv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Fengning Manchu autonomous county hospital， Hebei，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ercutaneous lumbar disc nucleus pulposus (PTED)
combined with ozone and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LDH), and to dynamically assess the patient's pain and anxiety.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LDH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4 to October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70) and experimental group (n=70). All patients underwent
PTED combined with ozone therapy,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postoperative treatment and the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given individualized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rom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to the postoperative 6 months.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2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Pain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osweatry dysfunction index (ODI), lumbar vertebral function score
and health survey profile (SF-36) were compared and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The
levels of serum interleukin-1β (IL-1β),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3 (MMP-3)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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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94.00%)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8.00%). The VAS and SAS scores of 2 groups postoperative 1 d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operation, the VAS and SAS score decreased in 2 groups after 1~6
month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or P<0.01).
After operation, ODI in 2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lumbar function and SF-36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2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0.01). After
operation, the levels of IL-1, MMP-3 and TNF-α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2 groups decreased,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s PTED combined with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LDH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postoperative pain, inhibit the body's inflammatory
response, improve the local microcirculation of patients with lumbar lumba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PO-190

microendoscopic discectomy and percutaneou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discec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and its effect on lumbar function
Xuefeng Lv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Fengning Manchu autonomous county hospital， Hebei，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microendoscopic discectomy (MED) and
percutaneou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discectomy (PTED)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LDH) and its effect on lumbar function.
Methods 150 patients with LDH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4 to October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75) and experimental group (n=75).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ED,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TED. The
operation status of 2 groups were analyzed. The ODI index, JOA score and lumbar functional
recovery were evaluated at preoperation and 3 months postoperation. The levels of serum IL-1β,
MMP-3 and TNF-α in 2 groups were measu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bleeding volume and treatment expenses in
experimental group reduced significantly, the incision length, operation tim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walking time shortened significantly (P<0.01). 3 months postoperation, the ODI indexes of 2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preoperation, JOA score and lumbar flexion, extension, left
flexion, right flexor strength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2
groups (P<0.05 or P<0.01). The levels of IL-1β, MMP-3 and TNF-α in 2 group decreased
gradually from 1 day to 3 months postoperation,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or P<0.01).
Conclusions PTED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LDH, which can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lumbar
function, restrain the inflammatory reaction of the lumbar vertebrae, and has the advantage of
small trauma, quick recovery and low cost of treatment,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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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1

Surgical Approaches and Long-term Outcomes of
Intramedullary Spinal Cord Cavernous Malformations:
A Single-Center Consecutive Series of 219 Patients
Jian Ren,Tao Hong,Chuan He,Ming Ye,Liyong Sun,Xiaoyu Li,Yongjie Ma,Jiaxing Yu,Feng Ling,Hongqi Zhang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Optimal surgical strategies for intramedullary spinal cord cavernous malformations
(ISCCMs) are not optimized and remain problematic. Here, we identify rational surgical strategies
for ISCCMs and predictors of outcomes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Methods A consecutive single-center study of 219 surgically treated patients who presented from
2002 to 2017 and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 Amer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 (ASIA)
Scale was used to evaluate neurological functions.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surgical approaches,
and immediate and long-term postoperative outcomes were identified.
Results The average ISCCM size was 10.5 mm; the spinal level was cervical in 24.8% patients,
thoracic in 73.4%, and lumbar in 1.8%; 30.4% were ventrally located, 41.6% were dorsal, and
28.0% were central; and 62.6% were superficial, while 37.4% were embedded. Gross-total
resection was achieved in 98.1% patients. The immediate postoperative neurological condition
worsened in 10.3% of the patient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identified mild preoperative
function (P = 0.014, OR 4.5, 95% CI 1.4-14.8) and thoracolumbar level lesions (P = 0.01, OR
15.7, 95% CI 1.9-130.2)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worsening. The mean follow-up in 187
patients was 46.1 months. Of these patients, 63.1% were stable, 33.2% improved, and 3.7%
worsened. Favorable outcomes were observed in 86.1% of patients during long-term follow up
and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reoperative mild neurological and disability status (P=
0.000) and cervically located lesions (P= 0.009). The depths of the les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worse long-term outcomes (P=0.001), and performing myelotomy directly through a yellowish
abnormal surface in moderate depth lesions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worsening (P =
0.023, OR 35.3, 95% CI 1.6-756.3).
Conclusions Surgical resection performed with an individualized surgical approach remains the
primary therapeutic option in ISCCMs. Performing surgery in patients with mild symptoms at the
thoracolumbar level and embedded located lesions requires more discretion.

PO-192

BCR 在公兔骶髓缺血损伤急性可逆转期的变化
周云飞
临沂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球海绵体肌反射（bulbocavernosus sphincter reflex,BCR）在公兔不同水平骶髓损伤动
物模型急性可逆转期的变化特点及其对脊髓功能的预测作用，为其在显微手术中应用保护脊髓功能
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36 只新西兰大白兔公兔随机分为 6 组，对照组（n=6）用于排除麻醉和手术对 BCR 的影响，
实验组随机分 5 组（n=6）沿尾头方向分别结扎左肾动脉和动脉分叉间不同水平的腰动脉，腰动脉
结扎后连续记录 BCR2h，并 2d 后取缺血区骶髓标本进行苏木素伊红（HE）染色，观察骶髓缺血
区病理变化。
结果 麻醉和手术本身不会对 BCR 造成影响；结扎 1 根组结扎后未见 BCR 波变化，结扎 2 根组、3
根组、4 根组和 5 根组血管结扎后 BCR 即刻开始变化，表现为潜伏期即刻开始延长和波幅即刻开
始降低，分别经过（0.7±0.4）、（0.7±0.3）、（0.7±0.3）、（0.6±0.3）min 波平稳；BCR 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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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变化与结扎 2d 后脊髓功能均呈正相关，r=0.791，P＜0.01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BCR 的波幅和潜伏期对骶髓缺血性损伤敏感，可以在骶髓缺血可逆期内发现缺血性损伤，为
其在显微手术中应用预防不可逆性骶髓损伤的发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PO-193

手术治疗臂丛神经损伤后疼痛的长期疗效分析
胡永生,朱宏伟,张晓华,舒伟,任志伟,郭松,倪兵,李勇杰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研究脊髓背根入髓区（dorsal root entry zone, DREZ）切开术治疗完全性臂丛神经撕脱伤后
疼痛和脊髓电刺激术（spinal cord stimulation, SCS）治疗部分性臂丛神经损伤后疼痛的长期疗
效。
方法 DREZ 切开术治疗完全性臂丛神经撕脱伤后疼痛 191 例，男 165 例，女 26 例；SCS 治疗部
分性臂丛神经损伤后疼痛 10 例，男 8 例，女 2 例。采用 VAS 分别在术前和术后进行疼痛状况评
分，将术后不同时间 VAS 与术前进行比较。
结果 201 例患者术后疼痛均消失或明显减轻，1 个月之内止痛效果稳定，VAS 评分较术前均显著降
低（P<0.01）。术后 6 个月，有 90.0%（181/201）的患者疼痛缓解＞50%，术后超过 12 个月长
期随访，疼痛缓解＞50%的患者占 85.6%（172/201）。DREZ 切开术后 32 例曾出现暂时性同侧
下肢力弱，无大小便功能障碍等严重并发症。7 例术后疗效不满意，行二次 DREZ 切开术治疗，获
得满意止痛效果。
结论 DREZ 切开术能够有效消除臂丛神经撕脱伤后疼痛和幻肢痛，SCS 能够满意缓解部分性臂丛
神经损伤后疼痛，止痛效果确切，长期疗效稳定，安全性高。

PO-194

F 波对兔急性不同程度腰椎管狭窄动物模型的评估作用
周云飞
临沂市人民医院

目的 建立不同程度兔腰骶段椎管狭窄动物模型，研究兔胫后神经 F 波对急性腰椎椎管狭窄脊髓压
迫损伤动物模型的评估作用及其对下肢运动功能的预测价值。
方法 20 只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 4 组，每组 5 只，对照组 A 用于排除麻醉药物和手术操作对 F 波的
影响，实验组 B、C 和 D 分别在 L6-7 椎间隙向下植入直径为 1mm、2mm 和 3mm 的实心硅胶柱。
实验组手术前记录麻醉平稳后的 F 波，手术后连续观察 F 波 2h，并记录波形稳定后的 F 波；各组
分别在麻醉前和术后 2d 进行 Tarlov 下肢运动功能评分，2d 后取受损伤中间段脊髓行抗神经元核抗
原（NeuN）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后镜下观察。
结果 实验组 B、C 和 D 组的 F 波的潜伏期和波幅均对腰椎椎管狭窄脊髓压迫损伤敏感，表现为潜
伏期即刻开始延长和波幅即刻开始降低，分别经过（0.58±0.41）min、（0.66±0.24）min 和
（0.62±0.24）min 波平稳，实验组 B、C 和 D 组的手术前与手术后波幅变化经配对 t 检验比较均 P
＜0.05，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 B 组手术前与手术后潜伏期经配对 t 检验比较 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实验组 C 和 D 组手术前与手术后潜伏期经配对 t 检验比较 P＜0.05，均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 B、C 和 D 组术后 2d 后的运动功能与夹压前的运动功能评分经配对样本比
较的 Wilcoxon 秩和检验比较均 P＜0.05，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各组 F 波波幅变化和手术后 2d
运动功能评分经 Speraman 相关性分析呈显著性正相关（r＝0.983, P＝0.005＜0.05）。
结论 F 波对发现腰椎管狭窄的引起的腰髓损伤非常敏感，可以在脊髓受压迫损伤即刻发现脊髓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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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F 波早期的波幅变化可以预测脊髓损伤后的下肢运动功能。

PO-195

易误诊的硬脊膜夹层囊肿
韩锋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硬脊膜夹层囊肿是神经外科的一种罕见疾病，误诊率高，目前在国内外报道中多为个案报
道，针对其诊断及治疗方法等进行总结研究的相关文章很少，本文回顾性分析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2 例硬脊膜夹层囊肿病例，对其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及治疗方法进行经验总
结。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10 月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2 例硬脊膜
夹层囊肿病例，男性女性患者各一例。临床症状：男性患者 36 岁，表现为无诱因双下肢无力 3
月，胸 11 以下浅感觉减退；女性患者 28 岁，表现为外伤后下肢进行性无力 1 月、瘫痪 10 年，胸
3 水平下浅感觉消失，小便储留，大便密结。影像学表现：见椎管内髓外后方囊性占位，Tl 加权像
(T1WI)呈低信号，T2WI 呈高信号，增强 T1WI 无强化，占位病灶内液体与脑脊液表现类似，脊髓
及马尾神经受压明显，占位范围男性患者为胸 12-腰 5，女性患者为颈 6-胸 9。手术方法：2 例患
者均采用手术治疗，常规沿中线切开暴露囊肿所在中间位置的 1-2 个椎板和棘突，完整切下椎板及
棘突，切开硬脊膜外层，释放囊液，寻找漏口，未发现漏口时根据脑脊液流出方向向上或向下延长
暴露范围，见囊肿前壁为硬脊膜内层，囊肿腔内无蛛网膜结构，2 例患者均在囊肿前壁发现漏口，
有神经根疝出，脑脊液持续引流至囊肿内，用 8-0 无损伤线严密缝合漏口，再取小脂肪颗粒用生物
胶粘合漏口加固，检查无脑脊液漏，此时见脊髓及神经解除压迫后向后方膨起，硬脊膜外层做严密
缝合，用连接片将取下之椎板行原位解剖复位，逐层关闭伤口。
结果 2 例患者术后恢复良好，至术后 14 天，男性患者双下肢肌力由术前 3 级恢复至 5-级，浅感觉
完全恢复，女性患者双下肢肌力由术前 0 级恢复至 4 级，感觉障碍明显恢复。术后 14 天复查 MRI
提示，脊髓后方囊性占位完全消失，脊髓受压解除，6 月后复查，囊肿未见复发征象。
结论 硬脊膜夹层囊肿是神经外科的一种罕见疾病，漏诊误诊率高，因其发病率极低，故该疾病的
诊断及治疗尚无统一标准，通过这两例患者，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此类疾病的发病机制，硬脊膜夹层
囊肿的治疗中，显微封闭漏口是治疗、防止复发的关键。

PO-196

F 波对兔急性颈椎椎管狭窄动物模型的评估价值
周云飞
临沂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正中神经 F 波对兔急性颈椎椎管狭窄脊髓压迫损伤动物模型的评估作用及其对前肢运动
功能的预测价值。
方法 20 只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区组法分 4 组，每组 5 只，对照组 A 用于排除麻醉药物和手术操作对
F 波的影响，实验组 B、C 和 D 分别在 C6-7 椎间隙向下植入直径分别为 1mm、1.5mm 和 2mm 的
实心软硅胶柱。实验组手术前记录 F 波，手术后连续观察 F 波 2h，记录波稳定后的 F 波；各组分
别在麻醉前和术后 2d 进行 Tarlov 肢体运动功能评分，2d 后取损伤脊髓切片行抗神经元核抗原
（NeuN）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后镜下观察。
结果 实验组 B、C 和 D 组的 F 波的潜伏期和波幅均对颈椎椎管狭窄脊髓压迫损伤敏感，表现为潜
伏期即刻开始延长和波副即刻开始降低，分别经过（0.36±0.17）min、（0.36±0.22）mi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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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0.13）min 波平稳；实验 B、C 和 D 组手术前与手术后的波幅和潜伏期经配对 t 检验比较均
P＜0.05，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 B、C 和 D 组术后 2d 与对照组术后 2d 前肢运动功能评
分经两独立样本比较的 Wilcoxon 秩和检验比较 P＜0.05，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 B、C
和 D 组术后 2d 与术前的前肢运动功能评分经配对样本比较的 Wilcoxon 秩和检验比较均 P＜0.05，
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各组 F 波波幅变化和手术后 2d 前肢运动功能评分经 Speraman 相关性分
析呈显著性正相关（r＝0.960, P＝0.000＜0.05）。
结论 兔前肢正中神经 F 波对发现颈椎管狭窄引起的脊髓损伤非常敏感，可以在脊髓受压迫损伤即
刻发现脊髓损伤；F 波急性期的波幅变化可以预测颈髓髓损伤后的肢体运动功能。

PO-197

真菌细胞壁材料在脊髓损伤修复中的应用
高俊,韩诗远,李智敏,王鑫,李永宁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脊髓损伤后修复困难的问题是众多脊髓脊柱相关研究者长久以来都想攻克的难题。脊髓损伤
后自身形成空腔后在周围产生胶质瘢痕，病灶周围星形胶质细胞及巨噬细胞等炎性细胞的增殖浸
润，神经细胞的脱髓鞘作用等等，都在阻碍轴突的生长跨越病灶。对于小病灶，应用神经营养因子
及干细胞（间充质干细胞，神经干细胞等）的移植，可以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但是对于大病灶，
损伤的空腔需要基质来填充，仅依靠干细胞的移植不能到达目的。目前对于支架的研究，难点（在
找到合适的支架材料后）主要在于控制轴突生长的极性、方向性，保持生长的持续性。我们观察到
真菌内部的纵行条索状纤维样结构，且柔软易弯曲、可降解、生物毒性小，其模拟人脊髓神经纤维
的特点主要来源于真菌细胞壁——壳多糖（几丁质）。我们将壳多糖做成生物支架，其孔道有序、
极性一致，适合神经细胞及轴突的长入。我们应用其于脊髓损伤的修复，观察其适用价值。
方法 我们将人工合成的壳多糖溶于有机溶剂（此实验中我们应用乙酸），反复结晶析出、冷却铸
型 ， 将 其 制 成 圆 柱 形 纵 行 多 孔 的 海 绵 状 支 架 （ 孔 直 径 在 58µm 左 右 ， 其 大 小 控 制 在
2mm×2mm×2mm 左右）。为增加其细胞依附性，我们在支架中引入细胞外基质层粘连蛋白的某些
选择性基团。为改变其吸水性、弹性，我们在支架中引入胆固醇及其他含碳基团，以适应脊髓的特
性。最后，我们将神经干细胞注入其中，以形成促进神经再生的微环境。将 90 只 6 周龄发育正
常、相似的 SA 大鼠随机分为 A、B、C 三组，对其进行右侧脊髓半切（损伤形状与材料形状相对
应），A 组进行含神经干细胞的生物支架移植，B 组仅进行生物支架的移植，C 组术后不做任何处
理。在手术后 4、6、8 周，我们运用 BBB（Basso, Beattie and Bresnahan）法分别评估大鼠右侧
后肢运动功能及恢复情况，并分别处死 10 只大鼠，将其解剖。我们运用 H&E 染色、免疫荧光法等
评估神经细胞、轴突长入生物支架的情况。
结果 功能恢复方面，A 组的 BBB 评分分数在术后 4、6、8 周时均要高于 B 组，B 组要高于 C 组
（P 均小于 0.05）；A 组的 BBB 评分在 6 周时明显高于 4 周，8 周时高于 6 周，B 组的 BBB 评分
在 6 周时明显高于 4 周，8 周时略高于 6 周，C 组的 4、6、8 周评分并无显著变化；左右侧肢体比
较，所有大鼠的运动功能均不能达到正常范围。细胞再生方面，A、B 组在术后 4、6、8 周均能见
到不同程度的轴突长入，且 A 平均长入长度大于 B 组；A 组在术后 4、6、8 组均有增长；B 组术后
6 周较 4 周有增长，而术后 6、8 周相比无明显变化；C 组可见散在轴突长入损伤病灶。
结论 在脊髓损伤后，壳多糖多孔支架能够容纳再生的轴突，少量轴突可跨越材料长入病灶对侧脊
髓中。干细胞的引入对于再生有促进与维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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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8

多模式电生理监测在腰骶段椎管内肿瘤显微手术
切除中的应用探讨
周云飞
临沂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双下肢运动诱发电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MEP)、双下肢体感诱发电位(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EP)、球海绵体括约肌反射(Bulbocavernosus sphincter reflex,BCR)及肌电图
(Electromyography,EMG)等多模式电生理监测在腰骶段椎管内肿瘤显微切除手术中联合应用的意
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 月于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行显微手术切
除治疗的 31 例腰骶段椎管内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肿瘤均位于 T12 椎体水平以下，术中均联合
应用多模式电生理监测技术(MEP+SEP+BCR+EMG)，分析患者术前、术中和术后的电生理监测数
据，同时分析患者术前术后的脊髓功能改变。
结果 31 例腰骶段椎管内肿瘤手术全切除 28 例(90.3%)，大部分切除 3 例。术中有 29 例患者的电
生理监测达到了预警标准，其中一过性改变 27 例，永久性改变 2 例。术后随访 6 个月~1 年，脊髓
功能较术前改善者 29 例，较术前加重者 2 例。
结论 在显微手术切除腰骶段椎管内肿瘤中应用多模式电生理监测技术对保护患者术后脊髓运动功
能、感觉功能、二便功能和性功能有着重要意义。

PO-199

经颅电刺激运动诱发电位对急性坐骨神经损伤兔模型的评估价值
周云飞
临沂市人民医院

目 的 探 讨 经 颅电 刺 激 运动 诱 发 电 位 （ TceMEP ）对 发 现 兔 急 性 坐 骨 神 经根 损 伤 的 敏 感 性 及
TceMEP 早期波形变化对急性坐骨神经根部损伤的评估价值。
方法 新西兰大白兔 12 只 24 条坐骨神经随机区组法分 3 组，实验组分为 1 个血管夹组（n=8）和 2
个血管夹组（n=8），对照组（n=8）；实验组分别应用 1 个或 2 个血管夹夹压坐骨神经根部建立
急性坐骨神经损伤模型，观察并记录 2h 坐骨神经根部受夹压损伤急性期 TceMEP 的变化特点，并
记录 TceMEP 波形稳定后的波幅与基线波幅比值；对照组用于排除麻药和手术操作对 TceMEP 的
影响；各组 2d 后应用 Tarlov 评分对兔下肢运动功能进行评估。应用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秩
和检验和 Speraman 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对照组麻醉后不同时间 TceMEP 的波幅和潜伏期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000,
0.003；均 P＞0.05），对照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 TceMEP 的波幅和潜伏期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F=0.000, 0.005；均 P＞0.05）。实验组 1 个血管夹组经过（0.3±0.3）min TceMEP 波形开
始变化，经过（2.4±1.2）min 波形平稳；2 个血管夹组经过（0.8±1.2）min TceMEP 波形开始变
化，经过（4.2±1.5）min 波形平稳。
结论 TceMEP 监测对发现急性坐骨神经根损伤非常敏感，表现为潜伏期延长和波幅降低，为采取
保护性措施预防不可逆性神经根损伤的发生提供了可能；TceMEP 波形变化可以预测下肢运动神经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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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0

颈脊髓内肿瘤的手术治疗
赵新岗,梁聪,王寅千,吴锟,范涛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目的 分析颈段脊髓内肿瘤的类型、手术治疗方式及预后。
方法 总结我院脊髓脊柱中心 2008 年至 2018 年颈段脊髓内肿瘤 128 例，男性 76 人，女性 52 人，
平均年龄 47.6 岁。手术均采用颈后正中入路肿瘤切除术，术中脊髓运动及体感诱发电位监测。
结果 胶质母细胞瘤 10 人，平均 29.1 岁；星形细胞瘤（1-3 级）23 人，平均 31 岁；室管膜瘤 69
人，平均 46.6 岁；室管膜下瘤 2 例，平均 38.5 岁；海绵状血管畸形 9 人，平均 48.6 岁；血管畸
形及血管母细胞瘤 11 人，平均 43.4 岁；其他（嗜酸性肉芽肿、小细胞恶性肿瘤、生殖细胞瘤、非
霍奇金淋巴瘤）4 人，平均 30.75 岁。术中冰冻 41 例，高级别胶质瘤 20 例，星形细胞瘤 16 例。
椎板复位 105 例，其余去椎板减压。胶质母细胞瘤术后患者预后差，需行放化疗，室管膜瘤预后
好。
结论 ：颈段脊髓内肿瘤室管膜瘤多见，约占 53.9%（69/128），胶质瘤约占 25.8（33/128），海
绵状血管畸形及血管母细胞瘤相对少见，约占 15.6%（20/128）.脊髓内恶性肿瘤预后差，室管膜
瘤预后较好，对室管膜瘤及血管性疾病，因早期手术，争取全切；脊髓内恶性肿瘤，预后差，可有
不同程度肢体瘫痪，特别是高颈段胶质母细胞瘤，往往合并呼吸障碍，预后更差。

PO-201

黄荧光模式下辅助脊髓肿瘤手术治疗
王继超,乌拉别克,黄啸元,杨小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荧光素钠在黄荧光模式下辅助脊髓肿瘤手术治疗的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脊髓
肿瘤患者 11 例（男 6 例，女 5 例，平均年龄 56.3 岁）。其中包括 5 例室管膜瘤，一例神经鞘瘤一
例，脊膜瘤两例，2 例星形细胞瘤，1 例淋巴瘤。术中患者麻醉后，立即给予荧光素钠 1.5mg/kg，
术中在蓝激光激发下，显微镜下可见部分肿瘤黄染，指导切除肿瘤。术后 72 小时复查核磁。
结果 8/11 例荧光染色，其中 7 例全切，无不良事件报告。
结论 黄荧光引导脊髓肿瘤手术安全有效。

PO-202

PPECD 和 ACDF 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对比研究
颜学亮,曹奇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回顾性对比研究后路经皮全脊柱内镜下髓核摘除术（Posterior percutaneous full-endoscopic
cervical and discectoym ,PPECD ） 和 前 路 减 压 融 合 术 （ antrior cervical decectomy and
fusion,ACDF）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对比研究。
方法 选取我科 2015 年 2 月-2016 年 9 月住院且随访资料完整的 42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手术病例。
其中，22 例行 PPECD 术，行 ACDF 术 20 例。观察并统计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术中透视次
数、切口长度、住院时间、卧床时间及住院费用等。应用视觉模拟评分（VAS）对两组手术后 2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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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1 周、1 月、3 月、6 月、12 月、末次随访时的颈痛及上肢疼痛进行评分。应用颈椎功能障碍
指数（Neck disability inde,NDI）对所有患者术后 1 周、1 月、3 月、6 月、12 月、末次随访的颈
椎功能评分。对两组并发症发生率进行统计，采用 Odom’s 分级标准评定临床疗效。对 PPECD 组
患者末次随访时行椎间隙高度、手术节段矢状面相对角度、相对位移进行测量，评估其术后稳定
性；对两组患者均进行末次随访时生理曲度、手术相邻节段活动度测量，评价两种术式术后颈椎生
理曲度变化及对邻近节段退变的影响。
结果 PPECD 组术中出血、切口长度、住院时间和卧床时间、住院费用均少于 ACDF 组，差异有统
计 学 意 义 （ P<0.05 ） ;PPECD 组 手 术 时 间 、 透 视 次 数 多 于 ACDF 组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PPECD 组 VAS 评分在术后 2 小时、1 周、1 月、3 月分别较 ACDF 组降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PPECD 组 NDI 指数术后 1 周、1 月较 ACDF 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临床疗效无统计学差异。PPECD 组末次随访椎间隙高度较
术前降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PECD 组末次随访矢状位相对成角及相对位移较术前增加，但显
著小于失稳的诊断学标准（P<0.05）。ACDF 组手术相邻上节段活动度较 PPECD 组增加，差异统
计学意义（P>0.05）,手术相邻下节段活动度较 PPECD 组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PECD 和 ACDF 两种术式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均可获得满意的临床疗效，但 PPECD 组具有
创伤小、恢复快、费用低、对手术节段及相邻节段退变无影响等优点，是传统 ACDF 手术的补充，
也是神经根型颈椎病阶梯治疗的重要手段

PO-203

影像重建技术在脊柱内镜治疗腰椎退变疾病中的应用
郑小斌,陈剑舞,吴喜跃,林章雅,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脊柱内镜治疗腰椎退变性疾病手术入路主要分为椎间孔入路与椎板间入路两大类。虽然内镜
下神经根减压后搏动充分，但术后复查的影像学常提示突出髓核等病灶摘除不彻底，与临床疼痛改
善程度与复发率，存在一定关系。合适的入路选择，达到最大化的病灶暴露，是脊柱内镜手术的关
键。本课题利用 3D 影像后处理技术，重建突出髓核与神经根，并结合二者的空间位置关系，探讨
其对于指导脊柱内镜手术入路的选择的指导作用。
方法
通过神经导航工作站，进行患者术前腰椎 CT 与 MR 影像融合与配准，基于 CT 影像进行脊
柱 3D 重建，MR 影像进行神经根重建及髓核重建，调整重建脊柱的透视度，使其清晰观察椎板下
突出髓核与神经根，并利用“手术刀”模块进行椎间孔入路小关节腹侧面成形与椎板间入路骨窗切
割，利用路径导航进行评估相应入路髓核及神经根的暴露情况，从而选择合适的入路进行脊柱内镜
手术。
结果 6 例患者采用椎板间入路，其中 4 例突出髓核位于 1+2 区，2 例位于 2 区，6 例髓核主体均为
于行走神经根腋区。3 例患者采用椎间孔入路，其中 2 例髓核位于 2+3 区，1 例位于 1+2 区，3 例
患者突出髓核主体均位于行走神经根腹侧及肩部。所有患者术后 VAS 评分、ODI 及 JOA 评分均显
著改善。术后影像学椎板间入路 2 例累及 1 区及对侧椎管髓核病变残留，椎间孔入路 1 例 1 区残留
髓核。无疗效不良行二次内镜翻修或开放手术的病例。
结论 利用影像后处理技术重建脊柱、突出髓核及神经根，评估三者间的位置关系，对于指导脊柱
内镜腰椎手术入路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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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4

小钛网修补后颅窝骨窗治疗 Chiari Ⅰ型畸形术后小脑下垂
彭仁君,奚健,丁锡平,黄鹤,姜冰,袁贤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ChiariⅠ型畸形行硬膜下减压枕大池重建术术后随访发现存在小脑下垂，导致部分患者术后临
床症状加重，探讨使用小钛网修补后颅窝减压骨窗对小脑下垂的预防效果。
方法 随访采用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将下疝的小脑扁桃体切除/烧灼回缩、松解四脑室出口粘连并联合
硬膜扩大修补后颅窝重建术治疗的 ChiariⅠ型畸形患者（手术骨窗大小 3.0*3.5cm），随机抽取小
钛网修补及未修补的患者各 40 例，进行手术前后 M R 颅腔容积测量，脊髓空洞及临床症状改善情
况评估。
结果 随访 2014 年 6 月之前 112 例 ChiariⅠ型手术患者，后颅窝骨窗未行小钛网修补，复查 MRI
证实发生小脑下垂患者 6 例，发生率 5.36%，3 月仍存在皮下积液的患者 11 例。其中 4 例存在肢
体感觉减退和运动乏力。2014 年 6 月后采用小钛网修补减压骨窗（钛板下缘位于枕骨大孔平面上
缘 1cm），随访 157 名患者，0 例发生小脑下垂，1 例发生因伤口愈合不佳可疑排异反应取出钛
网。随机抽取未经小钛网修补及修补的患者各 40 例（分为 A/B 两组），其中 A 组颅腔容积术后扩
大 14.8±6.2ml,B 组扩大 12.6±6.8ml（P＞0.05），脊髓空洞明显改善率 A 组 85.00%，B 组
82.50%，临床症状改善 A 组 87.50%，B 组 90.00%，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使用小钛网修补后颅窝减压骨窗能有效预防 Chiari l 型术后小脑下垂，且不影响减压手术的治
疗效果。

PO-205

经椎旁入路微通道显微镜下椎间盘切除术（Paramedian MiniTubular Microdiscectomy, PMTMD）与经椎间孔入路脊柱内
镜椎间盘摘除术（Percutaneou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Discectomy, PTED）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比较：
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方案
庄源东,陈春美,王锐,梁泽燕,陈琰,江研伟,周茂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经椎旁入路微通道显微镜下椎间盘切除术（Paramedian Mini-Tubular Microdiscectomy,
PMTMD）与经椎间孔入路脊柱内镜椎间盘摘除术（Percutaneou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Discectomy, PTED）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本研究将纳入 280 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纳入的患者病程
大于 3 个月且经保守治疗无效，突出节段位于 L3/4、L4/5 或 L5/S1，突出类型为后外侧型腰椎间
盘突出，直腿抬高试验大于 50°，加强实验阳性，突出的位置与相应的神经症状相符。将患者的信
息输入中心随机网站，由中心网站随机产生分组信息，依据该随机指令将患者分配至 PMTMD 组及
PTED 组，分别进行 PMTMD 及 PTED，评估手术时间、出血量、射线暴露量及并发症的发生率。
术后 1 周内监测 CK-MM，分别于手术前、手术后 1 周、1 月、3 月、6 月、12 月、24 月进行 ODI
评分、JOA 评分、腰痛及腿痛 VAS 评分，同时进行腰椎 MRI、CT、X 线的随访检查，评估关节
突、椎板的破坏程度及再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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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探讨两种手术的手术时间、出血量、射线暴露量、并发症、肌肉损伤的差别。通过 2 年的随
访评估腰、腿疼痛改善，生活功能改善的区别。通过影像学检查评估两种手术的神经减压情况、骨
质破坏情况的差别。
结论 暂无。

PO-206

经椎间孔入路脊柱内镜和经椎旁入路微通道显微镜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陈春美,王锐,陈琰,江研伟,庄源东,石松生,杨卫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经椎间孔入路脊柱内镜和经椎旁入路微通道显微镜均为治疗腰椎椎间盘突出症的常用微创技
术，采用随机对照研究比较分析两种手术方式微创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和优缺点。
方法 2017 年 1 月～2019 年 2 月，42 例单节段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随机分配 2 组，每组 21 例，
双盲（病人和观察者），一组采用经椎间孔入路脊柱内镜摘除椎间盘（椎间孔镜组），另外一组采
用经椎旁入路微通道显微镜切除椎间盘（显微镜组），每组腰 5-骶 1 各 8 例，腰 4-5 各 11 例；腰
3-4 各 2 例，椎间孔镜采用局麻，显微镜组采用全麻。比较两组手术时间、失血量、住院时间、标
本量、手术费用，比较术前和术后 1 天、1 周的血肌酸激酶，比较术前、术后 1d、1 周、2 周、1
月、3 月、6 月和末次随访的 JOA、VAS 和改良 MacNab 分级评定，比较术前、术后 1 周、1 月、
3 月和末次随访的 MR 和 CT 结果。
结果 两组在手术时间、出血量无明显差异；椎间孔镜组在住院时间、血肌酸激酶优于显微镜组(Ｐ
<0.05)；显微镜组在标本量、CT 和 MR 影像学椎管减压优于椎间孔镜组；VAS 评分和改良
MacNab 分级评定在术前和术后 1 周两组之间比较没有差异，而椎间孔镜组术后 1 天明显好于显微
镜组(Ｐ<0.05)；椎间孔镜组和显微镜组平均随访时间分别 12.31±1.27 月、11.89±2.12 月，差异无
统计意义，随访期间椎间孔镜复发 2 例（分别是术后 3 月和术后 15 月），显微镜组随访期间无复
发。
结论 经皮微通道显微镜和椎间孔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均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手术方法，各有
优特点和适应症，显微镜技术减压范围广、学习曲线短、适应症广，而内镜技术创伤更小、起效快
且多数手术可以局麻，但是复发率稍高些。

PO-207

ACDF 联合后路经皮微通道单侧入路双侧椎管内
减压治疗多节段颈椎病的临床疗效
陈春美,王锐,陈琰,江研伟,庄源东,石松生,杨卫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一期颈椎前路经椎间隙减压融合（ACDF）联合后路经皮微通道单侧入路双侧椎管内减压
治疗多节段颈椎病的临床疗效和适应症。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多节段颈椎病 43 例，3 节段和 4 节段分别为 29 例和 14
例。43 例均经颈椎椎正侧位、双斜位和过伸过屈位 X 线、颈椎 CT 平扫和重建、颈椎 MR 检查、
神经肌电图等检查，结合症状、体征、影像学资料和神经肌电图结果诊断为多节段颈椎病，排除了
颈椎不稳、严重的颈椎后凸畸形和后纵韧带钙化等。本组均采用全麻神经电生理监测下先行右侧颈
前入路椎间隙减压、CAGE 植骨融合和钢板内固定术，然后改为俯卧位，取旁开后中线选择一侧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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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经皮微通道（管径 1.42cm）系统双侧椎管减压。本组病例术后全部随访，分析术前、术后 1
周、3 月、6 月和末次随访时间，采用日本骨科学会(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评
分、颈椎 X 线正侧位片、颈椎 CT 和 MRI 扫描等，分别评估病人神经功能恢复程度、颈椎曲度改
变、椎间融合率、脊髓受压程度等情况。
结果 本组所有病例手术过程无脊髓神经损伤、脑脊液漏、术后感染及患者死亡病例；手术时间
150-221min，术中出血 30-55ml；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 5-48 月，平均随访 25.39±4.17 月，JOA
评分术前平均 8.56±1.09 分，术后 1 周、3 月、6 月和末次随访分别为 13.64±2.18、14.48±1.98、
15.67±1.72 和 16.79±2.37 分，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0.05)；颈椎曲度角术前为
10.21±1.12，术后 1 周、3 月、6 月和末次术后分别为 35.56±4.78、35.04±3.21、35.12±2.35 和
35.89±2.30，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0.05)；术后复查前路椎间融合率 100%，脊髓受压
明显改善。
结论 一期颈椎前路经椎间隙减压融合（ACDF）联合后路经皮微通道单侧入路双侧椎管内减压治疗
多节段颈椎病的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在达到充分解除脊髓前后压迫的同时恢复颈椎序列，提高
植骨融合率，保留部分颈椎活动度。

PO-208

经皮微通道显微镜下切除 368 例椎管内肿瘤的疗效分析
陈春美,王锐,陈琰,江研伟,庄源东,石松生,杨卫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显微镜下经皮微通道椎旁入路切除椎管内肿瘤的手术技巧和临疗效分析。
方法 分析自 2015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收治椎管内肿瘤患者共 368 例，其中颈椎 112 例，胸椎
95 例，胸腰椎 12 例，腰椎 146 例，骶椎 3 例；神经鞘瘤 271 例，神经纤维瘤 53 例、脊膜瘤 35
例、海绵状血管瘤 5 例、室管膜瘤 4 例。全麻后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通过经皮逐级套管扩张建立微
通道，显微镜辅助下切除椎管内肿瘤。分析手术时间、出血量；记录术前 1d、术后 1d、3d、5d 肌
酸磷酸激酶（CPK-MM）水平；于术前 1d、术后 1d、5d 和术后 6 月以及某次随访时间分别采用
McCormick 评分标准评价脊髓功能，以及采用疼痛视觉类比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评分
标准评估局部疼痛程度；于术后 1 周行 CT 三维重建；于术前、术后 1 周、术后 6 月行 MRI 平扫加
增强。
结果 所有椎管内占位完全切除，无神经损伤发生，McCormick 评分及 VAS 评分较术前改善（P＜
0.05），术后 1d CPK-MM 升高，术后 5d 下降至术前 1d 水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MRI 平扫加增强未见占位残留及复发，CT 三维重建示椎板开窗范围，无损伤关节突和脊柱的稳定
性；随访期间未见脊柱畸形发生。
结论 神经电生理监测下经皮微通道椎旁入路显微镜辅助切除椎管内肿瘤，疗效显著，既能借助微
通道的工作路径，最大程度避免影响肌肉、关节突以及脊柱稳定性，也能达到最大空间的显露，充
分切除肿瘤和保护好神经组织，具有创伤小，住院时间短，术后恢复快，较好维持术后脊柱稳定性
等优点。

PO-209

微创通道下椎管内外肿瘤切除
戴学军,林瑞生,陈寿仁,郭爱顺,林国诗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目的 分析在微创通道下切除椎管内外肿瘤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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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分析 12 例经 MRI 确诊椎管内外髓外肿瘤的临床资料。肿瘤位于颈段 5 例、胸段 5 例、
腰段 2 例；神经鞘瘤 8 例，脊膜瘤 4 例。采用皮肤小切口,微通道系统显露术区，在显微镜或神经
内镜辅助下切除肿瘤。
结果 12 例患者的椎管内外肿瘤均全部切除，手术时间 65-155 分钟，手术失血量 50-200ml，术后
症状消失或明显改善,脊柱的稳定性无影响，随访 3-18 个月无复发。
结论 在微通道下切除椎管内外肿瘤对正常组织损伤小，对脊柱稳定性的破坏小,肿瘤切除满意，术
后恢复快，具有安全、有效、微创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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