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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应用纳米羟基磷灰石 /聚酰胺 66 人工骨块行颈椎后路双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收治颈部疾病患者 32 例。男 23 例，女 9 例; 年龄 32 ～ 78 岁，中位数 56 岁; 脊髓型颈椎病 11 例，发育

性颈椎管狭窄症 7 例，颈椎后纵韧带钙化症 14 例; 病程 5 ～ 15 个月，中位数 10 个月。均采用颈椎后路双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治

疗，以纳米羟基磷灰石 /聚酰胺 66 人工骨块作为间隔物。采用日本骨科学会(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 制定的脊髓型

颈椎病评分标准( 17 分法) 评定脊髓功能; 进行颈椎 X 线、CT、MＲI 检查，观察颈椎曲度和活动度、植骨块位置和愈合情况，测定椎

管矢状径; 观察记录治疗及随访期间的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所有患者均行 C3 ～ C6 后路双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手术时

间( 1． 6 ± 0． 3) h，术中出血量( 188 ± 50) mL。所有患者均获 12 个月以上随访，切口均甲级愈合，未出现过敏或毒性反应，均未出现

脊髓损伤加重表现。术后所有患者的症状均明显缓解，3 例患者出现单侧或双上肢烧灼样疼痛，治疗 1 ～ 3 个月后消失; 术前、术

后 1 周、术后 3 个月、术后 12 个月的 JOA 评分分别为( 6． 56 ± 2． 52) 分、( 10． 82 ± 1． 47) 分、( 11． 94 ± 1． 63) 分、( 12． 35 ± 1． 96) 分。

影像学检查显示术后颈椎椎管容积明显增加、颈脊髓漂移满意、脊髓压迹消失; 术前最狭窄部椎管矢状径( 8． 86 ± 3． 69) mm，出院

时增加至( 14． 27 ± 2． 54) mm; 植骨块位置维持良好，所有植骨块均与棘突融合; 未发生再关门、颈椎后凸畸形及颈椎节段性不稳等

并发症。结论: 应用纳米羟基磷灰石 /聚酰胺 66 人工骨块行颈椎后路双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可有效扩大并维持颈椎管容积，促

进脊髓功能恢复，且植骨愈合良好，并发症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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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后路双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是治疗颈椎疾

病的重要方法之一［1 － 5］，椎板开门后往往取自体髂骨

块充当间隔物，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对患者的创

伤，也增加了手术感染的几率［6 － 8］。近年来临床上开

始使用异体骨和人工骨等充当间隔物，但也存在排异

反应、不融合等问题［9 － 11］。近年来我院采用纳米羟基

磷灰石∕聚酰胺 66 人工骨块充当颈椎后路双开门椎

管扩大成形术中间隔物，现总结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32 例，均为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在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河南省骨科医院住院治疗的患

者。男 23 例，女 9 例; 年龄 32 ～ 78 岁，中位数 56 岁;

脊髓型颈椎病 11 例，发育性颈椎管狭窄症 7 例，颈椎

后纵韧带钙化症 14 例; 病程 5 ～ 15 个月，中位数 10

个月。所有患者均符合颈椎后路双开门椎管扩大成

形术的适应证，术前均行 X 线、CT、MＲI 检查。

2 方 法

2． 1 手术方法 以 C3 ～ C6 后路双开门椎管扩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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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术为例。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患者俯卧，头部

置于马蹄形支架上，头颈部保持略屈曲中立位。经颈

后正中切口，常规显露 C2 ～ C7 椎板和棘突，以 C3 棘

突水平为准截除其余椎体过长的棘突。用巾钳或棘

突打孔器在 C3 ～ C6 棘突上打孔以备穿入可吸收丝线

固定人工骨块。用椎板咬骨钳咬除 C3、C7 部分椎板

上缘及黄韧带，将带有塑料套管的线锯自 C6 ～7椎间隙

穿入经椎板下硬膜外从 C2 ～3椎间隙穿出，经棘突正中

剖开 C3 ～ C6 棘突。在 C3 ～ C6 两侧椎板外侧缘与关

节突内侧交界处用磨钻或尖嘴咬骨钳开槽，去除椎板

外层皮质，保留内侧皮质，形成门轴。用带钩的神经

剥离子或窄骨刀将 C3 ～ C6 棘突向两侧分开，使椎板

两侧铰链侧内层皮质骨不完全骨折，椎板向两侧分开

呈开门状，向两侧分开的过程中注意清除黏连束带。

选择合适的梯形纳米羟基磷灰石 /聚酰胺 66 人工骨

块( 四川国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见图 1 ) ，穿入可吸

收缝线，置入剖开的棘突之间，将可吸收缝线经棘突

两侧打好的孔穿出，捆绑牢固。彻底冲洗后置入负压

引流管，逐层缝合切口。术后常规应用抗生素、脱水

剂，颈部用颈托固定 6 ～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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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纳米羟基磷灰石 /聚酰胺 66 人工骨块

2． 2 疗效及安全性评价方法 采用日本骨科学会

(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 制定的脊髓型

颈椎病评分标准( 17 分法) ［12］评定脊髓功能; 进行颈

椎 X 线、CT、MＲI 检查，观察颈椎曲度和活动度、植骨

块位置和愈合情况，测定椎管矢状径; 观察记录治疗

及随访期间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3 结 果

所有患者均行 C3 ～ C6 后路双开门椎管扩大成形

术，手 术 时 间 ( 1． 6 ± 0． 3 ) h，术 中 出 血 量 ( 188 ±
50) mL。所有患者均获 12 个月以上随访，切口均甲

级愈合，未出现过敏或毒性反应，均未出现脊髓损伤

加重表现。术后所有患者的症状均明显缓解，3 例患

者出现单侧或双上肢烧灼样疼痛，治疗 1 ～ 3 个月后

消失; 术前、术后 1 周、术后 3 个月、术后 12 个月的

JOA 评分分别为( 6． 56 ± 2． 52) 分、( 10． 82 ± 1． 47) 分、
( 11． 94 ± 1． 63 ) 分、( 12． 35 ± 1． 96 ) 分。影像学检查

显示术后颈椎椎管容积明显增加、颈脊髓漂移满意、

脊髓压迹消失; 术前最狭窄部椎管矢状径 ( 8． 86 ±
3． 69) mm，出院时增加至( 14． 27 ± 2． 54 ) mm; 植骨块

位置维持良好，所有植骨块均与棘突融合; 未发生再

关门、颈椎后凸畸形及颈椎节段性不稳等并发症。典

型病例影像资料见图 2。

图 2 脊髓型颈椎病颈椎后路双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治疗前后影像资料

患者，男，74 岁，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行 C3 ～ C6 后路双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以纳米羟基磷灰石 /聚酰胺 66 人工骨块作为间隔物

4 讨 论

颈椎后路椎管扩大成形术有单开门、双开门、Z

形椎管成形术及椎板切除等多种术式。虽然开门后

椎板固定的方式很多，但目的都是防止出现“再关

门”。与其他后路颈椎管扩大成形术相比，颈椎后路

双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可以很好地保留颈椎结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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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颈椎 的 生 物 力 学 特 征，有 利 于 维 持 颈 椎 的 稳 定

性［13］。该术式不破坏关节突关节，劈开的棘突纵行

排列方向一致，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棘突和棘间韧带，

使之成为一个复合体，有利于术后周围肌群止点重新

附着，而且左右张力均衡。

我们选用的纳米羟基磷灰石 /聚酰胺 66 人工骨

块横截面为梯形，固定时窄面向下可与劈开的棘突融

为一体，不仅能避免劈开的棘突再关门，而且由于固

定后的椎管形态接近颈椎管的生理形态，因此可以避

免硬膜后侧形成广泛瘢痕导致椎管狭窄影响远期疗

效。人工骨块上设计的贯通孔可通过可吸收缝线与

棘突上的钻孔进行固定; 人工骨表面含有能与钙离子

结合在一起的单糖类乳糖位点，可诱导矿物沉积，并

对间质细胞有趋化、促分化和固定作用。纳米羟基磷

灰石 /聚酰胺 66 复合生物活性材料相态稳定、无毒

性［14 － 15］，其结构及组成与人体骨磷灰石纳米针晶极

为相似，生物相容性良好; 抗弯刚度、抗压和弹性模量

与人体皮质骨相似，可为新骨形成提供支架作用，而

且具有良好的骨传导性; 其颗粒具有很好的骨诱导

性，可促进新生血管和新骨生成。

本组患者的治疗结果提示，应用纳米羟基磷灰

石 /聚酰胺 66 人工骨块行颈椎后路双开门椎管扩大

成形术，可有效扩大并维持颈椎管容积，促进脊髓功

能恢复，且植骨愈合良好，并发症少，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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