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临 床 解 剖 学 杂 志 2012 年 第 30 卷 第 6 期

n-HA/PA66 与 PEEK cage 在颈前路椎间盘切除
减压术后椎间隙重建的比较研究
刘显宏， 欧云生， 蒋电明， 权正学， 张乐， 陈鑫， 胡侦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重庆 400016

【摘要】 目的 观察比较纳米羟基磷灰石 / 聚酰胺 66 颈椎融合器（n-HA/PA66 Cage）与聚醚醚酮颈

椎融合器 (PEEK Cage) 在颈前椎间盘切除减压术后椎间隙植骨重建的初期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6 月 ~2011 年 6 月手术治疗资料完整的 57 例颈椎病患者，行颈前路椎间盘切除减压 Cage 植骨

融合钛钉板系统内固定治疗，其中 31 例采用 n-HA/PA66 cage, 26 例采用 PEEK cage。术后随访包括影像

学及临床疗效评价，影像学评价包括术前、术后正侧位片、动力位片观察植骨融合率、塌陷率、颈椎曲度及

手术节段椎间隙高度情况；临床疗效采用 Odom 标准评定。 结果 n-HA/PA66 组患者 6 月时获得

97.7%植骨融合，PEEK 组融合率 100%，两组融合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n-HA/PA66 组术后颈椎丢失

的角度为(2.06±1.77)°较 PEEK 组(2.39±1.56)°稍低，两组数据无统计学差异（P=0.384）；n-HA/PA66组与

PEEK 组 术 后 平 均 椎 间 隙 丢 失 高 度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0.46±0.52 mm，0.41±0.18 mm，P=0.599）， 其 中

n-HA/PA66 组出现 1 例患者 1 个节段塌陷，塌陷率 2.3%，与 PEEK 组塌陷率 （0%）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372）；PEEK 组获得 81%临床优良率对比 n-HA/PA66 组 77%的优良率无统计学差异（P=0.757）。
结论 颈前路椎间盘切除减压后，n-HA/PA66 与 PEEK cage 椎间隙植骨融合并内固定治疗颈椎病的初期

临床疗效与影像学结果均较好且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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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reliminary efficacy using polyetheretherketone cage (PEEK

Cage) and Nano-hydroxyapatite polyamide/66 cage (n-HA/PA66 Cage) composites for reconstruction following

anterior cervical intervertebral discectomy and fusion (ACDF) in cervical spondylosis. Methods We

performed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patients (57 cases, 31cases in n-HA/PA66 group, 26 cases in PEEK group)

with cervical spondylopathy who underwent ACDF by two different cages between June 2008 and June 2011.

Cervical pathologies included cervi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and cervical radiculopathy. All patients were

assessed clinically and radiologically. Clinical outcome was evaluated using Odom's criteria, radiology result

included subsidence of the cages, the angle of cervical lordosis, the fusion rate and interspace height.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fusion rate between both groups （97.7% vs. 100% , P＞0.05）. As well

the loss of cervical lordosis (2.06±1.77° vs. 2.39±1.56°, P=0.384). The mean loss of interspace height (0.46±
0.52 mm) in n-HA/PA66 group was a little higher than that (0.41±0.18 mm) in PEEK group,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oth groups （P=0.599）. An interspace collapse of 3mm or greater was observed in 2.3% in

n-HA/PA 66 cage group, compared with zero one in the PEEK group (P=0.372). The PEEK group achieved an

81% rate of successful clinical outcomes, compared with 77% in the n-HA/PA 66 group (P=0.757).

Conclusions The n-HA/PA66 cage is as good as PEEK cage in preliminary outcomes for anterior cervical

intervertebral disc discectomy and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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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颈椎病例数量资料
Tab.1 Demographic data of cervical disc diseases

Characteristic

n-HA/PA66 组 (31
例，44 节段)
n-HA/PA66 group
(n=31cases, 44levels)

PEEK 组 （26 例，
35 节段）
PEEK group (n=26
cases, 35levels)

P

男 / 女 M/F 23/8 16/10 0.306

平均年龄 /mean age(y) 51.4 52.4 0.708

神经根型 /radiculopathy 9 6 /

脊髓型 /myelopathy 22 20 0.611

单节段 /one-level 20 18 0.707

双节段 /two-level 9 7 0.860

三节段 /three-level 2 1 1.000

C3-C4 5 3 /

C4-C5 15 10 /

C5-C6 20 17 /

C6-C7 4 5 /

注：P＜0.05有统计学差异

颈 前 路 减 压 植 骨 融 合 术 （Anterior cervical

discectomy and interbody fusion, ACDF） 已经被认为是

治疗颈椎退行性变的标准术式并得到广泛应用。自体

髂骨移植是前路减压融合的经典方式，但供区的并发

症限制了其应用。近年来出现了多种用于骨性重建的

椎间融合器，克服了自体髂骨移植所引起的并发症，如

钛合金、碳纤维、PEEK 椎间融合器。PEEK 融合器作为

替代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前路减压后的椎间融合，临床

疗效得到肯定。我们以纳米羟基磷灰石 / 聚酰胺 66

(n-HA/PA 66) 复合生物材料成功研发出颈椎生物活性

融合器（n-HA/PA 66 Cage）,并用于颈椎前路椎体全切

除减压术后椎体骨性重建，初期疗效确切[1,2]。本文回顾

性分析了我们从 2008 年 6 月 -2011 年 6 月，行前路椎

间盘切除减压，两种 cage(n-HA/PA66 cage、PEEK cage)

椎间隙植骨融合钛钉板系统内固定术的 57 例颈椎病

患者初期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n-HA/PA 66 椎 间 融 合 器 （ nano-hydroxyapatite

polyamide/66 cage）

纳 米 羟 基 磷 石 灰 石 聚 酰 胺 66 椎 间 融 合 器

（n-HA/PA 66 cage）是我院在国家“863”项目资助下，与

四川大学联合研制的复合型骨修复生物材料，由四川

国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制作的具有生物活性的椎间融

合器。该材料为圆形（第一代）或马蹄形（第二代），高度

有 5、6、7、8 mm，体壁四周有多个 2 mm 的孔。根据临床

需要选取相应的高度（图 1）。
1.2 PEEK 椎间融合器( polyetheretherketone cage)

聚醚醚酮椎间融合器（PEEK cage），上下两端具有

金属刺突能增加其在椎间隙中的稳定性，中空类圆形，

其内填充骨粒，Cage 高度有 5、6、7、8 mm，根据临床需

要选取相应的规格。
1.3 临床资料

收集能够通过椎间盘切除完成对脊髓、神经根充

分减压的 57 例脊髓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包括单

节段、双节段和 3 节段。手术均采用颈椎前路椎间盘切

除减压 Cage 植骨融合、钛钉板系统内固定术，椎间隙

骨性重建分别采用 n-HA/PA 66 cage （31 例）、PEEK

cage（26 例）(表 1)。
1.4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的手术均由同一组手术医师完成。术前

常规进行气管推移训练 2~3 d。手术时患者采用仰卧

位，均采用气管插管复合静脉麻醉。手术常规消毒铺

巾，右侧颈前横切口或者纵切口入路，暴露椎体前方。C

臂 X 线机确定病变间隙，Caspar 撑开器撑开相邻椎体，

切除病椎间盘组织至终板。单节段病变，切除椎间盘到

软骨终板，咬除相邻椎体后缘骨赘至后纵韧带，两侧抵

达钩椎关节，切除后纵韧带，切除上位椎体后下缘、下
位椎体后上缘保证脊髓与神经根得到充分减压,选择合

适规格的融合器，将切除的自体椎体骨粒填充于融合

器的中空处，将融合器 （n-PA/PA66 椎间融合器或

PEEK 椎间融合器）及自体松质骨粒植入于减压后椎间

隙处，取出 Caspar。对 2 节段或 3 节段病变者，采用类

似的方法逐节段行椎间盘切除减压、Cage 植骨重建，锁

定钛钉板系统内固定，放置引流管后逐层缝合。
1.5 术后治疗及康复

术后应用 48~72 h 抗生素治疗，并给予脱水剂、糖
皮质激素。换药保持切口清洁干燥，切口引流量＜20

ml/24 h 拔出引流管，第 3 天下床活动，颈领制动 3 个

月。术后 7 d 颈椎 X 线摄片，1、6、12 个月及末次随访

时，加照颈椎过伸、过屈侧位片，观察植骨融合、颈椎曲

度、节段椎间隙高度及内固定的稳定情况。
1.6 评价方法

患者术后 1、3、6、12 月及其后随访，拍摄正、侧位

及动力位 X 线片（部分病人行颈椎 CT 三维重建）观察

内置物是否在位，有无松动、断裂等，融合节段椎体间

距改变＞3 mm 即为坍陷；采用 Carestream 图像查看器

软件在侧位片上测量术前、术后融合及末次随访节段

的椎间隙高度 （Interspace height, IH) 和颈椎生理曲度

Cobb 角（图 2）；在 6 个月随访时，应用 Vaccaro[3]标准：

融合器与上下椎体间有明确骨小梁形成或融合器周围

不存在透明带判断融合情况及融合器塌陷情况；在末

次随访时，采用 Odom’s 临床疗效评定标准评价术后临

床疗效及计算优良率。
1.7 统计学处理

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两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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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n-HA/PA66 cage 1a：第一代 cage，中空圆形，直径d=11mm，内填有自体骨粒 1b：第二代 cage，中空
类马蹄形，上下两端有横向凹槽能增加其在椎间隙中的稳定性，上下两端类四边形边长 d（16 mm×11

mm×13 mm），其内填有自体骨粒
Fig.1 n-HA/PA66 cage 1a：the first generation cage, hollow cricular, diameter is 11mm, the inner cavity of

cage was filled with autologous bone 1b: the second generation cage, hollow with U shaped, the cage is a

hallow frame with crabwise grooves on the top and bottomm, which improve fixation to subchondral bone. The

inner cavity of cage was filled an autologous bone, side length of trapezoid was 16 mm×11 mm×13 mm

表 2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
Tab.2 Patient common clinial Data (Mean±SD)

临床资料 Clinical data n-HA/PA 66 组（31 例）
n-HA/PA 66 group(31 cases)

PEEK 组（26 例）
PEEK group (26 cases) t P

随访时间 /follow-up(mo) 18.2±6.5 19.6±5.2 -0.899 0.373

住院时间 /hospital saty(d) 13.8±2.4 13.3±2.1 0.892 0.376

手术时间 /operation time(min) 93.7±35.2 97.5±37.6 -0.392 0.696

出血量 /blood loss(ml) ＜50 ＜50 / /

注：P＜0.05有统计学差异

表 3 术后 Odom疗效评定
Tab. 3 Clinical outcomes using Odom criteria

n-HA/PA 66 组（31 例）
n-HA/PA 66 group(31 cases)

PEEK 组（26 例）
PEEK group (26 cases) x2 p

7 6 / /

17 15 / /

5 4 / /

2 1 / /

24/31(77%) 21/26(81%) 0.095 0.757

Odom 疗效评定
Odom Criteria

优 /excellent

良 /good

中 /fair

差 /poor

优良率 /successful treatment

注：P＜0.05有统计学差异

量资料（年龄、随访时间、手术时间、住院时间、颈椎曲

度、椎间隙高度）比较采用 student t 或独立样本 t 检验；

分类计数资料采用秩和检验(融合率、塌陷率)和 χ2 检验

（病例一般资料、Odom 优良率），设定 P＜0.05 为差异

显著性，计量资料采用 Mean±SD 描述。
2 结果

2.1 一般临床资料（表 2）

2.2 Odom 标准评定手术临床疗效（表 3）

PEEK 组 81% 优 良 率 稍 高 于 n-HA/PA 66 组 的

77%，两组术后优良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2.3 影像学随访资料

57 例患者共实施手术节段 79 节，我们根据术后影

像学随访观测两组患者手术节段的融合率、塌陷率、颈
椎曲度以及椎间隙高度。n-HA/PA66 组患者 31 例，44

节段，半年随访时 43 个间隙获得融合，融合率 97.7%

（43/44）(图 3)，PEEK 组 26 例患者，35 节段均获得骨性

融合，半年融合率 100%（35/35）；n-HA/PA66 组由术前

颈椎平均曲度 2.18°矫正到 8.15°，矫正角度 （5.97±
2.92）°，PEEK 组则由 2.42°矫正到 8.11°，矫正角度（5.68

±2.14）°。两组术前、术后颈椎曲度及矫正角度均无统

计学差异（P＞0.05）；两组患者术后平均椎间隙高度为

7.79 mm、7.81 mm（P＞0.05），相对于术前椎间隙平均高

度 4.40 mm、4.77 mm（P＞0.05），两组矫正高度分别是

3.38 mm、3.05 mm（P＞0.05），n-HA/PA66 组矫正高度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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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采用 Carestream图像查看器软件测量椎间隙高度(IH)，颈椎生理曲度 cobb角
图 3 男性，53岁，神经根型颈椎病
a:术前颈椎MRI提示 C4-5/C5-6椎间盘突出 b,c:颈椎正侧位片。行C4-5/C5-6前路椎间盘切除减压 n-HA/PA66 cage植入融合术 d,e:术后 1

月颈椎正侧位片 f,g:术后 6月颈椎CT三维重建
Fig.2 This diagram shows how interspce and segmental angle were determinded using carestream software. IH indicates interspce height,θ
indicates segmental angle (cervical lordosis, Cobb)

Fig.3 Male, 53y, radiculopathy. a: preoperative MRI indicates C4-5/C5-6 intervertebral dics herniation; b,c : preoperative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film; d,e: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film after operation 1 month; f,g: CT 3D reconstruction after operation 6 months

高于 PEEK 组。而到末次随访时，两组患者手术节段丢

失高度相似，分别为(0.46±0.52) mm、(0.41±0.18) mm，

两组手术节段丢失的椎间隙高度没有统计学差异（P＞
0.05），但 n-HA/PA66 组术后 1 例 3 节段颈椎病患者在

术后 1 月余发现 C6-7 节段塌陷（＞3 mm），塌陷率 2.3%

（1/44），而 PEEK 组未发现塌陷，两组塌陷率比较无统

计学差异（P＞0.05）（表 4）。
3 讨论

3.1 颈前路减压后植骨融合材料的优缺点

ACDF 是治疗神经根型或脊髓型颈椎病疗效确切

的经典手术方式，但减压后植骨融合与骨性重建仍是

广泛关注的问题。在 ACDF 术中，利用三面皮质骨的髂

嵴自体骨作为椎体间融合移植物能获得较满意的临床

及影像学效果，而被作为 ACDF 的“金标准”。但骨供区

的缺损，2 次切口亦增加手术时间，其给患者带来的疼

痛有时甚至大于颈椎手术本身。同种异体骨移植物亦

是一个良好的替代选择，然而文献[4,5]报道同种异体骨移

植存在的塌陷率较高、融合率较低等缺点加上我国同

种异体骨库发展不完善而限制了其应用。为避免诸上

问题，人工融合器应运而生。人工钛合金融合器作为金

属类融合材料的代表曾一度被广泛使用，因为其能够

提供较强的生物力学支撑、较好地维持椎间隙高度和

较高的融合率。但同样伴随较多的缺点，如融合器应力

遮挡、下沉及阻挡 X 射线而难以观察融合器内骨融合

情况等[6,7]。而非金属类融合器如碳纤维融合器具有重建

脊柱稳定性好，植骨融合率高，应力遮挡小等特点[8]，但

Bartels[9]报道出碳纤维融合器 ACDF 术后塌陷率高达

29.2%。PEEK 融合器属非金属类，已多年应用于 ACDF

术中作椎间隙重建，不良报道甚少。n-HA/PA66 生物活

性材料亦属于非金属类骨修复替代材料，其在胸腰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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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手术影像学资料
Tab.4 Radiographic data of surgery(Mean±SD)

参数 Parameter n-HA/PA66 组
n-HA/PA 66 group(44 levels)

PEEK 组
PEEK group(35 levels) t P

融合率 /fusion rate 43/44（97.7%) 35/35(100%) / 0.372

塌陷率 /collapse≥3 mm 1/44(2.3%) 0/35(0%) / 0.372

颈椎曲度 /segmental angle

术前 /preoperative 2.18±3.11 2.42±3.56 -0.323 0.748
术后 /postoperative 8.15±3.35 8.11±3.76 0.047 0.962

末次 /final 6.08±2.89 5.71±3.25 0.537 0.593

矫正角度 /correction 5.97±2.92 5.68±2.14 0.475 0.636
丢失角度 /loss 2.06±1.77 2.39±1.56 -0.876 0.384

椎间隙高度 /interspace height(mm)

术前 /preoperative 4.40±1.32 4.77±1.31 -1.222 0.226

术后 /postoperative 7.79±0.69 7.81±0.59 -0.194 0.847

末次 /final 7.32±0.55 7.40±0.63 -0.579 0.565

矫正高度 /correction 3.38±1.45 3.05±1.44 1.028 0.307

丢失高度 loss 0.46±0.52 0.41±0.18 0.528 0.599

注：P＜0.05有统计学差异

骨折及肿瘤切除后的脊柱稳定性重建的初步临床应用

中疗效显著[10~13]。
3.2 n-HA/PA66 与 PEEK 融合器的生物学特点

在融合术中，理想的植骨替代材料应该满足良好

的生物相容性、良好的机械力学性能、较好的骨传导、
对影像学无干扰、手术医师操作方便及价格低廉等特

点。PEEK 融合器具有无细胞毒性、生物相溶性良好、抗
吸收、耐腐蚀、可透射线、生物力学接近皮质骨等生物

特性；n-HA/PA66 主要由 HA 晶体以纳米级颗粒直径

均匀分散在 PA66 中复合而成 [14]。体内外实验证实

n-HA/PA66 复合生物材料亦无明显细胞毒性反应，具

有良好的生物融合性，抗组织腐蚀降解、抗机体吸收等

生物学特点[15]，且 n-HA/PA66 材料抗弯、抗压强度和弹

性模量与人体皮质骨类似[15]，使得 n-HA/PA66 具有同

PEEK 材料相似的生物特性及安全性。在本研究中，手

术均由同组医师完成，我们在放置 n-HA/PA66 融合器

时，无需切取髂骨，同 PEEK 融合器一样操作简单、便
捷、出血量少，两组患者平均手术时间均约 90 min（P＞
0.05）；两组患者术中融合器置入后，均无明显不适，无

排异 反应，术后 切口愈好良 好，不 延 长 住 院 时 间

（n-HA/PA66 组为(13.8±2.4) d，PEEK 组为(13.3±2.1) d，

P＞0.05）。
3.3 n-HA/PA66 与 PEEK 融合器的治疗结果

我们采用 Odom’s 标准评价两组患者临床疗效，

n-HA/PA66 组获得 77%优良率接近 PEEK 材料组的

81%（P＞0.05），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良好，我们报道的优

良率接近 Niu 等[7]报道的钛合金的 75%、PEEK 的 80%。
ACDF 术中，融合器的使用能提高颈椎稳定性与融合

率。使用填充自体骨粒的钛合金融合器治疗单节段与

多节段颈椎病具有高达 95%~100%融合率[16,17]。随之而

来的高塌陷率也被报道，Schmieder 等[18]报道了 2 年随

访的 67 个融合节段中，30 个节段发现塌陷，塌陷率高

达 44.8%，同样 Grecek 等[19]小样本研究中报道了 9 个

融合节段中，5 个节段发生塌陷，塌陷率 62.5%。在我们

的研究中，n-HA/PA66 组患者随访中，31 例患者共 44

个融合节段在 6 个月随访时 43 个节段获得融合（融合

率 97.7%）。在术后颈椎曲度维持方面，n-HA/PA66 组患

者术后平均矫正颈椎曲度为(5.97±2.92)°，而 PEEK 组

患者术后矫正角度为(5.68±2.14)°，两组数据无统计学

差异 （P＞0.05）。末次随访时，n-HA/PA66 组平均丢失

2.06°，PEEK 组平均丢失 2.39°，两组数据没有统计学差

异（P＞0.05），患者术后颈椎曲度维持良好。在术后颈椎

间隙高度维持方面，n-HA/PA66 组患者由术前平均 4.4

mm 矫正到 7.79 mm，PEEK 组由术前的平均 4.77 mm

矫正到 7.81 mm，两组患者椎间隙高度均得到改善。末

次随访时，椎间隙丢失高度分别为(0.46 mm, 0.41 mm,

P＞0.05)， 两 组 材 料 椎 间 隙 高 度 维 持 良 好。此 外 ，

n-HA/PA66 组出现 1 例 3 节段颈椎病患者术后 1 月余

1 个节段（C6-7）出现丢失高度＞3 mm。我们推测塌陷的

出现可能是术中选取的 n-HA/PA66 是第一代融合器，

融合器与椎体的面 - 面接触过小导致假体与骨性终板

界面应力过度集中及椎间盘刮除不彻底、螺钉位置不

良等因素所致，我们已对这例患者行自体髂骨植骨融

合术，术后影像学随访满意。我们报道的 PEEK 融合器

术后丢失角度与椎间隙丢失高度稍小于文献[7,20]，笔者

推测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的随访时间较短 （平均 18.8

个月）等原因。本研究显示，n-HA/PA66 融合器与 PEEK

融合器在颈前路椎间盘切除减压治疗单节段、双节段

和三节段的脊髓型或神经根型颈椎病中，有相似的临

床与影像学疗效。另外，我们认为 n-HA/PA66 融合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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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椎体接触面积应加大，以降低融合器塌陷率。本研究

中同样存在着不足，患者平均随访时间较短 （18.8 个

月），病例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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