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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黏度骨水泥弥散程度如何影响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的疗效？
选择老年 根据侧位 X
女性单节 射线骨水泥
段骨质疏 弥散分组
松椎体压
缩性骨折
患者(n=
120)

B 组(n=66)：
骨水泥未
弥散至上
下终板两
侧
A 组(n=54)：
骨水泥弥
散至上下
终板两侧

根据 CT 横断位上
骨水泥弥散分度

(1) 两 组 患 者 术 后
Oswestry 功 能 障 碍 指
数评分、腰痛目测类比
评分较术前均有改善
(P < 0.05)；
(2)A 组患者术后椎体前缘
高度恢复率及局部后凸
角改善率较 B 组好(P <
0.05)。

Ⅰ度组(n=25)：
均匀弥散至椎
弓根
Ⅱ度组(n=29)：
未均匀弥散至
双侧椎弓根

2 组术后椎体
前缘高度恢复
率、局部后凸
角改善率差异
比较

结论：
(1)高黏度椎体成形治
疗老年女性单节段
骨质疏松椎体压缩
性骨折疗效肯定；
(2)椎体中骨水泥的弥
散程度愈高，术后
椎体高度恢复率及
局部后凸角改善率
愈佳；
(3)高黏度骨水泥的注
入不可过分追求弥
散程度而忽略渗漏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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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椎体成形术：是指通过向骨折椎体内注入相应的生物材料(如骨水泥等)达到缓解疼痛，矫正椎体畸形，增加椎
体稳定性的手术方式。其作为一种症状缓解迅速、疗效确切且对患者身体素质要求不高的骨科微创手术方式，
在老年患者骨质疏松性骨折的临床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
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主要是指由于病理生理因素改变，导致骨量减少，骨组织微结构退变，骨组织强
度下降、脆性增加的全身骨代谢异常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全身疼痛、骨折及脊柱畸形等，老年患者(尤其是
绝经后的女性)是高发人群，由于卧床保守治疗的并发症较多、较重，目前临床主要通过椎体成形术治疗，早
期纠正脊柱畸形、恢复功能活动。

摘要
背景：高黏度骨水泥是在传统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的基础上改进得到，具有可注射时间长、黏度高、聚合温度
低等特点，进一步增加了椎体成形手术的安全性。
目的：分析椎体成形治疗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中高黏度骨水泥弥散程度对临床疗效的影响。
方法：纳入 120 例女性首次、单一节段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患者，年龄 53-83 岁，均进行高黏度骨水泥
椎体成形手术。根据术后侧位 X 射线片将骨水泥弥散至上下终板两侧的患者记为 A 组(n=54)，其他患者记为
B 组(n=66)；根据 CT 横断位骨水泥弥散情况，将 A 组中均匀弥散至双侧椎弓根的患者记为Ⅰ度，其他患者
记为Ⅱ度。术后所有患者均随访 6 个月以上，对比各组末次随访的椎体前缘高度恢复率、局部后凸角改善率、
目测类比评分与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评分。
结果与结论：①A 组末次随访的椎体前缘高度恢复率、末次随访局部后凸角改善率均高于 B 组(P < 0.05)；②
末次随访时，A、B 组目测类比评分与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 < 0.05)，两组间比
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③Ⅰ度组与Ⅱ度组末次随访的椎体前缘高度恢复率、局部后凸角改善率比较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④A 组中骨水泥渗漏 9 例，术后发热 4 例，低血压 2 例；B 组中骨水泥渗漏
8 例，发热 6 例，术后血压升高 2 例，术后皮肤浅层渗液 1 例，两组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意义(P > 0.05)；⑤结果表明，高黏度骨水泥椎体成形治疗老年女性单节段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性骨折疗效肯
定，骨水泥弥散程度愈高临床疗效愈佳，但高黏度骨水泥的注入要适量，过多的弥散会增加渗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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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igh-viscosity cement dispersion on the treatment of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in elderly women
Chen Cheng1, Zhang Jiyun2, Hao Jie1, Wu Gang2, Zhang Feng1, Chen Xiaoqing1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01,
Jiangsu Province, China; 2Nantong Thir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00, Jiangsu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High-viscosity bone cement is modified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polymethylmethacrylate with the long injection time,
high-viscosity and low polymerized temperature feature and further improves the safety of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high-viscosity bone cement dispersion on the clinical outcomes in elderly female patients with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who have undergone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METHODS: Totally 120 elderly female patients with primary single-segmental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aged from 53 to 83
years were included, and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with high-viscosity bone cement was performed in all the enrolled patients. The
patients were assign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bone cement dispersion shown on the lateral X-ray film. The bone cement dispersed
to both endplates in the fractured vertebral bodyof 54 patients, who were marked as group A, and the other 66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as
group B. The group A patients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subgroups in term of CT cross-sectional image, and the patients with the bone
cement dispersing to the bilateral pedicles were taken as degree I (25 patients) and the others were termed as degree II (29 patients).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more than 6 months, and the recovery rate of anterior height of the vertebra, local kyphosis angle improvement
rate, visual analog scale scores and Oswestry dysfunction index score at the last follow-up were compared among group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recovery rate of anterior height of the vertebra and local kyphosis angle improvement rate in group A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group B at the last follow-up (P < 0.05). (2) The visual analog scale scores and Oswestry dysfunction index scores in
both A and B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t the last follow-up compared to the baseline data (P < 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3) The subgroups of degree I and II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covery rate of
anterior height of the vertebra and local kyphosis angle improvement rate at the last follow-up (P > 0.05). (4) There were nine patients with
bone cement leakage, four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fever, two patients with low blood pressure in group A and eight patients with bone
cement leakage, six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fever, two patients with high blood pressure, one patient with superficial skin infection in group
B,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ll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with high-viscosity bone cement has positive efficacy in treating elderly women with single-segmental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The better dispersion of bone cement in the fractured vertebrae indicates the better clinical
effects. However, high-viscosity bone cement should be injected in an appropriate amount, as excessive dispersion will increase the risk of
leakage.
Subject headings: Osteoporotic Fractures; Vertebroplasty; Tissue Engineering
Funding: the Nantong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No. MS22015109 (to CXQ)

0 引言 Introduction

1.3

对象

所有患者均为首次、单一节段椎体OVCF女性

骨质疏松症是指由病理生理性原因引起的全身骨量减

患者，均以高黏度骨水泥为注入材料进行成形手术治疗。

少、骨微结构退化，而导致的骨质强度下降、脆性增加，

所用患者骨质疏松均经影像学检查证实。椎体骨折部位：

[1]

易于发生疼痛、骨折、畸形等的全身代谢性疾病 。骨质

T8 4例，T9 4例，T10 4例，T11 13例，T12 30例，L1 31例，

疏松性骨折在老年人中发病率很高，尤其在绝经后的女性

L2 16例，L3 9例，L4 7例，L5 2例。随访时间6-42个月，

中更是高达50%[2-4]。椎体成形是目前公认的治疗骨质疏松

平均(21.1±10.9)个月。

椎 体 压 缩 性 骨 折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5-6]

根据患者术后侧位X射线片将骨水泥弥散至上下终板

，因其手术时间短、恢复

两侧的患者记为A组(n=54)，其他患者记为B组(n=66)；在

快、疗效确切等优势易于被广大患者所接受，并且随着近

A组患者中，再根据CT横断位骨水泥弥散情况，将均匀弥

年来高黏度骨水泥的应用，进一步降低了椎体成形手术中

散至双侧椎弓根的患者记为Ⅰ度(n=25)，其他患者记为Ⅱ

fractures，OVCF)的有效方案

骨水泥渗漏所导致的神经损伤

[7-8]

。但是针对高危人群老年

度(n=29)。

女性OVCF患者的椎体成形术后临床疗效研究报道目前尚

骨质疏松诊断标准：参照WHO推荐的诊断标准[9-10]，

较少。研究旨在通过分析椎体成形术中高黏度骨水泥在老

基于双能X射线吸收测定，骨密度值低于同性别、同种族

年女性OVCF患者中的弥散情况差异，进一步深入探讨骨

健康成人的骨峰值<1个标准差属于正常；骨密度值降低

水泥弥散程度与临床疗效之间的关系。

1-2.5个标准差之间为骨量低下(骨量减少)；骨密度值降低
≥2.5个标准差为骨质疏松。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病例分析。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2014年7月至2018年1月在南通

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完成。
828

病例入组标准：年龄大于50周岁绝经期女性患者；影
像学上明确有单节段胸椎或腰椎OVCF患者；患者有明显
的腰痛、活动受限等表现，且严重影响生活者；无法耐受
长期卧床等保守治疗的患者；双能X射线吸收测量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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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降低大于2.5个标准差者；已签署治疗知情同意书的患者。

病例排除标准：多节段的胸腰椎OVCF患者；腰椎术

临床资料均进入结果分析。
试验流程

2.2

见图1。

后、肿瘤、感染、腰椎畸形等患者；术前影像学提示有椎
管狭窄，骨块突入椎管压迫神经脊髓患者；合并严重的心、

老年女性骨质疏松压缩性骨折患者行高黏度骨水泥椎体成形术
(n=180)

脑、肺等内科疾病无法耐受手术患者；凝血功能障碍患者。
材料

1.4

高黏度骨水泥由天津市合成材料研究所提供，

骨密度检测未达到骨质疏松标准排除 4 例

产品标准：Q/12HG4527-1998，注册号：国药管械(试)2000
第302176号；高黏度骨水泥是应用广泛的水溶性聚乙烯吡

既往有脊柱相关手术史排除 23 例

咯烷酮材料，经测试无细胞毒性，血液及组织相容性较好。
方法

1.5

非单节段行骨水泥椎体成形手术排除 33 例

患者取俯卧位，胸部垫高，腹部悬空，常规消

毒铺巾，C臂机透视定位病变椎体椎弓根位置，用局麻药
(1%盐酸利多卡因)逐层浸润麻醉，穿刺针(14 G)经单侧椎
弓根穿入病变椎体，透视定位、确定穿刺针位置。可调整

120 例符合条件，入组参加试验

图 1 试验流程
Figure 1 Flow chart of the study

针尖斜面方向，一般朝向椎体中线。调配高黏度骨水泥至
合 适 状 态 ( 拉 丝 状 态 )[11] ， 通 过 椎 体 成 形 系 统 [YZB/ 国

2.3

0988-2008，国食药监械(准)字2008第3100820号，上海凯

节段行高黏度骨水泥椎体成形治疗，年龄53-83岁，平均

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手动将骨水泥缓慢注入椎体

(68.4±11.6岁)，A、B组主要的临床资料，见表1，两组身

中，高黏度骨水泥通过可弯曲斜口穿刺针注入椎体，当骨

高、体质量、体质量指数、合并症、病变节段及病程比较

水泥到达椎体壁时停止注射(整个注射过程在C臂机透视监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

[12]

控下进行)

所有入组患者均为首次、单

。记录骨水泥注射量，待骨水泥凝固后拔出穿

刺针，加压包扎。所有手术均有同一组医师操作完成。
术前建立常规补液通道，手术过程中予以心电监护、
吸氧(尤其在注射骨水泥时，密切注意血压变化)，并观察
主要观察指标

表 1 两组病例一般临床资料
Table 1 Baseline data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A 组(n=54)

B 组(n=66)

t/χ2 值

P值

年龄(x±s，岁)

69.84±9.46

68.03±8.75

2.723

0.052

身高(x±s，cm)

166.37±8.07

165.79±7.71

1.664

0.113

体质量(x±s，kg)

67.10±11.74

66.61±9.45

0.808

0.714

体质量指数(x±s，kg/m2)

24.12±3.61

24.74±3.05

0.226

1.631

0.504

0.526

1.011

0.317

1.347

0.183

项目
_

及记录术中骨水泥渗漏情况。
1.6

患者临床一般资料比较

_

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透视次

数、术中骨水泥注射剂量、骨水泥渗漏情况、骨水泥在椎
体内弥散情况(观察横向与纵向2个方向上的弥散情况)。术
前与末次随访时，检测椎体前缘高度

[13]

、局部后凸角

[14]

，

_

_

合并症(n)
高血压

19

23

糖尿病

16

18

计算术后两指标的改善率，评估术后腰痛及运动感觉恢复

心脏病

4

5

状况。治疗前、治疗后3 d、治疗后1个月、治疗后6个月和

慢性支气管炎

15

20

T8-T12

24

31

L1-L5

30

35

≤3 周

40

47

>3 周

14

19

末次随访时，观察目测类比评分[15](评分越低疼痛改善越明
显)、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评分变化(评分越低功能障碍
[16]

越轻)

病程(n)

。

椎体前缘高度：在侧位X射线上测量椎体前缘上下两
端的距离，测量3次，取均值。

表注：椎体成形术后侧位 X 射线片将骨水泥弥散至上下终板两侧的患者记为 A

局部后凸角：骨折椎体上位相邻椎体上缘的水平线与
椎体下位相邻椎体下缘的水平线的夹角。
1.7

统计学分析

病变节段(n)

数据采用SPSS 20.0计算机统计软件
_

进行分析。数值资料以x±s表示，首先对数值资料进行正态
性检验。2组患者基线资料(年龄、身高、体质量、合并症、

组，其他患者记为 B 组。

2.4

两组临床指标的比较

A组平均手术时间、术中透视

次数、骨水泥注射剂量及渗漏稍高于B组，但差异无显著
性意义(P > 0.05)，见表2。

病变节段、病程)、围术期各指标、术前及术后不同随访时

表 2 两组患者术中指标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intraoperative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间点目测类比评分、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评分之间的比

指标

较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同组患者手术前后的比较采用配
对t 检验；双侧检验P < 0.05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A组

B组

t值

P值

手术时间(x±s，min)

44.07±13.25

43.86±10.37

2.523

0.115

透视次数(x±s，次)

24.12±6.05

23.93±5.27

0.002

0.960

骨水泥注射量(x±s，mL)

4.73±1.47

3.68±1.31

1.611

0.207

骨水泥渗漏(n)

9

8

-

-

_
_

_

2
2.1

结果 Results
参与者数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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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其他患者记为 B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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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末次随访椎体前缘高度恢复率及局部后凸角改善

显示椎体成形后侧位X射线中高黏度骨水泥可有效弥散至

率优于B组(P < 0.05)，见表3；末次随访时，A、B组目测

上下终板，且CT横断位上显示能有效弥散至双侧椎弓根，

类比评分及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评分较治疗前显著改

故该病例属于A组Ⅰ度。治疗后3 d椎体前缘高度(高度增加

善(P < 0.05)，见表4。

6.0 mm)及局部后凸角(Cobb角减少6.7°)有明显改善，且术
_

表 3 两组椎体前缘高度恢复率和局部后凸角改善率的比较 (x±s)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recovery rate of anterior height of the
vertebra and local kyphosis angle improvement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后随访各时间点显示椎体前缘高度及局部后凸角维持较
好，未见高度明显丢失及局部后凸角增加等不良情况发生。

A
组别

n

椎体前缘高度恢复率(%)

局部后凸角改善率(%)

A组

54

39.83±2.45

20.01±2.04

B组

66

37.92±2.31

18.75±3.01

t值

8.454

9.334

P值

0.004

0.003

B

C

表注：椎体成形术后侧位 X 射线片将骨水泥弥散至上下终板两侧的患者记为 A
D

组，其他患者记为 B 组。

表 4 两组治疗前后目测类比评分及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评分的
_
比较
(x±s)
Table 4 Comparison of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visual
analog scale and Oswestry dysfunction index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

F

G

体前缘高度平均恢复率为39.72%，局部后凸角平均改善率

图注：图中 A 为治疗前侧位 X 射线片，见 L3 椎体前缘高度 14.8 mm，
局部后凸角 20.5°；B 为治疗前腰椎 MRI 矢状位，见 L3 椎体压缩变
扁，骨髓水肿，局部软组织水肿，提示为新鲜骨折；C 为椎体成形治
疗后 CT 横断位，高黏度骨水泥能较均匀分布于两侧椎弓根，未见明
显的骨水泥异位渗漏；D 为椎体成形治疗后 3 d 侧位 X 射线片，L3
椎体前缘高度 20.8 mm，局部后凸角为 13.8°；E 为椎体成形治疗后
1 个月侧位 X 射线片，L3 椎体前缘高度 20.5 mm，
局部后凸角为 14.7°；
F 为椎体成形治疗后 6 个月侧位 X 射线片，L3 椎体前缘高度 20.4 mm，
局部后凸角为 14.9°；G 为椎体成形治疗后末次随访侧位 X 射线片，
L3 椎体前缘高度 20.1 mm，局部后凸角位 15.4°。
图 2 女性 73 岁 L3 椎体压缩性骨折患者高黏度骨水泥椎体成形治疗
前后的影像学表现
Figure 2 The radiological observation of a 73-year-old female
patient with compression fracture of the 3rd lumbar vertebra before
and after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with high-viscosity bone
cement

为19.13%，2组椎体前缘高度平均恢复率、局部后凸角平

2.6

均改善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见表5。

例，低血压2例；B组患者中骨水泥渗漏8例，发热6例，术

时间

目测类比评分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评分

A组

B组

A组

B组

治疗前

6.31±0.78

6.82±0.38

42.22±4.49

42.35±6.07

治疗后 3 d

3.35±0.79a

3.24±0.32a

27.25±3.23a

27.24±2.34a

a

3.11±0.34

a

a

24.15±6.07a

3.04±0.27

a

a

19.71±5.91a

2.29±0.36

a

a

16.59±5.24a

治疗后 1 个月
治疗后 6 个月

3.12±0.46

a

2.39±0.71

a

末次随访

2.03±0.67

22.69±4.55
17.28±4.29
14.04±4.54

表注：椎体成形术后侧位 X 射线片将骨水泥弥散至上下终板两侧的患者记为 A
组，其他患者记为 B 组。与治疗前比较，aP < 0.05。

Ⅰ度组治疗后随访中再发骨折3例，末次随访椎体前缘
高度平均恢复率为40.01%，局部后凸角平均改善率 为
20.09%；Ⅱ度组治疗后随访中再发骨折4例，末次随访椎

不良反应

A组患者中骨水泥渗漏9例，术后发热4

后血压升高2例，术后皮肤浅层渗液1例，两组并发症发生
_

表 5 高黏度骨水泥横断面弥散不同分度的临床疗效比较
(x±s)
Table 5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ects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high-viscosity bone cement dispersion
组别

再发骨

末次椎体前

末次椎体前缘

末次局部后

折(n)

缘增加(mm) 高度恢复率(%) 凸角改善(°)

末次局部后凸
角改善率(%)

Ⅰ度组

3

4.10±0.52

40.01±1.12

6.00±0.47

20.09±2.13

Ⅱ度组

4

4.00±0.67

39.72±2.68

5.90±0.52

19.13±1.82

t值

2.327

0.348

0.108

0.190

P值

0.315

0.558

0.744

0.665

表注：根据 CT 横断位骨水泥弥散情况，均匀弥散至双侧椎弓根的患者记为Ⅰ

情况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32例患者予以对症
处理后均获得改善，未出现其他严重血管栓塞及神经损伤
等的手术相关并发症。
2.7

可能影响因素

此次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

一，研究没有考虑到其他影响椎体中骨水泥弥散分布的因
素，如骨折时间等，结论存在偏差；第二，研究纳入的病
例数较少，且研究病例中均未发生严重的并发症，故对并
发症研究不足；第三，研究方法采用非盲法，因此在病例
收集、分析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偏倚。

度，其他患者记为Ⅱ度。

3
73岁女性L3椎体压缩性骨折患者，行高黏

骨质疏松性骨折常发生于椎体，是典型的椎体前柱受

度骨水泥椎体成形治疗前后影像学表现，见图2。图2C，D

累为主的椎体压缩骨[12-20]。老年患者中随着年龄的增加，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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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雌激素分泌减少，全身骨组织强度

水泥弥散，术中高黏度骨水泥能有效弥散至双侧椎弓根，

下降，使全身疼痛、脊柱畸形表现的更加明显，需要更长

且未出现穿刺针破坏上、下软骨终板及椎体周围骨皮质等

的恢复时间

[21-22]

。此外，整个脊柱80%的负重由前柱承担，

情况，能在横断面上达到有效分布。骨水泥在横断面上得

故而骨折也最易发生在前柱，容易发展为脊柱后凸畸形等，

到均等的分布，有效降低了后期因椎体各部位受力不均匀

所以重建恢复前柱的稳定性是椎体成形治疗OVCF的关键

而发生再次骨折的风险[37]。

所在。椎体成形是能快速、有效缓解疼痛症状的骨科微创
手术，在老年患者OVCF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

[23-26]

研究以老年女性单节段OVCF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

。椎体

术后高黏度骨水泥在侧位X射线片上弥散情况进行分组，

成形术中骨水泥材料的不断改良，也推动其广泛应用。高

两组椎体成形术后的临床疗效均得到肯定，A组骨折椎体

黏度骨水泥是在传统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的基础上改进得

恢复率及局部后凸角改善较好；根据CT横断面上的骨水泥

到，具有可注射时间长、黏度高、聚合温度低等特点，进

弥散将A组患者细分成Ⅰ、Ⅱ两度，发现Ⅰ度与Ⅱ度相比

一步增加了椎体成形手术的安全性

[27-28]

。

在术后再发骨折上有减少，但无统计学差异。因此，在椎

有研究表明，若骨水泥材料能均匀分布于上下终板，

体成形治疗OVCF中，若高黏度骨水泥在病椎内能均匀弥

则能显著提高骨折椎体刚度及强度，如骨水泥材料同时接

散至上下终板及左右两侧椎弓根，则椎体高度及局部后凸

触上下终板，能有效降低椎体成形术后椎体再发骨折的发

角改善较好，再发骨折风险降低，术后患者腰痛及功能改

生率，提高生活质量

[29-31]

。研究中根据椎体成形术后高黏

善更佳。然而，在行椎体成形治疗OVCF过程中，需注意

度骨水泥在侧位X射线片上的弥散情况进行分组，比较分

高黏度骨水泥的使用，不可追求弥散程度最大化而忽略骨

析A、B两组临床疗效的差异，A组术后骨折椎体前缘高度

水泥渗漏的风险。

恢复率及局部后凸角改善率更加明显，对纠正脊柱畸形、
恢复正常脊柱生理曲度更为有效。骨折椎体刚度可提高椎
体抗形变的能力，降低再发骨折的风险。骨折椎体中，骨
水 泥 在 椎 体 左 右 两 侧 的 分布 差 异 影 响 远 期 骨 折 再发生
率[32-33]。左右两侧骨水泥分布不均匀，导致单侧载重、椎
体两侧受力不等，易引起脊柱不稳，增加了术后再发骨折
的风险。但此次研究对A组进行亚分组比较，可能是由于
病例数较少的原因，除了术后随访Ⅱ度再发骨折较Ⅰ度多，
未见两种分度存在明显的统计学差异。高黏度骨水泥填充
于骨折椎体内，早期能迅速缓解疼痛、纠正脊柱畸形，远
期能降低再发骨折风险，提高临床疗效[33]。但骨折椎体中
注入的骨水泥过多，会显著增加骨水泥异位渗漏的风险。
异位渗漏的骨水泥会增加椎体骨折、肺栓塞、脊髓神经压
迫甚至瘫痪等风险 [34] 。在行高黏度骨水泥椎体成形治疗
OVCF过程中，需处理把握好骨水泥的用法及用量，骨水
泥注入剂量过多、配制骨水泥过稀及注入时压力过大，均
会增加骨水泥异位渗漏的风险[9]。
有研究表明，骨水泥在椎体中的弥散程度受骨折时间
影响，在新鲜骨折椎体中(骨折小于3周)注入的骨水泥有较
大弥散体积，且能较均匀弥散至上下终板和双侧椎弓根，
能有效止痛和提供牢固的骨性支撑[10]。研究中，两组骨折
后时间分布无统计学差异，但同样得出骨水泥的异常分布
对临床疗效有较大影响。王想福等[35]研究证实，椎体成形
术中病椎左右两侧的骨水泥分布均等，才能使椎体双侧刚
度均得到增强。在单侧椎弓根穿刺过程中，术前根据影像
学资料严格的计算，确定术中进针角度及穿刺点，才能达
到双侧穿刺效果。骨水泥微创治疗OVCF时，单侧穿刺与
双侧穿刺的临床疗效无显著差异，且单侧操作能缩短手术
时间、减少医源性损伤[36]。此次研究均采用单侧椎弓根注
入高黏度骨水泥，在手术过程中获得了较好的左右两侧骨
P.O. Box 10002, Sh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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