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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保留 C7 棘突肌肉韧带复合体和传统椎管扩大成形术后轴性
症状发生率的 Meta 分析
查圆瑜 李佐华 姚世军 扈佐鸿 阮文枫*

[摘要] 目的 系统评价保留 C7 棘突肌肉韧带复合体改良椎管扩大成形与传统椎管扩大成形手术治疗多节段颈椎病
的临床疗效。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Cochrane Central、EMbase、the ISI Web of Knowledge Database、知网、
维普、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间为建库时间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纳入关于保留 C7 棘突改良椎管扩大成形与传统椎
管扩大成形两种手术方法治疗脊髓型颈椎病疗效比较的随机对照试验、前瞻性或回顾性研究。利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 共有 10 篇研究符合纳入标准，共 603 例患者，改良组 268 例，传统组 335 例。Meta 分
析结果显示： 改良组术后轴性症状发生率、VAS 评分低于传统手术组（P＜0.05），术后 JOA 评分改善率两者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保留 C7 棘突改良椎管扩大成形术与传统椎管扩大成形术治疗脊髓型颈椎病均的
疗效相当，均可有效改善各项评分，前者可以有效降低术后轴性症状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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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analysis of preservation of C7 muscle ligament complex laminoplasty versus conventional laminoplasty in
treatment of multilevel cervical myelopathy
Zha Yuanyu, Li Zuohua, Yao Shijun, Hu Zuohong, Ruan Wenfeng.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aikang Tongji(Wuhan)
Hospital, Wuhan Hubei, 43005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the safety between preservation of C7 muscle ligament complex
laminoplasty and conventional laminoplasty for the patients with multilevel cervical myelopathy(MCM). Methods A
systematic search of all the studies published was conducted on the PubMed, Cochrane Central, EMbase, the ISI Web of
Knowledge Database, CNKI, VIP and Wanfang databases. Randomized and non-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that
preservation of C7 muscle ligament complex laminoplasty and conventional laminoplasty for MCM were identified from
database foundation to December 1, 2020. Meta-analyses were performed by using the Rev-Man 5.3 software. Results Ten
studies involving 603 patients were included. Among the patients, 268 underwent preservation of C7 muscle ligament
complex laminoplasty(modified group) and 335 underwent conventional laminoplasty(traditional group). The results of the
meta-analysis indicated tha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group, modified group has advantages of incidence of axial
symptoms and postoperative VAS score(P<0.05), but the two groups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JOA score recovery rate
(P>0.05).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ified surgery were demonstrated to be effective
for MCM. Modified surgery had obvious advantages in incidence of axial symptoms.
[Key words] C7 muscle ligament complex; Laminoplasty; Axial symptoms

颈椎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是治疗多节段脊髓型颈椎
病的一种经典的手术方式，解除神经压迫的同时保留了
颈椎活动度，安全性高[1]。临床上使用较多的方法是 C3-7
范围的椎管成形术，但该术式切除了颈后部肌肉在 C7 棘
突的附着点，尽管缝合伤口时一定程度的重建了该止点，
但术后颈肩部僵硬、疼痛时有发生，尤其是在门轴侧。
有学者统计，该类症状发生率高达 42% ～ 81%[2]。有学者
提出保留 C7 棘突肌肉韧带复合体椎管扩大成形术可以降
作者单位：
泰康同济（武汉）医院骨科，
湖北 武汉，
430050

低术后轴性疼痛的发生[1-3]，然而，改良手术方式在临床
疗效方面是否更具优势，是否可以有效地降低术后轴性
症状的发生率，目前仍有争议。为了更全面地评估两种
手术方式，笔者基于所有保留 C7 棘突肌肉韧带复合体改
良椎管扩大成形术与传统椎管扩大成形术比较，治疗多
节段脊髓型颈椎病的随机对照试验和回顾性队列研究进
行 Meta 分析，以期能为临床工作提供循证医学证据，更
好地指导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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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由2名评价员检索中/英文公开发表的随机对照研究（RCT）
、
前瞻性或回顾性研究；计算机检索PubMed、Cochrane Central、
EMbase、the ISI Web of Knowledge Database、知网、维普、
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间为数据库最早记录时间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中文检索词为“颈椎病、颈椎后纵韧带骨化、椎管扩大
成形、单开门、保留C7棘突、保留C7后纵韧带复合体”，英文 检
索词为“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cervical ossification
of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laminoplasty, preservation
of C7 muscle ligament complex, C7 spinous process ”。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研究类型：纳入比较保留 C7 棘突改良椎管扩大成形术
与传统椎管扩大成形术治疗脊髓型颈椎病的临床对照试验。
纳入标准：①试验设计为前瞻性、回顾性或随机对照
研究；②研究对象：诊断为脊髓型颈椎病、颈椎后纵韧带
骨化症的患者。
干预措施：试验组采用保留 C7 棘突肌肉韧带复合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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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质量评价标准
采 用 纽 卡 斯 尔 - 渥 太 华 量 表 （newcastle-ottawa scale，
NOS）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价，评价内容包括研究人
群选择、组间可比性和暴露情况进行评分。
1. 6 统计学方法
使用 Rev-Man 5.3 软件对提取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通过 2 检验和 I2 检验对同类研究间的异质性进行评价：若
P＜0.1，I2＞50%，则认为纳入研究数据间存在较大异质
性。对有异质性的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反
之，则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对于连续变量数据，
采用标准化均数差 SMD 表示；二分类变量数据则采用相对
危险度 RR 表示。

2 结果
2.1 纳入研究的一般情况
共检出相关文献 423 篇，其中中文 315 篇，英文 108 篇。
根据文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以及文献质量控制的要求，最
终纳入 10 篇合格文献，中文 5 篇，英文 5 篇[6-15]。文献筛选
流程及结果如图 1 所示，纳入研究的一般情况见表 1。

良椎管扩大成形术治疗（改良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椎管扩
大成形术治疗（传统组）。
排除标准：①缺乏全文且数据不完整；②二次手术病
例。③非临床对照试验研究。
1.3 观察指标

①术后轴性症状发生率；②术后JOA评分改善率；③术

后VAS评分。

1.4 数据提取和质量评价
由 2 名研究人员分别独立进行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首
先阅读文章题目和摘要，初筛相关文献，排除不符合标准的
文献后，对可能符合的文献查找全文并阅读，再次筛选。2
名研究人员交叉核对纳入的文献，对存有分歧难以达成共识
的文献，讨论后或请第 3 名研究人员决定是否纳入[4-5]。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表 1 纳入研究的基本情况及 NOS 质量评价
纳入研究

年份

国家

文献类型

Cho 等[6]
Hosono 等[7]
Kato 等[8]
Kowatari 等[9]
Takeuchi 等[10]
刘晓伟等[11]
杨泽雨等[12]
梁昌详等[13]
王健等[14]
陈超等[15]

2010
2006
2008
2009
2007
2014
2019
2018
2014
2018

韩国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回顾性
前瞻性
前瞻性
前瞻性
前瞻性
回顾性
回顾性
前瞻性
回顾性
回顾性

病例数
年龄（岁）
改良组 传统组 改良组 传统组
16
15
61.0
60.8
37
28
61.7
61.2
33
112
62.1
60.5
21
22
60.0
58.7
19
22
69.7
63.9
26
27
58.9
62.3
21
20
55.9
54.8
22
20
56.2
53.7
41
46
55.1
54.9
32
23
61.7
58.1

性别（男/女） 随访时间（月）
NOS 评分
改良组 传统组 改良组 传统组 病例选择 可比性
25/6
28.9
★☆★★ ★★
26/11 22/6
＞12
★☆★★ ★☆
101/44
24
★★☆★ ★★
16/5
15/7
21.7
26
☆★★★ ☆★
15/4
13/9
25.9
★★☆★ ☆★
－
－
＞12
★☆☆★ ★★
13/8
12/8
19.0
21.4 ★☆☆★ ★★
13/9
12/8
22.5
23.2 ☆★☆★ ★★
24/17 27/19
6 ～ 50
★★☆★ ☆★
20/12 14/9
11.8
13.4 ★☆☆★ ★★

注：
“－”表示文章中未报道具体数值；
“★”表示研究质量评价条目符合选择标准；
“☆”表示该条目不符合选择标准。

暴露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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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eta 分析结果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两组轴性症状发生率有显著的统计学

2.2.1 术后轴性症状发生率

差异[RR=0.54，95%CI （0.39，0.75），Z=3.65，P＜0.05]，

9 篇文献[6-9, 11-15]报道了术后轴性症状发生率，各研究间

提示改良组术后轴性症状发生率低于传统组，见图 2。

2

无统计学异质性（P＞0.05，I =28%），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图 2 改良组与传统组术后轴性症状发生率的 Meta 分析森林图

2.2.2 术后 JOA 评分改善率

型。Meta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手术术后JOA评分改善率差异

[6,8-11,13-15]

8篇文献

报道了术后JOA评分改善率情况，各研

究间无统计学异质性（P＞ 0.05，I2=0%），采用固定效应模

无统计学意义[SMD =-0.08，95%CI（-0.27，0.10），Z=0.88，
P＞0.05]，提示两种手术对神经功能改善情况相似，见图3。

图 3 改良组与传统组术后 JOA 评分改善率的 Meta 分析森林图

2.2.3 术后 VAS 评分
4 篇文献

[9-10,13,15]

Meta 分 析 结 果 显 示 ： 两 组 术 后 VAS 评 分 有 统 计 学 差 异
报道了术后 VAS 评分情况，各研究间
2

有统计学异质性（P＜0.05，I =89%），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SMD=-1.08， 95%CI （-2.08， -0.07）， Z=2.10， P＜0.05]，
提示改良组术后 VAS 评分低于传统组，见图 4。

图 4 改良组与传统组术后 VAS 评分的 Meta 分析森林图

2.2.4 发表偏倚
漏斗图分析结果显示，术后轴性症状发生率、JOA 评
分改善率的漏斗图呈对称状态，提示发表无明显偏倚。而
术后 VAS 评分指标的漏斗图不对称，提示其存在发表偏倚

的可能性较大。

3 讨论
颈后路椎管扩大成形术是治疗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或
后纵韧带骨化症的一种经典手术方式，利用颈椎生理性前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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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椎板切除后椎体与脊髓呈现“弓弦对弓背”状态，脊
髓向后漂移，远离前方骨化灶，从而达到减压目的[16-17]。
良好的颈椎生理弧度是该手术取得较好效果的前提。该术
式主要适用于多节段颈椎间盘突出、后纵韧带骨化，以及
≥3 个节段的发育性椎管狭窄所致脊髓型颈椎病患者。但
术后轴性疼痛仍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12,15,18-19]。颈椎
轴性疼痛是椎管扩大成形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术后轴性
症状持续存在的发生机制仍未明确，目前讨论较多的观点
认为可能与颈椎关节突关节、颈后伸肌群、神经根、C2 棘
突复合体、C7 棘突复合体等损伤有关。其中 C2、C7 棘突及
其附属结构与轴性症状发生尤为密切。颈半棘肌是颈后方
重要的伸展装置之一，起于上位胸椎横突尖，止于 C2-5 棘
突尖。C2 为该肌群上止点，对肌群的稳定性起到重要作
用。C7 棘突复合体是另一个重要的伸展装置，C7 棘突较
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颈部伸肌群的力臂，同时 C7 棘突
复合体包含了小菱形肌、斜方肌等肌肉结构。以上两个结
构被破坏，伸展装置的平衡被打乱，可能会进一步出现不
同程度的颈椎后凸畸形，诱发颈椎轴性症状 [12-14,20] 。王建
等 [14] 认 为 ， 轴 性 疼 痛 的 发 生 与 以 下 4 个 原 因 密 切 相 关 ：
①颈后韧带复合体的完整性被破坏；②颈椎的节段性不
稳定；③术后颈椎主动活动减少；④颈部软组织受到刺激。
本研究分别对术后轴性症状发生率、术后 JOA 评分改
善率及术后 VAS 评分三个指标进行分析。共有 9 篇研究对
术后轴性症状发生率情况进行了报道，所报道均为发生轴
性症状的人数。改良组术后轴性症状发生率为 5.4% ～
38.1%，传统组为 11.6% ～ 45.7%。Meta 分析结果显示 ，
改良组术后轴性症状发生率明显低于传统组，表明保留 C7
棘突肌肉韧带复合体的改良手术方式可以有效地降低术后
轴性症状的发生。共有 8 篇研究对术后 JOA 评分改善率进
行了报道，结果显示两组间无明显差异，表明改良椎管扩
大成形术同样可以有效改善神经功能，临床疗效无差异。
仅 4 篇文献报道了术后 VAS 评分情况，结果显示改良组
VAS 评分低于传统组。仅 2 篇文献对轴性症状进行了详细
描述，Cho 等[6]、Kowatari 等[9]将术后轴性症状分为轻、中、
重 3 个等级：严重（定期需要疼痛药物或局部注射）；中度
（定期需要理疗或压缩）；轻度（不需要治疗）。刘晓伟等[11]
为了便于将手术切口疼痛与轴性疼痛相区分，指出轴性痛
的定义标准是：术后发生的颈项部疼痛，且持续时间超过
1 个月以上。其他文献并未进一步对轴性症状进行详细说
明，因此未能进一步对不同程度的轴性症状发生情况进行
亚组分析。通过 Meta 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单开门手术保留
C7 棘突肌肉附着点完整，其优势为：①减少了术中的暴露
范围，创伤相对更小；②保留了 C7 棘突肌肉韧带复合体的
完整性，减少了肌肉附着点的切断再缝合，避免术后肌肉
萎缩及顽固性疼痛。

本文纳入了 10 篇文献，分别对轴性症状发生率、JOA
评分改善率、术后 VAS 评分 3 个指标进行了分析，评价结果
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仍存在以下局限性：①病例随机分配
及盲法在骨科临床工作中的实施具有一定难度，纳入的文献
质量有限；②术后轴性疼痛的定义未形成统一标准，且未对
疼痛程度进行细化分析，故未能进一步进行亚组分析；③纳
入的文献未能对手术入路及缝合方法进行详细描述，故未能
进一步评价相关因素对轴性症状的影响[21-23]。
综上所述，保留 C7 棘突肌肉韧带复合体改良椎管扩大
成形术与传统椎管扩大成形术治疗脊髓型颈椎病的疗效相
当，均可有效改善各项评分，改良手术可以有效地降低术
后轴性症状的发生，有一定优势，但远期疗效有待更进一
步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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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石膏治疗，6 例骨折移位平均为 5.7 mm 的患者采用闭
合复位石膏固定治疗，预后均较好，其骺板早闭及双下肢
不等长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均较低。在 Asad 等[5]对切开与闭
合治疗儿童胫骨远端骨骺骨折的 Meta 分析中显示，骺板早
闭在切开与闭合疗法中的发生率均较低，且无明显差异，
表明切开与闭合疗法在儿童胫骨远端骨骺骨折均可使用，
且术后恢复效果无明显差异。
但对于青少年胫骨远端骨骺骨折，有研究显示青少年的
骨折愈合与塑性能力较儿童差，其术后骨骺骨折的畸形愈合
较儿童多。所以在对青少年胫骨远端 S-H Ⅱ型骨骺骨折的治
疗中，临床医师应尽量减少对骨骺的破坏，减少手术对骺板
的影响，并对骨折移位进行解剖复位，本研究中切开与闭合
复位内固定两种手术方式对骨折解剖复位无明显差异，但闭
合复位极大地考验了术者的临床技能操作能力，并不是所有
医师均能短时间内做到骨折完美复位，所以对于青少年胫骨
下端骨骺骨折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及自身临床能力进行权
衡，选择最佳治疗方案，且本项研究为今后临床治疗青少年
的胫骨远端 S-H Ⅱ型骨骺骨折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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