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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遥控骨水泥推注系统辅助经皮椎体
后凸成形术治疗后壁破裂型
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
刘意强，王成日，韦国平，黄锐
来宾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广西来宾 546100）

【摘要】 目的 通过与术中间断手推注骨水泥进行比较，评估远程遥控骨水泥推注系统（remote controlled
injection manipulator system，RCIM）辅助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percutaneous kyphoplasty，PKP）治疗后壁破裂型骨
质疏松性椎体骨折的效果。方法 回顾分析 2010 年 9 月—2016 年 1 月收治并符合选择标准的 48 例行 PKP 治疗的
单节段后壁破裂型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老年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术中骨水泥推注方式分为 2 组：对照组 22 例
采用手推杆间断推注骨水泥，试验组 26 例采用 RCIM 辅助推注骨水泥。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致伤原因、
累及椎体、骨密度 T 值、疼痛持续时间及术前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伤椎前缘相对高度、伤椎后凸 Cobb 角等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记录两组术中骨水泥灌注期时间、医患双方接受辐
射剂量、骨水泥注入量；采用 VAS 评分、伤椎后凸 Cobb 角、伤椎前缘相对高度、骨水泥弥散面积比值、骨水泥渗
漏率评价疗效。结果

两组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 6 个月。术后均无骨水泥毒性反应，无脊髓、神经损伤，无

感染、血管栓塞等并发症发生。两组骨水泥注入量及术者接受辐射剂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试验
组骨水泥灌注期时间、骨水泥弥散面积比值及患者接受辐射剂量显著少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和试验组分
别有 6 例（27.27%）和 2 例（7.69%）出现骨水泥渗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50，P=0.029）；两组均无经后
壁向椎管内渗漏。两组术后 3 d 及 6 个月 VAS 评分、伤椎前缘相对高度和伤椎后凸 Cobb 角均较术前显著改善
（P<0.05）；两组间以上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RCIM 辅助 PKP 治疗后壁破裂型骨质疏
松性椎体骨折可获得满意临床效果，缩短了灌注期时间，可有效减少患者接受辐射剂量，降低骨水泥渗漏发生率。
【关键词】 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远程遥控骨水泥推注系统；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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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remote controlled injection manipulator system (RCIM) assisted
percutaneous kyphoplasty (PKP) for the treatment of rupture of posterior vertebral osteoporotic vertebral fracture by
comparing with intermittent hand bolus injection of bone cement during operation. Methods Between September 2010
and January 2016,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made on the clinical data of 48 senile patients with single segment rupture
of the posterior vertebral osteoporotic thoracolumbar fracture undergoing PKP who accorded with the inclusion criteria.
Of 48 patients, 22 received intermittent hand bolus injection of bone cem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26 received RCIM
assisted bone cement perfusion in the trial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ge, gender, duration of disease,
causes of injury, implicated vertebral bodies, bone mineral density T value, pain duration, preoperative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relative vertebral body height in the anterior part, and posterior convex Cobb angle between groups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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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ne cement perfusion time, the radiation dose of both doctors and patients, and the amount of bone cement
injection were recorded; treatment effects were evaluated based on VAS score, posterior convex Cobb angle, relative vertebral body height in the anterior part, ratios of bone cement diffusion area and bone cement leakage rate. Results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6 months; no complications of toxic effect of bone cement, spinal cord or nerve root injuries,
infection and vascular embolization occurred during follow-up perio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one cement
injection amount and radiation dose of doctors between groups (P>0.05), but bone cement perfusion time, ratios of bone
cement diffusion area, and radiation dose of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trial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one cement leakage was observed in 6 cases of the control group (27.27%) and 2 cases of the trial group
(7.69%), show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χ2=4.850, P=0.029); no cement leakage into the spinal canal was
found in both groups. VAS score, relative vertebral body height in the anterior part, and posterior convex Cobb angle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t 3 days and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when compared with preoperative ones (P<0.05),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above indexes between groups at 3 days and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P>0.05).
Conclusion Satisfactory effectiveness can be achieved by applying RCIM assisted PKP for the treatment of rupture of
posterior vertebral osteoporotic vertebral fracture. RCIM can shorten perfusion time, reduce radiation dose, and decrease
incidence of bone cement leakage.
【Key words】 Osteoporotic vertebral fracture; remote controlled injection manipulator system; percutaneous
kyphoplasty

后壁破裂型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是老年骨质
疏松性椎体骨折的一个特殊类型，因其椎体后壁破

变椎体节段与影像学检查确定的责任椎体节段一
致，且为单节段。

裂，采用椎体强化术治疗后骨水泥容易向裂缝后壁

排除标准：① 多发骨折、病理性骨折。② 椎

渗出，造成脊髓、神经损伤等严重并发症，因此此

体高度丢失超过 3/4，骨折块侵入椎管面积胸椎超

[1-2]

。近

过 1/4、腰椎超过 1/3，有后方韧带复合体损伤或合

年随着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percutaneous kypho-

并神经损伤症状者。③ 存在凝血功能障碍或伴严

plasty，PKP）和经皮椎体成形术（percutaneous verte-

重内科疾病或精神病等手术禁忌证者。

类损伤曾被视为椎体强化术的相对禁忌证

broplasty，PVP）技术的成熟，将其用于治疗后壁破
裂型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也取得了较好疗效

[3-6]

。

2010 年 9 月—2016 年 1 月，共 48 例患者符合选
择标准纳入研究，均行单侧穿刺 PKP。其中，22 例

但在骨水泥灌注过程中，为防止骨水泥渗漏，术者

术中采用间断手推注骨水泥（对照组），26 例采用

需要反复透视，医患接受 X 线辐射量增加。为此，

RCIM 辅助推注骨水泥（试验组）。

我们应用远程遥控骨水泥推注系统（remote con-

1.2 一般资料

trolled injection manipulator system，RCIM；山东冠

试验组：男 11 例，女 15 例；年龄 58～74 岁，

龙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辅助 PKP 术中骨水泥灌注，

平均 67.8 岁。病程 3～24 d，平均 8.1 d。致伤原

与同期采用术中间断手推注骨水泥方法比较，其在

因：跌伤 17 例，高处坠落伤 8 例，颠簸伤 1 例。累

临床疗效和减少 X 线辐射量方面取得了满意效果。

及椎体：T8 1 例，T9 2 例，T10 2 例，T11 4 例，T12 7 例，

报告如下。

L1 6 例，L2 3 例，L3 1 例。骨密度 T 值–3.3～–2.5，平

1 临床资料
1.1 患者选择标准
纳入标准：① 经 X 线片、CT 和 MRI 检查确诊

均–2.8。疼痛持续时间 3～24 d，平均 8.1 d。
对照组：男 9 例，女 13 例；年龄 56～71 岁，
平均 66.2 岁。病程 5～26 d，平均 9.2 d。致伤原
因：跌伤 14 例，高处坠落伤 7 例，颠簸伤 1 例。累

为后壁破裂型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AO 分型为

及椎体：T8 1 例，T9 1 例，T10 2 例，T11 3 例，T12 6 例，

A3.1 型。② 骨折引起胸腰背部疼痛，经保守治疗

L 1 5 例，L 2 2 例，L 3 1 例，L 4 1 例。骨密度 T 值

症状缓解不理想，希望缩短卧床时间的患者；伴有

–3.2～–2.6，平均–2.9。疼痛持续时间 5～26 d，平

基础疾病，长时间卧床导致相关并发症发生风险高

均 9.2 d。

的患者。③ 病程<4 周，MRI 显示责任椎体为新鲜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致伤原因、累及椎

骨折信号改变。④ 年龄>55 岁，双能 X 线骨密度仪

体、骨密度 T 值、疼痛持续时间及术前疼痛视觉模

测定椎体骨密度 T 值≤–2.5。⑤ 体格检查提示的病

拟评分（VAS）、伤椎前缘相对高度、伤椎后凸 Co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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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漏趋势），直至满意或有向后侧破损处渗漏倾向时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3。

完成骨水泥灌注。5～10 min 后取出推杆和工作穿

1.3 手术方法

刺套管，加压包扎切口。

垫，保持适当过伸位，在伤椎棘突部位适度下压进

1.4 术后处理及随访指标
术后均常规抗骨质疏松治疗。术后第 2 天开
始，嘱患者适当腰背肌功能锻炼，戴腰围起床活
动、下地行走。
术 中 采 用 佩 戴 式 PRM-1200 辐 射 检 测 仪 器
（RAE 系统；华瑞公司，美国）监测医患双方接受

行体位整复。C 臂 X 线机确认责任椎，调整透视角

辐射剂量，分别佩戴于术者左手腕和患者术区旁

度，正位像显示双侧椎弓根与棘突等距，侧位像消

侧；记录两组骨水泥灌注期时间、骨水泥注入量。

除双边双凹影。所有患者采取经单侧椎弓根旁穿

术前及术后 3 d、6 个月，采用 VAS 评分评价患者疼

刺入路，确定皮肤投影点后，局部浸润麻醉，作

痛改善情况；摄 X 线片，测量伤椎后凸 Cobb 角

3～4 mm 长小切口。穿刺针经皮穿入，维持正位与

以及伤椎及上、下相邻椎体前缘高度，参照以下公

矢状轴呈 25～30° 外翻角，侧位平行椎弓根；穿刺

式计算伤椎前缘相对高度，伤椎前缘相对高度=伤

点位于椎弓根投影点的外侧方（左侧 9∶00～10∶00，

椎椎体前缘高度/[（伤椎相邻上椎体前缘高度+伤椎

右侧 2∶00～3∶00）2～3 mm。用锤子敲击穿刺针

相邻下椎体前缘高度）/2]×100%。于术后 3 d X

逐渐进入，当侧位像针尖位于椎体中后 1/4 处时停

线片图像，采用 CAD2010 软件计算骨水泥弥散面积

止进针，拔出针芯，插入钻头钻入至椎体前 1/4 处，

比值 ，即椎体面积/椎体内骨水泥分布面积，其中

此时正位像钻头应跨过中线；置入球囊扩张，扩张

椎体面积或椎体内骨水泥分布面积=正侧位面积之

满意后取出球囊，注意避免过度扩张。配制 PMMA

和/2；观察骨水泥渗漏情况并计算骨水泥渗漏率。

骨水泥入推杆，至拉丝期进行灌注。对照组骨水泥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内各时间点间比较采用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法；两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2
示，组间比较采用 χ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入院后两组患者均采取腰部垫枕平卧，术前给
予镇痛、镇静药物治疗。所有患者手术均由同一组
医师完成，采用聚甲基丙烯酸甲脂（polymethylmethacrylate，PMMA）骨水泥。
患者取俯卧体位，于胸部及骨盆处放置海绵

由术者间断推注，每次推注少量骨水泥后，在保护
屏障后透视监测骨水泥分布情况。试验组将连接
推杆的压力注射装置连接至机械臂，再将推杆置入
通道至椎体前 1/3 处，术者在保护屏障后透视监测
下，远程遥控骨水泥连续均匀灌注（图 1）。骨水泥
充填过程中，在前方、侧方或上下方骨折破损处有
渗漏倾向时，将推杆取出，暂停约 1 min，再置入推

[8]

[9]

2 结果

杆继续灌注（采用温度梯度法 ，利用体内与体外温

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所有患者均获随

度差，骨水泥凝固期出现时间差，可阻止骨水泥渗

访 6 个月。术后均无骨水泥毒性反应，无脊髓、神

[7]

经损伤，无感染、血管栓塞等并发症发生。两组骨
水泥注入量及术者接受辐射剂量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但试验组骨水泥灌注期时间、骨
水泥弥散面积比值及患者接受辐射剂量均显著少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对照组有 6 例（27.27%）出现骨水泥渗漏（3 例椎间
隙渗漏、2 例椎体前外侧缘渗漏、1 例椎旁静脉渗
漏），试验组有 2 例（7.69%）出现骨水泥椎间隙渗
漏；两组均无经后壁向椎管内渗漏。两组骨水泥
2

渗 漏 率 比 较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χ =4.850， P=
图 1 试验组术中采用 RCIM 装置远程遥控骨水泥灌注并
实时监控
Fig.1 RCIM device for remote controlling of bone cement
perfusion and real-time monitoring in trial group

0.029）。术后 3 d 及 6 个月 VAS 评分、伤椎前缘相
对高度和伤椎后凸 Cobb 角均较术前显著改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3 d 与 6 个月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3 d 及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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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手术前后各时间点 VAS 评分比较（

）

Tab.1 Comparison of VAS scores between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

)

组别
Group

例数
n

术前
Preoperative

术后 3 d
Three days
after operation

术后 6 个月
Six months
after operation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22

7.68±1.45#

2.37±0.78*

2.28±0.75*

F=57.582
P= 0.000

试验组
Trial group
统计值
Statistic

26

7.79±1.28#

2.28±1.02*

2.25±0.88*

F=39.768
P= 0.000

t=1.678
P=0.100

t=1.296
P=0.200

t=1.302
P=0.200

统计值
Statistic

*

与术前比较 P<0.05，#与术后 3 d 比较P<0.05
Compared with preoperative value, P<0.05; #compared with the value at 3 days after operation, P<0.05

*

表 2 两组手术前后各时间点伤椎前缘相对高度比较（%，

）

Tab.2 Comparison of the relative vertebral body height in anterior part between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
组别
Group

例数
n

术前
Preoperative

术后 3 d
Three days
after operation

术后 6 个月
Six months
after operation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试验组
Trial group
统计值
Statistic

22

63.38±19.38#

84.32±11.76*

84.38±10.87*

26

62.62±18.85#

85.12±10.27*

85.10±10.38*

t=1.122
P=0.286

t=0.958
P=0.362

t=0.848
P=0.400

)

统计值
Statistic
F=38.553
P= 0.000
F=43.262
P= 0.000

*

与术前比较 P<0.05，#与术后 3 d 比较P<0.05
Compared with preoperative value, P<0.05; #compared with the value at 3 days after operation, P<0.05

*

表 3 两组手术前后各时间点伤椎后凸 Cobb 角比较（°，

）

Tab.3 Comparison of posterior convex Cobb angle between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

)

组别
Group

例数
n

术前
Preoperative

术后 3 d
Three days
after operation

术后 6 个月
Six months
after operation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22

21.56±7.33#

10.36±3.42*

10.18±2.15*

F=21.672
P= 0.000

试验组
Trial group
统计值
Statistic

26

22.17±8.15#

9.88±4.06*

9.98±3.87*

F=35.216
P= 0.000

t=0.676
P=0.500

t=1.612
P=0.105

统计值
Statistic

t=1.733
P=0.086

*

与术前比较 P<0.05，#与术后 3 d 比较P<0.05
Compared with preoperative value, P<0.05; #compared with the value at 3 days after operation, P<0.05

*

表 4 两组术中相关指标比较（

）

Tab.4 Comparison of intraoperative related indicators between groups (

)

组别
Group

例数
n

骨水泥注
入量（mL）
Bone cement injection
amount （mL）

骨水泥灌注
期时间（min）
Bone cement perfusion
time （min）

术者接受辐
射剂量（uSv）
Doctors’ radiation
dose （uSv）

患者接受辐
射剂量（uSv）
Patients’ radiation
dose （uSv）

骨水泥弥散
面积比值
Ratio of bone cement
diffusion area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22

3.92±0.73

4.66±1.62

0.18±0.06

19.28±3.96

2.26±0.38

试验组
Trial group

26

4.08±0.92

1.56±0.52

0.16±0.09

11.80±5.29

1.68±0.22

t=1.301
P=0.200

t=4.566
P=0.001

t=1.017
P=0.762

t=3.181
P=0.003

t=2.102
P=0.048

统计值
Stat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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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两组以上指标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

A3.1 型骨折属于稳定型骨折。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

0.05）。见表 1～3 及图 2。

往往在较轻外力作用下即会发生胸腰椎压缩性或
不完全爆裂骨折（A3.1 型）。椎体强化术也逐渐应

3 讨论

用于不完全爆裂骨折患者，并获得了较满意效果。

目前，椎体强化术（主要为 PVP 和 PKP）治疗
老年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疗效肯定

[10-11]

目前，常用于老年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的椎体

，具有操作

强化术式主要为 PVP 和 PKP，各有其特点。PVP

简便、创伤小、止痛效果明显、术后恢复快、患者能

特点主要为穿刺精确性。术中穿刺时工作通道尽

早期下床活动等优点。但由于穿刺困难和骨水泥

量靠近椎体终板完好一端，保持较大内倾角使穿刺

渗漏会导致一些严重后果

[2, 12]

，并非所有骨质疏松

针位于椎体中份，尽量选择椎弓根完整一侧穿刺；

性椎体骨折患者均适合椎体强化术，如椎体爆裂型

对于穿刺困难、骨水泥弥散不佳者，可选择双侧椎

骨折、严重压缩性骨折或有椎管明显占位、出现神

弓根穿刺；存在较大破损时，可先用明胶海绵经推

经脊髓压迫症状者

[13-14]

。随着骨水泥制备和穿刺技

杆置入填塞；为保证骨水泥的良好分布，可将水泥

术不断创新和改善，加之一些辅助技术的应用，椎

推杆先置于椎体前方，术中透视观察椎体前柱弥散

[4]

体强化术适应证得到一定程度扩展 。AO 分型标

满意后，后退推杆位置，使椎体中柱弥散填充，但

准将爆裂型骨折（A3 亚型）分为不完全爆裂骨折

不能将推杆退至工作通道后方，否则有引起椎管内

（A3.1 型）、爆裂分离性骨折（A3.2 型）、完全爆

渗漏的风险。PKP 特点是利用球囊扩张后产生的

裂骨折（A3.3 型）；其中 A3.2 型和 A3.3 型骨折往

空间减轻骨水泥灌注压力，减少骨水泥渗漏率、增

往涉及后柱或神经损伤，属于不稳定型骨折，而

加灌注量。由于骨质疏松椎体其骨强度下降、骨结

图 2 试验组患者，女，72 岁，跌伤致后壁破裂型骨质疏松性 L1 椎体骨折 a. 术前 MRI 示 L1 椎体新发压缩性骨折；b. 术前 CT 示椎
体后壁破裂；c. 术中体位和球囊扩张复位椎体；d. 术中骨水泥灌注过程可见骨水泥向椎体后缘弥散；e、f. 术后 3 d CT 和正侧位 X
线片示骨水泥弥散满意，无向椎管内渗漏；g. 术后 6 个月正侧位 X 线片
Fig.2 A 72-year-old female patient with rupture of posterior vertebral osteoporotic vertebral fracture at L 1 caused by a fall a.
Preoperative MRI, showing L1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b. Preoperative CT, showing rupture of posterior wall of vertebral body; c.
Intraoperative postural reduction and balloon dilatation reduction to restore the vertebral height; d. Bone cement dispersion to the posterior
edge of vertebral body during the process of bone cement perfusion; e, f. CT and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X-ray films at 3 days after
operation, showing satisfactory bone cement diffusion and no cement leakage into the spinal canal; g.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X-ray films
at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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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疏松，球囊扩张时向周围挤压骨组织，能形成一

固化，需要加大推注力，易导致椎体后缘骨折块向

个四壁密度相对增高的封闭空腔，给骨水泥填充提

椎管内移位，或骨水泥沿后方压力较小的骨折裂缝

供了一定空间，骨水泥可在低压力状态下注入；低

渗出，增加了向椎管内渗漏的风险。

能量的外力损伤使椎体前纵韧带和后纵韧带保留

注意事项：① 选择根据 X 线片、CT 及 MRI 等

了相对完整性，成为阻止骨水泥渗漏的天然屏障。

影像学检查确诊为 A3.1 型骨折患者，充分评估病

为降低骨水泥渗漏率，有学者提出调制骨水泥时增

椎特点，如需选择椎弓根无破裂一侧穿刺，穿刺外

加其黏稠度；在推注过程中，先缓慢注入少量骨水

展角度需确保针尖到达椎体前 1/3 处，前后倾角度

泥，待破损边缘骨水泥硬化形成硬壳保护后，再继

尽量使针尖位于椎体中央，避免接近上下破裂的终

续推入骨水泥；高黏度骨水泥具有低聚和温度、瞬

板，穿刺针用锤击入椎体，避免针道扩大。② 术前

间高黏度和可注射时间长等优点

[4, 6, 15-16]

。

给予止痛药物，患者俯卧位后利用三点加压法适当

在常规灌注骨水泥治疗后壁破裂型椎体骨折

手法复位，有利于恢复椎体高度、纠正脊柱后凸畸

的过程中，为了防止骨水泥沿破裂后壁向椎管内渗

形 ，避免球囊过度扩张，防止破裂骨缝加大的同

漏，术者往往需要多次透视下推注骨水泥，医患双

时后壁骨块向椎管内移动，减少骨水泥渗漏风险。

[17]

[21]

方接受辐射剂量较多 。RCIM 是辅助骨水泥推注

③ 术前先调节骨水泥推注速度，在插推杆入椎体

的装置，包括机械臂主机和遥控设备，两者由线缆

前，先连接推注器装置，避免体温导致推杆内的骨

连接，长度可调 5～10 m，遥控内部设置推注速

水泥过早硬结。④ 灌注时尽量连续、匀速、缓慢，

度。在远程遥控下，术者可全程通过 C 臂 X 线机

如出现椎体前缘及上下终板处渗漏可暂停，采用温

透视监视骨水泥连续、匀速地灌注，可调节速度在

度梯度法 灌注，防止渗漏加重。⑤ 由于注射时间

0.1～0.2 mL/s，发现异常随时终止灌注。临床研究

缩短，对于术前评估骨折爆裂较明显、裂隙较大可

表明，随着 RCIM 在 PKP 及 PVP 中的应用，骨水泥

能易渗漏的椎体，可将在骨水泥拉丝中后期开始

渗漏率、医患双方接受辐射的时间和剂量均显著减

灌注。

少

[18-19]

[7]

。由此，我们在多年开展 PKP 技术的基础

综上述，RCIM 辅助 PKP 治疗后壁破裂型骨质

上，应用 RCIM 辅助骨水泥灌注治疗渗漏风险较高

疏松性椎体骨折可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缩短了骨

的 A3.1 型后壁破裂型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患者，

水泥推注期时间，可有效减少医患双方受辐射剂量

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在确保疗效的同时，骨水泥灌

和骨水泥渗漏发生率。

注期时间、患者接受辐射剂量、骨水泥渗漏率均显
著降低。我们认为 RCIM 辅助骨水泥推注较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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