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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书·知情告知页 

亲爱的受试者：  

医生已经确诊您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lumbar disc herniation，LDH）。我们将邀请您

参加一项前瞻性、多中心、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本研究名称为经椎旁入路微通道显微镜椎间盘

切除术（paraspinal mini-tubular microdiscectomy, PMTM）与经椎间孔入路脊柱内镜椎间

盘切除术(percutaneou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discectomy, PTED)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疗效对比。本研究方案已经得到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进行临床研究。 

在您决定是否参加这项研究之前，请尽可能仔细阅读以下内容。它可以帮助您了解该项

研究以及为何要进行这项研究，研究的程序和期限，参加研究后可能给您带来的益处、风险

和不适。如果您愿意，您也可以和您的亲属、朋友一起讨论，或者请医生给予解释，帮助您

做出决定。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1. 研究背景 

腰椎间盘突出症（lumbar disc herniation, LDH）又称为腰椎间盘突出伴神经根病，

是椎间盘组织超过正常椎间盘边界范围，压迫神经，导致疼痛、无力、肌节麻痹或皮节

感觉分布异常的一种疾病。它是最常见的脊柱疾病，也是腰腿痛的最常见病因。在美

国，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病率为 1%～2%，每年进行约 20万例腰椎间盘切除术。循证医

学证据指出，腰椎间盘突出可见于各个年龄段。在正常人群中，腰椎间盘突出发生比例

随年龄增大而小幅上升，20～30岁发生率约 29%，80岁以上发生率约 43%。男性与女

性之比为 7～12:1，这可能与男性劳动强度大及外伤机会多有关。L4-5和 L5-S1椎间盘

突出发生率最高，占 90%以上。腰椎间盘突出症大部分为后外侧型，中央型也较常见。 

本病的治疗包括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该病早期治疗以保守治疗为主，大部分病

人通过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能达到突出髓核的自行吸收，所以应该严格控制外科手术的

指证。当保守治疗无效且患者伴有严重的神经根或者马尾神经功能障碍时，则建议病人

接受外科治疗。 

腰椎间盘切除术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用外科手段，可用于解除患者疼痛和改

善神经损伤症状。20世纪 90年代后期，由于微创技术发展，出现了很多类型的经皮椎

间盘切除术。循证医学证据表明，与传统“开放直视下椎间盘切除术”比较，应用手术

显微镜及脊柱微通道系统配合的经椎旁入路微通道显微镜椎间盘切除术（paraspinal 

mini-tubular microdiscectomy, PMTM）及应用经椎间孔入路脊柱内镜椎间盘切除术

(percutaneous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discectomy, PTED)，均可明显改善患者症状，

减小手术损伤、改善结局、缩短住院时间、加快恢复。 

2. 研究目的 

通过功能评分及影像学检查，研究经椎旁入路微通道显微镜椎间盘切除术（PMTM）

与经椎间孔入路脊柱内镜椎间盘切除术（PTED）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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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预计纳入参试者例数 

本研究预计招募 280名受试者，采用中央随机入组。PMTM组的受试者数量为 140

例，PTED组的受试者数量为 140例。 

二、哪些人适合参加研究 

1.入选年龄：18-70周岁； 

2.有明显的腰腿痛症状，经过保守治疗大于 3个月无效者； 

3.患侧直腿抬高试验小于 50°者； 

4.经过MRI、CT证实 L3/4、L4/5 或 L5/S1后外侧型腰椎间盘突出，且突出的位置

与相应的神经症状相符者；   

5.腰椎 X线片（正侧位、双斜位、过伸过屈位）上，无节段性腰椎不稳。 

三、哪些人不宜参加研究 

1.孕妇或哺乳期妇女，排查 β-HCG偏高者； 

    2. 腰椎节段有手术史者； 

    3. 马尾神经综合征者； 

    4. 椎体滑脱或退行性脊椎前移者； 

    5. 中央型和侧隐窝型椎管狭窄者； 

    6. 不能遵循方案要求的随访，或者研究者认为受试者参加研究会增加风险者； 

    7. 不能提供书面知情同意书，或无法遵循试验方案者； 

    8. 预期生存时间小于 1年者； 

    9. 计划一年内移民或语言沟通障碍者； 

    10.其他严重身体或心理疾病不适合手术者； 

    11.正在参加其他临床试验者； 

    12.可能引起类似症状的风湿免疫类疾病患者； 

    13.不宜行MRI、CT增强等特殊检查者。 

 

四、经椎旁入路微通道显微镜椎间盘切除术（PMTM）与经椎间孔入路脊柱内镜椎

间盘切除术(PTED)的区别 

PMTM与 PTED两者均为成熟方案，都属于腰椎微创手术，较传统手术而言可在达

成手术目标的前提下减少手术创伤。 

PMTM为全麻手术，应用高清手术显微镜及脊柱微通道系统，在病椎后外侧进行穿

刺，随后应用扩张通道逐层扩开肌肉，最后置入手术微通道，使用微通道形成的管道进

行微创手术。术中将在手术显微镜的辅助下应用显微器械切除椎间盘，并对神经根进行

充分减压。微通道能够良好地保护椎旁肌肉，手术显微镜将形成立体视觉，使得显微操

作更加精细，双手操作使得手术更加快捷。 

PTED为局麻手术，应用脊柱椎间孔镜系统摘除病变椎间盘。术者在病椎的后外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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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穿刺，随后应用内镜扩张套管扩开肌肉，应用环锯/磨钻进行关节突成型，随后置入脊

柱内镜系统，在脊柱内镜的视野下摘除病变椎间盘，并对神经根进行充分减压。局麻手

术能够减少麻醉后的不良反应，并且对神经损伤可及时产生反应。由于内镜直径较小，

皮肤切口将更小，并且内镜可以在体内进行旋转可视角度将更大。但内镜目前为平面成

像，难以成为立体视觉，手术孔径小仅允许单个器械镜下操作，操作更为困难。  

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所知，PMTM及 PTED的手术效果均良好，治疗费用相当，但哪

种手术的远期疗效，及其术后突出复发的机会并无明确报道。 

 

五、其他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 

如果不参加该项临床研究，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其他可选的治疗方案还包括：牵引治

疗、封闭治疗、针灸、腰背肌锻炼等保守治疗；开放椎间盘切除术（OD）、脊柱后路椎间

盘镜下椎间盘切除术（MED）、腰椎后路脊柱内固定术（PLIF）、常规经椎间孔入路腰椎

融合术(TLIF)、微创经椎间孔入路腰椎融合术 (MIS-TLIF)、极外侧入路腰椎融合术

（X/DLIF）、斜外侧腰椎融合术(OLIF)等手术治疗。 

 

六、如果参加研究将需要做什么？  

1．入选研究前 

研究开始前，医生将询问、记录您的病史，并进行腰骶椎的正侧位、双斜位、过伸过

屈位 X线片、腰椎薄层 CT平扫和MRI平扫等检查。 

您是合格的纳入者，您可自愿参加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医生协助您完成术前准

备。 

如您不愿参加研究，我们将按您的意愿施治。 

2. 入选研究后 

（1）研究开始后，您将随机接受以下两种术式之一进行治疗，我们会将您的数据输

入计算机系统，并根据计算机系统随机分配的结果，为您进行手术，接受此两种术式的

概率各占 50％。 

①经椎旁入路微通道显微镜椎间盘切除术（PMTM）； 

②经椎间孔入路脊柱内镜椎间盘切除术（PTED）； 

（2）您和您的医生在分组完成后得知分配结果。医生将对您进行手术过程及风险的

告知，由您的医院签署《手术同意书》。 

（3）手术前由对您实施麻醉的医生评估您的身体状况，向您告知麻醉的过程及风险，

并依据您的意愿签署《麻醉同意书》。 

（4）之后，医生将根据临床治疗规范及相关指南的规定对您实施手术。  

（5）手术结束后，医生将根据临床治疗常规，密切关注您的病情，预防并发症的出

现，并根据您的恢复情况，对您进行术后的营养、支持治疗，并将详细记录您手术后的功

能恢复情况、疼痛情况等。原则上，在您恢复可，且无出现并发症时准予您出院。 

为了解您的身体康复情况，医生将对您的术后情况进行密切监测，并在术后第 1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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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月、 6月、 12月、 24月进行随访，在最后一次随访结束后，对于您本研究结

束。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用药情况以及问卷调查等，均为常规随访内

容，不增加额外检查。 

3. 需要您配合的其他事项 

您必须按医生和您约定的随访时间带着本人病历、相关检查资料等来医院就诊（随

访阶段，医生可能通过电话、术后复查的方式了解您的情况）。您的随访非常重要，因为

医生将判断您接受的治疗是否真正起作用，并及时指导您的功能训练。 

您必须按医生医嘱进行术后康复，并请您及时、客观地填写您的治疗记录。如您需

要进行其它治疗，请事先与您的医生取得联系。 

 

七、参加研究的权益保障 

本研究的手术方式能明显减小手术创伤、缩短住院时间及康复周期。您将能获得完

善的疾病诊疗及术后随访结果。 

您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费用需要自己负担，试验过程中收集的检查项目均为治疗常

规，参与本研究不会增加您的经济负担，也不会给您报酬。 

 

八、参加研究可能的不良反应、风险和不适、不方便 

任何涉及到外科领域的治疗及操作都可能产生不良反应，特别是针对于神经系统的

外科治疗。本研究的两种手术均为成熟方案，无因手术方式随机选择而产生的其他相关

并发症，两种手术方案均不增加额外风险。 

尽管已经有证据提示手术治疗对腰间盘突出症有满意的疗效，但这并不能保证对您

肯定有效。本研究所采用的微创椎间盘手术也不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唯一方法。如

手术治疗后复发，您可以向医生询问有可能获得的替代治疗方法。 

医生在手术前同您签署《手术同意书》及麻醉医生在您签署《麻醉同意书》时将向您

一一说明。如在研究中您出现任何不适，或病情发生新的变化，或任何意外情况，不管是

否与本研究有关，均应及时通知您的医生，他/她将对此做出判断和必要的医疗处理。您

在研究期间需要按时到医院随访，做一些理化检查，这些都可能给您造成麻烦或带来不

便，请您谅解，但这对您的病情监测十分重要。 

 

九、个人信息的保密 

您的医疗记录（病例报告表、检查报告、化验单等）将完整地保存在您所就诊的医

院。医生会将化验和其它检查结果记录在您的病历上。研究者、伦理委员会和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将被允许查阅您的医疗记录。任何有关本项研究结果的公开报告将不会披露您

的个人身份。我们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一切努力保护您个人医疗资料的隐私。 

按照医学研究伦理，除了个人隐私信息外，试验数据将可供公众查询和共享，查询

和共享将只限于基于网络的电子数据库，保证不会泄漏任何个人隐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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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怎样获得更多的信息？ 

    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有关本项研究的任何问题，并得到相应的解答。 

    如果在研究过程中有任何重要的新信息，可能影响您继续参加研究的意愿时，您的

医生将会及时通知您。 

 

十一、可以自愿选择参加研究和中途退出研究 

    是否参加本研究属于自愿行为，由您自身决定。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您拒绝参加，也

不会耽误及影响您的治疗。您可以拒绝参加此项研究，或在研究过程中的任何时间退出

本研究，这都不会影响您和医生间的关系，都不会影响对您的医疗或有其他方面利益的

损失。 

    出于对您的最大利益考虑，医生或研究者可能会在研究过程中随时中止您继续参加

本项研究。如果您因为个人原因从研究中退出，您可能被询问退出研究的原因。如果由

医生判断您必须退出本研究，您也可能被要求进行其他实验室检查和体格检查。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同意书的签订是为了确认您已对本临床研究充分理解并同意参

与本研究，实质在于最大限度的保护您的权益在任何时候都不受侵害，而不是为了减轻

主管医生的诊疗相关责任。 

  

十二、关于参加本研究的损害补偿 

PMTM及 PTED两种术式均为临床常规治疗，本研究除随机分组外无额外干预措

施，不会增加受试者的相关风险。但若最终出现与本试验有关的伤害，参与本研究的医

护人员将积极治疗，并按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给予补偿或赔偿。 

  

十三、现在该做什么？ 

    是否参加本项研究由您自己（和您的家人）决定。 

在您做出参加研究的决定前，请尽可能向你的医生询问有关问题。 

感谢您阅读以上材料。如果您决定参加本项研究，请告诉您的医生，他/她会为您

安排一切有关研究的事务。 

 

十四、问题处理联系人 

研究医生已向您解释本研究的目的和流程，使您对研究有充分的了解。同时， 也已邀

请您就本研究进行提问，并使您的所有问题都得到满意答复。 

如果您对本研究还存有疑问或参加者权益的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以下电话联系研

究医生： 

姓名：     梁泽燕               电话：    1310760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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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书·同意签字页 

临床研究项目名称：经椎旁入路微通道显微镜椎间盘切除术（PMTM）与经椎间孔入路脊柱

内镜椎间盘切除术(PTED)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对比 

课题承担单位：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患者同意声明 

我已经阅读了上述有关本研究的介绍，而且有机会就此项研究与医生讨论并提出问题。

我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我知道参加本研究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受益。我知晓参加研究是自愿的，我确认已有充足

时间对此进行考虑，而且明白： 

● 我可以随时向医生咨询更多的信息。 

● 我可以随时退出本研究，而不会受到歧视或报复，医疗待遇与权益不会受到影响。 

我同样清楚，如果我中途退出研究，特别是由于药物的原因使我退出研究时，我若将

我的病情变化告诉医生，完成相应的体格检查和理化检查，这将对整个研究十分有利。 

如果因病情变化我需要采取任何其他的药物治疗，我会在事先征求医生的意见，或在事

后如实告诉医生。 

我同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伦理委员会或申办者代表查阅我的研究资料。 

我将获得一份经过签名并注明日期的知情同意书副本。 

最后，我决定同意参加本项研究，并保证尽量遵从医嘱。 

 

                                                                            

患者正楷姓名        联系电话            患者签名            日期      

 

                                                                            

法定授权代表人      联系电话           法定授权代表人       日期        

正楷姓名（必要时）                     签名（必要时）   

 

                                                                            

见证人正楷姓名      联系电话           见证人签名           日期        

（必要时）                            （必要时）   

 

研究者（研究医生）声明 

本人特此签字证实，据本人所知，已对签署本同意书的患者详细解释了本研究的有关信

息，其已充分了解此项研究的性质及参加研究的风险和获益。 

 

                                                                            

研究者正楷姓名      联系电话           研究者签名           日期           

（研究医生）                          （研究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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