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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神经高张力与椎间盘退变相关性分析

孔庆捷徐锡明 孙碌川 王元 史国栋 郭永飞 杨海松杨勇 史建刚

【摘要】 目的探索腰椎间盘退变与神经高张力之间的相关性及自缢性椎问盘退变的新型发

病机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脊柱外科因腰椎

管狭窄症收治的100例患者的腰椎MRI资料，根据术前腰椎MRI马尾神经沉降征及术中探测神经张

力结果将其分为试验组(50例，神经高张力组)、对照组(50例，神经张力正常组)，用Pfirrmann分级

对每例患者腰椎节段(璐／4～LS／SI)的椎间盘退变程度进行分级，分析神经高张力与腰椎问盘退变

的相关性，并比较试验组与对照组腰椎间盘退变的严重程度。结果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Pfirrmann分级L3／4为(4．74±1．6)级，IA／5为(5．32-4-1．33)级，L5／

S1为(5．54 4-1．13)级；对照组蹦rrmann分级13／4为(3．5 4-1．16)级，14／5为(4．12±0．9)级，IS／S1

为(4．1 4-0．97)级。试验组的椎问盘退变严重程度大于对照组(P<0．05)。”／4、L4／5、15／$1的腰

椎间盘退变与神经高张力之间均存在相关性，且相关性趋势为L5／S1>IA／5>L3／4。结论腰椎间

盘退变与神级高张力存在相关性，初步提出自缢性椎问盘退变的新型发病机制，即腰椎间盘退变是为

了缓解神经受到的轴向牵拉损伤而自发的代偿性保护机制。

【关键词】 腰椎间盘退变；神经高张力；腰骶神经弓弦病； 邻椎病；脊柱侧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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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pinal nerve high tension and lumbar

disc degeneration，the pathogenesis of hanging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Methods From June 2016

to June，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2017 of 100 cases of lumbar spinal stenosis were included in Department of

Spine Surgery，Changzheng Hospital，the Second Military,Medical University．They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50 cases，nerve high tension group)and control group(50 cases，nervous tension in

the normal group)according to preoperative lumbar MRI of canda equina syndrome and settlement of

intraoperative detecting nerve tension．ne Pfirrmann grade was used to evaluate degree of lumbar f L3／4—

15／S1)disc degeneration．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pinal nerve tension and lumbar disc degeneration was

舳alyzed，and the severity of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on lumbar disc degeneration was

compared．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ee in the age and sex ratio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ne Pfirrmann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4(4．74±1．6)grade，L4／5(5．32±

1．33)grade，15／S1(5．54 4-1．13)grade；the control group Pfirrmann score was”／4(3．5 4-1．16)

grade，M／5(4．12 4-0．9)grade，and L5／S1(4．1 4-0．97)grade．The severity of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0．05)．There was a correlation between lumbar disc degeneration and nerve tension in L3／4．L4／5 and 15／

S1．and the correlation trend was L5／S1>IA／5>L3／4．Conclusion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lumbar disc degeneration and spinal nerve hJ【gh tension．A new patbogenesis of hanging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that the degeneration of lumbar disc is a compensatory mechanism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axial

stretch injury i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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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椎问盘退变(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IVDD)引起的腰、颈椎间盘突出症或椎间盘源性腰、

颈痛，70％的人会因椎间盘退变继发的相关疾病而

就诊⋯。研究发现IVDD与细胞衰老、营养缺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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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学负荷、免疫反应等因素存在密切的联系心j，

脊柱与脊髓在发育过程中形成偶联功能单元，青少

年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腰骶管骨组织和神经组织发

育速度存在差异，致使生长缓慢的神经组织受到轴

向牵拉而产生神经症状口m。同时，存在神经高张力

的腰椎节段往往伴随有不同程度的IVDD。因而．当

脊髓出现硬膜囊及神经根高张力，受到轴向牵拉损

伤时，脊柱会代偿性发生IVDD，缩短相应节段椎间

隙高度来减缓脊髓及神经根的轴向牵拉，从而减轻

神经损伤。本研究旨在探索腰IVDD与神经高张力

之间的相关性及自缢性IVDD的发病机制。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选择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第二军医大学

附属长征医院脊柱外科因腰椎管狭窄症就诊的100

例患者，年龄20～80(55．9±13．0)岁，男51例，女

49例。其中，对照组年龄24—80(55．6±12．7)，男

23例，女27例；试验组年龄20～77(56．1±13．4)，

男28例，女22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和年龄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单纯腰IVDD患者

50例，合并有神经根高张力患者50例。纳入研究

的患者均同意参与本项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存在腰椎感染性疾病(腰椎结核、骨髓炎)、腰椎骨

折、腰椎肿瘤及脊柱畸形或既往有腰椎手术史者不

在本项研究范围内。

二、方法

1．分级标准及评定标准：(1)改良Pfirrmann腰

IVDD分级标准(表1)H』，其中1、2级为正常椎问

盘，3～8级为退变椎间盘，且6～8级椎问盘高度

下降。(2)神经根高张力的评定标准：马尾神经沉降

表1 改良Pfirrmann腰椎间盘退变分级系统14

分级髓核黻妒鬻瓣

征(sedimentation sign，SS)是判断脊髓或神经根高

张力的重要影像学依据-o，即将仰卧位腰椎MRI横

断面上马尾神经束的形态按照上下二分法分为两

类：正常情况下，马尾神经束悬浮于脑脊液中，仰卧

位时由于重力作用而沉降于椎管背侧底部，MRI表

现为除了硬膜囊的两条神经根外，马尾神经束集中

于硬膜囊背侧，即SS征阴性；相反，除外离开硬膜囊

的两条神经根，如果其余马尾神经根悬浮、分散在硬

膜囊肿，且发布超过硬膜上下平分中线，甚至上浮到

硬膜囊的腹侧，即sS征阳性“。术中见神经根高

张力评定标准：硬膜囊及神经根轴性紧张，神经剥离

指向内侧推拨神经根或硬膜囊存在较大阻力，神经

根活动度显著下降¨J。

2．分级与评估：腰椎MRI的阅片由脊柱外科医

生采用双盲法进行，在他像上用Pfirrmann分级对

每例患者L3／4、L4／5、LS／S1 IVDD程度进行分级，

对相应节段马尾神经沉降征的阳性、阴性进行评估，

术中神经根压力探测由同一主刀医生完成。

3．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数据以面±s表示，数据呈正态分布

且方差齐性，则采用两样本t检验；方差不齐或者非

正态分布，则采用非参数检验，以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同时采用11系数来测量两变量间

相关程度，Ⅵ系数越大，说明关联强度越大。

结 果

本研究100例中，对照组50例均呈马尾神经沉

降征阴性且术中探测神经张力正常，试验组50例均

呈马尾神经沉降征阳性且术中探测神经存在高张

力。试验组与对照组腰IVDD严重程度比较结果显

示，IJ3／4、L4／5、LS／S1椎间隙Pfirrmann分级指数试

验组均高于对照组，表示试验组IVDD严重程度大

于对照组(P<0．01，表2)。试验组各个椎间隙腰

IVDD严重程度趋势为L5／S1>L4／5>L3／4，对照

组各个椎间隙腰IVDD严重程度趋势为L4／5>L5／

S1>L3／4。其中，L3／4椎问隙Pfirrmann评分6～

8级(即椎间隙高度降低)对照1例(2％)，试验组

18例(36％)；L4／5椎间隙对照1例(2％)，试验组

19例(38％)；LS／S1椎间隙对照5例(10％)，试验

组30例(60％)，提示L3／4、L4／5、L5／S1椎间隙发

生椎间隙高度降低的比率试验组均大于对照组

(表3)。

腰椎间盘退变严重程度与神经高张力的相关性

分析结果显示，L3／4、L4／5、L5／S1的腰椎间盘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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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实验组与对照组腰椎间盘Pfimnann评分比较(分，x±s)

与神经根高张力之间均存在相关性，且相关性趋势

为L5／S1>L4／5>L3／4(表3)。

表3腰IVDD严重程度与神经根高张力的

相关性分析[例(％)]

典型病例：患者男，34岁，因“腰痛3年，伴左下

肢疼痛1年”人院。患者于3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

腰部酸痛，无双下肢麻木、疼痛，未给予特殊治疗。

1年腰痛加重，伴左下肢疼痛，以大腿后侧、前侧为

主。至外院就诊，给予推拿、理疗等保守治疗后症状

加重，遂收入我院。既往体健，个人史、家族史无特

殊。专科检查：跛行步人病房，腰椎活动受限，腰3—

5棘突、棘突间隙、棘突旁，压痛、叩击痛，无放射痛。

双上肢感觉、运动、肌力、反射未见明显异常。左下

肢髂腰肌、股四头肌、股二头肌、半腱肌、半膜肌、胫

前肌、小腿三头肌肌力4级，右下肢肌力5级。左侧

直腿抬高试验70度阳性，加强试验阳性，余反射正

常，未见异常病理反射。腰椎MRI示：腰椎曲度变

直，序列尚可，L3／4，IA／5椎间盘突出，压迫硬膜囊，

相应节段椎管狭窄，L3／4椎间盘信号变低。13／4

马尾神经沉降征(+)，Pfirrmann分级7级；L4／5马

尾神经沉降征(+)，Pfirrmann分级4级；L5／S1马

尾神经沉降征(+)，Pfirrmann分级3级(图1)。

讨 论

针对IVDD导致的症状可以采取理疗、药物治

疗等保守治疗方法，当具有手术指征时，即可采取脊

柱融合术治疗‘7I，但上述方法都无法重建椎间盘的

生物力学功能及生理结构博j，因此，研究IVDD的发

病机制，从病因学上延缓、治疗甚至是预防IVDD的

发生显得尤为关键。IVDD是由老化、营养、生物力

学、氧化应激、炎症因子、细胞凋亡等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导致的结果归。13i。然而，近年研究发现IVDD

逐渐呈现出年轻化趋势，临床中经常见到18～30岁

的青年IVDD患者，且无明显相关的职业或劳动过

往史，这部分患者无法用老化、营养、生物力学等退

变机制解释，因此，IVDD的病理机制研究并不

完善。

当患者出现腰椎间盘突出时，人体为了减轻突

出物对神经根的刺激，缓解疼痛，常常不自觉地采取

一系列自我保护的体位；脊柱侧弯就是其中的一种，

这种侧弯是脊柱骨性结构与椎旁肌肉的代偿性保护

机制。在腰骶神经弓弦病的研究中发现，神经高张

力对应节段的椎间盘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变，由

于脊柱和脊髓在发育过程形成偶联功能单位日’14 J，

因此，当脊髓受到损伤时，脊柱同样会产生类似的代

偿性保护机制——自缢性椎间盘退变，通过“自我

牺牲式”的完成相应节段的IVDD，缩短椎间隙高

度，减轻硬膜或神经根的高张力，从而减轻脊髓受到

的轴向损伤。研究证实了IVDD过程细胞自噬的存

在，并指出营养不足、压力负荷、高糖、高渗环境、炎

性刺激等因素可以诱导细胞自噬在椎间盘组织中的

发生015-18 3。相应节段神经高张力也很有可能是诱

导椎间盘发生自噬的一个因素。本研究发现，神经

高张力与IVDD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且神经高张力

组的IVDD严重程度大于神经张力正常组，同时神

经高张力组椎问隙高度降低的发生比率显著大于神

经张力正常组。这提示神经根高张力在IVDD的形

成及恶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间接地证明了

自缢性IVDD机制的存在。

自缢性IVDD的发病过程：(1)发病早期，即硬

膜或神经根初步出现高张力，椎间盘未发生退变或

退变程度不明显，此期患者临床症状轻微，因而发病

早期的患者多因此而延误诊断。但也有部分中青年

患者，在发病早期即出现明显神经功能障碍的临床

表现，分析原因是由于此类患者多由于先天性脊柱

脊髓发育失衡致病，生长缓慢的神经组织由于脊柱

的快速生长而在短时间内迅速受到来自轴向牵拉的

损伤，而椎间盘自缢性退变的保护机制无法在相应

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对相应节段脊髓的保护，从而出

现椎间盘无明显退变的情况下，脊髓损伤明显。

(2)发病中期，即硬膜或神经根张力继续增加，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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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典型病例的MRI表现患者(男，34岁) A．术前腰椎MRI的他像提示腰椎曲度变直，13／4椎间盘信号变低，椎间隙高度降低，

13／4、IA／5椎间盘突出，椎间盘退变，相应节段硬膜囊受压；B．L3“冠状面见马尾神经沉降征阳性(硬膜内马尾神经漂浮，分布超过硬

膜囊中分线)；C．IA／5冠状面见马尾神经沉降征阳性；D．LS／S1冠状面见马尾神经沉降征阳性

损伤持续进展，IVDD明显，高度丢失，椎间隙降低，

从而减缓脊髓轴向的牵拉损伤，此期属于自缢性椎

间盘退变的代偿期，患者临床症状较轻。(3)发病

晚期，即椎间盘严重退变，高度严重丢失，直至到达

无法代偿地极限状态，当合并有椎间盘突出时，脊髓

会受到来自轴向和水平位的双重损伤，此期属于自

缢性IVDD的失代偿期，患者出现明显神经功能障

碍的临床表现，该类患者需要采取手术治疗，且手术

减压的同时，需要注意椎间高度的缩短。

本研究发现，老年患者中SS征阳性对应的腰椎

退变程度较比中年患者的IVDD程度更加严重，因

为椎间盘自缢性退变的发生持续时间长，直至到达

无法代偿的极限状态，此时椎间盘严重退变，并伴随

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该类患者处于自缢性IVDD

的发病晚期。而中年患者中，sS征阳性对应的腰椎

退变程度相对轻一些，因为椎间盘自缢性退变的代

偿时间相对较短，因而IVDD程度相对较轻。但也

会出现个别的极限状态，如本研究典型病例，腰椎

MRI示”／4，L4／5，15／S1节段SS(+)，对应节段中

L4／5，L5／S1 IVDD等级为4级，而L3／4 IVDD等级

为7级，说明L3／4节段神经轴向牵拉损伤严重，机

体代偿性地在短时间迅速发生自缢性IVDD，导致中

年患者各别节段IVDD明显。

自缢性IVDD的不仅存在于神经根高张力的代

偿性保护作用中，在邻椎病(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ASD)的发生发展过程也可以观察到

自缢性IVDD现象的发生。以往研究普遍认为高

龄、内固定、椎板切除、多节段融合、悬浮融合、相邻

于融合节段头侧椎体的椎板水平化以及小关节不对

称是ASD发生的危险因素。1 9|。引起ASD的一种原

因是由于首次手术过度撑开责任节段导致相邻节段

神经轴性牵拉增加，激发了人体的自缢性椎间盘退

变保护机制，最终导致相邻节段IVDD，高度丢失，以

缓解后放椎管内受到牵拉损伤的脊髓神经。

自缢性IVDD是一种人体自发的代偿性保护机

制，由于脊柱与脊髓是互相作用的偶联功能单位，脊

柱畸形和脊髓神经畸形互相依存制约，所以这种代

偿性保护机制不仅存在IVDD一种形式，脊柱侧弯

也是这种“自缢性”代偿保护机制的重要形式之一。

当双侧神经根受到轴向牵拉损伤时，会产生自缢性

椎间盘退变；而当单侧神经根受累或双侧神经根受

累不平衡时，则会导致自缢性脊柱侧弯的发生。退

变性脊柱侧弯的发生是由于人体退变老化过程中，

脊髓退变速度快于脊柱，造成脊髓相对的轴向牵拉，

为了缓解脊髓的损伤脊柱会代偿性屈曲向脊髓损伤

严重侧；而特发性脊柱侧弯是青少年在生长发育过

程中，脊髓和脊柱发育不平衡，致使生长缓慢的神经

受到轴向牵拉，脊柱为保护受到轴向牵拉的脊髓而

自行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侧弯的产生。目前虽然不

能肯定脊髓受损一定会引起A缢性脊柱侧弯，但不

可否认的是脊髓受损与脊柱侧弯之间存在着密切联

系，脊柱和脊髓形成的偶联功能单元在脊柱侧弯的

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本项研究发现了腰椎间盘退变与神

经高张力的相关性，并由此推断自缢性椎问盘退变

的新型发病机制，并且这种代偿性的保护机制还可

能存在于邻椎病、退变性脊柱侧弯、特发性脊柱侧弯

等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但需要注意的是，本研

究神经高张力时采用的指标是马尾神经沉降征，未

对神经轴向牵拉损伤进行定量分级，从而无法得出

神经根高张力与椎间盘退变严重程度之间的线性关

系，也无法准确观测自缢性椎间盘退变的完整自然

发病过程，还需纳入更多的神经高张力对应椎间盘

退变的病例，并重点研究中青年患者的退变过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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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预测自缢性椎间盘退

变的完整发病进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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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秦学军)

本刊“疑难病例析评"栏目征稿

中华医学杂志开辟“疑难病例析评”栏目。结构分“病

历摘要”和“分析与讨论”两部分。

1．病例选择：(1)疑难病例，特别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

的疑难病例。(2)误诊且有经验教训的病例。(3)诊断已经

明确，但病隋危重或有诸多并发症，治疗上甚为棘手的病例。

(4)罕见病例。(5)其他对临床实践有指导或提示意义的病

例。以上病例须最终获得明确诊断或成功治疗，临床资料应

齐全，能提供实验室、影像学和(或)病理确诊证据。

2．写作格式：文题可用主要症状、体征或诊断命题，各

短语之间用一字线连接。正文分“病历摘要”和“分析与讨

论”两部分。“病历摘要”部分：交代清楚患者主诉、病史(包

括既往史)、作者接诊后的诊治经过等。应提供必要的实证

．读者．作者．编者．

图片。字数以不超过1 000字为宜(不包括图片)。“分析与

讨论”部分：要求逻辑性强，条理清楚，能较好地体现正确的

临床思维，对读者的临床工作有实际借鉴意义。重点部分可

采用序号标示法，以突出层次。写作上应满足以下要求：

(1)开门见山，首先说明本例需要从哪几个方面讨论；(2)写

清诊断和治疗思路，如何发现并优先处理疾病的关键问题；

(3)请将疑点、鉴别诊断要点另列出，通过什么手段排除相

关疾病；(4)给出本例的最后诊断和诊断依据；(5)若为误

诊，则总结经验教训；(6)若为罕见病，则介绍目前国内外的

最新迸展；(7)列出相关的国内外主要参考文献。字数以控

制在2 000～2 500字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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