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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儿童

寰枢椎脱位的远期效果

林斌陈志达蔡技艺 吴松松郭志民

【摘要】 目的探讨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儿童寰枢椎脱位的远期效果。方法 回顾性

分析2005年3月至201 1年4月在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收治的21例儿童寰枢椎脱位患儿的临床资

料。其中男12例，女9例；年龄3～9岁，平均6．1岁；14例为I型不稳定寰枢椎脱位，7例为Ⅱ型牵

引可复位寰枢椎脱位；患儿均接受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术前及末次随访时分别测量颈椎侧位

X线片颈椎整体曲度、曲度角度及下颈椎的稳定性大小来评价该术式对儿童发育的影响，并观察神经

功能变化及植骨融合效果等。结果 患儿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65～127个月，平均96．4个月，6个

月内均达到骨性愈合；术前颈椎整体曲度分布：前凸9例、垂直12例，与术后的整体曲度(前凸12例、

垂直9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54)；末次随访时，整体曲度前凸17例，垂直4例，与术后的整

体曲度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5)；患儿均未出现后凸及鹅颈畸形；术后颈椎曲度角度显著

小于术前(15．5。±2．5。比31．7。±4．20，P<0．001)；末次随访曲度角度(19．1 o±2．7。)与术后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343)；患儿均未出现下颈椎不稳的影像学表现；术前4例患儿合并神经损伤，其中

2例Frankel B级，1例Frankel C级，1例Frankel D级，术后3个月随访，神经功能均得到不同程度的

恢复。结论 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儿童寰枢椎脱位远期效果良好。

【关键词】寰枢关节；脱位；内固定器；儿童；治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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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Cl—C2 pedicle screw fixation for

pediatric atlantoaxial dislocation after a long—term follow—up．Methods From March 2005 to April 201 1，a

total of l 2 male and 9 female patients were included．with age from 3 to 9 years old(mean，6．1 years old)．

Among them．14 cases(67％)had type I instability atlantoaxial dislocation，7 cases(33％)had type lI

reducible atlantoaxial dislocation．AIl 2 1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atlantoaxial dislocation underwent posterior

pedicle screw fixations． Frankel Grade was used to evaluate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Furthermore，the information of Cl—C2 bony fusion，cervical spine alignment，angle of sagittal curvature，

and instability of the subaxial spine were collected from all patients preoperatively．immediately

postoperatively and during follow-up period．Results All 21
patients

had regular follow—up with an average

duration of 96．4 months(range．65 to 1 27 months)．A1l children had good bony fusion within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There were 9 patients with lordotic alignment and 12 patients with straight alignment before

surgery．After surgery，there were l 2 patients with lordotic alignment
and 9 patients with straight alignment．

At the time of the last follow—up，1 7 patients had lordotic alignment and 4 patients had straight alignment．No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pre．and post—operation(P=0．354 1．The same result was found between post—

operation and last follow—up(P=0．095)．Neither kyphotic nor swan—neck deformity was found in any of the

21 patients．The mean angle of sagittal curvature decreased from 31．7。4-4．30preoperatively to 15．50 4-2．5。

postoperatively f P<0．001)．The mean angle of sagittal curvature increased from 15．5。±2．5
o

postoperatively to 1 9．1 o 4-2．7。at the final follow．up(P=0．343)．No spinal defortuities or subaxial

instabilities were found．Of the four patients with preoperative neurological defects．Frankel Grad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t 3 months follow—up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 values．None of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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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d worsening neurological symptoms or injury to the vertebral artery．Conclusion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C l—C2 pedicle screw fixation could achieve satisfactory clinical effect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ediatric atlantoaxial dislocation with long—term follow—up．

【Key words】Atlanto—axial joint；Dislocations；Internal fixators；Child；Treatment outcome

寰枢椎脱位(AAD)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儿童上

颈椎损伤，发生率约占所有颈椎损伤的6．1％‘1’2。。

儿童因骨骼发育尚未成熟，寰枢椎关节囊及韧带较

松驰，容易在外力作用下脱位；或因病理原因导致自

发性脱位。该区域的解剖结构及毗邻关系复杂，手

术风险高，治疗难度大。在治疗方法上，稳定的脱位

以保守治疗为主，对于保守治疗失败或不稳定的

AAD患儿需行寰枢关节融合术。但对于儿童而言，

行寰枢关节融合是否会XCJL童的生长发育产生影响

而出现“曲轴现象”，目前临床上尚无定论‘3引。本

研究回顾性分析21例行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

的儿童AAD患儿的临床资料，观察其远期疗效。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2005年3月至2011年4月解放军第一七五医

院收治的诊断明确的不稳定性AAD患儿21例，其

中男12例，女9例，年龄3～9岁，平均6．1岁；均行

后路寰枢椎椎弓根固定术且随访时间>5年，并排

除先天性Chiari畸型。

人院原因：外伤15例，先天性畸形6例。4例

外伤患儿伴有神经功能障碍，Frankel分级分别为

B级2例，c级1例，D级1例。根据Wang等。2o提

出的儿童AAD分型，14例患儿为I型不稳定AAD，

7例为Ⅱ型牵引可复位AAD。

手术指征∽J：(1)出现脊髓受压症状者；(2)寰

枢椎不稳，有可能发生迟发性脊髓压迫者；或横韧带

断裂或先天发育松弛，可能出现继发性脊髓压迫者；

(3)AAD，寰齿前间隙(ADI)>5 mm，不能经历2次

创伤者；(4)<7岁的儿童齿状突骨骺滑脱损伤，有

可能影响骺板愈合者，应行融合稳定术；其中I型及

Ⅱ型损伤均为寰枢椎不稳，患儿均接受后路椎弓根

螺钉内固定术。

二、方法

1．术前准备：患儿入院后即行枕颌带或颅骨牵

引，牵引力为19．6～29．4 N，平均牵引4．7 d，定期

拍摄床边x线片了解牵引后的复位情况，及时调整

牵引力线及重量。术前常规行颈椎正侧位及张口位

及三维CT了解脱位的情况及评估椎弓根螺钉固定

的可行性。行颈椎磁共振(MRI)及磁共振血管造影

(MRA)明确脊髓受压情况、寰椎横韧带损伤情况及

椎动脉的走形，以初步确定手术方案。

2．手术方法：患儿全身麻醉下取俯卧位，颈椎

轻度前屈并维持颅骨牵引，由枕后隆凸至C。棘突作

一长7～9 cln的后正中纵行切口，依次切开皮肤、皮

下筋膜及项韧带，紧贴骨质分离肌肉暴露双侧椎板，

寰椎后弓在中下缘行骨膜下剥离，显露至枢椎侧块

中线外2 mm，位于寰枢椎侧块关节后方的神经血管

丛予以保留，寰椎后弓下方、枢椎峡部上方以及寰枢

侧块关节切勿显露，并观察寰椎是否存在旋转。寰

椎的进针点以后结节为标志，约中线旁开18 mm，距

后弓的上缘约3 nlm，冠状面内倾100～150，矢状面

上向头侧倾斜约lO。～15。为进钉方向。枢椎的进

针点位于枢椎棘突正中垂线外20 ITlnl，与枢椎下关

节突的最下缘上方7 Bin的交点处，上倾角度约为

32。～35。，内斜角度约为30。～33。。通过体位复位

恢复颈椎生理曲度后，寰枢椎分别采用长24 mm及

21 mm，直径均为3．5 I／liB．的椎弓根螺钉固定。C形

臂x线机确认椎弓根钉固定在位及颈椎复位情况

满意后，安装连接杆，然后行后外侧植骨。最后放置

引流管，依次缝合诸层组织。术后24—48 h后拔除

引流条，术后第3天可在头颈胸支具保护下逐步下

地行走，并持续佩戴至术后10～12周。

3．随访及疗效评价：随访截至2016年11月。

术前及术后神经功能评定采用Frankel分级。术后

和术后第3、6、12个月及其后每12个月拍颈椎正侧

位及动力位x线片，观察术前术后及随访过程中颈

椎整体曲度、曲度角度、下颈椎的稳定性大小及骨折

愈合情况。颈椎整体曲度的测量采用Toyama等14
o

报道的方法，以齿状突后缘至颈7椎体后缘做一连

线，根据颈椎椎体与该连线的垂直距离，将颈椎曲度

分为4种形态(图1)，前凸：椎体向前位移>2 mm；

垂直：椎体向前和(或)向后位移<2 mm；后凸：椎体

向后位移≥2 IBm；鹅颈畸形：椎体向前及向后位移

均>2 mm。局部曲度角度测量方法为侧位x线片

上c：和C，椎体的后缘延长线的交角。7J。并以动力

位x线片评估寰枢椎的稳定性，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就认为是不稳定：(1)相邻椎体位移≥3．5 mm；(2)

相邻椎体成角>11。E s]。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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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凸 垂直 后凸 鹅颈畸形

图1 坝俳{≯1奉⋯『l筻删j{；：／JiJ,‘

三、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数据以元±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x2检验，以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一般情况：手术时间(112．7±22．5)min，术

中出血量(203．6±47．3)ml。患儿均获得随访，随

访时间65—127个月，平均96．4个月。骨性愈合时

间(4．2±0．9)个月，6个月内均达到骨性愈合。

2．神经功能评定结果：术前神经功能损伤的

4例患儿在术后3个月神经功能均得到明显改善；

其中3例神经功能损伤患儿术后完全恢复，l例术前

Frankel B级患儿3个月随访时恢复至Frankel

D级。其他17例患儿术后均未出现神经功能损伤。

3．影像学评价结果：术前颈椎整体曲度分布：

前凸9例、垂直12例；术后颈椎整体曲度分布：前凸

12例、垂直9例；末次随访时前凸17例，垂直4例，

术后与术前、术后与末次随访的颈椎整体曲度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354、0．095)。患儿术后的

颈椎曲度角度显著小于术前(15．50 4-2．50比

31．70±4．2。，P<0．001)，末次随访颈椎曲度角度

(19．1 o±2．70)与术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343)。末次随访中也未出现颈椎节段不稳定。

4．并发症发生情况：21例患儿中2例出现手术

相关并发症；其中1例出现切口愈合不良，局部清创

后得到愈合，1例出现椎弓根螺钉穿过椎体前缘约

3 mm。患儿均无椎动脉损伤、脑脊

液漏、螺丝松动、断裂等。

典型病例影像学资料见图2。

讨 论

对于保守治疗失败或不稳的儿

童AAD，行寰枢椎融合术是必要的。

有关寰枢椎解剖及固定技术的研究

大多局限于成年人，而对寰枢椎不

稳定的治疗因缺少研究，大多参照

成年人的方法处理。近年来后路寰

枢椎椎弓根螺钉固定已经广泛应用

于成人上颈椎疾患一J。与后路钢丝

固定相比，由于其三柱固定，生物力

学研究已经证实其具有优异的抗旋

转稳定性¨0|。与经关节螺钉技术及侧块螺钉相比，

其融合率更高，椎动脉损伤率更低⋯。12I。此外，后

路寰枢椎椎弓根固定可以减少对c：神经根和静脉

丛的干扰，C，椎弓根钉更靠上外内倾偏大，距离椎

动脉更远；短节段固定，无需枕颈融合，保留寰枕关

节的功能。

在儿童寰枢椎椎弓根螺钉固定术中最常用的是

直径为3．5 mm的椎弓根螺钉。如果儿童椎弓根的

宽度或高度<3．5 mm，椎动脉损伤的风险就会大大

增加。Lin等¨纠首先对儿童尸体解剖和CT测量研

究，验证了儿童AAD后路寰枢椎椎弓根螺钉固定的

可行性。本研究显示直径3．5 mm的椎弓根螺钉是

儿童后路寰枢椎椎弓根椎弓根螺钉固定的最佳选

择，可获得满意的疗效，且并发症少。侧块的完整性

及寰椎椎弓根的大小是椎弓根螺钉置入的先决条

件。文献报道对于侧块不完整、椎动脉沟处的寰椎

后弓高度<4．0 mm和枢椎椎弓根的高度或宽

度<5 mm时，则不宜行椎弓根螺钉固定¨4。1 5|。在本

研究中，21例行后路寰枢椎椎弓根螺钉固定的患儿

均获得满意的临床疗效，未出现神经症状恶化，也未

发生椎动脉损伤。

在儿童后路寰枢椎植骨融合后局部不再出现生

长，而融合区前方的椎体仍然继续生长并引发脊柱

侧凸，导致以后方融合区为支点的椎体旋转，儿童颈

椎融合术后出现脊柱前凸自发性增加的现象首先被

Dubousset等【1刮命名为“曲轴现象”。目前普遍认

为，后路融合术后是否出现曲轴现象及其严重程度

主要取决于患儿手术时残余的骨骼生长潜能，即骨

骼未发育成熟者有可能发生，而发育成熟者则不会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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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患儿女，3岁，2009年11月5日外伤致寰枢椎脱位并齿状突分叉畸形。A～D：术前(11月5日)动力位x线片及三维CT示：寰枢椎

脱位并齿状突分叉畸形，寰齿前间隙(ADI)=9 mm；牵引1周后，于11月12日行后路寰枢椎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E～G：术后(11月

15日)正侧位x线片及三维cT：寰枢椎位置正常，ADI=2 film，椎弓根螺钉固定良好；H，I：术后3个月(2010年2月20日)随访动力位

x线片：寰枢椎位置正常，螺钉固定在位，未出现曲轴现象及下颈椎不稳；J—L：术后7年(2016年11月30日)随访侧位及动力位

x线片：螺钉固定在位，未出现曲轴现象及下颈椎不稳

图2典型病例影像学资料

发生。对于后路寰枢椎融合是否会抑制儿童椎体生

长，造成脊柱前凸增加或鹅颈畸形还存在争

议‘3。5’17]。Parisini等口1报道了4例患儿(4／12)行

C．一C，融合术后出现鹅颈畸形，4例患儿在7～

13年的随访后颈椎错位逐渐得到改善。Toyama

等[41和Nakagawa等。7o报道了类似的结果。这种现

象的出现可能类似长骨干骨折中的畸形愈合后，因

下地逐渐负重使得下肢力线重新调整。在本研究末

次随访中21例患儿均没有发现曲轴现象或鹅颈畸

形。对于成人行寰枢椎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后，

一般不需取出内固定。由于,'bJL脊柱的可塑性，有

学者认为椎弓根螺钉内固定取出过早可能会产生新

的畸形，内固定在脊柱发育成熟前可不予取出¨8I。

因此，对于行寰枢椎后路椎弓根螺钉固定术的患儿，

植骨融合且颈椎发育成熟后可考虑取出内固定。

综上所述，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儿童

AAD的远期效果满意，该术式对患儿的生长发育无

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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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来稿中统计学处理的有关要求

1．统计研究设计：应交代统计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做

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或横断面调查研究)；

实验设计(应交代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

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交

代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

法应围绕4个基本原则(随机、对照、重复、均衡)概要说明，

尤其要交代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2．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面-i-s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的定量资料，用M(Q。)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

表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

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

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

20，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3．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

的设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

计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

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

．读者．作者．编者．

数所具备的条件以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

不应盲目套用，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

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归

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

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

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问的交互作用和多

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4．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P<0．05(或P<0．01)

时，应说明对比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

组之间具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的差别；应写明所用统

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t检验、两因素

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q检验

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t=3．45，，=4．68，F=6．79等)应

尽可能给出具体的P值(如P=0．023)；当涉及到总体参数

(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

时，再给出95％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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