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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合并脊髓损伤的难治性儿童齿状突骨折
合并寰枢椎脱位的手术疗效分析
梁卫东

任周梁

【摘要】

盛军

王健

牙克甫·阿不力孜盛伟斌

目的评价合并脊髓损伤的难治性儿童齿状突骨折合并寰枢椎脱位的手术治疗方法

及临床疗效。方法

收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脊柱外科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收治的

１４岁以下、合并脊髓损伤的难治性儿童齿状突骨折合并寰枢椎脱位患者ｌｏ例，受伤至入院时间１～
３０

ｄ，平均８．５ ｄ，手术采取一期后路复位钉棒固定或前路松解联合后路复位钉棒固定技术。回顾性
术后随访１２—

分析患儿术前、术后神经功能改善情况以及骨折脱位复位、植骨融合情况。结果

４８个月，平均２２个月。末次随访ｘ线片及ｃＴ示骨折脱位均复位良好、植骨融合，无内固定松动或断
裂。按Ｆｒａｎｋｅｌ分级：术前ｃ级２例，Ｄ级４例，Ｅ级４例；术后神经功能评估结果显示，２例Ｃ级改善
至Ｄ级，其余８例均恢复至正常。结论，＇ｂＪＬ齿状突骨折的发现具有延迟性，一期后路／联合前路松
解复位钉棒固定融合技术是治疗难治性儿童齿状突骨折合并寰枢椎脱位的一种安全可靠的方法。

【关键词】儿童；骨折；脱位；骨折固定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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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上颈椎创伤相对于成人较为罕见，其发病

旨在回顾性分析一期后路复位钉棒固定技术或一期

率文献报道不一，国内外许多学者提出了针对儿童

前路松解联合后路复位钉棒固定术治疗难治性儿童

上颈椎创伤的治疗方法及其疗效，仅Ｈｏｓａｌｋａｒ分型

齿状突骨折合并寰枢椎脱位的技术要点及其临床

涉及治疗方案的选择，而非手术治疗仍是儿童上颈

疗效。

椎创伤治疗的主要方法Ｈ引，但大多数报道均为治疗

对象与方法

方法及案例报道，并无统一治疗标准旧ｄ２｜。本研究
一、对象

收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脊柱外科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３７６－２４９１．２０１８．０８．００６

作者单位：８３００５４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脊柱外科
通信作者：盛伟斌，Ｅｍａｉｌ：ｗｂｓｈｅｎｇ＠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万方数据

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上颈椎骨折患儿资料。
纳入标准：（１）年龄＜１４岁；（２）齿突／骨骺骨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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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致寰枢椎脱位，非手术治疗失败，反复脱位；（３）

况。出院后１～３个月及末次随访时评估神经功能

陈旧性齿突／骨骺骨折脱位；（４）７岁以上枢椎椎体
真性骨折致不稳；（５）合并高位颈脊髓损伤。排除

恢复情况，评判标准使用美国脊柱损伤协会（ＡＳＩＡ）

标准：（１）病理性骨折脱位；（２）一期非手术成功复

合及内固定稳定情况。术后３—６个月ｃＴ三维重建

位支具固定；（３）合并颅脑损伤、胸部及心肺功能障

评估植骨融合隋况，有连续骨质则判断为成功融合。

神经功能分级。ｘ线片了解复位维持情况、骨折愈

碍等手术禁忌证。最后共入组１０例患儿资料，其中

结

男６例，女４例；年龄１．８—１４岁。
致伤原因：交通伤４例，高处坠落伤３例，外伤

果

１．手术及影像学随访结果：术后随访１２～４８个

史不详３例。受伤至入院时间１～３０ ｄ。人院后如

月，平均２２个月。所有患儿未发生内固定松动、断

无禁忌，立即给予完善颈椎ｘ线、颈椎ＣＴ平扫＋三

裂损伤等术后并发症。术中出血量２０～１００ ｍｌ，手

维重建、颈椎ＭＲＩ检查，进一步明确骨折脱位、脊髓

术时间６０—１５０ ｍｉｎ。所有患者随访资料完整。ＣＴ三

受压及神经功能障碍情况。Ｆｒａｎｋｅｌ分级：术前ｃ级
２例，Ｄ级４例，Ｅ级４例。

维重建提示：所有患儿寰枢椎后方骨质均成功融合。

２．神经功能评价：按Ｆｒａｎｋｅｌ分级：术前ｃ级

二、方法

２例，Ｄ级４例，Ｅ级４例；术后神经功能评估结果显

１．手术方法：人院后积极进行术前准备，给予抗

示，２例Ｃ级患儿改善至Ｄ级，其余８例患儿均恢复

炎、脱水、营养神经等对症治疗。全麻生效后，给予

颅骨牵引，维持重量２—４ ｋｇ（１／６—１／４体质量），再
次评估脱位复位情况，如完全／部分复位可选择一期
后路术式；不可复位考虑前路松解联合后路术式，颅
骨牵引过程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完成。
需要行前路松解的患儿取仰卧位，沿下颌下角
横行３ ｃｍ切口（ｃ２骨骺滑脱畸形愈合），给予充分

至正常。

３．并发症情况：末次随访显示所有患儿骨折均
已愈合，内固定位置良好，未发现内固定断裂、松动、

脱出等并发症（图１，２），随访期间无１例患儿内固
定取出。
讨

论

松解前纵韧带并清除骨痂及侧方关节囊，松解后再

儿童上颈椎解剖结构与成人有很大不同。正常

次评估复位程度，复位满意后小心将患儿体位改变

情况下，枢椎有５个原始骨化中心，１个位于椎体，

为俯卧位，沿后正中线由枕骨下至ｃ２棘突做纵向
切口，逐层显露枕骨下背部、寰椎后弓及枢椎椎板和

２个位于椎弓，２个位于齿状突。齿状突基底部与椎
体及椎弓之间的软骨联接，儿童齿状突在４岁左右

侧块。暴露环椎后弓、枢椎侧块关节，于直视下操

开始与枢椎椎体融合，大多数在７岁前完全融合，但

作，两侧分别拧人直径３．５ ｍｍ、长１６～２０ ｍｍ的万

少数学者报道儿童齿状突基底部软骨联接延迟融合

向螺钉。选择合适长度的钛棒，预弯后连接。术中

情况一。１０｜。对于年幼儿童，齿状突基底与椎体、椎弓

可同时利用螺钉力量及颅骨牵引辅助进一步复位，

间的软骨联接，是先天的力学薄弱点，当遭受外力作

透视下环枢椎复位满意；寰枢椎后方去皮质，制作植
骨床，将咬下的自体骨进行寰枢椎后方植骨。大量

用时，常可导致骨骺分离０１１－１２］。对于１０～１２岁儿童

生理盐水冲洗术区并止血，置引流管逐层关闭切口。

但连接部位仍处于应力交界处，外伤亦可导致骨折

去除颅骨牵引装置，佩戴颈托。术中采用颈后路内

发生。儿童上颈椎外伤较为常见的另一因素则为：

固定系统。如术前麻醉下评估部分／完全复位，可直

头颅相对身体较大，枕颈区的肌群欠发达，儿童颈椎

接进行上述后路手术过程。手术全部过程均在神经

运动的支点接近于ｃ２～ｃ３水平，而成人位于Ｃ５～

电生理监测下完成。

Ｃ６水平，故儿童损伤上颈椎居多。

或青少年，即便齿状突基底部椎体已出现骨陛连接，

２．术后处理：预防性使用抗生素２４—４８ ｈ，改善

虽然非手术外固定已成为儿童齿状突骨折并寰

循环、脱水及神经营养等药物对症治疗；加强呼吸道

枢椎脱位治疗的金标准，但仍有部分患儿需要外科

管理；术后２～３ ｄ颈托保护下，由卧位逐渐过渡到

手术的帮助，具体的外科治疗方式方法尚无共识，主

坐立或搀扶下床活动；有神经功能障碍患者，积极行
床边针灸、理疗等康复锻炼。出院后颈托保护４～

要根据骨折脱位的类型、部位及椎管受侵犯的程度，
同时也取决于医师的技术及其治疗倾向。有学者认

６周，术后第１、３、６、１２个月及每年定期随访。

为临床上应根据枢椎齿状突的骨折时间、移位程度、

３．随访和功能评价：术后观察手术切口愈合情
万方数据

复位情况等不同个体情况，以及术者获得的技术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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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患儿女，２岁，头颈部外伤３ ｄ人院；Ａ、Ｂ图：术前颈椎ｃＴ矢状位、三维重建；ｃ、Ｄ图：术后即刻ｘ线、ＭＲＩ Ｔ２ＷＩ，示固定牢靠、脊髓通
过性正常；Ｅ图：术后６个月ｘ线图像，示内固定位置无明显松动异常；Ｆ～Ｈ图：术后１５个月ｘ线、ｃＴ重建图像，示内固定位置良好，骨
折已愈合
图１患儿ｌ影像资料

训情况和手术习惯来选择相应的手术治疗方法，以

点：（１）术中均给予颅骨牵引（常规２～４ ｋｇ维持）

达到最佳的临床治疗效果¨孓１４ Ｊ。就术式选择来看，

和神经电生理监测。（２）如需前路松解患儿，需给

寰枢椎固定融合术仍是最为稳妥的手术方法，研究

予充分松解前纵韧带并清除骨痂及侧方关节囊，再

报道及我们的经验提示：针对儿童齿状突骨折的手
术治疗选择应是：（１）非手术治疗失败，反复脱位患

次评估复位满意后，在颈托保护下，小心将患儿体位
改变为俯卧位行后路固定。（３）术中可同时利用棒

儿；（２）陈旧性齿状突骨折／骨骺滑脱畸形愈合患

和螺钉力量及颅骨牵引行进一步复位，透视下环枢

儿；（３）合并中重度神经功能障碍患儿；（４）Ｈｏｓａｌｋａｒ

椎复位满意。

分型中Ｔｙｐｅ
Ｔｙｐｅ Ｉ

Ｉ Ｂ通过闭合不能完全／大部分复位及

Ｃ型患儿。

本组１０例患儿均未发生脊髓、椎动脉损伤等术
中严重并发症。术后神经功能结果显示，２例Ｃ级

因此。针对本组１０例齿状突骨折／骨骺滑脱并

改善至Ｄ级，其余８例均恢复至正常。末次随访显

环枢椎脱位患儿，术前充分评估过伸／过屈位ｘ线

示所有患儿骨折均已愈合，内固定位置良好，未发现

片上骨折部位及麻醉后颅骨牵引下可复性问题，结

内固定断裂、松动、脱出等并发症。本组联合前路松

合手术团队颈椎前后路熟练的手术技术为基础，手

解手术的患儿，采取下颌下角横行切口，避免了经口

术方法选择为一期后路复位钉棒固定技术或一期前

腔的术中及术后并发症。

路松解联合后路复位钉棒固定技术。复位技术要

万方数据

综上所述，针ＸＣＪＬ童齿状突骨折／骨骺滑脱致环

·５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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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雾化吸入激素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看法
金英姬张亚明

近年来，国内有推荐雾化吸入吸人性糖皮质激素（ＩｔＳ）

的药物，用于毛细支气管等气道急性炎症的治疗是不合适

用于毛细支气管炎的治疗…，对此，我们有以下看法与专家、

的。如果说在毛细支气管炎发生咳喘后开始雾化吸人布地

同道商榷。

奈德治疗，在布地奈德刚刚可能开始见效时，毛细支气管炎

１．疗效问题：毛细支气管炎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理
论上说，因为气道炎症和水肿是毛细支气管炎的主要发病机

的高峰期就已过去，病情也已经逐渐好转。此时，再继续雾
化吸入布地奈德对毛细支气管炎的治疗并无太大获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雾化吸入ＩＣＳ用于治疗毛细支气管

制，激素作为抗炎物质，通过抑制炎症反应，减轻气道水肿，
因此认为激素应该有助于毛细支气管炎的治疗，临床上较为

炎的提法不妥。

广泛使用。但实际上，更多研究和荟萃分析表明全身使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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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对毛细支气管炎无论在急性期还是长期临床表现方面均
无显著效果¨“。２０１５年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

［１］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雾化吸人疗法在呼吸疾病中的应
用专家共识》制定专家组．雾化吸人疗法在呼吸疾病中的应

（ＮＩＣＥ）发布的儿童毛细支气管炎指南建议不使用全身或吸

用专家共识［Ｊ］．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６，９６（３４）·２６９６．２７０８．

入激素治疗毛细支气管炎。６１。虽然ＩＣＳ的局部抗炎作用比
全身用激素强，但在哮喘的长期治疗中首选ＩＣＳ并非因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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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支气管炎中的应用［Ｊ］．中国实用儿科杂志，２０１２，２７

部抗炎作用强，而是因其全身不良反应少。无论是在哮喘急
性发作期还是慢性持续期，全身用激素疗效欠佳时，ＩＣＳ也

（ｔ１）：８１１－８１３．

［３］Ｃａｄｅ

不会有效。对于毛细支气管炎来说亦是如此。

触才能发挥治疗作用。毛细支气管炎病变主要侵犯直径
７５—３００

Ｉ．Ｌｍ的毛细支气管，表现为上皮细胞坏死和周围淋

巴细胞浸润，黏膜下充血、水肿和腺体增生，黏液分泌增多，
微小管腔易由黏性分泌物、水肿及肌肉收缩而发生阻塞，ＩＣＳ
难以通过吸入的方式沉积到病变部位与气道黏膜上皮细胞
接触而发挥治疗作用＂１。
３．病程问题：毛细支气管炎是一种急性气道炎症，具有
自限性哺］。在咳喘发生后２～３ ｄ以内病情常较为严重，经
过正确治疗后大多迅速恢复，并在数日内见愈。临床上，雾
化吸入常用的ＩＣＳ为布地奈德混悬液，其说明书中适应证只
有哮喘。这样一种适用于哮喘等气道慢性炎症的长期治疗

ｔｉａｌ

ｓｙｎｃｙｔｉａｌ ｖｉｒａｌ

２．给药途径问题：ＩＣＳ是一种表面激素，雾化吸人后药
物必须沉积到病变部位的气道表面与气道黏膜上皮细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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