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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骨骺评分系统在女性青少年特发性

脊柱侧凸患者围青春期生长潜能
评估中的价值

刘盾 夏三强 石博 史本龙 刘臻孙旭邱勇 朱泽章

【摘要】 目的探讨拇指骨骺评分系统(TocI)在预测女性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患者

生长潜能中的应用价值，并比较与其他成熟度指标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6年10月至

2013年8月于南京大学鼓楼院门诊行规范支具治疗的45例女性AIS患者。随访间隔为3—6个月直

到停止支具治疗，每次随访时均拍摄站立位全脊柱正侧位片及左手掌正位片，测量主弯cobb角、

TOcI评分、指骨骨龄(DsA)评分及尺骨、桡骨、掌骨评分(Rus)，另外记录患者每次随访时的实足年

龄、月经状态及身高等资料，据此计算患者每次随访时的身高生长速率(HV)。比较分析T0cI评分

与各成熟度指标的相关性以评估其对Is患者生长潜能的预测价值。结果45例患者初诊时平均年

龄为(10．9土1．3)岁，平均月经初潮年龄为(12．6±1．3)岁，平均身高生长速率峰值(PHV)为(7．5±

1．5)cm／年，PHV的平均年龄为(12．0±O．9)岁，71．8％的患者在TOCI 5达到PHV。speannan相关性

分析表明，本组患者TOcI评分与DsA和Rus评分呈显著相关(r=0．96、0．97，均P<0．001)。×2检

验分析表明，T0c15能准确预测PHV的发生(cramer V系数=0．531，P=0．007)。结论T0cI 5预示

AIs患者具有较高的生长潜能和HV。T0cI评分是一种简便且对AIs患者生长潜能具有较高预测能

力的骨龄评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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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b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humb ossification composite index

(TOCI) for growth potential in female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IS) patients and to analyze its

con．elation with several other indicators of gr0叭h potential． Methods A retmspective review was conducted

on 45百rls with AIS who unde刑ent standard bracing treatment between 0ctober 2006 and August 2013 in

Naniing Drum Tower HospitaL All patients were regularly followed up with an inteⅣal of 3—6 months until

bIace weaning． At each visit， the fbllowing data weI℃collected and recorded： chmnologic age， stage of

menses，standing height，Cobb angle of main curve，TOCI score，digital skeletal age(DSA) score and

radius，ulna and small bones(RUS)score． The height velocity(HV)at each visit were calculated． The

coITelations analysis between TOCI and other indicators including DSA scores and RUS scores were studied．

ResuIts‘I’he average age at initial visit was(10．9土1．3)years． The mean age of menarche was(12．6±

1．3)years．The mean peak height velocity(PHV)was(7．5±1．5)cH∥year and the mean age of PHV was

(12．0±0．9)years．A total of 71．8％AIS girls attained their PHV at TOCI 5．The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砒TOCl was highly conelated with the DSA and RUS scores(r=0．95 and 0．96，both

P<0．001)． Chi-square test showed that TOCI 5 accumtely predicted the occurrence of PHV(Cramer V=

0．53 1，尸=0．007)． Condusion The TOCI 5 indicates high HV and high目．0w【h potential in A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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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bracing treatment． TOCI can thus senre as a good indicator for growth potential in braced AIS girls．

【Key words】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111umb ossification composite index； Peak height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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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doleseent idi叩athic

scoliosis，AIS)的快速进展与患者的生长潜能密切相

关，因此准确评估AIS患者生长潜能从而制定不同

的治疗策略对于改善预后意义重大¨圳。目前临床

上使用的AIS患者骨龄评分主要为Tanne卜

WhitehouseⅢ评分系统[包括尺骨、桡骨、掌骨

(mdius，ulna，and small bones，RUS)评分和腕骨

(carpal bones，cARP)评分]∞1和指骨骨龄(d蝉tal

skeletal age，DsA)评分‘61，二者虽已被证明与AIS

患者生长潜能和身高纵向生长有较好的相关性，但

应用时均需对照骨骺骨化评分图谱，操作繁琐，难以

在临床中广泛推广使用。近年来，有研究发现青春

期儿童拇指指节的骨骺形态变化与其余四指指节骨

骺形态变化高度一致"引。Hung等∽1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拇指骨骺评分系统(thumb ossmcation composite

index，TOCI)，并认为其极大地简化了Tanne卜

whitehouseⅢ评分系统，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然而，有关TOCI评分系统在AIS患者生长潜能评

估的应用目前国内少见报道。因此，本研究旨在探

讨TOcI评分与其他成熟度指标的相关性，评估其

在AIS患者生长潜能中的预测价值。

对象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06年10月至2013年8月于南

京大学鼓楼医院门诊行支具治疗的未发育成熟女性

AIS患者的临床资料。病例人选标准：(1)患者初诊

时月经初潮未至，Y三角软骨未闭合；(2)接受

Boston支具或Milwaukee支具治疗；(3)每次随访时

均拍摄站立位全脊柱正侧位片和左手掌正位片；

(4)随访间隔为3—6个月直至停支具，随访次数≥

6次；(5)具有完整的实足年龄、月经初潮年龄、身高

等人口统计学资料。排除标准：(1)既往脊柱手术

史；(2)存在生长发育障碍及异常。符合上述标准

且随访时间>2年的45例女性AIS患者纳人本研

究，平均初诊年龄为(10．9±1．3)岁。本研究所有

研究内容均获得患者监护人知情同意，且获得本单

位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2013旬79旬1)。

二、测量数据

在站立位全脊柱正位片上测量主弯Cobb角，根

据每次患者随访时的身高算身高生长速率(HV)=

[身高。一身高⋯¨]／[时间间隔。山川]，患者每次随

访时HV值的最大值定义为HV峰值(PHV)¨0|。

由两位脊柱外科医师(脊柱外科主治医师和住院医

师各1名)分别根据患者每次随访时拍摄的左手掌

正位片计算DsA评分¨1。和RuS评分¨2|，同时应用

Hung等。9o提出的TOcI评分系统计算TOcI评分，

同一手片两位医师评分结果一致时方才采用，否则

重新进行评分。记录每张左手掌正位片进行3种评

分各自所花费的时间。TOCI评分系统定义见图1，2。

三、统计学方法

采用SSPs 17．O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以

元±s来表示，采用Spea瑚an相关性分析比较TOCI

评分与DSA和RuS评分的相关性，采用x2检验分

析比较TOCI评分与PHV的相关性。以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45例患者，其中单胸弯37例，胸

腰弯8例。初诊时患者一般资料：身高(142±7)

cm，Cobb角25．3。±6．90，DSA评分(378±55)分，

RuS评分(599±91)分，TOCI评分(3．8±1．2)分。

所有患者随访总计438次。两位医师进行单次

TOCI评分、DSA评分及RUS评分平均花费时间分

另0为(5．6±2．8)s、(56．8±20．1)s和(137．4±

47．9)s。

二、TOCI评分与年龄、DSA和RUS评分的相关

性分析

不同TOCI评分患者的年龄、DSA及Rus评分

见表1，T0cI评分与年龄、DSA评分及RuS评分呈

类似的变化趋势。spea珊an相关性分析进一步表

明，本组患者TOCI评分与DSA及RUS评分呈显著

相关(r=0．95、0．96，均P<0．001)。

三、TOCI评分与PHV的相关性分析

本组AIS患者达到PHV时的平均年龄为

(12．O±0．9)岁，平均PHV为(7．5±1．5)cIn／年，其

中5．1％、7．7％、71．8％和15．4％的患者分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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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I 1 TOCI 2 TOCI 3 TOCI 4 TOCI 5 TOCI 6 TOCI 7 TOCI 8

图1拇指骨骺评分系统(TOCI)示意图‘9 J：T0cI 1，内收肌籽骨缺失，拇指远端指骨骨骺未闭合，拇指近端指骨骨骺和干骺端等长；TOCI 2，

内收肌籽骨缺失，拇指远端指骨骨骺未闭合，拇指近端指骨骨骺长于干骺端；TocI 3，内收肌籽骨出现，拇指远端指骨骨骺未闭合，拇指近端

指骨骨骺未成帽；T0cI 4，内收肌籽骨明显，拇指远端指骨骨骺未闭合，拇指近端指骨骨骺开始成帽但未超过通过干骺端下端的切线；TOcI

5，内收肌籽骨明显，拇指远端指骨骨骺未闭合，拇指近端指骨骨骺成帽且超过通过干骺端下端的切线；TOcI 6，内收肌籽骨明显，拇指远端

指骨骨骺闭合，拇指近端指骨骨骺未闭合；T0cI 7，内收肌籽骨明显，拇指远端指骨骨骺闭合，拇指近端指骨骨骺开始闭合；T0cI 8，内收肌籽

骨明显，拇指远端指骨骨骺闭合，拇指近端指骨骨骺完全闭合

一
图2拇指骨骺评分系统(TOcI)各级图示：A为T0cI 1，内收肌籽骨缺失，拇指远端指骨骨骺未闭合，拇指近端指骨骨骺和干骺端等长；B

为TOcI 2，拇指近端指骨骨骺长于干骺端；C为T0cI 3，内收肌籽骨骨化，拇指远端指骨骨骺未闭合，拇指近端指骨骨骺未成帽；D为TOCI

4，拇指近端指骨骨骺开始成帽但未超过通过干骺端下端的切线；E为T0cI 5，拇指近端指骨骨骺成帽且超过通过干骺端下端的切线；F为

TOCI 6，拇指远端指骨骨骺闭合，拇指近端指骨骨骺未闭合；G为TOCI 7，拇指近端指骨骨骺开始闭合；H为T0cI 8，拇指近端指骨骨骺完全

闭合

表1不同T0cI评分对应的年龄、DSA和Rus评分

注：T0cI：拇指骨骺评分系统；DsA：指骨骨龄评分；RuS：尺骨、桡骨、掌骨评分

TOCI 3、4、5和6达到PHV。x2检验分析进一步表

明TOCI 5与PHV显著相关(Cramer V系数=

0．53l，P=0．007)。

四、0CI评分与月经初潮的相关性分析

45例患者平均月经初潮年龄为(12．6±1．3)

岁。患者月经初潮分布横跨多个TOCI评分，其中

2．3％、13．6％、36．4％、18．2％和6．8％的患者月经

初潮分别发生于TOCI 3、4、6、7和8，22．7％的患者

月经初潮发生于预示着生长发育高峰期的TOCI 5，

61．4％的患者月经初潮发生于TOCI 6、7或8，

15．9％的患者在TOCI 5之前发生月经初潮。

讨 论

AIS的自然史表明，AIS患者的侧凸进展与其生

万方数据



主堡医堂盘查!!!!生!!爿!旦筮!!鲞筮垒!塑盟趔丛塑』￡!i!!：堕!!!坐!堕!，!Q!!：y!!：!!：盟!：!!

长潜能密切相关H J，准确评估AIs患者生长潜能对

调整支具治疗方案和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案具有重要

的意义。Tanne卜WhitehouseⅢ评分已被证明是预测

AIS患者侧凸进展的重要评价系统"J，然而该评分

系统极为复杂且难以掌握，临床应用困难。Sanders

等⋯o研究发现Tanne卜whitehouseⅢ评分系统中桡

骨和尺骨评分系统对于AIS患者生长潜能的预测能

力最低，故去除了桡骨和尺骨骨龄评分并提出DSA

评分系统怕o，相比于Tanne卜WhitehouseⅢ评分系

统，DsA系统保留了较高的预测能力，同时具有操

作相对简单的优点，但其应用过程仍较为繁琐，亦不

适合临床的快速应用。Tanner等旧。和Pileski等¨到

研究发现拇指内收肌籽骨形态变化可准确评估儿童

是否进入生长发育高峰期。此外，Hung等¨41研究

发现拇指指节的Tanne卜whitehouseⅢ评分和剩余

四指指节的Tanne卜WhitehouseⅢ评分具有很高的

一致性(71．3％)，这表明拇指指节骨骺形态变化可

高度代表手指指节骨骺形态变化作为评估AIs患者

生长潜能的指标。基于上述研究，Hung等‘91在DSA

评分的基础上提出了TOCI评分，并认为其与AIS

患者生长潜能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同时易于记忆，方

便临床应用。

本研究对比分析45例AIS患者的TOCI评分与

多个生长潜能评估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

AIS女孩TOCI评分变化趋势与年龄、DsA及RuS

评分变化趋势高度类似，且TOcI评分与DSA及

RuS评分均显著相关，这表明T0cI评分对AIS患

者生长潜能具有较高的预测能力。另外，本研究发

现，以TOCI评分、DSA及RUS评分为标准对单张左

手掌正位片进行评分所需时间分别为(5．6±2．8)s、

(56．8±20．1)s和(137．4±47．9)s，这表明与DSA

及RUS评分相比，TOCI评分应用更为简便快捷，极

大地提高了临床效率，值得在临床工作中广泛推广。

除DsA和Rus等骨骼评分系统评估指标外，

临床上还常使用一些人体测量学评估指标如PHV、

实足年龄、月经初潮年龄等用于评估AIs患者生长

潜能和侧凸进展风险¨5|。其中PHV测量简便可

靠，可直观地反映AIS患者的生长潜能，对支具治疗

方案的调整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并已广泛应用于

临床。sanders-l6。报道了24例AIS患者的PHV为

8～9 cm／年且持续3～4年，说明PHV前后的3～4

年内AIs患者具有较高的侧凸进展风险。此外，

sanders等。1叫研究发现AIs患者PHV与侧凸进展风

险具有较好的相关性，相比于实足年龄、Risser征和

月经初潮年龄等指标，其对AIS患者的生长潜能和

侧凸进展具有更高的预测价值。本研究45例患者

达到PHV的平均年龄为(12．O±0．9)岁，平均PHV

为(7．5±1．5)cm／年，与既往研究结果类似，其中

71．8％的AIS患者于T0cI 5达到PHV。为进一步

分析TOCI评分与PHV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
TOcI 5预测PHV具有较高的准确性(cramer V系

数=0．531，P=0．007)，充分说明处于TOCI 5的

AIS患者具有较高的生长潜能和身高纵向生长速

率。Shi等Ⅲ1报道了36例AIS女性患者发现DSA

评分在400～500分预示着较高的生长潜能和侧凸

进展风险。本组45例患者中TOCI 5对应的DSA

评分中位数为441分，平均数为(44l±26)分，进一

步表明处于TOCI 5的AIs患者具有较高的身高生

长速率和侧凸进展风险。

此外，月经初潮年龄因易于观察、获取方便，是

AIs女孩非常重要的侧凸进展风险的评估指标。

Mao等¨引报道了2 196例女性AIS患者的月经初潮

年龄为(12．83±1．22)岁，月经初潮平均比PHV晚

7个月。本组患者月经初潮年龄为(12．6±1．3)岁，

达到PHV的平均年龄为(12．0±0．9)岁，月经初潮

平均比PHV晚约6个月，与既往研究结果类似。

Hung等一1研究发现AIs患者月经初潮时间跨度较

大，没有单一的TOCI评分可完全包含月经初潮年

龄，超过60％的患者月经初潮发生于TOCI 5和6，

说明T0cI 5和6与AIs患者生长高峰期处于同一

时期。本组研究发现22．7％的患者月经初潮发生

于预示着生长发育高峰期的T0cI 5，61．4％的患者

月经初潮发生于TOCI 5之后，15．9％的患者在

TOCI 5之前发生月经初潮。这与Litde等¨引报道

的AIs患者生长模式类似，进一步说明TOcI评分

对于AIS患者的生长潜能具有较高的预测能力。

本研究不足之处一方面在于仅人选了45例

AIS患者且纳人的均为AIS女孩而未纳入男性患

者，因此这需要在后期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另一

方面，AIs生长潜能评估指标众多，包括实足年龄、

月经初潮、身高生长速率、脊柱生长速率、Y三角软

骨、第二性征、Risser征等，这难以统一在一篇研究

中。因此，本文只选取了文献中公认的AIS生长潜

能相对精确的评估系统，即DSA和RuS评分系统，

有关TOCI评分系统与包括Risser征在内的其他指

标之间的相关性将在后续的研究中予以深入探讨分

析。尽管如此，本研究首次系统验证TOCI评分系

统在AIs患者生长潜能评估中的应用价值，结果表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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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TOCI评分对于AIs患者的生长潜能具有较高的

预测能力，其中TOCI 5预示AIS患者具有较高的身

高生长速率。

总之，T0cI评分与DsA和Rus评分具有良好

相关性，是一种良好的评估AIS患者生长潜能的骨

龄评分系统。其使用简便、易于掌握且具有较高的

预测能力，值得在临床工作中广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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