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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直性脊柱炎合并脊柱骨折患者的诊断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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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是一种以中轴关节和肌腱、韧带、骨附着点的慢性炎症为主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在

AS的发展过程中常伴有脊柱的缓慢进行性自主融合，并与脆性骨质量结合起来，从而导致患者容易发生脊柱骨折和脊髓损伤（SCI）。就其骨

折类型而言，颈胸腰3个节段锥体在内的应力性骨折最为典型，这种类型的骨折和损伤大多涉及到颅脑交界处、下颈椎以及胸腰椎。虽然此

种类型的骨折在治疗上存在很大风险，但大量临床数据表明长节段的固定和融合手术是治疗该种损伤的有效方法。本文就强直性脊柱炎合

并脊柱骨折患者的治疗方法及其进展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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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 is an autoimmune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chronic inflammation of the bone attachment sites of the cen-

tral axial joints and tendon ligament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S, it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a slow and progressive autonomic fusion of the

spine, which is combined with the quality of fragile bone. As a result, patients are prone to spinal fractures and spinal cord injuries (SCI). In terms of

their fracture types, stress fractures in the three segments of the cervical, thoracic and lumbar cones are most typical, and most of these types of frac-

tures and injuries involve the craniocerebral junction. Lower cervical vertebrae and thoracolumbar vertebrae. Although this type of fracture is at great

risk for treatment, But a large number of clinical data show that long segment fixation and fusion surgery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this kind of injur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treatment and progress of ankylosing spondylitis complicated with spinal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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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强直性脊柱炎（AS）是一种以中轴关节、肌腱、韧带、骨附

着点的慢性炎症为主的自身免疫性疾病[1]。此病的典型表

现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从骶尾椎开始，逐步向颈胸腰椎发

展，并最终涉及整个脊柱的生物力学的广泛性改变。这一过

程主要包括韧带的钙化，各个椎关节的融合以及骨质疏松症

和脊柱后凸等病理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AS患者的脊

柱变得非常脆弱，从而更易发生椎体骨折并导致脊髓损伤。

AS是一种慢性疾病，一般在30岁左右开始发病，有一个缓慢

并且稳定的发展过程[2]。由此病造成的大部分椎体骨折主

要发生在晚期患者身上，因此当AS患者发生椎体骨折时，其

预后往往较差。目前，AS患者合并椎体骨折的治疗方法仍

然存在一定争议。由于手术治疗的复发率和死亡率相对较

高，所以许多临床报告认为，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具有更高

的安全系数。然而近期研究表明，针对此类患者的手术治疗

效果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本文就导致AS患者椎体骨折风

险增加的因素以及此类型骨折的不同治疗方案进行一次系

统的回顾，重点集中在高位颈椎、低位颈椎以及胸腰椎处的

损伤方面并对如何有效预防AS患者继发椎体骨折作一个初

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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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行病学调查

目前，每年10万人中大约有0.5～14人被确诊为强直性

脊柱炎，其整体患病率在0.1%～1.4%之间[3]，男性的发病率

约为女性的3倍，且男性患者的症状更为明显，病情的发展

速度也更快[4]。但与此同时，仍有文献报道，此病的发病率

在不同性别之间并无明显差异，造成不同性别之间发病率差

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女性患者的病情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从

而导致部分女性患者并没有被纳入到统计范畴内，因此夸大

了男性患者在此病中的占比[5]。有资料显示，AS在北欧国家

最为普遍，而在非洲-加勒比地区的人群中却极为少见[6]。

AS作为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亦可表现为反应性脊柱

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炎症性肠道疾病和无分化性的脊柱

关节炎[7]。病理学研究发现，患有此病的患者，脊椎关节有

一个共同的遗传倾向，其与主要的组织相容性复合物I分子

hla-b27有关。虽然仅有5%的hla-27阳性的人最终会发展

为AS，而在已确诊的AS患者中有95%为hla-27阳性[8]。这

一数据表明，仍有未知的遗传或环境因素导致了AS的发生。

3 诊断

1984年，Van der Linden等[9]提出了一种基于临床和影

像学资料的诊断，这也是对最初的纽约诊断标准的修正。修

改后的纽约标准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然而修改后的

标准可能依然对AS的早期诊断并无指导价值，而骶髂关节

的病变仍然是早期AS明确诊断的必要条件。①在MR成像上

定义了骶髂关节炎，从0～4，从正常到完全的病理改变[10]，

骶髂关节炎MR分级见表1。②Rudwaleit等[11]在研究AS后

期的疼痛之后制定了另一套诊断标准，以区分AS引起的疼

痛与其他因素造成的背部疼痛，修改后的纽约诊断AS标准

见表2。

表1 骶髂关节炎MR分级

分级

0

1

2

3

4

X线检查结果

正常骶髂关节

可疑或极轻微的骶髂关节炎

轻度骶髂关节炎：关节边缘模糊，近关节区域硬化，关节间隙无改变或轻度变窄

中度骶髂关节炎：伴有以下1项或1项以上的改变，关节边缘明显模糊，近关节区硬化，关节间隙增宽或明显狭窄，骨质破坏明显或关
节部分强直，骨质增生或腐蚀交错呈锯齿状

骶髂关节融合或完全强直，伴或不伴硬化，双侧骶髂关节炎≥2级或单侧骶髂关节炎3～4级

表2 修改后的纽约诊断AS标准

项目

诊断

临床标准

放射学标准

标准

①确定的AS：1个放射学标准+至少1个临床标准
②可能的AS：没有临床标准的放射学标准，或没有放射学标准的3个临床标准

①腰痛、晨僵3个月以上，活动改善，休息无改善；
②腰椎额状面和矢状面活动受限；
③胸廓活动度低于相应年龄、性别的正常人

双侧骶髂关节炎≥2级或单侧骶髂关节炎3～4级

4 AS的病理改变

从病理学角度看，局部炎症和新骨形成的特征性表现是

类似的。诸如此类的因素加速了韧带的骨化，这种骨化现象

会导致椎间盘、终板和椎体的结构变化。大量的骨化最终将

会造成椎体融合，融合的范围包括每一个椎间隙之间，并且

会横跨已经变性的髓核。在AS的慢性发展进程中，急性和

慢性的脊椎炎最终导致了椎体的重塑。由于在病程中持续

的骨质破坏和新骨的形成，新生的骨小梁和骨皮质，最终将

使脊椎骨逐渐变为方形[12]。

在强直性脊柱炎的疾病发展进程中，受累及的部位，其

骨化倾向是增加的，但这种病理表现与病程中所伴有的骨质

疏松和骨密度降低是相互矛盾的[13]。目前关于这种现象的

解释被普遍承认的是在AS的发展过程中，成骨细胞和破骨

细胞的作用失衡所导致的。与此同时，炎性反应往往会诱发

新骨的形成，并由此造成了破骨细胞的增加，进一步导致椎

体内不可避免的骨吸收，最终的结果就是脊柱的脆性会持续

升高，整个脊柱会愈发的脆弱[14]。

韧带骨化以及因韧带骨化而形成的骨赘最终会让脊柱

融合为一个整体，由此会给脊柱带来巨大的生物力学方面的

改变。Jacobs等[15]将融合后的脊柱比作一根长骨，而一根活

动度受到极大限制的长骨是无法有效分散外来足以导致创

伤的冲击力。这种不合理的生物力学形态，再加上骨质疏松

的影响，使得AS患者发生脊柱骨折的概率大大提高[16]。

其他会引起AS患者脊柱骨折的因素还包括：由于相邻

椎体之间的不断融合，脊柱会变得愈发僵硬，活动度会大幅

受限，另外由于关节炎所伴随的疼痛，也会导致AS患者的灵

活性受到极大的限制，以上因素结合起来将会增加AS患者

的摔倒风险。上述分析结果是由大量的临床病例总结得出

的，由此进一步证明了摔倒是AS患者发生骨折最常见的原

因[17]。Cooper等[18]通过临床统计发现，患有AS的患者其脊

柱骨折的发生率是普通人群的7.7倍左右，且在确诊为AS后

的30年内，脊柱骨折的累计发生率为17%。众所周知，骨折

发生的最常见的机制是由暴力所致，这也再次证明由于本身

椎体骨脆性的增加，AS患者在摔倒时更易发生椎体骨折，且

其颈胸腰椎都有发生骨折的风险。这类骨折通常在相对较

小的暴力作用下就有可能发生，因为融合后的脊柱对暴力的

承受能力更差，所以更易发生此类骨折，并相对更加容易造

成脊髓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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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位颈椎损伤的处理

寰枢关节半脱位是AS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1933年

Stammers等[19]首先报道了AS患者的这一并发症，该报道描

述了一名30岁AS患者的情况：由于是寰枢关节前脱位，出现

了椎体束征和感觉神经的障碍。在对该患者应用颈部石膏

托处理后，达到了牵拉及固定颈椎的目的，神经症状得到了

明显改善。然而，大多数关于AS并发寰枢关节半脱位的报

告所包含的病例数量都非常有限[20]。1961年，Sharp等[21]报

道了22例AS患者并发寰枢关节半脱位的临床观察资料，其

中疼痛是最常见的临床表现（72.7%），其次是枕颈部的畸形

和神经功能障碍。2011年，Albert等[22]报道了8名AS患者

并发寰枢关节半脱位的临床病例，其中感觉异常是最常见的

临床表现（62.5%），其次是肌无力和颅神经损伤的症状。

AS并发寰枢关节半脱位最可能发生于脊柱椎体开始融

合之后的阶段，这主要是因为融合的椎体使得寰枢关节的应

力增加，从而更容易发生脱位和骨折。虽然目前还不清楚最

终导致寰枢关节不稳定的最主要原因，但已有文献表明，寰

枢关节处的横韧带和其他韧带可能受AS的影响，从而降低

了寰枢关节的稳定性，此外一些研究则发现，骨质的侵蚀在

寰枢关节的半脱位中起主要作用[23]。

据报道，在男性偏多的AS患者中，其寰枢关节半脱位发

生率为0.5%～32%。目前，AS患者并发寰枢关节半脱位的影

像学资料已经非常全面。迄今已发现了水平、垂直和旋转等

不同形态的半脱位。此外，C1-2小关节的侵蚀、C1侧块的侵

蚀、C1前弓的侵蚀和齿状突的形成，齿状突的肥大以及不同

程度的枕骨、C1和C2的自发性融合也已经在影像学资料上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4]。

鉴于AS患者合并寰枢关节半脱位的发病率相对较低，目

前仍欠缺权威数据来指导临床的治疗和护理。就目前而

言，对于症状不明显的患者，或出现疼痛但没有神经系统症

状的患者，采用保守治疗是相对合理的。在多种治疗方案

中，首先可以考虑用颈部石膏托或冠状头部外固定等方式

以达到缓解症状的效果，但在采用保守治疗的同时，必须意

识到伴随着AS的病程进展，这种治疗方案的预后可能并不

十分理想。而对于已有神经症状的患者，手术干预则是必

须的，因为如果不加以手术介入，约有1/3患者的病情会持

续恶化[25]。

目前有关AS患者寰枢关节半脱位手术后疗效的报道仍

然比较匮乏。在Albert等[22]报道的系列中，大多数患者接

受的是前入路的手术方案进行减压。7例接受手术治疗的

患者中有5例术前有神经功能障碍。其中，4例患者在接受

手术治疗后症状逐渐改善。在Sharp等[21]统计的病例中，通

过手术治疗的患者症状改善率更高，但该组患者的术前神经

功能障碍并不算严重。此外，Sharp等还采用了后侧入路的

手术方案进行减压和椎体融合的手术方案治疗该组患者。

在手术过程中，他们使用的是从枕骨到第一颈椎椎板和棘突

的自体移植物来进行融合，并且在术后保证了颈部的持续牵

引，直到移植物完全愈合。虽然此类复杂手术的疗效可能取

决于外科医生的技术水平，但已有大量的临床统计表明，手

术治疗AS继发的寰枢关节半脱位可有效改善患者的预后。

6 低位颈椎损伤的处理

鉴于此类损伤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均相对较高，所以针对

AS患者并发低位颈椎损伤的处理具有挑战性。在这类患者

中，即使是较小的暴力作用也会导致严重的神经损伤，大约

1/3的AS患者发生颈椎骨折会直接导致死亡[26]。AS患者自

确诊后，其脊椎骨折的发病率会逐年增加，其中大多数骨折

涉及低位颈椎或颈胸交界处[27]。另外由于AS患者经常接受

皮质类固醇激素治疗，导致这些患者的胸椎往往都存在后凸

畸形，所以常规的X线检查一般较难发现明显骨折，因此常

常会漏诊或误诊[28]。Rowed等[29]经过临床统计发现使用传

统放射方法检查时，会有高达36%的病例漏诊。漏诊的发生

会导致患者病情的持续恶化，并且使得已经发生SCI的患者

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的风险进一步增加。事实上，Sapkas

等[30]的临床报告显示，AS患者低位颈椎骨折后神经功能缺

失率可高达43%，这比普通人群的风险高出3倍左右。AS中

的颈椎骨折最常发生在最远端以及最大力矩臂的水平上[31]。

另外据临床数据统计显示，在50%～70%的病例中，此类骨折

会导致颈椎间盘的突出[32]。

目前，AS患者低位颈椎骨折的治疗方案仍存在一定的

争议。尽管一部分外科医生的报告显示手术后发生并发症

的风险较大，但另一部分临床医生依然更倾向于采用手术固

定的方法，以避免保守治疗存在的风险。保守治疗一直以来

都是治疗AS患者颈椎骨折的首选方案，其主要治疗方法包

括卧床休息，牵引和颈部石膏托固定。然而，在临床治疗过

程中，考虑到长期卧床会增加患者发生肺部感染和褥疮的风

险，一般不推荐此类患者长时间卧床休息。此外，牵引还有

可能导致严重的髓质干扰[33]，并且在采用颈部固定治疗方案

的同时，应及时向患者交代可能存在的脊柱后凸畸形的风

险[34]。Broom等[35]甚至提出，患者应一开始就固定在最初的

后凸位置，以力求避免由于后期的过度伸展而进一步导致神

经退化。

尽管保守治疗通常被认为是治疗AS患者颈椎骨折的首

选方案，但由于保守治疗过程中并没有对此类型骨折进行必

要的手术干预，因此而导致的不良后果依然不容忽视。其中

包括由于骨量的变化而导致的脊柱局部后凸，由于骨折部位

的不断受力而导致的骨不连以及神经功能恶化的风险[36]。另

一个反对保守治疗的理论依据是，此类骨折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因为这类损伤很有可能会涉及到颈胸腰三段脊柱[37]。

回顾以往资料发现，大量的临床案例报告均认为AS患

者并发颈椎骨折时，手术治疗往往是首选。虽然早期报告显

示手术治疗的患者有很高的死亡率，然而造成高死亡率所采

用的手术方案主要是依赖单纯的后部减压。单纯的后部减

压术作为一项独立的手术技巧，将其运用于治疗此类不稳定

的骨折是否合适，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争议[38]。现如今临床医

生们正更频繁地选择手术疗法，采用最多的是后入路或多入

路的手术方案。最常见的是仅用螺钉和钢板进行长节段的

后路固定，并结合后路植骨进行局部加固[39]。很少有医生单

独推荐前路手术，主要是因为单独前路固定的稳定性并不能

得到很好的保证。Olerud[40]描述了15例下颈椎骨折患者的

治疗经验，其中只有1例患者在采取了手术疗法后，出现了固

定不稳的情况。Kouyoumdjian等[41]最近报道了16例仅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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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固定手术方案治疗的患者。研究认为，如果植入的固定物

长度足够，并且能有有效避免较大的外力冲击，单独的前固

定在维持脊柱稳定性方面也已足够。

在术后管理方面，大多数医师认为，因为骨质的愈合通

常在3个月内就会完成，因此使用模制颈托加以固定就可以

达到保证骨质愈合的效果。

7 胸腰椎损伤的处理

AS患者的胸腰椎骨折则更为常见。鉴于上文已经描述

过的相同生物力学特征的改变，所以与正常脊柱相比，AS炎

患者的胸腰椎骨折尤其不稳定[42]。AS患者胸腰椎骨折后的

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也比一般的胸腰椎骨折患者发生神

经系统并发症的概率高出约50%[43]。

AS患者合并胸腰椎骨折的治疗方案依然存在争议，主要

是由于这类患者发生并发症的风险较高。尽管早期有研究认

为非手术治疗可能是安全的选择，但近期研究表明手术治疗

拥有更好的临床疗效。在笔者看来，这些统计结果的差异很

可能是因为现代手术技术和手术器械的改良所造成的。之前

已有证据显示保守治疗很有可能会导致骨折愈合的延缓或者

骨不连的发生，同时还会不可避免地伴有持续的疼痛并最终

形成假关节，使得后期的手术治疗难度进一步增大[44]。Caron

等[45]回顾性地比较了一系列AS患者并发脊柱骨折后采用不

同治疗方案的疗效差异。在此次的统计资料中，75例患者接

受了手术治疗，37例患者接受了保守治疗。手术患者的死亡

率相对较低（23% vs. 51%）。Westerveld等[46]在一篇综述中

也表示，对于AS患者，手术治疗是首选的。在最新的一篇文

献中，Lu等[47]通过对比25例AS合并胸腰椎骨折患者的不同

治疗方案时，发现手术治疗可以有效地达到固定的目的，并且

可以明显改善神经功能，而保守治疗则有可能导致假关节的

形成和进行性的神经功能缺损。在行手术治疗时，他们通常

采用后路的长节段椎弓根螺钉固定的方案[48]。

8 预防AS中的SCI

综上所述，AS患者由于脊柱骨折导致的SCI是很常见

的。此类SCI可能是由于突发性事故所导致的受伤或发生

医源性疾病造成的。医源性SCI可能是由于未能及时确诊

的骨折，并且骨折发生后仍然进行了不适当的运动而导致

的。此外，由于此类骨折均具有不稳定的特征，可能会发展

为必须进行手术治疗的骨折类型。由此可见，当为已确诊的

AS患者做风险评估时，必须提前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由

于较小的外力作用就可导致严重的骨折，因此应假定所有

AS患者都有骨折，直到被彻底排除为止。所以，应始终采取

应对脊柱骨折的预防措施，直到获得可靠的影像学证据。尽

管CT是评估创伤患者的典型成像方式，但由于AS患者漏诊

骨折的发生率较高，因此应该考虑使用MRI代替CT扫描。考

虑到此类患者的脊柱通常是很不稳定的，所以在对AS患者

进行手术治疗时，俯卧位的体位是很有风险的。另外，当摆

好手术体位后应谨慎地进行神经电生理监测。

另外还要加强对住院医师的教育，使其充分意识到对

AS患者采取预防并发SCI措施的重要性。由于脊柱骨折与

AS患者的死亡率和发病率有很高的关联性，所以让这些患

者充分了解一些预防措施，从而尽可能地降低患者脊柱骨折

的发生率，同时也就降低了由于SCI造成破坏性后果的可能

性。因此，应敦促AS患者避免过度饮酒，饮酒后平衡能力的

下降会增加其摔跤的概率。其次应积极鼓励患者在所有的

楼梯间和浴室内安装扶手等活动辅助设备，驾驶员应随时佩

戴安全带。AS患者应避免接触各种形式的运动。考虑到一

旦发生SCI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对AS患者的这些保护措施

目前看来还是必不可少的[49]。

9 结论

AS患者合并脊柱骨折时，往往会伴有潜在的破坏性并

发症。通过查阅大量临床资料发现，此类骨折的治疗方案已

逐渐从保守治疗向手术治疗的方向转变，治疗方法的改变主

要以手术器械以及手术技术的改进为指导方向。医疗技术

上的进步使得手术疗法逐渐成为处理此类损伤的安全可靠

的首选方案。然而，目前仍欠缺权威数据来指导此类骨折的

治疗。虽然已有数据大多是建立在前期的临床经验和患者

数量相对较小的临床统计基础上的，但随着手术技术和手术

器械的不断改良以及对疾病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期主要机

理的不断认识，在今后治疗AS患者合并椎体骨折的临床实

践中，必将取得更为满意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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