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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腰椎间盘突出( LDH) 是临床常见病，可采用手术治疗或保守治疗方法。由于手术过程中存在麻醉及硬膜撕裂等风

险，故临床应首选保守治疗。为临床保守治疗提供理论依据，对 LDH 后重吸收的机制及相关临床研究进行综述。LDH 后重

吸收的机制与血管化因素、自身免疫、炎性反应、组织脱水、细胞凋亡等均密切相关; 临床中，患者的椎间盘重吸收程度与其年

龄、性别、病程等相关，同时与突出物的大小、类型及后纵韧带、Modic 改变、“牛眼征”等因素相关; 在治疗上，应发挥保守治疗

促进 LDH 后重吸收的优势，采用药物与非药物治疗相互结合、现代物理因子治疗与传统中医治疗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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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mbar disc herniation ( LDH) is a common clinical disease，which can be treated by surgery and conservative treatment．Because of the risks

of anesthesia and dural tearing during the course of operation，the conservative treatment should be the first choice in clinic．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evidence for clinical conservative treatment，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mechanism of reabsorption after LDH and the relative clinical research．

The mechanism of reabsorption after LDH is closely related to vascularization factor，autoimmunity，inflammatory response，tissue dehydration，apoptosis，

etc．; in clinic，the reabsorption degree of intervertebral disc is related to age，gender，disease course，etc．，meanwhile is also related 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e size and type of protrusion，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Modic change，“bull’s eye sign”，etc．; in the treatment，the advantage of

conservative treatment should be played to promote the reabsorption of LDH，and the combination of drug and non-drug therapy，and the complementation

of modern physical factor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should be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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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 lumbar disc herniation，LDH) 是脊

柱外科领域的常见病，也是门诊患者就诊的主要原因，

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根据有无临床症状，一般将
LDH 分 为 有 症 状 的 腰 椎 间 盘 突 出 症 ( symptomatic
lumbar disc herniation，SLDH) 和无症状的腰椎间盘突出
( asymptomatic lumbar disc herniation，ALDH) ［1-2］。对于
SLDH 的患者，尤其是巨大破裂型椎间盘突出，髓核摘

除术并不是唯一的治疗手段和标准，虽然髓核摘除术

在近期缓解疼痛方面的效果优于保守治疗，但在远期

疗效方面两者的差异并不大，甚至手术治疗不如保守

治疗，并且手术过程中还存在麻醉及硬膜撕裂等风

险［3］。因此，在临床中应尽可能首选保守治疗。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保守治疗促进突出的椎间盘

重吸收的报道越来越多，相关实验研究也愈发完善。
国外学者对破裂型 SLDH 患者采用非手术保守治疗，

发现突出椎间盘的重吸收现象［4］。为了更系统地探讨

LDH 后重吸收的机制及相关临床研究，为临床保守治

疗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对近几年有关 LDH 重吸收的研

究作如下综述。

1 LDH 后突出物重吸收相关机制

1．1 血管化因素及自身免疫、炎症反应 正常椎间盘

里的髓核被外面的纤维环包裹，无血液通过，其营养供

应主要来源于周围软骨终板及纤维环的弥散作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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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髓核突破后纵韧带接触到硬膜外腔后，则可能

有血管的长入，产生血液供应，并且具有自身抗原性，

随后被自身的免疫系统识别，引起以巨噬细胞为主的

细胞免疫与体液免疫反应，使突出的椎间盘发生免疫

溶解，表现为椎间盘的重吸收［5］。在临床中，这种炎症

反应往往伴随神经根性疼痛，且这种疼痛相当剧烈，因

此在治疗过程中须做好疼痛的控制，减轻患者的不适

感，增强患者保守治疗促进椎间盘重吸收的信心。
Ｒatsep 等［6］通过对破裂型与非破裂型椎间盘突出

研究后发现，这两种类型的椎间盘突出者都发生了血

管的长入，但是破裂型椎间盘突出者血管的长入更加

丰富，发生重吸收的可能性较非破裂型椎间盘突出者

更大。因此，新生血管的长入是突出的髓核发生重吸

收的潜在因素。
1．2 组织脱水 髓核中 70% ～ 90%的部分由水分组

成，并且椎间盘组织本身就具有高渗性，所以突出的椎

间盘在接触硬膜外脊髓液后会发生吸水膨胀，导致突

出物进一步增大。这种现象在影像学中表现为高信

号，在 重 吸 收 发 生 后，这 种 高 信 号 会 逐 渐 变 为 低 信

号［7］，这一影像学变化有助于在临床中根据检查结果

来调整治疗方案。利用药物和各种物理手段促进突出

的椎间盘组织脱水，减小突出物的体积，进而减轻突出

物对正常组织的压迫、缓解症状，这在椎间盘重吸收过

程中具有重要作用［8-9］。
1．3 基质金属蛋白酶作用 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s)
是细胞外基质( ECM) 重要的降解酶类之一，当其活性

升高后，相应的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 TIMPs) 含量会

有所降低，导致 ECM 的合成与降解失衡，这一系列复

杂的变化可使突出的椎间盘发生降解，促进突出的椎

间盘重吸收［5］。
覃金定等［10］通过对动物实验的综述，指出 MMPs

对腰椎间盘重吸收的重要作用，认为在椎间盘突出后，

突出的髓核及巨噬细胞的浸润使增强 MMPs 活性的尿

激酶纤维酶原激活物及 MMPs 表达增多，同时协同其

他炎 性 因 子，促 使 突 出 的 椎 间 盘 进 行 降 解。因 此，

MMPs 在 LDH 后突出物重吸收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1．4 细胞凋亡及其信号通路 有研究证实，细胞凋亡

与椎间盘的重吸收现象密切相关［11］。突出的椎间盘经

巨噬细胞浸润后伴有多种细胞因子的释放，而这些细

胞因子可通过多条信号通路如 Fas /FasL、丝裂原活化

蛋白激酶家族( MAPKs) 等，对突出的椎间盘重吸收产

生影响。
Yamamoto 等［12］将人的髓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共同

培养发现，促炎因子的产生与 FasL 的过量表达密切相

关，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证实 FasL 信号通路的过量

表达可促进细胞因子的产生，进而影响突出椎间盘的

重吸收。

2 突出物重吸收的临床特点

2．1 与患者年龄、性别、体质量、病程等的关系 Macki
等［13］通过对 53 例发生重吸收现象的破裂型 SLDH 患

者观察后发现，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一般发生在( 1．33
±1． 34 ) 个 月 内，髓 核 缩 小 或 消 失 的 时 间 是 ( 9． 27 ±
13．32) 个月。在临床上，突出的椎间盘重吸收的活跃

期一般为初发后前 6 个月，髓核缩小或完全重吸收的

时间跨度一般为 2～12 个月，通过了解患者的椎间盘突

出初发时间及患病时间对临床的下一步诊治具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处于 41 ～ 50 岁的男性患者更

易发生椎间盘重吸收现象，这些发现提示突出的椎间

盘重吸收可能与年龄、性别等因素相关［14-15］，当然，具

体的相关因素及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另有学者

通过研究发现，体质量也是决定 SLDH 后突出物重吸

收的一个因素，体质量较轻的患者较体质量较重的患

者重吸收的可能性更大，这提示减轻体质量可能也是

促进椎间盘重吸收的有效手段［16-17］。
2．2 与突出类型、突出物大小、椎体位置的关系 “牛

眼征”是指突出的椎间盘在增强 MＲI 图像上表现为边

缘环形强化、中心无强化的现象，在临床中，“牛眼征”
是新生血管长入突出组织的影像学表现，对预测椎间

盘的重吸收具有重大意义。
Autio 等［14］通过对 SLDH 患者做增强 MＲI 检查后

发现，“牛眼征”中的环形信号厚度与重吸收发生率有

关，并且环形信号的厚度越厚，重吸收现象发生的可能

性越大，这一发现可作为预测椎间盘突出后重吸收现

象发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整理 SLDH 发生重吸

收的文献后发现，发生重吸收的脊椎最上节段为 L2 ～
L3，最下节段为 L5 ～ S1，未见发生在 L1 ～ L2节段的病例

报道，这可能与 L1 ～ L2 节段发生椎间盘突出的病例较

少有关。另有学者认为，LDH 突出的程度越重，突出椎

间盘的体积越大，发生重吸收的可能性越大［18］。
同时，有研究发现重吸收发生的可能性与突出类

型具有一定的关系。Chiu 等［19］总结文献后发现，游离

型、破裂型、突出型、膨出型椎间盘突出重吸收的可能

性分别为 96%、70%、41%和 13%，由此可见游离型和破

裂型椎间盘突出发生重吸收的可能性较高，突出型次

之，膨出型最小。此结果提示，对没有合并大小便失

禁、严重马尾神经症状及进行性神经功能障碍的患者，

特别是游离型或破裂型患者，可尝试以保守治疗为主。
2．3 与 Modic 改变的关系 Modic 改变常见于 LDH 患

者，主要指腰椎终板、终板下骨质部分的异常 MＲI 信

号。近年的研究发现，Modic 改变可能与椎间盘重吸收

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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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鹏飞等［20］将 95 例 SLDH 患者分为有 Modic 改

变和无 Modic 改变两组，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发现，

有 Modic 改 变 的 患 者 发 生 重 吸 收 的 可 能 性 较 低，无
Modic 改变的患者发生重吸收的可能性较高，并且 10
例明显椎间盘重吸收的患者中有 9 例无 Modic 改变。

Shan 等［21］的临床研究也进一步证实，Modic 改变

与否与 LDH 患者的椎间盘重吸收密切相关。因此，在

预判重吸收发生的可能情况及后期治疗疗效时，有无
Modic 改变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2．4 与后纵韧带的关系 根据突出的髓核是否突破后

纵韧带，可将 LDH 分为未突破后纵韧带的后纵韧带下

型和突破后纵韧带的经韧带型。
戴国钢等［22］认为，后纵韧带在破裂型椎间盘突出

中的作用主要有两点: 一是阻止炎症反应的进一步扩

散，从而减轻炎症反应对神经根的影响; 二是限制突出

的髓核加速膨胀。如果没有后纵韧带对突出椎间盘的

束缚，那么突出的椎间盘一旦得到解脱，就能在很短时

间内迅速膨胀，使患者的临床症状迅速加重。
曾祥一等［23］在临床中也发现很多患者在轻微损伤

后的几个小时内症状迅速加重的情况，考虑可能与后

纵韧带有关。虽然未突破后纵韧带的患者症状相对较

轻，但是突出椎间盘在突破后纵韧带后，会因为接触硬

膜外腔而引起一系列的炎症反应，从而加速突出物的

重吸收。朱宇等［5］在临床中也证实，这类已突破后纵

韧带的破裂型椎间盘突出更易发生重吸收。

3 治疗

3．1 药物治疗

3．1．1 非甾体类抗炎药 炎性反应是使突出椎间盘体

积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非甾体类抗炎药具有抑制炎

症反应的作用，可减轻炎性水肿。然而，有学者对此持

相反的观点，认为非甾体类抗炎药会影响炎症反应发

生时巨噬细胞对突出物的吞噬作用，进而影响突出椎

间盘的重吸收［24］，这一观点尚有待临床进一步证实。
3．1．2 脱水剂 脱水剂主要是通过渗透性脱水作用，

减少 LDH 突出物里的含水量，消除突出髓核引起的周

围水肿，进而达到减小突出物体积，减轻对硬膜囊、神

经根等的压迫作用［25］。
3．1．3 类固醇类药物 在临床中，硬膜外注射类固醇

类药物是常用的治疗手段，此疗法可快速缓解患者的

急性 疼 痛，减 轻 患 者 的 症 状，并 且 可 明 显 降 低 手 术

率［26］，同时具有直达病灶、操作简便、费用低的优势，是

一种常规治疗 SLDH 的手段。国外学者通过临床观察

也证实，经硬膜外注射类固醇类药物可促进突出的椎

间盘发生重吸收［27］。
3．1．4 臭氧 在突出的椎间盘中注射臭氧主要是利用

臭氧的物理特性破坏髓核内的蛋白多糖，使髓核变性，

进而达到缓解突出椎间盘对神经根的压迫、减轻症状

的目的，相关临床观察也证实臭氧治疗的有效性，临床

中可进一步验证［28］。
3．1．5 中药汤剂 SLDH 属中医学“腰痛”“腰痹”的范

畴，临床采用中药汤剂治疗具有较好的疗效。如姜宏

采用消髓化核汤治疗 1 例巨大破裂型腰椎间盘突出，

经 3 个月治疗后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改善明显，复查
MＲI 显示突出的椎间盘大部分被吸收，疗效显著［29］;

益气活血方是从古方补阳还五汤和防己黄芪汤结合化

裁而来，临床用该方治疗 SLDH 具有较好的疗效，且可

促进腰椎间盘突出后重吸收的发生，提高吸收程度［30］。
3．2 非药物治疗

3．2．1 针刺治疗 针刺疗法是治疗 SLDH 的有效方

法，但关于针刺促进 SLDH 椎间盘重吸收的报道较少，

尚有待在未来的临床工作中进一步证实。有学者的报

道显示，采用针刺疗法辅以中药熏洗治疗 1 例 60 岁的
SLDH 患者，经过 6 个月的治疗后，患者的腰腿疼痛、麻
木症状改善，同时 L4 ～ L5 椎间盘发生了重吸收［31］，此

报道为针刺结合现代影像技术治疗 SLDH 带来了新的

启发。
3．2．2 物理治疗 射频热凝是一种常见的物理疗法，

其主要原理是利用体外射频电极产生的热能促使突出

的髓核细胞脱水，进而促进其重吸收。
张超等［32］利用射频热凝消融联合臭氧治疗 1 例巨

大腰椎间盘脱出患者，取得较好的疗效，因此，对此种

类型的椎间盘突出患者可考虑综合治疗。

4 问题与思考

目前，对于 LDH 椎间盘重吸收的研究尚存在诸多

问题，如侯黎升等［33］在临床上发现，存在 L3 ～ L4椎间盘

突出重吸收后 L4 ～ S1椎间盘突出加重的案例，这提示多

节段椎间盘突出患者可能发生不同节段的椎间盘突出

加重与重吸收并存的现象。因此，对椎间盘突出的患

者，其发生椎间盘重吸收或突出进一步加重、新发，可

能与相应椎间盘受到的致突出应力和致重吸收因素相

互抵消的结局有关，并且不同节段的椎间盘自发重吸

收的能力可能也有所不同，现有的保守治疗手段无法

保证多节段突出的椎间盘都可趋向同样的良性转归，

这可能是临床保守治疗中存在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通过本研究发现，血管化因素、自身免疫、炎性反

应、组织脱水、细胞凋亡与突出椎间盘的重吸收均密切

相关，未来细胞学和分子学研究应充分利用这些与椎

间盘重吸收相关的因素，探索出更好的治疗方案，为临

床治疗服务。此外，在判断突出的椎间盘发生重吸收

的可能性及重吸收的程度时，应充分考虑突出物是否

突破后纵韧带、有无 Modic 改变、有无“牛眼征”及突出

物的大小、类型等因素，这提示可借助影像学等检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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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来初步评估突出椎间盘发生重吸收的可能性; 同时，

注意结合患者的一般情况，如椎间盘突出的初发时间

及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量等因素，将这些经验总结

进行客观化、量化评分，建立完善的评分表，以用于指

导临床。在治疗上，应充分发挥保守治疗促进腰椎间

盘突出重吸收的优势，利用药物与非药物治疗的相互

配合、现代物理因子治疗与传统中医治疗手段相互补

充，逐渐形成一套成熟、完善的治疗方案，这将是今后

保守治疗促进突出的椎间盘重吸收的研究重点与主要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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