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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继发寰枢椎脱位的手术治疗进展△
峻 1，2，吴鑫杰 1，谭明生 1*

李文浩 1，2，周

（1. 中日友好医院上颈椎中心，北京 100029；2. 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
摘要：寰枢椎解剖结构脆弱，先天畸形、创伤、肿瘤、炎症等因素都可破坏其稳定性，威胁延髓和椎基底动脉
安全。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寰枢椎脱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为避免不可逆的神经损害，应尽早手术治疗，而寰枢椎融合
是首选手术方式。近年来寰枢椎内固定技术不断完善，医生的选择日益丰富，但如何进一步规避手术风险、增强固
定稳定性、最大程度保留寰枢椎功能、减少术后并发症成为现阶段努力的方向。本文就近五年类风湿性关节炎继发
寰枢椎脱位的手术治疗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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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surgical treatment of atlantoaxial dislocation secondary to rheumatoid arthritis // LI Wen-hao1,2,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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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atlantoaxial is fragile in anatomical structure. Therefore, congenital malformation, trauma, tumor, inflamma⁃

tion and other factors can weaken the atlantoaxial stability, and threaten the safety of the medulla and vertebral basilar artery.
Atlantoaxial dislocation occurs commonly secondary to rheumatoid arthritis, which should be surgically treated as soon as possi⁃
ble to avoid irreversible nerve damage. Regarding surgical procedure for this condition, atlantoaxial fusion is the preferred surgi⁃
cal method. In recent years, atlantoaxial internal fix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improved continuously, and provides abundant

choices for spinal clinicians. However, how to further avoid surgical risks, enhance fixation stability, preserve atlantoaxial func⁃
tion, and reduc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s continuously pursued in the current effort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progress of
surgical treatment of atlantoaxial dislocation secondary to rheumatoid arthriti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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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枢椎脱位 （atlantoaxial dislocation, AAD） 是由

internal fixation,

atlantoaxial fusion

关系和稳定性，并发生一系列功能障碍的疾病 ［1］。类

多种因素造成的寰椎与枢椎骨关节面失去正常的对合

风湿性关节炎是其重要病因。滑膜慢性炎症和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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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颈椎病变的 65％ ［3］。为避免不可逆的神经损害，

射量大大减少，节约了手术时间。与昂贵的计算机导

应尽早手术治疗。枕颈融合是重建上颈椎稳定的经典

航系统相比，导航模板不需设备术中注册，经济成本

术式之一，但颈椎功能丧失较多，随着内固定技术进

低，学习曲线短。但其精确性的前提是彻底清除导板

步，寰枢融合成为优先考虑的手术方式

［4］

，入路以后

路为多，从早期的 Gallie、Brooks 线缆固定技术，到

后来的 Halifax、Apofix 椎板夹技术，再到目前应用广
泛的经关节螺钉技术 （Magerl 技术）、椎弓根螺钉技
术和 C1 侧块-C2 椎弓根螺钉技术，历经一百余年，日

益成熟可靠。本文将该病近五年的手术治疗进展综述
如下。

经关节螺钉技术

1.1

前路经关节螺钉固定
Zapałowicz K

的完整性。此外，模板的材料种类和强度应保证在钻
头高速钻磨等外力下不会发生形变、破裂、碎屑脱落
等情况。

2

C1 侧块-C2 椎弓根螺钉技术
C1 侧块-C2 椎弓根螺钉 （C1LM-C2P） 技术在置钉

1

［5］

附着处椎骨表面软组织，且高度依赖 C2 椎弓、椎板

部位骨结构不完整或椎动脉解剖变异时存在局限性。

等报道了前路 C1-2 经关节螺钉内

Paik Seung-Chull ［11］ 等使用单侧 C1LM-C2P 技术并比

较了单侧和双侧 C1LM-C2P 技术的融合率。结果表明

单侧和双侧固定效果相同。该研究的缺点是样本数量

固定的经验。螺钉从 C2 椎体前下缘进入，经寰枢关

较少，随访时间不够长，力学稳定性有待验证。

前软组织进入，避免了伤及颈后肌肉组织，创伤较

C1LM-C2P 技术的手术效果。结论显示 C1LM-C2P 技

节抵达 C1 侧块。前路手术的优点是通过钝性分离颈
小。螺钉从内下向外上走行，距椎管越来越远，误入
椎管的风险大大降低。生物力学稳定性可靠，螺钉在
侧屈、旋转状态下的力学性能优于前屈、后伸状
态

［6］

。术中可清楚观察寰枢椎的移位情况，减少了后

路“盲置”的风险，减压固定一次完成，避免了术中
翻身造成的脊髓损伤

［7］

。但螺钉由内下向外上走行，

意味着与椎动脉间的安全距离会越来越小，伤及椎动
脉的风险增大。
1.2

后路经关节螺钉固定
Harati A ［8］ 等发明了 C1 侧块螺钉—C1-2 经关节螺

钉内固定技术。该技术是侧块螺钉和椎弓根螺钉技术
的灵活组合，当一侧椎动脉发生变异时，变异侧可改

Ryu JI ［12］ 等比较了经关节螺钉 （TAF） 技术和

术的固定效果要优于 TAF。相对而言在 C1LM-C2P 技

术中，螺钉置入仅涉及单个椎骨，置钉通路较 TAF

技术简单，置钉的方向、深度较 TAF 技术好把握。
但应保证螺钉置入通路上椎骨的厚度能容纳螺钉直
径，而且 C1LM-C2P 技术手术暴露范围大，暴露寰椎
后弓根部过程中有可能伤及 C2 神经根和静脉丛。

3

C1 侧块-C2 椎板螺钉技术
John A. Engler ［13］ 等介绍了术中透视下放置 C2 椎

板螺钉的经验。作者使用 C 型臂 X 线机将螺钉轨迹
可视化，避免了螺钉突破腹侧椎板的风险。相较于快

用 C1 侧块-C2 椎弓根螺钉固定。经关节螺钉技术的优

速成型技术制作导航模板和计算机导航技术，C 型臂

整，如椎弓骨折、椎板切除等情况。缺点是解剖通路

暴露时间和辐射量均小于椎弓根钉技术。Sinha San⁃

点是抗旋转稳定性强，适用于寰枢椎后部结构不完
复杂，风险因素除椎动脉外，仍有 C2 神经根、寰枕

关节、寰枢椎前方结构等，较难确保良好的螺钉位
置

。此外，在同一 C1 侧块内置入两根螺钉，对 C1

［9］

X 线机成本低，操作简单。该研究中椎板螺钉的辐射

jiv ［14］ 等认为椎板螺钉是经关节和经椎弓根固定的安
全替代方案，其优点是无椎动脉损伤的风险和出色的
生物力学强度。缺点有依赖椎板结构完整性、椎板较

侧块结构影响较大，置钉过程中有螺钉相遇的风险，

薄时无法容纳螺钉、置钉时存在突破椎板腹侧皮质损

需严格控制置钉角度和深度，这无疑增加了置钉难

伤硬膜和脊髓的风险等。

度。
Kuo-Yuan Huang ［10］ 等使用快速成型技术定制单

椎体双导向孔导航模板辅助经关节螺钉固定。该模板
特点是平台与导块之间的钩形滑动止动件设计，稳定

性强。单椎体模板避免了多椎体模板椎体间微动的缺
点，提高了置钉准确性和安全性。术中透视次数和辐

4

C1/2 椎弓根螺钉技术
Yonghong Zheng ［15］ 等采用 C1/2 椎弓根螺钉技术固

定，成功率 100％。同侧块螺钉相比，椎弓根螺钉置
钉时暴露范围较小，降低了神经血管损伤的风险。侧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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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螺钉由于上倾和内倾角度较大，造成钉道长度损

或二者混合物 ［22］。多项研究均观察到了寰枢椎融合

失，相比而言，椎弓根螺钉倾斜角度小，钉道长度损

术后 ROST 消退现象。Park Jung Hyun ［23］ 等发现有症

失小，与骨的接触面积大，故抗拔出力强，力学稳定
性可靠

［16］

。针对寰椎椎动脉沟处后弓高度较小的情

况，谭明生

［17］

等通过测量发现大多数人的椎动脉沟

状 的 AAI 患 者 中 齿 状 突 后 假 瘤 的 发 生 率 为 23.2％

（成人 24％，儿童 16.7％），不论何种基础疾病，所

有接受后路固定的患者均显示假性肿瘤消退。Moha⁃

处后弓外径具备置入直径 3 mm 左右螺钉的条件，若

mad Bydon ［24］ 等观测到后路融合术后血管翳在 8.02

螺钉来解决。但由于寰椎后弓上方椎动脉沟内有椎动

发 现 ， ADI 值 每 增 加 1 mm， ROST 厚 度 下 降 0.16

不具备，可通过修改进钉点和方向以及选用更小直径
脉跨过，置钉时应严格控制螺钉上倾的角度。

5

根据寰枢椎解剖类型个性化置钉
夏虹

［18］

等在术前根据 X 线片和 CT 平扫将寰枢

椎和椎动脉孔的解剖类型精准分类，个性化置钉。根

据 后 弓 高 度 将 寰 椎 分 为 两 型 ： 高 度 ≥ 3.5mm 为 A
型，<3.5 mm 为 B 型。将枢椎椎动脉孔分为 4 种类

个月的平均影像学回落率为 44.44％。Je Il Ryu ［25］ 等

mm，Steinbrocker 分级每增加一级，ROST 厚度增加

0.35 mm。 Dohzono Sho ［26］ 等 认 为 ROST 厚 度 与 ADI
和 Steinbrocker 分期呈负相关，即随着寰枢椎不稳和
关节破坏加剧，ROST 厚度趋于变小，提示 ROST 厚

度与机械应力有关，随着病情进展，横韧带断裂收缩
应力骤减，导致 ROST 减少。
6.3

其他并发症

RA 患者术后发生感染、心血管事件、呼吸系统

型：松散低拐型、紧密高拐型、紧密低拐型、松散高

疾病、急性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的可能性要高于无

拐型。A 型寰椎置入椎弓根螺钉；B 型寰椎选择椎板

RA 患者 ［27］，发生率为 10.9％，是全髋和全膝关节置

钩或侧块螺钉。紧密高拐型椎动脉孔选择椎板螺钉固
定，其余三型皆使用椎弓根螺钉。手术包括了 C1/2 椎

弓根螺钉、C1 椎板钩-C2 椎弓根螺钉、C1 椎弓根-C2

换术的两倍多，院内死亡率为 1.1％。其中呼吸系统
并发症发生率最高，为 5.3％，因此 RA 患者术后呼

吸管理尤为重要 ［28］。此外，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寰

椎板螺钉 3 种个性化内固定组合，无 1 例出现椎动脉

枢椎结构和椎动脉变异的可能性较大 ［29］，炎症对侧

损伤。这种置钉方法建立在对寰枢椎解剖结构的精准

块 的 破 坏 可 能 导 致 椎 动 脉 闭 塞 ［30］， 从 而 诱 发 脑 缺

理解之上，个性化内固定组合能充分发挥各种技术的

血。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药物的 RA 患者会出现骨量

优点，补充各自不足之处。术前通过 CT 研判椎动脉

减少的情况，存在螺钉松动和植骨不融合的风险。此

孔的结构，以简单廉价的方法获得高价值数据，有效

外，当疾病后期患者骨质严重侵蚀时，固定会更加棘

规避了风险。

手。
综上所述，近五年类风湿性关节炎继发寰枢椎脱

6

术后并发症

6.1

下颈椎半脱位

位的手术进展集中在固定方式上，尤其后路进展较
快，重点是改良原有技术，其中 C1/2 经关节螺钉、C1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术后畸形的危险因素之一，后

侧块-C2 椎弓根螺钉和 C1/2 椎弓根螺钉技术改良研究
较多，目的是进一步规避手术风险，增强固定稳定

凸畸形和下颈椎半脱位是主要的寰枢椎融合术后畸

性，最大程度保留寰枢关节功能。随着各种固定技术

形，发生率均高达 40％

，原因可能与局部应力集

日益成熟，根据个体差异制定个性化置钉策略渐成趋

等认为术中 C1/2 角度的增加可

势，同一融合术可由多种固定技术灵活组合完成。该

中有关。Hiromu Ito

［20］

［19］

导致 C2~7 角度减小，使用 TAF 技术的类风湿性关节

策略取长补短，将固定稳定性、手术风险、功能保留

炎 （RA） 患者术后发生下颈椎半脱位的风险较大。

三者的矛盾降至最小，对医生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

Go Yoshida

等随访了 34 例接受 TAF 技术和 C1LM-

要求，但其可靠性仍需大量病例和长时间随访来证

位发生率分别为 38.9％和 12.5％，认为 C1LM-C2P 技

下应用较少，但笔者认为，对于骨质及关节严重破

［21］

C2P 技术固定的患者，7.2 年中两种术式下颈椎半脱

明。其次，虽然枕颈融合在寰枢椎非垂直脱位的情况

术能保证最佳的寰枢椎角度，减缓相邻节段退化，减

坏、寰枢椎钉道细小、椎动脉变异等患者，可以考虑

少下颈椎半脱位发生率。

枕颈融合，以保证固定稳定性，降低手术风险。最

6.2

齿突后软组织增生

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特殊性，决定了未来在规避手

齿突后增生的软组织 （ROST） 指血管翳、假瘤

术并发症方面仍有很大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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