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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型颈椎病的治疗进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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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脊髓型颈椎病渊CSM冤是颈椎退变引起脊髓长期受压变性袁继而导致脊髓功能障碍的疾病袁是最严重的一类

颈椎病遥 一旦确诊 CSM 建议尽早拟定治疗方案袁可分为非手术的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遥 非手术治疗干预具有一
定的疗效袁应是早期干预最为经典尧传统尧首选的方案遥 若经规范保守治疗无效或进行性神经功能障碍表现加重

需尽早行手术治疗避免脊髓损害加重甚至不可逆损伤遥 手术治疗目的在于解除脊髓压迫尧扩大椎管尧恢复脊髓功
能以及重建颈椎稳定性遥 目前临床 CSM 手术治疗入路有前路尧后路尧前后联合入路 3 种方式袁各有优缺点遥 治疗
方案选择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袁采取个性化治疗方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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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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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CSM) is the most serious type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which is caused by

the degeneration of the cervical spine and the ensuing long-term compressive deformation of the spinal cord, then leading
to spinal cord dysfunction. Once CSM is diagnosed, it is recommended to develop treatment plans as soon as possible,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nonsurgical conservative treatment and surgical treatment. Non-surgical intervention has a

certain curative effect and should be the most classical, traditional and first choice for early intervention. If conservative
treatment fails or progressive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 worsens, surgery should be performed as soon as possible to

avoid aggravation of spinal cord injury or even irreversible injury. The surgical treatment aims to relieve spinal cord
compression, dilate the spinal canal, restore spinal cord function and restore cervical stability. At present, there are
three approaches for surgical treatment for CSM in clinical practice: anterior approach, posterior approach and com鄄

bined anterior and posterior approach, each of which has its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Various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selection of treatment plan, and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plan should be 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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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 髓 型 颈 椎 病 渊Cervicalspondylotic myelopathy袁
CSM冤是由于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及其邻近结构继发
炎症肥厚增生等病理改变袁导致颈脊髓受压或渊和冤脊
髓血供不良产生脊髓功能障碍的疾病[1]遥 CSM 占全部
颈椎病的 10%耀15%袁是最为严重的类型袁可严重影响
身心健康及生命质量[2]遥
CSM 的病理生理是脊髓神经组织受压致神经组
织缺血尧神经细胞损害的过程袁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主
要分为静态和动态[3]遥 最重要静态因素是椎管内容积袁
椎管狭窄致脊髓受压引起水肿尧缺血尧变性等造成脊
髓功能损害曰主要动态因素是椎间盘的退变尧颈椎不
稳异常运动创伤或炎症刺激袁导致局部血管痉挛而造
成脊髓缺血功能损害遥
CSM 临床分型有轻度尧中度渊轻度伴危险因子冤及
重度三类袁又从发病节段数目将其分为单节段尧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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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和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渊Multilevel cervical spondy鄄
lotic myelopathy袁MCSM冤[4]遥
CSM 的治疗不单是缓解脊髓神经症状袁更重要的
是避免脊髓遭受持续的伤害导致不可逆的损害遥 确诊
CSM 建议尽早拟定治疗方案袁分为非手术治疗和手术
治疗遥
1 非手术治疗
根据 2018 年颈椎病的分型尧诊断及非手术治疗
专家共识 [5]袁结合 CSM 的病理特点袁保守分为发病急
性期及慢性期治疗袁急性期以颈部制动并予脱水消肿
药物尧非甾体类药物尧营养神经药物尧骨骼肌松弛类药
物尧传统中药等治疗为主曰慢性期则以改善微循环尧神
经营养药物尧现代物理理疗以及传统中医推拿尧针灸
等多疗法的综合治疗[6]遥 传统中医药在非手术治疗CSM
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遥 睦顺姬等[7]总结近 10 年的脊髓型
颈椎病的中医药治疗研究文献袁 根据病症辨证 C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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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中医学野痹症冶野痿证冶野痉证冶等范畴袁因督脉与
脏腑经脉气血的功能紊乱引起一系列症状袁施治以
活血化瘀尧温阳通络尧补益肝肾为治疗原则袁在缓解症
状中发挥中医独特优势袁有利于康复遥
2 手术治疗
CSM 手术治疗主要针对经规范非手术治疗无效
或进行性神经功能障碍表现加重恶化患者袁通过手术
对受压节段脊髓彻底减压并重建颈椎结构稳定性袁为
脊髓功能恢复尧改善临床症候群创造有利条件遥
2.1 常用术式及相关研究的进展
2.1.1 前入路手术 前入路手术观点认为袁突出的椎间
盘及骨赘等从前方压迫脊髓袁经前方进行减压最为
直接遥 颈椎前入路手术的绝对适应证为脊髓前方短节
段的压迫遥 对多节段脊髓致压或颈椎管狭窄症为相对
适应证遥 颈椎前路手术类型包括融合术尧非融合术尧融
合联合非融合术的前路野杂交式冶减压术渊Hybrid冤遥 常
见前路手术方式主要有颈前路椎间盘切除融合术
渊Anterior cervical decompression and fusion袁ACDF冤尧颈
前路椎体次全切除融合术渊Anterior cervical corpectomy
and fusion袁ACCF冤 和人工颈椎间盘置换术渊Artificial
cervical disc replacement袁ACDR冤遥
ACDF 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袁成为治疗脊髓型颈椎
病的金标准遥 ACCF 由 ACDF 衍生而来袁ACCF 扩大了
前路减压范围袁包括椎体腹侧中轴线宽至颈长肌内缘
骨 质尧深 至后纵韧 带袁 切除 邻近 的上下椎 间 盘袁 较
ACDF 术野显露充分袁操作便利袁减压效果确切袁对于
椎体后方骨赘等压迫患者是理想的选择袁但存在手术
创伤大袁长节段植骨钛网不易预弯袁对生理曲度恢复尧
内固定稳定性尧植骨愈合等不如 ACDF 的缺点遥
Shen 等[8]报道袁近年来应用颈椎前路零切迹椎间
融合系统治疗 CSM袁与传统颈前路钛板加 Cage 减压
植骨融合治疗相比袁具有无需安置钛板缩短了手术时
间袁对食管尧 喉返神经尧交感干等重要结构干扰小尧创
伤小尧出血少袁可减缓邻近节段退变进程等优点遥 王铮
等[9]灵活运用分节段减压融合术渊ACHDF冤治疗 MCSM袁
对压迫轻的节段采用 ACDF袁压迫严重的节段采取
ACCF袁缩短了连续椎体次全切除长度袁减少创伤及避
免过长节段钛笼植骨袁减少了术后植入物脱出及沉降
的风险袁增加了融合率和稳定性遥
随着融合术后邻近节段退变问题的产生袁近年来
非融合手术 ACDR 最大的优势是重建颈椎节段的运
动功能遥 Sheng 等 [10] 报道袁与 ACDF 相比袁非融合的
ACDR 保留了手术节段的运动功能袁避免了因融合节
段运动功能丧失而降低颈椎活动度及加速邻近节段
退变等问题袁但 ACDR 术后随访常见异位骨化发生遥
王立芳等 [11]对中国大陆退行性颈椎病患者人工颈椎
间盘置换术后异位骨化发生率的 Meta 分析发现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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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ACDR 术后异位骨化的发生率较高袁且随着随访时
间的延长袁异位骨化发生率逐渐升高遥 严重异位骨化
引起症状和功能障碍需手术切除治疗袁人工假体长时
间活动存在磨损等影响了 ACDR 预后并增加再次手
术风险遥
针对融合与非融合手术后邻近节段是否出现过
度性活动加重退变问题袁Zhu 等[12]报道袁如果手术节段
保留有活动度袁邻近节段则可能不出现代偿性过度活
动袁治疗 MCSM 手术采用 ACDF 或 ACCF 结合 ACDR
的 Hybrid 术式是可行并有效的遥 李伟伟等[13]对ACDF尧
ACCF 和 ACDR 这 3 种前路手术治疗单节段脊髓型
颈椎病半年至十年疗效比较研究袁发现 ACCF 在短期
内神经功能恢复优于 ACDF 和 ACDR袁但在随访中期
ACCF 在症状缓解尧生活质量改善及颈椎曲度的维持
方面却差于 ACDF 和 ACDR遥 张先莉等[14]对连续双节
段脊髓型颈椎病采用 ACCF尧ACDF 及 Hybrid 三种手
术方法治疗比较袁结果显示三种手术方法的中远期疗
效相当袁Hybrid 手术在重建颈椎曲度尧保持颈椎活动
度尧减少邻近节段的代偿性过度活动加速退变方面更
具有优势遥
随着手术技术成熟袁ACCF尧ACDF尧ACDR 及 Hy鄄
brid 四种手术方案在严格把握手术适应证下个性化
治疗 MCSM 同样取得良好效果遥
2.1.2 后入路手术 后入路手术的绝对适应证为无后
凸畸形的 MCSM尧长节段后纵韧带骨化及脊髓后方压
迫的病变遥 经后路进行颈椎管扩大袁可直接解除后缘
压迫袁利用野弓弦原理冶使脊髓向后方漂移袁从而避开
前方压迫袁使脊髓前方和后方的致压因素同时去除而
间接减压[15-16]遥
颈后路术式包括颈椎后路椎板切除减压术尧颈椎
后路椎板切除减压+融合内固定术尧颈椎后路开门椎
板成形术尧颈椎后路以上手术的改良手术袁包括颈椎
后路椎板成形联合椎板切除融合术尧保留棘突及附着
肌肉的椎板切除手术尧多节段部分椎板切除术等遥
颈后路椎板减压术是治疗 MCSM 的主要方法袁
因其手术入路解剖结构不复杂尧切口术野开阔尧直视下
减压操作可避免误伤脊髓等诸多优点袁得到广泛应用遥
为减少后路椎板减压后脊髓过度后移袁降低术后
脊髓神经并发症遥 Kim 等[17]采用椎板切除减压时辅以
选择性椎板阻挡成形术取得良好疗效遥 李鹏飞等[18]对
颈后路全椎板减压术尧颈后路单开门椎管成形术尧颈后
路侧块螺钉内固定术尧颈后路椎弓根钉内固定术 4 种
手术方式疗效比较袁发现上述 4 种手术方式对于椎管
扩大减压尧解除脊髓压迫的效果确切袁分析其手术时
间尧出血量尧术后引流量尧康复时间尧JOA 评分恢复率尧
轴性症状发生率比较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
辅以内固定的侧块螺钉组和椎弓根钉组在维持椎间
隙高度尧颈椎曲度指数方面优于单开门组和全锥板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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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组袁说明颈椎后路内固定的必要性遥
2.1.3 前后入路联合手术 前后入路联合手术的绝对
适应证尚存在争议袁2015 年美国骨科医师学会渊AAOS冤
建议的适应证为合并严重后凸畸形尧合并严重骨质疏
松症或多节段受累影响稳定性的脊髓型颈椎病[19]遥 对
于复杂 MCSM 的治疗袁前后联合入路手术弥补了单纯
前路或后路手术治疗不能充分显露减压及维持颈椎
稳定性的难题遥常见的联合方案包括后-前联合和前后联合袁按手术时间又分为一期和分期联合手术遥
李秀茅等[20]对一期联合手术与前路尧后路手术并
发症研究袁发现三种手术临床并发症发生率相似袁且
一期联合手术后无再次手术病例遥 一期联合手术术后
在症状消失时间尧脊髓膨胀回复率尧JOA 改善率和颈
椎曲度指数均最高袁是可靠和有效的手术方式袁但对
患者和医生均是较大的考验袁应严格手术指征谨慎选
择遥 对于单纯前路或后路术后神经功能恢复不理想的袁
可观察 2耀3 周或更长时间后视情况选择二期增加前
或后入路袁以弥补单纯入路术后疗效的不足遥
2.1.4 微创手术 脊柱外科微创手术分为内镜手术和
显微镜手术袁前后路均可应用袁因手术创伤小尧术后康
复快袁可显著减少并发症和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遥 Vergara
等 [21]通过管状牵开器微创显微镜下进行 ACDF 手术
治疗 2 节段以下 CSM曰 Kong 等 [22]采用颈椎前路经皮
全内镜下颈脊髓减压术治疗单节段的 CSM袁在严格适
应证下显微镜和内镜较传统开放手术具有疗效好尧并
发症少等优点遥
目前对于 CSM 治疗方案的选择分歧较大袁治疗前
应进行详细检查做好充分评估袁择优选择治疗方案[23]遥
汪敏等[24]通过对早中期数百例 CSM 非手术治疗的即
时疗效分析及远期疗效观察袁发现颈脊髓功能尧疼痛
症状以及体征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袁有效率达到 90%袁
提示非手术治疗的积极意义遥 对颈脊髓功能较好的早
中期 CSM 患者袁非手术治疗既能维持患者原有的解剖
结构袁又能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袁具有安全尧经济尧适
用范围广等特点袁 应作为早中期 CSM 治疗的首选基
本治疗方法遥 虽然 CSM 部分症状可以较长时间保持
稳定袁或有所改善袁但多数学者认为大部分患者症状
会逐渐加重袁若经规范非手术治疗无效或出现进行性
神经功能障碍加重恶化表现袁需尽早行手术治疗袁以免
导致不可逆的脊髓功能损伤遥
CSM 手术入路尧方式的决策选择需考虑多方面因
素袁包括临床的症状尧体征尧影像学所见渊颈髓致压因
素和责任节段尧退变范围尧颈椎曲度和稳定性冤尧可能
出现的手术并发症曰医院具备的手术条件曰患者的医
疗费用等[25]遥 目前对于单双节段 CSM 的经典术式为
采用前路手术治疗袁对于 MCSM 采取前路尧后路尧前
后联合入路的均有应用研究袁呈现出不同的优缺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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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广章等 [26]尧魏磊鑫等 [27] 对 MCSM 伴髓内 MRI
T2WI 高信号改变患者的手术研究袁发现髓内 MRI
T2WI 信号强度与 MCSM 患者手术治疗改善率呈负
相关袁说明随着 MCSM 患者髓内 MRI T2WI 信号强度
升高袁脊髓神经损伤逐渐加重袁神经功能恢复潜力下
降袁手术疗效逐渐降低遥 对比前后入路术后效果袁前路
手术适用于髓内 MRI T2WI 信号强度级别较低者袁后
路手术适用于髓内 MRI T2WI 信号强度级别较高者遥
李忠海等 [28]对颈椎融合与非融合后相邻节段生物力
学改变 2 次手术率的 Meta 分析袁认为前路手术中融
合节段越多袁越有可能并发相邻节段退变遥 杨毅等[29]尧
徐帅等 [30]采用多节段人工颈椎椎间盘置换手术治疗
MCSM袁经长达 5耀10 年随访取得较好疗效袁未发生假
体移位尧下沉和松动尧过度活动等并发症遥
颈后路术式多用于 MCSM遥 全椎板切除术行脊髓
减压虽然彻底袁但严重破坏后柱结构袁脊髓容易漂移
过度袁术后多见鹅颈畸形及轴性症状袁采用改良的限
制性减压术式可控制脊髓的后移程度袁辅助内固定可
维持颈椎稳定性袁降低手术并发症[31-33]遥
近年来随着脊柱内镜器械创新和镜下操作技能
的提升袁 各种微创手术方式单独或联合应用于 CSM
治疗袁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34]遥张春霖等[35]应用内窥镜
下微创颈椎管扩大成形术治疗 MCSM 的中长期治疗
效果研究随访袁结果显示神经功能得到明显改善且维
持良好袁椎管矢状径明显扩大并维持良好袁后颈椎生
理曲度得到保护且长期维持良好袁未出现颈椎后凸
畸形遥 李泽阳等[36]应用前路减压联合后路内镜手术治
疗野钳夹式冶CSM袁联合手术较传统颈椎前路手术袁减
压更彻底袁更有利于脊髓功能的恢复袁并有效避免了
传统后路手术对颈后部软组织的损伤遥
总之袁CSM 各种治疗均有效且各有优缺点袁从临
床研究报告中很难做出一致性的评判袁临床医师需根
据充分的病情评估和自身技术能力选择方案遥 手术治
疗节段的确定应依靠临床尧影像和电生理 3 个方面综
合分析袁研判前与后入路尧融合与非融合方式袁预防性
减压的理念不可取袁应避免手术范围扩大化袁遵循能
简勿繁袁采取个性化手术方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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