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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颈椎损伤的临床治疗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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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颈椎损伤是指由于创伤性外力引起的枕骨、寰枢椎及其附属结构的骨折、韧带损伤和关节脱位等损伤，

临床表现主要有颈部疼痛不适、截瘫、四肢瘫痪，甚至有生命危险等严重后果，由于解剖结构及功能的特异性，损

伤的临床表现和治疗等方面有很多的差异。 常见的分型有：寰枕关节脱位、寰椎骨折、寰椎横韧带损伤、齿突骨

折、枢椎创伤性滑脱、枢椎骨折、寰枢椎不稳。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根据其损伤的机制、分型及临床表现，对上

颈椎损伤的诊治有一些新的不同观点，现对上颈椎损伤的临床治疗研究进展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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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pper cervical spine injury refers to the fracture of the occipital, atlantoaxial and its accessory struc-

tures, ligament injury and joint dislocation caused by traumatic external force.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include neck

pain, paraplegia, quadriplegia and even serious consequences such as danger of life. Due to the specificity of anatomy

and functio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treatment of injuries have many differences. Common classifications include

occipital joint dislocation, atlas fracture, atlantoaxial transverse ligament injury, odontoid fracture, axial traumatic

spondylolisthesis, axial fracture, atlantoaxial instabil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mechanism, classification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injury, there are some new an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diag-

nosis and treatment of upper cervical spine injury. Now the progress of clinical treatment of upper cervical spine injury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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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颈椎损伤可分为寰枕关节脱位、寰椎骨折、寰
椎横韧带损伤、齿突骨折、枢椎创伤性滑脱、枢椎骨
折、寰枢椎不稳等。 在临床中，寰椎损伤比例最高，该
损伤在上颈椎方面占 50%[1]左右。上颈椎的解剖不同，
其结构有一定的特异性，因此常伴有某些神经性脊髓
损伤和关节不稳定。严重的患者甚至可能有危及生命
的风险，必须引起重视。 在上颈椎损伤的患者中基本
上均会有骨折或脱位，通常需要手术治疗。其中，术前
准备和颅骨牵引是重要的组成部分[2]。因此，在上颈椎
损伤的患者中，要牢牢依靠其分型给予个性化治疗方
案。本文根据此分类方法对上颈椎损伤的治疗研究进
展进行论述。

1 寰枕关节脱位
1.1 背景

寰枕关节脱位 （Atlantooccipial dislocation，AOD）
是一种比较罕见、稳定性极差的上颈椎损伤。造成颈、
延髓的损伤后，通常会引起较高的死亡风险和严重的
神经功能损伤[3，4]。 小儿比成人更易受到这种损伤，因
为小儿枕骨髁相对小，与寰枕关节的方向几乎是同一
平面。枕骨关节本身的稳定性不足、肌肉松弛、未成熟
的骨骼及不成比例的儿童头部和脊柱导致儿童 AOD
发生率比较高[5]。现在大约 50%的患者年龄在 18岁或
以下，其中儿童患者占大多数[6]。寰枕关节脱位一般可
分为非外伤、外伤性两类。 对于非外伤性枕关节脱位
的机制此前还没有明确定义，外伤性脱位损伤的原因
通常是严重的过度屈曲、过度伸展或纵向伸展，使得
关节囊及其中韧带损伤，引起外伤性关节半脱位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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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脱位现象，这类损伤通常伴有脑干挤压，会出现呼
吸骤停，引起患者死亡。 Traynelis按照侧位 X线和 CT
平扫将该关节脱位分成三种类型：Ⅰ型是枕骨髁根据
寰椎的位置往前方脱位，病死率约 32%；Ⅱ型是纵向
脱位，该型最不稳定，预后差，它涉及神经及血管损
伤，病死率最高，约为 48%；Ⅲ型表现为相对于寰椎的
枕骨向后脱位，这是最常见的类型，病死率约 22%。
1.2 治疗方案

寰枕关节脱位治疗主要是维持头颈部位的中立
及固定，且时刻检测生命体征和呼吸。 枕寰关节会有
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为了避免使椎动脉及脊髓的再次
损伤，禁止使用头颅牵引的方法，尽早用 Halo 支架进
行外固定，保持稳定制动状态。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
提高，MIR 和 CT 是诊断创伤性的寰枕关节脱位及脊
髓损伤的重要手段。对于枕颈脱位的患者目前公认的
方案是通过外科手术，其能较好的恢复脱位稳定。 对
于寰枕关节脱位的患者，主要外科手术方法是后路的
枕颈融合手术[7]，具体的融合方案也有较多报道。Takechi
Y[8]利用钢板螺钉（Axon system）固定枕颈关节行颈后
路的寰枕融合术。 不仅可以选择内固定手术，还可以
选择外固定的治疗方案，Ogihara N[9]报道复位上颈椎
后，为了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还可以通过 halo 外支
架进行临时固定。 一些患者自身条件不好，手术难以
耐受，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案，尤其对于儿童。目
前普遍不首先考虑手术治疗，因为其组织愈合能力强，
在 halo 外支架制动下一般可达到坚强的纤维愈合。
而对于成年人来说，保守治疗效果欠佳，因此较好的
治疗方法是枕颈内固定植骨融合术。

2 寰椎骨折
2.1 背景

上世纪 20 年代，Jefferson G[10]回顾性研究 46 例
寰椎骨折患者，对患者的特点做了叙述。 随后的研究
者们根据这类骨折的特殊性将其命名为 Jefferson 骨
折，在上颈椎损伤方面，这类骨折的发生率高达 25%
左右，其发生率占颈椎损伤的 3%~13%，占脊柱损伤
的 1.3%~2.0%[11]。 杨惠林等[12]依据寰椎骨折的数量提
出来将其分为 4种类型，Ⅰ型：骨折有 4 处，骨折在寰
椎椎体的前弓及后弓各有 2 处，Jefferson 骨折也在其
中；Ⅱ型：寰椎骨折数有 3 处，骨折处在椎体的前弓 2
处及后弓 1处，这为前 3/4 Jefferson 骨折，或者是骨折
处在椎体的前弓 1 处以及后弓 2 处， 这为后 3/4 Jef-
ferson 骨折；Ⅲ型寰椎骨折数有 2 处，该类型可分为
3 种亚型，第一种骨折为前弓及后弓各有 1 处，即半
环型 Jefferson 骨折；第二种亚型是前弓有 2 处，即前

1/2 Jefferson骨折；第三种亚型是后弓有 2处，即后 1/2
Jefferson 骨折；Ⅳ型寰椎骨折数为 1 处，骨折处在前
弓的叫前 1/4 Jefferson 骨折，在后弓的叫后 1/4 Jeffer-
son骨折。在研究一定数量此种类型的骨折病例后，可
以得出在不伴有横韧带损伤断裂的前弓的单个骨折
或后弓骨折一般情况下是稳定性骨折，除此以外的类
型，一般均为不稳定性骨折。 主要症状为颈及肩部僵
硬及枕后部不适等症状。 伴有椎动脉及脊髓损伤，会
出现眩晕、头昏、眼球震颤，严重者出现四肢瘫痪、呼
吸困难等致命表现。
2.2 治疗方案

处理寰枢椎骨折主要是维持枕寰椎解剖区域部
位的中立位及其功能，防止颈脊髓受压和迟发型损伤。
其治疗一般为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包括持续的颈
椎牵引、Halo-vest 支架、头颈支具等，但对于保守治
疗应用范围，目前存在广泛争议。 Anderson PA 等[13]、
Walters BC 等[14]认为，对于单纯性寰椎骨折患者，可通
过颈部制动进行保守治疗， 但若合并其他颈椎损伤，
需根据伴随的损伤来决定治疗的方案。对于保守治疗
的患者， 会存在很多因诊治不彻底而引起的不良后
果，在经保守治疗之后，仍有部分病人会有骨折未愈
合或骨折区域的不稳定，可以重新考虑手术治疗。 部
分学者坚持首选考虑手术治疗，这样可以让枕寰区域
长久性稳定。常见手术治疗方案是枕寰椎融合及寰枢
椎融合。 在保守治疗无效、难以复位、畸形、侧块螺钉
不能置入的情况，可以考虑寰枕融合术，因其可提供
可靠稳定坚强的内固定。寰枢椎融合术的手术方式是
将寰椎和枢椎进行固定融合，这样融合的寰枢关节稳
定可靠[15]。 这些手术方案均可恢复寰椎骨折的稳定性，
但上颈椎的活动度均会同程度地降低。

3 寰椎横韧带损伤
3.1 背景

寰椎横韧带在枢椎齿突后方，止于寰椎侧块内侧
的骨突上，由弹力纤维、胶原纤维等组成，坚韧且有弹
性。 该横韧带主要限制寰椎相对于枢椎向前方滑移，
是维持寰枢椎体稳定性的重要组织，因此其损伤会降
低椎体稳定及神经脊髓压迫，甚至影响延髓，引起呼
吸困难、高位瘫痪等危及生命。 Dickman CA等[16]在 21
世纪 90 年代从 39 例的寰椎横韧带病例的资料中总
结得出，可以将其分为两种分型，再根据分型分为两
种亚型：Ⅰ型该横韧带的体部断开，分为Ⅰa 型在韧
带中段断开，Ⅰb型在韧带某侧骨突连接处断开；Ⅱ型
为该横韧带某处止点与骨突的分离，分为Ⅱa 型骨突
的骨质碎裂成三块以上，Ⅱb型骨突的撕脱性骨折。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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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目的是可以辅助临床病情的确诊及治疗方案的
抉择。
3.2 治疗方案

根据寰椎横韧带断裂的不同类型，使用适宜的诊
治方案。 对于Ⅰ型患者选择保守治疗效果一般不显
著，很难自行修复，可尽早考虑手术治疗。选择外科手
术治疗不仅可有效提高寰枢椎区域的稳定性，还可以
尽可能的防止迟发性神经损伤。 此前，寰枢椎融合是
该椎体获得良好稳定性较可靠的外科手段。寰枢椎融
合术式较多， 常用的有经后路寰枢椎关节置钉固定
术、Brooks 法、Gallie 法等 [17]。 寰椎侧块结合枢椎椎弓
根置钉的内固定法可有效避免下穿钢丝所造成的脊
髓损伤，同时可以灵活地进行三维调整，可以很好的
维持寰枢椎的稳定性及恢复其解剖特性[18]。 微创手术
是未来外科手术的发展趋势，所以微创寰枢椎融合术
是被期待的手术方式，因为其手术方式可减少手术创
伤及出血，加快术后康复速度，大大减少手术并发症
的出现[19]。 对于Ⅱa 型，Koller H 等[20]通过科学实验发
现通过保守治疗可较好的维持寰枢椎区域稳定，也可
很好的维持部分活动度。对于这些治疗方案的适应证
和禁忌证仍在不断探索中。

4 齿突骨折
4.1 背景

齿突骨折时可引起寰枢椎区域不稳定较重的骨
折，很难愈合，可以引起迟发型脊髓损伤，甚至截瘫危
及生命。 在 1974 年，Anderson LD 等[21]依据该骨折的
X 线片，将其分为三种类型：Ⅰ型是齿突尖部骨折，为
斜形或撕脱性骨折，这一类型一般比较稳定；Ⅱ型是
枢椎齿状突底部与该椎体的交接部位骨折；Ⅲ型是经
过枢椎位置齿状突的骨折。在 2005年，Grauer JN 等[22]

根据 CT 平扫观察齿状突位置骨折，将Ⅱ型更加细化
为ⅡA、ⅡB、ⅡC 三个亚型：ⅡA 型，横行骨折伴移
位≤1 mm；ⅡB 型，骨折在前上至后下位置或是横行
骨折移位＞1 mm；ⅡC 型，骨折在前下至后上位置或
骨质碎裂为三块以上。临床症状为枕部及颈后部区域
不适，常伴有颞部等区域疼痛。
4.2 治疗方案
Ⅰ型、Ⅲ型为稳定性骨折，可先进行非手术治疗，

使用头颅牵引复位、Halo-vest 架、 头颈胸外部固定
法；Ⅱ型骨折因解剖位置特殊，骨折处移位且极其不
稳定，根据目前的文献报道，通过非手术治疗的骨折
不愈合约为 85%[23]，常伴有脊髓损伤，故目前一般使
用手术治疗。 Grauer JN 等[24]在 Hadley 的基础上对Ⅱ
型骨折进行亚分，提出一些相应的治疗办法：ⅡA 型

只需进行外固定处理，如 Halo-vest 架、头颈胸外固定
架等；ⅡB 型骨折一般使用齿突置钉固定方法；ⅡC
型骨折使用寰枢椎置钉固定融合手术。行后路的寰枢
椎融合可适用于更多的骨折类型，其稳定性好、并发
症少及融合率高[25]，所以这是常用的手术治疗方式之
一。但这种手术方式破坏了颈椎后方的韧带等软组织
结构，增加了椎动脉损伤的风险，降低了寰枢椎体的
旋转活动度。 前路齿状突螺钉内固定术具有损伤小、
出血少、最大限度保留颈椎活动度等优点，但手术难
度大、并发症多。所以要根据骨折分型及患者整体情况，
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尽可能保留、重建寰枢椎功能。

5 枢椎创伤性滑脱
5.1 背景

创伤性枢椎滑脱（Traumatic Spondylolisthes of the
Axis，TSA），即为通常所说的 Hangman's 骨折，是非常
常见的上颈椎损伤，占颈椎外伤的 4%～7%[26]，主要是
在外力的情况下， 造成枢椎关节突间峡部的骨折，引
起椎体不稳，可伴有神经功能障碍，甚至会有生命危
险[27]。 1981 年 Effendi B[28]根据影像学及骨折稳定性分
为 3 型：Ⅰ型为稳定性，C2～3 椎体解剖结构没有遭到
破坏，骨折线到椎弓的部位；Ⅱ型为不稳定骨折，C2～3
椎体结构已遭到破坏；Ⅲ型为骨折已有移位，颈 2、3
关节突出现脱位，枢椎屈曲位。 1985年 Levine AM 和
Edwards CC 等 [29]根据影像学及骨折稳定性结合损伤
机制在Ⅱ型基础上更加细分，添加了Ⅱa 型为无移位
或轻度移位，但 C2～3 之间已经出现很大成角。 主要
临床症状是颈部不适伴疼痛僵硬等，其次是肢体的肌
力减弱。
5.2 治疗方案

骨折稳定程度决定治疗方式的选择，大部分枢椎
创伤性滑脱通过保守治疗， 可较为理想的骨性愈合。
Ⅰ型较稳定， 可行 Halo 支具或颈胸部石膏固定法等
保守治疗。 在临床症状较重或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
下，可考虑进行手术治疗，目的是减压、复位和稳定，
维持颈椎正常序列。 Ⅱ、ⅡA 和Ⅲ型为不稳定性枢椎
创伤性滑脱，如采用保守治疗后，后期假关节形成、畸
形成角、C2～3 椎体脱位、疼痛等并发症高达 60%[29，30]。
因此尽早行手术复位内固定治疗，可获得良好临床效
果，还可降低疼痛不适等发生率。 手术方式主要有前
路、后路手术 [31]：颈前路手术有 C2～C3 椎间盘切除及
融合术、C3 椎体次全切伴减压术、C2～C3 螺钉固定及
融合术、C2～4螺钉固定。颈后路手术主要分为 C2～C3
椎体椎弓根置钉固定术或只有 C2椎体椎弓根置钉固
定术。 ElMiligui Y 等 [32]在文献中指出，后路手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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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少、对软组织损伤小、构造简单、可避免损伤颈前
食管、神经、器官等重要组织，但后路很难解除颈椎前
方椎间盘对脊髓神经的挤压。 而前路适合 C2-3间盘突
出，如行后路手术，可造成脊髓压迫，病情加重等。 然
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解剖学、内固定器械、微创和
导航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前路手术将更加安全、有效[33]。

6 枢椎骨折
6.1 枢椎侧块骨折

枢椎椎体侧块为齿状突侧面骨突，可和上一个椎
体形成寰枢关节。 侧块的后侧有椎间孔结构，其中有
椎动脉穿行。临床现象为颈项部单侧僵硬不适伴功能
受限。依据该骨折的不同分型及部位、损伤程度，制定
适宜的诊治方案。 对于轻度骨折不伴有移位，选择头
颈部固定的保守治疗；对于严重骨折，可以选择牵引
复位的保守治疗； 对于关节面不平整及有退行性改
变，甚至有神经症状患者，需进行寰枢椎固定融合。
6.2 枢椎椎体骨折

枢椎骨折很少见的，其受伤程度复杂。在 1994年，
Benzel EC 等 [34]为其做了相关描述，其骨折是指两侧
椎弓峡部和齿突基底部位骨折，由枢椎齿突、椎板、椎
体、横突等组成。 某些绞刑者骨折也可以纳入该型，
Anderson-D' Alonzo Ⅲ型齿状突的骨折也可放在该型
骨折的范围里[35]。 在颈椎骨折中，该类型骨折约占到
15%[36]。 该类型骨折的分型，目前还没有统一说法。 目
前普遍用的 Benzel EC 等 [34]提出的分型，该种类型的
骨折可根据骨折线部位将其分成三种分型：Ⅰ型为呈
冠状面骨折线；Ⅱ型为呈矢状面的骨折线；Ⅲ型为呈
水平面的骨折线，这种骨折也是齿突Ⅲ型的。 主要临
床表现为枕颈不适或伴有功能障碍，甚至有肢体的截
瘫症状，危及生命[37]。

该类型一般可以首选非手术治疗，因为其结构比
较复杂，血管比较丰富，所以想要有较好的骨折后愈
合效果，采用保守治疗是较有用的办法。 在 2016 年，
Motiei-Langroudi R 等[38]报道了 11 例患者均进行颈部
外固定处理。骨折融合率高达 100%，且也可用于有韧
带受伤患者。对于非手术治疗的疗效最终不满意的患
者，可以行手术方案。手术适应症目前没有明确的统一。
文献总结报道[39]，可根据按骨折类型进行治疗；Benzel
Ⅰ型， 均考虑使用半螺纹的拉力螺钉进行内固定，对
于小骨折均可采用前路和后路的手术方式。 对于
Benzel Ⅱ型和 Benzel Ⅲ型骨折， 也可考虑前路和后
路的手术方式，具体手术方案要依据椎弓根位置及椎
动脉位置； 但还有复杂的小部分骨折难以具体归类。
手术的主要原则是复位及稳定，维持颈椎正常序列，
进行个体化治疗。

7 寰枢椎不稳
由于外伤、感染、先天性等引起寰枢椎椎体之间

骨质或韧带的损伤，引起椎体间脱位或半脱位，叫作
寰枢椎不稳。 包括：脱位、半脱位、关节不稳、韧带的
损伤。
7.1 骨性结构的不稳

主要是指寰枢关节的骨性损伤，导致其运动及支
持作用的破坏，引起不稳。 包括：枢椎齿突骨折、寰枢
椎椎体椎弓根骨折等引起的移位。主要采用解决其骨
折对应的治疗方案。
7.2 寰枢关节脱位

该脱位在颈椎损伤中是多见的。可引起脊髓和神
经压迫症，甚至有生命危险。 临床症状主要由脊髓的
压迫决定，严重合并脊髓损伤会发生四肢瘫痪无力、
大小便失禁、呼吸受到抑制、迟发型神经症状等。对于
该横韧带局部损伤， 一般使用牵引及头颈胸外固定
法。 对于该横韧带全部断裂，一般行寰枢椎内置钉固
定术法，一般手术方式是 Gallie 术式。 但对于术前若
能使寰枢椎良好复位，Gallie术式效果最佳。但对保守
治疗无效的脱位治疗采用颈前松解加颈后内固定是
一种很有效的治疗方案[40]。
7.3 寰枢关节半脱位

该型半脱位最常见于小儿，一般是由于车祸外伤
等暴力引起。常见症状是颈部伸长，头转到单面，一般
伴有颈部区域隐痛难受，脸肌肉发育不对称等。 因为
解剖位置的特殊性，严重患者会出现截瘫，四肢麻木
不适，呼吸抑制及生命危险[41]。 但其诊治方案较常规，
主要是复位及固定。 在急性期患者未昏迷下，可以使用
保守复位。 通常采用枕颈牵引保守治疗。 对于半脱位
的患者，使用牵引下维持中立位并行寰枢椎的融合术。

8 问题与展望
伴随上颈椎损伤的研究不断深入，在临床的损伤

分类及治疗研究进展上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科
技的发展也为上颈椎损伤临床治疗的研究发展开辟
了一条新的道路。 对于上颈椎损伤患者来说，虽然目
前的治疗方式已获得不错的疗效，但是还需提高分类
的准确性、治疗的高效性、管理的个性化、康复的全面
性及患者的高恢复率，这是未来追求的研究目标。 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运用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来提
高上颈椎临床治疗的准确性、降低误诊率及促进患者
健康的恢复。

许多新的技术和脊柱融合器械系统已经被开发，
通过选择性融合涉及节段可提供即时的稳定性[42]。 在
幸存者中，这些损伤可能无法及时诊断，特别是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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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或昏迷患者，导致不稳定，有突发性严重神经功能
障碍的风险。 因此，在紧急情况下需进行完整的影像
学检查，包括标准 X 线片，三维 CT 扫描，甚至有时需
根据病变和临床数据进行颈部 MRI 检查， 特别是对
昏迷患者，一定不能降低检查标准。 这样可对损伤进
行详细评估，及治疗方案的详细选择。 林宏生等[43]采
用后路寰枢椎椎弓根钉系统内固定植骨融合术治疗
18 例寰枢椎不稳，经过 6~38 个月随访，均获骨性融
合，有脊髓损伤表现患者术后症状明显改善[44]。 个体
化手术方式治疗在上颈椎损伤的临床疗效显著，尤其
在寰枢关节后方、 寰椎后弓下方与枢椎峡部上方之
间，有丰富的呈团状静脉丛[44]。 手术技术的选择取决
于骨折位置、移位和损伤程度。手术时机的抉择，主要
取决于患者的临床症状、神经检查及对损伤的综合评
估情况。 医师不仅要考虑患者的损伤分型，还需考虑
自身的技术水平、 患者的期望水平和科学技术条件。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在上颈
椎损伤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及解剖知识的不断深入，虽然有利
于上颈椎损伤临床的分类及治疗的进步，但依旧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1）通常伴有脊髓损伤时，急诊时神经
并发症很少见。 （2）上颈椎存在复杂的韧带和重要的
神经血管结构，偶尔存在检查不全面、判断不精确的
现象发生。 （3）患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因人而异，在治疗
方式上也会存在差异。 （4）有些患者的解剖结构可能存
在差异。 （5）科学技术的局限性也影响了治疗的发展。

9 小结
本文中主要总结往年的上颈椎损伤临床的治疗

情况，及治疗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上颈椎损伤
临床详细的分类和检查，有利于临床治疗及患者的恢
复。 可为越来越多的患者提供更好的诊断，准确的根
据损伤的解剖位置、临床症状及影像学资料，选出准
确合理的治疗方式。 目前，在上颈椎损伤中均有分类
及治疗方式的研究， 依旧不能满足现阶段临床的需
求。 因为一些损伤的分类不够确切，以及一些个性化
的解剖位置的特殊性，不能被包括，所以存在治疗方
式的不确定性。 因此，需要加大完善上颈椎损伤解剖
学研究及分类和临床治疗。 随着检查技术的完善、分
类的精准化以及治疗的先进化，一定会大大提高上颈
椎损伤治疗的疗效。

[参考文献]

[1] Adeolu AA，Ukachukwu AK，Malomo AO. Outcome of

surgery for upper cervical spine injuries in Nigerians[J].
Niger Postgrad Med J，2014，21（1）：61-65．

[2] 夏玉斌，肖静蓉. 上颈椎损伤患者颅骨牵引护理体会[J].
当代护士（下旬刊），2017，（3）：58-59.

[3] 涂强，章凯，吴增晖，等. 1例创伤性寰枕关节脱位的诊
断与治疗[J]. 中国脊柱脊髓杂志，2017，27（2）：185-189.

[4] 陈连，王春. 上颈椎损伤的治疗进展[J]. 中国现代医生，

2009，47（11）：41-43.
[5] 马继林，杨明飞. 创伤性寰枕关节脱位新进展[J]. 现代

医学与健康研究电子杂志，2018，2（13）：160-161.
[6] Astur N，Klimo PJ，Sawyer J，et al. Traumaticatlanto-oc-

cipital dislocation inchildren evaluation，treatment，and
outcomes[J]. Bone Joint Surg Am，2013，95（24）：e194（1-8）．

[7] Stulík J，Klézl Z，Sebesta P，et al. Occipitocervical fixa-
tion：Long term follow-up in fifty-seven patients[J]. Acta
Chir Orthop Traumatol Cech，2009，76：479－486.

[8] Takechi Y，Iizuka H，Sorimachi Y，et al. Non－traumatic
posterior atlanto-occipital joint dislocation[J]. Eur Spine
J，2011，20：172-175.

[9] Ogihara N，Takahashi J，Hirabayashi H，et al. Stable re-
construction using halo vest for unstable upper cervical
spine and occipitocervical instability[J]. Eur Spine J，2012，
21：295-303.

[10] Jefferson G. Remarks on fractures of the first cervical
vertebra[J]. Br Med J，1927，2（3473）：153-157.

[11] Kakarla U，Steve WC，Theodore N，et al. Atlas fractures[J].
Neurosurgery，2010，66（3）：60-67.

[12] 杨惠林，唐天驷，费仕相，等. 变异型 Jefferson 骨折（一

种尚未认识的颈椎损伤）[J]. 中华外科杂志，1995，33
（12）：707-710.

[13] Anderson PA，Montesano PX. Morphology and treatment
of occipital condyle fractures[J]. Spine，1988，13（7）：731-
736.

[14] Walters BC，Hadley MN，Hurlbert RJ，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cervical spine and spinal
cord injuries：2013 update[J]. Neurosurgery，2013，60（Sup-
pl 1）：82-91.

[15] Koller H，Kammermeier V，Ulbricht D，et al. Anterior
retropharyngeal fixation C1 -2 for stabilization of at-
lantoaxial instabilities：Study of feasibility，technical de-
scription and preliminary results[J]. Eur Spine J，2006，
15（9）：1326-1338.

[16] Dickman CA，Greene KA，Sonntag VK. Injuries involving
the transverse atlantal ligament：Classification and treat-
ment guidelines based upon experience with 39 injuries[J].
Neurosurgery，1996，38（1）：44-50.

[17] 胡勇，董伟鑫，徐荣明.上颈椎内固定技术的研究近况[J].
脊柱外科杂志，2016，14（4）：252-256.

191



中国现代医生 2020 年 1 月第 58 卷第 3 期·综 述·

CHINA MODERN DOCTOR Vol. 58 No. 3 January 2020

[18] 汤华良，卢德慧，谭铭，等. 后路寰椎侧块螺钉结合枢
椎椎弓根螺钉融合固定术治疗寰椎横韧带损伤的研

究[J]. 华南国防医学杂志，2018，32（7）：450-452，472.
[19] Wang J，Zhou Y，Zhang Z，et al. Minimally invasive ante-

rior transarticular screw fixation and microendoscopic
bone graft for atlantoaxial instability[J]. Eur Spine J，2012，
21（8）：1568-1574.

[20] Koller H，Resch H，Tauber M，et al. A biomechanical ra-
tionale for C1-ring osteosynthesis as treatment for dis-
placed Jefferson burst fractures with incompetency of the
transverse atlantal ligament[J]. Eur Spine J，2010，19（8）：
1288-1298.

[21] Anderson LD，D′ Alonzo RT. Fractures of the odontoid
process of the axis[J]. J Bone Joint Surg Am，1974，56（8）：
1663-1674.

[22] Grauer JN，Shafi B，Hilibrand AS，et al. Proposal of a
modi fied，treatment -oriented classification of odontoid
fractures[J]. Spine J，2005，5（2）：123-129.

[23] Smith HE，Kerr SM，Fehlings MG，et al. Trends in epi-
demiology and management of type Ⅱ odontoid fractures：
20-year experience at a model system spine injury ter-
tiary referral center[J]. J Spinal Disord Tech，2010，23（8）：
501-505.

[24] Grauer JN，Shafi B，Hilibrand AS，et al. Proposal of a
modi fied，treatment -oriented classification of odontoid
fractures[J]. Spine J，2005，5（2）：123-129.

[25] Kandziora F，Langheinrich A. Expert's comment con-
cerning Grand Rounds case entitled "Vertebral artery in-
jury and severely displaced odontoid fracture：The case
for early reduction[J]. Eur Spine J，2013，22（10）：2154-
2156.

[26] 谭明生，董亮. 对上颈椎损伤治疗原则的探讨[J]. 中国
脊柱脊髓杂志，2013，23（5）：387-388.

[27] 蔡贤华，陈庄洪，黄继锋，等. Hangma 骨折损伤病理特
点及颈前路钢板内固定治疗[J]. 临床外科杂志，2007，
15（5）：349-351.

[28] Effendi B，Roy D，Cornish B，et al. Fractures of the ring
of the axis.A classifc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131
cases[J]. J Bone Joint Surg（Br），1981，63-B（3）：319-327.

[29] Levine AM，Edwards CC. The management of traumatic
spondylolis-thesis of the axis[J]. J Bone Joint Surg Am，

1985，67（2）：217-226.
[30] Ma W，Xu R，Liu J，et al. Posterior short-segment fxation

and fusion in unstable Hangman's fractures[J]. Spine（Phila
Pa 1976），2011，36（7）：529-533.

[31] 谢雁春，项良碧，刘军，等 . Hangman 骨折损伤类型与
手术方式的选择[J]. 创伤与急危重病医学，2014，2（5）：
301-303.

[32] ElMiligui Y，Koptan W，Emran I. Transpedicular screw
fixation for type Ⅱ Hangman' s fracture：A motion pre-
serving procedure[J]. Eur Spine J，2010，19（8）：1299-1305．

[33] 张宝成，蔡贤华，丁然，等 . Hangman 骨折诊断和治疗
进展[J]. 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2015，29（4）：513-517.

[34] Benzel EC，Hart BL，Ball PA，et al. Fractures of the C-2
vertebral body[J]. J Neurosurg，1994，81（2）：206-212.

[35] Anderson LD，D'Alonzo RT. Fractures of the odontoid
process of the axis[J]. J Bone Joint Surg Am，1974，56（8）：
1663-1674.

[36] 曹正霖，尹庆水，刘景发，等. 枢椎椎体骨折[J]. 中华骨
科杂志，2004，24（11）：698-699.

[37] Chaudhary S B，Martinez M，Shah N P，et al. Traumatic
atlantoaxial dislocation with Hangman fracture[J]. Spine J，
2015，15（4）：e15-e18.

[38] Motiei-Langroudi R，Sadeghian H. C2 body fracture：Re-
port of cases managed conservatively by Philadelphia
Collar[J]. Asian Spine J，2016，10（5）：920-924.

[39] 刘齐，石海浪，王欢. 枢椎椎体骨折的临床特点和治疗
的研究进展[J]. 中国骨与关节杂志，2017，6（1）：52-56.

[40] 苑博，陈雄生，周盛源，等. Gallie 技术治疗寰枢关节矢
状位不稳[J]. 脊柱外科杂志，2016，14（4）：220-224.

[41] 王军辉，赵颖，陈亚玲，等. 单纯性寰枢关节半脱位常
见类型及 CR表现[J]. 中医正骨，2008，20（2）：20-21.

[42] Joaquim AF，Ghizoni E，Tedeschi H，et al. Upper cervical
injuries：Clinical results using a new treatment algorithm[J].
J Craniovertebr Junction Spine，2015，6：16-20.

[43] 林宏生，张大卫，吴昊，等. 后路椎弓根钉系统复位固定
并植骨融合治疗寰枢椎不稳[J]. 中华创伤杂志，2010，
26（10）：891-893.

[44] 马卓，潘宇波，冯皓宇，等. 单侧椎弓根固定治疗上颈
椎损伤[J]. 中国药物与临床，2019，6：937-939.

（收稿日期：2019-10-16）

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