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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骨质增生特点与不同年龄颈椎退变规律
CT 影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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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总结颈椎骨质增生的特点，并观察不同年龄段颈椎骨质增生的颈椎退变规律。方法：

整理 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在我院完成 CT 扫描，三维重建的 217 例颈椎骨质增生患者的
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不同颈椎椎体、颈椎附件骨质增生情况以及年龄分布，并分析
颈椎曲度改变与年龄的关系。结果 ：颈椎骨质增生分级Ⅰ级 18 例，Ⅱ级 73 例，Ⅲ级 95 例，Ⅳ级
31 例。C1、C5、C6 椎体增生率最高，C1、C2 椎体增生患者年龄最低，C7 椎体增生患者年龄最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颈椎附件骨质增生情况及年龄分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217 例患者颈椎曲度以正常、反曲为主，颈椎曲度反曲者年龄高于正常、变直及曲度增大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寰枢椎及下位颈椎是骨质增生的好发部位，随着年龄增加，
患者骨质增生颈椎逐渐下移且颈椎反曲发生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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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rvical

hyperosteogeny and observe the rules of cervical degeneration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217 cervical hyperosteogeny patients who completed CT scan and 3D reconstruc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4 to September 2017 were analysed retrospectively. Different cervical vertebral bodies,
cervical adnexal bone hyperplasia and age distribution were compar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rvical curvature change and age was analysed. Results: Bone hyperplasia classification:18 cases in
levelⅠ, 73 cases in levelⅡ, 95 cases in level Ⅲ, 31 cases in level Ⅳ. The proliferation rate of vertebral
body in C1, C5 and C6 had the highest rate, patients with vertebral body hyperplasia in C1 and C2 had
the lowest age, and patients with vertebral body hyperplasia in C7 had the highest age,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ervical
adnexal hyperosteogeny and age (P>0.05). The cervical curvature of 217 patients was mainly normal and
recurvated, and the age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urvature was higher than those of patients with normal,
straightened and increased curvature,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s:
Atlantoaxial vertebra and lower cervical vertebra are the most common sites of hyperosteogeny.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 hyperosteogeny of cervical vertebra gradually moves down and the incidence of cervical
curvature in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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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颈椎骨质增生好发于中老年人群，

积较大 ；

但产业发展、城市化进程使人群工作生活方式发生
了变化，长期伏案办公、驾驶等行为，使颈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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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级 ：骨赘呈鸟喙样改变，相邻椎体边缘骨赘
可见融合趋势，骨块明显增大 ；

[1]

质增生发病率不断升高，且呈年轻化趋势 。颈椎

Ⅳ级 ：相邻两椎体骨赘融合形成骨桥。
采用 Borden 氏测量法 [5] ：

骨质增生主要包括椎体骨质增生、钩椎关节增生，

1.3.2

以及上、下关节突小关节的骨质增生，由于普通 X

于颈 2 齿状突后上缘至颈 7 椎体后下缘作一直线，

线片仅可提供下位颈椎影像，难以显示颅底部结构

测量该直线至颈 2- 颈 7 后缘所形成的最大弧线

重叠的上位颈椎区域，近年来在颈椎骨质增生的检

深度。

[2]

查中已逐渐被 CT、MRI 等技术所取代 。此次研
究收集了我院 217 例颈椎骨质增生患者的多层螺旋

颈椎曲度分型

正常曲度 ：颈椎弧度的顶点在颈 5 椎体后上
缘，弧高度为（12±5）mm ；

CT 检查结果，综合分析颈椎骨质增生的特点及不

变直 ：弧高度＜ 7 mm ；

同年龄段的退变规律，望为临床颈椎骨质增生的预

曲度增大 ：弧高度＞ 17 mm ；

防与筛查提供参考，具体结果总结如下。

反曲 ：弧高度为负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1.4

统计学分析
对本临床研究的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2.0 进行

病例来源
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9 月于我院就诊患者中，

分析，骨质增生率计数资料以（n/%）表示，并采

随机抽取了 217 例颈椎骨质增生患者纳入此次回顾

用 χ2 检验，年龄以（x±s）表示，并采用 t 检验，

性分析。患者均于我院接受 CT 检查，明确颈椎骨

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质增生诊断且影像学资料保存完整 ；排除合并颈

2

217 例 患 者 中， 男 131 例， 女 86 例， 年 龄

部炎症、占位性病变者以及合并发育异常、代谢性
[3]

结果

疾病及外伤病史者 。

35~73 岁，平均（42.81±10.42）岁，颈椎骨质增

1.2

生分级 ：Ⅰ级 18 例，Ⅱ级 73 例，Ⅲ级 95 例，Ⅳ

检查方法
使用 Somatom Sensation 64 排螺旋 CT 扫描设

备（德国西门子公司）行颈椎检查，患者取仰卧

级 31 例。
2.1

C1、C5、C6 椎体增生率最高，C1、C2 椎体

位，头先进，依次行薄层重组及多平面重建成像
（MPR）、曲面重建成像（CPR）及容积再现（VRT），
扫描参数 ：管电流 300 mAs，管电压 120 kV，层

不同颈椎椎体骨质增生情况及其年龄分布

增生患者年龄最低，C7 椎体增生患者年龄最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厚 5 mm，
层间隔 5 mm，
视野 155 mm ；重建层厚 0.75

表1

不同颈椎椎体骨质增生情况及其年龄分布

mm，重建间隔 0.7 mm，视野 155 mm。
1.3

（n=217）

图像分析
将原始图像导入 CT 3D 后处理工作站，重建

标准横轴位、冠状位、矢状位及 VRT 图像，由 2

椎体

增生率（n/%）

年龄（岁，x±s）

C1 椎体

115（53.00）

47.81±10.36#

C2 椎体

86（39.63）

*

44.25±18.17#

C3 椎体

24（11.06）*

50.26±12.53*#

名高年资医生在双盲条件下判断颈椎骨质增生、韧

C4 椎体

*

51.19±14.06*#

带骨化钙化及生理曲度改变特点。比较不同颈椎椎

C5 椎体

88（40.55）

52.29±12.08*#

体、颈椎附件骨质增生情况及其年龄分布，并分析

C6 椎体

87（40.09）

52.71±11.45*#

C7 椎体

48（22.12）*

56.71±15.08

颈椎曲度改变与年龄的关系。
1.3.1

颈椎骨质增生分级 [4]

Ⅰ级 ：骨质增生较小，为骨孤立增生点，椎体
上下缘可见较小且不明显的骨赘突起 ；
Ⅱ级 ：骨赘增大，椎体上下缘骨突起增多，体
10

51（23.50）

#
注 ：与 C1 椎体比较，P ＜ 0.05 ；与 C7 椎体比较，
P ＜ 0.05
*

2.2

不同颈椎附件骨质增生情况及其年龄分布
不同颈椎附件骨质增生情况及年龄分布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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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颈椎附件骨质增生情况及其年龄分布
（n=217）

关节的稳定中扮演重要角色，故头颈部过度旋转、
伸展常导致滑膜液体分泌量过多、关节囊积液形

附件

增生率（n/%）

年龄（岁，x±s）

颈 1 附件

1（0.46）

71.00±0.00

颈 2 附件

7（3.23）

61.83±7.26

颈 3 附件

13（5.99）

59.58±7.15

颈 4 附件

13（5.99）

57.60±9.43

变性的发生使髓核向四周移位风险升高，髓核突向

颈 5 附件

13（5.99）

58.13±8.75

韧带下方可造成局部压力增加，同时导致韧带、骨

颈 6 附件

14（6.45）

59.14±6.25

膜与椎体周边骨皮质分离，也是加速韧带 - 椎间盘

颈 7 附件

5（2.30）

57.81±8.13

间隙形成的主要原因 [14]，这一间隙的形成往往伴

2.3

颈椎曲度变化及年龄分布
217 例患者颈椎曲度以正常、反曲为主，颈椎

曲度反曲者年龄高于正常、变直及曲度增大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表3

颈椎曲度变化及年龄分布（n=217）

曲度

例数（n/%）

年龄（岁，x±s）

正常

97（44.70）

42.31±10.59

变直

35（16.13）*#

45.18±10.44#

曲度增大

*#

7（3.23）

成，进而诱发损伤性滑膜炎，并造成关节软骨变性、
破坏，关节软骨下骨质软化，为寰椎骨质增生埋下
了重大隐患 [12-13]。此外，颈椎病早期阶段，椎间盘

随着局部微血管撕裂、出血，进而出现韧带 - 椎间
盘间隙血肿，进一步增加韧带下局部压力并形成恶
性循环，也是造成 C1 椎体骨质增生更为常见的重
要机制。
C5、C6 椎体均属普通颈椎，其椎体体积较小
呈椭圆形，上方略微凹陷，前一颈椎位于后一颈椎
凹陷处并构成钩椎关节，是确保颈椎稳定性的重要

#

基础，而 C5、C6 椎体与 C7 椎体即隆椎较为接近，

*

下位颈椎主要承担颈椎的屈伸、旋转活动功能 [15]。

47.81±12.26

反曲

78（35.94）

48.19±15.30

合计

217（100.00）

42.81±10.42

注 ：与正常比较， P ＜ 0.05 ；与反曲比较，#P ＜ 0.05
*

3

影像技术

第1期

讨论
颈椎骨质增生是由骨关节边缘长期慢性损伤

所致瘢痕增生、钙质沉着并演变为骨质引发的疾
病，除正常生理性退变、老化、工作姿势不当外，
外伤、发育异常、炎症、肿瘤、代谢性疾病等因素
也可诱发节段性退变 [6-7]。患者常表现为颈项疼痛、
头痛、头晕、手臂麻木等，随年龄增长，患者骨关
节周围肌肉、韧带及筋膜等组织结构病理性改变愈
发明显，临床症状也随之加重 [8-9]。因此，了解颈
椎骨质增生的特点及其与年龄的关系，对于指导临
床防治有着重要意义。
颈椎是脊柱椎体中体积最小的椎体，但其活动
度、活动频率最高，负重较大，加之解剖结构和
生理功能复杂，均使其成为了骨质增生的好发椎
体 [10]。在本次研究中，患者 C1、C5、C6 椎体增
生率最高，其中 C1 椎体增生率高达 53.00%，C1
椎体即寰椎，寰椎不具有椎体和棘突结构，主要由
前、后弓和两个侧块组成环状结构，其侧块是承受
重力与头部运动的重要结构 [11]。而寰椎与 C2 椎体
（枢椎）间无椎间盘，关节囊较薄弱，韧带在寰枢

正常关节软骨受压主要来自体重及肌肉收缩，并表
现为负载时垂直方向压应力以及软骨变形时平行
于关节面的张应力，若关节软骨受压不断增加，关
节软骨对承载的复合呈粘弹性相应状态，此时软骨
变形逐渐增大、渗透性逐渐下降，液体不易流出，
可导致软骨细胞及细胞外基质变形、水流电位等一
系列生理生化改变，在影响软骨力学性质及正常功
能的同时，也是导致 C5、C6 椎体骨质增生发生率
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16-17]。
年 龄 方 面，C1、C2 椎 体 增 生 者 年 龄 最 低，
而 C7 椎体增生者年龄最高，考虑与寰枢椎作为
枕颈的移行部，活动频繁、活动范围大有关，与
C3~C7 椎体相比，C1、C2 椎体承担的轴向旋转活
动范围最大，骨质增生病变也常常更早发生。隆椎
是棘突最长的颈椎，受压力转化和分布的影响最
小，故骨质增生发生率不高且多集中于中老年人
群 [18]。
颈椎附件骨质增生被认为是导致椎小关节退
行性变并引发临床症状的主要原因 [19]，但本研究
不同颈椎附件骨质增生发生率及年龄分布无明显
差异，说明颈椎与颈椎附件骨质增生并不存在同
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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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侧方呈前凸弧度，其意义在于增加颈椎对

Effects and Adverse Reactions[M]//Dan Shen (Salvia

抗纵向压力的能力，以及支撑头部抬起重量，并提

miltiorrhiza) in Medicine. Springer, Dordrecht, 2015: 91-

高颈椎弹性、缓冲重力震荡，在本次研究中，颈

95.

椎反曲者占 35.94%，且颈椎反曲患者年龄也最高，
说明颈椎反曲与颈椎退行性变存在一致性。
综上所述，颈椎骨质增生以 C1、C5、C6 椎体
骨质增生最为常见，且低年龄段患者椎体骨质增生
主要集中于 C1、C2，而高年龄段患者主要集中于
C7，且颈椎反曲率较高，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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