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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特发性寰枢椎半脱位 26例分析 

刘 晟，赵红玲。吕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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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性寰枢关节半脱位多见于儿童，又称为寰 

枢椎旋转性半脱位，其发病机制至今尚未完全明确。 

2001～2006年，我科收治小儿 自发性寰枢椎半脱位 

26例，现就其临床特点及治疗效果作一探讨。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16例，女 10例；年龄4—14 

岁。病程 12小时至 15天，上呼吸道感染 l0例，颈 

深部炎症 8例，头颈部轻微外伤 8例。患儿均有不 

同程度的头颈部活动受限，或头颈偏斜固定于某一 

体位，不能自动矫正。8例患儿伴头痛、头晕、肢体 

麻木。患儿颈部旋转、前屈受限，寰枢椎棘突及侧方 

有明显压痛。 

1．2 分型 根据 Fielding分型_1 J，儿童寰椎前弓与 

齿状突的间隙距离指数(ADI)<4 mm为 I型，4～5 

mm为 Ⅱ型，>5 mm为Ⅲ型，寰椎向后脱位为Ⅳ型。 

1．3 影像学检查 26例均摄寰枢椎正侧位片及张 

口正位颈椎片，I型12例，Ⅱ型8例，Ⅲ型6例，其 

中5例患儿做颈椎 CT冠状位和矢状位 VR像显示 

颈椎生理曲度变直，轴位 VR重建显示寰椎顺时针 

旋转，寰椎两侧间距不等宽，寰椎关节不对称。 

1．4 治疗方法 26例均采用颈托牵引，重量 2— 

3 kg。有上呼吸道感染与颈深部炎症的患儿同时给 

予抗生素及短程地塞米松治疗。 

1．5 结果 治疗 7一l4天有 22例临床症状消失， 

复查 x线片均满意复位。其中6例 ADI>5 mm者 

牵引时间达3～4周，复查 x线片复位较满意，随访 

6个月至 1年未复发。 

2 讨论 

寰枢椎之间没有椎间盘，关节囊松弛，活动范围 

大，主要有赖于寰椎横韧带与侧上方的翼状韧带及 

齿状突的解剖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来维持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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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小儿头颅相对较大，颈部肌群薄弱，寰枢关节侧 

向应力较大，其发病率远高于成年人。本病发病机 

制尚不清楚，文献报道 与上呼吸道感染或颈部 

炎症、头颈部轻微外伤有关，认为寰枢椎关节周围韧 

带炎症后松弛与寰枢关节半脱位发病有关。有学 

者 认为颈部软组织感染扩散浸润致颈椎关节囊 

松弛，颈部肌肉挛缩，影响关节正常对应而致脱位或 

骨周围软组织感染造成横韧带松弛，齿状突后移至 

脱位；也有学者 推测其机制为炎性水肿造成寰椎 

横韧带扩张，寰枢关节不稳定，而非原有的韧带松 

弛。亦有学者-o 测量治疗前后小JLN后壁软组织 

的厚度，发现咽后壁软组织肿胀与寰枢关节半脱位 

有着密切关系，因而认为小儿上呼吸道感染、颈部炎 

症及外伤后炎症反应使寰枢椎关节周围软组织和韧 

带充血水肿，导致寰枢关节不稳定，加之炎症和疼痛 

刺激，使肌肉或韧带在活动中的协调功能受到影响， 

这种情况下突然转动颈部致半脱位。半脱位一旦发 

生，椎旁静脉回流受阻，更加重了软组织肿胀，终致 

自我保护性半脱位呈固定状态。本组病例中，18例 

患儿均有上呼吸道感染及颈部炎症，与文献报 

道 。 相符。 

寰枢椎的正侧位及张口位片检查是诊断本病的 

常规方法。横韧带的损伤在常规片中不能直接显 

示，可通过 ADI问接判断。近年随着 CT的普遍应 

用，尤其是颈椎三维 CT成像技术用于本病的诊断， 

明显提高诊断率 J。CT能清晰显示寰枢区断层的 

解剖结构及枕骨寰枢椎相对旋转，Fielding_6 将旋转 

脱位分为4型，I型：以齿突为旋转轴，寰椎旋转移 

位而无向前移位；II型：以一侧关节为旋转轴寰椎旋 

转向前移位固定 3—5 mm；11I型：旋转移位固定情况 

同Ⅱ型，但移位超过 5 mm。IV型：旋转向后移位固 

定并常合并齿突骨折。MRI具有多平面成像和对软 

组织分辨率高的特点，可直接显示寰椎横韧带及其 

损伤部位，因而具有明确的诊断价值 。然而，由 

于治疗康复过程中需要复查颈椎恢复的情况，防止 

复发，CT及MRI的价格因素仍不能完全取代 x线 

平片。 



502 

[文章编号]1000-2200(2011)05-0502-03 

J Bengbu Med Coll，May 2011，Vo1．36，No．5 

· 影像 医学 · 

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诊断不孕症 43例临床分析 

孙 静，张学珍。尹正银，王 兵 

[摘要]目的：探讨声诺维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SonoVue—HyCoSy)诊断不孕症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43例不孕症患者，其中 

27例原发性不孕，16例继发性不孕。对 43例 83条输卵管分别进行 SonoVue-HyCoSy和碘油造影(HSG)，观察比较 2种方法 

造影剂在输卵管内的流动过程，判断输卵管的通畅性。结果：2种检查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1．33，P>0．05)。以 HSG 

为诊断标准，SonoVue—HyCoSy评价输卵管通畅性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正确率分别为95．1％、 

100．0％、100．0％、88．0％、96．4％。结论：SonoVue—HyCoSy对于诊断输卵管源性不孕症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而且与传统 

的HSG相比简便易行，无放射线伤害，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前景。 

[关键词]不孕 ；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碘油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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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n SonoVue-hysterOsalping0-contrast son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of infertility 

SUN Jing，ZHANG Xue·zhen，YIN Zheng—yin，WANG Bing 

(Department of Ultrasound，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0bjective：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SonoVue—hysterosalpingo—contrast sonography(SonoVue—HyCoSy)in the 

diagnosis of infertility．M ethods：Totally 83 fallopian tubes in 43 infertile women including 27 primary infertility and 16 acquired 

infertility were examined with both SonoVue—HyCoSy and hysterosalpingography(HSG)．Real-time assessment of tubal patency was 

conducted by monitoring of contrast agent in the tubal lumen．Results：The sensitivity，specificity，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accurate rate of SonoVue—HyCoSy were 95．1％ ，100．O％ ，100．0％ ，88．0％ ，and 96．4％ ，respectively．There were 

4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und between the SonoVue—HyCoSy group and HSG group for above parametres．Conclusions：SonoVue— 

HyCoSy was an excellent technique with very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diagnosis of inferty．Compared with HSG，SonoVue— 

HyCoSy was more reliable，non—invasive and able to benefit for women with infertility． 

[Key words]ility；hysterosalpingo—contrast sonography；hysterosalpingography 

输卵管因受各种疾病侵袭导致管腔梗阻、扭曲、 

僵硬、蠕动不协调等形态及功能的改变是引起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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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的首要原因 1 J。及时准确地评价输卵管的通 

畅性是决定临床治疗的关键因素。本研究使用声诺 

维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 (SonoVue—HyCoSy)检查输 

卵管的通畅性，并与传统的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 

(HSG)作对比，旨在评价超声造影在输卵管通畅性 

检查中的价值。 

本组 I型 12例，Ⅱ型 8例，病程短，早期行颈部牵引 

1～2周，另6例Ⅲ型患儿颈部牵引 3～4周，同时应 

用抗生素和短程激素治疗减轻局部水肿，取得了满 

意的疗效。随访 6个月至 1年均无复发，若疗效较 

差，易复发，则需要进一步检查是否合并其他关节性 

颈椎发育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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