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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损伤的临床康复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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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脊髓损伤严重损害患者的生活质量、功能状态和社会独立性。自上世纪以来，对脊髓损伤进行的
一系列基础研究，使人们对其具体的损伤及修复机制、疾病病理生理学有了深刻认识。但到目前为止，如何修复
脊髓损伤后受损的神经功能仍是神经病学上的一个难题，围绕某些治疗脊髓损伤的治疗策略仍然存在争议，包括
MRI、抗凝预防的类型和时间、手术干预的最佳时机、皮质类固醇如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的使用，以及康复的类型和
时间。目前对于脊髓损伤患者来说，早期外科干预以及神经保护治疗可能是最好的治疗方式，与此同时，康复介
入及心理干预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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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inal cord injuries (SCI) seriously impair the quality of life, functional status, and social independence
of the patients. Since the last century, a series of basic research on spinal cord injury has made u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its mechanisms and pathophysiology. But so far, how to repair damaged nerve functions after SCI is still a neurological
problem.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some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SCI, including the us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ype and timing of anticoagulant prevention, the timing of surgical intervention, the use of
corticosteroids such as methylprednisolone sodium, as well as the type and timing of rehabilitation. For patients with SCI,
early surgical intervention and neuroprotective therapy may be the best treatment. At the same time, rehabilit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re equall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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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损伤是指由创伤、肿瘤、感染、变性、畸形

导致脊髓功能不同程度丧失。为了尽可能保留脊

和医源性因素引起的脊髓结构或功能受损，严重损
害患者的生活质量、功能状态和社会独立性。脊髓

髓功能，损伤后及时有效的诊治就显得尤为重要。

损伤后的主要事件包括出血、局部缺血、缺氧、三
磷酸腺苷减少、应激基因上调、局部小胶质细胞激
活和促炎细胞因子释放导致炎症、谷氨酸兴奋毒性
增加、自由基产生、脊髓水肿和嗜中性粒细胞侵
袭，其次是脂质过氧化、一氧化氮产生、蛋白酶活
化、转化生长因子-β 和分化抗原-11 上调导致细胞
坏死、神经细胞凋亡、星形胶质细胞增生、轴突脱
髓鞘、轴突变性和囊腔形成，这一连串的事件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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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表现、诊断及预后
脊髓损伤的临床表现取决于神经损伤水平和
脊髓组织的保存状况。脊髓损伤可能导致损伤节
段以下感觉-运动功能的部分或完全丧失，甚至导
致呼吸功能受累（包括高碳酸血症、低氧血症和分
[1]

泌物清除效率低下） 。此外，脊髓损伤还会影响交
感神经系统，因为节前交感神经元起源于脊髓，介
于第 1 胸椎和第 2 腰椎之间。脊髓损伤可以会引起
脊髓的交感神经传出信号减弱，导致损伤平面下血
管张力降低。高平面胸段或颈段损伤可导致严重
[2]
的低血压和心动过缓（即神经源性休克） 。次级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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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器官（如脾脏）神经支配的丧失可诱发继发性免

Association，ASIA）］等级为 A 级的患者在伤后 1 年

疫缺陷（也称为免疫麻痹），从而增加对感染的易
[3]
感性（如尿路感染和肺炎） 。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导

内步行的恢复几率一般<5% 。而不完全性损伤
患者步行能力的恢复几率会更高，但仍存在不可预

致的全身系统性并发症是脊髓损伤患者早期死亡
的主要原因。

期的因素，这取决于神经损伤的初始平面 。
研究证实，少量评估方式能预测脊髓损伤患者

任何创伤性脊髓损伤患者的诊治，急救人员的
第一反应应该是现场迅速评估患者的病情，在送往

的神经系统恢复的潜在可能性。van Middendorp
[11]
等 认为，神经恢复预测标准主要依赖于急性期临

医院的途中进行生命复苏介入。在此期间，初始护
理选择高级别的创伤生命支持选项，包括气道、呼

床检查特征，其结果能准确预测长期步行的潜力。
[12]
Wilson 等 认为，依据患者年龄、神经病理学检查

吸和循环系统支持，同时使用刚性颈环和背板固定
潜在受损和不稳定的脊柱。尽管个别医院的处理

和 MRI 特征，能准确地预测患者长期功能独立的
[13]
可能性；Pavese 等 依据运动、感官和脊髓独立评

方式有所不同，但对于疑似的脊髓损伤，多数创伤
患者都需要全面的神经病学检查（包括自主运动功

估量表（Spinal Cord Independent Measure，SCIM），
利用子量表评分标准衍生出两个简单的模型，用于

能、四肢的感觉和直肠检查）和脊柱影像学检查
（如使用 X 线或 CT 成像）。临床检查或早期影像

预测伤后 1 年内患者的控尿和膀胱完全排空能
力。未来，上述的评估方法均可成为帮助临床医生

学检查存在疑虑，则可选择更高级别的影像学（如
MRI、神经电生理检查）和详细的神经病学检查确诊。

评估急性期患者远期预后的有力工具。

MRI 在急性脊髓损伤中的优势在于这种成像
可以识别正在进行的脊髓压迫；描绘压缩的软组
织结构，包括椎间盘突出、硬膜外血肿、髓内血肿
和先前存在的管腔狭窄；在损伤水平或其他脊柱
水平检测韧带不稳定性；并识别椎动脉损伤。此
外，某些 MRI 特征可能对应于组织损伤的程度，并
可帮助预测神经功能预后。相比之下，MRI 的潜在
风险和缺点包括：需要患者平卧长达 30 min；在
呼吸困难或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创伤患者中可能
存在风险；需要大量资源确保 24 h 的可用性；以
及可能延误手术干预时机。因此，2017 年国际脊柱
内固定学会（AOSpine）指南建议：在可行的情况
下，在手术干预之前对成年急性脊髓损伤患者进行
MRI 检查，以促进临床决策的改善；在手术干预之
前或之后，对脊髓损伤急性期的成年患者进行 MRI
[4]
检查，以改善对神经系统结局的预测 。
通常在受伤后 6 个月内，能观察到脊髓损伤患
[5-6]
者的神经系统开始恢复，持续的改善可超过 5 年 。
神经恢复预后的多变性主要取决于神经损伤的最
初严重程度；初始损伤程度越重，1 年内的预后会
[7]

更差 。神经损伤平面也会影响神经系统的恢复，
一般而言，胸段损伤（尤其是完全性胸段损伤）与
颈段或腰段损伤相比，运动功能恢复的可能性会降
低。研究显示，胸段区域的神经复苏难以捕获临床
[8]

检测结果 。功能恢复的临床结局，特别是步行能
力的恢复，对患者而言尤为重要。一般情况下，任
何平面的神经损伤，脊髓损伤国际标准神经学分类
［美国脊髓损伤协会（American Spinal Injury

[9-10]

[10]

2 临床治疗
2.1 血流动力学管理和抗凝干预
脊髓损伤后常见血压过低，主要是基于回顾性
临 床 研 究 结 果 ， 2013 版 美 国 神 经 外 科 医 师 协 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eurological Surgeons，
AANS）/神经外科医师大会（Congress of
Neurological Surgeons ，CNS）脊髓损伤指南建议，
伤后 7 d 内应避免发生全身性低血压［定义为：收
缩压持续性<90 mm Hg（1 mm Hg=0.133 kPa）和平
[14-15]
均动脉压维持在 85～90 mm Hg］
。除此之外，
需要维持血氧饱和度≥90%，由于神经功能障碍、血
管内膜损伤和高凝状态，脊髓损伤患者深静脉血栓
[16]
形成的风险增加 ，深静脉血栓预防措施应尽快介
入。2017 AOSpine 指南建议在伤后 72 h 内开始抗
凝血栓预防治疗，包括皮下低分子肝素或固定低剂
量普通肝素，以尽量减少急性住院期间静脉血栓栓
[4]
塞并发症的风险 。
2.2 外科手术干预
在急性期阶段，手术是急性脊柱创伤和急性脊
髓损伤患者重要的初始治疗方式。总体而言，手术
旨在调整椎骨、重塑脊柱稳定性和减轻脊髓压力
（即缓解骨或韧带的压力）。常用手术包括切开复
位术和减压融合内固定术（例如：使用植入金属硬
件），在解剖位置固定脊柱。手术范围根据解剖部
位、损伤的严重程度及范围而定。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脊髓的持续性压迫被认
[17]
为会加剧脊髓局部缺血，从而导致继发性损伤 。
因此，脊髓损伤后早期对脊髓进行减压，有助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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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损伤区域的扩大，改善临床结局。事实上，临床
前研究的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表明，脊髓受迫持

入医院的脊髓损伤患者，常规给予高剂量 MPSS 治
[28]
疗 。然而，高剂量 MPSS 治疗的临床实践及研究

续时间与临床结局恶化呈正相关（包括运动神经复
[18]
苏和血运障碍） 。然而，早期手术减压治疗的临

多年来饱受争议 。也就是说，反对者认为该治疗
方式增加了并发症的潜在可能性；使用 NASCIS 第

床有效性，尚缺临床类别Ⅰ类随机证据支持。尽管
如此，多项前瞻性、非随机对照研究支持了手术减

2 项研究的亚组分析结果为证据支持，两项
NASCISⅡ校验性随机化研究小样本量的阳性结

压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其中一项研究明确指出早期
（24 h 内）减压与晚期（>24 h）减压相比较，颈段脊

果、方法论的局限性，是对“伤后 8 h 内常规使用
MPSS”持反对观点的主要原因。

髓损伤患者的 ASIA 功能损伤等级改善程度≥2 级。
此外，该研究数据还显示，早期手术有降低急性期

综合现有的观点和证据，最新的 AANS/CNS
脊髓损伤指南（即 2013 年指南）认为，对于脊髓损

住院患者并发症发生率的趋势，但治疗组患者间个
体因素的不均衡性可能会导致预后出现差异。其

伤患者，不推荐使用 MPSS，因为有害证据比潜在
[15, 30]
获益的证据更为充分
。然而，参与 2013 年版指

他研究显示，早期减压手术患者，依据 ASIA 运动
功能评分的功能恢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早期减压

南编写人员所选择的立场仍然存在争议。因为，
2002 版 AANS/CNS 脊髓损伤指南将伤后 8 h 内行

[19-20]

治疗组更具临床优势
；尤其是对于 ASIA 功能
损害评分等级为 A 级的患者，能够缩短住院时间，
[21]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和减少医疗费用支出 。另一项
研究显示，更早的减压术（≤8 h）治疗能显著改善
[22]

[29]

[31]

24 h MPSS 治疗推荐为治疗的一种选择 。而 2002
年—2013 年期间治疗方案并无新的前瞻性、随机对
照研究予以数据的补充。正如近期的国际神经外
科会议的辩论发言中所指出的，该推荐意见的改变

1 年内 SCIM 分值和 ASIA 功能损伤评分等级 。
[4]
目前，尚无关于减压手术时机的国际临床指南 。

将临床医生置于高风险条件下。在《全球脊柱杂
志》上发表的 2017 年版 AOSpine 指南，将脊髓损

2.3 甲泼尼琥珀酸钠（methylprednisolone sodium
succinate，MPSS）冲击疗法
历史上，围绕脊髓损伤医疗管理最具争议的观
点是损伤急性期大剂量静脉注射 MPSS 是否合适。
临床前评价研究证实了 MPSS 作为神经保护剂的巨
[23]
大的潜力 。该评价研究促使了 3 项大型随机临床
试验的完成，即国家急性脊髓损伤研究（the
National Acute Spinal Cord Injury Studies，
NASCIS）。其中，以第 2 项 NASCIS 研究对临床实
[24-26]
践的影响最大
，该研究设计比较了 24 h 注射大
剂量 MPSS 与安慰剂或纳洛酮的临床结局。研究首
要指标的分析结果显示，接受 MPSS 治疗的患者对
比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神经恢复并无统计学差
异。然而，二次分析（分析了伤后 8 h 内接受 MPSS
治疗的脊髓损伤患者）发现，与安慰剂组相比，
MPSS 治疗组伤后 6 个月后的 ASIA 运动评分增加
[25]
了 5 分 。在 2012 年的 Cochrane 系统性评价中，
纳入了 2 项其他的校验性随机化研究，2 项研究所
使用的 MPSS 剂量与第 2 项 NASCIS 研究一致，两
者进行合并分析；整体数据显示，24 h 内注射高剂
量的 MPSS 治疗组，对比非治疗组或安慰剂治疗
[27]
组，长期随访后发现 ASIA 运动评分增加了 4 分 。
关于不良反应，使用 MPSS 组胃肠出血和伤口感染
发生率有弱增加的趋势，但并无统计学差异。基于
上述研究结果，脊柱外科专业人员对伤后 8 h 内转

伤急性期 8 h 内行 24 h MPSS 注射治疗，推荐为治
[4]
疗选择 。因此，本文观点认为，MPSS 冲击疗法的
选择应由负责患者治疗的临床医生决定，依据特定
患者的实际情况及特点，兼顾收益和潜在的并发
症，给予个体化治疗。
2.4 细胞移植
各种类型的细胞移植以修复受损的脊髓，令脊
髓损伤导致的组织大量缺失且内生修复机制的无
法弥补的难题有望攻克。此外，移植的细胞可以取
[32]
代丢失的细胞，调节损伤环境，激发协同再生 。
在临床前研究中所评估的各种细胞类型包括神经
干细胞或前驱细胞、少突细胞、嗅鞘细胞（olfactory
ensheathing cells，OEC）、雪旺细胞和脐带间充质干
[32-33]
细胞等 。
就机制而言，移植的细胞可以通过促进轴突的
生长来改善再生性，剥蚀的轴突得以自身髓鞘再
[34]

生，以及通过内源性少突胶质细胞支持髓鞘再生 。
此外，移植细胞所分泌的因子有利于损伤环境的调
[35]

节，促进轴突再生 。几项试验测试了脊髓损伤患
者细胞植入的安全性和初步疗效。首次人体试验
[36]

证实了将纯化的 OEC 植入脊髓中的安全性 。其
他与细胞移植相关的研究，包括了 OEC 和嗅神经
纤维细胞、雪旺细胞以及 OEC 和雪旺细胞的组
[37]
合 。OEC 在脊髓损伤应用的系统性评价，支持了
[38]

其他试验中的阳性结局 。最近，Ⅰ期临床试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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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AISA 功能损伤评分等级 A 级的 6 例脊

3.2.2 心血管并发症

髓损伤患者，将自体黏膜组织的 OEC 和嗅神经纤
维母细胞植入受损的脊髓部位，1 年后无严重不良

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交感神经信号的传出，可能会导
[46]
致低血压 。急性损伤期间，也会有类似的临床表

[37]

慢性颈段或胸段脊髓损伤会

事件发生，运动功能和感觉功能得以改善 。但
是，细胞移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需大样本量的

现。因此，约 60% 的患者表现为有症状的直立性
[47]
（或体位性）低血压（如头晕、虚弱和晕厥） 。最

研究和长期随访加以证实。

初的时候，该症状会持续存在；几周到几个月后逐
渐消退，有的患者此类症状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

3 康复治疗
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可分为急性、亚急性和慢
[39]
性 3 个阶段 。在急性和亚急性期治疗中，康复策
略着重于预防继发性并发症，促进神经恢复和功能
最大化，更强调解决潜在损伤的技术。而慢性期，
则常使用补偿性或辅助性方法。
脊髓损伤物理治疗的目标主要是促进患者功
能的恢复，核心是力量训练、心血管专项训练、呼
吸调节训练、转移或步行训练以及牵伸防止肌肉萎
缩和关节挛缩。作业治疗则是通过训练患者使用
包括轮椅、支架、矫形器、电梯、浴室设备（淋浴或
盥洗）、改装汽车等适应性设备，使患者在居家或
工作环境中最大限度发挥功能独立性。

3.1 高压氧治疗
高压氧是神经系统损伤的重要治疗方法，
[40]
Asamoto 等 报道高压氧可促进颈椎脊髓损伤患者
神经功能的恢复。高压氧已被用于许多临床领域，
是治疗脊髓损伤的重要措施。高压氧可以增加血
[41]
液溶解氧和组织氧储备 ，有效地改善脊髓微环
[42]
境 和缓解脊髓水肿。高压氧可以通过抑制自由基
[43]
介导的脂质过氧化反应来提高质膜抗氧化能力 ，
还可以通过降低兴奋性氨基酸和促炎细胞因子的
水平，以及提高抗炎细胞因子水平来缓解继发性脊
髓损伤。临床资料表明，在脊髓损伤早期，高压氧
可显著促进不完全脊髓损伤患者的功能康复，但对
[44]
完全脊髓损伤患者效果不佳 。
3.2 并发症防治
3.2.1 痉挛 痉挛指速度依赖性肌张力的升高，归
因于上运动神经元损伤引起的深腱反射异常放
大。78% 的慢性脊髓损伤（>1 年）患者受痉挛的影
响，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活动度、日常生活和睡眠活
动。此外，痉挛状态会增加脊髓损伤患者其他局部
和系统并发症的发生，包括压疮发生、关节挛缩、
[45]
骨折和心肺功能退化 。痉挛的治疗包括了物理治
疗、系统性药物治疗（如可乐定或 γ-氨基丁酸类药
物，如地西泮和巴氯芬）、鞘内药物治疗（如鞘内巴
氯芬泵植入）、局部肉毒杆菌毒素注射或手术（如
[45]
肌腱手术松解术） 。

[47]

间 。治疗方式包括使用下肢压力袜、腹部绑带或
药物治疗，包括扩容（如水化治疗、盐片或氟氢可
的松）和（或）促使外周血管收缩（如米多君、麻黄
[48]
素或屈昔多巴） 。
3.2.3 自主神经反射失调 自主神经反射失调属于
需要尽快处理的并发症，最常见于胸 6 或以上损伤
的患者（特别是完全性损伤的患者）。自主神经反
射失调归因于损伤水平以下的有害刺激（如膀胱充
盈、肠嵌塞或压疮），诱发脊髓交感神经元的异常
[49]
反射，导致血管收缩和危险的急性高血压 。相对
应的，损伤平面以上的副交感神经传出信号增强以
及交感神经传出信号受抑制，抑制程度与损伤平面
相关，导致血管舒张、头痛、出汗和鼻窦充血。及
时治疗需要患者保持直立体位，尽快消除诱因，对
于难治性病例可以使用抗高血压药物治疗。急性
和慢性损伤期，均可能发生危及生命的自主神经反
射失调，长期预防的关键是尽可能避免有害刺激
（如规律性排空肠道和膀胱、定期翻身和避免压疮）。
3.2.4 呼吸系统并发症 膈神经、肋间肌和（或）腹
部肌肉的瘫痪会导致肺活量减少、无效咳嗽和加速
疲劳以及需要呼吸支持。因此，患者常会发生复发
性肺炎、肺不张（即肺泡塌陷）和胸腔积液（肺周围
存在液体），且更容易导致睡眠呼吸暂停和呼吸衰
[50]
竭 。尽管，长期的康复训练能够促进心肺功能的
改善，但是患者固有的呼吸缺陷限制了康复训练能
力和长期的独立性。因此，呼吸系统并发症是导致
慢性脊髓损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高位颈椎损
[51]
伤或自主呼吸能力低下患者，终生依赖呼吸机 。
3.2.5 泌尿生殖系统和胃肠道并发症 脊髓损伤患
者泌尿生殖系统和胃肠系统功能障碍导致医疗需
求的增加、感染风险的升高，给社会和患者心理了
带来严重的负担。第 1 腰椎-第 2 腰椎及以上平面
损伤会阻断逼尿肌或膀胱肌肉以及尿道括约肌的
神经支配，导致膀胱无法排空、膀胱无收缩、尿失
[52]

禁和复发性感染 。管理策略包括每隔几个小时通
过间歇性导尿排空膀胱、手术重建排尿通道、注射
肉毒毒素和药物治疗（如抗毒蕈碱药物或 α-受体阻
滞剂）。神经损伤平面对患者性功能造成严重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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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如第 11 胸椎平面以上损伤可以影响心理性性
唤起（即大脑的兴奋引起勃起或阴道润滑），但是

刺激和背根入随区毁损术）或使用非对抗疗法治疗
（如针灸、按摩和行为疗法）。

会保留反射性性唤起（即生殖器刺激能引起勃起或
阴道润滑）和达到性高潮的能力。圆锥损伤（即骶

3.3 功能性电刺激
功能性电刺激（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FES）使用低频脉冲电流刺激肌肉，已
成功应用于辅助上肢完成进食、抓握和书写的动
作。对于下肢动作的应用，FES 与轮式助行器（如
美国 Sigmedics 公司的 Parastep）和固定自行车（如
美国 Therapeutic Alliances 公司的 ERGYS 3 和美国
Restorative Therapies 公司的 RT300）相连接。FES
还可以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将电极植入骶前神经
根，辅助患者控制肠道或膀胱功能。通常，骶神经
刺激器的植入，如 the Vocare Bladder System（美国
Finetech Medical 公司），要求术中毁损背侧感觉神
经根，以改善控尿能力。然而，评估脊髓损伤患者
在无需毁损背侧感觉神经根条件下，植入骶神经刺
激器的临床可行性，一项开放标识的先导性研究正
在进行中，预计在 2018 年出结果（NCT02978638）。
最重要的是，FES 可以改善神经的可塑性，降低慢
[54]
性脊髓损伤患者的系统性并发症 。此外，联合
FES 的运动不仅可使氧摄入量增加 1 倍、通气率提
高 3 倍，还能够改善体内整体的肌肉与脂肪的比
[55]
例 。FES 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新一代的设备
集成了更先进的闭环反馈系统、更好的 MRI 兼容
性以降低不良影响的新颖的刺激方案，并具有更佳
[56]
的临床疗效 。
3.4 康复机器人及减重步行训练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机器人辅助步行训练
被引入了康复领域。它有几个优点，包括：在保持
生理步态模式的同时增加训练强度和总持续时
间；已知特定任务的步进练习可以增强与正常运
动相关的传入反馈，并且可以引起相关运动中心的
[57-58]
可塑性
。此外，运动机器人设备可以减少人工
辅助训练中涉及的人员成本。
减重步行训练指在辅助设备（如瑞士 Hocoma
公司的机器人和美国 HealthSouth 公司的自动测距
机）以及治疗师的帮助下，通过动态地支持患者的
体重，使患者能够尝试在跑步机上或开阔地带运
动。该训练方式的目的是提高脊髓损伤平面以上
区域和脊髓运动中枢模式发生器之间剩余连接性
（即区域的神经元一旦激活，无需感觉信号传入或
大脑传入条件下，即可启动运动）。
减重步行训练已被证明可以改善脊髓损伤患
者的辅助移动能力、心肺功能，以及有效防止压疮
和关节相关的并发症。一项随机单盲试验（n=146）

段损伤）会干扰反射性性唤起，但心理性性唤起得
以保留。第 12 胸椎-第 2 腰椎损伤但骶段完整的患
[53]

者，可以保留所有的性功能 。约 39% 的脊髓损伤
患者认为肠道功能障碍显著性降低了自身的生活
[46]

质量 。脊髓损伤可以中断患者对肛门括约肌的自
主控制（导致粪便滞留）和（或）副交感神经对肠道
的调控（腰骶段神经损伤的患者），导致便秘、感染
风险的增加以及增加了患者的心理压力。治疗方
法包括：控制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手指刺激直肠或
嵌塞解除法联合肛门栓剂的使用、电刺激器植入或
结肠造口术。
3.2.6 压疮 压疮会引起疼痛，增加医疗需求；假
如不及时治疗，可危及患者生命。创面通常出现在
臀部（31%）、大腿外侧（26%）、骶部（18%）、脚
[46]

（7%）和脚踝（4%） 。压疮的预防需要对皮肤进行
日常的检查和清洁，同时还需要每隔几小时，对身
体的每个区域进行减压护理。一旦发现创面形成，
严格的无菌技术、清创术、敷料和营养支持对于创
面感染的预防和控制、避免感染的进展以及避免危
及生命和累及肢体至关重要。
3.2.7 神经源性异位骨化 有 10%～53% 的慢性脊
髓损伤患者在关节周围结缔组织内有异位骨的生
成，这一过程被称为神经源性异位骨化。该骨化最
常发生在大关节部位（例如臀部、膝部、肘部或肩
膀），脊髓损伤后几个月内逐渐生成，临床表现为
局部疼痛、发红、低热和痉挛增加。神经源性异位
骨化的确切病因尚不清楚，但可能与局部因素、体
液因素和神经免疫学因素的相互作用有关。管理
策略包括物理治疗、药物治疗（如双膦酸盐和/或非
甾体类抗炎药）、幅射束治疗或手术切除骨化部位。
3.2.8 神经性疼痛 高达 40% 的慢性脊髓损伤患者
存在神经性疼痛，常发生于伤后平均 1.2 年，严重
影了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潜在的损伤平
面疼痛的发病机制被认为是损伤的神经根外周脊
髓纤维出现生长，导致初级传入纤维的不合理激活
和正常的非伤害性刺激（即感觉超敏）诱发疼痛起
始反应。损伤平面下疼痛的发病机制，猜想可能是
脊髓和脊髓上抑制信号的缺失以及大脑疼痛反应
区域的信号增强所致。神经性疼痛可选择药物治
疗（如使用抗抑郁药、抗惊厥药物和/或阿片类药
物）、外科手术治疗（如脊髓刺激器植入、脑深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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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了 12 周的减重步行训练和类似强度的物理康

能够更有效地应对身体残疾。

复训练，两者临床结局并无统计学差异；但两组
6 个月后的运动能力均得以改善，突显了强化性康

4 结语

[59]

复训练的重要性 。
在赋予脊髓损伤患者重获运动功能方面，外骨
骼机器人技术的使用开始发挥更为实质性的作
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第 1 个机器
人外骨骼 Rewalk（以色列 ReWalk Robotics 公司）应
用于截瘫患者，可安装在患者的腿部和背部，以方
[60]

便患者坐、站和行走 。其他类似设备还包括
Indego （美国 Parker Hannifin Corporation 公司）、
Ekso（美国 Ekso Bionics 公司）、REX（英国 Rex
Bionics 公 司 ） 和 Hybrid Assistive Limb（ 日 本
[60]

Cyberdyne 公司） 。动力外骨骼可以通过提供机
械支持和促进步态训练来提高运动障碍人群的行
动能力。一项初步研究评估了使用新开发的动力
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对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进行步
态训练的效果，结果表明，完全性脊髓损伤的患者
在动力外骨骼步态训练 8 周后可以独立使用动力
[61]

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无需任何帮助 。
外部装置常常会导致佩戴处过大的皮肤压力
问题，佩戴和调整设备相对繁杂，在安全性和舒适
度方面有待提高。固定的被动运动模式使患者形
成依赖，减少肌肉活动性和新陈代谢。目前最新的
患者协同策略是按需辅助，刺激患者进行最大程度
的自主运动，下肢康复机器人仅提供维持生理学步
态的最小帮助，具体实施参数还需进一步研究。可
以预见，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人技术与所讨论的
生物疗法联合使用，可以帮助患者获得远期的最优
[62]

化的临床结局 。
3.5 心理康复
尽管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脊髓损伤患者的存
活率有所提高，但大多数脊髓损伤患者仍有不同程
度的残疾，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
习。生理状态和社会地位的突然变化，以及治疗效
果和患者预期之间的较大差异都使得脊髓损伤患
者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伴随着一系列非特异性
心理反应，如抑郁和焦虑。据报道，脊髓损伤患者
通常有明显的焦虑和抑郁症状，表现为不同程度的

脊髓损伤是世界上尚未解决的医学难题之一，
脊髓损伤病理变化的复杂性和病程进展的不确定
性，给医疗团队带来了暂时无法攻克的难题，手术
干预时机尚不明确，MPSS 冲击疗法有效性尚待证
实，细胞移植有效性仍需大样本研究支持，并发症
仍是脊髓损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康复治疗介入
的时间与强度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医学的发展，
以及对脊髓损伤各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脊髓再
生、移植、基因治疗等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不断
提高的诊疗手段使脊髓损伤患者第一时间得到帮
助，同时，及时的内外科干预为患者的神经恢复及
早期康复奠定了基础，并发症的有效控制加上各种
康复手段的实施为患者的全面康复开辟了广阔的
道路。相信在医疗团队的配合以及相关研究人员
的努力下，脊髓损伤患者的未来将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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