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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枢关节紊乱症的临床诊疗研究概述
薛传疆

温鑫柱

周波

【摘要】 本文阐述了寰枢关节紊乱症的定义、解剖、病因、诊断、以及中医的相关治疗方法，并根据近期文献
综述了寰枢关节紊乱症的国内诊治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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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gress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tlanto-axial Joint Disturbance was described on the basis of
rece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definition, anatomy, etiolog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ith Chinese Medicine of
Atlanto-axial Joint Disturbance in detail, and summarized the domestic research progress of thi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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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Atlanto-axial Joint Disturbance

寰枢关节紊乱症(atlanto-axial joint disturbance)是指以寰
枢关节为中心的周围组织的损伤、劳损、退变等刺激神经、
［ ］
血管所产生的以眩晕、头痛、恶心为主症的特发性疾病 1 。
有学者认为，寰枢关节紊乱是指由于外伤、劳损、炎症、退
行性变、先天发育畸形等因素造成寰枢关节正常解剖位置改
变，如关节松动与位移，并伴有相应症状者，称之为寰枢椎
［ ］
［ ］
［ ］
紊乱型颈椎病 2 、寰枢椎不稳 3 、上颈椎不稳症 4 、寰枢关
［5］
［6］
节错缝 或寰枢关节错位 。寰枢关节紊乱与寰枢关节半脱
位(包括单纯性、旋转性、双向性)无明确界限，无论机制还
是临床症状均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只是错位方式与程度不同、
病情轻重不一。寰枢关节紊乱错位，程度一般较半脱位轻，
但临床表现与错位程度没有明显的正相关，临床上常可见轻
［ ］
微错位引起明显的症状，纠正错位后症状即改善或消失 7 。
笔者认为称为寰枢椎关节紊乱症更符合临床。本文就寰枢关
节紊乱症的诊治进展综述如下。
1 寰枢关节紊乱症的发病机理
［ ］
1.1 寰枢关节的解剖生理：张秀芬、俞杰等 2 认为，颈椎是
人体的活动枢纽，寰枢关节连接头颅与颈椎，为颈部活动的
枢纽，颈椎 50%的旋转活动由寰枢完成，一半的屈伸运动与
寰椎有关。寰枢关节周围有脊髓、颈上交感神经节、椎动脉
等重要神经、血管通过。寰枢关节的正常活动有赖于连接头
颅与寰枢关节之间的诸韧带及环绕该关节诸短肌的正常功
［ ］
能。周卫等 8 认为，颈上神经节是交感神经干中的最大神经
节，约长 28mm、宽 8 mm，位于第 2 颈椎水平。寰枢关节错
缝刺激第 1～3 颈神经时，可出现恶心、困倦、耳鸣等症状。
椎动脉供血不足是引起颈性眩晕的主要原因之一。影响血流
的椎动脉主要在枢椎横突至枕骨大孔段，有人认为此段有 4～
［ ］
［ ］
5 个弯曲 9 ，也有人认为有 6～7 个弯曲 10 ，该段椎动脉无论
是对侧还是同侧旋转时都受到明显的牵拉和扭曲，但以对侧
为甚。寰枢椎之间的旋转错缝可对该段椎动脉造成持续外力，
并在转头时牵拉、扭曲，尤其在该段椎动脉呈直柱状时管径
变窄，引起椎动脉供血不足，出现眩晕、恶心等症状。
［ ］
常正委等 11 提出，寰枢关节紊乱症的发病模式为劳损性
或落枕性肌肉关节囊损伤、或小关节紊乱—直接或通过神经
支激惹—头下斜肌、肩胛提肌、胸锁乳突肌等痉挛使肌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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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失调—头颈侧屈旋转致寰枢失稳—寰枢 X 线表现异常则出
现疼痛、运动障碍—头颈畸形相对固定—失治误治，痉挛肌
肉因炎症反应出现黏连、纤维化—寰枢关节旋转性固定。此
病理模式只是一种设想，还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 ］
1.2 寰枢关节的病理基础：曹增忠等 12 的研究显示，本病
的发生与先天性枢椎上关节面斜度变异有密切联系，74%的正
常人该角在 20º～30º 之间，85%的正常人双侧对称。寰枢关
节紊乱者 68.5%角度变大，在 31º～40º 之间，双侧不对称者
占 72%。从生物力学观点分析，大斜度不对称势必受力不均，
使本来结构较松弛的寰枢关节囊易受到损伤，进而失稳。尹
［ ］
培荣等 13 认为，骤然或持续损伤是本病的重要因素，寰枢的
稳定性靠齿突后面的寰椎横韧带和两侧翼状韧带、齿突尖韧
带加强。头部过度屈伸时，头部的功能主要集中在横韧带上，
［ ］
齿突恰在其中央部形成一种“切割”外力，造成韧带损伤 14 。
2 寰枢关节紊乱症的诊断
2.1 临床症状：①眩晕：是寰枢关节紊乱症的最主要症状，
程度轻重不一，可突然发生，也可持续较长时间，是患者就
［ ］
诊的主因。威海颈椎病研究所资料表明 15 ，95%以上的患者
有不同程度的眩晕，而 70%以上原因不明的眩晕与寰枢椎关
节紊乱有关，50%以上的眩晕或头昏伴有视力、听力障碍。②
头痛：是仅次于眩晕的另一大症状，常表现为偏头痛、后头
痛或头部发麻。资料表明，眩晕和头痛可并存，或交替发作。
［ ］
胡立成等 16 通过对本病 120 例患者的研究表明，寰枢关节紊
乱症的头痛一般为偏头痛，或耳颞部疼痛，或患侧后头痛，
或前头痛，或伴患侧眼胀痛、视物模糊，或伴患侧头昏胀、
耳鸣、耳聋，起卧、转头颈时眩晕，或伴晕车，或伴失眠等。
2.2 临床体征：颈 2(C2)棘突偏向一侧是本病的主要体征。
触诊可知 C2 棘突不同程度地偏向一侧，该椎旁饱满，此体征
与 X 线片符合率高。在 C2 棘突偏向的一侧有压痛，少数人棘
突偏向对侧压痛，无放射。急性期多伴有该侧肌紧张、压痛。
部分患者在发病期明显头面斜向一侧，非发病期部分患者不
自觉地头倾向一侧。发病期可因转头疼痛而致颈部活动受限，
转头或改变体位时症状加剧或突然诱发眩晕、枕后痛或偏头
痛、麻木等。40 岁以上患者可出现与更年期综合征十分相似
的症状，故常被误诊为更年期综合征而忽视本病。部分患者
可见半身麻木发凉，或少有客观体征。多数患者因无感觉、
运动障碍而被误诊为神经官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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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影像学检查：摄以寰枢关节为中心的 X 片，取开口位的
正位、左右旋转 10º～15º 的动态位片和头部后伸位的侧位片
观察。①开口位齿状突侧块间距不等宽，差值 1～4 mm 以内，
齿突轴线与寰枢中轴线偏移 1 mm 以上，4 mm 以内；②旋转
10º～15º 开口位示寰枢椎异常；③侧块与寰齿间距正常；④除
外寰枢关节脱位、半脱位。另外，在常规的颈椎正侧位片、
左右 45º 斜位片上可见曲度改变，或钩突肥大突入椎间孔，
C2～3 椎间隙明显变窄，两侧横突明显不对称等。
颈椎 CT 或 MRI 可见椎间盘退变，膨出或突出。小关节
肥大增生，钩突增生，后纵韧带钙化，黄韧带肥厚，C2～3
横突孔明显狭窄，或椎动脉沟半环或全环形成等。多普勒
(TCD)检查可见颈动脉、基底动脉狭窄，或供血不足，或血
管痉挛等。
2.4 诊断标准：
《实用脊柱学》的诊断标准拟为主症：眩晕、
头颈痛和板滞；体征：C2 棘突偏向一侧，椎旁胀满及压痛、
颈椎活动受限，在转头或改变体位时诱发或加剧，屈颈、旋
头试验阳性，椎动脉压迫试验阳性；X 线表现：侧位片示颈
椎生理弧度变浅或变直，正位片见Ｃ3 以下椎体不同程度旋
转，提示上颈段结构失稳；张口位片见寰齿间距不等；差值
在 1～4 mm 之间，无骨折。

于 C1～2、C2～3 棘突间、横突间及硬结节、条索状物压痛点
等处行针刀松解术。棘突间进刀时，刀口线与身体纵轴线平
行、刀体与颈部垂直，刺至棘突上缘后调转刀口线 90º，切开
棘突间韧带 2～3 刀；横突间进刀时，刀口线与身体纵轴线平
行，刀体与颈部皮面垂直刺入，至椎体横突骨面后调转刀口
线 90º，切开横突间韧带 2～3 刀；硬结节或条索状物进针刀
时，刀口与颈部纵轴平行，针刀垂直刺入硬结节或条索状物
处，在刀下有硬厚感、患者感觉酸胀明显时切 1～3 刀，至刀
下有松动感结束。术后切口以无菌敷料覆盖、固定、压迫止
血。
3.5 痛点或穴位封闭法：根据病情不同可选择在 C2～3 横突
上，或椎间孔附近，或风池等部位行封闭疗法。发挥针、穴、
药物的协同作用。常用康宁克通 40 mg、维生素 B12 0.5 mg、
2%利多卡因 5 ml 混合，1 次/6 d，3 次为 1 个疗程。注射后，
可行一指禅、弹拨、旋转等手法以消炎镇痛、通经活血解痉。
［ ］
3.6 中药内服外洗法：尤从新等 21 治疗儿童寰枢椎关节半
脱位，在枕颌牵引的同时配合内服活血祛风、疏经通络之四
物汤加减(川芎 6 g、当归 6 g、白芍 3 g、防风 3 g、荆芥 3 g、
羌活 3 g、丹参 5 g、桃仁 3 g、蔓荆子 3 g)，取得良好疗效。
寰枢关节紊乱症的预防与调护
本病多发于青壮年，尤以女性最常见，可能长时间低头
工作、学习，易致颈椎枕肌疲劳，或青壮年干活多劳累，易
入眠，不重视枕头高矮，儿童也不知道正确用枕，长时间斜
颈看电视等因素有关。经手法或其他治疗后效果虽好，但疗
效难以巩固，其原因与用枕不当、低头劳作、咽部炎症以及
［ ］
肩胛提肌损伤有关 22 。因而，对治疗后的患者应嘱其注意以
下事项：①睡觉用枕高度要适中，一般以自己竖起的拳头高
度为宜；②避免长时间低头伏案工作、避免不良习惯；③积
极防治咽部炎症性疾病，忌食辛躁之品；④加强颈项肌肉功
［ ］
能锻炼 23 。
4

治疗
寰枢关节紊乱症的错位程度一般较半脱位轻，临床上常
见轻微错位引起的明显症状，纠正错位后症状即改善或消失，
故寰枢关节紊乱症的治疗以非手术治疗为主。
3.1 手法治疗：是治疗寰枢关节紊乱症的主要手段。手法治
疗可解除颈项肌的痉挛，通过旋转复位，改善变窄的椎间隙，
调整小关节紊乱，使椎动脉骨性通道通畅，改善颈椎动脉的
血供，有利于脑血流的灌注。操作方法：患者一般取低坐位，
术者先用滚、按、拿、一指禅等轻柔手法在颈椎两侧及肩脊
区治疗，然后嘱患者全身自然放松，术者立于患者背后，用
拇指腹内侧按于患者偏歪侧棘突的后侧缘(左侧偏用右拇指、
右侧偏用左拇指)，术者另一手置于患者下颌骨下，用前胸顶
压患者头顶部，然后垂直向上提托起整个头部向侧偏棘突方
向水平旋转，旋至适当位置时按压在侧偏棘突的拇指与控制
旋转的另一手同时用力，可听到弹响，同时拇指下棘突有跳
［ ］
动感，表示复位成功 17 ，但切勿以响声作为复位标志。手法
复位后要求患者原地休息片刻。
3.2 颈椎牵引：当患者无法配合手法复位，或效果不满意，
或颈椎僵硬难以用手法复位时，可用颈椎牵引法进行复位。
［ ］
王想福等 18 用枕颌布带牵引治疗小儿寰枢椎半脱位 31 例，
治疗后 18 例患儿随访 1～2 年，16 例痊愈，其中 2 例因就诊
时间较晚，在牵引中不配合治疗，形成习惯性脱位，二次入
院后再次牵引 2 周，以石膏围固定 1 个月后恢复正常。
［ ］
3.3 针灸治疗：朗伯旭等 19 以风府、脑户、玉枕、脑空为
主穴，令患者伏案正坐，头部充分屈曲，风府穴向下颌方向
刺入 0.8～1.2 寸，禁止向上刺；脑户、脑空穴沿枕骨向下刺
1.2～1.5 寸，玉枕穴针尖向内下刺 1.5～1.8 寸，针刺时如有硬
结一定要提插穿透，尤其是肌肉的起止点。取风池、天柱、
百劳穴，用 30 号 1.5 号毫针快速进针 1～1.2 寸，手法捻转幅
度适度，平补平泻，留针 20 min，1 次/d，10 次为 1 个疗程，
无效者 5 d 后可行第 2 疗程。眩晕、头昏为主者加百会；后枕
痛为主者加风池；颈部酸胀者加大椎。针刺的同时可配合推
拿手法。
［ ］
3.4 针刀治疗：胡伏存等 20 用针刀治疗寰枢关节紊乱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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