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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神经根型颈椎病动物模型：
(1)应选择能与人类神经根受刺
激的病理过程具有一定相似性
和可比性的动物模型；
(2)还需根据实验目的、模型可靠
性、可控性及研究经费和周期等
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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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神经根型颈椎病：指颈椎间盘突出、椎后小关节增生退变压迫背根神经节及神经根，以对应神经分布区域
出现疼痛麻木等感觉障碍为主，可有颈肩部疼痛僵硬等伴随症状。
神经根型颈椎病动物模型：通过模拟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发病因素及病理特点，建立神经根型颈椎病的
动物模型，并应用于基础研究，以便克服临床试验中无法解决的诸多问题。神经根型颈椎病动物模型较多，
且各有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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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颈椎病中发病率最高的是神经根型颈椎病，理想的动物模型是神经根型颈椎病基础研究的前提，但
临床疾病完全转化为动物模型存在许多艰巨的问题，这限制了神经根型颈椎病的发病及治疗的机制研究。
目的：通过查阅文献回顾神经根型颈椎病常用的建模方法以及评价不同造模方法的优劣，并促进动物模型
未来的改进及完善。
方法：以“cervical radiculopathy，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cervical nerve root compression，
animal，model”为英文检索词；以“神经根型颈椎病，模型”为中文检索词，由第一作者检索 Medline、
PubMed、CNKI、万方、维普数据库从建库至 2017 年 12 月，收集与神经根型颈椎病动物模型构建相关的
动物实验或基础研究，经过筛选最终纳入 41 篇文献进行综述。
结果与结论：①目前神经根型颈椎病模型中动物种类和造模手段较多，主要可分为对颈神经根的直接刺激
和间接刺激两大类，各自优缺点并存；②直接刺激神经根模型可分为瞬时物理压迫、瞬时物理压迫结合化
学刺激、持续物理压迫、持续物理压迫结合化学刺激，其特点是可靠性、可控性较强、造模周期短，但有
一定手术操作难度；③间接刺激神经根模型可分为手术干预、非手术干预，其特点是符合人体慢性退变的
病理过程，操作难度较低，但造模周期长、模型可靠性及可重复性差；④在神经根型颈椎病的基础研究中，
应根据研究需求和目的、实验条件及经费，选择合适的动物模型。未来从经济性、易行性、可靠性和可控
性等综合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并创建更完善的神经根型颈椎病动物模型，仍然是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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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Incidence of cervical radiculopathy is highest in cervical spondylosis. The ideal animal model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studies
on cervical radiculopathy.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onversion of clinical diseases into animal models, which limits the
research on the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of cervical radiculopathy.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se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the cervical radiculopathy model, so as to improve an ideal animal model of
cervical radiculopathy.
METHODS: A retrieval of Medline, PubMed, CNKI, WanFang and VIP databases was performed for the articles addressing experiments and
basic studies of constructing cervical radiculopathy published before December 2017. The keywords were “cervical radiculopathy,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cervical nerve root compression, animal, model” in English and Chinese, respectively. Finally 41 eligible articles
were included for result analysi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animals used for constructing cervical radiculopathy models, and the modeling
methods are various, which a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direct and indirect stimulation to cervical nerve roots. (2) The direct stimulation to
cervical nerve root model is divided into instantaneous physical compression, transient mechanical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chemical
stimulation, continuous physical compression, and transient mechanical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chemical stimulation. It is characterized by
reliability, strong controllability, short cycle, but a certain difficulty in operation. (3) The indirect stimulation to cervical nerve root model is
divided into surgical intervention and non-surgical intervention.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 of chronic
degeneration of human body, simple operation, but long modeling period, poor reliability and repeatability. (4) In the basic research of cervical
radiculopathy, appropriate animal models should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research requirements and purposes,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and
funds. It will be a goal to further create and study more perfect cervical radiculopathy animal models from economy, flexibility, reliability and
controllability.
Subject headings: Cervical Vertebrae; Radiculopathy; Models, Animal; Tissue Engineering
Funding: the Second Batch of Key Research Projects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No.
ZZ10-022

0 引言 Introduction

模型”为中文检索词。选择国内外杂志相关文献，共纳

颈椎病近年来发病率逐年升高，而神经根型颈椎病
(cervical radiculopathy，CR)占颈椎病的60%-70%

[1-2]

。

入41篇文章。
1.2

纳入标准：①文献内容与CR的动物模型相关，干

神经根性疼痛是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典型症状，其发
病率高于运动功能障碍

[3-4]

。CR是因颈椎间盘突出、椎

后小关节增生退变压迫背根神经节及神经根导致的

[5-6]

。

预方式为模型构建，观察结果为模型有效性和可行性分
析；②该领域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章。

排除标准：①文献内容重复；②文献内容、数据不

CR的发病机制仍然未完全阐释清楚，而建立符合CR病
理改变的动物模型是该病开展基础研究的前提。
尽管CR中大部分的关于神经根性的知识已经从对
腰椎的研究获得

[7-8]

。然而，由于不同的定位和功能，颈

神经根疼痛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在腰椎出现的类似版
[9]

纳入和排除标准

完整。
1.3

文献质量评估

所选文献杂志具有学科代表性，文

献内容具有于CR模型相关。
1.4

数据提取

文献数据由3人分别提取，若有分歧，

本 。CR动物造模种类较多，按颈神经根的干预方式分

则通过商讨并决定争议文献是否被纳入；文献数据提取

类，可分为直接刺激和间接刺激2类。直接刺激是通过

内容为CR动物模型构建方法及模式动物种类。

手术暴露肌肉、椎板后，用不同的物理或化学方式刺激

1.5

纳入文献基本情况

共纳入41篇文献，见图1。

相应节段的颈神经根，造成肢体感觉或运动功能的障
检索 Medline、PubMed、CNKI、万方、维普数据库。

碍；而间接刺激不暴露神经根，是以手术或非手术的方
式造成颈椎动静力状态的失衡，使颈椎间盘退变、椎后
小关节增生，进而压迫神经根。但目前为止仍未有一种

以“cervical radiculopathy，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理想的CR动物模型得到公认。针对CR模型的综述较

cervical nerve root compression，animal，model”为英文检索词，

少，文章对国内外文献报道的CR动物模型的研究发展

以“神经根型颈椎病，模型”为中文检索词。

进行了梳理和归类，并评价了各类造模手段的优点及不
足，为CR基础研究中动物模型的选择提供自己的看法。

1
1.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资料来源

阅读题目及摘要，排除不合格文献。

初筛合格文献 113 篇。

阅读文章内容。

通过对Medline、PubMed、CNKI、万

方、维普数据库，检索时间为建库到2017年12月，以
“ cervical

全面检索共得到 530 篇文献。

radiculopathy ， cervical

spondylotic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

radiculopathy ， cervical nerve root compression ，
animal，model”为英文检索词；以“神经根型颈椎病，
P.O. Box 10002, Sh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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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合格文献 41 篇。

其中直接干 预神经根的动物模型相关 文献共 15
篇

[10-24]

，干预肌肉韧带的模型构建方法相关文献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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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26-29]

。根据所纳入的相关文献，对CR动物模型的构

建方法进行相应的归纳总结和分析评价。

后将4段2 mm长的3-0铬制羊肠线放置于紧挨C7背根神
经节的神经根上，模拟化学免疫刺激。与Hubbard等采
用相同的动物行为评价方法，分别比较2种方法单独使

结果 Results

2

直接刺激颈神经根

2.1

用以及两者联用的差异。最后发现短暂机械压迫或化学
上肢疼痛、麻木、皮肤感觉障

碍和肌力下降是CR患者就诊的主要症状，也是与其他

刺激均能引起同侧的神经根型症状，且两者联用时根性
疼痛及痛觉过敏的症状要显著高于单一方法。

类型颈椎病鉴别的要点。通过手术暴露直接刺激神经

此方案的优点是微血管钳的力度和时间、羊肠线的

根，造成上肢感觉功能和运动功能的异常，是此类模型

长度和规格均有明确定量，物理压迫及化学刺激等干预

的主要手段。

因素的一致性较强。羊肠线可一定程度弥补之前实验中

瞬时物理压迫神经根

[10]

将

微血管钳只能短暂压迫的缺点，但其可被组织吸收，仍

腰椎神经根压迫的方法运用到大鼠CR模型的研究中，

无法完全模拟慢性持续压迫的病理特点；再者，羊肠线

首次通过微血管钳压迫，明确单纯机械刺激对CR中颈

的异体免疫反应与椎间盘中髓核对神经根的炎性刺激

神经根的影响。手术分离大鼠颈后部肌肉及韧带，咬除

是否类似，尚需进一步验证。

部分C6/7椎板及关节突，打开硬脊膜，暴露右侧C7神经

2.1.3

根，在靠近背根神经节的神经根处分别采用10 gf、60 gf

管插线法在大鼠上建立CR模型。暴露椎体后部肌肉韧

的微血管钳压迫15 min后松开，对照组根据是否打开硬

带后，将长约1.5 cm，直径0.5 mm的尼龙渔线纵向放置

脊膜又分为2组，均未夹钳神经根。造模手术后，通过

于左侧C7-T1神经根腋下，从后方对颈神经根造成压迫，

von Frey细丝刺激前爪掌面记录大鼠在不同压力时的缩

产生痛阈和体感诱发电位的改变。因该模型主要压迫的

足反射次数，检测机械性痛感过敏的程度，以评价大鼠

是支配感觉功能的脊神经后根和背根神经节，故大鼠运

造模成功。该研究发现10 gf和60 gf的压迫产生的缩足

动功能未产生明显异常，这也符合临床中CR以疼痛麻

次数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因此认为短暂压迫颈神经根引

木等感觉异常发生率最高的特点。随后被Sun等

2.1.1

2005年Hubbard等

起持续性疼痛的力度阈值 < 10 gf。后续Smith等

[11]

持续物理压迫

2006年窦夏睿等

[14]

首次运用椎

[15]

成功

使用

复制并验证了可行性。虽然实验中的尼龙线经过乙醇和

该方法也验证了该模型的可靠性。模型术后1 d即可出

多聚赖氨酸溶液处理后，可增加组织的黏附性，但仍不

现明显疼痛过敏现象，并持续7 d以上。其优点是造模

能保证尼龙线对颈神经根保持固定持续地压迫，而不产

周期短，压迫力度和体积均量化，可重复性强。瞬时压

生位移使神经根压迫消失或造成脊髓压迫。因尼龙线卡

迫虽可产生持续的感觉功能异常，但与CR中椎间盘、

压的程度较轻，同时大鼠神经的自身修复能力强，在2

小关节退变所致的持续物理刺激是否一样还存在争议。

周左右感觉功能基本恢复，所以此方案只适合CR急性

类似的瞬时压迫干预在国内也有所报道，梅荣军
等

[12]

认为，因CR的根性症状多属于臂丛神经的支配范

期的研究。
针对椎管插线法模型病程持续短，且存在自愈性等
[16]

围，且C5-8前支及T1前支大部分汇聚为臂丛神经，故用

问题，谢炜等

眼科显微止血钳夹住大鼠臂丛神经根部的神经分支各1

根尼龙渔线，从头尾分别穿入，压迫对神经根，一定程

次，止血钳扣紧1扣，持续约30 s，以期模拟出CR的大

度上解决了椎管插线法模型中前肢神经根性症状自愈

鼠模型。并认为从颈前锁骨下入路对比颈后入路、颈前

的问题。

锁骨上入路，具有操作简便、创伤小、切口恢复快的优

杨大志等

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增加为2

[17-18]

最早于1998年采用自体骨卡压的方

势。但文中未具体叙述采用何种感觉或运动功能检测的

式，在猫上建立颈神经根持续受压的CR模型。手术暴

评价标准，以验证该CR模型造模方案是否成功；其次

露右侧C7，C8神经根及其椎间孔内口，用牙髓钻破坏椎

止血钳挟持力度无法定量控制。更重要的是，该方案压

间孔周围骨皮质后，将咬除的棘突剪成 3 mm×10 mm

迫臂丛神经根更类似于臂丛神经卡压综合征，和临床中

骨条，在中间处对折呈V形骨块，直视下从椎间孔内口

椎间盘突出或小关节增生压迫颈神经根造成CR的发病

向外，嵌插到神经根通道的骨性管道内及侧隐窝后方，

机制存在差异，该手术模型是否符合CR的发病机制有

左侧做正常对照。通过运动诱发电位和体感诱发电位检

待商榷。

测，及X射线片、CT、MRI等评价造模成功。该模型优
2007年Rothman

点是运动及感觉功能均可出现异常，并可产生持续的神

利用铬酸处理后的羊肠线比普通肠线的组织吸收

经根性症状，比较符合CR的临床特点，且自体骨排异

时间长，可持续且缓慢的引起炎症反应的特点，在

性低，术后恢复快。但该模型需要取自体椎板加工成V

2.1.2
等

[13]

瞬时物理压迫结合化学刺激

Hubbard等

[10]

研究的基础上，同样以大鼠为实验动物，

进一步增加铬制羊肠线作为颈神经根的化学免疫刺激
物。先采用10 gf微血管钳压迫C7神经根模拟机械刺激，
5702

型骨块，手术操作精细性较高，只适合猫等体型较大的
实验动物，因此研究成本偏高。
孔微微

[19]

、Liu等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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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模拟椎间盘突出及椎后小关节增生的物理刺激，称

手术干预肌肉韧带

2.2.2

2015年金哲峰等

[28]

以“动

[29]

为颈神经根疼痛模型。该模型基于经典大鼠疼痛模型

静力失衡”为原则，在王拥军等

中的慢性压迫背根神经节模型，但将其压迫部位由腰

的基础上，增加使颈椎小关节突退变的干预手段。通过

椎背根神经节换成了颈椎。其不锈钢柱表面光滑，直

切断大鼠的颈背部深群颈夹肌和头、颈、寰最长肌，切

径0.63 mm、长4 mm(可由6号钝针头弯折相应角度

除颈骼肋肌与头半棘肌，切断C2-C7棘上和棘间韧带，

后，裁剪而成)，手术暴露后，对C6/C7和C7/T1椎间孔

造成颈部后伸无力，模拟CR患者因长期低头产生的颈

内的颈神经根及背根神经节进行持续压迫，可致大鼠

椎生理曲线改变和椎间盘退变突出。再采用Ⅱ型胶原蛋

同侧上肢出现显著的机械性痛敏和热痛敏。其感觉异

白酶注射至椎后小关节，使关节突退变增生。2种手段

常术后1 d即可出现，4 d达到最大值，可持续2周。不

模拟颈椎间盘及椎后关节突关节的双重退变，建立慢性

锈钢柱简免了自体骨块的加工过程，便于在老鼠等小

CR的大鼠模型。手术后2个月观察大鼠烦躁、食欲、用

型动物的运用。此方案中不仅可简化操作，还降低了

嘴反复舔前爪、倦怠、易激惹、活动频繁等行为，并检

实验费用，同时也能避免自体骨吸收等潜在问题，比

测模型右侧正中神经的感觉、运动神经传导速度，评价

较适合研究推广。

该CR大鼠模型是否造模成功。

持续物理压迫结合化学刺激

2.1.4
等

[22-24]

椎间盘退变大鼠模型

1998 年 张 军

该CR模型从颈椎病发病过程的起始阶段开始，模

首次在大鼠上采用甲醛定量滤纸片法模拟持续

拟了颈椎病中的颈椎曲度改变及椎后小关节退变，为神

物理压迫和化学刺激。手术分离肌肉打开椎板，暴露脊

经根受压提供可能的条件。文章中没有列举出现反复舔

髓及双侧C6，C7神经根后，将浸泡有甲醛的定量试纸压

前爪等前肢症状的大鼠只数或比例，不能确保所有模型

迫于双侧C6，C7神经根腋下。通过行为学评分、体感电

大鼠均出现上肢的神经根性症状。其次因没有针对特定

刺激测定等方法证实模型成立。

颈神经根进行干预，故不能明确受压的颈神经节段及根

此模型的优点是定量滤纸作不易吸收，可持续压迫
神经根，甲醛对组织具有刺激性，能引起神经根的炎性

性症状的神经分布区域，而文中未解释电生理只测量大
鼠右侧正中神经的原因。

反应，从物理和化学双重方面引起神经根症状较符合目

此类间接刺激神经根的造模方案通过手术或非手

前CR病理机制的主流学说。但方案中试纸的规格没有

术模拟CR患者肌肉韧带的劳损，引起颈椎增生退变而

叙述，且试纸浸泡后所含甲醛溶液的含量难以定量和统

压迫颈神经根。优点是符合颈椎病正常的发展过程，较

一。再者，甲醛对神经根造成的化学刺激是否与椎间盘

真实地还原患者颈后部肌肉劳损、疼痛僵硬，椎间盘突

及髓核的炎性刺激影响一样有待研究。虽然该模型存在

出、小关节增生，颈椎生理曲度改变等临床表现。缺点

一定问题，但经过后期实验推广，不断被其他人的相关

首先是干预措施仅为神经根刺激提供了外在条件，而不

研究采用并验证了可靠性。说明此模型在手术操作、实

能保证模型均发展成颈椎病中的神经根型，故还需采用

验费用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在国内的CR基础研究中有

更为完善地动物根性症状评价措施，进一步验证模型地

一定的地位。

可靠性；其次该方法造模周期较长，动物饲养成本较高，

2.2

模拟颈椎退变间接刺激颈神经根

CR发病多因工作

从时间和经济方面也限制了其应用。

学习等原因而长期采用的不良姿势和体位产生肌肉劳
损，颈部肌肉力量减弱或力量分配不均，导致椎间盘及

3

椎后小关节受力局部受力过大而突出或增生，进而压迫
颈神经根

[25]

。多项研究利用此原理，不直接刺激神经根，

结论 Conclusions
近年来，CR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呈现年轻化的

趋势

[30]

，引起越来越多医生对该病的关注和重视。CR

而通过相关手段调整肌肉力量，改变颈椎正常的生物力

的临床治疗手段丰富，可分为手术治疗及非手术治

学特征，使椎间盘和小关节退变，为CR中神经根压迫

疗

提供外在基础，以此建立CR模型。

菌性炎症、减轻神经根水肿等角度，起到治疗疾病和改
[26]

，主要从解除颈神经根卡压和粘连、消除局部无

以

善症状的效果。但不同疗法的具体作用机制和效应靶点

的兔椎间盘

尚未明确，有待深入探索。在机制研究方面，动物实验

退变造模方案应用于CR的研究中。将家兔固定于特制

相较临床研究，在经济性、操作性上具有优势，且更符

固定架，使兔颈椎低头屈曲45°，5 h/d，连续2个月。通

合伦理要求。

2.2.1

非手术干预肌肉韧带

[31-41]

2012年杨开洋等

“颈部力学平衡失调”为原则，将应航等

[27]

过肌电图测量尺神经和正中神经的F波传导速度评价造

但目前CR实验动物模型的制备尚无统一的方案，

模效果。研究中未进行动物行为学评定而仅进行肌电图

而且很多造模方案优缺点并存，详见表1。如何建立一

检测，不能充分评价模型是否均出现感觉或运动功能异

种操作合理可行、且能模拟人类慢性退变所致颈神经节

常等神经根性症状。且造模需要连续2个月每天对家兔

根压迫的理想动物模型，成为推进当前CR相关研究和

进行操作，工作量较大。

治疗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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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类神经根型颈椎病造模方法比较表
分类

模型名称

直接刺激颈神经根

疾病模拟性

模型可重复性

操作简易性

造模周期

微血管夹法

低

高

中

短

止血钳夹臂丛法[12]

低

低

中

短

微血管夹+羊肠线压迫法

中

高

低

短

单尼龙鱼线插线法[14-15]

中

中

中

短

双尼龙鱼线插线法[16]

高

中

中

短

自体骨卡压法[17-18]

高

中

低

短

L 型不锈钢棒颈神经根疼痛模型[19-21]

高

高

中

短

甲醛滤纸压迫法[22-24]

中

中

中

短

固定架退变法[26]

低

低

中

长

肌肉小关节退变法[28]

低

低

中

长

[10-11]

[13]

颈椎退变间接刺激颈神经根

从目前如何选择CR造模方案出发，首先建议CR模

术操作的可行性好，精确性高，但购买和饲养成本高，

型尽量采用单一干预手段，以减少不可控的混杂因素，

对占地和环境要求均较高。大鼠等小型啮齿动物对实验

提高实验可重复性；其次认为，背根神经节是脊神经的

室和课题经费的门槛需求相对较低，且大鼠的适应性强，

特殊部分，是具有感觉神经元的细胞体，作为外周神经

术后伤口恢复快。科研人员熟悉手术操作后，一定程度

与中枢神经联系的枢纽，对机械刺激很敏感。直接刺激

上可减少体型小带来的操作困难。故平衡物种的经济性、

背根神经节和神经根的CR模型能明确干预颈神经根的

易行性后，基础研究中多以大鼠为实验动物，但动物种

节段和数量，随后采用各类手段在相应神经的感觉和运

类还需与对应的手术设计方案及实验目的相匹配。

动功能支配区域检测到差异，以验证造模成功，将更具

随着对CR发病因素及病理过程等研究的不断深

说服力。故认为L型不锈钢柱压迫模型在符合CR发病机

入，应充分借助当前新兴学科的扩展和应用，如基因遗

制及症状特点的前提下，具有混杂因素较少，可靠性及

传学、表观遗传学、高通量技术、计算机模拟技术等，

可控性强、手术操作较简便，造模周期短和研究费用低

改良当前或构建新的动物造模方案，为CR的研究寻求

等优势，值得推广。同时作者认为，L型不锈钢柱压迫

更好的突破口。

模型可进一步完善，用细缝合针线将L型不锈钢棒尾部
缝合固定于C7棘突上，能防止L型不锈钢棒的滑出、移
位，更有效地持续压迫颈神经根和背根神经，提高模拟
性和可重复性，见图2。但具体造模方案的选择还要根
据实验设计需求、研究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

图 2 神经根型颈椎病模型示意图
图注：将原来的“L”型钢棒(右)改进为“乙”型钢棒(左)，其增加
的尾部弯折便于丝线打结，将丝线另一端打结固定于最大的 C7 棘
突，防止钢棒因老鼠颈部活动而滑脱出椎间孔。

此外，就选择造模动物的物种而言，CR动物种类基
本为中型动物兔子和猫，小型啮齿动物大鼠。中体型动
物其手术暴露的神经根及椎间孔等组织结构较清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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