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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位前屈过程中腰椎间盘形态学改变及应变特征

寇博文 1，韩  晔 1，郝一光 1，徐浩翔 1，文王强 1，张泽佩 2，兰  杰 2，苗  军 2

文题释义：

椎间盘形态：椎间盘中央部分为髓核，周围部分为纤维环，上下通过软骨终板与椎体骨组织相连。椎间盘形态可以通过放射成像分析来评

估。椎间盘高度随着脊柱部分不同而不同，腰椎间盘高度为9-17 mm，且前区厚、后区薄。

椎间盘应变：应变是指物体受应力作用下产生局部相对变形。椎间盘的应变包括由轴向应力所产生的轴向应变，以及由剪切应力所产生的

剪切应变。当椎间盘应变超过其耐受极限，会导致其退变加速、纤维环撕裂、髓核脱出，进一步影响椎间盘的正常功能。

摘要

背景：日常生活中较多的活动有坐位前屈运动参与，然而，关于坐位前屈过程对腰椎间盘形变及应变特征的影响报道较少。

目的：分析坐位时腰椎间盘的在体形态和应变特征。

方法：采用双透视成像系统和CT对10名无症状受试者的L4-5和L5-S1水平进行椎间盘应变特征分析，男5例，女5例，年龄25-35岁，体质量指

数(22.4±1.8) kg/m2
。测定受试者在直立坐位和前屈坐位时椎间盘整体、纤维环内外侧的高度改变，以及坐位最大前屈运动中椎间盘的轴

向、剪切应变范围。

结果与结论：①直立坐位和前屈坐位下L4-5、L5-S1各区域纤维环内外侧高度比变化规律相似，前屈运动中L4-5各区域高度比的变化范围在

0-0.1之间，然而，L5-S1椎间盘高度显著降低，变化范围为0.02-0.39；②坐位前屈运动过程中，L5-S1在各个区域均处于压缩应变，尤其在

右侧较L4-5显著压缩了28.3%(P=0.011)；而L5-S1的剪切应变均大于上位椎间盘，在中心区域较L4-5应变显著增大14.8%(P=0.011)；③提示坐位

前屈运动对L5-S1椎间盘各部分高度及应变模式均有较大的影响，而对L4-5影响较小；L5-S1在该过程中整体处于压缩状态，左右两侧压缩不

对称，并且各个区域具有更大的剪切应变；这些特征有助于对椎间盘应变改变所致的退变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有助于帮助术后患者达到更

好的康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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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strain characteristics of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during sitting in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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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More activities in daily life involve sitting forward motion; however, the effect of the sitting forward process on lumbar disc deformation and 
strain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less reported.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lumbar disc during sitting forward flex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ain.
METHODS: Dual fluoroscopic imaging system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str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s. L4-5 and 
L5-S1 levels were studied in 10 asymptomatic subjects (male/female: 5/5, age: 25-35 years, body mass index: 22.4±1.8 kg/m2). The height changes of the disc 
as a whole, the medial and lateral annulus fibrosus in upright sitting and forward flexion sitting was measured. The ranges of tensile and shear strains in the 
disc during maximum forward flexion motion were determined in the sitting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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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前期影像学采集：CT 断层扫描 L4-S1 椎体，并进行

3D 重建。双源荧光透视系统采集在直立坐位和前

屈坐位时腰椎的荧光片。

中期模型匹配：在软件中将重建的椎体模型与腰椎

荧光片进行匹配，获得坐位时腰椎空间位置模型。

后期模型处理：在终板表面均匀分布约 3 000 个点。

利用迭代最近点算法找出相邻的椎体下、上终板中

距离最近的两点，在各点上建立笛卡尔坐标系。

参数测量：

(1) L4-5、L5-S1 椎 间 盘

高度；

(2) 纤维环内侧、外侧

代表区域高度；

(3) 椎间盘前、中、后、

左、右区域代表点

的轴向应变和剪切

应变。

结论：

坐 位 前 屈 运 动 时

L5-S1 椎间盘显著压

缩，且具有较大的

剪切应变，长期处

于该运动状态可能

加速椎间盘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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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随着工作环境、生活方式的改变，超过 3/4 的人需要每

天坐的更久，增加了坐位相关的腰背痛发病率
[1-6]

。导致腰

背痛的原因有很多，从组织层面看，通常由椎间盘、小关节

和腰背部肌肉出现病理改变诱发。应力产生的腰部负荷由椎

间盘和小关节分担，然而在坐位下腰椎关节突关节受力很小，

而椎间盘需要承受更大的载荷
[7]
。坐位相关腰背痛可能一定

程度上来源于腰椎间盘退变。

以往研究发现，在慢性腰痛患者中，椎间盘径向撕裂可

能占到 30%-50%[8]
。有学者对不同加载条件下椎间盘退变进

行了研究，发现椎间盘处于前屈状态下，无论有无轴向载荷，

都会导致纤维环纤维扭曲撕裂
[9]
。因此，坐位下腰椎前屈运

动可能是一种对于椎间盘组织具有潜在危害性并诱发腰背部

疼痛的运动。在腰椎间盘中最易发生退变性改变的是 L4-5 及

L5-S1 椎间盘
[9-11]

。人们目前对坐位下 L4-5 及 L5-S1 椎间盘组织

层面的应变状态知之甚少，而这些信息对于了解椎间盘退变

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研究坐位前屈状态下腰椎间盘的形态特征及应变特

点，采用双源荧光成像系统和 CT 成像技术相结合，描述了

健康国人受试者在直立坐位及前屈坐位下 L4-5、L5-S1 椎间盘

的形态特征，并测量了坐位前屈运动时椎间盘的应变特点。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三维有限元试验，椎间盘上不同代表区域高度的

变化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验证差异；所有应变结果均以中位

数和四分位数“P50(P25，P75)”表示；通过 Kruskal-Wallis

检验比较各代表点上由直立坐位到前屈坐位的轴向及剪切 

应变。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在天津

大学天津医院脊柱外科完成。

1.3   对象   招募了 10 名来自天津大学天津医院的无症状受

试者，男 5 名，女 5 名；年龄 25-35 岁；体质量指数 (22.4± 

1.8) kg/m2
。排除标准包括脊柱侧弯、脊柱手术史、腰痛症状

或病史、功能性脊柱问题和下肢肌肉骨骼病变或过去 12 个

月的神经系统疾病。

所有受试者在试验开始前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这项研

究得到了天津医院研究伦理委员会的伦理许可。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During sitting and forward flexion, L4-5 and L5-S1 showed similar patterns of change in the medial to lateral height ratios in each 
region of the annulus fibrosus, with a range of 0-0.1 for L4-5 in forward flexion, but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disc height in L5-S1, with a range of 0.02-0.39. (2) 
During sitting in forward flexion, L5-S1 was under compressive strain in all regions, especially on the right side, where it was 28.3% more compressed than L4-5 
(P=0.011). The shear strain of L5-S1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superior disc, with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14.8% in the central region compared to L4-5 (P=0.011). 
(3) It is indicated that forward flexion movement during sitting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height and strain pattern of all parts of the disc at L5-S1, but less at L4-

5. L5-S1 is in compression as a whole during the process, with asymmetric compression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and with greater shear strain in each region. 
These characteristics help u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degeneration due to altered disc strain and to help postoperative patients achieve a better state 
of recovery.
Key words: lumbar spine; intervertebral disc deformation; sitting position; forward flexion; morphology; s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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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方法   

1.4.1   腰椎三维模型的重建   所有受试者的 L4-S1 节段在仰

卧位用 CT(Siemens，Germany) 扫描 ( 层厚为 0.625 mm，分

辨率为 512×512 像素 )，然后将获得的腰部扫描数据导入 

MIMICS(version 19.0，Materialise Inc.，Leuven，Belgium) 进

行重建。选择了特定的骨性阈值，以便更好地将周围的软组

织与腰椎分开；在壳阈值部分，通过调节最小阈值设定使所

选取的部分只囊括皮质骨表面而不向外突出。最后，选取尽

量大的填补缝隙距离，得到了重建的腰椎 (L4、L5、S1)，见 

图 1。 

图 1 ｜ MIMICS 软件环境下基于 CT 成像技

术的 L4-S1 三维重建

Figure 1 ｜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L4-S1 based on CT imaging technology in 
MIMICS software environment

1.4.2   腰椎实时运动的采集及在体腰椎运动的重现   受试者

坐在可调节高度的椅子上，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小腿垂直

于地面，大腿与地面平行，双臂垂于胸前，双手握拳置于

颈部两侧，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保持这一姿势。两台 C 型臂

荧光透视机 (Phillips，German) 的位置相互交叉，可调节高

度的座椅放在接收器附近，见图 2A。受试者的初始体位为

直立坐位，然后在保持骨盆位置不变同时进行腰椎前屈运

动，直到达到最大限度。在动作的结束位置，要求受试者

保持 2 s，分别获得 2 张瞬时腰椎荧光图像。2 台 C 型臂所

获取图像以 1/30 s 的恒定时间差同步进行，以避免同时曝

光引起的所谓“康普顿散射”问题
[12]
。根据 WANG 等

[13]

的方法，在 Rhinoceros 软件中创建 2 对正交的虚拟摄像机

来源和接收者以模拟真实情况下透视图像增强器的位置，

并建立了 2 个正交平面，同时基于 CT 扫描的腰椎三维重建

模型及 C 型臂获得的腰椎实时位置图像被导入软件中。然

后通过透视图腰椎像素值差异来勾画骨性边缘，再在软件

中对腰椎三维模型进行平移和旋转，直到三维模型边缘与

透视图上腰椎边缘吻合，见图 2B，此时三维模型的位置即

是腰椎真实空间位置。通过这种方法，腰椎在体内运动的

真实空间位置被再现，见图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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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椎间盘高度的测量   根据 WANG 等
[13]

的方法，在终板

表面获取均匀分布的约 3 000 个点，然后在每个点上建立笛

卡尔三维坐标系，并获取各点的空间位置坐标信息。接着，

应用迭代最近点算法找出邻近的上下终板中最近两点，并根

据这两点确定该区域椎间盘的高度，见图 3a。为了最小化

志愿者个体身高差异及不同节段椎间盘高度差异所带来的影

响，计算椎间盘各区域在不同状态下的瞬时高度与初始直立

坐位时该节段椎间盘中心高度的比值，以高度比来描述各区

域的椎间高度并进行比较分析。髓核体积约占全部椎间盘的

40%，长宽分别各占 63%；单侧纤维环宽度约占椎间盘宽度

的 18%。将单侧纤维环按宽度均匀分成 3 部分，并定义单侧

纤维环中最靠近髓核的区域为纤维环内侧，最远离髓核的区

域为纤维环的外侧，见图 4a。获得了以下椎间盘高度参数：

①直立坐位 (Upright Sitting) 和前屈坐位 (Flexion Sitting) 下，

L4-5、L5-S1 椎间盘上各点的高度比；②椎间盘的前方、后方、

左侧、右侧纤维环的外侧及内侧代表区域内点的高度变化，

评估直立和前屈坐位下，椎间盘各区域高度及纤维环内外侧

高度的差异。

1.4.4   椎间盘应变的测量   以直立坐位下的椎间盘状态为参

考，前屈坐位下 L4-5、L5-S1 邻近终板的相对运动定义椎间盘

的应变。轴向应变为参考坐标系中近 - 远端方向 (Z 轴方向 )

的伸长量与初始直立坐位椎间盘高度比值，其结果的正负值

分别代表拉伸及压缩。剪切应变为椎间盘平面 (X-Y) 的伸长

量与初始直立坐位椎间盘高度比值，见图3b。根据 LITTLE等 [14]

的方法在椎间盘表面选取 5 个代表点，即前部 (A)、中部 (C)、

右侧 (R)、左侧 (L)、后部 (P) 点，见图 4b。坐位前屈运动中

各区域的轴向、剪切应变通过各代表点的应变大小来量化
[15]
。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 L4-5、L5-S1 椎间盘高度；②代表点的轴

向应变及剪切应变。

1.6   统计学分析   文章统计学方法已经天津医科大学生物

统计学专家审核，统计分析在 SPSS(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 软件环境下进行。椎间盘上不同代表区域高

度的变化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验证差异，结果以“x-±s”表示；

所有应变结果均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P50(P25，P75)”表示；

通过 Kruskal-Wallis 检验比较各代表点上由直立坐位到前屈坐

位的轴向及剪切应变。检验水准为 P < 0.05。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受试者 10 名，试验过程无脱落，

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5。

图 2 ｜ L4-S1 椎体实时在体运动状态的采集及在 Rhinoceros 软件环境下

的椎体空间位置

Figure 2 ｜ Acquisition of real-time in-body motion of L4-S1 vertebrae and 
their spatial position in the Rhinoceros software environment

图注：图 A 为双透视成像系

统的实验设置，受试者在坐

位保持身体稳定的条件下，

进行最大限度的前屈运动；

图 B 示 Rhinoceros 软件环境

下，椎体三维模型的轮廓与

荧光透视捕捉到的骨性轮廓

匹配；图 C 示直立坐位到前

屈坐位，L4-S1 椎体在软件空

间中的重现

前屈

直立

A

C

B

图注：图 a 示通过迭代最近点算法得到相邻上下终板内在空间中距离最

近的两点，并测量两点间的椎间高度；图 b 为空间距离最近两点的连线

分别在 X、Y 和 Z 轴上的投影；椎间盘各区域的应变通过投影在前屈运

动中的变化值来计算；轴向应变通过 Z 轴方向上的长度变化 (ΔA) 计算；

剪切应变通过 X-Y 面上的形变量 (ΔBC) 计算

图 3 ｜椎间盘高度及应变的计算

Figure 3 ｜ Calculation of intervertebral disc height and strain

ba

椎间盘瞬时高度

椎间盘中心高度

图注：图 a 示纤维环内外侧区域的选择和分布，黑色长方形框代表被选

择的区域，通过分析区域内所有点的高度，量化纤维环内外侧的高度差

异。图 b 示 5 个代表点的选择和分布，通过拟合椎间盘的外缘构建一个

矩形，矩形的双对角线的角点被设定为椎间盘的中心 (C)，然后以椎间

盘的中心为中心画同心圆；与椎间盘边缘的交点分别是另外 4 个点，前

方 -A、后方 -P、左侧 -L 和右侧 -R；各点的应变改变代表该区域应变

变化

图 4 ｜代表区域和代表点的选择

Figure 4 ｜ S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areas and representative points

a b

图 5 ｜试验流程图

Figure 5 ｜ Flow chart of the trial

10 名天津大

学天津医院的

健康受试者

保持直立坐

位 15 min
进行最大

前屈运动

试验过程

无脱落

全部进入

结果分析

2.3   直立坐位和前屈坐位下腰椎间盘形态学特征   直立 L4-5、

L5-S1 椎间盘整体高度分布相似，均呈现前方高，左、右及后

侧低的规律；而在前屈坐位下 L5-S1出现较为明显的高度降低，

见图 6。

图注：直立坐位中心区

域的高度比为 1，0 和

2.0 分别代表小于和大

于直立坐位椎间盘中心

区域高度

图 6 ｜ L4-5、L5-S1 椎间

盘各区域的高度比分布

Figure 6 ｜ Height ratio 
distribution of each 
region of the L4-5 and L5-

S1 intervertebral discs

直立坐位 前屈坐位

L 4
-5

L 5
-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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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立坐位时，前后左右 4 个区域的纤维环内、外侧高

度见表 1。

右区域均呈现压缩应变，应变范围为 -3.4% 至 -10%；在后

方区域为拉升应变，拉升幅度为 8.4%。L5-S1 在前屈过程中

均为压缩应变，应变范围为 -8.3% 至 -32.2%。在右侧区域代

表点 R，L5-S1 的压缩应变较 L4-5 显著增加 28.3%(P=0.011)。
2.5   椎间盘各区域代表点的剪切应变   L4-5 及 L5-S1 坐位前屈

过程中各区域代表点的剪切应变见图 7b，L4-5 椎间盘剪切应

变在各区域内分布较为均衡，应变范围为 5.7% 至 -17.7%。

L5-S1 剪切应变较 L4-5 大，应变范围为 19.3%-48.1%。在

中心区域代表点 C，L5-S1 的剪切应变较 L4-5 显著增加

14.8%(P=0.011)。

表3 ｜直立坐位和前屈坐位不同区域内外侧纤维环高度对比       (x-±s)
Table 3 ｜ Comparison of medial and lateral annulus fibrosus heights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upright sitting and forward-flexed sitting positions

区域 L4-5 L5-S1

直立 前屈 P 值 直立 前屈 P 值

前侧 外 1.00±0.27 0.90±0.12 0.001 1.00±0.03 0.61±0.03 0.000 
内 0.76±0.13 0.76±0.09 0.734 0.81±0.07 0.48±0.03 0.000 

后侧 外 0.56±0.23 0.61±0.23 0.056 0.63±0.16 0.61±0.20 0.404 
内 0.65±0.17 0.70±0.11 0.002 0.58±0.12 0.51±0.11 0.000 

左侧 外 0.75±0.30 0.72±0.21 0.467 0.47±0.07 0.39±0.14 0.000 
内 0.64±0.21 0.65±0.12 0.472 0.53±0.13 0.41±0.10 0.000 

右侧 外 0.72±0.18 0.74±0.17 0.212 0.60±0.16 0.39±0.16 0.000 
内 0.69±0.13 0.73±0.12 0.007 0.55±0.10 0.37±0.07 0.000

表2 ｜前屈坐位时椎间盘纤维环内外侧高度分布                 (x-±s)
Table 2 ｜ Medial and lateral disc annulus fibrosus height distribution in 
forward-flexed sitting position

区域 L4-5 L5-S1

外侧 内侧 P 值 外侧 内侧 P 值

前 0.90±0.12 0.76±0.09 0.000 0.61±0.03 0.48±0.03 0.000 
后 0.61±0.23 0.70±0.11 0.000 0.61±0.20 0.51±0.11 0.000 
左 0.72±0.21 0.65±0.12 0.001 0.39±0.14 0.41±0.10 0.176 
右 0.74±0.17 0.73±0.12 0.063 0.39±0.16 0.37±0.07 0.015

表1 ｜直立坐位时椎间盘纤维环内外侧高度分布                 (x-±s)
Table 1 ｜ Medial and lateral disc annulus fibrosus height distribution in 
the upright sitting position

区域 L4-5 L5-S1

外侧 内侧 P 值 外侧 内侧 P 值

前 1.00±0.27 0.76±0.13 0.000 1.00±0.03 0.81±0.07 0.000 
后 0.56±0.23 0.65±0.17 0.000 0.63±0.16 0.58±0.12 0.002 
左 0.75±0.30 0.64±0.21 0.001 0.47±0.07 0.53±0.13 0.000 
右 0.72±0.18 0.69±0.13 0.012 0.60±0.16 0.55±0.10 0.003

纤维环前方纤维环区域内侧纤维环高度比较外侧小约

0.21；后方纤维环区域 L4-5 内侧较外侧大 0.09，L5-S1 内侧较外

侧小 0.05；左侧纤维环区域 L4-5 内侧较外侧小 0.11，L5-S1 内 

侧较外侧增大 0.06；右侧纤维环区域 L4-5 内侧较外侧小 0.03，
L5-S1 内侧比外侧小 0.05。前屈坐位时纤维环高度变化见表 2。

两个节段的纤维环内外侧高度比变化规律与直立坐位相

似。前屈过程对各区域纤维环内外侧高度影响见表 3。坐位

前屈对 L4-5 椎间盘影响小，各区域高度比的变化范围在 0-0.1

之间，椎间盘前缘轻微压缩，后方轻微拉伸，左侧高度比平

均下降 0.02，右侧平均增大 0.03。相反，前屈过程对 L5-S1

椎间盘影响较为显著，各区域高度比的变化范围在 0.02-0.39

之间，前屈活动所导致 L5-S1 椎间高度整体减小，尤其在前

方区域内外侧高度比平均下降 0.36。后方区域无拉伸状态出

现，但是高度比下降幅度小，平均为 0.04。左侧平均下降 0.08，

右侧下降 0.19。

2.4   椎间盘各区域代表点的轴向应变   L4-5 及 L5-S1 坐位前屈

过程中各区域代表点的轴向应变见图 7a，L4-5 在前、中、左、

3   讨论   Discussion
许多坐位下的日常活动都需要靠脊柱前屈来完成，脊柱

的曲度自然也随之会发生变化，这些曲度的变化实际上是每

一节椎体相对运动的总和，在这个过程中均会改变椎间盘内

部的应变。相比较于站立位、仰卧位，保持坐位尤其是前屈

坐位对于腰椎间盘有着更大且集中的应力，通常来说更大的

应力往往会导致更大的应变，然而在既往研究中，对坐位时

腰椎椎间盘应变分布的规律尚不清楚，且缺少具体的量化。

因此，研究坐位条件下在体腰椎间盘的应变特征和应变分布

是十分必要的。既往有部分学者通过体外、体内实验研究

了不同状态下腰椎间盘的应变情况。体外实验中，LIU 等
[16] 

研究了长期轴向压缩拉升对猪腰椎间盘轴向应变的影响；

HEUER 等
[17]

应用 3D 扫描仪获取了 L2-3 节段在 500 N 轴向压

缩或者 7.5 N/m 扭矩下纤维环的应变分布情况；体内实验

中，潘承良等
[18]

在 CT 下对国人仰卧位时腰椎椎间隙高度进

行测量；WANG 等
[13]

应用双源荧光系统对健康青年人从仰

卧位到站立位的 L2-L5 腰椎间盘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BYRNE

等
[19]

应用动态放射影像技术研究了健康成年人从中立站立

到前屈过程中腰椎间盘的应变特征。由于研究技术的限制，

体外实验难以较为准确地模拟坐位下腰椎在体运动的真实情

况。体内实验因坐位的姿势限制，过去较少有人研究，且难

以对椎间盘各个区域的空间运动进行精确分析。有限元分析

需要对模型设定边界条件，而以往的研究中未对坐位情况下

所需设置的边界条件进行阐述。此次研究中，应用双透视成

像系统能获取准确的腰椎在三维空间中的位置信息，仅有 

图注：坐位前屈运动中，不同

节段腰椎间盘上 5 个代表点的

轴向应变 ( 图 a) 和剪切应变 ( 图
b)。误差条代表标准偏差。根据

LITTLE 等
[14]

的方法在椎间盘表

面选取 5 个代表点，即前部 (A)、
中部 (C)、右侧 (R)、左侧 (L)、
后部 (P) 点
图 7 ｜椎间盘各区域代表点的轴

向和剪切应变

Figure 7 ｜ Axial and shear strain 
at representative points in each 
region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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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mm 的位移误差 [13，20]
。因此作者应用此方法研究坐位前

屈运动对腰椎间盘应变及应变的影响。

3.1   椎间盘内外侧纤维环高度的差异   以往较少有研究对坐

位下纤维环内外侧差异进行分析，作者尝试对其进行描述。

此次研究中发现，直立坐位时，在腰椎间盘前后区域内，L4-5

纤维环高度逐渐减小，前方纤维环内外侧高度比减小幅度大，

后方减小幅度小，高度比范围为 0.56-1.00；L5-S1 纤维环在前

后方区域外侧高度均大于内侧，前方区域内外侧纤维环差异

大，后方区域差异小，高度比范围为 0.58-1.00。在左右区域

内，L4-5 内侧纤维环高度均小于外侧，左侧纤维环内外侧差异

显著，右侧纤维环内外侧高度相近，高度比范围为 0.64-0.75；
L5-S1 纤维环高度变化规律与 L4-5 不同，呈现由左侧到右侧纤

维环高度逐渐增加，高度比范围为 0.47-0.60。在前屈坐位下，

前后区域内，L4-5、L5-S1 纤维环高度变化规律与直立坐位相同，

但高度均小于直立坐位时，L4-5 高度比范围为 0.61-0.9，L5-S1

为 0.48-0.61；在左右区域内，L4-5 纤维环高度分布规律与直

立坐位相同，变化范围为 0.65-0.74，而 L5-S1 内外侧纤维环

高度差异较小，无明显差异，变化范围为 0.37-0.41。
腰椎间盘内外侧纤维环的高度及变化规律在不同的腰椎

节段差异较大。L4-5 纤维环高度由前到后逐渐减小，左右方

向上内侧高度低于外侧；L5-S1 纤维环高度前后方向上内侧高

度低于外侧，右侧纤维环高度大于左侧，且由右到左逐渐减

小。不同节段腰椎间盘的内外侧纤维环高度变化规律，有助

于对腰椎融合手术或者全椎间盘置换的假体设计提供生理解

剖学参数。不合适的假体尺寸可能导致部分患者因关节突间

隙增大、半脱位而出现腰痛症状
[21-22]

。因此，不同腰椎节段

的纤维环高度参数对于假体的设计是十分重要的。

3.2   坐位前屈运动对椎间盘形态的影响   在以往对不同姿势

下腰椎间盘形态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描述了仰卧位、站立位

下椎间盘的形态特征参数。潘承良等
[18]

发现仰卧位时男性

L4-5 前、后缘高度与中心高度比值分别为 1.4，0.7；而 L5-S1

前、后缘高度与中心高度比值分别为 1.5 及 0.7；女性椎间盘

前缘高度较男性偏低。BYRNE 等
[19]

发现，直立站立时 L4-5 前

后缘高度比为 1.1，0.5，L5-S1 为 1.3，0.8；前屈站立时在 L4-5

前后缘的高度比分别为 0.7，0.8，L5-S1 为 1.1，0.9。此次研

究中发现，直立坐位下，不同节段的腰椎间盘的高度比相似，

前缘高度比约为 1.0，后缘约为 0.6；前屈坐位下，L4-5 与直

立坐位时高度比相近，L5-S1 前后缘高度比均为 0.6，前缘高

度显著降低。由于坐位体位及实验技术的限制，目前较少有

研究能准确且全面地描述坐位在体下腰椎间盘整体形态学变

化。对比与仰卧位和站立位下的腰椎间盘各区域高度比结果，

仰卧位椎间前缘高度大于直立站立位，而直立站立位大于直

立坐位，尤其在 L5-S1 的前缘。前屈坐位时对比前屈站立位，

L4-5 前缘高度比增大 0.3，后缘减小 0.2，而在 L5-S1 中前缘高

度比减小 0.5，后缘减小 0.3。
此外，BYRNE 等

[19]
还发现了 L5-S1 左右区域的高度显

著小于其他节段椎间盘，与中心区域高度比值在 0.5-0.6 之

间。坐位不同的姿势下，L5-S1 左右区域高度变化介于 0.3-

0.4 之间，较站立位小。作者还分析了左右侧椎间高度在坐

位前屈活动中的变化，发现腰椎节段在前屈过程中左右侧运

动的不对称性。在 L5-S1 节段中，前屈活动所导致右侧区域

高度下降大于左侧，且同区域的内外侧纤维环保持一致性变

化规律。这一现象表明在坐位前屈活动时，L5-S1 不仅在矢

状面上出现旋转运动，同时也伴随着冠状面上一定程度的左

右侧弯。然而在前屈活动中，L4-5 纤维环高度由左侧到右侧

表现为，由减小 ( 压缩 )0.03 逐渐至增大 ( 拉伸 )0.04。关于

在前屈活动中椎间运动的不对称性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

在解剖学上 L4-5 及 L5-S1 的小关节面偏向“左右”方向，从而

促进了左右不对称性运动模式的产生
[13]
；第二，腰大肌起始

部止于 L5 的椎体及横突，两侧腰大肌同时收缩协助躯干前 

屈
[23]
，国人常以右侧为惯用侧，因此右侧肌力往往较左侧强，

在前屈过程中，较强的右侧应力使 L5-S1 在前屈运动中更偏

向于右倾，右侧的椎间高度下降更多。虽然在前屈过程中，

椎间盘高度改变没有发现单一节段左右对称，但 L4-5 的椎间

盘的前屈运动中的形变 ( 左侧部分压缩，右侧部分拉伸 ) 可
以平衡 L5-S1 右侧部分的椎间盘高度更大的降低，从而实现

整体的冠状面平衡，保持腰椎稳定。

3.3   姿势的改变与腰椎间盘轴向和剪切应变的关系   应变由

应力产生，且伴随着应力的变化逐渐改变。腰椎间盘的应变受

脊柱轴向压缩负荷及脊柱姿势改变的影响较大。以往一些学者

通过体外、体内实验对腰椎间盘的应变进行了研究。体外实验

中 LIU 等
[16]

发现随着轴向载荷的增加，轴向应变也相应增加，

并且背侧的应变高于腹侧。体内实验中，WANG 等
[13]

发现仰卧

位到站立 L4-5 椎间盘轴向应变由 -14%-9%；而剪切应变由 4%- 

26%。BYRNE 等
[19]

发现 L5-S1 椎间盘在躯体站立前屈的过程中

轴向应变和剪切应变显著小于上位腰椎间盘，尤其在后方区域，

但其未给出具体应变参数。以往的研究未涉及到坐位时在体腰

椎椎间盘应变的部分，此次研究发现，坐位直立到最大前屈的运

动过程中，L4-5 椎间盘在轴向应变范围为 -10%-8%，剪切应变范

围为 6%-18%；L5-S1 椎间盘在轴向应变范围为 -32% 至 -8%，剪

切应变范围为 19%-48%。应变范围均大于上述研究。

此次研究证实了在由直立变为前屈坐位下，L5-S1 出现

了显著区别于 L4-5 的应变模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轴向应变中 L5-S1 椎间盘的全部区域呈现压缩应变，无拉伸

应变状态的区域；第二，L5-S1 椎间盘存在较大的剪切应变，

且均大于 L4-5。相比于 BYRNE 等
[19]

研究站立时中立到前屈运

动下椎间盘应变的实验结果不同，此次实验中 L5-S1 椎间盘

有着更大的压缩应变和剪切应变，有以下原因可以解释这种

现象：①坐位和站立位的脊柱骨盆复合体运动模式不同。有

学者研究表示，与站位相比，坐位下骨盆后旋，腰椎前凸角

减小
[24]
。因此，在坐位时躯体可能需要更大的 L5-S1 椎间盘

前方区域的压缩来完成最大前屈动作。② L5-S1 椎间盘在前

屈坐位时承受了相比于站立姿势下更大的负荷
[25-27]

。有研究

表明坐位前屈过程中，椎体附件部分参与较少，后纵韧带起

到了大部分维持稳定性的作用，随之产生了较大的椎间盘负

荷，大的复合负荷往往产生更大的应变
[28]
。也有研究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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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上位节段腰椎间盘，L5-S1 有着发生椎间盘退行性疾

病更大的可能
[11，29-30]

。健康的青年国人在坐位前屈运动中，

L5-S1椎间盘高度右侧减低明显，椎间盘内部髓核向左侧挤压，

长期重复该运动可能增大左侧区域的应变。长时间较大的椎

间盘应变可能导致左侧纤维环破裂、髓核脱出、椎间盘退变

的患病率高于右侧。

结论：此文采用双源荧光成像系统和 CT 成像技术相结

合，探讨了健康国人受试者在直立坐位及前屈坐位下 L4-5、

L5-S1 椎间盘形态特征，并测量了坐位前屈运动时椎间盘的

应变特点。有以下几点发现：①坐位时，L4-5 及 L5-S1 纤维环

在前后、左右方向上高度分布呈现不同的规律；②坐位前屈

运动对 L5-S1 椎间盘形态的影响大于 L4-5，并且，L5-S1 在前屈

过程中存在左右不对称性；③坐位前屈运动在 L5-S1 中产生

了较 L4-5 更大的压缩应变和剪切应变。量化坐位下健康腰椎

间盘的形态及应变特征对于理解椎间盘退变具有重要意义。

椎间盘的退行性疾病通常被认为与椎间高度和节段应力应变

的变化有关
[19]
，尽管导致退变的机制尚不清楚，椎间盘内高

应变与其退变以及腰痛相关的炎性细胞因子分泌有较大关联 

性
[31]
，这也是可能导致久坐后腰背部疼痛的原因之一。因此，

了解腰椎间盘在不同功能活动过程中的形变及应变模式有助

于将椎间盘在体生物力学与局部生化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

同时，此次研究也补充了腰椎在日常生活中的力学情况，有

助于模拟一个更加真实、健康的腰椎间盘，为腰椎人工椎间

盘设计提供更多的信息，帮助患者实现完全的术后腰椎功能

恢复；此外，该研究对于日常生活中预防腰椎间盘突出具有

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长期弯腰、久坐人员 (司机、办公人员 )

是椎间盘突出高发人群，而减少弯腰久坐时间，中间适度活

动锻炼有助于预防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生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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