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脊髓与周围神经损伤



脊髓损伤
(spinal cord injury)



南京口腔医院陈姓护士被殴事件

• 2014年2月25日凌晨，因住院床位纠纷，住院女子

董某的母亲江苏省科技馆副馆长袁亚平用折叠伞

打了南京市口腔医院护士陈某某肩部和腰背部各

一下，并抓住陈衣领，将其拉出护士站。袁亚平

的丈夫董安庆稍后赶到，与前来制止的医护人员

发生推搡。之后陈星羽被送往南京市鼓楼医院治

疗。

•



• 2月26日，鼓楼医院有医生表示护士陈某某下肢肌

力下降，存在外伤性脊髓损伤的可能，“瘫痪可能

性很大”。当日，打人夫妇双双被单位停职。

• 2月27日，南京市玄武公安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打人事件现场监控视频，并通报被打护士恢

复较好，并非网传瘫痪。



• 3月3日，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

民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去看望过陈某某，为其诊

断为瘫痪，并且被打护士有无形的压力，打人者

在当地势力很大，司法部门对打人者没有实行刑

事拘留。



• 3月4日，南京警方和卫生部门同时向社会通报称

，专家会诊陈某某目前存在双下肢瘫痪(双下肢肌

力二级)，是由于外伤导致脊髓一过性损伤和急性

应激反应共同作用所致。同日，江苏省科技馆副

馆长袁亚平被刑事拘留，其丈夫董安庆则被江苏

省人民检察院免去宣传处处长职务。

• 3月10日，南京市鼓楼医院官方微博通报，被打护

士陈星羽下肢肌力在逐步恢复中。从双下肢肌力

二级变三级。



• 4月10日，南京市卫生局官方微博通报，小陈护士

经综合治疗，下肢肌力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下一

步将继续进行双下肢功能康复训练。

• 4月21日晨7点02分，南京市卫生局官方微博通报

，被打护士已于20日上午康复出院。



• 4月26日被打护士陈某的伤情司法鉴定意见为“轻

微伤”，出现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与本次事件存在

直接因果关系。

• 除此之外，当事人打人者袁亚平已于3月12日取保

候审，公安机关依法对其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给予

处罚；伤者陈某可就违法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害进

行赔偿等诉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脊髓的结构和功能



• 位置（椎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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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状结构



脊髓的不同截面

前

后



31对脊神经

颈8对，胸12对，腰5对，骶5对
和尾1对。



功 能

沟通周围神经与脑的关系

神经系统的初级反射中枢



脊髓损伤的机制

• 直接暴力作用于脊柱致脊髓损伤；

• 间接暴力，椎体、椎体附件骨折或脱位引

起脊髓损伤；挥鞭样损伤

• 损伤后血液循环障碍导致脊髓组织缺血、

坏死。



损伤原因

•最常见的原因是车祸，以颈髓损伤多见

•其次为高坠，见于颈、胸、腰段脊髓损伤

•再次为体育意外、工伤意外等



脊髓损伤的分类

• 开放性损伤

• 闭合性损伤

脊髓震荡：暂时性抑制状态，各种反射、感觉、运动功能短暂

性丧失，一般为24h内恢复；

脊髓挫伤：脊髓内部出血；

脊髓压迫：椎管内出血形成血肿压迫脊髓。



脊髓损伤的表现

• 运动障碍

• 感觉障碍

• 反射（亢进/减弱）



上下运动神经元性瘫痪的鉴别
体征 上运动神经元（中枢性）性瘫

痪
下运动神经元性（周围性）瘫

痪

分布 对侧一个以上肢体（单瘫、偏
瘫、截瘫）

同侧个别或几个肌群受累

肌萎缩 无（可有废用性萎缩） 明显

肌张力 增强，瘫痪肌呈痉挛性瘫痪 降低，瘫痪肌呈迟缓性瘫痪

腱反射 亢进 无

病理性反射 巴彬斯基征阳性 无

肌束性颤动 无 有

肌电图 神经传导正常，无失神经支配
电位

神经传导异常，有失神经支配
电位（肌纤维颤动、肌束性颤

动、正相尖波）



脊髓不同节段横贯性损伤表现
损伤部位 运动障碍 感觉障碍 排便、植物神经

功能

高位颈髓
（C1-4）

四肢上神经元瘫痪 全部感觉消
失

大小便障碍

颈膨大

（C5-T2）

上肢-下神经元瘫痪

下肢-上神经元瘫痪

损伤平面以
下感觉障碍，

大小便障碍

有霍纳氏征※

胸脊髓

（T3-12）

上肢正常

下肢-上神经元瘫痪

损伤平面以
下感觉障碍，

大小便障碍

出汗异常

腰膨大

（L1-S2）

L1.2损伤下肢上神经元瘫痪

L3-S2损伤下肢下神经元瘫痪

下肢及会阴
部感觉丧失

大小便障碍

圆锥

（S3-5）

四肢均无瘫痪 会阴部感觉
丧失

大小便失禁或
潴留

马尾 下肢下神经元瘫痪 鞍区部疼痛 无明显障碍

※霍纳氏征：单侧性缩瞳（瞳孔缩小）、眼睑下垂（眼裂狭小）及眼球内陷是本病的三个特征性症状；
颈交感神经结受损表现。



脊髓损伤的检查

全身及局部检查

神经系统检查

辅助检查



神经系统检查

包括感觉、

运动和反射的检查



感 觉

指一般感觉，如触觉、痛觉、温度觉、

震动觉



运 动

•损伤在颈髓应检查四肢运动情况，颈髓

以下损伤检查两下肢。

•检查内容包括肌张力、肌力、肌肉萎缩

情况，检查时注意两侧对比。





肌 力
0级 完全瘫痪，刺激无收缩活动

1级 肌肉（束）能轻微收缩，不能产生运动

2级 肢体能水平移动，但不能抬起

3级 肢体能抬离床面（抗重力）

4级 能抗阻力动作（抗部分外力）

5级 正常肌力



反 射

反射检查包括浅反射、

深反射和病理反射



膝跳反射示意图



周围神经损伤



周围神经的结构和功能

• 周围神经是中枢神经在全身的终端，实现

中枢神经的意图并收集外界的信息。

• 12对脑神经、31对脊神经和植物性神经。





脊神经

• 由神经根、神经丛和周围神经组成；

• 神经根包括前根（运动性）、后根（感觉性）组

成混合神经，具有躯体感觉纤维、内脏感觉纤维

、躯体运动纤维、内脏运动纤维；

• 神经丛包括颈丛、臂丛、腰丛、骶丛。



脊神经分布

类
似
于
爬
行
动
物
的
分
布



周围神经损伤

• 损伤机制：挤压、牵拉、摩擦、砍切、枪弹伤；

• 损伤分类：神经失用、轴突断裂、神经断裂；

• 损伤表现：运动感觉障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 检查：一般检查，运动、感觉、自主神经功能检

查，电刺激试验，肌电图检查，体感诱发电位。



常见的周围神经损伤

• 臂丛神经损伤；

• 正中神经损伤；桡神经损伤；尺神经损伤；

• 坐骨神经损伤；胫神经损伤；腓总神经损伤。



损伤表现

运动障碍

感觉障碍

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检 查

•运动功能检查 检查肌张力、肌力，判断瘫

痪的程度

•感觉功能检查 痛觉和触觉检查

•自主神经功能检查

•电刺激试验、肌电图检查



常见周围神经损伤



臂丛神经损伤

• 损伤原因：多由于外力牵拉、

颈部穿刺伤、锁骨骨折；

• 损伤表现：相应阶段的运动以

及感觉障碍



臂丛神经
上臂分布



臂丛神经
前臂分布



臂丛神经
前臂分布



正中神经损伤

典型表现：猿手



正中神经损伤

• 损伤原因：相对较少，主要是由于肩关

节脱位、肘关节损伤、肱骨或桡骨骨折、

腕背和腕掌面贯通伤而损伤。

• 损伤表现：运动障碍——前臂旋转不能，

拇指、食指、中指不能屈，拇指不能对

掌、外展，大鱼际萎缩，手掌变平，拇

指紧靠食指，似“猿手”。



检查方法

• 捏指试验

• 拇短展肌触笔试验

• 拇指对掌试验

• 两指互握试验



桡神经损伤

典型表现：垂腕、垂手



桡神经损伤

• 损伤原因：肱骨骨折及上肢的切

砍伤，少数由于绳索捆绑引起；

• 表现：伸肘、伸腕、伸指功能障

碍，并有相应皮支及拇指、第一、

二掌骨背侧面皮肤感觉障碍。



检查方法

• 拇指翘起试验

• 合掌分掌试验



尺神经损伤

典型表现：爪形手





尺神经损伤
• 损伤原因：肱骨内上髁以及前臂伸侧锐

器砍伤；

• 表现：屈腕障碍，环指小指末节不能屈，

小指不能外展，拇指不能内收，小鱼际

萎缩，骨间肌萎缩，各指不能内收，各

掌指关节过伸，第4、5指间关节过屈，

呈“爪形手”，感觉障碍为手内侧缘掌

侧和背侧。



检查方法

• 并指分指试验

• 拇指夹纸试验

• 握拳试验



腓总神经损伤

典型表现：马蹄足



腓总神经



腓总神经



腓总神经

• 损伤原因：小腿上外侧，钝器打击、

锐器砍切；

• 表现：足背屈、伸趾、外展与旋前不

能，足内翻下垂，伸趾不能呈“马蹄”

内翻畸形。足下垂，足趾不能伸，行

走时呈“跨越步态”。感觉障碍分布

于小腿外侧和足背。



检查方法

• “跨越步态”

• 足、趾不能伸，足不能外转

• 不能用足跟站立和行走



脊髓与周围神经损伤的
法医学鉴定



损伤的认定

根据外伤史、病史、症状，结合仔细

的神经系统检查和电生理检查



伤病关系

最常见的是颈椎病



鉴定时限

一般神经损伤的损伤程度判定在伤

后90天进行



损伤程度评定



• 5.1.1 重伤一级

–四肢瘫（三肢以上肌力3级以下）。

–偏瘫、截瘫（肌力2级以下），伴大便、小便失禁。

• 5.1.2 重伤二级

–单肢瘫（肌力3级以下）。

–脊髓损伤致重度肛门失禁或者重度排尿障碍。

• 5.1.3 轻伤一级

–脊髓损伤致排便或者排尿功能障碍（轻度）。

–脊髓挫裂伤。



• 5.9.2 重伤二级

–臂丛神经干性或者束性损伤，遗留肌瘫（肌力3级以下）。

–正中神经肘部以上损伤，遗留肌瘫（肌力3级以下）。

–桡神经肘部以上损伤，遗留肌瘫（肌力3级以下）。

–尺神经肘部以上损伤，遗留肌瘫（肌力3级以下）。

–骶丛神经或者坐骨神经损伤，遗留肌瘫（肌力3级以下）。

• 5.9.4 轻伤二级

–四肢重要神经损伤。



思考：

南京殴打护士案的结论和疑点



案例1

案情：2015年11月4日晚23时，王某和其

朋友等四人，从浦东某娱乐城出来，突遭十

余名不相识外地人持刀、棍棒追打，致其受

伤。



病史摘抄

据上海市某医院门急诊病历、出院小结及上海

市公安局验伤通知书记载：2015年11月5日，左前臂

刀砍伤1小时。查体：神清，左前臂掌侧“U”形皮瓣，

伤口约9×11厘米，血管、神经断裂。各手指屈曲受

限，感觉消失。入院后给予抗炎，血管、神经吻合处

理。11月13日出院。出院诊断：左前臂刀砍伤，正中

神经、尺神经断裂，尺、桡动脉断裂。



检查所见

2016年2月12日。主诉：左腕、左手各指活动受限，

感觉障碍。查体：左前臂近腕关节屈侧“U”形疤痕，

长21.5厘米；左手大小鱼际肌萎缩明显，呈“猿手”

改变；左手1～5指指腹感觉消失。左拇指外展20°,

对掌、对指不能。左手各指屈曲严重受限。



分析说明及鉴定意见

根据案情、病史及检查所见，2015年11月4日王

某左前臂被砍伤，致正中神经、尺神经断裂，尺、

桡动脉断裂。经治疗后，目前遗留左前臂屈侧瘢痕，

长21.5厘米；左腕、左手各指活动受限，感觉障碍。



被鉴定人王某



左前臂疤痕21.5厘米

猿手“爪形手”



？？



伤后六月





案例2

2015年*月*日李某到本市某新村找寻

其妻，结果和房主发生争执，房主用自家

菜刀将李砍伤。



病史摘抄

据上海市**医院门急诊病历、出院小结及上海

市公安局验伤通知书记载：左手、头部刀砍伤10分

钟。查体：神清；左手腕尺侧8cm长砍伤，较深，

可见尺动、静脉及尺神经断端外露。左侧顶枕部6

厘米长伤口。即行手术，术中发现：尺神经、尺动

静脉，正中神经部分断离。分别予修补及清创缝合。



检查所见

2015年11月8日，对李某作法医学鉴定。

因左上肢屈肘屈腕位石膏托固定中。未能做

体格检查。左顶枕部头皮疤痕，长5厘米。



分析说明

• 根据案情、病史及法医临床学检查结果，2015

年10月25日李某被他人砍伤，致左尺神经、尺动静

脉断离，正中神经部分断离及头部裂伤，目前左手

损伤在治疗恢复中。



鉴定意见

？？



补充鉴定

2016年4月20日，对李某做补充鉴定。诉左手活

动受限明显。体检：左皮肤颜色呈暗红色（较右

侧），环、小指指间关节屈曲、掌指关节背伸，呈

爪形手，小鱼际、骨间肌肌肉萎缩，手指内收、外

展不能，拇对食指、中指可，与环指、小指对指无

法完成，夹纸试验阳性，小指及环指尺侧皮温低，

刺痛觉消失。



伤后六月



华山医院肌电图报告

左前臂瘢痕下尺神经部分恢复，可见早期

新生电位，但cMAP潜伏期明显延长。



鉴定意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