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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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研究进展
黄燕１

鲁银山２

陈红１

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康复医学科ꎬ武汉
医学科ꎬ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
通信作者:陈红ꎬ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１１２９＠ 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４３００３０ꎻ ２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康复

近年来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 ＳＣＩＷＯＲＡ) 备受关注ꎮ 据报道国内、外 ＳＣＩＷＯＲＡ 流行病学特

【 摘要】

征存在差异ꎬ且致伤原因也不尽相同ꎮ 在 ＳＣＩＷＯＲＡ 损伤初期若处理不当ꎬ可能导致迟发性神经功能障碍加
重或复发ꎬ颈托外固定、限制高危活动是目前普遍采用的 ＳＣＩＷＯＲＡ 治疗方法ꎬ若患者神经功能障碍程度进行
性加重或 ＭＲＩ 显示脊髓受压、韧带损伤时可考虑手术治疗ꎮ 目前认为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远期预后与损伤初期神
经功能缺损程度密切相关ꎮ
【 关键词】

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ꎻ

流行病学调查ꎻ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１９.０５.０２１

预后评估

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

儿童骨性脊柱弹性较强、颈胸椎灵活性较高、易发生椎体一过

是指由外力造成的脊髓损伤ꎬ但在 Ｘ 线或 ＣＴ 影像学上无骨折、

腰训练所致儿童 ＳＣＩＷＯＲＡ 的损伤机制可能包括:①儿童下腰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ꎬ ＳＣＩＷＯＲＡ) 亦称无放射影像学骨折脱位脊髓损伤ꎬ
脱位、移位等骨骼异常表现

[１]

ꎮ 早在 １９４４ 年就有 ＳＣＩＷＯＲＡ 的

相关文献报道 [２] ꎬ但直到 １９８２ 年 Ｐａｎｇ 和 Ｗｉｌｂｅｒｇｅｒ 等 [３] 才将其
列为 一 种 特 殊 的 脊 髓 损 伤 类 型ꎮ 本 文 将 对 近 年 来 关 于
ＳＣＩＷＯＲＡ流行病学、致伤原因及损伤机制、诊断与鉴别诊断、评
估和治疗等方面的研究作一简要综述ꎮ

ＳＣＩＷＯＲＡ 的流行病学调查
ＳＣＩＷＯＲＡ 的发病率在成人及儿童中存在差异ꎬ成年 ＳＣＩ￣

性滑脱、脊髓组织顺应性小于脊柱等特点有关 [１１] ꎮ 因此舞蹈下
时胸椎极度过伸ꎬ使椎管狭窄面积达 ５０％ꎻ②胸椎在后伸运动
时纵向牵张ꎬ而颈椎和腰椎、延髓和马尾圆锥始终处于相对固
定位置ꎬ造成胸段脊髓牵张幅度过大ꎬ继而发生神经轴突、神经
细胞和小血管钝性损伤 [１２] ꎮ

ＳＣＩＷＯＲＡ 疾病发展特点
一、影像学不稳定性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脊柱尽管在影像学上具有完整性ꎬ但同时

ＷＯＲＡ 患者约 占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 者 总 数 的 １０％ꎬ 儿 童 ＳＣＩＷＯＲＡ

可能存在影像学上无法辨认的广泛韧带及其他纤维软骨结构

不同年龄患者损伤部位也存在差异ꎮ 据文献报道ꎬ国外患

相关椎体容易反复受到变形应力影响ꎬ从而使脊柱稳定性受

患者较成人患者多见ꎬ约占 ９０％ [４] ꎮ

者脊髓损伤节段与年龄具有一定相关性ꎬ成人及 ８ 岁以上儿童
易损伤下颈段脊髓ꎬ８ 岁以下儿童易损伤上颈段脊髓ꎬ这可能与
成人及 ８ 岁以上儿童颈椎活动支点位于 Ｃ５￣６ ꎬ而 ８ 岁以下儿童
颈椎活动支点位于 Ｃ２￣３ 有关

[５]

ꎮ 国内情况则不尽相同ꎬ王一吉

严重扭伤甚至撕裂征象ꎬ由此产生的生物力学不稳定状态使得
损 [１３] ꎮ 这种脊柱的不稳定性可能导致患者病情发生变化ꎬ如迟
发性神经功能障碍加重或复发等ꎮ

二、迟发性神经功能障碍加重及复发性 ＳＣＩＷＯＲＡ

据报道部分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并非在创伤后立即出现瘫痪ꎬ

等对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收治的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儿进行回顾性分

而是在无明显进一步外伤情况下ꎬ创伤后 ３０ ｍｉｎ 至 ４ ｄ 后开始

为下胸段( Ｔ６￣１２ ) 损伤 [６] ꎬ可能与致伤原因多为舞蹈下腰训练有

发展为脊髓完全性损伤 [１４] ꎮ 目前这种症状加重机制尚不明确ꎬ

析ꎬ发现 ８０％患儿年龄为 ７ 岁以下ꎬ损伤节段以胸髓为主ꎬ且多
关ꎮ

ＳＣＩＷＯＲＡ 的致伤原因及损伤机制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最常见的致伤原因包括运动损伤、交通事

故及高处坠落等 [３ꎬ ７ꎬ ８] ꎮ 不同年龄段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致伤原因

存在差异ꎬ１０ 岁以下患者最常见致伤原因为交通事故ꎬ１１ 至 １７

出现瘫痪症状ꎬ有些患者瘫痪症状甚至进行性加重ꎬ最终导致
有尸检结果提示其可能为创伤造成的血管闭塞ꎬ从而继发脊髓
迟发性梗死 [１５] ꎮ

ＳＣＩＷＯＲＡ 评估技术
一、Ｘ 线片及 ＣＴ 在 ＳＣＩＷＯＲＡ 评估中的应用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虽然存在与创伤性脊髓损伤相关的神经功

岁患者最常见为运动损伤ꎬ而成年患者为高处坠落 [８ꎬ ９] ꎮ 目前

能障碍ꎬ但在 Ｘ 线片或 ＣＴ 上 均 无 骨 骼 异 常 表 现 [１６] ꎮ Ｍａｋｉｎｏ

向牵拉、脊柱屈曲过度所致脊髓过度伸展和脊髓缺血性损伤

旋 ＣＴ 检查仍不能显示病灶ꎬ因此即使采用先进的 ＣＴ 成像技术

关于 ＳＣＩＷＯＲＡ 的损伤机制主要认为有以下方面ꎬ包括脊髓纵
等 [５] ꎮ

近年来国内舞蹈下腰训练所致儿童 ＳＣＩＷＯＲＡ 受到广泛关

注ꎬ据报道此类患儿 ＳＣＩＷＯＲＡ 主要发生在胸段 [１０] ꎬ这可能与

等 [１７] 通过尸检发现脊柱或脊髓损伤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行多层螺
( 如多层螺旋 ＣＴ) 也不能判断患者是否存在脊髓损伤ꎮ
二、ＭＲＩ 在 ＳＣＩＷＯＲＡ 评估中的应用

随着磁共振成像(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ꎬＭＲＩ) 在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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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广泛应用ꎬ人们对于 ＳＣＩＷＯＲＡ 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ꎬ但
ＭＲＩ 检查耗时长、患者转运难度大ꎬ一般未作为脊髓损伤患者

ＳＣＩＷＯＲＡ 治疗

的首选影像学检查手段 [５] ꎮ 然而ꎬＭＲＩ 在 ＳＣＩＷＯＲＡ 诊断中的

一、非手术治疗

伤、椎间盘损伤、小端板骨折、椎体终板血管丰富区软组织损伤

固定是其主要治疗手段ꎮ

价值仍得到肯定ꎬ被证实是诊断脊髓水肿、脊髓血肿、韧带损
等较准确的方法 [４ꎬ １８] ꎮ 由于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症状出现时间可能
有一定延迟性 [１９] ꎬ对于早期头部或颈椎外伤患者ꎬ即使无 Ｘ 线
或 ＣＴ 检查异常ꎬ也应早期行颈部 ＭＲＩ 检查以评估患者颈髓损
伤情况

[５ꎬ ２０]

ꎻ 同 时 磁 共 振 弥 散 张 量 成 像 (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ｔｅｎｓｏｒ ｉｍａ￣

ｇｉｎｇꎬＤＴＩ) 可评估脊髓损伤部位神经纤维束断裂情况、早期病变
长度以及前纵韧带或黄韧带受损等ꎬ在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损伤严

 ３９３

因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无骨折、移位等创伤ꎬ故类固醇激素及外

有研究表明ꎬ在脊髓损伤后 ８ ｈ 内首次静脉滴注 ３０ ｍｇ / ｋｇ
甲基强的松龙ꎬ后减量至 ５.４ ｍｇ / ｋｇ 维持 ４８ ｈꎬ可改善脊髓损伤
患者预后 [２８] ꎮ 但甲基强的松龙在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中的疗效尚

不确定ꎬ且相关研究样本量均较小 [２１ꎬ ２９ꎬ ３０] ꎮ 因此ꎬ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
者静脉应用甲基强的松龙的临床疗效仍需进一步观察ꎮ
在损伤早期ꎬ颈段脊髓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可应用颈托支撑ꎻ胸

重程度判断及康复潜能预测中具有重要作用 [１２ꎬ ２１] ꎮ Ｍａｃｈｉｎｏ

腰段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可平卧或同轴转动以限制患者运动ꎻ对于

号强度越高ꎬ则功能损伤程度越严重、术后恢复越差ꎬ提示影像

部固定后ꎬ其迟发症状恶化的发生率显著下降 [５] ꎮ 也有研究表

等 [２２] 发现ꎬ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病灶部位矢状 Ｔ２ 加权磁共振成像信
学检查结果不仅可提示脊髓损伤严重程度ꎬ还可作为手术结局
的预测指标ꎮ

三、ＳＳＥＰｓ 在 ＳＣＩＷＯＲＡ 评估中的应用

体感诱发电位( 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 ｅｖｏｋ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ꎬＳＳＥＰｓ) 是周

围神经电刺激诱发的电信号ꎬ可反映周围神经至初级躯体感觉
皮质的躯体感觉通路是否受损ꎬ在颅颈连接处和皮质处记录信
号变化有助于区分脊髓损伤和丘脑或皮质损伤ꎬ对脊髓损伤程
度判断、脊髓残存功能评价、预后评估等具有重要价值ꎮ 虽然
ＳＳＥＰｓ 常规用于脊柱手术中的神经监测ꎬ但目前关于 ＳＳＥＰｓ 应
用于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的报道相对较少

[５ꎬ ２３]

ꎮ Ｐａｒｋ 等

[２４]

认为ꎬ对

于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ꎬＳＳＥＰｓ 检测具有 ３ 个方面的作用ꎬ首先可用
以辅助判断是否存在脊髓损伤ꎻ其次当患者同时存在脊髓损伤
和头部损伤时ꎬＳＳＥＰｓ 检测可协助判断瘫痪的原因是头部损伤
或脊髓损伤ꎻ另外 ＳＳＥＰｓ 检测还可用于臂丛损伤和脊髓损伤鉴

别诊断ꎮ Ａｔｅｓｏｋ 等 [４] 建议在脊髓损伤后 ２４ ｈ 内行首次 ＳＳＥＰｓ
检测ꎬ随后定期复测以了解患者病情变化ꎮ 虽然 ＳＳＥＰｓ 检测对

神经损伤后神经功能障碍具有高度特异性ꎬ但敏感度欠佳 [２５] ꎬ
其在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中的应用尚需更多研究支持ꎮ
ＳＣＩＷＯＲＡ 诊断及鉴别诊断
ＳＣＩＷＯＲＡ 目前虽无统一的诊断标准ꎬ但根据患者病史、临

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 ＭＲＩ 等辅助检查结果ꎬ诊断并不困难ꎮ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常存在明确的外伤史ꎬ但无感染史、疫苗接种史
及多发性硬化或神经肌肉疾病病史ꎮ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存在脊髓
损伤的临床表现ꎬ如运动功能障碍、感觉异常、腱反射异常、自
主神经功能障碍等ꎮ 同时ꎬ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常伴有骨关节、 面

存在颈部疼痛和短暂神经损伤症状的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儿行紧急颈
明ꎬ在排除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不稳定因素后ꎬ支撑和固定并不能预

防复发或改善预后 [４] ꎻ根据患者脊髓损伤节段ꎬ在疾病早期 ３
个月内酌情应用颈部、颈胸段支撑或胸腰椎矫形器ꎬ使患者实
现坐位、站立位或行走功能 [４] ꎮ 目前尚无随机对照研究证明外
部支撑或固定哪一种方式更有效ꎬ但固定脊柱至脊柱压痛消
失、 ＭＲＩ 示 脊 柱 稳 定 是 普 遍 接 受 的 早 期 非 手 术 治 疗 方
法 [５ꎬ ７ꎬ ３０ꎬ ３１] ꎮ 无论何种固定方式ꎬ所有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均应在
损伤后约 ６ 个月内避免任何可能增加再发损伤风险的活动 [３１] ꎮ
二、手术治疗

目前对于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的外科治疗尚存在争议ꎮ 尽管有

大量文献报道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未经手术治疗ꎬ其神经功能也能
显著改善 [１５] ꎬ但如果患者存在明显韧带损伤和 / 或脊髓压迫、不
稳定情况ꎬ且非手术治疗后症状无明显改善ꎬ则有必要进行手
术干预 [１２] ꎮ 而对于 ＭＲＩ 显示无脊髓水肿( 压迫导致) 或挫伤的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ꎬ无论其神经功能障碍程度如何ꎬ均不推荐手术
治疗 [４] ꎮ Ｋｈａｔｒｉ 等 [１９] 对 ４８ 例成年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进行随访ꎬ发
现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中ꎬ有 ８６％ 患者美国脊髓损伤协会(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ｐｉｎａｌ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ＡＳＩＡ) 量表分级至少提高了 １
个等级ꎬ而接受保守治疗的患者中ꎬ该比例为 ７６％ꎮ 尽管有明
确的 ＭＲＩ 证据显示韧带损伤、不稳定、脊髓受压以及神经功能
损害加重或未改善等应作为手术减压的适应证ꎬ但迄今为止鲜
见有研究将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的手术治疗效果与非手术治疗效果
进行比较ꎬ还需进一步对比探讨ꎮ

ＳＣＩＷＯＲＡ 预后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远期预后的主要预测因素是入院时神经系

统功能水平 [３２] ꎮ Ｚｈａｎｇ 等 [１５] 对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进行随访ꎬ发现

部、胸部、腹部等其他部位损伤ꎮ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的辅助检查包

４ 年后初次 ＡＳＩＡ 分级评估为 Ａ 级的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神经功能

ＣＴ 影像学资料未发现脊柱骨折、脱位ꎻＭＲＩ 检查可存在韧带断

全恢复率为 ３５.０％ꎬＤ 级患者完全恢复率为 ９７.３％ꎬ提示受伤早
期神经系统功能越好者其远期恢复效果较佳ꎮ 经长期随访ꎬ发

括脑脊液正常或仅有蛋白轻度增高或中性粒细胞反应ꎻＸ 线及
裂、脊髓水肿、出血和硬膜外血肿等

[８ꎬ ２６]

ꎮ

ＳＣＩＷＯＲＡ 常被诊断为脊髓炎ꎬ外伤史是二者的重要鉴别

点ꎬ但二者的 ＭＲＩ 异常信号表现无鉴别意义ꎮ 脊髓炎患者发病
前无外伤史ꎬ但在发病前 １ ~ ２ 周常有上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
染症状或预防接种史ꎬ劳累、受凉等为发病诱因ꎬ起病时常有低
热ꎬ患者脑脊液细胞数和蛋白含量正常或轻度增高ꎬ以淋巴细
胞为主 [２７] ꎮ

症状无改善ꎬＢ 级患者中有 ２１.４％可完全恢复功能ꎬＣ 级患者完
现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远期并发症如脊柱侧凸及前凸、驼背发生率
高达 ９１％、５５.２％ [１０] ꎬ这可能与很多研究对象集中于儿童 ＳＣＩ￣
ＷＯＲＡ 患者有关ꎮ

总结与展望
ＳＣＩＷＯＲＡ 是创伤性脊髓损伤后在 Ｘ 线片或 ＣＴ 上无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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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脱位等影像学表现ꎬ但患者存在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的一组综
合征ꎬ易发生于儿童ꎬ国内 ８ 岁以下女童发病率较国外明显增
高ꎬ且多与跳舞下腰动作相关ꎬ舞蹈培训机构老师、特殊类型运
动员及儿童家长应提高警惕 [３３] ꎮ ＭＲＩ 因其在识别软组织损伤
及预后判断方面的优势ꎬ在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中应用较广泛ꎮ 于
脊髓损伤 ３ 个月内给予颈托等外固定治疗、６ 个月内限制高危
活动是目前普遍采用的 ＳＣＩＷＯＲＡ 治疗方法ꎬ关于激素治疗的
效果尚需进一步观察ꎮ 若患者神经功能障碍程度进行性加重
或 ＭＲＩ 显示脊髓受压、韧带损伤等ꎬ可考虑手术治疗ꎮ 目前认
为 ＳＣＩＷＯＲＡ 患者远期预后与损伤初期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密切
相关ꎮ 虽然目前已有较多研究报道ꎬ但人们对 ＳＣＩＷＯＲＡ 发病
机制的认识仍然有限ꎬ需深入研究找出更有效的治疗方法ꎬ进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５

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ｔｅ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 Ｊ] .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２０:ｅ１３２５￣ｅ１３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ｗｎｅｕ.２０１８.０９.０７８.

[１４] Ｗｙｎｄａｅｌｅ ＪＪ. ＳＣＩＷＯＲＡ[ Ｊ] .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ꎬ ２０１６ꎬ５４( １０) :７５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３８ / ｓｃ.２０１６.１４１.

[１５] Ｚｈａｎｇ ＪＤꎬ Ｘｉａ Ｑ.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ｉｔｈ￣

ｏｕｔ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 Ｊ] . Ｏｒｔｈｏｐ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５ꎬ ７ ( ３ ) : ２３９￣
２４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 / ｏｓ.１２１９７.

[１６]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ＢＣꎬ Ｐｉｎｃｋａｒｄ Ｈꎬ Ｐｏｗｎａｌｌ Ａꎬ ｅｔ 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ａｖｕｌ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Ｅｍｅｒｇ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９ ( １０ ) : １１１１￣１１１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７ / ＰＥＣ.

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ａ６２ｆａｂ.

[１７] Ｍａｋｉｎｏ Ｙꎬ Ｙｏｋｏｔａ Ｈꎬ Ｈａｙａｋａｗａ Ｍꎬ ｅｔ 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ｐｏｓｔｍｏｒｔｅｍ Ｃ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 ｐｉｔｆａｌｌ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ａｕｔｏｐｓｙ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

一步改善患者预后ꎮ
参

考

文

献

[ １] Ｂｏｅｓｅ ＣＫꎬ Ｌｅｃｈｌｅｒ Ｐ.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

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Ｊ Ｔｒａｕｍａ Ａｃｕｔｅ Ｃａｒｅ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３ꎬ７５(２) :３２０￣３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 ＴＡ.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９２４３ｃ９.

[２] ＥＤＭＵＮＤＳ ＬＨ.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ｐｉｎｅ[ Ｊ] .
Ｂｕｌｌ Ｍａｓｏｎ Ｃｌｉｎꎬ １９４９ꎬ３(３) :２５￣３１.

[３] Ｐａｎｇ Ｄꎬ Ｐｏｌｌａｃｋ ＩＦ.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

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ｅ ＳＣＩＷＯＲＡ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Ｊ] . Ｊ Ｔｒａｕｍａꎬ １９８９ꎬ２９(５) :

６５４￣６６４.

[ ４] Ａｔｅｓｏｋ Ｋꎬ Ｔａｎａｋａ Ｎꎬ Ｏ′Ｂｒｉｅｎ Ａꎬ ｅｔ ａｌ. 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

ｊｕｒ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Ｊ] . Ａｄｖ Ｏｒｔｈｏｐꎬ ２０１８ꎬ２０１８:

７０６０６５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５ / ２０１８ / ７０６０６５４.

[５] Ｐａｎｇ Ｄ.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ꎬ ２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ｌａｔｅｒ[ Ｊ] .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２００４ꎬ５５( ６) :１３２５￣１３４２ꎬ

１３４２￣１３４３.

[ ６] 王一吉ꎬ 周红俊ꎬ 卫波ꎬ 等. 儿童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 １２０ 例临

ｔ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ｄｅａｔｈ[ Ｊ] . ＡＪＲ Ａｍ Ｊ Ｒｏｅｎｔｇｅｎ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２０３( ２) :２４０￣
２４４.ＤＯＩ:１０.２２１４ / ＡＪＲ.１３.１１７７５.

[ １８] Ｂｏｚｚｏ Ａꎬ Ｍａｒｃｏｕｘ Ｊꎬ Ｒａｄｈａｋｒｉｓｈｎａ 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
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ｔｒａｕｍａ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８ ( ８ ) : １４０１￣１４１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９ / ｎｅｕ. ２００９.

１２３６.

[１９] Ｋｈａｔｒｉ Ｋꎬ Ｆａｒｏｏｑｕｅ Ｋꎬ Ｇｕｐｔａ Ａꎬ ｅｔ 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
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ｄｕｌｔ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ｓｐｉｎａｌ ｔｒａｕｍａ[ Ｊ] . Ａｒｃｈ Ｔｒａｕ￣
ｍａ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４ꎬ３(３) :ｅ１９０３６.ＤＯＩ:１０.５８１２ / ａｔｒ.１９０３６.

[２０] Ｃａｎｏｓａ￣Ｈｅｒｍｉｄａ Ｅꎬ Ｍｏｒａ￣Ｂｏｇａ Ｒꎬ Ｃａｂｒｅｒａ￣Ｓａｒｍｉｅｎｔｏ Ｊ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ｐｉ￣

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 Ｇａｌｉｃｉａꎬ Ｓｐａｉ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２６￣ｙｅａｒｓ[ Ｊ] . Ｊ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７:１￣１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 / １０７９０２６８.２０１７.１３８９８３６.

[ ２１]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Ｐｅｒｅｚ Ｒꎬ Ｍｕｎａｒｒｉｚ ＰＭꎬ Ｐａｒｅｄｅｓ Ｉꎬ ｅｔ ａｌ.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ｕｍａ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 .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７ꎬ９９:１９２￣１９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ｗｎｅｕ.２０１６.１２.００５.

床特征分析[ Ｊ] . 中华医学杂志ꎬ ２０１６ꎬ９６ ( ２) :１２２￣１２５. ＤＯＩ:１０.

[２２] Ｍａｃｈｉｎｏ Ｍꎬ Ａｎｄｏ Ｋꎬ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Ｋꎬ ｅｔ ａｌ. ＭＲ Ｔ２ ｉｍ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ｉ ｆｉ ｃａ￣

[ ７]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Ｔꎬ Ｓｍｉｔｈ ＣＤꎬ Ｌｉｕ Ｘꎬ ｅｔ 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ｏ￣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ｏｆ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Ｊ] . Ｃｌｉｎ Ｎｅｕｒｏｌ Ｎｅｕｒｏ￣

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３７６￣２４９１.２０１６.０２.０１０.

ｌｏｇｉｃ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ꎬ

２０１５ꎬ５３(１２) :８４２￣８４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 / ｓｃ.２０１５.１１０.

[ ８] Ｋｎｏｘ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ｂｎｏｒ￣

ｍ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 ] . Ｊ Ｃｈｉｌｄ Ｏｒｔｈｏｐꎬ

２０１６ꎬ１０(３) :２５５￣２６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１８３２￣０１６￣０７４０￣ｘ.

[９] Ｃｏｍｏ ＪＪꎬ Ｓａｍｉａ Ｈꎬ Ｎｅｍｕｎａｉｔｉｓ ＧＡ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ｉ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 ＳＣＩＷＯＲＡ)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Ｊ] . Ｊ Ｔｒａｕｍａ Ａｃｕｔｅ Ｃａｒｅ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２ꎬ７３( ５) :１２６１￣１２６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 ＴＡ.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６５ｃｄ８ｃ.

[ １０] Ｓｈｉｍｉｚｕ ＥＮꎬ Ｓｅｉｆｅｒｔ ＪＬꎬ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ＫＪ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 ｒｉｌｕｚｏｌｅ ａｔｔｅｎ￣

ｕａｔｅｓ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
ｔｒａｕｍａꎬ ２０１８ꎬ３５(１２) :１３１９￣１３２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９ / ｎｅｕ.２０１７.５４９４.

[ １１] Ｍｏｒｉｔａ Ｔꎬ Ｔａｋｅｂａｙａｓｈｉ Ｔꎬ Ｉｒｉｆｕｎｅ Ｈ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ｕｔｅ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ｐｉｎｅ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Ｊ] . Ａｒｃｈ

Ｏｒｔｈｏｐ Ｔｒａｕｍａ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７ꎬ１３７( ４) :５４３￣５４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４０２￣
０１７￣２６５５￣５.

[ １２] Ｒｅｎ Ｊꎬ Ｚｅｎｇ Ｇꎬ Ｍａ ＹＪꎬ ｅｔ ａｌ.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ＳＣＩＷＯＲＡ ａｆｔｅｒ ｂａｃｋ

ｂｅ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ａｕｍ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Ｊ] . Ｃｈｉｌｄｓ Ｎｅｒｖ Ｓｙｓｔꎬ ２０１７ꎬ３３( ７) :１１９１￣１１９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３８１￣０１７￣３４０７￣０.

[１３] Ａｓａｎ Ｚ.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ｎｃｕｓｓ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 ｄｅｆｉｎｉ￣

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ｕｌ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９ꎬ１７７:１￣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ｃｌｉｎｅｕｒｏ.２０１８.１２.０１０.

[２３] Ｔｈｉｒｕｍａｌａ ＰＤꎬ Ｂｏｄｉｌｙ Ｌꎬ Ｔｉｎｔ Ｄꎬ ｅｔ ａｌ. 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ｏｋｅｄ 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ｅｄ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ｖａ￣
ｌｉｄｉｔｙ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Ｊ] . Ｓｐｉｎｅ Ｊꎬ ２０１４ꎬ１４( ８) :１５７２￣１５８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ｓｐｉｎｅｅ.２０１３.０９.０３５.

[ ２４] Ｐａｒｋ ＭＣꎬ Ｂｏｋ ＳＫꎬ Ｌｅｅ ＳＪ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ｏｎｓｅｔ ｏｆ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ＳＣＩＷＯＲＡ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 [ Ｊ] . Ａｎｎ Ｒｅｈａｂｉｌ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６ ( ６ ) : ８７１￣８７５. ＤＯＩ: １０.

５５３５ / ａｒｍ.２０１２.３６.６.８７１.

[２５] Ｔｈｉｒｕｍａｌａ ＰＤꎬ Ｍｅｌａｃｈｕｒｉ ＳＲꎬ Ｋａｕｒ Ｊ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 ｅｖｏｋ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ｉ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ｆｕｓｉｏｎｓ[ Ｊ] . Ｓｐｉｎｅ ( Ｐｈｉｌａ Ｐａ １９７６) ꎬ ２０１７ꎬ４２
(７) :４９０￣４９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 ＢＲ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８２.

[２６] Ｓｃｈ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 Ｍꎬ Ｉｓｌａｍ Ｏꎬ Ｐｏｋｒｕｐａ Ｒ.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ＭＲＩ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ＳＣＩＷＯＲＡ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Ｊ] . Ｃａｎ Ｊ Ｎｅｕ￣
ｒｏｌ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１ꎬ３８(２) :３６４￣３６６.

[ ２７] Ｖｅｒｍｅｒｓｃｈ Ｐꎬ Ｏｕｔｔｅｒｙｃｋ Ｏꎬ Ｆｅｒｒｉｂｙ Ｄꎬ ｅｔ ａｌ. Ｍｙｅｌｉｔｉｓ ａｓ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ｔｕｍｏｒｓ [ Ｊ] . Ｎｅｕｒｏｃｈｉｒｕｒｇｉｅꎬ ２０１７ꎬ ６３ ( ５ ) :

３４９￣３５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ｎｅｕｃｈｉ.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４.

[ ２８] Ｂｒａｃｋｅｎ ＭＢ. Ｓｔｅｒｏｉｄｓ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Ｊ] .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ꎬ ２０１２ꎬ１:Ｄ１０４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 / １４６５１８５８. ＣＤ００１０４６.
ｐｕｂ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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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５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５

[２９] Ｓｈａｒｍａ Ｓꎬ Ｓｉｎｇｈ Ｍꎬ Ｗａｎｉ ＩＨꎬ ｅｔ ａｌ. Ａｄｕｌｔ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 ＳＣＩＷＯＲＡ)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Ｍｅｄ Ｒｅｓꎬ ２００９ꎬ１ ( ３) :１６５￣１７２. ＤＯＩ:１０. ４０２１ /
ｊｏｃｍｒ２００９.０８.１２５６.

[３０] Ｍｏｈａｎｔｙ ＳＰꎬ Ｂｈａｔ ＮＳꎬ Ｓｉｎｇｈ ＫＡꎬ ｅｔ ａｌ.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３２] Ａｓａｎ Ｚ.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 Ｊ] .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１４:ｅ１１４７￣ｅ１１５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ｗｎｅｕ.２０１８.０３.１６２.

[ ３３] Ｐａｎｇ Ｄ.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ＳＣＩＷＯＲＡ ａｆ￣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ｕｍａ: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Ｊ] . Ｓｐｉ￣
ｎａｌ Ｃｏｒｄꎬ ２０１３ꎬ５１(１１) :８１５￣８１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 / ｓｃ.２０１３.８７.

[３１] Ｓｚｗｅｄｏｗｓｋｉ Ｄꎬ Ｗａｌｅｃｋｉ Ｊ.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ｂ￣

ｔｅｒ ｂａｃｋ ｂｅ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ａｕｍ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Ｊ] . Ｃｈｉｌｄｓ Ｎｅｒｖ Ｓｙｓｔꎬ ２０１７ꎬ３３ ( ７) :

１１９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３８１￣０１７￣３４６５￣３.

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 ＳＣＩＷＯＲＡ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 Ｊ] . Ｐｏｌ Ｊ

( 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２５)

( 本文编辑:易

Ｒａｄｉ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７９:４６１￣４６４.ＤＯＩ:１０.１２６５９ / ＰＪＲ.８９０９４４.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一稿两投问题处理的声明

浩)

读者作者编者

为维护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声誉和广大读者的利益ꎬ现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对一稿两投和一稿两用问题的处理声明如
下:

１ 本声明中所涉及的文稿均指原始研究的报告或尽管 ２ 篇文稿在文字的表达和讨论的叙述上可能存在某些不同之处ꎬ但这些

文稿的主要数据和图表是相同的ꎮ 所指文稿不包括重要会议的纪要、疾病的诊断标准和防治指南、有关组织达成的共识性文件、新
闻报道类文稿及在一种刊物发表过摘要或初步报道而将全文投向另一种期刊的文稿ꎮ 上述各类文稿如作者要重复投稿ꎬ应向有关
期刊编辑部做出说明ꎮ

２ 如 １ 篇文稿已以全文方式在某刊物发表ꎬ除非文种不同ꎬ否则不可再将该文投寄给他刊ꎮ
３ 请作者所在单位在来稿介绍信中注明文稿有无一稿两投问题ꎮ

４ 凡来稿在接到编辑部回执后满 ３ 个月未接到退稿ꎬ则表明稿件仍在处理中ꎬ作者欲投他刊ꎬ应事先与该刊编辑部联系并申述

理由ꎮ

５ 编辑部认为文稿有一稿两投嫌疑时ꎬ应认真收集有关资料并仔细核实后再通知作者ꎬ同时立即进行退稿处理ꎬ在做出处

理决定前请作者就此问题做出解释ꎮ 期刊编辑部与作者双方意见发生分歧时ꎬ应由上级主管部门或有关权威机构进行最后仲
裁ꎮ

６ 一稿两用一经证实ꎬ期刊编辑部将择期在杂志中刊出其作者姓名和单位及撤销该论文的通告ꎻ对该作者作为第一作者所

撰写的一切文稿ꎬ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 ２ 年内将拒绝其发表ꎻ并就此事件向作者所在单位和该领域内的其他科技期刊进行通报ꎮ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