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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退行性变影像学表现与绝经后妇女年龄因素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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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腰椎退行性变影像学表现同绝经后妇女年龄因素之间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本

院2017年12月至2019年12月期间89例健康自然绝经女性临床资料，依据绝经年龄不同，将其分成0～4年
(18例 )、5～9年 (21例 )、10～14年 (18例 )、15～19年 (19例 )、20～24年 (6例 )、>30年 (7例 )。收集女性核

磁共振影像资料，依据weishaunt标准以及Pfirrmann标准对腰椎小关节骨关节炎和椎间盘退变情况实施分级，

分析腰椎小关节骨关节炎和椎间盘退变情况同绝经年限之间关系。结果：椎间盘退变分级同绝经年限呈正相

关 (r=0.356，P=0.001)；腰椎小关节骨关节炎分级同绝经年限呈正相关 (r=0.475，P=0.001)。结论：绝经年限

同腰椎退行性变影像学表现存在一定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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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Imaging Findings of Lumbar Degenerative Disease and Age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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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maging findings of lumbar degeneration and age factor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89 healthy women with natural menopause from December 
2017 to December 2019 in our hospital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0～4 years(18 cases), 5
～9 years(21 cases), 10～14 years(18 cases), 15～19 years(19 cases), 20～24 years(6 cases), and 30 years(7 cases). The 
MRI imaging data of women were collected, and the conditions of lumbar facet joint osteoarthritis and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WeisHaunt standard and Pfirrmann standar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mbar 
facet joint osteoarthritis and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and the age of menopause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grade 
of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ge of menopause(r=0.356, P=0.001). The grade of 
lumbar facet osteoarthriti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enopausal years(r=0.475, P=0.001). Conclusion: The age of 
menopause is correlated with the imaging findings of lumbar d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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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重，老年性骨质

疏松症病患以及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病患数量明显增

加。对于绝经后女性而言，其在骨量丢失的同时，

还会存在腰椎间盘退变情况，进而出现腰背部疼痛

表现，对绝经后女性生活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1]。因

此了解绝经后女性腰椎间盘退变情况尤为重要。当

前，临床在绝经后女性腰椎间盘退行性变影像学表

现同绝经后年龄因素之间的研究较少，而利用腰椎

间盘高度变化来判断退变情况，无法准确提示绝经

后女性腰椎间盘退变程度 [2]。为此，本文对 89例健

康自然绝经女性实施核磁共振检查，分析其腰椎间

盘退行性变影像学表现同绝经年限之间关系，现就

研究内容作出以下阐述。

1资料以及方法

1.1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7年 12月至 2019年 12月期

间89例健康自然绝经女性临床资料，年龄在48岁至

92岁之间，年龄平均值是61.13±7.81岁；绝经年龄

在45岁至52岁之间，绝经年龄平均值是49.13±1.37
岁；体重在 38Kg 至 84Kg 之间，体重平均值是

57.66±9.63Kg；身高在140cm至170cm之间，身高

平均值是 155.16±5.52cm。依据绝经年龄不同，将

其分成 0～4年 (18例 )、5～9年 (21例 )、10～14年
(18例 )、15～19年 (19例 )、20～24年 (6例 )、>30年
(7例 )。全部女性均开展腰椎核磁共振检查，检查结

果提示均存在腰椎间盘退变情况。将非特异性感染、

结核以及腰段脊柱肿瘤疾病者排除。

1.2研究方法

全部女性均使用Avanto型1.5T核磁共振扫描仪

(采购自德国西门子公司 )获取腰椎影像学信息，使

用脊柱线圈，协助被检查者呈仰卧位，对脊柱实施

扫描。利用常规SE序列，其中T1加权成像重复时间

为617ms、恢复时间是11ms，T2加权成像重复时间是

2500ms、恢复时间是107ms。另外开展T2加权成像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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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位扫描，矩阵是256×256，采集次数为2次，视野

是320mm×320mm，层厚是4mm，层间距是1.0mm。

1.3观察项目

(1)分析不同绝经年限组椎间盘退变分级情况。(2)
分析不同绝经年限组腰椎小关节骨关节炎分级情况。

1.4数据处理

在本次研究中，数据均使用SPSS22.0软件开展

计算，其中计量资料采用 ( x±s)的形式表达，计数

资料采用百分比的形式表达，相关性实施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当检测结果显示P<0.05时，表明数据

存在研究价值。

2研究结果

2.1分析不同绝经年限组椎间盘退变分级情况

对椎间盘退变分级同绝经年限实施相关性分析，

结果提示 r=0.356、P=0.001，说明椎间盘退变分级

同绝经年限呈正相关。见下表1。

表1　不同绝经年限组椎间盘退变分级情况分析 [n(%)]

绝经年限 例数 Ⅲ级 Ⅳ级 Ⅴ级

0 ～ 4 年 18 5(27.78) 11(61.11) 2(11.11)

5 ～ 9 年 21 3(14.29) 10(47.62) 8(38.10)

10 ～ 14 年 18 4(22.22) 9(50.00) 5(27.78)

15 ～ 19 年 19 2(10.53) 10(52.63) 7(36.84)

20 ～ 24 年 6 2(33.33) 4(66.67) 0(0.00)

>30 年 7 0(0.00) 4(57.14) 3(42.86)

2.2分析不同绝经年限组腰椎小关节骨关节炎分

级情况

对腰椎小关节骨关节炎分级同绝经年限实施相关

性分析，结果提示 r=0.475、P=0.001，说明腰椎小关

节骨关节炎分级同绝经年限呈正相关。见下表2。

表2　不同绝经年限组腰椎小关节骨关节炎分级情况分析 [n(%)]

绝经年限 例数 1 级 2 级 3 级

0 ～ 4 年 18 8(44.44) 8(44.44) 2(11.11)

5 ～ 9 年 21 1(4.76) 14(66.67) 6(28.57)

10 ～ 14 年 18 0(0.00) 13(72.22) 5(27.78)

15 ～ 19 年 19 0(0.00) 11(57.89) 8(42.11)

20 ～ 24 年 6 0(0.00) 5(83.33) 1(16.67)

>30 年 7 0(0.00) 6(85.71) 1(14.29)

3讨论

绝经后女性机体雌激素水平会快速降低，进而

发生各种雌激素下降相关性骨骼疾病。其中骨质疏

松所导致的应力不稳则会加速腰椎变形。骨质疏松

引起的椎体变形是广泛且多节段的，椎间盘脱水变

性和容积减少诱发的椎节动力性不稳，是引起脊柱

退变的重要因素，而脱水、韧带-骨膜撕裂、韧带

-椎间盘间隙的出现及血肿形成则同髓核突出相关，

因此了解绝经年限同腰椎退行性改变尤为重要 [3]。

在本次研究中，椎间盘退变分级同绝经年限呈

正相关；腰椎小关节骨关节炎分级同绝经年限呈正相

关。分析结果可知，人椎间盘纤维环细胞上有雌激素

受体，绝经后女性机体雌激素水平有不同程度下降，

进而会使得椎间盘细胞外基质减少，从而推动椎间盘

退变 [4-5]。伴随绝经年限的增加，女性机体雌激素水

平将进一步减退，因此出现腰椎退行性变的程度逐渐

加重 [6]。了解绝经年限同腰椎退行性变之间关系，能

够为腰椎退变的早期预防以及诊断提供依据，进而指

导临床早期采取相应干预措施，预防或减缓腰椎退行

性改变，提升绝经后女性生活质量水平。

综上，绝经年限同腰椎退行性变影像学表现存

在一定相关性，能够指导临床诊断腰椎退行性变以

及制定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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