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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诊断腰背痛？

病史：您的医生会向您发问有关背痛及其他相关的问题、一般健康状况及过往病史。

医生可能会要求您在图像上标示您感到异常症状，例如疼痛、麻痺、刺痛及无力等的

位置。

体检：医生会检查您背部的灵活性及活动范围。当中包括测试您的肌肉力量及反射能

力，确保它们运作正常。

X光检查：医生会安排您作一系列的X光检查。从X光片可清楚看见骨骼，却不能直接显

示软组织状况。不过，若椎间盘退化，从X光片中多数可看见椎间盘之间的空隙收窄，

这表示椎间盘变薄或萎陷。骨刺，也就是骨质增生亦有机会于脊椎及小关节面的边缘形

成。由于椎间盘萎陷及骨刺形成，神经根的空间亦会开始萎缩。X光检查通常会以坐下

或站立向前弯曲 (收紧) 及后倾 (伸展) 等姿态去显示出异常的动作，这称为不稳定性。

磁力共振扫描 (MRI)：这是一项利用磁场而非辐射的技术将

脊椎影像显示出来。它可以将骨骼以及软组织结构显示出

来，例如脊髓、椎间盘 (图 1)等。

对于诊断脊椎病变，磁力共振扫描是最有效的测试。利用

磁力共振扫描的影像，可检查椎间盘的高度，含水量及椎

间盘与脊椎骨交换养份的能力。

亚洲专科医生拥有一部特别的负重式磁力共振仪，让患者能以站立姿势进行扫描。这

功能十分有用，因为脊椎的症状通常于站立时才会出现。(图 2)

电脑断层扫描：利用X光照射来得出多张的身体横切面图像，然后以电脑合成清晰

的立体影像。在现时所有造影技术中，电脑断层扫描最能把骨骼的影像显示出来。

图 1 图 1 椎间盘

	  
图 2 图 2 特别的负重式磁力共振仪能扫描患者于站立、倾斜及仰卧姿势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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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扫描：此程序会以少量的低放射性标记剂，经静脉注射到患者体内，然后以扫描

仪在痛楚位置上扫描。标记剂会聚集于骨骼代谢率高的位置，能被扫描仪侦测。如

怀疑患者有肿瘤、感染、或微细骨折，这些情况均会令高骨骼代谢率产生，医生便

会以骨骼扫描诊视。

脊髓造影：此程序需于包围脊髓及神经的硬脊膜囊注射放射性显影剂，然后进行脊椎

X光造影。这样可清楚地将神经根显示出来。虽然这是一项高解像度的检查，但却很少

被用上，因为磁力共振扫描能提供近似的资料，而无需进行注射。

大部份的问题都可以通过X光及磁力共振的基本造影检查，明确地诊断出来。不

过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注射测试，才可作出准确的诊断，例如：当痛楚并

非跟典型例症般呈现、来自多种疾病、预期的手术后效果、复杂的问题 (例如之

前的手术失败) 及人体结构变异。

刺激性椎间盘造影术：刺激性椎间盘造影术 (又称为刺激性椎间盘注射检测) 于二十世

纪中期已被用为诊断背痛的方式 1。这是一项复杂而精细的程序，当中需要考虑多项因

素，才能产生一致、可靠及有用的数据，协助医生去确认患者的痛楚根源及最佳治疗

方案。这程序相当依靠外科医生的技术，对于患者是否适合进行椎间盘造影术、应该

撷取得哪些有用的资料及运用哪种技术，都有赖具备丰富临床诊断经验的脊椎外科医

生来判断。

椎间盘造影术不单只是显示椎间盘，而是在过程中重现病人常见的痛楚，来确认有问

题或受伤的椎间盘。

椎间盘造影术有什么作用？只进行磁力共振扫描足够吗？

这两项脊椎造影所得的资料之比较一直被受争议。磁力共振扫描是一个优秀的造影

诊断工具，它不但能把椎间盘的结构显示出来，而且更可将椎间盘的正常老化过程

仔细呈现。

若疼痛是来自个别的椎间盘病变，磁力共振扫描一般可以鑑别痛楚根源。不过仍有

三成机会，磁力共振扫描未能显示与症状的相关性。若痛症是由多个椎间盘病变引

起的话，情况会变得更复杂。每个病变的椎间盘都可能呈现不同的病征。

若磁力共振扫描发现不正常情况，又未能解释临床病征，我们便需要利用椎间盘造

影术准确诊断出痛楚根源。通常医生可以在进行椎间盘造影术时，同时为您进行治

疗注射以去除您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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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用的椎间盘造影术程序是椎间孔硬膜外类固醇注射。

椎间盘造影术的优点是：

1. 能够将背痛的症状与不正常的磁力共振扫描结果联系起来。(有助外科医生为您选择

一个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2.

2. 从多个退化的椎间盘中，排除没有病征的椎间盘。(腰椎有三至三个椎间盘退化

是普遍的情况，尤其是年老的患者)。

3. 有助医生鑑别那一节椎间盘及多少节椎间盘需要进行手术 2。

4. 能有效预测术后痛楚舒缓的程度。根据一项腰背痛治疗的研究显示，若术前的椎

间盘造影呈阳性结果，约有八成九的患者在术后获得持续临床改善；而得到阴性

结果的患者，只有五成二在术后获得改善 2, 3。

5. 可同时进行痛楚注射疗法 (可减轻腰背痛，也可能免除动手术的需要)。

6. 风险极少，而且适合绝大部分的患者，除了对显影剂或局部麻醉敏感的人士以及

怀孕妇女。

如何进行椎间盘造影术??

进行椎间盘造影程序前两小时开始停止饮食。您会入住

医院的日间手术病房。

此程序会在局部麻醉下进行。您会俯卧在床上约三十至

四十五分钟 (视乎涉及的椎间盘节数，及是否需要进行额

外程序)。因应X光检查结果决定椎间盘注射的位置及数

目。

您的背部会以无菌布遮盖 (图 3)。医生会用利多卡因 (一种局部麻醉剂) 把您的皮肤麻

醉。 医生会在X光导引下把一支幼针插入椎间盘内 (图 4)。

医生会在您的椎间盘内注射显影剂，看看会否重现您平常的背痛 (图 5)。这称为刺激性

测试。透过X光检查可让您的医生看到椎间盘的形状，任何撕裂及显影剂的泄漏。

下一步是舒缓测试。医生会于椎间盘内注射利多卡因，观察疼痛舒缓反应。我们会在

注射后一分钟记录您疼痛 程度的变化。若有需要，医生会在正常的椎间盘进行注射，

图 3图 3 进行椎间盘造影术的手术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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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比较。不过，为免患者感到不适及正常的椎间盘因注射而有机会退化，医生尽可

能会避免以注射作比较。

在椎间盘造影术过程中，很多时都会进行其他止痛程序，例如硬膜外类固醇注射。

术后我应做些甚么？及预期甚样？

术后二十至三十分钟，您可尝试活动背部以激发平时感到的疼痛。术后的一星期，您亦

应把余下的疼痛 (如果有的话)、舒缓情况记录下来。

您能否在注射后的数小时内得到改善，取决于疼痛是否主要来自受注射的椎间盘。在少

数个案中，腿部在接受注射后的数小时内可能会有麻痺、少许无力或异常的感觉。

在类固醇还未发挥功效而麻醉药功效减弱时，您可能会感到痛楚略为增加，而且持续数

日。 注射后的两三日，冰敷比热敷更能有效减轻痛楚。

注射后的二至五日您会感到疼痛有所改善。少数情况下，您可能在一周后仍感到痛楚。

您可能要继续服用常规药物达两星期。在注射后而麻醉药仍然有效及/或类固醇仍然发挥

功效的几星期，您可能会被转介接受物理治疗或手力疗法。

图 5图 5 椎间盘造影术在手术中的
影像

	  
图 4图 4 幼针会通过绿色部份的
「安全区域」插入椎间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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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间盘造影术有风险吗?

椎间盘造影术的风险包括椎间盘炎、神经系统及内脏损伤、显影剂敏感、脊椎性头

痛及其他并发症。亦有记录显示手术有机会引致脊髓损伤、血管受损、椎前脓肿及

硬膜下积脓 4。1995年已有研究确认：接受椎间盘造影术的病人有百分之零点一五机

会出现并发症，而有关的椎间盘则有百分之零点零八机会出现并发症 5。

由于患者多数在接受此检查前已有背痛，椎间盘造影术是有可能引致持续背痛的。

在这些术后持续疼痛个案中，超过 8 成的患者都有明显的情绪及心理问题、并有慢

性痛症，以及曾有伤残索赔的情況 6。

选择性神经根阻隔 (SNRB)：这是一项专为有神经根症状 (神经根病变) 而设的注射测

试及/或治疗注射程序。在X光导引下把局部麻醉剂及类固醇注射在神经根上 (图 6)。

所需的仪器、术前预备及技术，与椎间盘造影术一样。

小关节或骶髂关节注射：于这些关节注射局部麻醉药，可评估它们是否腰背疼痛的来

源。审视麻醉药对缓解痛楚的功效，从而确认产生腰背痛的关节。

结论
腰背痛是最常见的求医原因之一。虽然磁力共振扫描是一个很好的检查，但它未能显

示那一节有痛楚。椎间盘造影术是显示痛楚根源最准确的方法。由于脊椎痛症的成因

众多，若不进行椎间盘造影术，很多个案并不能作出明确的诊断。

椎间盘造影术有可能帮助患者避免进行不必要的手术。患者于术前进行椎间盘造影

术，手术后成功的机会増加，尤其在多个椎间盘出现病变的个案中更为显著。

	  

	  图 6 图 6 术中的X光透视镜显示于右边L5神经根进行选择性神经根阻隔。左图：横向角度。
右图：前后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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