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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发急性脑水肿患者早期终板造瘘治疗的临床效果

赵卫海△ 余国栋

(湖北省咸宁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咸宁 437100)

摘要 目的:探讨颅内动脉瘤破裂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并发急性脑水肿患者行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同时行终板造瘘治疗

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湖北省咸宁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52例aSAH患者,其中30例患者行颅内动脉瘤夹闭

术同时行终板造瘘治疗(造瘘组),22例患者仅采用颅内动脉瘤夹闭术治疗(单纯夹闭组),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造
瘘组患者头痛、发热、脑膜刺激征的消失时间均明显短于单纯夹闭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造瘘组患者病情好转

22例(73.33%),需要进一步行脑室—腹腔分流术8例(26.67%),与单纯夹闭组患者的10例(45.45%)、12例(54.55%)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造瘘组患者术后1周及术后3个月的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分均显著高于单纯夹

闭组患者(P<0.05);术后6个月两组患者的 MMSE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造瘘组患者术后6个月达到预后

良好的有25例(83.33%),与单纯夹闭组的16例(72.73%)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aSAH并发急性脑水

肿患者行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同时行终板造瘘治疗较单纯夹闭术具有更好的临床效果,有利于患者的早期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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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颅内动脉瘤破裂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是临床常见

的脑血管疾病类型,有调查发现其发病率居急性脑血管疾病

中的第3位,多数患者发生急性脑水肿,病死率达到20%左

右,已引起临床的高度重视[1]。aSAH发生后患者的脑室系

统、蛛网膜下腔发生病理性扩张,脑实质相对性减少,脑脊液

分泌过多或吸收障碍可导致脑脊液循环梗阻,进而发生脑水

肿,导致或加重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和神经功能缺损,对患者

的预后极为不利[2]。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应重视解除aSAH
患者的脑水肿症状。颅内动脉瘤夹闭术是目前临床治疗

aSAH的首选手术方案,其能够较好地阻止出血症状,但对于

并发急性脑水肿的处理却十分棘手。终板造瘘在处理严重

脑水肿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对于出血破入脑室系统、颅内

高压症状 明 显、终 板 膜 明 显 膨 出 的 患 者 可 起 到 良 好 的 效

果[3]。本文探讨了aSAH 并发急性脑水肿患者行颅内动脉

瘤夹闭术同时行终板造瘘治疗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取湖北省咸宁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收治

的52例aSAH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30例患者行颅内

动脉瘤夹闭术同时行终板造瘘治疗(造瘘组),22例患者仅采

用颅内动脉瘤夹闭术治疗(单纯夹闭组)。纳入标准:(1)患
者起病至入院时间间隔<48h;(2)入院后接受头颅CT或腰

椎穿刺证实,采用全脑血管造影检查证实患者的颅内动脉

瘤;(3)患者于起病后72h内在本院接受手术治疗。排除标

准:(1)非颅内动脉瘤患者、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缺血性脑

卒中患者;(2)在aSAH前患者出现脑积水;(3)在本院住院

治疗时间<24h的患者。造瘘组30例,其中男13例,女

17例;年龄34~69岁,平均(49.9±11.7)岁;单发性动脉瘤

21例,多发性动脉瘤9例;动脉瘤部位:前循环动脉瘤18例,

后循环动脉瘤12例;平均SAH 次数(1.8±0.5)次;患者入

院时的Fisher分级:Ⅱ级4例,Ⅲ级19例,Ⅳ级7例;入院时

Hunt-Hess分级:Ⅱ级8例,Ⅲ级15例,Ⅳ级7例。单纯夹闭

组22例,其中男10例,女12例;年龄29~64岁,平均(47.1
±10.5)岁;单发性动脉瘤16例,多发性动脉瘤6例;动脉瘤

部位:前循环动脉瘤14例,后循环动脉瘤8例;平均SAH次

数(1.9±0.7)次;患者入院时的Fisher分级:Ⅱ级3例,Ⅲ级

16例,Ⅳ级3例;入院时 Hunt-Hess分级:Ⅱ级5例,Ⅲ级

13例,Ⅳ级4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单纯夹闭组患者仅采用颅内动脉瘤夹闭术

治疗,术前行持续腰穿引流以缓解颅内压力。经翼点入路,

采用微创小骨窗,在显微镜下夹闭动脉瘤,冲洗蛛网膜下腔

内的血肿块。造瘘组患者行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同时行终板

造瘘治疗,颅内动脉瘤夹闭术操作同上。用颅内牵开器于平

行前交通动脉方向拉开脑组织,充分暴露终板,严格按中线

切开终板膜,避免影响视神经的血液供应,造瘘口直径5~
6mm。一旦在视交叉后上方打开终板,可见脑脊液由第三脑

室流出,提示造瘘成功。

1.3 术后处理:术后常规抗感染治疗,出现血管痉挛者进行

抗血管痉挛治疗。术后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未见好转者需

要进一步行脑室—腹腔分流术治疗。

1.4 疗效评价及观察指标: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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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头痛、发热、脑膜刺激征的消失时间;临床治疗效果参

考中华神经外科分会神经创伤专业组制定的《颅脑创伤后脑

积水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术后患者临床症状消失、头颅CT
检查恢复正常、患者未在手术期间死亡、意识状态有显著的

改善既为好转;若术后2周患者的脑室逐渐扩大,患者脑积

水症状未见缓解,符合aSAH慢性脑积水诊断者或者需要进

行脑室外部引流>1周者,则按照本研究要求对患者进行脑

室—腹腔分流术治疗。

  术后对患者进行6个月的随访观察,主要观察患者的远

期预后情况,采用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进行评价:5分:
恢复良好,恢复正常生活,但有轻度缺陷;4分:轻度残疾,残
疾但可独立生活,能在保护下工作;3分:重度残疾,清醒、残
疾,日常生活需要照料;2分:植物生存,仅有最小反应(如随

着睡眠/清醒周期,眼睛能睁开);1分:死亡。5分、4分均为

预后良好。

  采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对患者术后1周、3个

月、6个月的认知功能进行评分。

1.5 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采用SAS9.3软件分析处理,计
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

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缓解情况比较:造瘘组患者头痛

缓解时间、发热缓解时间、脑膜刺激征的消失时间均明显短

于单纯夹闭组,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见
表1。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缓解情况比较(췍x±s)

组别  n
头痛缓
解时间
(t/d)

发热缓
解时间
(t/d)

脑膜刺激
征消失时
间(t/d)

造瘘组  30 8.9±2.3 5.3±2.5 12.5±4.1
单纯夹闭组 22 11.8±3.7 8.9±4.1 16.4±5.7

t 3.479 3.924 2.873
P 0.004 <0.001 0.029

2.2 两组患者的术后近期疗效比较:造瘘组患者病情好转

22例(73.33%),需 要 进 一 步 行 脑 室—腹 腔 分 流 术 8 例

(26.67%),与 单 纯 夹 闭 组 患 者 的10例(45.45%)、12例

(54.55%)比 较,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χ2=4.168,P <
0.05)。

2.3 两组患者的术后 MMSE评分比较:造瘘组患者术后

1周、3个月的 MMSE评分均显著高于单纯夹闭组患者(P
<0.05),术后6个月复查两组患者的 MMSE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4 两组患者的远期预后情况比较:造瘘组患者术后6个

月达到预后良好的有25例(83.33%),与单纯夹闭组的16例

(72.73%)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2 两组患者的术后 MMSE评分比较(췍x±s,分)

组别 n 术后1周 术后3个月 术后6个月

造瘘组 30 22.66±3.12 26.33±2.67 26.94±2.58

单纯
夹闭组 22 20.71±3.24 24.92±2.55 26.53±2.74

t 2.191 1.917 0.552
P 0.045 0.048 0.698

表3 两组患者的远期预后情况比较

组别  n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预后良好
[n(%)]

造瘘组  30 10 15 3 1 1 25(83.33)*

单纯夹闭组 22 5 11 4 1 1 16(72.73)
  注:*与单纯夹闭组比较,χ2=0.856,P=0.355

3 讨 论

  脑水肿是aSAH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后常见的并发症,如
处置不当可导致患者死亡[4]。根据患者脑水肿发生时间的

不同,其中发病后0~3d内发生的脑水肿为急性脑水肿,发

病后4~13d内发生的脑水肿为亚急性脑水肿,发病后≥

14d发生的脑水肿为慢性脑水肿[5]。aSAH后脑水肿的发病

机制比较复杂,aSAH后脑室、脑池形成大量血肿块聚集,蛛
网膜下腔的血肿可影响中脑导水管、Monro孔、基底池脑脊

液循环,出血后由于血液、蛋白质分解产生的代谢产物抑制

蛛网膜颗粒对脑脊液的吸收[6]。病程日久蛛网膜下腔内发

生炎性增生、纤维化,可导致或加重脑脊液循环通路梗阻,如

脑脊液循环发生持续受阻时形成脑水肿[7]。

  发生脑水肿后患者出现颅内压增高等症状,具体表现为

剧烈头痛、呕吐、脑膜刺激征、意识改变、眼球运动障碍等,导

致患者病情的恶化,需要给予积极的处理。鉴别诊断困难者

需结合影像学检查进一步确诊[8],确诊后首先针对原发灶局

部进行处理。近年来,随着显微手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

善,显微镜下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已成为治疗aSAH的首选手

术方案[9]。术前行持续腰穿引流以缓解颅内压力,在显微镜

下夹闭动脉瘤,以防再次出血[10]。此外,腰穿引流释放脑脊

液有助于手术过程中减轻对脑组织的牵拉性损伤,更好地暴

露手术位置,有利于血性脑脊液和脑室内积血的引流[11]。

  目前临床上关于术中终板造瘘治疗aSAH 并发脑水肿

尚存在一定的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显微镜下颅内动脉瘤夹

闭术中行终板造瘘术有助于控制慢性脑积水,对患者的预后

有益[12]。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显微镜下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

行终板造瘘术对患者并无益处[13]。关于终板造瘘的手术时

机已得到临床公认,在发病72h内接受手术较为适宜[14]。

一旦错过最佳的手术时机,可导致再出血、加重血管痉挛和

脑水肿,使患者预后不良。

  本研究中造瘘组患者的头痛、发热、脑膜刺激征的消失

时间均显著短于单纯夹闭组(均P<0.05),提示aSAH并发

急性脑水肿患者行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同时行终板造瘘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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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促进颅内高压下降,使患者的临床症状迅速消失。造瘘组

患者在实施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同时行终板造瘘后病情好转

率为73.33%,明显高于单纯夹闭组患者的45.45%(P <
0.05);需要进一步行脑室—腹腔分流术者占26.67%,明显

低于单纯夹闭组患者的54.55%(P<0.05),表明aSAH并

发急性脑水肿患者行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同时行终板造瘘治

疗具有更好的手术效果,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术后行脑室—

腹腔分流术。

  对两组患者的长期效果进行随访发现,造瘘组患者术后

1周、术后3个月的 MMSE评分均显著高于单纯夹闭组患者

(P<0.05),术后6个月复查两组患者的 MMSE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提示,aSAH并发急性

脑水肿患者行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同时行终板造瘘治疗在术

后短时间内患者的认知功能优于单纯夹闭治疗,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两组患者的认知功能比较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
>0.05)。对两组患者的预后情况进行随访发现,造瘘组患

者术后6个月的预后良好率为83.33%,高于单纯夹闭组的

72.73%,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果提示,在

aSAH并发急性脑水肿患者行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同时行终板

造瘘治疗并未能显著改善患者的预后。

  综上所述,aSAH并发急性脑水肿患者行颅内动脉瘤夹

闭术同时行终板造瘘治疗较单纯夹闭术具有更好的临床效

果,有利于患者的早期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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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中法定计量单位对长度单位的要求

  医学中在微小的长度计量中以往常用的A
o
、μ(指μ作为

单位单独使用,代表微米)不属于法定单位,不宜再用,宜采

用法定单位中长度基本单位 m的分数单位,如nm、pm等。

以往将词头重叠的用法,如 mμm、μμm等,不符合法定计量

单位使用方法的规则,不宜再用,宜采用只有一个词头与单

位构成的分数单位,如nm、pm等。以往用X线波长的X单

位(舍巴恩单位)不是法定单位,不宜再用,宜采用 m的分数

单位。

·786·赵卫海,等.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发急性脑水肿患者早期终板造瘘治疗的临床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