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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颞叶切除与海马横切治疗颞叶癫痫对认知记忆和睡眠质量的影响

王学忠 1 、 陈志功 1 、 栗伟杰 1 、 杨彦松 1 、 李太平 2

【摘要】目的　探讨前颞叶切除术与海马横切除术治疗颞叶癫痫（TLE）对患者认知记忆功能、

睡眠质量的影响差异。方法　选取我院 2013 年 2 月 ~2018 年 4 月收治的手术治疗的 60 例 TLE 患者

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采取海马横切术治疗的 30 例（A 组）、30 例采用前颞叶切除术（B 组），对比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2 周的认知记忆功能、睡眠质量变化。结果　术前，A 组和 B 组患者的 PIQ、

VIQ、FIQ、MQ 评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术后 2 周，A 组患者的 PIQ、VIQ、FIQ、MQ

评分均高于 B 组（P< 0.05）；术前，A 组和 B 组患者的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

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PSQI 评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术后 2 周，

A 组患者的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

PSQI 评分均低于 B 组（P< 0.05）。结论　TLE 患者采用前颞叶切除术治疗较海马横切术治疗对认知、

记忆功能的影响更严重，患者术后的睡眠质量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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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nterior temporal lobectomy on TLE patients’ cognitive memory and sleep quality 
　　WANG Xuezhong，CHEN Zhigong，LI Weijie，et al.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Yihe Hospital，Zhengzhou，
Henan，Zhengzhou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anterior temporal lobe and hippocampal transverse resection 

on cognitive memory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TLE.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60 

patients with TLE who underwent surgery from February 2013 to April 2018 in our hospital. Among them，30 patients

（group A）who underwent hippocampal transection，30 patients underwent anterior temporal lobe resection（group B）. 

The cognitive memory function and sleep quali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2 weeks after operation. 

Results　Before surgery，the differences in PIQ，VIQ，FIQ，and MQ scores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B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the PIQ，VIQ，FIQ，and MQ scores of group A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group A 2 

weeks after surgery. In group B（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ubjective sleep quality，sleep time，

sleep time，sleep efficiency，sleep disturbance，hypnotic drugs，daytime dysfunction，and PSQI score between pre-

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groups A and B. （P>0.05）；At 2 weeks after operation，subjective sleep quality，sleep 

time，sleep time，sleep efficiency，sleep disturbances，hypnotic drugs，daytime dysfunction，PSQI scores in group 

A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in group B（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anterior temporal lobectomy on cognitive 

and memory function of TLE patients is more serious than that of hippocampal transection. The sleep quality of TLE pa-

tients is worse than that of hippocampal tran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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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是神经系统常见疾病，发病率目前仅次于

脑卒中，颞叶癫痫为较为常见的类型之一，一般是颞

叶内侧起源，对患者身心造成巨大伤害，同时严重

的影响了患者生活质量，随着病程的延长患者智力、

记忆功能和认知能力均会出现降低，因此对颞叶癫

痫需要及时进行积极的治疗［1］。手术切除是临床治

疗颞叶癫痫的首选方案，目前常用的手术方案有两

种，颞叶切除术与海马横切手术，前者可以有效控

制癫痫发作，但是对海马的切除会对认知功能造成

影响，后者则保留了海马整体结构，因此临床认为

可以对患者认知与记忆功能起到保护作用［2］。本研

究对比分析了两种手术方案在颞叶癫痫患者中的应

用效果，以期为临床选择更为可靠的手术方法提供

依据，现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 2013 年 2 月 ~2018 年 4 月收治的手术

治疗的 60 例 TLE 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采取海

马横切术治疗的 30 例（A 组）、30 例采用前颞叶切除

术（B 组）。

A 组，年龄范围 22~57 岁，平均 36.5±12.0 岁，

男 21 例、女 9 例，病程 5~34 年，平均 16.2±8.1 年，

受教育年限 13.7±3.8 年；发作类型：全身强直阵挛发

作 11 例、复杂部分性发作继发全身强直继发性痉挛 7
例、单纯部分性发作继发全身强直继发性痉挛 12 例。

B 组，年龄范围 19~59 岁，平均 37.2±11.8 岁，男 23
例、女 7 例，病程 5~35 年，平均 18.2±7.6 年，受教

育年限 14.0±4.1 年，发作类型：全身强直阵挛发作 8
例、复杂部分性发作继发全身强直继发性痉挛 9 例、

单纯部分性发作继发全身强直继发性痉挛 13 例。两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受教育年限、发作类型

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1）。

纳入标准：（1）TLE 患者的诊断标准参考《2017
最新癫痫诊治指南分类》中的标准；（2）患者年龄范

围 19~59 岁；（3）患者经过两种以上的抗癫痫药物

治疗 2 年以上，症状未能得到控制，发作次数 >3 次

/ 月；（4）手术前经过视频脑电图、磁共振脑成像等

检查证实癫痫病灶位于颞叶；（5）手术切除不会对

患者的神经功能造成严重影响；（6）本研究获得患

者本人的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1）脑卒中病史近 3 个月；（2）伴有

严重的精神疾病；（3）先天智力障碍；（3）吸毒患

者、酗酒患者；（4）文盲、认知功能障碍；（5）术前

伴有睡眠障碍；（6）伴有其他手术禁忌症。

1.2　手术方法

A 组：采取海马横切术治疗，患者全麻后仰卧，

采用头架对患者头部进行固定，行左侧额颞切口，

分离患者颞肌后开骨窗，将硬脑膜进行悬吊，剪开

后暴露出外侧裂，切开颞干组织 1.5cm，利用侧脑

室颞角确定海马结构并沿长轴贯穿腹背侧进行横切，

间距 5mm，横切 8~10 刀，存在异常放电患者进行补

切，止血后置入硬脑膜补片并进行缝合。

B 组：采用前颞叶切除术治疗，患者全麻后仰

卧，对硬脑膜进行放射状剪开并暴露颞叶，切除颞

极后方 5cm 的颞叶新皮层，切除软膜下颞叶内侧海

马杏仁复合体，直至见到动眼神经，止血后置入硬

脑膜补片并进行缝合。

1.3　评价标准

分别于术前、术后 2 周采用韦氏智力测试、记

忆测试对患者的认知及记忆功能进行测定，主要

包括：操作智商（PIQ）、语言智商（VIQ）、总智商

（FIQ）、记忆商（MQ）。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问卷（PSIQ）对患者术

前及术后 2 周的睡眠治疗进行调查，该量表主要包

括 7 个问题（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

评分越高患者的睡眠质量越差，PSQI ≥ 8 分表示睡

眠障碍。

1.4　统计学方法

计量数据表述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 值 <0.05 说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统计软件采用 SPSS16.0 版本。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认知、记忆功能比较

术前，A 组和 B 组患者的 PIQ、VIQ、FIQ、MQ

评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2 周，

A 组患者的 PIQ、VIQ、FIQ、MQ 评分均高于 B 组

（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的睡眠治疗比较

术前，A 组和 B 组患者的主观睡眠质量、入睡

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

物、日间功能障碍、PSQI 评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术后 2 周，A 组患者的主观睡眠质

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

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PSQI 评分均低于 B 组

（P<0.05），见表 2。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4 期- 650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表1　两组患者的认知、记忆功能比较（x±s，分）

组别 n
PIQ VIQ

术前 术后2周 术前 术后2周

A组 30 85.6±6.9 84.2±7.2 78.4±7.2 77.9±6.8

B组 30 86.2±7.0 79.6±7.4 79.0±7.6 73.1±8.0

t值 -0.334 2.440 -0.314 2.504 

P值 　 0.739 0.018 0.755 0.015 

组别 n
FIQ MQ

术前 术后2周 术前 术后2周

A组 30 81.5±5.2 80.8±5.8 63.1±4.2 62.6±5.1

B组 30 80.6±6.4 75.3±6.6 64.0±5.5 58.3±5.7

t值 0.598 3.429 -0.712 3.079 

P值 　 0.552 0.001 0.479 0.003 

表2　两组患者的睡眠治疗比较（x±s，分）

组别 n
主观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术前 术后2周 术前 术后2周

A组 30 0.84±0.15 0.83±0.17 0.76±0.17 0.83±0.15

B组 30 0.82±0.17 0.93±0.18 0.78±0.22 0.98±0.18

t值 0.483 -2.212 -0.394 -3.506 

P值 　 0.631 0.031 0.695 0.001 

组别 n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术前 术后2周 术前 术后2周

A组 30 0.44±0.10 0.46±0.08 0.34±0.08 0.36±0.08

B组 30 0.42±0.11 0.57±0.10 0.35±0.08 0.43±0.11

t值 0.737 -4.705 -0.484 -2.819 

P值 　 0.464 0.000 0.630 0.007 

组别 n
睡眠障碍 催眠药物

术前 术后2周 术前 术后2周

A组 30 0.71±0.13 0.79±0.10 0.13±0.05 0.14±0.06

B组 30 0.72±0.14 0.88±0.13 0.14±0.06 0.22±0.08

t值 -0.287 -3.006 -0.701 -4.382 

P值 　 0.775 0.004 0.486 0.000 

组别 n
日间功能障碍 PSQI总分

术前 术后2周 术前 术后2周

A组 30 1.33±0.29 1.40±0.31 4.56±0.89 5.20±0.93

B组 30 1.29±0.24 1.64±0.35 4.30±0.68 5.91±0.90

t值 0.582 -2.812 1.271 -3.005 

P值 　 0.563 0.007 0.209 0.004 

3　讨论

颞叶癫痫属于临床常见的癫痫类型之一，发病

在颞叶，近年来发病率逐年升高，其中四分之一左

右的患者在应用常规药物后病情无法控制，这部分

患者会发展为药物难治性癫痫，临床治疗效果差［3］。

癫痫发生是由于脑部神经元异常放电导致的反复痫

性发作引发的脑部功能失衡，对人体的损伤极大，

大脑皮层发生缺氧缺血以及海马和杏仁核部位脑细

胞损伤，对患者感觉、运动、认知等功能产生影响，

持续的癫痫发作容易造成人体脏器功能衰竭，导致

患者死亡［4-5］。研究显示颅内的致癫痫病灶具有特征

性的超微结构，神经元出现损伤、胶质细胞增生以

及中枢神经脱髓鞘等变化是导致神经元丢失与胶质

细胞增生的重要原因［6-7］。有学者报道国人中有三分

之二的癫痫患者为活动性癫痫，对于药物治疗效果

不好的患者需要采取外科手术治疗，因此手术治疗

已成为临床重要治疗方法，在控制癫痫发作方面表

现出明显的优势［8］。

目前临床常用的手术治疗方法包括前颞叶切除

手术和海马横切手术两种方法，前颞叶切除是标准

术式，主要是切除第一、第二、第三颞叶脑回前部，

部分或者全部杏仁体和海马，但是随着生理学研究

的深入发现，颞叶在人体脑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左

侧颞叶的缺损会引发记忆障碍，右侧颞叶的缺失对

于语言功能产生影响，而且海马结构和人体空间成

分的记忆相关，其会涉及多个皮质系统记忆环路，

因此颞叶皮质病变会影响学习、记忆功能，损伤海

马结构不会增加记忆障碍严重程度，但是当记忆需

要颞叶以外的皮质区域参与才可以圆满完成时，如

果海马结构损伤就会影响这一过程［9-10］。颞叶的功

能意义重大，内侧结构参与信息强化和提取，外侧

参与信息收集与再认知，相互配合完成认知与记忆

活动［11-12］。研究发现信息主要通过内嗅区皮质进入

海马，前颞叶切除手术中将这一区域切除后导致信

息无法进行传递，仅靠一侧内侧结构将颞叶新皮层

的处理信息传递到另一侧并利用另一侧海马区域进

行功能代偿，因此患者术后记忆、智力等功能受到

较大影响［13］。海马横切手术则是新型手术方法，利

用切断神经元之间联系并保留纵向联系纤维来控制

癫痫异常放电传播，该术式最大的优势在于保留了

患者言语和记忆能力，既可以有效的控制癫痫发作，

同时还能够避免永久性的神经损伤［14］。

本研究显示，术后 2 周，A 组患者的 PIQ、V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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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Q、MQ 评分均高于 B 组，术后 2 周，A 组患者的

睡眠各项评分均低于 B 组，说明采用海马横切术治

疗颞叶癫痫患者对患者术后认知功能和记忆功能影

响较前颞叶切除手术轻微，对患者术后睡眠状况影

响小于前颞叶切除手术，对手术后患者生活质量影

响更小。王伟等人观察了海马横切手术和前颞叶切

除手术应用在颞叶癫痫患者中对认知与记忆功能的

影响，通过回顾性分析同手术医师实施的 8 例海马

横切术及 10 例前颞叶切除术患者病例资料发现，海

马横切术在控制癫痫发作同时还能够减轻对智力与

记忆的损伤，有效的保护了患者记忆功能，与本研

究结果相似［15］。本研究优势在于观察海马横切术和

前颞叶切除手术应用在颞叶癫痫患者中对记忆认知

功能和术后睡眠状况的影响，为临床合理选择手术

治疗提供了依据。但是本研究纳入患者数量有限，

也未能开展远期随访观察，而且手术效果受到影响

因素较多，可能对试验结果产生一定影响，还需要

进一步开展多中心、大样本量、长期随访深入论证。

综上所述，TLE 患者采用前颞叶切除术治疗较

海马横切术治疗对认知、记忆功能的影响更严重，

患者术后的睡眠质量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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