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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硬膜下积液的外科治疗

陈伟强,张　弋

[ 摘要] 目的:探讨提高小儿硬膜下积液外科治疗疗效的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我科 1990 年 1 月～ 2004 年 1 月收治小儿硬

膜下积液 42 例, 手术 36 例,其中 16 例行反复硬膜下穿刺, 12 例行持续硬膜下引流, 4 例行积液囊腔-腹腔分流手术, 4 例行

开颅清除积液切除囊壁。结果:16 例反复硬脑膜下穿刺者 10 例痊愈, 4 例好转, 2 例无效;12 例持续硬脑膜下引流者 7 例痊

愈, 3 例好转, 2 例无效;4 例积液囊腔-腹腔分流术者均痊愈;4 例开颅清除积液切除囊壁者均痊愈。无死亡病例。结论:小儿

硬脑膜下积液的外科治疗应依据不同病情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才能取得满意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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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ical treatment of subdural effusion in children
CHEN Wei-qiang, ZHANG Yi

(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 Bengbu Third People' s Hospital, Anhui 233000 ,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improve the surgical result in treatment of subdural effusion in children.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42

patients with subdural effusion from Jan.1990 to Jan.2004 were analy zed retrospectively, 36 of w hom received surgical treatment.

Repeated tapping was performed in 16 cases, persistent drainage in 12 cases, drainage followed by cranio tomy in 4 cases and drainage

followed by shunt in 4 cases.Results:Among the 36 cases, 25 cases were cured, 7 cases w ere improved and 4 cases failed to respond.

Conclusions:The choice of treatment depends on the difference of subdural effusion i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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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膜下积液是小儿较为常见的颅内并发症, 多

因颅脑外伤和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所致, 1990年 1月

～ 2004年 1月,我科共收治小儿硬膜下积液 42例,

其中经外科治疗 36 例。现就硬膜下积液的临床特

点以及处理情况进行讨论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患儿36例,男 27例,女9例;年龄2个

月～ 13岁。病程7天～ 6个月。有颅脑外伤26例,颅内

感染并发7例,其他3例。颅高压症状:有哭闹尖叫 15例,

呕吐25例,前囟膨隆 、头围增大21例。局灶症状:癫 发

作19例,肢体运动障碍14例。发热7例,发育迟缓 5例。

嗜睡及意识障碍4例。本组均行头颅CT 检查,另有13例

行头颅MRI检查。积液位于额颞部18例,额顶部 6例,

额颞顶部 8 例,后颅凹 4 例。双侧者 26 例, 单侧者

10例。　　

1.2　治疗方法　反复硬膜下穿刺 16例,穿刺次数 1 ～

7次,平均为4次,穿刺抽出量为 10 ～ 50 ml;持续硬膜下

引流12例,其中锥颅置管持续硬膜下引流 10例,套管针

经前囟门穿刺引流2例;积液囊腔-腹腔分流手术 4例;

开颅清除积液切除囊壁4例。本组用套管针于前囟右外

侧角45°进针0.2～ 0.5 cm入硬膜下腔后再将针推入积液

腔,再退出针芯。

2　结果

2.1　治疗评估标准　原有症状完全消失为痊愈;较

治疗前原有症状明显改善为好转;原有症状较治疗

前无变化为无效。16例反复硬膜下穿刺者 10例痊

愈, 4例好转, 2例无效;12例持续硬膜下引流者7例

痊愈, 3例好转, 2例无效;4例行积液囊腔-腹腔分

流手术者均痊愈;4 例开颅清除积液切除囊壁者均

痊愈。本组无死亡病例 。

2.2　并发症　颅内感染2例,硬膜外少量血肿 1例。

3　讨论

　　硬膜下积液好发于小儿。该病发病率高,占颅

脑损伤的1.16%,占外伤性脑内血肿的 10%
[ 1]
。其

形成原因:( 1)颅脑外伤至蛛网膜撕裂, 脑脊液经破

裂孔进入硬膜下腔, 大多数学者均认为蛛网膜裂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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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单向活瓣作用,而且由于外伤的疼痛引起患儿

的哭闹 、挣扎 、屏气以及颅脑外伤后颅内压增高不断

推动脑脊液经裂孔进入阻力较小的硬膜下腔而不能

回流形成硬膜下积液;( 2)颅脑外伤后血脑屏障被破

坏,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 血浆成分大量渗出, 在硬

膜下腔形成积液;( 3)无颅脑外伤者硬膜 、桥静脉及

脑血管表浅静脉发生炎性栓塞,而渗出 、出血使局部

渗透压增高,导致周围水分进入硬膜下腔,形成硬膜

下积液 。( 4)积液的蛋白成分含量较高, 渗透压高,

周围脑组织的水分和蛛网膜下腔的水分又进一步渗

入积液内, 使积液不断增多, 最终形成硬膜下积

液[ 2, 3] 。马振宇等[ 4]认为小儿硬膜下积液不论是外

伤还是脑膜炎引起, 多因蛛网膜颗粒发育不良,脑脊

液吸收障碍所造成。

小儿硬膜下积液的临床表现有急性 、亚急性 、慢

性类型 。主要临床表现是颅内压增高症和局灶症

状, 常表现为头痛 、呕吐 、烦躁等。婴幼儿颅高压表

现囟门隆起 、头围增大 、囟门延迟闭合 、头皮静脉怒

张;年长的患儿表现智力发育障碍 、反应迟缓 、性格

改变,严重时可表现为头痛 、呕吐及视乳头水肿颅高

压表现,甚至意识障碍等,但由于小儿轻型者临床表

现不典型,往往需要借助 CT 和 MRI 检查才能明确

诊断。CT 和 MRI 检查可清楚显示积液的部位 、范

围以及积液的量 。积液 CT 影像显示为颅骨内板下

方新月形低密度影, 其密度近脑脊液密度, CT 值平

均 7 Hu左右。MRI 影像显示为颅骨内板下方新月

形长 T1 、长 T 2信号。

本病可依据不同病情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1)

对于无明显临床症状 、无明显体征且 CT 显示积液

厚度小于 1 cm 无明显脑组织压迫者或受压较轻者,

积液量幕上<30 ml,幕下<10 m l可予保守观察治

疗;( 2)反复硬膜下穿刺:适用于婴幼儿硬膜下积液

出现早期(积液出现 3周内) , 前囟门未闭且囟门压

力高者 。CT 影像示积液范围广且压迫脑组织, 采

用经前囟门硬膜下穿刺放液法 。每次穿刺放出积液

总量不超过 50 m l, 如积液的颜色较黄,可用少量生

理盐水交换冲洗,但穿刺和冲洗时禁忌强力抽吸, 以

防止继发性出血;对于双侧积液患儿每次仅穿刺一

侧,并且依据前囟张力高低而间隔 2 ～ 3天再穿刺对

侧;当临床症状缓解 、复查头颅 CT 示穿刺后积液量

明显减少,无明显脑组织压迫可停止穿刺。( 3)硬膜

下持续引流:是治疗前囟门已闭者硬膜下积液的最

常用而有效的方法,它同样也适用与前囟门未闭者。

在锥颅置管术中应将引流管放置在头颅 CT 显示积

液腔最厚处且低位放置引流管, 应用套管针穿刺持

续引流时,方法同前囟门硬膜下穿刺放液法,穿刺成

功后固定套管针, 并接无菌管及引流瓶,引流液体量

每天不超过 150 ml, 如引流量过多时应适当抬高引

流管,避免引流过度而引起继发出血;引流管可于术

后 2 ～ 3天,引流液体量减少或无时可拔除引流管;

引流时还应注意防止引流管弯曲 、打折 、脱落影响引

流效果。采用套管针穿刺持续引流的方法简便易

行,但是套管针留置管易弯曲 、打折, 应用中特别要

注意 。硬膜下穿刺 、硬膜下持续引流易引起硬膜下

出血,在具体手术中应注意动作轻柔 、手法熟练, 穿

刺或放置引流管一次到位,减少硬膜下出血的诱发

因素 。持续引流时引流管留置时间不宜过长,以防

止引起继发性颅内感染 。本组行反复硬膜下穿刺或

硬膜下持续引流的患者中 4例无效, 其原因可能是

穿刺过程穿透蛛网膜而形成裂口, 出现新的活瓣形

成新的硬膜下积液 。1例改行囊腔-腹腔分流手术

后痊愈, 另 3例放弃行囊腔-腹腔分流手术。 ( 4)开

颅手术清除积液:形成经过 3周后由于积液包膜的

形成不宜穿刺引流, 应行开颅手术将积液 、包膜清

除 。手术应尽可能切除积液包膜, 本组患者行广泛

剥离切除囊壁 、难以切除者行放射剪开使积液囊腔

与脑池 、蛛网膜下腔相通防止积液复发 。该方法虽

手术创伤较大但注意:应充分建立积液囊腔与脑池 、

蛛网膜下腔相通是防止复发 、手术成功关键;保护好

积液囊腔周围的重要血管 、避免桥静脉破裂出血。

( 5)囊腔-腹腔分流手术:经过上述方法治疗后仍反

复积液者采用硬膜下积液囊腔-腹腔分流手术均预

后良好 。此方法具有手术创伤小 、安全可靠 、简便易

行出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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