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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手术切除巨大垂体腺瘤 36例

张少军,马　骏,娄飞云, 姜之全,孙　辉

[ 摘要]目的:介绍通过三个间隙不同手术入路应用显微技术切除巨大垂体腺瘤的经验。方法:36 例全部进行显微手术,经额

下入路 22 例;经翼点入路 13例;联合入路 1 例;经鼻腔蝶窦入路 1 例。结果:肿瘤全切除26 例;次全切除 8 例;部分切除2 例。

手术后,患者视力明显改善 30 例,术后出现并发症 10 例,其中尿崩症 4 例, 消化道出血 2 例,右侧视力暂时减退 4例, 但 10 天

左右视力逐渐恢复;病死 1 例。 6 个月后随访, 35 例症状有明显改善。结论:经额下 、翼点或联合入路时,选择其 3个不同间隙

切除肿瘤对切除鞍上池 、额叶及向视交叉池扩展的巨大垂体瘤是较为有效的方法,具有对视神经 、视交叉减压充分 、肿瘤全切

率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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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urgical removal of giant pituitary adenomas:Report of 36 cases
ZHANG Shao-jun, MA Jun, LOU Fei-yun, JIANG Zhi-quan, SUN Hui

(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 Af f 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233004,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introduce the experience in the microsurgical removal of giant pituitary adenomas through three approaches.

Methods:Thirty-six cases of g iant pituitary adenomas were trea ted by microsurgery.The giant pituitary adenomas were excised

through subfrontal approach in 22 cases, pterion approach in 13 cases, combined approach in 1 case and nasal cavity-sphenoidal sinus

approach in 1 case.Results:Of the 36 patients, 26 achieved to tal removal of the tumors, 8 subtotal removal and 2 part removal.After

the operation, the eyesight was obviously improved in 30 cases.Complications occurred in 10 cases, among w hom, 4 suffered from

diabetes insipidus, 2 suffered from bleeding in stomach and the right ey esight in 4 cases go t w orse, but after 10 days, the eyesight

revived.One case died.The fellow-up o f 6 months show ed that the symptoms were improved in 35 cases.Conclusions:Microsurgery by

the subfrontal, pterional o r combined approach is effective fo r the treatment of giant pituitary adenomas with a high to tal removal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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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体腺瘤 ( pitutary abenomas, PA)是一种较为

常见的生长缓慢的颅内肿瘤, 在颅内肿瘤中仅次于

脑胶质瘤和脑膜瘤, 约占 10%, 但尸检发现率为

20%～ 30%, 近年有增多趋势[ 1] 。由于影像学 、内

分泌检查手段和显微外科的进展, PA 诊断和治疗

水平均有了明显提高, 手术并发症和病死率明显下

降,有较多文献报道均小于 1%
[ 2, 3]

。多数 PA,一旦

诊断明确, 只要患者条件允许, 手术治疗应作为首

选。PA手术治疗方法很多,但总体上可归为两种,

即经颅入路和经蝶窦入路 。经颅入路主要适用于肿
瘤较大,向鞍上 、鞍旁 、鞍后发展,以及不适于经蝶窦

入路的病例。笔者就我院近几年收治的巨大垂体腺

瘤作一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996 ～ 2004年, 我科收治巨大垂

体腺瘤 36例 。男 14例,女 22例;年龄 20 ～ 60岁 。

病程 3天 ～ 8 年 。性激素测定血泌乳素 ( PRL) >

200μg/ L 30例。

1.2　临床症状　进行性头痛 、头晕伴恶心 、呕吐等

颅内压增高症状 30例;月经紊乱 、闭经泌乳 22例;

性欲减退 8例;肢端肥大症 11 例;单侧或双侧视力

进行性减退 36例,原发性视神经萎缩 4例;术前尿

崩症 2例。

1.3　影像学检查　本组均经 CT 及 MRI 检查, 肿

瘤直径 4 cm 者 10例, 4 cm以上者 26例,最大 6 cm

×6 cm ×7.2 cm 。其中部分囊变 8例, 脑卒中 4例。

MRI T2 加权像信号转低者 3 例 。

1.4　手术方法　按巨大垂体腺瘤的不同生长类型

确定不同的手术入路。肿瘤位于中央呈哑铃型经额

下手术 17例,扩大额下 4例;肿瘤呈偏心型经翼点

或额下 翼点联合入路 14例;经鼻腔蝶窦入路 1例。

2　结果

　　依据术中显微镜所见及术后 CT 或 MRI 复查

结果, 肿瘤全切除 26 例, 次全切除 8 例, 部分切除

2例。手术后, 患者视力明显改善 30 例, 出现术后

并发症 10例, 其中, 尿崩症 4例,经用药能控制;消

化道出血 (应激性溃疡) 2例;右侧视力暂时减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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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但 7 天左右视力逐渐恢复;中枢性低钠血症 2

例,经治疗数天后好转。中枢性高热 8例,均在术后

1 ～ 4 天内恢复正常;肢端肥大 11例,术后自觉症状

明显减轻。病死 1 例。经 3个月 ～ 3年随访, 复查

颅脑CT 、MRI、视力视野及内分泌检查, 35 例症状

有明显改善;血液激素水平恢复正常 4 例, 14 例较

术前明显下降。全部患者均接受放射治疗。

3　讨论

3.1　手术入路的选择　垂体瘤手术大致分为经

蝶 、经颅和联合入路三大类 。随着颅底显微外科技

术的发展,垂体腺瘤的手术治疗愈来愈安全 、有效 。

但对巨型垂体腺瘤的治疗仍是神经外科的一大难

题,其手术死亡率很高
[ 4, 5]

。有关巨型垂体腺瘤的
手术入路目前主张选择经蝶手术愈来愈多。经蝶手

术虽然操作安全, 时间短, 但对于巨大腺瘤, 因与周

围组织粘连较重,受鞍底骨窗的影响,不易对肿瘤进

行全切除 。经颅翼点及额下入路的优点在于肿瘤与

周围解剖关系清晰, 视神经减压充分。术中尽量少

牵拉瘤体与下丘脑之间的粘连,并注意保护垂体柄,

是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关键 。本组 36例巨大垂体腺

瘤全切及近全切除 26例,复发率亦较低 。

本组肿瘤直径全部 ≥4 cm, 依据 Selman 及

Grote等[ 4, 5]的肿瘤大小诊断标准, 均为巨大型垂体

腺瘤。我们选择手术入路的原则是:保存和挽救视

力;尽量切除肿瘤,防止复发;恢复内分泌功能;避免

损伤周围正常组织 。( 1)经右额下入路垂体肿瘤切

除术:对肿瘤向鞍上哑铃状生长或肿瘤向前颅底突

出者可选用右额下入路 。该入路优点为解剖明晰,

瘤体与周围结构的关系清楚, 手术对正常鞍区结构

干扰小,肿瘤切除及视神经减压可达到满意效果 。

缺点为当肿瘤突入鞍内或突向下丘脑时, 视野暴露

小,切除不彻底 。尤其突向下丘脑并对视神经 、视交

叉有明显压迫损害时,如过分强调全切,可能直接或

间接造成下丘脑损伤或视力急剧减退。另外本入路

对于视交叉前置者不适合。 ( 2)经额颞或翼点入路

切除垂体肿瘤:适用于垂体肿瘤偏向一侧生长, 向

前 、中颅窝生长,尤其侵及一侧海绵窦内外间隙的肿

瘤。优点为手术中可充分吸除侧裂脑脊液, 并充分

利用三个自然间隙(即视交叉前间隙 、视神经及颈内

动脉间隙 、颈内动脉及动眼神经间隙)切除肿瘤, 对

脑组织牵拉轻微。先经视交叉前切除鞍内 、鞍上肿

瘤,再分开侧裂, 切除鞍旁及突入颞叶方向内肿瘤 。

另外对于视交叉前置者采用翼点入路, 亦可达到肿

瘤切除目的。该入路不适宜向双侧鞍旁扩张生长和

向蝶窦内生长的垂体肿瘤 。

3.2　经颅显微手术中应注意的问题　注意利用脑

池及神经血管等自然间隙,手术目的是最大限度切

除肿瘤,同时减少对周围组织的损伤,降低并发症发

生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 6]
。巨大垂体腺瘤突破鞍

膈由鞍内向鞍外缓慢扩展, 虽压迫邻近结构,但肿瘤

表面一般有蛛网膜与周围组织相隔[ 7, 8] , 很少直接

浸润。手术时只要仔细 、耐心 、轻柔, 边分离边切除,

避免过分牵拉周围结构, 同时注意保护下丘脑及视

神经 、视交叉的滋养血管, 就可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如肿瘤和视神经 、视交叉或颈内动脉粘连较紧, 完成

视神经减压后不必勉强全切,可次全或大部切除肿

瘤,术后辅以放疗也可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 9, 10] 。

3.3　放疗　多数巨大型垂体腺瘤组织松软,本组约

有 75%的肿瘤在显微镜下全切或近全切除, 但由于

垂体瘤具有侵袭生长的特点,仅能做到镜下全切,而

很难达到细胞全切,因此,单靠手术很难长期控制肿

瘤生长,所以对所有患者在术后 1 ～ 2个月均应常规

放疗 。对术后视力仍较差的患者, 放疗时间宜推迟

到术后 3 ～ 6 个月, 避免放疗后视力恶化。另外, 多

数功能性腺瘤患者术后血液激素仍呈高分泌状态或

早期激素水平下降,但仍未达正常范围,可在放疗期

间辅以溴隐亭治疗, 待激素水平恢复正常后逐渐减

少药量,直至停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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