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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骨嵴脑膜瘤的手术治疗

桂松柏,马　骏,孙　辉, 姜之全

[摘要 ]目的:分析蝶骨嵴脑膜瘤的手术治疗要点。方法:对 17例蝶骨嵴脑膜瘤 (其中内侧型 10例, 外侧型 7例 )的手术资料

作回顾性分析。结果:肿瘤全切除 13例, 次全切除 3例,部分切除 1例。 2例术后视力障碍较术前加重, 1例术后出现对侧肢

体瘫痪。结论:在不损伤重要神经血管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切除肿瘤, 残余瘤体可以术后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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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icaltreatmentofsphenoidridgemeningioma:Areportof17 cases
GUISong-bai, MAJun, SUNHui, JIANGZhi-quan

(DepartmentofNeurosurgery, AffiliatedHospitalofBengbuMedicalCollege, Bengbu233004,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analyzethekeypointsinsurgicalmanagementofsphenoidridgemeningioma.Methods:Theclinicaldadaof

17 patientswithsphenoidridgemeningiomawereanalyzedretrospectively.Results:Tumorswereresectedtotallyin13 cases, subtotally

in3 casesandpartiallyin1case.Thevisualdisturbanceoccurredin2 patientsandhemiplegiain1.Conclusions:Thesphenoidridge

meningiomasshouldberesectedascompletelyaspossibleonthepremisesofpreservingthenerveandartery.Thepostoperativeresidual

tumourshouldreceiveradi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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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全切除无疑是治疗蝶骨嵴脑膜瘤的首选方

法
[ 1]

,但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由于肿瘤位置较深,

且与颈内动脉及其分支和颅神经的关系密切, 手术

较为复杂,常常不能全切肿瘤, 患者术后常会遗留一

些神经功能障碍
[ 2, 3]
。 1998年 5月 ～ 2005年 1月,我院

共收治蝶骨嵴脑膜瘤 17例, 现就手术要点作一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17例,男 7例,女 10例;年龄

36 ～ 65岁。其中内侧型 10例, 外侧型 7例。肿瘤

直径 2.0 ～ 8.0 cm。

1.2　临床表现 　有颅内压增高症状者 (头痛 、呕

吐 ) 11例, 出现对侧肢体活动障碍者 3例, 同侧视力

减退 、视野缺损 3例,眼球活动障碍 2例, 眼球突出

1例,癫疒间 4例 。

1.3　辅助检查　全部病例均行 CT和 MRI检查,

3例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术 (DSA)检查。肿瘤侵犯

海绵窦 2例,肿瘤包绕颈内动脉及分支 3例。

1.4　手术方法及要点　本组均在全身麻醉下实行

显微外科手术。除 2例内侧型肿瘤采用额下 翼点

联合入路外全部采用翼点入路。额颞低位开颅,尽

量咬除和磨除蝶骨嵴 。为减轻脑组织牵拉, 依据肿

瘤向前颅窝或中颅窝生长的程度, 将骨窗向有利于

显露的位置偏移 、扩大, 使骨窗缘尽可能靠近颅底。

从肿瘤附着处的硬膜外电凝供血动脉。以蝶骨嵴为

基础弧形切开硬脑膜, 切开侧裂蛛网膜 。中大型肿

瘤, 分开侧裂即可见到。为减轻牵拉,尽量吸除脑脊

液, 瘤内切除肿瘤;充分减压后, 从肿瘤后内侧开始

分离和切除包膜,在高倍显微镜下辨认蛛网膜界面,

将瘤壁轻轻牵离, 松解肿瘤;当分离至鞍区附近时,

应注意保护大脑中动脉向内侧发出的深穿支 、大脑

前动脉的交通支 、后交通动脉与脉络膜前动脉。手

术切除瘤体时不但要保护视神经, 更要注意保护供

应视神经和视交叉血液的小动脉, 特别是来自颈内

动脉和下组后交通动脉的下组血管。动眼神经极易

损伤,在处理动眼神经进入海绵窦处附近的肿瘤时,

应将电凝强度调低, 避免术后动眼神经功能障碍。

肿瘤切除后,术野反复冲洗至清亮,用罂粟碱明胶海

绵敷贴大血管,严密缝合硬膜。术后常规使用脱水

及解痉药物,定时腰穿。

1.5　术后病理　纤维型 5例,血管型 2例, 混合型

3例,上皮型 7例 。

2　结果

　　内侧型肿瘤全切除 7例, 次全切除 2例, 部分切

除 1例。 2例术后视力障碍较术前加重, 1例术后出

现对侧肢体瘫痪, 术前眼球突出者术后未改善。外
侧型肿瘤全切除 6例, 次全切除 1例。 3例肿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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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切除的原因为瘤体侵入海绵窦或包绕粘连大动

脉 。 1例部分切除的原因为术中出血较多, 术中出

现脑膨出。 4例肿瘤未能手术全切除的患者术后全

部接受放射治疗 。

3　讨论

　　蝶骨嵴脑膜瘤可呈球形 、扁平形两种 。按传统

的 Cushing分类,可依肿瘤附着点位置分为三类:内

1 /3(前床突 ) 、中 1/3 (蝶骨小翼 )和外 1/3 (蝶骨大

翼 ) 。也可分为内侧型和外侧型, 其临床应用更加

实用明确
[ 4]
。蝶骨嵴脑膜瘤特别是内侧型, 早期诊

断并在肿瘤侵入海绵窦之前手术对于是否能全切肿

瘤非常重要
[ 5]
。

3.1　术前定位　对于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术前全

面进行 CT、MRI和 DSA检查, 三者结合, 尽可能清

楚了解肿瘤的位置 、类型及肿瘤周围水肿程度,是否

侵犯眼眶骨质 、海绵窦,了解肿瘤的供血动脉以及瘤

体与颈内动脉 、大脑中动脉 、大脑前动脉的关系,是

包绕血管还是单纯推移, 对于预知手术难度及设计

手术方案很重要 。

3.2　手术要点　本组患者除 2例采用额下 翼点联

合入路外全部采用翼点入路。我们认为翼点入路适

用于大多数病例,可以暴露肿瘤及瘤周的重要结构,

如颈内动脉及其分支 、视神经 、视交叉 、海绵窦等 。

眼眶 翼点 颧弓入路虽然具有对额 、颞叶牵拉轻微

的优点,但操作复杂,创伤大,只有在瘤体明显侵犯

海绵窦时才需要使用 。对于瘤体明显向前颅窝生长

的病例可采用额下 翼点联合入路, 暴露更佳。另
外,可根据肿瘤的生长方向, 将骨窗适当偏移或扩

大,骨窗前 、外侧缘应尽量接近颅底。

额颞低位开颅,尽量咬除和磨除蝶骨嵴,可减少

以后切除瘤体时对脑组织的牵拉。从肿瘤附着处的

硬膜外电凝供血动脉,可减少术中失血。对较大内

侧型蝶骨嵴脑膜瘤用磨钻磨除外侧蝶骨嵴 、前床突,

部分眶板及额颞颅底骨质,开放视神经管,暴露脑膜

中动脉进入颅内的棘孔 。其优点在于:( 1)减轻脑

组织牵拉,防止术后脑水肿;( 2)将肿瘤可能浸润生

长的局限性增生骨质切除;( 3)手术开始就可以处

理肿瘤的供血血管,减少肿瘤切除时的出血,清晰术

野;( 4)即使肿瘤无法全切,可以延缓瘤体对视神经

的压迫和影响。

以蝶骨嵴为基础弧形切开硬脑膜,下翻,调整显

微镜光线, 避开蝶骨嵴, 直接照入。打开侧裂蛛网

膜,将额叶底面外侧抬离眶板, 即可暴露肿瘤。先分

离肿瘤附着处并离断, 是减少术中出血和保证手术

成功的关键 。沿蝶骨小翼处理肿瘤基底部, 用双极

电凝在肿瘤基底与硬膜之间烧灼 、分离 。对于直径

>2 cm的肿瘤, 不应企图完整切除, 离断肿瘤及硬

脑膜之间的粘连应与瘤内切除交错进行,循序渐进,

待瘤体缩小后再进一步分离边界, 可减轻对脑组织

的牵拉,并有利于暴露瘤体周围的重要结构,减少损

伤。在肿瘤内切除过程中, 对较小的血管可再电凝

后予以切断,较大的血管, 应尽量游离,因为外侧型

肿瘤大多数与大脑中动脉粘连, 内侧型肿瘤与颈内

动脉 、大脑前动脉 、大脑中动脉以及深穿支关系很密
切, 肿瘤可将大血管完全包裹 、部分包裹或推移。在

肿瘤基底离断后, 肿瘤血供明显减少时再开始仔细

切除血管周围的肿瘤。可用逆行追踪法,即先找到

动脉远端,向近端追踪, 认清血管走行后,再切除肿

瘤。我们多用顺行法,即先在前床突后方找到颈内

动脉,再向远端分离 。沿颈内动脉主干向远端分离

过程中,应注意保护由大脑前动脉发出的穿通支,以

及大脑中动脉向内侧发出的深穿支。这些小血管常

被拉长 、扭曲, 附着于瘤体表面, 应在显微镜下辨认

并避免损伤。由大脑中动脉发出支配颞叶的血管在

分离肿瘤时可以离断。肿瘤一般从周边对血管进行

包裹,瘤体与血管外膜之间一般存有蛛网膜界面,大

多数情况下可以将瘤体剥离。本组 1例肿瘤与大脑

中动脉起始处粘连过紧, 1例肿瘤与大脑中动脉外

侧裂部分粘连过紧, 1例术前血管造影发现肿瘤包

绕颈内动脉,血管局限性狭窄提示血管外膜被瘤体

侵犯,无法全切或强行剥离, 残留少许瘤体于血管壁

上, 术后用 γ刀治疗, 可延缓肿瘤生长
[ 6]
。为防止

肿瘤复发,应将增生的骨质 (SimpsonⅠ级 )切除。但

是据 Adegbite等
[ 7]
对脑膜瘤手术后的随访结果,

SimpsonⅠ级与 Ⅱ级切除的 5年和 10年复发率差异

无显著性 。

眶顶 、眶上裂或视神经下方的肿瘤组织很难被

切除干净,残余瘤体术后需行放射治疗
[ 8]
。肿瘤和

视神经间有蛛网膜相隔,待肿瘤瘤内充分切除后,术

野空间增大,牵拉瘤壁即可清楚暴露视神经,小心分

离瘤体和视神经, 可将瘤体剥离 。我们认为当肿瘤

侵犯海绵窦时,若肿瘤与海绵窦粘连紧密,切除肿瘤

可致神经功能损害,所以不求勉强全切,本组 2例肿

瘤侵犯海绵窦 (瘤体同时包绕侵犯粘连颈内动脉 、

大脑中动脉起始处血管外膜 ), 均行肿瘤次全切除;

这与 Bonnal等
[ 9]
的观点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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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马多减轻全麻患者拔管期间心血管反应的临床观察

疏树华,方　才

[摘要 ]目的:观察全麻患者拔管前静脉注射曲马多对拔管期间心血管反应的抑制效应 ,探讨其临床使用价值。方法:40例择

期手术患者,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 20例。术毕前 30 min停用麻醉药物, 观察组静脉注射曲马多 1.5 mg/kg, 对照组

不用药。观察用药时 、吸痰时 、拔管时瞬间 、拔管后 1 min、5 min的收缩压 (SBP) 、舒张压 (DBP) 、心率 (HR)。结果:对照组吸

痰 、拔管瞬间 、拔管后 1 minSBP、DBP、HR均较用药时明显增高 (P<0.01) ,拔管后 5 min稍下降,但 SBP仍高于用药时 (P<

0.05), 而观察组 SBP、DBP、HR在上述各期稳中略有升高,但与用药时差异均无显著性 (P>0.05) ,两组间各数值比较差异均

有显著性 (P<0.05 ～ P<0.001) 。观察组患者苏醒平稳,无躁动, 无切口疼痛。结论:曲马多能有效减缓全麻术毕拔管期间的

心血管副反应。

[关键词 ] 麻醉, 全身;曲马多;心血管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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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tramadolinreducingthecardiovascularresponseduringtrachealextubation
inpatientsreceivinggeneralanesthesia

SHUShu-hua, FANGCai

(DepartmentofAnesthesiology, AnhuiProvincialHospital, Hefei230001,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observethecardiovascularresponseduringextubationinpatientswhohavereceivedgeneralanesthesiaby

veininjectionoftramadol.Methods:Fortypatientswererandomlydividedintoobservationgroupandcontrolgroup, with20 patientsin

each.Useofanesthesiawashaltedhalfhourbeforethecompletionofoperation, thentramadol1.5 mg/kgwasadministered

intravenouslytothepatientsintheobservationgroup, butnomedicinewasgiventothecontrolgroup.TheSBP, DBP, HRatthemoment

ofinjection, thetimeofphlegmsucking, themomentofextubationand1 minuteand5minutesafterextubationwereobserved.Results:

TheSBP, DBPandHRincreasedsignificantlyatthemomentofphlegmsucking, extubation, and1minuteafterextubationinthecontrol

group, comparedwiththoseatthemomentofinjection(P<0.01).AndTheSBP, DBPandHRdecreasedslightlyat5 minutesafter

extubation;howevertheSBPwasstillhigherthanthatatthemomentofinjection(P<0.05).Intheobservationgroup, theSBP, DBP,

HRwerestableandincreasedslightlyduringtheabovementionedmoments, andtheirdifferencewiththemomentofinjectionwasnot

significant(P>0.05).Thepatientscomebackstably, withnomaniaorpainonthewound.Conclusions:Tramadolcaneffectively

relievethecardiovascularresponseatextubationforpatientsreceivinggeneralanesthesia.

[ Keywords] anesthesia, general;tramadol;cardiovascularresponse

　　全麻患者气管拔管期间常引起血压升高 、心率

增快等心血管副反应
[ 1]

, 这对有高血压 、冠心病 、脑

血管病患者可能导致心脑血管意外等严重并发症 。

我们在拔管前静脉注射 (静注 )曲马多,能有效减缓

这一副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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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0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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