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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安奈德外周神经干周围注射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86例

李建成, 黄全顺,徐　涛

[摘要 ]目的:探讨醋酸曲安奈德外周神经干注射对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治疗效果。方法:对 86例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在

圆孔 、卵圆孔外口的神经干周围注射醋酸曲安奈德 50 mg, 每周 1次, 5次为一疗程。 结果:疼痛消失 70例, 疼痛明显减轻

14例, 总有效率 97.6%,其中显效率为 81.4%;1年后随访 70例, 复发率 8.6%, 3年后随访 60例,复发率 30%。结论:醋酸曲

安奈德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方法简单 、安全, 疗效显著。

[关键词 ] 三叉神经痛;曲安奈德;神经干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 R745.11　　　[文献标识码 ] A

Treatmentoftrigeminalneuralgiabyinjectingtriamcinolone

throughperipheralnervetrunk:Reportof86 cases
LIJian-cheng, HUANGQuan-shun, XUTao

(DepartmentofStomatology, AffiliatedHospitalofBengbuMedicalCollege, Bengbu233004,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therapeuticefficacyoftriamcinoloneinjectionthroughperipheralnervetrunkontrigeminal

neuralgia.Methods:Eighty-sixcasessufferingfromtrigeminalneuralgiawereinjectedtriamcinolonethroughtheperipheralnervetrunk

inforamenrotundunandforamenovaleonceaweekforfiveweeks.Results:Thepaindisappearedin70 casesandwasrelivedin14

casesaftertreatment.Theremissionratewas97.6%.Seventycaseswerefollowedupforoneyear, and6 casesrecurred, witha

recurrencerateof8.6%;sixtycaseswerefollowedforthree-yearsand18casesrecurred, witharecurrencerateof30%.Conclusions:

Thetherapyoftriamcinoloneissimple, safeandeffectivefortreatmentoftrigenminalneurali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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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trigeminalneuralgia, TN)是

三叉神经分布区域内阵发性 电击样剧烈疼痛, 临床

较为常见。由于病因和发病机制不十分清楚, 对该

病的治疗还处于研究状况
[ 1]
。我科从 1996年开始

用醋酸曲安奈德外周神经干注射治疗原发性三叉神

经痛, 取得较满意的效果, 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86例中, 男 37例 女 49例;

年龄 42 ～ 81岁 。病史 2 ～ 10年;均有服用卡马西

平 、苯妥英钠等药物治疗史, 4例三叉神经撕脱术后

复发, 1例温控热凝术后复发 。所有患者均有典型

的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病史及症状 。疼痛部位均为一

侧性,左右均等 。仅发生在上颌支 15例, 下颌支

29例,上下颌支同时发生 42例。

1.2　方法　注射前, 首先确诊疼痛的神经分支, 以

确定行圆孔 、卵圆孔或圆孔 、卵圆孔同时外口注射。

采用口外侧路注射法,让患者水平侧卧位,头偏向患

侧, 先标出颧弓与下颌切迹之间的中点为进针点,用

2%利多卡因局部麻醉后, 用 7号麻醉长针头, 若注

射圆孔外孔,将 7号针尖从垂直方向向上向前偏斜

10 ～ 15°, 进针约 5 cm即可;若注射卵圆孔,针尖从

抗 SmD1抗体定量与判断病情活动的 SLEDMI积分

显著相关,说明抗 SmD1抗体不仅参与病情活动,而

且可以作为判断病情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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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方向向后向上方向偏斜 10 ～ 15°, 针尖注入卵

圆孔外口时,患者可感觉到针刺样下唇麻木感 。将

配制药物注射在圆孔和卵圆孔外口神经干周围 。同

时注射时防止针尖注入过深,以免进入眼球或进入

颅内,导致不必要的并发症发生。其次注射药物前

要回抽针筒无血 。药物配制:醋酸曲安奈德 50 mg,

维生素 B12 0.5 mg, 2%利多卡因 4 mg混合摇匀使

用 。每周注射 1次, 5次为一疗程。

1.3　评价标准　根据三叉神经痛治疗后国际评价
标准四级分类法

[ 2]
。优:治疗后无疼痛, 不服药;

良:治疗后疼痛缓解 50%以上, 少量服药后疼痛消

失;中:治疗后缓解 50%以上,减少药量维持无疼痛

症状;差:疼痛缓解 50%以下或无效。再根据临床
和治疗情况,我们将治疗后不需服药为显效,少量服

药或减少药量维持无疼痛症状即良和中为有效,差

为无效 。

2　结果

2.1　疗效　经过一个疗程 ( 5次 )圆孔 、卵圆孔神经

干注射后, 61例疼痛完全消失, 自述与健侧感觉相

同,无其它不适。 9例平时无疼痛不适,但有时面部

受刺激时, 可偶然出现短暂的轻微不适, 不需要服

药;10例疼痛缓解,每次服用少量卡马西平可维持 2

～ 3天;有 4例疼痛减轻明显,但每天必须服用 1片

卡马西平则无疼痛症状;2例治疗后无效 。 70例疼

痛消失, 14例疼痛明显减轻,总有效率 97.7%, 其中

显效率 81.4%。
2.2　复发　半年后随访 80例, 2例无效建议其它

疗法, 其它患者与治疗后相同。一年后复查 70例,

6例有复发, 12例有复发征兆,复发率 8.6%。术后

3年复查 60例, 完全复发 8例, 部分复发 10例, 复

发率 30%。对复发患者再行一疗程封闭治疗, 可恢

复无疼痛症状。
2.3　不良反应　80例注射后无任何不适, 5例头晕

视觉异常, 30 min后症状消退。 1例头晕 、呕吐严

重, 24 h后消退。

3　讨论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病理过

程,临床特点主要在三叉神经分布区域闪电样剧烈

性疼痛,呈周期性发作,早期疼痛持续时间较短,间

歇期较长,随着病程的发展, 疼痛发作渐渐频繁,一

次性疼痛时间延长,而且疼痛剧烈。该病春冬季易

发作, 很难自愈 。发病部位主要发生在一侧, Ⅱ 、Ⅲ

或 Ⅱ Ⅲ 支同时发作较常见, Ⅰ支发病率较低。 Ⅰ 、
Ⅱ 、Ⅲ支同时发病极少 。目前公认三叉神经痛主要

病理改变是神经的脱髓鞘变性
[ 3]

, 表现为节细胞消

失, 炎症细胞浸润, 动脉粥样硬化 。其病因主要有中

枢病变学说和周围病变学说, 现多倾向周围病变学

说。周围病变学说主要包括三叉神经感觉根和半月

神经节因肿瘤 、炎症或血管畸形 、异常压迫等;骨腔
病灶感染;面部风寒刺激;微循环不良。近来报道免

疫和生化因素与三叉神经痛发病机制密切相

关
[ 4, 5]

, 认为巨噬细胞 、肥大细胞 、T细胞及血管内皮

细胞对三叉神经脱髓鞘改变。还有学者证明, 三叉神

经痛患者神经递质中的 P物质 (SP)的浓度明显增高,

SP的释放加速疼痛,并在局部形成神经源性炎症
[ 6]
。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目前主要采用药物治疗 、射

频温控热凝术 、针刺疗法 、封闭疗法 、理疗 、注射疗法
及手术治疗, 同时冷冻 、激光 、伽玛刀等也有疗效。

根据临床经验,对三叉神经痛治疗方法的选择主要

参考患者机体受损害程度, 治疗疗效及术后复发情

况, 并发症及治疗方法复杂程度;患者的心理接受程
度等,因此大多患者因为口服药物的副作用大或药

物耐受药效不佳。曲安奈德是中效糖皮质激素类,

其药理特点:( 1)消除炎症,减轻组织水肿;( 2)免疫

抑制作用 。其神经干注射治疗三叉神经痛作用机制
可能有以下几点:( 1)减轻神经干周围组织炎症, 消

除神经组织水肿,改善神经干血液循环,促使病变神

经组织的恢复;( 2)减少血管壁的通透性, 抑制巨噬

细胞 、中性粒细胞对神经纤维组织的破坏;( 3)抑制
T细胞 、B细胞的局部免疫反应,减少有害物质的产

生,有利于神经纤维病变的恢复;( 4)可能抑制神经
递质中 P物质的释放 。本组 86例一个疗程治疗后,

总有效率达 96.7%;1年和 3年的复发率分别为

8.6%和 30%。对复发重新用该方法治疗仍然十分

有效,同时温控热凝术和神经撕脱术术后复发的患

者疗效也非常佳。治疗中还发现用醋酸曲安奈德行

眶下孔 、颏孔 、下颌小舌注射疗法,其疗效较行圆孔 、

卵圆孔注射效果差 。故该方法治疗三叉神经痛疗效
好, 复发率低, 且安全可靠, 方法简单,副作用小, 是

一种有推广价值的治疗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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