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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手术治疗颅咽管瘤21例临床分析 

李 健，苏贺先，张少军，马 骏，孙 辉，赵永轩，韩 易 

·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显微手术治疗颅咽管瘤的有效方法。方法：对 21例颅咽管瘤患者分别采用经额下终板人路 l0例，右侧额 

下入路9例，翼点人路行显微手术切除肿瘤 2例。结果：肿瘤全切除 15例，次全切除 6例。术后正常生活 l3例 ，生活 自理 

6例，效果不佳 2例。16例随访 0．5～3年未见肿瘤复发，视力、视野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失访 5例。结论：采用合适的手术 

入路，术中注意保护下丘脑结构和功能以及术后并发症的积极防治是影响颅咽管瘤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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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crosurgery removal of caniopharyngioma：a report of 21 cases 

LI Jian，SU He—xian，ZHANG Shao-jun，MA Jun，SUN Hui，ZHAO Yong—xuan，HAN Yi 

(Department ofNeurosurge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Bengbu MeS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surgical procedures of removing craniopharyn omas．Me~ods：Twenty—one cases of 

craniopharyngioma were performed lamina terminalis approach(10 cases)，subfrontal approach(9 cases)and pterion approach 

(2 cases)．Results：The tumor was totally removed in 15 cases and subtotally removed in 6 cases．Thirteen patients lived a normal life， 

6 acquired self-care capacity，and 2 had unsatisfactory postoperative results．Sixteen eases had no palindromia during the 6 months to 

3 years follow—up，and 5 cases failed to be followed up．The vision of the 16 patients improved to different degrees after the operation． 

Conclusions：Proper operative route，intraoperative protection of the hypothalamus and basilica perforating—branch blood vessels，and 

prevention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r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ognosis of eraniopharyngi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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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咽管瘤是颅内常见的先天性肿瘤，约占全部 

颅内肿瘤的4．7％ ～6．5％_l J。由于颅咽管瘤位置 

深在，手术治疗仍有一定难度。随着神经影像学、神 

经解剖学、显微外科技术和颅底外科的发展，全切除 

颅咽管瘤已成为可能。2001年6月至2009年9月， 

我科应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颅咽管瘤2 1例，效果良 

好，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l0例，女 1 1例；年龄 8～ 

56岁。视力部分下降和视野部分缺损 15例，完全 

失明2例，多饮多尿4例，脑性耗盐综合征 1例伴中 

度发热，内分泌功能低下4例，发育迟缓 2例，思维 

错乱 1例，肿瘤复发行再次手术 1例，术前体温不升 

3例。术前行 CT和 MRI检查 20例，仅行 CT检查 

1例。21例颅咽管瘤 7例为囊性，14例为实质性伴 

部分囊变。鞍内鞍上生长4例，并突向三脑室、脚问 

池和桥前池，并发脑积水 3例，向两侧颅中窝及鞍上 

生长并伴巨大钙化 1例。肿瘤最大径2．0～5．0 cm。 

1．2 手术方法 采用额下终板点入路 10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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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成功 后，取 其仰 卧头居 中，头后仰约 15。， 

Mayfield头架固定。额部发际内冠状切 口，皮瓣前 

缘达眶上缘下，分离眶上神经和眶筋膜，额骨瓣低达 

前颅底，术中释放脑脊液后，可依次暴露同侧嗅束、 

视神经、颈内动脉、前置视交叉和对侧视神经。显微 

镜下注意保护大脑前动脉及前交通动脉，轻抬额叶 

即可显露视交叉后上的终板，沿视交叉后缘无血管 

处锐性切开终板，钝性扩大，即见肿瘤，切开肿瘤被 

膜，吸出囊液，瘤内分块切除实质性肿瘤，以便缩小 

肿瘤体积，增加手术操作空间。对于钙化肿瘤在显 

微镜下用咬骨钳夹碎后取出。沿视束内侧和视交叉 

后缘分离肿瘤被膜和残存实质性肿瘤并分块切除。 

最后，再将后方残留肿瘤轻轻向前下方牵引，直视下 

将其与下丘脑仔细分离彻底切除。采用额下人路 I 

问隙或多间隙切除肿瘤 9例，翼点人路2例。 

2 结果 

肿瘤全切除的标准是术中镜下所见，并被术后 

的影像学检查证实(见图1)。肿瘤全切除 15例，次 

全切除 6例；7例患者术中分辨出并保 留垂体柄。 

21例术后均防治性应用糖皮质激素，术后 1～2天 

20例出现多尿，经治疗2周内恢复l7例，未恢复3 

例，长期服用去氨加压素。术后 13例恢复工作或上 

学；6例生活自理；2例术后效果不佳，其中1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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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性呼吸衰竭，l例术后并发左颞血肿，肾功能衰 

竭，均自动出院。16例患者随访6个月至3年未见肿 

瘤复发，视力、视野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失访5例。 

图 lA 术前矢状位 MRI 图 lB 术后 矢状位 MRI 

3 讨 论 

颅咽管瘤是从胚胎颅咽管的残余上皮组织发生 

而来的良性肿瘤，境界清楚，若能全切，可望彻底治 

愈，但是此瘤呈扩张及浸润性生长，侵及视路、垂体、 

下丘脑、三脑室、丘脑等处 ，故全切除手术难度大，风 

险高。常见的手术入路有经额下 一视交叉前方(I 

间隙)、经终板、经额叶皮层 一侧脑室或纵裂 一胼胝 

体、经翼点和经蝶窦及联合人路等，每位患者的具体 

手术入路要根据肿瘤的生长部位、大小、质地、形状 

及其与周围组织的关系而个体化。本组中 l0例患 

者系视交叉前置型或突人三脑室前部的肿瘤，故选 

用单侧额下经终板入路显微手术，9例采用额下人 

路 I问隙或多间隙切除肿瘤，2例采用翼点人路。 

本组应用额下人路较多，因为颅咽管瘤的病变中心 

基本位于中线，额下人路视野更靠近中线，采用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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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路处理此类病变较为合适。经额下终板入路可良 

好地暴露前交通动脉、终板及三脑室前下部。术中 

可较好地保护视神经，很容易到达终板池。但是肿 

瘤的上部切除仍较为困难，前联合有受损的危险。 

相对来说，对于视交叉前置颅咽管瘤，视交叉后上方 

的间隙较视交叉后置肿瘤时变宽，有利于经终板入 

路彻底切除肿瘤。Rhoton等 描述三脑室的显微 

解剖和相关手术人路时，推荐鞍上、Moro孔下及三 

脑室前下部分的肿瘤选择经终板入路，尤其是已将 

视交叉推挤成前置位置和膨胀牵拉终板的肿瘤。 

术中注意事项：(1)额下入路时术中骨瓣前下 

缘要尽量低，增加鞍区显露的必要视角，以便减少额 

叶牵拉，这是对术者的基本要求。(2)终板连于前 

连合与视交叉后界上表面之间，弧形向前膨隆，菲薄 

而少血供，打开并不困难，但术中应正确辨认并确定 

切开部位。前交通动脉复合体向后推移之后，视交 

叉后上方所显露的向前膨隆区即为终板；若膨隆不 

明显，观察中嵴或中线处有无高起，有中嵴处是终 

板，其前部无中嵴处为视交叉 。我们在术中暴露 

终板时，开放终板池的范围，可达终板池的外界蛛网 

膜增厚带，这样视野更为开阔，利于术中直视下操作 

及保护池内的大脑前动脉、Heubner回返动脉、前交 

通动脉、下丘脑动脉、大脑前动脉的 A2段等多支重 

要 血 管。(3)术 中处 理 前 交 通 动 脉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ACoA)及穿支动脉时，应尽量 

注意避免损伤 Willis环的穿支动脉。Willis环的穿 

支动脉供应下丘脑、基底核、丘脑等部位，穿支动脉 

的损伤也可出现严重的下丘脑功能障碍。正常情况 

下 ACoA常位于终板前上方，肿瘤在视交叉后部时， 

ACoA位于肿瘤的前部，常常影响肿瘤的暴露，此时 

切断 ACoA很有必要。有学者 认为，当前交通动 

脉I>4 mm时可以切断，不会出现缺血症状；Shibuya 

等 报道用双额下人路切除视交叉后部肿瘤时切 

断 ACoA，术后亦无相关并发症。在分离穿支动脉 

和周围的神经组织时，尽量少用电凝，小的出血点可 

用棉片压迫，以免造成对穿支血管的过多损伤。。 。 

穿支动脉的损伤会引起记忆错乱，性格改变。供应 

视交叉的穿支动脉与垂体上动脉存在吻合，若严重 

影响暴露时，可考虑切断。(4)术 中应尽量避免损 

伤下丘脑，下丘脑位于第三脑室的外下侧壁，术中切 

除第三脑室内肿瘤时，一定要动作轻柔，尽量减少牵 

拉，用棉片轻推分离瘤壁与脑组织之间的界面，瘤壁 

上的钙化斑往往与脑组织粘连紧密。垂体柄一般位 

于肿瘤的后侧或后外侧，术中应注意分辨，尽可能保 

留。有时肿瘤生长巨大时，保留有一定困难，手术保 

留率为 36％ ～64％l5 J。本组中有 7例患者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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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出并保留垂体柄，与文献报道相似。 

术后并发症的防治也是影响颅咽管瘤术后预后 

的关键。(1)尿崩症。为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本 

组术前有尿崩症2例术后仍有，术后 1～2天出现尿 

崩20例，经垂体后叶素及去氨加压素治疗后2周内 

恢复 17例，未恢复 3例，术后长期服用去氨加压素。 

(2)垂体功能低下。需要激素替代治疗，治疗的原 

则是“缺什么补什么”，术后本组患者均有预防性糖 

皮质激素的替代应用，并根据患者激素水平，进行其 

他激素(如甲状腺激素、性激素)的替代治疗。(3) 

电解质紊乱。术后早期电解质紊乱多为高钠、高氯 

血症，晚期可出现低钠、低氯血症，可为脑性耗盐综 

合征，亦可为抗利尿激素分泌不当综合征。本组有 

1例患者术前出现脑性耗盐综合征，经反复对症处 

理后效果不佳，但术后痊愈。 

[ 参 考 文 献 ] 

『1] 杨树源，只达石．神经外科学 [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J Bengbu Med Coil，April 2010，Vo1．35，No．4 

2008：594 —596． 

[2] Rhoton AL Jr，Yamamoto I，Peace DA．Microsurgery of the third 

ventricle：Part 2．Operative approaches[J]．Neurosurgery，1981，8 

(3)：357—373． 

[3] 金保哲，张新中，周国胜，等．经终板手术入路的临床解剖学研 

究[J]．解剖与临床，2007，12(5)：310—312． 

[4] 张玉琪，王忠诚，马振宇，等．经额部纵裂人路术中切断前交通 

动脉的可行性分析 [J]．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08，24(8)： 

483—486． 

[5] Shibuya M，Takayasu M，Suzuki Y，et a1．Bifrontal basal 

interhemispheric approach to craniopharyngioma resection with or 

without division of the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J]．J 

Neurosurg，1996，84(6)：951—956． 

[6] Amir RD，Nicolas T．Frontobasa interhemispheric trans—lamina 

terminalis approach for suprasellar lesions[J]．Neurosurgery， 

2005，56(2 Supp1)：418—424． 

[7] Yasargil MG，Curcic M，Kis M，et a1．Total removal of 

craniopharyngiomas：approaches and long-term results in 144 

patients[J]．J Neurosurg，1990，73(1)：3一I1． 

(上接第357页)荧光定量 PCR(FQ．PCR)又称实时 

PCR，是 1995年研制出来的一种核酸定量技术。其 

优点为：解决了传统 PCR技术不能定量和扩增产物 

污染的问题 ；避免了普通定量PCR操作过程中的污 

染，只在加样时打开反应管 1次；操作简便、快捷，结 

果准确，不需要普通 PCR扩增后进行电泳或放射自 

显影观察结果，方便临床应用；可以对每一批扩增样 

品进行扩增效率的评价。FQ—PCR技术可在指数扩 

增稳定期准确地测量出模板的初始含量，使基因表 

达的准确定量成为可能。 

我们采用荧光定量 PCR技术检测66例 NSCLC 

患者外周血Lunx mRNA表达，结果 57．6％(38／66) 

表达阳性，其中16例 I～Ⅱ期患者外周血中有 3例 

检测出 Lunx mRNA表达，提示早期 NSCLC患者的 

外周血中即有肺癌微转移存在。进一步随访中发 

现，3例 Lunx表达阳性的 I～Ⅱ期 NSCLC患者术 

后分别于4、8及 13个月复发，总体生存期平均为 

20．1个月，低于 Lunx表达阴性的 I一Ⅱ期 NSCLC 

患者(总体生存期平均为35．7个月)。提示外周血 

Lunx阳性则患者复发率高、预后差；随着临床分期 

的升高，Ⅲ、Ⅳ期患者外周血 Lunx阳性率明显升高， 

提示肿瘤分期越晚，肺癌细胞脱落进入血循环的机 

会就越大，发生转移几率越高。而40例肺部良性病 

变患者外周血 Lunx mRNA表达均阴性，表明检测外 

周血 Lunx mRNA具有较高的特异性。随访 1～40 

个月后发现，外周血 Lunx mRNA表达阳性者总体生 

存期明显低于阴性者，1年、2年和 3年生存率均低 

于阴性者，16例早期肺癌中3例 Lunx mRNA表达 

阳性者均于随访期 内复发，提示外周血检测 Lunx 

mRNA对判断 NSCLC患者复发及预后可能具有较 

大价值，阳性者发生转移的几率大，预后差。 

外周血 Lunx mRNA表达阳性 NSCLC患者，化 

疗敏感性略高于阳性患者，但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提示外周血 Lunx mRNA表达可能与化疗疗效无明 

显的关系。临床中还须继续寻找能够预测化疗疗效 

的有效的肿瘤生物学指标，从而避免患者耐药的产 

生，提高临床疗效。故外周血 Lunx mRNA表达可以 

作为较为有效的检测 NSCLC微转移的指标，对评估 

预后、辅助制定综合治疗方案具有较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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