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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眼神经麻痹脑血管造影检查 14例分析 

谢 波。谭玉林，张 阳，华元人，袁 牧。杨培培 

[摘要]目的：分析动眼神经麻痹患者的脑血管造影结果，探讨引起动眼神经麻痹的病因。方法：对14例动眼神经麻痹患者的 

脑血管造影结果进行分析。结果：l4例动眼神经麻痹患者脑血管造影发现颅内动脉瘤l1例，其中前交通动脉瘤1例，后交通 

动脉瘤 lO例；硬脑膜动静脉瘘 1例；无明显异常 2例，其中 1例有糖尿病史 10年，确诊为糖尿病性眼肌麻痹，另 1例行头颅 

MR／检查诊断为垂体腺瘤。结论：动服神经麻痹的病因较多，动脉瘤是最常见的原因，尤其是伴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动眼神经 

麻痹患者应及早行必要的检查；硬脑膜动静脉瘘 、糖尿病和垂体瘤也是致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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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iography and clinical analysis of 14 cases、vith oculomotor par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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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analyze the brain angiography results and causes ofthe cases with oculomotor paralyses．Methods：The brain 

angiography results of 14 cases with oculomotor paralyses were analyzed．Results：Aneurysms was found in 1 1 of the 14 cases of 

angiography，1 of which was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neurysms，10 were 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neurysms；the one case had dural 

a~eriovenous fistula．Two case were not found unnoma1．One case that had a history of diabetes for 10 years was diagnosed diabetes- 

associated oculomotor paralyses，and 1 was diagnosed as pituitary adenoma by MR／ ．Conclusions：The causes of oculomotor paralyses 

are varied，with aneurysm the most common one．Patients with coulometer paralyses accompanied by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hould 

resort to routine examination．Subarachnoid hemorrhage，diabetes，arteriovenous fistula and hypophysoma are the other causes leading to 

oculomotor par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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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眼神经麻痹是神经科较常见的一组临床症 

状，包括眼睑下垂、眼球活动障碍、复视及瞳孔改变 

等 J̈。其病因复杂多样，轻重缓急不一，而颅内动 

脉瘤为其中最危险的病因，若破裂出血可致残甚至 

死亡。2007年10月至2008年11月，我院收住以动 

眼神经麻痹为症状的患者 14例，人院后行脑血管造 

影，现将脑血管造影结果进行分析，探讨引起动眼神 

经麻痹的病因。 

1 资料与方法 

1．i 一般资料 本组男 6例，女 8例；年龄46～77 

岁。左侧动眼神经麻痹9例，右侧4例，两侧先后麻 

痹 1例。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 7例，高血压 12例， 

糖尿病1例。9例完全性麻痹表现为头痛，眼眶胀 

痛，上眼睑下垂，患侧眼球上、下、内收障碍，瞳孔扩 

大，直接和间接对光反射均消失。5例不完全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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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表现为上眼睑部分或完全下垂，眼球运动正常，瞳 

孑L对光反射存在，伴或不伴有头痛。7例合并蛛网 

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aemorrhage，SAH)者出 

现颈抵抗和脑膜刺激等症状。 

1．2 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 14例均行 CT或 MRI 

检查。常规行血、尿常规及血生化等检查。 

1．3 造影方法 使用 GE公司的数字减影血管造 

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仪。14例均 

在局麻下，经由股动脉穿刺人路，以猪尾巴导管和 

(或)单弯导管常规行主动脉弓、左右颈内、外动脉 

及左右椎动脉造影，对比剂为碘海醇(300 mgL／m1)， 

摄片体位主动脉弓为斜位，椎基底动脉为汤氏位和 

侧位，其余血管一般为后前位和侧位，部分血管重叠 

者加照斜位，对可疑为动脉瘤者行3D．DSA。 

2 结果 

14例中，发现颅内动脉瘤 11例，其中前交通动 

脉瘤 1例，后交通动脉瘤 10例；硬脑膜动静脉瘘 

1例；未见明显异常者 2例。因后交通动脉瘤压迫 

引起动眼神经麻痹者 l0例，硬脑膜动静脉瘘引起者 

1例。1例左侧不完全性动眼神经麻痹者，2年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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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SAH病史，DSA发现前交通动脉瘤，行电解可脱 

性弹簧圈栓塞治疗后 2个月，出现两侧眼睑下垂，进 
一 步检查诊断为重症肌无力。2例血管造影无明显 

异常者，1例有糖尿病史 10年，确诊为糖尿病性眼 

肌麻痹；1例行头颅 MRI检查诊断为垂体腺瘤。 

3 讨论 

动眼神经是人体的第三对颅神经。动眼神经发 

出后，向中脑腹侧走行，经过红核，在大脑脚内侧面 

出脑后进入角问池，经大脑后动脉与小脑上动脉之 

间，伴行后交通动脉的外下方，越过d,Hg幕游离缘前 

端的内侧，在后床突的外侧，穿硬脑膜进入海绵窦， 

走在海绵窦外侧壁内，经眶上裂入眼眶，支配提上睑 

肌、上下直肌、内直肌和下斜肌；动眼神经上有副交 

感神经支配瞳孑L括约肌及睫状肌。在动眼神经行程 

中任何部位的病变，均有可能出现完全性或不完全 

性动眼神经麻痹症状，表现为患侧上眼睑下垂，瞳孔 

扩大，对光反射和调节反射减弱或消失，眼球偏向外 

方并稍向下方斜视。 

引起动眼神经麻痹的原因各家报道不一。徐 

肖E2 3对 144例动眼神经麻痹患者分析，认为缺血性 

脑血管病变最多，其次是动脉瘤。杜小鹏等 报 

道颅内动脉瘤为最多见的病因。本研究中以颅内动 

脉瘤为最多见，占78．57％，与张淑香等 报道的基 

本相符。分析原因与影像技术的发展有关，随着 CT 

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CTA)、MR血管造影(MR 

angiography，MRA)和脑血管造影技术的进步，增加 

了颅内动脉瘤的检出率。颅内动脉瘤以后交通动脉 

瘤最多见，若该部位的动脉瘤体积较大或指向后外 

方，压迫在此穿行的动眼神经即可引起动眼神经麻 

痹，其特点是多数患者有高血压病史，发病较快，多 

为单侧完全性眼睑下垂 、眼球运动障碍、瞳孔直接和 

问接对光反射均消失，往往伴有同侧头痛或眼眶胀 

痛，对此类患者应高度怀疑颅内动脉瘤的可能。在 

所有引起动眼神经麻痹的颅内动脉瘤中，约55％的 

患者伴有 SAḦ6 J。本组中发现后交通 动脉瘤者 

10例，其中有5例伴有 SAH，均合并高血压。由于 

颅内动脉瘤破裂后可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病死率 

可高达 50％l ，故对疑为动脉瘤者原则上应尽早诊 

断、及早治疗。虽然 DSA为有创性检查，但 目前仍 

是诊断颅内动脉瘤的金标准，对难以承受 DSA检查 

的急性 SAH患者，可以选择 CTA或 MRA检查 。 

3D—DSA通过软件后处理技术可以任意角度观察动 

脉瘤，充分显示动脉瘤体和瘤颈的形状、大小，避免 

了血管重叠对小动脉瘤的漏诊，能为外科手术或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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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介入治疗提供详细的资料。 

重症肌无力是一种神经肌肉传递障碍的自身免 

疫性疾病，其 I型为眼肌型，病变局限于眼外肌。本 

组中有 1例仅表现为左侧眼睑下垂的患者，眼球运 

动和瞳孔对光反射均正常，有高血压病史，2年前曾 

有 SAH病史，行 DSA检查发现 1枚巨大前交通动 

脉瘤，行电解可脱性弹簧圈栓塞后2个月，出现两侧 

上眼睑下垂，后进一步检查诊断为重症肌无力。重 

症肌无力多双眼受累，临床表现呈波动性、晨轻暮 

重，溴新斯的明试验可使眼肌活动改善。该患者为 

重症肌无力同时合并有前交通动脉瘤，但是动眼神 

经麻痹的原因为重症肌无力，而前交通动脉瘤为 

2年前 SAH的原因。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在糖尿病患者中发病率 

高，糖尿病性颅神经病变临床上少见，仅占0．7％ ～ 
1％ L9 J

，以动眼神经麻痹最常见，多见于老年人，起 

病急，以单侧受累为主。糖尿病性神经病变机制众 

多，微血管病变引起的缺血性脱髓鞘可能是动眼神 

经麻痹的主要机制。由于动眼神经中央部分纤维易 

受累，而控制瞳孔括约肌的副交感纤维位于周边，故 

瞳孔通常不受影响 ⋯，这是与动脉瘤等压迫性病变 

引起动眼神经麻痹最主要的鉴别点之一。由于脑神 

经病变可成为糖尿病的首发症状，且部分患者以餐 

后血糖升高为主，故建议对临床存在糖尿病性动眼 

神经麻痹可能，但空腹血糖正常的患者，加测餐后血 

糖和糖耐量试验以免漏诊。本组 1例患者有糖尿病 

史 10年，仅表现为单侧上眼睑下垂，眼球运动和瞳 

孔对光反射均正常，DSA未见明显异常，在控制血 

糖的同时，辅以改善微循环、神经营养药物等对症治 

疗后患者恢复正常，诊断为糖尿病性眼肌麻痹。张 

海琴等⋯ 报道 1例糖尿病患者，经 CTA检查后发 

现右侧后交通动脉瘤。故对已经明确为糖尿病者也 

应进一步检查，以排除颅内动脉瘤的可能。 

肿瘤为另一引起动眼神经麻痹的原因，常见为 

脑干肿瘤及临近脑干部位的肿瘤。本组 1例患者为 

左侧完全性动眼神经麻痹，眼球运动受限，瞳孔对光 

反射消失，伴有左侧 眶部疼痛，未合并高血压和 

SAH，DSA检查未见异常，MRI诊断为垂体腺瘤，邻 

近的海绵窦和颈内动脉受压变形，走行在海绵窦内 

的动眼神经受累，表现为动眼神经麻痹的症状。肿 

瘤占位性病变和颅内动脉瘤所致动眼神经麻痹的症 

状相似，多伴有头痛和完全性麻痹，尤其对未破裂动 

脉瘤鉴别困难。但是颅内动脉瘤患者多有高血压病 

史，起病较急，进展快；而肿瘤 占位性病变一般病程 

较长，发病较动脉瘤缓慢，影像检查有助于两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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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 

其他原因如海绵窦硬脑膜动静脉瘘亦可造成动 

眼神经麻痹的症状。Kiyosue等  ̈统计海绵窦区硬 

脑膜动静脉瘘患者出现眼部症状为 80％ ～97％，颅 

神经损伤为44％ ～77％。海绵窦内静脉压力升高 

后血管膨出，压迫颅神经或动脉血异常分流影响颅 

神经供血，导致眼睑下垂、复视、瞳孔大小不等、眼肌 

麻痹等颅神经症状。DSA是 目前确诊本病的可靠 

手段，可以了解硬脑膜动静脉瘘的大小、位置，了解 

硬脑膜动静脉瘘供血动脉、引流静脉与瘘口的关系， 

以便手术者选择最佳治疗方法和途径，并有助于解 

释临床症状和判断预后。 

动眼神经麻痹的病因较多，颅内动脉瘤是最常 

见的原因，特别对伴发 SAH和高血压的患者应及早 

行 DSA检查，以早期诊断和治疗，防止再次出血甚 

至死亡；对糖尿病和硬脑膜动静脉瘘及垂体瘤等其 

他原因引起的动眼神经麻痹者，在诊断的同时应排 

除颅内动脉瘤的可能，防止漏诊，可考虑行 CTA、 

MRA等无创性检查，必要时行 DSA检查。 

[ 参 考 文 献 ] 

[1] 王维治．神经病学[M]．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 

27． 

[2] 徐肖．单纯动眼神经麻痹原因分析[J]．』临床眼科杂志，2005， 

J Bengbu Med Coil，April 2010，Vo1． o．4 

13(2)：169—170． 

[3] 杜小鹏，汤亚男，卢丽萍．动眼神经麻痹病因及特点[J]．中国 

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08，11(3)：71—72． 

[4] 

[5] 

[6] 

[7] 

[8] 

[9] 

[10] 

[12] 

王红岩．中老年人眼肌麻痹 46例病因分析[J]．中国误诊学 

杂志，2007，7(9)：2096—2097． 

张淑香，刘萍，李芳，等．DSA在孤立性动眼神经麻痹的临床 

应用研究[J]．中国医学影像技术，2004，20(3)：397—398． 

Leivo S，Hernesniemi J，Luukkonen M，et a1．Early surgery 

improves the cure of aneurysm—induced oculomotor palsy[J]． 

Surg Neurol，1996，45(5)：430—434． 

Wardlaw JM，White PM．The de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unruptred intractaninal aneurysms[J]．Brian，2000，123(2)： 

205 —221． 

张成琪，柳澄，李成利，等．动脉瘤模型及病人脑动脉瘤 的 

MRA与DSA对照研究[J]．中国医学影像技术，2001，17(3)： 

210—212． 

夏群，关航，张伟，等．糖尿病性眼肌麻痹 32例分析[J]．中华 

眼科杂志，1997，33(3)：235． 

谢云，王家驰．糖尿病颅神经病变[J]．国外医学 ：内分泌学分 

册，2004，24(2)：93—95． 

张海琴，肖俊杰 ，范波胜．单侧动眼神经麻痹 18例临床分析 

[J]．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2007，21(2)：147—148． 

Kiyosue H，Hori Y，Okahara M，et a1．Treatment of intracranial 

dural arteriovenous fistulas：current strategies based on location 

and hemodynamics，and alternative techniques of transcatheter 

embolization[J]．Radiographics，2004，24(6)：1637—1653． 

(上接第363页) 

综上所述，冠心病患者脂联素水平降低，YKL一 

40升高。脂联素、YKL_40与斑块稳定性可能有关， 

并可能反映冠状动脉病变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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