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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额叶脑挫裂伤 42 例治疗体会

李摇 严,钱令涛,陈摇 彬,王永志,谢兰军,宁摇 亮

[摘要]目的:探讨双额叶脑挫裂伤合理治疗方法。 方法:对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0 月收治的 42 例双额叶脑挫裂伤患者的

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其中非手术治疗 18 例,手术治疗 24 例。 结果:所有患者均随访 0. 5 ~ 1 年,按照格拉斯哥预后评

分标准:良好 35 例,中残 4 例,重残 2 例,病死 1 例。 结论:对双额叶脑挫裂伤患者要高度重视,严密观察意识、瞳孔情况,必要

时进行颅内压监测及动态头颅 CT 复查,正确掌握手术适应证和积极的综合治疗是治疗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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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atment experience of the contusion and laceration of double frontal lobes in 42 cases
LI Yan,QIAN Ling鄄tao,CHEN Bin,WANG Yong鄄zhi,XIE Lan鄄jun,NING Lia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The People忆s Hospital of Fuyang,Fuyang Anhui 236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ational treatment of the contusion and laceration of double frontal lobes.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42 patients with contusion and laceration of double frontal lobe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from January 2011 to October
2013. Twenty鄄eight cases and 24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operation and non鄄operation,respectively. Results: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鄄
up for 6 months to 1 year. Good in 35 cases,moderate disability in 4 cases,severe disability in 2 cases and death in 1 case were found
by the Glasgow outcome scale. Conclusions:The patients with contusion and laceration of double frontal lobes should be greatly paid
attention,the pupils of patients should be strictly observed,and the monitoring intracranial pressure and reexamining dynamic skull CT
are implemented when it be needed. Correctly grasping the operation indication and active treatment are the key to the treatment.
[Key words] double frontal lobe;cerebral contusion and laceration

摇 摇 双额叶脑挫裂伤是闭合性颅脑损伤中的一种严

重类型,其占位病变为双侧同时存在。 大多患者早

期血肿少,意识障碍轻,但在脑水肿期内患者病情往

往会突然加重,形成中央型脑疝,从而导致死亡。 回

顾性分析我科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0 月收治的

42 例双额叶脑挫裂伤患者的临床资料,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本组 42 例中,男 29 例,女 13 例,
年龄 22 ~ 71 岁;交通事故 26 例,高处坠落伤或跌伤

14 例;打击伤 2 例;致伤部位:枕部 30 例,额部 12
例,伤后至入院时间 1 ~ 48 h,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

评分(GCS)13 ~ 15 分 28 例,9 ~ 12 分 8 例,5 ~ 8 分

5 例,3 ~ 5 分 1 例。 均经头颅 CT 检查证实双额叶

不规则低密度水肿区,内有片状高密度出血灶或脑

内血肿,其中合并硬膜外血肿 9 例,硬膜下血肿 11
例,颅骨骨折 32 例,中线结构明显移位( > 0. 5 cm)
7 例。

1. 2摇 治疗方法摇 本组中 18 例行非手术治疗(保守

治疗组),即一般临床症状较轻,头颅 CT 示侧脑室

额角、环池、鞍上池未见明显受压的患者,按照传统

脑挫裂伤治疗常规,予以脱水降颅压,吸氧保持呼吸

道通畅,维持水电解质平衡,严密观察神志瞳孔及头

颅 CT 动态检查等。 其中 8 例入院时嗜睡或昏睡,
CT 示双额叶脑挫裂伤灶较大,但环池、鞍上池和四

叠体池清楚的患者,在做非手术常规治疗的同时予

以颅内压(ICP)监测。 手术治疗组 24 例,即患者临

床症状较重,头颅 CT 示挫裂伤严重,脑水肿明显,
侧脑室额角受压明显,基底池结构显示不清。 其中

有 11 例病情恶化或症状明显、ICP 持续增高而中途

转手术治疗。 手术方式为冠状开颅,切口稍向后,沿
冠状缝切开,双侧开窗,对于挫裂伤严重侧,骨窗尽

量向后下方,达侧裂水平,以充分减力,清除血肿和

失活坏死脑组织,硬脑膜减张缝合,挫伤水肿严重侧

常规去骨瓣减压,如果一侧挫裂伤不重,可酌情回置

骨瓣。

2摇 结果

摇 摇 按照 GCS 评定预后,手术治疗组 24 例中,恢复

良好 17 例,中残 4 例,重残 2 例,病死 1 例;其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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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病情加重后手术治疗 11 例,恢复良好 7 例,中残

2 例,重残 1 例,病死 1 例。 保守治疗组 18 例,均恢

复良好。 随访 6 个月至 1 年,42 例中恢复良好 35
例,中残 4 例,重残 2 例,死亡 1 例。

3摇 讨论

摇 摇 双额叶脑挫裂伤大多由于枕部着力致减速对冲

性颅脑损伤所致,这种受伤机制可造成额叶脑皮层

及其下白质挫裂伤、出血并导致脑水肿的发生。 双

额叶后部为视丘下部、脑干等重要结构,水肿直接向

后压迫视丘下脑干,常突发形成脑疝,称为中心疝,
也有学者[1] 称之为脑中轴移位。 美国中心疝 Plum
分期标准分为:(1) 间脑期。 表现为轻度意识障碍

(淡漠或嗜睡),呼吸不规则(潮式呼吸),双瞳孔缩

小,对光反应正常,四肢肌张力增高,病理反射阳性;
(2)中脑 - 脑桥上部期。 表现为浅昏迷,中枢性过

度呼吸,瞳孔大小正常但对光反应迟钝或消失,去脑

强直发作,头眼反射存在。 (3)脑桥下部 - 延髓上

部期。 表现为中深昏迷,呼吸快浅,瞳孔对光反应消

失,头眼反射减弱或消失,四肢弛缓性瘫痪。 (4) 延

髓期。 表现为深昏迷,呼吸极不规则或趋停止,双瞳

孔散大,头眼反射消失,四肢弛缓性瘫痪。 患者在临

床上多无明显定位体征,病情常突然恶化、意识障碍

加深并双侧瞳孔散大,光反射消失,继而出现呼吸循

环改变,造成严重后果,部分患者突然出现呼吸停

止,心搏骤停,尤以青壮年容易出现。 与其他颅脑损

伤相比双额叶脑挫裂伤突发脑疝的概率要高得多[2]。
双额叶脑挫裂伤的治疗方法一直较难把握,手

术治疗或保守治疗指征尚无统一标准[3]。 保守治

疗应密切动态观察病情,因额极是脑功能上的相对

哑区,额叶内侧面主要是额上回扩展部和扣带回,损
伤后一般意识障碍较轻,无典型锥体束受损表现,仅
有头痛、烦躁等症状,故临床上易被忽视,因此,手术

时机的选择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关键[4]。 我们认

为一旦有如下情况:临床症状(如意识状态、头痛

等)加重;颅脑 CT 扫描显示挫裂伤加重,脑水肿明

显,两侧前额角之间的夹角 > 120毅或侧脑室额角受

压消失,环池结构消失;ICP > 3. 33 kPa 超过 30 min;
即果断选择开颅手术清除挫裂伤灶,减轻颅内压。
手术方式为高冠状开颅,对于一侧存在明显的颞叶

挫伤或血肿的患者,加同侧翼点开颅,挫伤较轻的额

侧,仅将严重破碎游离的脑组织吸除;挫伤较重的前

额叶,在保护 Broca 区等功能区的前提下,彻底清除

额叶挫裂伤组织;同时存在的颞叶挫裂伤可在距颞

极 5 cm 范围内根据挫裂伤范围进行切除,硬膜减张

缝合;并根据术中颅压情况及术前有无脑疝去骨瓣

减压或回置骨瓣。 手术关键是外侧开窗尽量靠近颞

骨鳞部,咬除蝶骨嵴尽量靠近颅底,充分减压,使额

叶传导至颞叶的压力有效缓解,最终解除对脑干的

压迫。 术中应尽可能保留残存的额叶脑组织及功能

区,这对于改善预后,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有积极帮

助。 本组 6 例入院时 GCS 5 ~ 8 分,昏迷,CT 检查提

示双额叶脑挫裂伤伴血肿,占位效应明显,环池和四

叠体池受压或消失,已处于脑中心疝晚期,给予急诊

手术,但术后恢复差,且有 1 例最终因脑干功能衰竭

死亡。 多数学者[5 - 6] 认为,间脑期是抢救成功的关

键,一旦发现上述症状,及时抢救手术治疗,效果相

对较好。 因此手术应在脑干功能受损前进行,可以

抓住 ICP 已增高与临床表现未出现这一时间差,及
时指导手术[7 - 8],当 ICP > 3. 33 kPa 时,尤其是颅脑

外伤早期,则出现颅内血肿的可能性很大[9]。 本组

颅内压监测 8 例,其中 4 例在出现 ICP > 3. 33 kPa
超过 30 min 时,及时手术,患者恢复良好。 本组中

保守治疗 18 例,均恢复良好,患者一般临床症状较

轻,但随病情进展可能出现脑水肿及挫伤加重,主要

应观察患者意识变化情况,必要时行 ICP 监测,以便

更加准确及时的把握手术指征。 因此,不论患者入

院后有无意识障碍,均应严密观察其神志、瞳孔、生
命体征和肢体活动情况,并及时记录对比。 在常规

治疗中,如何早期使双额叶脑挫裂伤、脑内血肿不扩

大,如何有效控制脑水肿导致的 ICP,如何减少双额

脑水肿对下视丘和脑干功能的影响是治疗的关键。
应确保呼吸道通畅,及时监测脑氧含量,稳定循环,
防止低血压引起脑血流量的减少,维持脑灌注压,适
度的高渗性治疗维持血浆渗透压,调节水电解质、酸
碱平衡和血糖的稳定,早期的营养支持及积极预防

并发症等都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双额叶脑挫裂伤治疗方法的选择关键在于

是否能及时发现并有效解决 ICP 升高的问题。 ICP
监测是一种安全且很有临床价值的监测方法,开颅

减压的关键是减轻额叶对颞叶及脑干的压迫。 当

然,双额叶脑挫裂伤的保守及手术治疗标准的选

择[10],还有待进一步随机、双盲、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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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手术方式已经逐步从创伤大向微创或无创转变。
利用腹腔镜及阴式子宫肌瘤剔除术,可有效地将肌

瘤剔除,相对传统开腹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并
发症少。 但不适用于肌瘤太大、盆腔有严重粘连的

患者,且对于多发性肌瘤,由于术前影像学无法发现

较小的肌瘤,因此,肌瘤剔除术后约有 20% ~ 30%
的患者出现复发,甚至需要再次手术[2]。

子宫动脉栓塞术是近年来新兴的一项子宫肌瘤

微创新疗法。 由于子宫肌瘤血供丰富,在选择性子

宫动脉造影时,表现为子宫动脉迂曲增粗,肌瘤血管

网丰富,造影能勾划出肌瘤轮廓,形成“肿瘤染色冶。
子宫动脉栓塞术是利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在
明确子宫及子宫肌瘤的血供特点后注入栓塞剂以阻

断子宫肌瘤的血供,使其缺血坏死,瘤体纤维化体积

缩小,以达到治疗目的。 研究[14] 表明,栓塞后子宫

肌瘤的病理变化主要为玻璃样变伴有钙盐沉积,但
是对周围正常的子宫平滑肌组织无明显改变。

本研究结果显示,介入治疗 3 个月后子宫肌瘤

的体积较介入治疗前明显缩小 38. 5% (P < 0. 01),
治疗 6 个月后继续缩小 67. 2% (P < 0. 01)。 介入治

疗术后 3 个月显效 35 例,有效 6 例,总有效率

89. 13% ;术后 6 个月显效 39 例,有效 5 例,总有效

率 95. 65% ,临床症状均明显改善,说明子宫动脉栓

塞术治疗子宫肌瘤疗效确切,且经术前、术后对卵巢

功能相关激素水平的检测,发现子宫动脉栓塞术并

不影响 E2、PSH 以及 LH 水平,说明其不会引起卵

巢早衰。 但是由于观察时间仅 6 个月,远期效果尚

待进一步观察。
子宫动脉栓塞术治疗子宫肌瘤具有创伤小、能

保留子宫且不影响正常子宫肌组织、对卵巢功能无

明显影响等优势,但并非适用于所有子宫肌瘤的患

者,需要严格掌握其适应证及禁忌证,如严重盆腔炎

未控制,穿刺部位感染,心、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障

碍,子宫动静脉瘘,合并妊娠或怀疑恶变等,均不应

选择子宫动脉栓塞术治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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