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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切口双额开颅去骨瓣减压术治疗双额叶重型脑挫裂伤 21 例

巢摇 青1,苏贺先2,束汉生1,田绪平1,宣善井1,王摇 昊1,张摇 辉1

[摘要]目的:探讨双额开颅去骨瓣减压术治疗双额叶重型脑挫裂伤疗效。 方法:选择双额叶重型颅脑损伤患者 21 例,均行冠

状切口双额开颅去骨瓣减压术,不保留额骨骨桥。 结果:术后随访 1 年,存活 19 例,死亡 2 例;根据格拉斯哥预后评分评价疗

效:良好 11 例(52. 3% ),轻残 5 例(23. 8% ),重残 3 例(14. 2% ),死亡 2 例(9. 5% )。 结论:双额开颅去骨瓣减压术对双侧额

叶重度脑挫伤患者手术效果确切,可有效改善患者预后,降低致残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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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the severe bifrontal contusion with double frontal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through coronal incision in 21 cases

CHAO Qing1,SU He鄄xian2,SHU Han鄄sheng1,TIAN Xu鄄ping1,XUAN Shan鄄jing1,WANG Hao1,ZHANG Hui1

(1.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2.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double frontal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through coronal inci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bifrontal contusion. Methods:The data of 21 patients with severe bifrontal contusion treated with double frontal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through coronal incision and without retaining frontal bone bridge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 year. Nineteen cases survived,2 cases died. Excellent in 11 cases(52. 3% ),light disability in 5 cases
(23. 8% ),heavy disability in 3 cases(14. 2% ) and death in 2 cases(9. 5% ) were found according to the Clasgow outcome scale.
Conclusions:The curative effects of double frontal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through coronal incision in treating severe bifrontal
contusion are good,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gnosis,and reduce disability and mortality of patients.
[Key words] brain contusion;frontal bone flap;coronal incision

摇 摇 双额叶脑挫裂伤多为顶枕部着力引发的对冲性

颅脑损伤,为交通事故、高处坠落、局部打击常见损

伤类型。 很多患者入院时病情较轻,临床表现以头

痛为主,意识清醒或轻度障碍,但可继发严重脑水

肿、脑缺血和迟发脑内血肿,临床多见患者病情由稳

定突然恶化,易被忽视,严重时可继发恶性颅内压增

高、并发中央型脑疝而危及患者生命,有很大比例患

者在保守治疗过程中需中转急诊开颅手术。 我科于

2011 年 12 月至 2013 年 12 月采用冠状切口双额去

骨瓣减压手术治疗双额叶重型脑挫裂伤患者 21 例,
效果满意,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神

经外科经 CT 确诊为双额叶重型脑挫裂伤,并行冠

状切口双额骨瓣开颅减压手术患者 21 例,其中男

13 例,女 8 例,年龄 21 ~ 75 岁。 其中车祸伤 11 例,
坠落伤 9 例,其他 1 例。 所有患者均在伤后 12 h 内

入院,平均入院时间 3. 5 h。 临床表现:神志清楚伴

头痛、恶心呕吐 4 例,意识模糊 7 例,浅昏迷 3 例,昏
迷 5 例,深昏迷 2 例。 患者初期意识障碍不明显而

后出现意识障碍加重 11 例,伤后即原发昏迷 7 例,
存在中间清醒期后昏迷 2 例,术前诊断合并中央型

脑疝者 11 例。 瞳孔变化 15 例,局灶性神经功能损

失 9 例,脑膜刺激征 11 例,锥体束征阳性 10 例,去
脑强直 2 例。 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3 ~ 14 分。 所有患

者均符合手术适应证,行急诊手术治疗。 手术适应

证:(1)脑实质伤局限在双外侧裂前、双额叶内,CT
可见明显占位效应者,伴有进行性加重的神经功能

损害,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药物保守治疗无效的颅

内压增高;(2)对称性双额叶挫裂伤血肿 + 水肿灶

> 50 ml;(3)双额叶伤合并弥漫性脑水肿、脑肿胀。
对于合并颞顶叶损伤严重者、中线移位明显者,仍推

荐标准外伤大骨瓣开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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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摇 CT 表现 摇 伤后急诊 CT 检查显示,广泛双额

叶脑挫裂伤,伴有高密度多发性小血肿 21 例,其中

合并枕骨骨折 12 例,枕部硬脑膜外血肿 7 例。 所有

患者均表现为双侧侧脑室额角、鞍上池、四叠体池、
第三脑室、环池、受压缩小甚至消失,中线无明显移

位(见图 1)。
1. 3摇 方法摇 告知患者家属手术方案及手术风险,签
署知情同意书后急诊手术。 本组 21 例均于全麻下

手术,采用双额发际内冠状切口,切口选择原则:切
口两端点连线满足两侧眉弓暴露,双额骨瓣的骨窗

范围,于双侧关键孔(额颧突)钻孔,两侧向后平行

中线可向冠状缝后扩大 1 ~ 3 cm 处钻骨孔 2 个,矢

状窦正中处前后钻骨孔 2 个,双额骨瓣成形减压,不
保留骨桥(见图 2)。 后期行三维塑形钛板颅骨修补

手术时操作相对简便(见图 3、4)。 常规沿骨窗周围

悬吊硬膜,双额硬膜分别弧形剪开,缝扎上矢状窦,
伴额窦开放者,予骨蜡封闭。 对于挫伤较重、坏死无

功能的脑组织予以切除,及时彻底清除坏死无功能

脑组织,使双额叶充分减压。 术后密切监测患者生

命体征,抬高床头倾斜 15毅 ~ 30毅,保持血流动力学

稳定,给予脱水降颅压、预防感染、营养脑细胞和对

症支持等治疗,对于早期出现中枢性高热、频繁癫痫

发作者,早期行亚低温、冬眠疗法,术后配合高压氧、康
复针灸理疗,积极防治并发症及合并症等,随访 1 年。

2摇 结果

摇 摇 术后随访 1 年,存活 19 例,2 例死于严重并发

症;根据格拉斯哥预后评分评价疗效:良好 11 例

(52. 3% ),轻残 5 例(23. 8% ),重残 3 例(14. 2% ),
死亡 2 例(9. 5% )。

3摇 讨论

摇 摇 双额叶脑挫裂伤多系枕部受力后,头颅相对静

止,脑组织与头颅骨相对运动,顶枕部对冲伤导致额

叶与前颅窝撞击,常见于车祸伤或高处坠落伤,顶枕

部对冲伤引起的继发性双额叶脑损伤大部分在伤后

几小时至 1 周左右逐渐发展加重,病情进展迅速者

出现进行性加重的弥漫性脑肿胀而危及生命。 相对

于颞叶损伤并发小脑幕切迹疝易出现一侧瞳孔散大

的情况,双额叶挫伤者并发中央型脑疝时瞳孔并未

散大,临床观察易延误病情[2]。 CT 可查见双侧额叶

挫裂伤区斑块状高密度出血灶及低密度水肿区,临
床病例易受颅底伪影干扰,首次检查易遗漏额叶脑

挫裂伤,需仔细观察脑室、环池有无受压缩小,特别

是伴有枕骨骨折的患者应予以高度重视。 如若患者

出现意识障碍加重,瞳孔变化,格拉斯哥昏迷评分下

降,CT 示颅内血肿增大,脑室、脑池及额角受压加重

则应立即手术治疗[3]。
双额叶脑挫裂伤合并的严重颅内压增高者死亡

率、致残率高,是神经外科临床救治的难点。 对于局

限于双额叶脑实质伤合并的恶性颅高压,近年来有

双侧额颞标准或改良大骨瓣开颅减压[4]、双侧平衡

减压法[5]等多种手术方式的报道,亦有专家推荐运

用冠状切口双额开颅去骨瓣减压治疗此类伤者。
Whitfield 等[6]从病理生理学角度证实双额骨瓣减压

效果充分,可有效缓解恶性颅高压。 陈晋等[7] 认为

术中如发现颅内压急剧增高、脑组织明显膨出,术后

预计合并有严重高颅压患者可予适度切除额极,
0. 9%氯化钠注射液反复冲洗,彻底清除脑沟回的血

凝块。 及时清除坏死脑组织,尽可能降低颅内高压,
缓解颅内高压危象,对于减轻继发性脑损伤有积极

作用[8]。 对于合并严重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通
常予打开蛛网膜下腔间隙,反复冲洗积血,降低术后

脑血管痉挛发生概率。 而对于合并颞叶轻度损伤

者,必要时可行颞部钻孔,去除颞骨鳞部行颞肌下减

(下转第 3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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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H 组比较,其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量少,手术后

排气时间、术后活动时间、体温恢复时间均明显短于

TAH 组,术后镇痛率明显低于 TAH 组。 TVH 具有

无腹壁切口、体表不留瘢痕、手术创伤小、肠道干扰

少、术后疼痛轻、术后恢复快、住院时间短和术后病

率低等优点[5],更符合患者对美学的心理要求;TVH
是一种理想的术式,顺应了当前微创手术的潮流,得
到广大患者和医生的认可。

但 TVH 术野小,操作困难,易损伤膀胱、直肠、
输尿管等临近脏器。 所以临床病例的选择是手术成

功的前提,满意麻醉以及术者有着脱垂子宫 TVH 基

本功和经验是手术成功的重要保证。 术前评估和手

术过程中应注意:(1)术前病例的选择。 选择既往

无盆腔手术史,有生育史,阴道松弛,妇检子宫大小

小于孕 14 周,子宫活动度好的患者,B 超了解子宫

肌瘤大小、数目、位置,再结合术者手术经验和手术

基本功进行选择。 随着术者手术经验的积累和手术

技巧的提高,手术适应证也可不断拓宽。 (2)熟悉

盆底解剖结构。 清楚局部的解剖层次,能否顺利打

开前后腹膜是手术关键,我们发现子宫旁注射稀释

肾上腺素可减少术中出血,后腹膜连同后穹窿阴道

黏膜一起剪开,快而出血少;前腹膜打开关键是切口

阴道黏膜的位置要适合,须在膀胱沟下 3 ~ 5 mm
处,且深度达子宫颈筋膜层,沿子宫颈上推膀胱,则
很容易暴露前腹膜。 (3)对大子宫下降困难者,可

实行子宫肌瘤剔除、子宫椎切碎解、子宫挖核术(向
宫底方向挖出子宫中心组织)等,对于大子宫常常

多种方法共用,子宫体积减小后均能成功从阴道切

除子宫[7],避免暴力牵拉子宫引起盆底撕裂。 (4)
将阴道残端与前后腹膜一起缝合,可以充分地封闭

手术 创 面, 起 到 腹 膜 化 作 用, 关 闭 死 腔, 减 少

出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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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双额骨瓣加颞肌下减压,亦可达到外减压的要求。

术后随访 1 年,21 例患者存活 19 例,死亡 2
例;根据格拉斯哥预后评分评价疗效:良好 11 例

(52. 3% ),轻残 5 例(23. 8% ),重残 3 例(14. 2% ),
死亡 2 例(9. 5% ),手术效果良好,救治存活率 90%
以上,死亡 2 例系合并严重肺部感染、呼吸衰竭。 总

结本组手术优点如下:入路耗时短、去骨瓣减压速度

快;利于结扎矢状窦、剪开大脑镰,使减压效果更均

衡,避免因两侧脑组织压力差出现的大脑镰下疝、脑
组织嵌顿等;较保留骨桥的双额颞骨瓣减压手术,额
部骨瓣去除更大,清除血肿、切除坏死脑组织更彻

底,减压效果更充分,降低先减压一侧脑膨出概率;
通过本组手术我们认为冠状切口双额骨瓣开颅减压

术对双侧额叶重度脑挫裂伤患者手术效果确切,及
时准确把握手术指征、规范手术,可有效改善患者预

后,降低致残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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