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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电图和功能磁共振成像同步联合

在颞叶癫痫致痫灶时间和空间定位的应用

田绪平,束汉生,张秋建,巢摇 青

[摘要]目的:探讨脑电图和功能磁共振成像(EEG鄄fMRI)同步联合技术在颞叶癫痫致痫灶时间和空间定位中的应用价值。 方

法:17 例有病灶性的颞叶癫痫患者,手术前均接受 EEG鄄fMRI 检查,手术中采用皮层电极和深部电极描记,确定致痫灶的真实

位置和范围,并与 EEG鄄fMRI 方法所确定的致痫灶位置和范围进行比较。 结果:7 例二者所确定的致痫灶位置和范围完全相

同,10 例所确定的致痫灶中心位置相同,但其中 9 例同步 EEG鄄fMRI 范围较大,1 例皮层电极和深层电极范围较大。 结论:
EEG鄄fMRI 是一种无创的结合时间和空间信息的定位方法,可以在 fMRI 影像上直观了解致痫灶的位置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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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nchronization imaging of electroencephalogram鄄functional MRI
in the locating the epilepsy lesion of temporal lobe

TIAN Xu鄄ping,SHU Han鄄sheng,ZHANG Qiu鄄jian,CHAO Qi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nchronization imaging of electroencephalogram鄄functional MRI(EEG鄄
fMRI) in the locating the epilepsy lesion of temporal lobe. Methods:Seventeen patients with temporal lobe epilepsy were detected using
EEG鄄fMRI. The true location of epileptogenic focus and scope was identified by cortical electrode and deep electrode,which was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EEG鄄fMRI. Results:The location and scope of disease detected by two methods were exactly same in
7 cases. The centre of lesions in 10 cases were unanimous,but the concordant scope was big. Conclusions:EEG鄄fMRI is a noninvasive
method to locate the time and space,which can intuitively know the location of epileptogenic focus and scope in fMRI imaging.
[Key words] epilepsy;temporal lobe;electroencephalography;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摇 摇 外科手术是治疗难治性颞叶癫痫的有效方法,
手术方式及致痫灶切除范围取决于术前对致痫灶的

精确定位。 脑电图(EEG)具有时间分辨率高的优

点,可以对放电起源进行功能定位,但空间分辨率

低;MRI 具有空间分辨率高的优点,对引起癫痫的结

构性病变可以进行解剖定位,但时间分辨率低。
EEG 和功能磁共振成像(EEG鄄fMRI)同步联合技术

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一种将时间和空间定位相结合的

无创检查方法。 2009 年 1 月至 2012 年 6 月,我院对

17 例有病灶性的颞叶癫痫患者进行术前致痫灶时

间和空间定位的同步 EEG鄄fMRI,并与术中皮层电极

和深部电极确定的患者致痫灶位置及范围进行对

比,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17 例中,男 13 例,女 4 例;年龄

12 ~ 54 岁。 术前头皮脑电监测示 17 例均有棘波及

尖棘波发放,其中左侧颞叶 7 例,右颞叶 10 例。 病

变性质:皮层发育不全 2 例,蛛网膜囊肿 2 例,海马

硬化 3 例,血管异常 5 例,胶质瘤 2 例,软化灶、血吸

虫肉芽肿、灰质异位症各 1 例。 四肢强直伴抖动 5
例,仅四肢强直 9 例,口角歪斜 7 例,双眼斜视 3 例,
口吐白沫 2 例,癫痫发作前有躯体感觉异常或幻视

3 例,既往有高热病史 1 例。 本组病例的选择主要

根据以下原则:经正规的药物抗癫痫治疗 2 ~ 4 年无

效;每月发作 2 ~ 4 次,影响生活和智力;癫痫灶位明

确;无 MRI 扫描禁忌证。
1. 2摇 EEG 数据采集摇 采用 10 伊 20 电极系统,便携

式数字脑电图仪,非磁性材料制作的弹力电极帽

(Ag 为制作材料)。 记录软件:Galileo NT、磁共振在

线滤波软件,为了便于在磁共振室内操作,EEG 放

大器安放在一个屏蔽盒中记录脑电信号和完成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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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数字转换。 先使用皮肤清洁剂处理头皮,电极加

用导电膏使头皮电阻降低后记录头皮 EEG。 特殊

的导线装置、弹力电极帽及 MRI 脑电滤波软件以满

足在线滤波要求。
1. 3 摇 MRI 数据采集 摇 使用 3. 0T MRI ( Siemens
Germany)机器扫描。 采用快速梯度回波序列,头部

固定避免两侧移动。 工作程序如下:同步 EEG 和

fMRI 数据在 3T 磁共振机器下采集,功能像采集参

数:重复时间 = 2 500 ms,回波时间 = 110 ms,翻转

角 = 10毅,矩阵 = 512 伊 512,156 层。 功能像采集连

续扫描,同时进行脑电监测,根据癫痫波的发放情况

选用多时段的扫描。
1. 4摇 数据分析摇 所有影像数据的预处理和基于体

素的统计分析均使用 SPM2 软件包。 头部三维平移

不超过 1. 5 mm,三维旋转不超过 2毅。 影像的时间

校准参照中间层面,图像的空间对齐参照扫描序列

的第一个全脑,然后按照 SPM 软件所提供的MRI 模
板进行空间的标准化。 最后图像采用高斯核进行空

间上的平滑。 去除伪迹的 EEG,在离线后由 2 位

EEG 专家进行阅读,确定与 fMRI 相对应的癫痫波

出现的时间点,然后把该时间点作为事件相关的时

间点输入 SPM2 的设计矩阵中。
1. 5摇 手术治疗 摇 根据术前脑 MRI 和 EEG 的定位

结果设计皮瓣,通常比病灶切除范围要大,能够包含

致痫灶周围的一定范围,以便能够在术中安置皮层

EEG 的电极片,通过术中脑电定位找到致痫灶。 常

规开颅,充分显露病变所在位置,根据手术区域的大

小选择合适的皮层 EEG 的电极片,棉片覆盖电极片

使之严密接触,描记 EEG,发现异常脑电波并标记,
确定好拟切除范围。 非功能区的异常放电区域实施

皮层切除,切除深度 1 cm 达白质,功能区有异常放

电部位给予皮层电灼术或多处软膜下横切。 当切除

致痫灶后,要进行反复细致的皮层脑电检测,确认无

明显的癫痫波存在后,再仔细进行手术区止血,注意

尽可能使术区不要残留血液,并严密缝合硬脑膜,防
止术后粘连,形成新的癫痫病灶。

2摇 结果

摇 摇 17 例手术后 11 例未再出现癫痫发作;3 例手术

后 2 周内出现癫痫发作 1 ~ 3 次,经过正规抗癫痫药

物治疗后未再出现发作;另有 3 例仍有癫痫发作,但
发作频率明显较少。 EEG鄄fMRI 定位与皮层电极和

深部电极比较,致痫灶位置完全一致 7 例,其余 10
例所确定的致病灶中心位置相同,但 EEG鄄fMRI 定

位范围较大 9 例,另 1 例皮层电极和深部电极范围

较大(见图 1、2)。

3摇 讨论

摇 摇 EEG鄄fMRI 是通过癫痫事件相关的血流动力学

变化间接反映神经元活动与神经电生理活动,具有

EEG 高时间分辨力和 fMRI 高空间分辨力的优点,
是研究致痫灶定位和癫痫网络一种非侵入性方法。
同步 EEG鄄fMRI 在癫痫及其网络研究中具有优势,
然而它在临床上的应用仍需进一步研究。

同步 EEG鄄fMRI 是两种检测方法的结合,并在

功能上相互补充。 EEG 信号产生通过放置在神经

元外部电极进行测量细胞外空间的膜电流,神经细

胞产生兴奋或抑制后出现动作电位,在局部产生细

胞膜去极化而形成电流即电穴,同时在细胞远端存

在一个被动性电源,使电流从细胞内流出,从而形成

一个闭合的回路。 根据记录电极位置,同一个突触

事件可以出现极性相反的电位。 这种正负电荷的并

存及其产生电流类似一个偶极子。 大脑锥细胞类似

一群垂直方向排列的偶极子。 所以头皮或深部

EEG 仅仅是对脑活动的一种大体描述,而不是对特

异性功能和解剖事件的一种预测的描述。 头皮电极

05 J Bengbu Med Coll,January 2016,Vol. 41,No. 1



检测到的异常脑电信号至少 6 cm2 范围的皮质同步

性电活动,而不能显示所有的异常神经元活动。
fMRI 研究脑神经元活动增加时,脑组织代谢增高,
引起局部氧消耗和脑血流灌注量明显增加,导致静

脉血中脱氧血红蛋白浓度减低,由于含氧血红蛋白

和脱氧血红蛋白之间存在磁敏感性差异,fMRI 通过

血氧水平依赖(BOLD)效应把兴奋脑组织显示为

BOLD 信号升高(正性激活)。 fMRI 检测是脑功能性

和解剖结构一种反映,从而弥补头皮 EEG 的不足。
同步 EEG鄄fMRI 是以 EEG 为标准探讨癫痫患

者的血流动力学变化特点,从而提高对癫痫发作起

源定位和癫痫网络的理解,以及对治疗计划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fMRI 在致痫灶信号变化具有时间相关

性,致痫灶出现正性激活较 EEG 记录的异常波早,
并且致痫灶正性激活逐渐增强,并出现致痫灶以外

区域激活。 有学者等[1 - 2]先后通过动物实验证实血

液动力学改变早于癫痫症状,且人类 fMRI 扫描也存

在此种现象。 AUER 等[3] 采用 EEG鄄fMRI 对癫痫发

作全过程进行研究,发现致痫灶正性激活出现在临

床症状之前,并逐渐向致痫灶外区域传递,最终呈现

整个癫痫网络的激活,这种信号变化与时间相关;并
且发现致痫灶正性激活稳定、持久,这种特点能够准

确识别致痫灶。 DONAIRE 等[4] 通过 EEG鄄fMRI 研

究癫痫网络演变时,也发现致痫灶血液动力学变化

早于临床症状之前数秒。 提示致痫灶信号变化与时

间相关;致痫灶 BOLD 信号持久稳定升高;致痫灶与

EEG 记录脑异常活动位置一致。 本文通过对 17 例

患者进行同步 EEG鄄fMRI 研究也发现致痫灶 BOLD
信号稳定变化与时间相关。

同步 EEG鄄fMRI 指导癫痫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

义。 本文对患者采用同步 EEG鄄fMRI 进行定位并与

术中皮层电极和深部电极描记比较,二者所确定的

致痫灶位置和范围完全相同 7 例,其余 10 例所确定

的致痫灶中心位置相同,但 9 例同步 EEG鄄fMRI 定

位范围较大,1 例皮层电极和深层电极定位范围较

大。 其中 2 例皮质发育不全患者,同步 EEG鄄fMRI
定位与术中皮层电极描记范围完全一致。 对于一些

致痫灶不明确或多个致痫灶的患者,同步 EEG鄄fMRI
的检测意义更显著。 MOELLER 等[5] 采用同步

EEG鄄fMRI 对 8 例致痫灶不明确的患者进行定位,同
时与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单光子发射体层

摄影术进行对比发现 EEG鄄fMRI 较后二者定位更准

确,其中 2 例手术患者术后病理均显示同步 EEG鄄
fMRI 定位的致痫灶存在皮质发育不良。 有学者

等[6]对一组由于致痫灶不明确而被拒绝实施外科

治疗的患者进行了 EEG鄄fMRI 研究,发现能够对致

痫灶的起源深度不明确的病例进行定位。 同步

EEG鄄fMRI 可以指导颅内植入电极放置,但同时也可

能是证实多个致痫灶存在的一种潜在技术。 部分癫

痫患者同步 EEG鄄fMRI 检测致痫灶呈负性激活

(fMRI 图像呈现蓝色区域)。 这种负性激活也是出

现在临床症状前数秒。 fMRI 负性激活形成原因尚

不清楚,目前存在以下假说:正性激活区血流增加导

致邻近区域血流相对减少并呈现负性激活;神经传

递功能减弱引起局部电生理活动减少;神经血管偶

联存在异常;酌鄄氨基丁酸抑制神经元活动。 这种负

性激活现象最常见于小儿癫痫,JACOBS 等[7] 对 11
例小儿症状性癫痫进行研究,同步 EEG鄄fMRI 提示

致痫灶的负性激活达 27. 2% ;另一组同样研究[8] 发

现 36%小儿癫痫的同步 EEG鄄fMRI 呈现致痫灶负性

激活。 学者们[9]对 82 例癫痫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
8 例同步 EEG鄄fMRI 示致痫灶负性激活,并通过 8 例

患者分析,认为致痫灶正性激活后迅速消失,随后出

现较长时间负性激活时致痫灶的癫痫残留,目前这

种说法仍未被广泛证实。 本研究可能病例数量较

少,至目前为止仍未发现致痫灶负性激活,致痫灶负

性激活的病例仍需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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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B6 不同给药途径治疗妊娠期剧吐的疗效分析

陈文秀,张玉霞

[摘要]目的:探讨采用口服、静脉滴注及穴位注射 3 种不同方式给予维生素 B6 治疗妊娠剧吐的临床效果。 方法:将 84 例妊

娠剧吐患者随机盲取分为 A、B、C 3 组,每组 28 例,A 组口服维生素 B6,B 组静脉滴注维生素 B6,C 组穴位注射维生素 B6。 观

察 3 组治疗前后胃动素含量及治疗效果。 结果:经 1 周治疗后,C 组患者总有效率 100. 00% ,均明显高于 A 组的 71. 43%和 B
组的 82. 14% (P < 0. 01)。 治疗后 C 组胃动素水平高达(133. 53 依 33. 16)ng / L,明显高于其他 2 组(P < 0. 01)。 C 组中仅 1 例

由于按压时间短发生皮下出血,未给予特殊治疗,自行好转,未影响继续治疗。 结论:内关穴注射维生素 B6 可有效提高胃动素

分泌,促进胃肠蠕动,达到治疗妊娠剧吐目的,疗效明显优于口服、静脉滴注,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妊娠剧吐;口服;穴位注射;静脉滴注;维生素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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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comparison of vitamin B6 through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 routes
in the treatment of pregnancy hyperemesis

CHEN Wen鄄xiu,ZHANG Yu鄄xia
(Department of Nursing,The Sixth Hospital of Shijiazhuang,Shijiazhuang Hebei 05005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vitamin B6 through oral,intravenous infusion and acupoint inje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regnancy hyperemesis. Methods:Eighty鄄four patients with pregnancy hyperemes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group
A,B and C(28 cases each group). The A,B and group C were treated with vitamin B6 by oral,intravenous infusion and acupoint
injection,respectively. The motilin levels and treatment effects in 3 groups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The total
efficiency in group A(100. 00% )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71. 43% ) and group C(82. 14% ) after 1 week of
treatment(P < 0. 01). The level of motilin in group C(133. 53 依 33. 16)ng / 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P < 0. 01). One case with subcutaneous hemorrhage caused by short pressing time in group C was improved by himself.
Conclusions:Acupoint injection of vitamin B6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otilin secretion,promote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and prevent
hyperemesis gravidarum. The curative effect of vitamin B6 is obviously superior to the oral and intravenous drip,and which is worthy of
the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hyperemesis gravidarum;oral;acupoint injection;intravenous drip;vitamin B6

摇 摇 妊娠剧吐是一种严重的早孕反应,临床少见,发
生率约 0. 35% ~ 0. 47% [1]。 临床症状主要以严重

呕吐、无法进食为主,易导致水电解质紊乱、酸中毒

及肝肾功能衰竭等,甚至导致韦尼克脑病、死亡,临
床以对症治疗为主。 维生素 B6 是常用止吐药物,然
而不同的给药途径可能会导致止吐效果不同。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我们对收治的 84 例妊娠

剧吐患者采用不同途径给予维生素B6 治疗。现作

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本研究 84 例患者均符合《妇产科

学》 [2]及《中医妇科学》 [3] 妊娠剧吐诊断标准,年龄

20 ~ 39 岁,孕周 6 ~ 17 周。 患者均有不同程度尿酮

阳性、水电解质紊乱。 排除宫外孕、葡萄胎及合并代

谢性疾病、胃肠疾病、肝炎等内科呕吐病变。 随机盲

取法将其分为 A、B、C 3 组,每组 28 例。 3 组年龄、
孕周及水电解质紊乱程度(血清钾)、尿酮程度均具

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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