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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成形钛网颅骨修补术的手术技巧探讨

白摇 咏1,陈摇 涛1,薛摇 光1,张子焕1,蒋晓帆2,齐一龙1

[摘要]目的:探讨数字化成形钛网颅骨修补术的手术技巧。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应用数字化成形钛

网治疗 202 例颅骨缺损病人的临床资料。 结果:所有病例恢复良好,复查头颅 CT 钛网与颅骨均紧密贴合良好,头部外观满

意。 病人原有神经功能障碍得到改善。 202 例发生头皮下积液 6 例,局部感染 1 例,脑内小血肿 2 例,术区硬膜外小血肿 3 例,
分流术后病人并发大量硬膜外血肿 2 例,术后癫痫大发作 2 例。 无钛网外露、松动、变形,无咀嚼疼痛、张口受限等不良反应。
结论:提高手术技巧可降低数字化成形钛网颅骨修补术手术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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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ical technique of the cranioplasty of digital forming titanium mesh
BAI Yong1,CHEN Tao1,XUE Guang1,ZHANG Zi鄄huan1,JIANG Xiao鄄fan2,QI Yi鄄long1

(1.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The 123th Hospital of PLA,Bengbu Anhui 233010;2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Xijing Hospital,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Xi忆an Shanxi 71003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surgical technique of the cranioplasty of digital forming titanium mesh.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202 skull defect patients treated with cranioplasty of digital forming titanium mesh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from March
2006 to March 2016. Results:All patients recovered well,the head appearance is satisfactory,and the results of CT showed that the
titanium mesh and skull is closely fit. The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 of all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scalp effusion in 6
cases,local infection in 1 case,small intracerebral hematoma in 2 cases,preoperative epidural hematoma in 3 cases,a large number of
epidural hematoma after shunt in 2 cases,and postoperative grand mal epilepsy in 2 cases were identified. No titanium mesh exposure,
loosening,deformation,chewing pain and mouth restriction in all patients were observed. Conclusions:Improving surgical techniqu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complications of cranioplasty of digital forming titanium mesh.
[Key words] skull / surgery;digital forming titanium mesh;surgical technique;surgical complication

摇 摇 颅骨缺损主要是颅脑损伤及高血压脑出血去骨

瓣减压术后医源性遗留,因为颅骨的不完整,使脑组

织失去了天然的保护,以及头颅部外形上的残缺导

致外观受到严重影响,病人常产生心理和精神障

碍[1]。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成形

钛网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颅骨修补术,较传统的钛网

更有优势,同时通过提高手术技巧,体现了手术时间

更短、操作更简便、并发症更少、外形更美观等特

点[2 - 3]。 颅骨修补手术虽然不复杂,但术后并发症

依然常见,处理不及时、不得当甚至可能造成手术失

败,提高手术技巧能显著减少手术并发症。 我院自

2006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应用数字化成形钛网行

颅骨修补术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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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

应用数字化成形钛网治疗 202 例颅骨缺损病人,其
中男 112 例,女 90 例,年龄 16 ~ 73 岁。 缺损原因:
颅脑损伤去骨瓣 172 例,高血压脑出血去骨瓣 24
例,大面积脑梗死去骨瓣 6 例。 缺损部位:单侧 187
例,双侧 15 例。 脑室腹腔分流术后修补 12 例。 与

脑积水同期手术 3 例。 颅骨缺损直径均超过 3 cm,
颅骨缺损时间在 2 个月至 2 年。 所有病例均采用数

字化成形钛网作为修补材料。
1. 2摇 修补材料准备摇 术前均采用螺旋 CT 行 2 mm
薄层扫描,扫描范围超过骨窗上下缘 1 cm,然后采

集数据定制数字化成形钛网。 放置在颞肌外的钛网

定制时要求中颅底部小于骨窗 1. 0 cm,放置在颞肌

下的钛网要求与中颅底部平齐,其余部分的钛网要

求大于骨窗 0. 5 ~ 1. 0 cm。
1. 3摇 手术方法摇 6 例大面积脑梗死病人因行颞肌

贴敷,故全部采用游离皮瓣颞肌外法修补,其余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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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均采用游离皮肌瓣颞肌下法修补。 颞肌外法在帽

状腱膜下、颞肌外间隙分离皮瓣,剥离骨窗前、后、上
处的骨膜,下部有颞肌附着不予显露。 颞肌下法是

在骨窗边缘有颞肌附着的部位完全切开颞肌,分离

出腱膜下层、颞肌下与硬脑膜、人工(或假性)硬脑

膜界限游离形成皮肌瓣。 大体上采取自下而上、自
前往后用小圆刀片小心游离。 剥开骨膜后将钛网覆

盖骨窗,检查与颅骨贴合良好后,钛钉固定牢靠。 颞

肌外法中有 3 例病人因颞肌较为发达,用咬骨钳略

微把钛网往外掰开保证对颞肌无卡压。 缝合硬膜 3
针悬吊于钛网,头皮下留置引流管接负压吸引球。
用 4鄄0 可吸收线缝合帽状腱膜,术区弹力绷带适当

加压包扎。 术后去枕平卧 5 d,48 h 内拔除负压引

流,术区继续用弹力绷带适当加压包扎 3 d。 按照围

手术期常规应用抗生素,术后 7 ~ 9 d 拆线。

2摇 结果

摇 摇 202 例病人中 4 例失访,198 例随访 3 ~ 36 个

月,病人原有神经功能障碍均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无钛网外露、松动、变形,无咀嚼疼痛、张口受限等不

良反应。 202 例病人手术切口均一期愈合。 发生头

皮下积液 6 例,均于术后 5 ~ 7 d 出现,其中 2 例因

积液较少,加压包扎后积液吸收,3 例积液较多,予
1 ~ 2 次抽液并加压包扎后积液消失。 头皮下积液

合并局部感染 1 例,全身应用抗生素,头皮下置管用

庆大霉素 + 0. 9%氯化钠注射液冲洗 2 d 后拔除,拔
管前尽量抽除头皮下积液,皮瓣加压包扎,积液及感

染消失。 术后复查头颅 CT,2 例出现术区邻近皮质

下脑内小血肿,3 例术区硬膜外血肿,血肿量 < 20
mL,保守治疗成功。 2 例分流术后病人并发大量硬

膜外血肿,予开颅清除血肿,恢复良好。 术后癫痫大

发作 2 例,无切口或头皮坏死、颅内感染、排异反应

等相关并发症。 所有病例复查头颅 CT 钛网与颅骨

均紧密贴合良好,头部外观满意。

3摇 讨论

摇 摇 颅脑损伤、脑出血和大面积脑梗死的病人常常

因病情需要去除骨瓣外减压,多采用标准去大骨瓣

术,颅骨缺损的面积往往较大,头皮和硬脑膜在大气

压的直接作用下可压迫脑组织,脑组织可随体位变

化而移位,造成脑部血液循环改变,可导致神经功能

障碍[4],常合并颅骨缺损综合征[5],严重者可影响

生活、工作。 通过修补可以使颅骨的完整性得到修

复,并可恢复颅骨外观,阻断大气压对脑组织的压

迫,维护颅内压的稳定,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改善

临床 症 状, 减 轻 心 理 负 担 和 精 神 障 碍[6 - 7]。
SAKAMOTO 等[8]利用 CT 灌注成像技术观察到颅骨

缺损病人修补术后缺损同侧和对侧脑血流量明显提

高,恢复良好。 颅骨缺损时间长短对病人颅内血流

动力学及神经功能有明显影响,故应建议并鼓励病

人根据情况早期行颅骨修补[9],凡具备适应证[10]的

争取在首次术后的 2 ~ 6 个月进行修补,有感染者需

在创伤愈合 1 年后施行[11]。
钛网作为目前的主流修补材料,具有良好的组

织相容性和强度,术后不影响 CT、MRI 等检查[12]。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成形钛网愈

来愈广泛地应用于临床[13],但术后并发症仍较常

见,本组为 7. 9% ,严重并发症 3 例(感染、大量颅内

血肿),占 1. 5% ,这要求神经外科医生提高手术技

巧。 我们根据近十年来数字化成形钛网颅骨修补手

术的经验,总结了一些手术技巧以供探讨:(1)术前

平卧 12 h。 使用体外可调压分流管的分流术后病

人,术前 1 天将阀门压力调高一档并平卧,以病人能

耐受为宜。 颅骨缺损病人常常合并脑萎缩、脑软化

灶形成,骨窗多明显塌陷。 由于脑萎缩及大气压力

的作用,有些病例头皮过度塌陷甚至可达中线,致使

手术游离皮瓣、颞肌时过度牵拉脑组织,导致脑内血

肿;或因术中术后钛网下空腔过大,术后出现硬膜外

血肿。 经平卧调压处理后,手术时病人骨窗一般都

能轻微膨出或无明显凹陷。 少数骨窗仍明显塌陷的

病人,可于术前或术中快速补液或术中屏气。 同期

行脑积水分流和颅骨修补的病人,宜先行分流术再

行修补术,分流术中不要让脑脊液流失过多。 (2)
分离皮瓣应避免皮瓣过薄,引起头皮坏死。 牵拉皮

瓣时手法要轻柔,防止拉断脑皮层血管致脑内血肿。
颞肌外法游离皮瓣时在帽状腱膜下、颞肌外间隙分

离皮瓣,可边游离皮瓣边用手感知皮瓣的厚薄。 颞

肌下法采用皮肌瓣较为简便,颞肌附着处完全切开

颞肌,在颞肌与硬脑膜的界限间分离时出血较少,不
易损伤硬脑膜或假性硬脑膜。 如不慎分破硬膜必须

严密修补,以免术后头皮下积液。 (3)颅骨修补术

以颞肌下法为佳,此法能最大限度恢复正常解剖结

构。 颞肌外法创伤较小,手术时间明显缩短,术后颅

内血肿、皮下积液、感染发生率较颞肌下法低[14],但
易出现颞肌卡压、张口受限。 我们认为,因大面积脑

梗死行去骨瓣减压、颞肌贴敷术病人,颅骨修补必须

采用颞肌外法修补法,否则会损伤颞肌与脑皮层间

的侧枝血管,导致脑缺血加重。 颞肌外法个体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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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钛网中颅底部分应小于骨窗 1. 0 cm,以免颞肌

受压。 颞肌非常发达者需用咬骨钳将钛网稍往外掰

开,保证对颞肌无卡压同时对头皮无切割,否则就可

能会出现咬合、咀嚼时颞部不适或疼痛以及张口受

限。 (4)检查钛网与颅骨贴合良好,用丝线缝合硬

膜 3 针悬吊于钛网。 若钛网与硬脑膜间空隙大,用
适量明胶海绵填塞,消灭死腔。 (5)关颅前用抗生

素溶液冲洗术区。 丝线缝合帽状腱膜术后数月线结

易从头皮露出,导致感染,故建议用 4鄄0 可吸收线缝

合帽状腱膜。 (6)术区用弹力绷带适度加压包扎

5 d,去枕平卧 5 d,每日补充 0. 9% 氯化钠注射液

1 000 mL 以上,促进脑膨胀,减少钛网下死腔。 脑

积水术后的病人术后 5 d 将阀门压力调回原来

水平。
综上所述,通过数字化成形钛网的应用及手术

技巧的提高,颅骨成形术手术时间较传统二维钛网

能缩短 1 ~ 1. 5 h,操作更简便、并发症更少、外形更

美观,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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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RP 治疗局限性 PCa 术中出血更少,手术时间也

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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