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有效,能提高疼痛病人生活质量,是治疗中重

度癌性疼痛主要药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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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单鼻孔蝶窦切除垂体腺瘤术后并发尿崩症分析

郑夏林,姜之全,韩摇 易,孙摇 涛,张少军,娄飞云,张摇 弢

[摘要]目的:探讨经鼻蝶入路两种手术方式及垂体腺瘤大小与术后尿崩症的关联。 方法:选取行经单鼻孔蝶手术治疗的 156
例垂体腺瘤病人为研究对象,其中神经内镜手术 84 例(微腺瘤 30 例,大腺瘤 32 例,巨大腺瘤 22 例)和显微镜手术 72 例(微腺

瘤 26 例,大腺瘤 28 例,巨大腺瘤 18 例),术后第 1 天监测每小时尿量,之后监测每日 24 h 总尿量和入量,根据尿量动态监测

血电解质及血渗透压改变情况。 结果:不同大小垂体腺瘤术后尿崩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其中微腺瘤

术后尿崩症发生率高于大腺瘤和巨大腺瘤 (P < 0. 05 和 P < 0. 01)。 2 组术后不同肿瘤大小尿崩症总体发病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垂体腺瘤术后尿崩症在微腺瘤中发生率高,手术选择需谨慎。 术后尿崩症与经鼻蝶入路的两种

手术方法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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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R 736. 4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19. 04. 021

摇 摇 垂体腺瘤是常见的颅内肿瘤,其发生率一般为

10% ~12% 。 绝大多数的垂体腺瘤可经鼻蝶入路手

术切除[1],虽然该入路手术效果较以往经颅手术有

了明显的提高,但其术后尿崩症仍有较高的发生率,
最高可达 60% [2]。 当发生永久性尿崩症时,可引起

严重的水、电解质紊乱,甚至会危及生命[3]。 该入

路导致术后尿崩症的原因诸多,包括病人性别[4]、
手术损伤垂体血供、鞍膈形态[5] 等。 本研究分别就

经鼻蝶入路常用的 2 种手术方式即神经内镜与显微

镜和肿瘤的大小与术后尿崩症发生率的关系,进一

步探讨发生尿崩症的原因,以期有效降低尿崩症的

发生率,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临床资料摇 选取 2015 - 2017 年在我科行经鼻

蝶手术治疗的 156 例垂体腺瘤病人为研究对象,其
中神经内镜手术组 84 例,显微镜手术组 72 例。 神

经内镜手术组中男 31 例,女 53 例,年龄 20 ~ 72 岁,
根据病人鞍区影像学检查显示肿瘤最大直径分为微

腺瘤 30 例,大腺瘤 32 例,巨大腺瘤 22 例。 显微镜

手术组中男 34 例,女 38 例,年龄 19 ~ 74 岁,微腺瘤

26 例,大腺瘤 28 例,巨大腺瘤 18 例。 2 组病人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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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年龄及垂体腺瘤大小分类构成间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所有病人术前常规查血激素水平包括

性激素六项、生长激素、血皮质醇(早上 8 点、下午 4
点)、甲状腺激素等,影像学主要包括鞍区 MRI 平扫

加增强,鞍区 CT 矢状位和冠状位,部分病人行神经

导航辅助。 术后病理均证实垂体腺瘤。
1. 2. 1摇 神经内镜组摇 全麻满意后病人取平卧头后

仰 15毅,不带冲洗套的内镜下从右鼻孔逐步深入,看
到蝶窦开口后,在蝶窦开口上约 1 cm,切开鼻中隔

黏膜形成黏膜瓣,磨钻磨开蝶窦前壁及蝶窦内横隔,
磨开鞍底,先穿刺若未见活动性出血,切开鞍底,内
镜深入鞍内,吸引器联合刮匙清除肿瘤。
1. 2. 2摇 显微镜组摇 全麻满意后病人取平卧位头后

仰 15毅,显微镜下用鼻腔撑开器撑开右鼻腔,在中鼻

甲根部对应的鼻中隔黏膜上切开,分离器分开黏膜

暴露骨性鼻中隔,暴露双侧蝶窦开口,咬骨钳咬除蝶

窦前壁,进入蝶窦,凿开鞍底暴露鞍底硬脑膜。 穿刺

针穿刺若未见活动性出血,切开鞍底硬膜,刮匙刮出

鞍内肿瘤。
1. 3摇 尿崩症诊断和治疗摇 首先排除术后引起多尿

的相关因素,如脱水剂、过度补液、术后高血糖

等[6],病人术后尿量 > 2 mL·kg - 1 ·h - 1, > 4 000
mL / 24 h 或 > 250 ~ 500 mL / h[7] 则诊断为尿崩症。
术后尿量 3 000 ~ 4 000 mL / 24 h,病人一般情况良

好,不用药物处理,但需密切监测尿量、血电解质,维
持出入量平衡。 术后 4 000 ~ 6 000 mL / 24 h,口服卡

马西平、噻嗪类利尿药等。 术后尿量 > 6 000 mL / 24
h,早期应用垂体后叶素肌内注射,逐渐换用口服去

氨加压素片,一般 10 d 左右控制,逐渐减少口服用

量,对于永久性尿崩,至少服药 3 个月。 尿崩症通常

发生在术后第 1 天,大部分病例在 10 d 内就可以解

决[8]。 少数病人尿崩症持续存在,需要用加压素类

似物长期治疗。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不同大小垂体腺瘤术后尿崩症发生率摇 不同

大小垂体腺瘤术后尿崩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 0. 01),其中微腺瘤术后尿崩症发生率

高于大腺瘤和巨大腺瘤 (P < 0. 01 和 P < 0. 05)(见
表 1)。
2. 2 摇 2 种不同方式经鼻蝶入路切除垂体腺瘤术后

尿崩症情况比较摇 2组不同肿瘤大小术后尿崩症总

表 1摇 不同大小垂体腺瘤术后尿崩症发生率比较

肿瘤大小 n 术后尿崩症 / % 摇 字2 P

微腺瘤 56 摇 31(55. 3)

大腺瘤 60 摇 18(30. 0)** 8. 38 < 0. 01

巨大腺瘤 40 摇 14(35. 0)*

摇 摇 与微腺瘤比较*P < 0. 05,**P < 0. 01

体发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本组病例仅发生 15 例(9. 7% )永久性尿崩,余
均为短暂性尿崩症,无三相性尿崩症及死亡病例。
随访时间 5 个月至 2 年,无尿崩表现。

摇 表 2摇 2 种不同方式经鼻蝶入路切除垂体腺瘤术后尿崩症

情况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微腺瘤 大腺瘤 巨大腺瘤

神经内镜组 84 16 / 30(53. 3) 10 / 32(31. 2) 8 / 22(36. 3)

显微镜组 72 15 / 26(57. 6) 8 / 28(28. 5) 6 / 18(33. 3)

字2 — 0. 03 0. 03 0. 02

P — >0. 05 > 0. 05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神经内镜或显微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垂体腺瘤

手术已相当成熟,有报道[1]称 90%的垂体腺瘤可通

过该入路手术切除,但其术后尿崩症仍有较高的发

生 率, 是 该 入 路 术 后 常 见 并 发 症 之 一。
SCHRECKINGER 等[2] 报道称经鼻蝶入路垂体腺瘤

术后尿崩症发生率要高于其他术后并发症。
经鼻蝶垂体腺瘤术后尿崩症发生原因众多,本

组主要探讨垂体腺瘤大小及经鼻蝶入路的 2 种手术

方式与术后尿崩症的关联。 SCHRECKINGER 等[2]

认为肿瘤的大小是垂体腺瘤术后尿崩症发生率的因

素之一。 NEMERGUT 等[9] 认为垂体微腺瘤术后尿

崩症多见,尤其是功能型垂体微腺瘤,而 HENSEN
等[10]认为垂体腺瘤术后尿崩症常发生于垂体大腺

瘤。 本组病例,垂体微腺瘤术后尿崩症要高于大及

巨大腺瘤。 认为可能原因有 5 点,其一:本组研究发

现微腺瘤常被正常垂体组织包裹,经鼻蝶切除时需

锐性分开正常垂体才能发现肿瘤,从而增加了术后

尿崩症的发生率。 其二:微腺瘤多能全切,虽有文献

报道垂体腺瘤存在假包膜,但实际手术时并不能全

部辨认,仍会对正常垂体组织的产生器械性损伤。
其三:由于在以往开颅切除鞍区肿瘤时偶会离断垂

体柄,但病人术后并未发生尿崩症,故推测抗利尿激

素可能存在其他的分泌途径,BELLASTELLA 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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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动物实验,离断动物的垂体柄,发现在鞍区可以形

成新的“垂体后叶冶。 张亚卓等[12] 认为由于大型垂

体腺瘤会长时间挤压垂体后叶,可能会导致垂体后

叶代偿性增生,虽有这些文献报道,但具体机制尚不

明确,尚需进一步实验证实,故不可以轻易离断垂体

柄。 其四:与术者操作熟练程度有关,本组研究发现

早期开展经鼻蝶切除垂体腺瘤术后尿崩症发生率明

显偏高,由于术者对垂体结构、肿瘤位置不熟,寻找

和切除肿瘤时会过多误伤正常垂体结构,故早期易

选择突入鞍内的大腺瘤,且蝶窦发育良好、不伴有

“束腰症冶的病例。 其五:大腺瘤和巨大腺瘤多将垂

体后叶挤压至一侧或后方,部分存在“束腰症冶或侵

袭性生长、包绕颈内动脉,故术者会选择性切除肿

瘤,从而减少了损伤正常垂体组织的概率。
GOUDAKOS 等[13]荟萃分析显示经鼻蝶入路神

经内镜下切除垂体腺瘤较显微镜下,术后尿崩症的

发生率低,而 DEKLOTZ 等[14] 荟萃分析示内镜组较

显微镜组术后尿崩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本

组病例结果与后者一致,但本组研究显示神经内镜

组术后尿崩症发生率[34 / 84(40. 4% )]较显微镜组

[29 / 72(40. 2% )]偏高,考虑原因有 3 点,其一:垂
体腺瘤质地多偏软,易于刮除或吸除,而垂体组织前

叶质地多偏韧,不易刮除或吸除,且常被肿瘤组织挤

压变形[15],神经内镜较显微镜可为术者提供全视角

和深部照明,能伸入鞍内。 鲁晓杰等[16] 报道称神经

内镜较显微镜可以观察到肿瘤的深部和侧方。 这样

虽然提高了垂体腺瘤的全切率,但也正因为这个优

势,使术者为追求全切,反复探查鞍内,反而增加了

损伤正常垂体结构的概率和脑脊液漏的发生率,而
脑脊液漏可增加术后尿崩症的发生率。 其二:神经

内镜下吸引器深入鞍内操作,无形中损伤正常垂体

组织,尤其是当吸引器头端存在磨损的时候,而显微

镜下吸引器多位于鞍外操作。 其三:神经内镜的光

源存在一定的热辐射,会损伤正常的垂体结构,故后

期我们增加了术中冲水频率,缩短鞍内操作时间。
对于神经内镜光源存在热效应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

改进。 无论神经内镜或显微镜下经鼻蝶切除垂体腺

瘤,鞍内均不宜过多填塞止血物,需慎用无机胶,鞍
内忌用电凝。

综上所述,垂体腺瘤术后尿崩症在微腺瘤中发

生率高,手术选择需谨慎。 经鼻蝶入路的 2 种手术

方式切除垂体腺瘤术后尿崩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应根据术者对手术方式掌握情况,采用个体化

治疗,最好 2 种方法均能掌握,这样可以联合,以求

在提高肿瘤全切率的同时,降低术后尿崩症的发生

率,为病人带来更好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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