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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09 脑局部孤立离断术治疗难治性癫痫 --------------------------------------------------------------------------- 张华 55 

OR-110 双侧颞叶癫痫的诊断与外科治疗策略 ------------------------------------------------------------------------ 遇涛 55 

OR-111 双侧丘脑前核电刺激治疗药物难治性癫痫 -------------------------------------------- 凌至培,徐欣,潘隆盛等 55 

OR-112 颞叶癫痫的手术策略（附 61 例病例报告） --------------------------------------- 杨治权,贺星惠,杨转移等 56 

OR-113 难治性痉挛性斜颈 GPI-DBS 治疗的临床效果评价 

 以及微电极植入与术后程控的研究 ----------------------------------------------------- 牛朝诗,丁宛海,熊赤等 56 

OR-114 丘脑底核电刺激治疗帕金森病运动症状疗效的预测因素研究 ----------------------- 李楠,王学廉,高国栋 56 

OR-115 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 Meige 综合征 14 例报告 --------------------------- 王林,陈国强,郭宇鹏等 57 

OR-116 不同类型帕金森病患者丘脑底核电刺激长期疗效 ----------------------------------- 徐翠萍,庄平,张宇清等 57 

OR-117 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治疗脑梗后肌张力障碍 -------------------------------------- 孟凡刚,刘婷红,张建国 58 

OR-118 无框架导航技术在 DBS 手术中的应用 ------------------------------------------------- 詹彦,石全红,谢延风等 58 

OR-119 三维重建与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治疗帕金森病针道设计研究 ----------------- 张世忠,何骁征,张伟忠 59 

OR-120 特发性震颤深部电刺激手术中的微电极记录与靶点调整分析 -------------------------- 蒋伟,舒凯,雷霆等 59 

OR-121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颅神经疾病 1982 例临床分析 --------------------------------------- 徐武,梁维邦,陆天宇 60 

OR-122 The petrosal vein's classification and protection in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of trigeminal neuralgia --------------------------------- Liang Weibang,Xu Wu,Lu Tianyu 60 

OR-123 显微血管减压术中特殊类型减压效果的的临床探讨 --------------------------------------------------- 姜晓峰 60 

OR-124 再次微血管减压术治疗的策略和技巧 ------------------------------------------------------------------------ 袁越 61 

OR-125 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贝尔氏麻痹后面肌痉挛 ----------------------------------------------------- 于炎冰,张黎 61 

OR-126 复杂责任血管面肌痉挛的手术治疗 ------------------------------------------------------------------------ 屈建强 61 

OR-127 经乙状窦后入路治疗舌咽神经痛 142 例经验总结 ----------------------------------- 王晓松,陈国强,王林等 62 

OR-128 3D-TOF 及 FIESTA-C 影像融合三维重建在显微血管减压术中的应用 ------------------------------- 王景 62 

OR-129 组合型颅神经过度兴奋功能异常综合征： 

 病因学分析与手术治疗策略探讨 ----------------------------------------------------- 郑小斌,康德智,林元相等 63 

OR-130 三叉神经痛伽马刀治疗后无效或复发患者的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 --------------------------------- 赵卫国 63 

OR-131 脑深部电刺激术后颅内血肿清除后保留电极及术后两年随访一例 -------------- 朱冠宇,孟大伟,石林等 64 

OR-132 Delayed Facial Palsy After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for Hemifacial Spasm --------------------------- Zhao Hua,Li Shiting,Tang Yin Da etc.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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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33 意识障碍神经调控治疗个体化多模态脑网络研究 ----------------------------------- 杨艺,何江弘,夏小雨等 65 

OR-134 海洛因成瘾患者伏隔核/内囊前肢场电位特征 

 与植入脑深部刺激电极定位的相关分析 -------------------------------------------------- 葛顺楠,李楠,陈磊等 65 

OR-135 多种术式治疗中枢性疼痛的临床应用研究 -------------------------------------------- 胡永生,陶蔚,朱宏伟等 65 

OR-136 痉挛性脑瘫的外科治疗 --------------------------------------------------------------------------------------- 李奇峰 66 

OR-137 Microsurgical decompression of peripheral nerves for treatment  

 of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of upper limbs ------------------------------------ Zhang Li,Yu Yanbing 66 

OR-138 脑深部电刺激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研究进展 -------------------------------------------- 刘婷红,张建国,孟凡刚 67 

OR-139 ROSA 机器人引导下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脑功能性疾病 ----------------------- 毛之奇,余新光,凌至培等 67 

OR-140 神经外科患者围手术期紧急困难气道抢救 10 例临床分析 --------------------------- 徐跃峤,程玮涛,王宁 67 

OR-141 神经外科术后体位对颅内压的影响 ------------------------------------------------------------------------ 游晓梅 68 

OR-142 脑脓肿保守或穿刺排脓术后抗感染治疗疗程的探讨 ----------------------------- 梁日生,石松生,方俊杰等 68 

OR-143 脑室引流观察表单及外固定装置在脑室引流管管理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 赵亚芸 69 

OR-144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中移动式头颅 CT 的应用 --------------------------------------------- 费舟,李兵,闫志强等 69 

OR-145 丙泊酚治疗癫痫持续状态 42 例临床分析 ---------------------------------------------------------------- 杨佳明 69 

OR-146 神经外科反向式交班与护理床头交班记录表的联合应用 -------------------------- 张兰芳,张银,杨迎春等 69 

OR-147 Hypertonic Saline Decreases the Pulsatility Index and Increases  

 Minimum Diastolic Blood Flow Velocity i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Patients after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 Guo Wei,Guo Shaochun,Tian Bo etc. 70 

OR-148 快速细孔钻颅置管引流技术的研发与临床应用 52 年 ------------------------------ 张庆林,王成伟,孟庆虎 70 

OR-149 探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营养评估 ------------------------------------------------------------------------------ 安硕 71 

OR-150 集束化策略预防脑室外引流颅内感染的临床研究 -------------------------------------- 邱炳辉,包贇,曾浩等 71 

OR-151 持续脑电监测对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迟发性脑血管痉挛的临床意义 --------------------------------- 刘隆熙 71 

OR-152 颅内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个体化治疗的临床分析 ------------------------------------------------------ 张刚利 72 

OR-153 神经重症患者的镇痛镇静治疗 ------------------------------------------------------------------------------ 张立平 72 

OR-154 Empirical combination antibiotic therapy improves  

 the outcome of nosocomial meningitis or ventriculitis  

 in neurocritical care unit patients --------------------------------------------- Li Zhiqi,Wu Xing,Yu Jian etc. 72 

OR-155 颅内压监测过程中出现 ICP 异常数值的相关因素分析 -------------------------- 方文华,康德智,林章雅等 73 

OR-156 以白质纤维束为保护靶标的高血压脑出血内镜精准微创清除术 --------------------------------------- 胡荣 73 

OR-157 改进护理流程对降低脑室外引流感染的影响分析 ------------------------------------------------------ 李丽丽 74 

OR-158 听神经鞘瘤术后并发吞咽困难的康复训练 ----------------------------------------------------------- 郑敏,张宁 74 

OR-159 急危重型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微创神经 

 介入治疗结合重症支持治疗体会 -------------------------------------------------------- 刘磊,余新光,马玉栋等 74 

OR-160 神经内镜下扩大经鼻切除鞍上及三脑室内颅咽管瘤的护理体会 ----------------- 李英,张崇芬,田兴淑等 74 

OR-161 老年重型颅脑损伤 75 例急救护理 ------------------------------------------------------ 豆兴芳,丁亚茹,黄艳萍 75 

OR-162 神经外科女性患者开颅手术局部备皮的操作和护理体会 --------------------------------------------- 袁巧玲 75 

OR-163 应用复合手术室实施血管造影联合神经外科手术的安全管理 ------------------------------------------ 肖华 75 

OR-164 神经外科机械通气患者镇痛镇静的评估与护理 ----------------------------------------------------- 孙静,周波 76 

OR-165 影响神经外科专科护士综合护理能力的因素及对策 ------------------------------------------------------ 张莉 76 

OR-166 集束化管理策略在神经外科气管切开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 张晴 76 

OR-167 神经外科护理风险的分析及预防措施 --------------------------------------------------------------------- 丁淑珍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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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68 颅内压监测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中应用效果的 Meta 分析 --------------------- 连银红,张兰芳,李晶晶等 77 

OR-169 危重症患者肠内营养治疗护理疗效观察 -------------------------------------------------------- 魏文桂,江荣才 77 

OR-170 血管复合手术室内脑血病手术的护理配合 --------------------------------------------------------------- 崔宁宁 77 

OR-171 颅内动脉瘤围手术期的心理护理干预作用 --------------------------------------------------------------- 陈慧玲 78 

OR-172 神经外科护士临床综合能力培训思考 --------------------------------------------------------------------- 陈超丽 78 

OR-173 不同 PH 值湿化液在预防气管切开患者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研究 ---------------------------------- 乐革芬 79 

OR-174 葡萄糖酸氯己定在颅脑择期手术患者术前皮肤清洁中的应用研究 --------------------------------- 陈茂君 79 

OR-175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颅内动脉瘤栓塞术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 靳玉萍,范小宁,程春梅等 79 

OR-176 基于标准化管理的手术运行管理策略 ----------------------------------------------------- 姜雪,郎红娟,李娟等 79 

OR-177 面肌操训练在听神经瘤术后面瘫患者的早期应用 --------------------------------------------------------- 姚菲 80 

OR-178 不同经鼻入路粘膜相关症状的随访比较 --------------------------------------------------------------------- 刘琰 80 

OR-179 工作压力对神经外科低年资护士造成影响的原因分析 --------------------------------------------------- 巫磊 81 

OR-180 重型颅脑创伤患者持续有创颅内压监测的护理 -------------------------------------------------- 李书砚,魏力 81 

OR-181 58 例巨大听神经瘤患者术后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 ----------------------------------------------------- 杨宝燕 81 

OR-182 分级诊疗下神经外科护士岗位设置与分级管理的实践探讨 --------------------------------------------- 陈玲 82 

OR-183 神经外科气管切开患者的规范化护理 --------------------------------------------------------------------- 阳安琪 82 

OR-184 Neuroprotection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he critical role of mitochondria -------------------------------------------------------------------------------- 季晶 82 

OR-185 早期肠内营养预防重型颅脑损伤后应激性溃疡的临床研究 ----------------------- 邱炳辉,包贇,莫益萍等 82 

OR-186 原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分流手术疗效的分析 --------------------------------------------------------------- 郑彦 83 

OR-187 自体颅骨瓣修补术后骨吸收的分类及分级研究 ------------------------------------------------------------ 张健 83 

OR-188 创伤性颅脑损伤颅内压波动趋势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 关俊文 83 

OR-189 脑电图反应性定量分析对颅脑外伤后昏迷患者预后评估的研究 -------------------- 卢培刚,梁媛,董元等 84 

OR-190 诱导正常体温对重型颅脑创伤患者预后的影响 -------------------------------------- 孙一睿,虞剑,吴雪海等 84 

OR-191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去大骨瓣减压术后颅内压 

 联合脑血流目标导向强化治疗的临床研究 ----------------------------------------------- 常涛,杨彦龙,李立宏 85 

OR-192 弥漫性轴索损伤患者远期预后因素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 姚顺,徐国政,宋健 85 

OR-193 创伤性硬膜外血肿术后继发脑梗塞的危险因素评估 ----------------------------------- 张所军,王胜,舒凯等 86 

OR-194 ICP monitoring in a negative pressure hydrocephalus with  

 bilateral VP shunts after subtotal resection of cholesteatoma ------------------------- Jin Yi,Gao Liang 86 

OR-195 Clinical Relevance of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and Blood Glucos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 Yu Huijie,Liu Li,Chen Fanglian etc. 87 

OR-196 急性硬膜外血肿合并脑疝患者继发大面积脑梗塞的术前预警评估 -------------- 王文浩,林洪,胡连水等 87 

OR-197 上海市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急救中心 2005~2015 

 老年脑损伤住院患者流行病学调查及对策分析 --------------------------------------------------------- 吴雪海 88 

OR-198 中国创伤性脑损伤的流行病学特点 ------------------------------------------------------------------------ 刘伟明 88 

OR-199 颅内压监护在重型颅脑外伤患者的应用研究 -------------------------------------- 叶永造,王占祥,刘希尧等 88 

OR-200 Complications following cranioplasty:Risk factors  

 and implications in 475 cases --------------------------------------- Wang Gan,Tian Hengli,Gao Wenwei 89 

OR-201 维和期间对两例中枢神经系统火器伤救治体会 ----------------------------------- 王奎重,卢培刚,朱伟杰等 89 

OR-202 Therapeutic Effect of Erythropoietin in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Liu Wenchao,Yang Xiaofeng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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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203 矢状窦中后部损伤的手术处理 -------------------------------------------------------------- 杨理坤,冯毅,朱洁等 90 

OR-204 轻型颅脑损伤的重新评价 -------------------------------------------------------------------- 马景鑑,刘云阳,李晋 90 

OR-205 应激剂量氢化可的松对颅脑外伤后危重症相关 

 皮质类固醇不足治疗作用的实验研究 -------------------------------------------------------- 陈心,柴艳,张建宁 91 

OR-206 膜粘连蛋白Ⅱ通过血管重塑参与小鼠颅脑创伤后神经修复 -------------------------------- 程崇杰,孙晓川 91 

OR-207 采用支架技术重建急慢性颈动脉闭塞临床研究 -------------------------------------- 李志清,梁国标,高旭等 92 

OR-208 GCS3-5 分的单纯硬膜外血肿并脑疝患者的预后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 --------- 林洪,王文浩,胡连水等 92 

OR-209 创伤性颅内出血患者颅内血肿进展的危险因素及对治疗的影响 ----------------- 万学焱,王胜,张所军等 93 

OR-210 负压抽吸冲洗对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早期脑复位及复发率的影响 -------------- 贺绪智,许民辉,徐伦山 93 

OR-211 双侧瞳孔散大的特重型颅脑损伤诊治体会 -------------------------------------------- 林清松,康德智,方文华 94 

OR-212 “五层垫片密封”技术治疗外伤性脑膜脑膨出 -------------------------------------- 包义君,赵丹,黄小龙等 94 

OR-213 创伤性脑损伤 UCH-L1 水平与损伤程度、病情变化及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 李立新 95 

OR-214 Deferoxamine accelerates hemorrhage absorption  

 for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Intracerebral hematoma: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 Yu Jian,Sun Yirui,Hu Jin 95 

OR-215 颅压监测与手术指征不一致情况分类及探讨 --------------------------------------------------------------- 许毅 96 

OR-216 标准外伤大骨瓣治疗急性重型颅脑损伤脑疝形成 ----------------------------------------------- 雷伟,宋振全 96 

OR-217 重型开放性颅颌面损伤的手术治疗策略 ------------------------------------------------------------------ 郭智霖 96 

OR-218 后颅窝复杂性血管网织细胞瘤的显微外科治疗策略 ------------------------------------------------------ 吴震 97 

OR-219 听神经瘤分型与显微外科治疗 ------------------------------------------------------------------------------ 李世亭 97 

OR-220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的微侵袭手术治疗 -------------------------------------------------- 陈立华,徐如祥,魏群等 97 

OR-221 乙状窦后入路切除前庭神经鞘瘤手术 

 治疗中的内听道磨除范围的探讨 --------------------------------------------------------------------------- 张复驰 98 

OR-222 听神经瘤的显微手术技巧 -------------------------------------------------------------------- 祝新根,涂伟,沈晓黎 98 

OR-223 巨大听神经瘤（≥4cm）的显微外科治疗策略 ---------------------------------------------------------- 惠旭辉 98 

OR-224 脑干海绵状血管畸形的手术预后相关因素探讨 ----------------------------------- 孟国路,张俊廷,张力伟等 99 

OR-225 听神经瘤手术技巧探讨（附 106 例分析） -------------------------------------------- 倪红斌,金伟,戴宇翔等 99 

OR-226 海绵窦肿瘤手术进展及心得体会 --------------------------------------------------------- 陈亮 ,花玮,宋剑平等 99 

OR-227 松果体区肿瘤的显微外科手术切除 ------------------------------------------------------------------------ 张剑宁 100 

OR-228 中线前颅底脑膜瘤的手术治疗策略 ----------------------------------------------------------- 钟平,徐铭,徐健等 100 

OR-229 常见四种手术入路切除颅咽管瘤的探讨 -------------------------------------------------- 徐建国,游潮,姜曙等 101 

OR-230 眶上外侧入路手术切除前颅窝底脑膜瘤 ----------------------------------------------- 李新钢,马翔宇,徐淑军 101 

OR-231 鞍结节脑膜瘤显微外科手术入路选择与临床分析 ----------------------------------- 牛朝诗,丁宛海,计颖等 101 

OR-232 经迷路入路听神经瘤手术效果及技巧 ----------------------------------------------- 贺世明,赵天智,张向卿等 102 

OR-233 动态牵拉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治疗天幕脑膜瘤 ----------------------------------------- 钟东,唐文渊,孙晓川等 102 

OR-234 DTT 面神经追踪技术在大型听神经瘤(VS)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 刘宏毅 102 

OR-235 远外侧入路切除枕骨大孔腹侧病变 -------------------------------------------------- 秦怀洲,王举磊,高国栋等 103 

OR-236 3D 打印应用于复杂颅底脑干肿瘤显微手术 ------------------------------------------- 何正文,唐智,邓智勇等 103 

OR-237 Kawase 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骑跨中后颅窝肿瘤 ------------------------------------ 王鹏程,李俊驹,王加充等 104 

OR-238 The advantages ot the wider use of the operative sitting  

 position for the removal of posterior fossa tumorl ----------------------------------------------------- 陈建良 104 

OR-239 DTI 成像技术对听神经瘤面神经的术前定位及术中对面神经保护的作用探讨 ------------------- 徐英辉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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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240 预变性自体神经桥接舌下神经-面神经吻合术治疗 

 CPA 术后周围性面瘫的疗效分析 -------------------------------------------------------- 刘松,王彬彬,李德志等 105 

OR-241 枕下极外侧入路处理颈静脉孔区肿瘤：75 例分析和总结 ------------------------- 卜博,余新光,许百男等 105 

OR-242 颈静脉孔入路的临床应用体会 --------------------------------------------------------------------------------- 王林 105 

OR-243 颞下幕上经天幕入路治疗岩斜区肿瘤 11 例的分析及解剖学研究 ---------------------------- 鲁艾林,徐瀚 106 

OR-244 巨大垂体腺瘤的外科治疗体会 ------------------------------------------------------------------------------ 陈建屏 106 

OR-245 前纵裂联合终板入路切除第三脑室大型颅咽管瘤 ------------------------------ 姜金利,张艳阳,冯世宇 等 106 

OR-246 17 例海绵窦肿瘤的手术治疗 ---------------------------------------------------------------- 霍钢,杨刚,王晓澍等 107 

OR-247 颅鼻眶沟通性肿瘤的手术策略 ----------------------------------------------------------- 康军,张天明,付继第等 107 

OR-248 眶上外侧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鞍结节脑膜瘤 ----------------------------------------------- 苏忠周,周跃,颜艾等 107 

OR-249 中央区脑实质内肿瘤手术切除体会 ------------------------------------------------------------------------ 刘艳辉 107 

OR-250 岩斜区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探讨 ----------------------------------------------------------- 陈菊祥,严勇,徐汉冲等 108 

OR-251 多学科合作模式下内镜经鼻入路治疗 63 例鞍上型颅咽管瘤--内镜 

 经鼻是否可以完全代替开颅手术？ ----------------------------------------------------- 寿雪飞,王镛斐,赵曜等 108 

OR-252 中线颅底内外沟通性肿瘤的内镜经鼻一期手术治疗 --------------------------------------------------- 王义宝 109 

OR-253 术中影像技术在内镜经鼻垂体瘤手术中应用 --------------------------------------------------------------- 周涛 109 

OR-254 神经内镜技术在颅底外科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 谭国伟,王占祥,郭剑峰等 110 

OR-255 内镜下三脑室底造瘘治疗 60 例成人脑积水适应症，疗效 

 及并发症的临床研究 -------------------------------------------------------------------- 朱蔚林,彭玉平,漆松涛等 110 

OR-256 3-dimensional multimodal imaging and intraoperative  

 navigation in endoscopic skull base surgery ---------------------------------------------------- Geng Sumin 110 

OR-257 iPod touch/iPhone-assisted insertion of neuro-endoscope: a low cost, gyroscope  

 based frameless stereotaxy technique --------------------- Chen Xiaolei,Li Fangye,Zhang Jiashu etc. 111 

OR-258 颅底中央区脑膜瘤显微手术探讨：方案与技巧 -------------------------------------------------- 刘庆,袁贤瑞 111 

OR-259 显微镜-内镜复合手术治疗三脑室内颅咽管瘤手术体会 ---------------------------- 屈延,衡立君,张志国等 112 

OR-260 纯神经内镜下切除侧脑室三角区脑膜瘤 ----------------------------------------------------------- 殷玉华,张林 112 

OR-261 经碟垂体小或微腺瘤切除术术中海绵间窦的处理 -------------------------------------------- 李首春,魏少波 112 

OR-262 神经内镜与显微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巨大垂体腺瘤的对比分析 ----------------- 周辉,王志明,蒲九君等 113 

OR-263 下斜坡脊索瘤的内镜经鼻手术治疗体会 ------------------------------------------------------------------ 王义宝 113 

OR-264 挑战影像学隐匿 ACTH 微腺瘤--多模态影像学检查辅助内镜经鼻手术 --------- 寿雪飞,王镛斐,赵曜等 114 

OR-265 Purely endoscopic resection of pineal region and posterior  

 thalamic tumors using infratentorial supracerebellar  

 approach: How I do it ---------------------------------------------------- Zhang Xiaobiao,Gu Ye,Hu Fan etc. 114 

OR-266 内镜下经鼻蝶入路手术切除海绵窦区肿瘤临床分析及回顾 -------------------------- 吕文海,王元,陈隆等 115 

OR-267 基于简易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内镜辅助下清除幕上自发性脑内血肿 ----- 孙国臣,陈晓雷,侯远征等 115 

OR-268 神经内镜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的临床研究及文献回顾 （附 60 例报告） -------------- 杨彦龙,李立宏 115 

OR-269 神经内镜微创手术与开颅血肿清除术在高血压脑出血观察的临床比较 --------------------------- 王潇亮 116 

OR-270 眶颅底异物伤的内镜手术治疗 ----------------------------------------------------------------- 康军,周军,李永等 116 

OR-271 体外筛选 DNA 核酸适体用于特异性识别脑胶质肉瘤的研究 --------------------- 康德智,吴巧艺,吴亮等 116 

OR-272 颅内脑膜瘤部位、大小和手术对神经认知功能的影响 -------------------------- 林清松,吴喜跃,康德智等 117 

OR-273 利用光学投影无接触性、简易、快速定位颅内病变、 

 重要血管及功能区的临床研究 ------------------------------------------------------------------------------ 周开甲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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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274 Optimizing the extent of resection and minimizing the morbidity in insular  

 high-grade glioma surgery by high-field intraoperative MRI guidance -------- 马晓东,陈利锋,徐维林 118 

OR-275 颅底肿瘤术后护理与并发症的观察 ------------------------------------------------------------------------ 魏文桂 118 

OR-276 垂体腺瘤患者术后尿崩症的影响因素分析 ----------------------------------------------------- 王守森,林昆哲 119 

OR-277 双侧岩下窦取样对 ACTH 型垂体瘤的诊断疗效 -------------------------------------------------- 周律,程宏伟 119 

OR-278 垂体腺瘤囊变与生物学行为关系的分子病理机制 -------------------------------------------- 王守森,肖德勇 119 

OR-279 KI-67 在复发胶质瘤中表达水平的变化分析 --------------------------------------- 朱正权,张达旻,夏海成等 120 

OR-280 接触式激光刀在颅内肿瘤显微手术中的应用 -------------------------------------------- 朱卿,许亮,陈爱林等 120 

OR-281 3D 打印制备颅脑实体模型及其意义 -------------------------------------------------------------------------- 兰青 120 

OR-282 多模态脑语言功能定位技术的比较与评价 -------------------------------------------- 路俊锋,吴劲松,章捷等 121 

OR-283 神经系统肿瘤发生神经轴转移的临床研究 -附 116 例病例分析--------------- 张明山,张宏伟,张俊平等 121 

OR-284 3D-ASL 与 DSC 成像在评价胶质瘤切除程度和判断术后复发中的作用 ---------------- 费舟,程光,王凯 122 

OR-285 转录因子 GATA2 对胶质瘤恶性表型的调控机制研究 ------------------------------------------ 王中勇,兰青 122 

OR-286 颅骨表面标志联合 CT 重建辅助乙状窦后入路开颅技术的研究 --------------------------- 章文斌,刘英亮 123 

OR-287 汉、藏人种胶质瘤患病情况差异性分析 ---基于 2008-2013 

 年四川省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统计报告 ----------------------------------------------------- 王翔,周桥,刘艳辉等 123 

OR-288 术后清晨 ACTH 水平在评估库欣病疗效中的价值 -------------------------------------- 冯铭,卢琳,杨程显等 123 

OR-289 上调 LNC-ZNF281 影响胶质瘤干细胞侵袭、凋亡和干性维持的研究 ---------- 周幽心,胡园,李炎炎等 124 

OR-290 GBM 手术切除程度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 欧阳辉,陈加贝,陈子阳等 124 

OR-291 大脑深部恶性胶质瘤的外科治疗 --------------------------------------------------------------------------- 王永刚 125 

OR-292 丘脑胶质瘤的手术治疗 ----------------------------------------------------------------- 李庆志,王鹏程,黄垂学等 125 

OR-293 ROSA 机器人引导下脑深部疾病活检术 -------------------------------------------- 毛之奇,余新光,凌至培等 125 

OR-294 ALA 荧光引导切除恶性胶质瘤的作用与价值 -------------------------------------------- 赵世光,陈晓丰,滕雷 125 

OR-295 南方医院脑胶质瘤治疗理念与手术 ------------------------------------------------------------------------ 漆松涛 125 

OR-296 神经肿瘤的复合手术 ----------------------------------------------------------------------- 田恒力,郭衍,高文伟等 126 

OR-297 多模态技术在神经肿瘤活检手术中的应用 --------------------------------------------------------------- 景治涛 126 

OR-298 脑胶质瘤手术治疗的临床实践及思考 ----------------------------------------------------- 张庆林,王成伟,于锐 127 

OR-299 Intraoperative high-fiel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multimodal  

 neuronavigation guided surgery for patients with low-grade temporal  

 lobe glioma and epilepsy ---------------------------------- Chen Xiaolei,Bai Shaocong,Zhao Yining etc. 127 

OR-300 岛叶低级别胶质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伍军 128 

OR-301 抑癌基因 miR-224-3p 通过靶向自噬相关基因（ATGs） 

 抑制低氧诱导的人脑胶质母细胞瘤自噬 --------------------------------------------------------------------- 李刚 128 

OR-302 外侧裂区低级别胶质瘤的个体化治疗 --------------------------------------------------------------------- 周旺宁 128 

OR-303 伽玛刀治疗颅底脊索瘤 49 例临床分析 ------------------------------------------------------------------- 孙君昭 129 

OR-304 颅内原发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 陈陆馗,郭晓远,苗伟 129 

OR-305 基于 MDT 平台的垂体 ACTH 腺瘤单中心连续病例诊治经验 ------------------------------ 蔡博文,兰志刚 129 

OR-306 皮质脑电图定位语言区皮质的方法研究 -------------------------------------------- 白红民,周思捷,王国良等 130 

OR-307 神经电生理和 MRTA 检查在鉴别面肌痉挛 

 和 Meige 综合征中应用价值的探讨 -------------------------------------------------- 黄筑忆,苗素华,左焕琮等 130 

OR-308 虚拟现实（VR）技术卵圆孔半月神经节定位射频 

 治疗三叉神经痛 338 例临床研究 -------------------------------------------------------- 吴承远,张良文,刘垒等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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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309 Comparison of multifocal visual evoked potential, static automated  

 perimetry, an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findings for assessing  

 visual pathways in patients with pituitary adenomas -------Qiao Nidan,Zhang Yichao,Ye Zhao etc. 131 

OR-310 CSEP 和 DNEP 对兔不同水平永久性脊髓缺血损伤早期的评估 ------------------------------------ 宋启民 131 

OR-311 联合电生理学监测在颅神经疾病诊治中的应用 --------------------------------------------------------- 李世亭 132 

OR-312 颞骨岩部手术中面神经监测参数设计探讨 -------------------------------------------- 肖丹青,郑宏伟,任仙等 132 

OR-313 眶下神经刺激诱发 AMR 波在面肌痉挛 MVD 术中的 

 应用——介绍一种诱发 AMR 波的新方法（原创） --------------------------------- 林军,陶英群,袁冠前等 133 

OR-314 神经电生理监测联合术中荧光造影在脊髓髓内 

 血管母细胞瘤显微切除术中的应用 -------------------------------------------------------------- 黄志纯,田新华 133 

OR-315 多通道微电极记录在帕金森病脑深部电刺激定位中的作用 ----------------------- 徐欣,凌至培,潘隆盛等 134 

OR-316 胶质瘤干细胞诱导微环境中的树突状细胞恶性转化和逆转策略 -------------------------------- 黄强,董军 134 

OR-317 EPO 通过调节 Akt 通路及细胞周期关键蛋白 CyclinD1 

 促进胶质母细胞瘤快速增殖 -------------------------------------------------------------- 唐兆华,霍钢,王文涛等 134 

OR-318 阻断 mTOR 通路可抑制 GH3 垂体瘤细胞的增殖及分泌功能 -------------------- 谢嵘,寿雪飞,李士其等 135 

OR-319 FRK 通过 integrinβ1/FAK 信号通路影响 

 脑胶质瘤细胞迁移和侵袭作用的研究 ----------------------------------------------- 吴雨璇 ,施恒亮, 于如同 135 

OR-320 NDRG2 参与脑缺血损伤诱导的星形胶质 

 细胞凋亡：脑卒中治疗的新靶点 ----------------------------------------------------- 马玉龙,张丽霞,侯武刚等 136 

OR-321 Protective effects of calpain inhibition on neurovascular unit injury through  

 down-regulating NF-κB-related inflammation during TBI ------- Tao Xiaogang,Sun Ming,Liu Baiyun 136 

OR-322 大脑皮质的微小损伤对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认知功能的影响 ----------- 邹敬宇,吴安华,飯塚秀明等 137 

OR-323 脑震荡后记忆障碍患者后扣带回与相邻楔前叶 

 及全脑功能连接情况研究 -------------------------------------------------------------- 傅先明,钱若兵,夏春生等 137 

OR-324 通脉降糖胶囊对糖基化终末产物诱导的雪旺氏 

 细胞凋亡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 张黎,于炎冰,梁剑锋等 138 

OR-325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icroRNA expression  

 profile in pediatric medulloblastoma -------------------------------------------------------------- Dai Junqiang 138 

OR-326 脑胶质瘤微环境中星形胶质细胞介导化疗耐药性的机制研究 ----------------------- 杨宁,戚其超,王剑等 139 

OR-327 TNFSF15 通过下调 VEGF 来抑制小鼠颅内 

 血管母细胞瘤的生长及出血 ----------------------------------------------------------- 韩振营,杨贵莉,王世召等 140 

OR-328 CEACAM16 基因 G169R 突变致神经性耳聋的分子机制研究 -------------------------------------- 蔡宇翔 140 

OR-329 通过外周血浆维生素 D 和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反应 

 脑海绵状血管畸形严重性的研究 --------------------------石长斌,Girard R， Khanna O, Shenkar R 等 141 

OR-330 NKCC1 和 KCC2 在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ⅡA 型 

 相关难治性癫痫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林元相,吴仰宗,魏书山等 141 

OR-331 适配体与穿膜肽双介导新型纳米基因载体的构建及其靶向治疗脑胶质瘤研究 ------------------ 田新华 141 

OR-332 PKCδ信号通路在调节垂体 GH 腺瘤细胞分泌及其与侵袭性相关的调节机制的研究 ----- 胡航,雷霆 142 

OR-333 复发颅咽管瘤血管生长因子及其受体-2 表达、影像学特点 

 与 32p 间质内放疗敏感性相互关系的研究 ------------------------------------------------------------------ 于新 142 

OR-334 松果体区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策略 -------------------------------------------------- 张明广,钟平,车晓明等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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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报交流 

PO-001 Targeting brain microenvironment for the treatment of glioma  

 and metastatic brain tumors: central role of astrocytes -------------------------------------- Lin Qingtang 144 

PO-002 Detection of ATRX and IDH1-R132H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the  

 progression of 211 paired gliomas ---------------- Cai Jinquan,Zhang Chuanbao,Jiang Chuanlu etc. 144 

PO-003 蝶骨嵴内侧型巨大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王向东,任新亮,赵志强 145 

PO-004 以癫痫发作为首发症状的额叶海绵状血管瘤的手术治疗 -------------------------- 王向东,任新亮,赵志强 145 

PO-005 垂体瘤合并鞍结节脑膜瘤一例报告 ----------------------------------------------------- 王向东,任新亮,赵志强 145 

PO-006 显微手术经胼胝体-穹窿间入路切除第三脑室内颅咽管瘤 26 例 -------------- 王向东,任新亮,王彦宏等 145 

PO-007 上矢状窦旁大脑镰旁中后 1/3 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 王向东,任新亮,王彦宏等 145 

PO-008 海绵窦海绵状血管瘤的显微外科手术疗效分析 ----------------------------------- 王向东,任新亮,王彦宏等 146 

PO-009 Alisertib induces G2/M arrest,apoptosis, and autophagy via  

 PI3K/Akt/mTOR- and p38 MAPK-mediated pathways  

 in human glioblastoma cells ------------------------------------------ Liu Zheng,Wang Feng,Sun Tao etc. 146 

PO-010 TGF-β2 经由自噬促进颅内胶质瘤侵袭的机制研究 ----------------------------------- 张超,张鑫,戚其超等 147 

PO-011 MEK2 is a prognostic marker and potential chemo-sensitizing target for glioma  

 patients undergoing temozolomide treatment ---------------------- He Hua,Lu Yicheng,Luo Chun etc. 147 

PO-012 可疑放疗后复发脑肿瘤的再手术 -------------------------------------------------------- 张龙,张功义,侯玉武等 148 

PO-013 清醒麻醉下脑功能区病灶切除的神经功能保全研究 -------------------------------- 张龙,张功义,宋莲淑等 148 

PO-014 Establishment of a human glioblastoma cell line (YD309) retaining expression  

 of GFAP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ancer-stem like cells --------------------------------------- Yao Peisen 148 

PO-015 双色荧光示踪恶性肿瘤细胞在小鼠脉络丛恶性转化中的研究 ----------------------- 费喜峰,王之敏,黄强 149 

PO-016 Methylated CDO-1 gene promoter in the serum and tumor  

 tissue of patients with glioma ------------------------------------------------------- Yang Chengzi,Xu Peikun 149 

PO-017 多模态影像导航和电生理监测在运动区胶质瘤术中的应用 ----------------------- 杨坤,邹元杰,刘宏毅等 150 

PO-018 经蝶窦入路垂体腺瘤假包膜外切除的技术探讨 -------------------------------------- 杨坤,刘宏毅,邹元杰等 150 

PO-019 腺病毒介导的东亚钳蝎氯毒素（Ad-rBmK CTa）对 U251 细胞的体外作用研究 ------------------ 胡涛 150 

PO-020 新诊断胶质母细胞瘤综合治疗预后分析单中心研究： 

 替莫唑胺化疗作用优于放疗 ----------------------------------------------------------- 白红民,刘湘衡,王国良等 150 

PO-021 眶上额外侧锁孔入路手术切除前颅底脑膜瘤的临床分析 -------------------------- 吴炳山,高鲁,解虎涛等 151 

PO-022 基于 cell－SELEX 的胶质瘤干细胞特异性核酸适体的筛选 ----------------------- 康德智,吴巧艺,吴亮等 151 

PO-023 岩斜区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张岩松,罗正祥,赵鹏来等 152 

PO-024 成人丘脑胶质瘤的显微手术切除 ----------------------------------------------------- 张岩松,赵鹏来,罗正祥等 152 

PO-025 WWP2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及其对胶质瘤细胞 

 侵袭、迁移及增殖能力影响的研究 ----------------------------------------------------- 齐伟峰, 梁君 ,于如同 153 

PO-026 核磁共振神经导航辅助下颅内肿瘤的显微手术 -------------------------------------- 陈军,李爱民,吴海滨等 153 

PO-027 经岩骨乙状窦前入路显微切除岩斜区肿瘤 --------------------------------------- 范月超 ,倪洪早, 陈晨 等 153 

PO-028 经额下纵裂入路显微切除颅咽管瘤的手术策略 ----------------------------------- 倪洪早,范月超 ,陈晨 等 154 

PO-029 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的临床研究 ---------------------------------------- 张慧,范月超,陈洪福等 155 

PO-030 内镜下双鼻孔经蝶垂体腺瘤切除术的临床体会 -------------------------------- 朱玉辐 ,李中林, 谢满意等 155 

PO-031 经大脑前纵裂入路行前交通动脉瘤夹闭术 18 例临床报告 ------------------------- 冯力,李中林, 纪培志 156 

PO-032 微 RNA-451 对 SNB19 胶质瘤细胞系侵袭和迁移机制的研究 ------------------- 郭红宝,南阳,甄英伟等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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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3 颅底肿瘤围手术期颈内动脉损伤的防治 -------------------------------------------------- 陈刚,兰青,刘国栋等 156 

PO-034 MDT 模式下眼睑下垂首诊的垂体腺瘤卒中分析（附三例报道） ---------------------------- 刘飞,程宏伟 156 

PO-035 脑干血管母细胞瘤的诊断与显微手术治疗 ----------------------------------------- 王硕彬,吴喜跃,王晨阳等 157 

PO-036 以神经导航系统为主的多模态技术在颅底中央区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 李龙 157 

PO-037 神经内镜辅以高速磨钻单鼻孔经蝶入路垂体腺瘤切除术 ----------------------------- 张科,王斌,徐培坤等 157 

PO-038 术前氢质子磁共振波谱主要代谢物水平与术中胶质 

 母细胞瘤荧光强度的比较研究 ------------------------------------------------------------------------------ 田海龙 158 

PO-039 Firm Pituitary Adenomas: Natural Candidate  

 of Endoscopic Extracapsular Resection ---------------------------------------------- 马驰原,李俊漾,王汉东 158 

PO-040 神经内镜技术在脑室肿瘤手术治疗中的应用 ------------------------------------------------------------ 马驰原 158 

PO-041 多发性脑膜瘤（脑膜瘤病）1 例报道 --------------------------------------------------- 郑伟明,苏志鹏,王成德 159 

PO-042 An isoform of iASPP in glioma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by promoting cell  

 viability and antagonizing apoptosis ----------------------------- Liu Xiangrong,Kang Jun,Liu Fang etc. 159 

PO-043 Castleman disease with multicentric involvement presenting as intracranial meningeal  

 and cervical mass lesions -------------------------------- Shan Ming,Cheng Hongwei,Wang Xiaojie etc. 160 

PO-044 Meckel 腔三叉神经鞘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张荣伟 160 

PO-045 320 层 CT 对窦旁脑膜瘤瘤周水肿的灌注研究 ---------------------------------------------------------- 张荣伟 161 

PO-046 颞下经天幕入路显微手术治疗岩斜区脑膜瘤 ------------------------------------------------------------ 张荣伟 161 

PO-047 镰幕区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游鸿海,梅文忠,吴喜跃等 161 

PO-048 乳腺癌脑转移的综合治疗策略 -------------------------------------------------------------- 叶科,童鹰,徐庆生等 161 

PO-049 原发性胶质母细胞瘤和继发性胶质母细胞瘤中 

 DNMT1 蛋白及 P27 蛋白的表达和意义 ------------------------------------------------------------------ 谭春雷 162 

PO-050 原发性桥小脑角区生殖细胞瘤 1 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 游鸿海,薛毅辉 162 

PO-051 以言语障碍和幻嗅为首发症状的左额叶罕见多发间变性星形细胞瘤 -------------- 孔祥溢,王裕,杨义等 162 

PO-052 神经导航联合术中 B 超在功能区胶质瘤手术中的应用 ------------------------------------------------ 单国进 163 

PO-053 神经电生理监测辅助颞下经小脑幕岩骨入路显微切除岩斜区肿瘤 --------------------------------- 姜晓峰 163 

PO-054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辅助显微手术切除大型听神经鞘瘤的临床研究 ------------------------------ 姜晓峰 163 

PO-055 枕大孔区腹侧或腹外侧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薛毅辉,游鸿海,吴喜跃等 164 

PO-056 显微外科手术与伽玛刀在颅脑肿瘤治疗的中合理选择及联合应用 --------------------------------- 张方成 164 

PO-057 乙状窦后入路桥小脑角脑膜瘤显微手术切除及神经功能保护 ----------------- 陆永建,柯炎斌,方泽鲁等 165 

PO-058 长周期替莫唑胺（TMZ）治疗高级别胶质瘤初步研究 -------------------------------------- 马晓东,徐维林 165 

PO-059 PTPRZ1-MET 融合基因激活 MET 癌性信号 

 通路促进脑胶质瘤的恶性进展 -------------------------------------------------------------- 刘彦伟,胡慧敏,江涛 165 

PO-060 立体定向碘 125 粒子间质内放射治疗的临床研究及应用 --------------------------------------------- 马轶杰 166 

PO-061 Supra-sellar pituicytoma --------------------------------------------------------------- 林清松,吴喜跃,康德智等 167 

PO-062 脑胶质瘤围手术期患者家属焦虑因素分析及护理干预措施 ------------------------------------------ 康月明 167 

PO-063 Long non-coding RNA miR210HG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glioma ------------------------------------------------- Min Weijie,Li Yanan,Yue Zhijian 167 

PO-064 Cysteine-rich 61 (CYR61)-associatedgene expression  

 profile changein human glioma cells ----------------------------------- Wei Bo,Wang Le,Zhao Xingli etc. 168 

PO-065 岩藻黄素对胶质母细胞瘤增殖、凋亡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 戴宜武,刘钰罡 168 

PO-066 额底前纵裂入路手术治疗鞍区肿瘤－适应症选择及手术技术 ----------------------- 潘军,刘忆,彭俊祥等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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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7 结核性脑积水危险因素和早期行脑室腹腔分流术疗效的分析研究 ----------- 赵亚群,李红敏,何秀云等 169 

PO-068 调节性 T 细胞的浸润及 TGF-β1、IL-10 的表达与人脑胶质母细胞 ---------------------------------- 陈权 179 

PO-069 TGF-β1、IL-10、Treg 在低级别胶质瘤复发、恶变中的表达及意义 -------------------------------- 陈权 170 

PO-070 颅内 3D 静脉融合模型在脑膜瘤患者的应用 --------------------------------------------------- 王守森,尹腾昆 170 

PO-071 原发性脑淋巴瘤的影像学诊断及病理特点 -------------------------------------------------------- 陈其钻,刘峥 170 

PO-072 脑中线深部病变的显微手术治疗 --------------------------------------------------------------------------- 虞正权 171 

PO-073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 徐锦芳,方晓东,沈宏等 171 

PO-074 23 例不同类型三叉神经鞘瘤的诊断和显微手术治疗 ------------------------------- 徐锦芳,方晓东,沈宏等 172 

PO-075 蝶骨嵴内侧型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及经验 ----------------------------------------- 苏国晖,张明宇,霍雷等 172 

PO-076 神经导航辅助下脑功能区胶质瘤显微手术治疗 -------------------------------------- 苏国晖,张明宇,霍雷等 172 

PO-077 鞍区孤立性纤维瘤的外科治疗 --------------------------------------------------------------------------------- 于峰 172 

PO-078 矢状窦旁中央沟区病变手术治疗方式的选择 ----------------------------------------- 阎仁福,苏忠周,邱晟等 173 

PO-079 较低级别胶质瘤中 miRNA 表达谱和预后预后意义取决于 IDH 突变状态 ------------------ 程文,吴安华 173 

PO-080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stratifies IDH1-mutant  

 glioma with distinct prognoses -------------------------------------------------------- Cheng Wen,Wu Anhua 174 

PO-081 Bioinformatical profiling identifies an immune-related  

 risk signature for glioblastoma -------------------------------------------------------- Cheng Wen,Wu Anhua 174 

PO-082 锁孔微创手术切除鞍区肿瘤及垂体柄的保护 ----------------------------------------- 李爱军,刘维生,兰青等 175 

PO-083 巨大侵袭性促甲状腺素型垂体腺瘤病例报告一例 ----------------------------------- 王晓科,宋彬,聂黎黎等 175 

PO-084 鞍结节脑膜瘤显微手术治疗体会 -------------------------------------------------------- 李立新,李凯,陆晓诚等 175 

PO-085 Unphosphorylated Stat1 mediates multiple pathways regulating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apoptosis in human malignant  

 glioma cell line U87MG ------------------------------------ Ju Haitao,Wang Hongwei,Dou Changwu etc. 176 

PO-086 多柔比星体外药敏指导下颅内术灶反复空缓释间质 

 化疗在脑胶质瘤中的应用 -------------------------------------------------------------- 莫万彬,周晓坤,黄永旺等 176 

PO-087 颅内非鞍区肿瘤患者腺垂体功能低下的相关因素 -------------------------------------------- 王守森,鹿松松 177 

PO-088 经鼻蝶入路垂体腺瘤手术患者鞍底定位与开窗的影像评估 ----------------------------------- 王守森,秦勇 177 

PO-089 催乳素瘤与引起高催乳素血症的其他垂体腺瘤的治 疗前鉴别 ---------------------------- 王守森,丁陈禹 178 

PO-090 垂体腺瘤囊变与生物学行为关系的临床分析 -------------------------------------------------- 王守森,肖德勇 178 

PO-091 垂体总体激素水平评估垂体腺瘤患者腺垂体整体功能 ----------------------------------------- 王守森,李彪 178 

PO-092 延髓血管母细胞瘤的诊断与治疗 ----------------------------------------------------- 郑兆聪,王守森,高进喜等 179 

PO-093 上矢状窦旁脑膜瘤患者颅内静脉的虚拟现实技术研究 -------------------------------------- 王守森,应建彬 179 

PO-094 单鼻孔经蝶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垂体微腺瘤 ----------------------------------------------------- 王守森,黎连杰 180 

PO-095 无功能性垂体腺瘤卒中对术后残余瘤生长速率的影响 -------------------------------------- 王守森,吴志峰 180 

PO-096 垂体腺瘤伴发 Rathke 裂囊肿的临床和 MRI 特点 -------------------------------------------- 王守森,吴志峰 180 

PO-097 伴有甲介型蝶窦的垂体腺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 王守森,张建鹤 181 

PO-098 上矢状窦旁脑膜瘤患者发生术后颅内高压的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 ------------------------------------ 李军 181 

PO-099 抑制 Mig-7 基因表达对胶质瘤体外血管 

 生成拟态和侵袭性的影响及机制 -------------------------------------------------------- 胡昌建,陈祥荣,胡伟鹏 181 

PO-100 基于 DTI 面神经重建结合术中面听神经电生理 

 监测辅助大型听神经瘤手术切除 ----------------------------------------------------- 郑小斌,薛毅辉,吴赞艺等 182 

PO-101 误诊为凸面脑膜瘤的颅内弥漫性大 B 细胞性淋巴瘤 1 例报告 ----------------- 胡伟鹏,黄天造,陈祥荣等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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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2 经眉上锁孔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大型颅咽管瘤效果与手术技巧 ------------------------------------------ 雷鹏 183 

PO-103 枕下外侧-乙状窦后入路显微手术治疗大型/巨大型桥小脑角区肿瘤 --------- 梅文忠,吴喜跃,陈剑舞等 183 

PO-104 显微手术切除镰幕交界区脑膜瘤的临床分析 -------------------------------------- 梅文忠,游鸿海,陈剑舞等 184 

PO-105 经胼胝体-穹窿间入路显微切除小儿第三脑室内肿瘤 ---------------------------- 梅文忠,张元隆,陈剑舞等 184 

PO-106 Downregulation of HIF-1a sensitizes U251 glioma cells to the  

 temozolomide (TMZ) treatment ------------------------- Tang Junhai,Ma Zhixiong,Huang Guohao etc. 184 

PO-107 PET/CT 与诊断性 CT 融合技术在脑肿瘤的应用价值 ------------------------------------------ 吴世忠,魏德 185 

PO-108 颅骨瓣的保存与应用 -------------------------------------------------------------------- 朱兆川,夏建江,孟宏武等 185 

PO-109 脑膜瘤与病变颅骨切除异体颅骨移植 ----------------------------------------------- 夏建江,朱兆川,孟宏武等 186 

PO-110 丘脑胶质瘤手术入路选择体会 ------------------------------------------------------------------------------ 吕中华 186 

PO-111 皮层发育不良伴癫痫相关性神经上皮肿瘤手术的疗效分析 ----------------------- 王丰,林元相,余良宏等 186 

PO-112 经耳前颧弓硬膜外扩大中颅窝第入路切除海绵窦肿瘤:108 例临床分析 -------- 卜博,周定标,余新光等 187 

PO-113 Proposal and Validation of a Basic Progression Scoring System  

 for Patients with Skull Base Chordoma ------------------- Ma Junpeng,Tian Kaibing,Wang Liang etc. 188 

PO-114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入路垂体 ACTH 腺瘤切除术 ----------------------------------- 马翔宇,徐淑军,李刚等 188 

PO-115 眶上外侧入路无血快速开关颅技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 ----------------------------- 马翔宇,徐淑军,李刚等 189 

PO-116 miR-124-3p 通过靶向 PIM1 分子抑制星形细胞瘤的发生和发展 ---------------------- 支枫,邓丹妮,薛莲 189 

PO-117 Target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of intracranial dedifferentiated  

 chondrosarcoma reveals combined TP53 and PTEN mutations with  

 increased proliferation index, an implication for pathogenesis ----------------------- Xing Bing,Gao Lu 189 

PO-118 大脑功能区肿瘤的手术治疗 --------------------------------------------------------------------------------- 王来兴 190 

PO-119 早期康复在脑膜瘤患者术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 祝鸣兰,顾秋萍 191 

PO-120 监测麻醉下全程唤醒开颅手术切除大脑功能区 

 病变初步探讨（附 16 例报告） --------------------------------------------------------- 王国良,白红民,何洹等 191 

PO-121 复杂脑胶质瘤的手术治疗 ------------------------------------------------------------------------------------ 于如同 191 

PO-122 显微镜下经单鼻孔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后嗅觉功能障碍原因分析 ----------------- 陈勃勃,周永春,邵威等 192 

PO-123 神经外科术后后组颅神经麻痹患者饮食护理体会 ------------------------------------------------------ 田圳坤 192 

PO-124 Craniopharyngioma Removal via Supraorbital  

 Keyhole Approach -------------------------------------------------------- Zhu Qing,Yuan Liqun,Xu Liang etc. 192 

PO-125 二腹肌沟点辅助定位横窦-乙状窦结合处内下缘方法的研究 ----------------------------------------- 张景龙 193 

PO-126 成人幕上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cPNET）五例 ----------------------------------------------- 袁帅,袁治,鄢琦 193 

PO-127 组蛋白甲基化转移酶 SETD2 对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增殖的影响及机制 --------- 杨吉安,杨雪,刘宝辉等 194 

PO-128 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 60 例临床分析 ---------------------------------------------- 李天栋,王国良,王伟民 等 194 

PO-129 眶上外侧入路在鞍区肿瘤手术中的应用及体会 -------------------------------------- 王中,周幽心,虞正权等 195 

PO-130 Rathke's 囊肿相关性头痛危险因素的临床研究 -------------------------------------- 魏明海,齐春晓,刘健等 195 

PO-131 复发脑膜瘤的临床治疗策略 -------------------------------------------------------------- 王中,周幽心,虞正权等 195 

PO-132 PCNSL 一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陈大伟 196 

PO-133 颅骨海绵状血管瘤手术治疗临床分析 ----------------------------------------------------------- 熊方令,刘保华 196 

PO-134 侧脑室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周旺宁 196 

PO-135 胶质瘤细胞来源血管的临床意义 ----------------------------------------------------- 陈忠平,陈银生,奚少彦等 197 

PO-136 枕下远外侧小骨窗入路的应用体会 ----------------------------------------------------- 梁日生,陈靖,谢海树等 197 

PO-137 经小脑延髓裂膜帆入路显微手术切除第四脑室和桥脑占位的体会 ----------- 梁日生,谢海树,方俊杰等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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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8 枕大孔区脑膜瘤手术入路的选择及预后因素分析 ------------------------------------------------------ 吴喜跃 198 

PO-139 侧脑室肿瘤显微手术治疗体会 ------------------------------------------------------------------------------ 吴喜跃 199 

PO-140 前床突脑膜瘤分型及治疗分析 ------------------------------------------------------------------------------ 吴喜跃 199 

PO-141 脑干肿瘤显微外科治疗探讨 --------------------------------------------------------------------------------- 吴喜跃 199 

PO-142 肿瘤 IDH1 突变与影像学特征联合预测间变胶质瘤生存预后 ------------------------ 王引言,王凯,樊星等 200 

PO-143 P53 突变的特异性脑区：胶质母细胞瘤的临床影像学研究 ----------------------------- 王磊,张檀,梁宇超 200 

PO-144 小骨窗显微手术治疗颅内病变 37 例分析 ---------------------------------------------------------------- 邓志鸿 201 

PO-145 上矢状窦旁脑膜瘤显微手术体会（附 29 例） ---------------------------------------------------------- 邓志鸿 201 

PO-146 颅内转移瘤的治疗体会（附 27 例报告） ---------------------------------------------------------------- 邓志鸿 201 

PO-147 影响鞍区脑膜瘤患者术后视力的相关因素分析 ----------------------------------------------- 张祎年,潘亚文 202 

PO-148 诺卡氏脑脓肿的诊断及外科治疗 ----------------------------------------------------------------- 张祎年,潘亚文 202 

PO-149 实时术中超声在脑内肿瘤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 ----------------------------------- 王冠军,赵中普,杨利超等 203 

PO-150 LncRNA Profile Study Reveals Four-lncRNA Signature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Anaplastic Gliomas ------------------------------- Wang Wen,Wang Zheng,Wu Fan etc. 204 

PO-151 人脑胶质瘤 p73 蛋白表达与 p53 和 p21WAF1/CIP1 蛋白表达相关性研究 ---------------------- 李亚松 204 

PO-152 锁孔微创手术治疗颅内肿瘤 ----------------------------------------------------------- 余良宏,康德智,林元相等 204 

PO-153 脑静脉窦旁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余良宏,康德智,林章雅等 205 

PO-154 我国 2 型神经纤维瘤病 NF2 基因突变分析 ---------------------------------------------- 赵赋,刘丕楠,张晶等 205 

PO-155 难治性弥散复发胶质瘤临床化疗方案研究 --------------------------------------------------------------- 张俊平 206 

PO-156 16 例危重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急诊放疗 ------------------------------------------------- 蔡林波,赖名耀,李娟等 206 

PO-157 34 例最大径≥4cm NSCLC 脑转移瘤的疗效报道及预后因素分 ----------------- 蔡林波,赖名耀,李娟等 206 

PO-158 危重颅内恶性肿瘤急诊放疗 --------------------------------------------------------------------------------- 蔡林波 207 

PO-159 毛细胞黏液样星形细胞瘤 11 例报告 ----------------------------------------------------------------------- 蔡林波 207 

PO-160 贝伐珠单抗在脑转移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后放射性脑坏死中的应用 -------- 蔡林波,李娟,赖名耀等 208 

PO-161 miR-193b 在人胶质瘤细胞迁移和侵袭中的作用 ----------------------------------------------------------- 高鑫 208 

PO-162 经鼻蝶入路切除复发垂体瘤 ----------------------------------------------------------------- 高乃康,王飞,钟鸣等 209 

PO-163 鞍结节脑膜瘤手术治疗体会 ------------------------------------------------------------------------------------ 陈松 209 

PO-164 唤醒麻醉联合 3.0T 超高场强术中磁共振切除脑功能区 

 胶质瘤---华山医院五年经验总结 -------------------------------------------------------------------- 张楠,吴劲松 209 

PO-165 额底纵裂入路切除巨大颅咽管瘤 --------------------------------------------------------------------------- 贺世明 210 

PO-166 颅咽管瘤术中垂体柄的处理方式 -------------------------------------------------------- 贺世明,赵天智,赵兰夫 210 

PO-167 颅底肿瘤经鼻内镜手术 --------------------------------------------------------------------------------------- 贺世明 210 

PO-168 单中心肢端肥大症的治疗转归的多因素分析 ----------------------------------------- 康德智,李伟,江常震等 211 

PO-169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的治疗选择 -------------------------------------------------------- 贺世明,赵天智,吕文海等 211 

PO-170 头顶部恶性外周神经鞘瘤 1 例 -------------------------------------------------------------- 李超,张晓东,张昊等 211 

PO-171 大脑凸面巨大颅骨内外沟通性肿瘤的手术处理体会 ------------------------------------------------------ 李剑 213 

PO-172 神经内镜下扩大经鼻-翼突外侧入路处理蝶窦 

 侧隐窝/翼颚窝病变临床运用体会 ----------------------------------------------------------------------------- 施炜 213 

PO-173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垂体瘤手术脑脊液漏修补失败原因及治疗的探讨 ------------------------------ 徐希德 213 

PO-174 Mir-126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及其对人胶质瘤细胞增殖的影响 --------------------- 陈寿仁,林瑞生,张飞飞 214 

PO-175 垂体脓肿的诊断和治疗（附 2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凌晓阳,罗正祥,张岩松等 214 

PO-176 双侧额底纵裂入路切除大型鞍区、鞍后、长入三脑室肿瘤的临床分析 --------------------------- 宋仁兴 214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 17 - 

 

PO-177 1p/19q 共缺失对新诊断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 

 患者无进展生存期的影响 -------------------------------------------------------------- 张智洲,林瑞生,郭爱顺等 215 

PO-178 神经导航及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在继发性癫痫手术中的应用 -------------------- 陈汉民,肖棉棉,郑弄瓦 215 

PO-179 垂体腺瘤对男性性功能影响的多因素分析 ----------------------------------------- 周文剑龙 ,刘畅,贾旺等 215 

PO-180 垂体腺瘤大小与病程对患者视力视野损害及其预后的相关分析 -------------- 周文剑龙,贾旺,管修东等 216 

PO-181 侧脑室三角区相关显微解剖的研究 ------------------------------------------------------------------------ 秦振伟 216 

PO-182 小脑血管母细胞瘤的治疗策略 -------------------------------------------------------------------- 幸海滨,徐伟伟 216 

PO-183 依据量表对鞍区囊性病变的诊断分析 -------------------------------------------------- 郑伟明,王成德,苏志鹏 217 

PO-184 stereotatic radiosurgery for chordoma: 

 clinical analysis of 49 patients --------------------------------- Sun Junzhao,Zhang Jianning,Yu Xin etc. 217 

PO-185 胶质瘤中 ASPM 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 梁文涛 218 

PO-186 听神经瘤的神经束膜下切除术 ------------------------------------------------------------------------------ 贺世明 218 

PO-187 63 例颅咽管瘤显微外科手术分析 ------------------------------------------------------- 王林,李健儒,祝向东等 219 

PO-188 Dolenc 颅底入路临床应用体会 ---------------------------------------------------------------- 王林,陈高,张建民 219 

PO-189 神经电生理联合术中超声在功能区肿瘤术中的应用 -------------------------------- 张永明,马涛,许少年等 219 

PO-190 海绵窦内海绵状血管瘤的手术治疗 ------------------------------------------------------------------------ 李美华 220 

PO-191 髁上经颈静脉结节入路手术治疗颅颈交界区腹侧病变 ------------------------------------------------ 李美华 220 

PO-192 经额皮质-侧脑室锁孔入路切除三脑室内肿瘤 ----------------------------------------------------------- 曹作为 220 

PO-193 内镜导航技术在对侧后纵裂经大脑镰、楔前叶入路 

 处理侧脑室三角区病变中的运用 ----------------------------------------------------------- 张晓彪,谢涛,朱卫等 221 

PO-194 多模态脑功能定位技术引导下的脑胶质瘤功能边界切除 -------------------------- 吴赞艺,江常震,康德智 221 

PO-195 不同手术入路对侧脑室中小型病变术后视野影响 ----------------------------------- 李峤,潘亚文,秦振伟等 221 

PO-196 无脑压板动态微牵拉技术切除颅底及脑深部占位（附 26 例报告） ------------------------------- 夏成雨 222 

PO-197 基底节区生殖细胞瘤临床分析 ----------------------------------------------------------------------- 蒋磊,胡国汉 222 

PO-198 垂体瘤术后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 --------------------------------------------------------------------------- 丁爱男 223 

PO-199 临床表现为颅内出血的瘤卒中 -------------------------------------------------------- 任海军,侯博儒,杨文帧等 223 

PO-200 IL-17 promoted the inhibition of medulloblastoma  

 in mice by splenocyte injection ------------------------------------------------------------------------- Zhou Ping 224 

PO-201 神经导航辅助小骨窗开颅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 212 例报道 ------------------------------------------ 任保刚 224 

PO-202 延脑肿瘤显微手术治疗 --------------------------------------------------------------------------------------- 孟庆海 224 

PO-203 溴隐亭治疗巨大泌乳素垂体腺瘤 --------------------------------------------------------------------------- 孟庆海 224 

PO-204 垂体腺瘤相关性垂体卒中的危险因素分析-附 52 例病例 ----------------------------------------- 蔡锋,吴群 225 

PO-205 内镜下经蝶入路治疗颅咽管瘤的经验 -------------------------------------------------------- 吴群,胡骏,闫伟等 225 

PO-206 Presurgical serum prolactin level: an early severity and prognostic  

 marker of pituitary apoplexy--------------------------------- Yan Wei,Zhao Dongdong,Zhao Mingfei etc. 226 

PO-207 神经内镜控制下经单鼻孔蝶窦入路垂体瘤切除术 ------------------------------------------------------ 黄延林 226 

PO-208 长链非编码 RNA 在无功能垂体腺瘤石蜡组织中的差异表达 ------------------ 祁震宇,邢惟慷,惠国桢等 227 

PO-209 低氧诱导的 IL-6 和 miR-155-3p 上调对胶质母细胞瘤自噬 

 水平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及 Tocilizumab 的辅助疗效研究 ------------------------------ 薛皓,刘青林,李刚等 227 

PO-210 神经胶质瘤瘤区近距离放疗的新技术与临床研究 -------------------------------- 李安民,宋少军,李军旗等 228 

PO-211 不同切除程度对老年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生存获益的影响 -------------------------- 欧阳辉,陈子阳,俞磊等 228 

PO-212 颅底内外沟通肿瘤的手术治疗策略 -------------------------------------------------- 张明山,张宏伟,于春江等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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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3 完全神经内镜下经鼻腔-蝶窦扩大入路手术切除鞍上颅咽管瘤 5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林堃,魏德 229 

PO-214 大型听神经鞘瘤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策略 ----------------------------------------- 钱若兵,魏祥品,凌士营等 229 

PO-215 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切除巨大岩骨后脑膜瘤 ----------------------------------------- 钱若兵,魏祥品,凌士营等 230 

PO-216 磷酸化糖原合酶激酶 3β介导 miRNA-422a 抑制神经 

 胶质瘤细胞恶性表型的机制研究 ----------------------------------------------------------------- 梁海乾,王仁杰 230 

PO-217 岩斜区脑膜瘤的手术治疗策略与远期预后相关分析 -------------------------------- 乔栎,张宏伟,曲彦明等 231 

PO-218 PI3K 抑制剂对替莫唑胺耐药细胞系（U251/TR）细胞 

 增殖与侵袭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 潘强,宋纯玉,刁兴涛等 231 

PO-219 胶质母细胞瘤术后复发的再手术探讨 ----------------------------------------------- 钱若兵,魏祥品,凌士营等 232 

PO-220 显微手术治疗颅咽管瘤临床分析 ------------------------------------------------------------------------------ 陈琰 232 

PO-221 Exosomes from Cells Harboring PTPRZ1-MET Fusion Contribute  

 a Malignant Phenotype and Temozolomide  

 Chemoresistance in Glioblastoma--------------------------------- Zeng Ailiang,Yan Wei,Liu Yanwei etc. 233 

PO-222 神经胶质瘤瘤区局部化疗的技术与临床研究 -------------------------------------- 李安民,宋少军,李军旗等 234 

PO-223 恶性脑胶质瘤的磁靶向热化疗的实验研究 ----------------------------------------- 李安民,宋少军,李军旗等 234 

PO-224 基于 2016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 

 分类诊断一例上皮样胶质母细胞瘤 -------------------------------------------------------- 蒋磊,胡国汉,卢亦成 235 

PO-225 脑胶质瘤的瘤组织间液放疗临床研究 ----------------------------------------------- 李安民,宋少军,李军旗等 235 

PO-226 复发性脑胶质瘤的免疫导向放疗临床试验研究和长期随访 -------------------- 李安民,宋少军,李军旗等 235 

PO-227 神经胶质瘤瘤区局部治疗的新理念 -------------------------------------------------- 李安民,宋少军,李军旗等 236 

PO-228 囊肿内化疗治疗脑功能区巨大蛛网膜囊肿-3 例病例的临床报告 -------------- 李安民,宋少军,李军旗等 236 

PO-229 颅内占位性病变患者的影像学与病理学诊断差异研究 -------------------------------------------- 费舟,苏宁 237 

PO-230 65 例低级别胶质瘤术后调强放疗疗效 ---------------------------------------------------- 张纬建,洪金省,黎珊 237 

PO-231 替莫唑胺联合丙戊酸钠、尼卡地平抗胶质瘤化疗方案临床疗效初步研究 -------- 陈延明,许亮,朱卿等 238 

PO-232 144 例高级别胶质瘤术后调强放疗的疗效分析 ------------------------------------------ 张纬建,洪省金,黎珊 238 

PO-233 利用双色荧光示踪裸小鼠移植瘤模型研究胶质瘤血管生成中的细胞融合作用 --------------------- 孙超 239 

PO-234 Optimized Dopamine Agonists' withdrawal strategy  

 in patients with prolact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Wu Zhe Bao,Lin Shao Jian,Xia Miao Yun 239 

PO-235 胶质瘤细胞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体外共培养的实验研究 ----------------------------------------- 孙超,兰青 240 

PO-236 枕下远外侧经髁入路显微切除颅颈交界区腹侧面肿瘤 ----------------------------- 计颖,牛朝诗,傅先明等 240 

PO-237 WNT 信号通路阻滞剂 C59 联合替莫唑胺治疗胶质瘤的动物实验研究 --------------------- 王中勇,兰青 240 

PO-238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调强放疗后肿瘤体积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 -------------------- 张纬建,刘锋,蓝恺祺 241 

PO-239 经枕下乙状窦后锁孔入路联合腰大池置管 

 治疗桥小脑角区肿瘤的临床体会 --------------------------------------------------------------------------- 盛敏峰 242 

PO-240 基于体素水平影像学定量分析探讨低级别 

 胶质瘤累及脑区与 IDH1 突变相关性 ------------------------------------------------------- 张檀,兰青,朱卿等 242 

PO-241 显微外科手术治疗侧脑室肿瘤的临床分析 ----------------------------------------- 薛毅辉,游鸿海,吴喜跃等 242 

PO-242 经膜髓帆入路切除桥脑背侧海绵状血管畸形 -------------------------------------------- 施辉,周辉,王富元等 243 

PO-243 医学图像融合技术在颅底肿瘤手术治疗中的应用 -------------------------------------- 周辉,施辉,李爱民等 243 

PO-244 儿童脑膜瘤患者的影像与病理：4 例病例系列报道 --------------------------------- 孙崇然,石键,方晓东等 243 

PO-245 颅内转移瘤的术后评价及其预后分析 ------------------------------------------------ 莫立根,王琳, 张东伟等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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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6 神经上皮肿瘤的位置与病理类型和生物学行为的关系 -------------------------- 孙崇然,赖生龙,李宏宇等 244 

PO-247 后颅窝显微神经外科手术的经验及教训 ----------------------------------------------- 钟东,唐文渊,孙晓川等 244 

PO-248 23 例不同类型三叉神经鞘瘤的诊断和显微手术 ------------------------------------- 徐锦芳,郑建,方晓东等 244 

PO-249 桥小脑角病变手术围手术期评估及手术策略 ----------------------------------------- 钟东,唐文渊,孙晓川等 245 

PO-250 颅内透明细胞型脑膜瘤的复发与预后因子评价 ----------------------------------------- 张晖,董连强,程钢戈 245 

PO-251 不同手术入路治疗颅咽管瘤 81 例临床分析 ------------------------------------------ 徐锦芳,郑建,方晓东等 246 

PO-252 Intracerebral epidermoid cyst: two cases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 Zheng Jian,Liu Fengqiang 246 

PO-253 自发性肉芽肿性垂体炎两例 ----------------------------------------------------------------- 石键,张建民,吴群等 247 

PO-254 罕见嗅沟神经鞘瘤一例 -------------------------------------------------------------------- 王俊兴,赵明飞,石键等 247 

PO-255 63 例颅咽管瘤的显微外科手术分析 ---------------------------------------------------- 王林,李建儒,祝向东等 248 

PO-256 乙状窦前入路显微切除大型、巨大型岩斜区脑膜瘤体会 ----------------------- 祝向东,柳夫义,王泽锋等 248 

PO-257 改良 Poppen 入路切除松果体区肿瘤 ----------------------------------------------- 祝向东,刘其昌,柳夫义等 249 

PO-258 Endocan 及 TGF-β1 在脑膜瘤中的表达与临床意义 -------------------------------------------------- 夏祥国 249 

PO-259 高良姜素在胶质瘤细胞迁移和侵袭中的影响 ----------------------------------------------- 熊雨,李昊,明扬等 252 

PO-260 中药提取物哇巴因抑制人神经胶质瘤细胞 U251 增殖的机制研究 --------------- 李杰,程世翔,衣泰龙等 252 

PO-261 脑肿瘤血管对脑功能的影响以及手术策略 ----------------------------------------- 邹元杰,刘宏毅,章文斌等 252 

PO-262 立体定向穿刺引流结合γ-刀治疗囊性脑转移瘤的疗效观察 ------------------- 徐浩祥,魏孟广,董俊强等 253 

PO-263 术中磁共振和弥散张量成像纤维束示踪技术 

 在邻近弓形束病变手术中的应用 ----------------------------------------------------- 李昉晔,陈晓雷,余新光等 253 

PO-264 岛叶胶质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章文斌,杨坤,何升学等 254 

PO-265 人脑胶质瘤干细胞-裸小鼠连续皮下移植变成纤维肉瘤的报告 ------------------- 戴纯刚,刘兵,马加威等 254 

PO-266 Intra-sellar and supra-sellar schwannoma masquerading  

 as a pituitary macroadenoma -------------------------------- Zhang Jinsen,Xu Shugang,Liu Qinglin etc. 254 

PO-267 经中颅底硬膜间入路切除中后颅窝哑铃型三叉神经鞘瘤 ----------------------- 何升学,刘宏毅,邹元杰等 255 

PO-268 TREM-1 expression in craniopharyngioma and Rathke’s cleft  

 cyst: its possible implication for controversial pathology  --------------------------------------------- Liu Yi 256 

PO-269 改良锁孔枕下乙状窦后入路的显微解剖及临床应用 ----------------------------------- 陈刚,孙超,盛敏峰等 256 

PO-270 UMSCs 对 U87MG 细胞生物学行为影响的研究 ------------------------------------------------------- 孙建军 256 

PO-271 小脑延髓裂入路在第四脑室和脑干区域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 陈立华,李文德,徐如祥等 257 

PO-272 蝶骨嵴内侧型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策略 ----------------------------------------- 孙志刚,徐凤科,包金锁等 257 

PO-273 侧脑室肿瘤手术入路比较及临床分析 -------------------------------------------------- 孙建军,武弋,荔志云等 258 

PO-274 放疗联合抗肿瘤药物治疗肺癌脑转移的疗效和安全性的荟萃分析 -------------- 林恒,谢贤和,罗水妹等 258 

PO-275 桥小脑角区骨性脑膜瘤 7 例 ----------------------------------------------------------- 邓培刚,章升国,熊进挺等 258 

PO-276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复发垂体腺瘤：33 例经验总结 ------------------- 江常震,颜小荣,王晨阳等 259 

PO-277 双额经侧脑室入路切除侧脑室内巨大中枢神经细胞瘤 -------------------------- 江常震,颜小荣,王晨阳等 259 

PO-278 长期药物治疗复发促甲状腺激素垂体腺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 江常震,颜小荣,王晨阳等 259 

PO-279 蝶骨嵴内侧型巨大脑膜瘤显微切除手术体会及文献回顾 -------------------------------- 杨晨,王樑,屈延等 260 

PO-280 复发性脑胶质瘤再次手术联合 125I 粒子植入疗效分析 ---------------------------- 林瑞生,于涛,汪伟巍等 260 

PO-281 小骨窗全内窥镜手术治疗桥小脑区脑干腹侧胆脂瘤 --------------------------------------------------- 吕著海 260 

PO-282 Neuroenteric Cyst of the Left Lateral Ventricle: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 Ling Xiaoyang,Luo Zhengxiang,Zhang Wenbing etc.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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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3 Clinical features of clear cell meningioma: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36 cases  

 among 10,529 patients in a single institution --------------- Li Peng,Yang Zhijun,Wang Zhenmin etc. 261 

PO-284 功能区胶质瘤对手节形态及功能的影响 ------------------------------------------------------------------ 梁径山 262 

PO-285 Granular cell tumors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 report  

 on eight cases and a literature review ------------------------ Li Peng,Yang Zhijun,Wang Zhenmin etc. 262 

PO-286 IL-6、IL-8、p-STAT-3 在高级别胶质瘤中的表达及预后价值 --------------------- 张智洲,林瑞生,林国诗 263 

PO-287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urgical complications of choroid plexus tumors: 10-year  

 experience of a single institution ----------------------------------- Qi Qichao,Ni Shilei,Zhou Xudong etc. 264 

PO-288 胶质母细胞瘤 IDH 突变和 MGMT 启动子甲基化对替莫唑胺化疗预测及预后意义 --------- 杨沛,江涛 264 

PO-289 岩下窦静脉取血在术前判断库欣病肿瘤侧别中的应用及相关因素分析 ----------- 冯铭,卢琳,刘小海等 264 

PO-290 52 例 Von Hippel- Lindau 病相关性中枢神经系统 

 血管母细胞瘤回顾性分析及长期随访研究  -------------------------------------------------------------- 丁兴华 265 

PO-291 3D-CT 重建技术在乙状窦后入路开颅中的应用 --------------------------------- 罗正祥,张岩松 ,黄庆玖等 265 

PO-292 颞下-经天幕入路显微切除岩斜区肿瘤的临床分析 ------------------------------- 罗正祥,张岩松,黄庆玖等 266 

PO-293 垂体脓肿诊断及治疗（附 5 例报告） -------------------------------------------------- 杨坤,邹元杰,刘宏毅等 266 

PO-294 脑干肿瘤术后患者护理风险管理方法及体会 ------------------------------------------------------------ 戚玲玉 266 

PO-295 3D bioprinted glioma stem cells for brain tumor model  

 and applications of drug susceptibility ------------------------------- Dai Xingliang,Xu Tao,Lan Qing etc. 267 

PO-296 多模态神经导航联合术中电生理技术切除脑功能区肿瘤 ----------------------------- 张宇,黄李洁,李群等 267 

PO-297 Intracranial fibrous xanthoma mimicking a falx meningioma ----------------- Lin Zhiqin,Jiang Zhongli 267 

PO-298 垂体腺瘤卒中的临床表现、内分泌、影像和病理学探讨 -------------------------- 杨坤,刘宏毅,邹元杰等 268 

PO-299 The Incid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Entrapped  

 Temporal Horn in Trigone Meningiomas ----------------- Jiang Zhongli,Lin Zhiqin,Wang Yongzhi etc. 268 

PO-300 经前纵裂入路切除鞍上型颅咽管瘤 ------------------------------------------------------------------------ 刘宏毅 268 

PO-301 面神经电生理监测下切除大型及巨大听神经瘤 --------------------------------------------------------- 刘宏毅 269 

PO-302 下调磷酸甘油酸激酶-1 增强胶质瘤 U251 细胞的放射敏感性 -------------------------------------- 刘宏毅 269 

PO-303 延髓大型实性血管母细胞瘤显微手术初步体会 ----------------------------------- 胡伟鹏,黄天造,陈祥荣等 270 

PO-304 脑膜尾征在远外侧入路切除枕骨大孔区腹侧脑膜瘤中的意义 ------------------------------------------ 吴波 270 

PO-305 巨大囊性听神经瘤手术技巧探讨 ------------------------------------------------------------------------------ 贾栋 271 

PO-306 儿童髓母细胞瘤的治疗进展 ----------------------------------------------------------------- 马杰,王保成,赵阳等 271 

PO-307 慢病毒 RNA 干扰载体抑制 GLUT3 表达对胶质瘤 

 U251 细胞生长特性的影响 --------------------------------------------------------------- 杨堃,郑传宜,白恩琪等 271 

PO-308  前颅底沟通性肿瘤的手术入路及颅底修复重建 ------------------------------------- 杨堃,王子珍,黄秋虎等 272 

PO-309 三叉神经鞘瘤的诊断与手术治疗 -------------------------------------------------------- 杨堃,王子珍,黄秋虎等 272 

PO-310 经鼻蝶神经内镜垂体瘤手术与显微镜手术的对比研究 ----------------------------- 钱春发,陈永严,刘永等 273 

PO-311 累及室管膜下区的间变胶质瘤患者预后不佳 -------------------------------------------------- 刘帅,马文斌,等 273 

PO-312 Intraoperative lumbar cerebrospinal fluid drainage facilitating the resection of pituitary  

 macroadenomas and reducing the rate of cerebrospinal fluid leakage during  

 endoscopic endonasal surgery ----------------------------------- Wang Yuan,Lv Wenhai,Zheng Tao etc. 273 

PO-313 LncTCF7 associates with the malignant status and poor prognosis in glioma -------------- Gao Xiao 274 

PO-314 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临床分析 ----------------------------------------- 王元,吕文海,陈隆等 274 

PO-315 伽玛刀联合奥曲肽治疗生长激素瘤的疗效分析 ----------------------------------------------------- Wang Wei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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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6 电生理监测下显微手术治疗大型听神经瘤 ----------------------------------------- 胡新华,刘宏毅,章文斌等 275 

PO-317 生长激素腺瘤临床病理分型的多指标联合预测 

 方法及其在精准治疗中的作用 -------------------------------------------------------------- 衡立君,贾栋,屈延等 275 

PO-318 垂体瘤术后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的相关影响因素 

 及激素替代治疗对肿瘤复发的影响 -------------------------------------------------- 魏广鑫,马永迁,赵余静等 275 

PO-319 PD-L1 expression and tumor-infiltrating CD8+ T cells in brainstem gliomas ------------ Zhang Yang 276 

PO-320 姑息性伽玛刀治疗老年脑转移瘤 134 例分析 ------------------------------------------------------------ 林于峰 276 

PO-321 广泛侵袭（侵犯眼眶、鼻腔、颅内）的前中颅底 

 复发脑膜瘤--手术和治疗策略的探讨 ------------------------------------------------------ 宫晔,谢清,华领洋等 277 

PO-322 各亚型脑膜瘤的 PET 影像学表现和病理增殖指数相关分析 ------------------------- 宫晔,华领洋,谢清等 277 

PO-323 中枢神经细胞瘤 17 例临床诊治分析 ------------------------------------------------------------ 刘海英,张学新 277 

PO-324 维生素 D 选择性提高胶质瘤细胞 5-ALA 

 诱导的荧光强度及光动力学效果 -------------------------------------------------------- 陈晓丰,王春雷,赵世光 278 

PO-325 Expression of MMP-9, PTTG, HMGA2, and Ki-67 in Pituitary Corticotroph Adenoma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Recurrence ---------------------------- Liu Xiaohai,Zhang Ye,Wang Renzhi 278 

PO-326 囊肿-脑池开窗显微手术治疗外侧裂蛛网膜囊肿 ------------------------------------- 易海波,林瑞生,李榕等 279 

PO-327 Endoscopic versus microscopic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for pituitary tumours: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247 cases ------------------------------ Huang Guodong,Li Weiping,Ji Tao etc. 279 

PO-328 颅内多中心胶质瘤两例诊疗体会 ----------------------------------------------------------- 陈旦麒,钟平,徐健等 279 

PO-329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病例 1 例及治疗体会 -------------------------------------------- 张学新,张秋实 280 

PO-330 乙状窦后入路听神经瘤切除经验体会 ----------------------------------------------------- 郭华,吴雷,沈晓黎等 280 

PO-331 探讨上矢状窦旁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庄志军, 280 

PO-332 鞍上异位垂体促甲状腺素瘤的诊断及治疗（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王清,鲁晓杰,孙俊等 281 

PO-333 巨大听神经瘤经伽玛刀治疗失败后再次手术时 

 肿瘤的性状特点及手术策略 -------------------------------------------------------------- 梁鹏,吕中华,车万里等 281 

PO-334 大脑功能区胶质瘤的手术策略 ----------------------------------------------------------- 易海波,林瑞生,于涛等 281 

PO-335 基于 CE MRA 序列的三维重建技术在矢镰旁脑膜瘤的 

 手术方式及手术入路决策中的应用 -------------------------------------------------------- 陈明宇,钟平,徐健等 282 

PO-336 59 例颅咽管瘤手术入路及显微手术治疗分析 ---------------------------------------------- 吴近森,刘晓,涂明 282 

PO-337 视神经鞘开窗术对脑膜瘤所致颅内高压患者的视功能保护作用 --------------------------------------- 陈辉 283 

PO-338 ClC-3、BK 型离子通道在脑胶质瘤侵袭性中作用的在体实验研究 -------------- 卢培刚,董元,曹敬正等 283 

PO-339 miR-140-5p 调节 VEGFa/MMP2 通路抑制胶质瘤 

 细胞增殖和侵袭性的研究 -------------------------------------------------------------------- 胡园,李炎炎,孙婷等 283 

PO-340 ClC-3、BK 离子通道在胶质瘤细胞迁移与侵袭性 

 生长中的作用的离体实验研究 ----------------------------------------------------------- 卢培刚,卢培刚,李博等 284 

PO-341 LNC-ZNF281 调控相关靶基因影响胶质瘤细胞增殖、侵袭和凋亡 -------------------------- 胡园,周幽心 284 

PO-342 呼吸训练对神经内镜下切除垂体瘤患者 

 内分泌激素、肺功能与生存质量的影响 ----------------------------------------------- 刘文广,管伟,左建东等 285 

PO-343 Comparision among several classifications of craniopharyngioma --------------------------- Hong Tao 285 

PO-344 构建 SCID 小鼠原位儿童 Group3 型髓母细胞瘤模型 --------------------------- 王杭州,周幽心,黄煜伦等 286 

PO-345 胶质瘤患者血清自身抗体 MGMT 在早期 

 诊断和术后化疗指导中的价值 -------------------------------------------------------- 周幽心,韩笑笑,张学文等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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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46 以脑出血为首发征象的脑胶质瘤演变及诊疗策略 -------------------------------------- 梅加明,计颖,牛朝诗 287 

PO-347 胶质瘤颅内原位移植瘤裸鼠模型精准微量给药系统的建立 -------------------- 周幽心,汪庆玥,李炎炎等 287 

PO-348 靶向胶质瘤干细胞提高硼中子俘获疗法抗肿瘤效应 -------------------------------- 孙婷,李炎炎,谢学顺等 288 

PO-349 磁共振体表定位手术治疗颅内浅表肿瘤 ------------------------------------------------------------------ 郑水顺 288 

PO-350 联合检测分子标志物在临床胶质瘤诊疗中的价值探索 -------------------------- 李炎炎,周幽心,黄煜伦等 288 

PO-351 彩超引导下颅内小病灶的显微手术治疗 ------------------------------------------------------------------ 郑水顺 289 

PO-352 SALL4 抑制 PTEN 表达通过 PI3K/AKT 通路 

 对胶质瘤细胞增殖影响的研究 -------------------------------------------------------- 孙春明,刘传金,李炎炎等 289 

PO-353 Bmp2 诱导颅咽管瘤细胞成骨分化及细胞水平钙化的研究 --------------------- 颜小荣,康德智,江常震等 290 

PO-354 大剂量奥曲肽微球治疗肢端肥大症病例 1 例及分析 -------------------------------- 颜小荣,江常震,康德智 290 

PO-355 miR-326 在神经胶质瘤中的表达及其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 易良,张景宇 290 

PO-356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在听神经瘤手术中的应用体会 ------------------------------------------------------ 韩韬 291 

PO-357 经额下回眶部前入路切除额岛叶基底节胶质瘤 ------------------------------------------------------------ 张义 291 

PO-358 多模态影像联合电生理监测在脑功能区病变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 张玉海,刘宏毅,张锐等 292 

PO-359 额叶肿瘤患者认知功能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高鲁,吴炳山,包明月等 292 

PO-360 显微外科切除岩斜区脑膜瘤的疗效分析 --------------------------------------------------------------------- 曾实 293 

PO-361 Hypofractionated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a new treatment strategy for giant cavernous  

 sinus hemangiomas ------------------------------------------- Wang Xin,Zhu Huaguang,Dai Jiazhong etc. 293 

PO-362 The microsurgery treatment for diffuse intrinsic  

 brainstem glioma in 28 cases ----------------------------------------------------------------- 张跃康,司马秀田 293 

PO-363 鞍区颅咽管瘤全切除手术技术 --------------------------------------------------------------------------------- 陈阵 294 

PO-364 耳前颞下经岩骨小脑幕硬膜下入路切除岩尖上斜坡脑膜瘤 --------------------------------------------- 陈阵 294 

PO-365 DTI 面听神经纤维成像技术在听神经瘤切除术中的应用 --------------------------------- 张磊,周洋,张锐等 294 

PO-366 脑膜瘤硬脑膜尾征磁共振 3D 重建及其应用研究 ---------------------------------------------------------- 张健 294 

PO-367 颅咽管瘤切除术后低钠血症的治疗 ------------------------------------------------------------------------ 李志强 295 

PO-368 细胞间粘附分子-1、血管细胞粘附分子-1 与胶质瘤侵袭生长中的关系 --------------------------- 王利国 295 

PO-369 听神经瘤影像学特点与患者术后远期良好面神经功能保留的关系 --------------------------------- 祖朝辉 295 

PO-370 1 例枕部胆脂瘤切除术后并发癫痫持续状态的抢救及护理 ------------------------ 李欢,范仉金,喻蓉艳等 296 

PO-371  200 个唤醒麻醉下导航联合电生理测切除颅内病变的临床研究 -------------------------------------- 鲁明 296 

PO-372 神经导航显微外科在脑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 高振忠,李安民,宋少军等 297 

PO-373 神经导航及神经电生理辅助下显微手术切除脑干海绵状血管瘤 -------------------- 姚国杰,龚杰,徐国政 297 

PO-374 磁敏感加权成像技术在脑膜瘤手术前评估价值 -------------------------------------------------- 邹元杰,肖勇 298 

PO-375 松果体区肿瘤治疗的新理念 ----------------------------------------------------------- 李军旗,李安民,宋少军等 298 

PO-376 颞下经岩前入路颅底病变的显微手术切除 ----------------------------------------------- 姚国杰,龚杰,徐国政 299 

PO-377 青嵩琥酯对胶质瘤 U87 细胞的抑制作用 ---------------------------------------------- 蔺兴,李安民,宋少军等 299 

PO-378 儿童脑室或脑室旁肿瘤合并脑积水的外科处理策略 ----------------------------------- 姚国杰,龚杰,徐国政 300 

PO-379 B 超实时引导在低级别胶质瘤切除术中的应用  ------------------------------------------- 张成,钱宝,姜壮等 300 

PO-380 巨大型蝶骨嵴内侧脑膜瘤的临床治疗 ------------------------------------------------------------------------ 杨军 300 

PO-381 多学科联合治疗巨大复发颅眶沟通瘤 1 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 李军旗 301 

PO-382 细胞焦亡在胶质瘤细胞中机制的研究 -------------------------------------------------------------- 崔玉琼,秦颖 301 

PO-383 神经导航下硬通道在侧脑室脑膜瘤手术中的应用 -------------------------------------- 孙树凯,衡立君,贾栋 302 

PO-384 神经导航联合电生理监测技术辅助功能区胶质瘤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 杜威,徐国政,姚国杰等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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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85 不同解剖部位室管膜瘤的差异基因表达谱研究 ----------------------------------- 顾文韬,顾士欣,刘晓东等 302 

PO-386 天花粉蛋白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及其机制研究 ----------------------------------- 苗俊杰,周景儒,范存刚等 302 

PO-387 分次内镜手术治疗巨大型垂体腺瘤 -------------------------------------------------------- 吴南,王俊伟,汪攀等 303 

PO-388 托拉塞米联合光动力治疗对大鼠脑胶质瘤瘤周水肿区 

 MMP2 和 NKCC1 表达的影响 ----------------------------------------------------------- 李波,高万龙,胡韶山等 303 

PO-389 STC-1 是与胶质瘤分级及预后相关的一个新的生物指标 -------------------------------------------- 李晓明, 304 

PO-390 荧光素钠导航联合术中诱发电位在累及运动功能区的 

 颅内单发脑转移瘤显微手术中的临床意义 -------------------------------------------- 田海龙,张红英,姜彬等 304 

PO-391 Hypoxia promotes the infiltration of M2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in glioma ---------- 郭小凡 304 

PO-392 Down-regulation of let-7f predicts a poor prognosis in human glioma ------------------ Li Yu,Du Yanli 305 

PO-393 Dual inhibition of PCDH9 expression by  

 miR-215 up-regulation in gliomas ---------------------------- Tao Bangbao,Wang Xiaoqiang,Li Bin etc. 305 

PO-394 显微手术治疗第四脑室肿瘤 35 例临床体会 --------------------------------------------- 杨建,杨建军,张庆浩 306 

PO-395 仰卧位在小脑桥脑角病变显微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 李金泉,王中,周岱 306 

PO-396 应用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筛查脑胶质瘤 ----------------------------------------------- 冯世宇,余新光,周岩 306 

PO-397 脑脓肿 ------------------------------------------------------------------------------------------------------------ 杨伟东 307 

PO-398 经额外侧锁孔人路手术治疗鞍结节脑膜瘤 22 例 --------------------------------------- 陈震,陈军,吴海滨等 307 

PO-399 神经导航辅助下中、小型大脑镰旁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附 57 例病例分析） ------------- 谢海树 307 

PO-400 面神经一舌下神经吻合术治疗听神经瘤术后面瘫 -------------------------------------- 陈刚,朱文昱,李如军 308 

PO-401 神经导航下显微手术治疗侧脑室三角区脑膜瘤 25 例临床分析 --------------------------- 谢海树,石松生 308 

PO-402 磁共振波谱联合荧光素导航显微手术切除幕上高级别 

 胶质瘤的随访结果和临床意义 ----------------------------------------------------------- 田海龙,祖玉良,何伟等 308 

PO-403 非病毒载体携带 Bmk-CT 基因靶向治疗鼠 C6 脑原位胶质瘤的体内实验研究 ------------------ 刘嘉霖 309 

PO-404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入路术中术后脑脊液鼻漏的处理 ------------------------------------------- 王宇,张林 309 

PO-405 小脑桥脑角肿瘤手术的面神经保护 -------------------------------------------------------------------- 范涤,林军 309 

PO-406 MRI 与 Dyna-CTA/3D-DSA 影像融合在鞍旁跨 

 颅中后窝肿瘤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 韦可,姚国杰,龚杰等 310 

PO-407 磁源性影像定位语言功能区在相关脑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 杨纶先,吴婷,张岩松等 310 

PO-408 室管膜下瘤的临床特点与手术治疗 -------------------------------------------------- 胡新华,陈永严,邹元杰等 310 

PO-409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hypothalamic hamartoma in children ----------------------------------- 王保成 311 

PO-410 不同类型脑恶性胶质瘤治疗方法及适应症选择 --------------------------------------------------------- 傅相平 311 

PO-411 丘脑病灶微创手术策略及疗效分析 --------------------------------------------------------------------------- 董军 312 

PO-412 PKCα相关信号通路因子在垂体 GH 腺瘤原代培养 

 细胞模型中表达、作用及调节机制研究 ----------------------------------------------- 陈曦,陈四方,谭国伟等 312 

PO-413 垂体腺瘤卒中对经鼻蝶入路手术的指导价值 -------------------------------------- 肖德勇,王占祥,谭国伟等 312 

PO-414 乙状窦后入路内听道后壁磨除安全范围的影像学研究 -------------------------------------------- 李鑫,陈刚 313 

PO-415 SSTA 疗效与 PKCα相关信号通路的相互作用 ------------------------------------ 陈曦 ,陈四方,谭国伟等 313 

PO-416 垂体腺瘤卒中对围手术期腺垂体功能的影响 -------------------------------------- 肖德勇,王占祥,谭国伟等 313 

PO-417 垂体 GH 腺瘤内 PKCα、ERK1/2 与 gsp 癌基因的关联 -------------------------- 陈曦,陈四方,谭国伟等 314 

PO-418 垂体 GH 腺瘤 SSTA 药物及经蝶手术疗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 陈曦,陈四方,谭国伟等 314 

PO-419 垂体腺瘤囊变及液平面形成的 MRI 特征及临床相关因素分析 ---------------- 肖德勇,王占祥,谭国伟等 314 

PO-420 垂体大腺瘤导航辅助下内镜经蝶手术 20 例分析 ----------------------------------- 陈曦,陈四方,谭国伟等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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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21 脑转移瘤治疗方案选择与预后的关系 ------------------------------------------------------------------------ 弓凯 315 

PO-422 侧脑室三角区脑膜瘤切除术后局限性脑积水的治疗体会 ----------------------------- 弓凯,叶永造,刘希尧 315 

PO-423 老年垂体腺瘤临床特点及手术治疗风险评估 --------------------------------------------------------------- 弓凯 316 

PO-424 垂体瘤伴腺垂体功能减退症术后尿崩合并低钠血症的处理 -------------------- 朱宏伟,刘希尧,王占祥等 316 

PO-425 术中全麻唤醒下脑功能区胶质瘤切除手术初探 ----------------------------------- 谭国伟,陈四方,郭剑峰等 317 

PO-426 Surgery strategy guided with intraoperative electrocorticography  

 in low-grade glioma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eizures  ------------------------------------- Chen Guorong 317 

PO-427 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小骨窗开颅手术治疗听神经瘤 -------------------------------- 刘希尧,王占祥,叶永造等 318 

PO-428 枕大孔区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陈建屏 318 

PO-429 蝶骨嵴内侧型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探讨 -------------------------------------------------------------- 陈建屏, 318 

PO-430 Not all 1p/19q intact oligodendroglial-like tumors are astrocytic ----------------------------- Shi Zhifeng 318 

PO-431 乙状窦后入路切除听神经瘤 24 例疗效分析 ------------------------------------------------------------- 郭之通 319 

PO-432 High expression of RAB43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and associates with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gliomas ---------------------- Han Mingzhi,Wang Jian,Li Xingang 319 

PO-433 松果体区肿瘤手术入路的选择 ------------------------------------------------------------------------------ 郭智霖 320 

PO-434 The impact of inflammation factors on the calcification of craniopharyngioma ---------------- 颜小荣 320 

PO-435 颅底中线部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 蒋宇钢 320 

PO-436 影像学酷似神经内科疾病的脑肿瘤误诊分析 -------------------------------------------------- 李又成,黎金林 321 

PO-437 诱发电位监测下切除运动功能区肿瘤 1 例 -------------------------------------------- 叶盛,朱丹化,阮林辉等 321 

PO-438 经额底纵裂终板入路切除鞍上-第三脑室型颅咽管瘤临床分析 ------------------- 沈晓黎,祝新根,涂伟等 321 

PO-439 HIF-1a-induced miR-96 controls cell growth and apoptosis  

 by targeting PDCD4 in glioblastomas ------------------------------------------------ Guo Pin,Feng Yugong 322 

PO-440 颅底中央区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 沈晓黎,祝新根,涂伟等 322 

PO-441 Resveratrol promotes the antitumor activity of bevacizumab in glioblastoma  

 through inhibition of HIF-1α-induced vascular mimicry --------------------------------- Zhang Yonghong 323 

PO-442 多模态神经导航联合术中超声在运动功能区病变的临床应用 -------------------------------- 苏宁,张义松 323 

PO-443 纳米 Zn-CuO 的抗肿瘤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 张春云,姚维成 324 

PO-444 长周期替莫唑胺化疗在胶质母细胞瘤治疗的应用体会 ------------------------------------------------ 冀培刚 324 

PO-445 MiR-106a 与胶质母细胞瘤患者预后的研究 ------------------------------------------------------- 穆玉龙,杨光 324 

PO-446 眶上锁孔入路术中侧脑室穿刺的研究 -------------------------------------------------------------- 孟凯,窦以河 325 

PO-447 Outcomes of skull base chordoma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atients -------------------------------------- Wang Ke,Kai-Bing Tian,Wu Zhen 325 

PO-448 包裹血管的颅底肿瘤的手术策略 -------------------------------------------------------------------- 梁勇,李晋江 326 

PO-449 高场强术中磁共振辅助经鼻-蝶窦无功能垂体腺瘤切除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 张之斌,余新光 326 

PO-450 Hypoxia upregulates HIG2 expression and contributes to bevacizumab  

 resistance in glioblastoma ------------------------------------ Mao Xing-Gang,Zhang Xiang,Xue Xiaoyan 326 

PO-451 文蛤多肽 MM15 对神经胶质瘤细胞作用机制的研究 --------------------------------------- 王昌辉,姚维成 327 

PO-452 病理证实的脑膜瘤合并颅内动脉瘤 21 例临床分析 ------------------------------ 康德智,陈伏祥,林元相等 327 

PO-453 颅内浆细胞瘤 2 例以及文献回顾 -------------------------------------------------------- 傅兵,张洪俊,马国佛等 328 

PO-454 脑室内脑膜瘤 26 例临床病理观察 --------------------------------------------------------- 林琳,王行富,王密等 328 

PO-455 间变性多形性黄色瘤型星形细胞瘤的临床病理特点及免疫表型分析 ----------- 张钰,王行富,陈余朋等 328 

PO-456 天幕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陈靖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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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57 磷酸甘油酸激酶 1 表达量与 U251 胶质细胞瘤放射耐受性相关性研究 -------------- 阎华,丁浩,周涛等 329 

PO-458 第四脑室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 陈靖 329 

PO-459 岩斜区脑膜瘤入路选择及经验体会 ----------------------------------------------------------- 祝新根,吴雷,郭华 330 

PO-460 经颞下岩骨前方入路切除岩斜区脑膜瘤 ----------------------------------------------------- 吴雷,郭华,祝新根 330 

PO-461 垂体腺瘤假包膜囊外切除 --------------------------------------------------------------------------------------- 王宁 330 

PO-462 Ki67 增殖指数在侵袭性脑膜瘤复发中的作用 ----------------------------------------- 王锐,陈春美,杨卫忠等 331 

PO-463 Syk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对人髓母细胞瘤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 周开宇,罗永康,吉海龙等 331 

PO-464 旋转式伽马刀联合吉非替尼靶向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中的作用 ----------- 王锐,陈春美,杨卫忠等 331 

PO-465 颅咽管瘤切除手术中肿瘤钝性分离技术探讨 --------------------------------------------------------------- 贾栋 331 

PO-466 眶上外侧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嗅沟脑膜瘤 ----------------------------------------------- 闫宪磊,黄河清,郑捷敏 332 

PO-467 甲介型蝶窦垂体瘤的治疗策略 ----------------------------------------------------------- 张强,周运波,胥宝泉等 332 

PO-468 经眶上眉弓锁孔入路切除鞍区病变的诊疗体会 --------------------------------------------------------- 董桂江 332 

PO-469 腰穿置管控制性引流脑脊液调节颅内压在神经 

 内镜治疗鞍上扩展的垂体腺瘤中的应用 ----------------------------------------------- 刘青林,薛浩,贾德泽等 332 

PO-470 侵袭性垂体瘤中 bFGF 和 uPA 的表达及相关性研究 ------------------------------- 刘小刚,钟波,白云安等 333 

PO-471 全程神经内镜下切除桥小脑角及岩斜区胆脂瘤 ----------------------------------------- 关峰,胡志强,黄辉等 333 

PO-472 神经电生理技术在听神经瘤手术治疗中的应用 --------------------------------------------------------- 董桂江 333 

PO-473 颅内浆细胞瘤诊疗并文献复习 -------------------------------------------------------------------- 闫宪磊,郑捷敏 334 

PO-474 长期存活的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的特点 -------------------------------------------------- 欧阳辉,俞磊,陆云涛等 334 

PO-475 CBL 教学法在神经外科见习教学中的应用 ----------------------------------------------------- 贺建勋,魏洪涛 334 

PO-476 全程神经内镜诊疗小儿第三脑室肿瘤的手术经验及体会 ----------------------------- 关峰,胡志强,黄辉等 335 

PO-477 抑癌基因 LRF 通过下调 Luman/ATG5 通路抑制 

 低氧诱导的人脑胶质母细胞瘤自噬 --------------------------------------------------------------------------- 李刚 335 

PO-478 iFlow、PBV 图像在富血管巨大脑膜瘤术前 

 栓塞治疗中的应用及临床意义  ---------------------------------------------------------- 樊友武,王汉东,张鑫等 335 

PO-479 miR-584-3p 通过靶向 ROCK1 抑制低氧人脑 

 胶质母细胞瘤的侵袭和迁移能力 ----------------------------------------------------------- 薛皓,刘青林,郭兴等 336 

PO-480 侧脑室三角部脑膜瘤的显微手术策略（附 36 例报告） --------------------------- 樊友武,潘云曦,李杰等 336 

PO-481 miR-584-3p 和 miR-let-7f 分别通过靶向 ROCK1 和 POSTN 

 抑制低氧诱导的人脑胶质母细胞瘤血管生成拟态 ----------------------------------------- 薛皓,刘青林,李刚 336 

PO-482 垂体腺瘤卒中的处理策略 ----------------------------------------------------------------- 樊友武,潘云曦,李杰等 337 

PO-483 鞍上池蛛网膜囊肿误诊原因分析 -------------------------------------------------------- 李犇,宗绪毅,王同新等 337 

PO-484 弱 X 线术中放疗(INTRABEAM)在颅内肿瘤的应用 --------------------------------- 吴明星,韩小弟,傅兵等 337 

PO-485 扩大翼点-经颞叶-经天幕入路与传统颞下入路的解剖比较分析 ------------------ 樊友武,王汉东,唐勇等 338 

PO-486 额颞开颅经颧弓-颞下入路切除中颅窝底鞍旁肿瘤 ------------------------------------- 倪天瑞,林于峰,陈权 338 

PO-487 脑胶质瘤增殖性与室管膜下区毗邻关系的研究 ------------------------------------------------------------ 马辉 338 

PO-488 7 例脑膜血管瘤病的临床分析 --------------------------------------------------------- 苏兴奋,康德智,林元相等 339 

PO-489 显微镜下单鼻孔经蝶窦入路手术切除垂体腺瘤 124 例临床分析 -------------- 樊友武,王汉东,潘云曦等 339 

PO-490 颅内胆脂瘤显微手术技巧及并发症预防 -------------------------------------------- 樊友武,王汉东,胡志刚等 339 

PO-491 脑功能区胶质瘤的手术策略与预后评估 -------------------------------------------- 樊友武,王汉东,潘云曦等 340 

PO-492 枕骨大孔区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 樊友武,王汉东,潘云曦等 340 

PO-493 Ⅱ型神经纤维瘤病患者围手术期心理干预的临床效果 ------------------------------------------------ 刘晓娟 341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 26 - 

 

PO-494 Chordoid glioma: A neoplasm found in the anterior  

 part of the third ventricle ---------------------------------------- Yang Dianxu,Xu Zhiming,Ge Jianwei etc. 341 

PO-495 侵犯视神经管脑膜瘤的处理策略 ----------------------------------------------------------- 陈利锋,卜博,李翀等 341 

PO-496 显微手术治疗颅底肿瘤 256 例 -------------------------------------------------------- 王鹏程,赵建农,黄垂学等 342 

PO-497 异甘草素联合替莫唑胺对 SHG44 人脑胶质瘤干细胞增殖的影响 ------------ 荔志云,孙红军,林瑜亮等 342 

PO-498 AIDS 并发中枢神经系统占位性病变的临床和影像特点 ---------------------------- 任明亮,许民辉,徐伦山 342 

PO-499 Radiosensitizing effect of nanosize GO on glioma cells via  

 enhance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formation -------------------------------------------------- Liu Guodong 343 

PO-500 核磁共振导航辅助下颅内肿瘤的显微手术 ----------------------------------------- 陈军,李爱民 ,吴海滨 等 343 

PO-501 额叶胶质瘤显微外科治疗策略及术后并发症的预防 ----------------------------- 王加充,王鹏程,李俊驹等 343 

PO-502 脯氨酸羟化酶 2（PLOD2）在胶质瘤中的作用研究 ----------------------------------- 徐洋洋,张鑫,徐然等 344 

PO-503 胶质肉瘤诊疗经验 -------------------------------------------------------------------------------------- 刘竞辉,王樑 344 

PO-504 异甘草素对 SHG44 人脑胶质瘤干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 孙红军,荔志云 ,周杰 等 345 

PO-505 多学科合作治疗颅内外沟通肿瘤 ----------------------------------------------------- 伊志强,鲍圣德,张家涌等 345 

PO-506 Single terminal CD133/CD15/NESTIN-negative glioma cell was  

 dedifferentiated to CD133/CD15/NESTIN-positive glioblastoma  

 stem cell-like phenotype with high tumorigenic potential by hypoxia ------------------------ Wang Pan 345 

PO-507 突入桥小脑角区胶质瘤的诊治分析（附 5 例报告） ----------------------------- 杨佃旭,徐志明,李晓梅等 346 

PO-508 鞍区脑室外神经细胞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 苏兴奋,江常震,康德智等 346 

PO-509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外周成熟 T 细胞淋巴瘤 ------------------------------------------------------------ 郭剑峰 347 

PO-510 脑胶质瘤病 MRI 影像及病理特点 -------------------------------------------------------------------------- 郭剑峰 347 

PO-511 经鼻内镜垂体瘤切除术术中脑脊液漏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杨智君,刘丕楠 347 

PO-512 多技术辅助下经蝶垂体腺瘤切除 49 例体会 --------------------------------------------- 孙锦章,李德坤,赵兵 348 

PO-513 垂体性 Cushing 病的显微手术治疗-单中心 300 例报告 ------------------------ 卞留贯,孙青芳,孙昱浩等 348 

PO-514 第四脑室区域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 李世亭 348 

PO-515 岩骨及其周围区域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 李世亭 349 

PO-516 三维融合影像对颅底肿瘤诊治的应用研究 ----------------------------------------------- 龚杰,李成才,马廉亭 349 

PO-517 中枢神经系统孤立性纤维性肿瘤/血管外皮瘤 43 例临床病理分析 ------------ 李晓玲,林生明,王行富等 349 

PO-518 毗邻脑干的实质性血管母细胞瘤的外科治疗 ----------------------------------------- 甘志强,姚国杰,张戈等 350 

PO-519 鞍区/鞍上脑室外神经细胞瘤临床病理学特征：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张丽,刘雪咏,张声等 350 

PO-520 IFITM3 影像胶质瘤细胞增殖，迁移的实验研究 ------------------------------------- 王洪亮,赵兵,吴德俊等 350 

PO-521 垂体瘤质地的术前预判及治疗体会 ------------------------------------------------------ 李德坤,赵兵,孙锦 章 351 

PO-522 CT 全脑灌注在脑胶质瘤边界区分中的应用价值 ------------------------------------- 梁新强,苏杭,陈晓武等 351 

PO-523 头皮恶性肿瘤切除后缺损的修复重建策略 --------------------------------------------- 莫立根,钟希,邓 腾等 351 

PO-524  我科鞍结节脑膜瘤显微手术治疗体会 ------------------------------------------------- 吴德俊,赵兵,李德坤等 352 

PO-525 2 例听神经瘤切除手术面神经保留的体会和体位选择的探讨 ---------------------------------------- 李海林 352 

PO-526 鞍结节脑膜瘤显微手术治疗 --------------------------------------------------------------------------------- 李立新 352 

PO-527 EGFL7 is an Intercellular EGFR Signal Messenger Play an Oncogenic  

 Role in Glioma -------------------------------------- Wang Feiyifan,Wanggoou Siyi,Feng Chengyuan etc. 353 

PO-528 Pediatric medulloblastoma: a clinicopathological analysis  

 of 86 patients in a single institution---------------------------------------------------------------------- Zhao Lin 353 

PO-529 经鼻蝶入路切除无功能垂体腺瘤显微手术前后的内分泌功能变化分析 -------- 仰鹏志,赵兵,李德坤等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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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30 眼眶-颅内沟通肿瘤 27 例经颅手术治疗 ------------------------------------------------------------------ 陈云祥 354 

PO-531 A combined therapy sensitivity index in predicting  

 glioblastoma overall survival ------------------------------------------------------------Ye Ningrong,Li Xuejun 354 

PO-532 长链非编码 RNA CCAT2 在胶质瘤中的临床意义 ------------------------------------- 徐然,徐洋洋,张鑫等 355 

PO-533 乙状窦后入路切除桥小脑角区脑膜瘤分析 -------------------------------------------- 倪红斌,戴宇翔,金伟等 355 

PO-534 Prognostic value of MGMT gene is impaired in Mesenchymal glioblastomas:  

 evidence from RNA sequencing data of 144 cases ------------------------------------------------- Yan Wei 356 

PO-535 Sample Level Enrichment Analysis of KEGG Pathways Identifies Clinically Relevant  

 Subtypes of Glioblastoma ------------------------- Wanggou Siyi,Feng Chengyuan,Xie Yuanyang etc. 356 

PO-536 三维 CT 肿瘤成像结合神经导航显微手术治疗脑深部肿瘤 ------------------------------------------- 李立新 356 

PO-537 Invasive fungal sphenoiditis with cavernous syndrome: A report  

 of four cases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 Zhang Hanwen,Li Xuejun 357 

PO-538 神经导航结合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切除成人脑 

 干胶质瘤的显微手术疗效分析 -------------------------------------------------------- 桑树山,王苟思义,李学军 357 

PO-539 MiR-124 is downregulated in astrocytomas and suppresses malignant  

 glioma cell growth ---------------------------------- Wen Shaohong,Zhao Shangfeng,Zeng Xianwei etc. 357 

PO-540 Targeting CD47 triggers macrophage-dependent brain tumor  

 inhibition in a clinically relevant model ----------------------- Wang Jian,Zhu Huaiyang,Leiss Lina etc. 358 

PO-541 32P 胶体囊内放疗治疗颅咽管瘤药物分布及安全性研究 --------------------------------------------- 常洪波 358 

PO-542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影像学特征 ------------------------------------------------------------------ 程岗 359 

PO-543 额下外侧入路治疗鞍结节脑膜瘤 -------------------------------------------------------- 胡志刚,王汉东,樊友武 359 

PO-544 CD44 在脑胶质瘤恶性演进过程的作用 及其调控机制研究 -------------------------------------------- 董超 360 

PO-545 Epigenetic repression of meg3 mediated by DNMT1  

 represses p53 pathway in glioma---------------------------------------------- Li Jia,Bian Erbao,Zhao Bing 360 

PO-546 Long non coding RNA ATB promotes glioma malignancy  

 by negatively regulating miR-200a ------------------------------------------------ Ma Chunchun,Zhao Bing 361 

PO-547 怀孕期间胶质瘤的个体化治疗 --------------------------------------------------------------------------------- 刘锐 361 

PO-548 脑干病变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治疗 ------------------------------------------------------------------------ 张永力 362 

PO-549 青少年侵袭性巨大泌乳素型垂体腺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 黄焱明,邱平,祁小龙等 362 

PO-550 神经纤维瘤 II 型的外科治疗策略 ----------------------------------------------------------- 张军,许百男,张家墅 362 

PO-551 磁共振灌注成像对脑胶质瘤治疗后复发与放射性损伤的诊断价值 ------------------------------------ 王鹏 363 

PO-552 回顾性分析 30 名髓母细胞瘤患者脑脊液细胞学检查的特征性表现 ---------------------------------- 张欢 363 

PO-553 眶颧入路解剖及临床应用 ----------------------------------------------------------------- 赵天智,屈延,贺世明等 363 

PO-554 内镜经鼻入路手术切除复发或再生长垂体腺瘤： 

 附 80 例病例临床分析 ------------------------------------------------------------------------------ 周强意,刘丕楠 364 

PO-555 侧脑室区颅内肿瘤的手术体会 -------------------------------------------------------------- 凌峻,刘鹏,邱传珍等 364 

PO-556 Gartanin, a natural xanthone of Garcinia mangostana (Mangosteen) induces cell cycle arrest  

 and autophagy and suppresses migration involving PI3K/Akt/mTOR and MAPK signaling  

 pathway in human malignant glioma cells -------------------- He Mingliang,Ouyang Leping,Liu Anmin 364 

PO-557 类泛素化 Neddylation 通路在脑胶质瘤中的活化 

 及其靶向治疗作用机制研究 -------------------------------------------------------------- 李春杰,花玮,杨紫潇等 365 

PO-558 跨颅盖骨内外肿瘤性病变的 CT 和 MR 诊断及鉴别诊断 --------------------------- 杨谢锋,曹代荣,邢振等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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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59 内镜经鼻入路治疗垂体瘤卒中术后继发甲状腺功能危象一例 ----------------- 王润丰,张治国,秦怀洲等 366 

PO-560 Silencing of the Smurf1 expression inhibits tumor progression in gliomas ------------------------ 徐幸 366 

PO-561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of miR-141 regulates SKA2 by an endogenous  

 sponge Hotair in glioma ---------------------------------------- Bian Erbao,Ma Chunchun,He Xiaojun etc. 366 

PO-562 光动力辅助显微手术综合治疗脑胶质瘤长期随访研究 ------------------------------------------------ 胡韶山 367 

PO-563 动物荧光技术实时观察贝伐单抗联合舒尼替尼对 

 胶质母细胞模型的抑瘤效应 -------------------------------------------------------------- 刘翔宇,王汉东,孙康健 367 

PO-564 恶性胶质瘤 98 例术后放、化疗临床分析 ------------------------------------------ 薛伟明,王占祥,谭国伟等 368 

PO-565 三维灌注系统富集人脑胶质瘤干细胞培养方法的探索 ----------------------------------------- 荣孝慈,兰青 368 

PO-566 经前纵裂终板入路切除三脑室内颅咽管瘤 ------------------------------------------------------------------ 蔡瑜 369 

PO-567 经典型与促纤维增生型髓母细胞瘤的 MRI 表现 ---------------------------------------- 张良,谭国伟,王占祥 369 

PO-568 ALDH1A3 作为脑胶质瘤干细胞中 ALDH 主要 

 亚型参与调控干细胞表型转化 -------------------------------------------------------------- 李冠璋,王政,刘幸等 369 

PO-569 Ommaya 囊植入术在儿童第四脑室肿瘤并发脑积水手术治疗中的体会 ---------- 张良,谭国伟,王占详 370 

PO-570 POPPEN 入路治疗小脑上蚓区占位的疗效观察 ------------------------------------------------------- 陈永严 370 

PO-571 Knockdown of lncRNA PVT1 suppress glioblastoma cell development and  

 chemo-resistance via modulation of miR-128-3p and miR-195-5p -------------------- Chen Wanghao 370 

PO-572 持续颅内压监护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的临床作用 ----------------------------- 何佳伟,谭国伟,王占详 371 

PO-573 面神经瘤八例临床分析 ------------------------------------------------------------------------------------------ 李宁 371 

PO-574 Differentiating Hemangioblastomas from Brain Metastases Using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and Dy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Enhanced Perfusion- Weighted MR Imaging ------------------------ She Dejun,Cao Dairong 371 

PO-575 肿瘤抑制基因 NCX2 在人脑胶质瘤中沉默机制及功能研究 -------------------------- 余聚,刘泓渊,许亮等 372 

PO-576 后颅窝实质性血管母细胞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许民辉 372 

PO-577  Overexpression of interleukin-33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glioma ---------------------------- Wang Peng ,Zhang Jianfei,Lu Xiaojie etc. 372 

PO-578 蛛网膜-肿瘤包膜界面在功能区镰旁脑膜瘤切除术中的应用分析 ---------------- 王举磊,屈延,秦怀洲等 373 

PO-579 替莫唑胺辅助复发胶质瘤化疗新策略及初步实施 --------------------------------------------------------- 董军 373 

PO-580 神经内镜辅助下显微手术切除第四脑室肿瘤的疗效评估及并发症分析 -------- 孟辉,史建涛,左成海等 374 

PO-581 SLC8A2 对胶质瘤细胞株 U251 血管形成能力的研究 --------------------------------- 余聚,许亮,刘泓渊等 374 

PO-582 间变型少突胶质细胞瘤发生中枢神经系统以外转移： 

 附 1 例经验及文献回顾 ----------------------------------------------------------------------- 李刚,贺世明,屈延等 375 

PO-583 神经导航及术中监测在脑干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 蒋秋华 375 

PO-584 BOLD-fMRI 与 IONM 联合辅助对显微手术切除脑运动区肿瘤的影响 ---------- 韩国胜,王来兴,李莉等 375 

PO-585 影响老年人颅内肿瘤手术效果危险因素分析 ----------------------------------------- 周运波,胥宝泉,张强等 376 

PO-586 LSH,GSK3-B 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及对胶质瘤细胞增殖的影响 ----------------------- 李浩,黄军,陶永光 376 

PO-587 侧脑室肿瘤弥散加权成像和磁敏感加权成像的应用研究 ----------------------- 俞元临,曹代荣,佘德君等 376 

PO-588 神经内镜扩大经鼻入路切除颅底肿瘤 ----------------------------------------------------- 杨刚,霍钢,王小澍等 377 

PO-589 62 例垂体非腺瘤性病变的诊治 ---------------------------------------------------------------------- 莫永彪,霍钢 377 

PO-590 IGF-1 和 IGF-1R 在无功能性垂体腺瘤中的表达及意义 ---------------------------------------- 王志明,杨刚 378 

PO-591 Sellar meningiomas: Microsurgical strategies and analysis of factors related  

 to the prognoses --------------------------------------------- Niu Liang,Zhang Yinian,Huang Wenbiao etc.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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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92 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方法(VBM)对库欣病患者全脑灰、 

 白质体积改变的前瞻性研究 ----------------------------------------------------------------- 高路,毛伟玉,侯波等 379 

PO-593 可吸收人工脑膜预防窦镰旁大型脑膜瘤术后出血的临床分析 ----------------------------- 潘凉泽,谢延峰 379 

PO-594 Mda-9/Syntenin 在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增殖、侵袭 

 和迁移过程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 王兵,钟东 379 

PO-595 DWI 和 PWI 在小脑肿瘤鉴别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 陈德华,曹代荣 380 

PO-596 MIR137 对饥饿诱导下细胞自噬的调控作用及机制研究 --------------------------------------- 曾月成,霍钢 380 

PO-597 神经内镜与显微镜下经鼻蝶窦入路切除垂体腺瘤的疗效分析 --------------------------------------- 叶新运 381 

PO-598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the postoperative visual acuity in patients with sellar  

 meningiomas -------------------------------------------------------- Niu Liang,Zhang Yinian,Pan Yawen etc. 381 

PO-599 神经外科锁孔手术治疗颅内肿瘤的临床疗效分析 ------------------------------------------------------ 冯开明 382 

PO-600 Mda-9/Syntenin 在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过程中的 作用及分子机制 ------------- 钟东 382 

PO-601 Correlation factors analysis of affecting long-term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Sloid  

 Cerebellar Hemangioblastomas ---------------------------------------- Niu Liang,Pan Yawen,Li Qiao etc. 382 

PO-602 侧脑室肿瘤术中远隔部位硬膜外血肿临床分析（2 例报告） ---------------------------------------- 宋海民 383 

PO-603 超选择栓塞联合电生理监测显微手术切除颅内脑膜瘤的临床研究 -------------------- 蔡伦,陈文,王潞等 383 

PO-604 脑肿瘤对大脑皮层运动区 BOLD-fMRI 信号的影响 ---------------------------------------------------- 石全红 383 

PO-605 质地坚韧垂体腺瘤的神经内镜下经蝶手术治疗 ----------------------------------------- 王晓澍,杨刚,霍钢等 384 

PO-606 3.0TMR 多模态功能成像在胶质瘤术后复发 

 与放射性坏死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 邢振,曾峥,佘德君等 384 

PO-607 显微手术辅助γ刀治疗鞍区大型脑膜瘤 -------------------------------------------------- 周辉,杨刚,孙彦龙等 384 

PO-608 CUSA 在矢状窦及大脑镰旁大脑膜瘤切除术的应用 ----------------------------------- 张超,谢延峰,石全红 385 

PO-609 病例报道：原发于桥小脑角区的精原细胞瘤一例 -------------------------------------- 林禹,邢振,佘德君等 385 

PO-610 3.0TSWI 动态评价放射性坏死微出血的价值 ----------------------------------------- 邢振,佘德君,杨谢峰等 386 

PO-611 A special case report coexisting with intracranial  

 meningioma and glioblastoma --------------------------------------- Wu Jun,Wang Lu,Xiong Zuojun etc. 386 

PO-612 中枢血管母细胞瘤显微手术治疗（附 26 例分析） ------------------------------ 张峰林,田新华,黄延林等 386 

PO-613 29 例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显微手术治疗体会 ------------------------------------- 张峰林,林晓宁,康俊龙等 387 

PO-614 颅内细胞型神经鞘粘液瘤 1 例报告 ------------------------------------------------------------------------ 陈正和 387 

PO-615 Technique nuance in surgical management of ventral foramen  

 magnum meningiomas via a far lateral approach ------------------------------------------------ Xiao Xinru 388 

PO-616 FHL2 调控 EGFRⅧ参与神经胶质瘤细胞的恶性转化 ------------------------------ 孙丽丽,虞淑叶,兰青等 388 

PO-617 HIF-1α、MMP-9 在不同级别脑胶质瘤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曹培成 389 

PO-618 脑胶质瘤组织中血管内皮细胞的异型性的临床意义 --------------------------------------------------- 林志雄 389 

PO-619 隐源性脑脓肿合并硬膜下脓肿一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陈爱林,朱卿,王中勇等 390 

PO-620 中央区脑膜瘤显微手术治疗效果的临床分析（附 21 例病例分析） --------- 陈西亚,卢建明,成厚明等 390 

PO-621 经顶枕纵裂入路切除小脑幕下肿瘤 --------------------------------------------------------------------------- 张华 390 

PO-622 Chromosome aber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different  

 histological subtypes in medulloblastoma ---------------------------------------------------- Wang Xiaoping 390 

PO-623 The transzygomatic subtemporal interdural approach to trigeminal  

 schwannomas -An Anatomic Descrip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 Luo Zhengxiang 391 

PO-624 颅颈交界区腹侧脑膜瘤的手术策略与方法探讨 --------------------------------------------------------- 车晓明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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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625 神经电生理检测辅助下行听神经瘤切除术面神经保护疗效分析 -------------------------- 韩国胜,王来兴 392 

PO-626 Rosai-Dorfman Disease Primarily Involved i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ree Cases Report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 Luo Zhengxiang 392 

PO-627 Navigation-Guided Correction of Cranio-Orbital-Facial Fibrous Dysplasia ----------------- Wu Yiqun 392 

PO-628 脑转移瘤的伽玛刀治疗 --------------------------------------------------------------------------------------- 李泉清 393 

PO-629 侧脑室侧三角区脑膜瘤的诊断和显微手术治疗 ----------------------------------------------------- 刘羽,叶飞 393 

PO-630 Resection of Trigeminal Schwannomas Arising Cavenous Sinous and  

 Pterygopalatine Fossa with Trans-Zygomatic Transcranial Approach ----------------------- Wu Yiqun 393 

PO-631 CD133+的胶质瘤干细胞与肿瘤血管形成和迁移侵袭的关系研究 ------------------------ 于圣平,杨学军 394 

PO-632 垂体腺瘤的伽玛刀治疗 --------------------------------------------------------------------------------------- 李泉清 394 

PO-633 高热疗法增强 5-ALA 介导声动力疗法诱导人脑胶质瘤细胞凋亡 ---------------- 鞠东辉,胡韶山,李波等 395 

PO-634 Possibilities and potential roles of Gfi1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roliferation glioma formation ---------------------------------------------------------------- Huang Huiyong 395 

PO-635 NBCA 胶栓塞脑膜瘤后的病理改变与时间的关系 -------------------------------------------- 韩国胜,王来兴 396 

PO-636 经胼胝体入路切除侵入三脑室内颅咽管瘤 -------------------------------------------- 王向宇,项永生,杨骏保 396 

PO-637 立体定向放疗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恶性胶质瘤的疗效分析 ----------------------- 赵明,傅相平,张志文等 396 

PO-638 颅底部位脊索瘤手术入路探讨 ----------------------------------------------------------- 钱海鹏,李学记,万经海 397 

PO-639 FOXO1 在胶质母细胞瘤细胞间质转化中的作用研究 ---------------------------------------------------- 陈超 397 

PO-640 儿童后颅窝脑膜瘤一例及文献复习 ------------------------------------------------------------------------ 巴华君 398 

PO-641 Regulation of Rap2a by the ubiquitin ligase Nedd4-1  

 controls glioma migration and invasion --------------------------------------------------------------------- 杨修 398 

PO-642 Histologic study of microcirculation patterns in human glioblastoma ------------------ Chen Yinsheng 398 

PO-643 高热疗法促进 5-ALA 介导声动力疗法抑制人脑胶质瘤细胞侵袭与迁移 ------- 胡韶山,鞠东辉,李波等 399 

PO-644 The Effect of Hypo-fractionated 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with Standard  

 Temozolomide Chemotherapy on Clinical Outcomes in Newly Diagnosed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Patients ------------------------------------- Zhang Xiaoxi,Bai Sijia,Chen Chao 399 

PO-645 三叉神经鞘瘤术后并发眼眶蜂窝织炎一例 ----------------------------------------------------- 李亚楠,岳志键 399 

PO-646 基于生物信息学分析的胶质瘤小分子药物研究 ----------------------------------------------- 李亚楠,岳志键 400 

PO-647 鞍区孤立性纤维瘤一例 ----------------------------------------------------------------------------- 李亚楠,岳志键 400 

PO-648 颅骨纤维结构不良临床分析 ----------------------------------------------------------------- 张鑫,徐洋洋,徐然等 400 

PO-649 经枕下后正中入路显微手术切除第四脑室、背侧桥脑 

 及闩部肿瘤（附 45 例临床研究） --------------------------------------------------- 朱蔚林,赵建农,王鹏程等 400 

PO-650 额下回后部的汉语语言神经通路-拓扑学研究 ------------------------------------------- 杨学军,林雨,张恺等 401 

PO-651 The role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IL-1β on the methylation of NF2 gene in benign  

 meningiomas and leptomeninges ----------------- Wang Baofeng,Cui Zhenwen,Zhong Zhihong etc. 401 

PO-652 癫痫起病的颞叶内侧及岛叶胶质瘤的显微手术 ----------------------------------------- 舒凯,程立冬,蒋伟等 402 

PO-653 眉弓锁孔入路在鞍区病变切除术中的应用 ----------------------------------------- 陈陆馗,郭晓远,王锡海等 402 

PO-654 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垂体腺瘤 ----------------------------------------------------- 陈陆馗,郭晓远,易国庆等 403 

PO-655 Multi-fraction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for large cavernous sinus hemangiomas:  

 long-tern outcomes of 40 cases -------------------------------- Wang Enmin,Wang Xin,Liu Xiaoxia etc. 403 

PO-656 GBP2 在神经胶质瘤中的功能研究 ------------------------------------------------------ 虞淑叶,孙丽丽,兰青等 403 

PO-657 神经电生理监测下乳突后锁孔入路切除听神经鞘瘤 ----------------------------- 陈陆馗,郭晓远,易国庆等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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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658 术中唤醒联合神经电生理监测在功能区胶质瘤切除术中的应用 -------------- 陈陆馗,郭晓远,吴国建等 404 

PO-659 显微镜与内镜经鼻蝶垂体瘤切除术对嗅觉的影响 -------------------------------- 肖爵贤,程祖珏,沈亚徐等 404 

PO-660 岩斜区脑膜瘤的显微手术 -------------------------------------------------------------- 陈陆馗,郭晓远,易国庆等 405 

PO-661 Supraorbital kyehole approach for resection of anterior cranial  

 base meningiomas --A 15 year’s experience  ------------------------------------------------ Zhao Weiguo 405 

PO-662 颅眶沟通原发淋巴瘤的临床诊治并文献复习 -------------------------------------- 李雪松,刘剑波,文世宏等 405 

PO-663 术前磁共振成像评估对经蝶垂体瘤术中神经垂体功能保护的价值探讨 -------- 肖瑾,王卫红,余永强等 406 

PO-664 Ⅱ型神经纤维瘤病的临床、影像学特征及治疗策略 ----------------------------- 范存刚,张庆俊,王栋梁等 406 

PO-665 面神经的结构与功能可视化技术在桥小脑角区肿瘤术中的应用研究 ----------- 蒋辰,牛朝诗,凌士营等 406 

PO-666 复杂蝶窦垂体瘤患者手术治疗策略 ----------------------------------------------------- 肖瑾,王卫红,程宏伟等 407 

PO-667 单侧额下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大型及巨大型嗅沟脑膜瘤 -------------------------- 李明昌,陈谦学,陈治标等 407 

PO-668  神经梅毒树胶肿 1 例报告合并文献复习 ---------------------------------------------- 程祖珏,刘俊,李江浩等 408 

PO-669 垂体瘤经蝶手术术中并发症的处理策略 ----------------------------------------------- 王卫红,肖瑾,程宏伟等 408 

PO-670 腰大池腹腔分流术在治疗特发性颅内压增高症的应用 -------------------------------------- 王首杰,秦怀洲 408 

PO-671 ADAM17 在神经胶质瘤组织中表达及临床意义研究 ----------------------------------------------- 王勇,兰青 409 

PO-672 表现为垂体腺瘤影像特点的鞍区 Rathke 囊肿——病案 

 报道及文献回顾 -------------------------------------------------------------------------- 汪戴军,李亚楠,闽伟杰等 409 

PO-673 Inhibitory effects of polybutylcyanoacrylate nanoparticles loading antisense  

 oligodeoxynucleotide of hTERT mRNA on glioma SHG44 cells --------------------------- Liu Guodong 409 

PO-674 脑膜血管外皮瘤（附 4 例报告） ----------------------------------------------------- 徐建军,徐书源,李宽正等 410 

PO-675 神经内镜辅助经眉弓锁孔垂体瘤切除术 22 例疗效分析 --------------------------- 刘旭,黄建军,朱家伟等 411 

PO-676 Benign fibrous histiocytoma of the frontal bone. Report of a case -------------------------- Zhu Ning Xi 411 

PO-677 成人丘脑高级别胶质细胞瘤的临床特点及治疗策略 ------------------------------------------------------ 雷兵 411 

PO-678 Kawarse 入路在跨中后颅窝肿瘤切除中的应用 ----------------------------------- 张红波,穆林森,袁辉胜等 412 

PO-679 听神经瘤手术听力保留的影响因素分析 ------------------------------------------------------------------ 杨正明 412 

PO-680 蛛网膜平面内听神经瘤显微切除术 ----------------------------------------------------------- 舒凯,蒋伟,雷霆等 412 

PO-681 显微镜下锁孔手术的临床应用研究 ------------------------------------------------------------------------ 邢春阳 413 

PO-682 PBV Maps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pre-surgical Embolization  

 for Hypervascular Brain Tumors --------------------------- Wen Lili,Zhang Qingrong,Deng Jinlong etc. 413 

PO-683 成人髓母细胞瘤的临床特点、治疗方法，及临床各因素与预后研究 -------------------- 欧阳陶辉,陈坚 413 

PO-684 坐位经 Krause 切除松果体区肿瘤的初步探讨 ------------------------------------------------------ 杨磊,王煜 414 

PO-685 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切除前庭神经鞘瘤手术治疗中的面神经功能及听力保护 --------------------- 张复驰 414 

PO-686 The comparison of clinical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IDH1 and IDH2 mutations in gliomas ---------------------------------------------------------- Wang Haoyuan 415 

PO-687 miR-126 对人胶质瘤细胞 U87 和 U251 生物学功能的影响 -------------------------- 陈金龙,王帆,张弋等 415 

PO-688 miR-126 抑制人胶质瘤裸鼠皮下移植瘤生长和远处转移 ----------------------------- 陈金龙,王帆,张弋等 415 

PO-689 垂体生长激素型腺瘤与无功能型腺瘤的垂体后叶 MR 高信号影分析 -------- 林昆哲,袁邦清,黄绍宽等 416 

PO-690 翼点入路切除鞍区肿瘤的临床研究摘要（附 260 例报告）  ------------------------ 邵彤,靳峰,陈德勤等 416 

PO-691 脑干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探讨 ------------------------------------------------------------------------------ 程宏伟 416 

PO-692 中枢神经细胞瘤的诊断和显微手术治疗 ------------------------------------------------------------------ 程宏伟 417 

PO-693 颅内血管周细胞瘤的 CT 和 MR 诊断 ---------------------------------------------------------------------- 陈潭辉 417 

PO-694 复发颅咽管瘤的生长方式与外科治疗 -------------------------------------------------------------- 包贇,漆松涛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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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695 头颅和颈部淋巴结外 Rosai-dorfman 病 7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黄楠,曹代荣,陈谭辉等 418 

PO-696 Nrf2 调控胶质瘤焦亡、凋亡并参与化疗耐药的机制研究 -------------------------------- 潘灏,王汉东,王强 418 

PO-697 神经梅毒 35 例分析 ------------------------------------------------------------------------------------ 邹海,程祖珏 419 

PO-698 经额皮层-脑室-穹窿入路切除三脑室后部肿瘤 ------------------------------------ 李东海,徐春华,肖利民等 419 

PO-699 脑胶质瘤患者外周血 Th17、Th22 细胞的表达及意义 ------------------------------------------------ 王成伟 419 

PO-700 活体成像系统在胶质母细胞瘤血管生长中的评估作用 -------------------------------------------- 蔡康,李卫 420 

PO-701 丘脑胶质瘤的外科治疗 --------------------------------------------------------------------------------------- 闫长祥 420 

PO-702 A case of huge intracranial solitary fibrous tumor and literature review-------------------------- 魏俊吉 420 

PO-703 Phosphaturic mesenchymal tumor of the anterior cranial foss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 Wei Junji 421 

PO-704 颅脑外伤后发生脑胶质肉瘤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顿志平,曲春城,于锐等 421 

PO-705 线粒体形态结构异常改变与垂体腺瘤侵袭性相关性研究 ----------------------------- 张银,李松,安家印等 421 

PO-706 两端相向汇聚法显微外科切除大型、巨大型听神经瘤 --------------------------------------------------- 符荣 421 

PO-707 MRI 弥散加权成像在鉴别颅内囊性肿瘤与脓肿中的价值 ---------------------------- 黄毅,胡荣,蒋周阳等 422 

PO-708 经眉弓锁孔入路颅眶沟通肿瘤切除术 15 例分析 ------------------------------------ 郭英,何海勇,杨华胜等 422 

PO-709 多模态神经导航影像融合功能在鞍区复发脑膜瘤手术中的应用 -------------------------- 冯素银,邵君飞 423 

PO-710 多模态影像融合神经导航在经蝶垂体腺瘤手术中的应用 -------------------------- 孙骏,邵君飞,戴敏超等 423 

PO-711 巨大侵袭性垂体腺瘤的手术治疗策略 

 与手术疗效分析（附 52 例报告） --------------------------------------------------- 张宏伟,于春江,张明山等 423 

PO-712 三脑室后部肿瘤手术入路的临床探索与实践（附 65 例报告） --------------- 张宏伟,于春江,张明山等 424 

PO-713 颅内血管外皮细胞瘤的诊断与治疗体会 -------------------------------------------------- 徐英辉,董斌,郝超宝 424 

PO-714 RNF135, RING finger protein, promotes the proliferation of human  

 glioblastoma cells in vivo and in vitro via the ERK pathway ----------------------------------- Xu Yinghui 425 

PO-715 Management of hydrocephalus secondary to pineal region tumors ------------------- Zhang Zhiyuan 425 

PO-716 多模态神经导航联合术中荧光导向技术在脑功能区 

 高级别胶质瘤中的应用研究 -------------------------------------------------------------------------- 邵君飞,黄进 425 

PO-717 移动 DR 定位在经鼻前庭-鼻中隔- 蝶窦垂体瘤切除术中的应用 ----------------- 李勐,李建民,李泽福等 426 

PO-718 经枕部小脑幕入路显微切除松果体区肿瘤 ----------------------------------------------------------------- 卢明, 426 

PO-719 颅神经示踪对前庭神经鞘瘤手术的辅助作用 -------------------------------------------- 岳树源,苏少波,马骏 427 

PO-720 全垂体功能低下男性颅咽管瘤患儿的性激素替代及其意义 -------------------------- 彭俊祥,漆松涛,潘军 427 

PO-721 异机多模态图像融合技术在早期复发胶质瘤 伽马刀治疗中的应用 ------------- 赵鹏,许尚臣,栾立明等 428 

PO-722 充水球囊在处理经蝶手术术中严重脑脊液漏的应用 --------------------------------------------------- 张铭芙 428 

PO-723 GLI 抑制剂通过抑制胶质瘤 Hedgehog 信号通路 

 增强替莫唑胺（TMZ）毒性作用 ----------------------------------------------------------------- 李建龙,蒋传路 429 

PO-724 CAMKK2, regulated by promoter methylation, is a prognostic  

 marker in diffuse gliomas -------------------------------------------------------------------------- 陈明辉,蒋传路 429 

PO-725 Rab27a was identified as a prognostic biomaker by mRNA profiling , correlated with  

 malignant progression and subtype preference in gliomas ------------------- Li Yongli,Jiang Chuanlu 429 

PO-726 Integrated Analyses Identify that the miR-181 Family Inhibits Glioma Malignant Progression  

 and Confers as Prognostic Biomarkers ------------------------------------Wang Hongjun,Jiang Chuanlu 430 

PO-727 Identifying core miRNA modules in glioblastoma based on TCGA genomic data ------------ Sun Bo 430 

PO-728 EGCG 通过 POSTN/αvβ3 轴促进胶质瘤凋亡 -------------------------------------------------------- 舒梦婷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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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729 Hypoxia enhances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human glioblastoma U87 cells  

 via PI3K/Akt/mTOR/HIF-1α pathway ------------------ Huang Weiyi,Ding Xiaopeng,Shao Junfei etc. 431 

PO-730 间充质干细胞为载体的主动趋向胶质瘤研究 ------------------------------------------------------------ 赵文洋 431 

PO-731 误诊为视神经脊髓炎的视神经胶质瘤一例 -------------------------------------------- 贾璐瑶,徐全刚,魏世辉 432 

PO-732 以视力下降为首发症状的颅内多发脑膜瘤一例 -------------------------------------- 秦秀虹,徐全刚,魏世辉 432 

PO-733 眶尖-前床突脑膜瘤致单眼视力下降一例 ------------------------------------------------- 滕达,赵杰,徐全刚等 432 

PO-734 肺癌伴双侧视神经及脑转移 1 例 -------------------------------------------------------- 赵杰,程先华,徐全刚等 433 

PO-735 单眼视力下降为首发症状的多发转移癌一例 -------------------------------------------- 赵颖,徐全刚,魏世辉 433 

PO-736 4IgB7H3 silencing by RNAi inhibits tumor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in U251 and U87 cells ------------------------------------------ Guo Wenjia,Tian Hailong ,Dong Xiaogang 433 

PO-737 神经外科与神经眼科的交集 ----------------------------------------------------------------------- 魏世辉,李晓明 434 

PO-738 影响脑干海绵状血管瘤外科治疗效果的因素分析 -------------------------------------- 李卫,张柳,王世勇等 435 

PO-739 联合 fMRI、DTI、神经导航、皮质电刺激、术中唤醒等 

 技术切除脑功能区胶质瘤的体会 ------------------------------------------------------------------------------ 骆飞 435 

PO-740 抑制自噬晚期阶段增强榭皮素诱导的胶质瘤细胞凋亡 -------------------------------- 钟晨,赵世光,毕云科 436 

PO-741 弥散性脑干胶质瘤显微外科治疗策略 -------------------------------------------------------------- 张跃康,杨翔 436 

PO-742 “额鼻突锁孔”入路的设计与应用 ------------------------------------------------------------------------ 张小鹏 436 

PO-743 Berberine induces autophagy in glioblastoma by targeting the  

 AMPK/mTOR/ULK1-pathway ------------------------------------------- Wang Jiwei,Li Xingang,Wang Jian 437 

PO-744 经乙状窦后入路切除上斜坡肿瘤 1 例 --------------------------------------------------------------------- 宋飞志 437 

PO-745 Inhibit role of MicroRNA-34a in glioma stem cells population  

 by dysregulation of Notch pathway------------------------------------------------- Yan Tao,Zhao Shiguang 437 

PO-746 经鼻蝶窦切除上斜坡脊索瘤报告一例 ----------------------------------------------------- 颜涛,刘怀垒,战华等 438 

PO-747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Family Members Reveals  

 That MMP9 Predicts Survival and Response to Temozolomide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Glioblastoma. ------------------------------------- Li Qingbin,Chen Baoshi,Cai Jinquan etc. 438 

PO-748 脑转移癌的临床个体化治疗策略 ----------------------------------------------------------- 董斌,徐英辉,廉治刚 439 

PO-749 GH 型垂体腺瘤激素免疫反应表达及意义 --------------------------------------------- 陈德勤,孔令胜,靳峰等 439 

PO-750 功能区肿瘤术中电生理监测临床应用体会 ----------------------------------------------- 黄建军,马东,王勇等 439 

PO-751 术中超声在治疗颅脑深部肿瘤中的应用 ------------------------------------------------------------------ 巴一旭 439 

PO-752 改良微创手术方式治疗桥小脑角区病变的临床观察 ----------------------------- 戴智博,杨孔宾,汪立刚等 440 

PO-753 Connectivity-based functional parcell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human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based on Rest-fMRI and its utility  

 in brain tumor surgery  --------------------------------- Zhu Fengping,Luo Qiang,Zhuang Dongxiao etc. 440 

PO-754 开颅肿瘤切除术中水密缝合与贴覆硬脑膜处理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对比分析 ------------------------ 高铭 441 

PO-755 Maspin 基因在胶质瘤恶性增殖过程中的作用及机制 ---------------------------- 程迎新,邱少博,杨艳丽等 441 

PO-756 术中超声定位精准切除颅脑病变 ----------------------------------------------------------- 何睿瑜,王辉,黄伟俊 442 

PO-757 遗传性血管母细胞瘤外科手术后远期随访的思考 -------------------------------------- 马德选,王莹,周良辅 442 

PO-758 脑膜瘤围手术期抗癫痫药物的应用与高氨血症 ----------------------------------------------- 许志勤,郭晓鹏 442 

PO-759 桥小脑角区实质性血管母细胞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 王玉海,杨理坤 443 

PO-760 联合 11C 蛋氨酸 PET 和磁共振波谱成像技术诊断 

 低级别脑胶质瘤的研究 -------------------------------------------------- 庄冬晓,尼加提·库都来提,姚成军等 443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 34 - 

 

PO-761 上矢状窦旁脑膜瘤的外科治疗策略 -------------------------------------------------------------- 王玉海,杨理坤 444 

PO-762 Combination of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and 11C-methionine PET/CT in diagnosis  

 of non-enhancing glioma ------------------------ Zhuang Dongxiao,Kudulaiti Nijiati,Yao Chengjun etc. 445 

PO-763 346 例胶质瘤手术患者术后复发情况及其影像学特点研究 ---------------------------------------------- 胡荣 445 

PO-764 大脑半球不同分级胶质瘤患者围手术期生活质量状况评估 ----------------------------- 杨宝,周莉,谢坚等 446 

PO-765 异柠檬酸脱氢酶 1（IDH1）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及意义 ----------------------- 赵宗茂,张雪松,马树成等 446 

PO-766 Clinical research on the prognositic factors  

 in patients after operation with glioma ------------------------------------------------------- Zhang Xiaodong 447 

PO-767 累及 Willis 环血管颅底脑膜瘤显微手术时相关血管的保护策略 ------------------ 屈延,衡立君,赵天智等 448 

PO-768 内镜下乙状窦后入路听神经瘤切除 28 例  --------------------------------------------------------------- 李英斌 448 

PO-769 ntraoperative real-time ultrasound assisted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intracranial tumors ------------------ Zhang Xiaodong,Wan Qiang,Hong Wenqing etc. 449 

PO-770 miR-95-3p 在胶质瘤细胞中的表达及对其生物学功能的影响 --------------------- 焦保华,樊博,卢圣奎等 449 

PO-771 大脑后动脉瘤手术治疗策略：附 30 例病例分析 ------------------------------------ 王文鑫,孙正辉,武琛等 449 

PO-772 大脑胶质瘤病研究现状 ----------------------------------------------------------------- 袁绍纪,朱伟杰,卢培刚等 450 

PO-773 颅内动脉瘤合并缺血性脑血管病外科治疗体会 ----------------------------------------- 武琛,薛哲,王华伟等 450 

PO-774 颈内动脉狭窄伴对侧颈内动脉闭塞患者内膜剥脱术中 

 不使用转流管的安全性分析 ----------------------------------------------------------------- 罗如韬,张岩,张东等 450 

PO-775 应用血流导向装置治疗宽颈及大型动脉瘤初步探讨 ----------------------------- 李志清,梁国标,张海峰等 451 

PO-776 上矢状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动脉入路 

 与静脉入路血管内治疗临床研究 -------------------------------------------------------- 李志清,梁国标,高旭等 451 

PO-777 LVIS 支架海绵窦段打开不充分原因初步探讨 ---------------------------------------- 赵瑞,肖贾伟,黄清海等 451 

PO-778 颅内梭形和蛇形动脉瘤的外科治疗策略探讨 --------------------------------------------------------------- 刘翼 452 

PO-779 Endovascular hypothermia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A pilot study of selective  

 intra-arterial cold saline infusion  --------------------------------- Chen Jian,Li Guilin,Zhnag Hongqi etc. 452 

PO-780 腰大池持续外引流治疗蛛网膜下腔出血的临床研究 ------------------------------------------------------ 丰伟 453 

PO-781 900 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临床分析 --------------------------------------------------- 胡学斌,赵沃华,冯军等 453 

PO-782 900 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临床分析 --------------------------------------------------- 胡学斌,赵沃华,赵洪洋等 453 

PO-783 70 例原发性脑室出血临床特点分析 ----------------------------------------------------------------------- 林晓宁 454 

PO-784 双微导管技术治疗颅内动脉瘤的研究 ------------------------------------------------------------------------ 丰伟 454 

PO-785 Moyamoya syndrome with Sturge-Weber syndrome  

 in childhood - a case report -------------------------------------- Jiang Pengjun,Wang Rong,Wang Shuo 454 

PO-786 显微血管吻合训练研究 --------------------------------------------------------------------------------------- 杨子文 455 

PO-787 颅内静脉及静脉窦血栓诊治分析（附：63 例报道） ------------------------------- 廖旭兴,王辉,钟伟健等 455 

PO-788 Combination Treatment of Atorvastatin and Fasudil Ameliorate  

 Cerebral vasospasm afte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 罗仁国 455 

PO-789 床突旁大型和巨大型动脉瘤的手术夹闭治疗 -------------------------------------------------- 陈如东,于加省 456 

PO-790 蛛网膜下出血患者脑积水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 --------------------------------------------------------- 常建永 456 

PO-791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焦虑影响因素的分析 ----------------------------------------------------- 赵宗欢,陈玲,张贞 456 

PO-792 颅颈交界区动静脉瘘 9 例临床诊治分析 -------------------------------------------------------- 陈如东,于加省 456 

PO-793 改良 MEWS 评分在脑血管外科应用价值研究 --------------------------------------------------- 唐云红,刘佩 457 

PO-794 经静脉途径栓塞治疗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 ----------------------------------------------- 陈如东,于加省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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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795 青蒿琥酯预处理在防止 SAH 后 BBB 损伤中的作用研究 -------------------------- 左世伦,陈渝杰,李强等 457 

PO-796 大脑中动脉瘤的分型及血管内介入治疗疗效分析 -------------------------------------------- 王友达,于建军 458 

PO-797 电生理监测在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的应用 --------------------------------------------------------------- 张震宇 458 

PO-798 早期终板造瘘预防前循环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慢性脑积水 --------------------------------- 邹敏刚 459 

PO-799 神经导航在脑出血微创手术中的应用 ------------------------------------------------------------------------ 李龙 459 

PO-800 肉芽肿性多血管炎合并颅内多发末梢动脉瘤 -------------------------------------------------- 张登文,赵振伟 459 

PO-801 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增宽病因学分析 -------------------------------------------------------- 李梅,魏世辉,徐全刚 460 

PO-802 颅内动脉瘤合并脑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 ----------------------------------------------- 谢鹏,李瑞岩,李庆斌等 460 

PO-803 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线粒体钙超载形成机制的研究进展 -------------------------- 张彤宇,李俞辰,戴家兴等 460 

PO-804 颅内血肿穿刺引流治疗危重脑出血临床风险及治疗探索 --------------------------------------------- 吴维蒲 461 

PO-805 多层螺旋 CTA 结合超声对颈动脉斑块性质判定的应用价值 --------------------------------- 于功义,张岩 461 

PO-806 38 例高血压性脑出血多元化治疗的临床经验总结 ---------------------------------- 倪陶义,张之斌,刘磊等 462 

PO-807 高分辨磁共振在椎动脉夹层动脉瘤治疗中的作用 -------------------------------------- 孟庆虎,丁璇,韩超等 462 

PO-808 改良 MEWS 评分在脑血管外科的应用研究 ------------------------------------------------------ 刘佩,唐云红 463 

PO-809 支架辅助栓塞颅内动脉瘤远期随访结果报道 --------------------------------------------------------------- 李钢 463 

PO-810 颅内前交通动脉瘤外科夹闭术与血管内 

 栓塞术后复发率的血流动力学分析 -------------------------------------------------- 赵文可,于耀宇,汪子文等 463 

PO-811 3D-CTA 及 3D-DSA 对颅内动脉瘤诊断 价值的对比研究  --------------------------------------------- 刘楠 464 

PO-812 线粒体形态学变化与急性缺血性卒中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 李俞辰,王永朋,戴家兴等 464 

PO-813 不同手术入路对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患者语言功能的影响 ----------------------- 孙冬雪,徐林,周德宝等 464 

PO-814 地佐辛在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镇痛的疗效观察分析 -------------------------------------------- 廖荣芳,宋波 465 

PO-815 颅内动脉瘤栓塞治疗并发症及围栓塞期处理 --------------------------------------- 李巧玉,陆陪松 ,湛利平 465 

PO-816 可视化血肿穿刺配合内镜清除高血压脑内血肿 32 例分析 ------------------------------------ 黄毅,黄建荣 465 

PO-817 Lesion-to-eloquent fibre distance is a crucial risk factor for pre-surgical evaluation  

 of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s in temporo-occipital junctions  ---------------- 焦玉明,林福鑫,吴俊等 466 

PO-818 儿童出血型烟雾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影像学特征及长期预后 ----------------------------------- 韩聪,段炼 466 

PO-819 老年颅内高分级动脉瘤的远期预后和影响因素分析 ------------------------------------------------------ 郑匡 466 

PO-820 经颅多普勒监测颅内动脉瘤治疗后 脑血管痉挛  ----------------------------------- 邢洪顺,王寿先,马永迁 467 

PO-821 阿替普酶促进微创手术治疗基底节脑出血的临床研究 -------------------------------------------- 程远,汪峰 467 

PO-822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脑出血合并肾功能不全 51 例临床分析 ------------------------ 黄毅,胡荣,蒋周阳等 467 

PO-823 弹簧圈血管内栓塞治疗颅内破裂动脉瘤 ------------------------------------------------------------------ 姚正健 468 

PO-824 急危重症脑卒中的中西医结合救治理念 ----------------------------------------------- 熊晖,王德亮,李蓉晖等 468 

PO-825 脑动静脉畸形中西医结合治疗策略及疗效分析 ------------------------------------------------------------ 熊晖 468 

PO-826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tPA in In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 ----------------- Gu Yingjiang,Xu Tao 469 

PO-827 Ghrelin attenuates secondary brain injury following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by induction  

 of Nrf2 via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in mice ------------------------------ Cheng Yijun,Zhao Weiguo 470 

PO-828 IL-17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 ---------------------------------------------------------- 戴家兴,李俞辰,吴培等 471 

PO-829 颅内血管重建手术对烟雾病患儿头痛症状疗效的评估 ----------------------------------------- 吴培,史怀璋 471 

PO-830 支架结合弹簧圈介入治疗破裂血泡样动脉瘤 ----------------------------------------------------- 吴培,史怀璋 471 

PO-831 机械取栓对血管壁的影响 --------------------------------------------------------------------------------------- 张广 472 

PO-832 烟雾病与颅内动脉粥样硬化在高分辨磁共振影像上的区别 ----------------------------------- 张广,朱仕逸 472 

PO-833 高分辨磁共振显示脑血管病患者斑块的强化特点 ------------------------------------------------------ 朱仕逸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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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834 Dynamic Changes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nd Endostatin  

 in Association With Circulating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After Acute Ischemic Stroke  --------------------------------- Chen Hao,Xue Lixia,Tian Hengli etc. 472 

PO-835 PICA 以远破裂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 

 闭塞血管还是支架重建？ ----------------------------------------------------------------- 方亦斌,杨鹏飞,李强等 473 

PO-836 支架分步释放技术治疗颅内串联动脉瘤 ------------------------------------------------------------------ 方亦斌 473 

PO-837 Tubridge 血流转向装置治疗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初步经验 ------------------------------------------ 方亦斌 474 

PO-838 介入栓塞与手术夹闭治疗后交通动脉瘤性动 

 眼神经麻痹疗效对比的 meta 分析 ------------------------------------------------------ 欧斯奇,梁丰,李凡滢等 474 

PO-839 牛樟芝胶囊治疗脑出血急性期的临床疗效观察 -------------------------------------------------- 李江浩,邹海 475 

PO-840 Cerebral hemorrhage due to tuberculosis meningitis: a rare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 Cheng Zujue,Hai Zou 475 

PO-841 Admission hyperglycemia and Poor Prognosis Within 90 Days After Acute Ischemic  

 Stroke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 Li Jianghao,Cheng Zhujue,Zou Hai 475 

PO-842 右美托咪定在高血压脑出血术后镇静的应用疗效观察 -------------------------------- 滕灵方,邵波,陈钰等 476 

PO-843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血管内治疗—我们的流程与经验 -------------------------------- 陆新宇,李巧玉,陈波等 476 

PO-844 基于术前 3D 虚拟骨窗技术个性化乳突后入路锁孔开颅夹闭 

 未破裂小脑后下动脉动脉瘤的临床分析 -------------------------------------------- 陈西亚,卢建明,成厚明等 477 

PO-845 改良 ommaya 囊枕角脑室外引流加后颅窝减压术治疗大面积小脑梗死 ---------------- 陈文杰,叶金练 477 

PO-846  ONYX 在颌内动脉假性动脉瘤破裂致鼻口腔大出血的治疗体会 ------------------- 陈金龙,王帆,张弋等 477 

PO-847 应用 3D-CTA 和颅骨三维重建技术精确夹闭 

 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脉瘤 -------------------------------------------------------------- 李平根,李伯和,刘文星等 477 

PO-848 Natural History of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Moyamoya Disease :  

 A Long-term Follow-up study  -----------------------------------Liu Xingju,Zhang Dong,Wang Rong etc. 478 

PO-849 非动脉瘤性 ASH 病例分析 ---------------------------------------------------------------- 曹云星,杨林,阴金波等 478 

PO-850 支架辅助栓塞治疗颈内动脉背侧血泡样动脉瘤 

 附 9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杨洪宽,赵亚军,陈如东等 478 

PO-851 颅内动脉支架术后在院期间严重不良事件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Chenglei 479 

PO-852 经脑沟裂入路治疗脑出血的手术技巧及并发症的预防 -------------------------------------- 高文波,李泽福 479 

PO-853 硬脑膜动静脉瘘患者颅内出血的危险因素：临床与血管构筑学分析 -------------------- 赵亚军,于加省 480 

PO-854 神经外科持续腰大池引流患者的术后观察及护理体会 ----------------------------- 王悦娜,张杨,伍小花等 480 

PO-855 35 例患者颅脑手术后的临床护理体会 ----------------------------------------------------------------------- 陈红 480 

PO-856 228 例脑血管畸形患者的临床护理对策研究 ------------------------------------------------------------- 伍小花 481 

PO-857 Ommaya 储液囊植入术后并发症 23 例分析 --------------------------------------------- 金杭煌,金涌,周开宇 481 

PO-858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卒中认知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 杨玉生 481 

PO-859 Association o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Level in Cerebrospinal Fluid with  

 Hydrocephalus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 Li Jiaqing,Lei Ting 482 

PO-860 3D Innova CT 在支架辅助血管内治疗脑动脉瘤中的应用 -------------------------------------------- 杨洪宽 482 

PO-861 大脑前动脉 A1 段动脉瘤的临床特点及治疗附 8 例病例报告 ------------------ 杨洪宽,赵亚军,陈如东等 482 

PO-862 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瘤的介入治疗 -------------------------------------------------------------- 曾庆威,于加省 483 

PO-863 低分级颅内囊状动脉瘤开颅夹闭术后复发因素分析 -------------------------------- 何伟,黄德章,王益华等 483 

PO-864 低分级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术后复发因素分析 -------------------------------------- 何伟,黄德章,王益华等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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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865 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瘤血管内治疗的疗效分析 --------------------------------------------------------- 王志刚 484 

PO-866 颅内动脉瘤 在基层医院手术的体会 ---------------------------------------------------------------- 刘信平,梁鄂 484 

PO-867 开颅夹闭手术及血管内栓塞对后交通动脉瘤所致 

 动眼神经麻痹的疗效比较以及影响因素 ------------------------------------------------------------------ 金盼盼 485 

PO-868 AG490 对大鼠脑缺血损伤的保护作用 及其机制探讨 ------------------------------------------------- 季泰令 485 

PO-869 The hematoma cavity lighting assists evacuation of the basal ganglia hematoma  

 in elderly awake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 Zou Xifeng,Li Bing,Luo Peng etc. 485 

PO-870 颅内多发动脉瘤的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及治疗策略选择 -------------------------- 孙中正,王成伟,顿志平等 486 

PO-871 急性脑出血的观察及护理体会 -------------------------------------------------------------------- 王竹筠,宋玲丽 486 

PO-872 the Clinical Study of Dissection of the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Following  

 the Palate Trauma in Children ------------------------------ Zhang Hongbo,Yuan Huisheng,Li Ning etc. 487 

PO-873 支架辅助栓塞治疗大脑后动脉复杂动脉瘤的中长期疗效 -------------------------------- 赵瑞,郑乾,许奕等 487 

PO-874 双微导管可脱性球囊栓塞治疗颈内动脉海绵窦瘘 ----------------------------------- 陈爱林,朱卿,王中勇等 487 

PO-875 神经导航辅助内镜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对比分析 -------------------------------------------- 成睿,吉磊 488 

PO-876 破裂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介入治疗 ----------------------------------------------------- 彭亚,宣井岗,陈荣华等 488 

PO-877 多奈哌齐联合 TMS 治疗非痴呆性血管性认知障碍的随机对照研究 --------------- 刘琦,张淑娟,何慧等 488 

PO-878 小脑梗塞手术时机及方式的选择 -------------------------------------------------------- 潘旭炎,周跃,苏忠周等 489 

PO-879 立体定向技术在高血压脑出血治疗体会 ----------------------------------------------- 黄建军,廖洪民,王勇等 489 

PO-880 多发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分析 ----------------------------------------------------------------- 郑涛,刘旭,王勇等 489 

PO-881 非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单中心回顾性病例分析 ----------------------------- 许璟,陈贤谊,方远坚等 490 

PO-882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Occlusion Its Vascular Risk Factors  

 of Stroke and Recurrent Stroke ---------------------------------------------------- Cai Xinwang,Yang Xinyu 490 

PO-883 48 例破裂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术的疗效评价 ---------------------------------------------- 刘旭,郑涛,王勇等 491 

PO-884 32 例脑动静脉畸形的血管内介入治疗体会 ------------------------------------------------- 刘旭,郑涛,王勇等 491 

PO-885 血管内介入治疗产褥期颅内静脉窦血栓的护理 ------------------------------------------------------------ 陈丽 492 

PO-886 自体血液回输对于脑出血患者凝血机制的影响 --------------------------------------------------------- 郑家地 492 

PO-887 颅内动脉瘤支架辅助栓塞术中急性血栓形成的治疗 -------------------------------- 刘伟,郭庆东,张鑫伟等 492 

PO-888 大脑中动脉远端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 ----------------------------------------------------- 吕楠,周宇,杨鹏飞等 492 

PO-889 小型后交通动脉瘤破裂相关形态学危险因素分析 -------------------------------------- 吕楠,冯政哲,于瀛等 493 

PO-890 管壁成像与血流动力学融合分析在颅内动脉瘤破裂预测中的应用 -------------- 吕楠,方亦斌,诸德源等 493 

PO-891 血脂水平紊乱在青年及中老年高血压 

 脑出血患者中的风险性对比研究 ----------------------------------------------------------------- 马剑波,陈陆馗 494 

PO-892 经侧裂-岛叶入路显微手术治疗基底节区巨大血肿 ---------------------------------- 陈陆馗,郭晓远,吴国建 494 

PO-893 CT 定位下锥颅联合尿激酶灌注治疗各种颅内血肿 ------------------------------- 蓝佛琳,高振文,刘天庆等 494 

PO-894 伴发脑内巨大血肿的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的早期手术夹闭 ----------------------------- 陈陆馗,郭晓远,王宏 494 

PO-895 颅内复杂动脉瘤的外科治疗策略 -------------------------------------------------------- 于锐,曲春城,魏胜程等 495 

PO-896 急性大脑中动脉闭塞血管内治疗后认知功能变化的研究 ----------------------------- 陆彬,彭亚,宣井岗等 495 

PO-897 血脂水平紊乱在青年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中的风险性研究 ----------------------------------- 马剑波,陈陆馗 495 

PO-898 术中唤醒联合神经电生理监测在未破裂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的应用 -------- 陈陆馗,郭晓远,吴国建等 496 

PO-899 基底节区脑出血血肿量临界手术指征患者的 临床治疗策略 ---------------------- 肖瑾,王卫红,洪文明等 496 

PO-900 LVIS 支架辅助弹簧圈血管内治疗颅内微小动脉瘤 ------------------------------- 李明昌,陈谦学,陈治标等 496 

PO-901 血栓弹力实验在急性大面积脑梗塞围手术期中指标变化及价值 ----------------- 张飞飞,庄顺福,于涛等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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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902 The Risk Factors of Shunt Dependent Hydrocephalus after Subarachnoid Space  

 Hemorrhage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 Xu Hao,Lei Ting 497 

PO-903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后再出血因素分析 ----------------------------------------------- 陈旭东,金一勤,成力伟等 497 

PO-904 早期去骨瓣减压术治疗恶性脑梗死 ----------------------------------------------------- 苗伟,陈陆馗,郭晓远等 498 

PO-905 眶上外侧入路在前循环动脉瘤夹闭应用的临床研究 --------------------------------------------------- 江志群 498 

PO-906 真性后交通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 35 例报告 ------------------------------------------------------------- 王川川 499 

PO-907 Role of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in the Management  

 of Poor-Grade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hort- and Long-Term Outcomes in a Multi-center Study ---------------------------------- Yu Hai,Jin Xin 499 

PO-908 颈内动脉背侧壁动脉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方法探讨 ------------------------------------------------ 陈风华 499 

PO-909 破裂前循环动脉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陈陆馗,郭晓远,吴国建等 500 

PO-910 颅内动脉瘤血管内治疗的急性缺血并发症处理策略 -------------------------------- 彭亚,宣井岗,陈荣华等 500 

PO-911 5 例妊娠期脑出血病例诊治体会 ---------------------------------------------------------------------------- 袁利群 500 

PO-912 支架取栓治疗基底动脉闭塞的有效性 

 及预后—单中心经验及 meta 分析 ------------------------------------------------------ 文婉玲,黄清海,刘建民 501 

PO-913 基底动脉顶端巨大动脉瘤的血流改道手术治疗 ----------------------------------------- 陈陆馗,郭晓远,罗伟 501 

PO-914 血管内栓塞结合二期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颅内动静脉畸形 ----------------- 诸德源,方亦斌,黄清海等 501 

PO-915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的初步应用 ----------------------------------------------------------- 陈陆馗,郭晓远,王宏等 502 

PO-916 Solitaire 支架在颈动脉狭窄分期治疗 

 防止过度灌注综合征中的应用 ------------------------------------------------------------------------------ 王川川 502 

PO-917 脑动静脉畸形出血并脑疝的急诊显微手术治疗 ----------------------------------- 林俊明,王文浩,张明升等 502 

PO-918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48 early branch aneurysms  

 of th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 Wang Chuanchuan 503 

PO-919 基于彩色编码成像脑血管造影的大脑中动脉 

 闭塞后侧支循环的量化评估 ----------------------------------------------------------- 文婉玲,方亦斌,杨鹏飞等 503 

PO-920 眶上外侧入路治疗急性期前循环动脉瘤 ----------------------------------------------------------- 姜军,曲春城 503 

PO-921 Evolution of a large intracranial artery dissection on multimodal neuroimaging  

 with spontaneous healing----------------------------------------------- Zuo Qiao,Fang Yibin,Zhao Rui etc. 504 

PO-922 Treatment of fenestrated vertebrobasilar junction-related aneurysms  

 with endovascular techniques -------------------------------------- Zhu Deyuan,Fang Yibin,Wu Yina etc. 504 

PO-923 Embolization of Direct Carotid Cavernous Fistula With Onyx and Coils Under  

 Transarterial Balloon Protection ------------------------------------ Yu Ying,Li Qiang,Huang Qinghai etc. 504 

PO-924 射波刀分次治疗脑动静脉畸形（AVM）的华山经验和策略 ----------------------- 王恩敏,王鑫,刘晓霞等 505 

PO-925 320 排 CTA 联合 CTP 诊断脑动脉瘤术后脑血管痉挛 --------------------------- 李秀梅,吴凯明,曹代荣等 505 

PO-926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150 例造影体会  ------------------------------------------------------------ 苗锋,康东 506 

PO-927 血流导向装置治疗前循环大型或巨大型动脉瘤的中长期随访结果 ----------------- 周宇,杨鹏飞,赵瑞等 506 

PO-928 软膜侧支循环对取栓预后的影响可能是多层次的 -------------------------------- 文婉玲,杨鹏飞,张永巍等 506 

PO-929 非优势供血侧翼点入路夹闭前交通动脉瘤的临床研究 -------------------------- 万登峰,梁爱军,张建中等 507 

PO-930 破裂前期后交通动脉瘤的形态学及血流动力学分析 -------------------------------- 于瀛,徐瑾瑜,黄清海等 507 

PO-931 无切口立体穿刺法结合颅内压监测治疗大量脑出血高龄患者 -------------------------- 任力,王之涵,赵亮 508 

PO-932 A Novel Flow Diverter (Tubridge) for the Treatment of Recurrent  

 Aneurysms: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 Zhang Yongxin,Yang Pengfei,Xu Yi etc.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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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933 Comparison of the Tubridge flow diverter and conventional stents  

 in large and giant aneurysms: safety and efficacy based on a  

 propensity score-matched analysis -------------------- Zhang Yongxin,Liu Jianmin,Yang Pengfei etc. 509 

PO-934 颅内动脉瘤的开颅手术治疗 --------------------------------------------------------------------------------- 荔志云 509 

PO-935 脑室外引流联合早期腰大池引流治疗脑室出血 -------------------------------------- 李严,钱令涛,朱司阳等 509 

PO-936 球囊辅助 Onyx 栓塞创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 ------------------------------------------ 于瀛,黄清海,许奕等 510 

PO-937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对不同阶段创伤性急性脑梗死的临床观察 ------------------------------------------ 陈新 510 

PO-938 钙离子激活钾通道 KCa3.1 在血流动力学诱导的颅内 

 动脉瘤生成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 于瀛,张照龙,黄清海等 510 

PO-939 经侧脑室显微镜下清除丘脑血肿破入脑室 --------------------------------------------------------------- 林少华 511 

PO-940 3.0T 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评估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可信度 ----------------- 贾泽军,张磊,刘建民 511 

PO-941 缺血性烟雾病的临床表现与 DSA 诊断 ------------------------------------------------- 张小曦,戴冬伟,白思嘉 511 

PO-942 基于 HR MRI 的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卒中风险分析 -------------------------- 贾泽军,张磊,刘建民 512 

PO-943 基于术前 HRMRI 的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 

 支架术后再狭窄影响因素分析 -------------------------------------------------------------- 贾泽军,张磊,刘建民 512 

PO-944 神经内镜辅助下高血压脑出血血肿清除术的急诊手术配合 ------------------------------------------ 程莎莎 513 

PO-945 颅内压及脑灌注压监测在高血压脑出血治疗中的应用 -------------------------- 方文华,康德智,林章雅等 513 

PO-946 颅内动脉瘤治疗的策略 -------------------------------------------------------------------- 姜维喜,袁盾,沈沉浮等 513 

PO-947 自发性小脑出血 64 例临床治疗与分析 ---------------------------------------------------------------------- 李兰 514 

PO-948 高级别动脉瘤的超早期治疗 ----------------------------------------------------------- 陈世文,田恒力,居世明等 514 

PO-949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过度灌注损伤的危险因素分析 ------------------------------------------------------ 王旭 515 

PO-950 枕骨大孔区的硬脑膜动静脉瘘围手术期的护理 ----------------------------------- 王志远,王晓艳,邓瑛瑛等 515 

PO-951 3D-DSA 评估颈内动脉—后交通动脉瘤形成的形态学特征 ------------------------------------------- 王向宇 515 

PO-952 监测超敏 C 反应蛋白在大面积脑梗死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 吴波涛,岳长波,岳英杰等 516 

PO-953 Distal Filter Protection for Endovascular Recanalization  

 of Chronic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Occlusion ------------------- Li Zifu,Liu Jianmin,Huang Qinghai etc. 516 

PO-954 CT 简易定位下微创硬通道手术治疗高血压性丘脑出血（附 45 例报告） ----------------- 童友良,刘青 517 

PO-955 颅内压监护下脑室外引流与腰大池引流治疗脑室出血后脑积水 ----------------- 朱盛,王东华,黄文强等 517 

PO-956 开颅血肿清除术及血肿穿刺引流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哲学思考 ----------------- 孟庆虎,丁璇,韩超等 517 

PO-957 NADPH 氧化酶抑制剂防治大鼠缺血再灌注后 

 颅内出血转化的 microRNAs 机制 ------------------------------------------------------- 陀泳华,刘忠,汪青园等 518 

PO-958 ICAM-1 involved i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T-lymphocytes in  

 intracranial aneurysm: in research of biomarker --------------------------------------- 唐俊,缪洪平,陈志等 518 

PO-959 大型小脑前下动脉动脉瘤一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高广忠,张世明,蒋霖等 519 

PO-960 Indirect bypass for nonmoyamoya disease anterior  

 circulation aterial steno-occlusion --------------------------------------------------------------- 佟怀宇,张志远 519 

PO-961 大脑中动脉瘤的介入治疗体会 ----------------------------------------------------------- 王晓健,罗靖,胡阳春等 519 

PO-962 小脑后下动脉破裂动脉瘤介入栓塞策略及并发症回顾 -------------------------------- 朱刚,陈志,缪洪平等 520 

PO-963 桥接手术室在颅内动脉瘤手术中的应用 -------------------------------------------------- 孙军,陆川,陈茂华等 520 

PO-964 经颅多普勒超声对脑血管造影的辅助意义 ----------------------------------------- 戴君侠,蔡建勇,巴华君等 521 

PO-965 老年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 ----------------------------------- 李志伟,陆川,陈献东等 521 

PO-966 数字血管造影机三维模拟手术路径在颅内动脉瘤手术中的应用 ----------------------- 孙军,陆川,陈献东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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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967 颅内多发动脉瘤破裂急性期的显微外科治疗 --------------------------------------------------------------- 刘琦 522 

PO-968 Inhibition of RAGE exacerbates hemoglobin-induced cytotoxicity  

 in primary cultured neurons ------------------------------------------- Li Hua,Yu Jiasheng,Hang Chunhua 522 

PO-969 Novel Combined Bypass Surgery for Moyamoya Disease in Children  

 Using Pericranial Flap -------------------------------- Han Hongyan,Chen Guoqiang,Feng Zengwei etc. 522 

PO-970 Onyx embolization for an angiographically progressive traumatic pseudoaneurysm  

 of the middle meningeal artery: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 Lu Xinyu,Zhang Xin 523 

PO-971 非高血压性脑出血一例并文献回顾 ------------------------------------------------------------------------ 王向明 523 

PO-972 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瘤颈形态与夹闭策略探讨 ----------------------------------------- 李良,伊志强,段鸿洲等 523 

PO-973 Inhibition of RAGE attenuates neuroinflammation following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in vitro and in vivo ---------------------------------- Li Hua,Yu Jiasheng,Chen Rudong etc. 524 

PO-974 不同颅内支架在颅内复杂动脉瘤栓塞术中的应用比较 -------------------------------- 季卫阳,汪璟,徐幸等 524 

PO-975 "颞浅动脉与大脑中动脉搭桥术治疗烟雾病的围手术期护理 ------------------------------------------------- "强媛,姜雪 525 

PO-976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显微手术治疗的转归及其影响因素 --------------------------------------- 顾昌伟 525 

PO-977 多模态影像辅助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的手术治疗 ----------------------------------------------------- 魏伟,刘兵 525 

PO-978 单双侧颈动脉重度狭窄 274 例对比分析及个体化 

 分期治疗的临床经验与总结 ----------------------------------------------------------------- 崔小鹏,刘兵,赵岩等 526 

PO-979 烟雾病伴颅内动脉瘤的临床特征与手术疗效 -------------------------------------------- 江汉强,倪伟,雷宇等 526 

PO-980 硬脑膜动静脉瘘的血管内治疗 ----------------------------------------------------------- 罗靖,王晓健,胡阳春等 527 

PO-981 应用 lvis 支架辅助栓塞技术治疗颅内宽颈动脉瘤的经验体会 --------------------------------------- 连葆强 527 

PO-982 复合手术室下对大脑中动脉分叉处动脉瘤瘤颈分型 

 和最优夹闭方法的探讨 -------------------------------------------------------------------- 崔小鹏,李元垒,赵岩等 527 

PO-983 巨大型动静脉畸形的复合式手术治疗综述 -------------------------------------------- 艾运政,梁国标,李志清 528 

PO-984 锥颅术和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脑出血对比分析 --------------------------------------------------------- 马宝林 528 

PO-985 快速、微创、安全方式完成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 杨新宇,赵岩,岳树源等 529 

PO-986 CT 灌注成像评估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流灌注改变的初步应用 ----------------------------------- 吴精川 529 

PO-987 脑静脉窦血栓的治疗经验体会 ------------------------------------------------------------------------------ 连葆强 529 

PO-988 微创钻颅术联合尼莫地平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及对神经功能的影响 ------------------------ 马宝林 530 

PO-989 载脂蛋白 E 对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神经炎症的影响 --------------------------------------------------- 吴越 530 

PO-990 液态氟碳纳米粒对大鼠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脑损伤的保护作用摘要 ----------------------- 张桓,朱继 531 

PO-991 前交通动脉瘤 DSA 血管形态与治疗方法的选择初探 ---------------------------- 熊左隽,吴志敏,王代旭等 531 

PO-992 荧光造影强度定量分析在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应用 --------------------------------------------------- 邹敏刚 531 

PO-993 床突旁微小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疗效分析 ----------------------------------------- 郑鉴峰,黄钦江,张晓冬等 532 

PO-994 颅内动脉瘤术后过度灌注的识别与处理-附 24 例病例报道 -------------------- 黄志坚,孙晓川,钟建军等 532 

PO-995 创伤性颅内动脉瘤的临床特点和综合治疗 ------------------------------------------------------------------ 胡坤 533 

PO-996 改善 aSAH 的远期疗效要关注脑白质损伤及保护——临床和基础研究的初步探索 ------------ 孙晓川 533 

PO-997 颅内破裂动脉瘤的球囊辅助栓塞和支架辅助栓塞治疗的对比分析 -------------------- 马钊,何苗,陈文等 533 

PO-998 有创颅内压监测在脑室内出血中的临床应用体会 --------------------------------------------------------- 李卫 534 

PO-999 CTP 联合 CT 平扫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 

 出血后脑灌注变化的临床研究 ------------------------------------------------------ 吴精川,何秋光 ,黄志坚等 534 

PO-1000 高龄患者 1-3 级破裂颅内动脉瘤显微手术及介入栓塞治疗对比性研究 ----------- 肖哲,许焕波,蔡跃豪 534 

PO-1001 载脂蛋白 E 在实验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白质损伤中的作用研究 --------------- 吴越,孙晓川, 庞金伟等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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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02 硬脑膜动静脉瘘的外科治疗 ------------------------------------------------------------ 孙晓川,朱继 ,何朝晖等 535 

PO-1003 静注与口服尼莫地平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疗效的 Meta 分析 ------------ 何秋光,孙晓川,周游等 536 

PO-1004 原发性脑室内出血 33 例临床分析 ------------------------------------------------------------------------- 黄钦江 536 

PO-1005 PPARβ抑制大鼠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的细胞凋亡并减轻早期脑损伤 ------------ 滕志朋,郭宗铎,曹芳等 537 

PO-1006 颅内多发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 -------------------------------------------------------------------- 黄钦江,孙晓川 537 

PO-1007 介入栓塞治疗小型与中大型颅内未破裂动脉瘤的疗效及安全性对比 -------- 郑鉴峰,黄钦江,张晓冬等 538 

PO-1008 自发性小脑出血 73 例临床疗效观察 ------------------------------------------------------ 蒋周阳,胡荣,黄毅等 538 

PO-1009 大鼠实验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 Fpn1 和 CP 的表达 ------------------------------------ 谭关平,刘浏,何朝晖 538 

PO-1010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后颅内压监测临床价值的探讨 -------------------------------------------- 王亮亮,孙晓川 539 

PO-1011 腰池引流在 aSAH 早期术后的应用 -------------------------------------------------------------- 何朝晖,孙晓川 539 

PO-1012 颅内多发动脉瘤之 CTA 与 DSA 对比研究 ---------------------------------------------------- 黄钦江 ,孙晓川 539 

PO-1013 显微手术夹闭颅内大型和巨大型动脉瘤 ----------------------------------------------- 黄军,刘宏伟,谭泽明等 540 

PO-1014 APOE 基因多态性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脑灌注的影响 -------------------- 程崇杰,孙晓川 540 

PO-1015 累及小脑后下动脉的 II 型椎动脉夹层动脉瘤 

 介入治疗单中心 3 年 70 例疗效分析 -------------------------------------------------------------- 亚生江,陈 功 541 

PO-1016 血管内栓塞治疗颅内多发动脉瘤 ----------------------------------------------------- 黄钦江,郑鉴峰,孙晓川等 541 

PO-1017 成人幕上深部脑血肿手术治疗与保守治疗的临床疗效对比 ----------------------------------- 曾梦非,朱继 542 

PO-1018 新型可回撤自膨胀支架(LEO)辅助栓塞颈内 

 动脉宽颈动脉瘤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 蔡烨琰,孙晓川 542 

PO-1019 Hunt-Hess 1-2 级的单侧后交通动脉瘤显微夹闭和血管内介入治疗效果 --------- 李毅钊,黄军,姜维喜 542 

PO-1020 脑电图反应性对 aSAH 患者预后评估的价值 ----------------------------------------------------- 蒋理,孙晓川 543 

PO-1021 颅内压监测合并脑室外引流在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中的应用 ----------------------------------- 陈波, 543 

PO-1022 血管内治疗小脑后下动脉动脉瘤的疗效分析 ----------------------------------------- 徐睿,张晓冬,孙晓川等 543 

PO-1023 以脑出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静脉窦血栓诊治分析 ------------------------------------------------------ 黄乾亮 544 

PO-1024 22 例自发性脑室内出血原因分析 ---------------------------------------------------- 刘尧发,陈文培,吴德骥等 544 

PO-1025 前循环颅内动脉夹闭术后视力下降原因分析及防治措施 ------------------------------------------------ 胡坤 544 

PO-1026 持续腰大池置管外引流在动脉瘤破裂术后的临床治疗 --------------------------------------------------- 李卫 545 

PO-1027 小脑后下动脉动脉瘤血管内治疗 --------------------------------------------------------------------------- 张柏林 545 

PO-1028 非 a1 优势侧翼点入路显微手术夹闭前交通动脉瘤 --------------------------------- 熊建兵,黄军,陈风华等 545 

PO-1029 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术中动脉内血栓形成溶栓治疗的风险分析 ------------------------------------ 陈向林 546 

PO-1030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后患者的血压管理 --------------------------------------------------------------------- 范艳竹 547 

PO-1031 急性卒中开放式与闭环式支架取栓装置的比较 ----------------------------------- 李志清,张海峰,董玉书等 547 

PO-1032 小骨窗骨瓣复位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的疗效及预后观察 --------------------------------------------- 廖正步 547 

PO-1033 椎动脉——小脑后下动脉瘤显微手术治疗 （附 19 例报告） --------------------------------------- 许民辉 547 

PO-1034 TEG 在颅内动脉瘤支架相关并发症的应用 ------------------------------------------- 吴达星,孙晓川,张晓冬 548 

PO-1035 综合康复护理在高血压脑出血后吞咽功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 --------------------------------------- 樊朝凤 548 

PO-1036 特殊类型后交通动脉瘤的显微手术 ------------------------------------------------------------------------ 许民辉 549 

PO-1037 不同剂量尿激酶结合微创穿刺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研究 ----------------------------- 刘世勤,温安延 549 

PO-1038 烟雾病合并动脉瘤的临床特点与预后分析 ----------------------------------------- 吕美珍,曾而明,徐建平等 549 

PO-1039 介入及手术治疗颅内动脉瘤的疗效观察与比较 ------------------------------------------------------------ 于强 550 

PO-1040 术中荧光造影在动脉瘤夹闭手术中的应用 -------------------------------------------- 武通帅,谭国伟,王占祥 550 

PO-1041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破裂分析 ----------------------------------------------------------- 武通帅,谭国伟,王占祥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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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42 应用 Onyx 胶栓塞脑动静脉畸形的临床研究 --------------------------------------- 马永会,沈上杭,王占祥等 551 

PO-1043 出血性脑血管病急诊复合手术 -------------------------------------------------------- 梁海乾,高培龙,李建伟等 551 

PO-1044 棉片辅助夹闭术在微小动脉瘤手术中的应用 ----------------------------------------- 张世明,王中,虞正权等 552 

PO-1045 56 例颅内血管狭窄的血管内介入治疗临床分析 ----------------------------------------------------------- 万亮 552 

PO-1046 血管闭塞术与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出血型颅内段椎动脉夹层动脉瘤比较研究 ------------ 宋书欣 553 

PO-1047 基于 Essen 卒中风险评分的缺血性脑卒中危险度分层的斑块特征研究 ------- 刘碧英,曹代荣,佘德君 553 

PO-1048 后交通动脉瘤夹闭术中对后交通动脉及其分支的保护 -------------------------- 孙维晔,李爱民,王富元等 553 

PO-1049 美蓝造影在复合手术切除脑血管畸形的应用研究 -------------------------------------------- 温志锋,梁传声 554 

PO-1050 浅析 Solitaire AB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 

 颅内宽颈动脉瘤的疗效观察 -------------------------------------------------------------------- 马强,康东,苗锋等 554 

PO-1051 Treatment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in the elderly patients: 

 a retrospective 6-year study -------------------------------------------------------------------------- Gu Yuxiang 555 

PO-1052 预防性约束对颅内动脉瘤术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意外拔管的效果 -------------------------- 孙维,鲍秋丽 555 

PO-1053 颅内多发动脉瘤的诊治体会（附 97 例报道） --------------------------------------- 王晓健,罗靖,程宝春等 555 

PO-1054 寰枕交界区硬脊膜动静脉瘘 4 例临床分析 ----------------------------------------------------- 罗穆云,杨少春 556 

PO-1055 多模态导航及术中 ICG 造影辅助切除脑动静脉畸形 ---------------------------- 姜金利,冯世宇,孙正辉等 556 

PO-1056 开颅术后远隔部位急性颅内血肿临床分析 ------------------------------------------ 王钰, 荔志云,田立桩等 556 

PO-1057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时机的评分探讨 ------------------------------------------------------------------------ 李智勇 556 

PO-1058 腰穿置管持续脑脊液外引流在神经外科临床应用 ----------------------------------- 吴光辉,沈建城,林晖等 557 

PO-1059 血管内治疗破裂前交通微小动脉瘤 --------------------------------------------------------------------------- 路华 557 

PO-1060 极重度颅外颈动脉狭窄的血管内治疗 ------------------------------------------------------------------------ 路华 558 

PO-1061 颅内多子瘤动脉瘤栓塞术后再出血的体会附 4 例报告 -------------------------- 陆培松,李巧玉,陆新宇等 558 

PO-1062 大脑中动脉-颞浅动脉低流量搭桥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 -------------------------------------------------- 路华 559 

PO-1063 改良间接血管重建治疗缺血性烟雾病 ------------------------------------------------------------------------ 路华 559 

PO-1064 颅内多发动脉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策略 --------------------------------------------------------------- 王慧博 559 

PO-1065 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出血急性期诊治体会（附 58 例报道） ------------------------ 廖旭兴,王辉,钟伟健等 560 

PO-1066 6 months to 1 year of anti-platelet therapy following stent  

 associated coiling in cases of cerebral aneuryrsms, is  

 associated with optimal outcome: a retrospective  ----------------------------------- Yong Le,Zhao Bing 560 

PO-1067 椎-锁骨下动脉联合狭窄的介入治疗 ------------------------------------------------------------- 燕景锋,刘世勤 561 

PO-1068 超早期手术治疗重症高血压脑出血 106 例 --------------------------------------------------------------- 刘世勤 561 

PO-1069 Solitaire AB 支架机械取栓治疗急性颅内大动脉 

 闭塞的疗效及质量控制（附 16 例报告） --------------------------------------------------- 江涛,江涛,赵兵等 561 

PO-1070 口服阿司匹林脑出血患者再出血风险评估及治疗策略 -------------------------------- 谭可,顾华,李锦平等 561 

PO-1071 644 例脑血管造影术并发症的回顾性分析 ------------------------------------------------------ 沈杰,江涛,赵兵 562 

PO-1072 Y 型支架辅助技术在治疗颅内动脉分叉部宽颈动脉瘤中的应用 ------------------------ 潘力,刘鹏,秦杰等 562 

PO-1073 高场强术中磁共振在立体定向脑内血肿抽吸引流手术中的应用  ----------------------------------- 王永利 563 

PO-1074 颈静脉孔区病变的影像分析及诊断 -------------------------------------------------------------------- 何洁,赵兵 563 

PO-1075 LVIS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颅内微小宽颈动脉瘤 ----------------------------------------------------------- 于嘉 564 

PO-1076 胸髓动静脉瘘的诊断及手术体会 ----------------------------------------------------- 李宏伟,郑俊宁,朱自锋等 564 

PO-1077 烟雾病的皮层微血管特征及其与手术预后的关系 -------------------------------------------------- 段炼,汪汇 565 

PO-1078 介入治疗颅内动脉瘤并发症的临床观察及护理 --------------------------------------------------------- 吴小莉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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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79 强直性脊柱炎合并烟雾综合征的临床特征 -------------------------------------------------------- 李德生,段炼 565 

PO-1080 单侧烟雾病的临床特征及随访研究 ----------------------------------------------------------------- 李德生,段炼 566 

PO-1081 巨大大脑中动脉动脉瘤显微夹闭 1 例 ----------------------------------------------------------------- 宗钢,赵兵 566 

PO-1082 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脉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郭致飞,赵兵,江涛等 566 

PO-1083 华法林相关脑出血病例报告 1 例及文献分析 ------------------------------------------------------------ 李宏宇 567 

PO-1084 神经内镜联合颅内压监测治疗基底节区脑出血的疗效观察 ----------------------------------- 杨文桢,李强 567 

PO-1085 硫酸镁联合中度亚低温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组织中 

 AQP9 和 Occludin 表达的研究 ---------------------------------------------------------- 李力仙,郭天林,刘龙等 567 

PO-1086 Cerebrovascular fragility associated with agenesis of the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findings from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 Li Zifu,Liu Jianmin 568 

PO-1087 高血压脑出血显微外科手术和微创钻孔引流手术的对比研究 -------------------- 宋书欣,朱健明,陈志华 568 

PO-1088 血管内治疗超高龄颅内破裂动脉瘤 ------------------------------------------------------------------------ 汪伟巍 569 

PO-1089 经桡动脉入路在全脑血管造影中的应用 -------------------------------------------------- 林建虎,林群,陆川等 569 

PO-1090 术中血管造影结合 VR 技术在复杂脑动脉瘤夹闭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 宋炳伟 569 

PO-1091 β受体阻滞剂在人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治疗中作用  -------------------------- 余念祖 570 

PO-1092 原发性脑出血围术期强化降压与保守降压的疗效对比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 李浩 570 

PO-1093 吲哚菁绿荧光造影在颅内动脉瘤及脑动静脉畸形显微手术中的应用 ----------- 祝新根,朱健明,陈志华 571 

PO-1094 Willis 覆膜支架治疗颈内动脉假性动脉瘤（附 1 例报道） ------------------------ 王灯亮,连葆强,戴琳孙 571 

PO-1095 漆黄素通过调控 SITR1/ NF-κB 保护脑出血后继发性脑损伤 -------------------- 王春喜,黄玮,杨雷霆等 571 

PO-1096 高级别颅内动脉瘤显微外科手术和血管内介入手术的对比研究 ----------------- 朱健明,祝新根,陈志华 572 

PO-1097 对 68 例烟雾病病例随访报告 ------------------------------------------------------------------------------- 陈文培 572 

PO-1098 破裂前循环脑动脉瘤患者外科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定 ----------------------------------------- 谢雪玲,黄小芬 572 

PO-1099 复杂和巨大型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的血管重建 ------------------------------------------------------------ 杭春华 573 

PO-1100 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的临床特点及其外科治疗 ------------------------------------------------------------ 杭春华 573 

PO-1101 烟雾病的外科治疗方式选择和疗效评价 ------------------------------------------------------------------ 杭春华 573 

PO-1102 家族性烟雾病的临床特征 ----------------------------------------------------------------------- 张正善,张睿,段炼 574 

PO-1103 颅内外搭桥术在脑动脉硬化性狭窄或闭塞中应用 ------------------------------------------------------ 杭春华 574 

PO-1104 颅内动静脉畸形的手术技巧及对策 ------------------------------------------------------------------------ 杭春华 574 

PO-1105 窗式瘤夹在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的应用技巧 ------------------------------------------------------------ 杭春华 574 

PO-1106 颈内动脉血泡样动脉瘤的显微手术治疗体会 ------------------------------------------------------------ 杭春华 575 

PO-1107 颅内压监测和化痰通腑醒脑法治疗脑出血的临床观察 ----------------------------------------- 李斌,李洁芳 575 

PO-1108 介入栓塞治疗 6 例脑动静脉畸形临床分析 ------------------------------------------------------------------ 邱晟 575 

PO-1109 经外侧裂岛叶入路显微清除高血压性基底节区脑出血 --------------------------------------------------- 刘永 575 

PO-1110 Traumatic pseudo-aneurysm of the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leading  

 to repeated epistaxis: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 刘青林,王东海 576 

PO-1111 ERAS 在颈动脉狭窄内膜剥脱术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 李晓红 576 

PO-1112 脑前下动脉远端动脉瘤的临床特征和显微手术 --------------------------------------------------------- 杭春华 576 

PO-1113 眼动脉瘤显微手术治疗体会 ------------------------------------------------------------------------------------ 翟广 576 

PO-1114 高级别动脉瘤患者的急诊显微手术治疗策略 ------------------------------------------------------------ 杭春华 577 

PO-1115 破裂颅内动脉瘤急性期介入栓塞与手术夹闭疗效比较 ----------------------------- 王卫民,周兵,姜启周等 577 

PO-1116 脑出血患者血清中脑红蛋白表达变化的研究 -------------------------------------------------- 贺建勋,魏洪涛 578 

PO-1117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329 例临床特征分析 ----------------------------------------- 王卫民,姜启周,程军等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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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18 Familial cerebral cavernous malformation: Clinicoradiological analysis  

 and genetic screening in Chinese families --------------------------------------------------- Yang Chenlong 578 

PO-1119 人文关怀在脑出血偏瘫患者的应用 -------------------------------------------------------------- 邹洪亮,许妮娜 579 

PO-1120 小骨窗开颅显微手术治疗基底节高血压脑出血 ------------------------------------------------------------ 陈靖 579 

PO-1121 颅骨对动脉瘤的血流动力学以及壁弹性变形程度和范米斯氏应力的影响 ----- 王芙昱,孙正辉,武琛等 579 

PO-1122 立体定向血肿抽吸术联合醒脑静,高压氧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研究 ---------- 钟波,肖航,白云安等 580 

PO-1123 珠网膜下腔出血的讨论 --------------------------------------------------------------------------------------- 陈彬彬 580 

PO-1124 弹力蛋白基因 rs6465976 位点多态性与颅内动脉瘤发病的相关性研究 -------------------- 刘强,丰育功 580 

PO-1125 腰大池置管持续外引流术在蛛网膜下腔出血病人的临床应用体会 ----------------------- 汪志光,魏岳峰 581 

PO-1126 妊娠合并急性脑血管意外的临床诊治体会 ----------------------------------------- 林元相,王艮波,刘新秀等 581 

PO-1127 前循环颅内动脉瘤早期血管内栓塞与开颅显微夹闭治疗的疗效对比 ----------------------- 郑维,韩德清 581 

PO-1128 以癫痫为临床主要表现的颅内动脉瘤相关致痫机制及治疗分析 ----------------- 林元相,万辉,康德智等 581 

PO-1129 脑动脉瘤术后腰池引流与间断腰穿对脑血管痉挛的疗效分析 --------------------------------------- 黄天造 582 

PO-1130 复合手术治疗复杂颅内动脉瘤 -------------------------------------------------------------------------------- 高 旭 582 

PO-1131 声动力疗法介导组织蛋白酶 K 表达下调治疗动脉粥样硬化 -------------------------- 高万龙,李波,胡韶山 582 

PO-1132 急性基底动脉闭塞血管内治疗 1 例 --------------------------------------------------------------------------- 方伟 583 

PO-1133 经静脉入路治疗硬脑膜动静脉瘘的临床分析 -------------------------------------- 喻孟强,张凌云,张明铭等 583 

PO-1134 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护理 --------------------------------------------------------------------------------------- 王旭 583 

PO-1135 The surgical strategy and value analysis for cerebral hematoma in Functional  

 domain hemorrhage -------------------------------------------- Liang Qilong,Wei Jingwang,Yang Jun etc. 584 

PO-1136 颈内动脉内膜剥脱术围术期护理 ------------------------------------------------------------------------------ 刘畅 585 

PO-1137 后交通动脉末端动脉瘤——一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回顾 -------------------------- 王永和,王志胜,马先贵等 585 

PO-1138 超早期支架辅助栓塞颅内破裂动脉瘤 --------------------------------------------------------------------- 龙建武 585 

PO-1139 复合手术环境下慢性脑血管闭塞的外科治疗策略 ------------------------------------------------------ 梁国标 585 

PO-1140 立体定向抽吸引流与开颅血肿清除治疗高血压 

 脑出血老龄患者的临床研究 -------------------------------------------------------------- 蔡云鹏,高俊,李建华等 586 

PO-1141 CEA 术中颈动脉残端测压及术中转流技术的临床应用 -------------------------- 王东海,赵鹏,刘青林 等 586 

PO-1142 经单侧翼点入路前循环多发动脉瘤的手术治疗 -------------------------------- 王东海,帕尔哈提,吴红星等 586 

PO-1143 血管内栓塞治疗动脉瘤 100 例 -------------------------------------------------------- 马永会,朱宏伟,薛伟明等 587 

PO-1144 颅内压监测下脑室外引流治疗脑室内出血 32 例体会 ------------------------------ 魏岳峰,汪志光,周敏等 587 

PO-1145 外源性 Ange1 联合 VEGF 在大鼠脑出血中保护作用的研究 ------------------ 朱宏伟,刘希尧,王占祥等 587 

PO-1146 Intraoperative Rupture in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Aneurysms ---------------------------------- Chen Sifang,Tan Guowei,Wang Zhanxiang 588 

PO-1147 Misdiagnosis in a case of non-compressive myelopathy due to a lumbar spinal intradural  

 fistula supplied by Artery of Adamkiewicz ---------------- Chen Sifang,Tan Guowei,Wang Zhanxiang 588 

PO-1148 脑血管病复合手术技术在 AVM 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王东海,赵鹏,刘青林等 589 

PO-1149 基于分割算法的计算机辅助高血压脑出血量计算及应用 ----------------------- 高宏志,王玉梁,王佳音等 589 

PO-1150 脑出血术后肢体功能障碍的早期康复护理进展 ------------------------------------------------------------ 张新 589 

PO-1151 Surgical Nuances of Clipping after Coiling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 Chen Sifang,Tan Guowei,Wang Zhanxiang 590 

PO-1152 Surgical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 Chen Sifang,Tan Guowei,Wang Zhanxiang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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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53 超早期小骨窗显微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分析 -------------------------- 肖德勇,王占祥,谭国伟等 591 

PO-1154 LVIS 支架辅助栓塞颅内动脉瘤 ----------------------------------------------------------------------------- 杨光诚 591 

PO-1155 Retrograde suction decompression assisted clipping of large and giant  

 cerebral aneurysms: Our Experience --------------------- Chen Sifang,Tan Guowei,Wang Zhanxiang 592 

PO-1156 MRI 与 DSA 三维影像数据输入神经导航融合行脑 

 深部血管病直视手术的探讨 -------------------------------------------------------------- 盛柳青,盛柳青,李俊等 592 

PO-1157 急性缺血性卒中机械取栓并发症分析 ------------------------------------------------------------------------ 张广 592 

PO-1158 颅内破裂动脉瘤合并颅内血肿的复合手术治疗 -------------------------------------------- 伍杰,杨铭,潘力等 593 

PO-1159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与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预后关系 ------------------ 张广,朱仕逸 ,王永鹏等 593 

PO-1160 经额微创小骨窗血肿清除—一种微创高血压脑出血手术入路探讨 ------------------------------------ 金心 593 

PO-1161 DSA、CT 与 MRI 融合影像对颅内多发假性 

 动脉瘤的诊治价值（附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赵曰圆 594 

PO-1162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的临床疗效分析 ------------------------------------------------------------------------ 于春泳 594 

PO-1163 高分辨率磁共振诊断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瘤中的价值 ------------------------------------------------ 王云彦 594 

PO-1164 国人枕动脉的显微解剖及临床应用 ------------------------------------------------------------------------ 张文学 595 

PO-1165 应用血小板抑制类药物脑出血患者手术术后再出血率分析 -------------------------------- 危兆胜,袁冠前 595 

PO-1166 神经内镜辅助血肿清除与血肿穿刺引流治疗高血压性 

 脑出血的临床效果比较分析 ----------------------------------------------------------------------- 李志红,李立宏 596 

PO-1167 Sacral Spinal Arteriovenous Shunts: Classification, Clinical Presentation,  

 Radiological Findings and Outcomes ------------------------- Hong Tao,Zhang Hongqi,Ling Feng etc. 596 

PO-1168 小型动脉瘤介入治疗后造影随访 ------------------------------------------------------------------------------ 马骏 597 

PO-1169 后循环动脉瘤介入的临床研究 --------------------------------------------------------------------------------- 马骏 598 

PO-1170 蛛网膜下腔出血伴有低钠血症的临床研究 ----------------------------------------------------- 郭沁华,万杰清 598 

PO-1171 大脑前动脉 A1 段动脉瘤的手术治疗 --------------------------------------------------- 王华伟,孙正辉,武琛等 598 

PO-1172 颅内动脉瘤栓塞术后复发的手术治疗 -------------------------------------------------- 王华伟,孙正辉,武琛等 599 

PO-1173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引发脑积水的相关因素及预防措施 ------------------------------------ 张晓斌 599 

PO-1174 颅内动脉瘤患者的术前观察与护理 ------------------------------------------------------------------------ 卢海霞 599 

PO-1175 单中心支架辅助下血管内再通对慢性颈动脉 

 闭塞患者的治疗及远期随访 ----------------------------------------------------------------------- 孙文华,万杰清 600 

PO-1176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个体化治疗 -------------------------------------------------------------- 李江,邓剑平,赵振伟 600 

PO-1177 高血压脑出血外科治疗效果分析 ----------------------------------------------------------------- 张思彬,吕晓东 600 

PO-1178 颈外动脉狭窄支架成形术后至闭塞的颈内动脉自行开通 ----------------------------------- 郭沁华,万杰清 601 

PO-1179 hESC-MSCs 来源的外泌体修复下肢缺血的实验研究 --------------------------------------- 张国威,邓志锋 601 

PO-1180 TRPC1&4 在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脑损伤中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 ------------------------ 王奕彬,王中 601 

PO-1181 早期血清血管生成素变化对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预后的影响 ----------------------- 王毅,王东,尉辉杰等 602 

PO-1182 大剂量尿激酶用于高血压脑出血微创清除术的定性及定量研究 -------------------------------- 张成,王廉 602 

PO-1183 高血压脑出血外科治疗方法的选择 -------------------------------------------------- 高海平,李安民,宋少军等 603 

PO-1184 Hunt-HessIV 级前交通动脉瘤早期手术疗效分析 --------------------------------- 高振文,刘天庆,蓝佛琳等 603 

PO-1185 妊娠期合并脑出血的诊疗体会 --------------------------------------------------------------------------------- 徐叶 603 

PO-1186 基底节区血肿继发脑室出血分析 --------------------------------------------------------------------------- 张雪松 604 

PO-1187 Perforator Stroke After Stenting of Symptomatic Intracranial Arterial ------------------- Deng Jianping 604 

PO-1188 脑淀粉样变血管病出血手术一例并文献复习 ----------------------------------------- 东潇博,王革生,杜勇等 605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 46 - 

 

PO-1189 Management of dural arteriovenous fistula of the anterior cranial  

 fossa: experiences of a single center ----------------------------------------------------------- Deng Jianping 605 

PO-1190 CT 影像系统在急性脑梗塞治疗中的应用 ------------------------------------------------- 赵振伟,李江,邓剑平 605 

PO-1191 烟雾病患者联合血管重建术后侧枝循环建立情况及其重建类型分析 -------------------- 赵金兵,何升学 606 

PO-1192 基于 CT 分型基底节区高血压脑出血的手术入路及策略 ------------------------------------ 梅加明,牛朝诗 606 

PO-1193 颅内血管重建手术治疗出血型烟雾病的疗效分析 ----------------------------------------- 唐斌,曾而明,洪涛 607 

PO-1194 颅内微小动脉瘤的介入治疗 ----------------------------------------------------------------------- 高子云,毛国华 607 

PO-1195 IC-IC 搭桥术在颅内复杂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 ---------------------------------------------- 唐斌,曾而明,洪涛 608 

PO-1196 单侧锁孔入路夹闭双侧前循环动脉瘤的临床研究 ----------------------------- 康德智,余良宏,上官皇城等 608 

PO-1197 颅内外血管搭桥术在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性 

 颅内血管闭塞中应用研究 -------------------------------------------------------------------- 曾而明,洪涛,唐斌等 609 

PO-1198 以脑疝为表现的颅内动脉瘤超急性期手术夹闭治疗体会 -------------------------- 黄庆,张洪兵,胡艳龙等 609 

PO-1199 烟雾病外科治疗 ----------------------------------------------------------------------------- 曾而明,徐建平,洪涛等 609 

PO-1200 血栓弹力图对颅内外支架置入术围手术期服用 

 不同抗血小板聚集药物疗效的评价 ------------------------------------------------------------------------ 邵华明 610 

PO-1201 脑动静脉畸形出血后的治疗时机及方法的选择 ----------------------------------- 钟启胜,袁绍纪,张荣伟等 610 

PO-1202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围手术期管理的经验及教训 --------------------------------------------------------- 何朝晖 610 

PO-1203 可吸收血流导向支架治疗兔囊状动脉瘤及对正常分支的影响 -------------------- 王奎重,袁绍纪,刘强等 611 

PO-1204 血压脑出血患者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影响的对比研究 ----------------------------------------- 李育鑫,卢培刚 611 

PO-1205 高血糖与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预后的影响 ----------------------------------------------- 徐广振,朱伟杰,卢培刚 612 

PO-1206 Y 型主动脉弓的高龄患者颅内动脉瘤栓塞治疗经验 ------------------------------------------------------- 杨华 612 

PO-1207 Progranulin (PGRN) 在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 

 后早期脑损伤（EBI）中的神经保护作用 ------------------------------------------------ 李博,袁绍纪,卢培刚 612 

PO-1208 颅内动脉瘤栓塞术中破裂危险因素的分析 ----------------------------------------------------------- 姜超,李刚 613 

PO-1209 一站式复合手术在治疗脑 AVM 的初步探讨---------------------------------------------- 文军,王其兵,王向宇 613 

PO-1210 NOS 在颅内动脉瘤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 刘维生,曹培成,李爱军等 614 

PO-1211 颅内多发动脉瘤个体化治疗研究 ----------------------------------------------------- 刘维生,曹培成,李爱军等 615 

PO-1212 颅内镜像动脉瘤个体化治疗研究 ----------------------------------------------------- 刘维生,曹培成,李爱军等 615 

PO-1213 小脑后下动脉远端动脉瘤合并载瘤动脉血管畸形栓塞治疗 -------------------- 王厚中,张继方,尹伟宁等 616 

PO-1214 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对高血压基底节脑出血治疗探讨 -------------------------------------- 郭东斌,刘天庆 616 

PO-1215 大麻素受体激动剂 Win55212-2 和脂肪酸酰胺水解酶抑制剂 URB597 

 通过 c-JNK 途径抑制慢性脑低灌注诱导的神经细胞凋亡 -------------------------------------- 海舰,苏少华 616 

PO-1216 前交通动脉瘤显微手术治疗 186 例临床分析 ----------------------------------------- 杨堃,王子珍,黄秋虎等 617 

PO-1217 自发性脑出血急诊手术治疗策略的探讨 ------------------------------------------------------------------ 曹本福 617 

PO-1218 连续腰椎穿刺减少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栓塞术后 

 脑脊液引流相关感染的发生 -------------------------------------------------------------------------- 梁晨,郭世文 618 

PO-1219 实时超声技术在神经外科围手术期的应用研究 -------------------------------------- 黄庆,胡艳龙,张洪兵等 618 

PO-1220 脑室腹腔直管分流术在高血压丘脑出血破入脑室治疗中的应用 ----------------------------- 李利超,程艳 618 

PO-1221 醋甲唑胺联合利尿剂治疗脑出血后慢性脑积水 ----------------------------------- 蒋小龙,黄海鹰,王炳勇等 619 

PO-1222 小脑动静脉畸形伴巨大后颅窝血肿的抢救治疗 --------------------------------------------------------- 王庆明 619 

PO-1223 Comparison between small 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 and large 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analysis  --------------------------- Li Hao,Cao Yong,Zhao Jizong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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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24 Therapeutic effect of deferoxamine in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patients ----------------------------- Wu Gang,Hu Shukun,Zheng Jiajun etc. 620 

PO-1225 复合手术室在神经外科的应用体会 -------------------------------------------------- 赵万巨,张军臣,宋国红等 620 

PO-1226 颈内动脉血泡样动脉瘤显微外科手术治疗体会及临床分析（附 12 例病例报告） ---------------- 张涛 621 

PO-1227 高血压脑出血外科微创治疗的临床分析与体会 -------------------------------------------------- 高立,杨彦龙 621 

PO-1228 外周血动脉二氧化碳分压在慢性闭塞性脑血管病颅内外 

 血管搭桥手术预后评估中的应用 -------------------------------------------------------- 马妍,周锡炜,谌燕飞等 621 

PO-1229 成功救治烟雾病术后大面积脑梗死一例并文献复习 --------------------------------------------------- 吕著海 622 

PO-1230 颅内动脉瘤术后硬膜下罂粟碱持续泵入的临床分析 ----------------------------- 林瑞生,汪伟巍,易海波等 622 

PO-1231 前循环脑动脉瘤破裂术中损伤穿通支的临床分析 ------------------------------ 王晓亮,杨道明 ,吴小龙等 623 

PO-1232 Flow-diverter treatment of posterior circulation  

 aneurysms A meta-analysis ------------------------------------------- Ma Jun,Wang Chengbin,Lu Huchen 623 

PO-1233 6 例颅内巨大动脉瘤的手术治疗体会 ------------------------------------------------ 邓培刚,章升国,熊进挺等 623 

PO-1234 吲哚菁绿荧光造影在动脉瘤手术中应用 --------------------------------------------------------------------- 赵凯 624 

PO-1235 小脑大面积梗塞 13 例临床治疗分析 --------------------------------------------------------- 李业生,张伟,孙凯 624 

PO-1236 小骨窗经外侧裂基底节区脑出血的显微手术治疗 ----------------------------------- 徐凤科,包金锁,孙志刚 624 

PO-1237 动脉内灌注维拉帕米治疗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管痉挛 --------------------------------- 周新民 625 

PO-1238 外侧眶上入路微牵拉技术对动脉瘤夹闭术后脑缺血的影响 ----------------------- 江涌,秦兴虎,董劲虎等 625 

PO-1239 Integrated Analysis of LncRNA-mRNA Co-Expression Profiles in Patients  

 with Moyamoya Disease --------------------------------------- Gao Faliang,Wang Wen,Zhang Dong etc. 625 

PO-1240 Risk factors for 30-day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pontine hemorrhage --------------------- Peng Tangming,Chen Ligang,Huang Changren etc. 626 

PO-1241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对侧颈动脉、椎动脉血流速度的改变 ----------------------- 陈东,李树芃,王先伟等 626 

PO-1242 脑动静脉畸形的分型与显微手术体会 ----------------------------------------------- 祝向东,柳夫义,刘其昌等 627 

PO-1243 大脑中动脉瘤的分型与手术处理 ----------------------------------------------------- 祝向东,柳夫义,刘其昌等 627 

PO-1244 舌下神经管区 DAVF 栓塞治疗及文献回顾 ----------------------------------------------- 方兵,陈贤谊,许璟等 627 

PO-1245 床突旁动脉瘤的外科手术治疗方法 ----------------------------------------------------------- 王林,陈高,张建民 628 

PO-1246 关于手术治疗预防成人症状性烟雾病再次中风疗效的荟萃分析 -------------------- 王林,钱聪,陈敬寅等 628 

PO-1247 细胞焦亡在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脑损伤中作用的研究 -------------------------- 王林,李建儒,陈敬寅等 628 

PO-1248 血管搭桥治疗颅内复杂动脉瘤 ----------------------------------------------------------------- 王林,陈高,张建民 629 

PO-1249 侧脑室前后角多通道置管引流治疗重症脑室内出血 -------------------------------- 王俊兴,王泽锋,石键等 629 

PO-1250 脑血管淀粉样变性与传统高血压脑动脉硬化性出血的对比研究 ------------------------------------ 朱文昱 629 

PO-1251 KAWASE 入路切除桥脑巨大海绵状血管瘤一例及文献复习 ---------------------- 董啸,徐锦芳,孙崇然等 630 

PO-1252 眶外侧锁孔入路显微手术夹闭破裂急性期动脉瘤 ----------------------------------- 刘希光,李爱民,孙勇等 630 

PO-1253 颅内动脉瘤围手术期手术护理 ---------------------------------------------------------------------- 许峰 ,孙予君 631 

PO-1254 大脑前动脉 A1 段起始部动脉瘤的手术治疗 ------------------------------------------------------ 苏万东,李刚 631 

PO-1255 经眉眶上锁孔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颅内前交通动脉动脉瘤 -------------------------- 陈西亚,卢建明,邱允等 632 

PO-1256 高血压脑出血钻孔引流治疗回顾性分析 --------------------------------------------------------------------- 田瑜 632 

PO-1257 CT 定位引导下后颅窝钻孔软通道引流术治疗小脑出血 ------------------------------- 王平振,邢伟,张蕊等 632 

PO-1258 高分辨率磁共振在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瘤中的诊断价值及临床意义 -------------- 张萌,叶耿帆,王茜等 632 

PO-1259 重症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手术时机与术后颅内压和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 康德智,廖晶威 633 

PO-1260 经帆膜入路显微切除桥脑背侧海绵状血管瘤  ----------------------------------------------------------- 王富元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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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61 大型、巨大型脑动脉瘤的显微手术夹闭 ------------------------------------------------------------------ 王富元 634 

PO-1262 多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血泡样颅内动脉瘤 ----------------------------------------- 方兵,陈贤谊,许璟等 634 

PO-1263 Lvis 支架辅助栓塞颅内宽颈动脉瘤的应用体会 ----------------------------------- 李逢佳,宋纯玉,刁兴涛等 634 

PO-1264 经翼点锁孔入路治疗前循环动脉瘤 ----------------------------------------------------------- 林堃,魏德,卢峰等 635 

PO-1265 重症前交通动脉动脉瘤手术时机与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 林才厚,陈建屏,王晓斌等 635 

PO-1266 动静脉畸形和动静脉瘘的复合手术疗效分析 ----------------------------------------- 佟志勇,梁传声,王运杰 635 

PO-1267 脑血管意外患者家属心理弹性及其相关因素调查 ------------------------------------------------------ 王美新 636 

PO-1268 脑动静脉畸形合并出血的外科治疗 -------------------------------------------------- 邹建军,李付勇,沈旭辉等 636 

PO-1269 颈动脉狭窄的显微外科治疗——患者获益与风险 -------------------------------- 栗世方,丰育功,李环廷等 637 

PO-1270 Hunt-Hess 分级 IV 级以上 aSAH 的救治体会 ------------------------------------- 邹建军,李付勇,沈旭辉等 637 

PO-1271 后交通动脉瘤 308 例围手术期显微手术疗效分析 -------------------------------- 丰育功,李环廷,唐万忠等 637 

PO-1272 氧化应激在蛛网膜下腔出血中的作用 -------------------------------------------------------------- 周景义,杨扬 638 

PO-1273 眼动脉瘤的显微手术技巧（41 例报道） ------------------------------------------- 丰育功,李环廷,唐万忠等 638 

PO-1274 Experience of pterional keyhole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of the anterior circulation  ------------------------------------ Tang Yajuan,Wu Sheng,Ling Chenhan etc. 639 

PO-1275 缺血性脑血管病血流在建适应症及其手术时机选择 ----------------------------------- 金永健,张波,王东等 639 

PO-1276 大脑中动脉动脉瘤夹闭与栓塞手术的治疗比较与分析 -------------------------------------- 吴群,闫伟,胡骏 640 

PO-1277 Sandwich biscuit”技术腔内治疗复发性大脑 

 后动脉 P1-2 段夹层动脉瘤一例 ------------------------------------------------------------ 许璟,徐良,陈贤谊等 640 

PO-1278 腔内血流导向装置（Pipeline）治疗颅内大型未破裂 

 动脉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分析 -------------------------------------------------------------- 许璟,徐良,陈贤谊等 640 

PO-1279 Experienceof pterional keyhole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of the anterior circulation ------------------------------------------------Tang Yajuan,Wu Qun,Yan Wei etc. 641 

PO-1280 多种监测技术辅助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治疗前交通动脉瘤的疗效分析 ------------------------------ 任保刚 641 

PO-1281 rtPA 在蛛网膜下腔出血伴脑室积血患者的作用系统研究 -------------------------- 陈盛,史利根,周景义等 642 

PO-1282 去氨普酶在急性脑缺血性卒中 3-9 小时溶栓中的应用 -------------------------------- 王真,史利根,张建民 642 

PO-1283 颈动脉狭窄介入与外科手术治疗的健康教育 ------------------------------------------------------------ 李晓红 642 

PO-1284 disappearance of intraventricular aneurysm in an AVM after nidal embolization  

 distant from the aneurysm -------------------------------------- Gao Junwei,Sun Shouyuan,Tang Bo etc. 643 

PO-1285 脑动脉瘤锁孔手术中经颅骨内电极阈值刺激模式下运动诱发电位监测的应用研究 ------------ 吴赞艺 643 

PO-1286 颅内动脉瘤 1026 例临床分析 ------------------------------------------------------------ 丁卫,尧小龙,岳鹏杰等 643 

PO-1287 9 例直接颅内外血管搭桥治疗青少年及儿童烟雾病疗效分析 ---------------------------------------- 马志昭 644 

PO-1288 症状性颈动脉狭窄合并同侧未破裂动脉瘤的手术治疗（附 2 例病例） ----------- 曹旭华,李琛,贾亮等 644 

PO-1289 308 例后交通动脉瘤围手术期显微手术疗效分析 --------------------------------- 丰育功,李环廷,唐万忠等 644 

PO-1290 床突旁动脉瘤的外科手术治疗 ----------------------------------------------------------------- 王林,陈高,张建民 645 

PO-1291 吲哚菁绿血管荧光造影在颅内前循环动脉瘤夹闭术中应用 -------------------------------- 张国锋,唐尤佳 645 

PO-1292 急性脑积水 121 例诊治体会 -------------------------------------------------------------- 赵海,张海林,高俊玮等 646 

PO-1293 Comparison of Language Cortex Reorganization between Cerebral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s and Gliomas: a Functional MRI Study  

 of Silent Reading Task--------------------------------------- Deng Xiaofeng,Zhao Jizong,Zhang Yan etc. 646 

PO-1294 血栓弹力图在颅内破裂动脉瘤支架辅助栓塞术后抗血小板治疗中的应用 --------------------------- 郭章 647 

PO-1295 支架辅助颅内破裂动脉瘤栓塞术后急性支架内血栓形成应用替罗非班应用及疗效分析 --------- 郭章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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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96 颅内复杂动脉瘤应用支架半释放技术辅助栓塞的分析 --------------------------------------------------- 苑杨 647 

PO-1297 LVIS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术治疗颅内血泡样动脉瘤 ----------------------------------------------------- 郭章 648 

PO-1298 应用复合手术室治疗颅内动脉瘤的临床疗效分析 ----------------------------------- 张海峰,梁国标,于春泳 648 

PO-1299 早期肠内营养治疗对预防脑出血肠屏障损害的效果分析 --------------------------------------------- 黄庆锋 649 

PO-1300 介入治疗颅内破裂动脉瘤 ------------------------------------------------------------------------------------ 孙树清 649 

PO-1301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pterostilbene against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involvement of 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 pathway -------------------------------------------------- Wang Bodong,Liu Haixiao,Yue Liang etc. 649 

PO-1302 侧脑室外引流+神经内镜辅助下血肿清除术对高血压 

 脑出血致脑疝患者的疗效观察 -------------------------------------------------------------------- 黄金钟,王佳音 650 

PO-1303 硬通道微创治疗脑出血后切口感染原因分析及治疗方法 -------------------------- 潘海鹏,金永健,张毅等 650 

PO-1304 侧脑室引流术与腰大池引流术对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疗效影响 ----------- 段永红,廖勇仕,梁日初 650 

PO-1305 Genetic and phenotypic analysis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moyamoya disease ---------------------------------------- Zhang Qian,Liu Yaping ,Zhang Dong etc. 651 

PO-1306 翼点锁孔手术处理颅内动脉瘤 --------------------------------------------------------------------------------- 兰青 651 

PO-1307 脑动静脉畸形破裂出血危险因素的临床研究  ---------------------------------------- 方俊杰,杨卫忠,石松生 652 

PO-1308 颅内动脑瘤早期手术夹闭术后继发脑积水分析 --------------------------------------------------------- 单毅华 652 

PO-1309 有手术指征的高血压性脑出血 86 例临床分析 ------------------------------------ 邓志鸿,陈小鑫,陈源锋等 652 

PO-1310 回顾分析高血压脑出血脑室铸型治疗方法 ----------------------------------------------- 王东,穆苍山,张毅等 653 

PO-1311 多靶点引流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不规则形血肿 -------------------------------------- 汪海关,叶磊,许群峰等 653 

PO-1312 经额锥颅血肿穿刺引流联合颅内压监测治疗高血压脑出血 -------------------- 杨文桢,任海军,刘吉星等 653 

PO-1313 高血压脑出血术后脑梗死的护理 ------------------------------------------------------------------------------ 徐飞 654 

PO-1314 出血性脑梗死的外科治疗  ------------------------------------------------------------------------- 张小军,李伯和 654 

PO-1315 不同手术方式治疗高血压基底节出血对比研究 --------------------------------------------------------- 刘保华 655 

PO-1316 开颅夹闭颅内动脉瘤的危险因素分析 -------------------------------------------------- 武全胜,田俊敏,江宝柱 655 

PO-1317 高血压脑出血外科手术治疗对照研究 --------------------------------------------------------------------- 徐建林 655 

PO-1318 跨窗夹在前交通动脉瘤夹闭术中的应用 ----------------------------------------------- 朱卿,陈爱林,陈延明等 655 

PO-1319 眶上外侧入路显微手术在颅内前循环动脉瘤破裂急性期的临床应用研究 ----------- 王中,周岱,陈罡等 656 

PO-1320 持续颅内压监测在微创钻孔引流术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中的作用 -------------- 张波,伍海军,陈永顺等 656 

PO-1321 神经导航辅助锁孔入路治疗颅内动脉远端动脉瘤 ----------------------------------------- 朱卿,许亮,孙超等 657 

PO-1322 慢性硬膜下血肿病例实施临床路径的效果评价 ----------------------------------------- 朱卿,王中勇,许亮等 657 

PO-1323 硬脑膜动静脉瘘临床治疗分析（附 10 例报告） ------------------------------------ 朱卿,陈爱林,陈延明等 657 

PO-1324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与心电图异常的关系 --------------------------------------------------------------- 李虎 657 

PO-1325 四脑室出血为主的自发性脑出血的救治 -------------------------------------------- 张宏兵,王晓峰,苏宝艳等 657 

PO-1326 复杂颅内动脉瘤的微创外科治疗（附 452 例报道） ----------------------------------- 高歌,张扬,晁迎九等 658 

PO-1327 Stent-Assisted Coiling of wide-neck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Clinical and Angiographic Results in 501  

 Consecutive Aneurysms ----------------------------------Zheng Yongtao,Song Yanbing,Liu Yingjun etc. 658 

PO-1328 高血压脑出血锥颅微创术后再出血原因分析 -------------------------------------- 徐学华,黄财恕,廖名宝等 659 

PO-1329 改良 Graeb 评分法在自发性脑室出血患者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 王晓峰 659 

PO-1330 开颅夹闭及血管内栓塞治疗颅内创伤性假性动脉瘤疗效探讨 ----------------- 杨兴奎,王保江,唐宗椿等 659 

PO-1331 自发性脑出血脑疝患者三种术式与预后的临床研究（附 56 例报告） ------ 申天喜,方有传,郭成军等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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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32 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血管吻合术治疗颅内大动脉闭塞型 

 缺血性脑血管病（附 54 例分析） ------------------------------------------------------ 任军,张海林,孙守元等 660 

PO-1333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并发症及防治策略 -------------------------------------- 任军,张海林,孙守元等 660 

PO-1334 一站式复合手术治疗前循环动脉瘤 ----------------------------------- 帕尔哈提·热西提,王东海,吴红星等 661 

PO-1335 基层医院怎么开展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 戴志成,宿艳,关成龙等 661 

PO-1336 GlyT1 Inhibitor NFPS Exerts Neuroprotection via GlyR Alpha1 Subunit in the Rat Model  

 of Transient Focal Cerebral Ischaemia and Reperfusion -------------------- Huang Baosheng,Li Lixin 662 

PO-1337 颈动脉海绵窦瘘的血管内治疗技术探讨 -------------------------------------------- 张尚明,刘峥 ,洪景芳 等 662 

PO-1338 Brain temperature monitoring to distinguish the hemorrhagic stroke  

 and ischemic stroke at early time of onset  ---------------------------------------------------- 谭亮,Fenghua 663 

PO-1339 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再次出血的临床分析  ---------------------------------------------- 方俊杰,杨卫忠,石松生 663 

PO-1340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灌注压与迟发性脑梗死相关性研究 ----------------- 蔡嘉伟,方文华,康德智 664 

PO-1341 颅内压监测下血肿钻洞外引流治疗基底节区脑出血 --------------------------------------------------- 张小锋 664 

PO-1342 血栓弹力图与 D-二聚体对 aSAH 患者凝血功能状态的评估 ------------------------------- 王守森,李兵兵 664 

PO-1343 前交通动脉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 张辉建,王守森 665 

PO-1344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临床数据库软件研发 --------------------------------- 康德智,黄志鹏 665 

PO-1345 罕见生长类型动脉瘤的手术技巧 -------------------------------------------------------- 刘峥,张尚明,王守森等 666 

PO-1346 CTA 在脑微小动静脉畸形急性脑出血中的临床应用 ----------------------------------- 洪景芳,刘峥,张尚明 666 

PO-1347 颈动脉支架术后再狭窄的手术治疗 ----------------------------------------------------------- 刘藏,董益鹏,张晶 667 

PO-1348 高血压脑出血后血肿增大相关因素分析及预测 -------------------------------------- 杜鹏,栾新平,木依提等 667 

PO-1349 以癫痫首发的颞叶海绵状血管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 张所军,欧一博,赵恺等 667 

PO-1350 显微血肿清除术及标准大骨瓣减压术治疗重症大面积脑出血 

 及早期颅骨修补的临床研究 ----------------------------------------------------------------------------- 王忠,苏宁 668 

PO-1351 脑出血临床救治新选择 -------------------------------------------------------------------- 张毅,卢旺盛,陈红伟等 668 

PO-1352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technology for treatment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 Kang Dezhi,Kang Yin,Yu Lianghong etc. 668 

PO-1353 单侧锁孔入路夹闭双侧动脉瘤的相关解剖学研究 ----------------------------- 康德智,上官皇城,余良宏等 669 

PO-1354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Is a Novel Risk Factor  

 for Rebleeding in Acute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 林清松,康德智,林元相等 669 

PO-1355 10 例血泡样颈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疗效分析 ---------------------------------------- 王灯亮,连葆强,郑树法等 670 

PO-1356 80 岁以上高血压小脑出血患者的小骨窗手术治疗体会 ----------------------------------------------- 康元宝 670 

PO-1357 高血压脑出血个体化手术治疗的临床分析 --------------------------------------------------------------- 黄迢华 670 

PO-1358 STA-MCA-EDAMS 治疗烟雾病疗效分析 ----------------------------------------------------------------- 黄迢华 670 

PO-1359 Aneurysm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the Rupture Risk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A Self-Controlled Study ----------------------------- 刘爱华,康慧斌,纪文军等 671 

PO-1360 Impact of hypertension and smoking on the rupture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and their joint effect ----------------------------------- 刘爱华,康慧斌,纪文军等 671 

PO-1361 常规开颅与显微镜下微创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临床研究 ------------------------------------------ 张建海 672 

PO-1362 Lvis 支架在血管内治疗前循环动脉瘤中应用 -------------------------------------- 王灯亮,连葆强,郑树法等 672 

PO-1363 外伤性基底节区脑内血肿治疗体会 ------------------------------------------------------------------------ 沈清芳 672 

PO-1364 老年慢性硬膜下血肿微创穿刺术 132 例分析 -------------------------------------------- 叶金练,吴文彬,陈新 672 

PO-1365 去骨瓣减压术治疗大面积脑梗死 32 例临床分析 ------------------------------------------------------- 吴文彬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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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66 纤维蛋白原水平影响重症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预后 ------------------------------------ 谢冰森 673 

PO-1367 PPAR-α激动剂通过 wip1/p53 信号通路对脑缺血后 

 内源性神经干细胞再生作用研究 ------------------------------------------------------------------- 张平, 蒋传路 673 

PO-1368 软通道引流术治疗急性期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疗效 -------------------------------- 顾翔,陈水钰,郑成章等 674 

PO-1369 脑室出血并脑室铸型的病因探讨及治疗体会 ------------------------------------------------------------ 吴文彬 674 

PO-1370 微创软通道穿刺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干出血 --------------------------------------------------------------- 叶金练 674 

PO-1371 CT 定位软通道微创介入治疗小脑出血（附 32 例分析） --------------------------------------------- 叶金练 674 

PO-1372 CTA 检查急诊颅内动脉瘤夹闭术 --------------------------------------------------------------------------- 张荣伟 675 

PO-1373 复合（杂交）手术开通症状性闭塞脑动脉 15 例临床分析 ------------------------ 李聪慧,苏现辉,张博等 675 

PO-1374 破裂动脉瘤急诊开颅夹闭术动脉瘤夹选择体会 ----------------------------------- 董建平,王和平,罗志伟等 675 

PO-1375 Cranial temperature monitoring to distinguish the hemorrhagic stroke and ischemic stroke  

 at early time of onset  ---------------------------------------------------------------------- Tan Liang,Feng Hua 675 

PO-1376 Surgical technique for aneurysms at the A3 segment of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via anterior  

 interhemispheric keyhole approach  --------------- Zheng Shu-Fa,Yao Pei-Sen,Yu Liang-Hong etc. 676 

PO-1377 Keyhole approach combined with external ventricular drainage for ruptured, poor-grade,  

 anterior circulation cerebral aneurysms ------------ Zheng Shu-Fa,Yao Pei-Sen,Yu Liang-Hong etc. 677 

PO-1378 间接血运重建联合颞肌贴敷在烟雾病治疗中的应用 --------------------------------------------------- 胡阳春 677 

PO-1379 AngⅡ通过调节 T 细胞活性与糖尿病患者的颈动脉狭窄形成相关 --------------- 王凯,张占普,窦长武等 678 

PO-1380 Larger inflow angle and incomplete occlusion predict recanalization of unruptured paraclinoid  

 aneurysms after endovascular treatment ----------------------------------------------- Liu Aihua,Ji Wenjun 678 

PO-1381 经硬脑膜外切除前床突显微手术夹闭床突旁动脉瘤 ----------------------------- 张岩松,赵鹏来,罗正祥等 678 

PO-1382 血管重建手术与保守治疗出血型烟雾病的疗效分析 ----------------------------------- 陈军,李爱民,陈震等 679 

PO-1383 单光子发射断层显像术评价改良脑-硬膜-动脉血管联通术治疗烟雾病疗效 ------------------------- 赵刚 679 

PO-1384 Risk Factors of the Volume of Hemorrhage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 Zhao Di 680 

PO-1385 初发和再发急性脑梗死患者颈动脉斑块的高分辨 MRI 对比研究 ----------------------------------- 刘碧英 680 

PO-1386 Increased prevalence of autoimmune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compared with  

 bilateral moyamoya disease ------------------------------------------------------------ Chen Jianbin,Lei Ting 681 

PO-1387 Prevalence of autoimmune disease in moyamoya disease  

 patients in Western Chinese population --------------------------------------------- Chen Jianbin,Lei Ting 681 

PO-1388 Risk factors of acute coagulopathy after aneurismal clipping -------------------------------- Yao Peisen 682 

PO-1389 右美托咪定在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术患者的应用体会 ----------------------------- 邵波,滕灵方,陈慧慧等 682 

PO-1390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  

 aneurysms: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of 55 cases ------------------------------------------------ Xu Feng 683 

PO-1391 微血管多普勒超声在颅内动脉瘤手术中的应用 ----------------------------------------- 茅磊,杭春华,吴伟等 683 

PO-1392 80 岁以上老年人脑出血 56 例临床分析 ------------------------------------------------------------------ 刘建恒 683 

PO-1393 MRI 与 DSA 三维影像融合联合术前栓塞对 

 颅内血管畸形显微手术治疗的价值 -------------------------------------------------------- 茅磊,杭春华,张鑫等 684 

PO-1394 法舒地尔联合尼莫地平防治动脉瘤栓塞 

 术后脑血管痉挛的疗效观察 ----------------------------------------------------------- 彭龙锋,李学芝,姜京超等 685 

PO-1395 经小脑延髓裂入路显微手术治疗小脑出血破入脑室 ----------------------------- 张圣旭,张万宏,吴恒浩等 685 

PO-1396 分段式不同阈值颅内压控制对重型颅脑创伤患者作用的研究 ----------------- 吴建跃,王卫民,肖国民等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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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97 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在治疗亚低温治疗急性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中的意义 ----------------------------------------------------------------- 邱炜,黄娜,郭志旺等 686 

PO-1398 高压氧对颅脑损伤后脑代谢、脑血流及颅内压的影响 --------------------------------------------------- 王晓 686 

PO-1399 钻孔后尿激酶溶解引流术治疗非急性期硬脑膜外血肿 -------------------------------------- 王向东,任新亮 687 

PO-1400 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复发风险因素分析 ----------------------------------- 彭汤明,刘亮,董劲虎等 687 

PO-1401 重型颅脑损伤合并视神经损伤的诊疗分析 --------------------------------------------------------------- 谢国强 687 

PO-1402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及护理措施分析 -------------------- 孔静,黄瑞杉,王海洋等 687 

PO-1403 杭州市高速公路交通伤 10 年流行病学分析 ------------------------------------------------------------- 王树超 688 

PO-1404 轻中度创伤性脑损伤后进展性出血性损伤的危险因素分析 ----------------------- 陈军,王武盛,李爱民等 688 

PO-1405 两种分流术治疗交通性脑积水的临床疗效和并发症分析 -------------------------- 解虎涛,程宏伟,吴炳山 688 

PO-1406 神经外科术后并发脑室炎 85 例临床分析 ------------------------------------------------------------------- 于烽 689 

PO-1407 颅脑损伤去骨瓣减压术后进展型硬膜下积液的治疗分析 ----------------------- 冯基高,莫业和,胡德献等 689 

PO-1408 埋藏颅骨五年，取出情况分析 ------------------------------------------------------------------------------ 叶金练 689 

PO-1409 改良大骨瓣联合软通道微创介入逐渐减压术治疗重型颅脑损伤的心得体会 --------------------- 翁挠南 690 

PO-1410 双额叶脑挫裂伤的治疗体会（附 100 例报告） --------------------------------------------------------- 李绍熹 690 

PO-1411 持续腰池引流治疗外伤性脑脊液漏(附 36 例报告)(摘要) --------------------------------------------- 吴文彬 690 

PO-1412 重型颅脑外伤去大骨瓣减压后颅骨修补时机的临床研究 -------------------------- 肖顺武,王培,谢明详等 691 

PO-1413 一例老年性特重型颅脑损伤的治疗体会 ------------------------------------------------------------------ 陈文杰 691 

PO-1414 颅内压监护在 48 例重型颅脑损伤中应用体会 ---------------------------------------------------------- 吴文彬 691 

PO-1415 可吸收颅骨锁在小儿颅骨凹陷性骨折一期手术中的应用 --------------------------------------------- 吴文彬 691 

PO-1416 改良大骨瓣减压联合亚低温治疗重型颅脑损伤的疗效分析 ------------------------------------------ 吴文彬 692 

PO-1417 一例特重型颅脑损伤合并迟发性脑内血肿、硬膜外血肿的处理体会  ----------------------------- 叶金练 692 

PO-1418 重型、特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其它部位损伤 396 例临床分析摘要 ----------------------------------- 陈建才 692 

PO-1419 脑室-腹腔分流术治疗脑积水 66 例分析 ------------------------------------------------------------------ 苏志民 693 

PO-1420 改良骨瓣减压术对 178 例颅脑损伤患者的疗效分析 --------------------------------------------------- 陈龙钦 693 

PO-1421 老年人重型颅脑损伤的诊治 --------------------------------------------------------------------------------- 谢泽锋 693 

PO-1422 颅脑损伤后昏迷患者居家护理问题及需求的质性研究 ------------------------------------------------ 蓝三露 694 

PO-1423 创伤性进行性硬脑膜外出血的发生时间与危险因素的回顾性分析 ----------- 季学成,陈水钰,周晓丽等 694 

PO-1424 联合高压氧和针灸治疗颅脑损伤后迟发性面瘫的临床分析（附 48 例报告） ------------------- 吴仰宗 694 

PO-1425 创伤性脑损伤后进展性出血性损伤的危险因素分析 -------------------------------- 陈军,王武盛,李爱民等 694 

PO-1426 可调压分流管在外伤后脑积水脑室腹腔分流术中应用 ----------------------------- 吴俊,游海峰,高云龙等 695 

PO-1427 小儿凹陷性骨折的治疗体会 ------------------------------------------------------------------------------------ 叶桓 695 

PO-1428 硬膜外血肿钻孔引流在急性硬膜外血肿致脑疝救治中应用的临床研究 ----------- 屈晓东,周杰,荔志云 695 

PO-1429 老龄颅脑创伤患者的神经影像学特点及意义 --------------------------------------------------------------- 雷鹏 695 

PO-1430 基底核区血肿在显微镜下经外侧裂-岛叶入路手术治疗体会 ----------------------------------------- 刘海兵 696 

PO-1431 重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患者 24 小时尿钠变化研究 --------------------------------------- 钟先坤,魏德 696 

PO-1432 重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患者 AVP、ANP 变化研究 ---------------------------------------- 吴世忠,魏德 696 

PO-1433 重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发生率及预后探讨 -------------------------------------------------- 钟先坤,魏德 697 

PO-1434 中颅窝骨折致迟发性面神经麻痹的临床分析 -------------------------------------------------- 柴亨利,王玉峰 697 

PO-1435 护理干预对老年慢性硬膜下血肿钻洞引流术后患者并发症的观察和护理探讨 ------------------ 邱淑琴 698 

PO-1436 颅脑术后颅内感染原因分析 --------------------------------------------------------------------------------- 韩占胜 698 

PO-1437 颅脑损伤后继发脑梗死的诊治分析 --------------------------------------------------------------------------- 刘凯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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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38 樟木地震中颅脑外伤患者现场救治体会 ----------------------------------------------------------- 翁宇,吴科学 699 

PO-1439 可调压腰大池腹腔分流管在交通性脑积水中的临床应用 ------------------------------------------------ 高鹏 699 

PO-1440 13 例脑室腹腔分流术后分流系统堵塞的临床分析 ---------------------------------------------- 邱平,阙双林 699 

PO-1441 颅骨修补术临床路径实施效果探讨 ----------------------------------------------------- 杨兴奎,陈英歌,王军等 700 

PO-1442  原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 5 例及诊疗分析 ------------------------------------------- 张坤虎,张宏兵,苏宝艳等 700 

PO-1443 颅脑损伤后不同颅内压下瞳孔直径及反应速率的变化规律 -------------------------------- 铁兴华,荔志云 700 

PO-1444 双侧额叶对冲伤手术方式探讨 ----------------------------------------------------------- 徐学华,黄财恕,廖名宝 701 

PO-1445 颅骨修补术后钛网外露的治疗体会 -------------------------------------------------- 李加龙,张宏兵,苏宝艳等 701 

PO-1446 重型颅脑损伤去大骨瓣减压术后对侧迟发性血肿临床研究分析  ------------- 陈俊琛,谭殿辉,赖润龙等 701 

PO-1447 运用损伤控制技术治疗 538 例重型颅脑损伤临床分析 ----------------------------------- 王军,王晓峰,刘军 702 

PO-1448 重型颅脑损伤损伤控制手术指征的临床研究 ----------------------------------------- 王军,王晓峰,唐宗椿等 702 

PO-1449 预埋线法颅骨钛网修补术的临床研究 ------------------------------------------------------------------------ 邵威 702 

PO-1450 颅脑损伤后低钠血症的临床特点分析及诊治 -------------------------------------- 张荣军,王晓峰,唐宗椿等 703 

PO-1451 研究 CTA 点征对急性脑出血患者血肿扩大的预测价值 ------------------------------- 尧国军,周翔,周于凡 703 

PO-1452  脑积水脑室-腹腔分流术中改良腹腔镜微创置管术的应用 ------------------------ 张旭伟,赵海涛,李栋等 703 

PO-1453 复杂型额眶鼻开放性颅脑损伤的手术治疗体会  ---------------------------------- 郭爱顺,汪伟巍,庄志军等 704 

PO-1454 可调压式分流管治疗脑积水的体会 ----------------------------------------------------- 汪海关,叶磊,许群峰等 704 

PO-1455 几种不同方式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疗效的分析 -------------------------------------------------- 黄宇星,熊震 704 

PO-1456 有创颅内压监测在创伤性脑实质损伤中的临床应用 -------------------------------- 汪海关,叶磊,许群峰等 705 

PO-1457 外伤性后颅窝血肿治疗策略 ----------------------------------------------------------- 郑俊宁,李宏伟,孔晓锋等 705 

PO-1458 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多发伤的一体化救治策略 ----------------------------------------------- 魏琳,李学,胡华等 705 

PO-1459 小儿额部外伤性硬膜外血肿 36 例临床分析 --------------------------------------- 李亚松,骆良钦,黄金钟等 706 

PO-1460 软通道微创穿刺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观察 ----------------------------------- 王刚,任海军,侯博儒等 706 

PO-1461 50 例颅内压监护下重型颅脑损伤镇静疗效评价 ----------------------------------------------------------- 孙瑾 706 

PO-1462 多发伤合并重型颅脑损伤影响预后多因素分析（附 80 例报告） ------------------------------------- 孙瑾 707 

PO-1463 外伤后急性弥漫性脑肿胀术中急性脑膨出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孙瑾,张俊卿,黄延林等 707 

PO-1464 颅脑外伤后进展性脑出血治疗体会 --------------------------------------------------------------------------- 陈松 707 

PO-1465 腰大池—腹腔分流术治疗交通性脑积水的临床分析 --------------------------------------------------- 张绍林 708 

PO-1466 依达拉奉联合地塞米松对脑外伤术后脑水肿患者 神经功能的影响 -------------------------------- 倪兰春 708 

PO-1467 不同冲洗水量对应用营养泵给予肠内营养的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腹泻的影响 -------- 李倩,姚菲,范艳竹 708 

PO-1468 小儿重度颅脑损伤引起颅内血肿合并脑疝的手术治疗分析 --------------------------------------------- 杨明 709 

PO-1469 脑脓肿形成不同时期手术干预的疗效分析 ----------------------------------------------- 张勖,王增亮,汪永新 709 

PO-1470 阔筋膜、局部皮瓣联合负压引流技术修复颅脑组织缺损 ----------------------- 查炜光,许明火,张立志等 709 

PO-1471 创伤性大脑前动脉动脉瘤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 郑晶 710 

PO-1472 黄体酮在急性颅脑创伤中的应用 -------------------------------------------------------- 周景义,史利根,王真等 710 

PO-1473 亚低温疗法治疗脑弥漫性轴索损伤 ------------------------------------------------------------------------ 黄延林 710 

PO-1474 快速锥颅在外伤性颅内血肿救治中的应用 ----------------------------------------------- 穆苍山,张波,张毅等 711 

PO-1475 颅内压监测在神外重症治疗中的价值、困惑及对策 --------------------------------------------------- 阳建国 711 

PO-1476 轻度颅脑损伤后遗症患者介数及局部脑网络效率改变研究 -------------------- 夏春生,钱若兵,傅先明等 711 

PO-1477 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复发的多因素分析 ----------------------------------------------- 李立,胡未伟,吴晓华等 711 

PO-1478 谷氨酰胺强化的肠内营养对重型颅脑外伤 

 患者全身炎性反应抑制作用的研究 -------------------------------------------------------- 张旭伟,李栋,王新港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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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79 带引流的颅内压探头置入术在重型颅脑外伤中的作用研究 ----------------------- 王俊兴,石键,应广宇等 712 

PO-1480 26 例特发性正常颅压脑积水诊疗规范的探索与分析 ---------------------------- 朱君明,蒋鸿杰,张建民等 713 

PO-1481 高能激光对大鼠颅脑损伤后的病理生理变化研究 ----------------------------------------- 周杰,章翔,程光等 713 

PO-1482 基于常压脑积水评估的智能步态试验场设计 ----------------------------------------- 石键,朱君明,傅伟明等 713 

PO-1483 基于 iTRAQ 的亚低温干预创伤性脑损伤大鼠 

 模型的定量蛋白质组学研究 ----------------------------------------------------------- 程世翔,徐忠伟,衣泰龙等 714 

PO-1484 12 例开颅术后并发对侧迟发性硬膜外血肿再手术临床体会 -------------------------------------------- 翁冰 714 

PO-1485 亚低温对颅脑创伤后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1 

 及其坏死性凋亡通路表达影响的实验研究 -------------------------------------------- 程世翔,衣泰龙,张赛等 714 

PO-1486 十二井穴刺络放血联合亚低温对急性 

 创伤性脑损伤脑保护作用的基础研究 ----------------------------------------------- 苗笑梅,程世翔,衣泰龙等 715 

PO-1487 NeuroD1 基因过表达对大鼠神经干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 张仁坤,李晓红,陈星等 715 

PO-1488 重型颅脑外伤进展性颅内出血和 D-二聚体动态检测及预后分析 ------------- 黄永东,丁锦根,潘智丰等 716 

PO-1489 目标导向液体治疗对颅脑创伤病人术中颅内压、 

 组织灌注情况和颅脑创伤程度的影响 -------------------------------------------------- 赵卓,吴帮林,黄红洁等 716 

PO-1490 载脂蛋白 E 拟肽对创伤性脑损伤后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表达及脑组织葡萄糖摄取的影响 -------------------------------------------------------------- 秦兴虎,江涌 716 

PO-1491 Endoscopic Surgery to Chronic Subdural Hematoma with Neovessel Septation:  

 Technical not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 Yan Kaixuan, Gao Heng ,Wang Qipin etc. 717 

PO-1492 无创脑水肿动态监护在颅脑损伤术后的临床价值评估 ----------------------------- 秦兴虎,张苓,陈礼刚等 717 

PO-1493 颅骨缺损伴脑积水手术时期的 meta 分析 ---------------------------------------------------------------- 包明月 718 

PO-1494 培元化瘀方对家兔慢性硬膜下血肿的实验研究 ----------------------------------- 范小璇,李陇平,赵晓平等 718 

PO-1495 健脑益智胶囊对 TBI 大鼠损伤脑组织微血管再生的影响 ----------------------- 赵晓平,范小璇,李崇楠等 719 

PO-1496 肌肉浆嵌塞法治疗脑脊液漏的临床应用 ------------------------------------------ 张恒柱, 严正村,阎凯旋等 719 

PO-1497 开放性颅脑损伤合并异物嵌插五例病例交流 ----------------------------------------- 魏民,张恒柱,王晓东等 719 

PO-1498 颅内异物的手术治疗（附 4 例报告） ----------------------------------------------------- 董伦,张恒柱,甄勇等 720 

PO-1499 ICP 及 BIS 监测在颅脑外伤术后昏迷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 董伦,张恒柱,王存祖等 720 

PO-1500 超早期气管切开术对原发重度脑出血手术患者预后影响的对比研究 ------------------------------ 王晓东 721 

PO-1501 重型颅脑损伤昏迷病人肠内营养并发症的护理 --------------------------------------------------------- 刘桂林 721 

PO-1502 Downregulation of STIM2 Improves Neuronal Survival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by Alleviating Calcium Overload  

 and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 Rao Wei,Peng Cheng,Fei Zhou 721 

PO-1503 阿托伐他汀降低慢性硬膜下血肿单孔钻颅引流术后复发率 ----------------------------------- 姚鹏飞,高晨 722 

PO-1504 经颅多普勒超声探查及脑血流监测在颅脑损伤术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 张兴业 722 

PO-1505 额颞部对冲性颅脑损伤术中致恶性脑膨出的可能性临床分析 -------------------- 刘源,汪永新,王增亮等 723 

PO-1506 牧区摩托车事故致伤颅脑损伤的临床分析 -------------------------------------------------------- 陈世荣,李栋 723 

PO-1507 Modified ventricle occipital horn puncture in ventricle-peritoneal shunt for treatment  

 of hydrocephalus: analysis of 20 cases ------------------ Qian Chunfa,Hu Xinhua,Huang Qingjiu etc. 723 

PO-1508 小儿创伤性性硬膜外血肿 20 例临床分析 ------------------------------------------ 蒋小龙,黄海鹰,王炳勇等 724 

PO-1509 皮层引流静脉保护在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术中神经功能恢复的意义 -------------------------- 卢峰,魏德 724 

PO-1510 脑室内颅内压持续监测对重型颅脑损伤后弥漫性脑肿胀治疗指导 --------------------------------- 林于峰 724 

PO-1511 颅脑损伤患者对医务人员的潜在风险指数评估方法及其意义 ------------------------------------------ 杨华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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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12 重型颅脑损伤昏迷患者营养支持方法探讨（附 67 例报告） ------------------- 刘文广,管伟 ,左建东等 725 

PO-1513 保留单侧骨瓣治疗重型双侧额颞叶挫伤的体会 ----------------------------------- 朱伟杰,袁绍纪,卢培刚等 725 

PO-1514 外伤性硬膜下积液发病机制、临床分型及治疗选择 ------------------------------ 刘文广,管伟 ,左建东等 725 

PO-1515 脑外伤后早期血清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的 

 表达上调及其与神经功能损伤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 赵金兵,邹元杰 726 

PO-1516 个体化三维成型 PEEK 修复体在颅骨成形术中的临床应用 ----------------------- 张洪俊,傅兵,马国佛等 726 

PO-1517 12 例非急诊开颅术中急性脑膨出的临床分析 -------------------------------------------------------------- 陈阵 727 

PO-1518 颅脑损伤后电解质及皮质醇激素改变的临床分析 -------------------------------- 宋少军,李安民,李军旗等 727 

PO-1519 对冲性额叶底部脑挫裂伤的临床特点与救治 -------------------------------------- 高海平,李安民,宋少军等 727 

PO-1520 术后脑水肿防治 ------------------------------------------------------------------------------------------------ 齐建发 728 

PO-1521 血清 VEGF、Angiopoietin-1 和 G-CSF 动态变化 

 对急性颅脑损伤预后的影响 -------------------------------------------------------------------- 王毅,田野,孙健等 728 

PO-1522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早期肠内营养的效果评价 ------------------------------------------------------------ 郑淑美 728 

PO-1523 开颅手术治疗创伤性硬脑膜假性动脉瘤一例报告 ----------------------------------------- 张成,张成,钱宝等 729 

PO-1524 立普妥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 30 例分析 --------------------------------------------------------- 杨芳裕,黄志纯 729 

PO-1525 颅内压监测对弥散性颅脑创伤患者预后的影响——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报道 ------------------------ 袁强 729 

PO-1526 标准大骨瓣开颅减压术治疗重度颅脑损伤的临床效果分析 

 标准大骨瓣开颅减压术治疗重度颅脑损伤的临床效果分析 ------------------------------------------ 郑锦亮 730 

PO-1527 颅脑创伤双侧硬膜外血肿的手术治疗 ----------------------------------------------------------- 朱锡德,孟凡国 730 

PO-1528 硬通道穿刺术在创伤控制神经外科中的应用  ------------------------------------------------- 岳长波,徐学斌 731 

PO-1529 FTY720 改善颅脑损伤大鼠神经功能及机制研究 ------------------------------------ 蔡建勇,巴华君,陆川等 731 

PO-1530 细孔钻颅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治疗老年人创伤性脑内血肿 -------------------------- 朱锡德,衡雪源,庞琦 731 

PO-1531 神经外科颅脑损伤患者心里护理体会 --------------------------------------------------------------------- 丘秀秀 732 

PO-1532 重型颅脑损伤术后迟发脑梗塞的临床分析 ----------------------------------------- 肖德勇,王占祥,谭国伟等 732 

PO-1533 rhEPO 对大鼠颅脑损伤早期促血管新生的实验研究 -------------------------------- 钱志远,丁春龙,纪纤等 732 

PO-1534 双侧前额叶底部脑挫裂伤的诊治体会 -------------------------------------------------- 田夏元,曹欢新,彭铮磊 732 

PO-1535 High levels of serum mannose-binding lectin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severity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 Yu Wei,Le Haiwei,Lu Yigao etc. 733 

PO-1536 不同高压氧治疗方案对外伤术后继发大面积脑梗塞患者预后的影响 -------------- 胡康,王文浩,林洪等 733 

PO-1537 重型颅脑损伤去骨瓣减压术后并发硬膜下积液 30 例分析 --------------------- 池少勇,李正安、刘书考 733 

PO-1538 特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创伤性湿肺 237 例治疗结果分析 -------------------------- 田立桩,荔志云,张中景等 734 

PO-1539 脑室型颅内压监测联合经颅多普勒对外伤性蛛网膜 

 下腔出血的治疗指导及预后判断 --------------------------------------------------------- 梅涛,王蕾 ,徐立新等 734 

PO-1540 中枢性低钠血症 100 例的临床诊治 -------------------------------------------------------- 李榕,易海波,庄顺福 734 

PO-1541 依达拉奉对急性脑外伤患者生存的影响 ------------------------------------------------------------------ 袁训辉 735 

PO-1542 颅脑外伤去大骨瓣减压术后并发脑膨出、颅内血肿及脑梗死的临床分析 ------------------------ 袁训辉 735 

PO-1543 经颅多普勒联合有创性颅内压监测在小儿颅脑外伤中的监测意义 ----------------------- 谢雪玲,黄小芬 735 

PO-1544 硬脑膜严密扩大缝合对特重型颅脑损伤开颅去骨瓣减压患者的效果分析 ----------------- 汤明章,陈莉 735 

PO-1545 脑外伤去骨瓣减压术后硬膜下积液的治疗分析 -------------------------------------- 冯军峰,毛青,高国一等 736 

PO-1546 达标理论对颅脑外伤患者术后康复锻炼效果的影响 ------------------------------------------------------ 韩颖 736 

PO-1547 复发性慢性硬膜下血肿非手术治愈的临床观察与思考 ------------------------------------------------ 郭剑峰 736 

PO-1548 脑挫裂伤患者颅内血肿清除术后产生硬膜下积液的相关因素分析 -------------- 马占峰,荔志云,田立桩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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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49 90 例老年慢性硬膜下血肿救治体会 ----------------------------------------------- 马占峰,荔志云 ,田立桩等 737 

PO-1550 近红外脑氧监测在重型颅脑创伤患者中的应用初探 ----------------------------------- 杜倬婴,吴惺,虞剑等 738 

PO-1551 Neuritin provides neuroprotection against experimental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 mice -------------------------------------------- Liu Qi,Zhao Dong,Wang Yezhong 738 

PO-1552 颅脑术后并发脑梗死的原因分析 --------------------------------------------------------------------------- 湛利平 739 

PO-1553 颅骨修补术后继发颅内血肿探讨 ------------------------------------------------------ 颜青,黄永凯 ,盛英武等 739 

PO-1554 重型颅脑创伤术后迟发性颅内血肿治疗体会 ----------------------------------------- 吴光辉,蔡智基,林晖等 739 

PO-1555 免冲洗引流术在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临床应用 ------------------------------------------------------ 黄锦良 740 

PO-1556 集束化护理在预防急性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中的应用 ----------------------------------- 王红红,吴玉燕 740 

PO-1557 外伤性脑积水基于手机 APP 平台的临床分型研究设想 -------------------------------------------------- 党莹 740 

PO-1558 不同部位颅脑外伤患者伤后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 陈金明,杨少春,娄建云等 741 

PO-1559 Laparoscopy versus Mini-laparotomy Peritoneal Catheter Insertion of Ventriculoperitoneal  

 Shunt: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He Mingliang,Liu Anmin 741 

PO-1560 婴幼儿创伤性脑梗塞 20 例临床分析 ------------------------------------------------ 薛伟明,王占祥,谭国伟等 741 

PO-1561 颅脑外伤急性期内分泌功能改变临床分析 ----------------------------------------- 薛伟明,王占祥,谭国伟等 742 

PO-1562 阵发性交感亢进合并硬膜下积液一例治疗探讨 ----------------------------------------- 冯毅,杨理坤,朱洁等 742 

PO-1563 颅底硬脑膜切口内减压策略预防脑外伤术中急性脑膨出的研究 -------------------- 冯毅,杨理坤,朱洁等 742 

PO-1564 头部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相关因素分析 -------------------------------------------------------- 刘世勤,徐学斌 742 

PO-1565 应用电刺激治疗脑创伤大鼠神经功能损伤的实验研究 -------------------------------------- 周子伟,张建宁 743 

PO-1566 Implantation of neural stem cells carrying galectin-1elicits long-term  

 neuroprotection against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 mice ------------------------------------------- 陈凌,陈俊 743 

PO-1567 标准大骨瓣减压与常规去骨瓣减压在重型颅脑 

 损伤患者中的疗效对比分析 -------------------------------------------------------------- 何佳伟,谭国伟,王占详 744 

PO-1568 抗肿瘤药物蓓萨罗丁通过 APOE 对创伤性颅脑损伤发挥保护作用 ------------- 钟建军,刘汉,何骏驰等 744 

PO-1569 重度颅脑外伤患者阵发性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临床特征分析及治疗 ----------- 陈宝敏,陆培松,孔杰等 744 

PO-1570 颅脑损伤后导致癫痫的临床分析 --------------------------------------------------------------------------- 张珍华 745 

PO-1571 创伤性脑损伤术后血浆渗透压变化及其与 ICP、CPP 及预后相关性 -------------- 何朝晖,周维多,刘科 745 

PO-1572 对冲性双额叶脑挫裂伤的救治体会 ------------------------------------------------------------------------ 黄乾亮 745 

PO-1573 血管重塑对小鼠颅脑创伤后神经功能恢复的作用及机制 ----------------------------------- 程崇杰,孙晓川 745 

PO-1574 载脂蛋白 E 短肽抑制脑创伤后细胞毒性脑水肿 -------------------------------------------------- 曹芳,孙晓川 746 

PO-1575 开颅手术术中电刀对皮下积液的临床观察分析 ----------------------------------------------- 吴淼经,祝新根 746 

PO-1576 血小板反应素-1 在小鼠颅脑创伤中的神经保护作用 ----------------------------------------- 程崇杰,孙晓川 747 

PO-1577 载脂蛋白 J 促进小鼠颅脑创伤后的神经功能恢复 -------------------------------- 黄志坚,程崇杰,钟建军等 747 

PO-1578 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胃肠道功能的影响 ----------------------- 何苗,熊左隽,吴志敏等 747 

PO-1579 单纯硬膜外血肿并脑疝患者术中及术后早期再灌注损伤的成因分析 ----------- 胡连水,王文浩,林洪等 748 

PO-1580 可调压式脑室-腹腔分流管治疗脑积水 25 例临床分析 -------------------------------- 吴俊,熊左隽,王潞等 748 

PO-1581 手术治疗眶-颅脑木枝穿通性损伤 2 例 ---------------------------------------------- 陈宝智,王义彪,邹文辉等 748 

PO-1582 亚低温疗法在重型颅脑损伤治疗中的作用分析 --------------------------------------------------------- 马宝林 749 

PO-1583 气管内吸引术对重型颅脑损伤急性期病人的影响  -------------------------------------------------------- 杨磊 749 

PO-1584 脑电双频指数(Bis)指导下镇静在亚低温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 王沪旭 750 

PO-1585 重型颅脑损伤去骨板减压术后硬膜下积液发生机制及治疗方法探讨 ------------------------------ 马宝林 750 

PO-1586 重度颅脑损伤去骨瓣术后超早期颅骨修补术的临床观察 -------------------------------- 林群,蔡建勇,陆川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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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87 血府逐瘀汤+丹参注射液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引流术后复发 19 例 --------------------------------- 童友良 751 

PO-1588 颅脑外伤患者血浆中类胰蛋白酶含量测定的临床意义 -------------------------------- 郭建忠,魏尧,吉宏明 751 

PO-1589 颅脑创伤患者预后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从预言到预测  ----------------- 田恒力,陈世文,郭衍等 751 

PO-1590 颅脑外伤术中急性脑膨出的临床分析及处理 ----------------------------------------------------- 刘青,童友良 751 

PO-1591 基于治疗目的的分类诊断在颅脑创伤中的应用 -------------------------------------- 田恒力,陈世文,郭衍等 752 

PO-1592 持续颅内压监测在重型颅脑创伤术后治疗中的应用 ----------------------------- 曹合利,田恒力,陈世文等 752 

PO-1593 颅脑损伤患者术后再出血的临床研究 -------------------------------------------------------------- 黄文强,朱盛 752 

PO-1594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complications after cranioplasty and  

 review of an institution’s experience ------------------------------- Wang Gan,Tian Hengli,Gao Wenwei 752 

PO-1595 持续颅内压监测在颅脑创伤救治中的应用 ----------------------------------------- 方文华,康德智,林章雅等 753 

PO-1596 重型颅脑损伤术中急性脑膨出 22 例分析 ---------------------------------------------------------------- 黄琪雄 753 

PO-1597 自体颅骨成形远期随访 --------------------------------------------------------------------------------------- 苗雨露 754 

PO-1598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长期留置胃管致食管压迫性溃疡的危险因素分析 ----------------------- 张源,王文浩 754 

PO-1599 阿托伐他汀治疗硬膜下积液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和安慰剂对照研究 --------------------------- 谢丽媛 754 

PO-1600 利用人字缝提高脑室腹腔分流技术中脑室端置管精确度的研究 ----------------------------- 蒋辰,凌士营 755 

PO-1601 High Fibrosis Indexes in Cerebrospin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Shunt  

 Dependent Post-traumatic Chronic Hydrocephalus  ------------------------------------- Xu Hao,Lei Ting 755 

PO-1602 介绍两种简便安全适用治疗 CSDH 的手术方法 ---------------------------------------------- 肖爵贤,程祖珏 756 

PO-1603 Hydrogel Coated Ventricular Catheters for high-risk patients receiving VPS------- Xu Hao,Lei Ting 756 

PO-1604 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颅内急性出血病因及手术治疗 -------------------------------- 张小林,张文静,徐丽等 757 

PO-1605 8 例偏侧型高血压脑干出血的显微外科治疗研究 --------------------------------- 刘震洋,李运军,陈立华等 757 

PO-1606 颅内压监测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的作用 -------------------------------------------- 朱家伟,刘旭,郑涛等 758 

PO-1607 快速消散型急性硬膜下血肿 CT 表现与机制分析 ------------------------------------------------------- 郑鹏锋 758 

PO-1608 钛网颅骨修补术后再手术临床分析 ----------------------------------------------------------------- 郑鹏锋,魏德 758 

PO-1609 脑室型颅内压监护在重型脑挫裂伤救治的应用体会 -------------------------------- 陈彦飞,李常伟,周斌等 758 

PO-1610 颅脑异物穿入伤五例报告 --------------------------------------------------------------------------------------- 刘毅 759 

PO-1611 单半管乳胶引流管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疗效分析 -------------------------------------- 成振林,康东,苗锋等 759 

PO-1612 丙戊酸对大鼠创伤性脑损伤后脑水肿的影响： 

 P13K/AKT 信号通路在其中的作用 --------------------------------------------------------------- 陈祥荣,骆良钦 759 

PO-1613 自噬反应对大鼠创伤性颅脑损伤后神经功能的影响： 

 MAPKs 信号通路在其中的作用 ------------------------------------------------------------------- 陈祥荣,李亚松 759 

PO-1614 重型颅脑损伤模型脑组织中 VEGF、Ang 和 ES 表达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 王韧,丁军,陈浩等 760 

PO-1615 低温疗法临床护理对重型颅脑损伤病人预后的影响 ----------------------------- 刘蒙蒙,徐敏宁,卫国娜等 760 

PO-1616 腰大池置管外引流术在顽固性头皮下积液治疗中的体会 -------------------------------------- 张伟,靳俊功 761 

PO-1617 神经外科开颅手术术后颅内感染危险因素的探讨 ------------------------------------------------------ 王成龙 761 

PO-1618 颅骨修补术后钛网外漏原因分析及防治 ------------------------------------------------------------------ 史建涛 761 

PO-1619 多发枪击伤救治成功一例报导 ----------------------------------------------------------- 梅其勇,何超,王蕴坤等 762 

PO-1620 颅脑创伤后硬膜下积液的治疗策略及临床效果分析 -------------------------------- 李立宏,李敏,李志红等 762 

PO-1621 双侧去骨瓣减压术在特重度颅脑损伤双侧瞳孔散大病人的应用 --------------------------------------- 宋波 762 

PO-1622 阿托伐他汀通过缓解神经细胞内质网应激改善脑外伤预后的实验研究 ----------- 孙东东,陈心,柴艳等 762 

PO-1623 3 例高顺应性低压力性脑积水的弹性恢复治疗 ------------------------------------------ 周成丞,金毅,高亮等 763 

PO-1624 慢性硬膜下血肿临床治疗探讨 ------------------------------------------------------------------------------ 付之雄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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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25 奥氮平治疗颅脑外伤继发精神障碍的疗效观察 ----------------------------------------- 杨鹏翔,邵波,陈慧慧 764 

PO-1626 大黄素甲醚联合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大鼠创伤性脑损伤的实验研究 ------------------ 李长栋 764 

PO-1627 多学科协作治疗阿—斯综合征致重型颅脑损伤 2 例 --------------------------------------------------- 魏俊吉 764 

PO-1628 神经外科术后脑室积脓的治疗 --------------------------------------------------------------------------------- 邹超 764 

PO-1629 Neuroglobin and Nogo-A as Biomarkers for the Severity  

 and Prognosis of Traumatic Brain Injury ------------------------ Chen Hao,Cao Heli,Chen Shiwen etc. 765 

PO-1630 重颅脑损伤下瞳孔、反应速率与年龄性别变化研究 ----------------------------------------- 铁兴华,荔志云 766 

PO-1631 创伤性颅脑损伤早期 VEGF 表达水平与损伤时间的关系 --------------------------------------------- 李晋江 766 

PO-1632 山东省临沂市颅骨修补应用材料的调查 -------------------------------------------------------- 朱锡德,孟凡国 766 

PO-1633 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重症颅脑损伤患者的预后影响 ----------------------------------------- 刘建雯,黄燕萍 767 

PO-1634 弥漫性脑肿胀治疗策略 --------------------------------------------------------------------------------------- 陈为为 767 

PO-1635 脑室腹腔分流术治疗特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 18 例 --------------------------------- 梁学军,王辉,廖旭兴等 767 

PO-1636 DTI 预测脑出血、脑外伤患者后期肢体运动功能恢复的研究 --------------------- 徐林,孙冬雪,周德宝等 768 

PO-1637 小鼠遭受轻型闭合性脑损伤后出现精神障碍原因的初步探讨 ----------------------- 步玮,赵庆林,赵大巍 768 

PO-1638 脑弥漫性轴索损伤诊治 -------------------------------------------------------------------- 刘洛锋,朱长虎,严向锋 768 

PO-1639 颞叶挫裂伤合并 Labbe’s 静脉损伤患者的手术疗效分析 ------------------------------------------- 黄驰文 769 

PO-1640 Mitigation of Brain Injury by Hypothermia in a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ouse Model ------------------------------------------------------------Feng Yan,Jiang Chuanlu 769 

PO-1641 液体管理在重型颅脑伤中的应用进展 ------------------------------------------------------------------------ 王妍 769 

PO-1642 Melatonin attenuates TBI-induced inflammation ------------------------- Ji Jing,You Yongping,Liu Ning 770 

PO-1643 颅内压监测在额叶脑挫裂伤患者的应用 -------------------------------------------- 黄贤键,马宇强,张杰华等 770 

PO-1644 非经鼻手术迟发性脑脊液鼻漏的临床特点 ----------------------------------------------------- 祁磊,鲍刚,刘昊 770 

PO-1645 额颞顶部去骨瓣减压术治疗重度颅脑损伤 36 例临床分析 ------------------------------------------- 何锦华 771 

PO-1646 脑疝行去骨瓣减压术后伴肾功能不全 16 例临床分析 ------------------------------------------------- 何锦华 771 

PO-1647 面听神经之间血管压迫导致面肌痉挛行微血管减压术 2 例报告 ------------------------------------ 赵全军 771 

PO-1648 Favorable Modulation in Neurotransmitters: Effects of Chronic Anterior Thalamic Nuclei  

 Stimulation Observed in Epileptic Monkeys ----------------------- Li Junju ,Shi Lin,Yang An-Chao etc. 772 

PO-1649 迷走神经刺激治疗难治型癫痫 -------------------------------------------------------------- 孔军,金心,刘汉江等 772 

PO-1650 颈动脉内膜切除手术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的配合  ------------------------------------- 戴爽,吕彦恩,沈少平 772 

PO-1651 外科治疗对癫痫患儿社会能力及行为问题的改进作用 ----------------------------- 吕彦恩,徐小飞,戴爽等 773 

PO-1652 诱发电位监测在颅内前循环动脉瘤手术中的运用体会 -------------------------- 刘天庆,郭东斌,阙双林等 773 

PO-1653 微血管减压术对面肌痉挛的疗效分析 -------------------------------------------------------------- 魏峰,田新华 773 

PO-1654 伽玛刀治疗颅内转移瘤的近期观察分析 -------------------------------------------------- 魏峰,田新华,李泉清 774 

PO-1655 颞叶癫痫术后长期疗效相关因素研究：234 例难治性颞叶 

 癫痫患者术后疗效的回顾性分析 ----------------------------------------------------------- 张旺,王孝义,沈红等 774 

PO-1656 多模态重建技术应用于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的研究  ------------------------- 王伟君,潘隆盛,凌至培等 774 

PO-1657 表现为失语发作的优势侧前颞底癫痫 1 例报道及文献回顾 -------------------- 王逢鹏,王园庆,张小斌等 775 

PO-1658 他汀类药物应用与帕金森氏病风险相关性的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 -------------------------- 盛志国,李牧 775 

PO-1659 苍白球 DBS 治疗 Meige 综合征 1 例报告 ---------------------------------------------------------------- 赵长地 775 

PO-1660 国产脑起搏器治疗帕金森病 16 例体会 ------------------------------------------------------------------- 赵长地 776 

PO-1661 双侧三叉神经痛并双侧舌咽神经痛一例 -------------------------------------------------- 魏胜程,于锐,王骥等 776 

PO-1662  难治性三叉神经痛 MVD 治疗体会摘要 -------------------------------------------------- 邵彤,靳峰,孔令胜等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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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63 Using electroacupuncture at acupoints to predict the efficacy of vagus nerve stimulation  

 in intractable epilepsy patients ------------------------------------- Tian Yu,Zhang Hong, Li Ming-De etc. 777 

PO-1664 结节性硬化症小鼠模型中癫痫形成期间的小胶质细胞激活 ------------------------------------------ 韩志斌 777 

PO-1665 难治性癫痫的手术治疗 -------------------------------------------------------------------- 黄建军,王勇,李力波等 777 

PO-1666 高位脊髓电刺激术治疗重度意识障碍促醒的临床观察（附 6 例报告） -------------------- 黄建军,王勇 778 

PO-1667 立体定向脑内核团毁损术治疗帕金森病（附 52 例报告） ------------------------------------------- 王焕明 778 

PO-1668 神经内镜辅助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疗效分析 ---------- 依马木.依达依吐拉,买买江.阿卜力孜 778 

PO-1669 半球性癫痫相关术式选择策略 ------------------------------------------------------------------------------ 林久銮 779 

PO-1670 舌咽神经痛的伽马刀治疗 ------------------------------------------------------------------------------------ 熊南翔 779 

PO-1671 影响胼胝体切开术治疗难治性癫痫中远期疗效 --------------------------------------------------------- 周建鹏 779 

PO-1672 脑外伤后癫痫及颅骨修补术后癫痫发作的危险因素分析 --------------------------------------------- 邵方杰 780 

PO-1673 经小脑水平裂－小脑桥脑裂入路在微血管减压治疗三叉神经痛中的临床应用 --------------------- 王鼎 780 

PO-1674 神经内镜在微血管减压术中的应用体会 -------------------------------------------------------- 张伟,王超,马炜 781 

PO-1675 以癫痫为主要症状颞叶病变的手术治疗 ----------------------------------------------- 郑水顺,庄志军,林巧珍 781 

PO-1676 神经内镜辅助下的显微血管减压术疗效分析 --------------------------------------------------------------- 舒凯 781 

PO-1677 中央区病变继发癫痫的外科治疗 ----------------------------------------------------------- 陈旭,舒凯,朱遂强等 781 

PO-1678 关于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后长期疗效的多因素研究—系统评价 -------------- 陈陆馗,孔君 782 

PO-1679 咬肌痉挛的神经电生理监测微血管减压术 ----------------------------------------- 陈陆馗,郭晓远,吴国建等 782 

PO-1680 STN and GPI Stimul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Parkinson  

 Disease：A Systematic Review --------------------------------------------------------------- Xu Hao,Lei Ting 782 

PO-1681 利莫那班预防外伤后癫痫发生的作用机制研究 ----------------------------------------- 王秀,张凯,张建国等 783 

PO-1682 NMDA 受体在药物成瘾复吸行为中的作用 ----------------------------------------- 陈剑春,杨春晖,仇一青等 783 

PO-1683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微血管减压术 ----------------------------------------------------- 陈陆馗,郭晓远,游洋等 784 

PO-1684 长期丘脑前核电刺激对癫痫猴神经递质的有利影响 ----------------------------------------- 李俊驹,王鹏程 784 

PO-1685 18 例帕金森病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术后困难程控分析 ------------------------- 陈剑春,吴曦,仇一青等 784 

PO-1686 帕金森病 101 侧 STN-DBS 术中电极植入和术后程控的研究 -------------------- 牛朝诗,丁宛海,熊赤等 785 

PO-1687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射频热凝治疗 ----------------------------------------------------- 游洋,王锡海,杨天明等 785 

PO-1688 消退期高频电刺激大鼠双侧伏隔核对大鼠成瘾行为的影响 ----------------------- 吴曦,杨春晖,仇一青等 786 

PO-1689 帕金森病双侧 STN-DBS 术后电刺激诱发的暂时性 

 非运动精神症状的刺激参数调整方案 -------------------------------------------------- 吴曦,陈剑春,仇一青等 786 

PO-1690 241 例颞叶癫痫手术治疗并发症分析 ---------------------------------------------------------------------- 陈晓宇 786 

PO-1691 IL-17 在难治性颞叶癫痫皮质和海马中的表达和细胞分布 -------------------------------------------- 贺教江 787 

PO-1692 颞叶海绵状血管瘤合并癫痫的外科治疗 ----------------------------------------------- 舒凯,程立冬,李国亮等 787 

PO-1693 颅内电极埋藏导致非出血性硬膜下积液一例及其造成原因分析 -------------------- 朱冠宇,石林,王秀等 787 

PO-1694 戒断期高频电刺激大鼠双侧伏隔核对大鼠成瘾行为影响 ----------------------- 仇一青,杨春晖,陈剑春等 788 

PO-1695 舌咽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及神经根部分切断术 -------------------------------------- 陈陆馗,郭晓远,罗伟等 788 

PO-1696 冻结步态问卷中文版在中国帕金森病患者中的应用及有效性验证 -------------- 仇一青,吴曦,陈剑春等 788 

PO-1697 面肌痉挛显微血管减压手术后迟发性面瘫 ----------------------------------------------- 朱宏伟,陶蔚,舒伟等 789 

PO-1698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伽玛刀治疗 --------------------------------------------------------------------------- 李泉清 789 

PO-1699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运动皮层电刺激术后疗效的预测作用分析 -------------------- 张晓磊,胡永生,陶蔚等 789 

PO-1700 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长期延迟治愈 11 例分析 ---------------------------- 姜成荣,徐武,陆天宇等 790 

PO-1701 超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的手术治疗（附 2 例报告） --------------------------------------------------- 高丹丹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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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02 甘露聚糖肽注射液所致不良反应的护理 ------------------------------------------------------------------ 田小园 790 

PO-1703 一例脑深部电刺激治疗肝豆状核变性患者的护理 ----------------------------------------- 田小园,张苗,王靖 790 

PO-1704 DBS 治疗帕金森患者的出院健康指导初究 ------------------------------------------------- 田小园,王靖,张苗 791 

PO-1705 鼻腔自体材料在鼻内镜下脑脊液鼻漏修补术中的应用 ----------------------------------- 段汉忠,夏力,兰青 791 

PO-1706 一种评估正常颅内压脑积水患者分流术后疗效的研究 -------------------------------------- 陈弘韬,李巧玉 791 

PO-1707 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技术在脑深部病变诊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 汤涛 792 

PO-1708 综合技术在手术治疗功能区病变的临床应用 ------------------------------------------------------------ 杨瑞金 792 

PO-1709 姜黄素通过抑制外伤性癫痫鼠脑组织中 

 mTORC1 表达发挥抗癫痫效应 ---------------------------------------------------------- 陆波,谢延风,石全红等 792 

PO-1710 色素上皮衍生因子在耐药性癫痫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 陈丹,王学峰,肖争等 793 

PO-1711 电生理监测在复杂性痉挛性斜颈手术治疗中的 

 应用--附 256 例病例报道 ------------------------------------------------------------------------ 王潞,李俊,梁健等 793 

PO-1712 经岛叶入路选择性海马杏仁核切除治疗颞叶内侧癫痫 ----------------------------------- 王峰,张强,刘阳等 793 

PO-1713 苍白球 DBS 治疗 24 例抽动秽语综合征的临床疗效观察-1 年疗效随访 -------------------------- 张晓华 794 

PO-1714 托吡酯与卡马西平治疗癫痫的疗效及不良反应的系统分析 -------------------------------- 郁毅刚,杨志荣 794 

PO-1715 人凝集素/磷蛋白通路在耐药性癫痫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 陈丹 795 

PO-1716 长程视频颅内电极脑电监测联合电刺激在额叶 

 Broca 区癫痫定位的应用研究 --------------------------------------------------------------- 井晓荣,张华,董珊等 795 

PO-1717 低频 DBS 改善帕金森病患者冻结步态的临床研究 ---------------------------------- 林伟,邬剑军,王玉海等 796 

PO-1718 Framelink 手术规划辅助脑深部电刺激术 STN 靶点定位 -------------------------------- 孙涛,王峰,刘阳等 796 

PO-1719 96 例颞叶癫痫手术并发症分析 ------------------------------------------------------- 叶永造,王占祥,刘希尧等 797 

PO-1720 手术治疗颞叶蛛网膜囊肿伴发癫痫的疗效观察 ----------------------------------- 叶永造,王占祥,刘希尧等 797 

PO-1721 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治疗帕金森病的临床分析 -------------------------------- 叶永造,王占祥,刘希尧等 797 

PO-1722 帕金森病患者发生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临床特点分析 ----------------------------- 叶永造,王占祥,刘希尧等 797 

PO-1723 大黄素对海人酸致痫小鼠海马 1L-1β、TNF-α表达的影响 ---------------- 欧阳龙强,杨少春,邹连生等 798 

PO-1724 组织工程化 Teflon 促进三叉神经损伤修复的机制研究 ------------------------------------------------ 李国伟 798 

PO-1725 选择性后根切断术对脊髓外伤性痉挛性瘫痪的治疗评价 -------------------------- 李振东,孙建军,王振宇 798 

PO-1726 立体定向神经核团毁损治疗帕金森病患者运动功能障碍 ------------------------------------------------ 张俊 798 

PO-1727 Lennox-Gastaut 综合征的视频脑电图及外科治疗分析 ----------------------------------------------- 张承蕖 799 

PO-1728 全内镜下面肌痉挛的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 ------------------------------------------------------------------ 王景 799 

PO-1729 人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原发性肌张力障碍临床疗效观察 --------------------------------------------- 任文庆 800 

PO-1730 颞顶部小骨窗经环岛沟大脑半球离断术 ----------------------------------------------------- 杜浩,徐国政,黄河 800 

PO-1731 图像融合技术在帕金森病脑深部电刺激术中的应用 --------------------------------------------------- 曹胜武 800 

PO-1732 迷走神经刺激与难治性癫痫 ------------------------------------------------------------------------------------ 孔军 801 

PO-1733 三叉神经痛型桥小脑角胆脂瘤的临床分析 ------------------------------------------------------------------ 马凯 801 

PO-1734 精准微血管减压手术 ------------------------------------------------------------------------------------------ 李世亭 801 

PO-1735 三叉神经离断术对慢性缩窄环制作的三叉神经痛大鼠模型的影响 -------------- 段虎斌,孙崇阳,郝春艳 802 

PO-1736 多参数影像神经导航下颅内病变活检术 ------------------------------------------------------------------ 郭剑峰 802 

PO-1737 幕上多发海绵状血管瘤伴癫痫的手术策略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 王丰,林元相,余良宏等 802 

PO-1738 术中异常肌反应监测在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中的应用 ----------------------- 张玉海,邹元杰,张岩松等 803 

PO-1739 Contralateral hippocampal stimulation for failed unilateral anterior temporal lobectomy in  

 patients with bilateral temporal lobe epilepsy ------------ Liang Shuli,Zhang Shaohui ,Ding Ping etc.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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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40 神经干细胞移植对耐药性颞叶癫痫大鼠海马组织γ-GABA 含量 

 及癫痫发作的影响 ----------------------------------------------------------------------- 徐卡娅,陈淑旋,石海燕等 804 

PO-1741 高场强核磁共振在癫痫患者丘脑前核脑深部电刺激术中的应用 -------------- 王雪原,李勇杰,张国君等 804 

PO-1742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术后迟发性面瘫临床分析 -------------------------------- 刘小刚,肖航,钟波等 805 

PO-1743 金刚烷胺联合高颈段脊髓电刺激术对持续植物状态 

 和最小意识状态患者的促醒研究 --------------------------------------------------------------------------- 王超超 805 

PO-1744 儿童难治性癫痫患者大脑半球离断术后认知功能的变化 ----------------------- 李学秀,李首春,焦永成等 805 

PO-1745 三叉神经根入脑干区的形态学特征在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发生及 MVD 治疗中的价值研究 ------- 刘永 806 

PO-1746 应用立体定向颅内电极指导致痫灶的精确切除 ------------------------------------------------------------ 周健 806 

PO-1747 短期进入高原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情况以及预防方法探讨 -------------------- 田立桩,荔志云,刘奇等 807 

PO-1748 外伤性癫痫的手术治疗（附 30 例报告） ------------------------------------------------------ 郁毅刚,杨志荣 807 

PO-1749 Delayed Resolution of Hemifacial Spasm after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 Zhang Li,Ren Hongxiang,Yu Yanbing 807 

PO-1750 Venous compression in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for idiopathic hemifacial spasm --------------------------------- Zhang Li,Yang Wenqiang,Xu Xiaoli etc. 808 

PO-1751 “皮质联合灰质纵切术”治疗功能区外伤性癫痫的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郁毅刚,杨志荣 808 

PO-1752 Pain relief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of-life Improvement after Microsurgical  

 Decompression of Peripheral Nerves in Painful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of Lower Limbs ------------------------------Zhang Li,Yang Wenqiang,Ren Hongxiang etc. 809 

PO-1753 “皮质联合灰质纵切术”在功能区外伤性癫痫中的应用 ----------------------------------- 郁毅刚,杨志荣 809 

PO-1754 Coexistent Hemifacial Spasm and Trigeminal Neuralgia Secondary  

to Chiari'sⅠMalformation with Hydrocephalus: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 Liu Jiang,Zhang Li,Yuan Yue etc. 809 

PO-1755 Anatomic factors influencing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of hemifacial spasm ------------- Shang 

Hanbing ,Wei Yongxu,Zhao Weiguo ------------------------------------------------------------------------------------------- 810 

PO-1756 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FLAIR）联合脑磁图在皮质发育不 

 良型难治性癫痫术前评估中的应用 -------------------------------------------------------- 张锐,朱海涛,杨露等 811 

PO-1757 MVD 术后乙状窦血栓所致慢性颅内压增高诊治及预防 ---------------------------- 刘红举,袁越,于炎冰等 811 

PO-1758 肌电图监测下乙状窦后锁孔入路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 

 治疗椎基底动脉引起的顽固性面肌痉挛 ----------------------------------------------- 林元相,王丰,余良宏等 811 

PO-1759 最小意识状态颈部脊髓硬膜外刺激手术治疗与保守治疗的预后比较 ----------------------- 周倩,蒋宇钢 812 

PO-1760 微血管减压术后复发性三叉神经痛综合手术治疗 --------------------------------------------------------- 杜权 812 

PO-1761 高压氧联合间歇导尿治疗高血压脑出血后尿失禁疗效观察 ----------------------------------- 杜杭根,陈立 812 

PO-1762 颞叶海绵状血管瘤伴癫痫的诊治策略研究 ----------------------------------------------- 张锐,朱海涛,杨露等 813 

PO-1763 住院帕金森病患者的安全管理 ------------------------------------------------------------------------------ 刘丽颖 813 

PO-1764 分流术后感染保留分流管成功 5 例分析 ----------------------------------------------------------- 杨芳裕,孙瑾 813 

PO-1765 面肌痉挛无效和复发的处理 --------------------------------------------------------------------------------- 徐晓利 814 

PO-1766 改良备皮范围对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后切口影响的效果比较 --------------------------------------- 孙阳 814 

PO-1767 癫痫患者电极植入术后脑电图监测的护理干预 --------------------------------------------------------- 孙秀芳 814 

PO-1768 影响难治性癫痫患者语言及记忆功能测试的相关因素分析 -------------------- 江建东,颜惠真,甘荷霞等 814 

PO-1769 15 例 Teflon 相关复发三叉神经痛的二次手术治疗及复发原因分析 ---------------- 王旭辉,梁鸿,周椿等 815 

PO-1770 多模态成像对外伤性癫痫定位的评估 -------------------------------------------------- 汤国太,赵炜,尹长友等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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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71 影像融合及颅内电极三维重建在癫痫术前计划中的应用 ----------------------------- 黄河,杜浩,吕丽辉等 815 

PO-1772 经皮穿刺球囊压迫半月节治疗微血管减压术后复发三叉神经痛 ------------------------------------ 俞文华 816 

PO-1773 三叉神经痛γ-刀治疗术前心理护理  ------------------------------------------------------------------------- 佘婷 816 

PO-1774 经皮穿刺球囊压迫半月节治疗顽固性三叉 

 神经痛-5 年回顾（附 1080 例报告） --------------------------------------------------- 俞文华,许培源,朱强等 816 

PO-1775 椎动脉压迫导致的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处理策略 ----------------------------- 刘希尧,王占祥,叶永造等 817 

PO-1776 一种改良弧形切口在乙状窦后入路的应用 ----------------------------------------- 朱宏伟,刘希尧,王占祥等 817 

PO-1777 介绍一种新的脑深部电刺激术头皮切口方法 -------------------------------------- 刘希尧,王占祥,朱宏伟等 817 

PO-1778 显微血管减压 vs 球囊压迫微创治疗三叉神经痛：如何选择 ----------------------------------------- 俞文华 818 

PO-1779 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帕金森病长期随访 -------------------------------------------- 刘希尧,王占祥,朱宏伟等 818 

PO-1780 经小脑水平裂入路在微血管减压治疗三叉神经痛中的临床应用 ------------------------------------ 俞文华 818 

PO-1781 三叉神经责任血管为静脉的处理策略 ----------------------------------------------- 刘希尧,王占祥,朱宏伟等 819 

PO-1782 SPECT 脑血流灌注药物诱发显像在原发难治性 

 癫痫灶定位中的观察研究 -------------------------------------------------------------- 王正江,陈雪红,柳江燕等 819 

PO-1783 面肌痉挛 MVD 术中椎动脉减压的手术策略 ------------------------------------------------------------- 崔高宇 820 

PO-1784 术中高场强核磁共振辅助显微神经外科治疗颞叶癫痫 ----------------------------- 孙康健,王汉东,潘灏等 820 

PO-1785 老年三叉神经痛的手术治疗策略 --------------------------------------------------------------------------- 陈建宁 820 

PO-1786 伽马刀照射猴三叉神经病理学改变 ------------------------------------------------------------------------ 赵哲峰 821 

PO-1787 长程丘脑前核脑深部电刺激减少癫痫恒河猴海马 

 CA2 和 CA3 区胶质增生及神经元丢失 ------------------------------------------------ 陈颍川,石林,杨岸超等 821 

PO-1788 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颅神经疾病术后出血的类型及处理 ----------------------------------------- 张哲,袁越 822 

PO-1789 41 例脑神经疾病的治疗体会 ---------------------------------------------------------- 黄金生,张春林,陈文培等 822 

PO-1790 毁损性手术与脑深部刺激器治疗抽动秽语综合征的疗效分析 --------------------------------------- 刘爱军 823 

PO-1791 神经电生理监测下显微手术治疗老年原发性面肌痉挛 -------------------------------------- 程彦昊,宋启民 823 

PO-1792 立体定向海马杏仁复合体毁损术治疗颞叶内侧型癫痫的 

 疗效分析及其对神经心理学的影响 -------------------------------------------------------- 赵全军,王伟,吴朝晖 824 

PO-1793  胼胝体前部切开术 42 例分析 ----------------------------------------------------------- 张成,刘晓东,刘宏宇等 824 

PO-1794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基础脑活动改变的功能核磁共振研究 ----------------- 陈富勇,康德智,陶蔚等 824 

PO-1795 速干型医用胶在微血管减压术中固定责任血管长期随访结果回顾 -------------- 陈国强,王晓松,王林等 825 

PO-1796 “中间神经痛”被误诊为“三叉神经痛”1 例病例报道 --------------------------- 王晓松,陈国强,王林等 825 

PO-1797 微血管减压术后无效复发病例再次手术 

 经验交流（附 121 例病例报道） -------------------------------------------------------- 陈国强,王晓松,王林等 825 

PO-1798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运动区难治性癫痫的 效果初探  -------------------- 陈富勇,孟祥红,蔡晓东等 826 

PO-1799 静息态核磁共振成像迭代计算方法在语言功能区定位的应用 ----------------- 陈富勇,王聃红,孟祥红等 826 

PO-1800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ies in Parkinson’s disease ------------- Wang Fangyu 826 

PO-1801 长程视频蝶骨电极脑电图监测在额叶及颞叶癫痫手术治疗中的作用 -------------------- 郭效东,王本瀚 827 

PO-1802 三叉神经痛对认知的影响及脑电失匹配负波在评估 

 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疗效中的应用 ----------------------------------------------- 于峰,孙希炎,门学忠等 828 

PO-1803 原发性舌咽神经痛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 于峰,孙希炎,门学忠等 828 

PO-1804 影响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效果的临床因素分析 ----------------------- 胡新华,邹元杰,黄庆玖等 828 

PO-1805 面神经显微血管减压术中听神经功能保护技术 ------------------------------------------------------------ 周乐 829 

PO-1806 颅骨修补术后癫痫发生率的相关因素分析 ----------------------------------------- 郭效东,王本瀚,张长远等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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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07 迷走神经刺激治疗难治性癫痫 -------------------------------------------------------------------- 郭效东,王本瀚 829 

PO-1808 胼胝体切开术治疗药物难治性癫痫疗效分析 -------------------------------------------------- 郭效东,王本瀚 830 

PO-1809 成人葡萄糖转运子缺乏综合征一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郭效东,王本瀚 830 

PO-1810 电生理监测微血管减压治疗面肌痉挛 23 例经验总结 ------------------------------------------------- 孙希炎 830 

PO-1811 发作间期弥散加权成像的对颞叶癫痫患者术后疗效的预测能力 ----------------- 袁绍纪,孙希炎,袁绍纪 831 

PO-1812 成人脑积水术后脑室-腹腔分流管连接中断的处理策略（病例报道附文献复习） -------------- 吴建东 831 

PO-1813 抗凝治疗期间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的围 

 手术期处理（病例报道附文献复习） ----------------------------------------------- 吴建东,王剑刃,钱苏荣等 831 

PO-1814 一种具有可复制性的难治性颞叶癫痫大鼠模型的建立方法 ----------------------- 朱庆伟,邓志锋,徐继文 831 

PO-1815 “D”字形骨窗在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临床应用 ------------------ 吕学明,袁绍纪,张荣伟等 832 

PO-1816 3D-TOF-MRA 联合三维重建虚拟影像在微血管减压术中的应用研究 ----------------------------- 孙希炎 832 

PO-1817 伽玛刀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疗效 108 例分析 ------------------------------------------------------ 林于峰 833 

PO-1818 大脑半球切除术治疗伴半球病损的难治性癫痫 --------------------------------- 卢明巍,胡尚伟 ,谢丽媛等 833 

PO-1819 术前神经血管三维重建技术在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中的应用 -------- 郑小斌,康德智,余良宏等 834 

PO-1820 不同岩静脉分型在三叉神经显微血管减压术中的保护策略 ----------------------- 陈维涛,梁维邦,徐武等 834 

PO-1821 癫痫灶切除手术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的回顾性分析 ------------------------------------------------------ 遇涛 835 

PO-1822 术中磁共振导航显微外科手术治疗颞叶内侧型癫痫 ----------------------------- 王增光,张建宁,杨卫东等 835 

PO-1823 运用 PDCA 降低病房护理文书缺陷率 -------------------------------------------------- 曹峰,张天愉 ,吴明琴 835 

PO-1824 立体定向下颅内多发金属异物的处理 ----------------------------------------------------- 董志强,李强,李峤等 836 

PO-1825 伽玛刀照射致恒河猴视神经放射性损伤急性期蛋白表达谱研究 --------------------------------------- 陈兢 836 

PO-1826 低级别肿瘤/良性病灶相关性颞叶癫痫的多模态术前评估和外科治疗 ------------- 冯睿,胡杰,吴劲松等 837 

PO-1827 立体定向脑电技术精准定位局灶性皮层发育不良所致癫痫的致痫灶 ----------- 刘长青,关宇光,栾国明 837 

PO-1828 疗效分析 56 例颅内海绵状血管瘤伴癫痫手术 ------------------------------------------------------------- 侯智 838 

PO-1829 立体定向注射转录因子基因改善阿尔茨海默病 

 小鼠神经认知功能的实验研究 ----------------------------------------------------------------------- 陈品,王存祖 838 

PO-1830 帕金森病丘脑底核神经元放电频率及振荡活动 

 改变与运动症状进展相关 -------------------------------------------------------------------- 文毅,庄平,张宇清等 838 

PO-1831 颞叶癫痫的手术治疗 ------------------------------------------------------------------------------------------ 靳俊功 839 

PO-1832 丘脑底核电刺激对帕金森患者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影响 ----------------------------- 温超,李强,陈宝友等 389 

PO-1833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高风险因素分析和手术策略 ------------------------------------------ 邹元杰 839 

PO-1834 The significance of abnormal muscle response monitoring during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for hemifacial spasm ---------------------------------------------------------------- Zhong Jun 840 

PO-1835 6 例脊髓电刺激术在植物状态患者促醒中的治疗效果分析 --------------------- 朱君明,蒋鸿杰,张建民等 840 

PO-1836 Vim 及丘脑底区后部 DBS 治疗原发性震颤 1 例 ---------------------------------------- 郑喆,朱君明,张建民 841 

PO-1837 分次放射外科治疗颅底神经鞘瘤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 ----------------------------- 潘隆盛,王竞,鞠忠建等 841 

PO-1838 岛叶低级别胶质瘤继发性癫痫的外科治疗 -------------------------------------------- 朱君明,郑喆,傅伟明等 842 

PO-1839 迷走神经刺激治疗药物难治性癫痫的疗效评估 -------------------------------------- 朱君明,郑喆,傅伟明等 842 

PO-1840 药物难治性癫痫相关的皮质发育障碍的病理学及临床分析 ----------------------- 朱君明,郑喆,傅伟明等 843 

PO-1841 神经源性顽固性高血压的外科策略：微血管减压术 ------------------------------------------------------ 王晨 843 

PO-1842 周围神经显微减压术治疗糖尿病性下肢周围神经病 -------------------------------- 杨文强,张黎,于炎冰等 844 

PO-1843 致痫灶切除术治疗 MRI 阴性的运动功能区癫痫 -------------------------------------------------------- 张光明 844 

PO-1844 电生理监测在听神经瘤锁孔手术中的临床应用 ----------------------------------------------------- 许亮,兰青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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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45 诱发电位监测在前循环动脉瘤锁孔手术中的应用 -------------------------------------------------- 许亮,兰青 845 

PO-1846 显微血管减压术后颅内出血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张黎,罗浩,于炎冰 845 

PO-1847 显微血管减压术后脑脊液漏原因分析及预防（附 36 例临床分析） --------------- 陆天宇,徐武,王晶等 845 

PO-1848 显微血管减压治疗舌咽神经痛术后声音嘶哑原因分析及预防 ----------------------- 陆天宇,徐武,王晶等 846 

PO-1849 脑积水继发三叉神经痛五例报告 ----------------------------------------------------------- 刘江,于炎冰,张黎等 846 

PO-1850 不典型舌咽神经痛的外科治疗 -------------------------------------------------------------- 张黎,于炎冰,许骏等 846 

PO-1851 GPi-DBS 治疗 Meige 综合征 ---------------------------------------------------------------- 田宏,于炎冰,张黎等 847 

PO-1852 156 例椎－基底动脉扩张延长症相关脑神经疾病临床分析 --------------------- 孙洪涛,赵万勇,刁云峰等 847 

PO-1853 78 例颞叶癫痫的临床症状及脑电图分析 ---------------------------------------------- 黄亚辉,曾其昌,卢军等 847 

PO-1854 Establishment and assessment of the adult rabbit facial nerve injury  

 model via intracranial Heat-related Casualty approach ------------------------------------ Chen Huizhen 848 

PO-1855 药物难治性癫痫的迷走神经刺激术及术后程控 -------------------------------------- 钱若兵,魏祥品,王林等 848 

PO-1856 晚期外伤性癫痫的手术治疗 ----------------------------------------------------------------------- 韩彦明,张新定 849 

PO-1857 再次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复发面肌痉挛 38 例 ------------------------------------------ 梁维邦,徐武,陆天宇 849 

PO-1858 尺神经肘管卡压的术前评估和不同类型前置术的选择 -------------------------- 钟文翔,张文川,廖陈龙等 849 

PO-1859 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同侧三叉神经痛合并面肌痉挛 ----------------------------------------- 贺星惠,杨治权 849 

PO-1860 国产迷走神经电刺激治疗药物难治性癫痫的疗效分析（附 11 例报告） -------------------------- 高丹丹 850 

PO-1861 113 例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患者的回顾性分析与精准心理护理  ------------- 张丽华,乐革芬,陈晓玲等 850 

PO-1862 改良大脑半球切除术治疗症状性癫痫的个案护理 ----------------------------------- 马海萍,郭婷,顾蕊欣等 850 

PO-1863 Nexframe 无框架导航技术在脑深部电刺激手术中的应用 ----------------------------------------------- 詹彦 851 

PO-1864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脑弥散张量成像研究 ----------------------------------- 康德智,尚战芳,林元相等 851 

PO-1865 Mechanical allodynia predicts better outcome of nerve decompression for painful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indications of a sequential compression impairment  

 of peripheral nerve fibers -------------------------------Liao Chenlong,Zhang Wenchuan,Yang Min etc. 851 

PO-1866 面肌痉挛 MVD 术中 AMR 监测 ------------------------------------------------------------- 陶英群,林军,许峰等 852 

PO-1867 锁孔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研究 ----------------------------------- 兰正波,贺振华,张新定等 853 

PO-1868 三叉神经痛患者微血管减压术后卡马西平戒断反应的病因分析 -------------------------- 贺振华,张新定 853 

PO-1869 免疫调节因子髓过氧化物酶可作为癫痫的 

 治疗靶点并抑制小鼠癫痫的发生 -------------------------------------------------------- 张祎年,潘亚文,张新定 854 

PO-1870 经侧裂入路选择性海马杏仁核切除术的应用体会 -------------------------------- 梁日生,林于峰,谢海树等 854 

PO-1871 微血管减压术与伽玛刀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原发性 

 三叉神经痛的远期疗效及安全性比较分析 ----------------------------------------- 梁日生,黄兆丰,陈建乐等 855 

PO-1872 神经电生理监测在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中的应用研究 -------------------------- 向兴刚,林琳,昝向阳等 855 

PO-1873 4469 例立体定向手术回顾及展望 -------------------------------------------------------------------------- 李建宇 855 

PO-1874 椎动脉不对称性致椎基底动脉迂曲与面肌痉挛发病的关系 ------------------------------------------ 熊南翔 856 

PO-1875 Gamma Knife radiosurgery for Superior Laryngeal Neuralgia:  

 Report of 3 cases ---------------------------------------------------------------------------------- Xiong Nanxiang 856 

PO-1876 Re-operation for failed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hemifacial spasm ------------------------------------ Zhao Hua,Li Shiting,Tang Yinda etc. 857 

PO-1877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for Idiopathic Primary Trigeminal Neuralgia  

 in Patients Older Than 75 Years ------------------------------------- Zhao Hua,Li Shiting,Tang Yinda etc. 857 

PO-1878 皮层功能定位在功能区脑胶质瘤切除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 于涛,林瑞生,林巧珍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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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79 额叶癫痫的临床特点及手术治疗 -------------------------------------------------------- 闫红梅,王喆,王道奎等 858 

PO-1880 枕下乙状窦后锁孔入路治疗继发性三叉神经痛（附 30 例报告） ------------ 王小强,张新定,韩彦明等 858 

PO-1881 血清 microRNA-4521 或可是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 

 致难治性癫痫的生物标记物 ----------------------------------------------------------- 王小峰,孙宇强,车宁伟等 858 

PO-1882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临床分析 ----------------------------------------------------------- 王克强,张瑞 859 

PO-1883 X 刀治疗幕上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探讨 ---------------------------------------------------------------------- 陈苏 859 

PO-1884 Leksell 手术计划系统在帕金森手术中的应用（41 例体会） ------------------- 高进喜,郑兆聪 ,薛亮等 860 

PO-1885 颞顶枕叶离断术治疗后头部难治性癫痫 17 例 ---------------------------------------------------------- 杨朋范 860 

PO-1886 奥卡西平单药治疗癫痫的不良反应分析 ----------------------------------------------------------- 林巧,杨朋范 861 

PO-1887 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癫痫患者发作间期头皮脑电图在术前评估中的定位价值 --------------------- 梅珍 861 

PO-1888 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后复发原因及再手术探讨 ------------------------------ 郑兆聪,高进喜 ,戴伟等 861 

PO-1889 三叉神经痛对认知的影响及脑电失匹配负波在评估 

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疗效评估中的应用 -------------------------------------------------------------------------------- 于峰 862 

PO-1890 微血管减压术结合三叉神经感觉根选择性切断术治疗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临床效果分析 ------------------------------------------------------------------------ 李永宁 862 

PO-1891 弓状束 DTI 成像技术并结合神经影像导航 

 在癫痫外科术中的应用价值 ----------------------------------------------------------------- 刘智良,丁虎,游宇等 863 

PO-1892 术前 MRI 与 Dyna-CT 血管影像融合对微血管减压术手术 

 难易程度的评估价值及手术细节探讨 ----------------------------------------------------- 宋健,马廉亭,杜浩等 863 

PO-1893 药物难治性额叶癫痫患者术后长期疗效和风险因素分析 ----------------------------- 徐翠萍,杜薇,遇涛等 863 

PO-1894 MiR-23b-3p 在 KA 诱导的痫性发作中的保护作用 ------------------------------- 战连波,王逢鹏,张小斌等 864 

PO-1895 面神经管次全程减压手术治疗贝尔面瘫 ----------------------------------------------------------- 郭宇鹏,王林 864 

PO-1896 丘脑前核电刺激对癫痫猴海马的神经保护作用 ----------------------------------------- 石林,杨岸超,张建国 846 

PO-1897 Delayed Responses to STN Deep Brain Stim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 Shi Lin,Zhang Jianguo,Zhu Guanyu etc. 865 

PO-1898 癫痫发作信息化随访记录平台的建设与意义 -------------------------------------------- 石林,张建国,张凯等 865 

PO-1899 额叶背外侧癫痫发作的运动症状特点——基于立体脑电图的分析 ----------------- 郭强,陈俊喜,华刚等 865 

PO-1900 经皮穿刺半月神经节球囊压迫术治疗老年三叉神经痛 36 例 ------------------------ 徐武,梁维邦,陆天宇 866 

PO-1901 帕金森病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脑灰质改变研究 -------------------------------------- 陈伏祥,康德智,余良宏等 866 

PO-1902 Vagus Nerve Stimulation for Epilepsy  

 and Depression ------------------------------------- Wang Zengguang,Yang Weidong,Chen Zhijuan etc. 866 

PO-1903 Hartel 入路三叉神经半月节射频热凝术治疗难治性 

三叉神经痛——不宜忽略的环节 ----------------------------------- Zhang Wenchuan,Zhong Wenxiang,Yang Min etc. 866 

PO-1904 癫痫患者的生活质量与心理干预 ------------------------------------------------------------------------------ 郭韬 867 

PO-1905 显微血管减压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影响因素研究 -------------------------------- 徐龙彪,赵明,王马军 867 

PO-1906 国产主动式神经外科医疗机器人 Remebot 首次导航摘除脑内囊虫 ------------- 赵全军,王涛,刘文鹏等 868 

PO-1907 MRI、神经电生理在 

 脊神经根减压术中的应用 ------------------------------ Zhong Wenxiang,Zhang Wenchuan,Liu Pengfei 868 

PO-1908 Chiari 畸形合并上颈椎病变的治疗策略 --------------------------------------------------- 谢嵘,车晓明,陈功等 868 

PO-1909 脊髓及神经脊柱手术并发症的分析 -------------------------------------------------------- 谢嵘,车晓明,陈功等 869 

PO-1910 先天性颅颈交界区不稳定性疾病的手术治疗 -------------------------------------------- 刘诤,王峰,陈鹏飞等 869 

PO-1911 经伤椎椎弓根置钉治疗胸腰椎骨折 ----------------------------------------------------- 封亚平,封雨,邓洵鼎等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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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12 脐带血单核细胞移植治疗慢性脊髓损伤 

 II 期临床试验的安全性和疗效评估 ----------------------------------- 封亚平,Wise Young,Kwok-Fai So 等 870 

PO-1913 小切口半椎板开窗椎管内髓外硬膜下肿瘤的手术治疗 -------------------------- 王先祥,田雪峰,张义泉等 870 

PO-1914 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手术治疗的探讨 -------------------------------------------------- 王先祥,朱浩,田学丰等 871 

PO-1915 锁孔显微微创手术治疗椎管内肿瘤 ------------------------------------------------------------------------ 薛洪利 871 

PO-1916 个体化手术治疗 I 型 Chiari 畸形 ----------------------------------------------------------- 张科,陈赞,程宏伟等 872 

PO-1917 过线钩带线锯行椎板切开复位治疗椎管内肿瘤 764 例 -------------------------------- 奚健,丁锡平,黄鹤等 872 

PO-1918 “撑开复位技术”治疗先天性环枢椎脱位 5 例报告 ----------------------------------- 奚健,丁锡平,黄鹤等 872 

PO-1919 显微手术治疗腰椎间盘压迫引起神经根痛 29 例 --------------------------------------- 奚健,丁锡平,黄鹤等 873 

PO-1920 显微手术治疗脊髓型颈椎病 21 例 --------------------------------------------------------- 奚健,丁锡平,黄鹤等 873 

PO-1921 显微手术治疗腰椎管狭窄 15 例 ------------------------------------------------------------ 奚健,丁锡平,黄鹤等 873 

PO-1922 半-半椎板入路切除椎管内神经鞘瘤（附 18 例分析） -------------------------------------- 刘元钦,张荣伟 873 

PO-1923 颈髓内肿瘤显微外科治疗（附 42 例报道） --------------------------------------- 薛毅辉,吴喜跃,王灯亮等 874 

PO-1924 术中直接电刺激在脊髓栓系综合征手术中的应用 -------------------------------- 战连波,高志莹,高登科等 874 

PO-1925 颈椎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 王煜,唐思成,陈坚等 874 

PO-1926 颈枕极外侧入路切除高颈段脊髓腹侧或侧腹方肿瘤 ----------------------------- 郑兆聪,魏梁锋,高进喜等 875 

PO-1927 3.0T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用于颈椎管内 

 肿瘤定量分析的前瞻性研究 ----------------------------------------------------------- 魏梁锋,王守森,郑兆聪等 875 

PO-1928 脊髓成形在脊髓胶质瘤术中应用的初步评价 ----------------------------------------- 彭林,陆云涛,古机泳等 876 

PO-1929 多元化颈前入路治疗椎管外周神经源性肿瘤的手术选择 -------------------------------- 刘藏,董益鹏,张晶 876 

PO-1930 脊髓脊柱肿瘤合并脊柱畸形的手术治疗 ----------------------------------------------- 范涛,王寅千,赵新岗等 876 

PO-1931 改良椎管扩大成形术在颈椎椎管肿瘤手术的应用 ----------------------------------- 王锐,陈春美,杨卫忠等 877 

PO-1932 脊髓圆锥区髓内肿瘤：病理类型、手术策略、功能评价 -------------------------- 成惠林,林毅兴,朱林等 877 

PO-1933 颈椎病的显微手术治疗策略（前路或后路？融合或非融合？） -------------------- 范涛,梁聪,赵新岗等 878 

PO-1934 椎管内外沟通瘤的治疗及脊柱内固定技术应用 ----------------------------------- 姬西团,赵东升,孙刚锋等 878 

PO-1935 高位颈段椎管内肿瘤显微外科治疗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 杨峰,孙振兴,王贵怀等 879 

PO-1936 椎管内肿瘤合并脊柱骨关节病变的外科治疗方式选择 ------------------------------------------------ 贾贵军 879 

PO-1937 脊髓内病变手术中脊髓后正中沟的精确分离 -------------------------------------------- 林毅兴,成惠林,朱林 880 

PO-1938 扩大半椎板入路在椎管肿瘤切除中的应用(附 72 例报道) ---------------------------- 林毅兴,成惠林,朱林 880 

PO-1939 鼻咽癌高位脊髓髓内转移 1 例病文献复习 ----------------------------------------------------- 葛洪良,康德智 880 

PO-1940 脊柱内镜下改良椎板间入路治疗腰 5-骶 1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效果 --------------------------- 张雷鸣 881 

PO-1941 颅颈交界区畸形的个体化治疗 ----------------------------------------------------------- 刘将,牛朝诗,魏祥品等 881 

PO-1942 椎管内硬脊膜外海绵状血管瘤的影像学分析（附 5 例报道） -------------------- 刘将,牛朝诗,魏祥品等 882 

PO-1943 罕见的脊髓梅毒肉芽肿 1 例报告 ----------------------------------------------------- 胡伟鹏,黄天造,曾以勒等 882 

PO-1944 经颌下咽后入路对高位颈椎病变的治疗 ----------------------------------------------------- 刘藏,张晶,董益鹏 882 

PO-1945 椎管内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 李天栋,王国良,王伟民等 883 

PO-1946 成人椎管内先天性肿瘤的手术治疗 ----------------------------------------------------- 高俊,李智敏,王天宇等 883 

PO-1947 神经内镜在脊柱脊髓病变中的应用 ----------------------------------------------------- 张世渊,苏卢海,沈波等 884 

PO-1948 内镜下 Chiari 畸形的手术治疗体会（附 27 例报告） ------------------------------ 苏卢海,张世渊,沈波等 884 

PO-1949 26 例急性脊柱骨折合并脊髓损伤早期手术治疗体会 ------------------------------- 石松生,陈春美,王锐等 884 

PO-1950 153 例椎管肿瘤经皮微通道椎旁入路显微切除的疗效分析 ------------------------ 石松生,陈春美,王锐等 885 

PO-1951 经皮微通道显微镜和椎间孔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比较 -------------------- 陈春美,王锐,李锋等 885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 67 - 

 

PO-1952 后路微通道双侧减压联合前路融合治疗多节段颈椎病的疗效分析 -------------- 陈春美,王锐,庄源东等 886 

PO-1953 经皮微通道椎旁入路显微减压治疗胸椎黄韧带骨化症 ------------------------------------------------ 陈春美 886 

PO-1954 枕大池重建治疗难治性成人 ChiariⅠ畸形疗效分析  ------------------------------- 贺世明,赵兰夫,张玉富 887 

PO-1955 寰枢椎脱位的治疗思考 -------------------------------------------------------------------- 贺世明,赵兰夫,张玉富 887 

PO-1956 产妇自发性脊髓硬膜外血肿 3 例及文献复习 -------------------------------------- 陈剑舞,吴喜跃,林元相等 887 

PO-1957 腹腔镜下经腹膜后间隙前路切除 Eden4 型哑铃型腰椎神经鞘瘤 -------------------------------------- 施炜 888 

PO-1958 术中 CT 辅助下颈椎前路手术骨减压效果的评估 --------------------------------- 潘冬生,宋振全,赵明光等 888 

PO-1959 Chiri 畸形合并脊髓空洞的微创手术治疗 ---------------------------------------------- 周志武,郑云锋,濮璟楠 888 

PO-1960 侧方入路切除椎旁神经鞘瘤 -------------------------------------------------------------------------- 刘翔,耿良元 889 

PO-1961 chiari 畸形的外科治疗 --------------------------------------------------------------------- 刘翔,刘宏毅,章文斌等 889 

PO-1962 Intraspinal hemorrhage:report of 17 cases --------------------- Guo Yunfa,Li Quancai,Huang Bin etc. 889 

PO-1963 脊髓 DAVF－不同节段其瘘口位置的差异性研究： 

 基于 3D-DSA 成像技术的分析 --------------------------------------------------------------------------------- 陈功 890 

PO-1964 脊髓纵裂合并骨性分隔的微创手术探讨 ----------------------------------------------- 崔绍杰,王涛,史铁钧等 890 

PO-1965 Chiari I malformation associated with von Hippel-Lindau（VHL）disease  

 but without spinal neoplasm ---------------------------------------------------------------- 石键,张建民,陈高等 890 

PO-1966 Anterior Cervical Discectomy & Fusion with a Compressive Staple of C-JAWS --------- Zhong Jun 891 

PO-1967 Microsurgical treatment for giant invasive spinal schwannoma  

 assisted by three-dimensional navigation   ------------------------------------------------------ Wang Keda 891 

PO-1968 Chiari 畸形Ⅰ型枕大池成形术疗效分析 ------------------------------------------------ 余辉,杨福兵,包长顺等 892 

PO-1969 椎管内神经鞘瘤的不同分型与手术入路选择策略 ----------------------------------- 张恒柱,王晓东,严正村 892 

PO-1970 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的治疗策略 ------------------------------------------------------------------------------ 丁兴华 892 

PO-1971 探讨椎间孔镜 YESS 和 TESSYS 技术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适应证、手术技巧及临床效果. ----------------------------------------------------------------- 江晓航 893 

PO-1972  椎间孔镜技术在诊断和治疗脊柱结核脓肿中的价值 -------------------------------------------------- 江晓航 893 

PO-1973 儿童脂肪瘤型脊髓拴系综合征的手术治疗 ----------------------------------------- 尚爱加,张远征,乔广宇等 894 

PO-1974 两种不同术式治疗 ChiariⅠ畸形合并脊髓空洞症的疗效和并发症分析 ------------ 王鹏,李维新,江伟等 894 

PO-1975 胸椎管内痛风结石手术疗效分析 --------------------------------------------------------------------------- 戴宇翔 895 

PO-1976 颈髓室管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杨堃,王子珍,叶富跃等 895 

PO-1977 Wiltse 肌间隙入路联合伤椎置钉治疗胸腰段骨折 -------------------------------------- 江伟,李维新,王鹏等 896 

PO-1978 后颅窝减压+枕大池重建术治疗 Arnold-Chiari 畸形Ⅰ型合并脊髓空洞症 ------ 杨堃,黄秋虎,王子珍等 896 

PO-1979 脊髓脊膜膨出的手术治疗时机与预后关系的初步探讨 ----------------------------- 杨堃,黄秋虎,王子珍等 896 

PO-1980 椎管内髓外硬膜下肿瘤的诊断治疗 ------------------------------------------------------------------------ 郑首学 897 

PO-1981 Virtual reality technique-assisted freehand C1 lateral mass screw placement  

 in patients with atlas assimilation --------------------------- Zong Rui,Yu Xinguang,Qiao Guangyu etc. 897 

PO-1982 颈胸椎管内外沟通肿瘤的手术策略 -------------------------------------------------------- 赵寅涛,蒋健,梁维帮 898 

PO-1983 颈椎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治疗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的疗效分析 -------------- 耿良元,刘翔,邹元杰等 898 

PO-1984 两种不同术式治疗 Chiari 畸形Ⅰ型疗效的回顾性对比研究 ----------------------- 耿良元,刘翔,邹元杰等 898 

PO-1985 脊柱内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初步经验 -------------------------------------------- 王清,鲁晓杰,庞明志等 899 

PO-1986 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治疗椎管肿瘤 135 例临床分析 -------------------------------- 吕世刚,程祖珏,祝新根等 899 

PO-1987 高压氧对大鼠脊髓损伤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的影响 ----------------------- 卢培刚,卢培刚,袁绍纪等 899 

PO-1988 高压氧预处理对脊髓损伤后轴突再生影响的实验研究 ----------------------------- 卢培刚,冯华,袁绍纪等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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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89 Spinal Primary Meningeal Melanocytoma: Report of Two Cases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 Fang Wenhua,WU Xi-Yue,JIANG Chang-Zhen etc. 900 

PO-1990 基于脑脊液流体动力学重塑的 Chiari 畸形显微手术治疗--附 

 550 例临床资料回顾 --------------------------------------------------------------------- 储卫华,叶信珍,薛兴森等 901 

PO-1991 大鼠脊髓缺血模型的建立和评价 -------------------------------------------------------- 何祥中,陈春美,韦浩等 901 

PO-1992 症状性骶管囊肿的显微填塞手术治疗－附 225 例报告 -------------------------- 文泽贤,储卫华,叶信珍等 901 

PO-1993 3D 打印技术在复杂颈椎管内外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 顾士欣,顾文韬,车晓明等 902 

PO-1994 手术治疗椎管内肿瘤脊柱结构与功能的保护与重建 2534 例临床总结 ------------------ 陈海锋,刘家刚 902 

PO-1995 Spinal tanycytic ependymoma associated with neurofibromatosis type 2: report of two  

 cases and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 Tao Xiaogang,Hou Zonggang,Liu Baiyun 903 

PO-1996 手术治疗合并脊髓空洞的阿诺尔德-希阿利畸形 ---------------------------------- 高海平,李安民,宋少军等 903 

PO-1997 后纵韧带骨化的治疗策略 ----------------------------------------------------------------------------- 刘伟,孙志明 904 

PO-1998 颅颈交界区硬脊膜动静脉瘘 -------------------------------------------------------------- 王志潮,张鸿祺,柳江等 904 

PO-1999 聚碳酸亚丙脂电纺丝局部缓释硫酸软骨素酶 ABC 促进大鼠 

 脊髓损伤后的轴突再生以及功能恢复 ----------------------------------------------- 夏同良,倪石磊,李新钢等 904 

PO-2000 棘突椎板保留原位回植在椎管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 谭国伟,王占祥,郭剑峰等 905 

PO-2001 环枕区及颈椎管内外哑铃型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谭国伟,王占祥,郭剑峰等 905 

PO-2002 脊髓神经鞘瘤的显微外科治疗策略：一种新的神经鞘瘤临床分型 --------------------------------- 刘龙奇 906 

PO-2003 磁共振电影在颅颈交界区病变的应用 --------------------------------------------------------------------- 关靖宇 906 

PO-2004 环枢椎区域肿瘤切除及稳定性维持 ------------------------------------------------------------------------ 赵兰夫 906 

PO-2005 3D 打印模型辅助对开放脊柱手术指导作用探讨  ------------------------------------------------------ 赵兰夫 907 

PO-2006 神经电生理监测下脊髓髓内病变的显微外科治疗 ----------------------------------- 张明铭,李奇,李敏洪等 907 

PO-2007 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的手术方法改进 -------------------------------------------------- 王海亮,刘军,王晓科等 907 

PO-2008 胸椎痛风致压迫性脊髓病：个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 李又成,黎金林 907 

PO-2009 椎管内出血早期手术疗效分析 ----------------------------------------------------------------------- 李如军,兰青 908 

PO-2010 应用前方压迫指数评价自发性寰枢椎脱位和复位情况 ----------------------------------------- 晏怡,夏家杰 908 

PO-2011 Intramedullary spinal cord ganglioglioma presenting as hemifacial hyperhidrosis: case report  

 and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 Shi Wei,Guo Yi,Sun Zhenxing etc. 908 

PO-2012 椎旁套管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黄韧带骨化型胸段椎管狭窄临床分析 -------------------------- 陈琰,陈春美 909 

PO-2013 Chiari l 型畸形合并脊髓空洞症的枕大池重建治疗 ---------------------------------- 陈军,李爱民,吴海滨等 909 

PO-2014 脂肪瘤型脊髓拴系综合征患者全基因组拷贝数变异分析 ----------------------------------- 陶本章,尚爱加 910 

PO-2015 寰枢关节复位、后路固定植骨融合术治疗难复性寰枢关节脱位 -------------------- 陈军,李爱民,周辉等 910 

PO-2016  改良后的后颅窝减压术治疗 Charis 畸形 I 型并脊椎空洞 --------------------------- 刘沣,杨华,徐卡娅等 910 

PO-2017 棘突椎板切开复位固定在成人椎管内肿瘤术中应用 -------------------------------- 陈军,李爱民,吴海滨等 911 

PO-2018 脊髓髓内血管母细胞瘤的诊断及显微手术治疗 -------------------------------------------------- 郑宏山,程玉 911 

PO-2019 胸段哑铃型椎管内外肿瘤的手术治疗 --------------------------------------------------------------------- 郭剑峰 911 

PO-2020 脂肪瘤型脊髓拴系综合征临床疗效观察 -------------------------------------------------------- 陶本章,尚爱加 912 

PO-2021 MRI 相位对比电影检查在 ChiariI 型畸形手术方式评估的应用 ------------------------- 朱迪,王钰,荔志云 912 

PO-2022 神经外科手术治疗脊髓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 李力仙,梁里昂,贾玉龙等 912 

PO-2023 Intramedullary gangliogliomas: clinical features, surgical outcomes,  

 and neuropathic scoliosis. ------------------------------------- Yang Chenlong,Li Guang,Fang Jingyi etc. 913 

PO-2024 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在椎管内肿瘤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 李忻宇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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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25 高颈段椎管内病变的病变及显微外科治疗 -------------------------------------------- 郭致飞,赵兵,王少华等 914 

PO-2026 脊髓室管膜下瘤病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谭可,赵奇煌,徐宇伦 914 

PO-2027 寰椎侧块螺钉植入手术中颈 2 神经根保留对复位程度和神经功能的影响研究 ------------------ 乔广宇 914 

PO-2028 急性自发性椎管内出血的诊断和治疗 -------------------------------------------------- 王少华,赵兵,李德坤等 914 

PO-2029 Characteristic and surgical results of multisegment intramedullary  

 cervical spinal cord tumours -------------------------------------------------------------------------- Sun Jianjun 915 

PO-2030 累及多节段的椎管内肿瘤手术治疗 --------------------------------------------------------------------------- 李钢 915 

PO-2031 骶管囊肿分型和显微手术 ----------------------------------------------------------------- 孙建军,王振宇,谢京城 916 

PO-2032 多节段髓内肿瘤的显微手术和临床研究 ----------------------------------------------- 孙建军,王振宇,谢京城 916 

PO-2033 腰椎椎旁神经源性肿瘤的分型及手术技巧 ----------------------------------------------------- 陈晓东,王振宇 917 

PO-2034 急性自发性椎管内硬膜外血肿的诊断和治疗 ----------------------------------------- 韩芸峰,王振宇,孙建军 917 

PO-2035 胸腰段椎管内硬膜外脊膜囊肿的诊断及治疗 ----------------------------------------- 谢京城,王振宇,陈晓东 917 

PO-2036 椎管内脊膜囊肿的诊断和手术治疗 -------------------------------------------------------- 于涛,黄正通,王振宇 918 

PO-2037 个体化手术入路切除颈椎管旁神经源性肿瘤 -------------------------------------------------- 马长城,王振宇 918 

PO-2038 颈后路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游离齿状突合并可复性寰枢椎 

 脱位的临床疗效分析 -------------------------------------------------------------------------- 王鹏,李维新,江伟等 919 

PO-2039 椎管内硬脊膜夹层囊肿手术疗效的临床分析 ------------------------------------------------------------ 张玉富 919 

PO-2040 半椎板或椎板间开窗手术：恶性肿瘤适合吗？ -------------------------------------- 包义君,黄小龙,赵丹等 919 

PO-2041 脊髓翻转显露脊髓腹侧肿瘤：技术要点及进展 -------------------------------------------------- 丁学华,孙伟 920 

PO-2042 以夏科氏关节病为首发表现的脊柱脊髓病变 2 例分析并文献复习 --------------------------------- 唐知己 920 

PO-2043 ASK1 对大鼠脊髓损伤后 GFAP 及 Vimentin 

 表达及后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 黎天尊,晏怡,王富贵等 920 

PO-2044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在椎管内病变显微手术中的应用 ------------------------------------------ 范明波 921 

PO-2045 单纯经后路手术治疗颅颈交界区畸形合并寰枢椎脱位 ------------------------------------------------ 冯开明 921 

PO-2046 前路显微手术减压及椎体融合治疗 39 例颈椎病近期疗效观察 --------------------- 周迎春,王旋,赵洪洋 922 

PO-2047 椎管内肿瘤手术治疗体会 ----------------------------------------------------------------- 张峰林,田新华,黄延林 922 

PO-2048 3D 打印在脊椎内固定的应用 ------------------------------------------------------------- 张峰林,田新华,魏峰等 922 

PO-2049 后路颈枕融合术在颅颈交界区疾病的初步应用 --------------------------------------------------------- 李如军 923 

PO-2050 椎管内粘液乳头型室管膜瘤的临床特点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 刘铁 923 

PO-2051 miR-124 调节神经干细胞治疗大鼠脊髓损伤的初步研究 -------------------------------------- 陈茂华,孙军 923 

PO-2052 An Intraspinal Subdural Hematoma induced by Lumbar  

 Puncture/Drainage in a Patient with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n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 QI Meng,Huang Tao,Yu Xing etc. 924 

PO-2053 脊髓黏液乳头型室管膜瘤的临床特征和手术治疗 -------------------------------- 刘晓东,顾士欣,寿佳俊等 924 

PO-2054 椎管哑铃型肿瘤切除同期植骨融合固定术临床观察 --------------------------------------------------- 薛亚飞 925 

PO-2055  颅颈交界区畸形的个体化治疗 ------------------------------------------------------------------- 佟怀宇,余新光 925 

PO-2056 术中 O-ARM 联合实时导航技术在脊柱内固定的适用性研究 ------------------------ 孙振兴,王贵怀,王劲 926 

PO-2057 一例颈前路齿状突患者的术中护理 -------------------------------------------------------------------- 刘婷,姜雪 926 

PO-2058 Chondroitinase administration and pcDNA3.1-BDNF-BMSCs transplantation  

 promote motor functional recovery associated with NGF expression  

 in spinal cord transected rat ------------------------------- Wang Xuyang,Chen Shiwen,Wang Gan etc. 926 

PO-2059 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手术治疗 -------------------------------------------------------- 高文伟,田恒力,陈世文等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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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60 O-arm 引导的脊柱内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研究： 

 460 例脊柱内镜手术经验分享 ------------------------------------------------------------------------------- 朱宏伟 927 

PO-2061 脊髓髓内肿瘤显微手术治疗 -------------------------------------------------------------- 高文伟,田恒力,郭衍等 927 

PO-2062 荧光素钠在脊髓髓内肿瘤术中切除的应用 ----------------------------------------------- 孙振兴,王贵怀,王劲 928 

PO-2063 O-arm guied percutaous discectomy for lunbar herniation  

 and lujubar stenosis --------------------------------------------- Zhu Hongwei, Kai Ma, Yongsheng Hu etc. 928 

PO-2064 颈前外侧入路手术治疗颈椎椎管内外神经源性肿瘤 ----------------------------- 寿佳俊,车晓明,顾士欣等 928 

PO-2065 Chiari 畸形的手术治疗 --------------------------------------------------------------------- 陈陆馗,郭晓远,吴小涛 929 

PO-2066 Dyna CT 结合 ICG 在硬脊膜动静脉瘘手术治疗中的作用及体会 ---------------- 韩国胜,王来兴,李强等 929 

PO-2067 酷似神经鞘瘤的孤立性髓外硬膜下转移瘤的临床特征 -------------------------- 范存刚,张庆俊,王栋梁等 929 

PO-2068 脊柱脊髓疾病围手术期的疼痛管理及意义 -------------------------------------------- 寿佳俊,车晓明,金昱峰 930 

PO-2069 椎板回植椎管成形术在显微镜下切除胸椎椎管内肿瘤  -------------------------------------------------- 孙卫 930 

PO-2070 术中唤醒联合神经电生理监测在脊髓髓内肿瘤切除术中的应用 -------------- 陈陆馗,郭晓远,易国庆等 930 

PO-2071 椎管内海绵状血管瘤的诊断和治疗 ----------------------------------------------------- 寿佳俊,车晓明,顾士欣 931 

PO-2072 复杂的儿童脊髓脂肪瘤的诊断与治疗 ----------------------------------------------------- 王刚,何俊平,高喆等 931 

PO-2073 伴有椎体压缩的低龄儿童椎管内外肿瘤的手术治疗 ----------------------------------- 王刚,何俊平,高喆等 931 

PO-2074 马尾神经上皮样囊肿并胶质异位 -------------------------------------------------------- 陈陆馗,郭晓远,吴国建 932 

PO-2075 颈枕后路减压、固定和植骨融合治疗环枕畸形 -------------------------------------------------- 刘伟,孙志明 932 

PO-2076 钉棒固定在椎管内外沟通神经鞘瘤手术的应用 ------------------------------------------------------------ 刘伟 932 

PO-2077 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手术方式的疗效分析 -------------------------------------------- 贾云峰,高海亮,张远征 933 

PO-2078 显微镜下颈前路手术治疗颈椎病的疗效分析 ----------------------------------------- 贾云峰,苏龙,高海亮等 933 

PO-2079 硬脊膜夹层囊肿：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贾云峰,苏龙,高海亮等 934 

PO-2080 “高架桥式”椎管扩大成型术治疗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 ---------------------------- 贾云峰,田德洲,苏龙等 934 

PO-2081 椎管内罕见肿瘤的临床病理特点及显微手术疗效分析（附 14 例报道） ------ 郭付有,刘献志,宋来君 934 

PO-2082 脊髓栓系综合征的胚胎发生学分型和神经电生理监测下松解术 ----------------- 王杭州,陈民,周幽心等 935 

PO-2083 硬脊膜动静脉瘘的手术以及介入治疗 ----------------------------------------------- 卞立松,张鸿祺,王志潮等 935 

PO-2084 The Challenge of “Subpial”Spinal Lipoma --------------------------------Wang Hanbin,Su Yibing,Jin Bo 935 

PO-2085 不明原因自发性硬脊膜外出血的非手术治疗 ----------------------------------------------- 彭林,陆云涛,王军 936 

PO-2086 腹腔镜下经腹膜后切除 Eden4 型哑铃型腰椎神经鞘瘤 ---------------------------------------- 徐希德,施炜 936 

PO-2087 后颅窝小骨窗减压联合硬膜外层切开术治疗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的临床研究 ------------------ 刘朝晖 937 

PO-2088 椎管内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附 27 例报告） ------------------------------------ 李长茂,李振军,阎淑霞等 937 

PO-2089 Personalized 3D printed model of lumbar spine anatomy: a useful tool  

 for patient surgical education -------------------------------------------------------- 蔡昭文,陈春美,庄源东等 937 

PO-2090 显微技术下颈前入路治疗脊髓型颈椎病的短期疗效观察 -------------------------- 麻育源,陈书达,雷兵等 937 

PO-2091 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手术治疗切开硬膜外侧与硬膜全层切开的疗效对比 ------------------------ 韩明阳 938 

PO-2092 后正中入路 I 期全切除胸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经验分享 ------------------------------------ 姚玉强,苏亦兵 938 

PO-2093 鞍区巨大软骨样脊索瘤 1 例 ----------------------------------------------------------- 刘建民,张荣伟,袁绍纪等 938 

PO-2094 脊膜瘤的治疗特点 --------------------------------------------------------------------------------------------- 贾文清 939 

PO-2095 症状性成人骶管囊肿的外科治疗体会 ----------------------------------------------------------- 张绍辉,梁树立 939 

PO-2096 The novel combination of paraspinal keyhole surgery with a tubular retractor  

 system leads t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lumbar intraspinal  

 extramedullary schwannomas ----------------- Chen Chunmei,Zhuang Yuandong,Cai Gangfeng etc.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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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97 颅内特殊类型动脉瘤血管内栓塞治疗的技术探讨 -------------------------------- 张合亮,郭再玉,候延伟等 940 

PO-2098 脑血管狭窄患者介入治疗术后病情观察及护理体会 --------------------------------------------------- 刘秀梅 941 

PO-2099 脑血管慢性闭塞性病变血管内开通治疗的临床分析 ----------------------------- 张合亮,郭再玉,赵卫华等 941 

PO-2100 Clinical applied of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y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 Ji Yunxiang,Wang Yezhong ,Zhao Dong etc. 942 

PO-2101 介入技术在急性缺血性卒中的临床应用 ----------------------------------------------- 姬云翔,王业忠,赵冬等 942 

PO-2102 症状性慢性及亚急性脑血管闭塞介入开通治疗临床研究 ----------------------- 郭再玉,张合亮,赵卫华等 942 

PO-2103 全脑血管造影术在脑血管病中的应用 ----------------------------------------------------- 依马木.依达依吐拉 943 

PO-2104 弹簧圈联合 Onyx 胶栓塞治疗外伤后颈动脉海绵窦瘘 --------------------------- 胡伟鹏,黄天造,陈祥荣等 943 

PO-2105 球囊辅助弹簧圈+Onyx18 栓塞颅内大型动脉瘤 ------------------------------------- 李聪慧,苏现辉,杨磊等 944 

PO-2106 颅脑疾病的神经介入诊断和治疗体会 ----------------------------------------------------------------- 张淇,康东 944 

PO-2107 供血动脉部分栓塞后开颅切除富血运大脑膜瘤 ----------------------------------------- 康俊龙,陈锷,丰伟等 944 

PO-2108 颅内微小动脉瘤的血管内栓塞治疗 -------------------------------------------------------- 康俊龙,陈锷,丰伟等 945 

PO-2109 双容积重建技术在血管内治疗复发脑动脉瘤的应用 ----------------------------------- 康俊龙,陈锷,丰伟等 945 

PO-2110 急性后循环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单中心经验 -------------------------------------- 朱旭成,彭亚,宣井岗等 945 

PO-2111 支架辅助双微导管血管内治疗宽颈复杂颅内动脉瘤 ----------------------------- 李明昌,陈谦学,陈治标等 945 

PO-2112 双微导管技术介入栓塞颅内不规则形动脉瘤 -------------------------------------------- 康俊龙,陈锷,丰伟等 946 

PO-2113 颅内假性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 ------------------------------------------------------------------------------ 桂勇平 946 

PO-2114 动脉入路 Onyx 胶栓塞治疗硬脑膜动静脉瘘 ------------------------------------------ 彭亚,宣井岗,陈荣华等 946 

PO-2115 Enterprise 支架治疗 476 例颅内未破裂囊性动脉瘤 

 中长期随访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单中心经验 ----------------------------------------- 左乔,张小曦,杨鹏飞等 947 

PO-2116 血管内介入治疗椎动脉夹层动脉瘤 ------------------------------------------------------------------------ 朱巍巍 947 

PO-2117 血管内治疗天幕缘区硬脑膜动静脉瘘的入路和策略 ----------------------------- 潘耀华,丁圣豪,樊翊凌等 948 

PO-2118 超选眼动脉介入化疗治疗眼内期视网膜母细胞瘤例 287 例临床分析 ----------- 荆朝晖,华续明,季迅达 948 

PO-2119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介入治疗 ----------------------------------------------------------------------- 厉华,于加省 949 

PO-2120 介入治疗颅内微小动脉瘤 ------------------------------------------------------------------------------------ 张震宇 949 

PO-2121 penumbra 取栓装置成功救治急性大脑中动脉闭塞 1 例 ------------------------------------------------- 胡焱 949 

PO-2122 伴有胚胎型后交通动脉的后交通动脉瘤的介入治疗 -------------------------------- 汪阳,周小兵,赵业禹等 949 

PO-2123 多支架联合弹簧圈治疗颈内动脉床突上段血泡样动脉瘤 -------------------------- 杨少春,罗穆云,邱传珍 950 

PO-2124 手法压迫联合股动脉压迫器治疗股动脉穿刺后假性动脉瘤（附 21 例） ------------------------- 闫忠军 950 

PO-2125 高龄多发大血管狭窄或闭塞介入治疗体会 ------------------------------------------------------------------ 刘磊 951 

PO-2126 弹簧圈联合 ONYX 胶栓塞治疗颅内复杂血管疾病体验 ---------------------------- 刘磊,马玉栋,倪陶义等 951 

PO-2127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治疗策略 ------------------------------------------------------------------------------ 汪伟巍 951 

PO-2128 高分级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围术期监护 --------------------------------------------------------------- 赵丽萍 951 

PO-2129 Willis 覆膜支架治疗颅内动脉瘤及颈内动脉海绵窦瘘的临床分析 ---------------- 朱健明,祝新根,陈志华 952 

PO-2130 使用 Onyx 胶栓塞治疗后循环远端动脉瘤的护理 ------------------------------------------------------- 赵丽萍 952 

PO-2131 LVIS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颅内宽颈动脉瘤 38 例疗效分析 ----------------- 毛国华,肖翔,朱建明等 952 

PO-2132 LVIS 支架辅助治疗颅内段椎动脉夹层动脉瘤 ---------------------------------------------------------- 江研伟, 953 

PO-2133 血管内治疗已破裂远端小脑后下动脉动脉瘤 --------------------------------------------------------------- 蒋为 953 

PO-2134 碘海醇诱发造影剂脑病的临床分析 ------------------------------------------------------------------------ 鲁虎臣 954 

PO-2135 Onyx 胶术前栓塞治疗富血供颅内肿瘤 ---------------------------------------------- 林俊明,张明升,王文浩等 954 

PO-2136 Navien 配合 Wills 覆膜支架治疗复杂颈内动脉病变 -------------------------------------------- 汪伟巍,郭章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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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37 微创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 高振忠,李安民,宋少军等 955 

PO-2138 吲哚菁绿荧光血管造影在前交通动脉瘤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 高振忠,李安民,宋少军等 955 

PO-2139 颈动脉狭窄支架成形术中近端保护与远端保护的对比 -------------------------- 杨芳宇,梁国标,李志清等 955 

PO-2140 Solitaire-AB 支架机械取栓联合溶栓治疗重症静脉窦血栓 5 例报道 ---------------- 许刚,崔刚,僧志远等 956 

PO-2141 机械取栓联合超选择动脉溶栓治疗急性大脑中动脉闭塞 ----------------------- 赖贤良,毛国华,朱健明等 956 

PO-2142 支架取栓术结合动脉溶栓术治疗急性脑梗塞的临床观察 --------------------------------------------- 王新刚 957 

PO-2143 ONXY 胶栓塞脑膜脑血管畸形 ------------------------------------------------------------------------------ 肖福顺 957 

PO-2144 血管内诊疗技术在颅脊髓内富血运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单中心 5 年回顾性分析（附 234 例报道） ------------------------------------------------------------------ 陈功 957 

PO-2145 脑动静脉畸形血管内栓塞治疗的风险因素研究 -------------------------------------- 孙勇,李佑祥,李爱民等 958 

PO-2146 颅内微小动脉瘤的栓塞治疗 ----------------------------------------------------------- 朱新洪,杨明标,徐洪波等 958 

PO-2147 介入栓塞治疗豆纹动脉远端动脉瘤 3 例报道及文献回顾 ----------------------------- 梁朝辉,何川,张鸿祺 959 

PO-2148 双微导管技术在颅内不规则复杂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 -------------------------------- 高歌,张扬,晁迎九等 959 

PO-2149 外伤后大脑前动脉海绵窦瘘经动脉入路栓塞治疗 1 例报告 -------------------- 胡伟鹏,黄天造,陈祥荣等 959 

PO-2150 血管内超声技术在介入治疗颈动脉狭窄中应用体会 ----------------------------- 韩玉庆,董力庆,许阳阳等 960 

PO-2151 支架辅助栓塞脑宽颈动脉瘤的临床随访研究 -------------------------------------- 刘爱华,康慧斌,李佑祥等 960 

PO-2152 lVIS 支架治疗颈内动脉前壁动脉瘤初步经验 -------------------------------------------- 钟鸣,熊叶,谭显西等 961 

PO-2153 动脉途径栓塞治疗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的初步经验 --------------------------------------------- 戴琳孙 961 

PO-2154 自发性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的初步治疗经验 ------------------------------------------------------ 戴琳孙 961 

PO-2155 磁共振 3D-FIESTA 序列检查在脑积水中的诊断价值 -------------------------------------------------- 谢国强 961 

PO-2156 内镜经鼻海绵窦前内侧壁入路切除海绵窦内垂体腺瘤 ----------------------------- 郭宏川,宋刚,周新管等 962 

PO-2157 内镜辅助下手术治疗自发性基底节区出血 ------------------------------------------------------------------ 单明 962 

PO-2158 NEED 手术预警系统辅助神经内镜下经鼻蝶侵袭性 

 垂体腺瘤的手术治疗 -------------------------------------------------------------------- 马驰原,文国道,王汉东等 962 

PO-2159 神经内镜下经一又二分之一鼻孔经蝶窦入路垂体腺瘤切除术及其临床应用 --------------------- 马驰原 963 

PO-2160 神经内镜扩大经鼻入路至中央颅底的解剖研究 -------------------------------------- 肖顺武,张晓彪,王培等 963 

PO-2161 神经内镜经双鼻孔入路在垂体腺瘤中的应用体会 ----------------------------------- 肖顺武,王培,谢明详等 963 

PO-2162 神经内镜下经双鼻孔入路带蒂鼻中隔黏膜瓣的制作及应用体会 ----------------- 肖顺武,王培,谢明详等 964 

PO-2163 神经内镜辅助经蝶切除鞍区肿瘤的技术方法 -------------------------------------------- 章翔,毛星刚,章薇等 964 

PO-2164 神经内镜治疗重症脑室炎的临床探讨 ----------------------------------------------------- 陈宏颉,李军,张辉建 965 

PO-2165 神经内镜联合显微手术治疗颅颌面骨纤维异常增殖症 -------------------------------- 董浩,康军,赵景武等 965 

PO-2166 硬质神经内镜辅助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临床疗效 -------------------------------- 朱卿,王中勇,陈爱林等 965 

PO-2167 显微血管减压治疗脑神经疾病 175 例临床体会 ----------------------------------- 张坤虎,王晓峰,张宏兵等 965 

PO-2168 经鼻蝶入路两种手术治疗垂体瘤 48 例疗效对比分析 ------------------------------ 陈寿仁,林瑞生,郭爱顺 966 

PO-2169 内镜双鼻孔经蝶垂体腺瘤切除术的临床应用 -------------------------------------- 朱玉辐,李中林,谢满意等 966 

PO-2170 基于假包膜外分离的内镜经鼻垂体腺瘤切除技术的临床初步运用 ----------------- 张晓彪,谢涛,胡凡等 966 

PO-2171 神经内镜经鼻蝶手术并发症预防及处理 ----------------------------------------------- 贺世明,郑涛,吕文海等 967 

PO-2172 脑室镜辅助显微外科手术治疗颅内蛛网膜囊肿 --------------------------------------------------------- 任保刚 967 

PO-2173 经鼻蝶内镜手术致动脉损伤并发症分析及处理 -------------------------------------- 贺世明,吕文海,陈隆等 967 

PO-2174 鞍结节脑膜瘤经鼻内镜治疗 -------------------------------------------------------------- 贺世明,陈隆,吕文海等 968 

PO-2175 腰大池引流在内镜经鼻蝶垂体大腺瘤切除术中的应用 ------------------------------------------------ 贺世明 968 

PO-2176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垂体腺瘤 -------------------------------------------------------------- 高乃康,王飞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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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77 云南省化脓性脑室炎的神经内镜手术治疗 ------------------------------------------------------------------ 孙涛 969 

PO-2178 神经内镜与显微镜治疗脊髓栓系综合征的对比性研究 ----------------------------- 苏卢海,张世渊,沈波等 969 

PO-2179 内镜辅助半椎板入路椎管内肿瘤手术治疗的临床疗效观察 ----------------------- 苏卢海,张世渊,沈波等 970 

PO-2180 神经内镜下扩大经鼻蝶入路切除复发型垂体瘤 -------------------------------------- 郭爱顺,陈寿仁,林瑞生 970 

PO-2181 神经内镜治疗儿童鞍上囊肿（附 8 例报告） --------------------------------------- 郭爱顺,陈寿仁, 林瑞生 970 

PO-2182 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手术治疗 42 例肢端肥大症临床结果分析 --------------- 江常震,颜小荣,康德智等 970 

PO-2183 内镜经鼻切除鞍上及三脑室内颅咽管瘤治疗策略（附 32 例报道） --------------- 杨刚,霍钢,王小澍等 971 

PO-2184 神经内镜微创治疗丘脑肿瘤合并梗阻性脑积水 -------------------------------------------------- 颜世清,张浩 971 

PO-2185 神经内镜结合高场强术中磁共振经蝶切除 3 厘米以上垂体大腺瘤 -------------- 孟祥辉,王鹏,朱伟杰等 972 

PO-2186 神经内镜经鼻蝶窦垂体瘤手术鞍底重建策略 -------------------------------------- 严正村,张恒柱,王晓东等 972 

PO-2187 神经内镜辅助显微锁孔手术的临床应用 -------------------------------------------- 严正村,张恒柱,王晓东等 972 

PO-2188 颞下锁孔硬膜下 Kawase 入路的内镜解剖学研究 ------------------------------ 许恩喜,张恒柱, 严正村等 973 

PO-2189 垂体瘤的经鼻内镜手术治疗经验（附 165 例） ----------------------------------- 张恒柱,严正村,王晓东等 973 

PO-2190 “双手”操作神经内镜技术清除幕上高血压脑出血的回顾性研究  ------------------------------------- 刘利 973 

PO-2191 神经内镜经蝶扩大入路切除前中颅底肿瘤体会 -------------------------------------------- 魏德,卢峰,林堃等 974 

PO-2192 鞍区囊性占位的诊断与手术治疗策略选择 ----------------------------------------------- 贾栋,衡立君,屈延等 974 

PO-2193 术中高场强磁共振导航下內镜下经鼻蝶入路大型垂体腺瘤手术分析 ----------------------- 周涛,孟祥辉 975 

PO-2194 磁共振 3D-SPACE 序列结合术中导航在内镜下脑脊液鼻漏修补术中的应用 ----------------------- 周涛 975 

PO-2195 神经内镜经鼻蝶垂体腺瘤切除术：单中心 578 例总结 -------------------------------- 王清,鲁晓杰,孙俊等 975 

PO-2196 内镜下扩大经鼻蝶入路颅咽管瘤切除术 ----------------------------------------------- 洪涛,曾而明,谢申浩等 976 

PO-2197 A stratified algorithm for skull base reconstruction with  

 endoscopic endonasal approach ------------------------------------ Huang Guodong,Li Zhen,Ji Tao etc. 976 

PO-2198 内镜下体会颅咽管瘤和下丘脑关系的几点新认识 -------------------------------------- 洪涛,曾而明,唐斌等 977 

PO-2199 神经内镜经鼻扩大入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 ----------------------------------------------- 黄国栋,郭见,纪涛等 977 

PO-2200 经鼻内镜扩大入路动脉瘤夹闭术 --------------------------------------------------------- 洪涛,曾而明 ,唐斌等 978 

PO-2201 经颅神经内镜辅助显微手术切除鞍区肿瘤 -------------------------------------------- 王喆,闫红梅,王寿先等 978 

PO-2202 内镜鞍区肿瘤手术探讨 --------------------------------------------------------------------------------------- 刘卫平 979 

PO-2203 内镜垂体瘤手术常用技术及其意义 ------------------------------------------------------------------------ 刘卫平 979 

PO-2204 锁孔入路在神经内镜治疗脑积水中的应用 ------------------------------------------------------------------ 蔡强 980 

PO-2205 巨大垂体腺瘤的神经内镜经鼻手术策略探讨 -------------------------------------------- 吴南,王俊伟,汪攀等 980 

PO-2206 内镜主导下经乙状窦后入路切除桥小脑角 

 及脑干前方胆脂瘤的临床应用 ----------------------------------------------------------- 王斌,程宏伟,徐培坤等 980 

PO-2207 神经内镜在颅脑手术中的应用 --------------------------------------------------------------------------------- 贾栋 981 

PO-2208 神经内镜下经鼻颅底肿瘤切除术 --------------------------------------------------------------------------- 冯思哲 981 

PO-2209 三脑室造瘘治疗交通性脑积水 -------------------------------------------------------------------- 闫宪磊,郑捷敏 981 

PO-2210 全程神经内镜诊疗脑室系统感染的经验及体会 ----------------------------------------- 关峰,胡志强,黄辉等 981 

PO-2211 走出国门 传播神经内镜技术 开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内镜神经外科时代 -------------- 关峰,胡志强 982 

PO-2212 婴幼儿梗阻性脑积水内镜治疗体会 --------------------------------------------------------------------------- 刘磊 982 

PO-2213 多学科协作模式下垂体瘤临床诊疗初步经验探讨 -------------------------------------- 金伟,蒋健,倪红斌等 982 

PO-2214 儿童垂体多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腺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 陈成,金伟,梁维邦等 983 

PO-2215 Successful endoscopic neurosurgical treatment of intrasellar arachnoidal  

 cysts: A report of three cases ------------------------------------- Zhang Jinsen,Liu Qinglin,Li Xueen etc.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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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16 神经内镜在脊髓外科应用初探 ----------------------------------------------------------------------- 刘彬,王振宇 984 

PO-2217 神经内镜学习曲线及其临床应用体会 --------------------------------------------------------------------- 张治国 984 

PO-2218 神经内镜联合小骨窗开颅治疗 HCH 患者的临床疗效探讨 --------------------- 崔晟华,廖勇仕,梁日初等 984 

PO-2219 鞍上池囊肿的治疗策略和预后分析 ----------------------------------------------------- 孙莲萍,梁秦川,江峰等 985 

PO-2220 神经内镜治疗颅底病变 2031 例报告：13 年经验总结及体会 --------------------------------------- 刘丕楠 985 

PO-2221 神经内镜微创手术治疗脑室出血 ----------------------------------------------------------- 吴志敏,徐浩,李俊等 986 

PO-2222 神经内镜下 MVD 有意义吗 ---------------------------------------------------------------------------------- 田新华 986 

PO-2223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 Rathke 囊肿的微创手术治疗 ------------------------------------------------------ 王鹏 986 

PO-2224 内镜下经侧脑室额角及枕角穿刺治疗脑室内病变 ----------------------------------- 王斌,程宏伟,徐培坤等 986 

PO-2225 The combined keyhole-endoscopic alternative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surgery for the trigeminal neuralgia  --------------------------------- Wang Peng,Li Bing,Lu Xiaojie etc. 987 

PO-2226 神经内镜微创手术治疗重症颅内感染的技术要点及疗效分析 ------------------------------------------ 董军 987 

PO-2227 神经内镜下颅底重建的分析与探讨 -------------------------------------------------- 刘丕楠,杨智君,王振民等 987 

PO-2228 术中 CT 在经鼻蝶神经内镜手术中的应用 ---------------------------------------------------------------- 陈祎招 988 

PO-2229 氟比洛芬酯在经鼻神经内镜术后的临床应用研究 -------------------------------------- 汪璟,鲁晓杰,王清等 988 

PO-2230 内镜下小骨窗经侧裂治疗高血压脑出血 12 例体会 ---------------------------------------------------- 童民锋 989 

PO-2231 内镜经鼻蝶斜坡病变的手术治疗 -------------------------------------------------------- 郭衍,田恒力,高文伟等 989 

PO-2232 神经内窥镜在垂体大/巨腺瘤经鼻蝶手术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分析 ----------------------------------- 陈超 989 

PO-2233 改良软组织串珠封堵法修补脑脊液鼻漏 -------------------------------------------------------- 万登峰,周朝阳 989 

PO-2234 脑脊液专科技术结合鼻内镜治疗鞍区术后脑脊液鼻漏 10 例分析 ---------------------------------- 陈红伟 990 

PO-2235 微创内镜脑内血肿清除手术技术探讨（300 例体会） ------------------------------------------------- 徐永革 990 

PO-2236 经鼻蝶神经内镜直视下手术治疗侵袭性垂体腺瘤的疗效分析 ----------------------- 段剑,周东伟,卢国辉 990 

PO-2237 经鼻内镜切除垂体腺瘤术后个体化颅底重建的临床分析 -------------------------- 剡将术,夏鹤春,马辉等 991 

PO-2238 后颅窝囊肿的手术策略和疗效分析 ----------------------------------------------------- 孙莲萍,梁秦川,江峰等 991 

PO-2239 经 endoport 神经内镜下微创手术治疗脑内血肿临床体会 ------------------------- 剡将术,马辉,夏鹤春等 992 

PO-2240 内镜经鼻入路治疗眶尖部海绵状血管瘤 -------------------------------------------------- 康军,刘浩成,孙思等 992 

PO-2241 神经内镜下治疗高血压脑出血与其他手术方式的疗效对比研究 --------------------------------------- 吴琦 992 

PO-2242 神经内镜下金属支架植入治疗孤立颞角与脑室旁良性囊性病变 ----------------------------- 杨佳,陈晓雷 993 

PO-2243 经鼻蝶内镜下斜坡及脑干腹侧区应用解剖学研究及临床研究 -------------------------------- 周凯,张庭荣 993 

PO-2244 神经内镜经皮微通道切除椎管内肿瘤的疗效分析 -------------------------------------- 陈春美,王锐,赵伟等 994 

PO-2245 椎间孔镜和经皮微通道显微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比较 -------------------- 陈春美,王锐,陈靖等 994 

PO-2246 经颞小骨窗神经内镜治疗高血压基底节区脑出血探讨 ----------------------------- 刘彬,王振宇,林国中等 995 

PO-2247 垂体腺瘤神经内镜下经鼻入路微创手术技巧 ----------------------------------------- 钟春龙,徐巳奕,王勇等 995 

PO-2248 Endoscopic endonasal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in 257 patients with non-pituitary lesions --------------------------------------------- 王芙昱,周涛,许百男等 995 

PO-2249 经鼻内镜自发性脑脊液鼻漏修补术报告一例 ----------------------------------------- 颜涛,甄云波,王春雷等 996 

PO-2250 脑室镜技术在生殖细胞瘤诊断与治疗中的应用 --------------------------------------------------------- 陈祎招 996 

PO-2251 神经内镜三脑室底造瘘术在正常压力脑积水中的应用：回顾英文文献 ------------------------------ 薛鹏 996 

PO-2252 内镜通道下经关节突腰椎滑脱减压复位融合手术 -------------------------------- 陈春美,常增林,刘建明等 997 

PO-2253 术前影像定位分析提高无术中导航辅助 

 下垂体腺瘤内镜经蝶手术的安全性 -------------------------------------------------------- 杨魁,李春涛,曾瑜等 997 

PO-2254 脑出血的内镜外科治疗及颅内压监测 -------------------------------------------------- 熊建华,韩振营,孙健等 997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 75 - 

 

PO-2255 外科手术治疗 20 例儿童丘脑胶质瘤的体会与预后分析 ------------------------------------------------- 赵杰 998 

PO-2256 小儿脊柱脊髓血管畸形临床特点的研究 ------------------------------------------------------------------ 李静伟 998 

PO-2257 儿童脑动静脉畸形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体会 -------------------------------------------------------- 张超,张荣 999 

PO-2258 儿童急性创伤性硬膜下血肿快速消散 12 例分析 ---------------------------------------------------------- 李楠 999 

PO-2259 矢状缝早闭颅骨浮动骨瓣成形术中的微创技术应用 ------------------------------------------------------ 顾硕 999 

PO-2260 改良大脑半球离断术治疗儿童 Rasmussen 脑炎所致难治性癫痫 ------------------------------------- 赵瑞 1000 

PO-2261 儿童脊髓栓系综合征的手术疗效及预后分析 -------------------------------------------------------- 杨雄,万锋 1000 

PO-2262 髓母细胞瘤患者的临床预后及治疗分析 --------------------------------------------------------------------- 姜涛 1001 

PO-2263 儿童单侧冠状缝早闭症的临床诊治 -------------------------------------------------------- 何俊平,王刚,颜青等 1001 

PO-2264 小儿无症状脂肪瘤型脊髓栓系保守和手术治疗的预后比较分析 --------------------------------------- 万锋 1001 

PO-2265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brainstem tumor in children: 75 cases repor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Neurosurgery, Xinhua Hospital. --------------------------- Zhao Yang 1002 

PO-2266 小儿脑室腹腔分流术后腹腔端并发症的分析及处理 ------------------------------------------------------ 王超 1002 

PO-2267 Surgical treatment of transsphenoidal meningoencephalocele:  

 technique and strategy ----------------------------------------------------------------------------------- Wu Yiqun 1002 

PO-2268 选择性脊神经后根部分切断术治疗痉挛性脑瘫 109 例的疗效分析 --------------------------------- 黄庆玖 1003 

PO-2269 一期全颅盖重建扩容治疗狭颅症 --------------------------------------------------------------------------- 栾新平 1003 

PO-2270 儿童皮毛窦 ------------------------------------------------------------------------------------------------------ 林志雄 1003 

PO-2271 小儿无症状中颅窝蛛网膜囊肿的临床新发现 ------------------------------------------------------------ 宋海民 1003 

PO-2272 一例小儿后颅窝髓母细胞瘤切除手术护理配合 ------------------------------------------------------------ 郝越 1004 

PO-2273 神经内镜下第三脑室底造瘘术治疗儿童脑积水的疗效评估 -------------------------- 关峰,胡志强,黄辉等 1004 

PO-2274 儿童颅内动脉瘤样骨囊肿 1 例并文献复习 ----------------------------------------- 张元隆,梅文忠,吴喜跃等 1004 

PO-2275 小儿生长性骨折的外科处理 ----------------------------------------------------------- 张元隆,梅文忠,吴喜跃等 1004 

PO-2276 Long-term follow-up of microsurgical treatment for spastic cerebral palsy  

 with tethered cord syndrome --------------------------------------- Zhang Li,Yang Wenqiang,Yu Yanbing 1005 

PO-2277 预见性的护理干预在预防儿童外伤性癫痫中受伤的效果研究 ------------------------------------------ 林萃 1005 

PO-2278 儿童难治性癫痫手术治疗策略 ----------------------------------------------------------------------- 向军,蒋宇钢 1005 

PO-2279 儿童脑动静脉畸形的综合治疗 ------------------------------------------------------------------------------ 喻孟强 1006 

PO-2280 小儿重症颅脑疾患行气管切开术后的护理问题及对策 -------------------------------------- 王宗慧,黄燕萍 1006 

PO-2281 The management of posterior fossa tumor in children: 

 a report of 200 cases from China -------------------------------------------------------------------------- 王保成 1006 

PO-2282 儿童颈部皮毛窦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洪文明,程宝春,李志饭等 1007 

PO-2283 阿托伐他汀治疗幼儿慢性硬膜下血肿一例 --------------------------------------------------------------- 杨芳裕 1007 

PO-2284 儿童颅后窝中线肿瘤术后脑积水的原因分析及其治疗 ----------------------------- 杨堃,王子珍,陈政刚等 1007 

PO-2285 儿童脊髓栓系综合征的显微手术治疗及疗效分析 ----------------------------------- 杨堃,黄秋虎,叶富跃等 1008 

PO-2286 儿童脑室-腹腔分流术后分流管肚脐脱出 ------------------------------------------------------- 刘永,张华,王超 1008 

PO-2287 囊肿—腹腔分流治疗先天性脑穿通畸形的探讨 --------------------------------------------------------- 邓培刚 1008 

PO-2288 19 例小儿表现为痴笑性癫痫的下丘脑错构瘤的围手术期护理 -------------------------------------- 刘苗苗 1009 

PO-2289 神经内镜下多点造瘘治疗儿童颞叶&侧裂蛛网膜囊肿的整体 

 效果优于囊肿分流及显微镜切除/造瘘手术。 ---------------------------------------- 伍明,刘景平,张治平等 1009 

PO-2290 肛门括约肌电生理监测在选择性腰骶段脊神经后根切断术 

 治疗痉挛性脑性瘫痪手术中的应用 ----------------------------------------------------------- 许骏,于炎冰,张黎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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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91 腰骶段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治疗脑瘫性 

 下肢痉挛状态的远期疗效分析 ----------------------------------------------------------------- 邵旭,于炎冰,张黎 1010 

PO-2292 选择性腰骶段脊神经后根切断术治疗脑瘫性下肢痉挛的长期伴随疗效 ----------- 张哲,于炎冰,张黎等 1010 

PO-2293 研究与分析小儿脑积水患儿采用脑室腹腔 

 分流术治疗后脑功能恢复情况 ------------------------------------------------------------------------------ 黄聪曦 1010 

PO-2294 小儿颅咽管瘤的临床特点及积极手术治疗结果分析（172 例） ------------------ 周忠清,杨杨,孙玉明等 1011 

PO-2295 小儿急性液性硬膜外血肿诊治分析 -------------------------------------------------- 李伯和,伍伟俊,袁宜荣等 1011 

PO-2296 婴幼儿创伤性小脑血肿 ----------------------------------------------------------------------------- 林维斌,徐朝阳 1011 

PO-2297 儿童脊髓栓系综合征诊断和治疗 ----------------------------------------------------- 陈剑舞,吴喜跃,梅文忠等 1012 

PO-2298 儿童生长性骨折的诊断和治疗 -------------------------------------------------------- 陈剑舞,吴喜跃,梅文忠等 1012 

PO-2299 儿童无骨折脱位脊髓损伤的临床诊治 ----------------------------------------------- 查炜光,张志文,孔海波等 1012 

PO-2300 手术治疗小儿颈、胸段脊膜膨出 -------------------------------------------------------- 魏嘉,刘剑钢,方立浩等 1012 

PO-2301 早产儿、低体重儿生发基质-脑室内出血早期外科干预 ------------------------------- 钱虎飞,魏嘉,刘瑜等 1013 

PO-2302 Sturge-Weber 综合征患儿癫痫的综合治疗 --------------------------------------- 徐成伟,周文静,薛超强等 1013 

PO-2303 儿童小脑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的诊断与治疗 -------------------------------------- 李天栋,王国良,王伟民等 1013 

PO-2304 头皮下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 10 例报道 ---------------------------------------------------------------- 叶桓 1013 

PO-2305 动脉瘤样骨囊肿 1 例并文献复习 ----------------------------------------------------- 张元隆,梅文忠,陈剑舞等 1014 

PO-2306 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 15 例分析 ------------------------------------------------------------------------- 康元宝 1014 

PO-2307 右美托嘧啶对重度颅脑损伤患者脑保护作用的临床研究 ----------------------- 孙晓曼,张立平,张英杰等 1014 

PO-2308 以“脊髓重症”理念开展术前术后序贯性治疗 

 可改善高危颈段病变患者的预后 -------------------------------------------------------------- 谢嵘,陈功,车晓明 1015 

PO-2309 神经重症下丘脑损伤后尿崩与水电解质紊乱 -------------------------------------------------- 邱炳辉,漆松涛 1015 

PO-2310 右美托嘧啶对重度颅脑损伤患者镇静 

 及脑保护作用的临床研究 ----------------------------------------------------------------- 张英杰,张立平,孙晓曼 1015 

PO-2311 拉氧头孢钠治疗重症颅脑损伤术后感染安全及疗效分析 -------------------------- 木依提,杜鹏,栾新平等 1016 

PO-2312 脑脊液异常的脑膜炎后脑积水分流治疗 --------------------------------------------------------------------- 费力 1016 

PO-2313 脑室腹腔及脑室心房分流术后迟发性导管相关性 

 颅内出血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 -------------------------------------------------------- 王柯,钱州棋,高亮 1016 

PO-2314 替加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耐药鲍曼 

 不动杆菌颅内感染临床研究 ----------------------------------------------------------------------- 陈红伟,李小勇 1017 

PO-2315 未伴有昏迷的颞叶钩回疝 ----------------------------------------------------------------------------- 陈晓东,夏鹰 1017 

PO-2316 亚甲蓝排泄试验指导神经外科昏迷患者早期营养支持的研究 ----------------- 廖圣芳,陈汉民,吴国鑫等 1018 

PO-2317 TEG 在抗凝抗聚病人围手术期的临床应用 ---------------------------------------------- 庄顺福,于涛,林瑞生 1018 

PO-2318 危重症神经外科患者的镇静、镇痛处理 ------------------------------------------------------------------ 邵泽亮 1018 

PO-2319 伏立康唑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真菌感染的疗效及文献复习 -------------------------- 董啸,徐锦芳,孙崇然等 1019 

PO-2320 高渗盐水对中重型颅脑创伤患者治疗作用的研究 ----------------------------------- 杨细平,涂悦,彭定伟等 1019 

PO-2321 厚朴复方制剂治疗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基础研究 -------------------------------------- 李建军,程世翔,张赛 1020 

PO-2322 白藜芦醇在抗急性高原脑水肿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 常朋飞,张文成,赵娟等 1020 

PO-2323 重症颅脑疾患经鼻气管内置管吸痰法对呼吸道感染的影响 -------------------------------- 李永平,黄燕萍 1021 

PO-2324 血清降钙素原清除率（PCTc）联合脑脊液乳酸脱氢酶 

 （LDH）对颅内感染患者预后的临床研究 -------------------------------------------- 刘源,汪永新,王增亮等 1021 

PO-2325 目标导向性超声在神经危重症患者中的诊断价值研究 -------------------------------- 李敏,田博,郭少春等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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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26 重视血气分析在小儿颅底占位术后重症监护的作用 -------------------------------- 曹云星,杨林,张晓青等 1022 

PO-2327 实验性猪颅脑枪弹伤的损伤控制外科 --------------------------------------------------------------------- 鲁虎臣 1022 

PO-2328 破裂脑动脉瘤不同时机夹闭术后的颅内压变化及临床意义 -------------------- 方文华,康德智,蔡嘉伟等 1023 

PO-2329 iMRI 指导立体定向手术治疗脑出血 ------------------------------------------------- 王增光,杨卫东,陈旨娟等 1023 

PO-2330 The correlation of complete blood count and liver kidney functions with the length of ICU  

 stay in neurosurgery intensive care unit(NICU):a retrospective study. ------------------------------ 刘岩 1023 

PO-2331 神经外科护士对体位护理认知程度的调查分析与研究 ----------------------------------------------- 王宗慧, 1024 

PO-2332 颅脑微创术后颅内感染易感因素及耐药性的分析 ------------------------------------ 张成,王廉,于建博 等 1024 

PO-2333 脑干出血治疗策略（附 103 例病人临床分析） ----------------------------------------- 熊剑,梁国标,梁勇等 1024 

PO-2334 癫痫持续状态的治疗策略（附 10 例病例报告） ------------------------------------ 熊剑,梁国标,袁冠前等 1025 

PO-2335 血乳酸水平动态监测在 NICU 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 闫改军,王敏,宋晓雪等 1025 

PO-2336 动脉瘤蛛网膜下腔出血高钠和低钠的预后意义 ------------------------------------------------------------ 梁勇 1025 

PO-2337 一千余例神经外科择期手术感染分析 ----------------------------------------------- 朱宏伟,刘希尧,王占祥等 1026 

PO-2338 鲍曼不动杆菌致颅内感染的治疗 -------------------------------------------------------- 杨林,曹云星,张晓青等 1026 

PO-2339 神经外科术后感染流行病学调查 --------------------------------------------------------------------------- 于明琨 1027 

PO-2340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再次重返 ICU 影响因素分析 ----------------------------------------- 马丹,郭小叶,樊毅等 1027 

PO-2341 液体管理对重、特重型颅脑伤的预见性护理效果评价 ------------------------------------------------ 黄燕萍 1027 

PO-2342 右美托咪定治疗脑损伤后间脑发作的经验和体会 -------------------------------------- 毛青,高国一,冯军峰 1028 

PO-2343 颅脑术后颅内感染临床分析  ------------------------------------------------------------- 刘小刚,刘小刚,钟波等 1028 

PO-2344 神经外科 ICU 中右美托咪定镇静使用剂量的探讨 ------------------------------------------------------ 贺维祯 1029 

PO-2345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在原发性颅脑损伤中的应用研究 -------------------------- 廖勇仕,段永红,周宇翔等 1029 

PO-2346 颅内动脉瘤开颅术后患者肺炎的危险因素分析 -------------------------------------------------- 庞恒元,刘杰 1030 

PO-2347 2016 年前交通动脉瘤预后分析和神经重症治疗对策 ------------------------------------------- 王嵘,黄玉杰 1030 

PO-2348 多药联合治疗术后颅内感染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 徐丹,孙晓川,彭彦 1030 

PO-2349 Atripla 在治疗 HIV 继发脑脓肿的疗效分析 --------------------------------------------------------------- 刘东晖 1030 

PO-2350 神经外科医院感染临床分析 -------------------------------------------------------------------------- 王文阳,杨修 1031 

PO-2351 降钙素原对鉴别 G-菌与 G+菌感染所致的颅内感染的诊断价值 --------------------------------------- 孟晗 1031 

PO-2352 早期短肽型肠内营养对脑出血合并胃肠功能紊乱的 

 重症患者对应激性溃疡的防治作用研究 ------------------------------------------------------------------ 冯永健 1031 

PO-2353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igecycline combined with cefoperazone  

 sulbactam for treatment of intracranial infection due to  

 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 Chen Hongwei 1032 

PO-2354 四脑室外引流术治疗颅内感染后孤立性第四脑室的经验交流 ----------------- 潘栋超,李小勇,陈红伟等 1032 

PO-2355 导致颅内压监测失败的相关因素分析 ----------------------------------------------- 方文华,康德智,林章雅等 1032 

PO-2356 重型颅脑创伤术后顽固性低血压一例并文献复习 -------------------------------- 方文华,康德智,林章雅等 1033 

PO-2357 神经外科革兰氏阴性杆菌感染特点及治疗策略 ----------------------------------------- 刘越,李东海,洪涛等 1033 

PO-2358 2013-2015 年神经外科颅内感染病原菌分布特点及多重耐药情况 ----------------- 刘越,李东海,洪涛等 1033 

PO-2359 2014 年前交通动脉瘤预后分析 ---------------------------------------------------------------------- 王嵘,黄玉杰 1034 

PO-2360 神经外科气管切开临床护理 --------------------------------------------------------------------------------- 卫国娜 1034 

PO-2361 持续有创颅内压监护在脑室出血中的临床应用体会 ------------------------------------------------------ 高鹏 1034 

PO-2362 颅脑术后颅内感染合并脑积水治 ----------------------------------------------------------------- 李金星,蒋小龙 1035 

PO-2363 神经急重症合并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围手术期处理及手术治疗 ------------------------------------ 魏俊吉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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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64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并发血浆渗透压异常的分析和临床处理 -------------------------- 水涛,郭再玉,杨国巍 1035 

PO-2365 Pterostilbene attenuates early brain injury following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via inhibition of the NLRP3 inflammasome  

 and Nox2-related oxidative stress ----------------------------------- Liu Haixiao,Zhao Lei,Yue Liang etc. 1036 

PO-2366 细菌性脑膜炎患者脂氧化酶及其产物脂氧素 A4 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 李江浩,邹海 1037 

PO-2367 气管切开时机的临床研究 -------------------------------------------------------------------- 屈晓东,周杰,荔志云 1037 

PO-2368 腰穿加压注液抢救急性枕骨大孔疝致呼吸停止治疗体会 -------------------------- 张庆林,孟庆虎,王成伟 1037 

PO-2369 个体化 3D 打印引导支架在脑出血微创穿刺引流术中应用的研究 ------------ 李珍珠,李泽福,杜洪澎等 1038 

PO-2370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患者呼吸道的预见性护理 ------------------------------------------------------------ 刘秀梅 1038 

PO-2371 May stereotactic intracavity administration of antibiotics shorten  

 the course of systemic antibiotic therapy for brain abscesses? --------------------------- Hu Chenhao 1039 

PO-2372 973 项目出血性脑卒中发生发展机制及防治的研究进展 ------------------------------------------------- 冯华 1039 

PO-2373 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重症颅脑伤患者预后影响的研究发展 -------------------------------- 刘建雯,黄燕萍 1039 

PO-2374 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重症颅脑损伤患者预后的影响 ----------------------------------------- 黄燕萍,刘建雯 1040 

PO-2375 肠内营养在神经重症中的进展 ----------------------------------------------------------------- 骆丽,李红,付凤等 1040 

PO-2376 脑室外引流术后颅内感染临床分析 ----------------------------------------------------------- 兰川,李飞,吴南等 1040 

PO-2377 脑电高频振荡在结节硬化症癫痫患者 

 术前评估的应用 （附 2 例病例报告）  ----------------------------------------------------- 亓蕾,乔慧,张凯等 1041 

PO-2378 IPCNM 技术在小儿后颅窝肿瘤手术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 王君璐,陈若平 1041 

PO-2379 功能区脑转移瘤术中应用神经电生理监测对手术的影响研究 ------------------------------------------ 杨钊 1042 

PO-2380 神经电生理监测在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中应用 -------------------------------------------- 黄志纯,田新华 1042 

PO-2381 神经电生理监测在听神经瘤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 黄志纯,田新华 1042 

PO-2382 神经电生理监测在面肌痉挛显微血管减压术中的应用 ------------------------------------------------ 孙继勇 1043 

PO-2383 神经电生理监测在桥小脑角区肿瘤术中保护面神经的应用价值 --------------------------------------- 张弋 1043 

PO-2384 重度颅脑损伤患者 EEG 及 TCD 对颅压的监测研究 ----------------------------------- 宿艳,戴志成,张静等 1043 

PO-2385 听神经瘤术中多模态监测体系及面听神经功能评价 ----------------------------------- 李鹃,袁贤瑞,刘庆等 1044 

PO-2386 听觉脑干诱发电位的新报警标准在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中的应用 ----------------- 应婷婷,袁艳,李世亭 1044 

PO-2387 LSR 电生理监测能否提高面肌痉挛患者 MVD 手术疗效？ --------------------------------- 卫永旭,赵卫国 1045 

PO-2388 癫痫患者视频脑电检查发作期及发作间期的监测与体会 -------------------------------- 陈蕾,陈鹏,杨慧等 1045 

PO-2389 脑电图检查在早期辅助诊治 SAH 后脑缺血/梗死的临床指导意义 ------------ 柴伟娜, 孙晓川 ,但炜等 1045 

PO-2390 术中唤醒与颅内电极埋藏在手术治疗功能区癫痫的对比分析 --------------------------------------- 杨瑞金 1046 

PO-2391 头皮脑电高频振荡波对继发性癫痫致痫灶的定位价值探讨 --------------------------------------------- 但炜 1046 

PO-2392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对椎管内肿瘤患者术后神经功能预后疗效观察 ------------------------------ 王金川 1047 

PO-2393 不同年龄段儿童术中面神经监测参数设计探讨 -------------------------------------- 肖丹青,静媛媛,任仙等 1047 

PO-2394 多模式神经电生理监测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中的应用 -------------------------------- 宫达森,崔云,魏伟等 1048 

PO-2395 幕上肿瘤患者临床下发作特点和临床价值探讨 -------------------------------------------- 周超,但炜,孙超等 1048 

PO-2396 AMR 波刺激阈值在面肌痉挛 MVD 术中变化的观察研究及新认识 -------------- 林军,陶英群,袁冠前等 1049 

PO-2397 术中皮层脑电残余痫样放电与术后癫痫发作关系 ----------------------------------------- 周超,但炜,王刚等 1049 

PO-2398 术中电生理监测辅助颈动脉内膜切除术 ----------------------------------------------------------- 林国中,王涛 1050 

PO-2399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在椎管内肿瘤中的临床应用 ------------------------------------------------------ 鲁艾林 1050 

PO-2400 神经电生理联合监测在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中的应用 -------------------------------------- 应婷婷,李世亭, 1050 

PO-2401 CPA 肿瘤术末小电流神经刺激对面神经保护的意义 ----------------------------------- 陈立科,洪涛,李美华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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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02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在复合手术室中对手术 

 “突发状况”的指导应用——附两则典型病例分析 -------------------------------- 林军,宋振全,于春泳等 1051 

PO-2403 海洛因成瘾患者伏隔核/内囊前肢的微电极记录研究 ---------------------------------- 葛顺楠,李楠,陈磊等 1052 

PO-2404 公兔阴部骶髓诱发电位的刺激记录方法及应用 -------------------------------------------------- 费昶,宋启民 1052 

PO-2405 SMEP 在公兔骶髓缺血损伤急性期的变化 -------------------------------------------------------- 费昶,宋启民 1052 

PO-2406 F 波对兔不同程度永久性腰髓缺血损伤动物模型的评估 --------------------------------------- 张健,宋启民 1053 

PO-2407 F 波在兔腰髓缺血损伤动物模型急性可逆期的变化 ------------------------------------------------------- 张健 1053 

PO-2408 BCR 在公兔骶髓缺血损伤急性可逆转期的变化 -------------------------------------------------------- 宋启民 1053 

PO-2409 公兔的球海绵体括约肌反射的刺激记录方法及其应用 ----------------------------------------- 戴超,宋启民 1054 

PO-2410 母兔的球海绵体括约肌反射的刺激和记录方法及其应用 ----------------------------------- 程彦昊,宋启民 1054 

PO-2411 BCR 对不同水平永久性公兔骶髓缺血损伤动物模型的评估 ---------------------------------- 戴超,宋启民 1055 

PO-2412 术中皮层脑电图在致痫性颅内占位手术中的应用 -------------------------------- 孙雅静,李安民,宋少军等 1055 

PO-2413 颈痛颗粒联合颈交感神经及颈脊神经后支射频术 

 对血瘀型颈源性头痛患者疗效观察 ----------------------------------------------------------- 杨慧,张余,赵永青 1055 

PO-2414 微电极电生理监测技术在 DBS 治疗帕金森病中的应用与评价 ----------------- 彭里磊,明杨 ,郑皓文等 1056 

PO-2415 EEG 以三相波-抑制为基本节律的特征性 

 脑电图对昏迷病人的预后评估价值 ----------------------------------------------------------- 杨慧,刘智,吴国材 1056 

PO-2416 表面肌电信号与脑瘫患儿运动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 曾杰 1056 

PO-2417 适度皮层电刺激在皮质发育不良癫痫手术功能区定位中的应用 ----------------- 王丰,林元相,余良宏等 1056 

PO-2418 神经电生理监测在听神经瘤显微切除术中的应用研究 -------------------------------- 于涛,林瑞生,林巧珍 1057 

PO-2419 神经电生理检测在痉挛性斜颈手术治疗中的应用 ------------------------------------------------------ 刘海云 1057 

PO-2420 视通路胶质瘤术中应用直接电刺激定位保护视觉纤维 -------------------------- 白红民,周思捷,王国良等 1058 

PO-2421 An optimized abnormal muscle response recording method  

 for intraoperative monitoring of hemifacial spasm  

 and its long-term prognostic value --------------------- Huang Chuyi,Miao Suhua,Zuo Huancong etc. 1058 

PO-2422 改进鼻饲方法在神经外科的应用体会 --------------------------------------------------------------------- 唐龙英 1059 

PO-2423 气压仪治疗在预防卧床病人发生静脉血栓的临床效果分析 ------------------------------------------ 郑秀钦 1059 

PO-2424 集束化干预措施在神经外科多重耐药菌感染管理中的应用探讨 ----------------- 詹昱新,乐革芬,欧阳燕 1059 

PO-2425 核磁手术间的安全管理 -------------------------------------------------------------------------- 姚雯,崔宁宁,肖华 1060 

PO-2426 术中磁共振的应用与护理安全管理 --------------------------------------------------------------------------- 杨虹 1060 

PO-2427 吲哚青绿荧光血管造影在脑血管病术中的应用及护理评价 --------------------------------------------- 程华 1061 

PO-2428 弥漫性轴索损伤病人的护理 --------------------------------------------------------------------------------- 陈婉玮 1061 

PO-2429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的护理体会 ------------------------------------------------------------------------------ 陈婉玮 1061 

PO-2430 神经外科护理工作中的健康教育探索 --------------------------------------------------------------------- 郭惠敏 1061 

PO-2431 神经外科护士生活方式及其与工作压力、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 何婷婷 1062 

PO-2432 脱细胞异种真皮基质衬里结合局部皮瓣转移 

 修复钛网外露伴脑脊液漏一例围手术期护理 -------------------------------------------- 李霞,严雷,韩瑞璋等 1062 

PO-2433 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 2 种护理方法的效果比较 --------------------------------------------- 蓝妍琼 1062 

PO-2434 自我管理教育对胶质瘤术后三维适形放射治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 祝蔚 1063 

PO-2435 探讨品管圈在神经外科患者鼻饲时床头抬高率的应用效果 ------------------------------------------ 林珠妹 1063 

PO-2436  临床护士手卫生依从性现状及影响因素的调查 -------------------------------------------------------- 叶品冰 1064 

PO-2437 规范治疗车物品在神经外科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 蓝妍琼,吴毅婷,林美端 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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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38 静脉输液药物配制及静脉穿刺存在的安全问题及方法 ------------------------------------------------ 张淑媚 1064 

PO-2439 护理干预在胶质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魏海燕 1064 

PO-2440 护士对开展脑卒中患者连续护理的质性研究 ----------------------------------------- 张佳坡,赵士宏,刘静等 1065 

PO-2441 运动指导护理对帕金森病康复患者的效果观察 -------------------------------------- 韩金超,赵士宏,沈亚晨 1065 

PO-2442 癫痫患者服药依从性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相关研究 ------------------------------------------------ 赵士宏 1066 

PO-2443 癫痫患者家庭支持的调查分析 ----------------------------------------------------------- 许春达,韩烜烨,孔静等 1067 

PO-2444 胶质瘤患者对应方式 睡眠障碍 癌因性疲乏及生活质量状况的分析 ------------------------------ 穆立华 1067 

PO-2445 土豆片外敷与 50%硫酸镁湿敷治疗碘对比剂静脉外渗疗效比较 ------------------------------------ 张鸿丽 1068 

PO-2446 重症患者压疮的预防与护理 --------------------------------------------------------------------------------- 周艳霞 1068 

PO-2447 情志护理对脑卒中后抑郁病人的干预效果 -------------------------------------------- 沈亚晨,赵士宏,韩金超 1068 

PO-2448 黑龙江省神经外科护理人员培训结果探讨 ------------------------------------------------------------------ 刘静 1069 

PO-2449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微创神经外科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 刘爽,蔡文芳,刘英丽等 1069 

PO-2450 脑室外引流结合颅内压监测治疗自发性脑室出血的临床与护理 -------------- 林建英,赵少华,吴毅婷等 1070 

PO-2451 品管圈在提高癫痫患者 PICC 置管依从性中应用 ------------------------------------------------------- 王晓庆 1070 

PO-2452 浅谈 Mayfield 多功能头架系统在儿童脑肿瘤手术中应用 --------------------------------------------- 王勤华 1070 

PO-2453 健康教育表单在经气管切开处雾化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 林晶晶,钟桂钦 1071 

PO-2454 应用品管圈降低鼻胃管患者非计划拔管率的效果分析 ------------------------------------------------ 刘静静 1071 

PO-2455 PBL 结合叙事教育法对护生对住院患者跌倒知识-信念-行为的影响 ------------------------ 郎黎薇,任琳 1071 

PO-2456 神经外科机械通气患者床头抬高 30°现状及护士知信行情况调查 ------------- 黄华玲,陈一霞,陈淑惠 1071 

PO-2457 全面护理对预防神经外科重症患者肺部感染的效果研究 ------------------------------------------------ 陈斌 1072 

PO-2458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院内感染的护理干预 --------------------------------------------------------------------- 陈斌 1072 

PO-2459 神经外科应用细节护理的临床观察 ------------------------------------------------------------------------ 雷贵明 1072 

PO-2460 浅谈帕金森病的临床心理护理 --------------------------------------------------------------------------------- 于悦 1072 

PO-2461 综合护理干预对神经外科患者非计划性拔管的应用效果观察 --------------------------------------- 李慧娟 1073 

PO-2462 神经外科手术患者合并糖尿病围手术期护理 ------------------------------------------------------------ 李慧娟 1073 

PO-2463 风险因素分析在神经外科管道护理中的应用及防范 --------------------------------------------------- 张秋红 1073 

PO-2464 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人的观察及护理 --------------------------------------------------------------------- 林晓莉 1073 

PO-2465 关于加强神经外科护理风险管理的思路与方法的探讨 ------------------------------------------------ 许丽妹 1074 

PO-2466 人工鼻和输液泵持续湿化用于人工气道患者的效果 --------------------------------------------------- 刘小燕 1074 

PO-2467 神经外科患者非计划性拔除输液管路原因分析及对策 --------------------------------------------------- 罗惠 1074 

PO-2468 脑出血患者开颅术后加强舒适护理对提高患者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 罗惠 1074 

PO-2469 优质护理在神经外科患者术后颅内感染中的应用效果 ------------------------------------------------ 江丽芬 1074 

PO-2470 全面护理在神经外科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 陈福妹 1075 

PO-2471 关于 JCI 标准在神经外科患者护理安全管理的探讨 --------------------------------------------------- 郭采风 1075 

PO-2472 神经外科病人气管套管安全拔管的护理 --------------------------------------------------------------------- 陈琦 1075 

PO-2473 脑外伤后遗症的康复护理 ------------------------------------------------------------------------------------ 陈愔愔 1075 

PO-2474 神经外科患者围手术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观察及护理的研究 ------------------------------------ 刘才基 1076 

PO-2475 关于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介入治疗的护理研究 --------------------------------------------------- 刘才基 1076 

PO-2476 品管圈在降低留置尿管非计划性拔管护理中的应用 --------------------------------------------------- 黄丽娜 1076 

PO-2477 一产妇背痈并发感染伤口的护理 --------------------------------------------------------------------------- 王翠娥 1076 

PO-2478 基于专病诊疗流程及专科专病护理常规临床护理表单设定 ------------------------------------------ 陈超丽 1076 

PO-2479 从听诊器使用的依从性看护士的职业素质 --------------------------------------------------------------- 陈超丽 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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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80 多模态监测系统在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病情观察的应用 --------------------------------------------- 陈超丽 1077 

PO-2481 全身麻醉前后患者年龄、性别与瞳孔变化临床研究 ----------------------------------------- 铁兴华,荔志云 1077 

PO-2482 巴林特小组对护理人员负性情绪的干预 --------------------------------------------------------------------- 李琦 1078 

PO-2483 神经外科护理人员 MBTI 人格类型调查及护理岗位适应分析 ---------------------------------------- 朱秀梅 1078 

PO-2484 Carnation22 光子治疗仪在治疗颅脑手术切口愈合不良中的效果观察 ---------------------------- 黄晓琼 1078 

PO-2485 小儿松果体区肿瘤合并脑积水的围手术期护理 --------------------------------------------------------- 蓝雪兵 1079 

PO-2486  临床护士抽药过程中残余药量影响因素分析 ----------------------------------------------------------- 吴雪清 1079 

PO-2487 颞叶癫痫患者术后应用延续性护理对其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 聂凌鋆 1079 

PO-2488 重度颅脑损伤患者气管切开的临床护理分析 ------------------------------------------------------------ 周亚梅 1079 

PO-2489 脑外伤老年患者术后并发上消化道出血的护理观察 --------------------------------------------------- 周亚梅 1080 

PO-2490 神经外科危重患者 PICC 的应用与护理 ------------------------------------------------------------------- 沈素娟 1080 

PO-2491 神经外科疾病护理中的不安全因素分析 ------------------------------------------------------------------ 沈素娟 1080 

PO-2492 神经外科患者尿路感染护理效果分析 --------------------------------------------------------------------- 赖凤娣 1080 

PO-2493 神经外科实施延续性护理的措施与成效 ------------------------------------------------------------------ 赖凤娣 1080 

PO-2494 气管切开术后气道湿化对痰液成分改变的相关性研究 ------------------------------------------------ 陈淑惠 1081 

PO-2495 重型颅脑损伤病人体位变化对颅内压及脑灌注压的影响 --------------------------------------------- 陈淑惠 1081 

PO-2496 脑出血昏迷病人肢体功能锻炼康复效果研究 ------------------------------------------------------------ 陈丽玲 1081 

PO-2497 昏迷患者家属参与型鼻饲饮食的护理体会 --------------------------------------------------------------- 陈丽玲 1081 

PO-2498 预防神经外科吸入性肺炎护理管理流程的构建与应用 --------------------------------------------------- 陈妍 1082 

PO-2499 护患沟通在神经外科疾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 陈妍 1082 

PO-2500 微量注射泵补钾在 ICU 低钾病人中的应用及护理 ------------------------------------------------------ 林海芳 1082 

PO-2501 持续腰大池引流脑脊液治疗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术后护理 ------------------------------ 胡欢欢 1082 

PO-2502 不同气道湿化方法应用于气管切开患者的效果比较 --------------------------------------------------- 林海芳 1083 

PO-2503 颅内动脉瘤的术后护理 --------------------------------------------------------------------------------------- 孙惠真 1083 

PO-2504 脑胶质瘤术后的观察护理 ------------------------------------------------------------------------------------ 孙惠真 1083 

PO-2505 神经外科脑室引流术后引流管的护理体会 --------------------------------------------------------------- 翁云洪 1083 

PO-2506 神经外科脑出血术后患者行气管切开的护理要点分析 ------------------------------------------------ 翁云洪 1083 

PO-2507 神经外科择期手术患者术后疼痛预见性护理的临床分析 ------------------------------------------------ 张萍 1084 

PO-2508 PDCA 循环在提高神经外科护士“危急值”处理后 

 护理记录书写合格率中的应用 ----------------------------------------------------------- 黄华玲,陈一霞,周亚梅 1084 

PO-2509 神经外科急诊开颅手术配合及工作程序的分析 ----------------------------------------------------- 郑皛,肖华 1084 

PO-2510 预防神经外科病人非计划性拔管健康教育依从性分析 ------------------------------------------------ 蔡惠芳 1085 

PO-2511 延续性护理在神经外科护理实践中的实施及效果 ------------------------------------------------------ 陈一霞 1085 

PO-2512 持续质量改进在颅脑外伤患者疼痛管理中的应用 ------------------------------------------------------ 陈一霞 1085 

PO-2513 一种新型的气切湿化套管的设计和应用 ------------------------------------------------------------------ 林碧华 1085 

PO-2514 韩式穴位神经刺激仪对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后恶心呕吐的护理研究 ----------------------- 周萍,林艳 1086 

PO-2515 神经外科规范化培训护士专科培训方法及体会 ----------------------------------------------- 顾蕊欣,马海萍 1086 

PO-2516 静脉输液引起一般心理问题的护理对策 -------------------------------------------------------------- 易全,骆丽 1086 

PO-2517 约束手套在神经外科躁动患者中的应用 ------------------------------------------------------------------ 叶爱华 1086 

PO-2518 优质服务在小脑出血立体定向手术患者中的应用及效果 --------------------------------------------- 王丹玲 1087 

PO-2519 谈腰大池持续引流非计划拔管临床护理干预的方法 --------------------------------------------------- 曹娅妮 1087 

PO-2520 巧用一次性床罩制作防雨用具 ------------------------------------------------------------------------------ 曹娅妮 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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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21 神经外科优化护理服务的管理体会 ------------------------------------------------------------------------ 曹娅妮 1087 

PO-2522 10 例中重度脑室出血合并梗阻性脑积水患者行脑室外 

 引流结合腰大池引流术的护理策略 ------------------------------------------------------------------------ 庄红霞 1087 

PO-2523 有创颅内压监测联合阶梯式护理在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中的应用 --------------------------------- 庄红霞 1088 

PO-2524 1 例难治性癫痫行术外脑皮层电刺激的定位及护理 --------------------------------------------- 林吒吒,俞群 1088 

PO-2525 急性椎管内硬膜外血肿 1 例的围手术期护理 -------------------------------------------------- 柴婷婷,陈爱琴 1088 

PO-2526 颅脑肿瘤非计划二次手术早期预警模型的建立与效能评价 ----------------------- 王巍,陈圆圆,徐彩娟等 1089 

PO-2527 颅内外血管搭桥术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 阮璐 1089 

PO-2528 一例数字化钛网颅骨修补术后感染护理 ------------------------------------------------------------------ 周列帆 1089 

PO-2529 1 例颅内电极埋藏患者行术外皮层电刺激的护理 --------------------------------------------- 鲁涓涓,傅雅红 1089 

PO-2530 经鼻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后的护理 ------------------------------------------------------------------------------ 赖敏 1090 

PO-2531 个案追踪查房模式在神经外科危重患者护理实践中的效果评价 ----------------- 马雯,张书娟,江丕菊等 1090 

PO-2532 图片、视频等宣教在预防患者非计划拔管中的应用及分析 --------------------------------------------- 陈宗 1090 

PO-2533 颅脑手术备皮时间对切口感染的影像研究 --------------------------------------------------------------- 曾明珠 1091 

PO-2534 治疗性沟通对脑肿瘤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 ------------------------------------------------------------------ 徐洁 1091 

PO-2535 血管封堵器对全脑血管造影术后患者卧床时间及舒适度影响的研究 ----------- 柯燕燕,李春志,刘妮等 1091 

PO-2536 神经外科手术护理安全隐患及对策 --------------------------------------------------------------------------- 程华 1091 

PO-2537 预见性护理在神经外科护理风险中的应用 --------------------------------------------------------------- 杨红妹 1092 

PO-2538 脑胶质瘤术后康复护理体会 --------------------------------------------------------------------------------- 赵少华 1092 

PO-2539 急性颅脑损伤并发低钠血症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 周蓉,杨吉月 1093 

PO-2540 一例神经导航内镜辅助下经鼻蝶罕见碰撞瘤切除术的护理配合 -------------------------- 李杨,李佳,姜雪 1093 

PO-2541 子母式防逆流集尿袋在垂体瘤切除术后患者尿量记录管理中的应用 ----------------------- 李楠,梁海乾 1093 

PO-2542 产褥期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的观察及护理体会 ----------------------------------------- 张道敏,陈敏,吴丽金 1094 

PO-2543 改良式腰大池引流管连接固定法的临床应用 ------------------------------------------------------------ 刘金霞 1094 

PO-2544 术前疼痛宣教对显微血管减压术后头痛的影响 -------------------------------------------------- 王薇,边国伶 1094 

PO-2545 床突段动脉瘤手术护理 ------------------------------------------------------------------------------------------ 刘娟 1094 

PO-2546 空氧混合吸氧法精准改善神外患者低氧合指数的临床效果观察 ----------------- 曹靖惠,任丽霞,武宝平 1095 

PO-2547 增加吞咽功能评估频次对降低桥小脑角肿瘤患者 

 手术后吸入性肺炎的作用 -------------------------------------------------------------- 张玉琴,毛冰佳,魏艳华等 1095 

PO-2548 2 例 HIV 感染者合并硬膜外血肿的护理 --------------------------------------------------------------------- 刘霞 1095 

PO-2549 22 例婴幼儿烟雾病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 于丹 1096 

PO-2550 家庭赋权护理模式在出血性脑卒中患者康复管理中的应用 -------------------- 程春梅,范小宁,靳玉萍等 1096 

PO-2551 院外延续护理对癫痫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 靳玉萍,程春梅,范小宁等 1096 

PO-2552 开颅术后持续颅内压监测的应用及护理  ----------------------------------------------------------------- 赖晓敏 1097 

PO-2553 翼点锁孔入路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围手术期护理 --------------------------------------------------------- 周小菊 1097 

PO-2554 神经外科护士分层培训对提高岗位胜任能力的探讨 --------------------------------------------------- 吴丽金 1097 

PO-2555 ICU 患者家属对探视需求的调查与分析 ------------------------------------------------------------------ 郑云翔 1097 

PO-2556 电话回访垂体瘤术后患者出院后遵医行为的影响 ------------------------------------------------------ 吴丽金 1098 

PO-2557 气压治疗对重型颅脑损伤病人的护理体会 ------------------------------------------------------------------ 王丹 1098 

PO-2558 空气波压力治疗在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中的疗效观察 --------------------------------------------------- 肖玲 1098 

PO-2559 脑外科护理临床带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罗庆莲,骆雪英,陆佳等 1098 

PO-2560 延续性护理干预对脑外伤癫痫出院患者的研究 --------------------------------------------------------- 罗庆莲 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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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61 集束化气道护理控制气管切开患者肺部感染的应用研究 ----------------------------- 樊毅,郭小叶,吕欣欣 1099 

PO-2562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早期肠内营养支持的临床护理 ------------------------------------------------------ 曾莉萍 1100 

PO-2563 中医定向药透疗法对颅脑损伤的预后观察 --------------------------------------------------------------- 曾莉萍 1100 

PO-2564 重型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患者控制痰液粘稠度的护理观察 ----------------------------- 罗庆莲,姜林,王丹等 1100 

PO-2565 基层医院急诊颅脑损伤手术的护理配合 -------------------------------------------- 杨阿宁,吴雪红,胡加强等 1100 

PO-2566 脊髓肿瘤术后成轴翻身的必要性 --------------------------------------------------------------------------- 王可杰 1101 

PO-2567 胶质瘤患者术前焦虑的评估与护理对策 ----------------------------------------------------------- 李悦,蒋紫娟 1101 

PO-2568 强化护理对颅脑肿瘤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 -------------------------------------------------- 李悦,蒋紫娟 1101 

PO-2569 螺旋型鼻肠管幽门后置管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中的成功率及影响因素 ------------------------------ 高辉 1102 

PO-2570 自我管理教育对胶质瘤术后长期化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 周红 1102 

PO-2571 影响护理本科实习生科研能力的分析与思考 ------------------------------------------------------------ 郑云翔 1103 

PO-2572 术前床上排尿训练对颅内肿瘤术后尿潴留的影响 ----------------------------------------------- 邓娟,蒋紫娟 1103 

PO-2573 氧疗在失禁性皮炎中的应用 ----------------------------------------------------------------- 樊毅,郭小叶,贾江利 1103 

PO-2574 “自制匀浆制剂处方表”对昏迷患者营养支持的效果研究 -------------------------- 柯燕燕,马丽萍,蒲萍 1104 

PO-2575 颈外静脉与四肢浅静脉在颅脑损伤中的效果比较 --------------------------------------------------------- 陈静 1104 

PO-2576 整体护理在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后脑血管痉挛中的应用 ------------------------------------------------ 周丽娜 1104 

PO-2577 气管切开患者颈内静脉置管感染相关因素分析 --------------------------------------------------------- 章雅婷 1104 

PO-2578 微量泵静脉输注尼膜同致静脉炎的预防及护理体会 -------------------------------- 闫柳,耿艳红,李媛媛等 1105 

PO-2579 浅谈神经外科护理带教的体会 ------------------------------------------------------------------------------ 段旭蕾 1105 

PO-2580 专用脑室引流固定架的设计与应用 ------------------------------------------------------------------------ 郭小叶 1105 

PO-2581 多功能踝足矫形垫在早期脑卒中偏瘫患者预防足下垂中的应用 -------------- 马宇娇,郭小叶,吕欣欣等 1106 

PO-2582 护患沟通技巧对神经外科先天聋哑患者治疗的重要性 --------------------------------------------------- 王华 1106 

PO-2583 63 例重度颅脑外伤患者的临床观察与护理浅析 -------------------------------------------------------- 李媛媛 1107 

PO-2584 右额颞颅眶沟通瘤的围手术期患者的护理 --------------------------------------------------------------- 王梅红 1107 

PO-2585 关于护理干预对 45 例颅内动脉瘤破裂手术的临床观察 ------------------------------------------------- 王舒 1107 

PO-2586 护理工作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 赵宗欢 1107 

PO-2587 颅脑占位性病变切除术患者出院准备度现况及与过渡期健康结局的相关性研究 --------------- 刘闻捷 1108 

PO-2588 双下肢空气压力泵预防高血压脑出血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效果观察 ------------------------------ 曲虹 1108 

PO-2589 护理标识在神经外科病区临床工作中的作用 --------------------------------------------------------------- 李娜 1108 

PO-2590 弹簧圈介入栓塞治疗颅内动脉瘤的围手术期护理 ------------------------------------------------------ 夏喜玲 1109 

PO-2591 自制肩部固定带在神经外科侧卧体位中的应用 -------------------------------------- 于文君,吴明琴,万美萍 1109 

PO-2592 阶段式健康教育在面神经吻合术患者康复自我管理效能的应用 --------------------------------------- 王磊 1109 

PO-2593 品管圈在降低神经外科患者钢针使用率中的效果评价 -------------------------------------- 华占艳,夏喜玲 1109 

PO-2594 20%甘露醇毒副作用临床观察及护理干预 --------------------------------------------------------------- 孟薇薇 1110 

PO-2595 “鲶鱼效应”在神经外科风险管理过程中的临床研究与分析 ------------------------------------------ 马蓓 1110 

PO-2596 心理干预对桥脑小脑角肿瘤术后眼睑闭合不全患者 焦虑状况的影响 ----------------------------- 桂金敏 1110 

PO-2597 一例经鼻内镜下行斜坡脊索瘤切除及颅底重建术的护理 ------------------------------------------------ 李萍 1111 

PO-2598 关于脑部低温疗法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 ------------------------------------------------------------------ 孟露露 1111 

PO-2599 一例脑室镜下蛛网膜囊肿切除术手术配合 -------------------------------------------------------- 豆少利,姜雪 1111 

PO-2600 1 例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剖宫产术后的护理 ------------------------------------------------------------- 郭昱琪 1111 

PO-2601 JBI 身体约束标准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中的应用 ------------------------------------------------------- 王莹 1111 

PO-2602 加速康复理念下垂体瘤患者围术期护理路径的研究 -------------------------------- 万艳慧,马静,高雪影等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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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03 88 例脑出血患者术后再出血临床护理 -------------------------------------------------------------------- 袁立佳 1112 

PO-2604 关于 84 例脑血管疾病患者的临床护理观察及护理体会 ------------------------------------------------- 王影 1113 

PO-2605 应用复合手术室治疗颅内动脉瘤患者围手术期护理 --------------------------------------------------- 王冬芮 1113 

PO-2606 109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综合护理体会 ------------------------------------------------------------------- 杨丹 1114 

PO-2607 神经外科护理工作风险因素分析及护理安全对策 -------------------------------------------- 杨文群,赵婉婷 1114 

PO-2608 后循环系统脑梗死合并血管支架成形术患者术后的护理体会 -------------------- 王婷,王晓庆,韩海静等 1114 

PO-2609 心理护理干预改善面肌痉挛患者围手术期焦虑情绪的临床研究 --------------------------------------- 陈颖 1114 

PO-2610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保护性约束应用体会 ------------------------------------------------------------------ 梁帆 1115 

PO-2611 ICU 护士职业压力分析及对策 1 ---------------------------------------------------------------------------- 权文娟 1115 

PO-2612 小脑发育不良神经节细胞瘤术后指导 ------------------------------------------------------------------------ 王程 1115 

PO-2613 预见性护理干预防治神经外科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栓塞的临床研究 ----------- 孙春华,吴文丽,胡秀壬 1116 

PO-2614 右美托咪定应用于小儿术后躁动时的相关护理措施 ------------------------------------------------------ 王程 1116 

PO-2615 一例外伤后脑脊液漏致非颅高压脑疝患者的护理体会 ------------------------------------------------ 王红霞 1116 

PO-2616 健康宣教对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治疗病人的影响 ------------------------------------------------------ 张沈萍 1116 

PO-2617 多模态监测联合程序化镇静的神经重症护理 

 在高血压脑出血围手术期的应用和临床意义 ----------------------------------------------- 王岩,刘娜,何伟等 1117 

PO-2618 团队式管理在 PICC 维护中应用效果评价 ---------------------------------------------------------------- 强燕燕 1117 

PO-2619 急性脑出血的观察及护理特点 --------------------------------------------------------------------------------- 郑婷 1117 

PO-2620 循证护理在神经外科颅脑损伤昏迷患者留置尿管中的应用 --------------------------------------------- 张娜 1118 

PO-2621 细节管理在神经外科手术配合中的应用 ------------------------------------------------------------------ 王秀芳 1118 

PO-2622 三级质控在神经外科压疮管理中的应用 -------------------------------------------------- 耿艳红,王静,马文哲 1119 

PO-2623 经鼻碟入路鞍区肿瘤切除术并发症的预见性观察与护理 -------------------------------- 姜佳妮,黄燕萍等 1119 

PO-2624 85 例经鼻蝶窦手术治疗鞍区 Rathke 囊肿的围手术期护理 --------------------------------------------- 刘娜 1119 

PO-2625 32 例顽固性癫痫患者行迷走神经刺激术的围手术期护理 ----------------------------------------------- 富晶 1119 

PO-2626 肠内营养护理小组在临床营养支持工作中的作用与效果探讨 ------------------------------------------ 陈莉 1120 

PO-2627 品管圈在神经外科护理提高床头信息完整率中的应用效果 --------------------------------------------- 陈莉 1120 

PO-2628 注气法在床边主动放置鼻肠管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中的应用 -------------------------------- 石洁,华美芳 1120 

PO-2629 银杏叶片与鱼石脂软膏混合外敷治疗甘露醇外渗 ------------------------------------------- 豆兴芳 ,黄艳萍 1121 

PO-2630 以目标管理理论为导向的综合护理干预措施 

 在气管切开患者的气道管理中的应用 --------------------------------------------------------------------- 许爱琴 1121 

PO-2631 针眼静脉贴膜对预防压疮的临床效果评价 ----------------------------------------------------- 李小珍,黄燕萍 1121 

PO-2632 唤醒麻醉下语言功能区肿瘤切除术的围手术期护理 ----------------------------- 潘胜娜,魏文桂,张慧捷等 1122 

PO-2633 外科治疗难治性癫痫的围手术期护理 ----------------------------------------------- 潘胜娜,魏文桂,郭连梅等 1122 

PO-2634 NSICU 气管切开患者持续使用面罩型气道湿化效果研究 ---------------------------- 王毓,陈法,刘玉芳等 1123 

PO-2635 颅脑手术术后引流管并发症的预防与护理 ------------------------------------------------------------------ 尹方 1123 

PO-2636 神经外科患者的管道护理 --------------------------------------------------------------------------------------- 王妍 1123 

PO-2637 心理护理干预对脑胶质瘤围术期患者的不良情绪的影响 ----------------------------------------- 苏玲,郭敏 1124 

PO-2638 颅内动脉瘤的术后监护体会 --------------------------------------------------------------------------------- 黄文丽 1124 

PO-2639 神经外科患者气管插管意外拔管的原因分析与对策 ----------------------------- 邱燕华,陈超丽,郑青云等 1124 

PO-2640 颅内压监测常见护理问题分析与对策 -------------------------------------------------------------- 庄冰,林碧华 1124 

PO-2641 品管圈活动在降低神经外科重症鼻饲患者误吸发生率中的应用 ------------------------------------ 范明明 1125 

PO-2642 微量泵携带药物在 ICU 患者人工气道湿化中的应用研究 --------------------------------------------- 范明明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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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43 应用护患沟通技巧对提高脑血管造影术患者满意度的效果研究 --------------------------------------- 余玲 1125 

PO-2644 联合应用胃内动力药结合侧卧位胃内注气法在盲插鼻肠管的应用 --------------------------------- 林瑞端 1125 

PO-2645 皮肤保护膜联合造口粉治疗神经外科失禁性皮炎的疗效观察 -------------------------------------- 林瑞端, 1126 

PO-2646 储液囊安置脑室外引流的有效护理方法 --------------------------------------------------------------------- 陈群 1126 

PO-2647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袖带正反放置测量肱动脉血压的差异性研究 -------------------- 徐灿,胡燕妮,程呈等 1126 

PO-2648 可控式牙刷在神经外科危重患者口腔护理的应用 ------------------------------------------------------ 林瑞端 1127 

PO-2649 品管圈活动提高神经外科病区护士查对手腕带执行率的效果 -------------------------------- 张平,何卫娥 1127 

PO-2650 预防神经外科患者吸入性肺炎护理管理流程的应用 ----------------------------------------------- 陈珊,陈敏 1127 

PO-2651 1M3S 管理体系对神经外科住院病人满意度的研究 ------------------------------------------------------- 张平 1127 

PO-2652 最小意识状态患者促醒综合治疗围术期集束化护理效果的研究 -------------------------------- 程呈,徐灿 1128 

PO-2653 一件式造口袋用于神经外科大便失禁患者肛周皮肤护理的效果观察 ----------------------- 胡燕妮,徐灿 1128 

PO-2654 住院指导在神经外科优质护理病房中的应用 ------------------------------------------------------------ 李明娟 1128 

PO-2655 医护一体化管理模式在神经外科择期手术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初探 --------------------------------- 赖海燕 1128 

PO-2656 雾化吸入的时间间隔在预防神经外科长期卧床患者发生肺炎的效果研究 ------------------------ 陈增华 1129 

PO-2657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精神障碍高风险因素及护理干预的临床分析 ------------------------------------ 孙士梅 1129 

PO-2658 护患沟通在神经外科护理中的应用 ------------------------------------------------------------------------ 刘承珠 1129 

PO-2659 品管圈降低输液期间呼叫频次的效果观察 --------------------------------------------------------------- 孙秀芳 1129 

PO-2660 NICU 护士分层分组管理对提高护理质量的实践 ---------------------------------------------------------- 王璐 1130 

PO-2661 神经外科术后深静脉血栓 30 例护理分析 ------------------------------------------------------------------- 刘杨 1130 

PO-2662 高颈段脊髓肿瘤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策略探讨 ----------------------------------------------- 李珊珊,黄燕萍 1130 

PO-2663 急性脑梗死尿激酶静脉溶栓治疗疗效观察 ------------------------------------------------------------------ 庄喆 1130 

PO-2664 胸腔闭式引流瓶标识的应用 --------------------------------------------------------------------------------- 赵文芳 1131 

PO-2665 综合管理模式在急救车管理中的应用 --------------------------------------------------------------------- 李亚亚 1131 

PO-2666 论文摘要 ----------------------------------------------------------------------------------------------- 王秀梅,游少玫 1131 

PO-2667 医护一体化对重型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早期介入治疗中的应用 -------- 徐小飞,何子骏,赵晓辉等 1132 

PO-2668 神经外科术后患者便秘护理的分析及干预对策 ------------------------------------------------------------ 李炳 1132 

PO-2669 内镜下经鼻蝶垂体瘤切除术后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 ------------------------------ 李明娟,梁娜 ,曹亚妮等 1132 

PO-2670 床边盲插鼻肠管技术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中的应用 --------------------------------------------------- 华美芳 1132 

PO-2671 品管圈活动降低神经外科静脉输液渗漏发生率的研究 -------------------------- 赵晓辉,徐小飞,白妙春等 1133 

PO-2672 浅析神经外科护理风险与对策 --------------------------------------------------------------------------------- 郝娟 1133 

PO-2673 动脉瘤栓塞治疗术后股动脉穿刺部位护理体会 -------------------------------------------------- 王莹,李晓红 1133 

PO-2674 开展品管圈活动提高神经外科术前病人练习排尿依从性 --------------------------------------------- 张骆骆 1133 

PO-2675 颅脑损伤患者颅内压监测和护理 --------------------------------------------------------------------------- 傅桂金 1133 

PO-2676 人性化护理在手术室的应用 ------------------------------------------------------------------------------------ 周婷 1134 

PO-2677 带发患者行长程视频脑电图监测电极的安放及护理 -------------------------------- 刘晓芳,李扩,王乙锠等 1134 

PO-2678 电话随访对神经外科癫痫患者服药依从性影响的效果观察 ----------------------- 贺慧兰,孙亚萍,慕彬等 1134 

PO-2679 加强沟通技巧预防护患纠纷 --------------------------------------------------------------------------------- 黄秀花 1134 

PO-2680 优质护理在单鼻孔经蝶窦入路垂体瘤切除围术期中的效果分析 ------------------------------------ 宋玲丽 1135 

PO-2681 颅内动脉瘤患者护理安全管理新进展 ------------------------------------------------------------------------ 陈玲 1135 

PO-2682 1 例岩骨后脑膜瘤合并血小板减少患者应用巨 

 和粒并发胸腹腔积液的护理 ----------------------------------------------------------- 靳玉萍,程春梅,范小宁等 1135 

PO-2683 术前访视立体定向治疗药物依赖患者对手术相关 知识及心理的影响 ------------------------- 高静,姜雪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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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84 SBAR 沟通模式的表格式交班本在神经外科晨交班中的应用 --------------------------------------- 龙建华 1136 

PO-2685 整体循环服务模式和培训在神经外科护工管理中的应用 --------------------------------------------- 王翠娥 1136 

PO-2686 神经内镜辅助下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的手术配合 ------------------------------------------------------ 董雯静 1136 

PO-2687 信息化互动教学模式的构建构建神经外科新进护士中的应用 ----------------- 范小宁,程春梅,李晶晶等 1137 

PO-2688 高年资护士职业倦怠现状调查  ----------------------------------------------------------------------------- 陈冰心 1137 

PO-2689 重症颅脑损伤患者急救中给予快捷护理路径的效果分析 --------------------------------------------- 龚艳艳 1137 

PO-2690 1 例脑出血患者术后并发下肢 DVT 的护理 ----------------------------------------------------------------- 顾艳 1137 

PO-2691 侧孔型针头注射器不同抽药手法对玻璃安瓿内残留药液的影响 ----------------------------- 韦薇,黄燕萍 1138 

PO-2692 神经外科患者术前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 --------------------------------------------------------------------- 唐皓 1138 

PO-2693 颅咽管瘤患者术后出现尿崩症 1 例的观察及护理 ------------------------------------------------------ 陈传香 1138 

PO-2694 神经外科危重病人营养支持治疗并发腹泻原因分析及护理 -------------------------------- 许佳俊,李丽丽 1139 

PO-2695 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血管内支架成形术围术期的护理 --------------------------------------------------- 高阳 1139 

PO-2696 医护一体化工作模式在神经外科专科护士临床带教中的应用 ----------------------- 徐敏宁,罗盈,李宁等 1139 

PO-2697 松果体区肿瘤围手术期护理 ------------------------------------------------------------------------------------ 伍琳 1140 

PO-2698 颅内肿瘤患者社会支持及疾病认知对生活质量水平的影响 ------------------------------------------ 孙艳杰 1140 

PO-2699 影响护理大专实习生科研能力的分析和思考 ------------------------------------------------------------ 黄小芬 1140 

PO-2700 标准流程规范化在神经外科专科引流管精确固定的临床应用 -------------------- 吴玉燕,张博,冯晓云等 1141 

PO-2701 神经外科经鼻留置胃管患者的两种固定鼻饲管方法临床效果对比 ------------------------------------ 张彤 1141 

PO-2702 垂体腺瘤行内镜下经鼻蝶肿瘤切除手术治疗护理体会 --------------------------------------------------- 李宁 1142 

PO-2703 集尿袋 OT-U 在脑干肿瘤术后患者的应用 ------------------------------------------------------------------- 闫莹 1142 

PO-2704 鞍区占位性病变切除+颈外动脉、大脑中动脉搭桥的手术配合 ---------------------------------- 郭青,姜雪 1143 

PO-2705 Morse 跌倒量表在神经外科住院患者中的应用体会 --------------------------------------------------- 严芳梅 1143 

PO-2706 不同材质气管套管在神经外科临床护理中的应用体会 ------------------------------------------------ 严芳梅 1143 

PO-2707 神经外科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的护理级进展 ----------------------------------------------------- 赵婉婷,许娇 1143 

PO-2708 神经外科常见非计划性拔管的原因分析 ------------------------------------------------------------------ 赖银清 1144 

PO-2709 神经外科急诊入院患者家属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杨丹 1144 

PO-2710 内镜经鼻蝶生长激素腺瘤患者围手术期的呼吸道护理体会 --------------------------------------------- 睢静 1144 

PO-2711 神经外科患者住院收费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方法 ----------------------------------------- 罗盈,徐敏宁,孟娟等 1144 

PO-2712 颈椎间盘突出患者围手术期护理 -------------------------------------------------------------- 罗盈,侯芳,李宁等 1145 

PO-2713 QCC 在神经外科护士固定专科引流装置中的应用 ---------------------------------- 张晓阳,吴玉燕,侯芳等 1146 

PO-2714 集束化 PVC 护理策略在神经外科住院患者的成效 ---------------------------------------------- 吴明琴,曹峰 1146 

PO-2715 神经外科气管切开术后患者脱管原因分析及护理 ------------------------------------------------------ 杜玲玲 1146 

PO-2716 神经外科住院患者夜间突发事件原因分析及管理对策 --------------------------------------------------- 田甜 1147 

PO-2717 R 形翻身垫在神经外科术后患者压疮预防的应用 ------------------------------------------------------ 马改萍 1147 

PO-2718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相关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 --------------------------------------- 王雪萍 1147 

PO-2719 职业防护意识培养在神经外科监护室临床带教中的体会 --------------------------------------------- 骆荣耀 1148 

PO-2720 神经外科术后患者高热类型分析及护理 ------------------------------------------------------------------ 黄登静 1148 

PO-2721 临床护理路径在脊髓空洞患者的应用 ------------------------------------------------------------------------ 王霞 1148 

PO-2722 沙盘游戏在儿童胶质瘤术后心理行为问题中的应用及研究 ------------------------------------------ 冷祖会 1148 

PO-2723 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的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 张莲芳 1149 

PO-2724 流程管理在新护士护理气管切开患者培训中的应用 -------------------------------------------- 唐艳,乐革芬 1149 

PO-2725 一例头皮伤口 MRSA 感染的护理 -------------------------------------------------------------------------- 邓春蕾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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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26 电生理监测对听神经瘤患者围手术期护理的影响 ----------------------------------------------- 吴丽娜,李莺 1149 

PO-2727 高血压脑出血合并糖尿病病人围手术期的护理 ------------------------------------------------------------ 余晶 1150 

PO-2728 高血压脑出血合并糖尿病患者静脉通路选择的探讨 --------------------------------------------------- 冉建容 1150 

PO-2729 经鼻蝶窦入路垂体腺瘤切除术后腰椎置管的效果观察 ------------------------------------------------ 刘丹丹 1150 

PO-2730 引流管的床头标识在护理中应用 --------------------------------------------------------------------------- 郑丽仙 1150 

PO-2731 神经外科长期卧床病人翻身时间对于预防压疮的研究 --------------------------------------------------- 高琳 1151 

PO-2732 Teach-back 方法对人工气道患者家属手卫生依从性的影响 ------------------------------- 乐革芬,易汉娥 1151 

PO-2733 颅脑火器伤合并颅内颈内动脉损伤患者的急救与护理 ----------------------------- 曲虹,赵明光,赵丽萍等 1151 

PO-2734 持续颅内压监护在高龄对冲性额叶挫裂伤 

 伴迟发性脑内血肿患者中的应用 -------------------------------------------------------- 曲虹,李鉴峰,赵明光等 1152 

PO-2735 颈外静脉留置针输液在颅脑疾患的临床实用 ------------------------------------------------------------ 李春燕 1152 

PO-2736 系统化电话随访对改善烟雾病出院患者遵医行为的效果研究 --------------------------------------- 庄红霞 1152 

PO-2737 经岩骨乙状窦前入路岩斜区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护理 ----------------- 曲虹,冯思哲,赵丽萍等 1153 

PO-2738 一次性医用咬口应用于昏迷患者口腔护理效果观察 ----------------------------------------- 林国美,吴素英 1153 

PO-2739 对脑卒中肢体功能障碍患者陪护人员进行康复指导的体会 ------------------------------------------ 邱燕美 1153 

PO-2740 神经外科病区医院内感染的预防和控制 --------------------------------------------------------------------- 胡玲 1153 

PO-2741 临床护理路径在脑梗死患者中的效果评价 ------------------------------------------------------------------ 李滨 1154 

PO-2742 输液接头对静脉留置针堵管的预防效果 ------------------------------------------------------------------ 徐静林 1154 

PO-2743 浅谈导致气管切开并发气道狭窄的危险因素及对这类患者进行护理干预的方法 --------------- 邢佳静 1154 

PO-2744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在神经外科危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许平 1155 

PO-2745 1 例女性药物成瘾患者行立体定向毁损术的手术护理 ------------------------------------------------- 侯利利 1155 

PO-2746 高血压脑出血合并肺部感染的护理体会 --------------------------------------------------------------------- 陈红 1155 

PO-2747 延伸护理对提高脑卒中患者日常活动能力的作用 --------------------------------------------------------- 胡玲 1155 

PO-2748 烟雾病颅内外血管搭桥术围手术期的护理 ------------------------------------------------------------------ 朱慧 1156 

PO-2749 全脑血管造影手术术前不禁食水的可行性探讨 -------------------------------------- 陈玲,周高阳,王小琴等 1156 

PO-2750 锁孔神经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循证护理 --------------------------------------------------- 窦春霞 1157 

PO-2751 探讨未完全清醒气管切开患者堵管期综合性护理干预  ----------------------------------------------- 向飞玲 1157 

PO-2752 战创伤患者合并颅内后组颅神经损伤的护理 ------------------------------------------------------------ 辛群雁 1157 

PO-2753 神经外科护理风险的分析及防范对策 ------------------------------------------------------------------------ 李英 1157 

PO-2754 重型颅脑损伤合并肺挫伤患者预防肺部感染的集束化护理管理 ----------------------------- 向思谨,李英 1158 

PO-2755 模拟情景教学在神经外科规范化培训的护士带教中的运用 ------------------------------------------ 肖黎丽 1158 

PO-2756 单鼻孔蝶窦入路内镜下切除垂体瘤 术后低氧血症的原因分析与护理对策 ----------------------- 辛群雁 1158 

PO-2757 多学科协作治疗颅底沟通性肿瘤患者围术期护理 与并发症观察 ------------------------------- 肖娟,李英 1159 

PO-2758 32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并发吸入性肺炎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 辛群雁 1159 

PO-2759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综合护理体会 ------------------------------------------------------------------------ 辛群雁 1159 

PO-2760 神经外科危重病人实施肠内营养的规范化护理 ----------------------------------------------------- 张平,李英 1160 

PO-2761 特重型脑外伤患者鼻饲并发症的预防及护理要点分析 --------------------------------------------------- 刘卉 1160 

PO-2762 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并发症的护理经验总结 --------------------------------------------------------- 刘卉 1160 

PO-2763 多靶点护理干预对重型颅脑外伤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影响 ------------------------------------ 黄玉菁 1161 

PO-2764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鼻饲饮食护理分析 ------------------------------------------------------------------------ 孙红 1161 

PO-2765 新型气管插管氧动雾化装置在 NICU 氧气雾化中应用研究 ------------------------------------------ 张冰珊 1161 

PO-2766 颅脑损伤患者早期肠内营养支持护理体会 --------------------------------------------------------------- 李英姝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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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67 重症颅脑外伤病人呼吸道护理的施行意义研究 --------------------------------------------------------- 朱尚文 1162 

PO-2768 神经外科患者术后行腰大池置管体外引流的临床应用与护理 --------------------------------------- 辛群雁 1162 

PO-2769 神经外科常规护理与细节护理 --------------------------------------------------------------------------------- 徐娇 1163 

PO-2770 膨肺吸痰联合胸肺物理治疗在重型颅脑损伤机械通气患者中的应用 ------------------------------ 许雪芬 1163 

PO-2771 自制下肢支具在脑出血术后病人功能锻炼中的应用与研究 ------------------------------------------ 潘丽民 1163 

PO-2772 护理干预对高分级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预后的影响 --------------------------------------------- 林碧清 1164 

PO-2773 1 例 DSA 引导下胃肠营养管置放术护理体会 ------------------------------------------- 李媛,张慧杰,刘波等 1164 

PO-2774 神经内镜下经鼻扩大蝶窦入路治疗鞍结节脑膜瘤手术的护理探讨 --------------------------------- 毛慧敏 1165 

PO-2775 探讨鞍区肿瘤患者术后发生脑耗盐综合征的护理 --------------------------------------------------------- 朱星 1165 

PO-2776 改良鼻空肠置管术在 NICU 的临床应用研究 --------------------------------------------------------------- 王燕 1165 

PO-2777  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在提高癫痫患儿服药依从性中的应用 ----------------------------------------- 陶晶莹 1165 

PO-2778 围术期精心护理在颅内动脉瘤显微手术中的应用意义分析 ------------------------------------------ 谢美英 1166 

PO-2779 胶管止血带和棉垫联合制成气管切开外套管固定带的临床应用研究 ------------------------------ 方家香 1166 

PO-2780 神经外科患者压疮的危险因素分析及护理干预 --------------------------------------------------------- 何丽霞 1166 

PO-2781 一例神经导航内镜辅助下经鼻碟罕见碰撞瘤切除术的护理配合 -------------------------- 李杨,李佳,姜雪 1167 

PO-2782 荧光引导下脑恶性胶质瘤切除术病人的围手术期护理 ----------------------------------------- 刘博,李丽丽 1167 

PO-2783 气管插管患者胃管位置判断困难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 姬露 1167 

PO-2784 46 例高龄急性颅脑损伤特点与护理策略 ------------------------------------------------- 韩艳华,张婷,侯立军 1167 

PO-2785 集束化干预预防 PICC 置管患者导管堵塞的护理研究 ------------------------------------------------- 边婷婷 1168 

PO-2786 PBL 教学联合技能操作培训在神经外科外科实习生带教中应用 --------------------------------------- 师园 1168 

PO-2787 神经外科护士倦怠治疗方法 ------------------------------------------------------------------------------------ 李苗 1168 

PO-2788 侧脑室置管外引流持续脑室灌注给药治疗颅内感染的效果及护理 ------------------------------------ 费爽 1168 

PO-2789 临床护理人员安全培训需求分析与对策研究 -------------------------------------- 许妮娜,李俊,欧阳庆武等 1168 

PO-2790 情景领导理论在临床护士分层级管理中的应用 ------------------------------------------------------------ 赵蕊 1169 

PO-2791 浅谈神经外科重症患者护理风险的防控策略 ------------------------------------------------------------ 段伟球 1169 

PO-2792 20 例急性脑动脉闭塞取栓治疗的护理 ---------------------------------------------- 胡小燕,马海萍,顾蕊欣等 1169 

PO-2793 舒适护理理念在脑膜瘤手术患者围术期护理的应用及效果 ------------------------------------------ 王婷婷 1170 

PO-2794 自制台历式皮试提醒牌在临床中的应用 ------------------------------------------------------------------ 徐群鸽 1170 

PO-2795 早期实施肺部物理治疗对降低重型颅脑损伤肺部感染的效果观察 ----------------------- 冀蓁,李鑫,董超 1170 

PO-2796 基于学组骨干追踪的标准化重点病人病情汇报 

 及查房流程在神经外科病房的应用 ------------------------------------------------------------------------ 包浩莹 1170 

PO-2797 1 例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 王雪琪,张苗 1171 

PO-2798 每日重点病人质量控制记录本在神经外科标准化病房建设中的应用 ------------------------------ 包浩莹 1171 

PO-2799 临床护理路径在脑出血护理中应用及体会 --------------------------------------------------------------- 黄玉静 1171 

PO-2800 医护协作健康宣教模式在垂体瘤患者围手术期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 冀蓁,张丽 1171 

PO-2801 神经外科改进术前皮肤准备方法对手术部位感染影响的研究 -------------------- 马雯,张书娟,管巧玲等 1172 

PO-2802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介入治疗集束化循证护理方案的构建与实施 -------------------- 朱丽娟,李晓微,吴艳 1172 

PO-2803 25 例生长激素垂体腺瘤患者伽马刀治疗的护理体会 -------------------------------------------------- 刘婷婷 1172 

PO-2804 健康教育在脑瘫患儿输液使用留置针的循证护理 ------------------------------------------------------ 闫春丽 1173 

PO-2805 40 例小儿颅脑外伤患者的术后护理体会 ----------------------------------------------------------------- 钱金芳 1173 

PO-2806 20 例重型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术后护理体会 -------------------------------------------------------------- 王惠珍 1173 

PO-2807 微量泵结合 PICC 注射尼莫通致静脉炎的预防 ------------------------------------------------ 李晓微,朱丽娟 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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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08 拔针及拔针后按压穿刺针眼小技巧 ------------------------------------------------------------------------ 张莉侠 1174 

PO-2809 一例帕金森术后气管切开患者留置胃管的护理思考 ------------------------------------------------------ 梁倩 1174 

PO-2810 49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管道护理体会 ----------------------------------------------------------------- 万媛云 1174 

PO-2811 脑转移瘤患者实施人性化护理体会 ------------------------------------------------------------------------ 赵福荣 1174 

PO-2812 神经外科病人胃溃疡复发相关因素的调查分析 -------------------------------------------------- 李凤玉,陈莉 1174 

PO-2813 26 例颅脑外伤后并发癫痫患者的观察和体会 ----------------------------------------------------------- 赖丽芳 1175 

PO-2814 一例后正中入路胸腰椎爆裂性骨折复位神经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的手术配合 ------------------ 郭青 1175 

PO-2815 基础护理操作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颅内压的影响 -------------------------------------------------------- 朱莉, 1175 

PO-2816 脑疝患者术前准备流程改进与管理 ------------------------------------------------------------------------ 邓春梅 1175 

PO-2817 垂体瘤应对方式与希望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 沈梅芬,温尊甲 1175 

PO-2818 持续颅内压监护在颅脑外伤术后的应用和综合性护理的干预效果 -------------------------- 李凤玉,陈莉 1176 

PO-2819 品管圈在深静脉导管规范化管理的应用 ----------------------------------------------------------- 李凤玉,陈莉 1176 

PO-2820 神经外科急诊患者便秘的高危因素分析及护理干预 ------------------------------------------------------ 李游 1176 

PO-2821 口咽部辣椒素与冷刺激对脑卒中病人吞咽功能的影响 ----------------------------- 张海英,温尊甲,吴超等 1177 

PO-2822  癫痫患者术后缄默症的护理 -------------------------------------------------------------------------------- 张天愉 1177 

PO-2823 泡沫敷料在听神经瘤手术减少术中压疮产生的作用 -------------------------------- 廖春莲,钟凤英,蔡学菊 1177 

PO-2824 PDCA 管理模式在神经外科人工气道护理的运用及效果分析 -------------------- 钟凤英,杨晓兰,万承贤 1177 

PO-2825 分析早期护理对重型颅脑损伤治疗效果的影响 ------------------------------------------------------------ 黄燕 1178 

PO-2826 舒适护理对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治疗效果的观察  ------------------------------------- 何婷,范仉金,陈志华 1178 

PO-2827 一种新型护理套杯在神经外科清醒患者口腔护理中的应用 -------------------------- 任兴珍,李游,吴珊珊 1178 

PO-2828 心理护理干预在经皮射频热凝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应用 --------------------------------------------- 仲英奇 1178 

PO-2829 一例血管母细胞瘤（VHL)综合症患者的护理 ----------------------------------------------------------- 李建云 1178 

PO-2830 内镜经单鼻孔蝶窦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围手术期的护理体会 --------------------------------------------- 孙静 1179 

PO-2831 外伤性颅脑损伤术后并发急性脑积水的早期观察与护理 --------------------------------------------- 邢增那 1179 

PO-2832 PICC 异位于颈内静脉的原因及预防措施 ------------------------------------------------------------------- 陈园 1179 

PO-2833 利用膀胱压监测训练脑出血昏迷患者膀胱功能的效果观察 ------------------------------------------ 李春梅 1179 

PO-2834 对降低脑卒中病人应用甘露醇致肾功能损害的对照研究 --------------------------------------------- 郑青云 1180 

PO-2835 肠内免疫营养在颅脑损伤消化功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 张和妹,邢增那,黄燕 1180 

PO-2836 脑深部电刺激治疗痉挛性斜颈的围手术期护理 -------------------------------------- 贾玉媛,沈雁蓉,常青等 1181 

PO-2837 护士站前移工作模式在神经外科病区的应用 -------------------------------------------- 周亮,徐敏宁,罗盈等 1181 

PO-2838 基于 KTQ 标准的疼痛管理在颅脑损伤病人中的应用 ----------------------------------------------------- 胡娜 1181 

PO-2839 自制鼻部敷料在经鼻蝶垂体瘤手术后患者使用的效果观察 ------------------------------------------ 李小玲 1181 

PO-2840 FTS 理念在经鼻蝶垂体瘤术后早期活动中的应用 ------------------------------------------------------ 厉春林 1182 

PO-2841 脑外伤昏迷患者亲属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调查 --------------------------------------------------- 刘莎莎 1182 

PO-2842 不同镇静药物应用于幼儿行 MRI 检查前的镇静效果观察 -------------------------------------------- 聂惠婷 1182 

PO-2843 应用品管圈活动提高神经外科婴幼儿行 MRI 检查前的有效镇静率 -------------------------------- 戚春霞 1183 

PO-2844 1 例延髓占位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 王婷 1183 

PO-2845 1 例开颅术后可吸收性颅骨锁脱落伴颅骨外露伤口的处理及效果观察 ---------------------------- 杨静容 1183 

PO-2846 男护士在介入导管室护理工作中的优势分析 ------------------------------------------------------------ 潘文龙 1183 

PO-2847 应用椎间盘激光修复系统治疗椎间盘突出症的手术护理配合  ------------------------- 潘文龙,杨超,张强 1183 

PO-2848 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急诊介入治疗的护理  -------------------------------------------------------------- 潘文龙 1184 

PO-2849 聚焦解决模式应用于择期开颅手术患者护理效果评价 ------------------------------------------------ 方继锋 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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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50 重型颅脑损伤肠内营养治疗支持护理疗效观察 ------------------------------------------------------------ 胡娟 1184 

PO-2851 全程护理在 1 例胸椎硬脊膜动静脉瘘患者的实施与评价 ------------------------------------------------ 胡娜 1185 

PO-2852 丘脑胶质瘤患者围手术期的疾病观察及症状护理 ----------------------------------------- 黄娜,贾金秀,张羽 1185 

PO-2853 规范化翻身、叩背对降低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疗效评价 --------------------- 贺玉林 1186 

PO-2854 监护病房颅脑损伤病人的护理 ------------------------------------------------------------------------------ 简红利 1186 

PO-2855 按压水泉穴、鱼际穴、尺泽穴缓解神经外科全麻术后口渴效果观察 ------------------------------ 颜成睿 1186 

PO-2856 垂体生长激素腺瘤患者围手术期护理及手术并发症预防 --------------------------------------------- 李小玲 1186 

PO-2857 微格教学法在神经外科新护士专科护理技能培训中的应用 ------------------------------------------ 厉春林 1187 

PO-2858 甘露醇用于经鼻蝶鞍区占位显微切除术后患者的尿量观察与分析 --------------------------------- 刘玉玲 1187 

PO-2859 脑肿瘤手术患者家庭照顾者体验的质性研究 --------------------------------------------------------------- 王艳 1188 

PO-2860 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在神经外科 NICU 输液泵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 王艳 1188 

PO-2861 Chiari 畸形合并脊髓空洞症的围手术期护理 ---------------------------------------------------------------- 杨丽 1189 

PO-2862 延续护理在神经外科出院患者中的应用 --------------------------------------------------------------------- 章帆 1189 

PO-2863 20%甘露醇静所致脉炎的护理体会 --------------------------------------------------------------------------- 元艳 1189 

PO-2864 叙事教学在护理临床带教中的应用 --------------------------------------------------------------------------- 元艳 1190 

PO-2865 多发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 黄欢 1190 

PO-2866 32 例脑动静脉畸形介入治疗的个性化护理体会 ---------------------------------------- 刘嫣雅,范红,黄欢等 1190 

PO-2867 锁孔垂体瘤切除术 22 例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 范红,刘嫣雅,黄欢等 1190 

PO-2868 经颅内镜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后尿崩症的护理 ----------------------------------------- 张美芳,林碧华 1191 

PO-2869 巴林特小组活动在神经外科应用减轻护士心理压力 -------------------------------- 姚莉娟,侯莉娜,王进等 1191 

PO-2870 探讨平衡记分卡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 --------------------------------------------------------------------- 张明欢 1191 

PO-2871 颅脑术后禁食并发化脓性腮腺炎的护理 ------------------------------------------------------------------ 虞冬梅 1192 

PO-2872 脑血管介入术后病人绝对卧床期间的舒适护理 ----------------------------------------- 樊霞,陈玲,周高阳等 1192 

PO-2873 腰大池持续引流堵管原因分析 --------------------------------------------------------------------------------- 关沛 1192 

PO-2874 神经外科护士经历横向暴力现状调查及分析 -------------------------------------------- 伍琳,胡晨浩,孙艳杰 1192 

PO-2875 TIVAP 在神经外科患者中的应用级护理 --------------------------------------------------------------------- 葛超 1193 

PO-2876 跌倒/坠床管理制度在神经外科运用体会 -------------------------------------------------------------------- 胡健 1193 

PO-2877 3 例小儿小脑蚓部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术后并发颅内感染的护理体会 ---------------------------- 贺玉林 1193 

PO-2878 1 例垂体瘤卒中术后继发甲状腺危象患者的护理 ---------------------------------------------------------- 郑敏 1194 

PO-2879 经鼻蝶入路内镜下切除 1 例中脑腹侧海绵状血管瘤伴中孕患者的护理 ------------------------------ 郑敏 1194 

PO-2880 奥马哈理论在脑出血患者中的应用现状 --------------------------------------------------------------------- 张苗 1195 

PO-2881 微量泵在神经外科的应用和护理   --------------------------------------------------------------------------- 刘洋 1195 

PO-2882  神经外科护理中存在的风险及对策讨论 ----------------------------------------------------------------- 叶冬梅 1195 

PO-2883 高血压脑出血的护理体会 ------------------------------------------------------------------------------------ 吴春燕 1195 

PO-2884 重型脑外伤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危险因素分析及护理观察 ------------------------------------------ 杨慧娟 1195 

PO-2885 浅谈神经外科护理管理经验 ----------------------------------------------------------------------- 章金枝,方云兰 1196 

PO-2886 神经外科手术时长与预防颅内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 王峥赢,李丽娟,孙艳杰 1196 

PO-2887 6 例第三脑室肿瘤术后重症病人的护理 ------------------------------------------------------------ 盛庆瑜,王萍 1196 

PO-2888 护理人员执行患者安全目标情况分析及对策 -------------------------------------------------- 叶淑莹,叶晓春 1197 

PO-2889 浅谈患者常见输液不良反应原因及护理对策 ------------------------------------------------------------ 叶淑莹 1197 

PO-2890 重型颅脑损伤术后患者持续颅内压监测的护理与观察 -------------------------------------- 叶淑莹,叶雅顺 1198 

PO-2891 持续颅内压监护在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应用的效果观察 ------------------------------------------------ 谢玉环 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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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92 气道专职护士在神经外科 ICU 开放气道病人护理中的效果研究 -------------------- 廖兰,欧阳燕,詹昱新 1198 

PO-2893 健康教育路径在胶质瘤化疗患者中应用 ------------------------------------------------------------------ 焦艳丽 1198 

PO-2894 品管圈活动对降低输注甘露醇致静脉炎的发生率的影响 --------------------------------------------- 丁丽丽 1199 

PO-2895 PDA 系统及二维码腕带提高神经外科病区患者输液安全性 ----------------------------------------- 白利娇 1199 

PO-2896 循证医学在脑卒中患者康复期的护理应用研究 ------------------------------------------------------------ 刘博 1199 

PO-2897 细节管理在住院癫痫患者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 高萌 1200 

PO-2898 心理干预在脑立体定向活检手术患者的应用研究 --------------------------------------------------------- 高萌 1200 

PO-2899 康复治疗及护理干预对脑出血患者术后运动功能的影响 ------------------------------------------------ 吴艳 1200 

PO-2900 颅内肿瘤患者社会支持及疾病认知对生活质量水平影响 --------------------------------------------- 孙艳杰 1201 

PO-2901 肺部感染患者的护理干预 ------------------------------------------------------------------------------------ 武有华 1201 

PO-2902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微血管减压术患者围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 陈静 1201 

PO-2903 烟雾病手术护理研究的进展 -------------------------------------------------------------- 万美萍,吴明琴,费美霞 1201 

PO-2904 难治性癫痫患儿 PICC 置管护理 ---------------------------------------------------------------------------- 王晓庆 1201 

PO-2905 颅脑损伤患者合并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及护理 ------------------------------------------------------ 徐萍 1202 

PO-2906 颅脑外伤脑室出血围手术期的护理 --------------------------------------------------------------------------- 李杰 1202 

PO-2907 成人小脑病变患者术后发生谵妄的术前危险因素分析 ------------------------------------------------ 杨迎春 1202 

PO-2908 神经外科患者排尿障碍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 王瑶 1202 

PO-2909 口咽部辣椒汁与冷刺激对脑卒中昏迷患者吞咽功能的效果比较 ----------------- 吴超,沈梅芬,张海英等 1203 

PO-2910 脑膜瘤患者快速康复护理 --------------------------------------------------------------------------------------- 谢红 1203 

PO-2911 1 例车祸伤伴脊髓损伤患儿的循证护理 --------------------------------------------------------- 陈月香,徐美玲 1203 

PO-2912 神经内镜下桥小脑角区肿瘤切除术后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 ----------------------------- 袁萍,包浩莹,胡芳 1203 

PO-2913 人性化保护性约束在神经外科 ICU 的应用及效果分析 -------------------------- 张兰芳,连银红,李晶晶等 1204 

PO-2914 11 例儿童髓母细胞瘤术后护理体会 ----------------------------------------------------------------------- 刘亚楠 1204 

PO-2915 品管圈管理降低神经外科患者静脉炎发生率 ------------------------------------------------------------ 高增敏 1204 

PO-2916 医用伤口护理膜在重症颅脑外伤气管切开患者中应用的疗效观察 ----------------------- 马颖君,马建芬 1204 

PO-2917 大青叶汁对神经外科重症患者厚腻舌苔的疗效观察 -------------------------------------------- 马颖君,周丹 1205 

PO-2918 右美托咪定预防神经外科术后患者躁动的观察与护理分析 --------------------------------------------- 尹庆 1205 

PO-2919 Correlating Cerebral 18FDG PET-CT Patterns with Histological  

 Analysis during Early Brain Injury in a Rat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Model ------------------------------------- Song Jianping,Li Peiliang,Chaudhary Neeraj etc. 1205 

PO-2920 3D 打印血管模拟系统在神经介入培训中的初步应用 ----------------------------------------------------- 向欣 1206 

PO-2921 脑肿瘤干细胞相关的免疫微环境研究 ------------------------------------------------------------------------ 董军 1206 

PO-2922 介绍一种 3D 打印，模具灌封获得人体脑颅模型的方法 ------------------------------------ 叶成坤,于如同 1207 

PO-2923 水通道蛋白 1 与脑积水的研究进展 --------------------------------------------------------------------------- 于宁 1207 

PO-2924 基于常压脑积水手术评估的智能步态试验场设计 -------------------------------------- 石键,沈宏,徐锦芳等 1207 

PO-2925 静息态血氧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在功能区胶质瘤术前评估中的应用 ----------- 胡新华,刘永,张玉海等 1208 

PO-2926 胶质瘤分子诊断结合干细胞理论在胶质瘤化疗中的应用 ----------------------------- 赵耀东,楼美清,黄强 1208 

PO-2927 米诺环素对糖尿病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影响及机制 ----------------------------------- 吴帮林,赵卓,黄红洁等 1209 

PO-2928 Evidence-based medicine in neurosurgery ------------------------------------------------------ Liu Weiming 1209 

PO-2929 胶质瘤干细胞诱发肿瘤免疫炎性微环境相关动物模型的研究 ----------------------- 董军,谢涛,陆朝晖等 1210 

PO-2930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Prevention of CA Formation and Progression: 

 Regulating Circulting EPCs ---------------------------------- Yu Huijie,Yue Shuyuan,Jiang Rongcai etc.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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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31 抑制 ERK 信号通路对 SAH 大鼠海马 CA1 区自噬表达的影响 ---------------------------- 刘俊杰,李建民 1211 

PO-2932 Clinical Efficacy and Meta-Analysis of Stem Cell Therapies for Patients  

 with Brain Ischemia --------------------------------------- Zhang Guilong,Chen Lukui,Guo Xiaoyuan etc. 1211 

PO-2933 p53 inhibition provides a pivotal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spine cord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vitro via mTOR signaling ------------------------------------- Xie Rong,Gu Shixin,Li Jinquan etc. 1211 

PO-2934 Evidence for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curcumin against oxyhemoglobin-induced  

 injury in rat cortical neurons -------------------------------------------------- Li Xia,Zhao Lei,Yue Liang etc. 1212 

PO-2935 面神经—舌下神经降支吻合术治疗 CPA 肿瘤术后重度面瘫 17 例报告 -------- 梁建涛,李茗初,陈革等 1212 

PO-2936 Melatonin attenuates early brain injury via the melatonin receptor/Sirt1/NF-κB signaling  

 pathway following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in mice---------- Zhao Lei,Liu Haixiao,Yue Liang etc. 1213 

PO-2937 内、外源性促红细胞生成素促进胶质瘤细胞株（系） 

 U87 细胞增殖的作用及机制 -------------------------------------------------------------- 唐兆华,霍钢,孙晓川等 1213 

PO-2938 MiR-301a is activated by the Wnt/β-catenin pathway and promotes glioma  

 cell invasion by suppressing SEPT7 ----------------------------------------------- Yue Xiao,Lan Fengming 1213 

PO-2939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ype II and type I focal cortical dysplasia ---------------------------- Qi Xueling,Yao Kun,Duan Zejun 1214 

PO-2940 乳突小泡入路面神经缺血模型的建立与评价 ----------------------------------------------------- 李爱民,卓洋 1214 

PO-2941 三磷酸腺苷结合盒转运子 E1 对脑胶质瘤 U251 细胞 

 增殖和凋亡能力影响的研究 --------------------------------------------------------- 张芸 ,朱一硕 ,梅鹏金 等 1215 

PO-2942 CRM1 是天然抗癌产物荜茇酰胺的直接作用靶点 -------------------------------- 胡文强 ,刘雪娇 ,于如同 1215 

PO-2943 Nedd4-1 泛素化 Rap2a 调控脑胶质瘤增殖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朱炳鑫 ,王雷 ,于如同 1216 

PO-2944 RASD1 在胶质瘤细胞增殖凋亡中的作用 ------------------------------------------- 刘光平 ,高尚锋 ,于如同 1216 

PO-2945 Snail 介导 GOLPH3 对人脑胶质瘤细胞迁移和侵袭作用的研究 ------------------- 赵伟,周秀萍,于如同 1217 

PO-2946 STAT1 介导 FRK 抑制脑胶质瘤细胞增殖作用的机制研究 -------------------------- 方震 ,华磊 ,于如同 1217 

PO-2947 Nrdp1 介导的 ErbB3 降解在胶质瘤细胞迁移 

 与侵袭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龚辉, 施恒亮, 于如同 1218 

PO-2948 RASD1 调控胶质瘤 U251 细胞迁移、侵袭及其机制的研究 ------------------- 孙宗汉 ,高尚锋 ,于如同 1218 

PO-2949 CacyBP/SIP 对阿霉素诱导的脑胶质瘤细胞凋亡 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唐源,施恒亮 ,于如同 1219 

PO-2950 Rap2a 调控胶质瘤增殖和凋亡的作用机制研究 -------------------------------------- 王诗筌 ,王雷 ,于如同 1219 

PO-2951 Hippo 信号通路关键蛋白 YAP 对脑胶质瘤生长的影响及机制初探 ------------- 王岩,周秀萍 ,于如同 1220 

PO-2952 GOLPH3 对裸鼠脑胶质瘤生长影响及对吉非替尼的增敏作用 ---------------- 王兆浩, 周秀萍 ,于如同 1220 

PO-2953 Nrdp1S 调节脑胶质瘤细胞增殖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吴雨璇,施恒亮, 于如同 1221 

PO-2954 Hippo 信号通路核心分子在脑胶质瘤组织中表达情况及相关性研究 ------------- 高健,周秀萍 ,于如同 1221 

PO-2955 EGFR 介导 FRK 抑制β-catenin 入核影响 

 脑胶质瘤细胞凋亡作用的研究 -------------------------------------------------------------- 张道为,石琼,于如同 1222 

PO-2956 FOXR2 在人脑胶质瘤细胞增殖中的作用研究 ----------------------------------- 王大成 ,刘雪娇 , 于如同 1222 

PO-2957 FRK 通过 EGFR 介导的 ERK 信号通路 

 对脑胶质瘤细胞增殖作用的研究 ----------------------------------------------------------- 金戈, 石琼 ,于如同 1222 

PO-2958 Hugl-1 在脑胶质瘤 U251 细胞侵袭、迁移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朱贤龙,周秀萍 ,于如同 1223 

PO-2959 Rab5 介导 GOLPH3 对脑胶质瘤细胞增殖作用的研究 ----------------------------------- 焦云琦 ,于如同 1224 

PO-2960 Hugl-1 在裸鼠原位模型中对胶质瘤增殖与凋亡的影响 ------------------------------ 马鹏,周秀萍 ,于如同 1224 

PO-2961 Plumbagin 对脑胶质瘤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 蔡卫,刘雪娇, 于如同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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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62 CD44s 介导 GOLPH3 对人脑胶质瘤细胞迁移 

 和侵袭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 丁志君, 张旭, 于如同 1225 

PO-2963 TCTN1 调控髓母细胞瘤细胞增殖的实验研究 ------------------------------------- 荆俊杰,赵清爽,鹿松松等 1226 

PO-2964 NDRG2 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发挥神经保护作用和机制的研究 -------------------- 郭航,李燕,马亚群等 1226 

PO-2965 钙离子/钙调素依赖性蛋白激酶 II 在多形性胶质 

 母细胞瘤中对酸感受离子通道 1 的调节作用 -------------------------------------------- 孙旭,胡韶山,蒋传路 1226 

PO-2966 EPO 通过下调核型凝集素表达抑制颅脑创伤后神经元凋亡 ---------------------- 唐兆华,孙晓川,霍钢等 1227 

PO-2967 VEGF、MMP-1、MMP-2、MMP-9 在伴有 

 脑膜尾征脑膜瘤中的表达及意义 ----------------------------------------------------------- 文敏,胡亮,郑伟明等 1227 

PO-2968 电刺激 Meynert 基底核对 AD 转基因小鼠保护作用的研究 -------------------------- 黄筑忆,马羽,左焕琮 1228 

PO-2969 替莫唑胺联合 NHE1 抑制剂对胶质母细胞瘤治疗作用的研究 --------------------------------------- 丛大忞 1228 

PO-2970 不同光线下年龄、性别与瞳孔变化临床研究 -------------------------------------------------- 铁兴华,荔志云 1229 

PO-2971 经鼻入路蝶窦外侧壁和海绵窦内侧壁的显微解剖 --------------------------------- 薛亮,王守森, 魏梁锋等 1229 

PO-2972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erythroproietin promots the proliferation of glioblastoma  

 though upregulation of cyclinD1 ------------------------ Tang Zhaohua,Huo Gang,Sun Xiaochuan etc. 1230 

PO-2973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Honokiol provides neuroprotection  

 and improves functional recovery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through cell cycle inhibition ------------------------------ Tang Zhaohua,Sun Xiaochuan,Huo Gang etc. 1230 

PO-2974 岩藻黄素对胶质母细胞瘤迁徙、侵袭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 戴宜武,刘钰罡 1230 

PO-2975 岩藻黄素对胶质母细胞瘤增殖及自噬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 戴宜武,刘钰罡,秦家振等 1231 

PO-2976 HO-1 Signaling Activation by Pterostilbene Treatment Attenuates  

 Mitochondrial Oxidative Damage Induced by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 Yang Yang,Wang Jiayi,Li Yue etc. 1231 

PO-2977 Intraperitoneal administration of thioredoxin decreases brain  

 damage from ischemic stroke --------------------------------------- Wang Bin,Tian Shilai,Wang Jiayi etc. 1232 

PO-2978 Neuropilin-1 (NRP-1)/GIPC1 pathway mediates glioma  

 progression --------------------------------------------------- Zhang Guilong,Chen Lukui,Sun Kouhong etc. 1232 

PO-2979 甲基泼尼龙琥珀酸钠在小鼠脑出血模型中的脑保护作用 --------------------------- 程世奇,张焱, 祝新根 1233 

PO-2980 O6-methylguanine-DNA Methyltransferase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Determines Inverse Role of YKL-40 in Glioblastoma Stem Cells  

 hrough RAS-MEK-ERK Pathway --------------------------Zhang Wei,Chen Wei-Jun,Zhang Xiang etc. 1233 

PO-2981 癫痫模型的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改变的研究 --------------------------------------------------------------- 游宇 1234 

PO-2982 eNOS 基因转染在兔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管的表达 -------------------------- 伍伟俊,李伯和,黄国兵等 1234 

PO-2983 5-LOX inhibitor zileuton reduces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ischemic brain damage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 涂献坤,石松生,杨卫忠等 1234 

PO-2984 Repetitive ischemic preconditioning attenuates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brain damage after focal cerebral ischemia in rats:  

 involvement of PI3K/Akt and ERK1/2 signaling pathway ---------------------- 涂献坤,石松生,杨卫忠等 1235 

PO-2985 大黄素甲醚联合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对创伤性 

 颅脑损伤大鼠 NSE、GFAP 的表达 ------------------------------------------------------------------------ 李长栋 1235 

PO-2986 MARK2 在 Nogo-66 抑制轴突生长中作用的体外研究 ----------------------------------------------- 熊南翔 1235 

PO-2987 Necrostatin-1 对小鼠癫痫持续状态后凋亡及自噬的影响 ------------------------ 梁日生, 徐建红,王春华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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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88 Atorvastatin protects against aneurysmal degeneration  

 in a rat mode --------------------------------------------------------- Yu Huijie,Wang Dehui ,Wang Dong etc. 1236 

PO-2989 大鼠腰动脉结扎后脊髓缺血形态与功能的早期变化 ----------------------------- 傅超锋,陈春美,庄源东等 1237 

PO-2990 A reproducible model of intramedullary spinal cord tumor in rats  

 bearing RG2 cells ---------------------------- Zhuang Yuandong ,Chen Chunmei,Zhang Weiqiang etc. 1237 

PO-2991 F 波在兔坐骨神经损伤急性期的变化 --------------------------------------------------- 赵伟,陈春美,宋启民等 1237 

PO-2992 公兔 SMEP 在骶髓缺血损伤急性期的变化 ------------------------------------------- 沈超雄,陈春美,赵伟等 1238 

PO-2993 Meta-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of Neural Stem Cells therapy for experimental  

 ischemic stroke in preclinical studies --------------------------- Chen Lukui,Zhang Guilong,Gu Yuchun 1238 

PO-2994 DNA hypomethylation of CD133 promoter is associated with recurrent glioma ---------- Shi Jinlong 1239 

PO-2995 Facial-hypoglossal end-to-side neurorrhaphy: exploration of the source  

 of axonal sprouting ---------------------------- Liao Chenlong,Zhang Wenchuan,Zhong Wenxiang etc. 1239 

PO-2996 视神经腔室效应：颅内压与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压力之间的关系 ----------------- 侯若武,王宁利,张亚卓 1240 

PO-2997 阿曼托双黄酮对癫痫大鼠空间记忆能力的影响 -------------------------------------------- 张震,孙涛,王峰等 1241 

PO-2998 丹红注射液抑制 SD 大鼠雪旺氏细胞凋亡和促进 BDNF 

 分泌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 -------------------------------------------------------------------- 杨文强,于炎冰,张黎 1241 

PO-2999 不同范围的跗管减压术对糖尿病大鼠胫后神经病变的影响研究 ----------------- 张黎,于炎冰,杨文强等 1242 

PO-3000 REST 显著调节基因对选择神经母细胞瘤敏感性药物的作用研究 ------------------ 梁剑锋,张黎,于炎冰 1242 

PO-3001 周围神经减压术联合丹红注射液治疗痛性糖尿病下肢 

 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研究 ----------------------------------------------------------------- 杨文强,于炎冰,张黎等 1242 

PO-3002 Glioma initiating cells contribute to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of host gilal cells during tumor tissue remodeling possibly  

 via PDGF signaling ------------------------------------------------- Chen Yanming,Dong Jun,Lan Qing etc. 1243 

PO-3003 氢气饱和生理盐水对大鼠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管痉挛的实验研究 ------------------------------ 刘灵慧 1243 

PO-3004 基于 TBSS 方法的轻度颅脑损伤患者脑网络的纤维束成像研究 ----------------- 张栋,钱若兵,傅先明等 1243 

PO-3005 ABCB1 和 ABCG2 限制多种 EZH2 抑制剂渗透入脑 ----------------------张平,Olaf Van Tellingen,李刚 1244 

PO-3006 胶质母细胞瘤 MGMT 启动子甲基化阈值确定及其临床意义 ---------------------- 袁国强,牛亮,王晓清等 1244 

PO-3007 基于 VBM 方法的轻度创伤性脑损伤患者脑网络研究 ------------------------------ 钱若兵,傅先明,张栋等 1245 

PO-3008 基于静息态 fMRI 功能连接方法的轻度创伤性 

 脑损伤患者的脑网络研究 ----------------------------------------------------------------- 张栋,钱若兵,傅先明等 1245 

PO-3009 脑震荡后记忆障碍患者楔前叶与各认知功能脑区功能连接改变研究 -------- 夏春生,钱若兵,傅先明等 1245 

PO-3010 应用细胞应力加载系统建立 HT-22 细胞损伤模型 ----------------------------------- 于泽奇,衣泰龙,涂悦等 1246 

PO-3011 RIPK3/NF-κB/HIF-1α为轴的信号通路 

 引发细胞损伤后的继发性损伤 ----------------------------------------------------------- 衣泰龙,涂悦,廖吉连等 1246 

PO-3012 RIPK3 蛋白对 SH-SY5Y 细胞损伤-修复相关基因表达的调节作用 ----------- 张国禄,衣泰龙,程世翔等 1246 

PO-3013 转录因子 ZFP580 调控活性依赖的神经保护蛋白 ADNP 的相关机制研究 ---------------- 张磊,孙世中 1247 

PO-3014 An Integrated mRNAseq and microRNAseq  

 data analysis for glioma Prognosis ---------------------------------------------------------------- Dai Junqiang 1247 

PO-3015 人参果总皂苷对失眠症的临床疗效研究 ----------------------------------------------------------- 张余,赵永青 1248 

PO-3016 帕金森病模型中丹酚酸 B 的 Nrf2 依赖性神经保护作用研究 ---------------------- 周杰,屈晓东,荔志云等 1249 

PO-3017 放射外科治疗颅内肿瘤前后肿瘤细胞凋亡的研究 ----------------------------------- 潘隆盛,孙璐,张锦明等 1249 

PO-3018 高压氧增加尼莫司汀抗胶质瘤的敏感性：在荷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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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质瘤荧光裸小鼠模型中的研究 -------------------------------------------------------- 陆朝晖,马加威,刘兵等 1250 

PO-3019 长链非编码 RNA ASLNC18814 在胶质母细胞瘤中的 

 异常表达及其靶向性基因治疗对胶质瘤生长抑制作用的研究 ----------------------- 董伦,张恒柱,魏民等 1250 

PO-3020 BMSCs 抑制活化小胶质细胞的吞噬、增殖及炎性因子的分泌 --------------------- 闫可,张恒柱,董伦等 1250 

PO-3021 NO 介导的人羊膜间充质干细胞（AMSCs）抑制 

 小胶质细胞的活性状态和迁移能力 -------------------------------------------------------- 闫可,张恒柱,董伦等 1251 

PO-3022 Hemicraniectomy for Maligna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MCA) Stroke ----------------------- Li Yuping 1252 

PO-3023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expression of JAK2 and STAT5 in meningiomas ---------- Li Yuping 1252 

PO-3024 Bevacizumab for Newly Diagnosed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 A System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 Li Yuping 1253 

PO-3025 直接谱系重编技术构建黑色素瘤源性类神经元模型研究 --------------------------- 魏民,张恒柱, 董伦等 1253 

PO-3026 活血开窍法联合醒脑静对重型颅脑损伤大鼠脑组织 

 水肿凋亡及 AQP4 表达的影响 -------------------------------------------------------------- 魏民,张恒柱,董伦等 1253 

PO-3027 乳突后锁孔入路的内镜解剖学研究 -------------------------------------------------------------- 庞陆军,张恒柱 1254 

PO-3028 乳突后锁孔入路 磨除部分岩骨显露中颅窝的内镜解剖学研究 ---------------------------- 庞陆军,张恒柱 1254 

PO-3029 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外周血中 miRNA 特异性表达的诊断性应用研究 --------------- 董伦,张恒柱,魏民等 1255 

PO-3030 眶上“锁孔”硬膜外入路视神经管减压术显微镜解剖学研究 --------------------- 王晓东,吴巍, 张恒柱 1255 

PO-3031 Affective circuits involving the prefrontal cortex:  

 an optogenetic study in mice ----------------------------------- Yang Chen,Ikemoto Satoshi,Qu Yan etc. 1256 

PO-3032 Tau 蛋白磷酸化在 CVS 中机制研究 ----------------------------------------------------------------------- 李嘉杰 1256 

PO-3033 缝隙连接蛋白重构在 CVS 中的研究 ----------------------------------------------------------------------- 李嘉杰 1257 

PO-3034 丙戊酸对大鼠创伤性颅脑损伤后炎症反应的影响 ----------------------------------------------- 陈峻严,魏冠 1257 

PO-3035 Effects of adjustable impinging flow on the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layer in a modified T chamber --------------------------------- Zhao Jian-Lan,Li Mei-Hua,Jia Lei etc. 1258 

PO-3036 MMP-2、MMP-9 在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 

 脑血管痉挛中的相关研究 -------------------------------------------------------------- 王楠斐,刘文星,周小兵等 1258 

PO-3037 Rac1‑WAVE2‑Arp2/3 信号通路对 Cofilin-1 的 表达 

 调控及对胶质瘤放射敏感性的影响 -------------------------------------------------------- 阎华,周涛,王成汉等 1259 

PO-3038 Homer1a 蛋白通过抑制容量性钙内流减轻神经元氧化应激损伤 ------------------------- 饶维,张磊,费舟 1259 

PO-3039 MLN8237 对 SHG-44 胶质瘤细胞系抑制作用的体外研究 ------------------------------ 房芳,鄢伟,肖华等 1260 

PO-3040 miR-98 通过 IKKε调控 NF-κB 通路在胶质瘤侵袭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范阳华 1260 

PO-3041 NUSAP1 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以及对 

 胶质瘤细胞 LN229 功能的影响 ------------------------------------------------------- 罗正祥,徐拓野,于震男等 1261 

PO-3042 基于近红外光无损实时颅内压监测在高血压 

 脑出血治疗中应用效果的评估 -------------------------------------------------------- 陈新生,钱志余,王绍波等 1261 

PO-3043 Transcriptome profiling of the subventricular zone and the dentate  

 gyrus in a parkinsonian animal model ----------------------------- Bao Xinjie,Zuo Fuxing,Wang Renzhi 1261 

PO-3044 Porf-2 inhibits neural stem cell proliferation through Wnt/β-catenin  

 pathway by its GAP domain ----------------------------------------------------- Huang Guohui,Feng Dongfu 1262 

PO-3045 AZD1152 (Barasertib) 对胶质瘤 SHG-44 细胞系抑制作用的体外研究 ----------- 肖华,房芳,陈隆益等 1262 

PO-3046 低氧微环境对人脑胶质瘤 U251 干细胞增殖影响的体外研究 --------------------- 涂芸琥,何永生,吴波等 1263 

PO-3047 胶质瘤干细胞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恶性转化的实验研究 ---------------------------------- 董军,陈金生 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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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048 AQP4 与先天性脑积水的相关性研究 ------------------------------------------------------------------ 赵彬,刘军 1264 

PO-3049  Annexin A2 与釉质细胞型颅咽管瘤增殖，侵袭， 

 复发及药物敏感性的相关性研究 ----------------------------------------------------- 邓佼娇,王跃龙,周良学等 1264 

PO-3050 研究 Mitofusin2 促进自噬发生进而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作用 ----------------------------- 彭程,费舟 1265 

PO-3051 AVM model Mice generated with conditional Alk1 alleles  

 using CRISPR/Cas9-mediated gene targeting --------------------------------------------------- Xu Hongzhi 1265 

PO-3052 人脑胶质瘤细胞裸鼠原位移植双荧光模型的建立 ----------------------------------- 谭国伟,于宁,李张昱等 1266 

PO-3053 B-Cell Depletion Reduces the Maturation of Cerebral Cavernous Malformations  

 in Murine Models ---------------------------- Shi Changbin,Shenkar Robert,Zeineddine Hussein A etc. 1266 

PO-3054 水蛭素对胶质瘤 U87 细胞的抑制作用及机制 ---------------------------------------- 蔺兴,李安民,宋少军等 1267 

PO-3055 膜联蛋白 Annexin1 对大鼠脑出血后血脑屏障损伤保护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 ------------ 陈周青,王中 1267 

PO-3056 Study on Proliferation and Chemoresistant Characteristics  ------------------------------------ of CD133  

 Positive Cancer Stem Cells Isolated from the U251  

 Malignant Glioblastoma Cell Lines -------------------- Bi Changlong,Zhu Guiying,Fang Jiasheng etc. 1268 

PO-3057 Mitofusin2 可通过调节线粒体功能和线粒体凋亡 

 信号通路进而减轻缺氧性损伤 -------------------------------------------------------------------------- 彭程,费舟 1268 

PO-3058 泌乳素微腺瘤围手术期糖皮质激素替代治疗的探讨 ----------------------------- 宋少军,李安民,李军旗等 1269 

PO-3059 AIP 基因在国人复发性垂体瘤中的突变及意义 ---------------------------------------------------------- 胡业帅 1269 

PO-3060 AIP 基因中与国人侵袭性垂体瘤相关的突变及突变位点的分析 ------------------------------------- 常永凯 1269 

PO-3061 虚拟可视化技术在颅底肿瘤精准手术中的应用 --------------------------------------------------------- 陈素华 1270 

PO-3062 Destroscope 虚拟现实系统在颅内动脉瘤诊疗中的应用体会 --------------------------------------- 寸恩浩 1270 

PO-3063 LGR5/GPR49 is implicated in motor Neuron Sepecification  

 in Nervous System -------------------------------------------------------- Song Shaojun,李安民,李军旗 etc. 1270 

PO-3064 3T 磁共振结合 3D-slicer 软件对颅内未破裂动脉瘤形态评估的研究 ------------------------------- 王华伟 1271 

PO-3065 人工气道气囊压力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 张茹 1271 

PO-3066 大鼠面神经干局部脱髓鞘动物模型制作 --------------------------------------------------------------------- 杨敏 1271 

PO-3067 脑海绵状血管畸形（CCM）中存在免疫复合体 

 和原位 B 细胞克隆扩增 ---------------------------------------- 石长斌,Robert Shenkar,Andrew Kinloch 等 1272 

PO-3068 抑制由 Hsp27 导致的 AKT 活化能否增强 t-AUCB 的诱导胶质瘤细胞凋亡作用 --------- 李如军,兰青 1272 

PO-3069 犬穿通性颅脑枪弹伤模型的改进 ------------------------------------------------------------------------------ 范涤 1273 

PO-3070 IDH1 R132H 突变对 U87MG 细胞增殖抑制作用的体内外研究 ---------------------------------------- 梁锐 1273 

PO-3071 枕下远外侧入路对颈静脉孔区的显微解剖研究 ----------------------------------------------- 杨虎,潘亚文,等 1273 

PO-3072 白介素-18 在人垂体腺瘤中的表达 ---------------------------------------------------------------------------- 王宁 1274 

PO-3073 小鼠全脑缺血后抑制小胶质细胞 CSF1R 对神经元恢复的影响 ------------------ 侯博儒,张胜祥,任海军 1274 

PO-3074 底丘脑核深部脑刺激改善帕金森病模型大鼠自发跑轮行为的研究 -------------- 潘琪,张旺明,徐如祥等 1274 

PO-3075 PPAR-γ对大鼠脊髓损伤后神经功能影响的研究 ----------------------------------- 孙高令,王法臣,江慧等 1275 

PO-3076 6-羟基多巴胺偏侧帕金森病大鼠模型丘脑腹 

 内侧核放电活动改变的研究 -------------------------------------------------------------- 潘琪,张旺明,徐如祥等 1275 

PO-3077 Receptor interacting protein kinases mediate hemin induced necrotic  

 cell death in HT22 hippocampal neuronal cells. -------------------------------------------------- Su Xingfen 1276 

PO-3078 胶质瘤干细胞诱导树突状细胞恶性转化及相关分子机制的初步研究 ----------------------- 董军,王德林 1276 

PO-3079 GBE 对 SHR 血管外膜成纤维细胞表型转化的影响 ----------------------------- 崔晟华,廖勇仕,梁日初等 1277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 97 - 

 

PO-3080 癫痫状态下干预自噬对海马区 TNF-α、TGF-β分泌的影响及意义 ------------ 胡忠波,李建民,吴淑华 1277 

PO-3081 HMGB1 在 SAH 后炎性反应中的表达及甘草酸抑制作用的实验研究 ------------- 王强平,马俊鹏,游潮 1278 

PO-3082 P2X7 受体介导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在大鼠脑出血 

 后脑损伤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 陈祎招 1278 

PO-3083 不同生物材料替代兔硬脑膜的早期炎症指标分析 ----------------------------------------------- 荆尧,陈世文 1278 

PO-3084 应用品管圈模式提高手术间术后规范化整理 ----------------------------------------------------- 刘美彤,姜雪 1279 

PO-3085 颈椎椎板复位术后颈椎生物力学改变的研究 --------------------------------------------------------------- 司雨 1279 

PO-3086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 C6 

 胶质瘤定向迁移及相关调控机制研究 --------------------------------------------------------------------- 高志强 1279 

PO-3087 Culture the Diffuse Astrocytoma Cells and Establish Nude Mice Model ------------------- Sun Jianjun 1280 

PO-3088 miR-200/Wnt/β-catenin regulatory circuitry sustains glioma progression ------ 赵岩,庞恒元,李洋等 1280 

PO-3089 人脑动静脉畸形血管团血管内皮细胞原代培养的新方法 ----------------------------- 郝强,陈晓霖,马力等 1281 

PO-3090 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 1α dynamically mediates saccular aneurysm  

 remodeling in rabbits--------------------------------------------------- Li Zifu,Liu Jianmin,Yang Pengfei etc. 1281 

PO-3091 气管切开患者吸痰前润滑与非润滑吸痰管的临床效果比较 -------------------------------- 易汉娥,乐革芬 1282 

PO-3092 MicroRNA-10a/10b 通过靶向协同作用 HOXD10 调控 MMP-14 

 和 MMP-2 促进胶质瘤细胞的侵袭 ------------------------------------------------------------------------- 范立刚 1282 

PO-3093  Hsp27、MGMT 和 Oct4 在人脑胶质瘤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李如军,兰青 1283 

PO-3094 颞下锁孔硬膜下入路的内镜解剖学研究 ------------------------------------------------------------------ 许恩喜 1283 

PO-3095 脑出血大鼠早期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的最佳时间窗的研究 ------------------------------------------ 黄伟龙 1283 

PO-3096 The mechanism of Gamma-glutamylcyclotransferase prometes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glioma cells -------------------------------------------- Shen Shanghang 1284 

PO-3097 长链非编码 RNA FOXD3-AS1 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及意义 ------------------------- 蒋磊,陈振华,胡国汉 1285 

PO-3098 ApoE 通过上调 Dab1 磷酸化水平促进小鼠皮层神经元的轴突再生 ----------------- 黄志坚 ,孙晓川,等 1285 

PO-3099 Rac1 的表达沉默抑制体外胶质瘤细胞 SNB19 的侵袭和迁移能力 ------------------------------------ 周华 1286 

PO-3100 人胶质瘤组织中瘦素受体表达与血管生成拟态的相关性研究 ----------------------------- 韩国胜,王来兴 1286 

PO-3101 Inhibition of Human Glioma Cell Proliferation Caused by Knockdown of Utrophin  

 Using a lentivirus-Mediated System -------------------------------------------------------- Shen Shanghang 1287 

PO-3102 Increased Notch Signaling Enhances Radioresistance of Malignant  

 Stromal Cells Induced by Glioma Stem ---------------------------------------------------------- Zhang Jinshi 1287 

PO-3103 转化生长因子-β1/Smad3 信号转导通路在脑挫裂伤大鼠神经 

 功能再生修复中的作用 -------------------------------------------------------------------- 王旭阳,陈世文,王敢等 1287 

PO-3104 胶质瘤干细胞的放疗抵抗性与放疗后细胞周期分析 ----------------------------------- 刘俊峰,谢涛,刘羽等 1288 

PO-3105 miR-124 对大鼠神经干细胞 Nogo-A 的影响 ------------------------------------------------------------- 王向宇 1289 

PO-3106 小胶质细胞在不同离体脑损伤模型活化差异对比研究 -------------------------------- 尧小龙,丁卫,胡峰等 1289 

PO-3107 Wnt/β-catenin pathway involvement in ionizing radiation-induced  

 invasion of U87 glioblastoma cells ------------------------------------- Dong Zhen,Zhou Lin,Han Na etc. 1289 

PO-3108 一个新的参与神经胶质瘤转移和增殖的基因 GBP1 ------------------------------------------------ 李明,兰青 1290 

PO-3109 听神经瘤手术听力保留的显微解剖基础 -------------------------------------------- 李建荣,陈铮立,魏雨雨等 1291 

PO-3110 LRIG2 调控 PDGFRβ信号通路促进胶质 

 母细胞瘤细胞周期进展的机制 -------------------------------------------------------- 肖群根,郭东升,王宝峰等 1291 

PO-3111 白介素 6 在胶质瘤干细胞和 TAMs 相互作用中的作用及机制 ----------------------------------- 胡峰,雷霆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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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12 Platycodin D 通过抑制 IL-6-STAT3 信号通路诱导 

 胶质瘤细胞 U87 和 U251 凋亡 ------------------------------------------------------------------------------ 欧阳佳 1292 

PO-3113 porf-2 介导的 EphB1 信号通路抑制神经元轴突的生长发育 ------------------------------- 黄国辉,冯东福 1292 

PO-3114 反全式维甲酸（ATRA）协同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 

 （TRAIL）诱导胶质瘤 U251 细胞凋亡的研究 ------------------------------------ 邢德广,顿志平,王成伟等 1293 

PO-3115 胶质瘤干细胞新功能研究 --------------------------------------------------------------------------------------- 董军 1293 

PO-3116 去铁胺改善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实验研究 -------------------------------------- 黄伟,于家省 1294 

PO-3117 病毒介导 CD-TK 融合基因转染 NSC 治疗 C6 胶质瘤体外研究 ------------------------------------ 邢春阳 1294 

PO-3118  脑肿瘤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 张红波,穆林森,孙彦辉等 1295 

PO-3119 miR-95-3p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及对其生物学功能的影响 --------------------------- 焦保华,樊博,卢圣奎等 1295 

PO-3120 局部缺氧和微血管对胶质瘤干细胞特性的作用研究 -------------------------------------------- 谢蕊繁,万锋 1295 

PO-3121 银杏叶提取物对大鼠创伤性颅脑损伤后 MMP-2 和 MMP-9 的影响 ---------------------- 陈祥荣,骆良钦 1296 

PO-3122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Aquaporin Protein in Sprague-Dawley Rats after  

 Experimental In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 ------------------- Gu Weiting,Li Feng,Zhang Weifeng etc. 1296 

PO-3123 Erythropoietin stimulates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to induce endothelialization in an aneurysm  

 neck after coil embolization by modulating VEGF ------------------------------- 刘佩玺,周英杰,安庆祝等 1297 

PO-3124 Plasma microRNA-16-5p is a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stratification, and prognosis  

 of hyper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 Tian Chunou,Li Zifu,Yang Zhigang etc. 1297 

PO-3125 The involvement of chronic hypoxia-hypercapnia in 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nsition pore opening and cytochrome c release in mice  

 brain mitochondria in vivo and in vitro --------------------------------- Zou Hai,Cheng Zujue,Li Jianghao 1298 

PO-3126 “基膜-周细胞”系统在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血脑屏障 

 损伤过程中的作用及研究进展 ----------------------------------------------- 陈渝杰,李强,John H. Zhang 等 1298 

PO-3127 静脉系统在急性脑损伤中的作用及病理生理机制 --------------------------- 冯华,陈渝杰,John H. Zhang 1299 

PO-3128 丝素/胶原蛋白支架联合雪旺细胞及脂肪干细胞 

 共培养修复大鼠坐骨神经缺损 ------------------------------------------------------------------------------ 张振辉 1299 

PO-3129 裸小鼠脉络膜丛移植瘤模型的建立及其由细胞融合产生的肿瘤异质性分析 ----------- 秦汝渭,王之敏 1300 

PO-3130 BQ788 结合放疗对胶质瘤样干细胞的作用研究 ---------------------------------------- 刘羽,刘俊峰,谢涛等 1300 

PO-3131 过表达 LRIG3 慢病毒质粒的构建，鉴定及稳定株筛选 ----------------------------------------------- 杨洪宽 1301 

PO-3132 山茱萸环烯醚萜苷对 EAE 小鼠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和 NGF 表达降低的保护作用 --------------------------------------------------------------- 郑娜,屈赵,张一帆等 1301 

PO-3133 MARK2 在脊髓损伤后对轴突再生作用的体内研究 ---------------------------------------------------- 熊南翔 1301 

PO-3134 阳极氧化和微弧氧化表面改性技术对成骨细胞功能影响 

 和修复兔股骨缺损的效果研究 ----------------------------------------------------------------- 刘帅,张剑宁,程岗 1302 

PO-3135 Protective effects of erythropoietin on astrocytic swelling after oxygeneglucose  

 deprivation and reoxygenation: Mediation through AQP4 expression  

 and MAPK pathway ------------------------------------------ Tang Zhaohua,Liao Zhengbu,Huo Gang etc. 1303 

PO-3136 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对线粒体功能的调节及分子机制研究 ------------------------------------------ 蔡志标 1303 

PO-3137 改良颞下经小脑幕锁孔入路解剖基础与临床应用 ----------------------------------------------- 邵君飞,黄进 1304 

PO-3138 Exogenous Hydrogen Sulfide Attenuates Neuronal Injury Induced by Vascular Dementia Via  

 ERK1/2 and CREB Pathway in Rats. --------------------- Zhang Haohao,Du Henghua,Jiang Yan etc. 1304 

PO-3139 BMF 是组蛋白脱乙酰化酶抑制剂 FK228 和 CBHA 诱导细胞凋亡的潜在介质 ----------------- 张豫滨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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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40 The study of the optimal time widow for GFP-NSCs early transplantation treatment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ic rats --------------------------------------------------------------- Huang Weilong 1305 

PO-3141 Embolization-induced apoptosis in meningiomas-- immunohistochemical  

 and ultrastructural study ------------------------------------------------------------------------------ Zhen Yunbo 1306 

PO-3142 高原地区颅内血管 CT 值与血红蛋白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 魏林节,文朝远,胥全宏等 1306 

PO-3143 Prognostic role of Long Non-Coding RNA UCA1 in various  

 carcinomas: a meta-analysis ------------------------------- Wang Xiaoxiong,Peng Fei,Yang Guang etc. 1307 

PO-3144 Serum exosomal miR-301a as a potentially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human glioma --------------------------------------------------------- Yue Xiao,Lan Fengming 1307 

PO-3145 The impact of delivery routes on the adipose-derived stem cell-based  

 therapies during stroke ------------------------------------------------------------------------ Li Lixian,Zhao Kai 1308 

PO-3146 Liposomes modified with P-aminophenyl- a - D -mannopyranoside: 

  A carrier for targeting cerebral functional regions in mice -------------------------------- Hao Zhongfei 1308 

PO-3147 甘草酸二铵对急性脑缺血再灌注后细胞凋亡及损伤修复作用的研究 -------- 赵立文,张鹏飞,汪子文等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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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49 留置尿管病人的护理 --------------------------------------------------------------------------------------------- 刘超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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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 Zhu Licang,Zhao Dong,Tang Shijun etc. 1309 

PO-3151 体外血瘤屏障模型的建立及性能分析 -------------------------------------------------------------- 魏峰,田新华 1310 

PO-3152 丙戊酸在颅脑损伤大鼠中的抗神经细胞凋亡作用 -------------------------------- 金保哲,张新中,周文科等 1310 

PO-3153 Tat-TTAl-PEG 共修饰明胶-硅氧烷纳米粒跨血脑屏障及对胶质瘤的靶向性研究 ---------------- 林晓宁 1311 

PO-3154 Survivin 对贝伐珠单抗导致的胶质瘤侵袭性的影响 ------------------------------------------------------- 王鹏 1311 

PO-3155 Monosialoteterahexosyl ganglioside induc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to neuron-like cells ----------------------------------- Zhao Zongmao,Nan Chengrui,Ma Shucheng etc.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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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to  

 neuron-like cells in vitro ------------------------------- Zhao Zongmao,Nan Chengrui,Ma Shucheng etc. 1312 

PO-3157  入手微处，匠心独运，浅谈赫尔辛基手术策略  ----------------------------------------------- 曹鹏,梁国标 1313 

PO-3158 光化学法联合凝血酶注射构建大鼠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模型的研究 -------------------- 陈成伟,汪求精 1313 

PO-3159 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实施现状及建设 ------------------------------------------------------------ 王海洋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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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01 

医疗安全与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周良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PL-002 

复合技术在脑血管病手术中的应用 
 

赵继宗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背景  单独采用手术切除、血管内治疗和立体

放射治疗脑动静脉畸形，均存在各自的缺

陷。本研究目的评估在杂交手术室，在同一

阶段血管内治疗和显微外科手术切除联合治

疗动静脉畸形的优点和安全性。 

目的  显微手术切除是根治 AVM、防止再出

血的最好措施，但是手术中出血多，神经功

能损伤大以及切除巨大 AVM 可能发生 NPPB

的风险，阻碍 AVM 外科切除。手术切除前分

次栓塞，可以降低手术风险，减少出血，但

是病人需要反复多次遭受痛苦，治疗期间又

再次出血的危险。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5 例血管内和手术联合治

疗脑动静脉畸形。采用血管造影机（PHILIPS

 Allura Xper FD20C），分析多模态成像（D

SA、超声波扫描）对介入与手术联合治疗的

优点和工作流程。 

结果  本研究对象为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北京天坛医院杂交手室一次治疗完成 4

5 例 AVM 栓塞、显微手术切除和切除后复查

脑血管造影（DSA）联合操作。其中男性 28

人（62.22%），女性 17 人（37.78%）。患

者平均年龄 28.5±2.2 岁（5-28 岁），Spetzl

er-Martin 分级Ⅱ-Ⅴ（平均 2.3±0.2 分），平

均手术时间 7.1±0.3 小时（3-11 小时），血

管造影与手术中的平均交替时间 0.98±0.07

小时（0.2-3 小时），异体输血 5 例，平均输

血量 53.4±25.6ml（130ml-700ml），平均自

体血液回收 271.6±49.7ml，无手术死亡，手

术后一个月随访 mRS 平均 1.49±0.25 分，取

得复合手术治疗 AVM 初步经验。 

总结  在复合手术室内可以顺利完成显微手术

与神经介入联合操作。复合手术治疗 AVM 提

高手术全切率和手术效果，降低手术后并发

症和医疗费用，减少手术前、后反复多次脑 

血管造影给病人带来的痛苦。 

 
 

 
 



 

 

 

 

专题发言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 

 

S-001 

急性缺血性卒中：早期手术和血管内干预 
 

周定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S-002 

中华神经外科学分会成立三十周年 
 

张建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S-003 

核磁导航与脑血管畸形--国家十二五课题汇报 

王硕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S-004 

实质性血管母细胞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潘亚文 牛亮 段磊 李峤 张祎年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小脑实性血管网织细胞瘤的影像学

特征、诊断及鉴别诊断和手术方法。 

方法  对 2006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治疗的

21 例小脑实性血管母细胞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20 例为首次手术，1 例为

外院 2 次手术后患者。所有患者术前均进行

了 CT 和 MRI 检查, 3 例患者同时进行了 

DSA 检查, 2 例行 CTA 检查。 21 患者的病灶

部位分别为左小脑半球 9 例，右小脑半球 8

例;，上蚓部 2 例，下蚓部 3 例，其中 2 例突

入桥小脑角。所有病人均行显微手术切除，

其中 5 例术病变位于中线部位（上、下蚓

部）的病人，采用俯卧位、枕下正中入路；

而 16 例对于病变位于小脑半球及侵及桥小脑

角的病人，采用侧俯卧位、枕下乙状窦后入

路。 

结果  所有病人均行显微镜下全切，常规病理

检查证实为血管母细胞瘤。门诊随访未见肿

瘤复发。 

结论  （1.）小脑实质型血管母细胞瘤因肿瘤 

动静脉畸形样血管化和其经常位于中枢神经 

系统的特殊部位而成为一项外科挑战。 

（2.）术前 MRI 及 DSA 能最大化的获得相关

信息并辅助做出正确的术前诊断。 （3.）肿

瘤全部切除通常是可行的，环形整块切除并

周围血管完全离断多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4.）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和术前栓塞一般是针

对于个体化治疗方案的选择。  

 
 
S-005 
Chiari malformation: cause and treatment 
 
Atul Goel 

印度 King Edward Memorial Hospital  

 

 
 
 
S-006 
Glioblastoma tumor Resection: How 
much is enough? 
 
Sawaya 

美国 M.D. Anderson 医院 100001 

 

 
 
 
S-007 

中国颅脑创伤救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S-008 
Aneurysm surgery 
 
Juha 
University Central Hospital of Helsinki  
 

 
 
 
S-009 

药物相关性卒中及其处理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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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0 
Data driven Interventional approach to 
triaging stroke: the MGH algorithm. 
 
Joshua Adam Hirsch 

美国哈佛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  

 

 
 
 
S-011 

急性缺血性卒中介入血管再通治疗--现在与趋

势 
 

刘建民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S-012 
Management of cervical myelopathy and 
craniocervical junction disease 
 
Mohammed F. Shamji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附属多伦多西部医院  

 

 
 
 
S-013 

Chiari 畸形合并颈椎管狭窄的手术治疗 
 

王振宇 王少波 陈晓东 谢京城 孙建军 于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探讨合并 ChiariⅠ畸形的颈椎管狭窄症

的治疗方式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4 例合并 ChiariⅠ畸形的

颈椎管狭窄症患者的临床资料, 其中男 10 例, 

女 24 例; 年龄 21～66 岁, 平均 38.6 岁; 21 

例合并脊髓空洞。一期行寰枕减压术和颈后

路椎管扩大成形术。合并脊髓空洞患者同时

行硬膜成形术。 

结果  34 病人中，6 例术后出现轴性症状, 2 

例发生脑脊液漏, 经对症处理后治愈。28 例

术后获得 6 个月~8 年( 平均 2 年 10 个月) 随

访, 按 Odom 疗效标准评定, 优 8 例, 良 19 例, 

优良率为 80.7%。21 例合并脊髓空洞的患者

术后复查了 MRI, 7 例患者的脊髓空洞消失,11 

例较术前明显缩小, 3 例无改变。 

结论  对合并 ChiariⅠ畸形的颈椎管狭窄症患

者一期行寰枕减压和椎管扩大成形术是有效 

的治疗方式。 

 
 
S-014 

小儿颅咽管瘤发病与治疗特点 
 

漆松涛 包贇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探讨小儿颅咽管瘤的外科治疗特点。 

方法 对我院进行手术治疗的 234 例原发颅咽

管瘤（儿童患者共 946 例，成人患者共 140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儿童颅咽管瘤的

生长模式及外科治疗特点，并且评价手术结

果及其预后。 

结果 234 例原发颅咽管瘤的患者中，儿童和

成人的颅咽管瘤的起源位置具有显著差异，

儿童 Q、S、T 型（鞍隔下型、鞍上脑室外

型、鞍上脑室内外型）颅咽管瘤分别为 38

例、12 例、44 例，而成人 Q、S、T 型颅咽

管瘤分别为 22 例、40 例、78 例，两组之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卡方值 =20.571 ，

P<0.001)。儿童组前纵裂入路、翼点入路、

经鼻入路、经额锁孔入路、联合入路分别为

72 例、18 例、4 例、2 例、0 例，而成人组

分别为 76 例、50 例、10 例、2 例、2 例，两

组 之 间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卡 方 值

=11.270，P=0.024)。儿童组预后良好率为

93.6%，成人组预后良好率为 84.8%，两组

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卡方值=4.244，

P=0.039)。 

结论 小儿颅咽管瘤与成人颅咽管瘤的生长模

式具有显著差异，术中应该根据不同的生长

模式进行入路的选择，合理的手术入路能改

善患者的预后。 

 
 
S-015 

儿童髓母细胞瘤的多学科治疗 
 

马杰 

上海新华医院 100168 

 

目的  探讨儿童胚胎源性脑肿瘤的临床特点、

手术治疗效果。  

方法  收集从 2007 年 8 月～2015 年 12 月上

海新华医院小儿神经外科收治的儿童髓母细

胞瘤共 96 例，对其临床表现、治疗方式和手

术治疗效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并结合临床随

访分析探讨总体预后的影响因素。   

结果  96 例患儿平均年龄 4.3 岁，其中幼儿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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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一岁一下 22 例，1-2 岁 20 例，2-3 岁

14 例，10 岁以上收治 4 例。男女性别比约

2.2：1：男性 66 人，女性 30 人。肿瘤绝大

多数位于中线部位（87/96），小脑半球 6

例，桥小脑角 3 例。大部分肿瘤位于四脑室

附近（79/87），6 例肿瘤局限于小脑蚓部，2

例位于松果体区。96 例患儿均接受手术治

疗。术后 72 小时 MRI 提示：全切 50 例，近

全切 22 例，大部切除 15 例，部分切除 9

例。术后平均生存时间 12.48 月。96 例髓母

术后病理诊断，经典型 MB 最多见 16，广泛

结节性 2 例，结节型 5 例，大细胞型 3 例，

促纤维增生性 4 例，其中 66 例属于混合型。

部分患儿术前接受 Omaya 泵植入式，约 16

例患儿肿瘤切除术后脑积水持续存在而接受

脑脊液分流术。96 例患者中，6 例患儿术后

一周能死亡，20 例患者围手术期死亡（术后

一周到一月内死亡）未能接受辅助放疗。术

后接受规范放化疗约 30 例，接受放疗约 25

例， 11 例患者仅接受化疗。13 例患者术后

未能联系。 

结论  儿童髓母属于高度恶性肿瘤，临床预后

差，尤其是婴幼儿的临床治疗仍存巨大挑

战，围手术期死亡风险高。术后缺乏规范的

放化疗明显影响患儿预后。 

 
 
S-016 

微电极记录与宏刺激丘脑底核在 DBS 治疗帕

金森病中的应用 
 

陶英群 许峰 李智勇 梁国标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5 

 

目的   探讨微电极记录与宏刺激丘脑底核

（STN）在脑深部电刺激术（DBS）治疗帕

金森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012 年 6 月到 2016 年 3 月，135 例接受

DBS 治疗的帕金森病人（PD, parkinson’s 

disease）的临床数据。 分组：  (1). 2014 年

11 月以前单纯应用微电极记录组（MER, 

micro-electrode recording）67 例；(2). 2014

年 11 月以后应用微电极记录加刺激组

（ MERS, micro-electrode recording 

stimulation）40 例。比较两组电极位置、术

后程控参数、临床疗效。术中临时刺激效果

是判断定位准确、治疗有效的主要依据。术

中刺激观察：术中分别使用微电极和治疗电

极进行临时刺激，主要观察震颤及僵硬症状

改善情况。相同的刺激参数检测不同的刺激

位点的疗效，再以最小电流或电压，取得最

佳效果，然后逐步提高刺激电流或电压观察

副作用。  

术后程控随访:术后 1 月左右使用体外感应式

程控仪进行程控。分别于手术前和手术后程

控、随访进行评分，使用统一帕金森病评定

量表(UPDRS)评分。  

结果  MER 组和 MERS 组临床资料在年龄、

性别、病程、左旋多巴剂量、H-Y 分期及药

物开期和关期方面没有统计学差异。影像学

（CT、MR）分辨力所限，不能反应两组治疗

电极位置的差异，而术中电生理记录与刺激

参数和术后刺激电压却可以间接反应治疗两

组电极位置的差异。临床疗效 MERS 组的术

后 UPDRS 评分明显低于 MER 组，反应了

MERS 可以更精确引导定位靶点。术后程控

电压： MERS 组的刺激电压明显低于 MER

组，间接反应了 MERS 组的治疗电极离靶点

更近。我科 109 例使用微电极记录/刺激 DBS

患者的手术时间在 2 小时左右，对比无明显

差异。出血风险：  109 例使用微电极记录

DBS 手术患者中，仅出现 2 例少量出血患

者，经过保守治疗，恢复良好。  

结论  MERS 可以提高定位 STN 准确，提高

了 STN-DBS 治疗帕金森病的疗效；MERS

没有增加患者费用和出血风险，未延长患者

手术时间，可以准确定位，是一种值得推荐

的方法。  

 
 
S-017 

抽动秽语综合征的手术治疗：如何选择最佳

的方式和靶点？ 
 

汪鑫 王学廉 高国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立体定向脑深部核团毁损术与脑深

部电刺激术治疗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的疗

效。 

方法  选择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自

2002 年 8 月至 2015 年 2 月收治的 13 例难治

性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其中男性 10 例，女

性 3 例，手术时年龄 12 岁~32 岁，病史 7 年

~16 年。全部患者均符合 ICD-10 TS 诊断标

准。对其中 7 例患者在局麻加强化或全麻下

行立体定向脑内多靶点射频毁损术，对其中 5

例患者先后在全麻下行脑深部电极植入和皮

下脉冲发生器植入术，另 1 例患者同时行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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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多靶点射频毁损与脑深部电刺激术。毁损

靶点根据患者具体症状可能包括：双侧杏仁

核、内囊前肢、扣带回、伏隔核或一侧苍白

球 腹 后 内 侧 部 ， 毁 损 电 极 裸 露 端 为

1.6mm×5mm 或 2mm×4mm，设置毁损温度

80℃，时间 70s。电刺激靶点为双侧苍白球

腹后内侧部（GPi）或丘脑中央中核/束旁核

复合体（CM-Pf），术后根据抽动情况定期调

整刺激触点和参数，一般采用单极、双极或

双负触点，设置频率 130~185Hz，脉宽

60~90μs，电压 2.0~3.5V。手术后定期随访

或程控，在术前、术后（或开机后）1 周、1

月、6 月、1 年、部分患者在术后 2~14 年，

采用耶鲁综合抽动严重程度量表（YGTSS）

对患者抽动症状评分，采用耶鲁布朗强迫症

量表（YBOCS）等精神量表评估相应精神症

状改善情况。统计学方法采用方差分析与

LSD-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13 例患者手术顺利，术后无严重并发

症。 YGTSS 评分中运动抽动评分、发音抽动

评 分、损 害评分 、总体 评分由 术前的

（ 19.2±4.1 ） 分 、 （ 17.8±2.1 ） 分 、

（40.9±5.6）分、（77.8±6.5）分，分别降至

术后（或开机后）1 年的（4.6±1.5）分、

（ 5.2±2.1 ） 分 、 （ 8.9±6.0 ） 分 、

（19.2±9.5）分，术后与术前比较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9 例合并强迫症状

的患者 YBOCS 评分由术前的（27.5±8.0）

分 ， 降 至 术 后 （ 或 开 机 后 ） 1 年 的

（ 8.3±2.8 ） 分 ，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其他精神行为方面：3 例合并

注意障碍的患者 2 例改善，2 例伴有焦虑症状

的患者均有所改善，2 例伤人毁物患者症状消

失，1 例伴有自残行为的患者症状得到明显控

制。 

结论  两种立体定向手术方式安全可靠，对难

治性抽动秽语综合征的运动和精神症状均具

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S-018 

患侧大脑半球多脑叶离断术治疗难治性癫痫 

 
孙涛 

宁夏医科大学 750004 

 

目的 探讨大脑半球离断术治疗半球性病变导

致的难治性癫痫手术方法及疗效。 

方法 治疗难治性癫痫的方法 2014 年 8 月至

2016 年 1 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进

行 4 例大脑半球离断手术。对患侧大脑半球

进行分步离断：先经侧裂切除海马杏仁核；

经颞角沿三角区向额角分段皮层造瘘，分段

离断额叶、顶叶、枕叶与胼胝体的联系；最 

后经侧裂切除岛叶皮质。 

结果 该术式在 4 例患者成功实施。结果证

实，手术创伤小，并发症少，术后病人没有

任何加重对侧肢体功能障碍的并发症，癫痫

得到有效控制，Engel I 级 3 例，EngelⅡ级 1

例。且术后恢复好，神经心理，精神行为明

显改善。 

结论 大脑半球多脑叶离断术，是一种对半球

性病变导致的难治性癫痫患者创伤小、疗效

可靠的治疗方案。 

 
 
S-019 

立体定向脑电图（SEEG）技术在难治性癫痫

中的应用价值 
 

张新定 王小强 韩彦明 史雪峰 贺振华 魏乃礼 兰正波 

门晓旭 刘亚丽 颜抒阳 马玉梅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730030 

 

目的  探讨应用立体定向脑电图（SEEG）技

术在难治性癫痫术前评估中的安全性及 

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5 月对 4 例药物难治性癫痫患者，先经无创评

估，经手术计划系统设计出立体定向脑电图

（SEEG）电极置入方案，继而借助 Leksell

框架完成电极置入，行 SEEG 监测，确定手

术切除方案，最后在神经导航下完成切除手

术。 

结果  3 例患者行双侧置入，1 例患者行单侧

置入，共置入 25 根 SEEG 电极(触点 6~16

点），所有电极均根据术前计划被准确置

入，未出现颅内出血、感染、脑脊液漏、电

极折断或移位等并发症。4 例患者顺利完成致

痫区切除，术后随访 1~3 月，无癫痫发作。 

结论  立体定向脑电图对定位癫痫致痫区、传

导及扩散范围有诸多优势，在其指导下癫痫

外科治疗安全、微创、精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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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0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颅神经疾病的现状与未来 

 
于炎冰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S-021 

神经外科重症加速康复理念与实践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S-022 

中国神经外科重症监护患者的消化与营养管

理共识（2016 年版）解读 
 

江荣才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300052 

 

本报告将就新出版的中国神经外科重症监护

患者消化与营养管理共识进行解读。解读主

要围绕几个方面： 1.神经外科重症患者的消

化与营养管理特点；2.神经外科重症患者的消

化与营养管理评价；3.神经外科重症患者的消

化与营养管理实施。并将结合实际例证，对

如何实施消化与营养管理做进一步实战演

练。  

 
 
S-023 

全面规范化的神经重症管理改善颅脑创伤患

者的预后 
 

胡锦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200040 

 

颅脑创伤是我国年轻人群的头号“杀手”，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重型 TBI 的死亡率均

保持在 30%左右未有明显下降[6]。荟萃分析

的结果显示重型 TBI 的死亡率在 39%，而不

良预后率在 60%。如何有效改善重型 TBI 患

者的死亡率和不良预后率成为当下研究的重

点。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创伤中心一直以来坚持

ICP 监测指导下的颅脑创伤规范化救治，中心

对重型 TBI 的 ICP 监测率达到 90%以上，中

型 TBI 患者的 ICP 监测率也达 50%。中心坚

持 ICP 监测指导下的颅脑创伤规范化救治并

重视患者的全面神经重症管理，将中心 10 年

来的重型 TBI 患者死亡率艰难的保持在

20.4%，显著低于其他研究或中心报道的死亡

率。并且近几年来重型 TBI 的死亡率呈逐年

下降趋势，2014 年重型 TBI 患者的死亡率已

经降至 12%。华山医院牵头开展颅脑创伤患

者 ICP 监测的多中心回顾性调查，结果显示

ICP 监测对于一些特定亚组的患者，如弥散性

损伤患者可以显著降低死亡率和不良预后，

为 ICP 监测在颅脑创伤患者中的应用提供了

新的证据支持。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创伤中心高度重视颅脑创

伤后凝血功能障碍的及时纠正，中心十年收

治的颅脑创伤患者凝血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在

18.6%，而重型颅脑创伤凝血功能障碍发生率

达 30.4%。对于颅脑创伤并发凝血功能障碍

的患者，我们都立即给予纠正至正常，以防

进展性颅内出血的发生。对于脑疝需急诊手

术的患者，我们的原则是一边纠正凝血功能

障碍一边急诊手术。近几年来我们对所有凝

血功能障碍患者在入院时或术前都给予积极

纠正。对于这些凝血功能障碍得到及时纠正

的患者，随访均无进展性颅内出血和术中大

出血的发生。 

 
 
S-024 

重型颅脑创伤病人目标化管理 

 
高国一 1,2 江基尧 1,2 

1.上海市颅脑创伤研究所     

2.上海仁济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颅脑伤病人的规范化管理的要求对现有

循证医学依据的综合性解读，而颅脑伤精准

治疗模式则取决于对于疾病状况的准确测评

及判断，建立临床适用的数据集成体系通过

海量数据收集分析颅脑伤病人病情变化特征

和规律是精准治疗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利

用监护数据集成体系探索重型颅脑创伤病人

目标化管理的路径。 

方法 在标准设置的神经外科建立颅脑创伤病

人监护数据集成化收集及分析体系，实时记

录病人的生命体征参数以及温度、颅内压、

有创动脉压等数据，并在数据平台进行存

储。数据处理软件可以实时计算显示病人的

脑灌注压，脑顺应性，颅内压波幅等指标，

结合其他生命体征参数，可以实时判断患者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 

 

颅内病理生理状况，同时可以回顾分析治疗

措施的合理性、预见性以及治疗依从性。 

结果 1 颅脑伤监护数据集成化收集将以前的

分散、间断数据观察模式转变为连续化数据

收集，减少监护盲点。2 颅脑伤监护数据集成

提高了临床监护的预警价值，对监护数据的

实时分析可以提高治疗的针对性。3 海量数据

分析结果对临床医生分析医疗行为的合理性

提供了适用模式。综合以上结果，颅脑伤数

据集成提高了患者目标化管理的准确性和实

效性。 

结论 重型颅脑伤病人目标化管理主要要实现

以下关键点：1 合理的手术指证与时机，2 与

伤情、年龄相符合的颅内压搏动区间，3 减少

对脑血管自主调节功能和颅腔顺应性的扰

动，4 依从于颅内病理状况的脑温、血压、呼

吸、血气、电解质等指标，6 依照病程节点而

不断调整的治疗方案和措施。为实现上述关

键点，临床医生要逐渐转变工作模式，将更

多的客观数据整合到临床判断和决定中去，

颅脑伤监护数据集成分析体系，满足海量数

据收集分析的要求，符合颅脑伤精准治疗的

客观趋势，是规范化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成

分。 

 
 
S-025 

颅脑损伤单元探索与实践 
 

刘佰运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S-026 

有占位效应的重型颅脑损伤首次去骨瓣减压

或二次手术去骨瓣减压？ 
 

杨朝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 610041 

 

目的 对于有占位效应的重型颅脑损伤在首次

手术中去除骨瓣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并发症，

如果保留骨瓣，也可能会面临二次手术去骨

瓣减压的风险。为此总结重型颅脑损伤患者

因占位性损伤术后再次手术去骨瓣减压的高

危因素。 

方法 回顾性调查 2008 年 1 月至 2014 年 10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住院的重型颅脑损伤

患者病历，筛查经头部 CT 检查证实有脑挫裂

伤或硬膜下血肿，Marshall CT 分级 V，首次

术后保留骨瓣，但二次手术去骨瓣减压的患

者，收集其临床资料分析二次手术去骨瓣减

压原因。 

结果 284 例重型颅脑损伤因占位性损伤术后

保留骨瓣，其中有 41 例患者术后二次手术去

骨瓣减压。其原因：术后局部脑水肿和进展

性出血 34 例，术区新发血肿 6 例，远隔部位

血肿 1 例。统计分析显示硬膜下血肿伴脑挫

裂伤、伤后早期低血压和初始颅内压大于

35mmHg 是二次手术去骨瓣减压的高危因

素。 

结论 有占位效应的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有

14.4%的患者再次手术去骨瓣减压，对大多数

没有术中脑膨出的患者保留骨瓣是安全的，

但对于硬膜下血肿伴脑挫裂伤、伤后早期低

血压和初始颅内压大于 35mmHg 是二次手术

去骨瓣减压的高危因素，对这些患者可能需

要首次手术去骨瓣减压。 

 
 
S-027 

老年人颅脑损伤的救治和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费舟 1 马义辉 2,1 王凯 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外科     

2.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老年人颅脑损伤的相关影响因素和

临床特点，寻求减少老年人颅脑损伤患者的

死亡率和致残率。 

方法  回顾在我科入院治疗的 169 例老年人颅

脑损伤患者。通过分析 GOS 评分与入院

GCS 评分、年龄、常见并发症和基础疾病的

关系，探讨各种因素与预后的关系。 

结果  死亡率与年龄、基础疾病、并发症和

GCS 评分密切相关。 

结论  年龄、基础疾病、并发症和入院神经功

能评分均对患者的临床预后有重要影响。 

 
 
S-028 

基于入院临床特征建立创伤性颅内进展性出

血风险评价系统 
 

田恒力 陈世文 郭衍 王敢 高文伟 曹合利 居世明 王韧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分析创伤性脑损伤患者颅内进展性出血

的临床特征及危险评价。 

方法  非手术创伤性脑损伤患者 468 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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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内出血进展情况分为进展组和非进展组。

比较两组患者的年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 GCS ） ，受 伤 至 首 次 CT 检 查 时间

（HCT1）、受伤至第二次 CT 检查时间

（HCT2），入院时凝血功能指标，首次及复

查 CT 血肿量。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颅内进

展性出血的危险因素，并基于入院特征风险

因素分析建立颅内进展出血发生的风险评价 

系统。 

结果  两组患者的年龄、GCS、HCT1、凝血 

酶 原 时 间 （ PT ） 、 国 际 标 准 化 比 率

（INR）、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D-二

聚体（DD）、血小板（PLT）计数及复查 CT

血肿量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FDP、INR 和

DD 为颅内进展性出血的危险因素（OR>1，

p<0.05）；GCS、HCT1 和 PLT 计数较低的

患者发生颅内进展性出血的可能性较大

（OR>1，p<0.05）。 

结论  对于创伤性脑损伤患者，年龄、FDP、

INR、DD、GCS、HCT1 和 PLT 为颅内进展

性出血的相关因素。  

 
 
S-029 
Surgery on lesions involving cavernous 
sinus 
 
Atul Goel 

印度 King Edward Memorial Hospital  

 

 
 
 
S-030 

和缓医疗事业发展的现状与思考 
 

王任直 孔祥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当今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

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对

于很多中老年人而言，都希望在人生的晚年

能够幸福安康、活出尊严。面对人口老龄化

进程的不断加剧，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后果的

显现以及癌症患者、心脑血管病等慢性疾病

数量持续上升，和缓医疗的重要性进一步凸

显，这也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需要把

握的重要方向。和缓医疗的核心内涵在于重

视患者的尊严，力图通过有效的手段为患者

减轻痛苦、满足患者延年益寿的需求。随着

社会经济水平以及医疗技术的发展，和缓医

疗已经成为社会文明的核心构成元素之一，

在近几年也得到了高速的发展。 

和缓医疗也称为舒缓或姑息医疗。依据世界

卫生组织（WHO）的定义，和缓医疗是指通

过控制疼痛、缓解躯体上的不适症状和提供

心理、社会和心灵上的支持，为无治愈希望

的末期患者提供积极、人性化的服务，为患

者和家属赢得尽可能好的生活质量。和缓医

疗体现了人类对生命的尊重与珍惜，让人生

的最后一段旅程舒适、平静、有尊严和少痛

苦。 

和缓医疗的主要服务对象之一是癌症晚期患

者，服务重点是改善癌症晚期患者的生活质

量，减轻其躯体痛苦与情绪困扰。从患者确

诊为癌症晚期的那一刻开始，医护人员即应

根据患者病情和家属意见，结合患者躯体、

精神心理和社会的多方面需求，在减轻患者

痛苦，为患者的情绪、心理提供支持等方面

给予必要的养护。和缓医疗肯定了生命的重

要性，认同和接纳死亡，既不刻意缩短生

命，也不有意延长生命，重视临终患者最后

的自主选择权，致力于提升患者的生活质

量，从而使其获得较好的心理慰藉。 

 
 
S-031 

脑干肿瘤的综合治疗 
 

张力伟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S-032 

显微手术治疗听神经瘤连续 700 例及老龄因

素对手术疗效的影响 
 

袁贤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讨论并分析电生理检测辅助下经枕下乙

状窦后入路显微切除听神经瘤的疗效及其影

响因素，对比研究老年听神经瘤患者与年轻

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连续住院的 700 例次听神经

瘤手术，均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行显微切

除，均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袁贤瑞教授主

刀，并对其临床症状、影像资料、手术结

果、面听神经功能等进行总结分析。随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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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例老年听神经瘤患者（≥65 岁）以及 40 例

年轻患者（＜65 岁）进行分析，依据肿瘤大

小、手术时间对两组病例进行配对，对比分

析两组患者在临床特点、术后并发症、面听

神经解剖和功能保留等方面的差别。 

结果  700 例肿瘤最大径平均值 38.48 mm。

其中小型（ <20mm） 2.86%，中型（ 20-

30mm ） 13.86% ， 大 型 （ 30-40mm ）

33.57%，巨大型（≥40mm）44.71%。肿瘤

全切率为 97.14%，面神经、蜗神经、岩静脉

解剖保留率分别为 98.3%，27.3%，78.1%。

手术相关死亡数 8 例，占 1.1%。随访复发率

1.1%，平均复发时间 49.25 月，8 例复发中 5

例行再次手术，平均随访 28 月未再复发。患

者 远 期 面 神 经 功 能 优 秀 率 （ House-

Brackmann I-II 级 ） 86.2% ， 有 效 听 力

（ Gardner-Robertson 1-2 级 ） 保 留 率

28.6%，生活质量评分优良率达 99.26%。老

年组术前的麻醉评估（ASA ）评级 III-IV 者占

62.5%，出现平衡障碍者占 72.5%，年轻组

分别占 30%和 2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手术均实现全切除，而老

年组围手术期并发症、肿瘤复发率、面听神

经功能、生活质量与年轻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1、在精良的手术辅以电生理监测的指

引下，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切除听神经瘤特

别是大型及巨大型听神经瘤效果肯定。2、肿

瘤切除程度受术前肿瘤与面神经粘连程度、

患者术前病程长短影响。术后面神经功能与

肿瘤大小、扩展程度、术前面神经功能水平

相关。术后听力保留率与术前听力水平、肿

瘤扩展情况相关。3、与年轻患者比较，老年

患者身体术前 ASA 评分差，更易出现平衡障

碍。两组患者的手术切除程度、面听神经解

剖与功能保留、术后并发症等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S-033 

内镜手术治疗导水管区占位性病变继发脑积

水：初步经验 
 

宋明 1 杨刚 2 王勇 3 苏宁 4 张亚卓 5 

1.首医大三博脑科医院     

2.重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河南省医院     

4.内蒙古自治区医院     

5.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内镜手术治疗导水管周围占位性病

变合并脑积水可行性和疗效。 

材料和方法  2011 年 3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

导水管周围占位性病变合并脑积水 15 例，其

中男 9 例，女 6 例，平均年龄 22. 7 岁。 

结果  单纯内镜下第三脑室底造瘘术８例，内

镜下第三脑室底造瘘术+肿瘤活检术 1 例，内

镜下第三脑室底造瘘术+肿瘤活检或部分切除

术+导水管成形术３例，内镜下第三脑室底造

瘘术+肿瘤活检术+导水管成形术+导水管支架

植入术 1 例，内镜下第三脑室底造瘘术+内镜

下肿瘤大部切除术+导水管成形术＋分流管拔

除术 2 例，术后病情好转，无明显并发症。

７例获得病理诊断，星形细胞瘤 2 例，少枝

星形细胞瘤 1 例，胶质细胞增生 2 例，胶质

瘤１例。 

结论  内镜手术可成为治疗导水管区占位性病

变继发脑积水的新选择。 

 
 
S-034 

3D 打印神经内镜经鼻蝶垂体瘤手术训练模型

及其学习曲线评估 
 

马驰原 文国道 刘开东 王汉东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建立一种简单实用的 3D 打印模型，以

全面高效的加速神经内镜经鼻蝶垂体瘤手术

技能学习曲线。 

方法  3D 模型分为三部分：1）颅骨硬质模型

2）鼻面部软质模型 3）改装的鞍底。18 位神

经外科医生和 5 位无手术经验的研究生参加

了手术模型训练，以提高他们内镜下三项基

本手术操作技能：磨除鞍底骨质，刮除肿

瘤，吸除肿瘤。研究生进行 10 次模拟训练，

神经外科医生进行 1 次模拟训练。 

结果  研究生：1）随着训练的进行，得分呈

曲线增加；2）第 10 次训练得分比第 1 次训

练得分明显增加；3)学员之间差异逐渐减小。

18 位神经外科医生被分为 3 组：专家组、助

手组、观察组。对于所有三项基本技能训

练：1）专家组的平均得分明显高于助手组、

观察组和研究生第 10 次训练得分；2）助手

组和观察组平均得分高于研究生第 1 次训练

得分。助手组的吸除肿瘤训练得分明显高于

观察组，但在磨除肿瘤和刮除肿瘤训练中无

明显差异。研究生第 10 次吸除肿瘤和刮除肿

瘤训练得分明显高于助手组和观察组。 

结论  3D 打印神经内镜经鼻蝶垂体瘤手术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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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能够模拟并提高外科医生不同的内镜 

操作技能。这个实用、简单、经济的训练 

模型拥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S-035 
Laser thermal ablation as treatment for 
glioblastomas 
 
Clark Chen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S-036 
The Notch signaling pathway and brain 
cancer stem cells 
 
Fan Xing 

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  

 

 
 
 
S-037 

双光子活体成像研究脑中风后突触结构的可

塑性 
 

朱利瑞 张胜祥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730000 

 

目的  以往的研究表明脑缺血数分钟即可导致

神经元结构的破坏，而及时进行血液再灌注

后神经元结构能恢复，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

探讨脑缺血再灌注后神经元结构恢复的过程

中突触结构可塑性的变化。 

方法  采用转基因荧光小鼠和双侧颈总动脉结

扎模型，结合双光子活体成像技术及行为学

方法研究缺血性脑中风及再灌注对突触结构

及脑功能的影响。 

结果  双光子活体成像研究结果表明，20 min

短暂性脑缺血可以造成神经元树突损伤呈念

珠状结构，并可以引起~13%的树突棘消失。

在血液再灌注后神经元结构可以发生快速的

可逆性恢复，消失的树突棘在再灌注 1 h 时有

大部分树突棘在原先的位置重新出现，再灌

注 3 h 时 97%的树突棘可以恢复。通过比较

不同缺血时间对神经元结构的影响，我们发

现神经元结构的可逆性恢复具有时间依赖

性，随着缺血时间的延长，神经元结构发生

可逆性恢复也越来越困难。短暂性脑缺血的

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脑缺血再灌注后树突

棘的更新率发生了变化。短暂性脑缺血再灌

注 1 h 后树突棘新生率和消失率均较假手术组

有显著增加，而再灌注 1 h-3 h 之间树突棘新

生率较假手术组也有显著增加，但消失率较

假手术组无显著性差异。活体长期观察结果

表明，脑缺血再灌注后恢复的树突结构可以

长期存在（30 d），但树突棘结构的可塑性

与假手术组相比发生了变化。在再灌注 3 d 时

新生率和消失率均较假手术组有显著增加，

此后在再灌注 3-7 d 和 7-30 d 期间缺血再灌

注组的树突棘新生率仍较假手术组有显著增

加，而消失率则无显著性变化。转棒测试结

果显示，短暂性脑缺血对动物运动及协调功

能的影响仅限于血液再灌注后的初期（3 d 以

内），行为上的快速恢复可能与神经元结构

的快速恢复和突触结构的快速重组有关。 

结论  脑缺血很快破坏了大脑内的神经元结

构，而及时血液再灌注后神经元结构可以发

生可逆性恢复，但这种恢复并不只是简单的

结构上的修复，它伴随着突触结构的快速及

持续性重建，主要体现在损伤树突棘的恢复

和新生树突棘的出现，这些变化可能对脑内

神经环路的重建和功能的恢复具有重要的作

用。 

 
 

 



 

 

 

 

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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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1 

锁孔手术夹闭颅内动脉瘤-翼点锁孔入路与眶

上锁孔入路的比较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锁孔入路夹闭颅内动脉瘤的可行性

及技巧，分析翼点锁孔入路及眶上锁孔入路

的适应征。 

方法  318 例患者共有动脉瘤 365 个，包括前

循环动脉瘤 267 例，后循环动脉瘤 12 例，多

发性动脉瘤 39 例 86 个（33 例颅内动脉瘤 2

个，4 例 3 个，2 例 4 个）；小动脉瘤 14

个，一般动脉瘤 316 个，大动脉瘤 22 个，巨

大动脉瘤 13 个。破裂动脉瘤 280 例，未破裂

动脉瘤 38 例。SAH 患者术前 WFNS 分级：I

级 26 例，II 级 105 例，III 级 112 例，IV 级 3

5 例，V 级 2 例。采用翼点锁孔入路 123 例，

眉弓锁孔入路 195 例，其中采用对侧入路夹

闭动脉瘤 11 例 14 个。 

结果  365 个动脉瘤行夹闭术 356 个，孤立术

9 个。出院时 GOS 评分恢复良好 303 例，轻

度残疾 5 例，重度残疾 3 例，植物状态 2

例，死亡 5 例。预后不良主要原因是术后脑

血管痉挛或脑肿胀。术后三维 DSA 复查发现

12 个（3.3%）动脉瘤颈残留。增加二者对比

结果 

结论  锁孔入路适合绝大多数前循环及部分后

循环动脉瘤夹闭术，可应用于破裂动脉瘤急

性期手术，适当选择后也可应用于复杂动脉

瘤手术。眉弓锁孔入路前后纵深视野好，对

侧入路时距离短；翼点锁孔入路对载瘤动脉

背侧指向的动脉瘤颈显露好，可兼顾颞部血

肿清除。 

 
 
OR-002 

一侧翼点入路夹闭对侧后交通、颈内动脉及

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脉瘤 

 
许民辉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经一侧翼点入路夹闭对侧后交通颈

内动脉瘤分叉及大脑中动脉瘤分叉部动脉瘤

的可行性、病例选择和手术技术要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三年来手术治疗的 789

例颅内动脉瘤病人临床资料，其中 23 例行翼 

点入路侧破裂的责任动脉瘤夹闭，同时行对 

侧未破裂动脉瘤夹闭手术。 

结果  23 例病人中，对侧后交通动脉瘤 11

例，颈内动脉分叉部动脉瘤 3 例，对侧中动

脉分叉部动脉瘤 9 例。均为未破裂动脉瘤，

其中宽颈动脉瘤 8 例，瘤体 3-9mm。经入路

侧翼点开颅先后夹闭破裂的囊性动脉瘤，其

中中动脉分叉部 5 例，后交通动脉留 8 例，

前交通动脉瘤 10 例。然后经鞍上池、外侧裂

池，根据动脉瘤位置显露对侧颈内动脉、分

叉部及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必要时先行临时

阻断，分离暴露动脉瘤颈，选择合适动脉瘤

夹行瘤颈夹闭。23 例均成功夹闭，无因此而

产生的神经并发症。  

结论   一侧翼点入路同时夹闭对侧后交通、 

颈内动脉及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脉瘤，解剖

上可达、技术上可行。文献报道，一侧翼点

入路夹闭对侧后交通动脉瘤成功率约 50％，

颈内动脉分叉部动脉瘤成功率为 100％，对

侧中动脉分叉动脉瘤成功率为 60％，主要取

决动脉瘤起部位、大小、形态、朝向，手术

时脑张力情况以及 M1 段的长短和动脉瘤与视

神经交叉的关系等。手术成败也与术者对显

微解剖和手术技术熟练程度有关。因此，对

一些颅内多发动脉瘤病人在对责任动脉瘤行

一侧翼点入路手术夹闭后，同时处理对侧一

些未破裂动脉瘤，可以免除病人二次手术或

介入治疗，不仅节约费用而且还减轻病人痛

苦，但一定要选择合适病例，不能勉强为

之，以免造成不良后果。 

 
 
OR-003 

颅内动脉瘤的复合手术病例报告 
 

卢旺盛 韩小弟 傅兵 吴明星 张洪俊 秦舒森 

天坛普华医院 100050 

 

目的  分析在复合手术室条件下治疗颅内动脉

瘤情况。 

方法  报告两例采用复合手术治疗治疗颅内动

脉瘤的情况，包括血泡样动脉瘤和大脑中动

脉瘤各一例，均行复合手术，其中一例行球

囊辅助血泡样动脉瘤夹闭术。 

结果  两例手术均顺利完成，在开放手术中 D

SA 提供了影像学指导，而且临时动脉阻断为

手术创造了条件。  

结论  采用复合手术方法治疗复杂颅内动脉

瘤，大大提升了此类疾病诊治的成功率和安

全性，是未来颅内动脉瘤处理模式的发展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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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4 
MRI black blood in diagnosis and differen
tial diagnosis of cerebral venous sinus th
rombosis 
 
Ji Xunming1,2,Duan Jiangang1,3,Yang Qi1,4 

1.Stroke center，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

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s of Neurosurgery， Xuanwu Hospita

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s of Emergency，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4.Departments of Radiology， Xuanwu Hospital， C

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erebral venous thrombosis (CV
T) is frequently unrecognized and misdiagno
sed from the onset of symptoms to diagnosis.
 Diagnostic delay of CVT may have an impa
ction outcome, often resulting in such as sev
ere disabling or death.Therefore, Early diagn
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CVT is curr
ently a major clinical challenge. Diagnosis of 
CVST relies on a combination of imaging mo
dalities: CT and CT venography, MR and M
R venography (TOF) and DSA. Confirmation
 of the Diagnosis relies on: the direct demon
stration of thrombi in thecerebral veins and/o
r sinuses by neuroimaging.  
Methods  We modified the MR black-blood i
maging techniqu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
cs of cerebral venous flow, and created MR 
black-blood thrombus imaging (MRBTI) tech
nique for early detec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CVST. We used the MRBTI for diagnosis an
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CVT. We also dyn
amically investigate process of thrombus evo
lution. 
Results  MRBTI was performed on 80 patie
nts with suspected CVT from 2014-2016. By 
MRBTI, 80% were finally diagnosed with CV
T, the remaining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
h non-CVT, including hypertrophic cranial pa
chymeningitis, huge arachnoid granulations, 
and so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gnal d
epend on the age of the thrombus and are is
ointense during acute phase and chronic ph
ase and hyperintense during subacute phas
e. On contrast-enhanced MRBTI, the thromb
us during acute phase was not enhanced, th
e thrombus during chronic phase was enhan
ced. 
Conclusions  We could not only directly and
 clearly visualize thrombus and identify differ
ent phases but also help differentiate CVT fr
om non-CVT by MRBTI. MRBTI will lead the 

diagnosis, phase and differentiation of CVT i
nto a new era. 
 
 
OR-005 

复合手术在神经外科复杂脑血管病中的应用 
 

李刚 王东海 王云彦 苏万东 刘青林 赵鹏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目的  探讨“一站式”复合手术技术在神经外科

复杂脑血管病手术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1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间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就诊并施

行复合手术治疗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手术

类型、手术方式及手术效果进行评估。 

结果  共有 43 例复杂脑血管病患者接受复合

手术一站式治疗，其中男 21 例，女 22 例，

平均年龄 45+-7.6 岁。其中复杂动脉瘤 23

例，AVM 11 例，颈动脉闭塞再通 8 例，颈内

动脉内膜剥脱术后取栓 1 例。23 例复杂动脉

瘤术中造影均证实动脉瘤夹闭完全，载瘤动

脉通畅，其中 5 例行颅内外血管吻合，吻合

口通畅。AVM 11 例，术中均证实 AVM 全切

8 例，3 例因累及重要功能区行次全切除。颈

内动脉再通术 8 例，成功 7 例，失败 1 例。

颈内动脉内膜剥脱术后急症取栓+脑血管造影

1 例，取栓成功，患者未发生大面积脑梗塞。 

结论  一站式复合手术可以帮助神经外科医生

开展一系列复杂脑血管病手术，拓展神经外

科手术的治疗范围，避免患者多次手术，并

取得理想的手术效果。手术体位是导致手术

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OR-006 
Long-Term Outcomes After Combined Re
vascularization Surgery in Adult Hemorrh
agic Moyamoya Disease 
 
顾宇翔 江汉强 倪伟 雷宇 杨恒 苏佳斌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long-term outcomes
 of combined revascularization surgery for a
dult hemorrhagic moyamoya disease.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07 and May 2
011,105 adult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moy
amoya disease were enrolled.Combined rev
ascularization surgery was performed.Clinica
l and angiographic outcomes were evaluated
 in the long-term (at least 5 years)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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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Ipsilateral rebleeding occurred in 6 
patients,causing 4 death and 2 disability.Con
tralateral rebleeding occurred in 6 patients,c
ausing 2 death,4 disability .The neurologic fu
nction improved or stabilized in 93 patients(8
8.6%).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
ween improved dilation of AChA-PCoA,good
 revascularization and rebleeding.The annua
l risk of ipsilateral symptomatic rebleeding w
as 1.14%.  
Conclusions  Combined revascularization s
urgery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rebleeding an
d improve neurological function in adults pati
ents with hemorrhagic moyamoya disease in
 the long-term periods. 
 
 
OR-007 
Parent artery reconstruction for large or g
iant cerebral aneurysms using a Tubridge
 flow diverter(PARAT): a multicenter, rand
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Liu Jianmin,PARAT Investigator 

上海长海医院 200433 

 

Backgroud  Treatment of large or giant ane
urysms remains technically challenging, with
 a high complication and recanalization rate. 
The Tubridge Flow Diverter (FD) may improv
e outcome of these aneurysms compared wit
h conventional stent-assisted coiling with co
mparable safety.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 multicenter, rand
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conducted at t
welve hospitals in China. Enrolled were adult
s with unruptured large/giant intracranial ane
urysms. Using an online central randomizati
on system, study collaborators randomly ass
igned participants (1:1) to receive either Ente
rprise stent-assisted coiling or Tubridge flow 
diverter implantation(with or without coils). T
he core laboratory evaluating pantients’ outc
ome were masked to the treatment allocatio
n. Primary analysis was comparison of comp
lete occlusion rate at 6-month follow-up betw
een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 The analysi
s was done in a modified intention-to-treat p
opulation using χ2 method, with multivariabl
e logistic regression adjusted for unbalanced
 factors. A sensitivity analysis was done to a
ssess the effect of missing data. The trial wa
s registered on the Chinese Clinical Trial Re
gistry: ChiCTR-TRC-13003127, and is now c
losed. 

Finding  Finally, 185 patients were enrolled, 
41 of them quitted the trial before procedure 
initiation. Overall, 82 patients received attem
pted Tubridge implantation, while 62 patients
 were primarily treated with stent assisted coi
ling. During the 6-month follow up, complete 
occlusion rate was75.34% (55/73) for Tubrid
ge group, and 24.53% (13/53) for control gro
up, and calculated common odds ratio was 9.
4(95% [CI], 4.14 to 21.38). Sensitivity analys
es and adjusted results also showed much b
etter results for the Tubridge group.There we
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chnique suc
cess rate, mortality or stroke related with tar
get vessels, parent artery occlusion/stenosis,
 or general adverse events. 
Interpretation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Enterprise stent assisted coiling, Tubridge flo
w diverter is an effective tool for the treatme
nt of large or giant intracranial aneurysms wit
h comparable safety. 
 
 
OR-008 

“锁孔”微创治疗脑动脉瘤的新思考与实践 
 

康德智 林章雅 余良宏 郑树法 林元相 王丰 方文华 王

灯亮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目的  探索“锁孔”微创治疗脑动脉瘤的新思

考、新领域并将其付之实践，以期更加完善

脑动脉瘤的“锁孔”手术治疗策略。 

方法  将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应用于脑动脉瘤

的夹闭手术中，监测术中或预测术后一些缺

血性事件的发生，将“缺血耐受比”这个概念引

入脑动脉瘤个性化的“锁孔”手术，了解是否有

指导意义；在脑动脉瘤微创方面将“无牵拉”或

“微牵拉”技术应用于脑动脉瘤手术，同时与术

中电生理监测结合研究常规牵拉与无牵位“锁

孔”手术治疗脑动脉瘤的术中以及术后情况对

比；进一步拓展脑动脉瘤手术的“锁孔”适应征

将“锁孔”技术应用于破裂的前循环脑动脉瘤合

并颅内血肿以及将一侧“锁孔”技术一期用于治

疗对侧颈内动脉颅内段动瘤甚至对侧大脑中

动脉 M1-M2 段动脉瘤；研究切口位于发际缘

的纵裂“锁孔”入路一期治疗 A3 段、A2 段甚至

前交通动脉瘤的可行性；将“锁孔”技术联合侧

脑室外引流应用于“高分级”脑动脉瘤，研究其

治疗时机、影响因素以及相关预后。 

结果（1）缺血耐受比这个概念建议引入“个性

化”脑动脉瘤“锁孔”手术，其对于术中以及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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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脑缺血性事件具有明显的预测价值和指导

意义。（2）“无牵拉”或“微牵拉”技术应用于脑

动脉瘤手术术中电生理监测发现无牵位“锁孔”

手术治疗脑动脉瘤缺血性以及出血性事件明

显低于常规牵拉手术组。(3)“锁孔”技术应用于

破裂的前循环脑动脉瘤合并颅内血肿具有可

行性、有效性和安全性。（4）一侧“锁孔”技

术一期应于治疗对侧颈内动脉颅内段动瘤甚

至对侧大脑中动脉 M1、M2 段动脉瘤具有可

行性，但有其一定适应征。（5）切口位于发

际缘的纵裂“锁孔”入路治疗可以用于治疗上 A

3 以及中 A3 动脉瘤，也可以用来治疗下 A3

段动脉瘤甚至前交通动脉瘤。（6）“锁孔”技

术应用于“高分别”脑动脉瘤研究发现联合脑室

外引流具有可行性，24 小时内进行手术治

疗、IV 级患者预后明显高于 24 小时后以及 V

级的患者。 

结论  脑动脉瘤手术进行“个性化”设计应引入

“缺血耐受比”和“无牵拉”或“微牵拉”技术少手

术相关血管性事件的发生；“锁孔”技术对于合

并颅内血肿的前循环脑动脉瘤以及颈内动脉

颅内段动脉瘤以及对侧大脑中动脉 M1-M2 动

脉瘤具有可行性。切口位于发际缘的纵裂“锁

孔”入路治疗除了可以用于治疗 A3 段动脉

瘤，也可以用来夹闭前交通动脉瘤。对于“高

分级”脑动脉瘤患者 “锁孔”联合侧脑室外引流

也是治疗方案之一。 

 
 
OR-009 

近运动区动静脉畸形患者术前功能影像评估

和手术预后 
 

王硕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手术前功能磁共振评估，包括血氧水平依赖

功能核磁共振（BOLD-MRI）和弥散张量纤维

成像技术（DTI）出现，为近运动区动静脉畸

形(AVM)患者的个体化手术风险评估及治疗方

式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本文总结了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4 月之间， 我们前瞻性地研究

了 48 例病变累及运动皮质和/或下行运动纤维

的 AVM 患者，评估指标包括病变到皮质脊髓

束的距离（LCD）、病变到运动激活区的距

离（LAD）、皮质脊髓束受累水平、运动皮

质重构及皮质脊髓束的重构（Reorganizatio

n）。将患者术后第 1 周时肌力变化定义为短

期手术预后，将术后第 6 个月时的肌力变化

定义为长期手术预后。肌力小于等于 3 级定

义为差的手术预后，肌力大于等于 4 级定义

为好的手术预后。研究提示：LCD 与近期手

术预后 及远期手术预后密切相关。从远期预

后来看，5 mm ≥ LCD > 0 mm 组患者及 LCD

 > 5 mm 组患者相较于 LCD = 0 组患者，其

术后长久肌力减退的风险明显较低。5 mm ≥ 

LCD > 0 mm 组患者和 LCD > 5 mm 组患者

差异不明显。畸形血管团的大小是另外一个

与近期手术预后及远期手术预后都相关的因

素。运动皮质重构（p=1.000）、皮质脊髓束

重构（p=1.000）、畸形血管团周围的激活区

（p=1.000）不与手术预后相关。 

结论  1.大的脑动静脉畸形及术前功能影像上

畸形血管团与皮质脊髓束接触（LCD = 0）是

术后肌力减退的主要危险因素。对于 LCD > 

5mm 的患者,可以考虑病变全切。2.术前功能

影像上，畸形血管团累及皮质脊髓束和累及

的层面与手术预后相关，但运动皮层的重构

及皮质脊髓束的重构似乎与手术预后并不相

关。 

 
 
OR-010 

破裂小脑后下动脉瘤的介入治疗与显微手术

治疗 

 
许璟 徐良 陈贤谊 虞军 方兵 蒋定尧 孙泽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小脑后下动脉瘤（PICCA）的临床

特征、显微外科治疗与介入治疗的效果以及

疗效比较。 

方法 回顾分析本中心从 2009 年至 2015 年间

56 例经显微手术治疗或介入治疗小脑后下动

脉破裂动脉瘤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分别就远

端与近端，显微治疗与介入治疗等进行亚组

分析与比较。 

结果 本组患者 56 例（M:F=39:17）共 70 个

动脉瘤。中位年龄 52 岁（33-74 岁）。入院

时 Hunt-Hess 分级平均值为 2.66。囊形动脉

瘤 52 个（74.29%）。远端动脉瘤患者共 41

例（26 例闭塞载瘤动脉，14 例保留载瘤动

脉，1 例介入治疗失败后拒绝行进一步治疗出

院），其中 34 例行介入治疗，7 例行显微手

术治疗（P=0.024）。介入治疗患者与显微手

术患者中位住院时间分别为 15 天，21.5 天

（P=0.004）。介入治疗与显微手术治疗患者

术后再发出血概率分别为 0 和 7.14%（P=0.2

55），手术失败率分别为 9.52%和 0（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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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术后完全闭塞率分别为 100%与 71.3

3%（P=0.014）。介入治疗患者与显微手术

治疗患者中出院时 mRS 评分<3 分的分别为 3

2（84.21%）例，11（71.51%）例（P=0.83

3）,出院 1 年时分别为 24（85.71%）例及 1

0（90.91%）例（P=0.742）,出院 2 年时分

别为 24(85.71%)例与 10（90.91%）例（P=

0.919）,出院 3 年时分别为 15(83.33%)例及

8（88.89%）例（P=0.416）。远端动脉瘤患

者中保留载瘤动脉的患者与闭塞载瘤动脉的

患者发生有临床症状的脑梗例数分别为 3（1

1.11%）和 6（21.43%）（P=0.469），发生

单纯影像学梗死的例数分别为 6（22.22%）

和 7（25%）（P=0.808），出院时的 mRS

评分<3 分的例数分别为 19(73.08%)例和 12

(85.71%)例（P=0.227），出院 1 年时分别为

19(82.61%)例及 14(100%)例（P=0.421）,出

院 2 年时分别为 14(82.35%)例和 10(100%)

例（P=0.434）, 出院 3 年时分别为 9(81.82%)

例和 7(100%)例（P=0.728）。 

结论 介入治疗与显微手术治疗小脑后下动脉

动脉瘤均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闭塞载瘤

动脉治疗小脑后下动脉远端动脉瘤安全有

效，短期与长期预后与保留载瘤动脉无显著

性差异。 

 
 
OR-011 

Willis 覆膜支架治疗外伤性 CCF 的临床应用 

 
王东海 吴红星 帕尔哈提 冯冠军 刘青林 刘涛 李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 Willis 覆膜支架在外伤性 CCF 病例 

中的应用方法，评估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局麻下股动脉穿刺留置 6F 鞘，6F 导引

导管送至颈内动脉岩骨段，造影确定瘘口位

置并行前后循环压颈后造影评估，路途下将 0.

10 的 PT 导丝或 Tracess 导丝送至大脑中动

脉 M2 段，将 Willis 覆膜支架送至瘘口段，造

影定位支架到位满意，给予扩张球囊释放支

架，造影评估支架释放后有否瘘口残留及支

架贴壁情况。术后颅脑 CT 了解病人颅内情况

并观察支架形态。 

结果  本组病例共计 17 例，平均手术时间 55

分钟，其中 3 例病人手术未成功，1 例病人支

架与瘘口部位卡顿无法到位，1 例病人主动脉

弓及颈内动脉迂曲，应用普通导引导管支架

无法输送到位，1 例支架释放后支架中段发生

造影剂渗漏给予给予半重叠补放支架 1 枚，

瘘口未消失，遂予可释放球囊闭塞瘘口及颈

内动脉；术中发生侧漏 3 例，一例少量侧漏

病人随访自愈，一例病人通过预置瘘口内微

导管给予弹簧圈栓塞，侧漏消失，另一例给

予近端补放支架一枚侧漏消失。术后 CT 未见

颅内新发梗塞，所有病例术后 CT 重建示支架

成型良好。 

结论  1、Willis 覆膜支架输送时需要应用 Neu

ron 或 Navien 导引导管提供高位有效支撑，

对于血管迂曲病人配合 PT 导丝应用能够提供

更好的支架导引能力。2、外伤性 CCF 瘘口

局部骨折片有造成支架在局部卡顿及支架释

放后刺破覆膜支架导致手术失败的可能性，

目前尚无有效术前评估手段。3、Willis 覆膜

支架治疗外伤性 CCF，操作简便，安全有

效，采用术中瘘口内预置微导管的方法，可

以及时有效处理支架侧漏，提高影像学治愈

率。  

 
 
OR-012 

介入栓塞和手术夹闭治疗大脑中动脉瘤的对

比研究 
 

朱健明 祝新根 陈志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比较介入栓塞术和开颅夹闭手术两种手

术方式在治疗大脑中动脉瘤的优缺点及预

后。 

方法  收集回顾分析 2010 年 1 月-2015 年 6

月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住院治

疗的 85 例资料完整的大脑中动脉瘤患者，在

所有手术治疗的 85 例病人中，将其划为两

组：当中夹闭手术组 55 例，介入治疗组 30

例，我们对照两组病人的年龄、性别、Hunt-

Hess 评级、Fisher 评级、出院情况、瘤颈残

留情况、并发症等临床资料，对患者预后、

并发症的发生率、总治疗日期、住院费用、

手术或介入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以及 6

个月的术后随访情况进行比较分析，采用统 

计学方法检验。 

结果  30 例大脑中动脉瘤病人行血管内介入栓

塞术，术后预后良好 24 例，预后良好率为 8

0%，术后预后不良 6 例 ,预后不良率为 2

0%；开颅夹闭手术组的 55 例病人中,术后预

后良好 46 例,良好率为 83.6%,预后不良的 9

例,不良率为 16.4%。使用卡方检验对介入栓

塞术和开颅夹闭手术组两组病人术后预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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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率与不良率统计分析，结果 p>0.05，因此

无统计学差异；采取同样的检验方法比较两

组术后瘤颈残余率，结果 p<0.0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对两组病人的平均住院天数、平

均住院医花费采取同样的检验方法，结果为 p

<0.05，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在术后并发症方

面同样采取卡方检验进行比较，结果 p<0.0

5，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1）血管内介入治疗和开颅手术夹闭

治疗大脑中动脉瘤疗效确切。（2）大脑中动

脉瘤治疗方式应个体化选择，对于宽颈或形

态不规则的大脑中动脉瘤，因介入栓塞手术

复发率较高，建议行外科手术治疗；对于窄

颈或同时可行介入及外科开颅手术的大脑中

动脉瘤，因介入手术恢复快，术后并发症较

外科手术发生率低，故建议行血管内介入治

疗。 

 
 
OR-013 

血管内介入治疗颅内动脉瘤的关键因素——

弹簧圈？支架？ 
 

冷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文献复习：大量临床资料已经证实，填塞率

是防止复发的关键因素；当填塞率在 20%-2

5% 时，可以显著降低弹簧圈压缩的发生。  

一．弹簧圈栓塞颅内动脉瘤填塞率实时监测

与预测  

1.   <65mm3 组：未复发 80 例 填塞率:26.3%

±9.8%；复发 4 例 填塞率：13.0%±4.4%（P

=0.003） 结论：动脉瘤体积<65mm3 组（直

径<5mm）推荐目标填塞率：19%或以上  

2.   65mm3~523mm3 未复发 94 例，填塞率:

22.4%±8.6%；复发 11 例，填塞率：16.7%±

4.3%（P=0.002） 结论：（1）当填塞率大于

24%时，没有复发的病例，这也和一些文献

报道是相似的。动脉瘤体积 123mm3~600m

m3（直径 5mm~10mm）推荐填塞率：24%

或以上。 3.  523mm3~1762mm3 未复发 14

例 填塞率：18.6%±4.5%；复发 13 例 填塞

率：16.0%±3.4%（P=0.09） 结论：本组结

论统计学无意义。但提示：大型动脉瘤（直

径 10mm~15mm）往往难以达到有效填塞

率；这也证实了大型或巨大型动脉瘤复发率

高的原因。 4.  >=1762mm3 本组 5 例，平均

填塞率为 11.0%±3.6% 其中：复发 4 例 填塞

率：10.3%±3.7%；未复发 1 例 填塞率： 

13.95% 结论：弹簧圈栓塞动脉瘤复发率

高。   

二．  在颅内动脉瘤的血管内（介入）治疗

中，支架被越来越多的使用！  

（一）颅内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时，为何需

要支架？A new parameter “?”  

（二）   支架的治疗作用：  

1.夹层动脉瘤的治疗；2.观念更新：动脉瘤内

填塞到动脉瘤外治疗（FFD）  

实验结论： 1. 植入 Tubridge 后进入动脉瘤囊

中的血流速度显著下降，所以 Tubridge 栓塞

动脉瘤的效果非常显著。 2. 植入 Tubridge 后

动脉瘤囊中的流场结构变简单，可以降低动

脉瘤破裂风险。 3. 植入 Tubridge 后动脉瘤壁

上的 WSS 显著下降，可以降低动脉瘤再生长

的风险。 4. 植入 Tubridge 后载瘤动脉入口段

的压力有 60Pa 的增加，但是增加幅度很

小。   

建议： 小型动脉瘤——致密填塞；中型动脉

瘤——支架+弹簧圈；大型或巨大型动脉瘤—

—密网支架+弹簧圈。   

 
 
OR-014 

Lvis 支架在蛛网膜下腔出血早期栓塞中应用 
 

王灯亮 连葆强 郑树法 戴琳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早期在 Lvis 支

架辅助下栓塞效果及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01.01-2015.12.3

1 收治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入院后经

颅脑 CTA 证实为宽颈动脉瘤 29 例。入院后 7

2 小时内行 Lvis 支架辅动脉瘤栓塞术，术前 2

小时服用波立维及拜阿司匹林各 300mg，或

术中使用替罗非班。根据 Raymond 分级评价

动脉瘤栓塞程度，根据 mRS 评分评估其临床

疗效，术后 6 月均行 DSA 复查。 

结果  Lvis 支架在所有患者中均完全释放， 

RaymondⅠ级栓塞 18 例，Raymond Ⅱ级栓

塞 5 例，Raymond Ⅲ栓塞 5 例，Raymon

d Ⅳ 1 例，1 例患者在栓塞过程中出现动脉瘤

破裂出血，立即行鱼精蛋白综合肝素，并快

速填塞弹簧圈，术后患者神志清楚，复查颅

脑 CT 蛛网膜下腔见造影剂，最后患者痊愈出

院。栓塞有效率 79.3%。术后 6 月复查 DSA

显示动脉瘤完全栓塞 89.6%，动脉瘤复发 10.

4 %，mRS 评分 0-2 分 25 例，3-6 分 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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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Lvis 支架在蛛网膜下腔出血早期栓塞中 

使用安全可靠，疗效确切。 

 
 
OR-015 
Visual Field Preservation in Surgery of O
ccipital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s 
 
Tong Xianzeng,Wu Jun,Lin Fuxin,Cao Yong,Zhao Y
uanli,Wang Shuo,Zhao Jizong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Objective  We reviewed our prospective stu
dy of patients with occipital arteriovenous ma
lformations (AVMs) to assess whether the di
splay of optic radiation diffusion tensor imagi
ng (DTI) during neuronavigation-guided surg
ery can reduce the severity of postoperative 
visual field deficits (VFDs) and to evaluate th
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visual field preserv
ation. 
Methods  Forty-six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occipital AVMs were randomized in our stud
y. DTI of the optic radiation was displayed du
ring neuronavigation surgery in 24 patients. 
The other 22 patients were treated surgically
 without neuronavigation. Modified Rankin S
cale (mRS) scores and visual fields were ev
aluated preoperatively, immediately after sur
gery, and at the last follow-up. 
Results  The patients’ baseline characteristi
cs and AVM features were statistically simila
r between the 2 surgical groups. The postop
erative obliteration rate was 100%. The post
operative mRS scores did not differ between
 the 2 groups (P > 0.05). Preexisting VFDs w
ere more common (P =0.00004) in patients 
who bled than in those with unruptured AVM
s. The application of DTI-incorporated neuro
navigation reduced the frequency and severi
ty of postoperative VFDs (P =0.013 and 0.00
1, respectively). Visual fields were more likel
y to be preserved in patients with an AVM >5
 mm from the optic radiation (P =0.025). 
Conclusions  A history of hemorrhage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VFDs associated 
with occipital AVMs. Although not showing s
uperiority in postoperative mRS, functional M
RI navigation-guided surgery may help to ra
dically resect occipital AVMs and preserve p
atient visual fields. A 5-mm distance from the
 optic radiation may be a suitable safety mar
gin for visual field preservation. 
 
 

OR-016 
Stent-assisted coiling of very small ruptu
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a single cent
er experience 
 
Peng Tangming,Chen Ligang ,Jiang Yong,Wan Weif
eng,Dong Jinghu,Huang Changre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Affiliated Hospit

al of Luzhou Medical College 646000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Stent-assisted 
coil embolization of very small (≤3 mm) aneu
rysms remains debated and controversial du
e to the high risk for procedural-related ruptu
re and technical difficulties. Furthermore, the
 very small 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may be more complex and with higher risk. I
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stent-assisted coil 
embolization of these very small aneurysms.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02 to Decemb
er 2013, 203 patients with very small rupture
d aneurysms ( including 74 patients perform
ed with stent-assisted coiling within 72 hours
 of ictus; 129 patients performed with stent-a
ssisted coiling post 72 hours of ictus) were a
dmitted in our center. In the present study, th
e Fisher grade of CT, the Hunt and Hess gra
de, the clinical records at admission, the pro
cedural related complications, and neurologi
cal conditions using modified Rankin Scale a
t discharge were assessed. The post-proced
ure angiographic results and angiographic re
sults at follow-up were evaluated with conve
ntional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The a
neurysm occlusion rate was evaluated with 
Raymond Scale.  
Results  In our series, 82 male and 121 fem
ale were recorded with average age 51.8 ye
ars. Stent deployment was successful in 195
 of 203 patients(96.1%). There were ten proc
edural-related ruptures (4.9%) during the pro
cedure, resulting in permanent morbidity in f
our patients (1.9%; 4/203). Three patients un
derwent rebleeding during the clinical follow-
up, leading to one patient died of rebleeding 
and two patients lived with neurological defe
cts. Only one patient encountered with throm
boembolism in the follow-up period, and no t
hromboembolism was found during the proc
edure. Post-procedure angiographic results 
showed that 65 patients (32.0%) were in RS
1, 101 patients(49.8%) in RS 2, and 37 patie
nts(18.2%) in RS 3. Of these patients, 151 p
atients (74.4%) were available for 6-month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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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longer follow-up angiography. Angiographic
 results at follow-up showed that 92 patients
(60.9%) were in RS1, 53 patients(35.1%) in 
RS 2, and 6 patients(4.0%) in RS 3. 
Conclusions  Stent-assisted coiling of very 
small 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may b
e technically feasible and safe as demonstra
ted by favorable clinical/angiographic outco
mes, and shows relatively high progress occl
usion rates at 6 month follow-up or longer.  
 
 
OR-017 

无牵拉技术辅助下经侧裂-岛叶入路显微手术

治疗基底节区高血压性脑出血 
 

田海龙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266000 

 

目的  探讨无牵拉技术辅助下经外侧裂-岛叶入

路显微手术治疗基底节区高血压性脑出血的

临床效果。  

方法  对 2014 年 4 月～2015 年 12 月期间我

院应用无牵拉技术经侧裂-岛叶入路显微手术

治疗的 41 例基底节区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的

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观察手术后患者

神经功能障碍的分级。  

结果  术后随访 2-20 个月，平均 11 个月，预

后良好 15 例，轻度残疾 9 例，重度残疾 12

例，持续昏迷 3 例，死亡 2 例；41 例患者，

左侧优势半球血肿共 25 例,术后语言功能评

分：运动性失语 4 例;感觉性失语 2 例;混合性

失语 2 例;失读 1 例。  

结论  无牵拉技术辅助下经外侧裂-岛叶入路的

显微手术治疗基底节区高血压性性脑出血，

手术损伤小，效果确切，可有效保护患者神 

经功能。  

 
 
OR-018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posterior infer
ior cerebellar artery aneurysms: a 7-year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Xu Fe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Huashan Hospital F

udan University 200040 
 

Background  Although several studies on PI
CA aneurysms treated by endovascular appr
oach have been published, the optimal mana
gement strategy for these aneurysms is not f
ully understood.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re

port our experience with endovascular treat
ment of PICA aneurysms.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07 and Dece
mber 2014, 40 patients with 42 PICA aneury
sms were treated with endovascular emboliz
ation at our institution. Twenty-eight patients 
had 29 saccular aneurysms, and 12 patients 
had 13 fusiform/dissecting aneurysms. The e
ndovascular modalities were the following: 1)
 selective occlusion of the aneurysm with or 
without stent assistance (n=19), 2) occlusion
 of the aneurysm and the parent artery (n=2
2), and 3) occlusion of the aneurysm includin
g the VA and PICA origin (n=1). Specifically, 
selective embolization was performed in 93.
3%of aneurysms (14 0f 15) proximal to the t
elovelotonsillary segment. 
Results  Immediate angiographic results incl
uded 31 complete occlusions (74%), 3 nearl
y complete occlusions (7%), and 8 incomplet
e occlusions (19%). Mean follow-up of 20 m
onths in 31 aneurysms showed 27 stable res
ults, 3 further thromoboses, and 1 recurrenc
e.  Final results included 27 complete occlusi
ons (87.1%) and 4 incomplete occlusions (1
2.9%). There were 5 overall procedural-relat
ed complications (12.5%), including 1 infarcti
on (2.5%) and 4 intraprocedural ruptures (10.
0%). Procedure-related morbidity and morbi
dity was 5.0% (2/40) and 2.5% (1/40), respe
ctively. Clinical outcome was excellent (GOS
 5) in 30 (90.9%) of 33 patients at the long-te
rm follow-up. 
Conclusions  PICA aneurysms may be effe
ctively treated by different endovascular appr
oaches with favorable clinical and radiologic 
outcomes. Different treatment strategies dep
end on the type and location of the aneurys
m. Further studies are required to compare t
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endovascular treat
ment with open surgery. 
 
 
OR-019 

锁孔入路治疗合并颅内血肿破裂前循环动脉

瘤的预后因素分析 
 

余良宏 李堃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报道锁孔入路治疗合并颅内血肿破裂前

循环动脉瘤的疗效，并探讨其手术指征、预

后因素。  

方法 收集并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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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从 2012 年 12 月至 2015 年 8 月收

治的 32 例锁孔入路动脉瘤夹闭术治疗合并颅

内血肿破裂前循环动脉瘤病例，并至少随访 3

个月资料，运用 SPSS20.0 软件处理，根据

不同资料采用秩转换的非参数检验、卡方检

验。 

结果 32 例锁孔入路组术前 PAASH 分级（pr

ognosis on admission of aneurysmal subara

chnoid hemorrhage，PAASH）如下: I 级(15

分):16 , II 级(11-14 分):8 例，III 级(8- 10 分):6

例, IV 级(4-7 分):2 例。Hunt-Hess 分级如下:II

级:11 例，III 级:10 例,IV 级:10 例,V 级:1 例。

术前均已完善 CTA 或 DSA 明确动脉瘤位置

后，行锁孔入路动脉瘤夹闭术。2 例锁孔入路

术后出现意识转差、颅内压升高，予急诊行

去骨瓣减压术。术后运用 MRS 评分（the Mo

dified Rankin Scale，MRS）进行随访，术后

三个月 MRS 评分：死亡 3 例，严重残疾 0

例，重残 1 例,中残 3 例，预后良好 25 例。 

结论 1. 合并颅内血肿破裂前循环动脉瘤经锁

孔入路显微下清除可见血肿、夹闭动脉瘤整

体效果及预后满意； 2.术前意识、PAASH 分

级、改良 Fisher 分级、Hunt-Hess 分级与其

预后密切相关（P<0.05），排除合并脑疝患

者后血肿量大小、动脉瘤大小等与预后无确

切关系； 

 
 
OR-020 

直接显微手术阻断天幕硬脑膜动静脉瘘 

 
张岩松 刘永 赵鹏来 何升学 罗正祥 王新法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分析 5 例天幕硬脑膜动静脉瘘(tentorial 

dural arteriovenous fistula，TDAVF)手术治

疗方法和结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1 月至 2013 年 4 

月收治的 5 例 TDAVF 患者资料，包括病史、

影像学、手术记录和随访资料。 

结果   5 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 42 岁～68

岁，平均 53.8 岁。病程 6 天～7 月，平均 2.3

月。影像表现为小脑肿胀 2 例，脑干淤血 1

例，枕叶出血 1 例和小脑出血 1 例。Borden

分级 II 级 1 例，III 级 4 例。瘘口位于直窦 2

例, 天幕窦 2 例，窦汇 1 例，横窦 1 例。根据

瘘口的位置选择手术入路，采用幕上枕下入

路 1 例，幕下小脑上入路 3 例，枕下乙状窦

后入路 1 例。所有患者术后症状改善或消

失，无手术相关并发症和死亡病例。4 例患者

DSA 复查证实瘘口消失。术后随访 8 月～3

年，未见复发。 

结论  TDAVF 是一种少见的以侵袭性症状为

主的颅内血管畸形，必须积极进行治疗。单

纯阻断回流静脉即可获得治愈。显微外科手

术阻断回流静脉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

法。 

 
 
OR-021 

功能区血管畸形的显微外科治疗 
 

胡韶山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150086 

 

目的  血管畸形是神经外科常见病,一些病变已

经开始采用介入治疗,伽玛刀等微创技术进行

处理;但大多数需要显微外科技术来治疗,尤其

累计脑干、内囊、高颈髓、胼胝体、运动中

枢、感觉中枢、语言中枢等部位的血管畸

形，致残、致死率高，危害严重。本文探讨

累及不同功能区血管畸形的显微外科治疗技

术和相关经验. 

方法  自 2008 年至 2016 年 2 月哈医大二院

神经外科功能区血管畸形 48 例,其中动静脉畸

形（大脑运动区 9 例、感觉区 8 例、累及枕

叶视觉中枢 4 例、累计额、颞叶语言中枢 4

例、后颅凹累及脑干 3 例、胼胝体 2 例、累

及内囊 2 例）32 例、海绵状血管瘤（大脑运

动区 2 例、累及语言中枢 2 例、累及胼胝体 3

例、脑干 3 例、高颈髓 2 例、胸髓 1 例）13

例、硬膜动静脉畸形（枕部硬脑膜 1 例、颞

部硬脑膜 1 例、颈 1 水平硬脊膜 1 例）3 例。

根据不同部位采取相应入路行显微外科切除

术，部分病例联合应用介入栓塞技术。术中

严格遵守界面原则、供血引流顺序，辅助必

要的电生理检测手段；注意对脑功能区的保

护、精确把握解剖结构、仔细确定界面、适

当调节电凝大小、安全切除病变。 

结果  本组病例影像学复查效果良好；术后近

期功能改善和稳定 38 例(38/48)，功能减退 1

0 例（其中远期随访回复 8 例）；取得了满意

的临床效果。 

结论  对于大多数功能区血管畸形而言，风险

与机遇并存。经过精心准备和仔细操作，切

除病变、保留功能是可能的。这里在肯定显

微外科技术的必要性同时，还要强调多项技

术的综合治疗。一切从病人实际出发，能用

微创技术解决的，就不必要开刀；必须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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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治疗的，首先与患者及家属详细沟通；

其次做好充分的术前准备和预后分析；特别

强调术中精细操作和全面的检测手段、界面

操作原则和精心的术后治疗与护理。 

 
 
OR-022 

烟雾病的外科治疗与并发症处理 
 

靳峰 1 冯嵩 1 李根华 1 李港 1 桂燚 1 周广洲 1 韩光魁 1

 王嵘 2 张东 2 

1.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探讨烟雾病外科治疗的术式与临床效果

及其并发症的处理。  

方法  收集 2012.1-2015.12 经我院收治的 12

5 例烟雾病患者，其中男 48 例，女 77 例，

平均年龄 40.7±10.2 岁。缺血型患者 104

例，出血型患者 21 例。121 例患者行主动脉

弓上+全脑血管造影 DSA 检查，4 例儿童行颅

脑 MRA 检查，均证实为烟雾病。125 例烟雾

病患者均接受颅内外血管重建术治疗。其

中：接受单一术式治疗的患者 54 例（43.

2%），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分支吻合术（S

TA-MCA）39 例（72.2%），脑-硬脑膜-颞浅

动脉贴敷术（EDAS）8 例（14.8%），颅骨

多点钻孔术 7 例（13.0%）；接受联合术式治

疗的患者 71 例（56.8%），STA-MCA+硬膜

翻转术 31 例（43.7%），EDAS+硬膜翻转术

27 例（38.0%），STA-MCA+EDAS9 例（12.

7%），EDAS+硬膜翻转术+颅骨多点钻孔术

4 例（5.6%）。  

结果  术后临床症状消失 94 例，占本组病例

的 75.2%，好转或改善者 28 例，占 22.4%，

无效或加重者 3 例，占 2.4%。术后并发症包

括，颅内积气 73 例，高灌注损伤综合征 14

例，脑梗死 2 例，癫痫 2 例，硬膜下血肿 1

例，硬膜下积液 1 例。  

结论  颅内外血管重建术是治疗烟雾病的有效

方法，单一术式逐渐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联

合术式所代替。颅内积气是术后常见并发

症，一般不用特殊处理，3-5 天将自行吸收；

高灌注损伤将导致患者语言肢体功能障碍，

发生率约为 11.2%，若及时采取补液、升压

等措施临床症状将在治疗后 1 周左右消失。  

 
 
 
 

OR-023 

365 例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围手术期并发症分

析 
 

孙伟军 亓旭晨 万英锋 马力 宋正飞 吴骋 王义荣 

邵逸夫医院神经外科 310016 

 

目的  分析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在治疗动脉粥样

硬化性颈动脉狭窄中的围手术期并发症以及

对如何降低并发症的初步探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月行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的 329 例 365 侧动脉

粥样硬化性颈动脉狭窄患者，其中 36 例分期

行双侧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每例按 2 例单独

病例进行统计，狭窄程度均经颈部 CT 血管造

影或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证实。手术方式：标

准颈动脉内膜切除术 262 例次，颈动脉内膜

切除颈动脉补片修补术 103 例次。术中常规

脑电图、体感诱发电位、颈动脉残余压测定

及经颅多普勒监测（TCD）等多模式监测，

根据监测结果，决定是否术中转流，本组病

例中有 58 例（15.9%）应用术中转流。分析

围手术期主要并发症（脑卒中、心梗、死

亡）以及其他手术相关的并发症如需外科处

理的切口血肿、切口感染、颅神经损伤等。 

结果  围手术期及术后随访一月内 3 例（0.

8%）脑梗死，其中 2 例术侧致残性脑梗死，

1 例双侧颈动脉重度狭窄患者术后出现对侧脑

梗死；1 例多次冠脉支架患者，术后 3 周死于

突发心脏骤停，无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

A）、心梗病例,围手术期脑梗、心梗及死亡

总的并发症率为 1.1%。需外科处理的切口血

肿 1 例，切口感染 1 例，颅神经损伤 3 例，

其中面神经分支损伤 1 例，2 例有一过性声音

嘶哑，一月后好转，考虑系术中牵拉喉上神

经或喉返神经所致，无其他颅神经受损等并

发症。所有病例术后均经颈部 CT 血管造影等

检查证实术侧颈内动脉血流通畅。313 例次术

后常规复查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与术前对

照，31 例（10%）有影像学可见的新鲜小缺

血灶，其中 2 例发生在手术对侧，但所有病

例未发生有临床表现的脑缺血症状。 

结论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是治疗重度颈动脉粥

样硬化性狭窄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根据脑卒

中相关指南严格选择手术病例，术前详细的

手术风险评估，术中多模式的脑灌注监测及

微创操作可提高手术的精细程度，能把围手

术期主要并发症（脑卒中、心梗、死亡）以

及其他手术相关的并发症如需外科处理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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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血肿、切口感染、颅神经损伤等并发症发

生率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其中高龄、冠脉

严重狭窄以及双侧颈动脉重度狭窄患者会增

加围手术期风险。 

 
 
OR-024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中监测指标间的相关性研

究 
 

佟志勇 梁传声 王运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carotid endarterect

omy, CEA）作为治疗颈动脉粥样硬化性重度

狭窄的重要方法，已经有六十余年的历史。

但术中使用哪种监测方法及指标之间的相关

性仍有争论。我们在术中同时监测经颅多普

勒超声（Transcranial Doppler, TCD）和残端

压（ Stump Pressure, SP），分析这两个监

测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3 年 8 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实施的 6

3 例次全身麻醉下 CEA 的临床资料，术中根

据 TCD 监测指标决定是否使用转流，同时监

测 SP。 

结果 术中临时阻断颈动脉后，14 例（22.

2%）大脑中动脉平均血流速度(MCAVm)下降

幅度超过 50%，使用转流。35 例（55.6%）

SP 小于 40 mmHg。TCD 和 SP 判定的符合

率为 66.7%。只有使用转流的病例，阻断颈

动脉后 MCAVm 与基础值的比例和 SP 之间

才存在线性关系（R Square=0.41， Significa

nce F=0.014，P-value=0.014）。 

结论 CEA 术中测量结果显示：①TCD 和 SP

监测的判定结果符合率仅为 66.7%；②使用

转流的病例，TCD 和 SP 监测指标之间存在

线性关系；③未使用转流的病例， SP 和 TC

D 监测指标不存在线性关系。因此，我们目

前不推荐使用 SP 监测替代 TCD 监测判定是

否需要使用转流。 

 
 
OR-025 
Stent-assisted coiling of very small ruptu
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a single cent
er of 203 patients  
 
Huang Changren,Peng Tangming,Chen Ligang,Jian
g Yong,Wan Weifeng,Dong Jinghu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
ity 646000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Luzhou Medical Col

lege，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aiping s

treet 25, Jiangyang District, Luzhou, SiChua
n,China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Stent-as
sisted coil embolization of very small (≤3 mm)
 aneurysms remains debated and controvers
ial due to the high risk for procedural-related 
rupture and technical difficulties. Furthermor
e, the very small 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
sms may be more complex and with higher ri
sk.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
g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stent-assisted
 coil embolization of these very small aneury
sms.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02 to Dec
ember 2013, 203 patients with very small rup
tured aneurysms ( including 74 patients perf
ormed with stent-assisted coiling within 72 h
ours of ictus; 129 patients performed with ste
nt-assisted coiling post 72 hours of ictus) we
re admitted in our center. In the present stud
y, the Fisher grade of CT, the Hunt and Hess
 grade, the clinical records at admission, the 
procedural related complications, and neurol
ogical conditions using modified Rankin Scal
e at discharge were assessed. The post-pro
cedure angiographic results and angiographi
c results at follow-up were evaluated with co
nventional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T
he aneurysm occlusion rate was evaluated w
ith Raymond Scale. Results In our series, 82
 male and 121 female were recorded with av
erage age 51.8 years. Stent deployment was
 successful in 195 of 203 patients(96.1%). T
here were ten procedural-related ruptures (4.
9%) during the procedure, resulting in perma
nent morbidity in four patients (1.9%; 4/203).
 Three patients underwent rebleeding during 
the clinical follow-up, leading to one patient d
ied of rebleeding and two patients lived with 
neurological defects. Only one patient encou
ntered with thromboembolism in the follow-u
p period, and no thromboembolism was foun
d during the procedure. Post-procedure angi
ographic results showed that 65 patients (32.
0%) were in RS1, 101 patients(49.8%) in RS
 2, and 37 patients(18.2%) in RS 3. Of these 
patients, 151 patients (74.4%) were availabl
e for 6-month or longer follow-up angiograph
y. Angiographic results at follow-up showed t
hat 92 patients(60.9%) were in RS1, 53 patie
nts(35.1%) in RS 2, and 6 patients(4.0%) in 
RS 3. Conclusions Stent-assisted coiling of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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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y small 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m
ay be technically feasible and safe as demon
strated by favorable clinical/angiographic out
comes, and shows relatively high progress o
cclusion rates at 6 month follow-up or longer.
 Keywords Intracranial aneurysm, Coil embol
ization, Very small aneurysm, Stent , Ruptur
ed 
 
 
OR-026 
One-stop-shop imaging solution for patie
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in the angi
ography suite: concept and feasibility 
 
Yang Pengfei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200433 

 

Objective  Conventional NCCT, CTP and C
TA are helpful in evaluation and triage of pati
ents with AIS . The delay associated with ac
quiring these studies detracts signifantly fro
m their potential value. In an attempt to mini
mize this delay, we have developed a conce
pt of “one-stop-shop imaging solution” and p
erformed a preliminary human study to asse
ss its feasibility.  
Methods  All studies were done under an Et
hics Committee approved protocol. Post-pro
cessing of data from 21 C-arm CT dynamic p
erfusion acquisitions from 17 patients underg
oing revascularization because of an acute s
troke were done to derive experimental NCC
T, CTA, dynamic C-arm CTP maps  and time
-resolved C-arm CTA. Conventional NCCT, 
CTP, and MRI data were also collected for c
omparison. Three observers independently r
eviewed the studies evaluating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fulfilled previously defined image 
fulfillment criteria and to also give their confi
dence in maki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de
cisions.  
Results  C-arm NCCT, CTA, CTP, and time-
resolved CTA images have been successfull
y generated from one C-arm CT dynamic per
fusion acquisition in all 21 cases. The results
 of image criteria fulfillment analysis showed 
good image quality for C-arm CTP and time-
resolved C-arm CTA. The independent obse
rver evaluation show strong agreement for id
entifying ischemic lesions and occluded vess
els, evaluating collaterals status and making 
treatment decisions. Visual grading characte
ristics analysis has further demonstrated sim
ilar capability of selecting appropriate candid

ates for endovascular treatment between C-
arm imaging sets and traditional imaging set
s. We will illustrate these results using image
s from post-processed human studies. 
Conclusion  Acquisition of C-arm NCCT, C
TA, CTP, and time-resolved CTA images is f
easible in the angiography suite. Image quali
ty was adequate for an accurate diagnosis a
nd treatment option selection.  This capabilit
y enhances the concept of the angiography s
uite as a one-stop-shop solution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s. 
 
 
OR-027 

“锁孔”入路夹闭前循环动脉瘤（附 235 例报

道） 
 

姜之全 张少军 娄飞云 韩易 孙涛 郑夏林 张弢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33000 

 

目的  探讨“锁孔”入路夹闭前循环动脉瘤的手

术疗效及手术技巧。 

方法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应用“锁

孔”入路夹闭前循环动脉瘤 235 例，男 105

例，女 130 例，年龄 24-85 岁，平均 56 岁。

前交通动脉瘤 85 例，后交通动脉瘤 74 例，

大脑中动脉动脉瘤 44 例，眼动脉动脉瘤 14

例，大脑前动脉动脉瘤 11 例，垂体上动脉动

脉瘤 4 例，脉络膜前动脉动脉瘤 3 例。肿瘤

直径>2.5cm 者 14 例，肿瘤直径 1.5cm-2.5c

m 者 56 例，肿瘤直径 0.5cm-1.5cm 者 129

例，肿瘤直径<0.5cm 者 36 例。动脉瘤未破

裂 5 例，破裂 230 例。Hunt—HessⅠ级 46

例，Ⅱ级 94 例，Ⅲ级 84 例，Ⅳ级 11 例。所

有患者术前均做全脑血管 DSA 或 CTA。 

结果  前交通动脉瘤和大脑前动脉动脉瘤采用

眉弓“锁孔”入路，其他动脉瘤均采用小翼点

“锁孔”入路。术后住院时间 7-15 天，平均 9

天。术后发生颅内感染 5 例，均采用持续腰

大池外引流 1 周左右痊愈。死亡 3 例，均为

大脑中动脉动脉瘤，其余随访 3 月-6 年，未

见复发及再出血。 

结论  “锁孔”入路夹闭前循环动脉瘤具有创伤

小，术后并发症少，恢复快，住院时间短等

优点，是治疗前循环动脉瘤安全有效的手术

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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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8 

aSAH 急性期患者脑微循环状态的评估 

 
王守森 李兵兵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010 

 

目的  观察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急

性期患者的脑微循环状态，并探讨其对患者

病情的判断价值。  

方法  利用脑血管造影技术(DSA)分别测定并

比较 57 例 aSAH 患者、48 例未破裂动脉瘤

患者及 45 例正常对照组患者的脑微循环时间

(mCCT)。依据入院时 GCS 评分、H-H 分

级、改良 Fisher 分级和术后 6 个月 GOS 评

分分组，研究 mCCT 与它们的关系。同时，

观察 aSAH 患者脑微血管及皮质静脉的 DSA

显影特征。  

结果  aSAH 患者脑微血管及皮质静脉的 DSA

显影发生了改变，其 mCCT(6.15±1.37s)比未

破裂组(3.63±0.39 s)和正常对照组(3.74±0.50

 s)均明显延长，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01)。未破裂组 mCCT 与正常对照组无显著

差异(P=0.131)。在 aSAH 急性期患者，GCS

 3-12 分组的 mCCT(7.34±1.19 s)较 GCS 13-

15 分组者(5.41±0.87 s)明显延长；H-H 分级

3-5 级组者(7.30±1.14s)较 H-H 分级 1-2 级组

者(5.33±0.82s)明显延长；改良 Fisher 3-4 级

组者(7.01±1.20s)较 1-2 级组者(5.22±0.84 s)

明显延长；GOS 1-3 分组者(7.62±1.08 s)较

GOS 4-5 分组者(5.63±1.05 s)明显延长，各

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mCCT 是 aSAH 急性期患者病情严重程

度的有效评估方法，脑微血管及皮质静脉的

显影特征为这一方法提供了影像学证据。  

 
 
OR-029 

单侧人路一期手术治疗急性期前循环多发动

脉瘤（附 62 例报道） 
 

高歌 张扬 晁迎九 牛朝诗 傅先明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单侧入路一期手术夹闭急性期颅内

多发动脉瘤的手术时机、方法及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62 例 129 个颅内多发动脉瘤显微外科手术治

疗患者的临床资料。52 例患者均采取急性期

一侧开颅一期手术夹闭多发动脉瘤，原则是

先处理破裂动脉瘤，再处理未破裂动脉瘤。  

结果  129 个动脉瘤均在急性期行一侧入路一

期手术治疗，其中夹闭 125 个，包裹 4 个。

术后恢复良好 54 例，轻度残疾 5 例，重度残

疾 2 例，植物生存 1 例，无死亡病例。62 例

患者术后均经 CTA 和(或)DSA 复查，未见动

脉瘤残留或再通。 

结论  前循环多发动脉瘤应力争早期一期手术

处理，首先处理责任动脉瘤，科学正确的手

术策略、精巧细致的分离暴露方法对于手术

的成功及患者的疗效至关重要，前循环多发

动脉瘤急性期一侧入路一期手术可达到良好

的治疗效果。 

 
 
OR-030 

微创锁孔入路与常规开颅入路治疗破裂颅内

前循环动脉瘤的随机对照研究 

 
朱卿 刘国栋 许亮 王中勇 陈爱林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比较微创锁孔入路与常规开颅入路治疗

破裂颅内动脉瘤的临床疗效和优缺点。 

方法  100 例患者（116 个颅内前循环动脉

瘤）由同一治疗组随机采用微创锁孔入路或

常规开颅入路手术。其中破裂动脉瘤 100

个，其余 16 个未破裂者为同期检查发现。前

交通动脉瘤 39 个，大脑前动脉瘤 8 个（A1

段 3 个，A2 段 5 个），大脑中动脉瘤 26 个

（M1 段分叉部 25 个，M2 段 1 个），颈内动

脉瘤 43 个（眼段动脉瘤 3 个，后交通动脉瘤

29 个，脉络膜前动脉瘤 7 个，分叉部动脉瘤

4 个）。术前 Hunt-Hess 分级Ⅱ级 73 例，Ⅲ

级 20 例，Ⅳ级 7 例；Fisher 分级Ⅱ级 74

例，Ⅲ级 5 例，Ⅳ级 21 例。采用微创锁孔入

路 50 例，其中眶上锁孔入路 29 例，翼点锁

孔入路 19 例，纵裂锁孔入路 2 例；常规开颅

入路 50 例，其中额颞部开颅 46 例，中线旁

开颅 4 例。 

结果  116 个动脉瘤均一期手术处理：锁孔组

夹闭 49 例（55 个），切除吻合 1 例（1

个）；开颅组夹闭 48 例（58 个），孤立 2

例（2 个）。出院时 GOS：恢复良好 72 例

（锁孔组 41 例，开颅组 31 例），轻度残疾

8 例（锁孔组 3 例，开颅组 5 例），重度残疾

11 例（锁孔组 3 例，开颅组 8 例），植物状

态 4 例（锁孔组 1 例，开颅组 3 例），死亡 5

例（锁孔组 2 例，开颅组 3 例）。开关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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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锁孔组 67.10±7.83min，开颅组 110.30±

9.06min；术后住院天数：锁孔组 13.44±5.00

d，开颅组 18.66±8.29d；均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1）。 

结论  微创锁孔入路适合于治疗各类不需要同

时去骨瓣减压的破裂前循环动脉瘤，其手术

疗效与常规开颅入路相当；但在开关颅时

间、并发症发生率、术后住院天数等方面优

于常规开颅入路，且外观效果更好。 

 
 
OR-031 

幕上运动区海绵状血管瘤：手术结果及弥散

纤维张量成像的预后作用 
 

林福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研究幕上运动区海绵状血管瘤的手术结

果及弥散纤维张量成像（DTI）的预后作用。 

方法  回顾就诊于天坛医院的幕上海绵状血管

瘤患者 56 例，所有患者术前行 DTI 检查，运

用统计学分析，明确手术预后与 DTI 指标间

的关系。 

结果  病变到皮质脊髓束的距离与病变的位置

是患者术后长期功能缺损的主要预测指标。

病变到皮质脊髓束的距离小于 3mm，患者术

后产生运动缺损的概率明显增加。 

结论  DTI 是幕上运动区海绵状血管瘤患者手

术预后及术中导航的重要依据。 

 
 
OR-032 

微创开颅夹闭前循环动脉瘤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我院每年收治动脉瘤病人 500 例左右，去年 

介入手术 195 例，完成开颅夹闭动脉瘤约 25

0 例，以往多采用常规翼点入路，近几年，部

分病人采用微骨窗开颅，亦取得满意的治疗

效果。 1.经眉弓切口眶上锁孔入路 2.眶上外

侧微骨窗入路  

对手术适应症进行分析,对前交通动脉瘤, 后交

通动脉瘤, 大脑中动脉瘤,A2 段动脉瘤的术前

和术后的 CTA 片和 DSA 片及手术技巧和术

中动脉瘤出血通过手术录像进行展示和讲解 

 
 
 

OR-033 

血管搭桥治疗大脑前动脉的复杂动脉瘤 
 

王林 陈高 张建民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大脑前动脉复杂动脉瘤治疗中行脑

血管搭桥的指针、技巧等； 

方法  回顾了从 2014 年至今，我们开展的大

脑前动脉复杂动脉瘤搭桥手术，其中包括：A

1 和 A2 段复杂动脉瘤。我们选择了前动脉-前

动脉侧侧吻合+动脉瘤孤立的方式治疗该类动

脉瘤。 

结果  无死亡病例，其中一例术后闭塞出现一

过性的神经功能障碍，其余病例桥血管均通

畅。 

结论  在介入高速发展的这个时代，血管吻合

技术仍然保留其特有的不可替代的位置，它

可能是处理脑血管病的最后一道技术防线。

前动脉侧侧吻合技术是处理前动脉复杂动脉

瘤的有效手段 

 
 
OR-034 

破裂的颈内动脉床突旁夹层动脉瘤的影像学

特点及血管内介入治疗 
 

李吻 王中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探讨破裂的颈内动脉床突旁夹层动脉瘤

的影像学特点及血管内介入治疗的疗效， 

方法 自 2013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对两例破

裂的夹层动脉瘤的影像学特点及血管内介入

治疗的疗效进行分析， 

结果 两例颈内动脉夹层动脉瘤头颅 CT 蛛网

膜下腔出血以同侧外侧裂为主，头颅 CTA 均

未见明显异常，全脑血管造影提示颈内动脉

床突旁不典型宽颈动脉瘤，瘤体不规则，可

见破口，两例均行双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

术，即刻造影见动脉瘤不显影，载瘤动脉通 

畅， 

结论 颈内动脉床突旁夹层动脉瘤临床发病率

低，有特征性影像学表现，双支架辅助弹簧

圈栓塞术血管内治疗疗效满意。 

 
 
OR-035 

LVIS 支架辅助栓塞挑战性前循环颅内动脉瘤 
 

汪阳 周小兵 赵业禹 桂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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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挑战性前循环动脉瘤是指位于前循环的

水泡样动脉瘤或是外伤性假性动脉瘤，由于

缺乏完整的动脉壁结构，单纯外科手术夹闭

风险巨大。目前介入治疗主张采用多支架（≥

2）辅助栓塞技术，仍有较高的复发率和死亡

率。LVIS 支架是新型颅内编织支架，金属覆

盖率可达 23%，近年用于支架辅助栓塞颅内

囊性动脉瘤，取得较好效果。本文评价使用 L

VIS 支架治疗挑战性前循环动脉瘤的有效性及

安全性。 

方法  检索我单位的颅内动脉瘤临床资料数据

库，采集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治疗的前

循环水泡样动脉瘤或是外伤性假性动脉瘤，

我们回顾性分析采用 LVIS 支架连续治疗的 6

例挑战性前循环动脉瘤的临床和影像学随访

结果。 

结果  LVIS 支架辅助栓塞水泡样动脉瘤 2 例

和外伤性假性动脉瘤 4 例，男:女是 5：1，平

均年龄 41 岁。临床表现均为蛛网膜下腔出

血，H-H 分级 II 级 3 例，III 级 3 例 。治疗方

式均为 LVIS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使用单支

架 5 例，双支架 1 例，所有支架均成功释

放，术后即刻造影显示完全栓塞 4 例，近全

栓塞 1 例，部分栓塞 1 例，无术中出血或缺

血并发症，术后出现有临床症状的新发梗死 1

例。影像学随访 6 例，随访 1-6 个月，完全

栓塞 5 例，残留 1 例，再治疗 1 例。临床随

访 6 例，平均随访 3.2 个月，mRS 0-1 分 5 

例，2-3 分 1 例。 

结论  LVIS 支架金属覆盖率高，能够有效阻

挡术中弹簧圈脱出，有利于完全栓塞动脉

瘤；显影良好，术中可以确定支架贴壁情

况；支撑力适当，避免支架释放时管壁的过

大的径向支撑力损害；LVIS 支架结合弹簧圈

辅助栓塞挑战性动脉瘤安全性高。LVIS 支架

是编织支架，具有一定的短缩率，在治疗时

应该选择稍长支架完全覆盖病变。采用单一 L

VIS 支架辅助栓塞挑战性前循环颅内动脉瘤能

够获得满意疗效。 

 
 
OR-036 

颈内动脉-眼动脉段动脉瘤的急诊夹闭手术 
 

晁迎九 

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 230001 

 

目的 探讨颈内动脉—眼动脉段动脉瘤急诊开 

颅手术的可行性及效果。 

方法 我院 2013 年 1 月—2016 年 3 月共收治

28 例颈内动脉—眼动脉段动脉瘤，其中 7 例

行急诊开颅动脉瘤夹闭术。这 7 例病人入院

时 Hunt-Hess 分级为 IV—V 级(其中 IV 级 5

例、V 级 2 例)，病人入院后立即行头颅 CT+

CTA 检查证实为颈内动脉—眼动脉段动脉瘤

伴出血，动脉瘤大小为 2mm-20mm，均是宽

颈动脉瘤；合并脑积水 3 例、脑内血肿 2

例；其中有 2 例病人合并有其它部位动脉

瘤；病人手术具体步骤如下：1.有明显脑积水

病人先行对侧侧脑室穿刺外引流；2.暴露颈内

动脉颈段以便临时阻断；3.行额颞大骨瓣开

颅；4.打开硬脑膜后，清除部分血肿或穿刺侧

脑室（如果先前已穿刺，该步骤省略）以降

低颅内压；5.如果脑压下降明显，则行外侧裂

分离，如果脑压下降不明显，则需要行部分

脑组织切除（我们的经验是切除额叶外侧约 2

cm 宽脑组织即可，如果是左侧，避免伤及 Br

oca 区）；6.硬膜内充分磨除前床突，磨除过

程中一定要小心，避免引起脑组织的副损伤

（因为急诊病人脑组织塌陷没有慢诊病人明

显）；7.暴露充分后行动脉瘤夹闭，对于向上

生长动脉瘤多选用侧角型动脉瘤夹，而向下

生长动脉瘤采用开窗型动脉瘤夹（大型动脉

瘤则需要多个动脉瘤夹串联夹闭），夹闭之

前行颈内动脉临时阻断以降低压力；8.荧光造

影证实夹闭效果和血管通畅情况；9.根据脑压

情况决定是否去除骨辦（其中 5 例病人去除

骨瓣）。 

结果 7 例病人中，手术过程都比较顺利，术

后恢复良好 4 例、重残 2 例、死亡 1 例；除 1

例死亡病例外，术后均行 DSA 或 CTA 检

查，结果提示：动脉瘤夹闭满意，载瘤动脉

通畅。术后随访病人 4 例，最长随访时间为 2

年，随访期间未见明显复发。 

结论 虽然颈内动脉—眼动脉段动脉瘤的急诊

开颅手术有一定困难，但是，如果条件允 

许，它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抢救措施。 

 
 
OR-037 

枕骨大孔区硬膜动静脉瘘的外科治疗 

 
杭春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脑血管病外科治疗中心 210002 

 

目的  探讨枕骨大孔区硬膜动静脉瘘的临床特

点、诊断及外科治疗策略。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6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几年收治的 11 例枕骨大

孔区硬膜动静瘘，均为男性，平均年龄 45.2

岁。均以蛛网膜下腔出血起病，5 例行 CTA

检查发现枕骨大孔区异常血管影，所有病例

行 DSA 检查明确诊断，9 例为右侧椎动脉脑

膜支供血，1 例为左侧椎动脉脑膜支和咽升动

脉脑膜支供血，1 例合并微小动脉瘤。 

结果  手术采用枕下远外侧入路，切除一侧寰

椎后弓，供血动脉位于椎动脉进入颅内的附

近脑膜，予以电凝切断，6 例同时切除畸形血

管团。术后 10 例恢复良好，1 例长期昏迷，

考虑为脑干缺血。 

结论  枕下远外侧入路可充分显露枕骨大孔区

硬膜动静脉瘘及畸形血管，电凝切断瘘口及

畸形团简单易行，效果好，但要注意保护脑

干周围的穿支血管，防止脑干缺血。 

 
 
OR-038 

脑内海绵状血管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张荣伟 袁绍纪 刘子生 孙希炎 朱伟杰 卢培刚 钟启胜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0193810 

 

目的  探讨脑内海绵状血管瘤的诊断和治疗的

进展。 

方法  对我院连续收治的 31 例脑内海绵状血

管瘤病人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病灶位于

额叶 6 例，额顶区皮层至室管膜下巨大病灶 1

例，顶叶功能区 4 例，岛叶基底节取 1 例，

颞后 1 例，一侧大脑脚 3 例，桥脑及桥脑臂 9

例，桥脑-延髓 4 例，延髓 2 例。病灶大小 1~

7cm，半球病灶采用最近的骨瓣开颅；脑干病

灶采用四种手术入路：经幕下小脑上入路；

经一侧颞枕小脑幕入路；桥小脑角入路；枕

后正中入路。 

结果  全切 30 例，次全切除 1 例。偏瘫 5 

例术后有 4 例肌力增加，1 例无变化；癫痫 4 

例有 3 例术后 1 月内无发作，1 例有 1 次轻微

发作；眩晕病人症状明显减轻，除 1 例术后

新出现复视外，其余颅神经损害或减轻，或

保持原状。病理结果：海绵状血管瘤。 

结论  显微手术治疗脑内海绵状血管瘤是可行

的，早期手术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OR-039 

aSAH 的治疗不能只强调血管痉挛而忽视脑

血流过度灌注 
 

孙晓川 黄志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背景及目的  传统观点认为脑血管痉挛是导致

SAH 患者的迟发性神经功能障碍的主要原

因，在诊疗过程中强调早期足量全程的使用

解痉药物预防痉挛。然而临床实践发现，过

度灌注也是导致神经功能障碍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本研究探讨 SAH 术后过度灌注的识别

和处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1 年 10 月-2014 年

12 月 22 例颅内动脉瘤术后发生脑肿胀患者

的临床资料，包括基本资料、临床表现、影

像学检查、治疗措施和预后转归。 

结果  头颅 CT 检查发现，22 例患者术前均无

脑肿胀，18 例（81.8%）在动脉瘤术后 3 天

内，4 例（18.2%）在动脉瘤术后 4-7 天内，

显示双侧脑室缩小，三脑室、环池和脑沟消

失等继发性脑肿胀征象，同时伴有不同程度

的神经功能障碍。TCD 显示主要供血区域存

在过度灌注现象。停止静脉注射尼莫地平或

法舒地尔后，19 例（86.4%）在 3 天内，3

例（13.6%）在 4-7 天内脑肿胀逐渐减轻，伴

意识、肢体活动好转。无一例需要去骨瓣减

压手术，未发现有因停用药物引起的局灶性

缺血加重。 

结论  部分 aSAH 术后病情恶化并非源于脑血

管痉挛，而是由脑血流过度灌注引起，临床

上常被忽视或误诊为血管痉挛，应重视二者

的鉴别，解痉药物的使用要强调个体化治

疗，避免一概而论。 

 
 
OR-040 

慢性颈内动脉闭塞再通的治疗策略 

 
刘兵 魏伟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颈内动脉闭塞是导致脑梗塞的常见原因,

慢性闭塞的治疗主要是颅内外动脉搭桥血运

重建，但疗效并不肯定。总结报道应用介入

复合手术室，联合使用颈动脉内膜剥脱和血

管内介入技术，行慢性颈内动脉闭塞血管再

通治疗的方法、效果和并发症，初步探讨适

应症的选择。  

方法  从 2011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共有 8

例颈内动脉闭塞患者，在我科行血管再通治

疗。所有患者发病时间与治疗时间之间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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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上，并均经全脑血管造影证实为颈内动

脉闭塞。患者术前口服阿司匹林和氢氯吡格

雷至少 7 天。手术在介入复合手术室完成。

病变侧颈部胸锁乳突肌前缘斜向切口，暴露

阻断颈总、颈外、甲状腺上动脉，切开颈

总、颈内动脉，剥除颈内动脉内的内膜增生

斑块。在 X 线透视下，通过颈内动脉切口，

导入不同的血管内治疗装置(包括 0.035”的导

丝、微导管和 0.014”微导丝、Solitaire 支

架、Forgarty 球囊、抽吸装置等)，通过颈内

动脉闭塞段，至颅内通畅部位。不同装置一

般联合、重复使用 2-3 次。如血管再通，既

可见有血流从颈内动脉颅内段反流至动脉切

开部位。缝合颈动脉切开部位。通过股动脉

置管，导入造影管，行颈动脉造影。常规缝

合颈部切口。术后使用低分子肝素 72 小时，

之后口服阿司匹林和氢氯吡格雷。总结分析

患者的临床症状、影像表现和血管再通情

况。  

结果  男性 7 例，女性 1 例，年龄 48-67 岁。

6 例患者以对侧肢体无力、感觉异常、和/或

失语为初始和主要临床表现，另外两例均以

同侧眼视力下降为初始和主要临床症状。发

病至手术时间均大于 2 周，平均在 3-4 周，

最长在 6 周。左侧 5 例，右侧 3 例。DSA 显

示颈内动脉从起始部闭塞，向颅内延伸至不

同部位。4 例颈内动脉闭塞至颅内海绵窦段，

以远部位显示通畅(A 组)；3 例闭塞至床突旁

段，眼动脉起始部以远显示通畅(B 组)；1 例

闭塞至后交通段，后交通动脉起始部以远显

示通畅(C 组)。8 例患者，5 例再通成功(62.

5%)。A 组均再通成功；B 组 1 例成功，2 例

未再通；C 组未再通。术后患者症状均无加

重。无颅内出血。伤口肿胀 1 例，声音嘶哑 1

例，经治疗后均消失。  

结论  应用介入复合手术室，联合使用颈动脉

内膜剥脱和介入取栓技术，是慢性颈内动脉

闭塞血管再通治疗的安全有效方法。选择合

适患者，可以提高再通成功率。颈内动脉闭

塞至海绵窦段，血管再通可能性最大。颈内

动脉闭塞至后交通段，或至眼动脉段同时合 

并有同侧视力下降，血管再通可能性低。  

 
 
OR-041 

脑血管狭窄介入术后高灌注出血危险因素分

析 
 

张磊 洪波 刘建民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脑供血动脉粥样硬化狭窄介入术后高灌

注出血致死致残率高。目前为止，尚无可靠

参与可以进行高灌注出血的预测。本文拟回

顾性病例分析高灌注出血危险因素。 

方法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共计 1098

例颅内外供血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病例接受

了介入治疗。收集患者的临床表现、术前影

像学特点、治疗过程及结果等资料，根据是

否发生高灌注出血进行分组数据分析。 

结果  手术技术成功率（99.2%），术后 10

例患者出现高灌注出血（0.9%）。我们对患

者年龄、性别、末次发病时间、动脉粥样硬

化危险因素、围手术期血压控制、术前 CT 灌

注评估结果、术中造影及治疗结果等因素进

行统计学分析、其中术后血压控制不佳、rCB

V 指数高、侧枝代偿不佳等是高灌注出血的

危险因素。 

结论  脑供血动脉粥样硬化狭窄介入术后高灌

注出血致死致残率高，我们可以通过术前 CT

灌注评筛选高灌注出血的高危患者，改变既

往手术方式，采用分期治疗，并通过严格的

术后血压控制来减少高灌注出血的发生。 

 
 
OR-042 

外伤性和医源性脑血管假性动脉瘤的处理 

 
陈功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脑血管假性动脉瘤 (pseudoaneurysm,P

SAN)较少见，占脑动脉瘤的 0.5~1％，最常

见原因是颅脑、面、颈外伤，由医源性引起

的也逐渐增多，如：颅底内（特别是经鼻

蝶）、颅内和各种置管手术及血管内诊疗

术。其致残和致死率及治疗的风险均高。结

合我科近几年 18 例患者，探讨血管内介入治

疗的体会。 

方法  男 14 例，女 4 例，平均 38.2 岁（14－

68 岁）。均有明确的外伤（15 例）和手术史

(3 例），均行 CT 等和 DSA 检查。10 例有多

发颅骨、副鼻窦或面颜部骨折；6 例顽固性鼻

衄，10 例迟发性颅内出血（脑内血肿；SA

H，硬膜外下血肿），1 例脑梗，1 例无症

状。DSA 示颅外：颌内动脉 5 例，面动脉 1

例；颅内：脑膜中动脉 4 例，颈内动脉 3

例，大脑中动脉 3 例，颈总动脉 1 例；小脑

上动脉 1 例（穿透伤）。均为单发。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8 

 

结果  均行栓塞治疗：明胶海绵和或 PVA 颗

粒 3 例（用于颅外)，Onyx-18 2 例，弹簧圈

（GDC）4 例，GDC＋Onyx-18 4 例，支架

＋GDC 2 例，双支架 2 例，球囊闭塞闭塞试

验（BOT）阴性行颈内动脉闭塞术 1 例。术

后即刻结果：3 例有瘤颈的少量残留，余栓塞

完全。随访 12 例（1～36 月）：均未再出

血；DSA 随访 6 例，1 例双支架者有瘤颈的

少量残留，余未见残留和复发。1 例鼻衄者有

同侧面部的一过性麻木，余无相关并发症。 

结论  介入治疗 PSAN 是安全和有效的，是首

选的治疗方法。与真性动脉瘤不同，受局部

血肿和血栓的影响，在短期内，不同时段的

瘤体大小是变化的，即 DSA 有时不能真实反

映 PSAN 的大小，特别是颅底手术损伤动脉

和鼻衄纱条填塞破口后，即刻的 DSA 有可能

不能显示瘤体，在纱条拔除前需再次行 DSA

检查以防遗漏造成严重的后果。为防止因血

肿和血栓吸收导致 GDC 移位而复发，可选择

修饰 GDC(如毛圈、涨圈等）和液体栓塞剂

（Onyx 等）。在颈外动脉和颅内非功能区的

PSAN，可“过度”栓塞或连同载瘤动脉一同闭

塞（充分评估代偿），以防复发。在重要动

脉，首选是血管重建，包括支架辅助 GDC 栓

塞、血流导向装置（密网支架）或覆膜支

架；如果重建困难，可 BOT 后行 PSAN 和载

瘤动脉闭塞术；如 BOT 阳性，可行 PSAN 孤

立术＋血管搭桥术。 

 
 
OR-043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围术期意外情况及并发症

处理 
 

王涛 孙建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外科 100191 

 

缺血性脑卒中的外科防治越来越引起人神经

外科医生的关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CE

A）是治疗重度颈动脉狭窄、预防缺血性脑卒

中的金标准。颈动脉狭窄是全身动脉粥样硬

化在颈动脉局部的表现，往往合并有心脏及

其他重要器官的动脉硬化，病人常合并有高

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吸烟、肥

胖等，病人的情况往往涉及多个学科，手术

看似简单，其实暗藏着危险！术中一旦出现

意外情况会危及生命！围术期易出现脑梗、

脑出血、心梗、神经损伤、血栓形成、闭

塞、再狭窄等并发症，甚至死亡。正确处理

是确保手术的安全性的关键。 

目的  探讨各种复杂颈动脉狭窄围术期意外情

况及并发症的原因及处理措施。 

方法  总结 700 余例 CEA，重点关注围术期

意外情况的发生、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及处理

措施。 

结果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围术期常见的意外情

况及并发症包括：1.术中心动过缓或心搏骤

停，2.血管撕裂或破裂，3.颈动脉夹层，4.动

脉瘤，5.急性血栓形成与闭塞，6.术后病人不

醒，7.术后高血压与高灌注综合征、脑出血，

8.术后低血压，9.脑缺血及脑梗，10.心肌梗

死，11.关于术后气管插管拔除的时间问题，

12.皮下血肿，13.颅神经损伤，14.消化道出

血，15.远期再狭窄，16.死亡。重大并发症的

发生率有症状狭窄≤6%，无症状狭窄≤3%。 

结论  围术期充分准备、评估、熟练的术中技

术、良好的手术器械、合理的术中监测、正

确的术后处理等是减少颈动脉内膜切除术（C

EA）中意外情况发生和术后并发症的关键，

从而提高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OR-044 

高级别 AVM 伽马刀治疗后并发症的处理 
 

全凯 朱巍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颅内动静脉畸形(bAVMs)是一种常见的

脑血管畸形，根据 Spetzler-Martin（S-M）分

级可选择手术或放射治疗，而高级别 AVM 通

常需要综合治疗。治疗后再出血和放射性坏

死是伽马刀主要的并发症，本文通过回顾性

研究，探讨高级别 AVM 伽马刀治疗后并发症

的危险因素和处理策略。  

方法 我们回顾了 2000-2015 年之间在华山医 

院接受一次以上伽马刀治疗的 AVM 患者，根

据治疗后出现的并发症分为出血组和放射性

坏死组。通过分析各组患者的临床特点、治

疗方法、预后，最终制定治疗策略。 

结果 共有 44 位患者纳入我们的研究中，其中

治疗后出血 21 例，放射性坏死 23 例。两个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术前 SM 分级、接受

的放射剂量等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出血组中 16 位患者接受了开颅血肿清除术，

5 位患者经保守治疗后好转。放射性坏死组中

13 位患者行开颅病灶切除术，4 位患者行外

引流术，另有 7 位患者使用贝伐单抗治疗

（其中 1 例最终选择手术治疗）。随访 1 年

后 29 位患者 mRS 评分≤3，13 位患者的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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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评分＞3，另有 2 位出血组的患者死亡（术

前 mRS 评分=5）。 

结论 对于高级别 AVM 来说，伽马刀是一种

安全的治疗方法，可以降低病灶 SM 分级，

为高级别 AVM 提供手术根治的机会。治疗后

再出血是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根据放射性

坏死的不同影像学表现，选择个体化治疗，

可以取得良好的预后。 

 
 
OR-045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unrupture
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based on a nov
el scoring system: 10-year experience fro
m a single institution  

 
Ni Wei,Song Jinping,Gu Yuxiang,Mao Ying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Background  The management of unrupture
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UIAs) has been al
ways controversial in the past years. To dete
rmine the optimal treatment for UIAs, we dev
eloped a simplified scoring system 10 years 
ago. In this study, we conducted a large, pro
spective cohort study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
ty and efficacy of this scoring system. 
Method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January 
2005 to August 2015), all the patients who w
ere admitted to our center or outpatient clinic
 with UIAs were evaluated as candidates for 
the study. A novel scoring system for UIAs w
ere determined by 7 key features, i.e., “aneu
rysm’s location”, “aneurysm’s size”, “aneurys
m’s morphology”, “with or without symptoms”,
 “with or without ruptured aneurysms”, “hyper
tension history” and “age”. Three levels of re
commendation were suggested to patients a
ccording to the final score based on a single 
UIA: -3 to 3, conservative therapy; 4 to 6, mil
d recommendation for surgery; 7 to 17, stron
g recommendation for surgery. Participants 
underwent UIA evaluation by reference to UI
A scoring system after admission. After give
n the informed consent, the patients and rela
tives made a decision for the further treating 
strategy. All the clinical data and choices wer
e independently documented. Outcome data
 were collected at 6 months after diagnosis o
r treatment and yearly thereafter. Additional 
data that were analyzed included outcome b
ased on UIA scores, actual treatment, reblee
ding, death and angiographic images. 

Results  Between 2005 to 2015, a total of 3
722 patients (1427 male, 2295 female) with 
a mean age of 53.72 years (median, 53.72; r
ange, 23-76 years) were diagnosed with UIA
s in our hospital. In these patients, a single a
neurysm was found in 3483 patients (93.5%)
 and 239 patients (6.4%) harbored multiple a
neurysms: 2 aneurysms in 214 patients, 3 in 
18 patients, and more than 3 in 7 patients. Al
l the aneurysms scored from -3 to 3 underwe
nt conservative therapy after diagnosis, wher
eas 8.78% of UIAs scored from 7-17 were n
ot treated despite our strong recommendatio
n for surgical intervention. For UIAs with con
servative observation, only 0.14% of UIAs sc
ored from -3 to 3 ruptured during the follow u
p. In comparison, 14.7% of UIAs scored from
 4 to 7 and 50% of UIAs scored from 7 to 17 
ruptured during the follow up (P<0.01). For U
IAs with aggressive treatment (coiling or micr
osurgery), 2.5% of UIAs scored from 4 to 7 s
uffered symptomatic complications and 4.7%
 of UIAs scored from 7 to 17 suffered sympto
matic complications (p>0.05). 
Conclusion  The UIA scoring system may b
e useful for directing management of UIAs in
 Chinese individuals.  
 
 
OR-046 

透明模式评价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的治疗效

果 
 

陆川 孙军 陈茂华 陈献东 巴华君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目的 应用双容积重建透明模式评价颅内动脉

瘤介入栓塞的致密度，减少动脉瘤的再出

血，提高疗效。 

方法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共 119 例颅

内动脉瘤患者接受介入栓塞治疗，前交通动

脉瘤 47 例，后交通动脉瘤 27 例，大脑中动

脉分叉处动脉瘤 15 例，眼动脉瘤 6 例，胼周

动脉瘤 5 例，椎动脉 V4 段动脉瘤 5 例，颈内

动脉分叉处动脉瘤 4 例，小脑后下动脉瘤 3

例，小脑上动脉瘤 2 例，小脑前下动脉瘤 1

例；应用西门子 Artis zee 双平板 DSA 机及其

所配三维后处理工作站，应用双容积重建技

术，获得清晰图像，载瘤动脉以彩色像表

示，而被栓塞的动脉瘤以透明模式；致密栓

塞的动脉瘤显示完全透明，部分致密栓塞的

动脉瘤显示透明的动脉瘤内染色，来评价介

入栓塞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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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05 例获得致密栓塞，14 例获得较致密

栓塞。 

结论 应用双容积重建技术透明模式直观地显

示被栓塞的动脉瘤是否仍然有血流进入，对

栓塞致密程度不足的动脉瘤加强随访，以防

止复发。 

 
 
OR-047 

慢性颅内动脉闭塞介入再通的安全性评价 
 

高鹏 马妍 王亚冰 谌燕飞 朱凤水 焦力群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介入机械取栓治疗颅内动脉急性闭塞，

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得到国际临床试验的

普遍验证。但针对颅内动脉慢性闭塞患者，

介入再通治疗安全性仍有争议。本研究总结

了近 3 年来本中心共 13 例颅内动脉闭塞介入

再通患者，并与国际上多个单中心荟萃数据

做比对，评估了当前慢性闭塞再通的安全

性。 

方法 颅内动脉慢性闭塞再通的位置，通常指

大脑中动脉、颈内动脉颅内段、椎动脉颅内

段和基底动脉。本研究回顾的 13 例患者，其

再通适应症包括：1）卒中反复/进展/梗死面

积缓慢增大；2）强化药物治疗无效；3）侧

支循环代偿差。所有患者术前均经过完整的

神经影像学评价，判断介入再通的可行性和

安全性：1）四血管全脑血管造影（DSA）证

实存在颅内动脉慢性闭塞；判断侧支循环代

偿情况；通过侧支返流程度，预判微导丝是

否能安全通过闭塞段；双侧股动脉置鞘同时

造影，测量闭塞长度；2）术前高分辨率核磁

成像：评估真实管腔管壁、导丝通过途径和

方向、判断闭塞性质、排除先天性狭窄等。

3）脑血流动力学功能成像：XeCT/CBF/SPE

CT/PWI 判断闭塞区域是否存在脑血流储备功

能不足。 

结果 本研究回顾了 13 例患者，男性 12 例，

女性 1 例。平均年龄 56.1+/-8.2 岁。其中椎

动脉颅内段闭塞 10 例，颈内动脉颅内段闭塞

3 例。介入再通的手术成功率为 100%，30

天内围手术期并发症为 7.6%（1/13），1 例

表现为 TIA，24 小时内症状自行缓解，未遗

留神经功能障碍；死亡率为 0%。远低于近 5

年来国际上单中心荟萃数据，其 30 天围手术

期并发症高达 30.2%（13/43），其中 TIA/卒

中、夹层等发生率为 18.6%（8/43），死亡

率 11.6%（5/43）。43 例闭塞再通患者中，

基底动脉闭塞 18 例（其中 2 例穿破动脉造成

蛛网膜下腔出血，1 例夹层；4 例死亡），大

脑中动脉闭塞 5 例（1 例穿破动脉造成脑出

血），椎动脉颅内段 17 例（3 例夹层，1 例

支架内急性血栓形成；1 例死亡），颈内动脉

颅内段闭塞 2 例（无）。 

结论 本研究单中心慢性闭塞介入再通的围手

术期 30 天并发症（7.6%）明显优于既往研究

（30.2%）。正确的识别/筛选病人（排除：

穿支密集的颅内动脉，如基底动脉和大脑中

动脉；闭塞长度<3cm）、严格把握适应症、

术前完整的影像学评价，能够显著降低围手

术期并发症。未来仍需要严谨的临床研究设

计、介入材料的进步和术者经验的成长，降

低围手术期并发症，验证介入再通有效性。 

 
 
OR-048 

颅内动脉瘤合并脑供血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

策略 

 
刘翰文 李茂港 

江西省赣州市立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及分析颅内动脉瘤合并脑供血动脉

狭窄患者的介入治疗方案及策略。 

 方法  通过 CTA 及 DSA 检查发现颅内动脉瘤

合并脑供血动脉狭窄患者 11 例，全部采取全

麻下行动脉瘤神经介入栓塞包括单纯栓塞及

支架辅助栓塞，脑供血动脉的狭窄采用单纯

球囊扩张或支架植入术。 

 结果  本组 11 例患者中位年龄偏大，绝大部

分患者有脑血管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如高血

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单纯栓塞动脉瘤 7

个，支架辅助栓塞动脉瘤 4 个，未致密栓塞 1

个，植入 9 枚支架， 3 月及 6 月随访, 弹簧圈

无松动，支架无移位，患者无不适感,无再出

血、TIA 发作及新增脑梗塞,目前全部患者获

得成功。 

 结论  脑动脉粥样硬化与动脉瘤的形成具有相

关性，颅内动脉瘤合并脑供血动脉狭窄患者

大大增加了我们介入处理的风险和难度，个 

体化治疗方案及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 

 
 
OR-049 

3D 打印技术在颅内动脉瘤个体化治疗中的初

步应用体会 
 

黄庆 张洪兵 胡艳龙 刘建鑫 杨俊 王森 王刚 侯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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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101149 

 

目的 探讨 3D 打印技术在颅内动脉瘤个体化

治疗中的初步应用效果。 

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部分颅内动脉瘤病例进行

CTA 扫描，将数据导入 Mimics 软件中进行 3

D 重建并进行模型的 3D 打印，结合模型完成

动脉瘤个体化的术前讨论及手术评估，预估

动脉瘤与毗邻结构的解剖关系、动脉瘤的瘤

顶朝向，模拟瘤颈的分离操作、选择放置合

适的动脉瘤夹。 

结果 所有病例均成功完成 3D 重建并打印了

高精度的动脉瘤 3D 模型，根据每例模型的特

点形成了个性化手术治疗方案并顺利完成手

术治疗。 

结论 通过 3D 打印技术可以成功构建颅内动

脉瘤三维复合体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动

脉瘤的个性化手术治疗方案，提高手术精确

性，降低并发症，使颅内动脉瘤治疗实现精

准医疗模式。 

 
 
OR-050 

应用 Hybrid 手术室治疗硬脊膜动静脉瘘的临

床分析 
 

王毅 王东 刘兵 刘辉 朱士广 肖福顺 杨新宇 魏伟 朱涛

 杨学军 岳树源 张建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探讨使用复合（hybrid）手术室在手术

治疗硬脊膜动静脉瘘方面的临床经验。 

方法 收集于 2011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天津

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确诊为硬脊

膜动静脉瘘（SDAVF）而应用 Hybrid 手术室

实施先行脊髓血管造影定位，同期单侧半椎

板瘘口夹闭术，而后立即复查脊髓造影的患

者 20 例，术后随访 6 至 12 个月，采用改良

Aminoff-Logue，s 评分评价其治疗效果。 

结果 20 例患者术中瘘口位置识别准确，术后

全部完成随访，术后 MR 显示髓周异常迂曲

血管消失，脊髓水肿改善，术后 3 个月和 6

个月的改良 Aminoff-Logue，s 评分均较术前

降低（P <0.05），与应用 Hybrid 手术室之前

的 SDAVF 手术夹闭病例相比较，手术时间明

显缩短（P <0.05），手术探查范围缩小（P 

<0.05），住院时间有所减少（P >0.05），

住院费用略有降低（P >0.05）。 

结论 应用 Hybrid 手术室治疗 SDAVF 可以减

少并发症，提高手术效率，缩短手术时间和

缩小探查范围，是实现 SDAVF 疗效最大化的

全新模式。 

 
 
OR-051 

颅内动脉瘤规范化介入治疗策略 
 

蔺玉昌 

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14002 

 

背景  颅内动脉瘤是临床最为常见的脑血管病

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脑梗塞和高血压脑出

血， 

致残率和死亡率都很高。随着导管技术和栓

塞材料的不断改进，介入技术逐渐成熟，目

前已成为治疗颅内动脉瘤的重要方法。尽管

血管内栓塞治疗颅内动脉瘤长期随访结果显

示再出血率与夹闭手术相比无明显差异，但

再次治疗率高于夹闭手术，颅内动脉瘤介入

治疗后影像学复发率高仍然是目前面临的主

要问题。一系列研究的结果显示 VER 是评价

动脉瘤栓塞程度的客观指标，对于栓塞术后

动脉瘤的复发具有一定的预测意义。 

方法与结果  VER 是指栓塞到动脉瘤内的弹簧

圈或其他物质的体积与动脉瘤本身体积之

比，无论从最大直径还是动脉瘤体积的实际

大小来看，VER 都与动脉瘤的大小呈负相

关，VER 可作为动脉瘤栓塞程度的客观定量

指标。动脉瘤的栓塞程度是目前评价动脉瘤

栓塞疗效的主要指标。实验和临床研究表

明，即使动脉瘤达到了完全栓塞时，也只有 3

0％～35％的瘤腔被填塞。动脉瘤的病理愈合

程度与动脉瘤体积呈负相关，体积小的动脉

瘤瘤内更容易形成完全机化的血栓；VER 与

动脉瘤的病理愈合程度呈正相关，VER<30％

的动脉瘤复发率明显增高。因此，VER 可作

为动脉瘤栓塞后病理愈合程度的预测指标。 

对动脉瘤栓塞术后的复发、再出血和再通有

一定的预测作用，通过提高动脉瘤栓塞的 VE

R 和栓塞物在动脉瘤内的致密度，可降低动

脉瘤的复发率和再出血发生率。  

结论  VER 有望成为指导动脉瘤栓治疗、评价

动脉瘤栓塞疗效和预测动脉瘤栓塞治疗预后

的一个客观指标。 

 
 
OR-052 

颅内硬脑膜动静脉瘘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王晓刚 梁国标 李志清 赵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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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6 

 

目的  颅内硬脑膜动静脉瘘(DAVF)占颅内血管

畸形的 5-15%。大多数可经血管内介入治

疗，但对于前颅凹 DAVF 及部分介入困难 DA

VF，仍需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现将我院神经

外科同一手术组 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1 月

共 12 例 DAVF 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临床临床

经验，报道如下。  

资料  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1 月共 12 例患

者，男 8 例，女 4 例，年龄 41-62 岁，平均

年龄 51 岁，9 例为前颅凹底 DAVF，其中 4

例伴有扩张静脉球，1 例为曾行介入治疗后再

次出血患者；1 例右额叶凸面 DAVF；；1 例

为小脑幕 DAVF 介入导管无法到位患者；1

例枕大孔区 DAVF。11 例患者为出血起病，

枕大孔区 DAVF 患者因脊髓水肿引起的肢体

活动障碍起病。患者术前均行 DSA 明确诊

断。11 例行开颅瘘口瘘口夹闭术，1 例右额

叶凸面 DAVF 行瘘口切除术，其中 10 例术后

行 DSA 检查，2 例术后行 CTA 检查。  

方法  本组病例均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9

例前颅底 DAVF 行单侧额瓣开颅，1 例枕大

孔区 DAVF 行远外侧入路手术，小脑幕 DAV

F 采用幕下后正中入路，其中小脑幕 DAVF

及枕大孔区 DAVF 应用复合手术室治疗，在

术中造影引导下夹闭瘘口。  

结果  9 例前颅凹底 DAVF,1 例出现术侧嗅觉

丧失，1 例右额叶凸面 DAVF 患者术后因术

区渗血及水肿二次手术去除骨瓣后顺利康

复。其余患者均无严重围手术期并发症，枕

大孔区 DAVF 术后脊髓水肿消失。术后患者

均行 DSA 及 CTA 复查，颅内引流静脉均未

显影。  

结论  尽管大多数颅内硬脑膜动静脉瘘(DAVF)

可以经血管内介入治疗，但对于前颅凹底 DA

VF 及部分介入困难、引流静脉单一及颅内合

并血肿的患者，显微外科手术治疗仍是占有

重要地位的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复合手术

室的应用可以精确定位瘘口，提高显微手术

的准确性及成功率。 

 
 
OR-053 

单侧入路一期治疗双侧颅内多发动脉瘤 
 

甄勇 何亮 宋炳伟 申林海 王书祥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探讨单侧入路一期治疗双侧颅内多发动 

脉瘤的手术方法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苏北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01

3 年 6 月至 2016 年 2 月间单侧入路开颅治疗

的双侧颅内多发动脉瘤患者共 11 例，共 33

个动脉瘤。入院时按 Hunt-Hess 分级：0 级 2

例，Ⅱ级 3 例，Ⅲ级 2 例，Ⅳ级 4 例。术前

颞叶血肿 1 例，额叶血肿 1 例，硬膜下血肿 1

例，急性脑积水 1 例。所有病例均经过 DSA

或 CTA 诊断。2 枚动脉瘤 5 例，分别双侧后

交通 2 例，前交通伴中动脉瘤 2 例，一侧后

交通伴对侧眼动脉段 1 例；3 个动脉瘤 4 例，

分别为一侧后交通、脉络膜前动脉瘤伴对侧

眼动脉瘤 2 例，一侧大脑中动脉瘤伴双侧大

脑前 A2 段动脉瘤 1 例，双侧大脑中动脉瘤伴

一侧颈内动脉分叉处动脉瘤；5 个动脉瘤 1

例，右侧眼动脉段大型动脉瘤、右侧海绵窦

段、右侧中动脉分叉、左侧眼动脉段动脉瘤 2

个，分别指向下，和指向上。；6 个动脉瘤 1

例，为基底顶、双侧后交通、左侧脉络膜

前、左侧颈内动脉分叉、左侧中动脉分叉处

动脉瘤。术前综合分析，判断责任动脉瘤，

取同侧开颅。10 例患者全部采用一侧翼点或

扩大翼点入路，另一例一侧大脑中动脉瘤伴

双侧大脑前 A2 段动脉瘤患者采用翼点结合前

纵裂入路。其中 4 例 HH4 级患者术中见脑肿

胀明显，开颅后行穿刺侧脑室额角释放脑脊

液。术中分离颅底蛛网膜及脑池。首先暴露

责任动脉瘤并夹闭。然后由深部到浅部的次

序夹闭动脉瘤。脑肿胀明显病人去骨瓣减

压。一例 5 个动脉瘤的患者先颈部暴露右侧

颈内动脉，控制血流。一例 6 个动脉瘤的病

例在复合手术室内完成，术中采用 Hyperfor

m 球囊临时控制基底动脉，夹闭动脉瘤后采

用术中 DSA 评价夹闭效果。这两例患者均行

术中电生理检测。术后常规腰大池持续引流

或每天做腰穿尽早地排出血性脑脊液，给予

尼莫通及法舒地尔抗血管痉挛。维持基础血

压及血容量。 

结果  11 例患者，33 个动脉瘤，成功夹闭 29

个，包括所有责任动脉瘤。未夹闭的动脉瘤

为对侧眼动脉瘤 2 个，海绵窦段动脉瘤 1

个，对侧大脑中动脉瘤 1 个，均为术中无法

暴露。术后手术相关脑梗死 4 例，脑积水 4

例，Terson 综合征 1 例。术后 CTA 复查 10

例病人 27 个动脉瘤，完全夹闭 26 个，瘤颈

残留 1 例，为大脑前动脉 A3 段动脉瘤。CTA

或 DSA 影像随访，夹闭动脉瘤无复发。 

结论  术前详细评估，选择合适病例，术中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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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电生理检测结合术中 DSA，单侧入路一期

治疗双侧颅内多发动脉瘤可以获得良好的结

果。 

 
 
OR-054 

血管内支架成形治疗小猪颈动脉粥样硬化模

型后支架内再狭窄的炎症机制 
 

刘忠 王进山 刘东红 陀泳华 汪青园 蒋小兵 史新冲 张

祥松 石忠松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支架内再狭窄是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

化性狭窄血管内支架植入治疗后的主要并发

症。血管内支架植入或球囊扩张成形治疗可

能诱发血管壁的炎症反应。PET-CT 的氟代脱

氧葡萄糖(18F-FDG)摄取量增高反映了颅内外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炎症反应。本研究在

小型猪颈动脉粥样硬化模型中探讨 FDG PET/

CT 摄取与支架成形后支架内再狭窄的关系。 

方法  在 14 只中国实验用小型猪，采用颈动

脉部分结扎术联合高脂高胆固醇饮食饲养的

方法建立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动物模型。术后 3

天内、术后 1 个月、2 个月和 3 个月行 FDG 

PET/CT 扫描。术后 3 个月，三维旋转血管造

影、超声多普勒和磁共振成像检查判断动脉

粥样硬化的情况。10 只小猪的 20 根颈动脉

行病理学检查。术后 3 个月，在 4 只小猪颈

动脉模型分别植入 Wingspan 支架和紫杉醇

洗脱球囊冠脉支架。支架植入前 1 天给予氯

吡格雷和阿司匹林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并且

持续 1 个月。支架植入后 1 个月，复查血管

造影、磁共振扫描及 PET/CT 扫描，评价支

架内再狭窄和炎症反应情况。 

结果  术后 3 个月小猪颈动脉形成动脉粥样硬

化斑块，颈动脉狭窄近端和远端直径分别为 3.

6 毫米和 3.7 毫米，与人类大脑中动脉直径

（2.7-4.9 毫米，平均 3.7mm）相接近。病理

学和影像学检查证实易损性动脉粥样硬化的

特征和远端颅底血管网栓塞，该模型模拟了

人类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情况。在

术后 1、2 个月和 3 个月 PET/CT 扫描发现 F

DG 摄取量在早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组和进展

期斑块组中均不断增加，并且进展期斑块组

明显高于早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组(P<0.01)。

支架植入后 1 个月颈动脉保持通畅，血管造

影检查可见约 25%程度的支架内血管狭窄。

PET/CT 检查证实支架植入段血管片段的 FD

G 摄取量增加约 50%。 

结论  小型猪颈动脉粥样硬化模型中支架成形

术后 PET/CT 的 FDG 摄取量增加反映了支架

内再狭窄的发生。炎症机制可能在颅内动脉

狭窄支架成形术后的支架内再狭窄发生发展

中起着关键作用。 

 
 
OR-055 

经侧裂后份-岛叶长回基底节区血肿清除术 
 

李三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经侧裂后份一岛叶长回人路血肿清

除术治疗高血压壳核出血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014 年至 2015 年在我科治疗的 5

6 高血压基底节区脑出血患者，其出血量在 6

0～90ml 之间，平均 75m1。其中 32 例发病

后 7 小时内手术，19 例 7-24 小时之间进行手

术，5 例手术时已超过 24 小时。考虑到前岛

叶广泛涉及到人类各种行为，从肠道扩张到

性高潮，从烟瘾到母爱，从深思熟虑的决策

到一个人“突然间的自我”。此外前岛叶皮质(A

nterior Insular Cortex, AIC)的功能使得它与机

体的各种主观感受相关联；最新的研究还发

现，AIC 中包含冯尹克努姆氏神经元，进一步

揭示了 AIC 对于意识的基本作用，因此 AIC

被视为一个与意识机制相关的潜在神经联

系。因此本组病例骨瓣选择方案如下：术前

体表定位中央沟及外侧裂走行，以两者的交

点作为中心点，以外侧裂为长轴形成一约 7c

m×5cm 大小的椭圆形骨瓣。自中央沟动脉和

颞中动脉，以及中央后沟动脉和颞后动脉之

间的侧裂进入后即可避开 AIC，直接自岛叶

长回皮质进入血肿腔。 

结果  术后 24h 内复查头颅 CT 示血肿彻底清

除患者 47 例，血肿残留量<5mL 的患者 6

例．血肿残留量 5-10 mL 的患者 3 例。无术

后 30 天死亡病例，其中 32 例高血压壳核出

血患者均于术后 72 小时内清醒，出血累及丘

脑前份并于术前已出现昏迷的患者术后 1 月

内仍处于昏迷状态，术后随访 3-22 个月，平

均 10..6 个月，左侧优势半球血肿患者经侧裂

人路者，语言功能好于同期经皮质造瘘血肿 

清除患者。 

结论  对于适当的病例选择微骨窗经侧裂后份

一岛叶长回人路治疗，可提高血肿清除率，

可有利于追求更好的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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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6 
A Risk Score for Neurological Complicati
ons following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Ji Wenjun1,刘爱华 Liu Aihua1,李佑祥 Li Youxiang1,

杨新健 Yang Xinjian1,姜除寒 Jiang Chuhan1,吴中学 

Wu Zhongxue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Background and Purpose  Procedure-relat
ed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 are common f
ollowing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unruptur
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UIAs). We aimed 
to develop a score to quantify individual pati
ent risk.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cons
ecutiv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endovascula
r treatment for UIAs between January 2012 
and September 2015. After excluding those l
ost to follow-up and with fusiform UIAs, inclu
ded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de
rivation group (60%) and a validation group 
(40%). A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 was defin
ed as any transient or permanent increase in
 the modified Rankin scale score after aneur
ysm embolization. A risk score for neurologic
al complications was derived from multivaria
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in the derivat
ion group and validated in the validation grou
p. 
Results  Overall, 1060 patients were include
d (636 in the derivation group and 424 in the 
validation group). The incidence of neurologi
cal complications was 5.5% (95% confidenc
e interval [CI], 3.8–7.4%). A 3-point risk scor
e (S-C-C) was derived to predict neurologica
l complications (size [≥10 mm = 1], core area
s [yes = 1], and cerebral ischemic comorbidit
y [yes = 1]). The incidence of neurological co
mplications varied from 2.2% in 0-point patie
nts to 25.0% in 3-point patients. The score d
emonstrated significant discrimination (C-sta
tistic, 0.714; 95% CI, 0.624–0.804) and calib
ration (McFadden R2, 0.102) in the derivatio
n group. Excellent prediction, discrimination, 
and calibration properties were reproduced i
n the validation group. 
Conclusions  One in 20 patients will develo
p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 following endov
ascular treatment of UIAs. The S-C-C score 
may be useful for predicting these adverse o
utcomes based on variables in daily practice. 
 

OR-057 

支架辅助动脉瘤栓塞术后急性颈内动脉血栓

闭塞的治疗经验 
 

戴琳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总结支架辅助动脉瘤栓塞术后急性颈内

动脉血栓闭塞的处理经验。 

方法  患者，女性，46 岁，以“突发头痛 8 小

时余”为主诉入院。入院后行颅脑 CT 提示蛛

网膜下腔出血，行颅脑 CTA 示右侧床突上段

一宽颈动脉瘤。经对症治疗及术前准备，2 天

后全麻下行支架辅助动脉瘤栓塞术。术前 3h

予波立维 300mg 及阿司匹林 300mg 口服。

术中测量动脉瘤瘤颈 2.4mm，瘤体 3.2mm*1.

4mm。以 LVIS-2.5-17 支架辅助。以两枚弹

簧圈（QC-2-4-3D 及 Microplex-1-1-2D）置

于动脉瘤内，术后造影颈内动脉通畅，未见

动脉瘤显影。结束手术后中和肝素。麻醉拔

管后发现意识较术前差，可遵嘱，左侧肌力 1

-2 级。急行颅脑 CT 平扫，未见出血，考虑

血栓形成。即予替罗非班 15ml 静推后继续静

脉内持续泵入 10ml/h，同时术后 1h 颅脑 CT

A 示右侧颈内动脉颅外及颅内段皆未见显影。

术后 2h 再行 DSA 造影颈内动脉已通畅，继

予替罗非班 10ml/h。术后 3.5h 患者清醒，左

侧肢体肌力恢复。4d 后复查 CTA 颈内动脉显

影良好，未见动脉瘤显影。 

结果  经对症治疗痊愈出院，肢体活动良好。

术后 6m 复查未见异常。 

结论  术中术后支架内血栓形成是动脉瘤破裂

出血急性期行支架辅助动脉瘤栓塞术的严重

的并发症。对于急性血栓事件，替罗非班的

应用是安全可靠的。 

 
 
OR-058 

CTA/MRA 与 DSA 融合技术在神经介入手术

中的应用 
 

张强 张浩 单桐辉 潘文龙 古传奇 

北京军区总医院 100700 

 

目的  探索应用融合技术将头颈 CTA 或头部

MRA 图像融合于血管造影机上，指导脑血管

病人的血管造影检查及介入治疗。  

方法  2015 年 3 月至 9 月，40 例脑血管疾病

患者，需要做全脑 DSA 检查或介入治疗，术

前均进行了头颈 CTA 检查或头部 MRA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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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在导管室应用西门子血管机先对患者颈

部或头部进行扫描，在 DSA 工作站将患者 C

TA 或 MRA 图像与 DSA 扫描数据融合后，3

DSA 透视下即能将 3DCTA 或 MRA 图像实时

显现于被检患者头颈部。在脑血管造影术

中，应用融合后的头颈 CTA 图像显示或导引

造影导管插管的过程，寻找脑血管病变的不

同角度 。头部 MRA 融合图像用于指导颅内

血管病变的介入治疗。20 例全脑血管造影术

应用头颈 CTA 融合技术完成。14 例全脑血管

造影术应用头部 MRA 与 DSA 融合，验证头

部 MRA 与全脑 DSA 图像匹配程度。并将头

颈 CTA/MRA 与 DSA 融合后，应用于 2 例颈

动脉狭窄的成形术，3 例椎动脉狭窄支架成型

术，1 例颅内动脉瘤栓塞术。  

结果  将头颈 CTA 及头部 MRA 与 DSA 融合

后，其与脑血管 DSA 图像高度吻合，应用融

合技术指导的全脑血管造影术及介入治疗，

均顺利完成，明显节省了造影剂用量，造影

检查时间及放射线剂量。  

结论  将头颈 CTA 或 MRA 图像与 DSA 融

合，应用于引导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全脑血管

造影检查或介入治疗，不仅能节省造影剂，

减少放射线剂量，而且简化造影检查及介入

治疗流程，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OR-059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ompl
ication Risk Score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
h 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 underg
oing Endovascular Treatment 
 
Duan Guoli,Huang Qinghai,Liu Jiangming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神经外科 200433 

 

Objective  Our aim was to develop and valid
ate a complication risk score for individual el
derly patients with rupture intracranial aneur
ysms (RIAs) undergoing endovascular treat
ment (EVT).  
Methods  Preoperatively collected data, incl
uding clinical and les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
nsecutive elderly patients (≥ 60 years) with R
IAs undergoing EVT, were used to develop a
 complication predictive score (EVTRIA scor
e) by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
s. The complications included intraprocedura
l rupture, thromboembolic events and reblee
ding within 30 days after EVT.  
Results  Within a period of 10 years, 520 eld
erly patients who underwent EVT were enroll

ed. At 30 days, the procedure-related compli
cation rate was 13.08%. Six risk factors inclu
ding hypertension, high Hunt-Hess score, hi
gh Fisher score, wide-necked aneurysm, wit
h a bleb on the aneurysm sac, and tiny aneu
rysm size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
h procedure-related complications. The EVT
RIA risk score model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se six variables and predicted the risk 
of complications at a sensitivity of 63.22% an
d specificity of 84.79%. The discriminative p
ower with the AUC of the EVTRIA score mod
el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UC: 0.799; p 
< 0.001).  
Conclusion  Our study indicated that hypert
ension, high Hunt-Hess score, high Fisher sc
ore, wide-necked aneurysm, a bleb on the a
neurysm sac and tiny aneurysm were indepe
ndent risk factors of EVT-related complicatio
ns for elderly patients. In combination with th
ese risk factors, the EVTRIA complication ris
k score can be a useful tool in the prediction 
of EVT-related complications but needs to b
e validated in independent cohorts from vari
ous centers before it can be recommended f
or application. 
 
 
OR-060 

可脱性球囊栓塞治疗颈内动脉海绵窦瘘失败

的再治疗策略 

 
朱卿 陈爱林 陈延明 王中勇 许亮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可脱性球囊栓塞治疗颈内动脉海绵

窦瘘失败的再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 例采用可脱性球囊栓塞

治疗颈内动脉海绵窦瘘失败后再治疗的患者

临床资料。男性 12 例，女性 5 例。年龄 1

7～68 岁，平均 35.6 岁。 

结果  再次采用可脱性球囊治疗 13 例（双球

囊技术 10 例），可脱性弹簧圈栓塞 3 例，覆

膜支架治疗 1 例，均得以治愈。所有患者随

访 3 个月～5 年，平均 30.8 个月；均无复

发。除原发伤所致的后遗症外，无新发神经 

功能障碍。 

结论  可脱性球囊栓塞失败的颈内动脉海绵窦

瘘患者，需根据瘘口特点个体化的选择不同

的治疗方式。双球囊技术可以用于处理相对

复杂的首次治疗失败患者，经济、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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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1 

脊髓血管造影诊断脊髓血管疾病的进展 
 

马廉亭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目的  总结 30 年來开展脊髓血管造影对诊治

脊髓血管疾病的进展情况。 

方法  30 年前我发表了《经皮穿刺股动脉选择

性脊髓血管造影》，现总结通过 30 多年诊治

的 300 多例病人，应用三维影像融合技术对

脊髓血管疾病诊治的价值及对少见脊髓静脉

高压综合征病人开创从静脉入路造影的诊断

价值。 

结果  将三维影像融合技术应用于脊髓血管疾

病的诊治，提高了对脊髓血管疾病的诊断认

识水平并指导手术治疗，提高了对病变部位

定位的精准性，提高了疗效；通过经静脉造

影找到了一些少见的椎旁静脉病变引起的脊

髓静脉高压所致的脊髓病变，明确了诊断，

避免了漏诊、误诊。 

结论  三维影像融合对脊髓血管疾病的诊治有

较大实用价值，可以提高诊治效果；经静脉

入路造影的应用可以避免因脊椎周囲静脉病

变所致脊髓静脉高压引起脊髓病变的漏诊与

误诊。 

 
 
OR-062 

单中心未破裂脑动静脉畸形的疗效分析：AR

UBA 试验的思考 

 
高旭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840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port the trea
tment and outcomes of AVM patients at our i
nstitusion. The authors compared the treatm
ent and outcomes of patients using retrospe
ctively collected data. Similar to ARUBA, the
y compared the rate of stroke or death in obs
erved and treated patients and used the mod
ified Rankin Scale to grade outcomes. Of 10
2 patients, 81 received an intervention and 2
1 were observed. Most treated patients had r
esection or embolization (73 [90.1%] of 81 p
atients).  Nine of the 81 treated patients had 
a stroke or died. The risk of stroke or death a
nd degree of clinical impairment among treat
ed patients was lower than reported in ARU
BA. The authors fou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
ce in outcomes between observed and treat

ed patients. Good results in these patients le
d to an entirely different conclusion about AV
M intervention, due to judicious surgical sele
ction with established outcome predictors, a
nd technical expertise developed at high-vol
ume AVM centers. 
 
 
OR-063 

大剂量盐酸替罗非班动脉灌注治疗颅内动脉

瘤 

栓塞术中急性血栓形成的体会 
 

陈虎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大剂量盐酸替罗非班动脉灌注治疗

颅内动脉瘤栓塞术中急性血栓栓塞的临床疗

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1 例动脉内灌注大剂量替

罗非班治疗动脉瘤栓塞过程中急性血栓形成

患者临床资料，每例患者均在动脉瘤致密填

塞后动脉内灌注盐酸替罗非班，首次剂量为 1

0ug/kg，静脉推注，观察 5-10 分钟，若血栓

仍存在，再分次给予 5ug/kg，最大总剂量为

20ug/kg，术后给予 0.1ug/kg 静脉泵入 72 小

时，过渡为口服阿司匹林及硫酸氢氯吡格雷

片，统计血管再通率、脑梗塞发生率及再出

血发生率。 

结果  21 例颅内动脉瘤栓塞术中急性血栓形成

患者，17 例为破裂动脉瘤，4 例为未破动脉

瘤；15 例破裂动脉瘤及 2 例未破动脉瘤患者

给予总量 20ug/kg 盐酸替罗非班灌注后血管

再通；1 例未破动脉瘤给予总量 15ug/kg 后血

管再通；2 例破裂动脉瘤及 1 例未破动脉瘤给

予总量 10ug/kg 灌注后血管再通。术中无出

血。20 例患者术后较术前无新发神经功能障

碍，1 例患者出现载瘤动脉（血栓形成）对侧

肢体偏瘫，术后次日头颅 CT 提示病变血管供

血区梗塞，其余患者术后次日头颅 CT 均未见

大面积梗塞及出血。 

结果  大剂量盐酸替罗非班动脉内灌注治疗颅

内动脉瘤栓塞术中急性血栓形成有效且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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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4 

支架卡压弹簧圈治疗颅内宽颈微小动脉瘤 
 

康俊龙 陈锷 丰伟 田新华 黄延林 杨芳裕 刘禹冰 李泉

清 张峰林 孙瑾 林晓宁 黄志纯 魏峰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支架卡压弹簧圈技术在颅内宽颈微

小动脉瘤血管内栓塞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血管内支架卡压弹簧圈栓塞

治疗 12 例颅内宽颈微小动脉瘤，所有动脉瘤

均位于颈内动脉。术前均行颅脑 CTA 明确颅

内宽颈微小动脉瘤。均在气管插管全麻下行

血管内栓塞治疗。术中均采用先释放部分弹

簧圈入动脉瘤内，预留该弹簧圈的一部分于

载瘤动脉内，后释放支架卡压预留于载瘤动

脉内的部分弹簧圈，栓塞动脉瘤同时保证弹

簧圈的稳定。  

结果 12 例均成功采用支架卡压弹簧圈技术，

动脉瘤均顺利栓塞，弹簧圈位置稳定。8 例致

密栓塞，4 例基本致密栓塞，栓塞后第一时间

复查血管造影显示动脉瘤均未显影。随访 6－

20 个月，动脉瘤未见复发，无脑缺血、梗塞

等并发症。  

结论 支架卡压弹簧圈技术在颅内宽颈微小动

脉瘤的血管内治疗是可行、安全、有效的。 

 
 
OR-065 

烟雾病血运重建手术缺血卒中危险因素分析 

 
王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通过对既往临床资料的回顾性研究，分

析烟雾病血运重建手术发生术后缺血卒中的

危险因素，以期进一步降低术后并发症几

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收

治并手术的烟雾病患者，共 815 例，发生明

确缺血性卒中的患者共 47 例；对此组患者一

般资料、术前症状学资料、核磁、灌注 CT、

特别是 DSA 等影像学资料，以及术中麻醉监

测资料进行研究总结。 

结果  烟雾病血运重建术总体缺血卒中发生率

为 5.8%，缺血卒中的易发因素有以下三方

面：1、术前症状及程度：包括年龄、频繁 TI

A 发作、严重脑梗死、脑萎缩至严重认知障

碍；2、脑血流的稳定状态；3、术中血压及 

二氧化碳分压水平。 

结论  在烟雾病血运重建术中，高龄、严重脑

梗死及广泛脑缺血、不稳定的脑血流代偿状

态、术中不恰当的血压及二氧化碳分压状态

都是引发缺血卒中的重要因素，应当引起我

们的注意，全面细致的术前评估是此类手术 

必不可少的步骤。 

 
 
OR-066 

脊髓损伤髓内外减压时机及方法 ——神经外

科医师介入脊髓损伤治疗的重要性 
 

封亚平 封雨 邓洵鼎 谢佳芯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神经外科（全军脊髓损伤治疗中

心） 650032 

 

目的  在我国，脊髓损伤绝大部分由骨科医师

进行手术，几乎不对髓内进行减压。作者探

讨脊髓损伤在早期脊柱内固定的同时由神经

外科医师介入行髓内外减压的手术时机、方

法、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07 年 5 月-2014 年 1

2 月收治完全性脊髓损伤（ASIA A）457 例。

手术方法:对 ASIA A 457 例患者伤椎行内固

定的同时进行早期髓内外减压，根据脊髓挫

伤的程度不同，髓内显微减压的方法不同。

于术后 2 周、6 个月、12 个月复查，观察不

同手术时机术后神经功能 ASIA 评分及昆明步

行分级等指标。 

结果  全部患者均进行随访, 术前 457 例完全

性脊髓损伤（ASIA A）患者于术后 12 个月 A

SIA 评分分别为：ASIA A 178 例、ASIA B 11

9 例、ASIA C108 例、ASIA D 41 例、ASIA 

E 11 例；术前 457 例完全性脊髓损伤昆明步

行分级Ⅰ级患者于术后 12 个月 KLS 分别为

Ⅱ级 10 例、Ⅲ级 18 例、Ⅳ级 99 例、Ⅴ级 1

06 例、Ⅵ级 133 例、Ⅶ级 59 例、Ⅷ级 14

例、Ⅸ级 8 例、Ⅹ级 10 例；ASIA D 41 例、

ASIA E 11 例，Ⅷ级 14 例、Ⅸ级 8 例、Ⅹ级

10 例均为伤后 8~12h 患者。术前不完全性脊

髓损伤患者手术后脊髓神经功能均有 1～2 级

的恢复，无神经损伤加重、死亡等并发症。 

结论  对伤椎固定的同时行髓内外减压，提 

高了手术疗效、安全无并发症，且手术时机

越早越好，最好在伤后 8 小时内进行。神经

外科医师早期介入脊髓损伤治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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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7 

椎管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中脊柱稳定性的保

护 
 

李维新 王鹏 江伟 曾文 陈黎波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探讨既能手术全切椎管内的肿瘤，又能

保证术后脊柱稳定性的最佳手术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我院自 2013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采用显微手术并结合脊柱内固定

技术治疗的 123 例椎管内肿瘤患者的临床资

料。分别采用椎板间入路、半椎板入路、椎

板复位、椎弓根钉棒、椎体融合等方法以保

持脊柱的稳定性，采用电话及门诊复查进行

随访，手术前分别行 MRI 及 CT 薄层扫描及

重建，评价肿瘤位置，脊髓受压程度及相邻

脊柱的侵袭范围，3 月后复查 MRI 及 CT 观察

脊柱序列曲度的变化。 

结果  手术全切 106 例，近全切 17 例；切除

肿瘤的同时行椎弓根后路脊柱内固定并植骨

融合手术 72 例，椎板成形 36 例，余行半椎

板或椎板间及扩大椎板间入路。术后无截瘫

以及死亡病例，1 例感染。术后随访 3～12

月，其中 115 例患者已经恢复正常生活，无

加重或复发，后凸畸形发生 3 例。 

结论  切除椎管内肿瘤的同时，保护或重建脊

柱相应节段的稳定性，是治疗椎管内肿瘤，

维护脊柱稳定性并巩固手术治疗效果的关

键。 神经外科医生掌握并运用内固定技术及

脊柱生理序列的知识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 

 
 
OR-068 

椎管内肿瘤手术脊柱稳定性的保护策略 

 
谢嵘 车晓明 陈功 李金全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200040 

 

目的  椎管内肿瘤手术时需不同程度破坏脊 

柱的结构，影响其稳定性，同时肿瘤本身亦

会对脊柱稳定性产生影响。脊柱稳定性的破

坏将对患者产生较大的危害，同时影响手术

效果。目前神经外科医师在肿瘤切除、神经

功能保护方面已具备成熟的经验和技术，但

对脊柱稳定性的保护和重建尚存在不同认

识。本研究将探索术后椎管肿瘤术后稳定性

的评价及各种保护和重建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3-2016.1 在我科脊柱

脊髓亚专业组收治并手术的椎管内肿瘤 92

例，排除（1）肿瘤未全切或无法全切者；

（2）术前已有严重的肢体瘫痪者（0-1 度）

或其他合并症。所有患者术前除常规检查及

影像学检查外，均行三维 CT 重建、X 正侧位

及动力位片评估脊柱的稳定性，并据此将所

有患者分为已有脊柱失稳组（10 例）和无脊

柱失稳组（82 例）；无脊柱失稳组中根据肿

瘤部位及手术入路又分为术后潜在失稳组（3

3 例）及术后稳定性良好组（49 例）。已有

脊柱失稳组在切除肿瘤同时给予相应的钉棒

系统内固定；术后潜在失稳组采用全椎板入

路切除肿瘤同时辅以钉棒系统内固定（16

例）、微侵袭椎板入路（半椎板入路 14

例）、微创通道入路 3 例；术后稳定性良好

组采用直接全椎板入路（24 例）、全椎板入

路辅以椎体成形（3 例）、微侵袭椎板入路切

除肿瘤（半椎板入路 18 例、棘突间入路 4

例）。出院前均对脊柱稳定性进行再次评

价。  

结果  本组所有患者肿瘤切除及临床近期效果

均满意；术前存在脊柱失稳者术后均恢复了

其稳定性。术前无脊柱失稳者切除肿瘤后亦

未出现脊柱失稳的情况。长期疗效尚有待于

进一步的随访分析。  

结论  椎管内肿瘤切除术后保护和重建脊柱稳

定性的方式较多，神经外科医师应在全切肿

瘤同时，充分考虑脊柱稳定性的问题，力争

使得患者脊髓及脊柱功能获得最佳保留，达

到最佳的手术效果。  

 
 
OR-069 

颅颈交界区腹侧脊索瘤的手术治疗 

 
车晓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200040 

 

目的  探讨颅颈交界区腹侧脊索瘤的手术治疗

方法和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四种不同生长类型的脊索瘤

的手术治疗方法和疗效，四种类型包括肿瘤

涉及中下斜坡、破坏（或未破坏）寰枕关节

以及涉及 C1-2 椎体、破坏（或未破坏）侧块

关节或椎弓根  

结果  四种生长类型的脊索瘤分别采取了上颈

椎后路椎体肿瘤切除＋后路内固定融合术、

经鼻内镜下斜坡肿瘤切除＋后路 Harms 技术

内固定融合术、经鼻内镜下斜坡肿瘤切除＋

枕颈固定融合术、经远外侧入路上颈椎体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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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切除术；肿瘤均获大体全切除；内固定效

果良好，长期效果待随访   

结论  颅颈交界区脊索瘤治疗需要个性化方

案。经鼻内镜手术具有微创的特点，是一种

较好的手术技术和方法，在切除下斜坡脊索

瘤方面效果优良。对于骨质破坏、影响局部

稳定性的病例需要合理的内固定融合手术处

理。  

 
 
OR-070 

CASPAR 牵开器辅助下微创显微切除椎管肿

瘤 

 
周迎春 王旋 雷德强 赵洪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研究以 CASPAR 牵开器辅助下微创切

除椎管内肿瘤的手术适应证、显微技巧、手

术疗效和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2016 年我院采用

CASPAR 牵开器辅助下微创显微切除的 32

例椎管内肿瘤患者，年龄 17-70 岁，平均 38

岁，男性 19 例，女性 13 例。28 例患者以根

性疼痛症状为主，肢体麻木无力症状为主 3

例，1 例为室管膜瘤术后复查发现 2 个种植性

转移病灶患者，无症状。所有肿瘤位于硬膜

下，其中下颈段肿瘤 3 例，胸段肿瘤 2 例，

腰段肿瘤 27 例，MRI 上肿瘤长度不超过脊柱

两个节段。8 例患者采用术中定位，其余患者

采用术前定位。对位于颈胸段脊髓侧方或侧

前方患者采用侧卧位或侧俯卧位，其余患者

采用俯卧位。切口位于患侧中线旁 1cm，长

度 3-5cm，肌筋膜下潜行分离至棘突旁，暴

露一侧椎板后，置入 CASPAR 牵开器辅助暴

露，显微镜下椎板开窗，切开硬膜，切除肿

瘤后缝合硬脊膜，关闭切口。术后随访 3-24 

个月。 

结果  32 例患者共切除 33 处肿瘤，手术时间

40 分钟-120 分钟，平均 73 分钟，术中出血

30-100ml，平均 55ml。术中定位节段偏差 2

例，均为术前定位组，术中通过扩大撑开器

前方开口将肿瘤切除。除种植转移的室管膜

瘤外，其余肿瘤均在显微镜下全切，其中 6

例神经鞘瘤患者保留部分载瘤神经。术后病

理证实 4 例患者为脊膜瘤，27 例患者为神经

鞘瘤，1 例为粘液样室管膜瘤。术后患者神经

根症状立即消失，2 例患者有麻木表现，无新

的运动功能障碍出现，无出血、脑脊液漏和

感染等并发症出现。所有患者术后第二天下

床活动，术后 3-7 天出院，随访期间无肿瘤

复发和脊柱不稳发生。 

结论  对于不超过 2 个节段的髓外硬膜下椎管

内肿瘤，采用 CASPAR 牵开器辅助下微创显

微手术切除安全有效，该术式有创伤小、手

术时间短、并发症少和能较好的保护脊柱稳

定性等优点，对于椎管内多发小肿瘤尤其适

用，其缺点是在胸椎管肿瘤切除时暴露范围

相对偏小。对于此类椎管微创手术，术中精

确定位十分必要。 

 
 
OR-071 

脊髓髓内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附 209 例报

告） 
 

林江凯 储卫华 叶信珍 薛兴森 何光建 冯华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目的  分析脊髓髓内原发肿瘤的临床特点及手

术治疗的相关问题。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0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重庆西南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209 例经显

微手术治疗的脊髓髓肿瘤病人临床资料。 

结果  所有病例中男性 112 例，女性 97 例，

男：女约为 1.15:1，最小 4 岁，最大 76 岁，

平均年龄 38 岁。其中室管膜瘤 78 例，占 37.

3%；胶质瘤 65 例，占 31.1%，在肿瘤恶心

程度上 WHOⅠ 级的 8 例，Ⅱ级 48 例，Ⅲ级

6 例，Ⅳ级 5 例；海绵状血管瘤 29 例，占 13.

9%；血管母细胞瘤 24 例，占 11.5%；髓内

神经鞘瘤 5 例；毛细血管瘤 3 例、其他（脂

肪瘤、淋巴瘤等）5 例 。术前 McCormick 脊

髓功能评分Ⅰ级 14 例，Ⅱ级 121 例，Ⅲ级 5

6 例，Ⅳ级 18 例。肿瘤位于延颈髓 12 例，

颈髓内的 99 例，跨颈胸髓的 28 例，胸髓内

的 61 例，圆锥部 9 例。所有病例均由同一术

者进行显微切除，其中室管膜瘤全切 65 例(8

3.3%)，次全切除 10 例，大部切除 3 例；胶

质瘤中 8 例毛细胞型星形胶质细胞瘤达到全

切，其余均行瘤内大部切除；29 例海绵状血

管瘤均全切；血管母细胞瘤全切 23 例，1 例

行部份切除；出院时症状与术前相比较，室

管膜瘤病人中改善者 43 例（55.1%），稳定

者 25 例（32.1%）, 加重 9 例（11.5%） ,１

例死于继发高位颈髓内出血；胶质瘤中症状

改善者 13 例（20%），稳定者 35 例（53.

8%）, 加重 17 例（26.2%），无死亡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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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状血管瘤与血管母细胞瘤中症状改善者 7

 例（13.2%），稳定者 35 例（66.3%）, 加

重 11 例（20.8%），无死亡病人。成功随访

154 例，随访时间 2 月至 13 年，平均 42.1

月，随访期间死亡 21 例，均为胶质瘤病人。

其余病人 McCormick 脊髓功能评分Ⅰ级 23

例，Ⅱ级 58 例，Ⅲ级 33 例，Ⅳ级 19 例。 

随访室管膜瘤病人复发 4 例，均行二次手

术，效果良好，无死亡病例；胶质瘤复发行

二次手术的 9 例 

结论  积极而细致的显微手术切除是脊髓髓内

肿瘤治疗的根本措施, 术前的神经功能状况、

肿瘤的粘连程度以及手术技巧是影响预后的

主要因素。 

 
 
OR-072 

复杂脊髓拴系的诊断和手术治疗 
 

袁帅 袁治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脊髓拴系综合征（tethered cord syndro

me，TCS）是指由先天遗传、生长发育或后

天疾病因素等导致的脊髓和神经被非弹性结

构固定，在生长发育或运动过程中脊髓和神

经在一定的牵拉力下血供发生变化，造成其

氧化代谢功能受损，并由此产生一系列以畸

形和神经功能障碍为代表的临床综合征。而

复杂脊髓拴系是指在脊髓拴系基础上还存在

需要外科处理的神经系统并发的病理性改

变，以及由脊髓拴系引起的泌尿系统和/或下

肢并发症。本文分析、总结我科近期收治脊

髓拴系综合症手术病例。 

方法  我科从 2011~2015 完成脊髓栓系手术 1

62 例，其中单纯脊髓拴系 47 例，复杂脊髓

拴系 115 例。复杂脊髓拴系病人年龄 1 天~54

岁；平均年龄 6.6 岁。男 68 例，女 47 例。

术前除常规术前检查外，还行脊柱 X-平片、

CT、MR、下肢诱发电位、残余尿及尿动力学

测定。手术均采用正中直切口，硬脊膜膨出

者可行梭形切口。暴露范围上界到脊髓圆锥

上端，下界到终丝末端与尾骶部的附着点。

二次手术者可小心切除瘢痕作到充分显露。

显微镜下切开硬脊膜，分离马尾神经，找出

终丝近心端处并将其切断、松解脊髓，尽量

锐性分离马尾神经粘连处，以解除对脊髓的

牵张，对于合并有肿瘤或皮毛窦者，应一并

切除。彻底止血后，直接缝合或用生物膜修

补硬脊膜，以保证硬脊膜腔的完整、密闭，

减少术后再粘连而形成新的栓系。在切断终

丝后同时或分次切除并发病损，重建硬膜

囊。手术全程均在电生理下监测进行。 

结果  手术无死亡病例。对 96 例患者随访 3

月~3.8 年。下肢肌力改善 42 例（75%），会

阴部感觉异常改善或消失 38 例（80%），小

便异常改善 60 例（68%）。尿动力学检查改

善 41 例（78%）除 6 例患者症状或体查术后

无改变外，余患者症状或体征均有不同程度

改善，总有效率 91%。 

结论  脊髓拴系综合征的诊断和治疗是一个艰

巨的任务，因为这些畸形少见且病理范围较

宽，有些简单而容易处理，比如终丝增粗、

脊髓圆锥低位，而同时其他一些合并有脊髓

纵裂和神经管囊肿或者脂肪瘤和椎体畸形的

复杂性脊髓拴系的治疗还面临很大挑战，手

术难度大，手术后神经功能障碍发生率高。

对于该类疾病，总的治疗原则是一经诊断应

及早手术治疗。 

 
 
OR-073 

椎管内神经鞘瘤术中保留载瘤神经的手术技

巧 
 

张庆俊 周景儒 范存刚 王栋梁 焦风 刘波 苗俊杰 张俊 

蒋亦林 王旸烁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椎管内髓外硬膜下神经鞘瘤约占椎管内

良性肿瘤 1/3。全切肿瘤并使载瘤神经得以保

留是本病外科治疗的理想目标。探讨全切椎

管内神经鞘瘤及保留载瘤神经的技巧及可行

性。 

方法  在过去 5 年中，本组 8 例显微外科手术

+病理证实的椎管内神经鞘瘤术中保留了载瘤

神经，占同期手术的椎管内神经鞘瘤 30 例 2

6.6%。男性 4 例、女性 4 例；年龄 18~74

岁，平均 37 岁；多发神经鞘瘤 4 例，单发 4

例；肿瘤位于胸段 2 例，腰段 5 例，腰骶段 1

例。所有手术均在神经电生理监测（CAD Wa

ll，USA）下进行并有术中影像记录。  

结果  术中载瘤神经完全保留 7 例（多发肿瘤

至少 1 个或多个肿瘤达到了全保留），部分

保留 1 例。术后患者根性疼痛和脊髓压迫症

状消失或显著改善出院，无尿便功能障碍。

未能保留载瘤神经者有 3 例因切断的载瘤神

经粗大而实施端端吻合。术后 MRI 随访 8 个

月~5 年未见术后肿瘤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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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近年来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完成四肢周 

围神经鞘瘤切除并保留载瘤神经已有报告。

我们的初步经验表明有 1/4 椎管内神经鞘瘤患

者手术时可以保留或部分保留载瘤神经，而

能否做到肿瘤全切并尽可能保留载瘤神经应

实施个体化方案，而对多发椎管内神经鞘瘤

或偏心圆生长者尤为适用。手术中确认载瘤

神经后，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首先辨别肿

瘤起源于感觉支还是运动支，随后用精细显

微外科器械小心将瘤周神经分离，并用硅胶

膜或棉片将瘤体连同载瘤神经尽可能向外托

起，在显微镜下确认载瘤神经与瘤体的关系

和生长方式，如瘤体过大可通过瘤内减压或

抽出囊液使瘤体缩小以利于观察和瘤壁与载

瘤神经分离，注意保留的载瘤神经膜间微血

管出血的处理，尽可能不用或少用双极电凝

电灼止血以有利于保留的神经纤维功能恢

复。对于单干多发或多干多发的小神经鞘瘤

可采用划开肿瘤膨大处包膜剔除肿瘤的方法

使载瘤神经得以保留。至于保留的载瘤神经

纤维对于神经功能恢复作用的评价，以及是

否会增加肿瘤复发率，尚有待更多的病例积

累和进一步研究加以证实。 

 
 
OR-074 

精准经皮微通道单侧椎旁入路双侧显微减压

治疗中央型腰椎椎管狭窄症 
 

陈春美 1,2 庄源东 1 傅超峰 1 王锐 1 李峰 1 赵伟 1 石松

生 1 杨卫忠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组 

2.福建省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精准经皮微通道显微镜下单侧椎旁

入路双侧减压治疗腰椎椎管狭窄症的手术技

巧和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1 月中

央型腰椎椎管狭窄症 35 例，其中单节段 29

例，双节段 6 例。35 例均经腰椎正侧位片和

过伸过屈位 x 线、腰椎 CT、MR 检查、双下

肢神经肌电图等检查，结合症状、体征、影

像学资料和神经肌电图结果诊断为腰椎椎管

狭窄症,且无腰椎不稳，术前使用 MIMICS 软

件精准规划手术路径。术中 X 线透视依据精

准手术路径，采用全麻神经电生理监测下一

侧椎旁入路经皮微通道（管径 1.42cm）系统

双侧椎管减压，分析手术切口、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术中神经监测等指标，记录术

前 1d 和术后 1d、3d、5d 肌酸磷酸激酶（CP

K-MM）水平；记录术前 1d 和术后 1d、3d、

5d、1m、6m 及末次随访时的日本骨科学会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

评分和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

ale, VAS)评分；影像学评价包括术前、术后

1m、术后 6m 及末次随访腰椎 MRI、腰椎 X

线正侧位片、腰椎过伸过屈位 X 线片以及 CT

三维重建。 

结果  组手术过程顺利，无神经损伤、脑脊液

漏、术后感染及患者死亡病例；手术切口 1.5

-1.8cm，手术时间 65-110min，术中出血 8-3

5mL；术后 1 天 CPK-MM 升高，术后 5 天下

降至术前 1d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随访 6-42 月，JOA 评分及 VAS 评分

较术前改善（P＜0.05），术后 MRI 检查示

椎管狭窄已减压，脑脊液流动良好，术后 CT

三维重建示单侧椎板开窗范围；术后 X 线检

查未见腰椎不稳或侧弯畸形。 

结论  三维虚拟精准规划手术路径，显微镜下

经皮微通道单侧椎旁入路双侧减压治疗中央

型腰椎椎管狭窄症疗效确切，能够完成充分

的神经减压，疼痛改善明显；手术精准、创

伤小，能保护椎旁肌肉、关节突关节、棘突

与韧带；减少住院时间，保留腰椎活动度又

能兼顾稳定性。 

 
 
OR-075 

椎旁肌间隙入路治疗胸腰椎椎旁肿瘤 35 例报

告 
 

奚健 丁锡平 黄鹤 彭仁君 姜冰 袁贤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专业组 410008 

 

目的  探讨椎旁肌间隙入路治疗胸腰椎椎旁肿

瘤的方法与疗效。 

方法  自 2011 年 8 月至 2016 年 2 月，本手

术组行椎旁肌间隙入路治疗 35 例胸腰椎椎旁

肿瘤。 

结果  35 例肿瘤位于胸椎 13 例，腰椎 22

例，直径 1.5 厘米~13.6 厘米，肿瘤全部切除

32 例，部分切除 3 例（2 例神经节细胞瘤，1

例神经内分泌肿瘤）。肿瘤病理：神经鞘瘤 3

3 例，神经节细胞瘤 9 例，神经内分泌肿瘤:3

例。术后患者平均住院时间 5.6 天。术后患者

出现局部脑脊液囊肿 2 例。术后起源神经分

布区麻木 31 例。一过性胸腔积液 9 例。无其

他并发症发生。 

结论  胸腰椎椎旁神经源性肿瘤应用椎旁肌间

隙入路可以安全有效的全部切除，无需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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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术后恢复快。传统后正中入路应该尽量 

避免使用来治疗这一类型肿瘤。 

 
 
OR-076 

貌似椎管内肿瘤的脱垂游离型腰椎间盘突出

症的诊断和治疗 
 

于涛 王振宇 马长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分析貌似椎管内肿瘤的脱垂游离型腰椎

间盘突出症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以提高本

病诊断水平。探讨其治疗方法和措施。 

方法  回顾 2012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期间

的 18 例被脊柱外科误诊为椎管内肿瘤转入北

医三院神经外科治疗的脱垂游离型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病史、发病特

点、病程、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征，分析发

生误诊的原因，归纳出两类疾病的各自特征

及鉴别要点和方法。 

结果  18 例患者皆接受手术治疗，1 例术中见

肿瘤组织为游离变性的髓核，由硬膜囊腹侧

突破进入蛛网膜下腔，另 17 例术中见硬膜囊

外髓核组织游离 ,周围大量炎性肉芽组织包

裹。18 例患者术后病理检查均为髓核组织。 

结论  椎管内肿瘤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史、

疼痛特点以及临床表现有较为明显不同，经

过细致的病史采集和神经系统检查，两者是

可以鉴别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中游离髓核脱

出时间较长后，容易被炎性肉芽组织包裹或

侵蚀，导致影像学尤其是 MRI 上信号与椎间

盘信号差异较大,与椎管内肿瘤鉴别时应考虑

到游离型椎间盘突出症的可能性，以尽量避

免误诊误治。 

 
 
OR-077 

颅脑损伤合并颈椎管颈髓损伤的早期诊治体

会 
 

刘俊 程祖珏 肖爵贤 沈亚徐 吕世刚 祝新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首诊高空坠落、车祸等突发强暴力因素

引起的颅脑损伤时，容易漏诊脊柱脊髓的损

伤，原因在于脊柱脊髓损伤的症状及体征往

往被颅脑损伤的症状和体征掩。当合并有颈

椎颈脊髓损伤时，会出现四肢运动感觉障碍

而且还影响心肺功能，伤残率极高、死亡率

也高。因此探讨颅脑损伤合并颈椎颈脊髓损 

伤患者的早期诊断与治疗，以期提高治疗效 

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科 2009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颅脑外伤合并颈椎管颈脊髓损伤病患的

诊疗过程，共计 87 例。依据不同的病情个体

化治疗：针对颅脑损伤本组 23 例急诊开颅血

肿清除和或去骨瓣减压术、8 例急诊开放性颅

脑损伤清创术、12 例急诊钻孔引流手术治

疗，术后予以止血、脱水降颅压、预防癫痫

和感染、保护脑功能等治疗。疑颈部损伤即

予以颈托外固定，根据损伤节段及脊髓受损

情况，49 例急诊椎管减压手术，其中头颈同

期手术 15 例，待颅脑情况稳定后再行颈部手

术 18 例；56 例采取螺钉、钢板、cage 等材

料进行复位固定。损伤后 8 内就诊且明确脊

髓损伤者予以甲强龙冲击治疗，用法为 30mg

/kg 采用静脉输液方式 15min 内输入，间隔 4

5min 后再以 5.4mg/kg/h 采用微量泵维持 23

h，术后以长疗程神经节苷脂、奥美拉唑等治

疗，稳定后均行高压氧等康复治疗。 

结果  出院时根据格拉斯哥预后评定患者恢复

情况：I 级 0 例、II 级 2 例、III 级 10 例、IV

级 34 级、V 级 41 例。 

结论  要重视颅脑损伤合并颈椎颈髓的救治，

情况允许应尽早行颈部 CT、MRI 或床边 X 线

摄片检查明确脊髓损伤情况，将药物治疗、

手术治疗、高压氧及其他有效治疗方法结合

起来，这样能够显著提高临床诊疗效果。 

 
 
OR-078 

多节段颈椎病前后路术式对缓解根性症状的

疗效分析 
 

贾云峰 高海亮 张远征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716000 

 

目的 分析颈前路椎间盘切除术减压植骨融合

术（ACDF）和颈后路椎板成形术（PCL）治

疗多节段颈椎病对缓解根性症状的临床疗

效。 

方法 前路手术共 63 例，包括单节段单纯椎间

盘切除+cage 内固定 18 例，两节段椎间盘切

除+cage 内固定 28 例，三节段椎间盘切除+c

age 内固定 4 例，一节段椎体切除+椎间盘切

除 9 例，两节段椎体次全切+椎间盘切除 4

例。后路手术 22 例，包括颈椎“高架桥”式椎

管扩大成型 16 例，椎板切除+内固定 6 例。

术前术后分别进行：JOA 评分及 JOA 改善

率，VAS(VisualAnalogue Scale/Score 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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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评分法)着重评价患者疼痛程度及其减轻

与否情况， NDI(Neck disability Index 颈部活

动障碍指数)评价因存在颈部疼痛而影响肢体

及日常活动功能。Nurick 分级评价脊髓功

能。将数据以 Excel 表格形式导入统计软件 S

PSS 17.0 中，设置统计概率 P<0.05 有统计

学意义。 

结果 不管前路或后路手术，手术后临床功 

能均有不同程度改善。比较前、后两组之间

术前术后 JOA 评分及其改善率，没有明显差

异。在评价疼痛指标如 NDI、VAS 方面，经

非参数秩和检验，结果显示，前路组术后得

分与术前比较显著降低，且有统计学意义，P

<0.001。提示前路手术对于缓解疼痛有较好

疗效；而后路组术后得分与术前相比无统计

学差异，提示后路手术对于缓解疼痛可能效

果不佳。 

结论 在前后路手术均适合的情况下，选择前

路可能在改善患者根性症状方面优于后路。 

 
 
OR-079 

单纯颈 1-2 固定治疗合并寰枕融合的 Chiari

畸形 
 

乔广宇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853 

 

目的   探讨采用单纯后路颈 1-2 钉棒内固定治

疗合并寰枕融合而无寰枢椎脱位的 Chiari 畸

形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 1 月－2016 年 5 月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采取单纯后路颈 1-2

钉棒内固定治疗合并寰枕融合无寰枢脱位的

Chiari 畸形 23 例，采用日本骨科协会（JO

A）评分，术后 Odom 评级和影像学数据评价

神经功能及小脑扁桃体下疝改善程度。 

结果  本组病例平均 JOA 评分从术前 10.12±3.

24 增至术后 15.89±1.11（P=0.02）；术后 O

dom 评级：优 7（30.43%），良 12 例（52.1

7%），可 4 例（17.39%），差 0 例。术前小

脑扁桃体下疝长度平均为（2.12±1.14）cm，

术后缩至（0.55±0.85）cm（P=0.03）。 

 结论  对于合并寰枕融合无寰枢脱位的 Chiari

畸形，单纯后路内固定术治疗可有效改善小

脑扁桃体下疝，可作为此类患者的一种外科

治疗选择。 

 
 
 

OR-080 

Chiari 畸形手术失败病例分析及再手术体会 
 

范涛 赵海军 赵新岗 盖起飞 梁聪 王寅千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目的  枕下减压手术是治疗 Chiari 畸形的有效

方法，但是许多神经外科医师对枕下减压的

理解和应用各不相同，同是枕下减压，却各

不相同，比如单纯的骨性减压、硬脊膜下减

压和蛛网膜下减压。20%-30%的 Chiari 畸形

会合并颅底凹陷，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枕下

减压不仅不能起到治疗作用，还会带来灾难

性的后果。本文通过对 chiari 畸形手术失败病

例的分析和再次翻修手术经验的总结，探讨

了 Chiari 畸形有效枕下减压手术的关键，以

及 Chiari 畸形合并其他寰枕畸形时的手术处

理原则。 

方法  本文回顾性分析了从 2008 年 9 月至 20

15 年 12 月，我们翻修过的 41 例 chiari 畸形

手术失败病例。这些病人都曾经在外院经过

一次甚至多次枕下减压手术，因术后临床症

状进一步加重，脊髓空洞没有改善，而再次

手术。其中，男 17 例；女 24 例；平均年

龄：42.67 岁；其中首次手术失败 34 例；两

次手术均失败 5 例，三次手术均失败 2 例。

我们根据前一次手术的方式以及对翻修手术

前枕大孔区 MRI 及 MRI-Cine 的分析及评

估，选择重新做单纯枕下减压术 9 例；枕下

减压结合枕颈固定手术 16 例；脊髓空洞-胸

腔分流手术 10 例。 

结果  在单纯枕下减压翻修手术 3 例中，手术

后病人临床症状均得到一定程度改善，脊髓

空洞较小率 100%；在枕下减压结合枕颈固定

手术 30 例中，术后有 2 例临床症状和脊髓空

洞没有变化；8 例脊髓空洞-胸腔分流手术

后，脊髓空洞减小和临床症状改善率 100%。

在所有 41 例翻修手术中，术后脊髓空洞减小

和临床改善率为 93.7%。无加重、感染及死

亡病例。 

结论  虽然治疗 Chiari 畸形的枕下减压手术方

式各有不同，但是，疏通枕大孔区和ＩＶ脑

室底脑脊液循环是有效枕下减压手术的关

键。当 Chiari 畸形合并颅底凹陷时，单纯的

枕下减压术，非但不能起到治疗作用，还会

给患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时应该根据颅

底凹陷的类型和程度选择适当的枕下减压、

寰枢椎复位及枕颈融合术。术后枕骨大孔区

的粘连和脑脊液循环障碍是造成枕下减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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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失败的主要原因，翻修手术以恢复枕大孔

区脑脊液循环为主要目的，当由于局部粘连

严重，无法再次手术恢复脑脊液循环时，采

用脊髓空洞-胸腔分流手术可有效重建脊髓空

洞内脑脊液循环，使脊髓空洞减小、临床症

状得以改善。术前 MRI 脑脊液电影评估和枕

大孔区三维 CT 重建确定是否合并颅底凹陷及

寰枢椎脱位，对选择哪一种翻修手术至关重

要。 

 
 
OR-081 
Long-Term Outcomes After Small-Bone-
Window Posterior Fossa Decompression 
and Duraplasty in Adults with Chiari Malf
ormation Type I. 
 
Xu Yulun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Background  Small-bone-window posterior f
ossa decompression with duraplasty is one o
f the popular surgical options for Chiari malfo
rmation type I, but its efficacy is controversial
 and the risk factors of clinical outcome rema
in unclear. 
Methods  The study cohort included 152 pat
ients with Chiari malformation type I who rec
eived small-bone-window posterior fossa de
compression at 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8 to September 2009. All patien
ts underwent combined surgical procedures: 
a small-bone-window suboccipital decompre
ssion (diameter, 2.5-3 cm) and a C1 laminec
tomy (1.5- to 2-cm wide) followed by a durap
lasty with an autologous graft. Clinical manif
estations, radiologic features, and follow-up 
data during a 6-year span were analyzed. Ri
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outcome were inv
estigated by the use of χ(2) analysis and logi
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average follow-up duration wa
s 74 months. Symptoms were improved in 1
26 patients (82.9%), remained stable in 21 p
atients (13.8%), and deteriorated in 5 patient
s (3.3%). There was no mortality. Postoperat
iv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cans were
 available for all patients. Preoperatively, 112
 patients were associated with syringomyelia,
 and the follow-up magnetic resonance imag
es showed obvious reduction of syringomyeli
a in 73 patients (65.2%) and no significant c
hange in 39 patients (34.8%). In addition, enl
argement of the cistern magna was observe

d in 92 patients (85.2%). Regression analysi
s indicates preoperative motor dysfunction, b
rainstem herniation and basilar invagination 
may influence the clinical outcome (P <  
0.05). 
Conclusions  Small-bone-window posterior 
fossa decompression with duraplasty is an ef
fective and safe treatment option with a low 
complication rate. Motor dysfunction, brainst
em herniation, and basilar invagination are p
redictors of poor clinical prognosis. 
 
 
OR-082 

难复性寰枢椎脱位及颅底凹陷复位治疗新技

术 
 

余新光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853 

 

目的  介绍一种采用 C1-2 钉棒系统对难复性

寰枢椎脱位和颅底陷入复位的技术。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6 月至 2014 年 12

月采用 C1 侧块 C2 椎弓根/峡部螺钉钛棒技术

复位的 210 例此类患者，包括 130 名女性、8

0 名男性，平均年龄 32 岁，主要临床特征是

肢体力弱、颈部活动受限以及感觉异常。 

结果  1 例死亡，3 例失访，其余 206 例平均

随访时间 35 个月。随访病例中，190 例（92.

2%）复位满意，术后无脑干脊髓压迫，16 例

（7.8%）复位程度小于 50%,术后仍有部分压

迫，二期行前路减压术；其中 203 例实现骨

性融合，3 例未有明显融合（二期行植骨融合

术）；JOA 评分从术前的 11.3 提高到 15.8，

其中 204 例神经功能明显改善，1 例无变

化，1 例加重。 

结论  C1-2 螺钉钛棒系统可以实现对难复性

寰枢椎脱位及颅底陷入的有效复位及固定融

合，能有效纠正枕颈部力线不良，对于多数

患者可避免前路手术。 

 
 
OR-083 

颅颈交界区畸形 1338 例临床总结 
 

黄思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 610041 

 

目的 探讨不同术式治疗颅颈交界区畸形的疗

效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

自 200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手术治疗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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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例颅颈交界区畸形的临床资料。Chiari 畸

形 I 型 891 例，其中 96%合并脊髓空洞；Chi

ari 畸形 II 型 128 例，100%合并脊髓空洞；

寰枢椎脱位合并或不合并 Chiari 畸形 I 型 319

例，其中 60%合并脊髓空洞。Chiari 畸形合

并脊髓空洞的手术方法：2006—2011 年，后

颅凹减压+小脑扁桃体切除+枕大池成型术（P

FDTD）（100%）。2012—2013 年 1、PFD

TD（小脑扁桃体下移 1CM 以上）2、后颅凹

减压+枕大池成型术（硬脊膜全层切开蛛网膜

保留或硬膜外层切开术）（PFD）（小脑扁

桃体下移 1CM 以内） 3、脊髓空洞分流术

（SSS）（小脑扁桃体下移 5MM 以内） 。2

013—2015 年 1、PFD，2、SSS。2015--

至：1、PFD（92%），2、枕下减压＋脊髓

空洞分流术（PFD+SSS）（6%）3、SSS

（2%）寰枢椎脱位合并或不合并 Chiari 畸形

I 型 319 的手术方法：1、枕颈后外侧入路齿

状突切除枕颈内固定植骨融合术（2006--201

0），2、枕颈后正中入路齿状突复位枕颈内

固定植骨融合术（2008—至今）。 

结果 PFDTD、PFD、PFD+SSS、SSS 组在

性别、年龄、病程、临床表现等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出院时 PFDTD 组症状消失或改善 4

42 例（83.7%）与 PFD 组（232 例，81.

4%）相比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40）。P

FDTD 组随访 418 例，随访时间 7.1±2.4 年，

PFD 组随访 243 例，随访时间 2.6±1.3 年，P

FDTD 组（80.1%）与 PFD 组（78.2%）在

远期疗效上也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6

1）。PFDTD 组 334 例术后 3 月或 3 月以上

复查 MRI，脊髓空洞缩小≥50%有 289 例（86.

5%），PFD 组 215 例复查 MRI，脊髓空洞缩

小≥50%有 182 例（84.7%），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差异（P=0.54）。 

结论 小脑扁桃体切除在近期和远期疗效上并

不显著优于单纯 PFD，然而脑脊液相关并发

症发生率却显著高于 PFD，部分病人甚至发

生危及生命并发症如小脑水肿及小脑血肿

等。故 PFD 是治疗 Arnold-Chiari 畸形并脊髓

空洞症安全有效的术式， Chiari 畸形患者应

首选单纯 PFD。 

 
 
OR-084 

后路复位内固定技术治疗寰枕畸形伴脱位 55

0 例临床观察 
 

姬西团 赵东升 孙刚锋 黄刚 章薇 王正君 汪仁聪 费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单纯后路减压，术中复位及内固定 

治疗寰枢椎脱位临床效果 

方法  2008 年 2 月至 2015 年 10 月，收治各

类寰枕畸形伴关节脱位 550 例，术前利用动

力位 X 线、三维 CT 及 MRI 进行影像学测量

及评估，判断关节脱位及延髓受压程度，JO

A 评分评价颈髓功能。测量肺功能、血气分

析、骨密度及经颅多普勒超声综合评估病

情。根据 C1、C2 发育情况分别采用 C1-C2

椎弓根螺钉技术 42 例，C2 椎弓根-枕骨螺钉

技术 508 例。术中向前下推压 C2 棘突或通过

C2 椎弓根及枕骨螺钉间隙撑开，将齿状突向

前、下复位达到恢复齿状突与 C1 前弓的解剖

关系。 

结果  504 例随访 6 月～7 年，46 例失访。41

9 例术后症状改善；22 例术后无变化；7 例术

后加重。其中术后 3 例症状缓解后，再次出

现肌张力增高，影像学检查见延髓及颈髓腹

侧受压明显，随后行内镜下经鼻蝶齿状突磨

除，术后肌张力减低，影像学检查见脊髓受

压缓解。术前合并脊髓空洞者 209 例，术后

空洞消失或缩小 152 例；各项影像学测量指

标均明显好转（P<0.01），JOA 评分明显改

善（P<0.01）。手术并发症：死亡 4 例（1

例术后因颅内及肺部感染；2 例术后肺功能进

行性加重致呼吸衰竭；1 例术后脑干及小脑梗

塞）。1 例 5 岁患儿术后 3 月枕骨螺钉松动脱

落，给予取出后行 Halo-vest 支架固定。1 例

患者因骨质疏松术后半年枕骨 1 枚螺钉松动

从皮肤漏出给予取出，查 CT 见第 2 枚螺钉固

定稳妥，随后对于骨质疏松病人枕骨板均给

予加固，再未发生螺钉脱落。15 例术后半年

复查 CT 见骨性融合不良，人工骨吸收。2 例

术后并发喉头水肿给予气管切开，3 周后封闭

气管切开处，恢复良好。近来对固定后病

人，改进术中体位、延迟拔除气管插管，再

未发生喉头水肿事件。另外，对脊髓及延髓

压迫导致功能受损严重者，术前应作骨性牵

引，牵引时程根据其功能改善而定，从而避

免了术后呼吸功能衰竭的发生。 

结论  单纯后路减压+复位内固定技术是治疗

寰枢关节脱位简单有效、相对安全的方法，

应作为首选。然而，不同病例选择手术方案

时，要考虑到再次行前入路手术的可能性及

其手术并发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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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5 

颅颈交界区失稳的手术治疗 
 

李美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各种原因引起得颅颈交界区不稳定

的外科处理。  

方法  收集我科手术治疗的不同原因引起的颅

颈交界区失稳病例共 12 例，其中颅颈交界区

畸形 6 例，肿瘤 4 例，外伤 2 例。根据失稳

原因分别采用枕颈或寰枢椎融合。对复位情

况、肿瘤切除情况、术后并发症，以及病人

术前、术后和治疗结束后的神经系统功能进

行评估，对手术技巧进行讨论。  

结果  颅颈交界区畸形病例除 1 例复位欠佳

外，其余均复位满意。肿瘤和外伤引起失稳

病例均固定满意。无相关手术并发症。手术

后神经功能均恢复满意。  

结论  颅颈交界区失稳病例在神经外科临床越

来越常见，根据失稳原因采用个性化固 

定，可获满意疗效。 

 
 
OR-086 

寰枢关节复位并后路固定植骨融合术治疗难

复性寰枢关节脱位 
 

陈军 李爱民 周辉 吴海滨 江伟 颜士卫 李宁 陈震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借助于后路椎弓根螺钉经 C1、C2

侧块关节固定、颗粒状松质骨植骨行寰枢关

节融合治疗难复性寰枢关节脱位的手术治疗

方法。 

方法 从 2001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收治难复

性寰枢关节脱位的患者，男 10 例，女 7 例;年

龄 7～63 岁，平均 32 岁。其中寰椎枕骨化畸

形 10 例，外伤致齿突骨折畸形 5 例，寰椎横

韧带松弛 5 例。均有脊髓病或脊髓损伤的症

状、体征，经 CT 三维重建及 MRI 明确诊

断。手术方法：仰卧位经口插管麻醉，颅骨

可靠牵引，手术台边透视见寰枢关节复位不

满意者经口咽入路的松解复位术，做咽后壁

正中纵切口，分开软组织，显露枢椎椎体的

前面。横断前纵韧带、颈长肌、头长肌。将

寰椎前弓的下 1/2 咬除，用刮勺和椎板咬骨钳

切断侧块关节内的粘连组织，并沿齿突两侧

切断翼状韧带和齿突尖韧带，将齿突尖向前

下方撬拨，使寰枢关节充分复位；后方固定

时持续牵引改为俯卧位，寰椎枕骨化畸形患

者寰枢侧块钉板固定和借助于枢椎椎弓根螺

钉的枕颈固定，用由椎弓根螺钉和枕颈固定

板组成的枕颈固定器，沿枢椎椎弓峡部的纵

轴安置椎弓根螺钉，将枕颈固定板预弯后固

定于枕骨，用螺母锁定固定板与椎弓根钉的

过程中，利用固定板的曲度，使寰枢关节充

分复位；齿突骨折畸形经寰枢侧块关节螺钉

固定；所有患者从左髂后掏取约 20g 松质

骨，剪成颗粒状，置于枕骨和枢椎后弓的表

面，压实；皮内缝合无须拆线；术中出血 10

0ml~200ml，无须输血；术后不用外固定。 

结果 全部病例术后一周出院，CT 三维重建及

MRI 复查均获得解剖复位。功能评价为优 15

例，良 2 例。无手术中损伤脊髓和椎动脉的

病例。15 例获得了随访，均获得了骨性融

合。没有神经、血管损伤和断钉、断板的病

例。 

结论 使用枢椎椎弓根螺钉和枕颈固定板的枕

颈固定器不仅有可靠的、短节段固定作用，

而且便于寰枢关节复位；后路坚强内固定及

植骨融合，对难复性寰枢关节脱位有良好的

治疗效果；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OR-087 

超声刀在椎管脂肪瘤手术的应用 
 

叶桓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分析总结超吸刀在椎管脂肪瘤切除手术

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至 2016 年我科收

治的 12 例椎管脂肪瘤，年龄 5 月-10 岁，脊

髓 MRI 均提示：椎管内脂肪瘤，部分合并椎

板裂，并与皮下脂肪瘤相连。均行手术显微

镜下椎管脂肪瘤切除术，术中均采用了超吸

刀切除椎管内脂肪瘤。手术方法：静吸复合

全麻下，患儿取俯卧位，术野常规消毒铺

巾，打开椎板后，在手术显微镜下，运用超

声吸引刀切除脂肪瘤，充分切除瘤体、解除

脊髓压迫后，逐层关闭切口，并加压包扎。

术后导尿管留置一周，俯卧至少三周。 

结果  患儿术后恢复良好，无一例出现切口感

染、脑脊液漏、神经损伤等并发症，经过随

访（至少 3 月-18 月），原有神经功能损害者

未出现症状加重表现并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结论  超吸刀在椎管脂肪瘤切除术中具有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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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切除椎板内瘤体，又可以不损伤神经、

保留神经功能的优点，值得推广。 

 
 
OR-088 

儿童颅内巨大肿瘤的临床病理特点及显微手

术治疗体会 
 

郭付有 郭孟果 李天豪 宋来君 刘献志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儿童颅内巨大肿瘤的临床特点、显

微手术治疗技巧及随访疗效。 

方法  对 2010 年 1 月-2016 年 2 月经本人 

显微手术治疗的 60 例儿童巨大颅内肿瘤患者

（肿瘤直径?35cm）进行回顾性分析。本组

男性患儿 32 例：女性 28 例，患儿年龄 6 个

月-14 岁。临床表现：头痛 49 例，呕吐 45

例，走路不稳 31 例，视力下降 7 例，肢体瘫

痪 5 例，头围增大 4 例，症状性癫痫 3 例，

少见症状包括：尿崩、精神萎靡、歪头、吞

咽困难及异常哭闹等。肿瘤部位：小脑半

球、小脑蚓部及四脑室,脑干 42 例，侧脑室三

角区 4 例，鞍区及三脑室 5 例，右侧桥小脑

角 2 例，左额颞顶 2 例，右额颞顶 2 例，右

顶枕 1 例，基底节及丘脑 2 例。肿瘤病理类

型：髓母细胞瘤 18 例，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

8 例，星形细胞瘤及星形-少突胶质瘤（II 级）

6 例，星形细胞瘤 III 级 1 例，室管膜瘤 II 级

及间变性室管膜瘤 8 例，颅咽管瘤 5 例，神

经节细胞瘤 2 例，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PNE

T)3 例，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 1 例，胶

质肉瘤 1 例，非典型畸胎样/横纹肌样瘤(AT/

RT)1 例，脑膜瘤 1 例，脉络丛乳头状瘤 3

例，脉络丛癌 1 例，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

皮性肿瘤 1 例。术前合并梗阻性脑积水 52

例，首次手术 57 例，二次手术 3 例。术中输

血 100-1900ml，平均输血 240ml。手术入路

依据肿瘤部位采取个体化治疗。 

结果  依据术后复查增强 MRI 显示肿瘤全切 4

6 例，全切率 77%，次全切除 14 例（2

3%），本组无手术死亡患者；术前合并梗阻

性脑积水患者 47 例脑积水好转或稳定，本组

脑积水缓解率高达 90%，仅 5 例患者需二期

行 V-P 分流术；本组儿童巨大颅内肿瘤患者

病理类型：恶性肿瘤 51 例，占 85%，最常见

病理类型为髓母细胞瘤；依次为毛细胞型星

形细胞瘤、室管膜瘤、PNET、神经节细胞

瘤，最少见的病理类型：胶质肉瘤、AT/RT

及脉络丛癌。良性肿瘤 9 例，占 15%，病理

类型依次为：颅咽管瘤、脉络丛乳头状瘤、

脑膜瘤。术后临床症状改善 52 例，术后皮下

积液 14 例，新增神经功能废损症状包括：饮

食呛咳 2 例，外展神经损伤 1 例，缄默症 2

例，肺部感染 2 例。随访 54 例，失访 6 例，

随访时间 1 月-72 月，平均 32 个月，其中 1

年内引起患儿死亡的肿瘤主要是 PNET, AT/R

T 及胶质肉瘤。 

结论  显微手术是切除儿童颅内巨大肿瘤安全

有效的治疗手段，显微手术技巧的提高有助

于提高肿瘤全切率，降低死亡率，其预后主

要与肿瘤病理类型密切相关。 

 
 
OR-089 

先天性脊髓纵裂畸形的外科治疗 

 
尚爱加 张远征 乔广宇 佟怀宇 潘隆盛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先天性脊髓纵裂畸形（SCM）的外

科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收治的 65 例脊髓纵裂

患者。其中，男性 28 例，女性 37 例。患者

年龄分布 3～46 岁,平均 17 . 2 岁。年龄分

布： 3～12 岁 17 例, 12～18 岁 27 例, 18 岁

以上 21 例。按照 Pang 关于脊髓纵裂的分

型，分为 I 型和 II 型。Ⅰ型为具有骨性分隔的

纵裂畸形，双脊髓分别位于两个硬膜囊内，

本组共 41 例。Ⅱ型膜性分隔的纵裂畸形，双

脊髓共同位于 1 个硬膜囊内，本组 24 例。其

中，纵裂位于胸段 19 例，胸腰段 18 例，腰

段 23 例，腰骶段 5 例。对 41 例 I 型 SCM 患

者均行手术治疗， 24 例 II 型 SCM 中 18 例

行手术治疗，6 例 II 型成人 SCM 症状稳定予

以观察。对于 I 型和 II 型的 SCM 患者采用不

同的手术方式。对 I 型 SCM, 手术要点是去除

脊髓纵裂间的骨性纵膈，同时切除硬膜囊对

脊髓的卡压，尤其应仔细松解纵裂尾侧对脊

髓的卡压。术中切除部分硬膜, 将双硬膜囊缝

合成为一个单硬膜囊，同时行终丝切断术。

对 II 型 SCM 的手术治疗，应分析造成拴系的

原因，对纵裂处有纤维分隔及束带者，手术

切除纤维分隔及束带。对未发现脊髓纵裂处

纤维分隔及束带者，行终丝切断术。 

结果  本组术后随访到手术患者 50 例，随访

时间 3-48 个月（平均 16 个月），根据下肢

感觉、运动、和大小便功能情况，采用 Roy

评分法分别评价术后患者情况。症状明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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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15 例，部分改善 25 例，稳定 9 例，加重

1 例。6 例未手术的 II 型 SCM 患者随访 6 月-

5 年，情况稳定，均无新症状出现。 

结论  先天性脊髓纵裂畸形的外科治疗，应根

据脊髓纵裂畸形的不同类型而采用不同的手

术方式。 I 型 SCM 患者应尽早手术治疗，即

使无症状也建议手术，手术重点是解除骨性

纵膈对脊髓的卡压，同时行终丝切断术。II 型

SCM 患者的手术方式应根据造成脊髓拴系的

原因进行，对影像上在纵裂处有明确分隔或

纤维系带牵拉的患者，手术应切除分隔或松

解纤维系带对脊髓的牵拉；而对无纤维隔卡

压的 II 型 SCM 患者，可行终丝切断术。 

 
 
OR-090 

儿童脊髓栓系综合征手术时机探讨 
 

刘剑钢 刘瑜 钱虎飞 魏嘉 陈若平 

上海市儿童医院神经外科 200000 

 

目的  探寻脊髓栓系综合征的理想手术时机，

寻找脊髓栓系综合征中预防性手术的询证医

学证据。 

方法  本组共 145 例脊髓栓系综合征患儿，就

诊时年龄 1D~13Y，平均年龄 38.62±3.44

M；男性 93 例，女性 52 例，男女比例 1.79:

1；随访时间 24M。手术前按局灶症状、膀胱

和/或直肠症状、运动功能损害症状和其他症

状四大类分别记录。手术后采用问卷调查方

法进行随访：术后 1M、3M、6M、9M、12M

和 24M 均来医院由随访专员进行问卷调查。

按手术后术前症状是否得到改善分成优秀(术

后无症状)、改善、无改善和加重(恶化或添加

新症状)四大类分别记录。 

结果  术前症状中局灶症状 73 例(50.34%)，

膀胱和/或直肠症状 41 例(28.28%)，运动功

能损害症状 21 例(14.48%)，其他症状 10 例

(6.70%)。术后随访中优秀率 59.31%(86/14

5)，改善率 24.14%(35/145)，无改善率 9.6

6%(14/145)，术后加重 10 例(6.90%)。统计

分析显示术前局灶症状者术后优秀率显著高

于术前有症状者(97.26%对 20.83%)。 

结论  脊髓栓系综合征患儿应在出现神经系统

损害症状接受手术，建议在 24M 前完成手

术。鉴于预防性手术安全性高、效果优异，

值得推荐。 

 
 
 

OR-091 
Prediction of high-grade pediatric mening
iomas: MRI features based on T1-weighte
d, T2-weighted and contrast-enhanced T1
-weighted MR images 
 
Li Hao1,2,Cao Yong1,2,Zhao Jizong1,2 

1.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

ty 
2.China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Neuro
logical Diseases 
 

Background  Prediction of high-grade meni
ngiomas before surgery is essential due to it
s aid in determining optimal treatment strate
gie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ad
iological features and malignancy of meningi
omas in pediatric population have not been c
learly demonstrated yet. The aims of this stu
dy are to identify preoperative MRI features 
which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high ri
sk of high-grade pediatric meningiomas.  
Materials and Methods  From 2005 to 2015,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79 pediatric me
ningiomas in terms of preoperative MRI feat
ures and their histopathological diagnosis ac
cording to the 2007 WHO classification syste
m for intracranial tumors. WHO grade II and 
III meningiomas were defined as high-grade 
meningioma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e radiological findings and incidence of high
-grade meningiomas were assessed initially 
with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then corrected b
y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According to univariate analysis, he
terogenous tumor enhancement, unclear tu
mOR-brain interface, tumor cyst, type of dur
al attachment, lateral location, positive capsu
lar enhancement and irregular shape of tum
or were strong predictive factors for high-gra
de meningiomas. When corrected by multiva
riate analysis, unclear tumOR-brain interface
 (P < 0.001; OR: 10.4, 95 % CI: 3.0 – 37.0), l
ateral location (P = 0.014; OR: 4.9, 95 % CI: 
1.4 - 17.6) and narrow-base (P = 0.001; OR: 
8.3, 95 % CI: 2.5 - 27.1) were strong indepe
ndent predictive factors for high-grade menin
giomas.  
Conclusions  In pediatric population, menin
giomas with unclear tumOR-brain interface, l
ateral location and narrow-base on preopera
tive MRI are more likely to be high-grade. Ou
r results may be helpful in decision-making o
f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pediatric meningi
oma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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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92 

儿童 Dandy-walker 畸形治疗的方法，内镜

与分流之间的抉择。 ——23 例 DWM 治疗效

果回顾并文献复习。 
 

伍明 刘景平 张治平 赵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小儿神经外科 410008 

 

Object  本文旨在通过评估不同类型治疗方法

对儿童 Dandy-walker 畸形的疗效，探讨神经

内镜治疗或分流手术的各自适应症。  

Methods  通过回顾 2010-2016 年内在湘雅

医院小儿神经外科进行手术治疗的 23 例不同

类型 Dandy-walker 畸形患儿的病例，其中 1

6 例行分流手术，单纯脑室腹腔分流(VP)8

例，单纯囊肿腹腔分流(CP)5 例，脑室腹腔分

流(VP)+囊肿腹腔分流(CP)3 例。神经内镜手

术 7 例，其中单纯三脑室底造瘘(ETV)2 例，

三脑室底造瘘(ETV)+脑室后颅窝囊肿造瘘(V

CT)4 例，三脑室底造瘘(ETV)+脉络丛烧灼(C

PC)1 例。对上述 23 例病人，术后分别随访 3

月-6 年，复查 CT 或 MRI 以观察颅内结构变

化。  

Results  随访期间内, 12 例分流手术患者有

不同程度的症状缓解或改善，没有再次手

术。有 2 例 VP 分流术后感染，其中 1 例拔除

分流管控制感染后改行脑室心房分流（V

A），1 例颅内感染严重的拔出分流管后，改

做脑室冲洗+双侧脉络丛烧灼。2 例 CP 分流

患者术后症状改善不明显，加做 VP 分流。内

镜手术组 5 例患者症状有改善，1 例 ETV，1

例 ETV+VCT 患者症状改善不明显后期再做

分流手术。VP 或 CP 手术患者脑室或后颅窝

囊肿缩小程度较为明显，内镜手术患者脑室

或后颅窝囊肿回缩程度均较慢，不及分流

组。  

Conclusions  儿童 Dandy-walker 畸形的表

现和颅内结构较为复杂，治疗上对于分流手

术的选择，由于分流术后的并发症较多而逐

渐减少，神经内镜作为治疗 Dandy-walker 畸

形的首选手术方式越来越多的应用于不同类

型 DWM 的治疗中，并且有着与分流手术相

同的治疗效果。 

 
 
OR-093 

156 例儿童视路胶质瘤的临床特点、治疗方

法及预后分析 

 
田永吉 刘玉含 李德岭 李春德 宫剑 马振宇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分析总结我国儿童视路胶质瘤的临床特

征、治疗方法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3 年 4 月至 2015 年 11

月在天坛医院小儿神经外科专业病房收治的 1

56 例视路胶质瘤患者临床资料，通过随访，

分析无进展生存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结果 本组患者平均年龄 6.7 岁（10 月-28

岁），以 Dodge Ⅱ型为主，149 例接受肿瘤

部分或全切除术，随访到的 132 例患者中，

其中 100 例稳定，32 例进展，无进展生存期

平均为 39.4 月（1 月-139 月），肿瘤部位

（是否弥散）及术后是否接受放疗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 ﹤0.01），放疗是影响患儿预

后的唯一因素。合并神经纤维瘤病 1 型（NF-

1）的 4 例，占 2.6%。 

结论 我国儿童视路胶质瘤与国外报道的的临

床特征存在一定差别，弥散型肿瘤患者术后

进展几率较大，肿瘤部分切除术可以有效降

低手术并发症，结合术后放疗可有效控制肿

瘤进展，以及术后监测和调整电解质及内分

泌水平，可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

量。 

 
 
OR-094 

缓发性婴幼儿脑积水手术时机的选择 
 

郑彦 

上海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探讨处于无症状的静止期婴幼儿脑积水

的手术指征和手术时机 

方法  回顾 2011 年-2016 年收治了 15 例经脑

脊液分流手术的缓发性婴幼儿脑积水，依据

手术疗效，症状恢复程度来评判手术的必要

性和手术时机的选择。 

结果  15 例缓发性婴幼儿脑积水分流术后行走

功能、排尿功能明显改善，而智力功能的改

善不令人满意。影像学中脑室都有明显缩

小，SPECT 显示脑血流灌注明显改善。 

结论  缓发性婴幼儿脑积水是有明确病理原因

的一种疾病，但在病程早期，增大的脑室可

能处于功能的静止期，患者症状表达不明

显。成年后的不同时期，患者才逐渐明显地

表达出明显症状。当代偿功能突破极限，脑

组织所受的损伤可能是永久的。所以，综合

患者体质承受力，仔细评估患者的临床症

状，尤其是症状的细微进展，在脑组织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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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偿能力时行是分流手术的最佳时机。 

 
 
OR-095 

小儿第四脑室出口闭锁的神经内镜治疗 

 
关峰 胡志强 黄辉 戴缤 朱广通 毛贝贝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目的  脑室出口闭锁（the Fourth ventricular o

utlet obstruction ，FVOO）是导致梗阻性脑

积水较为少见的原因之一，多数是婴儿或儿

童时期脑室内出血或感染所导致。我科探索

神经内镜的手术方式治疗小儿 FVOO，解除

病因，重建脑脊液循环。 

方法  第四脑室出口膜性闭锁（3 例）行第四

脑室探查及出口膜性闭锁穿通造瘘术；后颅

窝巨大蛛网膜囊肿（13 例）经天幕行侧脑

室、后颅窝囊肿穿通造瘘术＋ETV ；Dandy-

Walker 畸形（12 例）行 ETV 治疗；孤立性

第四脑室（2 例）行中脑导水管成形术＋ETV 

结果  30 例患儿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均得到改

善。30 例患者侧脑室、第四脑室均不同程度

的缩小；18 例第三脑室扩张的患儿中 13 例

第三脑室缩小（附图 3）。内镜术中评估：3

例脑室内侧壁可见颗粒型室管膜炎改变；3 例

第三脑室底异常增厚；5 例在脑室壁上出现含

铁血黄素沉积。随访时间从 0.5～4 年，平均

2.3 年。28 例 ETV 中 22 例有效，手术成功

率 78.6﹪。手术失败的时间：5 例出现在术

后的 6 周内，1 例出现在 6 周以后。所有 ET

V 失败的患儿再次行脑室腹腔分流术。6 例 E

TV 失败患者中 4 例在分流术前行内镜探查,造

瘘口均通畅，基底池无梗阻的迹象。 

结论  神经内镜手术方式是治疗小儿第四脑室

出口闭锁的有效方法。术前评估排除 FVOO

伴有脑脊液吸收功能障碍对保障神经内 

镜手术疗效十分重要。 

 
 
OR-096 

鞍上区生殖细胞肿瘤活检 61 例病理与临床分

析 
 

杨远帆 赵志洪 邓侃 姚勇 颜承睿 朱慧娟 王任直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中枢神经系统生殖细胞肿瘤多见于儿

童，其中约 70%位于松果体区，20%~30%位

于鞍区周围和下丘脑，偶可见于基底节、胼

胝体等部位，少数病例肿瘤随脑脊液播散至

脊髓。大部分颅内生殖细胞肿瘤可以通过典

型影像学特征、脑脊液 β-hCG 升高等特点临

床诊断。由于该类肿瘤大部分对放化疗敏

感，诊断性放疗是目前公认的确诊方式。但

对于鞍区周围的可疑生殖细胞肿瘤，诊断性

放疗可能造成垂体前叶功能障碍引起的儿童

生长发育迟滞，视交叉受损，认知功能下降

等副作用。若能对疑诊生殖细胞肿瘤的患者

进行经蝶活检，则可能获得生殖细胞肿瘤的

病理亚型，从而有针对性地给予适宜的辅助

化疗，以减小放疗剂量，从而减轻鞍区放疗

的副作用。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北京协和医院神经

外科在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收治

的 61 例疑诊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患者。以上绝

大多数患者首先在内分泌科完成垂体功能的

完善评估，以及鞍区动态磁共振成像，脑脊

液 β-hCG、AFP 化验，眼科检查等。其后在

神经外科行经蝶或者开颅手术活检，病理科

完成组织病理和免疫组化分型，之后根据病

理类型转至儿科、肿瘤内科行辅助化疗，再

次完善评估后转放疗科，根据病变范围进行

相应放疗，至完全缓解（脑脊液 β-hCG<2mI

U/ml，影像学肿瘤消失）。其后在内分泌科

长期随访，并给予激素替代治疗。 

结果  在本组鞍区周围生殖细胞肿瘤病例系列

中，56 例患者接受了手术活检，2 位患者分

别因凝血功能异常、鼻腔定植感染未行手

术，其余 3 位患者经术前谈话后放弃活检直

接经验性治疗。该 56 例接受活检的患者中，

除 1 例术中出血多未能取得病理，1 例需第二

次活检明确病理外，其余均确诊生殖细胞肿

瘤。其中单纯生殖细胞瘤 42 例，8 例为混合

生殖细胞瘤，分别为生殖细胞瘤合并成熟畸

胎瘤 1 例、合并滋养细胞 5 例、合并畸胎瘤

伴恶变 1 例、合并绒癌 1 例，其余病理亚型

包括 1 例胚胎癌，3 例精原细胞瘤，1 例不能

明确诊断。并发症方面，术后脑脊液漏需二

次手术修补者 2 例，短暂性视野缺损 1 例。

本位同时对病理进行了丰富的免疫组化研

究，发现 OCT3/4 等阳性结果与发病时肿瘤

大小存在正相关。单纯生殖细胞瘤患者在术

后进行了 EP 方案辅助化疗，其余患者根据病

理亚型接受了相应的辅助治疗方案。 

结论  鞍区生殖细胞肿瘤进行经蝶活检并发症

率较低，可以有效获得病理类型，对于该类

患者的进一步治疗有显著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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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97 

儿童颅内生殖细胞瘤的治疗策略 

 
方陆雄 宋烨 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分析颅内生殖细胞肿瘤的临床特点，以

探讨更为合理的诊治方案。 

方法  对南方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96 例颅内

生殖细胞肿瘤的临床资料，诊治方案，及治

疗结果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松果体区肿瘤以男性为主，鞍区、基底

节区肿瘤无明显性别差异。不同部位的肿

瘤，病理构成基本相同。单纯生殖细胞瘤，

化疗效果良好，诊断性化疗可取代诊断性放

疗。标志物增高的肿瘤多为混合型肿瘤，大

多需手术治疗，新辅助化疗可提高手术安全

性，同时兼顾患者的手术耐受性。总体治疗

结果满意。 

结论  优化各种治疗方法，可改善颅内生殖细

胞肿瘤的治疗效果。 

 
 
OR-098 

鞍区蛛网膜囊肿的诊疗流程及其临床应用 
 

闫伟 蔡锋 吴群 陈高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介绍鞍区蛛网膜囊肿的诊疗流程及其临

床应用。 

方法  通过对 2013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本

医疗组 7 例鞍区蛛网膜囊肿治疗方案及疗效

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报道，介绍鞍区蛛网

膜囊肿的诊疗流程及在神经内镜下治疗鞍区

蛛网膜囊肿的技术要点。 

结果  术后囊肿体积缩小 7 例（100%），视

力缓解率达 100%，头痛缓解 3 例（75%，术

前 4 例），内分泌改善 1 例（50%，术前 2

例）。 

结论  建立鞍区蛛网膜囊肿诊疗的规范流程，

对提高鞍区蛛网膜囊肿的治愈率，减少手术

创伤具有重要作用。 

 
 
OR-099 
Surgical Treatment of Pediatric Brain-ste
m Gliomas 
 
Xue Zhan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dications and su
rgical stragedy of the pediatric brain-stem gli
omas(PBsG).  
Methods  66 cases of pediatric brain-stem gl
ioma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37 males 
and 29 females, the tumors were located in 
pons, midbrain and medulla. Some of the ca
ses were operat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technology,  n
euronavigation system and Fluorescein-guid
ed technology, different approaches were ta
ken to remove the tumors.  
Results  60 cases of the tumors were totally 
or subtotally removed, and the neurological s
ituations of the patients were relatively same
 as or better than those of pre-operation. The
 main complications were hypoproteinemia, 
hyponatremia and infection.  
Conclusion  New equipment and technolog
y such as DTI, neuronavigation and Fluoresc
ein-guided technology were useful for indicat
ion and approaches selection of the PBsG p
atients and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th
e operations. 
 
 
OR-100 
Neuroendoscopic surgery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craniotomy for spontaneous i
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 systematic re
view and meta-analysis 
 
Jia Yanfei1,Quan Zifang2,Liu Dujia1,Wei Naili 3,Feng 
Qian3,Tang Bo3,Zhang Yinian3,Zhang Xuanfen3,Li Q
iang3 

1.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 

2.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
al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3.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Cheng guan District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initial introd
uction of neuroendoscopic (NE) surgery faile
d to yield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traditio
nal craniotomy for the treatment of spontane
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howeve
r, as a result of improvements in NE techniq
ues, several recent papers have demonstrat
ed that NE surgery has promising application
s in ICH treatment.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NE 
surgery with traditional craniotomy surgery fo
r the management of ICH.  
Methodology/Principal Findings  A system
atic search of electronic databases [PubMed,
 The Cochrane Library, China National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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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ge Internet(CNKI), and Wan Fang databa
ses]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related studie
s published between 2006 and 2015. The pr
esent study includ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
rials (RCTs) and observational studies (OSs)
 that were designed to compare a NE proced
ure with craniotomy for the treatment of ICH.
 The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was asse
ssed using the Jadad scale and the Newcast
le-Ottawa Scale (NOS).  
Results  Eighteen studies (4 RCTs and 14 
OSs) with 1771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present stud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
nces in the pooled odds ratios (ORs) betwee
n the NE and craniotomy groups were identif
ied for mortality, functional outcomes, averag
e operating time, hematoma evacuation rate 
and risk of infec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
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CTs and OSs. In a
ddi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f the 
rebleeding rate.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craniotomy, NE
 surgery wa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mor
tality, a better functional outcome, a decreas
ed average operating time, an increased he
matoma evacuation rate and a decreased ris
k of infec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ICH. Theref
ore, NE surgery has numerous advantages c
ompared with cranio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ICH. 
 
 
OR-101 

脑脓肿合并心脏病 9 例临床分析 
 

黄毅 崔高宇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目的  回顾性分析 9 例脑脓肿合并心脏病病

人，探讨脑脓肿疾病谱变化，以及脑脓肿治

疗方案的选择。 

资料与方法  9 例病人均行超声心动图检查确

诊为心脏病，男性 5 例，女性 4 例，年龄 5—

43 岁，平均年龄 18 岁，其中手术 6 例（2 例

行神经导航下定向穿刺活检术，4 例行神经导

航下脓肿显微切除术），未手术 3 例。 

结果  9 例均行脱水、抗感染治疗，手术组均

治愈出院， 未手术组 1 例药物治愈，1 例放

弃治疗，1 例死亡。 

结论  1.脑脓肿疾病谱早已发生改变，脑脓肿

继发于心脏疾病明显增多，我们体会临床上

无明确原发灶的病例应高度怀疑心脏源性，

及时确诊才能得到及时的确定性治疗；2. 应

根据脓肿的部位、大小、分期、囊壁厚度及

全身情况等综合考虑，选择适宜的治疗方

案，神经导航引导下穿刺抽吸、置管引流

术，损伤小，恢复快，应作为治疗的首选 

 
 
OR-102 

24 例外科治疗的低龄儿童癫痫之特点 
 

姚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四医院 361003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4 例外科治疗的 0~3 岁低

龄儿童癫痫临床资料及癫痫控制情况，探讨

外科治疗的低龄儿童癫痫特点。 

方法  2004 年 8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我科实 

施外科治疗的 0~3 岁低龄儿童癫痫患儿，共

24 例，男 14 例，女 10 例，年龄 0.33~3.25

岁，平均年龄为 1.79±1.07 岁，首次发作年

龄为 1 天~2.42 岁，平均年龄为 0.77±0.78

岁，术前病程为 0.10~3.17 年，平均为 1.03±

0.94 年。所有病例术前均行头皮录像脑电图

监测并记录惯常发作、头颅 MRI 检查，通过

术前评估，17 例（71%）获切除或离断手

术，7 例（29%）实施胼胝体切开术。 

结果  本组患儿发作症状学有如下特点：⒈5

8%病例有多种发作形式或混合发作，42%为

单一发作形式；⒉62%发作呈丛集性发作， 3

8%为非丛集性发作；⒊仅 31%临床发作能够

提供定侧和（或）定位信息，69%的发作不

能提供定侧和（或）定位信息。MRI 检查提

示：5 例 MRI 阴性，19 例有病损，其中涉及

双侧半球、或多脑叶、一侧或双侧半球者 12

例，仅 7 例局限于一个脑叶。除 5 例（2

1%）MRI 阴性且未行切除性手术病因不明

外，余 19 例病因分别为：皮质发育畸形 9 例

（35%），缺血性脑损害 5 例（21%），脑

肿瘤 2 例（8%），结节性硬化、海绵状血管

瘤、寄生虫感染各 1 例（4%）。术后 1 例死

亡，23 例随访，随访时间 1～105 月，其中 6

例已停用 AEDs 无发作，对随访大于 3 月的 2

2 例作 Engel 疗效评估，术后 3 月：Ⅰa 14

例（64%），Ⅱ5 例（22%），Ⅲa2 例

（9%），Ⅳ1 例（5%）；术后 1 年：Ⅰa 12

例（67%），Ⅱa1 例（5%），Ⅲa 3 例（1

7%），Ⅳa2 例（11%）；术后 2 年：Ⅰa 10

例（77%），Ⅲa 1 例（7%），Ⅳ2 例（1

6%）；术后 3 年以上Ⅰa 10 例（83%），Ⅰ

b 1 例（8.5%），Ⅳ1 例（8.5%）。 

结论  首先，低龄儿童癫痫外科治疗效果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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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且随做随访时间延长，癫痫控制率不仅

无降低，且升高，此与其他年龄组不同。其

次，此年龄组发作症状学、病因学及 MRI 表

现与其他年龄组也有所不同同，利用此特点

采用发作期 PET、影像学后处理、颅内电极

等方式，多数患者仍可获得切除或离断手

术。 

 
 
OR-103 

三脑室底造瘘术联合脉络丛烧灼术治疗小儿

脑积水 
 

董志强 李强 李峤 杨强 杨文珍 高振山 潘亚文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三脑室底造瘘术（ETV）联合部分

脉络丛烧灼术（CPC）治疗婴幼儿脑积水的

手术技巧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脑科医院应用神经内镜治

疗的 5 名脑积水患儿的临床资料及手术效

果，5 名患儿中先天性梗阻性脑积水患儿 4

例，感染后脑积水 1 例，均行 ETV+CPC。

术后常规随访，复查头颅 MRI，测量头围。 

结果  术后 3 名患儿颅内高压症状缓解，随访

中复查头颅 MRI 显示脑室系统较术前缩小，

测量头围无继续增大。2 名患儿术后颅内高压

症状未缓解，其中 1 例患儿于术后一月行脑

室-腹腔分流术（V-P 分流术），另 1 例患儿

因术后严重颅高压，双侧硬膜下积液行双侧

硬膜下积液锥颅引流术，随访中患儿家属放

弃治疗。 

结论  三脑室底造瘘术联合部分脉络丛烧灼术

治疗婴幼儿脑积水有一定的手术疗效。 

 
 
OR-104 

肿瘤标记物阳性的鞍区生殖细胞肿瘤的非手

术治疗 

 
蔡林波 赖名耀 李娟 周江芬 山常国 洪伟平 甄俊杰 王

立超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2015 年柳叶刀肿瘤杂志有关颅内生殖

细胞肿瘤诊疗共识指出结合影像学及血清和

脑脊液肿瘤标志物升高，不需手术活检即可

作出颅内生殖细胞肿瘤的诊断，并强调非生

殖性生殖细胞瘤患者应接受放化疗以增加治

愈机会。本文回顾性分析血清和脑脊液 β-HC

G 和（或）AFP 阳性的鞍区生殖细胞肿瘤放

化疗为主非手术治疗疗效。  

方法  2009~2015 年我科收治 15 例血清和脑

脊液 β-HCG 和（或） AFP 升高鞍区生殖细

胞肿瘤患者。男 11 例，女 4 例，中位年龄 2

0 岁。14 例尿崩，4 例视力下降，2 例视野缺

损，3 例视力下降伴视野缺损；15 例皮质醇

功能低，13 例甲状腺功能低；2 例血清 AFP

阳性，4 例血清 β-HCG 阳性，3 例脑脊液 β-

HCG 阳性，1 例血清及脑脊液 AFP 阳性，5

例血清及脑脊液 β-HCG 阳性；鞍区 7 例，鞍

区及鞍上 2 例，鞍区及松果体区 3 例，鞍区

伴颅内播散 3 例；所有患者根据影像学及升

高肿瘤标志物临床确诊。采用放疗联合化疗

治疗非手术治，11 例局部照射野+全中枢放

疗，4 例全中枢+局部照射野放疗，其中 5 例

对放疗后残留病灶行 SRS 推量，全中枢剂量

23.4~36Gy，局部剂量 20~24Gy，SRS 推量

10Gy；放疗后 1 月行 BEP 方案化疗，中位疗

程数 5（1~6 程）。  

结果  截止 2016 年 3 月全部随访，中位随访

时间 52 月(5~78 月）；6 例视力好转，5 例

视野改善；15 例均需激素替代治疗；治疗后

1 月血清肿瘤标志均降至阴性；治疗后 3 个月

MRI 评价，10 例 CR（7 例为 β-HCG 轻度升

高），5 例 PR；随访期内 4 例死亡，2 例因

肿瘤复发，1 例因肺部感染，1 例原因不明。

中位 OS67 月，4y-OS 75%。 

结论  鞍区 β-HCG 和（或）AFP 升高生殖细

胞肿瘤可首选放化疗为主的非手术治疗，单

纯 β-HCG 轻度增高患者疗效好，并强调治疗

前、中、后内分泌功能评估及激素替代治

疗。本组病例数较少还需进一步观察和随

访。  

 
 
OR-105 

胼胝体切开术治疗难治性癫痫 137 例分析 
 

杨朋范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胼胝体切开术在控制癫痫全面性发

作中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入选病例为我科 2004 年 1 月至 2014

年 4 月收治的难治性癫痫患者，经影像学及

反复脑电图检查比较后，排除可手术切除的

致痫灶。发作类型有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

（41 例）、全面性强直发作（38 例）及失张

力发作（58 例）。75 例行胼胝体前 2/3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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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60 例行前 3/4 切开，2 例行胼胝体全段

切开。 

结果  所有患者至最后随访，均需服用抗癫痫

药物。行胼胝体切开术的患者中，发作类型

属于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的 41 例患者，其

中 37 例（90.2％）发作频率减少 50％以上，

31 例（75.6％）发作频率减少 80％以上。全

面性强直发作的 38 例患者，其中 34 例（89.

5％）发作频率减少 50％以上，30 例（78.

9％）发作频率减少 80％以上。失张力跌倒

发作的 58 例患者，其中 53 例（91.4％）发

作频率减少 50％以上，50 例（86.2％）发作

频率减少 80％以上。围手术期没有临床死

亡。33 例患者术后发生缄默症状，25 例在术

后 2 周内，8 例在 3 周后恢复。13 例出现左

侧肢体轻偏瘫，自主活动减少，均在 3 周内

症状消失。18 例手术 3-6 天出现小便失禁，

均在 2 周内恢复。肺炎 3 例，硬脑膜外血肿

需手术清除 1 例，头皮切口感染 3 例。未见

长期并发症患者。 

结论  胼胝体切开术能有效减少癫痫全面性发

作患者术后的发作频率，尤其是对失张力跌

倒发作的患者，其效果更佳。 

 
 
OR-106 

髓过氧化物酶有望成为癫痫的分子影像与治

疗靶点 
 

张祎年 潘亚文 张新定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 M

PO)是否参与癫痫的发生，并通过分子影像学

手段无创性活体检测癫痫小鼠体内的炎性变

化情况。 

方法  通过腹腔注射匹罗卡品诱导小鼠癫痫模

型。应用 SPECT-CT 成像系统动态追踪癫痫

小鼠脑内 MPO 变化活性，应用放射自显影术

离体对小鼠脑内 MPO 活性进行定量分析。除

此之外，使用 MPO 特异性的抑制剂--4-氨基

苯甲酰肼(ABAH)治疗癫痫，并通过 Timm 染

色进一步明确小鼠海马内苔藓纤维出芽的情

况。使用 Student’s t-test、单因素方差分

析、Mann-Whitney 及 Kruskal-Wallis tests 

统计分析数据，P<0.05 认为存在统计学差

异。  

结果  SPECT-CT 结合特异性的 MPO 分子 

影像探针可无创性检测癫痫小鼠脑内 MPO 活

性，相对于假诱导组，癫痫发生后小鼠大脑

内 MPO 活性明显升高，使用 ABAH 治疗的

小鼠脑内 MPO 活性明显降低(P=0.03)，离体

放射自显影术及 MPO 酶活性测定亦证实 MP

O 活性降低。给予 ABAH 抑制 MPO 活性

后，苔藓纤维出芽亦明显减少(P=0.003)。  

结论  通过 SPECT-CT 结合特异性的分子探

针可活体追踪小鼠脑内 MPO 活性。MPO 在

癫痫发生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作为

癫痫成像和靶向治疗的分子标记物。 

 
 
OR-107 

切除性手术联合胼胝体切开术治疗症状性 Le

nnox-Gastaut 综合征 
 

梁树立 1,2 丁平 2 梁爽爽 2 

1.解放军总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切除性手术联合胼胝体切开术（CC

T）治疗 Lennox-Gastaut 综合征(LGS)的临床

疗效。 

方法 收集 89 例 LGS 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25 例分入药物治疗组，其余为手术组，手术

组中 28 例为单纯切除性手术治疗组，15 例

行切除性手术联合 CCT 治疗者纳入联合手术

组，21 例为单纯 CCT 组。所有患者均随访 3

-5 年，随访中进行癫痫控制情况和神经心理

评估。 

结果 在术后 1-5 年随访中药物组与手术组在

癫痫控制情况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时，CC

T 组癫痫控制情况也显著较其它两个手术组

差。局灶性 MRI 异常且手术全切除的 LGS 患

者术后癫痫控制明显优于切除不全的患者。

单纯切除性手术组中而不合并局灶性 MRI 异

常的患者和联合手术组在癫痫控制方面无显

著差异，但两类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10.67 V

S 5.67)和总智商(7.67 VS 3.67)变化情况存在

显著差异。 

结论 切除性手术联合 CCT 对于无局限性病理

灶的 LGS 患者癫痫控制良好，术后生活质量

和总智商明显提高，该联合手术可以用于谨

慎选择的无局限病理灶，且经术前评估定位

癫痫灶的 LGS 患者。 

 
 
OR-108 

MRI 阴性难治性癫痫的切除性手术治疗 
 

胡杰 江澄川 潘力 郎黎琴 冯睿 姜时泽 孙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2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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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MRI 阴性难治性癫痫的切除性手术是癫

痫外科领域的一大难题。本文总结了 2014 年

~2015 年期间华山医院引进立体定向脑电(SE

EG)技术以来，采用切除性手术治疗 11 例 M

RI 阴性难治性癫痫的临床经验，并探讨了 M

RI 阴性癫痫术前评估策略和 SEEG 的应用价

值。 

方法  通过长程视频脑电图、核磁共振、症状

学分析、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脑磁

图等综合评估方法，对 2014 年至 2015 年期

间在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难治性癫痫病

例进行术前评估，其中 11 例 MRI 阴性患者在

经过立体定向电极埋置监测后，接受了切除

性手术，手术疗效依据 Engel 分级进行评

价。 

结果  根据立体定向脑电图（SEEG）监测结

果，共实施额叶致痫区切除术 4 例，顶叶致

痫区切除术 5 例，枕叶致痫区切除术 2 例。

术后没有发生颅内感染，无颅内出血，术后

没有出现神经功能障碍。通过术后至少 6 个

月的随访，Engel  I 级 8 例，Engel  II 级 1

例，Engel  III 级 1 例， Engel  IV 级 1 例。 

结论  对于 MRI 阴性难治性癫痫，在综合分析

各种术前无创评估结果的基础上，通过正确

计划的 SEEG 电极植入监测，可以使相关病

例的切除性手术取得较好疗效。SEEG 是 MR

I 阴性难治性癫痫非常有价值的术前致痫区定

位手段。 

 
 
OR-109 

脑局部孤立离断术治疗难治性癫痫 
 

张华 

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脑局部孤立离断术的患者适应证、

术前评估手段及手术疗效。  

方法  分析 156 名难治性癫痫患者的术前术后

资料，对患者的评估手段、手术结果进行分

析。  

结果  156 名患者中，随访 12 月－72 月， 

101 名发作消失，达到 Engel Ⅰ级治疗，49

名患者发作得到有效控制，发作频率减少 9

0％以上。6 例患者出现头皮下积液，术后 2

月复查时，头皮下积液完全消失。1 例术后脑

积水，1 例感染。  

结论  在一定的手术适应证的要求下，综合多 

种术前评估方法，尤其是脑功能的准确测定

将可以使脑局部孤立离断术成为一种安全和

有效手术。  

 
 
OR-110 

双侧颞叶癫痫的诊断与外科治疗策略 

 
遇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探讨双侧颞叶癫痫的诊断与外科治疗方

法。  

方法  回顾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 2004 年

1 月-2015 年 5 月间，临床考虑有颞叶癫痫可

能，但不能确定侧别，进行双侧颅内电极埋

植的患者的病例资料，逐步筛选其中双侧颞

叶癫痫患者，分析其外科治疗的情况。  

结果  本研究入组病例 203 例，经颅内电极埋

植，诊断为累及颞叶的癫痫 153 例（75.

4%），颞叶外癫痫的 50 例；此 153 例患者

中，诊断颞叶癫痫的 117 例（76.5%），颞

叶癫痫附加症的 36 例（23.5%）； 117 例颞

叶癫痫中，最终确认为单侧颞叶癫痫的 81 例

（69.2%），双侧颞叶癫痫的 36 例（30.

8%）。36 例双侧颞叶癫痫中，11 例存在单

侧影像学改变，13 例以一侧颞叶发作为主，

对此 24 例（66.7%）患者进行了单侧前颞叶

切除术；另 12 例患者拔除颅内电极，放弃手

术或改行神经调控手术。  

结论  临床不确定为单侧或双侧颞叶癫痫的患

者，双侧植入颅内电极可以明确诊断。经颅

内电极证实为双侧颞叶癫痫的患者，仍有可

能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手术方式。  

 
 
OR-111 

双侧丘脑前核电刺激治疗药物难治性癫痫 
 

凌至培 徐欣 潘隆盛 崔志强 毛之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853 

 

目的   探讨双侧丘脑前核电刺激术治疗药物难

治性癫 的效果及其发生机制。 

方法  共 13 例药物难治性癫患者行双侧丘脑

前核电刺激术治疗，手术前后记录癫 发作频

率、发作类型、抗癫 药物种类和剂量，以及 

影像学和脑电图结果。 

结果  术后随访 6 个月至 48 个月。其中例 1

术后随访 48 个月，仅在漏服抗癫 药物情况下

 出现 1 次发作，复查视频脑电图，偶见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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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慢复合波，发作控制率达 100%。第 2 例

术后随访 44 个月，复 查视频脑电图，发作间

期呈右侧额区?中央区?顶区慢波，发作频率

减少 25%。最近一例术后随访 6 个月，复查 

视频脑电图，发作间期弥漫性棘?慢复合波减

少，双侧枕区棘?慢复合波，发作频率减少 5

5%。13 例患者术后抗癫药物种类和剂量不

变。 

结论  脑深部电刺激术是治疗药物难治性癫 的

有效方法，可以明显减少发作频率或完全控

制发作，从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OR-112 

颞叶癫痫的手术策略（附 61 例病例报告） 

 
杨治权 贺星惠 杨转移 刘定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0017354 

 

目的  探讨药物难治性颞叶癫痫的手术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于本院就诊并接受手术治疗的颞叶癫痫患者 6

1 例，所有患者术前均接受临床症状学、影像

学（除常规头颅 MRI 扫描外，所有患者均加

扫冠状位高清海马 T2 加权像及 Flair 像）、2

4 小时视频脑电等检查用以定位致痫灶，如仍

无法定位致痫灶，则采用皮层电极及立体定

向脑深部电极植入的方法定位致痫灶，并对

手术方式、术后病理及术后患者发作情况进

行分析，患者术后的发作情况采用 Engel 分

级进行评价，将 Engel 分级定义为：Ⅰ级：

发作完全消失或仅有先兆；Ⅱ级：发作极少

（≤3 次/年）；Ⅲ级：发作＞3 次/年，但发作

减少≥75％；Ⅳ级：发作减少＜75％。 

结果 接受选择性杏仁核海马切除术者 24 例，

前颞叶切除术者 18 例，颞叶切除术者 7 例，

颞极切除术者 5 例，选择性杏仁核海马切除

术+病灶切除术者 3 例，单纯颞叶病灶切除者

3 例，颞极切除+病灶切除者 1 例，其中仅有

4 例患者接受颅内电极后方可定位致痫灶。术

后病检：海马硬化 25 例，海绵状血管瘤 10

例，节细胞胶质瘤 10 例，星形胶质细胞瘤 7

例，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 4 例，胶质瘢痕 1

例，胶质细胞增生 1 例，室管膜瘤 1 例，软

化灶 1 例，钙化灶 1 例。术后随访 6-24 个

月，根据 Engel 分级：Ⅰ级 51 例，Ⅱ级 5

例，Ⅲ级 3 例；Ⅳ级 2 例。 

结论 术前影像学及神经电生理检测可以为临

床精确定位致痫灶提供有力的参考，基于详

细术前评估而制定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是提

高颞叶癫痫手术疗效的关键。 

 
 
OR-113 

难治性痉挛性斜颈 GPI-DBS 治疗的临床效果

评价以及微电极植入与术后程控的研究 
 

牛朝诗 1,2 丁宛海 1,2,3 熊赤 2,2,3 傅先明 1,2,3 

1.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     

2.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3.脑功能与脑疾病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难治性痉挛性斜颈 GPI-DBS 手术

的临床效果以及术中微电极记录结果和术后

程控研究。 

方法  采用微电极记录和手术计划系统对 3 例

难治性痉挛性斜颈采用 GPI-DBS 手术治疗，

术中探讨微电极记录对靶点定位的作用以及

术后程控研究，术后 1 月开机、术后 3 月、6

月、12 月 TWSTRS 评分随访。 

结果  难治性痉挛性斜颈病人，以微电极记录

到典型的 GPI 波形，实施个体化植入电极。

所有病人于术后 1 月后开机，并结合术中微

电极的记录结果指导术后程控，2 例病人术后

1 月开机即有明显效果，随着刺激时间延长，

临床效果进一步改善，手术后 3、6 月 TWST

RS 评分改善明显，且无明显副作用。 

结论  GPI-DBS 手术是治疗难治性痉挛性 

斜颈的有效方法。微电极记录和手术计划系

统联合应用可实现在痉挛性斜颈 GPI-DBS 电

极植入的个体化，帮助准确定位，指导术后

程控。 

 
 
OR-114 

丘脑底核电刺激治疗帕金森病运动症状疗效

的预测因素研究 
 

李楠 王学廉 高国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脑深部电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治疗原发性帕金森病的效果已经得到

证实和认可。作为一种费用较高的对症治疗

手段，该手术治疗效果的预测因素值得研

究。该手术适应症之一是患者对左旋多巴制

剂有较好的反应性，因此术前左旋多巴反应

性与术后电刺激治疗帕金森病运动症状疗效

的相关性值得探讨。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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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我院行双侧丘脑底核电刺激手术治疗的

患者。纳入标准为：年龄 18-75 周岁；原发

性帕金森病病程≥5 年；关期 Hoehn-Yahr 2.5

-4 期；服用左旋多巴类药物曾经有良好疗

效，目前药物治疗不能满意控制症状；左旋

多巴冲击试验改善率≥30% ；排除严重认知障

碍、精神疾病及其他手术禁忌。所有患者均

在术后 1 月内开机刺激，术后 6 月时随访。

采用统一帕金森病量表第三部分（UPDRS-

Ⅲ）评价患者运动功能。计算患者 6 月随访

时 UPDRS-Ⅲ评分较基线改善的绝对值和改

善率，并与左旋多巴冲击试验改善率、左旋

多巴反应绝对值、病程、年龄、疾病严重程

度分别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受试者 63 例。患者基线

停药时 UPDSR-Ⅲ得分为 50.43±11.99，术后

6 月停药状态下的得分降至 21.05±9.36，差

异显著（P<0.001），改善率为 53.30%。DB

S 治疗后运动评分的改善率与基线左旋多巴冲

击试验改善率呈正相关（r =0.521，P <0.00

1），DBS 治疗后运动评分的改善率与年龄、

病程、基线停药时运动评分的相关性分析结

果分别是-0.073（P =0.579），0.253（P =0.

051）和 0.240（P =0.065）。DBS 治疗后运

动评分改善绝对值与左旋多巴反应绝对值呈

正相关（r =0.735，P <0.001），与基线停药

时运动评分、病程亦呈正相关（r =0.739，P 

<0.001；r =0.390，P =0.002），与年龄的相

关性分析结果为（r=0.104，P =0.429）。 

结论  无论是采用运动评分较基线改善的绝对

值还是改善率，DBS 疗效均与左旋多巴药物

的反应性一致，而与年龄未见明显的相关

性。运动评分较基线改善的绝对值与病程、

病情严重程度亦呈正相关，但改善率与这两

者相关性不显著。改善率更为客观地评价了

患者收益，而术前左旋多巴反应改善率与术

后运动症状改善率为中等相关，应谨慎对待

其预测价值。 

 
 
OR-115 

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 Meige 综合征

14 例报告 

 
王林 陈国强 郭宇鹏 王宁 

航空总医院功能神经外科 100012 

 

目的  探讨丘脑底核（（subthalamic nucleus, 

STN））脑深部电刺激术(Deep brain stimula

tion，DBS)治疗 Meige 综合征（Meige syndr

ome，MS））的疗效。 

方法  14 例患者均采用双侧 STN-DBS 治疗，

手术前、后均采用 Burke-Fahn-Marsden 肌

张力障碍运动评分量表（Burke-Fahn-Marsde

n Dystonia Rating Scale，BFMDRS)、Yale-

Brown 强迫症状量表（Yale-Brown obsessiv

e-compulsive rating scale）、Hamilton 抑郁

症状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

e，HAMD）评分，评估手术的疗效。 

结果  1 例患者随访超过 24 月，术后 3、6、1

2、24 个月 BFMDRS 评分改善率为：36.

4%、68.1%、100%、100%。2 例随访 12 个

月，术后 3、6、12 改善率分别为：71.9%，

81.3%，84.45；75%，87.5%，93.8%。3 例

随访超过 6 个月，术后 3、6 月改善率分别

为：60%，40%；75%，87.5%；75%，7

5%。6 例随访超过 3 个月，改善率分别为：3

7.5%，75%，100%，90%，50%，20%。2

例随访 2 月，改善率为：0%、84.6%。12 例

随访超过 3 个月的患者，平均改善率为 57.5

7%，6 例随访超过 6 个月平均改善率为 73.2

3%，3 例随访超过 12 个月的患者平均改善率

为 92.73%。部分患者的强迫、抑郁症状明显

改善。和国外文献报道 GPi-DBS 疗效比较，

BFMDRS 改善率 20-80%（>12 个月平均改

善率 66.85%左右，>24 个月改善率平均 53%

左右）。所有患者均未出现颅内出血、感染

及刺激装置相关并发症。 

结论  STN-DBS 对于难治性 MS 患者是一种

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可显著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和 GPi-DBS 比较 STN-DBS 可能疗

效更好一些，但由于例数较少、随访时间较

短，长期疗效有待进一步随访。 

 
 
OR-116 

不同类型帕金森病患者丘脑底核电刺激长期

疗效 
 

徐翠萍 庄平 张宇清 李建宇 胡永生 李勇杰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功能神经外科 100053 

 

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 PD 患者进行 STN DBS

治疗的长期疗效，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80 例行 STN DBS（双侧 49 例，单侧 3

1 例）治疗的原发性 PD 患者（男 48 例,女 32

例）参与本研究。其平均年龄为 57.9±9.6

岁，平均病程为 8.3±3.7 年，每天左旋多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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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剂量（LEDD）为 639.6±314.0mg。采用 P

D 统一评分量表（UPDRS）分别在术前药物

“关”（S-M-）、药物“开”（S-M+）和术后刺

激器“开”/药物“关”（S+M-）和刺激器“开”/药

物“开”（S+M+）4 个状态下对患者进行疗效

评估。依据术前 S-M-状态下 UPDRS III 震颤

评分和非震颤评分将患者分为震颤型（TDT

型）、僵直迟缓型（ART 型）和混合型（MT

型）三组。应用配对 t 检验比较术前和术后 U

PDRS 评分和 LEDD，P ＜0.05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术后平均随访 4.9±1.3 年。与术前相

比，在 S+M-状态下，TDT 型 UPDRS II 和 III

总改善率分别为-12.9%和 5.0%（P﹥0.0

5）；震颤和书写改善率分别为 73.6% 和 57.

1%（P﹤0.05）；MT 型 UPDRS II 和 III 总改

善率分别为 12.0 % 和 41.9%（P﹤0.05）；

震颤、僵直、运动迟缓和姿势稳定性改善率

分别为 78.2%、46.8%、37.0%和 30.8%（P

﹤0.05）；ART 型 UPDRS II 和 III 总改善率

分别为 23.9%和 46.6%（P﹤0.05）；震颤、

僵直、运动迟缓、步态、姿势稳定性和其他

中线症状改善率分别为 80.6%、47.4%、45.

3%、44.8%、56.0%和 44.6%（P﹤0.01）。

与术前相比，S+M+状态下三型患者均显示震

颤有效改善（P﹤0.01）；LEDD 分别减少 10.

5%、6.0%和 15.9%，但无统计学差异（P﹥

0.05）。然而，STN DBS 对伴有吞咽和语言

障碍的患者无改善，随着病程延长，这些中

线症状逐步进展。 

结论  1) STN DBS 长期有效改善不同类型 P

D 患者的运动症状，包括震颤、僵直和运动

迟缓，特别是对 ART 型运动症状改善最显

著，为 STN DBS 有效延缓 ART 型 PD 患者

的进展提供依据；2) STN DBS 减少 PD 患者

的 LEDD 摄入量；3) 与近期报道相同，STN 

DBS 不能有效改善吞咽和语言障碍等中线症

状，为进一步新靶点的选择提供依据。 

 
 
OR-117 

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治疗脑梗后肌张力障

碍 
 

孟凡刚 1 刘婷红 1 张建国 2 

1.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应用丘脑底核（subthalamic nucleu，S

TN）脑深部电刺激术（Deep Brain stimulatio

n，DBS）治疗一例脑梗死后所致的肌张力障

碍（Dystonia），观察 STN 对脑梗死后肌张

力障碍的疗效。  

方法  一例脑梗死后肌张力障碍的 50 岁女

性，在立体定向以及术中电生理验证的方

法，给予 STN 植入电极，术中电生理信号满

意，并对术前及术后体外测试四天的症状进

行 Uni?ed Dystonia Rating Scale、Fahn Mar

sden rating scale、The Global Dystonia Sev

erity Rating Scale 等量表评估，计算改善

率。  

结果  患者术后使用程控仪调控进行体外测

试，症状缓解明显，左上肢扭动幅度减小，

口下颌震颤基本消失。Uni?ed Dystonia Rati

ng Scale、Fahn Marsden rating scale、The 

Global Dystonia Severity Rating Scale 量表

缓解率分别为：42%、71%、67%。患者测

试四天后进行了刺激器植入术。  

结论  脑深部电刺激是近年来出现的治疗 DBS

目前应用于治疗许多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帕

金森病、癫痫、躁郁症、神经性食欲缺乏、

强迫症、抽动秽语综合征、成瘾、疼痛、肥

胖等疾病，手术安全性高，副作用少，且为

可逆。DBS 用于治疗肌张力障碍多选用苍白

球（Globus pallidus，GPi）、VIM 核团等作

为靶点。本例患者结合症状特点，为脑梗死

所致的肌张力障碍，创新的选择了 STN 为靶

点，术后症状改善明显，改善率分别为 4

2%、71%、67%，为治疗脑梗死相关的肌张

力障碍提供思路。由于本文仅有一例患者纳

入，结果缺乏统计学支持，不一定具有代表

性。  

 
 
OR-118 

无框架导航技术在 DBS 手术中的应用 
 

詹彦 石全红 谢延风 承欧梅 彭国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神经导航系统已经广泛的应用于神经外

科手术的诸多领域，但 DBS 手术仍广泛应用

有框架的手术方式。为了改进框架手术中头

部无法活动、靶点调整困难、手术时间较长

的缺点，本报告 9 例采用无框架神经导航技

术进行帕金森病的 DBS 手术结果。 

方法  接受 DBS 的患者于术前一周的任意时

刻行头颅 MRI。术前一天剃头，避开颅骨钻

孔部位，于头颅不同部位钉入五颗钛质颅钉

（10mm），行头颅 CT 后，在美敦力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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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 5 软件中行 MRI 和 CT 影像融合，以 A

C、PC、大脑中线为标记，寻找双侧 STN，

确定手术靶点，避开皮层血管、脑沟及侧脑

室等结构，设计颅骨穿刺点和手术路径。手

术当日，患者直接送入手术室，无需框架固

定头部，平卧于手术床，通过神经导航确定

计划的穿刺点，局部麻醉后，常规颅骨钻孔

及切口硬膜，安装 Nexframe 基座及 Nexdriv

er 推进器。术中实时神经导航，瞄准既定靶

点和穿刺方向，确定穿刺深度。缓慢推入微

电极，记录神经细胞放电信号，确定靶点为

丘脑底核。置换入脑深部电极，加电测试，

配合患者查体确定位置满意。以 stimlock 固

定电极，将电极尾端缠绕于皮下并缝合头皮

关颅。立即行 CT 图像薄层扫描，并完成图像

融合，确定电极位置和术前计划靶点吻合。

改为全身麻醉，连接延伸导线，并于胸前皮

下囊袋中植入刺激器。 

结果  电极能准确放置在预先设定的靶点，术

后开机后患者 UPDRSⅢ评分显著改善；手术

中患者在一定范围内可活动头部，提高了手

术舒适性，减少了术中患者无法耐受手术的

发生几率；手术计划可在术前一天完成，缩

短了手术时间，增加了手术安全性。 

结论  无框架导航技术较传统的有框架手术提

高了手术舒适性、缩短了手术时间，在 DBS

手术中具有应用前景。 

 
 
OR-119 

三维重建与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治疗帕金

森病针道设计研究 
 

张世忠 何骁征 张伟忠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0 

 

目的  丘脑底核深部脑刺激是治疗帕金森的重

要手段，本研究旨在通过三维重建，测量侧

脑室数据，以及通过对模拟针道的测量，比

较年龄与侧脑室大小和进针角度的关系，从

而提供安全的进针角度。 

方法  利用 mimics 软件，导入患者术前影像

资料，进行侧脑室、丘脑底核三维重建，测

量重建侧脑室体积，并取不同 Ring 角度（50

~60°，共 11 组），截取该角度下的侧脑室和

丘脑底核平面，并在该截面上测量对应的 Sli

de 角度。同时比较年龄与侧脑室体积的相关

性，并按年龄分为 A 组（60~79 岁）、B 组

（40~59 岁），比较不同年龄组进针角度的

差异；比较左右侧进针角度差异；再根据 Ev

ans 指数分为第一组（0.22<EI≤0.25），第二

组（0.25<EI≤0.28），第三组（0.28<EI≤0.3

2），比较不同 Evans 指数分组进针角度的差

异，并结合临床，给出针道角度参考表。 

结果  年龄与总侧脑室体积、左侧脑室体 

积、右侧脑室体积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分别为 0.364、0.384、0.362，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40~59 岁组和 60~79 岁组，

两组比较不同 R 角测得的进针角度，其差别

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左右侧进针

角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侧脑

室体积与同侧针道角度呈正相关，且 Evans

指数与侧脑室体积高度相关，而 Evans 指数

与针道角度呈正相关；且不同 Evans 分组之

间针道角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根据不同侧别不同 Evans 分组，计算针道角

度的 95%置信区间，并取其上限，得到最终

的针道角度参考表。 

结论  年龄虽然与侧脑室体积呈正相关，但不

同年龄段的病人其进针角度无显著差异；

左、右两侧的进针角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侧脑室体积、Evans 指数与针道角度呈正相

关，不同 Evans 指数分组之间针道角度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最终得出的不同侧别不同 Ev

ans 指数分组的针道角度参考表能帮助临床选

择针道。 

 
 
OR-120 

特发性震颤深部电刺激手术中的微电极记录

与靶点调整分析 
 

蒋伟 舒凯 雷霆 李龄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微电极记录在 ET 的 DBS 治疗中的

提示价值及其对于术中靶点调整的指导意

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4 例 ET 患者的临床资

料，研究其术中微电极记录信号分析与靶点

调整过程。 

结果  4 例 ET 患者中男女各 2 例，发病年龄

32-47 岁，平均 39+6.2 岁。病程 5-18 年，平

均 11+8.1 年，均无阳性家族史。临床表现均

为双上肢为主的姿势性震颤，未累及中线部

位。饮酒试验均有酒精反应，2 例患者曾经服

用盐酸阿罗洛尔有效，另 2 例药物治疗效果

不明显。均采用本组改良的定位方式进行 Vi

m 核团定位，术中均行微电极记录分析核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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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并据此进行靶点调整，术后效果改善明

显，4 例患者震颤均完全消失，恢复正常生

活。 

结论  尽管微电极记录的重要性在国内外存在

争议，但术中规范化使用微电极记录系统进

行核团和路径的评估，对于术中靶点调整是

具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价值的。 

 
 
OR-121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颅神经疾病 1982 例临床分

析 

 
徐武 梁维邦 陆天宇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颅神经疾病的手

术策略、术后并发症及疗效。  

方法  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颅

神经神经疾 2955 例，成功随访 1982 例，其

中面肌痉挛 1476 例，三叉神经痛 450 例，舌

咽神经痛 32 例，痉挛性斜颈 24 例，观察术

后并发症及疗效。  

结果  经 2 年以上随访，面肌痉挛术后即刻治

愈为 1210 例，延迟恢复 250 例，无效 16

例。三叉神经痛术后治愈 406 例，好转 20

例，无效 24 例，复发 11 例。舌咽神经痛治

愈 31 例，好转 1 例，24 例痉挛性斜颈均不

同程度好转。并发症情况：术后死亡 3 例；

脑积水 24 例；早期面肌瘫痪共发生 297 例，

均恢复；听力障碍 37 例；脑脊液漏及皮下积

液 72 例。  

结论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功能性颅神经疾病效

果确切，但仍有一定风险，注重手术技巧或

许可降低并发症，提高疗效。  

 
 
OR-122 
The petrosal vein's classification and pro
tection in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of trigeminal neuralgia 
 
Liang Weibang,Xu Wu,Lu Tianyu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Background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i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of trigeminal neural
gia, but petrosal vein is the most common fa
ctor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the classific
ation of petrosal vein and protection them wit
h better can ensure the safety of operation.  
Methods  325 cases of trigeminal neuralgia  

with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surgery, t
he petrosal vein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typ
es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tr
osal vein and trigeminal nerve intraoperative
s.  
Results  81 petrosal veins belong to the typ
e 1(24.92%) ,158 cases belong to type 2(48.
62%) ,and type 3 was 86 cases(26.46%), all 
the petrosal veins were carefully protected e
xcept one case,then this case suffered serio
us cerebellar infarction postoperative, and di
ed of brain stem function failure, in addition, 
no patients died.  
Conclusions  The classification of petrosal 
vein, and properly protecting is one of the im
portant measure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pati
ents with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surg
ery.  
 
 
OR-123 

显微血管减压术中特殊类型减压效果的的临

床探讨 
 

姜晓峰 

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 230001 

 

目的  通过分析一系列特殊类型的血管压迫类

型减压情况回顾以及术后疗效分析、改良并

加以总结，提出合理有效的临床显微减压解

决方案以便指导临床工作。 

方法  对显微减压术中遇到的三叉神经痛无血

管压迫类型、复发类型、无效类型，通过基

础研究探讨发生机制并提出改良减压方案；

对面肌痉挛异常肌反应未消失术后面抽消

失；异常肌反应消失而面抽未消失等异常情

况进行探讨，探讨异常情况下面神经全程减

压的必要性以及早期再手术指证；对舌咽神

经痛无血管或无法充分减压的患例进行迷走

神经前束支切断，探讨切断几率与术后功能

障碍发生率的关系。 

结果  无血管压迫类型、复发类型、无效三叉

神经痛类型，采取梳理术、再减压术、切断

术的疗效与并发症几率；面肌痉挛异常肌反

应的假阳性率、假阴性率与疗效的相关性研

究以及再手术指导价值；迷走神经前束支切

断比率与疼痛缓解有效率与功能障碍的发生

率；均是临床争论焦点。 

结论  切实有效地统一显微减压术中遇到的特

殊血管减压类型处理原则以及理论依据认

识，是提高显微血管减压术有效率、减少复 

发率以及功能障碍率的前景所在。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61 

 

OR-124 

再次微血管减压术治疗的策略和技巧 
 

袁越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目前显微血管减压术已逐渐成为面肌痉

挛，三叉神经痛，舌咽神经痛等功能性疾病

首选的治疗手段，但存在一定的手术无效或

术后复发。现进行简要论述。 

MVD 手术无效或术后复发的原因      

(1) 责任血管的误判、遗漏、减压不充分。(2)

蛛网膜增厚，成束带样黏连，将隔离物和面

／三叉神经“捆绑”在一起压迫面／三叉神经

根，同时牵拉面／三叉神经使其扭曲成角，

导致痉挛／疼痛复发。(3)隔离物脱落或移

位。(4)新的责任血管压迫。(5)隔离物大小及

材料选择不当（明胶海绵）。 (6)无明确原

因。     

手术适应症及手术时机的选择   

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无效或复发应选择再

次手术，但对于三叉神经痛的再次手术应慎

重，有可能引起面部感觉异常，患者难以忍

受，首先建议患者行射频等其他治疗手段，

一部分患者可以治愈，如无效再考虑二次手

术。    

三叉神经痛复发病例手术方式的选择 

对于存在明确责任血管压迫的病例行 MVD

术；如垫棉过大压迫三叉神经应尽量取出后

再行 MVD 术；对于仅由蛛网膜增厚黏连，牵

拉扭曲三叉神经引起的复发病例可行三叉神

经黏连松解术；如责任血管为粗大动脉，术

中减压不满意．可行 MVD 并将责任血管“悬

吊”，同时根据情况可加做感觉根部分切断

术；对于术中未发现明确的复发原因的患者

行感觉根部分切断术。 

二次手术注意事项 

再次手术要按原切口（或部分）切开，可适

当向乙状窦方向扩大骨窗；硬膜切开后，显

微镜下严格沿小脑表面剥离粘连进入；利用

后组神经、听神经、岩静脉、小脑幕为标记

物，耐心、细致的锐性剥离，以避免神经、 

血管的损伤。 

结论  责任血管辨认错误或遗漏、减压材料选

择或放置不当是 MVD 手术无效和复发的主要

原因。对于手术无效或复发的患者施行再次

MVD 手术仍然有效。但再次手术会因为局部

组织粘连、解剖关系不清而难度加大，术中

务必谨慎操作以避免听力丧失、面瘫、复视 

等并发症发生。 

 
 
OR-125 

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贝尔氏麻痹后面肌痉挛 
 

于炎冰 张黎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研究贝尔氏麻痹后特发性面肌痉挛(hem

ifacial spasm, HFS)的临床特点及面神经根显

微血管减压术(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MVD)治疗的手术疗效。 

方法  2007 年 4 月-2010 年 4 月，中日友好医

院神经外科单一术者采用 MVD 手术治疗的 5

50 例 HFS 患者中，12 例（2.18%）为贝尔

氏麻痹后 HFS。均经乙状窦后入路行面神经

根 MVD 治疗，术前、术中监测面肌异常肌反

应(abnormal muscle response, AMR)，随访

评估术后疗效及并发症。 

结果  所有病例术前均可监测到患侧面肌 AM

R 异常波形。MVD 术中所见：12 例病人均存

在明确责任血管压迫，11 例（91.7%）有局

部脑池蛛网膜明显增厚粘连。术中解除血管

压迫后，11 例患者 AMR 波消失，其中术后 9

例 HFS 即刻消失，其余 2 例症状分别在 2.5

个月及 4 个月后消失。1 例术中 AMR 波幅降

低但未完全消失，术后症状较术前减轻，但

仍每天都有发作。术后并发症：2 例（16.

7%）患者发生患侧轻度面瘫，均约半月左右

后恢复。所有患者平均随访 67.5 个月（51-8

4 个月），总有效率 91.7%（11/12）。 

结论  贝尔氏麻痹后 HFS 定义为贝尔氏麻痹

完全治愈一段时间后出现的同侧 HFS，临床

少见。桥小脑角区血管压迫面神经根出脑干

区是贝尔氏麻痹后 HFS 的根本病因，其临床

表现同无贝尔氏麻痹病史的特发性 HFS，应

与贝尔氏麻痹后面神经高兴奋性后遗症如面

肌纤维震颤或面部联带运动相鉴别。面神经

根 MVD 是治愈该病的有效、安全的手术方

法。围手术期面肌 AMR 监测有助于鉴别诊断

和疗效判断。 

 
 
OR-126 

复杂责任血管面肌痉挛的手术治疗 
 

屈建强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62 

 

目的  对面肌痉挛责任血管进行分类，总结不

同类型责任血管类型特点，提高显微血管减

压术手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方法  选择在我科住院的面肌痉挛患者 832

人，所有患者均行显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

根据术中发现的责任血管类型和手术过程，

将患者的责任血管类型进行分类。分类主要

依据责任血管种类、责任血管的特点和手术

难易程度，并对手术效果进行评估。 

结果  根据手术过程和责任血管类型，我们将

面肌痉挛患者责任血管类型分为简单型责任

血管和复杂型责任血管。其中复杂型责任血

管类型包括：椎动脉参与型；责任血管推离

困难型；责任血管穿面听神经之间型和复发

二次手术型四型。通过分析四种复杂型责任

血管类型特点、手术减压过程和手术效果。

认为椎动脉参与型责任血管需要对椎动脉多

点充分减压；责任血管推离困难型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应尽量解除血管对面神经出入脑

干区的压迫；责任血管穿面听之间型需要重

点解除血管对神经根部的压迫，同时尽量隔

离血管和神经之间的接触；二次手术粘连较

多，应注意从远端到面神经根部逐层探查，

原有垫棉不宜强行去除。 

结论  对责任血管进行分类，提出每种类型血

管的手术重点，对安全有效开展显微血管减

压技术非常必要。 

 
 
OR-127 

经乙状窦后入路治疗舌咽神经痛 142 例经验

总结 
 

王晓松 陈国强 王林 郑佳平 孙基栋 郭宇鹏 焦永辉 王

宁 张娟 黄乙洋 付宗荟 肖庆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100012 

 

目的  探讨经乙状窦后入路治疗舌咽神经痛的

手术技巧，分析不同类型的舌咽神经痛的诊

治要点和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 1 月 2016 年 5 

月经乙状窦后入路治疗 142 例舌咽神经痛患

者资料。其中首次手术的原发性舌咽神经痛 1

35 例，术后无效再次接受手术治疗的舌咽神

经痛 5 例，迷走神经肿瘤继发性舌咽神经痛 2

例。  

结果  治愈率：术后随访 1 月到 11 年，141

例疼痛彻底消失；1 例口咽型舌咽神经痛患者

术后咽部疼痛消失但耳深部疼痛未消失，治

愈率 99.3%。并发症：1 例迷走神经肿瘤继发

性舌咽神经痛患者在肿瘤切除后出现声音低

顿并吞咽困难，3 例诉有慢性“咽干”或“咽部不

适”表现。无颅内出血或颅内感染等并发症。   

结论  经乙状窦后入路治疗舌咽神经痛治愈率

高，手术安全性好。鉴别诊断和详细术前评

估尤为重要（教训：三叉神经痛误诊为舌咽

神经痛 2 例，舌咽神经痛误诊为三叉神经痛 1

例，舌咽神经痛误诊为耳大神经痛 1 例）；

由于责任血管隐藏在舌咽迷走神经根部易被

小脑及小脑绒球遮挡，需要仔细探查来发现

隐藏的责任血管和避免遗漏真正的责任血

管。如果责任血管无法推移离开舌咽和迷走

神经根部，可单纯切断舌咽神经和迷走神经

第 1 支和第 2 支来解除疼痛，切勿过多损伤

迷走神经分支。 

 
 
OR-128 

3D-TOF 及 FIESTA-C 影像融合三维重建在

显微血管减压术中的应用 

 
王景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神经出/入脑干区（REZ）的神经血管压

迫综合症（NVC）是原发性面肌痉挛（HF

S）及原发性三叉神经痛（TN）的病因，显

微血管减压术（MVD）是治愈该类疾患的最

佳方式，而判断责任血管是保证手术疗效的

关键。除术中探查外，目前只要判断责任血

管的方式包括术前磁共振断层血管成像（MR

TA）检查及术中电生理评价。由于 MRTA 影

像学检查为二维图像，且由于术区血管较

多，无法真正意义上判断责任血管。我们通

过术前给予患者 3D-TOP 及 FIESTA-C 同步

检查，通过图像融合重建，形成 3D 立体图

像，可于术前有效了解术区神经及血管关

系，判定责任血管，提高手术疗效。 

方法  随机选取 2015.8-2015.10 期间 20 名接

受 MVD 治疗患者（其中 HFS 患者 10 名，T

N 患者 10 名）。所有患者术前均接受 3D-TO

P 及 FIESTA-C 检查，将两项检查进行通过

软件进行融合重建，形成 3D 图像，观察神经

与血管关系，判断责任血管。 

结果   

1.责任血管。 

所有患者均通过 MRTA 可见患侧神经血管关

系紧密。通过 3D-TOP 及 FIESTA-C 融合，

软件重建，形成 3D 图像，观察神经与血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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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术前判断责任血管，指导术中操作。 

①TN-MVD 患者：术前 3D 融合图像发现，责

任血管为小脑上动脉（SCA）8 例，小脑前下

动脉（AICA）2 例；术中可见术区神经血管

情况与术前 3D 融合图像完全吻合。 

②HFS-MVD 患者：术前 3D 融合图像发现，

责任血管为小脑前下动脉（AICA）7 例，小

脑后下动脉（PICA）3 例；术中可见术区神

经血管情况与术前 3D 融合图像完全吻合。 

2.疗效评价。 

TN 评价：P.疼痛评级（0-3 分）；C.并发症

评级（0-2 分）；T.总分（P+C），优（0

分），良（1 分），中（2 分），差（3-5

分）。 

HFS 评价：S.痉挛评级（0-3 分）；C.并发症

评级（0-2 分）；T.总分（S+C），优（0

分），良（1 分），中（2 分），差（3-5

分）。 

①TN-MVD 患者：术后即时 T 值：优 9 例，

良 1 例。术后 6 月 T 值：优 9 例，良 1 例。 

②HFS-MVD 患者：术后即时 T 值：优 7 例，

良 1 例，中 1 例，差 1 例。术后 6 月 T 值：

优 9 例，中 1 例。 

结论  通过术前 3D-TOP 及 FIESTA-C 检查图

像融合重建，所形成 3D 立体图像，可于术前

有效反映术区神经及血管关系，判定责任血

管，提高手术疗效。 

 
 
OR-129 

组合型颅神经过度兴奋功能异常综合征：病

因学分析与手术治疗策略探讨 
 

郑小斌 康德智 林元相 余良宏 林章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0 

 

目的  三叉神经痛（TN）、面肌痉挛（HF

S）、舌咽神经痛（GPN）是常见的颅神经过

度兴奋功能异常综合征（HDS），常见的病

因有后循环动/静脉血管性压迫颅神经入脑干

区（REZ），微血管减压术是疗效确切的治

疗方式。合并 2~3 支颅神经功能受累的 HDS

并不罕见，但相关的研究不多。本文从病因

学角度分析组合型 HDS 的临床特点，并初步

探讨手术治疗策略。 

方法  统计自 2009~2016 我院 12 例组合型 H

DS 患者，8 例位于同侧，4 例位于双侧。通

过术前磁共振（3D-TOF/3D-FIESTA/内耳水

成像/平扫+增强序列）分析其病因，治疗方式

有微血管减压手术（MVD）或开颅肿瘤切除

术，术中采用异常肌电反应、脑干听觉诱发

电位、体感诱发电位等电生理监测辅助手

术。 

结果  同侧组合型 HDS 患者中，5 例为 HFS

合并 TN，其中 2 例合并高频段听力下降，小

脑前下动脉压迫 1 例，2 例为迂曲增粗椎动脉

压迫，1 例基底动脉压迫，1 例椎基动脉移

位，椎动脉直接压迫，基底动脉间接压迫，

另 1 例为胆脂瘤压迫。2 例 HFS 合并 GPN，

1 例为小脑后下动脉压迫，另 1 例为椎动脉压

迫。1 例 TN+HFS+GPN 为岩斜区脑膜瘤压

迫。4 例双侧组合型 HDS 中，1 例 HFS 合并

TN，1 例双侧 TN，1 例 HFS 合并 GPN，1

例双侧 GPN。4 例双侧组合型 HDS 均出现椎

基底动脉系统发育形态异常并伴有硬化斑块

形成。所有病例均行手术治疗，同侧血管神

经压迫性组合型 HDS 采用同侧锁孔 MVD，

伴有责任血管并脑干蛛网膜粘连的病例，在

充分松解后，血管复位不良或异常肌电反应

改善不理想者，加用特氟龙棉垫于受累神经

REZ 与血管之间。责任血管迂曲盘绕并压迫

神经者，在血管悬吊减压基础上，特氟龙棉

垫于另一受累神经 REZ。肿瘤压迫原因病

例，采用常规或改良乙状窦后入路切除肿瘤

减压。双侧组合型 HDS 中，2 例伴有 GPN

病例，采用单侧锁孔乙状窦后入路行双侧 MV

D，其余 2 例采用分期双侧锁孔 MVD。疗效

方面，3 例 HFS 延迟治愈，2 例 TN 延迟治

愈，所有 GPN 术后均立即改善。1 例 HFS 复

发，程度中等，患者拒绝再手术。2 例出现轻

度面瘫，在 3 个月后随访恢复。3 例出现听力

障碍加重，1 例永久性听力丧失。 

结论  椎基底动脉系统发育走形异常是组合型

HDS 最主要的病因，肿瘤压迫多见于同侧型

HDS。MVD 是血管性神经压迫所致组合型 H

DS 有效稳定的治疗方式，伴有 GPN 的双侧

组合型 HDS 采用单侧锁孔乙状窦后入路是可

行的。 

 
 
OR-130 

三叉神经痛伽马刀治疗后无效或复发患者的

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 
 

赵卫国 

上海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探讨伽吗刀治疗后无效或复发的三叉神

经痛患者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所见及疗效 

方法  45 例伽吗刀治疗后无效或复发的三叉神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64 

 

经痛患者评估后行 MVD 手术治疗。评估纳入

手术标准包括：1 三叉神经痛症状典型且药物

难以控制。2 伽马刀治疗后半年以上症状无缓

解趋势。 3 伽吗刀治疗缓解后复发。4 影像

学上可以发现存在明显责任血管或神经存在

轴性扭曲成角。5 患者全身情况能够耐受全麻

手术。 

结果  术中见 37 例存在责任血管粘连压迫三

叉神经，其中 7 例为粗大扭曲的椎基底动脉

将三叉神经推压紧贴至岩骨缘。8 例未见动脉

性血管与神经接触，但神经根周围蛛网膜明

显增厚粘连严重，神经受牵拉，扭曲成角。

经减压后 43 例患者症状消失，2 例部分减轻

但仍需小剂量服药。7 例患者术后面部麻木明

显，随访过程中 3 例明显改善。无其他颅神

经和手术并发症。1 例在缓解 3 年后又有症状

出现。 

结论  MVD 手术对于伽吗刀治疗后无效或复

发的三叉神经痛患者仍然有效！与初次治疗

的三叉神经痛 NVD 手术疗效无差异。特殊类

型粗大的椎基底动脉压迫造成三叉神经移位

紧贴至岩骨缘，影像学上较难清楚显示三叉

神经。对于这类病人由于三叉神经靶点定位

困难造成伽吗刀治疗效果较差。因此，这类

三叉神经痛患者可能不适合伽吗治疗。对于

这类病人的减压应从血管尾端开始，在后组

颅神经的外侧使偏位的椎基底动脉向下移

位，降低头端血管对三叉神经的张力，显露

三叉神经后始对其减压，临床上多能奏效！ 

 
 
OR-131 

脑深部电刺激术后颅内血肿清除后保留电极

及术后两年随访一例 

 
朱冠宇 孟大伟 石林 张建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脑深部电刺激术（DBS）后颅内出血是

紧急并且危险的一个手术并发症，对于此类

并发症的处理办法是取出电极处理血肿，但

是不能保留昂贵的电极是很大的遗憾。作者

报导一例在行双侧 DBS 术后颅内血肿清除术

后保留电极并且术后随访两年的患者，并探

讨 DBS 术后导致出血的一些新的观点及此类

并发症是否应该保留电极。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该并发症患者，并结合文

献进行分析讨论。 

结果  本例患者因帕金森病就诊，术前统一帕 

金森评分量表第三部分（UPDRS III）评分 4

1/12（开/关）。患者在行 DBS 术后发现一侧

出血，急诊行右侧血肿清除术，在一侧电极

周围保留骨岛，小心清除周围血肿。在手术

第二天左侧出现血肿，采用保守治疗。动态

观察患者血肿逐渐减小，术后 5 月开启电

极。两年后随访，UPDRS III 评分 25/9（开/

关）。 

结论  颅内血肿是 DBS 术后严重并发症，双

侧颅内血肿更加罕见，所以术前需要更仔细

的评估患者电极植入的风险。对于高血压患

者，术前控制血压波动可能比控制血压数值

更为重要。很多老年患者合并淀粉样变性等

穿刺易出血性疾病，此类患者行 DBS 手术出

血风险增加。对于已经出血的患者，术后血

肿清除时可以保留电极。但是尤其要注意轻

柔操作，避免电极两端移动，保留电极周围

骨岛。术后延长开机时间，从长期看仍然会

较好的治疗效果。 

 
 
OR-132 
Delayed Facial Palsy After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for Hemifacial Spasm 
 
Zhao Hua,Li Shiting,Tang Yin Da,Wang Xu Hui,Ying
 Tingting,Zhu Jin,Yuan Yan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433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t
udy the etiology,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delayed facial palsy (DFP) after micro-vascu
lar decompression (MVD) for the hemifacial 
spasm.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12 and Janua
ry 2014, 562 patients who underwent MVD f
or hemifacial spasm at our institution were re
trospectively studied. among 562 patients, 3
4 patients developed DFP after MVD with a
n incidence of 6%.  
results  The duration of palsy was 15 to 136
 days (average 51.2 days). There was statisti
cal relevance between preoperative duration
 of the course, the facial nerve for indentatio
n, and the incidence of delayed facial paraly
sis. 
conclusion  All the symptoms of facial paral
ysis were obviously improved. DFP is not an 
unusual com- plication after MVD, and progn
osis is fairl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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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33 

意识障碍神经调控治疗个体化多模态脑网络

研究 

 
杨艺 何江弘 夏小雨 徐如祥 

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采用多模态影像脑网络分析技术探讨神

经调控治疗（DBS 及 SCS）对意识障碍的适

应症及治疗效果的。      

方法  2011 年 7 月—2015 年 12 月陆军总医

院收治的意识障碍性疾病患者 153 例进行回

顾性研究。采用包括 3D-T1、DTI、BOLD 等

在内的多模态影像学脑网络技术，比较不同

意识水平患者的手术疗效及功能预后变化。

采用 SPM12，SPSS17.0 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对数据行方差齐性检验，组间均数比较

采用 ANOVA 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采用 X2 检验；影像学数据指标采用偏相

关分析，研究 CRS-R 评分之间的相关性。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符合要求共入组患者 142 例，其中年龄

25～67 岁(平均 44.22±16.24 岁)；PVS 时间

3～49 个月(平均 12.21±3.53 个月)。发病原

因包括颅脑外伤（104 例），缺血缺氧性脑病

（33 例）。均行术前多模态影像学分析，按

照个体化多模态影像学分析方法验证多网络

激活强度，符合手术适应证的手术组（80

例）最初 CRS 评分为 6.95±2.50，未达到手

术标准的非手术组（62 例）为 6.08±3.39（F

=0.005;P=0.945）;术后 CRS 评分的平均增

加值手术组为 4.55±4.48，非手术组为 1.12±

1.76（F=8.797;P=0.005）。80 例手术患者

中 62 例为 MCS 患者（77.5%），18 例为 P

VS 患者（22.5%）（X2=241.22；P=0.00

4）存在统计学差异。62 例 MCS 患者 CRS

评分的改变为 8.12±3.11；18 例 PVS 患者 C

RS 评分的改变为 3.88±5.78（t=24.11;P=0.0

00）。      

结论  神经调控手术治疗能够促进意识障碍患

者的恢复；多模态影像学分析评估预测预后

良好的患者手术效果显著，而 MCS 并非神经

调控手术治疗的绝对适应症。  

 
 
OR-134 

海洛因成瘾患者伏隔核/内囊前肢场电位特征

与植入脑深部刺激电极定位的相关分析 
 

葛顺楠 李楠 陈磊 王学廉 高国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伏隔核/内囊前肢脑深部电刺激术（DB

S）在治疗难治性药物成瘾领域具有极佳的前

景，目前其定位主要依靠影像解剖学定位，

本研究拟通过分析海洛因成瘾患者伏隔核/内

囊前肢局部场电位特征与植入 DBS 电极三维

空间坐标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今后 DBS 治疗

药物成瘾的电生理辅助定位提供重要的理论

依据。 

方法  研究共纳入志愿受试的海洛因成瘾患者

8 例，均接受双侧伏隔核/内囊前肢脑深部电

刺激术，在 DBS 电极外挂期间进行局部场电

位（LFP）记录，离线分析 LFP 的功率谱密

度，并计算不同靶点内 LFP 在不同频段内的

能量积分。术后利用 Framelink 软件计算所有

患者 DBS 电极不同触点的三维空间坐标并实

施标准化。最后对患者伏隔核/内囊前肢 LFP

的特征值参数与植入 DBS 电极三维空间坐标

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所有患者内囊前肢内的 LFP 功率谱密度

曲线均显示显著的 20Hz 左右峰值，内囊前肢

内的 LFP 在 beta 频段（13-35Hz）的能量积

分值与记录电极触点的垂直方向深度呈显著

的负相关（P〈0.01），而与电极触点在水平

和前后方向上的位置坐标值无相关关系（P>0.

05）。所有患者伏隔核内的 LFP 振荡电活动

均集中在 alpha 频段，伏隔核内的 LFP 在 alp

ha 频段（7-12Hz）的能量积分值与水平旁开

的距离呈显著负相关（P〈0.01），而与电极

触点在垂直和前后方向上的位置坐标值无相

关关系（P>0.05）。 

结论  在实施双侧伏隔核/内囊前肢脑深部电刺

激手术治疗药物成瘾的实践中，beta 频段（1

3-35Hz）的 20Hz 左右峰值特征可以作为内

囊前肢的 LFP 电生理定位依据，其 beta 频段

的能量积分值可以预测电极深度；alpha 频段

的峰值特征可以作为伏隔核肢的 LFP 电生理

定位依据，其 alpha 频段的能量积分值可以

预测电极水平方向的旁开距离。   

 
 
OR-135 

多种术式治疗中枢性疼痛的临床应用研究 

 
胡永生 陶蔚 朱宏伟 李勇杰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 100

053 
 

目的  研究神经外科止痛手术治疗中枢性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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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术式选择和手术疗效。 

方法  中枢性疼痛 133 例，致痛原因包括脑卒

中（脑出血或脑梗塞）44 例，脊髓损伤 89

例。术前长期经各种镇痛药物及神经阻滞等

治疗均无效。根据患者疼痛的具体部位不

同，分别采用不同神经外科止痛手术，包括

立体定向中脑毁损术 1 例、双侧扣带回前部

毁损术 2 例、中脑加双侧扣带回联合毁损术 9

例、运动皮层电刺激术（motor cortex stimul

ation, MCS）33 例、脊髓电刺激术（spinal c

ord stimulation, SCS）20 例和脊髓背根入髓

区（dorsal root entry zone, DREZ）切开术 6

8 例。采用直观模拟疼痛量表（the visual an

alog scale, VAS）分别在术前和术后进行疼

痛状况评分，将术后不同时间的 VAS 评分与

术前的评分进行比较，采用小样本自身配对 t

检验。 

结果  133 例患者术后疼痛均明显减轻，无严

重并发症出现，91.7%的患者术后 1 个月镇痛

疗效满意，VAS 评分较术前均显著降低（P<

0.01）。超过 6 个月长期随访发现 DREZ 切

开术的长期止痛疗效最满意；中脑加双侧扣

带回联合毁损术的长期疗效要好于单纯中脑

或扣带回前部毁损的效果；MCS 和 SCS 治

疗的多数患者疗效有波动，经多次调整刺激

参数后疗效基本满意。1 例 MCS 因硬膜下电

极位置移动，于术后 50 天行二次手术调整电

极位置；1 例因疗效不满意且存在明显强迫焦

虑症状，于术后 20 个月被迫取出电极和脉冲

发生器。最早 1 例 MCS 长期镇痛疗效满意，

于术后 5 年和 9 年两次更换脉冲发生器和电

池，继续进行慢性 MCS 治疗。 

结论  根据不同的致痛原因和疼痛部位应该选

择不同的神经外科止痛术式，脑出血或脑梗

塞等卒中后中枢性疼痛适合 MCS 治疗，脊髓

损伤后中枢性疼痛则应首选 DREZ 切开术。

神经外科止痛手术是治疗中枢性疼痛的主要

手段，疗效肯定，并发症少。 

 
 
OR-136 

痉挛性脑瘫的外科治疗 

 
李奇峰 

上海新华医院 200940 

 

目的  评价脊神经后跟离断术（SDR）治疗痉

挛性脑瘫的手术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上海新华医院小儿神经外科 

近 3 年内接受过 SDR 手术治疗的 34 例痉挛

型脑瘫的随访情况。随访数据中，我们评估

了儿童的恢复情况。这些指标包括量化、标

准化的评估下肢肌张力。(Ashworth 评分，粗

大运动功能评分 GMFM，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ADLs)。 

结果  34 个病人术前均接受了上述评估。15

男 19 女，平均手术年龄 6.8 岁（3-10 岁），

平均术后随访时间 16.6 月（3 月-33 月），1

2 例仅接受 SDR 手术，一例接受 SDR，术后

再次接受跟腱延迟术。SDR 术后效果评价

（术后 3-6 月时），患者下肢 Ashworth 评

分，GMFM 评分，以及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大

多有所改善，尤其 Ashworth 评分《3 分的患

者。Ashworth 评分增加有 28 例，GMFM 评

分增加有 29 例，ADLs 评分（1 年）增加有 2

8 例。  

结论  大多数痉挛性脑瘫患儿能从 SDR 手术

获益。主要好处有下肢肌张力明显改善，粗

大运动能力和日常生活能力能有明显改善。 

 
 
OR-137 

Microsurgical decompression of per
ipheral nerves for treatment of diabe
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of upper limbs 
 
Zhang Li,Yu Yanbing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100029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iveness of mic
rosurgical decompression of peripheral nerv
es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peripheral ne
uropathy of upper limbs.    
Methods  The microsurgical decompression 
of median nerve in carpal tunnel and micros
urgical decompression, submuscular transpo
sition of ulnar nerve in cubital tunnel  of  25 h
ands (15 diabetic patients, 28 nerves ) were 
performed from March 2004 to July 2008 in t
he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in China-Jap
an friendship hospital.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fo
r about 106 months(65 to 115 months) in av
erage. The symptoms of numbness and pain
 in all the 25 hands were relieved. The perce
ntage of improvement of the symptoms of w
eakness and motion dysfunction was 60%. T
here was 1 recurrence case (3.4%, median n
erve).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clu
ded 3 delayed wound healing (10.7%,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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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Microsurgical decompression 
of peripheral nerves wa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
opathy of upper limbs. The effect for relievin
g the symptoms of numbness and pain of ha
nd was better than that for relieving weaknes
s and motion dysfunction. 
 
 
OR-138 

脑深部电刺激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研究进

展 
 

刘婷红 1,2 张建国 1,2 孟凡刚 1,2 

1.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2.神经电刺激研究与治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脑深部电极植入术（Deep Brain Stimul

ation，DBS）是将刺激电极使用立体定向的

方法植入目标靶点，给予电刺激，以期取得

理想效果。DBS 目前应用于许多中枢神经系

统疾病如帕金森、癫痫、躁郁症、神经性厌

食症、神经性食欲缺乏、强迫症、抽动秽语

综合征、成瘾、疼痛、肥胖，也是新兴的外

科治疗阿尔兹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的方法。本文研究了 Pubmed 上关于 D

BS 治疗的研究，统计常用的靶点及其有效

性。 

方法  本文研究了 Pubmed 上关于 DBS 治疗

AD 的研究，统计常用的靶点及其有效性，手

术安全性，探讨 DBS-AD 治疗后的影像学表

现及机制，并展望未来需要研究及发现的问

题。 

结果  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发现，目前常用的手

术靶点有：基底神经核（Basal Nucleus of M

eynert，NBM）、穹隆/下丘脑(Fronix\hypoth

alamic)、内嗅区（entorhinal cortex，E

C）、海马（Hippocampal）等，以及不常用

但可能改善痴呆，提高记忆的靶点：丘脑前

核（anterior nucleus of thalamus ，ATN）、

脚桥被盖核（Pedunculopontine segmental n

ucleus，PPTs）、乳头丘脑束（mammilotha

lamic tract）等。其中 NBM 及穹隆为手术医

生常选择的靶点，前者术后患者认知及颞叶

代谢率均有提高，穹隆 DBS 术后可提高患者

认知及生活质量，逆转海马萎缩，PET 检查

提示皮质葡糖糖代谢率提高。 

结论  DBS 手术治疗 AD 研究以 NBM 核团及

穹隆为主，其他靶点研究病例较少，但亦报

道有效。AD-DBS 改善患者记忆及生活治

疗，提高治疗侧皮质葡糖糖代谢率，促进海

马发生，增大海马体积。且手术安全性较

高，但是目前的研究均为小样本缺乏统计学

的支持，且治疗机制目前尚不明了，手术入

选标准也亟待进一步完善。 

 
 
OR-139 

ROSA 机器人引导下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脑

功能性疾病 
 

毛之奇 余新光 凌至培 潘隆盛 崔志强 徐欣 梁树立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了解 ROSA 机器人引导下脑深部电刺激

术治疗脑功能性疾病的技术方法和准确性。 

方法  纳入 2015 年 ROSA 引导下脑深部电极

植入术治疗脑功能性疾病患者 3 例，其中抽

动秽语综合征 1 例，男，18 岁；肌张力障碍

1 例，男， 20 岁；帕金森病 1 例，男，72

岁。分别在 ROSA 机器人引导下行双侧 GP

i、双侧 GPi 和双侧 STN 核脑深部电极植入

术。分析手术过程，并在术后第一天行头部

核磁共振检查，了解 DBS 电极植入位置和原

计划靶点之间差异。 

结果  3 例患者均通过 ROSA 机器人引导下行

脑深部电极植入术，分别通过手术计划、头

架安装，CT 扫描，全麻电极植入，微电记

录，判断核团位置，缝合并植入脉冲发生

器。植入手术过程顺利。3 例手术电极植入电

极与原就电极位置靶点位置一致。 

结论  ROSA 机器引导下脑深部电极植入术是

电极植入是一种简便的电极植入方案，植入

电极位置准确性高，能在临床中大力推广应

用。 

 
 
OR-140 

神经外科患者围手术期紧急困难气道抢救 10

例临床分析 
 

徐跃峤 程玮涛 王宁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回顾神经外科患者围手术期发生紧急困

难气病例的临床特点，分析发生紧急气道原

因及抢救经验和教训。  

方法  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

外科 2010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治疗围手术

期发生紧急困难气道情况需要进行抢救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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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对原发病、紧急气道情况、抢救措施、

治疗结果及远期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共 10 例患者发生紧急困难气道危险，

男性 6 例，女性 4 例，原发疾病主要为颈部

及枕颈交界区病变，包括寰枢椎脱位合并颅

底凹陷、头颈部外伤、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

及颈部血管畸形等疾病。发生紧急气道的主

要首发临床表现常为烦躁不安、呼吸急促、

憋气，查体发生颈部血肿患者可见局部肿

胀、气道偏斜、血氧下降、三凹征等。紧急

救治方法主要包括：紧急气管插管、经皮气

管切开、床旁血肿清除或急诊手术血肿清

除。随访 6 个月至 5 年，9 例患者预后良好，

1 例患者因合并心跳骤停、缺血缺氧性脑病植

物生存。  

结论  神经外科手术尤其是头颈、颅底、颈部

血管手术的围手术期需要强调气道管理，术

前充分判断气道风险，对出现不明原因烦

躁、急性呼吸困难患者，须警惕紧急困难气

道。正确判断，及时采取最熟悉的方法予以

积极治疗 ，方可减少并发症，改善预后。 

 
 
OR-141 

神经外科术后体位对颅内压的影响 
 

游晓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了解神经外科术后各种体位对颅内压的

影响。 

方法  对神经外科一年以来做的 60 例颅内压

传感器植入术术后体位对其产生的影响调

查。 

结果  30 例患者抬高床头 15~30 度，患者颅

内压波动平稳。30 例患者未抬高床头，患者

颅内压波动较大。 

结论  针对颅内压传感器植入术的患者应积极

抬高床头，适当降低颅内压，从而使颅内压

波动平稳。使医护人员更好的观察颅内压波

动情况及病情变化。 

 
 
OR-142 

脑脓肿保守或穿刺排脓术后抗感染治疗疗程

的探讨 
 

梁日生 石松生 方俊杰 陈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脑脓肿的传统治疗方法是开颅手术切 

除，但开颅脑脓肿切除手术仍存在手术创伤

较大和可能引起炎症扩散的危险等缺点。随

着神经导航和/或立体定向引导技术的普遍开

展以及大量广谱、高效抗生素的问世，目前

大多数脑脓肿已无需开颅切除，仅单纯抗生

素治疗或穿刺排脓后抗生素治疗即可治愈，

但对于抗生素治疗的疗程尚不很明确。本研

究探讨脑脓肿保守或穿刺排脓术后抗感染治

疗疗程问题。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年来我科收治的 16 例保

守或穿刺排脓术后抗感染治疗的脑脓肿患者

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11，女 6 例，年龄 2～5

7 岁，平均 32.6 岁。单发病变 12 例，多发病

变 4 例。单发病灶位于额叶 3 例、深部白质

和核团 2 例、临近脑室系统 2 例（含破入脑

室 1 例）、中央区 1 例、枕叶 1 例、顶叶 1

例、颞叶 1 例；多发病变位于额顶叶、额颞

叶或顶叶和深部白质内。合并先心病 4 例。

根据临床表现、增强头颅 CT 和 MR 明确诊

断，穿刺排脓者根据脓液涂片和培养结果进

一步确诊。脓肿最大径 1.5-7.0cm。行单纯抗

生素治疗 5 例（4 例脓肿≤2cm 者，1 例脓肿

＞2cm 者），神经导航或立体定向引导脓肿

穿刺排脓及引流手术后抗生素治疗 11 例。所

用抗生素包括青霉素钠、苯唑西林钠、氟氯

西林、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头孢曲松、

美罗培南、万古霉素、利奈唑胺、SMZco、

甲硝唑等（多为经验用药，11 例穿刺排脓者

仅 2 例培养阳性），5 例病程后期使用大蒜

素。其它治疗包括脱水、防治癫痫和营养支

持等。5 例给予补充免疫球蛋白。治疗过程中

定期复查增强 MR 或 CT 指导下一步治疗方

案。抗生素疗程 6 周～20 周（包括 4 例后期

口服 SMZco 1～2 周），持续至脓腔基本闭

合为止。在抗生素治疗的过程中定期复查肝

肾功能和血常规。 

结果  全部患者均获治愈。疗程中 5 例出现与

抗生素有关的副作用，主要为皮疹和血白细

胞/血小板减少，经调整治疗方案后得以继续

抗生素治疗。随访 6 个月至 3 年，1 例合并先

心病者 6 个月后脓肿复发，其余患者均无复

发。1 例合并艾森曼格综合症者脓肿位于枕叶

且破入脑室，因病情危重家属放弃手术治

疗，经积极的长达 20 周的抗生素治疗后痊

愈，恢复原工作，随访 18 个月脓肿未复发。 

结论  脑脓肿保守或穿刺排脓术后抗感染治疗

的疗程要足够，直至增强头颅 CT 或 MR（以

后者为佳）提示脓腔基本闭合为止。只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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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得当并进行适当调整，长疗程抗生素治疗

是安全的。 

 
 
OR-143 

脑室引流观察表单及外固定装置在脑室引流

管管理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赵亚芸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索有效的脑室引流管管理方法,为患者

的安全提供有效的保障。 

方法  选取我科 2015 年 8 月-2016 年 3 月行

侧脑室穿刺引流术的 115 例患者作为观察

组，2015 年 2 月-2015 年 8 月行  侧脑室穿刺

引流术的 115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对照组患

者采用传统的护理方法及引流管固定方式，

观察组  采用自制的脑室引流管观察表单及改

良式脑室引流管固定带。两组患者基线资料

没有差异性，我们对引流管引流的有效性、

过度引流发生率、引流管非计划性管道堵塞

发生率等方面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改良护理方法后，引流管的管理有效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采用自制引流管观察表单结合改良式引

流装置固定带，既能保证脑室引流的有效

性，又能减少过度引流发生率，为脑室引流

患者提供安全的护理保障，值得推广使用。 

 
 
OR-144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中移动式头颅 CT 的应用 
 

费舟 李兵 闫志强 刘洋 李建东 邵小东 吴普丁 王毓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外科 710032 

 

目的  研究移动式头颅 CT 在神经外科重症监

护室(NICU)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从 2013 年 8 月至 2015 年 4 月利用移

动式头颅 CT 对我科 NICU 患者进行了 3990

例次扫描，对该数据进行回顾分析，将其作

为移动式 CT 组。选取从 2011 年 8 月至 201

3 年 4 月在放射科利用常规固定式 CT 进行头

颅 CT 扫描的我科 NICU 患者作为对照组，共

计 3486 例次。分析比较两组 CT 扫描方法对

患者院内转运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CT 平均

耗时、急诊 CT 检查阳性率及预后的影响。 

结果  分析显示，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及 C

T 适应症方面无显著差异。移动式 CT 组院内

转运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仅为 0.9%，而固定

式 CT 组高达 14.6%（P<0.01）。固定式 CT

组 CT 平均耗时为 48.3±20.6min，而移动式

CT 组耗时低至 11.6±4.5min，移动式 CT 显

著降低了 CT 平均耗时(P<0.01)。移动式 CT

组包含急诊 CT196 例次，其急诊 CT 检查阳

性率为 49.5%，固定式 CT 组包含急诊 CT17

8 例次，其阳性率为 51.1%，两组间无显著差

异（P>0.05）。两组患者因非预期病情变化

行急诊 CT 前的格拉斯哥评分(GCS)分别为 8.

06±3.33（移动式 CT 组）和 8.31±3.16（固

定式 CT 组），两组间无显著差异（P>0.0

5）。2 周后，移动式 CT 组 GCS（10.08±3.

21）显著高于固定式 CT 组（9.21±3.06）(P

<0.01)。 

结论  移动式头颅 CT 不仅可显著降低 NICU

患者院内转运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而且当

患者出现非预期病情变化时，可协助医生快

速发现颅内病变，使患者得到更及时、准确

的救治，进而改善患者预后。 

 
 
OR-145 

丙泊酚治疗癫痫持续状态 42 例临床分析 
 

杨佳明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00 

 

目的  探讨丙泊酚治疗癫痫持续状态的临床疗

效。 

方法  选择我院于 2011 年 06-2015 年 10 月

份收治的癫痫持续状态患者 42 例，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各占 21 例。对照组患者给

予安定治疗，观察组患者给予丙泊酚治疗，

对比观察两组不同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 

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癫痫发作的控制时间、控

制成功率、不良反应发生率、死亡率等观察

指标上显著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癫痫持续状态患者给予丙泊酚治疗效果

显著，降低了不良发生率和死亡率，提高了

癫痫发作控制率，值得广泛推广。 

 
 
OR-146 

神经外科反向式交班与护理床头交班记录表

的联合应用 
 

张兰芳 张银 杨迎春 杨瑾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反向式交班与护理床头交班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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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经外科交接班中的联合应用效果。 

方法  将重点巡视的内容、病情观察要点、特

殊治疗项目以及患者安全等作为交班内容罗

列到床头交班记录表中，接班护士提前到岗

了解所分管患者的情况，并在交接班时汇

报，汇报不完全时，由交班护士负责补充。

并在护士对病区患者病情的掌握情况、患者

家属和医生对护士的满意度和护理措施落实

率与传统交班模式进行比较。 

结果  实行反交班模式联合护理床头交班记录

表后，护士对病区患者病情的掌握情况，患

者家属及医生对护士的满意度、护理措施落

实率方面均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01 或 P ＜ 0.05)。 

结论  反交班模式联合护理床头交班记录表有

利于护士有重点地掌握病区情况，可以提高

护士对病区患者病情的掌握情况，及时落实

护理措施，提高患者家属和医生对护士的满

意度，是一项提升神经外科专科护理质量的

有效手段，具有推广价值。 

 
 
OR-147 
Hypertonic Saline Decreases the Pulsatili
ty Index and Increases Minimum Diastolic
 Blood Flow Velocity in Traumatic Brain I
njury Patients after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Guo Wei,Guo Shaochun,Tian Bo,Li Min,Li Liho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Tangdu Hospital，Th

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No. 1， Xinsi 

Road，Xi'an，710038，China 710038 

 

Objective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int 
ravenous hypertonic saline could decrease t
he intracranial pressure (ICP) and improve t
he outcome for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
njury (TBI).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
stigate the effects of using 5% hypertonic sal
ine (2ml/kg) on the minimum diastolic blood f
low velocity (FV-min) and pulsatility index (PI)
 of th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in the TBI patie
nts after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Methods  Twenty-six patients with severe T
BI, who were admitted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s of neurosurgery department, Tangdu h
ospital from October 2015 to March 2016. Eli
gibility criteria for recruitment were defined a
s TBI severe enough to justify decompressiv
e craniectomy, ICP monitoring and mechanic
al ventilation under sedation, with a Glasgow
 Coma Scale score below 8 at the time of ad

mission. After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5% hypertonic saline (2ml/kg) was administe
red when ICP elevation was above 15 mm H
g.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was
 used to monitor the PI and FV-min. TCD ultr
asonography examinations were carried out 
before hypertonic saline administration, imm
ediately after administration and 1, 2 and 3 h
ours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hypertonic sa
line. 
Results  A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rev
ealed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PI (p<0.01) and
 increase of FV-min (p<0.01) after the use of
 hypertonic saline. The maximum decrease i
n the PI was recorded 1 hour after the admin
istration of hypertonic saline and was 6.1% o
f the initial value. The maximum increase in t
he FV-min was recorded 1 hour after admini
stration and was 13.4% of the initial value. 
Conclusions  Hypertonic saline administrati
on appeared to be effective in decreasing PI 
an d increasing FV-min in TBI patients after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Hypertonic sali
ne administration could potentially improve t
he cerebral blood flow and neurological outc
omes of TBI patients. 
 
 
OR-148 

快速细孔钻颅置管引流技术的研发与临床应

用 52 年 
 

张庆林 王成伟 孟庆虎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 介绍快速细孔钻颅器及其置管引流术的

自主研发概况，总结其在颅脑重症抢救中 52

年的治疗效果、临床经验。 

方法 1963 年原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张庆林、张成提出原始构想和设计要求，并

与山东新华医疗器械厂合作，1964 年上半年

研制出完全不同于 Dandy 氏钻颅器的手枪式

快速细孔钻颅器。 

结果 从 1964 年始用于脑室造影至 60 年代末 

救治急性脑积水、急性枕骨大孔疝、慢性硬

脑膜下血肿均取得显著效果，故从上世纪 70-

80 年代扩展到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重型

颅脑损伤等 10 多个领域的诊治，均显示出其

在颅脑重症治疗中特有的效果和优势。 

结论 快速细孔钻颅器的特点：仅 3 道操作程

序、无需切开头皮、不用吸引器、无需电凝

和无影灯；可在急诊室、治疗室或病房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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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完成。51 年临床实践证明，在急需施行

侧脑室引流的神经外科急危重患者抢救中，

快速细孔钻颅技术具有安全、有效、快捷、

简易、微创、实用、经济的特点，是一种理

想的治疗措施。 

临床应用：（1）脑室造影：1964 年至 1983

年 20 年间共做脑室造影 1900 余例，杜绝了

以往因脑室造影后反映剧烈不得不急症手

术，或来不及造影和手术而猝死的悲惨局

面。（2）各种原因引起的急性脑积水：可迅

速降低颅内高压，缓解病情，为进一步治疗

创造条件。（3）侧脑室引流下腰穿加压注液

抢救急性枕骨大孔疝：自 1969 年至今采用腰

穿加压注液方法，救治 43 例此类患者，43

例中 11 例(25.6％)不仅恢复自主呼吸且完全

康复。（4）脑室出血：1977 年-2010 年，一

组 3751 例的统计中，共治愈 969 例脑室出血

患者（治愈率 27.1％)。（5）急性重型颅脑

外伤：42 例患者出院时 ADL 评级达到 I～III

级 29 例（69.05%）。（6）脑内血肿：回顾

性分析了 334 例患者中钻孔组较开颅组术后

并发症少，术后 1 个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低，术后 6 个月预后评分好；均有显著性差

异。（7）脑脓肿：1970 年即开始治疗脑脓

肿和颅内感染，证明快速细孔钻颅术在钻孔

引流脑脓肿及控制术后颅内感染等方面具有

良好的疗效。（8）细孔钻颅 CT 导向立体定

向技术的应用：自 1987 年开始，应用自行研

制的 CT 导向细孔钻颅脑立体定向仪成功的为

21 例脑深部病变患者施行了活检术、囊液排

空、囊腔冲洗和引流，并为基底节区脑软化

病人施行了同种异体胎脑组织尾状核头部移

植术。 

 
 
OR-149 

探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营养评估 
 

安硕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300052 

 

目的  探讨对神经外科重症患者合适的营养评 

估办法。  

方法  于 2016 年 3 月-4 月收入我们 NICU 的

患者 153 名，分成两组，营养组（4 月，71

人）及对照组（3 月，82 人）。分别对入院

第 1 天的患者进行 GCS 评分、APACHEII 评

分、SOFA 评分，营养组进行 NUTRIC 评分

及 NRS 评分，有风险组即予营养支持，无风

险或低风险组予静脉补液及/或经口进食，对

照组以患者进食情况、化验（白蛋白、血红

蛋白等）及体重为依据，考虑摄入不足时和/

或营养不良时给予营养支持。对比入院第一

天 GCS 评分、APACHEII 评分、SOFA 评分

及死亡率、NICU 住院时间、GOS 预后评

分。  

结果  两组患者的 GCS 评分、APACHEII 评

分、SOFA 评分及死亡率无显著性差异，而

NICU 住院时间、GOS 预后评分有显著性差

异。  

结论  NUTRIC 评分及 NRS 评分可应用于神

经外科重症患者营养风险的评估，为营养支

持提供依据。  

 
 
OR-150 

集束化策略预防脑室外引流颅内感染的临床

研究 
 

邱炳辉 包贇 曾浩 莫益萍 李伟光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研究集束化策略预防脑室外引流颅内感

染的效果，探讨预防脑室外引流颅内感染的

方法。  

方法  2010.01~2012.12（第 1 阶段）脑室外

引流患者 89 例为对照组，采用常规脑室外引

流管理方法；2013.01~2015.12（第 2 阶段）

脑室外引流患者 96 例为研究组，采用集束化

策略管理方法，包括精细及无菌化操作技

术、皮下隧道及引流管固定技术、围手术期

抗生素预防、教育和无菌化护理、标准无菌

化 CSF 采样流程、缩短引流时间。比较两组

颅内感染发生率、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N

SICU）住院时间、CSF 病原学结果 。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采用集束化策略后脑室

外引流颅内感染发生率由 9.5%降至 2.2%,NS

ICU 住院时间也明显缩短，两者相比具有统

计学差异（P＜0.05ICU）；  

结论  集束化策略能减少脑室炎的发生，缩短

NSICU 住院时间。 

 
 
OR-151 

持续脑电监测对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迟发性脑

血管痉挛的临床意义 
 

刘隆熙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青岛市海慈医院 266033 

 

目的  探讨持续脑电监测（CEEG）在蛛网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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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腔出血（SAH）后迟发性脑血管痉挛(DCV

S)的诊断和应用价值。 

方法  37 例 SAH 患者，于发病 24～72h 内开

始 CEEG，完成首次 CEEG 分级、格拉斯哥

昏迷指数评估（GCS）及世界神经外科联盟

（WFNS）病情分级，并动态记录脑电变

化，监测时间≥15d，至患者死亡或病情好

转。将 CEEG 等级与 GCS 评分、WFNS 分

级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 CEEG 等级与 SAH

病情的关系；将 DCVS 与非 DCVS 患者 CEE

G 等级、GCS 指数及 WFNS 病情分级比较，

探讨 DCVS 与 CEEG 等级和病情的关系；同

时比较两者的动态脑电记录，分析 DCVS 患

者脑电记录是否存在特殊变化。此外，对 DC

VS 患者行抗血管痉挛治疗 2 周，记录治疗后

CEEG 等级、GCS 评分及 WFNS 病情分级，

并在其死亡或出院时，参照格拉斯哥预后分

级(GOS)评定预后等级。对比 DCVS 患者治

疗前、后的 CEEG 等级、GCS 评分及 WFNS

分级，并对 DCVS 患者首次 CEEG 等级与 G

OS 预后进行相关性分析，探讨 DCVS 患者 C

EEG 等级与预后的关系。 

结果  ①SAH 患者 CEEG 等级与 GCS 呈负相

关（r=-0.928，P＜0.001），与 WFNS 病情

分级呈正相关（r=0.862，P＜0.001）；②D

CVS 患者与非 DCVS 患者 CEEG 等级、GC

S 评分、WFNS 病情分级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③CEEG 动态记录比

较，DCVS 患者于 SAH 后 6～15 天脑电以局

限性慢波为主，波形分布与观测时间点有关

（P＜0.05），但也有脑电出现慢波改变而排

除 DCVS 诊断者；④DCVS 患者经抗血管痉

挛治疗后，CEEG 等级、GCS 评分以及 WF

NS 分级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且 D

CVS 患者首次 CEEG 分级与预后呈负相关

（r=-0.902,P＜0.001）。 

结论  CEEG 不仅能实时反映 SAH 后 DCVS

患者的脑功能状况，而且为患者病情的评估

及预后提供了及时准确的电生理信息；SAH

后 6～15 天为 DCVS 的高发期，脑电表现以

局限性慢波为主，但并非所有 SAH 患者 CEE

G 出现脑电慢波(θ、δ)变化都是 DCVS；也可

能是 DCVS 已经发生，临床预防性抗血管痉

挛治疗有效地阻止了 DCVS 的进展。CEEG

对 SAH 后 DCVS 具有早期诊断价值，且早期

诊断后及时采取抗血管痉挛治疗对改善患者

症状具有较好的临床意义。 

OR-152 

颅内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个体化治疗的临床

分析 
 

张刚利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12 

 

目的  探讨个体化治疗颅内多重耐药鲍曼不 

动杆菌感染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 例颅内多重耐药鲍曼不

动杆菌感染患者，采取磷霉素联合头孢哌酮/

舒巴坦钠序贯疗法 12 例，采取以碳青霉烯类

为主的联合治疗 4 例，采取以替加环素为主

的联合治疗 3 例，分别分析三种疗法治疗前

后 1 周患者的症状、体温及脑脊液情况，评

价三种疗法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结果  采用磷霉素及头孢哌酮/舒巴坦钠序贯疗

法的疗效确切，其中 8 例感染患者治愈出

院，4 例死亡,其中 2 例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

亡，另外 2 例因高龄、体质弱等因素治疗无

效死亡，采取以碳青霉烯类为主的联合治疗 3

例治愈出院，1 例最后采取采取磷霉素联合头

孢哌酮/舒巴坦钠序贯疗法治愈，采取以替加

环素为主的联合治疗的 3 例全部治愈出院，

三者均临床安全性良好。 

结论  针对不同的颅内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感染患者采取相应的个体化治疗可以提高治

愈率。 

 
 
OR-153 

神经重症患者的镇痛镇静治疗 
 

张立平 

兰大大学第二医院 730000 

 

  
 
 
OR-154 
Empirical combination antibiotic therapy i
mproves the outcome of nosocomial men
ingitis or ventriculitis in neurocritical care
 unit patients 
 
Li Zhiqi,Wu Xing,Yu Jian,Sun Yirui,Yuan Qiang,Du 
Zhuoying,Wu Xuehai,Hu Jin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Objective  Our aim was to identify the risk fa
ctors of MEN caused by MDR/PDR pathoge
ns and in-hospital death in critically ill neurol
ogical patients an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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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irical combination antibiotic therapy (EC
AT) on the outcome of these patients. 
Medthods  Retrospective study of critically il
l neurological patients complicated by nosoc
omial MEN admitted to neurocritical care unit
 (NCCU) in a 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 fro
m January 2003 to December 2015, using m
odified CDC criteria for nosocomial infection
s. 
Results  In total, 8053 consecutive NCCU p
atients were screened; 164 also had MEN. L
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
t MDR bacterial MEN was related to infection
 with Gram-negative (GN) bacteria (odds rati
o, 5.78; 95% CI, 1.98–16.91; p = 0.001), and
 inadequate initial antibiotic therapy (odds rat
io, 10.19; 95% CI, 4.37–23.76; p < 0.001). E
CAT was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mortality 
(hazard ratio, 0.37; 95% CI, 0.16–0.87; p = 0.
022) in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regression a
nalysis. The other variable independently as
sociated with increased mortality was definiti
ve combination antibiotic therapy (hazard rati
o, 0.44; 95% CI, 0.21–0.95; p = 0.037), sepsi
s (hazard ratio, 0.42; 95% CI, 1.09–5.04; p =
 0.029) and MDR/PDR infection(hazard ratio,
 2.96; 95% CI, 1.03–8.49; p = 0.043). 
Conclusions  Initial combination therapy im
proves in-hospital mortality among NCCU pa
tients with nosocomial MEN. 
 
 
OR-155 

颅内压监测过程中出现 ICP 异常数值的相关

因素分析 

 
方文华 康德智 林章雅 林元相 吴喜跃 王芳玉 蔡嘉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颅内压（ICP）监测过程中出现明

显偏离临床的 ICP 异常数值的相关因素和解

决方法，以提高 ICP 监测临床应用的准确

性。 

方法  回顾性研究我院 2012 年 1 月～2016 年

4 月的 1327 例行有创颅内压传感器置入术及

持续 ICP 监测病例的 ICP 数值资料，分析其

出现明显偏离临床或难以解释的 ICP 异常数

值（例如负值、极端低值或高值等）的分布

特点、影响因素和变化规律，并总结其判读

方法和应对策略。 

结果  1327 例行 ICP 监测患者的主要疾病诊

断，包括颅脑创伤、破裂脑动脉瘤、自发性

脑内血肿、复杂或大型脑肿瘤、严重大脑半

球脑梗死等。其中男性 625 例，女性 702

例，年龄 19 岁～83 岁，中位年龄 56 岁。13

27 例患者中有 78 例出现了明显偏离临床或

难以解释的 ICP 异常数值，例如负值、极端

低值或高值等，发生率约 5.9%。按主要疾病

诊断归类，78 例患者分布于破裂脑动脉瘤、

颅脑创伤、脑肿瘤和自发性脑内血肿等。按 I

CP 传感器类型归类，78 例患者分布于脑室

型、硬膜下型。与出现 ICP 异常数值相关的

因素包括传感器前端血凝块或气体环绕、脑

室型引流管堵塞、传感器探头端移位或脱

落、传感器探头前端紧贴颅骨表面或硬脑

膜、头位与体位等，同时，也仍有部分病例

未发现可推理的相关因素。ICP 出现负值最常

见于术后前 2 天，常见于脑室型，部分病例

可自行恢复至与临床相符合（或具有相关临

床证据的支持）。当出现 ICP 异常值时，可

结合患者临床表现、影像学等进行综合分

析，通过观察 ICP 数值对头体位改变或降颅

压药物等的反应程度、调换 ICP 监测与及连

接线、ICP 波型等辅助排除机械物理故障。 

结论  ICP 异常数值的发生与疾病病种、传感

器类型无明显相关，但可能与传感器探头前

端的位置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临床工作中应

充分重视对 ICP 异常数值的判读和分析。 

 
 
OR-156 

以白质纤维束为保护靶标的高血压脑出血内

镜精准微创清除术 

 
胡荣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对比研究 DTI 神经导航下神经内镜微创

血肿清除术与传统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高血

压脑出血的疗效。 

方法  2013.01—2014.07 入住我科符合纳入/

排除标准的８9 例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随机

分为 DTI 导航下神经内镜微创血肿清除术组

和传统开颅血肿清除术组。对两组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血肿清除率、颅内压变

化、术后并发症（再出血、感染率）、平均

住院时间、术后 3 个月死亡率、mRS 评分、

GOS 评分等进行统计分析以判断疗效。 

结果  DTI 导航内镜组平均手术时间为 2.1 小

时，明显少于传统手术组平均 4.5 小时；DTI

导航内镜组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传统开颅血

肿清除组（120.7±72.4mL vs 483.8±257.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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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TI 导航内镜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和

肺部感染率也明显低于传统手术组；随访 3

个月的功能预后显示 DTI 导航内镜组患者神

经功能恢复明显优于传统手术组。两组血肿

清除率相当，术后两组再出血、脑积水、颅

内感染、癫痫、深静脉血栓和消化道出血发

生率等无显著差异。术后神经内镜组颅内压

波动范围比传统手术组稍高，但均在 25mmH

g 范围内。 

结论  DTI 导航下神经内镜微创血肿清除术较

传统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

效好，术后无颅内高压风险，效果确切，是

行之有效的一种微创手术方法。 

 
 
OR-157 

改进护理流程对降低脑室外引流感染的影响

分析 
 

李丽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探讨通过改进护理流程，对脑室出脑室

外引流术后颅内感染发生率的影响，改善患

者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我院神经外科 2012 年-20

16 年，127 例脑室外引流术患者的资料,所有

患者均在局麻下行脑室钻孔引流术。分析脑

室外引流术后并发颅内感染的危险因素，通

过改进护理流程的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术

前、术中和术后的各种感染预防。 

结果  127 例患者中，发生颅内感染 12 例。

感染率为 9.4%。与既往文献报道感染率相比

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脑室外引流护理要求严格，具有特殊

性，患者住院时间长。通过改进护理流程，

对脑室外引流进行护理干预，能有效降低感

染率。 

 
 
OR-158 

听神经鞘瘤术后并发吞咽困难的康复训练 
 

郑敏 张宁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寻求一种简单易操作的训练方法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吞咽障碍Ⅱ级以上患者 32 人通过洼田

饮水实验进行分级，经过康复训练进行效果 

评定 。 

结果  吞咽障碍Ⅱ级 18 人痊愈，Ⅲ级 6 人痊

愈，4 人显效，Ⅳ级 3 人中 2 人有效 1 人无

效，V 级 1 人无效。  

结论  此方法经济实惠，简单易操作，患者及

家属容易掌握，早期康复训练，对患者恢复

具有重要意义，临床值得推广。 

 
 
OR-159 

急危重型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微创神经介

入治疗结合重症支持治疗体会 
 

刘磊 余新光 马玉栋 倪陶义 王秀英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微创神经介入治疗结合神经重症支

持治疗方法在急危重症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

应用。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 15 例 H-H 分级 3 级以上急危重症蛛网膜下

腔出血患者。应用微创神经介入行颅内动脉

瘤栓塞，术后入 ICU 型重症支持治疗。评价

患者治疗效果。总结这一套治疗办法的指证

及使用要点。 

结果  患者术后恢复快，临床反应轻，并发症

少。15 例患者 1 例死亡，14 例临床痊愈出

院，其中 4 例 GOS 评分其中 4 例 GOS 评

分，7 例 4 分，3 例 5 分。 

结论  应用微创神经介入治疗结合神经重症支

持治疗对急危重症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具有

治疗快速，微创，临床效果好，值得推广。 

 
 
OR-160 

神经内镜下扩大经鼻切除鞍上及三脑室内颅

咽管瘤的护理体会 
 

李英 张崇芬 田兴淑 向思瑾 杨刚 霍钢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内镜下扩大经鼻入路治 

疗鞍上及三脑室内颅咽管瘤的 32 例病人资

料，分析总结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方法  收集我科 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4 月

间使用内镜扩大经鼻入路治疗的 32 例鞍上颅

咽管瘤的临床资料。  

结果  术前详细的评估及准备工作涉及患者的

心理准备、激素水平补充、饮食调节及鼻道

准备；术后头痛、视力及激素评估，水、电

解质平衡的维持，体温、中心静脉压监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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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池持续引流的护理；出院前详细指导患者

激素及影像学复查时间，激素替代及控制尿

崩的用药注意事项等。  

结论  神经内镜扩大经鼻入路切除鞍上及三脑

室内颅咽管瘤具有微创、全切率高、术后并

发症少等优点，围手术期患者的护理及术后

定期随访指导能够明显改善颅咽管瘤患者的

生活质量。 

 
 
OR-161 

老年重型颅脑损伤 75 例急救护理 
 

豆兴芳 丁亚茹 黄艳萍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通过对老年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抢救护

理，总结老年患者观察急救护理方法。  

方法  对神经外科 75 例老年重型颅脑损伤进

行回顾性研究分析，根据老年患者的病生理

特点，严密观察患者的意识、瞳孔及血压、

呼吸、脉搏等生命体征变化，以及手术前后

的病情变化和术后并发症，根据症状在合理

的补液的情况下，给予相应的急救护理措

施。  

结果  本组治愈 28 例（37.33%），轻残 12

例（16.00%），中残 16 例（21.33%），重

残 9 例（12.00%），死亡 7 例（9.33%），

自动出院 3 例（4.00%）。  

结论  老年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急救护理措

施，能有效的能降低病死率、致残率，有利

于护理质量的提高，护士价值的体现。  

 
 
OR-162 

神经外科女性患者开颅手术局部备皮的操作

和护理体会 
 

袁巧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总结了 106 例神经外科女性患者开颅手术进 

行局部备皮的护理体会。主要选择神经外科

额部、颞部、顶部以及乙状窦后等部位开颅

手术患者进行局部备皮，根据病变部位设计

手术切口。手术开始前用电动剃头刀剔除切

口周围 2cm 头发，再行消毒铺巾和后续的手

术操作。局部备皮比全头备皮节省了时间，

减轻了患者的头皮损伤及疼痛不适感。做好

术后的切口护理，短期能恢复正常生活和工

作。神经外科手术局部备皮过程操作过程简 

单，术后患者恢复快，特别是对于年轻女性 

患者，值得进行推广和应用。 

 
 
OR-163 

应用复合手术室实施血管造影联合神经外科

手术的安全管理 
 

肖华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探讨应用复合手术室实施血管造影联合

神经外科手术的安全管理措施。 

方法  2011 年 5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院应

用复合手术室实施血管造影联合神经在外科

手术 45 例。管理方法包括：1. 患者的安全管

理：（1）加强患者术前宣教，消除其恐惧紧

张心理。（2）股动脉穿刺成功插入造影管后

以无菌纱布覆盖，再用无菌手术膜粘贴覆盖

住穿刺部位及导管，使导管固定于大腿偏内

侧，且摆放手术体位后不受压的位置。（3）

手术体位的安全摆放与皮肤保护。（4）术后

拔出动脉鞘管时，对穿刺部位施以至少 20 分

钟以上的压迫，压迫点要准确，按压力度适

中，压迫止血后，弹力绷带加压包扎。2. 仪

器设备的安全管理  （1）术中使用 C 型臂机

进行操作时，先将手术床周围的仪器和物品

移开 C 型臂机活动范围，以免 C 型臂机运动

时发生碰撞，造成损坏。高压注射器使用

时，必须与术者核实参数无误后方可注射。

手术床前后移动时，注意备出足够的移动空

间。（2）头架、连接器、手术床之间的连接

旋钮必须旋紧，头钉与患者颅骨呈垂直固

定，头架上各关节旋钮旋紧牢固。手术过程

中使用电钻钻铣颅骨和使用颅骨固定连接片

还纳颅骨时，手术人员注意用手托住头架，

减轻对头钉的压力，避免头钉滑脱。3. 手术

及环境的安全管理：（1）用于血管造影的无

菌器械桌使用后，在手术开始等待术中使用

过程中加盖一次性无菌中单保护桌面物品，

防止触碰污染。手术使用的无菌器械托盘为

便于术中灵活移动需放于手术无菌巾单上

方，使用前加套无菌盘套，避免污染。手术

中再次进行血管造影检查时，未关闭的无菌

切口部位加盖无菌巾予以保护。（2）为了保

障有足够的空间来施行手术治疗，室内各种

设备和物品需根据手术类型合理放置，移动

时要保障手术无菌区域的安全，避免污染。4.

 医护人员的安全防护：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

需要穿铅衣裙，佩戴铅帽、铅围脖和铅的护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6 

 

目镜加以自身防护或图像扫描过程中医护人

员需要回避于铅玻璃屏风后面加以保护。 

结果  在积极、有效的安全管理下，手术全部

顺利完成，保证了患者、手术的安全及相关

仪器设备的正常安全使用，医护人员防护得

当，无意外发生。 

结论  复合手术室为脑血管外科提供了一个安

全和精准的治疗平台。它的推广推动了手术

室护理安全管理工作。虽然手术过程复杂，

使用仪器设备众多，但是通过加强患者各环

节的安全管理，规范仪器设备的安全使用，

强化医护人员安全防护，确保了手术和患者

的安全。 

 
 
OR-164 

神经外科机械通气患者镇痛镇静的评估与护

理 
 

孙静 周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在 NICU，很多危重症患者都不能自主呼吸，

他们常常借助呼吸机维持正常呼吸。机械通

气分为气管插管和气管切开。本文主要介绍

了 NICU 病房里由机械通气带给患者的不适

体验以及对患者镇痛镇静的评估与护理。总

结机械通气患者使用镇痛剂、镇静剂的经

验，机械通气时并非所有患者均需镇痛、镇

静治疗，在祛除诱因并行心理护理后仍不能

配合治疗的患者可适当镇痛、镇静治疗。但

是由于患者对镇静药物反应个体差异较大，

只能根据给药后患者的反应判断镇静水平和

效果。而且使用镇静镇痛治疗后，患者的各

种反应也相应减弱，极易发生各种并发症和

意外，因此必须加强针对性的护理。对于现

存的问题，护理研究之路还需继续走下去，

旨在促进病人的康复。  

 
 
OR-165 

影响神经外科专科护士综合护理能力的因素

及对策 

 
张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研析神经外科专科护士综合护理能力存

在的影响因素,并针对实际情况作出了相应对

策,提高神经外科护理质量。 

方法 根据神经外科护理特点，培养 5 年内护 

士临床实践能力，5 年以上护士专科观察、分

析、判断能力及临床带教能力，10 年以上护

士解决护理专业难度能力。 

结果  护士的专科知识和技能得到拓展和加

深，护士的专科业务水平、护理质量和危重

病人抢救成功率显著提高。 

结论 系统的专科护理知识与临床护理技能培

训可影响神经外科专科护士的综合护理能

力，促进专科护理水平和质量的全面提高。 

 
 
OR-166 

集束化管理策略在神经外科气管切开术后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张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探讨集束化管理策略对预防神经外科气

管切开患者肺部感染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015 年 4 月-2015 年 7 月 130 例 

气管切开患者作为对照组,按神经外科专科护

理模式进行常规护理,将 2015 年 8 月-2015 年

11 月 130 例气管切开患者作为集束组,采用集

束化管理策略进行护理。比较两组肺部感染

情况。 

结果 对照组发生肺部感染 38 例，集束组发生

肺部感染 16 例，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集束化管理策略能够有效地降低神经外

科气管切开患者肺部感染率，缩短患者住院

时间，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OR-167 

神经外科护理风险的分析及预防措施 

 
丁淑珍 

海军总医院 100037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护理风险分析及对策。 

方法  对我院自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

对收治的 240 例神经外科患者临床资料进行

了回顾性分析，探讨其中存在的护理风险和

防范对策。 

结果  240 例神经外科患者中，不安全操作风

险发生在患者身上 36 例，其中院方不安全因

素造成的护理风险有 6（16.7%），护理人员

不安全因素造成的有 30 例（83.3%），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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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护理风险。 

结论  神经外科护理风险无处不在，因此需要

加大对这些风险的认识，并把护理风险的对

策积极落实到医院管理和护理工作中，提高

对神经外科护理风险的认识和应对能力，确

保患者的安全。 

 
 
OR-168 

颅内压监测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中应用效果

的 Meta 分析 
 

连银红 张兰芳 李晶晶 杨瑾 张莉琼 陈艳蓉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评价颅内压监测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中

的应用效果。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

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CBM)、维普

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VIP)、Cochrane 图书

馆、MEDLINE、Web of Knowledge 和 EMB

ASE 中关于颅内压监测的随机对照试验，并

且筛选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由 2 名研究者

提取文献资料并评价文献质量，对纳入研究

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1 篇随机对照试验，包括 5236

例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颅内压监测可以

降低患者死亡率（Z=5.00，P<0.01）、降低

患者肾功能损害（Z=2.77，P<0.01）和电解

质紊乱（Z=2.96，P<0.01）的发生率。 

结论  颅内压监测利于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预

后。 

 
 
OR-169 

危重症患者肠内营养治疗护理疗效观察 
 

魏文桂 江荣才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探讨对危重症患者肠内营养支持的护理 

疗效。 

方法  对 NICU2015 年~2016 年 60 例重型颅

脑损伤患者营养状态和并发症的观察。 

结果  60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中除 4 例死

亡，5 例自动出院外，其余 51 例各种营养指

标均有改善，预后良好。 

结论  营养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营养不良

对伤口愈合、免疫机制、器官功能等具有重

大影响。营养物质，如糖、脂肪、蛋白质、

维生素、电解质和微量元素、纤维素都是生

命维持所必须的。在机体需要的三大类营养

物质中，糖和脂肪主要用于供应能量，蛋白

质虽部分用于供应能量，但大部分用于组织

的生长修复。机体在静止休息状态时，成年

人最少能量需要为 83.6kj/kg，机体活动状态

每天需要 125.4-188.1kj/kg。而在病理状态

下，住院病人休息状态下占正常机体活动状

态需要量的 80%，在创伤、手术和患有严重

感染，如败血症时，能量需求比正常机体活

动状态需求量增加 100%-200%。神经外科昏

迷患者不但病情危重，而且机体处于严重的

应激状态，其基础代谢率可提高 50%~15

0%。脑组织及神经组织所需的能量几乎全由

葡萄糖供应，因此昏迷患者的营养补充对于

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有着重要的单位和作

用。营养支持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已从以往

重视维持各种创伤后的氮平衡、保持瘦肉

体，发展为更加关注维护脏器、组织和免疫

功能、促进脏器组织修复等。询证医学证据

表明，严重营养不良的病人会影响病人的康

复，甚至或成为重症、大手术死亡的重要因

素，而合理的肠内营养支持是经胃肠来提供

代谢需要的各种营养素的治疗方式，供给细

胞代谢所需要的能量与营养，胃肠组织器官

结构与功能；通过营养素的药理作用调理代

谢紊乱，调节免疫功能，增强机体抗病能

力；减少净蛋白的分解及增加合成，改善潜

在和已发生的营养不良状态，防治其并发

症，从而影响疾病的发展与转归。 

重型颅脑损伤发病急，病情发展迅速，具有

较高的致残率和死亡率。患者在发病后，因

神经受到压迫，致使患者机体紊乱、意识障

碍、免疫力降低，易感染，影响预后。肠内

营养支持可为颅脑损伤患者供应热量及营养

素，可提高患者机体免疫力，降低并发症的

发生率，有利于患者度过危险期，改善预

后。 

 
 
OR-170 

血管复合手术室内脑血病手术的护理配合 
 

崔宁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复合手术室是脑血管外科近年来的热

点，国内少数神经外科中心单位配置了这样

的手术室，处理了一些脑血管病中的复杂问

题，为病人取得了良好效果。天津医科大学

总医院手术室自 2011 年 5 月启用复合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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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至今已完成了 150 余台脑血管病复合手

术，探索、积累了一些方法和经验。 

方法  参加复合手术的人员包括颅脑显微手术

和脑血管造影介入治疗的医生、麻醉医生、

手术刷手和巡回护士、脑血管造影设备操作

技术人员、电生理监测人员、手术显微镜等

大型设备养护人员。自 2011 年 5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院血管复合手术室内完成了脑动

脉瘤、颈动脉疾病、硬脊膜动静脉瘘等三大

类、约 150 余台复合手术。 

结果  在所有复合手术中，手术过程均顺利 

完成，没有出现设备、器械故障导致手术无

法进行的现象，医生、护士、技术人员经协

调、培训后，均能顺利完成各自任务，显微

手术、造影和介入治疗过程一体化完成，没

有术中差错发生，各环节交替平顺，没有因

为程序性问题带来术中并发症，所有病人均

平稳完成手术，送回病房。 

结论  血管复合手术室在我国是新近发展的高

级别手术装备和技术，将脑血管介入和显微

脑血管手术两项技术结合在一起，为复杂性

脑血管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空间，为患者带

来了新的希望。但是新设备和新方法需要个

环节人员不断的探索、磨合与尝试，才能找

到最合理、最简洁、最流畅的工作方案，保

证手术和治疗顺利完成。在四年半的实践之

中，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手术室在配合血管

复合手术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经过这几

年的探索和积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在血

管复合手术室的使用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还需要更多的与国内外单位交流，共同提

高，达到安全有效地解决复杂性脑血管病治

疗难题的目的，造福患者。 

 
 
OR-171 

颅内动脉瘤围手术期的心理护理干预作用 
 

陈慧玲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7 

 

目的  探讨围手术期心理护理干预对颅内动脉

瘤患者护理效果的影响。 

方法  分析我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120 例颅内动脉瘤患者的临床护理资料。

根据患者围手术期不同护理内容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各 6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颅内动脉

瘤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基础上给

予心理护理干预。自行设计问卷调查表,调查

两组患者对颅内动脉瘤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

记录两组患者术前颅内动脉瘤破裂情况;调查

患者对护理的满意程度; 调查患者临床预后情

况。 

结果  观察组颅内动脉瘤健康知识掌握效果好

所占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动脉瘤破裂发生显著低于对

照组且对照组的临床预后佳,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心理护理干预有助于提高颅内动脉瘤患

者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有助于减少颅内动

脉瘤破裂改善患者的预后,提高护理满意度。 

 
 
OR-172 

神经外科护士临床综合能力培训思考 
 

陈超丽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神经系统疾病涉及不同的相关学科，同

时大脑不同的功能区病变，有其特定的功能

受损表现，专科特性强，同时神经外科疾病

变化快，护士在病情观察中如不能及时准确

甄别判断细微的指征变化，进行及时干预，

就有可能给患者带来不可逆的功能残疾，直

接影响病人日后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培

养神经外科专科护士临床综合评判思维能力

极其重要。 

方法  通过功能解剖学、病理生理学，特定神

经专科表现、体征等专业理论知识，讲座、

现场病例进行针对性指导等多方位立体的方

式培训，全面提升神经外科专科病情观察的

素质。 同时针对神经外科患者常见合并其他

专科疾病知识，检查的阳性指标及临床意义

等综合判断能力进行较全面的渐进性层次培

训。 

结果  在工作中护士能根据患者特定的表现，

预见性发现患者可能恶化情况逐渐增多，及 

时干预不良情况，挽回不少抢救时机。 

结论  神经外科专科护士专科专业知识理论培

训教育，对神经外科专科病情观察有着重要

意义，因为功能区的复杂性，护士不易于记

住各种功能区的相关症状或指征，培训方式

必须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同时要反复

培训，尤其是现存病例的指导、查房等，能

加深护士的记忆，培训才能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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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73 

不同 PH 值湿化液在预防气管切开患者呼吸

道感染中的应用研究 
 

乐革芬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不同 PH 值湿化液在预防气管切开

患者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效果，为选择合

理、有效的气道湿化液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方法  选择入住神经外科 ICU 气管切开患者 1

00 例，按入院先后顺序分为 5 组，实验组分

别应用 PH 值为 6.6、7.2、7.8、8.4 的 PBS

湿化液对气管切开病人进行气道湿化，对照

组采用 0.45%生理盐水，监测各组病人气道

湿化后痰液 PH 值、a-酸性糖蛋白、钙含量变

化，同时比较各组痰液的细菌培养结果，记

录感染控制时间。比较各组间监测指标的差

异。    

结果  时间与痰液 PH 值、AGP 存在交互效应

（P<0.05），随着时间延长，其 PH 值会升

高，AGP 相应降低；不同实验组和对照组间

痰液 PH、Ca2+、AGP 存在显著差异（P<0.

05）；实验组 PH 值为 7.2 的湿化液可将痰液

PH 维持正常水平，感染控制时间与对照组相

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PH 值为 7.2 的湿化液可维持气道内环

境的稳定，对预防气管切开患者呼吸道感染

起到一定作用,仍需进行大样本量调查来进行

临床推广实施。 

 
 
OR-174 

葡萄糖酸氯己定在颅脑择期手术患者术前皮

肤清洁中的应用研究 

 
陈茂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 2%葡萄糖酸氯己定用于颅脑择期

手术患者术前皮肤清洁的有效性，以期为制

定颅脑择期手术患者术前皮肤准备流程提供

参考依据。  

方法 2015 年 11 月至 12 月，随机将某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 120 名颅脑择期手术患者分为 2

组（各 60 例），对照组于术前 2 日每日用洗

头膏清洁头部两次，实验组于术前 2 日每日

用洗头膏及 2%葡萄糖酸氯己定（2%CHG）

先后各清洁头部一次。比较两组患者的年

龄、性别、清洁前、第一日清洁后、第二日 

清洁后头顶部皮肤的菌落数。 

结果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无统计学差异

（P>0.05），清洁前两组患者头顶部皮肤菌

落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第一日

清洁后两组患者头顶部皮肤菌落数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第二日清洁后两组

患者头顶部皮肤菌落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患者头顶部皮肤菌落数

在第一日清洁后和第二日清洁后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头顶部皮

肤菌落数在第一日后和第二日清洁后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术前用 2%CHG 清洁头部的除菌效果优

于洗头膏，且术前 2 次使用 2%CHG 的清洁

除菌效果优于术前使用 1 次的效果。2%CHG

用于颅脑择期手术患者术前皮肤清洁有较好

的效果，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OR-175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颅内动脉瘤栓塞术围手

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靳玉萍 范小宁 程春梅 刘萍 朱梦梦 危志娟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230001 

 

目的  探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神经外科颅内

动脉瘤栓塞术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神经外科 2014 年 8 月～2015

年 8 月收治的颅内动脉瘤行栓塞手术患者 12

4 例。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62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颅内动脉瘤栓塞术常规

护理，观察组患者应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实

施围手术期护理。  

结果  观察组在术后恶心呕吐、低体温、并发

尿路感染及肺部感染的发生率、术后下床时

间、住院天数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对颅内动脉瘤栓

塞术患者进行围手术期护理，可以降低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率、缩短患者的住院天数、降

低患者的住院费用，有效促进患者 

术后恢复。  

 
 
OR-176 

基于标准化管理的手术运行管理策略 
 

姜雪 郎红娟 李娟 李瑞刚 高丽娟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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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手术室的工作效率直接关系到外科手术

患者的周转，影响着医院的经济效益和床位

使用率。因此，手术室管理特别是手术运行

管理对提高手术室工作效率显得尤为重要。2

015 年 7 月以来，我们将标准化管理应用于

手术运行管理中，建立了高效、安全的手术

运行管理机制，创建了现代化的的手术运行

管理模式，使手术室的整体资源能够安全、

高效、高质量运转。本文主要研究基于标准

化管理的手术运行管理对手术室工作效率的

影响及手术运行流程的规范   

方法  通过建立手术分级管理标准、手术预约

管理标准、手术部位标识管理标准、手术安

全核查标准、手术病例质量管理标准、手术

医生入室管理标准、手术取消率管理标准、

医院感染预防及控制的行为标准、手术安全

管理标准，并对标准的执行及落实所采取的

一系列管理策略：优化制度与流程、树立人

人都是管理者的意识、将时间管理运用于手

术管理中、强化手术运行反馈警示与激励机

制，最后，评价其对手术室效率的影响及手

术运行中各流程的规范情况。在此过程中将 9

项手术运行标准制成表格，每天由手术间的

巡回护士按照标准对手术运行情况进行记

录，每月对数据进行汇总，定期对数据进行

总结、分析，并针对分析结果，做出反馈及

管理模式上的相应调整和改进。采用 SPSS2

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用百分数（%）表

示，比较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均值±标准

差表示，比较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首台手术切皮时间准时率由 55.0%提高

到 90.5%；连台手术衔接时间缩短了 10-15m

in，护士人均手术量增加的同时，每日人均手

术时间缩短了 43 分钟；手术运行中的未达标

数目明显降低，在手术管理规范的同时，也

缓解了手术持续时间长、手术周转慢的矛

盾，患者和医生满意度显著提高  

结论  基于标准化管理的手术运行管理策略有

利于提高手术室工作效率；基于标准化管理

的手术运行管理策略有利于保障患者安全；

基于标准化管理的手术运行管理策略可提高

患者及手术医生的满意度 

 
 
OR-177 

面肌操训练在听神经瘤术后面瘫患者的早期

应用 
 

姚菲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通过进行面肌操训练在听神经瘤术

后患者面瘫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颅底病房自 2

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所收治的 76 例听

神经瘤术后面瘫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及对照

组。分别采用进行面肌操训练和不采用面肌

操训练的方法，通过面瘫分级评分表评估听

神经瘤术后面瘫恢复程度，并统计两组面瘫

的恢复程度，运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比较两种方式对患者面瘫恢复

的差异。 

结果  实验组患者面瘫恢复程度高于对照组。

面瘫分级评分两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实验组数据优于对照组。 

结论  听神经瘤术后面瘫患者的生活质量下

降，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主要因素是面瘫引

起面部功能减退、外貌的改变，影响了患者

在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职能观念改变，

且对家庭、社会情感需求增高。因此对听神

经瘤术后患者除常规护理外，应重视面瘫对

生活质量的影响，通过患者进行面肌操的训

练，加强护理干预，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 

 
 
OR-178 

不同经鼻入路粘膜相关症状的随访比较 
 

刘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了解不同类型经鼻手术后患者鼻部相关

症状之间的不同，为预防此类相关症状 

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随机选择我科自 2012 年起显微镜下单

鼻孔手术、内镜下单鼻孔手术及内镜下双鼻

孔扩大入路不取黏膜瓣类术式患者共 60 名，

内镜下双鼻孔扩大入路取黏膜瓣类术式患者 5

6 名。 在患者住院期间对患者在术后出现的

鼻部症状及程度进行记录，在患者出院后进

行每月 1 次的电话随访记录。记录患者在术

后早期是否出现鼻塞，后期（1 周，1 月，此

后每月）是否出现异味感、嗅觉减退或缺

失、鼻干和不适感等鼻部症状以及其出现的

时间、程度及缓解的时间。 

结果  （1） 鼻塞和鼻部不适的感觉与患者的

年龄有关系，老年患者回报的鼻部不适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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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少，程度也较轻，我们认为这是由于

老年人的耐受与年轻患者比相对较强，不适

主诉相对较少。(2)术后早期鼻塞和鼻部不适

的感觉与手术的鼻腔填塞方式有关。术后 3

天内的鼻塞和鼻部不适与手术方式没有明确

的相关，我们发现这类症状与术后鼻腔的填

塞方式有关，例如术后采用膨胀海绵的患者

出现鼻腔不适感明显比采用可充气止血器的

患者常见。(3)术后 1 个月左右的异味感与粘

膜损伤明确相关。其发生率在显微镜下单鼻

孔手术、内镜下单鼻孔手术、内镜下双鼻孔

扩大入路不取黏膜瓣类术式以及内镜下双鼻

孔扩大入路取黏膜瓣类术式患者中分别为

5%、10%、15%、30.4%。我们认为 1 个月

左右的异味感与粘膜损伤后的炎症性修复有

关系，这些症状最长者持续 3 周左右，如果

伴有黄色鼻涕，口服消炎药物对该的症状缓

解往往有明显的效果。( 4)随访显示鼻塞和鼻

部不适的感觉与术后的填塞方式和患者年龄

有关系。 

结论  从我们的随访结果来看，经鼻术后粘膜

相关症状中鼻部异味感与粘膜的损伤面积有

关，主要是局部炎症性反应导致，在术后 3

个月基本可以恢复。嗅觉丧失与手术方式和

粘膜损伤面积无关，耳语损伤的粘膜位置有

关。鼻腔嗅区粘膜主要分布在上鼻甲内侧面

和与其相对应的鼻中隔部分[4]。嗅觉损失与

这部分的粘膜损伤和炎症性反应有关[5]，而

与采取何种术式、术中粘膜的损失面积无

关。经鼻手术术后鼻部相关症状对患者的术

后生存质量有较大的影响，而医师及护士对

此的预防及相关治疗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医生和护士应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并在术后出

现相关症状时给予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以减

少患者术后早期与长期的粘膜相关不适症的

出现几率以及缩短恢复的时间，从而提高患

者生存质量。 

 
 
OR-179 

工作压力对神经外科低年资护士造成影响的

原因分析 

 
巫磊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了解工作压力对神经外科低年资护士造

成的影响。 

方法  采用中国护士工作压力源量表，对在福 

州市 3 家三级医院神经外科工作 1 年以上 3

年以下的 90 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工作压力对神经外科低年资护士造成影

响的原因依次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问题；

角色转换问题，工作量及时间分配问题；护

理专业及工作方面的问题；管理及人际关系

方面的问题。 

结论  针对神经外科工作压力的情况，应采取

积极措施减轻或消除引起工作压力的因素，

促进低年资护士身心健康，提高工作水平及

护理质量。 

 
 
OR-180 

重型颅脑创伤患者持续有创颅内压监测的护

理 
 

李书砚 魏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创伤患者手术后进行持续

颅内压(ICP)监测的护理经验。 

方法  在我院收集 46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行

开颅手术以后, 行持续颅内压监测患者 23 例

和未进行颅内压监测患者 23 例。持续颅内压

监测组均使用美国强生公司的 Codman 颅内

压监护仪进行监护并落实相应护理工作。该

监测仪为简单、准确度高、灵活方便的 ICP

监测系统。 根据颅内压的变化结果及时作出

相应处理。未行颅内压监测的患者，遵医嘱

执行神经外科护理常规及相应治疗。比较颅

内压监测与未行颅内压监测患者的预后。 

结果  对 46 例患者采用 GOS 评估系统进行预

后评估, 结果显示持续颅内压监测患者的预后

明显优于未行颅内压监测的患者。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持续颅内压监测,

 有助于准确、及时判断病情, 采取迅速、有效

的治疗，对改善患者的预后有重要意义。 

 
 
OR-181 

58 例巨大听神经瘤患者术后并发症的观察及

护理 

 
杨宝燕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巨大听神经瘤显微外科手术后并发

症的观察和护理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手术治疗的 58 例巨大听神经瘤患者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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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分析患者术后并发症的临床观察和护

理要点。 

结果  肿瘤全切除 50 例,大部分切除 8 例；术

后出现脑干损伤 5 例，颅内出血 4 例，颅神

经损伤 32 例，脑脊液皮下漏 8 例，脑积水 5

例。除 1 例术后颅内出血再次手术，效果不

佳自动出院外,其余患者经过及时有效的治疗

和精心的护理，均顺利康复出院。 

结论  巨大听神经瘤一种特殊类型的听神经

瘤，其手术难度大，病情变化快，易出现各

种并发症，熟悉巨大听神经瘤显微外科手术

后常见并发症的表现 ,术后严密观察病情变

化，预防和治疗颅内、肺部感染以及颅内出

血，加强呼吸道的管理和脑神经损伤后的护

理等，能有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可提高手

术的成功率。 

 
 
OR-182 

分级诊疗下神经外科护士岗位设置与分级管

理的实践探讨 
 

陈玲 

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对神经外科护士进行岗位设置与分

级管理后的效果。 

方法  首先成立领导小组，并展开认真调研、

数据分析，然后对各护理单元进行岗位分类

及人员配置；再以护士分层管理为切入点，

科学合理设置临床护理岗位，制订各级人员

岗位职责，进行全科护士统一管理与动态调

配；并制定了绩效考评标准及岗位目标管理

办法等一系列措施。 

结果  一年来，护理不良事件明显下降，无差

错事故及纠纷；患者及医生对护士满意度，

护士对自身工作满意度均有较大提升，离职

率明显下降；护士专业素质及专科护理内涵

也显著提高。 

结论  对护士岗位进行科学设置与管理既满足

了分级诊疗的要求，也调动了护士积极性，

保证了患者安全，提高了临床护理质量及患

者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OR-183 

神经外科气管切开患者的规范化护理 
 

阳安琪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气管切开病人的护理方

法。 

方法  对我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气

管切开术的危重患者进行护理问题分析，制

定规范化整改措施。 

结果  气管切开术后患者置管时间 30～ 90 

d，平均 40 d，患者无痰痂堵塞套管、高气道

反应发生，11 例患者病情较重死亡，89 例患

者顺利拔管，病情好转后出院。  

结论  神经外科危重患者较多，手术后加强行

气管切开术的护理 ，规范化吸痰，做到切口

护理人性化，持续湿化气道，加强套管护

理，可有效解决呼吸道阻塞、肺部感染等并

发症，护士在护理过程中把患者看成是有生

理、心理、社会需求的整体，能有效提高护

理质量，确保气管切开患者的护理安全。 

 
 
OR-184 
Neuroprotection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
ury: the critical role of mitochondria 
 
季晶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OR-185 

早期肠内营养预防重型颅脑损伤后应激性溃

疡的临床研究 
 

邱炳辉 包贇 莫益萍 曾浩 李伟光 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探讨早期肠内营养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

应激性溃疡的预防价值。 

方法  分析我院 85 例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

收住的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将患者分为早期

肠内营养组和抑酸剂组。分析两组间年龄、

性别、GCS 评分、水电解质紊乱、凝血功能

障碍、高血糖、多发伤、肺部感染、死亡、

颅内感染、应激性溃疡及预后等参数。分析

抑酸药物的使用与肺部感染发生之间的相关

性。 

结果  早期肠内营养组与抑酸剂组应激性溃疡

的发生无统计学差异（p>0.05），肺部感染

发生率有统计学差异（p<0.05）。抑酸药物

的使用与肺部感染存在显著的相关性（r=0.25

3，P=0.019）。并且两组在前白蛋白、转铁

蛋白、上臂周径、预后等方面均存在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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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P<0.05）。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早期肠内营养同样可

以预防应激性溃疡的发生，并可减少肺部感

染的发生，改善营养状况和预后，值得临床

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OR-186 

原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分流手术疗效的分析 

 
郑彦 

上海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为了提高原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iNP

H）手术的有效性，降低手术风险，通过分流

手术后疗效评估比较，选择可以预测手术有

效性的辅助检查。 

方法  回顾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期间

收治 iNPH 病人 104 例，术前行 CT、MR、

腰穿放液试验、脑血流灌注（SPECT）、导

水管流速测定等辅助检查。其中 76 例行脑脊

液分流手术。 

结果  104 例原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经多项辅

助检查后 76 例患者选择了脑脊液分流手术。

分流手术后 73 例症状改善，随访 3 月改善症

状保持。 

结论  原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经辅助检查部分

的患者可以进行分流手术，可以改善患者的

临床症状，减轻家属的护理负担。为提高分

流手术的有效性，有针对性的辅助检查是提

高原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手术成功率的有效

方法，其中腰穿放液试验是最简洁有效的辅

助检查，手术阳性预测率可达到 96.1%。但

腰穿放液试验不能作为筛选试验，多次的腰

穿放液试验可以提高手术的阳性预测率。 

 
 
OR-187 

自体颅骨瓣修补术后骨吸收的分类及分级研

究 

 
张健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3 

 

目的 探讨自体颅骨骨瓣修补颅骨缺损术后骨

吸收的分类分级方法，以及分类与分级之间

的关系。 

方法 对 2001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期间经

由我院应用自体颅骨骨瓣修复颅骨缺损的 17

8 例患者应用 CT 扫描进行了随访观察，将自

体颅骨修补术后骨瓣吸收分为 3 种类型：Ⅰ

型骨瓣吸收表现为骨瓣变薄以及骨瓣-骨窗间

隙增宽；Ⅱ型表现为骨瓣密度均匀降低；Ⅲ

型初期表现为骨瓣密度不均匀降低，以后出

现局限性或广泛性的骨质溶解，呈虫蚀样改

变。自体颅骨修补术后骨瓣吸收程度分为 3

个等级：轻度骨瓣吸收，中度骨瓣吸收和重

度骨瓣吸收。 

结果 178 例患者随访时间为 24－122 个月，

平均 63.1 个月。CT 扫描显示骨瓣无吸收者 1

08 例，占 53.7%，轻度骨吸收者 66 例，占 3

2.8%，中度骨吸收者 15 例，占 7.5%，重度

骨吸收者 12 例，占 6.0%。93 例骨吸收者中

Ⅰ型骨吸收 55 例，占 59.1%，Ⅱ型骨吸收 1

1 例，占 11.8%，Ⅲ型骨吸收 28 例，占 30.

1%。Ⅰ、Ⅱ型骨吸收多为轻度，分别占 83.

6%及 72.7%，中、重度骨瓣吸收发生率较

低，而 Ⅲ型骨吸收轻度占 39.3%，中、重度

骨瓣吸收分别占 32.1% 和 28.6%，三组相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2）。 Ⅲ型骨

瓣吸收中、重度发生率明显高于Ⅰ型（P=0.0

001)。 

结论 自体颅骨修补术后重度骨瓣吸收发生率

较低，因此自体颅骨修复颅骨缺损是安全有

效的。Ⅰ、Ⅱ型骨吸收多为轻度，中、重度

骨瓣吸收发生率较低，而 Ⅲ型骨吸收中、重

度发生率较高。 

 
 
OR-188 

创伤性颅脑损伤颅内压波动趋势对患者预后

的影响 
 

关俊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创伤性颅脑损伤(TBI)颅内压（ICP）监

测常常会涉及到颅内压的波动。颅内压波动

趋势的变化是否会影响颅脑损伤的预后？  

方法  30 例创伤性脑损伤患者在完成颅内压探

头植入术后，分别对 ICP 进行连续监测并每

分钟记录一次数据。使用单一余弦法对记录

的 ICP 数据进行近日节律分析。选择近日节

律参数振幅（Amplitude）与中值(MESOR)的

比值（A/M）来评估患者的生物节律。用线性

回归分析近日节律参数 A/M 与格拉斯哥昏迷

评分(GCS)以及 A/M 和扩展格拉斯哥结果评

分(GOS-E)的相关性。  

结果  颅内压的近日节律参数 A/M 与患者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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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呈正相关(R2= 0.

346，F = 14.797；P = 0.001)；颅内压的近

日节律参数 A/M 与扩展格拉斯哥结果评分(G

OS-E)呈正相关(R2= 0.356，F = 15.502；P 

= 0.0001)。  

结论  分析 TBI 后颅内压近日节律的波动趋势

可能预测 TBI 患者的预后。  

 
 
OR-189 

脑电图反应性定量分析对颅脑外伤后昏迷患

者预后评估的研究 
 

卢培刚 梁媛 董元 李博 王奎重 郝振强 李育鑫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对外伤后昏迷患者脑电图反应性进行研

究，以探讨脑电图反应性定量分析是否能准

确判断外伤后昏迷患者的预后。 

方法  对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6 月符合纳入标准的 66 例外伤

后昏迷患者进行研究。用目测和定量两种方

法对脑电图反应性进行分析，观察随时间推

移 EEG 的变化及外源性刺激引起的绝对功率

变化百分比。用卡方检验对目测反应性进行

检验。并对预后不同分组中的各脑区之间、

两侧大脑之间的绝对功率变化百分比进行方

差分析，比较其差异。 

结果  EEG 反应性目测分析：目测有反应性

（即反应性阳性率）主要表现为：刺激后 EE

G 任何一侧或两侧背景活动出现慢波或电压

变低（大于等于 10μV）。于随访结束时，整

个监测过程中反应性一直阳性的 8 位患者， 5

位清醒，3 位未醒。反应性一直阴性的 9 位患

者，7 位死亡，2 位未醒。反应性由阴性转为

阳性的 6 人，4 人醒，2 人未醒。反应性由阳

性转为阴性的 5 位患者全未醒。 EEG 反应性

对患者预后预测的准确度分别为 72 小时 77.2

7%，1 周 76.27%，2 周 86.53%，3 周 91.1

1%，4 周 88.89%。10 位患者在接受 8Hz、1

0Hz 光照时出现 O1-2 导联节律同步化，半年

后 5 位患者清醒，5 位患者未清醒。EEG 反

应性定量分析：痛刺激后 EEG 绝对功率降

低，以 δ、θ 频段的降低较为明显。痛刺激引

起的 EEG 各频段绝对功率变化百分比在各脑

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预后良

好组与预后不良组的 EEG 绝对功率变化百分

比在不同时间监测点均存在统计学差异，预

后良好组明显高于预后不良组（p＜0.05）。

各监测时间点 δ、α2 频段预后良好组的 EEG 

绝对功率变化百分比呈上升趋势。 

结论  EEG 反应性的目测分析和定量分析均可

预测颅脑外伤后昏迷患者的预后，外源性刺

激后 EEG 反应性定量分析表现为各频段绝对

功率都降低，以 δ、θ 降低程度较显著。EEG

 各频段绝对功率变化百分比高的预后较 EEG

 各频段绝对功率变化百分比低的患者预后

好。且 EEG 反应性 δ、α2 频段与各监测时间

点的绝对功率变化百分比呈上升趋势的患者

其预后较好。EEG 反应性定量分析较目测分

析与预后关系更密切，能更准确地评估预

后。 

 
 
OR-190 

诱导正常体温对重型颅脑创伤患者预后的影

响 
 

孙一睿 虞剑 吴雪海 吴惺 胡锦 周良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背景  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亚低温对颅脑损

伤患者的脑保护作用开始逐渐被人们所关

注，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都开展了一系列临

床研究。在 1993 至 2009 的十多年间，全世

界有二十多个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亚低温

患者对颅脑创伤患者的疗效，但其研究结果

却显示出很大的争议。关于原因目前存在很

多假设：比如临床操作困难、患者个体差异

大、伴有严重并发症等。近年来提出了“诱导

常温治疗”的概念，暨将颅脑损伤患者的脑温

控制在 36.5-37 摄氏度之间，避免低温引起的

副作用和高温造成的脑损伤。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干预性体温控制

（诱导正常体温）对重型颅脑创伤患者急性

期的影响和对预后的作用。探索干预性体温

控制的最佳方法（包括开始干预的时间、干

预方式、干预速度等），评估安全因素。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男女不限，年龄 16-65

岁；GCS 评分 GCS 3-8；受伤机制为闭合性

脑外伤；入组前血流动力学平稳，收缩压> 1

10 mmHg，舒张压>60 mm Hg，心率<120

次/分钟；未进行体温干预下，初次测量核心

体温（肛温）> 35.5°C；保守治疗患者受伤

后 8 小时送达医院，手术患者 12 小时内开展

手术。 

方法  本研究为一项随机多中心前瞻开放性研

究，采用病例对照组设计。计划入组 252 例

创伤性脑损伤的患者(预试验 10 例)，入组期

为 24 个月，入组期可根据入组情况进行调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5 

 

整。入组后，受试者随机分为体温干预组和

对照组，在整个研究阶段将会安排随访，分

别是：筛选/基线、入组后 5-7 天，第 3 个

月、第 6 个月。主要的评价指标为应用干预

性体温控制（诱导正常体温）对重型颅脑创

伤患者急性期的影响和对预后的作用。 

结果  自 2015 年 3 月起，包括上海、江苏、

贵州、福建、浙江的 12 家中心参与了本项多

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截止投稿，已纳入 89 名

重症颅脑创伤患者。对照组 43 例，干预组 4

6 例。预计到 9 月会议开始前，能够纳入 125

名研究对象。目前，干预组体温控制比例为 9

1%，对照组和干预组死亡率分别为 5.6%和 4.

5%。 GOS 预后良好和预后不良比例在两组

中尚未显示出明显差异。不良事件等在两组

中无明显差异。以上结果均为中期分析数

据，有待研究对象进一步扩充后得出最终 

结论  根据目前现有患者资料和中期分析结

果，诱导常温研究对患者是安全的，干预组

死亡率和预后良好的比例略高于对照组，但

未达到显著统计学差异。最终结论有待研究

对象进一步扩充后得出。 

 
 
OR-191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去大骨瓣减压术后颅内压

联合脑血流目标导向强化治疗的临床研究 

 
常涛 杨彦龙 李立宏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研究目的  颅内压（ICP）目标导向治疗作为

重型颅脑创伤（sTBI）患者救治的标准方案

被颅脑创伤救治指南推荐，但这种忽略个体

差异的治疗方案存在广泛争议。脑血流动力

学紊乱在 sTBI 中很常见，是导致患者预后不

良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过对比颅内压目标

导向的标准治疗与颅内压联合脑血流目标导

向的强化治疗两种方案，旨在探索：1.重型颅

脑损伤去大骨瓣减压术后的脑血流特征；2.颅

内压联合脑血流目标导向的强化治疗对重型

颅脑损伤去大骨瓣减压术后临床转归的影

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中心 423 例重型颅脑损伤

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30 例被纳入标准

治疗组，30 例被纳入强化治疗组。两组患者

临床资料被统计分析；统计两组患者术后 2

周的存活/死亡人数，术后半年的生存状况。 

结果  1.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特征。标准治疗 

组术后发生重度低钠血症（血钠≤125mmol/

L）9 例（30.0%）,强化治疗组发生 2 例（6.

7%），存在统计学差异（P=0.045）；其余

临床资料均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2.

术后 1 周两组患者的生理参数水平。每日 Pa

CO2、HGB、HCT 均没有统计学差异（P>0.

05）；术后第 4 日,两组患者的 ICP 水平存在

统计学差异，P=0.020。术后第 5、6 日，两

组患者的 MAP 水平均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 P

=0.002、P=0.008；术后第 7 日，两组患者的

MAP 水平存在统计学差异，P=0.033。3.术

后 1 周强化治疗组脑血流参数特征。平均血

流速度（Vmean）、舒张期流速（Vedv）呈

“U”形，均在术后第 3 日达到最低，术后第 7

日最高。术后 1 周搏动指数（PI）呈“抛物线

状”，第 4 日最高，第 7 日最低。4.术后 1 周

脑血流状态。脑充血的发生率整体呈下降趋

势；脑缺血的发生率整体呈增高趋势，术后

第 3 日呈现小高峰；脑血管痉挛在术后第 1、

2 日无发生，第 3 日之后呈增加趋势，第 7 日

最高。5.临床转归。术后 2 周，两组患者病死

率无统计学差异(P=1.000)；术后半年，两组

患者整体的生存状况无统计学差异(P=0.60

5)；强化治疗组预后良好 20 例（66.7%），

标准治疗组预后良好 11 例（36.7%），两组

患者预后良好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39)。 

结论  TCD 可以作为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管

理的常规监测手段评估脑血流动力学状态；

颅内压联合脑血流目标导向强化治疗可以优

化脑血流，改善临床转归。 

 
 
OR-192 

弥漫性轴索损伤患者远期预后因素的单中心

回顾性研究 
 

姚顺 徐国政 宋健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目的  探讨弥漫性轴索损伤（DAI）患者远期

生存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

科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收治的 236 例

DAI 患者的临床和 CT 影像资料，其中男性 1

86 例，女性 50 例，平均年龄（37±17）岁。

根据其伤后 6 个月的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

S），将 DAI 患者分为预后不良组（GOS=1 

~ 3 分）和预后良好组（GOS=4 ~ 5 分）。

对 DAI 患者的各项临床指标和 CT 影像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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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预后，行 Pearsonχ2 检验的单因素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  236 例患者中，预后不良组共 89 例。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χ2 = 17.646，

P = 0.001）、入院早期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GCS）（χ2 = 17.113，P = 0.000）、运动

评分（χ2= 43.474，P = 0.000）、瞳孔反应

（χ2= 30.204，P = 0.000）、CT 分级（χ2 =

 26.488，P = 0.000）、病理征（χ2= 10.99

3，P = 0.004）、体温（χ2= 14.655，P = 0.

000）、血糖水平（χ2= 4.050，P = 0.044）

与远期预后有关；性别（χ2= 2.859，P = 0.0

91）、受伤机制（χ2= 2.790，P = 0.425）、

早期的血压（χ2= 3.813，P = 0.149）及凝血

功能（χ2= 0.828，P = 0.363）与远期预后无

关。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OR = 2.266，95%CI：1.419 ~ 3.618，P =

 0.001）、运动评分（OR = 0.374，95%C

I：0.165 ~ 0.850，P = 0.019）、瞳孔反应

（OR = 2.068，95%CI：1.182 ~ 3.616，P =

 0.011）和 CT 分级（OR = 1.744，95%CI：

1.083 ~ 2.806，P = 0.022）是 DAI 患者远期

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与 GCS 相比，运动评分对预后的评估

具有更高的灵敏性；年龄越大、运动评分越

低、瞳孔异常和 CT 分级越高，DAI 患者远期

生存预后越差，反之亦然。 

 
 
OR-193 

创伤性硬膜外血肿术后继发脑梗塞的危险因

素评估 

 
张所军 王胜 舒凯 牛洪泉 雷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创伤性硬膜外血肿大多预后良好，但对

于少数继发脑梗塞患者，预后仍不甚理想。

本研究旨在统计创伤性硬膜外血肿的临床相

关指标，分析其可能与术后脑梗塞发生的关

联性，为临床防治提供预测性依据。 

方法  回顾性统计了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2009

年 6 月至 2014 年 3 月收治的创伤性硬膜外血

肿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受伤

类型，血肿部位、血肿量、血肿最大层厚，

中线移位、基底池形态，创伤性蛛网膜下腔

出血（tSAH）、瞳孔、术前时间、术前 GCS

和术后 GCS 变化（?GCS）， 术中脑压等 1

4 项临床指标。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上指标与脑梗塞的相关性。 

结果  依据纳入与排除标准, 88 例创伤性硬膜

外血肿患者纳入本组分析. 其中男 72，女 16

名，年龄从 4 个月到 67 岁（平均 30.3

岁）。受伤类型以车祸伤为主（42 例）其他

包括 39 例钝性脑损伤、7 例坠落伤。血肿部

位发生于 额部 11 例，颞部 26 例，顶部 37

例，其他部位 14 例。 平均受伤到术前时间 1

0.9h（1-72h），10 例患者出现瞳孔散大。 

通过 CT 分析手术患者血肿量平均 48.2 ml(20

 to 150), 其中 57 例<50ml, 25 例 50-100 ml，

6 例>100 ml.最大硬膜外血肿厚度平均 24.3 

mm(9.1 to 45.2). 中线移位 68 例< 10 mm 15

例 10-15 mm ，5 例>15mm. CT 提示 11 例基

底池受压，19 例存在 tSAH。 88 例患者中 9

例 CT 表明继发脑梗塞。单因素分析提示血肿

部位、血肿量、血肿最大层厚、中线移位、

基底池形态、tSAH、瞳孔、术前 GCS、?GC

S 和术中脑压可能与术后脑梗塞存在相关。进

一步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以上危险因素中，

仅血肿量和基底池受压与术后脑梗塞相关性

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  创伤性硬膜外血肿术后继发脑梗塞并不

高发，但对预后影响较大。统计学分析提示

多向临床因素可能与创伤性硬膜外血肿术后

继发脑梗塞相关，但本项研究中仅血肿量和

基底池受压最终提示与继发脑梗塞最具临床

相关性。限于病例数量，进一步的研究有待

实施来评估本研究中的各项可能危险因素。 

 
 
OR-194 
ICP monitoring in a negative pressure hy
drocephalus with bilateral VP shunts afte
r subtotal resection of cholesteatoma 
 
Jin Yi,Gao Liang 

同济大学第十医院 200070 

 

objective  Complex negative pressure hydro
cephalus is rare and complication post shunt.
 Appropriate therapy reclaim the positive pre
ssure of the ventricle and recover the image 
of normal sizes about ventricles. 
method  26 year old male patient was diagn
osed as a posterior cranial fossa cholesteato
ma and suffered persistant biateral ventricul
omegaly post lesion cubtotal resection and s
everal VP shunts. The patient reclaim positiv
e ICP after initiated titration drainage plus ot
her bundle treatment. Titration drainage a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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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 200-300ml CFS daily is recommaned and 
ICP monitoring indicated above zero pressur
e of ventrices.  
results  The patient reclaim the positive pres
sure after more than one month treatment an
d redid the programmable valve implantation.
 He could walk and stand after rehabilitation. 
comclusion  Bundle tharepy including titrati
on drainage more than 200ml daily under IC
P monitoring and regulated drainage height 
with guidance of ICP. Negative pressure hyd
rocephalus is difficult to treat and ICP monito
ring qualified the titration drainage.  
 
 
OR-195 
Clinical Relevance of Endothelial Progeni
tor Cells and Blood Glucose Levels in Pat
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Yu Huijie,Liu Li,Chen Fanglian,Wang Dong,Wang Li
ang,Dong Jing-fei ,Chen Jieli ,Zhang Jianning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300052 

 

Background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E
PC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vascular repair an
d neovascularization in tissue damaged by tr
aumatic and ischemic injuries. Hyperglycemi
a downregulates circulating EPCs, accelerat
es EPC senescence and impairs EPC functi
on.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
hip of EPCs and blood glucose in patients wi
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Methods  101 TBI patients and 37 healthy n
ormal control subjects were enrolled. Circula
ting EPC number and blood glucose level wa
s measured at 1, 4, 7, 14 and 21 days after 
TBI by flow cytometry and automatic bioche
mical analyzer.  
Results  The number of EPCs significantly d
ecreased 24h after TBI and increased at 7 d
ays after TBI. However, the blood glucose le
vel was increased 24h after TBI. The numbe
r of circulating EPC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
th blood glucose (p<0.05).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l
evel of circulating EPCs associates with bloo
d glucose level. The circulating EPCs decrea
sed 24h after TBI downregulate by the high 
blood glucose levels. Relieving EPC suppres
sion, increasing EPC mobilization and contro
lling blood glucose levels could offer an alter
native therapy for patients after TBI.  
 
 

OR-196 

急性硬膜外血肿合并脑疝患者继发大面积脑

梗塞的术前预警评估 
 

王文浩 林洪 胡连水 罗飞 张源 林俊明 李君 黄巍 

解放军第 175 医院暨厦门大学东南医院神经外科，南

京军区创伤神经外科中心 363000 

 

目的  创建单纯急性硬膜外血肿（epidural he

matoma，EDH）合并脑疝是否去除骨瓣的术

前预警评估系统并予临床验证。  

方法  通过对单纯硬膜外血肿并脑疝患者术后

继发大面积脑梗塞（massive cerebral infarcti

on，MCI）的回顾性多因分析创建风险评估

量表。根据量表开展前瞻性临床研究，验证

其用以指导开颅血肿清除术后是否去除骨瓣

的可行性及可靠性。 

结果  颞部血肿（P=0.005）、术前休克（P=

0.003）、血肿体积>100 mL（P=0.003）、

瞳孔双散（P=0.015）、术前脑疝时间>90 mi

n（P=0.001）及入院 GCS 评分≦5 分（P=0.

070）是研究人群术后继发 MCI 的独立危险

因素。将这 6 项临床要素的偏回归系数标准

化后作为量化分值制订术前预警评分量表（E

DH-MCI 量表，分值 0-18 分），发现 MCI 发

生率和占位体积与 EDH-MCI 评分密切相关并

呈阶梯状增长。EDH-MCI 评分<10 分时，术

后继发小片状脑梗死的体积一般<10 mL，M

CI 发生率为 0（0/99）；评分 10-12 分时，M

CI 发生率和体积均开始缓慢增加，MCI 发生

率为 23.3%（7/30），平均体积为 45.3 mL；

而评分>12 分时，MCI 发生率和体积出现质

的跃迁，MCI 发生率为 100%，平均体积为 1

10.9 mL。据此将 EDH-MCI 评分进一步划分

为低度危险区间（0-9 分）、临界危险区间

（10-12 分）和高度危险区间（13-18 分）。

前瞻性临床研究根据 EDH-MCI 评分指导手术

决策：对低度和高度危险病例分别采取还纳

骨瓣和去除骨瓣的手术方案；对临界危险病

例，如存在重度继发性脑干损伤或术前锥颅

后瞳孔无明显回缩，则采取一期去除骨瓣的

手术方案。与历史对照病例相比，前瞻性研

究序列的低度（100% vs. 91.9%，P<0.00

1）、临界（77.8% vs. 46.7%，P<0.001）和

高度危险病例（100% vs. 68.2%，P<0.00

1）一期手术决策的准确率均得以显著提升，

总体手术准确度从 79.5%上升至 95.9%（P<

0.001）。 

结论  术前预警评分量表可准确判断单纯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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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膜外血肿合并脑疝患者术后继发大面积脑

梗塞的临床风险，藉此作出预见性去骨瓣减

压的手术决策，避免过度减压和延迟减压的

发生。 

 
 
OR-197 

上海市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急救中心 2005~201

5 老年脑损伤住院患者流行病学调查及对策分

析 

 
吴雪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调查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急救中心暨国家

老年病中心老年脑损伤住院患者诊治现状及

流行病学特征，并为预防和救治老年脑损伤

提供参考。 

方法  对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急救中心自 2005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收治的年龄≥

65 岁的老年住院患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研

究，使用 SPSS 20 进行统计描述、卡 

方检验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1 243 例老年脑损伤患者中男女之比 

为 2.42: 1，平均年龄（73.21 ± 6.52）岁，老

年患者数量逐年增加。老年患者中急性脑损

伤、慢性硬膜下血肿（chronic subdural hem

atoma, CSDH）、高血压脑出血分别占 40.5

5%、34.75%、9.57%，其中 CSDH 数量及

手术量增长明显。老年人脑损伤主要原因为

摔伤（38.94%），而其受伤地点以家中最多

（44.65%），其次是公共场所。有基础疾病

老年患者数量逐年上升，75.19%的恶化病例

和 80.39%的死亡病例是由脑损伤相关因素

（脑疝等）造成的。患者的入院格拉斯哥意

识评分（Glasgow coma score, GCS）、年

龄、糖尿病史、院内感染、凝血功能以及疾

病诊断与预后相关。 

结论  神经损伤相关疾病的老年患者逐年增

多，特别是 CSDH。根据老年人受伤情况，

应提升家庭及公共场所的安全防护，针对预

后相关因素进行重点治疗。 

 
 
OR-198 

中国创伤性脑损伤的流行病学特点 
 

刘伟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背景  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 是目前中国一项需要急切关注的

公共健康和社会经济难题，因此监测和了解

该病在中国发生的流行病学特点非常重要。 

方法  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评价和荟萃

分析。我们检索了 Medline, Embase 以及中

文的 CNKI, 万方和维普中文文献数据库。检

索词设定为：创伤性脑损伤（脑外伤，脑损

伤，头颅损伤）、流行病学和中国。不设时

间和语言的限制。收集入选研究中的相关数

据，如性别比例、发病年龄、致伤机制、轻

重程度比例和死亡率。   

结果  共有 41 项研究入选，其中中文 38 篇和

英文 3 篇，第一项 TBI 调查开始于 1986 年，

最后一项结束于 2014 年。综合各项研究结

果，共有 119034 病例报告了性别，男性为 8

8166 例，男女比例为 2.86：1。共有 120032

例报告了受伤机制，其中交通事故为最大致

伤原因，占 52.34%，其他原因还有坠落 12.8

0%，侵害 12.48%，跌倒 7.85%，其他 14.5

3%。共有 71656 个病例报告了创伤的严重程

度，轻型（GCS 13-15 分）占 53.29%,中型

(GCS 9-12 分)占 23.65%，重型 GCS 3-8

分）占 23.06%。共有 76296 病例报告了年龄

构成，其中 20（18）岁以下占 17.23%，21-

40 岁占 47.72%，41-60 岁占 25.65%，60 岁

以上占 9.29%。有 96792 例患者统计了 TBI

的死亡率，共死亡了 5781 例，总的死亡率为

5.97%。    

结论  研究报告大多是医院住院患者的数据，

无法进行患病率的总结。已知的结果和西方

发达国家还有很多不同，如男性患病比例

高，致伤原因中车祸和坠落伤所占比例高，

而且老年人发病比例和跌倒致伤也逐渐增

多。说明中国的 TBI 有自己的特点，应该建

立起有自己特点的救治体系。   

 
 
OR-199 

颅内压监护在重型颅脑外伤患者的应用研究 
 

叶永造 王占祥 刘希尧 谭国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颅内压监护在重型颅脑外伤患者中

的作用。 

方法  选取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50 例重型颅

脑外伤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每组各 25 例。术后对观察组患者进

行颅内压监护，记录每小时颅内压的变化情

况，对照组患者实行常规监护法。比较 2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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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颅内压的变化情况。 

结果  观察组康复效果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针对重型颅脑外伤患者采取颅内压监护

的方法，对于观察病情及改善预后具有指导

意义。 

 
 
OR-200 
Complications following cranioplasty: Ris
k factors and implications in 475 cases 
 
Wang gan,Tian Hengli,Gao Wenwei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Shanghai sixth Peopl

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
ity 
 

Aims  To retrospectively review all craniopla
sties performed in our institution over 8 year
s and analyse the complications and the fact
ors that may affect complications. 
Methods  475 cases of cranioplasty were co
llected from our database. Fischer ’ s T-test 
and direct logistical regression were perform
ed to identify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r

ate of complications. p ＜ 0.05 was consider

ed significant.Time：from 2005 to 2013 with 

a follow-up of at least six months. 
Results  In 475 patients,6 complictions were
 included:infection;seizures;intracranial hem
atoma;exposure of implants;subgael fluid an
d rejection .The rate of complications ranged
 from 0.42 % to 5.47 %. Age;GOS(unfavorab

le);Size of cranioectomy(﹥10cm);Duration o

f surgery(﹥90mins) were related to complica

tions of cranioplasty(P﹤0.05)in multivariate l

ogistic analysis of the predictors associated t
o complications after craniopalsties. 
Conclusion  Cranioplasty has many and  si
gnificant complications. A thorough understa
nding of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differen
t types of complications will benefit the mana
gement of cranioplasty patients. Craniopalst
y is not always a straight-forward procedure i
n a common sense. 
 
 
OR-201 

维和期间对两例中枢神经系统火器伤救治体

会 
 

王奎重 卢培刚 朱伟杰 袁绍纪 

济南军区总医院 

 

我们对维和期间遇到的两例中枢神经系统火

器伤难民收治情况进行报道，结合文献对救

治经验进行总结。病例 1，女，23 岁，因“头

部枪击后意识不清并右侧肢体瘫痪 1 天”入

院，患者孕 27 周。入院查体：GCS 评分 8

分，双瞳孔未见异常。左侧颞、顶部头皮可

见 7cmx3cm 伤口，局部外翻，见部分脑组织

和血液流出，右侧肢体肌力 0 级，右侧 Babin

ski 征阳性。X 线检查：左顶骨粉碎性骨折，

可见 3cm*2cm 大小的不规则骨质缺损, 脑内

可见大量碎骨片。腹部超声:胎心正常，胎龄

27 周。入院后急诊行头皮清创和开颅血肿、

骨折片清除术。术后患者清醒，仍遗留右侧

肢体偏瘫，2 个月后顺产一健康女婴，6 个月

后右侧肢体肌力达到 5 级。病例 2，女，15

岁，因“背部枪伤后双下肢瘫痪伴大小便失禁

4 个月”入院。查体见背部中线偏左 3cm 可见

2×3cm 不规则疤痕。X 线检查：平 T10 椎

体，椎管内子弹存留，子弹头部朝向左后

方，未见骨折，弹头深度距离皮肤射入点约 7

cm。入院后在硬膜外麻醉下经后正中入路行

子弹取出和椎管减压术。术后随访 6 个月患

者截瘫症状无好转。由于致伤机制不同，战

时中枢神经系统火器伤与平时非火器伤救治

过程存在一定差异，在分级救治前提下无论

快速后送还是前沿配置神经外科医生，尽早

明确诊断并及时合理救治是提高患者生存率

的关键。 

 
 
OR-202 
Therapeutic Effect of Erythropoietin in Pa
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 Meta
-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 
 
Liu wenchao,Yang xiaofe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

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

09 
 

Object  Erythropoietin(EPO) exerts a neurop
rotective effect in animal models of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However, its effectiveness
 in human patients with TBI is unclear.In this 
study, we conducted the first meta-analysis t
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EP
O in patients with TBI. 
Methods  In December 2015, a systematic s
earch was performed of PubMed, Web of Sci
ence, MEDLINE, Embase, and Google Schol
ar. Only English-language publications of 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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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using EPO i
n patients with TBI were selected for analysi
s. The assessed outcomes included mortalit
y, favorable neurologic outcome, hospital sta
y, and associated adverse effects. Continuo
us variables were presented as mean differe
nce (MD) with a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Dichotomous variables were presented as ri
sk ratio (RR) or risk difference (RD) with a 9
5% CI. Statistical heterogeneity was examin
ed using both I2 and chi-square tests. 
Results  Of the 346 studies identified in the 
search, 5 RCTs involving 915 patients met th
e inclusion criteria. The overall results demo
nstrated that EPO significantly reduced mort
ality (RR = 0.69; 95% CI = 0.49, 0.96; p = 0.
03) and shortened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MD = ?7.59; 95% CI = ?9.71, ?5.46; p < 0.0
001) for patients with TBI. Pooled results of f
avorable outcome (RR=1.00, 95%CI=0.88, 1.
15, p=0.97) and deep vein thrombosis (RD=
0.00, 95%CI=-0.05, 0.05, p=1.00)  did not sh
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s  The authors suggested that E
PO is beneficial for patients with TBI in terms
 of reducing mortality and shortening hospital
ization time without increasing the risk of DV
T.However, its effect on improving favorable 
neurologic outcomes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refore, more well-designed 
RCTs are necessary in order to ascertain the
 optimum dosage and time window of EPO tr
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TBI. 
 
 
OR-203 

矢状窦中后部损伤的手术处理 
 

杨理坤 冯毅 朱洁 王玉海 

解放军 101 医院 214044 

 

背景  顶枕部部硬膜外血肿有 25-50%与静脉

窦损伤有关，因静脉窦损伤导致的硬膜外血

肿死亡率非常高。 

目的  介绍一个成功治疗矢状窦中后部外伤的

病例，并探讨如何制定最优手术方案。 

方法  患者男性，27 岁，“车祸伤致伤头部外

伤 4 小时”入院。GCS5 分，左瞳直径 4mm，

对光反射消失，右瞳直径 2.5mm，对光反射

迟钝，顶部颅骨可及外凸畸形，右侧肢体肌

力Ⅰ级，左侧肢体肌力Ⅳ级。头颅 CT：左额

顶脑挫裂形成脑内血肿，顶部硬膜外血肿，

右侧硬膜下血肿，右顶叶脑挫伤，顶骨广泛

凹陷粉碎性骨折。入院诊断：全身多发伤，

特重型内开放型颅脑伤、左额顶脑挫裂脑内

血肿。顶部硬膜外血肿、右侧硬膜下血肿、

右顶叶脑挫伤、顶骨广泛凹陷粉碎性骨折。

手术步骤：术中设计冠状缝前 1cm 为前界，

枕外粗隆上 5cm 为后界，沿正中线连接的 H

形手术切口,切开头皮，完全显露骨折范围,铣

刀形成骨瓣，小心游离骨瓣,压迫矢状窦及蛛

网膜颗粒出血，悬吊硬膜于周围骨窗缘,清理

硬膜外血肿，并探查矢状窦损伤范围，清理

矢状窦机械栓塞,翻转脑挫伤侧硬膜修补矢状

窦破损（超声探查）,清除颅内血肿，还纳右

侧及矢状窦处颅骨，瞳孔散大侧去骨瓣减

压。患者恢复良好，术后 3 月随访，生活自

理。 

讨论  对于矢装窦处凹陷性骨折伴出现，术前

当充分评估，设计术中能扩大的皮瓣和骨

瓣，切口需跨中线，皮瓣覆盖足够手术野，

兼顾头皮血供。矢状窦上方凹陷骨折，中间

骨桥对矢状窦修补很有帮助，术后对矢状窦

有保护作用。碎骨片拼合后，尽可能回纳骨

瓣。本病例使用的使用翻转的硬脑膜瓣进行

重建技术，在肿瘤手术中亦有报道，优点在

于能迅速控制大出血， 

结论  矢装窦中后部损伤需要制定完善的手术

策略，术中采用硬膜瓣翻转减少修补时间，

尽最大可能挽救患者生命。 

 
 
OR-204 

轻型颅脑损伤的重新评价 
 

马景鑑 刘云阳 李晋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  探究轻型颅脑损伤是否导致颅内器质性

病变以及与头颅外伤后综合征的关系。 

方法  1.本研究收集天津一中心医院神外科

急、门诊的急性亚急性轻型颅脑损伤患者 84

例和健康对照 50 例，在受伤 7 天内行头颅 M

RI(DWI，SWI，DTI）检查；2.其中 34 例同

时检测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和 S

100B 蛋白的水平；3.对所有病例应用 Riverm

ead 脑震荡后综合征评分表（RPQ）评分。4.

按 SWI 扫描是否存在异常将病人分为Ⅰ组(S

WI 低或中等信号者)和Ⅱ组(SWI 未发现异常

信号者)，分别与对照组对比分析扩散张量成

像（DTI）和 RPQ 临床评分。 

结果  1.RPQ 评分：（1）Ⅰ组明显高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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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

Ⅱ组高于对照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但是Ⅰ组与Ⅱ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3）女性 RPQ 评分高于

男性（P<0.01）。2. DTI 表明，（1）Ⅰ组 F

A 图与对照组比较异常信号区域共计 32 处，

其中 FA 值升高 30 处，FA 值降低 2 处。Ⅱ组

患者 FA 图与对照组比较异常信号区域共计 7

处，其中 FA 值升高 3 处，FA 值降低 4 处。

（2）Ⅰ组 ADC 图与对照组比较异常信号区

域共计 34 处，其中 ADC 值升高 5 处，ADC

值降低 29 处。Ⅱ组 ADC 图与对照组比较异

常信号区域共计 7 处，其中 ADC 值升高 1

处，ADC 值降低 6 处。3.生化指标：（1）轻

型颅脑创伤 NSE 血清表达水平为 16.35±9.67

ng/ml；与对照组（10.01±2.82 ng/ml）相比

明显升高，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表明轻型颅脑损伤患者较健康人群血清

中 NSE 的表达水平升高。（2）轻型颅脑损

伤 S100B 蛋白表达水平为 0.52±0.26ug/L，

与对照组 0.17±0.06 ug/L 相比升高（P<0.0

5）。表明轻型颅脑损伤患者较健康人群血清

中 S100B 蛋白的表达水平升高。 

结论  轻型颅脑损伤患者存在器质性颅内改

变，但 CT 和常规 MRI 扫描无阳性表现。DTI

对于轻型颅脑损伤更为敏感，可以发现 CT、

常规 MRI 以及磁敏感加权成像不能发现的颅

内损伤。急性期轻型颅脑损伤的常见部位为

大脑皮层、白质、胼胝体，而深部如基底节

等区出现轴索损伤。DTI 成像技术再评估轻型

颅脑损伤确有其重要的临床应用意义和研究

价值，应改变传统观念。 

 
 
OR-205 

应激剂量氢化可的松对颅脑外伤后危重症相

关皮质类固醇不足治疗作用的实验研究 
 

陈心 柴艳 张建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研究颅脑外伤（TBI）后早期应用应激

剂量氢化可的松对危重症相关皮质类固醇不

足（CIRCI）的治疗作用。 

方法  利用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建立液压打击

TBI 模型，在伤后第 1 天通过电应激刺激筛选

出 CIRCI 大鼠。将 CRICI 大鼠随机分为 CIR

CI 对照组、小剂量甲泼尼龙（MP）治疗组、

应激剂量氢化可的松（HC）治疗组，分别于

伤后第 1、3、7 及 14 天进行神经功能评分以

比较三组的神经功能障碍程度，并于伤后 14 

d 内观察各组大鼠存活率；伤后第 7 天和第 1

4 天分别进行电应激刺激，比较三组大鼠的 C

IRCI 患病率。分别于伤后第 3、7 及 14 天对

三组进行下丘脑组织病理学观察。采用 CD31

和 Claudin-5 免疫荧光染色法比较室旁核区血

脑屏障内皮细胞及紧密连接改变的差异，结

合伊文思蓝染色检测该部位血脑屏障的通透

性。 

结果  应激剂量 HC 治疗组大鼠存活率显著高

于 CIRCI 对照组（P=0.046）；应激剂量 HC

治疗组大鼠在伤后第 7 天和第 14 天其神经功

能评分显著低于 CIRCI 对照组（P=0.002，P

=0.005）及小剂量 MP 治疗组（P=0.012, P=

0.001），且伤后第 14 天 CIRCI 患病率显著

低于 CIRCI 对照组（P=0.036）；伤后第 3

天应激剂量 HC 治疗组下丘脑室旁核血脑屏

障内皮细胞 CD31 及紧密连接蛋白 Claudin 5

的表达量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0.013，P=0.

000），且伊文思蓝的渗透量显著降低（P=0.

02）。 

结论  大鼠 TBI 后应激剂量 HC 可以显著减轻

下丘脑血脑屏障结构和功能的损害，提高机

体应激水平，减少 CIRCI 的发生，促进神经

功能恢复，进而增加存活率。  

 
 
OR-206 

膜粘连蛋白Ⅱ通过血管重塑参与小鼠颅脑创

伤后神经修复 

 
程崇杰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膜粘连蛋白Ⅱ(ANXA2)是一种广泛分布

于血管内皮的磷脂结合蛋白，研究证实 ANX

A2 能调控一系列肿瘤的血管发育过程。鉴于

血管重塑在颅脑创伤中的重要作用，本实验

拟探讨 ANXA2 对颅脑创伤后血管重塑的影

响，以及通过血管重塑参与神经修复的机

制。 

方法  在小鼠上建立通过精确皮质打击模型，

实验组由尾静脉注射 ANXA2 重组蛋白，伤后

通过 NSS 评分、转棒实验和水迷宫实验检测

其对颅脑创伤后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通过

Nestin、PSA-NCAM、NeuN 分别标记神经干

细胞、成神经细胞、神经元，再与增殖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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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Brdu 行双重染色检测 ANXA2 对颅脑创伤

后神经干细胞增殖、成神经细胞迁移、神经

元再生的影响；分离脑皮质微血管并提取 mR

NA，检测 ANXA2 对伤后血管内皮分泌神经

营养因子的影响。  

结果  膜粘连蛋白Ⅱ能显著提高伤后 28 天内

NSS、转棒实验行为学表现（P<0.05），水

迷宫实验中实验组小鼠的空间记忆能力明显

优于对照组小鼠（P<0.05）；膜粘连蛋白Ⅱ

对伤后神经干细胞分裂增殖无显著作用（P>0.

05），却能促进成神经细胞迁移和增加后期

伤灶区域新生神经元的数量（P<0.05）；膜

粘连蛋白Ⅱ提高伤后脑组织皮质微血管内 BD

NF、VEGF 基因的转录水平（P<0.05）。 

结论  在颅脑创伤后，膜粘连蛋白Ⅱ不能直接

促进神经干细胞增殖，而是促进内皮细胞分

泌神经营养因子 BDNF/VEGF，这些因子能

吸引成神经细胞沿着血管网走行向受伤区域

迁移，到达伤灶后发育为成熟的神经元，从

而参与伤后的神经修复重建，最终促进伤后

神经功能恢复。该发现阐释了膜粘连蛋白Ⅱ

通过微血管参与神经功能重建的作用机制，

是对“血管神经单元”学说的重要补充；鉴于其

独特的作用机制，能够通过外周途径给药，

未来有希望成为颅脑创伤的药物靶点。  

 
 
OR-207 

采用支架技术重建急慢性颈动脉闭塞临床研

究 
 

李志清 梁国标 高旭 张海峰 董玉书 李靖远 闻亮 刘强 

张楠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840 

 

目的  探讨血管内支架技术重建急慢性颈动 

脉闭塞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采用血管内治疗

治疗的 32 例急慢性颈动脉闭塞患者，包括年

龄、性别、临床症状、影像资料等。32 例患

者中，表现为急性偏瘫 8 例，2 例合并失语，

其中 2 例为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急性闭塞；1

0 例表现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11 例表现为

长期头晕、困倦以及记忆力下降。所有患者

均在局麻下治疗，13 例患者采用近端保护装

置，15 例采用远端保护装置，2 例同时应用

近端和远端保护装置,2 例未使用保护装置。

术中采用泥鳅导丝引导 4F 造影导管前进，通

过闭塞段后进入微导管造影证实后交换 3m 微

导丝，引导球囊预扩后释放支架。 

结果  31 例患者成功开通 26 例，术中发生颈

内动脉起始部夹层 1 例、颈内动脉海绵窦瘘 2

例，经撤出手术器材后均完全闭塞。复查造

影 13 例，无再狭窄发生。 

结论  采用支架技术重建急慢性颈动脉闭塞是

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并具有良好的

远期预后，合理使用保护装置有助于降低围

手术期并发症。 

 
 
OR-208 

GCS3-5 分的单纯硬膜外血肿并脑疝患者的

预后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 

 
林洪 王文浩 胡连水 蔡根平 黄巍 胡康 张源 郑雪峰 

解放军第 175 医院暨厦门大学东南医院神经外科，南

京军区创伤神经外科中心 363000 

 

目的 调查入院 GCS 评分 3-5 分的单纯硬膜外

血肿并脑疝患者的预后情况并分析其临床危

险因素。  

方法 研究纳入我单位 2009-2014 年收治的 39

例单纯急性硬膜外血肿并脑疝患者，回顾其

病例及随访资料并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对

预后相关因素作出评价。 

结果 入研病例包括瞳孔单散 17 例（43.5

9%），双散 22 例（56.41%）。伤后 3 个月

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cor

e，GOS）随访结果显示，死亡 2 例（5.

1%），植物生存 4 例（10.3%），重残 9 例

（23.1%），轻残 11 例（28.2%），健康 13

例（33.3%）。GOS 预后与患者术后是否发

生继发性脑损伤关系密切（p=0.023），术后

无继发性脑损伤（n=9，23.1%）、继发再灌

注损伤（n=4，10.3%）、继发脑梗（n=26，

66.7%）的病例的 3 个月 GOS 预后分别为 4.

44±1.01 分，4.00±0.82 分，3.46±1.21 分。

所有病例中，继发大面积脑梗塞（>20mL，n

=20，51.3%）的患者预后最差（3.15±1.14

分），不良预后率（GOS≤3）高达 60%，且

与脑梗体积呈显著负相关性（p=0.046）。回

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所有术前临床或影像指

标里面，血肿体积大于 100mL（相对危险度=

13.050，p=0.038）和术前是否发生过休克

（相对危险度=14.718，p=0.021）是患者预

后不良的最重要的两项独立危险因素，其不

良预后率分别达到 52.17%（12/23）和 66.6

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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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入院 GCS 评分 3-5 分的单纯硬膜外血肿

并脑疝患者神经功能预后较差，不良预后率

达 38.46%，但也有 33.33%的患者能够完全

康复，不能武断地对其预后作出轻率判断而

放弃治疗。尤其应加强对血肿体积大于 100m

L 或术前曾发生过休克的患者的临床治疗和重

症监护，经积极救治后仍分别有 47.83%和 3

3.33%的患者能达到轻残以上的满意康复。 

 
 
OR-209 

创伤性颅内出血患者颅内血肿进展的危险因

素及对治疗的影响 
 

万学焱 王胜 张所军 刘胜文 肖群根 淦超 李超曦 杨洪

宽 舒凯 雷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00 
 

目的  颅内血肿进展的危险因素目前并未取得

一致的结论，同时其对治疗的影响仍不十分

清楚。 

方法  根据连续性头部 CT 的结果将起初予以

保守治疗的创伤性颅内出血的患者分为血肿

稳定者和血肿进展者，使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

分析颅内血肿进展和晚期手术治疗的预测因

子。 

结果  126 例（35.4%）有颅内血肿进展，59

例（16.6%）保守治疗失败需要手术治疗：进

展组中 31%的患者而稳定组中 8.7%的患者需

要手术治疗，差异具有显著性(P<0.001)。多

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高血压 (odds ration

(OR)=2.62; 95% confidence interval(CI)=1.4

1-4.85), 颅骨线形骨折 (OR=2.06; 95%CI 1.2

6-3.38), 脑挫裂伤伴血肿(OR=4.83; 95%CI 2.

69-9.07), 延长的凝血酶原时间（PT） (OR=1

7.69;95%CI 10.35-31.46) 和降低的纤维蛋白

原(OR=2.92; 95%CI 1.42-6.06)是颅内血肿进

展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延长的 PT 诊断优势比

16.44，在诸预测因子中最高。首次 CT 颅内

血肿>5mL (OR=3.51; 95%CI 1.98-6.47), 颅

骨骨折(OR=2.51; 95% CI=1.43-4.55), 血肿进

展 (OR=5.23; 95%CI=2.83-9.86) 和男性(OR

=2.39; 95% CI=1.29-4.69)与保守治疗失败需

要手术治疗相关。 

结论  具有 16.44 诊断优势比的延长的 PT 可

能是临床上颅内血肿进展最可靠的预测因子

之一，而颅内血肿进展则是需要晚期手术的

强烈预测因子。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了

颅内血肿稳定的患者，因为部分患者也会需

要手术治疗。这些发现对于我们加深理解和

治疗创伤性颅内血肿具有重要意义。  

 
 
OR-210 

负压抽吸冲洗对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早期脑

复位及复发率的影响 
 

贺绪智 许民辉 徐伦山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神经外科 400042 

 

目的  分析探讨负压抽吸冲洗对慢性硬膜下血

肿术后早期脑复位及 3 个月后复发率的影

响。 

方法  （1）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3 年 7 月-201

5 年 7 月 151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的临床

资料，每例均行颅骨钻单孔，术中开放冲洗 7

3 例，负压抽吸冲洗 78 例，术后均置管闭合

引流 1-3 天，平卧致引流管拔除；（2）全部

病例均在术后 24-72 小时内复查头颅 CT1-2

次，采用定量 CT 精确计算术后脑复位较好 1

次 CT 所示残腔体积(V1)占术前血肿腔体积(V0)

的比值 V1/V0（脑膨胀率），分别计算开放冲

洗组和负压抽吸冲洗组所得脑膨胀率的标准

差；（3）记录所有病例术后早期（≤7 天）并

发症，包括出血、癫痫和感染，术后晚期（≥

3 月）并发症，包括硬膜下积液和复发血肿；

（4）采用 SPSS15.0 统计软件对两组脑膨胀

率的标准差、血肿复发率及各临床资料进行

X2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1)两组冲洗方法术后脑膨胀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2)两组临床资料构成

比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两组出

血、癫痫、感染等早期(≤7 天)并发症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4）两组术后

晚期（≥3 月）硬膜下积液的发生率有统计学

意义（P＜0.05），术后晚期（≥3 月）血肿

的复发率有统计学意义（P＜0.05）；（5）

非条件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析显示，

脑膨胀率与手术方式、血肿形成时间和年龄

有显著相关性（P= 0.021，OR=5.0，95％CI

=1.28～16.29）。 

结论  (1) 术中负压抽吸冲洗可促进慢性硬膜

下血肿术后早期（≤72 小时）脑复位，同时减

少术后晚期（≥3 月）血肿的复发率；（2）年

龄小于 50 岁、血肿形成时间小于 2 月的病例

术后早期（≤72 小时）脑复位好，血肿复发率

也低；（3） 负压抽吸冲洗方法治疗慢性硬膜 

下血肿是有效、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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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211 

双侧瞳孔散大的特重型颅脑损伤诊治体会 
 

林清松 康德智 方文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0 

 

背景与目的  双侧瞳孔散大的特重型颅脑损伤

以往被认定为手术禁忌。我们报道一例经手

术治疗的双侧瞳孔散大的特重型颅脑损伤患

者，并阐明超早期手术对挽救该类患者的重

大意义。 

病例报道与文献复习：女，33 岁，骑电动车

摔伤后人事不省 3 小时，神志中昏迷，GCS

评分：E1V1M3=5 分，右侧瞳孔 5mm，左侧

瞳孔 3mm，对光反应均消失，无其他严重合

并伤，颅脑 CT 平扫：脑疝，右侧额颞顶部硬

膜下血肿，右侧颞叶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

血。完善术前准备期间患者出现双侧瞳孔散

大，自主呼吸尚可，经家属同意后予急诊行

“右额颞顶开颅硬膜下血肿清除+右颞叶血肿

清除+右颞极切除减压+去骨瓣减压术+左额钻

孔脑室型颅内压探头置入术”。从发病到手术

开始的时间为 5 个小时。术中我们一组人员

行右侧额颞顶开颅，一组人员行左额钻孔侧

脑室外引流。我们争取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最

快最好的颅内减压，并术中实时监测颅内压

的变化。我们发现颅骨掀开前颅内压为 52m

mHg，颅骨掀开后颅内压降至 26mmHg，硬

脑膜剪开后颅内压进一步降至 12mmHg，经

内减压后颅内压为 1mmHg，缝皮后颅内压为

6mmHg。术后颅内压基本维持在 20mmHg

以内。术后半个月患者即能简单遵嘱动作。

术后 1 个月，患者完全清醒，四肢肌力正

常，语言、认知受轻度影响。我们查阅了相

关文献，绝大部分文献认为双侧瞳孔散大的

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不宜手术，认为手术死

亡率高，术后长期植物生存的概率极高，因

此不建议手术。然而，结合我们的经验，我

们认为发病时间短，双侧瞳孔散大持续时间

不足 1 小时，自主呼吸尚存在的患者宜予超

早期手术治疗。 

结论  发病时间短，双侧瞳孔散大持续时间不

足 1 小时，自主呼吸尚存在的双侧瞳孔散大

型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宜予超早期手术治

疗。术中实时颅内压监测有助于指导特重型

颅脑损伤患者的诊治。制定术中实时颅内压

参考值范围用于指导重症颅脑外伤手术方案

的制定，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有待进一步

研究探讨。 

OR-212 

“五层垫片密封”技术治疗外伤性脑膜脑膨出 
 

包义君 赵丹 黄小龙 张德威 陶山伟 吴安华 王运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外伤性脑膜脑膨出在颅脑外伤中较少见

且常备忽视。其主要症状为脑脊液漏，突

眼，嗅觉损伤，视力障碍，往往合并脑挫

伤、脑内血肿等颅脑外伤表现，严重时可继

发脑炎危机生命。目前外伤性脑膜脑膨出手

术治疗的指征尚不明确，没有治疗的规范化

术式，治疗效果常不理想。本研究通过外伤

性脑膜脑膨出病例的观察研究分析典型临床

症状，评估手术指征，提出新的手术治疗方

法。 

方法  对 3 例外伤性脑膜脑膨出病例进行的观

察研究。3 例病人均为影像学诊断中度脑膜脑

膨出。其中 1 例原发脑外伤较轻，中度脑膜

脑膨出无明显症状及阳性体征，保守治疗原

发脑外伤 1 个月，跟踪随访 1 年脑膜脑膨出

无明显变化，未予手术治疗。1 例原发颅脑外

伤极重，中度脑膜脑膨出伴突眼、眼球爆

裂、鼻漏等并发症，仅手术摘除爆裂眼球，

未处理脑膜脑膨出，术后病人因原发重症颅

脑外伤死亡。1 例病人中度原发颅脑外伤，中

度脑膜脑膨出伴双侧突眼及脑脊液鼻漏，保

守治疗原发颅脑外伤 4 周，双侧突眼及脑脊

液鼻漏仍存在，影像学检查显示病人存在复

杂颅底骨折及缺损，提出新的“五层垫片密封”

手术技术，成功切除疝出脑组织并运用此技

术重建颅底，术后病人预后良好突眼及脑脊

液漏均消失。 

结果  外伤性脑膜脑膨出无明显症状及阳性体

征的病例无需手术治疗，但当脑膜脑膨出并

发症状及体征明显时建议手术治疗。手术治

疗的时机为原发颅脑外伤平稳后在进行。对

于复杂颅底骨折及缺损导致的外伤性脑膜脑

膨病例建议使用“五层垫片密封”手术技术。 

结论  应当重视外伤性脑膜脑膨的诊断和治

疗。合理评估脑膜脑膨的手术指征及治疗时

机。对于复杂颅底骨折及缺损导致的外伤性

脑膜脑膨病例建议使用“五层垫片密封”手术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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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213 

创伤性脑损伤 UCH-L1 水平与损伤程度、病

情变化及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李立新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00 

 

目的  探讨创伤性脑损伤后血清泛素羧基末端

水解酶（UCH-L1）与脑损伤程度、病情变化

及预后的关系。  

方法  选择创伤性脑损伤患者 60 例，按 GCS

评分分为中度组（9~12 分）30 例，重度组

（5~8）30 例，并选择 30 例正常体检者作为

对照组。采集患者伤后 12h、24h、2d、3d、

5d 静脉血，以 ELISA 法测定 3 组血清 UCH-

L1 的含量，并与实时的影像学资料进行比较,

分析其与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中、重度脑损伤组伤后

血清 UCH-L1 浓度升高，并具有统计学意

义。在中度脑损伤组患者中，血清 UCH-L1

于伤后 12h 达高峰，24h、2d、3d 逐渐下

降，至第 5d 时血清 UCH-L1 水平与对照组无

明显差别。重度脑损伤组患者血清 UCH-L1

于伤后 12h 即达第一次高峰，此后逐渐降

低，并于伤后 3d 再次升高至第二次高峰后迅

速下降,于 5d 后降至最低。与对照组相比重度

组在伤后 12h 至伤后 5d 均有统计学差异，并

且在伤后 12h 至 3d 血清 UCH-L1 水平显著高

于中度脑损伤组。另外，本研究发现 UCH-L1

的变化与影像学改变密切相关，并与脑损伤

的预后呈负相关。   

结论  创伤性脑损伤血清 UCH-L1 水平与损伤

程度密切相关，对判断病情及预后有重要意

义。 

 
 
OR-214 
Deferoxamine accelerates hemorrhage ab
sorption for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Intrac
erebral hematoma: A prospective random
ized controlled trial 
 
Yu Jian,Sun Yirui,Hu Jin 

华山医院 200040 

 

Introductio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is 
a common disease for adult, particularly for y
oung people. Most TBI patients have intracer
ebral hemorrhage, which often to brain edem
a and toxicity to the neural tissue. Deferoxa
mine (also known as Deferrioxamine B, Defe
roxamine B, DFO-B, DFOA, DFB or desfera

l，DFX) is a bacterial siderophore produced 

by the Actinobacteria Streptomyces pilosu
s. It has medical applications as a chelating 
agent used to remove excess iron from the b
ody. Animal models indicate Deferoxamine a
ccelerate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absorption,
 although its effects on human patients remai
n unclear.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investigat
ed whether DFX can accelerate intracrania
l hemorrhage absorption, reduce acute hem
orrhage-induced edema, and improve patien
t outcome. 
Methods  This is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Eighty TBI patients with intr
acranial hemorrhage that does not require s
urgical evacuation were recruited. Patients w
ere randomized into Group A or Group B. Pa
tients in Group A were administered DFX 50
0 mg BID for 7 days, while those in Group B 
received saline as control. The other therapi
es were conducted following the severe TBI 
guideline. The volume of hematomas and lev
els of brain edema were measured by MR. F
ollow-up visits were conducted for each patie
nts for 6 months using GOS and MMSE as a
ssessment tools.  
Results  The period of hemorrhage absorpti
on (reduction of 50%) in Group A was appro
ximately 20% faster than those in Group B (p
<0.05). The significance of focal edema was 
also lower in Group A. In the subgroup analy
sis, patients with subdural hemorrhage and r
eceived DFX treatment required 35.7% short
er time of hemorrhage absorption. The 6-mo
nth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DFX treatment
 were also better than those in Group B. No 
significant side-effect was observed.  
Conclusions  Based on our preliminary stud
y, DFX offers faster hemorrhage absorptio
n, less significant focal edema, and better ou
tcome for patient with traumatic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There is a reason to believe th
at DFX is effective and safe for traumatic Intr
acerebral hemorrhage treatment, yet further i
nvestigation with more patients are require
d. Learning Objectives Participants should b
e able to: 1) Describe the importance of brai
n edema in traumatic Intracerebral hemorrha
ge: 2)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Deferoxami
ne in traumati brain edema in traumatic Intra
cerebral hemorrhage: 2) Discuss the applicat
ion of Deferoxamine in traumatic intracerebr
al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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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215 

颅压监测与手术指征不一致情况分类及探讨 
 

许毅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400000 

 

目的  目前的《颅脑损伤手术指南》主要根据

血肿量及占位效应来决定是否手术，但随着

颅内压监测的普及，越来越多地发现颅内压

监测与目前手术指征有不一致的情况发生。

本例研究通过对既往病例的回顾，力图寻找

颅内压监测与手术指征发生不一致情况的类

型、原因，并进而促进手术指征的完善。 

方法  对既往 5 年颅脑损伤病例进行了回顾。

其中 324 例占位效应明显，根据手术指南有

手术指征；206 例占位效应较轻，没有手术指

征。通过研究这些病例中颅内压监测与手术

指征不一致情况，进而对其进行分类、寻找

原因并完善手术指征。 

结果  在 324 例占位效应明显，根据手术指南

有手术指征的病例中，有 39 例颅内压监测结

果颅内压不高或稍高，最终保守治疗成功。

在 206 例占位效应较轻，没有手术指征的病

例中，发现 21 例颅内压不断升高或病情加

重，最终需手术治疗。第一种情况（占位

重，有手术指征，但颅压并不重，最终保守

治疗成功）常见于急性硬膜下血肿、急性脑

肿胀、术后再出血等病例。其病例特点为：

一是其占位效应往往处于手术指征的临界状

态，80%多的血肿量处于 30-40ml 之间，中

线移位在 10 毫米以下。二是虽然占位效应较

重，但意识障碍都不重，多数患者都没有昏

迷，甚至是清醒的。考虑其发生原因在于：

不同个体，在一定范围内，对占位效应的代

偿能力是不同的，这就造成了颅内压力的差

异，进而影响了手术指征。第二种情况（占

位效应轻，没有手术指征，但颅内压力或病

情仍可能持续加重，最终需要手术治疗）常

见于额颞叶底面、中线部位、脑干周围小出

血灶及静脉窦受压等情况。考虑其发生原因

在于：这些部位的出血虽少，但因毗邻视丘

下部、脑干等重要结构或影响静脉回流，局

部颅压增高后容易导致中央型脑疝，病情可

出现急剧恶化，需要严密观察并及时减压。 

结论  在不同病种，不同个体中，因为存在着

占位效应与颅内压力不一致的情况，所以在

颅脑创伤手术指征判断上，将“意识+颅压+占

位+病种特点”四者结合起来可能才是最科学

的方法。 

OR-216 

标准外伤大骨瓣治疗急性重型颅脑损伤脑疝

形成 
 

雷伟 宋振全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比较标准外伤大骨瓣与常规颞顶瓣开颅

术在治疗例重型颅脑损伤脑疝形成病人的效

果。 

方法  于 2001 年 1 月至 2004 年 6 月收治重

型颅脑损伤脑疝形成患者 78 例(常规骨瓣

组)，与近期(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 月)收

治的 153 例(标准外伤大骨瓣组)重型颅脑损伤

脑疝形成患者的临床结果进行对比分析，6-1

2 个月后采用格拉斯哥预后评分( GOS)评定

治疗效果。 

结果  随访 6-12 个月后, 标准大骨瓣组患者恢

复良好 15 例, 中度残疾 14 例, 重残 42 例, 植

物生存 8 例, 死亡 74 例。 常规骨瓣组患者恢

复良好 5 例, 中度残疾 7 例, 重残 18 例, 植物

生存 5 例, 死亡 43 例. 

结论  标准大骨瓣减压术是治疗重型颅脑损伤

脑疝形成的有效方法, 它操作简便、减压彻底,

 能明显提高治愈率, 减轻后遗症, 提高患者生

存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OR-217 

重型开放性颅颌面损伤的手术治疗策略 
 

郭智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  探讨重型开放性颅颌面损伤患者的手术

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了从 2009 年至 2015 年

底收治的 13 例重型颅颌面损伤患者的临床表

现、术前的影像学资料、手术方法及结果。 

结果  本组共 13 例，其中男性 10 例，女性 3

 例。年龄最小 19 岁，最大 32 岁，平均 25 

岁。所有患者都有颌面部皮肤缺失，眼球缺

失 13 例，所有患者均有前颅底骨质粉碎，硬

膜缺失，脑组织外溢。手术时遵循先清创脑

组织，修补硬膜，再用自体骨修复前颅底，

最后用带血管皮瓣填充局部的缺损。术后 2 

例出现局部伤口脑脊液漏，经重新修补硬膜

后愈合。无手术死亡，也无与手术相关的致

残。手术时硬膜均用阔筋膜修补；6 例用肩胛

骨修补前颅底，7 例用肋骨；局部皮肤缺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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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胸大肌皮瓣，7 例股外侧皮瓣，1 例临近

皮瓣转移。 

结论  重型开放性颅颌面损伤的治疗必须分层

闭合局部伤口，尽可能的少用人工材料，带

血管的游离皮瓣是保证手术成功的关键。 

 
 
OR-218 

后颅窝复杂性血管网织细胞瘤的显微外科治

疗策略 
 

吴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后颅窝复杂性血管网织细胞瘤的显

微外科手术治疗及预后。 

方法 对 83 例后颅窝巨大实性血管网织细胞瘤

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随访评价。 

结果 肿瘤平均直径为（3.48±0.69）分。肿瘤

位于小脑 49 例，位于脑干 34 例。头晕头痛

是最常见的首发症状。83 例患者术前 KPS 评

分（82.4±35.4）分。术前行介入栓塞 26

例。采用后正中入路 49 例，旁正中入路 14

例，乙状窦后入路 14 例，顶枕入路 6 例。手

术全切除 79 例，近全切除 4 例。术后气管切

开 9 例（10.9%）；死亡 3 例（3.6%）。平

均随访(46.2±23.8)月，随访平均 KPS 评分为

（89.5±21.7）分。 

结论 显微外科治疗后颅窝复杂性血管网织细

胞瘤可取得良好预后。术中仔细辨认包膜边

界和熟练的显微外科操作是手术成功的关

键。 

 
 
OR-219 

听神经瘤分型与显微外科治疗 
 

李世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听神经瘤的临床分型、手术方式选

择、术中面听神经保护、围手术期电生理学

监测以及内听道后壁磨除对手术结果的影

响。 

方法  总结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

院神经外科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 46 例听神经

瘤的临床资料，重点分析术前 CT、MRI 的扫

描结果并对听神经瘤进行分型，记录与分析

手术前后肿瘤切除程度、面神经解剖保留与

功能水平、听神经解剖保留与功能水平。 

结果  肿瘤全切除 41 例（89%），次全切除 

5 例（11%）。术中面神经解剖保留 44 例

（96%）、面神经意外断裂并直接行端端吻

合 2 例（4%），听神经解剖保留 28 例（6

1%），有效听力保留 11 例（24%）。围手

术期无患者死亡，无脑脊液漏及颅内感染。

随访 3-64 月（平均 22 月），随访期内见肿

瘤复发 2 例，均接受了再次手术治疗。 

结论  显微外科手术仍然是治疗各类听神经瘤

的主要方法，术中磨除内听道后壁有助于全

切肿瘤，术中持续电生理学监测是定位面神

经和降低并发症的关键。 

 
 
OR-220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的微侵袭手术治疗 
 

陈立华 徐如祥 魏群 李运军 李文德 赵浩 高进宝 于斌 

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探讨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显微手术治疗的

指证和技巧，以及手术入路的选择和术中注

意事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经显微手术治疗的 62 例脑干海绵状血

管瘤的临床资料。中脑海绵状血管瘤 9 例，

间脑-中脑交界处 1 例，中脑-桥脑交界处 4

例，桥脑海绵状血管瘤 41 例，延髓海绵状血

管瘤 5 例，桥脑-延髓交界处 2 例。采用神经

电生理监测引导手术 27 例，15 例术中采用

神经导航定位。 

结果 肿瘤全切 57 例，5 例次全切。术中见 1

9 例伴有明显的静脉畸形，予以保护。神经功

能障碍改善 25 例，无明显变化 31 例，术后

症状改善和稳定率为 90.3%(56/62)。术后症

状加重 6 例，出现复视 3 例，面瘫 2 例，肢

体活动障碍加重 1 例，其中 4 例经随访神经

功能已恢复至术前状态，仍有 2 例患者未恢

复至术前状态。随访 3～108 个月，肿瘤全切

的 57 例均未见肿瘤复发；未获得全切除的 5

例，均未见脑干海绵状血管瘤再出血。无手

术死亡病例。 

结论 正确选择手术指征和个体化选择手术入

路、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以及采用显微外科

技术可安全和有效地切除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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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221 

乙状窦后入路切除前庭神经鞘瘤手术治疗中

的内听道磨除范围的探讨 
 

张复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听神经瘤乙状窦后入路手术中切除

内听道内部肿瘤时内听道后唇磨除的测量定

位方 

法及内听道磨除范围与肿瘤暴露及相关解剖

结构保护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 月在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

科本手术小组接受显微外科手术治疗并采用

了本组内听道磨除方法的前庭神经鞘瘤患

者，应用内听道区薄层 CT 扫进行测量，并根

据测量结果制作标尺进行定位,指导术者磨除

内听道后唇，并在术前术后及远期进行全面

的影像学资料、手术信息、及术后预后的随

访评估，对评估结果进行前瞻性研究。另

外，选自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0 月在本

组使用此内听道磨除方法之前接受手术的患

者做为对照，对其手术前后的影像学资料、

手术信息、及术后预后进行回顾性研究。使

用配对样本的 t 检验及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内听

道磨除长度其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使用组患者中男性患者 14 名（46.

7%），女性患者 16 名（53.3%），平均年龄

为 45.3±11.6 岁。未使用组患者男性 11 名

（47.8%），女性患者 12 名（52.2%），平

均年龄 48.8±10.2 岁。使用组患者肿瘤平均

大小为 25.07±7.63mm，未使用组患者肿瘤

平均大小为 24.77±5.76mm。术中平均磨除

长度为 11.36±1.72mm，内听道后唇的磨除

长度与患者的肿瘤直径密切相关，肿瘤越

大，所需磨除的内听道后唇的长度越长。使

用组患者肿瘤全切除率为 80%，未使用组患

者肿瘤全切除率为 52.2%，使用组患者肿瘤

全切除率显著高于未使用组患者。使用组患

者骨迷路结构保存率为 100%，未出现脑脊液

耳漏的并发症。 

结论  乙状窦后入路手术切除前庭神经鞘瘤

时，应用内听道区薄层 CT 扫进行测量，并根

据测量结果制作标尺进行定位，可以帮助术

者在术中准确定位，充分磨除内听道后唇以

暴露内听道内部肿瘤并保护骨迷路结构不受

损伤，使得手术者得以在直视下切除肿瘤，

显著提高肿瘤的全切率，改善患者的预后。 

OR-222 

听神经瘤的显微手术技巧 
 

祝新根 涂伟 沈晓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330006 

 

目的  对我科 54 例听神经瘤手术患者进行分

析总结，探讨术中膜性界面的锐性分离、保

护对术后脑干及面神经功能保护的意义。  

方法   对 54 例听神经瘤显微手术患者进行研

究，总结膜性界面的保护在听神经瘤手术中

的重要意义。所有患者均采用侧俯卧位枕下

乙状窦后入路，取耳后直切口，骨瓣开颅，

术中采用面神经监测仪，配合使用超声刀瘤

内切除肿瘤。术后采用 House-Brackmann(H

B) 分级方法对面神经功能进行评价，对患者

进行随访，观察肿瘤切除率及脑干、面神经

功能的情况。  

结果   54 例患者中，听神经瘤全切 52 例(9

6．3％)，次全切 2 例(3．7％)；无死亡病

例；无脑脊液漏及切口感染病例；术后面神

经解剖保留 51 例(94．4％)，面神经功能 I～I

II 级 44 例(81.5％)。  

结论  在面神经监测下严格按膜性界面锐性分

离神经及切除肿瘤，可避免脑干损伤，显著

提高面神经保护率。  

 
 
OR-223 

巨大听神经瘤（≥4cm）的显微外科治疗策略 
 

惠旭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显微外科手术切除是巨大听神经瘤的首

选治疗方式，但全切肿瘤存在较高的死亡率

及严重的面神经功能废损。因此，我们采取

面神经功能保留手术理念，在术者评估及术

中电生理监 

测指导下对肿瘤进行切除，探索该理念指导

下的手术疗效。 

方法  2009 年 9 月至 2014 年 8 月，共计 268

例巨大听神经瘤患者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

经外科接受显微外科手术治疗。通过回顾性

分析患者临床特点、影像学表现、切除程

度、术后面神经功能 House-Brackmann（H

B）分级及随访期内残留肿瘤的生长情况，从

而对面神经功能保护及控制肿瘤复发的最佳

治疗策略进行探讨。 

结果  本组患者术中面神经解剖保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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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以术后 3 个月的 MRI 作为评估基线，

本组患者全切 111 例（41.3%）、近全切除 1

57 例（58.7%），多数肿瘤的残留是由于肿

瘤包膜与面神经在内听道开口处粘连紧密所

致。对于残留肿瘤，常规在随访 1 年后行立

体定向放射治疗。患者平均随访期 41.2 月，

残留肿瘤稳定无复发，最近一次随访结果提

示面神经功能 HB I-III 级者 232 例（86.

6%）、HB IV 级 29 例（10.8%）、HB V 级

2 例（0.7%）。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肿瘤大

小、囊性变及切除程度与患者面神经功能预

后显著相关。 

结论  我们主张在面神经功能保留手术理念的

指导下，通过显微外科手术治疗巨大听神经

瘤。即便无法达到全切肿瘤，患者仍能取得

良好的面神经功能预后及长期的肿瘤控制。 

 
 
OR-224 

脑干海绵状血管畸形的手术预后相关因素探

讨 
 

孟国路 张俊廷 张力伟 吴震 刘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海绵状血管畸形是颅内血管畸形病变中

的一种，发生于脑干者，常引起患者严重的

神经功能障碍，严重者甚至导致患者死亡。

目前，手术治疗是脑干海绵状血管畸形的重

要治疗手段，但是，在手术的时机选择，手

术适应征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争议。本研

究通过回顾分析病例资料及手术经验以及文

献回顾，评估手术治疗脑干海绵状血管畸形

的手术效果，并寻找影响手术预后的相关因

素。 

方法  收集天坛医院神经外科颅底脑干病房 2

012-2014 年收治的所有接受手术治疗的脑干

海绵状血管畸形患者，共入组 119 例患者。

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影像学资

料，病历资料及完成术后随访，完善患者术

前，术后及随访中的生活能力评估（采用改

良 mRS 评分）。应用方差分析，多元回归等

统计学方法，分析相关数据，评分评估患者

手术效果及手术预后，并寻找与其相关的影

响因素。 

结果  患者平均入院年龄 33.5 岁，男女比例 1.

05：1，术前病灶年均出血率 4.3%。共 114

例患者（95.7%）病灶全切除。手术前，手术

后，随访时患者 mRS 评分分别为：3.19 分，

 3.11 分，2.87 分，评分具有统计学差异。术

后出院时，有 18 名患者症状改善，60 名患

者症状无改善，41 名患者症状恶化或出现并

发症。平均随访时间 21 个月，37 名患者症

状改善，41 例患者症状无改善，41 名患者仍

遗留神经功能障碍。术后患者年均再出血率 2.

8%。与术后短期手术效果以及长期随访中患

者的生活能力相关的因素均为病灶大小以及

术前出现运动功能障碍，患者的年龄，性

别，病程长短，术前病变出血次数，术前最

近一次出血时间，病变位置，病变深度，病

变是否合并 DVAs 等因素，与手术效果以及

长期预后均不具有相关性。 

结论  手术治疗能够使脑干海绵状血管畸形患

者生活能力得到一定恢复。术后短期及长期

随访预后均较手术前好转。手术效果以及长

期预后只与病灶大小与术前出现运动功能障

碍相关。 

 
 
OR-225 

听神经瘤手术技巧探讨（附 106 例分析） 
 

倪红斌 金伟 戴宇翔 梁维邦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神经外科 210005 

 

目的 通过分析和总结微创手术切除听神经 

瘤的手术过程，总结听神经瘤手术相关要

点。提高手术的安全性，肿瘤的全切率及面

神经的保护率。 

方法 总结听神经瘤手术 106 例，其中大型听

神经瘤 56 例，手术常规乙状窦后入路，骨窗

大小根据肿瘤大小适当调整。术中面神经电

生理监测，首先瘤内减压，再磨除内听道，

最后沿肿瘤鞘膜锐性分离切除肿瘤。 

结果 本组病例肿瘤全切 91 例（85.8%），面

神经解剖保留 99 例（90.5%），1 例死亡（0.

9%）。术后面神经功能评价：HuntⅠ-Ⅱ级 6

8 例，Ⅲ-Ⅳ 48 例，随访两年以上有 32 例逐

渐恢复至Ⅰ-Ⅱ级。 

结论 听神经瘤手术的关键是面神经的保护。

术中电生理监测是保留面神经的保证。内听

道口寻找面神经并且沿肿瘤的鞘膜锐性分离

肿瘤是面神经保留的关键。 

 
 
OR-226 

海绵窦肿瘤手术进展及心得体会 
 

陈亮 花玮 宋剑平 李培良 杨紫潇 许耿 朱巍 毛颖 周良

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2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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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累及海绵窦肿瘤手术一直是神经外科的

巨大挑战，本研究总结了术者所在小组 2011

年至 2015 年共 100 例累及海绵窦的肿瘤手

术，分析了海绵窦肿瘤及不同手术入路的特

点。 

方法  累及海绵窦肿瘤的手术入路共有 4 种：

中颅底硬膜外入路、颞下入路、中颅底联合

硬膜外硬膜下入路、内镜下扩大经鼻蝶入

路。手术后 72 小时内复查影像学，并随访行

GOS 评分。 

结果  100 例肿瘤中脑膜瘤 38 例、垂体瘤 21

例、神经鞘瘤 17 例、脊索瘤 5 例、海绵状血

管瘤 3 例、血管外皮瘤 3 例，其他肿瘤 13

例。根据肿瘤生长特点选择，中颅底硬膜外

入路 34 例，颞下入路 45 例，联合硬膜外硬

膜下入路 8 例，扩大经鼻蝶入路 13 例。最终

肿瘤全切率为 52%，次全切除 36%，部分切

除者占 12%。随访 GOS 5 分者占 61%，GO

S≥4 分者占 94%，总体预后良好。 

结论  海绵窦肿瘤手术可以取得满意的结 

果，充分了解局部解剖，尤其是颈内动脉和

各组颅神经的充分暴露和保护是手术安全的

保障。对于不同病理特点的肿瘤治疗策略不

同，神经鞘瘤、表皮样囊肿和脊索瘤尽可能

切除；海绵状血管瘤建议放射外科治疗；海

绵窦脑膜瘤减压为主，但对从周边侵入海绵

窦的脑膜瘤仍可能全切；垂体瘤根据生长方

式决定入路和切除程度。 

 
 
OR-227 

松果体区肿瘤的显微外科手术切除 
 

张剑宁 

海军总医院 100037 

 

目的  探讨松果体区肿瘤的显微外科手术切除

及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0 月～2016 年 5

月在我院接受手术治疗的松果体区肿瘤患者

共 24 例，年龄:  3 岁～63 岁,平均年龄 23.6

岁；14 岁以下儿童 7 例（占 29.2%）；14

岁～ 50 岁者 13 例（占 56.2%）；50 岁以上

者 4 例（占 16.7%）。头疼、脑脊液循环受

阻导致颅内压增高症状 20 例，邻近脑受压症

状 23 例，内分泌症状 3 例。 

结果  手术无直接相关死亡病例，术后复查影

像示 18 例全切除，4 例大部切除，2 例部分

切除，14 例术前颅高压脑积水得到改善，6

例术后行脑室腹腔分流或脑室外引流。术后

出现新的神经功能缺失（如眼球运动障碍、

听力下降）和原有神经障碍加重 8 例，1 例术

后意识障碍，经高压氧、神经康复治疗二周

后恢复。平均 13 月随访期内，神经功能缺失

的患者多数得到恢复，3 例肿瘤复发，2 例因

肿瘤进展死亡。病理示中脑顶盖背侧海绵状

血管瘤 1 例，三脑室后部、中脑顶盖起源胶

质瘤 4 例，三脑室后生殖细胞类起源肿瘤 7

例，松果体细胞瘤 1 例，松果体乳头状瘤 1

例，小脑山顶、四叠体下丘水平其他类肿瘤 2

例，小脑幕缘、窦汇处脑膜瘤 4 例，松果体

囊肿 2 例、脂肪瘤 1 例、表皮样囊肿 1 例。 

结论  手术切除松果体区肿瘤安全可靠，采用

距离最近原则，术者最熟悉入路以及最常用

的手术入路能够最大限度切除肿瘤，降低并

发症发生率。 

 
 
OR-228 

中线前颅底脑膜瘤的手术治疗策略 
 

钟平 徐铭 徐健 陈旦麒 黄翔 陈明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中线前颅底脑膜瘤是指附着于前颅底中

线部位，从嗅沟到蝶骨平台、鞍结节和鞍隔

的脑膜瘤，其周围有嗅神经、视神经和视交

叉、前动脉复合体、垂体柄等重要结构，手

术具有挑战性。目前的手术入路主要包括：

额下入路（双侧或单侧）、额外侧入路、经

翼点入路和经鼻内镜入路等。本研究将分析

比较各种常见手术入路的优点和缺点，介绍

一种改良的双侧额下入路。 

方法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颅底外

科亚专业组从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采用改良的双侧额下入路手术治疗中线

前颅底脑膜瘤 32 例。手术方法：全麻后留置

腰穿引流，取仰卧位，冠状切口，3cmX6cm

大小的双额小骨瓣（包含部分鼻根）开颅，

去除额窦粘膜，用庆大明胶、骨蜡封闭开放

的额窦。W 型剪开硬膜，结扎和切断上矢状

窦最前端，切断大脑镰。对嗅沟脑膜瘤需要

开放腰穿引流，控制脑压；对鞍结节脑膜瘤

则通过显微分离嗅神经池和额底纵裂池释放

脑脊液，控制脑压。牵开双侧额叶，暴露肿

瘤，铲除肿瘤基底，充分瘤内减压，分离肿

瘤包膜，完全切除肿瘤。切除前颅底受累的

硬膜，磨除前颅底增生的骨质，但不进入副

鼻窦，取颞肌筋膜覆盖在前颅底硬膜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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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用生物胶固定。 

结果  采用改良的双侧额下入路手术治疗嗅沟

脑膜瘤 15 例、鞍结节脑膜瘤 17 例。患者年

龄 34-67 岁，平均 51.5±9.2 岁，其中男性 15

例、女性 17 例。肿瘤直径：2.0-6.9cm，平

均 3.58±1.25cm,所有肿瘤均完全切除，随访

无复发。本组无死亡病例，有颅内感染 1

例，无额叶挫伤、静脉性梗塞、脑水肿加

重、脑脊液鼻漏等并发症。 

结论  改良的双侧额下入路结合了传统的和扩

大的双侧额下入路的优点：对前颅底的重要

结构显露充分、中线方向感好、手术操作角

度灵活多变、更接近前颅底有利于对嗅束的

保护、仅分离额底纵裂池对双侧额叶的牵

拉、暴露和损伤减少，适用于各种中线前颅

底脑膜瘤的切除。本研究的局限性：未涉及

向颅外侵袭生长的中线前颅底脑膜瘤、随访

时间偏短。 

 
 
OR-229 

常见四种手术入路切除颅咽管瘤的探讨 
 

徐建国 游潮 姜曙 蔡博文 周良学 周培志 刘浩 曾云辉 

刘志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颅咽管瘤的最佳手术入路

治疗。  

方法  采取巢式对照研究，收集华西医院近 1

0 年颅咽管瘤病例，根据临床类型分组，比较

常用的额下终板入路、翼点入路、前纵裂入

路、经蝶内镜切除颅咽管瘤的预后和随访资

料，比较四种手术入路的优缺点。 

结果  共收集 692 例颅咽管瘤，Ⅰ、Ⅱ型颅咽

管瘤经蝶内镜切除、翼点入路、额下入路、

前纵裂入路，病员预后好，差别不大，内镜

切除创伤小、并发症相对较少，但脑脊液漏

发生率高。Ⅲ、Ⅳ型颅咽管瘤采用经额下终

板入路、前纵裂入路的较多，后者开颅时间

短，术后下丘脑并发症略少于前者；翼点入

路全切除率低于前两种入路。Ⅳ、Ⅴ型颅咽

管瘤与周围结构粘连重，并发症多，预后

差，有的需要结合两种手术入路才能做到全 

切。 

结论  颅咽管瘤手术入路需要个体化设计，才

能取得最佳治疗结果。 

 
 

OR-230 

眶上外侧入路手术切除前颅窝底脑膜瘤 
 

李新钢 1,2 马翔宇 1,2 徐淑军 1,2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山东大学脑科学研究所 

 

目的  探讨眶上外侧入路在前颅窝底脑膜瘤神

经外科治疗中的优势和意义。 

方法  对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 2011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实施眶上外侧入路切除前

颅窝底脑膜瘤的 47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

顾性分析。根据患者术后影像学检查及其神

经系统症状改善情况评价该手术方案在治疗

前颅窝底脑膜瘤中的可靠性。 

结果  术后随访 3-36 个月，术后影像学检查

未见复发病例。Simpson I 级切除 45 例，II

级切除 2 例，病理示脑膜瘤 WHO I 级 46

例，WHO II 级（非典型性脑膜瘤）1 例。术

后患者出现发热 4 例，低钠血症 5 例，精神

症状 9 例，脑水肿 1 例，癫痫发作 7 例。 

结论  眶上外侧入路具有开关颅简单、快速、

整洁，切除肿瘤彻底、创伤小等优点，可替

代经典翼点入路及双额冠状切口经纵裂或单

侧额下入路有效治疗前颅窝底脑膜瘤。 

 
 
OR-231 

鞍结节脑膜瘤显微外科手术入路选择与临床

分析 
 

牛朝诗 1,2 丁宛海 1,2,3 计颖 1 姜晓峰 1 凌士营 1 魏祥品
1 傅先明 1,2 

1.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     

2.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3.脑功能与脑疾病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不同部位和大小的鞍结节脑膜瘤显

微手术入路和手术结果。 

方法 回顾分析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鞍结节

脑膜瘤 49 例，采用 5 种不同的手术入路，采

用显微外科技术手术切除。分析全切除率、 

手术效果和并发症发生的情况。 

结果 经单侧额下入路 18 例，经冠状开颅额下

入路 15 例，冠状开颅前纵裂入路 7 例，眶上

锁孔入路 5 例，翼点或改良翼点入路 4 例。

肿瘤切除程度按 Simpson 分级评估，达 Simp

sonII 级切除者 40 例，III 级切除者 9 例，肿

瘤全切除率(Simpson II 级)为 81.6％。术前 3

8 例合并视力减退及视野缺损，术后视力较术

前明显改善 20 例，无明显变化 17 例，视力

加重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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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显微手术是治疗鞍结节脑膜瘤的主要手

段，手术入路选择应根据：①肿瘤的生长方

式，肿瘤的大小。②术前视力视野受累程

度。③术者习惯。④手术路径最短，对脑组

织损伤最小。手术疗效取决于：术前视力受

累程度，病程的长短，术中对神经、血管和

脑组织的保护，肿瘤全切除率等。 

 
 
OR-232 

经迷路入路听神经瘤手术效果及技巧 
 

贺世明 赵天智 张向卿 陈磊 

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经迷路入路切除听神经瘤的效果和

总结手术技巧 

方法  回顾性总结我院近期应用经迷路入路手

术治疗了听神经瘤治疗效果，与乙状窦后入

路比较优缺点。总结经迷路入路的手术技

巧。 

结果  肿瘤全切除。听神经功能保留 0 例，面

神经解剖全部保留，术后轻度面瘫 3 例。 

结论  颅底外科手术入路虽然侵袭性较大，但

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良好的显露，减少对脑组

织和脑神经及重要血管的牵拉和损伤，以便

最大限度地保护神经功能，仍然符合微侵袭

神经外科的原则。迷路入路扩大了对脑干腹

侧及内听道的显露，减少对小脑牵拉损伤，

可以直视面神经，更利于面神经的保护，对

听神经瘤伸入内听道部分的处理更为有利。 

 
 
OR-233 

动态牵拉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治疗天幕脑膜瘤 
 

钟东 唐文渊 孙晓川 夏海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探讨 CT 骨窗位神经导航、术中实时超

声引导及无牵拉（动态牵拉）手术在天幕脑 

膜瘤显微神经外科手术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自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显微神经外科

手术治疗的 45 例天幕脑膜瘤的临床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手术采用颞下入路、枕下幕上

入路、幕下小脑上入路、枕下-乙状窦后入路

及幕上下联合入路。我们用神经导航个体化

设计皮、骨瓣；术中在 CT 骨窗位神经导航及

术中实时超声引导下对矢状窦、横窦、乙状

窦及肿瘤进行精准定位，采用高速微型金钢

砂磨头精细、充分磨除矢状窦、横窦、乙状

窦边缘骨窗，同时避免损伤静脉窦以安全地

最大限度增加暴露。通过对患者体位的改

进、术中患者体位及显微镜位置的调整，使

术区脑组织尽量随重力离开大脑镰及天幕，

尽量减少自动脑牵开器的使用时间，对大多

数患者可进行无牵拉（动态牵拉）手术以减

少脑损伤。 

结果  45 例天幕脑膜瘤患者，外侧型 28 例(6

2.2%)，内侧型 15 例(33.3%)，镰幕型 2 例(4.

5%)。手术 SimpsonⅠ级切除者 3 例(6.7%)，

SimpsonⅡ级切除者 30 例 66.6%)，Simpson

 III 级～Ⅳ级切除者 12 例(26.7%)。本组患者

均为成形骨瓣术毕还纳固定，无术后需再次

手术清除术区血肿的病人，无术后需去骨瓣

减压的病人，无术后需手术治疗的脑积水患

者。本组无死亡患者。对 Simpson III 级～Ⅳ

级切除有静脉窦内残留肿瘤者术后行伽玛刀

联合治疗,术后随访 3 月～5 年未见肿瘤增

大。 

结论  在神经导航及术中实时超声引导下进行

精准开颅，避免损伤静脉窦，安全增加暴

露。术中尽量减少自动脑牵开器的使用时

间，可最大程度减少对周围结构的损伤，有

效提高天幕脑膜瘤的切除程度，改善患者预

后。 

 
 
OR-234 

DTT 面神经追踪技术在大型听神经瘤(VS)手

术中的应用价值 
 

刘宏毅 

南京脑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索术前运用弥散张量成像(DTI) 技术

定位大型听神经瘤与面神经相对位置的可行

性，为术中保护和术后改善面神经功能提供

帮助。 

方法  对 25 例直径≥3cm 的大型听神经瘤病 

例，术前采用 DTI 显示肿瘤侧面神经并定位

面神经与肿瘤的相对位置关系，在术中通过

观察和电生理监测，验证术前面神经影像定

位的准确性，并采取措施保护，术后随访面

神经功能。 

结果  25 例大型听神经瘤，男:女=11:14，肿

瘤最大径 30-55mm (平均 38.9mm)，16 例呈

实性，9 例呈囊实性,11 例伴不同程度脑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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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听力下降或丧失 25 例；面瘫 5 例；面部

感觉异常 19 例；头晕 17 例；后组颅神经障

碍 4 例；步态不稳、共济失调 9 例；锥体束

征 5 例；颅内压增高 11 例。FN 走形分布术

前 DTT 追踪和术中证实一致 23 例：其中腹

侧中 1/3 有 12 例；腹侧下 1/3 有 4 例；腹侧

上 1/3 有 5 例；下极 2 例。3 例患者术中面神

经分辨困难，仅通过电生理监测定位。所有

患者面神经全部解剖保留。肿瘤全切除 21

例，次全切除 4 例；所有患者术中电生理监

测：提示、定位、证实完整性。随访 4-18 个

月；面神经 I 级 14 例，II 级 8 例，III 级 1

例、IV 级 2 例。面神经功能（ I 、 II 级）优

良率 88%。影像随访未见肿瘤复发。 

结论  DTI 面神经成像技术有助于术前定位大

型听神经瘤中的面神经位置，尤其是 FN 被肿

瘤推挤至非常见的位置，提高面神经的解剖

和功能保留率，是降低大型听神经瘤手术后

面神经功能障碍的有效技术。 

 
 
OR-235 

远外侧入路切除枕骨大孔腹侧病变 
 

秦怀洲 王举磊 高国栋 屈延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0118101 

 

目的 探讨远外侧入路在切除枕骨大孔腹侧及

腹外侧病变中的应用，总结相关显微手术技

术。 

方法 回顾性分析唐都医院神经外科自 2011

年 5 月至今 31 例枕骨大孔腹侧及腹外侧病例

的病历资料。其中脑膜瘤 23 例，肠源性囊肿

3 例，表皮样囊肿 4 例，神经鞘瘤 1 例。肿瘤

直径小于 1 厘米 2 例，1 到 2 厘米之间 11

例，2 到 3 厘米之间 15 例，大于 3 厘米 3 例

（反映延髓受压程度）。病变位于延髓腹侧

者 11 例，位于腹外侧 24 例。所有病例术前

均行颅颈交界区三维重建、CTA 及 MRI 检

查，了解椎动脉与肿瘤的位置关系。患者侧

俯卧位，手术均经远外侧入路切除病变，取

枕下外侧直切口或倒“L”型切口，逐层切开肌

肉，沿枕骨分离至枕骨大孔及寰椎后弓。尽

量从寰椎后弓靠近中线处向外侧剥离附着肌

肉，分离椎动脉周围静脉丛，必要时可电凝

或压迫止血，根据需要游离椎动脉。咬除或

磨除枕骨大孔后外侧骨质至枕髁，根据手术

需要切除寰椎后弓、行枕髁部分磨除。手术

在血管、神经间隙操作。显微镜下沿界面仔

细分离肿瘤表面蛛网膜，保护后组神经及舌

下神经、椎动脉及延髓穿支血管。之后处理

肿瘤基底部，直径超过 2 厘米的肿瘤先行瘤

内切除，或行分块切除。如枕髁磨除超过 1/

2，可行枕颈融合。 

结果 经枕髁后入路 19 例，枕髁部分磨除 12

例，均未超过 1/2。枕下外侧直切口 23 例，

倒“L”切口 8 例。枕下外侧直切口、枕髁磨除

1/3 到 1/2 可以满足病变切除的显露要求。肿

瘤全切 22 例，次全切 6 例，大部切除 3 例。

术后后组颅神经损伤或症状加重 8 例，延迟

拔管 5 例，气管切开 1 例，延髓梗塞 1 例，

死亡 1 例（术前 MRI 示延髓受压缩 75%）。 

结论 远外侧入路是切除枕骨大孔腹侧及腹外

侧病变的有效手术方式，术前详细分析影像

等临床资料，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法，可有效

提高治疗效果，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OR-236 

3D 打印应用于复杂颅底脑干肿瘤显微手术 
 

何正文 唐智 邓智勇 杨杰 

湖南省肿瘤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

院） 410013 

 

目的  运用 3D 打印技术辅助复杂颅底肿瘤的

显微手术治疗，初步探讨其在颅底肿瘤手术

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4

月运用 3D 打印技术辅助复杂颅底肿瘤的显微

手术治疗的 9 例患者，所有患者术前均行 CT

和 MRI 检查以及三维重建检查，并采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个性化肿瘤模型，根据 3D 肿瘤

模型制定最优手术设计方案，并按照制定方

案对患者实施显微手术治疗，分析患者手术

切除程度、术后并发症、术后生活质量评分

（KPS）。 

结果  该 9 例患者中，男 4 例，女 5 例，年龄

19-70 岁，平均 44 岁，其中巨大蝶骨嵴内侧

脑膜瘤 2 例，右侧蝶岩斜区巨大占位 3 例，

鞍上脑膜瘤 2 例，嗅沟巨大脑膜瘤 1 例，左

侧丘脑脑干胶质瘤 1 例。打印的 3D 模型，肿

瘤的大小、位置以及血管和神经关系均显示

良好，9 例手术均顺利完成，其中手术全切除

6 例，次全切除 2 例，大部分切除 1 例。其

中，1 例右侧巨大蝶骨嵴内侧脑膜瘤及 1 例右

侧岩斜区脑膜瘤患者术后出现动眼神经麻

痹，1 例右侧蝶岩斜区脑膜瘤者术后出现间断

头痛，其余 6 例均恢复良好，无明显手术并

发症，术后 KPS70-100 分，平均 86 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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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9 例患者术后恢复良好，症状得到明显改

善，且未出现严重神经功能障碍。 

结论  采用 3D 打印技术辅助颅底复杂肿瘤显

微手术，能在手术前充分了解脑内肿瘤的部

位、形状、大小及与周围组织的毗邻关系，

确定手术入路、术中注意事项，能在完整切

除肿瘤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肿瘤周围正常

组织，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此外，娴熟

的手术技巧也是保证手术质量的必要条件。 

 
 
OR-237 

Kawase 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骑跨中后颅窝肿

瘤 
 

王鹏程 李俊驹 王加充 李庆志 赵建农 

海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570311 

 

目的  评价 K aw ase 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骑跨

中后颅窝肿瘤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采用 K aw ase 入路显微手术治疗的 5 例骑

跨中后颅窝肿瘤的临床资料。 

结果  5 例肿瘤全切除,没有死亡。术前 4 例面

部麻木、感觉减退,术后 3 例得到不同程度缓

解,1 例术后没有改善。术前 1 例面部、颈部

疼痛，术后疼痛症状完全消失。术后 4 例出

现术侧额纹消失，治疗后 2 例有改善。术后 2

例出现张口困难，治疗后有好转。4 例随访 8

个月—1 年 10 个月,4 例均没有复发。 

结论  Kaw ase 入路具有路径短,暴露充分,对

颞叶牵拉轻,可保护引流静脉,易做到一期全切

除肿瘤等优点,适合于绝大多骑跨中后颅窝肿

瘤的显微手术治疗，术中要特别注意保护面

神经分支和下颌关节，减少术后并发症发

生。 

 
 
OR-238 
The advantages ot  the wider use of the o
perative sitting position for the removal o
f  posterior fossa tumorl 
 

陈建良 

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 518033 

 

Objective  to analyse  the outcome of sitting
 position for all  posterior fossa lesion resecti
on  and summarize the advantages of the  s
urgical sitting position. 
Methods  to analyse and summarize materi
als of 30 cases of patients  underwent crania

l surgery with sitting position performed by th
e authors within the recent three years . 
Results  the sample contains sitting surgery 
patients (N=30), including pineal region tumo
r,  brainstem  tumor , acoustic neuroma,Ther
e was no operative mortality and disability. A
ll patients were not required blood transfusio
n during the surgery and  all awaked on the 
day of surgery.  
Conclusion  The advantages of sitting positi
on may contain as follows. Fast: the position 
is placed fast; operation time is fast; patients
 wake up fast and the recovery is rapidly. Sa
ve: this position save the time, blood and the
 costs. Good: good exposure and recovery. 
Less:lesion exposure clear, less damage an
d complications, less bleeding (0 case of blo
od transfusion).  
 
 
OR-239 

DTI 成像技术对听神经瘤面神经的术前定位

及术中对面神经保护的作用探讨 
 

徐英辉 

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116011 

 

目的  对听神经瘤患者术前应用 DTI 技术对面

神经进行追踪成像，判断其在面神经的术前

定位可行性及准确性，并初步探讨其对术中

面神经保护的指导作用。 

方法  本次研究收集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在大连医科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

科接受手术治疗 35 例术前初步诊断为听神经

瘤的患者。对全部患者术前均进行常规颅脑
MRI 

T1WI、T2WI、增强及 DTI 序列的扫面，然 

后应用 DTI 技术进行面神经追踪成像。所有

患者均行乙状窦后入路手术治疗。根据术者

在显微镜下观察及术中电生理监测结果所得

术中面神经与肿瘤的位置，与术前面神经 DTI

成像的定位结果进行对比，判断二者是否吻

合。术后 2 周对患者面神经功能采用 House-

Brackmann 分级（H-B 分级）进行评估，对

其术后生活质量采用出院时 Glasgow 预后评

分（GOS）进行评估。 

结果  本组 35 例患者中 30 例患者（85.7%）

的面神经在术前成功通过 DTI 技术追踪成

像，其中面神经位于肿瘤腹侧上方 13 例、腹

侧中部 8 例、腹侧下方 6 例，肿瘤上极 1

例、下极 2 例，术前及术中均未见面神经于

肿瘤背侧走行。术前应用 DTI 技术对面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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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追踪成像的 30 例患者对面神经的术前定

位均在术中验证，其吻合率为 100%。1 例术

前巨大（直径为 6.6cm）囊变听神经瘤患者

的面神经未能通过 DTI 技术成功追踪显影；4

例术前已出现面瘫的患者的面神经亦未能成

功追踪显影。本组病例术中肿瘤镜下全切除

为 32 例，镜下全切除率 91.4%。次全切除 3

例。术中实现面神经解剖学保留 35 例，面神

经解剖学保留率为 100%。术后发生颅内感染

者 2 例，其中 1 例患者并发脑积水。术后两

周面神经功能 H-B 分级： I 级 5 例（14.

3%），II 级 17 例（48.6%），III 级（22.

9%），IV 级 1 例（11.4%），V 级 1 例（2.

8%），VI 级 0 例。出院时 GOS：5 分 29 例

（82.9%），4 分 5 例（14.3%），3 分 1 例

（2.8%），2 分、1 分 0 例。 

结论  1．对听神经瘤患者，术前应用面神经

DTI 技术对面神经进行追踪成像是可行的，可

在术前对其面神经情况进行预判。但基于目

前技术水平及经验不足的限制，该技术对面

神经的追踪显影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面

神经 DTI 技术与术中面神经电生理监测联合

应用对于面神经的保护可能更加有利。 

 
 
OR-240 

预变性自体神经桥接舌下神经-面神经吻合术

治疗 CPA 

术后周围性面瘫的疗效分析 
 

刘松 1 王彬彬 1 李德志 2 王世炜 1 苏迪娅 1 李菁 1 万

虹 1 

1.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分析预变性自体腓肠神经移植桥接舌下

神经-面神经“侧”-侧吻合术治疗桥脑小脑区

（CPA）肿瘤切除术后周围性面瘫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行腓肠神经预变性

桥接舌下神经-面神经“侧”-侧吻合术患者 48

例，患者 CPA 肿瘤切除术后重度周围性面瘫

（H-B V-VI 级），吻合术前术后分别行 Hous

e-Brachmann 评级和电生理检测并随访。 

结果  随访时间 2~36 个月，平均 12 个月，H

-B 评级明显改善 24 例、改善 21 例，电生理

F 和 M 波潜伏期明显缩短分别为 25 例和 22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预变性自体神经移植桥接面舌神经“侧”-

侧吻合术能有效治疗 CPA 区肿瘤切除术后周

围性面瘫，CPA 术后 6 个月左右行吻合术效

果最佳，吻合术后 6 个月左右面神经功能明

显改善。 

 
 
OR-241 

枕下极外侧入路处理颈静脉孔区肿瘤：75 例

分析和总结 
 

卜博 余新光 许百男 周定标 戴朴 杨仕明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回顾应用枕下极外侧髁上入路手术切除

的颈静脉孔肿瘤 75 例，探讨该入路的临床价

值及适用范围。 

方法  神经鞘瘤 28 例，颈静脉球瘤 25 例，脑

膜瘤 11 例，脊索瘤 7 例，软骨肉瘤 4 例。根

据肿瘤的生长方向和大小范围，其中使用拐

杖形切口 42 例, 围绕耳廓下颌角的弧形切口

者 33 例。 

结果  手术全切除 51 例；近全切除 17 例；次

全切除 7 例。术后 5 例发生脑脊液漏。33 例

患者未新增颅神经损害症状，14 术后出现面

神经不全损害(HB II-III 级)。术后随访 3-24 个

月，病人术前颅神经损害均部分恢复或代

偿，随访时，16 例存在轻度饮水呛咳、声音

嘶哑但无吞咽困难，无 1 例永久性带气管套

管或者胃管。 

结论  该入路显露充分，无需过多磨除岩骨及

轮廓化面神经管，不破坏迷路，对颅底骨质

破坏较少，适用于主体在颈静脉孔区和向颅

内和颈部扩展的肿瘤切除术。 

 
 
OR-242 

颈静脉孔入路的临床应用体会 
 

王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颈静脉孔入路的手术适应证及手术

技巧。 

方法  采用耳后到下颌角水平的弧形切口，分

离颈部肌肉后，暴露乳突、寰椎横突、椎动

脉等结构，然后再磨除乳突，暴露颈静脉孔

及周边一些重要解剖结构；最后达到暴露肿

瘤的目的并手术切除。总结近 1 年我们采用

颈静脉入路手术切除该区域肿瘤的病例并分

析其疗效，包括切除率和并发症。 

结果  该组病例包括神经鞘瘤、颈静脉球瘤、

转移瘤，本组病例并发症包括：吞咽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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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嘶哑；无死亡病例。 

结论  静脉孔区域的肿瘤虽然在临床上并不常

见，但是因为其涉及复杂的颅底结构，与颈

静脉球、后组颅神经、面神经、颈内动脉、

半规管等结构关系密切，所以非常难以完全

暴露，并且术中、术后容易出现严重的并发

症。颈静脉孔入路可以较好的暴露该区域的

肿瘤，可以获得肿瘤的全切，这是其他入路

无法达到的。但是该入路要求医生对该部分

颅底结构非常熟悉，否则容易出现严重并发

症，甚至致死。该入路还是容易导致后组颅

神经麻痹，需要大家警惕。 

 
 
OR-243 

颞下幕上经天幕入路治疗岩斜区肿瘤 11 例的

分析及解剖学研究 
 

鲁艾林 徐瀚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10029 

 

目的 通过 11 例临床病例及对 30 例正常头 

颅 MRI 岩骨背侧及斜坡倾斜角度进行分析研

究，探讨颞下幕上经天幕入路治疗岩斜区病

变的方法及经验总结。 

方法 探索自我设计的颞下幕上经天幕入路治

疗岩斜区肿瘤，对已治疗 11 例病例的临床表

现、影像学特征、手术方法及手术预后进行

分析研究。并取无岩斜区病变头颅 MRI 30 例

（1 侧/例），以听眦线平行线为基线，分别

用角 A、C、B 表示矢状位头颅 MRI 的中线层

面、内耳门层面以及上述两个层面中点层面

共 3 个层面的岩骨背侧及斜坡的倾斜角度，

并对测量所得的角 A、B、C 的数值进行统计

学分析。 

结果 11 例临床病例中，全切 10 例，次全切

除 1 例(系一位胆脂瘤患者，病变累及患侧全

岩斜区并向对侧岩骨背侧侵袭)，全切率为 9

1%。无死亡病例，术后症状完全消失 6 例，

症状缓解 5 例，未出现严重术后并发症。30

侧正常头颅 MRI 测量得角 A 为 131.4±5.9°，

角 B 为 120.9±6.7°，角 C 为 90.6±7.3°，角

A、B、C 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颞下幕上经天幕入路到达岩斜区病变路 

径较短，无需磨除岩骨骨质，可直视岩骨背

侧病变，对于岩斜区肿瘤具有较大的暴露范

围和角度。岩、斜坡的倾斜角度的研究，可

对治疗岩斜区肿瘤的手术入路选择提供重要

的解剖学依据。 

 

OR-244 

巨大垂体腺瘤的外科治疗体会 
 

陈建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探讨经鼻蝶入路及开颅显微手术治疗巨

大垂体腺瘤的临床应用及手术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6 年 6 月

我院收治的 16 例巨大垂体腺瘤患者临床资

料。其中，经鼻蝶入路 9 例，经翼点入路 5

例，经纵裂入路 2 例。 

结果  肿瘤全切除 13 倒,近全切除 3 倒。术后

所有患者症状均有不同程度改善。术后有 1

例患者出现一过性脑脊液漏;术后 5 例出现尿

崩症,其中 1 例需长期口服弥凝。无严重并发

症发生。平均随访 2.1 年，复发 2 例,行伽马

刀治疗。 

结论  对于巨大、向鞍上生长的垂体腺瘤,根据

其生长类型及解剖特点,针对性地选择经鼻蝶

入路或开颅手术入路切除肿瘤 ,是提高全切

率、减少并发症的重要因素。 

    
 
OR-245 

前纵裂联合终板入路切除第三脑室大型颅咽

管瘤 
 

姜金利 张艳阳 冯世宇 卜博 周涛 余新光 许百男 周定

标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前纵裂联合终板入路切除三脑室内

外大型颅咽管瘤的方法和疗效。 

方法  对 2008 年 3 月至 2013 年 12 月采用前

纵裂联合终板入路手术切除的 52 例三脑室内

外的大型颅咽管瘤进行回顾性分析。男 28 

例，女 24 例；年龄 3-67 岁，平均 33.5 岁。

术前核磁显示肿瘤的最大直径范围为 4.0-7.8c

m，平均 5.1cm。术后 1-3 月复查头颅 MRI

判断肿瘤切除程度。 

结果  肿瘤全切除 47 例(90.4%)，次全切 5 例

(9.6%)。术中离断前交通动脉 6 例,垂体柄保

留 33 例(63.5%)。术后视力好转或者无改变 4

4 例(84.6%)。无手术相关死亡病例。术后随

访 3-68 个月，需长期激素替代治疗 23 例，

长期口服药物控制尿崩 18 例。死亡 3 例，肿

瘤复发 6 例。 

结论  前纵裂联合终板入路适合切除三脑室内

外的大型颅咽管瘤，容易辨别及保护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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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对视神经、颈内动脉、下丘脑等重要结

构的影响较小。 

 
 
OR-246 

17 例海绵窦肿瘤的手术治疗 
 

霍钢 杨刚 王晓澍 郑履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总结海绵窦肿瘤的临床特点、影像学特

征和手术治疗原则。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在我科手术治疗的 17 例海绵窦肿瘤的临床

资料。 

结果  男 6 例，女 11 例，年龄 20-68 岁。肿

瘤病理类型：海绵状血管瘤 7 例，神经鞘瘤 5

例，脑膜瘤 4 例，脊索瘤 1 例。最多见的临

床症状为复视、面部感觉减退或疼痛、头

痛、眼睑下垂和视力减退。不同病理类型肿

瘤有相应的影像学特征表现。海绵状血管瘤

全切 2 例，次全切除 4 例，部分切除 1 例；

神经鞘瘤 3 例，次全切除 2 例；脑膜瘤全切 2

例，次全切除 2 例；脊索瘤全切 1 例。术后

颅神经损害加重或出现新的颅神经损害 12

例，颅内感染 1 例，无手术死亡病例。残留

肿瘤行 γ 刀治疗 5 例。随访期间 10 例颅神经

损害有恢复，2 例肿瘤复发或长大行 γ 刀治

疗。 

结论  经硬脑膜外或硬脑膜下海绵窦外侧壁入

路切除肿瘤较理想，残留和复发肿瘤行立体

定向放射治疗。 

 
 
OR-247 

颅鼻眶沟通性肿瘤的手术策略 
 

康军 1 张天明 1 付继第 1 邱锷 1 张家亮 1 李永 1 赵尚

峰 1 刘浩成 1 董浩 1 史季桐 3 房居高 2 安裕志 3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头颈外科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肿瘤科 

 

目的 探讨颅鼻沟通肿瘤的临床特征、种类及

手术入路的选择。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98 年 1 月～2014 年 1 月

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颅鼻眶沟通性

肿瘤共 1024 例，分析肿瘤的病理类型、临床

特点与手术入路的选择。所有病例手术入路

选择分四类：经颅入路；经眉弓入路；内镜

经鼻入路；联合入路。其中经颅入路又分

为：额眶入路；眶-翼点入路；额颞眶颧入

路。联合入路根据切口类型又分为经颅与内

镜经鼻联合入路；经颅与鼻侧切开联合入路

和经颅与颈侧切开联合入路。 

结果 肿瘤全切除 732 例（71.5%），次全切

除 247 例（24.1%）部分切除 30 例（2.

9%），手术并发症包括：新发颅神经损伤 47

例，感染 39 例，脑脊液漏 20 例，死亡 3

例。 

结论 加强多学科合作，选择合理的手术入路

与术后有效的颅底重建是手术治疗颅鼻眶沟

通性肿瘤的关键环节。 

 
 
OR-248 

眶上外侧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鞍结节脑膜瘤 
 

苏忠周 周跃 颜艾 陈钟樑 闫仁福 

湖州市中心医院 313000 

 

目的  探讨眶上外侧入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的

手术方法。 

方法  对采用眶上外侧入路手术的 10 例鞍结

节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采用 Simpson 分级来评估肿瘤的切除程度。 

结果  肿瘤 Simpson I 级切除 7 例，Ⅱ级切除

2 例，Ⅲ级切除 1 例。术后视力好转 6 例，视

力无变化 3 例，视力减退 1 例。无手术死

亡。术后随访 1-25 个月，平均 18 个月，未

见肿瘤复发。 

结论  眶上外侧入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皮肤切

口小，颞肌损伤轻，额窦完整性好，术后嗅

神经保留率高，视力改善明显，值得临床推

广。 

 
 
OR-249 

中央区脑实质内肿瘤手术切除体会 
 

刘艳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最大范围安全切除中央区肿瘤的技

术和方法。 

方法  结合术前功能影像，术中神经导航，超

声定位，术中直接电刺激脑功能定位以及术

中荧光显像等多种方法和技术，在严格保护

神经功能前提下尽可能切除位于中央前回和

中央后回的脑实质内肿瘤。 

结果  全部 47 例患者，全切 39 例，全切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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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 例次全切。术前全瘫 3 人，术后无明

显改善，1 月后 1 例患者肌力恢复至可缓慢扶

杖行走，另 2 例无恢复。术前 1~4 级肌力 39

人，术后 15 人已有改善，18 人与术前变化

不大，6 人较术前加重。术后 3 月，仍有 4 人

与术前相若，其余 35 人都有不同程度好转。

有效率 36/42（85.7%）术前无瘫痪 5 例，术

后 1 例有肌力下降，1 月后完全恢复。术前癫

痫 21 例，17 例术后未再发，4 例仍发作；1

例术前未发者术后发作，药物控制良好。病

变性质包括胶质瘤 33 例，转移瘤 9 例，淋巴

瘤 2 例，寄生虫肉芽肿 2 例，结核肉芽肿 1

例。 

结论  术前充分的影像评估结合术中神经导

航，超声定位，电生理以及术中荧光显像等

多种方法和技术的综合运用，用助于保护功

能的前提下最大范围地安全切除中央区肿

瘤。 

 
 
OR-250 

岩斜区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探讨 
 

陈菊祥 严勇 徐汉冲 徐涛 王洪祥 吴小军 钱俊 蒋磊 孙

伟 张磊 贺华 卢亦成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神经外科 200003 

 

目的  蝶岩斜区是颅底解剖结构最复杂的区域

之一，该部位的脑膜瘤切除术一直是神经外

科最富挑战性的手术。本文探讨岩斜区的脑

膜瘤的特征、手术入路改良及显微外科技

巧，以提高全切除率和降低致残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年来 53 例位于岩斜区脑

膜瘤的临床表现、神经影像学特征、显微手

术入路改良、切除程度、颅神经损伤情况及

术后处理和术后随访。全部病例均在全麻下

行显微手术切除肿瘤。岩斜区脑膜瘤的手术

切除有多种手术入路，如岩前入路、颞下入

路、颞底 Kawase 入路、乙状窦后入路、乙

状窦前迷路后入路及内镜下扩大颅底入路

等。 

结果  所有病例均在显微镜下切除肿瘤。本组 

6 例肿瘤直径 2~3cm，8 例直径 3~4cm，15

例 4~6cm；平均直径 3.9cm。术后随访 2 月~

10 年(平均 8 年)，肿瘤 34 例全切除 (Simpso

nⅠ-Ⅱ级切除)；5 例次全切除，10 例大部切

除，无手术死亡病例。所有病变切除后肿瘤

基底硬膜予以烧灼。术后并发症：面神经功

能障碍 20 例（37.7%）、外展受限 10 例（1

8.9%）、后组神经功能障碍 5 例（9.4%） 、

听力下降 4 例（7.5%）、三叉神经功能障碍

2 例（3.8%）等，经积极对症治疗后有不同

程度的好转，其中 1 例因后组神经功能障碍

死亡。术后随访结果症状改善 35 例，加重 2

例，复发 1 例。 

结论  选择并设计好手术入路是成功的前提，

可根据岩斜区脑膜瘤的生长特点个体化选择

合适正确的改良入路来处理病变。入路的选

择、肿瘤切除的步骤、对可能出现风险因素

的防范和应对措施、是否全切除以及及时终

止手术等是手术的策略，是对术者综合决策

能力的考验；术中依据熟悉的解剖、娴熟的

操作技巧，获得良好的手术显露，以达到最

大限度切除肿瘤的同时也能保护神经血管在

结构和功能上的完整性神经，是对手术者技

巧的考验。熟练掌握岩斜区显微解剖、娴熟

的应用显微外科技术，始终贯彻微创手术理

念，术中注意保护脑干、血管主干及供应脑

干的小分支等重要结构是获得良好疗效并减

少并发症的关键。 

 
 
OR-251 

多学科合作模式下内镜经鼻入路治疗 63 例鞍

上型颅咽管瘤--内镜经鼻是否可以完全代替开

颅手术？ 
 

寿雪飞 王镛斐 赵曜 李士其 钟平 毛颖 周良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200040 

 

目的  探讨多学科合作模式下内镜经鼻入路治

疗鞍上型颅咽管瘤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2 年 9 月到 2016 年 4

月的 63 例鞍上型颅咽管瘤。男性 37 例，女

性 26 例，其中儿童 3 例。临床症状以视路损

害、垂体前后叶功能障碍为主。按照 Kassam

分型，可分为垂体柄前型 38 例，垂体柄型 1

6 例，垂体柄后型 8 例，三脑室型 1 例。手术

采取内镜下经鼻-鞍结节入路，可在内镜直视

下暴露垂体柄、视交叉和三脑室底。并采用

神经导航、术中电生理监测、术中 Doppler

监测等多种新辅助技术。术后在神经外科和

内分泌科联合进行内分泌轴评估和激素替代 

治疗。 

结果  全切除 38 例，次全切除 17 例，大部切

除 8 例。肿瘤切除后，采用多重颅底重建技

术：可吸收人工硬膜-自体脂肪瓣-阔筋膜-生

物蛋白粘合剂-带蒂鼻中隔粘膜瓣-碘仿纱条。

术后并发脑脊液鼻漏仅为 3 例（6%），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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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修补成功；颅内感染 3 例；电解质紊乱 3

例。垂体-肾上腺轴、甲状腺轴、性腺轴功能

减退发生率分别为 52.9%，52.9%，70.6%。 

结论  内镜经鼻入路治疗鞍上型颅咽管瘤的 

优势在于，入路方向与肿瘤生长纵轴一致，

可以最大限度、安全显露肿瘤，尤其适合于

视交叉前置型的鞍上型肿瘤；直视下分离肿

瘤包膜与视神经、垂体柄、下丘脑、脑干、

三脑室之间的分界；容易分辨垂体柄位置，

最大限度保留垂体柄结构；对血管骚扰少，

大多数以分离操作为主，所以能够确保下丘

脑血供，避免功能损害；避免开颅手术导致

的脑牵拉损伤。以带蒂鼻中隔粘膜瓣为主的

多重颅底重建技术可以有效防止高流量脑脊

液漏；神经导航有助于精确定位颅底重要结

构；电生理监护可保护重要颅神经；Doppler

监测可避免动脉性出血。术后内分泌轴功能

减退率较开颅手术少。内分泌科须早期对患

者进行激素替代治疗。 

 
 
OR-252 

中线颅底内外沟通性肿瘤的内镜经鼻一期手

术治疗 
 

王义宝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颅底内外沟通性肿瘤治疗既往需要分期

分次手术来解决，但是随着高清内镜的引入

和颅底修补技术的改进，目前中线颅底内外

沟通性肿瘤也可以通过经鼻一期手术来得到

治疗。我们拟通过 13 例中线颅底内外沟通性

肿瘤的内镜经鼻手术临床回顾性分析，总结

沟通性肿瘤的经鼻一期手术治疗的挑战性和

局限性。  

方法  1)手术方法：采用双人配合，助手持

镜，术者双手操作模式，显露、分离和切除

肿瘤遵循显微外科技术操作。  

2)修补方法：6 例前颅底肿瘤采用 Inlay 人工

硬膜+阔筋膜横跨+粘膜瓣修补，其余 7 例采

用 Inlay 人工硬膜+鼻中隔带蒂粘膜瓣修补颅

底缺损。  

结果  1)临床资料：2013-2015 年内镜经鼻一 

期治疗颅底内外沟通性肿瘤 13 例，年龄 28-6

5 岁不等。其中前颅底嗅神经母细胞瘤 5 例、

前颅底沟通性脑膜瘤 1 例、3 例鞍内-前颅底

侵袭性垂体瘤、4 例下斜坡颅底内外沟通性脊

索瘤。1 例术后出现脑脊液漏，术后 3 周行再

次补充修补，其余 12 例术后无脑脊液漏发

生。 2)部分典型病例（附件附图 1-2：前颅底

沟通性嗅母细胞瘤，附图 3：鞍内-前颅底沟

通性垂体瘤，附图 4-5：下斜坡沟通性脊索

瘤）  

结论  1)前颅底内外沟通性肿瘤：往往以恶性

肿瘤为主，术后需要局部辅助放疗，加上鼻

部粘膜受到肿瘤的侵袭，没有足够的完好粘

膜来覆盖颅底缺损，因此确切有效的修补尤

为关键。我们体会足够面积的阔筋膜骑跨硬

膜缺损在此类颅底缺损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2)

鞍底和鞍上沟通性肿瘤：单纯带蒂粘膜瓣修

补确切有效。 3)对于下斜坡的颅底内外沟通

性肿瘤，虽然颅底硬膜缺损通常小于 3cm，

但是带蒂鼻中隔粘膜瓣没有足够的长度来直

接覆盖硬膜缺损，在此种情况下，采用鼻中

隔粘膜瓣与鼻咽部粘膜的内侧面对合，仍然

是一个比较确切的修补方式。 4)对于超过鼻

腭线以下的肿瘤，采用合适的器械、多运行

钝性分离，往往也可以切除超过 C1-2 以下的

肿瘤（见附件附图 4）。 5)从我们的病例来

看，对于中线颅底内外沟通性肿瘤的经鼻一

期手术是相对可行、安全的。 

 
 
OR-253 

术中影像技术在内镜经鼻垂体瘤手术中应用 
 

周涛 

解放军总医院（301）神经外科 100853 

 

目的  评价高场强术中磁共振成像和神经影像

导航技术在经鼻內镜垂体腺瘤手术中的作

用。 

方法  2009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共计 137

例由单个术者在术中核磁室导航下经鼻内镜

行垂体腺瘤手术，肿瘤平均直径大小 37.8m

m，最小最大直径 25mm-59.9mm，根据术中

扫描结果，决定继续切除或者结束手术。所

有患者均在 3 个月时复查增强垂体 MRI，并

比较术中与术后残瘤体积的变化。 

结果  137 例手术共扫描 175 次，扫描 1-3

次，平均 1.28 次，均结合了导航及术中导航

数据更新,未发生与术中磁共振相关的并发症

或安全事故。发现残瘤 45 例，其中 22 例未

进一步手术，23 例进一步手术，其中全切除

19 例，4 例没有做到全切除。肿瘤全切除程

度由 67.15%增加到 81.02%.137 例垂体腺瘤

术中 3 例术中扫描发现了必须处理的术区出

血，均成功处理。在术后 3 个月复查显示共 2

6 例肿瘤残留中，14 例体积同术中，12 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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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小于术中（46.15%）。11/15 例（73.

3%）鞍上残瘤体积小于术中，9/15 鞍上残瘤

位置低于术中 

结论  术中核磁和神经影像导航技术不仅可以

提高肿瘤的全切除率，而且能够在术中及时

发现术区血肿并清除，但并不能将所有发现

的残余肿瘤切除，术中发现不能进一步切除

的肿瘤总是位于海绵窦及鞍上周边。术后 3

个月复查肿瘤残余程度和术中非常吻合,鞍上

的残留体积总是小于术中 

 
 
OR-254 

神经内镜技术在颅底外科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谭国伟 王占祥 郭剑峰 陈四方 弓凯 薛伟明 刘希尧 朱

宏伟 马永会 叶永造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技术在颅底外科手术中的

应用价值及其并发症的预防。    

方法  本组共 218 例，其中男性 120 例，女性

98 例，年龄 16 岁~71 岁，平均 39.5 岁。病

变性质：垂体腺瘤 193 例，脊索瘤 8 例。蝶

窦囊肿 5 例，外伤性脑脊液漏 9 例，前颅底

脑膜瘤 3 例。在神经内镜辅助下用浸泡于 0.2

5％肾上腺素生理盐水中的脑棉片填塞一侧鼻

腔，以便减少鼻腔粘膜出血，待鼻腔粘膜收

缩后，经单侧鼻腔找到蝶窦开口，磨开蝶窦

前壁进入蝶窦腔行蝶窦囊肿切除；对于垂体

腺瘤病变则继续进入达蝶鞍底部，用显微磨

钻磨开鞍底骨质达病变部位。在神经内镜辅

助下行肿瘤切除术。其中 136 例腺瘤施行全

切除，57 例大腺瘤行囊内次全切除，8 例脊

索瘤行次全切除，5 例蝶窦囊肿行全切除，9

例外伤性脑脊液漏均行修补术，3 例前颅底脑

膜瘤均行全切除，全部病人用人工脑膜、明

胶海绵和生物胶行颅底重建。    

结果  肿瘤共 206 例，其中全切除 139 例，次

全切除 57 例。158 例术前视力明显损害者术

后均恢复，所有病例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术

后除 2 例视力一过性减退和 2 例嗅觉一过性

减退外，其余病例均无脑脊液漏和脑膜脑膨

出等并发症。术后 3 个月行头部 MRI 平扫＋

增强扫描检查，其中 136 例肿瘤全切除，57

例有部分肿瘤组织残留。术后随访 2~52 个

月，136 例肿瘤无复发，57 例次全切除者有

25 例肿瘤复发，但其生长缓慢，另外 32 例

病变无特殊变化。  

结论  神经内镜技术作为微创神经外科的一种 

新的诊疗手段，在颅底疾病的诊治中发挥了

独特的优势，并改变了对某些疾病的治疗观

念，神经内镜在颅底外科手术应用中具有微

侵袭、可简单迅速到达手术区域、减少对脑

组织牵拉、手术时间短和术后病人恢复快等

优点；神经内镜手术日益显示其独特的优越

性，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术后用人工脑

膜、明胶海绵和生物胶进行颅底重建可有效

地防止脑脊液漏并发症的发生。 

 
 
OR-255 

内镜下三脑室底造瘘治疗 60 例成人脑积水适

应症，疗效及并发症的临床研究 
 

朱蔚林 1 彭玉平 2,2 漆松涛 2,2 赵建农 1,1 王鹏程 1,1 黄

垂学 1,1 刘朝晖 1,1 范晨宇 1,1 

1.海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南方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过去内镜下三脑室底造瘘仅用于儿童患

者，在成年患者中应用较少。为研究三脑室

底造瘘术的安全、有效性，同时分析入组标

准，临床分组（包块脑室腹腔分流术后失败

或者梗阻及脑室钻孔外引流患者）。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两个神经外科医学中心自 2

008-2014 年间行内镜下三脑室底造瘘的患者

疗效，入组标准及并发症。 

结果  手术总的有效率为 73%(没有进一步通

过减少脑脊液来改善临床症状)，其中病例入

组包括导水管梗阻 10 例，5 例交通性脑积水

（包括正常性压力性脑积水、非正常压力性

脑积水、轻微脑损伤），3 例后颅窝肿瘤术后

无肿瘤残留情况下的交通性脑积水，4 例蛛网

膜下腔出血无脑室内出血的交通性脑积水，1

6 例缘于肿瘤或者囊肿引起梗阻性脑积水，12

例原因不清楚的脑室腹腔分流术后梗阻性脑

积水，3 例脑室内出血，7 例多种原因引起梗

阻性脑积水。内镜下三脑室底造瘘术后 5 例

出现并发症，其中 3 例比较严重。 

结论  选择合适的脑积水病例行内镜下三脑室

底造瘘并发症较少，安全有效。 

 
 
OR-256 
3-dimensional multimodal imaging and in
traoperative navigation in endoscopic sk
ull base surgery 
 
Geng Sumin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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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o validate the utility of 3-dimensi
onal multimodal imaging (3D-MMI) and intra
operative navigation (ION) in endoscopic sku
ll base surgery. 
Methods  We performed 16 endoscopic skul
l base neurosurgical operations (pituitary ad
enomas, chordomas, chondrosarcomas and 
others) guided by 3D-MMI and ION techniqu
es. 
Results  In all patients, the 3D-MMI and ION
 techniques enabled adequate visualizatio
n of the microsurgical skull base anatomy (le
sions, nerves, vascular structures, etc.) stere
oscopically, especi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
en lesion and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ICA). It i
s convenient for doctors to locate surgical pr
ocedures and lesions. Thereby, allowing the 
surgeons to increase tumor resection and av
oid ICA injury during endoscopic skull base s
urgery. 
Conclusions 3D-MMI and ION techniques 
were found to be helpful for endoscopic skull
 base surgery. 
 
 
OR-257 
iPod touch/iPhone-assisted insertion of n
euro-endoscope: a low cost, gyroscope b
ased frameless stereotaxy technique 
 
Chen Xiaolei,Li Fangye,Zhang Jiashu,Yu Xingua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Chinese PLA Gener

al Hospital 100853 
 

Objective  Insertion of the neuro-endoscope
 depends on choosing correct trajectory and 
depth to target. Although it can be done with 
either freehand or modern neuro-navigation, 
the precision depends on surgeons' estimati
on or expensive, limited available equipment,
 respectively. To overcome the associated u
ncertainty, iPod touch/iPhone gyroscope-bas
ed applications for measuring angles can be 
used to assist with endoscope insertion. We 
conducted this study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
y and accuracy of the gyroscope-based tech
nique.  
Methods  Ten patients (7 cystic lesions, 3 
 intra-cerebral hematomas) had endoscopic 
procedures with the iPod touch/iPhone guide
d frameless stereotaxy. With 3D reconstructi
on of pre-operative MRI/CT data, the optimal
 trajectory was simulated with free software 
(3D Slicer). The depth and the latero-medial 

angulation to the vertical planes were measu
red. Intra-operatively, the endoscope shaft w
ere aligned with the iPod/iPhone for insertion.
 Actual, real-time angles of the build-in gyros
cope can be displayed on iPod Touch/iPhon
e, so that the endoscope shaft can be adjust
ed to the previously calculated optimal angul
ation for insertion. And the insertion depth ca
n be viewed and controlled with the makers 
on the endoscope. A standard neuro-navigat
ion system was used to test the accuracy of t
he gyro-scope based technique. 
Results  In all cases, the endoscope insertio
n were successful. In 6 of 10 cases, the accu
racy of target was within 5mm of the ideal tar
get displayed with navigation. The other 4 ca
ses had a target mismatch of 6 millimeters to
 8 millimeters.  
Conclusion  iPod touch/iPhone-assisted ins
ertion of the endoscope is a low-cost, simple
 technique, which may be helpful for endosc
ope insertion in selected cases. 
 
 
OR-258 

颅底中央区脑膜瘤显微手术探讨：方案与技

巧 
 

刘庆 袁贤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颅底中央区脑膜瘤(Central Skull Base 

Meningiomas)是指肿瘤基底位于鞍区、鞍

旁、岩斜坡区、斜坡、枕骨大孔区等的脑膜

瘤,常见起源部位是鞍区、鞍旁与岩斜坡区。

鞍旁脑膜瘤推挤、包裹甚至粘连颅底动脉，

与视神经、动眼神经、海绵窦、眶上裂关系

紧密，手术肿瘤切除难度大，激进切除可能

产生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甚至死亡，而相对

保守切除，则肿瘤不能得到有效治疗。研究

颅底中央区脑膜瘤分型，进一步精确评估手

术风险，制定个体化显微手术策略，分析影

响肿瘤全切、预后、远期肿瘤复发的因素，

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

本手术组 1985 年 11 月~2014 年 6 月进行手

术的 686 例鞍旁脑膜瘤临床资料并对其进行

随访研究。术后均经病理确诊为脑膜瘤。患

者主要症状有头痛（70 例）、视力下降（78

例）和癫痫（39 例），平均病程 21.5 月，肿

瘤平均直径 52.5±15.6mm。根据肿瘤的实际

基底及其与颈内动脉、视神经、海绵窦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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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结构的关系可分为海绵窦侧壁脑膜瘤、海

绵窦脑膜瘤、蝶骨嵴内侧脑膜瘤、前床突脑

膜瘤等四种类型。40 例肿瘤经眶颧额颞下入

路，141 例经翼点或扩大翼点入路，5 例经额

下入路切除肿瘤。168 例岩斜坡区脑膜瘤中 1

26 例选择枕下乙状窦后（经天幕）入路。详

细记录患者术后资料，定期随访，并将神经

功能恢复状况、生活质量、头部 MRI 或 CT

检查详细记录于随访表中。 

结果  鞍旁肿瘤全切除(Simpson Ⅰ级、Ⅱ级) 

(81.3%)，动眼神经功能障碍 6 例，三叉神经

功能障碍 7 例，癫痫 8 例，轻偏瘫 9 例。151

例肿瘤全切除患者中复发 19 例,复发率 12.

5%。35 例未全切除病例中 21 例(60%)肿瘤

不同程度进展。岩斜坡区脑膜瘤和鞍上脑膜

瘤全切除率分别是 79.1%和 96.7%。 

结论  颅底中央区脑膜瘤显微手术治疗能获 

得良好的远期疗效，首次手术应根据不同的

类型制定个体化手术策略，尽可能实现有效

切除。基于肿瘤生长方向和手术入路选择的

分型，有利于岩斜坡区脑膜瘤的个体化治

疗；乙状窦后（经小脑幕）入路经颅神经间

隙切除幕下肿瘤，切开天幕后可切除向幕上

生长的肿瘤，可有效切除大部分岩斜坡区脑

膜瘤。 

 
 
OR-259 

显微镜-内镜复合手术治疗三脑室内颅咽管瘤

手术体会 
 

屈延 衡立君 张志国 王举磊 王樑 高国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2 

 

目的  三脑室内颅咽管瘤因位置深在，成为影

响肿瘤全切及患者预后的的重要制约因素，

特别是由于显微镜视野死角造成的肿瘤残留

是导致术后肿瘤复发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

尝试采用显微镜-内镜复合手术方式治疗三脑

室内颅咽管瘤，并报告相关经验和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接受显微镜-内镜手术治疗的 7 例三脑室

内颅咽管瘤患者的临床表现、术中操作、患

者预后等相关临床资料。重点回顾直视下显

微镜全切肿瘤后视野死角残余肿瘤的观察、

内镜辅助切除残余肿瘤的范围、程度及显微

镜-内镜复合手术操作的要点及注意事项。 

结果  所有病例均采用经翼点终板入路. 直视

下显微镜完全切除后，内镜辅助观察术区，

发现肿瘤残余 5 例，均位于三脑室漏斗部，

其中其中 4 例内镜辅助下获得全切。术后，6

例视力视野获得明显改善，5 例发生尿崩，1

例发生内镜操作时大脑前动脉出血，无永久

残疾或死亡。术后影像学复查肿瘤均完全切

除。 

结论  显微镜-内镜复合手术可以安全有效降低

显微镜直视手术后因视野死角残余肿瘤导致

无法全切肿瘤的几率。显微镜-内镜双显示器

可以有效降低术中操作内镜时对周围正常解

剖结构的干扰甚至损伤。 

 
 
OR-260 

纯神经内镜下切除侧脑室三角区脑膜瘤 
 

殷玉华 张林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探讨在纯神经内镜下切除侧脑室三角区

脑膜瘤的手术策略和疗效，并文献复习及总

结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 例在纯神经内镜下切除侧

脑室三角区脑膜瘤的相关临床资料，并术后

随访 6 个月~1 年。所有患者肿瘤均位于侧脑

室三角区，术后病理均证实为脑膜瘤。术前

完善详细影像学资料，术中全程神经内镜下

操作，联合应用神经导航系统、超声吸引系

统，以及新型脑牵开装置。 

结果  术前充分准备，术中多种神经外科器械

及设备联合应用安全有效全切肿瘤，缩短手

术时间，无任何术后并发症，10 天左右康复

出院，门诊及电话随访 6 个月~1 年，全部患

者无癫痫、脑积水、视野缺损等并发症出

现。 

结论  侧脑室脑膜瘤位置深在，周围有重要血

管神经结构，神经内镜优势的景深、明亮的

照明及高清晰的显像视频能保证经过狭小的

手术通道窥探深部的脑室肿瘤，并能及时辨

别、避开周围血管及重要功能结构。通过更

换不同的镜头，从多角度观察肿瘤的供应动

脉、引流静脉，并发现残余肿瘤，能达到安

全有效全切肿瘤的目的。 

 
 
OR-261 

经碟垂体小或微腺瘤切除术术中海绵间窦的

处理 
 

李首春 魏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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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37 

 

研究背景 经碟窦切除垂体腺瘤目前已成为最

常用的手术治疗方式，在成功切除肿瘤的同

时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但是，海绵

间窦的存在是这条手术入路的拦路虎，尤其

是小或微腺瘤，研究发现前海绵间窦的出现

率为 78%、下海绵间窦的出现率为 61%、后

海绵间窦的出现率为 28%、鞍背窦的出现率

为 56% 和基底窦的出现率为 100%，它们常

常导致手术的失败或术中失血过多而影响手

术进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2015 年 6 月 

份我科垂体小或微腺瘤 556 名经碟手术治疗

的患者（男 212 名，女 344 名），术前均行

蝶鞍 MRI 及增强检查，部分加做 CE-MRV 检

查（增强扫描矢状位及冠状位未见海绵间窦

显著强化显影的）。术后复查垂体相关激素

及第三个月复查蝶鞍平扫加强化 MRI。 

结果 蝶鞍 MRI 对比增强检查示手术全切除率

为 100%，症状完全缓解率达 97.4%，2 名患

者（1 男 1 女）生长激素术后偏高，2 名患者

（2 女性）术后血糖仍偏高，10 名患者月经

未恢复；术中大出血（出血量>500ml）5

例，超大出血（出血量>1000ml）2 例。以显

微解剖为参照标准，CE-MＲV 可以观察到 3

7% 的前海绵间窦、48% 的下海绵间窦、3

0% 的后海绵间窦、30% 的鞍背窦和 100%的

基底窦。 

结论 经碟垂体腺瘤切除术是治疗垂体腺瘤非

常有效的方法。但海绵间窦的处理仍然非常

棘手，我们建议：1、术前进行 CE-MRV 检

查，评估海绵间窦的状况；2、术前仔细读

片，在肿瘤最近处打开硬膜，避免过大切开

硬膜；3、鞍底骨质切除时，最好用磨钻，骨

锥可刺破硬膜，导致大出血；4、显露鞍底

后，仔细观察鞍底硬膜的颜色，避开青色的

区域，可能是海绵间窦；5、切开硬膜前细针

刺穿刺硬膜；6、勿用高功率电凝电灼硬膜

（可能导致硬膜剧烈收缩，撕裂海绵前间窦

或后间窦，导致大出血）。 

 
 
OR-262 

神经内镜与显微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巨大垂

体腺瘤的对比分析 
 

周辉 王志明 蒲九君 钟艾凌 杨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对比分析神经内镜与显微镜下经鼻蝶入

路切除巨大垂体腺瘤的手术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9 例神经内镜下和 47 例显

微镜下手术切除的巨大垂体腺瘤患者临床资

料，两组均经鼻蝶入路，比较两组的肿瘤全

切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及

手术并发症。 

结果  神经内镜组全切率（47.8%）显著高 

于显微镜组（25.5%）（χ2=4.877，P=0.02

7）；神经内镜组手术时间（123.5±30.5mi

n）显著长于显微镜组（99.8±25.7min）（t=

4.373，P=0.000）；术中出血量（193.5±45.

7ml）显著高于显微镜组（144.5±57.8ml）

（t=5.086，P=0.000）；住院时间（8.7±2.9

d）显著低于显微镜组（10.4±2.3d）（t=-3.4

19，P=0.001）；神经内镜组脑脊液漏发生率

（18.8%）显著高于显微镜组（4.3%）（χ2=

4.066，P=0.044）；颅神经损伤发生率（2.

9%）显著低于显微镜组（17%）（χ2=5.39

9，P=0.020）；术后新发垂体功能低下、术

后尿崩发生率、嗅觉减退、鼻出血发生率方

面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χ2 值分别为 1.17

4、0.306、1.763、0.026，P 值均＞0.05）。 

结论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巨大垂体腺

瘤全切率更高，可降低部分并发症，缩短住

院时间。 

 
 
OR-263 

下斜坡脊索瘤的内镜经鼻手术治疗体会 
 

王义宝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下斜坡脊索瘤位置深在，因早期难以发

现，出现症状时肿瘤体积已经很大，另外下

斜坡脊索瘤多累及齿状突周围，既往此类手

术需要通过经口入路治疗，经口手术可能带

来术后吞咽延迟和潜在的感染高风险。我们

拟通过 11 例下斜坡脊索瘤的内镜经鼻手术临

床回顾性分析，总结内镜经鼻入路的优点、

挑战性和局限性。  

方法  1)手术方法：采用双人配合，助手持 

镜，术者双手操作模式，显露、分离和切除

肿瘤遵循显微外科技术操作。 2)术前通过矢

状中线位 CT 所示的鼻腭线（鼻骨嵴至硬腭后

缘之间的连线及其延伸-见附图 1）评估内镜

经鼻进路是否可以达到肿瘤的最下界。 3)所

有 11 例患者均行单纯内镜下经鼻咽入路，2

例患者因为存在影响枕髁导致头颈部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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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术前行头颈部后固定。  

结果  1)临床资料：2013-2015 年内镜经鼻手

术下斜坡脊索瘤 11 例，年龄 28-65 岁不等。

局部疼痛、吞咽异物感起病 4 例，走路不

稳、肢体无力起病 1 例，吞咽困难、声音嘶

哑起病 3 例，头痛起病 2 例。4 例突入硬膜

下，形成颅底内外沟通性肿瘤，余 7 例为硬

脑膜外肿瘤，术中见明显硬膜侵袭 2 例。影

像学复查近乎全切 9 例，1 例反复多次复发手

术患者获得>90%肿瘤切除，1 例获得>95%

肿瘤切除，2 年后复发行再次手术。所有病例

均无需气管切开。 2)部分典型病例（见附图

2-5）病例 1，病例 2-3-4 为硬脑膜内外沟通

性脊索瘤（图见附件文档）。  

结论  1)内镜下扩大经鼻入路对于齿状突和头

颈交界疾病不存在术区最上端限制，下斜坡

脊索瘤往往累及到中斜坡，通过内镜经鼻入

路可以覆盖。而避免经口入路中，需要做腭

骨切开。  2)下斜坡脊索瘤往往对枕髁和齿状

突及 C1 前弓形成破坏，因此术前头颈稳定性

的评估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侧枕髁破坏严重

或者两侧均受累，术前性头颈固定是需要

的。在小心选择的硬膜内外沟通病例中，术

中保存好寰枢韧带复合体和枕髁关节可以保

持头颈部的稳定性，我们体会此类患者也无

需术前行头颈后固定。 3)经鼻入路无需气管

切开，术后 6 小时即可经口进食，术后气道

管理方便。相对于经口入路唯一的缺点是存

在进路的最下端限制，但是术前可以通过鼻

腭线来评估内镜经鼻入路是否充分，在术中

对鼻咽部下端、硬膜外病灶可以多运用肿瘤

假膜外钝性分离技术来保证术腔下端肿瘤的

彻底切除。 

 
 
OR-264 

挑战影像学隐匿 ACTH 微腺瘤--多模态影像

学检查辅助内镜经鼻手术 
 

寿雪飞 王镛斐 赵曜 叶红英 曾梅芳 李益明 李士其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内镜经鼻入路切除影像学隐匿 

ACTH 微腺瘤的手术技术，提高肿瘤切除率

和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方法  2013.5-2015.5，在 277 例内镜经鼻垂

体瘤手术中，共有 22 例影像学隐匿 ACTH 微

腺瘤切除术，对上述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和

预后随访。 

结果  术前均行 BIPSS 确诊库欣病，并根据

术前 T1、T2、3DSPACE 等多模态影像学检

查结果分为 MR 可疑阳性 12 例，MR 阴性 10

例。运用神经导航、电生理监护、超声多普

勒辅助内镜经鼻入路进行探查，21 例术中发

现肿瘤组织，1 例未找到肿瘤组织。术后早期

内分泌缓解 19 例（86.4%）。3 例未缓解包

括 1 例探查阴性、1 例异位肿瘤、1 例多发肿

瘤。术后缓解者均需早期内分泌激素替代治

疗。术后无脑脊液漏和其他垂体激素轴低下

等并发症。随访 1-24 个月无复发病例。3 例

未缓解患者行药物治疗。  

结论  多模态影像学检查可提高影像学隐匿 A

CTH 微腺瘤检出率。术中须进行全垂体探

查。MR 阴性者须重点探查海绵窦内侧壁。 

 
 
OR-265 
Purely endoscopic resection of pineal reg
ion and posterior thalamic tumors using i
nfratentorial supracerebellar approach: H
ow I do it 
 
Zhang Xiaobiao,Gu Ye,Hu Fan,Tao Xie 
Zhongshan Hospital Aff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20
0032 
 

Objective  Infratentorial supracerebellar app
roach via microscope still has some limitatio
ns in resection of pineal region and posterior
 thalamic tumors. The authors aimed to ident
ify the feasibility and efficacy of purely endos
copic infratentorial supracerebellar approach
 to remove pineal region and posterior thala
mic tumors. 
Methods  The authors describe a purely end
oscopic infratentorial supracerebellar approa
ch for resection of pineal region and posterio
r thalamic tumors with matched air-driven ar
m and navigation. The lateral oblique positio
n is adopted and the incision and bone flap i
s the same or slightly smaller than operation 
with microscope. The same bimanual micros
urgical techniques are utilized in this endosc
opic approach with panoramic view and satis
fying comfort. 
Results  The technique was employed in  
three patients harboring pineal region tumors
 and two patients with posterior thalamic tum
ors. Gross total resection was achieved in all
 cases.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es were ger
minoma, anaplastic astrocytoma, pilocytic as
trocytoma in pineal region and giant-cell g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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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stoma, astrocytoma in posterior thalamic r
egion. Five patients underwent uneventful po
stoperative procedure with no sequelae. 
Conclusion  Purely endoscopic resection of 
pineal region tumors using infratentorial supr
acerebellar approach is feasible. It may be c
onsidered a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for cert
ain pineal region tumors. 
 
 
OR-266 

内镜下经鼻蝶入路手术切除海绵窦区肿瘤临

床分析及回顾 
 

吕文海 王元 陈隆 郑涛 贺世明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讨论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海绵窦区肿

瘤可行性、适应性，分析内镜经鼻蝶入路与

肿瘤类型的选择策略及相关手术并发症的处

理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中心自 2012 年 2 月至 20

15 年 2 月收治的 40 例接受了内镜下经鼻蝶

手术入路方式切除海绵窦区肿瘤的患者相关

资料。其中垂体腺瘤 23 例、海绵窦区脑膜瘤

7 例、三叉神经鞘瘤 5 例、海绵状血管瘤 3

例、胆脂瘤 2 例。分析术中手术肿瘤切除率

及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术后随访周期为 1 年，其中 35 例肿瘤

获得全切（全切率 87.5%），5 例肿瘤为次全

切（12.5%）。肿瘤次全切原因为肿瘤质韧、

与颈内动脉粘连严重。2 例术后出现脑脊液漏

（5%），无出血等其他持续性或致死性手术

并发症。 

结论  内镜下经鼻蝶入路能够显著扩大海绵窦

腹侧壁暴露范围，有利于术中全切海绵窦区

肿瘤、减轻脑组织牵拉、保护海绵窦重要结

构、控制海绵窦区出血。灵活应用不同角度

内镜能够极大增强内镜经鼻蝶入路手术切除

海绵窦区肿瘤全切率。 

 
 
OR-267 

基于简易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内镜辅助下

清除幕上自发性脑内血肿 
 

孙国臣 陈晓雷 侯远征 刘磊 张家墅 徐兴华 余新光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基于简易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内

镜辅助下清除幕上自发性脑内血肿的技术可

行性及临床效果。 

方法 总结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36 例幕上自

发性脑出血患者，术前所有患者行颅脑 CT 扫

描，以医院 PACS 系统实现血肿和患者颅脑

外形轮廓的三维可视化。术中以基于安卓手

机的定位软件 sina，将三维可视化的血肿和

颅脑外形通过手机摄像头与真实的头像实现

匹配，可以辅助精准定位血肿的位置，制定

优化的穿刺路径。血肿穿刺器穿刺至理想的

位置，引导透明的导引器到位，内镜下清除

血肿，术后次日复查颅脑 CT，以 3D-slicer

软件计算血肿的体积以及残留血肿的体积。

计算患者血肿清除率、手术时间、手术失血

量、术前和术后 1 周格拉斯哥评分(glasgow c

oma scale，GCS)的差异。 

结果 共有 36 名患者纳入研究，其中壳核出血

27 例，脑叶出血 9 例。虚拟现实联合增强现

实帮助血肿定位以及穿刺路径设计，穿刺器

及工作鞘组均达到期望的位置，从刀触及皮

肤到缝合完成时间为 54.0±9.6min ，实际内

窥镜操作时间为 33.0±7.2min，术中出血量为

80±21.5ml。无术后再出血病例。术前平均血

肿体积为 60.1±22.3 毫升，残留血肿量为 2.4

±4.3 毫升，平均清除率 95.4％。该术前平均

GCS 评分为 6.7±1.6，一个星期后为 12.6±1.

89，均改善明显（P<0.01）。 

结论 对于自发性幕上脑内出血，基于本试验

的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方法，有助于定位

血肿和设计优化的穿刺路径的穿刺靶点，联

合神经内镜手术清除血肿技术可行，易于推

广，能够满意的清除血肿、改善患者预后。 

 
 
OR-268 

神经内镜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的临床研究及

文献回顾 （附 60 例报告） 
 

杨彦龙 李立宏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高血压性脑出血是一种高病死率、重残

率的神经系统疾病。大规模的临床研究结果

证实常规开颅手术治疗较单纯的药物治疗并

不能改善高血压性脑出血的临床转归。神经

内镜在垂体瘤、脑室系统肿瘤的临床应用已

经很广泛，但其在高血压脑出血中的应用仍

处于探索阶段。本研究回顾性分析神经内镜

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 60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

探讨神经内镜在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治疗中

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中心 2014 年 06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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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16 年 02 月 01 日 300 例幕上高血压脑出

血患者的临床资料，符合研究纳入标准的患

者中：内镜治疗组 60 例患者，显微镜治疗组 

120 例患者。统计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入

院 GCS 评分，术前脑出血两，发病到手术时

间，入院初始血压水平，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术后再出血发生率，术后 1 周 GCS 评

分，术后颅内感染发生率，住院时间， mRS

评分评估患者术后 3 个月的生存质量。 

结果  1.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术前脑出

血量，发病到手术时间，初始血压水平，均

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2.手术时间，

内镜治疗组较显微镜治疗组的手术时间明显

缩短，（1.2±0.6h VS 3.9±1.5h，P＜0.00

1）。3.术中出血量，内镜治疗组较显微镜治

疗组出血量明显减少，（52.1±8.4ml VS 305.

8±59.6ml，P＜0.001）。4.血肿清除率，内

镜治疗组与显微镜治疗组没有显著的差异，

（ 87.3%±9.0% VS 90.1%±10.4%，P＞0.0

5）。5.颅内感染，内镜治疗组较显微镜治疗

组的颅内感染发生率低，（3.33% VS 8.33%,

 P＜0.05）。6.住院时间，内镜治疗组较显微

镜治疗组的住院时间短，（5.3±1.2d VS 8.9±

1.4d，P＜0.001）。7.术后 1w 的 GCS 评

分，内镜治疗组较显微镜治疗组 GCS 评分更

高，（10.6±4.3 VS 7.4±3.5, P＜0.05）。8.

术后 3 个月的 mRS 评分，内镜治疗组较显微

镜治疗组的 mRS 评分更低，（3.5±1.6 VS 4.

3±1.1, P＜0.05）。 

结论 神经内镜治疗幕上高血压性脑出血可以

缩短手术时间，降低围手术期并发症，提高

远期生存质量，具有良好的临床推广及应用

价值。 

 
 
OR-269 

神经内镜微创手术与开颅血肿清除术在高血

压脑出血观察的临床比较 
 

王潇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对比高血压脑出血神经内镜微创手术与

开颅血肿清除术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期间本

院收治的 76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作为分析对

象，将患者按照治疗方式划分为观察组与对

照组（n=38）。观察组采用神经内镜微创手

术治疗方式，对照组采用开颅血肿清除术，

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手术治疗时间、术中出血

量以及血肿清除率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组患

者，两组之间的差异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相较于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方式，神经

内镜微创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效果更为

显著，患者的康复效果比较理想，血肿清除

较为彻底，有助于患者术后身体的快速康

复，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 

 
 
OR-270 

眶颅底异物伤的内镜手术治疗 
 

康军 周军 李永 董浩 刘浩成 张家亮 孙思 杨澎 吴江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 100730 

 

目的 探讨内镜在颅底入路取出眶颅底区异物

的可行性和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2016 年 1 月

共 15 例眶颅底区异物伤的病例。其中金属异

物 7 例，植物性异物 8 例，位于眼眶内 9

例，鼻眶沟通性异物 6 例，术前视力丧失 8

例，视力下降 7 例，眼球活动障碍 10 例。全

部病例采用内镜下经鼻或经结膜入路进入眼

眶内或眶颅底区取出异物。 

结果 15 例异物均完整取出，随访 3 个月至 4

年，术前视力丧失病例术后视力无恢复，视

力下降 7 例病人术后 3 个月均恢复正常视

力。眼球活动障碍完全恢复 8 例，部分恢复 2

例。 

结论 眶颅底区异物伤病例可根据异物位置 

选择经鼻内镜取出异物，具有微创，无手术

瘢痕的优点。  

 
 
OR-271 

体外筛选 DNA 核酸适体用于特异性识别脑胶

质肉瘤的研究 
 

康德智 吴巧艺 吴亮 王煜喆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通过体外筛选获得针对脑胶质肉瘤细胞

特异性的、高亲和力的核酸适配体，发展一

种新的、用于识别临床脑胶质肉瘤病理组织

的分子探针。 

方法  首先通过化学合成一个大容量的随机寡

核苷酸文库，包含分别为 18 个碱基的前引物

和后引物区，以及含 45nt 的随机核苷酸区。 

采用 cell－SELEX(配体指数富集系统进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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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以取自临床脑胶质肉瘤的病理组织，经

原代培养、传代而获得的细胞系为靶细胞，

以正常脑星形胶质细胞 SVGp12 作为对照细

胞，经过施加不同的筛选条件，使 DNA 文库

不断富集；随后将富集的 DNA 文库进行 PC

R 扩增、克隆测序，得到候选的核酸适配体

进一步表征。以测定平衡解离常数 Kd 值来评

估核酸适配体的亲和力，选取胶质瘤细胞 U2

51、U87 以及来源于乳腺、结肠、肺的癌细

胞以流式细胞术分析核酸适配体的选择性；

另外分别选取临床脑胶质肉瘤病理组织切片

以及其它器官来源的肿瘤组织切片，用激光

扫描共聚焦荧光显微镜检测核酸适配体的识

别能力。 

结果  经过总共 16 个循环的筛选，最终获得

一系列特异靶向胶质肉瘤细胞的核酸适配

体。这些高亲和力的核酸适配体 Kd 值为 10-

100nmol/L，流式细胞术及共聚焦荧光显微镜

检测发现其可以特异性地结合胶质肉瘤细

胞，而不与 U251、U87 胶质瘤细胞结合。对

于病理组织切片的检测：核酸适配体识别胶

质肉瘤的阳性率约为 80%，对其它器官来源

的肿瘤病理组织阳性率低于 20%，正常脑组

织切片的假阳性率约为 10%，P 值小于 0.00

1。 

结论  所得到胶质肉瘤的核酸适配体具有特异

性以及高亲和力，可以区分胶质肉瘤与胶质

瘤细胞；同时其所具有的针对临床病理组织

优良的识别能力，可以作为胶质肉瘤的一种

分子探针，将在胶质肉瘤的早期诊断、靶向

递药、提高整体疗效等方面发挥其重要作

用。 

 
 
OR-272 

颅内脑膜瘤部位、大小和手术对神经认知功

能的影响 
 

林清松 吴喜跃 康德智 陈剑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0 

 

目的  最新指南强调将认知参数整合到颅内脑

膜瘤手术预后的评估中。本研究旨在探讨脑

膜瘤围手术期影响认知功能的相关因素。 

方法  我们评估了颅底脑膜瘤（前颅底和中颅

底）和凸面脑膜瘤（前和后）术前和术后 1

年的神经认知功能。对照组选择与受试者年

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患者，

并进行相同的神经认知功能评分。该评分内

容包括执行能力、记忆能力和运动功能等。

凸面脑膜瘤的病人临床上评估顶叶相关皮质

功能。 

结果  受试者在不同领域的认知功能均显著差

于对照组(P<0.05)。前凸面脑膜瘤患者的执行

能力差于后凸面脑膜瘤患者，并表现为顶叶

相关皮质功能障碍。左大脑半球病变的患者

语言功能差于右大脑半球病变的患者。肿瘤

大于 4cm 的患者认知功能差于肿瘤小于 4cm

的患者。手术后病人的认知功能并没有恶

化，相反，病人的执行能力和顶叶相关皮质

功能障碍有显著的好转。 

结论  我们认为颅内脑膜瘤可导致神经认知功

能障碍。手术并不导致认知功能恶化。相

反，手术能改善一些领域的认知功能。一些

术后出现的神经认知功能障碍可能应解释为

肿瘤所致而非手术相关。 

 
 
OR-273 

利用光学投影无接触性、简易、快速定位颅

内病变、重要血管及功能区的临床研究 

 
周开甲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01 

 

目的  利用简易 HD 摄像机（内含投影仪及 

照相机）的光学投影功能，将普通 MRI 片或

CT 片上颅内病变、颅内重要血管及功能区三

维定位信息直接投射转变为颅脑表面空间位

置信息，为临床无接触性、简易、快速定位

颅内病变、颅内重要血管及功能区提供帮

助。  

方法  1、将普通 MRI 片或 CT 片的三维片

（冠状位、矢状位、轴位）用简易 HD 摄像

机（内含投影仪及照相机）拍照；2、将拍得

的普通 MRI 片或 CT 片的三维片用投影仪直

接投射于病人颅脑表面，冠状位、矢状位、

轴位上各选择一帧图片即可，每帧图片仅包

含图像上病变最明显的一层面即可；3、调整

投影的远近及左右、上下位置，使得投影的

影像周围与病人颅脑周围边缘重叠，即投影

出来的图片周边与病人颅脑的边缘重叠；4、

此时 MRI 片或 CT 片上的颅内病变、重要血

管、功能区均投影于病人颅脑表面，据此可

以根据颅脑表面投影直接在颅脑表面画出颅

内病变、重要血管、功能区位置图；5、根据

画出的颅内病变、重要血管、功能区位置图

设计手术切口；6、开颅、进一步比对验证该

方法的定位效果、切除病变，对位于颅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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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病变，则术中多层面逐层由浅入深投影，

引导手术入路，最终探及并切除肿瘤，随访

手术效果。 

结果  1、开颅后直视下表浅的颅内病变、重

要血管、功能区位置均符合真实位置（10

0%）2、深部颅内病变经多层面投影引导后

亦顺利找到并切除 3、术后头颅 CT 复查手术

区域、范围切除满意，随访患者术后恢复良

好。  

结论  利用光学投影可以无接触性、简易、快

速定位颅内病变、重要血管及功能区。该方

法利用光学投影，无创，可以重复、随时使

用，且无直接接触病人，保证了无菌性，对

于手术中辅助定位极为有利，简易、低廉（H

D 摄像机仅为 2000 多元），病人零费用，而

且快速、高效，定位准确，适合于基层及急

诊时的快速应用，有极广的应用价值。但对

颅脑深部肿瘤的引导应用例数尚少，  

 
 
OR-274 
Optimizing the extent of resection and mi
nimizing the morbidity in insular high-gra
de glioma surgery by high-field intraoper
ative MRI guidance 
 

马晓东 陈利锋 徐维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背景  因为岛叶解剖结构复杂，高级别胶质瘤

恶性程度高，所以手术切除的效果都不理

想。 

已有文献报道术中磁共振能够提高胶质瘤的

切除率。本文旨在评估高场强术中磁共振和

功能导航对于提高手术切除率的作用。 

方法  2010 年到 2014 年期间，51 例高级别

岛叶胶质瘤患者在高场强术中磁共振和功能

导航下接受手术治疗。22 例高级别岛叶胶质

瘤患者接受常规导航辅助下手术。对术前和

术后肿瘤体积分析、Karnofsky 评分（KPS）

和随访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通过 iMRI 检测，42 例患者有残余肿

瘤，其中 37 例肿瘤进一步切除。切除的平均

程度（EOR）明显增加（从 79%到 58%–10

0%）[ 96%（86%–100%），P＜0.001 ]。iM

RI 辅助组的平均切除程度（EOR）[ 96%（8

6%–100%）]明显高于常规导航组[ 84%（6

9%–100%）；P = 0.031 ]。iMRI 辅助组的平

均残余肿瘤体积[ 0.6（0.0-5.2）cm3 ]比传统

导航组明显缩小[3.8(0.0-12.1）cm3；P = 0.0

03 ]。手术后 3 天 KPS 下降，但 3 个月后两

组 KPS 都明显提高。iMRI 辅助组的 KPS [ 9

0（70-100）]明显高于对照组[ 80（60-10

0）；P = 0.021]在术后 3 个月。中位无进展

生存率（PFS）的 iMRI 辅助组[18（9-42）]

优于对照组[ 15（3-32）；P = 0.010 ]。辅助

组的中位总生存期（OS）[28（14 至 49）]优

于对照组[ 18（7.38）；P = 0.035 ]。 

结论  联合高场强术中磁共振和功能神经导航

优化手术切除范围和最小的岛叶 HGG 手术死

亡率。岛叶 HGG 积极的手术切除能够提高 O

S 和 PFS。 

 
 
OR-275 

颅底肿瘤术后护理与并发症的观察 
 

魏文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探讨颅底肿瘤术后并发症的观察及预防

并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  

方法  对 30 例颅底肿瘤术后并发症的观察与

护理进行回顾性分析。术后护理：1 体位：患

者全麻术后常规遵神经外科术后护理常规

外，应重点强调卧位，目的是减轻脑水肿，

从而降低颅内压。2 观察意识状态与生命体征

变化：重点是瞳孔的变化，生命体征及肢体

活动状况，注意有无颅内出血征。3 保持呼吸

道通畅：由于颅底肿瘤可累及多组颅神经，

易导致吞咽、呼吸困难，要密切观察有无胸

闷、气促等表现，血氧饱和度保持在 95％以

上。4 口腔、鼻咽腔及眼部护理。5 引流管的

护理：颅底肿瘤患者术后放置颅内创腔引流

既可以防止颅内积血、积液所致的颅内压增

高，又有利于病情的观察，所以对引流管要

特别予以重视。6 加强基础护理：颅底肿瘤手

术术后的患者病情重，创伤大，在保护生

命、预防并发症发生的同时，应加强基础护

理工作。术后并发症的观察及预防: 1 颅内血

肿：术中止血不彻底是形成颅内血肿的主要

原因。2 脑水肿：脑水肿一般在术后 48h 达

高峰，持续 5—7d 后逐渐消退。只要充分给

氧，定时脱水利尿并辅以激素治疗，降低体

温，多数患者可度过脑水肿期；若脑水肿严

重，药物治疗无法控制，可手术切开减压。3 

脑脊液漏的观察和护理：脑脊液漏的患者应

静卧，保持平卧位，避免咳嗽、喷嚏、擤鼻

等动作，防止便秘，限制饮水量和食盐量，

酌情使用降低颅内压药物，使用抗生素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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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滴药，预防颅内感染。4 神经损伤：神经功

能障碍是颅底外科手术的常见并发症。5 颅内

感染：开颅手术常造成颅底部的组织缺损。

因此，极易发生颅内感染。本组病例未发生

颅内感染。6 脑缺血并发症：脑血管痉挛是产

生术后脑缺血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产生与术

中血管受到的牵拉、挤压、摩擦及长时间暴

露有关，也与血液中的肾上腺素、去甲肾上

腺素、五羟色胺等激素以及血小板释放出的

一些介质有关。总的原则是通过扩张脑血

管，解除痉挛；降低血粘度，改善血流动

力；促进侧枝循环，适当提升血压保障局部

脑血流。  

结果  2 例出现脑脊液漏，4 例出现神经损

伤。  

结论  对颅底肿瘤患者进行多学科的护理及重

症监护，重点加强生命体征、意识的观察，

早期发现并发症并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是

保证颅底肿瘤手术患者能够取得手术成功、

早日康复的一重要环节。  

 
 
OR-276 

垂体腺瘤患者术后尿崩症的影响因素分析 
 

王守森 林昆哲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010 

 

目的  探讨垂体腺瘤患者术后尿崩症的相关影

响因素。 

方法  连续收集我院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经鼻蝶入路手术和病理证实的垂体腺瘤患

者 65 例。术前进行 3.0T 

MRI 检查，在 T1WI 矢状位、冠状位上详细

观察垂体后叶亮点（PPBS）的阳性显示情

况、方位、垂体柄压缩比；在 T1WI 增强像计

算肿瘤体积、高度，体积的计算采用"近似台

体体积计算法"。术后密切观察尿量情况，结

合病理类型分析术后尿崩症的相关影响因

素。尿崩症的诊断标准为多饮、多尿、低比

重尿、需应用抗利尿药物。所有研究对象均

由同一名教授主刀手术。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0.05 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65 垂体腺瘤患者中，PPBS 阳性显示 5

4 例，PPBS 阴性显示 11 例；术后共 32 例患

者出现短暂性尿崩症，无永久性尿崩，其中

PPBS 呈阳性显示 22 例，阴性显示 10 例；

无出现尿崩症者 33 例，其中 PPBS 阳性显示

32 例，阴性显示 1 例，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0.05）。对年龄、性别、肿瘤体积、高

度、垂体柄压缩比、术前 PPBS 的显示、病

理类型等进行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术前

PPBS 的显示是术后尿崩症发生的独立预测因

素（P＜0.05）。 

结论  术前 PPBS 的显示是垂体腺瘤患者术后

短暂性尿崩症发生的独立预测因素。对于术

前 PPBS 显示阴性者，术后应提高警惕，加

强水电解质的管理。 

 
 
OR-277 

双侧岩下窦取样对 ACTH 型垂体瘤的诊断疗

效 
 

周律 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30022 

 

目的  探讨双侧岩下窦取样（Bilateral Inferior 

Petrosal Sinus,BIPSS）在诊断 ACTH 型垂体

瘤中的作用。  

方法  结合 1 例经双侧岩下窦采血诊断的库欣

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双侧岩下窦取样技术

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通过双侧岩下窦取样结果提示 5min、1

0min 时患者左侧岩下窦 ACTH(ISP)与外周血

ACTH（P）比值分别达到 14.0、9.7，提示

库欣病，同时左侧与右侧岩下窦 ACTH 比值

达 11.5、11.2，提示肿瘤偏左侧，取样后病

人无任何并发症，术后病理证实 ACTH 型垂

体瘤诊断。  

结论  对于高度怀疑存在垂体瘤而 MRI 检查阴

性的库欣综合征或者其他检查与临床症状不

符的情况下，双侧岩下窦采血可协助诊断 AC

TH 型垂体腺瘤及确定其偏侧性。  

 
 
OR-278 

垂体腺瘤囊变与生物学行为关系的分子病理

机制 
 

王守森 肖德勇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010 

 

目的  分析垂体腺瘤囊变及其生物学行为关系

的病理发生机制，为临床客观评价垂体腺瘤

侵袭性、生长增殖活性、预后判断和个体化

治疗提供帮助。  

方法  选取 79 例无功能性垂体腺瘤患者，实

质性组(n=37)、囊变无液平面组(n=19)、囊变

伴液平面组(n=23)共 3 组。分别检测 HI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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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GF、CD34、Ki-67 指标蛋白在三组病

理组织标本中的表达差异，并分析其与肿瘤

囊变、大小、侵袭性等之间的关系，以及各

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①HIF-1a 在实质性组、囊变无液平面 

组、囊变伴液平面组均有较高表达。囊性垂

体腺瘤的 HIF-1a 强阳性表达率较实质性垂体

腺瘤的高，二者分别为：26.2%和 2.7%(P<0.

05)。②VEGF 在所有研究对象中均有表达，

实质性组、囊变无液平面组、囊变伴液平面

组中阳性表达率无明显差异（χ2 值=3.062，

P＞0.05）。③MVD 计数范围为 2.00～19.0

0，平均 10.06±3.86。实质性垂体腺瘤组的 M

VD 值为 12.27±3.22，明显比囊变无液平面

组、囊变伴液平面组的高（P＜0.05），后两

组分别为：8.03±2.57 和 8.17±3.86。④KI-67

 Li 范围：0.03~15.84。实质性组 37 例，平均

1.52±1.48；囊变无液平面组 19 例，平均 3.6

8±3.37；囊变伴液平面组 23 例，平均 3.11±

1.96。实质性垂体腺瘤的 KI-67 Li 值明显比囊

变无液平面组、囊变伴液平面组的低（F=7.2

71，P＜0.05）。KI-67Li≥3.0%在囊变的垂体

腺瘤中发生率近 60%，而实质性垂体腺瘤中

仅 18.9%，存在差异（P＜0.05）。 

结论  囊性无功能垂体腺瘤细胞容易缺血、缺

氧，导致坏死、出血或囊变。  

 
 
OR-279 

KI-67 在复发胶质瘤中表达水平的变化分析 
 

朱正权 张达旻 夏海成 刘亮 杜山别克·克孜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830011 

 

目的  通过研究复发胶质瘤与首发胶质瘤肿瘤

组织中 KI-67 表达水平的变化，了解胶质瘤复

发 

后肿瘤的侵袭性的变化规律。 

方法  回顾性分析免疫组化发检测的 20 例复

发胶质瘤患者的首次手术及复发后再次手术

的胶质瘤组织中 KI-67 表达水平，自身前后配

对设计 t 检验；两次手术间隔时间与 KI-67 之

间相关性以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复发胶质瘤肿瘤组织中 KI-67 较首次手

术肿瘤组织的明显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 <0.05），两次手术间隔时间与 KI-67

变化幅度无明确相关性（p >0.05）。 

结论  本研究表明：复发胶质瘤的侵袭性较首 

发胶质瘤明显增高且增高的幅度不受两次手

术间隔时间影响。 

 
 
OR-280 

接触式激光刀在颅内肿瘤显微手术中的应用 
 

朱卿 许亮 陈爱林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应用接触式激光刀显微手术切除颅

内肿瘤的疗效及经验。 

方法  近一年来我科应用美国 Photomedex 公

司的 LaserPro 激光系统完成各类高难度颅内

肿瘤切除术 19 例，其中脑膜瘤 11 例，神经

鞘瘤 2 例，颅咽管瘤 2 例，脂肪瘤 2 例，胶

质瘤 2 例（星形细胞瘤 1 例，室管膜下瘤 1

例）。 

结果  肿瘤全切除 15 例（78.95%），次全切

除 4 例（21.05%）。术后临床症状改善/恢复

13 例，2 例无改善；3 例术后出现颅神经麻

痹，另 1 例因术后颅内血肿而再次手术，遗

留左侧肢体偏瘫。全部病例随访 2～34 个

月，均无复发；GOS 评分 5 分 13 例，4 分 5

例，3 分 1 例。 

结论  接触式激光刀可以精确切割和汽化颅内

肿瘤，有效减少出血、降低副损伤、缩短手

术时间、提高病灶全切率。 

 
 
OR-281 

3D 打印制备颅脑实体模型及其意义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以 3D 打印制备颅脑实体模型，应用于

术前手术计划及模拟手术。  

方法  颅脑 CT 薄层扫描厚度为 0.5mm，MRI

层厚 1mm，由 CT、MRI、CTA、fMRI 分别

提供骨组织、脑组织及肿瘤、脑血管及动脉

瘤、传导束及功能区等影像数据，通过 mimic

s 三维重建软件的识别，将不同灰度表示的组

织抽离出来，重建成彩色的三维图像，通过 3

D 打印制备颅脑实体模型进行术前设计及模

拟手术。  

结果  利用 3D 打印颅脑模型可立体直观地显

示鞍区各手术间隙的大小，有利于术前手术

间隙的选择；脑动脉瘤成像模型可直观体现

动脉瘤与周边组织关系，可直接应用于动脉

瘤夹闭模拟手术，选择合适的动脉瘤夹；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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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肿瘤模型可清晰显示肿瘤与传导束、功能

区的空间关系，体现头颅标本无法显示的传

导束及功能区位置，有利于功能保护。  

结论  3D 打印颅脑实体模型有望极大地提高

神经外科术前手术设计的质量，将虚拟可视

化模型观察进展到实体模型模拟手术，并有

利于颅脑功能解剖知识学习。  

 
 
OR-282 

多模态脑语言功能定位技术的比较与评价 
 

路俊锋 吴劲松 章捷 张楠 于政达 毛颖 周良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0131215 

 

目的  据悉，中国脑计划即将启动。国家脑计

划拟解决大脑三个层面的认知问题，其中之

一就是“实现语言的认知”。神经外科医生是唯

一可以与大脑进行直接对话的科学家，如何

将神经外科的技术手段转化为脑科学研究成

果，从而促进脑科学的进步是神经外科医生

的机遇与挑战。语言是人脑独有的高级认知

功能。人类的一切心理活动都离不开语言。

目前，神经外科脑语言定位的技术手段包

括：功能磁共振技术（任务态和静息态 fMR

I），DTI 语言通路定位技术，经颅磁刺激（T

MS），术中唤醒下语言定位。这 4 项技术各

自的定位价值如何？临床应用前景如何？未

来语言定位研究的方向在哪里？ 

方法  综合前期基于多模态脑功能定位的研究

结果，结合国际最新的脑语言定位的文献，

系统评价 ①任务态功能磁共振各种语言任务

的选择及有效性；②静息态 fMRI 定位语言的

方法选择及有效性；③ DTI 定位语言皮质的

方法及有效性；④TMS 定位语言的有效性。 

结果  任务态 fMRI 在语言区定位中的灵敏度

和特异度为 37.1%和 83.4%；静息态 fMRI 定

位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为 47.7%和 95.3%；DTI

定位皮质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为 91.1%和 84.

1%；TMS 定位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为 90%和 9

8%。 

结论  任务态和静息态 fMRI 在运动区的定位

中非常有效，目前还不能完全依赖 fMRI 定位

的结果。DTI 的皮质定位方法可作为今后术前

语言定位的一项重要技术。TMS 可较好的应

用于语言的定位，可部分等同与金标准。脑

语言定位的金标准仍旧是术中唤醒麻醉下的

直接皮质电刺激。 

OR-283 

神经系统肿瘤发生神经轴转移的临床研究 -附

116 例病例分析 
 

张明山 张宏伟 张俊平 李程 任铭 谷春雨 曲彦明 王浩

然 于春江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目的  肿瘤细胞发生神经轴转移 ( neuraxis me

tastasis NM ) 是神经系统肿瘤晚期表现，目

前国内关于神经系统肿瘤发生 NM 的报道较

少，本文的目的是研究神经系统肿瘤发生神

经轴转移的临床特点，提高神经外科医师对

NM 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研究我院 2005 年 4 月-2015 年 4

月，发生 NM 的 116 例神经系统肿瘤患者的

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及治疗方法，所有病

例均行全脑全脊髓强化 MRI 扫描，分析 NM

的临床、影像特点及治疗方法。 

结果  男性 82 例，女性 34 例；年龄 0.5-71

岁，平均 21.7 岁。 

病种：髓母细胞瘤 36 例，PNET5 例；生殖

细胞肿瘤 20 例；胶质瘤 17 例；室管膜肿瘤

13 例；松果体实质细胞肿瘤 7 例；脉络丛肿

瘤 4 例；淋巴瘤 3 例；嗅神经母细胞瘤 2

例；垂体瘤 2 例；恶性脑膜瘤 2 例；AT/RT2

例；小细胞恶性肿瘤 1 例；黑色素瘤 1 例；

恶性神经鞘瘤 1 例。 

发生转移情况： 

42 例在发现原发肿瘤的同时即发现转移灶，7

4 例在原发灶治疗之后出现转移灶，手术后出

现转移灶 66 例，时间 0.3-168 个月，平均 31.

2 个月，8 例是立体定向外科治疗后出现，4-

24 个月，平均 16.2 个月。 

转移的症状：颅内转移灶有症状 26 例，头痛

8 例，癫痫 7 例，行走不稳 5 例等。椎管内转

移灶有症状 45 例，其中腰痛 18 例，肢体无

力 16 例，肢体麻木 11 例等。 

转移部位：颅内转移 86 例，侧脑室 23 例，

广泛转移 23 例，第四脑室 12 例，前颅底 10

例，CPA10 例，第三脑室 6 例，其他少见部

位 31 例。 

颅内转移类型有 3 类：粟粒状 31 例，结节 

状 16 例，团块状 48 例。 

脊髓转移 101 例，颈段 10 例，胸段 12 例，

腰骶段 26 例，全脊髓转移 72 例。 

脊髓转移类型有 5 类：粟粒状 47 例，结节状

42 例，髓内转移 7 例，匍匐状 19 例，团块

状 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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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颅内原发肿瘤手术 105 例，椎管内原

发肿瘤手术 3 例，2 例生殖细胞肿瘤根据临床

表现、影像学表现及实验室检查而进行临床

诊断，颅内转移灶手术 24 例，椎管内转移灶

手术 13 例，放射治疗 74 例，化疗 70 例。 

结论  良性及恶性肿瘤均可发生 NM；全脑全

脊髓磁共振检查对 NM 的诊断非常重要；不

同的肿瘤转移的方式既有共性又有个性；NM

的治疗需综合治疗； NM 预后差。 

 
 
OR-284 

3D-ASL 与 DSC 成像在评价胶质瘤切除程度

和判断术后复发中的作用 
 

费舟 程光 王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外科 710032 

 

目的  探索 3D 动脉自旋标记(3D-ASL)与动态

磁敏感对比增强(DSC)技术在评价胶质瘤手术

切除程度和判断术后复发中的作用。 

方法  53 例胶质瘤患者，包括低级别胶质瘤 2

3 例，高级别胶质瘤 30 例，均经病理学证

实。患者术前和术后 72h 行常规 MR 平扫、

增强 T1WI MRI、3D-ASL 及 DSC 检查，测

定计算手术前后肿瘤实性区比值和相关参数(r

CBF 和 rCBV)。比较分析不同方法所显示的

肿瘤切除率以及相关灌注参数的差异。 

结果  ①23 例低级别胶质瘤患者中，增强 T1

WI MRI 显示切除程度为 96.5%，分别与 3D-

ASL（96.41%）与 DSC（96.18%） MRI 比

较，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30 例高

级别胶质瘤患者中，增强 T1WI 显示切除程度

为 93.43%，分别与 3D-ASL（87.31%）与 D

SC（89.25%） MRI 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此外，3D-ASL 与 DSC 均可

反映残存肿瘤的真实血供。30 例高级别胶质

瘤患者中术后有 10 例患者疑为复发而行二次

手术，经病理学证实其中 6 例为复发，4 例为

假性进展。术后复发患者的 rCBV 值明显高于

假性进展患者，其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3D-ASL 与 DSC 在高级别胶质瘤术后肿

瘤切除程度的判断以及肿瘤复发与假性进展

的鉴别上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OR-285 

转录因子 GATA2 对胶质瘤恶性表型的调控

机制研究 

 

王中勇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转录因子 GATA2 是锌指结构 GATA 家

族的重要成员，可以激活或抑制 EGFR 通路

中靶基因 Elk-1 的表达。本文旨在研究 GATA

2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及调控机制。 

方法  1、培养人脑胶质瘤细胞系 SW1783 和

U87，通过转染 GATA2 表达质粒及小分子干

扰 RNA 技术（siRNA）分别增强和降低 GAT

A2 的表达。2、通过免疫印迹技术(Western 

Blot)分析 GATA2、EGFR、Elk-1 在胶质瘤细

胞系中的表达。3、以 MTT 法检测转染 GAT

A2 增强表达及 siRNA 干扰降低表达后对胶质

瘤细胞的增殖影响。4、通过微孔滤膜培养小

室及双室联合培养系统（Transwell 试验）检

测转染 GATA2 及 siRNA 干扰后对胶质瘤细

胞迁移及侵袭特征的影响。5、将 56 名多形

性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患者组织标本及 6 名非肿瘤患者脑组

织对照标本进行 GATA2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结果  1、MTT 法检测发现转染 GATA2 过表

达后促进了 SW1783 细胞的增殖，通过 siRN

A 降低 U87 细胞 GATA2 的表达后明显抑制

了 U87 细胞的增殖。2、Transwell 试验发现

SW1783 细胞转染 GATA2 过表达后迁移和侵

袭能力增强，U87 细胞经 siRNA 干扰后 GAT

A2 低表达时其迁移和侵袭能力降低。3、在

U87 细胞中应用 EGFR 抑制剂 AG1478 以及

ERK 抑制剂 U0126，免疫印迹技术检测发现

GATA2 及磷酸化 EGFR 的表达水平也明显下

降；SW1783 细胞经 100 ng/ml EGF 处理后

磷酸化 EGFR 及 GATA2 的表达明显上升，

说明 GATA2 受 EGFR/ERK 信号通路调控。

4、在胶质瘤组织标本中 GATA2 阳性表达率

73.2%(41/56)明显高于对照正常脑组织 16.

7%(1/6)，并且其表达的强度与患者的生存期

呈负相关。 

结论  在胶质瘤细胞系和胶质瘤临床组织标本

中首次报告了 GATA2 在 EGFR/ERK/Elk-1 信

号通路中的作用是调控胶质瘤细胞的恶性表

型，下调 GATA2 的表达后可明显抑制胶质瘤

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性，为进一步研究

用基因敲低的方法治疗胶质瘤找到了新的靶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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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286 

颅骨表面标志联合 CT 重建辅助乙状窦后入路

开颅技术的研究 
 

章文斌 刘英亮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索后颅窝颅骨表面标志联合 CT 重建

辅助乙状窦后入路开颅技术。 

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5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神经外科行

乙状窦后入路手术治疗的 20 例患者。术前使

用三维 CT 重建软件重建患者后颅窝三维骨

质，在颅骨内面横窦沟、乙状窦沟移行位置

内下缘制作虚拟“关键孔”，然后借助星点、二

腹肌沟顶点等解剖标志定位“关键孔”的位置，

获得距离、角度信息，依据此信息制作纸片

模型，模型消毒后与术中解剖标志相对应，

定位出“关键孔”。 

结果 20 例患者无静脉窦破裂出血发生，“关

键孔”内恰好清晰暴露横窦、乙状窦移行区者

15 例；未能清晰暴露者 5 例，平均向前外方

磨除或咬除（4 .0±0.3）mm 骨质后得到暴

露。星点-“关键孔”圆心距离为 6.8~21.6 m

m，平均（14.0±3.6）mm，星点-圆心连线与

基线之间夹角为 4~50°，平均（24±13）°。 

结论 使用后颅窝颅骨表面标志与三维 CT 骨

质重建相结合定位较准确，静脉窦损伤风险

低，可实现“关键孔”定位个体化。 

 
 
OR-287 

汉、藏人种胶质瘤患病情况差异性分析 ---基

于 2008-2013 年四川省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统

计报告 
 

王翔 1 周桥 1 刘艳辉 1 毛庆 1 游潮 1 陈铌 1 陈锦秀 2 

熊力 3 段劼 4 刘亮 5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四川省肿瘤医院     

3.四川省人民医院  

4.川北医学院附院    

5.西南医科大附院 

 

目的 通过四川省神经外科住院人群中神经肿

瘤发病及分布特点的统计学报告，对汉族人

群和藏族人群罹患胶质瘤的差异性进行分

析。 

方法 所有神经肿瘤患者资料直接来自四川省

内 86 家大中医疗机构。2008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进行手术且病理确诊的原发及继发神

经肿瘤病例。分析不同类型的神经肿瘤的发

病及分布情况，以及在不同性别、年龄、部

位中的分布情况。儿童人群及藏族人神经肿

瘤患病情况也进行了分析。 

结果 手术且病理确诊的神经肿瘤 35496 例。

数量在前四位的是：脑/脊膜瘤（10119 例，2

8.51%），垂体腺瘤（5322 例，15.00%），

神经鞘瘤（4887 例，13.77%），及胶质母细

胞瘤（4197 例，11.82%）。在胶质瘤、转移

瘤等恶性肿瘤中男性所占比例较高，而在脑/

脊膜瘤，神经鞘瘤及垂体腺瘤等非恶性肿瘤

中女性占较大比例。平均发病年龄最大的是

脑转移瘤（54.5 岁，9-85 岁），最小的是毛

细胞星形细胞瘤（19.3 岁，1-91 岁）。神经

上皮肿瘤中，岛叶及小脑肿瘤大多是低级别

胶质瘤（分别占 61%及 80%），丘脑及基底

节大多是高级别胶质瘤(分别占 80%及 83%), 

额叶中高级别胶质瘤及低级别胶质瘤的比例

为 6:4，脑干高低级胶质瘤之比为 4:6。0-19

岁儿童及青少年中最常见的为毛细胞星形细

胞瘤，囊肿以及颅咽管瘤。藏族人群的恶性

肿瘤发生情况较汉族人群低，尤其是高级别

胶质瘤发生概率显著降低（P=0.0009）。 

结论 本研究发现四川省神经外科住院人群中

神经肿瘤发病及分布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

反映中国人罹患神经肿瘤疾病特点。这也是

第一个有关藏族人群中枢神经肿瘤 

患病情况的系统报道。 

 
 
OR-288 

术后清晨 ACTH 水平在评估库欣病疗效中的

价值 
 

冯铭 卢琳 杨程显 包新杰 刘小海 邓侃 连伟 幸兵 朱惠

娟 马文斌 姚勇 王任直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100730 

 

目的 探讨术后清晨血 ACTH 水平在评估库欣

病术后疗效中的价值。 

方法 以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北京 

协和医院神经外科手术治疗的 208 例库欣病

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该组库欣病患者的年

龄、性别、术前 MRI 情况、肿瘤大小、原发

或复发情况、围手术期内分泌指标等临床资

料，采用单因素分析、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和 ROC 曲线等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早期缓解和未缓

解两组间，术前 ACTH、术后 ACTH 存在显

著统计学差异（P=0.028，P=0.000）。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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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在早期缓解和未缓解

的两组间，术后 ACTH 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00）。ROC 曲线分析显示术后 ACT

H 预测的最佳临界值为 18.85pg/mL，曲线下

面积（AUC）是 0.900（95%CI：0.855~0.94

5，P=0.000），灵敏度是 78.5%，特异性是

88.1%。 

结论 术后清晨 ACTH 水平可用来评价库欣病

术后疗效的指标之一，术后清晨血 ACTH 小

于 18.85pg/mL 时提示内分泌缓解。 

 
 
OR-289 

上调 LNC-ZNF281 影响胶质瘤干细胞侵袭、

凋亡和干性维持的研究 

 
周幽心 胡园 李炎炎 孙婷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暨脑神经研究室 215

006 
 

目的  探讨 LNC-ZNF281 在人脑胶质瘤组织

中的表达水平，以及上调 LNC-ZNF281 对胶

质瘤干细胞侵袭、凋亡和干性维持的影响。 

方法  通过干细胞培养液将 U87 细胞株逆转成

U87S 细胞株；共聚焦显微镜检测 U87S 和 S

HG139S 细胞中 A2B5 和 CD133 表达情况；

QPCR 分别检测人脑胶质瘤组织与 U87S、S

HG139S、SU2、SHG44S 细胞株中 LNC-ZN

F281 的表达情况；用病毒增强液将载有 LNC

-ZNF281 基因片段的慢病毒转染至 U87S 和

SHG139S 细胞中，QPCR 检测转染前后 LN

C-ZNF281 在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应用流式细

胞仪和荧光显微镜观察病毒转染效率，运用

二次成球实验检测转染慢病毒前后干细胞成

球能力，流式细胞仪分析细胞凋亡；transwel

l 实验判断 SHG139S、和 U87S 的侵袭能

力；western blot 检测转染前后 MMP2 、cas

pase-3 表达情况，QPCR 和共聚焦显微镜检

测转染前后胶质瘤干性标记物 SOX2、nesti

n、ALDH1、PLAGL2 变化。 

结果  LNC-ZNF281 在人脑胶质瘤组织及胶质 

瘤细胞系中表达明显低于非瘤脑组织，并且

随着肿瘤恶性程度的不断增加，LNC-ZNF28

1 表达逐渐降低。SHG139S 为 A2B5+/CD13

3-胶质瘤干细胞，U87S 为 A2B5+/CD133+胶

质瘤干细胞；SHG139S 和 U87S 细胞转染慢

病毒后细胞的成球能力和侵袭能力明显受到

抑制。转染慢病毒后的胶质瘤细胞株的凋亡

率明显升高。MMP2 在转染慢病毒后的 SHG

139S 和 U87S 细胞中表达明显低于空白和阴

性对照组；caspase-3 在转染慢病毒后的 SH

G139S 和 U87S 细胞中表达明显高于空白和

阴性对照组。PLAGL2 在转染慢病毒后的 SH

G139S 和 U87S 细胞中表达明显低于空白和

阴性对照组， ALDH1 在转染慢病毒后的 SH

G139S 细胞中表达明显高于空白和阴性对照

组结论, 在转染慢病毒后的 U87S 细胞中表达

明显低于空白和阴性对照组。 

结论  LNC-ZNF281 在胶质瘤组织中低表达，

在细胞实验中，过表达 LNC-ZNF281 可以抑

制不同亚型的胶质瘤干细胞 SHG139S 和 U8

7S 的侵袭力和成球能力，促使其细胞凋亡。

在 U87S 中，过表达 LNC-ZNF281 可以抑制

PLAGL2 表达；在 SHG139S 中，过表达 LN

C-ZNF281 可以促进 ALDH1 表达。 

 
 
OR-290 

GBM 手术切除程度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欧阳辉 陈加贝 陈子阳 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探讨脑胶质母细胞瘤（GBM）不同切除

程度对 GBM 患者预后总生存（OS）的影

响，辅证最大范围安全切除的重要性。 

方法  多年以来，我们对胶质瘤的手术均遵循

“最大范围安全切除”原则，主要依据病人术

前、术后磁共振图像（T1/T2/FLAIR 成像及

增强扫描），将切除程度分为 4 型：Ⅰ型切

除：指将 MRI 图像上 T1 增强、T2、FLAIR

异常信号区域全切除；Ⅱ型切除：指将 MR

图像上 T1 增强信号区全切除，而 T2/FLAIR

信号异常区部分保留；Ⅲ型切除：指仅将 MR

图像上 T1 增强信号全切除，而保留 T1 增强

区外的 T2/FLAIR 异常信号区；Ⅳ型切除：指

MR 上 T1 增强信号区域仍有明显残存。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能随

访到的经我院行显微手术治疗的 238 例新诊

断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病例，分析患者的生存

情况，生存时间（OS）定义为从患者初次手

术开始直至因 GBM 进展导致恶性颅高压所致

死亡为终点。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

处理，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单因素分析，

统计各型手术病人 OS 的差异。 

结果  198 例患者中男 128 例，女 110 例，年

龄 12-86 岁，其中位于非功能区（前额、

颞、枕叶、小脑半球）GBM 共 152 例，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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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如脑干、丘脑、鞍区、松果体区、

语言区、运动区等）GBM 共 86 例。单因素

分析显示：手术切除程度对患者总生存时间

有明显影响（P<0.001），生存时间：Ⅰ型切

除>Ⅱ、Ⅲ型切除>Ⅳ型切除，激进手术组患

者生存期比较保守手术组患者明显延长。 

结论  手术切除程度是由神外医生控制的影响

胶质母细胞瘤患者预后的主要因素，对 GBM

患者的手术，在预估患者术后 KPS 评分>70

时，应尽量行扩大切除，才能使患者获得较

长的生存期。 

 
 
OR-291 

大脑深部恶性胶质瘤的外科治疗 
 

王永刚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OR-292 

丘脑胶质瘤的手术治疗 
 

李庆志 王鹏程 黄垂学 刘小丘 王加充 李俊驹 

海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570311 

 

目的 探讨丘脑胶质瘤手术治疗的可能性及方

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 例丘脑局限性肿瘤的手术

方法、结果及术后并发症。肿瘤位于右侧丘

脑 4 例，左侧 6 例。采用经三角区皮质造瘘

入路 9 例, 经后纵裂枕叶造瘘入路 1 例。 

结果 肿瘤全切 2 例，大部切除 8 例。术后认

知功能下降 5 例，肢体肌力下降 2 例，症

状、体征无变化 3 例。 

结论 丘脑胶质瘤可经皮质造瘘或经纵裂入路

进行手术切除。 

 
 
OR-293 

ROSA 机器人引导下脑深部疾病活检术 
 

毛之奇 余新光 凌至培 梁树立 潘隆盛 崔志强 徐欣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了解 ROSA 机器人引导下脑深部病变活

检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应用 ROSA 引导下进行脑深部疾病活

检。术前对患者进行影像检查及制定手术计

划，手术日全麻下行活检手术，确认标本并

送病理。术后核对检查病理结果。观察术中

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及术后病理结果阳 

性情况。 

结果  共对 5 例患者利用 ROSA 机器人进行脑

深部疾病进行活检，手术前常规术前准备，

术中全麻手术，手术过程顺利，术中及术后

均无并发症的发生，术后均有阳性病理报

告。 

结论  ROSA 机器人引导下脑深部病变活检技

术是一种安全的手术检查技术，定位准确，

阳性检出率高，能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OR-294 

ALA 荧光引导切除恶性胶质瘤的作用与价值 
 

赵世光 陈晓丰 滕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的原发性脑肿

瘤，具有复发率高、生存期短及预后不良等

特点，肿瘤复发是其预后不良的根本原因，

肿瘤切除程度与患者的预后直接相关。最大

安全切除恶性胶质瘤是神经外科手术治疗肿

瘤的目标，然而由于肿瘤的侵袭性，完全切

除增强肿瘤只有小部分患者，主要是由于在

普通白光下术中很难判定肿瘤的实际边界，

无法区分出肿瘤组织与正常脑组织。为了解

决上述困境，ALA 引导的荧光手术被应用于

恶性胶质瘤的切除，荧光引导手术可以实现

术中可视化肿瘤组织，ALA 诱导的肿瘤荧光

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及敏感性，帮助神经外科

医生实时判定肿瘤边界，而且不受脑移位的

影响；ALA 诱导的肿瘤荧光可用于术中非强

化弥漫侵袭胶质瘤中间变或恶性成分的鉴

定，准确进行病理诊断与指导最佳的术后治

疗。 因此，ALA 荧光引导手术已广泛用于脑

胶质瘤的切除，我们系统性回顾 ALA 荧光引

导手术在切除恶性胶质瘤中的的特点，分析

并讨论神经外科应用 ALA 荧光引导技术切除

胶质瘤的优势。 

 
 
OR-295 

南方医院脑胶质瘤治疗理念与手术 
 

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神经外科 5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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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脑胶质瘤除发病率较高外，其居高不下

的病死率使至今仍是颅内最难攻克的脑肿瘤

之一。本文总结了一组包括相对非功能区、

功能区以及高危部位的胶质瘤手术病例，结

合术后规范的放化疗，均取得了满意的疗

效。 

方法  本组展示的病例中包括有相对非功能 

区的手术比如额叶、颞叶胶质瘤；功能区有

顶叶、岛叶、基底节区胶质瘤；高位部位如

中脑、延髓胶质瘤甚至整个脑干弥漫广泛生

长的胶质瘤。也包括复发胶质瘤以及外院手

术后有残余肿瘤的再次手术。并且根据胶质

瘤的生长特点，实行了具有我科特色的“七分

法”病理取材。 

结果  无术后死亡病例。患者生存期普遍高于

文献报道的平均生存期，部分 IV 级肿瘤患者

生存期超过了 10 年。相对非功能区的肿瘤，

全部做到了包括 T1 增强像、T2 像及 Flair 像

异常区域的扩大根治性手术甚至部分脑叶切

除术，而累及脑功能区、下丘脑、丘脑、松

果体区、脑干等重要解剖结构的脑肿瘤则全

部做到了至少包括 T1 增强像的 “雕刻式手术

切除”。 

结论  1、无论放化疗及各种靶向治疗、免疫

治疗等综合治疗如何进展，最大程度的安全

切除仍是胶质瘤治疗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

的一步； 2、复发胶质瘤、甚至术后肿瘤残余

的患者应该提倡再次积极手术切除；3、在相

对非功能区，应施行激进的扩大根治性手术

或部分脑叶切除术，而累及脑功能区、下丘

脑、丘脑、松果体区、脑干等重要解剖结构

的脑肿瘤，则应在神经导航、术中影像、电

生理监测等辅助下行 “雕刻式手术切除”。4、

规范胶质瘤的病理取材对疾病诊疗有重要作

用。 

 
 
OR-296 

神经肿瘤的复合手术 
 

田恒力 郭衍 高文伟 陈世文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杂交手术室”（hybrid operation room）或称

复合手术室，手术室配备了先进的医疗成像

设备，把原本需要分别在不同手术室、分期

完成的重大手术，合并在一个手术室一次完

成。目前国内多家医院已经或正在建设复合

手术室，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已于 2015 年 8

月启用。手术室配备了移动 CT、DSA、术中

导航等设备，集检查、治疗于一体，主要用

于神经外科、骨科、五官科手术。本文介绍

我科该手术室进行的数十例颅脑手术，包括

巨大动脉瘤（术中 DSA）、斜坡肿瘤（术中

CT）等。通过 CT、DSA 等影像学技术，对

神经外科精准手术和提高手术质量有一定作

用。 

 
 
OR-297 

多模态技术在神经肿瘤活检手术中的应用 
 

景治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肿瘤活检手术是一种安全、有效获得颅

内病变组织样本的方法，能够帮助医生明确

诊断、指导疾病的治疗。随着神经影像学的

发展，神经导航系统的应用提高了活检手术

的准确性，但如何减少术中对血管的损伤，

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仍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一个难题。本文将介绍我们在活检手术

中，应用多模态技术降低术后颅内出血发生

的经验。 

方法 对 2009 年到 2015 年间，在我院接受肿

瘤活检手术的 84 位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其

中，41 位患者联合应用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

eptibility-weighted imaging,SWI)及神经导航

系统完成活检手术(SWI 组)，另外 43 位患者

则在 T1 加权成像及神经导航系统的辅助下完

成活检手术(T1w-Gd 组)。术前所有患者均应

用磁共振波谱分析(magnetic resonance spec

troscopy,MRS)对活检靶点进行选择，并依靠

术前影像对血管的显示，在神经导航系统上

设计出安全穿刺轨迹。 

结果 通过对不同血管特征阈值下的血管密度

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发现 SWI 可以显示出 T1

w-Gd 检测不到的皮质下及脑深部血管。术后

24 小时患者行头部 CT 复查，结果显示 SWI

组无患者出现颅内出血；相反，T1w-Gd 组有

2 人(7%)出现了少量出血，及时给予适当治

疗，症状得到改善后，继续接受原发疾病的

治疗。 

结论 SWI 是一项利用组织间磁敏感差异，提

供精细对比图像的技术。相比于 T1w-Gd，其

在小管径、低流速的血管显影上有显著优

势，能够有效减少活检手术对颅内血管造成

的损伤，降低术后颅内出血的发生率；同时

MRS 的应用也可进一步提高手术的准确性。

这种以神经导航系统为核心，融合多种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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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模态手术技术，将为神经系统疾病的认

识及立体定向手术治疗开 

启新的篇章。 

 
 
OR-298 

脑胶质瘤手术治疗的临床实践及思考 
 

张庆林 王成伟 于锐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  脑胶质瘤是颅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且

难以根治，预后差。针对恶性程度较高的胶

质瘤的治疗一直是神经外科的难点问题。本

人总结了自 1973 年以来的病历资料，考虑对

非功能区胶质瘤的切除原则应是力争在肿瘤

区周围 1～2cm 左右一并切除肿瘤及周围脑

组织，可取得较好的疗效。 

方法  1973 年至 2003 年期间，共行脑胶质瘤

切除手术 2000 余例，术后均由病理证实为胶

质瘤，多数患者取得较好手术疗效，胶质瘤

切除程度Ⅰ级或Ⅱ级，GOS 评分 4 分或 5

分，且生存期较长。本摘要以 4 例典型病例

进行阐述。4 例病例中，男 3 例，女 1 例，年

龄 4-50 岁，平均 24 岁。临床表现：偏盲 1

例，头痛头晕及偏盲 1 例，头痛进行性加重 2

例。2 例通过脑血管造影定位，2 例通过 CT

定位。病灶分别位于枕叶 1 例，颞叶 1 例，

额叶 1 例，小脑 1 例。均行开颅手术切除肿

瘤，术中全切肿瘤，并切除肿瘤周围 1～2cm

脑组织。术后行病理检查，定期随访复查。 

结果  少突胶质细胞瘤 1 例，Ⅲ级星形细胞瘤

2 例，髓母细胞瘤 1 例。术后随访 15 年-41

年不等，患者均未复发，GOS 评分 5 分。 

讨论  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的关键在于尽量切除

肿瘤，并在延长生存期的前提下保存脑功

能。切忌存有“脑胶质瘤切多切少一个样”的错

误理念，应认识到最大限度地切除肿瘤是提

高疗效和延长生存期的基础。鉴于胶质瘤与

正常脑组织在色泽及质地方面是有差异的，

有经验的神经外科医生要善于用肉眼（镜

下）观察加以区分，更要在使用吸引器、剥

离子、电凝镊子时用手感去进行分辨，特别

是使用吸引器切除肿瘤时的手法，力度的强

弱、方向和深度的调节恰到好处是至关重要

的。脑功能区或脑深部胶质瘤的切除，应尽

量避开并保留功能区皮层，采取从非功能区

“潜入式”切除为宜，深部肿瘤可采用导航或立

体定向窥镜下显微激光取瘤术，可取得肿瘤

高切除率和低致残率的效果。对复发胶质瘤

不应轻易放弃，复发性胶质瘤二次甚至三次

手术后，存活 5 年以上者，并不少见。具备

了手术条件，熟练掌握手术技能，神经外科

医生还必须具有认真、负责、仔细、轻柔的

操作和爱心、信心、耐心、细心、沉着、冷

静的修养。 

 
 
OR-299 
Intraoperative high-field magnetic resona
nce imaging and multimodal neuronaviga
tion guided surgery for patients with low-
grade temporal lobe glioma and epilepsy 
 
Chen Xiaolei,Bai Shaocong,Zhao Yining,Zhang Jias
hu,Yu Xinguang,Xu Bai-na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Chinese PLA Gener

al Hospital 100853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
gate the role of intra-operative MR imaging i
n temporal lobe low grade glioma (LGG) sur
gery and to report the surgical outcome in ou
r series with regard to seizures, neurological 
defects, and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Patients with temporal lobe non-e
nhancing gliomas who presented with seizur
e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disease were enrolle
d in our prospective study. We non-randomly
 assigned patients to undergo intra-operativ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MRI)-guided 
surgery or conventional micro-surgery. Exten
t of resection (EOR) and surgical outcom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
e post-operative neurological deficits were re
corded. And survey for the health related qu
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were conducted a
nd analyzed. 
Results  Forty-one patients were analyzed i
n the iMRI group, and 14 were in the conven
tional group. Comparable EOR was achieve
d for the two groups (p = 0.634) although pre
operative tumor volumes were significantly la
rger for the iMRI group. Seizure outcome ten
ded to be better for the iMRI group (Engel cl
ass I achieved for 89.7 % (35/39) vs 75 % (9
/12)), although this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
cally different. Newly developed neurological
 deficits were observed in four patients (10.3
 %) in iMRI group and two patients (16.7 %) i
n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p = 0.928). Fre
e of seizures and neurological morbidity led t
o a return-to-work or return-to-school ra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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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 % (33/39) in iMRI group vs 75 % (9/12) 
in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p = 0.741). 
Conclusions  Our study provided evidence t
hat iMRI could be a safe and useful tool in te
mporal lobe LGG surgery. Optimal extent of 
resection contributed to favorable seizure ou
tcome in our series with low morbidity rate, w
hich led to a higher return-to-work rate. A lar
ger cohort, randomized trial is needed to veri
fy the real role of iMRI for the surgical mana
gement of temporal lobe LGGs. 
 
 
OR-300 

岛叶低级别胶质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伍军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探讨岛叶与岛盖及深部毗邻结构的解剖

关系、岛叶肿瘤的血液供应，探讨岛叶胶质

瘤的分型及手术中侧裂需显露的范围。探讨

岛叶低级别胶质瘤的显微手术治疗要点和方

法，提高肿瘤全切率 ,减少术后神经功能损

伤。  

方法  对我科收治的 55 例岛叶低级别胶质瘤

手术病例进行分析，根据肿瘤的生长方向，

侵及范围及与基底节的关系进行分型，结合

术前 DTI 神经纤维束与肿瘤关系的位置分

析，术中应用导航技术及电生理监测在保护

神经功能的前提下对胶质瘤做最大范围的切

除。  

结果  55 例胶质瘤患者，左侧 20 例，右侧 35

例，纯岛叶 8 例，额岛叶 12 例，颞岛叶 10

例，额颞岛叶 25 例。全切 42 例，次全切除

13 例。术后短暂轻瘫 8 例，偏瘫 4 例，短暂

运动性失语 3 例，命名性失语 2 例，除 1 例

遗留永久性偏瘫外，其余术后 3 月均恢复正

常功能。  

结论  术前 DTI 明确神经纤维束与肿瘤的关

系，CTA 明确肿瘤与侧裂血管的解剖位置关

系及术中导航技术和电生理监测为提高肿瘤

的切除率提供了有力保障，保护好肿瘤的过

路血管、深部毗邻的基底节及优势侧语言区

等重要神经结构，是降低术后神经功能缺失

发生率的重要因素。 

 
 
 
 
 

OR-301 

抑癌基因 miR-224-3p 通过靶向自噬相关基

因（ATGs）制低氧诱导的人脑胶质母细胞瘤

自噬 
 

李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抑癌基因 miR-224-3p 对低氧下胶 

质母细胞瘤细胞自噬水平的影响及其直接靶

点和分子机制。 

方法  RT-PCR 检测各级别人脑胶质瘤组织标

本中 miR-584-3p 的表达水平，并在体外实验

中，使用多种自噬检测工具、小干扰 RNA、

microRNA inhibitor、mimics、基因芯片和荧

光素酶报告基因等方法等研究 miR-224-3p 对

低氧下胶质母细胞瘤细胞自噬水平的影响及

其直接靶点和分子机制；在体内实验中，研

究 miR-224-3p 对胶质母细胞自噬能力的影

响，及其抑癌作用。 

结果  高级别胶质瘤患者（WHO III 和 IV 级）

的 miR-224-3p 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低级别胶

质瘤患者（WHO I 和 II 级），且在低氧处理

的胶质瘤细胞系中 miR-224-3p 的表达水平显

著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miR-224-3p 能通

过直接靶向抑制 ATG5 和 FIP200 来抑制人脑

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的自噬水平，从而达到抑

癌作用。 

结论  抑癌基因 miR-224-3p 通过靶向 ATGs

抑制低氧人脑胶质母细胞瘤的自噬水平。 

 
 
OR-302 

外侧裂区低级别胶质瘤的个体化治疗 
 

周旺宁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730030 

 

目的  脑功能区胶质瘤的治疗是神经外科的难

题之一。本研究探讨外侧裂区低级别星形细

胞瘤的个体化治疗方法，以期达到满意治疗

效果。 

方法  根据术前 MRI 表现，将 56 例外侧裂 

区星形细胞瘤分为 4 种类型。Ⅰ型：额叶为

主型，16 例；Ⅱ型：颞叶为主型，13 例；Ⅲ

型：额-颞跨侧裂型，21 例；Ⅳ型：额-颞-岛

叶型，6 例。依肿瘤特征选择手术进路：Ⅰ型

经额前外侧脑沟进路；Ⅱ型经颞前外侧脑沟

进路；Ⅲ型和Ⅳ型经外侧裂池进路。在保全

神经功能的前提下，显微手术尽可能全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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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切除肿瘤。术后根据肿瘤级别和特征辅

以个体化放疗和/或化疗，平均随访 38 个月，

依据术后 MRI 和 KPS 评价治疗结果。 

结果  56 例病人，肿瘤于镜下全切除 39 例、

次全切除 8 例、大部分切除 6 例、部分切除 3

例；6 例遗留永久性轻度神经功能障碍；9 例

因肿瘤局部复发而行二次手术。术后病理学

检查均为 WHOⅡ级星形细胞瘤。手术前后 K

PS 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对外侧裂区星形细胞瘤，依据 MRI 表

现，选择个体化的手术进路，应用显微技

术，在保全神经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全切

除或多切除肿瘤，最大限度减轻肿瘤负荷，

术后辅以个体化放疗和/或化疗，可取得较好

的治疗效果。 

 
 
OR-303 

伽玛刀治疗颅底脊索瘤 49 例临床分析 
 

孙君昭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探讨手术后残存脊索瘤的伽玛刀治疗效

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1998 年 4 月至 2012 年 1

0 月伽玛刀治疗的 49 例脊索瘤手术后残留病

例，其中男性 26 例，女性 23 例；年龄 17～

79 岁，平均 43.2 岁。靶区体积 3.8～37.5cm

3，平均 11.4cm3；照射剂量：肿瘤周边剂量

8～18Gy，平均 14.1Gy；肿瘤中心剂量 17.

8～36.0Gy，平均 29.7Gy。 

结果  随访 12～186 月（中位数 66 个月）评

估临床及影像学结果。38 例患者（77.6%）

生存，11 例患者（22.4%）死亡：8 例死于

肿瘤进展，1 例（3%）继发瘤内出血，2 例

原因不明。SRS 后实际总生存率在 3，5 和 7

年分别为 95.9%，83.3%和 61.9%。影像随

访，完全消失 6 例（12.2%），部分肿瘤退缩

14 例（28.6%），肿瘤稳定 15 例（30.

6%），肿瘤进展 14 例（28.6%）。SRS 总

的肿瘤控制率为 71.4%。38 例 SRS 前存在

颅神经功能受损患者中，12 例患者（31.

6%）神经功能改善。15 例患者（30.6%）症

状稳定，无明显改善。11 例患者（28.9%）

神经症状和体征加重。 

结论  对开颅手术残留的脊索瘤，特别是残留

部分较小时，伽玛刀是一种较好的的治疗方

法。有益于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生存质 

量。 

 
 
OR-304 

颅内原发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陈陆馗 郭晓远 苗伟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患儿，女，出生 4 个月，因进行性头围增大

伴反复呕吐收入院。无家族遗传史。查体精

神萎靡，左侧肢体少动。血小板及纤维蛋白

原偏低，骨穿无异常。头颅 MR 提示右额颞

顶叶巨大占位，最大径 12×8cm。入院后补充

血小板及冷沉淀，实施右额颞顶开颅肿瘤切

除术，术中见颅骨表面静脉丛丰富，开颅过

程出血较多，肿瘤与硬脑膜粘连，呈灰黄

色，质地硬韧，血供较丰富。术后病理为纤

维组织细胞瘤，患儿精神活泼，食纳佳，运

动功能恢复。 

 
 
OR-305 

基于 MDT 平台的垂体 ACTH 腺瘤单中心连

续病例诊治经验 
 

蔡博文 兰志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 610041 

 

目的  探讨经蝶窦入路手术治疗库欣病患者的

疗效，分析影响疗效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期间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行经蝶窦

手术的 20 例患者，术前根据临床表现、内分

泌学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经多学科联合（MD

T）讨论诊断为库欣病。其中，男性 2 例，女

性 18 例，平均年龄 31.9 岁，平均病程 10 个

月。其中 MRI 阴性的 5 例，术后动态监测血

浆皮质醇水平的变化及血压变化。 

结果  肿瘤平均大小 0.5cm，全切率 100%，

术后内分泌明显缓解者 19 例，1 例加做双侧

肾上腺切除术。术后病理证实垂体促肾上腺

皮质激素 ACTH 腺瘤 17 例，垂体 ACTH 细

胞增生 3 例。 

结论  经蝶窦垂体腺瘤切除手术是治疗库欣病

的最佳方法。MDT 团队在筛查适合手术治疗

的库欣病人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术中的探查

和切除程度对预后影响巨大。术后早期血浆

皮质醇水平对疗效有较高的预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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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306 

皮质脑电图定位语言区皮质的方法研究 
 

白红民 1 周思捷 1 王国良 1 夏丽慧 1 张浏欢 1 王伟民 1

 符琼林 2 姜涛 2 吴效明 2 王丽敏 1 

1.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2.华南理工大学 

 

目的  我们于 2002 年在国内首先采用术中直 

接电刺激在唤醒麻醉下定位脑功能区，旨在

保留功能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切除病变。实

践中发现电刺激费时、会诱发癫痫、出现假

阳性和假阴性结果，且无法适合不能配合的

病人。皮质脑电图是一种利用内源性信号定

位脑皮质功能的方法，研究脑电信号在语言

活动时出现的特异性变化规律，使术中脑电

图定位脑功能区成为可能。 

方法  我们对 8 例功能区病变病人采用术中脑

功能区胶质瘤病人进行全麻术中唤醒状态下

手术，术中皮质电刺激（inomed 皮层电刺激

仪，双极，双向方波，频率 60Hz，波宽 100

0us，电流 2-5mA）定位运动区和语言区皮

质，语言任务采用数数和图片命名。采集静

息、数数任务和命名任务状态下皮质脑电信

号（4*5 盘状电极），然后采用矢量多分类的

方法，对脑电信号进行小波分解并重构各单

子频段信号，以任务事件前后的各单子频段

信号能量差别作为特征量，构建多维时频域

矢量；最后采用基于决策树的支持向量机多

分类算法对多维时频域矢量进行分类，从而

识别各电极导联上脑电信号的特异性，完成

大脑皮能区脑电特异性的检测。 

结果  所有病人皮层电刺激均定位运动区和语

言区皮层，命名状态下可见命名不能区的皮

质脑电图信号 70Hz-120Hz 频带相对活跃，

以滑动对数功率和为特征值，与直接皮层电

刺激结果相符合。数数任务状态下，数数中

断区（Broca 区）、命名区和运动区等功能区

皮层脑电在 70Hz-120 Hz 频带相对活跃，而

非功能区皮层在此频段相对抑制。采用这种

方法对 8 例病人的语言区功能皮质检测的灵

敏性可达 93.8%，但特异性稍差，对其特异

性进行分析，平均真阳性率：54.0%；平均真

阴性率：95.8%。进一步分析将命名区和数数

区都归于语言区，重新取样本建模，可以大

大提高正确检出率，平均真阳性率提高了 12.

9%，达 66.9%。如果排除血管和术中任务状

态干扰，检出率和误检率有望进一步改善。 

结论  皮质脑电信号分析定位语言区皮质操作

简单，在语言任务过程中有一定特征，有望 

成为一种新的语言区皮质定位方法。 

 
 
OR-307 

神经电生理和 MRTA 检查在鉴别面肌痉挛和

Meige 合征中应用价值的探讨 
 

黄筑忆 1,2 苗素华 3 左焕琮 3 马羽 3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2.清华大学医学中心     

3.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神经外科 

 

目的  面肌痉挛是由于面神经过度兴奋引起的

同侧面部肌肉非自主性痉挛收缩,多以一侧眼

轮砸肌间歇性抽搐起病,后可逐渐扩散至同侧

面部的其他肌肉; Meige 综合征多累及双侧,且

症状较面肌痉挛更广泛,故具有典型表现的两

种疾病较易区分。然而,部分 Meige 综合征可

双侧起病,累及双侧眼轮砸肌,并且部分患者還

可出现口轮砸肌受累; 而双侧面肌痉挛也表现

为双侧眼轮砸肌和(或)口轮砸肌不自主收缩,

两者较难鉴别。鉴于这两种疾病的病因和基

本治疗手段有着很大差异,故早期明确诊断,并

给予针对性治疗可很大程度上影响预后。目

前有关系统性鉴别两种疾病的报道较少,本文

选取症状相似的面肌痉挛与 Meige 综合征患

者,研究神经电生理技术及磁共振断层血管成

像（Magnetic Resonance Tomographic Angi

ography, MRTA）方法在鉴别面肌痉挛与 Mei

ge 综合征中的应用价值和意义,以期能提高两

种疾病诊断的正确率。 

方法  10 例双侧面肌痉挛患者和 9 例 Meige

综合征患者均接受神经电生理监测。面肌痉

挛患者均为双侧发病,其中男性 2 例,女性 8 例,

年龄 16-58 岁,病程 5-54 个月。Meige 综合征

患者中男性 3 例,女性 6 例,年龄 51-68 岁,病

程 12-36 个月。所有患者术前常规行颅脑 MR

TA 检查。 

结果  Meige 综合征患者的表面肌电图（sEM

G）皆显示双侧眼轮砸肌的同步收缩和(或)口

轮砸肌的同步簇状爆发放电,而面肌痉挛患者

的 sEMG 显示双侧非同步爆发放电。所有 Me

ige 综合征患者的肌电图(EMG)检查皆未发现

异常肌反应（abnormal muscle response, A

MR）波;而面肌痉挛患者双侧均可记录到 AM

R 波。面肌痉挛患者术前 MRTA 影像上,皆存

在桥小脑脚区责任血管对于面神经不同程度

的压迫或接触,而 Meige 综合征患者一般 MRT

A 为阴性。 

结论  若把握 Meige 综合征的特点,即双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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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面部表情肌群的对称性痉挛性收缩,sEMG

显示受累肌群的同步簇状爆发放电及无 AMR

波,則可与双侧面肌痉挛相鉴别,在最大程度上

避免误诊。临床中,若 MRTA 影像一侧有明确

责任血管压迫,而另一侧为可疑压迫时,则可考

虑行神经电生理检查以进一步鉴别上述两种

疾病。綜上,若能联合分析 sEMG、EMG 中的

AMR 波和 MRTA 等三种检查结果,则可较好

的在临床上区分双侧面肌痉挛与 Meige 综合

征,减少误诊率。 

 
 
OR-308 

虚拟现实（VR）技术卵圆孔半月神经节定位

射频治疗三叉神经痛 338 例临床研究 
 

吴承远 1 张良文 1 刘垒 2 徐淑军 1 刘玉光 1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     

2.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探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 技

术卵圆孔重建在三叉神经痛射频治疗术中精

准定位及手术技巧。 

方法 本组对 338 例三叉神经痛病人第 II,III 支

疼痛部位，在射频治疗术中采用虚拟现实靶

点重建、精准定位。根据电极靶点与卵圆孔

的关系，以调整电极的方向和深度，同时进

行电刺激和电生理阻抗定位。然后，进行温

控射频治疗。 

结果 采用虚拟现实（VR）技术，从而清晰地

显示射频电极与卵圆孔的三维成像关系，经

术中靶点调整，使电极精准地定位于卵圆孔

内的半月神经节相关神经纤维。本组病人疼

痛完全消失率 98.6%，优于常规治疗方法的 7

8.8%，无严重并发症。随访 6-36 个月未见复

发。 

结论 VR 技术实时显示了穿刺过程的三维成

像，提供了电极靶点与卵圆孔可靠的解剖学

依据，为难治性三叉神经痛或开颅微血管减

压手术（MVD）复发、无效的病人提供了新

的治疗途径，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疗效并

增加了操作的安全性。（附幻灯片） 

 
 
OR-309 
Comparison of multifocal visual evoked p
otential, static automated perimetry, an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findings f
or assessing visual pathways in patients 
with pituitary adenomas 
 

Qiao Nidan,Zhang Yichao,Ye Zhao,Shen Ming,Shou
 Xuefei,Wang Yongfei,Li Shiqi,Wang Min,Zhao Yao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Purpose  There have been no studies invest
igat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tructural [thi
ckness of the 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 (RNFL)
 as determined by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
aphy (OCT)] and functional [Humphrey visua
l field (HVF) or visual evoked potential (VEP)
 amplitude] measures of optic nerve integrity 
in patients with pituitary adenomas (PA). 
Methods  Patients with PAs were recruited b
etween September 2010 and September 20
13. OCT, standard automated perimetry (SA
P), and multifical VEP (mfVEP) were perform
ed. Agreement between OCT, SAP, and mfV
EP values in classifying eyes/quadrants was 
determined using AC1 statistics. Pearson’s c
orrelation was used to examin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data. 
Results  In total, 88.7 % of the eyes tested s
howed abnormal SAP findings and 93.7 % s
howed abnormal mfVEP findings. Only 14.8
 % of the eyes showed abnormal OCT findin
gs. The agreement between SAP and mfVE
P findings was 88.9 % (AC1 = 0.87). The agr
eement between OCT and mfVEP findings w
as 24.2 % (AC1 = -0.52), and that between 
OCT and SAP findings was 21.5 % (AC1 = -
0.56). The correlation values between RNFL 
thickness and the functional measurements 
were -0.601 for the mfVEP score (P = 0.000)
 and -0.441 for the SAP score (P = 0.000). T
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fVEP and SAP 
scores was -0.617 (P = 0.000). 
Conclusions  mfVEP, SAP, and OCT provid
ed complementary information for detecting 
visual pathway abnormalities in patients with
 PAs. Good agreement was demonstrated b
etween SAP and mfVEP and quantitative an
alysis of structure–function measurements re
vealed a moderate correlation.  
 
 
OR-310 

CSEP 和 DNEP 对兔不同水平永久性脊髓缺

血损伤早期的评估 
 

宋启民 

临沂市人民医院 10134619 

 

目的 通过观察皮质体感诱发电位（Cortical s

omatosensoryevoked potentials,CSEP）和

下传神经源性运动诱发电位(Desendingn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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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ic evoked potentials,DNEP)在脊髓缺血早

期的变化特点，探讨 CSEP 和 DNEP 在脊髓

损伤中的作用。  

方法 通过腰动脉结扎建立不同程度的永久性

兔脊髓缺血损伤动物模型，实验组随机分 5

组（分别结扎左肾动脉和动脉分叉间不同水

平的腰动脉），腰动脉结扎后连续记录 CSE

P 和 DNEPs 60min，2 d 后取缺血中心区标

本进行苏木素-伊红（HE）染色。 

结果 CSEP 波形平稳后的波幅与手术前的基

线波幅百分比对照组、1 根、2 根、3 根组结

扎后与结扎前 t 检验 P＞0.05，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4 根和 5 根组波幅百分比结扎后与结扎

前 t 检验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NE

Ps 波形平稳后的波幅与手术前的基线波幅百

分比对照组、1 根和 2 根结扎后与结扎前 t 检

验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 根、4 根

和 5 根组波幅百分比结扎后与结扎前 t 检验 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1 根、

2 根和 3 根组的结扎后 2d 与结扎前的运动功

能 t 检验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 根

和 5 根结扎后 2d 与结扎前的运动功能 t 检验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ESPs 和 DN

EPs 波幅变化与血管结扎后 2d 运动功能呈显

著性正相关。 

结论 CSEP 和 DNEPs 都能够预测脊髓运动

功能；DNEPs 对脊髓缺血性损伤更敏感，对

运动功能更特异，能够在脊髓缺血可逆期发

现缺血性损伤，为术中采取保护性措施预防

不可逆性脊髓损害提供了可能。 

 
 
OR-311 

联合电生理学监测在颅神经疾病诊治中的应

用 
 

李世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 AMR、ZLR、EMG 联合应用在面 

肌痉挛术前诊断、术中责任血管判断、手术

进程评估以及术后无效患者治疗方案选择中

的价值。 

方法  前瞻性观察 300 例在新华医院神经外科

接受微血管减压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重点

记录术前 AMR 阳性率、术中 AMR 阳性率、

术中 ZLR 和 EMG 应用情况，尤其是 AMR、

ZLR、EMG 联合应用于责任血管判断和手术

进程判断中的价值。同时对首次微血管减压

手术无效患者再次进行 AMR 检测，并根据监

测结果来决定给予患者随访或者再次接受微

血管减压手术，最后结合文献讨论联合监测

的应用价值。 

结果  AMR 很不稳定，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300 例临床症状典型的面肌痉挛患者

中，术前 AMR 阳性患者 252 例（84%），阴

性患者 48 例（16%）。微血管减压手术中成

功记录到典型 AMR 波 244 例（78%），AM

R 不典型或者阴性者 56 例（22%），这些 A

MR 阴性患者术中都同时应用 ZLR 和 EMG 进

行监测，并全部依据 AMR、ZLR、EMG 完全

阴性后才结束手术。术后症状完全缓解 283

例（ 9 4 %），不缓解及部分缓解 1 7 例

（6%），对 17 例患者再次进行 AMR 检测，

结果 AMR（+）15 例，AMR（—）2 例，根

据 AMR 监测结果选择治疗方案，其中 AMR

（+）的 15 例患者再次微血管减压手术，术

后症状完全缓解，AMR（—）的 2 例患者给

予随访，结果 1 例症状逐步消失，另一例症

状没有改善，仍然在随访。 

结论  微血管减压手术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水

平，目前手术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面瘫、听力

障碍、面部麻木、疼痛、症状复发以及术后

症状缓解不完全。提高手术技巧、更新手术

理念、联合应用多种电生理学监测技术是确

保手术有效和提高手术总体满意度的关键。 

 
 
OR-312 

颞骨岩部手术中面神经监测参数设计探讨 
 

肖丹青 1 郑宏伟 2 任仙 1 渠雪峰 1 强峻 1 赵春维 1 余

力生 2 刘献增 1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癫痫中心暨神经功能检

测室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目的  探讨不同方式的面神经监测在颞骨岩部

手术中应用的优势。 

方法  对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102 例颞骨岩部手

术，采用自由肌电（fEMG）、四个脉冲串刺

激（TOF）、触发肌电（tEMG）和面部运动

诱发电位（FMEP）四种监测方式，分别统计

1、行外耳道操作时 fEMG 暴发电活动与面神

经管不完全的相关性；2、TOF 值与 tEMG、

FMEP 阈刺激强度（TI）的相关性；3、tEM

G 中 TI 与单极刺激器刺激位置和面神经间隔

组织厚度之间的关系；4、FMEP 分别应用单

脉冲经颅电刺激技术（sTES）和多脉冲经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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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刺激技术（mpTES）时，各刺激部位 TI 分

布规律、各导联复合单位动作电位（CAMP）

分布特点等监测参数的应用对面神经监测结

果的影响。 

结果  1、外耳道操作时 fEMG 阳性者，70%

有面神经管不完整，面神经裸露现象。2、使

用罗库溴铵时，TOF 值与 tEMG、FMEP 的 T

I 值存在负相关。3、单极刺激面神经管周围

区域可诱发 tEMG，额肌、眼轮匝肌、口轮匝

肌、颏肌各导联间阳性率无显著差异，TI 可

低至 0.19mA。4、颏肌 FMEP 诱出率在超强

刺激（MaxI）下为 100%，强度刺激（SI）

为 100mA 下为 96%，TI 下为 92%，是敏感

度最高的记录部位。5、改变 FMEP 阳极位

置，TI 平均值在 M5/6 最低，C3/4 最高；SI

为 100mA 时 M5/6 处 CAMP 诱出率最高，C

3/4 处最低。6、FMEP 单脉冲 TI 为 35±15m

A，TI 下潜伏期 7.3±0.8ms；多脉冲串 TI 为 5

0±20mA，TI 下潜伏期 11.9±0.4ms，有助于

鉴别 FMEP 假阳性现象。 

结论  面神经监测中 fEMG、tEMG、TOF、s

TES-FMEP、mpTES-FMEP 相辅相成，联合

使用有助于及时准确提示面神经功能。 

 
 
OR-313 

眶下神经刺激诱发 AMR 波在面肌痉挛 MVD

术中的应用——介绍一种诱发 AMR 波的新方

法（原创） 
 

林军 陶英群 袁冠前 许峰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观察眶下神经刺激诱发 AMR 波（异常

肌肉反应）的新方法在面肌痉挛（HFS）显

微微血管减压（MVD）手术中的应用以及与

常规方法的比较研究。 

方法  采用美国 Nicolet Endeavor CR 神经电

生理术中监测仪，对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的 23 例面肌痉挛手术病人行术中 AMR

波的电生理监测，选取 A、B 两组刺激电极分

别置于患侧面神经的颧支（常规方法）和眶

下神经（新方法，以眶下孔为进针点），三

组记录电极分别置于患侧眼轮匝肌、口轮匝

肌及颏肌；分别记录切皮前和显微微血管减

压后两个时间段的 AMR 波形态及电流刺激

值，其中切皮前所采集的 AMR 波最小刺激电

流为 AMR 波阈值；刺激电流根据术中监测情

况调整范围为 0mA-100mA，其它参数均为常

规刺激参数。 

结果  23 例患者测定 AMR 波，A、B 两组阳

性率均为 87%（20/23）, A、B 两组同时为阴

性的 2 例（8.7%）；20 例 AMR 波阳性者

A、B 两组刺激阈值范围为 0.6mA-50mA，平

均值分别为 3.2mA 和 3.0mA；显微微血管减

压后刺激阈值不同程度提高，其中阈值两组

提高小于 1 倍者均为 3 例（13.0%），其余患

者阈值提高大于 2-15 倍。患者术后随访 3-10

个月，症状消失 22 例（95.7%），症状明显

缓解 1 例（4.3%）。 

讨论  本文介绍的这种眶下神经刺激诱发 AM

R 波（异常肌肉反应）的新方法来源于瞬目

反射的启发，在前 10 例的患者中我们同时刺

激健侧眶下神经，但并不能得到 AMR 波，所

以说该方法并不同于瞬目反射。由于在临床

实践中发现有极少数的患者 AMR 波为阴性，

故而尝试在眶下神经刺激看有何结果，很幸

运的是无论在刺激电流、潜伏期、波幅、波

宽等记录数据都与常规方法所得到的数据相

似。通过两组方法的比较，诱发 AMR 波的阳

性率以及其它指标并无明显差异，说明两者

可以互相替代。目前国内外文献尚无此方法

的报道，其原理尚不好阐明。 

结论  眶下神经刺激诱发 AMR 波（异常肌肉

反应）的新方法，可以替代常规方法，或者

同时在术中实施。由于本研究的病例数尚

少，其原理有待于大样本或多中心的进一步

研究和探索。 

 
 
OR-314 

神经电生理监测联合术中荧光造影在脊髓髓

内血管母细胞瘤显微切除术中的应用 
 

黄志纯 田新华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0 

 

目的  探讨神经电生理监测在联合术中荧光造

影在脊髓血管母细胞瘤显微切除术的应用价

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 12 例脊髓髓内

血管母细胞瘤的临床资料。均行显微切除

术，术中采用 Nicolet 公司 Endeavor 型监护

仪进行神经电生理监测，主要监测体感、运

动诱发电位和肌电图监测，肿瘤切除前、后

均使用荧光造影辅助肿瘤切除。 

结果  肿瘤全切除 10 例，大部分切除 2 例。

随访 6~12 个月，根据 McCormick 脊髓功能

状态分级:明显改善 11 例,加重 1 例。 

结论  显微手术是脊髓髓内血管母细胞瘤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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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治疗措施，术中荧光血管造影可明确主要

供血动脉及引流静脉，便于切断血供，有利

于减少术中出血，提高手术安全性，辅以神

经电生理监测预警：及时发现神经功能损

害，可提高肿瘤切除率及手术安全性，最大

程度保护脊髓神经功能，减少并发症，改善 

病人预后。 

 
 
OR-315 

多通道微电极记录在帕金森病脑深部电刺激

定位中的作用 
 

徐欣 凌至培 潘隆盛 崔志强 毛之奇 余新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脑深部电刺激（DBS）是目前帕金森病

外科治疗主要的方法，丘脑底核(STN)是帕金

森病(PD)DBS 治疗的首选靶点，STN 内的感

觉运动部分与 STN 其它区域相比较，有着不

同的放电模式和频率，DBS 术后的程控临床

试验证实了 STN 感觉运动区是治疗效果较好

的刺激靶点区域，在术中如何准确、有效的

鉴别出 STN 感觉运动区是 DBS 治疗的关

键。本文在帕金森病 STN—DBS 手术中应用

多通道微电极记录，探讨在其精准定位作用

与风险。 

方法  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5 月 10 例帕金

森病患者在 STN-DBS 手术中，应用多通道微

电极记录，记录丘脑底核的前、后、内、外

和中心 5 个不同部位的神经元活动，分析不

同部位的神经元的放电特点，比较术前 MR

影像预设的放置靶点与最终放置靶点的不同

及价值。 

结果  不同的通道显示了不同的神经元放电以

及其放电的强度与长度，从中选择感觉运动

相关的通道来放置最终的植入电极，结果显

示：左侧 STN 为放置为中心位置 6 例（6

0%），非中心 4 例（40%），其中前方 2 例

（20%），外侧 1 例（10%），内侧 1 例（1

0%）；右侧 STN：中心位置 5 例（50%），

非中心 5（50%），其中外侧 4（40%），内

侧 1（10%）。 

结论  10 个病人中选择预设靶点即中心靶点的

比例只有 50-60%，有 40-50%的患者最终放

置植入电极的位置与预设的靶点不同,多通道

微电极记录可以覆盖整个 STN，通过记录其

电信号并分析比较后，可以准确显示出 STN

的运动区域，选择最佳的通道植入电极的，

提高 DBS 治 

疗的效果。DBS 手术中，多通道微电极记录

是一种可以提高精准定位，安全有效监测方

法。 

 
 
OR-316 

胶质瘤干细胞诱导微环境中的树突状细胞恶

性转化和逆转策略 
 

黄强 董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15004 

 

目的  已知胶质瘤干/祖细胞具有诱导微环境中

宿主源性间充质细胞和巨噬细胞恶性转化的

潜能，尚未知树突状细胞如何变化，更不知

道如何处之。本文就探讨这种变化和逆转对

策。  

方法  将转有红色荧光蛋白（RFP）基因的人

胶质瘤干/祖细胞 SU3-RFP，一方面接种于全

身表达绿色荧光蛋白（GFP）的裸小鼠肝

脏，致瘤后取移植瘤组织再培养；另一方面

与源于同品系小鼠骨髓的树突状细胞体外共

培养。从这两类细胞中单克隆具永生化的 GF

P+,GFP/RFP 双阳性细胞传代，做细胞表型

分析，致瘤试验和药物治疗。  

结果  从移植瘤组织中单克隆到了 B4,B9,B10

三株细胞和从体外培养细胞中单克隆到了一

株 ihDCTC，其中 B4 和 ihDCTC 分别表达 C

D83/CD86 和 CD80/CD11C，体外传代培养

这四株细胞，均具永生化表型和皮下接种 10/

10(100%)的致瘤率，用白黎芦醇治疗能明显

抑制组织和细胞中的 pSTAT3 的表达和相应

移植瘤的生长。  

结论  胶质瘤干/祖细胞无论移植在裸小鼠肝组

织内还是与骨髓树突状细胞体外共培养过程

中均能诱导树突状细胞恶性转化, 这种转化可

能与细胞中的 STAT3 通路激活有关，白藜芦

醇可抑制其发生，这不但为肿瘤细胞免疫逃

逸找到了新证据，而且为肿瘤微环境中的非

可控性炎症反应变成可控性炎症开拓了新思 

路。  

 
 
OR-317 

EPO 通过调节 Akt 通路及细胞周期关键蛋白

CyclinD1 促进胶质母细胞瘤快速增殖 
 

唐兆华 1 霍钢 1 王文涛 1 刘自力 1 谭赢 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外科    2.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神经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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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临床随访、病理标本及体

内、外胶质母细胞瘤模型，研究促红细胞生

成素（erythropoietin，EPO）促进胶质母细

胞瘤快速增殖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检测不同级别的临床胶质瘤标本中 EPO 

及其受体的表达情况，比较其与增值指数（Ki

67）及患者生存期的相关性；体外培养胶质

母细胞瘤 U87 细胞株，分为对照组、EPO 处

理组及 EPO+Akt 抑制剂组。检测各组肿瘤细

胞的增殖速度，信号通路 P-Akt、β-Cantenin

及细胞周期关键蛋白 CyclinD1 的表达情况及

肿瘤细胞的增殖周期。建立 U87 细胞株裸鼠

皮下成瘤模型，分为对照组及 EPO 处理组，

检测各组皮下成瘤的体积、重量、生长速度

及裸鼠生存期，比较 EPO 及其受体表达水平

与 Ki67 及生存期的相关性。 

结果 临床实验：EPO、EPOR 表达随着临床

胶质瘤病理级别的增高表达明显增强（均 P

＜0.05），并与 Ki67 呈正相关，与患者的生

存期呈负相关。体外实验：EPO 处理后胶质

母细胞瘤细胞生长速度明显增快，P-Akt、β-

Cantenin 及 CyclinD1 表达水平也明显上调，

细胞增殖指数明显升高（均 P＜0.05）；EP

O+Akt 抑制剂处理使细胞 P-Akt、β-Cantenin

及 CyclinD1 表达显著被抑制， 细胞增殖指数

及增殖速度显著降低（均 P＜0.05）。裸鼠体

内实验：EPO 处理后裸鼠的体内胶质母细胞

瘤生长速度、瘤体重量及体积明显增加（均

P＜0.05），EPO 及 EPOR 的表达量与 Ki67

呈正相关，与裸鼠的生存期呈负相关。 

结论 本研究发现 EPO 及其受体与胶质瘤的病

理级别、增殖速度患者生存期呈显著的相关

性；EPO 可显著促进胶质母细胞瘤的增殖；

激活 Akt 信号通路，上调细胞周期关键蛋白 C

yclinD1 的表达，加快肿瘤细胞增殖周期是其

重要分子机制。 

 
 
OR-318 

阻断 mTOR 通路可抑制 GH3 垂体瘤细胞的

增殖及分泌功能 
 

谢嵘 寿雪飞 李士其 王镛斐 赵曜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200040 

 

目的  GH 型垂体瘤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其

治疗仍是神经外科的难题。近年来的研究发

现 mTOR 通路的激活可能是垂体瘤细胞生长

的重要机制。本研究应用体外培养的 GH3 细

胞株，旨在观察阻断 mTOR 通路是否可抑制

垂体瘤细胞的生长及分泌功能，为垂体瘤的

药物治疗提供新的靶点及依据。  

方法  GH3 细胞株（可分泌 GH 的大鼠垂体瘤

细胞)和 MtT/E（小鼠无功能垂体瘤细胞）细

胞株行体外培养。应用噻唑蓝(MTT) 比色分

析法观察不同浓度的 mTOR 通路抑制剂 Rap

amycin 和 Torin-1 在不同时间点对 GH3 以及

MtT/E 细胞增殖的影响。随后构建 mTOR sh

RNA 的慢病毒载体，观察抑制 mTOR 基因表

达后对 GH3 细胞增殖的以及 GH 分泌的影响

（ELISA 法），同时应用 mTOR 下游通路激

动剂 PA 观察可否逆转 mTOR shRNA 对垂体

瘤细胞增殖及分泌的抑制作用。  

结果  本研究发现 mTOR 通路抑制剂 Rapam

ycin 和 Torin-1 可抑制 GH3 以及 MtT/E 细胞

增殖，并具有剂量以及时间依赖效应；同时

应用 mTOR shRNA 抑制 mTOR 基因表达后

对可显著抑制 GH3 的增殖以及 GH 激素的体

外分泌。而应用 mTOR 下游通路激动剂 PA

后则可明显逆转 mTOR shRNA 对垂体瘤细胞

增殖及分泌的抑制作用。  

结论  阻断 mTOR 通路可抑制体外 GH3 细胞

的增殖及激素分泌功能，可能成为垂体瘤治

疗的新靶点。  

 
 
OR-319 

FRK 通过 integrinβ1/FAK 信号通路影响脑

胶质瘤细胞迁移和侵袭作用的研究 
 

吴雨璇 施恒亮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研究 FRK 是否通过 integrinβ1/FAK 信

号通路影响脑胶质瘤细胞迁移和侵袭的作

用。  

方法  1. 应用 PolyJet?将 FRK 质粒转染入脑

胶质瘤 U251 和 U87 细胞中，检测 FRK 在 U

251、U87 细胞中的过表达情况。2. 在脑胶质

瘤 U251 和 U87 细胞中过表达 FRK 后，检测

过表达 FRK 对 integrin beta 1（ITGB1）、p-

AKT(Ser473)、p-AKT(Thr308)、AKT、p-FA

K（Tyr397）、FAK 蛋白水平的影响。3. 检

测 ITGB1 在非肿瘤脑组织及脑胶质瘤组织中

的表达情况。4. 在培养的脑胶质瘤 U251 细

胞中，观察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变化。  

结果  1. 在脑胶质瘤 U251 细胞中过表达 FRK

 24h 后，穿过划痕的细胞及转染 FRK 质粒组

穿过 Matrigel 基质胶及滤膜的细胞数明显减

少。2. 在脑胶质瘤细胞系 U251、U87 细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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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过表达 FRK 降低了 ITGB1、p-AKT(Ser47

3)、p-FAK（Tyr397）蛋白水平；ITGB1 核

酸水平降低；活性形式的 Rac1 减少。3. 在

人脑胶质瘤手术标本中，ITGB1 蛋白水平明

显高于非肿瘤脑组织，且随胶质瘤级别的增

高而增加。过表达 ITGB1 后脑胶质瘤 U251

细胞迁移数目明显增加 ，过 Matrigel 基质胶

及滤膜的细胞数明显增加。4. 过表达 FRK 降

低了 p-AKT(Ser473)、p-FAK（Tyr397）蛋

白水平，但对 AKT、FAK 蛋白水平无明显影

响，过表达 ITGB1 增加了 p-AKT(Ser473)、p

-FAK（Tyr397）蛋白水平，过表达 ITGB1 可

以逆转过表达 FRK 对 p-AKT(Ser473)、p-FA

K（Tyr397）蛋白水平的降低作用。过表达 F

RK 可以抑制脑胶质瘤细胞迁移和侵袭，过表

达 ITGB1 则可以促进脑胶质瘤细胞迁移和侵

袭，过表达 ITGB1 可以逆转过表达 FRK 对脑

胶质瘤细胞迁移和侵袭的抑制作用。  

结论  1、过表达 FRK 可以抑制脑胶质瘤细胞

的迁移与侵袭能力。2、在人脑胶质瘤手术标

本中，ITGB1 蛋白水平明显高于非肿瘤脑组

织，且随胶质瘤级别的增高而增加；过表达 I

TGB1 可以促进脑胶质瘤细胞的迁移与侵袭能

力。3、过表达 FRK 通过降低 ITGB1 的蛋白

水平和核酸水平影响 FAK 信号通路，进而抑

制肿瘤细胞的迁移与侵袭能力。  

 
 
OR-320 

NDRG2 参与脑缺血损伤诱导的星形胶质细胞

凋亡：脑卒中治疗的新靶点 
 

马玉龙 1 张丽霞 2 侯武刚 1 熊利泽 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科     

2.解放军第 304 医院 

 

目的  除溶栓治疗外，几乎所有防治缺血性脑

中风新策略的临床研究都以失败而告终。其

中大多数研究只注重防治神经元的损伤，忽

略了其它神经细胞的作用。近年来，为神经

元提供营养和结构支持的星形胶质细胞逐渐

成为防治脑卒中的靶点。我们前期研究发

现，新分子 N-myc 下游调控的基因 2（NDR

G2）在脑内特异性表达于星形胶质细胞并参

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展。然而，NDRG2 在

缺血性中风中的作用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

探究 NDRG2 在脑缺血损伤诱导的星形胶质

细胞凋亡中的作用。 

方法  在体实验采用成年雄性 C57 小鼠和大脑

中动脉闭塞（MCAO）脑缺血模型，利用 RT

-PCR、Western blot 和免疫荧光双标检测脑

缺血半暗带区不同时间点（2h,6h,12h,24h）

NDRG2 表达；利用 Tunel 染色检测 NDRG2

与细胞凋亡的关系。离体实验采用上下调 ND

RG2 表达的慢病毒分别转染星形胶质细胞系

细胞（M1800)，利用流式细胞仪和 Edu 染色

检测 NDRG2 对星形胶质细胞增殖的影响。

给予各组细胞氧糖剥夺（OGD）4h 的损伤，

利用 RT-PCR、Western blot 和免疫荧光双标

检测 OGD 后不同时间点（2h,6h,12h,24h）N

DRG2 表达；利用 Elisa 检测氧自由基（RO

S）的产生水平；利用流式细胞仪，Tunel 染

色和 Western Blot 检测 NDRG2 与细胞凋亡

的关系。 

结果  在半暗带区，NDRG2 mRNA 和蛋白表

达在再灌注 6 小时开始增加，24 小时达到高

峰并出现 NDRG2 的表达从细胞质移位到细

胞核的现象；NDRG2 与 TUNEL 阳性细胞存

在共定位。离体实验中，成功构建了上下调

NDRG2 表达的稳转细胞系；发现上调 NDR

G2 表达抑制星形胶质细胞增殖，下调其表达

则促进细胞增殖；给予 OGD 损伤，NDRG2 

mRNA 和蛋白的表达在 2 小时开始增加，24

小时达到高峰并且出现 NDRG2 核转位现

象；上调 NDRG2 表达增加 OGD 后星形胶质

细胞 ROS 的产生，细胞凋亡数和 Cleaved C

aspase-3 的表达，下调 NDRG2 表达则减少

ROS 产生，细胞凋亡数和 Cleaved Caspase-

3 的表达。 

结论  NDRG2 参与了脑缺血缺氧损伤诱导的

星形胶质细胞凋亡，抑制 NDRG2 表达能够

显著减少 ROS 的产生和星形胶质细胞凋亡。

这些发现为研究 NDRG2 在脑缺血缺氧损伤

中的作用提供了思路，并为临床治疗脑中风

提供了潜在的防治靶点。 

 
 
OR-321 
Protective effects of calpain inhibition on 
neurovascular unit injury through down-r
egulating NF-κB-related inflammation dur
ing TBI 
 
Tao Xiaogang1,Sun Ming2,Liu Baiyun1,2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Beijing Tian Tan H

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Beijing Neurosurgical Institute 
 

Objective  In addition to neurons, all compo
nents of the neurovascular unit (NVU), such 
as glia, endothelia, and basal membran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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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destroyed during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
BI).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xces
sive stimulation of calpain is crucial for cereb
ral injury after traumatic insult and is an impo
rtant cause of neuroinflammatory cascade. T
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
e whether calpain activation participated in N
VU disruption and edema formation in a mou
se model of controlled cortical impact (CCI).  
Methods  MDL28170 (20 mg/kg), a selective
 calpain inhibitor, was administered intraperit
oneally at 5 min, 3 h and 6 h after experimen
tal CCI. We then measured neurobehavioral 
deficits, calpain activity, inflammatory mediat
or levels, blood-brain barrier disruption, and 
NVU deficitsus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h
istopathological analysis at 6 h and 24 h afte
r CCI.  
Results  The MDL28170 treatment significa
ntly reduced the extent of both cerebral cont
usion and edema, improved neurological sco
res, and attenuated NVU damage resulting fr
om CCI. Moreover, MDL28170 markedly do
wn-regulated nuclear factOR-κB-related infla
mmation and lessened both myeloperoxidas
e activity an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M
MP-9) levels.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these findings de
monstrate that calpain inhibition by MDL281
70 can protect the structure of the NVU by in
hibiting the inflammatory cascade, reducing t
he expression of MMP-9, and supporting the
 integrity of tight junction during acute TBI. 
 
 
OR-322 

大脑皮质的微小损伤对阿尔茨海默病模型 

小鼠认知功能的影响 
 

邹敬宇 1 吴安华 1 飯塚秀明 2 王运杰 1 加藤伸郎 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金沢医科大学 

 

目的  在颅脑损伤患者和拳击运动员的脑部出

现阿尔茨海默病（AD）样病理改变已有报

道；在 AD 小鼠中，颅脑损伤可引起淀粉样 β

蛋白（Aβ）在 AD 病程早期即出现细胞内蓄

积。AD 初期 Aβ 斑块尚未出现，可溶性 Aβ

在神经细胞内外的逐渐蓄积可引起认知功能

障碍的观点已被广泛认可。因此，微小颅脑

损伤可能加重早期 AD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我

们通过行为学及电生理学等方法研究微小颅

脑损伤对 AD 小鼠认知功能的影响及其病理生 

理改变。 

方法  实验动物为 4-5 月龄三转基因雄性小鼠

（3xTg）。距前囟和人字缝连线中点左右两

侧 2.0mm 处，电钻钻开颅骨，在皮质表面以

下 1.0mm 处注入 0.25μM 谷氨酸钠或生理盐

水 0.2μL。第一组小鼠完成注射 2 周后行 Mor

ris 水迷宫实验。另一组小鼠，在 Morris 水迷

宫实验后进行注射，2 周后进行第二次水迷宫

实验。包括野生型和 3xTg 小鼠的 2 种试剂的

注射，共 4 个实验组。通过组织学检查，比

较各组小鼠注射后新皮质损伤体积。DNA 微

阵列分析。ELISA 测定海马可溶性 Aβ 水平。

全细胞记录扣带回椎体细胞动作电位，评估

BK 通道活性。 

结果  对于两种基因型小鼠，谷氨酸钠注射组

小鼠顶部皮质损伤体积大于生理盐水对照

组。第一组小鼠注射 2 周后的 Morris 水迷宫

实验表明，3xTg 小鼠较野生型小鼠学习成绩

差。第二组小鼠第一次 Morris 水迷宫实验

后，将野生型和 3xTg 小鼠每组再分为平均成

绩几乎相同的 2 组，分别注射谷氨酸钠和生

理盐水。2 周后第二次 Morris 水迷宫实验结

果表明 3xTg 小鼠生理盐水对照组学习成绩明

显改善，与野性小鼠无差异。而 3xTg 小鼠谷

氨酸钠注射组学习成绩无改善，两组间存在

显著差异。膜片钳、DNA 微阵列分析、ELIS

A 结果表明，与 3xTg 小鼠生理盐水对照组相

比，3xTg 小鼠谷氨酸钠注射组的 BK 通道活

性降低；3xTg 小鼠谷氨酸钠注射组 4 个基因

表达发生改变；3xTg 小鼠谷氨酸钠注射组海

马内可溶性 Aβ 显著增加。 

结论  我们首先确认了微小皮质损伤可加重 3x

Tg 小鼠的空间学习障碍。因海马并未直接受

到注射损伤，我们推断注射损伤可能产生某

些因子并传递到海马组织，因此我们对皮质

及海马组织行 DNA 微阵列分析。谷氨酸盐引

起海马内 Aβ 含量增高，也可能由这些因子造

成。颅脑损伤与 AD 的相互作用还存在很多未

知因素，微小颅脑损伤可能加快 AD 临床前期

的发展速度。因此，这些因子在未来的研究

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OR-323 

脑震荡后记忆障碍患者后扣带回与相邻楔前

叶及全脑功能连接情况研究 
 

傅先明 钱若兵 夏春生 张栋 彭楠 李顺利 林彬 牛朝诗 

汪业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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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利用静息态 fMRI 探讨脑震荡后综合征

（PCS）伴记忆障碍患者后扣带回（PCC）

与楔前叶以及全脑功能连接情况及其意义。 

方法  PCS 伴记忆障碍患者 16 例，同期招募 

16 名健康对照（HC）者，采集并处理静息态

fMRI 数据，分别以左右 PCC 作为感兴趣区

（ROI）与全脑进行功能连接计算并做统计分

析，得出 PCS 患者 PCC 与全脑功能连接有

改变的脑区。 

结果  分别以左右 PCC 为 ROI 分析数据均提

示后扣带回与内侧前额叶、扣带回中后部、

楔前叶、顶上小叶等脑区有明显的强功能连

接(P<0.05)。PCS 组与 HC 组对比发现：以

左侧 PCC 为 ROI 分析，发现左 PCC 与双侧

楔前叶、扣带回中部，右后扣带回呈增强状

态。与双侧缘上回、颞上回、罗兰氏岛盖

部、辅助运动区呈减弱状态；以右侧 PCC 为

ROI 分析，发现 FC 增强的脑区有双侧楔前

叶，左侧额上回、额中回；FC 减弱的脑区有

双侧缘上回、颞上回、罗兰氏岛盖部、辅助

运动区、中央后回(P<0.05)。  

结论  静息状态下 PCS 患者 PCC 与额叶、颞

叶、顶叶相关皮质功能连接减弱，可是是导

致记忆障碍的原因之一，与楔前叶功能连接

显著增强，可能是记忆障碍的代偿效应。 

 
 
OR-324 

通脉降糖胶囊对糖基化终末产物诱导的雪旺

氏细胞凋亡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张黎 于炎冰 梁剑锋 杨文强 刘江 李放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探讨活血化瘀中药通脉降糖胶囊(TM)对

Wistar 大鼠雪旺氏细胞(schwann cell, SC)的

作用及机制。   

方法  采用血清药理学方法制备 TM 含药血

清，在测定 TM 对糖基化终末产物诱导的 SC

凋亡的影响实验中，将 SC 分成正常大鼠血清

SC 对照组(No Treatment, NT)、正常大鼠血

清 SC+AGEs 共培养组(NT+AGEs)、TM 血

清 SC 组(TM)、TM 血清+AGEs 共培养组(TM

+AGEs)，培养 24h 后，在同倍镜(x400)下观

察，然后进行 Hoechst33258 和 S100 免疫荧

光染色，在倒置荧光显微镜下对 SC 计数进行

比较。在测定 TM 对 SC 表达肿瘤坏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白介素-

6 (Interleukin-6, IL-6)、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 NGF) mR

NA 的影响实验中，将 SC 分为正常大鼠血清

SC 对照组(NT)和 TM 血清 SC 组(TM)，运用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 TNF-α、I

L-6、BDNF、NGF 的 mRNA 表达。在测定 T

M 对 SC 中 TNF-α 和 IL-6 蛋白表达的影响实

验中，将 SC 细胞分为正常大鼠血清 SC 对照

组(NT)和 TM 血清 SC 组(TM)，运用酶联免疫

吸附测定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

ssay, ELISA)检测 TNF-α、IL-6 的蛋白表达。 

结果  (1)TM 组较 NT 组 SC 数量明显增加，N

T+AGEs 组 SC 数量较 NT 组明显减少，TM+

AGEs 组较 NT+AGEs 组 SC 数量明显增加，

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显著性意义(P<0.05)；(2)

TM 组 TNF-α、IL-6 mRNA 较 NT 组表达明显

降低，TM 组 BDNF、NGF mRNA 较 NT 组

表达无明显变化；(3)TM 组较 NT 组 TNF-α、

IL-6 蛋白表达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显著

性意义(P<0.05)。 

结论  (1)TM 可明显抑制 AGEs 诱发的 SC 的

凋亡；(2)TM 可以抑制 SC 中 TNF-α、IL-6 m

RNA 和蛋白的表达；(3)TM 可能通过抑制 SC

中 TNF-α、IL-6 的表达来减少 SC 的凋亡。 

  
 
OR-325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icroRNA ex
pression profile in pediatric medulloblast
oma 
 
Dai Junqiang 

1.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兰州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 

 

Objective  Medulloblastoma(MB) is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brain tumor of the centra
l nervous system among children. MB is the 
embryonal tumor which little is known their p
athogenesis. Many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
o understand the molecular aspects of its tu
morigenic pathways, but it also poorly under
stood so far. MicroRNA, as a sort noncoding 
short RNAs, has been proved linked to many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and pathological pr
ocess of serious diseases, including brain tu
mors.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croRNA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 role in many malig
nancies. Here, we aim to defin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set of microRNAs in medulloblast
oma tumor tissue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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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on of tu
morigenesis. 
Methods  The data was downloaded from N
CBI GEO database. We downloaded the dat
a Series Matrix File and performed a log2 tra
nsformation. The data includes 7 control sa
mples (consist of 3 cerebellum and 4 frontal l
obe control) and 9 medulloblastoma samples.
 All samples data was normalized by using li
mma packagein R software. The selected sa
mples of this profile as showed in Table 1. T
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we
re obtained with the thresholds of |logFC|>1.
0 and P<0.01, using Linear models and empi
rical bayes methods for assessing differentia
l expression in microarray experiments in Li
mma package (Table 2). Finally, we write the
 heatmap of different group to visualize the d
ifferent expression genes and clustered the c
orresponding group with the different expres
sed miRNAs tumor tissue by R package of g
plot (Figure 1). We uploaded the dataset (48 
different expression microRNAs ) to the IPA
(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software, using
 the microRNA Target Filter to find the targeti
ng information. Finally, we found 40 microR
NAs targeting 11757 mRNAs by the Filter. T
hen we use the core analysis (Rapid assess
ment of the signaling and metabolic pathway
s, molecular networks, and biological proces
s that are most significantly perturbed in the 
dataset of interest) to analyze those microR
NAs associated network functions.  
 Results  Using miRNA microarrays data fro
m the GEO database, we identify the 48 sign
ificantly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miRNAs in m
edulloblastoma compared with the total norm
al group (Table 2). The core analysis showe
d the molecular network interactions and sig
naling pathways associated with 28 differenti
al expression microRNAs of medulloblastom
a and their predicted molecular targets were 
rebuild using IPA.The network of ‘Organisma
l Injury and Abnormalities, Reproductive Syst
em Disease, Cancer’ with IPA score of 41, F
ocus 17miRNA Molecules, and ‘Cancer, Org
anismal Injury and Abnormalities, Cell Death
 and Survival’ with IPA score of 23, Focus 11
 miRNA Molecules (Figure 2 A and B). The 
most impacted biological processes and dise
ases regulated by the analyzed miRNAs incl
uded: Organismal Injury and Abnormalities, 
Reproductive System Disease, Cancer. The 
molecular network maps in the networks 1 s
howed 3 main components were found to be

 at the central hub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net
work with a score of 41, which were TP53, A
GO2 and ERK1/2 (Figure 2A). TP53, SIRT1 
and YBX1 located in the central of networks 
2 with a core analysis score of 23 (Figure 2
B).  The first network included miR-17-5p, mi
R-130a-3p, miR-182-5p, miR-18a-5p, miR-1
9b-3p, miR-4288, miR-96-5p, which were up
-regulated in medulloblastoma samples, and 
miR-128-3p, miR-132-3p,miR-133a-3p, miR-
299a-5p, miR-409, miR-668-3p, which were 
down-regulated. The second significant netw
ork (Figure 2B) involved up-regulated miR-2
17-5p,miR-216a-5p and down-regulated miR
-329, miR-330, miR-584 which are associate
d with the regulation of key regulators in med
ulloblastoma development such as TP53, SI
RT1 and YBX1. However,when we chose th
e cerebellum sample as the control, we foun
d that 4 microRNAs were overexpressed and
 5 microRNAs were underexpressed in the m
edullobalstaoma(Table3). We uploaded the 
different expressed microRNAs to the IPA an
d performed the core analysis. The network 
of ‘Cell death and Survival,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 Hepatic System Disease’ with IP
A score of 9, Focus 4miRNA Molecules (Fig
ure 3).  
 Conclusion  In summary, based on the mic
roRNA array data in GEO database, we foun
d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in MB 
samples. Some of those dysregulated micro
RNAs have been confirmed, nevertheless, fu
rther researches need to verify the miRNAs, 
which have never been tested before. Besid
es, the IPA core analysis, showing the intera
ction of those miRNAs and counterpart targe
ts, gave us a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tumo
rigenesis of malignancy. Those finding ma
y provide us a powerful target for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or diagnosis in medulloblastom
as. 
 
 
OR-326 

脑胶质瘤微环境中星形胶质细胞介导化疗耐

药性的机制研究 
 

杨宁 戚其超 王剑 李新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胶质瘤细胞与星形胶质细胞构成三维共

培养模型，通过对比加入化疗药物后， 胶质

瘤细胞三维模型与三维共培养模型中胶质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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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增殖率，确定星形胶质细胞是否有介

导胶质瘤化疗耐药性的作用。 

方法 通过逆转录病毒转染分选出稳定表达绿

色荧光蛋白(eGFP)和生物荧光素酶(Luciferas

e)的胶质瘤细胞系，建立 eGFP/Luc 胶质瘤细

胞与人星形细胞三维共培养模型。以此为实

验模型，应用高通量荧光检测法，分析在替

莫唑胺和阿霉素处理下人星形胶质细胞对肿

瘤细胞生存的影响，筛选出在人星形胶质细

胞存在下能显著介导化疗耐药性的胶质瘤细

胞系；进一步，利用酶及流式细胞术对三维

共培养团块进行分离分选，分选出表达绿色

荧光蛋白的胶质瘤细胞及不表达荧光的人星

形胶质细胞。 利用基因芯片技术，分别寻找

分选后的胶质瘤细胞与单独培养的胶质瘤细

胞的表达差异基因，以及分选后的人星形胶

质细胞与单独培养的人星形胶质细胞的表达

差异基因，从而寻找人星形胶质细胞介导化

疗耐药性的机制。并且在胶质瘤病人切片标

本中验证靶分子并与病人耐药信息和生存相

关联；通过动物实验进一步验证耐药相关细

胞因子、耐药相关基因在胶质瘤间质星形细

胞介导胶质瘤耐药性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和机

制。 

结果 表达 eGFP/Luc 的胶质瘤细胞可与星形

胶质细胞构建三维共培养模型。不同的化疗

药物处理不同的胶质瘤细胞三维共培养模型

与三维肿瘤模型时，星形胶质细胞表现出不

同的作用。对部分胶质瘤细胞，星形胶质细

胞有介导化疗抵抗的作用；对部分胶质瘤细

胞，星形胶质细胞有抑制化疗抵抗、促进肿

瘤生长的作用。 

结论 不同的胶质瘤细胞，星形胶质细胞介导

不同的化疗作用。挑选星形胶质细胞介导化

疗抵抗的胶质瘤细胞系，研究三维共培养模

型与三维肿瘤模型中胶质瘤细胞蛋白及基因

表达的不同，对理解肿瘤微环境中星形胶质

细胞的作用，寻找新的肿瘤治疗靶点，具有

一定的转化医学意义。 

 
 
OR-327 

TNFSF15 通过下调 VEGF 来抑制小鼠颅内血

管母细胞瘤的生长及出血 
 

韩振营 1 杨贵莉 1,2 王世召 1 尉辉杰 1 王东 1 张智松 2 

江荣才 1 李鲁远 2 张建宁 1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 

 

目的 颅内血管母细胞瘤（Hemagioblastom

a，HB)发生机制尚不十分清楚，并常因生长

在颅底或脑干等关键部位，手术切除困难，

已成为临床治疗的难题。现已证实 HB 中 VE

GF 高表达促进了该病的发生发展，本研究拟

通过上调负性调控因子-TNFSF15 来调控 VE

GF 的表达，进而探明对 HB 生长及出血的作

用。 

方法 本课题组利用小鼠血管母细胞瘤细胞系-

bEnd.3 细胞，通过立体定向技术注入到小鼠

的颅内，已初步尝试建立了病理结构与人的

血管母细胞瘤极其相似的小鼠的血管母细胞

瘤动物模型。利用慢病毒转染技术致使-bEnd.

3 细胞高表达 TNFSF15，及利用高表达 TNF

SF15 的转基因小鼠，致使分别在 HB 局部及

循环血中高表达 TNFSF15。通过 ELISA 及 

RT-PCR 技术，探明血管瘤中 VEGF 的表达

水平；利用 HE 染色及 Image J 软件分析获得

血管瘤的体积。 

结果 基于小鼠颅内的血管母细胞瘤模型，利

用慢病毒转染技术致使 b-End.3 细胞高表达 T

NFSF15，利用 HE 染色及 Image J 软件分析

获得血管瘤的体积，结果显示高 TNFSF15 组

血管瘤的大小（0.8 vs 4.6 mm3，p<0.05, n=

4）及出血体积（0.4 vs 3.1 mm3，p<0.05, n

=4）较对照组明显减少；通过 ELISA 及 RT-

PCR 技术，发现高 TNFSF15 组血管瘤中 VE

GF 的蛋白及基因表达水平均明显下降（p<0.

05, n=4）。基于高表达 TNFSF15 的转基因

小鼠，同样研究发现转基因组血管瘤的大小

（0.7 vs 3.2 mm3，p<0.01, n=4）及出血体

积（0.3 vs 2.1 mm3，p<0.01, n=4）较对照

组明显减少；通过 ELISA 及 RT-PCR 技术，

发现转基因组血管瘤中 VEGF 的蛋白及基因

表达水平均明显下降（p<0.05, n=4）。 

结论 上调 TNFSF15 能够抑制血管母细胞瘤

中 VEGF 的表达，显著抑制肿瘤的生长及出

血。 

 
 
OR-328 

CEACAM16 基因 G169R 突变致神经性耳聋

的分子机制研究 
 

蔡宇翔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观察 G169R 突变对 CEACAM16 蛋白黏

附性的影响，并探究突变蛋白对野生型 CEA

CAM16 蛋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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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将本团队前期已构建好的带有 Flag 标

签的真核表达质粒 pRK5-CEACAM16-Flag

（野生型）、pRK5-G169R-Flag（突变型）

及 pRK5-Flag（对照组）瞬时转染 293T 细

胞，24 小时后种于六孔板中并计数，孵育 24

小时，PBS 冲洗 3 次，将仍然黏附在板上的

细胞消化计数，以黏附细胞数与种板细胞数

的比值计算黏附率；2.将 CEACAM16 野生型

与 G169R 突变型质粒瞬时共转染 293T 细胞

作为实验组，将 CEACAM16 野生型及 G169

R 突变型质粒分别和空载体质粒瞬时共转染

作为对照组，48 小时后分别提取细胞蛋白及

上清蛋白，行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蛋白的

胞内表达量及各自的胞外分泌情况。并行 Nat

ive-PAGE 凝胶电泳证实蛋白多聚体的存在及

表达量。 

结果 1.G169R 突变型质粒瞬时转染后的细胞

的黏附率较 CEACAM16 野生型质粒瞬时转染

后的细胞的黏附率明显降低；2.变性凝胶电泳

以及非变性凝胶电泳检测 CEACAM16 野生型

质粒和 G169R 突变型质粒瞬时共转染 293T

细胞，证实 CEACAM16 蛋白存在多聚体结

构，野生型质粒和空载体质粒共转染组与野

生型质粒和突变型质粒共转染组在蛋白的表

达量上相比无明显差异。 

结论 1.G169R 突变导致 CEACAM16 蛋白分

泌出细胞后黏附功能减弱，可能是其导致听

力受损的机制之一。2.CEACAM16 蛋白存在

多聚体结构，G169R 突变对于 CEACAM16

野生型蛋白在细胞内的合成和向细 

胞外的分泌没有明显的影响。 

 
 
OR-329 

通过外周血浆维生素 D 和非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反应脑海绵状血管畸形严重性的研究 
 

石长斌 1 Girard R， Khanna O2 Shenkar R2 Zhang L
2 Wu M2 Jesselson M2 Zeineddine HA2 Gangal A2 F
am MD2 Gibson CC2 Whitehead KJ2 Li DY2 Liao JK2

 Awad IA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芝加哥大学医药生命科学系神经血管外科 

 

目的  研究脑海绵状血管畸形（CCM）进展性

与外周血生物标记物的关系 

方法  采用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研究

收入 43 例海绵状血管畸形患者，登记反应患

者病变区域存在急性或慢性进展性指标的参

数，如：25-（OH）维生素 D、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浆的

CRP 水平以及白细胞中 ROCK 活性； 

结果  与正常患者相比，具有一种或多种慢性

进展性疾病特征的患者（如早期出现临床症

状、病灶出血 2 次或以上、病变快速增

长），其外周血中 25-（OH）维生素 D 和非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明显降低 

结论  明确这些生物标记物以及潜在的治疗改

变会对 CCM 患者的临床治疗产生一定影响 

 
 
OR-330 

NKCC1 和 KCC2 在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ⅡA

型相关难治性癫痫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林元相 吴仰宗 魏书山 康德智 王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神经元细胞膜上的 K+-CL-转运体

（KCC2）和 NA+-K+-2CL-转运体(NKCC1)

在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 IIA 型（FCD IIA）相

关难治性癫痫（IE）癫痫灶中的表达及临床

意义。 

方法  用免疫组化超敏二步法检测 12 例 FCD

  IIA 相关 IE 组癫痫灶和 8 例对照组正常脑组

织 NKCC1 和 KCC2 的表达，用 Western-blo

t 检测其含量。 

结果  对照组脑组织 NKCC1 和 KCC2 的表达

为阳性，FCD  IIA 型中形态异常神经元（DN

s）阳性明显。 

结论  NKCC1 和 KCC2 可能参与与 FCD  IIA

相关 IE 的产生。 

 
 
OR-331 

适配体与穿膜肽双介导新型纳米基因载体的

构建及其靶向治疗脑胶质瘤研究 
 

田新华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本研究构建一种经阳离子多肽和适配体 

共修饰的易透过血脑屏障并有脑胶质瘤靶向

性的的纳米基因载体系统。 

方法  首先成功制备出纳米粒子表面有阳性电

荷、粒径较小、分散性好，具备作为基因、

药物等治疗因子的载体；其次从 SD 乳鼠脑皮

质成功提取并培养出脑血管内皮细胞（BCEC)

和脑星形胶质细胞（AC)并构建了接触共培养

体外 BBB 模型；最后以荷瘤裸小鼠为实验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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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证明 GS-PEG-SynB-TTA1 NP 的特性。 

结果  该双介导共修饰纳米基因载体停留在裸

鼠的血液循环时间较长，半定量分析能够穿

透血脑血瘤屏障，并且靶向脑胶质瘤。 

结论  该新型纳米载体是一种潜在的胶质瘤治

疗基因及药物的靶向载体，具有广阔及良好

的应用前景 

 
 
OR-332 

PKCδ 信号通路在调节垂体 GH 腺瘤细胞分

泌及其与侵袭性相关的调节机制的研究 
 

胡航 雷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究 PKCδ 信号通路相关因子在调节原

代培养的人垂体 GH 腺瘤细胞分泌及与侵袭

性相关的调节机制 

方法  采用 PMA,Rottlerin，H89，联合及分别

干预原代培养的人垂体 GH 腺瘤细胞，收集

经药物干预后的培养基上清液，用 Elisa 法检

测上清液中 GH 分泌水平变化，并用明胶酶

谱法检测上清液中明胶酶的活性，经药物干

预后的细胞提取蛋白，用 WesternBlot 检测

相关信号通路中 PKCδ，CREB,ERK1/2，M

MP-9 相关水平，另行 Transwell 实验检测药

物干预后对原代细胞侵袭性影响。最后采用

RT-PCR 检测相关细胞因子表达水平。 

结果  加入 PMA 后，细胞外泌 GH 及侵袭性

增加，PKCδ、CREB、ERK1/2 的磷酸化水

平及 MMP-9 的表达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调趋势

(P<0.05)，加入 Rottlerin 后，细胞外泌 GH

及侵袭性下降，PKCδ、CREB、ERK1/2 的

磷酸化水平及 MMP-9 的表达均有不同程度下

降趋势(P<0.05)，加入 H89 后，细胞细胞外

泌 GH 及侵袭性变化不明显(P>0.05)，混合使

用 PMA 及 Rottlerin，较单纯使用 PMA，细

胞 GH 分泌及侵袭性有不同程度下降(P<0.0

5)，混合使用 PMA 及 H89，较单纯使用 PM

A，细胞的 GH 分泌及侵袭性有不同程度下降

(p<0.05),混合使用 PMA、Rottlerin 及 H89

后，细胞的 GH 分泌和侵袭性相比单独用 Rot

tlerin 和 H89 有不同程度升高(p<0.05)。 

结论  在人 GH 腺瘤原代培养的细胞中，PKC

δ 的激活能进一步促进下游 ERK1/2 和 CREB

的磷酸化，并促进 GH 的分泌，还能促进 MM

P-9 的表达，使细胞侵袭性提高。 

 
 

OR-333 

复发颅咽管瘤血管生长因子及其受体-2 表

达、影像学特点与 32p 间质内放疗敏感性相

互关系的研究 

 
于新 

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探讨复发颅咽管瘤肿瘤的血管生长因子 

及其受体-2（VEGF/VEGFR-2）的表达、影

像学特点与 32P 间质内放疗疗效之间的相互

关系。 

方法  纳入 2006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在海

军总医院接受肿瘤内 32P 间质内放疗的术后

复发颅咽管瘤病人 32 例，将肿瘤 CT 和 MRI

影像学表现主要按囊壁的厚薄与囊内容物信

号的不同分为４型。应用免疫组化检测放疗

前颅咽管瘤肿瘤标本中的 VEGF 和 VEGFR-2

的表达。治疗 12 个月后判断肿瘤间质内放疗

的敏感性，采用 SPSS19.0 软件对三者间关

系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32 例复发颅咽管瘤经 32P 间质内放疗

12 个月后，经临床证实为放射敏感和不敏感

者分别为 9 例和 23 例。VEGF 多在肿瘤的胞

质内表达，VEGFR-2 不仅在毛细胞血管内皮

细胞且在肿瘤内皮细胞中表达。VEGF/VEGF

R-2 在不同放射治疗敏感型肿瘤中的表达，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VEGF：z＝-2.194，p=0.

028；VEGFR-2：z＝-2.382，p=0.017)。2

例 VEGFR-2 无表达者为放射敏感型，6 例 V

EGFR-2 重度表达者均为放射不敏感型。肿瘤

影像学特点与间质内放疗疗效有关（z=-3.98

5，p=0.000）。VEGF 表达与影像学特点无

相关性（X2=4.348，p=0.226），VEGFR-2

表达与影像学特点存在相关性（X2=11.844，

p=0.008）。 

结论  颅咽管瘤影像学特点为囊壁薄，囊内容

物信号一致者（即Ⅰ型和Ⅱ型），肿瘤内皮

细胞的 VEGFR-2 表达低甚至不表达，对 32P

间质内放疗敏感；影像学特点为囊壁较厚，

囊内容物信号不一致者（即Ⅲ型、Ⅳ型），

肿瘤内皮细胞的 VEGFR-2 的高表达，对 32P

间质内放疗不敏感。颅咽管瘤的影像学特点

及其肿瘤内皮细胞中 VEGF/VEGFR-2 的表达

与 32P 间质内放疗的敏感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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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334 

松果体区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策略 
 

张明广 钟平 车晓明 秦智勇 张荣 丁兴华 毛颖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研究松果体区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方

法、疗效及并发症防治。  

患者与方法  在 2010.1-2016.4 期间我们共收

治松果体区脑膜瘤 47 例，其中男 18 例，女

29 例；年龄 26-64 岁，平均 45.2 岁。就诊时

主要症状为头痛、头晕、恶心、复视及行走

不稳等，主要体征为：共济失调、复视、视

乳头水肿和上视不能等。病程 1-22 个月，平

均 6.8 个月。7 例患者有外院手术治疗史。M

RI 上根据肿瘤与小脑幕的关系分为幕上型（7

例），幕上下型（24 例），幕下型（16

例）；肿瘤长径 3.2-5.6cm；21 例合并不同

程度的脑积水。采用枕下经小脑幕入路治疗 4

1 例，其中 17 例行术中临时侧脑室枕角外引

流，幕下小脑上入路治疗 6 例。术中注意鉴

别和保护大脑大静脉及直窦；分离肿瘤时注

意保护四叠体和滑车神经。  

结果  47 例患者中 42 例肿瘤获全切除，5 例

次全切除者肿瘤在大脑大静脉汇入直窦处少

量残留；无手术死亡。39 例患者术前症状减

轻或未加重，4 例出现术后短暂性轻度偏盲，

3 例出现短期嗜睡，1 例共济失调加重。病

理：上皮型肿瘤 36 例，11 例纤维型。随访 1

-61 个月，44 例患者恢复轻度劳动或生活自

理；3 例残留复视。全切除者未见复发，次全

切除行射波刀治疗，随访期内未见肿瘤增

大。  

结论  幕下小脑上入路适用于幕下型松果体区

脑膜瘤，而枕下经小脑幕入路可以显露和切

除各种类型的松果体区脑膜瘤，术中便于暂

时脑室外引流以降低颅内压。为了保护大脑

大静脉必要时不追求全切除。术后并发症与

肿瘤大小及其组织病理密切相关。 

 
 
 
 
 



 

 

 

 

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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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1 
Targeting brain microenvironment for the
 treatment of glioma and metastatic brain 
tumors: central role of astrocytes 
 
Lin Qingtang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Objective  Major brain tumors including glio
ma and brain metastases are highly resistant
 to chemotherapy. Leaky blood-brain-barrier 
surrounding malignant brain tumor cells coul
d not completely explain this resistance. Tu
mor cells are known to exploit the host micro
environment for their growth and survival. W
e hypothesie that astrocytes, the house-keep
ers of brain microenvironment, play a role in 
the resistance of brain tumors cells toward c
hemotherapy.  
Methods  In vitro co-culture of tumor cells a
nd astrocytes followed by flowcytometry wer
e employed to demonstrate the protective eff
ect. The  exrpession of connexin43 were de
monstrated by immunohistochemstry study. 
The inhibition of gap junctional communicati
on were accomplished by specific chemical 
blocker and siRNA technology. Global gene 
expression alteration was investigaed throug
h illuminate expression profiling platform.  
Results  Glioma and brain metastases are s
urrounded and infiltrated by activated astroc
ytes, In co-culture experiments, astrocytes, b
ut not fibroblast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popt
osis in human glioma cells and brain metast
atic cells treated with various chemotherape
utic drugs. This chemo-protective effect was 
dependent on physical contact and gap junct
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astrocytes an
d tumor cells. Moreover,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astrocytes resulted from their sequesterin
g calcium from the cytoplasm of tumor cells 
and up-regul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surviv
al genes in tumor cells.  
Conclusions  These data clearly demonstra
te that brain tumors can, in principle, harnes
s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reactive astr
ocytes for  their own survival and implicate a 
heretofore unrecognized mechanism for resi
stance in brain tumor cells, which must be ta
ken into consideration during the design of th
erapy toward glioma and brain metastases. 
 
 
 
 

PO-002 
Detection of ATRX and IDH1-R132H immu
nohistochemistry in the progression of 2
11 paired gliomas 
 
Cai Jinquan1,Zhang Chuanbao2,Jiang Chuanlu1,Tao
 Jiang2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The Second Affiliat

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Harbin 

2.Beijing Neurosurgical Institute， Capital Medical U

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im  Recurrence and progression to higher 
grade lesions are key biological events and c
haracteristic behaviors in the evolution proce
ss of glioma. A small residual population of c
ells always escapes surgery and chemoradia
tion, resulting in a typically fatal tumor recurr
ence or progression. IDH mutation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and ATRX (alpha-thalasse
mia/mental retardation, X-linked) loss/mutati
on occur in association and may represent e
arly genetic alter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liomas. However, their prognostic value in t
he evolution of gliomas still need further inve 
stigation. 
Methods  Two hundreds and eleven serial s
ampling of gliomas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
y. We used immunohistochemistry to detect I
DH1-R132H mutation and ATRX status and 
showed that the IDH1-R132H and (or) ATRX
 status could be necessary to provide the ba
sic molecular information for the “integrated 
diagnosis” of gliomas.  
Results  We illustrated an evaluation formul
a for the evolution of gliomas by IDH1-R132
H combined with ATRX immunohistochemist
ry and identified the association of IDH1-R13
2H/ATRX loss accompanied by longer progr
ession time interval of patients with gliomas. 
Furthermore,we observed that most recurren
ces had a consistent IDH1 and ATRX status 
with their matched primary tumors and demo
nstrated the progressive pattern of grade II a
strocytoma/oligodendroglial tumors and ana
plastic oligoastrocytoma with or without IDH1
-R132H. 
Conclusion  Identification of IDH1-R132H a
nd ATRX loss status in the primary-recurrent
 gliomas may aid in treatment strategy select
ion, therapeutic trial design, and clinical prog
nosis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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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3 

蝶骨嵴内侧型巨大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王向东 任新亮 赵志强 

山西省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046011 

 

目的  总结用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技术切除蝶骨

嵴内侧型巨大脑膜瘤的临床疗效，以提高全

切率，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 12 例

蝶骨嵴内侧型巨大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病例均采用经扩大翼点入路），分析手术

方法、结果和并发症。 

结果  肿瘤 Simpson’s I、Ⅱ级全切除 10 例，

2 例与海绵窦、颈内动脉、颅神经粘连严重，

行次全切除。术后病例均恢复良好，遗留颅

神经麻痹 3 例，无手术死亡。 

结论  在手术显微镜下切除蝶骨嵴内侧型巨大

脑膜瘤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并且风险相对

较小。 

 
 
PO-004 

以癫痫发作为首发症状的额叶海绵状血管瘤

的手术治疗 
 

王向东 任新亮 赵志强 

山西省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046011 

 

目的 探讨以癫痫发作为首发症状的额叶海绵

状血管瘤的临床特点及手术治疗策略。 

方法 2008 至 2015 年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治疗

17 例额叶脑内海绵状血管瘤患者，术前均行

头部 MRI 检查，均以癫痫发作为首发症状，

术后经病理证实并长期随访。 

结果 所有患者采用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治疗，

根据病灶位置及与功能区的关系一期直接完

成，无手术导致的功能障碍。术后配合短期

（3-6 个月）药物治疗，经长期随访，术后无

癫痫发作。 

结论 以癫痫发作为首发症状的额叶海绵状血

管瘤患者应首选手术治疗，切除病灶。 

 
 
PO-005 

垂体瘤合并鞍结节脑膜瘤一例报告 
 

王向东 任新亮 赵志强 

山西省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046011 

 

目的  报告垂体瘤合并鞍结节脑膜瘤一例。 

方法及病例  患者男，56 岁。1 年前无明显诱

因出现视物不清，并逐渐加重。无头痛、恶

心、呕吐等症状，无内分泌改变。体检：一

般状态好，血压 130／92 mm Hg，双侧瞳孔

等大等圆，左眼视力 0.8，右眼视力 0.6，四

肢肌力和肌张力正常，未见病理反射。CT 平

扫示蝶鞍开大，以左侧明显，鞍内见等密度

影，向上突向鞍上池； (图 1，2)。MR 增强

扫描示鞍内病灶呈中等均匀强化，突破鞍隔

向上生长。鞍结节病灶与颅底脑膜广基地相

连，且于病灶后部贴颅底脑膜见“脑膜尾征”。

病灶明显强化 。两病灶分界清(图 3，4)。影

像诊断：垂体瘤合并鞍结节脑膜瘤。手术所

见：鞍结节肿瘤粉红色，有被膜，质地硬，

血运不丰富。镜下切除肿瘤，大小 2cm×2 cm

 x1.6cm。于视交叉前分离见垂体瘤向鞍隔上

突出，质软、灰褐色，切除肿瘤大小 2 cm×2 

cm×1cm。病理：垂体瘤合并脑膜瘤。 

结果  垂体瘤合并鞍结节脑膜瘤病理确诊。可

一次行手术切除。 

结论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中颅内混合瘤的发病 

率约 0.24%。 该例为脑膜瘤合并垂体腺瘤比

较罕见。可一次行手术切除。 

 
 
PO-006 

显微手术经胼胝体-穹窿间入路切除第三脑室

内颅咽管瘤 26 例 
 

王向东 任新亮 王彦宏 李建红 赵志强 

山西省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046011 

 

目的  探讨经胼胝体-穹窿间入路显微手术切除

第三脑室内颅咽管瘤的疗效。 

方法  经胼胝体-穹隆间入路显微手术切除 26

例第三脑室内的颅咽管瘤。 

结果  肿瘤全切 19 例，近全切 6 例，部分切

除 1 例；随访时间 6 个月-5 年，其中 18 例术

后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9 例术后 1 年-3 年

复发。 

结论  利用显微外科技术经该手术入路切除第

三脑室内颅咽管瘤，肿瘤全切率高,同时对正

常脑组织保护良好，术后并发症少。 

 
 
PO-007 

上矢状窦旁大脑镰旁中后 1/3 脑膜瘤的显微

外科治疗 
 

王向东 任新亮 王彦宏 李建红 赵志强 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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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046011 

 

目的  探讨上矢状窦旁镰旁后 1／3 脑膜瘤的

手术策略，提高肿瘤切除率和手术效果。 

方法  对 10 年内手术治疗 22 例上矢状窦旁镰

旁后 1／3 脑膜瘤进行了回顾性研究，分析了

临床、影像学和手术资料，并对患者进行了

随访。 

结果  22 例中，SimpsonII 级切除 19 例，Sim

pson III 级切除 3 例，没有 Simpson I 级切

除。术中所有病例矢状窦及中央沟静脉保护

完好，皮层供血血管未损伤。随访 1 年～5

年，失访 2 例，未见肿瘤复发。无死亡病

例。 

结论 显微镜下肿瘤分块切除、保护好中央静

脉、处理好矢状窦、避免脑皮质损伤是提高

肿瘤切除率、保护神经功能的最佳方法。 

 
 
PO-008 

海绵窦海绵状血管瘤的显微外科手术疗效分

析 
 

王向东 1 任新亮 1 王彦宏 1 李建红 1 赵志强 1 王伟 1 

高之宪 2 

1.山西省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2.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海绵窦海绵状血管瘤的治疗方法。 

方法 对我院 2008 年 6 月至 2016 年 1 月以来

收治的 6 例海绵窦海绵状血管瘤的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6 例均行手术切除，肿瘤均完全切除，

无手术死亡病例，术后视力改善者 2 例，4 例

出现动眼神经麻痹，其中 1 例伴有外展神经

麻痹，2 例出现手术同侧面部麻木。 

结论 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可成功切除海绵窦

海绵状血管瘤并减少神经损伤的并发症。 

 
 
PO-009 
Alisertib induces G2/M arrest,apoptosis, 
and autophagy via PI3K/Akt/mTOR- and p
38 MAPK-mediated pathways in human gl
ioblastoma cells 
 
Liu Zheng1,2,Wang Feng1,2,Sun Tao1,2,Xia He-Chun1,

2 

1.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宁夏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 

 

Glioblastoma (GBM) is the most primary and 

 the most common brain tumors with poor re
sponse to current therapeutics. This terrible f
act to current treatments with its associated l
imited prognosis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new 
and novel therapeutic approaches. Alisertib 
(ALS, MLN8237), a second-generation selec
tive Aurora kinase A (AURKA) inhibitor, ha
s shown potent anticancer effects and is und
er clinical investig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a
dvanced solid tumor and hematologic malign
ancies. However, the role of ALS in the treat
ment of GBM remains unclear. This study ai
med to investigate the cancer cell-killing effe
ct of ALS on GBM cell line DAOY, with a foc
us on molecular interactions, cell growth,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apoptosis, autophagy 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action. The resul
ts showed that ALS preferentially bound to A
URKA over AURKB via hydrogen bond form
ation, charge interaction and π-π stacking th
an other Aurora kinase inhibitors. ALS exhibi
ted potent growth-inhibitory, proapoptotic an
d proautophagic effects on DAOY cells. Nota
bly, ALS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
e ratio of phosphorylated AURKA over AUR
KA, which may contribute, at least in part, to 
the inducing effects of ALS on cell-cycle arre
st and autophagy in DAOY cells. ALS conce
ntration-dependently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
n and remarkably induced G2/M phase arres
ted via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CDK1/C
DC2, CDK2, cyclin B1, p27 Kip1 and p53. A
LS induced the expression of mitochondria-
mediated proapoptotic proteins but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antiapoptotic proteins, with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release of Cytoc
hrome C and the activation of caspase 3 and
 caspase 9. ALS induced inhibition of phosp
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protein kinas
e B(Akt)/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
OR) and 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
e(MAPK) signaling pathways while activating
 the 5`-adenosine 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 signaling pathway as 
indicated by their altered phosphorylation, co
ntributing to the proautophagic effects of AL
S. SB202191 and wortmannin enhanced the 
autophagy-inducing effect of ALS in DAOY c
ells. Taken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
hat ALS exerts a potent inhibitory effect on c
ell proliferation but inducing effects on cell-cy
cle arrest, mitochondria-dependent apoptosi
s and autophagy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PI3
K/Akt/mTOR- and p38 MAPK- mediated sign
aling pathways in DAOY cells. ALS is a p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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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ng anticancer agent in GBM treatment. Fur
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firm its efficac
y and safety in GBM chemotherapy. 
 
 
PO-010 

TGF-β2 经由自噬促进颅内胶质瘤侵袭的机制

研究 
 

张超 张鑫 戚其超 徐然 王继维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 250012 

 

目的  胶质瘤作为一种致死率较高的肿瘤，其

极强的侵袭性及浸润生长的特点为外科手术

治疗带来了极大的难度。目前关于胶质瘤微

环境的研究认为颅内 TGF-β2 水平与胶质瘤

侵袭行为有直接相关关系。而自噬作为近年

来肿瘤研究的热点也被认为与肿瘤侵袭性有

关。因而本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了 TGF-β2 是

否经由自噬调节胶质瘤侵袭性，及由此产生

的生物学及临床意义。 

方法  本研究首先通过免疫组化及实时定量 

PCR 的方法检测了 55 例不同等级胶质瘤的 T

GF-β2 及 LC3B（自噬标志物）的表达水平并

借助统计学方法对两者进行了关联性分析；

之后借助 western blot、免疫荧光、电子透射

电镜、基因微阵列芯片等方法对三种不同的

胶质瘤细胞系进行了体外实验，以明确 TGF-

β2 对胶质瘤自噬水平的作用；然后通过 Brdu

增殖实验、划痕及 Transwell 等方法对 TGF-β

2 诱导的胶质瘤自噬的生物学意义进行评估；

同时研究也应用了 qRT-PCR、western blo

t、免疫荧光、eXF24 代谢分析仪等方法进一

步明确了 TGF-β2 经由自噬影响胶质瘤侵袭

性的具体机制。之后借助 western blot、ELIS

A 等方法明确了 TGF-β2 自分泌轴在胶质瘤自

噬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作用及具体的信号通

路；最后我们进行了裸鼠原位种瘤及动物磁

共振成像等体内实验明确了 TGF-β2 所诱导

的自噬在胶质瘤侵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结果  1. TGF-β2 及 LC3B 在胶质瘤中呈显著

高表达且具有较强的统计学相关性；2.外源性

TGF-β2 可显著提高胶质瘤细胞系的自噬水

平；3.自噬抑制剂 Baf 可阻断 TGF-β2 增强胶

质瘤侵袭性的作用；4.TGF-β2 诱导的肿瘤表

皮间充质转化（EMT）可被自噬抑制剂阻

断；5.TGF-β2 诱导的肿瘤有氧糖酵解可被自

噬抑制剂阻断；6. TGF-β2 经由 JNK 信号通

路诱导胶质瘤自噬水平升高，同时胶质瘤自

噬可引起 TGF-β2 经由乳酸代谢途径的自反

馈；7. 联合应用自噬阻断剂及 TGF-β 抑制剂

可显著减少胶质瘤侵袭性并延长小鼠的生存

期。 

结论  胶质瘤微环境中的 TGF-β2 可以通过 J

NK 通路调节胶质瘤的自噬水平，并经由自噬

诱导 EMT 发生及代谢活动改变从而引起胶质

瘤侵袭性增强，因此根据我们的体内及体外

实验结果，我们认为 TGF-β 抑制剂与自噬抑

制剂的联合应用可能会改善胶质瘤患者的预

后。 

 
 
PO-011 
MEK2 is a prognostic marker and potenti
al chemo-sensitizing target for glioma pat
ients undergoing temozolomide treatmen
t 
 
He Hua1,lu yicheng1,luo chun1,hu guohan1,zong hui2 

1.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免疫学和癌症生物学系 

 

Objective  While temozolomide is the first-li
ne chemotherapeutic agent against glioblast
oma, it’s oftennon-curative due to drug resist
ance. To overcome the resistance of glioblas
toma cells against temozolomide, it is impera
tive to identify prognostic markers for outcom
e prediction and develop chemo-sensitizing 
agents.  
Methods  Here, microarray analysis was us
ed to compare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in te
mozolomide-resistant versus temozolomide-
sensitive samples, and mitogen-activated pr
otein kinase kinase 2 (MEK2) was identified t
o be specifically up-regulated in resistant glio
ma cells but not in sensitive tumor cells or no
n-tumor tissues. Moreover, comprehensive a
nalysis of patient data revealed that the incre
ased expression level of MEK2 correlated w
ell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glioma grade an
d worse prognosis in response to temozolom
ide treatment. Furthermore, reducing the lev
el of MEK2 in U251 glioma cell lines or xeno
grafted glioma models through shRNA-medi
ated gene knockdown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
on and enhanced the sensitivity of cells towa
rd temozolomide treatment. Further analysis 
of tumor samples from glioma patients by re
al-time PCR indicated that increased MEK2 
expression level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activation of many drug resistance gene
s.  
Results  Finally, these resistance 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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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down-regulated after MEK2 was silenc
ed in vitro, suggesting that the mechanism of
 MEK2-induced chemo-resistance could be 
mediated by the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of t
hese resistance genes.  
Conclusion  Collectively, our data indicat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EK2 could serv
e as a prognostic marker for glioma chemoth
erapy, and MEK2 antagonists could be used 
as chemo-sensitizer to enhance the treatme
nt efficacy of temozolomide. 
 
 
PO-012 

可疑放疗后复发脑肿瘤的再手术 
 

张龙 张功义 侯玉武 赵庆 孟庆勇 阮金成 

解放军第 152 医院神经外科 467000 

 

目的 探讨放疗后脑肿瘤再手术的意义和适应

症； 

方法 28 例放疗后可疑复发脑肿瘤给予再次开 

颅手术，尽可能多地切除病灶及非功能区严

重水肿脑组织以期内减压，部分患者同时减

张修补硬脑膜后去骨瓣减压，回顾性分析这

些病例的全部影像、病理及其临床资料。 

结果 本组 28 例患者切除病灶同时去骨瓣者 1

4 例，术后恢复良好 22 例，出现并发症者包

括：不完全性失语 2 例，偏瘫 2 例，因术后

脑水肿而病情加重及切口感染长久不愈各 1

例。 

结论 放疗后可疑复发或有明显占位效应而出

现进行性临床症状加重时，应积极再手术治

疗，不仅能明确肿瘤病理性质而且可达到有

效的降低颅内压。 

 
 
PO-013 

清醒麻醉下脑功能区病灶切除的神经功能保

全研究 
 

张龙 张功义 宋莲淑 侯玉武 赵庆 孟庆勇 

解放军第 152 医院神经外科 467000 

 

目的  探讨脑功能区肿瘤病灶切除中最大限度

地剔除肿瘤又尽可能地保留功能性脑组织而

减少神经功能损害的手术保障方案和监测手

段。 

方法  82 例临近语言或运动功能区的脑内病灶

患者，术前给予必要的头颅 MRI 增强及 DTI

检查、CTA 和 CTV 检查及与病灶相关性血管

成像重建分析；手术采取局部神经阻滞及静

脉辅助麻醉下的全程清醒开颅，术中给予神

经电生理监测界定并动态监测功能区皮质，

唤醒患者遵嘱连续发声计数或图片识认检测

言语功能或嘱患者对侧指趾的连续小幅动作

检测运动功能；进行微牵拉及显微镜下操作

的功能性脑组织及重要血管严格保护，术中

尽可能地全切肿瘤。 

结果 左额颞临近语言运动区的 40 例胶质瘤患

者中，34 例达到术中肉眼全切、6 例给予肿

瘤次全切，术后病理证实：胶质瘤 WHOⅠ～

Ⅱ级者 31 例、胶质母细胞瘤 WHOⅣ级者 9

例；术后当即及术后 3 天左右始出现失语者

共 11 例，于出院前完全恢复的 7 例、术后半

年左右相继恢复的 4 例。42 例临近中央运动

皮质的镰窦旁脑膜瘤 34 例达到 SimpsonⅠ级

切除、8 例窦旁肿瘤给予 SimpsonⅡ级切

除，术中均完好保存了肿瘤临近区引流至矢

状窦的大脑上静脉；术后当即及术后 3 天左

右始出现对侧肢体偏瘫者共 15 例，其中 8 例

出院前完全恢复、5 例术后 6 个月内相继恢复

正常，有 2 例现已术后 2 年余，仅恢复肌力

Ⅳ级。 

结论  局部神经阻滞及静脉辅助麻醉完全能够

保证大部分功能区病灶切除的需要，术中患

者清醒度高、神经电生理监测及功能性检测

的互动性配合效果良好，微牵拉及显微镜下

操作的功能性脑组织及重要血管严格保护能

较好地保全相应神经功能，而减少术后功能

障碍的并发症。 

 
 
PO-014 
Establishment of a human glioblastoma c
ell line (YD309) retaining expression of G
FAP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ancer-stem 
like cells 
 
Yao Peise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

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zhou City， 

Fujian 350004， China 350005 

 

(1) A human glioblastoma cell line (YD309) 
was established from a tissue derived from a
 48-year-old male patient diagnosed with a g

rade Ⅳ glioblastoma, and serially passaged 

30 times over one year. (2) YD309 tumor cell
s exhibited a variety of morphological types, 
but almost all cells were positively labelled w
ith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 Furth
ermore, YD309 tumor cells were extraord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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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 in retaining high expression of GFAP both 
at early and late passages. (3) In addition, Y
D309 cells were unusual in high expression 
of stem cell markers, such as nestin, SOX-2,
 and musashi. And glioma stem cells (GSCs)
 could be obtained from adherent glioma cell
s at any stage, which were positive for CD13
3, nestin, SOX-2. (4) Previous studies focus
ed on the glutamate release of glioma cells, 
However, there were no reports on glutamat
e release of GSCs. Although GFAP-positive 
YD309 cells released high concentration of g
lutamate as well as other glioma cell lines, gl
utamate release of YD309 GSCs decreased 
obviously. Furthermore, after treatment of a 
glutamate uptake inhibitor (TFB-TBOA), glut
amate reuptake of GSCs was detected. Com
paring with U251 cell line composed of GFA
P-positive and negative cells, both YD309 an
d U251 GSCs displayed extraordinary expre
ssion of GFAP. We speculate that these GF
AP-positive cells are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
n of tumor spheres, and subsequently acquir
ed the ability of glutamate uptake, which is a 
representative feature of normal astrocytes. 
(5) This cell line may provide a valuable mod
el for cellular and molecular studies in novel 
therapy of glioblastoma. Especially confirmin
g the mechanism of transforming partial tum
or cells into normal astrocytes in the future m
ay suggest a novel therapy of glioblastoma. 
 
 
PO-015 

双色荧光示踪恶性肿瘤细胞在小鼠脉络丛恶

性转化中的研究 
 

费喜峰 1 王之敏 1 黄强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苏州大学九龙医院神経外科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経外科 

 

目的  探讨双色荧光示踪模型移植瘤中脉络丛

细胞在肿瘤微生态环境影响下发生恶性转化

的现象与机制。 

方法  将转染有 RFP 的人胶质瘤干细胞 SU-3

和小鼠胶质瘤细胞株 GL261 和标记红色荧光

染料 CM-Dil 的鼠脑胶质瘤细胞系 C6 移植于

表达绿色荧光蛋白(GFP)的裸小鼠脑室内，获

得肿瘤细胞在脉络丛上形成的移植瘤，在活

体荧光成像仪进行观察后将移植瘤取出，用

传统病理、分子免疫病理和荧光示踪技术对

脉络丛移植瘤的形态结构，分子表型，种属

特性进行分析。  

结果  肿瘤细胞可在 GFP 裸小鼠脉络丛上定

居并形成移植瘤，活体荧光系统可显示红色

的肿瘤组织与绿色的宿主组织。HE 染色提示

肿瘤细胞和组织结构异形＋分明显,细胞高度

增生,而脉络丛的乳头状结构基本保留，肿瘤

细胞高表达 nestin 和脉络丛细胞特异蛋白 TT

R；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可以见到肿瘤组织中

存在红色的肿瘤细胞，绿色的宿主细胞及黄

色的融合细胞。  

结论  根据 CSCs 定居于不同部位的形态学特

征，尤其在脉络丛形成的类似脉络丛癌样结

构肿块,表明脉络丛细胞可以在胶质瘤干祖细

胞构建的肿瘤微生态系统中发生恶性转化，

细胞融合可能参与了宿主细胞的恶变，从而

使移植瘤能够保留寄居地的组织学特点，这

对进一步研究胶质瘤干细胞分化走向和与宿

主组织重构受定居地微生态环境影响有重要

意义。 

 
 
PO-016 
Methylated CDO-1 gene promoter in the s
erum and tumor tissue of patients with gli
oma 
 
Yang Chengzi,Xu Peikun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32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requency of CDO-
1 gene promoter mehtylation in serum and tu
mor tissue of patients with 
human brain glioma. 
Methods Serum and tumor tissues of 50 pati
ents suffered glioma were selected as the ex
perimental group. Necrotic brain tissue and s
erum of 20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
y and serum of 10 healthy people were selec
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By using nest PCR 
and bisulifte PCR, we investigated methylati
on status of CDO-1 gene promoter in serum 
and tumor or necrotic brain tissue of both gro
up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patient clinical
 history.  
Results The study found the frequency of C
DO-1 gene promoter mehtylation among 44.
0% of total tumor samples(22/50),with 64.0%
(16/25) among female patients while 24.0%
(6/25) among male patients, which was stati
stically significant, while similar results found
 in serum, 52.0%(13/25) in female to 20%(5/
25) in male and 36.0%(18/50) totally. Howev
er, methylation was not found in the control g
roup. The present study had failed to find cor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50 

 

relation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CDO-1 ge
ne promoter mehtylation and clinical data ex
cept gender gap. 
Conclusion  Mehtylated CDO-1 gene promo
ter found in tumor samples and serum of pati
ents with human brain glioma, and it may pla
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gress of human 
brain glioma. The present study had failed to
 fin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C
DO-1 gene promoter mehtylation and clinical
 data except gender gap. 
 
 
PO-017 

多模态影像导航和电生理监测在运动区胶质

瘤术中的应用 
 

杨坤 邹元杰 刘宏毅 杨露 张玉海 赵金兵 罗正祥 刘永 

闫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研究运动区胶质瘤运动皮质和皮质脊髓 

束（corticospinal tracts，CST）定位、保护

的方法。 

方法  对 21 例运动区胶质瘤患者应用脑磁图

（magnetoencephalography，MEG）定位运

动皮质、3.0T 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

maging，MRI）进行 CST 弥散张量纤维束示

踪成像（diffusion tensor tractography，DT

T），在神经导航系统中确定肿瘤与运动皮质

和 CST 的空间关系，应用直接皮质、皮质下

电刺激技术在肿瘤切除过程中监测评估运动

功能。 

结果  本组肿瘤与运动皮质和 CST 的空间关

系在神经导航系统中均得到确定，术中空间

定位满意；电生理监测判定 CST 功能明确者

17 例。肿瘤均全切除，运动功能保持术前正

常水平或得到改善。  

结论  联合应用多模态影像导航和神经电生理

技术有利于运动皮质和 CST 功能保护，减少

手术损伤。 

 
 
PO-018 

经蝶窦入路垂体腺瘤假包膜外切除的技术探

讨 
 

杨坤 刘宏毅 邹元杰 章文斌 刘永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经蝶窦入路垂体腺瘤假包膜外切除

的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神经外科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1 月间经显

微手术证实的有明确假包膜的垂体腺瘤病例 2

3 例，其中无功能垂体腺瘤 20 例，生长激素

腺瘤（growth hormone，GH）2 例，促甲状

腺素(thyrotrophin，TSH)腺瘤 1 例；总结术

中利用垂体腺瘤假包膜行包膜外切除的手术

技巧。 

结果 23 例均为垂体大腺瘤；病理诊断均为垂

体腺瘤。22 例垂体腺瘤在显微镜下全部切

除，1 例部分切除。根据肿瘤肿瘤质地分为：

软，韧和硬三类。手术技术根据不同质地存

在区别。 

结论  经鼻蝶入路切除垂体腺瘤，有假包膜

者，应充分利用神经外科技术在假包膜外分

离切除肿瘤，以增加肿瘤全切除率，保 

护正常垂体功能，减少复发。 

 
 
PO-019 

腺病毒介导的东亚钳蝎氯毒素（Ad-rBmK C

Ta）对 U251 细胞的体外作用研究 

 
胡涛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12 

 

目的 探讨腺病毒介导的东亚钳蝎氯毒素基因 r

BmK CTa（Ad-rBmK CTa）对胶质瘤 U251

细胞的体外抑制作用及其相关机制。 

方法 采用 MTT 检测 Ad-rBmK CTa 对 U251

细胞的抑制作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Ad-rBmK 

CTa 对 U251 细胞周期及凋亡的影响。同时

运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相关凋亡蛋白 ba

x、bcl-2 和 caspase-3。 

结果 Ad-rBmK CTa 明显抑制 U251 细胞增

殖，并使细胞停滞于 G0/G1 期，但促进细胞

凋亡作用不如增殖抑制明显。 

结论 Ad-rBmK CTa 可明显抑制 U251 细胞生

长，其可能成为未来靶向治疗胶质瘤的新方

法。 

 
 
PO-020 

新诊断胶质母细胞瘤综合治疗预后分析单中

心研究：替莫唑胺化疗作用优于放疗 
 

白红民 刘湘衡 王国良 李天栋 周思捷 王伟民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 探讨新诊断胶质母细胞瘤的预后相关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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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我院自 2008 年 12 月 5 日

到 2014 年 3 月 5 日在我院连续住院首次手术

诊断为胶质母细胞瘤的病人 75 例。所有病人

均手术切除肿瘤，根据术后治疗方式分为：

第 1 组（术后同期放化疗+替莫唑胺辅助化疗

≧6 次，共 13 例）；第 2 组（同期放化疗+替

莫唑胺辅助化疗﹤6 次，共 9 例），第 3 组

（单纯替莫唑胺辅助化疗≧6 次，共 12 例）；

第 4 组（替莫唑胺辅助化疗﹤6 次，共 36

例）；第 5 组（未进行术后放疗和化疗，共 5

例）。通过门诊复查、再住院、电话随访，

随访时间截至 2015 年 3 月 5 日，观察至首次

手术至少 1 年或病人死亡。 

结果  年龄、切除程度、术前 KPS 评分对病

人预后影响较大，其中经过 COX 回归影响最

大的是治疗方式（P=0.001），5 组间性别、

年龄、术前 KPS、Ki-67 表达情况、MGMT

表达情况、IDH-1 表达情况和 TP53 表达情况

无差异，术后残余体积在组间存在差异。75

例病人的中位生存期为 16 个月，第 1 组-5 组

中位生存期分别为：44.5 月，14.3 月，24.7

月，14.3 个月和 10.5 个月。其中标准治疗组

生存期最长，其次是单纯化疗超过 6 次组，

化疗小于 6 次的病人，无论是否进行放疗，

两组间差异不明显。将 75 例病人分为两组：

TMZ 化疗超过 6 次组：其中位生存期为 43.0

月，而 TMZ 化疗小于 6 次组中位生存期为 1

3.8 月，两组间存在明显差异（P﹤0.01）。 

结论  新诊断胶质母细胞瘤标准化治疗后生存

期明显延长，但标准化治疗的比例很低，仅

占 17.3%，标准化治疗过程中化疗的作用大

于放疗。但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正

规化治疗例数偏少，结论有待多中心随机对

照数据验证。 

 
 
PO-021 

眶上额外侧锁孔入路手术切除前颅底脑膜瘤

的临床分析 
 

吴炳山 高鲁 解虎涛 雷钟奇 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30022 

 

目的  探讨经眶上额外侧锁孔入路手术切除前

颅底脑膜瘤的临床效果。  

方法  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我科

有 30 例患者采用经眶上锁孔入路手术切除前

颅窝底脑膜瘤；同期 35 例患者采用传统额下

入路手术切除前颅窝底脑膜瘤。  

结果  锁孔组与传统组相比在肿瘤大小、术中 

输血率、肿瘤全切率及并发症发生率等方面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是锁孔组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及平均住院时间较传统组明

显减少(P<0.01)。两组患者均有 1 例发生感

染，经抗感染治疗后痊愈出院。两组均无脑

脊液漏及死亡病人。  

结论  与传统额下入路手术相比，经眶上锁孔

入路手术切除前颅窝底脑膜瘤效果同样满

意，同时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的优势。  

 
 
PO-022 

基于 cell－SELEX 的胶质瘤干细胞特异性核

酸适体的筛选 
 

康德智 吴巧艺 吴亮 王煜喆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通过体外筛选获得针对脑胶质瘤干细胞 

特异性的、高亲和力的核酸适配体，用于发

现胶质瘤干细胞新的生物标志物。 

方法  首先合成一个大容量的随机寡核苷酸文

库， 序列长度均为 80 个碱基，包括有 40 个

随机序列和两个结合 PCR 引物的 20 个碱基

引物序列。 采用 cell－SELEX 

(配体指数富集系统进化)技术，以胶质瘤干细

胞为正筛细胞，经 cd133 磁珠分选，经免疫

细胞染色及 Western-Blot、RT-PCR 等方法

鉴定；以脑胶质瘤细胞 U87 作为反筛细胞，

经过施加不同的筛选条件，使 DNA 文库不断

富集；随后将富集的 DNA 文库进行 PCR 扩

增、克隆测序，得到候选的核酸适配体并进

一步表征。以测定平衡解离常数 Kd 值来评估

核酸适配体的亲和力，用激光共聚焦荧光显

微镜检测核酸适配体的识别能力。选择胶质

瘤细胞 U251、T98G 以及来源于肝、结肠、

乳腺、 宫颈癌的癌细胞，以流式细胞术分析

核酸适配体的特异性。 

结果  经过 20 轮循筛选，最终获得 5 条特异

性的胶质瘤干细胞的核酸适配体。对其中的

核酸适配体 W5 进行结构优化后，得到的这

些高亲和力的核酸适配体解离常数（Kd 值）

低于 10nmol/L，共聚焦显微镜及流式细胞仪

检测发现这些核酸适配体可以特异性地结合

胶质瘤干细胞，而不结合 U251、U87 等胶质

瘤细胞及其他组织来源的肿瘤细胞。  

结论  所得到胶质瘤干细胞的核酸适配体具有 

特异性以及高亲和力，可以区分胶质瘤干细

胞和胶质瘤细胞及其他组织来源的肿瘤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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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胶质瘤干细胞的特异性核酸适体可以在

分子层面进行肿瘤成像，将在肿瘤干细胞靶

向治疗、干细胞标志物的发现，以及实现胶

质瘤的源头上早期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  

 
 
PO-023 

岩斜区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张岩松 罗正祥 赵鹏来 胡新华 杨坤 刘永 张玉海 赵金

兵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作者自 2007 年起手术切除岩斜区脑膜

瘤共计 26 例，本文介绍手术切除岩斜区脑膜

瘤的临床体会，以及对手术入路选择的思

考。 

方法  术前均行头颅 CT 和 MRI 检查，CT 扫

描了解患侧乳突气房发育以及岩骨增生或破

坏情况，MRI 扫描了解肿瘤大小、位置、累

及范围以及脑干压迫程度等。本组男性 8

例，女性 18 例，年龄 31-75 岁，平均 51.3

岁，肿瘤最大直径 2.3-6.8cm，平均 4.1cm。

手术入路包括扩大乙状窦后入路 16 例、经颧

弓-中颅底入路 4 例、颞枕-经天幕入路 4 例、

远外侧入路 2 例。   

结果  本组所有病例肿瘤标本病理学检查均为

脑膜瘤，判断肿瘤切除程度根据手术中情况

和术后磁共振增强扫描结果，本组肿瘤全切

除 15 例（57.7%），次全切除 10 例（38.

5%），大部切除 1 例（3.8%），无手术死

亡，神经功能较术前改善 17 例，与术前相同

4 例，5 例出现新增颅神经损害，未发生脑脊

液漏和切口感染。术后随访 1 个月-6 年，MR

I 复查 25 例未见肿瘤复发或增大，1 例术后 2

年残留肿瘤体积增大，行伽玛刀治疗后随访 3

年肿瘤未见增大。 

结论  岩斜区脑膜瘤位置深在，与脑干、基底

动脉、大脑后动脉、颅神经等重要结构相毗

邻，手术难度大，常出现各种并发症，所以

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对于保证治疗效果至关

重要。岩斜区脑膜瘤由于肿瘤起源位置、生

长方向、血供来源、侵袭程度等不同，术者

应根据肿瘤上述特点确定合理的手术入路。

我们认为入路选择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⑴能够在手术早期阻断肿瘤的血液供应；⑵

无需过度牵拉颞叶或小脑半球。⑶暴露范围

大，可以从多个角度地观察病灶，有利于肿

瘤全切除；⑷尽可能不影响颅神经等功能；

（5）沿肿瘤长轴方向切除，减少对周围组织 

的干扰。 

 
 
PO-024 

成人丘脑胶质瘤的显微手术切除 
 

张岩松 赵鹏来 罗正祥 胡新华 刘翔 杨坤 何升学 刘永 

张玉海 阎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丘脑是间脑中最大的卵圆形灰质核团，

位于第三脑室的两侧，其位置深在、毗连内

囊、下丘脑等重要中枢结构。丘脑胶质瘤的

治疗主要为显微手术切除，并辅以放、化

疗。其手术难度大，术后病死及病残率较

高，是神经外科的治疗难题之一。作者自 20

08 年起显微手术切除丘脑胶质瘤共 12 例，

现对手术方法和治疗体会进行初步总结。 

方法  12 例患者中男性 7 例，女性 5 例，年 

龄 19-65 岁，平均 37.6 岁。病程 0.5-18 个

月，平均 5.3 个月。头痛 10 例，呕吐 7 例，

视物模糊 4 例，肢体无力 3 例，肢体麻木 1

例，记忆减退及反应迟钝 2 例，癫痫发作 1

例。术前均行头颅 CT 和 MRI 检查，肿瘤位

于右侧 8 例，左侧 4 例。肿瘤呈不均匀强

化，最长径 3.2-6.5cm，10 例合并不同程度

梗阻性脑积水。经纵裂-胼胝体前部入路 6

例，经颞上沟-侧脑室入路 3 例，经额叶-侧脑

室入路 2 例，经外侧裂-岛叶入路 1 例。先释

放脑脊液降低颅压，在显微镜下尽可能沿肿

瘤与脑组织边界分离，肿瘤起源处与丘脑组

织界限不清，该区域亦为肿瘤主要供血区，

术前 MRI 增强扫描表现为病灶边缘强化亮度

朝向丘脑方向逐渐变淡。逐根电凝切断供应

血管，减少术中出血，避免肿瘤残留。肿瘤

与其余周围脑组织主要是推挤、压迫关系，

粘连不紧，容易分离且出血不多。我们不主

张先进行瘤内切除减压，会导致术野出血较

多，视野不清，难以辨别肿瘤界限，容易损

伤重要结构。肿瘤切除后常规行透明隔造瘘

和脑室外引流。 

结果  本组病例经病理学检查均诊断为脑胶质

瘤，其中 WHO 分级Ⅱ级 6 例，Ⅲ级 2 例，

Ⅳ级 4 例。根据术后 MRI 增强检查，肿瘤切

除范围大于 90%以上为 7 例（58.3%）， 7

0%～90%为 4 例（33.3%）， 50%～70%为

1 例（8.3%）。手术后脑积水未完全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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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行脑室-腹腔分流手术 2 例。出院时术前症

状改善或稳定 9 例，加重 3 例。术后出现肢

体偏瘫 1 例，出院时上下肢肌力 3 级，出院

一月后肌力恢复正常。术后 11 例接受放疗，

4 例服用替莫唑胺。随访 3 至 12 个月，1 例

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术后 4 个月肿瘤复发，后

放弃治疗死亡，其余患者生活基本自理，影

像学检查未见明显肿瘤复发。 

结论  由于胶质瘤本身浸润生长、容易复发的

特性，丘脑胶质瘤仍然预后不佳。应用显微

手术方法尽可能切除肿瘤，同时注意保护重

要的神经功能，手术后配合放、化疗，对于

大多数患者可以取得较满意的治疗效果，有

助于延长患者有一定生活质量的生存时间。 

 
 
PO-025 

WWP2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及其对胶质瘤细胞

侵袭、迁移及增殖能力影响的研究 
 

齐伟峰 梁君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检测 WWP2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情况并

研究其对胶质瘤细胞侵袭、迁移及增殖能力

的影响，并观察 WWP2 的表达与患者术后复

发的关系。    

方法  1.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 WWP2 蛋白

在非肿瘤脑组织及各级别胶质瘤组织标本中

的蛋白表达情况，了解 WWP2 与肿瘤发生的

相关性。2.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WWP2 蛋

白在胶质瘤组织及非肿瘤脑组织石蜡切片中

的表达。3.在胶质瘤细胞系 U251 及 U87 中

采用 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 siRNA 下调 WW

P2 的效果。4. 在胶质瘤细胞系 U251 及 U87

中采用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实验检测 WWP

2 siRNA 下调后对胶质瘤细胞的侵袭、迁移能

力的影响。5. 在胶质瘤细胞系 U251 及 U87

中采用集落实验、EdU 实验检测 WWP2 siR

NA 下调后对胶质瘤增殖能力的影响。6.收集

并随访近年胶质瘤手术患者信息并统计 WWP

2 表达与患者术后复发的关系。  

结果  1. WWP2 蛋白在胶质瘤组织中较非肿

瘤脑组织的表达增高，且随胶质瘤级别增高

WWP2 的表达水平也增高。2.免疫组化染色

显示 WWP2 主要定位在胞浆内，在胶质瘤中

染色阳性细胞率及染色强度高于非肿瘤脑组

织，并且其表达随肿瘤级别的升高而升高。3.

所选 siRNA 序列能够稳定下调 U251 与 U87

中的 WWP2 蛋白表达。4. siRNA 下调 WWP

2 能够降低胶质瘤细胞的侵袭及迁移能力。5. 

siRNA 下调 WWP2 能够降低胶质瘤细胞的增

殖能力。6. WWP2 高表达的胶质瘤患者术后 

较低表达的胶质瘤患者术后更易复发。  

结论  1. WWP2 在胶质瘤中呈高表达。2.下调

WWP2 的表达可降低胶质瘤细胞的侵袭、迁

移及增殖能力。3. WWP2 可能作为一种新的

判断胶质瘤患者术后复发的肿瘤标志分子。  

 
 
PO-026 

核磁共振神经导航辅助下颅内肿瘤的显微手

术 
 

陈军 李爱民 吴海滨 王富元 刘希光 江伟 陈震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 Brainlab 神经导航系统(Brainlab K

olibri navigation system)辅助下颅内各部位肿

瘤的显微手术切除方法,同时分析导航系统在

颅内肿瘤切除中的作用。 

方法  对应用神经导航系统辅助开展显微手术

的 126 例颅内肿瘤患者临床资料，开展回顾

性的分析。所有病例术前均行 MRI T2 4 mm

薄层全颅扫描,并将图片信息传送至 Brainlab

导航系统工作战,在工作站经转化、规划步骤

将肿瘤标记,术中经注册后在导航系统指引下

设计手术切口及入路并在其辅助下切除肿

瘤。术中对手术入路、肿瘤及其周围重要解

剖结构准确定位，判断病变切除程度。 

结果  术中应用神经导航系统能实时显现患者

颅内任意结构的解剖位置，准确、快速定位

肿瘤，准确清晰辨别周围重要解剖结构进行

手术，采用最佳路径及最小创伤，在最大程

度上解除患者颅内病变，并最大限度地保留

其神经功能，避免功能区损伤。所有病例均

一次性直接找到病灶并有效切除。产生的误

差极其小，只有 1.5～2.0mm。 

结论  神经导航系统具有定位准确、动态示

踪、微侵袭、安全可靠等特点,有助于缩短手

术时间、提高靶点精确率及降低手术并 

发症的发生。 

 
 
PO-027 

经岩骨乙状窦前入路显微切除岩斜区肿瘤 
 

范月超 倪洪早 陈晨 张慧 苗发安 陈洪福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探讨经岩骨乙状窦前入路切除岩斜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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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肿瘤的手术要点、手术效果，并与采用

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患者比较肿瘤切除效果。  

方法  将 2011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0 月入院

25 例岩斜区肿瘤患者分两组。其中 18 例瘤

体较大者分为一组，采用经岩骨乙状窦前入

路；另 7 例患者分为一组，采用枕下乙状窦

后入路。经岩骨乙状窦前入路手术要点：颅

骨转孔时横窦上下各一枚，咬骨钳咬开两骨

空之间颅骨，铣刀形成双骨瓣。磨除骨质时

不宜过快，注意观察当见到蓝色膜时应当注

意，表明已经到达内耳淋巴，充分暴露从岩

上窦至颈静脉球之间乙状窦的前部硬脑膜，

保护 Labber 静脉。在乙状窦前 Trautmann 三

角区切开硬脑膜，逐步暴露肿瘤组织，显微

镜下分块切除肿瘤。应尽量于脑干蛛网膜外

操作切除肿瘤，并将蛛网膜留在脑干表面。

在切除肿瘤过程中较大的出血点影响肿瘤的

进一步切除时可适当使用双极止血，小的出

血点可先不处理或是轻轻压迫止血。对比患

者术前、术后的影像学检查、症状缓解程

度、肿瘤复发及生活质量提升。  

结果  18 例岩斜区较大肿瘤切除满意，术后无

严重并发症，1 例患者出现呼吸中枢麻痹，经

积极治疗后恢复良好，3 例患者出现听力减

退，2 例患者出现面神经损伤，均予神经营养

药物口服 3 月后症状减轻。一年随访全部患

者未见明显肿瘤复发。7 例采用枕下乙状窦后

入路患者中 1 例患者术后出现呼吸中枢麻

痹，入重症监护室治疗，后家属放弃治疗，2

例患者出现吞咽困难，予指导训练后约三月

渐恢复吞咽功能，1 例患者出现面神经损伤，

口服甲钴胺后有所缓解。术后一年随访，髓

母细胞瘤患者于术后 9 月余复查再次发现肿

瘤，选择继续保守治疗，其余患者未发现肿

瘤复发。  

结论  采用经岩骨乙状窦前入路能充分暴露 

视野、减少损伤、减低术后并发症，同时能

直视下达到肿瘤全切，减轻对脑干、小脑、

脑神经、Labber 静脉及大脑后循环血管损

伤，符合神经外科岩斜区微创手术的要求。  

 
 
PO-028 

经额下纵裂入路显微切除颅咽管瘤的手术策

略 
 

倪洪早 范月超 陈晨 朱一硕 张芸 苗发安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探讨经额下纵裂入路显微切除较大颅咽 

管瘤的手术要点、手术效果，并与传统翼点

入路比较，观察患者的肿瘤切除效果、术后

恢复情况并随访患者一年内的情况。  

方法  将 2011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间的 38

例颅咽管瘤患者分两组，其中 22 例较大颅咽

管瘤患者分为一组，采用经额下纵裂入路。

另 16 例患者分为一组，采用翼点入路。经额

下纵裂入路手术要点：铣刀形成骨瓣时，内

侧位于中线，同时注意保护窦腔，沿大脑纵

裂前份分离额叶内侧面，打开蛛网膜下腔释

放脑脊液，脑压下降后将额叶牵向后下方，

向前颅底探索，可见被肿瘤挤压的视神经，

电灼肿瘤包膜后切开，瘤内分块切除肿瘤，

待肿瘤前部缩小后，探及第 I、II、III 间隙的

肿瘤，保护好双侧视神经、大脑前动脉，继

续瘤内分块切除肿瘤，同时轻轻牵拉肿瘤后

份包膜，注意保护好 A1 段的分支血管及垂体

柄，沿其胶质增生带可全切此处肿瘤。打开

终板及三脑室壁后，可全切突入三脑室的肿

瘤。  

结果  22 例采用额下纵裂入路患者中，4 例患

者术后一周内性格改变明显，5 例患者术后 3

天内出现高钠血症，2 例患者术后出现低钠血

症。一年后随访，3 例患者口服抗利尿药物至

3 个月后，尿量恢复正常并停药；1 例患者皮

质醇低于正常值，给予口服激素治疗，余患

者恢复正常。16 例采用翼点入路患者中 3 例

术后出现癫痫持续状态，予丙戊酸钠持续静

脉泵入，12 例患者术后均出现电解质紊乱，

表现为持续高血钠后顽固性低钠血症，2 例患

者出现尿崩，24 小时尿量最高达 1.2L，予鞣

酸加压素皮下注射效果一般，约术后 10 天患

者尿量逐渐减少，一年后仍口服垂体后叶

素。术后一年随访，1 例患者术后 9 月出现视

力减弱、视野缩小，予外院行头颅 CT 示肿瘤

复发，予外院行伽马刀治疗；1 例患者予术后

6 月出现癫痫发作，行头颅 MRI 检查示颅咽

管瘤复发；2 例患者出现脑积水，于我科行脑

室腹腔分流术。  

结论  颅内较大颅咽管瘤对脑正常解剖结构严

重挤压，肿瘤与下丘脑、垂体柄等结构粘连

紧密，采用额下纵裂入路可做到在显微镜直

视下分离粘连部位，达到肿瘤全切除，具有

较其它入路较明显的优点，且术后水电失衡

情况明显轻微，患者恢复情况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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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9 

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的临床研究 
 

张慧 范月超 陈洪福 陈晨 纪培志 苗发安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探讨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的

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2014 年 1 月 ~2015 年 1 月 , 选取本院

 38 例行内镜下经蝶窦垂体瘤切除术的垂体瘤

患者 , 其中男 18 例 ,女 20 例 , 年龄 16~74 

岁 , 中位年龄 30.4 岁 , 病程 4 个月 ~2 年 ,术

前均未进行药物或放射治疗，术前均行头部

或鞍区磁共振成像(MRI)及蝶窦 CT 冠状检

查，以明确肿瘤大小、形态、与周围组织的

关系以及了解蝶窦分隔和气化情况。其中有

头痛症状者 21 例，视力视野异常者 30 例，

激素分泌异常者 15 例；全部患者均行术后病

理检查确诊。所有患者均行垂体 MRI 增强扫

描和鞍区冠状位 CT 检查（见图 1F-G）。肿

瘤主要位于鞍区，以鞍内为主，其中直径＜1

cm 的 11 例，直径 1~3cm 的 24 例，直径＞

3cm 的 2 例，其中 1 例侵袭一侧海绵窦，观

察、分析肿瘤切除程度、视力视野改善情

况、手术时间和住院日。  

结果  手术时间 1.5~2.5 h, 平均手术时间 2 h, 

绝大多数患者 2 周内治愈 , 术后闭经、泌

乳、头痛、视力障碍等症状明显缓解 ,平均住

院 7~10 d。术后随访 3 个月 , 无复发，未见

颅内感染、视神经损伤、颅内出血以及垂体

功能低下等症状发生。1 例患者麻醉清醒后双

眼视力明显下降，复查 CT 提示鞍内填塞物较

多，视交叉明显受压，再次手术取出鞍内填

塞物后视力恢复正常。2 例患者术后出现一过

性尿崩症，予垂体后叶素治疗后好转， 1 例

患者术后出现脑脊液漏，予以腰大池置管引

流 1 周后脑脊液漏停止。  

结论  垂体腺瘤占颅内原发肿瘤的 10％～1

5％，除催乳素腺瘤目前指南推荐起始治疗为

药物治疗外，其他亚型的垂体腺瘤的一线治

疗方案均为手术治疗。近 20 年来，经蝶入路

手术的普及，经额入路逐渐减少。内镜下经

鼻蝶垂体瘤切除术是在鼻窦镜的基础上发展

而来，并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手术。因此，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治疗垂体瘤的术式，因其

创伤小、治疗效果好、并发症相对较少的优

势，可推广应用。  

 
 
 

PO-030 

内镜下双鼻孔经蝶垂体腺瘤切除术的临床体

会 
 

朱玉辐 李中林 谢满意 王雷 王强 王秀存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10011338 

 

目的  应用内镜下双鼻孔经蝶入路探索手术治

疗垂体腺瘤的有效方法，总结分析临床应用

经验。  

方法  对 2014 年 10 后入院的适合经蝶入路的

垂体腺瘤病人 33 例应用内镜下双鼻孔经蝶入

路技术进行手术切除肿瘤。手术方案：双侧

鼻腔收敛、扩张。内镜观察中鼻甲、蝶窦口

等解剖结构，形成右粘膜瓣。入蝶窦腔并清

理，磨开鞍底并保留鞍底骨片，进入鞍内，

根据肿瘤质地、形态分块切除或摘除。人工

脑膜或阔筋膜-鞍底骨质-粘膜瓣鞍底重建。分

析术前术后症状、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

查，判别手术效果和质量。总结分析内镜下

双鼻孔经蝶入路治疗垂体腺瘤的疗效。  

结果  手术全切 27/33， 次全切除 5/33，大部

切除 1/33。术中脑脊液漏发生率 7/33，鞍底

重建修补，无术后脑脊液漏发生。视力障碍

缓解率 17/19，视力障碍无改善 1/19，视力

恶化 1/19，高泌乳素围手术期内缓解率 10/1

2，术后高泌乳素显著下降 2/12，高生长激素

缓解率 7/7,IGF-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术后

缓解率 5/7, 新增内分泌异常（ACTH）3/33。

高血糖缓解率 3/4, 高血糖好转率 1/4。未全切

6 例中口服嗅隐亭治疗 2 例，残留肿瘤术后伽

玛刀治疗 2 例，观察 2 例。术后复查瘤腔内

出血病例 2 例。1 例瘤腔内出血病例系为术中

肿瘤未能全切除，术后视力无变化视野有改

善，予保守治疗，1 月后复查血肿吸收消失，

视力视野均较术前明显改善。1 例病人出现视

力较术前下降予急诊再次手术，内镜下清除

鞍内血肿减压，重新修补鞍底，术后 1 周左

右视力恢复至术前水平，随访 1 月视力较术

前有轻度改善。  

结论  1. 本组病例手术团队完成的内镜下双鼻

孔经蝶入路手术治疗垂体瘤效果好。内镜下

经双鼻孔经蝶入路较显微镜经蝶入路手术治

疗垂体腺瘤的手术显露范围更大，术野照明

更佳，肿瘤切除率显著提高、术后脑脊液、

内分泌损害等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下降。2.宽敞

干净的鼻腔通道建立、双鼻道中的双手操

作、人工脑膜或阔筋膜-鞍底骨片和粘膜瓣的

重建方案和内镜下肿瘤切除技术构成了内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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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双鼻孔经蝶入路手术的技术特征。  

 
 
PO-031 

经大脑前纵裂入路行前交通动脉瘤夹闭术 18

例临床报告 
 

冯力 李中林 纪培志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探讨经大脑前纵裂入路夹闭前交通动脉

瘤的适应症、优缺点和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

科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选择经纵裂

入路行前交通动脉瘤夹闭术的 18 例患者的临

床资料。  

结果  所有患者术后行 CTA 或 DSA 脑血管造

影证实动脉瘤颈夹闭完全。患者术后恢复良

好，无手术致残及死亡者。  

结论  前纵裂入路的选择与动脉瘤的指向及手

术者的个人经验有较大关系，某些情况下前

纵裂入路比翼点入路有明显的优势。  

 
 
PO-032 

微 RNA-451 对 SNB19 胶质瘤细胞系侵袭和

迁移机制的研究 
 

郭红宝 南阳 甄英伟 王乐 张亚辉 钟跃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70 

 

目的  研究微小 RNA-451（miRNA-451）SN

B19 胶质瘤细胞系侵袭和迁移机制的研究。  

方法  培养人脑胶质瘤 SNB19 细胞，将其分

为空白对照组、无义序列组及 miRNA-451mi

mics 处理组（简称 miRNA-451 组）；将合

成的寡核苷酸 miRNA-451 拟似物（miRNA-4

51mimics）转染至 SNB19 胶质瘤细胞。Rea

l-timePCR 检测转染后胶质瘤细胞 miRNA-45

1 以及 GLUT1mRNA 的表达水平，Western

印迹法检测 GLUT1 蛋白的表达，细胞免疫荧

光检测细胞膜上 GLUT1 荧光强度变化，应用

划痕实验检测细胞的迁移能力，Transwell 细

胞体外实验检测细胞侵袭能力的变化。 

结果  与空白对照组和无义序列组相比，miR

NA-451 组的 miRNA-451mRNA 相对表达量

明显增高，GLUT1mRNA 和蛋白相对表达量

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细

胞免疫荧光分析表明 miRNA-451 组细胞膜上

GLUT1 荧光强度明显减弱；划痕实验结果分

析表明 miRNA-451 组细胞划痕修复率明显降

低；Transwell 法分析显示 miRNA-451 组穿

过 Transwell 小室的细胞数明显减少，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miRNA-451 可能抑制 GLUT1 基因表达

对人脑胶质瘤细胞的侵袭和迁移产生抑制作

用。 

 
 
PO-033 

颅底肿瘤围手术期颈内动脉损伤的防治 
 

陈刚 兰青 刘国栋 孙超 朱卿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颅底肿瘤围手术期颈内动脉损伤的

防治 

方法  分析 2 例颅底肿瘤术中颈内动脉损伤患

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1 例行扩大额颞入路复

发脊索瘤切除术，术中应用速吉纱球填塞止

住出血；另外 1 例行远外侧入路咽后壁及颈

静脉孔区腺样囊腺癌切除术，术中应用明胶

海绵卷填塞止住出血。 

结果  复发脊索瘤术后 12 小时神智清楚、生

命体征平稳、四肢活动可，术后 24 小时出现

意识障碍，复查头颅 CT 示：颅内多发性脑梗

塞，因经济原因自动出院；腺样囊腺癌患者

因颅内血管侧枝代偿能力较好，术后神智清

楚、生命体征平稳、四肢活动可，病愈出

院。2 例患者术后均未接受介入治疗。 

结论  颅底肿瘤术中颈内动脉损伤是一严重的

手术并发症，可通过术前病史、影像学检查

及术中准确定位加以预防；术后脑血管 CTA

及 DSA 检查可及时显示颈内动脉损伤的类型

和部位，根据病情行颈内动脉腔内覆膜支架

植入术或球囊栓塞术治疗。 

 
 
PO-034 

MDT 模式下眼睑下垂首诊的垂体腺瘤卒中分

析（附三例报道） 
 

刘飞 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30022 

 

目的  总结以眼睑下垂等颅神经麻痹为表现而

首诊的垂体腺瘤伴卒中患者与垂体脓肿的鉴

别及治疗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收治的术后病理证实为

垂体腺瘤伴卒中的 3 例病人，术前均以眼睑

下垂为首发临床表现就诊，合并不同程度眼

球运动障碍，头颅 MRI 提示垂体占位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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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伴激素水平改变。  

结果  3 例病人经多学科讨论后行病变显微切

除术，术后近期眼睑下垂症状均得到改善，

术后随访 3 个月无明显并发症发生。  

结论  眼睑下垂首诊的垂体腺瘤伴卒中患者，

与垂体脓肿不易鉴别，应积极手术干预。 

 
 
PO-035 

脑干血管母细胞瘤的诊断与显微手术治疗 
 

王硕彬 吴喜跃 王晨阳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脑干血管母细胞瘤的诊断与显微 

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 例经病理证实脑干血管母

细胞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以

探讨脑干血管母细胞瘤的诊断与治疗原则及

评估术后远期疗效。 

结果  7 例术前均诊断为脑干血管母细胞瘤；

女性 6 例，男性 1 例，20-55 岁。在电生理监

测下，显微手术全切除肿瘤 6 例，近全切除 1

例。7 例均获得随访，随访时好转 5 例，恶化

2 例。 

结论  依据肿瘤 MRI 特点，术前多数可明确诊

断。有症状的脑干血管母细胞瘤首选电生理

监测下显微手术完整切除，先离断供血动脉

后处理引流静脉，最后整块切除，术中操作

要熟练、牵拉要轻柔。 

 
 
PO-036 

以神经导航系统为主的多模态技术在颅底中

央区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李龙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探讨以神经导航系统为主的多模态技术

在颅底中央区肿瘤手术中的应用及其疗效分

析，评估神经导航系统的准确性及安全性。 

方法  应用 Medtronic 公司的 Stealth Station

（S7）光学神经导航系统，辅以血管多普勒

超声等技术进行颅底中央区肿瘤手术。共计 1

07 例患者。术前将患者 CT、MRI 及 MRA 等

影像学资料导入神经导航系统进行图像融合

及三维重建，制作 3D 模型。制订手术计划，

选择适合的手术入路。术中应用以神经导航

系统为主的多模态技术标记颅底骨性标志，

血管及颅神经等的重要解剖结构，测量实际

的误差，评估导航仪的精度及安全性，并判

断肿瘤切除程度。术后评估症状改善，术后

并发症及肿瘤切除程度等指标。并与同期未

利用此技术的颅底中央区肿瘤手术的对照组

在疗效、肿瘤切除程度及并发症等方面进行

比较。 

结果  神经导航系统在此 107 例患者手术中均

能精确定位，精度误差 0.5mm-1.2mm，平均

0.7±0.2mm，肿瘤全切 90 例，次全切除 14

例，大部切除 3 例。术后患者的临床症状均

得到改善或消失，未发生严重术后并发症。

与对照组相比，肿瘤全切率更高，并发症更

少，疗效更佳。 

结论  以神经导航系统为主的多模态技术在颅

底中央区肿瘤手术中的帮助极大，术前制作 3

D 模型可为术者提供肿瘤与重要解剖结构的

关系。术中引导手术操作，保护重要解剖结

构，安全、准确地切除肿瘤，提高肿瘤全切

率及手术疗效，减少并发症。神经导航系统

的准确性及安全性极高。 

 
 
PO-037 

神经内镜辅以高速磨钻单鼻孔经蝶入路垂体

腺瘤切除术 
 

张科 王斌 徐培坤 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30022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单鼻孔经蝶垂体腺瘤切

除术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 150 例采用内镜单鼻孔经蝶垂体腺瘤切除

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 70 例，女 80 例。首

次手术 136 例，因残留或复发再次手术 14

例。年龄 22-73 岁，平均 47.6 岁。肿瘤最大

径＜1cm 16 例，1-3cm 114 例，＞3cm 20

例。临床表现头痛头晕 90 例；视力视野变差

74 例；内分泌紊乱 88 例，其中月经紊乱、

泌乳 42 例，性功能下降 20 例，肢端肥大 26

例；无症状 10 例。24 例患者曾行溴隐亭药

物治疗。内分泌检查其中无功能腺瘤 62 例，

功能性腺瘤 88 例。复杂病变者使用神经导航

辅助。术后行视力视野、内分泌学及影像学

随访，14 例未获得随访者资料以出院时为依

据，随访时间为 6-18 月，平均 10.6 个月。 

结果  肿瘤全切 124 例，大部切除 20 例，部

分切除 6 例。术后视力或/和内分泌改善者 12

2 例。术后脑脊液漏 8 例，电解质紊乱 6 例，

颅内感染 6 例，尿量增多 1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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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内镜下辅以高速磨钻单鼻孔经蝶切除垂

体瘤手术安全、有效，必要时辅以导航技术

增加手术安全有效性。 

 
 
PO-038 

术前氢质子磁共振波谱主要代谢物水平与术

中胶质母细胞瘤荧光强度的比较研究 
 

田海龙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神经外科 266000 

 

目的  对比分析 1H-MR 代谢物水平和术中荧

光素钠(FL)标记胶质母细胞瘤（GBM）的荧

光强度，探讨不同荧光强度 GBM 组织代谢水

平的变化，为 GBM 荧光手术治疗提供客观依

据。  

方法 针对 MRI 平扫+增强序列新诊断的 GB

M，完成 1H-MRS 检查和 FL 标记下手术治疗

 ，病理确诊为 GBM 的病例行肿瘤边界 Ki67

免疫组化检测。对 1H-MRS 主要代谢物水平

与肿瘤荧光强度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33 例纳入研究，术前 1H-MRS 诊断结

果：25 例提示为高级别胶质瘤，3 例淋巴

瘤，1 例中枢神经细胞瘤、1 例脑脓肿、余 3

例提示为脑转移瘤；高级别胶质瘤 NAA 峰明

显降低，Cho 明显增高，不同肿瘤区域 NAA

和 Cho 峰度不同，Cr 峰度无差异；NAA/Ch

o、NAA/Cr 和 Cho/Cr 在不同肿瘤区域有差异

（p＜0.05）；FL 标记手术结果：29 例全

切，4 例次全切；术后病理结果：28 例确诊

为 GBM；余 5 例分别为间变性星形细胞瘤 2

例，转移瘤 2 例，淋巴瘤 1 例；肿瘤实质荧

光显影结果：GBM 强荧光 24 例，弱荧光 4

例、2 例间变型星形细胞瘤强荧光、淋巴瘤呈

弱荧光、2 例转移瘤强荧光；结合荧光强度，

1H-MRS 代谢物分析结果：1)不同 MRS 感兴

趣区层面的荧光强度不同，肿瘤实质区域荧

光强度高于肿瘤边界和瘤周水肿（p＜0.0

5）；2)肿瘤实质荧光强度不一，NAA 和 Cho

峰度不同, NAA/Cho 不同；肿瘤边界荧光强

度不一，NAA 峰度无差异，Cho 峰度不同, N

AA/Cho 不同；不同荧光强度瘤周水肿中，N

AA 和 Cho 峰度无差异, NAA/Cho 无差异（p

＞0.05）；GBM 肿瘤边界免疫组化结果：不

同的荧光显影边界，Ki67 表达程度不同（p＜

0.05）。  

结论  GBM 肿瘤实质荧光强度高于其它区

域，不同荧光强度的 GBM，代谢水平不同；

FL 标记下实施 GBM 手术治疗，需重视术前

1H-MRS 提供的代谢信息，并就两者的相关

性做进一步探讨。  

 
 
PO-039 
Firm Pituitary Adenomas: Natural Candid
ate of Endoscopic Extracapsular Resecti
on 
 

马驰原 李俊漾 王汉东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Background  Firm pituitary adenomas are di
fficult to be removed in application of conven
tional surgical methods due to its firm texture.
 Endoscopy has broad vision and close obse
rvation to distinguish tumor boundary. Moreo
ver, the pseudocapsule of firm pituitary aden
omas are relatively easy to be identified and 
dissected during endoscopic surgery.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11 to December
 2014, 35 patients with firm pituitary adenom
as were treated in our institute. Endoscopic 
extracapsular resection were performed The 
clinical and MR manifestation, surgical mana
gement and outcomes of the patients were r
eviewed.  
Results  The pseudocapsules were identifie
d during all 28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for fir
m pituitary adenoma cases. Transsphenoidal
 extracapsular resection were performed. Gr
oss total removal (GTR) or subtotal removal 
(STR) was achieved in 24 of 28 patients (85.
7%).  
Conclusion  Firm pituitary adenomas are th
e natural candidate of endoscopic transsphe
noidal extracapsular dissection technique. 
 
 
PO-040 

神经内镜技术在脑室肿瘤手术治疗中的应用 
 

马驰原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神经内镜下脑室肿瘤手术治疗的应用经

验总结。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5 月~2015 年 12 月

相关病例，对其临床表现、肿瘤解剖位置、

手术方式及术后疗效进行归纳与总结，探讨

脑室镜手术、Endoport 内镜控制手术及内镜

辅助显微神经外科手术的技术特点。 

结果  共收集接受神经内镜手术的脑室肿瘤 2

3 例。其中，脑室镜手术 6 例（全切除 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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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检及第三脑室造瘘术 4 例）；Endoport 内

镜控制手术 4 例（全切除 3 例，部分切除及

第三脑室造瘘术 1 例）；神经内镜辅助显微

神经外科手术 13 例(全切除 12 例，次全切 1

例)。 

结论  脑室镜手术主要用于脑室肿瘤的活检和

第三脑室造瘘；Endoport 内镜控制手术主要

用于切除血供丰富的肿瘤；内镜辅助显微神

经外科手术用于肿瘤残留位置较偏的病例，

为手术肿瘤全切提供了保证。 

 
 
PO-041 

多发性脑膜瘤（脑膜瘤病）1 例报道 
 

郑伟明 苏志鹏 王成德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脑膜瘤病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  报告一例女性患者，62 岁，因头部外伤

作头颅 CT 检查时发现颅内占位而住院并行手

术治疗。 

结果  头颅 MR 提示左额叶多发占位，增强扫

描示肿块分别位于嗅沟和大脑表面，均匀强

化，有脑膜尾征。术中发现颅骨板障出血较

多，颅骨内板多发增生，高低不平，增生相

应部位均有肿瘤生长，脑膜破损，脑膜下多

发肿瘤最大者直径约 4.5cm，最小约 0.5c

m，骨瓣硬模下可见大小不等肿瘤 12 个，膜

下表面有菲薄的脓苔样物，与大脑皮层无粘

连，大脑表面受压成坑洼不平。手术予以显

微镜下全切除，并切除受累的硬脑膜，手术

后恢复良好。 

结论  多发性脑膜瘤的手术指征和手术处理原

则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显微外

科手术是治疗多发性脑膜瘤最直接而有效的

方法。手术原则为先大后小，先幕上后幕

下，先浅表后深。多发性脑膜瘤由于肿瘤数

量多，手术中要尽可能全切除肿瘤，并尽可

能切除脑膜瘤周围的硬脑膜，以减少术后的

复发。 

 
 
PO-042 
An isoform of iASPP in glioma is associat
ed with poor prognosis by promoting cell
 viability and antagonizing apoptosis 
 
Liu Xiangrong1,Kang Jun2,Liu Fang1,Luo Yumin1,Ji 
Xunming1,Zhao Shangfeng2 

1.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Research Institute， X

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Beijing Tongren H

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ackground and Purpose  iASPP, encode
d by PPP1R13L gene, is often overexpresse
d in human cancers. From the PPP1R13L ge
ne, at least two isoforms, iASPP-L and iASP
P-SV are produced through alternative splici
ng. iASPP-L consists of 828 amino acids an
d is typically referred to as iASPP. iASPP-SV
 is the short variant of iASPP and contains 4
07 amino acids. Both isoforms can bind p53 
to inhibit apoptosis in vitro and in vivo, but th
e role of these isofor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lioma is not well understood. In the curre
nt study, we explored the role of iASPP-SV i
n glioma progression, and investigated the a
ssociation between iASPP-SV expression an
d the overall survival or progression-free sur
vival during the five-year follow-up period.  
Methods  A total of 117 glioma tissues were 
included: 20 pilocytic astrocytomas (WHO gr
ade I), 29 diffuse astrocytomas (WHO grade 
II), 36 anaplastic astrocytomas (WHO grade 
III) and 32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WHO gr
ade IV). Seventy-two males and 45 female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median age 
was 48 years (range 26–69 years). We exa
mined the expression of iASPP-SV in astroc
ytic glioma tissues with different grades and 
15 normal human cerebral tissues by real-ti
me RT-PCR. We selected the samples in the
 last two years of our study to detect iASPP-
SV protein level. Expression of the proteins 
were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ting and/or i
mmunofluorescence.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
he role of iASPP-SV on cell growth and apop
tosis, U87 cells were transfected with iASPP
-SV by lentivirus, and then treated with tmoz
olomide (TMZ), a widely used chemotherape
utic agent for glioblastoma. The chi-square t
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feature
s of the low and high iASPP-SV expression 
groups. The overall survival was estimated u
sing the Kaplan–Meier method with log-rank 
test.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
n model was used for multivariate survival a
nalysis. 
Results  The result showed a higher mRNA 
expression level of iASPP-SV in astrocytic gl
ioma patients with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
n (WHO) grade II to IV in comparison to the 
normal controls. Additionally, mRNA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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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 level of iASPP-SV was gradually increas
ed with the raise of the grade in glioma. High
 mRNA expression level of iASPP-SV was si
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malignant WHO g
rades (P < 0.001). The protein expression le
vel of iASPP-SV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mR
NA expression level. Little iASPP staining w
as observed in the nucleus of astrocytes fro
m normal brain tissues, while highly positive 
staining of iASPP was observed in the nucle
us of glioma cells with high grade. The Kapla
n–Meie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high iASPP-S
V mRNA 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ov
erall survival an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b
oth P < 0.001). Furthermore, multivariate an
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mRNA expression of
 iASPP-SV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marker in glioma (P < 0.001). To further expl
ore the role of iASPP-SV in glioma, U87 cell
s were transfected with iASPP-SV by lentivir
us and then treated with tmozolomide (TMZ).
 Overexpression of iASPP-SV promoted the 
cell viability and down-regulated the expressi
on of pro-apoptosis genes (Bax, Puma, p21 
and Noxa) to inhibit apoptosis induced by T
MZ.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malig
nant glioma cells may up-regulate iASPP-SV
 to promote glioma progression by promoting
 cell viability and antagonizing apoptosis. iAS
PP-SV may also represent a novel biomarke
r for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of glioma and
 a reliable predictor of the clinical outcome fo
llowing glioma treatment. 
 
 
PO-043 
Castleman disease with multicentric invol
vement presenting as intracranial mening
eal and cervical mass lesions 
 
Shan Ming1,Cheng Hongwei 1,Wang Xiaojie 2,Gao P
eng 1,Hong Wenming 1,Liu Fei 1,Zhou Lv1 

1.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Department Of Path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

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is, the clinical management, mechani
sms of Castleman disease with multicentric i
nvolvement  
Methods A Case of Castleman disease with 
multifocal involvement presenting as a meni
ngeal lesion and two cervical masses was re
ported and related articles were reviewed.  

Results A mass with abundant blood supply 
in right temporo-parieto-occipital region was 
observed and totally resected safely, Histolo
gical examination revealed it conformed to th
e diagnosis of Castleman disease. Immunohi
stochemical analysis showed the lymphoid f
ollicle have immunoreactivity for CD10, CD2
0, Pax-5, PD-1, and 90% of the cells were p
ositive for monoclonal antibody to Ki-67 antig
en, else, the interfollicular cells were positive
 for CD3, 30% of which show reactivity with 
monoclonal antibody to Ki-67. The excision o
f cervical mass showed it was lymph node h
yperplasia.These findings were consistent wi
th multicentric Castleman disease. Postoper
atively, the patient had an uneventful clinical 
recovery, laterly was turned over to departm
ent of hematology for futher treatment, the c
hemotherapy application was scheduled rou
ntinely, but her family refused to do more, th
erefore, no more follow-up information can b
e available.  
Conclusion Castleman disease is a rare clin
ical situation, we report a case of muiticentric
 Castleman disease involving in intracranial 
meningeal lesion and neck masses. Referen
cing other cases, we find Castleman disease
 was likely to be clinically diagnosed as meni
ngioma, only based on the CT or MRI studie
s, a clinical diagnostic conclusion is difficult t
o arrive at,instead,histopathological and imm
unohistochemical studies are needed. The cl
inical management of intracranial mass lesio
ns in Castleman disease have no abnormalit
y compared with the course for other intracra
nial space- occupying lesions just like a meni
ngioma, therefore, a total-surgical resection r
emains the first modality whenever possible. 
We emphasize that detailed history talking a
nd physical examination to a Castleman dise
ase patient are needed and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is essential aiming to arrive at a 
potential better prognosis. 
 
 
PO-044 

Meckel 腔三叉神经鞘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张荣伟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0193810 

 

目的  探讨 Meckel 腔(Meckel cave，MC) 三

叉神经鞘瘤的诊断及手术治疗方法。 

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 18 例 MC 三叉神经鞘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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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均经强化 MRI

明确诊断，其中局限在 MC 内脑膜瘤 11 例，

长满 MC 稍突向后颅窝 5 例，长满 MC 并经

圆孔及卵圆孔突向颅外 2 例。均采用改良的

颞下-硬膜内入路显微手术治疗 。 

结果  18 例均镜下全切除。病理检查为三叉神

经鞘瘤。 

结论  强化 MRI 检查是三叉神经鞘瘤可靠的诊

断方法，改良的颞下-硬膜内入路显微手术是

治疗 MC 三叉神经鞘瘤安全可靠的方法。 

 
 
PO-045 

320 层 CT 对窦旁脑膜瘤瘤周水肿的灌注研究 
 

张荣伟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0193810 

 

目的  采用 320 层 CT 灌注成像探讨窦旁脑膜

瘤瘤周水肿产生机制。 

方法  45 例窦旁脑膜瘤患者根据 MRI 检查 T2

相表现，分为二组：A 组 29 例，肿瘤周围有

不同程度水肿表现；B 组 16 例，无瘤周水

肿。术前行 320 层 CT 检查，将容积数据导

入 Toshiba 公司的 4D～Perfusion 专门软件

包进行后处理。 得出灌注图像及参数，包括

脑血流量(CBF)、脑血容量(CBV)、平均通过

时间(MTT)和达峰时间（TTP）。 

结果  二组瘤组织 CBF、CBV、MTT 无明显

差别（p>0.05）, 肿瘤组织的 TTP:A 组 13.8±

1.4s、 B 组 19.1±2.4s,二组相差显著（P<0.0

1）。 瘤周脑组织 TTP：Ａ组（0.5cm、1.5c

m）：27.7±3.6s、 24.1±3.2s, B 组: 14.8±1.3

s 二组间有显著差别 （P<0.01）。灌注成像

与 CTA 图像融合能清晰显示供血动脉、肿瘤

组织、脑组织、引流静脉以及与窦的关系，A

组可见肿瘤引流静脉迂曲、引流不畅。 

结论  320 层 CT 灌注成像对窦旁脑膜瘤血流

灌注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肿瘤组织 T

TP 延长可能是产生瘤周水肿的重要因素。 

 
 
PO-046 

颞下经天幕入路显微手术治疗岩斜区脑膜瘤 
 

张荣伟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0193810 

 

目的  探讨颞下经小脑幕入路切除岩斜区脑膜

瘤的显微手术方法和结果。 

方法  25 例岩斜区脑膜瘤病人，全部经 CT、 

MRI 明确诊断，其中大型（瘤径 2.5~4.4c

m）18 例、巨大型（>4.5cm）7 例，经麦氏

腔发展至中颅窝 6 例。均采用颞下经小脑幕

入路显微手术切除肿瘤。 

结果  镜下全切除肿瘤 20 例（80%），大部

分切除 5 例，无死亡。 术后新增颅神经损伤 

11 例。术后随访 1~24 个月，全切病例有 4

例复发。 

结论  颞下经小脑幕入路是切除岩斜区脑膜瘤

简单实用的手术入路。 

 
 
PO-047 

镰幕区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游鸿海 梅文忠 吴喜跃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目的  探讨镰幕区脑膜瘤的临床特点和显微外

科手术治疗体会。 

方法  对我院神经外科 2009 年-2014 年近五

年 13 例经显微外科治疗的镰幕区脑膜瘤的临

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包括临床表现、影

像学资料、手术方式、切除程度以及随访。

结果 根据 Asari 分类方法，本组 13 例患者，

前型者 7 例，下型者 2 例，后型者 4 例，并

均采用枕下幕上入路（poppen 入路）进行显

微镜下切除肿瘤。按照 Simpson 肿瘤切除分

级标准: Ⅰ-Ⅱ级切除 10 例，Ⅲ级切除 2 例，

Ⅳ级切除 1 例。本组患者无手术死亡及严重

并发症，术后 KPS 评分均为 90-100 分，随

访 9 例，平均随访 3.5 年。结论  镰幕区脑膜

瘤的病变部位较深，临近周围重要血管、神

经及功能区，手术难度较大，通过 poppen 人

路可以显微切除几乎所有的镰幕区脑膜瘤，

而术中对 Galen’s 静脉的保护是手术的关键，

肿瘤经手术切除后可获较好的生活质量和较

长的生存时间。 

 
 
PO-048 

乳腺癌脑转移的综合治疗策略 
 

叶科 童鹰 徐庆生 詹仁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10003 

 

目的  随着影像学技术的进步及乳腺癌治疗效

果的提高，乳腺癌脑转移患者的发生率较前

提高，但治疗效果仍不满意。 

方法  本中心自 2011.12-2015.12 收治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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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转移患者 24 例；患者均为女性；确诊乳腺

癌年龄：33-66 岁，平均 48 岁；确诊乳腺癌

至发现脑转移间隔时间：9 个月-17 年，平均

4 年。治疗方法选择：单纯 SRS：14 例，SR

S+WBRT：1 例，SRS+WBRT+SRS：1

例，WBRT+SRS；3 例，WBRT+SRS+Surg

+SRS：1 例，Surg+SRS：3 例，Surg+WB

RT：1 例，WBRT+SRS+TMZ：2 例，SRS+

TMZ：1 例。 

结果  14 例患者已去世，发现脑转移后存活时

间：2 个月到 9 年不等；10 例患者仍健在，

发现脑转移后最长存活时间目前为 2 年半。 

结论  乳腺癌脑转移选择综合性个体化治疗有

利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时

间。同时积极的原发病灶控制，完善的全身

支持治疗以及严密的随访可使患者获益。 

 
 
PO-049 

原发性胶质母细胞瘤和继发性胶质母细胞瘤

中 DNMT1 

蛋白及 P27 蛋白的表达和意义 
 

谭春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0081 

 

目的  探讨原发性胶质母细胞瘤和继发性胶质

母细胞瘤中 DNMT1 蛋白及 P27 蛋白的表达

和意义，为胶质母细胞瘤发病机制的研究提

供依据。 

方法  收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神经

外科 2000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

手术切除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组织蜡块标本 64

例（原发胶质母细胞瘤 32 例，继发性胶质母

细胞瘤 32 例）作为研究对象。检测 64 例胶

质母细胞瘤标本和 13 例正常脑组织中 DNMT

1 蛋白及 P27 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在原发性和继发性胶质瘤标本中 ，DN

MT1 蛋白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59.4%和 81.

3%；P27 蛋白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50.0%和

25.0%。DNMT1 蛋白及 P27 蛋白在原发性和

继发性胶质母细胞瘤中的表达差异存在统计

学意义 (χ2=11.09、4.27，P<0.05) 。 

结论  DNMT1 蛋白及 P27 蛋白在原发性、继

发性胶质母细胞瘤中的表达存在差异，联合

检测肿瘤标本中二者的表达情况，可成为判

断不同类型胶质母细胞瘤的依据之一。 

 
 
 

PO-050 

原发性桥小脑角区生殖细胞瘤 1 例报道及文

献复习 
 

游鸿海 薛毅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背景和目的  大部分颅内生殖细胞瘤生长好发

区域在松果体区或鞍区，后颅窝生殖细胞瘤

极其罕见，极少的发生在桥小脑角区及四脑

室。为探讨及总结桥小脑角区生殖细胞瘤的

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方法，回顾性分析我

科诊治的 1 例桥小脑角区生殖细胞瘤患者的

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分析。 

病例简述  患者，男，4 岁，以“反复头痛、头

晕伴右侧听力下降 3 月余”为主诉就诊，体检

主要为右侧周围性面瘫，右耳听力下降，右

小脑征阴性，余神经系统未见明显阳性体

征。颅脑 MRI 平扫+增强示：右侧桥小脑角区

占位性病变，考虑听神经瘤可能性大。予完

善术前准备后行“右乙状窦后入路肿瘤切除

术”。手术顺利，术后病理结果提示：（右 C

PA 肿瘤）镜下见异型细胞成片分布，核深

染，核型不规则，可见核仁，间质中见淋巴

细胞浸润，免疫组化：Sa114(+)，PLAP(弱

+)，CD117（+），考虑生殖细胞瘤（精原细

胞瘤）。 

结论  原发性桥小脑角区生殖细胞瘤的发病率

极低，由于病例数少，目前暂无明确的诊疗

规范；临床表现主要与肿瘤的大小、与周围

神经的关系及是否脑积水等有关；MRI 平扫

肿瘤实质部分呈 T1WI 等信号或略低信号，T

2WI 略高或高信号，FLAIR 成像为不甚均匀

的高信号，增强后常明显强化；术前需注意

与 CPA 区的好发肿瘤听神经瘤相鉴别。对于

符合影像学特征的疑似病例，可予术前肿瘤

标志物( AFP 及 β-HCG) 检测，手术全切肿瘤

为首选治疗方法，术后根据病理检查安排化

疗或放疗。术后有必要长期随访，需注意脑

积水的发生，并监测肿瘤复发情况。 

 
 
PO-051 

以言语障碍和幻嗅为首发症状的左额叶罕见

多发间变性星形细胞瘤 
 

孔祥溢 王裕 杨义 李永宁 马文斌 王任直 刘帅 颜成睿 

何华钰 

北京协和医院 100005 

 

背景  颅内多发性胶质瘤（MCG）非常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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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献报道其发病率仅占胶质瘤的 10%，

占所有神经系统恶性肿瘤的 4%，且非常容易

被误诊为脑转移癌。绝大多数 MCG 是病灶数

小于 4 的幕上胶质母细胞瘤，缺乏典型的临

床症状。 

目的  通过一例罕见的 MCG，深入探讨该病

的病理过程、临床表现、治疗经过和预后，

指出对于颅内多发肿瘤，应该运用多种临床

手段综合分析，以作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  本 MCG 病例是一位 59 岁汉族女性，

在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确诊为颅内多发性

间变性星形细胞瘤，共有 8 个病灶，分布于

左侧额叶并侵入侧脑室。病人以幻嗅和言语

障碍为首发症状。我们将详细呈现并分析该

病例的病程、临床特征、影像学表现、诊疗

过程、组织病理信息和预后；同时回顾性综

述国内外与 MCG 相关的各种文献。 

结果  鉴于颅脑 MRI 影像和慢性支气管炎的病

史，该病例最初被误诊为肺癌脑转移。PET-

CT 和手术切除活检结果证实为颅内多发性间

变性星形细胞瘤。10 个月后，该病人全身情

况恶化，随即死亡。 

结论  MCG 极易被误诊为脑转移癌。在诊断

方面，除了颅脑 MRI 外，PET-CT 可以提供

更多的分子生物学信息，对于鉴别诊断意义

重大。MCG 虽然罕见，但由于其预后不良，

故在临床上诊断颅内多发病灶时，应该被充

分考虑到。 

 
 
PO-052 

神经导航联合术中 B 超在功能区胶质瘤手术

中的应用 
 

单国进 

浙江金华广福医院 321000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联合术中 B 超技术在功能

区胶质瘤手术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17 例行功能区胶质瘤切除术的病例资料，

术中利用神经导航及实时 B 超技术，对肿瘤

边界和涉及的功能区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

在实时影像指导下行肿瘤切除。 

结果  17 例患者术中成功获取神经导航和实时

B 超影像，有效校正导航偏移，并在影像指导

下全切肿瘤 12 例，次全切 3 例，大部分切除

2 例。术后患者功能明显改善 11 例，无改变

3 例，功能受损加重 3 例。 

结论  神经导航联合术中超声辅助手术能提高 

肿瘤和脑功能区定位的准确性，纠正导航偏

移，提高肿瘤全切率，有助于功能区保护，

减少术后神经功能缺损，改善患者术后生存

质量。 

 
 
PO-053 

神经电生理监测辅助颞下经小脑幕岩骨入路

显微切除岩斜区肿瘤 

 
姜晓峰 

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 230001 

 

目的  通过神经电生理辅助颞下经小脑幕岩骨

入路切除 64 例岩斜区肿瘤的病例回顾，探讨

该入路的手术适应症、手术体会以及电生理

辅助的优越性。 

方法  对 64 例中、上岩斜区肿瘤（脑膜瘤 56

例，三叉神经鞘瘤 8 例）患者采取颞下经小

脑幕岩骨入路，术中辅助神经电生理监测，

早期发现并保护相应颅神经以及监测并判定

脑干功能，根据需要选择性磨除岩骨峭的内

侧部，显露肿瘤基底部，切断肿瘤血供，再

分块切除肿瘤。 

结果  肿瘤全切除 40 例（62.5%），次全切

除 18 例（28.1%），大部切除 6 例（9.

4%），死亡 2 例(3.1%)。术后颅神经功能障

碍 12 例（18.8%），颞叶迟发性血肿 4 例

（6.25%），颅内感染 10 例（15.6%）。 

结论  颞下经小脑幕岩骨入路手术选择性通过

对部分岩骨峭的磨除，达到显露肿瘤基底部

的目的，适合位于一侧中、上斜坡的肿瘤

（岩尖型、海绵窦型、蝶岩型），具有简

单、微创、有效的特点；神经电生理监测对

颅神经的早期发现、显露以及脑干功能的监

测、保护有很大帮助。 

 
 
PO-054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辅助显微手术切除大型

听神经鞘瘤的临床研究 

 
姜晓峰 

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 230001 

 

目的  探讨显微外科技术切除大型神经瘤的手

术技巧以及正确评估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在

面神经保留过程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通过对 382 例大型听神经瘤选择乙状窦

后入路，先行瘤内切除，缩小体积后，分块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64 

 

切除肿瘤，同时注意保护蛛网膜界面，在避

免脑干滋养血管以及引流静脉过度损害前提

下，结合内听道磨除全切除肿瘤，并依据

面、听神经自然解剖位置关系结合显微外科

手术技巧，辅助以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完

整解剖保留面神经。术后随访６个月，评估

肿瘤切除程度并根据 House Brack Mann 面

神经功能分级对患者面神经功能进行评估。 

结果  364 例肿瘤全切除，12 例大部切除，死

亡 6 例。369 例面神经解剖保留，保留率 96.

6%，术后 6 个月面神经功能评定：Ⅰ~Ⅱ 级

226 例（59．8%），Ⅲ级有 107 例（2

8．5%）；Ⅳ级 43 例（11．4%）。 

结论  熟练掌握大型听神经瘤的手术切除技

巧，注意保护蛛网膜界面，先行瘤内切除再

分块切除，再内听道内会师切除是肿瘤全切

的关键。而熟悉面神经自然解剖位置以及变

异情况，是顺利找寻到脑干段及内听道内段

面神经的关键，术中电生理监测则有助于帮

助及时发现瘤体表面薄层化的面神经并加以

解剖保留，并有助于早期预估判断术后面神

经的功能。 

 
 
PO-055 

枕大孔区腹侧或腹外侧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

疗 
 

薛毅辉 游鸿海 吴喜跃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枕大孔区腹侧或腹外侧脑膜瘤的临

床特征、手术入路和显微外科手术治疗体

会。 

方法  对我院神经外科 2010 年-2015 年近五

年 14 例经显微外科治疗的枕大孔区腹侧或腹

外侧脑膜瘤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包括临床

特征、手术方法、切除程度以及预后。 

结果  枕颈部不适及疼痛和头痛头晕是最常见

的起病症状,从出现症状到就诊平均病程 10.7

个月,术前肿瘤平均最大径为(31.6±5.2)mm，

所有患者均采用远外侧入路进行显微镜下切

除肿瘤，其中 7 例磨除了枕骨髁，余均未磨

除；肿瘤全切 10 例,近全切除及大部切除 4

例，本组患者无手术死亡，术后患者均有后

组颅神经损伤症状,7 例最终行气管切开术，

术后 KPS 评分均为 50-90 分，随访 10 例，

平均随访 3.5 年。 

结论  枕大孔区腹侧或腹外侧脑膜瘤是一种特 

殊类型的枕大孔区脑膜瘤，由于其暴露困 

难、血供丰富,周围有重要的血管神经组织,所

以手术困难、风险很大，大多数枕大孔区腹

侧或腹外侧脑膜瘤可采用远外侧入路,术中根

据肿瘤的大小个体化处理，磨除或不磨除枕

骨髁，力求第一次手术全切肿瘤，术中对椎

基底动脉、后组神经、脑干及高颈段脊髓的

保护是手术的关键，术后气道的管理是重

点。显微外科手术治疗枕大孔区腹侧或腹外

侧脑膜瘤可获较好的生活质量和较长的生存

时间。 

 
 
PO-056 

显微外科手术与伽玛刀在颅脑肿瘤治疗的中

合理选择及联合应用 
 

张方成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武汉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颅内肿瘤显微手术及伽玛刀两种治

疗方案的合理选择及联合应用 。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0 例涉及重要神经血管的

各类颅内肿瘤的患者的临床治疗资料，其中 3

0 例（小脑蚓部髓母细胞瘤 1 例，胼胝体膝部

淋巴瘤可能 1 例，颞叶动静脉畸形 4 例，颞

叶海绵状血管瘤 3 例，小脑海绵状血管瘤 2

例，颞岛叶胶质瘤 1 例，垂体瘤 9 例，鞍旁

海绵状血管瘤 7 例，听神经瘤 2 例；肿瘤直

径 0.5-5.1cm 不等，平均约 2.7cm）单独采用

伽玛刀治疗， 另外 30 例（垂体瘤 5 例，鞍结

节脑膜瘤 2 例，鞍旁脑膜瘤 5 例，蝶骨嵴脑

膜瘤 3 例，例窦镰旁脑膜瘤 9 例，窦汇区脑

膜瘤 1 例，听神经瘤 2 例，枕骨大孔区脑膜

瘤 2 例，脊索瘤+胶质瘤复合病例 1 例；肿瘤

直径 3.3-7.5cm 不等，平均约 5.6cm）显微外

科手术次全切，残余肿瘤辅以伽玛刀治疗，

并总结其临床效果。  

结果  30 例采用伽玛刀单独治疗的颅内肿瘤， 

随访 6 个月到 5 年，平均随访 14 个月，其中

24 例肿瘤得以控制（即停止生长或缩小或消

失），其中一列胼胝体膝部淋巴瘤可能的患

者肿瘤消失 1 年后小脑长出同性质肿瘤，给

予伽玛刀治疗 3 个月后复查见肿瘤缩小，肿

瘤总体控制率为 80%；另外 30 例采用显微手

术+伽玛刀治疗的患者，随访 3 个月到 4 年，

平均随访 13 个月，其中 25 肿瘤得以控制，

肿瘤总体控制率 83%。  

结论  显微外科手术是解决神经外科颅脑肿瘤

的最基本手段，伽玛刀是显微外科手术的有

益补充；伽玛刀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作为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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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有效的治疗手段，来解决神经外科的复杂

颅+脑肿瘤问题；显微外科手术与伽玛刀的配

合治疗模式是解决神经外科复杂手术及术后

肿瘤残留的有效手段，它既有效控制了肿

瘤，又避免患者术后严重神经功能缺失，提

高了患者生存质量。 

 
 
PO-057 

乙状窦后入路桥小脑角脑膜瘤显微手术切除

及神经功能保护 
 

陆永建 柯炎斌 方泽鲁 曹国彬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10260 

 

目的  乙状窦后入路为桥小脑角区肿瘤的常用

手术入路，本文旨在于探讨乙状窦后入路桥

小脑角脑膜瘤显微手术切除的要点及神经功

能保护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至 2015 年 10 年间

我院收治的经乙状窦后入路显微手术治疗的 1

9 例桥小脑角脑膜瘤，分别统计分析各组相关

颅神经的保护情况。 

结果  19 例中行 Simpson I 级切除 5 例，Sim

pson II 级切除 12 例，Simpson III 级切除 2

例。肿瘤全切率 89%。术后脑脊液漏 1 例，

脑脊液枕 1 例，颅内感染 2 例。无死亡病

例。面神经解剖保留率为 89%，功能保留率

为 79%；听力保留率 100%，听力改善率 2

6%。后组颅神经解剖保留率 100%。随访 6-

38 个月，复发 1 例。 

结论  乙状窦后入路为切除桥小脑角脑膜瘤较

为安全理想的手术入路。并发症少。在保留

神经功能完整性的前提下应尽量全切肿瘤。 

 
 
PO-058 

长周期替莫唑胺（TMZ）治疗高级别胶质瘤

初步研究 
 

马晓东 徐维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背景与目的  对于 6 个周期 TMZ 治疗之后影

像学资料未见明显复发或者有复发迹象但无

手术指征的高级别胶质瘤患者，是否继续服

用替莫唑胺(TMZ)，国内外未有明确标准。本

文对 2008 年以来解放军总医院收治的 45 名

长周期（TMZ>6 周期）治疗的高级别胶质瘤

患者进行了对比分析，以评价长周期替莫唑 

胺化疗的安全性、可行性及有效性。 

方法  随访记录了 45 名长周期的高级别胶质

瘤患者及 48 名 6 个周期同级别胶质瘤患者的

手术方式、MGMT 蛋白表达水平、肿瘤级

别、是否使用术中核磁、是否采用同步放化

疗、无进展生存期（PFS）及中位生存期(OS)

等指标，并统计比较相关指标是否有统计学

差异来判断其作用。 

结果  术中磁共振组患者 PFS 及 OS 比单纯导

航组患者显著延长，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FS：p=0.007;OS：p=0.003）；WHO3

级与 WHO4 级患者 PFS 及 OS 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FS:p= 0.005;OS:p=0.025），且与

病理级别成负相关；长周期（TMZ>6 周期）

服用 TMZ 患者 OS 及 PFS 较 6 周期组患者明

显延长（PFS:p=0.035;OS:p=0.011）; MGM

T 蛋白表达程度越低，患者生存时间越长（p

=0.001）,且 MGMT 表达程度与患者对 TMZ

的敏感性有关（p=0.004）；服用 TMZ 出现

3 级及以上副作用主要是：血小板减少（6.4

5％）及白细胞减少症（9.68%），但主要出

现在服用 TMZ 6 个周期之内，增加服药周期

并未明显增加药物副作用。 

结论  1.长周期(TMZ>6 周期）疗法是延长高

级别胶质瘤患者生存和预防肿瘤复发的有效

方法。2.长周期 TMZ(TMZ>6 周期)疗法并未

明显增加药物的副作用。3.病理级别及手术方

式是高级别胶质瘤患者 PFS 及 OS 的独立预

后因素。4.MGMT 蛋白低表达能改善高级别

胶质瘤患者对 TMZ 的敏感性，并延长高级别

胶质瘤患者的 OS。 

 
 
PO-059 

PTPRZ1-MET 融合基因激活 MET 癌性信号

通路促进脑胶质瘤的恶性进展 
 

刘彦伟 1,2,3 胡慧敏 1,3 江涛 1,2,3 

1.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2.北京天坛医院     

3.中国脑胶质瘤协作组 

 

目的  我们前期报道在 15%继发性胶质母细胞 

瘤（sGBM）和 7.7%低级别胶质瘤中一个新

型融合基因 PTPRZ1-MET(ZM)，然而在原发

性胶质母细胞瘤(pGBM)患者中该融合基因却

极少发生，由此我们认为 ZM 融合基因的发

生可能在一部分 II/III 级胶质瘤进展到 sGBM

中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本研究通过体内

外实验探索 ZM 融合基因的功能机制。  

方法  通过收集患者 237 例 II 级，179 例 III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66 

 

级脑胶质瘤标本，112 例 sGBM 和 137 例 pG

BM 标本，分析检测标本中是否携带 ZM 融

合，通过 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化检测 ZM

阳性标本中 MET 信号激活情况。整合性生物

信息学分析 ZM 融合基因与 IDH1 突变的关系

及激活的相应分子通路。生存分析研究 ZM

融合与患者肿瘤术后复发和生存期之间的关

系。应用基因克隆技术包装 ZM 融合基因腺

病毒和慢病毒，应用病毒在细胞水平研究 ZM

融合激活 MET 信号通路情况，小鼠皮下成瘤

或原位成瘤研究 ZM 的促瘤作用。通过和药

厂合作研发出针对 MET 酪氨酸激酶的单靶点

小分子抑制剂—CAD。化学结构模式图预测

CAD 与酪氨酸激酶结合部位。最后，颅内肿

瘤模型实验探讨 CAD 抑制 MET 的活性及抑

瘤效果。  

结果  通过检测 ZM 融合基因，我们一共发现

了 46 例标本携带该融合基因，其中包括 11

例 II 级胶质瘤（4.64%），12 例 III 级胶质瘤

（6.70%），21 例 sGBM(18.75%)和 2 例 pG

BM(1.50%)。四种融合方式中以 PTPRZ1 外

显子 1 或 2 与 MET 外显子 2 发生融合的形式

最多，分别占（42%和 33%）。2 名患者标

本初次诊断时是 II 级和 III 级胶质瘤，检测未

携带 ZM 融合，然而术后肿瘤复发进展到 sG

BM 再次手术标本中检测到了 ZM 融合。复发

的 II 级或 III 级胶质瘤都检测到了 ZM 融合，

而复发的 pGBM 未发现阳性样本。体外细胞

实验和小鼠体内瘤体分子检测发现 ZM 融合

能够高度激活 MET 信号通路，从而使肿瘤以

更快的速度侵润性生长。该激活现象能够被

MET 激酶抑制剂克唑替尼（Crizotinib）和 C

AD 显著地抑制，后者是一个新研发的高效 M

ET 激酶单靶点抑制剂。该抑制剂能够显著地

抑制小鼠体内 MET 信号和肿瘤的生长。  

结论  PTPRZ1-MET 融合基因激活 MET 癌性

信号通路促进脑胶质瘤的恶性进展，该信号

通路激活导致的肿瘤恶性进展能够被新型 ME

T 激酶抑制剂 CAD 显著抑制。  

 
 
PO-060 

立体定向碘 125 粒子间质内放射治疗的临床

研究及应用 
 

马轶杰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830002 

 

目的  探索颅内植入放射源治疗脑恶性肿瘤的

新方法。 

方法  1、病例选择。内放适应症：（1）病灶

性质必须为恶性胶质瘤、脑转移瘤、松果体

瘤、脑膜瘤等对间质内放疗有较满意治疗反

应的肿瘤；（2）发生在功能区或位置深在手

术不能切除的实性或实性为主的肿瘤；（3）

肿瘤病灶不宜过大，直径在 65mm 以下为

宜；（4）颅内肿瘤外放疗效果不佳，需要体

内补充放疗；（5）患者意识清醒，能积极配

合，生命体征平稳，近期无脑疝危险，预计

生存时间大于 3 月；（6）脑转移瘤的原发病

稳定，影象学 3 个病灶以下，无软脑膜播散

征象。2、选用碘-125 籽粒间质内放疗依据。

采用碘-125 籽粒植入瘤体或手术残腔，放射

剂量根据肿瘤体积及放射半径计算得出。I－1

25 放射源半衰期 60.2 天,衰变时发出 β 射线

少，能量低，穿透力弱，单籽粒放射剂量为 0.

6 或 0.8mCi(毫居里)，脑组织内辐射半径 0.5-

1.0cm。故适合行脑瘤内近距离照射，从而减

少了周围脑组织的损伤,均适合永久性间质内

方疗。3、手术方法：采用立体定向辅助手术

计划系统，根据诊断,在患侧颅部贴置 4 个标

志点（MARK 点），行 CT(或 MRI)扫描定

位，扫描图像直接传入立体定向手术计划系

统，进行手术规划。患者在塑型枕固定下，

采用局麻，机器人辅助，进行钻孔，置入穿

刺导针,植入放射源。 

结果  外放疗总剂量超过 60Gy 将引起正常脑

组织坏死，本方法间质内放疗能对局部累计

产生 100-200Gy 的高剂量照射，而对周围正

常组织的照射低于 50Gy，对病变组织保持高

剂量照射的同时对周围正常脑组织损伤小是

间质内放疗独有的优点。籽粒植入治疗脑肿

瘤的特点：（1）局部照射：增加了肿瘤与正

常组织的剂量分配比；（2）低剂量率：射线

对肿瘤细胞杀伤时对氧的依赖性减少，部分

克服了肿瘤乏氧细胞[13]的放射性拒抗性。

（3）杀伤效果好：采用低剂量的持续照射，

保证照射剂量能覆盖不同增殖周期的肿瘤细

胞。（4）与普通外放疗比较：治疗精确安

全，大大减少了对周围正常脑组织的放射性 

副损伤。 

结论  利用立体定向下 I125 放射源的特性对

病灶进行精确、持续、立体、近距离、累积

高剂量间质内放射治疗。得出优势疗效特

点，使患者受益，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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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1 
Supra-sellar pituicytoma 
 

林清松 1 吴喜跃 1 康德智 1 梅文忠 1 郑师兴 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Objective and background  Pituicytoma is 
a rare cause of supra-sellar lesions. Pre-ope
rative diagnosis remains a challenge. 
Case report  We present a 38-year-old Chin
ese woman with a 6-month history of polyuri
a and intermittent headache. A physical exa
mination revealed normal. The initial diagnos
is was suprasellar germinoma. The patient fi
nally chose craniotomy.The histopathological
 diagnosis was pituicytoma WHO Grade I. Di
abetes insipidus (DI) totally recovered posto
peratively. The patient was discharged on th
e 7th postoperative day with no symptom. M
RI follow-up at 3 months showed no evidenc
e of recurrence.  
Conclusions  We reviewed the relative liter
atures and reach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s: Pituicytoma is an extremely rare and little 
studied primary tumor of the neurohypophysi
s; Its highly vascular nature often makes tota
l resection difficult. 
 
 
PO-062 

脑胶质瘤围手术期患者家属焦虑因素分析及

护理干预措施 
 

康月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3000 

 

目的  对脑胶质瘤围手术期患者家属的焦虑因 

素采取人文关怀护理，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探讨人文关怀服务在脑胶质瘤患者家属护理

中的应用效果,为脑胶质瘤患者及家属提供优

质服务。 

方法  将 2014 年—2015 年就诊于某三级甲等

医院的 48 例脑胶质瘤患者家属，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各 24 例,对照组为常规护理,观

察组在此基础上实行人文关怀护理。患者出

院后，对两组患者家属围手术期焦虑、抑

郁、满意度进行比较(P<0.05)。 

结果  观察组焦虑、抑郁明显低于对照组(P<0.

05);观察组总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

5)。 

结论  脑胶质瘤占颅脑肿瘤的 40—50%,为了

降低死亡率及致残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手

术为主要的治疗手段。现在的医疗护理工作

往往围绕着患者及其病情进行治疗护理,忽视

了患者家属的心理需要，导致护患关系危

机，引起医疗纠纷，甚至影响患者治疗效

果。对脑胶质瘤围手术期患者家属进行人文

关怀化护理，能有效降低患者家属的焦虑、

抑郁心理，提高患者家属的满意度，构建和

谐的医患关系，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PO-063 
Long non-coding RNA miR210HG as a po
tential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glio
ma 
 
Min Weijie,Li Yanan,Yue Zhijian 
Changhai Hospital 200433 
 

Objective  To explore a new biomark in orde
r to improve the diagnosis of glioma. 
Methods  Forty-two Glioma patients, 10 heal
thy control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l
ncRNA and mRNA microarray chip was use
d to identify dysregulated lncRNAs in tumor t
issue and tumor adjacent normal tissue. Th
e SYBRGreen-based miRNA quantitative re
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
n reactions were used to validate the upregul
ated lncRNAs. The receiver-operator charact
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
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he lnc
RNA identified as the candidate biomarker. 
Results  miR210HG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h
igher in tumor tissue than tumor adjacent nor
mal tissue in the Glioma patients. Serum mi
R210HGlev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Glioma patients than in the healthy controls. 
The ROC curve showed that serum miR210
HG was a specific diagnostic predictor of AP
E with an area under the curve of 0.8323 (9
5% confidence interval, 0.7347 to 0.9299; P 
< 0.001).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mi
R210HG could be an important biomarker fo
r the diagnosis of Glioma. Because of this fin
ding, large-scale investigations are urgently 
needed to pave the way from basic research
 to clinical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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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4 
Cysteine-rich 61 (CYR61)-associatedgene
 expression profile changein human glio
ma cells 
 
Wei Bo1,Wang Le2,Zhao Xingli1,Sun Zhigang3,Hu G
uozhang1 

1.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3.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Objective  Overexpression of CYR61 has b
een confirmed in many primary glioma cases,
 and its expression level is significantly correl
ated with tumor grade and patient survival. H
ence,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clarify the mec
hanisms underlying the biological effects o
f CYR61 expression on human glioma cell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gene exp
ression profile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CYR
61expressionin human glioma cells expressi
ngCYR61. 
Methods  GSE29384dataset was download
ed from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 i
ncluding three LN229 human glioma cellsam
ples expressing CYR61 induced by doxycycli
ne (Dox group) and three control samples un
treated by doxycycline (Nodox group). The li
mma package of R/Bioconductorwas used to
 perform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Dox group and Nodox group. A
nd, only genes with |log2FC (fold change)| la
rger than 0.5 and P value less than 0.05 wer
e identified as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 
(DEGs).Gene ontology (GO) and Kyoto Ency
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 pa
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for DEGs were p
erformed.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 ne
twork analysis and module analysis were per
formed to identify the most important genes. 
Transcription factors (TFs) were obtained by 
detecting theTFbinding sites of DEGs using 
WGRV online tool. 
Results  Totally, 258 DEGs, including 230 (8
9%) up-regulated DEGs and 28 (11%) down-
regulated DEGswere identified in glioma cell
s expressing CYR61. The majority of up-reg
ulated DEGs (IFNB1, IFI44, IRF7, etc.) were 
related to immune response, defense respon
se and response to virus, as well ascytokine-
cytokine receptor interaction pathway. STAT
1\and DDX58–encodingproteins were observ
ed to have high connection degrees in PPI n
etwork. One module containing 78 proteins a
nd 1,435 interactions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PPI network. Among all the proteins in th

is module, IFIH1, IFIT3, DDX58, STAT1, IRF
7 and IFIT1 had higher degrees.The module-
related DEGs in this module were mostly ass
ociated with response to virus (GO:0009615),
 immune response (GO:0006955), defense r
esponse (GO:0006952) and RNA binding (G
O:0003723). IFIH1, IFI44 and IRF7 were con
nected with more than one GO term. Beside
s, DDX58, involved in all enriched GO terms,
 was involved in the innate immune defense 
against virus.KEGG sub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module-related D
EGs were enriched into three subpathways,
RIG-I-like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 (11.5%,
 hsa04622), toll-like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
ay (10.3%, hsa04620) and cytosolic DNA-se
nsing pathway (7.7%,hsa04623). IFNB1, IRF
7 and DDX58 were involved in these subpat
hways.Finally,7 TFs(e.g. ICSBP, ISGF-3)of t
he DEGs were also detected.  
Conclusion  Our work confirmed thatIFNB1,
 genes encoding IFN-induced proteins (IFI16,
 IFI27, IFI44 and IFITM1), IRFs (IRF1, IRF7 
and IRF9),STAT1(encoding a transcription fa
ctor) and DDX58CYR61 are associated with 
CYR61 expression in glioma cells. Thus, the
y arepresumably critical formaintaining the ro
le of CYR61 in cancer progression. 
 
 
PO-065 

岩藻黄素对胶质母细胞瘤增殖、凋亡的影响

及机制探讨 
 

戴宜武 刘钰罡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 10070

0 
 

目的  观察岩藻黄素即 Fucoxanthin 对胶质母

细胞瘤 U87 细胞增殖、凋亡的影响，并探讨

及可能机制。 

方法  未经处理的 U87 细胞作为对照组，不同

浓度岩藻黄素处理的 U87 细胞作为实验组，

比较各组细胞生存率、细胞凋亡率、线粒体

膜电位及细胞中内在途径凋亡蛋白 cleved-Ca

spase-9、cleved-Caspase-3、Bax、Bcl-2、

PARP，信号通路蛋白 Akt、mTOR、p-Akt

及 p-mTOR 的表达。结果 12.5、25、50、75

 μmol/L 岩藻黄素处理组细胞生存率随药物浓

度升高而降低，与对照组相比，25、50、75 

μmol/L 岩藻黄素处理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P

均＜0.05；25、50 μmol/L 岩藻黄素处理组细

胞凋亡率分别为 12.00%±0.56%、3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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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对照组为 2.97%±0.21%，岩藻黄素处

理组于对照组比较，P 均＜0.05；与对照组相

比，25、50 μmol/L 岩藻黄素处理组线粒体膜

电位显著降低，P 均＜0.05；与对照组相比，

25、50 μmol/L 岩藻黄素处理组 cleved-caspa

se-9、cleved-caspase-3、Bax/Bcl-2、PARP

表达率升高，p-Akt、p-mTOR 表达率降低，

P＜0.05，Akt、mTOR 表达量无统计学差

异；进一步验证岩藻黄素通过 PI3K/Akt/mTO

R 途径诱导细胞凋亡，加入 PI3K 抑制剂 LY2

94002，Fucoxanthin+LY294002 组 p-Akt、p

-mTOR 表达量最低。PI3K/Akt/mTOR 下游凋

亡相关蛋白，LY294002+Fucoxanthin 组 Bcl-

2 表达量明显降低，Bax、cleved-caspase-9

表达量明显升高。  

讨论 胶质瘤是常见的颅内原发性肿瘤（约 6

0%），岩藻黄素具有共轭基团和羟基基团，

具有诱导抑制增殖，诱导凋亡的作用。凋亡

被称程序性死亡，被证明是杀死肿瘤的有效

途径，抑制 PI3K/Akt/mTOR 信号途径可诱导

肿瘤细胞内在途径凋亡，即线粒体途径。  

结论  岩藻黄素通过抑制 PI3K/Akt/mTOR 途

径诱导 U87 细胞的凋亡。 

 
 
PO-066 

额底前纵裂入路手术治疗鞍区肿瘤－适应症

选择及手术技术 
 

潘军 刘忆 彭俊祥 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评价额底前纵裂入路在鞍区肿瘤手术中

的应用。 

方法  对 2006 年 －2015 年 10 年间行额底前

纵裂入路切除的 256 例鞍区肿瘤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重点分析适应症选择、手术

技术以及入路相关的并发症及其预防。 

结果  本组颅咽管瘤 132 例（复发病例 41

例），鞍区脑膜瘤 91 例，垂体腺瘤 17 例，

下丘脑胶质瘤 9 例，拉克氏囊肿 5 例，混合

性生殖细胞瘤 4 例，畸胎瘤 2 例。手术中主

要的操作空间为视交叉前间隙以及前交通复

合体上下的终板间隙，对于累及鞍内、蝶窦

甚至鼻咽部的肿瘤可通过鞍结节、蝶骨平台

切除行经颅经蝶入路、内镜辅助等措施增加

暴露；对于累及三脑室位置较高的肿瘤（特

别是鞍上颅咽管瘤）可选择离断前交通动脉

复合体增加操作空间。本组肿瘤影像全切除

率 93%。垂体柄总体保留率 74%，其中脑膜

瘤、垂体腺瘤垂体柄保留率 100%，颅咽管瘤

54%，下丘脑胶质瘤 55%，拉克氏囊肿 6

0%，生殖细胞肿瘤 75%，畸胎瘤 50%。手

术入路相关并发症主要包括：常见并发症皮

下积液、精神症状、嗅觉损害，少见并发症

包括：脑脊液漏、额叶损伤、前交通动脉复

合体及大脑前动脉穿支血管梗塞、视力减

退、术区出血等。 

结论  额底前纵裂入路适用于主要沿中线生长

的鞍区肿瘤的手术，具有暴露充分、全切除

率高，易于保护下丘脑－垂体柄－垂体长轴

结构等优势，通过切除蝶鞍区骨质可增加肿

瘤鞍内颅底部分暴露，前交通动脉离断可以

增加操作空间，特别适用于三脑室内生长的

颅咽管瘤的手术操作。由于两侧颈内动脉外

侧膜以外的暴露有限，因此对于向两侧生长

广泛的肿瘤应慎用。 

 
 
PO-067 

结核性脑积水危险因素和早期行脑室腹腔分

流术疗效的分析研究 
 

赵亚群 1 李红敏 2 何秀云 2 吴雪琼 2 刘江 1 许脉 1 王

永 1 狄淬砺 1 汤可 1 

1.解放军第 309 医院     

2.解放军第 309 医院结核病研究所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临床病例，探讨脑室腹

腔分流术治疗脑内结核尚未治愈情况下结核

性脑积水的临床效果，并分析结核性脑积水

愈后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纳入 2006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在解放军第 309 医院行脑室腹腔分流术的

结核性脑膜炎继发脑积水患者 30 例，以颅内

结核的控制与否分为早期和晚期行脑室腹腔

分流术两组，记录患者的年龄，性别，卡介

苗接种史，颅外活动性结核，低钠血症，Pal

ur 分级，GCS 评分，CT 和 MRI 等影像检查

结果，是否耐药结核菌，以及术后分流管是

否通畅等资料，并运用统计学分析。  

结果  早期组患者仅临床脑积水症状严重，其

它一般情况及分流术效果与晚期组没有统计

学差异。在脑室腹腔分流术患者中，年龄，

性别，卡介苗接种史，合并颅外活动性结

核， 低钠血症，Palur 分级，GCS 评分，基

底脑池增强，颅内结核瘤，脑梗死等因素与

远期疗效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仅耐药

结核菌对远期疗效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本研究发现不论颅内结核感染控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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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积极早期行脑室腹腔分流术并没有导致

因颅内感染加重、脑脊液蛋白堵管风险的增

大，具有很高的成功率。同时，研究还提示

是否为耐药结核杆菌感染与脑室腹腔分流术

后远期预后相关。 

 
 
PO-068 

调节性 T 细胞的浸润及 TGF-β1、IL-10 的 

表达与人脑胶质母细胞 
 

陈权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 TGF-β1、IL-10 表达,及 Treg 浸润

在初发及复发的胶质母细胞瘤中的差异及意

义。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双染、ELISA 的方法

检测 24 例配对的初发及复发胶质母细胞瘤组

织中 TGF-β1、IL-10、Treg ( CD4+Foxp3+)

的表达。 

结果  无论是组织石蜡切片还是新鲜组织蛋白

上清液中 TGF-β1、IL-10、Treg 的表达均是

在复发组织明显高于初发组。同时两组中 TG

F-β1、IL-10、Treg 三者两两间表达均呈正相

关。 

结论  胶质母细胞瘤组织中 TGF-β1、IL-10 的

表达与 Treg 的侵润可能均参与促进了胶质母

细胞瘤复发的过程，可成为判断胶质母细胞

瘤免疫治疗的途径及判断预后的指标。 

    
 
PO-069 

TGF-β1、IL-10、Treg 在低级别胶质瘤复

发、恶变中的表达及意义 

 
陈权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 TGF-β1、IL-10 表达,及 Treg 浸润

在初发及复发、恶变的低级别胶质瘤中的差

异及意义。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双染、ELISA 的方法

检测 40 例配对的初发及复发胶质瘤组织中 T

GF-β1、IL-10、Treg ( CD4+Foxp3+)的表

达。 

结果  无论是组织石蜡切片还是新鲜组织蛋白 

上清液中 TGF-β1、IL-10、Treg 的表达均是

在复发组织明显高于初发组。同时两组中 TG

F-β1、IL-10、Treg 三者两两间表达均呈正相

关。 

结论  胶质瘤组织中 TGF-β1、IL-10 的表达与

Treg 的侵润可能均参与促进了胶质瘤的恶变

及复发的过程，可成为胶质瘤免疫治疗的途

径及判断预后的指标。 

 
 
PO-070 

颅内 3D 静脉融合模型在脑膜瘤患者的应用 
 

王守森 尹腾昆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010 

 

目的  在脑膜瘤患者建立 3D 静脉融合模型，

分析颅内静脉循环方式，探讨术中静脉保护

策略。    

方法  在 19 例脑膜瘤患者，运用神经导航仪

建立 3D 静脉融合模型，依次评估颅内静脉侧

支循环状态、肿瘤与邻近皮质静脉及静脉窦

的位置关系和术后静脉保护效果。肿瘤周围

并影响术野暴露的皮质静脉引流方式分为：a

型（无皮质静脉）、b 型（单向型）和 c 型

（双向型）。    

结果  19 例患者中，皮质静脉 a 型 4 例，b 型

9 例，c 型 6 例；15 例静脉窦旁脑膜瘤中，静

脉侧支循环 I 级 4 例，II 级 6 例，III 级 5 例。

术中对 6 例 c 型静脉均电灼离断，对 7 例 b

型静脉采取游离保护，离断 2 例 b 型静脉。

术后 2 例 b 型静脉离断者出现轻度脑水肿，

其余 17 例患者均无静脉源性并发症。  

结论  3D 静脉融合模型能准确评估颅内静脉

与肿瘤的位置关系，其显示效果与术中所见

一致。应用此模型可行颅内静脉的术前、术

后评估及术中定位；在肿瘤邻近的皮质静脉

中，单向型静脉应重点保护，双向型静脉可

进行离断以暴露术野、减少手术难度及手术

时间，术后不会增加出现静脉源性并发症的

风险。  

 
 
PO-071 

原发性脑淋巴瘤的影像学诊断及病理特点 
 

陈其钻 刘峥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探讨原发性脑淋巴瘤(PCNSL)的影像学

表现及病理特点。  

方法  25 例患者经过手术或活检取得病理证实

为脑淋巴瘤，都常规行 CT 及 MRI 检查，分

析病灶的影像学表现，重点结合病理特点观

察病灶的典型强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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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5 例中单发者 14 例，多发者 11 例，

共 39 个病灶，肿瘤好发于基底节区、胼胝体

等深部脑组织，瘤周水肿多为轻中度，肿瘤 T

1WI 多呈等低信号或等信号，T2WI 多呈等信

号或等高信号，DWI 多为高信号，增强扫描

表现出多种强化方式：典型强化方式包括均

匀一致“团块状”、“裂隙征”、“尖角征”、“蝶翼

征”、“卫星征”以及“缺口征”。病理典型特点为

瘤细胞围绕血管呈“袖套状”浸润, 肿瘤新生血

管少见。  

结论  原发性脑淋巴瘤具有一定特征性影像学

表现，通过结合病理特点有助于 PCNSL 的术

前诊断，对临床工作者对本病正确诊断及治

疗方案具有重大意义。  

 
 
PO-072 

脑中线深部病变的显微手术治疗 
 

虞正权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探讨脑中线深部病变的显微手术治疗的

方法和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收治且经过显微手术治疗的

典型脑中线深部病变 25 例。总结并分析其临

床表现、影像学表现、病变部位及手术方

法、病理诊断及随访结果。所有病变均位于

脑内中线深部：胼胝体（n=1）,丘脑基底节

区（n=6），侧脑室（n=4），三脑室（n=

2），松果体区（n=8），脑干和四脑室区（n

=4）。依据术前影响学提示的肿瘤具体部位

采取相应的手术入路，显微镜下进行肿瘤的

切除。  

结果  25 例病变均获得全切，患者术前已经存

在的症状获得不同程度的改善，无围手术期

死亡。术后病理明确诊断：中枢神经细胞瘤 2

例，8 例血管瘤，星形细胞瘤 5 例，PNET(原

始神经外胚叶肿瘤)、小细胞恶性肿瘤、松果

体细胞瘤各一例，生殖细胞肿瘤 3 例，松果

体区脑膜瘤 2 例，1 例胼胝体脂肪瘤；1 例四

脑室区、延髓、颈髓多发血管母细胞瘤（病

灶共 4 处）。部分病例根据具体病理诊断术

后辅以放化疗，随访期间未见复发病例。  

结论  脑中线深部病变手术入路的选择根据病

变具体的部位、周围神经血管解剖、血供、

患者身体状态和术者经验而个体化制定。较

小的病灶可用神经导航辅助定位，术中注意

辨认病灶的边界、重视周围重要神经组织以

及深部静脉的保护。最后，依据病变的性 

质，术后进行必要的放化疗以预防复发。  

 
 
PO-073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徐锦芳 方晓东 沈宏 祝向东 赵学群 傅伟明 陈高 张建

民 郑建 董啸 孙崇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颅咽管瘤的手术治疗经验，分析不

同手术入路治疗颅咽管瘤的临床效果，总结

术中操作要点及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

在最大程度保护重要组织结构、减轻术后并

发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切除肿瘤。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81 例颅咽管瘤患者的临床资

料，归纳总结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术前

评估、手术入路选择、手术切除情况、术后

并发症及其处理、追踪随访等详细资料，分

析其治疗效果。 

结果  81 例颅咽管瘤患者当中，男性 53 例，

女性 28 例。成人 70 例（≥18 岁），未成年 1

1 例（<18 岁），年龄最大 75 岁，最小 5 岁,

平均年龄,42.8 岁，病程 1 周到 5 年,平均 5.5

个月。其中 73 例为首次手术，8 例为复发再

次手术。肿瘤直径<3cm 者 41 例，3~5cm 者

31 例，>5cm 者 9 例。主要首发症状：颅高

压征：头痛 61 例。局灶压迫征：视力或伴视

野障碍 39 例，发育迟缓 5 例，月经紊乱 3

例，多饮多尿 31 例，性功能障碍 2 例，嗜

睡、意识模糊或伴昏迷 2 例。其中 37 例采用

经翼点入路，19 例采用经额下入路，11 例采

用经胼胝体-透明隔-穹窿间入路，5 例采用经

前纵裂-终板入路，9 例采用经鼻蝶入路（3 例

神经内镜辅助）。47 例患者获得全切，21 例

次全切除，13 例大部切除，术后 1 年内死亡

3 例。术后电解质紊乱 61 例，尿崩 55 例，

腺垂体功能减退 27 例，颅内感染 5 例，视力

下降 7 例，癫痫 2 例，脑脊液漏 5 例。对其

中的 69 例患者进行了随访，平均随访 21.3

月，其中 47 例能正常生活和工作，11 例长

期口服氢化可的松替代治疗，8 例因顽固性尿

崩长期服用弥凝控制，3 例术后视力下降，2

例因下丘脑受损及腺垂体功能严重低下生活

无法自理。 

结论  显微外科手术切除是目前有效治疗颅咽

管瘤的首选方法，首次手术如能全切则有望

获得最佳治疗效果，而术前评估、手术入路

选择和手术技巧、术后并发症的管理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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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切除的效果及患者的生活质量。 

 
 
PO-074 

23 例不同类型三叉神经鞘瘤的诊断和显微手

术治疗 
 

徐锦芳 方晓东 沈宏 祝向东 赵学群 傅伟明 陈高 张建

民 郑建 董啸 孙崇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三叉神经鞘瘤的诊断和不

同手术治疗方案及其效果，总结诊治经验，

以改进治疗方案，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总结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神经外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

收治的 23 例不同类型三叉神经鞘瘤患者的临

床症状、影像学特征、手术入路选择、手术

切除情况及术后随访等临床资料，结合文献

资料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本组 23 例患者中，男性 8 例，女性 15

例。年龄最大 79 岁，最小 18 岁，平均 40.1

岁。中颅窝型 6，后颅窝型 8 例，中后颅窝型

（哑铃型）6 例，颅内外型 3 例。采用断或不

断颧弓的额颞硬膜外入路 7 例，颞底-天幕入

路 13 例，乙状窦后入路 3 例。19 例手术全

切，3 例次全切，1 例大部分切除。 术后新出

现颅神经障碍 11 例，原有颅神经障碍加重者

3 例，其余病例颅神经损害较术前均有好转，

而颅高压征、锥体束征、小脑征及面部疼痛

等症术后均有所缓解。术后随访 17 例，时间

为 3 月~3 年，未见明显复发。 

结论  三叉神经鞘瘤患者的临床表现以患侧的

三叉神经症状及体征为主 ,常同时伴有Ⅲ、

Ⅳ、Ⅵ、Ⅶ、Ⅷ颅神经受损,头颅 CT 和 MRI

对临床诊断及病变累及范围有重要意义。术

前诊断需要与脑膜瘤、听神经瘤和胆脂瘤等

相鉴别。手术入路方式的选择，应根据肿瘤

的类型，生长方式进行选择。对中颅窝为主

的三叉神经鞘瘤，可采用断或不断颧弓的额

颞硬膜外入路，对中后颅窝均较大的三叉神

经鞘瘤可采用颞底-天幕入路，对于后颅窝为

主的类型可采用乙状窦后入路。恰当的手术

入路，良好的术野显露，有助于提高三叉神

经鞘瘤的手术全切率，减少手术后的功能影 

响。 

 
 
 

PO-075 

蝶骨嵴内侧型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及经验 
 

苏国晖 1 张明宇 2 霍雷 2 李春涛 2 刘志雄 2 

1.常德市中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通过 49 例蝶骨嵴内侧型脑膜瘤手术治

疗病例回顾，总结该类型手术治疗经验。  

方法  通过对我院我科 2013 年 1 月-2016 年 3

月 49 例蝶骨嵴内侧脑膜瘤患者行显微手术治

疗，观察患者术前影像学资料、术中显微镜

切除、术后通过 MRI 检测肿瘤切除程度，探

讨显微手术治疗蝶骨嵴内侧型脑膜瘤的手术

技巧及方式。  

结果  49 例患者中，肿瘤切除程度：分级 Sim

psonⅠ- Ⅱ级 42 例，SimpsonⅢ级 5 例，Si

mpsonⅣ级 2 例；Tomasello 预后评估标准：

预后良好：32 例，一般 14 例，差 3 例。  

结论  显微手术能显著提高肿瘤的全切率，但

是肿瘤是否全切取决于肿瘤位置、生长方向

及是否与神经血管粘连紧密。无法全切的肿

瘤，可术后辅以立体定向治疗。  

 
 
PO-076 

神经导航辅助下脑功能区胶质瘤显微手术治

疗 
 

苏国晖 1 张明宇 2 霍雷 2 李春涛 2 刘志雄 2 

1.常德市中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评价神经导航辅助在显微手术治疗功能

区胶质瘤的有效性。  

方法  回顾分析 64 例大脑功能区胶质瘤病例

资料，其中 34 例在术中神经导航辅助定位肿

瘤边界，其中 30 例常规条件下显微手术治

疗。 

结果  神经导航组在肿瘤全切率、水肿带改

善、减少新增功能缺失方面优于常规手术 

组。 

结论  神经导航辅助显微手术具有定位准确、 

个体化选择切口及手术入路、全切率高等优

点。 

 
 
PO-077 

鞍区孤立性纤维瘤的外科治疗 
 

于峰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鞍区孤立性纤维瘤( solitary fibrous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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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T )非常罕见，国外目前仅有 7 例报道，所

有确诊病例术前均诊断为垂体瘤。Klemperer

和 Rabin 首先报道了孤立性纤维瘤，常被诊

断为血管外皮瘤，被认为好发于胸膜，也可

发生于浆膜以外的多种脏器及身体各部位的

软组织，现认为是一种间叶性肿瘤而非间皮

性肿瘤。中枢神经系统的 SFT 首次于 1996

年报道，鞍区的恶性 SFT 更是非常罕见。 

材料与方法  本文回顾性分析我科经过病理诊

断确诊的 2 例鞍区 SFT 患者的临床资料，包

括影像学、手术情况、术后病理、随访等。

另外文献复习国外目前发表的 7 例患者资

料。   

结果  9 例患者均已视力下降入院，均接受了

手术治疗。其中 5 例采用经鼻蝶入路，4 例开

颅手术。术后通过病理切片获得鞍区孤立性

纤维瘤的诊断，与术前垂体瘤的诊断完全不

一致。 

结论  鞍区孤立性纤维瘤从影像学到病理均有

其自身特点，但其影像学特点与垂体瘤有相

似之处，加上病例罕见，术前获得正确诊断

很困难。 

 
 
PO-078 

矢状窦旁中央沟区病变手术治疗方式的选择 
 

阎仁福 苏忠周 邱晟 李晓斌 颜艾 周跃 

浙江湖州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313000 

 

目的  探讨矢状窦旁中央沟区病变的手术治疗

方式。 

方法  总结本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14 例矢状窦旁中央沟区病变病例。

14 例中男 8 例，女 6 例。平均年龄 51 岁，

包括脑膜瘤 11 例，脑脓肿 2 例，低级别胶质

瘤 1 例。术前通过 MRI 增强扫描定位，MRV

扫描了解矢状窦受损及回流静脉走行及毗邻

关系。术中采取仰卧位，将病变区置于最高

点。皮肤采用马蹄型过中线切口，骨板根据

肿瘤是否侵犯矢状窦而定，如矢状窦未侵犯

骨板延中线锯开，如矢状窦受侵犯或不通畅

则骨板过中线 2cm 锯开。对于囊性病灶，术

中 B 超定位，给予穿刺，如为脑脓肿，给予

冲洗加引流。术后 72 h 内复查头颅 MR 了解

肿瘤切除程度，分别于术后清醒时、术后 2 

周和术后 3 个月评价对侧肢体肌力。 

结果  全部病例行头颅 MRI+MRV 扫描，肿瘤

基底位于中央沟上矢状窦旁及大脑镰区，肿

瘤直径 2.0～3.5 厘米，增强后肿瘤呈明显均

一强化，中央沟静脉及瘤周引流静脉显影可

见，部份病例肿瘤周围有程度不同的水肿

带，上矢状窦受侵犯 3 例，完全闭塞 1 例。

术后头颅 MR 复查结果显示肿瘤全切除 10

例，部分切除 1 例。病理分型：脑膜瘤中 W

HOⅠ级 6 例，Ⅱ级 5 例，其中纤维型 5 例，

砂粒体型 3 例，脑膜皮型 3 例，11 例脑膜瘤

中，SimpsonⅠ级切除 1 例，Ⅱ级切除 9

例，Ⅳ级切除 1 例，其中窦壁切开剥除窦内

残留肿瘤 2 例，闭塞段矢状窦切除 1 例。胶

质瘤 WHO Ⅱ级 1 例，给予镜下全切；脑脓

肿穿刺引流 2 例，给予引流。本组无手术死

亡病例。随访 3～36 个月，未见明显肿瘤复

发，术后 5 例出现对侧肢体运动障碍，经过

针灸及康复治疗 3 个月后肌力均恢复到 4 级

以上。2 例脑脓肿患者涂片及细菌培养均为葡

萄球菌，应用万古霉素治疗 4 周，病灶明显

缩小，出院随访 3 月无复发。 

结论  MRI+MRV 在术前准确评估矢状窦受

累、侧枝静脉和皮层运动区的解剖关系，及

对手术方案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MRV 图像

能够较好的显示窦壁的增厚、窦腔的狭窄和

闭塞、瘤周重要的引流静脉，对于术中矢状

窦和引流静脉的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功能

区矢状窦旁脑膜瘤可以 SimpsonI 级切除，但

较难，本组仅有 1 例在矢状窦闭塞后将闭塞

的矢状窦切除后达到了 SimpsonI 级切除，其

余大多数行 SimpsonⅡ级切除，仅有 1 例因

肿瘤与中央沟静脉粘连紧密无法完全切除病

灶，能留有少许肿瘤组织。对中央沟区囊性

病变如脑脓肿应以 B 超定位，采取穿刺引流

的微创方法能够使疾病得到满意的治疗。 

 
 
PO-079 

较低级别胶质瘤中 miRNA 表达谱和预后预后

意义取决于 IDH 突变状态 
 

程文 吴安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110001 

 

目的  胶质瘤分子分型越来越受到关注，众多

分子事件具有广泛的生物学作用。miRNA 作

为一类具有丰富生物学功能的短链 RNA 序

列，可参与胶质瘤的发生发展，但以往 miRN

A 研究较少将胶质瘤分子事件考虑其中，此研

究旨在探索较低级别胶质瘤（WHO II 级和 III

级)病理级别和常见分子事件对 miRNA 表达

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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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来自 TCGA 数据库的 447 例较低级别

胶质瘤病人被纳入研究，我们比较 miRNA 在

不同类型病人中的表达量。伴有 IDH1/2 突变

的病人被随机分为实验组和验证组，用于建

立 miRNA 相关的风险评分。 

结果  在 IDH1/2 突变，1p/19q 共缺失，TER

T 启动子突变，ATRX 突变，TP53 突变，EG

FR 突变，PTEN 突变和病理级别进展中，ID

H1/2 突变对于 miRNA 的表达谱影响最大，

近 3/4 的 miRNA 在不同 IDH1/2 状态下呈现

差异表达。所有 miRNA 在不同 IDH1/2 状态

下具有不一样的预后意义，且少数 miRNA 在

IDH1/2 野生型病人中具有预后意义，而较多

miRNA 在 IDH1/2 突变病人中具有预后意

义，因此我们尝试建立 miRNA 风险评分预测

IDH1/2 突变病人的预后。在实验组中我们建

立七种 miRNA 风险评分，我们选取预后意义

最强的评分方式继续研究，此评分包括 miR-

10b，miR-130b，miR-1304 和 miR-302b。

在实验组和验证组中，此评分体系被验证为

独立预后因素，其预测病人生存期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高于各组成 miRNA 及其他传统预后

因素。生物信息学分析提示高风险病人具有

更加活跃的细胞增殖状态，说明 miRNA 可通

过此方式增进胶质瘤恶性程度。 

结论  我们发现 IDH1/2 突变可广泛地影响 mi

RNA 的表达和预后，提示胶质瘤的 miRNA

研究有必要考虑 IDH1/2 突变状态。通过四种

miRNA 的表达值，我们建立了可靠的 miRNA

风险评估体系，可用于较低级别胶质瘤病人

的精准分类。 

 
 
PO-080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stratifies IDH1-
mutant glioma with distinct prognoses 
 
Cheng Wen,Wu Anhua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First Hospital of Chi

na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IDH)
1 mutation status in lower-grade glioma (LG
G) and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 was 
compared by whole-genome profiling in orde
r to refin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IDH1  
mutation. 
Methods  RNA-seq expression data from 31
0 patients in the Chinese Glioma Genome At
las database were included in the training se
t, while microarray expression data from 297

 patients were used as an internal validation 
set. An independent cohort of GSE16011 (n 
= 205) from the Netherlands constituted an e
xternal validation set. 
Results  Approximately one-fifth of the 13,1
81 genes examined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
ssed in LGG according to IDH1 mutation stat
us, yielding distinct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A six-gene risk signature was established fo
r IDH1-mutant LGG to distinguish low- from 
high-risk cases, which had distinct prognose
s. The six-gene signature was an independe
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IDH1-mutant LGG an
d had superior predictive value a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clinicopathologic factors. A simi
lar expression trend was observed for GBM, 
suggesting that the effect of IDH1 mutation i
s conserved across histological classification
s. The six-gene signature had similar progno
stic value for IDH1-mutant GBM. By combini
ng glioma grade, IDH1 status, and the six-ge
ne signature, all glioma patients could be cla
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with distinct progno
ses. 
Conclusion  A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as 
sociated with IDH1 status was identified in L
GG and GBM; a risk signature based on six 
genes had equal prognostic value for IDH1-
mutant LGG and GBM. When combined with
 clinicopathologic factors, the six-gene signat
ure is a tool that enables precise risk stratific
ation and can improve clinical management. 
 
 
PO-081 
Bioinformatical profiling identifies an im
mune-related risk signature for glioblasto
ma 
 
Cheng Wen,Wu Anhua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First Hospital of C
hina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local immune
 status and its prognostic value in glioma.  
Methods  A cohort of 297 glioma samples wi
th whole genome microarray expression dat
a from the Chinese Glioma Genome Atlas (C
GGA) database were included for discovery.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databas
e was used for validation. Principle compone
nts analysis and 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
s (GSEA)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bioinform
atical implication. 
Results  Distinct local immune statu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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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ed according to histological grade. Gli
oblastoma (GBM) exhibited an enhanced im
mune phenotype compared to lower grade gl
ioma (LGG). We profiled the immune-related
 gene set and identified eight genes (FOXO3,
 IL6, IL10, ZBTB16, CCL18, AIMP1, FCGR2
B and MMP9) with the greatest prognostic v
alue in GBM. A local immune-related risk sig
nature was developed from the genes to disti
nguish cases as high or low risk of unfavora
ble prognosis, which could be validated in T
CGA database. High-risk patients conferred 
an enhanced intensity of local immune respo
nse compared to low-risk ones. Additionally, 
the signature exhibited different distribution b
ased on molecular features. The signature h
a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in the stratified co
horts and was identified as an independent p
rognostic factor for GBM.  
Conclusions  Weprofiled the immune stat 
us in glioma and established a local immune 
signature for GBM, which could independentl
y identify patients with a high risk of reduce
d survival, indic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
n prognosis and local immune response.  
 
 
PO-082 

锁孔微创手术切除鞍区肿瘤及垂体柄的保护 
 

李爱军 1 刘维生 1 兰青 2 曹培成 1 刘琦 1 

1.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锁孔入路切除鞍区肿瘤的技巧，以

及术中垂体柄的保护策略。  

方法  36 例经颅脑 CT、MRI 检查确诊的鞍区

肿瘤，采用经眉弓锁孔和翼点锁孔入路，显

微镜下对肿瘤进行精准切除，并用内镜和 CU

SA 等辅助。术后根据影像学及内分泌检查，

对病人治疗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结果  结合术中发现、术后病理及影像学证

实，垂体腺瘤 13 例，全切除 12 例，近全切

除 1 例，垂体柄全保留 12 例，1 例部分保

留。脑膜瘤 14 例，肿瘤均全切除（Simpson

Ⅱ级），垂体柄全保留 14 例。颅咽管瘤 9

例，全切除 7 例，近全切除 2 例，垂体柄全

保留 5 例，部分保留 3 例，1 例未发现。术后

未出现视力障碍加重，11 例出现一过性尿

崩，本组无手术死亡及与手术入路相关的并

发症。   

结论  锁孔入路可作为鞍区肿瘤的手术入路， 

既有安全、便捷、微创的特点，又能达到切

除肿瘤，保护垂体柄等重要结构的目的。   

 
 
PO-083 

巨大侵袭性促甲状腺素型垂体腺瘤病例报告

一例 
 

王晓科 1,2 宋彬 1,2 聂黎黎 1,3 陈世范 1,4 王海亮 1,2 刘

军 1,2 

1.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2.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3.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眼科     

4.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病理科 

 

目的  侵袭性垂体瘤常被定义为“生长突破其包

膜并侵犯硬脑膜、视神经、骨质等毗邻结构

的一组从垂体前叶和后叶及颅咽管上皮残余

细胞发生的肿瘤，是中枢神经系统并不多见

的肿瘤之一。它是介于良性垂体腺瘤和恶性

垂体癌之间的肿瘤，其组织学形态属于良

性，生物学特征却似恶性。生长方式主要以

侵袭性生长为主,是术后肿瘤复发率高,患者生

存期短的重要原因。我科近期对一例巨大侵

袭性促甲状腺素型垂体腺瘤患者行手术治疗

后，进行免疫组化检测及预后随访，对该类

疾病的显微镜经蝶窦手术治疗及预后判断提

供临床数据。  

方法  采用显微镜下单鼻孔经蝶窦手术入路切

除肿瘤，手术切除显微镜下可辨认的肿瘤组

织。  

结果  肿瘤组织呈鱼肉样，质软，并见肿瘤组 

织分隔,大小约 3cm×3cm×4cm。免疫组化结

果提示：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提示:CK(AE1/AE

3)(+)、CgA(+)、Ki67(阳性率 1%)、P53(-)、

Syn(+)、S-100(-)。患者术后随访 1 年，激素

水平未见异常，CT 检查提示：肿瘤未见明显

增殖复发征象。  

结论  术前头部核磁共振检查能很好地反映垂

体瘤影像学的特征，多数病例可作出正确的

术前诊断。同时结合术前垂体激素水平、眼

科学检查、术后病理，尤其是免疫组化的结 

果，能更准确地判断患者的临床预后情况。 

 
 
PO-084 

鞍结节脑膜瘤显微手术治疗体会 
 

李立新 李凯 陆晓诚 陶轶 郑金玉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一附院 210000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76 

 

目的  通过评价显微外科手术治疗鞍结节脑膜

瘤的临床效果来探讨手术入路及手术技 

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行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32 例鞍结节脑

膜瘤病例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 5 例，女性 2

7 例,平均年龄 49.7 岁。所有患者均有视力下

降表现,术前均行头颅 CT 平扫和（或）增强

及 MRI 平扫+增加扫描。采用 5 种手术入路,

其中行单侧额下入路 11 例，翼点或扩大翼点

入路 16 例，额外侧入路 4 例，经额底前纵裂

入路 3 例。  

结果  术后病理诊断均为 WHO I 级脑膜瘤。

按 Simpson 分级，肿瘤全切除 28 例，其中

包括 Simpson I 级 3 例，Simpson II 级 25

例；肿瘤次全切除 Simpson III 级 4 例。术后

视力较术前改善的有 11 例 17 眼，视力下降

的有 7 例 10 眼，视力无改变的有 10 例 16

眼。病程在一年内及术前视力大于 0.5 者恢复

较好，术前失明者术后视力未恢复。头痛症

状改善者 11 例，未改善者 1 例。术前 2 例嗅

觉丧失者功能均无恢复。术后轻偏瘫患者 1

例，发生颅内感染 4 例，出现暂时性尿崩 3

例，严重脑水肿 1 例，迟发额叶脑内血肿 1

例，发生严重下丘脑功能紊乱 2 例。随访病

例 20 例，随访时间 3 月-4 年，有 10 例患者

视力较出院时有改善。13 例生活能自理，4

例需人照顾，1 例完全不能自理，2 例于出院

后死亡。无复发病例。  

结论  早期及正确诊断鞍结节脑膜瘤对术后视

力恢复很关键；术前充分评估，据肿瘤的大

小、位置、生长方式并结合术者对各种入路

的熟悉程度来选择合适手术入路是顺利切除

肿瘤的前提；术中精细的显微神经外科操

作，保护好视神经和视交叉、颈内动脉及其

分支、垂体柄、下丘脑等重要结构是取得良

好手术效果的保证。  

 
 
PO-085 
Unphosphorylated Stat1 mediates multipl
e pathways regulating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apoptosis in human malign
ant glioma cell line U87MG 
 
Ju Haitao1,Wang Hongwei1,Dou Changwu1,Li Yunqi
an2,Zhao Gang2 

1.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Purpose  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1(Stat1) is thought to be a tu
mOR-suppressor protein. To investigate exp
ression and role of Stat1 in glioblastoma.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stries were det
ected the expression of Stat1 in glioblastoma
 and normal brain tissues. RT-PCR and Wes
tern blot analysi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m
RNA and proteins expression levels of Stat1.
 Cell growth,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poptos
is and the expression of related genes and p
roteins Bcl-2,Bax,Cleaved-Caspase3,Caspa
se9,P21,PCNA were examined in vitro were 
examined by CCK-8, wound gaps ,flow cyto
metry, Rhodamine B, TUNEL and Western b
lot assays.  
Results  We demonstrated that human gliob
lastomas had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Stat1
 proteins. Transfection of the U87MG cells wi
th the Stat1 plasmid in vitro offered significan
t inhibition of cell growth and an increase in 
apoptotic cell death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
e vector or Mock group. These effects were 
associated with up-regulating Cleaved-Casp
ase3, Bax, p21 and down-regulating Bcl-2 ex
pression.  
Conclus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
creased expression of Stat1 by transfection 
with Stat1 plasmid synergistically inhibits hu
man U87MG glioblastoma cell growth in vitro.
  
 
PO-086 

多柔比星体外药敏指导下颅内术灶反复空缓

释间质化疗在脑胶质瘤中的应用 

 
莫万彬 周晓坤 黄永旺 韦开亮 魏如同 苏国军 郑华平 

王文波 孙凯凯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541001 

 

目的  探讨非周期特异性抗肿瘤药盐酸多柔比

星对原代脑胶质瘤细胞在体外的药敏情况及

应用盐酸多柔比星颅内控缓释重复化疗对脑

胶质瘤的治疗效果。  

方法  对 48 例不同类型术后人脑星形细胞瘤

细胞进行体外原代细胞培养，于分离纯化后

分别加入盐酸多柔比星及其他化疗药物进行

体外药物敏感试验，计算敏感率。另外，对

手术治疗的 64 例脑胶质瘤病人于术中、术后

术灶局部应用盐酸多柔比星治疗，其中少枝

星形细胞瘤（复发第二次手术时）2 例，胶质

瘤 2-3 级 55 例，胶质母细胞瘤 7 例。将肿瘤

于显微镜下全切除后在术灶垫以明胶海绵，

并留置 ommaya 化疗泵，导管开端置于瘤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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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泵端留置于帽状腱膜下。根据病人恢复

状况，于术后 1 周内开始由 ommaya 泵应用

盐酸多柔比星，每次 0.5-5 毫克，间隔 4-8 周

后重复使用,同时应用替尼泊甙和司莫司丁或

替莫唑胺联合化疗，1 年后间隔 4 月,2 年后间

隔 6 月重复上述化疗方案。  

结果  在体外药敏试验中，单用盐酸多柔比星

对脑胶质瘤敏感率 57.9%，盐酸多柔比星联

合替尼泊甙敏感率 89.5%，卡莫司丁联合替

尼泊甙的敏感率为 92.1%。对术后脑内控缓

释化疗的 64 例患者中，术后局部化疗一次者

2 例，2 次者 6 例，3 次者 12 例，4 次者 12

例，5 次者以上者 10 例，6 次以上者 22 例，

其中超过 2 年者 18 例。随访 6-110 月，复发

18 例,死亡 16 例(均为复发者)，随访期间未复

发者 71.8%;合并少量(小于 10 毫升)出血 8

例，中量(10-20 毫升)出血者 4 例，癫痫 6 例

9 次,出血者及癫痫均为早期病例；颅内压增

高头痛 6 例。  

结论  体外药敏试验证实盐酸多柔比星在体外

对脑胶质瘤原代培养细胞有较好的杀灭作

用，其中联合用药效果更佳。术中残腔盐酸

多柔比星控缓释化疗及术后重复局部化疗，

可延长脑内胶质瘤病人生存时间，减少肿瘤

的复发；在合理的剂量及浓度下并发症及毒

副作用少。该法安全、简便、经济，可门诊

使用。  

 
 
PO-087 

颅内非鞍区肿瘤患者腺垂体功能低下的相关

因素 
 

王守森 鹿松松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010 

 

目的  分析颅内非鞍区肿瘤患者发生腺垂体功

能低下的相关因素。  

方法  收集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4 月就诊

我院神经外科颅内非鞍区肿瘤患者临床资

料，通过术前血清基础激素测定将纳入对象

分腺垂体功能正常组和低下组，分析颅内非

鞍区肿瘤患者出现腺垂体功能低下与患者年

龄、性别、病程、肿瘤体积、肿瘤部位、颅

内压力、脑脊液成分等因素间关系。  

结果  纳入对象 91 例，术前 37 例存在一个或

多个轴垂体功能低下，占 40.66%。单轴者 2

7 例；多轴者 10 例，包括 1 例四轴功能低下

和 9 例双轴功能低下。就单个轴而言，存在

ACTH 轴低下者 26 例，为最常见类型；存在

FSH/LH 轴低下者 14 例；存在 GH 轴低下者

6 例；存在 TSH 轴低下者 3 例。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颅内非鞍区肿瘤患者腺垂体功能

低下组与功能正常组在患者年龄、性别、病

程、肿瘤体积、肿瘤部位、颅内压力、脑脊

液成分等因素之间的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腺垂体功能低下在颅内非鞍区肿瘤患者

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颅内非鞍区肿瘤患者

术前是否存在腺垂体功能低下与患者年龄、

性别、病程、肿瘤部位、肿瘤体积、颅内压

力等方面无明确关系。  

 
 
PO-088 

经鼻蝶入路垂体腺瘤手术患者鞍底定位与开

窗的影像评估 
 

王守森 秦勇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010 

 

目的  探讨鞍底开窗的大小、位置与肿瘤切除

程度及并发症的关系，对鞍底开窗效果进行

评估。 

方法  收集我科 51 例经鼻蝶入路手术的垂体

腺瘤病例，术前术后均行鼻窦 CT 和垂体 MRI

检查。观察并记录术中、术后并发症出现情

况。术后重建鞍底骨窗，测量其最大横径、

纵径及骨窗最高点与蝶骨平台的竖直距离，

计算出鞍底开窗的面积。采用影像融合的方

法对开窗效果进行评估。 

结果  有 2 例鞍底开窗过小，降低了肿瘤的切

除程度。肿瘤全切除组和未全切组，鞍底开

窗面积、鞍底开窗面积与肿瘤最大面积比值

比较，术中脑脊液漏组与无脑脊液漏组，骨

窗最高点与蝶骨平台的竖直距离比较，均有

统计学差异；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肿瘤大

小、质地、侵袭性和患者年龄是影响肿瘤切

除程度的因素，而鞍底开窗大小与肿瘤切除

程度无关；有垂体功能低下组与无垂体功能

低下组，鞍底开窗的面积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 

结论  ① 经典经蝶入路手术中，鞍底骨窗过小

会降低肿瘤的切除程度，但其扩大至一定范

围后，骨窗大小并不会对肿瘤的切除程度产

生影响；②鞍底骨窗距蝶骨平台越近，术中

越易出现脑脊液漏；术后垂体功能低下发生

与否与鞍底骨窗的大小无明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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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9 

催乳素瘤与引起高催乳素血症的其他垂体腺

瘤的治 疗前鉴别 
 

王守森 丁陈禹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010 

 

目的  提出两项新指标：“催乳素水平与腺瘤最

大直径的比值（PRL/MD）”与“催乳素水平与

腺瘤体积的比值（PRL/V）”，对比它们和催

乳素（PRL）的鉴别“催乳素瘤”与“引起高催

乳素血症的其他垂体腺瘤”的能力。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垂体大腺瘤伴高催乳

素血症患者。依据免疫组化分为“催乳素瘤组”

和“其他垂体腺瘤组”。鉴别试验第一步：以所

有患者为对象；第二步：在 PRL 介于正常上

限与 250μg/L 之间的患者中进行，分别以 PR

L、PRL/MD 和 PRL/V 鉴别，并对比鉴别结

果。 

结果  第一步纳入 178 例患者，发现 PRL=12

0.37μg/L 时最准确，此时灵敏度=0.826，特

异度=0.913；PRL/MD=5.91μg/(L·mm)时鉴

别能力最强，此时灵敏度=0.872，特异度=0.

935；而 PRL/V= 17.98μg/(L·cm3)时最准

确，灵敏度=0.953，特异度=0.946。鉴别试

验第二步共纳入 118 例患者，当 PRL=55.65

μg/L 时鉴别最准确，此时灵敏度=0.800，特

异度=0.716；PDL/MD 鉴别能力最强的值为 4.

03μg/(L·mm)，灵敏度=0.800，特异度=0.89

8；PRL/V 的最佳鉴别比值为 18.00μg/(L·cm

3)，此时灵敏度=0.900，特异度=0.966。PR

L/MD 趋向于较 PRL 更准确，但差异尚未见

统计学意义（P=0.097）。PRL/V 的鉴别能力

强于 PRL（P=0.028）。 

结论  PRL、PRL/MD 和 PRL/V 都能较准确地

在治疗前鉴别“催乳素瘤”与“引起高催乳素血

症的其他垂体腺瘤”。但对 PRL 介于正常上限

和 250μg/L 之间的垂体大腺瘤患者，PRL/V

的鉴别结果最准确，最佳鉴别水平约为 18.00 

μg/(L·cm3)。 

 
 
PO-090 

垂体腺瘤囊变与生物学行为关系的临床分析 
 

王守森 肖德勇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010 

 

目的  分析无功能型垂体腺瘤囊不同组织构象 

垂体腺瘤之间的生物学行为差别。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9 例无功能性垂体腺瘤患

者，其中实质性组(n=37)、囊变无液平面组(n

=19)、囊变伴液平面组(n=23)，分析 3 组不

同组织构象垂体腺瘤的生长行为，侵袭特

性、手术情况和垂体内分泌功能影响等。  

结果  ①44 例侵袭性垂体腺瘤的囊变率 63.

6%（28/44），液平面形成占侵袭性囊性垂

体瘤的 60.7%（17/28），比非侵袭性垂体腺

瘤的囊变及液平面形成发生率较高（P＜0.0

5）。②垂体腺瘤伴多个液平面形成者的肿瘤

高度最高，为 4.11±1.22cm。腺瘤囊变及液

平面形成与肿瘤向鞍上扩展、蝶窦侵犯、海

绵窦方向扩展等级之间，均未发现明显相关

性（P＞0.05）。但多个液平面明显多见于 K

nosp-Steiner 分级为 3-4 级者中（P＜0.0

5），发生率为 21.7%（5/23）。③囊变伴液

平面形成组的手术全切率为 43.48%，明显较

实质性组、囊变无液平面组的垂体腺瘤手术

全切除率低，后两组分别为：81.08%和 84.2

1%（P＜0.05）。④42 例囊性垂体腺瘤的术

后脑脊液漏发生率为 11.90%，37 例实质性

垂体腺瘤术后均无脑脊液漏发生，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全组共有 10 例出现

术后尿崩，发生率为 12.66%，而囊变伴液平

面形成组术后尿崩发生率高达 30.43%（7/2

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⑤79

例中，术前共有 52 例存在垂体功能低下，占

65.8%（52/79）。术后 1 周和术后 4 个月垂

体功能低下发生率分别为 75.9%（60/79）、

27.8%（22/79）。  

结论  垂体腺瘤组织构象与肿瘤生长行为、侵

袭特性、垂体功能低下等生物学行为存在密

切关系。垂体腺瘤囊变伴液平面形成，更多

见于侵袭性垂体腺瘤，其手术全切除率较

低，术后脑脊液漏及尿崩等并发症较多，术

前垂体功能低下较实质性垂体腺瘤多见。  

 
 
PO-091 

垂体总体激素水平评估垂体腺瘤患者腺垂体

整体功能 
 

王守森 李彪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010 

 

目的  为了探索垂体腺瘤患者各类垂体激素的

整体数量水平，提出“垂体总体激素”概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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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状态评估提供新思路。  

方法  回顾我科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4 月

期间收治的零细胞型垂体大腺瘤，收集术前

垂体激素水平及 MRI 资料。自制“垂体总体激

素”评分量表，依据正常参考值范围，选取 3

个参照点，划分出 5 个区间，每种激素依据

其所处的区间分别进行赋值，再累加得到“垂

体总体激素”评分，以此估计残存腺垂体的内

分泌功能。将所纳入病例分为大型腺瘤组（1

cm<直径<3cm）及巨大型腺瘤组（直径≥3c

m），对比两组之间术前垂体激素六项及“垂

体总体激素”的差异。再依据手术切除程度将

所纳入病例重新分为大部分切除组（切除程

度>60%）及部分切除组（切除程度≤60%）

组，对比两组之间术后垂体激素六项及“垂体

总体激素”的差异。  

结果  共纳入 66 例零细胞瘤。其中大型腺瘤

38 例，巨大型腺瘤 28 例，两组的术前“垂体

总体激素”评分分别为：（19.59±2.71）和（1

8.07±2.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5）。66 例中，腺瘤大部分切除 57 例，部分

切除 9 例，术后第 1 天“垂体总体激素”评分分

别为：（17.32±2.20）与（19.40±1.26），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3）。而促肾上

腺皮质激素、生长激素、促甲状腺素、催乳

素、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水平，在两次

分组对比中均未见统计学差异。 

结论  “垂体总体激素”将六项垂体激素视为一

个总体，较分别地、独立地评估单项垂体激

素的水平，更能准确地体现垂体腺瘤患者残

存腺垂体的内分泌功能。  

 
 
PO-092 

延髓血管母细胞瘤的诊断与治疗 
 

郑兆聪 王守森 高进喜 魏梁锋 黄银兴 薛亮 池彬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进一步了解延髓血管母细胞瘤的影像学

特点，探讨手术技巧及改善手术预后。  

方法  回顾性地分析自 2004 年 5 月至 2015

年 4 月显微手术治疗的 10 例延髓血管母细胞

瘤的临床资料。  

结果  9 例单发的血管母细胞瘤分布在延髓-脑

桥背部 2 例 、延髓背部 4 例 及延髓-颈髓背

部或髓内 3 例；1 例除延髓背侧外，双侧小脑

半球内多发小型的血管母细胞瘤。4 例 MRI

上可见肿瘤周边低信号的囊肿形成，6 例为实

质性肿瘤。4 例体积较大者行 DSA 检查可见

主要供血动脉和肿瘤明显染色。10 例均在神

经电生理监测下完整切除，其中 3 例先行供

血动脉栓塞后切除。术后 7 例症状显著进

步，2 例与术前相似，1 例较术前加重，经治

疗后好转。术后无需借助呼吸机辅助呼吸及

气管切开病例，无手术死亡病例。  

结论  延髓血管母细胞瘤在 MRI 及 DSA 上有

其特点，可在术前准确地作出诊断；手术中

应严格沿肿瘤周边胶质增生带分离并完整切

除肿瘤，切忌作活检或分块切除；小的实质

性的或者囊性的肿瘤手术是比较安全的；实

质性体积较大肿瘤术前行 DSA 评估，确切了

解供血动脉及回流静脉，必要时给予术前栓

塞，术中仔细辨认并有序处理进出肿瘤血管

可以有效预防或减轻并发症，以及降低手术

死亡率。 

 
 
PO-093 

上矢状窦旁脑膜瘤患者颅内静脉的虚拟现实

技术研究 
 

王守森 应建彬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010 

 

目的  探究上矢状窦旁脑膜瘤（PSM）患者颅

内深、浅静脉的代偿通路。  

方法  使用虚拟现实技术（VR）观测 48 例 

PSM 患者大脑中浅静脉、Trolard 静脉、Lab

bé 静脉、大脑大静脉的直径，与 20 例对照

组（三叉神经痛及面肌痉挛患者）比较静脉

直径；再按肿瘤不同位置、不同静脉窦侵袭

程度及不同侧支循环分级分别进行分组，与

对照组对比静脉直径变化。  

结果  7 例 PSM 位于上矢状窦的前 1/3 段（A

组），31 例位于中 1/3 段（B 组），10 例位

于后 1/3 段（C 组）；静脉窦侵袭分级 1-2 级

24 例（D 组），3-4 级（E 组）与 5-6 级（F

组）各有 12 例；未形成侧支循环 23 例（G

组），1 级侧支循环 9 例（H 组），3 级侧支

循环 16 例（J 组）。C 组大脑中浅静脉直径

较对照组大。J 组大脑中浅静脉直径较对照组

大。  

结论  PSM 侵袭上矢状窦后，脑浅表静脉端

端吻合支是主要的代偿通路，而深浅静脉吻

合支可能仅起辅助代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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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4 

单鼻孔经蝶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垂体微腺瘤 
 

王守森 黎连杰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010 

 

目的  探讨垂体微腺瘤经蝶入路切除手术中各

环节的微创技巧及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8 月至 2016 年 1

月间就诊于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行

单鼻孔经蝶入路切除术的 27 例垂体微腺瘤患

者（包括 ACTH 腺瘤 10 例,PRL 腺瘤 8 例，

GH 腺瘤 5 例，TSH 腺瘤 1 例，无功能腺瘤 3

例）的术前与术后的内分泌激素水平、临床

症状、蝶窦 CT 及 MRI 图像等资料，通过比

较这些临床资料的改变情况，综合分析垂体

微腺瘤显微手术疗效，总结其经验和教训。 

结果  25 例垂体微腺瘤患者术后激素水平较术

前明显下降（P<0.05),术后 MRI 平扫+增强显

示：手术全切肿瘤 25 例，大部切除 2 例（G

H 腺瘤 ACTH 腺瘤各 1 例），其中该例 ACT

H 腺瘤术后经 X 刀放射治疗后好转，GH 腺瘤

患者性器官发育迟缓、身高增长过快肢端肥

大未见好转。8 例 PRL 腺瘤患者术后头痛头

晕症状全部消失，5 例 PRL 腺瘤患者术后全

部停止泌乳，1/2 例 PRL 腺瘤患者恢复怀

孕，3/4 例 PRL 腺瘤继发性闭经患者恢复月

经，1 例需持续服用溴隐亭后恢复月经，1/3

例 PRL 腺瘤继发性月经紊乱患者经期恢复规

律。5/8 例 ACTH 腺瘤患者头痛头晕症状不同

程度缓解，10 例 ACTH 腺瘤及 1 例 PRL 腺

瘤体重不同程度减轻。3/5 例 GH 腺瘤患者术

后皮肤紧绷感及肢端肥大面容不同程度改

善。1 例 ACTH 腺瘤，2 例无功能腺瘤及 1 例

TSH 腺瘤患者视力视野障碍全部改善。PRL

腺瘤好转率为 62.5%（5/8 例），GH 腺瘤好

转率为 60%（3/5 例），ACTH 腺瘤好转率为

70%（7/10 例），无功能垂体腺瘤好转率为

67%(2/3),TSH 腺瘤好转率为 100%（1/1

例）。 

结论  单鼻孔经蝶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垂体微腺

瘤确切有效。GH 微腺瘤术后皮肤紧绷感及肢

端肥大面容较难恢复。ACTH 微腺瘤患者 Cu

shing 综合征症状中术后体重改变明显。术中

强调正确利用局部解剖关系，准确定位，争

取彻底切除。 

 
 
 
 

PO-095 

无功能性垂体腺瘤卒中对术后残余瘤生长速

率的影响 
 

王守森 吴志峰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010 

 

目的  探讨无功能性垂体腺瘤卒中（NFPAA）

对其术后残余瘤生长速率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7 例术后有肿瘤残留的无

功能性垂体腺瘤（NFPA）患者的 MRI 随访

资料，计算残余瘤的肿瘤倍增时间（TVD

T）、快速生长比、卒中囊变/肿瘤体积比，分

析术后残余瘤的 TVDT 与术前是否存在肿瘤

卒中、卒中的病程及卒中囊变体积的关系。  

结果  57 例患者（卒中 30 例、无卒中 27

例）中，有 49 例术后残余瘤的体积出现增

大，8 例萎缩，TVDT 平均 1305.82±1788.12

d。卒中组与无卒中组的术后残余瘤快速生长

比分别为 56.67%、66.67%，二者间的差别

无统计学意义（P＞0.05）；亚急性卒中组的

术后残余瘤快速生长比为 81.82%，显著高于

慢性卒中组的 36.84%（P＜0.05）；卒中囊

变/肿瘤体积比＜12%组与≥12%组的术后残余

瘤快速生长比分别为 53.33%、60%，二者间

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腺瘤卒中是 NFPA 术后残余瘤生长速率

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对处于 NFPAA 亚急

性、慢性期患者而言，若症状轻微，可以采

用定期随访的策略。  

 
 
PO-096 

垂体腺瘤伴发 Rathke 裂囊肿的临床和 MRI

特点 
 

王守森 吴志峰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010 

 

探讨垂体腺瘤伴发 Rathke 裂囊肿（RCC）的

临床表现和 MRI 特点，提高对病变的认识。  

方法  对连续收治的 8 例垂体腺瘤伴发 RCC

患者的临床表现、MRI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8 例患者中，临床表现主要有头痛、视力

下降及垂体激素分泌紊乱的症状；1 例患者在

体检中偶然发现。MRI 表现有：①鞍区内存

在两种病变，往往以肿瘤成分为主，伴发 1

个甚至多个的 RCC；②边界清晰，主体位于

鞍内，可向鞍上生长；③垂体腺瘤 T1WI 呈等

或低信号，T2WI 呈高信号；囊腔 T1WI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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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低信号，T2WI 信号多样化；④部分囊腔内

可见 T1WI 等信号，T2WI 低信号的囊内结

节；⑤增强扫描，垂体腺瘤呈不同程度的强

化，囊壁多数不强化。  

结果  随访 4 个月～7 年，术后头痛、视力下

降及内分泌紊乱症状均得到改善。1 例垂体腺

瘤有残留需二期手术，1 例于术后 7 年复发。 

结论  垂体腺瘤伴发 RCC 的患者，常缺乏 RC

C 的特异性表现；如 MRI 示鞍区病变为囊实

性，且其主体位于鞍内、囊腔信号均匀、囊

壁不强化，应考虑到垂体腺瘤伴发 RCC 的可

能性，若囊内存在结节，则具有诊断意义。

经蝶手术为治疗首选，术后需定期随访。  

 
 
PO-097 

伴有甲介型蝶窦的垂体腺瘤的显微外科手术

治疗 
 

王守森 张建鹤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010 

 

目的  甲介型蝶窦限制了的垂体腺瘤经鼻蝶手

术的进行，本研究拟探讨伴有甲介型蝶窦的

垂体腺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方法。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份至 2015 年 12 月份

具有完整临床及手术资料的甲介型垂体腺瘤 4 

例，分析其临床特点、手术发现以及经鼻蝶

手术过程中术中导航使用的经验等。  

结果  所有病例手术均进行的比较顺利，肿瘤

基本全切除，无明显手术并发症，术后随访 6

个月，所有病例均未发现肿瘤复发；同时术

中我们发现蝶窦口仍存在可以作为解剖标志

指导确认蝶窦位置，甲介型垂体腺瘤的骨化

蝶窦松质骨成分多，磨除较容易，骨质出血

止血不困难；手术通道的安全直径由颈内动

脉间距决定，所有的病例均术中均需借助神

经导航引导手术方向，并且以采用 CT 资料进

行鞍底骨质重建效果好，导航准确性可靠。

相对于气化良好的蝶窦，手术通道会偏小，

操作空间受限，器械展开操作较困难。暴露

鞍底显露鞍底脑膜后发现硬膜的质地软，较

薄肿瘤质地均较软，无明显血供走形，切开

较容易；肿瘤的直径均不大，血供不丰富，

质地软，容易切除。  

结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认为甲介型的垂体腺 

瘤，手术空间狭窄，在神经导航辅助显微镜

下切除相对内镜手术具有一定的优势，显微

镜手术使用的手术器械少易于展开操作，而

且手术所需时间更少；同时甲介型垂体腺瘤

和气化良好蝶窦的垂体腺瘤存在某些差异，

比如解剖差异，肿瘤的生物行为学特性等，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PO-098 

上矢状窦旁脑膜瘤患者发生术后颅内高压的

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 
 

李军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分析上矢状窦旁脑膜瘤患者术后发生颅

内高压的影响因素，探讨术后颅内高压的围

手术期应对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83 例

上矢状窦旁脑膜瘤患者临床资料。先采用卡

方检验分析各单因素，将 p<0.1 的各因素做

二分类 Logisitic 回归分析，评估上矢状窦旁

脑膜瘤术后发生颅内高压的影响因素。  

结果  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术

前有无 X 刀治疗、上矢状窦受脑膜瘤侵蚀部

位两个因素有统计学意义，肿瘤切除程度 Si

mpson 分级、术后有无颅外循环受损为混杂

因素。在其他自变量值固定的情况下，术前

未接受 X 刀治疗的患者，术后出现颅高压的

优势为术前接受 X 刀治疗患者的 0.051 倍；

上矢状窦前 2/3 受侵蚀的患者，术后出现颅高

压的优势为上矢状窦后 1/3 受侵蚀患者的 0.1

87 倍。术前无 X 刀治疗（OR=0.051，95.0%

 CI：0.004～0.653）、上矢状窦前 2/3 受侵

蚀（OR=0.187，95.0% CI：0.044～0.785）

为发生术后颅内高压的保护因素。  

结论  X 刀治疗导致肿瘤与周围脑组织严重粘

连，术中应注重对肿瘤周围皮层的保护，术

后应针对脑水肿预防用药。上矢状窦后 1/3 为

颅内血液回流的重要通道，该部位受侵蚀的

脑膜瘤患者术后易出现颅内高压。术前应充

分评估脑膜瘤与静脉窦的关系及侧支循环的

建立情况，术中注重对静脉窦及各级侧支循

环的保护，术后需预防颅高压引起的严重并

发症。  

 
 
PO-099 

抑制 Mig-7 基因表达对胶质瘤体外血管生成

拟态和侵袭性的影响及机制 
 

胡昌建 陈祥荣 胡伟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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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抑制 Mig-7 基因表达对人脑胶质瘤细胞

株 U87 体外血管生成拟态和侵袭性的影响及

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实验分为三组：感染 Mig-7-shRNA 慢

病毒的细胞为实验组 （Mig-7-shRNA 组）、

感染 NC-shRNA 慢病毒的细胞为阴性对照组

(NC-shRNA 组)和未作任何处理的细胞为空白

对照组（blank control） 采用慢病毒感染系

统将特异性针对 Mig-7 基因的 Mig-7-shRNA

转入人脑胶质瘤 U87 细胞中，在荧光显微镜

下观察感染效率；用 Mig-7-shRNA 和 NC-sh

RNA 慢病毒感染 U87 细胞后，分别采用实时

荧光定量 PCR 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各组细胞

中 Mig-7，PI3K, AKT,MMP-2 和 MMP-9mRN

A 和 PI3K,AKT, p-AKT1,MMP-2 和 MMP-9 蛋

白的表达；采用体外三维培养和 Transwell 小

室侵袭实验观察 Mig-7 基因沉默对各组 U87

细胞血管生成拟态和侵袭能力的影响  

结果  Mig-7-shRNA 和 NC-shRNA 慢病毒成

功感染细胞，获得稳定低表达 Mig-7 基因的

U87 细胞株； 与感染 NC-shRNA 慢病毒和未

感染的 U87 细胞相比，感染 Mig-7-shRNA 慢

病毒的 U87 细胞中 Mig-7,PI3K,AKT,MMP-2

和 MMP-9mRNA 表达水平及 PI3K,AKT,p-AK

T1,MMP-2 和 MMP-9 的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

降低(P 值均<0.01) 与空白对照组及阴性对照

组比较,Mig-7-shRNA 感染组 U87 细胞的侵袭

抑制率分别为 75.67％和 75.08％ (P 值均<0.

01)，并且 Mig-7-shRNA 感染组 U87 细胞血

管生成拟态下降了 79.35％ 和 78.90％（P 值

均<0.05）  

结论  Mig-7 基因沉默可降低 U87 细胞的血管

生成拟态及侵袭能力，可能与 Mig-7 基因沉

默后下调 PI3K,AKT,p-AKT,MMP-2 和 MMP-

9 的表达有关，提示 Mig-7 基因在人脑胶质瘤

血管生成拟态和侵袭中发挥重要作用。  

 
 
PO-100 

基于 DTI 面神经重建结合术中面听神经电生

理监测辅助大型听神经瘤手术切除 
 

郑小斌 薛毅辉 吴赞艺 游鸿海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0 

 

目的  面神经功能保留是目前大型听神经瘤手

术的难点，关键在于准确判断面神经与听神

经瘤的位置关系，做出合适的肿瘤切除策略

与面神经保护措施。目前判断面神经与听神

经瘤的位置关系主要依赖术中面肌电图监测

与术者的经验，探测时机不易掌控，且容易

因多次电刺激或较大的刺激电流损伤面神经

功能，降低面神经探测成功率。本文利用弥

散加权纤维束追踪法行面神经成像，结合术

中面神经运动诱发电位（FNMEP）监测，探

讨大型听神经瘤手术中面神经定位与保护策

略。 

方法  8 例大型听神经瘤患者，术前常规采集

3.0T 磁共振，加做弥散张量成像（DTI）及 3

D-T1 或 3D-FEISTA 序列扫描。计划工作站

进行 MR 图像融合。于内耳道口为 ROI-1 进

行纤维束示踪，基于 DTI 的 FA 图像进行纤维

束筛选并定位面神经脑干 REZ，以此为 ROI-

2，采用双 ROI 进行纤维束示踪重建面神经。

术前根据面神经与肿瘤位置关系制定手术计

划。术中以头皮中央沟投影线距 C3/C4 旁开

2cm 为刺激位点，对眼轮匝肌及口轮匝肌进

行 FNMEP 监测，3 例术前有效听力保留者行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监测。术中必要

时神经导航辅助下粗测肿瘤切缘与面神经距

离。单极刺激诱发肌电图辅助显微镜下探查

面神经。FNMEP/BAEP 波幅下降 50%为警

报，暂停手术操作并采取保护措施。患者术

前及术后 1 周以 House-Brackman 法评估面

神经功能。 

结果  术中 6 例肿瘤全切，2 例面神经与肿瘤

界限不清根据 FNMEP/BAEP 变化做肿瘤适

当残留。根据 DTI 面神经重建提示 3 例面神

经位于肿瘤前下部，2 例位于前中部，1 例面

神经桥池段被肿瘤囊性成分包绕，1 例位于下

极，1 例因肿瘤巨大未成功重建。术中 7 例均

成功定位面神经，除 1 例实质性肿瘤面神经

位于上极与术前面神经成像位置不一致外，

其余病例均一致。1 例囊性听神经瘤面神经部

分离断外，其他病例面神经均结构与功能保

留。术后 House-Brackman 分级 1 例 1 级，4

例 2 级，2 例 3 级，1 例 4 级。 

结论  基于 DTI 纤维束追踪法行面神经成像准

确性可被临床接受用于指导术前肿瘤切除计

划制定。术中神经导航有助于粗测肿瘤切缘

与面神经距离，提高单极刺激定位面神经的

效率。术中 FNMEP/BAEP 监测有助于实时

提供面听神经功能信息，及时调整肿瘤切除

策略并采取相应面神经保护措施，特别是面

神经与肿瘤界限不清，或被肿瘤包绕情况

下，可以在保证面听功能前提下尽量缩小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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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残留体积。 

 
 
PO-101 

误诊为凸面脑膜瘤的颅内弥漫性大 B 细胞性

淋巴瘤 1 例报告 
 

胡伟鹏 黄天造 陈祥荣 张丹奎 曾以勒 邬树凯 胡昌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报告 1 例误诊为凸面脑膜瘤的颅内弥漫

性大 B 细胞性淋巴瘤诊治体会  

方法  1、病例资料：男，67 岁，反复头晕、

头痛 1 周。查体：体温 36.5℃，神清，查体

合作，全身皮肤粘膜无出血点，浅表淋巴结

未触及肿大，颅神经未见异常，左下肢肌力 4

级，余肢体肌力 5 级，四肢肌张力、感觉及

反射正常，颈无抵抗，双巴氏征阴性。头颅

CT（图 1）：右侧颞部见一类圆形均匀等稍

高密度影，内侧紧贴右侧颞骨，边界清；头

颅 MRI（图 2）：右侧颞叶见一类圆形异常信

号区，大小约 4.6cm×3.7cm，边界清楚，T1

WI 呈略低信号，T2WI 为等信号，信号均

匀，病灶呈宽基底，与颅骨内板相连、该处

骨质增厚，周围可见轻度水肿性信号区，病

变均匀明显强化。实验室检查：白细胞计数 4.

8×10^9/L，中性粒细胞 72.9%，淋巴细胞 6.

3%，红细胞、血小板计数正常；腹部彩超、

肺部 CT 正常。术前诊断：右颞部凸面脑膜瘤

可能。 2、手术治疗：在全麻下行右额颞开颅

肿瘤切除术，术中见：右额颞骨瓣内板稍增

厚无破坏，右颞叶实性占位约 5cm×4.5cm×5

cm，边界尚清，无包膜，质软，血供尚丰

富，主要由硬膜血管供血，脑皮层血管也参

与供血，基底附着于右颞凸面硬膜，与脑组

织有粘连，瘤周有明显的胶质增生带，沿肿

瘤周边胶质增生带游离，分块全切除肿瘤及

受累的硬膜。  

结果  术后恢复良好，半月后转外院血液科化

疗（具体不详）。术后病理报告（图 3）：弥

漫性大 B 细胞性淋巴瘤。免疫组化：CD20、

CD79α 弥漫阳性；CD10（+）；Mum1

（+）；Vim 部分细胞（+）；Bcl-2、CD3、

CD5 少量细胞（+）；CK、EMA、GFAP、C

gA、CD34、Desmin、S-100、PR、Bcl-6、

CD30、CD15 均阴性；Ki-67 约 60%。  

结论  该病例术前头颅 CT 及 MRI 所见与脑膜

瘤表现完全一致，很难区别，如术前查 MRS

对两者鉴别有帮助。手术可明确诊断及治 

疗，术后结合化疗。 

 
 
PO-102 

经眉上锁孔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大型颅咽管瘤

效果与手术技巧 
 

雷鹏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730050 

 

目的  总结经眉弓上锁孔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大

型颅咽管瘤手术经验。    

方法  本组 38 例，其中 18 岁以下者 21 例，

儿童 18 例。经手术和病理证实诊断。术中采

用显露肿瘤，保护重要血管和神经，分块切

除肿瘤的策略。术后积极处理并发症。  

结果  肿瘤全切 31 例（81.59%），大部切除

7 例，术后 1 例死亡。残余肿瘤给予放射或立

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平均随访 5.2 年，4 例

肿瘤复发。部分患者存在内分泌低下。  

结论  采用眉上锁孔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大型颅

咽管瘤是一种微创、安全的手术方法，能取

得良好的临床疗效。对于儿童这一手术入路

更显优势。术后内分泌纠正是提升患者生活

质量的重要措施。  

 
 
PO-103 

枕下外侧-乙状窦后入路显微手术治疗大型/巨

大型桥小脑角区肿瘤 
 

梅文忠 吴喜跃 陈剑舞 王晨阳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总结枕下外侧-乙状窦后入路手术切除大

型及巨大型桥小脑角区肿瘤的经验及显微操

作技巧。  

方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 175 例采用枕下外侧-

乙状窦后入路显微手术切除的大型及巨大型

CPA 肿瘤的临床资料，其中最大径>4cm 的

巨大型听神经瘤 58 例、三叉神经鞘瘤 4 例；

最大径>3cm 的大型岩斜区脑膜瘤 85 例、枕

骨大孔区脑膜瘤 23 例、颈静脉孔区神经鞘瘤

3 例。骨窗外侧暴露窦脑膜角、乙状窦、颈静

脉孔；上侧暴露横窦；内侧达中线，下侧可

咬开枕骨大孔外侧达枕髁后外侧。所有病例

术中均行神经电生理检测。  

结果  肿瘤全切除 147 例（84%）：听神经瘤 

52 例、三叉神经鞘瘤 4 例、岩斜区脑膜瘤 63

例、枕骨大孔区脑膜瘤 26 例、颈静脉孔区鞘

瘤 2 例；次全切除 21 例（12%）：听神经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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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岩斜区 13 例、枕骨大孔区脑膜瘤及颈

静脉孔区鞘瘤各 1 例；大部切除 7 例（4%）

均为岩斜区脑膜瘤。术后并发症：听神经瘤

组术中面神经解剖保留 52 例（89.7%）、2

例明确断裂、4 例术中无法清晰辨认面神经形

状，术后 3-6 月面神经功能状态（H-B 分

级）：Ⅰ-Ⅱ级 43 例（74.1%）、Ⅲ级 8 例

（13.8%）、Ⅳ级 4 例（6.9%）、Ⅴ-Ⅵ级 3

例（5.2%）；岩斜区脑膜瘤组中 16 例出现新

的颅神经功能障碍或原有颅神经功能障碍加

重，多为暂时性，绝大多数在术后 3-6 月神

经功能障碍较术前改善；枕骨大孔区脑膜瘤

术后出现暂时性后组颅神经麻痹（术后 3-6

月恢复）；术后颅内感染 8 例，无重残或死

亡。随访 122 例，随访时间 3 月-72 月，无肿

瘤复发。  

结论  大型 CPA 区肿瘤采用枕下外侧-乙状窦

后入路可减少小脑挫伤、视野开阔等优点，

微侵袭手术操作及术中电生理监测是提高肿

瘤全切除率、减少并发症的重要因素。  

 
 
PO-104 

显微手术切除镰幕交界区脑膜瘤的临床分析 
 

梅文忠 游鸿海 陈剑舞 吴喜跃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镰幕交界区脑膜瘤的临床特点、鉴

别诊断、术前影像学评估以及显微手术切除

的技巧和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 例镰幕交界区脑膜瘤的临 

床资料。术前均行 MR 平扫、增强以及 CTA

血管造影，术前 Galen 静脉完全闭塞 2 例，

另 7 例均有不同程度的变窄。所有病例均采

取 Poppen 入路切除肿瘤，其中 2 例采取双

侧 Poppen 入路。  

结果  SimpsonⅠ-Ⅱ级切除 7 例，Ⅲ级切除 2

例。术后并发症：皮质盲 2 例，分别于术后 3

月内恢复；颅内感染 1 例；无术后死亡或重

残。随访半年-7 年，7 例 SimpsonⅠ-Ⅱ级切

除患者无肿瘤复发，生活自理，而 2 例Ⅲ级

切除患者，1 例术后辅以 r-刀治疗，另 1 例未

行其他治疗，分别随访 53 月及 28 月未见肿

瘤进展。  

结论  镰幕结合区脑膜瘤首选显微手术切除， 

充分的术前影像学评估、合理的手术理念和

娴熟的显微操作技术和经验是安全有效切除 

肿瘤的关键。  

 

PO-105 

经胼胝体-穹窿间入路显微切除小儿第三脑室

内肿瘤 
 

梅文忠 张元隆 陈剑舞 吴喜跃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分析经胼胝体-穹窿间入路切除小儿三脑

室内肿瘤的显微手术经验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1 例小儿三脑室内肿瘤的临

床资料，均采用胼胝体-穹窿间入路显微切除

肿瘤。其中位于三脑室前部 20 例包括颅咽管

瘤 10 例，下丘脑毛型星形细胞瘤 4 例，成熟

畸胎瘤 2 例、生殖细胞瘤 2 例，右侧丘脑-中

脑海绵状血管瘤、脉络丛乳头状瘤各 1 例；

位于三脑室后部 1 例成熟畸胎瘤。  

结果 显微镜下全切除 13 例（颅咽管瘤 9 例、

成熟畸胎瘤 3 例、脉络丛乳头状瘤 1 例），

大部切除 8 例，无死亡病例。术后并发症：

尿崩及电解质紊乱 14 例，颅内感染 2 例，近

事记忆障碍 2 例。  

结论  经胼胝体-穹窿间入路是切除小儿第三脑

室内肿瘤理想的手术入路，合理的手术切除

理念配合娴熟的显微操作技巧和经验是安全

有效地切除肿瘤的关键。  

 
 
PO-106 
Downregulation of HIF-1a sensitizes U251
 glioma cells to the temozolomide (TMZ) t
reatment 
 
Tang junhai1,Ma Zhixiong2,Huang Guohao1,Xu Qing
fu1,Xiang Yan1,Li Ningning3,Sidlauskas Kastytis 3,Zh
ang Eric Erquan 2,Lv Shengqing1 

1.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神经外科     

2.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3.Division of Neuropathology and Department of Ne

urodegenerative Disease，Institute of Neurology，
UCL 
 

Purpose  Glioma is the most common tumor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ccounting fo
r above 45% of all primary brain tumors and 
being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mortality i
n cancer patients. Even though an optimal th
erapeutic strategy combining surgery, radiot
herapy and chemotherapy agents shows so
me advances in patients'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
h malignant glioma remains quite poor. Hypo
xia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the aggression a
nd therapy of high-grade gliomas, inhibiting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a (HIF-1a) can pot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85 

 

entially be a potent approach to decrease th
e glioma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resist
ance to chemotherapy, especially to temozol
omide (TMZ). In this study, we downregulate
d HIF-1a gene via shRNA interference in U2
51 human glioma cells, and examined the co
nsequent changes of TMZ induced effects a
nd explore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under
lying these changes. 
Methods  U251 cell line stably expressing H
IF-1a shRNA was acquired via lentiviral vect
or transfection;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
n alterations of genes involved in our study 
were determined by q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WB).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were measured respectively by MTT assay 
and flow cytometry. All cells were cultured u
nder 4% O2. 
Results  we successfully acquired a U251 c
ell line with highly efficient HIF-1a knockdow
n, which exhibited markedly reduced expres
sionof HIF-1a and its target genes VEGF, E
GLN3 and GLUT-1. HIF-1a downregulation s
ensitized U251 cells to TMZ treatment and e
nhanced the proliferation-inhibiting, apoptosi
S-inducing and differentiation-inducing effect
s exerted by TMZ. Exploration of related mol
ecular mechanisms demonstrated that expre
ssion of MGMT and genes of notch1 pathwa
y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by TMZ treat
ment, but this upregulation was abrogated b
y HIF-1a knockdown. We further confirmed i
mportant regulatory roles of HIF-1a in the ex
pression of MGMT and activation of notch1 p
athways. 
Conclusion  HIF-1a downregulation enhanc
es the proliferation-inhibiting, apopotosiS-ind
ucing and differentiation-inducing effects of T
MZ in U251 glioma cells via inhibiting both c
onstitutively and TMZ induced MGMT expres
sion and notch1 pathway activation. 
 
 
PO-107 

PET/CT 与诊断性 CT 融合技术在脑肿瘤的应

用价值 
 

吴世忠 魏德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350000 

 

目的  探讨 PET/CT 与诊断性 CT 图像配准融

合技术在颅脑肿瘤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 例颅脑肿瘤患者，其中脑膜瘤 13

例，胶质瘤 7 例，淋巴瘤 1 例。 18F-FDG P

ET/CT 显像与诊断性 CT 检查时间间隔 1-2

天。PET/C T 和诊断性 CT 图像均经 ADW4.5

工作站系统处理，进行配准，然后从颅骨 、

血管 、病变边缘 、病变内部结构、病变与颅

骨的关系，以及病变与周围血管的关系等六

个方面对配准后图像与原始图像进行对比。  

结果  配准处理后的图像显示病变与颅骨、病

变与周围血管的关系方面优于原始的 PET/C 

T 和诊断性 CT 图像。  

结论  PET/C T 与诊断性 CT 配准图像可以增

加颅脑肿瘤的诊断信息，有必要行进一步研

究。  

 
 
PO-108 

颅骨瓣的保存与应用 
 

朱兆川 夏建江 孟宏武 安尼瓦尔 张丹 王虎 

新疆塔城地区人民医院 834700 

 

目的  探讨颅骨瓣的保存方法与应用价值  

方法  近三十年来，我们将去骨瓣减压手术切

除之颅骨瓣，埋藏在患者的大腿皮下，腹壁

皮下《1》帽状腱膜下《2》术后 40 天至 16

年，病情恢复后，将骨瓣植回头部，修补颅

骨缺损《3》近 6 年来，我们将骨瓣低温冰冻

冷藏后再植《4》近年来选用异体颅骨冰冻再 

植，修补颅骨缺损，均获成功。  

结果  颅骨瓣自体保存再植，冰冻再植和异体

颅骨移植，修补颅骨缺损，均取得良好效

果，骨瓣稳定，生长愈合良好，外形完整满

意，维护了颅内压的生理稳定，可靠的保护

了脑组织，无毒付作用和不良反应。  

结论  自从去颅骨瓣减压手术在临床应用数百

年来，至今约有数以亿计的颅骨瓣被废弃，

造成了亿万个医源性颅骨缺损，用什么材料

修补，一直是困惑人的难题，目前多用钛网

修补，每块钛网，钛钉售价约两万元，给国

家和病人造成十分巨大的经济损失，30 多年

来，我们将开颅减压手术切除之颅骨瓣自体

或冰冻保存后再植，因病情危重医治无效死

亡后，剩余的颅骨瓣，用作异体颅骨移植的

材料，代替钛网进行颅骨修补，为国家和人

民节约了大量珍贵的钛合金和巨额医疗弗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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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109 

脑膜瘤与病变颅骨切除异体颅骨移植 
 

夏建江 朱兆川 孟宏武 安尼瓦尔 张丹 王虎 

新疆塔城地区人民医院 834700 

 

目的  观察脑膜瘤与病变颅骨全切除后，采用

冰冻保存的异体颅骨，修补颅骨缺损的效

果。  

方法  患者，女，58 岁，因头痛三月，右上肢

无力，行头颅 CT 检查；发现左顶部 6X6CM

高密度病灶,CTA 检查; 病灶明显增强, 诊断; 

脑膜瘤.2016 年 2 月 16 日手术, 完整切除肿瘤

与破坏之颅骨, 遗留颅骨缺损 8cmx6cm, 一月

后, 选取冰冻保存的异体颅骨,予以修补, 术后

痊愈.  

结果   脑膜瘤与病变颅骨全切除, 异体颅骨移

植后, 随访观察 2 月, 切口愈合良好, 移植骨瓣

稳定, 骨质密度正常, 外形满意, 神经系统功能

正常, 从事家务劳动.  

结论  脑膜瘤常浸犯颅骨, 造成颅骨破坏或增

生, 手术时, 必须将肿瘤, 硬脑膜与破坏之颅骨

一并切除, 遗留颅骨缺损, 我们采用冰冻保存

的异体颅骨进行修补. 移植骨片成活, 稳定, 外

形满意, 神经系统功能正常, 异体骨瓣来源于, 

去骨辩减压者, 因病情危重, 医治无效死亡后, 

剩余的颅骨瓣, 冰冻保存再植, 可代替钛网, 修

补颅骨缺损。 

 
 
PO-110 

丘脑胶质瘤手术入路选择体会 
 

吕中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0040 

 

目的  通过对 18 例丘脑胶质瘤临床治疗的自

身体会，探讨丘脑胶质瘤在丘脑的不同部

位、具体影像分析采取不同的手术入路，达

到更好的切除、更小的副损伤，以提高肿瘤

的治疗水平与肿瘤的全切率、降低死亡率和

致残率。  

方法  总结 18 例丘脑胶质瘤不同的神经影像

学特征而采用的不同显微手术入路方法。全

部病例均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下行显微手术

治疗。分别采取经额叶皮层 -侧脑室额角入

路，经纵裂-胼胝体入路，颞叶皮质-侧脑室手

术入路，经枕叶皮质-侧脑室手术入路，经外

侧裂-岛叶手术入路。 分析术后每个病人的肿

瘤全切率及治疗效果，为以后治疗丘脑不同

部位的胶质瘤将采取最佳的手术入路提供参

考。  

结果  经过术后的总结分析，对于丘脑胶质瘤

突入脑室的，可根据突入进脑室肿瘤在脑室

的部位选择手术入路，如突入进侧脑室额角

的可选择经额叶皮层-侧脑室额角入路，突入

进侧脑室体部的可选择经纵裂-胼胝体入路或

经额叶皮层-侧脑室额角入路，突入进侧脑室

枕角或三角区的可选择经枕叶皮质-侧脑室手

术入路。对于丘脑胶质瘤向外侧生长侵入岛

叶的可选择经外侧裂-岛叶手术入路。对于巨

大丘脑胶质瘤，突入侧脑室及三脑室部分且

堵塞室间孔的，可采取经额叶皮层-侧脑室额

角入路和经纵裂-胼胝体入路联合手术。  

结论  对于不同的丘脑胶质瘤，根据不同的影

像特征，选择合理的手术入路是手术成功的

保障，可降低手术死亡率及并发症,提高肿瘤

全切除率，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PO-111 

皮层发育不良伴癫痫相关性神经上皮肿瘤手

术的疗效分析 
 

王丰 林元相 余良宏 黄小芬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皮层发育不良伴癫痫相关性神经上

皮肿瘤患者的术前评估及外科手术治疗方

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起至 2015 年 4

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0 例

皮层发育不良伴癫痫相关性神经上皮肿瘤的

顽固性癫痫患者的术前检查、术中所见及术

后随访资料。手术前均行 3.0T 磁共振增强扫

面及病灶波谱分析；术前均行 32 导视频脑电

图监测，至少监测到 1 次以上惯常发作形

式，分析发作期癫痫样放电起源及发作间期

脑电图；术中切除前均行条索状或栅状皮质

电极脑电图监测，进一步定位放电灶与病灶

关系，以确定切除范围。手术后 1 日复查颅

脑 CT 平扫，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24

个月复查颅脑 MRI 增强扫描及动态脑电图，

此后每 1-2 年复查。所有患者随访期限≥1

年，根据 Engle 分级进行癫痫疗效判定；以

KPS 评分进行生活质量评估。 

结果  共评估 20 例患者，其中男性 12 例，女

性 8 例。平均年龄 24.9 岁（4-54 岁）。术前

未考虑为神经上皮肿瘤的有 3 例。20 例患者

术前视频脑电图监测均有至少 1 次以上癫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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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作，平均监测到临床发作 1.9 次。术中均切

除皮层脑电图放电明显区域，切除后皮质脑

电图验证提示癫痫样放电均明显减少。肿瘤

位于额叶 8 例，颞叶 9 例，顶叶 2 例，枕叶 1

例。术后病理示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肿

瘤（DNET）6 例，节细胞胶质瘤 5 例，神经

节细胞瘤 1 例，少突胶质细胞瘤 1 例，间变

星形细胞瘤 1 例，未分类癫痫相关性神经上

皮肿瘤 6 例。20 例切除范围均包括肿瘤周围

皮质发育不良脑区，术后病理回报提示局灶

性皮质发育不良（FCD）I 型 18 例，FCD II

型 2 例。术后均未发生严重并发症，仅 1 例

出现切口皮肤愈合不良；3 个月随访，KPS

评分均大于 80 分，其中 100 分 17 例，90 分

2 例，80 分 1 例。术后无明显相关并发症出

现。术后随访 12-75 个月，癫痫均得到有效

控制（Engle 分级 I 级 17 例，II 级 3 例）。 

结论  皮质发育不良伴癫痫相关性神经上皮肿

瘤患者，经严格评估、完整切除，预后良

好。癫痫相关性神经上皮肿瘤可能存在不同

于皮层发育不良的致痫机制，其放电形式独

立于皮层发育不良存在，术前术中需仔细描

记脑电图以分别明确肿瘤及皮层发育不良的

致痫灶范围，同时予以切除，以确保完全切

除肿瘤致痫灶及周围皮层发育不良致痫灶，

从而获得最佳的癫痫控制结果。 

 
 
PO-112 

经耳前颧弓硬膜外扩大中颅窝第入路切除海

绵窦肿瘤:108 例临床分析 
 

卜博 周定标 余新光 许百男 张远征 乔广宇 周涛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总结近 10 年来海绵窦病变的手术入路

及其手术效果。 

材料与方法  神经鞘瘤 38 例，海绵状血管瘤

28 例，皮样囊肿 20 例，脊索瘤 10 例，脑膜

瘤 5 例，垂体瘤 3 例, 腺样囊性癌 4 例。经耳

前颧弓硬膜外入路切除。患者采用仰卧位,头

向健侧偏 30-45 度。具体手术操作步骤：取

耳前 1cm，颧弓下缘 1cm 起始的额颞切口，

内侧跨过中线位于发际内，切断颧弓长约 2.5

-3cm，额颞开颅时颞 2/3，额 1/3。如果肿瘤

突入眶内，则行一半一半入路。颞骨磨至与

中颅窝底相平，显微镜下磨除蝶骨嵴至眶上

裂硬膜外侧缘与眶骨膜结合处，磨除前床

突。如果肿瘤突入眶内，则需要开放视神经

管和眶顶。在眶上裂外侧处锐性切开眶脑膜

皱襞，将海绵窦的外侧壁外层与内层分离，

将中颅窝底硬膜剥离。在棘孔处电灼并切断

脑膜中动脉，显露三叉神经的眼支、上颌

支、下颌支，钝性剥离，继续抬起外侧壁外

层，显露半月节和三叉神经根，直到岩尖和

岩骨嵴。显露肿瘤后，根据具体情况，在

一、二支（前外侧三角）或二、三支之间

（外侧三角），顺着神经纤维走行的方向切

开肿瘤包膜。先在中颅窝底三叉神经分支之

间行肿瘤囊内切除, 随着瘤体缩小后, 再将肿

瘤包膜与海绵窦壁及神经分离，分块全切肿

瘤。如肿瘤向幕下生长，在切除海绵窦部分

肿瘤后，可沿着肿瘤在岩尖部向后生长的通

道进一步行囊内切除，在分离肿瘤与后颅窝

血管、神经、及脑干的粘连，将后颅窝肿瘤

切除。肿瘤进入眶内部分, 需打开眶外侧壁。

进入颞下窝的部分需扩大磨开圆孔或卵圆

孔。肿瘤切除后, 取颞肌填塞瘤腔。我们建议

取腹部皮下脂肪填塞肿瘤腔，因为其在 CT 上

为低密度，在核磁上为高信号，可以和术前

的肿瘤明显区别开来。在肿瘤破坏中颅窝底

骨质并与蝶窦或者筛窦相通时尤其要注意，

以防出现脑脊液漏。 

结果  肿瘤切除理想。神经鞘瘤 38 均全切

例，海绵状血管瘤 28 例，全切 23 例，5 例

有残留。皮样囊肿 16 例，全切，脑膜瘤 5

例，全切 3 例，次全切 2 例。脊索瘤 10 例，

均达到了次全切，结合二次经鼻蝶入路手术

全切。垂体瘤海绵窦内的肿瘤全切，鞍内部

分经鼻镜二次手术切除。4 例腺样囊性癌也达

到镜下全切。 

讨论  硬膜外入路的优点：基本不进入硬膜

下，对脑组织影像较小；结构清晰；有利于

保护血管；切除彻底。手术要点：1，术前腰

穿置管引流，降低颅压；2，耳前弧形切口，

下缘到颧弓下 1 厘米（勿超过耳垂）；3，皮

瓣翻向眶部，注意保护面神经的颞支（颞深

筋膜浅层）；4，锯断颧弓；宽度足够；5，

颞线下 1 厘米切断颞肌，翻向颊部；6，额颞

骨瓣；颞部下到中颅窝底，额部到前颅底；

7，磨除蝶骨嵴直到眶上裂，继续向后内磨除

前床突；根据需要开放视神经管；8，扩大圆

孔、卵圆孔，切断脑膜中动脉，填塞棘孔；

通常圆孔卵圆孔已明显扩大甚至融合为一个

骨孔,形成中颅底骨缺损；9，锐性剪开眶上裂

外侧壁的硬膜皱襞，剥离海绵窦外侧壁的外

层；10，从各个三角切除肿瘤；11，注意保

护颅神经和颈内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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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体会如下：术前腰穿或者术中于侧裂远

端切一 1 厘米的小口释放脑脊液。切口：前

后方向，减少神经损伤的几率。出血可用小

块的 surgicel 或明胶海绵填塞压迫即可。可

疑的条索状物注意辨认，勿轻率切断，可给

电刺激以排除神经。颈内动脉的位置可以发

生变异，尤其是肿瘤推移的情况下，白色圆

润光滑，可用 Doppler 进一步确认。多个部

位均可进入窦内，注意封闭瘘口；建议脂肪

团填塞。尽量保护残留的正常神经纤维，尤

其是三叉神经眼支，以防出现术后角膜溃

疡。 

结论  经耳前颧弓硬膜外入路切除海绵窦病变

是一个理想的手术入路，可以充分显露病

变，减少对脑组织的牵拉，也可以明确 III-VI

颅神经和颈内动脉的位置，减少神经和血管

损伤的几率。对与动脉或神经粘连无法彻底

切除的病变可以辅以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PO-113 
Proposal and Validation of a Basic Progre
ssion Scoring System for Patients with S
kull Base Chordoma 
 
Ma Jun-Peng1,Tian Kai-Bing1,Wang Liang 1,Wang K
e 1,Li Da 1,Yang Yang 1, 
Du Jiang 2,Ru Xiao-Juan 3,Zhang Li-Wei 1,Wu Zhen 
1,Zhang Jun-Ting1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Beijing Tiantan Ho

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Tiantan Xili 6，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5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Department of Neuropathology， Beijing Neurosur

gical Institut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Tiantan 

Xili 6，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50， P

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Department of Neuroepidemiology， Beijing Neur

osurgical Institut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Tian

tan Xili 6，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5

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bjective  To propose and further validate a
 basic progression scoring system for patient
s with skull base chordoma.  
Methods  All patients (n=170) receiving oper
ation for skull base chordoma were randomly
 classified into a training (n=113) or validatio
n set (n=57). In the training set, adverse fact
ors for progression were analyzed by univari
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Significant ind
ependent factors were included into the scori
ng system. Scores for each risk category we
re allocated 1 point, and each protection cat

egory 0 point. Three prognostic groups were 
formed based on total score. The same scori
ng and grouping dispositions were made in t
he validation set. Analyses of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in individual sets wi
th regard to recurrence and the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corresponding prognostic grou
ps of both sets were all carried out by the Ka
plan-Meier method. 
Results  In the training set, age, treatment hi
story, preoperative Karnofsky performance s
cale, pathology, and MRI features were all si
gnificant independent factors and were inclu
ded into the scoring system. According to th
e total score, three prognostic groups were f
ormed, group A (0-1point), group B (2-3point
s), and group C (3-4points), respectively. Th
e pairwise comparisons between every two o
f three groups in the training set showed sign
ificance with P<0.001, while in validation set 
a log-rank test showed significance, P ≤0.00
1 (log-rank test). The comparisons between t
he corresponding prognostic groups of both 
sets did not show significance. 
Conclusions  Age ≥22, treatment history, pr
eoperative KPS <70, classical chordoma an
d RCE/RT1≥1.7&RT2/RT1≤4.3 of MRI featur
es are risk factors for tumor progression. Th
e basic progression scoring system for patie
nts with skull base chordoma (BPSC) is valid
 and reproducible and can be used to couns
el individual patients and screen high-risk pa
tients for clinical trials of drug therapies. 
 
 
PO-114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入路垂体 ACTH 腺瘤切

除术 
 

马翔宇 徐淑军 李刚 李新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 510107 

 

目的  初步探讨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入路垂体

ACTH 腺瘤切除术的手术技巧及并发症的预

防。  

方法  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地塞米松抑制试

验、岩下窦采血、神经影像学等检查筛选出 4

7 例垂体 ACTH 腺瘤患者，对以上患者全部

行单鼻孔经鼻蝶窦入路肿瘤切除术。  

结果  肿瘤全切 43 例(91.5%)，部分切除 4 例

(8.5%)。术后内分泌功能改善者 44 例（93.

6%），未改善者 3 例（6.3%）。术后出现并

发症者 6 例（12.8%），其中垂体功能低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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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脑脊液鼻漏者 2 例，脑干梗塞者 1 例。

术后随访 4-52 个月，出现并发症者有 3 例明

显改善，4 例未全切者经影像学证实无复发。 

结论  ACTH 腺瘤患者高血压、糖尿病等内科

合并症多，微腺瘤比例高，解剖结构辨认难

度大，且部分病人需行瘤周垂体部分切除

术，术中鞍膈及蛛网膜破裂的可能性大，围

手术期风险较高。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入路

术野清晰，可在直视下切除病变、重建鞍

底，可安全有效切除垂体 ACTH 腺瘤。  

 
 
PO-115 

眶上外侧入路无血快速开关颅技术切除鞍结

节脑膜瘤 
 

马翔宇 徐淑军 李刚 李新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 510107 

 

目的  初步探讨眶上外侧入路无头皮夹快速开

关颅技术在鞍结节脑膜瘤外科治疗中的可靠

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

2011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实施眶上外侧入

路无头皮夹快速开颅切除鞍结节脑膜瘤 32 例

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术后 MRI 及其神

经系统症状改善情况评价该手术方案在治疗

鞍结节脑膜瘤中的有效性。 

结果  术后随访 3-36 个月，Simpson I/II 级 

切除 29 例，Simpson III 级切除 3 例。术后视

力改善 23 例，无变化 7 例，较术前加重 2

例。术后并发症包括发热 3 例，低钠血症 3

例，精神症状 1 例，脑水肿 1 例，癫痫发作 2

例。1 例患者术后影像学结果证实复发。 

结论  眶上外侧入路无头皮夹快速开关颅技术

具有开关颅简单、快速，术野整洁，创伤小

等优点，可替代经典翼点及双额冠状切口经

前纵裂入路有效治疗鞍结节脑膜瘤。 

 
 
PO-116 

miR-124-3p 通过靶向 PIM1 分子抑制星形细

胞瘤的发生和发展 
 

支枫 邓丹妮 薛莲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星形细胞瘤是脑部常见的致死率高的成

人原发性肿瘤。尽管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人们

尝试了许多治疗方法，但是星形细胞瘤患者

的预后仍然非常差。恶性胶质瘤是 IV 级星形

细胞瘤，常规治疗后的平均存活时间仅为一

年零三个月。对于星形细胞瘤发病机理的进

一步研究有可能为该病的临床治疗提供新视

角，建立新的分子生物学疗法。小 RNA 分子

（microRNAs，miRNAs）通过多条信号通路

在肿瘤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之前的研究已

经证实 miR-124-3p 在星形细胞瘤组织中表达

下调，但 miR-124-3p 在星形细胞瘤中的作用

尚不清楚。在本研究中，我们旨在研究 miR-

124-3p 在星形细胞瘤中的作用及其可能的靶

基因。 

方法  使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 miR-124-3p 和

PIM1 的 mRNA 在组织和细胞中的表达水

平，western blot 检测 PIM1 在组织和细胞中

的表达，luciferase 实验检测 miR-124-3p 与

PIM1 的 3’-UTR 的相互作用，MTT 实验测定

细胞增殖能力，Transwell 实验检测细胞迁移

能力，凋亡实验检测细胞凋亡水平。 

结果  在星形细胞瘤组织中，miR-124-3p 的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且其表达水平与患者的

临床阶段呈反相关。体外实验发现，过表达

miR-124-3p 可以显著抑制细胞的增殖、迁移

和侵袭，同时可以促进细胞凋亡，然而，沉

默其表达则会起到反作用。通过过表达或者

抑制 miR-124-3p 在肿瘤细胞中的表达，我们

确认了 miR-124-3p 直接识别 PIM1 转录产物

的的 3’-UTR 区，并调节 PIM1 的表达。在星

形细胞瘤样本中，miR-124-3p 表达量与 PIM

1 蛋白水平负相关，与 mRNA 水平无关。在

肿瘤细胞中沉默 RASFRF1 可起到与过表达

miR-124-3p 相似的效果。此外，过表达 PIM

1 可以逆转 miR-124-3p 的抑制作用。 

结论  我们是首次发现了 PIM1 和 miR-124-3p

间的直接关系，通过过表达 miR-124-3p 或者

RNAi 特异性的沉默 PIM1，可以抑制细胞增

殖、促进细胞凋亡，表明 PIM1 可以作为肿瘤

治疗的新靶标。本研究可为星形细胞瘤的多

样化治疗提供新的治疗途径。 

 
 
PO-117 
Target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of i
ntracranial dedifferentiated chondrosarco
ma reveals combined TP53 and PTEN mu
tations with increased proliferation index,
 an implication for pathogenesis 
 
Xing Bing,Gao Lu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Peking Union Medic

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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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

ng 100730， China 100730 

 

Introduction  Dedifferentiated chondrosarco
ma (DDCS) is an uncommon type of chondr
osarcoma when comes to skull involvement, 
with a dismal prognosis. Recurrent DDCS co
mmonly displays increased proliferation com
pared to the primary tumor. The objective of 
the study was to illustrate the possible molec
ular pathogenesis of recurrent intracranial D
DCS. 
Methods  Targeted next generation sequenc
ings (NGS) of the specimens from mini case 
series of recurrent DDCS in the skull region 
after radiation therapy have been conducted 
to identify shared pathogenic mutations. Fluo
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was co
nducted to visualize genomic deletions. Imm
unohistochemistry (IHC) was conducted to a
nalyze key mutated proteins. Amino acid dist
ance estimation from the protein 3D structur
e was also conducted to visualize the spatial
 distances. 
Results  Targeted NGS sequencing reveale
d shared frameshift mutations in TP53 c.[835
delG] and other pathogenic missense mutati
ons, such as NTRK1 c.[1925C>T] from both 
the primary and recurrent tumor. The recurre
nt tumor also harbored other pathogenic mut
ations, such as missense mutations in NCO
R1, CREBBP, RPS14 and TERT genes, and
 a loss of copy number in PTEN exons 1-9, i
ndicating that additional genetic alterations w
ere acquired during disease progression, alo
ng with considerably increased Ki-67 index. 
And the other patient which did not harbored
 mutations in either TP53 or PTEN genes co
uld be regarded as na?ve TP53 and PTEN c
ontrol for comparison. With regard to the pat
hogenicity of TP53, th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database for
 TP53 was also investigated to confirm the fr
equently mutations in other cancers. To valid
ate the reduced PTEN reads in recurrent tu
mor, FISH was performed, which showed bo
th heterozygous and homozygous deletions i
n the recurrent tumor, with 67% of cells exhi
biting PTEN gene probe loss (11% homozyg
ous deletions and 56% heterozygous deletio
ns) in randomly selected fields. To test whet
her the TP53 and PTEN alterations were rel
ated to cell proliferation, we looked for one d
ataset on ‘cBioPortal’ consisting of over two 
hundred adult soft tissue sarcomas. And the 

gene encoding the Ki-67 protein (MKI67) wa
s elevated in 54% of the cases, all of which d
isplayed a deregulation of either PTEN or TP
53 expression. Nest, we examined the protei
n levels of PTEN and TP53 by immunostaini
ng and the result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pre
vious. Additionally, by conducting 3D protein 
structure analysis, we were able to visualize 
the spatial distances between the four auto-p
hosphorylated tyrosine residues and the ami
no acid change A642V; the nearest distance 
of 23.80? was between Y680 and A642V. Th
us, the NTRK1 p.[A642V] mutation should n
ot directly interfere with the phosphorylation 
process, and the phospho-p44/42 status sho
uld be independent of the NTRK1 p.[A642V] 
mutation.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d 
 evidence that the rapid progression and incr
eased Ki-67 index in recurrent intracranial D
DCS likely resulted from the concurrent muta
tions in TP53 and PTEN genes. The multiple
 gene alternations detected in the present st
udy suggest that there might be other molec
ular pathways contributing the progression of
 recurrent intracranial DDCS as well. 
 
 
PO-118 

大脑功能区肿瘤的手术治疗 
 

王来兴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大脑功能区指的是语言、运动和感觉功

能密切相关的皮质和皮质下通路，侵及该区

域的脑肿瘤的手术治疗仍是神经外科的一个

难题。探讨多模态辅助技术在大脑功能区肿

瘤手术中的应用。 

方法  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共

手术治疗 40 例，男 18 例，女 22 例；年龄 1

9-70 岁，平均 51.3 岁；头痛 21 例，癫痫 15

例，部分肢体运动障碍 31 例，感觉障碍 5

例，不完全语言障碍 2 例；胶质瘤 13 例，脑

膜瘤 15 例，转移瘤 9 例，海绵状血管瘤 3

例。利用神经导航 MRI，血氧水平依赖功能

磁共振成像（BOLD-Fmri），弥散张量磁共

振成像（DTI），磁共振静脉造影（MRV），

术中吲哚菁绿造影，术中神经生理监测，以

及术前数字剪影脑血管造影（DSA）等多种

现有技术，辅助显微手术切除肿瘤，观察肿

瘤切除程度和手术前后神经功能障碍的改变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91 

 

情况，术后 3 月头颅 MRI 平扫+增强复查肿

瘤有无复发，术后 3 月、6 月随访电话、门诊

随访病人的神经功能改变情况。 

结果  镜下全切肿瘤 39 例，大部分切除 1 例

（脑膜瘤）；术毕麻醉醒后复查，四肢肌

力、语言功能均与术前相同，无加重病例；

术后 3 天，对侧肢体功能障碍一过性加重 3

例，经加强脱水等处理，10 天逐渐恢复；1

例多病灶胶质瘤，术后第 4 天出现对侧功能

障碍加重，复查 CT 显示脑水肿加重，经保守

治疗 10 天后逐渐恢复；术后 6 月，除 1 例肿

瘤复发外，其余病人神经功能无恶化。 

结论  多模态技术辅助显微手术治疗大脑功能

区肿瘤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PO-119 

早期康复在脑膜瘤患者术后护理中的应用效

果观察 
 

祝鸣兰 顾秋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观察早期康复在脑膜瘤患者术后护理中

的应用，及其对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

L）、术后平均住院日、住院费用等的影响。 

方法  实行多团队合作，预先制定符合中国国

情的康复活动方案。采用随机对照实验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 月 1 日 71 例

符合入选标准的脑膜瘤患者纳入研究，剔除

治疗过程中发生病情变化不符合入组标准患

者 2 例，最终纳入研究组 32 例及对照组 37

例，其中女性 53 人，男性 16 人，年龄 29 岁

-65 岁，平均年龄为 53.5 岁。以住院期间为

观察周期，比较不同组间的患者早期下床活

动的时间、术后平均住院日、患者平均住院

费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术后并发症的差

异。 

结果  两组之间患者术后下床活动的时间、术

后平均住院日、生活自理能力评定、住院费

用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早期康复干预能缩短早期下床活动时

间、减少术后平均住院日、降低住院费用、

提高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对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无明确影响。 

 
 
PO-120 

监测麻醉下全程唤醒开颅手术切除大脑功能

区病变初步探讨（附 16 例报告） 

 

王国良 白红民 何洹 李天栋 王伟民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510010 

 

目的  初步探讨监测麻醉下全程唤醒开颅大脑

功能区病变最大限度安全切除的手术方法。 

方法  对 16 例大脑功能区病变病人进行监测

麻醉下全程唤醒开颅手术，无需喉罩插管，

自行摆放体位，整个手术过程均在唤醒状态

下进行，通过皮质、皮质下电刺激进行大脑

功能区定位，在充分保护大脑功能区的前提

下最大限度地安全切除病变。 

结果  16 例病人手术过程均非常顺利，配合良

好，唤醒状态下大脑功能区经电刺激技术得

到了精确定位，达到了最大限度的安全切除

病变，术后无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发生，其

中 3 例辅助运动区病变切除后出现了短暂的

功能障碍，但均在术后 1~2 周恢复正常。无

手术并发症，病人术中无痛苦，术后也无痛

苦回忆。 

结论  监测麻醉下全程唤醒开颅后进行皮质、

皮质下电刺激定位大脑功能区有助于最大限

度地安全切除病变，提高病人术后生活质

量。 

 
 
PO-121 

复杂脑胶质瘤的手术治疗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50% 以上的低级别胶质瘤患者生存时间已延

长至 5 年。但脑胶质瘤具有浸润性生长的特

性，其浸润周围正常组织可达 4~5 cm ；如何

完全彻底地切除肿瘤防止复发，对于高级别

胶质瘤尤其位于功能区和大脑深部胶质瘤的

治疗仍然是一个难题。 

神经导航、肿瘤细胞特异染色介质的发现以

及术中肿瘤实时显像技术的发展能更清楚的

分辨肿瘤边界和正常脑组织的界限，更好的

指导手术，尽管如此，脑深部的胶质瘤手术

全切除困难、并发症多且重，为神经外科较

为复杂手术之一。深部胶质瘤严重危害了人

类的健康，如何能最大程度的切除肿瘤，又

能尽可能的恢复患者的运动功能，是神经外

科医师的挑战。  

我科每年完成脑胶质瘤手术 500 余例,此次投

稿对近年来的手术病例进行总结分析,并对复

杂的脑胶质瘤病人的术前和术后的 CT 片和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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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片及手术技巧通过手术录像进行展示和讲

解,并采用神经导航、肿瘤细胞特异染色介质

(黄荧光)等方法进行手术展示  

 
 
PO-122 

显微镜下经单鼻孔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后嗅觉

功能障碍原因分析 
 

陈勃勃 周永春 邵威 王军 李孝伟 王晓峰 

解放军第三医院 721004 

 

目的  探讨显微镜下经单鼻孔入路切除术后嗅

觉功能障碍原因。 

方法  对我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 7

9 例显微镜下经单鼻孔入路垂体瘤切除患者，

从手术过程及术后护理各个环节进行回顾性

分析。 

结果  15 例患者出现嗅觉功能障碍，约占本组

病例的 19%。 

结论  经单鼻孔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嗅觉功能障

碍原因可能与鼻粘膜损伤、鼻腔鼻窦炎症及

鼻中隔偏曲、穿孔有关。 

 
 
PO-123 

神经外科术后后组颅神经麻痹患者饮食护理

体会 
 

田圳坤 

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后组颅神经包括面听神经、舌咽神经、

迷走神经等。后颅窝肿瘤手术，容易导致后

组颅神经麻痹，出现吞咽困难、饮水呛咳、

声音嘶哑、咳痰反射差等症状，严重者可导

致误吸、肺部感染、水电解质紊乱、甚至危

及生命。本研究分享了后组颅神经麻痹患者

的饮食护理体会。 

方法  临床资料：2013-2015 年之间 23 例桥

小脑角区巨大肿瘤患者术后，男 14 例，女 9

例，不完全损伤 17 例，完全损伤 6 例。术后

诊断听神经瘤 12 例，脑膜瘤 7 例，脊索瘤 4

例。 

术后护理：（1）向患者及家属耐心交代呛咳

的危险性及注意事项，取得家属及患者配

合。（2）术后出现饮水呛咳患者，应早期留

置胃管，避免发生误吸；（3）注意监测氧饱

和度、生命体征，对于有误吸现象的患者应

尽早进行相应处理；（4）鼓励患者早期行康

复锻炼，以恢复吞咽功能；（5）部分患者因

胃管刺激可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者

影响进食及营养状况，需要胃肠外营养支

持。早期可采取肠内营养粉等对胃肠刺激较

小的营养制剂，在患者逐渐适应后更换为流

食。 

护理要点：（1）对位于后颅窝的巨大肿瘤患

者，术前应做好宣教，术后密切观察吞咽反

射及咳嗽反射，发现问题应尽早留置胃管；

（2）经胃管进食前应确认胃管位置，经胃管

进食成分注意营养均衡；（3）留置胃管期间

应注意排气排便情况，防止肠梗阻发生；

（4）吞咽功能锻炼过程中，应耐心鼓励患

者，可带胃管锻炼进口进食，进口饮食适应

后可拔除胃管，并密切观察吞咽情况。 

结果  17 例不完全损伤患者在术后 2 周内恢

复了一定程度的吞咽功能，出院前拔除了胃

管；6 例完全损伤患者中 2 例出院前恢复了一

定程度的吞咽功能，4 例未能拔除胃管。术后

随访，半年内 4 例患者均拔除了胃管，部分

恢复了吞咽功能。 

结论  患者肿瘤多数位于一侧，术后出现的后

组颅神经麻痹多是由于脑干或颅神经受损引

起，一般是暂时性的，多数可恢复。通过术

后的精心护理与宣教，在家属及患者积极配

合下，大部分患者可不依赖于胃管，恢复吞

咽功能 

 
 
PO-124 
Craniopharyngioma Removal via Supraor
bital Keyhole Approach 
 
Zhu Qing,Yuan LiQun,Xu Liang,Sun Chao,Li RuJun,
Lan Qing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Background  For anterior surgical approach
es to suprasellar lesions, a relative larger cra
niotomy was always required in order to facili
tate illuminating deeply several years ago. T
he improvement of surgical techniques, as w
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diagnostic imaging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neuroendoscope, all
ows us to manage various intracranial lesion
s through small keyholes. Although the supr
aorbital keyhole approach has nowadays gai
ned ground in the surgeries of aneurysms an
d pituitary adenomas at suprasellar region, t
here are few descriptions of craniopharyngio
ma removal via such approach. 
Methods  The application of 17 supraorbital 
and 1 pterional keyhole approaches for 17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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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opharyngiomas is described retrospective
ly. 
Results Total resection of craniopharyngiom
a in 12 surgeries and subtotal resection in 6 
surgeries were achieved. Obstructive hydroc
ephalus in 5 cases was resolved in one sess
ion after the removal of lesions. Visual acuity
 and visual field improved in 7 cases after op
erations, aggravated in 3 cases however, an
d 2 of them alleviated after the hyperbaric ox
ygen therapy. 8 patients experienced postop
erative electrolyte disorder and diabetes insi
pidus temporarily, and 1 patient suffered fro
m disturbance of consciousness for two days
 after the resection of lesion.  
Conclusions The supraorbital keyhole appr
oach offers surgical possibilities with effectiv
e resection of lesion and less approach-relat
ed morbidity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craniotomy approaches in the surgery of cra
niopharyngiomas. It is most beneficial to rem
ove lesions infiltrated into the third ventricle 
on account of recanalization of the obstructiv
e cerebrospinal fluid pathway.  
 
 
PO-125 

二腹肌沟点辅助定位横窦-乙状窦结合处内下

缘方法的研究 
 

张景龙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研究目的  建立颅骨表面坐标系，探索 DP 点

和 IMTS 点位置关系，为利用 DP 定位 IMTS

建立数据基础和应用方法。  

研究方法  坐标点定位：定义颧骨额突与颧弓

上缘交点为 A 点，颧弓上缘与乳突上嵴交点

为 B 点，乳突尖为 C 点。 建立坐标系：定义

通过 A、B 两点的直线（颧弓线）为 X 轴，

枕部为正方向；定义经 C 点垂直于 X 轴的直

线为 Y 轴，颈部方向为正方向。X 轴与 Y 轴

的交点为 0 点，建立坐标系。选取符合标准

的成人干性颅骨标本，共计 42 例（男性 20

例，女性 22 例）。使用软尺测量头围。在颅

骨内侧面寻找横窦-乙状窦结合点结合处的内

下缘，将游标卡尺的一脚（脚 1）固定于该

点，调整卡尺另一脚（脚 2）使其脚尖所在直

线垂直于颅骨外表面，脚尖与颅骨外表面接

触点即为 IMTS 点（本实验研究点），用游标

卡尺测量 IMTS 点在坐标系中的坐标值。在颅

骨表面寻找二腹肌沟，在二腹肌沟最高点即

DP 点（本实验参照点），用游标卡尺测量 D

P 点坐标。以上数据用 SPSS22.0 进行统计

分析。 

研究结果  1. 在本研究中男性颅骨的头围为 4

9.78±1.14cm，女性颅骨头围为 48.93±1.13c

m。男女性颅骨颅骨头围没有显著性差异。2.

 在男性中 detax 在左右双侧无显著性差异（p

=0.179），detay 有显著性差异（p=0.04

0）。在女性中 detax 在左右双侧无显著性差

异（p=0.148），detay 在左右双侧有显著性

差异（p=0.022）。在左侧 detax 在男女之间

有显著性差异（p=0），detay 在男女之间也

有显著性差异（p=0.003）。在右侧 detay 在

男女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0.027），detay

在男女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270）。不论

在左侧还是在右侧，detax 在男女中均有显著

性差异。 

获得的主要结论  1.男女性颅骨头围有无显著

性差异；2.DP 点、IMTS 点和 DP 与 IMTS 差

值均受性别和侧别因素影响；3.计算 DP 点与

IMTS 点坐标系中的差值（detax，detay），

通过 DP 点辅助定位 IMTS 点，可减少测量差

异，提高定位准确性；4. 在定位时 detax 值

建议男性左侧取 2.35mm，男性右侧取 4.38m

m，女性左侧 8.38mm，女性右侧取 7.57m

m。detay 值建议男性左侧取 14.48mm，男

性右侧取 13.75mm，女性左侧取 18.69mm，

女性右侧取 19.74mm。 

 
 
PO-126 

成人幕上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cPNET）五

例 
 

袁帅 袁治 鄢琦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primitive neurot

odermal tumour，PNET）是一种罕见的高度

恶性神经系统肿瘤，主要源于原始神经上皮

未分化或低分化的前体细胞，该类肿瘤组织

形态学上与小脑髓母细胞瘤类似，都是由神

经嵴衍生而来的恶性小圆细胞原始肿瘤，其

具备向神经元细胞、室管膜细胞、星形细

胞、恶性黑色素细胞或恶性肌源细胞等细胞

谱系分化的多向分化潜能。由于该类疾病总

体发病率偏低，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缺乏

其特异性，目前确诊只能依据病理检验，临

床容易误判误诊。PNET 作为神经系统高度恶

性肿瘤之一，WHO 分级为 IV 级，侵袭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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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广泛播散，手术切除后复发转移率高，

预后极差。PNET 早期报道发生于小儿中枢神

经系统，后陆续见于中枢神经系统之外的全

身其他部位。幕上中枢性原始神经外胚层肿

瘤临床表现与其他幕上肿瘤类似，以病灶占

位效应引起的颅内压增高和肿瘤所在部位神

经压迫或破坏症状为主。通过本文探讨原始

神经外胚层肿瘤发病特点、组织学分类、影

像学特征、临床表现及诊断治疗方法和预

后，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诊疗水平。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3 月

我科收治的 5 例经病理确诊的成人幕上原始

神经外胚层肿瘤患者病历资料，并查阅复习

相关文献资料。 

结果  5 例患者中男性 4 例，女性 1 例，平均

年龄 40,8 岁，其中有 2 例行开颅肿瘤切除，

3 例行立体定向活检，术后肿瘤病理检验均确

诊为幕上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WHO IV

级），术后随访 2-8 月，5 例患者最终全部因

肿瘤复发或原有肿瘤加重而死亡。 

结论  由于该类疾病总体发病率偏低，临床表

现及影像学检查缺乏其特异性，术前定性确

诊难度大，临床确诊仍以术后病理诊断为主

要依据。目前手术切除仍是 PNET 首选治疗

方式，术后辅助以放疗、化疗等，有报道称

PNET 对放疗较为敏感。但是该类肿瘤恶性程

度高，治疗难度大，综合治疗效果差，患者

总体存活率低，预后极差，应该引起重视，

若能及早发现，早期治疗，或许可以延长患

者生存时间。 

 
 
PO-127 

组蛋白甲基化转移酶 SETD2 对胶质母细胞瘤

细胞增殖的影响及机制 
 

杨吉安 杨雪 刘宝辉 陈谦学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0 

 

目的  大规模基因测序发现 SETD2 基因在多

种人类肿瘤组织中出现突变，被认为是一个

新的抑癌基因。研究发现在儿童和成人高级

别胶质瘤中均可以检测到 SETD2 基因突变，

然而 SETD2 在人脑胶质母细胞瘤中的作用还

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 SETD2 在人脑胶质

母细胞瘤细胞增殖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1). 获取 TCGA 数据库中胶质母细胞瘤

相关基因芯片数据，整合分析 SETD2 在正常

脑组织与胶质母细胞瘤组织中的表达差异；

分析 SETD2 表达变化对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生

存时间的影响。2). 采用 CRISPR/Cas9 基因

编辑技术构建 SETD2 基因敲除 U251 细胞

株，运用 Gateway 技术构建 SETD2 高表达

慢病毒载体并建立 SETD2 稳定高表达胶质母

细胞瘤细胞系，体外检测 SETD2 对胶质母细

胞瘤细胞增殖的影响；颅内种植肿瘤细胞观

察 SETD2 高表达对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增殖的

影响。3). 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作用于 S

ETD2 mRNA 的 microRNA，评价其在胶质母

细胞瘤中的表达；构建 SETD2 mRNA 3’-UT

R 荧光素酶报告载体并评价 microRNA 对 SE

TD2 mRNA 3’-UTR 的作用；体外检测 micro

RNA 抑制物对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增殖的影

响。 

结果  胶质母细胞瘤中 SETD2 mRNA 表达水

平较正常脑组织降低； SETD2 mRNA 低表

达与胶质母细胞瘤患者不良预后相关。成功

建立 SETD2 基因敲除细胞系，细胞计数法显

示 SETD2 基因敲除后胶质母细胞瘤 U251 细

胞增殖能力增强。成功构建 SETD2 慢病毒表

达载体；通过嘌呤霉素筛选建立 SETD2 高表

达 U251 和 U87 稳定细胞系；EdU 和 CCK-8

结果显示高表达 SETD2 在体外抑制胶质母细

胞瘤细胞增殖；体内实验结果证实 SETD2 能

够抑制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增殖。miR-20b 和

miR-93 在胶质母细胞瘤组织中高表达；荧光

素酶报告实验结果显示 miR-20b 和 miR-93

能够作用于 SETD2 mRNA 3’-UTR；EdU 和

CCK-8 检测结果 miR-20b 和 miR-93 抑制剂

在体外抑制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增殖。 

结论  SETD2 在胶质母细胞瘤中低表达，SE

TD2 基因敲除能够促进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增

殖，高表达 SETD2 能够抑制胶质母细胞瘤细

胞增殖，miR-20b 和 miR-93 作用于 SETD2 

mRNA 3’-UTR 并调节 SETD2 表达而影响胶

质母细胞瘤细胞增殖。 

 
 
PO-128 

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 60 例临床分析 
 

李天栋 王国良 王伟民 白红民 张小鹏 王玉宝 杨帅 公

方和 高寒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510010 

 

目的  探讨颅内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的病理特

点、临床特征、影像学表现和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经病理证实的毛

细胞型星形细胞瘤 60 例的临床资料特点。综

合分析其影像学特征及术中所见和预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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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结果  所有病例均接受显微外科手术，根据病

变不同部位，选择合适手术入路，全切除 56

例，部分切除 4 例。部分切除者术后辅助放

疗或伽玛刀治疗。随访 6 月至 10 年，全切除

者均无复发，部分切除者保持稳定，肿瘤无

明显增长。  

结论  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是最低级别胶质

瘤，若能全部切除病变，无需辅助治疗，效

果良好，预后极佳。对于未能全部切除者，

辅助放疗或伽玛刀治疗，也能取得良好疗

效。 

 
 
PO-129 

眶上外侧入路在鞍区肿瘤手术中的应用及体

会 
 

王中 周幽心 虞正权 崔岗 李向东 张世明 周岱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15006 

 

目的  探讨眶上外侧入路在鞍区肿瘤的显微手

术治疗技巧及术中与术后可能并发症及预

防。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0.10-2016.1 收

治的 86 例鞍区病变的临床资料，对术前影像

学资料、手术入路、手术技巧、术中注意事

项及术后并发症进行分析。 

结果  手术均采用眶上外侧入路。86 例病变术

后病理证实为垂体腺瘤 64 例；颅咽管瘤 12

例；脑膜瘤 7 例；Rathke’囊肿 2 例，神经鞘

瘤 1 例。病变大小为 1.6-7.2cm，病变全切除

79 例，部分切除 7 例；术后 50 例出现尿崩

症状，均在 2 周内缓解；2 例视力仅有光感；

2 例垂体功能低下；1 例死亡，患者为高龄、

心肺功能较差患者。 

结论  鞍区肿瘤以垂体腺瘤为主，颅咽管瘤和

脑膜瘤其次。患者多以视力和内分泌障碍就

诊，手术对患者视力的保护极其重要。眶上

外侧入路可以清楚暴露视神经、垂体柄、颈

内动脉等重要结构，术中可以充分保护上述

结构，并基本达到肿瘤全切效果。 

 
 
PO-130 

Rathke's 囊肿相关性头痛危险因素的临床研

究 
 

魏明海 齐春晓 刘健 王东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116027 

 

目的  探讨 Rathke’s 囊肿相关性头痛的特点

及危险因素，为术前评估头痛与 Rathke’s 囊

肿的相关性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 例经病理确诊为 Rathke’

s 囊肿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对头痛的有

效性进行分组，对各组统计资料对比分析。  

结果  Rathke’s 囊肿相关性头痛组 18 例，对

照组 12 例。Rathke’s 囊肿相关性头痛部位主

要位于前额 13 例，位于颞侧 3 例，同时伴有

前额及颞侧 2 例，无弥漫性头痛。单因素分

析中，性别、年龄、头痛家族史、囊肿体积

及磁共振 T2 信号强度的区组之间无统计学意

义（P>0.05）。术前垂体功能紊乱（P=0.00

9）、磁共振 T1 高信号（P=0.008）、术前

视力视野障碍（P=0.024）及囊肿周围环形强

化（P=0.008）的区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经过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术前垂体

功能紊乱（OR=0.069，P=0.046，95% CI：

0.005，0.905）和囊肿周围环形强化（OR=1

2.779，P=0.049，95% CI：1.010，161.69

1）是 Rathke’s 囊肿相关性头痛的独立危险

因素。  

结论  Rathke’s 囊肿相关性头痛的部位常位于 

前额及颞部，头痛机制复杂，术前垂功紊

乱、MRI 环形强化与头痛关系密切，精确的

术前评估有利于提高手术疗效。  

 
 
PO-131 

复发脑膜瘤的临床治疗策略 
 

王中 周幽心 虞正权 崔岗 李向东 张世明 周岱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探讨复发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技巧及

术后放疗降低肿瘤复发风险的可能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0.10-2016.2 收

治的 49 例复发脑膜瘤的临床资料，对术前影

像学资料、手术入路、手术技巧和术后放疗

对复发脑膜瘤的疗效进行分析。 

结果  手术入路根据肿瘤的位置决定，其中矢

状窦旁 18 例，蝶骨嵴旁 13 例，岩斜区 15

例，海绵窦区 3 例。49 复发脑膜瘤病变术后

病理证实为 WHO Ⅰ级 8 例，WHO Ⅱ级 30

例，WHO Ⅲ级 11 例。病变大小为 5.3±2.1c

m，肿瘤 Simpson Ⅱ级切除 40 例，Simpson

 Ⅲ级切除 7 例，SimpsonⅣ级切除 2 例；术

后出现神经功能损伤患者 13 例，死亡 1 例。

术后 49 例患者全部接受放疗治疗。术后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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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时间 3 年，最短随访时间 3 月，再次复

发病例数 4 例。 

结论  复发脑膜瘤以 WHOⅡ-Ⅲ级为主，矢状

窦、颅底、海绵窦区较易复发，手术切除的

程度与术后复发密切相关。复发脑膜瘤术后

辅以放疗可以极大降低复发风险。 

 
 
PO-132 

PCNSL 一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陈大伟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肿瘤外科 130021 

 

目的  提高神经外科医师对 PCNSL 诊断、治

疗及转归的认识和诊治水平。 

方法  男性，58 岁。主因言语不清 1 个月，

嘴角歪斜 4d 于 2012 年 9 月 18 日入院。体

检：全身浅表淋巴结无肿大，神清，不完全

运动型失语，左侧鼻唇沟浅。否认家族遗传

病及免疫缺陷病病史，脑脊液常规、生化、

肿瘤细胞学检查正常，外周血液学及超声检

查无异常。头部 MRI 显示：右侧基底节区及

放射冠可见 1.8cm×1.6cm×2.14cm 异常信

号，Gd-DTPA 病灶呈片状不均匀强化。临床

诊断：右侧基底节区占位性病变，患者拒绝

立体定向活检，于 2012 年 9 月 23 日回当地

医院行 γ 刀治疗。2012 年 10 月 3 日患者因

头痛，左侧肢体麻木 5d 再次入院。复查头部

MRI 显示右侧基底节及放射冠区病灶与 2012

年 9 月 18 日头部 MRI 比较明显缩小。头部

MRS 显示：右侧基底节及放射冠区 Cho 峰明

显升高，NAA 峰降低，部分感兴趣区可见乳

酸峰，Cho+Cr/NAA <3。于 2012-10-10 给予

替莫唑胺治疗 3 个疗程后于 2013-1-14 复查

MRI 显示：右侧基底节区及放射冠病灶基本

消失，2013-1-15 PET/CT 检查显示：右侧基

底节及左颞部高代谢结节，患者继续口服替

莫唑胺治疗。2013-2-25 头部 MRI 显示左颞

叶病灶消失，患者于 2013 年 4 月 13 日顺利

完成 6 疗程替莫唑胺治疗，一般状况良好出

院。2013 年 7 月 25 日患者因肢体无力、言

语笨拙 3d 再次入院。查体：混合性失语，头

部 MRI 显示：左侧额叶可见 5.5cm×2.5cm×1.

8cm 高信号病灶，边缘可见异常强化。于 20

13 年 7 月 31 日行左额叶占位性病变切除

术。  

结果  患者无手术并发症发生。病理诊断：原 

发性中枢神经系统非霍奇金恶性淋巴瘤， 

WHO 分类：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术后给

予放化疗，随访至今正常生活。  

结论  PCNSL 影像学定性诊断比较困难，PC

NSL 应以神经外科为主导，放化疗多学科参

与的综合治疗模式。PCNSL 对放化疗敏感，

可显著提高疗效及生存期。原发性中枢神经

系统非霍奇金恶性淋巴瘤 

 
 
PO-133 

颅骨海绵状血管瘤手术治疗临床分析 
 

熊方令 刘保华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223800 

 

目的  探讨原发性颅骨海绵状血管瘤的临床表

现、影像学特征、病理学特点及治疗措施

等。  

方法  根据 6 例原发性颅骨海绵状血管瘤病例

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治疗方法等，结

合文献对该病变进行临床分析。  

结果  原发性颅骨海绵状血管瘤常常单发， 

发病率低，临床症状各异，头颅 CT 表现为肿

瘤呈“日光放射征”改变，周边骨质硬化。头颅

MRI 表现为 T1WI 呈不均匀中-高信号，T2WI

呈不均匀高信号，增强后呈不均匀强化。手

术切除包括肿瘤在内的颅骨及周边硬化颅骨

后临床症状消失，预后良好。术后病理表现

为蜂窝状肿块，由充填有多量血细胞的囊状

血管组成。  

结论  原发性颅骨海绵状血管瘤较为罕见，手

术治疗效果最确实可靠，而且术后病理还可

作为其最终确诊的有效手段。  

 
 
PO-134 

侧脑室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周旺宁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730030 

 

目的  探讨侧脑室内肿瘤的临床特征和个体化

显微手术策略及方法，以提高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2 年 9 月至 2009 年 6

月我们治疗并经病理证实的 28 例侧脑室内肿

瘤的临床表现、诊断和个体化手术方法及其

效果。CT 及 MRI 显示肿瘤位于左侧脑室 17

例，右侧脑室 11 例。肿瘤主体位于侧脑室前

角及体部 16 例、三角区 4 例、三角区-体部 9

例。5 例涉及胼胝体的肿瘤出现精神症状；2

例涉及丘脑的肿瘤压迫导水管，致颅内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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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16 例合并不同程度脑积水。根据肿瘤影

像学特征选择个体化最佳手术入路，尽量避

开功能区，保全神经功能，又力争达到肿瘤

全切。采用经额叶皮质入路进入前角；经纵

裂－腁胝体前部入路进入侧脑室体部和前

角；经纵裂－胼胝体后部入路、顶后皮质或

枕叶皮质入路、颞中回后部入路进入侧脑室

三角部和枕角部。4 例术中应用导航定位辅助

切除肿瘤。术中注意保护重要功能皮层和重

要血管，涉及胼胝体和丘脑的肿瘤，应小心

锐性分离，切勿伤及其实质和血管，以避免

术后功能障碍。术后病理证实胶质瘤Ⅱ级以

上者进行个体化放疗和化疗，化疗方案为 VM

-26＋DDP 或 TMZ,采用门诊、电话等方式随

访。  

结果  经病理学证实室管膜瘤 8 例，脉络丛乳

头状瘤 4 例，脑膜瘤 6 例，少枝胶质细胞瘤 4

例，星型细胞瘤 3 例，中枢神经细胞瘤 2

例，胶质母细胞瘤 1 例。显微镜下肿瘤全切

除 22 例，次全切 3 例，大部分切除 3 例。1

例因硬膜下血肿再次手术；7 例因脑积水而行

脑室－腹腔分流术；5 例术后出现颅内感染，

1 例因严重感染并脑积水死亡。术后配合放

疗、化疗 19 例。术后随访 6 个月至 3 年，2

例轻残，10 例生活自理，15 例可参加日常工

作。  

结论  侧脑室内肿瘤的位置、大小和血供影响

手术入路、疗效和病人预后。显微手术是侧

脑室内肿瘤的主要治疗方法，每种手术入路

具有其自身困难和固有并发症，手术入路的

选择应依据肿瘤的具体特征。手术目标是最

大限度显露和全切肿瘤，避免损害脑功能

区，但禁止试图强行完成肿瘤全切除，残余

肿瘤可行放疗和/或化疗。适宜的手术入路和

显露，恰当的导航辅助可提高肿瘤切除程

度，使侧脑室内肿瘤的预后得到显著改善。  

 
 
PO-135 

胶质瘤细胞来源血管的临床意义 
 

陈忠平 陈银生 奚少彦 王静 陈芙蓉 邵建勇 王芳 陈忠

平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10060 

 

背景  拟态管道包括 PAS 管道和肿瘤细胞来

源管道，是抗血管治疗的又一潜在靶点。然

而，GBM 肿瘤细胞来源管道的临床意义尚不

清晰。虽然 GBM 临床患者的标本中一些基因

突变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然而与肿瘤细胞

来源管道的关系尚不清楚。本研究分析 GBM

肿瘤细胞来源管道和 MGMT 启动子甲基化水

平、IHD1/2 突变与患者中与预后的关系。 

方法  收集临床随访资料完整的 64 例 GBM 患

者肿瘤标本，对标本进行 CD34-GFAP 免疫

荧光双染分析、MGMT 甲基化水平检测、ID

H1/2 突变检测，统计在患者标本中 GBM 肿

瘤细胞来源管道、MGMT 甲基化水平和 IDH1

/2 突变并用于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 

结果  64 例 GBM 患者中有 61 例检测了 MG

MT 启动子甲基化水平，有 55 例检测了 IDH1

/2 突变。38 例患者 MGMT 启动子甲基化阳

性，7 例患者 IDH1 存在突变，没有发现 IDH

2 突变。MGMT 启动子甲基化阳性和阴性患

者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14.03 个月和 9.43 个

月(p<0.05)。GBM 肿瘤细胞来源管道阳性和

阴性患者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9.43 个月和 14.

03 个月(p<0.05)。在 MGMT 启动子甲基化阳

性患者中 GBM 肿瘤细胞来源管道阳性和阴性

患者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6.66 个月和 15.89

个月(p<0.05)。在 MGMT 启动子甲基化阴性

患者中 GBM 肿瘤细胞来源管道阳性和阴性患

者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9.43 个月和 11.95 个

月(p>0.05)。在 IDH1 野生型的患者中，GBM

肿瘤细胞来源管道阳性和阴性患者中位生存

时间分别为 9.84 个月和 13.70 个月(p<0.0

5)。 

结论  GBM 肿瘤细胞来源管道在新诊断的 M

GMT 启动子甲基化阳性和 IDH1 野生型的胶

质母细胞瘤患者中仍能提示胶质母细胞瘤患

者的不良预后。 

 
 
PO-136 

枕下远外侧小骨窗入路的应用体会 
 

梁日生 陈靖 谢海树 方俊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经典的枕下远外侧入路骨窗较大。随着

神经外科向微创化的方向发展，作为神经外

科的的一个分支，近年来颅底外科的侵袭性

亦有越来越小的趋势。本文旨在探讨在这一

时代背景下枕下远外侧入路的适应症和应用

体会。 

临床资料与方法  本专业组近年来手术治疗的

11 例患者，包括男 6 例，女 5 例。年龄 27~5

2 岁，平均年龄 33 岁。病程 1 周～12 年，平

均 6.8 个月。其中颈静脉孔区神经鞘瘤 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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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骨大孔区脑膜瘤 2 例，延髓海绵状血管瘤 2

例，椎动脉夹层动脉瘤 1 例，胆脂瘤 1 例，

下斜坡脊索瘤 1 例、颈静脉球瘤 1 例。根据

病情，术前经颅底 CT、MR、MRA、MRV、

CTA 或 DSA 等检查明确诊断，并根据术前影

像和临床表现研判病灶的位置、大小、性

质、质地、累及范围、血供丰富程度和血供

来源等于手术相关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制定

详细的手术计划，包括最佳手术径路、需切

除的颅底骨质范围、术中可能需要的辅助设

备等。全组病例均接受经枕下远外侧入路（F

ukushima 入路）显微外科手术，并根据处理

病灶的不同需要，调整骨窗大小（3x4～4x5c

m）。视情况取经髁上、颈静脉孔、经髁或髁

下、髁旁入路。椎动脉移位 1 例。2 例术中使

用神经内镜辅助，1 例使用神经导航辅助，6

例术中使用了神经电生理监测。自硬膜外的

颅底骨质磨除开始直至病灶处理完毕在显微

镜下进行。 

结果  1 例颅内外沟通的神经鞘瘤颅外部分二

期经口咽入路内镜下全切除，另 1 例颈静脉

孔区神经鞘瘤的颈静脉孔内少许肿瘤术后残

余补充伽玛刀治疗，其余肿瘤或病变均获全

切除，椎动脉夹层动脉瘤行孤立术。术后 3

例出现一过性后组颅神经麻痹或原有症状的

加重，经治疗恢复良好。无脑脊液漏和颅内

感染，无手术后死亡。 

结论  值此微创时代，在应用枕下远外侧入路

处理下斜坡和枕骨大孔区病变时，颅底外科

医师应努力在确保达到治疗目的的同时减少

不必要的暴露和颅底结构的损伤。在应用此

入路的术前术中应始终贯彻微创和个体化的

理念，在制定详细的术前计划的前提下，某

些病例在神经内镜和导航辅助下，较小的骨

窗和暴露即可满足处理病灶之需要。 

 
 
PO-137 

经小脑延髓裂膜帆入路显微手术切除第四脑

室和桥脑占位的体会 
 

梁日生 谢海树 方俊杰 江研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探讨经小脑延髓裂膜帆入路显微手术切

除第四脑室和桥脑占位的方法与意义。 

临床资料与方法  本专业组手术治疗的 16 例

患者，包括男 9 例，女 7 例。年龄 6~48 岁，

平均年龄 25 岁。病程 3 天～15 年。其中不

典型脉络丛乳头状瘤 1 例、小脑转移癌 1

例、小脑海绵状血管瘤 2 例、室管膜瘤 2

例、脑干实质性血管母细胞瘤 1 例、脑干星

形细胞瘤 2 例、桥脑海绵状血管瘤 3 例、髓

母细胞瘤 4 例。根据病情，术前经头颅 CT 和

MR、MRA 或 DSA 等检查明确诊断，并根据

术前影像和临床表现研判病灶的位置、大

小、性质、质地、累及的神经结构、血供丰

富程度和血供来源等于手术相关的信息，在

此基础上制定详细的手术计划，包括最佳手

术径路、需打开的脑裂及涉及的组织血管结

构等。全组病例均接受经小脑延髓裂膜帆入

路显微手术。枕下正中开颅，骨窗上缘无需

保留横窦下缘，并根据处理病灶的不同需

要，调整骨窗大小（3x4～4x5cm）。视情况

打开单侧或双侧小脑延髓裂的内侧或/和外侧

部，并根据暴露的实际需要决定切开脉络膜-

下髓帆的长度。病灶获得良好暴露后均得以

满意切除。术中注意保护四脑室底脑干和 PI

CA 等重要结构。 

结果  1 例小脑转移癌（位于小脑扁桃体和二

腹小叶）仅打开单侧小脑延髓裂的外侧部即

获满意的全切除；脑干病灶均只需打开单侧

小脑延髓裂的内侧部即可满意暴露和切除；

四脑室内肿瘤除 3 例体积巨大者需充分打开

双侧小脑延髓裂的内侧部外，其它亦只需打

开单侧此裂。四脑室内的暴露范围上可达导

水管开口，双侧达四脑室侧隐窝和侧孔。病

灶全切除 14 例，次全切除 2 例。术后无缄

默，仅 3 例出现一过性头晕和/行走不稳。无

手术死亡。 

结论  值此微创时代，神经外科医师应始终贯

彻微创和个体化的理念，在切除第四脑室和

桥脑背侧占位病变时，无需切开小脑蚓部，

只需根据需要打开小脑延髓裂及相应范围的

脉络膜-下髓帆，即可达到满意暴露和切除病

灶的目的，术后并发症极少。 

 
 
PO-138 

枕大孔区脑膜瘤手术入路的选择及预后因素

分析 
 

吴喜跃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枕大孔区脑膜瘤的显微神经外科手

术的临床结果。  

方法  选择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本医

疗组收治的经枕大孔后缘入路包括枕髁远外

侧入路、枕下后正中入路和枕下下外侧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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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枕大孔区脑膜瘤 20

例,结合文献分析影响枕大孔区脑膜瘤的手术

入路的选择和影响预后的因素。  

结果  肿瘤最大直径为 2.0～4.8cm,肿瘤瘤体

位置位于脑干前方 7 例,侧方 9 例,后方 3 例。

经枕髁远外侧入路 10 例,枕下后正中入路 3 例,

枕下下外侧入路 7 例.肿瘤手术全切除 16 例,

次全切除 4 例。术后 15 例随访 6～40 个月,

神经系统占位症状较术前明显好转,未见肿瘤

残留和复发。  

结论  选择合适的经枕大孔后缘的手术入路

（经枕髁远外侧入路、枕下后正中入路、枕

下下外侧入路），应用显做外科手术治疗枕

大孔区脑膜瘤可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PO-139 

侧脑室肿瘤显微手术治疗体会 
 

吴喜跃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总结 47 例侧脑室肿瘤的主要临床表

现、手术入路,探讨侧脑室肿瘤的手术入路选

择原则及显微外科手术技巧,以提高侧脑室肿

瘤的全切率,减少并发症,提高手术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本医疗组收治的 45 例侧脑室肿瘤外科手术

治疗的临床资料。本组按肿瘤中心部位不同

分别采用不同的手术入路, 19 例经额叶皮质、

4 例经纵裂胼胝体、15 例经顶枕叶皮质、9 例

经颞叶皮质入路,应用显微技术行肿瘤切除,并

对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手术全切肿瘤 37 例,大部分切除 8 例,部

分切除 2 例,手术死亡 1 例。其中脑膜瘤 15

例,中枢神经细胞瘤 14 例，室管膜瘤 10 例,星

形细胞瘤 5 例,脉络丛乳头状瘤 2 例，海绵状

血管瘤 1 例。术后出现脑积水 4 例,肢体轻瘫

4 例,偏盲 2 例。随访时间 4 个月~4.5 年,平均

2.7 年。32 例术后恢复良好并参加工作,9 例

术后状况基本同术前(生活可自理),不能生活

自理 2 例,1 例术后并发严重脑室炎死亡,失访

3 例。  

结论  根据肿瘤的大小、位置、血液供应以及

有无脑积水等综合考虑,采用显微神经外科技

术,选择不同的手术入路切除侧脑室肿瘤可取

得良好的临床效果。脑膜瘤、中枢神经细胞

瘤、海绵状血管瘤力求全切预后良好。  

  
 

PO-140 

前床突脑膜瘤分型及治疗分析 
 

吴喜跃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前床突脑膜瘤的临床分型和手术疗

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本医疗组收治的 58 例前床突脑膜瘤的临床

表现、分型、手术及其临床疗效。  

结果  本组肿瘤全切除(Simpson2 级) 39 例,近

全切除 19 例 ,术后出现脑积水 2 例,肢体轻瘫

4 例, 死亡 1 例。随访时间 4 个月~4 年,平均 2.

5 年。49 例术后恢复良好并参加工作,5 例术

后状况基本同术前(生活可自理) ,失访 3 例。  

结论  (1)前床突脑膜瘤可被分为鞍前型、鞍旁

-鞍上型和广泛型,各型又可以根据是否侵袭或

包裹海绵窦或颈内动脉分为 A、B 两个亚型。

(2)前床突脑膜瘤的全切除应采取谨慎的积极

态度,肿瘤侵袭海绵窦或颈内动脉是影响肿瘤

切除程度和手术效果的关键因素,对于侵袭或

直接附着于海绵窦或颈内动脉壁的瘤组织不

应勉强切除,残余肿瘤可行立体定向放射外科

治疗或密切随访。(3)随着高分辨的 CT、MRI

和 DSA 等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术前评估更加细

致准确。术前肿瘤的分型、手术方案的制定

对手术入路的选择、肿瘤的切除、视神经及

海绵窦内神经、血管的保护及颅骨的重建具

有重要价值。(4)术中导航、经颅多普勒等辅

助技术的应用 ,能提高肿瘤的切除率和安全

性。(5)立体定向放射和分次立体定向放射治

疗为海绵窦区脑膜瘤、残留脑膜瘤、复发脑

膜瘤及视神经旁脑膜瘤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

方法。  

 
 
PO-141 

脑干肿瘤显微外科治疗探讨 
 

吴喜跃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脑干肿瘤的手术适应征手术入路选

择及显微操作技巧,总结初步经验及影响疗效

的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本医疗组收治 57 例脑干肿瘤患者的临床资

料、影像学资料、手术入路、预后情况等；

分别采用枕下正中膜髓帆入路切除肿瘤 2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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颞下经小脑膜入路切除肿瘤 21 例；枕下极外

侧入路切除肿瘤 9 例；改良翼点入路切除肿

瘤 2 例。  

结果  术后病理：海绵状血管瘤 32 例；毛细

胞型星形细胞瘤 9 例；延髓背侧实体型血管

母细胞瘤 8 例；胶质瘤Ⅱ～Ⅲ级 7 例；脑转

移瘤 2 例。显微镜下全切除 45 例, 部分切除

12 例,为胶质瘤Ⅱ～Ⅲ级 7 例；海绵状血管瘤

1 例；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 4 例。术后 1 周评

估神经功能，12 例出现新的神经功能障碍或

原有神经功能障碍加重，27 例同术前，17 例

术后改善，死亡 1 例。术后 3 个月随访，绝

大多数神经功能障碍较术前改善。  

结论  根据脑干肿瘤位置、性质、生长方式，

术前进行充分影像学资料（ＭＲＩ和ＤＴ

Ｉ）评估，选择相应的手术入路是全切肿瘤

和减少并发症发生的关键；了解肿瘤的生物

学行为、掌握相应的显微解剖、娴熟的显微

手术技术可以提高肿瘤的全切除率、减低病

死率。对外生性的肿瘤（延髓背侧实体型血

管母细胞瘤）或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毛细胞

型星形细胞瘤显微外科治疗能取得较好疗

效。  

 
 
PO-142 

肿瘤 IDH1 突变与影像学特征联合预测间变胶

质瘤生存预后 
 

王引言 王凯 樊星 刘幸 江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该影像学特征被认为可能和恶性肿瘤的

生物学特点和分子遗传学特点有关。间变性

胶质瘤的临床特点、影像学特征和切除程度

都对患者预后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中

可能存在着相互协同作用。同时，异柠檬酸

脱氢酶基因（IDH1）被认为是与肿瘤起源的

重要相关分子标记物。本研究在间变性胶质

瘤患者，分析磁共振影像学特征与 IDH1 基因

突变的关系，及患者的预后情况。 

方法  研究回顾收集 216 例病理诊断为间变性

胶质瘤并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的临床和影像

学资料。使用高场强磁共振扫描仪标准脉冲

序列采集图像根据磁共振图像上强化区域的

形态特征将肿瘤强化类型分为 3 类。将对比

增强图像上出现 2 个或以上强化区域定义为

多灶强化。肿瘤组织的 IDH1 突变情况通过 D

NA 进行焦磷酸测序。比较 IDH1 突变和未突 

变组磁共振强化方式及其患者预后。 

结果  共计 173 例患者出现肿瘤强化。IDH1

突变患者的肿瘤较未突变者较少出现强化（p 

< 0.001）。26 例（15.0%）肿瘤为结节状强

化、62 例（35.9%）肿瘤为片状强化、85 例

（49.1%）为环状强化。对于 IDH1 突变患

者，环状强化肿瘤比非环状强化肿瘤更容易

被完全切除（p= 0.004）。而对于 IDH1 未突

变患者，环状强化肿瘤和非强化肿瘤之间的

全切率无明显差异（p= 0.157）。结节状强

化肿瘤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长于片状强化肿

瘤患者（p = 0.042）和环状强化肿瘤患者（p

= 0.010）。 

结论  磁共振上显示的肿瘤增强方式与肿瘤 ID

H1 突变患者的预后生存有关。研究结果提示

影像形态学特征和基因特点之间在预测预后

方面可联合发挥作用。 

 
 
PO-143 

P53 突变的特异性脑区：胶质母细胞瘤的临

床影像学研究 
 

王磊 张檀 梁宇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P53 突变是发生在所有类型恶性肿瘤的

一个早期事件。P53 突变导致细胞致癌性，

能够促进增殖，侵袭，转移，和细胞无限增

殖化。肿瘤相关基因表达的解剖学特征还很

少被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使用定量神

经影像学分析方法，探索胶质母细胞瘤的解

剖学位置特点与其其 p53 突变蛋白表达之间

的关系。 

方法  对 163 例病理学证实了的胶质母细胞瘤

患者的术前磁共振图像进行回顾性分析。所

有肿瘤都手动标记并配准到脑标准空间。检

测肿瘤 p53 突变蛋白表达水平。通过基于体

素的定量影像学分析，确定胶质母细胞瘤中 p

53 突变蛋白表达显著高发的脑区。 

结果  基于影响的统计分析表明，突变型 p53

高表达的胶质母细胞瘤更倾向于发生在右额

叶侧脑室前部，而突变型 p53 低表达的胶质

母细胞瘤更倾向于发生在右颞顶叶。这一结

果通过了随机排列统计学矫正。同时，累及

计算得到的 p53 高表达相关脑区的肿瘤与未

累及 p53 高表达相关脑区的肿瘤患者，生存

期存在差异。 

结论  体素水平的成像分析表明在脑胶质瘤产

生过程的遗传学改变存在解剖学特异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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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研究表明，结构磁共振图像确定肿瘤的

位置可能与肿瘤的起源和遗传学背景相关，

这一信息很可能用于个体化预后预测。 

 
 
PO-144 

小骨窗显微手术治疗颅内病变 37 例分析 
 

邓志鸿 

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 364000 

 

目的  本文探讨笔者 2005 年 1 月-2016 年 4

月收治的 37 例经小骨窗显微手术治疗颅内病

变的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7 例采用小骨窗显微手术

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凸面脑膜瘤 20 例，

大脑镰旁脑膜瘤 8 例，海绵状血管瘤 9 例，

首发症状为头晕、头痛 21 例，感觉障碍 4

例，癫痫发作 3 例，无症状偶然 CT 发现的 8

例。肿瘤大小约 1× 1× 2cm 至 2× 3× 3cm。

均采用简易头皮定位，即根据术前 CT 或 MR

I，先用标志点标志头皮切口，再行 CT 增强

或 MRI 检查定位（前者用小铅片或输液管内

封闭造影剂标志头皮切口，后者用维生素 E

胶囊标志），根据头皮标志作直线切口或小

马蹄形切口，皮瓣约 3.0～3.5 cm × 3.5～4.0 

cm。本组硬脑膜均行不透水缝合，骨瓣复

位，12 例行皮下引流，24 例加压包扎，不放

引流管。 

结果  36 例术中术野均能清晰暴露，1 例因定

位偏差扩大约 1× 2cm 骨窗。37 例患者均顺

利完成手术，其中 28 例脑膜瘤 SimpsonⅠ级

切除 23 例，Ⅱ级切除 4 例；海绵状血管瘤均

全切除。  

结论  小骨窗显微手术治疗颅内病变具有暴露

小、微创、并发症少、恢复快等优点，在缺

乏神经导航等设备的基层医院神经外科尤其

具有优势。  

 
 
PO-145 

上矢状窦旁脑膜瘤显微手术体会（附 29 例） 
 

邓志鸿 

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 364000 

 

目的  本文探讨我院 2013 年 8 月-2016 年 4

月收治的 29 例上矢状窦旁脑膜瘤的显微外科

手术治疗的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9 例上矢状窦旁脑膜瘤患 

者的临床资料：首发症状为头晕、头痛 18 

例，偏瘫 5 例，感觉障碍 2 例，癫痫发作 4

例；影像学表现 CT 平扫及增强扫描示肿瘤与

矢状窦和/或大脑镰关系紧密，边界清楚，强

化明显，形状为圆形或类圆形，8 例还发生骨

质破坏和/或骨质增生；MRI T1WI 显示肿瘤

为等信号或者低信号，T2WI 显示为等信号或

高信号，7 例脑膜瘤周围会产生水肿，增强时

显示明显强化。肿瘤大小约 2× 2× 3cm 至 5× 

7×8cm。肿瘤位于前 1/3 矢状窦者 9 例，位

于后 2/3 矢状窦者 18 例。 

结果  29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其中 Simp

son Ⅰ级切除 13 例，9 例位于前 1/3 矢状

窦，4 例位于后 2/3 矢状窦；Ⅱ级切除 15

例，Ⅲ级切除 1 例，为对侧矢状窦旁有一约 0.

5× 0.5× 1cm 肿瘤未予切除。1 例巨大脑膜瘤

术后并发肺不张、肺部感染，经治疗后治愈

出院。 

结论  1、基层医院因各种原因如患者的信任

度较小、医生技术水平及设备条件限制，存

在脑膜瘤等择期手术少等事实。应慎重选择

上矢状窦旁脑膜瘤病例：对于肿瘤巨大、术

前预计肿瘤坚硬的手术应慎重，因为前者手

术较困难，后者居于基层医院手术器械不够

完善，全切除困难。2、铣刀、磨钻的重要

性，可减少开颅时出血；基层医院为慎重起

见，中线部位可磨除颅骨直至硬膜减少对矢

状窦的损伤。3、根据矢状窦旁脑膜瘤生长部

位、范围选择手术入路，术前了解静脉窦的

通畅情况，术中加强对上矢状窦、中央沟静

脉、上吻合静脉、瘤周重要引流静脉以及脑

重要功能区的保护极为重要。4、肿瘤较大时

先囊内分块切除肿瘤，逐步缩小瘤体积后，

再分离切除残余肿瘤，最后离断肿瘤附着于

矢状窦壁的基底面，全切肿瘤；肿瘤较小者

亦可先处理窦旁的肿瘤基底部。  

 
 
PO-146 

颅内转移瘤的治疗体会（附 27 例报告） 
 

邓志鸿 

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 364000 

 

目的  本文探讨笔者 2004 年 8 月-2016 年 4

月收治的 27 例颅内转移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

疗及术后综合治疗的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7 例颅内转移瘤的临床资

料：男 20 例、女 7 例，年龄 41～72 岁、平

均 55.6 岁。首发症状为头晕、头痛 17 例，

偏瘫 6 例，癫痫发作 3 例，意识不清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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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两例因病情急仅行头颅 CT 检查外，其余均

行头颅 MRI 平扫及增强。23 例位于幕上，4

例位于幕下。多表现为皮层和白质交界处的

孤立占位性病变，为囊实性或实性，实性部

分可强化，周围脑水肿明显，瘤大小约 1× 1×

 2cm 至 4× 5× 5cm；其中 1 例肝癌患者表现

为硬膜外血肿，颅骨破坏；1 例肾癌脑转移瘤

患者表现为肿瘤伴脑内巨大血肿；1 例黑色素

瘤脑转移术中发现瘤卒中。均行开颅手术治

疗。病理结果为：肺癌脑转移 15 例，肝癌脑

转移 5 例，黑色素瘤脑转移 4 例，肾癌脑转

移 1 例，胃癌脑转移 1 例，食管癌脑转移 1

例。部分病人术后采用全脑放疗和/或化疗以

及原发病灶切除。 

结果  除 1 例术后 3 天死亡（肾癌脑转移瘤伴

脑内巨大血肿者）外，术后 14 天评估病情，

恢复良好 23 例，中残 3 例，无重残及植物生

存者。22 例随访 0.5~11 年， 1 例术后 0.5 年

死亡，其余存活 0.5~11 年。4 例失随访。 

结论  1、颅内孤立的转移瘤建议手术治疗，

其中 1 例已存活 11 年，3 例存活超过 4 年，

令人鼓舞。2、术后采取全脑放疗和/或化疗以

及原发病灶切除应是有益的，但应避免矫枉

过正。3、对功能区的脑转移瘤应充分沟通，

手术尽可能实现肿瘤全切、良好地保护功能

区、避免功能障碍新发及加重。4、应用显微

手术技术及Ｂ超检测、电生理监测、导航等

辅助技术，使用低功率电凝最大限度切除肿

瘤，术中注意保留神经功能及保护静脉回

流。 

 
 
PO-147 

影响鞍区脑膜瘤患者术后视力的相关因素分

析 
 

张祎年 潘亚文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总结鞍区脑膜瘤的临床特征、影像学特

征、显微手术入路的选择，并探讨影响患者

术后视力恢复的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4 例鞍区脑膜瘤患者的临

床资料并对其进行随访研究，总结鞍区脑膜

瘤的临床特征、影像学特征、显微手术入路

的选择。分别对可能影响患者术后视力恢复

的因素进行非参数检验单因素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析。  

结果  经单因素分析，影响术后视力恢复的因

素有：术前视力障碍持续时间(P =0.001)、术

前视力障碍程度(P =0.001)、术前眼底改变(P

 =0.001)、术前视觉诱发电位波幅改变(P =0.

001)、肿瘤基底(P =0.006)、肿瘤质地(P =0.

002)、肿瘤生长方向(P =0.003)、肿瘤与视神

经的关系(P =0.001)、术中视神经的形态(P =

0.001)、肿瘤与颈内动脉及其分支的关系(P =

0.038)。经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术

前视力障碍程度(P =0.001)、术前眼底改变(P

 =0.019)、术前视觉诱发电位波幅改变(P =0.

009)以及肿瘤与视神经的的关系(P =0.012)是

影响术后视力恢复的显著因素。 

结论  鞍区脑膜瘤应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术

前视力障碍程度、术前眼底改变、术前视觉

诱发电位波幅改变以及肿瘤与视神经的的关

系是影响术后视力恢复的重要因素。  

 
 
PO-148 

诺卡氏脑脓肿的诊断及外科治疗 
 

张祎年 潘亚文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诺卡氏脑脓肿相对少见，占所有脑脓肿

的 2%。相关的文献很少，其中大多为个案报

道。诺卡氏脑脓肿患者的死亡率是其他细菌

性脑脓肿患者死亡率的 3 倍。及时准确的诊

断和积极的外科手术治疗是治疗该病的关

键。我们报道了本中心的一例诺卡氏脑脓肿

病例并进行了相关文献复习。 

方法   一位 49 岁的女性患者于 2013 年就诊

于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我们回顾性分析了患

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外科学治疗方

法及预后并复习了相关文献。 

结果  临床表现包括进行性头痛、头晕及轻偏

瘫。术前所有的术前检查及肿瘤标志物均正

常。胸片及胸部 CT 示弥漫性双肺病变。行开

颅脑病损切除术并全切病变。术后无新发的

神经动能缺失，患者在术后 15 天出院。随访

一年中，患者一般情况良好。诺卡氏脑脓肿

的表现有一定的特异性，了解疾病的发生及

影像学特征，有利于我们早期诊断并选择合

适的手术和药物治疗方案。 

结论  我们的结果显示相对于穿刺活检术，开

颅切除病灶是对于诺卡氏脑脓肿更安全、更

有效的治疗方法。长期的药物治疗和随访对

于这类患者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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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9 

实时术中超声在脑内肿瘤切除术中的应用价

值 
 

王冠军 赵中普 杨利超 刘凯歌 闫文涛 胡国超 张峰涛 

许昌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461500 

 

目的  探讨实时术中超声在脑内肿瘤切除术中

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6 月

至 2015 年 12 月完成 12 例超声引导下脑内肿

瘤切除，其中，星形细胞瘤 7 例，海绵状血

管瘤 5 例。全部病例依据颅脑 CT 和 MRI 标

记肿瘤体表投影，选择手术入路，打开颅骨

切开硬脑膜前用 GE LOGIQ7 型彩超，8C 微

凸探头、神经外科探头，探查肿瘤位置。自

声像显示距离表面最近处切开硬脑膜后，再

次探查肿瘤的具体位置、方向、距脑表面的

深度等，确定脑皮质的切开部位。肿瘤切除

后探查有无肿瘤残存等。结果：全部病例超

声引导下定位准确、脑组织损伤小、手术耗

时短，术后无并发症等。结论：实时术中超

声在脑内肿瘤切除术中定位准确、操作使用

方便、费用低廉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临床资料与方法  1.临床资料：12 例患者中女

性 4 例，男性 8 例，年龄 26—48 岁，平均 3

7 岁；海绵状血管瘤 5 例，星形细胞瘤 7 例。

其中额部 5 例，颞顶部 3 例，额顶部 4 例。

全部病例术前均有颅脑 CT 和 MRI 以及增强

MRI 检查。 2.手术方法：根据颅脑 CT 和 MR

I 定位设计出头部切口，插管全麻下施术。打

开颅骨切开硬脑膜前用 GELOGIQ7 型彩超微

凸探头（8C）或神经外科专用探头探查肿瘤

的大概位置。切开硬脑膜后在脑表面探查肿

瘤的详细位置（方向、距脑表面的深度等）

以确定皮层的切开部位和皮层造瘘的方向，

直至到达瘤区。切除肿瘤后再次超声探查，

确定肿瘤有无残留等。术后第一天复查颅脑

CT 显示术区有无出血、水肿以及肿瘤残存

等。 3.结果：12 例病人术中实时超声定位准

确。定位后从皮层造瘘到肿瘤切除平均用时 4

0 分钟，术后复查肿瘤切除完全，局部脑水肿

轻微。全部病例未出现并发症，住院到出院

平均住院间 6.2 天。  

讨论  颅内较小的占位病灶切除时如何做到术

中准确的确定肿瘤的位置、选择最佳的皮层

切开部位、以最小的创伤换取最大的手术效

果仍然是很大的挑战。自 1942 年超声被引入

医学领域之后，颅内肿瘤的诊断有了新的进

展，可以对肿瘤进行多个层面包括纵、横、

斜等切面扫描，并且指导切除病变的最佳入

路，同时显示病变切除范围大小，做到了最

小的创伤得到最大范围的切除，符合微创理

念。  

超声的发展特别是彩超高频探头等的广泛普

及使用为我们脑内较小病灶的准确定位和实

时引导带来了可能。单纯凭借术前 CT 和 MRI

判断肿瘤的位置，往往存在很大的偏差。Kel

es 等指出，将超声与导航结合起来，切除病

变的误差将小于 2mm，可以更加准确地找到

肿瘤的位置，指导医生在肿瘤破坏的脑组织

中操作，从而避免了周围正常组织的创伤。

本组病例中除胶质瘤境界较为模糊外，其余

均准确发现了肿瘤的位置。  

海绵状血管瘤是富含血管组织的病变，通常

因癫痫发作或体检中发现。体积不大、位置

深在，有些在功能区附近，对术中准确寻找

带来很大困难，甚至产生严重的并发症。导

航出现后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致的方向

问题，但因术中脑脊液流失等原因所带来的

组织飘移，扔不能快速准确找及病变组织，

有时带来付损伤。术中实时超声克服了以上

难题。经验表明，术中实时超声定位准确、

使用方便，微凸 8C 探头组织接触面小，深部

视野广，对深部较大肿瘤独具优势；神经外

科探头由于频率高，分辨力更好，对于位置

相对表浅的较小肿瘤优势明显；彩色多普勒

技术可显示肿瘤内及正常脑组织的血供状

态，由于两者或多或少的血流分布差异，使

彩色多普勒显像能够更准确地判断肿瘤组织

及其与正常脑组织的边界，精准引导手术入

路，有效减轻对正常脑组织的损伤，缩短手

术时间，降低手术的风险性。  

总之，术中实时超声是脑内肿瘤微创手术的

一种可行的方法，其定位准确、创伤小，不

仅可以提高肿瘤的全切率，而且在颅脑损

伤、高血压脑出血等的手术中也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忽视颅脑 CT、

MRI 在术前的正确的体表定位。我们的体

会：术前仔细全面的研读 CT、MRI，确定肿

瘤位置，准确标记体表投影，选择正确的手

术切口结合术中实时超声引导在脑内病灶切

除术中有重大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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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0 
LncRNA Profile Study Reveals Four-lncR
NA Signature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no
sis of Patients with Anaplastic Gliomas 
 
Wang Wen1,2,Wang Zheng3,Wu Fan3,Liang Tingyu3,
Yang Fan3, 
Wang Haoyuan4,Lan Qing1,Wang Jiangfei2,Zhao Jiz
ong1,2 
1.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
sity     
2.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3.Beijing Neurosurgical Institute，Capital Medical U

niversity     

4.Zhujiang Hospital，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Anaplastic glioma is Grade III and the media
n overall survival is about 37.6 months. How
ever, the overall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ana
plastic gliomas is variable, there are still othe
r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rognosis for anaplas
tic glioma patients. So we screened four-lnc
RNA signature from the lncRNA expression 
profile from the GSE16011, CGGA and REM
BRANDT datasets. The patients in low risk g
roup had longer overall survival than high ris
k group (median OS 6.050 vs. 1.620 years; 
P < 0.0001). Moreover, patients in the low ris
k group showed similar overall survival to Gr
ade II patients (P = 0.1669), while the high ri
sk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t to Grad
e IV (P = 0.0005) with similar trend. So base
d on the four-lncRNA, we could divide grade 
II-like and grade IV-like anaplastic gliomas. 
On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it showed the si
gnature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is facto
r (P = 0.000). I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four-lncRNA signature has progn
ostic value and could be novel possible thera
peutic targets for anaplastic glioma. Moreove
r, clinicians should conduct corresponding th
erapies to achieve best treatment with less si
de effects for two groups patients. 
 
 
PO-151 

人脑胶质瘤 p73 蛋白表达与 p53 和 p21WAF

1/CIP1 蛋白表达相关性研究 
 

李亚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研究 p73、p53 和 p21WAF1/CIP1 蛋白

在人脑胶质瘤组织中的表达，并对 p73 与 p5

3、p21WAF1/CIP1 蛋白表达的相关性进行研

究，从而探讨其意义。  

方法  随机抽取手术切除的确诊为胶质瘤的标

本 60 例，其中Ⅰ～Ⅱ级 20 例，Ⅲ、Ⅳ级各

20 例应用 ABC 法检测 p73 蛋白的表达;同时

应用 SP 法检测 p53 和 p21WAF1/CIP1 蛋白

的表达。  

结果  p73 蛋白的表达在Ⅰ～Ⅱ级胶质瘤组和

正常脑组织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15.0%和 18.

2%，无显著性差异（χ2＝0.818，P＞0.0

5），Ⅲ、Ⅳ级胶质瘤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6

0.0%和 65.00%，明显正常脑组织阳性表达

率（P＜0.05, χ2＝5.011 和 6.229），和Ⅰ～

Ⅱ级胶质瘤组阳性表达率（P＜0.05,χ2＝8.6

40 和 10.417）；在Ⅰ～Ⅳ级 p73 蛋白表达与

p53 蛋白表达的相关性比较，两者无相关(r＝

－0.198，p＞0.05)。在Ⅰ～Ⅳ级 p73 蛋白表

达与 p21WAF1/CIP1 蛋白表达的相关性比

较，两者无相关 (r＝0.183，P＞0.05)。  

结论  随着胶质瘤恶性程度的增加, p73 蛋白

表达增高,表明 p73 蛋白可能参与胶质瘤的发

生，但与 p53 和 p21WAF1/CIP1 的表达无明

显相关。  

 
 
PO-152 

锁孔微创手术治疗颅内肿瘤 
 

余良宏 康德智 林元相 林章雅 郑树法 吴赞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目的  探讨颅内病变锁孔微创手术治疗的方法

和效果。 

方法  总结 200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本组

255 例颅内占位性病变锁孔手术经验。术前据

颅内占位性病变的影像学特征，分别采用眶

上、枕下乙状窦后、翼点、颞下、幕下小脑

上、经额锁孔纵裂、经额、颞锁孔侧脑室、

立体定向锁孔入路，进行显微外科手术，在

有效进行颅内肿瘤及病变切除的同时,避免不

必要的结构暴露与损伤,并尽可能地保护脑血

管和神经。 

结果  眶上锁孔入路 134 例，其中鞍结节脑膜

瘤 46 例、颅咽管瘤 26 例、垂体瘤 47 例、鞍

区 Rathke 囊肿 6 例、视神经胶质瘤 4 例，原

始神经外胚叶肿瘤 1 例、额眶沟通性血管瘤 1

例、脊索瘤 1 例、胆脂瘤 1 例、视丘下部恶

性肿瘤 1 例；枕下乙状窦后锁孔入路 21 例，

其中听神经瘤 14 例、三叉神经鞘瘤 1 例、岩

斜脑膜瘤 1 例、斜坡脊索瘤 1 例、延髓血管

母细胞瘤 1 例、小脑半球脑膜瘤 1 例、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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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角胆脂瘤 2 例；翼点锁孔 32 例其中颅咽管

瘤 6 例、垂体瘤 15 例、鞍旁脑膜瘤 6 例、蝶

骨嵴内侧脑膜瘤 3 例、囊肿 2 例；颞下锁孔 5

例其中海绵窦脑膜瘤 2 例、海绵窦神经鞘瘤 1

例、海绵窦炎性肉芽肿 1 例、岩斜脑膜瘤 1

例；幕下小脑上 8 例，其中三脑室后部肿瘤 7

例、小脑天幕脑膜瘤 1 例；经额锁孔纵裂 4

例，其中大脑镰下脑膜瘤 2 例、动静脉畸形 1

例、颅咽管瘤 1 例；经额、颞锁孔侧脑室入

路 6 例，其中丘脑血管畸形 1 例、丘脑海绵

状血管瘤 2 例、丘脑胶质瘤 1 例、脑干腹侧

巨大囊肿 1 例、侧脑室脉络膜乳头状瘤 1

例；立体定向导航下锁孔入路 45 例其中海绵

状血管瘤 31 例、胶质瘤 4 例、脑膜瘤 2 例、

转移瘤 5 例、非霍金氏淋巴瘤 1 例、囊肿 1

例、结节性硬化 1 例；均一次性成功完成手

术，无死亡病例。 

结论  1、锁孔微创入路可分为三大类：一类

是颅底锁孔入路，经颅底进入解剖脑池，通

过对颅底骨性结构及神经、血管进行精确定

位，经神经血管间隙进行肿瘤或病变的切

除。一类是通过对脑组织结构及血管进行路

标式定位，必要时可借助导航或内镜辅助精

确定位，通过脑池或脑室获得进行肿瘤切除

空间。一类是立体定向锁孔，通过立体定向

或导航技术进行精确定位对半球病变进行切

除。2、锁孔微创技术有赖于影像技术的进步

及照明技术的提高，是以显微技术为基础。

3、术前分析病变的影像特点掌握手术适应症

及个体化设计锁孔入路、术中解剖脑池耐心

释放脑脊液，对路标式结构的充分认识是手

术的关键。4、锁孔微创手术精确定位，避免

不必要的结构暴露与损伤，是显微外科技术

的进步。 

 
 
PO-153 

脑静脉窦旁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余良宏 康德智 林章雅 郑树法 上官皇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目的  探讨显微手术治疗窦旁脑膜瘤的方法和

疗效，探讨窦的修复与重建方法。 

方法  分析总结 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本组 65 例各类窦旁脑膜瘤的影像学特征、肿

瘤与静脉窦的关系、不同情况下静脉窦的修

复重建方法及疗效。 

结果  按 Simpson 切除分级标准，I 级切除 

29 例(44％)，II 级切除 34 例(52％)，2 例Ⅲ

级(3％)切除。术中均对静脉窦进行重建。术

后随访 3～48 个月，平均 18 个月，恢复良

好，肿瘤未见复发。 

结论  3D-CTA/CTV 可以显示肿瘤的血供及肿

瘤周围骑跨血管及静脉窦与肿瘤的关系，可

为术前手术方案的制定提供帮助，术前窦旁

脑膜瘤的影像学细致分析，尤其是根据影像

学特征制定手术方案，骨瓣应尽量跨过静脉

窦，可以根据肿瘤对窦的侵袭情况采取多种

窦修复与重建的方法；强调要尽量避免损伤

窦及脑皮质回流静脉以减少术后静脉性的脑

水肿，功能区的回流静脉尤其予以重视及保

护。超声刀及射频刀的合理应用可以减少窦

及脑组织的损伤，功能区的肿瘤可以应用术

中电生理监测避免功能区损伤，减少并发症

的发生。 

 
 
PO-154 

我国 2 型神经纤维瘤病 NF2 基因突变分析 
 

赵赋 1,2 刘丕楠 1,2 张晶 2 杨志君 1 王兴朝 1 李仕维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北京市神经外

科研究所 

 

目的  2 型神经纤维瘤病(NF2)是一种由 NF2

肿瘤抑制基因突变引起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综合征，本研究分析我国 NF2 患者 NF2 基因

突变规律。 

方法  采用 Sanger 测序法，对 242 名 NF2 患

者的血液(n=154) 和肿瘤(n=187)样本进行基

因测序分析，测序区段包括 NF2 基因 1-15 和

17 号外显子。采用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

（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

cation ,MLPA）用于分析 NF2 基因发生的多

外显子的缺失。采用 t 检验进行 NF2 疾病基

因型-表型分析。 

结果  在 242 例样本中共检测到 254 个 NF2

基因突变，包括 44 种错义突变、42 种无义

突变、41 种移码突变、27 种剪切位点突变、

8 种框架内缺失、3 种 5’端非翻译区突变，其

中 84 种突变类型从未报道。NF2 基因在 1-8

外显子发生突变率明显高于 9-15 号外显子。

基因型-表型分析显示，经典型和镶嵌型患者

在听神经瘤数量、临床症状评分上存在明显

差异；在经典型患者中，不同类型的突变在

起病初始年龄、诊断年龄、颅内脑膜瘤、脊

髓肿瘤和临床病情严重程度上存在明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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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基因突变位于 1–8 号外显子患者的疾病

严重程度明显高于突变位于 9–15 号外显子的

患者。 

结论  基因突变检测是诊断 NF2 的金标准，

不同类型的突变与临床表现、疾病严重程度

存在联系。 

 
 
PO-155 

难治性弥散复发胶质瘤临床化疗方案研究 
 

张俊平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背景  复发胶质瘤，尤其是复发胶母预后差，

有效治疗匮乏。临床研究（clinical trials）是

优化复发胶质瘤临床治疗策略、探索有效治

疗药物和方案、提高临床疗效、以及为循证

医学提供依据的必经途径。  

目的  分享我们在难治性弥散复发胶质瘤进行

的临床化疗方案研究，为同行提供有效化疗

方案借鉴。  

方法  我们开展了“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联合替

莫唑胺和伊立替康治疗复发胶母的临床研

究”、“TMZ 联合阿帕替尼治疗 MGMT 启动子

未甲基化新诊断 GBM 的临床研究”、及“儿童

脑干胶质瘤有效化疗方案研究”，探索对弥散

复发胶母、MGMT 未甲基化耐药胶母及治疗

困难的脑干胶质瘤的有效化疗方案。  

结果  弥散复发胶母的客观有效率（CR+P

R）为 37.5％，PFS 5.8 个月，PFS-6 37.

5%，OS 8.6 月，明显优于历史对照；主要的

不良反应为 III、 IV 度白细胞下降；阿帕替尼

有助于克服多药耐药，增敏替莫唑胺的疗

效，可能对 MGMT 启动子区未甲基化患者有

效；细胞毒药物联合血管内皮抑制素治疗儿

童脑干低级别胶质瘤疗效好，儿童脑干广泛

复发并脑和脊髓播散的毛细胞星形细胞瘤化

疗后，脑干囊实性病灶及播散病灶明显缩

小。结论：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联合替莫唑

胺和伊立替康治疗难治性弥散复发胶母有

效；对 MGMT 启动子区未甲基化的耐药患

者，值得进一步探索替莫唑胺联合阿帕替尼

的临床疗效；儿童脑干胶质瘤不同类型适用

不同的化疗方案，特别是儿童脑干低级别胶

质瘤化疗疗效好。积极探索难治性胶质瘤的

有效化疗方案，将有助于改善该类患者生活

质量及预后。  

 
 

PO-156 

16 例危重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急诊放疗 
 

蔡林波 赖名耀 李娟 山常国 洪伟平 甄俊杰 周江芬 王

立超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探讨危重的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急诊放疗

的疗效。 

方法  2007 年~2014 年共收治 16 例颅内生殖

细胞肿瘤患者，男 13 例，女 3 例 ，年龄 12~

 26 岁，中位年龄 17 岁；16 例患者急诊放疗

前格拉斯哥(GCS)评分 6~13 分，平均 9.9

分，KPS 评分在 20-50 分，平均 23 分。其中

生殖细胞瘤 7 例、非生殖细胞瘤性生殖细胞

肿瘤 9 例；16 例患者以急诊放疗为主要治疗

手段，根据原发肿瘤侵及范围和血清肿瘤标

志物情况，给予 5 例患者行同步放疗联合 BE

P 方案化疗，2 例放疗前行脑室外引流术。  

结果  随访截止 2014 年 11 月 1 日，全部随

访，中位随访时间 23 个月，1 例鞍区混合性

生殖细胞瘤术后昏迷行急诊放疗 2 周时肿瘤

卒中死亡，15 例症状消失或明显改善，有效

率 93.75%；15 例颅内生殖细胞肿瘤 12 例可

明显观察到症状好转的平均时间为 4.9 天，1

6 患者治疗后 13 例患者 GCS 评分达到 15

分；16 例患者治疗前 KPS 均值为 23 分，治

疗后 KPS 均值为 77 分（P＜0.05），有统计

学差异，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治疗后 1 个月

复查影像学，7 例生殖细胞瘤，6 例 CR，1

例 PR；9 例非生殖细胞瘤性生殖细胞肿瘤，

6 例 PR，2 例 CR；16 例颅内生殖细胞瘤随

访期内 12 例生存，其中 1 例患者已生存 7

年。  

结论  急诊放疗是一种治疗危重颅内生殖细胞

瘤的有效治疗手段，放疗期间可同步化疗，

必要时可辅以脑室外引流，治疗后肿瘤有残

留时可给以局部 SRS 推量。 

 
 
PO-157 

34 例最大径≥4cm NSCLC 脑转移瘤的疗效

报道及预后因素分 
 

蔡林波 赖名耀 李娟 周江芬 山常国 洪伟平 甄俊杰 王

立超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SRS 是 NSCLC 脑转移瘤的主要治疗手

段，适用于病灶直径≤3cm 和病灶数 1～3 个

患者，但对最大径≥4cm 病灶治疗仍然是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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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本文报道 34 例最大径≥4cm 的 NSCLC

脑转移瘤疗效并探讨预后因素。  

方法  2006～2015 年我科收治最大径≥4cm 的

NSCLC 脑转移瘤患者 34 例，男 23 例，女 1

1 例，中位年龄 59 岁，中位 KPS 80 分；23

例合并颅外转移；RPA I 级 9 例，RPA II 级 1

4 例，RPAIII 级 11 例；鳞癌 4 例，腺癌 30

例，EGFR 突变 2 例；幕上 22 例，幕下 5

例，幕上下 7 例；病灶总数 115 个，≥4 个 9

例；最大病灶中位体积 28.3cc(16.2～71.5)，

病灶中位总体积 33.4cc(16.2～116.1)；13 例

行 SRS，12 例行 FSRS(2～3 次)，其中 12

例 SRS(FSRS)+WBRT；1 例仅手术治疗；8

例术后行放疗，其中 2 例行 WBRT+SRS，5

例行 3D-CRT，1 例行 3D-CRT+SRS；14 例

行辅助化疗；6 例行 TKI 治疗。治疗后 3 月复

查头颅 MRI 并采用 RECIST 标准评价疗效；

采用 SPSS17.0 行统计分析。  

结果  截至 2016 年 3 月，全部患者随访，中

位随访时间 15 月(3～44)。治疗后 3 月，6 例

CR，13 例 PR，4 例 SD，6 例 PD，5 例无

MRI；全组患者中位 PFS 6 月，中位 OS 16

月，1y-OS 67.5%，2y-OS 37.3%。KPS≥70 

vs KPS＜70(p=0.73)，RPA 分级(p=0.94)，

病灶数 1～3vs ≥4(p=0.51)，手术 vs 非手术(p

=0.18)，化疗或 TKI(p=0.09)，最大病灶体积

＜28.3cc(p=0.04)。  

结论  最大径≥4cm 的 NSCLC 脑转移瘤行 

SRS(FSRS)是可行的，疗效不劣于手术联合

放疗。KPS、RPA、病灶数与预后无关，最

大病灶体积与预后相关，并强调化疗或 TKI

治疗，但需观察更多病例。  

 
 
PO-158 

危重颅内恶性肿瘤急诊放疗 
 

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回顾性总结 37 例危重颅内恶性肿瘤患

者行以急诊放疗为主要治疗手段的疗效。  

方法  2007 年~2014 年我科共收治危重（KP

S50 分以下，和/或 GCS 评分 14 分以下）颅

内恶 

性肿瘤患者 37 例，其中脑转移瘤 12 例，脑

膜转移癌 3 例，颅内生殖细胞肿瘤 16 例，原

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 6 例；其中男 22

例，女 15 例，年龄 12~68 岁，中位年龄 46

岁。37 例患者均行急诊放疗，并根据肿瘤性

质、部位、颅内压等情况联合其他治疗方

式，如脑室外引流、化疗、TKI 靶向治疗。 

结果  截至 2015 年 5 月，随访时间 2~91

月，中位随访时间 14 月，37 例患者 36 例随

访，随访率为 97%，1 例原发性中枢神经系

统淋巴瘤患者失访。全组病人中位生存期（m

OS ) 20 月，脑转移瘤 mOS 14 月，脑膜转移

癌 mOS 6 月，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 mO

S  17 月，16 例颅内生殖细胞瘤 11 例存活，

5 例死亡。36 例患者治疗后 34 例症状消失或

减轻，1 例颅内生殖细胞肿瘤及 1 例脑膜转移

癌死亡，症状缓解 94%；脑转移瘤、颅内生

殖细胞肿瘤、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患

者治疗前 KPS 均值分别 37、23、21，治疗

后为 73、76、60，明显提高（p<0.05），2

例脑膜转移癌治疗后 KPS 改善。36 例患者治

疗前格拉斯哥评分均≤14 分，治疗后 31 例恢

复正常，3 例改善，2 例死亡；12 例脑转移瘤

患者治疗后 3 个月影像学评价 10 例 PR，2

例 SD；2 例脑膜转移癌 1 例 CR，1 例 PR；

15 例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患者治疗后 1 个月影

像学评价 9 例 CR，6 例 PR；5 例淋巴瘤患

者治疗后 1 个月影像学评价 4 例 CR，1 例 P

R。 

结论  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颅内生殖细

胞肿瘤、颅内转移瘤及脑膜转移癌等颅内恶

性肿瘤在病情危重时，可以急诊放疗为主要

手段，并根据肿瘤性质、部位、颅内压等情

况联合其他治疗方式，如脑室外引流、化

疗、TKI 靶向治疗可收到良好效果。  

 
 
PO-159 

毛细胞黏液样星形细胞瘤 11 例报告 
 

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回顾性总结 11 例毛细胞黏液样星形细

胞瘤（pilomyxoid astrocytoma，PMA，WH

O II 级）患者的疗效。 

方法  我科 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1 月收

治的 11 例毛细胞黏液样星形细胞瘤患者，男

性 4 例，女性 7 例，中位年龄 21（7-57）

岁。手术全切 2 例，次全切 8 例，部分切除 1

例。病理均确诊。2 例全切患者和 1 例次全切

患者行 3DCRT，Dt=5400cGy；2 例次全切

患者行 IMRT 放疗，Dt=5400cGy；1 例术前

全脊髓播散患者部分切除后行全中枢放疗 Dt=

3600cGy，局部瘤床 3DCRT 推量至 5400 cG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08 

 

y，放疗后辅助 TMZ 100mg po qd×14d，21d

重复，6 程；5 例次全切患者单纯随访。观察

患者的生存状况。 

结果  全组进行随访，随访至 2016 年 3 月，

中位随访时间 19 个月（5-53 月）。全组患者

一年生存率 90.9%，2 例全切患者放疗后仍健

在，分别生存 19 月、53 月；3 例次全切患者

放疗后 1 例 47 月仍存活，2 例死亡，分别生

存 15、19 月，1 例死于肿瘤复发，1 例死因

不明；1 例全脊髓播散部分切除患者放化疗后

12 月仍正常生活。 

结论  PMA 发病率低，预后不良，手术切除

是最主要治疗手段，放化疗的价值有待进一

步研究。 

 
 
PO-160 

贝伐珠单抗在脑转移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

后放射性脑坏死中的应用 

 
蔡林波 李娟 赖名耀 周江芬 王立超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研究我中心使用贝伐珠单抗治疗脑转移

瘤放射性脑坏死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7 月至 2014 年 5

月在我院接受贝伐珠单抗治疗的 SRS 治疗后

放射性脑坏死的脑转移瘤患者 9 例。所有患

者均接受了 MRI 成像及 MRI 灌注成像，4 例

患者接受了 PET/CT 成像。诊断放射性脑坏

死基于临床及影像学特点。 使用 MRI 增强及

T2 压水相评估放射性坏死病灶在贝伐珠单抗

治疗前后的体积变化。所有患者在治疗前，

治疗后 1 月、3 月、6 月接受 MRI 评估疗效。

记录了相关的临床症状，并对症状进行记

录。贝伐珠单抗治疗前后的激素使用量及脱

水药物用量，贝伐珠单抗治疗前后的 KPS 评

分。  

结果  分析了 9 例患者的 10 个病灶，男性 4

例，女性 5 例。年龄范围为 50-62 岁，中位

年龄 55 岁。放射治疗前中位的转移病灶数为

1 个。全脑放疗的剂量为 30-36Gy，中位剂量

为 30Gy。SRS 的治疗剂量为 18-35Gy，中

位剂量为 18Gy。从末次放疗至诊断为放射性

脑坏死的平均时间为 19 月。患者接受贝伐珠

单抗治疗的剂量为 5-10mg/kg/2w。接受的治

疗中位疗程数目为 2 疗程。治疗前 T1 增强的

平均病灶体积为：30.1cm3，治疗后 1 月、3

月、6 月复查在 T1 增强上的平均病灶体积为

14.4cm3，5.7cm3,11.12cm3（P=0.007）。

治疗前 T2 压水信号上的平均体积为 123.2cm

3，治疗后 1 月、3 月、6 月的平均水肿体积

为 68.4cm3、27.7cm3、54.4cm3（P=0.00

1），较前明显缩小。接受贝伐治疗后激素由

原有剂量减少至半量的中位时间为 3 天。治

疗前的中位 KPS 为 50 分，治疗后的中位 KP

S 为 70 分，有明显差异（P=0.001）。全组

患者行贝伐治疗期间未发现高血压，蛋白

尿，颅内出血等不良事件发生。  

结论  贝伐珠单抗治疗脑转移瘤立体定向放射

治疗后脑坏死有效，有效性主要表现为影像

学水肿带及增强信号的好转及患者临床症状

的改善。  

 
 
PO-161 

miR-193b 在人胶质瘤细胞迁移和侵袭中的作

用 
 

高鑫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 miR-193b 对人胶质瘤细胞系 U25

1 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为寻

找新的胶质瘤治疗靶点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利用 HiPerFect Transfection Reagen 

t 瞬时转染 miR-193b 模拟物（ minics）及阴

性对照（miR-negative control）来上调 U251

细胞中 miR-193b 的表达，通过 real-time PC

R 检测其转染效率，然后进行细胞划痕实验

及侵袭实验，分别检测 miR-193b 对胶质瘤细

胞迁移及侵袭能力的影响。应用生物学信息

软件预测 miR-193b 的靶基因，采用荧光素酶

报告基因系统验证 miR-193b 调控的直接靶基

因，并利用 real-time PCR 及 Western blot 分

别在 mRNA 和蛋白水平上对靶基因进行验

证。 

结果  瞬时转染后，miR-193b 在 U251 细胞

中 mRNA 水平的表达量明显升高，minics 组

明显高于 NC 组及 Mock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细胞划痕实验及侵袭实验表明

过表达 miR-193b 可抑制 U251 细胞迁移和侵

袭的能力(P<0.05)；应用生物学信息软件预测

提示 MCT7 可能是 miR-193b 的潜在靶基

因，构建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从转录水平证

明 MCT7 为 miR-193b 的直接调控靶基因，re

al-time PCR 及 Western blot 分别在 mRNA

和蛋白水平上进一步证明 MCT7 基因受 miR-

193b 的调控，是其调控的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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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miR-193b 可以抑制 U251 胶质瘤细

胞的迁移及侵袭。 2、miR-193b 可以靶向调

控 MCT7 基因的表达。 3、U251 胶质瘤细胞

的迁移及侵袭能力可能是通过 miR-193b 负向

调控 MCT7 基因的表达来实现的。 

 
 
PO-162 

经鼻蝶入路切除复发垂体瘤 
 

高乃康 王飞 钟鸣 赵晓龙 窦长武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010050 

 

目的  经鼻蝶入路手术切除垂体瘤是常见的手

术方式，但手术后部分患者垂体瘤复发，再

次经鼻蝶入路切除垂体肿瘤难度较大，探讨

经鼻蝶入路垂体瘤手术复发再次经单鼻孔入

路切除肿瘤的显微外科技术与疗效。 

方法  16 例患者平均年龄 57.9 岁，平均复发

时间 4.9 年，肿瘤直径 2.6-5.3mm，均在鞍内

原位并向蝶窦方向生长。手术采用单鼻孔入

路，经中鼻道直达蝶窦前壁，显微镜下切开

蝶窦前壁的瘢痕及粘膜组织，找到犁骨垂直

板残存根部，进入蝶窦腔，电凝并清除瘢痕

及粘膜组织，找到前次手术鞍底开窗部位，

磨除并扩大鞍底骨窗，鞍内穿刺无鲜血和脑

脊液后行肿瘤切除。明胶海棉填塞鞍内残

腔，鞍底不必修补，术中发生脑脊液漏者，

用自体脂肪、肌肉和筋膜填塞漏口，鼻中隔

复位。 

结果  9 例患者肿瘤全切除，7 例次全切除；8

例激素水平下降至正常，3 例激素水平下降﹥

50%，4 例激素水平下降﹤50%。术后 3 例出

现尿崩症，对症治疗后好转；2 例出现脑脊液

鼻漏，经腰穿置管持续外引流 1 周后治愈。1

例术后瘤腔内出血，保守治疗后吸收。 

结论  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后复发有多种

因素，首次手术肿瘤切除程度为关键因素。

由于前次手术已切除蝶窦前壁，因此蝶窦定

位应根据 MRI 显示中鼻甲末端与肿瘤基底部

及蝶窦的位置关系确定鼻扩张器放置的位

置。寻找前次手术残留的蝶窦前壁缘确定蝶

窦，寻找犁骨和筛骨垂直板的根部，以此作

为手术中线。进入蝶窦腔后，电凝并清除瘢

痕及粘膜组织直至鞍底，避免过度牵拉蝶窦

内瘢痕组织引起颅内出血、脑脊液漏等并发

症。找到前次手术鞍底开窗部位并结合犁骨

和筛骨垂直板残留的根部位置，磨除鞍底骨

窗，扩大手术野，根据鞍底硬膜弧度确定蝶

鞍，鞍内穿刺无活动性出血和脑脊液后再切

开鞍底瘢痕硬膜。二次手术应做到：⒈鞍底

骨窗足够大，骨窗尽量向鞍结节靠近，以便

直视下切除肿瘤；⒉肿瘤切除顺序后方、侧

方、前方再上方，防止鞍隔过早下沉妨碍肿

瘤全切除；⒊向海绵窦内侵袭的肿瘤及鞍内

瘢痕组织在神经内镜下能清楚地显示残余肿

瘤及周围结构，内镜下切除可著减少肿瘤的

残留。患者术前视力小于 0.2 者均放置创腔内

负压吸引，优点为①有利于引流，防止瘤腔

积血；②有利于残留肿瘤向鞍内塌陷。 

  
 
PO-163 

鞍结节脑膜瘤手术治疗体会 
 

陈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鞍结节脑膜瘤手术方法，以提高治

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调查分析我院 2010 年 7 月～20

15 年 7 月期间收治的 54 例鞍结节脑膜瘤的

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表现、影像学资料、

手术入路，分析影响术后疗效的相关因素。  

结果  按脑膜瘤切除分级，本组病例 Simpson

Ⅰ级切除 21 例，Ⅱ级切除 29 例，Ⅲ级切除

4 例，无围手术期死亡。  

结论  鞍结节脑膜瘤手术方式多，选择何种方 

式主要取决于肿瘤的位置、大小和生长方

向。小型肿瘤可采用单侧额下、眶上锁孔入

路，大、中型肿瘤可采用双侧额下、翼点及

纵裂人路；肿瘤偏向一侧生长可采用该侧翼

点入路，肿瘤向上生长突入纵裂时可采用纵

裂入路，肿瘤局限在鞍内者可考虑鼻蝶入

路。合适的手术入路、娴熟的手术技巧，提

高对邻近下丘脑、垂体、视神经、视交叉及

其供血血管等结构的保护，是预防、减少并

发症的有效措施。  

 
 
PO-164 

唤醒麻醉联合 3.0T 超高场强术中磁共振切除

脑功能区胶质瘤---华山医院五年经验总结 

 
张楠 吴劲松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评估唤醒麻醉联合超高场强术中磁共振

（3T-iMRI）切除功能区胶质瘤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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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3T-iMRI 在学习和掌握功能区胶质瘤最

大程度安全切除技能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

用。 

方法  纳入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间

（共 53 个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

外科 3T iMRI 数字一体化手术中心运用唤醒

麻醉结合 3T-iMRI 施行肿瘤切除的功能区胶

质瘤病例，总结其临床资料与随访结果，分

析其短期与长期神经功能预后、无进展生存

期(PFS)、总生存期(OS)以及肿瘤切除程度(E

OR)。依据时间分段，将患者分为 A 组（前 2

7 月）和 B 组（后 26 月）进行上述指标的对

比分析，评估学习曲线。统计分析方法包括

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Cox 回归和 Kaplan

-Meier 生存分析，p<0.05 被认为具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共纳入 106 位患者，平均随访时间为 2

4.8 月，发生术后短期与长期神经功能障碍的

分别为 48 例（46.2%）和 9 例（8.7%）。平

均手术切除程度（EOR）为 92%。达影像学

完全切除的为 64 例（60.4%），低级别胶质

瘤患者的全切率显著低于高级别胶质瘤患者

（89.06%vs96.4%, P=0.026）。共有 30 位

（28.3%）患者在术中经过初次 iMRI 扫描后

接受了进一步肿瘤切除，平均 EOR 增加了 1

0.1%。多变量 COX 比例风险模型表明手术

结束后最终的 EOR 是预测 PFS 的一个重要

指标（HR0.225，95%CI 0.070-0.723，p=0.

012）。对于高级别胶质瘤患者，是否实现肿

瘤全切（p=0.033）、是否出现短期运动功能

缺损（p=0.027），以及肿瘤的 WHO 分级

（p=0.005）是判断 OS 的独立预后因素。对

于低级别胶质瘤患者而言，术中 iMRI 扫描后

行进一步切除（p=0.083），以及最终实现全

切(p=0.05)可能有益于 PFS。对依据手术时

间进行分组的 A 组和 B 组患者，B 组中经过 i

MRI 扫描后行进一步切除的患者比例较 A 组

降低 26.%（p=0.005），A 组和 B 组患者的

短期（p=0.101）和长期（p=0.132）神经功

能障碍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结论  唤醒麻醉结合高场强术中磁共振技术安

全有效，有助于最大程度安全切除功能区胶

质瘤，并且可能有助于延长 OS 和 PFS。运

用这项技术存在一个学习曲线，可以提高外

科医生最大程度安全切除功能区胶质瘤的能

力。 

 
 
 

PO-165 

额底纵裂入路切除巨大颅咽管瘤 
 

贺世明 

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额底纵裂入路切除颅咽管瘤的手术

方法、手术特点和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1 例经额底纵裂入路手 

术的中线生长颅咽管瘤患者的术前、术中、

术后资料。  

结果  术中鞍区结构显露良好，肿瘤全切除 1

9 例(61.3%)，次全切除 12 例；术后视力视

野全部得以改善，并发电解质紊乱 6 例，尿

崩症 15 例。 

颅咽管瘤是神经外科常见的肿瘤之一，临床

上采用的手术入路多为翼点入路、额底入

路、经胼胝体入路以及侧脑室入路。国内偶

有额底纵裂入路的报道，但采用的是单侧额

骨骨窗，未能充分发挥该入路的优势。我科

自 2010 年元月以来，针对向上生长的中线型

巨大颅咽管瘤，采用双侧额底纵裂入路进行

肿瘤显微切除共 31 例，手术中见鞍上区域显

露良好，手术结果满意，现将该入路方法、

技巧以及手术结果报道如下：  

结论  额底纵裂入路显露中线结构良好，是治

疗中线生长型颅咽管瘤安全有效的手术入

路。  

 
 
PO-166 

颅咽管瘤术中垂体柄的处理方式 
 

贺世明 赵天智 赵兰夫 

唐都医院 710038 

 

颅咽管瘤与垂体柄的关系非常复杂，为了全

切颅咽管瘤，降低颅咽管瘤的复发率，妥当

的处理垂体柄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保留？切

断？切除？需要根据具体肿瘤和垂体柄关系

而定。 

 
 
PO-167 

颅底肿瘤经鼻内镜手术 
 

贺世明 

唐都医院 710038 

 

随着神经内镜技术的不断快速发展，器械的

不断完善革新。越来越多的颅底肿瘤可以通

过神经内镜进行治疗，并且取得良好的治疗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11 

 

效果。诸如垂体瘤，颅咽管瘤，前颅底脑膜

瘤，海绵窦肿瘤，眼眶肿瘤，侧颅底肿瘤，

斜坡肿瘤，脑干腹侧肿瘤 等等。 

通过手术视频等介绍我们的一些工作，以及

内镜颅底发展现状 

 
 
PO-168 

单中心肢端肥大症的治疗转归的多因素分析 
 

康德智 1 李伟 2 江常震 1 林元相 1 余良宏 1 林章雅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闽东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肢端肥大症临床治疗转归的影响因

素。 

方法  收集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

1 日期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收治的所有肢端肥大症患者，记录与肢端肥

大症治疗转归可能有关的 9 因素，包括年

龄、性别、初诊时的病程、治疗前 GH 水

平、治疗前有无其它系统并发症、肿瘤大

小、肿瘤侵袭性、Knosp 分级、治疗方式。

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对所有的资料进行统

计分析。单因素分析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再采用二分类非条件 L

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共收集肢端肥大症患者病例 62 例，符

合纳入标准并无排除标准的病例 33 例，单因

素分析显示本研究中 9 项临床因素有 2 项与

肢端肥大症的治疗预后有关，包括治疗前有

无其它系统并发症、肿瘤大小。多因素分析

显示：治疗前有无其它系统并发症、肿瘤大

小是肢端肥大症患者转归的独立危险因素。

有效随访的病人共 33 例，微腺瘤和大腺瘤的

治愈率分别为 85.71%（6/7）、15.38%(4/2

6)。治疗前合并其它系统并发症及无并发症者

的治愈率分别为 54.55%（6/11）和 18.18%

（2/24）。非侵袭性 GH 垂体腺瘤和侵袭性

GH 腺瘤治愈率分别为 50.00%（7/14）、15.

79%（3/19）。Knosp 分级 0-2 级和 Knosp

分级 3-4 级的治愈率分别为 46.67%（7/15）

和 16.67%（3/18）。术前 GH<50μg/L 与 G

H≧50μg/L 的患者治愈率分别为 31.81%（7/

22）、27.27%（33/11）。 

结论  1、肢端肥大症患者垂体肿瘤的大小以

及有无侵袭性，是影响患者的临床治疗转归

的重要因素；2、Knosp 分级 0-2 级的垂体腺

瘤或治疗前无合并其它系统并发症、术前 GH

〈50μg/L 的肢端肥大症患者，可获得更高的

治愈率；3、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应用

手术联合药物等多模式治疗方式进行治疗，

加强健康宣教，可提高肢大患者的随访率，

进而提高治愈率。 

 
 
PO-169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的治疗选择 
 

贺世明 赵天智 吕文海 赵兰夫 

唐都医院 710038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是导致脑干出血，尤其是

不伴发昏迷的脑干出血的重要原因。1928

年，Dandy 首先采用手术治疗脑干海绵状血

管瘤。近数十年来，随着 MRI、神经电生理

监护以及神经导航的应用，手术治疗脑干海

绵状血管瘤的报道越来越多，而且取得了较

显著的疗效。目前，手术已成为脑干海绵状

血管瘤的治疗首选。 

但治疗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

讨。例如，是否需要外科干预？伽马刀还是

手术？手术入路选择问题，后正中？乳突

后？颞底？翼点？经鼻内镜？术中是否保留

引流静脉？等等一系列问题 

 
 
PO-170 

头顶部恶性外周神经鞘瘤 1 例 
 

李超 张晓东 张昊 陈为为 洪文清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恶性外周神经鞘瘤（malignant  peripheral  n

erve  sheath  tumor，MPNST）是一种非常

少见的高度恶性神经源性肿瘤，其发病率约 1

/10 万，约占软组织恶性肿瘤的 3%~10%

[1]。好发于躯干，四肢的神经干，其次为深

部软组织，腹膜后及纵膈等，发生于头皮者

罕见。本文报告我科近期收治的 MPNST 一

例，并结合相关文献，分析 MPNST 的临床

表现、病理特点、诊断、治疗及预后。  

1 病例报告  

患者，男，65 岁，因“左顶部恶性外周神经鞘

瘤复发伴糜烂 1 年余”入院。患者发现左顶部

包块 16 年余，于 1999 年至 2009 年间因头

皮肿块破溃糜烂于整形外科共行四次头顶部

皮肤肿块切除+植皮手术，术后病理均提示：

恶性外周神经鞘瘤（神经纤维瘤恶变）。4 年

前因头皮肿块再次局部复发，于外院行放射

治疗，放疗后肿块明显较前缩小，大小约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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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cm。此后包块再次逐渐增大，1 年

前局部皮肤开始破溃糜烂，迁延不愈。体

检：一般情况良好，发育正常，心肺腹等检

查未见明显异常。专科检查：左顶部头皮见

一包块大小约 2.8×2.0×2.4cm，结节状，与

周围皮肤分界较清，肉红色，质脆，触之易

出血，表面可见渗血和渗液，有恶臭味。全

身皮肤及皮下未触及其它结节。辅助检查：

头颅 MRI 示：左顶部见结节状混杂 T1 混杂 T

2 信号，增强后呈中等度强化，邻近脑膜增厚

强化，病灶与脑实质分界清楚（图 1、2）。

头颅三维 CT 提示局部颅骨受侵犯破坏（图

3）。术前检查未见手术禁忌。与整形外科联

合行头皮肿块扩大切除+邻近皮瓣转移修复+

股前外侧中厚皮植皮术。术中将肿块完整切

除，术中见局部颅骨侵蚀破坏，予以高速磨

钻磨除。术后病理示：肿瘤细胞呈梭形，部

分区域肿瘤细胞丰富，细胞有一定异型，可

见核分裂像（图 4）；免疫组化标记结果：S

100（+）、SMA（-）、Vim（+）、CK（-

）、Ki-67（+）约 75%（图 5、6、7）。诊

断：（头皮）恶性外周神经鞘瘤。术后未予

以放化疗，随访 3 个月，肿瘤无复发。  

2 讨论  

恶性外周神经鞘瘤（MPNST）是一种起源于 

外周神经或神经鞘膜细胞的恶性肿瘤。1935

年国外学者 Arthur 第一次描述该疾病，并命

名为“恶性神经鞘瘤”。2002 年 WHO 神经系

统肿瘤分类将原来的神经肉瘤、神经纤维肉

瘤及恶性神经鞘瘤统称为 MPNST。2013 年

WHO 将 MPNST 归纳入软组织肉瘤，并包括

上皮样恶性外周神经鞘瘤及恶性蝾螈瘤 2 个

亚型。该病发病率较低，约 0.001%。MPNS

T 的发生主要有 3 种类型：约 50%~60%的 M

PNST 发生于神经纤维瘤病 1 型（NF-1）的

恶变，另一部分呈散发性原发于神经干，极

少数患者有放射史。散发病例一般好发于中

老年，躯干和四肢多见，头颈部少见，而继

发于 NF-1 的病变好发于躯干和头颈部，肢体

少见。Wanebo JE 等指出 MPNST 在很多情

况下起源于神经细小分支，难以确定其神经

来源。本例患者无 NF-1 的症状及体征，肿瘤

位于顶部头皮，附近无神经干，考虑原发于

头皮末梢神经。MPNST 一般无特异性临床表

现，术前易误诊。根据累及部位不同，临床

表现有所不同。如发生于上颌窦者通常以鼻

塞为首发症状，发生于头皮等部位一般以局

部包块为首发症状。根据神经来源不同，其

主要症状亦不同，如来源于颈丛神经者可有

同侧上肢麻木伴电击感，来源于交感神经者

可有 Horner’s 症。MPNST 诊断及鉴别诊断

主要依靠病理检查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查。切

片镜下可见梭形细胞丰富，聚集成丛，有不

同程度的有丝分裂，肿瘤可有钙化、坏死；

伴有神经纤维瘤或施万细胞出现。10%-15% 

MPNST 出现异源性成分，如分化成熟的横纹

肌、骨和软骨组织。约 5% MPNST 以上皮样

细胞为主[2]。免疫组化显示特异性的 S-100

（+），约 50%-90%MPNST 患者 S-100 蛋

白（+），有助于诊断[3]。因其部分含有其他

异源性成分，故 SMA、CK、Vim 等可能标记

阳性。该患者免疫组化 S-100 蛋白（+）、Vi

m（+），Ki-67（+）约 75%，诊断符合 MP

NST。  

MPNST 的治疗方法有手术，放化疗。手术是

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切缘阴性对于控制局部

复发很重要[4]，推荐广泛切除。本例患者既

往有多次局部肿块切除+植皮术史，现局部头

皮菲薄，血供差。本次我科与整形外科联

合，采取局部肿块扩大切除+邻近皮瓣转移修

复+股前外侧中厚皮植皮。因 MPNST 少有颈

部转移，故一般不需要行颈部清扫。本例患

者切缘周围 2 枚淋巴结未见肿瘤累及。多数

学者认为术后放疗能降低 MPNST 的局部复

发率，但对于术后放疗能否提高生存率却报

道不一。本例患者第四次手术后再次复发，

予以放疗，放疗后肿瘤明显缩小，生长受到

抑制。化疗在 MPNST 的应用效果仍存在争

议。一般认为 MPNST 对化疗不敏感，没有

RCT 证明化疗对 MPNST 有特异性效果。总

的来说，影响预后的因素包括肿瘤直径≥5m

m，切缘阳性，肿瘤病理学分级，合并 NF-1

等。MPNST 预后很差，头颈部的 5 年生存率

约 20%[5]。本例患者生存期达十余年，主要

得益于肿瘤部位浅表，周围组织破坏少，反

复地手术切除及远处无转移。此患者长期预

后仍将进一步观察随访。  

由于恶性外周神经鞘瘤在临床上罕见，表现

各异，确诊主要依据病理结果，临床医生对

此疾病不甚熟悉，因此目前亟需对此病进行

多中心研究，以便提高对本病认识、诊断和

治疗。     

图 1MRI 增强轴位片示肿块不均匀强化，局部

脑膜受累增厚，不均匀强化，但与脑组织界

限清楚。图 2 MRI 增强矢状位片。图 3 骨窗

示局部颅骨受侵。图 4 示肿瘤组织病理（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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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图 5 免疫组化 S-100 阳性（苏木素

×100）。图 6 免疫组化 Vim 阳性（苏木素×1

00）。图 7 免疫组化 ki-67 阳性，约 75%

（苏木素×100）。  

 
 
PO-171 

大脑凸面巨大颅骨内外沟通性肿瘤的手术处

理体会 
 

李剑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探讨大脑凸面巨大颅骨内外沟通性肿瘤

的手术处理 

方法  回顾分析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 月经

手术治疗的 6 例大脑凸面巨大颅骨内外沟通

性肿瘤临床资料，其中男 4 例、女 2 例，主

要临床表现有局部隆起巨大头皮肿块、头

昏、轻度头痛、视力减退等。术前行 CT、增

强 MRI 及 MRA、MRV 等检查，其中 2 例行

DSA 检查，对证实为颈外动脉供血为主的术

前采用明胶海绵栓塞肿瘤供血动脉，对肿瘤

表面怒张的头皮血供术中先予以缝扎，所有

患者均行外科手术切除，包括受侵犯的硬脑

膜和颅骨，对受累的静脉窦硬脑膜行电灼保

留、切除、修复或重建，缺损颅骨同期行颅

骨重建修补术；肿瘤残留者行放射治疗或 γ-

刀治疗。 

结果  肿瘤主体位于额顶部 2 例，顶枕部 3，

枕部 1 例，体积较大，直径最大达 12cm。C

T 平扫肿瘤质地多均匀，溶骨性表现明显，M

RI 增强扫描肿瘤强化明显，边界较清楚。全

切除 4 例，次全切除 1 例，部分切除 1 例，

肿瘤血供均很丰富，术中出血多。病理诊

断：脑膜瘤 4 例（不典型脑膜瘤 2 例）、转

移瘤 1 例、浆细胞瘤 1 例，无手术死亡。1 例

出现术区头皮坏死，二期行转移皮瓣和植皮

术。随访 6 月至 5 年，2 例不典型脑膜瘤复发

再次手术，1 例甲状腺癌转移瘤死于其他并发

症，1 例浆细胞瘤术后放化疗尚存活。 

结论  以巨大头皮肿块为主要表现的肿瘤，术

前须行详尽的的影像学检查，术前栓塞可减

少术中出血，提高手术安全性。手术切除仍

是首选治疗方式，控制出血，尽量全切除肿

块，术后辅以个体化的局部放疗等可提高患

者预后。 

 
 
 

PO-172 

神经内镜下扩大经鼻-翼突外侧入路处理蝶窦

侧隐窝/翼颚窝病变临床运用体会 
 

施炜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翼颚窝及蝶窦侧隐窝由于解剖位置深在

且临近重要的神经血管，该部位的病变少见

但往往难以处理：包括主体位于翼颚窝的三

叉神经鞘瘤（TS）或者位于蝶窦侧隐窝的自

发性 Sternberg 脑脊液漏(SSCFR)。我们尝

试神经内镜下采用扩大经鼻-翼突外侧入路切

除位于翼颚窝海绵窦旁的 TS 及修补 SSCFR

并探讨神经内镜下处理上述部位病变的意义

所在。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 年 10 月-2015 年 5 月间

收治的 2 例翼颚窝海绵窦旁 TS 及 4 例 SSCF

R，均采用神经内镜下扩大经鼻-翼突外侧入

路。 

结果  内镜下扩大经鼻-翼突外侧入路可暴露翼

管，通过磨除部分翼突打开翼管，进一步打

开蝶窦并可暴露位于翼管神经上方颈内动脉

斜坡段及蝶窦外侧隐窝内的结构；同时打开

上颌窦可以直视下暴露位于上颌窦后方 PP

F。本组中 2 例翼颚窝海绵窦旁 TS 均获得内

镜下全切除，4 例患者经神经内镜手术修补瘘

口均获得成功，术后随访未发现有脑脊液鼻 

漏。 

结论  采用神经内镜手术采用扩大经鼻-翼突外

侧入路无论是切除位于 PPF 中的肿瘤或者修

补源自于蝶窦外侧侧壁上 SSCFR 具有其自身

独特优势：可在完全实现直视下进行手术，

保护好诸如颈内动脉斜坡段等重要结构，同

时该入路创伤小，实际手术效果满意。需要

指出的是该入路不同于传统的经鼻蝶中线入

路，需要对该外侧入路所涉及的解剖结构十

分熟悉。 

 
 
PO-173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垂体瘤手术脑脊液漏修补

失败原因及治疗的探讨 
 

徐希德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10223481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垂体瘤手术脑脊

液漏修补失败的原因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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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02 月～2015 年 11 月收治 226 例垂

体瘤患者内镜下行手术治疗，34 例术中发生

脑脊液漏行修补术，6 例术后发生脑脊液漏，

再次手术治疗，术中追寻脑脊液流出路径查

找漏口，取大腿外侧脂肪及阔筋膜，结合纤

丝绵、生物蛋白胶修补漏口，人工硬脑膜敷

贴，可吸收膨胀海绵支撑鞍底。 

结果  34 例术中发生脑脊液漏行修补术，6 例

术后发生脑脊液漏，再次行脑脊液漏修补

术，均康复出院。术后随访 3～30 个月，未

见脑脊液漏发生。 

结论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垂体瘤手术脑脊液漏

的部位、术中有效的处理措施关系脑脊液修

补成败。我们予脂肪、阔筋膜、纤丝绵结合

生物蛋白胶、人工硬脑膜多层的“三明治”修补

方法有效可靠。 

 
 
PO-174 

Mir-126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及其对人胶质瘤细

胞增殖的影响 
 

陈寿仁 林瑞生 张飞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检测 mir-126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情况，

研究其与人胶质瘤 U87 细胞增殖之间的关

系。 

方法  收集病例确诊的 24 例不同级别的胶质 

瘤以及 10 例正常脑组织标本，提取总 miNR

A，运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 mir-126

在胶质瘤和正常脑组织中的表达情况。此

外，利用化学合成 mir-126，脂质体转染 U87

细胞，应用 MTT 法检测转染前后 mir-126 对

人胶质瘤 U87 细胞增殖的影响。 

结果  mir-126 在不同级别的胶质瘤中表达较

正常脑组织均明显下降，但其下降程度与胶

质瘤的病理分级无明显相关。mir-126 上调后

对 U87 细胞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

呈剂量依赖性。 

结论  mir-126 在人胶质瘤组织中呈低表达，

而上调 mir-126 后可抑制人胶质瘤 U87 细胞

的生长增殖，说明其可能成为胶质瘤基因治

疗的新靶点。 

 
 
PO-175 

垂体脓肿的诊断和治疗（附 2 例报告及文献

复习） 
 

凌晓阳 罗正祥 张岩松 陈永严 赵金兵 赵鹏来 

南京脑科医院 210000 

 

目的  探讨垂体脓肿的临床、影像学特点及治

疗，提高对垂体脓肿的认识和诊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 例垂体脓肿患者的临

床表现、影像学特征、诊断和治疗，结合相

关文献，阐述垂体脓肿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结果  2 例中年女性患者主要临床症状为头

痛、发热、视觉障碍、多饮多尿、闭经和全

身乏力。MRI 增强示环形强化的垂体病灶伴

垂体柄明显强化。例 1 经额下入路清除脓

肿，术后使用抗生素和对症治疗，恢复良

好。例 2 经鼻蝶入路清除脓肿，术后 2 月复

发，再次经鼻蝶入路清除脓肿，术后恢复良

好。 

结论  垂体脓肿术前诊断困难，早期出现视力

和视野改变、尿崩和环形强化的鞍区囊性病

灶应考虑到垂体脓肿的可能性。早诊断、围

手术期合理应用抗生素、及时手术和适当的

对症治疗是治疗垂体脓肿的关键。 

 
 
PO-176 

双侧额底纵裂入路切除大型鞍区、鞍后、长

入三脑室肿瘤的临床分析 
 

宋仁兴 

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21 

 

目的  探讨双侧额底纵裂入路显微切除大型鞍

区、鞍后或者长入三脑室肿瘤手术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双侧额底纵裂入路切除的

56 例大型鞍区、鞍后或者长入三脑室肿瘤的

手术经过与疗效，分析双侧额底纵裂入路在

切除此类肿瘤手术中的优越性及注意事项。 

结果  肿瘤全切除 49 例(88%)，次全切除 7 例

（12%），术中垂体柄保留 47 例(84%)，断

裂 4 例(7%)，5 例(9%)未见垂体柄。术中嗅

神经保护完好 50 例(89%)，单侧损伤 6 例(1

1%)。术前视力下降或者视野缺损 41 例患者

中，术后 6 个月 39 例较术前好转，无变化 2

例，无手术死亡病例，无颅内感染病例，单

侧嗅觉丧失 2 病例，额叶轻度水肿 2 例，3 周

后水肿消失，脑脊液漏 1 例，经过腰大池引

流后，2 周脑脊液漏停止，尿崩 30 例，1 个

月内尿崩消失 25 例，6 个月内尿崩消失 5

例。术后 1 年随访，按 GOS 评分，GOS 5

分（恢复良好）56 例(100%)，仅 4(7%)例肿

瘤大部分切除病人复发再次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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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经额底纵裂终板入路有利于大型鞍区、

鞍后或者长入三脑室肿瘤神经功能保护，术

野显露充分，便于保留垂体柄、下丘脑、重

要穿支动脉、前交通动脉复合体、视神经视

交叉等重要结构，肿瘤全切率高，并发症

少，疗效好。 

 
 
PO-177 

1p/19q 共缺失对新诊断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

瘤患者无进展生存期的影响 
 

张智洲 林瑞生 郭爱顺 邢春阳 陈寿仁 林国诗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神经外科，漳州，3630

00 
 

目的  评估 1p/19q 共缺失作为判断间变性少

突胶质细胞瘤患者预后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01 年 3 月至 2012 年 9

月期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神经外

科诊治的 29 例幕上新诊断间变性少突胶质细

胞瘤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荧光原位杂交技

术评估其 1p/19q 共缺失状态，采用 Kaplan-

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并通过 COX 比例风

险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  15 例（51.7%）患者中检查到 1p/19q

共缺失状态，1p/19q 共缺失状态与患者的性

别（P = 0.606）、年龄（P = 0.523）及术前

KPS 评分（P = 0.112）无明显关联；单因素

分析显示 1p/19q 共缺失状态（P = 0.012）、

术前 KPS 评分（P = 0.008）、手术切除程度

（P = 0.023）、术后放化疗（P = 0.043）与

幕上新诊断的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患者的

无进展生存期相关，1p/19q 共缺失状态患者

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显著优于 1p/19q 未缺失

的患者（73.0vs. 29.0 月，P = 0.032）；多

因素分析提示 1p/19q 共缺失状态（P = 0.02

9，HR = 1.337）是独立预后因子。 

结论  幕上新诊断的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患

者 1p/19q 共缺失提示预后良好。 

 
 
PO-178 

神经导航及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在继发性癫

痫手术中的应用 
 

陈汉民 肖棉棉 郑弄瓦 

解放军第 180 医院神经外科 362000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和神经电生理监测在继发

性癫痫手术中应用。 

方法  21 例因颅内病变继发癫痫患者，在神经

导航和神经电生理监测下手术，术中根据电

生理监测结果选择适当的手术方式。 

结果  单纯病灶切除 4 例，病灶切除十致痫灶

切除 10 例，病灶切除十致痫灶低功率电凝热

灼 7 例。病理结果：星形细胞瘤 8 例，少突

胶质细胞瘤 3 例，脑膜瘤 4 例，海绵状血管

瘤 3 例，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 2 例，胶质细

胞增生 1 例。术后随访 1 年，按 Engel 标准

评判：Ⅰ级 9 例，Ⅱ级 5 例，Ⅲ级 4 例，Ⅳ

级 3 例。 

结论  联合应用神经导航和神经电生理监测技

术能准确定位病灶和致痫灶，在继发性癫痫

手术中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PO-179 

垂体腺瘤对男性性功能影响的多因素分析 
 

周文剑龙 1 刘畅 2 贾旺 1 管修东 1 赵敏 1 马顺昌 1 倪

明 1 刘伟明 1 贾桂军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北京市怀柔区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索垂体腺瘤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因

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1 月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六病区收治的 155 例

男性垂体腺瘤患者临床特征、影像学特点、

术前激素变化并随访患者术后激素和性功能

情况，总结垂体腺瘤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因

素。 

结果  垂体微腺瘤患者术后性功能的恢复率为

100%， 大腺瘤患者术后性功能恢复正常的概

率为 32.8%，巨大腺瘤患者术后性功能恢复

正常的概率为 18.6%，微腺瘤术后性功能缓

解情况明显好于大腺瘤和巨大腺瘤患者（p<0.

01），而肿瘤是否具有侵袭性与患者术后性

功能缓解情况无相关（p>0.05）。PRL 腺瘤

患者术前性功能障碍 sexual dysfunction (SD)

的发生率最高，为 78.6%，促性腺激素腺瘤

术前 SD 的发病率也高达 75.0%，高于无功

能腺瘤组的 69.9%，并且 PRL 腺瘤患者术后

性功能障碍残留率为 64.3%，促性腺激素腺

瘤患者术后性功能障碍残留率为 56.3%，明

显高于无功能腺瘤，功能性垂体腺瘤患者通

过手术治疗后性功能改善不明显，而无功能

性垂体腺瘤患者其性功能障碍可通过手术治

疗得到明显改善（p<0.05）。患者术后睾酮

水平与患者性功能障碍是否得到改善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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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P＜0.01）。 

结论  垂体腺瘤的大小、病理类型均为影响男

性垂体腺瘤患者术前性功能障碍以及术后能

否得到改善的因素。而患者术后睾酮水平可

以用来衡量患者性功能的恢复情况。 

 
 
PO-180 

垂体腺瘤大小与病程对患者视力视野损害及

其预后的相关分析 
 

周文剑龙 贾旺 管修东 赵敏 马顺昌 倪明 刘伟明 贾桂

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探究垂体腺瘤大小与病程对患者视力视

野损害及其预后的相关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六病

区在 2008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间行垂

体瘤切除术的垂体腺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包

括病史、查体、术前及术后头部影像学资料

 、术前视力视野检查，总结出垂体腺瘤大小

与病程对患者视力视野损害及其预后的关

系。视力视野损害评分（VIS）根据患者术前

视力以及视野损害评分得出，用于评估患者

术前及术后视力视野情况。 

结果  共 637 例患者入组。术前存在视力视野

损害的患者有 436 例（68.4%）。ROC 曲线

分析得出肿瘤鞍上生长的高度＜12.5mm 很少

对患者造成视力视野的损害，统计分析显示

肿瘤鞍上生长的高度与患者术前视力损害分

级、视野损害分级以及 VIS 评分分级存在显

著相关性（p＜0.01＝；肿瘤鞍上生长的高度

＞18.5mm 则会对患者造成永久性的视力视野

的损害，患者术后视力视野损害的改善效果

欠佳，肿瘤鞍上生长的高度与患者术后 VIS

评分分级有显著相关（p＜0.01＝；而患者术

前视力视野损害的病程＞13.5 月，患者术后

视力视野损害症状较难改善，患者视力视野

损害病程与患者术后 VIS 评分分级存在显著

相关（p＜0.01）。 

结论  垂体腺瘤向鞍上生长的高度大于 10m

m，肿瘤对患者的视神经造成明显压迫，从而

对患者造成明显的的视力视野损害；肿瘤鞍

上生长的高度超过 20mm 则会对患者造成永

久性的视力视野的损害，术后也很难得到明

显改善；患者视力视野损害病程超过 1 年同

样会对患者造成永久性的视力视野的损害，

术后改善程度也极为有限。因此对于有鞍上

侵犯的垂体腺瘤患者应尽早手术治疗以减少 

肿瘤对视力视野的损害。 

 
 
PO-181 

侧脑室三角区相关显微解剖的研究 
 

秦振伟 

兰大二院 730030 

 

目的  侧脑室三角区为侧脑室体部、颞角及枕

角相延续的部分，解剖位置特殊。详细了解

侧脑室三角区各个壁的组成、毗邻的视辐射

纤维的走形、供血动脉、深静脉、脉络膜裂

房部等重要结构的解剖特点可以为此部位的

肿瘤手术提供必要的解剖学依据。 

方法  本次研究对 5 例 4%多聚甲醛固定后的

成年国人带颈尸头标本进行血管灌注并按照

Klingler 技术反复冷冻及溶解 5 个周期，取 1

例(2 侧)尸头标本取出脑组织后解剖观察视辐

射纤维走行及侧脑室三角区各个壁的组成。

取另外 4 例(8 侧) 尸头标本取出脑组织进一步

对其他重要解剖结构进行观察及测量。 

结果  通过上述解剖学研究可以详细了解侧脑

室三角区毗邻的视辐射纤维的走形、三角区

各个壁的组成、供血动脉、深静脉、脉络膜

裂房部及楔前叶等重要结构的解剖特点并获

得相关测量数据，。 

结论  详细了解上述重要解剖结构可以为侧脑

室三角区肿瘤的手术入路提供必要的解剖学

依据。 

 
 
PO-182 

小脑血管母细胞瘤的治疗策略 
 

幸海滨 1,1 徐伟伟 2,2 

1.广东阳西县人民医院    2.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血管母细胞瘤的发病的临床特点、

诊治方法及并发症； 

方法  纳入 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7 月份暨

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及广东阳西县

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诊疗的 7 例小脑血管母细

胞瘤的患者，其中 2 例位于小脑上蚓部，5 例

位于小脑半球。肿瘤血供主要来自大脑后动

脉、小脑上动脉及小脑下动脉，部分来自小

脑前下动脉。术前 3 天均行供血动脉的栓塞

治疗，病情稳定后行后颅窝开颅肿瘤切除 

术。 

结果  通过影像学检查及术后病理学检查诊断

血管母细胞瘤，术前肿瘤供血动脉栓塞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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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塞绝大部分肿瘤的供血动脉，并明显减少

了术中出血，手术以整体方式全切肿瘤。患

者随访 6 个月，肿瘤无复发，3 例完全恢复生

活自理能力，术后患者吞咽功能、呕吐、肢

体麻木及后颈部疼痛等症状均较前有明显改

善； 

结论  后颅窝小脑血管母细胞瘤的栓塞治疗十

分重要，为肿瘤的全切提供了极大的保障。 

 
 
PO-183 

依据量表对鞍区囊性病变的诊断分析 
 

郑伟明 王成德 苏志鹏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目的  为了提高鞍内及鞍上囊性占位病变的诊

断效率，对各类型特别是诊断困难大的囊性

占位的特点进行分析总结，在归纳总结的基

础上制定诊断量表，并分组对照观察是否提

高诊断准确率。  

方法  通过复习以往文献中对鞍内及鞍上囊性

占位病变的影像学描述，我们从 2 个方面归

纳出 16 个对此类病变有较大鉴别诊断意义的

特征，并罗列如下。一、按病变内部特点：

1、T1 相高信号；2、CT 囊液高密度；3、M

RI 强化；4、钙化；5、完全囊性变；6、液

平；7、分叶；8、囊内小节结；9、囊壁厚

薄；10、边界锐利；二、按病变与周围结构

关系：1、海绵窦受侵犯；2、包绕血管；3、

蝶鞍扩大；4、正常垂体可见；5、垂体位

置；6、同时累及鞍内外。同时，通过文献报

道总结各个特征在每种病变中发生的概率大

小，制定《鞍区占位影像特征鉴别诊断量

表》。依据该量表，横向以概率进行定性最

似诊断，纵向以权重进行排除诊断。我们收

集了术前诊断不确定的鞍区囊性占位 4 例，

其中囊性变垂体瘤、颅咽管瘤、Rathke’s 囊

肿和蛛网膜囊肿各一例。该四例病例均没有

发现特别典型、能对诊断提供有效帮助的临

床症状、体征和实验室化验结果，故主要从

影像学上进行鉴别。分别邀请 10 名神经外科

医生和 6 名影像科医生，分成两组。针对上

述四例病例，一组依赖诊断量表进行诊断，

另外一组非依赖量表进行经验性诊断。采用

双盲法试验原则。  

结果  表明量表依赖诊断正确率为 95%，个人 

经验诊断正确率为 80%，两组诊断正确率有

显著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我们制定的《鞍区影像特征依赖性定性 

累积鉴别诊断量表》针对鞍内鞍上难鉴别囊

性病变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PO-184 
Stereotatic Radiosurgery For Chordoma:
Clinical Analysis Of 49 Patients 
 
Sun Junzhao,Zhang Jianning,Yu Xin,Wang Yaming,
Tian Zengmin,Liu Zonghui 

Navy General Hospital of PLA， 100048，Beijing 1

00048 
 

Skull base chordomas are very rare, slow-gr
owing, highly infiltrating tumors with high rec
urrence rates. Complete resection is rarely f
easible because these tumors tend to encas
e critical vessels and cranial nerves or adher
e to the brainstem. Treatment of skull base c
hordomas is challenging and complex as it o
ften requires repeat,extensive surgical resect
ions and high dose postoperative radiation th
erapy.Various modalities of fractionated radi
ation therapy have been used to increaseloc
al control or halt disease progression. Stereo
tactic radiosurgery(SRS) delivers more confo
rmal radiation with greater radiobiological eff
ect than conventional radiation therapy. It als
o reduces the risk of toxicity to surrounding c
ritical structures and is associated with fewer
 complications. In the present analysis we se
ek to define the outcomes of patients harbori
ng a chordoma who underwent SRS as an a
djuvant treatment. 
Objective  To assess outcome in patients w
ho underwent Gamma Knife stereotactic radi
osurgery (SRS) in the treatment of residual c
hordomas after surgery. 
Methods  Forty-nine patients with a skull ba
se chordoma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who had undergone an open surgery followe
d by GKS between April 1998 and October 2
012. There were 26 male and 23 female. Th
e median patient age was 43.2 years (range,

 17～79 years).The median SRS target volu

me was 11.4cm3  (range, 3.8～37.5 cm3), a

nd median margin dose was 14.1 Gy (range,

 8～18 Gy)，and the median maximum radia

tion dose was 29.7 Gy(range17.8～36.0 Gy). 

Results  At a median follow-up of 66month

s (range, 12～186), the clinical and imaging r

esults were evaluated. 38 patients (77.6%) w
ere survival and 11 patients (22.4%) died: 
8 patients died of tumor progression, 1 case
s (3%) of secondary intratumoral hemorrh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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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 cases of unknown cause. For the entir
e group, the 3,5,7-year actuarial overall survi

val after SRS were 95.9%，83.3% and 61.

9%, respectively. On imaging, the chordoma 
almost disappeared in 6(12.2%),shrank in 14
 patients (28.6%),remained stable in 15 patie
nts (30.6%), and increased in size in 14 pati
ents (28.6%).Tumor growth control after SR
S was achieved in 35 (71.4%) of the 49 patie
nts. In 38 patients with cranial nerve function
 damage before SRS, neurological function i
mproved in 12 patients (31.6%), stable symp
toms in 15patients (30.6%), and worsening o
f neurological signs and symptoms in 11 pati
ents (28.9%). AREs occurred in 4 patients (8.
2%) at an interval that ranged from 6 to 12 m
onths. Two patients developed abducens ne
uropathy (RTOG grade 2), 1 developed ocul
omotor neuropathy (grade 2). One patients d
eveloped anterior pituitary dysfunction (grad
e 3), likely related to AREs. All patients who 
developed AREs also had undergone RT. Si
x patients (12.2%) underwent additional surg
ical resection(s) because of tumor progressi
on at a median of 35 months (range, 12-71 
months) after SRS. Seven patients (14.3%) 
underwent additional RT because of tumor p
rogression at a median of 22 months (range,
 12-63 months) after SRS. Seven patients (1
4.3%) underwent repeat SRS at a median of 
36 months (range, 16-78 months) after initial
 SRS.  
Conclusion  Although subtotal resection is  
sometimes the goal of surgery, maximally sa
fe aggressive resection on present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neurological preservation, fo
llowed by radiation therapy, is an optimum tr
eatment paradigm.Stereotactic radiosurger
y is a potent treatment option for residual ch
ordomas of the skull base after surgery. It is 
beneficial in prolonging the lifetime and impr
oving the survival quality. 
 
 
PO-185 

胶质瘤中 ASPM 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梁文涛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通过 RT-PCR 和 IHC 分别测定人类异 

常纺锤体样小头畸形相关蛋白基因（ASPM）

在人脑胶质瘤中的表达情况，结合术后随访

患者生存期数据，验证 ASPM 作为潜在分子 

靶点治疗胶质瘤的可行性。 

方法  收集兰大二院经病理诊断的神经胶质瘤

病例 41 例，划定 WHO Ⅰ级、Ⅱ级为低度恶

性组，WHO Ⅲ级、Ⅳ级为高度恶性组。正常

脑组织 10 例为对照组。通过检测 ASPM 在纳

入病例中的表达水平，分析其表达水平与肿

瘤级别、生存期的相关性及二者之间表达的

相关性。 

结果  1.RT-PCR 检测 ASPM mRNA 阳性表

达 21 例，阳性率为 51.21%，其中Ⅱ级阳性

率为 27.27%（3/11），Ⅲ级阳性率为 53.3

3%（8/15），Ⅳ级阳性率为 66.67%（10/1

5），无统计学差异性（P>0.05），正常脑组

织中未检测到表达。2.ASPM mRNA 相对表

达水平在Ⅱ、Ⅲ、Ⅳ级肿瘤之间无统计学差

异性（P=0.22>0.05），低度恶性组与高度恶

性组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P=0.05<0.05）。

3.Kaplan-Meier 曲线示 ASPM mRNA 阳性表

达者生存期小于阴性表达者，有统计学意义

（P<0.05）；ASPM mRNA 低度表达比中、

高度表达患者有更长的中位生存期，但无统

计学差异性 P>0.05）。4.Spearman 相关性

分析表明胶质瘤 ASPM mRNA 表达量与肿瘤

病理级别存在正相关性（r=0.315>0，P<0.0

5）。5..IHC 检测显示 ASPM 蛋白在不同级

别胶质瘤细胞中表达阳性率不同，但无统计

学差异性（P>0.05），与肿瘤病理学分级无

相关性（P>0.05）。6.高度恶性组发病年龄

高于低度恶性组，有统计学差异性（P=0.003

<0.05），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可知肿瘤恶

性程度与年龄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r=0.445，

P=0.004<0.05）。 

结论  1.神经胶质瘤肿瘤级别越高，ASPM m

RNA 表达量越高，其蛋白主要表达定位于肿

瘤细胞核内，可能参与神经胶质瘤细胞分裂

增殖。2.ASPM mRNA 表达阳性患者生存期

明显短于阴性表达者，ASPM mRNA 中、高

度表达患者中位生存期短于低度表达患者，

提示 ASPM 表达程度增强可能提示患者预后

较差，生存期较短。3.胶质瘤患者发病年龄越

高，其肿瘤恶性程度可能越高。 

 
 
PO-186 

听神经瘤的神经束膜下切除术 
 

贺世明 

唐都医院 7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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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神经瘤是常见颅底肿瘤。随着器械设备的

发展，即使有电生理监测等应用，切除听神

经瘤、解剖保留面听神经已经达到很满意的

效果，但是面听神经的功能保留依然存在一

些不足。 

切除听神经瘤手术技巧中，常见的观点是蛛

网膜平面的把握。而听神经瘤表面不仅有两

层蛛网膜，而且还有一层神经束膜存在，面

听神经理论上走形在这层神经束膜外面。在

神经束膜下切除，是安全保留面听神经的重

要保障。 

 
 
PO-187 

63 例颅咽管瘤显微外科手术分析 
 

王林 李健儒 祝向东 王真 柳夫义 陈高 张建民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讨论显微外科手术眶上外侧入路、经蝶

窦入路、翼点入路、前纵裂终版入路、纵裂

胼胝体入路治疗颅咽管瘤的临床效果，比较

分析不同肿瘤大小与手术治疗效果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2013 年 01 月至 2015 年 12 月神经外科手

术治疗的 63 例颅咽管瘤病例，根据手术入路

分为 5 组：眶上外侧入路 21 例，经蝶窦入路

10 例，翼点入路 12 例，前纵裂终版入路 19

例，纵裂胼胝体入路 1 例。根据肿瘤最大径

分为 3 组：<3cm 26 例，3-5cm 30 例，>5c

m 7 例。分析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手术入

路选择、手术切除情况、术后并发症的临床

资料，分析显微手术治疗效果。 

结果  1．不同显微手术入路组患者性别、年

龄、肿瘤最大径的差别无统计意义；不同肿

瘤最大径组患者性别、年龄的差别无统计学

意义。2． 本组 63 例病例中 43 例（68.3%）

患者出现术后并发症，包括尿崩症、钠代谢

紊乱或中枢性高热等。其中，眶上外侧入路 2

1 例中术后出现并发症 16 例（76.1%），经

蝶窦入路 10 例中术后出现并发症 6 例（6

0%），翼点入路中 12 例中术后出现并发症 7

例（58.3%），前纵裂入路 19 例中术后出现

并发症 14 例（73.3%），纵裂胼胝体入路 1

例无并发症。5 种不同手术入路进行分析，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Χ2=1.35，

P>0.05）。3.本组 63 例病例中，肿瘤最大径

<3cm26 例中肿瘤全切 20 例（76.9%），肿

瘤最大径 3-5cm 30 例中肿瘤全切 16 例（53.

3%），肿瘤最大径>5cm 7 例中肿瘤全切 1

例（14.3%）。不同肿瘤最大径手术全切率有

统计学差异；肿瘤最大径越大，手术全切率

越低（Χ2=9.62，P=0.008<0.05）。 

结论  1．显微外科手术切除是目前有效治疗

颅咽管瘤的主要方法。术前评估、入路选

择、肿瘤暴露情况共同决定手术切除效果。2.

不同手术入路对肿瘤切除效果、术后并发症

的发生率在统计学上无明显差异。3.肿瘤最大

径影响手术切除效果，肿瘤最大径越大，手

术全切率越低；肿瘤最大径对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率在统计学上无明显差异。 

 
 
PO-188 

Dolenc 颅底入路临床应用体会 
 

王林 陈高 张建民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 Dolenc 入路的手术适应证及手术

技巧。 

方法  采用 Dolenc 入路是从硬膜外去除眶

顶、床突等结构，分离海绵窦外侧壁、解剖

重要血管神经，从而切除鞍旁间隙肿瘤、岩

斜区病变和夹闭床突旁动脉瘤。总结近 1 年

我们采用 Dolenc 入路手术切除颅底肿瘤和夹

闭动脉瘤的经验。 

结果  该组病例包括三叉神经桥脑、脊索瘤、

脑膜瘤、动脉瘤，大部分肿瘤采用经典的硬

膜外入路切除，部分累及膜下的病变采用膜

内外联合切除；动脉瘤采用硬膜内外联合入

路。6 例肿瘤患者中全切 5 例，残留 1 例，眼

球活动障碍 2 例、三叉神经功能障碍 1 例。

连例动脉瘤病例无死亡，无神经功能障碍，

术后复查动脉瘤无残留。 

结论  Dolenc 入路从硬膜外去除颅底骨质，可

以获得较大的空间，避免过多的脑牵拉；同

时易于辨别重要的血管神经结构，便于保护

血管和神经。Dolenc 入路对于切除鞍旁间隙

的病变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对于岩斜区病

变也是一个选择，对比其他入路各有利弊；

而对于朝向外上方的床突旁动脉瘤，Dolenc

入路应该是最佳的入路。 

 
 
PO-189 

神经电生理联合术中超声在功能区肿瘤术中

的应用 
 

张永明 马涛 许少年 杨艳艳 刘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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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第 105 医院神经外科 230031 

 

目的  探讨神经电生理技术联合术中超声在切

除脑功能区肿瘤中的策略和优势。 

方法  回顾性 2014.1-2015.12 分析我科收治

的 39 例涉及脑功能区的脑肿瘤患者，分为术

中监测组(A 组，简称监测组)，21 例和常规手

术组(B 组，简称对照组)18 例，选取手术全切

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术后随访结果进行

比较。 

结果  监测组病例手术全切 17 例（全切率 80.

9%），对照组全切 11 例为 61. 1%；术后早

期并发症发生率监测组为 8.1%，对照组为 15.

4%。两组肿瘤全切率及术后功能障碍发生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神经电生理技术联合术中超声适时导

航，可以精确定位功能区及病灶，是提高肿

瘤全切率降低功能障碍的有效技术手 

段。 

 
 
PO-190 

海绵窦内海绵状血管瘤的手术治疗 
 

李美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海绵窦内海绵状血管瘤由于其血供丰

富，与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和颅神经关系密

切，以及其它非手术治疗方法的不断发展，

对该部位肿瘤是否选择直接手术治疗仍有争 

论。  

方法  采用直接手术切除海绵窦内海绵状血管

瘤 15 例，均采用额颞颧硬膜外入路。对病人

的术前、术后和治疗结束后的神经系统功能

进行评估，对手术入路和手术技巧进行讨

论。  

结果  无手术死亡病例，15 例肿瘤均获全切。

手术引起的神经功能障碍主要是颅神经麻

痹，包括 3 例动眼神经麻痹，6 例滑车神经麻

痹和 7 例外展神经麻痹。随访结果显示手术

引起的永久性动眼神经和滑车神经功能障碍 1

例，外展神经功能障碍 3 例。  

结论  外科手术仍是海绵窦内海绵状血管瘤的

治疗选择之一，手术切除能够得到满意的临 

床效果。 

 
 
 
 

PO-191 

髁上经颈静脉结节入路手术治疗颅颈交界区

腹侧病变 
 

李美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应用改良经髁入路——髁上经颈静

脉结节入路，在不切除枕髁的情况下，手术

治疗颅颈交界区腹侧病变的可行性。  

方法  应用髁上经颈静脉结节入路手术治疗 1

6 例颅颈交界区病变，对肿瘤切除情况、术后

并发症;病人的术前、术后和治疗结束后的神

经系统功能进行评估，对手术入路和手术技

巧进行讨论。  

结果  髁上经颈静脉结节入路对颅颈交界区腹

侧和腹外侧病变暴露满意。16 例肿瘤中 14

例全切除，另 2 例轴内肿瘤行次全切除。术

后 3 例出现皮下积液，2 例暂时性声音嘶哑。 

结论  颅颈交界区腹侧和腹外侧病变经髁上经

颈静脉结节入路同样可获得满意暴露，是临

床该部位病变理想的手术入路。 

 
 
PO-192 

经额皮质-侧脑室锁孔入路切除三脑室内肿瘤 
 

曹作为 

海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570208 

 

目的  探讨内镜下经额皮质-侧脑室锁孔入路切

除三脑室内肿瘤的微创显微手术技术。 

方法  5 例三脑室内肿瘤患者，均表现为颅内

压增高症状，而缺乏神经定位体征。CT 及 M

RI 显示三脑室内占位影像，且合并有梗阻性

脑积水。肿瘤呈实质性 2 例、囊性 3 例，病

理证实为颅咽管瘤 3 例，胶样囊肿 2 例。采

用经额皮层-侧脑室锁孔入路切除肿瘤。头皮

切口长 4～5cm；作直径约 2cm 的圆形骨窗

开颅，电灼脑皮质，横向切开脑皮质 1.5cm

进入脑室，置入自持牵开器后，吸除脑脊

液，在显微镜下置入观察内镜，即可清析辨

认脑室内重要标志，如室间孔、脉络丛、穹

隆、透明膈、尾状核头和透明膈静脉、丘纹

静脉及尾状核静脉；经扩大的室间孔显露并

分块全切除肿瘤；囊性肿瘤则先穿刺抽吸囊

液待肿物缩小后再分离切除囊壁。 

结果  5 例三脑室内肿瘤患者采用经额皮质-侧 

脑室锁孔入路微创显微手术技术，均获肿瘤

全切除，且术后神经功能完好，无手术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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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发生。术后影像证实肿瘤全切除且脑室系

统梗阻完全解除。随访 6 个月～5 年，均能正

常学习与工作，无癫痫发作者。 

结论  采用内镜下经额皮质-侧脑室锁孔入路可

以明显减少手术创伤，且深部视野开阔，内

镜下经扩大的室间孔切除病变，可以拓展视

野，提供比单纯手术显微镜下更好的观察质

量，明显地增加了手术操作的精确性和安全

性，更有利于保护神经结构的完整，避免术

后并发症的发生。本入路技术手术创伤与单

纯内镜下操作基本相同，但更具优越性。因

其为镜外操作，更方便肿瘤的彻底切除，止

血更加方便、可靠；而后者系经内镜器械通

道操作，手术器械纤细，多仅限于囊壁开

窗、肿瘤活检或微小肿瘤切除，全切较大肿

瘤十分困难，且费时费力。 

 
 
PO-193 

内镜导航技术在对侧后纵裂经大脑镰、楔前

叶入路处理侧脑室三角区病变中的运用 
 

张晓彪 谢涛 朱卫 孙崇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神经外科 200032 

 

背景  侧脑室三角区病变由于其部位深在及周

围解剖结构复杂，手术处理上仍然具有较大

的挑战性。 

目的  报道和总结运用对侧后纵裂经大脑镰、

楔前叶入路处理侧脑室三角区病变的手术技

术并评价其临床意义。 

方法  共 11 例侧脑室三角区病变（左侧 6

例、右侧 5 例）通过对侧后纵裂经大脑镰、

楔前叶入路进行了治疗。手术中采用上身抬

高 30°、头部向病灶对侧旋转 15°的俯卧体

位，对侧顶枕部矢旁开颅、切开大脑镰和肿

瘤侧楔前叶即可到达肿瘤所在的侧脑室三角

区。术中应用了神经内镜辅助技术。其中第 9

例为完全内镜下的手术治疗。 

结果  本组病例中，8 例具有头疼症状的病人

术后头疼消失；3 例具有轻偏瘫的病人术后肌

力恢复；7 例术前具有视力视野障碍的病人术

后 3 例恢复、4 例未有进展。10 例病例（其

中 6 例纤维型脑膜瘤，2 例间变性脑膜瘤，1

例海绵状血管瘤，1 例脉络膜乳头状癌）都达

到了全切除, 1 例转移性粘液腺癌达到次全切

除。所有病人取得了良好的手术治疗结果，

无手术死亡病例。 

结论  对侧后纵裂经大脑镰、楔前叶入路适用

于大多数侧脑室三角区病变。该入路可提供

更大的手术视角和外侧方向的暴露，可以避

免损伤传统入路难以避开的视辐射纤维。术

中 MR 及 MRV 导航能实现精准引导及规避风

险，神经内镜能扩大手术视野，减少肿瘤残

余和清除积血等。 

 
 
PO-194 

多模态脑功能定位技术引导下的脑胶质瘤功

能边界切除 
 

吴赞艺 江常震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总结多模态脑功能定位技术引导下脑胶

质瘤功能边界切除的初步经验。 

方法  31 例脑胶质瘤的手术患者，术前根据融

合磁共振解剖、功能(functional MR, fMR)成

像、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tensor imaging, D

TI)的多模态功能神经导航制定手术计划；术

中在唤醒麻醉或全凭静脉麻醉下，个体化采

用体感诱发电位位相倒置技术、直接皮层及

皮层下刺激、持续运动诱发电位监测等测定

皮质及皮质下大脑运动、感觉及语言功能

区。手术切除从术中所测定的大脑非功能区

开始，直到大脑皮层及皮层下功能区为止，

按功能边界行肿瘤切除。根据术后 72 小时内

复查的磁共振来评估肿瘤切除范围。 

结果  术后磁共振显示肿瘤超全切除 10 例，

全切 13 例，次全切除 6 例，部分切除 2 例。

术后 2 例神经功能较术前好转，17 例患者出

现暂时性能缺失，12 例无改变。术后随访 2

年～3 个月，2 例复发死亡，2 例出现永久性

肢体活动障碍，其余病例均正常工作及生 

活。 

结论  多模态脑功能定位技术引导下的脑功能

为边界切除策略可在保护患者神经功能的同

时提高脑胶质瘤外科手术全切除率。个体化

的术前功能影像评估、术中语言和运动皮层

及皮层下功能描记、运动诱发电位监测以及

唤醒麻醉技术是保护神经功能必须的工具。 

 
 
PO-195 

不同手术入路对侧脑室中小型病变术后视野

影响 
 

李峤 潘亚文 秦振伟 董志强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不同手术入路切除侧脑室病变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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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2014 年兰州大学

第二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1 例侧脑室病变患

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临床表现、影像学特

征、组织病理学特征、手术情况及术后随访

视力视野检查结果。 

结果  经颞中回入路均出现视野障碍，经梭状

回入路出现象限盲多见，但较颞中回入路视

野损伤轻，经顶上小叶入路出现视野受损最

少。 

结论  经顶上小叶入路切除位于侧脑室的小型

病变对视野干扰最轻。术中神经导航对病变

的定位，减少手术创伤有着重要意义。评价

侧脑室中小型病变手术入路与术后视野评价

相关因素。 

 
 
PO-196 

无脑压板动态微牵拉技术切除颅底及脑深部

占位（附 26 例报告） 
 

夏成雨 

安徽省立医院 230036 

 

目的  探讨应用无脑压板动态微牵拉技术切除

颅底及脑深部占位的治疗效果与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8-2016.5 期间全部由

一名术者完成的，连续应用无脑压板动态微

牵拉技术切除 26 例颅底及脑深部占位患者的

临床资料。男性 13 例，女性 13 例。平均年

龄 54.6 岁（33-74 岁）。包括前颅底或其附

近脑膜瘤 10 例；中颅底脑膜瘤 2 例，海绵窦

三叉神经鞘瘤 1 例，颅咽管瘤 1 例，巨大垂

体瘤 2 例；后颅凹占位 5 例（听神经瘤 3

例，脑膜瘤 1 例，囊虫病 1 例），松果体区

肿瘤 2 例，岩斜区胆脂瘤 1 例，颈静脉孔区

脑膜瘤及神经鞘瘤各 1 例。合并脑积水 5

例，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及陈旧脑梗 1 例，

合并糖尿病 1 例，合并高血压、糖尿病 1

例。占位平均直径 4.2cm（2.5-6.8cm）。所

有患者均在全麻下手术，术中通过体位调

整、CO2 分压控制、术中甘露醇使用、释放

脑池脑脊液控制颅压，全程不使用脑压板，

通过脑棉及明胶海绵保护脑组织，吸引器及

双极电凝动态微牵拉脑组织暴露并切除肿瘤

或占位。仅 1 例巨大听神经瘤合并脑积水患

者术前因高颅压意识障碍行急诊脑室外引流

后二期切除肿瘤，其余病例术中全部未使用

腰池引流或脑室外引流。前颅底肿瘤主要通

过单侧额底外侧入路，后颅凹及颈静脉孔区

肿瘤采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中颅底采用经

（颧弓）翼点入路，岩斜区采用乙状窦前入

路，松果体区肿瘤采用幕下小脑上旁正中入

路。早期所有患者采用三点式头架固定头

部，后期对于平卧位患者全部不再常规使用

头架（4 例，分别为巨大垂体瘤，颅咽管瘤，

鞍结节脑膜瘤，海绵窦旁脑膜瘤）。所有患

者术后即刻及 48 小时复查头颅 ct，于出院前

复查 1 次头颅 ct。术后 24-72 小时复查磁共

振平扫和增强 9 例。  

结果  占位全切除 23 例，近全切 3 例（颈静

脉孔区 1 例脑膜瘤及例神经鞘瘤因肿瘤在后

组颅神经出颅点包绕而残留薄片，1 例前颅底

及鞍结节脑膜瘤因肿瘤包绕视神经及颈内动

脉残留少许），大部分切除 1 例（1 例松果体

区钙化肿瘤因术中患者发生心率将到 37 次/

分，3°房室传导阻滞手术被迫中止，术后患

者无任何并发症，推测术中麻醉过深诱发心

律失常）。术后发生脑挫伤出血 2 例，均 5ml

左右，其余病例无明显挫伤或颅内血肿发

生。所有患者无明显严重并发症顺利出院。  

结论  术中采用恰当的综合措施控制颅压，采

用无脑压板动态微牵拉技术切除颅底及脑深

部占位是安全可行的，可降低脑损伤的发

生。  

 
 
PO-197 

基底节区生殖细胞瘤临床分析 
 

蒋磊 胡国汉 

上海长征医院神经外科 200003 

 

目的  探讨基底节区生殖细胞瘤的临床特征及 

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自 2000 年以来收治的

颅内生殖细胞肿瘤病例，对基底节区生殖细

胞瘤的临床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  颅内生殖细胞瘤是较为少见的中枢神经

系统肿瘤，约占颅内肿瘤的 0.3%-3%，多发

生在松果体和鞍区，发生在基底节区较为少

见。基底节区生殖细胞瘤绝大多数为男性，

国外文献报道为男：女发病比例约为 20：

1。本组病理证实 5 例患者，全部为男性，平

均年龄 14.6 岁，占我科同期经手术后病理诊

断明确的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患者 11.9%（5/4

2）。基底节区生殖细胞瘤的临床症状体征主

要表现为病变对侧肢体无力、感觉障碍等长

束症状；累及锥体外系可表现为共济协调能

力下降；性早熟表现以及占位效应引起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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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恶心呕吐等颅高压症状。本组 5 例患者

主要表现为以慢性头痛伴恶心起病 2 例，占

位对侧肢体肌力下降起病 3 例，均为轻度下

降(肌力 4 级)，突发癫痫大发作 1 例，伴共济

检查异常 2 例，均有指鼻实验、跟膝胫实

验、直线行走实验阳性。基底节生殖细胞瘤

具有较为典型的像学特征：（1）CT 可表现

为基底节区稍高密度或高密度病灶，边界模

糊不规则，MRI 呈长 T1 长 T2 信号，囊性变

多见，可伴点灶出血及钙化，强化不均匀；

（2）肿瘤占位效应和瘤周水肿通常不严重；

（3）部分病例可出现同侧额颞叶脑沟增宽，

脑室后角变宽，大脑脚及丘脑萎缩等征象。

本组有一例出现丘脑及大脑脚萎缩。 

结论  对于青春期前后男性病例具有特征性影

像学表现，如怀疑基底节区生殖细胞瘤，可

行血及脑脊液 b-HCG 水平检测，但多数纯生

殖细胞瘤患者可表现为正常或轻度升高，若

不存在手术禁忌，应积极行活检或其他手术

方式以明确病理诊断。对于纯生殖细胞瘤，

术后可采取基于铂剂的化疗方案，根据患者

化疗缓解情况制定个体化放疗方案，能够获

得与常规全脑脊髓放疗等同的疗效并减轻常

规外放疗对儿童生长发育、造血和内分泌功

能影响。 

 
 
PO-198 

垂体瘤术后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 
 

丁爱男 

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 365000 

 

目的  探查垂体瘤术后的观察、护理相关问 

题。 

方法  对双侧垂体瘤术后患者进行回顾性分

析，阐述了垂体瘤术后尿崩症、消化道出

血、脑水肿、脑脊液鼻漏、感染的原因、观

察要点及护理措施。 

结果  垂体瘤术后并发症的患者得以康复。 

结论  通过针对出现的并发症，采取相应的观

察及护理措施，能有效的控制并发症，并早

期消除。提高对并发症的认识，了解其原

因，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可降低出现并发

症的概率。 

 
 
PO-199 

临床表现为颅内出血的瘤卒中 
 

任海军 侯博儒 杨文帧 王登峰 王刚 刘吉星 严贵中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730030 

 

目的  结合 12 例误诊为颅内出血的瘤卒中患

者的临床特点，通过复习文献，对其发生机

制和临床特点进行探讨，旨在引起临床医师

们的重视，以减少误诊误治。 

方法  12 例误诊为颅内出血的瘤卒中患者，入

院时急诊 CT 扫描：11 例脑内血肿，1 例为

慢性硬膜下血肿。11 例脑内血肿患者中：9

例因有明确外伤史，急诊行开颅探查脑内血

肿清除术，其中 6 例术中发现颅内肿瘤同时

切除，3 例术后复查 CT 及 MR 发现颅内肿

瘤，二次手术切除确诊为胶质瘤。另 2 例怀

疑自发脑内血肿，行 DSA 及 MR 检查后保守

治疗，血肿吸收后出院。后因症状加重复

诊，诊断为颅内占位而再次入院手术治疗。1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入院后经锥颅血肿冲

洗引流后，复查 CT 后血肿消失，但发现颅内

肿瘤，行 MR 强化也诊断为颅内高级别胶质

瘤，因患者年龄大，考虑为恶性肿瘤，家属

拒绝开颅手术自动出院。 

结果  12 例患者随访 12 月：4 例死亡，8 例

存活。病检结果：星形细胞瘤 2 级 1 例；3 级

3 例；4 级 3 例，多形胶质母细胞瘤 4 例。 

讨论  引起颅内出血的常见原因为：头部外

伤、脑血管病、高血压病等,而颅内肿瘤引起

的颅内出血在临床比较少见, 临床上称其为“瘤

卒中”。发病率占颅内出血的 1% ～ 10%。在

CT 、M R 已广泛应用的今天, 结合病史及体

检,对颅内肿瘤出血常可迅速诊治。但在有些

“无症状”脑肿瘤发生“瘤卒中”时，其临床表现

及影像学改变与脑出血极为相似。头颅 CT 诊

断较困难,尤其当肿瘤瘤体被颅内出血的高密

度区所掩盖或与血肿等密度时, 需 CT 增强扫

描或 MRI 检查及动态观察明确诊断。此时，

患者病情危急，来不及行此类检查，故极易

误诊为“自发脑内出血”。特别在同时并发急性

头部外伤时，CT 表现也可不典型, 仅表现有

脑内血肿, 而无瘤结节的征象,而 MR 平扫强化

因检查时间长, 在急诊“外伤性颅内血肿”时不

能常规检查。也易误诊为“外伤性颅内血肿”。

 本文报告的 11 例误诊患者中，9 例误诊为

“外伤性颅内血肿”，2 例误诊为“自发脑内血

肿”。因此, 对疑为“瘤卒中”的“外伤性颅内血

肿”患者, 除仔细询问病史、全面体查外, 术中

应仔细寻找出血源, 观察周围脑组织的改变, 

对可疑病变组织、血块及其腔壁一并切除, 分

送病检。对于疑为“瘤卒中”的“自发脑内血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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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应常规行 MR 平扫强化。尤其是查不

到出血原因时，在血肿吸收后，更应行 MR

平扫强化及动态观察。 

 
 
PO-200 
IL-17 promoted the inhibition  of medullo
blastoma in mice by splenocyte  injection 
 
Zhou Ping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0202394 

 

Background  Interleukin 17 (IL-17) is a proi
nflammatory cytokine produced by a new su
bset of activated CD4+ T cells, Th17 cells. 
We previously showed that increased Th17 c
ell populations were presented in human me
dulloblastoma-infiltrating T cells and peripher
al blood. In this study, we attempted to addre
ss the possible role of Th17 cells in the biolo
gic activity of IL-17 for tumor control.  
Methods  We grafted fresh surgically obtain
ed medulloblastoma into syngeneic athymic 
nude/nude mice. We intrapertonially injected
 splenocyte and murine IL-17 in mice on the 
second day. The tumor volume and the life s
pans of the mice were measured. Meanwhile,
 the IL-17, IL-6, IL-23, Ccl2, Ccl20 and IFN-g
amma expression in the tumors was also ex
amined by real-time PCR, Western blot and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Results  We found that medulloblastoma gr
owth in IL-17-injected mice was significantly i
nhibited compared to the non-IL-17 treated 
mice. In contrast to the IL-17 antitumor activi
ty observed in mice injected with splenocyte
s, we observed that IFN-gamma, IL-6, IL-23, 
Ccl2, and Ccl20 proteins were significantly in
creased in tumor tissues of mice injected wit
h IL-17.  
Conclusions  These experiments suggest t
hat IL-17 may promote splenocyte antitumor 
activity in medulloblastoma. We postulate th
at IL-17’s antitumor activity may be related to
 the increased protein levels of IFN-gamma, 
IL-6, IL-23, Ccl2, and Ccl20. 
 
 
PO-201 

神经导航辅助小骨窗开颅治疗高血压性脑出

血 212 例报道 
 

任保刚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0 

 

目的  探讨采用小骨窗开颅治疗高血压性脑出

血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 212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行薄层头颅

CT 扫描，应用神经导航辅助小骨窗开颅清除

脑内血肿,观察临床疗效。 

结果  生存质量按 ADL 评价: Ⅰ级 36 例，Ⅱ

级 96 例，Ⅲ级 56 例，Ⅳ级 24 例。 

结论  应用神经导航辅助小骨窗开颅微创术治

疗高血压性脑出血更加精准，入路个体化，

治疗效果满意。 

 
 
PO-202 

延脑肿瘤显微手术治疗 
 

孟庆海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101 

 

目的  报告 3 例延髓肿瘤显微手术切除的治疗

效果。 

方法  3 例病人均行 MR 检查确诊。1 例延-颈

髓交界区肿瘤；1 例延脑血管网织细胞瘤，1

例延脑海绵状血管瘤，均行显微手术切除。 

结果  3 例病人均将肿瘤全切，术后病人均恢

复良好。 

结论  延脑肿瘤手术难度和风险较大，术后容

易出现后遗症，但只要掌握要领，仔细操

作，就能取得满意效果。 

 
 
PO-203 

溴隐亭治疗巨大泌乳素垂体腺瘤 
 

孟庆海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101 

 

目的  报告 3 例巨大泌乳素型垂体腺瘤溴隐亭

治疗的效果观察。 

方法  对 3 例巨大泌乳素型垂体腺瘤常规服用

溴隐停，一般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加，定期

复查泌乳素和 MR。根据泌乳素值得变化和影

像学改变，调整溴隐停的剂量。当泌乳素值

降到正常范围，MR 显示肿瘤缩小甚至消失，

将溴隐停剂量调整到以维持泌乳素在正常水

平的最小剂量。  

结果  例 1 服药 1 年肿瘤明显缩小，第 4 年复

查仍有残余，第 6 年复查肿瘤完全消失。泌

乳素降至正常。例 2 服药后 6 个月后肿瘤明

显缩小，1 年复查肿瘤完全消失。泌乳素仍

高，继续服药。 例 3 服药 1 年肿瘤缩小，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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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治疗中。 

结论  使用溴隐停治疗泌乳素垂体腺瘤，可明

显降低泌乳素水平，改善临床症状，缩小肿

瘤体积，甚至使肿瘤完全消失。对于巨大泌

乳素型垂体腺瘤有同样的满意效果，仍可作

为首选。 

 
 
PO-204 

垂体腺瘤相关性垂体卒中的危险因素分析-附

52 例病例 
 

蔡锋 吴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垂体卒中是一类相对罕见却可严重危及

病人生命安全的急症，多伴发于垂体腺瘤患

者。此类患者症状轻重不一，不同病人预后

差异较大。目前针对垂体腺瘤相关性垂体卒

中的治疗方案，还存在较大争议。同时，垂

体腺瘤相关性垂体卒中的发病机制还不十分

清楚。 

方法  收集近 3 年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神经外科 688 例垂体腺瘤患者详细的临

床资料和随访材料，并按 1.无任何症状；2.

内分泌功能异常相关症状；3.头痛；4.动眼神

经麻痹等海绵窦内颅神经受压症状；5.视力下

降或视野缺损，抑或 GCS 评分≤8 分，分为

Grade1-5 级，分析垂体腺瘤相关性垂体卒中

发生的相关风险因素，以期总结此类疾病的

临床特征。 

结果   总共收集到符合入组标准的病人 52

例，病人年龄跨度：20-78 岁(平均年龄：50

岁；中位年龄：53 岁)；男性 34 例(65.4%)，

女性 18 例(34.6%)。其中 Grade1 共 2 人，6

人为 Grade2，Grade3 则有 10 人，Grade4 1

2 人，而 Grade5 有 22 人。临床首发症状以

头痛(94.2%)、恶心呕吐(55.8%)和视野缺损(4

0.4%)三类症状最为常见。影像学方面，经测

量发现，Grade5 组病人的肿瘤直径和体积较

其他组明显增大(p=0.012 vs. Grade1 和 2；p

=0.005 vs. Grade3; p=0.02)，而 Grade4 组

病人的肿瘤直径和体积较 Grade3 组明显增大

(p=0.02)。至于出血 /坏死的直径与体积方

面，Grade5 组较 Grade3 组明显增大(p=0.0

1)；预后方面，分级级别越高，病人症状缓解

比例越低，且术后内分泌替代治疗的可能性

越大。危险因素分析方面，经多因素分析发

现，男性(较女性 OR:2.07(0.85-2.74),p=0.01

5)、服用抗凝药物(较未服用 OR:2.04(1.05-3.

74),p=0.02)、非功能型垂体腺瘤(较功能型垂

体腺瘤 OR:2.16(1.08-3.64),p=0.012)以及大

腺瘤(较小腺瘤 OR:23.78(9.88-62.35),p=0.00

0)。 

结论  头痛、恶心呕吐及视野缺损是垂体腺瘤

相关性垂体卒中的常见临床表现，可能与病

灶体积因突发的出血/坏死发生速度和程度相

关，并影响患者预后；另外，性别、抗凝药

物服用、垂体腺瘤病理类型及其体积大小是

发生垂体腺瘤相关性垂体卒中的危险因素。 

 
 
PO-205 

内镜下经蝶入路治疗颅咽管瘤的经验 
 

吴群 胡骏 闫伟 唐亚娟 秦冰 李晨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背景  颅咽管瘤是颅内最常见的先天性良性肿

瘤。起源于 Rathke 囊（Rathke’s pouch）的

残余上皮细胞。总发病率在 1.3 -1.7/每百万

人（0-19 岁儿童中为 1.9/每百万人，40-79

岁成人中为 2.1/每百万人）。基本组织学类

型分为两种：成釉质细胞型和鳞状乳头型。

从 2004 年 Kassam 等人首次完成内镜下经蝶

入路颅咽管瘤切除术至今，颅咽管瘤采用内

镜下经蝶入路进行治疗逐渐得到了神经外科

医生的认可和积极的发展。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 11

例采用内镜下经蝶入路治疗的颅咽管瘤病例

进行回顾性分析。主要包括肿瘤全切率，术

后病情改善情况，术后并发症等。 

结果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采用内

镜下经蝶入路治疗的颅咽管瘤病例共 11 例，

平均年龄 42.54 岁，少年儿童 4 例，40 岁以

上成人 7 例，10 例患者术前存在视物模糊或

视力下降，9 例患者存在激素水平异常，肿瘤

平均最大直径 34.4mm。术后肿瘤全切率 36.

3%，次全切 36.3%，部分切除 27.3%，术后

9 人视力得到改善，无视力恶化患者，6 人出

现垂体功能低下，5 人出现尿崩症状，其中 2

人为一过性尿崩，术后脑脊液漏 1 人，颅内

感染 1 人，死亡 1 人。 

结论  内镜下经蝶入路颅咽管瘤切除术是手术

治疗颅咽管瘤的新手段，能够提供更好的手

术视野、展现更清晰的细微结构，如垂体

柄、重要的血管结构等；同时还能够减少大

脑的牵拉、避免视神经等重要神经的损伤。

进行内镜下经蝶入路颅咽管瘤切除术的患者

能够获得与开颅手术相近的肿瘤切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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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着更高的脑脊液漏发生可能，但近些

年颅底重建技术的发展使得该术术后脑脊液

的发生率大大地降低。由此可见，内镜下经

蝶入路对于颅咽管瘤治疗的前景十分广阔。 

 
 
PO-206 
Presurgical serum prolactin level: an earl
y severity and prognostic marker of pituit
ary apoplexy 
 
Yan Wei,Zhao Dongdong,Zhao Mingfei,Cai Feng,W
ang Yongjie,Ma Feiqiang, 
Shao Fangjie,Wu Qun,Chen Gao,Zhang Jianmi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
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9 
 

Objective  To review clinical presentation an
d surgical outcome of pituitary apoplexy and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resurgi
cal serum prolactin level.  
Methods  Clinical, diagnostic and therape 
utic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pituitary patient
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
0 to October, 2012. Pituitary apoplexy patien
ts were followed up for an average of 440 da
ys. Special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presurgical serum prolactin level an
d illness severity or outcomes.  
Results  545 pituitary tumor patients were a
dmitted to our hospital during that period, inc
luding 38 pituitary apoplexy cases. 9 out of 1
7 patients in low prolactin level group acquir
ed severe visual impairment, comparing with
 only 2 out of 21 patients in normal or high pr

olactin level group (P＜0.01). Similarly, 9 out

 of 17 patients in low prolactin level group ac
quired severe trophic hormone deficiency, h
owever, only 4 out of 21 patients in normal o
r high prolactin level group suffered from that

 (P＜0.05). Long-term visual recovery was p

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esurgical prolactin 
level with a correlation index of 0.568. Mean
while, long-term hormone replacemen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esurgical prolact
in level with a correlation index of -0.444.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pre
surgical serum prolactin level might be an ea
rly severity and prognostic marker of pituitary
 apoplexy. 
 
 
PO-207 

神经内镜控制下经单鼻孔蝶窦入路垂体瘤切

除术 

 

黄延林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控制下单鼻孔经蝶手术入

路切除垂体瘤的适应证、手术方法、手术技

巧及其优点。 

方法  我科自 2002 年至今开展了神经内镜控

制下单鼻孔经蝶手术人路切除垂体瘤，至 20

12 年底共完成内镜控制下单鼻孔经蝶窦入路

手术治疗垂体瘤患者 238 例。手术应用 30°观

察硬镜，自制冲洗管道，经蝶显微手术器

械，显微气动磨钻，术中 c 形臂 X 光透视

机，术中图文录像系统等。在气管插管全身

麻醉下，仰卧位，头后仰 30°左右，头托固

定。双侧鼻腔及颜面部碘氟消毒。在观察镜

引导下进人一侧鼻腔，找到中鼻甲及鼻中

隔，在中、上鼻甲间找到蝶窦开口。烧灼蝶

窦开口周围黏膜，将鼻中隔黏膜弧形切开并

向外侧分离。用磨钻磨除蝶窦前下壁进人窦

腔，蝶窦开窗 1.5cm－2cm，要注意蝶窦开口

是蝶窦开窗的上界和外界，不可超出。进人

蝶窦后磨除除中隔，充分暴露鞍底。多数病

例鞍底骨质变薄甚至肿瘤侵犯鞍底进入蝶

窦。以高速微型磨钻打开鞍底，电凝烧灼鞍

底硬脑膜后，细长针头穿刺除外动脉瘤后，

十字形切开硬脑膜，以刮匙及吸引器细心切

除肿瘤，肿瘤切除后可见鞍隔下降。肿瘤切

除并彻底止血后，瘤腔以止血纱填塞，再以

明胶海绵胶水封闭。 

结果  肿瘤全切 172 例（72.3%），次全切 66

例（27.7%）；手术效果良好。术后病理 PR

L 腺瘤 138 例，GH 腺瘤 39 例，TSH 腺瘤 1

例，混合性腺瘤 15 例，无功能性腺瘤 45

例。术后并发症最多见为尿崩 28.6%(68/23

8)；其次为脑脊液漏 7.6%(18/238)，大多在

术后一周内卧床或行腰穿脑脊液外引流后痊

愈，4 例二次手术修补。 

结论  神经内镜控制下单鼻孔经蝶窦手术入路

切除垂体瘤较传统手术方法具有微创、照明

良好、视野开阔、并发症较少等优点，是垂

体瘤手术治疗的发展方向。手术成功的关键

问题有 :蝶窦开口是手术入路的重要解剖标

志，术中应随时注意保持正中入路不可偏

差，器械操作随时保持在视野清晰可见的状

态，以免误伤鞍旁的视神经、颈内动脉、海

绵窦及其他颅神经;切除肿瘤时动作轻柔，注

意保护肿瘤周围的残留垂体组织，勿损伤垂

体柄以免术后发生垂体功能不全及尿崩症;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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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留鞍隔完整，以避免脑脊液漏，肿瘤切

除后鞍底及蝶窦以止血纱、明胶海绵及蛋白

胶或耳脑胶封堵，一般不需骨片修补。  

 
 
PO-208 

长链非编码 RNA 在无功能垂体腺瘤石蜡组织

中的差异表达 
 

祁震宇 邢惟慷 惠国桢 张楠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15006 

 

目的  检测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在 

无功能垂体腺瘤和正常人垂体石蜡组织中的

表达差异并初步探讨其相关的生物学作用。 

方法  利用 affymetrix 公司的 HTA2.0 芯片分

别检测 5 例无功能垂体腺瘤和 5 例正常人垂

体石蜡组织中 lncRNA 及 mRNA 表达差异。

利用 qRT-PCR 扩大样本来验证差异较为明显

的 10 个 lncRNAs 的表达，并用 Pathways、

Gene Ontology（GO）分析差异表达的 mRN

A 的功能，以及建立共表达网络图对 lncRNA

进行相关功能分析。 

结果  在两组石蜡组织中共同检测到 30020 种

lncRNAs 和 25994 种 mRNAs。其中，差异

表达上调的有 87 种 lncRNAs 和 54 种 mRNA

s，差异表达下调的有 26 种 lncRNAs 和 26

中 mRNAs（fold-change ≥ 2.0, p < 0.05）。

经过 qRT-PCR 验证， lncRNA n337303、n3

40496、n334406、n332607、n333074 和 n

332409 表达上调，lncRNA n334366、n3356

57、n409198 和 MEG3 表达下调，其结果与

芯片结果基本一致。GO 分析显示在差异表达

上调的 mRNAs 中，“respiratory electron tran

sport chain”、“vesicle”及“cytochrome-c oxid

ase activity”分别在分子生物学进程、细胞组

件和分子功能三方面富集最显著；在差异表

达下调的 mRNAs 中，“peptide hormone pro

cessing”、“extracellular region”及“hormon

e activity”分别在分子生物学进程、细胞组件

和分子功能三方面富集最显著。Pathway 分

析显示分别有 99 条 pathway 与差异表达上调

的 mRNAs 有关，同时有 24 条 pathway 与差

异表达下调的 mRNAs 有关。关联性分析中

（相关系数≥0.9），得到与所选的 10 个差异

表达的 lncRNAs 共表达的 mRNAs 有 57 种，

并建立了 lncRNA-mRNA 共表达网络。 

结论  我们成功利用 lncRNA 表达谱芯片揭示

了在无功能垂体腺瘤中存在差异表达的 lncR

NA 基因，并用 qRT-PCR 验证了部分 lncRN

A 基因，这些基因可能成为无功能垂体腺瘤的

早期诊断标记物及潜在基因治疗靶点。 

 
 
PO-209 

低氧诱导的 IL-6 和 miR-155-3p 上调对胶质

母细胞瘤自噬水平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及 Tocil

izumab 的辅助疗效研究 
 

薛皓 1,2 刘青林 1 李刚 1 YuanGuang3 GuoXing1,2 Zha

ngJinsen1,2 GaoXiao1  
GuoXiaofan1 XuShugang1,4 LiaTong1 ShaoQianqian
5 YanShaofeng2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Brain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Uni

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3.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Central Hospital of 

Zibo City， 54 Gongqingtuan xi Road， Zibo， Sha

ndong Province， China 

4.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Dezhou People’s 

Hospital， Dezhou， Shandong Province，China 

5.Institute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and 10 Key La
boratory of Cardiovascular Proteomics of Shandong

 Province，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目的  深入研究低氧诱导的 IL-6 通过上调胶质

母细胞瘤细胞自噬水平促进肿瘤进展的新机

制，并阐明该完整信号通路，进而通过使用

抗 IL-6 受体单抗 Tocilizumab 从源头阻断该

通路，达到抑瘤效果。 

方法  首先，利用低氧下胶质瘤的全 microRN

A 表达谱芯片，对自噬相关的 miRs 进行初步

筛选。然后，使用免疫组化、免疫荧光、荧

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等多种方法验证该通

路，并同时进行全面的通路阻断研究。最后

通过荷瘤裸鼠体内实验，验证 IL-6 受体单抗 

Tocilizumab 的抑瘤效果。 

结果  （1）各级别人脑胶质瘤组织标本中 HI

F-1α、IL-6、LC3B、p-STAT3 和 WHO 分级

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性，其中高级别胶

质母细胞瘤中 IL-6 来源以胶质瘤细胞自身为

主，其它多种免疫间质细胞也有部分分泌。

（2）体外实验结果证实，低氧条件下胶质母

细胞瘤自噬上调是通过“低氧/IL-6/p-STAT3/m

iR-155-3p/CREBRF/CREB3/ATG5/LC3B/自

噬”这一全新完整信号通路实现的。通过 IL-6 

阻断抗体抑制 IL-6 的促自噬作用能够促进胶

质母细胞瘤凋亡。（3）通过进一步体内实验

证实，IL-6 和 miR-155-3p 敲除可显著降低低

氧诱导胶质母细胞瘤自噬并抑制肿瘤生长,而 I

L-6 受体单抗 Tocilizumab 也能够降低低氧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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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胶质母细胞瘤自噬，促进凋亡，抑制肿瘤

生长，并显著提高了替莫唑胺（TMZ）的抑

瘤疗效。 

结论  首次证实高级别胶质母细胞瘤血管周环

形低氧区中 HIF-1α、IL-6、LC3B、STAT3 

和 p-STAT3 存在明显的共定位效应。首次发

现了低氧条件下胶质母细胞瘤自噬上调的全

新完整信号通路，并揭示了 IL-6 在该过程中

重要的始动作用。而抗 IL-6 受体单抗 Tocilizu

mab 的抑瘤效果以及与替莫唑胺连用的辅助

疗效，也提示了 IL-6 通路阻断抗体潜在的治

疗价值。这些结果为抗关节炎新药 Tocilizum

ab 在胶质母细胞瘤辅助治疗中的临床应用提

供了重要的依据。 

 
 
PO-210 

神经胶质瘤瘤区近距离放疗的新技术与临床

研究 
 

李安民 宋少军 李军旗 蔺兴 高海平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100 

 

作者自 1991 年起就开始了对瘤区局部放疗的

探索性研究，并逐年创新和丰富临床治疗与

实验研究新技术。现总结如下：  

瘤区近距离放疗新技术一：术后瘤内近距离

放疗 1993 年，利用自主研发的放疗囊 (lianm

in’II 型囊)，进行术后瘤内近距离放疗治疗脑

恶性胶质瘤。本方法经临床观察、病例尸检

和实验验证，具有以下突出优点： 

将同位素的辐射能集中于瘤区残瘤细胞群，

可进行连续的局部高剂量放射。⑵能可靠地

封闭放射源，对周围环境没有明显的辐射污

染。⑶疗效肯定。本组患者的生存期和生存

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生存期随放射剂量增

加而明显延长。 

瘤区近距离放疗新技术二：瘤组织间液放疗 2

002 年，采取立体定向微创技术在瘤体内置入

转流装置，用于转流液态同位素，从而形成 3

种治疗机制：⑴在瘤体与正常脑组织的交界

面形成高浓度的液态放射源区，阻止肿瘤向

深部重要结构区生长；⑵自囊管外溢出的液

态同位素，进入瘤体内的组织间液中，在瘤

组织间液的更新的过程中将辐射能释放给生

长活跃的瘤细胞；⑶置入瘤内化疗囊硅胶管

内滞存的液态放射源相当于植入瘤内的放射

性核素柱，实现对邻近的瘤细胞的长时程近

距离放疗。经临床 33 例患者的近期和长期随

访，生存期明显延长，是一种安全、有效和

微创的新技术，国内外无类似的临床应用文

献报道。  

瘤区近距离放疗新技术三：单克隆抗体标载

的碘-1311 免疫导向放疗 2002 年，和南加利

福尼亚大学合作的临床研究，方法回避了由

于胶质瘤细胞弱免疫源性和多异质性造成抗

膜抗体载药治疗的局限性，发挥了嵌合型单

克隆抗核抗体特异性结合坏死崩解的瘤细胞

内组蛋白，使其标载的碘-131 在微距离内对

局部高吸收剂量的靶向放疗。作者发现美国

同行推荐的鞘内给药方法，放射性核素主要

积聚在脑表面的蛛网膜下腔和脑池内，甲状

腺和骨髓毒副作用重。作者开展的瘤内局部

给药新技术，疗效明显优于鞘内给药法，而

且甲状腺和骨髓毒副作用轻微。  

 
 
PO-211 

不同切除程度对老年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生存

获益的影响 
 

欧阳辉 陈子阳 俞磊 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神经外科 510515 

 

目的  胶质母细胞瘤（GBM）超过半数为大于

65 周岁的老年患者，然而许多随机对照临床

试验均将老年患者排除出研究。手术切除在

老年 GBM 患者中的作用和对生存预后的影响

尚不明确，国内单独研究者甚少。本研究旨

在探讨不同切除程度对老年患者预后获益情

况，以及影响老年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 2007 年 1 月-2015 年 5 月于 

我院行手术治疗的新诊断老年 GBM 患者 103

例，对性别、年龄、起病时间、术前相关功

能评分、术前卡式评分（ KPS）、相关基础

疾病、肿瘤体积、肿瘤部位、是否位于优势

半球、切除程度、辅助治疗、手术至接受同

步放化疗间隔时间、免疫组化结果等各因素

进行生存分析及 COX 风险模型分析。并以 K

PS 为分层条件分别分析不同术前功能状态下

手术切除程度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  本组老年 GBM 患者平均年龄 70.4±4.8

岁，男性 70 例,女性 33 例。总体平均生存期

（OS）16.4 月，2 年生存率 7.76%，Q 型切

除（肿瘤实质+水肿带）患者 20.7 月（31

例），S 型切除（实质+部分水肿带）16.7 月

（30 例），T 型切除（仅肿瘤实质）12.6 个

月（28 例），P 型切除（未完整切除）6.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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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4 例），不同切除程度 OS 有统计学差

异（P＜0.01）。术后采用标准放化疗 69 例

（平均 OS 18.0 月），未采用标准放化疗 34

例（平均 OS 12.1 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1），COX 风险模型提示无 2 型

糖尿病（P=0.024）、术前 PS 评分（P=0.03

2）和 KPS 评分（P=0.037）越好、切除程度

越大（P＜0.0001）、有标准放化疗（P＜0.0

001）的患者预后更好；当术前 KPS＞70 分

(平均 OS 19.5 月)或术前 KPS≤70 分时(平均

OS 13.0 月)，不同手术切除程度间整体比较

生存预后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1）；

但术前 KPS≤70 分时 Q 型切除(平均 OS 15.2

月)与 T 型切除(平均 OS 13.6 月)组间两两比

较未见显著差异（P=0.062）。 

结论  有无 2 型糖尿病、术前 PS 评分、术前

KPS 评分、手术切除程度、是否有标准放化

疗是影响老年 GBM 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

素，其中切除程度是最重要的因素，年龄并

不决定老年患者生存预后；术前功能状态是

决定老年患者能否通过扩大切除获益最重要

的条件，术前合并 2 型糖尿病的老年患者预

后较差。 

 
 
PO-212 

颅底内外沟通肿瘤的手术治疗策略 
 

张明山 张宏伟 于春江 谷春雨 王浩然 任铭 曲彦明 宁

威海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目的  探讨颅底内外沟通肿瘤的 I 期切除肿瘤

的手术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手术治疗的颅底内外沟通肿瘤 46 例，其中鼻

前颅底沟通肿瘤 5 例，其中内翻状乳头状瘤 2

例，嗅神经母细胞瘤 1 例，血管外皮细胞瘤 1

例，小细胞恶性肿瘤 1 例。中颅底颞下窝沟

通 11 例，其中脑膜瘤 5 例，神经鞘瘤 3 例，

血管外皮细胞瘤 1 例，转移癌 1 例，横纹肌

肉瘤 1 例。后颅窝底颈静脉孔沟通肿瘤 38

例，其中神经鞘瘤 26 例，颈静脉孔球瘤 5

例，软骨肉瘤 4 例，脑膜瘤 2 例，孤立性纤

维瘤 1 例。 

结果  鼻前颅底沟通肿瘤手术入路：额下入路 

3 例，双额扩张入路 2 例，肿瘤全切除 3 例，

近全切除 2 例，术后发生脑脊液鼻漏 1 例，

保守治疗后好转。中颅底颞下窝沟通手术入

路：额颞开颅 6 例，额颞断颧弓入路 5 例，

全切 7 例，近全切除 3 例，部分切除 1 例，

术后无脑脊液漏，术后出现张口困难 3 例。

后颅窝底颈静脉孔沟通肿瘤手术入路：枕下

乙状窦后入路 30 例，Fisch 颞下窝 A 型入路

4 例，岩枕经乙状窦入路 1 例，迷路下经乳突

入路 3 例。肿瘤全切 28 例，近全切除 10

例，术后无脑脊液漏，12 例出现后组颅神经

功能障碍。 

结论  颅底内外沟通肿瘤尽量 I 期完成肿瘤切

除，根据肿瘤生长方式选择不同的手术入

路，提倡颅底多学科协作完成肿瘤切除。 

 
 
PO-213 

完全神经内镜下经鼻腔-蝶窦扩大入路手术切

除鞍上颅咽管瘤 5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林堃 魏德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 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探讨完全神经内镜下经鼻腔-蝶窦扩大入

路手术切除鞍上颅咽管瘤的可行性及安全

性。 

方法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福建省立医院

南院神经外科对 5 例鞍上型的囊实性颅咽管

瘤在完全神经内镜下行经鼻腔-蝶窦扩大入路

鞍上颅咽管瘤切除，术后予带蒂粘膜瓣修补

鞍底。 

结果  5 例术后病理报告均为颅咽管瘤，其中

造釉细胞型 3 例，鳞状乳头型 2 例。4 例完全

切除，1 例为伽马刀治疗后复发颅咽管瘤，因

与前交通动脉复合体紧密粘连少量残留。术

中垂体柄断裂 1 例，术后 2 例病例出现一过

性脑脊液鼻漏，予腰椎穿刺置管引流后自然 

愈合，无颅内感染及死亡病例。 

结论  熟练掌握神经内镜手术技巧及鞍周解剖

前提下，完全神经内镜下经鼻腔-蝶窦扩大入

路切除鞍上型颅咽管瘤是一种安全、有效的

方法，值得推广。 

 
 
PO-214 

大型听神经鞘瘤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策略 
 

钱若兵 魏祥品 凌士营 计颖 牛朝诗 傅先明 汪业汉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大型听神经鞘瘤的显微神经外科手

术策略。 

方法  近 3 年显微手术治疗的大型听神经瘤 3

9 例，临床表现以耳鸣、听力下降、头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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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稳、饮水呛咳、面部麻木等为主；肿瘤

直径均超过 3cm，在 CT 上肿瘤以等密度、

高密度或混杂密度，中心可有低密度影，骨

窗位中内听道有扩大并呈喇叭形， MR 上肿

瘤以内听道为中心呈球形生长，大多侵入内

听道，增强后有强化，中心有坏死或囊性

变。手术采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枕下乙状窦

后入路，骨窗需要暴露横窦和乙状窦夹角，

硬膜切开后先排空枕大池脑脊液降低颅压，

显微镜下显露肿瘤后使用神经电生理刺激了

解面神经的大致位置及走行；先行肿瘤包膜

内分块切除，再分离包膜与周边的粘连，逐

一切除肿瘤包膜，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将面

神经解剖分离，最后处理内听道附近的肿

瘤，将生长至内听道内的肿瘤切除。手术中

重点保护面听神经、后组颅神经、三叉神经

和脑干。肿瘤切除后严密缝合硬膜，骨瓣回

纳后缝合切口。术后酌情使用脱水剂和营养

神经药物。  

结果  39 例患者术中 36 例全切，3 例肿瘤内

侧包膜与脑干及面神经粘连紧密，残余少许

包膜未强行切除。术后无死亡和感染病例。

术中面神经均解剖保留，术后面神经功能（H

ouse-Brackmann 面神经功能分级）中Ⅰ级 4

例，Ⅱ级 9 例，Ⅲ级 20 例，Ⅳ级 4 例，Ⅴ级

2 例，Ⅵ级 0 例。 

结论  神经电生理监测下在保留面神经功能基

础上，采用显微手术切除大型听神经鞘瘤，

可以提高手术全切率和降低神经功能损伤。 

 
 
PO-215 

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切除巨大岩骨后脑膜瘤 
 

钱若兵 魏祥品 凌士营 计颖 牛朝诗 傅先明 汪业汉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巨大岩骨后脑膜瘤的显微神经外科

手术方法及疗效分析。 

方法  近 3 年手术治疗的岩骨后脑膜瘤 18

例，临床表现以头痛、行走不稳、饮水呛

咳、面部麻木等为主；肿瘤直径均超过 4c

m，在 CT 上 17 例表现为桥小脑角稍高密度

病灶，1 例为桥小脑角钙化、高密度病灶；在

MR 上肿瘤以广基附着于岩骨后，增强后肿瘤

强化明显并有脑膜尾征表现。手术采用神经

电生理监测下枕下乙状窦后入路，硬膜切开

后先排空枕大池脑脊液降低颅压，显微镜下

显露肿瘤后使用神经电生理刺激了解面神经

的大致位置及走行；先行肿瘤包膜内分块切

除，再逐一切除肿瘤，最后在神经电生理监

测下处理内听道附近的肿瘤包膜；手术中重

点保护面听神经、后组颅神经、三叉神经和

脑干。肿瘤切除后严密缝合硬膜，骨瓣回纳

后缝合切口。术后酌情使用脱水剂和营养神

经药物。  

结果  18 例患者术中 16 例全切，1 例肿瘤内

侧包膜与脑干粘连紧密，残余少许包膜未强

行切除，另一例为钙化型脑膜瘤，肿瘤包绕

面听神经及后组颅神经，无法切除，只作部

分切除减压。术后无死亡和感染病例，3 例有

轻微面瘫，1 例有轻微共济运动失调，1 例有

饮水呛咳，均在术后 3 月内恢复。 

结论  神经电生理监测下采用显微手术切除巨

大岩骨后脑膜瘤是提高手术全切率和降低神

经功能损伤的关键。 

 
 
PO-216 

磷酸化糖原合酶激酶 3β 介导 miRNA-422a

抑制神经胶质瘤细胞恶性表型的机制研究 
 

梁海乾 王仁杰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00162 

 

目的  前期实验表明 miR-422a 分子在胶质母

细胞瘤组织中低表达，并可能作用于 GSK3B

eta 分子。在此基础上探寻磷酸化糖原合酶激

酶 3β 介导 miRNA-422a 抑制神经胶质瘤细胞

恶性表型的机制研究。 

材料与方法  细胞增殖试验中，过表达 miR-4

22a 后，MTT、平板克隆形成实验检测其对

细胞活性及增殖能力的影响，流式细胞术检

测其对细胞凋亡的影响。细胞迁移及侵袭实

验中，过表达 miR-422a 后，Transwell 侵袭

实验检测其对胶质瘤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

的影响。同时确认 miR-422a 参与胶质瘤细胞

增殖、迁移及侵袭表型之后，我们结合前期

生物信息学方法和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验证

GSK3Beta 是否是其直接靶基因。此后，又

通过共转不含 3’UTR 的 GSK3Beta 表达载体

的挽救实验，检测 GSK3Beta 介导 miR-422a

调控胶质瘤细胞的恶性生物学表型。最后通

过荷瘤裸鼠体内增殖实验，证实 miR-422a 可

以作为胶质母细胞瘤治疗的一个潜在靶点。 

结果  在胶质瘤细胞系 U373 和 TJ905 中过表

达 miR-422a 后，细胞增殖能力降低，凋亡细

胞总数增加，胶质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降低。报告基因载体实验表明 miR-422a 能够

抑制带有 GSK3Beta 靶位点的报告基因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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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的表达。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的结果表明 miR-422a 能够影响 GSK3Beta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挽救实验证明，过表

达不含 3’UTR 调控区的 GSK3Beta 的载体能

够挽救 miR-422a 过表达导致的胶质瘤细胞增

殖、侵袭和迁移的抑制。荷瘤裸鼠体内增殖

实验证实，过表达 miR-422a 可以明显抑制胶

质瘤细胞的体内增殖能力。 

结论  本文首次证实了 miR-422a 直接调控 G

SK3Beta 的表达，并通过此机制抑制胶质瘤

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转移。并证实 GSK3Bet

a 分子介导 miR-422a 过表达导致的胶质瘤恶

性生物学表型的抑制表型。动物实验表明 mi

R-422a 抑制胶质瘤细胞体内增殖能力。对 mi

R-422a 分子及其 miR-422a/GSK3Beta 调控

轴在胶质瘤中的调控机制研究有助于我们深

化对于胶质瘤细胞的生长，运动能力等生物

学特性的理解，也完善了 miRNA 参与胶质瘤

形成的复杂网络调控机制，同时也为胶质瘤

的治疗提供一条可能的新途径。 

 
 
PO-217 

岩斜区脑膜瘤的手术治疗策略与远期预后相

关分析 
 

乔栎 1 张宏伟 2 曲彦明 2 张明山 2 韩一仙 2 于春江 2 

1.甘肃省人民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三博脑科医

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岩斜区脑膜瘤患者病例特

征、治疗方式、手术入路、神经电生理监测

指标、评价它们与患者远期生活质量的相互 

关系。 

方法  选取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三博脑科医院 2

006 年 5 月至 2015 年 10 月手术治疗的初次

和复发岩斜区脑膜瘤患者 177 例。建立岩斜

区脑膜瘤患者病例资料库。调取岩斜区脑膜

瘤患者术中自发肌电图(EMG)和脑干听觉诱

发电位(BAERs)波形资料，利用测试软件(Sy

nergy Version 11.0)进行波形特征的相关分

析。采用电话访谈，门诊复查及寄送问卷调

查表形式随访出院后患者，并制作患者远期

面神经功能分级（House & Brackmann）和

生活质量评分（Karnofsky Performance  Sca

le）量表。使用统计学分析软件包（IBM SPS

S Statistics Version 21.0）进行数据分析，正

态分布数值变量用均数±标准差（X±S）描

述，非正态分布数值变量用中位数描述，检

验水准 α=0.05,以 P＜0.05 有统计学意义。岩

斜区脑膜瘤预后的相关单因素影响采用 χ2 检

验，多因素影响采用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

析。 

结果  通过分组对比分析额颞翼点入路、经岩

骨乙状窦前、枕下乙状窦后、颞下经小脑

幕、联合幕上下不同入路和远期预后量表，

斜坡及岩斜脑膜瘤采用经枕下乙状窦后入

路，蝶岩斜脑膜瘤采用颞下经小脑幕入路或

幕上下联合入路(枕下乙状窦后+颞下经小脑

幕)在术后神经功能障碍和并发症、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要少于其他入路（P＜0.0

5），而在肿瘤大小、质地及切除程度无显著

性差异（P＞0.05）。通过术中相关脑神经

（动眼、三叉、面、听、副）电生理监测波

形特征量化分析，自发肌电图(EMG)和脑干

听觉诱发电位(BAERs)是术后脑神经麻痹可靠

的预测因素（P＜0.05）。 

结论  术中脑神经电生理监测能够提供手术 

医生早期的预警防止脑神经的不可逆损伤。

对于肿瘤质地硬韧伴周缘脑组织水肿，与脑

干、海绵窦或周围重要血管和脑神经粘连或

包裹非常紧密的岩斜区脑膜瘤，为了降低术

后神经功能障碍和提高远期生活质量，采用

次全切除（Simpson Ⅱ级）或大部切除（Sim

pson Ⅳ级），术后辅助放射治疗或 r-刀治疗

可以做为比较适合的岩斜区脑膜瘤手术治疗

策略，有助于减少术后神经功能障碍和并发

症，有利于神经功能恢复并提高患者远期生

活质量。 

  
 
PO-218 

PI3K 抑制剂对替莫唑胺耐药细胞系（U251/T

R）细胞增殖与侵袭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潘强 宋纯玉 刁兴涛 高勇 司锋 李普贤 李强 李逢佳 

泰山医学院附属莱芜医院 271100 

 

目的  观察应用 PI3K 抑制剂 LY294002 对替

莫唑胺耐药胶质瘤细胞株 U251/TR 细胞增殖

及侵袭影响，并探讨其机制。 

方法  应用 LY294002 作用于细胞株 U251/TR

细胞，通过噻唑蓝比色法（MTT）检测细胞

存活率，Transwell 法检测侵袭情况，流式细

胞仪检测细胞周期，Annexin V 法及 TUNEL

法检测细胞凋亡。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 p-

AKT、MMP-2、NF-κB 、Bcl-2、Caspase-

3、CyclinD1 等 PI3K/Akt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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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MGMT 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LY294002 组与空白对照组和 DMSO 组

相比自培养第 2 天起细胞生存率明显下降（P

<0.05）。LY294002 组 Transwell 穿过细胞

数较空白对照组、DMSO 组明显减少（P<0.0

5）。LY294002 组细胞周期被明显阻滞在 G

0/G1 期，S 期明显减少（P<0.05），细胞凋

亡率明显增加（P<0.05）。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 LY294002 组能有效抑制 P-AKT、

MMP-2、MGMT、NF-κB 、Bcl-2 及 CyclinD

1 蛋白的表达，而上调 Caspase-3 表达。 

结论  靶向 PI3K/Akt 信号通路的 LY294002

显著抑制了 U251/TR 细胞的增殖、侵袭，并

促进细胞的凋亡，其机制可能与 LY294002

下调了 PI3K/Akt 信号通路中相关蛋白质及 M

GMT 蛋白的表达有关。 

 
 
PO-219 

胶质母细胞瘤术后复发的再手术探讨 
 

钱若兵 魏祥品 凌士营 计颖 牛朝诗 傅先明 汪业汉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胶质母细胞瘤手术后复发的再次手

术方法及疗效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神经外科近 4 年收治的胶质母细胞瘤（WHO

Ⅳ级）术后复发患者 26 例，其中第一次手术

中均达到肉眼或显微镜下全切，且手术后均

常规进行放射治疗 1 疗程及替莫唑胺化疗 6

个疗程，术后利用多模态神经影像学检查动

态观察。影像学检查发现复发后再次行原切

口入路将复发性肿瘤大部分或全部切除，取

人工脑膜减张缝合脑膜，并将骨瓣去除减

压；二次手术后每月继续应用替莫唑胺化

疗。随访观察最终生存期。   

结果  26 例患者第一次手术后 5-23 月出现肿 

瘤复发，复发的肿瘤位于原肿瘤边缘并浸润

性向周边生长（复发肿瘤直径在 1-5cm），

肿瘤周边水肿明显，脑室系统受压变形并移

位。二次手术后病理报告：胶质母细胞瘤

（WHOⅣ级）21 例，胶质肉瘤 5 例。二次术

后生存期 6-17 月，总体生存期 16-31 月。    

结论   胶质母细胞瘤术后复发再次手术，能够

明显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PO-220 

显微手术治疗颅咽管瘤临床分析 
 

陈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颅咽管瘤手术方法及肿瘤切除影响

因素，以提高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调查分析我院 2010 年 1 月～20

15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66 例颅咽管瘤的临床

资料，分析其影像学资料、手术入路，分析

影响手术切除效果的相关因素。 

结果  本组病例中经翼点入路 36 例、纵裂入

路 13 例、额下入路 11 例、经鼻-蝶入路 4

例、经额叶皮质-侧脑室入路 2 例。按 Hoffma

n 对颅咽管瘤切除程度的论述将手术效果分为

5 级，本组病例Ⅰ级切除 38 例，2 级切除 16

例，3 级切除 6 例，4 级切除 4 例，死亡 2

例。 

结论及讨论  颅咽管瘤手术方式多，包括翼点

入路、纵裂入路、额下入路、经鼻-蝶入路、

经额叶皮质-侧脑室入路，对复杂、巨大的肿

瘤可采取联合入路。翼点入路的优越性体现

在：第一，适应范围广，如向一侧扩展的鞍

内-鞍上型、鞍上-脑室外型的视交叉前及视交

叉后的肿瘤；一侧脑室旁及向鞍后扩展至脚

间窝、上斜坡的肿瘤。第二，手术路径短，

操作空间大。它提供了到鞍上、鞍旁的最短

路径，并可利用鞍区的自然间隙及扩展的手

术间隙进行肿瘤切除，第一、第二间隙的使

用率高。第三，翼点入路为神经外科的经典

手术入路，术者的经验丰富、手术技巧娴

熟，提高对邻近下丘脑、垂体、视神经、视

交叉及其供血血管等结构的保护，是预防、

减少并发症的有效措施。但术前全面评估选

择合适的手术入路也至关重要。影响手术切

除效果的因素有（1）肿瘤的大小、部位、生

长方式：肿瘤越大，侵及的范围越广，手术

难度越高。（2）肿瘤与下丘脑粘连程度：粘

连过紧，则全切困难。（3）肿瘤的钙化程

度：钙化的大小、形状、硬度、部位以及与

周围重要结构的关系决定了钙化是否可以被

完整摘除。（4）肿瘤的血供及与周围血管的

位置关系：肿瘤包裹重要的大血管或穿通动

脉造成肿瘤无法全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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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1 
Exosomes from Cells Harboring PTPRZ1-
MET Fusion Contribute a Malignant Phen
otype and Temozolomide Chemoresistan
ce in Glioblastoma 
 
Zeng Ailiang1,Yan Wei1,Liu Yanwei2,Jiang Tao2,You
 Yongping1 

1.南京医科大学附第一附属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Background  Glioblastoma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ly infiltrative growth and invariably ag
gressive biological features. Despite combini
ng surgery with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
apy, the malignant nature and poor response
 to therapy of glioblastoma still presents a po
or prognosis. Therefore, studies aimed at blo
cking glioblastoma infiltrative growth, promoti
ng its drug sensitivity, and reducing its angio
genic potential are needed. A crucial form of 
cell–cell communication in tumors is the rele
ase and uptake of exosomes containing cell
ular proteins and RNAs. Cells take up exoso
mes delivering tumOR-derived oncogenic fa
ctors and can a malignant phenotype in this 
manner.It was validated that exosomes are c
arriers of pro-tumorigenic factors that particip
ate in glioblastoma progression. Fusion gene
s combine parts of ≥2 original genes, and ca
n be generated from chromosomal rearrange
ment or abnormal transcription. Gene fusion
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initial tum
origenesis and cancer progression steps.Ma
ny gene fusions are strong driver mutations i
n neoplasia and are involved in tumorigenesi
s. Our RNA sequencing (RNA-seq) study of 
272 gliomas revealed a novel, recurrent ZM f
usion tran script in secondary glioblastoma.S
econdary glioblastomas or U87 cells with ZM
 fusion harbored more MET compared with t
hose without ZM fusion,respectively. Endoge
nously expressed MET in U87 cells is not ph
osphorylated while exogenously expressed 
MET resulting from ZM fusion is phosphoryla
ted. Clinically, survival of glioblastoma with Z
M fusion is poorer than that without ZM fusio
n. However, whether gene fusions are transd
uced by exosomes is unknown These studie
s reflect the need to evaluate the functional c
ontribution of ZM fusion to the glioblastoma 
phenotype and its role in exosome-associate
d cell interaction with the tumor microenviron
ment.  
Methods  We cloned a HiS-tagged version  

of CGGA_1475 ZM fusion into an adenoviru
s vector and stably expressed the fusion prot
ein in a U87/ZM cell line. Anti-His tag or anti-
MET antibody probe of the protein revealed 
stable expression.We characterized exosom
es from the medium of glioblastoma cells har
boring and not harboring PTPRZ1-MET fusio
n (ZM fusion). We also determined the effect
 of the ZM exosomes on pro-oncogenic secr
etions from the cells with ZM fusion and sho
wed how exosomes are internalized into the 
recipient cells, and studied the effect of exos
ome-mediated intercellular communication in
 the glioblastoma microenvironment.  
Results  MET proto-oncogene expression w
as higher in exosomes from the cells with Z
M fusion (ZM exosomes). Phosphorylated M
ET (p-MET) was detected only in ZM exoso
mes, and not in non-ZM exosomes. To test 
whether MET and p-MET can be transferred 
from U87/ZM to U87/SC, we cocultured U87/
ZM and U87/SC. ZM exosomes transferred t
o non–ZM fusion glioblastoma cells and nor
mal human astrocytes altered gene expressi
on and induced mesenchymal–epithelial tran
sition.The uptake of ZM exosomes induced a
n exosome-dependent phenotype defined by
 glioblastoma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ne
urosphere growth and angiogenesis. Additio
nally, ZM exosomes conferred temozolomide
 resistance to the glioblastoma cells. Exoso
meS-derived ZM fusion network proteins tar
geted multiple pro-oncogenic effectors in reci
pient cells within the glioblastoma microenvir
onment.  
Conclusions  The major implication of the p
resent data is that ZM fusion in glioblastoma 
cells enhances the tumor cells themselves, 
EMT, migration, invasion,neurosphere forma
tion, and angiogenesis in vitro and in vivo, a
nd confers temozolomide resistance. U87/Z
M exosomes caused the expected changes t
o the glioblastoma cell phenotype in the sam
e sets of recipient cells. Hence, U87/ZM exo
somes containing MET and p-MET not only 
suggest a novel approach to biomarker dete
ction but may also provide therapeutic interv
ention targets in aggressive glioblast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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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2 

神经胶质瘤瘤区局部化疗的技术与临床研究 
 

李安民 宋少军 李军旗 蔺兴 高海平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100 

 

现将 1998 年 12 月至 2013 年 4 月以来的瘤

区局部治疗临床研究成果进行总结。 

临床技术一：术后瘤内间质化疗 

治疗原理：在手术切除肿瘤的基础上，于肿

瘤的残腔内植入化疗囊的囊管，在头皮下埋

置化疗囊的囊体。术后将化疗药的原液或经

低倍数稀释后的高浓度药液，经头皮穿刺，

注入化疗囊的囊体内，经囊管转流入残瘤瘤

床内。进入瘤床内的化疗药，在瘤腔内向残

瘤壁浸透过程中，对瘤床残余的瘤细胞及周

围 3 ㎝亚临床区内的瘤细胞达到化学性杀灭

作用。2007 年总结的 379 例患者中，有 151

例接受了此项治疗。瘤内间质化疗具有操作

简便、实用性强、重复给药方便、毒副作用

轻微、治疗效果良好的特点。类似技术国外

仅有东京大学医学院与作者同期开展，但作

者的化疗囊结构设计优于日本的产品。 

临床技术二：经脑动脉选择性/超选择性介入

化疗 1993 年，作者将经介入诊治技术扩展为

应用于治疗脑胶质瘤的介入化疗技术，现采

用的介入化疗技术有三种给药途径：⑴经颈

总动脉穿刺的介入化疗；⑵经股动脉-颈内动

脉床突上段/椎-基底动脉的选择性介入化疗；

⑶经股动脉-肿瘤供血动脉的超选择性介入化

疗。2001 年-2008 年间，作者治疗的 379 例

脑胶质瘤患者中有 283 例采用了经脑动脉介

入化疗技术，其中 158 例（56.0%）得到了

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 

临床技术三：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支持下

的大剂量化疗 2003 年，在开展了自体外周血

造血干细胞支持下的脑恶性胶质瘤大剂量化

疗,本项技术在化疗前 5 天，连续应用粒细胞

集落刺激因子 300μg/d，动员 APBBMSC 进

入外周血。经血细胞分离机分离外周血后得

到的 APBBMSC 悬浮液 60ml，置全自动降温

仪中降温后保存于液氮中。应用时将冻存的

APBBMSC 悬浮液，置于 4℃水中解冻融

化，在化疗后 48-72 小时经静脉输注。共治

疗患者 7 例，其中 4 例显效。疗效表明：AP

BSC 支持下大剂量化疗治疗具有患者痛苦

少、造血功能重建快、安全有效的特点。 

 

PO-223 

恶性脑胶质瘤的磁靶向热化疗的实验研究 
 

李安民 宋少军 李军旗 蔺兴 高海平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100 

 

作者探讨的磁靶向热化疗是将磁性纳米粒子

复合膜植入荷瘤大鼠模型通过交变磁场加热

和促进多烯紫杉醇在瘤区缓释作用。 

方法  利用纳米级磁微粒形成的磁滞热效应，

进行的磁靶向热化疗实验研究。2009 年作者

以化学共沉淀法合成纳米 Fe3O4 磁性粒子，

溶剂挥发-模具成型法制备的载有多烯紫杉醇

磁性纳米复合植入膜，磁性纳米微粒植入膜

具有良好的磁响应性。植入瘤区内的磁性纳

米粒子产生致热形式，从而达到升高瘤区局

部的温度，形成对瘤细胞的热损伤。载荷着

多烯紫杉醇的磁性纳米粒子能够在热疗的基

础上产生热化疗协同效应，增加对肿瘤抑制

作用。 

结果表明  通过将磁性纳米粒子复合膜植入荷

瘤大鼠模型通过交变磁场加热和促进多烯紫

杉醇在瘤区缓释，能够使瘤区中央温度在 5-1

0min 内上升至目标温度 43.5(士 1℃)。生物

学结果表明：荷瘤对照组瘤体随时间延长，

其体积明显增大；单纯向瘤内注射多烯紫杉

醇后，与对照组相比，肿瘤缩小，瘤腔内有

局灶性坏死液化现象。单纯热疗后大部分瘤

组织坏死，但 28d 后边缘残存瘤组织又出现

明显进展及复发。磁热化疗组表现为：肿瘤

体积明显缩小，周边残瘤惰性化改变，复发

生长速度低于其他组，生存时间长于其他

组。另外，磁热疗、化疗及磁热化疗组阳性

细胞数较荷瘤对照组降低（P<0.05）。其

中，热化疗组蛋白表达较单纯磁热疗、单纯

化疗组更为降低（P<0.05）。 

研究结论  ①磁靶向热化疗采用的磁性纳米粒

子/多烯紫杉醇复合膜，组织性相容性好，能

用作为化疗药物良好的载体，瘤区应用治疗

实验研究表明能克服紫杉醇血脑屏障通透性

差。具有升温性能良好，同时温度能够促进

化疗药的缓释，提高局部药物最大释放累积

计量。②通过荷瘤裸鼠的实验研究表明，采

用磁性纳米药物复合膜植入瘤区的热化疗，

在对瘤细胞的热抑制效应同时，又能对恶性

胶质瘤 U251 的 uPA 系统产生明显的抑制作

用，减缓瘤细胞的侵袭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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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4 

基于 2016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中枢神

经系统肿瘤分类诊断一例上皮样胶质母细胞

瘤 
 

蒋磊 胡国汉 卢亦成 

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应用 2016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中

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诊断一例上皮样胶质母

细胞瘤。 

方法  2016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中枢神

经系统肿瘤分类在 2007 年版本上做了重大推

进，建立了分子时代中枢神经系统肿瘤诊断

的新概念及标准。在胶质瘤分类中，胶质母

细胞瘤分型增加了 3 个新的胶质母细胞瘤分

型，其中包括上皮样胶质母细胞瘤（Epithelio

id glioblastoma, Ep-GBM）。 

结果  我科最近收治了一例 Ep-GBM 病例，患

者系 23 岁女性，2009 年因“头痛头晕”在外院

就诊发现左侧枕叶占位，行病灶活检术病理

提示为“炎性肉芽肿”，2 月前出现阵发性头

痛，晨起时明显，发作时偶有恶心、呕吐，

伴左眼视力模糊，视力渐进性下降，至外院

查头颅发现左侧枕叶占位，较第一次术前明

显增大。入院查体：神志清，粗测左眼视力 0.

6，右眼 1.0，左眼鼻侧、右眼颞侧偏盲，双

瞳对光反射可，双侧肢体肌力及躯体感觉正

常，肌张力正常，病理征（-），脑膜刺激征

（-），共济运动正常。完善术前检查后在全

麻下行左侧枕叶占位切除术，术中全切肿

瘤。术后病理证实为 Ep-GBM，光镜下 HE

染色主要以上皮样细胞为特征，富含嗜酸性

胞浆，染色质呈泡状，核仁偏于一侧。行 BR

AF 基因测序提示 V600E 突变，分子检测提

示 MGMT 非甲基化，IDH1/2 均为野生型。E

p-GBM 常见于儿童及青年患者，病变通常靠

近脑浅表，境界清楚，常伴有 BRAF V600E

突变和 INI-1 表达，这也是其区别横纹肌样胶

质母细胞瘤的重要特征。光镜下 Ep-GBM 局

部可能存在类似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PX

A）的病理特征，此外，Ep-GBM 也具备与 P

XA 相似的免疫组化特征和分子标记（BRAF 

V600E 突变），目前有文献报道从 PXA 演进

至 Ep-GBM 的病例证据，提示 Ep-GBM 可能 

与 PXA 的起源关系。 

结论  Ep-GBM 较常见 GBM 预后更差，易出

现早期复发及软膜播散，治疗态度应更为积

极。对于 MGMT 甲基化病例可以行 STUPP

方案，特别是对于 BRAF V600E 突变病例，

可以尝试 Vemurafenib（维罗非尼）分子靶

向治疗。 

 
 
PO-225 

脑胶质瘤的瘤组织间液放疗临床研究 
 

李安民 宋少军 李军旗 蔺兴 高海平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100 

 

目的  探讨脑胶质瘤的瘤组织间液放疗新技术

的临床应用。 

方法  总结 2006 年 1 月–2008 年 5 月，17 例

接受瘤组织间液放疗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临床疗效依据 WHO 判定实体瘤的疗效

评定, 治疗后中位生存期达 22 个月，17 例中

CR 5 例 （29.4%），PR 7 例（41.2 %），S

D 3 例（17.6%），PD 2 例（11.8%）。2 年

生存率 52.9%， 3 年生存率 47.0%。17 例中

5 例影像学治愈。常见并发症是甲状腺损害后

的功能低下。 

结论  利用瘤组织间液特性，采取立体定向技

术，应用改良的 Ommaya 囊将液态 131I 核

素恒速微量泵入瘤体内，在瘤区组织间液的

更新过程中，对瘤细胞进行的近距离放疗，

获得的良好临床疗效。 

 
 
PO-226 

复发性脑胶质瘤的免疫导向放疗临床试验研

究和长期随访 
 

李安民 宋少军 李军旗 蔺兴 高海平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100 

 

目的  探讨人鼠嵌合型 TNT 抗体标载 131 （1

31I-chTNT）在治疗复发性恶性脑胶质瘤的免

疫导向放疗（Immune Targeted Brachythera

py  ITB）疗效和毒副作用。 

方法  总结 2001 年 9 月到 2003 年 3 月完成 1

31I-chTNT 的 II 期和 III 期临床试验的 71 例复

发性恶性脑胶质瘤患者治疗的临床资料。比

较鞘内给药（第 1 组）、经股动脉-颈内动脉/

椎-基底动脉插管的介入给药（第 2 组）、术

后瘤内局部给药（第 3 组）3 种不同给药方法

的特点与疗效的关系和长期随访。 

结果  临床疗效依据 WHO 判定实体瘤的疗效

评定，第 1 组 8 例患者中 CR 0 例（0.0

 %），PR 1 例（12.5 %），SD 2 例（25.

0%），PD 5 例（62.5%）。第 2 组 7 例中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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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 例（14.3 %），PR 2 例（28.6 %），SD

 2 例（28.6 %），PD 2 例（28.6 %）。第 3

组 56 例中 CR21 例（37.5%），PR24 例（4

2.8%），SD7 例（12.5%），PD4 例（7.

1%）。2010 年在临床试验结束后 7 年的随

访中第 3 组仍有 3 例（5.3%）存活，且肿瘤

影像学治愈。 

结论  在比较 3 种途径给药方式的疗效与毒副

作用后，作者认为鞘内给药实际上是蛛网膜

下腔的近距离放疗，核素不能进入瘤区杀伤

瘤细胞；经脑动脉介入给药是瘤区血管床内

近距离放疗；瘤内局部给药是对瘤细胞的零

距离放疗。后者是临床疗效好、毒副作用轻

微的给药方式，在作者的建议下目前已作为

中国的给药的统一方法。 

 
 
PO-227 

神经胶质瘤瘤区局部治疗的新理念 
 

李安民 宋少军 李军旗 蔺兴 高海平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100 

 

相对于人类其他肿瘤的治疗方法和预后，脑

胶质瘤总体上滞后于其他组织和器官的恶性

肿瘤。 脑胶质瘤临床疗效差的主要因素：

（1）传统综合治疗的局限性：①手术的刺激

会激活残余的处于 G0 期的瘤细胞迅速进入增

殖期，形成肿瘤复发和恶性程度升级。②脑

组织放射耐受剂量为 60 Gy，而 73-80 Gy 才

能对瘤细胞形成有效杀伤，经颅全脑放疗限

定的 60 Gy 总剂量，就形成了理论无效、实

际微效的尴尬现实。③经静脉或/及口服给药

后，进入全脑的药物剂量仅为总剂量的  2

0%，不可能在瘤区形成有效杀瘤或抑瘤浓

度。（2）独特的生物学特性：瘤细胞浸润性

生长、细胞膜的弱免疫源性、瘤株的多异

质。但其 “终位性”增殖可成为瘤区局部治疗

方法可利用的生物学基础。（3）术后治疗链

的中断是我国胶质瘤临床治疗中普遍存在的

现实，（4）术后复发与继续治疗的不对称：

瘤细胞在脑内的浸润性增殖的过程贯穿着患

者整个生存期，但在肿瘤复发后，由于放疗

的剂量已经给足，口服或静脉给药方式的化

疗所造成的骨髓抑制、免疫功能和体在长达 2

4 年的临床实践中，逐步总结和完善了 4 种神

经胶质瘤瘤区局部治疗新理念。1.  “终位性”

肿瘤应该局部治疗”（Terminal Character Ca

ncer,Cure It Must in Tumor Area Localit

y）》2.  应重视对胶质瘤的“第一次打击” 由于

中枢神经的解剖学的特殊性，神经胶质瘤论

发生在脑组织或脊髓，治疗前后都会给患者

造成高死亡率和高致残率。3.  个体化治疗是

科学的对策  拟定具有针对性个体差异的有效

治疗方法，也是胶质瘤治疗的一个重要原则

和理念。作者在临床常用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有 13 种。4. 应坚持对患者的长时程治疗  神

经胶质瘤临床治疗疗效差的诸多因素中，患

者没有接受有系统计划的长时程治是其中之

一。胶质瘤是在整个病程中不断增殖的恶性

肿瘤，这就形成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肿瘤

仍在增殖，却没有有效的继续治疗。因此，

为患者拟定有定期影像学资料为指导的长时

程治疗，也是为患者保持良好疗效的主要措

施。 

 
 
PO-228 

囊肿内化疗治疗脑功能区巨大蛛网膜囊肿-3

例病例的临床报告 

 
李安民 宋少军 李军旗 蔺兴 高海平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100 

 

作者自 2012 年 4 月至 2016 年 1 月分别对 3

例颅内脑功能区巨大蛛网膜囊肿进行了囊内

化疗，临床疗效好，现将临床资料报道如

下： 

目的  探讨对位于脑运动区的蛛网膜囊肿进行

微创的囊肿内化疗的方法，在减少患者手术

创伤的同时明显提高临床疗效、改善脑功

能。 

方法  3 例患者颅内蛛网膜囊肿均位于脑功能

区，囊肿体积直径均超过 4cm。手术采用脑

立体定向或徒手定向，向蛛网膜囊肿内植入

一个 Ommaya 囊管，囊体埋置于头皮下。术

后拆线出院后，每月抽出 5ml 囊液，并注入

稀释至 2ml 的含盐酸尼莫司汀（宁得朗）25

mg 的生理盐水，连续 5-6 个月。 

结果  每 3 个月复查头颅 CT 或 MRI，了解囊 

肿在治疗期间的变化情况。3 例患者均在术后

及治疗后 7 个月，原颅内蛛网膜囊肿消失，

囊肿周围原压榨性脑萎缩的脑组织膨起，新

增加体积的脑组织回填了原囊肿区的空间。 

讨论：蛛网膜囊肿现通行的 3 种治疗方法及

手术操作的风险和创伤都较大，而且临床疗

效则决定于施治医师的临床技能而会有很大

不同。作者采用的立体定向（徒手定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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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囊肿内植入转流装置，定期向囊内注入微

量化疗药物，在化学毁灭囊壁具有分泌能力

的细胞、脉络丛组织和小微血管结构的基础

上，实现了微创条件下的囊肿治愈。最重要

的是在缓进性治疗过程中原先被扩张的囊肿

压榨的脑组织复膨，术后原有的伴发症（癫

痫、不全偏瘫和 Alzheimer 病）明显改善或

完全消失，是现通行的 3 种治疗方法难以达

到的治疗效果。 

结论  颅内运动区巨大蛛网膜囊肿的现行的 3

种治疗方法的选择性有较大差异，但是无论

哪种治疗方法的影像学疗效，能够达到原被

压榨的脑组织的复膨均是难以做到的。作者

的蛛网膜囊肿的囊内化疗方法具有手术创伤

小、治疗后囊肿完全消失、渐进性的治疗后

被压榨性脑萎缩的脑组织膨起，并有新增体

积脑组织回填原囊肿区空间的疗效，是具有

良好的临床疗效和积极的神经生物学意义。 

 
 
PO-229 

颅内占位性病变患者的影像学与病理学诊断

差异研究 
 

费舟 苏宁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外科 710032 

 

目的  及早准确的诊断对于颅内占位性病变 (I

M)的 治疗至关重要。但目前部分影像学诊断

尚与病理学有差异。本研究中，我们比较 IM

影像学诊断和病理学诊断结果，并分析可能

造成诊断差异的因素。 

方法  共选取 3427 例术后病理学确诊的 IM 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对患者 CT、 MRI 等

术前影像学结果和术后的病理学诊断结果进

行差异比对，分析两者出现差异的原因。 

结果  经过比较，3427 例 IM 患者中有 271 例

(7.9%) 患者的影像学诊断与病理学不同 ，在

这些病例中，35%的室管膜瘤、33%的脑脓

肿、30%的脑囊虫病、26%的颅咽管瘤、1

2%的脑胶质瘤、11%的垂体瘤、  10%的颅

内囊肿、 8%的脑膜瘤和 4%的听神经瘤的影

像学诊断与病理学不同 。经过分析发现，胶

质瘤、 室管膜瘤、 脑膜瘤、颅咽管瘤和垂体

瘤等脑肿瘤可能被影像学误诊为蛛网膜或脑

室内囊肿，其可能的原因是 IM 为囊性。脑脓

肿可能在影像学上诊断为为胶质瘤或转移

瘤，其原因可能是 T2 加权 MRI 图像中未见

低信号囊腔。 

结论  影像学在诊断 IM 患者中起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然而，为了减少误诊和不当的治

疗，影像学诊断的结果准确性分析应引起特

别的关注。 

 
 
PO-230 

65 例低级别胶质瘤术后调强放疗疗效 
 

张纬建 洪金省 黎珊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00005 

 

目的  回顾性分析低级别胶质瘤术后调强放疗

的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放疗科 2010 年 05 月至 2015 年 10 月收治的

低级别胶质瘤患者，术后均接受全程调强放

射治疗。用 K-M 法计算生存率，分别用 Log-

Rank 检验和 COX 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单因素

分析和多因素分析，分析患者的年龄、性

别、病理分级、病灶数量、累及脑叶、是否

跨中线、伴有癫痫发作、同步放化疗、辅助

化疗等因素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  共有 65 例患者符合入组条件，全组患

者随访率为 95.4%。其中男性占 53.8%（35/

65），女性占 46.2%（30/65）。年龄<40 岁

占 55.4%（36/65），≥40 岁占 44.6%（29/6

5），中位年龄为 38 岁。Ⅰ级胶质瘤占 4.6%

（3/65），Ⅱ级胶质瘤占 95.4%（62/65）。

伴有癫痫状态占 41.5%（27/65），无癫痫状

态占 58.5%（38/65）。肿瘤累及单个脑叶占

72.3%（47/65），累及多个脑叶占 27.7%

（18/65）。肿瘤累及单侧脑组织占 83.1%

（54/65），累及双侧脑组织占 16.9%（11/6

5）。肿瘤单发占 98.5%（64/65），累及多

发占 1.5%（1/65）。同步放化疗患者占 53.

3%（32/65），单纯术后放疗占 46.7%（28/

65）。术后行辅助化疗占 49.2%(32/65)，未

行辅助化疗占 50.8%（33/65）。基因检测方

面，行 1p19q 检测占 7.7%（5/65），其中联

合缺失占 60%（3/5），无联合缺失占 40%

（2/5）。甲基化检测占 4.6%（3/65），其中

MGMG 甲基化检测阳性占 66.7%（2/3），M

GMT 甲基化检测阴性占 33.3%（1/3）。IDH

-1/2 基因检测占 13.8%（9/65），其中 IDH-1

/2 基因检测突变阳性率为 44.4%（4/9），ID

H-1/2 基因检测突变阴性率为 22.2%（2/

9）。IDH-1 突变且 IDH-1/2 无突变为 33.3

（3/9）。全组患者 1、2、3 年生存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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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94.8%、91.7%，中位生存期为 30.3

个月。而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分析结果暂未

显示出对预后有影响的相关因素。 

结论  低级别胶质瘤术后联合调强放射治疗可

取得很好的近期疗效。 

 
 
PO-231 

替莫唑胺联合丙戊酸钠、尼卡地平抗胶质瘤

化疗方案临床疗效初步研究 
 

陈延明 许亮 朱卿 董军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205410 

 

目的  替莫唑胺（TMZ）因其确切的疗效，服

用方便，副作用轻微等特点，目前已成为临

床治疗恶性胶质瘤的一线化疗药。然而相当

一部分恶性胶质瘤患者使用了 TMZ 化疗后效

果欠佳。近年来，TMZ 个体性化疗方案的研

究成为热点，本临床研究试图了解 TMZ 联合

尼卡地平及丙戊酸钠化疗方案对于缓解恶性

胶质瘤患者肿瘤负荷、延长患者生存期是否

优于 TMZ 单药治疗。 

方法  满足以下条件的患者纳入临床试验：

（1）经手术治疗，术后病理学证实的恶性胶

质瘤患者（III～IV 级）；（2）手术/放疗和/

或化疗后复发，再次手术或未手术的胶质瘤

患者；（3）卡氏行为状态评分（KPS 评分）

≥50 分，且没有严重的肝、肾功能障碍；

（3）患者、家属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将

符合条件的入组受试者分为两组，（1）标准

TMZ 化疗方案组；（2）TMZ 联合丙戊酸钠

及尼卡地平三药化疗试验组。统计学分析。

有效性评价指标：（1）KPS 评分；（2）W

HO 肿瘤客观疗效评定；（3）患者生存期。 

结果  目前纳入试验组且顺利完成各自治疗计

划的患者共 15 人，其中标准 TMZ 化疗方案

组 8 人，TMZ 联合丙戊酸钠、尼卡地平三药

化疗实验组 7 人。两组试验患者，试验前后

患者 KPS 缓解值分别为（95% CI：-10~20）

和（95% CI：-10~4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前后患者颅脑 MRI 增强扫

描评估客观疗效，评为完全缓解（complete r

emission， CR）患者数量分别为 0 和 1，部

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患者数分

别为 2 和 4，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 S

D）患者数分别为 3 和 2，疾病进展（progre

ssive disease， PD）患者数分别为 3 和 0；

在研期间，随访发现 1 名患者因病情加重死

亡，余受试者均持续保持随访。 

讨论  本临床试验尚未结束，初期随访结果表

明，TMZ 联合丙戊酸钠及尼卡地平化疗方案

较之标准 TMZ 化疗方案，不仅能够有效控制

胶质瘤患者术后癫痫发生率，新的 TMZ 联合

化疗方案对胶质瘤患者临床缓解率高于标准 T

MZ 化疗方案，但进一步临床疗效有待后续随

访数据，及更多的入组患者数据的验证。 

 
 
PO-232 

144 例高级别胶质瘤术后调强放疗的疗效分

析 
 

张纬建 洪省金 黎珊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回顾性分析高级别胶质瘤术后调强放疗

的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放疗科 2010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高级别胶质瘤患者，术后均接受全程调强放

射治疗。用 K-M 法计算生存率，分别用 Log-

Rank 的年龄、性别、病理分检验和 COX 回

归分析方法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

分析患者级、病灶数量、是否累及多个脑

叶、是否跨中线、伴有癫痫发作、手术状

态、同步放化疗、辅助化疗等因素对预后的

影响。 

结果  共有 144 例患者符合入组条件，全组患

者随访率为 95.8%。其中男性占 58.3%（84/

144），女性占 41.7%（60/144）。年龄<20

岁占 4.2%（6/144），≥20 岁且<40 岁占 27.

1%（39/144）， ≥40 岁占 68.8%（99/14

4），中位年龄为 49 岁。Ⅲ级胶质瘤占 50.

7%（73/144），Ⅳ级胶质瘤占 49.3%（71/1

44）。病灶累及单个脑叶占 50.7%（73/14

4），累及多个脑叶占 49.3%（71/144）。单

发病灶占 88.2%（127/144），多发病灶占 1

1.5%（17/144）。病灶累及单侧脑半球占 86.

1%（124/144），累及双侧脑半球占 13.9%

（20/144）。伴有癫痫状态占 23.6%（34/14

4），无癫痫状态占 76.4%（110/144）。同

步放化疗患者占 77.8%（112/144），单纯术

后放疗占 22.2%（32/144）。术后行辅助化

疗占 70.8%(102/144)，未行辅助化疗占 29.

2%(42/144)。全组患者 1、2、3、4、5 年生

存率分别为 81.6%、54.2%、39.1%、25.

4%、15.5%，中位生存期为 18 个月。而单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病理分级（P<0.001）对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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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有影响，多因素分析同样提示病理低分级

（P<0.001）患者有较好预后。 

结论  高级别胶质瘤术后调强放疗较传统常规

放疗可提高疗效，其中病理级别低者预后较

好 

 
 
PO-233 

利用双色荧光示踪裸小鼠移植瘤模型研究胶

质瘤血管生成中的细胞融合作用 
 

孙超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研究体内肿瘤血管生成过程需要良好的

示踪模型，以显示肿瘤细胞和宿主的相关作

用关系。本部分拟采用双色荧光示踪的肿瘤

模型，分析移植瘤中的血管结构，研究是否

存在由融合细胞参与构成的肿瘤血管。 

方法  将胶质瘤细胞株 SU3-RFP 细胞，接种

于表达绿色荧光蛋白（GFP）的 NC-C57Bl/6

J-GFP 裸鼠右侧尾状核，接种后 4 周，一部

分移植瘤做切片观察，一部分做原代培养。

部分移植瘤组织采用厚切片压片法观察，部

分移植瘤组织用 OCT 包埋后做 5 μm 连续冰

冻切片在荧光显微镜和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

镜下观察。荷瘤鼠无菌条件下完整取出肿

瘤，消化后获取原代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

RFP+细胞、GFP+细胞、RFP+/GFP+细胞所

占的比例。 

结果  荧光显微镜下可以区分表达 RFP 的肿

瘤细胞和表达 GFP 的宿主细胞。组织压片在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到共表达 RFP 

和 GFP 的管腔样结构，提示存在肿瘤细胞与

宿主细胞融合产生的黄色血管。激光共聚焦

显微镜下观察肿瘤组织冰冻切片，发现血管

壁上存在 RFP+/GFP+细胞，因相邻切片的相

邻位置细胞同时表达 CD105、CD90(间充质

干细胞的标记物)，我们推测这些 RFP+/GFP

+/CD105+/CD90+细胞由肿瘤细胞和宿主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融合而来。 

结论  双色荧光蛋白示踪的可移植性胶质瘤模

型，可清晰显示肿瘤组织中的宿主血管、肿

瘤血管和肿瘤细胞与宿主细胞共建的血管，

从而证实了细胞融合是肿瘤血管生成的重要

途径。 

 
 
 
 

PO-234 
Optimized Dopamine Agonists' withdrawa
l strategy in patients with prolact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Wu Zhe Bao,Lin Shao Jian,Xia Miao Yun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
ss the effect of DAs withdrawal in patients wi
th prolactinomas and its possible favorable f
actors. 
Methods  The databases of PubMed, the Co
chrane, and EMBASE were searched up to 
December 2015 to identify studies containin
g data of preliminary experimental results an
d standards of drug withdrawal in patients wi
th prolactinomas. Twenty-seven studies wer
e included in the meta-analysis, with a total o
f 1904 patients.  
Results  The pooled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
ith persisting normoprolactinemia and no tu
mor enlargement after DA withdrawal was 3
6% in a random effects model [95% confiden
ce interval (CI), 27 –45%; I2: 93%]. Stratified
 analysis showed higher proportions of treat
ment success in patients using cabergoline 
(CAB) as the only treatment (44%; 95% CI, 4
0– 47%),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
c hyperprolactinemia (74%; 95% CI 58-9
1%), compared with bromocriptine (20%; 9
5% CI, 16 –24%). In a random effects meta-r
egression, a longer treatment duration was a
ssociated with treatment success (p=0.04), a
nd patients treated with CAB more than 24 
months showed a higher proportion in persis
ting normoprolactinemia and controlling the s
ize of the tumor (53%; 95% CI 37-68%) (p=0.
01). In addition, patients who received the lo
w dose of CAB maintenance before withdra
wal were more likely to achieve the best suc
cess (62%; 95% CI 46-77%) (p<0.0001). An
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umor size before 
withdrawal was associated with withdrawal s
uccess (p=0.0004). Whereas the cause of hy
perprolactinemia showed no trend of effect 
(p=0.17), along with serum PRL levels befor
e treatment and before drug withdrawal. 
Conclusions  Although hyperprolactinemia r
ecurrence after DA withdrawal still occupies 
a larg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the success ra
te increased obviously in recent years after 
“chosen patients” and skilled use of dopamin
e agonists, from 21% to 36%. Cabergoline is
 more recommended than bromocriptine,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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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hyperprola
ctinemia and patients with a more-than-24-m
onth treatment duration. The probability of su
ccess favors patients who have achieved lo
w dose of CAB maintenance before withdra
wal and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umor size, b
ut not the cause of hyperprolactinemia, seru
m PRL levels before treatment and before dr
ug withdrawal. 
 
 
PO-235 

胶质瘤细胞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体外共培养

的实验研究 
 

孙超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one Marrow Mese

nchymal Stem Cells, BMSCs)因具有自我更

新、多向分化的潜力，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

注。最近发现 BMSCs 可以被招募到胶质瘤微

环境中，通过直接或间接作用对肿瘤的发

生、发展产生重要作用。但胶质瘤细胞和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是否可以通过细胞融合发挥

生物学效应尚不明确。本部分拟研究体外共

培养体系中的胶质瘤细胞与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观察两者是否可以发生体外融合，及融

合后细胞的生物学变化。 

方法  构建表达红色荧光蛋白(RFP)的胶质瘤

细胞 SU3-RFP，同时获取转染绿色荧光蛋白

（GFP）基因裸小鼠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BM

SCs，将 SU3-RFP 与 BMSCs 体外共培养，

荧光显微镜下动态观察，用流式细胞分选技

术筛选出 RFP+/GFP+细胞，对其进行分子标

记物的鉴定，CCK-8 法、软琼脂糖克隆形成

实验、划痕实验等分析融合细胞的增殖、迁

移能力，皮下致瘤实验比较融合细胞和亲本

胶质瘤细胞的致瘤能力。 

结果  获取的 BMSCs 稳定表达绿色荧光蛋

白，高表达 CD105、CD90、CD44，基本不

表达 CD45、CD11b，并具有成骨、成脂肪

分化能力。SU3-RFP 和 BMSCs 共培养后在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到 RFP+/GFP+细胞，经活

细胞工作站可以观测到细胞融合的过程。单

克隆 RFP+/GFP+细胞，经 RT-PCR 及 West

ern Blot 鉴定其表达 RFP、GFP、CD105、N

estin。体外生物学研究显示融合细胞增殖速

度快于 SU3-RFP，克隆形成能力及迁移能力

强于 SU3-RFP。将融合细胞及 SU3-RFP 接

种 BALB/C 裸鼠皮下，均致瘤（5/5），融合

细胞移植瘤体积为 779.6±177.78 mm2，重量

为 0.62±0.14g；SU3-RFP 移植瘤的体积为 4

14.01±105.04mm2，重量为 0.33±0.08g。 

结论  胶质瘤细胞 SU3-RFP 能与 BMSCs 在

体外发生自发融合，融合细胞同时表达亲本

细胞的特征性基因和蛋白，且与亲本胶质瘤

细胞相比恶性度更高。 

 
 
PO-236 

枕下远外侧经髁入路显微切除颅颈交界区腹

侧面肿瘤 
 

计颖 牛朝诗 傅先明 夏养华 程传东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 230001 

 

目的  探讨枕下远外侧经髁入路在显微切除颅

颈交界区腹侧面肿瘤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采用枕下远外侧经髁入路切除的 23 例颅颈

交界区腹侧面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脑

膜瘤 17 例，神经鞘瘤 4 例，脉络丛乳头状瘤

1 例，血管母细胞瘤 1 例。所有患者术前均行

头颅 CT 和 MRI 检查，必要时行头颅 CTA 检

查。 

结果  肿瘤全切除 18 例，次全切除 3 例，大

部分切除 2 例，无手术死亡病例。1 例患者术

后因脑积水再行 V-P 分流术。所有患者术后

均未出现寰枕关节不稳定症状。术后随访肿

瘤全切除者无复发，未全切除者无进展。手

术并发症主要是后组颅神经损伤如吞咽困

难、声音嘶哑。 

结论  枕下远外侧经髁入路是颅颈交界区腹侧

面肿瘤手术治疗的理想入路。磨除部分枕骨

髁能够明显改善颅颈交界区腹侧面的暴露，

可减少对脑干的牵拉。术中可根据肿瘤病理

性质、位置、生长范围和邻近血管受累程度

进行适量的枕骨髁磨除，显露范围应个体

化。 

 
 
PO-237 

WNT 信号通路阻滞剂 C59 联合替莫唑胺治疗

胶质瘤的动物实验研究 

 
王中勇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本动物实验进行 Wnt 信号阻滞剂 C59

联合 TMZ 治疗胶质瘤的研究，旨在探讨胶质

瘤靶向信号通路治疗与传统化疗联合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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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 

方法  1、动物模型制作：选择 5～6 周龄纯种

BALB/C 雄性裸小鼠，用 25μl 微量注射器吸

取 10μl 细胞悬液（含 U87 或 GSC11 细胞 5×

105），在立体定向仪辅助下缓慢（5min）注

入鼠右侧尾状核内。2、动物模型分组及给药

途径：分为 2 大组（U87 及 GSC11），U87

组内及 GSC11 组内再按照治疗药物分 4 组，

对照组（不给药）、C59 治疗组、TMZ 治疗

组、C59 联合 TMZ 治疗组。3、移植瘤体积

及肿瘤免疫组化检测：颅内接种细胞后按组

别给予不同的药物治疗，第 28 天处死各组实

验动物（每组 n=5），取出脑组织，行 HE 染

色观察动物模型的致瘤率并测量肿瘤大小，

免疫组化染色检测 FoxM1 及 b-catenin 基因

在移植瘤中的表达情况。4、荷瘤鼠生存期检

测：颅内接种细胞后按组别给予不同的药物

治疗（每组 n=10），观察记录动物生存期，

计算中位生存期(Median)，进行生存曲线估

计(Kaplan-Meier 法)。 

结果  1、颅内移植瘤建模成功后，在早期实

验鼠生存状态均良好，28 天后发现 2 只实验

鼠出现恶病质体征。2、各组药物抑制移植瘤

的增殖。颅内接种后的第 28 天，处死实验动

物行 HE 染色脑组织发现动物模型的致瘤率为

100%。HE 染色后测量肿瘤最短径（a）和最

长径（b），根据公式计算肿瘤体积 V=a2×b/

2，结果显示在 U87 组内和 GSC11 组内提示

C59、TMZ 均能抑制裸鼠体内移植瘤的生

长，特别是两者联合治疗组的治疗效果最显

著。3、荷瘤鼠的生存期：U87 组内对照组、

C59 治疗组、TMZ 治疗组、C59 联合 TMZ

治疗组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38、54、66、94

天，GSC11 组内的结果为 32、48、52、85

天，提示 C59、TMZ 均能延长荷瘤鼠的生存

期，尤其是联合治疗组效果最好。4、免疫组

化染色观察 FoxM1 及 b-catenin 基因的表

达，C59 单独及联合 TMZ 治疗后均可明显下

调它们在移植瘤中的表达水平。 

结论  C59 联合 TMZ 治疗颅内荷人脑胶质瘤

裸小鼠模型的疗效，从肿瘤体积和荷瘤鼠生

存期等方面，比单一 C59 和单一 TMZ 的疗效

都要好，这对进一步探索胶质瘤靶分子治疗

与传统化疗药物联合方案的可行性有重要价

值。 

 
 
 
 

PO-238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调强放疗后肿瘤体积变

化规律及影响因素 
 

张纬建 刘锋 蓝恺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00005 

 

目的  研究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灶调强放射治

疗后肿瘤体积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探讨

放疗结束后脑转移灶肿瘤体积变化规律，并

对可能影响肿瘤体积变化的相关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06-01 至 2015

-06-01 期间于我科接受脑部调强放疗的非小

细胞肺癌脑转移病例临床资料。将患者放疗

前、放疗后 1 个月、放疗后 3 个月、放疗后 6

个月、放疗后 12 个月检查颅脑 MR 影像导入

Raystation 治疗计划系统，将颅内最大转移

灶勾画出，由计划系统得出该转移灶绝对体

积，并将放疗后复查 MR 对应病灶体积与治

疗前病灶体积相比，得出相对体积。用 Thom

pson 标准评价肿瘤体积对治疗的反应。采用

Wilcoxon 检验分析相邻复查时间组之间肿瘤

体积变化。分析可能影响肿瘤体积退缩率各

因素（年龄、性别、病理类型、GPA 评分、

转移灶数目、放疗前化疗及靶向治疗、放疗

后化疗及靶向治疗、放疗前肿瘤体积大小、

放疗方式、脑转移灶等效生物剂量、全脑等

效生物剂量），筛选肿瘤体积退缩率的独立

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采用 χ2 检验，多因素

分析采用二元 Logistic 分析。以 P＜0.05 为

检验水准。 

结果  连续的符合条件的病例共入组 46 例，

放疗后 1 个月、放疗后 3 个月、放疗后 6 个

月、放疗后 12 个月颅内最大转移灶平均退缩

率分别为 58%、74%、74%、78%，放疗后

肿瘤体积 1 个月内退缩最为显著，放疗后 1-3

个月内退缩较为缓慢，放疗后 3-12 个月几乎

未再退缩。单因素分析显示：放疗前有行靶

向治疗（P=0.044）、放疗前肿瘤体积＜3cm

3 者退缩率大（P=0.044、0.038）。多因素 l

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放疗前肿瘤体积大

小、转移灶数目是影响肿瘤体积退缩率的独

立因素（P=0.017、0.044）。 

结论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调强放疗后病灶退

缩显著，放疗后 3 个月内病灶持续退缩，放

疗后 3 个月相对稳定。放疗前有行靶向治

疗、颅内转移灶数目越少、放疗前肿瘤体积

＜3cm3，放疗后肿瘤体积退缩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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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9 

经枕下乙状窦后锁孔入路联合腰大池置管治

疗桥小脑角区肿瘤的临床体会 

 
盛敏峰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经枕下乙状窦后锁孔入路联合腰大

池置管治疗桥小脑角区肿瘤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苏州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诊治的 35 例桥小脑角区肿瘤的病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听神经瘤 21 例，三

叉神经鞘瘤 10 例，脑膜瘤 4 例，均采用术前

腰大池置管，术中通过腰大池释放脑脊液，

并采用经枕下乙状窦后锁孔入路，切除肿

瘤，观察其肿瘤切除程度、术后小脑半球水

肿程度以及其他并发症。 

结果  35 例桥小脑角区肿瘤患者，肿瘤全切 3

5 例，面瘫 8 例，术后小脑半球均有一定程度

的水肿，但均未引起脑积水，未见其他严重

并发症。 

结论  经枕下乙状窦后锁孔入路治疗桥小脑角

区肿瘤已得到广泛应用，但术中脑脊液释放

不佳，将增加脑组织牵拉损伤，该入路常牵

拉小脑半球，术中严重挫伤水肿将导致梗阻

性脑积水，术中联合腰大池释放脑脊液，能

减少牵拉损伤，取得一定疗效。     

 
 
PO-240 

基于体素水平影像学定量分析探讨低级别 

胶质瘤累及脑区与 IDH1 突变相关性 
 

张檀 兰青 朱卿 王中勇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背景和目的  胶质瘤的累及脑区与其分子表型

密切相关。异柠檬酸脱氢酶 1（IDH1）突变

发生在弥漫浸润性低级别胶质瘤形成的早期

阶段并对肿瘤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

研究基于体素水平影像学定量分析探讨 IDH1 

突变与低级别胶质瘤累及脑区间的相关性。 

方法  首先将入组的 91 例低级别胶质瘤 T2 像

绘制到标准脑图谱上。将绘制到标准脑图谱

上的低级别胶质瘤累及脑区进行叠加，得出

总的分布频率图，然后分别对 IDH1 突变及野

生型低级别胶质瘤进行叠加，发现二者在分

布频率图上的差异性。最后采用基于体素水

平的影像学定量分析方法-差异性累及分析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 Involvement，ADIF

FI）得出 IDH1 突变低级别胶质瘤的特异性累

及脑区。 

结果  从低级别胶质瘤总的频率分布图可以看

出，低级别胶质瘤好发于额颞叶、大部分环

绕在室管膜下区及海马齿状回，这一区域被

认为是人类的神经发生区。从 IDH1 突变与野

生型低级别胶质瘤频率分布图中发现两者均

好发于额颞叶。但二者在分布上存在差异。I

DH1 突变的低级别胶质瘤更好发于额叶，并

且多围绕在侧脑室额角周围，而 IDH1 野生型

的则更倾向于发生在额颞顶叶，并未在侧脑

室额角周围高发。由于单纯的频率分布图缺

乏有效的统计学效应，我们引入了 ADIFFI。

基于四格表检验，将 P<0.05 体素保留，并依

据相关性以色阶的差异性显示在标准脑图谱

上。研究发现 IDH1 突变与低级别胶质瘤的累

及区密切相关，即 IDH1 突变的低级别胶质瘤

特异性的累及额叶，尤其在侧脑室额角附

近。 

结论  IDH1 突变与弥漫浸润性低级别胶质瘤

累及脑区密切相关，即 IDH1 突变弥漫浸润性

低级别胶质瘤特异性的累及额叶，以侧脑室

额角周围为主。 

 
 
PO-241 

显微外科手术治疗侧脑室肿瘤的临床分析 
 

薛毅辉 游鸿海 吴喜跃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目的  探讨不同临床病理类型的侧脑室肿瘤的

显微外科治疗的临床特征、手术入路选择及

手术技巧，以提高其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65 例侧脑室肿瘤患者的临床

资料、手术处理方式及预后。根据术前 MRI

检查确定肿瘤部位、侵犯的范围及肿瘤大小

合理选择手术入路：其中侧脑室额部 19 例,体

部 11 例,三角部 18 例,颞角 9 例,枕角 8 例；

经皮质入路 56 例,其中经额角入路 37 例，经

三角区入路 18 例，经胼胝体入路 9 例。术后

密切随访,并进行 GOS 预后评分标准以评估

预后。 

结果  65 例侧脑室肿瘤中，星形细胞瘤 15

例；脑膜瘤 14 例；室管膜下瘤 2 例；中枢神

经细胞瘤 18 例；脉络丛乳头状瘤 7 例；室管

膜瘤 5 例；生殖细胞瘤 2 例；淋巴瘤 2 例。

肿瘤全切 48 例,大部分切除 10 例,部分切除 5

例,活检 2 例。65 例随访 5～50 个月，根据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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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预后评分标准良好者 57 例,轻残 5 例,重残

2 例,死亡 1 例。 

结论  侧脑室肿瘤良性居多,常需外科手术治疗,

根据侧脑室肿瘤的临床类型，供瘤血管的起

源及静脉回流情况，与周围结构的关系进行

仔细分析，合理选择手术入路进行显微外科

手术切除，可减少神经功能缺损的发生，降

低病残率、死亡率，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PO-242 

经膜髓帆入路切除桥脑背侧海绵状血管畸形 
 

施辉 周辉 王富元 孙维晔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经膜髓帆入路切除桥脑背侧海绵状

血管畸形（cavernous malformations,CM）

的手术时机和手术指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2 月 12 例桥脑背侧海绵状血管畸形患者的临

床资料。 

结果  12 例患者均经膜髓帆入路行手术治疗，

其中所有病灶全切除，术后随访 4～36 月，

无死亡病例。围手术期症状加重 1 例，新增

神经系统症状 1 例。 

结论  经膜髓帆入路切除桥脑背侧海绵状血管

畸形效果令人满意，长期随访愈后良好。 

 
 
PO-243 

医学图像融合技术在颅底肿瘤手术治疗中的

应用 
 

周辉 施辉 李爱民 梁径山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颅底肿瘤是神经外科手术治疗的难点，

解剖结构复杂而且变异大。应该进行个体化

治疗。多模态医学图像融合技术为颅底肿瘤

的个体化治疗提供了可能。 

方法  对患者进行了 CT、MRI、DSA 及 PET

检查后把这些影像资料经过预处理、配准及

融合后，输出图像，把每一名患者的颅底骨

质、脑功能区、重要血管及肿瘤的毗邻关系

很好显示，针对不同的患者采用不同的手术

入路和术中手术策略。 

结果  把融合后的图像整合到神经导航手术系

统中，指导验证手术过程，提高手术切除肿

瘤的程度，减少手术副损伤，提高手术安全

性。并对这些患者进行随访，验证手术效 

果。 

结论  通过医学图像融合技术达到颅底肿瘤的

个体化治疗，减少手术副损伤，提高了手术

安全性。 

 
 
PO-244 

儿童脑膜瘤患者的影像与病理：4 例病例系列

报道 
 

孙崇然 石键 方晓东 沈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脑膜瘤是成人最常见的原发于中枢神经

系统的良性肿瘤，但脑膜瘤在儿童患者中并

不常见。本文旨在探讨儿童脑膜瘤的影像与

病理特征 

方法  我院神经外科 2012-7 到 2015 年 3 月

中，共收治年龄小于或等于 16 岁的中枢神经

系统肿瘤 109 例，其中经病理诊断的脑膜瘤

患者有 4 例。本文总结儿童脑膜瘤的临床，

影像和病理的特征。 

结果  这 4 例病例中，男性 2 例，女性 2 例，

年龄在 13-16 岁，平均 15 岁。位置位于额叶

凸面 1 例，额叶凸面 1 例，顶叶凸面 1 例，

枕骨大孔区 1 例。其中 WHO I 级 2 例，WH

O II 级 2 例。手术 Simpson I 级切除 2 例，Si

mpson II 级切除 2 例。通过文献回顾：儿童

脑膜瘤发病率较低；发病部位上与成人相

比，后颅窝及脑室的脑膜瘤更多见；症状上

多以颅高压起病，本院病例中 3 例均为颅高

压起病，1 例后颅窝脑膜瘤以四肢麻木、乏力

起病；与成人相比，儿童间变性脑膜瘤发病

率高；影像上易伴有出血、囊变、钙化等特

点，需与胶质瘤相鉴别。 

结论  对于颅高压起病、特别是发生于后颅窝

或者脑室内的混杂信号的儿童患者，应考虑

脑膜瘤的诊断。 

 
 
PO-245 

颅内转移瘤的术后评价及其预后分析 
 

莫立根 王琳 张东伟 邓腾 李小阳 陈昊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神经外科 530021 

 

目的  探讨颅内转移瘤的手术价值和影响颅内

转移瘤术后生存的相关因素，为临床制定合

理的脑转移瘤治疗方案和正确地评价其预后

提供帮助。 

方法  收集 2010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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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 47 例颅内转移瘤患者的临床资料，通

过电话的方式进行随访，对可能影响其预后

的相关因素（年龄、性别、KPS 评分、原发

肿瘤类型、脑转移瘤数目、脑转移瘤部位、

是否合并颅外转移、脑转移瘤治疗方案等）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47 例患者手术后神经症状消失 30 例，

明显缓解 16 例，神经症状无缓解 1 例，临床

神经症状缓解率为 97.87%（46/47）， 无神

经症状加重或手术死亡。47 例脑转移瘤患者

的中位生存时间为 11 个月，半年、1 年、2

年、3 年的生存率分别为 83%、46%、 20%

和 4%。单因素分析提示是否合并颅外转移、

治疗方案分组、脑转移瘤数目是影响生存时

间的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脑转移瘤数

目、治疗方案分组为影响生存时间的独立因

素。 

结论  手术可以解除颅内转移瘤患者危及生命

的颅内高压症状，缓解颅神经症状，提高患

者生存质量，为后续综合治疗创造有利条

件；手术联合术后放化疗的综合治疗有助于

延长颅内转移瘤患者的生存时间。 

 
 
PO-246 

神经上皮肿瘤的位置与病理类型和生物学行

为的关系 
 

孙崇然 赖生龙 李宏宇 沈宏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神经上皮肿瘤在脑内发生的位置不是随

机的，不同类型的神经上皮肿瘤在脑内发生

的几率不同，而且有左右偏侧化的倾向。本

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 3 年来经病理证实的神

经上皮肿瘤的位置和病理类型以及生物学行

为的关系。 

方法  根据病理学报告，将浙医二院 2012-2

至 2015-3 神经上皮肿瘤，按 WHO 分级，细

胞成分以及总生存期分类。另根据影像学特

点，根据肿瘤所在的部位和侧别将肿瘤分

类。利用卡方分析，统计二者之间的关系。 

结果  我院神经外科 2012-2 到 2015 年 3 月

中，经病理证实神经上皮肿瘤 707 例，胶质

母细胞瘤 235 例，其中额叶占 39.6%，颞叶

29.8%，顶叶 11.5%，枕叶 3.4%，岛叶 0.

4%，小脑 2.1%，其他 7.2%。其中，右侧 53.

2%，左侧 41.3%，中线 3.0%，双侧 1.7%，

WHOIII 级的肿瘤，额叶 54.0%，颞叶 18.

0%，顶叶 9.9%，枕叶 2.5%，岛叶 2.5%，

小脑 3.1%，其他 8.1%，其中，右侧 52.

2%，左侧 42.9%，中线 4.3%，双侧 0.6%。

WHOII 级的肿瘤，额叶 52.1%，颞叶 20.0%

顶叶 7.9%，枕叶 1.2%，岛叶 4.2%，小脑 3.

6%，其他 10.9%，其中，右侧 42，4%，左

侧 50.3%中线 6.1%，双侧 1.2%。左侧右侧 

结论  高级别，星形成分的胶质瘤倾向于发生

于颞顶叶，右侧较多；低级别，少突成分的

胶质瘤倾向于发生于额叶，左侧较多，左侧

额叶和颞叶的胶质母细胞瘤的预后较右侧顶

叶的预后较好。 

 
 
PO-247 

后颅窝显微神经外科手术的经验及教训 
 

钟东 唐文渊 孙晓川 夏海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探讨后颅窝显微神经外科手术的经验及

教训。 

方法  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自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显微神经外科

手术治疗的 400 余例后颅窝病变的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本组 400 余例后颅窝病变患者均为成 

形骨瓣术毕还纳固定，无术后需去骨瓣减压

的病人。目前有 2 例术后术区血肿的病人，

有 2 例术后幕上远隔部位硬膜外血肿的病

人；有 3 例术后需手术治疗的脑积水病人。 

结论  对后颅窝病变手术进行精确的围手术期

评估可制定个体化的手术策略。术中要注意

对静脉的保护（特别是 Labbe 静脉、岩静

脉）；手术操作过程中涉及到颈内动脉、基

底动脉、大脑后动脉和小脑上动脉，引起供

应脑干的血管痉挛，而术后脑干缺血是病情

危重的主要因素之一；病变与脑干间的蛛网

膜界面消失的部分要予以残留。重要的是要

在保障病人安全的前提下全切、次全切肿

瘤！ 

 
 
PO-248 

23 例不同类型三叉神经鞘瘤的诊断和显微手

术 
 

徐锦芳 郑建 方晓东 董啸 孙崇然 沈宏 祝向东 赵学群 

傅伟明 陈高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三叉神经鞘瘤的诊断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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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手术治疗方案及其效果，总结诊治经验，

以改进治疗方案，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总结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神经外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

收治的 23 例不同类型三叉神经鞘瘤患者的临

床症状、影像学特征、手术入路选择、手术

切除情况及术后随访等临床资料，结合文献

资料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本组 23 例患者中，男性 8 例，女性 15

例。年龄最大 79 岁，最小 18 岁，平均 40.1

岁。中颅窝型 6，后颅窝型 8 例，中后颅窝型

（哑铃型）6 例，颅内外型 3 例。采用断或不

断颧弓的额颞硬膜外入路 7 例，颞底-天幕入

路 13 例，乙状窦后入路 3 例。19 例手术全

切，3 例次全切，1 例大部分切除。 术后新出

现颅神经障碍 11 例，原有颅神经障碍加重者

3 例，其余病例颅神经损害较术前均有好转，

而颅高压征、锥体束征、小脑征及面部疼痛

等症术后均有所缓解。术后随访 17 例，时间

为 3 月~3 年，未见明显复发。 

结论  三叉神经鞘瘤患者的临床表现以患侧的

三叉神经症状及体征为主 ,常同时伴有Ⅲ、

Ⅳ、Ⅵ、Ⅶ、Ⅷ颅神经受损,头颅 CT 和 MRI

对临床诊断及病变累及范围有重要意义。术

前诊断需要与脑膜瘤、听神经瘤和胆脂瘤等

相鉴别。手术入路方式的选择，应根据肿瘤

的类型，生长方式进行选择。对中颅窝为主

的三叉神经鞘瘤，可采用断或不断颧弓的额

颞硬膜外入路，对中后颅窝均较大的三叉神

经鞘瘤可采用颞底-天幕入路，对于后颅窝为

主的类型可采用乙状窦后入路。恰当的手术

入路，良好的术野显露，有助于提高三叉神

经鞘瘤的手术全切率，减少手术后的功能影

响。 

 
 
PO-249 

桥小脑角病变手术围手术期评估及手术策略 
 

钟东 唐文渊 孙晓川 夏海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探讨桥小脑角病变手术围手术期评估及

手术策略。 

方法  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自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显微神经外科

手术治疗的 293 例桥小脑角病变的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我们依据患者的症状及体

征、术前神经影像学资料、术前术中神经电

生理资料、术前神经功能评估、术中具体情

况等进行精确的围手术期评估，制定个体化

的手术策略。 

结果  本组 293 例桥小脑角病变主要为听神经

瘤、三叉神经瘤、脑膜瘤、胆脂瘤及其它。

所有患者均为成形骨瓣术毕还纳固定，无术

后需再次手术清除术区血肿的病人，无术后

需去骨瓣减压的病人，无术后需手术治疗的

脑积水患者。本组无死亡患者。 

结论  术前评估的目的是提供分析判断的依

据，以供临床医师和患方讨论患者的治疗与

预后；术中评估包括神经电生理评估及术中

具体情况评估；术后的处理也是手术的一部

分。对桥小脑角病变手术进行精确的围手术

期评估，制定个体化的手术策略，可最大程

度减少手术创伤，有效提高桥小脑角病变的

切除程度，改善患者预 

后。 

 
 
PO-250 

颅内透明细胞型脑膜瘤的复发与预后因子评

价 
 

张晖 董连强 程钢戈 

空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036 

 

目的  颅内透明细胞型脑膜瘤（clear cell men

ingioma, CCM）是一类较为少见的脑膜瘤，

约占所有类型脑膜瘤的 1%左右，肿瘤细胞呈

多角形、胞质透明、富含糖原，属 WHO II

级，本文旨在通过全面检索已发表的 CCM 病

例，总结该类脑膜瘤的临床特点以及复发和

预后因子评价。 

方法  Pubmed 和 EMBASE 检索有关颅内 CC

M 的病例报道。总结各病例的性别、手术时

年龄、临床表现、肿瘤位置、Ki-76、手术切

除范围（EOR）以及复发时间和最后随访时

间。统计无复发生存（RFS）和总体生存期

（OS）。采用 Cox 模型多因素分析探讨影响

CCM 术后无复发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经检索共有 66 篇文献符合纳入标准，

共包含 147 例 CCM 患者。其中 38 例（25.

9%）儿童，109 例（74.1%）成人患者，平

均年龄 32 岁，男女比 74:73。85 例（57.

8%）位于颅底。肿瘤全切（GTR，Simpson 

I-III 级）达 99 例（67.3%），部分切除（ST

R）49 例（32.7%）。86 例患者检测了 Ki-7

6，平均 5%。74 例患者术后复发，其中 3 例

发生其他部位转移。1 年、5 年及 10 年无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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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存率分别为 87%，37%及 9%。采用 Co

x 模型多因素分析 CCM 术后无复发生存的独

立危险因素，结果显示 EOR（STR vs. GT

R：HR，3.97；95% CI，2.13-7.38；P<0.00

1)和性别(male vs. female：HR，1.66；95% 

CI，1.03-2.67；P=0.036)为独立危险因素。

而最终有 10 例患者发生死亡，5 年及 10 年

生存率分别为 90.5%和 86.0%。使用 Kaplan-

Meier 法评价 EOR 对 OS 的影响发现，STR

和死亡率的增高明显相关（HR，5.04；95% 

CI，1.22-20.8；P=0.026）。 

结论  CCM 作为一类 WHO II 级脑膜瘤，其临

床表现和预后明显有别于 WHO I 级脑膜瘤。

其儿童患者比例高，女性患者比例低，多位

于颅底，GTR 率低，且复发率较高，远期偶

可发生其他部位转移。而影响复发的主要因

素是切除范围及性别，而术后放疗、年龄、

肿瘤位置和 Ki-67 对复发无明显影响。因此，

手术全切仍是我们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PO-251 

不同手术入路治疗颅咽管瘤 81 例临床分析 
 

徐锦芳 郑建 方晓东 董啸 孙崇然 沈宏 祝向东 赵学群 

傅伟明 陈高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颅咽管瘤的手术治疗经验，分析不

同手术入路治疗颅咽管瘤的临床效果，总结

术中操作要点及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

在最大程度保护重要组织结构、减轻术后并

发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切除肿瘤。 

方法  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神经外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

间收治的 81 例颅咽管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归

纳总结以上所有病例的临床症状、影像学表

现、术前评估、手术入路选择、手术切除情

况、术后并发症及其处理、追踪随访等详细

资料，分析其治疗效果。 

结果  81 例颅咽管瘤患者当中，男性 53 例，

女性 28 例。成人 70 例（≥18 岁），未成年 1

1 例（<18 岁），年龄最大 75 岁，最小 5 岁,

平均年龄,42.8 岁，病程 1 周到 5 年,平均 5.5

个月。其中 73 例为首次手术，8 例为复发再

次手术。肿瘤直径<3cm 者 41 例，3~5cm 者

31 例，>5cm 者 9 例。主要首发症状：颅高

压征：头痛 61 例。局灶压迫征：视力或伴视

野障碍 39 例，发育迟缓 5 例，月经紊乱 3

例，多饮多尿 31 例，性功能障碍 2 例，嗜

睡、意识模糊或伴昏迷 2 例。其中 37 例采用

经翼点入路，19 例采用经额下入路，11 例采

用经胼胝体-透明隔-穹窿间入路，5 例采用经

前纵裂-终板入路，9 例采用神经内镜下经鼻

蝶入路。47 例患者获得全切，21 例次全切

除，13 例大部切除，术后 1 年内死亡 3 例。

术后电解质紊乱 61 例，尿崩 55 例，腺垂体

功能减退 27 例，颅内感染 5 例，视力下降 7

例，癫痫 2 例，脑脊液漏 5 例。对其中的 69

例患者进行了随访，平均随访 21.3 月，其中

47 例能正常生活和工作，11 例长期口服氢化

可的松替代治疗，8 例因顽固性尿崩长期服用

弥凝控制，3 例术后视力下降，2 例因下丘脑

受损及腺垂体功能严重低下生活无法自理。 

结论  显微外科手术切除是目前有效治疗颅咽

管瘤的首选方法，首次手术如能全切则有望

获得最佳治疗效果，而术前评估、手术入路

选择和手术技巧、术后并发症的管理等决定

手术切除的效果及患者的生活质量。 

 
 
PO-252 
Intracerebral epidermoid cyst: two cases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Zheng Jian,Liu Fengqia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
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9 
 

Background  Intracerebral epidermoid cyst i
s a very rare disease, and the accurate preo
perative diagnosis is really difficult. Aims: W
e present two cases of intracerebral epiderm
oid cyst and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English l
iterature pertaining to this disease.  
Methods  We described two new cases of in
tracerebral epidermoid cystand performed a 
search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PubMed and G
oogle Scholar. Keywords used were as follo
ws (single word or combination): “epidermoid
 cyst”; “brain parenchyma”; “cholesteatoma”; 
“intracerebral”. Only patients with intracerebr
al epidermoid cyst and contained adequate c
linical information pertinent to the analysis w
ere included.  
Results  All the two cases were diagnosed a
s glioma preoperatively. However, intraopera
tive ?ndings revealed epidermoid tumors.Th
e postoperative course was uneventful and t
he patients were discharged with no neurolo
gical de?cits. On follow-up, there were no sig
ns ofrecurrence.18 cases meet the above cri
teria were found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Incl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47 

 

uding our two cases, a total of 20 cases wer
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This disease w
as typically diagnosed in young adult (media
n age = 43 year). Females were slightly mor
e frequently affected (F/M ratio, 11:9). Most 
of them located in the cerebral hemisphere 
(11 cases), 4 cases were located in the cere
bellum, 3 cases were located in the corpus c
allosum, and 2 cases were located in the pin
eal gland. Typical imaging findings on CT inc
lude a round/lobulated mass with a density r
esembling cerebrospinal fluid.On Magnetic r
esonance imaging epidermoid cysts appear 
hypointense on T1 and hyperintense on T2 
weighted images. Epidermoid cyst appear m
arkedly hyperintense compared with CSF an
dbrain tissue 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es.  
Conclusions  Accurate preoperative diagno
sis can be very dif?cult dueto the radiological
 similarities to other common intracerebral cy
sts (e.g., astrocytomas or glioma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ies, especially withdi
ffusion-weighted images, allow greater accur
acy in thepreoperativ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Radical surgical removal should be attempte
d, but a less aggressive surgicalstrategy sho
uld be considered if there is strong adherenc
e between the tumor capsule and the brain ti
ssue,particularly in eloquent areas. 
 
 
PO-253 

自发性肉芽肿性垂体炎两例 
 

石键 张建民 吴群 傅伟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GRH 是一种累及垂体的罕见慢性炎症，临床

表现类似垂体腺瘤，急性期类似脑膜炎。在

发病初期，较难正确诊断和治疗。经蝶活检

手术有助于明确诊断。GRH 最常见症状是视

力下降和我不同程度的头痛。完善检查前，

垂体功能低下的症状容易被患者忽视。文献

报告 GRH 患者可以单用类固醇激素治愈，我

们认为诊断不明时，经蝶手术探查还是有必

要的，也有学者认为手术有助于视力恢复。 

GRH 通常表现为垂体弥漫增大 T1 低或等信

号，T2 高信号。增大和强化的蝶鞍病灶，伴

有突向鞍上舌样突出，和垂体柄增大，视交

叉受压。有时伴有两侧的海绵窦区受累，脑

膜强化，脑膜“尾征”。有的伴有双侧蝶窦粘膜

的增厚，也没认为是有弥漫垂体强化的淋巴

细胞性垂体炎的特征。 

垂体炎流行病学仍不完全明了，相比较于 GR

H,XH 和 NEH，LYH 与自身免疫相关，少

见，但女性围产期报道较多。我们发现 GRH

也可能有自身免疫基础，关于炎症侵润与相

关免疫因子机制的争论仍存在。一般的组织

病理发现为多核巨细胞，组织细胞，大量淋

巴细胞侵润，钙化。有的报道描述为大量淋

巴细胞侵润围绕的上皮与朗汉氏巨细胞反

应，免疫组化的表现为组织细胞（CD68+）

和成分复杂的炎症细胞侵润（CD45RO+，C

D20+）。巨噬细胞被刺激后，大量的单核细

胞可被发现。携带白细胞共同抗原（LCA）

的白细胞可被免疫染色，提示了淋巴细胞特

别是 B 淋巴强烈渗出。我们注意到纤维组织

在 GRH 慢性炎症反应中有不同程度的显现，

颜色发白，病灶组织“坚韧性”和“紧密附着”常

被经蝶术中描述。而垂体瘤常被描述为颜色

灰白的质地稀软，囊变，易刮。 

淋巴细胞垂体炎和肉芽肿性垂体炎被发现可

以在一些特殊的个例中并存，一些学者认为

是同一疾病的不同时期。如表一文献复习，G

RH 多发生在明显年长于围产期的成年女性，

多伴有视力下降，眼睑下垂，有上述独立的

组织病理特点，可继发于全身肉芽肿性疾

病。这些特点让我们认为 GRH 是有别于淋巴

细胞垂体炎的分型。 

 
 
PO-254 

罕见嗅沟神经鞘瘤一例 
 

王俊兴 赵明飞 石键 张布衣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嗅神经鞘瘤临床主要表现为嗅觉缺失或减

退，癫痫发作或颅内压增高的相应症状。但

文献报道约有 47%的患者保留了很好的嗅觉

功能[4]，一个可能的机制认为嗅神经鞘瘤逐

渐生长的过程中，嗅丝和嗅球被不断挤压，

拉长，但嗅神经仍然保持完整，此外，嗅觉

功能影响与否与肿瘤的位置和发源也密切相

关，当肿瘤附在筛板上时嗅觉保留率最高，

达到了 82%[4]。本例患者在术前，术后嗅觉

功能都保持良好，考虑系单侧嗅神经发病有

关。 

关于嗅神经鞘瘤的组织来源，有人认为来源

于三叉神经脑膜分支，血管周围的神经丛及

嗅沟的筛前神经或嗅丝，嗅丝上位于嗅球外

大于 0.5mm 的地方是具有雪旺细胞鞘。也有

认为是脑发育异常导致雪旺细胞异位，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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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组织相似性，间充质软脑膜细胞及神经

嵴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内转化为外胚层的雪

旺细胞而导致了肿瘤的发生。 

在病理上，中枢神经鞘瘤肿瘤由梭形细胞组

成。这些细胞中的每一个具有一个椭圆形或

拉长的细胞核，免疫组化 s100 有强阳性表

达，而 EMA，Leu7 这两个在周围神经鞘膜中

表达的蛋白阴性。 

鉴别诊断主要与脑膜瘤相鉴别，文献中报道

的病例大多数在术前被误诊为嗅沟脑膜瘤，

嗅沟神经鞘瘤在 CT 上多为混杂密度影，边界

清楚，钙化少见，囊性变多见，前颅底骨质

常被侵犯，但无骨质增生，血供欠丰富 [1-

6]；而脑膜瘤在 MRI 上信号均匀，部分不均

匀表现为斑点状，片状和弧线状，T2 加权可

表现为高等或低信号，增强后，大多数情况

下可见有强化的脑膜尾征，局部骨质可增生

或破坏[2]。此外，嗅神经鞘瘤还需与嗅神经

成神经母细胞瘤，胶质瘤，转移瘤等相鉴

别，其中嗅神经母细胞瘤又称为嗅神经细胞

瘤、神经上皮瘤，是来源于鼻腔鼻窦嗅上皮

的恶性神经外胚层肿瘤。嗅神经母细胞瘤约

占鼻腔肿瘤的 3%，起源于嗅神经上皮细胞。

30 岁左右为发病高峰年龄，以男性较多见。

MRI 在 T1WI 上主要表现为与肌肉呈等信

号，稍低于灰质信号。在 T2WI 以稍高信号

为主，由于肿瘤有小片状坏死、钙化，甚至

成骨，使其信号不均，可夹杂斑片状更高信

号或点状、条状低信号。治疗上，主要手术

切除为主，辅以放化疗，预后通常不佳。而

嗅神经鞘瘤的手术切除预后良好，需要注意

的对于肿瘤侵犯硬脑膜，筛板造成骨质破坏

的需要注意预防脑脊液漏 

 
 
PO-255 

63 例颅咽管瘤的显微外科手术分析 
 

王林 李建儒 祝向东 吴群 王真 陈高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讨论显微外科手术眶上外侧入路、经蝶

窦入路、翼点入路、额下入路、前纵裂入路

治疗颅咽管瘤的临床效果，比较分析不同肿

瘤大小与手术治疗效果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2013 年 01 月至 2015 年 12 月神经外科手

术治疗的 68 例颅咽管瘤病例，根据手术入路

分为 5 组：眶上外侧入路 8 例，经蝶窦入路 1

0 例（其中 3 例内镜辅助），翼点入路 12

例，额下入路 14 例，前纵裂入路 19 例。根

据肿瘤最大径分为 3 组：<3cm 26 例，3-5cm

 30 例，>5cm 7 例。分析临床表现、影像学

表现、手术入路选择、手术切除情况、术后

并发症的临床资料，分析显微手术治疗效

果。数据用 SPSS19.0 分析处理，t 检验分析

组间年龄、性别差异情况，卡方检验分析肿

瘤全切率及术后并发症情况。 

结果  1．本组 63 例病例中，术后死亡 3 例。

肿瘤全切 37 例（58.7%），次全切除 15 例

（23.8%），大部分切除 11 例（17.5%）。

其中，眶上外侧入路 8 例中肿瘤全切 5 例（6

2.5%），经蝶窦入路 10 例中肿瘤全切 7 例

（70%），翼点入路中 12 例中肿瘤全切 7 例

（58.3%），额下入路 14 例中肿瘤全切 7 例

（50%），前纵裂入路 19 例中肿瘤全切 11

例（57.9%）。2. 本组 63 例病例中 43 例（6

8.3%）患者出现术后并发症，包括尿崩症、

钠代谢紊乱或中枢性高热等。其中，眶上外

侧入路 8 例中术后出现并发症 6 例（7

5%），经蝶窦入路 10 例中术后出现并发症 6

例（60%），翼点入路中 12 例中术后出现并

发症 7 例（58.3%），额下入路 14 例中术后

出现并发症 10 例（71.4%），前纵裂入路 19

例中术后出现并发症 14 例（73.3%）。3.本

组 63 例病例中，肿瘤最大径<3cm，26 例中

肿瘤全切 20 例（76.9%），肿瘤最大径 3-5c

m 30 例中肿瘤全切 16 例（53.3%），肿瘤最

大径>5cm 7 例中肿瘤全切 1 例（14.3%）。

不同肿瘤最大径手术全切率有统计学差异；

肿瘤最大径越大，手术全切率越低（Χ2=9.6

2，P=0.008<0.05）。 

结论  1．显微外科手术切除是目前有效治疗

颅咽管瘤的主要方法。术前评估、入路选

择、肿瘤暴露情况共同决定手术切除效果。2.

颅咽管瘤术中易损伤临近重要结构，术后并

发症多、发病率高，以尿崩症和电解质紊乱

最为多见。 

 
 
PO-256 

乙状窦前入路显微切除大型、巨大型岩斜区

脑膜瘤体会 
 

祝向东 柳夫义 王泽锋 王真 刘其昌 陈景森 傅伟明 沈

宏 陈高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0010993 

 

目的  回顾性分析总结乙状窦前入路显微切除

脑膜瘤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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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经影像学诊断、显微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岩斜区脑膜瘤 28 例临床资料。 

结果  全部病例均采用乙状窦前入路，肿瘤均

在显微镜下手术切除，其中 23 例 simpsonII

级切除，5 例大部切除，术后 6 例出现颅神经

功能障碍或缺失。 

结论  大型、巨大型岩斜区脑膜瘤因瘤体较

大，部位深在，肿瘤基地分布宽，血供丰

富，涉及颅内动、静脉，颅神经，中脑及桥

脑等重要结构，手术治疗有较大的难度和风

险，易发生严重并发症。乙状窦前入路可以

磨除岩骨，切开小脑幕，最有利于肿瘤的充

分暴露，以达到全切肿瘤，减少并发症的目

的。但手术时间长，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熟

悉神经解剖及熟练掌握显微手术技巧，特别

是术中对颅神经的保护，是提高全切除率和

生存质量的关键，术前行腰大池引流可很好

地降低脑压减少脑牵拉损伤，术中使用 CUS

A 可以提高切除效率。 

 
 
PO-257 

改良 Poppen 入路切除松果体区肿瘤 
 

祝向东 刘其昌 柳夫义 王真 凌晨晗 周景义 陈高 张建

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0010993 

 

目的  松果体区又称第三脑室后部，包括胼胝

体压部（背侧），第三脑室后界（前方），

小脑上蚓部（后方），中脑顶盖与叠体（腹

侧）。松果体区肿瘤位置深在，毗邻重要的

血管神经结构，特别是大脑深部静脉对手术

入路起着明显的阻碍作用，静脉的损伤后果

严重，而且松果体区肿瘤类型多样、生长复

杂，因此，对松果体区肿瘤的手术入路有多

种，还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本文总

结采用 Poppen 入路切除松果体区肿瘤的患

者，探讨此术式的特点及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两年来，作者采用改良 P

oppen 入路切除松果体区肿瘤的患者共 15

例，具体手术方法取俯卧位，采用从枕外隆

突起始与矢状线成 45 度角的皮肤直切口约 4

厘米，行内侧到矢状窦、下缘到横窦的顶枕

骨瓣，切开硬脑膜并抬起枕叶底面，利用横

窦和矢状窦之间夹间，切开小脑幕，暴露松

果体区，四叠体池周围，显微镜下切除肿

瘤。 

结果  肿瘤全切 13 例，大部切除 2 例，2 例 

手术后出现脑积水，而行脑室腹腔分流术，

手术后病理证实，其中生殖细胞瘤 3 例，畸

胎瘤 1 例，星形细胞瘤 3 例，脑膜瘤 5 例。 

结论  改良 Poppen 入路手术切口小，距离松

果体区近、视野宽敞、不需切开胼胝体，不

经脑室，沿脑外间隙操作，损伤小，手术反

应轻，安全。大脑大静脉及四叠体区的静脉

网，易于暴露及保护，术中可以打开第三脑

室使其与四叠体池相通,解除脑脊液梗阻，缺

点是对三脑室后壁、对侧四叠体区和同侧丘

脑后结节的暴露稍差。对松果体区肿瘤的手

术，在术前要详尽影像学检查：CT、CTA、

MR、MRV、DSA，牵拉脑叶前应设法降低颅

内压：如改变体位、腰骶外引流、纵裂 CSF

释放，脑室外引流等可达到良好的暴露。术

中操作要保护好直窦、galen’s 静脉、大脑内

静脉等重要回流静脉  

 
 
PO-258 

Endocan 及 TGF-β1 在脑膜瘤中的表达与临

床意义 
 

夏祥国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646000 

 

目的  研究 endocan 及 TGF-β1 在脑膜瘤中的

表达情况，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经手术切除的脑膜瘤组织（Mening

ioma tissue，MT）标本 41 例作为研究组,对

照组取自于 22 例因颅脑损伤行内外减压术患

者的正常脑膜组织（Normal  dural tissue，N

DT）,运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SP 法）检测

NDT 和 MT 中 endocan 及 TGF-β1 的表达情

况，结合脑膜瘤病例的临床、影像、病理资 

料，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结果  （1）22 例 NDT 中 endocan 表现为阴

性（-）14 例，弱阳性（+）7 例，中等阳性

（++）1 例；41 例 MT 中，endocan 阳性 41

例，其中弱阳性（+）23 例，中等阳性（+

+）11 例，强阳性（+++）7 例，NDT 和 MT

中 endocan 的表达差异有显著性（Z=-5.27

7，P=0.000）。（2）在 22 例 NDT 中 endo

can 表现为阴性 14 例（-），7 例(+),1 例(+

+)；在 41 例 MT 中：①I 级 MT 共 25 例，en

docan 表现为 19 例(+)，6 例(++)，在Ⅰ级 M

T 与 NDT 之间 endocan 的表达差异有显著性

（Z=-4.442，P=0.000）；②II 级 MT 共 12

例，endocan 表现为 4 例(+)，5 例(++)，3 例

(+++)，在 II 级 MT 与 NDT 之间 endocan 的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50 

 

表达差异有显著性（Z=-4.257，P=0.000）；

③III 级 MT 共 4 例，endocan 表现为 4 例（+

++），在 III 级 MT 与 NDT 之间 endocan 的

表达差异有显著性（Z=-3.449，P=0.01）；

④在 I 级 MT 与 II 级 MT 之间 endocan 的表

达差异有显著性（Z=-2.765，P=0.006）；⑤

在 I 级 MT 与 III 级 MT 之间 endocan 的表达

差异有显著性（Z=-3.758，P=0.000）；⑥在

II 级 MT 与 III 级 MT 之间 endocan 的表达差

异有显著性（Z=-2.335，P=0.002）；⑦在 M

T 中 endocan 的表达强度与脑膜瘤的病理分

级呈正相关关系（r=0.601，P=0.000）。

（3）在 41 例 MT 中，男性 9 例，endocan

表现为 3 例（+），1 例（+），5 例（++

+）；女性 32 例，endocan 表现为 20 例

（+），10 例（++），2 例（+++），在不同

性别的 MT 之间 endocan 的表达差异有显著

性（Z=-2.325，P=0.020＜0.050）。（4）4

1 例脑膜瘤中，平均年龄为 55.44±14.65 岁，

年龄≤40 岁有 4 例，endocan 表现为 3 例

（+）、1 例（+++）；40 岁＜年龄＜65 岁 2

5 例，endocan 表现为 18 例（+）、6 例（+

+）、1 例（+++）；年龄≥65 岁有 12 例，en

docan 表现为 2 例（+）、5 例（++）、5 例

（+++），在不同年龄之间 endocan 表达差

异不显著（c2=50.125，P=0.389）。（5）

凸面脑膜瘤 26 例，endocan 表现为 17 例

（+）、7 例（++）、2 例（+++）；非凸面

脑膜瘤（颅底、脑室旁）15 例，endocan 表

现为 6 例（+）、4 例（++）、5 例（++

+），在不同部位的脑膜瘤之间 endocan 的表

达差异无显著性（c2=4.756，P=0.093）。

（6）肿瘤类圆形 30 例，endocan 表现为 19

例（+），9 例（++），2 例（+++）；分叶 1

1 例，endocan 表现为 4 例（+），2 例（+

+），5 例（+++）,在类圆形与分叶形的 MT

之间 endocan 的表达差异有显著性（c2=8.5

55a，P=0.014）。（7）、肿瘤具有脑膜尾

征共 23 例，endocan 表达为 15 例(+),5 例(+

+)，3 例(+++)；无脑膜尾征共 18 例，endoc

an 表达为 8 例（+），6 例（++），4 例（++

+）,在有无脑膜尾征的脑膜瘤之间 endocan 

的表达差异不显著（c2=1.781，P=0.410）。

（8）、脑膜瘤中有坏死 10 例，endocan 表

现为 5 例（+），3 例（++），2 例（++

+）；无坏死 31 例，endocan 表现为 18 例

（+），8 例（++），5 例（+++），在有无

坏死的脑膜瘤之间 endocan 的表达差异不显

著（c2=2.666，P=0.264）。（9）、脑膜瘤

中无水肿 5 例，endocan 表现为 3 例（+），

2 例（++）；轻度水肿 19 例，endocan 表现

为 13 例（+），5 例（++），1 例（+++）；

中度水肿 6 例，endocan 表现为 3 例（+），

1 例（++），2 例（+++）；重度水肿 11

例，endocan 表现为 4 例（+），3 例（+

+），4 例（+++），在不同程度水肿的脑膜

瘤之间 endocan 表达差异不显著（c2=7.62

1，P= 0.267）。（10）、肿瘤最大直径

（D）≤30mm18 例，endocan 表现为 11 例

（+）、6 例（++）、1 例（+++）；30＜D＜

50mm 有 15 例，endocan 表达为 7 例

（+）、4 例（++）、4 例（+++）；D≥50m

m 有 8 例,endocan 表达为 5 例（+）、1 例

（++）、2 例（+++），在不同大小的脑膜瘤

之间 endocan 的表达差异无显著性（c2=4.25

0，P=0.373）。（11）、脑膜瘤内有钙化 5

例，endocan 表现为 3 例（+），2 例（+

+），0 例（+++）；瘤内无钙化 36 例，end

ocan 表现为 20 例（+），9 例（++），7 例

（+++），有无钙化的脑膜瘤之间 endocan

表达差别不显著（c2=1.356，P=0.508）。

（12）、脑膜瘤血供差 3 例，endocan 表现

为 3 例（+）；血供一般 12 例，endocan 表

现为 8 例（+），4 例（++）；血供丰富 26

例，endocan 表现为 12 例（+），7 例（+

+），7 例（+++），在不同血供脑膜瘤之间

endocan 表达差别不显著（c2=3.806，P=0.4

33）。（13）、脑膜瘤边界清楚 37 例，end

ocan 表现为 22 例（+），11 例（++），4 例

（+++）；边界不清楚 4 例，endocan 表现 1

例（+），0 例（++），3 例（+++），在不

同边界的脑膜瘤之间 endocan 表达差别有显

著性（c2=10.665，P=0.005）。（14）、脑

膜瘤周围有侵蚀 13 例，endocan 表现为 8 例

（+），5 例（++）；周围无侵蚀 28 例，end

ocan 表现为 15 例（+），6 例（++），7 例

（+++），有无侵袭的脑膜瘤之间 endocan

的表达差别不显著（c2=1.718，P=0.423）。

（15）、脑膜瘤行 1 次手术有 36 例，endoc

an 表现为 23 例（+），11 例（++），2 例

（+++）；2 次及以上手术有 5 例，endocan

表现为 5 例（+++），在不同手术次数的脑膜

瘤之间 endocan 表达差别不显著（c2=5.29

4，P=0.258）。(16)、在 22 例 NDT 中 TGF-

β1 表现为 14 例(-)，6 例(+)，2 例(++)；在 4

1 例 MT 中，TGF-β1 表现为 22 例(+)，1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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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例(+++)，NDT 和 MT 中 TGF-β1 的

表达差异有显著性（Z=-4.557，P=0.000）。

（17）、在 22 例 NDT 中 TGF-β1 表现为 13

例（-），6 例（+），2 例（++）；在 41 例

MT 中，①I 级脑膜瘤 25 例，TGF-β1 表现为

17 例（+），8 例（++），在Ⅰ级脑膜瘤与 N

DT 之间 TGF-β1 表达差异有显著性（Z=-3.7

25，P=0.000）；②II 级脑膜瘤 12 例，TGF-

β1 表现为 5 例（+），6 例（++），1 例（++

+）,在 II 级脑膜瘤与 NDT 之间 TGF-β1 表达

差异有显著性（Z=-3.548，P=0.000）；③III

级脑膜瘤共 4 例，TGF-β1 表现为 1 例

（+），3 例（+++），在 III 级脑膜瘤与 NDT

之间 TGF-β1 表达差异有显著性（Z=-3.25

9，P=0.010）。④在 I 级脑膜瘤与 II 级脑膜

瘤之间 TGF-β1 表达差异有显著性（Z=-1.64

5，P=0.010）。⑤在 I 级脑膜瘤与 III 级脑膜

瘤之间 TGF-β1 表达差异有显著性（Z=-3.31

9，P=0.001）。⑥在 II 级脑膜瘤与 III 级脑膜

瘤之间 TGF-β1 表达差异有显著性（Z=-2.40

0，P=0.010）。⑦在 MT 中 TGF-β1 的表达

强度与脑膜瘤的病理分级呈正相关关系（r=0.

467,P=0.02）。⑧endocan 的表达强度与 TG

F-β1 的表达强度呈正相关关系（r=0.403,P=0.

006）。（18）、在 41 例 MT 中，男性 9

例，TGF-β1 表现为 3 例（+），4 例（+

+），2 例（+++）；女性 32 例，TGF-β1 表

现为 19 例（+），11 例（++），2 例（++

+），在不同性别的脑膜瘤之间 TGF-β1 的表

达差异无显著性（Z=-1.571，P=0.115）。

（19）、41 例脑膜瘤中，平均年龄为 55.44±

14.65 岁，年龄≤40 岁有 4 例，其中 TGF-β1

表现为 2 例（+）、2 例（++）；40 岁＜年龄

＜65 岁有 25 例，TGF-β1 表现为 16 例

（+）、7 例（++）、2 例（+++）；年龄≥65

岁有 12 例，TGF-β1 表现为 5 例（+）、2 例

（++）、5 例（+++），在不同年龄之间的脑

膜瘤中 TGF-β1 表达差异不显著（c2=43.44

9，P=0. 660）。（20）、凸面脑膜瘤 26

例，TGF-β1 表现为 16 例（+）、9 例（+

+）、1 例（+++）；非凸面脑膜瘤 15 例，T

GF-β1 表现为 6 例（+）、6 例（++）、3 例

（+++）；在不同部位的脑膜瘤之间 TGF-β1

的表达无差异性（c2 =3.442，P=0.179）。

（21）、脑膜瘤中类圆形 30 例，TGF-β1 表

现为 18 例（+），11 例（++），1 例（++

+）；肿瘤分叶形 11 例，TGF-β1 表现为 4 例

（+），4 例（++），3 例（+++），在不同

形状脑膜瘤之间 TGF-β1 表达差异无显著性

（c2=5.556a，P=0.062）。（22）、脑膜瘤

中有脑膜尾征 23 例，TGF-β1 表现为 14 例

（+），6 例（++），3 例（+++）；无脑膜

尾征 18 例，TGF-β1 表现为 8 例（+），9 例

（++），强阳性 1 例（+），在有无脑膜尾征

的脑膜瘤之间 TGF-β1 表达差异无显著性（c

2=2.666，P=0.264）。（23）、脑膜瘤中有

坏死 10 例，TGF-β1 表现为 6 例（+），3 例

（++），1 例（+++）；瘤内无坏死 31 例，T

GF-β1 表现为 16 例（+），12 例（++），3

例（+++），在有无瘤内坏死的脑膜瘤之间 T

GF-β1 表达差异无显著性（c2=0.257，P=0.8

80）。（24）、脑膜瘤周围无明显水肿 5

例，TGF-β1 表现为 4 例（+），1 例（+

+）；轻度水肿 19 例，TGF-β1 表现为 11 例

（+），7 例（++），1 例（+++）；中度水

肿 6 例，TGF-β1 表现为 3 例（+），1 例（+

+），2 例（+++）；重度水肿 11 例，TGF-β

1 表现为 4 例（+），7 例（++），不同水肿

程度的脑膜瘤之间 TGF-β1 表达差异无显著

性（c2 =11.441，P=0.076）。（25）、41

例脑膜瘤中 D≤30mm 的有 18 例，TGF-β1 表

现为 10 例（+）、8 例（++）；30＜D＜50m

m 的有 14 例，TGF-β1 表现为 7 例（+）、5

例（++）、2 例（+++）；D≥50mm 的有 9

例，表现为 5 例（+）、2 例（++）、2 例

（+++），在不同大小的脑膜瘤之间 TGF-β1

的表达差异无显著性（c2 4.351，P=0.36

1）。（26）、脑膜瘤中钙化 5 例，TGF-β1

表现为 4 例（+），1 例（++）；瘤内无钙化

36 例，TGF-β1 表现为 18 例（+），14 例

（++），4 例（+++），在有无瘤内钙化脑膜

瘤之间 TGF-β1 表达差异无显著性（c2=1.72

0，P=0. 423）。（27）、脑膜瘤血供差 3

例，TGF-β1 表现为 2 例（+）,1 例（++）；

血供一般 12 例，TGF-β1 表现为 7 例（+），

5 例（++）；血供丰富 26 例，TGF-β1 表现

为 13 例（+），9 例（++），4 例（+++），

在不同血供脑膜瘤之间 TGF-β1 表达差别不

显著（c2=3.290，P=0.238）。（28）、脑

膜瘤中边界清楚 37 例，TGF-β1 表现为 21

（+），13 例（++），3 例（+++）；边界不

清 4 例，TGF-β1 表现为 1 例（+），2 例（+

+），1 例（+++），在不同边界脑膜瘤之间

TGF-β1 表达差异无显著性（c2=1.952，P=0.

 377）。（29）、脑膜瘤周围有侵蚀 13 例，

TGF-β1 表现为 6 例（+），4 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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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无侵蚀 28 例，TGF-β1 表现为 1

6 例（+），11 例（++），1 例（+++），肿

瘤周围有无侵袭的脑膜瘤之间 TGF-β1 的表

达差别不显著（c2=2.867，P=0.238）。（3

0）、脑膜瘤中，行 1 次手术有 36 例，TGF-

β1 表现为 27 例（+），7 例（++），2 例（+

++）；2 次及以上手术有 5 例，TGF-β1 表现

为 3 例（++），2 例（+++），在不同手术次

数的脑膜瘤之间 TGF-β1 表达差别不显著（c

2=16.439，P=0.128）。 

结论  （1）NDT 中 endocan 低表达，而 MT

中 endocan 呈高表达，表达差异有显著性，

暗示 endocan 也许参与了脑膜瘤的生长与进

展。（2）endocan 在脑膜瘤中的表达与患者

性别、肿瘤边界有关，且与脑膜瘤的病理分

级呈正相关关系。（3）NDT 中 TGF-β1 低表

达，而 MT 中 TGF-β1 呈高表达，表达差异有

显著性，暗示 TGF-β1 参与了脑膜瘤的生长

与进展。（4）TGF-β1 在 MT 中的表达与脑

膜瘤的病理分级呈正相关关系。（5）endoca

n 及 TGF-β1 在脑膜瘤中表达为正相关关系，

与脑膜瘤的临床、病理之间有密切关系，二

则共同促进脑膜瘤的生长与发展，进一步研

究 endocan 及 TGF-β1 在脑膜瘤发生、发展

中的作用机制，可能为脑膜瘤的治疗提供新

的途径。 

 
 
PO-259 

高良姜素在胶质瘤细胞迁移和侵袭中的影响 
 

熊雨 李昊 明扬 陈礼刚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研究高良姜素对胶质瘤细胞迁移和侵袭

的影响并初步探讨其机制。 

方法  采用 CCK-8 法研究不同浓度的高良姜

素在 24h 对 U87 和 U251 胶质瘤母细胞增殖

的影响。分别采用伤口愈合实验、transwell

侵袭实验研究高良姜素对 U87 和 U251 胶质

瘤母细胞的迁移和侵袭的影响。Western blot

检测应用高良姜素后 U87 和 U251 中转化生

长因子 β 的变化。应用转染技术在胶质瘤细

胞中过表达转化生长因子 β。 

结果  一定时间内低浓度的高良姜素并没有明

显抑制 U87 和 U251 胶质瘤母细胞的增殖。2

4h 时，低浓度的高良姜素的抑制了 U87 和 U

251 胶质瘤母细胞的迁移和侵袭，结果具有统

计学差异。24h 时，低浓度的高良姜素使 U8

7 和 U251 中转化生长因子 β 减少。 

结论  高良姜素可以通过阻断 TGFβ 抑制胶质

瘤母细胞 U87 和 U251 的迁移和侵袭。 

 
 
PO-260 

中药提取物哇巴因抑制人神经胶质瘤细胞 U2

51 增殖的机制研究 
 

李杰 1 程世翔 1 衣泰龙 1 徐忠伟 1 张文彬 1 徐瑞成 1,2 

1.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

与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

院 

2.武警后勤学院 

 

目的  研究哇巴因抑制人神经胶质瘤细胞增殖

并促进其凋亡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通过 MTT 分析细胞增殖活性，流式细

胞术检测细胞周期，高内涵筛选和 Western b

lotting 法检测 HIF-1α、Akt、mTOR 等相关基

因表达变化。 

结果  MTT 显示哇巴因抑制 U251 细胞 24h 的

IC50 值为 3.3μmol/L；流式细胞术显示哇巴

因作用 U251 细胞出现 S 期阻滞；高内涵和

Western blotting 显示哇巴因通过下调神经胶

质瘤细胞 U251 细胞 HIF-1α、Akt、mTOR 和

p-mTOR 表达，同时上调 p-Akt 和 Nrf2 表

达，抑制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 

结论  哇巴因可抑制人神经胶质瘤 U251 细胞

增殖、诱导细胞凋亡，可能将成为一类新的

化学治疗神经系统肿瘤的天然产物。 

 
 
PO-261 

脑肿瘤血管对脑功能的影响以及手术策略 
 

邹元杰 刘宏毅 章文斌 杨坤 刘永 

南京脑科医院 神经外科 210029 

 

目的  分析脑肿瘤血管对脑功能的影响，总结

手术摘除脑肿瘤中处理肿瘤血管（肿瘤血

管、供瘤血管、临周累及的正常血管、穿支

血管）的策略。 

方法  回顾分析近 1 年内多血性肿瘤显微手术

病例 16 例，包括蝶骨嵴内侧型脑膜瘤 3 例，

鞍结节脑膜瘤 3 例、岛叶胶质细胞瘤 3 例、

小脑实体性血管母细胞瘤 2 例，功能区（运

动区、语言区）肿瘤 5 例。手术前计划：实

施神经影像分析（MRA,MRI-C+，3D-TOF M

RA, DSA,CTA 以及肿瘤与 MRI 融合重建），

制定手术入路，分别采用翼点侧裂入路、纵

裂入路、沟回入路等。手术前评估肿瘤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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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血管、受累及的正常血管的来源、管径、

走形方向。关注主干血管和分支、穿支血

管。评估瘤周血管的脑组织供应区以及涉及

的脑功能情况。手术均采用显微手术技术，

总结供瘤血管、瘤周正常血管的显微镜下解

剖、辨认；分离肿瘤血管的显微技术要点，

多血性肿瘤手术中血管因素处理对策和方

法；肿瘤血管的手术中显微镜下器械应用体

会。分析手术后瘤周缺血、术区出血的原因

和防范措施。 

结果  本组病例肿瘤累及患侧颈内动脉 7 例，

患侧大脑中动脉及穿支 8 例，大脑前动脉和

前交通动脉 5 例。正常瘤周主干血管包裹 9

例，移位 13 例，均予以显微镜下解剖保留。

术后瘤周脑组织局灶性缺血 3 例，瘤腔出血 2

例。肿瘤全切除 11 例，大部切除 5 例（胶质

瘤为主）。 

结论  脑肿瘤手术前影像分析有利于手术方案

制定，手术中供瘤血管和正常血管有其特

征，显微手术中的血管剥离、电凝以及显微

器械的熟练应用是保护瘤周正常血管的关

键，分支和穿支血管的保护更具挑战性。脑

血管损害直接带来相应脑功能障碍，但有其

代偿性和失代偿变化。 

 
 
PO-262 

立体定向穿刺引流结合 γ-刀治疗囊性脑转移

瘤的疗效观察 
 

徐浩祥 魏孟广 董俊强 李杰 周琛海 张文彬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

神经疾病研究所、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目的  通过对立体定向穿刺引流结合 γ-刀治疗

囊性脑转移瘤的疗效观察，并与同体积实性

脑转移瘤单纯 γ-刀治疗相比较，研究囊性脑

转移瘤微创有效的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3 月-2015 年 3 月

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囊性和实性脑转移瘤患

者，根据入组标准共纳入囊性脑转移瘤患者 1

9 例，设为 A 组，实性脑转移瘤患者 20 例，

设为 B 组。A 组采用立体定向穿刺引流结合 γ

-刀治疗，B 组单纯应用立体定向 γ-刀治疗，

分析两组患者肿瘤控制率、生存期情况。 

结果  随访 2-36 个月，A、B 两组中位生存期 

分别为 10.55±5.37 月、12.08±6.35 个月（χ2

=0.105，P=0.305）。治疗后 6 个月 A 组、B

组肿瘤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69%、75%（χ2=0.

208，P=0.460）。治疗后 12 个月 A 组、B

组肿瘤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48%、43%（χ2=0.

022，P=0.568）。A 组在穿刺前、穿刺后的

肿瘤体积分别为（36.5±15.2）、（7.8±2.7）

cm3（P<0.05），B 组肿瘤体积（7.8±1.5）c

m3，与 A 组穿刺后比较 P>0.05。A 组在穿刺

前、穿刺后的 KPS 评分分别为（63.7±7.

6）、（85.8±6.0）分（P<0.05）。A 组 1 例

患者出现颅内肿瘤进展，后行开颅手术切

除。A 组死亡 6 例，B 组死亡 8 例，死亡原因

60%为原发肿瘤进展。穿刺引流术后和伽玛

刀治疗所有病例未出现相关的并发症。 

结论  囊性脑转移瘤立体定向穿刺引流后症状

与穿刺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囊性脑

转移瘤经穿刺引流后 γ-刀治疗远期疗效与体

积相当的实性脑转移瘤 γ-刀治疗相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PO-263 

术中磁共振和弥散张量成像纤维束示踪技术

在邻近弓形束病变手术中的应用 
 

李昉晔 陈晓雷 余新光 许百男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术中磁共振在邻近弓形束病变手术

中提高切除程度、全切率和保护患者语言功

能的作用及语言功能对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

量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收集 65 例病变累及优势半球皮

层下语言传导束即弓形束的患者。评价术中

磁共振和弓形束功能神经导航对手术策略、

病变切除程度和全切率的影响。健康状况问

卷对语言功能障碍的患者进行生活质量调

查，评价语言功能对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的影响。 

结果  65 例患者在术中磁共振和弓形束功能神

经导航下行病变切除术，与第一次 iMRI 结果

比较，术者对 12 例患者切除程度判断不准

确，误判率为 18.5%。非胶质瘤病变首次 iM

RI 确认全切除。54 例胶质瘤中，第一次 iMRI

证实，21 例全切除，33 例有肿瘤残留。其中

有 8 例因为残留肿瘤与弓形束距离太近，为

避免术后出现失语或原有症状加重，未进一

步切除残留病变。其余 25 例根据术中影像更

新手术计划后切除残余肿瘤，最终 17 例全切

除，8 例次全切除或部分切除。iMRI 使胶质

瘤的全切率从 38.9%提高到 70.4%。25 例首

次扫描继续切除胶质瘤的平均切除程度从 87.

3%提高到 97.4%，所有胶质瘤患者的平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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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程度从 92.1%提高到 96.8%。术后 2 周有

15 例(23.1%)原有症状加重或新发失语。6 个

月随访时，2 例患者(3.2%)存在长期语言功能

障碍。和术后 1 个月相比，术后 6 个月时 9

例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精神健康总评 7

例好转，1 例下降不超过 5 分，1 例下降明

显。躯体健康总评 8 例好转，1 例下降。 

结论  术中磁共振和弥散张量成像纤维束示踪

技术有助于在最大化切除病变的同时，最小

程度损伤患者的语言功能，提高患者术后健

康相关生活质量。 

 
 
PO-264 

岛叶胶质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章文斌 杨坤 何升学 赵鹏来 罗正祥 刘宏毅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经侧裂入路切除岛叶胶质瘤手术中

的切除范围及血管保护的术前评估方法和术

中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神经外科 2008 年 1 月至 2014 年 7 月手术治

疗的 46 例病灶主体位于岛叶的胶质瘤患者临

床资料。经翼点或扩大翼点入路分离侧裂后

显露 M2，处理 M2 发出的短穿支后分块切除

肿瘤，内囊最外侧动脉不参与岛叶胶质瘤血

供，为肿瘤切除内侧界。  

结果  显微镜下肿瘤近全切除并经术后影像学

证实 38 例，大部切除 8 例，术后 2 例偏瘫，

1 例术后硬膜下出血。3 例术后对侧肢体轻偏

瘫，肌力 IV 级，1 例短暂混合性失语。 

结论  手术前的影像学检查，尤其是肿瘤与血

管的关系 3D-TOF，对术中血管保护有重要指

导作用。内囊最外侧动脉为肿瘤切除内侧

界。 

 
 
PO-265 

人脑胶质瘤干细胞-裸小鼠连续皮下移植变成

纤维肉瘤的报告 
 

戴纯刚 1 刘兵 1 马加威 2 代兴亮 2 芮琴 2 贾敬云 1 谢

涛 1 马笑宇 1 陆朝晖 2 董军 2 兰青 2 黄强 2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新区医院    2.苏州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源于人脑胶质瘤干细胞的绿色荧光

裸小鼠皮下移植瘤组织，长期鼠间传代后演

变成纤维肉瘤的可能性。     

 方法  取浓度为 1×106 个/0.5 mL PBS 的 SU

3 胶质瘤干细胞，接种于纯合子 NC-C57BL6

J-增强型绿色荧光蛋白(EGFP)+小鼠皮下，致

瘤后将 1 mm3 大小的移植瘤组织经套管针行

同品系鼠间传代移植，观察移植瘤的增殖特

征。取初代移植瘤和各鼠间传代的肿瘤组织

进行冰冻切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肿瘤组织

中发绿色荧光的细胞；HE 染色肿瘤组织；免

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肿瘤组织乏氧诱导因子 α

(HIF-α)、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和成纤维细

胞活化蛋白(FAP)的表达。    

 结果  前 3 代移植致瘤率是 100%，肿瘤大小

的个体差异较大，4~8 代以后差距逐渐缩

小，且增殖规律符合人脑胶质瘤裸小鼠移植

模型特征；随着移植瘤传代次数增加，EGFP

+细胞在肿瘤组织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加；HE

染色显示肿瘤组织坏死、出血多见，血管丰

富，核大，深染、异型明显，向肌肉间隙呈

广泛侵袭性生长；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 TN

F+细胞，HIF-α+细胞广泛分布于各代移植瘤

组织中，无 GFAP+细胞，90%的细胞 FAP

呈阳性表达，诊断为纤维肉瘤。     

 结论  源于人脑胶质瘤干细胞的裸小鼠皮下移

植瘤组织，长期鼠间传代后会变成鼠源性纤

维肉瘤，说明肿瘤细胞在寄生地宿主组织重

构过程中能诱导成纤维间质细胞的恶性转

化。 

 
 
PO-266 
Intra-sellar and supra-sellar schwannoma
 masquerading as a pituitary macroadeno
ma 
 
Zhang jinsen1,2,Xu Shugang13,Liu Qinglin1,2,Li Xuee
n1,2,Jia Deze1,2,Li Gang1,2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Qilu Hospital of Sh

andong University， 107 Wenhua Xi Road， Jina

n， Shandong Province， 250012， P.R. China 

2.Brain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Uni

versity， 44 Wenhua Xi Road，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250012， P.R. China 

3.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Dezhou People’s 

Hospital， Dezhou， Shandong Province， P.R. Ch

ina 
 

Objective  We present a case of a patient wi
th an intrasellar schwannoma with suprasella
r extension mimicking a pituitary macroaden
oma radiographically and clinically.Intracrani
al schwannomas are usually seen in the cer
ebello-pontine angle (CPA). However, sch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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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oma arising in the sella and extending into
 the suprasellar region is very rare and easily
 misdiagnosed as a pituitary macroadenoma.
Intracranial schwannomas usually arise from
 sensory nerves with predilection for the trige
minal nerve and the vestibular component of
 the eighth cranial nerve(VIII). However, sch
wannoma arising in the sella and extending i
nto the suprasellar region is very rare and ea
sily misdiagnosed as a pituitary macroadeno
ma. As we all know, only 26 cases of intrasel
lar schwannomas have been reported in liter
ature until now. Here, we present a case of a
 patient with an intrasellar schwannoma with 
suprasellar extension mimicking a pituitary m
acroadenoma radiographically and clinically. 
As we all know, only 25 cases of intrasellar s
chwannomas have been reported in literatur
e until now. Here, we reported a case of a pa
tient with an intrasellar schwannoma with su
prasellar extension. 
Method  A 50-year-old man visited the hospi
tal because of headache and decreasing vis
ual acuity of both eyes. MRI scanning showe
d a leision in the sella measuring 25mm×28
mm×25mm extending to the suprasellar cist
ern and compressing the optic chiasm, witho
ut obvious infiltration of the cavernous sinus.
 The signal of the lesion was isointense to ce
rebral cortex in T1-weighted squences, and 
slightly hyperintense in T2-weighted sequen
ces. Following contrast injection, the mass w
as inhomogeneously enhanced inside the le
sion. The imaging findings were somewhat d
ifferent from pituitary adenoma, but we didn’t
 suspect it was schwannoma. So our initial di
gnose was pituitary macroadenoma. Endocri
ne testing revealed depressed FSH 0.97 mI
U/mL (normal, 1.5-12.4 mIU/mL), LH 0.6 mI
U/mL (normal, 1.7-8.6 mIU/mL), otestosteron
e <0.03 ng/mL (normal, 2.8-8 ng/mL), and ot
her hormone tesing results were within norm
al limits. Then the patient underwent an end
oscopic endonasal tranS-sphenoid surgery,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guidelines for pituit
ary adenoma. When opened the anterior wal
l of the sphenoid sinus, we found sellar floor 
was extremely thin, but there was no eviden
ce of bony destruction. After drilling the sella
r floor and opening the dura, we encountere
d grayish firm tumor. The consistency was s
o rubbery that it could not be removed easily
 by suction. Meanwhile, the mass was hyper
vascularized fibrous, that is different from us
ual pituitary adenomas. Ultimately, we resect

ed the tumor subtotally because of the hemo
rrhage and the firm consistency of the lesion,
 and we reconstructed the sellar defect by us
ing artificial dura mater and pediculate muco
sal flap of nasal septum. 
Results  Histopathological studies recomme
nded its diagnosis was a schwannoma. HE s
taining showed a biphasic tumor consisting o
f spindle shaped cells with rod shape nuclei 
consistent with Antoni A and stellate cells wit
h smaller nuclei consistent with Antoni B. Im
munohistochemical studies showed strong p
ositivity for S-100. Tumor cells were positive 
staining for vimentin protein, but negative for
 epithelial membrane antigen(EMA), Cytoker
atin (CK), Synaptophysin (Syn). Ki-67 prolife
ration rate was approximately 2%. 
Conclusion  Although schwann cells are not
 located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neuro
surgeons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schwanno
mas are a possibl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i
ntrasellar and suprasellar pituitary lesions. 
 
 
PO-267 

经中颅底硬膜间入路切除中后颅窝哑铃型三

叉神经鞘瘤 
 

何升学 刘宏毅 邹元杰 马骏 张岩松 黄庆玖 陈永严 章

文斌 刘永 耿良元 刘翔 罗正祥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210029 

 

目的 初步探讨经中颅底硬膜间入路切除中后 

颅窝哑铃型三叉神经鞘瘤的手术适应症及治

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1

月间我科采用经中颅底硬膜间人路切除中后

颅窝哑铃型三叉神经鞘瘤 7 例患者临床及影

像资料、手术疗效和术后并发症情况。 

结果 7 例患者中 Mp 型 5 例、MP 型 2 例。7

例患者术后第 1 天复查 MRI 显示肿瘤均全

切，无手术死亡;术后颅神经功能障碍较术前

改善 4 例，无明显变化 3 例，无加重和出现

新的颅神经麻痹;1 例出现皮下积液和颅内感

染，经腰穿置管脑脊液引流和抗生素治疗痊

愈；1 例患者出现颞肌萎缩。术后 7 例患者均

长期随访，随访时 12-60 个月，无 1 例患者

复发。 

结论 中颅底硬膜间入路切除是切除 Mp 型和

部分 MP 型三叉神经鞘瘤的一种有效治疗方

法，主要在硬膜间进行手术操作，有利于脑

组织、颅神经及血管的保护，手术损伤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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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小、并发症少。 

 
 
PO-268 
TREM-1 expression in craniopharyngiom
a and Rathke’s cleft cyst: its possible imp
lication for controversial pathology  
 
Liu Yi 
Nanfang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51
0515 
 

Objective Whether a mixed type of cranioph
aryngioma (CP) exists and whether papillary 
craniopharyngioma (pCP) is on a histopathol
ogical continuum with Rathke’s cleft cyst (R
CC) remain controversial.  
Methods We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and l
ocalization of β-catenin, BRAF p.V600E (V6
00E),and triggering receptor expressed on m
yeloid cellS-1 (TREM-1) in 58 samples inclu
ding 20 pCPs, 26 adamantinomatous cranio
pharyngiomas (aCP), and 12 RCCs.Five aC
Ps were diagnosed with mixed type CPs acc
ording to previous studies and the remaining
 21 cases were pure aCPs. Four of the 12 R
CCs presented with significant squamous ep
ithelium (SE). 
Results V600E immunoreactivity was obser
ved in all pCPs in the cytoplasm, but not in t
he nuclei. aCPs and RCCs, including mixed t
ype CP, did not express V600E. Nuclear β-c
atenin translocation was detected exclusivel
y in aCPs, especially in epithelial nodules. T
REM-1 was expressed in the SE of pCPs.Ad
ditionally, TREM-1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in the SE of 5 “mixed type” CPs, while it was 
absent in pure aCPs. TREM-1 was expresse
d in 4 RCCs with SE, but not in the remainin
g 8 RCCs. TREM-1 mRNA levels were comp
ared in cultured cells from 6 cases of pCPs a
nd 6 pure aCPs. TREM-1 mRNA level was si
gnificantly (p <0.001; up to 4.045 fold) higher
 in pCPs (mean = 5.66 ± 0.39) than in aCPs 
(mean= 1.40 ± 0.25). Western blotting reveal
ed a significantly (p < 0.001; up to 7.19fold) l
ower level of TREM-1 expression in aCP cell
s (mean = 0.13 ± 0.07) compared to that in p
CP cells (mean = 0.97 ± 0.03).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RE
M-1 is a novel marker of metaplasia. RCC a
nd pCP may represent two ends of a morpho
logical spectrum, but seem to be distinct enti
ties regarding their genetic make-up and, the
refore, should be accurately differentiated. A 

variant showing overlapping histological feat
ures of aCP and pCP should not be consider
ed as a mixed type. 
 
 
PO-269 

改良锁孔枕下乙状窦后入路的显微解剖及临

床应用 
 

陈刚 孙超 盛敏峰 李鑫 吕璇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改良锁孔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开颅的

手术方法及技巧。 

方法 方法对采用改良锁孔枕下乙状窦后入路

开颅手术的 8 例桥小脑角区病变患者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开颅方法：术前腰穿置管，

乳突后长 4cm 切口，定位关键孔，骨瓣成型

直径 2.5cm，“Y”形剪开硬膜，完成开颅。 

结果 关键孔定位准确，骨瓣开颅术均顺利完

成，无一例损伤乙状窦和横窦，均获得满意

的术野显露。开颅平均用时 35 分钟。术后无

一例发生切口脑脊液漏和颅内感染。 

结论 改良锁孔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开颅安全、

可行。术中关键点是根据乳突表面解剖标志

定位关键孔，以良好地显露及避免损伤己状

窦和横窦。 

 
 
PO-270 

UMSCs 对 U87MG 细胞生物学行为影响的研

究 
 

孙建军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恶性胶质瘤是脑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具有发病率高、复发率高、死亡率高、生存

质量差、治疗难度大等特点，生存率不到两

年。本研究将 UMSCs 与 U87MG 细胞体外共

培养，模拟胶质瘤生长的微环境，探讨 UMS

Cs 与 U87MG 直接或间接共培养的方法及可

能产生的结果，观察 UMSCs 对 U87MG 细胞

形态、细胞周期及超微结构改变等的影响，

分析 UMSCs 对 U87MG 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

响作用，总结 UMSCs 与 U87MG 细胞共培养

方法与经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方法和基

础。 

方法 在无菌条件下将新鲜足月胎儿脐带采用

组织块培养法及胰蛋白酶消化法分离，用含 1

0%FBS 的 DMEM 培养基，在 5%CO2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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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中进行培养，，取 P4 代 UCMSCs 采用流

式细胞术对 UMSCs 表面标志 CD29、CD4

4、HLA-ABC 等进行鉴定；将其浓度配制成

1x106/ml 的混悬液，与 1x106/ml 的 U87MG

连续稳定传代 3 代以上的单细胞悬液分别进

行直接或间接共培养，用光镜分别观察各培

养组 U87MG 细胞形态变化、用 MTT 法测定

U87MG 在共培养前后 OD 值变化并绘制生长

曲线图，收集 U87MG 细胞进行流式细胞术

生长周期测定及电镜超微结构观察。 

结果 1）UMSCs 的表面标志物 CD29、CD4

4、HLA-ABC 等阳性表达比率均在 90%以

上，其具有干细胞的典型特征。2）细胞骨架

消失, 融合成片，部分细胞脱落，胞体收缩变

形，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细胞形态由多角形

变为梭形，突起消失，细胞间骨架结构断

裂。3）可使 U87MG 细胞出现 S 期阻滞，U

MSCs 明显地改变了 U87MG 细胞的周期，并

出现了周期阻滞现象（主要为 S 期阻滞）。

4）通过透射电镜对 U87MG 细胞超微结构进

行观察发现，细胞连接断裂，细胞核碎裂，

核边距增宽，线粒体等细胞器呈空泡样，出

现典型凋亡改变，而对照组仍生长旺盛。5）

细胞凋亡率呈明显上升趋势，表现为时间及

浓度显著差异性（P <0.01）。 

结论 (1)  UMSCs 能显著降低 U87MG 细胞之

间的粘附作用；(2)  UMSCs 能显著抑制 U87

MG 细胞的增殖；(3)  UMSCs 与 U87MG 细

胞共培养后 U87MG 细胞凋亡率随时间及 UM

SCs 上清液浓度升高而升高(4)  UMSCs 与 U

87MG 细胞共培养后 U87MG 细胞核固缩、碎

裂，线粒体等细胞器呈空泡样变等凋亡改

变。 

 
 
PO-271 

小脑延髓裂入路在第四脑室和脑干区域肿瘤

手术中的应用 
 

陈立华 李文德 徐如祥 魏群 李运军 赵浩 高进宝 于斌 

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探讨经小脑延髓裂入路切除第四脑室、

脑桥和延髓背侧区域肿瘤的手术方法、显微

手术技巧，提高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经小脑延髓裂入路切除的 106 例第四

脑室、脑桥和延髓背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

料。其中采用双侧小脑延髓裂入路者 83 例，

23 例明显偏侧的四脑室区、脑干肿瘤小型肿 

瘤经单侧小脑延髓裂入路。 

结果 肿瘤全切除 97 例，次全切除 9 例；全切

除率 91.5％，近全切除率 8.5％。术后并发脑

积水 1 例经分流术后治愈，无症状性颅内积

气 13 例、皮下积液 2 例，吞咽障碍、一过性

复视、短暂性消化道出血和呼吸障碍各 1

例，均经保守治疗后痊愈。术后无共济失

调、平衡障碍和小脑性缄默综合征、脑脊液

漏、颅内出血和感染等与手术入路有关的并

发症，无手术死亡病例。 

结论 经小脑延髓裂入路是切除第四脑室、脑

桥和延髓背侧肿瘤的微创、安全有效，且显

露充分、方便实用的手术入路。熟练的显微

外科技术有助于提高手术疗效。 

关键词  小脑延脑裂入路  第四脑室  脑干 显

微外科技术 

 
 
PO-272 

蝶骨嵴内侧型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策略 
 

孙志刚 徐凤科 包金锁 陈伟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028007 

 

目的 探讨蝶骨嵴内侧型脑膜瘤显微手术的术

前影像评估，术中手术技巧及神经血管的保

护，提高肿瘤的全切，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回顾我科 1993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

经显微手术治疗 60 例蝶骨嵴内侧型脑膜瘤的

临床资料。分析肿瘤的术前 CT、MRI 及血管

造影的临床资料进行影像学评估，了解肿瘤

的起源，手术入路的选择，与重要血管神经

的毗邻关系。术中肿瘤血供的控制，神经血

管的分离和保护方法。 

结果 肿瘤 Simpson I、II 级切除 27 例，III 级

切除 13 例。肿瘤残留部位主要有海绵窦 5

例，颈内动脉和大脑中动脉及其分支 7 例，

动眼神经 1 例。10 例出现手术并发症，死亡

1 例，死亡原因为血管痉挛导致大面积脑梗

死。 

结论 充分的术前影像学评估，对了解肿瘤的

起源，质地与血管神经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对是否需要栓塞有初步的判定；个性化的手

术入路、术者娴熟的手术技巧和熟悉的颅底

解剖可提高肿瘤的全切和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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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3 

侧脑室肿瘤手术入路比较及临床分析 
 

孙建军 武弋 荔志云 刘帆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回顾分析侧脑室肿瘤的两种手术入路的

治疗效果，探讨侧脑室肿瘤的适宜手术入

路。 

方法 根据肿瘤部位、大小及发展方向对 138

例经皮层及纵裂胼胝体手术入路对侧脑室肿

瘤施行手术。 

结果 肿瘤全切 107 例，次全切 15 例，大部

分切除 6 例，恢复良好 110 例，改善 21 例，

无效 6 例，死亡 1 例（0.8%），系术后肺部

感染呼吸功能衰竭病人。5 例肿瘤复发。 

结论  根据肿瘤的体积、发展方向及病理性

质，对侧脑室肿瘤选择适宜的手术入路可以

取得满意的临床效果 

 
 
PO-274 

放疗联合抗肿瘤药物治疗肺癌脑转移的疗效

和安全性的荟萃分析 
 

林恒 1,2 谢贤和 1 罗水妹 1 李丽娜 1 周思婧 1 沈瑞芬 1 

杨海涛 1 吴宇鹏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化疗科 

2.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肿瘤科 

 

目的  荟萃分析放疗联合不同药物的治疗方案

对肺癌脑转移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按照 Cochrane 方法，全面检索 Pub 

Med 数据库中截止 2015 年 10 月期间发表的,

涉及肺癌脑转移治疗的对照试验，纳入治疗

组为化疗或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或血管内皮抑

素加放疗（联合组），对照组为单纯放疗组,

并用 RevMan5.3 软件对合并效应量进行统计

分析，以客观缓解率、中枢神经系统进展时

间、无进展生存期、总生存率和严重不良反

应事件作为主要研究终点。  

结果  共纳入 13 个对照试验 1778 例患者，与

单纯放疗组相比，联合治疗组在客观缓解率

（ORR）方面获得显著的提高（RR=1.38; 9

5％CI，1.19-1.60; P <0.0001），并显著延

长了中枢神经系统进展时间（CNS-TTP ）

（HR=0.71; 95％CI，0.57-0.90; P = 0.004）

和无进展生存期（PFS）（HR=0.60; 95％C

I，0.44-0.83; P = 0.002），然而，没有延长

总生存期（OS）（HR=0.80; 95％CI，0.61-

1.05; P = 0.11）并具有较高的严重不良反应

事件（Grade≥3）（RR=2.57; 95％CI，1.24-

5.35; P = 0.01）。其中，血液学毒性是联合

组中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事件，以 3-4 级白细

胞减少（RR=7.01; 95％CI，1.37-35.75; P =

0.02）和血小板减少（RR=9.86; 95％CI，1.

97-49.37; P = 0.005）的发病率最高。联合组

与单纯放疗组的非血液学毒性都仅为轻度且

不具有统计学差异，包括疲劳/无力（P =0.6

7），呼吸困难（P =0.55），疼痛（P =0.7

6），肌病（P =0.70），恶心/呕吐（P =0.2

3）和感染（P = 0.05）。有趣的是，亚组分

析表明，与单纯放疗组相比，靶向治疗联合

放疗明显延长总生存期（HR=0.58; 95％CI，

0.37-0.90; P = 0.01）且没有观察到严重的血

液学毒性。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靶向药物联合放疗对

肺癌脑转移具有理想的效果，仅有轻度不良

反应。因此，对于无法切除的来自肺部的脑

转移瘤，靶向药物联合放疗是值得推荐的。

其次，联合放化疗是没有合适分子靶点的患

者的首选方案。 

 
 
PO-275 

桥小脑角区骨性脑膜瘤 7 例 
 

邓培刚 章升国 熊进挺 曾斌华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桥小脑角区骨性脑膜瘤形成原因、

诊断与显微手术治疗要点。  

方法 回顾分析 7 例桥小脑角区骨性脑膜瘤病

人临床资料、患者病史时间长，在 20—30 年

之间，反复出现头昏头痛，伴左耳听力消

失，伴恶心呕吐，行走不稳。显微手术 6 例

完全切除，1 例大部分切除。 

结果 7 例随诊 6 个月—2 年，症状明显好转 6

例，症状稳定 1 例。 

结论  分析脑膜瘤骨性化形成原因及临床特

点。CT、MRI 影像学的诊断主要依据与鉴别

诊断。本文重点讨论手术要点，采用磨钻沿

边界轻轻磨除，手术操作轻柔、细致，一般

可全切除。对骨化认识是关键，切勿咬骨钳

咬除，损伤粘连血管至手术失败或多种并发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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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6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复发垂体腺瘤：3

3 例经验总结 
 

江常震 颜小荣 王晨阳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复发垂

体腺瘤的可行性及治疗效果。并分析第一次

神经内镜下和显微镜下经鼻蝶入路以及开颅

肿瘤切除术这三种手术方式再次手术时各自

特点。 

方法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共收治 33

例复发垂体腺瘤病人，这些病人均接受纯神

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手术，其中 21 例第一次

接受显微镜下经鼻蝶入路手术，6 例第一次接

受过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手术，6 例第一次

接受过开颅肿瘤切除术，将他们按第一次的

手术方式分成 3 组。 

结果  33 例中有 19 例（57.6％）得到了全切

除，其中 9 例复发 GH 垂体腺瘤有 6 例得到

了全切除，但术后生化指标控制在正常的只

有 3 例（50％）。第一次显微镜下经鼻蝶入

路组的 21 例中 17 例（81.0％）得到了全切

除，第一次经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组的 6

例中 3 例（50.0％）得到了全切除，第一次

开颅肿瘤切除组的 6 例中的 1 例得到了全切

除（16.7％）。有 2 例出现手术后的严重并

发症，1 例脑脊液鼻漏和脑膜炎，而行了经鼻

蝶再手术修补，另外 1 例术腔血肿，而行了

开颅血肿清除。 

结论  对于第一次传统经鼻蝶入路或开颅显微 

镜下切除的复发垂体腺瘤患者来说，神经内

镜下再次进入全切除率更高，传统经鼻蝶入

路显微镜下的病例往往因为蝶窦前壁和鞍底

骨质结构未充分去除而导致肿瘤残留，而开

颅手术切除的病例仍保持鼻腔自然通道，二

者神经内镜下再次进入时解剖标识清楚。神

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复发垂体腺瘤是安

全的，如果再配合神经导航融合技术定位更

有助于降低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 

 
 
PO-277 

双额经侧脑室入路切除侧脑室内巨大中枢神

经细胞瘤 
 

江常震 颜小荣 王晨阳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双额开颅经双侧脑室入路切除侧脑

室内巨大中枢神经细胞瘤的安全性及疗效。 

方法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对收治的 5

例侧脑室内巨大中枢神经细胞瘤采用双额开

颅经双侧脑室额角入路的方式进行肿瘤切

除。术前 MRI 均诊断为中枢神经细胞瘤，占

据两侧的侧脑室，肿瘤直径大于 5.0cm，肿

瘤基底宽，基底部与一侧的侧脑室壁紧密接

触，肿瘤的上缘与胼胝体无明显界限。术前

根据 MRI 弥散张量成像（DTI）重建锥体束

和感觉束以便术中的神经导航。术中及术后

注意点：（1）先从非基底侧的脑室进入切除

肿瘤，有利于判断手术中切除的解剖位置，

有利于保护深部的重要结构（2）注意保护丘

纹静脉和大脑内静脉。（3）侧脑室引流通畅

至少保持 2 周以上，观察脑脊液颜色的变

化。 

结果  5 例侧脑室巨大中枢神经细胞瘤均得到

全切除，经术后随访复查 MRI 得到证实。无

失语和偏瘫等并发症。其中 2 例术后并发颅

内感染，经积极抗感染并保持侧脑室引流达 3

周而得到控制。1 例因术后 10 天引流管不通

畅而拔除，术后 3 周后证实存在脑积水而行

VP 分流术。 

结论  双侧额部开颅经双侧脑室入路提供良 

好的手术暴露视角，既可以减少脑组织的牵

拉和破坏又可以最大限度切除肿瘤而不增加

额外的神经功能障碍。 

 
 
PO-278 

长期药物治疗复发促甲状腺激素垂体腺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江常震 颜小荣 王晨阳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目的  我们对 1 例复发促甲状腺激素（TSH）

垂体腺瘤患者长期使用生长抑素类似物奥曲

肽治疗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进行

文献复习。 

方法  5 年前该患者被误诊为侵袭性无功能型

垂体腺瘤而接受经鼻蝶入路切除术，2 年半前

因头痛复查确诊为肿瘤复发，PRL 中度升

高，随机 GH、OGTT GH 谷值和 IGF－1 升

高，fT3、fT4 和 sTSH 均高于正常值范围，5

年前手术的病理标本免疫组化确认为 TSH 型

垂体大腺瘤，MRI 上表现为侵袭性生长，Kno

sp4 级。患者接受奥曲肽治疗（20mg/28

天）时间长达 2 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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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用药后第 3 个月复查随机 GH、OGTT 

GH 谷值、IGF－1、fT3、fT4 和 sTSH 均降

至正常值范围，头痛症状缓解。用药后 3 个

月肿瘤体积缩小达 63.9％，用药 2 年半肿瘤

体积缩小达 70.9％。无明显药物副作用。 

结论  对于复发侵袭性 TSH 垂体腺瘤可以考

虑长期使用奥曲肽治疗以替代手术治疗。 

 
 
PO-279 

蝶骨嵴内侧型巨大脑膜瘤显微切除手术体会

及文献回顾 
 

杨晨 王樑 屈延 高国栋 

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通过回顾手术录像及相关文献，探讨蝶

骨嵴内侧型巨大脑膜瘤显微手术切除要点。 

方法 回顾我院近期手术的一名蝶骨嵴内侧型

巨大脑膜瘤患者手术治疗情况，47 岁，男

性，主因“头痛、头晕、右眼视力进行性下降

1 年，失明 2 月”入院，术前行头颅 CT、MRI

检查示右侧蝶骨嵴巨大占位，病灶大小约 6.6

*6.0*5.4cm，占位效应明显，显著不均匀强

化，病灶包绕颈内动脉、大脑中动脉，压迫

视神经，累及海绵窦。右眼完全失明，左眼

视力 0.5、视野颞侧及周边偏盲。手术采用翼

点入路加磨除蝶骨嵴内侧，行额颞弧形切

口。硬膜外磨蝶骨嵴，处理肿瘤基底部，烧

灼、分离肿瘤与硬脑膜之间供血丰富的生长

点。分离侧裂，显露肿瘤，于肿瘤基底靠近

额侧分块切除肿瘤，减少肿瘤体积，扩大手

术空间。沿肿瘤于颈内动脉以及视神经之间

的蛛网膜界限分离血管和神经，注意保护重

要穿支动脉。 

结果 术中完好分离肿瘤与颈内动脉及其分支

以及视神经的粘连，除累及海绵窦处肿瘤少

量残留，其余肿瘤完整切除，颈内动脉及其

分支以及视神经完好保留。术后第一天右眼

有光感，左眼视力从术前 0.5 提高至 0.6，周

边视野缺损显著改善，眼底水肿明显减轻。

无颅神经损伤症状，无脑血管痉挛、缺血、

脑水肿症状，肢体活动同术前，无肢体运动

障碍。术后病理回报脑膜瘤，皮细胞型，部

分细胞增生高度活跃并局部呈浸润性生长。

术后 1 周顺利出院。累及海绵窦处残留肿瘤

术后 3 月行伽马刀治疗。 

结论 保证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全切除是

蝶骨嵴内侧型巨大脑膜瘤最有效的治疗方

法，娴熟的显微操作技术，全面的解剖知

识，恰当的手术入路，良好的肿瘤显露，完

好的血管、神经保护是手术的关键。 

 
 
PO-280 

复发性脑胶质瘤再次手术联合 125I 粒子植入

疗效分析 
 

林瑞生 1,2 于涛 1 汪伟巍 1 易海波 1 李榕 1 张智洲 1 郑

水顺 1 蔡维平 1 陈寿仁 1 沈少山 1 邢春阳 1 林国诗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神经外科，漳州，36

3000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复发性脑胶质瘤再次手术联合 125I

粒子植入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治疗组 31 例经手术加放疗后复发的脑胶

质瘤患者，行再次开颅显微手术切除、术中

在瘤床植入 125I 粒子，每颗粒子活度 0．4～

0．5mCi，病灶周边剂量 60Gy 左右；对照组

27 例经手术加放疗后复发的脑胶质瘤患者，

经再次开颅显微手术后、但未行 125I 粒子植

入。术后长期随访直至死亡，分析两组患者

的总体生存期和并发症。 

结果 治疗组 31 例中死亡 26 例，已死亡的患

者平均生存时间为(62.2±5.5)周，中位生存时

间为 54 周；对照组 27 例中死亡 23 例，已死

亡的患者平均生存时间为(46.4±4.4)周，中位

生存时间为 38 周；两组生存期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0.05)。治疗组术后出现放射性脑病

6 例，癫痫 8 例；对照组术后出现放射性脑病

5 例，癫痫 7 例；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4

5.2%和 44.4%，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

5)。 

结论 对手术加放疗后再复发的脑胶质瘤患者

行再次开颅手术切除术、术中瘤床植入 125I

粒子，能对残留肿瘤局部增加放疗治疗、延

防肿瘤复发、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PO-281 

小骨窗全内窥镜手术治疗桥小脑区脑干腹侧

胆脂瘤 
 

吕著海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采用小骨窗全内窥镜手术治疗桥脑

小脑角区脑干腹侧胆脂瘤的治疗效果及应用

价值。 

方法 3 例采用乙状窦后小骨窗入路，全内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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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下切除肿瘤后，严密缝合脑膜，未置引

流，骨瓣复位，钛条固定。 

结果 神经内窥镜下行肿瘤切除，全切 2 例，

次全切 1 例。术后无死亡及无菌性脑膜炎表

现。无脑脊液漏及皮下积液，术后 3 个月，

随访 3 例患者，均恢复正常生活。 

结论 小骨窗经乙状窦后入路治疗桥脑小脑角

区脑干腹侧胆脂瘤，可由辅助内镜治疗变为

全程使用神经内窥镜进行手术是可行的，既

提高肿瘤切除率，避免肿瘤残留，减少对脑

干，小脑及颅神经的牵拉和对重要血管的损

伤，又提高了微创度，减少术后并发症，提

高手术疗效，缩短住院时间。 

  
 
PO-282 
Neuroenteric Cyst of the Left Lateral Vent
ricle: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
ature 
 
ling xiaoyang,luo zhengxiang,zhang wenbing,zhang 
yansong,zhao penglai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Nanjing Brain Hospit

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00 
 

Background And Importance   Intracranial 
supratentorial neuroenteric cysts are very rar
e, benign lesions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
em. We described a neuroenteric cyst of the 
left lateral ventricle in a 38-year old male, wh
ich had been confirmed using immunohistoc
hemistry. Up to date this was the first reporte
d case in which the neuroenteric cyst was lo
cated in the lateral ventricle.  
Clinical Presentation  The patient had paro
xysmal headache for half a year which exac
erbated in the recent two months. MRI show
ed a 3cm*3cm*2.5cm cyst in the left lateral v
entricle. Partial resectomy of We report the fi
rst case of the NC in the lateral ventricle, pro
viding new evidence to develop the hypothes
is on NC etiology.the cyst was performed du
e to the strong adherence of the cyst to the s
urrounding structures. The final diagnosis wa
s confirmed according to histopathological a
nd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of the cyst. 
Conclusion  Lack of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pecific imaging features, neuroenteric cyst 
may be misdiagnosed as other types of cyst
s preoperatively. At present surgical excision
 is the only treatment for neuroenteric cysts. 
Early diagnosis and more treatment options 
may be available in the future with more cas
es of neuroenteric cyst being reported and it

s pathogenesis being understood further. W
e firstly reported the NC in the lateral ventricl
e, providing new evidence to develop NC eti
ology. 
 
 
PO-283 
Clinical features of clear cell meningioma: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36 cases among 
10,529 patients in a single institution 
 
Li Peng1,Yang Zhijun1,Wang Zhenmin1,Zhou Qiangy
i1,Li Shiwei1,Wang Xingchao1,Wang Bo1,Zhao Fu2,Li
u Pinan1,2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Beijing Tian Tan H

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Neural Reconstruction， Beijing Ne

urosurgery Institut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Clear cell meningioma (CCM) is 
a rare subtype of meningioma. It represents 
only 0.2–0.8 % of all meningiomas. Histologi
cally, it is characterized by sheets of polygon
al cells with clear cytoplasm, which is the ex
pression of a high glycogen concentration. It 
was classified as a grade I lesion in 1993 be
cause of its bland histological appearance. H
owever, CCM was found to behave aggressi
vely with a high rate of local recurrence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metastasis, and it was ch
anged to grade II in 2000. To date, only a fe
w CCMs have been reported, and most of th
em were isolated case reports. The clinical f
eatures of CCM are still not clear. We prese
nt the largest series of 36 CCMs and evaluat
e several prognostic factors of patient’s clinic
al outcome. 
Methods  Review of the records of Beijing Ti
an Tan Hospital for the period from 2008 to 2
015 identified 36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
y confirmed CCM among a total of 10,529 m
eningioma patients. Data regarding the clinic
al presentation, radiological imaging, patholo
gic results, and treatment outcome of CCM p
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We se
arched PubMed for relevant articles with the 
term “clear cell meningioma” in the title. Stud
ies with more than seven cases were carefull
y reviewed. 
Results  CCM constituted 0.3 % of the intrac
ranial meningiomas and 1.4 % of the intraspi
nal meningiomas. The male-tofemale ratio (3
6 vs 64 %) for CCMs was similar to that for t
otal meningiomas (28 vs 72 %) patients (chi-
squared test, p= 0.3). The mean age at di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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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is of CCM patients (29.3± 18.4 years) wa
s significantly younger than that of total meni
ngiomas (49.8±11.9 years) patients (t-test, p
=0). During the follow-up, 15 patients (42 %) 
suffered from tumor recurrence. The recurre
nce time ranged from 10 months to 12 years,
 with a median time of 29 months. Kaplan-M
eier survival analysis showed that patients af
ter total resection (Simpson grades I and II) 
had significantly longer progression-free surv
ival (PFS) time than those after subtotal rese
ction (Simpson grades III and IV) (log-rank te
st, p=0.006). However, age (≤20 years or >2
0 years, p=0.9), gender (p=0.3), postoperativ
e radiotherapy (p=0.4), progesterone recept
or staining (positivity or negativity, p=0.2), an
d Ki-67 index (≤5 % or >5 %, p=0.4)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atients’ PFS tim
e.  
Conclusions  The proportion of CCM in spin
al meningiomas is likely to be much larger th
an that in intracranial meningiomas. CCMs s
hould be resected totally when possible to d
ecrease the risk of recurrence or prolong pati
ent’s PFS time. 
 
 
PO-284 

功能区胶质瘤对手节形态及功能的影响 
 

梁径山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背景 手节，在 MRI 轴位像上常表现出倒立的

“Ω”或者水平的“ε”形状，是代表手运动的主要

皮质区。 

目的 根据术前 MRI，探讨功能区胶质瘤患者

对手运动区皮质形态的影响，以及肿瘤距手

节的距离与手运动功能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选取 2010 年 10 月份到 2011 年

12 月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

外科符合纳入标准的胶质瘤患者 78 例，根据

术前手肌力分为正常和下降两组。通过 MRI

轴位 T2 加权像，测量双侧大脑半球手节的宽

度和高度，运用 T 检验比较患侧与健侧的差

异。同时测量肿瘤边界距手节的最短距离，

运用 T 检验、秩和检验及 ROC 曲线，研究其

对手运动功能的影响，并找出预测患者手运

动功能的最佳阈值。 

结果 78 例患者，术前手肌力正常 53 例，下

降 25 例。患侧大脑半球手节的基底宽度平均

为 6.83±5.04mm，手节的深度平均为 4.49±3.

53mm，健侧大脑半球手节的基底宽度平均为

11.43±3.45mm，手节的深度平均为 7.02±1.8

4mm，患侧手节基底宽度与健侧相比，患侧

小于健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患侧手节深度与健侧相比，患侧小于健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如果去除因

肿瘤影响而导致手节无法辨认，手节基底宽

度和深度为 0 的病例，患侧大脑半球手节的

基底宽度平均为 9.86±2.52mm，手节的深度

平均为 6.49±2.20mm，患侧手节基底宽度与

健侧相比，患侧小于健侧，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而患侧手节深度与健侧相

比，患侧小于健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13）。所有肿瘤距手节距离平均为 8.0±6.

7mm，53 例肌力正常患者，肿瘤距手节距离

平均为 9.73±0.85mm，25 例肌力下降患者，

肿瘤距手节距离平均为 4.28±1.24mm，两组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通过

ROC 曲线分析，选取肿瘤距手节距离最佳阈

值为 5.92mm(AUC=0.7306)，当肿瘤距离手

节小于 5.92mm 时，更易出现手肌力下降。 

结论 手节的形态常因邻近肿瘤的挤压、浸润

而出现形态学改变，甚至无法辨认，肿瘤距

手节的距离可以预测手的运动功能 

 
 
PO-285 
Granular cell tumors in the central nervou
s system: a report on eight cases and a lit
erature review 
 
Li Peng1,Yang Zhijun1,Wang Zhenmin1,Zhou Qiangy
i1,Li Shiwei 1,Wang Xingchao 1,Wang Bo1,Zhao Fu2,
Liu Pinan1,2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Beijing Tian Tan H

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Neural Reconstruction， Beijing Ne

urosurgery Institut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Granular cell tumors (GCTs) are 
neoplasms that can occur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body. They are characterized by round o
r polygonal cells with abundant eosinophilic 
granular cytoplasm. They most commonly oc
cur in the skin, head, and neck, with a partic
ular predisposition for the tongue. Although 
GCTs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a
re extremely rare, when present, they exhibit
 a slight predilection for occurrence in the po
sterior hypophysis and cerebral hemispheres.
 They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cranial n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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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well as within the spinal canal. In the CN
S, GCTs at various locations can have signifi
cantly different clinical behaviors. To date, o
nly small series of GCTs have been reported.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rare tumors in the CNS, we report h
ere eight various cases and fully review the 
previously published literature. Granular cell 
tumors (GCTs)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are extremely rare. We report here a 
series of eight GCTs at various locations in t
he CNS and provide a full review of the publi
shed literature. 
Methods  Between 2008 and 2015, eight pat
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GCTs in t
he CNS were seen at the Department of Neu
rosurgery, 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Beijing, 
PR China. The data regarding the clinical pr
esentation, radiological imaging, pathologic r
esults, and treatment outcome were obtaine
d throughreview of the patient records. Patie
nts were followed up via telephone interview 
or at an out-patient department to obtain mor
e detailed medical information. Previously re
ported GCTs in the CNS are reviewed in the 
discussion. 
Results  Five patients were female, and thre
e were male. Of the eight tumors, three were
 located at the sellar region, two were locate
d in the spinal canal, one was located at the 
cerebral hemisphere, one was parasellar-na
sal communicating, and one was combined 
with an enterogenous cyst at the ventral asp
ect of the medulla oblongata. Six patients we
re symptomatic, and two patients were found
 incidentally. Most GCTs tended to be homo
geneous and well defined on radiological im
ages. The parasellar-nasal communicating G
CT showed destruction of the skull base and
 an evident cystic component in the sphenoi
d sinus. The various GCTs had similar histol
ogical features, and they tended to be histolo
gically benign. Most tumors did not recur afte
r the operation. After subtotal resection, one 
residual spinal GCT regrew during the follow
-up period. The patient with the parasellar-na
sal communicating GCT developed progress
ive visual loss in the right eye after the opera
tion; and she received adjuvant radiation the
rapy. 
Conclusion  GCT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in t
he CNS can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linic
al features 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distinct
 entities. Except for the granular cell astrocyt
oma (GCA), most GCTs in the CNS tended t

o be benign. Malignant GCTs are rare and di
fficult to treat. 
 
 
PO-286 

IL-6、IL-8、p-STAT-3 在高级别胶质瘤中的

表达及预后价值 
 

张智洲 1 林瑞生 1,2 林国诗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神经外科，漳州，36

3000 

2.通讯作者，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神经外

科，漳州，363000；e-mail: Lrs1963@126.com 

 

背景与目的 IL-6、IL-8、p-STAT-3 作为参与

胶质瘤生长、侵袭的重要调节因子，在胶质

瘤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探

讨 IL-6、IL-8、p-STAT-3 在高级别胶质瘤中

的表达情况，并评估其与患者生存期的关

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02 年 1 月至 2013 年 4

月期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神经外

科诊治的 54 例幕上新诊断高级别胶质瘤患者

的临床资料，其中间变性星形胶质细胞瘤（III

级）24 例，胶质母细胞瘤（IV 级）30 例，通

过免疫组织化学技术评估其 IL-6、IL-8、p-ST

AT-3 在高级别胶质瘤的表达情况，采用 Kapl

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并通过 COX 比例 

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 IL-6、IL-8 阳性染色位于肿瘤细胞细胞

浆，其中 IL-6 高级别胶质瘤中均表达，阳性

率范围 5%-80%，中位数 22%；IL-8 阳性表

达 49 例（90.7%），阳性率范围 0%-40%，

中位数 9%；p-STAT-3 阳性染色位于肿瘤细

胞细胞核，阳性表达 47 例(87.0%)，阳性率

范围 2%-60%，中位数 89%。IL-6 和 IL-8 表

达水平显著相关(r = 0.360,p = 0.004)；IL-8

和 p-STAT-3 表达水平显著相关(r = 0.337, p 

= 0.003)；IL-6 和 p-STAT-3 无关联(p> 0.0

1)。单因素生存分析显示 IL-6(p = 0.003)、IL-

8(p = 0.002)或者 p-STAT-3(p = 0.004)高表达

的患者总体生存期更短，多因素生存分析显

示 IL-8(p = 0.001)或者 p-STAT-3(p = 0.003)

均为影响高级别胶质瘤患者总体生存期的独

立因子。 

结论 IL-8、p-STAT-3 的预后价值提示 IL-8、

p-STAT-3 可能是抑制肿瘤进展的新治疗靶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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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7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urgical com
plications of choroid plexus tumors: 10-y
ear experience of a single institution 
 
Qi Qichao1,2,Ni Shilei1,2,Zhou Xudong1,2,Huang Bin1,

2,Li Xingang1,2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Qilu Hospital of Sh

andong University 

2.Brain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Uni

versity 
 

Purpose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charact
eristics and evaluate the complications of mi
crosurgical treatment for choroid plexus tum
ors (CPTs). 
Methods  Case records of 34 CPT patients 
who were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between 
January 2003 and December 2013 in our ins
titution were review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is series included 25 choroid ple
xus papillomas (CPP), 5 atypical choroid ple
xus papillomas (ACPP), 3 choroid plexus car
cinomas (CPC) and 1 case not otherwise sp
ecified (NOS). Tumors were located in latera
l ventricles in 8 (23.5 %), the third ventricle i
n 1 (2.9 %), the fourth ventricle in 15 (44.1
 %), CPA in 4 (11.8 %) and cerebral hemisp
here in 6 (17.6 %). Gross total resection (GT
R), subtotal resection (STR) and partial rese
ction (PT) were achieved in 29 (85.3 %), 3 (8.
8 %) and 2 (5.9 %) cases, respectively. The 
mean maximum diameter of tumor in childre
n was 4.52 cm compared to 3.39 cm in adul
t (p = 0.046). There were 16 patients (47.1
 %) presenting with hydrocephalus. Hydroce
phalus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ge 
(p = 0.016), tumor location (p = 0.039), maxi
mum diameter (p = 0.005) and tumor volum
e (p = 0.032), respectively. Common postop
erative complications contained fever in 2
7 (79.4 %), meningitis in 13 (38.3 %) and su
bdural effusions in 4 cases (11.8 %). Tumor l
ocation was related to postoperative fever (p
 = 0.039) and meningitis (p = 0.052), respecti
vely.  
Conclusions  Surgery aiming total surgical r
esection is the key to successful treatment o
f CPTs.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CPT
s were common and sophisticated. 
 
 
PO-288 

胶质母细胞瘤 IDH 突变和 MGMT 启动子甲基

化对替莫唑胺化疗预测及预后意义 

 

杨沛 1,2 江涛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 

 

背景 异柠檬酸脱氢酶（IDH）基因突变和 O6

-鸟嘌呤-DNA 甲基化转移酶（MGMT）启动

子甲基化作为生物标记物对脑胶质母细胞瘤

的影响目前研究较少。 

方法 我们纳入了 274 例胶质母细胞瘤细胞，

前瞻性的收集和分析了 IDH 突变和 MGMT 启

动子甲基化与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的关

系，以及对术后替莫唑胺化疗的影响。 

结果 对于接受了术后放疗和替莫唑胺化疗的

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同时具有 IDH 突变和 M

GMT 启动子甲基化的患者生存期最长（中位

总生存期：35.6 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2

7.5 个月），具有其中一项阳性的患者生存期

其次（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36 个月和 17.1

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12.2 个月

和 9.9 个月），两项均为阴性的患者预后最差

（中位总生存期：15 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

期：9.7 个月）。对于 IDH 野生型胶质母细胞

瘤患者，接受术后放疗联合替莫唑胺化疗较

单纯接受术后放疗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

显著延长（总生存期: 15.4 个月 vs 9.6 个月, 

p < 0.001; 无进展生存期: 9.9 个月 vs 6.5 个

月, p < 0.001）。对于 IDH 突变性的胶质母

细胞瘤患者，联合治疗组较单纯放疗组预后

无显著差异。这些结果都支持 IDH 突变可导

致替莫唑胺化疗抵抗。为了验证这个结论，

我们做了 IDH 突变细胞系对替 

莫唑胺化疗的敏感性试验。 

结论 本研究发现，IDH 突变和 MGMT 启动子

甲基化都独立的和胶质母细胞瘤患者预后相

关，同时 IDH 突变可预测胶质母细胞瘤患者

术后替莫唑胺化疗的敏感性。 

 
 
PO-289 

岩下窦静脉取血在术前判断库欣病肿瘤侧别

中的应用及相关因素分析 
 

冯铭 卢琳 刘小海 包新杰 杨程显 邓侃 姚勇 朱惠娟 王

任直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100730 

 

目的 研究术前采用双侧岩下窦静脉取血+去氨

加压素兴奋试验（BIPSS+DDAVP）判断库

欣病肿瘤侧别的准确性及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96 例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65 

 

手术且病理明确的库欣病（CD）患者临床资

料，研究采用 BIPSS+DDAVP 判断库欣病肿

瘤侧别的准确性，评价患者性别、年龄、术

前内分泌指标、患者是否为复发库欣病、磁

共振（MRI）是否明确肿瘤存在、BIPSS+DD

AVP 判断侧别阳性结果数量、BIPSS+DDAV

P 预期肿瘤侧别及肿瘤实际侧别对 BIPSS+D

DAVP 判断库欣病肿瘤侧别准确性的影响。

采用 logistic 回归建立相关因素模型，并绘制

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评估相关

预测因素的预测效力 

结果 术前 BIPSS+DDAVP 判断库欣病肿瘤侧

别的准确性是 71.6%。正确和错误判断肿瘤

侧别的两组间，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判断侧

别阳性结果数量（P=0.000）和肿瘤实际侧别

（P=0.000）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判断侧别阳性结果数量（O

R=2.578, 95%CI: 1.425~4.664, P=0.002）和

肿瘤实际侧别（OR=7.548, 95%CI: 1.929~29.

529, P=0.004）是影响 BIPSS+DDAVP 判断

肿瘤侧别准确性的独立相关因素。结果显

示：判断侧别阳性结果数量越多、肿瘤实际

侧别为右侧，BIPSS+DDAVP 判断肿瘤侧别

的准确性越高。据判断侧别阳性结果数量绘

制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等于 0.763（95%

CI: 0.629~0.898, P=0.000），阈值为 4 次，

相应的敏感性为 68.8%，特异性为 78.9%。 

结论 BIPSS+DDAVP 判断库欣病肿瘤患侧有

一定的准确性，可为术中探查提供参考。判

断侧别阳性结果数量越多、肿瘤实际侧别为

右侧，BIPSS+DDAVP 判断库欣病肿瘤侧别

的准确性越高。 

 
 
PO-290 

52 例 Von Hippel- Lindau 病相关性中枢神

经系统血管母细胞瘤回顾性分析及长期随访

研究  
 

丁兴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1206 

 

目的 探讨 von Hippel- Lindau 病相关性中枢

神经系统血管母细胞瘤的临床特点、治疗原

则及预后。 

方法 对 2000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5

2 例 von Hippel-Lindau 病相关性中枢神经系

统血管母细胞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

析, 并与同期收治的散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

母细胞瘤患者比较。 

结果 52 例患者平均年龄 35.60 岁, 其中有明

确家族遗传史者 31 例, 伴肾囊肿 30 例, 伴胰

腺囊肿 15 例, 伴视网膜血管瘤 9 例, 伴肾癌 4

例, 伴肾上腺嗜铬细胞瘤 3 例。与散发性中枢

神经系统血管母细胞瘤相比, von Hippel- Lind

au 病相关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母细胞瘤患者

更容易出现多发性血管母细胞瘤, 手术前平均

外周血红蛋白水平多 >160 g/L。52 例中无一

例手术死亡, 手术后全部获得平均 124 个月的

随访, Karnofsky 预后评分 > 80 分者 40 例( 7

7%) , 死亡 3 例 ( 分别死于脑干血管母细胞瘤

复发和肾癌多发转移) 。一例骶管血管母细胞

瘤患者术后用射波刀治疗残余肿瘤，结果出

现右侧髂骨、肺部以及肝脏多发转移，后来

用阿帕替尼靶向治疗后转移灶被控制。 

结论 对于多发性血管母细胞瘤或手术前平均

外周血红蛋白水平 >160 g/L 的血管母细胞瘤

患者应高度怀疑 von Hip- pel- Lindau 病, 须

施行严格的眼底镜检查或眼底荧光造影、腹

部 B 超、CT 检查, 以排除 von Hippel- Linda

u 病。一旦明确诊断则建议患者出院后定期进

行上述检查, 以便早期发现新的病灶, 及时治

疗；除手术之外，靶向药物治疗是未来研究

的方向。  

 
 
PO-291 

3D-CT 重建技术在乙状窦后入路开颅中的应

用 
 

罗正祥 张岩松 黄庆玖 赵鹏来 陈永严 邹元杰 何升学 

杨坤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总结应用 3D-CT 成像技术指导下行乙状

窦后入路开颅显微切除桥小脑角肿瘤患者 20

例，评价该技术在处理桥小脑角肿瘤的应用

价值。 

方法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共收治桥小

脑角肿瘤 20 例。术前行薄层 64 排 CTV 扫

描，数据经 3Dview 软件重建局部结构，制定

解剖标记与横窦乙状窦夹角关系。术中根据

三维个体化解剖模型制作骨瓣行乙状窦后入

路显微手术。 

结果 所有病例骨瓣均一次成型并复位，术中

无静脉窦损伤出血、术野显露不足或过度暴

露；术后随访 3-6 个月，均行头颅 CT 及 MRl

检查，无 1 例出现骨窗明显缺损、脑脊液

漏、皮下积液相关并发症。 

结论 应用 3D-CT 进行三维个体化解剖技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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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乙状窦后入路开颅手术，能明显减少骨瓣

开颅相关术后并发症发生。 

 
 
PO-292 

颞下-经天幕入路显微切除岩斜区肿瘤的临床

分析 
 

罗正祥 张岩松 黄庆玖 赵鹏来 陈永严 邹元杰 何升学 

杨坤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颞下经天幕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岩斜

区肿瘤的方法和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总结 2009～2015 年采用颞

下经天幕入路治疗岩斜区肿瘤 13 例患者的临

床资料，包括手术方式、疗效和术后并发症

情况。其中男性 8 例，女性 5 例，年龄 32～

72 岁，平均年龄 43 岁。术前 MRI 显示肿瘤

位于天幕上累及上斜坡 5 例，天幕上下累及

上斜坡 4 例，岩尖上斜坡鞍旁 1 例，桥小脑

角区中上斜坡 2 例，肿瘤直径 3～4.5cm。 

结果 肿瘤全切除 9 例，次全切除 2 例，大部

分切除 2 例。全切除病例每 12 月复查 1 次 M

RI，次全切除及大部分切除患者 3 月后复查

MRI 并行伽马刀治疗之后每 6 月复查 1 次。

病理提示脑膜瘤 8 例，神经鞘瘤 3 例，胆脂

瘤 1 例，脊索瘤 1 例。术后发生近期记忆障

碍 1 例，肢体轻度偏瘫 1 例，感觉性失语 1

例，治疗随访 3 个月后均痊愈；动眼神经麻

痹 1 例，随访 6 月后未愈。随访时间 3 月～2

年，全部病例未见肿瘤复发。本组无死亡病

例。    

结论 颞下经天幕入路是切除上斜坡肿瘤的极

佳入路，该入路的优点是创伤小，解剖关系

简单、路径短而直接、对小脑牵拉轻且显露

范围广，术后并发症少，可作为此区域肿瘤

切除的理想手术入路。 

 
 
PO-293 

垂体脓肿诊断及治疗（附 5 例报告） 
 

杨坤 1 邹元杰 1 刘宏毅 1 朱浩 2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射阳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垂体脓肿（pituitary abscess，P

A）的病因、诊断及治疗方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 例垂体脓肿患者的病因、

临床症状、辅助检查、诊断及治疗等临床资 

料。 

结果 5 例患者，1 例感染源于蝶窦炎症，4 例

无明确原发感染源；主要表现为头痛、发

热、视力下降、尿崩、动眼神经麻痹等；内

分泌可有激素水平低下，泌乳素可升高；增

强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e，MR

I）可发现垂体柄增粗、病灶环形强化，可见

弥散相高信号；入院诊断垂体脓肿 2 例，垂

体腺瘤或垂体腺瘤卒中 3 例；1 例保守治疗,3

例经蝶手术，1 例经额手术；所有病例预后良

好。 

结论 垂体脓肿临床表现无明显特异性，经合

理抗感染及手术治疗，一般预后较好，垂体

功能低下者需要激素替代治疗。 

 
 
PO-294 

脑干肿瘤术后患者护理风险管理方法及体会 
 

戚玲玉 

北京天坛医院 100000 

 

目的 探讨制定有效的护理风险管理计划，降

低脑干肿瘤术后患者护理风险的发生率，为

病人提供安全的、有序的优质护理的护理经

验。  

方法 对我院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收治 

200 例脑干肿瘤术后患者的护理风险管理进行

回顾性分析。从六个方面出发：(1)护士素质;

(2)技术层面;(3)管理层面;(4)物质层面;(5)环境

方面;(6)患者方面。包括制定护理风 险管理计

划，明确护理风险管理职责，加强护理业务

质量建设，规范关键护理过程的管理，协调

好护理工作与相关科室部门的工作，建立多

途径、多视角的护理质量监控系统，培 训护

士风险防范的意识和能力，规避护理风险，

持续质量改进。 

结果 采用必要且可行的护理手段和技术措施

对护理风险加以处理，大大降低了脑干肿瘤

术后患者护理风险发生率。 

结论 医疗护理行为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给饱

受病痛困扰的患者带来恢复健康希望和获得

新生的同时，也对正常的人体具有一定的侵

害性，医疗护理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一直都存

在各种风险和不测，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冒

险行为，我们在进行这项勇敢者的职业的同

时，要加强各项知识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提高预见性工作能力，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

医护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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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5 
3D bioprinted glioma stem cells for brain 
tumor model and applications of drug su
sceptibility 
 
Dai Xingliang1,Xu Tao2,Lan Qing1, 1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Second Affiliat

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

004， China 

2.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Bioman

ufacturing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Objective  Glioma is still difficult to treat bec
ause of its high malignancy, high rate of recu
rrent and high resistance to anticancer drugs.
 An alternative method for research of gliom
agenesis and drug resistance is to use in vitr
o tumor model that closely mimics the in viv
o tumor microenvironment.  
Methods  we established a 3D bioprinted gli
oma stem cell model, using revised porous g
elatin/alginate/fibrinogen (GAF) hydrogel as t
he extracellular matrix. 
Results  Glioma stem cells achieved a survi
val rate of 86.92%, and proliferated with high
 cell activity immediately following bioprinting.
 During the prolonged in vitro culture period, 
the printed glioma stem cells not only sustain
ed their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ancer ste
m cells (Nestin), but also showed differentiati

on potential (GFAP and β-tubulinⅢ). Further

more, elevated expression of VEGF, a tumor
 angiogenesis biomarker was observed from 
one to three weeks during the culturing perio
d.  Drug-sensitivity results showed that 3D pr
inted tumor model is more resistant to TMZ t
han 2D monolayer model at the concentratio
n of 400μg/ml to 1600μg/ml. 
Conclusion  3D bioprinted glioma model pro
vided a novel alternative methodological stra
tegy for studying gliomagenesis, glioma ste
m cell biology, drug resistance and anticanc
er drug susceptibility in vitro. 
 
 
PO-296 

多模态神经导航联合术中电生理技术切除脑

功能区肿瘤 
 

张宇 黄李洁 李群 叶盛 鲁祥和 吴近森 郑伟明 诸葛启

钏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多模态神经导航融合技术联合术中 

电生理技术在切除脑功能区肿瘤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本组 28 例脑功能区肿瘤患者，男 17

例，女 11 例，年龄 20～71 岁，平均 38．5

岁。肿瘤位置在中央沟或其邻近处，直径最

小 2 cm，直径最大 6 cm。进行 CT、MRI、f

MRI、DTI 等影像多模态融合，术前对病灶进

行三维重建，术中实时导航并联合电生理技

术进行全程电生理监测，指导手术切除范

围。  

结果 神经导航具有较好的精准性，肿瘤及其

周围结构定位准确，术中电生理监测下精准

判断各个功能区域，手术全切除 22 例 (7

8．6％)：其中海绵状血管瘤 8 例，位于中央

前回；淋巴瘤 1 例，位于中央后回，脑膜瘤 1

0 例，转移性肿瘤 3 例，位于中央后回及 bro

ca 氏区及其附近。次全切 6 例(21．4％)，均

为胶质瘤，4 例胶质瘤患者术前存在肌力下

降，其中两例肢体功能障碍情况较术前加

重，以后均有恢复。术后多数患者癫痫症状

减轻或消失，继续服用抗癫痫药物治疗。所

有病例术后随访 6—36 个月，远期生活质量

KPS 评分 80～100 分，2 例复发。 

结论 通过多模态神经导航联合术中电生理监 

测技术，对功能区的肿瘤能最大范围地切

除，最小范围地损伤脑重要结构。是提高肿

瘤的全切率有效技术手段，具有重要的临床

应用价值。 

 
 
PO-297 
Intracranial fibrous xanthoma mimicking 
a falx meningioma 
 
Lin Zhiqin,Jiang Zhongli 

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

y 100050 
 

We present a case of intracranial fibrous xan
thoma in a 25-year-old female who presente
d with seizure and signs of increased intracr
anial pressure. Radiographically, the solid le
sion located in the left frontal region beside f
alx with prominent perilesional edema. MRI s
howed the lesion with isointense T1 and hyp
ointense T2 signals as well as homogeneou
s enhancement. The preoperative diagnosis 
of parafalx meningioma was thus made. Tot
al removal of the tumor was performed throu
gh the left frontal craniotomy. During the ope
ra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tumor did not att
ach to dura mater or cerebral falx, and w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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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ost well demarcated. Postoperative histolo
gic examination suggested a diagnosis of fib
rous xanthoma. Fibrous xanthoma is commo
nly found in the extracranial soft tissue, how
ever, its intracranial occurrence is extremely 
rare. There remains limited data focusing on 
the morbidity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t 
among primary brain tumor. Similar radiologi
cal appearance and intracranial special locat
ion of the tumor in our case to falx meningio
ma suggest that this entity should be consid
ered as a rar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PO-298 

垂体腺瘤卒中的临床表现、内分泌、影像和

病理学探讨 
 

杨坤 1 刘宏毅 1 邹元杰 1 刘永 1 朱浩 2 耿良元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射阳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垂体腺瘤卒中的临床表现、内分

泌、影像和病理学的特征，指导临床诊断和

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2014 年我科收治的 

44 例经病理证实的垂体腺瘤卒中患者的临床

资料,根据患者是否存急性发病过程分为急性

和慢性两组，分析其临床表现、影像、内分

泌和病理学特征。 

结果 44 例患者，急性组 28 例，慢性组 16

例；经蝶手术 42 例，经颅 2 例。 

结论 垂体瘤卒中可有急性和慢性临床表现，

常存在激素水平低下，症状不显著者可采用

激素替代保守治疗，症状明显瘤体较大者，

需要手术治疗，CT、MRI 具有重要的诊断价

值。 

 
 
PO-299 
The Incid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Postop
erative Entrapped Temporal Horn in Trigo
ne Meningiomas 
 
Jiang Zhongli,Lin Zhiqin,Wang Yongzhi,Li Zongze,Z
hao Meng,Hu Mengqing,Zhang Hua,Chen Xiaolin 

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

y 100050 
 

Objective  Postoperative entrapped tempora
l horn (ETH) is a specific form of isolated hyd
rocephalus, which is a severe complication a
fter resection of lateral ventricular trigone tu
mors. However, this has rarely been address

ed in the literature. Therefore, the authors ai
med to determine risk factors for the occurre
nce of postoperative ETH following trigone m
eningioma surgery.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one cas
es of trigone meningiomas surgically treated 
between November 2011 and March 2015 i
n 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were retrospective
ly reviewed. The patients’ demographics, im
aging features, surgical procedures and post
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evaluated by st
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median follow-up was 24.1 mo
nths. A total of 23 patients (19.0%) develope
d postoperative ETH. The primary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young age, a longer cli
nical history, development of postoperative 
meningitis, and a longer duration of ventricul
ar drainage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
h an increased risk of postoperative ETH. Su
bsequent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
s indicated that a clinical history of >3 month
s (odds ratio [OR], 4.8; P = 0.008), postoper
ative neurological deficits (OR, 4.2; P = 0.01
4), duration of ventricular drainage >3 days 
(OR, 4.8; P = 0.012), and postoperative men
ingitis (OR, 9.9; P = 0.001) were independen
tly associated with a risk of postoperative ET
H. 
Conclusions  Postoperative ETH frequently 
occurs in trigone meningiomas. Traumatic ve
ntricular wall and surrounding brain tissue pa
rtly account for the risk of postoperative ETH.
 Besides, clinical management of ventricular 
drainage and postoperative meningitis are of
 utmost importance. Ventricular drainage tub
e is not necessary for each trigone meningio
ma and should be performed on an individua
l basis. The duration of ventricular drainage 
should be kept at a minimum which contribut
es to minimizing postoperative ETH rates. 
 
 
PO-300 

经前纵裂入路切除鞍上型颅咽管瘤 
 

刘宏毅 

南京脑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采用前纵裂人路显微切除鞍上型颅

咽管瘤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京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201

0-2014 年采用前纵裂入路显微手术切除 22

例鞍上型颅咽管瘤，分析手术技巧及术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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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结果  22 例中男 14 例，女 8 例，年龄 18-69

岁,平均 39.6 岁；病程 3 周-2 年，平均 7.2 个

月。视觉功能障碍 17 例，颞侧视野缩小 15

例，内分泌改变包括多饮多尿 13 例，月经紊

乱、闭经 5 例，性功能改变 3 例，精神萎靡

嗜睡 6 例。部分囊性变 17 例，实质性肿瘤 5

例。CT 显示有明显钙化者 14 例。MRI 显示

肿瘤直径 4.5-6.0cm 20 例，大于 6cm2 例。

肿瘤全切 20 例，次全切除 2 例，术后额叶出

血 1 例，本组无手术死亡病例。术后发生电

解质紊乱 15 例，尿量增多 17 例，2-7 周后好

转，术后 1 周内视力好转 15 例。随访 6-60

个月，肿瘤复发 2 例，均为 12 个月内复发，

复发患者采用伽马刀治疗。 

结论  前纵裂入路是切除鞍上型颅咽管瘤较好

的手术入路。具有以下几方面优点：①前纵

裂入路是一种安全简洁的手术入路，适用于

大部分鞍上型颅咽管瘤；②前纵裂入路可以

较好的显露三脑室的双侧壁和下丘脑结构，

有助于术中对重要结构的保护；③通过前纵

裂入路可以切除脚间窝和鞍背部分的肿瘤；

④在直视下保护视交叉、前交通动脉和双侧

A1,A2，颈内动脉和后交通动脉及其分支，必

要时可以在双侧 A2 之间进行手术操作，减少

对周围组织的牵拉；⑤该入路可以充分显露

肿瘤，沿着肿瘤与周围结构的蛛网膜界面进

行分离，提高肿瘤的全切除率，降低并发

症。 

 
 
PO-301 

面神经电生理监测下切除大型及巨大听神经

瘤 
 

刘宏毅 

南京脑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面神经电生理监测下切除大型及巨

大听神经瘤技术。 

方法  回顾分析 22 例大型及巨大听神经瘤临

床资料，在面神经电生理监测下行显微手术

切除，术后随访面神经功能。 

结果  本组男 6 例，女 16 例，年龄 17-78

岁，平均 52.1 岁。左侧和右侧听神经瘤各 11

例。病程 10d-10 年.21 例听力不同程度下

降，术前面神经功能(House-Brackmann 分级)

I 级 17 例，II 级 1 例，III 级 4 例。面部麻木 9

例，面部疼痛 2 例，头晕 9 例，后组颅神经

功能障碍 1 例，步态不稳、共济失调 8 例，

锥体束征 2 例，颅内压增高 4 例。所有病例

CT 均显示肿瘤侧内听道扩大，MRI 提示内听

道外肿瘤直径 3.0-6.0cm ( 3.0-3.9cm 9 例，≥

4.0cm 13 例) "肿瘤呈实体性 14 例，囊性或

囊实性 8 例。有梗阻性脑积水表现者 8 例。

肿瘤全切除 15 例，次全切除 7 例。面神经自

发肌电图在面神经受牵拉、挤压、生理盐水

冲洗等操作过程中产生显著放电，刺激肌电

图对寻找和辨认面神经具有重要作用。面神

经位于肿瘤腹下方 7 例，腹上方 2 例，腹侧

中部 13 例。所有病例面神经均解剖保留。术

后随访 6-12 个月，面神经功能(House-Brack

mann 分级) ，I 级 11 例，II 级 5 例，III 级 2

例，IV 级 4 例。 

结论  面神经电生理监测辅助显微手术对术中

解剖与功能保留面神经具有重要价值。 

 
 
PO-302 

下调磷酸甘油酸激酶-1 增强胶质瘤 U251 细

胞的放射敏感性 
 

刘宏毅 

南京脑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研究磷酸甘油酸激酶-1(PGK-1) 对胶质

瘤 U251 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 

方法  建立放射抵抗的 U251 (RR- U251)细

胞； LipofectamineTM2000 方法将抑制 PGK

-1 表达的 shRNA- PGK-1 质粒或对照 shRNA

-NC 转染至 U251 细胞；荧光定量 PCR 及 W

estern Blot 检测 PGK-1 的表达；MTT 检测细

胞相对存活率；划痕实验检测细胞迁移能

力，Transwell 小室实验检测细胞侵袭能力。 

结果  与正常 U251 细胞相比，RR- U251 细

胞中 PGK-1 的表达明显增高; 放射处理后，R

R- U251 细胞的相对存活率升高，迁移能力

及侵袭能力增强。转染，shRNA- PGK-1 的

细胞接受放射处理后，与对照组相比，细胞

的相对存活率降低，迁移能力以及侵袭能力

减弱。 

结论  下调 U251 细胞中 PGK-1 的表达可增加

其放射敏感性，提示 PGK-1 可能成为增强放

射敏感性的调控靶点。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70 

 

PO-303 

延髓大型实性血管母细胞瘤显微手术初步体

会 
 

胡伟鹏 黄天造 陈祥荣 高宏志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初步探讨延髓大型实性血管母细胞瘤显

微手术体会 

方法  1、病例 1 资料：女性，27 岁，反复头

晕、呕吐 1 月。查体：双视乳头水肿，余神

经系统无阳性体征。头颅 MRI（图 1.2）：四

脑室见 3.8cm×3.6cm×3.6cm 大小肿物，T1

呈低信号，T2 呈高信号，信号不均，边界不

清，见很多血管流空影，明显强化。2、  病

例 2 资料：女，26 岁，反复头痛 4 月，加剧

1 周。查体：双视乳头水肿，余神经系统检查

无阳性体征。头颅 MRI（图 3.4）：左侧小脑

蚓部与延髓区见 3.2cm×3.2cm ×3.0cm 类圆

形异常信号灶，T1WI 呈等信号为主，内夹杂

点状、条索状低信号影，T2WI 呈高信号为

主，内夹杂小片状等信号影，显著不均匀强

化，周围见片状水肿区。CTA（图 5）示肿瘤

血供异常丰富。3、手术治疗：鼻插管全麻，

俯卧位，上半身抬高 15 度，头过伸前屈，取

后正中枕外隆突上 2cm 至颈 3 棘突后正中皮

肤切口，取双侧枕骨瓣 4cm×5cm，咬除环椎

后弓约 2cm，“Y”切开硬膜，切开小脑下蚓部

约 1 cm。例 1 术中所见：四脑室内实性肿

瘤，呈鲜红色，基底附着于延髓背侧，血供

异常丰富，边界尚清；例 2 术中所见：见延

髓背侧实性肿瘤，向下达颈 1 水平， 质中，

呈鲜红色，血供异常丰富，由小脑后下动脉

分支供血，由小脑蚓部静脉向上引流，境界

清，有完整包膜，基底附着于延髓背侧，与

小脑有粘连。采用“巨大动脉瘤游离及弱电凝

塑形及强化包膜”技术沿肿瘤周边游离，按“动

静脉畸形显微手术技术”先处理供血动脉，最

后处理主要的引流静脉，在脑干与肿瘤交界

处用低功率电凝界面的肿瘤侧，锐性游离基

底部，完整全切除肿瘤。 

结果  例 1 病理回报：血管母细胞瘤伴血管畸

形、血栓形成、血栓机化。术后恢复良好，

无何不适，术后 2 月剖腹产下一健康女婴，

术后 1 年复查 MRI（图 6）未见肿瘤复发，

电话随访 10 年无复发；例 2 病理报告：血管

母细胞瘤。术后恢复良好，无何不适，术后 1

0 月复查头颅 MRI（图 7）未见肿瘤复发，电

话随访 2 年多无复发。 

结论  延髓大型实性血管母细胞瘤血运异常丰

富，手术难度大，显微手术是该病最有效治

疗手段。 

 
 
PO-304 

脑膜尾征在远外侧入路切除枕骨大孔区腹侧

脑膜瘤中的意义 
 

吴波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探讨脑膜尾征在个体化远外侧入路手术

切除枕骨大孔区腹侧脑膜瘤中的意义。 

方法  回顾分析四川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01

0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间采用远外侧入路

手术切除 16 例枕骨大孔区腹侧脑膜瘤的临床

资料。根据术前 MRI 和术中见，枕骨大孔区

腹侧脑膜瘤的诊断标准-硬膜基底位于齿状韧

带前方并累及前方中线两侧。根据术前轴位

和矢状位增强 MRI，脑膜尾征种类：头侧尾

征-向上方延伸，尾侧尾征-向下延伸，同侧横

向尾征-向肿瘤主体侧横向延伸，对侧横向尾

征-向肿瘤主体的对侧横向延伸。脑膜尾征分

型：单尾征和多重尾征（>1 个尾征）。肿瘤

全切除的标准-术后增强 MRI 显示无残余肿瘤

和脑膜强化。 

结果  本组女性 13 例，男性 3 例，年龄 42~6

7 岁（平均 57 岁），最常见的症状是枕颈部

疼痛（13/16），偏身感觉障碍和肌力减退 5

例 （肌力 III-IV 级)，舌下神经麻痹 2 例和后

组颅神经麻痹 1 例。肿瘤最大径 1.5~4.2cm 

（平均 2.9cm），其中 11 例脑膜尾征阳性

（11/16, 68.8%），5 例阴性 （5/16, 31.

2%）。最常见的脑膜尾征类型为单尾征（7/1

1），头侧-尾侧多重脑膜尾征 3 例（3/11），

头侧-对侧横向多重脑膜尾征 1 例（1/11）。5

例脑膜尾征阴性的枕骨大孔区腹侧脑膜瘤采

用远外侧枕髁后入路，术中证实其肿瘤基底

部窄小，易于显露及处理；11 例脑膜尾征阳

性者采用远外侧经部分枕髁入路，术中证实

肿瘤基底部广宽且富含血供。参照脑膜尾征

的类型和肿瘤大小，本组磨除枕髁后内分 1/5

~1/3。16 例病人均达肿瘤全切除，无脑脊液

漏、枕颈失稳及手术死亡率。术后并发症主

要是颅神经功能障碍（4/16, 25%），1 例新

发舌下神经损害，1 例术前后组颅神经功能障

碍术后一过性加重，2 例短暂性副神经功能障

碍。随访 8~56 月（平均 24.4 月）无肿瘤复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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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设计枕骨大孔区腹侧脑膜瘤的手术入

路时，除肿瘤基底部位置和肿瘤大小外，脑

膜尾征也是应需考虑的因素之一。脑膜尾征

在远外侧入路手术切除枕骨大孔区腹侧脑膜

瘤中具有重要意义。脑膜尾征阳性的枕骨大

孔区腹侧脑膜瘤，尤其是具有横向尾征的多

重脑膜尾征者，应选择磨除枕髁的远外侧经

部分枕髁入路增加枕骨大孔区腹侧的显露，

便于手术早期显露肿瘤基底，阻断血供，以

及手术尾声阶段充分电凝肿瘤相关硬膜，包

括基底部硬膜和脑膜尾征区域硬膜，达到简

化肿瘤切除并提高肿瘤切除程度的目的。 

 
 
PO-305 

巨大囊性听神经瘤手术技巧探讨 
 

贾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巨大囊性听神经瘤手术技巧,以提高

肿瘤全切率及颅神经尤其是面、听神经的解

剖保留,保证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 

方法 对我科 2010 年 4 月-2015 年 10 月收治

并进行手术的大于 3cm 的裁员 55 例囊性听

神经瘤的面、听神经解剖保留率、手术后 6

个月面、听神经功能恢复状况进行统计；并

结合手术操作技术进行分析。（55 例手术均

进行电生理检测：肌电图监测面神经、三叉

神经及后组颅神经；采用蜗神经动作电位监

测蜗神经；脑干诱发电位监测脑干。手术为

依次为下位（平颅底打开枕大池释放脑脊液

 ）；中位（切开肿瘤囊壁，释放囊液内减

压）；上位（显露三叉神经脑干起始部）：

下位（显露后组颅神经及正常脑干，沿脑干

显露面、听神经起始部，依此在电刺激下探

清面、神经听走行至内听道。分离面听神

经）：外侧位-内侧位（由上至下切除内听道

肿瘤，肿瘤外端游离后，由上向内由三叉神

经起始部分离肿瘤于脑干之上）。手术中分

离易锐性分离为主。 

结果 55 例肿瘤全切 54 例，全切率 96.3%。

面神经保留率 90.0%。听力保留率为 29.

0%。6 个月后面神经功能 H-B 分级达 I-II 级

者 73.3%。 

结论 手术中采用被动电生理监测及主动电刺

激并依照下位、中位、上位、下位、外侧位-

内侧位等操作顺序，辅以锐性分离能够顺利

地全切肿瘤并最大限度保留颅神经功能。 

 

PO-306 

儿童髓母细胞瘤的治疗进展 
 

马杰 王保成 赵阳 李奇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00168 

 

目的  探讨儿童胚胎源性脑肿瘤的临床特点、

手术治疗效果。   

方法  收集从 2007 年 8 月～2015 年 12 月上

海新华医院小儿神经外科收治的儿童髓母细

胞瘤共 96 例，对其临床表现、治疗方式和手

术治疗效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并结合临床随

访分析探讨总体预后的影响因素。   

结果  96 例患儿平均年龄 4.3 岁，其中幼儿占

60%：一岁一下 22 例，1-2 岁 20 例，2-3 岁

14 例，10 岁以上收治 4 例。男女性别比约 2.

2：1：男性 66 人，女性 30 人。肿瘤绝大多

数位于中线部位（87/96），小脑半球 6 例，

桥小脑角 3 例。大部分肿瘤位于四脑室附近

（79/87），6 例肿瘤局限于小脑蚓部，2 例

位于松果体区。96 例患儿均接受手术治疗。

术后 72 小时 MRI 提示：全切 50 例，近全切

22 例，大部切除 15 例，部分切除 9 例。术

后平均生存时间 12.48 月。96 例髓母术后病

理诊断，经典型 MB 最多见 16，广泛结节性

2 例，结节型 5 例，大细胞型 3 例，促纤维增

生性 4 例，其中 66 例属于混合型。部分患儿

术前接受 Omaya 泵植入式，约 16 例患儿肿

瘤切除术后脑积水持续存在而接受脑脊液分

流术。96 例患者中，6 例患儿术后一周能死

亡，20 例患者围手术期死亡（术后一周到一

月内死亡）未能接受辅助放疗。术后接受规

范放化疗约 30 例，接受放疗约 25 例， 11 例

患者仅接受化疗。13 例患者术后未能联系。  

结论  儿童髓母属于高度恶性肿瘤，临床预后

差，尤其是婴幼儿的临床治疗仍存巨大挑

战，围手术期死亡风险高。术后缺乏规范的

放化疗明显影响患儿预后。  

   
 
PO-307 

慢病毒 RNA 干扰载体抑制 GLUT3 表达对胶

质瘤 U251 细胞生长特性的影响 
 

杨堃 郑传宜 白恩琪 李争争 王子珍 马春阳 陈政刚 叶

富跃 吴然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570102 

 

目的  究用慢病毒 RNA 干扰载体抑制 GLUT3

表达后对胶质瘤 U251 细胞生长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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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瘤 U251 细胞，分组感染病毒颗粒：实

验组感染 GLUT3 特异性慢病毒 RNA 干扰载

体，对照组感染阴性对照病毒载体，感染后

继续培养，收获细胞，用免疫印迹方法检测

GLUT3 的沉默效果，并用 MTT 实验检测细

胞增殖情况、划痕实验检测细胞迁移能力以

及 Transwell 实验检测细胞的侵袭能力。 

结果  与对照相比，实验组 GLUT3 表达量下

降（GLUT3 蛋白: 0.108±0.016/0.3641±0.04

4，P <0.001）；在感染病毒后 48h，72h，9

6h 等时间点上实验组细胞增殖速度均慢于对

照组（48h-A490:0.780±0.0257/0.859±0.015

7, 72h-A490：1.018±0.00677/1.206±0.0165,

 96 h-A490：0.929±0.0115/1.022±0.0038

7）；划痕实验结果显示感染 GLUT3 特异性

慢病毒 RNA 干扰载体后伤口愈合速度较对照

组减慢，在 12 h、24 h、36 h 等时间点上伤

口未愈合面积比例分别为：12 h(0.779±0.088

4/0.515±0.0721), 24 h(0.565±0.121/0.211±0.
0305), 36 h(0.186±0.0744 /0.0345±0.038

6)；Transwell 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胶质瘤

细胞穿透基质膜到达下层的细胞室明显多于

对照组（14.400±3.851/67.267±10.053， P <

0.001）。 

结论  用慢病毒 RNA 干扰载体介导的 GLUT3

基因沉默可以使胶质瘤 U251 细胞增殖速度减

慢，迁移侵袭能力减弱，提示 GLUT3 在胶质

瘤细胞增殖迁移中起着着重要的作用。 

 
 
PO-308 

 前颅底沟通性肿瘤的手术入路及颅底修复重

建 
 

杨堃 王子珍 黄秋虎 马春阳 陈政刚 叶富跃 郑传宜 吴

然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570102 

 

目的  探讨前颅底沟通性肿瘤的手术入路以及

修复重建技术。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自 2007 年 1 月～2016

年 1 月间收治的 41 例前颅底沟通性肿瘤患者

的临床资料，包括手术入路的选择、颅底修

补技术、并发症等。 

结果  41 例前颅底肿瘤中，脑膜瘤 35 例、神

经鞘瘤 2 例、颅骨浆细胞瘤 1 例、良性骨母

细胞瘤 1 例、转移瘤 2 例。经双额发际内冠

状切口入路 10 例、翼点入路 28 例、眶额颧

—颞下窝联合入路 3 例。肿瘤全切 37 例，占

总数的 90.2%，次全切 4 例，占总数的 9.

8%。术中采用带蒂颞肌筋膜或人工硬脑膜修

补颅底 25 例，采用钛网+人工硬脑膜修补颅

底 16 例。术后出现颅内感染 2 例，脑脊液漏

2 例，经抗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治愈。全部患

者均获随访，平均随访 2.5 年，肿瘤全切者为

脑膜瘤、良性骨母细胞瘤、神经鞘瘤，随访

未见复发。颅底转移瘤 2 例患者分别于术后 1

5 个月及术后 2 年死亡，1 例颅骨浆细胞瘤于

术后 18 个月复发。 

结论  前颅底沟通性肿瘤比较少见。手术切除

为首选治疗方法。根据前颅底沟通性肿瘤的

生长特点决定手术入路的选择，必要时联合

不同手术入路的优势改进手术入路；肿瘤切

除后，针对颅底缺损进行修复和重建可有效

的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改善患者生存质

量。 

 
 
PO-309 

三叉神经鞘瘤的诊断与手术治疗 
 

杨堃 王子珍 黄秋虎 马春阳 陈政刚 叶富跃 郑传宜 吴

然 周建 李争争 潘琪 丁辉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570102 

 

目的  分析总结三叉神经鞘瘤的诊断及治疗经

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6 例三叉神经鞘瘤的临床

资料。 

结果  三叉神经鞘瘤多有典型的临床表现，部

分患者的临床症状不典型，诊断主要依靠 CT

和 MRI。本组病例中，肿瘤主体部分位于颅

中窝者 8 例，主体部分位于颅后窝者 7 例，

呈哑铃状生长者 17 例。分别经翼点入路和改

良翼点入路、枕下乙状窦后入路、颞枕联合

入路或颞底经天幕入路切除肿瘤。获全切除 2

6 例，次全切除 7 例，部分切除 3 例。出院时

好转 30 例，无明显改善 3 例，加重 1 例。随

访 1～3 年，全切病例未见复发，临床症状进

一步改善。 

结论  三叉神经鞘瘤的术前诊断主要依靠 C

T、MRI，显微手术是其最佳的治疗手段，根

据肿瘤生长特点制定恰当的手术入路以及娴

熟的显微手术技巧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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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0 

经鼻蝶神经内镜垂体瘤手术与显微镜手术的

对比研究 
 

钱春发 陈永严 刘永 黄庆玖 胡新华 张玉海 马俊 张岩

松 邹元杰 刘宏毅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对比神经内镜与显微镜经鼻蝶垂体瘤手

术的临床疗效及术后并发症，探讨神经内镜

在垂体瘤手术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分析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我院

接受经鼻蝶神经内镜手术与显微镜手术的 60

名垂体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经鼻蝶神经

内镜手术者 30 例作为观察组，显微镜手术者

30 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肿

瘤全切除率、视力视野恢复情况、内分泌功

能治愈率、手术并发症（鼻腔出血、脑脊液

鼻漏、尿崩、垂体前叶功能减退、颅内出

血、颅内感染等）的发生率以及手术时间、

住院时间。  

结果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0.05），具有可比性。观察组与

对照组相比，肿瘤全切除率、术后视力视野

改善、生长激素型内分泌治愈率的比较，内

镜组高于显微镜组（P<0.05）；手术时间比

较，内镜组长于显微镜组（P<0.05）；两组

患者手术并发症的比较，鼻腔出血、脑脊液

漏、颅内出血、颅内感染无明显差异(P>0.0

5)；尿崩及垂体功能减退，内镜组少于显微镜

组（P<0.05）。  

结论  经鼻蝶神经内镜垂体瘤切除术与显微镜

手术相比，在肿瘤切除、视力视野及内分泌

功能改善方面有明显优势，手术时间稍长于

显微镜手术，但术后垂体功能低下及尿崩并

发症减少。  

 
 
PO-311 

累及室管膜下区的间变胶质瘤患者预后不佳 
 

刘帅 马文斌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室管膜下区(SVZ)同胶质瘤的发生、发展

和生物学行为关系密切。既往的研究提示在

胶质母细胞瘤中肿瘤累及 SVZ 是患者预后不

佳的因素。本研究以间变胶质瘤为研究对

象，评价肿瘤累及 SVZ 对这部分患者预后的

影响。 

方法 本研究入组了 160 例经病理确认的间变 

胶质瘤患者。通过增强核磁共振图像分别对

肿瘤和 SVZ 进行图像分割，然后应用单因素

和多因素生存分析探究肿瘤和 SVZ 关系对患

者预后的影响。 

结果 单因素生存分析提示肿瘤累及 SVZ 同患

者无进展生存期(p = 0.021)和总生存期(p <0.

001)显著相关。多因素生存分析显示肿瘤累

及 SVZ 为预后不佳的独立预测因素(p = 0.01

6, 总生存期), 而且累及 SVZ 枕角的患者预后

更差 (p <0.001, 无进展生存期; p = 0.016, 总

生存期)。 

结论 本研究提示在间变胶质瘤中累及 SVZ 的

患者预后不佳，为相应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

用提供了基础。  

 
 
PO-312 
Intraoperative lumbar cerebrospinal fluid 
drainage facilitating the resection of pituit
ary macroadenomas and reducing the rat
e of cerebrospinal fluid leakage during en
doscopic endonasal surgery 
 
Wang Yuan,Lv Wenhai,Zheng Tao,Chen Long,He S
himing,Gao Guodong,Qu Yan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Tangdu Ho

spital，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710038 

 

Object  Early prolapsed suprasellar part of p
ituitary tumor would hinder the total resection
 of the macroadenoma and correlated with th
e cerebrospinal fluid leak (CSF) leak intraop
eratively and postoperatively. Here the autho
r postulated that the intraoperative lumbar dr
ainage of CSF would assist the surgeon to r
emove the tumor and reduce the rate of CSF
 leakage.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 patients wi
th pituitary macroadenoma who received en
doscopic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by the sa
me surgeon were included. Patients were ra
ndomly divided into drainage group with lum
bar drainage and control group without CSF 
drainage. Lumbar catheter were placed preo
peratively in 46 cases and CSF was drained 
at the time of dural exposure and tumor rem
oval. Total resection rate and CSF leakage r
ate were assessed.  
Results  Cerebrospinal fluid drainage increa
sed the tumor total resection rate from 77.
5% without CSF drainage to 92.5% with CSF
 drainage (P < 0.001), especially for the mac
roadenomas with larger suprasellar extensio
n (Wilson anatomical classification of pitui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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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adenoma suprasellar involvement, Grade 
B = recess of third ventricle obliterated; Grad
e C = third ventricle grossly displaced)(Grad
e B & C, from 67.5% without CSF drainage t
o 83.5% with CSF drainage, p < 0.001). The 
rate of intraoperative CSF leakage showed s
imilar pattern (12% in drainage group vs 8% 
in control group, p >0.05). No catheter-relate
d complication was observed in our study.  
Conclusion  The intraoperative lumbar drain
age could assist surgeons resect macroaden
oma during the endoscopic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by achieving higher tumor total rese
ction rate and decreasing the CSF leakage i
ntraoperatively. Surgical efficacy of this strat
egy makes this technique a preferable option
 i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macroadenomas. 
 
 
PO-313 
LncTCF7 associates with the malignant st
atus and poor prognosis in glioma 
 
Gao Xiao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lncTCF7 in 
glioma progression and prognosis. 
method  By RT-PCR to examine the expres
sion of lncTCF7 in 111cases of glioma tissue
s and 12 normal brain tissues.  
result  Expression of lncTCF7 is increased i
n high grade glioma tissues compared with n
ormal brain tissues and low grade glioma tis
sues. Meanwhile its expression is correlated 
with who grade and tumor size. 
conclusion  Increased lncTCF7 expression i
s associated with high who grade and larger 
tumor size and predicts an unfavorable prog
nosis. 
 
 
PO-314 

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临床分

析 
 

王元 吕文海 陈隆 郑涛 贺世明 高国栋 屈延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回顾并探究内镜下经鼻蝶入路方式切除

鞍结节脑膜瘤的手术方法、手术指征选择及

围手术期并发症处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中心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6 月收治的 12 例采用内镜下经鼻蝶入路方

式治疗的鞍结节脑膜瘤临床病例资料，比较

手术肿瘤切除率、围手术期并发症及术后随

访情况。 

结果  术中达到 Simpson I 级切除为 10 例，S

impson II 级切除 2 例。术后并发脑脊液 3

例，再次手术修补后恢复；术后视力视野改

善 8 例、无变化 2 例、加重 2 例；迟发型出

血 1 例，无其他持续性围手术期并发症，无

致死性并发症。随访时间 12-18 个月，经 MR

I 复查未见肿瘤复发。 

结论  内镜下经鼻蝶入路方式是切除鞍结节脑

膜瘤的重要外科治疗方法之一。该入路方式

可早期切断鞍结节脑膜瘤瘤体血供，能够避

免对脑组织及视神经的过度牵拉，允许术者

在可视情况下充分暴露肿瘤与脑组织的蛛网

膜平面以保护视路附近结构的微循环血供，

有利于对双侧视神经管处行早期减压。使用

带血管蒂的粘膜瓣进行多层颅底修补是该入

路保证手术安全、降低围手术期并发症的重

要保证。但采用该入路方式切除鞍结节脑膜

瘤，仍应把握严格手术指征。 

 
 
PO-315 

伽玛刀联合奥曲肽治疗生长激素瘤的疗效分

析 
 
Wang Wei 

West China Hospital， Si Chuan University 610041 

 

目的 这篇文章主要是探究伽玛刀联合奥曲肽

是否有利于生长激素瘤患者激素缓解。 

方法 2009 年至 2014 年，共 38 例生长激素

瘤患者（17 男，21 女）在伽玛刀中心治疗，

伽玛刀的边缘剂量均值为 26.2GY（14-32G

Y），等计量曲线为 50%，视神经接受剂量

小于 8GY，肿瘤平均体积为 0.3-1.2 c?，无

视力视野缺损，激素缓解的标准为 GH<2 ng/

ml、IGF-1 与年龄相符。 

结果 患者平均年龄为 49.5 ± 10.5 岁，平均患

病时间为 4.7 ± 1.3 年。38 例患者中，有 22

位行伽玛刀治疗，16 例伽玛刀后联合奥曲肽

治疗。多因素分析示：两组患者在年龄、性

别、放射剂量、GH 基础值、患病时间无明显

差异（(p=0.803, 0.047, 0.817, 0.192, 0.68

4）。但生长激素高低与患者是否使用奥曲肽

有明显的关系（p=0.026），经过 1-5 年的随

访后，伽玛刀联合药物治疗组中有 10 名患者

激素的到缓解，平均 GH 值，从 21.5 ng/ml

降为 2.4 ng/ml。而单独应用伽马刀治疗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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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患者激素得到缓解，平均 GH 值，从 39.

41ng/ml 降为 5.5 ng/ml。随访期间有 1 名患

者出现垂体功能低下，无患者出现视力视野

缺损，两名患者因激素未缓解而行经蝶手术

治疗。 

结论 伽玛刀联合奥曲肽也许能增加患者生化

缓解率。 

 
 
PO-316 

电生理监测下显微手术治疗大型听神经瘤 
 

胡新华 刘宏毅 章文斌 邹元杰 张锐 陈永严 张玉海 

南京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210029 

 

目的 总结 32 例大型听神经瘤显微手术治疗的

经验，为进一步提高肿瘤全切除和面、听神

经保留率，预防并发症。。 

方法 应用显微外科技术，在面神经电生理监

测下采用枕下乙状窦后经内听道入路行肿瘤

切除。术前所有病例均行弥散张量检查分析

面神经与肿瘤关系。 

结果 24 例术前弥散张量成像可显示追中面神

经走行，76.4%位于肿瘤腹侧，与术中电生理

监测结果一致。32 例肿瘤全切除 27 例（84.

4%），次全切除 3 例(9.4%)，2 例因肿瘤血

供丰富仅行大部切除；面神经解剖保留 29 例 

(90.6%)，功能保留 21 例（65.6%）；术后

无死亡，1 例出现瘤腔积血，,1 例出现后颅窝

硬膜外血肿，经二次手术后恢复。 

结论 显微手术是治疗大型听神经瘤安全有效

的方法，利用弥散张量成像和术中电生理监

测技术可提高面神经解剖和功能保存率，术

中娴熟的显微操作技巧有助于提高手术疗效

并减少并发症。 

 
 
PO-317 

生长激素腺瘤临床病理分型的多指标联合预

测方法及其在精准治疗中的作用 
 

衡立君 贾栋 屈延 高国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应用术前指标预测生长激素型垂体

腺瘤临床病理分型的方法，评价其效果及在

生长激素腺瘤精准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

在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接受神经内镜下垂

体腺瘤切除术且有完整电镜资料的患者 11

例。根据文献，选择与电镜病理分型相关的

年龄（Age，A）、肿瘤体积（Volume，

V）、生长激素指数（GH index，G）、磁共

振双侧 Knosp 分级总分（Knosp grading，

K）和奥曲肽抑制试验（Octreotide suppressi

on test，O）生长激素水平下降率 5 个术前指

标，应用 ROC 曲线及指标分布特征确定截断

点，制定 AVGKO 分型预测评分表。应用评

分表术前预测肿瘤临床病理分型为稀疏颗粒

型（Sparsely granulated adenoma，SG）或

致密颗粒型（Densely granulated adenom

a，DG），评价预测准确性，比较其与单一

指标预测效果的差异。 

结果 11 例患者中，SG 组 4 例，DG 组 7

例。AVGKO 五项指标在 SG 组和 DG 组有差

异分布趋势。初步结果显示 AVGKO 评分表

术前预测生长激素腺瘤临床病理分型的准确

率达 90%以上。多指标联合预测效果优于单

一指标预测。对术前预测为 SG 型生长激素

腺瘤的患者，因其对药物及手术的反应均较

差，不推荐术前药物治疗，手术方式上选择

多模态导航监测技术下侵袭性切除以争取内

分泌缓解并控制复发。 

结论  生长激素腺瘤的临床病理类型可以通过

术前多指标评分预测。术前预测对治疗方案

精准选择有指导意义。进一步研究中，扩大

样本量建立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有望提高预

测效果。 

 
 
PO-318 

垂体瘤术后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的相关影响

因素及激素替代治疗对肿瘤复发的影响 
 

魏广鑫 马永迁 赵余静 王喆 王寿先 

潍坊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 261000 

 

目的 探讨垂体瘤术后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的

相关因素,对患者生活的影响及激素替代治疗

对肿瘤复发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研究 144 例垂体瘤患者手术前后

激素检测值,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的大小

同术后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有无相关性。应

用自制量表评估激素替代前后患者生活治疗

有无改善，术后 6 个月了解激素替代治疗患

者的肿瘤复发率同未行激素替代治疗患者的

肿瘤复发率有无差异。 

结果 144 例垂体瘤患者，男性 49 例，女性 9

5 例。年龄 23-83 岁，平均年龄 52.52 岁。12

8 例行经鼻蝶手术，16 例行开颅手术治疗。

随访时间 0.5-2.5 年，其中表现为 PRL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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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的 40 例，GH 明显升高的 12 例，ACTH

明显升高的 13 例，TSH 升高合并 T3、T4 升

高或降低的 3 例，ACTH、GH 升高的 1 例，

TSH、PRL 升高的 1 例，PRL、GH 升高的 1

例，激素水平无明显异常的 73 例。16 例患

者术前存在 FSH、LH，皮质醇，T3、T4、T

SH 一项明显降低或两项及以上多种激素降

低。术后经胰岛素糖耐量试验证实为肾上腺

皮质功能不全患者 32 例。其余有高危因素的

患者或拒绝行胰岛素糖耐量试验的患者通过

明显的症状，氢化可的松替代有效及血浆皮

质醇的情况综合判断有无肾上腺皮质功能不

全，被认定为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者 40 例。

患者的年龄越大、肿瘤体积越大，出现术后

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的患者越多的趋势，但

经统计学分析差异不明显。性别同术后肾上

腺皮质功能不全也无相关性。术前存在一种

激素明显降低或多种激素降低的患者术后更

易出现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术后 6 个月行

影像学检查，了解肿瘤的复发率，在氢化可

的松激素替代患者及未替代患者无明显差

异。 

结论 患者的年龄，性别及肿瘤的大小同术后

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无明显的相关性。术前

多种激素水平下降的患者较术前无多种激素

水平下降患者术后肾上腺功能皮质功能不全

的发生率高。术后短期随访氢化可的松激素

替代治疗在肿瘤复发率方面无明显影响。 

 
 
PO-319 
PD-L1 expression and tumOR-infiltrating 
CD8+ T cells in brainstem gliomas 
 
Zhang Ya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China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Neurological Diseases， Beiji

ng Tian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253622 
 

Background  Immune checkpoint therapies 
targeting programmed death 1 (PD-1) or its li
gand 1 (PD-L1) have demonstrated impressi
ve anti-tumor activity.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wa
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PD-L1 an
d infiltration by CD8+ T cells in 54 brainstem 
glioma specimens acquired from microsurgic
al resections. 
Results  The majority of brainstem glioma 
s (35 of 54 cases) expressed PD-L1 to vario
us extents. Of these, less than 25% of tissue

 was labeled with PD-L1 in 12 cases, 25 to 5
0% of tissue was labeled in 6 cases, and gre
ater than 50% of the tissues was labeled in 1
7 cases. Moderate to dense infiltration by C
D8+ T cells was observed in 12 out of 54 (22.
2%) cases, but most of these were confined 
to the perivascular zone. Grade IV gliomas r
evealed increased PD-L1 staining compared
 with grade II/III gliomas (p<0.001). The TP5
3-muatant gliomas exhibited a higher extent 
of PD-L1 staining compared with TP53-wildt
ype (p=0.04). Moderate to dense infiltration 
by CD8+ T cells indicated optimistic outcome
 in the patients of grade II/III gliomas (p=0.03
1). 
Conclusion  PD-L1 was widely expressed in
 brainstem gliomas. The presence of the targ
et warrants a clinical trial to examine the effic
acy of anti-PD-1/PD-L1 therapy for this  
deadly brain tumor. 
 
 
PO-320 

姑息性伽玛刀治疗老年脑转移瘤 134 例分析 
 

林于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总结 ≥65 岁的老年脑转移瘤患者采用姑

息性伽玛刀治疗的治疗结果。 

方法 分析伽玛刀治疗 134 例老年脑转移瘤患

者的临床资料及随访结果。134 例患者共治疗

212 次，治疗病灶 403 个，平均的中心剂量

及边缘剂量分别为（29.3±8.4）Gy 和(15.9±4.

8) Gy。采用 Kaplan－Meier 方法计算平均生

存期，多因素分析方法分析影响伽玛刀治疗

效果的主要临床因素。 

结果 获影像学随访的 372 个肿瘤中，完全消

失 71 个（ 19.1％），部分缓解 189 个（ 50.

8％），无变化 102 个（27.4％）,部分进展 4

1 个（11.1%）。经 Kaplan－Meier 方法分

析，中位生存期为 10.9 月。影响脑转移瘤患

者伽玛刀治疗生存时间的因素为治疗前的 KP

S 评分、RPA 分级、转移瘤数目、原发肿瘤

的控制情况（p<0.05）。 

结论 伽玛刀治疗对老年脑转移瘤患者是个安

全有效的姑息性治疗手段，并有助于维持患

者良好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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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21 

广泛侵袭（侵犯眼眶、鼻腔、颅内）的前中

颅底复发脑膜瘤--手术和治疗策略的探讨 
 

宫晔 谢清 华领洋 汤海亮 朱宏达 李京润 陈衔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前中颅底脑膜瘤约占所有脑膜瘤中的 25

-30%，有些肿瘤虽然在病理学上属于偏良

性，但广泛侵袭性生长，可侵犯眼眶、鼻

腔、颅内、海绵窦等结构，很难做到全切

除，容易复发，术后并发症多，严重影响病

人的生存质量，值得深入研究。 

方法 分析和随访华山医院神经外科颅底组近

半年的手术病例 4 例，3 男 1 女，最长为术后

9 年复发，最短为 2 年，3 例的前次手术在我

院，1 例术前已行眼球摘除（且第一次手术在

外院）。同时，进行了文献的荟萃检索分

析。 

结果 4 例病人的脑膜瘤都有不同程度地侵犯 

眼眶、鼻腔、颅内，而且本次都无法做 Simp

on I 或 II 类全切除，最后达到大部切除（Sim

pson III 类）。2 例病人恢复好，1 例病人术

后出现脑脊液漏和颅内感染、3 个月后恢复，

1 例病人半年后再次复发和死亡。所有病人术

后病理均与第一次类似，其中 1 例为不典型

脑膜瘤，3 例为上皮型脑膜瘤。 

结论 广泛侵袭性生长的前中颅底脑膜瘤，应

尽量保留眼球，可减少脑脊液漏和颅内感染

的发生。分步骤手术方案可以作为一种参

考，先将颅内部分和侵犯眼球的肿瘤切除，

再联合眼科、五官科等切除侵犯鼻腔和眼球

内下方的肿瘤。该类型病人值得更进行深入

研究。 

 
 
PO-322 

各亚型脑膜瘤的 PET 影像学表现和病理增殖

指数相关分析 
 

宫晔 华领洋 谢清 华逢春 朱宏达 汤海亮 李京润 陈衔

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脑膜瘤是中枢神经系统中最常见的原发

性肿瘤,此项研究的目的是评估 18FDG PET

成像在术前评估脑膜瘤良恶性的价值。 

方法 在核医学科数据库中选择在术前接受 

过 18FDG PET 的扫描，并且在华山医院神

经外科接受过手术，术后病理证实为脑膜瘤

的患者，共 117 例。所有病人的标本都在两

位高年资神经病理医生手下根据 2007 年 WH

O 脑膜瘤病理分型标准进行了再次确诊，我

们统计了肿瘤的部位，WHO 级别，亚型，MI

B-1 指数等指标，并且测定了肿瘤的对侧正常

灰质的 SUV 摄取值，并将这些指标与 TGR

（肿瘤、正常灰质 SUV 摄取比值）进行分析

比较，我们进行了 TGR 的相关性分析并且绘

制了 TGR 的 ROC 曲线来评估 18F-FDG PE

T 在进行脑膜瘤分级中的应用价值。 

结果 77 名患者被诊断为脑膜瘤 I 级，22 名患

者被诊断为 II 级或 III 级，与低级别脑膜瘤相

比，高级别脑膜瘤（WHO II、III 级）的 TGR

值显著升高（P<0.05）, 并且，脑膜瘤的 TG

R 值与 MIB 指数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TG

R 值越高，随着 TGR 值得升高，MIB 指数也

逐渐升高（p<0.05）。在 ROC 分析中，TGR

值为 1.02 时，在区分低级别与高级别脑膜瘤

中的价值最高，其特异性为 79.12%，敏感性

为 88.46%.但是肿瘤的部位与 TGR 值之间没

有统计差异，而且在初发与复发脑膜瘤之

间，TGR 值也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在各

亚型之间的分析中，过渡性脑膜瘤的 TGR 值

高于其它一级脑膜瘤，结果有显著统计学差

异，在高级别脑膜瘤中，各亚型之间的 TGR

值没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18F-FDG PET-CT 在脑膜瘤的诊断中具

有较高的诊断特点，而且 TGR 值越高，预示

着肿瘤的级别越高，但是它并不能区分原发

与复发脑膜瘤。 

 
 
PO-323 

中枢神经细胞瘤 17 例临床诊治分析 
 

刘海英 张学新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3000 

 

目的 探讨中枢神经细胞瘤的临床诊断与治疗

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至 2015 年我院经术

后病理证实的 17 例中枢神经细胞瘤患者的临

床表现、影像学特征、治疗及预后。 

结果 男性 10 例，女 7 例, 平均发病年龄 33. 

6 岁。临床表现以颅内压增高症状为主。15

例位于侧脑室内，2 例位于第三脑室。影像学

上 CT 常表现为侧脑室内不规则病变，多数肿

瘤与透明隔呈宽基底相连，可堵塞侧脑室室

间孔区并伴有梗阻性脑积水, MRI 上 T1WI 呈

等信号，T2WI 呈稍高信号，多数肿瘤内见长

T1、长 T2 囊变坏死灶，增强后呈轻度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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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均质性信号，常可见囊性变及条索样

变，常伴见钙化。治疗上均行显微手术切

除，手术入路需根据肿瘤在脑室内的位置而

定：瘤体位于中线，透明隔区并向两侧脑室

生长者，选择纵裂-胼胝体入路；若肿瘤主体

位于侧脑室额角，可行经额角侧脑室造瘘手

术切除；位于侧脑室后方的可行经三角区入

路肿瘤切除。术中常可见侧脑室的不对称扩

大，肿瘤常脑室内静脉粘连，供血较为丰

富，肿瘤不能全切是术后出现脑室内血肿的

主要原因。病理特征为多起源于室管膜下板

细胞或透明隔及穹窿部位的小灰核神经元细

胞，光镜下为大小一致的小圆形细胞，胞浆

浅染或透亮，部分有核周空晕，具有特征性

的组织学表现是出现致密的纤维性基质形成

的无核纤维岛。突触素阳性是免疫组化的特

异性标志。本组肿瘤全切除 13 例, 次全切除

4 例，术后均常规进行放射治疗。术后 5 年内

随访 17 例患者，未见肿瘤复发或再生长。 

结论 应用显微手术切除结合术后头部放射治

疗中枢神经细胞瘤患者可获得良好疗效。 

 
 
PO-324 

维生素 D 选择性提高胶质瘤细胞 5-ALA 诱导

的荧光强度及光动力学效果 
 

陈晓丰 王春雷 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常见的原发性脑

肿瘤，目前脑胶质瘤的治疗仍以手术为主，

术后辅以放疗及化疗，但是胶质瘤患者的预

后仍然不佳。最近研究表明，肿瘤的切除程

度影响患者的预后，而且影响术后放化疗等

辅助治疗的疗效。然而，胶质瘤是一种侵袭

性脑肿瘤，正常组织与肿瘤组织边界不清，

传统显微手术很难准确判定肿瘤的实际边

界，并且 80%肿瘤复发约在肿瘤切除后距离

瘤腔壁 2～3 厘米的范围。荧光引导手术可以

术中实时判定肿瘤与正常脑组织的边界，在

一定的程度上增加了高级别胶质瘤切除率，

但是，对于低级别胶质瘤及残存于边缘区域

的侵袭性肿瘤细胞荧光强度不足，呈现明显

的弱荧光或无荧光，降低了荧光引导手术的

特异性及敏感性，给荧光引导手术切除胶质

瘤带来了困难与挑战.  

方法  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胶质瘤细胞

和正常星型胶质细胞给予低剂量的维生素 D

预处理 48 小时，然后给予 ALA，最后检测荧

光强度及光动力学治疗效果，同时分析维生

素 D 处理后血红素合成途径中关键酶的变化

情况。 

结果  无毒剂量的维生素 D 可以选择性地提高

ALA 诱导的原卟啉 IX 的水平以及荧光强度。

同时，维生素 D 预处理增加 ALA 介导的光动

力学治疗效果。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证明维生

素 D 处理后提高了血红素合成途径中 CPOX

在 mRNA 水平的表达。 

结论  首次研究表明维生素 D 可以选择性提高

胶质瘤细胞内原卟啉 IX 的荧光强度及 ALA 介

导的光动力治疗效果。研究成果有助于荧光

引导手术术中客观地判定肿瘤组织的边界，

为改善荧光引导手术效果提供了新的方向。 

 
 
PO-325 
Expression of MMP-9, PTTG, HMGA2, and
 Ki-67 in Pituitary Corticotroph Adenoma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Recurrence 
 
Liu Xiaohai,Zhang Ye,Wang Renzhi 

北京协和医院 无 

 

MMP-9, PTTG, and HMGA2 play important r
oles in the tumorigenesis of ACTH-secreting 
pituitary tumors, but their association with tu
mor recurrence after transsphenoidal adeno
mectomy, remains unclear. The aim of the st
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mmunohistochem
ical expression profile of MMP-9, PTTG, HM
GA2, and Ki-67 in recurrent and non-recurre
nt ACTH-secreting pituitary tumors and to id
entify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tumor behavior 
and recurrence status. A retrospective stud
y was performed on 55 sporadic Cushing’s d
isease patients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non-recurrent group (n=28) and t
he recurrent group (n=27) after transsphenoi
dal adenomectomy with initial remission.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MMP-9, PTTG, HMG
A2, and Ki-67 expression and tumor recurre
nce were evaluat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MP-9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rec
urrent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non-recurren
t group (p=0.022) and strongly related to the 
recurrence-free interval (p=0.007, CC=-0.35
4), while PTTG, HMGA2, and Ki-67 expressi
on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No M
MP-9, PTTG, HMGA2, or Ki-67 was detecte
d in two normal pituitary glands. In conclusio
n, ACTH-secreting pituitary tumors with high
er levels of MMP-9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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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recurrence rate and shorter recurrence-fr
ee interval. MMP-9 could be a valuable tool f
or predicting recurrence of ACTH-secreting p
ituitary tumors and planning patient follow-up. 
 
 
PO-326 

囊肿-脑池开窗显微手术治疗外侧裂蛛网膜囊

肿 
 

易海波 林瑞生 李榕 于涛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神经外科 363000 

 

目的  探讨囊肿-脑池开窗显微手术治疗外侧裂

蛛网膜囊肿的手术疗效及临床价值 

方法  21 例症状性外侧裂蛛网膜囊肿手术，采

用翼点锁孔入路开颅，在显微镜下行脑池开

窗，至少开窗 2 个且尽量位于不同脑池，开

窗大小应足够大，尽量避免术中出血，观察

术后效果。 

结果  21 例症状性外侧裂蛛网膜囊肿中症状缓

解 15 例，缓解率 71%，6 例无明显变化。术

后随访 3 个月～3 年，囊肿缩小率为 89%，

近全消失率为 45%，未出现死亡病例，4 例

出现硬膜下积液，1 例出现颅内血肿。 

结论  囊肿-脑池开窗显微手术治疗外侧裂蛛网

膜囊肿手术效果良好，开颅简单、微创、安

全，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对于有临床症状的

外侧裂蛛网膜囊肿患者进行手术治疗可首选

应用此手术方法。 

 
 
PO-327 
Endoscopic versus microscopic transsph
enoidal surgery for pituitary tumours: a r
etrospective study of 247 cases 
 
Huang Guodong,Li weiping,Ji tao,Zhang xiejun,Guo 
jian,Li zhen,Jiang taipeng,Ding jianjun,Gao yongzho
ng,Liu wenlan 

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8000 

 

Background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outco
mes and complications between endoscopic 
and microscopic approaches in treating 247 
patients with pituitary tumours. 
Methods  We performed a retrospective revi
ew of 100 pituitary tumour patients undergon
e endoscopic endonasal transsphenoidal sur
gery (ETS) and 147 patients undergone micr
oscopic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MTS) at ou
r center between January 2007 to July 2014.
 Tumours were stratified by Knosp’s classific

ation and modified Hardy’s classification, an
d tumour gross total resection (GTR)/remissi
on rate, visual improvement rate, complicatio
ns,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a
n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ere compared bet
ween ETS- and MTS-treated groups. 
Results  Knosp’s grad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GTR rate in both groups, with a rate of 93.
3% for ETS group and 82.8% for MTS group
 in Knosp grade 0, 87.5% and 92.0% in grad
e I, 71.4% and 70.7% in grade II, and 58.8% 
and 36.0% in grade III, respectively. The vis
ual field improvement rates between ETS an
d MTS group were 66.7% versus 45.5% in H
ardy grade B, 72.2% versus 71.4% in grade 
C, and 88.9% versus 78.9% in grade D. No s
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GTR 
rate, visual outcome and complication rate b
etween two groups. Larger amount of intraop
erative blood loss, longer operative time, and
 shorter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ere observe
d for ETS group compared to MTS group. C
onclusions  These data conclude that ETS 
needs longer operation time and results in m
or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but appear to h
ave a higher resection rate for pituitary tumo
urs of Knosp grade III comparing to MTS. 
 
 
PO-328 

颅内多中心胶质瘤两例诊疗体会 
 

陈旦麒 钟平 徐健 徐铭 陈明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颅内多中心胶质瘤的诊断，病理及

治疗方法。 

方法   收集我组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

期间收治的多中心脑胶质瘤患者 2 例，对其

进行病史采集，病理分析对比及治疗方法比

较。 

结果    第一例病例为男性，32 岁，2015 年 6

月行右额胶质瘤切除术，术中全切病灶。术

后病理示胶质母细胞瘤，IDH-1（-），MGM

T（-），Ki67（20%），P53（+）。术后予

同步放化疗（放疗：58GY/29fx,替莫唑胺化

疗：75mg/平方米）及口服替莫唑胺辅助化疗

（200mg/平方米）共 8 个疗程。期间每三个

月随访 MRI 增强未见病灶复发。术后十月出

现吞咽障碍表现，随访 MRI 发现脑干占位，

原右额术区未见异常。再次行脑干肿瘤切除

术，次全切除病灶，术后病理仍提示胶质母

细胞瘤，IDH-1（+/-），Ki67(60%+)，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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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例病例为男性，28 岁。2015 年

4 月行右额肿瘤切除术，术中全切病灶。术后

病理示胶质母细胞瘤，IDH-1（-），MGMT

（-），Ki67（20%），P53（+）。术后同样

予以同步放化疗及口服替莫唑胺辅助化疗共 9

个疗程。期间每三个月随访 MRI 增强未见异

常。术后一年常规随访 MRI 发现右枕叶占

位，原右额术区未见异常。再次手术，全切

病灶，术后病理仍为胶质母细胞瘤， IDH-1

（-），Ki67(30%+)， P53（+）。术后继续

口服替莫唑胺化疗（200mg/平方米）。 

结论  多中心脑胶质瘤是同时或先后(间隔数月

至数年)出现的中枢神经系统多发胶质瘤病

灶，而且病灶之间的关系无法用已知的转移

途径(包括白质纤维束、脑脊液、室管膜、血

管、临近的卫星灶等)来解释。多中心胶质瘤

的病理类型可相同也可不同。以高级别的恶

性胶质瘤多见，预后差，患者同期或分期切

除尽可能多的病灶和术后规范放、化疗有助

于改善患者预后，针对多个病灶的调强放疗

有益于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今后对于多中

心胶质瘤病例可进一步完善分子病理基因检

测，以了解其基因表型的异同，从而进一步

指导临床诊疗。 

 
 
PO-329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病例 1 例及治疗

体会 
 

张学新 张秋实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3000 

 

目的  探讨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PCN

SL）的诊断、治疗以及分享以大剂量甲氨蝶

呤为主治疗 PCNSL 的临床经验。 

方法  回顾分析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3 月

于我院行大剂量甲氨蝶呤化疗的病例 1 例。 

结果  本例患者经 8 疗程规范化治疗及 1 疗程

巩固治疗后，近期疗效评价 CR。对于首次接

受治疗 PCNSL，治疗方案以大剂量甲氨蝶呤

（≥3.5/m2）为主的化疗方案为首选。用药过

程需评估患者一般状态，充分水化碱化，严

格控制甲氨蝶呤及亚叶酸钙用药时间，定时

检测血清甲氨蝶呤浓度，并密切观察患者有

无过敏、造血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

肝脏等药物副反应。对于可能增加甲氨蝶呤

血清浓度的药物应严格禁止使用。 

结论  PCNSL 的治疗目前仍无标准治疗方

案，应综合 NCCN 指南、临床医生治疗经验 

以及患者病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PO-330 

乙状窦后入路听神经瘤切除经验体会 
 

郭华 吴雷 沈晓黎 涂伟 叶敏华 祝新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乙状窦后入路沿内听道蛛网膜内切

除听神经瘤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1-2015.12 月采取乙

状窦后入路沿听神经瘤内听道端蛛网膜内切

除手术的 89 例患者的临床、影像、手术及随

访资料（肿瘤切除率，面神经功能，听神经

功能，术后并发症等）。 

结果  肿瘤全切 67 例（SimpsonI-Ⅲ级），次

全切 22 例（SimpsonIV 级）。面神经解剖保

留率为 83.14%（74 例），功能保留率为 66.

29%（59 例），术后听神经解剖保留率 77.5

2%（69 例），功能保留率 57.30%（51

例），尽管 1 例患者术后死于颅内感染，但

大部分患者的术后并发症是轻度的,可逆的,可

接受的。随访期内 2 例残留肿瘤稍有增大，

其余患者未见复发征象。  

结论  行听神经瘤包膜下切除，能够大幅度增

加患者面、听神经的解剖保留率及术后面神

经功能及听力保留率，减少患者病残率，减

少人民负担，减少医疗支出，能起到明显的

经济效益。 

 
 
PO-331 

探讨上矢状窦旁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庄志军  

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探讨上矢状窦旁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

疗。 

方法  对 2010～2014 年该院手术治疗的 20

例上矢状窦旁脑膜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 

结果  所有病例均行显微手术治疗,其中 Simps

onⅠ级切除者 5 例(25.0%)，SimpsonⅡ级切

除者 13 例(65%)；余 2 例 SimpsonⅢ级切除

(10%)。术后病理检查显示良性肿瘤 17 例(8

5%)，非典型肿瘤 3 例(15%)。术后出现不同

程度的肌力下降 7 例，其中暂时性肌力下降 5

例，出现永久性肌力下降 2 例，无手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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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术后随访 6～24 个月，SimpsonⅢ级切

除者 1 例复发。 

结论  上矢状窦旁脑膜瘤的手术切除应力争在

显微镜下达 Simpson I 或Ⅱ级切除；应用显

微外科技术治疗上矢状窦旁脑膜瘤，可以有

效的减少手术对上矢状窦、中央沟静脉、上

吻合静脉、瘤周重要引流静脉和脑重要功能

区的损伤，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全

切率，改善手术疗效。  

 
 
PO-332 

鞍上异位垂体促甲状腺素瘤的诊断及治疗

（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王清 鲁晓杰 孙俊 汪璟 庞明志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14002 

 

目的 结合 1 例鞍上异位垂体促甲状腺素瘤的

临床资料，探讨异位垂体促甲状腺素瘤的临

床特点和诊治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鞍上异位垂体促甲状腺

素瘤的临床资料。患者表现为心悸、消瘦、

多汗及视力下降，内分泌检查 FT3，FT4、T

SH 均升高，眼科检查 OD/OS=1.0/0.6，左眼

颞侧偏盲，头颅 MRI 示鞍上区不规则椭圆形

肿瘤影像，等 Tl、T2 信号，边界清楚，信号

均匀，增强扫描病变均匀强化，其下方和后

方可见增强垂体和垂体柄。 

结果 术前予以 β-受体阻滞剂和丙基硫氧嘧啶

控制甲亢，治疗后行神经内镜下扩大经鼻鞍

结节入路，内镜下全切除肿瘤，术中发现肿

瘤与垂体及垂体柄无粘连，鞍膈完整。术后

恢复顺利，视力明显改善，内分泌检查第三

天 FT3，FT4、TSH 均恢复正常，术后病理

示促甲状腺素型垂体腺瘤。 

结论 异位垂体促甲状腺素瘤极为罕见，临床

主要表现为内分泌紊乱或/和神经功能障碍症

状；完善术前准备和彻底手术切除是治愈的

关键；内镜扩大经鼻鞍结节入路是切除鞍上

异位垂体促甲状腺素瘤的较理想微创手术。 

 
 
PO-333 

巨大听神经瘤经伽玛刀治疗失败后再次手术

时肿瘤的性状特点及手术策略 
 

梁鹏 吕中华 车万里 熊金升 王斯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0040 

 

目的 探讨经伽玛刀治疗失败后的巨大听神经

瘤的性状特点及再次手术时相应的术中治疗

策略。 

临床资料：本组共 8 例经伽玛刀治疗后的大

听神经瘤，其中 5 例在伽玛刀照射前经过一

次手术但是无法全切，肿瘤直径均超过 3c

m。女 5 例，男 3 例。 轻微面瘫 3 例，听力

障碍 8 例，完全失聪 6 例，吞咽障碍 4 例，

视力障碍 2 例，三叉神经痛 2 例，脑积水 1

例，颅压高 3 例。病人皆由于最初症状不缓

解或加重在治疗后 6 个月至 2 年内选择手术

治疗。 

结果 均采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手术切除。本

组手术后肿瘤均全切除，没有进一步增加面

瘫，其他症状均有所缓解。和未经伽玛刀治

疗的病人手术中情况比较发现肿瘤血运中

等，易于切除，但是肿瘤和脑干界面不清，

蛛网膜肥厚粘连严重，需要仔细辨认界面，

需要将肥厚的蛛网膜留在脑干端。从目前听

神经瘤治疗的理念看，严格沿着蛛网膜界面

切除肿瘤及保护面神经是神经保护的重要策

略，但是首次治疗的听神经瘤，蛛网膜很

薄，并且表面有很多静脉，出血后难以辨认

蛛网膜界面。相反，伽玛刀照射后，蛛网膜

增厚，血运下降，相对更容易剥离。 

结论 经伽玛刀作为单独策略治疗巨大听神经

瘤效果不佳，但是可以降低手术难度，可以

作为一种手术前辅助治疗策略 。 

 
 
PO-334 

大脑功能区胶质瘤的手术策略 
 

易海波 林瑞生 于涛 庄顺福 沈少山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神经外科 363000 

 

目的 大脑功能区胶质瘤通过传统的手术方法

及经验，术后出现神经功能缺失的可能性

大。随着神经影像技术的发展，及术中神经

导航技术、术中电生理监测技术、术中 B 超

等的不断进步，促进了大脑功能区胶质瘤手

术治疗策略的进步发展，其目的是最大程度

的切除脑功能区胶质瘤，同时最大限度保护

正常的脑功能，提高患者术后的生存质量。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行手术治疗的大脑功能区胶质瘤 28 例。

术前根据胶质瘤所在部位是否影响语言区、

运动区、传导束等，做视频脑电、fMRI，DT

I，MRS，PWI、MRA、MRV 等检查，确定

病灶部位和大小、与功能区、传导束、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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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的邻近关系，个体化制定手术方案。术

中根据每个病例具体情况，应用术中神经导

航技术、术中 B 超、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包

括体感诱发电位、运动诱发电位以及直接皮

层电刺激技术等，明确病灶部位，确定病灶

边界、确定脑功能定位，做好重要神经功能

的保护，最大程度安全切除肿瘤。术后均行

分子病理检测，根据检测结果，个体化行放

疗和化疗。术后随访 6 个月至 48 个月。 

结果 本组患者 28 例，根据 Berger 分级，21

例肿瘤全切除，7 例肿瘤次全切除。病理结果

提示 WHO Ⅰ级 3 例，WHO Ⅱ级 12 例，W

HOⅢ级 8 例，WHO Ⅳ级 5 例，无手术死亡

病例及严重并发症病例。术前合并颅高压征

象者在术后均得到缓解。5 例术前失语，术后

逐渐改善 4 例；16 例术前肢体偏瘫的病人均

在术后 1～12 个月内逐渐好转。 

结论 对于大脑功能区胶质瘤，个体化综合运

用各种影像检查技术、术中导航、术中 B 超

及神经电生理技术等，能有效的做到最大程

度安全切除肿瘤，改善患者术后生存质量。 

 
 
PO-335 

基于 CE MRA 序列的三维重建技术在矢镰旁

脑膜瘤的手术方式及手术入路决策中的应用 
 

陈明宇 钟平 徐健 徐铭 陈旦麒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利用磁共振的 CE（contrast enhannce

ment） MRA 序列对矢旁脑膜瘤或镰旁脑膜

瘤病例进行肿瘤、矢状窦和瘤周皮层静脉进

行三维重建，明确肿瘤和矢状窦的关系及肿

瘤和瘤周皮层静脉的关系，为手术方式、入

路的选择提供依据，有利于术中保护矢状窦

及瘤周皮层静脉。 

方法 对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 20

例矢旁脑膜瘤及镰旁脑膜瘤病例进行术前 CE

 MRA 检查，可同时对肿瘤和血管进行显影，

之后进行三维重建，明确肿瘤是否侵犯矢状

窦，矢状窦是否闭塞，肿瘤和瘤周皮层静脉

的相对前后关系，根据三维重建结果，决定

手术中矢状窦的方法、选择手术中避开重要

皮层静脉暴露肿瘤的最佳入路，并且术后对 2

0 例病例进行随访，记录观察矢状窦及皮层静

脉的保护情况，术后肿瘤复发情况，神经功

能及生活质量情况。 

结果 20 例病例，其中 16 例矢旁脑膜瘤病 

例，4 例病例矢状窦闭塞，手术中结扎矢状

窦，Simpson I 级切除肿瘤；12 例矢状窦未

闭塞，11 例充分灼烧矢状窦，Simpson II 级

切除肿瘤，1 例由于肿瘤位于前 1/3 矢状窦并

且矢状窦流量很小，故结扎矢状窦。4 例镰旁

脑膜瘤病例，通过三维重建能明确肿瘤和皮

层静脉的前后关系，避开重要皮层静脉切除

肿瘤。20 例病例的重要瘤周皮层静脉窦得到

了很好的保护，且术后的神经功能及生活质

量较术前明显改善。 

结论 基于 CE MRA 序列的三维重建技术能够

精确的反映肿瘤和静脉窦、瘤周皮层静脉的

相对关系，为手术方式、手术入路的选择提

供良好的依据，有利于瘤周皮层静脉的保 

护，改善患者术后神经功能及生活质量。 

 
 
PO-336 

59 例颅咽管瘤手术入路及显微手术治疗分析 
 

吴近森 刘晓 涂明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25000 

 

目的 探讨颅咽管瘤手术入路的选择、效果及

手术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院采用手术切除的 59 例颅咽管瘤患者的

临床资料、手术入路、手术疗效。 病人年龄

25～78 岁，平均年龄 50.5 岁，其中男性 37

例，女性 22 例；根据术前影像学明确肿瘤的

位置、大小及生长方式，采用不同手术入

路，其中额底入路 12 例，额外侧入路 11

例，额颞入路 30 例，经胼胝体入路 4 例，经

鼻蝶入路 2 例。术后及时控制尿崩及水电解

质紊乱，术后及 6 个月后均复查头颅 MRI 增

强扫描。 

结果 肿瘤全切除 44 例(74.6％)，次全切 12

例(20.3％)，大部分切除 3 例(5.1％)。除 2 例

经鼻蝶入路未能暴露垂体柄外，其余均保留

垂体柄。术后尿崩 31 例，33 例患者术后出

现电解质紊乱。随访 3 ～ 52 个月,平均 22.1

个月,肿瘤复发 11 例。 

结论 通过术前评估, 根据其生长特点，个性化

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是颅咽管瘤手术成功

的关键，大多数病人可达到肿瘤的全切除，

并取得满意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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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37 

视神经鞘开窗术对脑膜瘤所致颅内高压患者

的视功能保护作用 
 

陈辉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某些脑膜瘤临近颅内静脉窦无法切除

（或肿瘤较小，暂时不需要切除），或者即

便切除仍然导致静脉窦回流受阻，致慢性颅

内高压。此类患者长期颅内高压主要损害表

现为视乳头水肿、视野缩窄、视力下降。神

经外科处理较为困难。视神经鞘开窗术对良

性颅内高压，隐球菌脑膜炎、颅内静脉窦血

栓形成等所致的颅内高压患者的视功能具有

较好的保护作用。我们观察视神经鞘开窗术

对脑膜瘤所致的慢性颅内高压的视功能保护 

作用。 

方法 在全麻下，以视神经鞘开窗术治疗两例

脑膜瘤所致的慢性颅内高压：第一例为矢状

窦附近的较小脑膜瘤（大脑镰前份见 1.1x1.3

cm 大小等 T1、T2 信号结节影，矢状窦右侧

旁内板下 0.5x1.0cm 大小宽基底半丘状等 T

1、T2 信号结节影，增强两结节影明显强

化），未予以切除，颅内压维持在 340mmH2

O 长达 2 年多时间；第二例为左侧顶部、上

矢状窦附近脑膜瘤切除术后半年仍然处于颅

内高压（280mmH2O）。 

结果  手术后，两例患者视乳头水肿迅速消

失；两例均观察 1 年，第一例患者视力从 0.8

恢复到 1.0， 视野改善；第二例患者头疼减

轻，耳鸣症状消失，视物水波感减轻，视力

维持在 1.0，视野改善（扩大的生理盲点缩

小）。两例均无并发症发生。 

结论 视神经鞘开窗术对于此类脑膜瘤所致慢

性颅内高压患者的视功能保护具有较好的作

用，手术安全可靠，应予以推广。 

 
 
PO-338 

ClC-3、BK 型离子通道在脑胶质瘤侵袭性中

作用的在体实验研究 
 

卢培刚 董元 曹敬正 李博 梁媛 郝振强 李育鑫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建立 Wistar 大鼠 C6 脑胶质瘤模型和观

察 Wistar 大鼠 C6 脑胶质瘤生长规律，并观

察 ClC-3 与 BK 离子通道在大鼠胶质瘤细胞中

的表达；推测 ClC-3 与 BK 在胶质瘤细胞侵袭 

性生长中的作用。  

方法  常规建立 Wistar 大鼠 C6 脑胶质瘤模

型，免疫组化技术检测 ClC-3 与 BK 在 C6 胶

质瘤中的表达，给予相应离子通道的特异性

阻滞剂 Chlorotoxin 及 Iberiotoxin 后，观察载

瘤动物成瘤体积的变化，推测胶质瘤细胞侵

袭能力的变化情况。 

结果  C6 胶质瘤系高度表达 ClC-3 离子通

道，而 BK 离子通道在该系中的表达相对较

低；应用 Chlorotoxin 后 C6 细胞的侵袭性显

著降低（P<0.01），应用 Iberiotoxin 后 C6

细胞的侵袭性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ClC-3 离子通道在胶质瘤侵袭性生长发

挥重要作用，可作为未来治疗胶质瘤的新靶

标。 

 
 
PO-339 

miR-140-5p 调节 VEGFa/MMP2 通路抑制胶

质瘤细胞增殖和侵袭性的研究 
 

胡园 李炎炎 孙婷 周幽心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暨脑神经研究室 215

006 
 

目的  在分析 miR-140-5p 在人脑胶质瘤组织

中的表达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 miR-14

0-5p 通过调节 VEGFa 及 MMP2 对胶质瘤细

胞株增殖、侵袭的影响。 

方法  通过 QPCR 分别检测人脑胶质瘤组织

与 U251、U87MG 细胞株中 miR-140-5p、V

EGFa、MMP2 的表达情况；用脂质体将 miR

-140-5p mimics 转染至 U251 与 U87MG 细

胞，同时 QPCR 检测转染前后 miR-140-5p、

VEGFa、MMP2 在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应用

流式细胞仪和荧光显微镜观察脂质体转染效

率，CCK-8 法检测细胞的增殖能力，流式细

胞仪分析细胞周期与凋亡；transwell 实验判

断细胞的侵袭能力；western blot 检测转染前

后 VEGFa、MMP2 表达情况，肿瘤异种移植

实验验证 miR-140-5p 对体内肿瘤生长的影

响，免疫组化检测 VEGFa、MMP2 表达情

况。 

结果  miR-140-5p 在人脑胶质瘤组织及胶质

瘤细胞系中表达明显低于非瘤脑组织，并且

随着肿瘤恶性程度的不断增加，miR-140-5p

表达逐渐降低。U251 和 U87MG 细胞转染 mi

R-140-5p mimics 后细胞的增殖与侵袭能力明

显受到抑制，细胞周期阻滞于 G0/G1 期。转

染 miR-140-5p mimics 后的胶质瘤细胞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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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亡率明显升高。VEGFA 在人脑胶质瘤组织

及胶质瘤细胞系中表达明显高于非瘤脑组

织，并且随着肿瘤恶性程度的不断增加，VE

GFA 表达逐渐增加；MMP2 在胶质瘤细胞系

中表达明显高于非瘤脑组织。VEGFa、MMP

2 在转染 miR-140-5p mimics 的 U251 和 U87

MG 细胞中表达明显低于空白和阴性对照组；

 VEGFa、MMP2 在转染 miR-140-5p inhibit

的 U251 和 U87MG 细胞中表达明显高于空白

和阴性对照组。在转染 miR-140-5p mimics 

的 U87MG 细胞的裸鼠组所取得的皮下肿瘤

体积与重量均低于对照组，免疫组化结果显

示在转染 miR-140-5p mimics 的 U87MG 细

胞的裸鼠颅内肿瘤石蜡切片中，VEGFa、M

MP2 蛋白表达低于对照组。 

结论  miR-140-5p 在胶质瘤组织中低表达，

过表达 miR-140-5p 可以通过调节 VEGFa、

MMP2 抑制胶质瘤细胞株 U251 和 U87MG 的

增殖，并可有效抑制其侵袭力，过表达 miR-

140-5p 阻滞细胞周期，促使细胞凋亡。 

 
 
PO-340 

ClC-3、BK 离子通道在胶质瘤细胞迁移与侵

袭性生长中的作用的离体实验研究 
 

卢培刚 卢培刚 李博 王奎重 李育鑫 郝振强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观察 3 型电压门控氯离子通道（ClC-3

通道）与大电导钙激活钾离子通道(BK 通道)

在胶质瘤细胞中的蛋白表达情况以及形态学

分布情况；研究 ClC-3 离子通道与 BK 离子通

道在胶质瘤细胞迁移及侵袭性生长中的作

用。 

方法  用 DMEM 培养基常规体外培养大鼠 C6

胶质瘤细胞系以以及人 U251 胶质母细胞瘤细

胞系；应用 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 3 型电压

门控氯离子通道（ClC-3 通道）与大电导钙激

活钾离子通道(BK 通道)分别在 C6 及 U251 胶

质瘤细胞中的蛋白表达情况，应用免疫荧光

技术检测两种通道蛋白在两种胶质瘤细胞中

的表达与形态学分布情况；采用细胞划痕实

验、Transwell 侵袭实验评价应用 ClC-3 通道

特异性阻滞剂氯代毒素（Chlorotoxin ，ClT

X）以及 BK 通道特异性阻滞剂伊比蝎毒素（I

beriotoxin ，IBTX）阻滞后胶质瘤细胞迁移及

侵袭能力的变化情况。 

结果  1、Western blot 实验结果显示 U251 及

C6 胶质瘤细胞系均高度表达 ClC-3 离子通道

蛋白，而 BK 离子通道在两种胶质瘤细胞系中

同样有表达，但表达量相对较低，且两种胶

质瘤细胞系相比较，U251 胶质瘤细胞中两种

蛋白表达要高于 C6 胶质瘤细胞；2、免疫荧

光实验显示 ClC-3 与 BK 表达于 U251 及 C6

胶质瘤细胞的胞膜与胞质中，ClC-3 通道蛋白

阳性信号较高且在胞膜突起处的表达相对集

中；3、应用 ClC-3 通道特异性阻滞剂氯代毒

素（Chlorotoxin ，ClTX）后 U251 细胞的迁

移能力降低（P<0.05），且呈剂量依赖关

系，应用 BK 通道阻滞剂后胶质瘤细胞迁移无

明显变化；4、应用 ClC-3 通道特异性阻滞剂

氯代毒素（ClTX）后侵袭性显著降低（P<0.0

5），且呈现剂量依赖关系；应用 BK 通道特

异性阻滞剂伊比蝎毒素（IBTX）后 U251 细

胞的侵袭性无明显变化，且无剂量依赖关

系。 

结论  1、ClC-3 与 BK 离子通道在 C6 与 U25

1 胶质瘤细胞系均有表达，相比 BK 离子通

道，ClC-3 通道在两种胶质瘤细胞系表达较

高；2、相比 BK 钾离子通道而言，ClC-3 离

子通道在胶质瘤迁移与侵袭性生长发挥重要

作用，可作为未来治疗胶质瘤的新靶标。 

 
 
PO-341 

LNC-ZNF281 调控相关靶基因影响胶质瘤细

胞增殖、侵袭和凋亡 
 

胡园 周幽心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暨脑神经研究室 215

006 
 

目的 在分析 LNC-ZNF281 在 SHG139 和 SH

G139S 基因芯片差异性表达的基础上，进一

步探讨 LNC-ZNF281 在人脑胶质瘤组织中的

表达水平，以及 LNC-ZNF281 通过调节 MM

P2 、BCL2、caspase-3、cycleD 对胶质瘤细

胞株增殖、侵袭和凋亡的影响。 

方法 通过 QPCR 分别检测人脑胶质瘤组织与

SHG139、U251 和 U87MG 细胞株中 LNC-Z

NF281 的表达情况；用病毒增强液将载有 LN

C-ZNF281-2:1 基因片段的慢病毒转染至 SH

G139、U251 和 U87MG 细胞中，QPCR 检

测转染前后 LNC-ZNF281 在细胞中的表达水

平。应用流式细胞仪和荧光显微镜观察病毒

转染效率，CCK-8 法检测细胞的增殖能力，

流式细胞仪分析细胞周期与凋亡；transwell

实验判断 SHG139、U251 和 U87MG 的侵袭

能力；western blot 检测转染前后 MMP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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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2、caspase-3、cycleD 表达情况，移植瘤

模型验证 LNC-ZNF281 对体内肿瘤生长的影

响，免疫组化检测 MMP2 、BCL2、caspase

-3、cycleD 表达情况。 

结果 LNC-ZNF281 在人脑胶质瘤组织及胶质

瘤细胞系中表达明显低于非瘤脑组织，并且

随着肿瘤恶性程度的不断增加，LNC-ZNF28

1 表达逐渐降低。SHG139、U251 和 U87M

G 细胞转染慢病毒后细胞的增殖与侵袭能力

明显受到抑制。转染慢病毒后的胶质瘤细胞

株的凋亡率明显升高。BCL2、MMP2、cycle

D 在转染慢病毒后的 SHG139、U251 和 U87

MG 细胞中表达明显低于空白和阴性对照组；

caspase-3 在转染慢病毒后的 SHG139、U25

1 和 U87MG 细胞中表达明显高于空白和阴性

对照组。在转染慢病毒的 U87MG 细胞的裸

鼠组所取得的皮下肿瘤体积与重量均低于对

照组，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在转染慢病毒的 U8

7MG 细胞的裸鼠颅内肿瘤石蜡切片中，BCL

2、MMP2 蛋白表达低于对照组，Ki-67 高于

对照组。 

结论 LNC-ZNF281 在胶质瘤组织中低表达，

在体外和体内实验中，过表达 LNC-ZNF281

可以通过调节 MMP2 、BCL2、caspase-3、

cycleD 抑制胶质瘤细胞株 SHG139、U251

和 U87MG 的增殖，并可有效抑制其侵袭

力，同时促使其细胞凋亡。 

 
 
PO-342 

呼吸训练对神经内镜下切除垂体瘤患者内分

泌激素、肺功能与生存质量的影响 
 

刘文广 管伟 左建东 陈中俊 

江苏省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223002 

 

目的 探讨呼吸训练对神经内镜下切除垂体瘤

患者内分泌激素、肺功能与生存质量的影

响。 

方法 选取我院在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 月

接收的垂体瘤患者 60 例，并将他们随机分为

实验组（n=30）与对照组（n=30），在经神

经内镜下切除垂体瘤术后，对实验组患者进

行 1 个星期的呼吸训练，对照组患者则不进

行呼吸训练，比较两组患者呼吸训练前后内

分泌激素、肺功能及患者生存质量的情况。 

结果 手术切除垂体瘤后，内分泌激素水平下

降，1 个星期后激素水平有所恢复，但两组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呼吸训练前，两组患者的肺功能大致相同，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 个星期后，两组患者的

肺功能均有所增强，且实验组肺功能的增强

程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术后呼吸训练前，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

大致相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 个星期后，

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均有所提高，且实验组

生存质量的提高程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呼吸训练对神经内镜下切除垂体瘤患者

的内分泌激素水平没有影响，但对患者肺功

能的恢复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可提高患者的

生存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343 
Comparision among several classificatio
ns of craniopharyngioma 
 
Hong Tao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0 

 

Abstract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The 

most common locations of craniopharyngiom
a are sellar and suprasellar regions,where h
av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ypothalamus.Pr
esurgical evaluation of hypothalamic damag
e is difficult, both clinically and radiologically .
We took this study to analyze the coincidenc
e degree of several traditional Craniopharyn
gioma radiology classification with hypothala
mic damage degree what we identified durin
g the operation. And to compare with our ne
w classification system,named Hong’s classif
ication at present. 
Methods  A total of 44 cases of craniophary
ngioma which hypothalamic damage conditio
n have been evaluated under endoscope thr
ansphenoidal approach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The degree of hypothalamic invasi

on was divided into four grades：the first lev

el represents no adhesion，second level ad

hesion but integrity，third level small scope 

damage, fourth level large-scale damage.Th
e imaging data were collected completely. S

amii，Yasargil，Flitsch，Hoffman and Van 

Gompel’s classification all within the scope o
f imaging analysis, of course,what’s more im
portant was the new method we raised. We 
detected the rank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classification method and the actual hypothal
amic invasion respectively.The key element 
of Hong’s classification was elevation of the 
hypothalamus bottom wall.The hypothal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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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bottom wall, papillary body and midbrain c
onstituted an interesting and familiar form, it l
ooks like a hawk head and it’s eagle beak,be
 called Eagle-beak-sign.If the eagle beak wa
s pressed down ,means tumor invasion of th
e hypothalamus, breaking into the third ventr
icle. In contrast,if the eagle beak was pushe
d up,  represent the tumor did not invade the
 hypothalamus, or semi invasive,we describe
 it as level second.In the former cases, accor
ding to whether the tumor is related to the pa
pillary body be divided into third and forth lev
el.For the first level, it is naturally refers to th
e patients that the tumor does not ralate to  a
ny part of the hypothalamus,such as the  
pure cellar type. 

Results  The coincidence rate of Samii，Ya

sargil，Flitsch，Hoffman，puget and Van G

ompel’s classification methods with evaluatio

n results in surgery were 57.6%，81.8%，6

6.6%，43.2%，70% and 72.4% respectively.

 rs were 0.128，0.315，0.140，0.097，0.28

9 and 0.290 respectively， which only the P 

value of the Yasargil classification was less t

han 0.05，means in our rank correlation line

ar analysis we found only Yasargil classificat
ion was able to refect hypothalamic damage .
The rate of Hong’s classification was 89.8%,
and it’s rs was 0.443,0.002<P<0.005.The cla
ssification we proposed has a higher rs valu
e,and the linear correlation is more closely. 
Conclusions  The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methods can not accurately reflect the degre
e of hypothalamic damage. In some cases th
e tumor is small, but the hypothalamus has b
een violated. On the contrary, in some cases
 of large tumors, the hypothalamus was only 
passed away not violated.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 we proposed is more accurate than t
he others mentioned above. 
 
 
PO-344 

构建 SCID 小鼠原位儿童 Group3 型髓母细

胞瘤模型 
 

王杭州 1 周幽心 1 黄煜伦 1 谢学顺 1 

1.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外科 

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暨脑神经研究室 

 

目的 个体化靶向肿瘤驱动基因已经成为肿瘤

治疗的热点。儿童颅内常见恶性肿瘤-髓母细

胞瘤（MB）预后极差，其不同分子亚型肿瘤

驱动基因及靶向其驱动基因的药物应用尚待

研究。其中 Group3 型 MB 最易发生远处转

移、临床预后最差、临床治疗方案最迫切需

要改善。因此，建立多例 Group3 型不同肿瘤

驱动基因 MB 的 SCID 小鼠脑肿瘤模型，为

以后研发相应的靶向药物提供一个研究平

台。 

方法 收集临床手术切除的髓母细胞瘤组织标

本，通过免疫组化确定其分子亚型。对 Grou

p3 型 MB 行肿瘤驱动基因检测，明确该亚型

MB 肿瘤驱动基因的表达特点。同时，把新鲜

取材的肿瘤组织在 MACS 组成细胞悬液，5

＊105Group3 型 MB 细胞接种在 SCID 小鼠

颅内，用装置上的微量进样器穿透皮肤和颅

骨进入脑中 1-2mm,注入 5-10ul 的细胞悬液,

时间控制在 15mins。每隔 2-3 天测小鼠体重,

如体重下降 30-35%,或出现一侧肢体运动障

碍,行 MR 检查 SCID 小鼠颅内有无成瘤。将

成瘤小鼠处死取出肿瘤标本,一部分按照以上

步骤进行颅内接种传代,一部分液氮保存,一部

分石蜡包埋。 

结果 一例儿童 Group3 型 MB 组织行 SCID 

小鼠颅内种植并获得成功。目前，移植瘤在 

SCID 小鼠已传至第 34 代。同时，对该例 Gr

oup3 型 MB 组织进行了肿瘤驱动基因检测，

明确了其 PTCH1 基因的突变，并筛选出了其

相应的肿瘤驱动基因靶向药物。 

结论 儿童 Group3 型 MB 在 SCID 小鼠原位

移植模型成功建立，并可传代原位移植生物

学特性稳定。并确定了该例患者的肿瘤驱动

基因，为儿童 MB 靶向治疗的深入研究建立

了与临床结合紧密的客观实际的肿瘤模型。

初步确立了 PTCH1 基因的突变是该肿瘤的驱

动基因。 

 
 
PO-345 

胶质瘤患者血清自身抗体 MGMT 在早期诊断

和术后化疗指导中的价值 
 

周幽心 韩笑笑 张学文 黄煜伦 孙婷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我们以前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以及文献

显示 O6-甲基鸟嘌呤-DNA 甲基转移酶（MG

MT）在胶质瘤的早期诊断和术后指导替莫唑

胺（TMZ）化疗方面具有很广阔的应用前

景。本研究中应用的多肽微阵列技术开发的

全新的血清学检测技术，打破了传统检测方

法的耗时长，样品消耗量大以及灵敏度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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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难以兼顾的缺点；在较短时间内检测得

出精确的患者 MGMT 的结果。 

方法 在实验中我们应用该技术对苏州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的 99 例不同级别的胶质

瘤病人无重复血清以及来自上 200 例（男女

各 100 例）体检血清进行多肽微阵列检测。

收集该 99 例胶质瘤患者中的 16 例术前以及

术后不同时间点的血清，对此 16 例血清行多

肽微阵列检测，结合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胶质瘤病人血清中自身微抗体 MGMT 的

响应率为 41.4%，且响应率随胶质瘤的级别

升高而升高；而体检血清中 MGMT 的响应率

仅为 18.5%。16 例不同时间点血清的检测结

果显示：在 MGMT 响应由阴性转为阳性且不

断升高的病例中，病人术后生存质量较差，

短期内死亡，在 MGMT 响应持续阳性的病例

中，生存质量较前者更差，生存期更短；在

MGMT 响应由阳性转为阴性的病例中，病人

术后生存质量较高，生存期较长，在 MGMT

持续阴性的病例中，生存质量较前者好，生

存期更长。临床资料显示，MGMT 响应高的

患者术后替莫唑胺化疗结疗效较差，生存期

短，MGMT 响应低的患者术后化疗疗效较

好，生存期长。 

结论 MGMT 可能与胶质瘤的级别相关，有望

成为胶质瘤早期诊断的指标之一；此外，结

合检测结果和临床资料显示，血清中 MGMT

自身抗体响应高的患者对替莫唑胺耐药，MG

MT 响应低的患者对替莫唑胺敏感，因此，通

过对血清中 MGMT 的多肽微阵列检测可指导

术后替莫唑胺化疗。 

 
 
PO-346 

以脑出血为首发征象的脑胶质瘤演变及诊疗

策略 
 

梅加明 计颖 牛朝诗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以脑出血为首发征象的脑胶质瘤的

演变及其诊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间 11 例患者以脑出血为首发征象行血

肿清除，术后随访原出血部位演变为脑胶质

瘤，对其临床病史、影像学表现特征及随访

资料进行总结与分析。 

结果 11 例患者中，男性 6 例，女性 5 例，年

龄为 28～76 岁之间，既往有明确高血压病史

的 4 例。出血部位位于额叶 3 例、颞叶 6 例

以及枕叶 2 例。出血术后动态 CT 平扫表现为

出血周围水肿迁延难以消退，从首发出血演

变为脑胶质瘤时间为 4-6 个月，再次手术 9

例，自动出院 2 例。 

结论 脑出血非高血压性好发部位以及术后血

肿周围水肿出现迁延性消退现象成为脑胶质

瘤出血性卒中的重要表现，提高对出血部位

及血肿周围水肿反应时间窗的认识，可有效

降低对脑出血为首发征象脑胶质瘤的误诊

率。 

 
 
PO-347 

胶质瘤颅内原位移植瘤裸鼠模型精准微量给

药系统的建立 
 

周幽心 1 汪庆玥 1 李炎炎 1 谢学顺 1 zhou yihong2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暨脑神经研究室 

2.Brain Tumor Research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Irvine， CA， USA 

 

目的 胶质瘤是一类常见的颅内原发恶性肿瘤,

其中～60%为胶母瘤（GBM）,预后极差，复

发率高。目前国内外已建立了多种胶质瘤裸

鼠模型，但多为皮下移植瘤或者直接用微量

注射器将细胞悬液接种于裸鼠颅内。由于皮

下移植瘤生长环境非颅内原位肿瘤，不适合

对颅内肿瘤的深入研究，而徒手使用微量注

射器进行颅内肿瘤细胞移植对操作者技术要

求高，重复性差，不利于进行规范的动物实

验。因此,建立一种安全高效的胶质瘤裸鼠颅

内模型是研究胶质瘤生长机理及治疗方法的

关键。本研究使用微量给药套管建立裸鼠颅

内胶质瘤模型，探索通过微量给药套管进行

原位治疗的可行性。 

方法 4%水合氯醛麻醉裸鼠后固定于立体定位

仪上，将微量给药套管精确的埋于裸鼠右前

颅内预订的位点并固定，一周适应生存后，

用微量注射泵经套管注入 U251-GFP 和 U251

NS–RFP 混合的人胶母瘤细胞悬液，之后用

含多西环素的灭菌水饲养裸鼠，以激发 RFP

荧光蛋白表达。监测移植后裸鼠体重及生命

体征，一周后用微量注射泵经套管注入治疗

药物，密切观察裸鼠生存状态，按照动物实

验规范的要求，在荷瘤裸鼠出现严重失重或

明显神经症状时处死，部分脑组织行冰冻切

片，荧光显微镜下可观察移植瘤形态及两种

不同肿瘤细胞的分布，另一部分裸鼠的取整

个右半脑，提取 DNA，对人源细胞和鼠源细

胞的基因用人鼠基因特异的 PCR 引物进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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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检测。 

结果 20 只裸鼠预埋导管系统后，20 只存活

且无异常反应，成活率 100%（20/20）。截

至目前，注射肿瘤细胞后三周，已观察到 18

只裸鼠显示出成瘤迹象。 

结论 经微量给药套管建立人胶质瘤细胞裸鼠

颅内模型的方法具有操作简便，创伤少，成

瘤率高，便于批量制作的优点。微量给药套

管裸鼠模型可以为深入研究移植瘤特性及其

原位治疗奠定坚实的基础。 

 
 
PO-348 

靶向胶质瘤干细胞提高硼中子俘获疗法抗肿

瘤效应 
 

孙婷 李炎炎 谢学顺 周幽心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暨脑神经研究室 215

006 
 

目的 研究靶向胶质瘤干细胞纳米微粒的硼中

子俘获疗法（bo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

y，BNCT）抗肿瘤效应。 

方法 观察靶向胶质瘤干细胞特异性标记物 C

D133 的含硼纳米微粒（PD-CD133/BSH）在

原位胶质瘤移植裸鼠模型脑内的生物分布，

确定该纳米微粒的生物靶向性，检测裸鼠瘤

内硼的含量，经医院中子照射器（In-Hospital

 Neutron Irradiator，IHNI-1）照射后对原位

胶质瘤移植裸鼠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 PD-CD133/BSH 在原位胶质瘤移植裸鼠

肿瘤内定位于 CD133+肿瘤细胞。给药后，P

D-CD133/BSH 单独给药组、BSH 单独给药

组和 PD-CD133/BSH 合并 BSH 给药组肿瘤

组织内硼含量分别为 21.2 ± 1.9、7.7 ± 2.9 和

25.7 ± 5.8μg/g。经 IHNI-1 照射后，PD-CD1

33/BSH 合并 BSH 给药组原位移植瘤裸鼠平

均生存期为 61.8±11.4d，明显高于 BSH 单独

给药组（45.9 ± 9.1d）（P<0.05），PD-CD

133/BSH 单独给药组（35.8±4.60d）（P<0.0

1）和对照组（32.2± 4.8d）（P<0.01）。 

结论 PD-CD133/BSH 具有明显的靶向 CD13

3+细胞的功能，和临床试验中的 BSH 合并使

用，经中子照射后明显延长原位胶质瘤移植

裸鼠生存期，成为 BNCT 杀伤放疗和化疗均

耐受的胶质瘤干细胞的新制剂。 

 
 
PO-349 

磁共振体表定位手术治疗颅内浅表肿瘤 

 

郑水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探讨磁共振扫描体表定位肿瘤在头皮具

体位置，行颅内病灶手术的准确性和安全

性。  

方法  46 例患者术前备皮，据已有 MR 资

料，对照病灶在头皮的大体位置，粘贴维生

素 E 胶囊，行 MR 轴位及冠状位扫描，在病

灶的切线位方向进一步确认肿瘤在头皮的精

确位置，行标记。以病灶为中心行 6-10cm 直

切口中，行直视或显微镜下微创手术治疗， 

根据术中情况判定磁共振头皮定位准确性。  

结果  46 例头皮标记处均与病灶完全符合，没

有定位失误，病为距皮层下的位置较深时，

定位的肿瘤中心可有小范围偏差，偏移小于 1

cm，距皮层越深，越可能出现偏差。手术时

间在 40-90 分钟结束，平均约 60 分钟。46

患者 34 例位于皮层表面，12 例位于皮层

下，病灶直径 1-3cm43 例，3-4cm3 例。病

理检查结果：脑膜瘤 30 例，转移性腺癌 8 

例，海绵状血管瘤 4 例，星形细胞瘤 4 例。

无术后感染及手术死亡。  

结论  本方法操作简单易行，定位准确，耗时

短，创伤小，费用低，适合于颅内浅表部位

病灶的微创手术治疗，只要有磁共振设备的

基层医院就可定位手术，无需增加额外硬件

设备（如立体定向仪、神经导航等）。 

 
 
PO-350 

联合检测分子标志物在临床胶质瘤诊疗中的

价值探索 
 

李炎炎 1 周幽心 1 黄煜伦 1 汪庆玥 1 韩笑笑 1 Zhou Yi

hong2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暨脑神经研究室 

2.Brain Tumor Research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Irvine， CA， USA 

 

目的 本研究将对几种常见胶质瘤分子指标联

合检测临床诊断为 II 级的胶质瘤样本，结合

临床表现及病理检测，明确胶质瘤患者的分

子诊断，为联合靶向治疗提供依据，以期达

到更好的疗效。 

方法 应用绝对定量(Aq)RT-PCR 对 26 列胶质

瘤肿瘤样本的 EFEMP1,VEGFA,EGFR,EGF

R 缺失突变体 EGFRvIII，MGMT,NF1 和 MSI

1 基因用反转录 RNA 的 cDNA 样本进行检

测；应用比较定量 PCR(CQ-PCR)对该 2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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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 EGFR,KDR, PTEN, PDGFRA, NF1,

和位于 1p (CAMTA1, E2F2,NOTCH2)和 19q

(PLAUR)上的基因用 DNA 样本进行检测；应

用 PCR 扩增和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提取 26

例样本中的含常见突变 IDH/2,TP53 和含整个

PTEN 编码序列的 DNA(IDH)或 cDNA（TP5

3，PTEN）扩增片段，然后通过测序检测这

三个基因是否突变。结合患者的分子指标检

测结果和临床表现病理报告，明确患者的诊

断，指导异常分子指标的靶向治疗。 

结果 在仅有的 9 例少突胶质瘤中，CQ-PCR

检测到 44%的 1p/19q 缺失率（3/4 共缺

失），而在 18 例其余的星型胶质瘤中仅为 2

5%（1/2 共缺失）,所有 EGFR 扩增的 4 例均

含星型胶质瘤细胞，与报道的由 FISH 检测的

２级胶质瘤肿瘤结果相符，说明该方法的准

确性。结合 DNA 和 RNA 水平的检测结果，

我们发现同时有促进胶质瘤细胞生长的 EGF

R 和肿瘤血管增生的 VEGFA-KDR 增长指标

的状态只出现在星型胶质瘤 （38%比率），

与报道的星型胶质瘤病理相符。而 PTEN 和

NF1 肿瘤抑制基因的缺失主要出现在少突胶

质瘤（分别 89% 和 67%比率），星型胶质瘤

为 44% 和 19%，而且 NF1 缺失的肿瘤均有

PTEN 缺失。PDGFRA 增长指标率均比较

低，在少突和星型胶质瘤分别 11% 和 13%。

在研究的 26 列 2 级胶质瘤肿瘤中，EGFRVIII

仅在一例星型胶质瘤出现。相对 MGMT 高表

达 13 例，低表达 13 例；EFEMP1 高表达 14

例，低表达 12 例； MSI1 低表达 15 例，高

表达 11 例。IDH1,TP53 和 PTEN 的突变检测

正在进行中。  

结论 应用比较定量 PCR 和绝对定量 PCR 在

肿瘤 DNA 和 RNA 样本上可以快速精准低价

的获得与临床胶质瘤诊疗相关的分子指标。 

 
 
PO-351 

彩超引导下颅内小病灶的显微手术治疗 
 

郑水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评估术中实时彩超引导下显微切除颅内

小病灶的效果、安全性，探讨术中彩超在神

经外科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 例最大直径小于 3.0cm

的皮层下病变的临床资料。开颅后切除肿瘤

前，于硬膜外或硬膜下行彩超检查，对位于

功能区的病变，术中行皮层功能区定位，避

开脑功能区。于彩超引导下取 1mm 直径硅胶

管穿刺定位肿瘤，于显微镜下切开皮层，沿

硅胶管定位方向头潜行入路，行肿瘤分块或

完整切除。术后再次行彩超检查评估手术效

果。  

结果  19 例皮层下病变定位准确无误，均于显

微镜下全切除肿瘤。术后病理海绵状血管瘤 6

例，转移性肿瘤 10 例，胶质细胞瘤 3 例。5

例功能区的肿瘤，术后 2 例偏瘫稍有加重，1

周后恢复至术前水平，术后 2 周恢复正常。

未出现颅内感染及继发脑出血等并发症，无

与彩超检查操作相关的脑组织损伤及脑血管 

损伤。  

结论  术中彩超可准确定位肿瘤，引导手术入

路，评估手术切除程度，具有便捷、无创、

价廉、操作时间短等优点。 

 
 
PO-352 

SALL4 抑制 PTEN 表达通过 PI3K/AKT 通路

对胶质瘤细胞增殖影响的研究 
 

孙春明 刘传金 李炎炎 孙婷 谢学顺 周幽心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暨脑神经研究室 215

006 
 

目的 探索人类婆罗双树样基因（SALL4）在

胶质瘤中的表达，以及对胶质瘤增值能力影

响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首先针对胶质瘤标本 69 例，运用实时定

量 PCR 技术，检测肿瘤标本中 SALL4 的表

达水平以及不同级别中 SALL4 表达有无差

异。接下来，分析不同级别胶质瘤细胞株中

SALL4 表达水平，并选择合适的胶质瘤细胞

株作为实验对象。运用将 siRNA-SALL4 转染

技术，下调胶质瘤细胞株 U87 和 U251 中 SA

LL4 基因的表达，与此同时 PTEN 抑制的使

用，进而对肿瘤细胞进行分析，观测其增值

能力，予以细胞周期分析等。Wstern Blot，

免疫荧光等技术分析 PI3K/AKT 信号通路相关

蛋白的表达变化。 

结果 1. 在胶质瘤标本中 SALL4 水平比非瘤脑

组织高，且随着肿瘤级别增高 SALL4 表达水

平亦明显增高。2. SALL4-siRNA 下调 SALL4

的表达，U87 及 U251 细胞增值能力明显受

抑制，进一步行细胞周期分析，结果提示细

胞阻滞在 G1。而 PTEN 抑制剂 bpv 能够很大

程度上逆转这种抑制效应。3.Western Blot 技

术分析敲除 SALL4 后，PTEN 上调了，PI3K/

AKT 磷酸化水平下降，而预先用 SALL4-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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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处理胶质瘤细胞株，再用 PTEN 抑制剂 b

pv 处理细胞，PI3K/AKT 磷酸化水平的抑制效

应明显减弱。 

结论 SALL4 在人脑胶质瘤中表达水平明显高

于非瘤脑组织，且随着肿瘤级别增高表达水

平亦增加。下调 SALL4 能够抑制细胞增值，

阻滞细胞周期在 G1 期.SALL4 抑制 PTEN 的

表达，进而增加 PI3K/AKT 信号通路的活性。 

 
 
PO-353 

Bmp2 诱导颅咽管瘤细胞成骨分化及细胞水

平钙化的研究 
 

颜小荣 1 康德智 1,1 江常震 1,1 漆松涛 1,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南方医院 

 

目的 钙化是造成颅咽管瘤手术难度高及术后

易复发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钙化的机制尚

不明了。经过多年筛查，我们发现在成骨通

路上能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成骨细胞分

化的上游调控性因子 Bmp2（骨形成蛋白 2）

及成骨分化的特异性标记物 Runx2 和 Osterix

的表达与颅咽管瘤的钙化程度都呈正相关；

本研究拟在此基础上，探讨细胞水平 Bmp2

在颅咽管瘤细胞钙化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利用外源性 Bmp2 诱导体外培养的颅咽

管瘤细胞，以 Q-PCR 及 western-blot，及碱

性磷酸酶实验检测其下游的成骨标记物的变

化情况。并用茜素红染色检测 BMP2 是否能 

诱导颅咽管瘤细胞在细胞层面发生钙化。 

结果 Q-PCR 显示：Bmp2（200ng/ml）实验

组的颅咽管瘤经诱导后其骨桥蛋白 OPN 的表

达明显升高，Western-blot 结果显示：Bmp2

可诱导 Runx2,Osterix，及 OPN 的蛋白表达

升高，其作用可被 Bmp2 的特异性拮抗剂 no

ggin 所抑制。ALP 结果显示：Bmp2 诱导后

颅咽管瘤细胞 ALP 表达明显升高，noggin 可

抑制 ALP 的升高。茜素红染色显示 Bmp2 可

诱导颅咽管瘤细胞出现细胞水平的钙化。 

结论 Bmp2 可诱导颅咽管瘤细胞发生成骨分

化，其作用可被其特异性拮抗剂所抑制。颅

咽管瘤的钙化可能与其细胞发生成骨分化有

着密切关系。 

 
 
PO-354 

大剂量奥曲肽微球治疗肢端肥大症病例 1 例

及分析 

 

颜小荣 江常震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7 

 

患者，女，35 岁，“停经伴手脚面部变形 8 年

余”收住我院，缘于入院前 8 年余无明显诱因

出现月经不规则，月经量减少，月经稀发，

半年后出现停经，自觉手脚变粗大，戒指不

能佩戴，颜面部变形，痤疮生长，就诊当地

社区医院，给予“黄体酮”治疗，上述症状无明

显改善，于 7 年前就诊某三甲医院医院，考

虑“侵袭性垂体腺瘤”，分别于 2007.10, 2010.

08,2014.03 给予手术治疗（其中第三次手术

术后出现脑脊液漏，术后颅内感染等并发

症），术后复查血生长激素水平未恢复正

常。2014.08.07 至今于我院行“善龙”治疗。其

中 2014.08-2015.01.29 行“善龙 20mg im/28

d” 方案治疗，2014.02.24 至今行“善龙 30mg 

im/21d”方案治疗。在第一阶段药物治疗时患

者生化学指标未见明显改善，因此，我们将

方案进行改进，予增加剂量并缩短治疗时间

治疗，其生化学指标及肢端肥大症状出现明

显改善（图 1,2），且 MR 显示肿瘤大小呈现

缩小趋势 

 
 
PO-355 

miR-326 在神经胶质瘤中的表达及其对患者

预后的影响 
 

易良 张景宇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神经外科 400042 

 

目的 分析微小核糖核酸-326（microRNA-32

6，miR-326）在神经胶质瘤中的表达及其对

外科手术治疗预后的影响，为神经胶质瘤患

者术后预后质量的评估提供参考指标。  

方法 以我院 2007 年 1 月~2009 年 1 月收集

的 102 例神经胶质瘤及同期 30 例正常脑组织

病理标本为研究对象，使用逆转录实时定量

聚合酶链式反应（qRT-PCR）对其组织 miR-

326 表达进行检测，而后以神经胶质瘤患者肿

瘤组织平均 miR-326 为界值，分析 miR-326

低表达、高表达等因素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结果 正常脑组织平均 miR-326 表达量为（6.

207±0.591），显著高于神经胶质瘤平均表达

量（3.795±0.3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102 例脑胶质瘤患者中，miR-326

高表达 58 例，占 56.86%，低表达 44 例，占

43.14%。不同 miR-326 表达水平患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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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miR-326 低表达患者 KPS 评分显著低于 miR-

326 高表达患者，其 WHO 分期、肿瘤直径显

著高于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 102 例脑胶质瘤患者平均生存期为（39.

31±4.68）个月，miR-326 低表达者平均生存

期为（21.95±3.37）个月，显著低于 miR-32

6 高表达者的（42.09±5.88）个月，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Cox 比例风险

回归模型示，WHO 分期Ⅲ~Ⅵ期、肿瘤直径≥

3 cm、miR-326 低表达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危

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神经胶质瘤病理组织标本中 miR-326 表

达下调是导致患者术后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

因素，早期检测 miR-326 表达有望早期了解

肿瘤发生发展状态，为患者术后预后质量的

评估提供参考。 

 
 
PO-356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在听神经瘤手术中的应

用体会 
 

韩韬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立医院 250000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自 2011 年 2 月至 2015

年 10 月年在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下行手术治

疗的 56 例听神经瘤病例，探讨术中神经电生

理监测在听神经瘤切除术中应用的意义及不

同监测方法对手术效果的影响。 

方法 本组共 56 例听神经瘤患者，肿瘤直径范

围 2.8-5.0cm，所有患者均经乙状窦后入路行

显微手术切除肿瘤，采用静吸复合麻醉，麻

醉诱导后停止肌松剂。术中采用 CADWELL1

6 导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仪进行监测，记录监

测结果，并于术后 6 个月随访面神经功能恢

复情况。第一组 14 例（2011 年 2 月—2012

年 9 月），术中采用诱发肌电图（Trigger E

MG）探查确定面神经位置，第二组 42 例（2

012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采用诱发肌电

图+自由肌电图（Free Run EMG）探查面神

经位置并术中持续监测手术操作对面神经的

牵拉刺激。术末均采用脑干端面神经诱发肌

电图即以低强度电量刺激脑干端面神经，于

眼轮匝肌和（或）口轮匝肌记录相应肌电

图，明确面神经功能保留情况。 

结果 56 例患者肿瘤均全切，术后无死亡病

例。在单纯采用诱发肌电图监测组，面神经

解剖保留率 85.71%(12/14)，术末探查面神经

功能保留率 71.42%（10/14），术后 6 个月

随访面神经功能 H-B 分级Ⅰ级+Ⅱ级共 42.8

6%(6/14)；在采用诱发肌电图+自由肌电图监

测组中面神经解剖保留 100%，术末探查面神

经功能保留率 100%，术后 6 个月（部分 2 个

月）随访面神经功能 H-B 分级Ⅰ级+Ⅱ级占 6

9.05%(29/42)。。 

结论 肿瘤切除前对面神经的精确定位并及时

发现手术操作对面神经的牵拉损伤，是听神

经瘤手术切除中面神经监测的关键。术末根

据脑干端面神经诱发肌电图所需刺激电量大

小可以用来判断面神经功能保留程度及远期

恢复情况，刺激电量大小和诱发肌电图波幅

与面神经功能保留程度呈明显的相关性，即

刺激强度越小，波幅越高，术后面神经功能

越好。本研究表明术末面神经刺激阈值 0.1m

A-0.2mA 的患者术后面神经功能保留优良率

高，超过 0.4mA 相应术后面神经功能很难恢

复。我们体会术中采用诱发肌电图与自由肌

电图联合监测方案，可及早发现及并确认面

神经位置，及时发现术中操作对面神经及脑

干等组织结构的牵拉影响，提高手术安全

性，减少术后并发症，改善术后生活质量。 

 
 
PO-357 

经额下回眶部前入路切除额岛叶基底节胶质

瘤 
 

张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岛叶基底节胶质瘤的手术原则是在保护

神经功能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切除肿瘤。如

何保护语言功能，如何保护运动功能依然是

手术的难点，也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岛叶

基底节胶质瘤侵及额叶可称为额岛叶基底节

胶质瘤，侵及颞叶又可称为颞岛叶基底节胶

质瘤。本文重点研究额岛叶基底节胶质瘤。 

方法 本组病例均为作者手术病例。自 2009

年 10 月到 2015 年 1 月，采用经额下回眶部

前入路切除额岛叶基底节胶质瘤 15 例。术前

通过功能 MRI 弥散张量成像（DTI）检查，

根据 DTI 表现，发现肿瘤向后内方压迫推移

锥体束，经额下回前入路可以最大程度的切

除肿瘤，保护位于肿瘤深部的锥体束。对于

左侧肿瘤，切开额下回眶部也不会引起语言

功能障碍。本文从解剖、影像表现等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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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入路进行了研究，并对经外侧裂入路进行

了对比分析。 

结果 采用该入路手术治疗额岛叶基底节胶质

瘤 15 例，所有患者在术前进行肌力和神经系

统检查，并通过 DTI 重建锥体束，显示及评

估肿瘤与锥体束的空间位置关系。术后复查

头颅 CT 和功能 MRI，同时评估患者肿瘤对侧

肌力和神经功能恢复情况。术后肿瘤次全切

除 11 例，大部切除 4 例。星形胶质细胞瘤 W

HOⅡ级 7 例，少突胶质细胞瘤 WHOⅡ级 1

例，间变性星形胶质细胞瘤 WHOⅢ级 4 例，

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 WHOⅢ级 1 例，胶质

母细胞瘤 WHOⅣ级 2 例。15 例患者手术后

肌力及语言均未出现功能障碍。 

结论 结合术前 DTI 制定手术策略，采取经额

下回眶部前入路切除额岛叶基底节胶质瘤，

可以避免损伤锥体束，保护语言功能，最大

程度切除肿瘤。对比经外侧裂入路，肿瘤切

除范围更大，对语言及锥体束的保护更加可

靠。 

 
 
PO-358 

多模态影像联合电生理监测在脑功能区病变

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张玉海 1 刘宏毅 1 张锐 2 胡新华 1 杨坤 1 刘永 1 何升

学 1 钱春发 1 邹元杰 1 章文斌 1 陈永严 1 黄庆玖 1 刘

翔 1 杨纶先 1 肖朝勇 3 

1.南京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2.南京脑科医院癫痫中心 

3.南京脑科医院影像科 

 

目的 研究多模态影像联合电生理监测在脑功

能区病变手术中的保护脑功能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5 例脑功能区病变手术病

例，其中累及语言区 5 例，累及运动区 70

例，术前行功能磁共振进行定位功能区、弥

散张量成像了解重要纤维传导束情况，将弥

散张量成像信息与结构影像融合、构建功能

神经导航进行术中引导，累及中央区病灶采

用皮层体感诱发电位初步定位中央沟，然后

进行直接皮层-皮层下电刺激定位语言区、运

动区和皮层下重要神经传导束，在保护功能

前提下尽可能切除病灶，术后评价肿瘤切除

程度和神经功能状态。 

结果 5 例语言区胶质瘤术前语言功能定位显

示左侧额叶中下回、双侧中央前回运动区、

双侧额上回辅助运动区、双侧枕叶视觉皮层

等多处激活。33 例病变毗邻运动皮层病例术

前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功定位运动功能区，56

例通过弥散张量纤维束成像显示锥体束与肿

瘤的相对位置关系。语言区肿瘤术中电刺

激，5 例均监测出语言中断阳性位点、2 例监

测出构音障碍阳性位点；运动区肿瘤中， 

62 例术中描记皮层体感诱发电位，通过相位

翻转定位中央沟 55 例、通过最大波幅定位中

央沟 5 例，术中电刺激监测到皮层或皮层下

可诱发出肢体运动反应阳性位点共 67 例。术

中神经导航对手术有一定指导作用，但部分

病例存在显著影像漂移（最多达 3cm）。术

后病理提示胶质瘤 60 例，胶质增生 3 例，脑

膜瘤 6 例，淋巴瘤 2 例，血管周细胞瘤 1

例，转移瘤 3 例。肿瘤影像全切除 51 例、次

全切除 11 例、部分切除 13 例。5 例语言区

肿瘤术后 4 例语言功能同术前或明显改善，1

例有一过性功能下降、经康复治疗恢复至接

近术前水平。70 例运动区病变手术后，63 例

术后肌力与术前相仿或改善，7 例术后肌力弱

于术前。 

结论 功能磁共振对大脑语言和运动功能区定

位具有一定作用，融合结构信息和功能信息

的神经导航对术前规划、术中引导病灶切除

有重要意义，但需注意影像漂移的影响。根

据病灶的部位及其可能累及的功能结构，选

择合适的影像和电生理技术，可提高功能区

脑肿瘤手术的功能保留率和患者术后生活质

量。 

 
 
PO-359 

额叶肿瘤患者认知功能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高鲁 吴炳山 包明月 单明 雷钟奇 解虎涛 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额叶肿瘤患者认知功能的损害情况

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根据入选标准收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2014 年 01 月到 2016 年 03 月收治的

额叶肿瘤患者 80 例。入院时行蒙特利尔评估

量表进行认知功能评估，并根据患者的年

龄、性别、受教育的水平、肿瘤的位置（左

侧和右侧额叶）、肿瘤体积大小、瘤周水肿

指数（edema idex,EI）,入院时并发症（继发

癫痫、肿瘤出血）、肿瘤病理性质、脑组织

中线移位情况为变量，分析与认知功能损害

相关的影响因素。数据使用 SPSS17.0 统计

软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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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额叶肿瘤患者入院时认知损害率为 5

4%。在各种影响因素中，肿瘤的体积越大，

认知功能损害越大；肿瘤瘤周水肿越重，认

知功能损害越大；中线结构移位大于 1cm 比

小于 1cm 认知功能损害大。 

结论 额叶肿瘤患者存在认知功能障碍，肿瘤

的体积、瘤周水肿程度、中线结构移位是影

响额叶肿瘤认知功能的主要因素。 

 
 
PO-360 

显微外科切除岩斜区脑膜瘤的疗效分析 
 

曾实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PO-361 
Hypofractionated stereotactic radiosurge
ry: a new treatment strategy for giant cav
ernous sinus hemangiomas 
 
Wang Xin1,Zhu Huaguang1,Dai Jiazhong1,Mao Ying
1,Pan Li1,Qin Zhiyong1,Wang Enmin1 

1.1.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Huashan Hospit

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2. Department of Cyberknife， Huashan Hospita

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  Cavernous sinus hemangiomas (CS
H) are rare, benign vascular tumors arising fr
om the dural venous sinuses lateral to the se
lla.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SRS) has eme
rged as a principal alternative to microsurgic
al resection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CS
Hs. Surgical resection is a reasonable option
 for large (3-4 cm in diameter) or giant (>4 c
m in diameter) CSH. However, giant CSH m
anagement remains a challenge for the neur
osurgeon, as there are high rates of morbidit
y and even mortality stemming from uncontr
ollable and massive hemorrhage during surg
ery. This study reports the results of hypofra
ctionated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H-SRS) f
or giant CSH.  
Methods  From January 2008 through April 
2014, 31 patients with giant CSH (tumor volu
me >40cm3, >4 cm in diameter) treated usin
g Cyberknife radiosurgery were enrolled in a 
prospectively collected cohort study. The clin
ical status and tumor volume reduction were 
evaluated by means of serial magnetic reson
ance imaging (MRI).The diagnoses of 27 pat

ients were determined depending on typical i
maging features. In 4 patients, the diagnose
s of CSH were confirmed histopathologically.
 The median volume of the CSH was 64.4 c
m3 (range, 40.9-145.3 cm3). Three or four s
essions of Cyberknife radiosurgery were use
d with dose prescription based on trying to c
over the entire tumor with a higher dose whil
e ensuring the dose limitation to the visual p
athways and brain stem. The median margin
al dose to the tumor was 21Gy (range 19.5-2
1 Gy)/ 3 fractions for 11 patients and 22Gy (r
ange 18-22 Gy)/ 4 fractions for 20 patients.  
Results  Follow-up MRI scans revealed a m
edian of 88.1% (62.3%-99.4%) tumor volum
e reduction at last follow-up compared with t
he pretreatment volume. 10 patients develop
ed a mild headache and 5 had vomiting duri
ng the treatment; these acute symptoms wer
e relieved completely after steroid administra
tion. Among the 30 patients with symptoms o
bserved before treatment, 19 achieved symp
tomatic complete remission and 11 had parti
al remission. One patient reported seizures, 
which were controlled after antiepileptic drug
 administration. There were no radiation indu
ced neurological deficits or delayed complica
tions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Conclusion  Hypofractionated stereotactic r
adiosurgery is an effective and safe treatme
nt modality for giant CSH. Considering the ri
sks involved in microsurgery, hypofractionat
ed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can serve as th
e primary, definitive treatment option for gian
t CSH. 
 
 
PO-362 
The  microsurgery treatment for diffuse in
trinsic brainstem glioma in 28 cases 
 

张跃康 司马秀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Introduction  Because the development of f
unctional MRI and the microsurgery techniqu
e,we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functional M
RI and microsurgery technique in thetreatme
nt of patients with brainstem gliomas.  
Material and Method  All of them have take
n the fMRI before the surgery. The approac
h to remove tumor was determined by the re
sult.  
Results  Total tumor resection was accompli
shed in 18 patients, 5 patients got gross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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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mor resection and 4 patients got partly tu
mor resection. Only 4 patients’ neurological 
deficits became worse and 2 patients got ne
w neurological deficits after the microsurgery.
 All the patients underwent chemotherapy. Af
ter 1 to 4 years follow-up with 25 patients, th
ere are 19 patients without recurrence. 6 pati
ents suffer tumor recurrence.  
Conclusions  The total tumor resection rate 
and neurological deficits were improved obvi
ously. 
 
 
PO-363 

鞍区颅咽管瘤全切除手术技术 
 

陈阵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总结鞍区颅咽管瘤全切除手术技术。  

方法  回顾性分析手术治疗的 18 例鞍区颅咽

管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临床症状、体

征、影像学特征、手术技巧、术后治疗及随

访情况。  

结果  本组患者常见症状为尿崩、生长发育迟

缓、视力下降、头痛。根据肿瘤位置均采用

额部开颅经纵裂终板入路切除肿瘤。肿瘤均

显微镜下全切除，影像学复查未见残余肿

瘤。术中沿肿瘤周围胶质增生层自然剥离，

瘤内钙化灶采用髓核钳咬碎后切除，肿瘤切

除过程中未使用电凝器，创面止血使用明胶

海绵帖敷。术后并发症为体温波动、电解质 

紊乱、尿崩等，经过治疗均恢复。  

结论  经纵裂终板入路切除鞍区颅咽管瘤，术

中沿胶质增生层钝性分离肿瘤，不使用电

疑，注意下丘脑和垂体柄的保护，能够达到

肿瘤的全切除，且术后患者生存质量好。 

 
 
PO-364 

耳前颞下经岩骨小脑幕硬膜下入路切除岩尖

上斜坡脑膜瘤 
 

陈阵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耳前颞下经岩骨小脑幕硬膜下入路

切除岩尖上斜坡脑膜瘤的手术方法及治疗效

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手术治疗的 38 例岩尖上斜

坡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临床症状、

体征、影像学特征、手术技巧、术后治疗及 

随访情况。  

结果  所有患者均采用经耳前颞下经岩骨小脑

幕硬膜下入路显微切除肿瘤。肿瘤全切除 30

例，次全切除 7 例，大部切除 1 例。随访 2-5

年，术后动眼神经麻痹 10 例，8 例完全恢

复，2 例明显好转，外展神经麻痹 6 例，5 例

完全恢复，1 例明显好转，面部麻木 15 例，

13 例恢复术前水平，2 例较术前有所加重。1

例出现偏瘫及失语，3 个月后恢复正常。无死

亡病例。  

结论耳前颞下经岩骨小脑幕硬膜下入路能够 

充分显露并切除基底位于中上斜坡的岩斜坡

脑膜瘤，术后神经功能障碍发生率低，患者

生存质量好。  

 
 
PO-365 

DTI 面听神经纤维成像技术在听神经瘤切除

术中的应用 
 

张磊 周洋 张锐 杨成龙 

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 150040 

 

目的 探索功能磁共振 DTI 对听面听神经纤维

的成像技术在听神经瘤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设立观察组 7 名听神经瘤患者术前及术

后分别行 DTI 扫描，根据术前面听神经走行

制定个体化切除策略，再根据术后 DTI 扫描

结果预判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情况；设立对照

组 6 名患者未做术前、后 DTI 扫描。比较 2

组间肿瘤切除程度、神经解剖保留、术后并

发症、神经功能恢复情况是否存在统计学差

异（P<0.05）。 

结果 通过统计学分析，观察组在提高切除程

度、神经解剖保留、预计术后神经功能恢复

方面较对照组明显提高（P<0.05），而在减

少术后并发症方面未见明显差异（P>0.0

5）。 

结论 功能磁共振 DTI 对听面听神经纤维的成

像技术在听神经瘤切除术中提供神经纤维走

行及与肿物的关系，这对术者制定手术策

略，提高神经保留程度，改善患者术后神经

功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 

 
 
PO-366 

脑膜瘤硬脑膜尾征磁共振 3D 重建及其应用研

究 
 

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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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76003 

 

目的  探讨脑膜瘤硬脑膜尾征（Dual tail sig

n，DTS）磁共振三维重建的方法及其在脑膜

瘤切除手术中的意义。 

方法  2013 年 5 月至 2014 年 8 月选择在增强

T1WI-MRI 图像上有 DTS 的凸面及矢状窦旁

脑膜瘤 18 例，注射 GDPA 增强剂后，行磁共

振 3DFLASH T1MPR 序列轴位扫描，层厚 1.

5mm，应用 syngo 程序行硬脑膜尾征三维重

建，在增强 T1-MRI 断层图像上及 3D 重建图

像上测量硬脑膜尾征上下径及前后径，并进

行比较。应用硬脑膜尾征 3D 重建图像设计手

术切口，导航辅助下评价其优劣。 

结果  硬脑膜尾征 3D 重建均能显示其全貌，

肿瘤周围硬脑膜尾征多不均等，一般硬脑膜

血管附近硬脑膜尾征延伸越远。在增强 T1-M

RI 断层图像上及 3D 重建图像上测量的硬脑

膜尾征上下径及前后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参照硬脑膜尾征 3D 重建图像设计

手术切口优良率达 88.9%。切除后手术显微

镜下观察肿瘤基底周围硬脑膜无明显肿瘤侵

袭者 4 例，占 22.2%，有肿瘤侵袭者 14 例，

占 77.8%。 

结论  3D 重建可以直观、准确反映硬脑膜尾

征的范围及形状，为脑膜瘤切口设计、硬脑

膜切除范围提供依据。 

 
 
PO-367 

颅咽管瘤切除术后低钠血症的治疗 
 

李志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00038 

 

目的 探讨颅咽管瘤切除术后低钠血症的病理

生理、诊断和治疗。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 2004 年 6 月-2012 年 12

月收治的颅咽管瘤切除术后发生低钠血症的 9

2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判断低钠原因及程度，

进行相应处理。 

结果 1 例因肺动脉栓塞死亡，余低钠血症患

者均得到良好纠正。 

结论 引起颅咽管瘤术后低钠血症的原因有脑

性盐耗综合征和抗利尿激素异常分泌综合征,

两者治疗原则不同，采用合理的治疗,低钠血

症可以良好纠正。 

 
 
 

PO-368 

细胞间粘附分子-1、血管细胞粘附分子-1 与

胶质瘤侵袭生长中的关系 
 

王利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00038 

 

目的 通过对胶质瘤边缘组织与胶质瘤中心组

织、正常脑组织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

1）及血管细胞粘附分子-1（VCAM-1）表达

量差异的研究探讨胶质瘤向周围正常脑组织

的侵袭生长与这两个分子之间的关系。 

方法 共收集 44 例胶质瘤病例，取肿瘤边缘、

肿瘤中心、正常脑组织标本，采用免疫组化

（IHC）、RT-PCR(RT-PCR)、Western Blot

ting 方法检测 ICAM-1 及 VCAM-1 在三组标

本中的表达量。 

结果 I CAM-1、VCAM-1 在胶质瘤边缘、胶

质瘤中心、正常脑组织中的表达量呈递减关

系。 

结论 本实验结果提示此两分子与胶质瘤向周

围正常脑组织的生长侵袭有密切关系。 

 
 
PO-369 

听神经瘤影像学特点与患者术后远期良好面

神经功能保留的关系 
 

祖朝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00038 

 

目的 分析听神经瘤影像学特点与患者术后远 

期良好面神经功能保留的关系，为评估手术

预后提供依据。  

方法 对经乙状窦后入路手术治疗 12 个月以上

的 122 例听神经瘤患者通过电话、信件或电

子邮件进行随访。将 HB1-2 级定义为良好的

面神经功能。根据肿瘤大小将患者分为小-中

型肿瘤（≤30 mm）和大型肿瘤（>30 mm）

两组，根据 Sammi 肿瘤分期将患者分为 T1-3

期和 T4 期肿瘤两组，根据肿瘤的质地将患者

分为实性肿瘤和囊性肿瘤两组，根据轴位 T2

加权相 MR 扫描将患者分为肿瘤累及内听道

底和未累及内听道底两组，根据 CT 薄层扫描

骨窗相将患者分为内听道正常和内听道扩大

或广泛破坏两组。分别比较各组良好面神经

功能保留率的差异。  

结果 有术前影像学资料存档并且有效随访的

患者共有 99 例，其中小-中型肿瘤患者 49

例，有 30 例（61.2%）保留了良好的面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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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HB1-2 级），大型肿瘤患者为 50 例，

有 16 例（32.0%）保留了良好的面神经功

能，两组良好面神经功能的保留率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04），小-中型肿瘤患者

较大型肿瘤者有较高的良好的面神经功能保

留率。24 例 T1-3 期肿瘤患者中 19 例（79.

2%）保留了良好的面神经功能，而 75 例 T4

期肿瘤患者仅有 27 例（36.0%）保留了良好

的面神经功能，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T4 期肿瘤患者良好的面神经功能

保留率相对较低。61 例患者（61.6%）为实

性肿瘤，38 例患者（38.4%）为囊性肿瘤，

两组良好的面神经功能保留率分别为 55.7%

和 31.6%，实性肿瘤组较囊性肿瘤组有较高

的良好的面神经功能保留率，两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19）。累及内听道底的患

者中，26 例（44.1%）达到了良好的面神经

功能，未累及内听道底者中 20 例（50.0%）

达到了良好的面神经功能，两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561）。内听道扩大或广泛破坏

组和内听道正常组良好的面神经功能保留率

分别为 41.8%和 65.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63）（Chi-square test）。  

结论 肿瘤的大小、分期和质地是影响听神经

瘤患者术后远期面神经功能的重要因素，小-

中型、T1-3 期和实性肿瘤具有较高的良好面

神经功能保留率。肿瘤是否累及内听道底，

内听道是否改变不是影响患者术后远期良好

面神经功能保留的主要因素。 

 
 
PO-370 

1 例枕部胆脂瘤切除术后并发癫痫持续状态的

抢救及护理 
 

李欢 范仉金 喻蓉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总结了 1 例颅内胆脂瘤切除术后癫痫持续状

态的抢救及护理体会。患者是左侧枕部脑肿

瘤并侵蚀颅骨的患者，我院行头颅 MRI 平扫+

MRV 提示：左侧枕叶与颅骨之间硬膜内外肿

瘤，并侵蚀颅骨，考虑良性胚胎源性肿瘤

（胆脂瘤或皮样囊肿）可能性大，肿瘤与矢

状窦及直窦关系密切，完善术前准备后，于

入院后第三天行脑肿瘤切除术，手术时间共

计 7h20min，带气管插管安返神外监护室，

行常规对症处理术后患者出现癫痫持续发

作，枕部术区癫痫发作少见，现患者癫痫发

作考虑肿瘤内褐色豆腐渣物对脑组织的刺激

所致，经抢救及治疗后，患者住院 18 天痊愈

出院。  

抢救过程：术后 2 小时后出现嘴角及右侧肢

体抽搐，用苯巴比妥及德巴金，效果不佳，

反复安定静脉注射及微量泵维持，复查颅脑

CT 示：颅内未见明显出血及水肿。于术后第

二日约 3 时许患者出现频繁右侧嘴角及肢体

抽搐，大剂量安定及利多卡因治疗效果不明

显，同时患者心率加快，为 150 次/分，体温

升高，为 40.7℃，使用苯巴比妥 0.2g 肌注，

效果差，行维库嗅安及丙泊酚，患者抽搐停

止并用呼吸机替代呼吸，体温居高不下，行

降温，纠正酸中毒等治疗，密切观察病情变

化。继续给予丙戊酸钠泵持续泵入，并查丙

戊酸钠浓度，若浓度达到峰值后，改为口服

丙戊酸钠缓释片控制癫痫，并给予咪达唑仑

注射液 3mg 静脉注射后，继续用咪达唑仑注

射液 5mg/h 微量泵持续维持，并逐渐减维库

溴铵的药量，最后停维库溴铵。丙戊酸钠浓

度已达丙戊酸药物浓度测定(20150928):丙戊

酸钠 69.83 ug/mL，停用维库溴氨，咪唑达仑

逐渐减量，并需予丙戊酸钠抗癫痫等对症支

持治疗，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护理体会：1.用药过程中要密切观察用药后效

果，及时调整药物剂量及浓度，合理的选择

用药方法。2.做好并发症的护理，及时采用有

效的降温方式，降低脑耗氧量，保护脑组

织。3.加强基础护理，做好无菌技术操作，防

止肺部感染。  4.加强营养，增强机体抵抗

力。  

 
 
PO-371 

 200 个唤醒麻醉下导航联合电生理测切除颅

内病变的临床研究 
 

鲁明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00 例术中唤醒麻醉下切除

颅内病变患者临床资料，探讨术中唤醒麻醉

下神经导航联合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切

除颅内病变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2010 年 8 月份至 2016 年 5 月份我科在

唤醒麻醉下对 200 例颅内病变患者行手术，

其中男 123 例，女 77 例，中位年龄 38 岁

（9～78），病灶位于额叶 68 例，颞叶 14

例，岛叶 2 例，额岛 2 例，颞岛 4 例，顶叶 1

2 例，枕叶 1 例，额颞叶 9 例，颞顶叶 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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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枕叶 3 例，丘脑基底节区 20 例，颞枕 5

例，额顶 11 例，多脑叶 35 例，其他 8 例；

手术体位仰卧 60 例，侧卧 140 例；手术入路

翼点 95 例，额 54 例，颞 14 例，顶枕 15

例，顶后皮层 16 例，纵裂 6 例；神经导航 2

00 例，术中直接电刺激 200 例。部分病例利

用术中荧光引导切除 15 例。 

结果 196 例患者麻醉唤醒成功，配合良好 18

6 例，基本配合 2 例，配合差 8 例，4 例唤醒

麻醉失败；术中成功定位语言中枢、感觉及

运动等功能区；术后病理证实肿瘤病变 152

例，其中胶质瘤 113 例，非肿瘤病变 48 例；

肿瘤病变扩大和全切 136 例（89.5%），近

全切 10 例（6.6%），大部分切 4 例（2.

6%），部分切除 2 例(1.3%)；非肿瘤病变全

切 47 例（97.8%）；术后 1 周无功能障 121

例，语言障碍 24 例，运动障碍 61 例，感觉

障碍 4 例，智力障碍 3 例，精神及情感障碍 6

例，视力障碍例，永久功能损伤发生 2.6%；

其中随访到术后时间大于 1 年的 17 例胶质母

细胞瘤，中位生存时间为 21 月。 

结论 唤醒麻醉下神经导航联合术中神经电生

理监测技术可增加手术安全性，提高颅内病

变全切除率，减少神经功能损伤，提高患者

术后生活质量，并可延长恶性肿瘤患者生存

时间，提高患者及家属满意度。 

 
 
PO-372 

神经导航显微外科在脑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高振忠 李安民 宋少军 李军旗 蔺 兴 高海平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311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显微外科用于脑肿瘤手术

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内蒙

古林业总医院收治的脑肿瘤患者 102 例，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1 例，其中对

照组采取常规显微镜下手术治疗，观察组采

取神经导航辅助显微手术治疗，比较两组患

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结果 观察组病灶全切除 46 例，部分切除 5

例，术后症状改善 36 例，无明显变化 9 例，

其余 6 例出现新增神经功能障碍，注册误差

（1.37±0.72）mm；观察组切口大小、骨窗

面积、皮质切口长度、手术时间、术后住院

天数、病灶全切率及并发症发生率均显著优

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应用神经导航辅助实施神经外科手术可 

实时观察手术范围、手术入路，且定位准

确、创伤小，可显著提高病灶全切率，减少

并发症的发生，是一种有效的治疗脑肿瘤的

微侵袭化手术。 

 
 
PO-373 

神经导航及神经电生理辅助下显微手术切除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 
 

姚国杰 龚杰 徐国政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目的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临床上不少见，多因

出血就诊。因伽马刀疗效不确切，寻求显微

手术全切除成为临床医生的追求目标。验证

导航和神经电生理监护对手术全切的意义。 

方法 自 2013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我科在神

经导航辅助下显微显微手术切除脑干海绵状

血管瘤 22 例，其中丘脑 2 例，中脑背侧 3

例，中脑腹侧 1 例，大脑脚 4 例，桥脑侧方 3

例，桥脑背侧 7 例，延髓背侧 2 例。术中同

时采用神经电生理监测。根据肿瘤的部位采

用额部造瘘，poppen 入路，枕下后正中经菱

形窝入路，小脑延髓裂，颞下经岩前等各种

入路。手术要点：①脑干切口位置应选择病

变表浅处，若肿瘤位置深，应从脑干后正中

切开，有利于避开血管、网状结构及神经核

团②切除肿瘤时动作轻柔、准确，避免牵拉

与挤压脑干，应用双极电凝要调小功率，随

时喷水降温防止热传导损伤，小的出血用止

血纱布轻轻填压即可。③必须保留引流静

脉，否则容易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显微外科

治疗适应证：①由脑干向外生的肿瘤、脑干

内生长的囊性肿瘤或部分囊性肿瘤、以及脑

干内生长的局限性肿瘤②进行性神经功能障

碍③反复出血。 

结果 除 1 例中脑脚间窝肿瘤部分切除外，均

获全切。2 例遗留轻微面瘫，无死亡。 

结论 手术入路、脑干皮层切口及手术技巧脑

干海绵状血管瘤手术治疗原则为尽可能全切

除病变以及最大限度的保护正常脑干组织，

为此，正确的手术入路及安全的脑干皮层切

口的选择以及恰当的手术技巧、手术辅助设

施的应用尤为重要。手术入路的选择以路径

最短及最安全为原则，因此，需考虑病变的

整体定位、最接近脑干皮层的病变定位以及

与该病变最接近的脑干安全皮层口。术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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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监护+神经导航是目前切除脑干海绵状血

管瘤的最佳组合。 

 
 
PO-374 

磁敏感加权成像技术在脑膜瘤手术前评估价

值 
 

邹元杰 肖勇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神经外科 210029 

 

目的 研究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在脑膜瘤诊断

和手术前计划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11~2016.5 术前行 SWI 序列

扫描脑膜瘤手术后患者 19 例，将 SWI 图像

与其他影像学序列图像比较，并参照术后常

规病理，评价 SWI 序列的应用价值。 

结果 19 例矢镰旁 12 例，天幕区 2 例，蝶骨

嵴区 2 例，侧脑室 1 例，大脑凸面 1 例，颅

内多发性 1 例。本组术后病理均为 WHO Ⅰ

级，其中伴有较高增值指数 5 例。根据 SWI

影像学特点分为两组，组一为 SWI 提示肿瘤

实体内有钙化或微出血灶（SWI 的 mIP 图上

呈大小不等的斑点状、片状或块状低信号影,

分布不均匀,大小无规律），9 例病人；组二

为 SWI 提示肿瘤实体内粗细不等，但排列有

序的血管结构（SWI 的 mIP 图上呈条状或管

状低信号影）或未提示肿瘤内异常信号 10

例。组一患者中 CT 上提示肿瘤实体内有低密

度信号 2 例，SWI 提示肿瘤内有出血，无钙

化；高密度信号 7 例，考虑钙化，而 SWI 提

示肿瘤实体内有钙化伴混杂微出血，术后病

理明确有散在或小片出血。组二 10 例 CT 上

均提示均匀等密度影。组一患者中常规 MRI

序列提示混杂信号、实性占位 7 例，混杂信

号、囊实性占位 1 例，等信号、实性占位 1

例（该患者 MRI 上呈矢镰旁前 1/3 占位，等

T1、等 T2 信号，增强后病灶均匀强化，SWI

的相位图上呈中线前部团状占位内高低信号

混杂影，提示肿瘤实体内有钙化及出血）。

组二常规 MRI 序列提示等信号、实性占位 8

例（其中 3 例 MRI 未见肿瘤实体内流空影，

SWI 也未见异常；5 例 MRI 提示肿瘤实体内

稀疏流空影，数量少于 SW I 提示血管数

目），等信号、囊实性占位 1 例（MRI 未见

肿瘤实体内流空影，SWI 也未见异常），混

杂信号、实性占位 1 例（MRI 未见肿瘤实体

内流空影，而 SWI 见瘤体内环形低信号影，

为多发血管影）。SWI 影像学特点结合常规

病理标本中 Ki67 指标值。组一 Ki67 最高值 1

0%，最低 2%，平均值 5.4%；组二最高值

8%，最低 1%，平均值 4.1%；组一 Ki67 值

高于组二 Ki67 值（t=0.914, P>0.05）,无统计

学意义。另外，SWI 对手术入路和对脑膜瘤

周皮层引流静脉的保护有指导意义。 

结论 SWI 相对于其他序列成像具有显示脑内

微小血管、微小静脉，脑肿瘤实体内微小血

管、出血、钙化的优势。在手术中脑引流静

脉的保护以及与血管外皮肿瘤的鉴别上具有

一定价值。 

 
 
PO-375 

松果体区肿瘤治疗的新理念 
 

李军旗 李安民 宋少军 蔺 兴 高海平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311 

 

目的 松果体区肿瘤是指起源于松果体及其邻

近组织结构的肿瘤，因松果体区肿瘤种类繁

杂,部位深在,与深部重要结构及血管紧密相连,

如果处理不当 ,常引起较严重的神经功能障

碍，松果体区肿瘤病理类型复杂多样，位置

深在，解剖结果复杂，且毗邻重要的血管神

经，放化疗敏感性差异大，且患者多伴有脑

积水表现，手术难度极高。如何根据肿瘤的

病理类型、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点，制定个

体化治疗方案，对治疗效果的影响很大。 

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系统，检索相关关键词，

共得中文文献 30 篇，英文文献 13 篇，综合

分析各相关文献关于松果体肿瘤诊断治疗的

相关文献报道。 

结果  根据其内部成分、边界、与血管的关

系、增强扫描的影像学特点,CT 与 MRI 相结

合,大多能定性,能为手术治疗提供比较充分的

病理解剖学信息。（一）放疗敏感型肿瘤 生

殖细胞瘤占松果体区肿瘤的 50%，颅压增

高、多尿、复视是颅内生殖细胞瘤最常见的

临床症状,该类型肿瘤的手术目的是明确肿瘤

的病理成分,根据文献报道，结合患者的临床

症状、体征及 CT、MRI 表现，若高度怀疑为

生殖细胞肿瘤，其治疗可以通过全脑+局部放

疗联合化疗的方式，使大部分患者病变缩小

和临床症状缓解,获得长时间的生存。 （二）

非放疗敏感型肿瘤 除生殖细胞肿瘤外，还有

畸胎瘤（成熟型、非成熟型）、松果体细胞

瘤、松果体母细胞瘤、胶质瘤、脑膜瘤、皮

样囊肿等肿瘤，随之显微神经外科的发展，

显微神经器械的发明与改进，以及术者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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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经解剖知识、娴熟的显微神经外科操作

技巧，松果体区肿瘤的全切除率达到可接受

水平，且患者恢复良好，打破了神经外科医

师普遍的认识，即松果体去肿瘤的手术全切

除率极低、手术死亡率极高，甚至称之为手

术禁区。 

结论 鉴于不同类型的松果体区肿瘤其治疗方

案相差较大，术前通过各种方法明确病理诊

断是治疗的关键，根据病理类型等决定其综

合治疗方案。 

 
 
PO-376 

颞下经岩前入路颅底病变的显微手术切除 
 

姚国杰 龚杰 徐国政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目的  验证经改良的颞下入路（颞下经岩前入

路 ，ATPA）切除岩斜区及脑干病变的可行

性。  

方法  2010 年来，我们采用（颞下经岩前入

路，对 43 例颅底病变进行手术切除，手术中

进行神经电生理监护。包括岩斜区脑膜瘤脑

膜瘤 20 例，三叉神经鞘瘤 11 例，胆固醇样

肉芽肿 3 例，桥脑海绵状血管瘤 4 例，脑干

胶质瘤 2 例，脑干腹侧胆脂瘤 3 例。使用耳

前弧形皮肤切口，小骨窗。电凝小脑天幕和

岩骨尖硬脊膜, 然后切开并充分暴露岩尖骨。

在硬膜下磨除岩尖骨，磨除范围从三叉神经

压迹开始，横向不超过 1.5 厘米，距岩脊后

端不超过 8 毫米, 距岩骨表面深度不超过 8 毫

米。为了减小对颞叶的损害伤，我们用了如

下方法：①降低肺气道压力，术中低于 16 厘

米，②使用 250 毫升 20%甘露醇，③对巨大

肿瘤的患者，术前腰椎置管脑脊液引流。引

流静脉损伤往往是与术后出血和颞叶严重水

肿的高风险相关联的。因此，所有的颞叶引

流静脉应尽可能保护。若颞下引流静脉进入

颅中窝硬脑膜，应沿静脉走向剪开硬脑膜以

获得静脉动力。如果海绵窦内肿瘤且粘连紧

密，肿瘤会紧紧附着周围的颅神经和血管，

建议次全切除或部分切除。  

结果  34 例肿瘤被完全切除，8 例次全切除，

1 例部分切除。暂时性的神经功能缺损包括 2

例的轻微动眼神经麻痹，3 例外展神经麻痹，

1 例语言障碍和 1 例轻度偏瘫。6 名患者在术

后面部麻木加重，六个月后改善。没有死亡

案例。改进的 ATPA 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

治疗大型或巨型的位于耳道中间或内侧的 PC

MS，且并发症的风险较低。目的目的  

结论  改进的 ATPA 具有以下优点： （1） 它

可以使位于岩斜区中部和上部、和 IAM 中部

的 PCMs 充分暴露。(2) 比常规 ATPA 更充分

暴露颅中窝底。(3) 神经外科医生更熟悉这个

过程，相比常规 ATP，颞肌萎缩和术后面神

经麻痹和 CSF 渗漏的风险更小。(4)不需要其

他手术以获得脂肪组织来修复颅底。  

 
 
PO-377 

青嵩琥酯对胶质瘤 U87 细胞的抑制作用 
 

蔺兴 李安民 宋少军 李军旗 高海平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311 

 

胶质母细胞瘤(gliobastona multiforme，GBM)

是胶质瘤中最常见的类型，约占全部胶质瘤

的 50-60％。因其呈浸润性生长，手术切除后

复发率很高，生存期较短，多采取综合治疗

的方法，手术治疗、放化疗、基因及免疫治

疗等。其中化疗治疗的作用已得到了充分肯

定。但因血脑屏障的存在及胶质瘤本身对于

现有化疗药物的抵抗性，作者需要深入研究

开发新的抗肿瘤药物。青蒿素是 1971 年中国

中医学家从中草药中提取出的抗疟疾药物。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被发现具有广泛的抗肿瘤

作用。其衍生物具有亲水性，可以透过血脑

屏障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研究显示青蒿素对

肿瘤细胞有选择性细胞毒性作用，并能抑制

肿瘤血管的生成，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但

青蒿素对胶质瘤的治疗尚未见报道，其与传

统化疗药物的联合应用可能成为胶质瘤治疗

的新途径。在本研究中作者通过青蒿素衍生

物青蒿琥酯探索青蒿素联合应用对胶质瘤细

胞增殖、迁移、侵袭及凋亡的影响，探讨其

对胶质瘤的抑制作用。 

目的 研究青蒿琥酯对胶质瘤 U87 细胞增殖、

迁移、侵袭及凋亡的影响。 

方法 体外培养 U87 细胞，分别用浓度 0、5

0、100、200、400 及 600μmol /L 的青蒿琥

酯孵育 U87 胶质瘤细胞 0h、12h、24h、48

h、72h，CCK8 实验检测细胞增殖情况；利

用 Annexin V-FITC/PI 法检测细胞凋亡；利用

划痕修复实验、Transwell 小室模拟体外迁

移、侵袭模型，观察青蒿琥酯对 U87 胶质瘤

细胞的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Caspase 3、8、9 的表达。 

结果 青蒿琥酯对 U87 细胞具有浓度和时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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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性。400μmol /L 及更高浓度的青蒿琥酯培

养 U87 细胞 24h，U87 细胞的增殖活性受到

显著抑制。与对照组相比，青蒿琥酯显著促

进 U87 细胞的凋亡。青蒿琥酯抑制细胞的迁

移和侵袭。青蒿琥酯增加了 U87 细胞中 Casp

ase3、8、9 的表达。 

结论 1.青蒿琥酯抑制人脑胶质瘤 U87 细胞的

增殖、迁移、侵袭，及促进细胞凋亡的作

用。2.青蒿琥酯在抑制 U87 细胞增殖、迁

移、侵袭，以及促进 U87 细胞的凋亡作用， 

与上调 cleaved Caspase 3／proCaspase 

3，cleaved Caspase 8／proCaspase 8，cle

avedCaspase 9／proCaspase 9 的表达相

关。 

 
 
PO-378 

儿童脑室或脑室旁肿瘤合并脑积水的外科处

理策略 
 

姚国杰 龚杰 徐国政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目的 脑室内肿瘤或者脑室旁肿瘤常常合并脑

积水。严重脑积水在开颅快速减压后极易发

生远隔部位硬膜外血肿，如何降低这种可

能，在造瘘,分流+手术，外引流+手术，外引

流+手术+分流等诸多方案中选择一种合适的

手术方式很重要。 

方法 21 例 5-12 岁儿童，术后病理诊断：室

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 3 例，室管膜下瘤 3

例，颅咽管瘤 4 例，胶质瘤 5 例，皮样囊肿 2

例，胆脂瘤 2 例，丘脑海绵状血管瘤出血，

婴儿促纤维增生型星形细胞瘤 1 例。我们采

取的措施是在术前 1-2 天或者术前 30 分放置

脑室外引流，缓慢降低颅内压，减少手术突

然减压引起远隔部位血肿的风险。肿瘤切除

术后一周左右根据脑积水缓解情况决定是否

分流手术。 

结果 21 例儿童无 1 例发生硬膜外血肿。因为

术前有效减压，手术暴露良好，肿瘤全切 18

例，次全切 3 例。 

结论 对于合并脑积水的儿童脑室内肿瘤或者

脑室旁肿瘤，术前脑室外引流能改善术中暴

露，有效减少远隔部位硬膜外血肿的可能。 

 
 
PO-379 

B 超实时引导在低级别胶质瘤切除术中的应

用   

 

张成 钱宝 姜壮 刘文波 

佳木斯中心医院 154002 

 

目的  探讨 B 超引导对低级别胶质瘤切除术的

作用。 

方法  36 例显微手术治疗低级别胶质瘤，使用

B 超定位肿物解剖边界，监测切除范围和程

度，指导切除残余病灶。 

结果  有 30 例肿物全切除，6 例次全切除

（其中 4 例功能区肿物） 。30 例病人症状改

善，4 例一过性肢体肌力下降，治疗后缓解，

2 例肢体轻瘫。 

结论  术中超声能很好地显示低级别胶质瘤的

边界，提高肿瘤全切率。 

 
 
PO-380 

巨大型蝶骨嵴内侧脑膜瘤的临床治疗 
 

杨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00038 

 

目的 巨大型蝶骨嵴内侧脑膜瘤位置深在，与

海绵窦、视神经、颈内动脉等结构关系紧

密，手术全切难度较大，术后并发症较多，

因此，巨大型蝶骨嵴脑膜瘤手术切除一直是

神经外科颅底手术的难题之一。我们通过对 2

004 年 4 月至 2013 年 3 月手术治疗的巨大型

蝶骨嵴脑膜瘤的临床特点及治疗结果进行回

顾性分析，以帮助选择最佳的手术方式及治

疗方法。 

方法 手术方式采用眶颧入路 20 例，额颞（改

良翼点）入路 40 例，术前所有患者术前行 C

T 及 MRI 检查，部分患者行头颅 MRA、CTA

或 DSA 检查，根据影像学肿瘤最大直径进行

判断：大型脑膜瘤定义为肿瘤最大直径在 4.5

-70cm 之间，巨大型脑膜瘤定义为肿瘤最大

直径大于 7.0cm。所有脑膜瘤均行免疫组化

病理检查；肿瘤切除程度采用 Simpson 方

法；术后患者预后采用 Karnofsky 评分进行

评价。  

结果 女性 38 例，男性 22 例（平均年龄 47.7

岁）；前床突、眶尖、鞍上及海绵窦等结构

受累。其中颈内动脉受累 59 例，大脑前动脉

受累 31 例，大脑中动脉受累 39 例，后交通

或脉络膜后动脉受累 30 例。全切除肿瘤 51

例，次全切除肿瘤 9 例，WHO I 级 48 例，W

HO II 级 12 例；所有患者随访 53 例（3 月-8.

2 年），术后神经功能完好或未见明显新增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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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功能损伤 27 例，视力改善 46 例，无变

化 13 例，恶化 1 例；肢体一过性瘫痪 8 例，

硬膜外血肿 1 例，颅内感染 5 例，复发 5

例，术后放疗 8 人，无手术死亡病例，无术

后脑脊液漏和切口感染。 

结论 巨大型蝶骨嵴脑膜瘤手术治疗具有一定

的难度，在术者熟悉颅底解剖、掌握手术技

巧的基础上，根据肿瘤的生长、大小、发展

方向、血运及引起的颅神经损害选择合适的

手术入路，采用眶颧入路及改良翼点入路可

以有效切除肿瘤，掌握切除肿瘤和保护重要

血管神经的要点，可减少手术创伤，缩短手

术时间和康复时间，减少术后并发症。术后

病理分级对预后有一定的作用，对于间变或

恶性脑膜瘤可采取术后放射治疗等辅助治

疗。 

 
 
PO-381 

多学科联合治疗巨大复发颅眶沟通瘤 1 例报

道及文献复习 
 

李军旗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311 

 

目的 探讨复发颅眶沟通瘤的临床表现、影像

学特点，并结合肿瘤自身特点。联合介入

科、眼科共同协作，以尽可能小的创伤，实

现最大程度的肿瘤切除，降低肿瘤复发概

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1 例巨大复发颅眶沟通

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干预方式，结合相关文

献。分析该病的临床表现，病理类型，影像

学特征，先后进行多学科联合治疗。 

结果 颅眶沟通瘤是一类解剖位置深在、结构

复杂，与周围重要的血管、神经密切相联系

的肿瘤，它可以同时相沟通于颅腔、眼眶、

副鼻窦系统，因此缺少专门科室的重视、研

究，是神经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等多个学

科的边缘学科范畴。该病除相沟通于颅腔、

眼眶、副鼻窦外，也多见突出眶外，临床症

状以高颅压、突眼、鼻塞等症状为主，因早

起症状不典型，故较易误诊，失去早期治疗

的最佳时间，待症状明显及确诊，接受正规

治疗，肿瘤体积已经很大。因该病常常接受

颈内动脉系、颈外动脉系的双重供血，血供

丰富，在增强 CT 或 MRI 上表现为富血管的

明显强化灶；因该解剖位置结构复杂，患者

就诊时肿瘤已经引起明显症状、体征，肿瘤

侵犯范围广，且伴有严重的骨质破坏，导致

肿瘤全切除术率低，无论病理结果为良性或

恶性，术后复发率均高。而通过各相关科室

的联合治疗，提高肿瘤切除率提高，有望降

低肿瘤复发率。 

结论  经影像学证实的血供丰富的颅眶沟通

瘤，可以联合介入科，一期行肿瘤供血动脉

的介入栓塞；联合眼科，二期行颅内及眶内

肿瘤切除术。这样既能减少术中出血及手术

创伤，又尽可能多的切除肿瘤组织，大大降

低复发概率。 

 
 
PO-382 

细胞焦亡在胶质瘤细胞中机制的研究 
 

崔玉琼 1 秦颖 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 

 

目的  胶质瘤是人类最常见也是最严重的原发

性脑部恶性肿瘤。然而，确切的胶质瘤发生

机制还不清楚，并且胶质瘤患者中位生存率

仍非常低。因此，阐明胶质瘤的发生机制，

发现新的治疗靶点至关重要。诱导胶质瘤细

胞死亡是主要的治疗方式。焦亡是一种新发

现的，半胱天冬氨酸蛋白酶-1（caspase-1）

依赖的细胞程序性死亡。越来越多的研究发

现，焦亡相关信号通路在多种疾病中起重要

作用。然而，其在胶质瘤中的作用和调控机

制还不清楚。焦亡在疾病中的作用、信号通

路和靶向药物研究还非常有限。但是，随着

焦亡过程逐步被认可。本课题旨在阐明焦亡

在胶质瘤中的作用， 

方法  1、收集胶质瘤患者肿瘤组织及周边正

常脑组织标本，应用免疫组化、Western blot

及 Real-time PCR 技术检测 caspase-1 及相

关炎症因子的表达。2、选用两种胶质瘤细胞

系 U87 和 U251，应用 caspase-1 抑制剂处

理，以抑制焦亡，Real-time PCR 和 Wester

n blot 检测 caspase-1 表达，MTT 检测细胞

活力，TUNEL 检测细胞 DNA 断裂，ELisa

检测其下游炎症因子的表达变化。 

结果  1、caspase-1 及其下游相关炎症因子

在患者胶质瘤组织中表达升高。2、加入 cas

pase-1 抑制剂后，胶质瘤细胞活力下降，细

胞 DNA 断裂增加，其下游炎症因子表达下

降。 

结论  在临床患者胶质瘤组织及胶质瘤细胞系

中，焦亡信号通路被激活。抑制胶质瘤细胞

焦亡信号通路后，胶质瘤细胞活力下降，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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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DNA 断裂增加，炎症因子表达下降。这对

于阐明脑组织的生长发育和胶质瘤的发生发

展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验证据，

而且也为其它脑部病变的研究和治疗提供新

思路。 

 
 
PO-383 

神经导航下硬通道在侧脑室脑膜瘤手术中的

应用 
 

孙树凯 衡立君 贾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下硬通道在治疗侧脑室脑

膜瘤的应用。 

方法  神经导航辅助下锁孔硬通道辅助切除侧

脑室脑膜瘤。 

结果  肿瘤全切，脑组织损伤小，病人恢复良

好。 

结论  谨慎筛选病人，在神经导航辅助下锁孔

硬通道辅助可以安全有效切除侧脑室脑膜

瘤，且定位准、创伤小、恢复快。 

 
 
PO-384 

神经导航联合电生理监测技术辅助功能区胶

质瘤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杜威 徐国政 姚国杰 龚杰 李成才 韦可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联合电生理监测辅助功能

区胶质瘤手术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8 例功能区胶质瘤患者，术前经

磁共振成像初步定位功能区，术中利用神经

导航联合电生理监测技术，在实时影像指导

下行肿瘤切除，术中以皮质体感诱发电位和

运动诱发电位进一步确定脑功能区位置，避

开功能区切除肿瘤。  

结果  28 例患者术中成功获取神经导航联合电

生理监测，有效校正导航偏移，并在影像指

导下全切肿瘤 21 例，次全切 6 例，大部分切

除 1 例。术后患者功能明显改善 18 例，无改

变 6 例，功能受损加重 4 例(肌力下降 2 例、

感觉减退 1 例、肌力与感觉同时减退 1 例)。 

结论  神经导航联合术中电生理监测技术能提

高肿瘤和脑功能区定位的准确性，纠正导航

偏移，提高手术效率，有助于功能区保护，

减少术后并发症，改善生存质量。   

 

PO-385 

不同解剖部位室管膜瘤的差异基因表达谱研

究 
 

顾文韬 顾士欣 刘晓东 寿佳俊 李金全 车晓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室管膜瘤一般起源于脑室或脊髓中央管

的室管膜细胞,但在临床上我们观察到不同部

位的室管膜瘤临床表现及预后有一定差异。

本研究旨在通过基因组学的研究，初步探讨 

不同部位室管膜瘤细胞的差异基因表达。 

方法  从公共数据库获取三个不同解剖部位的

室管膜瘤基因表达谱（幕上、幕下和脊

髓）。应用功能表达谱分析这些肿瘤中的基

因表达模式，寻找差异表达基因。 

结果  功能表达谱分析显示在不同部位的室管

膜瘤中存在 159 组差异表达的功能基因组。

其中幕上室管膜瘤有 16 个重要通路上的基因

表达差异，其中包括 Notch 信号通路等。幕

下室管膜瘤有 6 个，脊髓室管膜瘤则显著地

表现在 Hedgehog 信号通路上的差异。进一

步分析显示幕上、幕下和脊髓室管膜瘤分别 

有 5 个、8 个和 6 个潜在致病基因。 

结论  表达谱基因差异研究显示不同解剖部位

的室管膜瘤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包括一些重

要的信号同路，提示它们可能在发病机制上

存在差异，这些有待进一步研究。 

 
 
PO-386 

天花粉蛋白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及其机制研

究 
 

苗俊杰 周景儒 范存刚 刘波 焦风 王栋梁 张俊 蒋亦林 

王旸烁 张庆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方法  （1）本实验中用浓度分别为 2.5μM、5

μM、10μM、20μM、40μM、80μM 的 TCS

处理 U87 及 U251 细胞 24、48 及 72h 后，

用 CellCounting Kit-8（CCK-8）方法检测天

花粉蛋白对 U87 及 U251 细胞活力的影响；

检测 U87 及 U251 细胞在 TCS 浓度分别为 5

μM、10μM、20μM 的作用下细胞克隆形成

率，并在显微镜下观察 U87 及 U251 细胞经

浓度 20μM TCS 处理后的形态变化；本研究

中还采用划痕实验及 transwell 侵袭实验检测

浓度为 5μM TCS 对 U87 细胞迁移及侵袭能

力影响。（2）用浓度分别为 10μM、20μM

的 TCS 处理 U87 细胞 24h 后，运用多种细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303 

 

胞凋亡检测方法检测细胞凋亡；用浓度分别

为 5μM、10μM、20μM 的 TCS 处理 U87 细

胞 24 h，并运用蛋白免疫印迹方法检测凋亡

相关蛋白 Bax 及 Bcl-2 表达变化。（3）最

后，用浓度分别为 5μM、10μM、20μM 的 T

CS 处理 U87 细胞 24 h，通过 western-blot

技术检测 LGR5 及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主

要相关蛋白表达变化。 

结果  CCK-8 检测细胞活力实验及细胞平板克

隆形成实验表明：TCS 可以明显抑制 U87 及

U251 细胞的增殖能力，且这种抑制作用随着

时间延长及其浓度增大而增强，具有时间浓

度依赖性；划痕愈合实验及 tanswell 侵袭实

验结果显示：经过 TCS 处理后，U87 细胞的

迁移能力及侵袭能力均有明显下降（p<0.0

5）； Annexin-v/FITC 流式细胞术、DAPI 染

色、TUNEL 染色、JC-1 染色等细胞凋亡检测

结果表明：经过 TCS 处理后，部分细胞发生

了凋亡，并且 westernblot 实验结果显示随着

TCS 浓度增大，Bax 表达逐渐增强，而 Bcl-2

的表达水平有明显下降趋势。进一步的 weste

rn-blot 实验表明，TCS 通过抑制细胞中 LGR

5 表达及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的主要蛋白

pGSK-3βser9 ，β?catenin，c?myc 及 cyclin 

D1 表达均有下降。 

结论  TCS 对于胶质瘤细胞的增殖能力有明显

抑制性，并呈浓度时间依赖性，其次 TCS 对

胶质瘤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也有明显抑

制；除此之外，TCS 可能通过抑制 LGR5 表

达及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诱导细胞凋亡来

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  

 
 
PO-387 

分次内镜手术治疗巨大型垂体腺瘤 
 

吴南 王俊伟 汪攀 冯华 

重庆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目的  探讨巨大垂体腺瘤的微创手术策略。 

方法  2014 年以来神经内镜下经鼻完成垂体

瘤手术 285 例，其中直径超过 4 厘米的质地

坚韧，一次手术难以彻底切除的巨大垂体腺

瘤 13 例。对于处理困难的残留肿瘤不做强行

切除，术后 3 月再次神经内镜下经鼻手术切

除残余肿瘤。 

结果  通过分次手术 9 例患者全切，12 例患

者视力好转，4 例患者垂体功能需要替代治

疗，无永久性尿崩患者，无脑脊液漏。 

结论  神经内镜经鼻分次手术处理巨大垂体腺 

瘤，可以增加肿瘤全切率，具有术后反应

轻，并发症少的优点。 

 
 
PO-388 

托拉塞米联合光动力治疗对大鼠脑胶质瘤瘤

周水肿区 MMP2 和 NKCC1 表达的影响 
 

李波 1 高万龙 2 胡韶山(通信作者)3 鞠东辉 3 

1.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2.沈阳市第十一医院 

3.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大鼠脑胶质瘤周水肿区 NKCC

1 和 MMP2 的表达，来研究光动力联合托拉

塞米治疗的效果及其分子机制 

方法  从液氮中取出冻存细胞常规体外培养 C

6 胶质瘤细胞至对数生长期收集，配置成浓度

为 1×105 个/μL 的细胞悬液，利用立体定向

技术将细胞悬液（10μL/只）注入大鼠右侧尾

状核区。建模型后第 10 天对其进行头 MRI 检

查，经尾静脉注射钆喷酸葡胺增强扫描（Gd-

DTPA，0.4ml/kg），确认胶质瘤生长与否，

对模型进行筛选。经核磁证实荷瘤成功的成

年雄性 Wistar 大鼠被随机均分成四组：A:空

白对照组，B:光动力治疗组，C:托拉塞米治

疗组，D:托拉塞米+光动力治疗组。C、D 两

组给予拖拉塞米 5mg/kg，腹腔注射持续 3 

天，A、B 两组给予等体积的生理盐水替代。

B、D 两组在第 11 天，给予大鼠腹腔注射血

卟啉单甲醚 HMME（5mg/kg）后避光饲养 3

h，麻醉后按原刀口切开皮肤，将骨孔扩大至

1cm，将光导纤维对准肿瘤部位，进行照射

（波长 630nm，能量密度为 80J/cm2 ，光斑

面积 30mm2，照射时间 10min），光照结束

后，缝合头皮常规饲养；A、C 组腹腔注射等

量的生理盐水，四组大鼠分笼饲养和护理。 

治疗结束避光饲养 24h 后，对瘤周水肿区组

织加液氮后研磨成粉末状，PCR 检测 MMP2

和 NKCC1。荷瘤 21 天后取材测量不同治疗

组间胶质瘤瘤周水含量，应用免疫组化和 We

stern Blot 方法对 Na-K-Cl 共转运蛋白 NKCC-

1 和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2 表达进行半定量

分析。另外记录大鼠每天一般状态情况及体

重变化，并继续饲养至死亡，记录生存时

间。 

结果  单纯光动力治疗降低瘤周水肿区 MMP2

表达，明显增加 NKCC1 的表达。单纯托拉塞

米治疗 NKCC1 的表达明显抑制，而 MMP2

未见明显改变，光动力治疗联合托拉塞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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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MMP2 表达和 NKCC1 的表达均受到明显

抑制。光动力治疗联合托拉塞米治疗后 C6 胶

质瘤模型大鼠生存时间明显延长。 

结论  PDT 与托拉塞米联合治疗不仅对瘤周水

肿区有抗肿瘤作用,同时可明显降低 PDT 诱发

的瘤周水肿，延长胶质瘤大鼠模型生存期，

未来可能成为更有效的治疗胶质瘤的措施而

被广泛应用于临床。  

 
 
PO-389 

STC-1 是与胶质瘤分级及预后相关的一个新

的生物指标 
 

李晓明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在临床胶质瘤患者肿瘤标本中研究 STC

-1 的表达与病理、预后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从临床标本中选取 I-IV 级胶质瘤标本共

60 例（其中 I 级和 II 级胶质瘤标本共 18 例，

III 级 20 例，IV 级 22 例），用 qRT-PCR 方

法和 Westernblot 方法分别检测各级肿瘤标本

中 STC-1 的 mRNA 水平和蛋白水平的表达

量；用免疫荧光法和免疫组化的方法分别检

测肿瘤组织中 STC-1 的表达分布及表达量,以

及血管内皮细胞标记物 CD34 的免疫组化的

表达与 STC-1 之间的相互关系。统计分析方

法中，mRNA 表达差异用 Mann–Whitney tes

t，各病理级别胶质瘤中 STC-1 的表达差异用

ANOVA 方差分析，用 Pearson’s correlation

评估 STC-1 与 CD34 之间的相关性。用卡方

检验评估高级别和低级别胶质瘤中 STC-1 与

临床特点之间差异。用 Kaplan–Meier 方法绘

制生存曲线。 

结果  1. III 级和 IV 级胶质瘤中 STC-1mRNA

和蛋白的表达量都显著高于 I 级和 II 级胶质

瘤，IV 级显著高于 III 级；2.在高级别胶质瘤

中 STC-1 主要分布在血管内皮和细胞质中，

而在低级别胶质瘤中 STC-1 主要分布在血管

内皮，很少看到在细胞质中分布；3.STC-1

在各级别胶质瘤中的分布均与 CD-34 的分布

呈正相关；4.STC-1 高表达的肿瘤患者的生

存期显著缩短。 

结论  1.STC-1 与胶质瘤的病理进程相关；2.

STC-1 与胶质瘤血管生成血管，而细胞质中

STC-1 与肿瘤病理分级相关；3.STC-1 与患

者术后生存期呈负相关。 

 
 

PO-390 

荧光素钠导航联合术中诱发电位在累及运动

功能区的颅内单发脑转移瘤显微手术中的临

床意义 
 

田海龙 张红英 姜彬 和政 殷鑫 王益华 何伟 王超超 郭

振涛 张宁宁 王志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266000 

 

目的  探讨荧光素钠导航（Fluorescence sodi

um-guided）联合运动诱发电位（motor evok

ed potential,MEP）技术在累及运动功能区单

发转移瘤的作用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7 例累及运动功能区的单

发脑转移瘤患者，其中 24 例术中利用荧光素

钠将肿瘤染色，根据荧光影像判定肿瘤的边

界并切除肿瘤，切除过程中利用 MEP 技术定

位并保护运动皮层（联合组）；余 13 例直接

行显微外科手术（对照组）。 

结果  联合组全切 22 例（91.25%），次全切

除 1 例（4.16%），部分切除 1 例（4.1

6%）。术后 3 月，功能良好 17 例（70.8

3%），无变化 3 例（12.5%），功能障碍加

重 4 例（16.67%）；对照组全切 12 例（92.

31%），次全切除 1 例（7.69%）。术后 3 月

功能良好 6 例（46.16%），无变化 2 例（15.

38%），功能障碍加重 5 例（38.46%）。术

后 3 月联合组患者神经功能好于对照组（P<0.

05）。 

结论  在荧光引导和电生理监测技术辅助下，

能够实现可视化保护运动功能，同时最大化

地切除肿瘤组织，提高运动功能区单发脑转

移瘤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具有一定的临床

应用价值。 

 
 
PO-391 
Hypoxia promotes the infiltration of M2 tu
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in glioma 
 

郭小凡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s) ar
e enriched in gliomas and play critical roles i
n creating a tumOR-immunosuppressive mic
roenvironment. A distinct M2-skewed type of
 macrophages makes up the major part of gli
oma TAMs and exhibit pro-tumor functions. 
Gliomas contain large hypoxic areas, and th
e existence of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n
sity of M2-polarized TAMs and glioma hypo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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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reas suggests that hypoxia plays a suppo
rtive role during TAMs recruitment and induc
tion.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hyp
oxia on human macrophage recruitment and 
M2 polarization and explore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se processes. W
e also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HIFs i
nhibitor acriflavine (ACF) on TAMs infiltration
 and tumor progression in vivo. We found tha
t hypoxia upregulated the periostin (POSTN)
 expression in U87/U251 glioma cells and pr
omoted the recruitment of macrophages to h
ypoxic glioma areas. Hypoxia-inducible POS
TN expression may be regulated by TGF-α v
ia the RTK/PI3K pathway, and this effect can
 be blocked by treating hypoxic cells with AC
F. We also demonstrated that both a hypoxic
 environment and hypoxia-treated glioma cell
 supernatants are capable of polarizing macr
ophages toward a M2 phenotype when the c
ells were incubated with glioma-treated supe
rnatants. ACF partially reversed this M2 pola
rization in macrophages by inhibiting the upr
egulation of M-CSFR in macrophages and T
GF-β in glioma cells under hypoxia. Administ
ering ACF also ablated tumor progression in 
vivo. Our findings reveal a mechanism that u
nderlies hypoxia-induced TAMs enrichment 
and M2 polarization and suggest that pharm
acologically inhibiting HIFs in both glioma cel
ls and TAMs may reduce M2-polarized TAM
s infiltration and glioma progression. 
 
 
PO-392 
Down-regulation of let-7f predicts a poor 
prognosis in human glioma 
 
Li Yu,Du Yanli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 021000 

 

Abstract  Background: Let-7f has been confi
rmed to express in different malignant huma
n tumors, it usually partici-pates in tumor pro
gression and development by different target
 factors. However, the studies about the ass
ociation between let-7f and glioma are limite
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value of let-7f as a bio-marker in th
e prognosis of glioma.  
Methods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was used to dete
ct the expression of let-7f in 136 glioma tissu
es and 25 normal specimens. Peristin expre
ssion was evalu-ated by western blotting. Th

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t-7f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factors was analyzed by chi-square t
est. And Kaplan-Meier and Cox regression a
nalysis 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let-7f.  
Results   The let-7f expression was remarka
bly down-regulated in glioma tissues compar
ed with normal brain tissues (P<0.001), and l
et-7f ex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low WHO gr
ad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with hi
gh grade. The expreS-sion of periostin was d
e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glioma compared t
o normal controls. And the expression of let-
7f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umor size and 
WHO grade. Kaplan-Meier analysis suggest
ed that patients with low let-7f expression ha
d a worse overall survival than those with hig
h let-7f expression ( P<0.001). Multivariate a
nalysis indi-cated let-7f could act as an indep
endent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patients wit
h glioma. 
Conclusions  Let-7f acted as a tumor suppr
essor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development a
nd progression of glioma. Besides, it could b
e a valuable prognostic bio-marker in patient
s with glioma. 
 
 
PO-393 
Dual inhibition of PCDH9 expression by 
miR-215 up-regulation in gliomas 
 
Tao bangbao,wang xiaoqiang,Li Bin,Zhong Jun,Li S
hiti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Xinhua Hospital， S

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The clinical prognosis of malignant gliomas i
s poor and PCDH9 down-regulation in gliom
as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But the mechanism of PCDH9 down-regulati
on is unknown. The abnormal miRNA profile
s contribute to the tumor phenotypes through
 regulating their target genes and recent stud
y shows a novel dual regulatory mechanism i
n which miRNAs inhibit target genes more ef
ficiently by functioning at both the transcripti
onal and posttranscriptional levels. To searc
h the miRNA which is a key regulator of PCD
H9 expression in gliomas, we performed an i
ntegrative analysis of databases including mi
RDB, TargetScan, microPIR and miRCancer.
 We identified three candidate miRNAs whic
h were predicted to target both the promoter 
and 3' UTR of PCDH9 and up-regulated in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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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mas. Then, we validated miR-215 up-regul
ation and PCDH9 down-regulation in glioma
s and demonstrated that miR-215 could inhib
it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PCDH9 in t
wo glioma cell lines. Importantly, we show th
at miR-215 could target the promoter and 3' 
UTR of PCDH9 at the same time. Moreover, 
miR-215 contributed to glioma cell proliferati
on, clone formation, in-vitro migration and ap
optosis via regulating PCDH9 expression. O
ur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for a novel dual i
nhibition of PCDH9 by miR-215 in gliomas a
nd suggests that miR-215 might be a therap
eutic target for glioma treatment. 
 
 
PO-394 

显微手术治疗第四脑室肿瘤 35 例临床体会 
 

杨建 杨建军 张庆浩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总结显微手术治疗第四脑室肿瘤的

临床方法与效果。 

方法  将 2010 年 7 月~2015 年 7 月期间我院

确诊的第四脑室肿瘤患者，均择期行显微手

术治疗，对效果、术后并发症进行观察对

比。 

结果  本组 35 例患者中：28 例患者行肿瘤全

切术；7 例患者行次全切术。术后共 3 例出现

并发症，发生率为 8.57％（3/35）。其中 2

例幕上远隔硬膜外血肿，1 例为皮下积液。对

症处理后均短期内转归，未对患者预后治疗

产生不良影响。 

结论  显微手术治疗第四脑室肿瘤的临床效果

确切。术者需了解第四脑室及脑干的重要神

经结构，注重对脑干功能的保护，脑水肿患

者预先行侧脑室外引流，以巩固显微术下肿

瘤病灶的切除效果。 

 
 
PO-395 

仰卧位在小脑桥脑角病变显微手术中的应用

价值 
 

李金泉 王中 周岱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探讨在仰卧位下，经乙状窦后入路显微 

手术治疗小脑桥脑角（cerebellopontine angl

e, CPA）病变的特点。 

方法  小脑桥脑角病变患者 39 例，其中听神 

经鞘瘤 15 例，脑膜瘤 5 例，胆质瘤 2 例，三

叉神经痛 11 例，面肌痉挛 6 例。术前行腰大

池持续引流。术中取仰卧位，头偏向对侧，

术侧肩部垫高。常规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开颅

并暴露出肿瘤病灶或责任血管。分别实施肿

瘤切除术和微血管减压术。 

结果  仰卧位的体位准备时间短。该体位下小

脑塌陷充分，术野暴露满意，未行小脑切

除。术毕小脑无明显脑组织挫伤，无皮肤压

疮。肿瘤全部切除 18 例，次全切 4 例。微血

管减压手术中责任血管与三叉神经或面神经

完全隔离，术后患者症状缓解。 

结论  本方法能够简便且较为满意地暴露 CP

A，可满足经乙状窦后入路 CPA 肿瘤切除术

和微血管减压术。较为适合年长者、体质虚

弱者及肥胖者等。 

 
 
PO-396 

应用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筛查脑胶质瘤 
 

冯世宇 余新光 周岩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胶质瘤是脑肿瘤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

一，其生存率和预后与临床分期密切相关。

胶质瘤的确诊主要依靠病理检查，而术前诊

断多采用 CT，MRI 等，目前缺乏一种可大规

模采用的脑胶质瘤筛查手段。血清中各种成

分的改变，可以反映体内各种细胞、组织的

病理生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远早于患者

临床症状和体征的出现。拉曼光谱可以在分

子水平诊断组织结构、生物大分子结构和功

能信息，具有非侵入性和低破坏性、即时性

和高灵敏性等优点。 

方法  本研究共收集 122 例经病理证实为胶质

瘤的患者和 195 例健康成人对照的血清，离

心后，取血清中分离、冷冻，冰冻的血清标

本解冻和每个样本的 5μL 制备的 Au@Ag 纳

米棒溶液混合。在测量前，将混合物在 4°C

培养 2 小时。然后，2.5 ul 该混合物转移到硅

晶片的表面增强拉曼光谱分析。拉曼光谱是

用便携式拉曼系统采集，样品用 785 nm 的激

光激发。每个表面增强拉曼光谱采集 10 个，

得到了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波数范围是从 55

0 到 1750 cm-1。 

结果  通过拉曼光谱检测发现健康对照组血清 

在 568、 591 、627、 724 、1232 、 127

7、1328、1392 和 1535 cm-1, 峰位 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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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蛋白、氨基酸、脂类、糖类、碳水化合

物等物质引起。 

由于脑胶质瘤的代谢、自分泌等于正常脑实

质细胞存在差异，使得血清内脂类、蛋白

质、氨基酸、糖类等组分的差别, 会导致血清

拉曼特征位移的差异 , 本研究发现脑胶质瘤患

者血清拉曼绝对峰位在 568、 591 、640 、 

683 、724 、 939、1031、 1213 、1358、 1

488 、1656 cm-1 等处,与正常健康对照组相

比，胶质瘤患者, 在 627、725 、 1211、132

8 、 和 1658 cm-1 处存在明显的拉曼位移差

异。分析峰位和峰强度进一步证实胶质瘤患

者血清的拉曼光谱差异。 

最终应用主成分分析得出利用拉曼光谱进行

胶质瘤筛查，其敏感性为 91%，特异性为 98.

9%。 

结论  拉曼光谱技术结合主成分分析方法可以

很好的区分胶质瘤患者血清和健康成人血

清，具有较高的判别灵敏性和特异性，有望

为胶质瘤筛查和早期诊断提供一种快速、无

损、高灵敏性和特异性的检查方法。 

 
 
PO-397 

脑脓肿 
 

杨伟东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157000 

 

化脓性细菌及霉菌在脑内引起局限性炎症，

继而形成脓腔。 分急性炎症期、化脓期、脓

肿包膜形成期。包膜形成需 1-2 周，甚至更

长。  

 
 
PO-398 

经额外侧锁孔人路手术治疗鞍结节脑膜瘤 22

例 
 

陈震 陈军 吴海滨 刘希光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额外侧锁孔入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

的手术方法。 

方法  对采用经额外侧锁孔入路手术的 22 例

鞍结节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采用 Simpson 分级来评估肿瘤的切除程

度。 

结果  肿瘤 Simpson I 级切除 17 例，Ⅱ级切

除 3 例，Ⅲ级切除 2 例。术后发热 4 例，脑

脊液鼻漏 1 例，电解质紊乱及血糖升高 5

例，视力减退 2 例。无手术死亡。术后随访 1

-36 个月，平均 20 个月，未见肿瘤复发。 

结论  额外侧锁孔入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皮肤

切口小，颞肌损伤轻，额窦完整性好，术中

出血和术后颞肌萎缩的发生几率也相应减

少；②保留蝶骨嵴，且减少额颞两侧的开颅

范围，使开颅造成的骨缺损减少到最低程

度；③保留蝶骨嵴和外侧裂投影线下的颞骨

鳞部，减少了眶脑膜动脉和脑膜中动脉骨沟

显露的机会，避免了不必要的出血；④简化

了手术步骤，开、关颅可省时约 30 min。此

外我们利用患者体位有利于术中额叶靠重力

自然下垂，减少术中对额叶的牵拉，术后视

力及嗅神经保留率高，视力改善明显，值得

进一步推广。 

 
 
PO-399 

神经导航辅助下中、小型大脑镰旁脑膜瘤的

显微手术治疗（附 57 例病例分析） 
 

谢海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在中、小型大脑镰旁脑膜

瘤显微手术中的应用。 

方法  应用史赛克公司(Stryker)红外线主动诱

导计算机导航系统(Leibinger)完成我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 57 例中、小型大脑镰

旁脑膜瘤显微手术，并对其平均注册误差、

术中病灶的精确定位、正常结构的保护及手

术疗效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中、小型大脑镰旁脑膜瘤 57 例，其中

男 22 例，女 35 例，年龄 23～69 岁，平均 4

0.7 岁。前 1/3 大脑镰旁脑膜瘤 20 例，中 1/3

大脑镰旁脑膜瘤 23 例，前、中 1/3 大脑镰旁

脑膜瘤 7 例，后 1/3 大脑镰旁脑膜瘤 7 例。

病灶直径 1.4～5.0 cm，平均 3.3 cm。57 例

导航平均注册误差为(0.8±0.3) 

mm，术中病灶定位准确。57 例患者肿瘤均

全部全切，SimpsonⅠ级 44 例，Ⅱ级 13

例。手术输血 800ml2 例，400ml9 例，其余

病例均无手术输血。术后近期增强 MRI 复

查，影像学资料显示均无肿瘤残留迹象。术

后所有病人一般情况均得到改善，无手术死

亡。术后癫痫发作 3 例，对症处理后症状消

失。病灶位于运动区、语言中枢的 24 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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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6 例术后肌力有所下降，2 例术后失语，

出院时均基本恢复至术前水平。术后 49 例随

访 6 个月～50 个月，无病人肿瘤复发。 

结论  大脑镰旁脑膜瘤由于位于大脑半球皮质

下, 肿瘤位置较深, 上方为上矢状窦和汇入上

矢状窦的桥静脉所阻, 下方有大脑前、后动脉

和下矢状窦，手术空间狭窄。以往应用肉眼

手术难以做到全切除, 也容易伤及重要血管及

皮质重要功能区,易造成严重的并发症。随着

显微外科技术和显微外科解剖学的发展，改

变了以往手术方法，其手术视野的放大、手

术操作的精细，使得手术全切率得到明显提

高、创伤大为减少。而在显微手术中应用神

经导航技术则能帮助神经外科医生在手术前

更好的设计手术入路，帮助术者完成许多复

杂而精细的操作，最大限度地保护重要功能

区及神经、血管。中、小型大脑镰旁脑膜瘤

患者因其术前症状相对较轻，在全切肿瘤的

同时如何保存患者的神经功能、减小手术的

医源性损伤、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显得尤为重

要。本组 57 例患者均在神经导航下施行显微

手术，57 例患者肿瘤均全部全切除，Simpso

nⅠ级 44 例，Ⅱ级 13 例，无手术死亡，术后

神经功能保留良好，效果显著。因此我们认

为，中、小型大脑镰旁脑膜瘤显微手术治疗

应用神经导航技术，可以准确定位和全切病

灶，保护神经功能和降低手术并发症的发

生。 

 
 
PO-400 

面神经一舌下神经吻合术治疗听神经瘤术后

面瘫 
 

陈刚 朱文昱 李如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听神经瘤术后面瘫患者行面神经一

舌下神经吻合术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 例听神经瘤术后面瘫行面

神经一舌下神经吻合术患者的临床资料，采

用 House—Brackmann 评分法进行面神经功

能评估。 

结果  3 例均随访，随访时间 1～6 个月，有

效 3 例，其中面神经恢复至 H—BⅡ级 1 例，

Ⅲ级 2 例。 

结论  面神经一舌下神经吻合术是治疗听神经 

瘤术后面瘫的一种有效治疗方法。 

 

PO-401 

神经导航下显微手术治疗侧脑室三角区脑膜

瘤 25 例临床分析 
 

谢海树 石松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辅助下显微手术治疗侧脑

室三角区脑膜瘤的疗效及注意事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0 年至 2015 年神

经导航辅助下显微手术治疗的 25 例侧脑室三

角区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

献。 

结果 组 25 例均获得全切，无手术死亡，无术

后脑积水，术后并发同向偏盲 6 例，其中 4

例为术前已经存在，术后偏瘫 2 例，随访均

恢复至生活自理，术后并发感染 1 例，经积

极治疗后痊愈。25 例获术后随访 1 年-5 年，

均无肿瘤复发。 

结论 侧脑室三角区脑膜瘤手术全切除可获得

满意的治疗效果，结合神经导航技术可减少

术中对脑组织的损伤，精细的显微操作和良

好的术后处理是提高疗效的重要因素。 

 
 
PO-402 

磁共振波谱联合荧光素导航显微手术切除幕

上高级别胶质瘤的随访结果和临床意义 
 

田海龙 祖玉良 何伟 郭振涛 王超超 王益华 姜彬 殷鑫 

王志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66000 

 

目的  探讨磁共振波谱分析结合荧光素钠导航

切除幕上高级别胶质瘤的临床效果。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期间我

院手术治疗幕上高级别胶质瘤（WHOIII-IV

级）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观察组为

磁共振波谱分析（MRS）联合术中荧光素钠

导航组 43 例，对照组为 MRS 联合常规手术

病例 29 例。术前均行 MRS 常规检查，术后

第 1 天均行增强 MＲI 检查患者肿瘤切除程

度，术后均行同步放化疗 3 个月以上，术后 6

月用 Karnofsky 评分评价患者生存质量、观

察患者术后 1 年的生存率、TTP 和 PFS。 

结果  术后增强 MＲI 示观察组在肿瘤的全切

率上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术后 6 月 

Karnofsky 评分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

05）。随访 8-25 月，观察组 1 年生存率、TT

P 和 PFS 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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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RS 联合术中荧光素钠导航技术虽然

不能延长幕上高级别胶质瘤的总生存期，但

是能在保护神经功能前提下提高肿瘤切除

率，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PO-403 

非病毒载体携带 Bmk-CT 基因靶向治疗鼠 C6

脑原位胶质瘤的体内实验研究 
 

刘嘉霖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研究背景与目的  东亚钳蝎氯离子通道毒素(B

mk-CT)是神经毒素蛋白，其在脑内特异性与

胶质瘤细胞结合并抑制肿瘤细胞的迁移与生

长。由于蝎毒蛋白难以获取，以及外源性蛋

白常引起免疫反应，有学者将 Bmk-CT 基因

编码序列整合至腺病毒载体，将其注射荷瘤

鼠瘤内，发现其抑制肿瘤的生长和转移。由

于病毒载体体内注射的安全性问题，我们构

建了非病毒载体 pEGFP-N1-BmkCT，并期望

通过非病毒载体体内转染达到肿瘤抑制的效 

果。 

实验方法  非病毒载体采用阳离子聚合物 PE

I，体外转染 C6 细胞 pEGFP-N1-BmkCT 重

组质粒，观察绿色荧光蛋白标签，计算其转

染率，并与对照组转染 pEGFP-N1 空质粒，

对比 MTT 实验分析其生长抑制率。应用原位

C6 胶质瘤大鼠模型，观察 pEGFP-N1-BmkC

T 在体转染率。TUNEL 法分析空白对照组，p

EGFP-N1-BmkCT 基因治疗组，pEGFP-N1

空质粒组肿瘤冰冻切片组织凋亡情况，免疫

荧光、免疫组化与 Western Blot 检测分析 Cs

pase-3、Bax、cyc-c 及 p-ERK 基因转染区域

的表达情况。 

结果  非病毒载体 PEI 转染 pEGFP-N1-BmkC

T 效率为 30％，MTT 结果观察 BmkCT 对细

胞活力抑制率为 20％。体内转染 BmkCT

后，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基因治疗组与空质粒

组，在转染区 TUNEL 检测红色荧光显著增

多，基因治疗组肿瘤细胞凋亡增加；免疫荧

光观察基因治疗组 Cspase-3、Bax 表达水平

增高;免疫组化和 Western Blot 检测同样证实

Cspase-3、Bax、cyc-c 表达水平增高，p-ER

K 蛋白表达量降低。 

结论  非病毒载体 PEI 转染基因 Bmk-CT 在体

内外获得转染率一致，能够高效在胶质瘤细

胞表达毒素蛋白，并对体内外胶质瘤的产生

抑制作用，为进一步靶向基因治疗提供有意 

义的思路。 

 
 
PO-404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入路术中术后脑脊液鼻

漏的处理 
 

王宇 张林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入路术中术后

脑脊液鼻漏的处理策略，回顾临床资料，文

献复习及总结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7 例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

入路术中术后发生脑脊液鼻漏的临床资料，

并术后随访 5～10 个月。其中鞍结节脑膜瘤

2 例，脊索瘤、视神经胶质瘤、上斜坡转移性

腺瘤各 1 例，垂体腺瘤 22 例。全部在神经内

镜下经鼻-蝶窦入路行手术治疗，术中均发现

有不同程度脑脊液鼻漏，予以自体脂肪组

织、阔筋膜或人工硬脑膜、带蒂黏膜瓣及生

物蛋白胶等多层材料封堵漏口，修补鞍底，

并用膨胀海绵或注水的导尿管球囊填塞鼻蝶

窦腔。术后 3～5 天拔出膨胀海绵或球囊，若

发生再漏，予以绝对卧床 2 周、药物脱水降

颅压或腰大池持续引流等处理。 

结果  经过术中、术后及时有效处理，均于术

后 5 天～1 个月康复出院，门诊及电话随访

5～10 个月，全部无脑脊液鼻漏再发生。 

结论  神经内镜能为术者提供全景视野，并能

从多角度发现残余肿瘤，提高肿瘤切除率。

明亮的照明及高清晰显像视频能够及时地发

现微小的脑脊液漏口，经过术中内镜下严密

细致多层封堵，术后有效对症处理，能够明

显改善脑脊液鼻漏的预后。 

 
 
PO-405 

小脑桥脑角肿瘤手术的面神经保护 
 

范涤 林军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小脑桥脑角肿瘤术中面神经的保护

技术，分析电生理监测对患者术后神经功能

保留的重要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间 89 例小脑桥脑角肿瘤手术患者的

临床资料。手术全部采用枕下入路，显微外

科切除肿瘤，均行神经电生理监测，术后所

有病例随访 12～36 个月，对面神经功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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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结果  肿瘤全切除 88 例 (98.9％)；次全切除

(大于 90％) 1 例(1.1％)。其中面神经解剖保

留 86 例(96.6％)。面神经功能状态 H-B 分级

I、Ⅱ级 59 例(66.3％)，Ⅲ、Ⅳ级 21 例(23.

6％)，V、VI 级 9 例(10.1％)。 

结论  熟练的显微外科技术是面神经保护的关

键。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下能够取得良好的

肿瘤切除率，可显著提高面神经解剖和功能

保留率，改善患者术后生存质量。 

 
 
PO-406 

MRI 与 Dyna-CTA/3D-DSA 影像融合在鞍旁

跨颅中后窝肿瘤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韦可 姚国杰 龚杰 杜威 李成才 陈大瑜 肖炳祥 马廉亭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目的  探讨 MRI 与 Dyna-CTA/3D-DSA 影像

融合在鞍旁跨中后颅窝肿瘤切除手术中的应

用价值。 

方法  5 例跨中、后颅窝的鞍旁肿瘤，其中三

叉神经鞘瘤 2 例，脑膜瘤 2 例，胆固醇样肉

芽肿 1 例，术前行 MRI 与 Dyna-CTA/3D-DS

A 三维影像融合，了解肿瘤与毗邻血管关系，

其中 2 例将融合的数据通过 Dicom 格式输入

导航系统，在神经导航及电生理监测下行肿

瘤切除术。 

结果  5 例患者手术顺利完成，术后除 1 例外

展神经麻痹未改善外余原有颅神经损害均恢

复，且无并发症，MRI 复查显示肿瘤完全切

除。 

结论  术前 MRI 与 Dyna-CTA/3D-DSA 三维

融合影像，尤其是动态融合影像上，可在融

合影像的冠状位、矢状位与轴位上从前到

后、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了解肿瘤与毗邻血

管关系，有助于减少手术对血管损伤，提高

手术的全切率与安全性。 

 
 
PO-407 

磁源性影像定位语言功能区在相关脑肿瘤手

术中的应用 
 

杨纶先 吴婷 张岩松 杨露 张玉海 胡新华 杨坤 邹元杰 

马骏 刘宏毅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磁源性影像定位语言功能区在相关 

脑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6 月至 2012 年 4

月收治 30 例影像学表现为语言功能区或附近

肿瘤患者，其中男性 23 例,女性 7 例,平均年

龄 44.5 岁,平均病程 202 天。临床表现:癫痫

发作 14 例,头痛 11 例,其中伴呕吐 2 例,语言

障碍 5 例,记忆力下降 4 例,反应迟钝 3 例,头

晕、肢体麻木、无力、各 2 例,胶质瘤术后、

神经节细胞瘤术后各一例。常规行影像学和

脑磁图检查，予以文字、图片等相关刺激,在

轴位、冠状位及矢状位上与 MRI 结合形成磁

源性影像,行语言功能区定位，了解肿瘤区域

与语言功能区的相互毗邻关系,据此设计手术

方案。对 30 例患者行肿瘤切除,其中根据影像

学表现术中结合神经导航 10 例予以语言功能

区和肿瘤边界精确定位，行语言功能区重点

保护和肿瘤最大限度切除,术前和术后语言功

能区进行临床和影像学评价。 

结果  本组 30 例患者脑磁图显示患侧语言功

能区和肿瘤的位置关系:语言功能区位于肿瘤

的后方 8 例,后上方 5 例,下方和外侧各 3 例,

前上方 2 例,外上方、外下方、外后方、前

方、前下方、后下方、内侧各一例,肿瘤与语

言功能区相对较远 2 例,同侧语言功能区未激

活或明显减弱、对侧激活 3 例。术后影像学

显示语言功能区保存良好，无一例出现语言

功能障碍加重,术前语言功能障碍 5 例中完全

恢复正常 2 例，好转 2 例,同术前一例，反应

迟钝 3 例中好转一例,无变化 2 例.病理:神经上

皮肿瘤 27 例, 包括低度恶性胶质瘤（WHO II

级）11 例，WHOII- III 级 2 例, WHOIII 级 7

例, WHOIII-IV 级 5 例,高度恶性胶质瘤(WHOI

V 级)2 例，，转移性腺癌 1 例，脑膜瘤 1

例，海绵状血管瘤 1 例。 

结论  磁源性影像是无创性脑功能区解剖和功

能结合的较佳定位方法，可确定肿瘤部位与

语言功能区位置关系，对脑肿瘤的手术前方

案制定和术中语言功能区保护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PO-408 

室管膜下瘤的临床特点与手术治疗 
 

胡新华 陈永严 邹元杰 章文斌 张岩松 刘宏毅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回顾性分析室管膜下瘤的临床特点和手

术治疗效果，提高对室管膜下瘤的认识。 

方法  回顾 2004 年 1 月至 2014 年 9 月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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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9 例中枢神经系统

室管膜下瘤的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病理

诊断及手术治疗效果。 

结果  男性 6 例，女性 3 例；年龄 34 岁-76

岁，平均 54 岁；病程 1 周-30 年。临床表现

头昏 3 例，头痛 4 例，下肢无力 1 例，性格

异常 1 例。病灶位于右侧颞叶 1 例，左侧脑

室 5 例，右侧脑室 3 例，MRI 检查表现为 T1

等低信号 7 例，高信号 2 例，T2 等信号 6

例，高信号 3 例；增强扫描轻度强化 4 例，

无明显强化 5 例。9 例均手术治疗，术后影像

学检查示全切除。病理诊断均为室管膜下

瘤，除位于颞叶 1 例无微囊结构，余 8 例均

有微囊结构。8 例随访 10-109 个月,恢复良好,

无死亡病例，均未见肿瘤复发。 

结论  室管膜下瘤生长缓慢，好发于脑室系

统，认识其影像特点有助于诊断和治疗决

策，手术全切除肿瘤效果满意。 

 
 
PO-409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hypothalamic h
amartoma in children 
 

王保成 

上海新华医院 20009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haract
eristics of children with hypothalamic hamart
oma, operation treatment and gelastic epilep
sy elect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Methods  32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in pedi
atric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in Shangha
i Xinhua Hospital From 2007 August to 2014 
June, which included 21 males and 11 femal
es. Average age was about 35.56 months ol
d. The imaging manifestations of peri-operati
on period, clinical features, video EEG chan
ges and therapeutic effect of operation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nd the combinatio
n of peri-operation period of EEG and the les
ion tissue electrophysiological analysis on ge
lastic epilepsy electrophysiological mechanis
m.  
Results  In 32 patients,9 cases present with 
simple precocious puberty,9 cases with prec
ocious puberty and epilepsy,11 cases with si
mple epilepsy , 3 cases with asymptom ,1 ca
se with giant arachnoids cyst, 1 case with St
unting and 3 cases with refractory epilepsy. 
 
 
 

PO-410 

不同类型脑恶性胶质瘤治疗方法及适应症选

择 
 

傅相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10003

7 
 

我科已从事脑恶性胶质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2

5 年，已治疗各类脑胶质瘤患者近 5000 例，

是全军唯一的脑胶质瘤专病治疗中心，获与

胶质瘤相关的奖项 11 项（省部级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6 项），国家级及

省部级课题 8 项，课题经费 500 余万元，发

表 SCI 论文 20 余篇，核心期刊论文 80 余

篇。本文总结我科脑恶性胶质瘤新综合治疗

方法与适应症选择，介绍了各种治疗方法的

特点与适应症，包括 1，手术治疗特点及适应

症。2，放射治疗特点及适应症（适型与调强

放疗，伽玛刀精准放疗，碘 131 局部近距离

放疗和间质放疗技术）。3，化学治疗特点及

适应症（经股动脉插管进行的选择性和超选

择性介入化疗、经静脉的药物化疗、MGMT

指导下的选择化疗，1p19q 是否缺失的选择

性化疗、肿瘤局部间质化疗、口服药物化

疗）。4，抗肿瘤血管生成靶向治疗（贝伐珠

单抗的临床应用、适应症、选择病例、用法

用量、疗程等问题）。5，脑胶质瘤的生物治

疗（CIK 细胞免疫治疗）。 

本文根据临床大宗病例的统计对综合治疗的

组合进行了详尽探讨。综合治疗组合在临床

上是提高胶质瘤患者疗效的重要方法，但必

须根据患者的病情和个体差异做出综合判

断，下面仅是一般情况下一般原则的组合治

疗：组合方法 1、初次手术后的高级别肿瘤患

者：手术+适型调强放疗+动脉介入化疗。2、

复发的高级别胶质瘤再次手术后的患者：手

术+伽玛刀放疗+动脉介入化疗。3、不能再次

手术的复发高级别胶质瘤患者：伽玛刀放疗+

CIK 细胞免疫治疗+贝伐单抗治疗。4、不能

手术的初发的高级别肿瘤者：适型调强放疗

或适型调强放疗+静脉化疗+CIK 细胞免疫治

疗+贝伐单抗治疗。5、肿瘤复发后不能再手

术的多部位、弥散性高级别肿瘤（包括种

植、转移者）：动脉介入化疗+CIK 免疫细胞

治疗+贝伐单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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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11 

丘脑病灶微创手术策略及疗效分析 
 

董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15004 

 

目的  探讨内镜辅助的微创显微手术切除丘脑

病灶的策略、技术方法及其疗效。  

方法  7 例病灶主体位于丘脑的患者，采用内

镜独立或内镜辅助显微手术切除。病理类别

分别为胶质瘤、脑膜瘤、脑脓肿、海绵状血

管瘤等。分别经纵裂、脑室额角、顶上小叶

皮层等入路手术，均在神经导航下设计手术 

入路及进行术中导航确认。  

结果  7 例丘脑病灶全切 4 例，2 例胶质瘤因

侵及功能区传导束而次全切，1 例脑脓肿行穿

刺引流后治愈。术前伴明显脑积水者 3 例，

术后脑积水消退。1 例患者术后二天残腔出

血，再次手术清除血肿，予营养神经并高压

氧治疗后改善。  

结论  丘脑病灶位置深在且毗邻功能区及重要

神经血管结构，安全全切较为困难，微创显

微手术辅以神经内镜能对手术野进行充分有

效的暴露；通过对术前腰大池引流、术中释

放脑脊液，可有效降低颅内压，增加手术显

露空间；术中神经内镜辅助有利于观察显微

镜下死角，此外切瘤设备的进步，如接触式

激光刀等应用有助于提高肿瘤安全全切除

率。 

 
 
PO-412 

PKCα 相关信号通路因子在垂体 GH 腺瘤原

代培养细胞模型中表达、作用及调节机制研

究 
 

陈曦 陈四方 谭国伟 王占祥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证实 PKCα 及其相关信号通路因子表达

于人垂体 GH 腺瘤细胞胞内。探究 PKCα 相

关信号通路因子在垂体 GH 腺瘤原代培养细

胞模型中的作用及调节机制  

方法  收集 5 例垂体生长激素腺瘤患者术中切

除肿瘤组织，同时行原代细胞培养及常规石

蜡包埋切片，免疫荧光及免疫组化法检测 PK

Cα、CREB、ERK1/2 蛋白的表达情况。使用

PMA、Safingol 及两者联合分别干预原代培

养的人垂体 GH 腺瘤细胞，GH-Elisa 检测各

实验分组细胞分泌 GH 水平变化，CCK-8 检

测各实验分组细胞活性变化，Western blot 检

测 PKCα、CREB、ERK1/2 蛋白磷酸化水平

变化  

结果  免疫组化及免疫荧光法证实 PKCα 及 E

RK1/2 主要表达于胞质。CREB 主要表达于

胞核，不同样本之间表达水平存在个体差

异。加入 PMA 后，细胞 GH 分泌及活化增殖

水平上调，p-PKCα、p-CREB 以及 p-ERK1/

2 的磷酸化水平均呈不同程度上调趋势；而加

入 Safingol 后，细胞 GH 分泌及活化增殖水

平下降，p-PKCα、p-CREB 以及 p-ERK1/2

的磷酸化水平均呈不同程度下降趋势。联合

使用 PMA 及 Safingol 后，较之单纯使用 PM

A，细胞 GH 分泌及活化增殖水平下降，p-C

REB 以及 p-ERK1/2 均呈不同程度下降趋

势；但较之单纯使用 Safingol，细胞 GH 分泌

及活化增殖水平上调，p-CREB 以及 p-ERK1

/2 均呈不同程度上调趋势，上述 p 值均<0.0

5，存在统计学差异。  

结论  PKCα、CREB、ERK1/2 均表达于人垂

体 GH 腺瘤细胞内，且表达水平存在个体差

异。在原代培养的人垂体 GH 腺瘤中，激活 P

KCα 不仅可轻微提高 CREB 的磷酸化水平并

部分促进 GH 分泌的效应，同时可提升 ERK1

/2 的磷酸化水平并增强细胞的增殖效应。 

 
 
PO-413 

垂体腺瘤卒中对经鼻蝶入路手术的指导价值 
 

肖德勇 1 王占祥 1 谭国伟 1 黄银兴 2 赵琳 2 王守森 2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垂体腺瘤卒中囊变的术前 MRI 评估

对经鼻蝶入路手术的指导意义。 

方法  连续收集 83 例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垂

体腺瘤，根据术前 MRI 分为 3 组：实质性

组、伴囊变但无液平面组、囊变并伴有液平

面组。分析三组之间的临床手术特点。 

结果  实质性腺瘤 40 例，囊变但无液平面 19

例，囊变并伴有液平面 24 例，三组中血供较

丰富者分别为 17 例（42.5%）、13 例（68.

4%）、16 例（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囊变并伴有液平面的垂体腺瘤

与周边粘连更严重，肿瘤全切除率明显较实

质性腺瘤低（P＜0.05）。而脑脊液漏发生率

和术后尿崩，三组之间无差异（P＞0.05）。 

结论  多数囊变的垂体腺瘤血供较丰富，与周

边粘连更明显，尤其伴有液平面形成者，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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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时容易残留，肿瘤全切除率较低，术中更

须耐心仔细，术后更需要动态复查。 

 
 
PO-414 

乙状窦后入路内听道后壁磨除安全范围的影

像学研究 
 

李鑫 陈刚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应用高分辨率 CT 观测成人内听道及其

相关解剖结构，为乙状窦后入路治疗治疗听

神经瘤提供解剖学依据。 

方法  筛选 2012 年 6 月至 2016 年 3 月苏州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经高分辨 CT 颅骨薄层扫描

显示桥小脑角、内听道及迷路结构均正常的 1

00 例共 200 侧成人 CT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在影响学图像外侧半规管层面上观测：

总脚最外侧缘点 A；颞骨岩面距离总脚最外

侧缘最短距离的点 B；内听道后唇最后缘点

C；内听道后壁最后缘点 D；以及各点形成的

长度 AB，AD，BC，BD ，CD 的长度，∠BC

D 及∠CBD 的度数，△BCD 的面积及四边形

ABCD 的面积。 

结果  200 侧内听道 CT 资料相关参数 AB 为 4.

58（SD  0.93）mm；BC 为 7.65（SD  1.8

1）mm；BD 为 6.27（SD  1.05）mm；∠C

BD 为 52.6（SD  10.2）度；△BCD 为 18.09

（SD6.34）mm2；四边形 ABCD 为 27.52

（SD 8.92）mm2；以上参数左右两侧没无明

显差异。AD 左侧为 4.08（SD0.81）mm，右

侧为 4.25（SD  0.80）mm，P=0.005；CD

左侧为 5.98（SD1.23）mm，右侧为 5.75

（SD  1.23）mm， P=0.027。∠CBD 左侧

为 48.7（SD8.6）度，右侧为 46.0（SD  8.

6）度，P=0.002。 

结论  高分辨率 CT 能够良好的显示内听道、

迷路等结构的形态走形，熟悉其解剖学关

系，在乙状窦后入路下可充分显露内听道并

且保护迷路等结构，尽可能留存听力。 

 
 
PO-415 

SSTA 疗效与 PKCα 相关信号通路的相互作

用 
 

陈曦 陈四方 谭国伟 王占祥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究 SSTA 疗效与 PKCα 相关信号通路

因子的关系  

方法 使用 SSTA 干预 7 例原代培养的人垂体

GH 腺瘤细胞，GH-Elisa 检测各实验分组细

胞分泌 GH 水平变化，CCK-8 检测各实验分

组细胞活性变化，Western blot 检测 PKCα、

CREB、ERK1/2 蛋白磷酸化水平变化。  

结果 7 例样本中，SSTA 治疗有效 5 例，无

效 2 例。5 例治疗有效样本中，SSTA 干预

后，细胞 GH 分泌及活化增殖水平下降，同

时 p-PKCα、p-CREB 以及 p-ERK1/2 均呈不

同程度下降趋势。  

结论 SSTA 作用于原代培养的人垂体 GH 腺

瘤细胞后，细胞的 GH 分泌及增殖活性下降

水平存在个体差异，SSTA 治疗有效样本胞内

p-PKCα、p-CREB 以及 p-ERK1/2 均呈不同

程度下降趋势。鉴于不同原代样本间存在较

大个体差异，上述结论尚需扩充例数以便进

一步研究证实。  

 
 
PO-416 

垂体腺瘤卒中对围手术期腺垂体功能的影响 
 

肖德勇 1 王占祥 1 谭国伟 1 黄银兴 2 赵琳 2 王守森 2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分析垂体腺瘤卒中囊变及囊内液平面征

象对经蝶手术前后腺垂体功能变化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9 例无功能性垂体腺瘤患

者的临床及内分泌资料，根据术前 MRI，分

为实质性组(n=37)、囊变无液平面组(n=19)、

囊变伴液平面组(n=23)共 3 组，比较 3 组之

间腺垂体内分泌激素变化情况。 

结果  ①本组 79 例中，术前垂体功能低下 52

例（占 65.8%），术后 1 周为 60 例（75.

9%），术后 4 个月 22 例（27.8%），术后 4

个月垂体功能低下情况明显改善。②囊变伴

液平面组的术前、术后 4 个月垂体促性腺激

素轴功能低下发生率分别为 82.6%和 43.5%,

均明显高于实质性组和囊变无液平面组（P<0.

05）。③三组之间，手术前后的垂体 ACTH

轴、促甲状腺激素轴功能低下，以及高催乳

素血症发生率情况均无明显差别（P>0.0

5）。 

结论  卒中囊变伴液平面形成的垂体腺瘤，其

术前垂体功能低下较多见，以促性腺激素轴

最常见，术后垂体功能恢复相对不理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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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手术有助于中远期的垂体内分泌激素功能

改善。 

 
 
PO-417 

垂体 GH 腺瘤内 PKCα、ERK1/2 与 gsp 癌

基因的关联 
 

陈曦 陈四方 谭国伟 王占祥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研究人垂体生长激素腺瘤组织中 PKC

α、ERK1/2、gsp 癌基因的个体表达差异，并 

分析三者的表达关联性。  

方法 收集 21 例垂体生长激素腺瘤患者术中切

除肿瘤组织，行免疫组化检测 PKCα、ERK1/

2 在组织内的表达情况；另同时提取组织 DN

A 行 PCR 反应，随后检测 Gsp 癌基因表达情

况。  

结果 21 例标本中，Gsp 癌基因阳性 8 例，G

sp 癌基因阴性 13 例；PKCα 表达阳性 12

例，阴性 9 例；ERK1/2 表达阳性 11 例，阴

性 10 例。8 例 Gsp 癌基因阳性标本中，PKC

α 表达阳性 5 例，阴性 3 例；ERK1/2 表达阳

性 5 例，阴性 3 例。13 例 Gsp 癌基因阴性标

本中，PKCα 表达阳性 7 例，阴性 6 例；ER

K1/2 表达阳性 6 例，阴性 7 例。12 例 PKCα

阳性表达标本中，ERK1/2 表达阳性 10 例，

阴性 2 例；9 例 PKCα 阴性表达标本中，ER

K1/2 表达阳性 1 例，阴性 8 例。  

结论 人垂体生长激素腺瘤内 PKCα 的表达与

ERK1/2 的表达呈正相关性，而 PKCα 及 ER

K1/2 的表达与 Gsp 癌基因阳/阴性无明显相关

性。  

 
 
PO-418 

垂体 GH 腺瘤 SSTA 药物及经蝶手术疗效的

影响因素分析 
 

陈曦 陈四方 谭国伟 王占祥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垂体 GH 腺瘤 SSTA 药物及经蝶手

术近期疗效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1 例药物及手术联合治疗

的垂体 GH 腺瘤患者完整资料，根据性别、

病理类型、肿瘤体积、侵袭性等进行分类，

分析垂体 GH 腺瘤 SSTA 药物治疗效果及术

后缓解率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全组病例 SSTA 药物治疗后 54.2%患者

GH 抑制率<50%，以性别、病理类型、肿瘤

体积、肿瘤侵袭性 4 项因素分别行 χ2 检验 P

值均>0.05，无统计学差异。全组病例总体缓

解率 37.40%，以性别、病理类型 2 项因素行

χ2 检验 P 值均>0.05，无统计学差异；以 SS

TA 药物治疗效果、肿瘤体积、肿瘤侵袭性 3

项因素分别行 χ2 检验 P 值<0.05，存在统计

学差异  

结论  SSTA 药物治疗效果与性别、病理类

型、肿瘤体积及侵袭性无明显相关性；SSTA

药物治疗效果、肿瘤体积及侵袭性是术后缓

解率的影响因素。 

 
 
PO-419 

垂体腺瘤囊变及液平面形成的 MRI 特征及临

床相关因素分析 
 

肖德勇 1 王占祥 1 谭国伟 1 赵琳 2 黄银兴 2 王守森 2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阐释垂体腺瘤囊变及液平面形成的 MRI

影像特征，探讨其病理发生机制及临床相关

因素。 

方法  连续收集 83 例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垂

体腺瘤，进行术前 MRI 检查评估，结合手术

病理进行研究。 

结果  MRI 影像上，19 例无伴液平面的囊变

区多表现为：T1WI 低或稍低信号，T2WI 高

信号；24 例液平面上/下信号表现为：T2WI

上呈高/低信号 19 例，高/等信号 4 例，低/等

信号 1 例；T1WI 上仅 7 例发现液平面，其中

高/等信号 4 例，高/略高信号 2 例，略低/等信

号 1 例。垂体腺瘤囊变及液平面形成与肿瘤

高度、侵袭性有关（P＜0.05），多见于催乳

素型（PRL）、促性腺皮质激素型（FSH/L

H）、无功能型和多激素型腺瘤，而与性别、

肿瘤侧方生长程度（Knosp-Steiner 分级）无

关（P＞0.05）。 

结论  垂体腺瘤囊变有 2 种病理机制：肿瘤缺

血坏死、瘤体出血。液平面形成主要是因瘤

内出血后，血肿衍化吸收沉淀所致。术前对

垂体腺瘤囊变及液平面的 MRI 评估，有助于 

对肿瘤生长方式及行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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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20 

垂体大腺瘤导航辅助下内镜经蝶手术 20 例分

析 
 

陈曦 陈四方 谭国伟 王占祥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垂体大腺瘤导航辅助下内镜经蝶手

术策略、技巧及术后并发症处理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 例垂体大腺瘤导航辅助

下内镜经蝶手术病人的临床资料，对手术切

除程度、术后症状、激素水平变化及并发症

处理等进行总结和分析。  

结果  术后病理结果显示：无功能性腺瘤 15 

例，泌乳素腺瘤 3 例，生长激素腺瘤 2 例。

功能性垂体腺瘤病人术后激素水平均不同程

度下降。术后并发一过性尿崩症 5 例，脑脊

液鼻漏 2 例，无死亡或严重并发症病例。术

后 3 个月行 MRI 复查肿瘤全切除 7 例，次全

切除 7 例，部分切除 6 例。  

结论  对单纯经蝶或经颅入路均无法顺利全切

或术后随访肿瘤复发的垂体大腺瘤病例，导

航辅助下内镜经蝶手术应作为首选治疗方

案。 

 
 
PO-421 

脑转移瘤治疗方案选择与预后的关系 
 

弓凯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61003 

 

目的  分析不同治疗方案对脑转移瘤预后的影

响。  

方法  （1）对 90 例脑转移瘤进行回顾性分析

和电话随访，利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

率和总体样本的中位生存期，通过 log-rank

检验和 Cox 比例模型，比较单纯手术治疗、

手术+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tereotactic Radio

surgery，SRS）组、单纯 SRS 治疗与姑息

治疗组间生存期差异。（2）利用 Cox 模型的

多因素分析，对年龄、性别、原发灶的控制

情况、脑转移瘤的大小和数量、术前 KPS 评

分、手术切除程度、有无颅外转移、是否行

全脑放射治疗、是否针对原发灶行放化疗等

因素对生存期的影响进行检验，筛选影响生

存时间的主要风险因素。所有统计工作均借

助 SPSS 19.0 完成。  

结果  本组男性 52 例，女性 38 例，平均年龄

62 岁，以≥60 岁老年人居多。原发灶以肺癌

多见（53 例，占 58.9%），其次为乳腺癌

（10 例，占 11.1%）。失访患者 10 例，现

存活患者 10 例，总样本中位生存期 6 个月。

手术全切组（29 例）、SRS 治疗组（26

例）、姑息治疗组（25 例）MST 分别为 11

个月、10 个月和 2 个月，其中，手术全切组

和立体定向外科治疗组的生存期显著长于姑

息治疗组（P＜0.001）。脑转移灶直径≥3cm

者，手术组的生存期长于单纯 SRS 组（P=0.

022， MST 11m VS 4m），手术联合 SRS

治疗组的生存期长于单纯手术组（P=0.001, 

MST 15m VS 9m）。KPS 评分＜70 分、原

发灶未切除、原发灶未行放化疗、脑转移瘤

未行手术及 SRS 治疗是缩短患者生存期四项

主要风险因素（P<0.001）。  

结论  在脑转移瘤的治疗中，通过多学科合作

使原发灶得到有效控制、对较大的可全切病

灶采用显微外科手术全切除以及术后联合 

SRS 治疗有利于延长患者生存期。 

 
 
PO-422 

侧脑室三角区脑膜瘤切除术后局限性脑积水

的治疗体会 
 

弓凯 叶永造 刘希尧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61003 

 

目的  总结三角区肿瘤的治疗经验，加深对侧

脑室三角区手术后并发症的认识。  

方法  回顾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 7 例

侧脑室三角区脑膜瘤病人的手术治疗资料，

探讨术后侧脑室局限性脑积水的病因，及预

防治疗对策。  

结果  7 例患者，2 例显示患侧脑室少许积血,

1 例在右侧侧脑室三角区脑膜瘤切除术后出现

右侧侧脑室枕角及颞角扩张，保守治疗无

效，经两次手术分别打通侧脑室枕角、颞角

和侧脑室体部的沟通，以及右侧侧脑室颞角

皮层造瘘，疗效仍不佳，后经右侧侧脑室颞

角植入 Ommaya 囊，定期抽液，患者病情好

转。随访半年，恢复正常生活。  

结论  侧脑室三角区沟通侧脑室体部及颞角和

枕角，此处手术易引起局限性脑积水,应避免

止血材料的过度使用。如出现局限性脑积

水，早期安装引流装置，避免脑水肿与脑积

水相互加剧，可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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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23 

老年垂体腺瘤临床特点及手术治疗风险评估 
 

弓凯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61003 

 

目的  分析 60 岁以上老年垂体腺瘤患者的临

床特点及手术治疗风险因素。  

方法  对手术加病理证实的年龄≥60 岁老年垂

体腺瘤 33 例进行回顾性研究，对年龄、性

别、临床表现、术前主要基础疾病、肿瘤大

小、质地、侵袭性、ASA 分级、手术入路选

择、手术切除程度, 术后并发症、术后恢复及

随访结果，应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卡方或

非参数秩和检验。  

结果  本组 33 例垂体腺瘤患者占同期 135 例

患者 24%，其中男性 21 例，女性 12 例。年

龄 60~80 岁，平均 70 岁。临床症状视物模糊

占 54%，头晕 51%，头痛 27%。33 例中，

微腺瘤 1 例，大腺瘤 32 例，侵袭性腺瘤 23

例；功能性垂体腺瘤 4 例，包括 PRL 型 3

例、GH 型 1 例，无功能性垂体腺瘤(NFPAs)

29 例。常见的伴发病依次为高血压(58%)、

冠心病 (24%)、白内障 (18%)、糖尿病 (1

5%)、脑梗塞(12%)、33 例患者术前 ASA 分

级 I 级 8 例(24%)，II 级 14 例(42%)，III 级 9

例(27%),IV 及与 V 级各例(3%)；手术入路经

鼻蝶入路 24 例，右翼点入路 7 例，右眶上锁

孔入路 2 例。镜下全切 15 例(45%)，次全切

12 例(36%)，部分切除 6 例(18%)；术后 15

例(46%)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尿崩 8

例(24%)，其中低钠血症 6 例(18%)，垂体功

能低下 6 例(18%)，术区出血 2 例(6%)，脑脊

液鼻漏、动眼神麻痹及脑梗各 1 例，围手术

期无死亡病例。住院时间从 8 到 30 天，平均

17.8 天。侵袭程度、肿瘤质地对瘤体全切率

有影响(p=0.008,0.034)。年龄、侵袭程度、

手术入路对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有关(p 分别为

0.037，0.034，0.047)，经鼻蝶手术在住院天

数上有明显优势(p= 0.015)。  

结论  老年垂体腺瘤男性多见，以无功能性垂

体腺瘤居多，其内分泌和/或颅压高症状不典

型，易被延误诊治。确诊时，多数肿瘤体积

已相当大或呈侵袭性生长。根据瘤体大小、

发展方向、质地等因素可以选择不同的手术

入路，经鼻蝶入路在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住院天数方面有明显优势。肿瘤质

地和侵及海绵窦是影响肿瘤全切的重要因

素。未全切者术后行药物和/或立体定向放射

外科治疗，可避免再次手术，提高远期疗

效。 

 
 
PO-424 

垂体瘤伴腺垂体功能减退症术后尿崩合并低

钠血症的处理 
 

朱宏伟 刘希尧 王占祥 谭国伟 马永会 弓凯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3 

 

目的  随着内镜技术的发展，目前经鼻腔内镜

下切除垂体瘤已经成为主要的治疗手段，在

治疗逐渐微创化的今天，术后并发症的有效

控制的重要性不亚于和手术方式的微创化。

对于垂体瘤伴腺垂体功能减退症的病人术后

更容易出现水电解质紊乱，其治疗关系到手

术治疗效果及病人的预后。本文主要探讨垂

体瘤伴腺垂体功能减退症术后尿崩合并低钠

血症的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  

方法  分析 2014-2015 年间 5 例垂体瘤伴腺垂 

体功能减退症经鼻内镜下手术切除后尿崩合

并低钠血症的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总结

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结果  本组男 3 例，女 2 例，年龄 38～58 岁 ,

平均 48.7 岁。术前激素检查显示 3 例为继发

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2 例为继发性甲状腺

功能减退，均调整至正常水平后手术。5 例病

人均行经鼻内镜下鞍区肿瘤切除术，全切除 2

例，次全切除 1 例（侵犯海绵窦），术中切

除肿瘤后明确看到垂体柄 3 例，2 例不确切。

其中明确看到垂体柄 1 例中在肿瘤切除中对

其骚扰较大。所有肿瘤术后病理诊断及免疫

组化均证实为非功能性垂体瘤。术后常规地

塞米松 10mg 静脉应用，3 天后减量至 5m

g，一周左右停用。术后低钠血症合并尿崩均

发生在术后 2～3 天内，病程 5～12 天，平均

 8. 3 天。临床表现为精神萎靡、厌食、 恶心

等。术后第一天复查激素水平均在正常范围

内。尿量最多达 650ml/h , 平均 210ml/h，24

h 尿量为 3100～5800ml, 平均 5040 ml。所

有病人手术前及手术后早期血钠均正常。低

钠血症出现时间多数比尿崩晚 2～3 d，全部

患者血钠均低于 130 mmo l /L，最低者仅 10

5 mmol /L。血浆渗透压均低于 270 mosm /

L，最低者仅 230 mosm /L。所有病人早期行

补钠和弥凝处理，效果欠佳，后给予氢化可

的松静脉滴注处理后血钠明显改善，在 2～4

天内血钠恢复至正常水平，后逐渐改为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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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口服，术后 1 个月随访时血钠及激素水平

均在正常范围。  

结论  垂体瘤伴腺垂体功能减退症术后出现尿

崩合并低钠血症时单纯补钠或应用弥凝控制

尿量时若效果不满意时需要注意糖皮质激素

的补充，尤其在术前有已有垂体功能减退的

病人停用激素不能过快，术后激素水平正常

并不能排除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  

 
 
PO-425 

术中全麻唤醒下脑功能区胶质瘤切除手术初

探 
 

谭国伟 陈四方 郭剑峰 王占祥 杨华凌 陈振毅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全麻唤醒状态下脑功能区胶质瘤的

定位切除方法及技术，为研究脑功能区胶质

瘤微创手术切除及其神经功能保留提供经

验。  

方法  对 6 例脑功能区脑实质内占位性病变病

人进行经鼻喉罩插管、在全麻下神经导航引

导进行病变精确解剖定位，设计最佳手术入

路，同时对头皮切口相关神经进行局部阻

滞，然后切皮开颅，在锯开颅骨瓣后再次用

神经导航确认病变位置，切开硬脑膜，对患

者进行术中麻醉唤醒，在清醒状态下，通过

皮质诱发电位及皮质电刺激等方法进行脑功

能区定位，在保护好脑功能区的前提下最大

程度切除脑内病变，待功能区病变切除后再

在恢复至全麻状态下关颅。  

结果  6 例病人手术过程中经过喉罩插管下全

麻-术中唤醒麻醉-再全麻均顺利，其中 5 例安

全顺利唤醒麻醉手术中拔管和再插管，1 例因

术中出现不明原因的颅内压增高而放弃。唤

醒麻醉后脑功能区通过采用皮质电刺激和皮

质诱发电位等神经电生理技术得到定位，致

使脑内病变得到最大程度切除，术后无相关

神经功能障碍并发症发生，术前相关神经功

能障碍均得到明显改善，病人术后无痛苦回

忆。  

结论  对于脑功能区胶质瘤患者通过全麻唤醒

状态下利用皮质电刺激和皮质诱发电位进行

定位脑功能区手术，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切除

脑功能区病灶和提高患者术后生存质量。 

 
 
 
 

PO-426 
Surgery strategy guided with intraoperati
ve electrocorticography in low-grade glio
ma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eizures  
 
Chen Guorong 
Affiliate No 1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3
50005 
 

Objective  Here we retrospectively reported 
surgery strategy based on the intraoperative 
ECoG monitoring.  
Methods  A series of 108 patients with LGG
s presenting the onset of refractory seizures 
was includ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 group Ⅰ, all patients underwent g

ross tumor resection combing with resection 
of epilepsy areas guided with intraoperative 
electrocorticography (ECoG), while patients i

n group Ⅱ underwent gross tumor resection.

 Tumor location, tumor side, tumor size, seiz
ure-onset feature, seizure frequency, seizure
 duration, preoperative anti-epilepsy drug the
rapy, intraoperatitve electrophysiological mo
nitoring, postoperative Engel class and histol
ogical tumor type were analysed between tw
o groups.  

Results  In group Ⅰ, 96.30% of patients ach

ieved satisfactory postoperative seizure cont
rol (Engel Class I or II), while 77.78% in grou

p Ⅱ (p<0.05). Intraoperative ECoG monitori

ng indicated that in the patients with tempora
l tumors, most of the epileptic discharges we
re detected at the anterior part of temporal lo
be (86.7%). However, in the patients with fro
ntal tumors, most of epileptic discharges wer
e detected at the peri-tumor tissues (63.6%).
 In patients with parietal lobe tumors, peri-tu
mor epileptic discharges were found accomp
anying with frontal and temporal epileptic dis
charges.`In these patients with epilepsy disc
harges locating at the anterior part of tempor
al lobe, satisfactory postoperative seizure co
ntrol (93.3%) was achieved after resection of
 tumor and anterior part of temporal lobe.  
Conclusion  Intraoperative ECoG monitorin
g provides the exact location of epileptogeni
c area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posto
perative seizure control of LGGs. And in tem
poral LGGs patients, resection of anterior te
mporal lobe with epileptic discharges was su
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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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27 

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小骨窗开颅手术治疗听神

经瘤 
 

刘希尧 王占祥 叶永造 朱宏伟 肖德勇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61003 

 

目的  探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小骨窗开颅手术

治疗听神经瘤的方法和手术效果。  

方法  36 例听神经鞘瘤均采用单侧乳突后直切

口,行枕下乙状窦后小骨窗(2.5～3 cm×3.5～4.

0 cm)开颅,应用显微神经外科技术进行肿瘤切

除,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肿瘤切除后严密缝

合封闭硬脑膜,骨瓣复位，不置引流管。  

结果  本组病例全切或近全切 34 例,大部分切

除 2 例,面神经解剖保留 31 例,面神经功能保

留 22 例,无死亡。  

结论  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小骨窗开颅术治疗听

神经瘤, 是一种安全和有效的方法,可做到肿瘤

全切除,并能有效地保护重要神经结构及其功

能,严密缝合封闭硬脑膜和骨瓣复位可达解剖

复位,减少并发症。 

 
  
PO-428 

枕大孔区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陈建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探讨枕大孔区肿瘤的临床特点、显微手

术技巧和治疗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3 例经显微手术治疗的枕

大孔区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采用远外侧入路 11 例,枕下后正中入路

12 例。病理类型：脑膜瘤 10 例,神经鞘瘤 8

例,血管网织细胞瘤 3 例，胆脂瘤、脉络丛乳

头状瘤各 1 例。肿瘤全切除 21 例（91.3%）,

次全切除 2 例（8.7%）,无手术死亡。术后症

状全部缓解 16 例,明显好转 7 例。随访 1-3 年,

其中无任何症状 18 例,遗有轻度颅神经功能障

碍 4 例,生活自理 1 例。 

结论  采取适合的手术入路及显微手术技巧可

显著提高枕大孔区肿瘤的全切率及临床疗

效。 

 
 
PO-429 

蝶骨嵴内侧型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探讨 
 

陈建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探讨蝶骨嵴内侧型脑膜瘤的临床特点、

显微手术治疗策略与疗效，总结临床治疗经

验。 

方法  对 36 例蝶骨嵴内侧型脑膜瘤患者的临

床表现、影像学资料、治疗方法和疗效进行

回顾性分析。肿瘤直径 2.5-9.3cm，平均直径

5.6cm。经翼点或改良翼点入路 29 例,经额下

入路切除的 7 例。 

结果  肿瘤全切除 32 例(88.9%)、次全切除 4

例(11.1%),其中 Simpson I 级 15 例(41.7%),S

impson II 级 17 例(47.2%),Simpson III 级 4 例

(11.1%)。术后平均随访 21 个月，动眼神经

麻痹 4 例,其中 3 个月后恢复 3 例,未恢复 1

例；术后偏瘫转康复治疗 2 例，无死亡病

例。 

结论  个体化的手术治疗策略、扎实的颅底解

剖知识、精细的手术技巧是提高蝶骨嵴内侧

型脑膜瘤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 

 
 
PO-430 
Not all 1p/19q intact oligodendroglial-like 
tumors are astrocytic 
 
Shi Zhifeng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Objective  Although combined  chromosom
al 1p and 19q deletion is the genetic hallmar
k defining oligodendroglioma, approximately 
30% to 40% of oligodendroglial tumors have 
intact 1p/19q as shown in most international 
series and they demonstrate aggressive clini
cal course. This group of 1p/19q intact oligod
endroglial tumors is frequently suggested to 
be astrocytic in nature with TP53 and ATRX 
mutations and remains under-investigated. I
n the present study, we provide evidence tha
t not all 1p19q intact oligodendroglial tumors 
are astrocytic through histologic and molecul
ar approaches. 
Methods  We examined 1p/19q status by FI
SH in a large cohort of 337 oligodendroglial t
umors collected from Huashan Hospital(Sha
nghai)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Hong Kong) 
diagnosed in our archives. Among these cas
es, IDH1/2, TERTp, TP53 and ATRX mutatio
n and PDGFRA expression were detected b
y sanger sequencing and IHC respectively. 
All the patients have completely followed up.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were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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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ormed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of molecul
ar features with histology diagnosis and its i
mpact on patients outcome. 
Results  Within our patients cohort, we ident
ified 134 cases(39.8%) lacking 1p/19q codel
etion which was independent associated wit
h poor prognosis across the cohort by multiv
ariate analysis. Among this 1p/19q intact olig
odendroglial tumor cohort, 58 cases(43.3%) 
demonstrated classic oligodendroglial histolo
gy which showed older patient age(p=0.01), 
better prognosis(p<0.000001), association w
ith grade III histology(p=0.009), PDGFRA ex
pression(p=0.019), TERTp mutation(p=0.00
7), as well as frequent IDH1/2 mutation. Mor
e than half of the 1p/19q intact oligodendrogl
ial tumors showed lack of astrocytic defining 
markers, p53 immunoexpression and ATRX l
oss. TP53 mutational analysis was additional
ly conducted in a subset(45 cases) of the 1p/
19q intact oligodendroglial tumors. Wild-type
 TP53 was detected in 32 cases(71.1%) whi
ch was associated with classic oligodendrogl
ial histology(p=0.045). Importantly, IDH1/2 a
nd TERTp co-occurred in 75% of 1p/19q inta
ct, TP53 wild-type oligodendrogliomas(p=0.0
12), highlighting the potential of the co-mutat
ions in assisting diagnosis of oligodendroglio
ma in tumor with clear cell morphology and n
on-codeleted 1p/19q status. 
Conclusion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n
ot all 1p/19q intact oligodendroglial tumors ar
e astrocytic and co-evaluation of IDH1/2 and
 TERTp mutation could potentially serve as a
n adjunct for diagnose and outcome predicti
on for patients with 1p/19q intact oligodendro
glioma. 
 
 
PO-431 

乙状窦后入路切除听神经瘤 24 例疗效分析 
 

郭之通 

厦门市第三医院神经外科 316000 

 

目的  听神经瘤是中枢神经系统常见的良性肿

瘤之一,其治疗有几种不同的手术入路,但枕下

乙状窦后入路应用最为广泛。本研究探讨经

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治疗听神经瘤的显微外科

技术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4 例听神经瘤患者临

床资料,均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行显微手术切

除,术中显露横窦和乙状窦,放出枕大池脑脊液,

再行显微镜下分离及切除肿瘤,分析显微手术

过程及治疗效果。 

结果  术后无 1 例患者死亡,肿瘤总体全切率 8

8%(21/24),次全切除 3 例,面神经解剖保留率

为 92.32%,面神经功能保留率为 68.7%。 

结论  掌握桥小脑角区的解剖学特征、显微手

术技巧以及电生理监测在听神经瘤切除和颅

神经功能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 

 
 
PO-432 
High expression of RAB43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and associates with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gliomas 
 
Han Mingzhi1,2,Wang Jian1,2,Li Xingang1,2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 

2.山东大学脑科学研究所 

 

Objective  RaS-related GTP-binding protein 
(RAB) fami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
ing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cellular processe
s including vesicle transport, cytoskeleton for
mation, and membrane trafficking. More rece
ntly, several RAB members have been repor
ted to promote tumorigenesis in many types 
of cancers.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aim to ex
plor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and potential fu
nction of RAB43 in gliomas.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RAB43 was est
imated by in silico analyses or immunohistoc
hemistry (IHC). Kaplan-Meier analysis was p
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possible prognostic
 value of RAB43 in gliomas. Transcriptomic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via Gene Ontology
 (GO) and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 pathways. 
Results  We found that RAB43 was up-regul
ated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rade pro
gression in glioma patients . Patients with hi
gh RAB43 displayed worse clinical outcomes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 low RAB43. RAB
43 was also highly expressed in mesenchym
al subtype and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1 (I
DH1) wild-type gliomas. Moreover, RAB43-r
elated gene sets were mainly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cell adhesion and cell migration
 process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dicated th
at RAB43 down-regulation significantly suppr
essed the migratory and invasive ability of gli
oma cells, as well as decreased the expressi
on of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
T) markers (N-cadherin, Vimentin and Snail). 
Conclusion  High level of RAB43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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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malignant p
henotype of gliomas, which suggests that R
AB43 may serve as a novel biomarker and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gliomas. 
 
 
PO-433 

松果体区肿瘤手术入路的选择 
 

郭智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  松果体区肿瘤因位置深在，周围临近重

要的神经结构，对其入路尚无大家一致推崇

的入路，本文欲就其手术入路做一探讨。 

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了从 83 年到现在所治疗

的 81 例松果体区肿瘤的手术方法、肿瘤切除

程度、术后患者的恢复状况及并发症。 

结果  本组共收治 93 例松果体区肿瘤，12 例

术前根据肿瘤的标记物确诊为生殖细胞瘤，

因放疗效果好，未与手术治疗，不在本研究

的范畴。年龄最小 11 岁，最大 52 岁，平均

36 岁，男性 47 例，女性 34 例。根据 Konov

 的松果体区肿瘤 5 类分法，我们将所收治的

肿瘤分为 4 类，他们的第 5 类即巨大型本组

无。肿瘤位于松果体区但主要在三脑室后部

者(konov 1 型)取用穿纵裂经脉络膜裂入路切

除；肿瘤体积小主要位于四叠体池者(konov 2

 型)，如果天幕与脑干的夹角大于 60 度时用

幕下小脑上入路，如小于 60 度用经枕穿幕入

路；肿瘤体积较大同时占三脑室后部和四叠

体池(konov 3 型)所用手术入路主要决定于脑

干和小脑幕的夹角，原则同上；如果肿瘤体

积更大已达侧脑室者用经枕穿幕入路。对于

良性肿瘤尽可能的全切，恶性肿瘤尽最大可

能切除。本组术后病理证实：松果体区生殖

细胞瘤 9 例，松果体细胞瘤 8 例，松果体母

细胞瘤 6 例，星形细胞瘤 7 例，室管膜瘤 2 

例，畸胎瘤 6 例，恶性畸胎瘤 5 例，脑膜瘤

8 例，海绵状血管瘤 3 例，淋巴瘤 1 例，松

果体囊肿 6 例，皮样囊肿 7 例，表皮样囊肿

8 例，胶母细胞瘤 2 例，转移瘤 2 例，1 例血

管母细胞瘤。全切 32 例，其余均大部切除。

肿瘤的无法全切，均因与周围结构粘连紧密

或已经侵入周围组织有关。无手术有关死

亡。术后 7 例出现短期的上视障碍。3 例出

现同向偏盲。 

结论  松果体区肿瘤应根据不同的肿瘤大小、

部位选择不同的手术入路；肿瘤 

的切除程度除与暴露的良好有关外，还与肿 

瘤本身的性质关系密切。 

 
 
PO-434 
The impact of inflammation factors on the
 calcification of craniopharyngioma 
 

颜 小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7 

 

Background  Previously, we reported that th

e calcification of ACP（craniopharyngiom

a） may resemble the osteogenesis/odontog

enesis, Here, we examine the effect of IL-6, 
TNF-α and OPN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AC
P cells to demon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
en calcification and inflammation 
Method  43ACP samples were tested , The 
gene and protein expression IL-6, TNF-α an
d OPN was detected by Q-PCR and Wester
n-blot.  
Result  The expression of IL-6 was significa 
ntly correlated with OPN and a positively rela
tionship with the calcification of ACP, while T
NF-α show no significantly relation with OPN
 and the ACP calcification.  
Conclusion  Our study demonstrate that, as
 an inflammation factor, IL-6 may play an im
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ACP calcificatio
n. The inflammation while combined with the
 osteoblastic differentiation may involve in th
e process of ACP calcification. 
 
 
PO-435 

颅底中线部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蒋宇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索适宜的手术入路及精细的显微外科

技巧，分析特殊类型及部位肿瘤的切除策

略，从而提高颅底中线部肿瘤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接受手术治疗的 245 例颅底中线部肿瘤患

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病变位置，其中肿瘤位

于前颅底为 94 例、中颅底为 48 例以及后颅

底 103 例；根据病变大小，中型肿瘤 2-4cm

（106 例），大型肿瘤（>4cm）139 例。分

别采用单侧额下入路，双侧额下前颅底入

路，眶颧入路，翼点入路，颞下入路，乙状

窦后入路，枕下正中入路等 7 种不同的手术 

入路方法进行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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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45 例颅底中线部肿瘤患者，216 例（8

8.2%）全切除，29 例（11.8%）次全切除，

其中脑膜瘤全切除率为 88.7%(118/133），

神经鞘瘤全切除率为 93.3%(56/60)，脊索瘤

全切除率为 65.0%(13/20)，胆脂瘤全切除率

为 96.2%(26/27)以及其他肿瘤 80.0%(4/

5）。手术后恢复良好者为 227 例（92.

7%），中重度残疾为 17 例， 围手术期死亡

为 1 例。手术后新发生颅神经功能障碍 20 例

（8.1%），与入路相关的并发症 6 例（2.

4%）。 

结论  适宜的颅底手术入路，精细优良的显微

手术技巧和正确的手术策略可以改善颅底手

术的显露，扩大手术的适应症，明显提高颅

底肿瘤的全切除率，明显降低手术死亡率，

减少手术相关并发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

量。 

 
 
PO-436 

影像学酷似神经内科疾病的脑肿瘤误诊分析 
 

李又成 黎金林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影像科 325000 

 

目的  探讨影像学上表现酷似神经内科疾病的

脑肿瘤的 CT 和 MR 表现特征，提高脑肿瘤的

诊断与鉴别诊断能力。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至 2015 年十

年间首次影像检查误诊为神经内科疾病的脑

肿瘤 30 例，有完整的 CT 和/或 MR 影像资

料、手术记录和病理组织学诊断。胶质瘤 22

例，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 8 例，男性 2

0 例，女性 10 例，年龄 32-75 岁；临床症状

包括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 

结果  误诊为神经内科疾病包括病毒性脑炎、

免疫性脑炎、肉芽肿、脑梗塞、脱髓鞘、脑

血肿等。22 例胶质瘤包括胶质母细胞瘤 14

例，间变性星形细胞瘤 4 例，少突星形胶质

细胞瘤 3 例，神经胶质肉瘤 1 例；8 例淋巴瘤

均为 B 细胞淋巴瘤。23 例脑肿瘤表现为脑内

多发病灶,初次影像检查，CT 表现为等或稍低

密度，MR 平扫 T1WI 等或稍低信号，T2WI

稍高或高信号，DWI 等级稍高信号，增强扫

描强化不明显或斑点样强化，误诊为病毒性

脑炎、免疫性脑炎、肉芽肿、脱髓鞘；7 例脑

肿瘤为单发病灶，误诊为脱髓鞘、脑梗塞、

脑血肿。 

结论  影像检查，特别是磁共振检查的普遍应 

用，使得脑肿瘤在早期可被有意或无意发

现，因此，要提高对胶质瘤、淋巴瘤的早期

影像表现的认识，避免误诊为脑炎、脱髓

鞘、肉芽肿等神经内科疾病；当临床症状、

体征及实验室检查不能解释相应的影像表现

时，脑肿瘤应列入重点鉴别诊断。 

 
 
PO-437 

诱发电位监测下切除运动功能区肿瘤 1 例 
 

叶盛 朱丹化 阮林辉 诸葛启钏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25000 

 

病例汇报  患者，女，36 岁，因“左下肢体乏

力 5 年，左上肢不自主强直伴抽搐半年”就

诊。查体见左上、下肢肌力 IV 级，左下肢肌

肉萎缩。头颅 MR 提示右额顶中央沟前后部

位占位性病变；功能 MR 提示对侧肢体运动

区主要位于病灶外侧，病灶的前内侧和后内

侧也有体现；DTI 检查发现运动传导束较对侧

明显减少，主要位于病灶下方和外侧。积极

术前准备后，行开颅肿瘤切除术，术中采用

体感及运动诱发电位定位中央沟和运动功能

区。病例报告为混合型星形细胞瘤（WHO Ⅱ

级）。术后恢复良好，患者自诉左下肢肌力

较前有所好转。 

讨论  功能区肿瘤手术的终极目标是在保留功

能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切除肿瘤。随着科技的

发展，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方法去保留功能区

的功能，包括术前多模态影像学检查（如：

常规 MR 平扫+增强，BOLD-fMRI,DTI 等），

术中保障（如：术中导航，术中 MR、B 超，

唤醒麻醉技术等）。而电生理监测则提供了

更加直接、可靠的定位功能区的方法，它既

可以通过诱发电位波形的改变区分中央前回

和后回，也可以直接电刺激皮层并通过肌电

图监测定位功能区，它必将成为功能区手术

的必备技术 

 
 
PO-438 

经额底纵裂终板入路切除鞍上-第三脑室型颅

咽管瘤临床分析 
 

沈晓黎 祝新根 涂伟 吴檑 郭华 程祖珏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总结经额底纵裂终板入路切除鞍内型、

鞍上型及鞍上-三脑室型颅咽管瘤 32 例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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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经验。 

方法  32 例均经额底纵裂终板入路切除肿瘤。

全麻后取仰卧位，床头抬高 20 度，头后仰使

前颅底脑组织与前颅底自然分离。发际内冠

状皮肤切口，用铣刀形成单侧跨中线骨窗

（以上矢状窦为中线），前缘齐眉弓。充分

分离嗅神经周围的蛛网膜，直至完全松解嗅

神经到视交叉水平，在显微镜下，从胼胝体

膝部向下锐性分离双侧额叶蛛网膜粘连，暴

露终板、视交叉及前交通动脉。切开膨窿之

终板，其下即为肿瘤组织。术中根据肿瘤肿

瘤位置可经终板、视交叉前、视交叉后－前

交通动脉间隙、双侧 A2 间隙切除肿瘤。一般

先在视交叉前间隙切开部分肿瘤囊壁，后充

分行囊内切除肿瘤，待肿瘤囊壁塌陷后开始

分离肿瘤囊壁， 先分离两侧视神经及颈内动

脉内侧的包膜，后分离视交叉及其垂体柄周

围的肿瘤，如果肿瘤大部分突入第三脑室，

则应当在视交叉后方切开终板，这样往往能

够在直视下分块切除肿瘤。肿瘤长入鞍内

者，必要时以气钻磨除鞍结节，尽量不要磨

破蝶、筛窦的黏膜，术毕要严密封固。此入

路显露的是从胼胝体膝部至鞍结节之间空

间，这一区域并无重要结构。  在进行手术

时，一般少应用双极电凝，要注意保护好由

前交通动脉发出的细小的穿通动脉及下丘脑

穿支小动脉。锐性分离肿瘤与重要结构粘连 

结果  肿瘤全切除 30 例，次全切除 2 例，嗅

神经保留 29 例，垂体柄保留 30 例。2 例未

见垂体柄；视力改善 23 例，未改善 9 例。术

后并发症主要为尿崩症，电解质紊乱。随访 3

0 例，时间 2 个月~5 年，仅 2 例肿瘤大部分

切除病人复发再次手术。 

结论  经额底纵裂入路可在直视下切除生长于

鞍内、鞍上、下丘脑－三室前部之肿瘤，术

野显露充分，便于保护下丘脑、垂体柄等重

要结构，肿瘤全切率高，并发症少，疗效

好。是治疗颅咽管瘤的安全有效的方法。 

 
 
PO-439 
HIF-1a-induced miR-96 controls cell grow
th and apoptosis by targeting PDCD4 in g
lioblastomas 
 
Guo Pin,Feng Yugo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266003 
 

Aim  Aberrant expression of microRNAs  

have been shown to be closely associated w
ith glioma cell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and dr
ug resistance. Our research contribute to mo
re clearly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under
lying the role of microRNAs in the glioma cell
 growth and apoptosis. 
Methods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ti
ng assay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expressi
on of miR-96 and PDCD4 in the glioblastom
a; and we have performed  luciferase assay t
o verify that miR-96 target PDCD4 in the glio
blastoma cells ; CHIP assay was used to an
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f-1a and mi
R-96; cell growth assay and flow cytometry a
nalysis were used to observe the cell growth 
and apoptosis effect of miR-96 on the gliobla
stoma cells; cell growth assay was used to a
nalyze the effect of temozolomide on miR-96
 in the glioblastoma cells.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reported that miR
-96 is overexpressed in the glioma tissues c
ompared with human normal brain. Mechani
cally, miR-96 can be induced by HIF-1a at th
e transcription level. Ectopic overexpression 
of miR-96 promotes cell growth and inhibits 
apoptosis by targeting PDCD4. In contrast, t
he inhibition of miR-96 reduces cell growth. 
Furthermore, miR-96 inhibitor augments the 
growth inhibitory effect of temozolomide in gl
ioma cells.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established miR-
96 as a promising molecular target for gliom
a therapy. 
 
 
PO-440 

颅底中央区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沈晓黎 祝新根 涂伟 张焱 吴檑 郭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寻找颅底中央区脑膜瘤手术并发症的原

因及降低手术并发症的办法。 

方法  对经手术治疗的 46 例颅底中央区脑膜

瘤患者进行了回顾性研究，分析了手术前、

后影像图片（MRI 平扫+增强，部分行 MRA/

CTA、DSA 检查明确颅内、外血管与肿瘤的

关系）、手术录像等临床资料。对临近前床

突、鞍内、越过鞍结节和那些可能侵犯视神

经管的患者，术前、术后的视力检查（视

野、视力、眼底以及视觉诱发电位）。如果

数字剪影血管造影、CTA、MRA 提示鞍旁间

隙内的颈内动脉移位和（或）狭窄，不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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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血管的狭窄或肿瘤从周围压迫血管，也提

示肿瘤对 ICA 壁的直接侵犯。那么手术时就

必需进行交替循环和 ICA 闭塞实验。术中要

加倍注意，仔细、轻柔地从硬膜包绕的颈内

动脉周围切除肿瘤。如果肿瘤与颈内动脉粘

连紧密，即次全切除肿瘤。根据脑膜瘤在颅

底的位置和生长方式，分别采用额下、翼

点、扩大翼点、额颞眶颧和额颞断颧弓、颞

下等几种手术入路。所有脑膜瘤的切除均采

用显微手术分块切除，术中仔细辩认和分离

视神经、垂体柄、颈内动脉、大脑前动脉、

大脑中动脉及其分支、脑干等重要结构，沿

肿瘤与正常组织之间的蛛网膜界面进行分

离。巨大前床突区域脑膜瘤需从硬膜外磨除

前床突，首先阻断肿瘤临近硬脑膜的血供，

也有利于首先视神经、颈内动脉的早期定

位。 

结果  3 例滑车神经因分离牵拉及手术操作不

当损伤，2 例因过早切断与肿瘤相关血管损伤

后交通动脉，2 例因过分分离侧裂损伤豆纹动

脉，1 例由于勉强切除浸润颈内动脉的肿瘤而

造成其损伤，6 例术后出现明显血管痉挛。2

例术后出现脑梗塞，与高龄合并高血压有

关。1 例再出血行血肿清除术，1 例术后脑肿

胀行去骨瓣减压术。脑膜瘤全切除 35 例，次

全切除 10 例，死亡 1 例。 

结论  根据脑膜瘤生长的部位和大小，选择恰

当的手术入路，充分的术前准备，预测不同

患者可能出现局部解剖关系的变化和手术中

可能出现的困难，结合手术中的具体情况，

应用熟练的显微外科技术和显微解剖知识能

够显著提高颅底中央区脑膜瘤的全切率、降

低手术死亡率和减少永久性神经功能损害。 

 
 
PO-441 
Resveratrol promotes the antitumor activi
ty of bevacizumab in glioblastoma throug
h inhibition of HIF-1α-induced vascular m
imicry 
 
zhang yongho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730000 
 

Aims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
o examine the antitumor activity of resveratr
ol in combination with bevacizumab in gliobl
astoma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se drugs on 
vascular mimicry. 
Methods  Twenty-five U87 glioblastoma xen
ograft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5 gro

ups (n= 5/group), specifically, control Group
1 (administered PBS only), Group 2 (adminis
tered resveratrol), Group 3 (administered be
vacizumab), Group 4 (pre-treated with resver
atrol 3 days prior to bevacizumab),and Grou
p 5 (administered resveratrol after bevacizu
mab treatment). Mice were imaged in real ti
me using the Xenogen IVIS imaging system 
during the first examination on day 4 after tu
mor implantation. Treatment was initiated wit
h resveratrol (2×10-3 mg/kg; iv)and/or bevac
izumab (5 mg/kg, q3d′4). Western blot and C
D34-PAS dual staining were performed to as
sess hypoxia-inducible transcription factOR-
1α (HIF-1α) expression and vasculogenic mi
micry formation. Cell viability was examined 
with the MTT assay. 
Results  Pre-treatment with resveratrol prom
oted the antitumor activity of bevacizumab in
 U87 xenograft mice. Moreover,resveratrol d
ownregulated HIF-1α in the bevacizumab-tre
ated group, and vascular mimicry was signifi
cantly reduced in the resveratrol pre-treatme
nt group. 
Conclusions  Resveratrol inhibits vasculoge
nic mimicry and downregulates HIF-1α induc
ed by bevacizumab treatment in a GBM xen
ograft mouse model, thereby promoting the 
antitumor activity ofbevacizumab in glioblast
oma 
 
 
PO-442 

多模态神经导航联合术中超声在运动功能区

病变的临床应用 
 

苏宁 张义松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102812 

 

目的  探讨多模态神经导航联合术中超声在运

动功能区病变显微手术中的应用经验。 

方法  回顾分析显微手术治疗运动功能区病变

10 例（其中胶质瘤 7 例，脑膜瘤 2 例，脑脓

肿 1 例）。术前行头部 CT、MRI、MRI 增强

及 MRI 弥漫张量成像（DTI）扫描，在 Brian

Lab 导航工作站进行影像融合，并制定导航计

划，了解病变与皮质脊髓束的空间构筑关

系，设计手术入路和皮层切口。术中超声实

时判断病变的边界和手术切除的程度。 

结果  胶质瘤全切 5 例，次全切 2 例，脑膜瘤

全切 2 例，脑脓肿壁大部分切除 1 例。术后

随访 3-6 月，术后无新出现神经功能损害。 

结论  多模态神经导航联合术中超声有助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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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运动功能区病变手术切除的程度和安全

性。 

 
 
PO-443 

纳米 Zn-CuO 的抗肿瘤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张春云 姚维成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66003 

 

目的  纳米材料广泛应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

并在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药物的作用机

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纳米材料本身尺寸

小，并且在经过适当修饰后，纳米材料可以

穿过血脑屏障，对神经肿瘤发挥细胞毒作

用，但其抗肿瘤作用的机制仍不明确。 

方法  本课题研究了纳米 Zn-CuO 抗神经胶质

瘤活性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  MTT 结果显示，纳米 Zn-CuO 可以明

显抑制神经胶质瘤细胞生长，并呈浓度依赖

性，其对 U87 细胞的 IC50 为 5.71μg/ml。An

nexinV/PI 双染、hoechst 33342 染色发现，

纳米 Zn-CuO 能够诱导神经胶质瘤出现凋亡

现象。进一步研究发现，纳米 Zn-CuO 能够

促进细胞线粒体膜电位的下降，使细胞进入

线粒体凋亡通路，进而影响线粒体凋亡通路

相关蛋白 Bcl-2、Bax 等的表达。 

结论  实验证明纳米 Zn-CuO 主要是通过线粒

体凋亡通路诱导细胞凋亡。因此，纳米 Zn-C

uO 有希望成为一种新的抗神经胶质瘤的药

物。 

 
 
PO-444 

长周期替莫唑胺化疗在胶质母细胞瘤治疗的

应用体会 
 

冀培刚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胶质瘤是颅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而胶

质母细胞瘤约占 50%。其致残率、复发率、

致死率高，且治疗效果差。目前标准治疗是

最大范围手术切除+替莫唑胺同步放化疗及辅

助化疗。标准治疗后中位生存期目前约 14 个

月。有研究表明延长替莫唑胺的辅助化疗周

期可延长患者生存。基于此，我们对应用长

周期化疗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进行生存分

析。 

方法  收集我科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收

治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纳入接受手术切除+

替莫唑胺同步放化疗及后续 6-24 周期替莫唑

胺辅助化疗的患者。分析性别、年龄、肿瘤

位置及 KPS 评分，对比比较给予标准治疗及

长周期应用替莫唑胺化疗患者的生存。 

结果  共纳入 56 例患者，均完成替莫唑胺同

步放化疗+6 周期辅助化疗，其中 21 例患者

接受长周期替莫唑胺化疗。男女比 1.3:1，中

位年龄 51 岁，中位接受替莫唑胺化疗周期数

8.3.中位生存 15.3 月，2 年生存率 28.6%。

接受长周期化疗患者中位 OS18.6 月，标准方

案中位 OS14.7 月（P＜0.05）。3-4 级血液

学毒性发生率 12%。 

结论  长周期应用替莫唑胺化疗耐受性良好，

且可延长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生存。需要进一

步的随机试验证实。 

 
 
PO-445 

MiR-106a 与胶质母细胞瘤患者预后的研究 
 

穆玉龙 1 杨光 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胶质母细胞瘤组织中 miR-106a 表

达水平与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分析影响胶

质母细胞瘤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选取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

二医院住院治疗的 156 例胶质母细胞瘤患者

（其中 132 例为胶质母细胞瘤石蜡包埋组

织，24 例为胶质母细胞瘤冰冻组织），采用

qRT-PCR 方法检测 132 例胶质母细胞瘤石蜡

组织及 24 例胶质母细胞瘤冰冻组织中 miR-1

06a 的表达水平，通过 Kaplan–Meier 生存曲

线分析 miR-106a 的表达水平与胶质母细胞瘤

患者生存时间之间的关系。用 COX 回归模型

分析患者年龄、性别、术前 KPS 评分、肿瘤

最大直径、肿瘤术中切除范围、miR-106a 的

表达水平等对胶质母细胞瘤患者预后的影

响。 

结果  相对于正常脑组织，miR-106a 在胶质

母细胞瘤冰冻组织低表达，在胶质母细胞瘤

石蜡组织内 miR-106a 表达也下调，并且延长

蜡块的保存时间不能影响到 miR-106a 的表达

水平；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分析显示：mi

R-106a 高表达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中位生

存期明显提高；COX 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显

示：miR-106a 的表达水平、肿瘤术中切除范

围、术前 KPS 评分是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总体

生存期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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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iR-106a 在胶质母细胞瘤冰冻组织、

石蜡组织中低表达，并且长时间储存的胶质

母细胞瘤石蜡组织中 miR-106a 表达稳定；mi

R-106a 低表达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生存期明

显短于高表达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预后

差；miR-106a 可作为胶质母细胞瘤患者预后

判断的标志物。 

 
 
PO-446 

眶上锁孔入路术中侧脑室穿刺的研究 
 

孟凯 窦以河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66003 

 

目的  经眉弓眶上锁孔入路手术经常出现术中

脑肿胀的情况，影响手术进一步操作，通过

术中侧脑室穿刺释放脑脊液可有效解决该问

题。本文通过分析正常人的磁共振图像（Ma

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尝试对

眶上锁孔入路术中侧脑室穿刺的位点和穿刺

角度、深度进行研究，提高侧脑室穿刺的准

确性和成功率，减少手术创伤。 

方法  本文选取了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 48 名无颅内疾

病和脑室异常者的 MR 图像。采用关键孔上

方沿颞上线 1cm 处作为穿刺点，利用 GE Me

dical Systems 的 Centricity Enterprise Web 

3.0 软件分别测量其极值：水平面中穿刺道与

中线夹角的角度；矢状面中穿刺道与下眶听

线夹角的角度；穿刺道的长度；实际穿刺道

长度与理论值的偏差。并根据上述测量值在

临床手术实践中进行验证。 

结果  以关键孔上方沿颞上线 1cm 处脑皮质

作为穿刺点，穿刺道与中线夹角平均值为 45.

3°（44.2°-46.5°），与下眶听线夹角平均值

为 14.5°（11.9°-17.1°），穿刺深度距脑皮质

最少 3.5cm，最大不超过 6.8cm。修正后的

实际穿刺道长度为 3.6cm-7.0cm。临床实践

共 11 例，10 例一次操作成功，1 例第二次成

功。 

结论  在眶上锁孔入路手术术中需进行侧脑室

穿刺时，术者往往根据个人经验进行脑室穿

刺，且选取穿刺点不一，误差难免较高。本

文研究表明，采用上述穿刺点和穿刺角度进

行穿刺是简易、可行的。 

 
 
 
 

PO-447 
Outcomes of skull base chordomas in chi
ldren and adolescents patients 
 
Wang Ke,Kai-Bing Tian,Wu Zhe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Beijing Tian tan Hos

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Peopl

e's Republic of China 100050 
 

Background  Skull base chordomas is rare, 
the clinical characters of the young and adol
escents patients was largely unknown.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characters 
of the skull base chordomas in the young an
d adolescents patients, with special care to t
he bone invasivenes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ith 27 prim
ary skull base chordomas who were under th
e age of 20 was studied. The clinical data, th
e MR and CT images as well as the follow u
p data were used. The bone invasiveness of 
clivus chordoma was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
wth pattern: the endophytic group, the exoph
ytic group, and the endo-exophytic group. Fa
ctors involved in prognosis were analyzed  
via the SPSS software. 
Results  27 skull base chordomas under the
 age of 20 were enrolled with the mean follo
w up of 54.6 months, the mean age was 14 y
ears old, with recurrence and survival rates o
f 40% and 85.2%, respectively. Chondroid c
hordomas were taken up 22.2% (6/27 cases),
 and the pathology was statistically related to
 tumor recurrence (p=0.008). Gross total rem
ove, subtotal remove and partial remove rate
 was 7.4% (2 cases), 85.2% (22 cases), and 
2 7.4% (2 cases), respectively, and 11 cases
 (42.3%) received adjuvant radiotherapy. Th
e growth pattern was classified to endophytic
 group (22.2%, 6 cases), exophytic group (4
4.4%, 12 cases), and endo-exophytic grou
p (33.3%, 9 cases), and the growth pattern w
as related to tumor recurrence (p=0.048). 
Conclusion  the young and children skull ba
se chordomas were of relatively good progn
osis, pathology and surgical resection were f
actors related to long term survival. The gro
wth pattern, however, was debated at the pr
esent series as the cases enroll were biased,
 further study was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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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48 

包裹血管的颅底肿瘤的手术策略 
 

梁勇 李晋江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6 

 

神经外科手术治疗为颅内肿瘤首选方法。如

何既能彻底切除病灶，又能降低手术风险，

避免血管损伤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是神经

外科医师所追求和探索的目标。血管损伤导

致的后果往往无法挽回，术前充分的影像学

评估可以较好的显示肿瘤和血管的关系，对

手术有指导意义。术前获取 MR、CT、DSA

等影像资料，获取肿瘤包绕血管的影像资

料，对血管走行及血管是否为过路动脉。术

前充分了解肿瘤与血管相对关系。术中采用

逆行或顺行探查，应避免过早切断肿瘤相关

血管以免造成“误伤”。评价患者术前术后神经

功能。本组共收集 37 例病例，男性 15 例，

女性 22 例，平均年龄 53±16 岁，最小 20

岁，最大 75 岁。脑膜瘤 16 例，垂体瘤 8

例，神经鞘瘤 6 例，其他 7 例。术后 GOS 评

分 4.6 分。颅内高血运肿瘤，尤其位于颅底

部、矢状窦旁的脑膜瘤，其血供更加丰富，

部分肿瘤侵蚀包裹神经、血管，影响了手术

效果。若术前、术中对肿瘤与周围血管结构

关系、肿瘤侵袭范围、静脉窦的受累程度做

到详细掌握，将有助于术中对肿瘤相邻结构

的保护，减少术中出血。垂体腺瘤因位置较

深，与周围神经、血管关系复杂，且有一定

的变异，常因存在颈内动脉及其分支损伤、

视神经被肿瘤长期压迫变薄、移位以及其他

解剖结构改变而使术中定位困难等缺陷。结

论，充分的术前评估有助于手术策略的制

定，术中仔细辨识、分离受累血管可有效避

免损伤正常血管，血管扩张药物的应用可明

显减少血管痉挛的发生。 

 
 
PO-449 

高场强术中磁共振辅助经鼻-蝶窦无功能垂体

腺瘤切除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张之斌 余新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本文主要探讨高场强术中磁共振成像( H

igh-filed intraoperativ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iMRI)技术在无功能垂体腺瘤（nonfu

nctioning pituitary adenoma,NFPA）手术中

的临床应用效果，评估其对肿瘤切除程度以 

及术后早期垂体功能等方面的影响。  

方法  本院自 2009 年 3 月至 2014 年 6 月，

共实施术中核磁共振神经导航内镜辅助下经

鼻-蝶窦无功能垂体腺瘤切除手术 156 例，男

72 例，女 84 例,患者年龄范围在 18-82 岁，

平均 50±11.8 岁。肿瘤直径 1.5cm～6.4cm,

平均（3.50±1.12）cm。如果术中核磁扫描结

果发现有肿瘤残留，则把新的 iMRI 结果重新

融入到神经导航系统及时更新导航定位信

息，并指导手术继续切除残余的肿瘤。术前

及术后定期复查血清垂体激素水平。  

结果  术中行 MRI 扫描 1 ～ 4 次，平均 1.3±0.

5 次。首次 iMRI 扫描发现 68 例（43.6%）肿

瘤达到全切，肿瘤残留者 88 例(56.4%)，其

中 69 例( 30%) 做进一步切除，另外 19 例患

者因为残留的肿瘤对颈内动脉进行包绕，或

者因为肿瘤质地硬等原因未做进一步的切

除；末次 iMRI 扫描发现，106 例(67.9%)达

到全切，另外 50 例(32.1%)也达到了部分切

除的目的。肿瘤切除率由 43.6%提高到了 67.

9%（U=4.32，P<0.05）。术前 132 例不同

程度血清激素分泌低下的患者中，54 例患者

术后变为正常或是出现了不同程度地好转，

但同时术前垂体血清激素正常的 13 例（13/2

4）患者出现了新的垂体功能低下。未发生与

应用 iMRI 系统相关的神经外科手术并发症(如

感染等)。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  

结论  高场强 iMRI 辅助技术能为无功能垂体

腺瘤切除过程中提供实时、高质量的影像学

信息，为术中精确地判断肿瘤的切除程度及

残留部位提供了客观依据，提高了手术精确

性、安全性及肿瘤的全切程度，有利于保护

和改善垂体功能。 

 
 
PO-450 
Hypoxia upregulates HIG2 expression an
d contributes to bevacizumab resistance i
n glioblastoma 
 
Mao Xing-gang1,Zhang Xiang1,Xue Xiaoyan2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药学系 

 

Objective  Hypoxia contributes to the mainte
nance of stem-like cells in glioblastoma (GB
M), and activates 
vascular mimicry and tumor resistance to ant
i-angiogenesis treatments. The present stud
y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patterns and biol
ogical significance of hypoxia-induc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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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in 2 (HIG2, also known as HILPDA) in 
GBM 
Methods  Expression of mRNA and protean 
levels of HIG2, and its prognosis value for pa
tients were examined in gliomas. The effects
 of HIG2 on tumorigenic potential for glioblas
toma cells were studied by knocking down th
e expression of HIG2 in GBM cell lines. Its re
gulation by hypoxia and hypoxia inducible fa
ctors (HIF1α and HIF2α) were investigated. 
The biological roles of HIG2 in glioblastoma 
were analyzed by bioinformatics methods, a
nd the influence of anti-angiogenesis treatm
ent on the expression of HIG2 were demonst
rated. 
Results  HIG2 was highly expressed in glio
mas and was correlated with tumor grade, a
nd high HIG2 expression independently pred
icted poor GBM patient prognosis. HIG2 wa
s upregulated during hypoxia and by hypoxia
 mimics, and HIG2 knockdown in GBM cells i
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HIF1
α bound to the HIG2 promoter and increased
 its expression in GBM cells, and HIG2 upre
gulated HIF1α expression. Reconstruction of
 a HIG2-related molecular network using bioi
nformatics methods revealed that HIG2 is cl
osely correlated with angiogenesis genes, su
ch as VEGFA, in GBM. HIG2 levels positivel
y correlated with VEGFA in GBM samples. I
n addition, treatment of transplanted xenogra
ft nude mice with bevacizumab (anti-angioge
nesis therapy) resulted in HIG2 upregulation 
at late stages.  
Conclusion  HIG2 is overexpressed in GBM
 and upregulated by hypoxia, and is a potenti
al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HIG2 overexpres
sion i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indicator a
nd may promote tumor resistance to anti-ang
iogenesis treatments. 
 
 
PO-451 

文蛤多肽 MM15 对神经胶质瘤细胞作用机制

的研究 
 

王昌辉 姚维成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66003 

 

目的  观察文蛤多肽 MM15 对神经胶质瘤细胞

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初步研究和探

讨。 

方法  本研究所用药物 MM15 为提取自文蛤中

的活性多肽，分子量为 14.6 KD，包含有 132

 个氨基酸序列。首先我们用 MTT 试验来测定

 MM15 对各细胞系的抑制率。为了进一步探

讨药物作用机制，我们通过免疫荧光试验在

显微镜下来观察 MM15 作用后的神经胶质瘤

细胞 U87 细胞内 F-Actin 和 β-Tubulin 形态。

并利用微管聚合试验来测定 MM15 在体外作

用 Tubulin 蛋白的方式及动力学曲线。流式细

胞仪测定在 MM15 作用下的 U87 细胞周期的

变化，并以 Western Blot 来对 MM15 作用的 

U87 细胞凋亡相关蛋白进行测定。在显微镜

下直接观察 MM15 对 HUVEC 细胞成管作用

的影响。 

结果  MTT 检测表明该多肽对多种肿瘤细胞具

有强烈的细胞毒作用，尤其是对于神经胶质

瘤细胞 U87 细胞系。在显微镜下观察到 MM1

5 作用的 U87 细胞停止生长增殖，形态发生

改变，并最终破裂死亡。通过免疫荧光试验

观察到细胞内 F-Actin 和 β-Tubulin 发生明显

聚合现象。多功能酶标仪对体外 Tubulin 蛋白

聚合试验的检测结果也提示 MM15 有明显促

进体外 Tubulin 蛋白聚合的作用。流式细胞仪

检测结果提示 MM15 将 U87 细胞周期阻滞在

 G2/M 期，Western Blot 检测提示 MM15 促

进 U87 细胞内 Bax、caspase-3 过表达，引

发细胞凋亡。成管试验显示 MM15 明显抑制

了 HUVEC 的成管作用。 

结论  海洋活性多肽 MM15 抑制神经胶质瘤的

生长增殖，促进细胞凋亡，并抑制新生血管

形成，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增强细胞内微管蛋

白稳定性，抑制细胞进行有丝分裂，并促进

细胞内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相关。 

 
 
PO-452 

病理证实的脑膜瘤合并颅内动脉瘤 21 例临床

分析 
 

康德智 陈伏祥 林元相 余良宏 吴喜跃 江常震 林章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总结脑膜瘤合并颅内动脉瘤患者的临床

特征、治疗方式及预后，提高临床医生对本

病的认识和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  收集 2010 年 8 月至 2015 年 7 月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经病

理证实的 21 例脑膜瘤合并颅内动脉瘤患者，

回顾性分析临床及影像学资料。 

结果  21 例患者中，男 2 例，女 19 例；年龄

36～74 岁，平均（55.5±10.6）岁。脑肿瘤引

起症状就诊 19 例，动脉瘤引起症状就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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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无症状检查发现 1 例。伴发颅内动脉瘤

共 22 个，其中颈内动脉瘤 13 个，大脑中动

脉瘤 2 个，前交通动脉瘤 2 个，大脑前动脉

瘤 3 个，后交通动脉瘤、基底动脉瘤各 1

个。手术方式包括：单纯脑肿瘤切除 18 例，

脑肿瘤切除+夹闭动脉瘤 3 例。病理提示 WH

O Ⅰ级 17 例，WHO Ⅱ4 例。21 例均获随

访，随访时间 10 个月～5 年，平均 2.4 年。

随访期间肿瘤复发 2 例，无动脉瘤破裂岀

血，死亡 1 例，余病人情况良好。 

结论  脑膜瘤合并颅内动脉瘤的首发症状多由

脑肿瘤引起。对于脑膜瘤患者，术前可行 DS

A 或头颅 CTA 检查，以发现伴发的颅内动脉

瘤。对于确诊的患者，应根据患者首发症

状、脑肿瘤和动脉瘤的大小、两种病变相对

位置、动脉瘤破裂风险等具体情况选择合适

的、个体化的治疗方式。 

 
 
PO-453 

颅内浆细胞瘤 2 例以及文献回顾 
 

傅兵 张洪俊 马国佛 闵思明 秦舒森 韩小弟 

北京天坛普华医院 100050 

 

目的  了解罕见的颅内浆细胞瘤病例的临床特

点，指导治疗。 

方法  本文回顾 2013 年至 2016 年我科诊治

的 2 例浆细胞瘤病例，结合文献报道，分析

其临床表现、影像特征和治疗策略。 

结果  本组患者均为男性，病史较长（分别为

14 年以及 8 年），病变多发，影像上 CT 能

见到骨质破坏，MRI 表现多样；血生化球蛋

白偏高，均曾经接受放疗；手术后病理确

诊。 

结论  术前诊断颅内浆细胞瘤较为困难。对于

伴有颅骨破坏，血球蛋白偏高，病变多发的

颅内病变需要考虑与浆细胞瘤鉴别。血清蛋

白电泳具有一定诊断价值。术后放疗可能有

益。浆细胞瘤病例需要长期密切随访。 

 
 
PO-454 

脑室内脑膜瘤 26 例临床病理观察 
 

林琳 1,2 王行富 2 王密 2 张声 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脑室内脑膜瘤临床病理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998 年 1 月-2016 年 5 月的 26 例脑室内脑膜

瘤病例，观察其临床表现、影像学、组织病

理学、治疗及预后。  

结果  在 26 例中，男女比例为 2:11。发病年

龄从 8—72 岁（中位年龄 43.5 岁）。临床症

状主要表现为头痛（占 50.0%）。症状的持

续时间 10 天到 4 年。肿瘤主要发生在左侧脑

室（占 57.7%），尤其是左侧脑室的三角区

（占 30.8%）。肿瘤的最大径 2-8cm（平均

值为 5.23cm），可以出现不同程度的瘤周水

肿。组织病理学类型包括：纤维型，过渡

型，血管瘤型，富于淋巴浆细胞型，非典

型，横纹肌样型。肿瘤瘤周水肿与肿瘤最大

径成正比。 

结论  脑室内脑膜瘤女性好发。组织学类型以

纤维型最多，WHOⅠ级占比例最高。脑室内

脑膜瘤瘤周水肿与肿瘤大小可能有关。WHO

Ⅰ级和Ⅱ级脑室内膜瘤的预后明显好于 WHO 

Ⅲ级。 

 
 
PO-455 

间变性多形性黄色瘤型星形细胞瘤的临床病

理特点及免疫表型分析 
 

张钰 王行富 陈余朋 刘雪咏 翁丹枫 张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间变性多形性黄色瘤型星形细胞瘤

(APXA)的临床病理特点及免疫表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 例 APXA 的临床资料、

影像学表现和病理组织学特点。运用 HE 染

色、免疫组化和特殊染色检测 GFAP、Neu

N、CD34、BRAF V600E、IDH-1、p53、Ki-

67、网状纤维在 APXA 中的表达，观察其病

理组织学特点和免疫表型特征，对所有病例

进行随访。 

结果  临床上好发于年轻人，多表现为头痛、

头晕和癫痫发作，影像示肿瘤均发生于幕

上，多伴囊性变，增强后可见强化及周围水

肿带；HE 形态学表现为瘤细胞呈多形性，可

见黄色瘤样细胞和嗜酸性小体及核内假包涵

体，瘤组织可见血管周淋巴套，有丰富的网

状纤维，可见局灶或多灶坏死及微血管增

生，核分裂较多见（6-11 个/10HPF）。免疫

组化 GFAP 均阳性，p53 约 10-95%阳性，Ki

-67 约 10-30%阳性，CD34 多为阳性，Neu

N、IDH-1 为阴性，其中 6 例 BRAF V60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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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随访 3 例复发，5 例死亡（其中 2 例为

复发后死亡），平均生存时间为 24.5 个月。 

结论  2016 年 WHO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

修订版已将 APXA 取代了伴间变特征的 PX

A，并成为独立的肿瘤实体，定义为 WHO Ⅲ

级。根据回顾性分析看出，APXA 具有一定的

恶性特征，核分裂活性较高，有部分坏死区

域，预后不良。 

 
 
PO-456 

天幕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陈靖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探讨天幕脑膜瘤的临床特点、手术入路

及显微手术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39 例天幕脑膜瘤患者的临

床资料。依据肿瘤基底附着部位和主体生长

方向选择不同的手术入路,其中 31 例普通型天

幕脑膜瘤经单侧枕下入路 12 例,经颞枕或枕部

入路 7 例,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 5 例,经枕下正

中入路 4 例,经幕上下联合入路 3 例;8 例天幕

游离缘脑膜瘤中,经枕-天幕入路 5 例,经改良

翼点入路 2 例,经幕下小脑上入路 1 例。 

结果  肿瘤达 SimpsonI 级全切除 19 例(48.

7%),II 级全切除 17 例(43.6%),次全切除 2 例

(5.1%),大部分切除 1 例(2.6%),无手术死亡。

对 37 例患者进行了随访,随访时间 4 个月至 5

年,28 例(75.7%)恢复正常生活,7 例(18.9%)生

活完全自理,2 例(5.4%)生活需他人帮助。 

结论  天幕脑膜瘤应积极手术治疗。适宜的手

术入路及精细的显微外科技巧,可显著提高肿

瘤全切率,减少复发,降低并发症。 

 
 
PO-457 

磷酸甘油酸激酶 1 表达量与 U251 胶质细胞

瘤放射耐受性相关性研究 
 

阎华 丁浩 周涛 邹元杰 刘宏毅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胶质瘤在颅内呈三维不规则生长及浸润

生长，手术切除后的放化疗主要针对残存肿

瘤细胞，对改善患者预后意义重大，肿瘤细

胞放射耐受可加速疾病的恶性进程。我们的

前期研究发现磷酸甘油酸激酶 1（Phosphogl

ycerate kinase1，PGK1）在放射耐受的星形

胶质细胞瘤中呈过表达状态。本研究通过改

变 U251 胶质瘤细胞中 PGK1 表达量，探讨

PGK1 表达情况与胶质瘤细胞放射耐受性的相

关规律。 

方法  1、建立稳定的放射抵抗 U251（RR-U2

51）细胞，测定其 PGK1mRNA 及蛋白表达

量并与普通 U251 细胞进行比较；2、筛选有

效的 PGK1 短发夹 RNA（shRNA）序列，将

干扰 PGK1 表达的 shRNA 质粒转染至 U251

细胞，改变 PGK1 表达量；3、对不同 PGK1

表达量的 U251 细胞及 RR-U251 细胞进行放

射处理，采用 MTT 方法检测细胞的相对存活

率，划痕实验检测细胞的迁移能力，Transwe

ll 小室法检测细胞的侵袭能力。 

结果  1、RR-U251 细胞中 PGK1 的表达量相

对正常 U251 细胞明显增高；经相同放射处理

后，RR-U251 细胞较正常 U251 细胞的相对

生存率升高，迁移能力及侵袭能力均增强。

2、转染 PGK1-shRNA 能明显抑制胶质瘤细

胞 PGK1 的表达，其细胞接受放射处理后，

与对照组相比，相对生存率降低，迁移能力

以及侵袭能力减弱；反之，PGK1 过表达的 U

251 细胞的相对存活率升高，迁移能力以及侵

袭能力均增强；3、PGK1 过表达的 U251 细

胞再转染 PGK1-shRNA，能一定程度上降低

放射处理后细胞的相对生存率，减弱其迁移

能力以及侵袭能力。 

结论  U251 胶质瘤细胞中 PGK1 的表达量可

影响肿瘤细胞对放射治疗的耐受程度，两者

之间呈同向变化关系，相关机制有待进一步

研究。 

 
 
PO-458 

第四脑室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陈靖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探讨第四脑室肿瘤手术入路和显微手术

技巧,以提高第四脑室肿瘤的手术疗效。 

方法  84 例第四脑室肿瘤患者,行显微镜下切

除肿瘤、后颅窝骨瓣成形及复位术。其中,61

例采用正中孔-小脑蚓部入路,19 例采用小脑

延髓裂入路,4 例取正中孔-小脑蚓部与小脑延

髓裂联合入路。术前行侧脑室外引流 4 例,术

中行侧脑室-枕大池分流 3 例,术后行侧脑室外

引流术 1 例。 

结果  本组全切除肿瘤 63 例(75.0%),次全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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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21 例(25.0%),无手术死亡病例。术后并发

症:上消化道出血 6 例,小脑缄默症 2 例,四脑室

血肿 1 例,脑积水 1 例,颅神经功能障碍 1 例。

随访 82 例,平均 38.4 个月,死亡 9 例。 

结论  术前正确判断肿瘤性质及其基底部所在

位置,选择适宜的手术入路,熟练应用显微外科

技术,是手术成功治疗的第四脑室肿瘤关键。 

 
 
PO-459 

岩斜区脑膜瘤入路选择及经验体会 
 

祝新根 吴雷 郭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岩斜区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方式

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1-2014.10 月采取不

同入路手术治疗的 66 例岩斜区脑膜瘤的临

床、影像、手术及随访资料（5 例患者采用颞

下经天幕入路切除肿瘤；26 例累及中后颅窝

的岩斜区脑膜瘤采用颞下经岩骨前部入路切

除；12 例采取乙状窦后入路切除肿瘤；2 例

采用乙状窦后联合远外侧入路切除； 20 例患

者采乙状窦前入路切除肿瘤；1 例采用扩大中

颅底联合岩骨尖磨除切除肿瘤）。  

结果  肿瘤全切 46 例（SimpsonI-Ⅲ级），次

全切 20 例（SimpsonIV 级）。术前症状除少

数患者耳鸣、斜视未能明显改善外，尚有一

例次全切除的广泛侵袭海绵窦的肿瘤患者术

后短期内再次出现三叉神经痛，其余症状均

大部分缓解或消失。尽管 1 例患者术后死于

颅内感染，但大部分患者的术后并发症是轻

度的,可逆的,可接受的。随访期内 2 例残留肿

瘤稍有增大，其余患者未见复发征象。  

结论  手术治疗目标是最大限度的切除肿瘤并

减少术后并发症，针对累及不同区域的肿瘤

选择不同入路及术式，实现岩斜区脑膜瘤的

个体化治疗，有助于手术疗效的提高。 

 
 
PO-460 

经颞下岩骨前方入路切除岩斜区脑膜瘤 
 

吴雷 郭华 祝新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经颞下岩骨前方入路切除岩斜区脑

膜瘤的疗效及优势。 

方法  回顾性分析采用该入路切除岩斜区肿瘤 

23 例患者的临床、影像、手术及随访资料。 

结果  手术无死亡，肿瘤全切 16 例（Simpso

nI-Ⅱ级），次全切 7 例（SimpsonⅢ级），

无脑脊液漏及颅内感染发生。尽管术后部分

患者出现神经功能障碍，但大多数是轻度的,

可逆的,可接受的。 

结论  手术治疗目标是最大限度的切除肿瘤并

减少术后并发症，处理内听道以内桥岩沟以

上累计中后颅窝的岩斜区脑膜瘤，颞下经岩

骨前入路具有一定优势。 

 
 
PO-461 

垂体腺瘤假包膜囊外切除 
 

王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研究垂体腺瘤假包膜在各类型垂体腺瘤

中的发生规律及假包膜囊外切除的临床意

义。 

方法  选取我们治疗组 2015 年 4 月 13 日---2

016 年 2 月 1 日行经鼻蝶垂体腺瘤显微手术

病例，对假包膜的发生规律、假包膜囊外切

除术后近期内分泌激素的变化和组织病理学

变化进行研究。 

结果  1). 我们治疗组 2015 年 4 月 13 日---20

16 年-02 月 1 日，行经鼻蝶窦垂体腺瘤显微

手术 138 例，其中无功能型 76 例，有假包膜

者 39 例（51.3%）；泌乳素型 35 例，有假

包膜者 20 例（57.1%）；生长激素型 22

例，有假包膜者 11 例（50%）；ACTH 型 5

例，有假包膜者 2 例（40%）。所以，垂体

腺瘤假包膜在泌乳素型及无功能型肿瘤中较

为多见；2).病理证实肿瘤细胞可侵润假包膜

形成细胞团，所以假包膜的切除是必要的；3).

 假包膜可作为正常垂体腺与肿瘤的分界，沿

假包膜可实现肿瘤全切除，且可减少对正常

垂体组织的干扰，降低术后垂体功能低下的

发生率；4).假包膜还有助于判断肿瘤是否侵

袭周围组织，指导后续治疗；5).排除失去随

访的 16 例患者，剩余的 122 例患者中，假包

膜囊外切除的病例，异常激素缓解率均达到 1

00%。 

结论  肿瘤细胞可侵润假包膜；假包膜囊外切

除垂体腺瘤，明显提高垂体腺瘤生物学治愈

率；不增加对正常垂体组织的干扰；适用于

各种类型的垂体腺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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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62 

Ki67 增殖指数在侵袭性脑膜瘤复发中的作用 
 

王锐 陈春美 杨卫忠 石松生 陈靖 陈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0030558 

 

目的  探讨侵袭性脑膜瘤中的 Ki67 增殖指数

与肿瘤复发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5 例侵袭性脑膜瘤临床资

料,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 Ki67 蛋白表达,

分析 Ki67 增殖指数与肿瘤复发的相关性。 

结果  45 例侵袭性脑膜瘤中，术中发现侵犯静

脉窦 22 例，侵犯颅骨 15 例，侵犯海绵窦 2

例，包绕血管 6 例。病理分级中，WHO I 级

31 例，II 级 9 例，III 级 5 例。手术切除 Simp

son I 级 19 例，Ⅱ级 16 例，Ⅲ级及以上 10

例。45 例侵袭性脑膜瘤中，有 22 例出现肿

瘤复发。Ki67 增殖指数与 WHO I-II 级脑膜瘤

复发有显著相关(P<0.05)，与 WHO III 级脑膜

瘤复发没有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在 WHO I-II 级侵袭性脑膜瘤中，Ki67

增殖指数高的患者肿瘤复发可能性增加。在

WHO III 级中，肿瘤切除程度与病理分级与肿 

瘤复发相关性更大。 

 
 
PO-463 

Syk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对人髓母细胞瘤细胞

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周开宇 1 罗永康 1 吉海龙 1 史鹏飞 1 

1.台州市立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探讨人髓母细胞瘤细胞系中 Syk 基因启

动子甲基化状态对其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方法  对体外培养 D341、Daoy 细胞株，分别

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甲基

化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MSP）检测各组细

胞中 Syk 基因的表达和甲基化状态；将细胞

株随机分为实验组、对照组，实验组用甲基

化转移酶抑制剂 5-氮杂-2 脱氧胞苷（5-aza -

2-deoxycytidine，5-aza-CdR)处理，根据其

浓度分三组（0.1umol/L、1umol/L、10umol/

L），对照组无任何处理。利用 Transwell 法

检测各组细胞穿膜的细胞数，作为评价细胞

体外侵袭的能力的评价。 

结果  Syk 基因在 D341、Daoy 细胞中均表

达，经甲基化转移酶抑制剂处理后，其表达

水平上调，且其启动子区甲基化水平降低（P 

<0.01），细胞侵袭能力降低（P<0.01）。 

结论  Syk 基因启动子去甲基化会抑制人髓母

细胞瘤细胞的侵袭性。 

 
 
PO-464 

旋转式伽马刀联合吉非替尼靶向治疗非小细

胞肺癌脑转移中的作用 
 

王锐 陈春美 杨卫忠 石松生 李锋 陈建乐 刘才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旋转式伽马刀联合吉非替尼靶向治

疗在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中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330 例非小细胞肺癌脑

转移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195 例选用了旋

转式伽马刀联合吉非替尼靶向治疗，135 例选

用全脑放疗联合吉非替尼靶向治疗，比较分

析治疗后的近期疗效、1 年生存率，1 年疾病

无进展期。 

结果  330 例均经过病理诊断证实为非小细胞 

肺癌，磁共振影像学检查发现单发或多发脑

转移瘤。2 组在近期疗效、1 年生存率的比较

有统计学差异（P<0.05），但在 1 年疾病无

进展期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旋

转式伽马刀联合吉非替尼靶向治疗组的不良

反应率明显低于全脑放疗联合吉非替尼靶向

治疗组（P<0.05）。 

结论  在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治疗中，旋转式

伽马刀联合吉非替尼靶向治疗组具有较好的

疗效。 

 
 
PO-465 

颅咽管瘤切除手术中肿瘤钝性分离技术探讨 
 

贾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颅咽管瘤切除手术当中钝性分离技

术应用条件及安全性，以此提高颅咽管瘤的

全切率。 

方法  对我病区外科手术治疗的 43 例颅咽管

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手术录像进行回顾性分

析。 

结果  肿瘤全切 38 例（88.3%），近全切除 3

例（6.9%），部分切除 2 例（4.8%）。术后

出现尿崩 36 例，出院时恢复正常 23 例，尿

量好转 7 例，仍有尿崩 6 例；35 例出现钠代

谢紊乱，出院时血钠正常 30 例，仍有钠代谢

紊乱 5 例；5 例出现高热，出院时体温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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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2 例出现意识障碍，其中 1 例死亡，1 例

长期昏迷。 

结论  颅咽管瘤因生长部位、肿瘤质地特殊，

具有手术难度大、不易全切、术后并发症多

的不良特点。因颅咽管瘤是先天性外来肿

瘤，因此其与周围存在潜在间隙。我们在手

术前根据肿瘤生长特点制定手术入路，在术

中对可视肿瘤尽量采用钝性分离技术，可保

证肿瘤切除的连续性及利用钝性分离出的肿

瘤组织对后、下部肿瘤进行适当力度的牵

拉，以保证肿瘤的全切。 

 
 
PO-466 

眶上外侧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嗅沟脑膜瘤 
 

闫宪磊 黄河清 郑捷敏 

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10259261 

 

目的  推荐一种嗅沟脑膜瘤显微手术入路：眶

上外侧入路；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09 年 1 月到 2014

年 12 月间 22 例采用眶上外侧入路切除嗅沟

脑膜瘤的临床资料； 

结果  所有病例肿瘤均全切，Simpson I 级 14

例， Simpson ll 级 8 例，无术后死亡病例。 

结论  眶上外侧入路简单、快捷、安全且损伤

小，嗅沟脑膜瘤可以通过一个小的眶上外侧

入路安全切除。 

 
 
PO-467 

甲介型蝶窦垂体瘤的治疗策略 
 

张强 周运波 胥宝泉 刘洪恩 

1.山东省滨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分析神经内镜下经蝶入路切除蝶窦

变异巨大垂体腺瘤的经验和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 例神经内镜下经蝶入路

垂体瘤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总结其

疗效、并发症，总结该术式的优缺点。 

结果  7 例鞍前型病例中 6 例全切除(85％),1

例次全切，3 例甲介型蝶鞍病例中 2 例全切(6

7％)，1 例次全切。所有病例随访 6～12 个

月，8 例头痛症状明显缓解；5 例视力、视野

明显改善。术前泌乳素增高的 9 例中，7 例术

后降至正常，2 例降低 50％以上。 

结论  神经内镜增大了手术视野，多点定位能

精确磨除增厚的鞍底，提高了肿瘤切除率，

降低了手术并发症的发生,对伴有鞍前型及甲

介型蝶窦的垂体瘤患者，突破了显微镜经蝶

入路不可行的禁忌，更为安全。  

 
 
PO-468 

经眶上眉弓锁孔入路切除鞍区病变的诊疗体

会 
 

董桂江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眶上眉弓锁孔入路在鞍区病变手术

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 2 年来我科采用眶上眉弓

锁孔入路治疗的 21 例鞍区病变患者的临床资

料，探讨手术技巧及手术的疗效。 

结果  本组资料中无死亡病例，肿瘤全切除者

16 例，次全切除者 5 例；术后病理提示脑膜

瘤者 3 例，其余均为垂体瘤。术前所有患者

均由不同程度的视力视野受损表现，术后视

力视野改善者 17 例，余 4 例术后该症状无好

转，但未再见进展；3 例病例术后出现一过性

尿崩现象，未见与本入路相关的并发症。 

结论  鞍区病变手术治疗的方法通常包括经额 

下、经鼻-蝶窦、经翼点等入路行手术切除，

术者可根据肿瘤不同的生长形态选择相应的

手术方法。眶上眉弓锁孔入路由经典的经额

下入路发展而来，该入路开、关颅时间短，

不造成面神经分支损伤及颞肌萎缩；它可以

从前方和上方达到鞍区及斜坡上段，对脑组

织牵拉小，清晰的暴露垂体、垂体柄、视交

叉、Willis 环等结构，极大减少因入路造成的

副损伤，术后恢复快，符合微创理念和美学

原理。 

 
 
PO-469 

腰穿置管控制性引流脑脊液调节颅内压在神

经内镜治疗鞍上扩展的垂体腺瘤中的应用 
 

刘青林 薛浩 贾德泽 李刚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01 
 

目的  评估腰穿置管引流脑脊液以控制颅内压

在内镜下切除伴鞍上扩展的垂体腺瘤手术中

的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共有 23 例伴鞍上扩展的垂体腺瘤患者在

行内镜下肿瘤切除时使用腰穿置管引流脑脊

液以控制颅内压。回顾性分析患者的病历资

料并对患者进行临床随访。对肿瘤切除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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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尿崩症发生率、术中脑脊液漏、术后垂

体功能损害、视力变化及引流相关并发症等

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接受手术治疗。通过术

后 CT 或 MRI 检查评估，手术全切 21 例  ，

次全切除 2 例，无部分切除病例。术后 2 例

患者出现一过性尿崩症，皮下注射垂体后叶

素后尿量控制满意，无永久性尿崩症发生。

术中 7 例出现脑脊液漏，所有患者均通过鼻

腔填塞及腰穿置管引流达到治愈。术后常规

给优甲乐及氢化可的松激素替代治疗，1 个月

后复查激素水平，决定是否继续需要替代治

疗。6 个月随访时，无患者需要继续激素替代

治疗。术后 1 周视力好转 12 只眼，未变化 3

0 只眼，视力下降 4 只。所有患者均在术后 6

个月行 MRI 检查，未见明显复发及再生长病

例。所有患者均耐受腰穿置管引流，未见腰

穿置管引流相关并发症发生。 

结论  通过腰穿置管脑脊液引流是一种安全的

控制颅内压的方式，该方法可以有效的控制

鞍肺的下陷，有利有肿瘤切除及垂体功能保

护。 

 
 
PO-470 

侵袭性垂体瘤中 bFGF 和 uPA 的表达及相关

性研究 
 

刘小刚 钟波 白云安 孙高令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262500 

 

目的  探讨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asic fi

broblast growth factor，bFGF）与尿激酶型

纤溶酶原激活物( urokinase typeplasminogen

 activator , uPA)在侵袭性垂体腺瘤和非侵袭

性垂体腺瘤中的表达及其表达的相关性，来

探讨它们与垂体瘤侵袭性生长的关系。 

方法  垂体腺瘤组织标本 60 例，其中侵袭性

者 34 例，非侵袭性者 26 例，运用 HE 染色

方法在光镜下观察垂体腺瘤组织的细胞形

态、结构及排列方式，并用免疫组化法检测

标本中 bFGF 和 uPA 的表达情况。 

结果  ①侵袭性和非侵袭性垂体腺瘤组织的病

理特点在 HE 染色光镜下不易区分，表现为细

胞异型性，大小不均匀，核大，核仁明显，

细胞间质增生明显，间质中可见增生的毛细

血管。②34 例侵袭性垂体腺瘤和 26 例非侵

袭性垂体腺瘤中 bFGF 表达阳性率分别为 73.

5%和 30.8%(χ2=10.884，P<0.01)，uPA 表

达阳性率分别为 76.5%和 26.9%(χ2=14.61

4，P<0.01)，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③在 3

4 例侵袭性垂体腺瘤中，bFGF 和 uPA 的表

达存在正相关关系(r=0.469, P=0.005)。 

结论  bFGF 和 uPA 的过度表达与垂体腺瘤的

侵袭性生长有密切的关系，两者可能具有协

同作用，可以反映垂体腺瘤的生物学行为。 

 
 
PO-471 

全程神经内镜下切除桥小脑角及岩斜区胆脂

瘤 
 

关峰 胡志强 黄辉 戴缤 朱广通 毛贝贝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目的  探讨全程神经内镜下切除桥小脑角及岩

斜区胆脂瘤的手术技巧及并发症。 

方法  在手术全程中应用神经内镜采用枕下乙

状窦后入路切除 13 例桥小脑角区胆脂瘤。 

结果  本组 13 例桥小脑角区胆脂瘤均在神经

内镜直视下被切除，术后 MRI 复查未见肿瘤

残余。术后发热 1 例, 经腰穿及对症治疗 1 周

后体温恢复正常。1 例（术后 1 个月）出现交

通性脑积水，再行脑室腹腔分流术。本组无

颅内出血和死亡病例。随访期间肿瘤复发 1

例（术后 14 个月），因无临床症状及体征因

而继续随访观察。 

结论  桥小脑角区胆脂瘤缺乏血管、内容物质

地松软、包膜完整适合神经内镜手术；术中

利用自然和病理性解剖间隙，以及内镜和吸

引器的成角特点，避免脑板牵拉，提高肿瘤

全切率, 降低并发症；手术疗效与术者掌握神

经内镜技术的熟练程度密切相关。   

 
 
PO-472 

神经电生理技术在听神经瘤手术治疗中的应

用 
 

董桂江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神经电生理技术在听神经瘤手术治

疗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5.1~2016.1 年接受

手术治疗的 40 例听神经瘤患者临床资料，术

中均行面神经、三叉神经及后组颅神经等常

规监测。为防止肌松药影响电生理监测，自

切皮至肿瘤全切前均不使用肌松药，手术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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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过程中若出现波形异常则暂停手术进行调

整。术后随访面神经功能。 

结果  本组无死亡病例，显微镜下手术全切除

者 33 例，次全切除 7 例；2 例患者术前已出

现后组颅神经症状，术后得到缓解，2 例患者

术后出现后组颅神经症状，随访 3 个月后均

恢复。术后随访 2~3 个月，采用 HB 分级法

进行面神经功能评估：I 级 24 例，II 级 14

例，III 级 1 例，IV 级 1 例。 

结论  听神经瘤作为桥脑小脑角区最常见的肿

瘤，手术为该类肿瘤的首选治疗方法已成为

共识。受肿瘤的压迫等影响，神经的形态发

生改变，使其在术中难以辨认，电生理检测

是分辨颅神经的可靠工具。在听神经瘤手术

中应用电生理检测，可及时为术者提供颅神

经的功能状态，可最大限度的保证手术的精

确导航，避免损伤重要结构，使神经功能得

以保留，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PO-473 

颅内浆细胞瘤诊疗并文献复习 
 

闫宪磊 郑捷敏 

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10259261 

 

目的  提高对颅内浆细胞瘤的认识，探讨颅内

浆细胞瘤的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 

方法  分析确诊为颅骨浆细胞瘤临床资料并复

习相关文献。 

结果  颅内浆细胞瘤是中枢神经系统少见恶性

肿瘤，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无明显特异

性，易误诊，针对性治疗，预后有别；颅骨

单发浆细胞瘤可手术治疗，但手术骨窗边缘

应大于距病灶边缘，确保骨窗开在正常颅

骨，术中才能有效控制出血，术后辅以放化

疗，提高患者生存率。 

结论  颅内浆细胞瘤，易误诊，针对性治疗，

预后有别，确诊有赖于病理诊断及血液学检

查。 

 
 
PO-474 

长期存活的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的特点 
 

欧阳辉 俞磊 陆云涛 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高级别（WHO Ⅲ、Ⅳ级）胶质瘤预后

差，胶质母细胞瘤（GBM）约占 50%，GBM

中位生存期 9-15 个月，间变型星形细胞瘤

（AA）中位生存期也仅 12-24 个月，但确有

少数病例经治疗得以较长期存活（大于 6

年）, 本文目的是探讨这些长期存活的高级别

胶质瘤患者的特点，以求总结经验，找出一

些共性。 

方法  通过回顾总结（查找病历）并随访（病

人复诊、电话、信件联系）我院近 13 年（20

00-2013）经我科治疗的高级别（有手术及病

理证实）胶质瘤患者，发现了一些难以想象

的较长时间(超过 6 年)和很高质量生存的病

例，就其资料较完整者 16 例予以总结报道。

其中胶质母细胞瘤 4 例，间变型星形细胞瘤 3

例，间变型少突-星形细胞瘤 3 例，间变型少

突细胞瘤 6 例。间变型少突细胞瘤最长生存

者已超过 16 年，且尚能正常生活和工作。 

结果  这些病例具有以下特点：1、均经过了

积极规范化手术，一定是进行最大范围安全

切除肿瘤，有的是激进型扩大切除，复发后

能手术者也同样如此；2、大部分病例经过

（12/16）足量放疗，其中 3 例由于第一次放

疗不正规或剂量不够，对复发的肿瘤进行了

X-刀或伽马刀治疗；3、6 例经过 ACNU（宁

得朗）化疗，8 例经过替莫唑胺化疗，2 例未

行化疗；4、肿瘤部位：额叶 5 例，颞叶 6

例，顶枕叶 2 例，小脑 2 例，松果体区 1

例；5、年龄相对较轻（发病时均小于 50

岁）；6、患者及其家属治疗愿望迫切，求生

欲望强烈，家庭经济情况良好。 

结论  高级别胶质瘤虽然总体预后仍差，但确

有少数病例经积极治疗能长期较高质量存

活。我们觉得对于较年轻的患者，尤其是当

肿瘤位于前额叶、前颞叶、顶枕叶及单侧小

脑部位时，首先要采取较激进的手术（部分

脑叶切除），其次尽可能采用放、化疗等个

体化综合治疗，树立牢固的信心和强烈的生

存愿望，坚持积极治疗，这样确有可能为高

级别胶质瘤的患者带来较长期的生存的机

会。 

 
 
PO-475 

CBL 教学法在神经外科见习教学中的应用 
 

贺建勋 魏洪涛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 CBL 教学模式在医学生神经外科

见习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55 名 见习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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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随机分成 A、B 组：A 组则采用传统 LBL

 教学模式，B 组采用 CBL 教学模式，通过出

科考试评价神经外科见习教学效果。 

结果  B 组的考试成绩要明显优于 A 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CBL 教学模式比 LBL 教学模式更适合

神经外科临床见习教学。 

  
 
PO-476 

全程神经内镜诊疗小儿第三脑室肿瘤的手术

经验及体会 
 

关峰 胡志强 黄辉 戴缤 朱广通 毛贝贝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目的 探讨全程神经内镜下诊疗小儿第三脑室

肿瘤的手术经验及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手术全程应用神经内镜治疗

小儿第三脑室肿瘤的 10 例临床资料，畸胎瘤

4 例，胶质瘤 2 例，生殖细胞瘤 2，结核球 1

例，非霍杰金淋巴瘤 1 例。均于神经导航指

引下个体化设计手术切口和手术路径。术中

冰冻病理明确病理性质，指导神经内镜手术

方式的选择。合并脑积水的患儿均行三脑室

底造瘘术。术后常规随访，并进行 Karnofsky

评分（KPS）。 

结果 术后随访 2-30 个月，平均 13.6 个月，

其中神经内镜下活检 3 例，占 30%；单纯神

经内镜部分切除 3 例，占 30%；完整切除 4

例，占 40%。合并脑积水 8 例，占 80%，均

行三脑室底造瘘术。KPS>80 分 8 例，60～8

0 分 2 例，无死亡。 

结论 神经内镜手术治疗小儿第三脑室肿瘤可

根据肿瘤的位置、大小、血供、肿瘤基底等

情况选择神经内镜活检、全程神经内镜部分

或全部切除肿瘤。在切除肿瘤的同时可以重

新建立脑脊液循环。科学的手术决策和合理

的应用神经内镜技术是提高小儿第三脑室肿

瘤治疗效果的关键。 

 
 
PO-477 

抑癌基因 LRF 通过下调 Luman/ATG5 通路

抑制低氧诱导的人脑胶质母细胞瘤自噬 
 

李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抑癌基因 LRF 对低氧下胶质母细

胞瘤细胞自噬水平的影响及其直接靶点和分 

子机制。 

方法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各级别人脑胶

质瘤组织标本中 LRF 及其下游负向调控分子

Luman 的表达水平，并在体外实验中，通过

Luman 特异性小干扰 RNA 研究 LRF/Luman

轴对低氧下胶质母细胞瘤细胞自噬水平的影

响及分子机制。 

结果  高级别胶质瘤患者（WHO III 和 IV 级）

的 LRF 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低级别胶质瘤患

者（WHO I 和 II 级），而 Luman 的表达水平

显著高于低级别胶质瘤患者。体外实验发

现，低氧能显著下调 LRF 的表达并提高 Lum

an 的水平。Luman 敲除的胶质母细胞瘤细胞

自噬水平显著下降，且各种 ATGs 的 RT-PC

R 结果提示，Luman 与 ATG5 的变化存在正

相关效应。 

结论  抑癌基因 LRF 通过下调 Luman/ATG5

通路抑制低氧诱导的人脑胶质母细胞瘤自噬

水平，进而抑制胶质瘤的恶性进展。 

 
 
PO-478 

iFlow、PBV 图像在富血管巨大脑膜瘤术前栓

塞治疗中的应用及临床意义  
 

樊友武 王汉东 张鑫 胡志刚 茅磊 文立利 祝剑虹 丁可 

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外科研究所 南京总医院神经外

科 210002 

 

目的  富血管巨大脑膜瘤血供丰富，基底宽

广、难以一次性彻底离断，且由于体积巨

大、影响暴露，术中出血凶猛，风险极大，

病人甚至有术中死亡可能。iFlow、PBV 图像

本文旨在探讨术前 DSA 检查及栓塞对手术切

除巨大脑膜瘤的影响，并配合 iFlow、PBV 图

像显示选择性血管栓塞前后肿瘤血供变化情

况。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今年外科治疗的 9 例巨大

脑膜瘤病例，9 例病例均在术前行 DSA 检

查，结合 iFlow、PBV 图像判断肿瘤血供是否

丰富，而后行选择性血管栓塞，栓塞后再结

合 iFlow、PBV 图像判断栓塞效果。同时在手

术中比较术中肿瘤出血情况。 

结果  9 例巨大脑膜瘤栓塞前 iFlow、PBV 图

像均显示肿瘤血供极其丰富，行选择性血管

栓塞后 iFlow、PBV 图像均显示肿瘤血供明显

减少；8 例栓塞后术中出血明显减少，1 例栓

塞术后因出现意识障碍而未行手术。 

结论  iFlow、PBV 图像可以很好的显示巨大

脑膜瘤栓塞前后血供变化情况，可作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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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膜瘤术前是否行选择性血管栓塞的参考，

同时二者也可以反应栓塞后效果，值得推

广。 

 
 
PO-479 

miR-584-3p 通过靶向 ROCK1 抑制低氧人脑

胶质母细胞瘤的侵袭和迁移能力 
 

薛皓 刘青林 郭兴 张金森 李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 miR-584-3p 对低氧下胶质母细胞

瘤细胞侵袭迁移能力、细胞骨架的影响及其

直接靶点和分子机制，评价抑癌基因 miR-58

4-3p 作为预后指标的应用价值。 

方法 RT-PCR 检测各级别人脑胶质瘤组织标

本中 miR-584-3p 的表达水平与其靶分子 RO

CK1 的表达相关性，并结合胶质瘤患者的病

例随访结局研究 miR-584-3p 的表达水平与术

后生存期的关系；在体外实验中，利用细胞

系，使用特异性阻断剂、小干扰 RNA、micro

RNA inhibitor、mimics、基因芯片和荧光素

酶报告基因等方法等研究 miR-584-3p 对低氧

下胶质母细胞瘤细胞侵袭迁移能力、细胞骨

架的影响及其直接靶点和分子机制；在体内

实验中，研究 miR-584-3p 对胶质母细胞瘤侵

袭迁移能力的影响，及与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虽然高级别胶质瘤患者（WHO III 和 IV

级）的 miR-584-3p 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低级

别胶质瘤患者（WHO I 和 II 级），但组内差

异性大。其中，miR-584-3p 高表达的高级别

胶质瘤患者术后 1 年生存率较低表达患者显

著提高，提示 miR-584-3p 具有抑癌作用，并

能够作为胶质母细胞瘤预后的标记。低氧诱

导人脑胶质母细胞瘤细胞中 miR-584-3p 的表

达升高为反应性保护性上调；体外实验和体

内实验均证实，miR-584-3p 能够通过直接靶

向抑制 ROCK1 依赖的细胞骨架重构，从而

显著抑制低氧下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的侵袭迁

移能力，减少肿瘤浸润性生长，并限制肿瘤

大小，延长生存期。提示 miR-584-3p 可以作

为胶质母细胞瘤抗侵袭治疗的潜在干预靶

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结论 抑癌基因 miR-584-3p 通过靶向 ROCK1

抑制低氧人脑胶质母细胞瘤的侵袭和迁移能

力，且具有较好的预后预测价值。 

 
 
 

PO-480 

侧脑室三角部脑膜瘤的显微手术策略（附 36

例报告） 
 

樊友武 潘云曦 李杰 茅磊 周梦良 胡志刚 祝剑虹 丁可 

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外科研究所 南京总医院神经外

科 210002 

 

目的  探讨显微外科治疗侧脑室三角部脑膜瘤

的手术入路选择、手术操作技巧和临床效

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 年 5 月至 2016

年 3 月收治并行显微手术治疗的 36 例侧脑室

三角部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病例均

采用单侧顶叶皮质入路，经皮层造瘘行肿瘤

切除术。 

结果  36 例患者均达到肿瘤全切除（ Simpso

n I 级）。术后主要并发症为同向偏盲 8 例，

其余并发症包括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4 例，继

发性癫痫 2 例，头皮下积液 2 例，瘤腔内出

血经二次手术 1 例，术后无死亡病例。术后

随访均未见明显肿瘤复发。 

结论  术前充分评估肿瘤的自身特点，选择合 

适的手术入路，掌握良好的显微手术操作技

巧是侧脑室三角部脑膜瘤显微外科治疗的关

键。 避开视束可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PO-481 

miR-584-3p 和 miR-let-7f 分别通过靶向 RO

CK1 和 POSTN 抑制低氧诱导的人脑胶质母

细胞瘤血管生成拟态 
 

薛皓 刘青林 李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 miR-584-3p 和 miR-let-7f 对低氧下

胶质母细胞瘤细胞血管生成拟态的影响及其

直接靶点和分子机制。 

方法 通过 CD34-PAS 免疫组化双染法检测各

级别人脑胶质瘤组织标本中的血管生成拟态

情况，并通过 RT-PCR 法检测各级别人脑胶

质瘤组织标本中 miR-584-3p 和 miR-let-7f 的

表达水平，并在体外实验中，通过特异性 inhi

bitor 和 mimics 研究 miR-584-3p 和 miR-let-7

f 对低氧下胶质母细胞瘤血管生成拟态的影响

及分子机制。 

结果 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高级别胶质瘤患

者（WHO III 和 IV 级）的血管生成拟态水平

显著低于低级别胶质瘤患者（WHO I 和 II

级），且与不良预后相关。RT-PCR 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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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别人脑胶质瘤组织标本中 miR-584-3p 和

miR-let-7f 的表达水平均发现二者与血管生成

拟态呈负相关。体外实验发现，低氧能显著

促进胶质母细胞瘤血管生成拟态，而过表达

miR-584-3p 和 miR-let-7f 均能显著抑制血管

生成拟态。进一步研究发现，miR-584-3p 和

miR-let-7f 抑制血管生成拟态的靶点分别为 R

OCK1 和 POSTN。 

结果 miR-584-3p 和 miR-let-7f 分别通过靶向

ROCK1 和 POSTN 抑制低氧诱导的人脑胶质

母细胞瘤血管生成拟态，进而抑制胶质瘤的

恶性进展。 

 
 
PO-482 

垂体腺瘤卒中的处理策略 
 

樊友武 潘云曦 李杰 周梦良 胡志刚 祝剑虹 丁可 张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外科研究所 南京总医院神经外

科 210002 

 

目的  探讨垂体腺瘤卒中的诊断、治疗方法和

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4 年 2 月～2015 年

1 月之间收治的共 13 例垂体腺瘤卒中患者的

临床经过和治疗方法。 

结果  13 例中男 6 例，女 7 例。其中急性垂

体腺瘤卒中 5 例，亚急性 2 例，慢性 6 例。

其中 1 例以高热、意识障碍为首发症状急诊

入院，7 例以头痛、呕吐为主要症状入院，9

例以视力、视野障碍为首发症状入院，2 例以

垂体功能低下为首发症状入院。5 例急性垂体

腺瘤卒中在急诊室或者本科室病房先行脱

水、激素、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保守治疗

后，病情稳定，全部行显微镜下经鼻蝶入路

垂体腺瘤切除术，术后恢复良好，无手术死

亡。1 例高热、意识障碍患者入院后行保守治

疗后意识恢复正常，后行显微镜下经鼻蝶入

路垂体腺瘤切除术，术后恢复良好。2 例亚急

性、6 例慢性垂体腺瘤卒中患者均手术治疗，

其中仅一例肿瘤较大者行经右侧翼点入路垂

体腺瘤切除术，其余患者均行显微镜下经鼻

蝶入路垂体腺瘤切除术，术后顺利康复，未

出现并发症。本组 13 例垂体腺瘤卒中肿瘤全

切 10 例，次全切 3 例，全切除率 76.9%。最

长住院天数为 34 天，最短为 11 天，平均 16.

3 天。 

结论  头痛、呕吐、视力、视野障碍是垂体腺

瘤卒中的常见症状，并且较重者可能存在高

热、意识障碍等下丘脑症状，有明显视力、

视野障碍的垂体腺瘤卒中应视为急诊，应及

时采用手术治疗，以切除肿瘤挽救视力。垂

体腺瘤卒中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偏长，病情较

重者尤为明显。 

 
 
PO-483 

鞍上池蛛网膜囊肿误诊原因分析 
 

李犇 1 宗绪毅 2,2 王同新 1,1 付坤 1 李储忠 2 张亚卓 2 

白云安 1 

1.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2.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探讨鞍上池囊肿的临床特点诊断及误诊

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97 例潍坊市益都中心医

院神经外科和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天坛医

院神经外科自 2010 年 3 月至 2015 年 1 月共

收治鞍上蛛网膜囊肿 97 例,所有患者均行 CT

和 MRI 检查,均伴有脑积水。11 例误诊误治

病例给行内镜下鞍上池囊肿部分切除，囊肿

脑室造瘘术，囊肿脚间池造瘘术，并同时取 

出同侧分流管。 

结果  本组病例无手术死亡者,4 例患者(4.1%)

发生术后并发症，25 例(59.5%)患者症状完全

缓解,14 例患者(33.3%)症状改善,3 例因复发

脑积水再行脑室腹腔分流术。术后 CT 和/或

MR 检查示囊肿体积有不同程度缩小,造瘘口

处和导水管脑脊液流动通畅。 

结论  鞍上蛛网膜囊肿好发于儿童，患者的临

床表现主要为脑积水症状、内分泌症状和视

力损害，如头痛、头围异常增大、行走不

稳、发育迟缓等。影像学检查示鞍上囊肿的

特征表现为第三脑室区出现圆形或椭圆形底

密度区，伴额角扩张时囊肿和脑室的形状类

似于兔头，称为米老鼠征。轴位可见米老鼠

征，冠状位可见透明隔被囊肿撑开，矢状位

可见第三脑室上抬，并有助于判断中脑导水

管是否梗阻。 

 
 
PO-484 

弱 X 线术中放疗(INTRABEAM)在颅内肿瘤的

应用 
 

吴明星 1,2 韩小弟 1 傅兵 1 张洪俊 1 马国佛 1 闵思明 1 

秦舒森 1 

1.北京天坛普华医院 

2.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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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评估使用弱 X 线术中放疗（IORT）对

颅内恶性肿瘤的安全性及疗效。 

方法  此回顾性研究包括从 2012 年 12 月到 2

016 年 3 月在北京天坛普华院行手术治疗的 7

6 名颅内肿瘤患者。使用的弱 X 线术中放疗

设备为 INTRABEAM（PRS500），由蔡司公

司生产。我院采用的为球形施用器（直径 1.5

cm-5cm），采用的剂量为 10Gy/2mm（距离

球形施用器表面 2mm 组织接受的剂量为 10G

y）71 例、8Gy/2mm2 例、12Gy /2mm2 例、

10Gy /0mm1 例。评估了手术+IORT 的安全

性，包括伤口愈合情况，感染情况，术后严

重脑水肿需要行减压手术治疗情况。并对其

中 21 例新诊断胶质母细胞瘤进行了随访统

计，21 例患者中 10 患者行 IORT，11 例患者

行 IORT+BUNU 贴片，计算了无进展生存期

（PFS）及总生存期（OS）。统计方法为 Ka

plan-Meier 生存分析。 

结果  76 例病例中术后病例胶质母细胞瘤 48

例，间变胶质瘤 12 例，室管膜瘤 5 例，低级

别胶质瘤（II 级）4 例，其他 7 例。手术+IO

RT 术后早期无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10 例行

IORT 及 11 例 IORT+BUNU 的胶质母细胞瘤

患者中位 PFS 分别为 9.8 个月和 10.2 个月

（P=0.260），OS 分别为 18.9 个月和 20.7

个月（P=0.551）。 

结论  弱 X 线术中放疗对于治疗颅内肿瘤是安

全的,并有较好疗效。 

 
 
PO-485 

扩大翼点-经颞叶-经天幕入路与传统颞下入路

的解剖比较分析 
 

樊友武 王汉东 唐勇 潘云曦 胡志刚 祝剑虹 丁可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神经外科，全军神经外科研究

所，210002，江苏南京 210002 

 

目的  比较扩大翼点-经颞叶-经天幕入路与传

统颞下入路在岩斜区脑膜瘤手术中的解剖学

参数及适用特点。 

方法  在 5 例（10 侧）成人湿性头颅标本上

分别模拟两种入路的手术操作，在颅底选定 4

个点组成中、后颅窝底相邻三角形，两种入

路的骨窗平面上分别选定 3 个点构成骨窗平

面三角形，分别计算中、后颅窝底相邻三角

形的实际面积，以及在两种入路骨窗平面三

角形上的投影面积和投影面积与实际面积的

百分比。 

结果  两种入路在中颅窝底三角形的投影面积 

百分比上（颞下：28.8±14.9%；扩大翼点：2

1.5±12.5%），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 =0.194

8)；但在后颅窝底三角形的投影面积百分比上

（颞下：51.5±4.3%；扩大翼点：74.0±4.

5%），传统颞下入路较扩大翼点-经颞叶-经

天幕入路显著减少(P < 0.01)。两种入路在中

颅窝底的显露上差异不大，但在后颅窝底的

显露上，扩大翼点-经颞叶-经天幕入路可以提

供更大的视野范围。 

结论  两种入路均适用于主体位于中颅窝的大

型、巨大型岩斜区脑膜瘤，扩大翼点-经颞叶-

经天幕入路可提供更大的后颅窝显露空间，

尤其适用于主体位于后颅窝，广泛向中颅窝

底侵袭的岩斜区脑膜瘤。 

 
 
PO-486 

额颞开颅经颧弓-颞下入路切除中颅窝底鞍旁

肿瘤 
 

倪天瑞 林于峰 陈权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探讨额颞开颅经颧弓-颞下入路切除中颅

窝底鞍旁肿瘤的手术适应证、手术要点、治

疗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6 年 1 月至 5 月

采用额颞开颅经颧弓-颞下入路显微手术切除

中颅窝底鞍旁肿瘤 20 例，其中脑膜瘤 8 例，

神经鞘瘤 12 例。结果:肿瘤全切 16 例；次全

切除 4 例；无手术死亡。 

结论  额颞开颅经颧弓-颞下入路是翼点入路的

改良术式。术中切断颧弓，解除颧弓对颞叶

底部暴露的影响。对于中颅窝底暴露不够充

分的翼点入路，可以采用此方法增加暴露的

角度和范围，避免过度牵拉引起颞叶损伤。 

 
 
PO-487 

脑胶质瘤增殖性与室管膜下区毗邻关系的研

究 
 

马辉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目的  探讨脑胶质瘤增殖性与瘤体同室管膜下

区毗邻关系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经病理确诊为脑胶质瘤的患者 31

例，按病灶与室管膜下区之间的位置关系进

行分组。根据脑胶质瘤病灶与室管膜下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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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位置关系将病  例分为两组。组Ⅰ为病灶

侵及到室管膜下区；组Ⅱ为病灶未侵及到室

管膜下区；分析两组间肿瘤大小、病理分

级、病灶数量及由磁共振波谱分析   （MRS

 ）反映的增殖性之间的差异。 

结果  31 例脑胶质瘤患者中浸润到室管膜下

区 20 例，占 64.5%。浸润到室管膜下区的胶

质瘤大小(33.36±15.43ml)，病理分级：Ⅰ级

0 例，Ⅱ级 5 例，  Ⅲ级 5 例，Ⅳ级 4 例，I-

Ⅱ级 1 例，Ⅱ-Ⅲ级 2 例，Ⅲ-Ⅳ级 0 例，且有

3 例患者出现多数量病灶，普遍高于未浸润到

室管膜下区的胶质瘤患者。在浸润  到室管膜

下区的胶质瘤患者中 MRS 反映的增殖性指标

显示，与未浸润到室管膜下区的胶质瘤患者

相比，其可能具有更旺盛的增殖能力。 

结论  胶质细胞瘤的增殖性与室管膜下区有

关。直接浸润侧室管膜下区的胶质瘤具有更

高的病理分级，更大的体积，并具有多灶特

点。 

 
 
PO-488 

7 例脑膜血管瘤病的临床分析 
 

苏兴奋 康德智 林元相 吴喜跃 王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目的 探讨脑膜血管瘤病（Meningioangiomat

osis，MA）的临床特点，提高对脑膜血管瘤

病的诊治，减少误诊或漏诊。 

方法 回顾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

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收治的 7 例脑膜血

管瘤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病理学及免疫

组化特征和相关文献。 

结果 脑膜血管瘤病共 7 例，其中男性 3 例，

女性 4 例，平均年龄 23.9 岁，最大年龄为 57

岁，最小年龄为 3 岁。5 例表现为癫痫发作，

1 例表现为额骨肿物，1 例表现为视物模糊。

CT 及 MRI 检查均发现异常占位性病灶，部分

病例 CT 检查可见钙化灶，1 例位于左侧额叶

的多发病灶，1 例位于左顶叶，1 例位于右额

部，1 例位于右颞叶，1 例位于左颞叶，1 例

位于右额叶。所有病人都进行手术切除异常

病灶。术后组织送病理检查，结果发现 3 例

单纯为脑膜血管瘤病，2 例合并脑膜瘤，1 例

合并多发血管畸形，1 例合并局灶皮质发育不

良（FCDIIa 型）。所有病人均顺利出院，预

后良好。 

结论  脑膜血管瘤病是颅内较罕见的良性病

变，发病年龄较轻，常表现为癫痫；影像学

检查差异较大，可显示异常病灶；可伴脑膜

瘤、血管畸形等；首选手术切除病灶，预后

良好。 

 
 
PO-489 

显微镜下单鼻孔经蝶窦入路手术切除垂体腺

瘤 124 例临床分析 
 

樊友武 王汉东 潘云曦 周梦良 胡志刚 祝剑虹 丁可 张

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外科研究所 南京总医院神经外

科 江苏南京 210002 210002 

 

目的  探讨垂体腺瘤的临床特点及显微镜下单

鼻孔经蝶窦手术切除垂体腺瘤的方法及经

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2 月～2015 年 1 月

我科采用显微镜下单鼻孔经蝶窦入路手术切

除垂体腺瘤 124 例，总结垂体腺瘤的临床特

点、手术要点以及并发症防治。 

结果  本文统计垂体腺瘤男女比例为男：女= 

57:67，女性多发，35～45 岁是好发年龄。

其中以头痛头晕发病者居多，其次是视力视

野障碍、停经泌乳等常见首发症状，以肢端

肥大、Cushing 症为首发症状者相对较少。无

功能腺瘤患者最多，泌乳素腺瘤、生长激素

腺瘤及 ACTH 腺瘤为常见分型。肿瘤全切 93

例(75%),次全切 21 例(17%)，术后无严重感

染或死亡等严重并发症。 

结论  显微镜下单鼻孔经蝶窦入路手术是治疗

垂体腺瘤的一种有效可靠的手术方法，具有

手术时间短、创伤小、并发症少、效果好等

优点,可作为绝大多数垂体腺瘤患者的首选治

疗方法。 

 
 
PO-490 

颅内胆脂瘤显微手术技巧及并发症预防 
 

樊友武 王汉东 胡志刚 祝剑虹 丁可 张力 周渊 

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外科研究所 南京总医院神经外

科 210002，江苏南京 210002 

 

目的  颅内胆脂瘤属于良性肿瘤，早期患者多

无明显症状，当肿瘤生长到一定体积、且对

周边脑组织结构造成压迫、出现明显神经功

能障碍才就诊而获诊断。手术切除是其主要

治疗方式，手术常见并发症诸如无菌性脑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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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等多由于肿瘤内容物刺激性所致，严重者

可死亡。本文旨在探讨其显微手术技巧与并

发症预防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1-2015.2 我科收治的

10 例颅内胆脂瘤术后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估

手术效果，分析术后并发症的原因并总结预

防和处理措施。 

结果  10 例患者术前均经过 MRI 诊断，术后

病理均证实为胆脂瘤。男女比例为 1：1，其

中位于桥脑小脑角区者 3 例，鞍旁 3 例，前

颅底、斜坡、延髓、颞叶各 1 例。9 例初发，

1 例复发。肿瘤直径大小 2.5-8cm。手术入路

有 4 例采用枕下外侧入路，4 例额颞部，1 例

翼点入路，1 例经枕后正中入路。肿瘤全切除

8 例，还有 2 例因与脑干粘连紧密而残留少量

囊壁。术后 8 例症状改善，1 例出现动眼神经

麻痹，经对症治疗后好转出院，还有 1 例出

现无菌性脑膜炎，给予腰大池外引流、对症

处理一周后好转出院。 

结论  颅内胆脂瘤是一种先天性良性肿瘤，一

经确诊，宜手术切除。根据肿瘤不同部位，

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我们的经验是手术应

尽可能全切肿瘤及瘤壁，但如果肿瘤瘤壁与

脑干或重要血管粘连紧密时不必强行切除，

以免引起严重并发症。胆脂瘤内容物对脑组

织刺激性强，宜在切开肿瘤包膜之前用棉片

将肿瘤周围组织及腔隙严密覆盖，瘤床及术

野用地塞米松生理盐水反复冲洗，及时吸除

漂浮之肿瘤碎屑，术后出现无菌性脑膜炎时

需行腰大池外引流及对症治疗。 

 
 
PO-491 

脑功能区胶质瘤的手术策略与预后评估 
 

樊友武 王汉东 潘云曦 周梦良 祝剑虹 丁可 

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外科研究所 南京总医院神经外

科 江苏南京 210002 210002 

 

目的  总结脑重要功能区胶质瘤的手术策略和

预后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收治 123 例脑胶质瘤手术患者资料，其中

28 例为重要功能区胶质瘤病例。 

结果  重要功能区胶质瘤病例占胶质瘤病例总

数的 23%，其中 6 例丘脑胶质瘤、3 例脑干

胶质瘤、8 例基底节区胶质瘤、8 例胼胝体胶

质瘤、3 例中央区胶质瘤中，术后复查磁共振

T1 加权增强扫描显示全切除 24 例(86%)，次

全切除 4 例(14%)，术后平均 KPS 评分大于

70 分，所有患者均未出现新增的永久性神经

功能障碍。 

结论  在脑重要功能区胶质瘤手术前做好影像

评估，三维重建神经传导束，术中遵循“微雕”

手术策略，可以最大范围安全切除肿瘤，获

得良好治疗效果。 

 
 
PO-492 

枕骨大孔区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樊友武 王汉东 潘云曦 周梦良 胡志刚 丁可 祝剑虹 张

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外科研究所 南京总医院神经外

科 江苏南京 210002 210002 

 

目的  枕骨大孔区脑膜瘤（foramen magnum 

meningiomas, FMMs）是枕骨大孔区最常见

的良性肿瘤。由于枕骨大孔附近有延颈髓、

后组颅神经、椎动脉等重要结构，该处手术

对神经外科医生仍然是不小的挑战。本文就

我院近 12 年来收治的 22 例 FMMs 作一回顾

性分析。 

方法  1.患者资料：从 2005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我科共收治 FMMs 患者 22 例。患者

就诊时年龄 13～75 岁，平均 51.7 岁。病程

1～48 个月，平均 13.9 个月。2.临床表现:颈

枕部疼痛 13 例，单侧肢体麻木、乏力 4 例，

双侧肢体麻木、乏力 8 例，吞咽困难、声音

嘶哑、饮水呛咳等后组颅神经症状 3 例，行

走不稳 1 例，另有 1 例出现脑干功能障碍

（意识障碍、呼吸困难、血压降低）。3.影像

学检查:22 例患者均行头颅 MRI 平扫及增强

扫描（如图 1A、B、C 所示）。肿瘤在 T1 加

权像呈等信号或稍高信号，在 T2 加权像呈等

信号或高信号，增强后显著强化。起源于腹

侧或腹外侧者 14 例，背侧或背外侧者 8 例。

肿瘤最大直径 1～5cm，平均 2.9 cm。4.手术

方法：22 例患者均行显微手术治疗，其中 14

例取枕下中线入路，8 例取远外侧入路。 

结果   全切除 20 例（如图 1D、E、F 所

示），次全切除 2 例；术后病理证实均为脑

膜瘤，其中内皮型 10 例，砂粒体型 3 例，成

纤维型 5 例，内皮型、砂粒体混合型 2 例，

不典型型 2 例。2 例不典型型脑膜瘤均予次全

切除，1 例术前出现脑干功能障碍，行急诊手

术治疗，术后生命体征逐渐平稳，院外行康

复治疗，但 1 年后死于痰阻窒息；另 1 例患

者 9 年前曾于我院行 FMM 切除术，此次系复

发后再次入院，但本次术后失随访。1 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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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并发急性梗阻性脑积水、呼吸衰竭，虽

行脑室外引流术、气管切开、呼吸机控制呼

吸等抢救治疗，仍于术后 24 天因肺部感染、

呼吸衰竭死亡。其余 17 例患者术后随访 4

月～12 年均无复发（如图 1G、H、 I 所

示）。3 例术前存在后组颅神经功能障碍者 2

例术后好转，另 1 例无加重；1 例患者在术后

新出现短暂性后组颅神经功能障碍，2 周后恢

复。 

结论  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采用娴熟的显微

外科技术，枕骨大孔区脑膜瘤外科治疗效果

良好。 

 
 
PO-493 

Ⅱ型神经纤维瘤病患者围手术期心理干预的

临床效果 
 

刘晓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

经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Ⅱ型神经纤维瘤病患 

者手术前后的心理变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和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评测对 2015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所

有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

科接受手术治疗的 38 例Ⅱ型神经纤维瘤病患

者进行入院及出院的问卷调查。 

结果  Ⅱ型神经纤维瘤病患者多数预后效果

差、病程长、肿瘤多发、需多次手术、治疗

费用昂贵，患者常存在焦虑、恐惧、抑郁、

悲观失望等负性心理。护士通过入院后、手

术前、手术后针对患者的不同症状，不同的

压力特点，给予相应的心理护理，调整心理

状态；生活上主动关心体贴患者，增强社会

支持，发挥家庭成员的积极作用，使患者得

到情感支持；治疗上让患者满意放心，提高

患者的心理承受力，以良好的心境接受手术

治疗；术后加强心理护理，增强患者生活的

信心，提高生存质量。出院前心理测评显示

负性情绪获改善，患者接受患病事实，愿意

配合治疗。 

结论  Ⅱ型神经纤维瘤病患者实施心理干预的

临床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PO-494 
Chordoid glioma: A neoplasm found in th
e anterior part of the third ventricle 
 
Yang Dianxu1,Xu Zhiming2,Ge Jianwei1,Qiu Yongmi
ng1,Wang Guisong1 

1.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

iaotong University 
2.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
e’s Hospital 
 

Abstract  Chordoid glioma is a rare low-grad
e tumor that originates almost exclusively in t
he anterior part of the third ventricle. The dia
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tumor remain co
ntroversial.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novel 
case of chordoid glioma of the third ventricle.
 The patient was treated with less invasive m
icrosurgery followed by low-dose gamma kni
fe radiosurger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
g revealed a decrease in tumor size and nec
rosis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the tumor, witho
ut significant complications at follow-up 14 m
onths later.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we sug
gest that less invasive microsurgical resectio
n followed by low-dose gamma knife radiosu
rgery is safe and effective for the treatment o
f chordoid glioma of the third ventricle. 
 
 
PO-495 

侵犯视神经管脑膜瘤的处理策略 
 

陈利锋 卜博 李翀 余新光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853 

 

目的  前中颅底脑膜瘤侵犯视神经管导致视力

障碍很常见，正确处理侵犯视神经管部分肿

瘤非常重要。本文探讨侵及视神经管脑膜瘤

的临床和手术处理特点。 

方法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显微手术治

疗侵及视神经管的脑膜瘤患者 19 例。回顾性

分析 19 例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及手术效

果。 

结果  男性 7 例，女性 12 例，平均年龄 48.5

岁。最大直径为 2.0~5.4cm (平均 3.5 cm)。1

9 例患者均打开视神经管减压并切除管内肿

瘤；8 例（42%）肿瘤侵犯双侧视神经管；11

例（58%）肿瘤全切除（Simpson I 级），8

例（42%）肿瘤 Simpson II 级切除；术后视

力改善 16 例（84%），无变化 2 例（1

1%），加重 1 例（5%）。随访 12 月至 48

月，平均 34 月。18 例（95%）视力较术前

提高，无患者出现肿瘤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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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前中颅底脑膜瘤侵犯视神经管很常见，

手术中尽早打开视神经管减压再切除肿瘤的

策略非常重要，术前视力障碍程度是决定术

后视力恢复的主要因素。 

 
 
PO-496 

显微手术治疗颅底肿瘤 256 例 
 

王鹏程 赵建农 黄垂学 王加充 李俊驹 李庆志 

海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570311 

 

目的  探讨颅底肿瘤的手术入路、手术方法及

影响手术疗效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2013 年 3 月

经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 256 例颅底肿瘤病历

资料，术前采用 CT、MRI 和 DSA，明确肿

瘤的部位、性质、大小和形状，术中根据肿

瘤部位选择不同的入路，充分显露，能提高

手术效果。 

结果  镜下肿瘤全切除 202 例（78.9%），次

全切除 54 例（21.1%），死亡 2( 0.78% )

例，术后发生并发症 79(30.86% )例。 

结论  术前研判影像学资料对颅底肿瘤充分评

估, 采取恰当的手术入路，可提高颅底肿瘤的

手术全切率及疗效。 

 
 
PO-497 

异甘草素联合替莫唑胺对 SHG44 人脑胶质瘤

干细胞增殖的影响 
 

荔志云 孙红军 林瑜亮 党莹 马占峰 铁兴华 屈晓东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730050 

 

目的 探讨异甘草素联合替莫唑胺对 SHG44

人脑胶质瘤干细胞增殖的影响 

方法 采用含无血清 DMEM/F12 培养基（含 E

GF、FGF、B27）的悬浮细胞培养板培养。

纯化胶质瘤干细胞，并通过 CD133 联合 Nest

in 标记进行免疫荧光鉴定；实验分为对照组

（含 DMSO）、异甘草素（5-160umol/L）

组、替莫唑胺（12.5-200umol/L）组、异甘

草素+替莫唑胺组（160umol/L+12.5-200umo

l/L)，通过 CCK-8 法、流式细胞术、免疫荧光

染色法分别检测细胞抑制率。细胞周期及干

细胞表面相关分化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异甘草素随着浓度增加细胞抑制作用越

强，且 160umol/L 时抑制率达 32%，替莫唑

胺随着浓度增加抑制作用越强，且 200umol/

L 时抑制率达 40%；异甘草素联合替莫唑胺

组随着浓度增加抑制作用越强，且 160umol/

L+200umol/L 时抑制率达 72%；随着异甘草

素浓度增加 G0/G1 期细胞比例增加，细胞周

期阻滞于 G0/G1 期；随着异甘草素浓度增加

干细胞分化越多，且分化细胞的死亡率越

多。 

结论 异甘草素能诱导 SHG44 人脑胶质瘤干

细胞向星形胶质细胞和神经元细胞分化，且

能抑制增殖，同时增强替莫唑胺化疗敏感

性。 

 
 
PO-498 

AIDS 并发中枢神经系统占位性病变的临床和

影像特点 
 

任明亮 许民辉 徐伦山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神经外科 400042 

 

目的 约 40% 的未经治疗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

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患者会并发中枢神经系统病变，包括

HIV 直接侵袭所致的损害及条件致病菌所致的

机会性感染和恶性肿瘤，其中 5%-10%的患

者首发为颅内占位性的表现而初诊在神经外

科，有必要探讨 AIDS 并发中枢神经系统占位

性病变的临床和影像学特点。   

方法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间我科收治

的 20 例 AIDS 并发中枢神经系统占位性病变

患者，所有患者均经抗 HIV 抗体初筛及蛋白

质印迹检验法确诊患有该病。并除外明确的

非 HIV 相关疾病，如外伤、听神经瘤、脑出

血等。并对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影

像学检查结果进行回顾性的分析，患者转院

或出院 1 个月后电话随访，2 例失访。 

结果 20 例患者，男性 13 例，年龄为 23～60

岁，中位年龄为 35 岁，其中已婚的患者有 1

4 例，未婚的患者有 4 例，离异或丧偶的患者

有 2 例。不洁性生活史的患者有 12 例，伴有

静脉吸毒史的患者有 3 例。临床表现为头痛

的患者有 11 例，以发热为主的患者有 2 例，

以肢体无力为主的患者有 7 例，以头晕为主

的患者有 4 例，以视力下降为主的患者有 1

例，以失语为主的患者有 1 例。 

CT 或 MRI 检查结果显示存在颅内单发或多发

占位性病变。经验性治疗有效或活检明确弓

形虫脑炎的患者有 8 例，原发性中枢性淋巴

瘤有 2 例，恶性胶质瘤 1 例，原因不明的患

者有 9 例。 

结论 AIDS 合并中枢神经系统占位性病变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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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是弓形体脑病，其次为淋巴瘤。未经过正

规抗 HIV 治疗的 HIV 患者发生中枢神经系统

占位性病变的患者几率较高，而且其临床表

现多样，临床诊断困难、极易误诊。耐心细

致病史询问、发散诊断思维和及时进行特异

性医技检查可减少或避免其误诊误治。常规

MRI 表现部分重叠，但结合 DWI、 H-MRS

及 PWI 等功能成像表现特点，有助于鉴别诊

断，可明显提高诊断准确率。发现 HIV 抗体

阳性患者应及时行脑脊液及影像学检查，必

要时行立体定向活检，以提高确诊率，及时

进行相应治疗，改善预后。 

 
 
PO-499 
Radiosensitizing effect of nanosize GO o
n glioma cells via enhanced reactive oxyg
en species formation 
 
Liu Guodong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15004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v
erify the radiosensitizing effect of nanosize G

O（nGO） on glioma cells, and to further ex

plore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s  GO was prepared by modified Hu 

mmers method， and converted  to carboxyl

ated GO, then modified by amineterminated 
6-armed PEG. The potential of the nGO for r
adiosensitization is detected in glioma cell lin
es (U87MG and C6).  
A variety of techniques such as cytotoxicity, 

clonogenic assays，oxidative assay, apopto

sis and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analyzed by flo
w cytometry have been used to assess the r
adiosensitizing effect of nGO in cultured glio
ma cell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pr
oduction with or without x-irradiation were al
so measured. 
Results  The synthesized nGO with size of a
bout 100nm are stable in biologically relevan
t environments (water and cell growth mediu
m).The nanoparticles enhance radiation-indu
ced reduction in cell survival about 2-fold for
U87and 1.5-fold for C6 cells. Radiosensitizin
g effect can be attributed to X-ray-induced ra
diocatalysis by the nanoparticles.  
Conclusion  nGO can increase the cytotoxic
ity of radiation toward glioma cells, maybe by
 means of enhancing the generation of ROS. 
 
 

PO-500 

核磁共振导航辅助下颅内肿瘤的显微手术 
 

陈军 李爱民 吴海滨 王富元 刘希光 江伟 陈震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 Brainlab 神经导航系统(Brainlab K

olibri navigation system)辅助下颅内各部位肿

瘤的显微手术切除方法,同时分析导航系统在

颅内肿瘤切除中的作用。 

方法  对应用神经导航系统辅助开展显微手术

的 126 例颅内肿瘤患者临床资料，开展回顾

性的分析。所有病例术前均行 MRI T2 4 mm

薄层全颅扫描,并将图片信息传送至 Brainlab

导航系统工作战,在工作站经转化、规划步骤

将肿瘤标记,术中经注册后在导航系统指引下

设计手术切口及入路并在其辅助下切除肿

瘤。术中对手术入路、肿瘤及其周围重要解

剖结构准确定位，判断病变切除程度。 

结果  术中应用神经导航系统能实时显现患者

颅内任意结构的解剖位置，准确、快速定位

肿瘤，准确清晰辨别周围重要解剖结构进行

手术，采用最佳路径及最小创伤，在最大程

度上解除患者颅内病变，并最大限度地保留

其神经功能，避免功能区损伤。所有病例均

一次性直接找到病灶并有效切除。产生的误 

差极其小，只有 1.5～2.0mm。 

结论  神经导航系统具有定位准确、动态示

踪、微侵袭、安全可靠等特点,有助于缩短手

术时间、提高靶点精确率及降低手术并发症

的发生。  

 
 
PO-501 

额叶胶质瘤显微外科治疗策略及术后并发症

的预防 
 

王加充 王鹏程 李俊驹 李庆志 赵建农 

海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570311 

 

目的  探讨额叶胶质瘤外科治疗策略及术后并

发症的防治； 

方法  对我院 05-14 年 128 例额叶胶质瘤手术

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术后的并发症进行

总结； 

结果  功能区额叶胶质瘤 57 例，非功能区 69

例。做脑（额）叶切除 51 例，部分额叶（病

灶全切）切除 48 例，病灶（包括肿瘤不全切

除）切除 29 例，肿瘤镜下全切率 77.3%。病

理结果，根据 WHO（2007）胶质瘤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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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级别胶质瘤（LCG）（WHO1-2 级）92 例

（71.9%），高级别胶质瘤（WHO2 级以

上）36 例，其中少突胶质细胞瘤 42 例，星

形细胞瘤 37 例，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 8 例，

多形黄色星形细胞瘤 3 例，少突星形细胞瘤 2

例，间变少突/星形细胞瘤 23 例，胶质母细胞

瘤 13 例。术后并发症：颅内感染 27 例，继

发癫痫 46 例，张力性瘤腔积液 9 例，认知功

能障碍 47 例。 

结论  额叶胶质瘤外科治疗应根据肿瘤的部位

及肿瘤级别的不同进行不同的手术策略，术

后瘤腔引流，抗炎、抗癫痫药物规范使用及

高压氧治疗可以有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及减

轻认知障碍。 

 
 
PO-502 

脯氨酸羟化酶 2（PLOD2）在胶质瘤中的作

用研究 
 

徐洋洋 1,2 张鑫 1,2 徐然 1,2 陈安静 1,2 黄斌 1,2 王剑 1,2 

李新钢 1,2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 

2.山东大学脑科学研究所 

 

目的 我们在胶质母细胞瘤中确定了 HIF1α 靶 

基因 PLOD2 的功能作用，有望成为胶质瘤治 

疗新靶点。 

实验设计 首先，我们通过正常脑组织和 GBM

患者组织标本基因芯片，并结合 Oncomine

及 TCGA 数据库评估 PLOD2 mRNA 表达水

平和临床相关性。接下来，验证胶质瘤细胞

系中 PLOD2 表达情况。同时，构建针对 PL

OD2 shRNA 慢病毒载体，特异性敲除 PLOD

2，研究其对肿瘤细胞增殖、侵袭及胶原合成

等过程的影响。 

结果 我们发现 PLOD2 mRNA 和蛋白均在 G

BM 标本及细胞系中高表达，正常组织低表达

或无表达，并且 PLOD2 mRNA 表达水平同

肿瘤级别及预后差密切相关。此外，我们证

实在胶质瘤中 PLOD2 是 HIF1α 的靶基因，

敲除 PLOD2 后可抑制肿瘤侵袭、迁移，改变

肿瘤胶原合成方式，但对肿瘤增殖并无影

响。 

结论 综上，我们的数据显示 PLOD2 有望成

为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新靶点 

 
 
PO-503 

胶质肉瘤诊疗经验 

 

刘竞辉 王樑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胶质肉瘤是少见的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

瘤，在颅内肿瘤中所占比例不到 0.5%，是由

胶质和肉瘤两种成分组成。目前临床对其治

疗参照胶质母细胞瘤，但胶质肉瘤除容易原

位复发外，还容易出现中枢神经系统内种植

及颅外转移，其独特的临床病理特征以及更

差预后均表明其与胶质母细胞瘤是不同类型

的病变。在此我们对本中心经病理证实为胶

质肉瘤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治疗及预后进

行回顾性的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就过去 5 年（2010.12-2015.

12）就诊于唐都医院神经外科且经病理证实

为胶质肉瘤的患者。对其临床表现，分子病

理学特征，治疗及预后进行总结。 

结果  共纳入 19 名诊断为胶质肉瘤的患者，

男女比例为 10：9；就诊时的中位年龄为 61

岁、中位 KPS：80 分；病人主要的临床症状

是头痛 16（73%），少数表现为：肢体无力

4（21%）、记忆力下降 3（16%），个别表

现为：癫痫 1（5%）、性格改变 1（5%）。 

本组 19 名患者均位于幕上，其中主要位于颞

叶 14（74%），部分累及顶叶 5（26%）、

额叶 3（16%），少数累及枕叶 2（11%）、

侧脑室 2（11%）、胼胝体 1（5%）和基底

节 1（5%）。所有患者均经手术切除，其中

全切 11 例（58%），次全切 5 例（26%），

部分切除 3 例（16%）。病理学发现所有患

者的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和波形蛋白

（Vimentin）均为阳性，IDH-1 均为阴性。共

13 名患者进行了术后放疗，其中 10 名患者

为适形放疗（中位放疗计量为 54Gy，1.8Gy×

30 次），3 名患者术后接受伽马刀治疗。8 名

患者在适形放疗同时进行同步及辅助替莫唑

胺化疗。接受同步放化疗及辅助替莫唑胺化

疗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 12.5 个月。单变量及

多变量分析发现年龄、切除程度、同步放化

疗是独立的预后因素。 

结论  2016 版 WH0 分类中仍将胶质肉瘤归为

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个亚型，为 WHO Ⅳ级肿

瘤。但其只占胶质母细胞瘤的 1.8-5%。对其

诊疗方案的制定仍是临床的一个难题。本研

究发现手术全切、术后采用同步放化疗可显

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从而支持临床应用类

似胶质母细胞瘤的诊疗方案治疗胶质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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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04 

异甘草素对 SHG44 人脑胶质瘤干细胞增殖和

分化的影响 
 

孙红军 荔志云 周杰 林瑜亮 党莹 孙建军 李长栋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730050 

 

目的  本研究探讨了不同浓度异甘草素对 SH

G44 人脑胶质瘤干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影响及

机制。 

方法  提取与纯化 SHG44 人脑胶质瘤干细

胞，通过 CD133 联合 Nestin 进行免疫荧光鉴

定；以 DMSO 为对照组，异甘草素(10～160 

μmol/L)为诱导组，DAPT(2.0 μmol/L)为阻断

剂组，异甘草素+阻断剂组(10～160 μmol/L +

 2.0 μmol/L DAPT)，采用 CCK-8 法、免疫荧

光染色、Western blot 及 Real-time PCR 分

别检测细胞抑制率、相关分化蛋白及 Notch1

通路相关基因表达情况。 

结果  异甘草素在 12-48 h，随着浓度增加细

胞抑制率减弱（P＜0.05），且分化细胞越

多，干细胞减少；72 h 后随着浓度增加细胞

抑制率增强（P＜0.05），分化细胞及干细胞

同时减少；隔日加药至第 7 d 时，经统计分析

胶质瘤干细胞球数目减少、直径减小（与对

照组比），且 P＜0.05。异甘草素作用 72 h

后：与对照组比较，随着异甘草素浓度的增

加 Nestin 蛋白表达量逐渐下调（P＜0.0

5）；与对照组比较，10、40、160 μmol/L

组 GFAP 蛋白表达水平均上调（P＜0.05），

且 40 μmol/L 组 GFAP 蛋白表达量较其他浓

度组均较高，（P＜0.05）；与对照组比较，

10、40、160 μmol/L 组 β-Tubulin Ⅲ蛋白表

达水平均上调（P＜0.05），且 10 μmol/L 组

β-Tubulin Ⅲ蛋白表达量较其他浓度组均较高

（P＜0.05）。Notch1 通路阻断剂作用后，

与对照组比较，各异甘草素组和阻断剂组 Not

ch1、RBP-JK 及 Hes1 基因表达均显著下调

（P＜0.05）；与异甘草素组比较，Notch1、

RBP-JK 及 Hes1 基因表达在异甘草素加 DAP

T 组及阻断剂组显著下调（P＜0.05）；与阻

断剂组比较，Notch1、RBP-JK 及 Hes1 基因

表达在异甘草素加 DAPT 组显著下调（P＜0.

05）。 

结论  异甘草素能诱导 SHG44 人脑胶质瘤干

细胞向星形胶质细胞和神经元细胞分化，且

能抑制其增殖，可能与下调 Notch1 信号通路

中的 Notch1、RBP-JK 及 Hes1 有关。 

 

PO-505 

多学科合作治疗颅内外沟通肿瘤 
 

伊志强 1 鲍圣德 1 张家涌 1 李良 1 郭传瑸 2 张建国 2 

张杰 2 张雷 2 蔡志刚 2 肖水芳 3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头颈外科 

3.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颌面外科 

 

目的 探讨颅内外沟通肿瘤的多学科合作手术

方式及治疗策略，提高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多学科合作切除的 90 例

颅底沟通肿瘤，分析肿瘤起源和侵及范围与

手术入路的关系，探讨手术并发症及其防

治。 

结果 肿瘤全切除 54 例，次全切除 29 例，部

分切除 7 例。39 例术后出现并发症, 无手术

相关死亡。 

结论 多学科合作切除颅底沟通肿瘤可提高手

术疗效。肿瘤的起源和侵及范围是选择手术

入路的重要依据。血管、颅神经损伤，脑脊

液漏及颅内感染是主要的并发症。 

 
 
PO-506 
Single terminal CD133/CD15/NESTIN-neg
ative glioma cell was dedifferentiated to C
D133/CD15/NESTIN-positive glioblastoma
 stem cell-like phenotype with high tumor
igenic potential by hypoxia 
 
Wang Pan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

ty 400038 

 
Objective  To testify a dedifferentiation of dif
ferentiated glioma cells can be induced by h
ypoxia (1%O2).  
Methods  single differentiated CD133/CD15/
NESTIN- glioma cell was exposed hypoxia 2
1 days  to test the efficiency of cell clone sph
ereS-forming; then the newly-formed clone s
pheres were cultured respectively in serum fr
ee medium containing EGF and bFGF and D
MEM/F12 supplemented 10% fetal bovine se
rum to test asymmetric division of cancer ste
m cells (CSCs);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real time PCR (RT-PCR) and Western bolt 
was used to detect an up-regulation of mark
ers of CSCs and apoptosis related protein; fl
ow cytometry was done to detect cell apopto
sis, cell cycle and the expression of CD133; 
CCK-8 assay was carried to investigate cell 
growth and described the growth cur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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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we injected 104 cells respectively exposed 
hypoxia 21 days or under normoxia into C57 
mouse and feed these mice both in a conditi
on of normoxia (21%O2) 30 days to compar
e the form of new tumor. Besides, another tw
o group mice both were injected by 3×104 C
D133-negative cells and feed respectively un
der normoxia (21%O2) and hypoxia (10%O
2).Bioluminescence imaging (BLI) was used 
to measure tumor growth. We also compare
d the rate of survival lasted to 30 days. Immu
nohistochemical, Real time PCR (RT-PCR) a
nd Western bolt was engaged to detect the e
xpression of CD133, SOX2, OCT-4, KLF-4, 
LIN-28A and Nanog.  
Results  Hypoxia induced the formation of c
ell clone spheres by single CD133-negative 
GL261 and U87 cell under hypoxia, but almo
st no form under normoxia, and the cell clon
e sphere performanced asymmetric division.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RT-PCR and 
Western bolt showed an up-expression of S
OX2, OCT-4, KLF-4, LIN-28A and Nanog un
der hypoxia (1%O2). Hypoxia also advanced
 cell growth; elevated the stage of G0/G1 an
d reduced of G1/G2 and S. Besides, compari
ng hypoxia, normoxia was much easier to ap
optosis. The C57 mice injected cells expose
d hypoxia 21 days had a tumor formed and 
were easier death than control, and no tumor
 detected for control group. Another, those ra
ised under hypoxia (10%O2) and injected by
 CD133-negative cells could form a new tum
or, but there were no for normoxia, HE staini
ng obtained the same result. Immunohistoch
emical, RT-PCR and Western bolt all showe
d an up-regulation of markers of cancer stem
-like cells on hypoxia, and the survival rate w
as apparently lower than control. The same r
esult has been proved in liver cancer.  
Conclusion  Dedifferentiation can be induce
d by hypoxia in glioblastoma and made thos
e become more invasiveness.  
 
 
PO-507 

突入桥小脑角区胶质瘤的诊治分析（附 5 例

报告） 
 

杨佃旭 1 徐志明 1 李晓梅 2 王桂松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总结外生型突入桥小脑角区胶质瘤的诊 

治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 例外生型突入桥小脑角区

胶质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病灶全切除 3 例，部分切除 2 例。5 例

患者病理结果均为胶质瘤，低级别胶质瘤

（WHO Ⅱ 级）3 例，高级别胶质瘤（WHO 

Ⅳ 级）2 例。术后生存时间为 2-21 月，中位

生存时间为 5 个月。 

结论  突入桥小脑角区胶质瘤术前定性诊断困

难，综合病史、症状体征和影像学检查可以

进行正确的术前定性诊断；预后较颅内其他

部位胶质瘤差，可能与后组颅神经并发症有

关。 

 
 
PO-508 

鞍区脑室外神经细胞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苏兴奋 江常震 康德智 王晨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脑室外中枢神经细胞瘤(extraventricular neur

ocytoma,EVN)是一种罕见的神经细胞肿瘤，

发生于鞍区的 EVN 极为罕见，目前仅有数例

的报道。本文报道 1 例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神经外科进行手术治疗的原发于鞍

区的脑室外神经细胞瘤。结合文献复习,就其

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病理特征及治疗方

法进行总结,以期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该患者为 27 岁的女性，因反复头痛及视物模

糊 5 个多月就诊。检查头颅 MRI 提示鞍内-鞍

上见团块状混杂信号影，呈束腰、分叶状，

瘤内见多发液平。T1WI 呈低等信号，T2WI

呈高低混杂信号，DWI 呈稍高信号。增强提

示团块呈周边不规则环形强化，团块中心未

见明显强化。正常垂体结构显示不清。术前

垂体相关激素未见明显异常。完善术前检查

后在神经内镜下行经鼻蝶窦鞍区肿物切除

术。术后患者出现尿崩和高钠血症经治疗后

好转出院。术后病理结果提示镜下见肿瘤细

胞弥漫浸润性生长，部分区域可见神经毡背

景。IHC:SYN、CR、CgA、E-cad、MMP

9、NeuN、TTF-1(SPT24):（+）；NF、CK

8、Vim、S100：（局灶+）；GH、TSH、P

RL、EMA、Olig-2、ACTH、LH、GFAP：

（-）；KI-67（热点区：+10%）。HC：网纤

（-）。结合免疫组化考虑脑室外神经细胞瘤

（WHO II 级），伴局灶细胞增生活跃。 

综上，位于鞍区的脑室外神经细胞瘤极其罕

见，术前容易误诊，影像学检查无明显特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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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要依靠术后病理及免疫学检查确诊。

治疗以手术全切除为主,对于次全切除、非典

型及复发病例术后应辅以放化疗。 

 
 
PO-509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外周成熟 T 细胞淋巴瘤 
 

郭剑峰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报告 1 例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外周成熟

T 细胞淋巴瘤 

方法 患者 男 17 岁 因“反复头痛伴左侧肢体乏

力 1 月”入院。入院查体 :神经系统检查 :神

清，表情淡漠、反应迟钝、左侧肢体肌力 4

级。辅助检查: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肝肾功

能、电解质、乙肝五项、传染病三项未见异

常;腰穿脑脊液无色清亮;脑电图示各导弥漫性

持续出现不规则慢波活动。胸腹部 CT、颈胸

椎 MR 检查未见异常。颅脑 MR 影像表现:右

侧额叶、顶叶、枕叶见团片状、结节状异常

信号影，DWI 上病灶扩散稍受限，边界清。

增强显示病变呈斑片状、团片状明显强化。

磁共振波普 MRS 显示 Cho 峰明显升高，NA

A 峰明显降低，Cho/Cr 比值明显增大，Lip 峰

升高不明显。入院后行显微镜下脑内占位切

除。 

结果 病理：病变脑组织小淋巴样细胞明显围

绕并破坏血管生长，并见小淋巴样细胞弥漫

或成簇样分布，支持外周成熟 T 细胞淋巴

瘤。 

结论 B 细胞淋巴瘤占 PCNSL 的 90%,而 PTC

NSL 少见，确切发病率尚未知。可发生于颅

内幕上、幕下多发的、非免疫缺陷的青年

人。术前需与脑胶质瘤、脑膜瘤，脱髓鞘假

瘤等鉴别。 

 
 
PO-510 

脑胶质瘤病 MRI 影像及病理特点 
 

郭剑峰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脑胶质瘤病的 MRI 影像学及病理特

点。 

方法   分析 6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脑胶质瘤病

的 MRI 影像学及病理特点。 

结果  所有病例在 MRI 上均侵犯 2 个或 2 个

以上脑叶，无明显占位效应。6 例共计 11 个

病灶,MR 影像表现为脑内各叶多发肿块样病

灶，以额叶最多见，病灶间相互独立。病灶

呈中度至明显强化，病理结果为胶质瘤 III~IV

级,2 个病灶无明显强化,病理结果为胶质瘤 II

级。 

结论  脑胶质瘤病临床表现多样，缺乏特异

性，影像学检查尤其是 MRI 检查对疾病的诊

断有重要意义。 

 
 
PO-511 

经鼻内镜垂体瘤切除术术中脑脊液漏相关危

险因素分析 
 

杨智君 刘丕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经鼻内镜垂体瘤切除手术术中发生

脑脊液漏的相关危险因素，为临床预防和控

制脑脊液漏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2 年 4 月至 2015 年 8 月在我

院神外九病房接受经鼻内镜垂体瘤切除手术

的 492 例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先

将术中脑脊液漏及各项可能相关危险因素数

据量化后输入 SPSS 23.0，对各自变量行单

因素分析，筛选出与脑脊液漏相关的危险因

素，再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得到术中脑脊液漏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本

组病例术中发现脑脊液漏后均采用鼻中隔带

蒂粘膜瓣进行鞍底重建。 

结果  共 492 例患者,男 216 例，女 276 例；

年龄 16 至 73 岁，平均 45.6 岁。其中术中发

生脑脊液漏 86 例，术后发生脑脊液漏 6 例，

分别占总数 17.5%和 1.2%。术中脑脊液漏单

因素分析显示:再次手术(P=0.030)、手术持续

时间(P<0.001)、肿瘤质地(P<0.001)、肿瘤大

小(P=0.017)是影响患者经鼻内镜垂体瘤切除

手术术中发生脑脊液漏的重要因素。进一步

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手术时间

(OR=1.746，P=0.004)和肿瘤质地(OR=1.62

3，P<0.001)是鼻内镜垂体瘤切除手术发生脑

脊液漏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手术持续时间和肿瘤质地是经鼻子内镜

垂体瘤切除术术中脑脊液漏发生的独立危险

因素。对术中脑脊液漏患者应用鼻中隔带蒂

粘膜瓣进行鞍底重建能够显著降低术后脑脊

液漏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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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12 

多技术辅助下经蝶垂体腺瘤切除 49 例体会 
 

孙锦章 李德坤 赵兵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内镜多技术辅助下经单鼻

孔蝶窦入路切除垂体腺瘤的手术效果，总结

手术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4 月－2015 年 12

月在我院神经外科行神经导航+神经内镜辅助

下经单鼻孔蝶窦入路切除垂体腺瘤的 49 例患

者的临床资料 。其中男 20 例，女 29 例，年

龄 25~77 岁，平均 54.3 岁，均经过术后病理

确诊。术前头颅 MRI 检查示：垂体微腺瘤 1 

例，大腺瘤  35 例，巨大腺瘤 13 例 ,其中复

发性垂体腺瘤 5 例，术后病理示无功能腺瘤 3

8 例，PRL 型腺瘤 2 例，GH 型腺瘤 9 例。总

结这些病例的手术效果、并发症发生情况及

随访结果。  

结果 本组 49 例患者中，肿瘤完全切除 39 例

(79.6%)，次全切除 4 例，大部分切除 5 例，

部分切除 1 例。本组共 46 例( 93.9% )患者术

后症状改善，其中头痛减轻 24 例，视力改善 

22 例，视力无改善 26 例, 视力加重 1 例。本

组分泌型腺瘤共 11 例，其中泌乳素(PRL)型

2 例，生长激素(GH)型 9 例，术后血清内分

泌激素均较术前有改善。2 例 GH 腺瘤患者术

后接受奥曲肽微球注射，激素降至正常。 4 

例尿崩，3 例为一过性，1 例为永久性尿崩，

需口服去氨加压素控制；1 例术后再出血，为

鞍上池出血，开颅清除血肿后出现严重的垂

体功能低下，对症支持治疗 1 月余情况好

转，外院康复；4 例出现脑脊液漏(8.1%)，其

中 2 例发生在术中，2 例在术后，均放置腰大

池引流，3 例治愈；另 1 例腰大池引 2 周未

愈，再次经蝶修补鞍底，治愈。无发生颅内

感染病例。所有患者术后访 3 个月~ 2 年，2

例复发，分别在 5 个月和 10 个月后，行再次

经蝶手术，无死亡病例。 

结论 导航+内镜多技术辅助下经单鼻孔蝶窦入

路切除垂体腺瘤具有定位准确、创伤小、视

野清晰、肿瘤全切率高、并发症少、术后恢

复快等优点。多技术联合应用，增加了手术

安全性，增强了手术者的信心，扩大了经蝶

手术的适应证，已逐渐成为目前垂体腺瘤手

术的标准术式，但要熟练掌握，充分发挥其

优势，还需要大量病例的积累。 

 
 

PO-513 

垂体性 Cushing 病的显微手术治疗-单中心 3

00 例报告 
 

卞留贯 孙青芳 孙昱浩 周薇薇 王卫庆 宁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回顾分析经蝶手术治疗 Cushing 病的疗

效，探讨其手术技巧及影响疗效的因素； 

方法  回顾 2003.1-2015.12 间显微手术的垂

体性 Cushing 病 334 例，其中有完整随访资

料的 300 例，微腺瘤 204 例，大腺瘤 26 例，

核磁共振扫描未见肿瘤征象的 70 例(通过地

塞米松抑制试验和/或岩下窦采血证实为 Cush

ing 病)，BIPSS 检查 183 例；术后缓解标准

为术后第 1 天或第二天的血皮质醇￡5ng/m

l。 

结果  本组病例的缓解率 79.7%（缓解率逐年

升高），术前磁共振扫描可显示肿瘤（微）

的缓解率 90.2%，大腺瘤 78.6%，MRI 阴性

的 70%，26 例发生延迟缓解（6m 内皮质醇

水平达到缓解标准）；再次手术 26 例，缓解

率 69%。 

结论  经蝶手术是 Cushing 病治疗的首选，是 

安全、有效的；BIPSS 可提高诊断准确率，

尤其 MRI 阴性者；只要内分泌检查提示 Cush

ing 病，即使磁共振扫描未见肿瘤征象，可行

经蝶手术探查；术后至少随访 6m 若不缓解或

疾病复发可选择再次手术。 

 
 
PO-514 

第四脑室区域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李世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外科 200092 

 

目的  探讨位于第四脑室区域肿瘤的显微外科

治疗技术，重点分析手术入路选择、术中电

生理学监测、颅神经及脑干功能保护以及并

发症防止的关键手术技术。 

方法  总结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

院神经外科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 30 例侵犯第

四脑室区域的肿瘤，包括室管膜瘤、海绵状

血管瘤、实质性血管母细胞瘤、胆脂瘤、髓

母细胞瘤，重点分析术前诊断、手术入路选

择、监测技术应用、肿瘤切除程度与关键技

术、手术前后颅神经与脑干功能评估，并结

合文献讨论了该区域肿瘤治疗的最新进展。 

结果   肿瘤全切除 24 例（80%），次全切除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349 

 

4 例（13%），大部切除 2 例（7%）。围手

术期无患者死亡，术后出现共济失调 2 例

（7%），一过性吞咽呛咳和声音嘶哑 1 例，

皮下积液 1 例，发生脑积水并行亮丽 VP 分流

手术 2 例。随访 3-60 月（平均 24 月），随

访期内见肿瘤复发 2 例，均接受了再次手术

治疗。 

结论  显微外科手术仍然是治疗侵犯第四脑室

区域肿瘤的主要方法，术中持续电生理学监

测和保护脑干周围的穿动脉是降低并发症的

关键，术后联合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是降低

肿瘤复发的有效措施。 

 
 
PO-515 

岩骨及其周围区域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李世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岩骨及其周围区域肿瘤的手术入路

选择、岩骨磨除范围、肿瘤切除的关键技术

以及术中对颅神经的保护技术。 

方法  总结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 

院神经外科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 60 例岩骨及 

其周围区域肿瘤的临床资料，重点分析术前

岩骨薄层 CT、肿瘤 MRI 扫描结果对手术入路

选择的影响，并对不同手术入路的技术要点

进行总结，同时总结了岩骨安全磨除范围及

其在提高肿瘤全切除率中的作用，记录与分

析了手术前后肿瘤切除程度与颅神经的功能

水平。 

结果  手术入路选择：单纯经外侧裂入路 4

例、颞极前经小脑幕入路 15 例、颞下经小脑

幕入路 19 例、单纯枕下乙状窦后入路 12

例、幕上下联合入路 3 例、扩大中颅底硬脑

膜外入路 5 例，经乳突经岩骨入路 2 例。肿

瘤全切除 53 例（88%），次全切除 5 例

（8%），大部切除 2 例（4%）。术中滑车

神经意外断裂并直接行端端吻合 2 例，面神

经意外断裂并直接行端端吻合 2 例，其余颅

神经均获得解剖保留。围手术期无患者死

亡，无脑脊液漏及颅内感染。随访 4-120 月

（平均 35 月），随访期内见肿瘤复发 6 例，

分别接受了伽玛刀或再次手术治疗。 

结论  合适的手术入路与精准的显微外科操作

是提高岩骨及其周围区域肿瘤手术疗效的关

键，必要的岩骨磨除有助于提高肿瘤的全切

除率。 

 

PO-516 

三维融合影像对颅底肿瘤诊治的应用研究 
 

龚杰 李成才 马廉亭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颅底肿瘤良性多见、且位于血管神经非

常复杂的部位，全切除十分困难且并发血管

神经损伤多见、后遗症多、死残率高。现有

临床常用的影像学主要是二维图像为主，对

肿瘤于周围重要脑血管，神经的关系把握度

不够精准。临床急需能够显示全方位影像的

综合性手段。  

方法  如何做到全切、减少并发症、降低死残

率？除靠娴熟的解剖、先进设备、高超的手

术技术外，影像是不可缺少的检查、尤其是

三维融合影像的应用、更有助颅底肿瘤的精

准手术。尤其是在图像后处理技术发展下的

三维融合，将各种不同的影像学资料进行融

合一体，可以直观的显示肿瘤与比邻血管，

神经及骨性结构的三维关系，有利于手术的

实施，极大减少神经血管等重要结构的损

伤，提高手术疗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下

面介绍我们应用三维融合影像在颅底肿瘤诊 

治方面的研究。  

结果  经由三维影像融合技术辅助对三十多例

颅底肿瘤，行显微手术治疗，无死亡，无严

重并发症发。肿瘤全切明显提高。  

结论  三维影像融合技术是现代计算机技术和

现代医学影像技术的完美融合，对颅底肿瘤

的显微手术有极大帮助和促进。 

 
 
PO-517 

中枢神经系统孤立性纤维性肿瘤/血管外皮瘤

43 例临床病理分析 
 

李晓玲 林生明 王行富 张声 陈余朋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孤立性纤维性肿瘤和血管外皮瘤分子遗

传学基础一致，均存在 12q13 倒置，NAB2

和 STAT6 基因融合，导致 STAT6 在核内表

达。据此，2016 年 WHO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

分类修订版将这两类疾病合并为孤立性纤维

性肿瘤/血管外皮瘤（SFT/HPC），根据组织

学形态分为 3 级。本文主要探讨 SFT/HPC 的

临床病理学特征，以便更好地认识该种疾

病。 

方法  回顾性研究我院 2006 年 3 月-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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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间诊断的中枢神经系统孤立性纤维性肿瘤

和血管周细胞瘤（血管外皮瘤）一共 43 例，

采用 HE 和免疫组化进行临床资料分析，病理

重新分级以及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43 例患者中男性 23 例，女性 20 例，

年龄 21 至 77 岁，中位年龄 47 岁。肿瘤位于

颅内 39 例，其余 4 例位于椎管内。患者临床

表现主要为头痛、肢体麻木或抽搐、视力下

降等。原发病例组织学分级，其中 5 例（11.

6%）为 WHO Ⅰ级，17 例（39.5%）为 WH

O Ⅱ级，21 例（48.9%）为 WHO Ⅲ级。镜

下表现根据 WHO 分级有一定差异：Ⅰ级细

胞密度相对较低，有更多的胶原成分，有类

似之前 SFT 的梭形细胞；Ⅱ级细胞密度较

高，出现特征性的薄壁“鹿角”样血管，类似之

前的 HPC；Ⅲ级，出现之前间变型 HPC 的

特征，或类似 SFT 的组织学形态，但出现核

分裂像增多（>5/10HPF）、异型性或坏死

等。免疫表型 ：不同的 WHO 级别表达情况

有一定差异，所有病例弥漫表达 STAT6、CD

99 及 Vimentin ，部分病例弥漫表达 CD34、

BCL-2，少数病例局灶表达 EMA、CD57、S-

100，Ki67 增殖指数 1%-50%。网状纤维染

色显示包绕肿瘤细胞周围。随访 8 例复发，2

例发生外周肝转移及 1 例死亡。 

结论  SFT 和 HPC 是少见的原发性脑肿瘤，

分子遗传学表达一致，临床特征、组织学形

态及免疫组化表型有一定的重叠，尤其发现

STAT6 的表达一致，因此将其归为一类病

变，称为 SFT/HPC，生物学行为 WHO Ⅰ-Ⅲ

级，WHO Ⅱ级及 WHO Ⅲ级的病变术后易复

发及转移，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肝脏。 

 
 
PO-518 

毗邻脑干的实质性血管母细胞瘤的外科治疗 
 

甘志强 姚国杰 张戈 杨铭 龚杰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目的  探讨毗邻脑干的实质性血管母细胞瘤外

科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分析 7 例毗邻脑干的实质性血管母

细胞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1 例仅行后颅窝减压，3 例直接行显微

手术切除肿瘤，3 例经术前栓塞后切除肿瘤。 

结论  术前进行精确的术前评估及制定手术计 

划，必要时行术前栓塞肿瘤供血动脉后再行

肿瘤显微切除术可减少术中出血，降低手术

并发症及死亡率。 

 
 
PO-519 

鞍区 /鞍上脑室外神经细胞瘤临床病理学特

征：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张丽 刘雪咏 张声 陈余朋 翁丹枫 王行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发生于鞍区/鞍上的脑室外神经细胞

瘤的临床病理学特征。 

方法  对 1 例发生于鞍区/鞍上脑室外神经细胞

瘤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组织病理学、

免疫组化以及分子遗传学特征进行回顾性分

析，并且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者女性，27 岁。临床表现为反复头痛

伴视物模糊 5 个月。术前 MRI 示鞍区/鞍上 T

1WI 呈等-低信号，T2WI 呈高低混杂信号，D

WI 呈稍高信号，境界清晰，大小约 3.8cm×2.

5cm×3.4cm，正常垂体显示不清，视交叉受

压上移，考虑垂体瘤。术中于鞍底见黄色肿

瘤,质韧，部分较软,血供丰富，其内充满大量

陈旧性出血，垂体被压向左后方,与鞍隔粘着

紧密。显微镜下肿瘤细胞呈弥漫浸润性生

长，部分区域可见神经毡背景；瘤细胞大小

及形态一致，核圆形或卵圆形，染色质细腻

深染，未见核分裂象。免疫组织化学示 Sy

n、CR、CgA、NeuN、TTF-1(SPT24)均为

阳性；NF、CK8、Vim、S100 局灶阳性；G

H、TSH、PRL、EMA、Olig-2、ACTH、L

H、GFAP 均呈阴性表达，Ki67 热点区阳性率

约 10%；组织化学显示网纤阴性。分子遗传

特征显示肿瘤 IDH 为野生型，1p/19q 完整。

病理诊断为脑室外神经细胞瘤，WHOⅡ级。 

结论  发生于鞍区/鞍上的脑室外神经细胞瘤十

分罕见，迄今为止文献报道仅 5 例，应注意

与垂体腺瘤、少突胶质细胞瘤、透明细胞型

室管膜瘤等相鉴别。 

 
 
PO-520 

IFITM3 影像胶质瘤细胞增殖，迁移的实验研

究 
 

王洪亮 赵兵 吴德俊 李德坤 江涛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351 

 

目的  利用 RNA 干扰（RNAi）在人胶质瘤 U

251 细胞中沉默 IFITM3（Interferon induced 

transmembrane protein 3）基因的表达，探

讨 IFITM3 对恶性胶质瘤细胞增殖、凋亡以及

迁移方面的影响。 

方法  利用免疫组化对 60 例不同级别人胶质

瘤组织中 IFITM3 的表达进行分析。构建 IFIT

M3 基因的短发卡（shRNA）慢病毒表达载

体，包装成病毒颗粒并检测感染 U251 的效

率，采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IFITM3

在 U251 中的表达。采用 MTT 和克隆形成实

验检测细胞增殖和克隆形成能力情况；利用

PI 染色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情况，观察 I

FITM3 基因对 U251 细胞增殖、凋亡的影

响。利用细胞迁移实验，研究 IFITM3 对 U25

1 细胞迁移方面的影响。 

结果  通过免疫组化分析显示，IFITM3 在胶

质瘤组织中显著高表达，且表达水平与病理

分级呈正相关。IFITM3 基因在 U251 细胞中

均明显高表达。IFITM3-shRNA 慢病毒能有效

感染胶质瘤细胞，实验结果显示感染后 U251

细胞的增殖能力明显下降；U251 克隆形成能

力明显受到抑制；细胞周期在 G0/G1 停滞，

而且细胞出现显著性凋亡；细胞迁移能力明

显受到抑制。上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综上所述，IFITM3 基因在体外对胶质

瘤细胞的增殖、凋亡及迁移具有重要影响。

同时，为 IFITM3 成为胶质瘤靶向治疗分子提

供了理论依据。 

 
 
PO-521 

垂体瘤质地的术前预判及治疗体会 
 

李德坤 赵兵 孙锦 章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分析术前预测垂体瘤质地的相关因素，

初步探讨对于不同质地的垂体腺瘤如何选择

最恰当安全的治疗方式。 

方法 以 2012 年 1 月-2016 年 4 月在安医大二

附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32 例资料完整的垂体

腺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比较肿瘤质地与肿瘤

大小，肿瘤类型，是否二次手术以及术前磁

共振信号的关系，观察不同质地的垂体腺瘤

的手术切除程度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本组肿瘤质地硬韧共 8 例，均为无功能

型腺瘤，肿瘤质地与肿瘤大小，是否二次手

术以及术前常规磁共振信号（T1WI，T2WI，

DWI）没有明显相关。质地硬韧肿瘤的手术

切除程度明显小于质地细软的肿瘤，且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极高。 

结论 绝大多数垂体腺瘤质地细软，对于这类

垂体腺瘤在切除肿瘤时应不厌其烦，反复搔

刮，争取最大限度切除肿瘤。对于少数质地

硬韧的垂体腺瘤，术前无法通过常规的影像

学表现来准确预判，对于这类垂体腺瘤在切

除肿瘤时须充分考量术者的手术技巧，手术

设备，患者的心理预期以及对手术并发症的

接受程度。对于质地硬韧的垂体腺瘤不必追

求全切而强行切割，部分切除后二期行立体

定向放射治疗可能是更安全的治疗方式。 

 
 
PO-522 

CT 全脑灌注在脑胶质瘤边界区分中的应用价

值 
 

梁新强 苏杭 陈晓武 杜成利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541002 

 

目的  探讨全脑灌注在脑胶质瘤边界区分中的

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 例脑胶质瘤病例资料， 

低级别组（WHO I-II 级,14 例），高级别组

（WHOIII-IV 级,16 例）,均行全脑灌注扫描，

测量 CT 增强与 CT 灌注上影像边界并求出面

积，并在全脑灌注图显示的边界区、CT 灌注

边界外围区和健侧正常脑组织的 CBV。 

结果  CT 灌注面积大于 CT 增强面积,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0＜0.05）。高级别、低

级别取边界参考值，CB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

CBV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低级别胶质瘤以 C

BV1.7700ml/100g 为 CT 灌注边界截点时，

灵敏度 85.71%，特异度 78.57%。高级别胶

质瘤以 CBV 值 2.2750ml/100g 作为判断 CT

灌注边界截点时，灵敏度 93.75%，特异度 9

3.75%。高、低级别都以 rCBV 为 1.0250 作

为判断 CT 灌注边界截点，灵敏度 93.33%，

特异度 83.33%。 

结论  全脑灌注成像在胶质瘤边界区分有较高

的临床应用价值。 

 
 
PO-523 

头皮恶性肿瘤切除后缺损的修复重建策略 
 

莫立根 钟希 邓 腾 李小阳 王 琳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3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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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影响头皮恶性肿瘤术后缺损修复重

建方式，为临床规范化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2

年 01 月至 20014 年 12 月收治的需要进行手

术修复重建的 114 例头皮恶性肿瘤患者临床

资料，对手术缺损的修复方式及术后并发症

进行分析。 

结果  114 例中采用临近头皮瓣转移 17 例，

游离植皮例 20 例，临近头皮瓣转移加游离植

皮 41 例，同期行钛网颅骨缺损修复+临近头

皮瓣转移+游离植皮 18 例、同期行脑膜缺损

修复+钛网颅骨缺损修复+临近头皮瓣转移+游

离植皮 15 例，带蒂肌皮瓣转移修复 3 例。术

后出现头皮瓣部分坏死 3 例，其中 1 例合并

伤口感染，再次行带蒂斜方肌肌皮瓣转移修

复，无颅内感染、脑脊液漏发生。 

结论  头皮恶性肿瘤术后缺损修复重建应根据

患者年龄、病因、病理及缺损部位解剖特

点，灵活运用重建技术进行修复。同期完成

各种修复重建术是安全、可靠的。 

 
 
PO-524 

 我科鞍结节脑膜瘤显微手术治疗体会 
 

吴德俊 赵兵 李德坤 江涛 王少华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鞍结节脑膜瘤是指起源于鞍结节、蝶骨

平台、前床突、鞍隔部位的脑膜瘤，肿瘤与

视神经、颈内动脉、垂体及垂体柄等关系密

切，手术切除有一定难度，争取全切肿瘤和

改善术后视力、视野是手术所要达到的目的

和成功的标志。本研究探讨显微外科治疗鞍

结节脑膜瘤的手术入路选择及其适应症、手

术技巧，以期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自 2011 年 4 月至 2015

年 9 月应用显微外科技术治疗的 25 例鞍结节

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12 例采用单侧冠切

额下入路，7 例经额底外侧入路，6 例经翼点

或改良翼点入路，总结上述病变特点及其手

术入路、适应症。 

结果  肿瘤切除程度依照 Simpson 分级：I 级

切除 12 例，II 级切除 11 例,IV 级 2 例，术后

视力改善 18 例，无明显变化 6 例，视力障碍

加重 1 例，术后 1 例病人出现一过性尿崩，

经对症处理后恢复正常，无昏迷及死亡病

例。 

结论  术前据肿瘤大小、生长方式及其与重要

结构的毗邻关系，个体化选择手术入路，合

理“微创”，同时娴熟的显微神经外科操作技巧

是手术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PO-525 

2 例听神经瘤切除手术面神经保留的体会和体

位选择的探讨 
 

李海林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巨大听神经瘤手术切除中保护面神

经的体会；探讨桥脑小脑角区手术各种常用

手术体位的优势，提出一种相对最佳体位的

选择。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的桥脑小脑角区听神

经瘤 2 例病例，一位男性，66 岁，肿瘤体积

4.5cm，伴有脑积水；另一例为女性，45

岁，肿瘤体积 4cm，采用的是非传统的仰卧

体位，手术中录像和手术后评估预计效果，

并和传统的侧卧体位比较手术耗时和术中肩

部对显微视野的影响，俯卧体位比较小脑自 

然重力下垂对手术的影响。 

结果  2 例病人术中面神经保留完整，术后 

CT 复查显示切除完全，面神经功能按 House

-rackmann 标准分类为 I-II 级，获得满意恢复

效果。2 例病人手术均顺利，术中采取仰卧，

头向对侧旋转 90 度，取乳突后直切口，术中

对面神经、三叉神经、天幕裂孔区域达到了

极佳的显露，术中操作未受到肩部的影响，

术者操作方便，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手术体

位。 

结论  听神经瘤起源于前庭神经，保留面神经

还是有解剖学理论基础的，对于初学者来

讲，大型听神经瘤只要做到解剖清楚，手术

视野显露和操作清晰方便，还是有可能的。 

 
 
PO-526 

鞍结节脑膜瘤显微手术治疗 
 

李立新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00 

 

目的 通过评价显微外科手术治疗鞍结节脑膜

瘤的临床效果来探讨手术入路及手术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行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32 例鞍结节脑

膜瘤病例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 5 例，女性 2

7 例,平均年龄 49.7 岁。所有患者均有视力下

降表现,术前均行头颅 CT 平扫和（或）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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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MRI 平扫+增加扫描。采用 5 种手术入路,

其中行单侧额下入路 11 例，翼点或扩大翼点

入路 16 例，额外侧入路 4 例，经额底前纵裂

入路 3 例。 

结果 术后病理诊断均为 WHO I 级脑膜瘤。按

Simpson 分级，肿瘤全切除 28 例，其中包括

Simpson I 级 3 例，Simpson II 级 25 例；肿

瘤次全切除 Simpson III 级 4 例。术后视力较

术前改善的有 11 例 17 眼，视力下降的有 7

例 10 眼，视力无改变的有 10 例 16 眼。病程

在一年内及术前视力大于 0.5 者恢复较好，术

前失明者术后视力未恢复。头痛症状改善者 1

1 例，未改善者 1 例。术前 2 例嗅觉丧失者功

能均无恢复。术后轻偏瘫患者 1 例，发生颅

内感染 4 例，出现暂时性尿崩 3 例，严重脑

水肿 1 例，迟发额叶脑内血肿 1 例，发生严

重下丘脑功能紊乱 2 例。随访病例 20 例，随

访时间 3 月-4 年，有 10 例患者视力较出院时

有改善。13 例生活能自理，4 例需人照顾，1

例完全不能自理，2 例于出院后死亡。无复发

病例。 

结论 早期及正确诊断鞍结节脑膜瘤对术后视 

力恢复很关键；术前充分评估，据肿瘤的大

小、位置、生长方式并结合术者对各种入路

的熟悉程度来选择合适手术入路是顺利切除

肿瘤的前提；术中精细的显微神经外科操

作，保护好视神经和视交叉、颈内动脉及其

分支、垂体柄、下丘脑等重要结构是取得良

好手术效果的保证。 

 
 
PO-527 
EGFL7 is an Intercellular EGFR Signal Me
ssenger Play an Oncogenic Role in Gliom
a 
 
Wang Feiyifan,Wanggoou Siyi,Feng Chengyuan,Hu
ang Chunhai,Li Xuejun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08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like domain 7(EGF
L7) also known as Vascular Endothelial-stati
n (VE-statin) is a secreted angiogenic factor.
 Recent data have shown the potential onco
genic role an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EG
FL7 in several human cancers. However, th
e clinical signature and further mechanisms 
of EGFL7 function in gliomagenesis are still 
poorly understood.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
at increased EGFL7 expression was associa
ted with tumor grade. High expression of EG
FL7 in EGFRvIII positive GBM was determin

ed to be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predicto
r of short overall survival. EGFRvIII cells can
 secrete the EGFL7 protein to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EGFRwt cells without any ne
gative impacts on the existing GBM cells. Fu
rthermore, our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o
ncogenic activation of EGFRwt in GBM is lik
ely maintained by a continuous EGFL7 autoc
rine flow line, potentially an attractive target f
or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PO-528 
Pediatric medulloblastoma: a clinicopath
ological analysis of 86 patients in a single
 institution 
 
zhao lin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Among all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umors in 
children, medulloblastoma accounts for appr
oximately 15% of cases. The aim of this stud
y was to explore the prognostic impact of ge
nder, tumor location, immunohistochemistry, 
extent of surgery,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
erapy in children presenting with medullobla
stoma. This study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8
6 pediatric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medullob
lastoma. Medical records were reviewed and
 follow-ups attained based on clinical observ
ations. Kaplan-Meier survival method and C
ox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asso
ciation between potential prognostic factors 
and outcome. The group of patients consiste
d of 52 (60.5%) males and 34 (39.5%) femal
es in the age range of 3-18 years. Forty-six 
(53.5%) tumors were located in the cerebellu
m and 40 (46.5%) in the fourth ventricle.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data such as synapto
physin, Olig2 and MIB-1 labeling index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medical records of 86 (10
0.0%), 46 (53.5%) and 79 (91.9%) cases res
pectively. Gross total resection was achieve
d in 56 (65.1%) of the patients. Seventy (81.
4%) patients received post-operative radioth
erapy. Forty-four (51.2%) patients received p
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The 5-year pro
gression-free survival and overall survival rat
es for the entire cohort were 45.3% and 62.
9%, respectively.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po
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and positive synapt
ophysin staining were associated with a long
er progression-free and overall survival. In c
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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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ve radiotherapy is essential for pediat
ric medulloblastoma, yet chemotherapy did n
ot provide any additional benefit. Medullobla
stoma that stained positive for synaptophysi
n is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prognosis. Thi
s study showed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syna
ptophysin in medulloblastoma. 
 
 
PO-529 

经鼻蝶入路切除无功能垂体腺瘤显微手术前

后的内分泌功能变化分析 
 

仰鹏志 赵兵 李德坤 江涛 吴德俊 王少华 郭致飞 孙锦

章 沈杰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了解并评估经鼻蝶入路切除无功能垂体

腺瘤显微手术前后及远期随访过程中患者内

分泌功能的变化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09 年 9 月至 2015 年 6

月就诊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

科的 58 例无功能垂体腺瘤患者临床资料，所

有病例均经术后病理证实。其中男性 33 例,女

性 25 例，发病年龄最小为 32 岁，最大为 77

岁，平均年龄 45.5 岁。根据肿瘤最大径划

分，其中垂体大腺瘤（最大径线＞10 ㎜，但≤

30 ㎜）40 例，巨大腺瘤（最大径线＞30

㎜）18 例。首发症状为头痛头晕 12 例，视

物模糊 30 例，性功能减退 15 例，体检发现

1 例。本组 58 例患者均由同一术者采用单鼻

孔经蝶窦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垂体激素水平

的检测时间点定为术前、术后三天内及术后

三个月。 

结果 58 例无功能垂体腺瘤全切除 15 例，次

全切除 30 例，部分切除 13 例，无手术死亡

病例。58 例患者中术前存在垂体功能减退者

共 18 例，约占 31.0%，其中性腺功能减退 1

0 例（占 55.6%），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 6 例

（占 33.3%），甲状腺功能减退 12 例（占 6

6.7%）。本组资料中患者术后早期性腺轴、

甲状腺轴较术前均由不同程度受损，术后三

个月复查性腺轴及甲状腺轴功能较术后早期

及术前均有明显改善；术后早期肾上腺轴功

能较术前基本无明显变化，术后三个月复查

也未见进一步功能减退。 

结论 无功能垂体腺瘤患者手术仍为首选，手

术一方面可以尽最大程度挽救视力，也可以

部分恢复垂体功能，尤其是对性功能的恢

复。术后早期暂时性的垂体功能低下可以通

过外源性激素替代治疗，帮助垂体功能的恢

复。 

 
 
PO-530 

眼眶-颅内沟通肿瘤 27 例经颅手术治疗 
 

陈云祥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析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009

年 11 月~2015 年 7 月，经颅手术治疗的 27

例眼眶-颅内沟通肿瘤的临床表现、手术方法

及疗效。所有患者均以翼点入路为基础，对

于眼眶内病变，在硬膜外磨开眶顶、蝶窦小

翼、蝶骨大翼眶外侧壁，必要时去除颧弓、

眶上缘、眶外缘，然后切开眶骨膜进入眶

内；对于颅内病变，尽量咬除蝶骨嵴，打开

硬脑膜，需要时可选择性去除去除颧弓、眶

上缘、眶外缘。术毕需封闭额窦，脂肪填塞

眼眶内空腔，严密缝合并修补硬脑膜和眶骨

膜，眶顶缺损较大的用钛板修补。颧弓、眶

上缘、眶外缘和额颞骨瓣用颅骨连接片固定

复位。结果 27 例患者。实现病灶全切 21

例，次全切除 5 例，大部切除 1 例。术后有

动眼神经损伤症状 5 例，视力下降或失明 5

例，发热和脑脊液漏各 1 例。无手术死亡患

者。除失访患者外，随访期内 1 例患者肿瘤

复发二次手术。 结论 眼眶-颅内沟通肿瘤，根

据病灶的具体情况，术中需暴露的范围有所

不同。在满足术中操作空间需要的前提下，

最小暴露和破坏有关解剖结构，可在最小创

伤下有效切除病灶，取得理想效果。因肿瘤

位置特殊，术中应特别注意保护视神经和动

眼神经。 

 
 
PO-531 
A combined therapy sensitivity index in p
redicting glioblastoma overall survival 
 
Ye ningrong,Li Xuejun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08 

 

Background  GBM(glioblastoma) is one of t
he most deadly forms of cancer worldwide. F

or patients with GBM，surgery is the best op

tion, but the 5-year survival rate of only 5% ,t
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better identify patie
nts who have the most aggressive disease. 
Methods  mRNA expression profiles of a lar
ge cohort of  patients with GBM were ob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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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and analyzed by repurposing the publicall
y available microarray data(TCGA,GEO). Fir
stly, we filter out 139 mRNA that different ex
pressed between normal and the tumor, whi
ch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prognosis. Then
 we use the univariable Cox regression analy
sis to find out 13 mRNA that most correlated 
with the prognosis. A risk score model was c
onstructed based on the expression data of t
hese 13 mRNAs in the training dataset whic
h selected from TCGA GBM subgroup.  
Results  An expression pattern of 13 mRNA
s signature (risk score) was found to be signi
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overall survival (OS) 
of GBM patients in the training dataset, The 
gene expression risk score was then indepe
ndently validated using the testing dataset, e
ntire TCGA dataset and another independen
t external dataset.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
n and stratified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o
gnostic power of 13 gene signature was inde
pendent of clinical features, including age CI
MP-state thearpy. ROC analysis also demon
strated the better performance for predicting 
1-year OS.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alysis s
uggested that these 13 mRNA may be involv
ed in metabolism and immune events linked 
to GBM progres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pot
ential application of 13-gene expression sign
ature as novel independent biomarkers for e
valuating prognosis in GBM. Investigation o
f new genes identified in our model may lead
 to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s. 
 
 
PO-532 

长链非编码 RNA CCAT2 在胶质瘤中的临床

意义 
 

徐然 1,2 徐洋洋 1,2 张鑫 1,2 王剑 1,2 李新钢 1,2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山东大学脑科学研究所 

 

目的 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是长度大于 200 个核苷酸的非编码 

RNA。研究表明, lncRNA 在剂量补偿效应(D

osage compensationeffect)、表观遗传调

控、细胞周期调控和细胞分化调控等众多生

命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遗传学研究热

点。 长链非编码 RNA 的表达或功能异常与

人类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其中就包括癌症、

退行性神经疾病在内的多种严重危害人类健

康的重大疾病, 具体表现为长链非编码 RNA 

在序列和空间结构上的异常、表达水平的异

常、与结合蛋白相互作用的异常等.目前，HO

TAIR,MEG3，CRNDE 等均已被证明参与肿

瘤的发生发展。本课题拟通过对长链非编码

RNA CCAT2 进行表达量分析，证明其潜在

的临床意义。 

方法 在 75 例不同级别的胶质瘤患者肿瘤组织

及 10 例正常脑组织中提取 RNA,逆转录后进

行 qRT-PCR,并对患者进行随访，得出生存分

析曲线，总结出 CCAT2 在胶质瘤中的临床意

义. 

结果 qRT-PCR 结果显示,胶质母细胞瘤中 CC

AT2 的表达量相对低级别胶质瘤和正常脑组

织明显增高,具有统计学意义,且其表达量与患

者的生存时间呈明显负相关. 

结论 长链非编码 RNA CCAT2 的表达在胶质

瘤中有重要意义,且其与胶质瘤患者的预后关

系密切,可作为诊断与愈后分析的指标,其影响

肿瘤进展的机制值得在未来进行深入研究. 

 
 
PO-533 

乙状窦后入路切除桥小脑角区脑膜瘤分析 
 

倪红斌 戴宇翔 金伟 梁维邦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神经外科 210008 

 

目的 探讨乙状窦后入路切除桥小脑角区脑膜

瘤的手术技巧，提高术中神经功能保护的可

行性。 

方法 我科自 2011 年~2012 年 5 月，作者共

收治桥小脑角脑膜瘤 26 例，常规行头颅 MRI

增强扫描后，以乙状窦后入路开颅，前上分

别至乙状窦及横窦缘，骨窗约 2.5*3cm2 ，释

放脑脊液显露肿瘤后，电凝并切断基底。如

肿瘤累及内听道及后组颅神经，不必强求全

断基底，可先行囊内切除减压，沿肿瘤边缘

先寻找面听神经及后组颅神经近端，再沿近

端切除肿瘤至远端。 

结果 本组无一例死亡，肿瘤基本全切，所有

神经均解剖保留。术后面瘫 1 例，听力下降 2

例，声音嘶哑 1 例。 

结论 乙状窦后入路是手术切除桥小脑角脑膜

瘤的常规手术入路。先断肿瘤基底可减少瘤

内供血，为肿瘤切除提供方便。但对于神经

被挤压及包绕，可先沿脑干端找到神经近

端，再依次向外切除肿瘤，这样有利于神经

的保护。术中岩静脉的保护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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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34 
Prognostic value of MGMT gene is impair
ed in Mesenchymal glioblastomas: evide
nce from RNA sequencing data of 144 ca
ses 
 
yan wei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Background  MGMT promoter methylation 
has been widely reported to be a good progn
ostic factor for patients with glioblastomas. T
he purpose of our current study was to evalu
ate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MGMT gen
e expression and correlate it with molecular 
subtypes in glioblastomas. 
Method  We investigated MGMT gene expre
ssion level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molecular
 subtypes in 144 glioblastomas from Chinese
 Glioma Genome Atlas (CGGA) database usi
ng RNA sequencing. Survival analysis was a
nalyzed by Kaplan-Meier method. Immunohi
stochemistry was used for validating the exp
ression of MGMT in another 38 independent 
Mesenchymal glioblastomas samples. 
Result  MGMT gene is overexpressed in Me
senchymal and Neural glioblastomas. Surviv
al analysis showed tha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
t association between MGMT expression lev
el and overall survival was observed in histol
ogical glioblastomas and Proneural, Neural a
nd Classical subtyp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
ce was found in Mesenchymal subtypes. Fur
thermore, MGMT protein expression also co
uld not demonstrate its prognostic value in M
esenchymal cases in the validation cohort. 
Conclusion  Prognostic value of MGMT gen
e in Mesenchymal glioblastomas is limited, w
hich might narrow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s in p
ractice. 
 
 
PO-535 
Sample Level Enrichment Analysis of KE
GG Pathways Identifies Clinically Relevan
t Subtypes of Glioblastoma 
 
Wanggou Siyi,Feng Chengyuan,Xie Yuanyang,Ye li
nrong,Wang Feiyifan,Li Xuejun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00 

 

Background  Glioblastoma is the most letha
l primary brain tumor in adults. Aberrant sign
al transduction pathways, associated with th
e progression of glioblastoma, have been ide
ntified recently and may offer a potential  

gene therapy strategy.   
Methods and Findings   We first used the s
ample level enrichment analysis to transfer g
ene expression profile of TCGA dataset into 
pathway enrichment z-score matrix. Then, w
e classified glioblastoma into five subtypes 
(Cluster A to Cluster E) by the consensus clu
stering and silhouette analysis. Principle co
mponent analysis showed the five subtype c
ould be separated by first three principle co
mponents. Integrative omics data showed th
at mesenchymal subtype was rich in Cluster 
A, neural subtype was centered in Cluster D 
and proneural subtype was gathered in Clust
er E, while Cluster E showed a high percent
age of G-CIMP subtype. Additionally, accordi
ng to analyze the overall survival and progre
ssion free survival of each subtype by Kapla
n-Merie analysis and Cox hazard proportion 
model, we identified Cluster D and Cluster E 
received a better prognosis.  
Conclusions  We report a clinically relevant  
classification of glioblastoma based on samp
le level KEGG pathway enrichment profile an
d it will provid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futu
re studies. 
 
 
PO-536 

三维 CT 肿瘤成像结合神经导航显微手术治疗

脑深部肿瘤 
 

李立新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00 

 

目的 探讨三维 CT 肿瘤成像技术显示脑深部

肿瘤与血管、骨质三者空间关系的影像学特

点，并评价其结合神经导航在脑深部肿瘤显

微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各类脑深部肿瘤病例共 27 例，术前

行 CTA 扫描，所获数据经遮盖容积重建（SV

R）、最大密度投影（MIP）和表面遮盖（SS

D）3 种技术进行图像三维重建，同期结合神

经导航行脑深部肿瘤的显微手术。 

结果 术前三维 CT 肿瘤成像清楚显示肿瘤、

血管、骨质三者的空间关系，并可进行任意

的旋转、切割、测量。术中神经导航定位准

确，能清楚显示肿瘤位置及大小。本组 27 例

病例均施行显微外科手术，全切除 23 例（85.

2%），次全切除 3 例（11.1%），大部切除

1 例（3.7%）；术后症状改善或不变 25 例

（92.6%），症状加重或出现新症状 2 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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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死亡病例；术后 1 个月随访 Karnof

sky 预后评分优良率（KPS = 90～100）81.

5%。 

结论 三维 CT 肿瘤成像显示肿瘤、血管、骨

质三者的空间关系明显优于常规二维影像图

像，其结合神经导航对脑深部肿瘤显微手术

精确定位、提高手术切除率及减少并发症有

重要价值。 

 
 
PO-537 
Invasive fungal sphenoiditis with caverno
us syndrome: A report of four cases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Zhang Hanwen,Li Xuejun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08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ree patients wit
h invasive fungal sphenoiditis with cavernou
s sinus and optic apex involved was conduct
ed from January 2010 to April 2016 at Xiang
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three 
of whom were completely immunocompetent
 while one was in well control of diabetes me
llitus. Clinical findings, radiographic images, 
surgery process, pathological data, and final 
outcomes were reviewed and analyzed. Biop
sy was performed and histopathologic exami
nation revealed aspergillosis in all cases. All 
patient was treat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microscopic surgery and anti-fungal therapy. 
 
 
PO-538 

神经导航结合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切除

成人脑干胶质瘤的显微手术疗效分析 
 

桑树山 王苟思义 李学军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 410008 

 

目的 探讨以弥散张量成像为基础的神经导航

技术结合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在成人脑干胶

质瘤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9 例脑干胶质瘤患者的临床

及随访资料，其中 17 例应用神经导航系统结

合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22 例应用传统

手术。分析的指标包括手术时间、肿瘤切除

的程度、住院时间、围手术期死亡率、围手

术期气切率、并发症发生率、术后 KPS、无

进展生存率（PFS）及整体生存率（OS）。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肿瘤切除程度

没有差别（P=0.405>0.05），手术时间明显

缩短（P=0.035<0.05）；住院时间明显缩短

（P=0.041<0.05）；围手术期死亡率明显降

低（P=0.019<0.05）；围手术期气切率降低

（P=0.047<0.05）；术后并发症明显减少

（P=0.013<0.05）；术后 KPS 明显提高（P

=0.001<0.05）；无进展生存期明显延长（P=

0.011<0.05）；整体生存率明显提高（P=0.0

03<0.05）。 

结论 在脑干胶质瘤的治疗中，神经导航联合

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可不降低肿瘤的全切

率，减少手术时间和手术的创伤，降低术后

致残率和致死率，缩短住院时间，改善患者

术后的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在

临床上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O-539 
MiR-124 is downregulated in astrocytoma
s and suppresses malignant glioma cell g
rowth 
 
Wen Shaohong1,Zhao Shangfeng2,Zeng Xianwei3,L
uo Yumin1,Ji Xunming1,Liu Xiangrong1 
1.Xuanwu Hospital 
2.Tongren Hospital 
3.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ifang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s  Gliomas are the most common 
primary brain tumors in adults. Low-grade gli
omas are well-differentiated with a good pro
gnosis, while high-grade gliomas are malign
ant with a poor prognosis. Altered expressio
n of miRNAs is associated with cancer devel
opment and drug resistance. MiRNA-124 (mi
R-124) is highly conserved and is the most a
bundant miRNA in the embryonic and adult b
rain, playing a key role in neurogenesis. The
refore we aim at searching the exact role of 
miR-124 plays in glioma development and pr
ogression. 
Methods  Al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B
eijing Tongren Hospital during 2011~2014 a
nd were stored in liquid nitrogen before use. 
66 glioma tissues and 14 normal brain tissue
s were collected. The mature form of miR-12
4 was detected using the miRNA RT kit. U25
1 and U87 cells were seeded into six-well pl
ates and transiently transfected at 60% confl
uence using Lipofectamine RNAiMAX. Geno
mic DNA was extracted from U87 and U251 
cell lines and from normal brain astrocytes b
efore treating with the MethylCode Bisulfite 
Conversion Kit. Growth inhibition assay, cell 
cycle analysis, western blot analysi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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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tch-wound assay were also carried out. 
Results  (1) MiR-124 expression in gliomas i
s not influenced by gender or age. The expre
ssion level of miR-124 in high-grade glioma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low grad
e gliomas (P <0.05 vs. grade III, P <0.01 vs. 
grade IV, respectively). (2) miR-124 was mor
e highly methylated in U87 cells compared to
 U251 cells. (3) miR124 mimic significantly in
hibited wound closure in U87 and U251 cells
 compared with negative control groups (P <
0.05, respectively). (4) miR-124 mimic signifi
cantly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in U251 and 
U87 cells compared to control cells (P <0.0
5). The percentage of S phase cells decreas
ed from 33.8 ± 4.1% to 21.0 ± 5.7%, while th
e percentage of G0/G1 phase cells increase
d from 47.9 ± 3.8% to 71.1 ± 6.9% in U87 cel
ls transfected with miR-124 mimic compared
 to the negative control ( P <0.05); The prop
ortion of U251 cells in the G0/G1 phase incr
eased from 50.2 ± 3.8% in the control group 
to 67.4 ± 6.9% in the miR-124 mimic treated 
group (P <0.05) and the S-phase fraction de
creased from 40.2 ± 5.9 to 26.1 ± 5.7 (P <0.
05). (5) miR-124 mimic decreased the expre
ssion level of CDK4, CDK6, iASPP and cycli
n D1 in U87 and U251 cells (P <0.01, respec
tively). 
Conclusions  miR-124 is downregulated in 
glioma cells to promote tumor growth and pr
ogression, which may serve as a potential bi
omarker for pathological diagnosis and repre
sents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tr
eatment of glioma. 
 
 
PO-540 
Targeting CD47 triggers macrophage-dep
endent brain tumor inhibition in a clinicall
y relevant model 
 
Wang Jian1,2,Zhu Huaiyang3,Leiss Lina3,Yang Ning1,

2,Huang Bin2,Miletic Hrvoje 3,Bjerkvig Rolf 3,Li Xinga
ng1,2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Qilu Hospital of Sh

andong University 
2.Brain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andong Uni
versity 

3.Department of Biomedicine， University of Bergen 

 

Objective  One of the key features missing i
n experimental model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 in patients
 is surgical resection. The clinical course for t
hese patients typically involves cycles of res

ection, chemo-/radiotherapy, and eventual re
lapse. Therefore, although many new therapi
es are examined in animal models, protocols
 are not typically performed in combination w
ith surgical resection which is the current sta
ndard of care. Here, a xenograft surgical deb
ulking GBM model was developed in nude ra
t, and was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an anti-
CD47 monoclonal antibody (mAb), a novel tr
eatment strategy that triggers phagocytosis 
of diverse tumor cells, including GBM, by ma
crophages.  
Method  Animals were implanted with P3 a 
previously described patient derived xenogra
ft. After week 4, tumors were resected, comb
ination treatment was initiated, and tumor pr
ogression was followed by MRI scanning.  
Results  Tumor debulking of orthotopic  
xenografts at week 4 following implantation p
rolonged survival in nude rats relative to non
-debulked animals (n = 6 animals/group; P = 
0.0005). Survival was further improved in ani
mals that underwent combination treatment 
with anti-CD47 mAb (80 days vs 72 days, de
bulking + anti-CD47 and debulking, respectiv
ely; P =0.0007).  Enhanced survival in debul
ked animals treated with anti-CD47 mAb wa
s supported by the findings that debulking le
d to recruitment of macrophages to the surgi
cal site and furthermore, that anti-CD47 treat
ment caused an increase in cytokines involv
ed in promoting immune response and antitu
moral activity and a decrease in angiogenic 
proteins. 
Conclusion  Debulking of GBMs in rats led t
o recruitment of macrophages to the tumor si
te, provides the rationale for postsurgical tre
atment with anti-CD47 mAb and further inve
stig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treatment in a cli
nical setting.  
 
 
PO-541 

32P 胶体囊内放疗治疗颅咽管瘤药物分布及

安全性研究 
 

常洪波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研究不同药量及囊腔容积等对 32P 胶体

药物囊内分布、渗漏及临床安全性的影响，

检测术后血液及尿液 32P 胶体污染及术后垂

体激素、血常规、凝血及肝肾功能指标变化

情况，为手术穿刺路径选择、完善操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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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剂量控制及术后患者管理等提供临床指

导。 

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对 2012 年 03 月-

2013 年 12 月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初

次发病或复发的囊性 CP 患者 40 例，按治疗

剂量毫居里(milli Curie，mCi)分 4 组：0.5mC

i 组 10 例、1mCi 组 10 例、1.5mCi 组 10

例、2mCi 组 10 例。术中将 32P 胶体用碘帕

醇 300 注射液按 1：1 稀释后进行立体定向囊

内注射手术治疗，术后 2h 内进行头颅 CT 检

查观察术后药物分布及渗漏情况，比较不同

组间是否有差异。另外选取其中 24 例患者根

据治疗剂量分 3 组：0.5mCi 组 8 例、1mCi

组 8 例、2mCi 组 8 例。术前术后分别对其查

视力、视野及眼底，查头部增强磁共振或头

部 CT，化验血常规、凝血、肝肾功能、电解

质及垂体激素并进行比较。术后第 1、3、7

天用 CAPRAC®井型碘化钠（NaI）咖马计数

仪定量测量患者血液及尿液 32P 胶体的每分

钟放射性计数，判断是否有污染残留。 

结果 40 例患者中 2mCi 组有 6 例、1.5mCi 组 

有 2 例及 1mCi 组有 1 例因脑内穿刺路径不能

避开脑室出现药物分布不均匀，脑脊液囊内

渗漏；其余患者药物分布均匀、无渗漏。24

例患者术前及术后 7d 的血常规、血生化指

标、垂体激素水平的差值进行组间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 2mCi 组有 1

例术后发生视力下降，2 例术后有一过性尿崩

症；1mCi 组 1 例术后有一过性尿崩症；0.5m

Ci 组患者恢复良好。患者术后出现一过性肝

功能异常 2 例、凝血功能异常 1 例、垂体激

素异常 3 例及电解质紊乱 3 例。部分 2mCi 组

及 1mCi 组患者的血液及尿液有轻度 32P 胶

体污染；血液污染于 3d 内很快恢复正常，尿

液污染于 1w 左右缓慢下降接近正常。 

结论 CP 囊腔容积越大，需要的 32P 胶体剂

量越多，脑内穿刺路径穿过脑室的几率越

高，越容易发生渗漏。我们应注意防止术中

脑脊液脑室渗漏及术后应监测血液及尿液 32

P 胶体污染情况；术后应加强对患者视力、视

野、激素水平及血液生化指标的监测并延长

随访时间。 

 
 
PO-542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影像学特征 
 

程岗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总结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PCN

SL）的影像学特征，提高 PCNSL 诊治水

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PCNSL 的影

像学资料。 

结果  CT 检查病灶多为稍高密度影，MRI 检

查病灶多为长 T1、等或长 T2 信号影，多数

病灶增强扫描为片状均匀强化，MRI 增强扫

描时会出现“蝴蝶征”等特征性表现，有助于 P

CNSL 的诊断，MRS 表现为 Cho 峰升高、N

AA 峰中度降低、Cr 轻度降低，出现高大的 Li

p 峰，对鉴别淋巴瘤与其它实性肿瘤具有高度

的特异性。 

结论  MRI 在 PCNSL 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作

用，掌握 PCNSL 的特征性影像学特点有助于

提高诊断的阳性率。 

 
 
PO-543 

额下外侧入路治疗鞍结节脑膜瘤 
 

胡志刚 王汉东 樊友武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鞍结节脑膜瘤是对起源于鞍结节、前床

突、鞍膈和蝶骨平台脑膜瘤的统称。其发病

率约占颅内脑膜瘤的 4％一 10％。由于肿瘤

位置深在，且毗邻前循环动脉、下丘脑垂体

柄、前视路等重要结构，手术难度大，术后

并发症多。本文旨在探讨其显微手术疗效与

并发症的防治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1-2016.1 我科收治的

25 例鞍结节脑膜瘤术后患者的临床资料，评

估手术效果，分析术后并发症的原因并总结

预防和处理措施。 

结果  25 例患者术前均经过 MRI 诊断，术后

病理均证实为鞍结节脑膜瘤。其中 22 例以单

侧或双侧视力下降为首发症状。男女比例为

1：5。肿瘤直径 1.5-4cm。手术均采用额下

外侧入路。全切 24 例，次全切除 1 例。术后

4 例患者视力障碍较前加重，3 例有所改善，

其余患者视力维持于术前水平。2 例术后出现

脑脊液鼻漏，给予腰大池外引流、对症处理

一周后好转出院。 

结论  额底外侧入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具有如

下优点：①有利于释放脑脊液，充分降低颅

内压，显露好；②早期显露肿瘤后极和视神

经、颈内动脉、大脑前动脉；③至少一侧嗅

束可以保留，避免嗅觉丧失；④保留额窦完

整；⑤易于打开视神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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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44 

CD44 在脑胶质瘤恶性演进过程的作用 及其

调控机制研究 
 

董超 

海军总医院 100037 

 

目的  CD44 是一种未分类的粘附分子，广泛

参与到了肿瘤的复发、转移过程中。miR34a

是一种常见的 microRNA 分子，在多种肿瘤

中呈现低表达，被视为一种抑癌分子。最新

研究表明，在前列腺癌中 miR34a 直接靶向

调控 CD44 基因抑制了前列腺癌干细胞的侵

袭转移能力。因此，我们推测在胶质瘤中 mi

R34a 也参与了直接靶向调控 CD44 基因而影

响胶质瘤的恶性演进过程。本实验首先验证

了 CD44 与脑胶质瘤恶性相关性，并通过体

外细胞学功能实验阐明 CD44 在脑胶质瘤恶

性演进中的作用机制，同时寻找 CD44 上游

的调控 microRNA，进一步阐明其调控机制。 

方法  在临床胶质瘤标本中，通过 qRT-PC

R、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和 Western Blot 方

法检测 CD44 与胶质瘤的恶性相关性。利用

间接免疫荧光实验和 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

胶质瘤细胞中 CD44 的表达。通过 siRNA 干

涉实验与细胞功能学实验检测转染 CD44-siR

NA 后，胶质瘤细胞的增殖、迁移侵袭能力和

细胞凋亡能力变化。在胶质瘤细胞中，通过

Western Blot 方法研究 CD44 的下游作用分

子。通过双荧光素酶报告系统寻找 CD44 的

上游调控分子，并利用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其调控作用。 

结果  在临床胶质瘤标本中，分别在 mRNA

水平和蛋白水平发现 CD44 的表达与胶质瘤

的恶性程度呈正相关。在胶质瘤细胞中，分

别定位与定量发现胶质瘤细胞 U251、A17

2、U87 等均有 CD44 的表达，而 SHG44 则

无表达。设计合成有效地干涉 CD44 的双链 s

iRNA 序列，分别在 mRNA 水平与蛋白水平

发现随着转染时间的延长，CD44 的表达量出

现明显的下调。细胞功能学实验也发现转染

CD44-siRNA 后，胶质瘤细胞的增殖、迁移

侵袭能力明显降低，细胞凋亡数目明显增

多。在胶质瘤细胞中，蛋白水平发现随着 CD

44 的下调，Erk1/2、p-p38、p-53、p-21 被

逐渐上调，而 p-Erk1/2 却被逐渐下调。在胶

质瘤细胞中，分子水平证明 CD44 是 miR34a

的靶基因，并分别在 mRNA 水平与蛋白水平

发现上调 miR34a 后 CD44 的表达受到了抑 

制。 

结论  CD44 可以被 miR-34a 负向调控，进而

影响其下游的多个分子而参与到脑胶质瘤的

恶性进展过程中。这为明确胶质瘤恶性进展

的发生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PO-545 
Epigenetic repression of meg3 mediated 
by DNMT1 represses p53 pathway in glio
ma 
 
Li Jia,Bian Erbao,Zhao Bi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
versity 230601 
 

Background  Epigenetic regul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gliomas. However, how me
thylation and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
 cooperates to regulate gliomas progression 
is largely unknown.   
Methods  The expression and methylation o
f MEG3 in glioma tissues was quantified by q
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and M
SP-PCR. The glioma cell lines U87 and U25
1 were treated with si-DNMT1 or 5-AzadC, a
fter we assayed the cell phenotype and expr
ession of the relevant molecules.   
Results  The downregulation of MEG3 expr
ession due to hypermethylation of MEG3 wa
s observed in gliomas tissues. Treatment of 
glioma cells with the DNA methylation inhibit
or 5-Aza-2'-deoxycytidine (5-AzadC) decrea
sed aberrant hypermethylation of the MEG3 
promoter and prevented the loss of MEG3 e
xpression. In addition, DNMT1 was involved 
in MEG3 promoter methylation, and was inv
ersely correlated with MEG3 expression in gl
iomas. The inhibition of DNMT1 repressed th
e proliferation, clone formation, and induced 
apoptosis in glioma cells. Importantly, the inh
ibition of DNMT1 contributed to the activatio
n of p53 pathways in gliomas cell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D
NMT1-mediated MEG3 hypermethylation ca
used the loss of MEG3 expression, followed 
by the inhibition of the p53 pathways in gliom
as. MEG3 is a potentially novel application fo
r regulating glioma pro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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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46 
Long non coding RNA ATB  promotes gli
oma malignancy by negatively regulating 
miR-200a 
 
Ma Chunchun,Zhao Bi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
versity 230601 
 

Background  Glioma is one of the most com
mon and aggressive primary malignant tumo
r in the brain. Accumulating evidences indica
ted that aberrantly expressed non-coding RN
As (ncRNAs), including long non-coding RN
As (lncRNAs) and microRNAs (miRNAs), co
ntribute to tumorigenesis. However, potential
 mechanisms between lncRNAs and miRNA
s in glioma remain largely unknown.  
Methods  Long non-coding RNA activated b
y TGF-β (LncRNA-ATB) expression in gliom
a tissues and cells was quantified by quantit
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Glioma cell 
lines U251 and A172 were transfected with s
h-ATB, miR-200a mimics, miR-200a inhibitor
s, after we assayed the cell phenotype and e
xpression of the relevant molecules. Dual-luc
iferase reporter assay, RIP and a xenograft 
mouse model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exp
ression of sh-ATB and its target gene miR-2
00a.  
Results  ATB is abnormally up-regulated bot
h in glioma tissues and cell lines compared 
with normal brain tissues, and glioma patient
s with high ATB expression had shorter over
all survival time. Knockdown of ATB significa
ntly inhibits glioma malignancy, including cell
 proliferation, colony formation, migration, inv
asion in vitro, and the xenograft tumor format
ion in vivo. In addition, ATB was confirmed t
o target miR-200a, and miR-200a inhibition r
eversed the malignant characteristics of ATB
 knockdown on glioma cells. In particular, AT
B may act as a ceRNA, effectively becoming
 a sink for miR-200a, thereby modulating the
 derepression of TGF-β2.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ATB
 plays an oncogenic role of glioma cells by in
hibiting miR-200a and facilitating TGF-β2 in 
glioma, thereby may represent a potential th
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human g
lioma. 
 
 
PO-547 

怀孕期间胶质瘤的个体化治疗 

 

刘锐 

海军总医院 100037 

 

目的 怀孕期间出现胶质瘤的概率非常低，每

百万安全分娩中约 3.6 例左右。由于非常低的

发生率，循证医学推荐最佳治疗策略的证据

基础都源于小宗病历报告和个案报告。治疗

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肿瘤的大小，位置，组

织类型，恶性程度，胎龄，母亲年龄，社会

风俗，个人意愿等，加上母婴生理动态的相

互作用，为了保证母婴最佳的预后，多学科

团队参与的个体化治疗非常重要。我们拟通

过 4 例 怀孕期间胶质瘤的多学科个体化治

疗，来说明其治疗的复杂性和个体化治疗的

重要性。 

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本组 4 例患者，年龄

28～32 岁。发病时孕周 7－38 周。首发临床

症状头痛，恶心，呕吐 1 例，饮水呛咳 1

例，癫痫发作 2 例。所有患者均有术前和术

后头颅 MRI 检查，病灶位于左额 1 例，左额

顶 1 例，四脑室内 1 例，脑干 1 例。均为实

性肿瘤。肿瘤最大直径 1 例 3cm，1 例 4c

m，2 例大于 5cm。 1. 2  手术方法 1 例患

者人工引产后行开颅手术切除病灶，2 例患者

剖腹产后行开颅手术切除病灶，1 例患者剖腹

产后行病灶活检术。 

结果 本组 4 例患者, 术后石蜡病理结果；2 例

间变型星形细胞瘤，1 例间变型室管膜瘤，1

例脑干病灶活检为胶质母细胞瘤。3 例开颅患

者术后复查头颅 MRI 示病灶全切。4 例患者

术后无并发灶。3 例开颅手术患者按中国恶性

胶质瘤治疗诊疗共识，术后行标准放疗和替

莫唑胺同步及辅助化疗，目前随访中。1 例脑

干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活检术后行标准放疗和

替莫唑胺同步及辅助化疗，术后 8 个月脑干

局部及右额颞，基底节区肿瘤复发，行碘－1

25 粒子内放疗术，患者活检术后 16 个月死

亡。 

结论 通过本组 4 例怀孕期间发现胶质瘤患者

的治疗经验，我们认为尽管怀孕期间发生胶

质瘤的几率非常低，缺乏明确的统一的治疗

指南，但多学科团队的连续的个体化治疗，

母婴可以得到较好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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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48 

脑干病变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治疗 
 

张永力 

1.昆明三博脑科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目的  通过对不同病种脑干病变的手术方式及

结果的分析，提高手术疗效。 

方法  自 2014-11 到 2016-3 昆明三博脑科医

院共进行脑干手术 21 例，男 13 例，女 10

例。年龄 6-53 岁，平均 30 岁。其中：胶质

瘤 14 例（基底节丘脑中脑背侧 1 例，丘脑中

脑背侧 3 例，中脑背侧 1 例；桥脑弥漫性 3

例，桥脑外侧 2 例，桥脑背侧 1 例；延髓背

侧 2 例，延髓上颈髓 1 例）；海绵状血管瘤 5

例（中脑腹侧 1 例，桥脑外侧 2 例，延髓背

侧 2 例）；血管网状细胞瘤 2 例（延髓背

侧）；脑脓肿 1 例（基底节丘脑中脑背

侧），炎症 1 例（中脑背侧）。部位：中脑 8

例（基底节-丘脑-中脑 2 例，中脑-丘脑 3

例，中脑背侧 2 例，中脑腹侧 1 例）；桥脑 8

例（腹外侧 4 例，弥漫性 3 例，背侧 1

例）；延髓 7 例。手术方法：针对不同部位

采用不同手术入路。中脑背侧：枕下经小脑

幕入路，幕下经小脑上入路；基底节-中脑：

经侧脑室额角入路、脉络裂入路；中脑腹

侧：翼点入路；桥脑背侧：后正中经四脑室

底；桥脑腹外侧：枕下乙状窦后入路，颞下

入路；延髓背侧：枕下后正中入路。 

结果  临床结果：5 例海绵状血管瘤均获全

切，恢复良好，14 例胶质瘤局限性者获得大

部分切除，效果较好，3 例弥漫性者行去骨瓣

减压及活检，术后无加重。2 例血管网状细胞

瘤患者获得全切，恢复良好。1 例脑脓肿获得

切除，效果良好。炎症 1 例，术后改善，恢

复良好。1 例术后死于小脑静脉性出血性梗

死，余病例无明显术后并发症。影像结果：

均行术后 CT，20 例行术后核磁共振复查。5

例海绵状血管瘤及 2 例血管网状细胞瘤获得

全切。14 例胶质瘤中 4 例全切，余为部分切

除。1 例炎症及 1 例脑干及基底节多发脓肿消

失。 

结论  对于边界清楚的局限性胶质瘤可以获得

全切或大部分切除，但对于弥漫性胶质瘤尤

其是桥脑胶质瘤，仅能行活检和去骨瓣减

压，然后行放化疗。海绵状血管瘤手术效果

较好，可获得全切治愈，并发症主要取决于

病变部位，如果病变表浅，可极少并发症。

因此术前对影像及临床资料要仔细评价，选

择合适的手术入路，选取脑干距离病变最近

且功能损失最小处切开，在高倍显微镜下，

使用最小而长的手术器械，尽量减少牵拉，

采用低功率滴水尖锐双极电凝将病灶瘤内切

除，然后以显微剥离子和脑干分离，将肿瘤

剥离切除。这样可以达到最小并发症和最佳

临床效果。 

 
 
PO-549 

青少年侵袭性巨大泌乳素型垂体腺瘤 1 例并

文献复习 
 

黄焱明 邱平 祁小龙 阙双林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龙岩第一医院 364000 

 

目的  探讨青少年侵袭性巨大泌乳素型垂体腺

瘤的临床特点和治疗方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经溴隐亭治疗后取得阶

段性效果的青少年侵袭性巨大泌乳素型垂体

腺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总结其临

床特点。 

结果  患者服用溴隐亭 30 个月，临床症状明

显好转；PRL 水平明显下降，但近期略有升

高；影像资料提示肿瘤明显缩小，但肿瘤囊

性部分所占比例增加，生长发育受到影响。 

结论  青少年泌乳素型垂体腺瘤通过药物控制

能取得良好效果，但是从长期角度考虑，建

议在服用溴隐亭取得良好效果后的适宜时

机，采取手术治疗。 

 
 
PO-550 

神经纤维瘤 II 型的外科治疗策略 
 

张军 许百男 张家墅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853 

 

目的  NF2 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类疾病，

临床少见，一般病程较短，多表现为双侧听

神经瘤和/或颅内、椎管内多发性病变。随着

病情的进展，患者多进入双耳失聪阶段，严

重影响生活质量。本文通过回顾分析我科近

十年来收治的 NF2 患者 18 例，探讨最佳和

最适合 NF2 患者的治疗策略。  

方法  收集我科自 2005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间，临床和影像学均明确诊断 NF2 患者 18

例，随访 6 个月-5 年，总结其病程发展特

点、家族史、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治疗

方法选择、生存质量（QoL）及预后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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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因素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探究 NF2 患者最

适合的治疗策略。  

结果  本组患者平均年龄 35 岁，病程从 2 月-

14 月不等, 平均 7.8 个月；3 例有明确家族史

（17%）；临床表现为双侧听力减退或丧失 1

8 例（100%），面部麻木 9 例（50%），眩

晕 7 例（39%），行走不稳 6 例（33%）；

颅脑 MRI 检查示：肿瘤以实性为主、囊变少

见、多呈分叶状，与周围结构蛛网膜界面清

晰。18 例均采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行肿瘤切

除术，双侧手术 15 例、单侧手术 3 例，术中

发现肿瘤多质地较脆，与周围结构粘连不紧

密，面神经走行在分叶间。10 例行立体定向

放射外科治疗。术后听力保留 3 例（ 1

7%），面神经功能Ⅱ级 8 例（44%）、Ⅲ级

6 例（33%）  Ⅳ级 4 例（22%），肿瘤良好

控制 13 例（72%）。  

结论  NF2 患者肿瘤生长速度往往较单发的听

神经瘤更快，手术或其他治疗方法的选择以

患者的颅神经功能（特别是面、听神经功

能）状态为主要的决定因素。NF2 患者肿瘤

多呈分叶状，肿瘤包膜与面听神经粘连不甚

紧密。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要手段，立体定

向放射外科和药物治疗是重要的辅助方法。

对术后双侧听力丧失的患者，可考虑采用听

觉脑干植入技术(Auditory brainstem implants,

ABI)修复部分听力。 

 
 
PO-551 

磁共振灌注成像对脑胶质瘤治疗后复发与放

射性损伤的诊断价值 
 

王鹏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探讨磁共振灌注成像在判定胶质瘤放化

疗后病情是否进展的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8 例经病理证实为高级别胶质

瘤并行同步放化疗及辅助化疗的患者，行头

颅 MRI 灌注检查，之后行立体定向活检，根

据 MRI 灌注的 rCBVmax 值，确定放射性坏

死区还是肿瘤复发，之后取病变组织送石蜡

病理。评估 MRI 灌注扫描的 rCBVmax 值在

判断肿瘤复发及损伤上的准确性及特异性。 

结果  10 例患者，共取活检 16 处，其中经病

理证实胶质瘤复发 10 处，放射性损伤 6 处；

肿瘤复发处 rCBVmax 值（3.25±2.79），放

射性损伤 rCBVmax 值（0.85±0.32），二者

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00），依据 P

WI 的 rCBVmax 诊断胶质瘤复发与放射性损

伤诊断准确率为均为 100％（10/10，6/6）。 

结论  使用磁共振灌注技术可有效判定胶质瘤

放化疗后的影像学变化是放射性坏死还是病

情进展，为疾病的治疗提供良好的依据。 

 
 
PO-552 

回顾性分析 30 名髓母细胞瘤患者脑脊液细胞

学检查的特征性表现 
 

张欢 

唐山市人民医院 063001 

 

背景  髓母细胞瘤是儿童最常见的恶性程度最

高的胶质瘤。目前的诊断金标准是术后病

理。而今，精准医疗时代的到来更强调根据

肿瘤的基因、蛋白等突变情况来定性诊断、

指导用药、进行临床试验研究等。细胞形态

学也属于精准医学的研究范畴。由于该病癌

细胞比起其他颅内肿瘤更容易随脑脊液循环

播散种植。故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对其诊断和

治疗有特殊价值。本文旨在阐明在脑脊液细

胞学检查中，髓母细胞瘤的细胞形态学特

征。给髓母细胞瘤带来另一种新的诊查手

段。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开展脑脊液细胞学检查以

来（2011 年 01 月~2016 年 01 月），我科 3

0 例经病理确诊为髓母细胞瘤的小儿患者。脑

脊液迈格吉染色法（MGG 染色）。 

结果  在 17 个患者可以确诊为恶性髓母细胞

瘤。脑脊液细胞学检查癌细胞一般的形态学

特征包括细胞成簇抱团，胞核形态不规则，

核仁丰富、染色深。多核、有丝分裂相及凋

亡细胞较少见。有 5 例样本细胞既不成簇，

核仁染色也无明显加深。 

总结  细胞成簇抱团、“模具核”是诊断已有癌

细胞脱落脑脊液的髓母细胞瘤的特征性表

现。 

 
 
PO-553 

眶颧入路解剖及临床应用 
 

赵天智 屈延 贺世明 高国栋 张向卿 陈磊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介绍应用眶颧入路处理复杂性颅底病变

的手术方法及经验。  

方法  采用单瓣法、两瓣法或三瓣法行眶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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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取下颧弓、眼眶及额颞骨瓣，硬膜下或

硬膜外显微切除复杂颅底肿瘤。  

结果  本组 15 例全部采用眶颧入路， 术中发

现该入路可缩短手术操作距离， 对深部病变

的观察角度明显扩大， 降低了颅底病变的手

术的难度。 术后复查未见明显的脑牵拉性损

伤， 未发生额肌麻痹、 眼球内陷、 视力损害

等并发症。  

结论  眶颧入路适用于切除颅眶沟通肿瘤、巨

大蝶骨嵴内侧向后上生长型脑膜瘤、海绵窦

肿瘤及部分岩斜脑膜瘤。 

 
 
PO-554 

内镜经鼻入路手术切除复发或再生长垂体腺

瘤：附 80 例病例临床分析 
 

周强意 刘丕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分析内镜经鼻入路手术治疗复发或再生

长垂体腺瘤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我院神外九病区 2003 年至 2015 年

应用内镜经鼻入路治疗的 80 例复发或再生长

垂体腺瘤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将这组

患者按照初次手术方式分为显微镜经蝶组、

内镜经蝶组和开颅组三个亚组，并分别进行

疗效分析。 

结果  80 例患者中男 32 例，女 48 例；年龄 1

3~75 岁（平均 43.0 岁）。术后疗效：肿瘤全

切 49 例（61.3%），近全切 23 例（28.

7%），大部切除 6 例（7.5%），部分切除 2

例（2.5%），视力改善率 69.2% (27/39)，内

分泌控制率 47.8%（11/23）。按照初次手术

方式不同进行分组：显微镜经蝶组共 44 例，

术后全切 32 例（72.7%）；内镜经蝶组共 27

例，术后全切 15 例（55.6%）；开颅组共 9

例，术后全切 2 例(22.2%)。术后并发症情

况：术后颅内感染 1 例，术后脑脊液鼻漏 1

例，术后颅内血肿 1 例，分别经过抗感染治

疗及再次手术后治愈。 

结论  无论是经蝶手术还是开颅手术术后复发

或再生长的垂体腺瘤，应用内镜经鼻入路手

术治疗都是安全、有效的。 

 
 
PO-555 

侧脑室区颅内肿瘤的手术体会 
 

凌峻 刘鹏 邱传珍 胡正 郭邦明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侧脑室区肿瘤的手术特点及注意事

项。 

方法  分析本院近年来 10 例侧脑室区肿瘤手

术病例（全切除 6 例，次全切除 3 例，死亡 1

例），找出手术中的难点及遇到的问题。 

结论  1.对侧脑室区的解剖结构应有详细了

解。2.侧脑室区肿瘤血供不丰富者切除效果较

好。3.术中应用神经导航、术中脑电图及术中

磁共振对手术进行有一定帮助。 

 
 
PO-556 
Gartanin, a natural xanthone of Garcinia 
mangostana (Mangosteen) induces cell c
ycle arrest and autophagy and suppresse
s migration involving PI3K/Akt/mTOR and
 MAPK signaling pathway in human malig
nant glioma cells 
 
He Mingliang,Ouyang Leping,Liu Anmi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Sun Yat-Sen Memor

ial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120 

 

Objective  Malignant gliomas are common a
nd aggressive brain tumors in adults. The ra
pid proliferation and diffuse brain migration a
re main obstacles for successful treatment. T
his study is aim to explore the anti-tumor effe
ct of gartanin. 
Methods  The effect of gartanin on malignan
t glioma cell proliferation, clone formation, ce
ll cycle progress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were investigated. Western blot, transfectio
n and confocal microscopy were used to rev
eal the mechanism of gartanin. 
Results  Gartanin, a natural xanthone of ma
ngosteen, suppressed proliferation, colony fo
rmation and migration of T98G malignant cel
ls in a concentration- and time-dependent m
anner but not these of mouse normal neuron
al HT22 cells. Gartanin, at low micromole, le
d to a G1 phase cell cycle arrest accompani
ed by suppressed G1 cell cycle regulatory pr
oteins Cyclin D1 expression while increased 
cyclin-dependent kinase inhibitor p27Kip1ex
pression. In addition, gartanin significantly in
hibited the secretion and activity of matrix m
etalloproteinases 2/9 (MMP-2/-9) in T98G ce
lls, which might result from modulating mitog
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MAPK) signalin
g pathway in T98G cells. Moreover, gartanin 
induced autophagy in T98G cells, as d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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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d by the increase of Beclin 1, the degra
dation of p62, the conversion of LC3-I to LC3
-II and GFP-LC3 punctate fluorescence. Gart
anin treatment resulted in inhibition of PI3K/
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which is import
ant in regulating autophagy. Notably, gartani
n-mediated anti-proliferation effect was signif
icantly abolished by autophagy inhibitors, 3-
methyladenine (3-MA) or chloroquine (CQ).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anti-pr
oliferation and anti-migration effects of garta
nin on malignant gliomas,mostly likely by arr
esting cell cycle, inducing autophagy via inhi
bition of PI3K/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and reducing the activity of MMP-2/-9 via reg
ulation of MAPK signaling pathway. 
 
 
PO-557 

类泛素化 Neddylation 通路在脑胶质瘤中的

活化及其靶向治疗作用机制研究 
 

李春杰 1,2 花玮 1 杨紫潇 1 李立辉 3 蒋亚楠 3 余光阳 4 

贾立军 3 毛颖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2.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3.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4.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目的 明确类泛素化 Neddylation 通路在脑胶

质瘤中的活化状态；评估 MLN4924 对脑胶质

瘤的杀伤效果；探索 Neddylation 通路在肿瘤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通过免疫印迹技术和免疫组织化学技

术，全面系统地在脑胶质瘤临床组织样本中

鉴定 Neddylation 通路的活化情况。内容包

括：（1）通过免疫印迹检测催化 Neddylatio

n 修饰的 E1 酶 NAE 和 E2 酶 UBC12 在脑胶

质瘤样本的表达情况；（2）通过免疫组织化

学检测了不同分级的脑胶质瘤样本中蛋白的

总体 Neddylation 修饰水平；（3）收集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2010 年到 2012

年 135 例临床病例，查阅病史收集病例病理

资料，通过随访，了解患者术后有无复发，

病情是否稳定以及术后生存期，结合免疫组

织化学结果，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分析 Global-

NEDD8 蛋白与脑胶质瘤患者分级、原发复发

以及生存的相关性。此外，全面系统地研究

Neddylation 通路特异性抑制剂 MLN4924 对

脑胶质瘤生长抑制的影响，并对其产生的可

能机制进行阐述，内容包括：（1）MLN4924

对脑胶质瘤细胞增殖的影响、诱导脑胶质瘤

细胞死亡的主要途径和主要分子机制；（2）

脑胶质瘤裸鼠原位肿瘤模型中的抗肿瘤治疗

效果。 

结果  （1）Neddylation 通路在脑胶质瘤临床

组织样本中过度活化：通路关键酶在脑胶质

瘤内显著高表达，72.2%的癌组织中 NAE1

的表达量高于癌旁组织，78%的癌组织中 UB

A3 和 UBC12 表达量高于癌旁组织，且 Glob

al protein neddylation 在脑胶质瘤组织中表达

明显上调且与临床分级成正相关，与脑胶质

瘤患者的复发呈正相关，与脑胶质瘤患者生

存呈负相关，均有显著统计学差异。（2）M

LN4924 特异性抑制脑胶质瘤细胞 Neddylatio

n 修饰，灭活 CRL 泛素连接酶活性，诱导 C

RL 底物积聚，激活多种细胞杀伤通路，如 G2

细胞周期捕获和 DNA 损伤应答等，从而诱导

脑胶质瘤细胞发生衰老或凋亡，抑制脑胶质

瘤细胞增殖。（3）利用 U251-RFP 细胞成功

建立裸鼠原位脑胶质瘤肿瘤模型，并予以 ML

N4924 药物治疗，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结论  Neddylation 修饰通路在脑胶质瘤中活

化，利用 MLN4924 靶向 Neddylation 活化通

路治疗脑胶质瘤是一个有效的抗肿瘤策略。 

 
 
PO-558 

跨颅盖骨内外肿瘤性病变的 CT 和 MR 诊断

及鉴别诊断 
 

杨谢锋 曹代荣 邢振 佘德君 肖泽彬 林禹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跨颅盖骨内外肿瘤病变的 CT 及 M

RI 表现及其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从 2005 年 3 月-2016 年 3

月共 57 例患者的影像资料，男性 37 例，女

性 20 例，年龄从 12 月-77 岁，15 例只行 CT

平扫，7 例行 CT 平扫+增强，10 例行 CT 平

扫及 MR 平扫+增强，5 例行 CT 和 MR 平扫+

增强，5 例行 MR 平扫，15 例行 MR 平扫+增

强，观察病灶部位、大小、形态、骨质情

况，信号强度，颅骨内外是否一致等，以利

于诊断及缩小鉴别诊断范围。除了 20 例转移

瘤经原发部位肿瘤病理证实，其余病例均经

手术病理证实。 

结果  单发 45 例，多发 12 例，转移瘤 22 例

（38.6%），CT 呈等低密度，T1WI 为等低

信号，T2Wl 为高、等或低信号，增强后为中

度均匀或不均匀强化，颅骨内外病灶对称，

骨质以破坏为主，未见骨质增生硬化及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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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脑膜瘤 21 例（36.8%），表现为颅骨增

生硬化与破坏同时存在，病灶主要以颅骨内

板下方为主，密度及信号较均匀，肿瘤一般

边界清楚，部分可见脑膜尾征；朗格汉斯细

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7 例（12.3%），CT 像上

主要表现为颅骨骨质的破坏,边界清楚,MR 表

现为 T1 低信号,T2 高信号,CT 和 MRI 增强扫

描明显强化。淋巴瘤 2 例（3..5%），CT 骨

窗位上骨质未见明显破坏，颅骨外形尚完

整，边缘可见骨质增生改变，MRI 上仅表现

为局限性颅骨板障信号减低。增强后中度至

明显强化，强化均匀。其他恶性肿瘤 5 例（8.

8%）。 

结论  CT 对于显示颅骨骨质破坏、增生硬化

及钙化优于 MR，MR 对显示板障及病变的范

围，对邻近结构关系的显示优于 CT，各跨颅

盖骨肿瘤性病变有一定的特殊表现，结合 CT

及 MR 有助于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PO-559 

内镜经鼻入路治疗垂体瘤卒中术后继发甲状

腺功能危象一例 
 

王润丰 张治国 秦怀洲 屈延 高国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本文通过对近期一例垂体瘤卒中术后伴

发甲状腺功能危象患者的症状、体征、实验

室检查及诊疗过程进行回顾，并结合相应文

献进行分析，探讨垂体瘤卒中伴发甲状腺功

能危象的早期临床诊断及救治。 

讨论  垂体瘤卒中可使垂体前叶激素（ACTH

和/或 TSH）分泌急剧减少，导致循环系统内

皮质醇和/或甲状腺激素水平低下，特定情况

下可诱发垂体危象，相反甲状腺功能危象为

循环系统内甲状腺激素激增所致，致死率高

（10~30%）。当发生垂体瘤卒中时，①因两

者临床表现较为相似（如心动过速、腹泻、

谵妄/昏迷等），②无法迅速得到准确的内分

泌检验结果（因内分泌激素检验存在特定的

采血时间），③受原发病的影响，对于垂体

危象/甲状腺危象的鉴别较为困难，容易产生

误诊。在治疗过程中，垂体危象可合并有 TS

H 分泌减少，需补充外源性甲状腺素，对抗

低体温及黏液水肿；而甲状腺功能危象则需

应用抗甲状腺激素类药物，中和甲状腺素毒

作用，因此在起病早期通过临床表现及时准

确诊断尤为重要。Burch 及 Wartofsky 计分法

通过将患者体温、中枢神经系统症状、胃肠

道症状、循环系统症状进行分值量化，得到

准确的分值，评估患者是否存在甲状腺危

象，对于甲状腺危象的早期诊断指导意义重

大。 

结论  本例患者在起病早期参考 Burch 及 War

tofsky 计分法，明确诊断甲状腺功能危象，及

时给予相应对症及抗甲状腺素药物治疗，使

患者转危为安，后期内分泌激素结果回馈印

证诊断准确，提示 Burch 及 Wartofsky 计分

法在垂体瘤卒中继发甲状腺功能危象患者的

早期诊断中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PO-560 
Silencing of the Smurf1 expression inhibi
ts tumor progression in gliomas 
 

徐幸 

1.苏州附二院 

2.无锡第二人民医院 

 

Objective  Glioblastoma,one of the maligna
nt brain tumors,leads to the highly death,but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remai
n unclear. Smurf1, a member of Nedd4 famil
y of HECT-type ligases, has been reported t
o contribute to tumorigenicity through severa
l important biological pathways. Recently,it w
as also found to participate in modulate cellu
lar processes,such as morphogenesis, cell 
migration, cell growth, and autophagy.  
Methods  In this study,we reported the clinic
al significance of Smurf1 expression in gliom
a tissues and cell lines. Western blot analysi
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Smurf1 was 
increased with WHO grade.  
Results  Immunohistochemistry levels disco
vered that high expression of Smurf1 is clos
ely consistent with poor prognosis of glioma. 
In addition, suppression of Smurf1 can reduc
e cell invasion and increase the E-cadherin e
xpression, which is a marker of invasion.  
Conclusion  Together our fingings suggeste
d that Smurf1 might be a potentia therapeuti
c target of glioma. 
 
 
PO-561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of miR-141 regul
ates SKA2 by an endogenous sponge Hot
air in glioma 
 
bian erbao,ma chunchun,he xiaojun,zhao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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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
versity 230601 
 

Background  Aberrant expression of miR-1
41 has recently been implicated in the occurr
ence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types of m
alignant tumors. However whether miR-141 i
s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glioma rem
ains unknown. 
Methods  miR-141 expression in glioma tiss
ues and cells was quantified by quantitative r
everse transcription–PCR. Glioma cell lines 
U87 and U251 were transfected with sh-Hot
air, miR-141 mimics, miR-141 inhibitors, afte
r we assayed the cell phenotype and expres
sion of the relevant molecules. Dual-luciferas
e reporter assay,  a xenograft mouse model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expression of sh-
Hotair and its target gene miR-141. 
Results  miR-141 was markedly downregula
ted in glioma tissues and cell lines compared
 with normal brain tissues, and its expression
 correlated with the pathological grading. Enf
orced expression of miR-141 in glioma cell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
ion and invasion, whereas knockdown of mi
R-141 exerted opposite effect. Mechanistic i
nvestigations revealed that HOTAIR may ac
t as an endogenous 'sponge' of miR-141, the
reby regulating the derepression of SKA2. F
urther, we explored the molecular mechanis
m by which miR-141 expression is regulate
d, and found that the miR-141 promoter was 
hypermethylated and that promoter methylati
on of miR-141 was mediated by DNMT1 in gl
ioma cells. Finally, both overexpression of mi
R-141 and knockdown of HOTAIR in a mous
e model of human glioma resulted in signific
ant reduction of tumor growth in vivo.  
Con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e
pigenetic modification of miR-141 and the int
eraction of ceRNA regulatory network will pr
ovide a new approach for therapeutics again
st glioma. 
 
 
PO-562 

光动力辅助显微手术综合治疗脑胶质瘤长期

随访研究 
 

胡韶山 

哈尔滨医科大学 150086 

 

目的 本文回顾了作者从 1998 开始研究光动

力治疗脑胶质瘤以来至今共 109 例高级别胶

质瘤病人.通过严格的临床对比观察和随访研

究,分析了临床症状改善情况,生存率和影像学

变化. 

临床资料与方法 本组病例分为两组,第一组研

究光动力辅助显微手术治疗高级别胶质瘤与

单纯显微手术切除高级别胶质瘤病人的预后

改善情况,光动力治疗辅助显微手术 34 例(WH

O  III 级 19 例,WHO IV 级 15 例)，随机选取

同期高级别胶质瘤病人作为对照组 30 例；第

二组研究替莫唑胺辅助光动力显微神经外科

技术治疗功能区脑胶质瘤的改善情况,皆有影

像学及病理证实，随机选取同期非光动力治

疗的高级别功能区胶质瘤病人 20 例，作为对

照组。所有入组病人术前 2 日静脉应用光敏

剂（photosan，1-2mg/kg）,开始避光，光敏

剂应用 40 小时左右，进行显微外科手术切除

肿瘤后，残腔进行激光照射，100J/cm2 ；术

后第一天开始口服替莫唑胺（75-150mg/m/

d）,连续 5 天。建立随访档案，及时记录临床

表现、影像学及生存时间。 

结果 第一组近期效果满意，大部分病例临床

症状缓解或消失，没有增加新的神经功能缺

失，出院时 Karnofsky 记分改善率 82.4%(28/

34)；全部病例无皮肤光敏反应；本组病例术

后 1 年生存率为 76.5%(26/34)，对照组为 60.

0%(18/30);2 年生存率为 52.9%（18/34）,对

照组为 23.3%（18/34）。第二组病例，术后

病人临床症状改善良好，化疗药物耐受好，

血液抑制症状轻，近期 Karnofsky 记分改善

率 90.0%;1 年生存率 96.0%;2 年生存率 88.

0%；生存时间和生存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和

相关报道数据。  

结论 所有在组生存病人正在进一步随访中。

利用光动力杀伤抑瘤效应和开放血瘤屏障作

用，在杀伤残存肿瘤同时，使化疗药物有效

到达肿瘤组织，选择性杀伤肿瘤，更有效的

发挥抗肿瘤作用。替莫唑胺辅助光动力显微

技术治疗功能区脑胶质瘤是综合治疗脑胶质

瘤的有益探索，并且临床取得了显著效果。 

 
 
PO-563 

动物荧光技术实时观察贝伐单抗联合舒尼替

尼对胶质母细胞模型的抑瘤效应 
 

刘翔宇 王汉东 孙康健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探讨贝伐单抗（Bevacizumab, Avastin)

和舒尼替尼（Sunitinib）体内不同用药方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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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胶质母细胞瘤嫁接瘤生长增殖的影响。 

方法  ①稳定表达荧光素酶的人胶质母细胞瘤

U373-luc 被接种至细胞免疫缺陷的小鼠脑

内，接种 7d 后将合格的载瘤小鼠随机分成 4

组(每组 8 只)：贝伐单抗联合舒尼替尼组(10

mg/kg, 2/w 腹腔注射和 40 mg/kg, 1/d 灌

胃)；贝伐单抗组(10 mg/kg, 2/w 腹腔注射+P

BS 灌胃 1/d）；舒尼替尼组(PBS 腹腔注射 2/

w +40 mg/kg, 1/d 灌胃)；参照组（PBS 腹腔

注射 2/w +PBS 灌胃 1/d）。每 3 d 给药 1

次。从接种 1 周后成瘤开始，每隔 3 天对动

物分别进行称重并记录，同时每周 2 次在荧

光影像系统下测量动物颅内肿瘤 Luciferin 荧

光素值；②移植瘤标本 OCT 包埋后冰冻切片

进行免疫组化染色检测微血管密度；③ELISA

法检测两种来源样品（血清和肿瘤）的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

actor，VEGF）水平；④检测 VEGF/VEGFR 

/NRP1 通路关键蛋白表达。 

结果  联合组和舒尼替尼组肿瘤体积和荧光测

量数值较参照组明显降低，其中联合组更为

显著，贝伐单抗早期有效，但治疗后期肿瘤

各项指标反弹，和参照组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贝伐单抗联合舒尼替尼治疗胶质母细胞

瘤具有明显优势，可减少贝伐单抗治疗过程

中的反弹现象，抑制胶质母细胞增殖。联合

治疗发挥作用的机制可能是同时拮抗 VEGE

和 VEGFR 可阻断 VEGF 通过经 NRP1 的自

分泌回路，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该

研究为阻止 VEGF/VEGFR/NRP1 信号通路治

疗胶质瘤的新方法提供在体实时观察证据。 

 
 
PO-564 

恶性胶质瘤 98 例术后放、化疗临床分析 
 

薛伟明 王占祥 谭国伟 马永会 姜月明 朱宏伟 叶永造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回顾性分析恶性胶质瘤术后常规放疗加

联合化疗的临床疗效及其预后因素。  

方法  2006 年 1 月-2014 年 1 月共 98 例恶性

胶质瘤术后患者接受常规放疗加联合化疗。

放疗方案为常规放疗，总剂量 50-60Gy，疗

程为 6-8 周。化疗方案为司莫司汀加替尼泊

苷方案。计算总体生存率和无局部进展生存

率，进行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  本组患者 1、2 和 3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68.9％、45.2％和 29.6％，1、2 和 3 年无局

部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58.2％、35.7％和 11.

3％，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22 个月±2．52，

多因素分析显示影响总体生存率的独立预后

因素是病灶部位和 KPS 评分。多因素分析显

示影响无局部进展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是

病灶部位、KPS 评分和病理类型。  

结论  术后常规放疗加联合化疗治疗恶性胶质

瘤可以获得较为理想的近期临床疗效。病灶

部位、KPS 评分和病理类型是重要的预后因

素。 

 
 
PO-565 

三维灌注系统富集人脑胶质瘤干细胞培养方

法的探索 
 

荣孝慈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本文旨在探索三维培养的人脑胶质瘤干 

细胞 GSC23 与传统二维培养的 GSC23 相

比，能否达到富集肿瘤干细胞生长的目的。  

方法  将 GSC23 细胞（ 1×10*5）分别接种于

普通平板、PCL（聚已内酯）支架和带有 PC

L 支架的三维灌流培养体系中。在三种不同培

养条件下，分别进行荧光倒置显微镜下观察

细胞生长状况以及细胞形态空间结构变化，

用 Alamar Blue 方法测定细胞生长曲线，用

免疫细胞化学荧光染色方法检测 CD133+细

胞的比例。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结果  相比于普通平板培养条件，在 PCL 支

架和灌流条件下细胞形态能维持在悬浮培养

条件时的成球状态，且它们的增殖速度更

快。普通平板组 CD133+细胞比例低（17.56

±2.39%），PCL 支架组 CD133+细胞比例高

（33.50±6.62%），灌流组 CD133+细胞比例

更高（51.77±6.07%）。经 SPSS 18.0 软件

统计结果 2D 组和 PCL 支架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CL 支架组和三维灌流培养组差异也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用传统方法在普通培养皿中培养，分化

细胞都贴壁生长（二维），唯有为数极少的

漂浮在培养液中（三维）、折光性很强的小

圆细胞，实际上其中不乏干细胞，说明只有

三维空间才有利于干细胞生长；当提供的是

三维的 PCL 支架而不是二维的普通培养皿

时，能够富集 GSC23 细胞生长的根本原就在

于提供的是三维空间。一旦既在三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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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又能获得及时更新的培养液，更加符合

GSC23 扩增所需的“吐故纳新”条件时，GSC2

3 细胞便会大量富集。 

 
 
PO-566 

经前纵裂终板入路切除三脑室内颅咽管瘤 
 

蔡瑜 

上海市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探讨应用前纵裂联合终板入路切除三脑

室内颅咽管瘤的手术技术和优势。 

方法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期间，本组

收治以三脑室内为主，并诊断为颅咽管瘤患

者共 7 例，全部采用前纵裂联合终板入路行

手术切除。其中男性 5 例，女性 2 例。以头

痛为首发症状者 5 例，视力视野障碍者 2

例，垂体功能减退者 6 例，伴有尿崩者 3

例。术前全部行头颅核磁共振平扫和增强检

查，Sammi 分级三级者 4 例，四级者 3 例。

手术切口为过中线半冠状切口，跨矢状窦骨

瓣，骨窗约 3cm*4cm 大小。神经导航下，沿

纵裂分离至前交通动脉复合体，显露并打开

终板，分块切除肿瘤。 

结果  手术近全切除肿瘤（gross total remove,

 GTR）5 例，次全切除（subtotal remove, S

TR）2 例。随访 6 月，复查头颅 MRI 增强，

未见肿瘤复发。随访期中，5 例患者激素药物

替代逐渐停药，2 例患者继续药物替代治疗。 

结论  采用前纵裂联合终板入路治疗以三脑室

内为主的颅咽管瘤，手术显露充分，尤其是

肿瘤后上极，有利于肿瘤全切除。手术不结

扎上矢状窦，保留桥静脉，手术创伤小，患

者恢复迅速。手术对下丘脑损伤小，对前交

通穿支保护充分，手术后并发症少。 

 
 
PO-567 

经典型与促纤维增生型髓母细胞瘤的 MRI 表

现 
 

张良 谭国伟 王占祥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比较儿童经典型与促纤维增生型髓母细

胞瘤的 MRI 表现和 ADC 值的差异。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收治的经病理证实为髓母

细胞瘤的儿童患者的影像资料，观察其 MRI

的表现（包括 T1 加权像、T2 加权限像、FL

AIR 像、 DWI 及增强扫描）和测量 ADC

值，根据 2007 年 WHO 关于髓母细胞瘤的病

理学分类标准进行分型，比较经典型与促纤

维增生型随母细瘤的 MRI 表现和 ADC 值差

异。  

结果  这 20 例髓母细胞瘤中，经典型 12 例，

促纤维增生型 8 例，经统计分析，常规 MRI

表现如肿瘤的位置、瘤周水肿、囊变、T2、F

LAIR、 DWI 及增强扫描表现，无明显统计学

意义（P＞0.05），经典型髓母细胞瘤的 AD

C 值{（0.90±0.12）X１０－３ ｍｍ２／ｓ}

大于促纤维增生型髓母细胞瘤{（0.66±0.11）

X１０－３ ｍｍ２／ｓ}（P＜0.05）。  

结论  经典型与促纤维增生型髓母细胞瘤在常

规 MRI 上无明显差异，但经典型髓母细胞瘤

的 ADC 值高于促纤维增生型髓母细胞瘤。 

 
 
PO-568 

ALDH1A3 作为脑胶质瘤干细胞中 ALDH 主

要亚型参与调控干细胞表型转化 
 

李冠璋 王政 刘幸 张伟 江涛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10005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在脑胶质瘤干细胞(glio

ma stem cells,GSCs)中 ALDH1A3 表达水平

与 ALDH 酶活性的关系，以及其对 GSCs 生

物学行为的影响，进一步证实 ALDH1A3 基

因在脑胶质瘤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方法  以人脑胶质瘤细胞系中获得的 GSCs 和

大规模临床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 Aldefluor

实验、Realtime-PCR、免疫荧光、蛋白印迹

等方法，检测 ALDH1A3 在脑胶质瘤干细胞

中的表达情况，同时观察敲低 ALDH1A3 对

干细胞标志物 ALDH 活性的影响。通过慢病

毒转染系统，获得 ALDH1A3 稳定过表达或

沉默的 GSCs。采用有限稀释试验、Transwe

ll 等细胞生物学功能实验，研究 ALDH1A3 对

胶质瘤干细胞的恶性生物学行为的作用。利

用裸鼠原位成瘤，在体内再次验证 ALDH1A3

表达对 GSCs 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结果  免疫荧光表明，ALDH1A3 在 GSCs 中

与干细胞标志物 Nestin 共表达。利用 Aldeflu

or 实验，在 GSCs 中分选出 ALDH+和 ALDH

- GSCs, Realtime-PCR 证实在 ALDH+ GSCs

中 ALDH1A3 表达显著高于 ALDH- GSCs。

抑制 GSCs 中 ALDH1A3 表达，ALDH 酶的

活性显著下降，证明 GSCs 中 ALDH1A3 是

ALDH 保持活性不可或缺的亚型。利用慢病毒

转染系统过表达 GSCs 中 ALDH1A3 可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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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Cs 从前神经元型向间质型转化，同时增加

GSCs 的侵袭性。反之，沉默 ALDH1A3 造成

GSCs 前神经元型干细胞丰度增加及侵袭性下

降。证明 ALDH1A3 在调控 GSCs 表型转化

中发挥重要作用。体内实验发现，沉默 GSC

s 中 ALDH1A3 表达，可显著抑制颅内肿瘤侵

袭及生长，延长裸鼠生存时间。 

结论  ALDH1A3 为胶质瘤干细胞中主要的 AL

DH 亚型，其高表达能够促进脑胶质瘤干细胞

的间质表型转化，预示脑胶质瘤患者的不良

预后。靶向 ALDH1A3 的治疗将为改善胶质

瘤患者预后及推动临床胶质瘤精准治疗提供

新思路。 

 
 
PO-569 

Ommaya 囊植入术在儿童第四脑室肿瘤并发

脑积水手术治疗中的体会 
 

张良 谭国伟 王占详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 Ommaya 囊植入术在儿童第四脑

室肿瘤并发脑积水的手术治疗中的作用，以

提高手术疗效，减少术后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20 例

第四脑室肿瘤合并脑积水的患儿，实验组和

对照组各 10 例，实验组术前均行右侧脑室-

额角 Ommaya 囊植入术，术前、术中及术后

Ommaya 囊持续外引流，经膜髓帆入路手术

切除儿童第四脑室肿瘤。 

结果  实验组术前均行右侧脑室-前额 Ommay

a 囊安置;术中及术后通过 Ommaya 囊持续外

引流;对照组行脱水降颅压治疗，肿瘤全切 15

例,次全切除 5 例,本手术组无死亡病例。 

结论  与对照组相比，术前安置 Ommaya 囊

术后持续外引流,可以有效地提高手术疗效，

预防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PO-570 

POPPEN 入路治疗小脑上蚓区占位的疗效观

察 
 

陈永严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分析 POPPEN 入路治疗小脑上蚓区肿

瘤手术方法技巧、风险因素和术后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

在我院神经外科采用 POPPEN 入路治疗的 5 

例小脑上蚓区肿瘤的临床资料及随访情况。  

结果  5 例患者中病灶手术全切 4 例，近全切

除一例。术后无死亡，术野出血一例，治疗

后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枕叶出血 1 例，经治

疗后恢复正常。术后 4 例行局部放疗。随访

至今暂未见复发迹象。 

结论  POPPEN 入路处理小脑上蚓区肿瘤具

有深部显露清晰，入路直接、损伤小的优

势，但双侧显露受限，操作空间较狭窄，选

择入路因充分考虑肿瘤的位置、形态、性质

特点、术者显微操作经验和局部的解剖特

点。 

 
 
PO-571 
Knockdown of lncRNA PVT1 suppress gli
oblastoma cell development and chemo-r
esistance via modulation of miR-128-3p a
nd miR-195-5p 
 
Chen Wanghao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1 

 

Objective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play the leading role in a broad range of biol
ogical processes and cancer prognosis. We 
aim to identify the contribution of lncRNA in 
glioblastoma (GBM) pathogenesis. LncRNA 
plasma-cytoma variant translocation 1 (PVT
1) was previously shown to promote tumor d
evelopment in many types of cancer. Howev
er, the effect of PVT1 in glioblastoma and its 
post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PVT1 in GBM s
amples and adjacent non-tumor brain tissue
s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The effec
ts of PVT1 on GBM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
n and chemo-sensitivity of TMZ were investi
gat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miR-128-3p and miR-195-5p were 
explored in a subcutaneous GBM model.  
Results  This posttranscriptional silencing of
 PVT1 could significantly suppress the prolife
ration of glioblastoma cells through cell cycle
 arrest, which may be due to PVT1 mediated
 up-regulation of P32 and P53 expression an
d the inhibition of oncogene MYC expression.
 Moreover, we found the abilities of migratio
n, invasion and chemo-resistance of glioblas
toma were inhibited after over-expression of 
miR-128-3p, miR-195-5p or PVT1 siRNA. A 
negative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miR-128
-3p or miR-195-5p and PVT1 in 36 pairs of gl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371 

 

ioblastoma tissue samples and adjacent nor
mal tissues. Nude mice exnograft data also s
upport the tumor suppressor role of both miR
NAs to lncRNA PVT1 in glioblastoma.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we identified l
ncRNA PVT1 as a novel target of miR-128-3
p and miR-195-5p. Moreover, this posttransc
riptional regulation shows a significant impac
t on proliferation, invasion, metastasis and c
hemosensitivity of GBM cells. 
 
 
PO-572 

持续颅内压监护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的

临床作用 
 

何佳伟 谭国伟 王占详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比较持续颅内压在重型颅脑损伤患

者术后的作用。  

方法  分析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9 例术后给 

予颅内压监护的重型颅脑外伤患者，与同期

收入的情况相近的 50 例患者作为对照比

较，，治疗组根据颅内压变化随时调整治疗

方案，对照组根据经验进行神经外科常规治

疗。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死亡率、致残率

均较对照组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持续颅内压监护可及早发现重型颅脑外

伤患者的颅内压力变化，有助于病情变化的

准确判断，对指导治疗、及时调整治疗方

案、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有重要临床意义。 

 
 
PO-573 

面神经瘤八例临床分析 
 

李宁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分析面神经瘤患者的临床表现和诊断,讨

论不同部位面神经瘤手术方法的选择. 

方法  对 1999-09-2015-12 临床资料完整的 8

例面神经瘤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 

结果  8 例面神经瘤患者经术后病理证实 5 例

为面神经鞘膜瘤  3 例为面神经纤维瘤。病程

中表现为面瘫 7 例;听力下降 1 例。 

结论  面神经瘤是一种较少见的良行肿瘤,临床

症状多样,CT、MRI 等影像学检查有助于术前

的正确诊断,可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决定手术

治疗的时间及方式。 

PO-574 
Differentiating Hemangioblastomas from 
Brain Metastases Using Diffusion-Weight
ed Imaging and Dynamic Susceptibility C
ontrast-Enhanced Perfusion- Weighted M
R Imaging 
 
She Dejun,Cao Dairo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350000 
 

Objective  On DWI and DSC-PWI, hemangi
oblastomas and brain metastases may exhib
it different signal intensity depending on their
 cellularity and angiogenes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whether a heman
gioblastoma can be differentiated from a sin
gle brain metastasis with DWI and DSC-PWI.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DWI,
 DSC-PWI and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of 
21 patients with hemangioblastomas and 30 
patients with a single brain metastasis. Varia
bles of minimum ADC (ADCmin) and relative
 ADC (rADC) were acquired by DWI and the 
parameter of relative maximum CBV (rCBV
max) by DSC-PWI. ADCmin, rADC and rCB
Vmax valu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hema
ngioblastomas and brain metastases using n
onparametric Mann-Whitney test. The sensiti
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s, an
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s, accuracy and t
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
eristic curve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Both the ADCmin values and rADC 
ratio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emangiobl
astomas compared with brain metastases (p
<?0.001 for both ADCmin values and rADC r
atios). The same was true for the rCBVmax r
atio (p<?0.002). The threshold values≥6.59 f
or rCBVmax provid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
nd accuracy of 95.24%, 53.33%, 70.59%, re
spectively, for differentiation of hemangiobla
stomas from brain metastases. Compared wi
th rCBVmax, rADC had high sensitivity (95.2
4%), speci?city (96.67%), and accuracy (96.
08%) by use of the threshold values ≥1.54. T
he optimal threshold value for ADCmin was 
≥1.1×10-3 mm2/s.  
Conclusion   DWI and DSC-PWI are helpful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hemangioblastomas from brain metastases. 
DWI appears to be the most efficient MR tec
hnique to provide a distinct differentiation of t
wo tumor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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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75 

肿瘤抑制基因 NCX2 在人脑胶质瘤中沉默机

制及功能研究 
 

余聚 1 刘泓渊 3 许亮 1 兰青 1 屈鸣麒 2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3.绵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19 号染色体长臂的杂合性缺失（LOH  

19q）是人脑胶质瘤的一个常见遗传学改变，

且已被证实其与胶质瘤的发生发展有关。前

期实验发现，存在于 LOH 19q 片段上的基因

NCX2 在正常的脑组织中广泛表达，而在胶质

瘤组织中未见表达。本研究对 NCX2 在人胶

质瘤细胞中的沉默机制及发挥的生物学作用

进行初步探索。 

方法  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亚硫酸盐测序、

甲基化特异性 PCR 等方法对基因 NCX2 的沉

默机制进行研究；运用慢病毒载体构建携带

有 NCX2 基因的慢病毒载体 Lenti-NCX2-IRE

S-EGFP，转染胶质瘤细胞系 U251，筛选获

得稳定表达 NCX 的胶质瘤细胞 U251-NCX2

（实验组）和稳定表达 GFP 的胶质瘤细胞 U

251-NC（阴性对照组）；应用 Transwell 小

室及预铺 Matrigel 基质胶的 Transwell 小室检

测 NCX2 对 U251 细胞侵袭迁移的影响；应

用 RT-PCR 检测转染该基因后肿瘤细胞中 M

MPs 及 uPA-uPAR 转录水平的变化，并应用

基质金属蛋白酶明胶酶谱法检测分泌至细胞

培养基中 MMP-2 酶活性的变化；通过裸鼠皮

下移植瘤实验检测 NCX2 对 U251 细胞致瘤

性的影响。 

结果  1、NCX2 在胶质瘤细胞中的沉默与其

转录因子启动子区域 CpG 岛发生甲基化有

关，而基因 NCX2 本身并未发生表观遗传学

改变或遗传学突变；2、与阴性对照组相比，

实验组 U251-NCX2 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被

显著抑制（P＜0.01），侵袭实验中，U251-

NC 和 U251-NCX2 穿过 Transwell 小室基膜

的细胞数分别为（112.7±12.5）及（23.3±1.5

8），迁移实验中，U251-NC 和 U251- NCX2

穿过 Transwell 小室基膜的细胞数分别为（17

4±11.3）和（15.7±1.7）；3、与阴性对照相

比，U87-NCX2 实验组细胞中 MMP-3、MMP

-9、MT1-MMP、uPA、uPAR 的转录水平较

阴性对照组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且实验组细胞分泌的 MMP-2 酶活

性被显著抑制（P＜0.01），下降了 63.6％；

4、裸鼠皮下移植瘤实验显示接种 U251- NC

X2 细胞的裸鼠全都不致瘤，而接种空白组与

阴性对照组细胞的裸鼠全部致瘤成功。 

结论  本研究证实了 NCX2 可能为胶质瘤的肿

瘤抑制基因，可能为胶质瘤治疗的新靶点。 

 
 
PO-576 

后颅窝实质性血管母细胞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许民辉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后颅窝实质性血管母细胞瘤（Hem

angio Blastoma，HB）的显微手术治疗技术

和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近 5 年来采用显微手术

切除的 21 例后颅窝实质性 HB 患者的临床资

料。  

结果  男 9 例，女 12 例，年龄 15-65 岁，病 

程 1 月-3 年。主要临床表现为颅内压增高，

行走不稳等。均行头颅 CT、MR 和/或 DSA

检查。肿瘤直径 2-4.5cm，位于蚓部 8 例，四

脑室底 6 例，半球 4 例，半球和蚓部多发 3

例。3 例术前行供血动脉栓塞，所有病例均达

到肿瘤全切。治愈 17 例，遗有神经功能障碍

3 例，死亡 1 例。   

结论 后颅窝实质性 HB 临床表现无特征性，

根据 CT、MR 表现特点及 DSA 检查容易做出

诊断；显微手术切除肿瘤是本病最有效的治

疗方法，对于血供丰富者术前行供血动脉栓

塞可降低手术切除难度并减少术中出血；正

确的手术方法包括：足够的骨窗充分的显露

肿瘤、沿瘤周变性脑组织边界仔细分离，辨

清供血动脉、“过路”动脉和引流静脉后阻断供

血动脉整块切除肿瘤；术后严密观察病情和

精心护理也十分重要。 

 
 
PO-577 
 Overexpression of interleukin-33 is asso
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
h glioma 
 
Wang Peng ,Zhang Jianfei ,Lu Xiaojie,Ji Weiyang ,D
ing Yasuo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Neuroscience Cente

r，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Wuxi No. 

2 Hospital， Wuxi 214002， Jiangsu Province， Ch

ina 214002 
 

Obj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glioma is not
 only a multistep process associated with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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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ssive genetic alterations, but also regulat
ed by many cytokines. Interleukin-33 (IL-33) 
is an IL-1 family member and functions as a l
igand for ST2 and recently implicated in can
cer pathogenesis. IL-33 is proposed to functi
on as an alarmin, or endogenous signal of c
ellular damage, as well as act as a pleiotropi
c cytokin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
stigat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IL-33 expre
ssion in human glioma.  
Methods  Surgical specimens from 86 patie
nts with glioma and 16 normal brain tissues 
were analyzed in the study.Immunohistoche
mistry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d to detect I
L-33 protein expression, qRT-PCR was used
 to assess its mRNA expression in 86 glioma
 tissues and 16 normal brain tissues.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rmal brain tissue
s, higher expression of IL-33 was observed i
n glioma tissues (P < 0.001), which was ass
ociated with high pathological grade (P< 0.0
01) and low 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 s
core (KPS) (P = 0.024). Moreover, Kaplan–
Meier survival and Cox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progre
ssion-free survival (PFS) were significantly p
oorer in high-expression group relative to lo
w-expression group (both P < 0.001). Furthe
rmore, IL-33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
ociated with poor OS (P < 0.001) and PFS 
(P < 0.001) in glioma patients who had high 
pathological grades (III–IV) as calculated by 
subgroup analyses.  
Conclusion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IL-33 
may contribute to tumor aggressiveness and
 affects prognosis of patients. Expression of I
L-33 is useful for identifying patients at a hig
h risk for poorprognosis and also might be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human glioma. 
 
 
PO-578 

蛛网膜-肿瘤包膜界面在功能区镰旁脑膜瘤切

除术中的应用分析 
 

王举磊 屈延 秦怀洲 冯达云 张治国 王首杰 

西安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研究脑膜瘤-蛛网膜界面的解剖特点，分

析手术方法，提高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统计 105 例脑膜瘤病例。观察瘤-

脑界面 MRI 表现以及术中情况。瘤-脑界面分

四型：1、光滑型，界面相对平坦，2、小叶

型，有结节，界面呈分页状，3、指状突起

型，肿瘤以指状突起与脑接触，但仍有明确

分界。4、浸润型，肿瘤与脑分界不清。根据

术中情况与相应 MRI 影像表现进行对应比

较，寻找不同界面的 MRI 表现特点。术中根

据肿瘤包膜与蛛网膜的关系分别进行处理。

肿瘤位于非功能区时可沿包膜-蛛网膜间隙进

行分离切除，必要时可先行瘤内切除，以棉

片将蛛网膜及脑组织推移，最终切除肿瘤。

肿瘤位于重要功能区时，则先行处理肿瘤基

底，后根据肿瘤大小进行分别处理。如为一

型，可沿界面进行分离，如为二、三型，可

从内部沿肿瘤包膜进行分离，最终切除肿瘤

组织，遗留包膜。四型肿瘤侵及蛛网膜及软

脑膜，可在高倍视野下进行锐性分离，或进

行水分离，尽量保护脑组织，避免术后遗留

神经功能障碍。 

结果  105 例脑膜瘤中，凸面脑膜瘤 51 例，

均为 0 级切除，外侧型蝶骨脊脑膜瘤 13 例，

镰旁及窦旁脑膜瘤 41 例，其中 11 例位于功

能区，均为 1 级切除。功能区脑膜瘤按蛛网

膜-肿瘤包膜界面分，一型 3 例，二型 5 例，

三型 2，四型 1 例。术后下肢肌力 V 级者 3

例，IV 级 5 例，III 级 2 例，II 级 1 例，无 0

级病例。 

结论  术前仔细分析肿瘤-蛛网膜界面 MRI 特

征，术中高倍镜下进行瘤内分离或水分离，

可以降低术后神经功能障碍的发生率，提高

手术疗效。 结论：术前仔细分析肿瘤-蛛网膜

界面 MRI 特征，术中高倍镜下进行瘤内分离

或水分离，可以降低术后神经功能障碍的发

生率，提高手术疗效。 

 
 
PO-579 

替莫唑胺辅助复发胶质瘤化疗新策略及初步

实施 
 

董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恶性胶质瘤患者初次综合治疗失败的复

发进程中，肿瘤干细胞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 

靶向其在肿瘤重建进程中的关键分子,将有助

于控制或延缓肿瘤复发, 从而提高难治性恶性

胶质瘤的临床疗效。  

方法  在针对胶质瘤干细胞生物学特性的系列

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替莫唑胺局部缓释、水

溶性改构；尼卡地平靶向封闭肿瘤干细胞 AB

CG2 膜蛋白；丙戊酸钠诱导肿瘤干细胞分

化；并辅以高压氧逆转肿瘤干细胞乏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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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活跃组织重构等策略，并应用于 24 例复

发胶质瘤患者实施靶向肿瘤干细胞的胶质瘤

新化疗方案。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患者获益具体表现为肿

瘤无进展及生存期延长，且无明显毒副反

应。  

结论  替莫唑胺改构后多途径应用，并结合尼

卡地平、丙戊酸钠及高压氧，可以增强复发

胶质瘤的化疗疗效，为进一步扩大临床验证 

提供参考依据。 

 
 
PO-580 

神经内镜辅助下显微手术切除第四脑室肿瘤

的疗效评估及并发症分析 
 

孟辉 史建涛 左成海 唐荣锐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辅助下第四脑室肿瘤的显

微手术治疗的疗效及术后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总结了我院自 2004 年 11 月至 2

015 年 9 月期间 102 例第四脑室肿瘤患者经

显微手术治疗的资料，其中 28 例行神经内镜

辅助手术，分析总结显微手术技巧、内镜辅

助手术的价值、疗效评估及手术并发症的预

防措施。 

结果   102 例患者肿瘤全切除 93 例(91.2%)，

次全切除 9 例(8.8%)。术后随访 86 例，随访

时间 6 个月至 8 年。术后并发切口皮下积液 7

例，脑积水 5 例, 脑脊液漏 3 例，颅内感染 3

例，切口感染 2 例，继发血肿 3 例，小脑缄

默症 1 例, 后组颅神经损伤 1 例，死亡 2 例。 

结论  神经内镜辅助显微手术可提高四脑室肿

瘤的全切率并有助于打通脑脊液循环通路，

手术的关键除尽可能切除肿瘤外,还应打通脑

脊液循环通路解除脑积水，术者丰富的显微

解剖知识和熟练的显微外科技术是手术成功

的保障，术前先行侧脑室 Omaya 囊植入及术

后腰池引流可以减少术后脑积水、脑脊液漏

及皮下积液的发生。 

 
 
PO-581 

SLC8A2 对胶质瘤细胞株 U251 血管形成能

力的研究 
 

余聚 1 许亮 1 刘泓渊 3 屈鸣麒 2 兰青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3.绵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前期，我们在国内、外首次发现并报道

了基因 SLC8A2 为胶质瘤相关肿瘤抑制基

因，其在体外对胶质瘤的生长无明显作用，

而在体内能显著抑制胶质瘤细胞 U251 的增殖

能力，我们推测这可能与 SLC8A2 对胶质瘤

细胞株 U251 成血管能力影响有关，本实验拟

进一步探索 SLC8A2 对胶质瘤细胞株 U251

的增殖能力在体内、外差异性影响的相关机 

制。 

方法  构建携带有 SLC8A2 全基因的慢病毒载

体 Lenti- SLC8A2-IRES-EGFP 和阴性对照空

病毒载体 Lenti-EGFP，转染胶质瘤细胞株 U

251，筛选获得稳定表达靶基因及报告基因 E

GFP 的胶质瘤细胞 U251- SLC8A2（实验

组）和仅稳定表达 EGFP 的胶质瘤细胞胞 U2

51-NC（阴性对照组）；用 U251、U251-NC

和 U251- SLC8A2 细胞分别制备各组肿瘤细

胞条件培养基，并用于共培养人脐静脉内皮

细胞；应用 Transwell 小室及预铺 Matrigel 基

质胶的 Transwell 小室检测不同组条件培养基

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迁移及侵

袭能力的影响；运用 CCK-8 方法及 EDU 细

胞增殖实验检测不同组条件培养基对 HUVEC

s 增殖能力的影响；运用内皮细胞成管实验检

测不同组条件培养基对 HUVECs 成管能力的

影响；同时应用 RT-PCR 检测不同组细胞中

VEGF121、VEGF165、COX-2 转录水平。 

结果  与阴性对照相比，U251- SLC8A2 显著

抑制 HUVECs 的侵袭迁移能力（P＜0.0

5）；与阴性对照相比，U251- SLC8A2 显著

抑制 HUVECs 的细胞增殖能力（P＜0.0

5）；与阴性对照相比，U251- SLC8A2 显著

抑制 HUVECs 的体外成管能力（P＜0.0

5）；与阴性对照相比，SLC8A2 能显著抑制

细胞 U251 中 VEGF121、VEGF165、COX-

2 转录水平（P＜0.05）。 

结论  大多数恶性肿瘤的血管生成密集且生长

迅速，肿瘤血管在肿瘤的浸润生长过程中起

关键作用。前期研究发现，在体外 SLC8A2

并不能影响胶质瘤细胞 U251 的凋亡、增殖及

细胞周期，然而体内实验却发现 SLC8A2 能

完全抑制 U251 的增殖，我们推测，在体内 U

251 细胞血管形成被抑制，使得肿瘤细胞不能

得以生长，本研究表明基因 SLC8A2 可能是

调节胶质瘤血管形成的重要因子，这一发现

为胶质瘤的基因治疗提供了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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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82 

间变型少突胶质细胞瘤发生中枢神经系统以

外转移：附 1 例经验及文献回顾 
 

李刚 贺世明 屈延 高国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通常认为脑胶质瘤（包括高级别脑胶质

瘤）不会发生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以外的转移。然而，少突胶

质细胞瘤（OGD）不会在 CNS 以外转移这一

观念已经在发生改变。 

方法  本文对 1 例间变型 OGD 患者发生 CNS

以外转移的病例进行了报道。该 OGD 患者术

后 13 月被证实，明确地发生了多个淋巴结、

骨髓以及多处骨（包括双侧髂骨、右侧股骨

以及多个椎体）转移。该例患者进行了 1p 与

19q 染色体缺失、MGMT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

状态以及 PTEN 基因外显子突变的检测。对

PubMed 收录文献进行检索、对比，检索关

键词分别为 Extracranial，Extraneural，Olig

odendroglioma，Oligodendrogliomas，Meta

static，Metastasis，Metastases，对上述关

键词进行多种组合。 

结果  患者骨髓穿刺活检提示，明确发生了肿

瘤骨髓转移。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诊断确立了

本例临床诊断，系间变型 OGD 伴 CNS 以外

转移。检测显示，上述肿瘤组织均未发生 1p

与 19q 缺失，发生了 MGMT 基因启动子甲基

化及 PTEN 基因第 2 号外显子第 234 号编码

子 G→A 的颠换。检索显示，1951 年至今见

诸文献的 OGD 发生 CNS 以外转移的病例已

有 60 例，本文报道的系第 61 例。这 61 例患

者中，OGD 共侵犯 110 处部位，其中最经常

侵犯的部位依次是骨与骨髓（n=47；42.

7%）、淋巴结（n=22；20.0%）、肝（n=

7；6.4%）、头皮（n=6；5.5%）、肺（n=

6；5.5%）、胸膜（n=4；3.6%）、胸壁（n

=3；2.7%）、髂腰肌（n=2；1.8%）、软组

织（n = 2；1 . 8 %）以及腮腺（ n = 2；1 .

8%）。 

结论  OGD 的 CNS 以外转移尽管发生率较

低，但的确发生。OGD 最经常侵犯的部位是

骨与骨髓。检测 1p 与 19q 缺失、MGMT 基

因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及 PTEN 基因外显子突

变可能有助于筛选出 OGD 中可能发生 CNS

以外转移的类型。 

 
 
 

PO-583 

神经导航及术中监测在脑干肿瘤手术中的应

用 
 

蒋秋华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及术中电生理监测技术在

脑干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最近 3 年 8 例脑干肿瘤的临

床资料，5 例位于桥脑，3 例位于延髓。桥脑

侧方采用颞下入路，桥脑背侧及延髓病变采

用枕下后正中入路。采用神经导航辅助定位

肿瘤于脑干表面的位置，同时电生理监测脑

干神经核团 

结果 血管母细胞瘤 4 例，海绵状血管瘤 3

例，原发性神经内分泌癌 1 例，导航精确定

位肿瘤位于脑干的最表浅部位，术中监测神

经核团功能准确，肿瘤全切 7 例，次全切 1

例，延髓病变死亡 1 例，桥脑肿瘤背侧入路

有 2 例出现面神经核团损失导致面瘫。2 例延

髓病例出现肺部感染，抗感染后治愈。 

结论  神经导航可精确定位脑干肿瘤，术中电

生理监测可减少神经核团的损伤，同时合适

的手术入路及娴熟的显微外科技术可提高脑

干肿瘤手术的疗效。 

 
 
PO-584 

BOLD-fMRI 与 IONM 联合辅助对显微手术切

除脑运动区肿瘤的影响 
 

韩国胜 王来兴 李莉 陈玉坤 

上海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探讨血氧依赖功能磁共振（blood oxyg

enation level dependent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BOLD-fMRI）和术中神

经电生理监测技术（intraoperative neuroelec

trophysiology monitring，IONM）联合辅助对

显微手术切除脑运动区肿瘤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11 月在我

院行显微手术切除脑运动区肿瘤患者 44 例，

其中使用 BOLD-fMRI 与 IONM 联合辅助下行

显微手术切除肿瘤的患者有 25 例（辅助

组），未使用该辅助技术直接行显微手术切

除肿瘤的患者有 19 例（未辅助组）。 

结果  辅助组肿瘤全切 17 例（68%），次全

切 4 例（16%），大部切除 4 例（16%）；

术后功能良好 20 例（80%），功能无变化 3

例（12%），功能障碍加重 2 例（8%）。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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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组肿瘤全切 10 例（52.6%），次全切 6

例（31.6%），大部切除 3 例（15.7%）；术

后功能良好 10 例（52.6%），功能无变化 3

例（15.7%），功能障碍加重 6 例（31.

6%）。辅助组肿瘤全切率明显高于未辅助租

（P<0.05），其术后功能障碍发生率远低于

未辅助租（P<0.05）。 

结论  BOLD-fMRI 和 IONM 联合辅助可以对

脑运动区肿瘤的解剖及功能区进行精确定

位，不但提高了肿瘤全切率，还减少了术后

功能障碍的发生率，改善了患者术后生活质

量。 

 
 
PO-585 

影响老年人颅内肿瘤手术效果危险因素分析 
 

周运波 胥宝泉 张强 李建华 

山东省滨州市人民医院 256610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手术治疗 60 岁以上老年

颅内肿瘤患者，对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

障碍、呼吸系统疾病等危险因素对之影响,并

进行综合评估分析。临床资料  共 68 例。 男

37 例，女 31 例。平均年龄 69.2 岁。全部病

例均经颅脑 CT、 MRI 及病理证实。肿瘤位

于幕上 50 例，幕下 18 例。其中胶质瘤 31

例，脑膜瘤 25 例，听神经瘤 6 例，胆脂瘤 3

例，转移瘤 2 例，垂体瘤 1 例。病程最长 13

年，最短 3 天。 

方法  按手术前是否伴有并发症分为高血压

组；糖尿病组；脑血管障碍组；呼吸系统疾

病组。术前给予积极对症处理，根据病情择

期行气管插管全麻下开颅手术。术后根据患

者预后情况与是否伴有相关并发症比较，评

估其对预后影响的程度。 

结果  高血压是手术后再出血的重要因素，本

组 2 例再出血者皆发生在高血压组。糖尿病

患者组术后 2 例颅内感染。脑血管障碍组术

后 1 例继发大面积脑梗死，长期昏迷，1 例颅

内感染。术前有呼吸系统疾患者术后 6 例肺

部感染，其中 1 例病重未愈自动出院。 

结论  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障碍、呼吸系

统疾病对老年人颅内肿瘤术后直接影响主要

表现在出血、感染、脑组织缺血坏死等方

面。术前应积极评估，术后预防及对症治

疗。 

 
 
 

PO-586 

LSH,GSK3-B 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及对胶质

瘤细胞增殖的影响 
 

李浩 黄军 陶永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探讨 LSH、GSK3-β 对胶质瘤中的表达

及对肿瘤增殖能力的影响。 

方法  收集人脑胶质瘤样本 20 例，及非瘤脑

组织样本 5 例，培养 7 种胶质瘤细胞系，以

Western-Blot 检测 LSH、GSK3-β 的表达情

况，RT-PCR 检测 LSH 在胶质瘤组织中的表

达情况。构建 LSH 过表达胶质瘤细胞系，进

行裸鼠皮下移植瘤实验，观察肿瘤生长情

况，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肿瘤大小、重量、

生长速度等差别，观察 LSH 对胶质瘤增殖能

力的影响。 

结果  LSH 在非瘤脑组织中的中位表达量为 0.

2866±0.0132，在 I 级胶质瘤组织的中位表达

量为 0.5608±0.0329，在 II 级胶质瘤组织的

中位表达量为 10.8721±1.6753，在 III 级胶质

瘤组织的中位表达量为 39.3458±5.6858，在

IV 胶质瘤组织的中位表达量为 77.6309±5.45

29，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GSK3-β 表达

与 LSH 表达趋势基本一致。C6-LSH 组瘤体

体积为（1776.3±461.9）mm3，C6-Con 组

瘤体体积为（999.2±118.3）mm3。C6-LSH

组肿瘤重量为（1547.1±73.2）mg，C6-Con

组肿瘤重量为（835.3±64.6）mg，两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LSH 在人胶质瘤组织中表达上调，且随

着胶质瘤病理分级升高而升高。LSH 和 GSK

3-β 的表达在胶质瘤中二者可能存在一定关

系。LSH 高表达可能促进胶质瘤细胞的增殖

生长。 

 
 
PO-587 

侧脑室肿瘤弥散加权成像和磁敏感加权成像

的应用研究 
 

俞元临 曹代荣 佘德君 杨谢锋 肖泽彬 邢振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

ighted imaging，DWI）和磁敏感加权成像(su

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SWI)在不同侧

脑室肿瘤诊断和鉴别诊断中价值。  

方法  收集 49 例经组织病理证实的侧脑室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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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的 MR 资料，包括脑膜瘤 18 例，中枢神经

细胞瘤 12 例，室管膜瘤 8 例，高级别胶质瘤

6 例（胶质母细胞瘤 4 例，间变型星形细胞瘤

1 例，间变型少突胶质细胞瘤 1 例），脉络丛

乳头状瘤 5 例。使用 SIEMENS 3.0T 超导磁

共振扫描仪，所有患者均行常规的 MR 平扫+

增强、DWI 和 SWI 检查。分别测量肿瘤强化

实性区域及对侧正常白质区的表观扩散系数

值（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

计算肿瘤瘤体的相对最小表观扩散系数值（re

lative minimum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

t，rADCmin) 。测量 SWI 中侧脑室肿瘤的肿

瘤内磁敏感性低信号（intratumoral susceptib

ility signal intensity，ITSS)半定量数据。采用

Welch 检验分析评价 5 组侧脑室肿瘤的 rADC

min，应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评价 5 组侧

脑室肿瘤 ITSS 的差异，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M

ann-Whitney U 检验。  

结果  1. 中枢神经细胞瘤的瘤内实性强化区域

rADCmin 值(0.75±0.20)明显低于室管膜瘤、

脉络丛乳头状瘤、高级别胶质瘤，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 <0.05），但与脑膜瘤之间无

显著性差异（P=0.071）。 2. 脉络丛乳头状

瘤的瘤内实性强化区域 rADCmin 值(1.40±0.4

8)明显高于脑膜瘤、中枢神经细胞瘤之间均有

显著性差异（P<0.05），但与室管膜瘤、高

级别胶质瘤无显著性差异（P>0.05）。 3. 脑

膜瘤的 ITSS 分级最低，明显低于其他侧脑室

肿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4. 

室管膜瘤的瘤内 ITSS 分级明显高于中枢神经

细胞瘤、脑膜瘤和脉络丛乳头状瘤（P<0.0

5），但瘤内 ITSS 分级在室管膜瘤和高级别

胶质瘤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857）。  

结论  DWI 和 SWI 分别用于反映侧脑室肿瘤

内部的微观结构和出血情况，有助于侧脑室

肿瘤术前诊断及鉴别诊断。 

 
 
PO-588 

神经内镜扩大经鼻入路切除颅底肿瘤 
 

杨刚 霍钢 王小澍 郑履平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内镜下扩大经鼻入路治

疗的颅底肿瘤病例，探讨该入路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  

方法  收集我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

间使用内镜扩大经鼻入路治疗的 27 例颅底肿

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脊索瘤 10 例，鞍上

颅咽管瘤 7 例，鞍上 Rathke 囊肿 6 例，脑膜

瘤 1 例，蝶窦及斜坡炎症 1 例，鞍区及斜坡

骨肉瘤 1 例，嗜酸性肉芽肿 1 例。 

结果  肿瘤或病变全切或近全切 23 例（85.

2%），大部切除 4 例（14.8%），无手术死

亡病例。术后随访时间 4-17 月。临床症状不

同程度改善，内分泌学结果好转。术后并发

症包括嗅觉减退或丧失 6 例（22.2%）；尿崩

5 例（18.5%），电解质紊乱 4 例（14.

8%）；垂体功能低下 4 例（14.8%）；颅内

感染 3 例（11.1%）；鼻腔大出血 1 例（3.

7%）；外展神经麻痹 1 例（3.7%）；脑脊液

漏 1 例（3.7%）。  

结论  神经内镜扩大经鼻入路切除颅底肿瘤特

别是脊索瘤、部分鞍上颅咽管瘤及鞍上型 Rat

hke 囊肿具有微创、视野清晰、直视、对颅底

重要组织结构影响小、肿瘤切除更为彻底及

术后并发症少等优点，是一种安全、有效的

方法。 

 
 
PO-589 

62 例垂体非腺瘤性病变的诊治 
 

莫永彪 霍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总结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致垂体增生

(以下称垂体增生)、Rathke 囊肿（简称 RC

C）、垂体细胞瘤三种垂体非腺瘤性病变的临

床特点，探讨其诊治原则。从而最大程度减

少误诊误治，为病人提供最佳的诊断及治疗

方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1 年 5 月至 2015 年 2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8 例垂体增生、52 例 Ra

thke 囊肿、2 例垂体细胞瘤病人的临床资料，

分析比较其与垂体腺瘤在临床症状、内分泌

表现及影像学特点等方面的不同，总结相应

的诊治方法。 

结果  1.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致垂体增生可

出现与无功能垂体腺瘤类似的临床症状，同

时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相应症状；Rathke

囊肿及垂体细胞瘤在临床症状上与无功能垂

体腺瘤比较不具有特征性区别；2.垂体增生在

内分泌学方面与垂体腺瘤比较具有特征性区

别；垂体细胞瘤与 RCC 在内分泌学方面不具

有特征性。3.垂体增生及 RCC 在影像学表现

方面与垂体腺瘤比较具有特征性区别；垂体

细胞瘤在影像学特点方面与垂体腺瘤比较往

往不具有特征性区别。4.8 例垂体增生患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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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治疗后，其中 5 例患者增大垂体恢复至

正常大小，而 3 例患者增大垂体明显缩小，

均无明显并发症，未见复发；52 例症状性 Ra

thke 囊肿均行手术治疗，术后 1-3 月复查 MR

I 其中 50 例全切，2 例部分残留，本文经蝶入

路及经额开颅入路在术后电解质紊乱、腺垂

体功能低下、癫痫发作、颅内感染、脑脊液

漏、视力下降等并发症及病变全切率方面无

统计学差异；2 例垂体细胞瘤患者手术治疗

后，其中 1 例全切，1 例部分残留，1 例术后

短暂尿崩，全切病人未见复发，部分残留病

人术后 8 月复发。 

结论  （1）垂体非腺瘤性病变临床上容易与

垂体腺瘤混淆，导致误诊误治。（2）原发性

甲状腺功能减退致垂体增生患者多有甲低症

状，多有特征性的磁共振表现，明确诊断后

采用甲状腺素替代治疗，以避免手术切除增

生垂体造成永久性垂体功能低下。（3） RC

C 容易与无功能性垂体腺瘤伴卒中混淆，其

MRI 的特殊表现有助于明确诊断；症状性 RC

C 需要手术切除，（4）垂体细胞瘤缺乏特征

性临床表现、内分泌学表现以及影像学表

现，术前往往容易误诊，需要结合术后的病

理检查才能明确诊断，手术切除病变是有必

要的。 

 
 
PO-590 

IGF-1 和 IGF-1R 在无功能性垂体腺瘤中的表

达及意义 
 

王志明 杨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IGF-1）和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型受体（IGF-1R）与无

功能性垂体腺瘤侵袭性和复发性的关系。 

方法  60 例无功能性垂体腺瘤分为侵袭性复发

性组(16 例)、侵袭性非复发性组（24 例）和

非侵袭性非复发性组（20 例）。采用 qRT-P

CR 检测 IGF-1 和 IGF-1R 的 mRNA 表达水

平，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和 Western blot 检

测 IGF-1、IGF-1R 和其下游信号分子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VEGF）的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IGF-1 和 IGF-1R 的 mRNA 表达水平及

IGF-1、IGF-1R 和 VEGF 的蛋白表达水平， 

侵袭性复发性组高于侵袭性非复发性组（P<0.

05） ，侵袭性非复发性组高于非侵袭性非复

发性组（P<0.05）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在侵袭性复发性、侵袭性非复发性无功能性

垂体腺瘤组织中 IGF-1 和 IGF-1R 蛋白表达量

正相关(r = 0.85，r = 0.80，P<0.05)，IGF-1

R 和 VEGF 蛋白表达量呈正相关( r = 0.74，r 

= 0.70，P<0.05)；在非侵袭性非复发性无功

能性垂体腺瘤组织中 IGF-1 和 IGF-1R 蛋白表

达量正相关(r = 0.73，P<0.05)，IGF-1R 和 V

EGF 蛋白表达量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IGF-1、IGF-1R 和 VEGF 在侵袭性和复 

发性无功能性垂体腺瘤中表达明显上调，三

者协调作用，与无功能性垂体腺瘤的侵袭性

和复发性恶性行为的发生、发展可能相关。 

 
 
PO-591 
Sellar meningiomas: Microsurgical strate
gies and analysis of factors related to the
 prognoses 
 
Niu Liang1,Zhang Yinian1,Huang Wenbiao2,Li Qiao1,
Dai Junqiang1,Yin Hang1, 1 

1.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2.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Objectiv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
pare the selection of surgical approaches for
 sellar meningiomas, focusing on factors infl
uencing the postoperative quality of life in th
e patients with sellar meningiomas after surg
ery.  
Methods Clinical data for 44 surgically treat
ed patients with sellae meningiomas were re
viewed retrospectively from October, 2007 to
 October,2012.The mean duration of the follo
w-up period was 22.8 months (range,3–60 m
o). Using functional status of Karnofsky perfo
rmanc scale (KPS) score to assess the qualit
y of life of patients after surgery 3 months,K
PS scores≥80 is excellent,KPS scores <80 i
s inferior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
es were performed to understand the potenti
al factors influencing postoperative quality of
 the patient's life.  
Results Thirty-two of 44 patients (7.27 %) u
nderwent total removal of the tumor. Accordi
ng to Simpson grading standards: 5 received

 Simpson grade Ⅰresection of the tumors, 2

2 grade Ⅱ, 5 grade Ⅲ and 12 grade Ⅳ.The 

Logis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factors infl
uencing postoperative quality of the patient li
fe included preoperative Karnofsky performa
nce score,postoperative visual outcome, rela
tionship of the tumor with optic nerve and hy
pophyseal stalk,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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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carotid artery and its branches, and extent
 of tumor removal.  
Conclusions For patients with sellar region 
meningiomas, the appropriate surgical appro
ach,skilled microsurgical technique, advance
d medical equipment, refined microsurgical i
nstruments and good protection of the struct
ures such as optic nerve, optic chiasma, hyp
othalamus, hypophysis and their blood suppl
y are the keys to reducing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aft
er surgery. 
 
 
PO-592 

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方法(VBM)对库欣病

患者全脑灰、白质体积改变的前瞻性研究 
 

高路 1 毛伟玉 2 侯波 2 郭晓鹏 1 汪强 1 冯铭 1 王任直 1

 冯逢 2 幸兵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

经外科 

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放

射科 

 

目的  本前瞻性研究应用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

学方法（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

比较库欣病（Cushing’s disease, CD）患者

与正常对照组的全脑灰、白质体积的异同。

同时进一步深入探究了异常脑区体积与 Schel

tens 评分、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ntreal cog

nitive assessment, MoCA）量表评分、病程

等可能危险因素与预测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前瞻性采集数据，连续纳入北京协和医

院神经外科 21 例经手术后病理证实为库欣病

的患者，并纳入严格性别、年龄匹配的 19 例

正常对照组。对其全脑三维结构成像应用基

于统计参数图(satirical parametric mapping, 

SPM)12 软件的 VBM 方法，分析两组之间全

脑灰、白质体积异同，p＜0.05（family-wise 

error, FWE 校正）时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库欣病患者异常脑区体积与 Scheltens 评分、

MoCA 评分、病程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

an 秩相关检验。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库欣病患者幕上多个区

域脑灰质体积减少，以双侧额叶、颞叶及边

缘叶为著（p＜0.05，FWE 校正），但海马

及小脑未见异常。全脑白质体积方面，库欣

病组与对照组无显著统计学差异。进一步研

究证实，库欣病患者所累及的部分脑区（左

侧颞叶、颞上回和颞中回），其灰质萎缩体 

积与病程呈明显正相关（p＜0.05）。 

结论   库欣病患者可出现全脑多个区域萎缩，

定量分析其灰质体积显著减少，且左侧颞叶

萎缩脑区的体积与病程呈正相关。采用 VBM

的方法可准确的反映库欣病患者脑灰质的体

积改变，敏感的监测局部灰质体积随病程的

进展。 

 
 
PO-593 

可吸收人工脑膜预防窦镰旁大型脑膜瘤术后

出血的临床分析 
 

潘凉泽 谢延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可吸收人工脑膜预防窦镰旁大型脑

膜瘤术后出血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分析 2011 年 9 月至 2014 年 11 月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采用可吸收人工脑膜

填塞窦镰旁大型脑膜瘤腔（肿瘤最大直径大

于 5cm）预防术后出血的患者临床资料，选

取 39 例作为实验组；选取我院同期采用传统

明胶海绵填塞窦镰旁大型脑膜瘤腔（肿瘤最

大直径大于 5cm）预防术后出血的 39 例作为

对照组。比较两组术后瘤腔坍塌程度、术后

出血、颅内压变化、住院时间长短及术后随

访功能恢复情况。 

结果   实验组术后瘤腔坍塌程度（21±6 .

2）%；术后出血 2 例；颅内压（14.97±4.5

8） mmHg；住院时间（11.12±1.54）d；术

后随访功能状态：恢复良好 37 例、恢复较差

2 例。对照组术后瘤腔坍塌程度显著大于实验

组(P ＜0.O5)，术后出血显著多于实验组(P 

＜0.O5)，颅内压显著高于实验组(P ＜0.O

5)，住院时间显著长于实验组(P ＜0.O5)。术

后随访功能状态明显差于实验组(P ＜0.O5)。 

结论  可吸收人工脑膜较明胶海绵在填塞窦镰

旁大型脑膜瘤腔方面作用相似，更有术后出

血少、水肿轻、住院时间短、预后佳等优

势，有一定临床应用价值。   

 
 
PO-594 

Mda-9/Syntenin 在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增殖、

侵袭和迁移过程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王兵 钟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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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Mda-9/Syntenin 对胶质母细胞瘤

细胞（U-87 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能力的

影响以及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  采用慢病毒 RNA 干扰技术敲低胶质母

细胞瘤细胞株 U-87 细胞中 Syntenin 基因表

达水平；qPCR 检测 Mda-9/Syntenin mRNA

表达水平，筛选出最佳干扰序列； MTT 实验

检测细胞的增殖能力；Transwell 小室实验检

测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变化；粘附实验检

测细胞的粘附能力变化； Western-Blot（W

B）检测 Mda-9/Syntenin、AKT、p-AKT 和

MMP-9 的表达水平。 

结果  qPCR 检测结果显示，干扰组 Mda-9/S

yntenin mRNA/空载组 Mda-9/Syntenin mRN

A 最小值为 0.18±0.07（P<0.01）。MTT 实

验结果显示，Mda-9/Syntenin 对 U-87 细胞的

增殖能力无显著影响。侵袭和迁移实验结果

显示，干扰组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显著低

于空载组（P<0.05）；空载组与对照组相比

无明显差异(P>0.05)。粘附实验结果显示，干

扰组细胞的同种粘附能力显著高于空载组（P

<0.05），异种粘附能力显著低于空载组（P<

0.05）。WB 结果显示，干扰组 Mda-9/Synte

nin、p-AKT 和 MMP-9 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

空载组（P<0.05），空载组与对照组相比无

明显差异(P>0.05)；AKT 表达水平在各组之

间均无差异(P>0.05)。 

结论  在胶质母细胞瘤细胞中，Mda-9/Synten

in 可能通过上调 AKT 的磷酸化水平，经过相

应的信号转导通路上调 MMP-9 表达水平，从

而促进胶质瘤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而它对胶

质母细胞瘤细胞的增殖无显著作用。 

 
 
PO-595 

DWI 和 PWI 在小脑肿瘤鉴别诊断中的价值研

究 
 

陈德华 曹代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 DWI 和 PWI 在不同小脑肿瘤诊断

和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 收集 2009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 122 例经组织病理证实的小脑肿瘤的 MR

资料，包括髓母细胞瘤 19 例、毛细胞型星形

细胞瘤 19 例、血管母细胞瘤 24 例、转移癌

37 例、淋巴瘤 8 例、WHO Ⅱ级胶质瘤 11 例

（其中Ⅱ级室管膜瘤 5 例、Ⅱ级星形细胞瘤 5

例，Ⅱ级少突胶质瘤 1 例）、高级别胶质瘤 4

例（其中间变性星形细胞瘤 2 例，间变性少

突胶质瘤 2 例）。所有患者均采用 SIEMENS

 3.0T 超导磁共振扫描仪行常规的 MR 平扫+

增强、DWI 检查。其中 56 例肿瘤行 PWI 检

查，包括髓母细胞瘤 7 例、毛细胞型星形细

胞瘤 10 例、血管母细胞瘤 17 例、转移癌 16

例、淋巴瘤 6 例。分别测量肿瘤实性强化区

域及对侧小脑正常白质区的表观扩散系数值

和局部脑血容量值，并计算肿瘤实性成分的

相对最小表观扩散系数值和相对最大脑血容

量值。应用 Welch 检验分析评价不同小脑肿

瘤的 rADCmin 值组间差异，组间两两比较采

用 Mann-Whitney U 检验；不同小脑肿瘤 rCB

Vmax 值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

比较应用最小显著性差异法。 

结果  1、血管母细胞瘤和毛细胞型星形细胞

瘤瘤体的 rADCmin 分别明显高于髓母细胞

瘤、转移癌、淋巴瘤和Ⅱ级胶质瘤，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rADCmin 在血

管母细胞瘤与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88）。2、髓母细胞瘤和

淋巴瘤瘤体的 rADCmin 分别明显低于毛细胞

型星形细胞瘤、血管母细胞瘤、转移癌和Ⅱ

级胶质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

5）。但 rADCmin 在髓母细胞瘤与淋巴瘤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6）。3、血管母

细胞瘤瘤体的 rCBVmax 明显高于其他小脑肿

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髓母

细胞瘤的 rCBVmax 值除与血管母细胞瘤组间

有显著性差异外，与其它小脑肿瘤均无显著

性差异（P>0.05）。4、肿瘤实性强化区域的

rCBVmax 在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和转移癌、

转移癌与淋巴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DWI 和 DSC-PWI 分别用于反映不同类

型小脑肿瘤内部的微观组织结构和血流灌注

信息，有助于小脑肿瘤的术前诊断及鉴别诊

断。 

 
 
PO-596 

MIR137 对饥饿诱导下细胞自噬的调控作用及

机制研究 
 

曾月成 霍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 MIR137 对饥饿诱导下细胞自噬活

动的调控作用及其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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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通过转染 MIR137 高表达慢病毒、 

拮抗剂调控 U87 细胞中 MIR137、ATG7 的表

达水平，RT-PCR 检测转染效果。(2)D-hank’

s 液作为饥饿诱导剂诱发细胞自噬。荧光显微

镜下统计各组细胞 GFP-LC3Ⅱ阳性细胞率,w

estern blot 定量分析各组细胞自噬标记蛋白 L

C3Ⅱ和 SQSTM1 的表达量，评估 MIR137 对

自噬水平的影响。(3)RT-PCR、western blot

分别定量分析各组细胞 ATG7 基因 mRNA、

蛋白的表达量，评估 MIR137 与 ATG7 表达

量间的相互关系。（4）重组 ATG7 质粒分别

与 MIR137 高表达慢病毒和拮抗剂共转染，

增加各组细胞中 ATG7 的表达水平，RT-PCR

检测转染效果。（5）Dhank’s 液作为饥饿诱

导剂诱发细胞自噬，western blot 定量分析各

组细胞自噬标记蛋白 LC3Ⅱ和 SQSTM1 的表

达量，评估 ATG7 对自噬水平的影响。（6）

MTT 分析 MIR137 高表达对阿霉素化疗效果

的影响。 

结果  （1）MIR137 高表达慢病毒和拮抗剂可

分别明显上调和下调 U87 细胞中 MIR137 的

表达水平；（2）D-hank’s 液饥饿诱导可增加

U87 细胞的自噬活动，但对 MIR137 的表达

无明显影响。（3）MIR137 可抑制饥饿诱导

下的细胞自噬水平并抑制 ATG7 的表达。

（4）重组 ATG7 质粒转染可提高 MIR137 高

表达水平下 U87 细胞中 ATG7 的表达水平，

并降低 MIR137 对饥饿诱导下细胞自噬的抑

制作用。（5）MIR137 高表达可增 U87 细胞

对阿霉素的化疗敏感性。 

结论  MIR137 可通过调控 U87 细胞中 ATG7

的表达抑制饥饿诱导的细胞自噬活动；MIR1

37 高表达可增加 U87 细胞对阿霉素的化疗敏

感性。 

 
 
PO-597 

神经内镜与显微镜下经鼻蝶窦入路切除垂体

腺瘤的疗效分析 
 

叶新运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比较神经内镜与显微镜下经鼻蝶窦入路

手术治疗垂体瘤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1 年 4 月至 2015 年 1

0 月经鼻蝶入路手术的垂体瘤患者 73 例，其

中显微镜下手术 47 例（显微镜组），神经内

镜下手术 26 例（神经内镜组），比较两组手

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脑脊液漏发生

率、肿瘤全切率、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

症发生情况。 

结果  神经内镜组和显微镜组手术时间分别为

（237．85 ±23.65）、（145.18 ±21.32）mi

n，术中出血量分别为（378.57 ±24.75）、

（188.89±21.12），术后脑脊液漏发生率分

别为 7．14％、3．70％，肿瘤全切除术分别

为 78.57%、55.55%，指标具有统计学意

义，而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6．5 ±2.4

8）、（14．44±2．18）ｄ，术后感染、尿

崩等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14.28%、11.1

1%，该两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

5）。 

结论  神经内镜与显微镜经鼻蝶窦入路手术切

除垂体瘤疗效存在差异性，其中神经内镜手

术肿瘤全切率明显优于显微镜组，但与显微

镜组相比手术时间较长，术中出血偏多及脑

脊液鼻漏发生概率偏高。 

 
 
PO-598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t
he postoperative visual acuity in patients 
with sellar meningiomas 
 
Niu Liang,Zhang Yinian,Pan Yawen,Li Qiao,Yin Han
g,Dai Junqiang,Li Qiang,Yang Hu,Zhang Jianping,D
uan Lei,Liang Wentao,Qin Zhenwei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charact
eristics of the sellar meningiomas, imaging c
haracteristics, the choice of surgical approac
h, and then analyze factors affecting postope
rative visual outcomes.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
al data of 44 patients with sellar meningioma
s treated with microsurgery were performed. 
Data of the clinical materials and imaging fea
tures, operative approaches and postoperati
ve complications were analyzed. The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recovery of visual acuity 
in patients with non-parametric tests  univari
ate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ultivari
ate analysis respectively. 
Results After univariate analysis,factors affe
cting visual acuity are: duration of preoperati
ve visual impairment (P =0.001), the degree 
of visual impairment preoperatively (P =0.00
1), retinal changes before surgery (P =0.00
1), the amplitude of preoperative visual evok
ed potential (P =0.001), tumor basal  (P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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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tumor texture (P =0.002), tumor growth 
direction  (P =0.0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
n tumor and optic nerves (P =0.001) , optic n
erve morphology in surgery (P =0.001), the r
elationship between tumor and internal caroti
d artery and its branches (P =0.038). Multiva
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
t duration of preoperative visual impairment 
(P =0.001),retinal changes before surgery (P
 =0.019), the amplitude of preoperative visua
l evoked potential (P =0.009), the  relationshi
p between tumor and optic nerves (P =0.012)
 are significantly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cover
y of visual acuity.  
Conclusion Sellar meningioma should be di
agnosis and treatment early. The degree of v
isual impairment preoperatively, the retinal c
hanges before surgery, the amplitude of pre
operative visual evoked potential and the rel
ationship between tumor and optic nerves ar
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o affect visual a
cuity postoperatively. 
 
 
PO-599 

神经外科锁孔手术治疗颅内肿瘤的临床疗效

分析 
 

冯开明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锁孔手术治疗颅内肿瘤的

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颅内肿瘤患者 40 例，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各 20 例，观察组患者采用神经外科锁孔手术

进行治疗，对照组患者按显微镜下常规骨瓣

开颅手术进行治疗，然后对两组患者的手术

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治疗效果进行比较。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平均手术时间为(56.3±3.4)

min, 对照组为(61.2±4.1)min；观察组患者的

术中平均出血量为(208.6±7.1)ml,对照组为 29

8.5±8.9)ml；观察患者的总有效率 (95.0%) 优

于对照组 (70.0%)。比较两组各项指标，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神经外科锁孔手术治疗颅内肿瘤具有手

术时间较短、出血量少、对患者创伤小等优

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患者康复进程，

降低病死率，值得在临床应用中推广。 

 
 
 

PO-600 

Mda-9/Syntenin 在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增殖、

侵袭和迁移过程中的 作用及分子机制 
 

钟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探讨 Mda-9/Syntenin 对胶质母细胞瘤

细胞（U-87 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能力的

影响以及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  采用慢病毒 RNA 干扰技术敲低胶质母

细胞瘤细胞株 U-87 细胞中 Syntenin 基因表

达水平；qPCR 检测 Mda-9/Syntenin mRNA

表达水平，筛选出最佳干扰序列； MTT 实验

检测细胞的增殖能力；Transwell 小室实验检

测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变化；粘附实验检

测细胞的粘附能力变化； Western-Blot（W

B）检测 Mda-9/Syntenin、AKT、p-AKT 和

MMP-9 的表达水平。  

结果  qPCR 检测结果显示，干扰组 Mda-9/S

yntenin mRNA/空载组 Mda-9/Syntenin mRN

A 最小值为 0.18±0.07（P<0.01）。MTT 实

验结果显示，Mda-9/Syntenin 对 U-87 细胞的

增殖能力无显著影响。侵袭和迁移实验结果

显示，干扰组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显著低

于空载组（P<0.05）；空载组与对照组相比

无明显差异(P>0.05)。粘附实验结果显示，干

扰组细胞的同种粘附能力显著高于空载组（P

<0.05），异种粘附能力显著低于空载组（P<

0.05）。WB 结果显示，干扰组 Mda-9/Synte

nin、p-AKT 和 MMP-9 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

空载组（P<0.05），空载组与对照组相比无

明显差异(P>0.05)；AKT 表达水平在各组之

间均无差异(P>0.05)。  

结论  在胶质母细胞瘤细胞中，Mda-9/Synten

in 可能通过上调 AKT 的磷酸化水平，经过相

应的信号转导通路上调 MMP-9 表达水平，从

而促进胶质瘤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而它对胶

质母细胞瘤细胞的增殖无显著作用。  

 
 
PO-601 
Correlation factors analysis of affecting l
ong-term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Sloid 
Cerebellar Hemangioblastomas 
 
Niu Liang,Pan Yawen,Li Qiao,Zhang Yinian,Dai Jun
qiang,Yin Hang,Duan Lei,Liang Wentao,Qin Zhenw
ei,Zhang Jianping,Yang Hu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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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Analysis the factors affecting pos
toperative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solid cer
ebellar hemangioblastoms. 
Method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
al data of 22 patients with sporadic solid cer
ebellar hemangioblastoms. Data of the clinic
al materials and imaging features, diamete
r of the lesion, operative approaches and po
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analyzed in a
ll patients. The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re
covery of postoperative in patients with univa
riate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ultiva
riate analysis respectively. 
Results  All 22 patients were sporadic solid 
cerebellar hemangioblastomas,21 of 22 pati
ents(95.5%) achieved total resection. Of 6 p
atients combine with obstructive hydrocephal
us accepted ventricle-abdomen shunt preop
erative preoperative.The mean duration of th
e follow-up period was 25.5 months (range, 
6–72moths).Tumor regrowth occured in 2 pa
tients with poor outcome at 12 months,56 m
onths after surgery. Follow-up outcome were
 poor group(4 of 22 patients,18.2%) which n
eurological symptoms persistence postopera
tive or worse than preoperative and good gro
up(18 of 22 patients,81.8%) with no neurolog
ical signs or improved postoperative.After un
ivariate analysis,the factors affecting final ou
come are as follows: postoperative hemorrh
age (P=0.003) were ralated to final outcome
s.Then,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via R software indicated that postoperative h
emorrhage (p=0.008) were correlated with o
utcomes. 
Conclusions  Postoperative hemorrhage ar
e significant factors affecting long-term outco
mes in patients with sporadic solid cerebellar
 hemangioblastomas. 
 
 
PO-602 

侧脑室肿瘤术中远隔部位硬膜外血肿临床分

析（2 例报告） 
 

宋海民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报告 2 例侧脑室肿瘤术中并发远隔部位

硬膜外血肿的临床特点及探讨其发病机制与

处理措施。 

方法 回顾分析最近 2 年侧脑室肿瘤的临床资

料，9 例侧脑室肿瘤中 2 例术中发生的远隔部

位硬膜外血肿 结果 1 例脑膜瘤位于右侧侧脑

室三角区，术中手术空间变窄、脑肿胀并膨

出，术中头颅 CT 示左侧额部硬膜外血肿；1

例中枢神经细胞瘤位于左侧脑室孟氏孔附

近、术中手术通道变窄及脑膨出，术中探查

发现双额硬膜外血肿并及时清除后仍有颅压

高，行头颅 CT 示右侧颞顶硬膜外血肿，2 例

均及时返回手术室清除血肿，术后复查肿瘤

切除干净，痊愈出院 

结论 目前远隔部位出血具体原因不详，考虑

侧脑室开放及脑脊液释放致颅内压骤降，脑

组织塌陷且移位，硬膜剥离出血；若术中发

现手术空间变窄、脑肿胀及膨出，术区四周

探查未见异常则快需速头颅 CT 复查排除远隔

部位出血，并及时手术治疗可取得良好预

后。 

 
 
PO-603 

超选择栓塞联合电生理监测显微手术切除颅

内脑膜瘤的临床研究 
 

蔡伦 陈文 王潞 熊左隽 何苗 李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超选择栓塞联合电生理监测显微手

术切除颅内脑膜瘤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5 例颅内脑膜瘤患者的临

床资料，根据术前是否栓塞及电生理监测进

行分组，对各组间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

手术切除程度及术后并发症进行比较。  

结果  栓塞联合电生理监测组较未栓塞组手术

术中失血减少(P<O．05)，全切率高，手术时

间短，术后并发症少。  

结论  术前超选择栓塞联合电生理监测能明显

减少术中出血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有效缩

短手术时间，提高手术安全率及全切率。 

 
 
PO-604 

脑肿瘤对大脑皮层运动区 BOLD-fMRI 信号的

影响 
 

石全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采用血氧依赖水平功能磁共振成像（B

OLD-fMRI）技术，探讨不同类型、性质的脑

肿瘤对大脑皮层运动区 BOLD-fMRI 信号激活

范围、强度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研究临近或累及大脑皮层运动区

的 48 例脑肿瘤患者（恶性 27 例，良性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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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与 10 例正常人作为对照，获得功能区 B

OLD 激活图像，分析大脑皮层运动功能区 B

OLD-fMRI 信号范围、强度与脑肿瘤间的关

系。  

结果  恶性脑肿瘤组信号范围及强度（范围：

M Ⅰ：51.30±9.27，SM Ⅰ: 29.56±9.29；强

度：M Ⅰ：29.59±12.28，SM Ⅰ: 23.00±6.4

2），良性脑肿瘤组信号范围及强度（范围：

M Ⅰ：100.57±29.60，SM Ⅰ: 79.00±11.8

5；强度：M Ⅰ：46.00±8.58，SM Ⅰ: 47.24

±14.93），正常人组信号范围及强度（范

围：M Ⅰ：192.00±23.83，SM Ⅰ: 177.40±2

1.53；强度：M Ⅰ：62.20±8.15，SM Ⅰ: 52.

60±12.83）。三组间信号范围及强度差异明

显（P＜0.05）。脑功能区成像范围与强度呈

正相关（M Ⅰ：R2= 0.56，P<0.05；SM Ⅰ: 

R2= 0.41，P<0.05）。 

结论  BOLD-fMRI 能无创、快速地对皮层功

能区进行定位，对术前脑肿瘤良恶性的诊断

起到一定参考作用，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PO-605 

质地坚韧垂体腺瘤的神经内镜下经蝶手术治

疗 
 

王晓澍 杨刚 霍钢 郑履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总结并探讨质地坚韧腺瘤的诊断、经蝶

手术策略及操作要点及术后并发症分析和防

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2014 在我院行神经内

镜下经蝶手术治疗的 19 例质地坚韧垂体腺瘤

患者的临床资料，结合影像学资料分析总结

对肿瘤质地的预测、术中操作要点和手术技

巧、切除策略的评估选择以及术后常见并发

症的防治。  

结果  部分垂体腺瘤可呈坚韧质地，以无功能

腺瘤较多见（12/19，P<0.05）,其原因可能

与术前放疗或溴隐亭治疗史（7/19）、肿瘤

出血机化（5/19）、钙盐沉着（3/19）有关。

术前磁共振 T2 加权像信号较脑白质降低往往

提示肿瘤质地坚韧（12/19，P<0.05）。术中

采取双鼻孔双人内镜下操作，严格按肿瘤包

膜边界尽量行包膜外大块甚至整块切除，严

格多层次重建鞍底。全切 12 例，次全切除 4

例，部分切除 3 例，复发 1 例。术后常见并

发症包括长于 1 周脑脊液鼻漏（5/19）、手

术相关垂体功能低下（3/19）、永久性尿崩 

（1/19）  

结论  垂体腺瘤的质地直接影响手术效果和并

发症发生率。术前磁共振有助于评估肿瘤质

地。神经内镜下双鼻孔双人操作，准确判断

肿瘤包膜边界并辨清正常垂体和鞍隔位置，

细致分离周边粘连尤其是鞍隔面粘连是提高

全切率和降低术后并发症率的关键。应根据

肿瘤侵袭程度、粘连程度、内分泌改变和患

者具体情况个体化决定切除策略和程度。  

 
 
PO-606 

3.0TMR 多模态功能成像在胶质瘤术后复发与

放射性坏死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邢振 曾峥 佘德君 刘颖 黄欣瑶 熊美连 张宇阳 曹代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联合 DWI、PWI 和 MRS 在胶质瘤

术后复发与放射性坏死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34 例胶质瘤术后复发和 20 例放射性坏

死患者采用 SIEMENS VERIO 3.0T 磁共振扫

描仪行常规 MR、DWI、PWI 或 MRS 检查。

分别测量 DWI 的 ADC 值和 rADC 值、PWI

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和 MRS 的代谢物参数，利

用两样本 t 检验和 ROC 曲线分析各参数，并

联合筛检 DWI、PWI 和 MRS 各自的最佳参

数。 

结果  rADC 值、rCBV 和 Cho/NAA 分别是 D

WI、PWI 和 MRS 的最佳诊断参数，鉴别诊

断两者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 Youd

en 指数最大值作为诊断临界点，rADC 值诊

断胶质瘤术后复发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

6.7%和 72.9%。rCBV 诊断胶质瘤术后复发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6.5%和 94.7%。C

ho/NAA 诊断胶质瘤术后复发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分别为 77.8%和 100%。联合 rADC 值、rC

BV 和 Cho/NAA 诊断胶质瘤术后复发的敏感

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4.7%和 100%。  

结论  DWI、PWI 和 MRS 在胶质瘤术后复发

与放射性坏死鉴别诊断中有重要价值，联合

最佳参数有助于两者的鉴别诊断。 

 
 
PO-607 

显微手术辅助 γ 刀治疗鞍区大型脑膜瘤 
 

周辉 杨刚 孙彦龙 王志明 蒲九君 钟艾凌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探讨鞍区大型脑膜瘤的显微手术切除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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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γ 刀治疗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4 例鞍区大型脑膜瘤的临

床资料及治疗效果，所有患者先行显微手术

切除肿瘤，有残留的部位术后 1 个月行 γ 刀

治疗。 

结果  肿瘤全切（SimpsonⅠ级 7 例，Ⅱ级 12 

例）19 例，次全切（SimpsonⅢ级）14 例，

大部分切除（SimpsonⅣ级）1 例；术后主要

并发症有：颅神经损伤（动眼、滑车、外

展）6 例，对侧肢体轻瘫 2 例，术后出血 1 例,

脑脊液漏伴感染 3 例，继发性癫痫 3 例，无

手术死亡。随访 3～48 个月，24 例头痛消失

（80%），6 例减轻（20%）；12 例视力好

转（80%），2 例无明显变化（13.3%），1

例加重（6.7%）；5 例嗅觉好转（62.5%），

3 例无变化（37.5%）；5 例眼球运动障碍恢

复（71.4%），2 例无变化（28.6%）；7 例

一侧肢体无力患者术后肌力均恢复正常(10

0%)。全切患者中 1 例复发(5.2%)，未全切患

者均行 γ 刀治疗，2 例复发(13.3%)。 

结论  显微手术辅助 γ 刀治疗对鞍区大型脑膜

瘤治疗效果良好。 

 
 
PO-608 

CUSA 在矢状窦及大脑镰旁大脑膜瘤切除术

的应用 
 

张超 谢延峰 石全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超声外科吸引器（cavitron ultrason

ic surgical aspirator， CUSA  ）在矢状窦、

大脑镰旁脑膜瘤切除术中的应用及临床意

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1 例矢状窦、大脑镰旁脑

膜瘤病历资料，根据是否应用 CUSA 分成

A、B 两组，A 组 27 例运用 CUSA 结合双极

电凝行矢状窦、大脑镰旁脑膜瘤切除，B 组 2

4 例组织剪结合双极电凝常规肿瘤切除。比较

两组肿瘤切除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

术后颅内压（intracranial pressure，ICP）、

住院时间、甘露醇剂量、迟发性脑出血例数

的统计学差异，并评估分析。 

结果  Simpson 切除标准 I、II、III 级 A 组分

别为 23、3、1 例，B 组为 15、5、4 例，两

组切除率无统计学差异(P=0.125)；A 组平均

住院时间（15.11±2.50）d，B 组（19.71±4.7

9）d，组间有统计学意义（P=0.019）；在出

血量、手术时间上，A 组分别为（631.48±24

0.65）ml、（4.27±0.27）h，B 组为（1050.

00±521.70）ml、（4.86±0.54）h，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06，P=0.029）；ICP 方

面，6 h 内两组差异不明显（P=0.138）；

6～72 h 及 72h 后 A 组分别为（11.30±3.81m

mHg、12.59±5.52mmHg），B 组为（13.96

±9.95 mmHg、16.83±8.98mmHg），具有统

计学差异（P=0.011、P=0.031）。其中 A 组

1 例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无迟发性脑出血；

B 组 4 例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迟发性脑出

血 5 例，3 例行开颅血肿清除术。3 个月随

访，A 组恢复良好 24 例，恢复较差 3 例，无

病重及死亡病例，组间有统计学差异（P=0.0

22）。 

结论  在矢状窦、大脑镰旁脑膜瘤切除术中，

虽不能提高肿瘤切除率，但 CUSA 仍是一种

实用而且有效的技术，能缩短手术时间、降

低术后并发症，提高手术疗效，预后更佳。 

 
 
PO-609 

病例报道：原发于桥小脑角区的精原细胞瘤

一例 
 

林禹 邢振 佘德君 杨谢锋 曹代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一例精原细胞瘤疑难病例的临床表

现及 MR 影像学表现，拓展对该病的诊断思

路，指导对该病的早期精准诊断及综合评

估。 

方法  报道并分析原发于桥小脑角区的精原细

胞瘤罕见病例一例，并作出误诊分析及鉴别

诊断，同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  本例患者为 4 岁男性，无明显诱因出现

头痛、头晕 3 月余，加重 1 周，伴右侧面

瘫、右侧听力下降，伴腹痛、恶心、呕吐。

颅脑 MR 平扫显示：右侧桥小脑角区见一囊

实性团块影，信号混杂，T1WI、T2WI 以长 T

1 稍长 T2 信号为主，DWI 部分呈稍高型号，

相应 ADC 图呈稍低信号，SWI 呈大片状低信

号，PWI 提示肿瘤呈高灌注，病灶部分边界

欠清，范围约 4.1cm×2.9cm×3.0cm，瘤周小

脑半球呈轻度水肿，右侧听神经增粗，并与

病灶相连，形态学似呈“逗点征”，内听道稍扩

大，局部桥小脑角池稍增宽，脑干、右侧小

脑半球受压推移，第四脑室稍受压变窄。颅

脑 MR 增强扫描显示：病灶呈明显不均匀强

化，相邻听神经强化，与病灶分界不清。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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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诊断：神经源性肿瘤，听神经鞘瘤？患儿

按照听神经鞘瘤的经典手术方式，在全麻下

行右乙状窦后入路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诊

断：右桥小脑角区生殖细胞肿瘤，Sa l l4

（+），PLAP（弱+），CD117（+），考虑

精原细胞瘤。术后 3 个月 MR 随访未见肿瘤

复发。 

结论  精原细胞瘤来源于胚胎发育过程中残留

的生殖细胞。发病部位以睾丸最常见，偶见

于前列腺及胸腺等，原发于颅内的精原细胞

瘤十分罕见；而颅内精原细胞瘤好发于中线

部位，如松果体区、鞍上区、丘脑和基底节

区，发生于桥小脑角区的精原细胞瘤极为罕

见，本病例为首次报道。肿瘤可同时压迫或

侵犯面神经、听神经和脑实质，当肿瘤伴有

囊变、坏死、出血及神经侵犯时，其影像学

征象更加复杂。该病易发生脑脊液种植播散

和邻近结构侵犯，但对放疗和化疗十分敏

感，因此，疾病早期的精准诊断至关重要。M

R 成像可清晰显示桥小脑角区肿瘤的本身特

征及邻近解剖结构，结合 DWI、SWI、PWI

等 MR 多模态成像技术及 MR 增强扫描技

术，在诊断与鉴别诊断中仔细观察，并结合

特征性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指标全面分析，可

提高诊断正确率，有效减少漏误诊。对于该

区域的精原细胞瘤以及其他生殖细胞源性肿

瘤，听神经鞘瘤的手术方式乙状窦后入路肿

瘤切除术也可能成为其有效的治疗方案。 

 
 
PO-610 

3.0TSWI 动态评价放射性坏死微出血的价值 
 

邢振 佘德君 杨谢峰 黄欣瑶 陈琦 曹代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 3.0TSWI 在脑胶质瘤放射性坏死

动态变化过程中发现微出血灶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6 例放射性坏死患者影像

资料，所有患者动态随访过程中均行常规 M

R、DWI 和 SWI 检查。分析 T1WI、T2WI、F

LAIR、DWI 和 SWI 在放射性坏死动态变化过

程中发现微出血灶的数目和体积，首次发现

坏死灶定义为组 1，坏死灶缩小或消失定义为

组 2。 

结果  16 例放射性坏死中 14 例发现微出血灶

（87.5%）。组内：SWI 和 DWI 发现微出血

灶的数目和体积与其它序列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SWI 和 DWI 间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组间：SWI 和 DWI 发

现微出血灶的数目和体积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T1WI、T2WI 和 FLAIR 发现微出血

灶的数目和体积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

5）。 

结论  SWI 发现放射性坏死微出血灶优于常规 

MR 和 DWI。SWI 在放射性坏死动态变化过

程中微出血灶的监测有重要价值。 

 
 
PO-611 
A special case report coexisting with intr
acranial meningioma and glioblastoma 
 
Wu Jun,Wang Lu,Xiong Zuojun,Xin Biao,Fan Mingb
o,Xu Hao,Li Jun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 43001

4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is, trea
tment and possible pathogenesis of a specia
l case coexisting with intracranial meningiom
a and glioblastoma.  
Method  The patient received comprehensiv
e treatment, including meanwhile surgery of 
complete full resection for the meningioma tu
mor, at the same time glioblastoma should b
e taken full resection, together with radiother
apy and chemotherapy treatment.     
Results  With meningioma and glioblastoma
 being full cut out, the patients was follow-up 
for six months and had no recurrence postop
eration.  
Conclusion  The ultimate diagnosis of meni
ngioma and glioblastoma must be confirmed 
with integrated date such as clinical inspecti
on, medical imaging and pathological diagno
sis, glioblastomas should take early surgery 
and complete resection of the tumor, togethe
r with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program incl
uding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PO-612 

中枢血管母细胞瘤显微手术治疗（附 26 例分

析） 
 

张峰林 田新华 黄延林 魏峰 杨芳裕 陈锷 李泉清 孙瑾 

康俊龙 林晓宁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回顾性分析、总结中枢血管母细胞瘤的

显微手术治疗疗效，总结手术技巧、试图寻

找降低术后并发症的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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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26 例血管母细胞瘤病人的病历资

料。本组 26 例患者中男 14 例，女 12 例；发

病年龄１7～６8 岁；病程２～9 个月；临床

症状：头痛１６例，呕吐７例，行走不稳１

０例，肢体麻木、疼痛 5 例。病变类型和发

病部位：肿瘤位于小脑半球 20 例，脊髓 5

例，幕上 1 例；囊性结节样肿瘤 22 例，实性

肿瘤 4 例；家族性发病 3 例，诊断为 von 

Hippel-Lindau 综合征；术前均行 CT、ＭＲ

Ｉ检查，其中 10 例行 DSA 检查。26 例均行

显微手术治疗。手术方法：囊性血管母细胞

瘤术中重点寻找并完全瘤结节，囊腔内的液

体放出减压，囊壁不必剥除。暴露瘤结节后

进行荧光造影，切除肿瘤结节后再次荧光造

影对比，切勿肿瘤结节残留，对于实质性肿

瘤手术难度较大，因血运极其丰富，切除时

尽量使整个肿瘤及其供血动脉暴露在视野

中，先阻断动脉血供，术中尽可能沿肿瘤与

正常脑组织之间的胶质增生带逐渐分离、肿

瘤，逐一切断肿瘤供血动脉，同时用电凝小

心烧灼肿瘤表面，使肿瘤的体积缩小，从而

获得更大的手术空间，最后处理回流静脉并

将肿瘤整个切除。在完全阻断肿瘤的供血动

脉及引流静脉之前，勿分块切除肿瘤，否则

将引起难以控制的大出血，影响术野、影响

显微手术操作。 

结果  肿瘤全切除 25 例，次全切除 1 例。颅

内 21 例术后，18 例症状完全消失，3 例症状

好转，脊髓 5 例术后症状均为好转。 

结论  血管母细胞瘤是中枢神经系统良性的血

管性肿瘤，血供丰富，手术风险大，术后并

发症多，是神经外科的难题之一。通过细致

的神经外科显微操作，术前充分的检查，术

中严格控制血供、结合荧光造影技术可以提

高手术切除率，降低术后的并发症，提高手

术疗效。 

 
 
PO-613 

29 例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显微手术治疗体会 
 

张峰林 林晓宁 康俊龙 孙瑾 李泉清 陈锷 杨芳裕 黄延

林 魏峰 田新华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与颈内动脉、视神

经、海绵窦等重要结构的关系密切手术全切

难度大，术后并发症较多，本文回顾性分析

我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 29 例

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治疗情况，总结、并探

讨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显微外科手术中注意

的问题尤其是神经和血管的保护，以及术后

并发症的防治，进一步减少并发症，以提高

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疗效。 

方法  对 29 例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显微外科

治疗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本组 2

9 例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采用经翼点入路对进

行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切除，采用经翼点入路

对观察疗效和并发症，对与手术相关的血管

和神经保护方法、术后围手术管理进行总

结。 

结果  本组共 29 例 Simpson I 级切除 21 例(7

2.4％)，Simpson II 级切除 6 例(20.7％)，Si

mpson III 级切除 2 例(6.9％)，无手术死亡。

术前症状：视力下降或减退 18 例，癫痫发作

6 例，头痛 3 例，外伤 CT 检查发现 2 例。术

后情况视力明显减退或视野缺损的 18 例中，

术后明显好转 16 例，术后动眼神经麻痹 2

例，经积极治疗门诊随诊恢复良好，癫痫发

作 6 例，5 例术后继续抗癫痫治疗无再发作，

其中 1 例术后癫痫持续状态，经过三联抗癫

痫治疗得以控制，头痛 3 例，术后头痛消

失，共 2 例术后颅内感染，经过抗感染治疗

治愈。 

结论  全面的术前检查包括颅脑 CT、CTA、

MRI 平扫增强，视力眼底检查，准确评估，

术中准确控制肿瘤的血供，沿着肿瘤表面的

蛛网膜界面微创分离肿瘤、重点对视神经、

海绵窦、动眼神经、颈内动脉及其分支的保

护，是提高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全切率、术

后神经功能改善恢复和减少手术并发症发生

的关键技术。术后预防癫痫，防治颅内感染

能促进康复、减少住院日。 

 
 
PO-614 

颅内细胞型神经鞘粘液瘤 1 例报告 
 

陈正和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510060 

 

目的  探讨颅内神经鞘粘液瘤（nerve sheath 

myxoma, neurothekeoma）的临床病理特征

及鉴别诊断。 

方法  对一例原发于颅内的细胞型神经鞘粘液

瘤病例的临床特征、病理特征及影像学特征

进行分析，并结合文献复习。 

结果  患者青年女性，因头晕入院，核磁共振

检查提示右顶部大脑镰旁存在一个 30mm*20

mm 占位，强化明显，周围水肿明显。病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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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为细胞型神经鞘粘液瘤，大部分区域为细

长梭形细胞行程，富含粘液样基质，核分裂

罕见。免疫组化为 VIM、S-100 阳性，银染

纤维丰富。 

结论  颅内神经鞘粘液瘤为偶发，与脑膜瘤鉴

别困难。神经鞘粘液瘤来源于施旺细胞和神

经束膜，本例可能是源于大脑镰硬脑膜内的

感觉神经。我们的报道有助于对这种颅内罕

见肿瘤的认识。 

 
 
PO-615 
Technique nuance in surgical manageme
nt of ventral foramen magnum meningio
mas via a far lateral approach 
 
Xiao xinru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Backgroud  Surgical resection of ventral for
amen magnum meningiomas remains a form
idable challenge for neurosurgeons because
 of their deep location and involvement of lo

wer cranial nerve，vertebral artery and its p

erforators.  The most common and severe c
omplication is the postoperative dysfunction 
of the lower cranial nerve. Although there we
re lots of reports on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foramen magnum meningiomas, the techniq
ues in the functional preservation of lower cr
anial nerve still need to be further clarified.  
Objective  In this article, the techniques to a
void postoperative dysfunction of lower crani
al nerve in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the ventr
al foramen magnum meningiomas were des
cribed in detail.  
Method  A “hack stick” shaped skin incision 
was made, starting from the spinous process
 of the fourth cervical vertebra up to 2cm bel
ow the superior nuchal line and curving towa
rd the mastoid process tip. The occipital mus
cle was then detached. A standard suboccipi
tal craniotomy was performed. The vertebral 
artery was elevated from the posterior arch o
f C1. The posterior arch of C1 was removed.
 The internal aspect of the condylar facet wa
s removed. The dura of the posterior fossa w
as opened using a linear incision extending f
rom the margin of the sigmoid sinus to the s
uperior margin of the second cervical vertebr
a. After the tumor was exposed, the entranc
e of surgical corridor should be carefully sele
cted. Usually the area below the entrance of 
vertebral artery was selected as the the first 

entrance of surgical corridor. The tumors wer
e debulked through the first surgical entranc
e. The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mor was deliv
ered downwardly and was removed by piece
meal. If the tumor located above the entranc
e of vertebral artery, the widest part of the tu
mor was selected as the first surgical entran
ce. After the tumor was debulked, the remain
ing tumor was delivered either upward or do
wnward. The dissection of the tumor and the
 brain stem was performed under the arachn
oid membrane and a sharp dissection fashio
n was used.  
Results  From July 2010 to July 2014, 28 ca
se of the anterior type of magnum foramen 
meningiomas were treated surgically in our d
epartment. 27 cases were removed totally. H
oarseness was occurred in 16 cases in the e
arly postoperative period, and recovered tota
lly in 14 cases 3 months after the operation. 
Mild Swallowing dysfunction was occurred in
 3 cases and need a nasogastric feeding in t
he early postoperative period, and recovered
 totally 1 months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oth
er patients take food orally in a few days and
 resume their work in 2 months after operatio
n. No tracheotomy was performed in this seri
es.  
Conclusion  Following the reasonable princi
ple, the anterior type of magnum foramen m
eningiomas could be removed totally without
 serious complications. 
 
 
PO-616 

FHL2 调控 EGFRⅧ参与神经胶质瘤细胞的恶

性转化 
 

孙丽丽 1 虞淑叶 13 兰青 1,2 李明 1,2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实验中心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神经外科 

3.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神经内科 

 

目的  FHL2 全称四个半-LIM 蛋白 2 ，是 FHL

家族成员中的一员。其家族成员的主要特征

是 LIM 结构域，LIM 结构域是两个高度保守

的锌指结构。FHL2 在调节基因表达，细胞存

活和迁移至关重要的作用。FHL2 作为转录共

活化剂参与调节雄激素受体（AR），激活蛋

白-1（AP-1），cAMP 应答元件结合蛋白(CR

EB)等多种蛋白的表达与功能。FHL2 在肿瘤

发生中其功能的发挥主要取决于细胞类型：

在卵巢癌，结肠癌，神经胶质瘤中 FHL2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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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着癌基因的功能参与维持了肿瘤细胞的生

长及维持；在横纹肌肉瘤中，FHL2 发挥着抑

癌基因的功能。我们前期研究结果表明 FHL2

在神经胶质瘤中高表达并发挥着癌基因的活 

性，但其作用机制仍待阐明。 

方法  1 免疫共沉淀的方法检测了 FHL2 与 E

GFRⅧ体外的相互结合；2 免疫荧光检测了在

表达 EGFRⅧ的神经胶质瘤细胞中 FHL2 与

之是否存在共定位；3Lip3000 转染神经胶质

瘤细胞， Westernblot 检测干扰效率及 EGFR

Ⅷ蛋白水平的变化，比较 FHL2 沉默和对照

细胞的增殖、集落生成情况；4 周期及 Annex

inV/7-AAD 凋亡检测 FHL2 沉默在细胞功能学

的影响；5 注射对照和 FHL2 沉默的 U87- EG

FRⅧ至裸鼠皮下，比较它们生成肿瘤的能

力；6Westernblot 方法检测 FHL2 在 Astrocyt

e，LN229VIII，  LN308VIII 细胞中对 EGFR

蛋白表达影响。 

结果  1 神经胶质瘤细胞中 FHL2 与 EGFR 相

互结合，并存在共定位；2 靶向 FHL2 造成细

胞生长减慢并伴有 EGFRⅧ 蛋白表达水平的

降低，过表达 FHL2 能够提高细胞生长并伴

随 EGFRⅧ蛋白表达水平的升高；3 通过周期

检测及凋亡实验发现沉默 FHL2 造成了细胞

周期 s 期阻滞，并伴有细胞凋亡的增多；4 沉

默 FHL2 能明显抑制 U87-EGFRVIII 细胞的裸

鼠皮下成瘤能力并提高裸鼠成瘤率；5 不论在

正常还是过表达 EGFRⅧ的神经胶质瘤细胞

中，FHL2 都在蛋白水平上调控了 EGFR 的

表达。 

结论  在 EGFRⅧ阳性的神经胶质瘤细胞中，

FHL2 与 EGFRⅧ相互结合，沉默 FHL2 在体

外均显著抑制神经胶质瘤细胞增殖和 EGFR

Ⅷ的蛋白表达，其作用结果导致细胞周期 S

期阻滞及凋亡的增多。过表达 FHL2 能够造

成 EGFRⅧ蛋白表达水平的上调。综上 FHL2

通过调控 EGFRⅧ参与神经胶质瘤细胞恶性

转化。 

 
 
PO-617 

HIF-1α、MMP-9 在不同级别脑胶质瘤中的表

达及临床意义 
 

曹培成 

潍坊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 261021 

 

目的  探讨 HIF-1α、MMP-9 在不同级别的胶

质瘤中的表达及意义。  

方法  采用 S-P 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HIF-1α、 

MMP-9 对 60 例不同级别胶质瘤及 9 例正常

脑组织中的表达。 

结果  HIF-1α、MMP-9 的表达在正常脑组织

与星形细胞瘤之间以及不同级别胶质瘤组间

存在显著差异（p<0.05）。HIF-1α、MMP-9

的表达随着肿瘤级别的升高而增高，且各因

子之间在胶质瘤中的表达成正相关，（p<0.0

5，r1=0.841，r2=0.624）； 

结论  HIF-1α、MMP-9 的表达在胶质瘤的侵

袭及恶性进展中起着重要作用。HIF-1α、MM

P-9 的表达可能与胶质瘤患者的预后密切相

关，提示可作为反应胶质瘤恶性程度与预后

的指标。 

 
 
PO-618 

脑胶质瘤组织中血管内皮细胞的异型性的临

床意义 
 

林志雄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目的  探索胶质瘤微血管内皮细胞的不同来源

的临床意义。 

方法  利用系列方法分析脑胶质瘤微血管分

型、血管内皮细胞不同分子标志物与预后、

复发类型及耐药的关系。 

结果  发现脑胶质瘤微血管分类可以作为预测

预后的指标。脑胶质瘤血管内皮细胞的 CXC

L12 表达可以预测切除后复发模式有关。脑

胶质瘤血管内皮细胞上 Notch 信号配体表达

水平可以预测患者预后。不同血管内皮细胞

促进胶质瘤干细胞 抵抗 TMZ 效果不同。 

结论  脑胶质瘤组织中血管内皮细胞的不同分

子表型影响脑胶质瘤预后、耐药及复发模

式。血管内皮细胞分子分型是肿瘤组织分子

病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硬币的另一面。n 内

皮细胞的分子信息易于通过血液获得，也是

对肿瘤组织进行干预的第一道屏障，在临床

转化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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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619 

隐源性脑脓肿合并硬膜下脓肿一例报告及文

献复习  
 

陈爱林 朱卿 王中勇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0 

 

目的  介绍 1 例隐源性脑脓肿合并硬膜下脓肿

致患者脑疝的临床诊治经验并复习文献。 

方法  通过临床表现、影像学资料、手术所见

及术后细菌学培养结果，明确诊断为星座链

球菌感染。结合文献复习，分析误诊原因，

总结临床诊治经验。 

结果  隐源性脑脓肿合并硬膜下脓肿临床罕

见，易误诊为脑肿瘤合并慢性硬膜下血肿，

临床表现以癫痫发作及颅高压症状为主。 

结论  隐源性脑脓肿临床症状不典型，影像学

上无特异性征象，合并硬膜下脓肿的患者预

后极差。  

 
 
PO-620 

中央区脑膜瘤显微手术治疗效果的临床分析

（附 21 例病例分析） 
 

陈西亚 卢建明 成厚明 邱允 鄢建利 程创业 尹江 

武汉市新洲区人民医院 431400 

 

目的  分析中央区脑膜瘤显微手术疗效，提高

中央区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效果  

方法  显微镜下游离并保护中央沟静脉，利用

脑沟等解剖间隙切除中央区脑膜瘤 21 例，其

中，肿瘤主体位于中央沟前方 11 例，位于中

央沟后方 10 例。对比手术前后的感觉和肌力

情况，分析其治疗疗效。  

结果  按照 Simpson 切除分级标准：Ⅰ级切

除 6 例，Ⅱ级切除 15 例。随访 2～24 个月，

对比肌力情况：术前肌力正常的 18 例中，术

后肌力保持正常 12 例，术后即刻下降 2 例，

延迟下降 4 例；术前肌力下降的 3 例中，术

后改善 1 例，无变化 1 例，下降 1 例。对比

感觉情况，术前感觉障碍 15 例，术后改善 9

例，无变化 4，加重 2 例。无死亡病例。  

结论  充分利用脑沟等自然解剖间隙，采用显

微外科技术，尽量避免脑皮质、中央沟静脉

及其他回流静脉的损伤，是提高中央区脑膜

瘤手术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主要

因素。  

   
 

PO-621 

经顶枕纵裂入路切除小脑幕下肿瘤 
 

张华 

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针对小脑幕下肿瘤采用一种新的经顶枕

纵裂小脑幕上入路手术切口进行临床推广。 

方法  患者朝肿瘤侧侧俯卧位，头向肿瘤侧旋 

转 30 度，稍向前倾，采用顶枕部马蹄形切口

开颅，经肿瘤侧纵裂入路，跨上矢状窦打开

顶枕部骨瓣，在导航显微镜下劈开纵裂，导

航至小脑肿瘤对应小脑幕上位置，切开小脑

幕，可见肿瘤组织，在导航显微镜下完全切

除肿瘤，对手术暴露范围、肿瘤切除程度及

术后并发症进行临床总结。 

结果  采用经顶枕纵裂小脑幕上入路，切除小

脑胶质瘤 1 例和小脑转移瘤 1 例，术中肿瘤

显露充分，肿瘤镜下全切率 100％，术后未

出现神经功能损伤，无精神症状，无癫痫发

作，无硬膜下积液，无脑脊液漏，无皮下积

液，术后平均出院时间 1 周。 

结论  与传统枕部正中小脑幕下入路切口相

比，经顶枕纵裂小脑幕上入路能避免窦汇及

横窦大出血、皮下积液发生率低、切口愈合

快，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具体病例，纵裂暴露

范围可进行相应调整，达到切除较大肿瘤所

需的显露范围，对脑组织的损伤小，符合微

侵袭的现代神经外科理念，因此，经顶枕纵

裂小脑幕上入路切除小脑幕下肿瘤有明显的

优势，值得临床推广。 

 
 
PO-622 
Chromosome aber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different histological subtypes in med
ulloblastoma 
 
Wang Xiaoping 
Xiamen Hospital of T.C.M 361001 
 

Objective  Reveals characteristics of chrom
osomal aberrations in medulloblastoma. Rev
eal law and differences of genomic imbalanc
es between different histological subtypes in 
medulloblastoma.  
Methods  We selected 10 typical paraffin sa
mples (two of each subtype) of MBs cases in
 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0 
to December 2010, according with the classif
ication criteria of 2007 WHO medulloblastom
a, and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y characte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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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 neuroimaging data, immunohistochemic
al staining, and Reticulin dyeing method.  Us
ing microdissection to select the best organiz
ation area, extract the DNA, and then condu
cting array-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
n (array-CGH) experiments.  
Results  (1) The dominating chromosomal a
berrations in medulloblastoma are the loss of
 8p, 9p, 9q, 10q, 17p and the gain of 7q, 8q, 
17q. (2) The law and difference of the geno
mic imbalances between the different histolo

gical subtypes:①Chromosome 9 and 17 can

 be seen to change in all histological subtype

s;②The 1p loss only existed in the CMB, whi

le the 5p deletion existed only in the ENMB, 
what might indicate good prognosis in patien
ts; 16q absence only existed in the AMB, whi
le 13q gain existed only in the LCMB, what 
might indicate poor prognosis in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clinical features, biologic
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were differe
nt in five different histological subtypes of me
dulloblastoma. And there were visible tumor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ics. 
 
 
PO-623 
The transzygomatic subtemporal interdur
al approach to trigeminal schwannomas -
An Anatomic Description and Clinical Ap
plications 
 
Luo Zhengxiang 
nanjing brai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cial un
iversity 210029 
 

Objective  Successful resection of trigemina
l schwannomas via a transzygomatic subtem
poral interdural approach requires an unders
tanding of both the anatomy related to the bo
ne dissection of the petrous apex (Kawase’s 
triangle or quadrilateral) and meningeal anat
omy. We studied the meningeal anatomy rel
ated to this approach and describe the dural 
incisions and stepwise mobilization.  
Methods  Meningeal anatomy around Meck
el’s cave and porus trigeminus was examine
d during the subtemporal interdural anterior t
ranspetrosal approach in both sides of 15 ca
daveric heads. Histological study of the Mec
kel’s cave region was performed in two cada
veric heads.  
Results  The Gasserian ganglion and trigem
inal roots have two layers of dura propria on 

their dorsolateral surface: an inner layer from
 the posterior fossa dura propria that constitu
tes the dorsolateral wall of Meckel’s cave an
d an outer layer from the dura propria of the 
middle fossa. The cleavage plane between t
hese two layers continues distally as the cle
avage plane between the epineural sheaths 
of the trigeminal divisions and the dura propr
ia of the middle fossa. This cleavage plane s
erves as the anatomic landmark for the inter
dural exposure of the contents of Meckel’s c
ave. The superior petrosal sinus is sectioned
 at the medial aspect of Kawase’s triangle an
d reflected along with the porus trigeminus r
oof.  
Conclusion  Understanding the critical meni
ngeal architecture in and around Meckel’s ca
ve allows experienced cranial neurosurgeon
s to develop a subtemporal interdural approa
ch to dumbbell-shaped trigeminal schwanno
mas that effectively converts a multiple-com
partment tumor into a single-compartment tu
mor. Dural incisions and stepwise mobilizatio
n complements our previous description of th
e bony dissection for this approach.  
 
 
PO-624 

颅颈交界区腹侧脑膜瘤的手术策略与方法探

讨 
 

车晓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神经外科 200040 

 

目的  针对颅颈交界腹侧脑膜瘤手术处理的困

难问题，探讨相关的手术策略、方法和技

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作者 2000 年 7 月至 2016

年 4 月完成的 69 例颅颈交界区腹侧脑膜瘤手

术病例，总结远外侧入路应用的优点，以及

枕骨髁磨除、椎动脉保护、颅神经和脑干处

理等方面的体会与经验。  

结果  本组肿瘤基本类类球形，直径 2~3cm9

例，3~4cm33 例，4~5cm27 例；16 例质地

软，53 例韧，其中 13 例偏硬、类橡皮状；1

7 例后组颅神经被包绕，15 例舌下神经被包

绕；42 例（侧）VA 入颅即被部分或完全包

绕；9 例 VA 及其发出的 PICA 被部分或完全

包绕；5 例 PICA 被部分包绕；69 例患者术

中磨除 OC 长度 7~10mm 不等；所有病例均

经组织病理诊断为脑膜瘤；64 例患者肿瘤全

切除（SIMPSON Π 级），5 例次全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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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患者声嘶（16/26）、胸部索带感（22/2

9）、肢体无力（10/14）、肢体僵硬（11/1

4）吞咽呛咳（7/19），较术前改善；5 例患

者术后吞咽呛咳加重，3 例声嘶加重，4 例偏

瘫加重，1 例死于重症肺炎；54 例获临床和

MRI 随访，随访 2~66 个月，平均 33 月；5

例手术致吞咽呛咳患者，2 例康复；55 例患

者生活自理，部分恢复工作；54 例 MRI 复查

未见肿瘤残留和复发，2 例（次全切）提示肿

瘤复发，1 例拒绝再次手术，1 例失访。  

结论  远外侧入路可以较好暴露颅颈交界腹侧

脑膜瘤，可以缩短手术路径，直接处理肿瘤

基底，避免牵拉脑干。适当的枕骨髁磨除可

以增大手术视角。采用合理的方法和技巧利

于椎动脉的保护。颅压的控制与蛛网膜界面

的处理能够减少颅神经与脑干的影响。采用

合理的策略和方法，颅颈交界区脑膜瘤可以

取得良好的手术疗效。 

 
 
PO-625 

神经电生理检测辅助下行听神经瘤切除术面

神经保护疗效分析 
 

韩国胜 王来兴 

上海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探讨神经电生理检测保护下及传统显微

手术治疗听神经瘤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显微手

术切除 98 例听神经瘤（直径〉2 cm），患者

在电生理监测下及无检测下采用枕下乙状窦

后入路显微手术切除,术后对肿瘤切除程度及

面神经功能进行随防。 

结果  电生理检测下组 42 例患者中，肿瘤全

切及近全切除 36 例（占 85.7%）、次全切 5

例（占 14.3%）;术中解剖保留面神经 39 例

（92.8%）,肿瘤切除后 1 年复查，面神经功

能Ⅰ～Ⅱ级 37 例（88%）,Ⅲ～Ⅳ级 3 例（7.

1%）,Ⅵ～Ⅴ级 2 例（4.9%）。传统手术组 5

6 例患者中，肿瘤全切及近全切除 46 例（占

82.1%）、次全切 6 例（占 17.9%）;术中解

剖保留面神经 49 例（87.5%）,肿瘤切除后 1

年复查，面神经功能Ⅰ～Ⅱ级 39 例（69.

6%）,Ⅲ～Ⅳ级 11 例（19.6%）,Ⅵ～Ⅴ级 6

例（10.8%）。术后所有病人随访 3~24 月,发

生皮下积液者 3 例,长期昏迷 1 例,无死亡病

例。 

结论  电生理监测可提高听神经瘤的全切除率

及面神经的功能 

 
 
PO-626 
Rosai-Dorfman Disease Primarily Involve
d i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ree Cases
 Report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Luo Zhengxiang 
Nanjing Brai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cial u
niversity 210029 
 

Rosai-Dorfman disease(RDD),also known as
 sinus histiocytosis with massive lymphaden
opathy(SHML),is an idiopathic histiocytic dis
order of lymphnode and extranodal sites.RD
D primarily involved in Central Nervous Syst
em without nodal involvement is rare.Preope
rative diagnosis of intracranial RDD is signifi
cantly difficult due to resembles meningioma
 in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features.Histology
 is needed for the definitive diagnosis.We re
port three patients with RDD primary to the c
enter nerve system(CNS) in the absence of 
other sites of involvement. 
 
 
PO-627 
Navigation-Guided Correction of Cranio-
Orbital-Facial Fibrous Dysplasia 
 
Wu Yiqun 
Shanghai 9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11 
 

Background  Fibrous dysplasia is a benin
g and uncommon disease. The incidence of 
FB is between 1:4,000~10,000. It often occu
rs in children and teenagers. And may appea
rs progressive. In 10~27% of monostotic cas
es the lesion is located of Skull involved. But
 in all  polystotic cases skull are involved by t
he lesions . Not only the cosmetic problem b
ut the nerofuction will present in these cases. 
Method and Material  In this series of cases
 we use a surgical navigation system for obt
ain the precise resection and excellent recon
struction. A series of 20 cases was treated fr
om 2005~2015. The age is 14+/-2.5 year old
 in average. Exopthalmos presented in all ca
ses including 5 cases of visual defect. No en
docrine and skin disorder was found in this s
eries of cases. The diagnoses was demonstr
ated by CT and MRI imaging. Polyostotic lesi
on was found in 13 cases versus monstotic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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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on in 7 cases. A Five steps Surgical Proc
edure is applied in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all cases.  
Result  Total resection of the lesion was ach
ieved in all cease under the guiding of surgic
al navigation system and involved cranial ner
ve was decompressed successfully. A tailer-
made implant reconstructed the defect of sk
ull bone also under the navigation guiding. A
nd the cosmetic deformity was precisely corr
ected. No complication and mortality.  Concl
usion: Navigation-guided correction of crania
l-orbital-facial fibrous dysplasia shows great 
value in improving the accuracy and reducin
g operation risk and restoring facial symmetr
y. 
 
 
PO-628 

脑转移瘤的伽玛刀治疗 
 

李泉清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伽玛刀治疗脑转移瘤的方法和疗

效。 

方法  MASEP 伽玛刀治疗 35 例脑转移瘤 ,平 

均病灶 5 个。3 个及以下的病灶一般仅需行伽

马刀治疗；3-10 个病灶，如各肿瘤体积小，

位置集中，能够一次全部伽马刀治疗，则无

需行放疗；如有部分肿瘤无法伽马刀治疗，

则需加放疗。10 个以上病灶，根据具体情况

选择重点治疗病灶，并结合全脑放疗。 

结果  随访 3 ～ 24 个月, 平均存活期 15 个

月。2-4 周症状能明显缓解，3 个月肿瘤均有

明显缩小。 

结论  伽玛刀是治疗脑转移瘤安全和有效的治

疗方法，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

患者生存期。 

 
 
PO-629 

侧脑室侧三角区脑膜瘤的诊断和显微手术治

疗 
 

刘羽 叶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探讨侧脑室三角区脑膜瘤的临床特点、

诊断以及显微手术治疗方法，以提高对其的

诊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两年来我院经显微手术治 

疗的 16 例侧脑室三角区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 

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本组患者均通过显微手术治疗达到肿瘤

全切除。无手术死亡病例，术后患者头痛头

晕、恶心呕吐症状均明显改善，术后发生失

语者 1 例（主要表现为命名性失语），术后

给予脱水治疗后有所改善，考虑为术后脑组

织水肿所致，对侧肢体肌力稍减弱伴有酸麻

感 1 例，出院时均恢复良好例。术后病理：

纤维型 11 例，上皮型 3 例，混合型 1 例，血

管型 1 例。 

结论  术前依赖 CT 及磁共振成像检查有助于

提示肿瘤性质、部位、大小、质地、与供血

血管关系，选择适合的手术入路。本组病例

均采取颞顶枕部马蹄形切口开颅，避开功能

区 ( 如角回、缘上回、视辐射及优势半球颞上

回后部 )，通常选择角回后方皮质入路，可最

大程度避免失语、偏盲等并发症的发生率。

亦可通过术中彩超辅助定位选取非功能区最

短径入路。术中根据肿瘤的大小、质地及活

动度来决定完整切除还是分块切除（一般小

于 3cm，活动度大，明显钙化的肿瘤可行完

整切除），对脉络丛来源的供血动脉（脉络

膜前/后动脉分支）及肿瘤的引流静脉的处理

是减少术中大出血的关键。脑室内脑膜瘤起

源于脉络丛组织，三角区的脑膜瘤大多处于

侧脑室体部、后角及下角来源的三簇脉络丛

的交汇处。我们的体会是优先阻断侧脑室下

角来源的脉络丛血供，可使得瘤体变软，活

动度增大有利于肿瘤的翻转，分块切除肿

瘤，向后逐步显露后角来源的脉络丛血管并

将其阻断，最后处理来自体部的脉络丛血

管，这时大部分肿瘤已被切除，残余瘤体小

且活动度大，显露较为清楚，有利于保护大

脑内静脉、丘脑纹静脉及脉络膜前动脉等重

要结构。当肿瘤较大时可先行脑室外引流，

压力减低后更有利于肿瘤及脉络丛血管的暴

露。术中操作需轻柔，避免过度牵拉导致血

管破裂出血或损伤毗邻的重要结构。做到全

切肿瘤的同时，保护正常神经功能及重要血

管，以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PO-630 
Resection of Trigeminal Schwannomas A
rising  Cavenous Sinous and Pterygopala
tine Fossa with TranS-Zygomatic Transcr
anial Approach 
 
Wu Y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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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9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11 
 

Background  Schwannomas of Pterygopala
tine Fossa are the benign tumors that mostly
 arise from trigeminal nerve. The tumormight
 protrude into middle cranial fossa and even 
the cavernous sinus.  Several approaches s
uch as tranS-mandibular ramus, tranS-maxill
ar and transnasal endoscopy can access to t
his region but their limitations are also obvio
usly. We present a series of 21 cases of sch
wannomasarising pterygopalatine fossa that 
removed with tranS-zygomatic transcranial a
pproach.  
Method  In this series of cases, the average 
age of patients is 42.4 years old with 9 male
s versus 12 females. And the diagnosis was 
demonstrated by CT and MRI scanning. Pre
operative needle puncture biopsy pathologic
al studies were obtained. All procedures appl
ied trans zygomatic and transcranial extradu
ral and the mandibular and facial nerve wer
e kept intact.   
Result  The total tumor remove was archive
d in all cases including the cases that tumors
 protruding into the cavernous sinus. The fun
ction of facial nerve and mendibular were full
y preserved. And the trigeminal nerve was a
natomical preserved successfully in near fifty
percent of patients (9/21). No complication w
as found in our limited experience.   
Conclusion  Although it has remaining a littl
e bit risk in the surgical procedure with crani
otomy,  the trans zygomatic and transcrania
l extradural approach applied to resection of 
pterygopalatine fossa schwannoma presente
d its own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other s
urgical approach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le
sion was sufficient even with the giant tumor 
lower down to the level of parotid gland so a
s to accessing to cavernous sinus and prese
rving the trigeminal nerve and its branches. I
t also can avoid injuring the mandibular or m
axillar bone structure and facial nerve. And t
he procedure meets the patient’s concern of 
cosmetic well as the incision is hided mostly 
in hair. 
 
 
PO-631 

CD133+的胶质瘤干细胞与肿瘤血管形成和迁

移侵袭的关系研究 
 

于圣平 杨学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70 

 

目的 探讨 CD133+的胶质瘤干细胞在胶质瘤

血管形成及肿瘤细胞迁移侵袭中的作用  

方法 干细胞培养基和免疫磁珠分选法获得 C6

细胞来源的 CD133+细胞和 CD133-细胞，迁

移实验、侵袭实验检测 CD133+细胞和 CD13

3-细胞的运动能力，建立 CD133+细胞 SD 大

鼠耳朵模型观察胶质瘤干细胞生成肿瘤及与

肿瘤血管形成的情况，免疫组化染色研究不

同生长阶段移植瘤中干细胞的分布与血管的

关系。Western blot 法检测各生长阶段肿瘤中

CD133 蛋白的表达情况。建立 SD 大鼠 C6

细胞原位颅内模型，干细胞标志物标记干细

胞、勒克司坚牢蓝染色白质纤维束，观察干

细胞与血管和纤维束的位置关系。 

结果 成功分离和鉴定了 C6 细胞来源的 CD13

3+细胞，并建立了 SD 大鼠颅内和耳朵模型

可以实时动态的观察干细胞参与血管形成和

血管的位置关系，随着肿瘤的生长，CD133+

细胞开始趋向于微血管，肿瘤生长的后期 CD

133+细胞在血管周成簇分布，沿着纤维束排

列，细胞极性和白质纤维束走向一致。Weste

rn blot 检测不同时期肿瘤中的 CD133 蛋白表

达量的吸光度值分别为 0.208±0.004、0.282±

0.003、0.360±0.004、0.564±0.004、0.756±

0.004，各区域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体外

迁移侵袭实验提示 CD133+细胞比 CD133-细

胞侵袭能力强，（t=14.5,p<0.005）。 

结论 胶质瘤干细胞比非干细胞更易形成肿瘤

及参与肿瘤血管的形成，分布于血管周和白

质纤维束，CD133+细胞比 CD133-细胞侵袭

能力强，并沿着血管和白质纤维束向远处迁

移侵袭。 

 
 
PO-632 

垂体腺瘤的伽玛刀治疗 
 

李泉清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伽玛刀治疗垂体腺瘤的方法和疗

效。 

方法 MASEP 伽玛刀治疗 25 例垂体腺瘤 。肿

瘤体积大，对视神经明显压迫者先行经蝶手

术。部分术后残留仍较大，患者不愿再行手

术者，分次伽马刀 治疗。 

结果 随访 10～ 24 个月, 每半年复查垂体磁共

振，复查垂体激素全部。有功能性垂体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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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血 PRL、Gh 等均有不同程度下降。无肿

瘤增长病例，70％病例肿瘤体积有不同程度

的缩小。全组病人无视力下降、垂体功能下

降等并发症, 无死亡。 

结论 伽玛刀是治疗垂体腺瘤的安全和有效的

治疗方法，能够明显降低激素分泌，缩小肿

瘤体积。 

 
 
PO-633 

高热疗法增强 5-ALA 介导声动力疗法诱导人

脑胶质瘤细胞凋亡 
 

鞠东辉 胡韶山 李波 高万龙 丛大忞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神经胶质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脑肿

瘤，具有增殖迅速、侵袭性强、预后不良等

特点，尤其是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中位生存

期仅有 14.7-16 个月。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声

动力疗法（SDT）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抗肿瘤

潜力，同时高热疗法（HT）也已经被证明是

一个很有前途的癌症治疗方法。但是我们目

前仍不清楚 HT 联合 SDT 是否会发挥更强大

的抗肿瘤效果，因此很有必要研究二者联合 

抗肿瘤的效应以及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胶质瘤细胞系 SNB19、 U87

MG 和 U251 等，分别给予 HT、SDT 及 SDT

联合 HT 处理。应用光学显微镜观察胶质瘤细

胞的形态学变化，阿尔玛蓝实验和平板细胞

克隆形成实验评估肿瘤细胞增殖能力，流式

细胞术分析细胞周期、细胞凋亡率、线粒体

膜电位（MMP）和细胞内活性氧簇（ROS）

的生成情况。同时，应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

测细胞增殖、凋亡等相关蛋白表达情况，以

便探究 SDT 联合 HT 治疗胶质瘤的可能作用

机制。 

结果  在体外实验中，HT 明显促进了 5-ALA-

SDT 介导细胞内 ROS 生成增多，同时 HT 也

促进 SDT 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且与 5-ALA

浓度、超声照射时间和 HT 温度呈正相关，并

且伴随细胞活力下降的典型形态学变化。而

且，较低剂量（42℃作用 15 分钟）的 HT 可

明显促进由 SDT 引起的细胞周期 G0/G1 期阻

滞、MMP 下降以及细胞凋亡率增加。此外，

western blot 结果证实 HT 增强 SDT 上调细胞

凋亡相关蛋白 cleaved caspase-3、-8、-9 和

胞浆内细胞色素 C 表达。更重要的是，HT 促

进了 SDT 上调内源性凋亡途径中关键基因 B

ax、Noxa 蛋白表达、下调 bcl-2 蛋白表达，

而单独 HT 组却没有类似变化。 

结论  HT 可显著增强 5-ALA-SDT 的抗肿瘤作

用，SDT 联合 HT 通过由线粒体介导的内源

性凋亡信号途径而发挥抑制 GBM 增殖的作

用。SDT 联合 HT 疗法是一个崭新的具有潜

力的胶质瘤治疗方法。 

 
 
PO-634 
Possibilities and potential roles of Gfi1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roliferation glioma f
ormation 
 
Huang Huiyong 

福建省厦门市中医院神经外科 361000 

 

Glioblastoma Multiform (GBM) is a major ad
ult brain tumor with relatively poor prognosis 
and high mortality. Although temozolomide(T
MZ)-based chemotherapy following neurosur
gery and radiotherapy, which has been sugg
ested as first-line therapeutic modality, is pro
ved to effectively prolong the overall survival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no
t all the patients can actually benefit from it b
ecause of drug-resistance. Even patients wit
h TMZ-sensitive GBM may become resistant,
 which is resulted partly from the revivificatio
n of DNA repair enzyme O(6)-methylguanine
-DNA-methyltransferase (MGMT) and thus c
annot evade eventual recurrence. Cellular ac
tivity of MGMT is the most important determi
nant of TMZ-resistance. However, some pati
ents with low activated MGMT also have TM
Z-resistance. HOXA9, one of the 39 Class I 
homeobox genes, whose aberrant expressio
n is a marker of poor prognosis, gradually in
creases with histologic malignant progressio
n, shorter time to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fr
ee progression survival (FPS) in glioma patie
nts, which further supports for an oncogenic 
role of HOXA9 in gliomas. HOXA9-PI3K sign
aling pathway, independent of MGMT promo
ter methylation status, was proved the import
ant mechanism in GBM. Growth factor indep
endent-1 (Gfi1) DNA binding sites can overla
p in close proximity to HOXA9 promoter thro
ugh the “AATC” versus “GATT” core sequen
ce, and then competed or inhibited the expre
ssion of HOXA9 induces different transcriptio
nal outcomes, which gives us a new directio
n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a
rgeted therapy of malignant gli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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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635 

NBCA 胶栓塞脑膜瘤后的病理改变与时间的

关系 
 

韩国胜 王来兴 

上海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脑膜瘤术前栓塞，可减少肿瘤切除术中

出血，提高手术全切率，降低手术并发症，

对脑膜瘤的手术治疗具有确切的辅助作用. 

方法  我科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

初步诊断为脑膜瘤的患者，全脑血管造影显

示双重血供，且颈外系统占≥25%以上，经 N

BCA 胶栓塞颈外系统的血供，并栓塞成功；

患者共 18 例，其中男 7 例，女 11 例，年龄

28-68 岁，平均 39.5 岁。 

结果  观测脑膜瘤栓塞后不同时间点的病理组

织学变化，发现栓塞后至手术之间的时间间

隔和组织学改变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坏死的

发生出现在栓塞后第 3 天及其以后组内，随

着间隔时间延长，坏死程度逐渐加剧，在栓

塞的肿瘤内可见到胶的滞留；在栓塞后第 14

天，肿瘤栓塞区域的坏死、出血等改变同第 1

0 天组的变化程度类似；在栓塞后第 14 天，

脑膜瘤未被栓塞区域也出现了肿瘤坏死的改

变。 

结论  脑膜瘤栓塞后，不仅减少了血供，而且

可改变肿瘤的病理特征，使肿瘤发生坏死等

改变，改变了肿瘤的质地。 

 
 
PO-636 

经胼胝体入路切除侵入三脑室内颅咽管瘤 
 

王向宇 项永生 杨骏保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2 

 

目的  探讨经胼胝体入路切除侵入三脑室内的

颅咽管瘤临床应用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2 年 6 月—2015

年 10 月期间经胼胝体入路切除侵入三脑室内

颅咽管瘤病例，一般资料：本组共 49 例，男 

28 例, 女 21 例，年龄跨度 8-73 岁 ，平均 29.

7 岁 病程 16d-4ys，平均 11 月；术前脑积水

27 例，认知功能障碍 31 例，视力及视野障

碍 14 例，尿崩 13 例，自主神经功能失衡 5 

例，垂体功能下降 3 例。影像表现：29 例位

于鞍上及三脑室内；11 例位于鞍内、鞍上及

三脑室内；另有 9 例仅仅位于三脑室内。平

均直径 3.6cm,囊性 37，囊实性 19，实性 3

例。手术体位及入路：斜仰卧位 32 例，仰卧

位 17 例。经胼胝体-侧脑室-室间孔入路 11

例，经胼胝体-透明隔-穹窿间入路 25 例，结

合经胼胝体-室间孔和穹窿带入路 13 例。比

较术前与术后一个月格拉斯哥结局评分，术

前与术后一个月 Rancho Los Amigos scale

认知功能分级改变，比较三种经胼胝体入

路：经胼胝体-侧脑室-室间孔入路（A 入路）;

 经胼胝体-透明隔-穹窿间入路（B 入路）;  联

合经胼胝体-室间孔和穹窿带入路（C 入路）

肿瘤全切除率。 

结果  患者术后格拉斯哥结局评分改善(p<0.0

5),除一例外患者均恢复自主生活能力。手术

前后 Rancho Los Amigos scale 认知功能分

级有统计学差异 P<0.05,术后患者 Rancho Lo

s Amigos scale 认知功能分级较术前改善。

三种经胼胝体入路肿瘤全切率比较：经胼胝

体-透明隔-穹窿间入路与联合经胼胝体-室间

孔和穹窿带入路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

5）,二者分别与经胼胝体-侧脑室-室间孔入路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经胼胝体-侧脑室-

室间孔入路全切率低。 

结论  采用胼胝体-透明隔-穹窿间入路与联合

经胼胝体-室间孔和穹窿带入路切除侵入三脑

室内颅咽管瘤全切除率高，术后认知功能改

善，患者生存质量高。 

 
 
PO-637 

立体定向放疗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恶性胶质

瘤的疗效分析 
 

赵明 傅相平 张志文 王晓朋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100037 

 

目的  回顾我科使用立体定向放疗联合贝伐珠

单抗注射液治疗恶性脑胶质瘤患者的疗效及

并发症，明确抗血管治疗与放疗对恶性脑胶

质瘤的作用。 

方法  我科自 2012 年 1 月开始使用立体定向

放疗联合贝伐珠单抗注射液治疗脑恶性胶质

细胞瘤，已治疗恶性脑胶质瘤患者 56 例，随

访患者 37 例，随访率 66%。男性 27 人，女

性 10 人。年龄 8-84 岁，平均年龄 54.5 岁。

病理类型包括星形细胞瘤（WHO III 级）8

例，间变少突胶质细胞瘤（WHO III 级）4

例，胶质母细胞瘤 14 例，胶质肉瘤 1 例，单

发肿瘤 25 例，多发性胶质瘤 2 例。贝伐珠单

抗注射液按照 5mg/Kg 进行静脉注射，每月

给药 1 次，连续给药不超过 3 次。使用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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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每月复查核磁共振明确肿瘤控制情况。利

用核磁 T2 及 Flair 相肿瘤体积，用多田公式

估算脑水肿体积，计算对比使用前后水肿体

积变化。 

结果  37 例患者定期随访，中位无进展生存期

为 10.5 月，中位总生存期为 16.8 月。贝伐珠

单抗对于肿瘤引起的脑水肿效果明显，显效

（水肿体积缩小 50%以上）：5 例（13.

5%），有效（水肿体积缩小 20-50%）：20

例（54.1%），稳定（水肿体积变化 20 以

内）：12 例（32.4%），恶化（水肿体积增

加 20%以上）：0 例（0.0%），总有效率 67.

6%。贝伐单抗所致不良反应有高血压（21.

6%）、蛋白尿（2.7%）、颅内出血（2.

7%） 

结论  立体定向放疗联合贝伐珠单抗可显著缓

解恶性脑胶质瘤患者瘤周水肿，改善患者生

存治疗和生存时间。目前基础研究提示抗血

管生成治疗存在促进肿瘤细胞恶性转化和转

移的风险，但临床上取得明显临床效果。恶

性脑胶质瘤的抗血管生成治疗仍需要进一步

探索。 

 
 
PO-638 

颅底部位脊索瘤手术入路探讨 
 

钱海鹏 李学记 万经海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探讨颅底部位脊索瘤的手术入路选择。 

方法  回顾收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神经

外科自 2007 年 3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收治

的脊索瘤患者的手术记录及住院病例，共有 2

3 位患者接受肿瘤切除手术总计 36 次，其中

男性患者 12 人，女性患者 11 人，年龄 20～

69 岁。接受 4 次手术患者 2 人，接受 3 次手

术患者 1 人，接受 2 次手术患者 5 人，接受 1

次手术患者 15 人。患者术前经行增强磁共振

及 CT 三维重建加骨窗扫描检查，以确定肿瘤

部位和侵及范围。其中术前肿瘤主体位于鞍

区、鞍上的 3 例，蝶窦、上斜坡 19 例，下斜

坡 5 例，寰枕交界、上颈椎 3 例，中颅底、

海绵窦 2 例，翼腭窝、咽旁间隙 2 例，颈静

脉孔 1 例，三脑室 1 例。根据部位个体化选

用手术入路 

结果  在 36 次手术中：肿瘤全切除 13 例，近

全切除 14 例，大部分切除 9 例。上颌骨翻转

5 例全切除；改良翼点入路 2 例全切除、1 例

近全切除、1 例大部分切除；颈前入路 1 例近

全切除、2 例大部分切除；经口咽入路 2 例近

全切除；经胼胝体穹隆间 1 例大部分切除；

经鼻蝶显微镜 2 例近全切除；颅颈联合入路 1

例近全切除；颈后正中入路 1 例近全切除；

经口内镜 1 例近全切除、1 例大部分切除；口

鼻联合内镜 1 例全切除；经鼻内镜 4 例全切

除、5 例近全切除、4 例大部分切除；经鼻上

颌窦联合内镜 1 例全切除。手术并发症包

括：面瘫 1 例，动眼神经麻痹 1 例，声音嘶

哑 2 例，吞咽困难 1 例，舌下神经麻痹 1

例，皮下积液 1 例，尿崩症 2 例，持续高热 3

例，缄默 1 例，脑脊液鼻漏 1 例，鼻出血 1

例，腭漏 1 例，脑梗塞 1 例，肺部感染 1

例。23 位患者，失访 3 例，随访 6 个月～7

年，死亡 3 例，无进展 8 例，9 例肿瘤进展，

带瘤生存。 

结论  脊索瘤为低度恶性肿瘤，颅底区发病率

较高，手术为首选治疗，切除程度决定患者

的预后。颅底区脊索瘤解剖及形态复杂，个

体化差异大，没有固定入路、术式可循，应

重点根据解剖部位，结合瘤体质地、血供、

既往治疗等综合考虑，选择合适术式，力争

在确保安全情况下最大限度切除肿瘤。 

 
 
PO-639 

FOXO1 在胶质母细胞瘤细胞间质转化中的作

用研究 
 

陈超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胶质母细胞瘤（GBM）间质转化与肿瘤

复发以及患者不良预后密切相关。本研究拟

探讨 FOXO1 基因在胶质瘤细胞中胶质-间质

转化（g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GMT）

中的作用。 

方法  构建 FOXO1 过表达和敲除的质粒，并

在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系 U251 和 U373 中建立

稳转株。通过细胞学实验分析 FOXO1 对胶质

母细胞瘤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通过荧光

定量 PCR 和蛋白免疫印迹分析分析 GMT 相

关分子标记物表达水平改变。 

结果  在 U251 和 U373 细胞系中，随着 FOX

O1 表达水平的增高/降低，细胞的粘附能力、

迁移能力、侵袭能力以及化疗耐药性显著减

弱/提高。CD133 是胶质瘤干细胞表面分子标

记物，而 CD133 表达水平与 FOXO1 的表达

呈显著负相关性。针对 GMT 相关分子标记物

的研究显示，FOXO1 表达水平的增高/降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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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 E-Cadherin 表达水平增高/降低，而 CD

44、N-cadherin、Vimentin 和 YKL-40 表达

显则正好相反。 

结论  FOXO1 参与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的胶质-

间质转化过程的负性调控。 

 
 
PO-640 

儿童后颅窝脑膜瘤一例及文献复习 
 

巴华君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病史简介 

患儿，女，3 岁 8 月。因“头痛伴呕吐半月。”

入院。 

患儿于半月前出现头痛，为间歇性钝痛；无

规律，伴恶心、呕吐 1 次，量不多，非喷射

性，呕吐物为胃内容物，无肢体乏力，无共

济失调、步态障碍、眩晕、眼球震颤。近来

症状逐渐加重，遂至平阳县第二人民医院查

CT 提示左侧小脑半球占位性病变，为进一步

诊治来我院。门诊以“小脑占位：小脑肿瘤？”

收入我科。 

入院查体：脉搏 98 次/分，呼吸 20 次/分，血 

压 98/62mmHg，体温 36.8℃，神志清，精神

可，对答切题，记忆力、计算力、定向力正

常，嗅觉正常，视力正常，两瞳孔等大，直

径约 3mm，对光反射灵敏，眼球活动良好，

面部痛觉正常，咬肌、颞肌两侧对称有力，

两侧额纹对称，鼻唇沟对称，听力粗测正

常，进食无呛咳，声音无嘶哑，耸肩及转颈

两侧对称有力，伸舌居中，四肢肌张力正

常，肌力 5 级，全身痛触觉正常，腹壁反射

(++)，肱二头肌腱、膝腱反射(++)，颈软，克

氏征(-)，布氏征(-)，两侧巴氏征(-)。 

2015 年 10 月 05 日 平阳县第二人民医院查 C

T 示：左侧小脑半球占位性病变。 

 
 
PO-641 
Regulation of Rap2a by the ubiquitin liga
se Nedd4-1 controls glioma migration an
d invasion 
 

杨 修 

厦门市中医院 361000 

 

Gliomas are the most frequent and aggressi
ve malignant tumor. Protein ubiquitination is 
carried out by the ubiquitination enzymes E1,

 E2, and E3, each of which has specific targ
et proteins. targeting ubiquitination system m
ay become a new strategy for treatment of c
ancer, and Nedd4-1 is one of the hot spots i
n recent years. Nedd4-1 as a oncogene targ
ets PTEN and promotes its degradation by t
he ubiquitin proteasome system. Rap is the 
closest homolog of the small G protein Ras a
nd plays a variety of biological functions in h
uman cells, such as signal transduction, cell 
migration, and cell proliferation. The ubiquitin
ation of Rap2a by Nedd4-1 in glioma is not cl
ear, we hypothesize that the ubiquitination of
 Rap2a by ubiquitin ligase Nedd4-1 regulate
s glioma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ove all, t
he study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experimen
ts to i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role in glioma. 
 
 
PO-642 
Histologic study of microcirculation patte
rns in human glioblastoma 
 
Chen Yinsh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510060 
 

Introduction  Glioblastoma is one of the mo
st angiogenic human tumors and characteriz
ed by microvascular proliferations. A better u
nderstanding of glioblastoma vasculature is 
needed to optimize anti-angiogenic therapy t
hat has shown a promising but incomplet effi
cacy. Vasculogenic mimicry (VM) is known a
s non-endothelial tumor cell-lined microvasc
ular channels in aggressive tumors, which m
ay function as blood supply networks.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observation of 
microcirculation patterns in glioblastoma, we 
examined 80 clinical glioblastoma samples a
nd 20 glioma xenograft samples by immunoh
istochemistry (CD34 and periodic acid-Schiff)
 and immunofluorescence (CD34 and GFAP)
 dual staining.  
Results  We found there were four types of 
microcirculation pattern in human glioblasto
mas: endothelium dependent vessels, tumor 
cell dependent vessels,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dependent vessels, and mosaic vess
els. We confirmed subsequently that these f
our types of blood supply sources for tumors
 also exist in xenograft model glioblastomas. 
Conclusions  Here, we described and sorte
d the microcirculation pattern in human gliobl
astomas systematically according to histolog
ic evidences and open a new perspective for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399 

 

 the anti-vascular treatment strategy. 
 
 
PO-643 

高热疗法促进 5-ALA 介导声动力疗法抑制人

脑胶质瘤细胞侵袭与迁移 
 

胡韶山 鞠东辉 李波 丛大忞 高万龙 李永哲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150086 

 

目的  神经胶质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脑肿

瘤，具有侵袭性强、增殖迅速等特点。目前

有大量研究表明声动力疗法（SDT）具有广

泛的抗癌作用，同时高热疗法（HT）也已经

被证明是一个颇有前景的癌症治疗方法。但

是我们目前仍不清楚 HT 联合 SDT 是否会发

挥更强大的抗癌疗效，因此很有必要研究二

者联合抗胶质瘤作用及其相关机制。 

方法  体外常规条件下培养胶质瘤细胞系 SNB

19、 U87MG 和 U251 等，实验分为空白对

照组、HT 组、SDT 组及 SDT 联合 HT 组，

分别给予相应处理。应用阿尔玛蓝实验评估

肿瘤细胞增殖能力，应用细胞划痕实验、tran

swell 实验检测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应用 w

estern blot 技术检测细胞迁移、侵袭等指标的

蛋白表达情况。建立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

观察 SDT 联合 HT 处理对小鼠移植瘤生长的

影响，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基质金属

蛋白酶-2（MMP-2）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M

MP-9）的蛋白表达情况，以便探究 SDT 联合

HT 治疗胶质瘤的可能作用机制。 

结果  在体外条件下中，HT 明显促进了 SDT

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且与 5-ALA 浓度、超

声照射时间和 HT 温度呈正相关。SDT 表现

出较强的抑制 GBM 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作

用，而且这种作用被亚剂量 HT（42℃持续 1

5 分钟）强化放大。另一方面，在体外和体内

实验中，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化实验结果均

证实 SDT 上调细胞侵袭相关蛋白 MMP-2 和

MMP-9，更重要的是，HT 促进了 SDT 上调

MMP-2 和 MMP-9 蛋白表达，而单独 HT 组

却没有类似变化。 

结论  HT 可显著促进 5-ALA 介导 SDT 抑制人

脑胶质瘤增殖，同时也抑制了胶质瘤细胞侵

袭和迁移的能力。SDT 联合 HT 疗法是一个

颇具潜力的胶质瘤治疗手段。 

 
 
 
 

PO-644 
The Effect of HyPO-fractionated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with Standa
rd Temozolomide Chemotherapy on Clini
cal Outcomes in Newly Diagnosed Gliobl
astoma Multiforme Patients 
 
Zhang Xiaoxi,Bai Sijia,Chen Chao 
Changhai hospital 200433 
 

purpose  the prognosis of gliblastoma multif
orme patients is universally poor. Recently, h
yPO-fractionated IMRT(H-IMRT), a novel the
rapeutics for GBM, appears to be a safer an
d more feasible therapeutics than the standa
rd IMR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H-IMRT in newly diagnosed GBM 
patients, assessing whether H-IMRT posses
s better clinical outcomes than the standard I
MRT. 
methods  all relevant articles available until 
June 2015 were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d. 
results  finally, 12 clinical series with 338 ne
wly diagnosed GBM patients were included. 
no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was include
d. literally, H-IMRT plus temozolomide chem
otherapy showed better clinical results than 
standard IMRT. 
conclusion  H-IMRT is a safe and convenie
nt regimen and displays a favorable survival 
benefit, high-efficacy, good tolerance and loc
al control. However, the optimal fraction size 
of H-IMRT is still not reached in any clinical s
eries, which remains to be settled. 
 
 
PO-645 

三叉神经鞘瘤术后并发眼眶蜂窝织炎一例 
 

李亚楠 岳志键 

上海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通过分析回顾一例三叉神经鞘瘤术后并

发眼眶蜂窝织炎的患者治疗，分析三叉神经

鞘瘤术后并发症的处理。 

方法  青年男性，三叉神经鞘瘤术后出现患侧

角膜结膜炎，未予重视，后进展为眼眶蜂窝

织炎，并向颅内蔓延形成脓肿，通过 CT 引导

穿刺引流、长期抗感染、清创换药、持续负

压吸引等方法进行处理。 

结果  患者痊愈出院。 

结论  三叉神经鞘瘤术后角膜感觉缺失，患者

对角膜炎的不重视可能造成眼眶蜂窝织炎并 

进展，需加强对患者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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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646 

基于生物信息学分析的胶质瘤小分子药物研

究 
 

李亚楠 岳志键 

上海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胶质母细胞瘤预后仍不理想，拟利用生

物信息学探索可用于胶质瘤治疗的小分子药

物。 

方法  利用生物信息学进行已有的 169 例样本

进行分析，寻找差异基因，分析不同组别之

间差异表达基因的交集情况，分析计算每一

个 GBM 亚型的差异表达基因的调控子（miR

NA/TF）和亚型相关的药物小分子。 

结果  利用差异基因的表达不同，将其分为 4

个亚型，一共包含 156 个样本。利用 DAVID

最终的 7106 个差异表达基因进行 KEGG/Re

actom/BioCarta 通路富集分析，发现差异表

达基因主要富集在细胞周期，免疫反应等通

路上。并发现发现 SP1,DAND5 在多个组中

都起着重要调控作用，每一个组筛选出的药

物小分子和 miRNA 有差异。 

结论  利用生物信息学对小分子药物的探索，

可以为胶质瘤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PO-647 

鞍区孤立性纤维瘤一例 
 

李亚楠 岳志键 

上海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通过回顾长海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鞍区

孤立性纤维瘤的临床、影像学及病理学资

料，分析讨论少见的鞍区占位性疾病的鉴别

及诊断要点。 

方法  总结一例 42 岁男性患者的临床、影像

学及病理学资料，并查阅复习国内外文献对

于鞍区孤立性纤维瘤的报道，从术前、术中

及术后对鞍区孤立性纤维瘤这一罕见疾病进

行讨论。 

结果  收治的 42 岁男性患者，因有眼视力下

降伴视野缺损半年入院；查体见右眼视力 2

米指数，右眼颞侧视野缺损，余神经查体未

见明显异常；既往无慢性病史；鞍区 MRI 平

扫+增强提示肿瘤位于鞍区，向下凸向蝶窦

内，向上压迫视交叉，两侧侵犯海绵窦，T1

加权呈等信号，T2 加权呈混杂高信号，增强

后明显强化，鞍区 CT 冠状位平扫提示鞍底骨

质破坏；术前内分泌功能提示黄体生成素及

睾酮稍下降，催乳素稍高；术前诊断为垂体

瘤。术中见肿瘤质地韧，血供很丰富，可见

纤维条索状物，并给予球囊压迫止血。术后

即刻血压升高至 190/120mmHg，给予对症处

理后好转；复查内分泌功能提示雌二醇及睾

酮稍低；查体见右眼视力视野较术前明显好

转；术后病理提示 CD34、Bcl-2、CD99 及波

形蛋白阳性，EMA 及 S-100 阴性，考虑孤立

性纤维瘤。 

结论  1996 年 Carneiro 等首次报道脑膜的孤

立性纤维瘤，新的 WHO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

中包括了 SFT，将其归类于间质非脑膜源性

肿瘤，术前鉴别困难，术中易出血，术后易

复发，需加强术前的联合诊断及治疗。 

 
 
PO-648 

颅骨纤维结构不良临床分析 
 

张鑫 1,2 徐洋洋 1,2 徐然 1,2 王剑 1,2 李新钢 1,2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山东大学脑科学研究所 

 

目的  通过对颅骨纤维结构不良患者进行手术

治疗，初步探讨该疾病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方

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过去 13 年间收治的 42 

例颅骨纤维结构不良患者的临床特点，根据

患者的病变部位制定个性化手术方案，切除

病变的同时均行人工颅骨重建。  

结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出现并

发症者 4 例，皮下积液患者 2 例，眼睑下垂

者 1 例，手术刀口感染者 1 例。无死亡及脑

脊液鼻漏病例。 

结论  由于存在恶变的可能，尽可能的手术全

切并行颅骨重建是颅骨纤维结构不良患者的

首选治疗方案。 

 
 
PO-649 

经枕下后正中入路显微手术切除第四脑室、

背侧桥脑及闩部肿瘤（附 45 例临床研究） 
 

朱蔚林 赵建农 王鹏程 黄垂学 刘朝晖 刘朝晖 范晨宇 

陈天戈 

海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570311 

 

目的  探讨经枕下后正中入路显微手术切除第 

四脑室、背侧桥脑及闩部肿瘤的显微手术技

巧、临床经验及疗效。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01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自 2008 年 9 月至 2015

年 4 月间，采取经枕下后正中入路显微手术

切除 45 例第四脑室、背侧桥脑中上部及延髓

闩部肿瘤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术中所

见，手术效果。 

结果  男性 25 例，女性 20 例，年龄 12 岁-57

岁，平均 36 岁。病理报告闩部海绵状血管瘤

5 例，小脑蚓部及延髓上段血管网织细胞瘤 6

例，第四脑室室管膜瘤 10 例，髓母细胞瘤 1

2 例、胶质瘤 8 例，桥脑转移瘤 4 例。肿瘤全

切除 29 例，近全切除 16 例。3 例术后死

亡，均因术后肺部感染。5 例术后颅内感染，

经治疗痊愈。1 例第四脑室恶性室管膜瘤，术

后颈髓种植性转移，阻塞性脑积水，二次手

术后病情好转。3 例出现后颅窝血肿、急性阻

塞性脑积水、脑疝形成再次手术痊愈。1 例第

四脑室室管膜瘤近全切除术后 1 年出现肿瘤

复发和 T5-9 转移，再次同时行开颅和胸段脊

髓肿瘤切除，术后恢复尚可。 

结论  经枕下后正中入路术中需要仔细辨认周

围的神经血管及脑干的毗邻关系，保护小脑

蚓部及脑干、小脑后下动脉等邻近的重要结

构，暴露下至延颈交界区，上至中脑导水管

下口的区域。充分利用小脑延髓裂周围的间

隙，可减少对正常组织结构的损伤，提高了

手术疗效。 

 
 
PO-650 

额下回后部的汉语语言神经通路-拓扑学研究 
 

杨学军 林雨 张恺 李帅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300052 

 

目的  研究额下回后部的汉语语言神经通路-拓

扑学机制。 

方法  20 名健康受试者，应用导航引导的重复

经颅磁刺激(nTMS, navigated transcranial m

agnetic stimulation)，定位受试者的关键语言

功能脑区，进一步应用 DTI 技术重建额下回

后部的皮层下纤维，最后分析关键语言皮层

同皮层下纤维的关系。 

结果  一、46%的关键语言位点位于腹侧中央

前回，41%的关键语言位点位于额叶岛盖

部，13%的关键语言位点位于额叶三角部。

二、弓状纤维长段分别有 100%，80%和 0%

的概率投射到腹侧中央前回，额叶岛盖部以

及额叶三角部。弓状纤维前段分别有 100%，

33%和 0%的概率投射到腹侧中央前回，额叶

岛盖部以及额叶三角部。额枕下束分别有

0%，17%和 94%的概率投射到腹侧中央前

回，额叶岛盖部以及额叶三角部。勾束分别

有 0%，8%和 67%的概率投射到腹侧中央前

回，额叶岛盖部以及额叶三角部。额斜行纤

维分别有 17%，100%和 6%的概率投射到腹

侧中央前回，额叶岛盖部以及额叶三角部。

三、当阳性语言位点位于腹侧中央前回时，

其有 82%的概率同弓状纤维长段相关，29%

的概率同弓状纤维前段相关，24%的概率同

额斜行纤维相关。当阳性语言位点位于额叶

岛盖部时，其有 79%的概率同额斜行纤维相

关，36%的概率同弓状纤维前段相关，29%

的概率同弓状纤维长段相关。当阳性语言位

点位于额叶三角部时，其有 60%的概率同额

枕下束相关，40%的概率同额斜行纤维相

关。 

结论  额下回后部的关键语言位点主要分布于

腹侧中央前回以及额叶岛盖部。在腹侧中央

前回，其语言功能主要由弓状纤维的长段和

前段承载。在额叶岛盖部，语言功能主要由

额斜行纤维以及弓状纤维共同承载。不同位

置的语言皮层由不同的皮层下纤维承载，故

在额下回后部手术时，不应仅定位保护关键

语言皮层以及经典的弓状纤维，还应该依据

额下回后部语言阳性位点的部位以及其相应

的皮层下连接个体化的进行保护。 

 
 
PO-651 
The role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IL-
1β on the methylation of NF2 gene in beni
gn meningiomas and leptomeninges 
 
Wang Baofeng1,Cui Zhenwen1,Zhong Zhihong1,Sun
 Yuhao1,Yang Guo-Yuan2,Sun Qingfang1,Bian Liugu
an1 

1.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

chool of Medicine 
2.Neuroscience and Neuroengineering Research C

enter， Med-X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
ted that chronic inflammation has an importa
nt role in tumorigenesis, development and pr
ogression. DNA methylation is the major role
 in epigenetic 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i
n mammalian and has been proved to be a li
nker between chronic inflammation and carci
nogenesis. Methylation of neurofibromatosis 
type 2 (NF2) gene is existed mostly in WHO 
grade I meningioma and proved to have cruc
ial role in tumorigenesis and tumor develo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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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 And aberrant methylation of tumor suppr
essor gene could be induced by IL-1β. Howe
ver,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inflammation
 on methylation of tumor suppress gene rem
ains unclear in meningioma. The present stu
dy was to investigate how IL-1β, one of the p
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chronic inflamm
ation, promoted NF2 gene promoter methyla
tion by regulating DNA methyltransferases 
(DNMTs) in benign meningioma and leptome
ninges, and related signal pathways were dis
cussed. 
Methods  Primary benign meningioma and l
eptomeningeal cells were cultured by chemic
al digestion; CCK-8 and BrdU assay were us
ed to evaluate the cell proliferation; mRNA e
xpression of genes was tested by real-time P
CR; Western blot and immunofluorescence t
echniqu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i
n expression; the methylation level of NF2 g
ene was evaluated by methylation-specific P
CR (MS-PCR); DNMTs inhibitor (AZA), DNM
Ts siRNA, MAPKs and NF-κB inhibitors (SB

SB203580、U0126、SP600125、PDTC)  w

ere used to verify the role of DNMTs and rel
ated signaling pathways. 
Results  Three primary WHO grade I menin
gioma cells and leptomeningeal cells were c
ultured successfully; Combined with previou
s studies that aberrant DNA methylation coul
d be induced by IL-1β, IL-1β was selected as
 the intervention factor in this study. After tre
ated by IL-1β, cell proliferated in a dose- and
 time-dependent manner by CCK-8 test and 
BrdU assay. Using methylation-specific PCR,
 we established that IL-1β induced methylati
on of NF2 promoter, and NF2 gene and merl
in expression was decreased in meningioma
/leptomeningeal cells. Furthermore, co-treat
ment with DNMTs inhibitor (AZA) and siRNA
 for DNMT1 and DNMT3b, methylation of NF
2 induced by IL-1β was attenuated and merli
n expression was restored. Finally, we show
ed that IL-1β treatment up-regulated DNMT1
 in meningioma cells and DNMT1/3b in lepto
meningeal cells via activation of p38, ERK, J
NK and NF-κB pathways.  
Conclusions  NF2 methylation was the linke
r between inflammation and meningioma dev
elopment. IL-1β induced methylation of NF2 
by up-regulating DNMT1 in benign meningio
ma and DNMT1/3b in leptomeninges via MA
PKs and NF-κB pathways, down-regulated N
F2/merlin expression and finally promoted ce
ll prolifer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urthe

r described the mechanism of tumorigenesis 
and development in meningioma, and to tak
e NF2 as a example elaborating the relations
hip between inflammation, epigenetics, tumo
rigenesis and tumor development in meningi
oma. And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DNMTs
 could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in me
ningioma with difficulty in resection. 
 
 
PO-652 

癫痫起病的颞叶内侧及岛叶胶质瘤的显微手

术 
 

舒凯 程立冬 蒋伟 张晓静 高攀 雷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以癫痫起病的颞叶内侧及岛叶胶质

瘤的临床特点、显微外科治疗技巧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武汉同济医院神经外科癫痫

中心 28 例经手术治疗的以癫痫起病的颞叶内

侧及岛叶胶质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手术情

况，并通过门诊或电话对患者进行术后随访

进行治疗效果评价，采用 Engel 分级评分表

进行评价。 

结果  病变全切 25 例，次全切 3 例，22 例患

者除行肿瘤切除外同时切除颞叶内侧结构，2

例患者术后因脑组织水肿二次行去骨瓣减压

术。术后病理学检查星形细胞瘤 19 例，少突

胶质细胞瘤 6 例，神经节细胞瘤 3 例。术后

随访 6 个月到 2 年，所有患者癫痫发作得到

较好控制，部分完全消失，其中达到 EngelⅠ

级 25 例（92.8%），3 例患者有一侧肢体轻

偏瘫，余患者均无明显功能障碍。 

结论  颞叶内侧及岛叶胶质瘤引起的癫痫多为

药物难治性，显微手术治疗安全有效，除肿

瘤外的其他致痫组织进一步处理十分重要。 

 
 
PO-653 

眉弓锁孔入路在鞍区病变切除术中的应用 
 

陈陆馗 郭晓远 王锡海 游洋 苗伟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外科 210009 

 

目的  探讨经眉弓眶上锁孔入路治疗前颅底和

鞍区病变的显微手术技巧和疗效。 

方法  采用经眉弓皮肤切口，切开 2.0 cm×2.0

 cm 的额部骨瓣，应用显微手术切除前颅底和

鞍区肿瘤 25 例。 

结果  前颅底及鞍区脑膜瘤 10 例均予全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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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垂体腺瘤 13 例，其中全切除 12 例，次

全切除 1 例（年龄 82 岁），颅咽管瘤 2 例全

切除，术后一过性尿崩 5 例，低钠血症 3

例。无复发病例。 

结论  经眉弓眶上锁孔入路可提供足够的手术

空间，有效地处理前颅底和鞍区病变，并明

显减少手术创伤，缩短恢复时间及住院天

数。 

 
 
PO-654 

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垂体腺瘤 
 

陈陆馗 郭晓远 易国庆 苗伟 游洋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总结内镜在经鼻蝶入路切除垂体腺瘤的

应用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两年垂体腺瘤病人的内镜

手术经验。 

结果 全切除 32 例，次全切除 4 例；术后视力

及视野均不同程度改善 33 例；术后激素水平

改善 18 例；一过性尿崩症 22 例，低钠血症

5 例；脑脊液鼻漏 2 例，再次内镜修补痊愈；

复发 2 例；无鞍区血肿；无死亡病例。 

结论 内镜下经鼻蝶入路能有效切除垂体腺瘤

并改善垂体内分泌功能。 

 
 
PO-655 
Multi-fraction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fo
r large cavernous sinus hemangiomas: lo
ng-tern outcomes of 40 cases 
 
Wang Enmin,Wang Xin,Liu Xiaoxia,Zhu Huaguang,
Pan Li,Dai Jiazhong,He kangmin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Objective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SRS) 
has emerged as a principal alternative to mic
rosurgical resection for small and medium-si
zed cavernous sinus hemangiomas (CSH).  
However, large CSH management remains a
 challenge for the neurosurgeon. Although pr
eliminary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mu
lti-fraction SRS for large CSHs is both safe a
nd effective,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the cli
nical series and the length of follow-up were 
limited. This study aimed to clarify the medui
m- and long-term outcomes of multi-fraction 
SRS for the treatment of large CSHs.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08 and June  
2012,  forty patients with large CSHs 

 underwent multi-fraction SRS . Thirty-seven 
patients underwent radiosurgery as primary t
reatment modality based on clinical and ima
ging criteria. Three patients had previous op
eration. The mean volume of the CSHs was 
48.6 ± 12.1 cm3 (range, 11.3-140.1 cm3). M
ulti-fraction SRS was delivered in 2 to 4 fracti
ons (median, 3 fractions). The median margi
nal dose was 21 Gy (range, 17.8–22 Gy) pre
scribed to a median 64% isodose line. Dose 
sculpting technique is used to focus high radi
ation dose within the tumors and the base of 
the tumors. 
Results  The median follow-up period was 5
3 months (range, 36–87 months). Tumor con
trol was achieved in all patients (100%) durin
g the follow-up period. At 12 months after m
ulti-fraction SRS, MRI revealed a mean of 7
0% tumor volume reduction (range, 40%-9
9%).The last MRI showed a mean of 85% tu
mor volume reduction. At the last follow-up, 
one patient with marked tumor shrinkage die
d of stroke, unrelated to CSH. All patients de
monstrated improvements in their neurologic
al deficits post radiosurgery. The only observ
ed side effects were mild headache during tr
eatment in 4 patients with giant tumor and mi
ld, asymptomatic brain edema in the follow-u
p MRI. One patient reported seizures which 
were controlled after antiepileptic drugs admi
nistration. There were no radiation induced n
europathies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Conclusion  Our extended experience confi
rms that multi-fraction SRS is a safe and an 
effective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large CS
Hs. Considering the risk involved in microsur
gery, multi-fraction SRS may serve as the pri
mary treatment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large 
CSHs. 
 
 
PO-656 

GBP2 在神经胶质瘤中的功能研究 
 

虞淑叶 孙丽丽 兰青 李明 

苏州大学附属二院 215004 

 

目的  神经胶质瘤简称胶质瘤，也称为胶质细

胞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肿

瘤，约占所有颅内原发肿瘤的一半。近年

来，原发性恶性脑肿瘤发生率逐年递增，积

极研究神经胶质瘤的发病原因、寻找恶性胶

质瘤治疗切实有效的治疗手段已成为目前亟

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我们收集临床胶质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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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样本，发现多数病人胶质瘤细胞中 GBP2

表达增高。本篇文章主要研究 GBP2 在神经

胶质瘤细胞中的作用。 

方法   1.通过 western 检测不同神经胶质瘤细

胞系中低表达 GBP2 的细胞 U87 及 U251，

对其进行转染，使其过表达 GBP2，U87-GB

P2、U251-GBP2，看过表达 GBP2 的细胞与

未过表达 GBP2 的细胞相比较是否有助于细

胞的运动、生长、迁移、侵袭能力。  2.通过

Western 及 qPCR 等方法研究过表达 GBP2

的细胞对下游细胞信号通路的影响，看是否

能引起某些蛋白表达水平的改变，从而对细

胞发挥作用。  3.通过抑制或敲低可以发挥作

用的下游信号分子的表达看是否能抑制 U87-

GBP2 及 U251-GBP2 的运动、生长、侵袭能

力。  4.进行动物实验，看高表达 GBP2 的细

胞是否会促进神经胶质瘤的生长。以及进行

肿瘤细胞原位注射，观察动物的生存周期，

观察高表达 GBP2 对动物生存时间的影响。 

结果  1.在 U87 及 U251 细胞系中高表达 GB

P2 能促进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  2.qPCR

结果显示高表达 GBP2 能促进细胞因子 FN

1、PLAU、SPARC 水平升高。Western 结果

显示高表达 GBP2 的细胞分泌的 FN1 水平比

未高表达 GBP2 的细胞高。同时磷酸化的 ST

AT3 的水平也明显增高。  3.在 U87-GBP2 及

U251-GBP2 中加入 p-STAT3 的抑制剂，可

以观察到细胞的侵袭能力降低，以及 FN1 的

表达降低。 

结论  GBP2 对神经胶质瘤细胞的运动、侵袭

能力具有促进作用，其主要可能是通过 p-ST

AT3/FN1 通路发挥促进作用。 

 
 
PO-657 

神经电生理监测下乳突后锁孔入路切除听神

经鞘瘤 
 

陈陆馗 郭晓远 易国庆 游洋 苗伟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外科 210009 

 

目的  总结乳突后锁孔入路切除听神经鞘瘤的

经验，探讨面、听神经保护的显微外科技

巧，提高面、听神经的功能保留率和肿瘤的

全切除率。 

方法  近三年采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乳突后锁 

孔入路切除听神经鞘瘤患者 28 例，术中定位

面听神经并确定神经的功能完整性，回顾性

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手术疗效。 

结果  本组肿瘤全切除 21 例，次全切除 7 

例；术中均解剖保留面神经，术后遗留永久

性面瘫 5 例。无手术死亡病例。 

结论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的应用有助于提高

听神经鞘瘤切除的安全性和手术疗效。 

 
 
PO-658 

术中唤醒联合神经电生理监测在功能区胶质

瘤切除术中的应用 
 

陈陆馗 郭晓远 吴国建 王宏 尹宁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术中唤醒联合神经电生理监测在功

能区胶质瘤手术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 例功能区胶质瘤的临床资

料，均行显微手术切除，术中唤醒联合中央

沟测定、体感和运动诱发电位监测辅助脑肿

瘤切除。 

结果  6 例均为星形细胞瘤 II-III 级，显微镜下

全切除。无运动功能及语言功能障碍。 

结论  术中唤醒联合监测辅助显微手术是功能

区胶质瘤的有效治疗方法，可最大程度地保

护神经功能并提高肿瘤全切除率。 

 
 
PO-659 

显微镜与内镜经鼻蝶垂体瘤切除术对嗅觉的

影响 
 

肖爵贤 程祖珏 沈亚徐 刘俊 吕世刚 祝新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经鼻蝶入路显微镜下与神经内镜下

垂体腺瘤切除术对嗅觉的影响。 

方法  将我院自 2012 年 11 月-2015 年 11 月

收治的 62 例垂体腺瘤患者随机平均分成 A(显

微镜组)、B（内镜组）两组。其中包括：男

性 29 例，女性 32 例，平均年龄 41.2 岁；P

RL 增高 16 例，GH 增高 17 例， ACTH 增高

2 例，激素水平正常 27 例；主要临床表现为

渐进性视物模糊、失明、头昏头痛、肢端肥

大、月经不调等。所有患者术前均行副鼻窦

冠状 CT 扫描及垂体 MRI，了解鼻腔内结构、

分隔、蝶窦气化程度及肿瘤的大小、质地、

侵袭性等情况。62 例患者术前均接受嗅觉监

测即嗅觉定量检查，结果证实所有患者术前

皆无嗅觉障碍。A、B 组分别行经鼻蝶显微镜

下及神经内镜下垂体腺瘤切除术。所有患者

术后 1 周、3 月、4 月分别行嗅觉监测。 

结果  术后 62 例患者随访 4 月-3 年，嗅觉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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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显示：A 术后 1 周内出现不同程度嗅觉功

能障碍者为 58.0%，其中 5 例嗅觉丧失；B

组术后 1 周嗅觉功能障碍 32.3%，无嗅觉功

能丧失。术后 3 月嗅觉功能障碍：A 组为 51.

6%，其中 8 例嗅觉功能丧失；B 组为 9.7%，

无嗅觉功能丧失。A、B 组各组术后 4 月与 3

月的嗅觉功能障碍发生率无明显变化 

结论  1、经鼻蝶入路显微镜下垂体腺瘤切除

术与神经内镜下垂体腺瘤切除术均对嗅觉功

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显微镜下垂体腺瘤切

除术术后更易发生嗅觉功能障碍；2、大多数

患者嗅觉功能障碍在术后 4 月内具有一定程

度的恢复，但经显微镜下垂体腺瘤切除术的

患者嗅觉功能一旦损伤，恢复较困难；3、经

鼻蝶入路手术应注意保护好嗅觉上皮（位于

鼻腔的顶部、鼻中隔的上部和上鼻甲的上

方），术后亦应积极对鼻腔黏膜水肿、炎症

等进行相应治疗，以免造成不可逆性嗅觉功

能障碍；4、神经内镜，由于其角度及视野的

可操作性，除能安全、有效地切除肿瘤外，

术中亦可减少对嗅觉上皮的医源性损伤，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嗅觉功能障碍的发

生。 

 
 
PO-660 

岩斜区脑膜瘤的显微手术 
 

陈陆馗 郭晓远 易国庆 游洋 苗伟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经岩骨乙状窦后入路显微切除岩斜

区脑膜瘤的手术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两年经显微手术治疗的 6

例岩斜区脑膜瘤的临床资料、影像学特征和

手术切除技巧。  

结果  术中全程电生理监测，全切除 3 例，次

全切除 3 例，三叉神经痛症状完全消失 4

例，疼痛减轻 2 例，面部麻木 2 例，无外展

神经麻痹，无周围性面瘫及听力减退，无肢

体偏瘫，无脑脊液耳漏。  

结论  经岩骨乙状窦后入路可以完全暴露主要

位于后颅窝的岩斜区脑膜瘤，术中全程电生

理监测、耐心细致的显微解剖和病变组织的

锐性切除是确保手术安全和提高切除程度的

保证。  

 
 
 
 

PO-661 
Supraorbital kyehole approach for resecti
on of anterior cranial base meningiomas -
-A 15 year’s experience  
 
Zhao Weiguo 
Ruijin Hospit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
ool of Medicine 200025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merit of Supraor
bital kyehole approach for resection of anteri
or cranial base meningiomas  
Matheds  Fifty-eight cases of anterior cranial
 base meningiomas were surgically resected

 through a supraorbital kyehole（SAK）appr

oach in our department from 2000 to 2014. A
mong which there were 15 cases of olfactory
 groove meningioma, 35 cases of tubeculum 
sellae(-sellar diaphragm) meningioma and 8 
cases of sphenoidal planum meningioma. Th
e diameter of the tumor varied from 3 to 4.5 
cm for olfactory groove meningioma and 2 to
 4 cm for tubeculum sellae and sphenoidal pl
anum meningioma.  
Results  Total removal of tumor( Simpson gr
ade II) was achieved in all cases with  impro
vement of visual acuity except one and no ot
her new neurological deficit and major compl
ications.  No blood transfusion were need for
 all surgical cases. In an average follow-up o
f 6 years only saw two cases of recurrence. 
Conclusions  The supraorbital kyehole appr
oach has the merits of a straightforward surg
ical view to the anterior cranial base lesions 
with less exposure and retraction of frontal lo
be. Its minimally invasive nature assures pati
ents’ recovery quicker and no blood transfusi
on was needed in all cases.  SAK approach 
can eradicate anterior cranial base meningio
mas in a minimally invasive way.( Technique
 will be illustrated in video ) 
 
 
PO-662 

颅眶沟通原发淋巴瘤的临床诊治并文献复习 
 

李雪松 1 刘剑波 2 文世宏 1 钟晓坡 2 

1.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2.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颅眶沟通性肿物为肿瘤同时累及颅内外和眼

眶结构的包块，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

为临床上较为少见的淋巴结外侵犯的非霍奇

金淋巴瘤，约占颅内恶性肿瘤的 6%左右，发

生在颅眶部位的更加罕见，鉴于该病影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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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特异性低、误诊率高，我们就近期收治

的颅眶沟通淋巴瘤进行报道，并文献复习加

以讨论，以期为帮助该病诊疗提供参考和建

议。 

 
 
PO-663 

术前磁共振成像评估对经蝶垂体瘤术中神经

垂体功能保护的价值探讨 
 

肖瑾 王卫红 余永强 程宏伟 王先祥 李志范 王斌 冯春

国 徐培坤 张义泉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垂体瘤是发生于垂体前叶的良性肿瘤，

肿瘤在生长过程中不仅破坏或挤压腺垂体，

同时也会破坏神经垂体或使之受压移位。经

蝶手术是除泌乳素腺瘤外垂体瘤的首选治疗

方法。术中由于肿瘤的侵犯，术者常常难以

辨认神经垂体，易造成神经垂体的损伤，以

致术后出现不同程度和类型的尿崩症和水电

解质紊乱。本文探讨了术前磁共振成像评估

尤其是垂体后叶在 T1 像高信号的特征对经蝶

垂体瘤术中神经垂体功能保护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我科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5 月收治的 80 例经蝶手术患者的临床资

料，包括术前磁共振成像、术中对神经垂体

的辨认，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等。分析垂

体后叶高信号的出现与术中神经垂体的符合

率以及术中对神经垂体的保护策略。 

结果  全部 80 例患者，肿瘤全切 58 例，次全

切除 15 例，大部分切除 7 例；无死亡病例。

术中出现脑脊液漏 15 例，术后出现尿崩症 1

8 例，其中短暂性尿崩症 13 例，三相性尿崩

5 例，无永久性尿崩症的发生。术前磁共振成

像出现垂体后叶高信号 42 例，术中均证实为

神经垂体，术后患者无神经垂体功能障碍的

表现。 

结论  术前磁共振成像的评估尤其是垂体后叶

T1 高信号可有效提供经蝶垂体瘤术中神经垂

体功能的保护，降低患者术后尿崩症等并发

症的发生。 

 
 
PO-664 

Ⅱ型神经纤维瘤病的临床、影像学特征及治

疗策略 
 

范存刚 张庆俊 王栋梁 焦风 周景儒 刘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探讨 II 型神经纤维瘤病的临床、影像学

特征和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我科接受治疗的Ⅱ型神经

纤维瘤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其临床特

点、影像学特征和治疗策略。 

结果  Ⅱ型神经纤维瘤病主要表现为双侧前庭

神经鞘瘤、多发性椎管神经鞘瘤、脑膜瘤、

皮肤和软组织神经纤维瘤。首发症状包括听

力下降、耳鸣、放射性神经根痛和肢体麻木

无力等。患者首次就诊时的年龄为 13~40

岁，平均 22.0 岁。在神经影像方面，NF2 患

者的典型表现为：头颅 CT 骨窗像显示双侧内

听道呈锥形扩大；头颅 MRI 可见内听道及桥

小脑角区长 T1 短 T2 信号的占位性病变，多

有不同程度囊变和明显强化，伴脑干及第四

脑室常受压移位；脊柱 MRI 可见椎管内外及

椎旁软组织多发的等/长 T1、长 T2 信号的结

节状肿块，增强扫描呈明显强化；部分患者

头颅 MRI 还可见眶内、侧脑室、大脑镰、小

脑幕、大脑半球凸面及窦汇等部位多发性脑

膜瘤，甚至大脑镰及小脑幕呈弥漫性增厚伴

局部结节状增生的弥漫性脑膜瘤样改变。本

组患者在随访期内接受颅内和椎管内肿瘤切

除术 1~4 次，平均 2.4 次/人。患者术后神经

功能得到改善。 

结论  Ⅱ型神经纤维瘤病是一种较为罕见的、

由 NF2 基因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神经-皮肤综

合征，以颅内和椎管内多发性神经鞘瘤和脑

膜瘤、皮肤和软组织神经纤维瘤为主要表

现。手术切除是主要治疗策略，电生理监测

下手术有助于提高手术的安全性。手术治疗

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和恢复神经功能以最大限

度地提高生活质量，但难以切除全部病变[基

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00100

9）；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究与发展基金（R

CD 2015-05）。 

 
 
PO-665 

面神经的结构与功能可视化技术在桥小脑角

区肿瘤术中的应用研究 
 

蒋辰 牛朝诗 凌士营 魏祥品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术前应用磁共振弥散张量纤维束成像技 

术（diffusion tensor tracking，DTT）对桥小

脑角区肿瘤患者行面神经重建成像，术中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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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面神经肌电图监测，实现面神经的解剖和

功能可视化，探讨其在桥小脑角区肿瘤术中

辨认保护面神经、降低术后面神经功能障的

意义。 

方法  选取 11 例桥小脑角区肿瘤患者（听神

经鞘瘤 8 例、脑膜瘤 3 例），术前行 3.0T 磁

共振扫描，使用 BrainLab iPlan server 数据

处理工作站 iPlan3.0 软件处理磁共振数据，

以内耳听道为感兴趣区对听神经进行纤维束

追踪。将面神经与肿瘤进行影像融合，记录

两者的空间关系。术中在面神经动态、主动

刺激肌电图监测辅助下寻找面神经加以保

护，并验证术前面神经定位准确与否。术后

定期随访评估面神经功能。 

结果  10 例面神经成像良好，1 例听神经鞘瘤

未显示。在 7 例听神经鞘瘤中，2 例面神经位

于内侧上 1/3，3 例位于肿瘤内侧中 1/3， 1

例位于内侧下 1/3，1 例位于肿瘤下极。3 例

脑膜瘤患者中，2 例面神经位于肿瘤内侧下 1/

3，1 例位于下极。术前定位结果与术中所见

吻合率为 100％。术中面神经动态肌电图监

测可提示面神经牵拉或挤压、定位面神经，

主动刺激肌电图监测有助于确认可疑组织是

否为面神经、证实面神经完整性。11 例肿瘤

全切除，其面神经均解剖保留。术后随访 8～

14 个月，面神经功能 House-Brackmann 分 

级Ⅰ级 4 例，Ⅱ级 6 例，Ⅲ级 1 例。 

结论  术前对面神经进行 DTT 可视化重建，

评估面神经受压后的移位及形态学改变，神

经与肿瘤毗邻、包裹和侵袭关系，有利于指

导术者设计肿瘤手术策略，减少术中对颅神

经无目的的骚扰，缩短手术时间，增加了手

术的安全性，降低了术后面神经功能障碍的

发生率，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PO-666 

复杂蝶窦垂体瘤患者手术治疗策略 
 

肖瑾 王卫红 程宏伟 王先祥 李志范 王斌 张义泉 冯春

国 徐培坤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垂体瘤是神经外科常见的颅内肿瘤，经

蝶手术治疗是绝大多数垂体腺瘤的首选治

疗。蝶窦条件的好坏是决定手术能否顺利进

行的关键步骤之一。对于蝶窦条件不良（气

化过度、气化不良甚至完全未气化、蝶窦多

分隔），术中使用高速魔钻、神经导航等辅

助技术可明显提高手术的精准度，降低手术

并发症，缩短手术时间，提高手术的安全

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我科 2014 年 0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200 余例经蝶手术患者的临床

资料。根据患者术前冠状 CT 按照蝶窦气化情

况、蝶窦分隔多少对蝶窦进行分类，将蝶窦

气化过度、气化不良或完全未气化以及蝶窦 2

分隔以上的患者归为复杂蝶窦。排除复发患

者，符合上述条件的患者约 58 例，其中男性

26 例，女性 32 例。全部患者术前均行冠状

头颅 CT 薄层扫描，刻盘备神经导航用。术中

使用高速魔钻打开蝶窦前壁，神经导航确定

磨除范围及鞍底和颈内动脉位置。 

结果  肿瘤全切除 37 例，次全切除 16 例，大

部分切除 5 例，术后病理诊断均为垂体腺

瘤。手术时间 40~60 分钟。所有病例术中均

未见脑脊液漏，术后暂时性的脑脊液鼻漏 2

例，经卧床休息后恢复；术后暂时性尿崩 10

例；无 1 例出现颅内感染，患者 5-7 天出

院。 

结论  对于复杂蝶窦垂体瘤患者经蝶手术，术

中利用高速魔钻以及神经导航等技术可明显

提高手术的精准度，缩短手术时间，降低手

术风险及并发症。 

 
 
PO-667 

单侧额下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大型及巨大型嗅

沟脑膜瘤 
 

李明昌 陈谦学 陈治标 许州 田道锋 邹长林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430060 

 

目的  总结经单侧额下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大型

及巨大型嗅沟脑膜瘤的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经单侧额下入路

显微手术切除 23 例大型及巨大型嗅沟脑膜瘤

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经双额冠状切

口，单侧额下入路开颅，显微手术切除病

变。 

结果  SimpsonⅠ级切除 14 例，Ⅱ级切除 7

例，Ⅲ级切除 2 例。GOS 评分 20 例患者恢

复良好，3 例轻残，无死亡病例。 

结论  单侧额下入路显微手术能够用于切除大

型及巨大型嗅沟脑膜瘤，与双侧额下入路相

比，具有创伤小，恢复快，术后并发症少等

优点，符合微侵袭外科的治疗理念，值得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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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PO-668 

  神经梅毒树胶肿 1 例报告合并文献复习 
 

程祖珏 刘俊 李江浩 肖爵贤 沈亚徐 吕世刚 苏晓燕 祝

新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神经梅毒树胶肿较为罕见，占颅内占位

性病变的 0.5％以下，是梅毒螺旋体侵犯中枢

神经系统形成的肉芽肿样改变，易与肿瘤性

病变相混淆，导致误诊误治。现通过个案分

析探讨神经梅毒树胶肿患者的临床表现、影

像学特征及其可能的病理机制、鉴别诊断和

临床意义，以提高临床医生对神经梅毒树胶

肿的认识。 

方法  回顾 1 例以头痛及命名性失语为临床表

现的左额叶神经梅毒树胶肿患者的、实验室

检查结果及影像学如下图、临床诊断与治疗

经过,结合文献就其临床表现、特点及诊断要

点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神经梅毒侵犯脑部形成树胶肿易与脑转

移瘤、高级别胶质瘤相混淆，故该病例术前

误诊为颅内肿瘤病变，其原因有两方面：首

先，在临床症状上都不典型，晚期梅毒和脑

肿瘤在颅高压出现前的表现可多样化，脑实

质、脑膜或血管均可累及；第二，其影像学

没有特异性，两者在影像学上可见多处的损

害及强化的表现；梅毒性树胶肿的头颅 MRI

可从三方面鉴别：T1WI 示低信号或等、低混

杂信号灶；T2WI 示高信号或等、高、低混杂

信号灶；钆喷替酸葡甲胺(Gd．DTPA)增强 Tl

硼示病灶呈不规则环形强化，邻近脑膜强

化，且最大病变层面显示病变的边缘与周围

脑膜以钝角相交。神经梅毒树胶肿的病理改

变主要为炎性细胞的侵润，表现为血管周围

炎及血管炎的改变，伴胶质细胞增生，可合

并脓肿形成。 

结论  神经梅毒树胶肿的诊断无金标准，临床

医师需要充分采集临床病史：包含梅毒接触

史、血清和脑脊液的梅毒实验室检查、影像

学等，此外患者及配偶的婚外性生活史是也

将为诊断提供重要线索，以争取在术前作出

诊断，减少误诊。虽然首选的治疗方式是及

时使用足量足疗程的青霉素，但是手术切除

神经梅毒树胶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或防

止蔓延，减轻症状，并提供诊断的病理学依 

据， 

PO-669 

垂体瘤经蝶手术术中并发症的处理策略 
 

王卫红 肖瑾 程宏伟 王斌 王先祥 李志范 张义泉 冯春

国 徐培坤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经蝶手术治疗是绝大多数垂体腺瘤的首

选治疗。尽管随着神经导航、术中动力系

统、显微器械的发展，肿瘤的全切除率在逐

渐提高，手术相关的并发症在下降。但是无

论是显微镜经蝶还是内镜经蝶，术中仍然会

发生一些令术者棘手的并发症。本文总结了

经蝶手术中常见的并发症，并探讨了其相应

的处理策略，旨在提高垂体瘤经蝶手术治疗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我科 2015 年 0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99 例经蝶手术患者的临床资

料。其中男 53 例，女 46 例。内镜经蝶手术

30 例，显微镜经蝶手术 69 例。99 例患者中

有 37 例患者术中出现定位错误、脑脊液漏、

鞍膈过早下降和海绵间窦出血等相关并发

症。针对术中不同并发症给与相应处理，并

总结其处理策略。 

结果  肿瘤全切 19 例，次全切除 12 例，大部

分切除 6 例。术中开放鞍底前出现定位错误 6

例（均为显微镜经蝶病例），鞍膈下降 12 例

（内镜经蝶 5 例，显微镜经蝶 7 例），脑脊

液漏 10 例(内镜经蝶 6 例，显微镜经蝶 4

例)，海绵间窦出血 9 例（内镜经蝶 5 例，显

微镜经蝶 4 例），全部颅病例未见颅神经损

伤和颈内动脉损伤。一例复发侵袭性垂体瘤

患者术后出现术区渗血，家属拒绝进一步治

疗，自动出院。其余病例均康复出院。 

结论  无论是内镜经蝶还是显微镜经蝶，术中

均可出现相关并发症，及时有效地处理术中

并发症，不仅可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而且可提高手术疗效。 

 
 
PO-670 

腰大池腹腔分流术在治疗特发性颅内压增高

症的应用 
 

王首杰 秦怀洲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腰大池腹腔分流术在治疗特发性颅

内压增高综合症(IIH )时适应症及近远期疗效 

观察。 

方法 结合我科近期内 5 例病例，从术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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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术后等角度总结腰大池腹腔分流术在治

疗特发性颅内压增高综合症(IIH )时的适应

症、术中术式及跟踪观察术后效果。 

结果 腰大池腹腔分流术在治疗特发性颅内压

综合症时疗效确切，可靠。 

结论 采用腰大池腹腔分流术治疗特发性颅内

压增高症疗效肯定，并发症少，临床上可积

极应用。 

 
 
PO-671 

ADAM17 在神经胶质瘤组织中表达及临床意

义研究 
 

王勇 1 兰青 2 

1.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去整合素-金属蛋白酶 17（ADAM1

7)在人脑神经胶质瘤组织标本中的表达及其与

胶质瘤恶性程度，重要病理因素及患者预后

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 Western blot 及免疫组织化学方法

检测 8 例脑外伤对照脑组织和 60 例胶质瘤样

本中 ADAM17 表达水平，采用统计分析 ADA

M17 表达与患者重要病理因素之间的关系， 

KM 生存曲线分析 ADAM17 表达与患者预后

之间的关系。 

结果 Western blot 及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ADA

M17 主要表达于胶质瘤和对照脑组织细胞浆

中，其中胶质瘤表达明显高于对照脑组织，

并且在胶质瘤组织中随着胶质瘤恶性程度逐

渐增加。统计分析结果显示，ADAM17 与胶

质瘤 WHO 级别呈现明显相关性（p＜0.00

5），而与病人性别，年龄，肿瘤大小，位

置，转移及 KPS 评分无明显相关性。KM 生

存分析显示 ADAM17 与胶质瘤患者预后呈现

明显负相关（p＜0.005）。 

结论 ADAM17 蛋白的高表达与神经胶质瘤患

者恶性程度呈现密切相关性，并且预示患者

较差的预后，其有可能作为胶质瘤恶性程度

诊断和预后判断的重要指标之一 

 
 
PO-672 

表现为垂体腺瘤影像特点的鞍区 Rathke 囊肿

——病案报道及文献回顾 
 

汪戴军 李亚楠 闽伟杰 岳志健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鞍区 Rathke 囊肿与垂体腺瘤的影像学

表现有一定不同，一般较容易鉴别。然而，

临床上常可见不典型的 Rathke 囊肿，单凭临

床表现、及影像学特点，易与垂体腺瘤相混

淆。本文提供一例临床病例，以期探讨这两

者在影像学等方面的不同之处。 

方法 本文回顾了一例术前拟诊为垂体腺瘤的

鞍区占位患者，经鼻蝶入路切除病灶术中，

及术后的病理诊断为 Rathke 囊肿。本文通过

对该患者临床资料的分析，结合对鞍区 Rathk

e 囊肿相关文献的回顾，探讨了鞍区 Rathke

囊肿的术前诊断要点及难点。 

结果 患者为 46 岁男性，因性欲、性功能减退

一年，双眼视物不清十月就诊。患者存在视

力、视野损害及垂体功能不足表现。影像学

上，可见鞍区实质性占位呈现“束腰征”，T1

相均匀低信号、T2 相均匀稍高信号，增强后

呈轻度不均匀强化，囊壁强化明显强于囊内

信号。该病例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点，不能

完全排除垂体腺瘤的诊断。结合文献回顾，

我们发现：a. 鞍区 Rathke 囊肿临床症状可与

垂体腺瘤类似，可有视力、视野缺损及垂体

功能低下表现；b. 影像学上，鞍区 Rathke 囊

肿有时可与垂体腺瘤接近；c. 病灶边缘明显

异于病灶内部的强化特点，可能是鞍区 Rathk

e 囊肿与垂体腺瘤的影像学鉴别要点之一；d. 

术中所见病灶内容物的性状，有利于病理性

质的判定。Rathke 囊肿呈现胶冻样，血供少

且不易自行破碎。垂体腺瘤多为质软，易破

碎后被吸出，血供稍丰富。 

结论 影像学所见病灶边缘异于病灶内部的线

状强化，是鉴别鞍区 Rathke 囊肿的要点之

一。术中所见病变的性状，有利于对病变性

质的判定。 

 
 
PO-673 
Inhibitory effects of polybutylcyanoacryla
te nanoparticles loading antisense oligod
eoxynucleotide of hTERT mRNA on gliom
a SHG44 cells 
 
Liu Guodong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Objective  To prepare the hTERT-ASODN-p
olybutylcyanoacrylate nanoparticles via emul
sion polymerization method. Its inhibition eff
ect to glioma was evaluated in vitro.  
Methods  The hTERT ASODN-PBCA-NP w
as prepared using the emulsion polymeriz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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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ethod. The size and morphology were o
bserv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ope.
 The drug loading and entrapment efficiency 
of ASODN in the nanoparticles were measur
ed by HPLC. The inhibitory rate to SHG44 c
ells were detected by MTT assay, the cell cy
cles and intracellular fluorescence intensity d
etermined by flow cytometry after transfectio
n. The expression of hTERT mRNA was me
asured by RT-PCR, telomerase protein expr
ession was measured by immunocytochemic
al method.  
Results  The nanoparticles were discrete an
d uniform spheres with average diameter of 
120 nm PBCA nanoparticles, with drug loadi
ng and entrapment efficiency for 71.17% and
 95.20%, and + 41.3 mV for Zeta potential. N
anoparticles obtained by emulsion polymeriz
ations process were the same size and morp
hology. Compared with FASODN group (NP-
free), the intracellular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FASODN-NP group was obviously strong
er after transfection of 48 h (P < 0.01). The t
elomerase protein expression were (53.1 ± 1.
8)%, (56.7 ± 1.5)% and(59.6 ± 4.3)% for AS
ODN1-NP group, ASODN2-NP group and A
SODN3-NP group, with control group for (94.
6±1.3)%. The hTERT mRNA expression wer
e 2.23 ± 0.12, 2.31 ± 0.14, 2.26 ± 0.19 for A
SODN1-NP group, ASODN2-NP group and 
ASODN3-NP group, with control group for 1.
45 ± 0.11. The ASODN-NP groups displayed
 higher inhibitory rate, obviously cell modality
 change and cell cycle variety, reduced hTE
RT mRNA and telomerase protein expressio
n than that of ASODN groups (NP-free), SO
DN group, NP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ir 
differences are evidently remarkable. 
Conclusion  Nanoparticles obtained by emu
lsion polymerization method were steady wit
h high drug loading and entrapment efficienc
y of oligodeoxynucletide in the nanoparticles.
 Polybutylcyanoacrylate nanoparticles loade
d with antisense oligodeoxynucleotide of hT
ERT mRNA can enter the inside of SHG44 c
ells, preventing the expression of hTERT mR

NA， and inhibit the cell proliferation.  

 
 
PO-674 

脑膜血管外皮瘤（附 4 例报告） 
 

徐建军 徐书源 李宽正 钟方正 袁茂春 严露 

江苏省兴化市人民医院 225700 

 

血管外皮细胞瘤（Hemangiopericytioma，H

PC）是一种不常见的软组织肿瘤，HPC 最常

见于骨骼系统，在中枢神经系统极少见，临

床表现不典型，且 CT、MR 无特征性，易误

诊为其他肿瘤，术前很难确诊。我院自 2001

年至 2016 年共收治 4 例脑膜血管外皮细胞

瘤，均经手术和病理检查证实，结合文献复

习，现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年龄 35-50 岁，男女各 2 例，平均年龄 4

5.25 岁。 

1.2 部位及临床表现 

肿瘤位于中颅凹底小脑天幕 2 例，额部矢状

窦旁 1 例，后颅窝 1 例。临床表现依肿瘤的

位置、大小而异，其中头痛 3 例，1 例以肿瘤

卒中发病，1 例合并有精神障碍，1 例合并有

轻度面神经瘫痪。 

1.3 辅助检查 

本组 3 例术前均行头颅 CT/MRI 检查，1 例因

肿瘤卒中急诊手术，术前未做 MRI 检查，只

做了头颅 CT 扫描。头颅 MRI 表现为 T1 加权

像等低不均匀小号，T2 加权像不均匀等高信

号病灶，无明显瘤周水肿，脑膜尾征较少

见，增强扫描病灶明显强化，但欠均匀，有

血管流空现象。1 例有骨质破坏，2 例跨叶生

长。  

1.4 治疗方法及结果 

所有病例均行手术治疗，根据肿瘤大小、部

位不同选择的手术入路及切开。切除程度及

术后情况：早期 1 例巨大肿瘤行次全切除术

和放疗，12 年后因全身多处转移死亡，近年

来 3 例均行肿瘤全切除，1 例为恶性血管外皮

瘤（核分裂象＞4/10HF，伴小灶性坏死）W

HO III 级，免疫组化标记瘤细胞呈 CKpan-；

EMA-；CaA-；Ki67 约 20%+；Syn-；CD34

+，GFAP-；BCl-2 等，术后行放疗。目前正

在随访之中。 

2、 讨论 

脑膜血管外皮瘤（Meningeal Hemangioperic

ytoma，MHP）是一种生物学行为为与肉瘤

极为相似的恶性肿瘤，一般认为其起源于脑

膜毛细血管外皮细胞或是成血管分化的前体

细胞。MHP 占全神颅内肿瘤的 0.5%-1%，脑

膜起源的肿瘤 2%。Begg 和 Carret 在 1945

年首先报道了原发于颅内的血管外皮细胞瘤

并指出 Cushing 等描述的成血管细胞脑膜瘤

实际上是原发性 MHP，因为它具有侵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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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标志。1993 年 WHO 中枢神经肿瘤分

类将其从脑膜瘤中分出来，将其单列出为“间

叶性非脑膜来源”肿瘤。 

颅内 HPC 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以成人多见，

男性略多于女性，确诊时平均年龄约 40 岁，

HPC 好发部位与脑膜瘤发病部位相似，大多

数位于脑外，与脑膜关系密切。由于 HPC 生

长迅速与脑膜瘤相比，往往短时间内出现症

状，临床表现取决于生长的部位，常见症状

为头痛和与肿瘤部位相关的定位症状。本组 2

例中颅凹小脑天幕上巨大肿瘤出现了精神异

常和面瘫的临床表现，1 例以肿瘤卒中而发

病。 

对于 HPC 的治疗应争取手术全切，且术后无

论肿瘤切除的程度如何均应常规辅助术后放

射治疗。HPC 血供丰富，可造成术中出血，

术前栓塞可减少术中出血量，肿瘤是否全切

对预后有明显影响.HPC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经

常转移到中枢神经系统以外的部位，最常见

骨、肺和肝脏，5 年、10 年复发率为 65%和

76%。 

总之，HPC 是一种具有侵袭性的中枢神经系

统的肿瘤，生物学行为类似软组织肉瘤，治

疗 HPC 应尽最大努力将肿瘤全切除，必要时

术后辅以放疗，应对其进行长期随访。 

 
 
PO-675 

神经内镜辅助经眉弓锁孔垂体瘤切除术 22 例

疗效分析 
 

刘旭 黄建军 朱家伟 郑涛 辛元君 

贵州航天医院 563003 

 

目的 神经内镜经眉弓锁孔入路治疗垂体瘤效

果分析。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采用神

经内镜经眉弓锁孔入路治疗垂体瘤 32 例患者

的临床资料作为观察组，并收集同期在我院

行常规手术治疗的垂体瘤患者的临床资料为

对照组。 

结果 观察组有效率为 93.75%，对照组的有

效率为 80%，观察组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术中时间为

（90.33±27.45）min，出血量为（88.25±19.

51）ml,均少于对照组术中时间为（142.23±3

1.63）min 和出血量（175.75±23.81）m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05 ）。手术也达到满 

意效果。 

结论 神经内镜经眉弓锁孔入路手术治疗垂体 

瘤是一种临床疗效明显、术中出血少、创伤

小、操作方便、安全和有效的治疗方法，值

得临床更好的推广。  

 
 
PO-676 
Benign fibrous histiocytoma of the frontal
 bone. Report of a case 
 
Zhu Ning Xi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Benign fibrous histiocytoma (BFH) rarely occ
urs in bone and may affect femur, tibia, and 
pelvic bone. We report here a case concerni
ng a 11-year-old girl with a 28 days history of
 an enlarging frontal bone mass. The tumor 
was excised after removal of the cortical bon
e and resection of the tumor surrounding the
 cortical bone erosion using pre-plasticity tita
nium repair. Postoperative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nalysis were consistent with a 
benign fibrous histiocytoma. Although a prim
ary benign fibrous histiocytoma of the frontal 
bone is a rare tumor,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potential diagnosis for any cranial tumo
r.  
 
 
PO-677 

成人丘脑高级别胶质细胞瘤的临床特点及治

疗策略 
 

雷兵 

浙江省人民医院 310014 

 

目的 探讨成人丘脑高级别胶质细胞瘤的临床

特点及治疗策略。 

方法 探讨我院 2010 年至 2015 年收治 32 例

成人丘脑高级别胶质细胞瘤的临床特点及手

术入路， 对其中 28 例采用三角区入路，4 例

采用经胼胝体侧脑室入路；并进行 3 个月至 3

年的随访，对所有患者的疗效进行观察及总

结。 

结果 32 例显微手术切除的病人中肿瘤“全切”2

6 例,(81.25%），“近全切”4 例 12.5%，大部

分切除 2 例 6.25% ， 肿瘤切除术后短期症状

和神经功能明显改善 18 例（（25%），无变

化 4 例（12.5%）恶化 2 例（6.25%），无死 

亡。  

结论 丘脑高级别胶质细胞瘤病程相对较短， 

为恶性肿瘤，病例进展较快，临床表现以颅

高压及丘脑局限性损害症状为主，丘脑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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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胶质细胞瘤治疗首选手术切除术后应辅以

必要的放疗和化疗。 

 
 
PO-678 

Kawarse 入路在跨中后颅窝肿瘤切除中的应

用 
 

张红波 1 穆林森 2 袁辉胜 1 刘红朝 1 吴震 3 

1.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新华

医院）、湖北省脑科中心神经外科  

2.广州市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 kawarse 入路在切除跨中后颅窝肿

瘤中的手术应用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 例采用 kawarse 入路切

除跨中后颅窝肿瘤的病例特点、神经功能表

现、影像学资料及手术疗效及应用。 

结果 肿瘤主体位于中颅窝者 13 例，位于后颅

窝者 10 例，中后颅窝各占 1/2 者为 7 例。肿

瘤直径大小平均为 3.46±1.78cm。三叉神经

鞘瘤 13 例，脑膜瘤 12 例，嗜酸性肉芽肿 1

例，表皮样囊肿 4 例。肿瘤全切除 23 例（76.

7%），近全切 4 例（13.3%），大部分切除

3 例（10.0%）。术后神经功能改善明显者 2

7 例，轻微好转者 1 例，加重 2 例。其中 1 例

术后发生复视，2 例术后出现口角疱疹，术后

无菌性颅内炎症 2 例。予以抗感染、神经营

养和抗病毒治疗后痊愈。3 例大部分全切者术

后行补充放疗，随访 6～18 个月，无肿瘤复

发。 

结论 kawarse 入路对于跨中后颅窝肿瘤的显

露充分，肿瘤全切率高，具有创伤小，术后

并发症少。 

 
 
PO-679 

听神经瘤手术听力保留的影响因素分析 
 

杨正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伴随着 CT、MRI 等神经影像技术的进

步，显微技术的完善以及术中神经电生理监

测技术的发展，目前听神经瘤的死亡率较前

大大降低，肿瘤全切除、面神经功能保留目

前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听力功能的保

留成为现代听神经瘤外科治疗的又一个研究

重点。本文旨在对显微外科手术治疗听神经

瘤过程可能影响术后听力的因素进行研究，

以提高此类手术的治疗效果。 

方法 对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间华

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听力随访

资料完整的 42 例病例进行研究，听觉功能采

取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研制的普通话言

语测试材料（mandarin speech test materials

 ,MSTMs）句表进行言语识别率测试（SD

S）和纯音听阈测定（PTA），并使用美国耳

鼻喉头颈外科学会制定的 AAO-HNS 听力分

级标准进行术后听力分级。将收集的数据用

Microsoft Excel 2003 建立数据库，运用 SPS

S16.0 统计软件分析术后听力保留的影响因

素。 

结果 42 例有完整听力随访资料的病例，31

例术中相关神经、血管得以完整保留，5 例蜗

神经因与肿瘤关系过密而未能保留，其余病

例因无相关蜗神经术中监测未能明确蜗神

经。对随访的 42 例听神经瘤术后患者按照 A

AO-HNS 标准进行听力分级，根据“50-50 标

准”筛选符合听力保留手术标准的病例有 9

例，其中术后有效听力 3 例，有效听力保留

率约为 33.3%（3/9）；33 例病例术前为无效

听力，2 例术后改善为有效听力，听力改善率

约为 6.1%。 

结论 术前听力状况及术前听力减退时间的长 

短对听力保留的适应症存在指导意义；肿瘤

的起源、生长部位、肿瘤的大小及内听道的

扩张程度与术后听力保留存在相关性；术者

的经验及手术入路的选择对术后听力保留有

着决定性的意义；术中电生理监测的运用可

以保证操作的精确性，内镜的应用可对手术

起到辅助作用。 

 
 
PO-680 

蛛网膜平面内听神经瘤显微切除术 
 

舒凯 蒋伟 雷霆 李龄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探讨听神经瘤显微手术切除技巧及血管

神经保护方法，如何提高面神经解剖保留率

和功能保留率。 

方法  自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共有 

162 例听神经瘤患者在我组行显微手术治疗。

手术均采用侧俯卧位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

术前术后均由耳鼻喉科行听力学检查，包括

纯音听阈、言语识别率等。手术过程中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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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神经及脑干诱发电位等电生理监测。现回

顾性分析所有患者临床资料、术前影像、手

术录像等。按 House-Brackmann 面神经功能

分级进行术前术后面神经功能评估，统计面

神经解剖保留率及功能保留率。根据 AAO-H

NS 听力分级法统计听力保留率。并对显微切

除术中的分离切除技巧及辨识保护面神经的

方法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根据 Koos 分级，162 例听神经瘤中，K

oos1 级听神经瘤有 5 例，2 级有 37 例，3 级

有 74 例，4 级有 46 例。复查显示肿瘤全切

除 157 例,全切率为 96.9％；术中面神经解剖

保留者 153 例,面神经解剖保留率为 94.4％。

术后一周 House-Brackmann 面神经功能分级

统计结果，面神经功能Ⅰ～Ⅱ级 148 例(91.

3％),Ⅲ～Ⅳ级 12 例(7.4％),V～Ⅵ级 2 例(1.

2％).实用听力保存 41 例，保留率 25.3%。无

因手术死亡病例。 

结论  在听神经瘤显微切除术中，严格以蛛网

膜平面为界分离，能显著减少肿瘤血供，有

效保护血管和神经避免损伤，提高面神经解

剖保留率和功能保留率。术中颅神经及脑干

诱发电位等电生理监测亦有重要保障作用. 

 
 
PO-681 

显微镜下锁孔手术的临床应用研究 
 

邢春阳 

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探讨显微镜下锁孔手术的临床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 10 年来收治的锁孔手术

459 例的手术经验，总结锁孔手术临床应用。

经眉弓锁孔入路治疗颅内病变的手术 270

例。经翼点锁孔入路治疗颅内病变的手术 52

例。经后颅窝锁孔入路的手术 137 例。 

结果  外伤及高血压引起脑内血肿 23 例，经

翼点锁孔入路治疗效果良好。颅内肿瘤全切

除 266 例( 73.8%) , 次全切除 90 例( 26.

2%)。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3.8%，无与手术

入路相关并发症。 

结论  显微镜下锁孔手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

微创手术, 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广泛应用。 

    
 
PO-682 
PBV Maps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pre-sur
gical Embolization for Hypervascular Brai
n Tumors 

 
Wen Lili,Zhang Qingrong,Deng Jinlong,Chen Shuju
an,Lv Shengyin,Zhang Xin,Wang Handong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神经外科 210002 

 

Objective  Preoperative embolization of the 
hypervascular brain tumors is frequently use
d to minimiz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This st
udy explores the efficacy of embolization usi
ng parenchymal blood volume (PBV) maps b
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Methods  Twenty-five patients with hyperva
scular brain tumors received pre-, and post-p
rocedural C-arm flat-panel detector CT PBV 
scan (FDCT PBV) using a biplane system un
der a protocol approved by institutional rese
arch ethics committee prospectively.  Quantit
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gions -of-inter
est (ROI) measurements of the pre- and post
-embolization PBV maps, operating time and
 blood loss were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fea
sibility of PBV maps in detecting the perfusio
n deficit and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of emboli
zation.  
Results  Totally 18 of the 25 patients (72%) 
underwent pre-surgical embolization, and all 
the 18 cases (100%) showed PBV with perfu
siondeficit post-embolization. The relative P
BV (rPBV)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embolization. Seventeen patients underwent
 tumor resection in 24 hours after embolizati
on. The blood loss per unit volume of the tu
mor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post
-embolization rPBV (ρ = 0.53) and the operat
ing time was signicantly shortened with the r
eduction of bleeding (ρ = 0.58). 
Conclusions  PBV maps are an excellent m
ethod to evaluate the perfusion of hypervasc
ular brain tumor and the efficacy of the embo
lization, and can be used as a supplementar
y to CTP, MRI, and DSA in the evaluation of 
tumor embolization. 
 
 
PO-683 

成人髓母细胞瘤的临床特点、治疗方法，及

临床各因素与预后研究 
 

欧阳陶辉 陈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成人髓母细胞瘤( MB) 的临床特点

及治疗方法，分析临床各因素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0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期间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手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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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成人（≥16 岁）髓母细胞瘤病例的病史资

料，根据入组标准进行筛选。使用无进展生

存(PFS)时间和总体生存(OS)时间来评价预

后。使用 SPSS16.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分析

临床各因素对生存时间的影响。 

结果  入组病例共有 54 例，女性 20 例，男性

为 34 例，年龄分布从 16 岁至 59 岁,中位年

龄 26 岁。肿瘤全切或基本全切 31 例(57.

4%)，次全切 18 例(33.3%)，部分切除 5 例(9.

3%)。在随访时间 10-132 月（中位，68 月）

中，有 19 例患者复发。5 年和 8 年 PFS 率分

别为 61.2%和 40.6 %，5 和 8 年 OS 率分别

为 81.4%和 52.5 %。低风险组患者 5 年 PFS

率及 OS 率分别为 72.3%和 81.7%，高风险

组患者 5 年 PFS 率及 OS 率分别为 51.8%和

71.2%。单变量分析中，肿瘤未全切，非促纤

维增生病理类型，脑干侵犯均为影响成人髓

母细胞瘤 PFS 率和 OS 率的危险因素（P＜0.

05）。高风险组 PFS 率明显低于低风险组

（P＜0.05），但两组 OS 率无明显区别（P

＞0.05）。多变量分析中，肿瘤未全切和非

促纤维增生病理类型是成人髓母细胞瘤预后

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肿瘤未全切和非促纤维增生病理类型均

为髓母细胞瘤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故 

而可作为其预后不良的预测指标。 

 
 
PO-684 

坐位经 Krause 切除松果体区肿瘤的初步探

讨 
 

杨磊 王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松果体区肿瘤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坐

位经幕下小脑上入路切除松果区肿瘤的手术

经验以及术后并发症的处理。 

方法  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1995-2014 年间实施“坐位经幕下小脑上入

路切除”的 68 例松果体区肿瘤患者的基本资

料、临床资料（病理结果、影像学资料、血

生殖细胞肿瘤标志物的水平）以及手术过程

进行详细介绍，并分析手术适应症及术中注

意事项。 

结果  所有 68 例患者中，生殖细胞肿瘤 29 

例、松果体实质肿瘤 15 例、神经上皮肿瘤例

及其他肿瘤 24 例；术前影像学检查肿瘤大于

3cm 者 24 例，小于 2cm 者 12 例，两者之间

者 32 例；术前血清生殖细胞肿瘤标志物检测

7 例 AFP 升高，9 例 HCG 升高，两项标记物

均升高者 13 例。均采取坐位 Krause 入路切

除肿瘤；术后并发症主要表现颅内积气和脑

室积气，发生 60 例，再发脑积水 3 例，小脑

肿胀发生 2 例，其他亦可见出血、丘脑损伤

等其他手术并发症；术后 5 年随访 51 例患

者，其中肿瘤复发 16 例，生活自理 42 例，

评分≥60 分。 

结论  手术切除是治疗松果体区肿瘤的一项积

极、有效的治疗策略；坐位 Krause 入路适合

于大部分松果体区肿瘤患者，特别是松果体

区肿瘤主体部分位于 Galen 静脉下方，肿瘤

生长方向未突破小脑幕，以中小型肿瘤效果

最佳；且经该入路切除松果体区肿瘤具有明

显的优势，手术操作空间大，损伤程度小 

 
 
PO-685 

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切除前庭神经鞘瘤手术治

疗中的面神经功能及听力保护 
 

张复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全面总结分析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切除前

庭神经鞘瘤手术中的面神经及听力保护相关

技术及手术经验，为提高前庭神经鞘瘤患者

预后提供新的资料。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 月在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

科本手术小组接受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前庭

神经鞘瘤的患者采用了本组内听道磨除方

法，并在术前术后及远期进行全面的影像学

资料、手术信息、及手术前后面神经功能及

听力分级的随访评估，对评估结果进行前瞻

性研究。另外，选自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0 月在本组使用此内听道磨除方法之前接

受手术的患者做为对照，对其手术前后的影

像学资料、手术信息、及手术前后面神经功

能及听力进行回顾性研究。使用配对样本的

他检验及对立样本 t 检验患者手术前后的面神

经功能及听力功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使用组患者的术后 7 天的面神经功能保

留满意率（术 H-B 1-2 级）为 73.3%，而术

后远期的面神经功能保留满意率为 90%。未

使用组患者远期的面神经功能保护满意率为 7

8.3%。使用组患者术前患者的有效听力率为

46.7%，未使用组为 69.7%，术后使用组患

者有效听力的保留率为术后 7 天 26.7%，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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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随访时提提高到 30%，而未使用组远期随

访的有效听力的保留率为 39.1%，两组患者

面神经功能及听力的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乙状窦后入路手术切除前庭神经鞘瘤可

以为术者提供更加开阔以及清晰的手术视

野，提高手术效率，利用内听道磨除技术及

术中电生理监测的辅助，可以清晰辨别面听

神经位置，在全切除肿瘤的同时保证患者良

好的术中面听神经结构及功能的保护，使患

者术后也有良好的面听神经功能。 

 
 
PO-686 
The comparison of clinical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IDH1 and IDH2 m
utations in gliomas 
 
Wang Haoyuan 

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000 

 

Background  Mutations in isocitrate dehydr
ogenase 1 (IDH1) and isocitrate dehydrogen
ase 2 (IDH2) are frequent in low-grade gliom
as and secondary glioblastomas (sGBM). Be
cause they yield the same oncometabolite, D
-2-hydroxyglutarate, they are often treated a
s equivalent and pooled. The objective of thi
s study was to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differe
nces between IDH1 and IDH2 mutant glioma
s.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 clin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between ID
H1 mutant and IDH2 mutant gliomas, we stu
died 811 patients with IDH1 mutations, IDH2
 mutations and IDH1/2 wild-type. In addition, 
whole-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and DNA m
ethylation data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distr
ibution of genetic changes in IDH1 and IDH2
 mutant glioma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bas
ed cohort.  
Results  Among 811 gliomas in our cohort, 
448 cases (55.2%) harbored an IDH1 mutati
on, 18 cases (2.2%) harbored an IDH2 mutat
ion and 345 cases (42.6%) harbored an IDH
1/2 wild-type. We found that IDH1 and IDH2 
are mutually exclusive in gliomas, and IDH2 
mutation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with PTEN,
 P53 and ATRX mutations. Patients with IDH
2 mutations had a higher frequency of 1p/19
q co-deletion (p < 0.05) than IDH1 mutant pa
tients. In addition, a Gene Set Enrichment A
nalysis (GSEA) showed that IDH2 mutant gli
oma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oxidative pho

sphorylation gene set, and the four most repr
esentative biological processes for genes co
mmonly altered by hypermethylation in IDH2
 mutant gliomas were the regulation of cell pr
oliferation, cell motion, cell migration and res
ponse to hypoxia. Patients with IDH2 mutant
 gliomas exhibited longer Overall survival (O
S) (p < 0.05) and longer Progression-free su
rvival (PFS) (p < 0.05) than patients with IDH
1/2 wild-type gliomas. However, their OS an
d PFS did not differ from that of IDH1 mutant
 patients.  
Conclusions  Our study revealed an intrinsi
c distinction between IDH1 and IDH2 mutan
t gliomas, and these mutations should be co
nsidered separately because their difference
s could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diagnosis a
nd treatment of IDH1/2 mutant gliomas. 
 
 
PO-687 

miR-126 对人胶质瘤细胞 U87 和 U251 生物

学功能的影响 
 

陈金龙 王帆 张弋 郭之通 龙建武 

厦门市第三医院 316000 

 

目的  观察 miR-126 对人胶质瘤细胞 U87 和 

U251 生物学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 MTT 实验、细胞划痕实验、Trans

well 侵袭实验检测 miR-126 对人胶质瘤细胞

U87 和 U251 的生长、侵袭转移能力的影

响。 

结果  MTT 检测发现，过表达 miR-126 可抑

制人胶质瘤细胞 U87 和 U251 的生长，且具

有时间依赖性；细胞划痕实验显示，转染 mi

R-126 成熟体 12、24 h 后伤口愈合率分别为

24.5%±0.8%、39.7%±1.1%，其阴性对照分

别为 37.6%±2.4%、75.2%±1.4%，P<0.05；

Transwell 侵袭实验显示，转染 miR-126 成熟

体 24 h 后穿过基底膜的人胶质瘤细胞 U87 和

U251 细胞数分别为(34±2.3)和(37±2.8)个，

其阴性对照为(79±2.6)个，P<0.05。 

结论  miR-126 可抑制人胶质瘤细胞 U87 和 U

251 的生长与侵袭。 

 
 
PO-688 

miR-126 抑制人胶质瘤裸鼠皮下移植瘤生长

和远处转移 
 

陈金龙 王帆 张弋 郭之通 龙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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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第三医院 316000 

 

目的  探讨微 RNA-126（microRNA-126，mi

R-126）对人胶质瘤细胞株 U87 和 U251 裸鼠

皮下移植瘤生长和远处转移的影响。  

方法  采用脂质体转染法将 miR-126-模拟物

（mimics）及其阴性对照（miR-126-mimics

—negativecontrol，miR-126-mimics—NC）

分别瞬时转染至人胶质瘤细胞株 U87 和 U25

1 细胞中，随后将转染后的 U87 和 U251 细

胞接种于裸鼠皮下，建立 U87 和 U251 细胞

肿瘤模型。待成瘤后将 miR-126-mimics 或 m

iR-126-mimics—NC 联合脂质体每隔 4d 进行

一次瘤内定点注射治疗，至 50d 后处死小

鼠，绘制肿瘤生长曲线图并计算抑瘤率；采

用实时荧光定量-PCR 检测移植瘤组织中 miR

-126 的表达情况；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移植

瘤组织中 Ki-67 及 caspase-3 的表达情况；观

察肿瘤在小鼠生长的情况，并对肿瘤组织及

周围进行 HE 染色。 

结果  miR-126-mimics 转染 U87 和 U251 细

胞后，U87 和 U251 细胞中 miR-126 的表达

水平明显上调：50d 后处死小鼠，最终 miR-1

26 过表达组裸鼠皮下移植瘤的体积明显小于

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抑瘤效果明显；移植瘤中

miR-126 的表达上调，Ki-67 表达明显下调，

caspase-3 表达明显升高；HE 染色结果显

示，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裸鼠肿瘤组织

周围都出现了肿瘤细胞浸润，而 miR-126 过

表达组的裸鼠肿瘤周围出现转移不明显。 

结论  miR-126 对人人胶质瘤细胞株生长和远

端转移均具有抑制作用，有望成为胶质瘤基

因治疗的新靶点。 

 
 
PO-689 

垂体生长激素型腺瘤与无功能型腺瘤的垂体

后叶 MR 高信号影分析 
 

林昆哲 袁邦清 黄绍宽 杨光 叶忠兴 林杨杨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476 临床部神经外科 350002 

 

目的  比较垂体生长激素型腺瘤与无功能型腺

瘤的垂体后叶磁共振高信号影改变特点。  

方法  回顾性纳入 45 例无功能型腺瘤与 16 例

生长激素型腺瘤，进行 MRI 影像分析，观察

垂体后叶高信号影的形态、大小及出现位

置，结合肿瘤的侵犯特点，探讨其不同点。   

结果  45 例无功能型腺瘤中，鞍膈上侵犯者 

45 例，鞍下侵犯者 20 例，海绵窦侵犯者 30

例。39 例可见垂体后叶高信号影，其中位于

鞍上者 24 例，鞍内者 3 例，鞍内及鞍上均可

见者 12 例；16 例生长激素型腺瘤中，鞍膈

上侵犯者 10 例，鞍下侵犯者 12 例，海绵窦

侵犯者 5 例，局限于垂体窝内 3 例。15 例出

现垂体后叶高信号影，其中位于鞍上者 1

例，鞍内者 14 例。两者的垂体后叶高信号影

的位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无

功能型腺瘤与生长激素型腺瘤患者垂体后叶

高信号影的最长径线分别为(8.32±3.37)mm、

（5.83±1.64）mm，最短径线分别为（1.67±

0.33）mm、（ 2.23±0.75）mm，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垂体生长激素型腺瘤与无功能型腺瘤的

生长特点不同，其垂体后叶高信号影的表现

形式也不同。 

 
 
PO-690 

翼点入路切除鞍区肿瘤的临床研究摘要（附 2

60 例报告）  
 

邵彤 靳峰 陈德勤 孔令胜 颜世清 

山东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目的  探讨翼点入路切除鞍区肿瘤的方法。 

方法  本组 260 例鞍区肿瘤，术前根据 CT 、

MR 及脑血管造影，确定肿瘤与周围的关系，

经翼点入路手术，采用显微外科技术，经多

不同的间隙切除肿瘤。 

结果  142 例全切，46 例近全切， 16 例大部

切除。近期明显好转 183 例、改善 42 例、无

变化 13 例、死亡 2 例。半年以上随访 219，

能正常工作(或学习)138 例、能做轻工作等 4

2 例、生活自理 20 例、生活不能自理 18

例、死于心脏病 1 例。 

结论  采用翼点入路多能满足鞍区不同类型鞍

区肿瘤的显露，如结合翼点改良入路能提高

鞍区肿瘤全切率及治愈率。 

 
 
PO-691 

脑干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探讨 
 

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脑干肿瘤手术治疗方法. 

方法  对我院在 2006.1-2016.1 收治的 55 例

脑干肿瘤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中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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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 7 例,大脑脚 2 例,桥脑腹侧 12 例,桥脑臂 8

例,前后贯穿桥脑 2 例,桥脑-延髓 4 例,延髓 16

例,延颈 4 例.采用五种手术入路:poppen 入路

5 例；经幕下小脑上入路 4 例；经一侧颞枕小

脑幕入路 13 例；桥小脑角入路 10 例；枕后

正中入路 23 例. 

结果  镜下全切 47 例,次全切除 8 例.病理结果:

星形细胞瘤Ⅰ～Ⅱ级 20 例,毛细胞性星形细胞

瘤 2 例,室管膜瘤 5 例,海绵状血管瘤 22 例,血

管网状细胞瘤 7 例,脊索瘤 1 例. 

结论  术前严谨的手术计划（结合功能 MR、

DTI 等多模态影响融合技术），术中合理的入

路、耐心细致的操作是脑干肿瘤显微手术成

功的关键.结合神经电生理监护、术中神经导

航是脑干手术成果的可靠保障，根据肿瘤性

质采用不同的取瘤策略有利于减少手术对脑

干的损伤. 

 
 
PO-692 

中枢神经细胞瘤的诊断和显微手术治疗 
 

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中枢神经细胞瘤的临床特征、影像 

学表现及应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手术技巧

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经显微手术后病理证实的 19 例中枢神经细

胞瘤的临床特征及显微手术治疗效果。 

结果  男 8 例,女 11 例,平均发病年龄 34.3 岁.

临床表现以头疼、呕吐、视乳头水肿等颅内

压增高症状为主.影像学检查显示多数肿瘤位

于侧脑室室间孔区并伴有梗阻性脑积水表现,

肿瘤增强后强化明显,并常见钙化.肿瘤全切除

13 例,次全切除 5 例,大部分切除 1 例,全部病

例术后常规进行放射治疗.术后随访 13 例患者,

随访时间 2 个月至 6 年,未见肿瘤复发或再生

长。 

结论  中枢神经细胞瘤是好发于脑室内的分化 

较好的神经元性肿瘤,术前通过临床表现及影

响学可初步诊断，应用显微手术结合术后放

疗可获得良好疗效。  

 
 
PO-693 

颅内血管周细胞瘤的 CT 和 MR 诊断 
 

陈潭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4 

 

目的  分析颅内血管周细胞瘤的 CT、MRI 影

像学征象，提高术前诊断正确率，减少误

诊。 

方法  回顾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9 例颅内

血管周细胞瘤 CT、MRI 影像学特征。 

结果  18 例位于颅内脑外，1 例位于脑实质

内，肿瘤多呈分叶状，以稍长 T1 稍长 T2 信

号为主，13 例肿块内可见囊变、坏死不均匀

信号，5 例信号较均匀，9 例见血管流空影，

11 例 T1WI 上肿块周围见低信号环，14 例见

瘤周水肿，增强扫描明显不均匀强化 13 例，

明显均匀强化 6 例，18 例均与硬脑膜相连，

11 例为窄基底，7 例为宽基底，7 例见“硬膜

尾征”，4 例邻近脑膜可见增厚并强化，3 例见

骨质破坏。 

结论  颅内血管周细胞瘤 CT、MRI 影像学表

现有一定特征性，通过细致的观察分析，结

合临床，可以提高术前诊断正确率，但最终

确诊有待于病理及免疫组化。  

 
 
PO-694 

复发颅咽管瘤的生长方式与外科治疗 
 

包贇 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颅咽管瘤复发率较高，手术治疗复发颅

咽管瘤难度比原发颅咽管瘤高。而对不同复

发颅咽管瘤生长方式不清楚会加大手术难

度。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复发颅咽管瘤生长方

式，已经不同的生长方式的颅咽管瘤对临床

症状、手术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对 78 例复发颅咽管瘤进行回顾性分 

析，男性 43 例，女性 34 例。年龄为 4-68

岁。根据术前磁共振成像对复发颅咽管瘤进

行分型（基于肿瘤起源和生长方式的颅咽管

瘤 Q 型与 TS 型分型），对术中情况及预后

进行分析。 

结果  Q 型复发颅咽管瘤的患者出现生长发育

迟缓、失明和视力下降的概率比 TS 型的高。

TS 型复发颅咽管瘤的预后比 Q 型的差，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复发颅咽管瘤手术难度大，根治性全切

除是治疗颅咽管瘤的最主要的治疗方式。不

同生长类型的复发颅咽管瘤患者具有不同的

症状和预后。对复发颅咽管瘤起源及生长方

式的正确认识能帮助术者选择最佳手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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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判断手术难度，并且能对术中可能遇到

的情况作出相应的准备。神经外科医生要对

不同生长类型的复发颅咽管瘤进行个性化手

术治疗。虽然复发颅咽管瘤和周围的重要结

构有着不同程度的粘连，其手术难度比原发

颅咽管瘤大。但是，对不同生长类型的复发

颅咽管瘤进行个性化手术治疗，大多患者仍

然可以获得全切除，同时可以避免肿瘤再次

复发。如果颅咽管瘤多次复发，任然有机会

进行切除而达到彻底根治的目的。 

 
 
PO-695 

头颅和颈部淋巴结外 Rosai-dorfman 病 7 例

报告并文献复习 
 

黄楠 1 曹代荣 1 陈谭辉 1 林娜 1 曾峥 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影像科 

2.福建医科大学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 

 

目的  总结头颅和颈部淋巴结外 Rosai-dorfma

n 病的影像特征，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 例经病理证实的头颅和颈

部淋巴结外 RDD 的影像学资料，并复习文 

献。 

结果  发生在眼眶 3 例，颅内 2 例，颅外 1

例，鼻腔 1 例。其中 1 例眼眶 RDD 伴颈部淋

巴结肿大，其余 6 例为单纯淋巴结外病变。

病灶 CT 平扫呈等/稍高密度，MRI 呈等 T1 等

/短 T2 信号，其中 1 例复发病例 T2 呈高信

号；增强见不同程度强化。3 例表现为眼眶浸

润性肿块伴或不伴邻近骨质破坏；2 例表现为

颅内脑外基于脑膜生长肿块，T2WI 呈明显低

信号，增强明显强化；1 例表现为帽状腱膜下

软组织影，侵袭颅骨向颅内生长；1 例表现为

鼻腔均质肿块。 

结论  头颅和颈部淋巴结外 RDD 在不同部位

可有不同的影像学表现，不具特征性。当发

现颅内硬膜肿块 T2WI 呈明显低信号、眼眶浸

润性肿块以及鼻旁窦内占位时应考虑到 RDD

的可能。 

 
 
PO-696 

Nrf2 调控胶质瘤焦亡、凋亡并参与化疗耐药

的机制研究 
 

潘灏 王汉东 王强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胶质母细胞瘤作为成人最常见的颅内恶 

性肿瘤，其治疗效果一直不佳。即使目前给

予手术切除辅以术后放化疗，但中位生存期

多在 12-18 个月之间。化疗耐药一直是胶质

母细胞瘤治疗中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Nrf2

作为重要的抗氧化应激的转录因子，在中枢

神经系统损伤如脑外伤、蛛网膜下腔出血等

疾病中起着重要的神经保护作用。但近年研

究提示其在胶质瘤内也起着保护肿瘤细胞的

作用。本研究拟就 Nrf2 在胶质瘤化疗耐药中

的机制进行探讨，以期发现 Nrf2 调控化疗耐

药的关键因素，为临床治疗提供新的研究方

向。 

方法  临床收集胶质瘤患者组织标本，与正常

脑组织对照，确认瘤内 Nrf2 表达水平，免疫

组化检测 Nrf2 与 TET1 表达。选取 U251、A

172、U87 细胞系，体外观察 Nrf2 表达改变

对 TMZ 作用下胶质瘤存活率影响，流式检测

凋亡、焦亡发生率变化、ROS 水平改变。体

内检测 Nrf2 敲除后肿瘤体积大小改变。利用

已有的 TMZ 耐药胶质瘤细胞系，检测耐药细

胞内 Nrf2 表达水平改变及沉默 Nrf2 表达后对

耐药性的影响。检测 TET1 与 Nrf2 表达水

平、Nrf2 启动子甲基化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western blot 结果提示随着胶质瘤级别

增高，Nrf2 表达水平逐渐升高。免疫组化提

示在高水平表达 Nrf2 的胶质瘤内，TET1 表

达呈高水平，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多种化

疗药物短期刺激下，胶质瘤细胞内 Nrf2 表达

水平上升。复发胶质瘤患者标本与首次手术

标本比较，Nrf2 表达升高。慢病毒转染沉默

U251、A172 内的 Nrf2 表达后，TMZ 作用下

细胞存活率下降，平板克隆形成减少，同时

出现 ROS 水平上升，western blot 结果提示

凋亡、焦亡相关蛋白表达水平上升，流式提

示 Cas3+PI 双阳的凋亡及 Cas1+PI 双阳的焦

亡发生率均出现增加。耐药细胞内 Nrf2 表达

水平较亲本细胞明显上升，沉默耐药细胞内

高表达的 Nrf2 可恢复其化疗敏感性。TET1

与 Nrf2 表达存在相互调控，TET1 通过影响

Nrf2 启动子甲基化水平调控 Nrf2 表达水平。 

结论  胶质瘤内高水平表达的 Nrf2 成为胶质

瘤化疗耐药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化疗药物

刺激后，胶质瘤内 Nrf2 可进一步表达升高，

并通过影响 TET1 表达，正反馈性刺激 Nrf2

的进一步表达增高，从而影响肿瘤恶性表型

增加，促进耐药的发生。抑制 Nrf2 的表达及

活性可改善胶质瘤化疗耐药，可成为后续研

究的关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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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697 

神经梅毒 35 例分析 
 

邹海 1 程祖珏 2 

1.浙江省人民医院 

2.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神经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感染人体后，引起

中枢神经 系统如脑实质、脑膜或脊髓损害为

主要表现的一组临床综合征，是晚期梅毒全

身性损害的重要表现。近年来，随着梅 毒感

染率的上升，神经梅毒发病率也显著上升，

因其早期 临床症状隐匿且复杂多样，且存在

患者隐瞒病史的情况，导 致诊治不及时，病

残高，需引起重视。本文作者对其医院 2001

一 01—2013—12 住院治疗的 35 例神经梅毒

患者临床资 料进行分析，以探讨神经梅毒的

临床特点、诊断和治疗。 

 
 
PO-698 

经额皮层-脑室-穹窿入路切除三脑室后部肿瘤 
 

李东海 徐春华 肖利民 郭昌贵 范昊文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经额皮层-脑室-穹窿入路切除主体

位于中脑被盖前方的三脑室后部肿瘤的可行

性。 

方法  2012.1-2015.9 我科收治的位于中脑被

盖前上方的三脑室后部肿瘤 5 例，均在全麻

下采用经额皮层-脑室入路，切开穹窿脚来显

露并切除肿瘤。在脉络丛移行处内侧 5～10m

m 处切开穹窿 1～2cm，钝性分离穹窿向两侧

牵开，静脉向上推移时在内侧可以显露大脑

内静脉，瘤内充分减压后分块切除肿瘤，静

脉向下推移时在肿瘤腹侧和外侧可以显露大

脑内静脉，大脑内静脉与肿瘤之间有粘连，

但一般有蛛网膜界面相隔。调整牵开穹窿的

方向，分离切除前方达蒙氏孔，后达天幕裂

孔的肿瘤。其中 3 例术中先行脑室镜三脑室 

底造瘘术。 

结果  脑膜瘤 3 例，成熟型畸胎瘤 1 例，精原

细胞瘤 1 例。3 例脑膜瘤将大脑内静脉向下推

移，另外 2 例肿瘤将大脑内静脉向上推移。

肿瘤全切除 4 例，次全切除 1 例。术后无癫

痫及偏瘫、失语、脑积水等并发症，无记忆

力减退及认知障碍。术前 KPS 评分 54±11.4

分，术后 3 个月 KPS 评分 98±4.5 分，术前

与术后 3 个月 KPS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经额皮层-脑室-穹窿入路可以有效切除 

主体位于中脑被盖前上方的三脑室后部肿

瘤，尤其适合于大的肿瘤，可以同时行内镜

三脑室底造瘘，并具有显露好、并发症少等

优点。 

 
 
PO-699 

脑胶质瘤患者外周血 Th17、Th22 细胞的表

达及意义 
 

王成伟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  通过研究脑胶质瘤患者外周血中 Th1

7、Th22 细胞比例的变化及二者的相关关

系，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RORC mRNA

及 AHR mRNA 的表达及血清中 IL-22 的浓

度，旨在探讨 Th17、Th22 细胞在脑胶质瘤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8 月 34 例

胶质瘤患者为病例组，并按其病理类型分

组，同期 24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 1. 应

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中 Th17、Th22 细

胞的表达比例，其中 Th17 定义为 CD4+ IFN-

γ? IL-17+，Th22 定义为 CD4+ IFN-γ? IL-17?

 IL-22+，并分析二者的比例变化及其相关关

系。2. 采用 Ficoll 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外周

血单个核细胞，RT-PCR 技术检测外周血单

个核细胞中 RORC mRNA 及 AHR mRNA 的

表达水平。3. 采用 ELISA 检测血浆中 Th22

细胞相关因子白细胞介素-22（Interleukin-2

2，IL-22）的水平。 

结果  1. 脑胶质瘤患者组外周血 Th17 细胞比

例（占淋巴细胞）有升高趋势，但两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高级别组

（WHO III-IV 级）与低级别组（WHO I-II

级）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脑胶质瘤患者组外周血 Th22 细胞比例（占

淋巴细胞）明显升高（P<0.05），且高级别

组升高程度明显高于低级别组（P<0.05）。

脑胶质瘤患者外周血 Th17 与 Th22 细胞的表

达呈正相关关系（r =0.40，P=0.03），健康

对照组二者表达无相关关系（P>0.05）。3. 

脑胶质瘤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RORC mRN

A 及 AHR mRNA 的表达水平升高不明显

（P>0.05；P>0.05）；且高级别组与低级别

组相比，这两种因子的表达差异不明显（P>0.

05；P>0.05）。4. 脑胶质瘤患者血浆 IL-22

水平比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但

高级别组与低级别组组间差异不明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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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结论  1. 脑胶质瘤患者外周血中存在 Th22 细

胞及其相关因子 IL-22 异常升高，外周血 Th2

2 细胞及 IL-22 的变化或可作为监测脑胶质瘤

发病及进展的指标。2. 脑胶质瘤患者 Th17 与

Th22 细胞明显相关，二者可能共同参与脑胶

质瘤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并有可能发挥协同

作用。 

 
 
PO-700 

活体成像系统在胶质母细胞瘤血管生长中的

评估作用 
 

蔡康 李卫 

广州市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2 

 

目的  通过慢病毒转染建立稳定表达绿色荧光

蛋白的细胞株，并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评

价。进而建立皮下肿瘤模型，运用活体成像

系统动态观察肿瘤生长及血管生成，分析两

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研究胶质母细胞瘤的

转移复发，评估靶向治疗提供有效的动物模

型。 

方法  通过慢病毒转染建立稳定表达绿色荧光

蛋白的细胞株，建立小鼠皮下肿瘤模型：取 2

5 只裸鼠随机分成 5 组，于 4 周龄大小时皮下

注射 1x106 个 GBM-EGFP 细胞。另取 9 只

作为对照组，注射 1x106 个 GBM 细胞，分

别于 1w，1.5w，2w，2.5w，3w，3.5w，4

w，4.5w，5w 时以活体成像系统观察小鼠肿

瘤荧光表达情况，测定荧光值（以光子数表

示）。并于活体成像后取实验组及参照组裸

鼠各一只取肿瘤组织行 H&E 染色及人 CD34

免疫组化观察肿瘤血管发生及形态，统计微

血管密度（MVD），同时行 CD34 免疫荧光

观察肿瘤来源内皮细胞。体外取不同细胞浓

度的细胞送活体成像系统，分析不同浓度细

胞与荧光值之间的关系，用以计算肿瘤不同

时间段肿瘤内细胞数，从而分析肿瘤生长与

血管发生及血管形态之间的关系，最后以流

式加以验证。 

结果  GBM-EGFP 生物学特性较原代未发生

改变。体外实验显示 GBM-EGFP 荧光表达稳

定，且荧光强度与细胞数呈直线正相关。小

鼠活体成像系统显示接种后 1w 后肿瘤可在活

体成像系统中观察到荧光，荧光表达随肿瘤

生长逐渐增强。H&E 染色及免疫组化显示肿

瘤接种后 3d 开始出现幼稚血管，1w 开始肿

瘤中央开始坏死，坏死周围出现血管出芽结

构，MVD 在 3-4w 时增值最快，4w 达到峰

值，此后进入平台期，流式结果分析显示 4w

时 CD34+阳性率为 1.63%。 

结论  GBM-EGFP 生物学特性较原代未发生

改变，同时，通过活体成像系统可建立稳定

表达绿色荧光的胶质瘤皮下肿瘤模型，实现

了对胶质瘤体外生长的长期动态观察，为研

究胶质瘤的体外生长提供了良好模型；同时

通过免疫荧光观察到肿瘤来源的内皮细胞，

统计了 MVD，并以流式加以验证，为肿瘤来

源内皮细胞分选创造了条件。         

 
 
PO-701 

丘脑胶质瘤的外科治疗 
 

闫长祥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目的  讨论丘脑胶质瘤的临床特征及外科治疗

方法。 

方法  参考国内外关于丘脑胶质瘤治疗的最新 

研究进展，并结合我们病房手术的 120 例丘

脑胶质瘤患者，对其外科治疗方法进行深入

探讨。 

结果  90 例丘脑胶质瘤手术患者中，全切 55

例，近全切 50 例，大部切除 15 例。病理：II

级 15 例，II-III 级 42 例，III 级 30 例，III-IV

级 33 例。术后症状改善者 65 例，无改善者

35 例，加重者 18 例，死亡 2 例。平均随访

时间 6 年 10 个月，平均 5 年存活率 67.3%。 

结论  丘脑胶质瘤应根据不同肿瘤的生长特

点，选择合适手术入路，最大限度保护正常

丘脑组织功能，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 

 
 
PO-702 
A case of huge intracranial solitary fibrou
s tumor and literature review 
 

魏俊吉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Intracranial solitary fibrous tumor (SFT) was 
a rare disease. It was not until 2000 that SFT
 was included by WHO classification as a se
parate kind of tumors of the nerve system. In
 this article, we report a case of huge SFT wi
th great outcome after a very complicated su
rgery. This patient comes from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By reviewing s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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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elative papers, we compare SFT with othe
r two confusable tumOR-- meningioma and a
ngiopericytoma from the aspects of epidemio
logy, clinical manifestation, imagine feature, 
as well as the pro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recognition and di
fferential diagnosis of SFT. 
 
 
PO-703 
Phosphaturic mesenchymal tumor of the 
anterior cranial fossa:case report and rev
iew of the literature 
 
Wei Junji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Abstract  Phosphaturic mesenchymal tumor
(PMT) is a rare and distinctive tumor almost 
always associated with oncogenic osteomala
cia.This tumor is often misdiagnosed due to i
ts widely varied histomorphological spectrum.
More recently the term PMT or its variants h
as been used.This report describes a tumor t
hat caused hypophosphatemia and bone pai
n was located in right antinion in the anterior 
cranial fossa as well as in the right anterior e
thmoid sinus.Radiologically,the tumor resem
bled a meningiomal; histologically,.After gros
S-total resection,the patient’s symptoms aba
ted and laboratory values normalized. The a
uthor also studied another PMT that diagnos
ed as hypophosphatemia with intracranial m
ass and reviewed reports of other intracrania
l tumors cases,suggesting that more attentio
n should be paid to those who have ‘classica
l’ symptoms just like bone pain,muscle weak
ness,fracture and hypophosphatemia,no per
sonal or family history of metabolic, renal, or 
malabsorptive disease.A mass associated wi
th all above events could be hiding somewhe
re in the head which most physicians usually
 ignored.Imaging examinations such as CT a
nd MRI scans of the brain will contributes to t
he diagnosis.The early recognition of the tu
mor saves more time for the treatment,which,
improves outcomes for these patients. 
 
 
PO-704 

颅脑外伤后发生脑胶质肉瘤一例报告并文献

复习 
 

顿志平 曲春城 于锐 魏胜程 王骥 王成伟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10257627 

 

胶质肉瘤极为少见，文献中颅脑外伤后发生

胶质肉瘤迄今未有报道。 

我们发现的这例颅脑外伤后胶质肉瘤除了是

首例临床报告外，病史也极具特点：病人受

过两次脑外伤，较大剂量的医源性放射线接

触史（经历过两次颈内动脉海绵窦瘘的栓塞

治疗，多次颅脑 CT）。 

颅脑损伤和/或放射线损害可能是该例的致病

因素。 

 
 
PO-705 

线粒体形态结构异常改变与垂体腺瘤侵袭性

相关性研究 
 

张银 李松 安家印 臧振乐 胡锦涛 丁晓 杨辉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00037 

 

目的  探讨线粒体形态结构异常改变与垂体腺

瘤侵袭性发生发展关系。 

方法  抽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科 

收治生长激素垂体腺瘤，按 Knosp 侵袭性分

级，定义 III、IV 级为侵袭性垂体腺瘤，0、

I、II 为未侵袭性垂体腺瘤，分侵袭组和非侵

袭组，每组随机抽取病例，先电镜下观察临

床标本线粒体形态结合，结合体视学，定量

分析两组线粒体在数量、表面积、体积差异

性，再半定量与线粒体形态结构相关蛋白 DR

P1 表达情况，从细胞水平验证抑制和高表达

DRP1 后 GH3 细胞侵袭性改变情况。 

结果  临床病例侵袭组比非侵袭组线粒体数量

少，体积及表面积大，DRP1 表达低，P<0.0

5，细胞实验验证线粒体形态结构改变与垂体

线粒体侵袭性相关，具有一致性。 

结论  我们首先报道线粒体形态结构异常与垂 

体腺瘤侵袭性相关，结合体视学定量分析，

再从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验证线粒体形态

结构异常改变参与垂体腺瘤侵袭性发生发

展。 

 
 
PO-706 

两端相向汇聚法显微外科切除大型、巨大型

听神经瘤 
 

符荣 

华中了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研究两端相向法显微切除大型、巨大型

听神经瘤的手术技巧和手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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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9-2015.12 我科 35 例

采用两端相向法显微切除听神经瘤病人，分

析术前影像学评估，患者症状及体征，肿瘤

切除手术技巧及术中面神经保护要点。 

结果  35 例病人肿瘤全切，面神经解剖保留率

100%。无手术死亡，小脑出血一例。讨论：

大型、巨大型听神经瘤是神经外科医生面临

的巨大挑战。利用瘤-面听神经蛛网膜界面，

首先磨开内听道，切除内听道内肿瘤，显露

内听道面神经。然后肿瘤内切除，缩小体

积。再分离肿瘤脑干界面，寻找面神经出脑

干处。从内听道和脑干两处瘤脑界面两端相

向切除肿瘤，利用蛛网膜界面边切除肿瘤边

分离瘤-面神经界面。最后全切瘤，保瘤面神

经。 

结论  采用两端相向汇聚法显微外科技术切除

大型、巨大型听神经瘤充分利用空间，不需

用力牵拉小脑，能最大限度保留面神经并减

少对脑干的牵拉。 

 
 
PO-707 

MRI 弥散加权成像在鉴别颅内囊性肿瘤与脓

肿中的价值 
 

黄毅 胡荣 蒋周阳 冯华 李飞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目的  探讨 MRI 弥散加权成像（DWI）在鉴别

囊性肿瘤与脓肿中的作用。 

方法  对 2013 年 4 月～2014 年 4 月间在第三

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的 25 例临床诊断

为颅内囊性占位的初诊病人进行观察。所有

病例均行常规 MRI 平扫、增强扫描和 MRI 弥

散加权成像及不同 b 值组合[（ep_b0t）、

（ep_b500t）、（ep_b1000t）]的 DWI 扫描

并进行对比分析。所有患者均经手术病理证

实，术前诊断结果与手术病理进行比较。 

结果  胶质瘤 10 例，转移瘤 7 例，脓肿 8

例，术前拟诊为肿瘤病例的 MRI DWI 表现为

弥散不受限，术前拟诊为脓肿病例的 MRI D

WI 表现为弥散受限，术前术后诊断符合率达

100％。 

结论  MRI 弥散加权成像（DWI）在术前鉴别

颅内囊性肿瘤与脑脓肿具有重要的应用价

值，尤其便是在 MRI 常规扫描及其它影像学

技术无法定性诊断时能提供必要的帮助，同

时对治疗方案的制定与调整及预后评价均有

重要意义 

 

PO-708 

经眉弓锁孔入路颅眶沟通肿瘤切除术 15 例分

析 
 

郭英 1 何海勇 1 杨华胜 2,2 李文胜 1 罗伦 1 王辉 1 龚瑾
1 梁朝峰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目的  探讨眉弓锁孔入路开眶治疗颅眶沟通性

肿瘤的的手术技巧及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05 月间经眉弓锁孔入路手术治疗的 15 例

颅眶沟通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疗效。其

中男 7 例，女 8 例；年龄 2~79 岁，平均年龄

37.8 岁。突眼 14 例（右眼 7 例，左眼 7

例）；视力下降 4 例（单眼 3 例，双眼 1

例），单眼失明 1 例；眼痛 2 例。病程最长 4

年，最短 4 周，平均 11 周。3 例眶内病变位

于视神经，打开眶顶壁及眶骨膜、分开眶脂

体经眼外肌间隙暴露视神经，切除眶内病

变；11 例眶内病变未侵犯眼外肌，10 例分离

额骨膜至眶沿进入眶内，剪开眶骨膜从眶脂

体层面分离后将病变推至颅内，经打开的眶

顶壁从颅内全切眶内病变，另 1 例直接打开

眶顶壁从颅内切除颅眶沟通肿瘤；1 例眶顶壁

病变从眶上锁孔切除病变骨质。切除肿瘤后

个体化选择骨性重建和/或膜性重建。 

结果  脑膜瘤 7 例，幼年性黄色肉芽肿 1 例，

骨纤维发育不良 1 例，黑色素瘤 1 例，泪腺

腺样囊腺癌 1 例，神经鞘瘤 1 例，视神经毛

细胞星形细胞瘤 3 例。肿瘤全切除 12 例，次

全切 3 例。眶顶壁钛网重建 14 例。眼球突出

度术后均明显好转，术后眼痛均缓解，视力

好转 1 例，病灶侧丧失 3 例（视神经病

变），均未出现脑脊液漏和搏动性突眼，1 例

出现患侧外展受限，1 例眼睑下垂随访 1 月暂

未恢复。术后随访 15 例，MRI 检查 12 例肿

瘤未发现肿瘤复发或残留，1 例视神经毛细胞

星形细胞瘤患者（2 岁 11 个月）术后有垂体

功能低下，予激素替代治疗，残余少许肿瘤

术后 3 月复查未见明显增大，有待进一步放

射治疗。1 例腺样囊腺癌术后化疗，1 年后失

访。1 例恶性黑色素瘤患者术后外院综合治

疗，随访 4 年，未见明显复发。 

结论  经眉弓锁孔入路手术可有效摘除颅眶沟

通性肿瘤。神经外科和眼科医师良好协作可

提高手术效果，减少严重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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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709 

多模态神经导航影像融合功能在鞍区复发脑

膜瘤手术中的应用 
 

冯素银 1,2 邵君飞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 

2.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多模态神经导航影像融合功能在翼

点入路切除鞍区复发脑膜瘤显微外科手术中

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9 例鞍区复发脑膜瘤患者运用多模

态神经导航影像融合，翼点入路开颅行肿瘤

切除术，对比术前术后多模态影像学资料，

评估肿瘤切除程度。   

结果  肿瘤全切除 26 例；次全切 1 例；大部

分切除 2 例，无手术死亡，无术后颅内感

染、无脑脊液漏、视力恶化。有短暂性尿

崩、电解质紊乱 6 例，治疗后恢复正常。   

结论  在正常解剖结构破坏的情况下，充分利

用神经导航可实现精确引导并准确到达病

灶，多模态影像融合技术可给术者提供充分

的解剖微环境信息，帮助术者确定肿瘤与蝶

骨及周边精细解剖的位置关系，在保证安全

的前提下，缩短手术时间，最大限度切除肿

瘤。  

 
 
PO-710 

多模态影像融合神经导航在经蝶垂体腺瘤手

术中的应用 
 

孙骏 邵君飞 戴敏超 黄进 程超 吴德权 包频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  探讨多模态影像融合神经导航在经蝶垂 

体腺瘤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1)影像融合：采用 Medtronic Stealth St

ation S7 手术导航系统（Medtronic 公司，美

国），将 CT、MRI 序列传输至图像工作站，

采用软件自动融合功能，并分别调节两种序

列的窗水平、窗宽、对比度、透明度至最佳

视觉效果。术前通过影像学资料分析，获得

关于肿瘤及其毗邻神经血管结构的关系、蝶

窦的发育、破坏情况、以及肿瘤对鞍底骨质

影响情况的信息，设计手术方案。（2）手术

方法：全麻插管后仰卧位，头垂 15°，常规消

毒、铺巾后，在患者额头部粘贴固定参考球

架（无需固定头架），利用 Tracer 注册法进

行注册，注册成功后，导航探针定位鼻尖、

鼻根、内外眦等相对固定的解剖标志点验证

注册准确性。注册完成后，显微镜下进行手

术，术中可随时单独调用 CT、MRI 或融合图

像，利用导航了解手术途经的解剖结构，引

导手术进程。 

结果   59 例垂体腺瘤在神经导航引导下均能

准确定位和快速到达。多模态影像融合图像

实现影像信息的优化和互补，为手术的准确

性和安全性提供保障。肿瘤全切除 46 例,次全

切除 13 例。无手术死亡，无术后颅内感染和

出血，无脑脊液漏。术后一过性尿崩 11 例，

伴有电解质紊乱 5 例，3 例术后垂体功能低

下。随访时间 3-18 月，7 例次全切患者肿瘤

复发。 

结论   多模态影像融合神经导航技术在经蝶垂

体腺瘤手术中具有很大地应用价值，特别是

对于蝶窦气化不良或二次手术导致解剖结构

紊乱的患者，导航技术的使用显得尤为重

要。其技术能有效缩短手术时间，避免因定

位偏差对周围重要结构造成损伤，同时能增

加肿瘤的显露，有利于提高肿瘤的切除率， 

减少术后并发症。  

 
 
PO-711 

巨大侵袭性垂体腺瘤的手术治疗策略与手术

疗效分析（附 52 例报告） 
 

张宏伟 于春江 张明山 任铭 曲彦明 谷春雨 王浩然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目的  通过对 52 例巨大侵袭性垂体腺瘤的近

期手术疗效分析初步总结出该类型垂体腺瘤

的手术治疗原则和策略。 

方法  对 2009.10-2015.12 月期间我科手术治

疗的 52 例巨大侵袭性垂体腺瘤患者半年内的

随访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入组标准：①肿

瘤直径≥4.0cm；②侵袭定义为海绵窦或蝶窦

入侵的组织或影像学(MRI)证据；③Ki-67 指

数＜3%、P53 阴性或弱阳性；④巨大侵袭性

泌乳素型垂体腺瘤发生卒中、脑脊液漏、耐

药及出现药物的副作用者。 

结果  ①男：女=37：15, 年龄 21~67 岁，复

发 16 例、初发 36 例；②内分泌分型：无功

能型 39 例、PRL 型 4 例（服用溴隐亭期间卒

中、脑脊液漏各 1 例，出现药物的副作用 2

例）、PRL+GH 3 例、TSH 1 例；③手术方

式：额下入路 18 例、额下+前纵裂入路 13

例、分期手术 6 例（额下+经蝶 5 例、二次经

蝶 1 例）、扩大经额入路 4 例、翼点入路 4

例、经蝶入路 3 例、额下+翼点入路 2 例、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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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翼点+颞下入路 1 例、前纵裂入路 1 例；

④术后早期(3 天内)或 3 个月后 MRI 复查示近

全切除 41 例、大部切除 11 例；⑤症状恢

复：49 例视力视野障碍患者中，28 例明显好

转，16 例无变化，5 例下降；10 例肢体活动

障碍患者中，4 例明显恢复；10 例意识及认

知功能障碍者中，5 例明显恢复，4 例无变

化，1 例死亡；8 例垂体功能低下患者中，4

例恢复；7 例闭经患者中，3 例恢复；头痛患

者症状几乎全部缓解；⑥术中及术后短期并

发症（＜半年）：垂体功能低下 47 例，其中

长期(>3 月)垂体功能低下 5 例，余均恢复；

电解质紊乱 41 例，均恢复；尿崩 29 例，1

例长期存在其余均在三周内恢复；新增动眼

神经麻痹 7 例，其中 4 例完全恢复，1 例部分

恢复, 2 例未恢复；癫痫发作 2 例；术中颈内

动脉损伤 1 例，未留后遗症；颅内感染 2

例，其中合并脑积水后死亡 1 例；并发重症

肺炎死亡 1 例；术后血肿二次手术 2 例，最

终死亡 1 例，1 例完全恢复；⑦后续治疗：4

1 例近全切除患者中 20 例行伽马刀治疗，其

余密切观察；11 例大部切除患者中 4 例二期

手术近全切除，余行伽马刀或放射治疗；4 例

泌乳素仍升高者口服小剂量溴隐亭或卡麦角

林控制肿瘤； 

结论  ①综合治疗策略的制定，应以患者的生

活质量为第一出发点，放疗宜慎重；②手术

治疗的基本原则：一是视神经、垂体的充分

减压，二是下丘脑的保护；③巨大侵袭性垂

体腺瘤需要一个手术、麻醉、术后管理、内

分泌等组成的高水平的团队。 

 
 
PO-712 

三脑室后部肿瘤手术入路的临床探索与实践

（附 65 例报告） 
 

张宏伟 于春江 张明山 任铭 曲彦明 谷春雨 王浩然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目的  探究额角造瘘经脉络裂入路并经室间孔

三脑室底造瘘术与胼胝体穹窿间入路切除三

脑室后部肿瘤的远期疗效。 

方法  对 2008.8-2015.05 期间首都医科大学

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二病区由同一术者应

用前述的两种手术入路切除的 65 例三脑室后

部肿瘤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2008.8-2012.2

期间主要采用经胼胝体穹隆间入路；2012.2-

2015.5 期间主要采用额角造瘘经脉络裂入

路），比较两种入路的远期疗效，其中经脉

络裂入路的患者同时经室间孔行三脑室底造

瘘术，经胼胝体穹隆间入路中仅 15 例行三脑

室底造瘘术。 

结果  ①男女比例接近 2：1,发病率占前四位

的依次为生殖细胞瘤、松果体细胞瘤、混合

生殖细胞瘤、星形细胞瘤；②14 例松果体细

胞瘤、6 例混合生殖细胞瘤、4 例成熟及恶性

畸胎瘤、2 例少枝星形细胞瘤、1 例皮样囊肿

镜下全切除；近全切除 15 例；大部切除 5

例；部分切除 18 例（生殖细胞瘤），早期无

死亡病例。③经胼胝体穹隆间入路 31 例（其

中 15 例同时行三脑室底造瘘术），平均随访

时间 57.8 个月，失访 5 例，死亡 4 例；额角

造瘘经脉络裂入路 34 例，平均随访时间 25

个月，失访 3 例。④ 经胼胝体穹窿间入路远

期患者主诉记忆力有下降者 10 例，占比 45.

6%；经脉络裂入路记忆力有下降者 7 例，占

比 21.1%，两组间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⑤ 

经胼胝体穹窿间入路中，未同时行三脑室底

造瘘者 7 例，术后行 V-P 分流 2 例，占比 28.

6%；同时行三脑室底造瘘者 15 例，术后行

V-P 分流 1 例，占比 6.7%，两组间比较具有

统计学意义。⑥术前 9 例视物重影、视物模

糊者全部好转，但其中 2 例出现斜视。 

结论  经额角脉络裂入路切除三脑室后部肿瘤

同时经室间孔行三脑室底造瘘术是治疗三脑

室后部肿瘤较为理想的选择。         

 
 
PO-713 

颅内血管外皮细胞瘤的诊断与治疗体会 
 

徐英辉 董斌 郝超宝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颅内血管外皮细胞瘤的临床特点、

影像与病理特征、诊治策略及预后，提高对

颅内血管外皮细胞瘤的认知及诊治水平。 

方法  收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自 2

010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经术后病理证实

为颅内血管外皮细胞瘤的患者共 8 例，分析

其临床表现、影像学及病理特点、治疗及预

后。 

结果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头部磁共振检查，5

例误诊为脑膜瘤，1 例误诊为恶性脑膜瘤，1

例误诊为淋巴瘤。8 例患者共行 10 次手术，

全切 2 例，次全切 4 例，大部切 3 例，大部

切 1 例。术后经病理证实均为血管外皮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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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免疫组化结果显示：波形蛋白染色染色

结果阳性 8 例，上皮膜抗原染色结果阴性 8

例。2 例复发均再次行手术治疗。8 例患者都

未出现远处转移。 

结论  血管外皮细胞瘤多表现出呈分叶状或不

规则圆形生长、伴有坏死或囊变、与硬膜呈

窄基底相连、出现血管流空影、对颅骨呈溶

骨性侵蚀等特点。治疗以外科切除并辅以放

射治疗为主，并应进行长期的密切随访。 

 
 
PO-714 
RNF135, RING finger protein, promotes th
e proliferation of human glioblastoma cell
s in vivo and in vitro via the ERK pathway 
 
Xu Yinghui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Ring finger protein 135 (RNF135), located o
n chromosome 17q11.2, is a RING finger do
main-containing E3 ubiquitin ligase that was 
identified as a bio-marker and therapy target 
of glioblastoma. In our study, we confirmed t
hat RNF135 was up-regulated in glioblastom
a tissues compared with normal brain (NB) ti
ssues, and that RNF135 knockdown inhibite
d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and led to cell c
ycle arrest in the G0/G1 phase in vivo. By lo
wering RNF135 expression, phosphorylated 
Erk and cell cycle protein CDK4 were down-r
egulated, while p27Kip1 and p21Waf1/Cip1 
were up-regulated in U87 and U251 cells in 
vitro. In addition, using the immunofluoresce
nce double labelling method, we found that 
RNF135 and P-Erk were co-localized in the 
cytoplasm and were highly expressed in glio
blastoma samples compared with NB tissues.
 Moreover, the growth of U87 cell-transplant
ed tumours in nude mice was inhibited while 
transduced with Lv-shRNF135. Taken togeth
er,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e biological ef
fects of RNF135 in glioblastoma cell prolifera
tion, migration and cell cycle, and its role in t
he progression of glioblastoma may be asso
ciated with the ERK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
way. 
 
 
PO-715 
Management of  hydrocephalus secondar
y to pineal region tumors 
 
Zhang Zhiyuan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神经外科 210002 

 

Objective  Hydrocephalus is often secondar
y to pineal region tumors. Hydrocephalus ca
n lead to high intracranial pressure, which in 
turn results in disturbance of consciousness,
 cerebral hernia, and even death. Hydroceph
alus management is important in the treatme
nt of pineal region tumors. It is still controver
sial regarding to when and how to treat hydr
ocephalus secondary to pineal region tumor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
he management of hydrocephalus secondar
y to pineal region tumor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cor
ds for 51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Nanjing Jinling Hospital fro
m April 1997 to September 2010 with hydroc
ephalus secondary to pineal region tumors tr
eated through occipital transtentorial approa
ch. 
Results  Preoperative ventricular drainage  
was performed on one patient, and ventricul
operitoneal shunts were performed on two p
atients. Intraoperative ventriculocisternal shu
nts were performed on 35 patients (the remis
sion rate was 88.6%), no treatments on 15 p
atients (the remission rate was 46.7%), and 
ventricular drainages on three patients. VP s
hunts were performed on 12 patients with no
 remission after the operation. 
Conclusion  Pineal region tumors resection 
usually should be performed before shunting,
 unless there is an acute obstructive hydroce
phalus. The posterior third ventricle should b
e opened after tumor resection. Intraoperativ
e third ventriculostomy and ventriculocistern
al shunt are reliable ways to manage hydroc
ephalus secondary to pineal region tumors. 
 
 
PO-716 

多模态神经导航联合术中荧光导向技术在脑

功能区高级别胶质瘤中的应用研究 
 

邵君飞 黄进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  探讨多模态神经导航联合术中荧光导向

技术在脑功能区高级别胶质瘤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统计完整脑功能区胶质瘤 60 例患者资

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为常规开

颅手术组，观察组利用多模态神经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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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荧光素纳染色技术，术中在不同距离处

和不同染色区域收集肿瘤标本，做相应病理

分型和免疫组化分析，并比较两组肿瘤全切

率和术后功能神经障碍情况，分析两者对患

者预后的影响。 

结果  所有病例均利用 Stealth Station 7 工作

站实现图像融合和术中导航，融合误差、导

航误差<1mm，融合影像、注册耗时平均 5mi

n，清晰显示肿瘤与周边结构位置关系；暴露

肿瘤后，静脉推注荧光素钠后无一例发生相

关不良反应，平均 10s 肿瘤开始染色，呈浅

黄色并逐渐加深，5~10min 达到高峰，肿瘤

呈现深黄色区、浅黄色区、无黄染区，不同

染色区域，肿瘤细胞密度不一；观察组：Ⅲ

级胶质瘤患者全切 14 例，非全切 1 例；Ⅳ级

胶质瘤患者全切 12 例，非全切 3 例。术后出

现新的神经功能障碍患者 3 例(10%)，神经功

能改善者 19 例（63.3％），无明显变化者 8

例（26.7％）。（图 5、图 6） 

对照组：Ⅲ级胶质瘤患者全切 9 例，非全切 6

例；Ⅳ级胶质瘤患者全切 6 例，非全切 9

例。术后出现新的神经功能障碍患者 6 例(2

0%)，神经功能改善者 14 例（46.7％），无

明显变化者 10 例（33.3％）。高级别胶质瘤

（Ⅲ、Ⅳ级）全切率和术后神经功能状况统

计学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免疫组

化分析 MMP-2、MMP-9 蛋白主要集中整在

侵袭边缘瘤细胞和血管基底膜，阳性细胞多

为胞浆染色。手术切除边缘（黄染水肿带）

标本的 MMP-2、MMP-9 阳性率较肿瘤中

心、肿瘤边缘（影像学增强边缘）明显降

低；术后随访示两组第一个月和前两个月肿

瘤复发率统计学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

5），前 3 个月随访影像学复发率统计学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肿瘤的是否

全切对患者前 3 个月的复发有影响。 

结论  多模态神经导航联合术中荧光导向技术

可提高脑功能区高级别胶质瘤全切率，改善

神经术后功能情况，改善患者预后。 

 
 
PO-717 

移动 DR 定位在经鼻前庭-鼻中隔- 蝶窦垂体

瘤切除术中的应用 
 

李勐 李建民 李泽福 刘鹏飞 徐军 张文生 刘永良 杜洪

澎 王清波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56600 

 

目的  探讨经鼻前庭-鼻中隔- 蝶窦入路垂体瘤

切除手术中，蝶窦尤其是鞍底应用移动 DR

术中 X 线定位及神经导航定位的效果及其优

缺点。 

方法  21 例垂体瘤经鼻中隔- 蝶窦手术, 术前

均行鞍区轴位、冠状位矢状位 CT 及 MRI 平

扫、增强成像检查, 术中应用显微镜手术 10

例, 内窥镜手术 5 例, , 显微镜与内窥镜结合手

术 6 例; 术中行移动 DR 定位检查 8 例，在定

位蝶窦及鞍底位置同时指导鞍底骨质矢状位

磨除范围；应用神经导航定位 7 例，同时精

确指导鞍底的磨除范围。 

结果  术中准确定位蝶窦及鞍底 21 例, 3 例出

现偏差, 经术中行移动 DR 检查 X 线定位后纠

正，开放蝶窦或鞍底前应用移动 DR 行术中 X

 线定位、神经导航手术中定位未出现偏差。 

结论  术前完善的检查必不可少, 使用移动 DR

术中 X 线检查定位有助于准确定位蝶窦及鞍

底, 经济实用且大部分医院均已普及; 神经导

航技术较单纯显微镜及内窥镜手术有优势, 但

需相关的设备和技术, 且医疗费用较昂贵。 

 
 
PO-718 

经枕部小脑幕入路显微切除松果体区肿瘤 
 

卢明  

解放军第 163 医院 410003 

 

目的  探讨枕下经小脑幕入路显微切除松果体

区肿瘤的手术治疗经验。 

方法  本院共收治松果体区肿瘤 18 例，1.男

性 12 例，女性 6 例，均行 CT 、MRI 检查，

示肿瘤呈实性 13 例，囊性 2 例，囊实性 3

例；2.最大直径 1.5～5cm，其中 1.5～3cm

为 17 例，5cm 为 1 例。对枕下经小脑幕入路

显微手术切除的 18 例松果体区肿瘤患者的临

床资料、手术过程及术后早期随访结果进行

总结分析。 

结果  肿瘤全切除 15 例，次全切除 2 例，部

分切除 1 例，5 年后复发 1 例，再次手术全切

除，无术后死亡；4.生殖细胞瘤 12 例, 畸胎

瘤 1 例, 混合型生殖细胞肿瘤 1 例，胆脂瘤 2

例，脑膜瘤 2 例；5.轻偏瘫 1 例，视野缺损 3

例。2 例出现早期或迟发性脑积水，2 例出现

双侧眼球外展受限，一年后均恢复。1 例出现

远隔部位硬膜下小血肿，经保守治疗痊愈。

结论 枕部经小脑幕入路显微切除松果体区

肿瘤（Ｐｏｐｐｅｎ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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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组 18 例松果体区肿瘤患者经Ｐｏｐ

ｐｅｎ入路显微外科手术治疗，显示手术效

果良好。Ｐｏｐｐｅｎ入路显微外科手术治

疗松果体区肿瘤路径短、损伤小、损伤深静

脉可能性小、肿瘤切除满意，是治疗松果体

区肿瘤的理想入路。枕下经小脑幕入路显微

切除松果体区肿瘤手术距离近，视野宽，暴

露范围广， 适合于切除此部位任何大小及生

长方向的肿瘤，特别适合于大型肿瘤，有利

于肿瘤的全切。 

 
 
PO-719 

颅神经示踪对前庭神经鞘瘤手术的辅助作用 
 

岳树源 苏少波 马骏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颅神经的三维成像在当今是一项具有重

大意义的技术，它使得神经外科医师能够在

术前评估颅神经受压后的移位及形态学改

变。在本研究中，作者尝试应用弥散张量成

像技术对健康受试者、颅底占位性病变患者

进行相关颅神经三维重建，验证其可能性，

并通过统计学分析探讨此技术在前庭神经鞘

瘤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在 3.0T 高场强核磁共振条件下，应用

三维快速扰相梯度回波序列（3D -FSPG

R），循环相位稳态采集快速成像（ FIEST

A），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DTI 资料整合

入 3D Slicer 软件来进行纤维束示踪和重建，

在软件中结合 3D-FSPGR 或 FIESTA 图像完

成颅神经走形和位置的定位。典型颅底占位

性病变病例及前庭神经鞘瘤病例，术前进行

相关颅神经示踪重建及肿瘤体的三维重建，

以此展示颅神经与周围病变之间的毗邻、包

裹、侵袭关系。术中结合显微镜下观察和、

或神经电生理监测记录、核实的相关颅神经

及面神经的位置。 

结果  通过弥散张量成像技术，可确定健康受

试者、以及典型颅底病变、前庭神经鞘瘤患

者的病变相关颅神经的位置、走形，及形态

改变。面神经呈现为良好的三维重建像，尤

其视交叉后部也成像清晰。三叉神经（10

0%）出脑干最远端可达半月神经节，近端达

出脑干区。外展神经（85%）脑池段成像良

好，但 Dorello 管内纤维束无法示踪。面听神

经（90%）成一束神经纤维束复合体，脑池

段至内听道内重建良好。后组颅神经纤维束

较其他明显纤细，迷走神经、舌下神经仅能

示踪重建出少量神经纤维。10 例颅底占位性

病变病例中，相关颅神经与占位性病变的三

维空间关系通过肿瘤三维重建与颅神经纤维

示踪得以完整呈现，受累及的三叉神经、外

展神经、面听神经等有不同程度的移位，其

准确性经过手术验证无误。21 例前庭神经鞘

瘤病例中，19 例患者的面神经纤维束（19/21,

90.5%），从脑干端到内听道的走形及解剖位

置均可得到完好的展现，面神经桥小脑角段

相对于肿瘤的位置，17 例与术中显微镜下及

神经电生理监测相符合（17/19,89.5%）。 

结论  依托与弥散张量成像技术及 3D Slicer

软件，颅底相关的部分颅神经三维重建在正

常或是病例状态下是切实可行的。这项技术

能够在术前判断颅底颅神经与周边病变的毗

邻、包裹、侵袭关系，尤其可完善前庭神经

鞘瘤手术术前计划，指导术者术中精准操

作，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PO-720 

全垂体功能低下男性颅咽管瘤患儿的性激素

替代及其意义 
 

彭俊祥 漆松涛 潘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神经外科 510515 

 

目的  探讨全垂体功能低下男性颅咽管瘤患儿

性激素的改变特点, 以适时进行性激素补充治

疗(HRT), 改善男性性征。 

方法  测定 2008.6-2012.03 在我科手术的 36

例全垂体功能低下的 10 岁以上男性颅咽管瘤

患儿性激素水平, 并与 36 例年龄匹配的对照

组进行比较;观察两组儿童性激素水平差异。 

结果  36 例全垂体功能低下颅咽管瘤患儿与对

照组儿童性激素比较显示, 观察组促卵泡激素

(FSH)、促黄体生成激素(LH)、睾酮(To)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 且 36 例患儿(100%)均有此三

项降低；雌激素(E2 )、泌乳素(PRL)显著高于

对照组，其中 22 例(59%)有 E2 升高, 23 例(6

1%)有 PRL 升高，男性垂体功能低下患儿女

性体态、外生殖器发育不良及乳房发育。 

结论  全垂体功能低下男性颅咽管瘤患儿常伴

有性发育不良, 早期诊断、及时合理替代治疗

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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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721 

异机多模态图像融合技术在早期复发胶质瘤 

伽马刀治疗中的应用 
 

赵鹏 许尚臣 栾立明 葛明旭 刘英超 

山东省立医院 200001 

 

目的  探索异机多模态图像融合技术在复发胶

质瘤伽马刀治疗中，对于完善靶区勾画的作

用；同时对复发胶质瘤无进展生存期的多因

素进行分析，为胶质瘤规范化、个体化治

疗，及时准确的把握各种治疗后相关效应，

提供有力的技术平台。 

方法  选取山东省立医院 2012-2015 年复发胶

质瘤患者 68 例：初次手术病理 WHOII 级 18

例(26.4％)，III 级 32 例(47．1％)，IV 级 18

例(26．5％)。其中弥漫性星形细胞瘤（ I I

级）16 例，间变性星形细胞瘤（III 级）30

例，胶质母细胞瘤（IV 级）18 例，少突胶质

细胞瘤（II 级）2 例，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

（III 级）2 例；给予双盲随机对照实验，利用

异机多模态图像融合技术和常规 MR 强化分

别勾画生物靶区，治疗后每 1～3 个月随访 1

次，随访至今。数据采用 SPSS 19. 0 统计软

件分析，Kaplan-Meier 法计算实验组和对照

组生存率及生存曲线，并行 Log-Rank 检验作

单因素分析，再针对其他协变量利用 Cox 比

例风险回归模型做多因素分析，以Ｐ<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析异机多模态图像

融合技术在复发胶质瘤生物靶区勾画方面有

无优势，以及多种因素对于无进展生存时间

的影响。 

结果  （1）Kaplan-Meier 法生存率及生存曲

线单因素分析：实验组和对照组无进展生存

时间中位数估计值分别为 14.000 个月、10.0

00 个月。对两组数据进行三种统计学检验，

最终结果(P＜0.05） ，认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实验组无进展生存时

间大于对照组。   （2）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

型多因素分析：将组别、肿瘤级别、增值指

数（Ki-67）、肿瘤体积、确诊时间引入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得出组别、增值指数、

肿瘤体积、肿瘤级别Ｐ值均＜0.05，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相对于 IV 级高危因素而言，I

I 级和 III 级效应估计值 Exp 分别为 0.071 和 0.

169。此外，肿瘤确诊时间Ｐ值均＞0.05，不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异机多模态图像融合技术较传统 M

RI 强化勾画生物靶区，可延长无进展生存时

间。 2、肿瘤级别、增值指数、肿瘤体积与无

进展生存时间均为负相关。肿瘤级别越高对

于无进展生存时间影响越大。 3、确诊时间对

于无进展生存时间影响不大。 4、需要特别注

意的是，增值指数作为危险因素之一需引起

特别关注。 

 
 
PO-722 

充水球囊在处理经蝶手术术中严重脑脊液漏

的应用 
 

张铭芙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背景与目的  脑脊液漏是经蝶手术中的常见并

发症，以往术中发生脑脊液漏要求患者术后

严格平卧 7-10 日，使患者痛苦不堪，此次我

们计划使用充水球囊撑托处理术中发生的脑

脊液漏，通过一个前瞻性的临床研究验证其

有效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及风险性。 

方法  前瞻性的选取我们治疗组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行经蝶垂体腺瘤切除术的 1

54 例患者，术中发生脑脊液漏者 31 例，根

据术者经验判断脑脊液漏程度，其中 22 例轻

微脑脊液漏，使用止血材料填塞后使用医用

胶封堵，鼻腔中填塞碘仿纱条，术后平卧 24

小时可自由活动，术后 3 天拔出碘仿纱条，

其余 9 例患者属严重脑脊液漏，使用上述材

料封堵后，加用一充水球囊（使用一 8 号导

尿管，向球囊中打入 3ml 生理盐水）撑托，

再填入碘仿纱条，术后 24 小时可自由活动，

术后 6 天拔除碘仿纱条及球囊。 

结果  使用充水球囊撑托的 9 例严重脑脊液漏

患者术后早期活动及拔除撑托物后均无脑脊

液漏发生，无颅内感染，且无球囊脱出发

生，无附加风险。 

结论  使用球囊撑托能够有效处理经蝶手术术 

中发生的脑脊液漏，从而减少颅内感染的风

险，  且使用材料廉价易得，操作简单，不延

长手术时间，且术后 24 小时即可下床活动，

免去患者术后严格平卧多日的痛苦，无附加

风险，是处理术中脑脊液漏安全可靠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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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723 

GLI 抑制剂通过抑制胶质瘤 Hedgehog 信号

通路增强替莫唑胺（TMZ）毒性作用 
 

李建龙 蒋传路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本研究利用 GLI1/2 抑制剂（GANT61）

联合 TMZ 作用于恶性胶质瘤细胞系，观察其

对肿瘤的增殖和侵袭抑制以及凋亡促进有无

协同增强作用，并探讨 GANT61 是否通过抑

制胶质瘤 Hedgehog 信号通路的 DNA 损伤修

复功能从而增强 TMZ 毒性作用。 

方法 首先用 CCK-8 法测定 GANT61 对胶质

瘤细胞系在体外的半数抑制浓度（IC50），

然后采用合适浓度联合 TMZ，通过 CCK-8 法

分析不同浓度及不同时间点肿瘤细胞增殖活

性，流式细胞仪分析细胞周期，Annexin V-FI

TC/PI 检测细胞凋亡，Transwell 法检测胶质

瘤细胞侵袭能力，qRT-PCR 检测基因表达，

Western blot 检测相关蛋白的表达，彗星试验

（Comet assay）检测肿瘤细胞 DNA 损伤程

度。 

结果 GANT61 可低度抑制胶质瘤增殖侵袭和

促进凋亡。GANT61 单独及其联合 TMZ 在人

脑胶质瘤体外细胞系 U251、U87 中 IC50 近

似为 4.2、5.2 μM；2.3、3.1 μM。联合治疗

组(GANT61+TMZ)自培养第 2 天起,细胞增殖

速率呈下降趋势,且低于 TMZ 和 GANT61 治

疗组。联合治疗组凋亡率相对单药处理组显

著增加；联合治疗组迁移和侵袭的细胞相对

数少于对照组、TMZ 或 GANT61 治疗组。与

对照组比较,联合治疗组的 Bax-2 蛋白明显上

调,而 GLI1/2、bcl-2、MMP-2/9 蛋白显著下

降。彗星实验显示联合治疗组的细胞 DNA 损

伤程度比任一单药处理组的都有明显意义的

升高。 

结论 与 TMZ 组比较，应用 GANT61 联合 TM

Z 作用于人胶质瘤细胞系后,肿瘤细胞的增殖

和侵袭能力受到更显著的抑制，以及肿瘤凋

亡率更明显升高，增强替莫唑胺的化疗敏感

性。其分子机制为: 联合治疗中通过 GANT61

对 Hedgehog 通路的阻滞作用减弱其对 DNA

损伤修复能力；同时下调了肿瘤细胞凋亡抑

制蛋白、增殖和侵袭相关蛋白的表达，从而

增强 TMZ 毒性作用。 

 
 
 
 

PO-724 
CAMKK2, regulated by promoter methylat
ion, is a prognostic marker in diffuse glio
mas 
 

陈明辉 蒋传路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Diffusegliomas represent a large proportion 
of adult malignant brain tumor. The prognosi
s of gliomas varies greatly from several mont
hs to years. Great efforts has been spent to i
dentify new biomarkers for the precision med
icine of cancers. Here in this study, by integr
ating microarray data and tissue samples fro
m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we found the up-
regulation of CAMKK2 in high grade glioma 
samples by promoter hyPO-methylation. An 
elevated expression of CAMKK2 was associ
ated with worse prognosis. By in vitro assays,
 we demonstrated that CAMKK2 could prom
ote cell migration, invasion and proliferation. 
All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AMKK2 coul
d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in gliomas. 
 
 
PO-725 
Rab27a was identified as a prognostic bio
maker by mRNA profiling , correlated wit
h malignant progression and subtype pre
ference in gliomas 
 
Li Yongli,Jiang Chuanlu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Purpose  Rab27a belongs to the Rab small 
GTPase superfamily. The protein is membra
ne-bound and may be involved in protein tra
nsport and small GTPase-mediated signal tr
ansduction. Mutations in this gene are assoc
iated with Griscelli syndrome type 2. Howeve
r, the prognostic and molecular features of gl
iomas with Rab27a expression are still uncle
ar.  
Experimental Design  We used a whole-ge
nome mRNA expression microarray dataset 
of 220 glioma samples from the Chinese Gli
oma Genome Atlas (CGGA) database (http:/
/www.cgga.org.cn) as a discovery set. In this
 set, 220 gliomas, consisting of 97 WHO Gra
de II gliomas, 34 WHO Grade III gliomas, an
d 89 WHO Grade  = 4 \* ROMAN IV glioma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Kaplan-Meier meth
od. To validate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Rab
27a, we assayed another 162 glioma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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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Three additional
 datasets were obtained as validation sets. G
ene ontology (GO) analysis and gene set var
iation analysis (GSVA) were used for the fun
ctional annotation of Rab27a in 89 WHO Gra
de  = 4 \* ROMAN IV gliomas. 
Results   Rab27a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
ed with grade progression and high mortality
 in all grades of glioma in the discovery set. 
Rab27a also showed a mesenchymal subtyp
e, G3 subtype and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1 (IDH1) wild-type preference and associatio
n with migration. The 3 validation datasets re
vealed similar findings. Rab27a was more hi
ghly expressed in gliomas than in normal bra
in tissues, and its expression increased with 
glioma grade progression. 
Conclusions  Rab27a expression was signif
icantly associated with grade progression an
d worse prognosis in all grades of gliomas, s
uggesting Rab27a as a novel biomarker with
 potentially important therapeutic implication
s. 
 
 
PO-726 
Integrated Analyses Identify that the miR-
181 Family Inhibits Glioma Malignant Pro
gression and Confers as Prognostic Bio
markers 
 
Wang Hongjun,Jiang Chuanlu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To explore the most effective miRNA harbori
ng contribution for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 subtype and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malignant progression. We annotated miR
NA microarrays using 491 TCGA samples by
 considering the four mRNA subtypes of GB
M. We foun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
-181 family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
e mesenchymal subtype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hree subtypes, especially proneural su
btype harboring extremely high miR-181 exp
ression. Patient with high expression of whol
e miR-181 family obtained significant high pe
rcent of survival (p = 0.0031). Within the miR
-181 families, miR-181b was the most effecti
ve factor at suppressing tumor cell invasion 
and proliferation in gliomas. miR-181b overe
xpression inhibited cell invasion and prolifera
tion by targeting KPNA4 and suppressing th
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Restoring the expression of KPNA4 rescued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miR-181b. Up-regulati
on of miR-181b suppressed tumor growth in 
vitro and in vivo.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
e expression of the miR-181 family was clos
ely correlated with TCGA subtypes and signi
ficantly impacted on the patients’overall survi
val. miR-181b, functioned as a invasion- and
 growth-suppressive miRNA by targeting KP
NA4 in gliomas would be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gliomas. 
 
 
PO-727 
Identifying core miRNA modules in gliobl
astoma based on TCGA genomic data 
 
Sun Bo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Purpose  The driver genetic aberrations coll
ectively regulate core mirnas underlying can
cer development. However, identifying the m
odules of driver genetic alterations and char
acterizing their functional mechanisms are st
ill major challenges for cancer therapy. 
Method  we developed an integrative metho
d  to identify the core mirnas that dysregulat
ed genes based on DIANAmiRPath datasets
 and through integrating multi-dimensional g
enomic data of TCGA. 
Results  we identified three pairs mirnas tha
t base on the expresssion of targetd genes t
hat dyregulated and significantily associated 
with patients long-term survival.Moreover,the
 results from the DIANA miRPath datasets ar
e incorrdance with the mutiple module analy
sis by TCGA genomic data.In addition,Weste
rn-blot of target genes were complished.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inte
grative multiple data can identify core driver 
mirnas  and uncover their dysregulated gene
s, which is useful for improvment the traged
y of glioblastomatherapy. 
 
 
PO-728 

EGCG 通过 POSTN/αvβ3 轴促进胶质瘤凋亡 
 

舒梦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背景及目的  胶质瘤是颅内最常见的恶性肿

瘤。有研究发现胶质瘤干细胞分泌骨膜蛋白

（Periostin, POSTN）作用于 M2 型肿瘤相关

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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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s)上的整合素 αvβ3，两种细胞相互作用

促进胶质瘤发生、发展。表没食子儿茶素没

食子酸酯（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EGC

G）能诱导胶质瘤的凋亡,但具体机制未明。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研究 EGCG 诱导胶质瘤的

凋亡机制及 M2 型 TAMs 的相互关系。 

方法  PMA 预处理后的 U937 巨噬细胞和胶质

母细胞瘤细胞系利用 Transwell 小室共培养，

分为 EGCG 药物处理组；EGCG 药物处理及

过表达 POSTN 组；EGCG 药物处理、过表

达 POSTN 及抗 αvβ3 组；对照组四组，通过

ELISA 及免疫荧光检测 POSTN 及 αvβ3。利

用两个明确的巨噬细胞标记物 Iba1 和 CD11b

进行免疫荧光染色，M2 特异性标记（fizz-

1，CD163 和 ARG1）和 M1 特异性标记（M

HCII 类分子 CD11c）进行磁珠分选区分 GS

C 源性肿瘤的 TAMs。流式细胞检测凋亡水

平。 

结果  EGCG 药物处理组的 POSTN 降低、胶

质瘤细胞凋亡大量增加、CD11b+细胞主要是

M1 型细胞；EGCG 药物处理及过表达 POST

N 组相较于单独 EGCG 用药组的凋亡水平有

了很大程度逆转，CD11b+细胞主要是 M2 型

细胞；EGCG 药物处理、过表达 POSTN 及

抗 αvβ3 组与单独 EGCG 药物处理组的结果

类似。 

结论  EGCG 通过负向调控 POSTN/αvβ3

轴，抑制 M2 型 TAMs 的募集并促进胶质瘤

凋亡。这有可能为胶质瘤的治疗提供新的方

向。 

 
 
PO-729 
Hypoxia enhances the migration and inva
sion of human glioblastoma U87 cells via 
PI3K/Akt/mTOR/HIF-1α pathway 
 
Huang Weiyi1,Ding Xiaopeng1,Shao Junfei1,Huang 
Tao2 

1.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Neur

osurgery， Wuxi People's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Second Affiliat

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
dicine 
 

Widespread invasiveness, represented by th
e invasion and migr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
nt characterize of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
BM) and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rapeutic f
ailure and recurrence of the tumor. Hypoxia i
s one of the main microenvironment in deter
mining tumor invasiveness. Therefore, intens

e efforts aimed at improved therapeutics are 
ongoing to demonstrate the molecular mech
anisms governing GBM migration and invasi
on.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PI3
K/Akt/mTOR pathway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HIF-1α in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human glioblastoma U87 cells under hypoxia.
 To detect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U87 
cells, the scratch and matrigel invasion assa
y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
m, the inhibitors of Akt, mTOR and HIF-1α w
ere used. After analysis, we found that hypo
xia could induce enhancements of migration 
and invasion via activating PI3K/Akt/mTOR p
athway by targeting HIF-1α in U87 cells. Bes
ides, our study also demonstrated that PI3K/
Akt/mTOR/HIF-1α pathway participate in reg
ulate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human gli
oblastoma U87 cells in a serum deprivation 
model. All the above conclusions provide a t
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reatments of GBM ta
rgeting PI3K/Akt/mTOR/HIF-1α pathway. 
 
 
PO-730 

间充质干细胞为载体的主动趋向胶质瘤研究 
 

赵文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胶质母细胞瘤是恶性程度最高的神经系 

统肿瘤，目前手术切除、术后放射治疗并替

莫唑胺辅助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方法，但多数

患者预后仍较差。多项研究表明间充质干细

胞对肿瘤组织间质中，能够发生迁移，具有

向远部侵蚀性肿瘤的趋向运动能力。能够保

护治疗性药物或分子免受免疫作用的清除。

能够携带较多的治疗性药物，并且对其肿瘤

趋向性没有显著影响。有研究表明成熟间充

质干细胞对胶质瘤细胞具有趋向性，但具体

的分布特点并不十分清楚，本研究探讨间充

质干细胞对胶质瘤趋向性及分布特点。 

方法  全骨髓全骨髓贴壁法分离获取充质干细 

胞，培养扩增，流式细胞术检测 CD34、CD4

4 和 CD29 的表达率。第二代按 PKH26 细胞

标记程序进行细胞标记。U251 胶质瘤细胞系

体外培养，体外应用跨膜培养系统检测间充

质干细胞对胶质瘤细胞的趋向性。体内建立

胶质瘤颅内动物模型，3 天后 PKH26 标记的

间充质干细胞尾静脉注射，注射后 7 天、14

天、21 天后荧光显微镜检测胶质瘤细胞分布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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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体外，间充质干细胞主要分布于胶质

瘤克隆周围，在其他部位分布稀少。在体内

间充质干细胞在肿瘤部位分布明显增多，随

时间延长向肿瘤周围细胞浸润部位迁移。 

结论  间充质干细胞对胶质瘤细胞具有一定的

趋向性。 

 
 
PO-731 

误诊为视神经脊髓炎的视神经胶质瘤一例 
 

贾璐瑶 徐全刚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摘要 报告误诊为视神经脊髓炎的视神经胶质

瘤一例。 

目的  观察收集视神经胶质瘤伴囊变坏死 1

例，并回顾相关文献。 

结果 患者周**，女，17 岁，汉族，患者因“右

眼视力下降伴遮挡感 3 月余”在 2016-1-8 于 3

01 解放军总医院就诊。患者于 2015 年 11 月

份突发右眼视力下降伴遮挡感，视力呈渐进

性下降。当地医院查患者血液、脑脊液水通

道蛋白-4 的 Ig-G 抗体均阴性。予 1g 激素冲

击治疗，3 天后改口服规律序贯减量，视力仍

继续下降。入院后查右眼裸眼视力 0.06，矫

正视力：不增，右眼 RAPD（+）；眼底：右

眼视乳头水肿充血，边界不清，C/D 约 0.3，

视网膜 A/V 约 1/3，盘周见线样出血及棉绒

斑，静脉血管迂曲扩张，黄斑区网膜皱褶，

黄斑中心凹反射未见。眼眶核磁平扫加增强

示右侧视神经、视交叉右半侧异常信号伴视

神经异常强化伴囊变坏死，考虑肿瘤性病变

（如视神经胶质瘤）可能，右侧视盘水肿。

诊断为右眼视神经胶质瘤可能性大。于神经

外科行手术治疗，术中病理切片示低级别胶

质瘤。结论：当眼眶核磁视神经呈梭形增粗

并伴有液化腔时，应首先考虑诊断为视神经

胶质瘤伴囊变坏死，激素规范化冲击治疗后

视力若不回升，应及时行手术或放化疗治

疗。 

 
 
PO-732 

以视力下降为首发症状的颅内多发脑膜瘤一

例 
 

秦秀虹 徐全刚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患者，男，18 岁，右眼视力下降伴耳鸣 3 

年，左眼视力下降 7 个月。既往史及家族史

阴性。眼科检查：Vod：光感，光定位不确；

Vos：0.01，矫正不应。角膜透明，虹膜无新

生血管，瞳孔 3.0mm，直接、间接对光反应

均正常，晶状体及玻璃体未见混浊，双眼眼

底视盘界清，色苍白，余眼底未见异常。脑

脊液生化、常规及病理未见异常。Leber 遗传

性视神经萎缩 mtDNA 基因检测常见及罕见突

变位点均为阴性。眼眶及颈椎核磁平扫及增

强提示右侧视神经眶内段呈稍长 T2 信号，双

侧视神经管内段、颅内段鞘膜增厚，增强可

见明显强化。小脑幕、双侧前床突、斜坡、

内听道处硬脑膜增厚，增强后异常强化。双

侧桥小脑角区、枕大池可见结节样等 T1 等 T

2 信号增强扫描明显强化。术后病理提示左侧

颈静脉孔脑膜瘤，过渡型，WHO I 级。诊断

为“颅内多发脑膜瘤，双眼视神经萎缩”。给予

手术切除、营养神经、改善循环及抗氧化损

伤治疗。 

 
 
PO-733 

眶尖-前床突脑膜瘤致单眼视力下降一例 
 

滕达 赵杰 徐全刚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患者中年女性，主因右眼视力下降伴视物遮

挡感入院。患者发病时出现右眼视物模糊伴

颞上方视物遮挡感及轻微头痛、眼痛，查视

力右眼 0.6，左眼 1.0。患者自感视力模糊逐

渐加重，发病 3 个月时视力：右眼 0.4，经激

素冲击治疗（甲强龙 500mg×5 天），视力恢

复至 0.6。发病 5 个月时右眼视力降至 0.06，

6 个月时降至指数/10cm，RAPD（+），眼底

检查可见右眼视盘色淡，边界模糊；视盘 OC

T 显示右眼视盘隆起；动态视野检查示右眼弥

漫性视野缺损，颞侧较重；眼眶核磁平扫+增

强显示右侧眶尖-前床突占位，呈等 T1、等 T

2 信号，增强扫描增强明显，考虑眶尖-前床

突脑膜瘤可能性大。在全麻下行仰卧位右额

颞硬膜外入路眶尖-前床突病变切除术，术后

病理回报示（眶尖部）脑膜瘤，内皮型，WH

OⅠ级。术后患者恢复良好，10 天后查视力

右眼：0.8，左眼：1.0。病理诊断：脑膜瘤，

内皮型，WHOⅠ型。免疫组化染色结果：PR

（+），S-100（-），Vimentin（+），Ki67

（+2%），EMA（+），CD34（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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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734 

肺癌伴双侧视神经及脑转移 1 例 
 

赵杰 程先华 徐全刚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患者，男，48 岁，因“主因右眼视力下降 8

周，左眼视力下降 4 周”入我院。患者于 2015

年 2 月 20 日无明显诱因突然出现右眼上方视

物模糊，无眼球转动痛，无眼红眼胀眼痛等

不适，逐渐出现右眼视力下降，在当地医院

求治，于 3 月 13 日给予甲强龙 250mg 静脉

滴注 3 天，右眼视力从 0.01 提高 0.1，左眼

视力 0.5，停药后视力进一步下降，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出现左眼视力逐渐下降，无眼球

转动痛，无眼红眼胀眼痛、无头痛恶心呕吐

等不适，为进一步检查及治疗来我院就诊。

查体：一般情况好，眼科检查：视力：（双

眼：无光感），双眼角膜透明，角膜反射正

常，前房深度正常，房水清，虹膜纹理清，

无新生血管、色素外翻、结节，瞳孔圆，直

径约 6.0mm，对光反射消失；双眼眼底：右

眼视乳头色稍淡，边界不清，视杯边界消

失，网膜静脉迂曲扩张，动脉变细，视网膜

A/V 约 1/3，动静脉交叉见压迫征，无出血、

渗出，黄斑中心凹反光消失，左眼视乳头色

淡红，边界不清，视杯边界消失，网膜静脉

迂曲扩张，动脉变细，视网膜 A/V 约 1/3，动

静脉交叉见压迫征，无出血、渗出，黄斑中

心凹反光消失；眼压：右眼 13.6mmHg，左

眼 11.7mmHg。入院后检查：C-反应蛋白测

定 2.53mg/dl↑；红细胞沉降率测定 65mm/h

↑；血清癌胚抗原测定 7.88μg/L↑、CA12537.

34u/ml↑、CYFRA21-17.04ng/ml↑、SCC3.5n

g/mL↑、血清铁蛋白 973.50ng/ml↑；脑脊液

肿瘤标记物：CYFRA21-14.35ng/ml↑、NSE3

5.93ng/ml↑、SCC2.4ng/mL↑、血清铁蛋白 2

3.57ng/ml↓、人胃蛋白酶原Ⅰ(PGⅠ)2.80ng/

ml↓。眼眶 MRI+增强：双侧视神经右侧视神

经颅内段强化。头颅 MRI：脑内及双侧额部

软脑膜转移灶并强化，考虑转移瘤可能性

大，肺部 CT 见左上肺占位病灶并实变。最后

诊断：1.肺癌伴双侧视神经及脑转移 2.继发

性癫痫 3.双眼视网膜动脉硬化 2 级  4.双眼老

年性白内障。 

 
 
PO-735 

单眼视力下降为首发症状的多发转移癌一例 
 

赵颖 徐全刚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患者女性，28 岁，因右眼进行性视力下降 1

月余于 2016 年 4 月来解放军总医院神经眼科

就诊。患者 1 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眼视

物模糊，进行性加重，伴有双侧锁骨疼痛，

腰部及双下肢酸痛无力。当地医院诊断为右

眼视神经炎，给予甲泼尼龙 1g/d 激素冲击治

疗，视力无明显改善，腰部酸痛乏力加重。

肺 CT 示双肺散在炎症伴纤维化灶，右肺下叶

结节。脊椎 CT 显示胸椎、腰椎多发骨质破

坏。入院后眼部检查：视力：右眼光感，左

眼 0.8，不能矫正，右眼瞳孔圆，4mm，RA

PD（+），右眼底视盘颞侧色淡，边界清，

余未见明显异常。眼压正常。入院后查肿瘤

标记物异常增高。眼眶核磁显示右侧蝶骨

翼、眶尖、海绵窦异常信号伴强化，考虑恶

性病变。视神经管 CT 显示右侧海绵窦占位在

眶尖呈膨胀性扩大，右侧蝶窦窦壁及蝶骨翼

的骨皮质破坏。PET-CT 显示：胃壁高代谢病

变；全身骨弥漫骨质破坏伴代谢增高；左肺

下叶高代谢结节；肝内多发高代谢灶；上纵

隔、腹腔及腹膜后多发高代谢淋巴结；左侧

肾上腺增粗伴代谢增高；以上均考虑恶性病

变可能，以胃癌伴全身骨及胸腹部淋巴结转

移，肺、肝、左侧肾上腺转移可能性大。胃

镜检查：肿瘤以胃底至胃窦小弯侧为主，延

及前后壁，部分延及大弯侧并及贲门，病变

部位局部明显增厚，多处呈隆起状，病变界

限不清晰。胃镜诊断为：胃癌（type 4）幽门

螺杆菌（+）。病理检查显示（胃体下部后

壁、胃角、胃底大弯）分化差的腺癌，部分

为印戒细胞癌。诊断为：1.右侧海绵窦转移

癌，2.右眼压迫性视神经病变，3.胃癌晚期 

多发转移。患者转入肿瘤内科继续就诊。 

 
 
PO-736 
4IgB7H3 silencing by RNAi inhibits tumor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in U251 and 
U87 cells 
 
Guo Wenjia1,Tian Hailong 2,Dong Xiaogang1 
1.Cancer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
ersity 
2. Qilu Hospital(qingdao) in Shandong University 
 

Aims  Glioma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malignant brain tumors. Current therapies fo
r glioma have failed to achieve satisfactory r
esults, which necessitates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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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ovel molecular therapies. 4IgB7H3, a ne
w member of the B7 family of immune-regula
tory molecules, was identified in 2001 by dat
abase searches of a human dendritic cell-de
rived cDNA library. It is a type I transmembra
ne protein, which expresses in certain norma
l cells and tissues. Aberrant expression of 4I
gB7H3 has been reported in a wide range of 
solid cancers.The role of 4IgB7H3 in glioma 
U251 and U87 cells has not been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investi
gate the effect of 4IgB7H3 silencing by RNAi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glioma 
cells. 
Methods  4IgB7H3 knockdown in the U251 
and U87 cell line was performed using small 
hairpin(sh)RNA lentivirus transduction. The e
ffects on cell proliferation, cycle, migration,in
vasion, and apoptosis were investigated by 
Cell Counting Kit-8 assay, methyl cellulose c
olony-forming assay, propidium iodide staini
ng, Transwell assays, and Annexin V-FITC/P
I assays in vitro.  
Results  4IgB7H3 stably silenced U251 and 
U87 cells line generation. Downregulation of 
4IgB7H3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U251 and U
87 cells growth and colony-forming ability. T
he mean inhibition rate of tumor growth with 
U251 and U87 knockdown were 68.5% and 
77.3%. After 4IgB7H3 silencing, the U251 an
d U87 cells cycle was arrested at the G0/G1 
phase. The cell migration rate of U251 and U
87 knockdown cells was reduced more than 
fivefold, and invasion capacity decreased by 
75.6% and 82.3%. 4IgB7H3 knockdown inhi
bit U251 and U87 cells migration and invasio
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ilencing B7-H3 c
an impede cell migration and inhibit cell inva
sion via down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M
MP-2 and MMP-9. 
Conclusions  4IgB7H3 may promote U25
1 and U87 cells progression. These results 
may provide new insight into the function of 
4IgB7H3 and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approa
ch targeting 4IgB7H3 in glioma. 
 
 
PO-737 

神经外科与神经眼科的交集 
 

魏世辉 李晓明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神经眼科学是一门临床交叉学科，它涉及神

经科学与眼科学领域之间相关的各方面，神

经系统疾病可累及视觉系统而有眼部症状和

体征。凡临床上表现有眼部症状或体征的各

种原发或继发性神经系统病变，均属神经眼

科范畴。 

在眼科门诊中，10%—15%的患者所患眼病

属神经眼科疾病，在神经外科疾病中，约 3

5%涉及神经眼科问题，而在神经内科中，约

36%的疾病与神经眼科有关。 

累及视路的颅内占位性病变，如垂体腺瘤、

鞍结节脑膜瘤、颅咽管瘤等常因压迫视交叉

而首先出现眼部症状，从而首诊于眼科。因

视网膜纤维及黄斑纤维在视交叉中排列有一

定规律，故蝶鞍区占位性病变所致的视野缺

损通常有一定规律。肿瘤由鞍内向上生长压

迫视交叉下方，视交叉下方的视网膜鼻下方

纤维受累，引起颞上象限视野缺损。肿瘤继

续发展可累及视交叉中层的视网膜鼻上象限

纤维，可导致颞下象限视野缺损，此时即表

现为双颞侧偏盲。海绵窦占位性病变可导致

动眼神经麻痹、外展神经麻痹、滑车神经麻

痹及多颅神经麻痹。 

累及视交叉以上的颅内病变，如视束病变、

外侧膝状体病变、视放射病变（包括内囊病

变、颞叶病变、顶叶病变、枕叶皮质病变）

常首先变现为特征性的视野缺损。视束病变

表现为对侧非对称性同向性偏盲。外侧膝状

体病变表现为病变对侧的一致性同向性偏

盲。视放射病变越靠近后部，视野缺损一致

性愈明显。 

颅内血管病变，如颈动脉狭窄、椎-基底动脉

狭窄、颅内动脉瘤、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常

导致相关眼部表现，部分患者首诊于眼科。

颈动脉狭窄急性期可表现为一过性黑矇、视

网膜动脉阻塞；慢性期表现有静脉淤滞性视

网膜病变、慢性眼缺血综合征。椎-基底动脉

狭窄可导致视物模糊、视力下降、黑矇、复

视、眼球运动障碍等。颈内动脉后交通段动

脉瘤常导致动眼神经麻痹、视力下降和视野

缺损。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可导致双眼视盘

水肿，表现为短暂的视物模糊、眼前发黑、

一过性黑矇。 

累及视路及眼球运动神经的颅内病变均会出

现相应的眼部表现，部分患者首诊于眼科。

神经外科与神经眼科的紧密合作有利于疾病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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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738 

影响脑干海绵状血管瘤外科治疗效果的因素

分析 
 

李卫 张柳 王世勇 王向宇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0 

 

目的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 brainstem caverno

us malformations，BCM )因其位置的特殊

性，手术难度大、死亡率高。本研究回顾性

分析 2010～2014 年收治的 48 例 BCM 的临

床资料，进一步探讨对 BCM 的手术时机、手

术入路、术中注意事项及预后。 

方法  一、病历资料：48 例患者脑干病灶最大

为：3.0×3.7×3.0cm3，最小为：0.5×0.3×0.5

cm3。接受手术治疗者有 46 例，经病理检查

证实为海绵状血管瘤， 另 2 例未接受手术治

疗患者依据影像学资料作出诊断。41 例患者

择期手术，另 5 例出血量较多患者先予以止

血、脱水及脑室外引流减压等处理，3～21 天

亚急性期内生命体征稳定后再接受手术治

疗。手术全程行神经电生理监测，包括脑干

听觉诱发电位、体感诱发电位、运动诱发电

位及肌电图，实时指导手术方向。 

二、手术入路选择表 1，46 例脑干海绵状血

管瘤手术入路选择手术入路例数（n）肿瘤部

位肿瘤切除率颞下经天幕入路 12 中脑、脑桥

腹外侧 100%中孔－小脑延髓裂入路 14 脑

桥、延髓背外侧 100%蚓体切开入路 4 脑桥、

延髓背侧中线 100%脑干侧方入路（包括远外

侧入路）11 脑桥、延髓腹外侧 100%幕下小

脑上入路 5 中脑背侧 100%  

结果  48 例患者均存活，46 例接受手术治疗

患者的病灶均全部切除，切除率为 100%。术

后初期患者原有症状多数加重，出院后经 6

个月的恢复期后多数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提

高，接近甚至超过患者术前的 Karnofski 生活

质量评分值，34 人（72%）达 90 分以上，

生活完全自理。术后并发症有消化道出血 5

人，颅内感染 6 人，运动障碍 10 人，感觉障

碍 12 人，吞咽困难 10 人及脑积水 5 人。经

6 个月的恢复治疗后，多数并发症治愈。与术

前对比，运动障碍加重 1 人，感觉障碍加重 2

人，吞咽困难加重 1 人。 

结论  1， 积极手术是治疗脑干海绵状血管瘤

的最佳选择。可改善脑干功能，防止再出

血；2， 成熟型 BCM 适宜手术治疗。出血量

较多，生命体征不稳定的患者需先予以止

血、脱水及脑室外引流减压等处理，3～21 天

亚急性期内生命体征稳定后再接受手术治

疗；未成熟型 BCM 应保守治疗。3， 手术全

程行神经电生理监测，实时指导切除范围对

脑干功能的保护非常重要。4， 瘤体在脑干中

的位置决定手术入路，以最短和最宽阔的视

野为佳。5， 手术操作过程中要做到动作精

细，严格保护脑干的正常组织，并尽可能切

除肿瘤。 

 
 
PO-739 

联合 fMRI、DTI、神经导航、皮质电刺激、

术中唤醒等技术切除脑功能区胶质瘤的体会 
 

骆飞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联合多技术在脑功能区胶质瘤手术

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 年 10 月至 2015 年 9 月

我院联合 fMRI、DTI、神经导航、皮质电刺

激、术中唤醒等技术在 26 例脑功能区胶质瘤

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本组男 15 例，女 7

例，年龄为 19-58 岁，平均年龄 35 岁，均为

右利手。头痛 8 例，癫痫 8 例（2 例以癫痫持

续状态入院，均为额叶胶质瘤），神经功能

障碍 10 例，KPS 计分 40-100 分，平均 85.5

分。MRI 检查 28 个病灶（2 例 2 个病灶），

左额叶 7 个、右额叶 6 个，顶叶 3 个，左颞

叶 4 个、右颞叶 5 个，扣带回后部 2 个，右

额中央顶颞 1 个，病灶大小为 2-8cm。继发

癫痫的 8 例均检查头皮 Video-EEG，15 例患

者术前行 fMRI 检查；所有病例均行 DTI。插

管全麻，术中导航技术准确定位病变，皮质

电刺激识别定位皮质功能区，其中伴有癫痫

者首先监测皮层脑电图（ECoG）定位痫样放

电皮层，10 例需要识别语言、感觉皮层者术

中全麻唤醒。根据肿瘤与脑功能区关系，在

皮层下电刺激监测下，显微镜下整块或分块

切除肿瘤。 

结果  26 例均准确定位脑功能区，其中 2 例

术中因电刺激诱发癫痫发作，但未影响脑功

能区识别定位。术后神经功能 5 例改善，13

例较术前无变化，9 例暂时较术前差，经过康

复治疗 6 例恢复正常，3 例经康复治疗残留神

经功能障碍。 

结论  联合 fMRI、DTI、神经导航、皮质电刺

激、术中唤醒等技术能够提高脑功能区胶质

瘤切除率，并降低术后神经功能障碍，改善

病人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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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740 

抑制自噬晚期阶段增强榭皮素诱导的胶质瘤

细胞凋亡 
 

钟晨 赵世光 毕云科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背景及目的  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原发肿

瘤，有着较高的致死及致残率。即使积极采

取标准、综合性治疗，胶质瘤患者的预后亦

不甚理想，这就要求我们找到新的治疗途

径，懈皮素（Quercetin Quer）是一种在众多

草本植物中广泛存在的一种黄酮类化合物，

被发现对多种形式的肿瘤包括胶质瘤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近来，有研究报道，适当的调

节自噬，可以增强抗肿瘤药物的细胞毒性作

用，但目前关于如何调控自噬从而达到最大

的疗效及其具体机制尚未明确。本文的目的

是研究在胶质瘤中抑制自噬的不同阶段对自

噬诱导剂（Quer）的细胞毒性的影响。 

方法  自噬的早期阶段通过药物 3-甲基腺嘌呤

（3-methyladenine，3-MA）及转染 Beclin 1

shRNA 质粒来抑制。在自噬的晚期阶段通过

使用药物氯喹（Chloroquine，CQ）来抑制自

噬的进程。通过采用 MTT 实验来检测 U87 及

U251 细胞的存活状态，两种细胞自噬的程度

通过使用透射电子显微镜以及用 Western Blo

t 实验来检测，细胞的凋亡水平通过流式细胞

技术和 Western Blot 实验来检查。 

结果  结果显示药物 3-MA 或者沉默自噬启动

基因 Beclin 1 会降低自噬诱导剂懈皮素（Qu

er）的毒性。而药物 CQ 会阻断自噬的晚期阶

段，并增强榭皮素的细胞毒性，造成降解性

自噬泡的累积，诱导胶质瘤细胞凋亡。 

结论  抑制自噬的晚期阶段可以通过产生自噬

和增加凋亡来加强自噬诱导剂榭皮素的细胞

毒性，而抑制自噬启动阶段则无增强作用，

本研究可以指导我们对胶质瘤的化疗策略。 

 
 
PO-741 

弥散性脑干胶质瘤显微外科治疗策略 
 

张跃康 杨翔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 610041 

 

目的 探讨和分析显微外科手术治疗在弥散性

脑干胶质瘤部分切除术中的临床价值及远期

意义。 

方法 2011.6--2016.6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 

外科 5 年间共 20 例弥散性脑干胶质瘤患者接

受了显微手术治疗并进行了病例回顾性分

析。患者术前均接受了冠矢轴三维薄层（＜2

mm）增强 MRI，DTI 重建评估肿瘤生长方式

及肿瘤与脑干纤维束的关系；术中接受了导

航及电生理监测既确定了安全的手术入路也

指导了安全前提下最大程度的切除肿瘤组

织。 

结果 成人（＞18 岁）6 例，儿童 14 例；男

性 9 例，女性 11 例。术前多数患者有外展神

经麻痹+对侧偏瘫，15 例伴有脑积水表现。

无手术相关死亡病例，术后多数患者神经废

损症状未加重，5 例患者术前症状缓解，部分

患者术后生存时间延长。术后病理 II 级 DIBG

13 例，III-IV 级 DIBG7 例（影像学提示强化

部分）。  

结论 由于脑干特异的解剖结构，弥散性脑干

胶质瘤本身放化疗效果不好，手术风险大，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不提倡做手术；考虑到非

手术治疗效果不满意，因此我们近些年对部

分患者开展了显微外科手术，期望达到以下

几个目的：1.获取肿瘤标本；明确肿瘤性质，

为进一步治疗提供依据。2.尽可能切除肿瘤，

缓解脑干受压。3.通过切开脑干，可使肿瘤以

后呈外生性生长。4.通过手术后部分病人弥散

性生长的肿瘤可呈局限性生长。 

 
 
PO-742 

“额鼻突锁孔”入路的设计与应用 
 

张小鹏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神经专科医院 510010 

 

目的  研究鞍中线区突入三脑室上部、室间

孔、侧脑室的巨大型肿瘤手术入路及临床应

用。 

方法  通过复习颅前窝底解剖，探讨其与三脑

室、室间孔的位置、角度关系，采用“额鼻突

锁孔“入路，切除鞍中线区突入三脑室上部、

室间孔、侧脑室的巨大肿瘤。 

结果  术中对三脑室上部、室间孔及侧脑室肿

瘤有良好显露；显微镜光路可直达显露区

域；切除肿瘤效果满意；肿瘤切除后，垂体

柄、视神经、各重要血管均获保存；嗅神经

不受牵拉而保护；术后早期 MR 未见脑组织

损害；术后无需使用甘露醇而不干扰尿量观

察。但额鼻切除后存在脑脊液鼻漏风险（本

组暂无脑脊液漏），手术入路为二类切口，

存在潜在感染风险（本组暂 1 例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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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额鼻突锁孔”入路可以良好显露第三脑

室上部、室间孔及相关侧脑室肿瘤，从而达

到肿瘤满意切除；该入路脑组织牵拉轻而几

无损伤，在肿瘤非坚韧包裹重要神经、血管

情况下，可以保全各重要神经血管。但额窦

切除具有感染（二类切口）、脑脊液漏风

险，妥善处理额窦切除后瘘口，可以尽量避

免此类并发症。 

 
 
PO-743 
Berberine induces autophagy in glioblast
oma by targeting the AMPK/mTOR/ULK1-
pathway 
 
Wang Jiwei,Li Xingang,Wang Jian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 25001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berbe 
rine on human glioma cells, and to further ex
plore the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glioma 
berberine treatment process.  
Methods  To address the effect of BBR on g
lioma cell growth, we first evaluated cell viabi
lity using a CCK-8 assay and the EdU incorp
oration assay. To investigate how BBR influe
nces cancer cell viability we initially measure
d the expression of Cytochrome C by immun
ocytochemistry. Next, we stained U87 and U
251 with Annexin V/PI and quantified the nu
mber of cells undergoing apoptosis by flow c
ytometry. To substantiate these findings we 
measured the expression of the mitochondri
al apoptosis related proteins Bax, Cytochrom
e C and cleaved caspase-3, as well as the a
nti-apoptotic protein Bcl-2, in U251 and U87 
cells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Having observ
ed a profound change in cell morphology dur
ing treatment with BBR, with retraction of ps
eudopodia, we used the wound healing assa
y to examine whether BBR affected migratio
n. The Transwell assay was used to evaluat
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reatment with BBR 
on cell invasion.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BB
R on the metabolic hemostasis we measure
d the ATP levels in GBM cell lines. We next 
asked whether the functional alterations wer
e reflected in morphological changes. Trans
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GFP-LC3 expr
essing GBM cells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
d to test the level of autophagy. To determin
e the potential therapeutic efficiency of BBR i
n vivo, athymic nude mice were implanted wi
th U87 cells. 

Results  1.BBR inhibits cell proliferation in G
BM cells. 2. BBR induces apoptosis in GBM 
cells. 3. BBR impair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GBM cells. 4. BBR reduces the glycolytic 
capacity in GBM cells. 5. BBR induces autop
hagy in GBM cells. 6.BBR targets the AMPK/
mTOR/ULK1 pathway in GBM cells. 7. BBR 
reduces tumor growth in vivo. 
Conclusion  Berberine could significantly in
hibit the malignant behavior of glioma. Berbe
rine-induced apoptosis is the predominant fo
rm of glioma cell death, and autophagy is on
e kind of stress response in the face of gliom
a cells induced metabolic stress that berberi
ne generated. Inhibition of autophagy increa
sed apoptosis and enhance the sensitivity of 
glioma cells with berberine. 
 
 
PO-744 

经乙状窦后入路切除上斜坡肿瘤 1 例 
 

宋飞志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0001 

 

目的  讨论上斜坡肿瘤的治疗。斜坡肿瘤解剖

位置深，周围神经血管多，病理类型多，尤

其是上斜坡位置的肿瘤，其外科治疗一直非

常棘手，通过此病例做相关探讨。 

方法  观察经乙状窦后入路切除上斜坡肿瘤的 

效果。现报告一例乙状窦前入路切除上斜坡

肿瘤的病例的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手术

方式、术中情况、预后。并做出相关讨论。 

结果  本例手术采用乙状窦后入路，完全切除

肿瘤组织，并完好的保留了三叉神经、听神

经等重要结构的功能。 

结论  乙状窦后入路对于上斜坡病变不失为一

种良好的手段。对于保护脑组织及各支神经

有重要意义。 

 
 
PO-745 
Inhibit role of MicroRNA-34a in glioma ste
m cells population by dysregulation of No
tch pathway 
 
Yan Tao,Zhao Shiguang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150001 

 

Aim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inhibiti
on role of miR-34a in glioma stem cell by do
wn-regulating the Notch pathway. 
Methods  Expression of miR-34a both in glio
ma tissues and normal brain tissues wer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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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yzed by qRT-PCR. Luciferase assay was u
sed to evaluate whether miR-34a can inhibit 
oncogenes expressions via binding to their 
3’UTR. The effect of miR-34a on cell prolifer
ation, apoptosis, and invasion of glioma cell l
ine LN-Z308 was analyzed using the flow cyt
ometry. Besides, rescue experiments were c
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ability of c-Met and 
Notch proteins on miR-34a-induced cell cycl
e and cell apoptosi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miR-34a in gliom
a tissue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normal brain
 tissues (P<0.05). miR-34a could suppress t
he expression of Notch-1, Notch-2, and c-Me
t proteins by binding to their 3’UTR. Glioma c
ells line LN-Z308 transfected with miR-34a p
erformed low cell proliferation, high cell apop
tosis, and low cell invasion ability compared 
with the cells without miR-34a (P<0.05). For
ced expression of c-Met or Notch could resc
ue the glioma cell cycle and cell apoptosis th
at induced by miR-34a. 
Conclusion  Our study suggested that miR-
34a could inhibit glioma cancer progression 
and development via inhibiting cell proliferati
on, inducing cell apoptosis, and suppressing 
cell invasion, and down-regulating Notch pat
hway related proteins.  
 
 
PO-746 

经鼻蝶窦切除上斜坡脊索瘤报告一例 
 

颜涛 刘怀垒 战华 甄云波 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150001 

 

目的  探讨上斜坡脊索瘤的手术入路选择。 

方法  对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

科的 1 例上斜坡脊索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术

中及术后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患者因发作性头晕伴视物重影一个月，

加重 10 日入院。查体；复视，余无著征。影

像学检查显示：上斜坡区长 T1，长 T2 信

号，肿瘤前方斜坡、鞍背骨质破坏，并累及

后床突，后方侵犯硬膜，两侧到达海绵窦外

侧壁,桥脑轻度受压，术前考虑脊索瘤可能性

大。在我科行经鼻蝶窦上斜坡肿瘤切除术，

术后症状明显缓解，影像学检查显示肿瘤全

切，病理证实为脊索瘤。 

结论  经鼻蝶窦入路是治疗上斜坡脊索瘤的安

全入路。 

 
 

PO-747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trix Metallopr
oteinase Family Members Reveals That M
MP9 Predicts Survival and Response to T
emozolomide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Gli
oblastoma. 
 
Li Qingbin,chen Baoshi,Cai Jinquan,Sun Ying,Wang
 Guangzhi,Li Yong, Li Ruiyan,Feng Yan,Han Bo,Li J
ianlong , Tian Yu,Yi Liye,Jiang Chuanlu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BACKGROUND:Glioblastoma multiform (GB
M) is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primary br
ain tumor in adults. Radiotherapy plus conco
mitant and adjuvant TMZ chemotherapy is th
e current standard of care for patients with G
BM.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 a fa
mily of zinc-dependent endopeptidases, are 
key modulators of tumor invasion and metast
asis due to their ECM degradation capacity.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dentify t
he most informative MMP member in terms 
of prognostic and predictive ability for patient
s with primary GBM.METHOD:The mRNA ex
pression profiles of all MMP genes were obt
ained from the Chinese Glioma Genome Atla
s (CGGA), the Repository for Molecular Brai
n Neoplasia Data (REMBRANDT) and the G
SE16011 dataset. MGMT methylation status 
was also examined by pyrosequencing. The 
correlation of MMP9 expression with tumor p
rogression was explored in glioma specimen
s of all grades. Kaplan-Meier analysis and C
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s w
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M
MP9 expression with survival and response t
o temozolomide.RESULTS:MMP9 was the o
nly significant prognostic factor in three data
sets for primary glioblastoma patients. Our r
esults indicated that MMP9expression is corr
elated with glioma grade (p<0.0001). Additio
nally, low expression of MMP9 was correlate
d with better survival outcome (OS: p = 0.00
12 and PFS: p = 0.0066), and MMP9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in primary GB
M (OS: p = 0.027 and PFS: p = 0.032). Addit
ionally, the GBM patients with low MMP9 ex
pression benefited from temozolomide (TMZ)
 chemotherapy regardless of the MGMT met
hylation status.CONCLUSIONS:Patients wit
h primary GBMs with low MMP9 expression 
may have longer survival and may benefit fro
m temozolomide chem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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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748 

脑转移癌的临床个体化治疗策略 
 

董斌 徐英辉 廉治刚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摘要 脑转移癌现已是颅内最常见的肿瘤，发

病率越来越高。关于脑转移癌的治疗已经取

得了长足进步，目前脑转移癌的治疗方案包

括：外科治疗、立体定向放射外科、全脑放

疗、系统治疗等方法。现手术治疗、立体定

位放疗、全脑放疗和化疗的临床综合应用，

使得脑转移癌的临床个体化治疗有了进一步

的发展。 

目的 对脑转移癌患者临床个体化治疗方案进

行分析，针对临床每一个脑转移癌患者确立

一个最佳的对患者收益最好的治疗方案。 

方法 通过对临床脑转移癌的患者进行追踪调

查，了解每一个患者的具体治疗方案，对其

进行预后、预后生活质量、复发率及总生存

期等方面进行分析。 

结果 1-3 个脑转移癌患者行手术治疗，明确

病理康复后行全脑放疗，或行立体定位放疗+

全脑放疗，再结合基因检测结果行靶向治疗

的患者，预后提高了生活质量，降低了复发

率，但对总生存期影响不大。大于 3 个脑转

移癌的患者临床不建议行手术治疗，应将全

脑放疗或 /和立体定位放疗作为初始治疗手

段。 

结论  1-3 个脑转移癌的患者，全身状态上

可，生命体征平稳的患者，建议积极治疗，

手术治疗去除颅高压及占位效应等症状，术

后明确病理类型，一般状态恢复后，行全脑

放疗或行立体定位放疗空余小病灶的生长再

行全脑放疗，同时术后病理可进一步行相应

原位癌的基因检测，为下下一步的靶向治疗

提供基础。大于 3 个脑转移癌的患者应将全

脑放疗或者立体定向放疗作为初始治疗手

段，且每三个月至少复查 1 次透露 MRI 检

查。 

 
 
PO-749 

GH 型垂体腺瘤激素免疫反应表达及意义 
 

陈德勤 孔令胜 靳峰 颜世清 邵彤 马辉福 郭强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GH 型垂体腺瘤患者激素免疫反应

表达特点，初步揭示 GH 型垂体瘤发病的病 

理免疫反应机制。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采用鼻蝶入路显微手术切

除的 84 例 GH 型垂体腺瘤的临床资料。采用

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检测腺瘤内各种激素免

疫反应阳性细胞，分析肿瘤内分泌激素免疫

反应表达规律。  

结果  GH 病理免疫反应平均光密度（AOD）

值高于泌乳素（PRL）、促卵泡激素（FS

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促黄体

生成素（LH）（P 分别=0.047、0.000、0.00

0、0.000），GH 与促甲状腺激素（TSH）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39）；肿瘤内分

泌激素免疫反应阳性表达数量依次为 GH62

例（74%）、PRL36 例（43%）、TSH23 例

（27%）；常见表达类型依次为 GH 23 例

（27%）、GH+PRL 16 例（19%）、PRL+T

SH 8 例（10%）。 

结论  GH 型垂体腺瘤 GH、TSH 免疫表达强

度均高于其他内分泌激素，GH、TSH、PRL

免疫阳性数量多于其它内分泌激素， GH、G

H+PRL、PRL+TSH 为常见病理免疫反应类

型，肿瘤细胞分泌的 TSH、PRL 参与了肢大

患者发病的病理生理过程。  

 
 
PO-750 

功能区肿瘤术中电生理监测临床应用体会 
 

黄建军 马东 王勇 殷金珠 马喜 

同煤总医院 037003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央沟区肿瘤的手术效

果进行分析总结。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神经外科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2 月治疗的 8 例中央沟区胶质瘤患者

的临床资料，讨论其影像学特征、手术治疗

方法及预后。 

结果术后有患者症状改善 5 例，症状无恶化 3

例；肿瘤全切 6 例，次全切 2 例。所有患者

均未出现新发神经功能障碍。 

结论诱发电位监测技术联合术中唤醒技术可

在保护患者脑功能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切除

肿瘤，能有效提高手术效果，保障手术安

全，减少术后神经功能缺失。 

 
 
PO-751 

术中超声在治疗颅脑深部肿瘤中的应用 
 

巴一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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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二科 150001 

 

目的  探讨超声引导下显微手术治疗颅脑深部

肿瘤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 100 例颅脑深部

肿瘤患者,其中胶质瘤 65 例、脑膜瘤 25 例、

室管膜瘤 10 例，根据手术方法不同分为观察

组 60 例和对照组 40 例，观察组行术中超声

引导下显微手术,对照组行传统显微手术,对比

两组的肿瘤切除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新 

增功能缺失率以及随访肿瘤复发率等。 

结果  两组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观察组的全切

除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水肿带改善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新增功能缺失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肿瘤复发率低于对照组，但并发症发生率

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超声引导下显微手术有肿瘤边界定位清

晰、肿瘤切除彻底、操作方便等优势,用于颅

脑深部肿瘤的临床治疗,全切除率高，术后复

发率低。 

 
 
PO-752 

改良微创手术方式治疗桥小脑角区病变的临

床观察 
 

戴智博 杨孔宾 汪立刚 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0 

 

目的  探讨一种改良后的微创手术方式治疗桥

小脑角区病变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1 月在我院

施行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桥小脑角区肿瘤切除

术及枕下乙状窦后入路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

术的患者 32 例。按术前备皮方法及术中消毒

方法不同分成 2 组，A 组 16 例（桥小脑角区

肿瘤 9 例，三叉神经痛 7 例），采用特殊备

皮及消毒方法：（1）术前不剃头，仅在耳后

术区切口周围 2cm 做局部备皮；（2）术中

先采用消毒凝胶及美国进口消毒剂清洁头发

头皮及术区消毒，再做术区碘伏消毒，术区

周边无菌消毒巾常规铺巾，马尼钉固定，术

区手术贴膜粘覆，再行常规铺无菌巾；（3）

术中显微镜下精细操作，关颅时头皮采用可

吸收缝线缝合，无需拆线。B 组 16 例（桥小

脑角区肿瘤 11 例，三叉神经痛 5 例）,采用常

规备皮剃头，常规碘伏消毒铺巾，常规乙状

窦后入路手术，关颅时不采用可吸收缝线，

术后一周拆线。两组术中的操作、术后的处

理、观察均相同；手术均由同一医师完成。

观察分析 A、B 2 组术后并发症及疗效，并比

较两组之间的差异。 

结果  术后两组均无颅内感染发生；两组头皮

切口均为 Ι/甲愈合，无头皮感染及愈合不良；

两组均无脑脊液漏发生；两组各有 1 例发生

少量头皮下积液，1 周后均自行吸收，发生率

均为 6.25% ，两者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

05）。所有患者术前症状均得到改善并恢复

正常生活。 

结论采用改良后的备皮、消毒及手术方式可 

以安全、有效地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治疗桥

小脑角区病变，且基于微创理念的手术方式

可使患者受到更小的创伤和痛苦，并获得更

大的美观。 

 
 
PO-753 
Connectivity-based functional parcellatio
n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human suppleme
ntary motor area based on Rest-fMRI and 
its utility in brain tumor surgery  
 
Zhu Fengping1,Luo Qiang2,Zhuang Dongxiao1,Ha Y
uankai2,Wu Jinsong1,Mao Ying1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Huashan Hospita

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Centre for Computational Systems Biology， Fud

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utility of resting-stat
e functional MRI (R-fMRI) in the functional p
arcell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SMA in healthy
 subjects and patients with brain tumors. The
 utility of this novel technique in brain tumor 
surgery around SMA was also assessed. 
Methods  R-fMRI was acquired from 150 he
althy and 18 patients. Defined by AAL templ
ate, SMA was parcellated into three subregio
ns according to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patterns based on R-fMRI among healthy su
bjects. The function of each subregion was c
haracterised by assessing whole-brain FC a
nd meta-analysis of existing functional imagi
ng studies. In areas consist of voxels within 
and around (2-voxel expansion) SMA, FC w
as calculated between each voxel and the S
MA subregions. SVM was used to discrimina
te voxels in or outside each subregion. Then,
 the technique was used to localize the SMA 
in patients with glioma. The subregions of S
MA were precisely stimulated using direct co
rtical stimulation (DCS) guided by intraoperat
ive MRI when patients doing finger oppositio
n motor tasks during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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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method has successfully parce
llated SMA into three subregions, including P
re-, Mid- and Post-SMA. The function of Pre-,
 Mid- and Post-SMA was supposed to be cor
related with conflict, eye movement, and han
d movement and coordination respectively. T
he accuracy of localizing the SMA in the cont
ralateral hemisphere was 87.4% with one-vo
xel error by 10-fold crosS-validation in the he
althy subjects. SMA localization was validate
d in all patients with DCS. Complete surgical
 resection was achieved in 15 patients (83.
3%) and subtotal in 3 patients (16.7%).  In th
e short-term period, 6 patients (33.3%) exper
ienced postoperative worsening, however, 1-
month motor deficit was observed in only on
e subject (5.6%). 
Conclusions  Connectivity-based technique
 based on R-fMRI is effective to parcellate a
nd localize the SMA. Integration of R-fMRI a
nd DCS is useful to identify and protect the S
MA in patient-specific surgery for cerebral gli
oma around SMA. 
 
 
PO-754 

开颅肿瘤切除术中水密缝合与贴覆硬脑膜处

理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对比分析 
 

高铭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一科 150001 

 

目的  开颅肿瘤切除术中硬脑膜重建是开颅手

术关颅的必要处理步骤，硬脑膜重建通常有

两种方式：1 水密缝合，2 贴覆，两种方式不

同，水密缝合是将硬脑膜与人工硬脑膜紧密

缝合，肿瘤腔无需填充过多的止血材料，水

密缝合后硬脑膜的密闭性良好，注水时无水

溢出。贴覆硬脑膜是将人工硬膜直接贴覆在

自体硬脑膜上，无需缝合，应用的止血材料

相对较多，贴覆后由于密闭性差，脑脊液及

血液可以渗出，也根据患者肿瘤类型不同而

选择不同的硬脑膜处理方式，在这我们将探

讨这两种方式对于患者术后并发症对比分

析。 

方法  我们选取开颅肿瘤切除术患者入组 54

例分为两组，第一组为凸面脑膜瘤患者 30

例，在 30 例患者中 19 例为 A 组行硬脑膜水

密缝合，另 11 例为 B 组行硬脑膜贴覆；第二

组为矢旁脑膜瘤 24 例，在 24 例患者中 10 为

C 组行水密缝合（肿瘤未侵犯矢状窦），另 1

4 例行硬脑膜贴覆（肿瘤侵犯矢状窦）。评价 

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对比。 

结果  术后由于应用的抗生素及其他药物基本

相同。术后出现发热、皮下积液等并发症结

果显示：A 组患者术后出现发热、皮下积液等

并发症为 1 例，B 组患者出现发热 3 例，皮

下积液 1 例，C 组患者出现发热 2 例，D 组

患者出现发热 2 例，皮下积液及术区切口延

迟愈合 2 例。 

结论  从以上 4 组患者并发症显示：水密缝合 

硬脑膜患者术后出现发热、皮下积液等并发

症情况很少出现，而贴覆硬脑膜患者发生发

热、皮下积液等并发症较常见，但是侵犯矢

状窦等脑膜瘤由于缝合硬脑膜容易损伤矢状

窦，所以不适用水密缝合硬脑膜。水密缝合

与贴覆硬脑膜相比，水密缝合的患者术后出

现发热、皮下积液等并发症发生率较低。 

 
 
PO-755 

Maspin 基因在胶质瘤恶性增殖过程中的作用

及机制 
 

程迎新 1 邱少博 1 杨艳丽 1 卜振富 1 曹培成 1 王增武 1

 谭春燕 2 肖琳 3 

1.潍坊市人民医院 

2.潍坊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3.潍坊医学院生化教研室 

 

目的  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

瘤，其增殖过程是一个多基因、多阶段的复

杂过程，包括癌基因的表达和抑癌基因的失

活。maspin 基因是通过消减杂交技术，在上

皮细胞的 mRNA 水平上发现的，具有抑制肿

瘤生长、浸润、血管生成、转移的作用，又

有促进肿瘤细胞凋亡的作用，在临床上可以

作为肿瘤转移、预后及肿瘤常规化疗疗效动

态监测的指标。本文首先检测临床胶质肿瘤

中 maspin 蛋白和 mRNA 的表达；同时构建

maspin/pEFIRES-N 表达载体，将其转染入

胶质瘤 C6 细胞株中，观察对 C6 胶质瘤细胞

的生长增殖的影响，进一步研究抑癌基因 ma

spin 在胶质瘤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1.抑癌基因 maspin 在胶质瘤中的表

达，应用免疫组织化学和 RT-PCR 在蛋白和

mRNA 水平上检测 maspin 正常脑组织、瘤旁

组织和胶质瘤组织中的表达；2．设计、构建

maspin/pEFIRES-N 表达载体：用脂质体将

maspin/pEFIRES-N 表达载体转染入 C6 胶质

瘤细胞内，并稳定筛选。应用 RT-PCR、wes

tern blotting 检测 maspin 蛋白表达，用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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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细胞增殖抑制试验和 maspin/pEFIRES-N

对 C6 胶质瘤细胞侵袭能力的实验，观察肿瘤

细胞的凋亡、增殖和侵袭能力，了解 maspin

抑癌基因对 C6 胶质瘤细胞的抑制情况。 

结果  1.RT-PCR 和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证实 m

aspin 基因在正常脑组织中有较高表达，而在

瘤旁组织中的表达呈弱阳性，在胶质瘤组织

中几乎不表达，因此 maspin 在这三种组织中

的表达呈下降的趋势。2．成功构建 maspin/p

EFIRES-N 重组质粒，对 C6 胶质瘤细胞的生

长、转移和浸润有抑制作用。C6 胶质瘤细胞

增殖能力减弱，侵袭力下降，导致细胞凋

亡，并出现凋亡峰，细胞凋亡率为 34.87%，

而 pEFIRES-N 处理组 C6 胶质瘤细胞周期相

无明显改变，细胞凋亡率为 4.92%；  

结论  1．maspin 抑癌基因在正常脑组织中有

高表达，而在瘤旁组织中呈低表达，在胶质

瘤组织中几乎无表达，与胶质瘤的恶性程度

也呈负相关；2．成功构建了 maspin/pEFIRE

S-N 表达质粒；利用 maspin/pEFIRES-N 表

达载体，成功地转染入 C6 胶质瘤细胞株；发

现在 C6 胶质瘤细胞中，再表达 maspin 基因

能促进 C6 胶质瘤细胞凋亡、抑制其增殖。  

 
 
PO-756 

术中超声定位精准切除颅脑病变 
 

何睿瑜 王辉 黄伟俊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528000 

 

目的  探讨术中超声术中超声定位精准切除颅

脑病变。   

方法  研究对象为 45 例颅脑病变，其中良性

23 例，恶性肿瘤 22 例(术后病理确诊）。对

45 例脑肿瘤患者 51 个病灶实施术中超声颅

脑病变切除。   

结果  45 例患者 51 个病灶行术中 B 超定位颅 

脑病变切除,定位准确,不需探查,切除满意,无

脑组织损伤 ,未出现相应明显的神经系统障

碍。   

结论  术中超声操作简便、灵活，可实时显示

颅脑病变的位置、范围以及毗邻结构，指导

手术入路，有效减少对正常脑组织的损伤，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PO-757 

遗传性血管母细胞瘤外科手术后远期随访的

思考 

 

马德选 王莹 周良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回顾、反思 VHL 相关世纪肿瘤外科的

发展、成就和进展, 探讨我国遗传性血管母细

胞瘤外科研究的目标和任务。  

方法  通过 456 例血管母细胞瘤术后患者的随

访（1.5-10 年）及最近 10 年（2005-2014

年）遗传性血管母细胞瘤临床实践病例的回

顾、分析、评价及自我反思, 总结临床实践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提出几点新思维、新

认识。 

结果  临床诊断 VHL 型血管母细胞瘤 109

例，其中有外院血管母细胞瘤手术史 31 人，

另有 16 例共有 35 人次，手术病残率得到有

效控制，约 43 例首次发病并无 VHL 临床证

据。VHL-血管母细胞瘤复发平均为 5 年; 初次

血管母细胞瘤发病（无 VHL 临床证据随访证

实 VHL-血管母细胞瘤）再次复发明显延长，

平均 13（4-30 年）。绝大多数（>80%）没

有进行有效地正规随访监控但这些家族普遍

存在心理阴影。尽管缺乏平均生存寿命数

据，但精准诊断和有效监控远远低于发达国

家标准。 

结论  外科手术是治疗遗传性血管母细胞瘤确

切有效的方法；术前精准诊断（包括高危人

群的基因筛选）、术后复发、监控是影响手

术远期疗效的关键因素，加强我国这类遗传

性肿瘤规范化管理，包括治疗方案选择与随

访计划，及遗传咨询、分子遗传学检测、一

级及二级亲属的筛查等方面是一项迫切的任

务，分享一些特别的案例及介绍我们近年来

在 VHL 基因诊断方面的工作。  

 
 
PO-758 

脑膜瘤围手术期抗癫痫药物的应用与高氨血

症 
 

许志勤 郭晓鹏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100730 

 

目的  回顾性分析脑膜瘤患者围手术期应用不

同抗癫痫药物对血氨的影响。 

方法  65 例颅内脑膜瘤患者，分为三组，各组

均于术中手术结束前 30 分钟使用丙戊酸钠注

射液 800mg 静脉滴入，术后 24 小时内使用

丙戊酸钠注射液 1200mg 持续静脉泵入，之

后改为口服抗癫痫药物，根据口服抗癫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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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不同分为三组：A 组 34 例，术后 24 小

时之后单独使用左乙拉西坦片 500mg 口服 bi

d；B 组 21 例，术后 24 小时之后单独使用丙

戊酸钠缓释片 500mg 口服 bid；C 组 10 例，

术后 24 小时之后单独使用卡马西平 200mg 

口服 bid。分别在术前、术后 1 天、术后 3

天、术后 7 天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和血

氨，应用统计学方法比较各组的差异。 

结果  各组病例在性别、年龄、病变部位、病

程、肝肾功能、血常规等方面方差具有齐

性，具有可比性。全部病例术后高血氨发生

率为 70.77%（46/65）；其中 A 组高血氨发

生率为 73.53%（25/34）；B 组高血氨发生

率为 80.95%（17/21），其中发生高氨血症

性脑病 1 例；C 组高血氨发生率为 40.00%

（4/10）。总体来说，B 组和 C 组之间高氨

血症发生率有显著性差异（p=0.04），A 组

和 B 组、A 组和 C 组之间高氨血症发生率无

显著性差异（P 均>0.05）。术后当天和术后

第 1 天各组血氨水平无显著差异；术后第 3

天，C 组血氨水平较 A 组、B 组显著低（P 值

分别为 0.033 和 0.034）；术后第 7 天，C 组

血氨水平较 B 组显著低（P 值=0.007），A

组和 C 组、A 组和 B 组之间血氨水平无显著

性差异。在术后肝功能方面，术后当天、第 1

天、第 3 天各组谷丙转氨酶水平均无显著性

差异；术后 7 天，A 组和 C 组谷丙转氨酶均

值都较 B 组显著高（P 值分别为 0.005 和 0.0

29）。 

结论  临床常用抗癫痫药物左乙拉西坦、丙戊

酸钠、卡马西平都可能引起高氨血症。相对

来说，卡马西平较左乙拉西坦、丙戊酸钠较

少引起高氨血症，而丙戊酸钠相对较少引起

肝转氨酶的异常。虽然在神经外科疾病中较

少合并高氨血症性脑病，但高氨血症性脑病

却可引起昏迷乃至死亡。因此临床上应合理

使用抗癫痫药物，在使用抗癫痫药物时需加

强肝功能和血氨的监测。 

 
 
PO-759 

桥小脑角区实质性血管母细胞瘤的显微外科

治疗 
 

王玉海 杨理坤 

解放军第 101 医院神经外科 214044 

 

背景  桥小脑角区实质性血管母细胞瘤因血供

十分丰富，难以首先暴露并阻断供血动脉，

且与脑干及颅神经等重要结构关系密切，肿

瘤全切较为困难，残死率高。 

目的  进一步提高桥小脑角区血管母细胞瘤的

显微手术疗效。 

方法  采用单侧枕下入路对 5 例桥小脑角区实

质性血管母细胞瘤进行显微手术切除。首先

沿肿瘤边界尽可能分离肿瘤，不吸除肿瘤周

围的神经组织，确定供血动脉后阻断供血动

脉；如不能明确供血动脉，又无法继续暴露

肿瘤边界，可瘤内切除部分肿瘤，而后用明

胶海绵压迫并电灼止血，进一步缩小肿瘤体

积后继续分离肿瘤边界，直至分离并全切肿

瘤。 

结果  5 例肿瘤均全切，术后随访 8 月-3 年，

无肿瘤复发。按 GOS 评定，4 例均恢复良

好，仅有 1 例术后有行走不稳，三月后恢复

正常。术中失血 400-1000ml。 

结论  1.术前通过 CTA 或 MRA 检查明确肿瘤

的供血动脉对术中阻断供血动脉，减少术中

出血是有益的；2.手术要点：①对于血管母细

胞瘤，尤其是桥小脑角区的血管母细胞瘤，

因肿瘤位置较深，周围有较多重要神经结构

等，采用吸除肿瘤周边组织的做法分离肿瘤

多会伤及神经功能。我们体会对于该部位的

肿瘤，首先沿边界分离肿瘤，尽可能离断所

见肿瘤的供血动脉，而后可以瘤内切除部分

肿瘤，此时肿瘤会有出血，但快速吸引清除

瘤内部分肿瘤同时用双极电凝电灼瘤内大的

出血血管，而后用明胶海绵棉片压迫止血，

并将明胶海绵和瘤内血管一起电灼，多可控

制出血。缩小肿瘤体积后再进一步分离肿瘤

边界，有利于周围神经组织的保护。②骨窗

要足够大，使手术野显露充分；③先处理主

要供血动脉，最后离断回流静脉；④整个术

中要控制性降低血压，收缩压在 100-110mm

Hg。术后 1-2d 实施控制性降压对预防 NPPB

发生有一定效果；⑤在分离肿瘤边界时在肿

瘤表面覆盖明胶海绵棉片牵拉肿瘤不易造成

肿瘤的出血，牵拉肿瘤的力量要轻柔。 

 
 
PO-760 

联合 11C 蛋氨酸 PET 和磁共振波谱成像技术

诊断低级别脑胶质瘤的研究 
 

庄冬晓 尼加提·库都来提 姚成军 张慧玮 邱天明 吴劲

松 周良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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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运用 11C 标记蛋氨酸进行 PET 扫描（11

C-MET PET）及磁共振波谱分析（magneti

c resonance spectrum ,MRS）作为常规影像

学检查的重要补充，具有较理想的特异性及

灵敏度，为胶质瘤的鉴别及治疗策略的制定

提供重要依据，尤其是对于常规结构相磁共

振无强化的低级别胶质瘤。但是由于两种检

查各自存在一定的假阴性率，造成一些肿瘤

漏诊或影像学诊断存在争议。因此本研究将

这两种检查方法相结合，并通过最终病理诊

断验证，探讨联合两种检查方法是否可提高 

低级别胶质瘤的术前诊断率。 

方法  从 2012 年 2 月至 2016 年 3 月，共有 5

1 位在结构相磁共振扫描 MRI 上怀疑低级别

胶质瘤(T2 FLAIR 高信号, T1 增强无强化)的

患者同时接受了 11C-MET PET 与 MRS 两项

检查，并接受手术获得了最终病理结果。11C-

MET PET 检查获取的病灶标准摄取值与正常

皮质标准摄取值的比值大于或等于 1.3 判断为
11C-MET PET 检查结果阳性；MRS 上 N-乙

酰天冬氨酸和胆碱的比值大于或等于 2.0 判

断为 MRS 检查结果阳性。样本中男性 26

例，女性 25 例，年龄范围 20-66 岁，平均年

龄（40.6 ±13.1）岁。所有获取的标本送至病

理科，结果由两位以上独立的资深神经病理

专科医生根据第四版《WHO 中枢神经系统肿

瘤》分类标准进行诊断。对于形态和分级有

争论病例经讨论后达成一致意见。将最终病

理结果与两种影像学检查结果进行比较及统

计分析，计算两种检查各自的胶质瘤检出率

和两种检查联合（即其中一项检查为阳性就

判断为阳性）对胶质瘤的检出率。 

结果  76.41%(39/51)的患者的 11C-MET PET

检查结果为阳性，同时 MRS 检查结果阳性为

66.67% (34/51)，而联合 11C-MET PET 与 M

RS 两种检查时，其检查阳性率提高至 86.2

7%(44/51)。分析得出，联合两种检查方法

时，阳性检出率较单一使用 MRS 检查明显提

高（P<0.05）；与单一使用 11C-MET PET 相

比，阳性检出率虽有一定提升，但未及明显

统计学差异。 

结论   对于术前常规 MRI 结构影像难以鉴别

的胶质瘤，无创、经济、便捷的 MRS 检查可

作为首选的检查手段，但当 MRS 结果为阴性

时，联合应用 11C-MET 与 MRS 检查，可以

显著地提高肿瘤的检出率，以此为依据做出

的诊疗决策，可减少单一一项检查造成的漏

诊。 

PO-761 

上矢状窦旁脑膜瘤的外科治疗策略 
 

王玉海 杨理坤 

解放军第 101 医院神经外科 214044 

 

目的  进一步提高上矢状窦旁脑膜瘤的手术疗

效。 

方法 根据肿瘤侵入上矢状窦窦腔及对窦腔静

脉血流的影响将此类肿瘤分为三型：Ⅰ型为

基底部位于窦腔的侧壁，但不影响窦腔的血

流；Ⅱ型为肿瘤部分侵入窦腔，部分影响窦

腔的血流，但窦腔仍然通畅；Ⅲ型为肿瘤侵

入窦腔并将窦腔闭塞。对不同类型的肿瘤采

取不同的外科策略:Ⅰ型全切肿瘤，同时切除

肿瘤基底部上矢状窦侧壁的外层，保留窦壁

的内层结构，并用弱电凝电灼内层膜性结

构，窦壁的止血用明胶海绵覆盖，弱电凝电

灼；Ⅱ型依据侧枝循环的代偿情况，确定肿

瘤切除的程度。代偿良好且窦壁为肿瘤侵蚀

较小者，将肿瘤及窦壁基底部全部切除，并

用明胶海绵闭塞窦腔。代偿不良者，仅残留

窦腔内部分肿瘤；Ⅲ型将肿瘤及基底部窦腔

一并切除，窦腔残端用明显海绵填塞并电

灼，但要完好保留闭塞窦腔前后的静脉侧枝

循环。 

结果  本组共 132 例，其中位于前矢状窦 32

例，中矢状窦 63 例，后矢状窦 37 例。术中

直径 2mm 以上桥静脉损伤 6 例，其中 2 例发

生了较严重的脑水肿。上矢状窦不完全闭塞

者 31 例，完全闭塞者 28 例，肿瘤全切除 11

8 例，全切率 89.4%，14 例术后复查 MRI 肿

瘤有残留，其中 11 例在术后 3-8 年内再次手

术肿瘤全切。术后随访 3-10 年。 

结论  对于上矢状窦旁脑膜瘤，术前常规行头

颅 MRV 或 CTV 检查了解窦内血流情况、术

中通过超声或穿刺等方法了解窦腔通畅或阻

塞的部位以及术中保护好回流至上矢状窦旁

的桥静脉（尤其是直径大于 2mm）是十分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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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762 
Combination of magnetic resonance spec
troscopy and 11C-methionine PET/CT in 
diagnosis of non-enhancing glioma 
 
Zhuang Dongxiao,Kudulaiti Nijiati,Yao Chengjun,Zh
ang Huiwei,Qiu Tianming,Wu Jingsong,Zhou Liangf
u 

Department of Neurologic Surgery， Huashan Hosp

ital，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Purpose  Most low-grade gliomas , even so
me high-grade gliomas, are not enhanced in 
MRI-contrast imaging using Gd-DTPA. Ther
efore, 11C-methionine(11C-MET) PET and m
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 are c
ommonly used supplementary imaging techn
iques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gliomas. Ho
wever, both of them have some limitations le
ading to misdiagnosis, so we attempted to c
ombine these two metabolic imaging tools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combination of MRS a
nd 11C-MET PET can raise the sensitivity of t
he radiological diagnosis of supratentorial gli
omas. 
Method  Patients with non-enhanced lesion 
showed in contrast-enhanced MRI were enro
lled in this study. None of the patients had pr
eviously undergone surgery or received che
motherapy or radiotherapy. Each patient und
erwent both MRS imaging and 11C-MET PET
 scan before operation. In MRS imaging, cho
line versus N-acetyl-aspartate ratio (Cho/NA
A) of 2.0 was set as the cut-off value for disti
nguishing tumor from nontumor tissue. Tumo
r versus normal tissue ratio (T/N) of 1.3 was 
applied as the cut-off threadhold for 11C-ME
T PET. The lesion was considered as glioma
 while either MRS or 11C-MET PET indicatin
g the diagnosis. The histologic diagnosis wa
s based on stereotactic biopsy or tumor rese
ction. Hematoxylin and eosin (H&E)-stained 
sections of all tumour samples were reviewe
d by two blinded neuropathologists and cate
gorised according to the fourth edi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Classification of T
umour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200
7). 
Result  From February 2012 to March 2016,
 51 patients (26 men and 25 women; mean a
ge: 40.6 ±13.1y; range: 20–66 y) with non-en
hanced lesion showed in contrast-enhanced 
MRI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patholo
gical entities were classi ed according to the 
WHO criteria as follows:2 Grade I gliomas (1

 pilocytic astrocytoma,1 dysembryoplastic ne
uroepithelial tumor); 34 Grade II gliomas (24 
diffuse astrocytomas, 6 oligodendrogliomas, 
and 4 oligoastrocytomas); 14 Grade III gliom
as (12 anaplastic astrocytomas and 2 anapla
stic oligodendrogliomas); and 1 Grade IV gli
oma (1 glioblastomas multiforme). Among th
em, 37 histologic diagnosis were obtained by
 tumor resection, while the other were obtain
ed by stereotactic needle biopsy.  76.41% (3
9/51) of patients were considered as glioma i
n 11C-MET PET. In MRS imaging , 66.67% 
(34/51) of patients’ Cho/NAA index is higher 
than 2.0, while other 17/51 patients is misdia
gnosed by using MRS alone.While combine
d two tests, 86.27% (44/51) of patients were 
presumed as gliomas by imaging diagnosis 
before operations. Combination of 11C-MET 
PET and MRS notably increased the sensitiv
ity of the radiological diagnosis of supratento
rial glioma.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mbinati
on of two tests and using MRS alone was ob
vious, P<0.05,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Ho
wever, we foun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in combination of two tests and usi
ng 11C-MET PET alone, though combination 
of two tests was clearly effected the treatme
nt. 
Conclusion  Combination of 11C-MET PET 
and MRS can significantly elevate the sensiti
vity of the radiological diagnosis of non-enha
ncing gliomas, especially when MRS imagin
g result is negative, which makes it very suit
able and promising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PO-763 

346 例胶质瘤手术患者术后复发情况及其影

像学特点研究 
 

胡荣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总结手术治疗的胶质瘤患者术后复发危

险因素及其影像学特点，为胶质瘤的手术策 

略的制定提供证据。 

方法  收集 2010.01—2013.12 共 4 年间入住

我科行手术治疗的胶质瘤患者，总结肿瘤切

除程度、肿瘤发生部位、肿瘤病理级别、术

后并发症、无进展生存期、复发情况及其影

像学特点等。 

结果  2010.01—2013.12 在我科行手术治疗

的胶质瘤患者有 346 例，男性 204 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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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例，平均年龄 40.2 岁，该组患者肿瘤切

除程度平均为 94%。到最近一次随访发现复

发的有 92 例。应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肿

瘤复发与肿瘤切除程度、肿瘤部位、肿瘤病

理级别、年龄因素等均有关。其中额颞叶肿

瘤复发人数较多有 35 人，其次为顶叶有 11

人。胶质瘤病理级别与复发人数如下，WHO 

I 级：2 人，WHOⅡ级：22 人，WHO III 级：

15 人，WHO IV 级：16。复发患者平均年龄

46.3 岁，高于未复发患者者平均年龄。此外

影像学分析发现，肿瘤与脑室距离越近，越

容易复发；肿瘤与胼胝体距离越近越容易复

发。这部分复发肿瘤往往沿脑室壁远处复发

或向对侧转移复发，导致二次手术机会丧 

失。 

结论  胶质瘤手术后复发危险因素与肿瘤切除

程度、肿瘤部位、肿瘤病理级别、年龄因素

有关。并且影像学显示肿瘤与脑室和胼胝体

越近者越容易复发。 

 
 
PO-764 

大脑半球不同分级胶质瘤患者围手术期生活

质量状况评估 
 

杨宝 周莉 谢坚 王集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采用国际生活质量量表 EORTC QLQ-C

30 评价大脑半球不同分级胶质瘤患者围手术

期生活质量状况及手术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

响。 

方法  对我院神经外科近期诊治的 47 例幕上

大脑半球胶质瘤住院患者（低级别 24 例，高

级别 23 例）分别于手术前 7 天和手术后 7

天，采用 QLQ-C30 量表在围手术期内对照评

价生活质量状况及手术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结果  47 例大脑半球胶质瘤患者手术前、后

QLQ-C30 功能评分：功能子量表（躯体功

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

功能、总体健康状况） 

术前，低级别胶质瘤较高级别胶质瘤患者在

躯体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及总体健康

状况方面得分较高，说明低级别胶质瘤患者

的术前生活质量较高级别胶质瘤患者高。手

术后，低级别胶质瘤较高级别胶质瘤患者在

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及总体健康

状况方面得分较高，说明低级别胶质瘤患者

的术后生活质量较高级别胶质瘤患者高。但

低级别胶质瘤患者手术后在躯体功能、角色

功能、社会功能及总体健康状况方面得分较

术前下降，说明低级别胶质瘤患者术后生活

质量较术前显著下降，手术对低级别胶质瘤

患者短期内的生活质量影响较大。高级别胶

质瘤患者手术后仅在角色功能方面得分较术

前下降，说明高级别胶质瘤患者术后生活质

量较术前轻度下降，手术对高级别胶质瘤患

者短期内的生活质量影响较小。 

手术前、后 QLQ-C30 症状评分： 

症状子量表 （疲倦、恶心与呕吐、疼痛、呼

吸困难、失眠、食欲丧失、便秘、腹泻、经

济困难）术前，低级别胶质瘤较高级别胶质

瘤患者在疲倦、恶心与呕吐、疼痛、食欲丧

失和便秘方面得分较低，说明低级别胶质瘤

患者的术前生活质量较高级别胶质瘤患者

高。手术后，低级别胶质瘤较高级别胶质瘤

患者在疼痛和便秘方面得分较低，说明低级

别胶质瘤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较高级别胶质

瘤患者高。低级别胶质瘤患者手术后仅在疼

痛方面得分较术前增高，说明低级别胶质瘤

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较术前下降。高级别胶质

瘤患者手术前后症状量表得分无明显变化。 

结论：就大脑半球胶质瘤而言，低级别胶质

瘤手术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均优于高级别胶质

瘤，但低级别胶质瘤术后生活质量评分下降

幅度大于高级别胶质瘤。生活质量评估对大

脑半球胶质瘤的预判、治疗、预后有一定的

辅助作用，利于术后患者精神心理康复治

疗。 

 
 
PO-765 

异柠檬酸脱氢酶 1（IDH1）在脑胶质瘤中的

表达及意义 
 

赵宗茂 张雪松 马树成 焦保华 刘力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050000 

 

目的  检测 WHO 分型 II 级和 III 级胶质瘤组织

中的异柠檬酸脱氢酶同工酶 1(Isocitrate Dehy

drogenase IDHl)的正常酶活性及酶蛋白含

量，初步探讨胶质瘤中 IDH1 基因突变表达的

作用机制。 

方法  取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12 月河北医

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手术中 56 例人脑胶

质瘤组织标本，并取脑外伤行内减压手术正

常脑组织 5 例作为对照，将以上标本为 3

组：正常脑组织组、II 级胶质瘤组和 III 级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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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瘤组。所有标本均快速置于-80℃液氮中冻

存，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nzyme-linke

d immuno sorbent assay ELISA）方法中的

双抗体夹心法检测所有标本组织 IDH1 正常酶

活性。采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同

时测定 3 组标本 IDH1 酶蛋白含量，得出相应

标本代表蛋白含量的灰度值，采用 SPSS13.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 酶活性值检测结果显示：正常脑组织

组（n=5）为 80.297±3.357;低活性组（n=3

5）为 48.755±6.837;高活性组（n=21）为 13

2.246±14.887。低活性组肿瘤例数为 35，约

占总肿瘤例数的 62.5%。2.酶蛋白含量测定

显示，正常脑组织组(n=5)：0.2609±0.0653, I

I 级胶质瘤（n=27）：0.4577±0.8321, III 级

胶质瘤（n=29）：0.7110±0.0774。以上三

组两两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

5）。3.酶活性与酶蛋白含量相关性分析。采

用 Pearson 计算相关分析，II 级胶质瘤相关

系数 0.009；III 级胶质瘤相关系数 0.201；所

有 II、III 级肿瘤相关系数 0.071，酶活性大小 

与酶含量多少相关性不明显。 

结论  1.脑胶质瘤组中 IDH1 正常酶活性存在

明显差异，活性降低的胶质瘤中可认为含有 I

DH1 基因突变。2.胶质瘤组织中 IDH1 酶蛋白

含量较正常脑组织明显增高，且 III 级肿瘤 ID

H1 酶蛋白含量较 II 级肿瘤更高，提示肿瘤的

恶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IDH1 酶蛋白的

含量。3.胶质瘤组织中，IDH1 正常酶活性的

高低与酶蛋白含量多少并无明显相关性，提

示虽然 IDH1 变异基因表达降低了 IDH1 正常

酶活性，但并不能确定是 IDH1 酶蛋白含量的

决定性因素，说明肿瘤组织在 IDH1 基因表达

上存在着复杂的调控机制。 

 
 
PO-766 
Clinical research on the prognositic facto
rs in patients after operation with glioma 
 
Zhang Xiaodong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Background andPurpose  Glioma from neu
roectodermal tumors, intracranial common m
alignancy, although the incidence rate of glio
ma tumor in the body of 2%, but mostly beca
use of the biological behavior of invasive gro
wth, due to the surgical resection difficult to c
ompletely resulting in high recurrence rate, p

ostoperative tumor cell drug resistance, and 
radiation therapy may aggravate symptoms, 
are seriously affected survival time and quali
ty of patients’ life, would result in patients wit
h severe disability and even death, this study
 also explore the impact of glial law of the rel
evant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tumor patient 
survival, time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factors corresponding t
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g
lioma and glioblastoma determine prognosis. 
Research Methods  Select January 2008 - 
January 2010-12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
nhui Medic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Neur
osurgery complete information nerve glioma 
clinical data of 119 patients , collect patient c
linical data . These include: gender, male 66 
cases , female 53 cases ; older than 50 year
s old in 70 cases, 49 cases less than 50 year
s old ; preoperative KPS score greater than 
or equal 70 points 63 cases , 56 cases less t
han 70 points ; existence 14 patients with epi
lepsy before surgery 104 patients without epi
lepsy ; preoperative tumor diameter of 5mm 
or greater in patients 89 cases, 30 cases les
s than 5mm ; surgical total resection in 90 ca
ses, subtotal resection in 29 cases ; patholo
gical level based on the wHO classification is
 divided into high Level group (WHO III ~ IV 
grade , High Grade Glioma) and low grade 
(WHO I ~ II class , Low Grade Glioma, LGG),

 HGG 83 例, LGG 36 cases; tumor cells Ki-6

7 index < 10% of 49 cases , Ki-67 ≥ 10% ha
d 42 cases ;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in 9
2 cases , 91 cases of chemotherapy . Follow
-up data has been fully deaths , postoperativ
e death , died of non- primary disease and th
ose lost to follow to get censored data . Gen
der, age , preoperative KPS, 10 factors , suc
h as tumor grade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 
measured by COX regression model of facto
rs associated to P <0.05 as statistically criter
ia to calculate the different groups of patients
 , the median survival months, and the para
meters of the application for Kaplan-Meier su
rvival curves plotted Act .  
Results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pat
ients age <50 years old patients (n = 70), the
 median survival time of 24 months, compare
d with ≥ 50 years of age (n = 49) the median 
survival of 10 months was significantly longe
r (P = 0.004) ; preoperative KPS score ≥ 70 
patients (n = 63) month median survival was 
26 months, higher than the preoperative KP
S score <70 patients (n = 56, median surv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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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f 13 months month), P = 0.001. HGG medi
an survival (15 months) compared with LGG 
(43 months)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P = 0.0
01. Ki-67 index tumors <10% median surviva
l of 35 months, Ki-67 index ≥ 10% for the 13 
months, P = 0.001.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
py patients than in patients without radiother
apy prolonged median survival of 9 months 
(respectively, 21 months and 12 months, P =
 0.009); whereas COX multivariate analysis, 
preoperative KPS score (P = 0.001) , tumor 
grade (P = 0.001), tumor tissue Ki-67 index 
(P = 0.017) and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whether (P = 0.004) 4 prognostic factors for 
survival of glioma-related effects (P <0.01) .  
Conclusion  Age ≥ 50 years of age, the tum
or can not be full-cut, high-grade gliomas, K
PS score <70 and Ki-67 expression in patien
ts with poor prognosis, after effective chemot
herapy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urvival; gende
r, tumor size in patients with direct , the exte
nt of surgical resection, with or without preop
erative epilepsy prognosis for glioma patient
s is not obvious. Observed in the clinical trea
tment of these indicators for judging the prog
nosis of glioma has more significance 
 
 
PO-767 

累及 Willis 环血管颅底脑膜瘤显微手术时相

关血管的保护策略 
 

屈延 衡立君 赵天智 李敏 张志国 邓剑平 高国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2 

 

目的  累及 Willis 环血管颅底脑膜瘤，手术时

对涉瘤血管的处理，成为影响肿瘤全切及患

者预后的重要制约因素。我们回顾性分析 33

例涉及 Willis 环血管的颅底脑膜瘤的临床资

料，并报告处理相关涉瘤血管时的经验和体

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接受手术治疗的 47 例颅底脑膜瘤患者的

临床表现、术中操作、患者预后等相关临床

资料。重点回顾肿瘤与 Willis 血管的关系，以

及利用术前 CTA、术中无牵拉技术、主干及

穿支血管分离及保护等方法，保留重要血管

结构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切除肿瘤。 

结果  14 例病例术前 CTA 显示：患侧颈内动

脉被肿瘤完全包裹，10 例肿瘤全切，4 例残

余部分肿瘤，颈内动脉 11 例完整保留，3 例

因出血后动脉瘤夹止血引起颈内动脉部分狭

窄；8 例病例术前 CTA 显示：患侧后交通动

脉缺失，术中呈闭锁状或未发现，肿瘤全

切；13 例患者术前 CTA 示肿瘤包裹后交通动

脉, 术中 7 例完整保留后交通动脉并全切肿瘤,

 6 例保留后交通动脉并残留部分肿瘤；7 例术

前 CTA 显示肿瘤完全包裹小脑上动脉, 术中

完全切除肿瘤并完整保留小脑上动脉；6 例术

前 CTA 示肿瘤包裹大脑后动脉,3 例完整切除

肿瘤并保留大脑后动脉, 3 例完整保留大脑后

动脉并残留部分肿瘤。术中涉瘤血管出血 17

例，出血血管涉及颈内动脉 10 例，后交通动

脉 3 例，大脑后动脉 2 例，小脑上动脉 2

例，最大出血量 6400ml，采用双极电凝或动

脉瘤夹止血后，均保留血管及功能，其中 3

例颈内动脉部分狭窄。所有病例显微操作时

间最长 8 小时 40 分钟，最短 3 小时 30 分

钟，均采用包括适当体位、术中释放脑脊液

及术者操作器械适当牵拉等方法暴露术野，

未采用蛇形拉钩及脑压板牵拉脑组织。术后

肿瘤全切 18 例（Simpson I-II 级），10 例大

部全切（Simpson II 级伴血管壁残留），5 例

次全切（Simpson II 级伴海绵窦残留）。13

例患者术后视力障碍有明显改善，8 例患者术

后视力障碍无明显改善，12 例患者术后视力

障碍加重。7 例患者术后出现偏瘫。17 例患

者出现同侧动眼神经麻痹，术后无患者死

亡。 

结论  术前 CTA 对肿瘤区域血管走形分析、

主干及穿支血管分离保护技术、大血管出血

止血技术、自体血回输技术等显著增加保留

重要涉瘤血管的成功率，并有效减少患者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 

 
 
PO-768 

内镜下乙状窦后入路听神经瘤切除 28 例  
 

李英斌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0011 

 

目的  探讨内镜下枕下-乙状窦后路听神经瘤切

除术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内镜辅助下经乙状窦后入

路听神经瘤切除术 28 例，随访 6-12 个月。 

结果  28 例患者中，全切 24 例，次全切 4

例。面神经解剖保留 25 例（89.3%），耳蜗

神经解剖学保留 19 例（67.9%）。无术后并

发症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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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769 
ntraoperative real-time ultrasound assiste
d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intracranial tumo
rs 
 
Zhang Xiaodong,Wan Qiang,Hong Wenqing,Li Cha
o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Objective  Explore intraoperative real-time u
ltrasound assisted intracranial tumor clinical 
observation.   
Methods  From February to August 2014,12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tumor who removal
 by intraoperative real-time ultrasound, evalu
ate the tumor’s level of cut and the patients p
rognosis.    
Results  12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tumor  
who removal by intraoperative real-time ultra
sound achieve complete resection,and a bes
t prognosis.       
Conclusions  Intraoperative real-time ultras
ound can improve the rate of complete resec
tion, protect the vessel of brain , reduce the 
untoward effect such as encephaledema. 
 
 
PO-770 

miR-95-3p 在胶质瘤细胞中的表达及对其生

物学功能的影响 
 

焦保华 樊博 卢圣奎 杨建凯 郭成永 杨亮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了解 miR-95-3p 在人脑胶质瘤及非肿瘤

脑组织样本中的表达情况，研究其对于胶质

瘤生物学特点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35 例人脑胶质瘤样本及 15 例非肿瘤样

本均采集自外科切除。qRT-PCR 检测 miR-9

5-3p 相对表达量，Western blot 检测蛋白表

达量。培养 U87 和 U251 细胞系用于体外功

能学实验。转染 miR-95-3p 反义寡核苷酸

（miR-95-3p ASO）以降低细胞内 miR-95-3

p 的表达。进行 MTT、流式细胞仪和 Transw

ell 小孔实验研究 miR-95-3p 对胶质瘤细胞增

殖、凋亡及侵袭能力的影响。通过 Targetsca

n 与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寻找并验证 miR-95-

3p 的作用靶点。最后进行复活实验证实 miR-

95-3p 对胶质瘤的影响是通过对 CELF2 的靶

向作用而引起。 

结果  细胞内 miR-95-3p 的表达水平随着胶质

瘤级别的升高而升高。降低胶质瘤细胞内 mi

R-95-3p 表达后，细胞增殖能力降低，侵袭能

力降低、凋亡水平增高。双荧光素酶报告实

验结果提示 miR-95-3p 可与 CELF2 的 3’UTR

区域结合，并且在胶质瘤细胞中二者表达量

呈负相关。复活实验中，降低 CELF2 的表达

后，miR-95-3p ASO 的抑癌作用发生逆转。 

结论  细胞内 miR-95-3p 的表达水平同胶质瘤

级别呈正相关。miR-95-3p 的下游作用因子为

CELF2。miR-95-3p 在增殖、凋亡及细胞侵

袭方面可对胶质瘤产生影响，此过程是通过

靶向作用 CELF2 完成的。miR-95-3p 可成为

潜在的治疗靶点，CELF2 为其一个下游调控

的抑癌基因。 

 
 
PO-771 

大脑后动脉瘤手术治疗策略：附 30 例病例分

析 
 

王文鑫 孙正辉 武琛 王芙昱 许百男 余新光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大脑后动脉瘤临床少见且治疗上较复

杂，由于神经介入治疗的发展，最近关于其

显微手术治疗进展方面的信息很少。我们回

顾 1 组 30 例大脑后动脉瘤病例，来探讨手术

治疗中的策略。同时也介绍一下术中 CT 在大

脑后动脉瘤手术治疗中的初步经验。 

方法  选择 1996 年 1 月到 2014 年 12 月期

间，我科手术治疗的 30 例大脑后动脉瘤患

者，系统性地分析这组病例的临床数据、影

像学资料、手术入路、手术方式和治疗结

果。 

结果  这组病例包括 17 名男性和 13 名女性患

者，平均 44 岁（8-78 岁）。18 例患者表现

为动脉瘤破裂症状，5 例表现为占位症状，7

例为偶然发现。大部分动脉瘤（63%）位于

P1 段或 P1-P2 连接处，18 例（60%）为大

型或巨大型动脉瘤（>10mm）。17 例行动脉

瘤直接夹闭，6 例行孤立术，1 例行电凝切除

术，1 例行包裹术，5 例行孤立+搭桥术。6

例患者术中行 CT 灌注（PCT）和 CT 血管造

影（CTA）评估脑血流情况及载瘤动脉通畅

情况。平均随访 34 个月（6-78 个月），复查

DSA 或 CTA 均未见动脉瘤复发。根据改良 R

ankin 评分（mRS），26 例恢复良好（mRS

≤2 分；87%），其中 6 例应用术中 CT 的患

者， 1 例（2%）患者死亡。 

结论  对于大脑后动脉瘤，显微手术治疗的效

果不错。我们应根据动脉瘤的位置、大小和

患者的临床表现，个性化地选择手术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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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术中 PCT 和 CTA 能够提高手术治疗

效果。 

 
 
PO-772 

大脑胶质瘤病研究现状 
 

袁绍纪 朱伟杰 卢培刚 王小刚 

济南军区总医院 250031 

 

大脑胶质瘤病(Gliomatosis cerebri，GC)是一

种少见的弥漫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1938 年

Nevin 首次报道此病并命名为大脑胶质瘤病。

按世界卫生组织最新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组织

分类，大脑胶质瘤病是来源不明的神经上皮

肿瘤，属于胶质瘤的一种特殊类型，2007 年

WHO 工作组[2]将 GC 归类于神经上皮组织肿

瘤中的星形细胞肿瘤。确定 GC 的诊断标准

为：一种弥漫性的胶质瘤，生长方式为广泛

浸润中枢神经系统的一大片区域．累及至少 3

个脑叶，通常双侧大脑半球和／或深部脑灰

质受累，经常蔓延至脑干、小脑、甚至脊

髓。绝大部分 GC 呈现星形细胞瘤表型，少

数为少枝胶质细胞瘤和混合性少枝星形细胞

瘤，GC 通常是侵袭性的肿瘤，病理学证实：

绝大部分 GC 的生物学行为相当于 WH0 分级

的 I-Ⅱ级。 

 
 
PO-773 

颅内动脉瘤合并缺血性脑血管病外科治疗体

会 
 

武琛 薛哲 王华伟 孙正辉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颅内动脉瘤术后出现脑缺血并发症越来

越影响手术效果和预后，本文回顾性分析 35

例颅内动脉瘤合并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患者，

总结围手术期预防脑缺血性事件发生的临床

经验。 

方法  尽量采用微创手术入路，应用小翼点入

路或额下外侧入路，烟雾病合并脉络膜后外

侧动脉瘤则采用导航下颞枕入路；术前、术

中与麻醉医生充分沟通，加强围手术期血压

管理；血术中常规应用脑电图和体感诱发电

位监测，以多普勒超声探测血流是否通畅，

应用术中荧光血管造影判断载瘤动脉或分

支、穿支血管的通畅情况。 

结果  35 例患者中，32 例行动脉瘤夹闭术；3 

例行神经导航下脉络膜后外侧动脉瘤切除并

血肿清除术。术后 1 例出现大面积脑梗死，

行大骨瓣减压硬模扩大修补术，术后患者遗

留偏瘫、失语；1 例出现额叶和内囊后肢梗

死，术后遗留轻偏瘫。出院时 GOS 评分，33

例良好（GOS 5 分），1 例轻度神经功能障

碍（GOS 4 分），1 例重度神经功能障碍（G

OS 3 分）。 

结论  颅内动脉瘤术后并发缺血事件已经成为

影响手术效果的重要因素。加强围手术期血

压管理、调整围手术期凝血功能，选择合理

手术入路，防止斑块、血栓脱落，预防血管

痉挛，联合应用术中监测技术等措施可以有 

效预防脑缺血事件的发生。 

 
 
PO-774 

颈内动脉狭窄伴对侧颈内动脉闭塞患者内膜

剥脱术中不使用转流管的安全性分析 
 

罗如韬 张岩 张东 于功义 赵继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在电生理监测及脑血氧饱和度监测 

保护下使用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arotidendart

erectomy CEA）治疗术侧颈内动脉重度狭窄

伴对侧颈内动脉闭塞患者且术中不使用转流

管的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天坛医院脑血管中心三病区

于 2013 年 3 月至 2016 年 1 月间收治的 71

例颈动脉狭窄患者的临床资料，分为两组，A

组为 20 例术侧中-重度狭窄伴对侧颈内动脉

闭塞患者；B 组为 51 例术侧中-重度狭窄伴对

侧轻-重度狭颈内动脉狭窄患者。随访 CEA 术

后 30 天及术后 6 月内患者术侧新发脑梗、新

发脑出血及心脏等并发症发病率及死亡率，

以此评价伴对侧颈内动脉闭塞患者 CEA 术中

不使用转流管的安全性。 

结果  71 例患者均在电生理及脑血氧饱和度监

测的保护下顺利完成手术，术中均未使用转

流管。术后 30 天随访，A 组出现 0 例心脏并

发症， 0 例新发脑梗患者，1 例（5.00%）新

发脑出血病例，0 例死亡病例；B 组出现 0 例

心脏并发症，0 例新发脑梗患，0 例新发脑出

血病例，0 例死亡病例；术后 6 月随访 A 组

出现 0 例心脏并发症，0 例新发脑梗患者，0

例新发脑出血病例，0 例死亡病例；B 组出现

0 例心脏并发症，3 例（5.88%）新发脑梗患

者，0 例新发脑出血病例及 0 例死亡病例。术

后 30 天总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1.41%。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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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随访总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4.23%。术

后 30 天及 6 月随访 A、B 组均 P＞0.05，无

显著差异。此外术后 A 组出现 1 例舌咽神经

损伤病例，B 组出现 2 例声嘶患者。术后 6

月随访再狭窄患者 A 组 1 例，B 组 2 例。 

结论  使用 CEA 治疗一侧颈内动脉狭窄伴对

侧颈内动脉闭塞患者且术中不使用转流管是

安全、可行、有效的。 

 
 
PO-775 

应用血流导向装置治疗宽颈及大型动脉瘤初

步探讨 
 

李志清 梁国标 张海峰 董玉书 高旭 闻亮 刘强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840 

 

目的  探讨应用 Tubridge 和 pipeline 血流导向

装置治疗颅内宽颈动脉瘤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采用 Tubridge

治疗的 7 例和 pipeline 血流导向装置治疗的 5

例宽颈动脉瘤患者，包括年龄、性别、动脉

瘤部位、大小、瘤颈宽度、载瘤动脉直径已

经支架释放和填充弹簧圈后造影剂滞留情况

等。 

结果  所有患者均为未破裂动脉瘤，Tubridge

组 7 例患者共使用 8 枚 Tubridge 血流导向装

置，pipeline 组 5 例患者共使用 6 枚 pipeline

血流导向装置，其中两组各有一例巨大宽颈

动脉瘤使用两枚血流导向装置。10 例患者首

先使用血流导向装置，释放后可以见到动脉

瘤内造影剂滞留，填充弹簧圈后造影剂滞留

更明显；1 例填充一枚弹簧圈后释放血流导向

装置，释放 pipeline 后动脉瘤不显影。1 例后

交通动脉自动脉瘤远端发出，释放弹簧圈 1

枚支撑 Tubridge 释放后回收弹簧圈，可见血

流重塑、动脉瘤子瘤消失。pipeline 组 1 例术

后 29 小时发生蛛网膜下腔出血，其余患者恢

复良好。Tubridge 组均复查造影，动脉瘤完

全闭塞 6 例，2 例合并无症状载瘤动脉闭塞。

pipeline 组 1 例于 1 个月后复查造影，动脉瘤

完全闭塞；1 例 10 日后复查造影，动脉瘤近

全闭塞。两组各有 1 例巨大宽颈动脉瘤采用 

两枚血流导向装置治疗后未完全闭塞。 

结论  pipeline 血流导向装置治疗动脉路安全

有效，可有效降低动脉瘤复发率。对于 pipeli

ne 治疗巨大型动脉瘤应用血流导向装置存在

破裂出血风险，应尽可能填充弹簧圈促进动

脉瘤愈合。Tubridge 治疗大型宽颈动脉瘤载

瘤动脉闭塞风险略高，需进一步改进释放技

术并加强随访。 

 
 
PO-776 

上矢状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动脉入路与静脉

入路血管内治疗临床研究 
 

李志清 梁国标 高旭 张海峰 董玉书 闻亮 杨芳宇 刘强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840 

 

目的  探讨血管内治疗上矢状窦区硬脑膜动静

脉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动静脉入路治疗 

的疗效对比。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采用血管内治疗

治疗的 25 例上矢状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患

者，包括年龄、性别、临床症状、供血动

脉、治疗入路以及术后临床及影像疗效。 

结果  25 例患者中，表现为蛛网膜下腔出血 7

例、头痛 5 例、脑内血肿 4 例、瘫痪 3 例，

癫痫 2 例，颅内杂音 2 例、突眼 2 例。供血

动脉主要为脑膜中动脉、颞浅动脉和枕动

脉。25 例患者共治疗 34 次，其中 19 例首次

经动脉完全栓塞，其中 1 例三个月后复发再

次栓塞；3 例经动脉分次栓塞瘘口完全栓塞，

（2 例 2 次，1 例 3 次），1 例经静脉入路填

塞上矢状窦症状好转，1 两年后症状再次加重

经动脉入路栓塞；1 例动脉入路栓塞后复发经

静脉窦弹簧圈结合 Onyx 闭塞病变上矢状窦短

期症状好转后再次复发，再次经动脉栓塞治

疗，并于半年后再次复发。 

结论  上矢状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瘘口部位主

要位于窦壁，经动脉 Onyx 栓塞是安全有效的

治疗手段，尤其脑膜中动脉是首选的手术通

道。由于上矢状窦存在正常的引流功能，经

静脉闭塞病灶部位静脉窦可能导致无法控制

的复发，应予避免。 

 
 
PO-777 

LVIS 支架海绵窦段打开不充分原因初步探讨 
 

赵瑞 1 肖贾伟 2 黄清海 1 刘建民 1 

1.上海长海医院神经外科 

2.河南平顶山煤矿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目的  分析探讨 LVIS 支架在颈内动脉海绵窦

段释放时打开不良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单位应用 LVIS 支架跨颈

内动脉前膝治疗的 30 名患者共 31 枚颈内动

脉宽颈动脉瘤病例的资料。并测量分析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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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位造影下的颈内动脉前膝的弧度和弯曲

度，以及释放后的支架弯曲度，并比较一次

顺利打开与一次打开不良的病例间的差异。 

结果  一次释放打开良好病例颈内动脉前膝弧

度平均（126.2±29）°；颈内动脉前膝弯曲度

平均（46.9±27）°；支架弯曲度（89.8±3

7）°。一次打开不良病例颈内动脉前膝弧度

平均（143.1±14）°；颈内动脉前膝弯曲度平

均（33.4±19）°；支架弯曲度平均（103.6±5

1）°。 

结论  LVIS 支架在颈内动脉海绵窦段释放时

打开不良与颈内动脉前膝部的弧度、弯曲度

以及支架释放部位的弯曲度有关，其影响因

素值得进一步探讨。 

 
 
PO-778 

颅内梭形和蛇形动脉瘤的外科治疗策略探讨 
 

刘翼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颅内梭形和蛇形动脉瘤是颅内动脉瘤的

一个亚型，发病率相对较低，但临床也时偶

有所见。由于此类动脉瘤形态特殊，没有局

限性瘤颈，瘤体涉及载瘤动脉受累阶段全部

动脉壁，仅用单纯手术加闭方法极难处理，

而单纯介入栓塞治疗的方案常常也存在明显

缺陷。本文拟对此类患者临床特征加以总

结，对不同外科治疗方案的效果进行分析，

以期初步探讨提出该病的诊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11 年至 2014 年 7 月期

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3 例

梭形和蛇形动脉瘤的临床诊疗资料。总结 13

例患者的临床特点，治疗方案，治疗效果以

及随访情况。 

结果  所纳入 13 例患者中，男性 6 例，女性

7 例，年龄 12—58 岁，自发性出血 5 例，缺

血、占位相关症状就治者 8 例，病程 2 周—4

年不等。动脉瘤主要位于颈内动脉、中动脉

节段者 7 例，大脑前动脉 1 例，大脑后动脉 2

例，椎基底动脉 2 例。动脉瘤长径 20~70m

m。综合考虑患者年龄、症状、动脉瘤风险因

素，经全科医师讨论，结合患者及家属要求

及意愿，个性化确定患者治疗方案。4 例患者

选择生活及药物控制相关危险因素，密切随

访观察；3 例直接开颅手术夹闭塑形治疗；3

例选择颅内外低流量搭桥及动脉瘤孤立术；1

例行颅内血管搭桥联合动脉瘤栓塞治疗；1 例

选择颅内外低流量搭桥及动脉瘤夹闭塑形

术；1 例行单纯介入栓塞治疗。3 例观察保守

治疗患者中，1 例因梗塞及压迫症状就诊的椎

基底蛇形动脉瘤患者突然出现出血转化死

亡，3 例动脉瘤形态大小及临床症状无明显变

化；其余患者术后症状均有改善，但其中 1

例右侧 MCA 蛇形动脉瘤患者术前 Hunt-Hess

分级 IV 级伴左侧肢体瘫痪，术后 1 周意识恢

复、2 月后随访时已可自理生活；另有 1 例前

交通受累患者，术后出现严重下丘脑反应，

顽固性尿崩症 1 月余方得到控制，3 月后随访

基本恢复正常工作。除 1 例死亡患者，余 12

例患者随访 1-18 月期间均有症状缓解及稳 

定。 

结论  血管搭桥联合动脉瘤夹闭塑形或孤立术

是颅内梭形或蛇形动脉瘤的有效治疗手段，

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然后，梭形

或蛇形动脉瘤的外科治疗时机、指证以及方

案优化，仍是充满思辨矛盾，有待进一步研

究。 

 
 
PO-779 
Endovascular hypothermia in acute ische
mic stroke: A pilot study of selective intra
-arterial cold saline infusion  
 
Chen Jian,Li Guilin,Zhnag Hongqi,Ji Xunming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

3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neuroprote
ctive effects of hypothermiain cerebral ische
miais substantiated by animal experiments. 
Systemic cooling, however,requires a longer 
time to reach target temperature and has ma
ny adverse effects. We conducted a feasibilit
y and safety pilot study ofselective brain cool
ingwithintra-arterial infusion of cold salineco
mbined with endovascular reperfusion for ac
ute ischemic stroke (AIS).  
Methods  We included patients withAIS due 
to large vessel occlusionwho presented withi
n 8 hours after symptoms onset. All patients 
received intra-arterial recanalization combine
d with infusion of isotonic saline(4°C) into isc
hemic territory throughangiographic catheter.
Vital signs,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advers
e effects and complicationswere analyzed to 
evaluatefeasibility and safety. Modified Rank
in Scale (mRS) and mortalityat 3 months wer
e usedto evaluate clinical outcome.   
Results  26patients with a mean age of 58y
ears and median NIHSS score of 18 were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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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ed. Median time from symptom onset togr
oin puncturewas 383 (195-432) minutes. Phy
siologic parameters were stable before, duri
ng, and after revascularization procedures. T
he temperature of ischemic cerebral tissue w
as decreased by at least 2°C during infusion 
of the cold solution, andrectal temperature w
as mildly reduced (maximum 0.3°C), but soo
n returned to normal after infusion.No obviou
s complications related to intraarterial hypoth
ermia.At 3 months, 15 patients had a good o
utcome (mRS, 0–2).  
Conclusions  Selective brain cooling by intr
a-arterial infusion of cold saline combined wit
h endovascular recanalization therapy in acu
te ischemic stroke is feasible and safe.   
 
 
PO-780 

腰大池持续外引流治疗蛛网膜下腔出血的临

床研究 
 

丰伟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114243 

 

目的  探讨持续腰大池引流治疗动脉瘤性蛛网

膜下腔出血的临床效果 

方法  36 例在我院经 CTA 或 DSA 确诊为动脉

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hunt-hess 分级 III

级），在 72 小时内行动脉瘤介入栓塞术的患

者，分为研究组（16 例）和对照组（20

例）。两组患者在行动脉瘤介入栓塞术后均

给予脱水降颅内压、缓解血管痉挛、3H 疗

法、预防癫痫、预防上消化道出血等常规治

疗。16 例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在其

动脉瘤栓塞后进行持续腰大池引流,将该组病

人作为治疗组；20 例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

血患者在动脉瘤栓塞后采取常规腰椎穿刺的

患者作为对照组。研究组在动脉瘤栓塞术后 1

天行腰大池置管引流术持续引流血性脑脊

液，每日引流量约 200ml；对照组在常规内

科治疗基础上每天行腰椎穿刺脑脊液置换

术，每次释放血性脑脊液约 30m L。 两组均

在头颅 CT 检查提示蛛网膜下腔积血完全消

失，脑脊液常规、生化检验结果正常或接近

正常后停止。观察两组患者的头痛程度；监

测两组患者发病后 1 天、3 天、5 天、7 天、

10 天、12 天颅内压、脑脊液细胞计数；计算

两组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脑积水发生概

率。 

结果  研究组患者头痛缓解时间、颅内压以及 

脑脊液恢复正常时间、脑积水发生概率、平

均住院天数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术后行腰大池置

管引流术能有效改善临床症状，可以加快蛛

网膜下腔积血的清除速度，缩短患者的平均

住院周期，降低住院费用。 

 
 
PO-781 

900 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临床分析 
 

胡学斌 赵沃华 冯军 赵洪洋 张方成 姜晓兵 熊南翔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武汉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血管内介入治疗颅内动脉瘤的可行

性与安全性. 

方法  选取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我

院收治的颅内基底动脉瘤患者 900 例，全身

麻醉后进行血管内介入治疗，观察临床疗

效、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和安全性回

顾性分析行血管内介入治疗的 900 例动脉瘤

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本组 900 例动脉瘤患者经血管内介入治

疗后,750 例患者达到完全栓塞,50 例患者 9

5%以上栓塞,80 例患者 90%～95%闭塞,所有

患者均治愈出院,20 例采用血流 导向装置或者

液体栓塞材料，术后载瘤动脉均显影正常,15

死亡、跑圈 3 例，300 例得到随访 1～24 个

月,5 例再发生蛛网膜下腔出血，复发 20 例. 

结论  电解脱微弹簧圈介入栓塞治疗颅内动脉

瘤安全有效，且创伤小，预后快，生活质量

高. 

 
 
PO-782 

900 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临床分析 
 

胡学斌 赵沃华 赵洪洋 张方成 朱贤立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430022 

 

目的  探讨血管内介入治疗颅内动脉瘤的可行

性与安全性. 

方法  选取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我

院收治的颅内基底动脉瘤患者 900 例，全身

麻醉后进行血管内介入治疗，观察临床疗

效、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和安全性回

顾性分析行血管内介入治疗的 900 例动脉瘤

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本组 900 例动脉瘤患者经血管内介入治

疗后,750 例患者达到完全栓塞,50 例患者 9

5%以上栓塞,80 例患者 90%～95%闭塞,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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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均治愈出院,20 例采用血流 导向装置或者

液体栓塞材料，术后载瘤动脉均显影正常,15

死亡、跑圈 3 例，300 例得到随访 1～24 个

月,5 例再发生蛛网膜下腔出血，复发 20 例. 

结论  电解脱微弹簧圈介入栓塞治疗颅内动脉

瘤安全有效，且创伤小，预后快，生活质量

高. 

 
 
PO-783 

70 例原发性脑室出血临床特点分析 
 

林晓宁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外科 361004 

 

目的  研究并明确原发性脑室出血的临床特

征、病因、危险因素、影像学特点及脑血管

造影（DSA）必要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的 70 例原发性

脑室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统计学方法

分析其临床特征及影像、脑血管造影检查情 

况。 

结果  42 例患者为男性，28 例女性，比例为

1.5:1，头痛是最常见的临床首发症状（8

3%），高血压史最主要的危险影响因素（5

6%），确诊动静脉畸形 18 例（26%），Mo

yamoya 病 14 例（20%），动脉瘤 8 例（1

1%），硬脑膜动静脉瘘 3 例（4%），病因

不详 27 例（39%）。所有病例均行 CTA 检

查确诊，采用 CTA 联合 DSA 的有 30 例。 

结论原发性脑室出血临床相对少见，高血压

是其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动静脉畸形、Moya

moya 病及动脉瘤是最常见的发病原因，CTA

有助于确诊病因，对无法确诊病因的患者，D

SA 检查很有必要，有助于明确易漏诊的微小

病灶及少见的硬脑膜动静脉瘘。 

 
 
PO-784 

双微导管技术治疗颅内动脉瘤的研究 
 

丰伟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114243 

 

目的  球囊和支架重塑瘤颈技术使以往单纯采

用三维弹簧圈无法填塞的宽颈动脉瘤获得致

密填塞,但这些操作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和并

发症，对于结构复杂的颅内动脉瘤如相对宽

颈的微小动脉瘤或宽颈分叶状、有重要分支

血管自瘤颈部或体部发出的动脉瘤,微弹簧圈

栓塞治疗仍是一种挑战。相比之下,双微导管

技术更具有优势。双微导管技术是运用两根

微导管在动脉瘤腔内填入两枚以上的弹簧圈,

利用弹簧圈之间的相互缠绕或横、径向力形

成稳定的篮,从而完成栓塞。本研究旨在探讨

双微导管技术栓塞结构复杂颅内动脉瘤的可

行性和临床疗效。 

方法  14 例复杂颅内动脉瘤位于前交通动脉(5 

例)、后交通动脉(9 例)。动脉瘤形态不规则呈

分叶状 10 例，有重要分支血管自瘤颈发出者

4 例。均采用双微导管技术施行微弹簧圈栓塞

治疗，将两根微导管同时置放于动脉瘤腔

内，通过这两根微导管交替送入弹簧圈，观

察弹簧圈稳定后再解脱。交互编织的弹簧圈

在动脉瘤腔内的稳定性强，不易突入载瘤动

脉。动脉瘤栓塞满意后依次将两根微导管撤

出。 

结果  14 例动脉瘤采用双微导管技术均获得成

功，栓塞后即刻血管造影显示瘤腔闭塞。其

中动脉瘤致密填塞 13 例、瘤颈残留 2 例。所

有患者按格拉斯哥预后量表判断,均恢复良好,

无并发症,无一例死亡。DSA 随访 9 例，显示

动脉瘤无复发，血管分支存在、通畅。 

结论  双微导管技术对于部分颅内宽颈动脉

瘤，特别是从瘤体基底部发出重要分支的动

脉瘤以及不规则形分叶状动脉瘤有着较好的

疗效，一次手术完全栓塞率高，手术操作相

对简单，降低手术风险及并发症，是一种安

全、可行、有效的手术方法。 

 
 
PO-785 
Moyamoya syndrome with Sturge-Weber 
syndrome in childhood - a case report 
 
Jiang Pengjun,Wang Rong,Wang Shuo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Purpose   Moyamoya disease (MMD) is a u
niqu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characterize
d by progressive stenosis of bilateral internal
 carotid arteries and their proximal branches.
 Conditions that other underling diseases oc
cur concurrently with MMD are called moya
moya syndrome. The purpose of this case re
port is to describe the first case of pediatric p
atient with moyamoya syndrome associated 
with Sturge-Weber syndrome.  
Case report  A 5-year-old girl with congenita
l facial  port-wine stain was admitted to our h
ospital because of left hemiparesis and fa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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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lysis. MRI scan revealed right frontal lo
be atrophy. Cerebrovascular imaging reveal
ed occlusion of right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wi
th distal moyamoya-like vessels and stenosi
s of left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Right superfi
cial temporal artery to middle cerebral artery 
bypass surgery was performed to improve bl
ood supply of the right hemisphere. Her sym
ptoms disappeared during our follow up.  
Conclusion  We report the first case of moy
amoya syndrome with Sturge-Weber syndro
me. It shows that Sturge-Weber syndrome m
aybe a new underling diseases of moyamoy
a syndrome and extracranial-to-intracranial b
ypass surger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cerebral ischemia in this pa
tient. 
 
 
PO-786 

显微血管吻合训练研究 
 

杨子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1.利用临床教学中探讨与新技术结合

的神经外科的教学方法。2.探讨新技术在神经

外科领域的应用。3.尝试改善现有显微神经外

科培训模式，探索更紧密结合临床的教学途

径。 

 方法   1.进行试制及评价工作，并先行于科

室日常工作中试用该模型。2. 对现有神经外

科显微培训临床学生进行分层并进行技能及

知识评价，较高层次学生主要利用 3D 打印模

型进行复杂的手术技巧及解剖知识的学习训

练，初级层次学生先进行基础手术操作及解

剖知识学习并逐步加深难度。3.培训过程中，

安排较高层次学生进行带教工作，教学完毕

后再次评价学生水平并进行分组比较，总结

教学经验。 

 
 
PO-787 

颅内静脉及静脉窦血栓诊治分析（附：63 例

报道） 
 

廖旭兴 王辉 钟伟健 董安石 霍文滔 段成斌 梁学军 邓

其峻 

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528000 

 

目的  探讨颅内静脉及静脉窦血栓诊治。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 5 年来收治的患颅内静脉

及静脉窦血栓患者资料，共 63 例，男 9 例，

女 54 例，其中，孕产妇 48 例，从孕 6W 到

38M 不等，起病以头痛、颅内出血、脑肿胀

为主，均于入院即接受溶栓和或介入治疗。

同时根据脑肿胀严重程度、合并脑积水和/或

颅内血肿，行开颅去骨瓣 12 例，孕产妇尽早

终止妊娠的去除引起颅内静脉及静脉窦血栓

诱因。本组行外周单纯抗凝治疗 47 例，介入

支架取栓 3 例，直接介入接触溶栓 12 例，切 

开上矢状窦取栓 1 例。 

结果  术后随访 1 天～24 个月，孕产妇 48 例

中，终止妊娠后积极行外周和或介入溶栓治

疗 31 例，疗效佳，17 例未行终止妊娠，行

外周和或介入溶栓治疗 16 例，开颅及取栓治

疗 1 例，均死亡；15 例患者因晚期肿瘤、服

用避孕药、吸毒、高凝体质等诱因起病，经

外周和或介入溶栓治疗，死亡 3 例，偏瘫 3

例，9 例治愈，后期需行终身抗凝 11 例，本

组，有 12 例随诊后复查造影，提示颅内静脉

及静脉窦显影良好。 

结论  颅内静脉及静脉窦血栓的早期诊断、去

除诱因、抗凝是关键，开颅去骨瓣减压有时

是必需的，支架介入取栓与单纯解除溶栓效

果相仿，但不宜行切开矢状窦取栓。 

 
 
PO-788 
Combination Treatment of Atorvastatin a
nd Fasudil Ameliorate Cerebral vasospas
m afte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罗仁国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Objective The aims of this study were to inv
estigate whether combination treatment, wit
h atorvastatin as an inhibitor of RhoA and fa
sudil as an inhibitor of Rhokinase, prevents t
he CV. 
Methods Angiographic narrowing was semiq
uantitatively assessed in patients with vasos
pasm. The primary end point was the occurr
ence of cerebral infarction or symptomatic va
sospasm (SV) caused by CV. The secondar
y end point was clinical outcome 6 months la
ter.  
Results In the trial population, cerebral infar

ction（20.5% vs.27.5% vs.29.3%） and SV

（20.5% vs.26.8% vs. 27.5%） were signific

antly lower in the combination treatment gro
up than in fasudil and atovastatin groups (bo
th P<0.05). In the overall population, patient
s with SV had poorer clinical outcome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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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Conclusion  Combination treatment reduce
s the incidence, severity and the ischemic co
nsequences of vasospasm..  
 
 
PO-789 

床突旁大型和巨大型动脉瘤的手术夹闭治疗 
 

陈如东 于加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床突旁大型、巨大型动脉瘤的特

点、手术适应证及手术方法。 

方法 回复分析了我院 2013 至 2015 年对 6 例

床突旁大型、巨大型动脉瘤经外科于术治

疗。常规采取翼点入路，6 例均采用动脉瘤直

接夹闭的方式处理动脉瘤，3 例进行颈部颈内

动脉显露，并结合术中荧光造影、电生理监

测及内镜等技术辅助手术。 

结果 6 例床突旁动脉瘤均获得直接夹闭，出

院前均行 CTA 或 DSA 复查，1 例瘤颈处少许

残余，5 例夹闭完全。1 例术后出现视力下

降，2 例一过性尿崩，无偏瘫、失语及死亡事

件发生。出院时 mRS 评分 1 分 4 例，2 分 2

例。随访 3-28 月，未见复发和临床症状加重

病例，瘤颈处残余患者 25 月随访未见进展。 

结论 部分床突旁动脉大动脉瘤或巨大动脉采

取直接夹闭方式治疗，手术效果良好，但术

前需仔细评估动脉瘤大小及方向、瘤颈位

置、与前床突关系、血流代偿等特点，筛选

合适病例，合理选择瘤夹，术中辅助设备的

使用可以进一步保障手术疗效及患者的安

全。 

 
 
PO-790 

蛛网膜下出血患者脑积水发生的相关因素分

析 
 

常建永 

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21 

 

目的  探讨蛛网膜下腔出血（SAH）后脑积水

发生的相关治疗因素分析。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潍坊市人民医院收治的 SAH 病例 386 例，

根据有无脑积水，分为脑积水组和非脑积水

组，统计分析两组间临床资料的差异以及在

手术及治疗方面与脑积水发生的相关危险因

素。SAH 后脑积水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包括

入院时较高的 Hunt-Hess 分级 、动脉瘤位

置、脑室内出血、急性脑积水、年龄、反复

出血等，也可能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而术式的选择、脑室外引流时间及引流

量、脑池引流、去骨瓣减压、术后感染、术

中蛛网膜下腔积血的处理等手术及治疗相关

因素对慢性脑积水产生也有影响。 

结果  SAH 后脑积水的发生率为 25.4％ (98/3

86) 。经统计学分析显示：两组间脑脊液持续

外引流时间、脑脊液外引流方式、脑室内出

血、术前急性脑积水、术后蛛网膜下腔残余

血量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而年龄、性别、术前分级、动脉瘤部位、

手术时机、去骨瓣减压等因素比较，无统计

学意义。 

结论  脑脊液持续外引流是 SAH 后慢性脑积

水发生的危险因素和早期预测因素；术后早

期腰大池引流及术中蛛网膜下腔积血的清除

可减少慢性脑积水的发生。针对危险因素早

期诊断和处理，才有助于患者获得良好的预

后。 

 
 
PO-791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焦虑影响因素的分析 
 

赵宗欢 陈玲 张贞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调查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焦虑的影响因

素。 

方法 应用一般情况调查表、焦虑自评量表对

650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进行调查问卷。 

结果 回归分析显示，紧张、月收入、心理承

受和自我控制能力为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焦虑

的影响因素。 

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存在焦虑心理问题，

我们临床护理工作中应及早发现，及时评

估，并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鼓励患者康

复，积极的面对治疗，促进康复，从而提高

患者的满意。 

 
 
PO-792 

颅颈交界区动静脉瘘 9 例临床诊治分析 
 

陈如东 于加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颅颈交界区的动静脉瘘该部位非常罕见

的血管性疾病。本文旨在探讨它们的临床特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57 

 

点、影像学表现、诊断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10-2016 年我科收治的

9 例颅颈交界区动静脉瘘病例: 1 例患者表现

为进行性呼吸困难，1 例表现为三叉神经痛，

其余 7 例均为蛛网膜下腔出血起病。全部患

者术前均行 DSA 检查，并采用枕下后正中入

路电凝切断瘘口，术后随访 2 月-2 年（平均 

5.3 月）。 

结果  DSA 显示 6 例为硬脑膜动静脉瘘，3 例

为髓周瘘（其中一例为多瘘口），所有病例

中，瘘主要经由扩张的髓周静脉（脊髓前静

脉、脊髓前外侧静脉等）回流。随访中（平

均 5.3 月）所有患者均未发生再出血，术前表

现为呼吸困难或三叉神经痛的患者，术后症

状均有明显改善。 

结论  颅颈交界区的硬脑膜动静脉瘘和髓周瘘

的显微瘘口切除术具有类似的造影表现，并

且瘘口在解剖结构上比较接近，因此都可经

枕下后正中入路显露并处理，并且显微瘘口

切除术行之有效；但仍需根据不同的动静脉

瘘的造影特征制定个体化的手术策略. 

 
 
PO-793 

改良 MEWS 评分在脑血管外科应用价值研究 
 

唐云红 刘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探讨改良 MEWS 评分为基础的程序化监

护方案在脑血管外科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科 2015 年 5-8 月收治的 380 例

患者，其中男性 180 例，女性 200 例，年龄

在 15-79 岁之间，平均年龄 49.4±13.9 岁，

统计 MEWS 最高分各分数段的患者计数、并

发症发生计数及出院时患者 GOS 评分的计

数；了解 MEWS 评分高低与术后并发症发生

和预后的关系。 

结果  MEWS 评分各分数段患者的并发症例数

和预后的构成比的比较。MEWS 评分分数值

越高，并发症发生概率越大，预后越差。经

统计学分析可知，MEWS 评分最高分 5 分以

上患者与 5 分以下组相比，并发症发生构成

比显著增加，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

5)。MEWS 评分最高分 5 分以上，预后恢复

不良的构成比明显增加，与 5 分以下组相

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MEWS 评分分数值越高，并发症发生概

率越大，预后越差。 

 

PO-794 

经静脉途径栓塞治疗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

瘘 
 

陈如东 于加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经静脉途径栓塞治疗海绵窦区硬脑

膜动静脉瘘的解剖学特点、方法、策略及疗

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的患者共 1

3 例，其中经岩下窦途径 8 例（2 例患者岩下

窦不显影行岩下窦开通）、面静脉－眼上静

脉途径 3 例、眼上静脉切开 2 例；8 例采取弹

簧圈加 ONYX 胶栓塞，5 例采用单纯 ONYX

胶栓塞 

结果  术后即刻造影提示 12 例患者瘘及异常

引流完全消失，1 例残余少量向岩下窦方向引

流；术后 1 例患者出现复视加重，3 月后恢

复；3 例患者出现一过性头痛，出院前好转；

12 例患者出院前获得临床症状的缓解。随访

5-28 月，未见复发及临床症状加重，残余岩

下窦引流的患者于压颈治疗 1 月后复查瘘口

及异常引流消失。 

结论  静脉途径栓塞治疗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

脉瘘安全有效，应作为首选治疗方法，同时

应当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瘘的主要引流方

向、静脉通路的具体情况以及有无皮层引流

等特点设计合理的手术方案。 

 
 
PO-795 

青蒿琥酯预处理在防止 SAH 后 BBB 损伤中

的作用研究 
 

左世伦 陈渝杰 李强 冯华 

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目的  高血压在蛛网膜下腔出血（SAH）等血

管病变中具有重要作用。研究指出，其可导

致血管发生严重病变，并使血脑屏障（BB

B）通透性增加。是否 SAH 前也出现 BBB 损

伤，进而促进 SAH 后早期脑损伤（EBI）？

前期实验证实，青蒿琥酯可保护 BBB, 进而减

轻 SAH 后 EBI。青蒿琥酯预处理是否可保护

高血压导致的 BBB 损伤，进而减轻 SAH 后

的 EBI，值得研究。 

方法  本实验使用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

和其对照 WKY 大鼠各 40 只，周龄 12W，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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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维通利华公司提供。2%高盐溶液诱导

4 周后实验，分为 Sham 组、Sham+Arte 200

mg/kg 组、SAH 组、SAH+Arte 200mg/kg

组，各组又分为 SHR 和 WKY 亚组。用线穿

法构建 SAH 模型，Sham 组、SAH 组和处理

组术后均不给予任何处理。处理组在造模前

三天通过腹腔注射给予 200mg/kg 青蒿琥酯，

每天一次。每周对盐饲大鼠的血压进行测

定，用出血量评分、改良 Garcia 评分、干湿

重法、Evans Blue（EB）渗出量等方法，评

定建模 24 小时后各组 EBI 的变化情况。 

结果  （1）SHR 大鼠的血压值随着盐饲时间

的增加而增加，而 WKY 大鼠的血压值则变化

不大。（2）各组 SAH 出血量评分并无明显

差异（P＞0.05）。（3）各组神经功能评分

显示：与 Sham 组相比，SAH 组的评分均明

显降低（P< 0.05）。（4）各组脑水含量显

示：与 Sham 组相比，SAH 组双侧大脑半球

脑水含量均明显增加（P< 0.05）。（5）各

组 EB 渗出量显示：与 Sham+WKY 组相比，

Sham+SHR 组、SAH+WKY 组和 SAH+WKY

+Arte 200mg/kg 组 EB 明显升高（P<0.0

5）。与 Sham+SHR 组相比，Sham+SHR+A

rte 200mg/kg 组 EB 明显降低（P<0.05）；S

AH+SHR 组和 SAH+SHR+Arte 200mg/kg 组

EB 也明显升高（P<0.05）。与 SAH+WKY

组相比，SAH+SHR 组 EB 亦明显升高（P<0.

05）。与 SAH+WKY+Arte 200mg/kg 组相

比，SAH+SHR+Arte 200mg/kg 组 EB 也明显

升高（P<0.05）。 

结论  青蒿琥酯可减轻高血压导致的 BBB 损

伤，但却并未能影响 SAH 后的 BBB 损伤。

这可能与药物的作用时间或作用剂量有关。 

 
 
PO-796 

大脑中动脉瘤的分型及血管内介入治疗疗效

分析 
 

王友达 1 于建军 2 

1.潍坊医学院 

2.临沂市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分析大脑中动脉瘤的解剖特点分

型，评价各型大脑中动脉瘤患者接受血管内

栓塞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收集了自 201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

期间在临沂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大脑中动

脉病例资料，并将大脑中动脉瘤进行分型，

并对接受介入栓塞治疗患者的预后根据 GOS 

预后评分进行分析。 

结果 术后 2 月随访，根据 GOS 预后评分，5

分 40 例，4 分 9 例，3 分 2 例，2 分 1 例，1

分 2 例；有 2 例术后一周内出现再出血，其

中，1 例进行开颅动脉瘤夹闭术，术后恢复良

好，1 例患者家属放弃治疗自动出院。1 例出

现脑梗死，保守治疗，恢复一般。根据 GOS

评分，我们将 5 分为预后良好，4 分为预后一

般，1-3 分为预后差，结合大脑中动脉瘤的分

型：远端型预后良好 3 例，预后一般和预后

差各 1 例，近端型预后良好 5 例，预后一般 1

例，经典型预后良好 13 例，预后一般和预后

差各 1 例，偏侧型预后良好 14 例，预后一般

2 例，预后差 1 例，累及双干型预后良好 5

例，预后一般 4 例，预后差 2 例。对于经典

型的 MCAA 患者，经介入栓塞治疗的恢复情

况要略好于偏侧型的 MCAA 患者；而对于累

及双干型的 MCAA 患者，由于动脉瘤累及两

重要分支的起始部，尽管通过单支架或者 Y

型支架辅助栓塞，要做到致密栓塞并保护好

两重要分支血管，仍有一定难度，其预后相

对较差。  

结论 对于未破裂的大脑中动脉瘤，应首选介

入治疗；对于经典型和偏侧型的大脑中动脉

瘤，如不合并有颅内大的血肿，应优先选择

介入治疗；对于累及双干型甚至三干的大脑

中动脉瘤，介入栓塞和手术夹闭治疗均有一

定难度，需要造影后综合评估，选择相对理

想的治疗策略；对于合并有颅内血肿的，应

优先选择开颅夹闭手术治疗，因手术夹闭可

将血肿一并清除，并且可以根据颅内压情况

决定是否去骨瓣减压，有些合并有血肿的也

可以介入栓塞治疗后，采用立体定向血肿穿

刺治疗。 

 
 
PO-797 

电生理监测在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的应用 
 

张震宇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研究开颅夹闭颅内动脉瘤手术对躯体运

动诱发电位(MEP)和感觉诱发电位(SEP)电生

理指标的影响及临床意义。 

方法 在 21 例颅内动脉瘤患者的开颅夹闭术

中，进行 MEP 和 SEP 的实时监测，主要时

段为载瘤血管阻断前后，MEP 以大小鱼际

肌、拇展肌的机电电位大小变化为观察指

标，SEP 以 N20 潜伏期时长及波幅变化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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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指标，对电生理信号异常者分析原因，及

时采取干预措施，并对其疗效进行分析。 

结果 手术操作均未见明显电生理信号异常改

变，当阻断载瘤血管后 19 例患者出现了电生

理信号异常，阻断时间为 7-20 分钟，松开阻

断夹后 17 例患者均恢复正常，术后 CT 未出

现新的缺血性改变、神经功能良好。1 例患者

阻断时间长（20 分钟），电生理信号部分恢

复，术后 CT 见新的缺血性改变。1 例患者出

现对侧电生理信号明显异常，术后 CT 见对侧

基底节区出血。 

结论 动脉瘤夹闭术中动态监测 MEP 和 SEP

电生理的变化，有助于及早发现和干预手术

操作引起的脑缺血，对灵活调整断流时间及

手术方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PO-798 

早期终板造瘘预防前循环动脉瘤性蛛网膜下

腔出血后慢性脑积水 
 

邹敏刚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前循环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

早期终板造瘘对预防慢性脑积水的效果。 

方法  选择本科室行开颅夹闭术的前循环动脉

瘤患者 45 例，按术中是否同时行终板造瘘分

为终板造瘘组和单纯夹闭组，比较两组慢性

脑积水的发生率。 

结果   终板造瘘组慢性脑积水的发生率为

5%，单纯夹闭组慢性脑积水发生率为 19%，

两组差异具备显著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早期终板造瘘能够减少前循环动脉瘤术

后慢性脑积水的发生，改善预后。 

 
 
PO-799 

神经导航在脑出血微创手术中的应用 
 

李龙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在脑出血微创手术中的应

用，并与同期脑出血普通微创手术的疗效及

预后进行统计学分析。 

方法  脑出血是临床常见疾病，占急性脑血管

病 20%～30%，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和病死

率，急性期病死率 30%～40%。及时清除血

肿，解除其对正常脑组织的压迫，避免和减

轻继发性脑水肿引起的损害，这是脑出血的

主要治疗目的。常见的手术方式有传统开颅

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小骨窗血肿清除术

及立体定向抽吸术等。神经导航在脑出血微

创手术具有定位准确，术前制订穿刺计划及

设计穿刺路径，可以实时反映引流管尖端位

置等优势，减少并发症，改善患者的预后。

实行神经导航脑出血微创手术的患者，术前

仅需完成全脑 CT 检查（层厚 1mm，层间隔

0）。术前将 CT 检查图像以光盘形式传输至

导航系统中。全麻后，Mayfield 头架固定头

部后，通过面部注册，即可开始实施导航。

制订穿刺计划，选定进针点，以及穿刺靶

点。进针点通常定位于额叶，减少对功能区

的损伤。穿刺靶点通常选择于血肿最大层面

中央处。利用美敦力导航系统自带的引流管

放置组件，可实时显示引流管尖端的位置。

将引流管套于组件注册好的管芯上，从进针

点沿设计的穿刺方向进针。穿刺过程中，实

时观察导航屏幕，严格按制订穿刺计划方向

进行穿刺。导航显示到达靶点后，抽出管

芯，用注射器抽吸，可见陈旧血及血凝块，

即认为穿刺成功。放置引流，每日尿激酶 8-1

0 万 U，血肿腔注射，3 天后复查 CT，视情

况拔出引流管。在实践中，我们将磁敏感成

像（SWI），MRA 及 DTI 等检查加入导航计

划的制订中，术前制作 3D 模型，制订最合

理、最安全的穿刺计划，避免损伤血管、传

导束等重要解剖结构。 

结果  目前共开展神经导航引导下血肿立体定

向抽吸术 15 例，较同期普通手术的患者 53

例定位准确，疗效显著，预后更佳。 

结论  神经导航引导下血肿立体定向抽吸术，

以其创伤小，定位准，恢复快等优势，可以

明显减少患者住院时间，改善患者预后，在

脑出血治疗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PO-800 

肉芽肿性多血管炎合并颅内多发末梢动脉瘤 
 

张登文 赵振伟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总结肉芽肿性多血管炎(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 GPA)合并颅内多发末梢动

脉瘤的诊疗体会，回顾 GPA 合并颅内动脉瘤

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 

方法 结合文献报道 1 例 GPA 合并动脉瘤病例. 

结果 经甲泼尼松龙加注射人免疫球蛋白冲击

治疗后，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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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GPA 合并颅内动脉瘤极其少见，合并颅

内多发末梢动脉瘤尚未见报道.当 GPA 合并动

脉瘤并伴发脑出血和肺出血则预后较差.肉芽

肿性多血管炎早期临床表现多样，容易误诊.

早期诊断并使用糖皮质激素加环磷酰胺治疗

能够改善患者预后 

 
 
PO-801 

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增宽病因学分析 
 

李梅 魏世辉 徐全刚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增宽的临床表

现，分析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增宽的原因，为

临床诊断、治疗提供依据。设计 

回顾性病例系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1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神经眼科住院的 24 例患者

（45 只眼），行 MRI 检查提示眶内段视神经

蛛网膜下腔增宽的病例资料，结合视神经解

剖特点，分析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增宽的原

因。主要指标 分别测量视神经蛛网膜下腔 3

mm,6mm 的宽度，颅内压力。 

结果 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 15 例，MRI 检

查：15 例患者双眼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增宽，

其中 13 例患者合并空蝶鞍、15 例均颅内压

力>300mmHg；视神经周围炎 2 例，MRI 检

查：双眼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增宽，鞘膜强

化，无空蝶鞍、颅内压正常；神经梅毒 2

例，MRI 检查：双眼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增

宽，颅内压正常，脑脊液及血液梅毒抗体阳

性；压迫性 3 例，其中蝶窦囊肿 1 例，骨质

纤维增生 1 例，颈内动脉床突段动脉瘤 1

例，MRI 检查：受压侧单眼视神经蛛网膜下

腔增宽，颅内压正常；感染 1 例，MRI 检

查：单眼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增宽，颅内压正

常，耳鼻喉活检证实真菌感染 1 例。 

结论  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增宽的病因学较复

杂，神经蛛网膜 MRI 检查有助于明确视神经

蛛网膜下腔增宽的病因，双眼视神经蛛网膜

下腔增宽以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多见，单眼

占位压迫多见。 

 
 
PO-802 

颅内动脉瘤合并脑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 
 

谢鹏 李瑞岩 李庆斌 陈明辉 蒿忠飞 刘明礼 李永利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三病房 15008

6 
 

目的 探讨颅内动脉瘤合并脑动脉狭窄患者的

临床特点，发病率及介入治疗策略。  

方法 应用血管内介入治疗颅内动脉瘤合并脑

动脉狭窄 8 例；开颅行动脉瘤夹闭术，术后

择期行脑动脉支架成形术 1 例，结合影像学

及随访评估手术效果。    

结果 9 例入组患者均成功完成血管内支架置

入术，围手术期期间无手术相关并发症。术

后随访有 1 例血管内再狭窄；2 例患     者瘤

颈处复发。1 例动脉瘤夹闭术后择期行血管内

支架成形术患者，术后常规服用抗血小板凝

集药物，随访期间无颅内出血倾向。其余病

例病变血管保持通畅，支架形状良好，无塌

陷、移位、变形、再狭窄 。主要分支血管无

狭窄或闭塞等, 动脉瘤瘤体、 瘤颈处均无造影

剂进入。 

结论 颅内动脉瘤伴发脑动脉狭窄患者逐渐增

多，术前仔细评估，以病人首发症状为治疗

的主要目标，通过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后，取 

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PO-803 

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线粒体钙超载形成机制的

研究进展 
 

张彤宇 李俞辰 戴家兴 吴培 王永朋 史怀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线粒体钙超载(mitochondrial calcium overloa

ded)情况下，Ca2+在细胞线粒体中浓度异常

增高，可引起一系列生物系统紊乱，进而导

致细胞的不可逆性损伤。这一过程广泛存在

于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

ge，SAH）后导致的早期脑损害（early brain

 injury，EBI）中。虽然我们对线粒体的分子

结构有所了解，然而对于线粒体钙超载发生

过程中的分子机制仍旧知之甚少。因此，本

文主要就线粒体钙超载形成过程中各线粒体

膜受体发挥的不同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情况

作一综述，以期为解决 SAH 后 EB I 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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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804 

颅内血肿穿刺引流治疗危重脑出血临床风险

及治疗探索 
 

吴维蒲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32000 

 

目的  探讨分析危重脑出血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将我院 2015 年 7 月-2015 年 12 月期间

行手术治疗的 67 例危重脑出血患者的当做研

究对象，根据手术时间不同分为两组：超早

期组（n=31 例，出血时间不超过 7 小时）、

对照组（n=36 例，出血时间超过 7 小时）。

两组患者均给予 YL-1 型一次性颅内血肿穿刺

引流治疗，观察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住院时间、医疗费用及 6 个月后的日常生活

能力。 

结果  超早期组患者治疗后的死亡率、住院时

间、医疗费用均要少于对照组，两组对比差

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术后

6 个月，超早期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明显优

于对照组，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危重脑出血患者行超早期一次性颅内

血肿穿刺引流治疗，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致

残率与死亡率，缩短患者住院时间，是一种 

值得推广应用的治疗方法。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 YL-1 型一次性颅内血肿穿刺

引流治疗，根据颅脑 CT 检查确定血肿中心。

在完成常规剃头、局麻、消毒之后，选择适

合长度的穿刺针，单针或者双针进行穿刺，

当针送入血肿中心之后，分次、均匀、缓慢

进行抽吸[3]。第 1 次抽吸量：超早期组是血

肿总量的 30-40%，对照组是血肿总量的 40-

60%。针对血液进入脑室与脑室铸型的患

者，进行一侧或者双侧侧脑室额角穿刺，予

以有效抽吸，在完成抽吸之后，用冲洗液进

行冲洗，直到流出液澄清为止，注入血肿溶

解剂，一般由透明质酸酶、尿激酶、生理盐

水构成，夹闭引流管 1-4 个小时之后，放开

引流，手术之后，每天抽吸冲洗 2-3 次，并

且对患者颅脑进行 CT 检查。 

1.3 统计分析 

运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对两组数据进行

分析，计数资料用[n（%）]表示，予以 χ2 检

验，计量资料用（\* MERGEFORMAT±s）表

示，予以 t 检验，对比差异显著（P<0.0

5），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2.2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医疗费用对比 

2.3 两组患者术后 6 个月的日常生活能力对比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 6 个月的日常生活能力对

比[n] 组别对照组（n=36）超早期组（n=31） 

3.讨论 

总而言之，对危重脑出血患者行超早期一次

性颅内血肿穿刺引流治疗，能够显著降低患

者的致残率与死亡率，缩短患者住院时间，

是一种值得推广应用的治疗方法。 

 
 
PO-805 

多层螺旋 CTA 结合超声对颈动脉斑块性质判

定的应用价值  
 

于功义 张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颈动脉粥样硬化是缺血性脑梗死最主要

的病因和危险因素。现在临床上越来越关注

粥样斑块的稳定性，颈动脉斑块特征在预测

同侧脑血管事件方面可能优于颈动脉狭窄程

度，对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像学研究也已经

从专注于管腔狭窄转向对易损斑块的识别。

同时，斑块的稳定性也是制定治疗方案、外

科实施 CEA 手术适应证选择和考虑手术时机

的重要因素。结合超声和 CTA 综合分析颈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探讨两种方法评价斑块性

质的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至 2016 年脑血管病

三病房收治的颈动脉狭窄病人 93 例，均行弓

上 CTA 及颈动脉 US，对比两种检查手段对

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以及斑块性质的检出情

况。 

结果  93 例颈动脉狭窄患者，其中男性 77

例，女性 16 例，CTA 共发现斑块 150 例，

软斑块 58 例，混合斑块 56 例，钙化斑块 36

例。颈动脉超声发现斑块 158 例，软斑块 68

例，混合斑块 55 例，钙化斑块 35 例。其中

8 例颈动脉分叉段 CTA 检查正常，超声表现

为小且薄层的纵向斑块。 

结论  通过观察分析 CTA 及超声对斑块的检

出情况，可见两者对斑块的检出率相似。超

声对软斑块检出（43%,68/158）要略高于 C

TA（38.7%，58/150）。但超声对早期小斑

块的检出率更高。两者对混合斑块及钙化斑

块的检出率相似。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CFD

S)可提供颈动脉内膜-中膜 厚度、管腔狭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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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狭窄处血流速度、斑块体积和斑块内部

回声特点等信息。常作为首选的检查方式，

超声受到操作手法和颈内动脉的走行位置限

制，往往只能检查到颈内动脉起始 2～3 cm 

长的范围内，超出此范围往往难以探测，颈

动脉分叉部位较高时，也不利于超声的检

查。对于钙化表面的斑块，由于其后方声影

的影响，往往无法评估其斑块成分。而多层

螺旋 CT 检查简单、快速、无创;检查范围广,

能同时显示血管及其相邻的组织解剖关系;不

仅可显示血管全貌，还能对动脉管腔的形态

学异常及狭窄程度进行准确判断，通过 CT 检

查可识别粥样硬化斑块的组织成分，充分显

示粥样斑块的形态，以便对斑块性质及类型

做出准确评价。因此，将超声和 CTA 结合起

来综合分析颈动脉斑块具有互补作用。对于

斑块性质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的选择具有应用

价值。 

 
 
PO-806 

38 例高血压性脑出血多元化治疗的临床经验

总结 
 

倪陶义 张之斌 刘磊 余新光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853 

 

目的  探讨高血压性脑出血的多元化临床治疗

经验。  

方法  2014 年 10 月—2O15 年 5 月共实施神

经内镜辅助下手术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 3

8 例，通过回顾性分析其治疗效果，总结多元

化治疗的临床经验。 

结果  所有患者术后第 1 天复查头颅 CT，示

血肿清除率大于 90％的 21 例，血肿清除率

大于 80％的 15 例，血肿清除率大于 60％的

有 2 例。死亡 4 例，1 例患者住院期间死于脑

干继发性出血，1 例患者术后两个月死于多器

官功能障碍，2 例出院 1 周内死于消化道大出

血，其中一例合并肾功能衰竭。死亡率 89.4

7%。全部病例出院后随访 4～11 个月（平均

7.8±2.1 个月），34 例患者的生存质量按日常

活动生活质量标准(ADL)评定，分别为：I 级

11 例、Ⅱ级 14 例、Ⅲ级 6 例、Ⅳ级 2 例和 V

级 1 例。 

结论  神经内镜手术是一种新型有效的颅内血

肿微创清除技术；应用多元化治疗，能够降

低病残率，是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的有效手

段。 

    

PO-807 

高分辨磁共振在椎动脉夹层动脉瘤治疗中的

作用 
 

孟庆虎 丁璇 韩超 王敏卿 王成伟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  总结高分辨磁共振在椎动脉夹层动脉瘤

诊断及治疗方案确定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9

月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治疗的 4 例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

经数字减影脑血管造影（DSA）及 3.0T 高分

辨磁共振（HDMRI）检查明确诊断。在 DSA

上，参考诊断标准为动脉瘤腔呈双腔征，高

分辨磁共振检查采用强化 cube T1 序列，以

见到内膜瓣、可区分真腔及假腔为诊断标

准。所有患者均行经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

术。 

结果  2 例患者在 DSA 上可见血管局部膨隆、

呈双腔征。所有 4 例患者在高分辨磁共振上

均可见内膜瓣，可区分真腔及假腔。4 例患者

中同侧小脑后下动脉（PICA）均起自动脉瘤

体，高分辨磁共振检查显示其均开口于真

腔。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后，动脉瘤显影逐

渐变淡，复查显示血管腔得到修复，动脉瘤

不再显影，载瘤动脉及 PICA 保持通畅。 

结论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诊断以高分辨磁共

振为主，仅有部分患者在 DSA 上可见双腔

征。椎动脉囊状动脉瘤与夹层动脉瘤在 DSA

上可能无法区分，此时只能由高分辨磁共振

进行鉴别：前者动脉瘤腔内信号均匀，无内

膜瓣表现。由于磁共振对不同组织的分辨力

强，这决定了其在识别内膜瓣上比仅仅借助

密度差异进行区分的 DSA 更有优越性。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有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

多重支架重建血管及闭塞载瘤动脉等多种治

疗方式，以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效果较为公

认。但 PICA 常起自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瘤体，

此时 PICA 位置对手术方案选择意义重大。若

PICA 位于假腔，则支架在闭塞假腔的同时可

能同时或逐渐闭塞 PICA。已有报道，DSA 无

法准确判断 PICA 闭塞后侧支循环能否充分代

偿。此时高分辨磁共振可提供 PICA 起始部位

信息，对手术方案的决定具有重要意义。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术在椎动脉夹层动脉瘤

的治疗中效果比较肯定。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63 

 

PO-808 

改良 MEWS 评分在脑血管外科的应用研究 
 

刘佩 唐云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探讨改良 MEWS 评分为基础的程序化监

护方案在脑血管外科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科 2015 年 5-8 月收治的 380 例

患者，其中男性 180 例，女性 200 例，年龄

在 15-79 岁之间，平均年龄 49.4±13.9 岁，

统计 MEWS 最高分各分数段的患者计数、并

发症发生计数及出院时患者 GOS 评分的计

数；了解 MEWS 评分高低与术后并发症发生

和预后的关系。 

结果  MEWS 评分分数值越高，并发症发生概

率越大，预后越差。经统计学分析可知，ME

WS 评分最高分 5 分以上患者与 5 分以下组相

比，并发症发生构成比显著增加，x2 =98.31

8，P <0.01,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MEWS 评

分最高分 5 分以上，预后恢复不良的构成比

明显增加，与 5 分以下组相比，x2 =30.57

1，P <0.01,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  MEWS 评分分数值越高，并发症发生概

率越大，预后越差。 

 
 
PO-809 

支架辅助栓塞颅内动脉瘤远期随访结果报道 
 

李钢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572013 

 

目的 通过随访一组支架辅助栓塞颅内动脉瘤

手术患者，探讨该方法用于颅内动脉瘤治疗

的远期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组支架辅助栓塞治疗的颅

内动脉瘤并得到随访的患者资料， 在治疗后

12-24 个月通过 DSA 复查评估动脉瘤栓塞治

疗后的效果。本组患者共 38 例， 均采用支架

辅助弹簧圈栓塞技术进行颅内动脉瘤治疗，

其中 26 例为动脉瘤破裂蛛网膜下腔出血患

者，12 例为未破裂动脉瘤。栓塞治疗前急诊

手术患者给予阿司匹林 300mg 和氯吡格雷 22

5mg 顿服或纳肛，非急性期患者给予阿司匹

林 100mg 和氯吡格雷 75mg 口服，每日一

次，持续一周。术中常规体内肝素化。栓塞

后即时造影显示完全填塞（动脉瘤内无造影

剂残留）29 例，动脉瘤颈残留（动脉瘤仅瘤

颈部分有造影剂残留）6 例，不完全填塞（除

动脉瘤瘤颈外动脉瘤囊内部亦有造影剂残

留）3 例。术后口服阿司匹林（100mg/日，

持续 6 个月），氯吡格雷（75mg/日，持续一

月）。  

结果 本组患者在治疗后即时造影显示了较好

的填塞效果，支架能很好的重建瘤颈，避免

弹簧圈疝入载瘤动脉；治疗过程中发生急性

血栓事件 6 例，经微导管注入替罗非班后获

得再通，未发生出血事件；治疗后 12-24 个

月不等的时间进行了 DSA 复查，复查结果显

示动脉瘤复发 5 例（13.16%），其余 33 例

（86.84%）未见动脉瘤显影。   

结论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技术扩展了颅内动

脉瘤血管内治疗的适应证，提高了宽颈动脉

瘤的栓塞成功率，远期随访结果显示有助于

提高颅内动脉瘤治愈率，降低复发率。 

 
 
PO-810 

颅内前交通动脉瘤外科夹闭术与血管内栓塞

术后复发率的血流动力学分析 
 

赵文可 1 于耀宇 1 汪子文 1 唐铸 1 张鹏飞 1 

1.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2.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目的 随着科技进步发展，纳米技术、高新材

料等在神经外科领域的应用，尤其是未破裂

前交通动脉瘤的治疗，手术治疗未破裂前交

通动脉瘤的风险大大降低。颅内前交通动脉

瘤的手术方式有传统外科夹闭和新兴的介入

栓塞术，两种方式各有优势，血管内栓塞术

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等优点，但是价格昂贵

且复发率高；外科夹闭术可以解决前交通动

脉瘤占位导致的神经压迫，但是创伤大，对

患者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前交通

动脉瘤的形成和复发都与血流动力学的改变

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不同手术方式对前交通

动脉瘤愈后的血流动力学改变不尽相同，同

时前交通动脉瘤的复发几率也不同，本文将

从血流动力学角度来研究不同手术对前交通

动脉瘤复发概率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纳入中国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神经介入中心自 2006 年-2016 年 6 月行以及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夹闭手术（50

例）和介入栓塞术(50 例)前交通动脉瘤病历

资料以及各种影像学、超声资料。通过 mimic

s17.0 医用影像学软件、 geomagic studio 

软件、 以及 CFD（computational fluid dyna

mics）软件对其影像学资料进行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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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MIMICS17.0)建

立前交通动脉瘤术后血管 3D 模型,应用 ANS

YS 15.0 软件 进行计算。通过软件计算及分

析，从 TCCD，DSA 血管造影 3d 重建图

像、CTA 等 获取血流动力学相关参数,包括壁

面切应力分布图、血液流通速度，通过泊肃

叶定理推断血液的体积流量， 粘滞系数等， 

并对动脉瘤的血液动力学特征进行分析，可

以观察到在不同手术方式后动脉瘤载瘤动脉

及瘤壁的血流动力学改变。 

结果 分别对血管内介入栓塞术和外科夹闭术

后的病例及影像学资料进行影像学分析，结

果发现在相同位置的前交通动脉瘤，介入栓

塞术后动脉瘤载瘤动脉与瘤颈暴露面积较

大，夹角处所受壁面切应力（wss. wall shear

 stress）较高，动脉瘤夹闭术后载瘤动脉与

瘤颈之间暴露面积较小，壁面切应力（wss. 

wall shear stress）较低。 

结论 从血流动力学角度分析，前交通动脉瘤

血管内栓塞术后复发率较外科夹闭术更高。 

 
 
PO-811 

3D-CTA 及 3D-DSA 对颅内动脉瘤诊断 价值

的对比研究  
 

刘楠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对比分析 64 排 3D-CTA 及 3D-DSA 对

颅内动脉瘤的影像学诊断价值。 

方法  筛选 40 例疑似颅内动脉瘤破裂所致的

蛛网膜下腔出血病例进行回顾性研究与分

析，收集完整的 3D-CTA3D-DSA 及手术资

料。比较 3D-CTA、3D-DSA 对颅内动脉瘤检

查的灵敏度与特异度及其对颅内动脉瘤形态

及瘤颈的显示情况。 

结果  40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经 3D-DSA

共检出 35 枚颅内动脉瘤，3D-CTA 检出 34 

枚颅内动脉瘤。3D-DSA 与 3D-CTA 均存在 1

例假阳性结果。3D-DSA 漏检 1 枚直径 1.4m

m 的颈内动脉瘤；3D-CTA 漏检 1 枚直径 2.0

mm 的前交通动脉瘤和 1 枚直径 2.1mm 的颈

内动脉瘤。3D-DSA 及 3D-CTA 均能良好显

示检出动脉瘤的几何形态、瘤颈情况及其与

周围血管、骨骼、关键组织的毗邻关系，3D-

CTA 检出动脉瘤的灵敏度为 97.06%，特异度

为 88.89%；3D-DSA 检出动脉瘤的灵敏 

度为 97.14%，特异度为 88.89%（P<0.0

5）。；二种检查手段的 ROC 曲线及其曲线

下面积显示 3D-CTA 与 3D-DSA 的灵敏度与

特异度无显著性差异。3D-CTA 即 CT 血管成

像技术，具有无创、安全、快速等特点，且

其单次检查费用明显低于 DSA 检查。 

结论  利用 3D-CTA 可安全、有效地检查颅内

动脉瘤，其检查效果较优，可作为颅内动脉

瘤检查及随访的首选影像学手段。对于临床

高度怀疑颅内动脉瘤且 3D-CTA 阴性的患

者，可推荐进一步行 3D-DSA 检查。 

 
 
PO-812 

线粒体形态学变化与急性缺血性卒中相关性

的研究进展 
 

李俞辰 王永朋 戴家兴 吴培 史怀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一院 150001 

 

线粒体作为细胞内高度动态的细胞器，通过

不断的分裂、融合等形态学变化来调节自身

的数量，形态和分布，进而间接决定着组织

细胞的功能甚至存亡，这一机制普遍存在于

哺乳动物细胞内各种生理和病理过程中。缺

血性卒中病理生理所涉及的钙超载、氧化应

激、细胞凋亡等机制均与线粒体的分裂、融

合失衡密不可分。因此，充分了解和研究线

粒体融合、分裂与脑卒中致病因素之间的联

系，将有利于找到治疗卒中的新靶点和新方

法。 

 
 
PO-813 

不同手术入路对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患者语

言功能的影响 
 

孙冬雪 1 徐林 1 周德宝 1 孔鲁 2 刘显明 2 刘伟 2 

1.淄博市第一医院 

2.青岛市市立医院 

 

目的  比较不同手术入路清除颅内血肿对左侧

基底节区脑出血患者语言功能的影响。 

方法  根据相应纳入标准选择淄博市第一医院

及青岛市市立医院神经外科 2009 年 1 月-201

6 年 1 月收治的开颅血肿清除的左侧基底节区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80 例，按其不同的手术入

路分为两组，其中经侧裂 -岛叶入路手术组

（A 组）42 例，皮质造瘘手术组（B 组）38

例，术后 6 个月随访患者，分别采用改良 Bar

thel 指数法及波士顿诊断性失语症检查（BDA

E)、西方失语症成套测验(WAB)评估两组患

者术后日常生活能力及失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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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和非参数统计 M

ann-whitney U 检验对两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及失语程度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经侧裂-岛

叶入路手术组日常生活能力评分优于皮质造

瘘手术组（U=322.00,p<0.05）,失语严重程

度较皮质造瘘手术组轻（U=314.50,p<0.0

5）。经侧裂-岛叶入路手术组患者在语言“流

畅”及“命名”方面优于皮质造瘘手术组（t=7.20

68,p<0.01；t=3.3275,p<0.01），但在“复述”

方面较 B 组差(t=3.3649,p<0.01),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两组患者在语言“理解”方面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t=1.3460,p>0.05)。 

结论  经侧裂-岛叶入路清除颅内血肿可在一定

程度上减轻基底节脑出血患者的失语症状，

改善患者预后，效果优于皮质造瘘清除血

肿。 

 
 
PO-814 

地佐辛在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镇痛的疗效观

察分析 
 

廖荣芳 宋波 

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333000 

 

目的  观察地佐辛在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镇

痛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选择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 30

例，持续静脉泵入小剂量地佐辛进行镇痛治

疗。记录患者在给药前、给药后 3h、6 h、12

h 和 24 h 的疼痛程度、镇静评分、舒适度及

心率变化。 

结果  治疗组在用药过程中患者心率、镇静评

分、镇痛评分好转。 

结论  地佐辛对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有

良好的镇痛效果、不良反应少。 

 
 
PO-815 

颅内动脉瘤栓塞治疗并发症及围栓塞期处理 
 

李巧玉 陆陪松 湛利平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12002 

 

目的  探讨颅内动脉瘤栓塞治疗并发症及围手

术期处量方法 

方法  1417 例中，男 598 例，女 819 例，年

龄， 23 岁~88 岁。平均年龄 53.2 岁。动脉

瘤部位 ：后交通及颈内动脉段动脉瘤 433

例，前交通 411 例,后循环动脉瘤例 347 例，

大脑中动脉 191 例。其中：宽颈动脉动脉瘤

375 例；多发性动脉瘤 126 例。动脉瘤直径 0.

2CM~3.7cm。全部病例 24 小时内行 CT 扫

描。提示蛛网膜下腔、脑室内或脑实质积

血。CTA 检查：1238 例，1185 例发现颅内

动脉瘤；MRI 或 MRA 检查， 576 例，559 例

发现动脉瘤。全部病例均在 DSA 下行颅内动

脉瘤栓塞术。 

结果  栓塞术中出现各种并发症 215 例，占 1

5%。其中：术中动脉瘤破裂 66 例；术中、

术后严重血管痉挛 82 例；血栓形成、脑梗塞

53 例；弹簧圈脱落 5 例；穿刺点大出血 4

例，下肢动脉血栓形成 3 例；迟发性碘过敏

反应 5 例。 

结论  颅内动脉瘤栓塞治疗，安全性高，并发

症少，死亡率低，但尚有一些并发症，特别

是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应引起临床医师的重

视。 

 
 
PO-816 

可视化血肿穿刺配合内镜清除高血压脑内血

肿 32 例分析 
 

黄毅 黄建荣 

广西中医药大学一附院 530023 

 

目的  对手术器械进行改造，实现可视化血肿 

穿刺，提高内镜清除高血压脑出血手术的安

全性。 

方法  对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间的 32

例高血压脑出血病人进行内镜清除血肿手

术，术中使用自制透明穿刺鞘配合内镜进行

可视化血肿穿刺，穿刺成功后置入套筒内镜

下清除血肿。对临床效果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32 例患者中有 9 例穿刺过程中发现皮

质内血管，予调整穿刺方向规避。16 例患者

置入和取出套管过程中瘘道壁无活动性血管

出血，清除血肿率为（90.2±9.2）%，术后无

再出血。 

结论  可视化血肿穿刺使得内镜清除高血压脑

出血全程处于监视下，提高了内镜手术工作 

通道置入时的安全性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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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817 
Lesion-to-eloquent fibre distance is a cru
cial risk factor for pre-surgical evaluation 
of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s in tempor
o-occipital junctions  
 

焦玉明 1,2 林福鑫 1,2 吴俊 1,2 李昊 1,2 王立君 4 金真 3 

王硕 1,2 曹勇 1,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3.解放军第 306 医院医学影像中心 

4.牡丹江医学院红旗医院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determi
ne the outcomes after surgical treatment in p
atients with TOJ-AVMs and to identify their ri
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ostoperative neu
rological defici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
y studied 41 patients with TOJ-AVMs. The fu
nction-related optic radiation (OR) or arcuate
 fasciculus (AF) was tracked. Lesion-to-eloq
uent fibre distances (LFDs) were analysed w
ith respect to the postoperative neurologica
l deficits. The areas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
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AUC) were
 compared. 
Results  Fifty-eight FOs were analysed. LFD
 was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short- (p=0.002) 
and long-term (p=0.007) neurological deficit
s. The AUC of LFD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
he S-M score in predicting short-term neurol
ogical deficits (0.89 vs. 0.72, p=0.04) and lon
g-term neurological deficits (0.90 vs. 0.62, p
=0.002). 
Conclusions  LFD is a crucial risk factor  
associated with postoperative neurological d
eficits of patients with TOJ-AVMs. 
 
 
PO-818 

儿童出血型烟雾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影像学

特征及长期预后 
 

韩聪 段炼 

解放军三 0 七医院 100071 

 

目的  出血型烟雾病在儿童患者中的发病率较

低，临床特征和治疗的长期预后尚不清楚。

本研究回顾性的分析了我院 2004 年至 2012

年收治的儿童出血型烟雾病患者，对此类患

者的临床特征，影像学特征和长期随访结果

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方法  收集我院 2004 年至 2012 年收治的 374 

例儿童烟雾病患者（30 例出血型，344 例缺

血型）的临床特征和影像学特征。30 例出血

型儿童烟雾病患者均采取了脑硬膜颞浅动脉

血管融通术（encephalo-duro-arterio-synangi

osis，EDAS）治疗，随访期内定期复查血管 

造影评估血管代偿情况。 

结果  本组病例中，女性患者在出血组的比例

明显高于缺血组（2:1 versus 0.9:1; P<0.0

5），最常见的出血部位是脑室内出血（22.7

3%）。血管造影显示出血组脉络膜前动脉和

后交通动脉扩张的比例明显高于缺血组（P<0.

05）。30 例患儿中 15 例患儿进行了血管造

影的术后复查，15 例患者颞浅动脉均向颅内

产生代偿，其中 12 例代偿良好（80%）。随

访期内（6.4±2.2 年）1 例患者（3.3%）因再

次出血死亡，其余 29 例患者均未发生术后卒

中事件。 

结论  脉络膜前动脉和后交通动脉的扩张可能

是造成儿童烟雾病患者出血的重要因素。ED

AS 术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脑血流动力学状

态，可能对降低此类患者的再出血率有一定

的帮助。 

 
 
PO-819 

老年颅内高分级动脉瘤的远期预后和影响因

素分析 
 

郑匡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老年高分级动脉瘤患者的远期预

后，并对可能的预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方法  采用前瞻性、多中心的多组研究，连续

观察并登记临床数据，并在术后 1 月，12 月

进行随访，神经功能预后评价采用 GOS 评

分。将性别、吸烟与否、呼吸平稳与否、脑

疝与否、动脉瘤位置、WFNS 分级、CT Fish

er 分级、饮酒量、动脉瘤直径、手术方式和

手术时机做为可能的预后影响因素，对各变

量与预后进行关联分析，长期预后采用单因

素和多因素统计分析。 

结果  从 2010 年 10 月到 2013 年 3 月共纳入

病例 104 名， WFNS 分级Ⅳ 53 例， WFNS 

分级Ⅴ51 例。统计结果显示 WFNSⅤ级、CT

 Fisher 分级（3、4、5）、保守治疗方式是

预后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积极手术治疗动脉瘤结合围手术期治疗

可以改善老年高分级动脉瘤患者的预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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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NSⅤ级、CT Fisher 分级（3、4、5）、

采取保守治疗方式的患者预后相对较差。 

 
 
PO-820 

经颅多普勒监测颅内动脉瘤治疗后 脑血管痉

挛  
 

邢洪顺 王寿先 马永迁 

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目的  颅内动脉瘤治疗后脑血管痉挛的经颅多

普勒( TCD)监测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105 例颅内动脉瘤患者行夹闭手术或

介入栓塞术后应用 TCD 监测 CVS ，采用临

床病例分析方法，归纳、分析颅内动脉瘤患

者术后 TCD 检查资料。  

结果  以大脑中动脉平均血流速度（ VMCA) 

高于 120 cm/ s 为诊断 CVS 的标准，术后有

50 例发生 CVS，发生率为 47.6%。 TCD 检

测 CVS 的灵敏度为 83%,特异度为 88%。TC

D 检测脑血管痉挛高峰期多发生于治疗后 5-7

天，介入栓塞术组患者脑血管痉挛发生高于

开颅动脉瘤夹闭术组。 

结论  TCD 为监测脑血管痉挛的有效方法，指

导医师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避免并发症发

生。 

 
 
PO-821 

阿替普酶促进微创手术治疗基底节脑出血的

临床研究 
 

程远 汪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高血压脑出血（HICH）是一种极具破坏性和

灾难性的脑卒中类型。根据发病机制及病理

生理，早期清除血肿有助于减轻 HICH 后脑

出血引起的继发性脑损伤，改善预后。尿激

酶作为溶栓药物，已广泛用于脑出血微创手

术的辅助治疗，但仍存在溶栓效率偏低，非

特异性等问题。阿替普酶是一种新型溶栓

药，具有高效、特异和再出血发生率低等特

点。本文通过对我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四年间符合研究条件的 85 例基底节

区、血肿量介于 30～60ml 的高血压脑出血病

例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实验分阿替普

酶组（34 例）和尿激酶组（51 例），分别于

微创术后给予不同溶栓药物辅助溶栓，对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肿量、脑水肿量、中线移

位、引流时间长短，经济费用以及治疗前

后、10 天及 30 天 NIHSS 评分、GOS 分级等

进行对照分析。结果表明：①阿替普酶组及

尿激酶组脑内血肿量、脑水肿量及 NIHSS 评

分均较术前明显下降，中线复位显著，有统

计学差异（P<0.05）；②阿替普酶组与尿激

酶组相比，颅内血肿清除率、血肿周围脑水

肿变化率、中线复位率、GOS 分级、拔管时

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而 NIHSS 评

分、住院时间及经济费用无统计学差异（P>0.

05）。讨论：关于 HICH 的外科治疗一直存

在争议，但对于介于 30～60ml 的幕上脑出

血，外科手术效果优于非手术治疗已形成共

识。早期清除脑出血有助于减少引起继发性

脑损伤的各种致炎因子，减轻 HICH 后脑出

血脑水肿以及改善预后及提高生存质量。阿

替普酶是利用基因工程等技术获得的重组纤

溶酶源激活剂（t-PA），是新一代溶栓药物

代表的阿替普酶，具有半衰期长、纤维蛋白

高度选择性，溶栓效果好等特点。本研究表

明阿替普酶血肿清除效果优于尿激酶，缩短

拔管时间，减少颅内感染。颅内血肿微创术

联合溶栓药物治疗 HICH 是安全、有效的，

阿替普酶溶栓疗效优于尿激酶。 

 
 
PO-822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脑出血合并肾功能不全 5

1 例临床分析 
 

黄毅 胡荣 蒋周阳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目的  寻找脑出血合并肾功能不全患者控制颅

内高压、避免肾功能恶化的理想方法。 

方法  51 例脑出血合并肾功能不全患者连续性

肾脏替代治疗( CRRT)，治疗前后不同时间,

计算内生肌酐清除率( CcR)，均行颅内压监护

动态监测颅内压。 

结果  CRRT 治疗除 2 例肾功能明显恶化外，

其他病人肾功能稳定,颅内压水平稳定。 

结论  CRRT 治疗脑出血合并肾功能不全可有

效避免肾功能恶化、控制颅内高压，是有效

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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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823 

弹簧圈血管内栓塞治疗颅内破裂动脉瘤 
 

姚正健 

福建省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351100 

 

目的  弹簧圈血管内栓塞治疗颅内破裂动脉瘤

疗效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莆田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自 2008 年 6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治的可脱

性弹簧圈血管内栓塞治疗颅内破裂动脉瘤病

人临床资料及随访情况。 

结果  入组病人共 192 例伴 192 枚动脉瘤，手

术前 Hunt-Hess 分级Ⅰ级 3 例，Ⅱ级 172

例，III 级 17 例。其中单纯弹簧圈栓塞 133

例，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 58 例，球囊辅助弹

簧圈栓塞 1 例。颅内动脉瘤完全栓塞 150

例，栓塞 95%26 例，栓塞 90%14 例，栓塞<

90% 2 例。出院时无神经功能障碍 172 例，

轻度神经功能障碍 18 例，重度神经功能障碍

2 例，无死亡病例。其中 175 例（91.15%）

随访 1~33 个月（平均 14 个月），失访 17 例

（8.85%），影像学无复发患者 160 例（91.

43%），15 例（8.57%）再发。 

结论  对颅内破裂动脉瘤采用可脱性弹簧圈血

管内栓塞疗效可靠，可以有效降低死亡率和

致残率。 

 
 
PO-824 

急危重症脑卒中的中西医结合救治理念 
 

熊晖 王德亮 李蓉晖 赵新军 周逸 刘建民 刘宁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50011 

 

目的  分析我院自 2011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采用血管内介入结合中医特色疗法治疗急

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68 例的疗效，总结并发

症的预防经验。  

方法 急性脑梗死患者 66 例,均在发病 3～6 小

时内到达医院，头颅 CT 确诊后随机分为 2 组,

常规治疗组 33 例，采用小剂量尿激酶（20

万 U）静脉滴注,连续 7d，病情稳定后均采用

中药、针灸、推拿、康复等治疗。介入结合

组 33 例,行全脑血管 CTA 或 DSA 检查,明确

责任血管(大脑中动脉闭塞 12 例,颈内动脉闭

塞 10 例，椎基底动脉闭塞 11 例)后，在导管

室超选择插管至病变血管,应用重组组织型纤

溶酶原激活剂(r-tpA)或尿激酶动脉溶栓+碎栓

15 例,溶栓+碎栓+Solitaire 支架拉栓 18 例，

病情稳定后均采用中药、针灸、推拿、康复

等治疗。所有患者在治疗前,治疗后 24h,3d,1

4d 后进行中国卒中量表（CSS）测定分析,并

比较疗效。 

分期标准： 1.急性期：发病后 2 周以内。中

脏腑最长至 1 个月。2.恢复期：发病 2 周至半

年以内。两组患者病情稳定后，均采用个体

化中医辩证论治。恢复期针灸与药物治疗并

进，药物治疗根据病情可采用标本兼顾或先

标后本等冶法。治标宜搜风化痰，通络行

瘀；肝阳偏亢者，可采用平肝潜阳法。治本

宜补益气血，滋养肝肾或阴阳并补。  

结果  常规治疗组治疗前和治疗 14 天后神经

功能缺损评分分别为（20.0±10.0）分和（15.

0±9.0）分，两组无明显差别（P〉0.05）。

复查头颅 CTA 或 MRA 显示血管完全再通 10

例,部分再通 13 例,未再通 10 例，血管再通率

为 71％，发生症状性脑出血 2 例(6％),发生大

面积脑梗死 1 例 (3.1％)，1 月后复查 MRI 脑

梗死范围均有所缩小。介入结合组治疗前和

治疗 14 天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分别为（22.0

＋9.0）分和（8.0±8.0）分,治疗前后相差非

常显著（P〈0.01）,患者复查头颅 CTA 或 M

RA 显示血管完全再通 18 例,部分再通 15 例,

血管再通率为 100％，未发生症状性脑出

血、大面积脑梗死。  

结论  血管内介入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可达

到较高的血管再通率、获得较好疗效，但必

须多学科密切配合，建立流畅的脑卒中抢救

绿色通道，严格掌握适应症、时间窗内，尽

早采用中药、针灸、推拿、康复等治疗，能

明显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后遗症。 

 
 
PO-825 

脑动静脉畸形中西医结合治疗策略及疗效分

析 
 

熊晖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50011 

 

目的  回顾性分析了 2006－06～2016－06 经

检查确诊的脑 AVM 并出血 98 例患者治疗方

法及疗效，总结 AVM 大出血的急性期手术治

疗策略，以及恢复期中药、针灸、推拿等中

医药干预治疗的优势。 

方法  98 例均采用 DSA、CTA 或 MRA 检

查，均有不同程度昏迷，34 例眼眶部听诊均

有血管性杂音，压迫患侧颈总动脉时，11 例

杂音消失，23 例杂音明显减弱，左侧 AV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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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例，右侧 36 例。本组 36 为高血流量 AV

M。单纯为椎基底动脉系统动脉供血 12 例，

单纯为大脑前动脉 19 例，单纯为大脑中动脉

17 例，前两者同时供血 22 例，后两者同时

供血 18 例，其他方式 10 例。56 例供血动脉

其分支显影较淡，42 例显示全盗流。上矢状

窦引流 25 例，上下矢状窦均引流 24 例，经

横窦引流者 27 例，合并深部静脉引流 22

例。有脑疝者先急诊开颅血肿清除，脑疝时

间较长、脑肿胀较重的去骨瓣减压，如果 AV

M 位置比较表浅、在非功能区，而且体积<3c

m*3cm,可以同时行 AVM 切除，病情稳定后

尽早 DSA 检查，有深部或功能区 AVM、残

余 AVM 用 NBCA 或 ONYX 胶行介入栓塞治

疗；没有脑疝的患者，先行介入栓塞后尽早

开颅血肿清除，若 AVM 有残留，位置表浅而

且在非功能区，可以一并切除，位置深、在

功能区的残留 AVM 不做处理，定期复查，择

期再次栓塞治疗。51 例患者急性期后尽早给

予中药、针灸、推拿等中医药干预治疗，47

例患者未行中医药干预治疗。 

结果  42 例患者先急诊开颅血肿清除并 7d 内

栓塞治愈，其中 32 例同时去骨瓣减压，28

未留下任何后遗症；26 例仅血肿清除，术后

8～30d 栓塞治愈；18 例在血肿清除术中部分

切除 AVM 后 8～30d 再栓塞治愈；20 例先急

诊栓塞治疗后再开颅血肿清除，3 例并全切 A

VM。本组共有 24 例不同程度遗留偏瘫、失

语、智力下降，大多与脑疝时间较长或出血

累及功能区有关。中医药干预治疗组临床症

状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全部病例随 6

个月均无复发。  

结论  早期确诊 AVM 的关键是尽早行 DSA 或 

高清晰度 CTA 检查，CTA 检查有无创、快速

确诊的特点，DSA 检查同时能行血管内治

疗。AVM 治疗的目的是保护脑功能，防止脑

缺血、再次脑出血。NBCA 或 ONYX 胶栓塞

是治疗 AVM 较理想、安全可靠的首选方法，

根据病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尽早治疗能

明显减少后遗症。恢复期尽早给予中医药干

预治疗可明显改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 

 
 
PO-826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tPA in Intrave
ntricular Hemorrhage 
 
Gu Yingjiang,Xu Ta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ospital af
filiated with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of pub
lished reports was to analyze the efficacy an
d safety of recombinant tissue type plasmino
gen activator (rtPA) in management of intrav
entricular hemorrhage (IVH), and to explore t
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is treatment’s effic
acy and safety.  
methods  Relevant published reports were c
ollected from PubMed, Embase, and the Coc
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Required data were extracted from these rep
orts and the quality of each study evaluated. 
Using Stata 12.0 software, a meta-analysis o
f rtPA combined with external ventricular drai
nage (EVD) (experimental group) against EV
D alone (control group) was performed.  
Results  Nine studies comprising 309 patien
ts, 165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144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eventually includ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
mental group was found to have significantly
 lower mortality (OR=0.54; 95% CI=0.31–0.9
3) and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ho 
made good postoperative recoveries (OR=1.
66; 95% CI=1.01–2.73);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eatme
nt groups in incidence of ventricular inflamm
ation, ventriculoperitoneal (VP) shunt, or rec
urrent hemorrhage. Subgroup analysis base
d on the dosage of rtPA showed that patient
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o received ≤4 
mg rtPA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mortality ra
te (OR=0.40; 95% CI=0.19–0.85)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Further subgroup analy
sis revealed that in Europe a significantly gre
ater proportion of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c
ontrol group subjects made good postoperati
ve recoveries (OR=2.08; 95% CI=1.02–4.24),
 whereas in North America this difference wa
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R=1.34; 95% 
CI=0.67–2.69). In addition, subgroup analysi
s revealed that, among patients whose IVH 
were attributed to SICH, a significantly great
er proportion of those in the experimental tha
n in the control group made good postoperati
ve recoveries (OR=2.01; 95% CI=1.09–3.72);
 however, this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patients with aneurysms, (OR=
1.34; 95% CI=0.67–2.69)  
Conclusions  rtPA plus EVD i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lower patient mortality and 
better postoperative recovery than EVD 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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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reatment groups in the incid
ence of ventricular inflammation, VP shunt, o
r recurrent hemorrhage. Subgroup analyses 
showed that rtPA dosage ≤4 mg plus EVD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mortality than EVD al
one; in European countries, a greater propor
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than the control grou
p had good postoperative recoveries; in pati
ents whose IVH were caused by aneurysm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
n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in mortalit
y, proportion with good postoperative recove
ries, or incidence of ventricular inflammation,
 VP shunt, or recurrent hemorrhage; for patie
nts whose IVH were caused by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 greater proporti
on of the experimental than the control group
 had good postoperative recoveries, howeve
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orta
lity, or incidence of ventricular inflammation, 
VP shunt, or recurrent hemorrhage. 
 
 
PO-827 
Ghrelin attenuates secondary brain injury
 following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by in
duction of Nrf2 via PI3K/Akt signaling pat
hway in mice 
 
Cheng Yijun,Zhao Weiguo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Rui Jin Hospital， S

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
0025 
 

Object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i
s a common and fatal subtype of stroke asso
ciated with high rates of morbidity and mortal
ity. Oxidative stress which is caused by the c
ytotoxic factors released from blood compon
ents is responsible for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fter ICH. Our previous study has demonstr
ated that activation of nuclear factOR-E2-rel
ated factor 2(Nrf2) is involved in the neuropr
otection against oxidative damage following I
CH. Ghrelin, an endogenous peptide, has be
en shown to improve neurological functions 
by reducing oxidative stress in animal model.
 However, the effect of ghrelin on ICH remai
ns unclear.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wheth
er treatment with ghrelin would attenuate sec
ondary brain injury in a murine ICH model an
d investigated the possibly underlying mecha
nisms. 
Methods  All Nrf2 Wild-type (Nrf2+/+, n=96)  

and Nrf2 knock-out (Nrf2-/-, n=24) age-match
ed male ICR mice were subjected to intrastri
atal infusion of autologous blood. In experim
ent 1, forty-eight Nrf2+/+ mice and twenty-fou
r Nrf2-/- mice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i) Nrf2+/+ vehicle group (n=24), (ii) Nrf2+/+ gh
relin group (n=24), and (iii) Nrf2-/- ghrelin gro
up (n=24). Ghrelin (20 μg) was injected intra
peritoneally at 0 and 1 h after ICH. In experi
ment 2, forty-eight Nrf2+/+ mice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i) vehicle group (n=16), (ii)
 ghrelin group (n=16), and (iii) ghrelin+ LY29
4002 group (n=16). LY294002 (20 nmol), a s
elective inhibition of PI3K/Akt signaling path
way, was injected intracerebroventricularly 3
0 min before ICH. Neuronal degeneration wa
s stained by Fluoro-Jade C (FJ-C) staining. 
Neurological function was assessed by the R
otarod test, forelimb placement test, and cor
ner turn test, respectively. Brain edema was 
measured by brain water content. Oxidative 
stress was determined by Malondialdehyde 
(MDA) content assay and superoxide dismut
ase (SOD) activity assay. Nrf2 and its downs
tream genes NAD(P)H quinine oxidoreducta
se-1 (NQO1),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α1 
(GST-α1), and thioredoxin (TRX) at mRNA l
evels were detected using Quantitative PCR.
 Nrf2 protein expression was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and immunohistoche
mistry. PhosphOR-Akt (p-Akt) and Akt protei
n levels were evaluated by Western Blot ana
lysis. 
Results  In Nrf2+/+ mice, treatment with ghrel
in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secondary brain inj
ury following ICH, including perihematomal n
euronal degeneration, neurobehavioral defici
ts, and brain water content on days 1 and 3,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oxidative stress w
as reduced by restoring MDA content and S
OD activity after ICH in Nrf2+/+ ghrelin-treate
d group. In addition, the changes were acco
mpanied by upregulation of Nrf2 expression 
and its downstream antioxidative genes NQ
O1, GST-α1, and TRX. While, in Nrf2-/- mice,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 of ghrelin after IC
H was abolished due to the deletion of Nrf2 
pathway. Mechanistically, ghrelin increased t
he phosphorylation level of Akt following ICH
 at both 1 and 3 d in Nrf2+/+ mice. LY294002 
administration partly compromised the neuro
protective effect of ghrelin by suppressing gh
relin-induced changes in Nrf2 expression foll
owing 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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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Ghrelin treatment suppressed
 oxidative stress by induction of Nrf2 via PI3
K/Akt signaling pathway, thus reducing neur
onal degeneration, neurobehavioral deficits, 
and brain edema, and therefore attenuating 
secondary brain injury following ICH in mice.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ghrelin may be a po
tential therapeutic agent in the treatment of s
econdary brain injury after ICH. 
 
 
PO-828 

IL-17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 
 

戴家兴 李俞辰 吴培 史怀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动脉粥样硬化的起病、进展以及延续涉及到

了多种形式的免疫反应。多种细胞产生 IL-17

A，且在宿主防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IL-17A

也通过调节多种趋化因子的表达和白细胞迁

移到炎症部位参与了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

病理过程。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IL-17A 水

平升高和心脑血管疾病之间的关联。有趣的

是在动脉粥样硬化中，这种 IL-17A 依赖反应

与 Th1 免疫反应同时进行。到目前为止，IL-

17A 表达细胞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确切作用

是有争议的。一些研究表明 IL-17A 通过调节

动脉巨噬细胞数、Th1 相关细胞因子和趋化

因子的表达来促进动脉硬化的形成。然而，

最近两个研究对小鼠斑块负荷通过主动脉 VC

AM-1 的表达和 T 细胞含量可能调节 IL-17A

的抗炎作用。此外，一项使用 IL-17A 基因敲

除小鼠研究 IL-17A 影响动脉壁的免疫反应以

及炎性表型；然而并没有观察到动脉粥样硬

化。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充分解决 IL-17A 和

其他 IL-17 家族成员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

用。 

 
 
PO-829 

颅内血管重建手术对烟雾病患儿头痛症状疗

效的评估 
 

吴培 史怀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头痛是小儿烟雾病最主要的临床表现之

一。然而，其临床特点以及其潜在的机制还

没有被充分揭示。本研究旨在阐明小儿烟雾

病中头痛的临床特点，以及评估颅内血管重

建手术对烟雾病患儿的疗效。 

方法  本实验共召集 29 名接受过颞浅动脉和

大脑中动脉血管搭桥同时间接血管重建治疗

的患儿，采用 MRI，PET，SPECT 等影像学

技术对患儿的临床表现进行评估，以期阐述

此类患儿头痛的临床特点。 

结果  在 29 名患者中，有 11 例患者（占总数

38%）存在术前头痛现象，其头痛表现为晨

起额颞部局部的疼痛。同时研究结果显示患

者头痛的程度与疾病进程，脑血流量的下降

和对乙酰唑胺刺激明显相关。而上述患儿在

接受颅内血管重建手术后，其头痛症状均消

失。 

结论  通过对上述患儿的研究，我们发现患儿

局部脑血流动力学异常是烟雾病患儿头痛的

重要原因。直接血管重建手术（颞浅动脉大

脑中动脉吻合术）联合间接血管重建手术

（脑-硬膜-动脉-肌肉贴合术）能够有效增加

患侧脑半球的侧支循环血流量，并能迅速有

效的缓解患儿的头痛症状。 

 
 
PO-830 

支架结合弹簧圈介入治疗破裂血泡样动脉瘤 
 

吴培 史怀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血泡样动脉瘤是指位于颈动脉远端非分

叉部位的小动脉瘤。组织学研究显示其并非

真正的动脉瘤，其动脉瘤局部仅有脆弱的纤

维层构成，这种结构导致其易于破裂出血。

目的 接受常规显微外科手术和单纯栓塞的患

者往往伴有较高的致死及致残率。在本文

中，我们汇报了应用支架辅助栓塞技术治疗

破裂血泡样动脉瘤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特

点，同时评估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技术在破

裂血泡样动脉瘤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部分我院接受支架辅助栓塞

治疗破裂血泡样动脉瘤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

资料，同时对上述资料及其治疗过程、随访

情况加以分析。 

结果  接受常规治疗的血泡样动脉瘤患者往往

有较高的再复发率。支架辅助栓塞治疗在上

述患者中均得以成功实施，上述患者均无围

手术期急性并发症发生。 

结论  支架辅助的弹簧圈栓塞术是治疗颈内动

脉血泡样动脉瘤血泡样动脉瘤的可行方法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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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831 

机械取栓对血管壁的影响 
 

张广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血管壁核磁共振成

像（VW-MRI）确定血栓栓塞和机械取栓对颅

内动脉壁的影响。 

方法  本文是针对颅内动脉闭塞患者存在中风 

表现时的高分辨率 VW-MRI 影像分析进行的

横向分析。对于每一个病人，我们以对侧动

脉为参考标准，目标动脉壁的增厚与强化程

度可分为明确增厚或强化，可能增厚或强化

以及无增厚或强化。我们应用 χ2 检验比较药

物治疗组和机械取栓组的不同。 

结果  16 名病人满足选入标准。从发生症状到

行 VW-MRI 所需时间的中位数为 3 天（四分

位数为 2 天）。在支架机械取栓组 6 名患者

中，VW-MRI 显示 5 名（83%）属于明确动

脉增厚，1 名（17%）属于可能增厚；4 名

（67%）为明确强化，2 名（33%）为可能强

化。在单纯药物治疗组的 10 名患者中，VW-

MRI 显示 3 名为明确增厚（30%），可能增

强为 2 名（20%）；明确强化的有 2 名（2

0%），可能强化的有 2 名（20%）。机械取

栓组相较单纯药物治疗组动脉壁增厚和强化

更普遍。（分别是 P=0.037 和 P=0.016）。 

结论  机械取栓导致的颅内动脉壁增厚和强

化，VW-MRI 的外观表现上类似原发动脉

炎。而这动脉壁异常在动脉栓塞应用单纯药

物治疗的患者中并不常见。 

 
 
 
PO-832 

烟雾病与颅内动脉粥样硬化在高分辨磁共振

影像上的区别 
 

张广 朱仕逸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大脑动脉粥样硬化和烟雾病均为亚洲人

常见的大脑中动脉闭塞原因。虽然它们有着

不同的病理机制，但是现有的普通血管检测

方法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并不能很好的区别

它们。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有动脉硬化危险

因素的患者。大脑中动脉的高分辨核磁，能

够更深入显示烟雾病和动脉硬化的区别。 

方法  选取血管造影证实的 12 例烟雾病和 20

例动脉硬化导致中动脉闭塞，引起卒中症状

的患者，进行高分辨磁共振检查，由第三方

记录血管的外径和其他狭窄血管的特点，例

如强化程度、偏心性等特点。 

结果  烟雾病患者年龄小于动脉硬化患者,狭窄

部位血管外径缩小，偏心性狭窄及病变部位

强化较动脉硬化患者更少见。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烟雾病患者呈管径缩

小的偏心性狭窄，病变很少强化，与既往报

道的病理研究结果一致。高分辨核磁用于鉴

别烟雾病及动脉硬化是有效的。 

 
 
PO-833 

高分辨磁共振显示脑血管病患者斑块的强化

特点 
 

朱仕逸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通过 3D 的高分辨磁共振及黑血技术描

述颅内动脉硬化斑块的炎症，并炎症斑块炎

症与缺血性脑血管事件的关系。 

方法  27 例病人（20 例急性卒中，亚急性 2

例，慢性 3 例，TIA 2 例）经过 3D、对比增

强黑血技术磁共振检测颅内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被分为责任病灶，可能的责任病灶和非

责任病灶。在黑血影像中，斑块强化被分为

（0 级，低于或等于正常动脉壁的强化程度；

1 级，强于 0 级，但弱于垂体柄的强化程度；

2 级，强于或等同于垂体柄的强化程度）斑块

厚度及强化程度及斑块为责任病灶的相关性

进行 logistic 分析。 

结果  20 例急性卒中病人共发现 78 个斑块，

21（27%）责任病灶，12（15%）个可能病

灶，45（58%）非责任病灶，2 级强化与责任

病灶有相关性，0 级强化仅出现在非责任病灶

斑块中。责任病灶的斑块较非责任病灶斑块

强化明显。 

结论  斑块强化可能导致近期的脑血管事件，

强化程度或可作为斑块稳定性的标志，用以

预测卒中风险。 

 
 
PO-834 
Dynamic Changes of Vascular Endothelia
l Growth Factor and Endostatin in Associ
ation With Circulating Endothelial Progen
itor Cells After Acute Ischemic Stroke  
 
Chen Hao,Xue Lixia,Tian Hengli,Geng Zhi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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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Angiogenesis is an important pat
hophysiological response to cerebral ischemi
a, and modulated by pro-angiogenic and anti
-angiogenic factors.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
wth factor (VEGF) and endostatin (ES) can r
egulate angiogenesis and vascular stability a
fter ischemia. Circulating endothelial progeni
tor cells (EPCs) als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ne
ovascularization and tissue repair after cereb
ral infarction. We sought to investigate early 
changes in the expression of VEGF and ES i
n serum and the circulating EPCs in patients
 after 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 and evalua
t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Methods  We obtained peripheral blood and
 serum samples from 30 patients with AIS an
d 15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EPCs in blood 
samples from AIS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
ols were quantified by flow cytometry 24 hou
rs, 3 days, 5 days and 7 days after AIS. VEG
F and ES were measured by enzyme linked i
mmunosorbent assay at the same time point
s.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subjects, cir
culating EPCs in patients with AIS decrease
d 3 days (P<0.05), but increased 5 days and
 7 days (P<0.05) after AIS. VEGF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P<0.
05). ES increased gradually and reached pe
ak at 5 days after AIS. The circulating EPC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VEGF and 
endostatin at 7 days after AI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in
creased VEGF and 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increase in circulating EPCs in response to 
AIS, which may be needed for vascular  
repairs after AIS. 
 
 
PO-835 

PICA 以远破裂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血管内治

疗： 闭塞血管还是支架重建？ 
 

方亦斌 杨鹏飞 李强 黄清海 许奕 洪波 赵文元 刘建民 

上海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破裂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最佳治疗策略

仍存在争议，本研究以最常见的 PICA 以远的

破裂椎动脉夹层动脉瘤为对象，评估载瘤动

脉闭塞术和支架重建术治疗的长期效果及其

安全性。 

方法  回顾 39 例破裂的 PICA 以远椎动脉瘤

夹层动脉瘤，其中 20 例接受载瘤动脉闭塞

术，19 例行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对上

述病例的一般资料、治疗经过及影像学和临

床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载瘤动脉闭塞术治疗组 20 例，术中即

刻闭塞率为 80%，在平均 45 月的随访中闭塞

率进一步上升至 88.9%。20 例中有 3 例发生

术中 PICA 闭塞。远期复发及术中 PICA 闭塞

的病例均为 PICA 与夹层动脉瘤非常接近的病

例。支架重建治疗组 19 例，术中即刻致密栓

塞率为 47.4%，但在平均 39 月的随访中发现

所有病例均完全闭塞（100%）。载瘤动脉闭

塞术的术后即刻完全闭塞率显著高于支架重

建术，但两组的远期完全闭塞率相似（支架

重建组略高）。缺血并发症均发生于载瘤动

脉瘤闭塞组。  

结论  载瘤动脉闭塞和血管内支架重建术都是

治疗破裂 PICA 远端夹层动脉瘤的可选方法。

当 PICA 位于夹层动脉瘤边缘时,载瘤动脉闭

塞术的并发症率高，选择载瘤动脉闭塞术应

慎重。 

 
 
PO-836 

支架分步释放技术治疗颅内串联动脉瘤 
 

方亦斌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颅内串联动脉瘤是发生于同一根动脉且

相互临近的多发动脉瘤。本研究拟总结并报

道我们应用支架分步释放技术治疗颅内串联

动脉瘤的成功经验。 

方法  对我中心 2009 年 5 月至 2014 年 12 月

间应用支架分步释放技术治疗的颅内串联动 

脉瘤病例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期间，我们对 26 位患者的 52 枚动脉瘤

应用支架分步技术进行了治疗。其中男性 11

人，女性 15 人，平均年龄 55.3 岁（17~82

岁）。26 位患者中，以蛛网膜下腔出血起病

的患者 13 人。栓塞即刻结果为：致密栓塞 2

3 枚（44 .2%）；瘤颈残留 10 枚（19 .

2%）；部分栓塞 19 枚（36.5%）。围手术期

并发症 3 例：1 例为术中支架内血栓，2 例为

术中血管痉挛。经及时处治后，3 例患者均未

发生永久神经功能损害。出院时，25 位患者

的 mRS 评分为 0-1 分，1 例为 3 分。19 位患

者获得影像学随访，随访的 38 枚动脉瘤中，

治愈 30 枚，改善 4 枚，稳定 4 枚。临床随访

中，所有患者 mRS 恢复至 0-1 分。 

结论  支架分步释放技术是治疗颅内串联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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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的可行方法，但其安全的、有效的还需大

宗病倒的研究。 

 
 
PO-837 

Tubridge 血流转向装置治疗椎动脉夹层动脉

瘤的初步经验 
 

方亦斌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血流转向装置已经被使用于治疗各种颅

内复杂动脉瘤。但是在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

使用经验相对较少。本中心使用国产 Tubridg

e 血流转向装置成功治疗 6 例椎动脉夹层动脉

瘤，取得满意临床疗效。 

方法  6 例椎动脉瘤夹层动脉瘤中男女比例是

4：2，年龄 30-58 岁，平均 44.2 岁。3 例因

蛛网膜下腔出血曾接受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

术，因动脉瘤复发接受再次治疗；余患者因

缺血事件、头痛或头晕入院。所以患者均接

受 Tubridge 血流转向装置治疗，2 例单纯使

用 Tubridge，4 例结合弹簧圈治疗。对上述

病例的一般资料、治疗经过及影像学和临床

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所有治疗均顺利完成，在 6 例患者中共

植入 Tubridge8 枚，平均 28 月的随访提示 5

例椎动脉夹层动脉瘤完全愈合（83.3%），1

例较术后即刻改善（16.7%）。1 例患者出现

支架内狭窄并行球囊成形和支架植入术。所

有可见穿支在随访过程中均未发生闭塞。无

操作相关并发症。在平均 35.5 月的随访中，

所有患者的 mRs 评分均为 0 分。  

结论  我们的初步经验显示，Tubrdgie 血流转

向装置治疗椎动脉夹层动脉瘤是可行的，但

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还需要更大宗病例研究的

证实。 

 
 
PO-838 

介入栓塞与手术夹闭治疗后交通动脉瘤性动

眼神经麻痹疗效对比的 meta 分析 
 

欧斯奇 梁丰 李凡滢 杨毅兵 齐铁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510080 

 

目的  动眼神经麻痹是后交通动脉瘤的常见并

发症。选择介入栓塞或手术夹闭治疗后交通

动脉瘤性动眼神经麻痹，两者的疗效对比一

直未有结论。目前国外已有评估不同治疗方

式疗效的 meta 分析发表，但国内在此领域只

有较少的回顾对照性研究。而本文则是针对

我国后交通动脉瘤性动眼神经麻痹患者不同

治疗方式的预后对比的 meta 分析，探讨我国

相关患者的最佳治疗方式，为国内临床治疗

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通过检索 PubMed、Cochrane Librar

y、Embas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M

B）、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

库及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国内外的文

献资料库，搜集 2004-2015 年我国治疗后交

通动脉瘤性动眼神经麻痹的对照性研究文

献，并根据文献内容设定纳入标准及排除标

准，依照相关标准纳入 10 篇文献，整理纳入

的所有研究数据，使用 RevMan5.3 软件对纳

入文献中不同治疗方式、混杂因素控制及预

后等结果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有 10 篇回顾性分析文献共 605 例诊断

明确的后交通动脉瘤性动眼神经麻痹患者纳

入研究，在这些患者中有 252 名（42%）进

行了介入栓塞治疗，有 353 名（58%）进行

了开颅显微手术夹闭治疗。根据介入或开颅

治疗术后动眼神经麻痹症状完全缓解或没有

改善的情况计算合并优势比。总体上介入组

的动眼神经麻痹完全缓解率（47.6%）明显低

于夹闭组术后的完全缓解率（74.8%）。使用

Mantel-Haenszel 法计算夹闭组术后动眼神经

麻痹症状完全缓解的合并效应量为 0.31，9

5%可信区间为[0.14,0.70]。亚组分析结果显

示对于术前 SAH 的患者，夹闭治疗术后患者

动眼神经麻痹完全缓解情况明显优于介入治

疗（P=0.005）；而对于术前完全性动眼神经

麻痹的患者，夹闭治疗也优于介入治疗（P=0.

001）。 

结论  对于我国后交通动脉瘤性动眼神经麻痹

的患者，尤其是术前 PcomA 破裂致 SAH 或

发生完全性动眼神经麻痹的患者，选择开颅

夹闭手术治疗术后的动眼神经麻痹的恢复程

度可能优于介入栓塞治疗。期待日后包含更

大样本量的随机对照研究结果更好地阐明选

择开颅夹闭或介入栓塞治疗后交通动脉瘤性

动眼神经麻痹的优劣。但单纯从本篇 meta 分

析观察数据的角度出发，更推荐选择开颅夹

闭方式治疗后交通动脉瘤性动眼神经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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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839 

牛樟芝胶囊治疗脑出血急性期的临床疗效观

察 
 

李江浩 1 邹海 2 

1.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浙江省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牛樟芝胶囊治疗脑出血急性期的临

床疗效。 

方法  将 14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70 例和

对照组 70 例，2 组均采用西医内科常规治

疗，治疗组同时服用牛樟芝胶囊，疗程均为 2

1 d。疗程结束后分别统计并比较 2 组综合疗

效、脑水肿分级及格拉斯哥预后结果( GOS) 

评分。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 88. 57%，高于对照组

的 74.28%( P＜0.05) 。2 组治疗后 GOS 评

分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1)，且治疗组

优于对照组(P＜0.05 或 P＜0.01)。 

结论  牛樟芝胶囊治疗脑出血急性期能显著提

高临床疗效，改善预后。 

 
 
PO-840 
Cerebral hemorrhage due to tuberculosis 
meningitis: a rare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
re review 
 
Cheng Zujue1,Hai Zou2 

1.南昌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浙江省人民医院 

 

Tuberculosis (TB) is a common disease to th
reaten human health. TB of the central nervo
us system (CNS) is rare but the most serious
 type of systemic TB because of its high mort
ality rate, serious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 
and sequelae. In this case report, we describ
e a woman who presented with walking insta
bility,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d leptome
ningeal enhancement due to tuberculosis me
ningitis. The patient had no significant medic
al history and the initial clinical symptoms we
re walking instability. On analysis, the cerebr
ospinal fluid was colorless and transparent, t
he pressure was more than 400 mm H2O, th
ere was lymphocytic pleocytosis, increased 
protein, and decreased glucose levels prese
nt. No tuberculosis or other bacteria were de
tected. The patient's brain computed tomogr
aphy image showed intra-cerebral hemorrha
ge (ICH) and contrast magnetic resonance i
maging showed ICH in the right frontal lob, a

nd leptomeningeal enhancement. CNS TB is
 rare but has a high mortality rate. As this dis
ease has no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t first pr
esentation such as epidemiology and obviou
s clinical manifestation, a diagnosis of CNS 
TB remains difficult. 
 
 
PO-841 
Admission hyperglycemia and Poor Prog
nosis Within 90 Days After Acute Ischemi
c Stroke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Li Jianghao1,Cheng Zhujue1,Zou Hai2 

1.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浙江省人民医院 

 

Objective  We investigate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admission hyperglycemia and deat
h, dependency, and stroke recurrence in pati
ents after acute ischemic stroke onset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913 patients wi
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who were consecuti
vely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perio
d of March 2009 through October 2015 were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312 patients had stro

kes with hyperglycemia(＞ 8.0mmol/L) at ad

mission.601 patients had strokes without hyp
erglycemia(≤8.0mmol/L) at admission. The p
atients who were prospectively followed up f
or clinical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death, d
ependency, and stroke recurrence) at 90 day
s after disease onset.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
gression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asso
ciation between admission hyperglycemia an
d stroke outcomes after adjusting for potenti
al confounding including age, sex, DM, Histo
ry of  dyslipisemia, history of stroke ,smoking, 
 LDL cholesterol. 
Results  Compared with stroke patients with
out admission hyperglycemia, patients with a
dmission hyperglycemia had a significantly h
igher incidence of death or dependency at 3 
months after stroke onset.In multivariate logi
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dmission Hypergly
cemia was found to be remarkably associate
d with death or dependency(adjusted odds r
atio 1.442,95% confidence interval, 1.051 to 
1.998)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at 3 
months after onset, after adjusting for the co
nfounding factors. 
Conclusions  Admission hyperglycemia ind
ependently predicted poor outcomes after ac
ute ischemic stroke in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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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PO-842 

右美托咪定在高血压脑出血术后镇静的应用

疗效观察 
 

滕灵方 邵波 陈钰 陈慧慧 何玺君 彭余江 杨鹏翔 

浙江省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317500 

 

目的  观察右美托咪定镇静治疗对高血压脑出

血患者术后急性期呼吸、心率、平均动脉

压、血氧饱和度、GCS 评分、再出血的影

响，评价右美托咪定在高血压脑出血术后镇

静应用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选取 49 例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手术治疗的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随机分为镇静治疗组和

常规治疗组。镇静治疗组 27 例，男 19 例，

女 8 例，平均年龄为 58.1 岁。常规治疗组 22

例，男 16 例，女 6 例，平均年龄为 57.8

岁。两组在血肿量、术前 GCS 评分和年龄上

均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术后均给予止血、脱

水降颅压、抑酸、营养神经及维持水电解质

平衡治疗。镇静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右美托咪

定镇静治疗，将患者达到 Ramsay 评分Ⅱ-Ⅳ

级的剂量为维持剂量。术后 4 小时开始监测

至术后 24 小时，每 2 小时监测一次观察比较

两组术后心率、呼吸、平均动脉压、血样饱

和度、GCS 评分、再出血数。术后 24 小

时、3 天复查头颅 CT，判断再出血情况（血

肿量超出 20ml，中线偏移大于 1cm）。     

结果  镇静组与常规组的心率分别为 84.6±14.

9 次/分、89.5±14.1 次/分，呼吸为 18.7±3.2 

次/分、20.7±3.5 次/分，平均动脉压为 97.8±

8.4mmHg、101.0±9.2 mmHg，结果显示均

具有显著性差异。镇静组与常规组呼吸频率

分别为 8.8±3.2 次/分、20.7±3.5 次/分，血氧

饱和度分别为 97.3±1.6%和 97.2±1.8%，降

低了由于应激等原因导致的呼吸频率增快，

对血氧饱和度无影响。术后 GCS 评分两组分

别为 6.1±2.5 和 6.3±2.0，两者无显著性差

异。镇静组再出血为 1 例，常规组再出血为

3 例，两者无显著性差异，但是镇静组再出血

比例有所下降。     

结论  右美托咪定镇静能够维持高血压脑出血

术后急性期血压、呼吸、心率稳定，不影响

对意识状态的判断，无抑制呼吸作用，减少

术后再次出血发生，安全有效。 

 

PO-843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血管内治疗—我们的流程

与经验 
 

陆新宇 李巧玉 陈波 陆培松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12001 

 

目的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是威胁人类健康三大

主要疾病之一,具有高发病、高致残及高致死

的特点。本研究探讨采用 Solitaire AB 支架机

械取栓术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的疗效及 Dyna

CT 在 DSA 室内支架取栓术中实时分辨颅内

出血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0 月至今镇江市

第一人民医院采用 Solitaire AB 支架机械取栓

术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 18 例患者的临床资

料。所有发病 6 小时怀疑脑卒中的患者全部

进入急诊室脑卒中绿色通道，在 45 分钟内完

成头颅 CT 及 CTA 检查，若头颅 CTA 检查提

示大血管闭塞患者（颈内动脉、大脑中动脉

及基底动脉）则行支架取栓术，若头颅 CTA

检查无大血管闭塞或提示脑出血患者则由神

经内科治疗，不纳入本组研究。术中所有患

者均行 Solitaire AB 支架机械取栓术或结合其

它治疗手段（球囊扩张和 navien 导管抽

吸）， 在每次取栓后都即刻行 DynaCT 检查

以确认颅内是否有出血。 

结果  18 例患者中大脑中动脉闭塞 14 例、颈

内动脉闭塞 2 例、基底动脉 2 例。 16 例患者

获取栓成功，血管完全再通，其中 14 例达到

完全再通 T1CI 评分 3 分，2 例 TICI 评分 2

b。术中行 DynaCT 检查发现 4 例患者发生术

中出血，3 例为小量渗血，1 例为中等量出

血。出院评估 mRS≤2 分 9 例（50%）， 

mRS 3-4 分 6 例（33.3%），死亡 3 例（一

例心肌梗塞、一例颅内出血、一例基底动脉

闭塞术后呼吸衰竭自动出院）。 

结论  绿色通道，流畅的救治流程是减少急性

缺血性脑卒中死亡率及残疾率的的保证。术

中应用 Solitaire AB 支架取栓术治疗急性缺血

性脑卒中是安全、有效的，提高了开通率，

减少了死亡率及残疾率。术中应用 DynaCT

可以在术中快速识别出血，避免错误的操作

同时可以术中明确支架的打开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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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844 

基于术前 3D 虚拟骨窗技术个性化乳突后入路

锁孔开颅夹闭未破裂小脑后下动脉动脉瘤的

临床分析 
 

陈西亚 卢建明 成厚明 邱允 鄢建利 程创业 尹江 

武汉市中心医院新洲院区 431400 

 

目的  通过对术前 3D 影像虚拟骨窗评估手术

安全性，经乳突后锁孔技术开颅夹闭未破裂

小脑后下动脉动脉瘤 8 例临床分析，介绍一

种显微微创手术夹闭后循环动脉瘤的方法。  

方法  术前个性化 3D 影像重建患者头皮、颅

骨、动脉、静脉及动脉瘤的大小、形态、位

置以及预定锁孔开颅的颅骨位置,并根据小脑

后下动脉脑动脉瘤与各自的空间位置关系,在

8 例未破裂小脑后下动脉动脉瘤患者乳突后经

锁孔开颅动脉瘤夹闭术.  

结果  经乳突后锁孔平均直径 20+2mm,8 例患

者中脑 MRI 提示 3 例存在腔隙性脑梗塞,但无

其他异常.1 例存在可逆性神经功能缺损,1 例

存在轻度痴呆.余 3 例无异个常.  

结论  经术前仔细的 3D 影像模拟乳突后锁孔

入路，开颅夹闭小脑后下动脉相对较小的未

破裂动脉瘤是一种安全、有效而微创的手术

方法。  

 
 
PO-845 

改良 ommaya 囊枕角脑室外引流加后颅窝减

压术治疗大面积小脑梗死 
 

陈文杰 叶金练 

福建泉州市安溪县医院 362400 

 

目的  探讨改良 ommaya 囊枕角脑室外引流加

后颅窝减压术治疗大面积小脑梗死的手术经

验。   

方法  回顾总结本院从 2008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 15 例大面积小脑梗死行改良 ommay

a 囊枕角脑室外引流加后颅窝减压术的经验体

会。 

结果  术后存活 13 例，死亡 2 例，存活中 12

例意识清楚，但遗留有不同程度的后组颅神

经功能障碍及平衡障碍，1 例植物生存。 

结论  大面积小脑梗死常合并幕上脑积水，病

情重，进展快，特别是伴有意识障碍明显改

变者，应早期、积极手术治疗 

 
 
 

PO-846 

 ONYX 在颌内动脉假性动脉瘤破裂致鼻口腔

大出血的治疗体会 
 

陈金龙 王帆 张弋 郭之通 龙建武 

厦门市第三医院 316000 

 

目的  探讨 ONYX 在颅底骨折致颌内动脉假性

动脉瘤形成并破裂导致鼻口腔大出血栓塞的

临床意义。 

方法  8 例患者颅脑外伤致颅底骨折引起鼻口

腔大出血，经鼻腔填塞后仍活动出血不止，

予患者采用经皮股动脉穿刺插管，行颈外动

脉及颌内动脉选择性造影，显示颌内动脉假

性动脉瘤形成，出血区域动脉增粗、分支增

多、片状浓染伴造影剂外渗。以 ONYX-18 经

Malathon 微导管栓塞假性动脉瘤及载瘤动

脉。 

结果  8 例患者栓塞成功，复查造影假性动脉

瘤完全不显影，造影剂无外渗。术毕拆除鼻

腔填塞物，8 例患者出血完全停止。随访 6 个

月，8 例患者均无再出血。 

结论  ONYX 用于颌内动脉栓塞对假性动脉瘤

破裂引起鼻口腔大出血的治疗是安全有效

的。 

 
 
PO-847 

应用 3D-CTA 和颅骨三维重建技术精确夹闭

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脉瘤 
 

李平根 李伯和 刘文星 张小军 

宜春市人民医院 336000 

 

目的  探讨应用 3D-CTA 和颅骨三维重建技术

精确定位外侧裂开放位置及入路角度，夹闭

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脉瘤。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3 例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

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10 例，女 13

例，平均年龄 52 岁。术前均行 3D-CTA 和颅

骨三维重建，将蝶骨嵴向颅中窝转折处作为

骨性标记，参照该骨性标记确定动脉瘤位

置，确定开放外侧裂位置及入路方向，进行

分离外侧裂夹闭动脉瘤。 

结果  23 例大脑中动脉瘤患者，在开放外侧裂

长度 1.5-2.0cm，以 45 度方向，分离外侧裂

深度大约 1.5cm 处顺利暴露动脉瘤、M1 分叉

部及 M1 末端，均被顺利夹闭，术后有复查头

颅 CTA,动脉瘤均消失，载瘤动脉通畅，术后

1 个月随访，患者 GOS 评分均在 4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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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应用 3D-CTA 和颅骨三维重建技术，精

确定位外侧裂开放位置及入路的角度，可以

小范围开放外侧裂夹闭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

脉瘤，获得良好效果 

 
 
PO-848 
Natural History of Patients with Hemorrha
gic Moyamoya Disease : A Long-term Foll
ow-up study  
 
liu xingju,zhang dong,wang rong,kang shuai,zhao y
uanli,cao yong,zhao jizong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Objective  Very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lon
g-term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
c moyamoya disease (MMD). We did an ext
ensive observational study to learn the natur
al course of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MMD. 
Methods  Thirty-six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
c MMD treated without bypass surgery betw
een 1985 and 2007 were included. All patien
ts were followed up until death or until 2014 t
o 2015. The rate of recurrent hemorrhage ov
er long-term follow-up was recorded. Annual 
and cumulative incidences of rebleeding and
 risk factors for rebleeding were studied usin
g Kaplan–Meier survival analysis and Cox re
gression model.  
Results  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was 11.
7 (range,5–27 ) years. During 423.7 person-
years, 16 patients experienced twenty-two e
pisodes of rebleeding, giving an average ann
ual incidence of 5.2%. Five patients died on 
account of rebleeding. Most episodes of rebl
eeding occured within 10 years after first stro
ke. The annual risk of rebleeding increased 
gradually from 2.78% in the first five years to
 7.8% in the 10 years after stroke.The cumul
ative rate of rebleeding was 11.1% at 5 year
s, 33.0% at 10 years, and 62.0% at 15 years.
 Age, gender, types of first bleeding, DSA st
age, and complcaition with aneurysm were n
ot associated with any increased risk of reble
edingin either univariate or multivariate analy
sis.  
Conclusions  The occurrence of rebleeding 
a long time after the first hemorrhagic episod
e was common in the present series, The na
tural history of depression after stroke is dyn
amic. Depression affects most of the stroke 
patients with episodes that have a short dura
tion but a high risk of recurrence in the long t
erm. The risk of rebleeding increases with a  

very long-term follow-up. 
 
 
PO-849 

非动脉瘤性 ASH 病例分析 
 

曹云星 杨林 阴金波 周政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400037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 例非动脉瘤性自发性蛛网

膜下腔出血误诊的病例，提高非动脉瘤性 AS

H 的认识和诊断、治疗。 

方法  回顾分析以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为首

发症状的胶质瘤患者及系统性脉管炎的诊治

过程。总结治疗过程重点失误和认识。 

结果  胶质瘤患者误诊为椎动脉动脉瘤，系统

性脉管炎误诊为动脉瘤。回顾分析病史、查

体、辅助检查，可以及早诊断疾病，为治疗

提供思路。 

结论  提高非动脉瘤性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的认识，避免误诊、误治。 

 
 
PO-850 

支架辅助栓塞治疗颈内动脉背侧血泡样动脉

瘤 附 9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杨洪宽 赵亚军 陈如东 何跃 于加省 陈坚 雷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支架辅助弹簧圈介入治疗颈内动脉

背侧血泡样动脉瘤的效果。       

方法  结合文献，回顾性分析经支架辅助介入

栓塞治疗的 9 例颈内动脉背侧血泡样动脉瘤

患者的临床资料、影像学特点、治疗过程及

预后随访结果。      

结果  9 例患者均以蛛网膜下腔出血起病，其

中 1 例合并患侧动眼神经麻痹；2 例合并脑内

血肿；1 例为广泛性蛛网膜下腔出血。9 个病

例均行支架辅助弹簧圈介入治疗，其中 3 例

动脉瘤采用双支架技术，6 例采用单支架辅助

弹簧圈栓塞，均成功实施手术。1 例患者术后

5 小时再出血，急诊行脑室外引流等治疗后植

物生存状态,1 例患者术后 9 个月复查瘤颈处

残余，遂再次介入治疗，单纯支架植入，随

访观察未见复发。7 例未发生再出血的患者均

恢复良好，能够正常学习及工作，原动眼神

经麻痹患者症状基本消失。       

结论  支架辅助弹簧圈介入栓塞治疗颈内动脉

背侧血泡样动脉瘤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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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851 

颅内动脉支架术后在院期间严重不良事件相

关危险因素分析 
 
chenglei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2.北京武警总院 

 

目的  症状性颅内动脉重度狭窄是引起脑缺血

性卒中的重要原因之一。颅内支架置入日益

成为治疗颅内动脉狭窄的重要治疗手段。但

SAMMPRIS 研究结果对颅内支架的应用提出

了质疑，该研究最终表明强化药物治疗效果

优于颅内支架，尽管如此，研究中仍有患者

能从支架中获益，因此术前有效甄别出能从

颅内支架中获益的潜在患者，能提高颅内支

架的治疗效果。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与颅内

支架术后在院期间严重不良事件相关危险因

素，进而为能够有效筛选出颅内支架潜在获

益患者提供一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到 2013 年因症状

性颅内动脉重度狭窄而在宣武医院接受颅内

动脉支架治疗的患者资料。所有患者均为症

状性颅内动脉重度狭窄（狭窄>70%)。术后

在院期间严重不良事件(serious adverse even

ts,SAEs)定义为术后在院期间发生的手术相关

性致残或致死性脑梗死、脑出血以及死亡。 

结果  研究最终共纳入 583 例因症状性颅内动

脉重度狭窄接受支架治疗的患者，平均年龄 5

8.1±9.7，其中 30 例患者（5.1%）出现严重

不良事件，包括 13 例脑梗死，12 例脑出

血，5 例死亡。在 CART 分析中，年龄是术

后 SAEs 最主要的危险因素，10.6%年龄≤53

岁的患者出现 SAEs，此外，年龄≤53 岁且合

并糖尿病的患者被归为 SAEs 高危人群。对

于年龄>53 岁的患者，狭窄部位是重要的分

层依据，基底动脉(basilar artery,BA)或大脑

中动脉(middle cerebral artery,MCA)重度狭窄

支架置入术后 SAEs 发生率高于颈内动脉(int

ernal carotid artery,ICA)和椎动脉(vertebral a

rtery,VA)颅内段狭窄支架置入术。多变量 Log

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0.94,95%CI:

0.900-0.983)、糖尿病(OR=2.439,95%CI:1.1

07-5.371)、术前 mRS 评分(OR=3.076,95%C

I:1.290-7.336)以及基底动脉狭窄(OR=9.056,

95%CI:1.147-71.524)是支架术后 SAEs 相关

危险因素。 

结论  年龄、糖尿病及基底动脉狭窄是症状性

颅内动脉重度狭窄支架术后 SAEs 的相关危

险因素。考虑本研究的局限性，研究结果需

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论证。 

 
 
PO-852 

经脑沟裂入路治疗脑出血的手术技巧及并发

症的预防 
 

高文波 李泽福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56600 

 

目的  探讨经脑沟裂入路（主要经侧裂、小脑

延髓裂及血肿对应的脑沟）的手术技巧及预

防并发症措施。 

方法  对经侧裂-岛叶、颞上沟、小脑延髓裂及

中央沟入路显微手术治疗 21 例基底节脑出

血、1 例四脑室出血及 2 例顶叶出血(经血管

造影排除血管畸形)的手术录像及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3 例基底节脑出血术中改为皮层造瘘，

其中 2 例因为额、颞盖嵌顿且粘连严重，分

离侧裂过程中额、颞盖软膜损伤严重，改为

皮层造瘘,另 1 例为小骨窗经侧裂入路，术中

没有按照沿额部血管颞侧及颞部血管的额侧

分离侧裂及分离侧裂时脑压较高、脑组织顺

应性差、额颞叶嵌顿严重以致没有找到岛

叶，于额盖处造瘘，清除血肿过程中大脑中

动脉 M2 分支破裂出血，不得以将造瘘口扩大

改为皮层造瘘。其余 21 例脑出血患者均经脑

组织自然间隙实施手术治疗。1 例术后出现额

叶静脉梗塞后出血，考虑早期分离侧裂时将

侧裂静脉的额侧静脉属支切断相关，后期分

离侧裂均采用静脉保留技术（将包裹静脉的

蛛网膜充分游离松解以增加其伸展性从而增

加手术操作空间）。1 例术后出现大脑中动脉

供血区大面积梗塞，术中发现其大脑中动脉

M2、M3 段粥样硬化明显，可能与术中牵拉

动脉以致粥样斑块脱落所致。2 例术中发生大

脑中动脉 M2 分支破裂出血，考虑与岛叶表面

的蛛网膜小梁没有充分松解增加手术过程中

对周围血管牵拉的阻力以及选择岛叶造瘘位

于大脑中动脉 M2 呈锐角的分叉处相关。 

结论  利用脑沟裂自然间隙入路治疗高血压脑

出血是切实可行的，相对皮层造瘘操作技术

要求高，容易出现并发症，但掌握一定的手

术技巧能够降低手术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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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853 

硬脑膜动静脉瘘患者颅内出血的危险因素：

临床与血管构筑学分析 
 

赵亚军 于加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硬脑膜动静脉瘘（DAVF）患者的

临床及血管构筑学特点，分析其颅内出血的

危险因素，为 DAVF 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一

定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神经外科于 2009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

治的符合纳入标准的 103 例 DAVF 患者。根

据临床表现分为颅内出血组及颅内非出血

组，分析比较两组在年龄，性别，既往病史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及饮酒

史），血管构筑学特征（瘘口位置、双侧供

血、多源供血、单纯或复杂瘘、浅表静脉引

流、深部静脉引流、瘘口与优势横窦关系和

静脉引流方式）及是否合并静脉窦血栓形成

等因素间的差异性，并应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上述有差异性的因素，总结 DAVF 患者颅内

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颅内出血组与非出血组潜在出血风险的

相关因素中单因素分析，具有显著性差异的

因素如下：年龄（49.18±9.17 vs 43.73±12.4

3，p=0.02），性别（76.9% vs 56.3%，p=0.

034），吸烟史（ 48.7% vs 23.4%，p=0.00

8），瘘口位置（p=0.01） [海绵窦区（2.5% 

vs 31.2%，p<0.001），其它部位（59.2% vs

 29.7%，p=0.003）]，多源供血（33.3% vs 

54.7%，p=0.035），浅表静脉引流（76.9% 

vs 43.8%，p=0.001），深部静脉引流（43.

6% vs 18.8%，p=0.007），静脉引流方式

（p<0.001），静脉引流方式的影响表现为颅

内出血风险随着 Borden 分型的增加而增加

（BordenⅠ型 vs BordenⅡ型 vs BordenⅢ型

 = 2.6% vs 28.2% vs 69.2%） 

结论  静脉引流方式为 DAVF 患者颅内出血的 

独立危险因素，且 Borden 分型越高，出血风

险越大，瘘口位置及年龄为在不考虑静脉引

流方式的影响时最为重要的颅内出血危险因

素。性别、吸烟史、多源供血、浅表静脉引

流及深部静脉引流可能作为 DAVF 患者颅内

出血的混杂危险因素存在。高血压、高血

脂、糖尿病、饮酒史、双侧供血、单纯或复

杂瘘、静脉窦血栓及瘘口与优势横窦的关系

对预测 DAVF 颅内出血风险没有作用。 

PO-854 

神经外科持续腰大池引流患者的术后观察及

护理体会 
 

王悦娜 张杨 伍小花 陈红 陈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探讨持续腰大池穿刺脑脊液外引流术后

常见并发症的临床观察及护理措施。 

方法  对 60 例腰大池穿刺脑脊液外引流患者

引流期间加强病情观察及护理，注意引流液

的量、流速、性状，并积极预防感染。 

结果  56 例腰大池穿刺脑脊液外引流患者痊愈

出院，未发生护理并发症。轻度残疾 2 例，

重度残疾 1 例，植物生存 1 例，无引流相关

并发症发生。 

结论  持续腰大池穿刺脑脊液外引流患者引流

期间应密切观察病情，控制引流速度及引流

量，严格各项无菌技术操作，严格控制拔管

时机，可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治愈率。 

持续腰大池引流是一种新型治疗方式，旨在

短时间内清除脑脊液和降低颅内压。持续腰

大池引流是行腰穿后采用一次性的腰大池引

流系统，适当调节引流袋高度，使脑脊液通

过腰大池缓慢均匀的引出体外，从而降低病

人颅内压，较少颅高压对病人的伤害，具有

操作简单、创伤小、治疗效果明显、可控制

引流速度和引流量等优点，且不易引起颅内

感染，同时又避免反复腰椎穿刺给患者带来

的痛苦。 

 
 
PO-855 

35 例患者颅脑手术后的临床护理体会 
 

陈红 

哈医大二院 150086 

 

目的  探讨患者在颅脑手术后的临床护理方

法。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7 月-2015 年 9 月之

间收治的 35 例行颅脑手术的患者，对其临床

护理方式进行观察与分析。 

结果  本组采取颅脑手术的患者共 35 例，通

过合理有效的护理措施后，均康复出院。 

结论  密切观察行颅脑手术患者的各项生命体

征，严格实施合理有效的护理措施，可有效

避免并发症的出现，有助于提高颅脑手术后

患者的康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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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856 

228 例脑血管畸形患者的临床护理对策研究 
 

伍小花 

哈医大二院 150086 

 

目的  观察我院护理脑血管畸形患者的临床疗

效，并对其提出新的护理对策。 

方法  选取 2002 年 2 月至 2012 年 2 月年收

住我院共 228 例脑血管畸形患者为研究对

象，按照护理对策的不同，随机分为常规护

理组、新型护理组，每组各包含 114 例患

者。常规护理：观察并记录患者生命体征变

化，如有异常及时报告；每天定时帮病人翻

身扣背，防褥疮；适当按摩，防深静脉血

栓；留意病人痰的变化，若咳黄浓痰、发

热，即报告医生；鼓励病人合理饮食、多饮

水等。新型护理组为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

加一些针对性措施：严密观测患者意识瞳孔

变化、栓塞术后对穿刺部位加压包扎、穿刺

侧肢体制动、癫痫发作时遵医嘱上氧，及时

控制病情发作、偏瘫病人鼓励穿弹力袜以预

防血栓形成、心理安慰及促神经功能修复护

理等。 

结果   新型护理组病情明显好转率（78.9

5%）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45.61%），遗留

永久性病灶率（20.18%）低于常规护理组

（47.37%），新型护理组的死亡率（0.8

8%）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7.02%），两组

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采取新型护理对策能够极大地促进患者

恢复，科学合理的术后护理可以为患者带来

更快的康复及更好的生活质量。 

 
 
PO-857 

Ommaya 储液囊植入术后并发症 23 例分析 
 

金杭煌 金涌 周开宇 

浙江省台州市立医院 318000 

 

目的   探讨 Ommaya 储液囊植入术后并发症

及治疗体会。 

方法   对 2003.8-2012.8 行 Ommaya 储液囊

植入手术的 189 个病例进行回顾，发生术后

并发症 23 例。分析各种术后并发症的原发

病，诱因，治疗，预后等。 

结果   术后出现颅内出血 6 例，颅内感染 10

例，囊外露 2 例，引流管阻塞 5 例。经治疗

后病情好转 21 例，死亡 1 例，失访 1 例。 

结论   Ommaya 储液囊植入术在神经外科使

用时间尚短，通过对以往病例的总结分析，

采取各种方法进一步减少术后并发症。 

 
 
PO-858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卒中认知调查及影响因素

分析 
 

杨玉生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调查缺血性卒中患者对卒中危险因素、

预警症状及溶栓治疗认知情况，并探索影响

卒中认知的相关因素。 

方法  自 2015 年 3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间，

使用结构式问卷横断面调查缺血性卒中患者

对卒中危险因素、预警症状及卒中溶栓知识

的认知，分析卒中认知与其人口社会学资

料、既往病史、发病时状态、发病后采取措

施、首发症状、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和院前延

迟时间之间的关系，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回

归分析探索影响缺血性卒中患者卒中认知的

因素。 

结果  共调查了 138 例就诊于兰州大学第一医

院神经内科的缺血性卒中患者，年龄 63.53±1

1.41 岁，男性 89 例（64.5%）。认知率最高

的卒中危险因素是高血压（64.5%），认知率

最高的卒中症状是偏侧肢体无力（60.1%）；

知道溶栓治疗 5.8%，知道溶栓治疗时间窗 1.

4%。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与识别 3

个及以上卒中危险因素（P=0.036）和卒中症

状（P=0.042）、知道溶栓治疗（P=0.045）

及时间窗（P=0.017）都有关。多因素回归分

析显示发病时能识别卒中症状（OR=0.252,P

=0.012）是识别 3 个及以上卒中危险因素的

独立预测因素；使用非正规降压药物（OR=1.

344,P=0.024）和发病后急诊转运途径（OR=

0.662,P=0.05）是识别 3 个及以上卒中症状

的独立预测因素；发病时能识别卒中症状（O

R=2249.238,P=0.032）是知道卒中溶栓治疗

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  就诊于我院神经内科的急性缺血性脑卒

中患者对卒中危险因素、症状及溶栓治疗的

认知率低，存在明显的院前延迟。更高的文

化程度和卒中高认知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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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859 
Association o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
OR-β1 Level in Cerebrospinal Fluid with 
Hydrocephalus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
hnoid Hemorrhage 
 
Li Jiaqing,Lei Ting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TGF-β1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ronic hydrocephalu
s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
e (aSAH), and the potential risk factors relat
ed to it.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15 consecuti
ve aSAH patients with acute hydrocephalus t
reated in our center from May 2014 to Nove
mber 2016 were prospectively analyzed. 106
 patients received extraventricular drainage 
as part of the treatment for acute hydroceph
alus. Followed up closely for three months, 3
5 patients developed chronic hydrocephalus,
 and 32 patients underwent ventriculoperiton
eal shunt surgery in our center.  
Results  1.The incidence of chronic hydroce
phalus after post-aSAH acute hydrocephalus

 was 33%（35/106）; Chronic hydrocephalu

s development time was 2-6 weeks (26.3±2.
5 days on average). The single variable anal
ysis showed that factors related to chronic h
ydrocephalus were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s
econd aSAH, high Hunt-Hess grade and Fis
her grade, posterior aneurysm location and i

n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P＜0.05).The l

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risk f
actors including high Fisher grade, posterior 
aneurysm location and intraventricular hemo

rrhag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2.TGF-β1 levels of patients who subsequentl
y developed chronic hydrocephalus (n=35) w
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levels of non
-hydrocephalic group on 5th day and 7th day

 (P＜0.05). Besides, higher TGF-β levels we

re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high Fisher grad
e, posterior circulation aneurysm and intrave

ntricular hemorrhage (P＜0.05). 3.Mean TG

F-β1 levels in postaSAH chronic hydrocepha
lus, idiopathic normal pressure hydrocephalu
s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s were 962±309, 
487±216 and 149±82 pg/ml. Statistical signifi
ca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se three gr

oups (P＜0.05). 

Conclusion  1.aSAH patients with acute hyd
rocephalus are predisposed to developing ch

ronic hydrocephalus. Relevant risk factors in
clude high Fisher grade,intraventricular hem
orrhage and posterior aneurysm location. Pa
tients with risk factors should be followed up 
closely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
hronic hydrocephalus. 2.aSAH patients with 
elevated levels of TGF-β1 were at higher ris
k of developing chronic hydrocephalus. TGF-
β1 levels may serve as a predictive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st-aSAH chronic hydr
ocephalus. 3.TGF-β1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ronic hydrocephalus;
 Compared to idiopathic normal pressure hy
drocephalus, fibrosis may be more import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st-aSAH chronic hy
drocephalus. The detailed mechanism requir
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PO-860 

3D Innova CT 在支架辅助血管内治疗脑动脉

瘤中的应用 
 

杨洪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研究分析 3D Innova CT 在支架辅助血

管内治疗脑动脉瘤中的应用及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0

月,应用 GE Innova-3131 数字平板血管造影

机所行的 119 例血管内治疗支架辅助栓塞治

疗的颅内动脉瘤患者 3D Innova CT 扫描数据

及影像，三维重建。根据 3D 模型分别观察评

估动脉瘤栓塞程度及支架展开情况，载瘤动

脉与支架的关系等。 

结果  颅内动脉瘤血管内治疗 3D-CT 模型可

清楚显示栓塞后动脉瘤的大小及形态、与载

瘤动脉的关系，以及支架展开的情况及血管

的立体解剖关系。 

结论  3D Innova CT 技术可以在动脉瘤介入

术后做出较准确评估,为术后个体   化治疗方

案的制定提供详实的指导及术后评价,增加康

复率并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PO-861 

大脑前动脉 A1 段动脉瘤的临床特点及治疗附

8 例病例报告 
 

杨洪宽 赵亚军 陈如东 何跃 于加省 雷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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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大脑前动脉 A1 段动脉瘤的临床表

现、影像学特征以及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经全脑血管造影证实的

8 例大脑前动脉 A1 段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表

现、影像学特征及治疗方法。 

结果  所选病例中，6 例患者表现为蛛网膜下

腔出血，2 例未破裂患者表现为头昏起病；其

中 4 例行介入栓塞术治疗，4 例行开颅动脉瘤

夹闭术，手术患者均获得良好效果。 

结论  大脑前动脉 A1 段动脉瘤破裂主要表现

为蛛网膜下腔出血，DSA 是诊断大脑前动脉

A1 段动脉瘤的金标准，血管内栓塞治疗及显

微外科夹闭术均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PO-862 

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瘤的介入治疗 
 

曾庆威 于加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分析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瘤(Vertebroba

silar dissecting aneurysms，VBDA)的临床特

点；比较各种介入治疗方式，以期归纳出不

同临床特点的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瘤安全有

效的个体化介入治疗方案，用于指导临床诊

疗。 

方法  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神经外科自 2

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 月 1 日经影像学

确诊为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瘤的 33 例患者 3

6 个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瘤的临床资料进行回

顾性分析，其中破裂的 23 例（69.7%），未

破裂的 10 例（30.3%）。20 例患者行支架辅

助弹簧圈栓塞术治疗；4 例患者行单纯弹簧圈

栓塞治疗；5 例患者行支架植入术治疗，其中

2 例单支架植入，3 例多支架植入；4 例患者

行载瘤动脉闭塞治疗。 

结果  24 例动脉瘤栓塞的患者中有 1 例单纯

弹簧圈动脉瘤栓塞的患者 12 个月复发，行再

次介入治疗，其余恢复良好；5 例支架植入治

疗有 1 例多支架植入的患者 18 个月复查发现

支架植入段狭窄，但患者无神经功能障碍表

现，继续观察随访；4 例载瘤动脉闭塞的患者

中有 1 例患者术后遗留有颅神经麻痹症状，

表现为吞咽困难和饮水呛咳。 

结论  介入治疗仍为治疗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

瘤的首选方法。术前做好充分的影像学评

价，根据其具体的临床特点，制定个体化介

入治疗方案，可以安全有效的治疗椎基底动

脉夹层动脉瘤 

PO-863 

低分级颅内囊状动脉瘤开颅夹闭术后复发因

素分析 
 

何伟 黄德章 王益华 王志刚 

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260042 

 

目的  1. 总结开颅手术夹闭治疗低分级颅内囊

状动脉瘤的临床经验，通过对低分级颅内囊

状动脉瘤术后的影像随访明确其复发特点； 2.

 分析低分级颅内囊状动脉瘤手术夹闭术后的

复发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09 年 1 月至 2012 年

7 月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经开颅夹闭

治疗的 Hunt-Hess 分级在 III 级以下的共 242

例(282 枚)动脉瘤患者。男性 94 枚，女性 13

2 枚；年龄 13～18 岁，平均（49.00±8.89）

岁，将年龄划分为＜40 岁，40～60 岁，＞60

岁共三个阶段；发病部位：前交通动脉瘤 87

枚，大脑前动脉瘤 22 枚，大脑中动脉瘤 78

枚，后交通动脉瘤 65 枚，颈内动脉动脉瘤 1

4 枚，后循环动脉瘤 9 枚，脉络膜前动脉瘤 7

枚；最长径为 1.31～24.90mm，平均为（6.6

7±4.02）mm；瘤颈宽度为 2.62～13.52m

m，平均为（3.64±2.15）mm。所有病例术

中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及吲哚菁绿血管内荧

光造影明确动脉瘤夹闭情况。术后 3 至 42 月

内进行 DSA 随访，对可能影响动脉瘤复发的

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术后随访 3～42 个月，无再出血及新增

神经系统症状，2 枚动脉瘤复发，均因为夹闭

不全导致动脉瘤复发，复发率 0.7%（2/28

2），  

结论  1. 手术夹闭治疗低分级动脉瘤并预防再

出血效果肯定； 2. 夹闭不全是手术夹闭术后

复发的主要原因； 3. 手术夹闭术中血管荧光

造影可判断动脉瘤残留并减少动脉瘤术后复

发，长期规范 DSA 随访是评价治疗效果的重

要标准，应根据动脉瘤的治疗情况，采取个

性化的 DSA 复查方案。  

 
 
PO-864 

低分级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术后复发因素分

析 
 

何伟 黄德章 王益华 王志刚 

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260042 

 

目的  1. 总结介入栓塞治疗低分级颅内囊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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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瘤的临床经验，通过对低分级颅内囊状动

脉瘤术后的影像随访明确其复发特点；2. 分

析低分级颅内囊状动脉瘤介入栓塞术后的复

发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09 年 1 月至 2012 年

7 月经介入栓塞治疗的 Hunt-Hess 分级在 III

级以下的共 178 例(192 枚)动脉瘤患者。男性

78 枚，女性 114 枚；年龄 7～82 岁，平均

（51.00±10.73）岁，将年龄划分为＜40 岁，

40～60 岁，＞60 岁共三个阶段；发病部位：

前交通动脉瘤 37 枚，大脑前动脉瘤 8 枚，大

脑中动脉瘤 10 枚，后交通动脉瘤 61 枚，颈

内动脉动脉瘤 46 枚，后循环动脉瘤 23 枚，

脉络膜前动脉瘤 7 枚；最长径为 1.65～25.10

mm，平均为（6.72±4.38）mm；瘤颈宽度为

1.12～14.25mm，平均为（3.04±1.95）m

m。所有病例栓塞后常规行脑血管造影复查明

确栓塞程度。术后 3 至 42 月内进行 DSA 随

访。对可能影响动脉瘤复发的因素（年龄、

性别、高血压病史、部位、瘤颈、大小、栓

塞程度、栓塞材料及栓塞方式）采用 SPSS1

8.0 软件行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回归分析。 

结果  1.术后随访 3～42 个月，无再出血及新

增神经系统症状，32 枚动脉瘤复发，复发率

17.19%。2.将各影响因素与复发率经单因素

分析：性别（P=0.010）、栓塞程度（P＜0.0

01）、动脉瘤部位（P =0.017）、瘤颈（P =

0.022）、大小（P =0.035）、栓塞材料（P 

=0.001）及栓塞方式（P =0.019）与介入栓

塞患者复发有关；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的统

计学分析：大脑前动脉（P＜0.001，OR=75.

070）、宽颈（P=0.010，OR=5.550）、无

生物涂层弹簧圈（P=0.001，OR=4.864）、

部分栓塞（P＜0.001，OR=8.905）及微弹簧

圈直接栓塞是动脉瘤介入栓塞术后复发的独

立危险因素。 

结论  1.介入栓塞治疗低分级动脉瘤并预防再

出血效果肯定 2.宽颈、未使用生物圈、部分

栓塞及微弹簧圈直接栓塞易导致动脉瘤介入

栓塞术后复发；3.介入栓塞术毕即刻造影可判

断动脉瘤残留并减少动脉瘤术后复发，长期

规范 DSA 随访是评价治疗效果的重要标准，

应根据动脉瘤的治疗情况，采取个性化的 DS

A 复查方案。 

 
 
PO-865 

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瘤血管内治疗的疗效分

析 

 

王志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250012 

 

目的  长期临床及造影随访评价血管内技术治

疗椎基底夹层动脉瘤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分

析不同血管内技术的疗效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收治的 35 例椎基底夹层动脉瘤(VBDA)患者

的临床表现、治疗方式、围手术期并发症、

术后长期临床及造影随访等资料。 

结果  25 例破裂 VBDA 患者，14 例行支架辅

助弹簧圈栓塞术，其中 10 例动脉瘤完全栓

塞，3 例次全栓塞，1 例不全栓塞。2 例行单

纯支架置入术，均为不全栓塞。9 例行动脉瘤

栓塞+载瘤动脉近端闭塞术，其中，6 例完全

栓塞，2 例次全栓塞，1 例不全栓塞，后面 3

例未完全栓塞者动脉瘤均累及小脑后下动脉

起始部。围手术期并发症 4 例，1 例术中载瘤

动脉血栓形成，1 例术中动脉瘤破裂，2 例术

后脑干缺血。长期造影随访示完全栓塞 17

例，复发 4 例，失随访 2 例，死亡 2 例。长

期预后随访 mRS 评分：0-2 分 22 例，3-6 分

3 例。10 例未破裂 VBDA 患者，6 例行支架

辅助弹簧圈栓塞术，其中，4 例完全栓塞，2

例次全栓塞。3 例行单纯支架置入术，均为不

全栓塞。1 例行动脉瘤栓塞+载瘤动脉近端闭

塞术，完全栓塞。长期造影随访示完全栓塞 6

例，复发 4 例，长期预后随访 mRS 评分：0-

2 分 10 例，3-6 分 0 例，围手术期及长期随

访无相关并发症。 

结论  1、血管内治疗 VBDA 安全、有效，预

后较好，对于破裂 VBDA，围手术期并发症

可以接受，未破裂 VBDA 围手术期并发症发

生率低；2、重建性手术较破坏性手术并发症

发生率低；3、单纯支架置入术尤其是多层支

架置入术预后较好。 

 
 
PO-866 

颅内动脉瘤 在基层医院手术的体会 
 

刘信平 梁鄂 

福建省建瓯市立医院 353100 

 

目的  探讨基层医院 3D-CTA 条件下颅内前循

环动脉瘤早期小骨孔手术治疗的可行性和方 

法。 

方法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 1-3 天，3D-C

TA 明确出血的责任动脉瘤，均采用一侧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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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骨孔入路,以直径不大于 3cm×3cm 的骨窗

行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结果  大部分患者有效防止了再出血，并有效

清除了颅内并发血肿，预后较药物姑息治疗

有明显改善。 

结论  早期手术翼点小骨孔入路夹闭颅内动脉

瘤，有效防止了再次出血的可能，患者恢复

良好，是一种损伤小、安全而有效的手术治

疗方法。值得基层临床推广应用。 

 
 
PO-867 

开颅夹闭手术及血管内栓塞对后交通动脉瘤

所致 动眼神经麻痹的疗效比较以及影响因素 
 

金盼盼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武汉大学第二临床学院 

 

目的 对比观察开颅夹闭与血管栓塞治疗伴动

眼神经麻痹性后交通动脉瘤的疗效及其影响

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收治的 65 例后交通动

脉瘤同时伴有动眼神经麻痹患者的临床及随

访资料，其中 36 例患者选择开颅动脉瘤夹闭

术（夹闭组），29 例患者选择动脉瘤栓塞术

（栓塞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年龄、是否伴

有 SAH、动脉瘤大小、术前 ONP 程度及发

病至治疗时间等可能影响动眼神经麻痹预后

的相关因素。 

结果 65 例后交通动脉瘤患者中，最终 ONP

完全恢复 55 例（85.4％），部分恢复 10 例

（14.6％）。其中夹闭组的 36 例患者中，术

后一年内完全恢复 28 例，部分恢复 8 例。栓

塞组 29 例患者中，术后一年内完全恢复 22

例，部分恢复 7 例，两组患者疗效无差异

（P>0.05）。且在两组中，术前伴有 SAH、

部分动眼神经麻痹及发病至治疗时间≤14d 的

患者比未破动脉瘤、完全动眼神经麻痹及发

病至治疗时间＞14d 的患者动眼神经麻痹症状

改善明显（P＜0.05）。 

结论 在治疗后交通动脉瘤伴有动眼神经麻痹

的患者时，开颅夹闭术与血管内栓塞术在动

眼神经麻痹恢复方面无明显差异。 

 
 
PO-868 

AG490 对大鼠脑缺血损伤的保护作用 及其机

制探讨 

 

季泰令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31 

 

目的  研究 AG490 对大鼠脑缺血损伤的保护

作用。方法  用健康 SD 大鼠制作大脑中动脉

栓塞（MCAO）模型，随机分为四组： 

MCAO 组、假手术组、高剂量 AG490 干预组

和低剂量 AG490 干预组。MCAO 组采用左侧

颈外动脉插栓法造模；假手术组不插栓，结

扎并剪断左侧颈外动脉，夹闭左侧颈总动脉 1

h 后撤动脉夹，缝皮；高剂量 AG490 干预组

和低剂量 AG490 干预组在造模成功后 1h 分

别给予 AG490 腹腔注射 6mg/kg、3mg/kg，

MCAO 组和假手术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应

用神经功能行为学评分、脑组织 2，3，5—

氯化三苯基四氮唑（TTC）染色技术和酶联

免疫吸附实验（ELISA）研究 AG490 对大鼠

脑缺血损伤的保护作用以及对脑组织内肿瘤

坏死因子-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β（IL-1

β）含量的影响。结果  (1) MCAO 组、高剂量

AG490 干预组和低剂量 AG490 干预组神经

功能行为学评分（P < 0.05，P < 0.01）均高

于假手术组；高剂量 AG490 干预组、低剂量

AG490 干预组和 MCAO 组评分依次增高。

（2）MCAO 组、高剂量 AG490 干预组和低

剂量 AG490 干预组脑组织梗死范围（P < 0.0

1）均高于假手术组；高剂量 AG490 干预

组、低剂量 AG490 干预组和 MCAO 组梗死

范围依次增高。（3）MCAO 组、高剂量 AG

490 干预组和低剂量 AG490 干预组 TNF-α 和

IL-1β 含量（P < 0.05）均高于假手术组；高

剂量 AG490 干预组、低剂量 AG490 干预组

和 MCAO 组含量依次增高。结论  AG490 对

大鼠脑缺血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其作用机制

是通过降低脑组织 TNF-α 和 IL-1β 的含量，

减轻炎症反应，与 JAK/STAT 信号传导通路

有关。 

 
 
PO-869 
The hematoma cavity lighting assists eva
cuation of the basal ganglia hematoma in 
elderly awake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Zou Xifeng,Li Bing,Luo peng,Hu Shijie,Zhang Lei,Hu
 xuean,Lv Chao,Fei Zhou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Objective  To report our experience with 4 c
ases in which a novel technique for mini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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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invasive evacuation of the basal ganglia he
matoma in elderly awake patients with hyper
tension. The LED operation lamp can be use
d in the evacuation of the basal ganglia hem
atoma in these patients.  
Methods  Standard preoperative computed t
omography was performed on arrival to the e
mergency department. The patients underwe
nt the minimally invasive evacuation of the b
asal ganglia hematoma with the LED operati
on lamp and the hematoma cavity lighting.  
Results  All patients tolerated hematoma ev
acuation well. The procedures of evacuation 
of clot lasted from 15 to 20 minutes in these 
cases. The patient's consciousness recovere
d from stupor on admission to awake one we
ek after the surgery. The contralateral limb m
uscle strength recovered from 0 grade on ad
mission to 2-3 grade half a month after surge
ry. The contralateral limb muscle strength re
covered to 2-4 grade half a year after surger
y.  
Conclusion  The hematoma cavity lighting i
s a new concept. The LED operation lamp a
ppears to be a safe and effective minimally i
nvasive option for the basal ganglia hemato
ma evacuation in elderly awake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PO-870 

颅内多发动脉瘤的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及治疗

策略选择 
 

孙中正 1 王成伟 1,1 顿志平 1 丁璇 1 樊明德 1 韩超 1 王

志刚 2 

1.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目的  分析颅内多发动脉瘤患者的临床特征、

预后影响因素及治疗策略 

方法  分析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自 201

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收治的 80 例颅内多

发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定义 MIA 全部位

于单侧前循环者为一级，双侧前循环者为二

级，全部位于后循环者为三级，前循环合并

后循环者为四级，并按照此分级选择个体化

治疗策略。分别以患者出院时及出院后 3 月

GOS 评分作为判断预后的标准。以非条件二

分类 Logistic 回归行多因素分析，分析患者年

龄、性别、是否患高血压病、入院 Hunt-Hes

s 分级、CT-fisher 分级、动脉瘤大小、数

量、分布、治疗方式、是否分期、治疗时机 

与预后的关系。 

结果  1.男女比例为 1：2.5，发病年龄平均 5

5.0±2.40 岁，既往有高血压病史者占 60%，

女性停经者占所有女性患者 63.2%。小型囊

性动脉瘤（直径<5mm）约占所有动脉瘤 83.

6%，68 例患者责任动脉瘤明确，大小 1.8~1

5.7mm，平均 5.40±0.799mm。所有动脉瘤

中 5mm 及以上者 34 个，其中 29 个为破裂动

脉瘤。分布于前循环者占 85%，动脉瘤呈双

侧对称分布即所谓“镜像动脉瘤”者占 23.8%,7

例患者 DSA 复查发现复发或新发动脉瘤，其

中女性 6 例。2.对于短期预后，多因素分析结

果示入院 Hunt-Hess 分级、治疗方式是其独

立影响因素及预测因素（P<0.05)；对于长期

预后，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仅入院 Hunt-Hes

s 分级是其独立影响因素及预测因素（P<0.0

5)。   

结论   

1.MIA 患者中女性所占比例较高，且女性患者

易复发及新发；MIA 大多数为小型囊性动脉

瘤，动脉瘤直径>5mm 者较易破裂；大部分

分布于前循环，呈双侧对称分布者约占四分

之一。2.MIA 患者短期预后受患者入院时神经

功能状态、治疗方式影响较大。血管内治疗

组短期预后比联合治疗组、手术治疗组及保

守治疗组好。长期预后仅受入院时神经功能

状态影响较明显。3.根据 MIA 的新分布分级

制定个体化治疗策略可取的满意效果。原则

是首先处理责任动脉瘤，非责任动脉瘤尽可

能一期处理；囊状窄颈 MIA 首选介入栓塞；

不推荐急症应用支架；不可双侧颈内动脉或

椎动脉同期置入支架。 

 
 
PO-871 

急性脑出血的观察及护理体会 
 

王竹筠 宋玲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150086 

 

目的 探讨急性脑出血患者的观察及护理在预 

后中的重要性。 

方法 观察 51 例脑出血急性期病例进行回顾性

分析，比较脑出血患者临床特点及护理方

法，观察急性期护理是挽救患者的生命、减

少并发症和预防复发的作用。 

结果 51 例脑出血急性期病例，其中男 37

例，女 14 例，年龄最大者 75 岁，最小者 19

岁，平均 58 岁。完全性瘫痪 5 例，不完全性

瘫痪 25 例；神志恍惚 10 例，浅昏迷 2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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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昏迷 8 例；手术 40 例，死亡 3 例。 

结论 除了抢救治疗为主外，正确得当地进行

急性期观察与护理是挽救患者的生命、减少

并发症和预防复发的关键。 

 
 
PO-872 
the Clinical Study of Dissection of the Int
ernal Carotid Artery Following the Palate 
Trauma in Children 
 
Zhang Hongbo1,Yuan Huisheng1,Li Ning2,Mu Linsen
3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Hubei Brain Cente

r， Hubei Provincial Hospital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2.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ongji Hospital 

3.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Guangzhou Brain H

ospital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diagnosis,treatme
nt and the risks of dissection of internal carot
id artery (DICA) after lateral oropharyngeal tr
auma in children. 
Methods We report 2 pediatric cases of DIC
A,and review the literature.  
Results In two patients, one case showed h
emiplegia, another caseshowed horner synd
rome. 24 hours after injury manifested in the 
DWI symptoms of transient cerebral ischemi
a. To be long-term low-dose low molecular h
eparin dose anticoagulant therapy,the sympt
oms improved. The 5-year follow-up of brai
n ischemia onset of symptoms, the prognosi
s is good. 
Conclusions Soft palate injury showed neur
ological dysfunction in pediatric patients, car
otid intimal dissection should be alert to app
ear.Non-invasive carotid MRI may assist the 
diagnosis. Heparin may reduce the risk of ce
rebral infarction. 
 
 
PO-873 

支架辅助栓塞治疗大脑后动脉复杂动脉瘤的

中长期疗效 
 

赵瑞 郑乾 许奕 黄清海 刘建民 

上海长海医院神经外科 200433 

 

目的  随访研究大脑后动脉(PCA)复杂动脉瘤 

采用血管内支架成形术治疗的中长期疗效。 

方法  统计分析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神

经外科采用支架结合弹簧圈栓塞治疗的大脑

后动脉复杂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中长期

临床及影像随访结果。 

结果  共 24 例患者的 24 枚 PCA 动脉瘤（12

例位于 P1 段，8 例位于 P1～P2 交界处，4

例位于 P2 段）接受支架辅助栓塞治疗，其中

15 枚夹层动脉瘤，9 枚囊性宽颈动脉瘤；11

枚破裂动脉瘤，13 枚未破裂动脉瘤。所有支

架均成功置入，共用支架 26 枚，其中 Eterpri

se 支架 17 枚，Neuroform 支架 2 枚，LVIS

支架 7 枚。动脉瘤 5 例致密栓塞，11 例瘤颈

残留，8 例大部栓塞。18 例术后 10～72 个月

随访血管影像见 10 动脉瘤不显影，7 例稳

定，1 例复发后再治疗，随访见所有载瘤动脉

通畅，未见支架内狭窄。临床随访 10～76 个

月，1 例患者出院后 2 月死亡，余均恢复良

好，未发生再出血及缺血并发症。 

结论  单中心经验显示支架治疗大脑后动脉复

杂动脉瘤中长期疗效满意，是可保留载瘤动

脉的有效治疗手段。 

 
 
PO-874 

双微导管可脱性球囊栓塞治疗颈内动脉海绵

窦瘘 
 

陈爱林 朱卿 王中勇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0 

 

目的 探讨双微导管可脱性球囊栓塞治疗颈内

动脉海绵窦瘘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研究用双微导管可脱性球囊成功

栓塞治疗的 8 例颈内动脉海绵窦瘘，随访时

间为 6 个月至 3 年。 

结果 4 例以双 MABDTE 导管各装配一枚 Gol

dbal2 球囊置入海绵窦内，配合充盈球囊闭塞

瘘口；2 例因瘘口血流量少，微导管无法超选

进入海绵窦内，先以 MABDTE 导管装配一枚

Goldbal2 球囊置入颈内动脉远端，适度充盈

后致瘘口血流量增多，再以 MABDTE 导管装

配一枚 Goldbal2 球囊置入海绵窦内充盈闭塞

瘘口；2 例因瘘口狭小，微导管无法进入海绵

窦内，先以 MABDTE 导管装配一枚 Goldbal2

球囊置入颈内动脉瘘口处，适度充盈后致瘘

口扩大，扩张球囊置于颈内动脉远端备用，

再以 MABDTE 导管装配一枚 Goldbal2 球囊

置入海绵窦内充盈闭塞瘘口。8 例治疗病例

中，其中 7 例术中瘘口完全闭塞，颈内动脉

无狭窄，血流通畅；1 例术中瘘口少量残留，

但引流静脉内血流缓慢，术后规律行 Ma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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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6 个月后复查造影提示瘘口完全闭塞。

所有病例无复发，术后无缺血性事件发生。 

结论 双微导管可脱性球囊栓塞治疗颈内动脉

海绵窦瘘安全、有效。 

 
 
PO-875 

神经导航辅助内镜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

对比分析 
 

成睿 吉磊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12 

 

目的 分析对比神经导航辅助内镜与传统开颅

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疗效，探讨其临床应

用及价值。 

方法 收集我科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1

月应用神经导航辅助内镜手术治疗和高血压

脑出血并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并按随机数

字表进行编码，随机抽取 30 例为研究组；收

集开颅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且符合纳入标

准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进行编码，随机抽

取 30 例为对照组。记录两组患者术后 GCS

评分，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住院时间、

术后并发症及术后随访第 6 个月 KPS 评分进

行比较分析。 

结果 研究组与对照组相比，术后 GCS 昏迷

评分两组无明显差异（P＞0.05）；在手术时

间上，研究组平均手术时间为（93.93±21.0

4）min，对照组的平均手术时间为（176.50±

35.65）min，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在手术出血量上，研究组平均出血量

为（69.83±23.83)ml，对照组平均出血量为

（196.17±33.83）ml，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在住院天数上，研究组

平均住院天数为（13.33±1.79）d，对照组的

平均住院天数为（16.20±4.31）d，两组对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并发症

上，研究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对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随访

6 个月 KPS 评分研究组预后优于对照组，两

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神经导航辅助内镜治疗高血压脑出血定

位准确、微创、直视、省时、止血充分，出

血量少、缩短住院天数、降低并发症发生

率，术后恢复好。 

 
 
PO-876 

破裂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介入治疗 

 

彭亚 宣井岗 陈荣华 邵华明 朱旭成 曹洁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总结颅内破裂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诊断

和介入治疗。 

方法 分析 2010 年 3 月-2015 年 4 月我科收治

的 31 例颅内破裂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症状、

影像学结果和介入治疗策略。临床表现为自

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出血以桥小脑池、脑

干前方脑池、四脑室等最为明显，Hunt-Hess

分级：Ⅰ-Ⅲ级 24 例，Ⅳ级 6 例，Ⅴ级 1

例。所有病例均经 DSA 证实为椎动脉夹层动

脉瘤，根据与小脑后下动脉瘤（PICA）关系

分为 3 型，PICA 以远、PICA 以近和累及 PI

CA，采取支架结合弹簧圈栓塞 21 例，双支

架结合弹簧圈治疗 2 例，8 例采用闭塞动脉瘤

及载瘤血管治疗。术毕因脑积水行脑室外引

流 10 例。 

结果 即刻脑血管造影动脉瘤不显影 27 例，略

有显影 5 例。90d 随访 18 例恢复良好（mRS

≤2）， mRS 3 分 7 例，mRS 4-5 分 4 例，死

亡 2 例。12 个月后 18 例行脑血管造影随访

未见动脉瘤显影。 

结论 积极采取保留或闭塞载瘤动脉的介入方

法治疗破裂椎动脉夹层动脉瘤是有效的。 

 
 
PO-877 

多奈哌齐联合 TMS 治疗非痴呆性血管性认知

障碍的随机对照研究 
 

刘琦 张淑娟 何慧 鲁雅琴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观察多奈哌齐联合 rTMS 治疗非痴呆性

血管性认知障碍（VCIND）的疗效及安全

性。 

方法 筛选 60 例 VCIND 的患者，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药物组（30 例）和药物联合 rTM

S 组（联合组 30 例），其中男 28 例，女 32

例，平均年龄（ 63.08±8.67）岁。两组均给

予口服多奈哌齐（安理申）10mg/晚药物治

疗，联合组在此基础上行 rTMS（依瑞德）治

疗，方案如下：采用的刺激强度为 80%MT，

刺激部位为左、右前额叶背外侧 2 个脑区，

刺激时间为 2s，间歇期 28s，频率为 10Hz。

先左侧后右侧，每侧各 15 分钟，共 30 分

钟。每周 rTMS 治疗 5 次。在治疗前、治疗 2

周末、4 周末，采用蒙特利尔认知量表(MoC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89 

 

A)评定患者的认知功能、词语流畅性测验、

数字符号测验、联想学习测验评估注意/执行

功能。采用 Barthel 指数评定患者的日常生活

活动(ADL)能力，以及不良反应症状量表(TES

S) 评定不良反应。 

结果 1.治疗前药物组和对照组在 MoCA 认

知、词语流畅性测验、数字符号测验、联想

学习测验等方面未见显著差异(P>0.05)。2.治

疗 2 周后，两组各项目得分均较治疗前有所

改善，但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除联合组在

MoCA、数字符号测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外；3.治疗 4 周后，联合组在 MoCA

认知、词语流畅性测验、数字符号测验、联

想学习测验得分与治疗前比较，改善得分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药物组在 Mo

CA、数字符号测验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与药物组治疗 4 周后相

比，联合组在各项得分均较高，且在词语流

畅性测验、联想学习测验方面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4.两组 ADL 得分在治疗

前后差异未见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5.不

良反应发生率情况，药物组出现食欲不振 1

例，轻度头昏、头晕 2 例，联合组出现食欲

不振 1 例、轻度头痛 2 例，60 例患者在治疗

后均未发现肝、 肾功能损害等严重不良反

应。  

结论 多奈哌齐联合 rTMS 能迅速、有效缓解

非痴呆性血管性认知障碍，尤其在记忆改

善、数字符号测验起效更快，坚持治疗 4

周，全面认知改善效果更理想，且副作用未

见增加。 

 
 
PO-878 

小脑梗塞手术时机及方式的选择 
 

潘旭炎 周跃 苏忠周 邱晟 李晓斌 阎仁福 颜艾 

浙江省湖州市中心医院 313000 

 

目的 对小脑梗塞手术治疗时机及手术方式的

探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2 例小脑梗塞患者的临床资

料，并结合 CT 及 MRI 检查结果、梗塞灶大

小、有无脑积水形成及脑干受压情况，选择

合适的手术时机及方式，12 例单纯脑室外引

流术，11 例后颅窝枕下减压术，9 例行单侧

脑室外引流术+后颅窝枕下减压术。  

结果 29 例患者术后好转出院，3 例死亡（其 

中 1 例合并脑干梗塞，1 例因脑疝致脑干损

伤，1 例合并严重颅内感染，3 例患者均情况 

逐渐恶化，最终死亡）。 

结论 小脑梗塞的死亡率高，病情发展快，应

结合临床症状及影像学检查结果，对患者病

情发展进行充分预估，及时进行手术干预，

尽量提高患者的存活率，改善患者病后的生

活质量。 

 
 
PO-879 

立体定向技术在高血压脑出血治疗体会 
 

黄建军 廖洪民 王勇 郑涛 胡健 辛元君 刘旭 

贵州航天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立体定向手术在高血压脑出血的疗

效。 

方法 选择我科于 2013 年至 2015 年收治的 5

3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采用 CT 引导立体定向

脑出血抽吸术，术后 24 小时复查颅脑 CT，

根据残留血肿量反复尿激酶 5 万 u 血肿腔内

注入，保留 2-3 小时后冲洗引流彻底清除血

肿。术后随访 2 月以上，根据神经功能缺损

程度评分标准(CSS)对临床疗效进行评价并进

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本组患者平均手术时间短，仅(40±16)mi

n。拔管时血肿清除率 92±5%，术后无再出

血发生，随访 2 月，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86.

8%。 

结论 立体定向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具有手

术及术后置管时间短，定位准确、血肿清除

率高、疗效优越等优点。  

 
 
PO-880 

多发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分析 
 

郑涛 刘旭 王勇 廖洪民 朱家伟 黄建军 辛元君 胡健 

贵州航天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多发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临床疗 

效。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我院收

治的多发颅内动脉瘤患者 80 例，随机分成两

组，每组 40 例，观察组采用多发颅内动脉瘤

介入治疗，对照组采用显微手术治疗，观察

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 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为

90.0%，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为 70.

0%；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多发颅内动脉瘤患者实施介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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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效果显

著，值得临床推广。  

 
 
PO-881 

非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单中心回顾性

病例分析 
 

许璟 陈贤谊 方远坚 徐良 方兵 虞军 蒋定尧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研究非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的危险因

素、临床表现、分型及预后；探索基底静脉

发育与非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各亚型之

间的关系；评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

在非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中的诊断价

值。 

方法 回顾分析本中心自 2013 年至 2015 年所

有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例，将首次 CT

A 检查未发现颅内动脉瘤或其他可疑原因的患

者纳入研究，分析这部分患者的临床资料。

根据出血在首次非增强 CT 扫描上的分布形

态，将非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分为中脑

周围型及非中脑周围型两个亚型。 

结果 151 例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首次

CTA 结果为阴性或可疑阴性。其中，84 例患

者出血局限在中脑周围，其余患者出血较为

弥散。首次 DSA 检查结果显示，2 例中脑周

围型及 12 例非中脑周围型出血患者具有颅内

责任动脉瘤。再次 DSA 检查的结果则显示，

4 例非中脑周围型出血患者有明确的颅内责任

动脉瘤。本研究认为其余 133 例患者为真正

的非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其中，82 例

表现为出血集中于中脑周围，51 例为弥散

型。在年龄，吸烟，酒精滥用，糖尿病、高

血压及既往抗凝药服用病史等因素上，两个

亚型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预后资

料显示：中脑周围型出血患者在近期随访截

点（3 个月）有较好的 GOS 评分（p=0.00

4）及 mRS 评分（p<0.001)；而非中脑周围

型出血患者有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尤其是

脑积水（p=0.004）和症状性血管痉挛（p=0.

026)。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发生脑积水的危

险因素包括：较高的初始 HH 分级、非中脑

周围型出血及脑室内出血(p<0.001)。虽然中

脑周围型出血患者近期的预后较好，但一年

后的随访结果显示，两亚型在 mRS 及 GOS

评分上的差异缩小(p=0.004 及 p=0.425)。 分

析基底静脉的发育程度，虽然两亚型与动脉

瘤性出血患者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

03 及 p=0.021)，但两者之间差异并不显著(p

=0.950)。 

结论 较中脑周围型出血而言，非中脑周围型

出血的近期预后较差，并发症率也较高。较

高的初始 HH 分级、非中脑周围型出血及脑

室内出血是非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

发生脑积水的危险因素。对于典型的中脑周

围型蛛网膜下腔出血，CTA 具有较高的敏感

性和特异性，结果显示重复 DSA 检查可能不

能使该部分患者获益；而首次 CTA 阴性的非

中脑周围型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责任动脉

瘤检出率不容忽视。 

 
 
PO-882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Occlusion Its Vasc
ular Risk Factors of Stroke and Recurrent
 Stroke 
 
Cai Xinwang,Yang Xinyu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300052 

 

Purpose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
e whether the different clinical presentations 
and the risk of recurrent ischemic stroke in p
atients with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occlusion(I
CAO) are related to vascular risk factors, coll
ateral circulation as well as improve the prog
nosis in patients with ICAO. 
Methods 122 Patients with ICAO shown by 
MRA, CTA, or/and DSA at least were prospe
ctively identified and followed between Marc
h 2013 and March 2016 (mean 19.87±12.37 
months) at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ia
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Th
e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ir 
presenting symptoms (cerebral infarction an
d no cerebral infarction[including TIA, no sy
mptom, retinal ischemia]) and according to r
ecurrent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recurrent ischemic stroke). The vasc
ular risk factors and collateral circulation wer
e analyzed. Predictors for recurrent ischemic
 stroke were investigated by Logistic regressi
on analysis. 

Results 1、122 such patients were identifie

d at our center. There were more male (98 c
ases) than female (24 cases) patients, with t
he male: female ratio 4.1:1. Although the inci
dence of male was higher than female incide
nce,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ha
nge in the male/female incidence ratio: 3.9 in
 cerebral infarction group (83 cases, inclu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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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66 male and 17 female patients) and 4.6 in
 no cerebral infarction group (39 cases, inclu
ding 32 male and 7 female patients), respect
ively. Furthermor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ean age between both patie
nt groups (60.29±10.80 vs 61.51±12.00 year

s, P＞0.05). 2、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

erences in vascular risk factors, hospital day
s, anticoagulant days and collateral circulatio
n betwee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cerebral

 infarction (P＞0.05), except MRS Score (P

＜0.05). 3、Overall the recurrent ischemic st

roke rate among all series is 29.5% (36/122).
 The patients were observed respectively for 
a mean of 8.65 months and 24.37 months be
twee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recurrent isc
hemic stroke. 4 (11.1%) patients had experie
nced a TIA and 32 ( 88.9%) had experienced
 an ischemic stroke. In this study  36.1% of p
atients (30/83) with stroke had a subsequent
 stroke, an incidenc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no cerebral inf
arction (15.4%).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
gnificant change in the male/female incidenc
e ratio: 6.2:1/3.5:1 betwee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cerebral infarction, 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mortality rate was 4.1% (5 patients), 
and the stroke-related mortality rate was 1.
6%.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mortality 
rate in those with recurrent ischemic stroke 

(P＜0.05). 4、After Chi-square analysis, hist

ory of Hypertension, Diabetes mellitus, Strok
e were associated with recurrent ischemic st

roke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

erences in history of Heart disease, Hyperlipi
demia, Smoking and Drinking in the two grou

ps (P＞0.05). According to Logistic regressio

n analysis,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Stroke, 
MRS Score and collateral circulation were u
nivariately associated with a recurrent ische

mic stroke (OR=3.91, 3.16, 0.30, 0.46, P＜0.

05). 5、70 patients were defined by using D

SA, including 22 and 48 patients with and wit
hout recurrent ischemic stroke. There were s
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the pattern of collate

ral flow via the ACoA or PCoA (P＜0.05). In 

contras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 in presence of collateral flow via both the A
CoA and PCoA,    OA or leptomeningeal coll
aterals betwee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recurrent ischemic stroke (P＞0.05). 

Conclusions The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S
troke and collateral circulation were univariat

ely associated with a recurrent ischemic stro
ke. Recurrent ischemic stroke in patients wit
h ICAO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attern of colla
teral flow via the PCoA. 
 
 
PO-883 

48 例破裂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术的疗效评价 
 

刘旭 郑涛 王勇 廖洪民 朱家伟 黄建军 辛元君 胡健 

贵州航天医院 563003 

 

目的 评估介入栓塞在治疗破裂的颅内动脉瘤

临床疗效。 

方法 2012 年 4 月到 2016 年 4 月临床运用介

入栓塞术治疗 48 例颅内动脉瘤破裂患者，与

传统的血管夹闭术临床疗效明显，比较两组

患者术后 1 个月 MRS 评分以及平均住院时

间、死亡率、术后并发症等。 

结果 血管内介入栓塞治疗颅内动脉瘤 48 例患

者在平均住院时间、死亡率和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方面比血管加闭患者均低，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术后 1 个月恢复良好率介

入观察组为 85.4％远高于对照组为 58.3％，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介入栓塞技术对患者的创伤较小，是一

种十分具有潜力的替代传统动脉夹闭术的手

术方式旧，值得临床推广。 

 
 
PO-884 

32 例脑动静脉畸形的血管内介入治疗体会 
 

刘旭 郑涛 王勇 廖洪民 朱家伟 黄建军 辛元君 胡健 

贵州航天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脑动静脉畸形(AVM)的血管内栓塞

治疗疗效。 

方法 应用血管内栓塞治疗 AVM 32 例，并对

患者术中术后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总结，作

为观察组。并选取同时期进行的常规手术治

疗的 32 例患者对照组；观察患者的临床治疗

的疗效。结果  两组平均住院时间、死亡率和

心脑血管意外、坠积性肺炎、手术切口感

染、泌尿系感染等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方面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 观察组在平均住院时间、死亡率和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方面比对照组均低，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并发症包括：切口

感染、坠积性肺炎、泌尿系感染、血栓栓塞

等。观察组患者术后 1 月的 MRS 为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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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低于对照组的 59.4％，2 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血管内栓塞治疗 AVM 的方法安全性

好、损伤小，术前结合患者脑动静脉畸形的

情况，选择合理而可靠的术前评估并制订针

对性的治疗方案，使得介入治疗该疾病成功

率大大增加，具有良好的发展前途。  

 
 
PO-885 

血管内介入治疗产褥期颅内静脉窦血栓的护

理 
 

陈丽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1 

 

目的 总结血管内介入治疗产褥期颅内静脉窦

血栓的护理要点，降低颅内静脉窦血栓的致

残率和病死率。  

方法 对于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6 月于福

州某三级甲等医院就诊的 3 例血管内介入治

疗产褥期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患者的护理要

点进行归纳总结。 

结果 痊愈 2 例、好转 1 例，平均住院时间(12

士 3. 5)d;随访 6 个月，CTA 或 DSA 检査示均

无复发。 

结论 颅内静脉寨血检形成是由于颃内静脉血

流缓慢回流闭塞所导致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缺

血性脑血管病，也是产褥期少见的危重并发

症。主要护理措施是做好心理护理，完善治

疗前准备，治疗后加强并发症的观察，做好

穿刺部位护理、疼痛护理及产褥期的基础护

理，加强健康指导和出院随访。 

 
 
PO-886 

自体血液回输对于脑出血患者凝血机制的影

响 
 

郑家地 

厦门市中医院 361001 

 

目的 探讨自体血液回输对于脑出血患者的凝

血机制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5 月收治的

43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干预组 19 例患者采用“脑血肿清除手术+自体

血液回输”进行治疗，而对照组 24 例患者采

用“脑血肿清除手术”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患者

术后的 APTT、INR。 

结果 凝血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凝血时间延 

长；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χ2= 0.008，P》

0.05)。 

结论 自体血液回输对于脑出血患者凝血功能

无明显不良影响，不会增加再出血几率，可

以安全使用。 

 
 
PO-887 

颅内动脉瘤支架辅助栓塞术中急性血栓形成

的治疗 
 

刘伟 郭庆东 张鑫伟 张磊 付洛安 费舟 

西京医院神经外科 710000 

 

目的  探讨支架辅助栓塞颅内动脉瘤术中支架

内血栓形成的治疗方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因颅内动脉瘤在西京医院接受支架辅助栓

塞治疗共 276 例，术中支架内血栓形成 16

例，其中未破裂动脉瘤 7 例，破裂动脉瘤 9

例，囊性动脉瘤 14 例，夹层动脉瘤 2 例，总

结患者临床资料。使用替罗非班溶栓 7 例，

使用支架取栓 2 例，使用微导管微导丝通过 4

例，未处理 6 例。 

结果  溶栓取栓血管再通 8 例，术后出血 1

例，血栓栓塞相关症状 4 例。 

结论  未破裂动脉瘤术中血栓形成使用替罗非

班动脉接触性溶栓联合静脉给药是安全有效

的。已破裂动脉瘤术中血栓形成后使用替罗

非班动脉接触性溶栓联合静脉给药溶栓治疗

方法的安全有效性仍需进一步观察，可使用

微导管微导丝通过的办法达到血管再通。 

 
 
PO-888 

大脑中动脉远端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 
 

吕楠 周宇 杨鹏飞 李强 赵瑞 方亦斌 许奕 洪波 赵文元

 刘建民 黄清海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随着影像技术及介入器具的发展，血管

内治疗已成为颅内动脉瘤治疗的重要方法。

但对于大脑中动脉远端动脉瘤采用血管内治

疗仍存在争议。本研究将对血管内治疗的大

脑中动脉远端动脉瘤的疗效进行回顾，探讨

其安全性与有效性。 

方法 本研究对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应用血 

管内治疗方法治疗的 7 例大脑中动脉远端动

脉瘤患者（共 8 枚动脉瘤）的临床病史、治

疗方法和随访结果进行回顾。其中男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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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 2 例，平均年龄 36.1 岁。8 枚动脉

瘤中，盖然性动脉瘤 5 枚，夹层动脉瘤 3

枚。所有病例均通过血管内治疗的方法应用

弹簧圈和 /或胶进行动脉瘤及载瘤动脉的栓

塞。 

结果 临床随访（9-96 个月，平均 36.8 个

月）结果显示，除 1 例患者血肿清除术后存

在轻度右侧肢体肌力下降外，其余患者均恢

复至基线状态。影像学随访（7-24 个月，平

均 14.6 个月）结果显示，所有动脉瘤均未发

生复发。 

结论 血管内治疗大脑中动脉远端动脉瘤是一

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PO-889 

小型后交通动脉瘤破裂相关形态学危险因素

分析 
 

吕楠 冯政哲 于瀛 徐瑾瑜 刘建民 黄清海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对小型未破裂动脉瘤的临床治疗决策应

基于对动脉瘤的破裂风险的准确评估。由于

不同部位动脉瘤的自然病史存在较大差异，

对单一部位动脉瘤进行分析应能获得较准确

的结果。动脉瘤及载瘤动脉的形态学被认为

与动脉瘤破裂密切相关。本研究将对小型后

交通动脉瘤的形态学因素进行分析，筛选破

裂相关的危险因素，为临床治疗决策提供依

据。 

方法 收集 2014.01-2015.06 第二军医大学长

海医院小型（<7mm）后交通动脉瘤患者的临

床及影像学资料，最终入选 108 枚动脉瘤，

其中破裂组 68 枚，未破裂组 40 枚。测量并

计算包括动脉瘤最大径、后交通动脉直径、

高宽比（Aspect Ratio，AR）、体积比（Siz

e Ratio，SR）、体颈比（Dome-to-Neck Rat

io，DN）、瓶颈因子（Bottleneck Factor，B

N）、入射角（Inflow Angle, IA）、是否存在

子囊、是否为胚胎型后交通动脉等形态学参

数。在单因素分析基础上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

析，筛选动脉瘤破裂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破裂组与未破裂组之间的基线参数未见

统计学差异。单因素分析显示，破裂组具有

更大的最大径（P=0.009）、AR 值（P=0.00

9）、SR 值（P=0.002）、DN 值（P=0.00

2）、IA（P<0.001）以及更高的子囊比例

（P=0.039），其他因素未见显著统计学差

异。多因素分析显示，SR 值（P=0.012）与 I

A（P=0.001）是小型后交通动脉瘤破裂的独

立危险因素。 

结论 形态学与小型后交通动脉瘤的破裂状态

密切相关。SR 值与入射角是小型后交通破裂

的独立危险因素，可为临床判断动脉瘤破裂

风险提供参考。 

 
 
PO-890 

管壁成像与血流动力学融合分析在颅内动脉

瘤破裂预测中的应用 
 

吕楠 方亦斌 诸德源 刘建民 黄清海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异常血流动力学与管壁炎症被认为与颅

内动脉瘤的破裂密切相关。本研究拟通过应

用计算流体力学技术（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与管壁成像技术分别

进行血流动力学模拟与瘤壁炎症检测，并进

行融合分析，从而探究血流动力学与管壁炎

症在颅内动脉瘤破裂中的联合机制。 

方法 纳入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长海医

院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病例，应用 3.0T 磁共振

仪，采用时间飞跃法（TOF 法）扫描动脉瘤

定位序列，后对动脉瘤部位进行多序列 HR-M

R 管壁成像扫描，包括平扫 T2WI、STIR 及

平扫+增强 3D-T1SPACE 序列，观察瘤壁强

化区域并计算强化率。原始数据以 DICOM 格

式导出并通过 Mimics 软件进行重建，后应用

CFD 技术对动脉瘤及载瘤动脉的血流动力学

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壁面切应力（wallshear 

stress, WSS）、瘤壁压力、剪切振荡指数

（Oscillatory Shear Index, OSI）等血流动力

学参数及其分布。应用 Matlab 软件对管壁成

像与血流动力学参数分布图像进行匹配分

析，比较瘤壁强化与异常血流动力学参数分

布的一致性。 

结果 研究共纳入 10 例患者共 10 枚颅内动脉

瘤，其中男性 3 例，女性 7 例，前循环动脉

瘤 8 例，后循环动脉瘤 2 例。动脉瘤壁平均

强化率为 16.9%，动脉瘤壁强化区域与低 W

SS 区域匹配的动脉瘤共 7 枚，强化区域与高

瘤壁压力匹配的动脉瘤共 6 枚，强化区域与

高 OSI 区域匹配的动脉瘤共 7 枚。 

结论 动脉瘤瘤壁强化区域与异常血流动力学

区域具有较高匹配度，瘤壁炎症与血流动力

学具有相关性，该偶联机制可能在动脉瘤破

裂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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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891 

血脂水平紊乱在青年及中老年高血压脑出血

患者中的风险性对比研究 
 

马剑波 陈陆馗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外科 210009 

 

目的 对比探讨青年与中老年患者体内甘油三

酯水平与脑出血发病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 月 1

日的青年脑出血患者（年龄＞35 岁且≤45

岁）共 360 例，中老年脑出血患者（年龄＞5

5 岁且≤65 岁）420 例；门诊体检的非脑出血

青年体检者（年龄＞35 岁且≤45 岁）220

例，中老年体检者（年龄＞55 岁且≤65 岁）3

40 例。分别检测其血清 TG 水平，并予以研

究对比分析。 

结果 青年组 360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中的 T

G 水平超过 1.75mmol/L 的有 324 例，最高 1

3.14mmol/L，异常率为 90%；220 例青年组

非脑出血体检者中 TG 水平超过 1.75mmol/L

的仅有 44 例，最高 3.35mmol/L，异常率为 2

0%。420 例中老年组脑出血患者中 TG 水平

超过 1.75mmol/L 的有 126 例，最高 8.67mm

ol/L，异常率为 30%；340 例中老年组非脑出

血体检者中 TG 超过 1.75mmol/L 的有 136

例，最高 2.85mmol/L，异常率为 40%。青年

脑出血患者与青年体检者体内 TG 水平有明显

差异，而中老年人群中脑出血患者与体检者

体内 TG 水平无明显差异。 

结论 与中老年患者相比，青年高血压脑出血

患者中，TG 水平为主要危险因素。 

 
 
PO-892 

经侧裂-岛叶入路显微手术治疗基底节区巨大

血肿 
 

陈陆馗 郭晓远 吴国建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经侧裂-岛叶入路显微手术治疗基底节区

巨大血肿，评价其疗效。 

方法  选取 30 例基底节区巨大血肿患者，浅

至中度昏迷，在出血后 72 小时内，进行经侧

裂-岛叶入路显微手术治疗，根据脑水肿情况

选取直切口、翼点切口或改良翼点切口。  

结果  侧裂解剖过程中静脉保留完好，经岛叶

切口小于 1cm，血肿完全清除率高，术后恢

复快。 

结论  经侧裂-岛叶入路显微手术治疗基底节区

巨大血肿，手术创伤小、疗效佳、预后好。  

 
 
PO-893 

CT 定位下锥颅联合尿激酶灌注治疗各种颅内

血肿 
 

蓝佛琳 高振文 刘天庆 周建军 沈东炜 官测林 祁小龙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364000 

 

目的  探讨 CT 定位下锥颅联合尿激酶灌注治

疗各种颅内出血的临床效果。  

方法 术前 CT 定位，手术室锥颅引流血肿，

术后持续血肿引流，必要时灌注尿激酶。  

结果  302 例患者术后 6h 内复 CT,291 例（96.

4%）患者穿刺准确，锥颅针位于血肿腔内。

11 例患者因锥颅针偏移行二次锥颅。血肿量

减少 70%以上的 270 例（89.4%），50%-7

0%的 26 例（8.6%），2 例（0.7%）患者术

后死亡。4 例（1.3%）患者术后出血增多，

改行开颅手术。  

结论  对于生命征稳定，未发生脑疝的各种颅

内出血患者，锥颅手术简单易行，恢复快，

并发症少。  

 
 
PO-894 

伴发脑内巨大血肿的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的早

期手术夹闭 
 

陈陆馗 郭晓远 王宏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伴发脑内巨大血肿的大脑中动脉动

脉瘤的早期手术夹闭的疗效和经验。  

方法  回顾分析 18 例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破裂

患者，其中 10 例合并脑内巨大血肿，一侧瞳

孔散大，急诊行 3D-CTA 检查，确诊大脑中

动脉分叉部动脉瘤，给予紧急手术夹闭并清

除血肿。  

结果  10 例患者的动脉瘤均成功夹闭，应用动

脉瘤夹 13 枚。术中清除部分血肿后脑张力下

降，解剖视交叉池、颈动脉池及侧裂池，在

临时阻断大脑中动脉 M1 段的前提下解剖动脉

瘤颈，调整瘤夹直至完全夹闭动脉瘤颈，术

中微型多普勒超声证实瘤内无血流，各穿支

及动脉瘤体表面粘连的分支均保留完好，夹

闭后清除残余血肿。随访 CTA 或 DSA 可见

动脉瘤完全消失。  

结论  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破裂合并脑内巨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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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病情危重，早期手术能有效改善预后；3

D-CTA 能为手术入路的设计和夹闭策略提供

帮助。 

 
 
PO-895 

颅内复杂动脉瘤的外科治疗策略 
 

于锐 曲春城 魏胜程 姜军 王骥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 颅内复杂动脉瘤包括以下四种情况:(1)动

脉瘤位于床突周围或海绵窦内、基底动脉顶

端或中段以及椎基底动脉结合部等难以显露

的部位;(2)直径超过 2.5cm 的巨大动脉瘤;(3) 

动脉瘤颈过宽, 瘤体不规则或部分梭形变,夹闭

困难;(4)多发动脉瘤。针对复杂动脉瘤的外科

手术治疗策略，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是临

床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方法 32 例颅内复杂动脉瘤患者，男 21 例，

女 11 例。动脉瘤位于前循环者 26 例，后循

环者 6 例，均予以外科开颅手术治疗。入路

方式有翼点入路、眶上外侧入路、颅-眶-颧入

路、乙状窦后入路、极外侧入路等。入路选

择以距离近、视角好、尽早显露近远端载瘤

动脉及尽量减少对脑组织的牵拉为原则。对

于床突周围动脉瘤需磨除前床突并开放视神

经管。对瘤颈过宽者采用弱电流双极电灼缩

窄后夹闭之。尽量使动脉瘤夹平行于载瘤动

脉, 以免造成后者狭窄或闭塞。如果瘤颈处有

机化的血栓或粥样硬化斑块, 切开瘤体将血栓

或斑块去除后再夹闭。对直径超过 2.5cm 的

巨大动脉瘤, 如果对周围结构造成压迫而引起

症状, 应在夹闭后切除瘤体以利于神经功能的

恢复。 

结果 32 例中 27 例行动脉瘤夹闭术, 2 例行孤

立术, 1 例行包裹术,2 例行搭桥术。术后 30

例复查脑血管造影，动脉瘤夹闭完全 25 例，

动脉瘤部分残留 3 例，载瘤动脉狭窄 2 例。

手术后早期恢复良好 28 例, 轻残 2 例，重残

1 例, 死亡 1 例。 

结论 颅内复杂动脉瘤治疗术前需要制定合理

手术策略，选择合理入路，术中进行充分显

露，灵活应用血管临时阻断、动脉瘤切开减

压、载瘤动脉塑形、血管搭桥等技术，术中

需进行神经电生理监测等综合措施, 方能达到

满意的手术效果。在未来的治疗中,开颅手术

与介入技术的结合是较为合理的模式, 将有助

于进一步提高颅内复杂动脉瘤的疗效。血管

重建技术在处理复杂动脉瘤时至关重要。 

PO-896 

急性大脑中动脉闭塞血管内治疗后认知功能

变化的研究 
 

陆彬 彭亚 宣井岗 陈荣华 邵华明 朱旭成 曹洁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探讨急性大脑中动脉闭塞患者接受血管

内治疗后认知功能变化的特点。 

方法 10 例接受血管内治疗的急性大脑中动脉

闭塞并且恢复良好（90d mRS≤2）的患者

（病例组）和 10 例健康体检者（对照组），

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分别对

病例组和对照组进行认知功能评估，并采用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局部一致性

（ReHo）方法对两组患者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1.病例组患者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在视空

间与执行功能、语言、延迟回忆等方面存在

显著性差异，而在命名、注意、抽象、定向

力等方面两组无明显统计差异。 2.病例组患

者左侧中央前回、左侧额前回、右枕叶舌

回、左枕叶舌回、左颞叶中回、左侧楔前

叶、左小脑后叶、右小脑前叶、右小脑后叶

的 ReHo 值均有降低，而左额内侧回，右侧

颞上回、左侧海马的 ReHo 值升高。 

结论 急性大脑中动脉闭塞血管内治疗成功并

且恢复良好的患者仍存在认知功能障碍，并

且这些患者的静息态脑功能存在异常，部分

脑区的 ReHo 升高可能反映了大脑对急性缺

血应激性保护和局部功能的代偿反应。 

 
 
PO-897 

血脂水平紊乱在青年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中的

风险性研究 
 

马剑波 陈陆馗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外科 210009 

 

目的 对比研究青年高血压脑出血与青年高血

压非脑出血及青年体检者体内血脂水平与脑

出血发病的关系，为今后临床防治青年高血

压脑出血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青年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门诊体检的

高血压非脑出血青年、青年正常体检者（年

龄≤45 岁）各 80 例，分别收集相关病史资

料，并检测其血脂水平，对比分析。 

结果 3 组在性别、年龄及吸烟、饮酒史方面

未见明显差别（P＞0.05）；与青年体检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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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青年高血压脑出血组及青年高血压组患

者甘油三血脂（triglyceride ，TG）、总胆固

醇（total cholesterol, TC）、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

L-C）水平均升高（P＜0.05）；与青年高血

压非脑出血组相比，青年高血压脑出血组患

者 TG 及 TC 水平明显升高（P＜0.05），而

三组间方差分析显示，HDL-C 在 3 组间未见

明显差别（P＞0.05）。将青年高血压脑出血

组与青年高血压组患者合并进行 Logistic 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青年高血压脑出血与 TG（O

R=2.48）及 TC(OR=3.35)水平相关，TG、T

C 水平越高，青年高血压患者出现脑出血的

危险性越大。 

结论 青年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中，血脂水平异

常、尤其是 TG、TC 水平异常为主要危险因

素。 

 
 
PO-898 

术中唤醒联合神经电生理监测在未破裂颅内

动脉瘤夹闭术中的应用 
 

陈陆馗 郭晓远 吴国建 孔君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术中唤醒联合神经电生理监测在未

破裂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 例大型未破裂动脉瘤的临

床资料，术中预估临时孤立载瘤动脉时间较

长时唤醒病人，并以体感 /运动诱发电位监

测。 

结果  临时孤立载瘤动脉期间患者肢体功能完

好，电生理监测无明显异常，成功夹闭动脉

瘤无缺血事件发生。 

结论  术中唤醒联合神经电生理监测适用于大

型未破裂颅内动脉瘤临时孤立对缺血事件的

实时判断，可最大程度地保护神经功能，安

全夹闭动脉瘤。  

 
 
PO-899 

基底节区脑出血血肿量临界手术指征患者的 

临床治疗策略 
 

肖瑾 王卫红 洪文明 毛忠祥 董浩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基底节区脑出血常由高血压引起，偶可

见外伤导致，是神经内外科常见的急症之

一。对于血肿量大于 30 毫升，中线移位超过

5mm 的患者可行外科手术治疗。但是对于血

肿量在 30 毫升左右即临界值的患者，到底是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学界尚无一致意见。本

文旨在探讨基底节脑出血血肿临界手术指征

时采取不同治疗方式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我科 2015 年 0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22 例基底节出血患者的临床

资料。其中男 13 例，女 9 例。手术清除血肿

10 例，保守治疗 12 例。根据格拉斯哥预后

评分（GOS）评价患者预后。并进行相关统

计学分析。 

结果  出院时，手术组患者 GOS 评分：良好

3 例，轻残 5 例，重残 1 例，死亡 1 例；保守

治疗组：良好 0 例，轻残 11 例，重残 1 例，

无死亡病例。经非参数的秩和检验，Z=-0.75

8，P=0.582。两种治疗方法对患者预后并无

明显不同。 

结论  对于基底节区脑出血血肿量在临界手术

指征时的患者，临床治疗既可以选择外科手

术治疗，也可以选择保守治疗，两种治疗方

法在统计学上并无显著差异，尽管在 GOS 评

分上获得良好结果的病例手术组要多于保守

治疗组。 

 
 
PO-900 

LVIS 支架辅助弹簧圈血管内治疗颅内微小动

脉瘤 
 

李明昌 陈谦学 陈治标 王军民 许州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0 

 

目的  探讨 LVIS 支架辅助弹簧圈血管内治疗

颅内微小动脉瘤(直径≤3mm)的疗效及注意事

项； 

方法  回顾分析 2015 年 3 月~2016 年 3 月 LV

IS 支架辅助弹簧圈血管内治疗的 15 例颅内微

小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3 例，女 1

2 例；年龄 40~72 岁，平均 55 岁；颈内-后

交通段动脉瘤 8 例，颈内动脉眼动脉段动脉

瘤 3 例，颈内动脉床突上段动脉瘤 4 例；仅 1

例为多发动脉瘤患者的未破裂动脉瘤； 

结果  所有患者均采用 LVIS 支架完全释放或

后释放技术，结合弹簧圈完全栓塞 13 例，次

全栓塞 2 例；术中无支架不能打开或释放不

到位，无动脉瘤破裂出血，无弹簧圈脱出至

远端血管，无脑梗塞并发症。出院时 GOS 评

分所有患者均恢复良好，无死亡病例； 

结论  LVIS 支架辅助栓塞颅内微小动脉瘤具

有安全性高、操作便捷的特点。但对于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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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扭曲的患者应小心操作，以防支架释放

不全而引起急性血栓形成。 

 
 
PO-901 

血栓弹力实验在急性大面积脑梗塞围手术期

中指标变化及价值 
 

张飞飞 庄顺福 于涛 陈寿仁 沈少山 方奕儒 林国诗 周

昌富 林瑞生 

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通过对大面积脑梗塞围手术期患者血栓

弹力实验指标的检测，结合其发病机制及治

疗方法分析其指标变化，为大面积脑梗塞围

手术期的诊治提供客观指标和治疗依据。  

方法  收集本院自 2015 年 2 月到 2016 年 5

月大面积脑梗塞围手术期患者 30 例，健康成

人对照组 20 例，诊断以颅脑 CT 和 MRI 检

查为主，用北京中兴 TEG YZ5000 型弹力图

仪检测 TEG 指标（R 值、K 值、angle、MA 

值、CI）。所有数据均在 SPSS15.0 软件包

上进行统计处理软件分析。根据统计结果分

析大面积脑梗塞患者围手术期应用 TEG 指标

评估病情及指导用药的可行性。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大面积脑梗塞组急性期

R 值、K 值低，Angle、CI 高，差别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经手术等综合治疗后血栓

弹力实验各指标均有明显改善( P ＜ 0．01 或

P＜0.05) 。 

结论  血栓弹力实验可以观察急性大面积脑梗 

塞患者围手术期凝血状态的变化，对临床治

疗及指导用药亦具有重要意义。  

 
 
PO-902 
The Risk Factors of Shunt Dependent Hy
drocephalus after Subarachnoid Space H
emorrhage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Xu Hao,Lei Ting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30000 

 

Objectives  Shunt dependent hydrocephalu
s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of aneurysmal s
ubarachnoid hemorrhage (aSAH) which indic
ated intensive care unit stay and unfavorable
 outcome. Our aim is to study the risk factors
 of shunt dependent hydrocephalus after ane
urysmal subarachnoid space hemorrhage.  
Methods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aneurys
ms treated in our department from Januar

y, 2010 to October, 2015 were included in th
e study. Patients’ age, gender, history of hyp
ertension and diabetes, location of aneurysm
s, Glasgow Coma Scale (GCS) score, Hunt-
Hess grading, in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 t
herapeutic option, shunt placement, clinical 
outcome, length of stay were analyzed. The f
ollow-up period was 1-5 years. Statistics incl

uded chi-square, Student’s t-test，One-Way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845 cases with intracranial aneury
sms treated in our department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14.3% (121/845) of the patients
 developed shunt dependent hydrocephalus i
n the follow-up period. The mean age was 5
2.19±9.51 years and the sex ratio was 317/5
28. According to our results, older than 60, H
unt-Hess grading, GCS, coma, posterior circ
ulation aneurysm, EVD, DC are risk factors o

f shunt dependency(P＜0.05). Moreover, old

er than 60, GCS3-8, Hunt-Hess1-2, posterior
 circulation aneurysm is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shunt dependency. Moreover, Shu
nt dependency is related to longer hospital st

ay and unfavorable outcome(P＜0.05).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our results, patien
ts older than 60, GCS 3-8, Hunt-Hess1-2 an
d posterior circulation aneurysm need more 
strict observation and longer follow-up. Timel
y and appropriate treatment may benefit pati
ents in recovery, while further exploration is 
still needed in the future. 
 
 
PO-903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后再出血因素分析 
 

陈旭东 金一勤 成力伟 田达 张学磊 王伟明 孙顺进 杜

庆华 王洁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六院 323000 

 

目的   探讨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后出血的原因，

分析如何降低术后再出血的风险及提高手术

成功率及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 1 月到 2016 年 5 月

本院收治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后 156 例由于多

种原因导致术后再出血患者 11 例，均为动脉

瘤夹闭术后出血，其中前交通动脉瘤 6 例，

大脑中动脉瘤 3 例，颈内后交通动脉瘤 1

例，眼动脉瘤 1 例。翼点入路 5 例，眶外侧

入路 6 例，术前预评估患者 Hunt 分级、GCS

评分，蛛网膜下腔出血厚度及是否合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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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确定手术方式。术前评估蛛网膜下腔出

血层厚及脑组织肿胀程度行脑脊液脑室外引

流或腰大池引流，术中根据颅内压情况开放

脑室外引流或腰大池引流缓慢释放脑脊液，

减少颅内压骤然下降，防止急性脑血流动力

学改变引起灌注突破导致急性脑组织水肿、

脑出血、动脉瘤再破裂，导致病情加重，甚

至手术失败。术中减少脑组织牵拉程度或采

用无损伤牵拉，减少脑组织挫伤。  

结果   动脉瘤夹闭术后再出血 11 例，其中翼

点入路出血 4 例，眶外侧入路出血 7 例；其

中前交通动脉瘤 6 例，大脑中动脉瘤 2 例，

颈内后交通动脉瘤 2 例，眼动脉瘤 1 例。其

中 2 例出血位于动脉瘤破裂部位附近再出

血，二次术中证实考虑动脉瘤颈部夹闭不全

再出血，其余 8 例考虑术中抬起脑叶引起脑

组织挫伤，1 例分离动脉瘤时不慎伤及小血管

止血不完善引起出血。其中死亡 3 例，植物

生存 2 例，不同程度神经功能障碍 4 例，随

访 6 个月 GOS 评分Ⅲ级，2 例恢复良好。  

结论   动脉瘤夹闭术后再出血导致病情加重，

分析结果以前交通动脉瘤出血明显较多，原

因主要是动脉瘤位置及形状复杂，重要比邻

关系较多，抬起分离额叶易于引起脑组织挫

伤；眶外侧入路引起再出血比例较多，考虑

因素可能为手术操作范围较窄，且对术者显

微及解剖层次熟悉程度要求较高，术者操作

熟练度不同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总之对于动

脉瘤再出血死亡率来看，临床疗效预后不

佳，动脉瘤形状位置，手术入路，术中操作

对脑组织牵拉幅度，术者操作熟练度是再出

血相关因素。因此术者选择适合自己的手术

入路，减少术中脑组织牵拉，提高手术技

巧，加强解剖基础掌握对减少医源性损伤出

血有重要意义；另外术中动脉瘤颈处理也是

一个重要方面。  

 
 
PO-904 

早期去骨瓣减压术治疗恶性脑梗死 
 

苗伟 陈陆馗 郭晓远 易国庆 王锡海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早期去骨瓣减压术治疗恶性脑梗死

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80 名恶性脑梗死患者为研究对

象，随机分为手术组和常规组，以弥散磁共

振成像（DWI）作为早期去骨瓣减压术的指

征，观察手术后 7 天两组患者的 GCS 评分，

30 天后 NIHSS 评分及 3 个月后死亡率。 

结果  手术后 7 天，手术组患者 GCS 评分较

常规组患者高（P<0.05），30 天 NIHSS 评

分及 3 个月后死亡率低于常规组患者（P<0.0

5）。 

结论  早期去骨瓣减压术治疗恶性脑梗死可降

低脑梗死患者的死亡率，并促进神经功能的

恢复。  

 
 
PO-905 

眶上外侧入路在前循环动脉瘤夹闭应用的临

床研究 
 

江志群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眶上外侧入路在前循环动脉瘤夹闭

应用，总结眶上外侧入路临床应用的可行

性、优缺点，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前循环动脉瘤开颅夹闭提供一种安全又有效

的手术入路。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9 月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神经外科收治 54 例前循环

动脉瘤，其中 Hunt-Hess 分级 IV~V 级 6 例患

者行扩大翼点入路，0~III 级 48 例采用眶上外

侧入路，收集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术

前 Hunt-Hess 分级、位置、术中动脉瘤有无

破裂出血、术中有无输血、术中出血量、手

术时间、术后再出血、硬膜外血肿、脑脊液

漏、颞肌萎缩等，术后 2 月行 GOS 评分，对

以上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48 例患者中，其中 0 级 5 例，I 级 8

例，II 级 25 例，III 级 10 例，前交通动脉瘤 1

8 例，颈内动脉分叉部动脉瘤 3 例，后交通动

脉瘤 5 例，大脑中动脉瘤 22 例，48 例患者

共 56 枚动脉瘤，术中动脉瘤破裂出血 8 例，

所有动脉瘤均夹闭成功，无输血，平均出血

量 200ml±50ml，无 1 例去骨瓣，手术时间平

均为 160±20min.术后无再出血，无硬膜外血

肿出现，出院后 2 个月恢复良好 41 例（85.

4%），轻度残疾 5 例（10.4%），重度残疾

1 例（2.1%），死亡 1 例（2.1%），所有患

者无出现颞肌萎缩。 

结论  1.眶外侧入路适合中低级别前循环动脉

瘤夹闭 2.眶外侧入路开关颅时间断，缩短手

术时间，减少颞部无效暴露，减少术中出血 3.

眶外侧入路对侧裂解剖较少，侧裂静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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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术中再出血及术后脑水肿发生率低，

硬膜外血肿发生率低。 

 
 
PO-906 

真性后交通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 35 例报告 
 

王川川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探讨血管内治疗真性后交通动脉瘤的可

行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为该部位动脉瘤的

血管内治疗提供临床经验。 

方法   收集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神经外

科 2010 年 8 月-2015 年 2 月采用血管内治疗

的 35 例真性后交通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特点、脑血管造影结果、

治疗过程及随访结果。 

结果   ①35 例真性后交通动脉瘤患者中，8

例为未破裂动脉瘤，27 例为破裂动脉瘤（Hu

nt-Hess 分级：Ⅰ级 5 例，Ⅱ级 14 例，Ⅲ级

4 例，Ⅳ级 4 例）。②真性后交通动脉瘤累及

的后交通动脉类型：胚胎型（Fetal type）20

例，优势型（Dominant type）12 例，均一型

（Iso-type）2 例，不全型（Hypoplastic typ

e）1 例。真性后交通动脉瘤在后交通动脉的

位置：近段 32 例，中段 2 例，远段 1 例。③

所有动脉瘤采用血管内方法治疗均获得成

功，其中 5 例予闭塞载瘤动脉。其余 30 例

中，单纯弹簧圈栓塞治疗 24 例，支架辅助弹

簧圈栓塞治疗 6 例。术后即刻造影显示，致

密栓塞 16 例，瘤颈显影 3 例，瘤体显影 11

例。④术中 1 例（2.9%）发生动脉瘤再出

血，经手术清除血肿后好转（mRS 3 分），

无缺血事件发生。术后 4 例（11.4%）发生脑

血管痉挛和（或）脑积水（mRS 3-4 分），

其余 30 例患者 mRS 0-2 分。⑤27 例患者接

受影像学随访（3-12 个月，平均 7.6 个

月），其中 23 例（85.2%）达到治愈，3 例

（11.1%）进一步血栓形成，1 例（3.7%）复

发再治疗。33 例患者接受临床随访（6-18 个

月，平均 8.5 个月），无新发神经系统症状或

动脉瘤再出血。 

结论   血管内治疗真性后交通动脉瘤在技术上

是可行的，安全性较高，短期疗效满意。 

 
 
 

PO-907 
Role of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in th
e Management of PoOR-Grade Aneurysm
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hort- and
 Long-Term Outcomes in a Multi-center St
udy 
 
Yu Hai,Jin Xi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ongDe Hos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0012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short- and long-t
erm therapeutic effect and possibility of deco
mpressive craniectomy (DC) for patients with
 poOR-grade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
orrhage (aSAH).  
Methods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aSAH (Hu
nt–Hess grades IV, V) who underwent DC fr
om July 2008 to April 2012 were enrolled in t
his study, and a sample-matched control gro
up was set up. Information regarding particip
ants’ demography,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
d neuroimaging findings was systematically 
established. The outcome of a 6-month to 3-
year follow-up was assessed according to th
e modified Rankin Scale (mRS) and Barthel I
ndex (BI). 
Results  Patients who had DC (31/64) exper
ienc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s
hort-term mortality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
out DC (33/64, P<0.05) and showed a decre
ase in intracranial pressure (ICP) after surge
ry.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
nce in the long-term assessment (mRS) or a
n increase in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BI) betwe
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s  Some critical patients who ha
ve refractory ICP after poOR-grade aSAH w
ould benefit from DC for prolonging life in the
 short term if performed early. Nevertheless, 
the overall outcome for the long term remain
s disappointing, larger and longer prospectiv
e studies are urgently needed to investigate t
his issue. 
 
 
PO-908 

颈内动脉背侧壁动脉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方法探讨 
 

陈风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回顾分析 2010 年 7 月至今采用显微外

科手术治疗的颈内动脉背侧壁动脉瘤 2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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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对该类动脉瘤我们目前认为较为合适的

处理方法； 

方法  对于囊状真性动脉瘤采用直接手术夹闭 

的方法，而对于血泡状和（或）假性动脉瘤

采用夹闭+包裹、缝合+筋膜包裹、单纯包裹

以及颅内外血管搭桥+动脉瘤孤立术等方法处

理。 

结果  术后死亡 1 例，再发出血并放弃治疗 1

例，余病人恢复良好。 

结论  根据动脉瘤壁真性或假性，采用不同的

显微外科方法处理，完全可以获得满意的疗

效。  

 
 
PO-909 

破裂前循环动脉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陈陆馗 郭晓远 吴国建 王宏 苗伟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外科 210009 

 

目的  探讨前循环动脉瘤显微手术治疗的经验

与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两年显微手术的 87 例破

裂前循环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大脑

中动脉动脉瘤 38 例，前交通动脉动脉瘤 26

例，后交通动脉动脉瘤 19 例，眼动脉动脉瘤

4 例。全部采用早期手术治疗。 

结果  分别应用翼点入路、额外侧入路或眉弓

入路，术中动脉瘤破裂 13 例，完全夹闭动脉

瘤 82 例，包裹动脉瘤 5 例，夹闭并搭桥血流

重建 10 例，术后康复 84 例，再出血死亡 3

例，均为动脉瘤包裹病例。 

结论  充分解剖脑底池及载瘤动脉近端及远端

控制是有效夹闭前循环动脉瘤的关键。 

 
 
PO-910 

颅内动脉瘤血管内治疗的急性缺血并发症处

理策略 
 

彭亚 宣井岗 陈荣华 朱旭成 邵华明 曹洁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总结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过程中急性缺

血并发症的对策与处理。 

方法  回顾分析 2008 年 02 月-2015 年 02 月

我科行介入栓塞治疗并在手术过程中均发生

急性缺血事件的颅内动脉瘤患者 26 例，男 1

1 例，女 15 例，年龄 36～75 岁。其中破裂

出血动脉瘤 14 例，未破裂动脉瘤 12 例。入

院后均经 DSA 检查确诊，26 例患者共有动脉

瘤 27 个发生急性缺血事件 26 例，1 例同时

存在 2 个动脉瘤，其中大脑前交通动脉瘤 3

个，颈内动脉眼动脉段动脉瘤 6 个，脉络膜

前动脉瘤 1 个，后交通动脉瘤 14 个，大脑中

动脉分叉动脉瘤 2 个,大脑中动脉 M1 段动脉

瘤 1 个。24 个动脉瘤为宽颈动脉瘤,3 个为窄

颈动脉瘤。24 例宽颈动脉瘤使用支架辅助技

术 23 例，术前抗血小板药物使用方法:破裂动

脉瘤符合剂量波立维 300mg+拜阿司匹林 300

mg，未破裂动脉瘤 3 天波立维 75mg+拜阿司

匹林 100mg。1 例宽颈动脉瘤采用双导管技

术。3 例窄颈动脉瘤采用单纯弹簧圈技术。急

性缺血并发症弹簧圈逃逸阻塞血管 2 例，急

性血栓 20 例，血管闭塞 1 例，急性栓塞 3

例。处理方法：弹簧圈取出 2 例，支架取栓 3

例，尿激酶溶栓 12 例，替罗非班溶栓 8 例，

未处理 1 例。 

结果  术后无症状 6 例，CT 或 MRI 发现急性

脑梗死 20 例，均有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症

状。预后按术后 90d mRS 评定，预后良好 m

RS 0-2 分 16 例，中重度残疾 mRS 3-5 分 9

例，死亡 mRS 6 分 1 例。 

结论  颅内动脉瘤栓塞治疗中发生急性缺血事

件需积极处理并根据不同病因采取不同的处

理方法。急性缺血事件较容易发生在使用支

架辅助技术时，血栓弹力图监测抗血小板药

物是否达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该并发症

的发生。 

 
 
PO-911 

5 例妊娠期脑出血病例诊治体会 
 

袁利群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妊娠期期脑出血的有效诊治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0 年 12 月至 201

4 年 10 月诊治的 5 例妊娠期脑出血病例的临

床资料。根据患者孕周及脑出血的量，个体

化选择手术或保守的治疗方案，诊治期间均

选用对胎儿发育安全的药物。4 例胎儿发育成

熟后采用剖腹产结束妊娠。1 例为经阴道产。 

结果  5 例患者母婴均存活，出院时均意识清

醒。随访表明，新生儿出生时发育良好，生

长状况正常，母体颅内情况良好，病情稳

定。5 例神经功能恢复情况均为 GOS 评分：

5 分。 

结论  围生期脑出血患者，应结合孕妇神经系

统疾病的严重性及胎儿的成熟度进行综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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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个体化选择对孕妇进行手术或保守治

疗，对胎儿进行等待或结束妊娠。 

 
 
PO-912 

支架取栓治疗基底动脉闭塞的有效性及预后

—单中心经验及 meta 分析 
 

文婉玲 黄清海 刘建民 

上海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 200433 

 

目的  了解基底动脉闭塞支架取栓治疗的整体

再通率及患者预后，并分析再通、患者基线

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搜索并评价 medline，EMBASE, Cochr

ane database 近 5 年来所收录关于支架取栓

治疗基底动脉闭塞的文献，将符合要求的研

究结合单中心前瞻性统计结果，通过随机效

应模型统计支架治疗基底动脉闭塞的开通

率、良好预后率及死亡率，并针对不同的纳

入标准进行亚组分析；对患者三个月良好预

后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 meta 分析及 meta

回归分析。 

结果  单中心共经支架取栓治疗基底动脉闭塞

14 例，按照制定的纳入排除标准共纳入文献

15 篇，涵盖 487 例患者。Meta 分析提示：

整体再通率为 0.8961 [95% CI 0.8481, 0.944

2]，整体良好预后率为 0.3746 [95% CI 0.316

5, 0.4327]，整体死亡率为 0.2950 [0.2390; 0.

3510]。亚组分析显示，将快速影像学检查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脑 CT 断层扫面）显

示大片脑干梗死作为排除标准之一的研究，

其良好预后率显著高于无影像学排除标准者

（0.473±0.076 与 0.287±0.058, P<0.001），

而再通率及死亡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按

照研究类型（前瞻性 /回顾性）、病例数分

组，各亚组的良好预后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单因素分析提示成功再通（mTICI≥2b）

（OR=2.04, P=0.05）、栓塞部位（基底动脉

远端栓塞）（OR=1.96, P=0.03）及合并基础

疾病（高血压）（OR=0.51, P=0.01）与三个

月后良好预后相关，良好预后组基线 NIHSS

评分低于对照组，而合并房颤、TOAST 分型

为心源性栓塞型、联合静脉溶栓药物、糖尿

病、吸烟及性别的预测价值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支架取栓技术对基底动脉闭塞再通率较

高；基底动脉再通、初始 NIHSS 较低、经影

像学筛选及栓塞部位为远端的患者更倾向于

获得良好预后。 

 

PO-913 

基底动脉顶端巨大动脉瘤的血流改道手术治

疗 
 

陈陆馗 郭晓远 罗伟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病例报告：患者男，52 岁，因头痛、呕吐伴

嗜睡收入院。CT 及 MRI 平扫发现梗阻性脑积

水，中脑腹侧类圆形占位。DSA 确诊基底动

脉顶端巨大动脉瘤，直径 3.5cm，瘤颈宽 2.0

cm，累及双侧大脑后动脉 P1 段；BOT 试验

阴性。因经济困难选择手术治疗。采用经翼

点-前颞下入路，全程电生理监测，暴露动脉

瘤、双侧 P1/P2 段、后交通动脉、双侧小脑

上动脉及其近端基底动脉，逐渐增加临时阻

断基底动脉达 1 小时，术中 EEG、SSEP、M

EP 监测和多普勒血管超声未见明显变化，遂

永久夹闭阻断基底动脉。术后头痛消失，无

呕吐，精神状态好转，复查 CT 动脉瘤占位效

应减轻，脑积水程度减轻。回家后已一年，

电话复诊无再头痛、呕吐，精神状态尚好。  

 
 
PO-914 

血管内栓塞结合二期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

颅内动静脉畸形 
 

诸德源 方亦斌 黄清海 李强 许奕 洪波 赵文元 刘建民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神经外科 200433 

 

目的  探讨血管内介入栓塞结合二期立体定向

放射外科（SRS）治疗颅内动静脉畸形（AV

M）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神经外科介入

栓塞结合二期 SRS 综合治疗 AVM 并获得影

像学随访患者 66 例的临床资料，随访时间为

7~96 个月。将 DSA 显示血管流空影完全消

失视为治愈。按照是否治愈分为治愈组 29

例，未治愈组 37 例，观察两组 AVM 是否破

裂、栓塞前体积大小和栓塞程度等不同因素

对综合疗法治疗 AVM 治愈率的影响，并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综合疗法治愈率的因

素。 

结果  （1）治愈组中，AVM 破裂 22 例（75.

9%），未破裂 7 例（24.1%），直径＜3cm

和≥3 cm 分别为 26 例（89.7%）和 3 例（10.

3%），患者 Spetzler-Martin（SM）分级Ⅰ~

Ⅲ级；未治愈组中，AVM 破裂 20 例（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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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破裂比为 17 例（45.9%），直径＜

3cm 和≥3 cm 分别为 18 例（48.6%）和 19

例（51.4%），34 例患者（91.9%）SM 分级

Ⅰ~Ⅲ级。（2）随访过程中，29 例（43.

9%）达到影像学治愈，64 例（97%）改良的

Rankin 量表(mRS)评分为 0~1 分；发生并发

症 6 例。（3）Logistic 多因素分析显示，AV

M 大小（OR=0.141,95%CI：0.035~0.570,P

＜0.01）和介入栓塞程度（OR=2.414,95%C

I：1.038~5.613,P＜0.05）是治愈率的影响因

素。 

结论  血管介入栓塞联合 SRS 治疗颅内 AVM

是有效且安全的。AVM 直径＜3cm 是综合疗

法治愈率的有益因素，介入栓塞程度未达到

影像学治愈是综合疗法治愈率的危险因素。 

 
 
PO-915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的初步应用 
 

陈陆馗 郭晓远 王宏 吴国建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的适应证及疗

效。  

方法  6 例颈动脉狭窄患者行 DSA 证实，其中

右侧者 3 例，左侧者 3 例；狭窄程度均为 7

0%～99%。  

结果  6 例均施行单侧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其

中 5 例实施经典式 CEA；术后经 6 个月至 3

年的随访，手术后全部患者无脑卒中事件发

生，并且脑缺血表现明显改善；但有 1 例实

施翻转式 CEA 患者因肺炎、呼吸衰竭死亡。  

结论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是治疗颈动脉重度狭

窄的有效方法。  

 
 
PO-916 

Solitaire 支架在颈动脉狭窄分期治疗防止过

度灌注综合征中的应用 
 

王川川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脑过度灌注综合征是颈动脉狭窄支架成

形术后的严重并发症，对于狭窄严重且代偿

差的病例风险尤甚，探索不同的分期支架成

形术可能有助于降低过度灌注综合征的发

生。本研究拟探讨采用 Solitaire 支架在高风

险颈动脉狭窄分期治疗中防止脑高灌注综合 

征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13 例因

合并严重颈动脉狭窄（≥70%）且有高再灌注

风险(脑灌注 TTP 较对侧延长 3 秒以上)的患

者行分期支架成形术，均在一期行小球囊预

扩后造影，见狭窄局部发生夹层后行 Solitaire

植入以维持管腔稳定，二期在 Solitaire 支架

内进行颈动脉支架植入，彻底打开狭窄；其

中男 9 例，女 4 例；年龄 67-79 岁，平均(72.

8±3.7)岁；回顾性分析其影像学结果和治疗过

程。 

结果   所有患者均成功进行颈动脉狭窄支架成

型分期治疗，围术期无过度灌注、出血及缺

血事件发生。其中首次 Solitaire 支架术后所

有病例灌注的 TTP 较对侧相差均减少到 2 秒

以内，二次术后均恢复到两侧对称。 

结论   Solitaire 支架用于颈动脉狭窄分期治疗

初步显示安全有效，尤其适用于一期球囊扩

张效果不佳以及出现动脉夹层的病例。其确

切疗效有待进一步验证。 

 
 
PO-917 

脑动静脉畸形出血并脑疝的急诊显微手术治

疗 
 

林俊明 王文浩 张明升 林洪 李君 张源 罗飞 胡连水 

解放军第 175 医院暨厦门大学东南医院神经外科，南

京军区创伤神经外科中心 363000 

目的  探讨急诊显微手术治疗脑动静脉畸形出

血并脑疝的临床效果。 

方法  本组急诊显微手术治疗脑动静脉畸形出

血并脑疝患者 26 例，其中单侧脑疝者 20 例

（76.9%），双侧脑疝 6 例（23.1%），术前

均行床边移动 CTA 检查，术前均行锥颅穿刺

引流术缓解颅高压。术中清除血肿，同时行

动静脉畸形全切 18 例(69.2%)；动静脉畸形 

部分切除 8 例(30.8%)。 

结果  术后死亡 5 例，植物生存 1 例，手术死

亡率 19.2%，均为双侧脑疝患者。致残率 38.

5%(10 例)。 

结论  对脑动静脉畸形出血并脑疝患者，术前

行床边移动 CTA 检查以明确畸形血管团位

置、大小、供血动脉及引流静脉情况，术前

行锥颅穿刺引流术缓解颅高压，有助于提高

行急诊手术的抢救成功率，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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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918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48 early branc
h aneurysms of th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Wang Chuanchuan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end
ovascular treatment (EVT) for early branch a
neurysms (EBAs).  
Methods  Two hundred and eleven middle c
erebral artery aneurysms (MCAAs) receive
d EVT between January 2012 and Decembe
r 2014 were reviewed. EBAs wer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ir special patterns from the c
erebral angiography. The angiographic featu
res, clinical outcomes, and angiographic res
ults were studied. 
Results  Fouty-eight EBAs (22.7 %) in 47 pa
tients were identified among MCAAs. Treatm
ents were successful in all EBAs, including c
oiling in 23 patients, balloon-assisted coiling 
in 4, and stent-assisted coiling in 21. Immedi
ate angiograms showed complete occlusion i
n 15 patients, residual neck in 18 and residu
al aneurysm in 15. Procedure-related compli
cations occurred in 1 case (2.1 %) who suffe
red rebleeding during coiling and left no per
manent neurological deficit after performed h
ematoma evacuation. 39 patients underwent
 angiographic follow-up (mean, 8.2 months), 
which showed 36 aneurysms were stable, 3 
achieved minor recanalization, and no major 
recanalization was found. The clinical follow-
up (mean, 22.8 months) of all patients demo
nstrated no neurologic deterioration or reble
eding except one died from unexplained cer
ebral hemorrhage.  
Conclusions  Our study is the first reported 
series of patients with EBAs treated by endo
vascular embolization. The preliminary exper
ience demonstrates that EVT for the EBA is  
feasible and safe. 
 
 
PO-919 

基于彩色编码成像脑血管造影的大脑中动脉

闭塞后侧支循环的量化评估 
 

文婉玲 方亦斌 杨鹏飞 吴一娜 黄清海 刘建民 

上海长海医院神经外科 200433 

 

目的  探究利用彩色编码成像脑血管造影对急

性大脑中动脉闭塞（MCAO）侧支代偿水平

进行量化评估的可行性。 

方法  采集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 18 例急性 M

CAO 患者完整脑血管造影序列及临床信息。

由 5 位测量者分别划定参考点和目标区域（T

DT）并通过计算机自动绘制时间密度曲线。

备选指标包括目标区域的相对密度峰值（rDe

nsityma）及相对达峰时间（ΔPT）。通过组

内相关系数（ICC）评估测量者间一致性；将

美国神经放射与治疗协会侧支循环评估体系

（ACG）作为参考标准对备选指标进行有效

性评估，通过 ROC 曲线下面积评价三指标对

良好结局的预测能力。 

结果  指标 rDensitymax 及 ΔPT 的 ICC 分别

为 0.983,95% CI 0.968-0.993；0.831,95% C

I 0.705-0.923）。rDensitymax 与 ACG 分级

存在良好相关性（Rho 0.869, P＜0.001）；

用再通与否进行校正后，rDensitymax 与良好

结局（改良 Rankin 评分，mRS≤2）间有较

好相关性（偏相关系数为 0.616, P=0.00

9），而时间指标 ΔPT 与 ACG 评分或 mRS

评分均无显著相关性（Rho=0.038,P=0.881; 

Rho=-0.155, P=0.539）。ROC 曲线提示 rDe

nsitymax 对良好结局预测能力最佳。 

结论  对于急性大脑中动脉闭塞，基于二维彩

色编码脑血管造影可能是一种简便可靠的侧

支循环水平量化评估手段；目标区域的相对

密度峰值（rDensityma）较时间指标更能预

测良好结局。 

 
 
PO-920 

眶上外侧入路治疗急性期前循环动脉瘤 
 

姜军 曲春城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  探讨颅内前循环动脉瘤破裂急性期显微

手术眶上外侧入路的临床应用。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山 

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经治的颅内前循环

动脉瘤的 3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都在

急性期进行了眶上外侧入路显微手术，分析

其临床资料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38 例病人眶上外侧入路手术切口长度平

均（10.54±1.14）cm，术中动脉瘤破裂 2

例，均成功夹闭破裂及未破裂动脉瘤。平均

手术时间（146.3±21.86)min。除去 2 例死亡

病例，平均住院时间（10.1±5.7）天，38 例

病人一共 47 个动脉瘤，其中大脑前动脉 2

个，前交通动脉 18 个，后交通动脉 16 个，

中动脉 8 个，颈内动脉 C1 段 3 个。出院时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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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预后评分,恢复良好 32 例（84.2％），轻

度残疾 2 例（5.3%），重度残疾病 2 例（5.

3%），无植物生存病例，死亡 2 例（5.

3%）。动脉瘤位置在后交通动脉和大脑中动

脉的 24 例病人平均手术切口长度较在其他位

置的 14 例病人长（11.19±0.66 VS 9.41±0.9

0 cm，P<0.0001），平均手术时间长（127.

9±15.28 VS 157.1±17.56 min，P<0.000

1）。出院时恢复情况未见显著性差异（P=0.

8460）。 

结论  颅内前循环动脉瘤破裂急性期的眶上外

侧入路是一种较安全、微创的方法，动脉瘤

位置影响手术切口和时间，但是对预后未见

影响。 

 
 
PO-921 
Evolution of a large intracranial artery dis
section on multimodal neuroimaging with
 spontaneous healing 
 
Zuo Qiao,Fang Yi-bin,Zhao Rui,Liu Jian-min,Huang 
Qing-hai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The intracranial artery dissections, especially
 large dissections, are relatively rare and thei
r natural history is not fully known. In this cas
e report, a rare large intracranial artery disse
ction with spontaneous healing was describe
d, and the evolutional process of the intramu
ral hematoma was evaluated by magnetic re
sonance imaging series, magnetic resonanc
e angiography and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
raphy. 
 
 
PO-922 
Treatment of fenestrated vertebrobasilar j
unction-related aneurysms with endovas
cular techniques 
 
Zhu Deyuan,Fang Yibin,Wu Yina,Li Qiang,Duan Gu
oli,Liu Jianmin,Xu Yi,Hong Bo,Zhao Wenyuan,Huan
g Qinghai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Changhai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433 
 

Objective  Fenestrated vertebrobasilar juncti
on-related aneurysms (fVBJ-AN) are uncom
mon and endovascular management strategi
es have become the first options for the treat
ment of these lesions. This clinical study aim
ed to report our experience in the endovascu

lar management of these lesions and to revi
ew the literature.  
Method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10 con
secutive patients harboring 12 fVBJ-AN betw
een January 2007 and December 2014. The 
demographic, angiographic and clinical data 
were reviewed. Additionally, a literature revie
w was performed.  
Results  Endovascular management strategi
es were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all 10 patient
s. Post-procedural angiograms indicated tota
l occlusion in eight (66.7%) aneurysms, a res
idual neck in one (8.3%) aneurysm, and thre
e residual aneurysms (25%). No procedurer
elated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ed. Follow-
up angiograms were obtained in eight patien
ts and revealed nine occluded aneurysms an
d one improved aneurysm; two patients were
 lost to angiographic follow-up. Clinical follow
-ups were obtained in all patients (until July 
2015), and the modified Rankin Scale scores
 at 69.5 months (range 17–101 months) of fo
llow-up were 0 in eight patients and 1 in two 
patients.  
Conclusion  Endovascular management str
ategies provided a high occlusion rate and a
n acceptable complication rate and are thu
s efficacious in the treatment of fVBJ-AN. Fu
rther studies are necessary to validate the uti
lity of these treatments due to the low incide
nce of fVBJ-AN. 
 
 
PO-923 
Embolization of Direct Carotid Cavernous
 Fistula With Onyx and Coils Under Trans
arterial Balloon Protection 
 
Yu Ying,Li Qiang,Huang Qinghai,Zhang Yongwei,Fa
ng Yibin,Xu Yi,Hong Bo,Zhao Wenyuan,Liu Jianmin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Objective  Endovascular management with 
good preserva- tion of the internal carotid art
ery (ICA) has become the first-line choice for
 the treatment of direct carotid cavern- ous fi
stulas (CCFs). Multiple treatments have bee
n tried with variable success. This article elu
cidates the effec- tiveness and safety of emb
olization with Onyx and coils under transarte
rial balloon protection.  
Methods  We reviewed 18 cases with direct 
CCFs in our case library. All cases were trea
ted with transarterial or transvenous emboliz
ation with Onyx and coils under intra-ar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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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oon protection.  
Results  Immediate angiography after embol
ization showed total occlusions in 16 patient
s and small residual fistulas in 2 patients. Go
od preservation of the ICA was observed in 
all cases. The average volume of Onyx was 
2.6 ml, and the average length of bare coils 
was 102.0 cm. Hydrogel-coated coils with an
 average length of 75.2 were used in five cas
es. Angiographic follow-ups of 16 patients sh
owed no residual or recurrent fistula within 8 
months (average 3.4). For the 2 patients with
 small residual fistulas, both received short-ti
me angiographic follow-up within 3 month aft
er the procedure. All follow-up angiograms s
howed no residual or recurrent fistula. Clinic
al follow-up of the other two recent patients s
howed no relapsing symptoms. There were 
no procedure-related complications, and no 
new symptoms occured in any patient.  
Conclusion  The technique of embolization 
using Onyx and coils under intra-arterial ball
oon protection is feasible for the treatment of
 direct CCFs, especially for patients with larg
e fistula ostium and large cavernous sinus. T
his technique is an effective and safe option 
with rare complications. 
 
 
PO-924 

射波刀分次治疗脑动静脉畸形（AVM）的华

山经验和策略 
 

王恩敏 王鑫 刘晓霞 诸华光 王朝壮 徐雯倩 梅广海 孙

磊 潘力 戴嘉中 汪洋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总结射波刀放射外科分次照射 AVM

时，照射 AVM 靶区的勾画与 AVM 闭塞率的

关系、以及部位和剂量对 AVM 闭塞的影响，

提出华山医院射波刀治疗 AVM 的策略。  

方法  使用射波刀治疗 65 例脑 AVM，AVM

的体积从 2.1-27cm3, 平均 8.8cm3。 放射外

科将体积大于 10cm3 的 AVM 称为大型 AV

M，本组 23 例为体积大于 10cm3。24 例实

施了血管内栓塞联合射波刀治疗。采用增强

CT、增强 3-D TOF MRI 轴位作为定位图像，

16 例同时使用 3-D 旋转 DSA，3 例功能区 A

VM 还增加 MRI DTI 显示传导束。AVM 靶区

的勾画：射波刀照射靶区为畸形血管巢和部

分小的引流静脉；对于已经做过栓塞的 AV

M，把残留的 AVM 和部分已经栓塞闭合 AVM

作为照射靶区，但是照射在小的引流静脉和

已经栓塞闭合 AVM 的剂量适度降低。射波刀

照射次数： AVM 体积在 2cm3 以下，照射 1

次，体积 2-10cm3，照射 2 次，体积大于 10

cm3 照射 3 次。7 例病人照射 1 次，31 例照

射 2 次，27 例照射 3 次。射波刀处方剂量从

18-28Gy， 平均 23Gy。功能区和深部 AVM

的最大剂量控制在 32-36Gy，非功能区 AVM

的最大剂量控制在 39 Gy。  

结果  随访 AVM 是否闭塞的时间点定在治疗

后 3 年-4 年。在 65 例病人中，59 例获得完

整的随访资料（随访率 90.7%），随访时间 3

6-70 月。51 例（78.4%）复查 MRI（29 例）

或 DSA（21 例）显示 AVM 基本闭塞消失，8

例 AVM 缩小，未闭塞。其中 4 例再次射波

刀，1 例再次栓塞，1 例伽玛刀治疗，2 例仍

在继续随访。 栓塞联合射波刀治疗的 24 例病

人中，20 例（83%）AVM 闭塞  。4 例

（6%）AVM 在射波刀治疗后 6 个月到 2 年半

的时间内再次出血。20 例（30.7%）在治疗

后 6-12 月 MRI 影像上有脑水肿表现，10 例

无症状，无需治疗。另外 10 例需要脱水和激

素治疗， 7 例恢复正常，1 例遗留部分瘫痪症

状, 2 例遗留肢体麻木。20 例中小体积 AVM

位于功能区和脑深部,18 例完全闭塞消失。  

结论  射波刀分次治疗小体积（7cm3) AVM 

闭塞率高，脑水肿反应轻微。 基底节区 AVM

治疗后脑水肿重， 大体积 AVM 栓塞联合射

波刀治疗可提高闭塞率。 功能区和深部 AVM

的最大剂量被控制在 35Gy 以下，副反应轻。

 AVM 形态复杂，没有一个标准的治疗方案，

因此个体化治疗可提高闭塞率，降低副反

应。  

 
 
PO-925 

320 排 CTA 联合 CTP 诊断脑动脉瘤术后脑

血管痉挛 
 

李秀梅 吴凯明 曹代荣 江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 320 排 CTA(computed tomograph

y angiography)联合 CTP(computed tomogra

phy perfusion)检查在脑动脉瘤夹闭术后脑血

管痉挛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314 例脑动脉瘤夹闭术前、后 320

排脑 CTA 资料，其中 23 例同时行术后 CTP

检查。对比术前、术后减影脑动脉 CTA 图

像，将术后血管管径变小作为诊断血管痉挛

依据。脑灌注不足判定方法：患侧 rCBV、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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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 与对侧对称或增高，MTT 和或 TTP 延

迟；脑缺血判定方法：患侧 rCBV 和或 rCBF

较对侧降低，MTT 和 TTP 延迟。在 PACS 工

作站，横断面图像放大 10 倍后，测量 21 例

脑灌注异常患者血管痉挛前后管径大小，应

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动脉痉挛程度与脑灌

注不足程度的关系，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314 例脑动脉瘤夹闭术后患者中，CTA

诊断血管痉挛 63 例（发生率为 63/314≈20.

1%，其中女性 40 个，男性 23 个；40 岁~60

岁患者占 68.3%，动脉瘤全部位于前循环动

脉）：全脑血管痉挛 24 例（其中前交通动脉

动脉瘤 9 例、颈内动脉动脉瘤 6 例、大脑中

动脉动脉瘤 6 例、后交通动脉动脉瘤 3

例）、局部血管痉挛 39 例（其中大脑中动脉

动脉瘤 18 例、前交通动脉动脉瘤 10 例、颈

内动脉动脉瘤 6 例、后交通动脉动脉瘤 4

例、大脑前动脉动脉瘤 1 例）。23 例局部血

管痉挛的患者行 CTP 检查，诊断脑灌注正常

2 例、脑灌注不足 9 例、脑缺血 12 例（其中

3 例脑梗死）。统计学分析得出脑灌注程度与

血管痉挛程度无相关性。 

结论  320 排 CTA 联合 CTP 检查可很好的判

断动脉瘤夹闭术后是否存在血管痉挛和血管

痉挛是否导致脑缺血，有助于临床医师制定

术后治疗计划，从而有望改善患者预后。 

 
 
PO-926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150 例造影体会  
 

苗锋 康东 

甘肃省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 734000 

 

目的  探讨动脉瘤栓塞术在治疗自发性蛛网膜

下腔出血所致颅内动脉瘤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本院 2009 年 5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

治的 150 例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运用全

脑血管造影明确动脉瘤后，行弹簧圈栓塞，

对临床疗效及术后并发症进行分析并随访  

结果  150 例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行全脑血

管造影，明确动脉瘤后行弹簧圈栓塞治疗。

术后患者随访 3 月～半年，期间无复发病

例。 

结论  弹簧圈栓塞动脉瘤具有创伤小、恢复

快、神经功能保全好等优点，是目前神经外

科治疗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所致动脉瘤的

有效治疗手段。 

 

PO-927 

血流导向装置治疗前循环大型或巨大型动脉

瘤的中长期随访结果 
 

周宇 杨鹏飞 赵瑞 方亦斌 黄清海 许奕 洪波 刘建民 

上海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评估 Tubridge 血流导向装置在前循环

大型或巨大型动脉瘤治疗中的中长期安全性

及有效性。 

方法  前瞻性收集与分析 2010 年 8 月-2015

年 6 月应用 Tubridge 血流导向装置治疗的 63

例患者共 63 个动脉瘤的临床资料及长期随访

结果。 

结果  本组 63 个动脉瘤共植入 Tubridge 血流

导向装置 74 个；除一例支架未能完全打开

外，所有血流导向装置均成功植入。本组发

生操作相关缺血性事件 1 例，临床随访（20-

54 月）过程中，无出血或缺血性并发症的发

生。55 个动脉瘤获得术后 DSA 随访，其中 3

9 例动脉瘤影像学治愈（70.9%）；30 例患

者随访超过 12 月（12-48 月，平均 21

月），其中 26 例瘤影像学治愈（86.7%）；

支架覆盖的分支均保持通畅，未发生支架内

狭窄及载瘤动脉闭塞。 

结论  本组中长期随访结果表明，Tubridge 血

流导向装置治疗前循环大型或巨大型动脉瘤

是安全和有效的，且治愈率随时间延长进一

步提高。 

 
 
PO-928 

软膜侧支循环对取栓预后的影响可能是多层

次的 
 

文婉玲 杨鹏飞 张永巍 方亦斌 黄清海 刘建民 

上海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 200433 

 

目的  及时取得再灌注仍然是急性脑梗死治疗

的主要目标。侧支循环好坏对取栓患者预后

的影响已得到广泛认同，原因可能在于侧支

循环有助于保存缺血半暗带。本研究试图从

影像学再灌注顺利程度的角度，探究侧支循

环对支架取栓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纳入我中心经 solitaire 取栓的颈内动脉

系统闭塞病例，将取栓操作(自微导管到位至

实现 mTICI 2b 或 3 级再灌注)<30 分钟定义为

“过程顺利”，否则定义为“过程艰难”；对比两

组年龄、性别、基础疾病（高血压、糖尿

病、房颤、心脏瓣膜病变、吸烟与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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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 NIHSS、ASPECTS 评分、缺血时间、

是否静脉溶栓、是否采用球囊成形或支架成

形，闭塞部位、闭塞段长度及侧支循环等级

分布、操作者、3 个月随访 mRS 分布的差

异；并将有意义的参数纳入 Logistic 回归方程

进行多因素分析。另外，将是否进行支架/球

囊成形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偏相关分析探索

侧支循环分级与取栓操作时间之间的关系。 

结果  共纳入患者 93 例，其中“过程顺利”者 4

9 例，“过程艰难”者 44 例。其中，经血管成

形术等补救手段达到稳定再灌注 11 例，操作

时间均>30 分钟。众因素中仅侧支循环分级

分布在两组中存在显著差异（p<0.001），两

组随访 mRS 分级分布亦存在显著差异（p=0.

002）。Logistic 回归结果提示侧支循环分级

为支架取栓顺利程度的唯一独立预测因素（O

R=0.256，β=-1.362，p<0.001）。偏相关分

析提示侧支循环分级与取栓操作时间相关系

数 r=-0.499，p<0.001。以是否获得良好临床

预后（三个月 mRS≤2）为因变量，纳入 NIH

SS、侧支循环分级、开通顺利程度等自变量

的 logistics 回归分析提示：仅侧支循环分级

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OR=4.389，β=1.47

9，p=0.008）。 

结论  对于 solitaire 取栓的患者，软膜侧支循

环更丰富者更容易获得快速再灌注，这可能

是侧支循环对取栓患者预后影响的另一层 

面。其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PO-929 

非优势供血侧翼点入路夹闭前交通动脉瘤的

临床研究 
 

万登峰 梁爱军 张建中 何锦华 周斌 

江西省人民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前交通动脉瘤手术入路的选择方

式。分析非优势大脑前（A1)供血侧翼点入路

（包括其改良的其它方式）夹闭前交通动脉

瘤的可行性和安全性，以及处理各种类型前

交通动脉瘤动脉瘤的最佳适应症和注意要

点。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至 2015 年来显微手术

治疗 80 例有 A1 优势征的前交通动脉瘤的临

床资料。术前根据 CTA、DSA（3D-DSA）

等影像资料将前交通动脉瘤瘤体的指向、A1

和 A2 的形态学特征进行分类。瘤体指向分为

前下指向、前上指向、后上指向、后下指向

及复杂指向型。A1 分为优势侧、非优势侧，

形态上以水平形、上下弧形和横“S”形。双侧

A2 在起始端侧位上的重叠度与旋转方向。显

微镜下手术资料重点关注前交通动脉瘤和复

合体的显露夹闭关键阶段。夹闭方式根据我

们多年来的动脉瘤的显微手术体会将动脉瘤

术中夹闭技术分为、瘤颈瘤体电凝塑形后夹

闭、多瘤夹技术夹闭和复合方式夹闭等。比

较采用优势侧、非优势侧两种入路在夹闭手

术过程中从近端能否控制载瘤血管、未成熟

破裂的可能性大小和夹闭瘤颈的难易度和满

意度等方面综合评价。 

结果  32 例选择非优势供血侧翼点入路，48

例选择优势供血侧翼点入路。选择非优势供

血侧翼点入路中主要是瘤体指向上后方向，

瘤体在三分叉结构中指向非优势侧者前交通

动脉瘤均顺利夹闭，动脉瘤和前交通动脉复

合体显露满意，夹闭动脉瘤方便、顺利、安

全，夹闭后均切开动脉瘤确认夹闭可靠。在

近端能否控制载瘤血管、未成熟破裂的处理

上和夹闭瘤颈的难易度等方面综合评价满

意。夹闭方式上可采用瘤颈单纯直接夹闭、

瘤颈瘤体电凝塑形后夹闭等相对简单夹闭方

式，对特殊瘤夹的需求相对少。但相对增加

了未成熟破裂的几率，对尤其在指向前下方

的动脉瘤更需慎重，对于处理破裂动脉瘤经

验较少的手术者不宜早期开展。选择优势供

血侧翼点入路利于尽早控制优势侧 A1 段，在

总体上对动脉瘤和复合体的显露也尚可。但

存在如下问题：1、对于瘤体指向对侧方向的

部分动脉瘤夹闭时相对困难，与对侧 A2 位置

关系密切；2 夹闭方式上有事需复杂方式处

理，对特殊形状的瘤夹要求多；3、而且夹闭

后瘤夹与交通动脉的夹角处瘤颈易残留复

发。  

结论  前交通动脉瘤周围结构复杂，术前仔细

分析影像学资料十分重要，动脉瘤指向可以

影响夹闭效果。选择根据术前血管造影选择

恰当的前交通动脉瘤类型，采用非优势供血

侧翼点入路手术方式是一种安全、方便、更

合理的治疗方式，可提高颅内动脉瘤的夹闭

效果。 

 
 
PO-930 

破裂前期后交通动脉瘤的形态学及血流动力

学分析 
 

于瀛 徐瑾瑜 黄清海 刘建民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神经外科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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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明确破裂前期颅内动脉瘤的形态学及血

流动力学特征,评估该状态下颅内动脉瘤的破

裂风险. 

方法  通过 3D 旋转血管造影构建病例特异性 

的处于破裂前期动脉瘤(伴有突发动眼神经麻

痹的后交通动脉瘤)计算流体力学模型,并将其

与破裂组后交通动脉瘤进行了形态和血流动

力学的数值模拟的比较研究. 

结果   破裂前期组与破裂组在瘤体大小、A

R、SR、动脉瘤倾角、血管角度等形态学指

标及平均载瘤动脉 WSS、瘤体 OSI 等血流动

力学指标上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破裂

前期组平均瘤体 WSS 较破裂组低(P=0.02

4)；其中 AR 与 LSA 和 OSI 存在正相关关系

(P=0.005,P=0.007),SR 与平均瘤体 WSS 存

在负相关关系(P=0.042). 

结论  处于破裂前期的颅内动脉瘤与破裂颅内

动脉瘤有着相似形态学及血流动力学特征,因

而在临床上,我们有更客观的证据对发生动眼

神经麻痹的后交通动脉瘤进行急诊干预,以防

止其破裂.本研究从一个更客观真实的角度验

证了目前形态学及血流动力学动与动脉瘤破

裂的相关性。 

 
 
PO-931 

无切口立体穿刺法结合颅内压监测治疗大量

脑出血高龄患者 
 

任力 王之涵 赵亮 

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 301399 

 

目的  探讨无切口立体穿刺法结合颅内压监测

治疗大量脑出血高龄患者的疗效及可行性。 

方法  针对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间 5

7 例年纪大于 70 岁以上颅内大量自发性出血

（大于等于 40 毫升）并破入脑室（幕上或幕

下）的高龄患者，一般情况较差，不能耐受

全身麻醉，或家属不能接受开颅血肿清除

术。即使患者 GCS 评分较低或出现一侧或者

双侧瞳孔散大，在充分沟通及知情同意前提

下，采取局麻下快速无切口立体穿刺[1]置管

冲洗引流及颅内压监测术，术后结合尿激酶[2]

冲洗治疗，并对手术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57 例患者存活 42 例，死亡 15 例。 

结论  局麻下快速无切口立体穿刺置管冲洗引

流及颅内压监测术治疗大量脑出血的高龄患

者，能在最小创伤的情况下迅速降低颅内

压，减少开颅手术风险及麻醉意外。手术效

果切实有效，患者家属接受度高，符合个体

化治疗原则，值得推广。 

 
 
PO-932 
A Novel Flow Diverter (Tubridge) for the T
reatment of Recurrent Aneurysms: A Sin
gle-Center Experience 
 
Zhang Yongxin,Yang Pengfei,Xu Yi,Hong Bo,Huang
 Qinghai,Liu Jianmin,Fang Yibin 

上海长海医院 200433 

 

Background  The Tubridge flow diverter (F
D) is a novel device aimed at reconstructing 
the parent artery 
and occluding the complex aneurysm. Retre
atment of recurrent aneurysms using the FD 
is challenging. We report our initial experienc
e in the repair of aneurysm recurrence with F
D. 
Methods 
A review was conducted from a prospectivel
y database, and 8 patients with 8 recurrent a
neurysms (mean size, 16.7mm) were identifi
ed. Four aneurysms had previously ruptured.
 Previous aneurysm treatment consisted of c
oiling in 1 aneurysm and single-stent-assista
nt coiling in 7. Procedural complications and 
clinical and angiographic outcomes were an
alyzed.  
Results  Six aneurysms were treated by usi
ng a single Tubridge FD alone, while the rem
ainings 2 were treated with the FD + coiling. 
Immediate results of 8 aneurysms were all in
complete occlusion. Neither major ischemic 
nor hemorrhagic complications occurred exc
ept one patient experienced a vasospasm. F
ollow-up angiographies were 
available for 7 aneurysms; the mean follow-u
p was 16.9 months (7-36 months). Five aneu
rysms were completely occluded; whereas 2 
had a residual neck. One parent artery of a 
VA dissecting aneurysm was found severe st
enosis without symptoms. All visible branche
s covered by the FD were patent. All patients
 attained a favorable outcome (mRS≤2) at di
scharge and at follow-up. 
Conclusions  In selected patients, the Tubri
dge FD can provide a safe and efficient optio
n for the retreatment of recurrent aneurysms.
 Several technical points should be paid atte
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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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933 
Comparison of the Tubridge flow diverter 
and conventional stents in large and gian
t aneurysms: safety and efficacy based o
n a propensity score-matched analysis 
 
Zhang Yongxin1,Liu Jianmin1,Yang Pengfei1,Zhou Y
u1,Xu Yi1,Hong Bo1,Huang Qinghai1,Chen Qi2 

1.上海长海医院 

2.第二军医大学统计学教研室 

 

Purpose  The Tubridge flow diverter(FD) is 
a novel device aimed at reconstructing the p
arent artery and occludingan aneurysm. We 
performed a propensity score-matched analy
sis to compar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betwe
en the Tubridge FD and conventional stents. 
Methods  A database review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patients with large and giant unru
ptured aneurysms (≥10 mm) treated with the
 Tubridge FD or conventional stents. Demog
raphic and aneurysmal data, complications, 
angiographic and clinic outcomes were colle
cted. A propensity score, representing the pr
obability of using the Tubridge FD, was gene
rated for each aneurysm using the relevant p
atient’s and aneurysmal variables. Angiogra
phic results, complications, and clinical outco
mes were compared following propensity  
score adjustment. 
Results  After matching of the propensity sc
ore, 45 aneurysms treated with the Tubridge 
FD and 45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stents 
were matched. The Tubridge cohort had a si
gnificantly (P=0.0002) higher complete occlu
sion rate at the 6-month follow-up (68.6%) th
an the conventional stent cohort (24.3%). Th
e Tubridge cohort more frequently achieved i
mprovement (P<.0001) and had a much low
er recurrence rate (P=0.0001). The rate of p
eri-procedural complications was similar (P=
1), as was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ho att
ained a favorable outcome (mRS≤2) at disch
arge (P=1) and at the 6-month follow-up (P=
1). 
Conclusion  The Tubridge FD provided a re
markably higher complete occlusion rate tha
n conventional stents, with comparable morb
idity and clinical outcomes. Our findings prov
ide reliable evidence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Tubridge FD could be a preferred treatmen
t option for large and giant unruptured aneur
ysms. 
 
 

PO-934 

颅内动脉瘤的开颅手术治疗 
 

荔志云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临床资料  我院 2011.1-2015.12，共准备开颅

或开颅手术治疗颅内动脉瘤 102 例，术前死

亡 6 例，实际手术 96 例。其中男性 41 人，

女性 61 人。年龄 15-74 岁，平均 47.68 岁。

其中妊娠合并脑动脉瘤破裂出血 2 例。患者

来院距离发病时间：发病后 24 小时内入院者

32 例；70 例于出血后 2 天-13 天入院；手术

距发病时间平均 7.8 天。  

动脉瘤部位分布：前交通动脉瘤共 42 例，后

交通动脉瘤 16 例，大脑前动脉瘤 6 例，大脑

中动脉瘤 26 例，大脑后动脉瘤 3 例，颈内动

脉 8 例。  

入院时病情 Hunt-Hess 分级：Ⅰ级：25 例，

Ⅱ级：36 例，Ⅲ级：27 例，Ⅳ级：12 例， 

Ⅴ级：2 例。  

治疗方法  采用翼点、小翼点、额部及枕下入

路；脑水肿严重者同时去骨瓣减压；动脉瘤

直接夹闭 93 例，动脉瘤包裹 3 例。术前死亡

5 例。术前常规给予镇静、通便、脱水降颅 

压、控制血压、缓解脑血管痉挛处理。  

结果  实际手术 96 例患者半年后 GOS 评分：

5 分(良好)：67 例， 4 分(中残)：23 例， 3 分

(重残)：2 例， 2 分(植物生存)：1 例， 1 分

(死亡)：3 例。无复发病例。其中妊娠合并脑

动脉瘤破裂出血 2 例均母子平安，恢复良

好。 共 9 例死亡患者分析(9/102) :术前等待

中死亡 6 例：其中 2 例评分Ⅴ级，病情危重

死亡；4 例动脉瘤再次破裂死亡；3 例开颅术

后死亡：其中 1 例动脉瘤包裹术后再破裂死

亡；1 例动脉瘤包裹失败，夹闭大脑中动脉，

术后严重脑水肿死亡；1 例动脉瘤夹闭后载瘤

动脉闭塞，严重脑水肿死亡。  

   
 
PO-935 

脑室外引流联合早期腰大池引流治疗脑室出

血 
 

李严 钱令涛 朱司阳 梁卫东 

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 236004 

 

目的  总结脑室外联合腰大池引流治疗脑室出

血并发急性梗阻性脑积水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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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47 例脑室出血并发急性梗 

阻性脑积水病人的临床资料，其中采取脑室

外引流后即刻行腰大池引流（联合组）23

例，采取单纯脑室外引流（单纯组）24 例。

对两组病例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联合组腰大池引流时间 5~21 d，平均 1

1d；脑室外引流时间 4~15d，平均 12d；单

纯组引流时间 8~24 d，平均 16d。术后并发

颅内感染，联合组 1 例（4.3%），单纯组 4 

例（16%）；引流管堵塞或脱落，联合组和

单纯组各 2 例。术后交通性脑积水需行脑室-

腹腔分流术，联合组 2 例（8.6%），单纯组

11 例（45.8%），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早期脑室外联合腰大池引流是治疗脑室

出血并发急性脑积水安全而有效的措施，可

以缩短脑室外引流管留置时间，减少颅内感

染和交通性脑积水发生率，有效改善患者预

后。  

 
 
PO-936 

球囊辅助 Onyx 栓塞创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

瘘 
 

于瀛 黄清海 许奕 洪波 赵文元 刘建民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神经外科 200433 

 

目的  创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是颅脑外伤后

常见的并发症，以往此类疾病多以可解脱球

囊栓塞或弹簧圈，单纯应用液体栓塞剂 Onyx

作为栓塞材料的报道不多。因此我们回顾了 4

8 例以单纯 Onyx 作为栓塞材料的病例，总结

其技术经验及其安全性、有效性。 

方法  回顾我科既往通过单纯 Onyx 栓塞治疗

的创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病例 48 例，分析

造影特点及治疗的技术经验。 

结果  术后即刻造影结果提示全部病例均得到

完全栓塞；除一例双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的

患者外，所有患者均通过一次手术得到治

愈，长达 24 个月的临床随访未见复发，全部

病例未见手术相关并发症。 

结论  单纯 Onyx 栓塞境内动脉海绵窦瘘是安

全有效的。 

 
 
PO-937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对不同阶段创伤性急性脑

梗死的临床观察 
 

陈新 

福建省人民医院 350004 

 

目的  分析不同治疗时机应用参芎葡萄糖注射

液治疗创伤性急性脑梗死的临床效 

果与副反应。  

方法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9 月，将 21 例

创伤性脑梗死患者按照确诊的先后顺序随机

分为三组：早期治疗组（确诊后 72h 以内开

始治疗）、治疗组（确诊后 72h-7d 开始）、

晚期治疗组（确诊 7d 后开始）。均予参芎葡

萄糖注射液 200ml/d 进行 14 连续天治疗，除

了治疗时机不同之外所有治疗均相同。治疗

前后参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

S)评分、CT 影像对比、不良反应发生率进行

临床疗效评估，随访 3 个月后进行格拉斯哥

预后（GOS）评级，对比中远期疗效。 

结果  早期治疗组与中期治疗组总有效率、中

远期预后优良率无差异（P＞0.05）分别显著

高于晚期治疗组（P＜0.05）；不良反应方

面，早期治疗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最高，中

期治疗组与晚期治疗组之间无差异（P＞0.0

5）且分别显著低于早期治疗组（P＜0.0

5）。 

结论  早期治疗与中期治疗均可取得较满意的

总有效率，晚期治疗则疗效较差；早期治疗

发生不良反应较多且较严重，中、晚期治疗

较为安全。 

 
 
PO-938 

钙离子激活钾通道 KCa3.1 在血流动力学诱

导的颅内动脉瘤生成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于瀛 张照龙 黄清海 刘建民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神经外科 200433 

 

目的  本课题旨在初步阐明颅内动脉瘤的血流

动力学-生物学机制，初步验证 KCa3.1 是否

为感知有害生物学应力并作出生物分子反应

的靶点，为阻断动脉瘤发生，逆转动脉瘤进

程，探索无创或药物治疗颅内动脉瘤提供重

要参考。 

方法  建立大鼠单纯血流动力学诱导的颅内动

脉瘤模型，以 Clotrimazol 作为 KCa3.1 特异

性阻滞剂建立 CLT 抑制组。通过血管腐蚀铸

型技术结合扫描电镜对大鼠动脉瘤模型的动

脉铸型进行动脉瘤瘤样改变评估，使用免疫

组化法验证 KCa3.1 下游通路中的关键靶点 N

F-κB 和 iNOS 的表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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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CLT 抑制组大鼠 ACA-OA 及 Acom  

Complex 动脉瘤瘤样改变程度明显较轻，而

动脉瘤组及空白对照组较 CLT 抑制组均可见

显著的瘤样改变（p<0.05）， Acom Comple

x 显著迂曲扩张，并伴有局部的瘤样扩张（3

级，动脉瘤组 16.7%，空白对照组 25%），

RT-PCR 结果显示各时间点 CLT 组 KCa3.1 

mRNA 表达均显著低于同时期动脉瘤组；动

脉瘤各组 KCa3.1 mRNA 表达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01）。免疫组化结果表明，特异性

阻断 KCa3.1 的同时，也相应的抑制了管壁 N

F-κB 和 iNOS 的表达。 

结论  KCa3.1 可能是将血流动力学应力转化

为生物学信号的重要靶点，阻断 KCa3.1 可显

著抑制由血流动力学诱导的产生的管壁炎症

反应、氧化应激及瘤样改变。 

 
 
PO-939 

经侧脑室显微镜下清除丘脑血肿破入脑室 
 

林少华 

广东省中山市人民医院 528403 

 

目的  探讨经侧脑室显微镜下清除丘脑血肿破

入脑室的手术疗效。 

方法  对 15 例高血压丘脑出血破入脑室患者 

行经额经侧脑室入路显微镜下手术清除血

肿。患者在全麻下，仰卧位，头上抬 15。以

额角脑室穿刺点为中心作一 L 形切口，骨瓣

大小约 3 cm×3 cm，十字剪开硬脑膜，常规

穿刺脑室并沿穿刺瘘口切开脑皮层进入脑

室，清除脑室积血，沿丘脑血肿破裂口或经

室间孔进入血肿腔，清除丘脑血肿及电凝出

血部位。脑室内放置引流管，缝合硬膜，骨

瓣复位，关颅。术后复查头颅 CT，了解血肿

清除及脑室中积血情况。 

结果  除 1 例放弃治疗外全部存活，术后随访

1-18 个月，以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

估患者神经功能，ADL1 4 例（26%），ADL

2 8 例（53%），ADL3 1 例（6%），ADL4 

1 例（6%）。 

结论  术中直视下清除血肿，止血效果确切，

减少了术后再出血的发生，同时显微镜下操

作又最大限度的保护周围结构功能，减少患

者残疾的发生。与传统的侧脑室穿刺引流联

合立体定向丘脑血肿穿刺引流术+尿激酶保留

冲洗的方法相比，此方法早期减轻了血肿对

脑室壁结构尤其是丘脑及中脑导水管周围脑

干组织的机械性压迫与刺激，减少了继发性

损害，缩短了脑脊液循环通路堵塞的时间，

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经额经侧脑室入路清

除丘脑血肿具有血肿清除效果确切，术中对

脑组织损伤小，术后并发症少，为挽救患者

生命作最大努力。 

 
 
PO-940 

3.0T 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评估大脑中动脉粥

样硬化狭窄的可信度 
 

贾泽军 张磊 刘建民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探讨 3.0T 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HRM

RI）评估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可信

度。 

方法  2011 年 2 月~2013 年 12 月，对 66 例 

经 DSA 确诊的动脉粥样硬化性 MCAM1 段中

重度狭窄（50%~99%）患者进行 HRMRI 检

查，测定 MCA 最狭窄处管腔面积（lumenare

a,LAnarrow）、血管面积（vesselarea,VAna

rrow）及参考血管 LAreference 及 VAreferen

ce，分析 MCA 斑块分布部位（前壁、后壁、

上壁、下壁）；比较 2 位研究者的定量测量

及定性分析结果，对比分析其中一位研究者

首次及 1 个月后的再次分析结果；ICC 法分

析观察者自身差异及不同观察者间差异。 

结果  HRMRI 测量 VAnarrow、VAreferenc

e、LAreference 具有非常好的组间（ICC0.80

1、0.843、0.808）及组内一致性（ICC0.81

1、0.916、0.958）；LAnarrow 测定结果的

一致性一般（ICC0.584、0.625），要差于其

他 3 个指标。HRMRI 判断有无斑块的一致性

非常好（ICC0.917、0.960）；HRMRI 判定

MCA 不同部位（上壁、下壁、前壁、后壁）

斑块的组间（ICC0.856、0.836、0.791、0.9

05）、组内（ICC0.876、0.827、0.825、0.9

50）一致性较好。 

结论  基于 HRMRI 的 MCA 粥样硬化性狭窄

定量、定性分析具有较好的可重复性，但对

血管最狭窄处的定量分析可信度仍有待提

高。 

 
 
PO-941 

缺血性烟雾病的临床表现与 DSA 诊断 
 

张小曦 戴冬伟 白思嘉 

长海医院神经外科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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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烟雾病的临床特点与 DSA 表现之 

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我中心主要诊断为“烟雾病”的病

例，患者均为接受 DSA 检查并确诊为缺血性

烟雾病患者,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表现及 DSA 检

查结果。 

结果  脑缺血表现 92 例，DSA 上表现为双侧

病变 84 例，单侧病变 8 例，异常血管网是本

病的基本特征，部分病例的临床表现、CT 表

现与 DSA 显示的血管狭窄和闭塞有不一致

性。 

结论  患者首次发病时间与接受治疗时间越

久，其 suzuki 分级越高；患者 suzuki 分级分

布以 3、4 级居多；临床症状以头痛头晕为

主。 

 
 
PO-942 

基于 HR MRI 的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

卒中风险分析 
 

贾泽军 张磊 刘建民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比较有或无症状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性

狭窄患者 HR MRI 影像的管壁及斑块特性,探

讨基于 HRMRI 进行 MCA 狭窄卒中风险分层

的可行性。 

方法  66 例经 DSA 确诊的动脉粥样硬化性 M

CA Ml 段中重度狭窄(50%~99%)患者分为症

状组(n=27)、无症状组(n=39)，采用 3.0T HR

 MRI 测定血管最狭窄处血管面积(vessel area,

 VAnarrow)、管腔面积(lumen area, LAnarro

w)以及血管参考处 VAreference、LAreferene

e,比较两组患者管壁、斑块定量指标[VA、L

A、管壁面积(wall area, WA)、斑块大小(plaq

ue size, PS)、斑块负荷(plaque burden, P

B)、管壁重塑指数(remodeling index, RI)]，

及斑块分布部位(前壁、后壁、上壁、下壁、

环形)、斑块稳定性的差异。 

结果  两组患者基本人口学资料及狭窄程度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斑块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症

状组 PS、PB 明显大于无症状组(6.30±3.41v

s 4.26±2.90, P=0.011; 0.42±0.16 w 0.31±0.1

6,P=0.008)。血管重塑模式分析结果表明:症

状组 RI 大于无症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1

7±0.30 vs 0.96±0.20, P=0.001);症状组 MCA

狭窄管壁以 PR 为主(66.67%,18/27),而无症

状组 MCA 狭窄管壁以 non-PR 为主(56.4

1%, 22/39)。斑块分布部位分析结果表明:MC

A Ml 狭窄斑块前壁分布最多(47.26%),环形(2

5.90%)、下壁(19.09%)次之,上壁(5.49%)、

后壁(2.56%)最少,前壁与其他部位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01),环形、下壁与上壁、

后壁差异有统计意义(P<0.001);症状组、无症

状组 MCA 斑块分布部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斑块稳定性分析结果表明:所有斑块中强化斑

块占 73.77%,无强化斑块 26.23%,组间分析表

明两组间斑块强化与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尸

=0.310)。 

结论  较大的斑块负荷、正性重塑是中重度 M

CA 狭窄的卒中高危因素。MCA 狭窄斑块主

要分布于前壁、环形、下壁,环形斑块是重要

的分布亚型。目前标准下的斑块强化与否可

能对预判中重度 MCA 狭窄卒中发作作用有

限。 

 
 
PO-943 

基于术前 HRMRI 的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性狭

窄支架术后再狭窄影响因素分析 
 

贾泽军 张磊 刘建民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分析 MCA 支架植入 

术后支架内再狭窄(in-stent restenosis, ISR)

及无再狭窄(non-ISR)患者术前 3.0 THRMR

管壁及斑块影像特征,探讨术后 ISR 发生的术

前管壁、斑块因素,为临床选择血管内介入治

疗潜在获益人群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 2011 年 2 月~2013 年 6 月于我院

行球囊扩张+支架成形术治疗、且随访 6 个月

以上的中重度 MCAM1 狭窄患者 31 例作为研

究对象。 

结果  两组患者基本人口学资料及狭窄程度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斑块负荷对比分析结果表

明:ISR 患者 MCA 狭窄 VAnarrow、WAnarro

w 小于 non-ISR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70

±4.47 vs 14.62±3.55 mm2, P=0.015; 7.37±4.

43 vs 13.35±3.22 mm2, P =0.010); ISR 患者

PS、PB 也小于 non-ISR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2.29±1.67 vs 7.47±3.68 mm2, P=0.011;

 0.23±0.13 vs 0.50±0.15, P=0.004);但二者 L

A_W 及参考血管 VAreference、LAreferenc

e、WAreference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血管重

塑模式对比分析结果表明:ISR 患者 RI 明显小

于 non-IS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78±0.17 vs 

1.26±0.24,P =0.002)。ISR 患者 NR(RI≤0. 95)

发生率为 100%(5/5),而 non-ISR 患者为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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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斑块分布部位对比分析结果表明:MCAM

1 狭窄斑块前壁分布最多(62.00%,P<0.001),

环形(17.78%),下壁(11.33%),上壁(4.44%)、

后壁(4.44%)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的组

间分析结果表明:ISR 组患者环形斑块明显多

于 non-ISR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8.33% 

vs 2.5%, P=0.028),其他前壁、后壁、上壁、

下壁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术前管壁负性重塑、低斑块负荷可能是

MCA M1 狭窄支架术后 ISR 潜在的预测因

子。术前环形斑块与 MCAM1 狭窄支架术后 I

SR 密切相关,具体机制尚不明确,值得深入研

究。.基于术前 3.0T HR MRI 的管壁及斑块检

查有助于筛选颅内狭窄支架术后 ISR 局危患

者。 

 
 
PO-944 

神经内镜辅助下高血压脑出血血肿清除术的

急诊手术配合 
 

程莎莎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经神经内镜高血压脑出血血肿清除

术的急诊手术配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经神经内镜高血压脑出

血血肿清除术的急诊手术患者。术前与医生

进行沟通，迅速准备所用仪器设备和专科器

械并熟悉手术步骤。术中与医生密切配合，

严格无菌操作。术后对患者及时随访，做好

健康指导。 

结果  患者术后恢复良好，症状明显改善。 

结论  手术室的护理至关主要，术前迅速准备

手术需要的器械、术中熟练、灵活主动的手

术配合、手术体位的摆放以及器械的清洗、

灭菌及特殊仪器设备的管理是手术顺利进行

的重要保障。 

 
 
PO-945 

颅内压及脑灌注压监测在高血压脑出血治疗

中的应用 
 

方文华 康德智 林章雅 林元相 吴喜跃 薛毅辉 江常震 

余良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持续颅内压（ICP）及脑灌注压

（CPP）监测在高血压脑出血救治中的应用

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0 年 1 月～2012 年

6 月收治的 67 例行持续颅内压及脑灌注压监

测的高血压脑出血病例，总结其临床特点、

治疗效果及应用体会。 

结果  67 例患者男性 39 例，女性 28 例，年

龄 34 岁～81 岁，平均年龄 56.3 岁，中位年

龄 58 岁。入院时 GCS 评分 3～8 分 31 例，

GCS 评分 9～12 分 25 例，GCS 评分 13～1

5 分 11 例。采用强生公司 Codman 颅内压传

感器，植于硬膜下或脑组织内。术后实施持

续 ICP 及 CPP 监测，根据监测结果调整治疗

方案包括降颅压、减轻脑水肿、扩容、改善

脑循环等治疗，控制目标 ICP≤20mmHg，C

PP≥60mmHg。ICP 传感器放置时间 4～12

天，平均 7.4 天，拔除传感器时 ICP 值平均

为 8.6mmHg。患者在 ICU 治疗平均时间为 6.

1 天，平均住院天数 16.9 天。出院时 GOS 评

分≤3 分 24 例（35.8%），GOS 4 分 30 例

（44.8%），GOS 5 分 13 例（19.4%）。 

结论  持续、动态颅内压监测可直观反映颅内

压的实时变化情况，同时可进行持续脑灌注

压监测，有利于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进行更

及时的病情观察和更精确的综合治疗，并对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预后评估具有重要意

义。 

 
 
PO-946 

颅内动脉瘤治疗的策略 
 

姜维喜 1,2 袁盾 1,2 沈沉浮 1,2 黄军 1,2 陈风华 1,2 李毅

锋 1,2 谢源阳 1,2 彭泽峰 1,2 李学军 1,2 刘庆 1,2 伍军 1,2 

谭泽民 1,2 刘宏伟 1,2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中南大学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通过 2007 年至 2015 年单一手术组 185

1 例颅内动脉瘤治疗方法和效果的分析，探讨

颅内动脉瘤治疗方法的个性化选择。 

方法  根据手术组认为，合适显微手术颅内动

脉瘤夹闭（含海绵窦段巨大动脉瘤颅内外血

管搭桥）或介入栓塞治疗的手术病例中，年

龄范围在 2 个月至 83 岁。其中显微手术夹闭

1320 例，颅内外血管搭桥 5 例，介入血管内

栓塞治疗 526 例。开放性手术病例中，单发

动脉瘤 1104 例，占动脉瘤开颅总数 83.2

6%；多发动脉瘤 221 例，占 16.74%。在单

发动脉瘤病例中，眼动脉动脉瘤 59 例，占 5.

34%；脉络膜前动脉动脉瘤 64 例，占 5.8

0%；大脑前动脉动脉瘤 306 例，占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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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中前交通动脉瘤 210 例；大脑中动脉

动脉瘤 205 例，占 18.57%；后交通动脉动脉

瘤 400 例，占 36.23%；后循环动脉瘤 70

例，占 6.34%。介入栓塞治疗眼动脉动脉瘤 6

3 例，占 11.98%；颈内动脉床突旁段及海绵

窦段动脉瘤 67 例，占 12.74%；大脑前动脉

动脉瘤 93 例，占 17.68%；大脑中动脉动脉

瘤 27 例，占 5.13%；后交通动脉动脉瘤 110

例，占 20.91%；后循环动脉瘤 166 例，占 3

1.56%。 

结果  显微手术夹闭治疗组治愈 1297 例，治

愈率达 97.88%；20 例出现病情加重或自动

出院，病残率为 1.51%；死亡病例 6 例，死

亡率 0.45%；术后 2 周内复发 2 例。介入栓

塞治疗组 4 例出现病情加重，病残率为 0.7

6%；死亡病例 4 例，死亡率 0.76%，60 例 6

月内随访患者中有 3 例复发，其中 1 例再次 

治疗。 

结论  随着显微设备及血管内栓塞材料的发

展，脑血管外科医生最好能掌握显微技能及

血管内栓塞技术。依据病人的年龄，基础疾

病，动脉瘤是否出血，出血量的大小，有否

颅内高压，动脉瘤的大小、数目、形态，瘤

体内有否血栓，瘤壁是否有钙化，载瘤动脉

是否瘤化以及病人的要求与经济条件，来选

择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方法，将为患者带来较

为理想的疗效。 

 
 
PO-947 

自发性小脑出血 64 例临床治疗与分析 
 

李兰 

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自发性小脑出血治疗方法，提高临

床治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科 2008 年 2 月～2013 年

12 月收治自发性小脑出血 64 例，经行血肿

清除+后颅窝减压+脑室外引流术、脑室外引

流、DSA、保守治疗； 

结果  出血量小于 10ml 24 例，手术治疗 2

例，保守治疗 22 例，死亡 0 例（0.00%），

功能恢复良好 23 例（95.83%）；出血量大

于 10ml 40 例，手术 27 例，其中 3 例死亡

（11.11%），功能恢复良好 18 例（66.6

7%），保守治疗 13 例，其中 5 例死亡（38.

46%），功能恢复良好 5 例（38.46%）。 

结论  小脑出血通过积极治疗能达到较好临床

疗效。 

PO-948 

高级别动脉瘤的超早期治疗 
 

陈世文 田恒力 居世明 曹合利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探讨高级别（HuntHess 分级 IV-V 级）

脑动脉瘤伴有颅内血肿及蛛血患者的超早期

（48 小时内）开颅手术及介入治疗方式及其

疗效。 

方法  74 例高级别脑动脉瘤，前交通动脉瘤 2

4 例。后交通动脉瘤 12 例，大脑中动脉动脉

瘤 M1、M2、M3 段分别各 11、7、4 例，大

脑前 A1 段动脉瘤 2 例、A3 段 2 例，颈内动

脉眼动脉段动脉瘤（C6）3 例，颈内动脉 C7

段 2 例，额极动脉 1 例，基底动脉动脉瘤 2

例，大脑后动脉（P1）段动脉瘤 1 例，小脑

前下动脉瘤 1 例，多发动脉瘤 2 例；伴颅内

巨大血肿（血肿量大于 30ml）的患者 51

例，其中术前出现脑疝瞳孔散大病人 36 例，

双侧瞳孔散大者 11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伴或

不伴颅内小血肿者 20 例，CT 显示伴有脑室

扩大这 19 例，伴巨大颅内血肿入院后经脑 C

T 和 CTA 检查后直接行急诊开颅手术，术中

根据血肿部位先清除部分或大部分血肿，再

由血管近端到远端的顺序寻找动脉瘤并夹闭

动脉瘤颈，然后根据脑疝及术中颅内压力情

况行去骨瓣减压 30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先行

介入动脉瘤栓塞治疗 23 例，介入治疗不成功

再转入开颅手术共 5 例，出现脑积水的患者

中 11 例合并巨大颅内血肿于开颅血肿清除动

脉瘤夹闭手术的同时进行脑室外引流术，8 例

蛛网膜下腔出血合并脑积水者于于介入术后

行脑室外引流术。手术 3 个月后按 GOS 分级

标准对患者的预后进行评估。 

结果  74 例患者中，恢复良好 36 例，中残 13

例，重残及植物生存 6 例，死亡 19 例。 

结论  高级别脑动脉瘤患者应根据是否合并颅

内血肿及血肿的大小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

对高级别动脉瘤合并巨大颅内血肿者应选择

早期直接开颅手术治疗，清除血肿的同时夹

闭动脉瘤，并根据术前有无脑疝及术中情况

决定是否去骨瓣减压。对以蛛网膜下腔出血

为主要表现的患者首选介入治疗，合并脑积

水患者应及时行脑室外引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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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949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过度灌注损伤的危险因

素分析 
 

王旭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探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发生过度灌注

综合征的危险因素，讨论术后过度灌注综合

征的防治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1 年—2013 年在首都医

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接受颈动脉内膜切

除术治疗颈动脉狭窄的 597 例患者的病例资

料，按照术后是否出现过度灌注综合征，将

所有患者分成 2 组，通过比较 2 组患者的人

口统计学特征、血管危险因素、临床特征及

围手术期处理等因素的差异，寻找发生术后

过度灌注综合征的危险因素，并探讨其防治

方法。 

结果  术后共有 36 例患者发生过度灌注综合

征，其中 23 例表现为头痛或精神症状，3 例

癫痫发作，7 例神经功能损伤，3 例死亡。术

后发生过度灌注综合征的患者卒中或死亡率

为 27.8%，明显高于未发生过度灌注综合征

患者 1.2%的卒中或死亡率（P<0.001）。采

用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72 岁（P=0.00

1）、高血压病史（P=0.024）、术前存在脑

梗死灶（P=0.002）、术前半年内行对侧颈动

脉内膜切除（P=0.04）、对侧颈内动脉重度

狭窄或闭塞（P=0.048）是术后过度灌注综合

征的危险因素；进一步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显示，年龄≥72 岁（P=0.047）、术前存

在脑梗死灶（P=0.029）、术前半年内行对侧

颈动脉内膜切除（P=0.048）是发生术后过度

灌注综合征的独立预测因子。 

结论  过度灌注综合征是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

严重的并发症，对于高龄、术前存在脑梗死

灶、术前半年内行对侧颈动脉内膜切除的患

者，应该加强术中及术后早期监测，严格控

制术后血压，出现症状后及时进行降血压及

镇静脱水治疗。 

 
 
PO-950 

枕骨大孔区的硬脑膜动静脉瘘围手术期的护

理 
 

王志远 王晓艳 邓瑛瑛 夏纯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探讨枕骨大孔区的硬脑膜动静瘘围手术

期护理的特点及方法。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从 2008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例枕骨大孔区硬脑膜动静瘘的患者的临

床护理资料：其中蛛网膜下腔出血起病 6

例，头晕、耳鸣、颈部不适起病 2 例。每例

患者均行头颅 MRI、CT 及全脑血管造影。确

诊后均行手术治疗，其中行枕下后正中入路

硬脑膜动静脉瘘静脉切断术 6 例，手术+介入

栓塞 2 例。围术期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发

热，体温在 37.6°C-40.1°C 之间（平均 38.4°

C），持续时间为 1-7 天（平均 3 天）。围手

术期 5 例患者行腰椎穿刺，2 例患者行腰大池

置管引流，均行脑脊液常规、生化、脑脊液

细菌培养检验，1 例患者拒绝腰椎穿刺检查。 

结果  8 例患者术后 3、6、12、18 个月复查

头颅 MRI、头颅 CT、全脑血管造影随访，其

中 7 例患者影像及临床治愈：6 例以蛛网膜下

腔出血起病者 5 例术后无明显神经功能障

碍，1 例患者术后 6 个月诉轻微头痛，1 例患

者术后 12 个月仍有轻微耳鸣，1 例并发颅内

感染者死亡。 

结论  枕骨大孔区硬脑膜动静脉瘘患者的术前

心理护理，术后加强切口和引流管护理，防

止引流管脱落，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和并发

症，是手术成功的重要环节。 

 
 
PO-951 

3D-DSA 评估颈内动脉—后交通动脉瘤形成

的形态学特征 
 

王向宇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510630 

 

目的   通过三维数字血管造影成像比较并分析

颈内动脉眼动脉段与后交通动脉长轴方向的

夹角（Apcom）、颈内动脉眼动脉段和后交

通段的夹角（Aica）、颈内动脉后交通段与

后交通动脉长轴的夹角（Apcom’）的大小对

颈内动脉-后交通动脉瘤形成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2 月份至 2016 年 1 月份

于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接受全脑

血管造影术的颈内动脉-后交通动脉瘤患者 24

例为研究对象，同期选取非脑动脉瘤患者 22

例作为对照组。通过应用西门子造影机 Aritis 

Zeego 的三维立体重建技术来获得满意的全

脑三维立体血管影像，进而测量本实验所需

得夹角参数。 

结果  两组间 Apcom、Aica 和 Apcom’、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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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仅 Apcom（P=0.00

8）和 Aica（P=0.007）与动脉瘤的发生具有

独立相关性。Apcom 的曲线下面积（Area U

nder roc Curve，AUC）为 0.799（95%CI:0.

661~0.938），Apcom 的最佳诊断界值为 10

0.2°；Aica 的 AUC 为 0.764（95%CI:0.622~

0.906），Aica 的最佳诊断界值为 113.25°。 

结论  Apcom 和 Aica 的大小与颈内动脉-后交

通动脉动脉瘤的形成具有正相关性。 

 
 
PO-952 

监测超敏 C 反应蛋白在大面积脑梗死治疗中

的应用研究 
 

吴波涛 岳长波 岳英杰 刘世勤 

山东省东营市人民医院 257091 

 

目的  通过实时监测大面积脑梗死患者血清中 

超敏 C 反应蛋白含量，明确其在大面积脑梗

死治疗过程中的指导作用，及其与预后的关

系。 

方法  应用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对实验组和

对照组两组共 66 例大面积脑梗死患者，入院

后第 1-7 天、第 10 天、第 14 天清晨行空腹

血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监测，在实验组，依

据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及其临床表现，

对治疗方案进行调整，对照组仅行超敏 C 反

应蛋白监测，不以此作为调整治疗方案的依

据，通过比较患者近期及远期预后，以此明

确超敏 C 反应蛋白在大面积脑梗死治疗过程

中的意义。 

结果  两组患者的近期预后及远期预后有明显

区别，实验组近期预后及远期预后，均好于

对照组，P＜0.05. 

结论  急性大面积脑梗死患者血清超敏 C 反应

蛋白水平，与患者病情发展及预后密切相

关。在治疗过程中，实时监测血清超敏 C 反

应蛋白水平，并从早期开始，积极调整用药

剂量及治疗方案，降低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

水平，能改善患者的预后。 

 
 
PO-953 
Distal Filter Protection for Endovascular 
Recanalization of Chronic Internal Caroti
d Artery Occlusion 
 
Li Zifu,Liu Jianmin,Huang Qinghai,Hong Bo 

Shanghai Second Military University， Changhai Ho

spital 200433 
 

Background and purpose  Protected endo
vascular recanalization has been attempted 
among patients with chronic ICAO who has 
been deemed at high risk for recurrent strok
e. Proximal balloon occlusion carries the limi
tations of balloon intolerance and incompatib
ility for patients with ipsilateral ECA lesion, w
hereas safety and efficacy of distal filter prot
ection requir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Herein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results of 21
 patients with chronic ICAO who underwent r
ecanalization therapy with the attempted dist
al filter protec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Endovascular reca
nalization with distal filter protection was impl
emented in 21 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chr
onic ICAO in our department between July 2
009 and December 2011. The mean duratio
n of ICAO was 65.7 days (range, 30-420 day
s) and the mean occlusion length was 3.3±1.
2 cm (rang, 2-7 cm). Cerebral hemodynamic 
compromise was observed in all medical cas
es. Recanalization results and clinical outco
me were investigated after the procedure an
d during the follow-up.  
Results  Successful recanalization (TICI 3) 
was achieved among all patients and distal fi
lter protection device was successfully utilize
d in 95.2% (20/21) of patients after wire cros
sing. All patients achieved hemodynamic im
provements without complications of hyperp
erfusion syndrome,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or symptomatic stroke. Debris was noted in 
one retrieved filter device and dissection occ
urred in 5 cases within the procedure. New i
schemic lesions were detected in 4 patients. 
No recurrent stroke or TIA occurred and all r
ecanalized arteries kept patent at the mean f
ollow-up of 13.7 months. In-stent stenosis oc
curred in one patient and re-treatment was p
erformed without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s  Distal filter protection in endo
vascular recanalization is technically feasible,
 safe procedure with a high technical succes
s rat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ICAO. Further i
nvestigation comparing proximal balloon occl
usion with distal filter protection is warr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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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954 

CT 简易定位下微创硬通道手术治疗高血压性

丘脑出血（附 45 例报告） 
 

童友良 刘青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医院外二科 364300 

 

目的  探讨基层医院在 cT 简易定位微创硬通

道手术治疗高血压性丘脑出血疗效及预后，

总结手术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微创硬通道手术治疗 4

8 例高血压性丘脑出血患者近期并发症的发生

率、病死率及疗效的临床资料。 

结果  微创硬通道手术治疗患者 48 例，两周

血肿清除率为 90％。术后并发症 31 例，死

亡 4 例。存活者治疗后 6 个月日常活动能力

（ADL）评分，ADL1（社会生活能力正常）

3 例，ADL2（有自理生活能力）20 例，ADL

3（有部分自理生活能力）11 例，ADL4（卧

床）4 例，植物生存 2 例。 

结论  在基层医院，限条件无法行立体定向定

位，在 CT 简易定位下行微创硬通道手术治疗

高血压性丘脑出血穿刺准确，其疗效显著，

操作简便易行，值得推广。 

 
 
PO-955 

颅内压监护下脑室外引流与腰大池引流治疗

脑室出血后脑积水 
 

朱盛 王东华 黄文强 周亮 李友富 

大竹县人民医院 635100 

 

目的  探讨颅内压监护在自发性脑室出血后脑

积水的应用价值，以及腰大池引流用于治疗

脑室出血后交通性脑积水的可行性。  

方法   对 6 例自发性脑室出血行双侧脑室外引

流术，术后持续颅内压监护，脑室内尿激酶

灌注，第三、四脑室出血消失后关闭脑室外

引流管，若出现颅内压持续升高则行腰大池

引流术。  

结果  6 例患者关闭脑室外引流后颅内压均持

续升高，6 例患者预后良好，GOS 5 分 4

例，GOS 4 分 2 例，无患者需要行脑室腹腔

分流术。  

结论  应用脑室外引流术后颅内压监护可以发

现脑室出血后交通性脑积水，腰大池引流结

合脑室内纤溶治疗可以尽早清除脑室内血凝

块，可用于脑室出血后脑积水的治疗。  

 
 

PO-956 

开颅血肿清除术及血肿穿刺引流术治疗高血

压脑出血的哲学思考 
 

孟庆虎 丁璇 韩超 王敏卿 王成伟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  分析开颅血肿清除术及血肿穿刺引流术

在治疗方法、治疗结果、治疗理念上的差

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9

月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手术治疗的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74 例的临床资料，其中 5

2 例行开颅血肿清除术，22 例行血肿穿刺引

流术。 

结果  开颅血肿清除术手术创伤大、费时长，

但对血肿清除、颅内减压效果肯定；血肿穿

刺引流术创伤小，但不具有直视下止血的作

用，所以适用于出血已经停止的患者；减压

是逐步完成的，所以不适用于血肿量大的患

者。 

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造成的危害包括：血肿破 

坏脑实质导致神经功能障碍；急性血肿占位

效应导致的颅内压升高、包括破入脑室系统

导致梗阻性脑积水引起的急性颅内压升高；

红细胞裂解释放出血红蛋白、血凝酶的毒性

作用；脑水肿。其中，脑实质的破坏是即时

发生的，任何治疗方式对此无能为力。而血

肿的尽早清除，对减轻占位压迫、降低毒性

反应、减轻脑水肿可起到决定性作用。 

开颅血肿清除术可达到完全清除血肿、早期 

彻底减压的作用。大多数开颅术中可以见到

小的豆纹动脉活动性出血，通过电凝能够可

靠地止血。而血肿穿刺引流术其本身不具有

直视下止血作用，其治疗过程是：在确认出

血已经停止的基础上，穿刺血肿，抽吸约 1/3

血肿，达到初步减压的目的；术中同期置入

引流管，随后注入尿激酶，采用化学的“温和”

作用在随后的数日内溶解血肿。随着脑水肿

的逐步发展，血肿也逐步排出，采用“以时间

换空间”的办法，从而保持颅内压于可控的范

围内。 

血肿穿刺引流术创伤小、患者恢复快、患者

及家属易于接受。但其特点决定了，其不能

用于：（1）活动性出血患者。术中局部应用

止血药物作用有限。手术前需经复查颅脑 CT

证实出血已经停止。（2）血肿量大的患者。

由于在脑出血急性期，不能刺激出血动脉，

故抽吸量要限制在 1/3 左右。如果出血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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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内压力不能充分缓解，脑组织长时间受压

将导致长期意识障碍不能恢复等严重后果。

此时表面上看是采用了微创伤的办法解决了

问题，其实没有及时缓解病情，延误了治

疗。 

综上所述，开颅血肿清除术为经典手术方

式，效果可靠；血肿穿刺引流术为一种对脑

出血“逐步妥协”的办法，合理使用、严格筛选

患者，才能给患者最好的治疗效果。 

 
 
PO-957 

NADPH 氧化酶抑制剂防治大鼠缺血再灌注后

颅内出血转化的 microRNAs 机制 
 

陀泳华 刘忠 汪青园 王进山 石忠松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本研究在大鼠动物模型上探讨 NADPH

氧化酶(NOX)在急性缺血性卒中介入再通后颅

内出血转化中的作用，以及 NOX2/4 抑制剂

是否通过调控 microRNAs 的表达减轻血管内

再通后的颅内出血转化。 

方法  建立血管内机械再通治疗后颅内出血转

化模型。分为假手术对照组、机械再通治疗

组及机械再通联合 NOX2/4 抑制剂（VAS287

0）治疗组。MCA 再通前 30 分钟，通过尾静

脉注射 VAS2870。大脑缺血 24 小时后取

材。TTC 染色观察脑梗死情况，分光光度计

定量分析颅内出血程度和 Evans Blue 渗出指

数，采用 DHE 探针和 TUNEL 染色分析活性

氧表达和细胞凋亡程度。Western blot 检测 N

OX2、NOX4、NF-kB、P38MAPK、Caspas

e-3 以及血脑屏障相关分子的蛋白表达水平。

免疫荧光双标染色分析 NOX2 和 NOX4 在神

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的分布及表达情况。采

用 miRCURYLNA Array (Exiqon，Denmark)

芯片检测机械再通治疗组和假手术对照组的

脑组织 microRNA 表达谱，qRT-PCR 检测 N

OX2/4 基因相关的差异表达 microRNAs。 

结果  与单纯机械再通组相比，静脉内注射 N

OX 抑制剂 VAS2870 组显著抑制了缺血脑组

织中 NOX2 和 NOX4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的

上调表达，显著减轻了机械再通后的颅内出

血量和颅内血肿的发生率，显著降低了脑梗

塞体积。VAS2870 减轻脑水肿和保持血脑屏

障的完整性，改善了再通后的神经功能状态

和降低了死亡率。VAS2870 抑制了活性氧的

上调表达、神经元凋亡和 NF-KB 磷酸化水

平。microRNA 芯片分析，发现机械再通后与

NOX2 基因相关的 12 个 microRNAs 和与 NO

X4 基因相关的 18 个 microRNAs 发生显著下

调表达，qRT-PCR 证实机械再通后给予 VAS

2870 抑制了 miR-29a，miR-29c，miR-126a

和 miR-132 的下调表达。 

结论  NOX2 和 NOX4 与血管再通后再灌注损

伤和颅内出血转化的发生有关。机械再通前

静脉给予 NOX 抑制剂 VAS2870 降低了缺血

再灌注后的颅内出血转化，改善急性缺血性

卒中治疗的预后，同时调节了与 NOX2 和 N

OX4 基因相关的多个 microRNAs 表达。血管

内介入取栓再通前给予 NOX 抑制剂 VAS287

0 可能是血管再通后神经血管保护的一种新策

略。 

 
 
PO-958 
ICAM-1 involved in invasion and migratio
n of T-lymphocytes in intracranial aneury
sm: in research of biomarker 
 

唐俊 缪洪平 陈志 朱刚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Background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aneu
rysm (IA) were in the chronic inflammatory c
ondition, whil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
derlying the systemic response to inflammati
on of vessel walls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
d. IA contains macrophages and T-lymphocy
tes with acceleration of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ICAM-1), leading to further adh
esion of leukocytes. The study was designed
 to clarify invasion of leukocytes, cytokine an
d the relationship of ICAM-1with the formatio
n of IA.  
Methods  6 vessel samples from patients wit
h IA (mean age, 58.5), 8 from TBI (mean ag
e, 45.5) and meningoma (mean age, 50.2) w
ere obtained. After surgery, serum and cereb
ral spinal fluid (CSF) were respectively obtai
ned from 20 patients with IA, TBI and menin
goma. MiRNA microarrays were used to prof
ile miRNA expression of vessel samples fro
m there different kinds of patients. Immunofl
uorescence were applied to detect ICAM-1 a
nd CD3 (T-lymphocytes biomarker) in tissue 

slices. Cytokines (TNF-α，MMP-9) in blood 

and CSF were studied by ELISA.  
Findings  We totally identified 19 deferential
ly expressed miRNAs. Our study shows a si
gnificant higher expression of ICAM-1 in pati
ents with IA than in patients with TBI an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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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oma. A large number of CD3(+) T-lymph
ocytes with ICAM-1 co-location was detected
 in vessel tissue from IA patients. Cytokine s
howed higher level in CSF sample of IA pati
ents (TNF-α: TBI 22±8 pg/ml, meningoma 20
±6 pg/ml, IA 421±4 pg/ml; p<0.001) and bloo
d sample of IA patients ( p<0.001). ICAM-1 s
howed higher value in CSF sample of IA co
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but not in blood s
ample (γ= 0.405, p<0.01).  
Interpretation  The data clarified the involve
ment of ICAM-1 induced T-lymphocyte invasi
on in vessel walls of aneurysm but not of ves
sels from TBI and meningoma patients, sugg
esting that ICAM-1 could be a suitable bioma
rker for IA diagnosis and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IA in clinic.  
 
 
PO-959 

大型小脑前下动脉动脉瘤一例报告及文献复

习 
 

高广忠 1 张世明 2 蒋霖 1 周焱峰 1 

1.泰州市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总结小脑前下动脉大型动脉瘤的诊治经

验；  

方法  回顾分析泰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01

5 年 11 月收治 1 例更为罕见的小脑前下动脉

大型动脉瘤 ，在诊疗过程中，其临床表现、

影像学检查及及手术治疗等方面的特征性，

并结合文献复习；  

结果  术后切口愈合好，术后 2 周后复查头部

CTA 显示，动脉瘤夹闭完全，瘤体未显影，

无动脉瘤残留术后 3 个月随访，患者左耳听

力已经恢复正常，GOS 评分 5 级； 

结论  在本例诊疗过程中有如下体会：（1）

对 SAH 首次血管造影阴性者，2 周后应作血

管造影复查，以免遗漏；（2）入颅后充分释

放脑脊液，减少对小脑的牵拉；（3）原位进

行手术操作，尽可能不影响周围神经与血管;

（4）对动脉瘤体大于载瘤动脉直径数倍的动

脉瘤来说，直接夹闭瘤颈是困难的，使用动

脉瘤体穿刺抽吸技术，再行动脉瘤夹闭术很

有必要；（5）由于动脉瘤大，部分进入内听

道，选用带窗动脉瘤夹比较合适；（6）为确

保动脉瘤完全夹闭、载瘤动脉通畅，术中提

倡使用 MVD 监测。  

  
 

PO-960 
Indirect bypass for nonmoyamoya diseas
e anterior circulation aterial steno-occlusi
on 
 

佟怀宇 张志远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Background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d E
DAS treatment, and medium-term outcomes 
of indirect revascularization for patients with 
nonemoyamoya disease anterior circulation 
arterial steno-occlusion. 
Methods  EDAS was performed in 51 adult 
patients with nonmoyamoya anterior circulati
on arterial steno-occlusion. Preoperative, po
stoperative, and follow-up neurologic status 
was evaluated; changes on angiography and
 per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ere evaluated.    
Results  44 (86.3%) exhibited improved mus
cle strength; 21 of 23 patients (91.3%) with f
ollow-up angiography data exhibited evidenc
e of new visible branches . Many exhibited h
emodynamic improvement.    
Conclusions  Indirect revascularization may
 be safe and effective for improving blood flo
w to the ischemic region following nonmoya
moya anterior circulation arterial steno-occlu
sion,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residual posti
nfarction neurologic deficits.   
 
 
PO-961 

大脑中动脉瘤的介入治疗体会 
 

王晓健 罗靖 胡阳春 赵亮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大脑中动脉动脉瘤是颅内动脉瘤常见的

类型，其相对于其他部位动脉瘤来说常较为

复杂，具体表现在大脑中动脉瘤常发生于大

脑中动脉分叉部、瘤颈较宽、动脉瘤形态异

常不规则、周围血管的穿支较多等特点。而

大脑中动脉瘤又同时具有其解剖位置表浅，

侧裂足够宽大易于显露动脉瘤的特点，使得

临床医生常常以开颅作为首选。但是随着介

入新材料的不断研发，以及各种辅助技术如

球囊辅助、双微导管技术、颅内支架技术的

不断成熟，使得大脑中动脉瘤的介入治疗也

逐渐成为医患双方的共同选择。我们回顾性

分析我院近 5 年收治大脑中动脉瘤患者的临

床资料，探讨大脑中动脉瘤的介入治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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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效性。 

方法  总结近年来（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我院 72 例大脑中动脉瘤的介入治疗经

验，43 例采用单纯弹簧圈栓塞，29 例采用支

架辅助技术栓塞。 

结果  全部患者均完成栓塞治疗。术后 3 例患

者出现新发脑梗塞，1 例导致失语、一侧肢体

完全瘫痪，另 2 例出现轻偏瘫经康复治疗后

好转。42 例术后 3-24 月复查 DSA 或 CTA，

2 例单纯弹簧圈栓塞者出现动脉瘤复发，予以

二次栓塞。 

结论  对于大脑中动脉瘤的血管内介入治疗，

需要术者具有全面的影像分析功底和熟练的

介入手术基本功。术中选择何种技术、应用

何种技巧、以及这些技术、技巧应用的顺序

都直接影响着患者的预后。随着理念的更

新、术者对各种神经介入技术的熟练应用、

介入材料的进步、更新，介入治疗在大脑中

动脉瘤的应用得以拓展，成为治疗大脑中动

脉瘤安全、有效并更加微创的治疗方法。 

 
 
PO-962 

小脑后下动脉破裂动脉瘤介入栓塞策略及并

发症回顾 
 

朱刚 陈志 缪洪平 牛胤 唐俊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背景  小脑后下动脉远端动脉瘤破裂病例少 

见，其治疗策略及介入栓塞并发症尚存争

议，本临床回顾性研究在于探讨小脑后下动

脉远端破裂动脉瘤介入栓塞治疗的可行性及

术后并发症。 

方法  本研究涉及 2011 至 2015 年重庆西南

医院 34 例血管内治疗的小脑后下动脉远端破

裂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并讨论其治疗策略

及血管内并发症。 

结果  34 例患者均采用血管内治疗手术方式，

其中单纯弹簧圈填塞 9 例，支架辅助弹簧圈

填塞 11 例，微导管辅助弹簧圈填塞 5 例，选

择性弹簧圈填塞 6 例以及载瘤血管闭塞 3

例。其中 1 例 Wallenberg’s 综合征患者术中

出现小脑后下动脉近端血栓，支架植入失败

导致预后病情加重。另外 2 例术中行载瘤动

脉闭塞患者除诱发小脑后下动脉供血区远端

小面积梗塞灶外，均未出现预后神经功能障

碍等并发症。所研究病例均未出现血管内治

疗术后颅内出血等并发症（随访期 8-46 月，

平均 26.8 月）。 

结论  小脑后下动脉远端破裂动脉瘤均可通过

合适的血管内治疗策略改善病情。血管内支

架辅助及微导管辅助弹簧圈填塞技术可能是

有效治疗小脑后下动脉破裂动脉瘤，保护载

瘤血管并减少患者脑干缺血的有益策略。 

 
 
PO-963 

桥接手术室在颅内动脉瘤手术中的应用 
 

孙军 陆川 陈茂华 巴华君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桥接手术室在颅内动脉瘤桥接手术

过程中相对复合手术室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方法  桥接手术室定义：介入手术室与开颅手

术室不在同室，能在短时间内向移动的两个

手术室。2015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 月 1

日，共 23 例患者，男性 13 例，女性 10 例，

年龄 34-76 岁，平均年龄 59 岁；均为破例动

脉瘤患者，均有蛛网膜下腔出血，其中 3 例

伴有局部血肿；H&H：1 级 2 例、2 级 8 例，

3 级 10 例，4 级 3 例；所有患者均在 3 天内

经 CT、CTA、DSA 检查并手术治疗；前交通

动脉瘤 9 例、大脑中动脉瘤 5 例、后交通动

脉瘤 5 例、颈动脉分叉部动脉瘤 2 例，椎动

脉夹层动脉瘤 2 例。全麻下，导管室造影，1

8 例患者因介入手术栓塞不能或病患家属要求

行开颅手术夹闭，利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

机配三维模拟手术路径模式进行模拟和设计

入路；5 位患者在导管室完成弹簧圈栓塞术

后，即可 Dnye-CT 显示有明显的脑积水需行

脑室外引流术；23 例患者在导管室做好转移

手术室准备，手术室做好接入准备，2 楼电梯

做好接导管室患者送 5 楼手术室准备后，所

有患者都在 5 分钟之内完成导管室手术床到

手术室手术床的动作流程。所有患者顺利完

成手术回病房。 

结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规定

的流程，未发生桥接意外。术后患者 GOS 1

分 1 例，因为严重脑血管痉挛脑水肿颅高

压，行双侧去骨瓣减压术后死亡；GOS3 分 1

例，GOS4 分 2 例 GOS 5 分 19 例。 

结论  线路设计合理、环节配合流畅的桥接手

术室在颅内动脉瘤桥接手术过程中可行、可

靠；但相对复合手术室有其毕竟需要转移手

术间的先天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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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964 

经颅多普勒超声对脑血管造影的辅助意义 
 

戴君侠 蔡建勇 巴华君 陆川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目的  讨论在 TCD（经颅多普勒超声）辅助下

行脑血管造影的临床意义。 

方法  自 2014-2015 年选取 450 例我院患者

平均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在经颅多

谱动态监护下行脑血管造影，动态观察患者

大脑中动脉的血流状态并动态监测栓子，在 T

CD 辅助下手动推动造影剂控制其流速，并在

观察到栓子脱落引起血流明显减少甚至中断

时及时给予处理；对照组医师手推造影剂对

患者行脑血管造影，通过两组患者术后出现

的并发症如肢体活动障碍、意识下降、甚至

大片脑梗危及生命等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观察组患者术后出现并发症的数量明显 

低于对照组，无出现严重并发症。  

结论  在经颅多普勒超声辅助下行脑血管造影

可明显减低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

检查的安全性。 

 
 
PO-965 

老年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

治疗 
 

李志伟 陆川 陈献东 戴君侠 巴华君 陈茂华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目的  评价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术对老年颅内

动脉瘤破裂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2 例因颅内动脉瘤破裂行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术的年龄>60 岁的老年

患者，统计患者术中及术后并发症、术后 GO

S 评分和死亡率，从而评估支架辅助弹簧圈栓

塞术治疗老年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效果及安全

性。 

结果  62 名患者有动脉瘤 64 枚，完全栓塞 56

枚（87.5%），近全栓塞 6 枚（9.4%），部

分栓塞 2 枚（3.1%）；术中动脉瘤破裂 4

例，继续栓塞后均得到基本完全的填塞，2 例

遗留神经功能缺损；术中发生血管痉挛 12

例，术中应用尼莫地平针自导管内注入抗痉

挛后有缓解 5 例，患者术后临床及影像学均

无明显脑梗塞表现；术中载瘤动脉血栓形成 3

例，给予替罗非班动脉溶栓后动脉再通。术

后 GOS 评分 4-5 分为恢复良好，术后 GOS

评分 2-3 分为病残，恢复良好率为 75.8%，

病残率为 17.7%，死亡率为 6.5%。 

结论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术治疗老年破裂颅

内动脉瘤安全、有效，积极治疗可显著提高

患者生存率及生活质量，预防动脉瘤再次破

裂。 

 
 
PO-966 

数字血管造影机三维模拟手术路径在颅内动

脉瘤手术中的应用 
 

孙军 陆川 陈献东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三维模拟手术

路径在急诊破裂颅内动脉瘤桥接手术过程中

的应用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资料与方法 2015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 月 1

日，共 18 例患者，男性 10 例，女性 8 例，

年龄 34-76 岁，平均年龄 58 岁；均为破例动

脉瘤患者，均有蛛网膜下腔出血，其中 3 例

伴有局部血肿；H&H：1 级 2 例、2 级 6 例，

3 级 9 例，4 级 2 例；所有患者均在 3 天内经

CT、CTA、DSA 检查并手术治疗；前交通动

脉瘤 8 例、大脑中动脉瘤 5 例、后交通动脉

瘤 3 例、颈动脉分叉部动脉瘤 2 例。全麻

下，导管室造影，介入手术栓塞不能或病患

家属要求开颅手术夹闭，遂在准备送手术室

之时利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上系统配置的

三维模拟手术路径模式进行模拟和设计。识

别血管、神经、脑组织、颅骨标志，目的动

脉瘤的位置、形态、大小、瘤颈、生长方

向、破裂口部位，与载瘤动脉的关系及相邻

血管、组织的关系；配合经典手术入路，最

后确定手术入路。此时，患者已送至手术

室，准备开颅手术夹闭。 

结果 所有患者均按术前设计的入路进行开颅

术，所有患者均顺利进行了动脉瘤夹闭术，

尤其是一些复杂的或角度非常规动脉瘤，利

用术前设计计划步骤，宜得到了顺利夹闭。

术后 GOS 1 分 1 例，因为严重脑血管痉挛脑

水肿颅高压，行双侧去骨瓣减压术后死亡；G

OS 5 分 17 例，恢复良好。 

结论 机载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三维模拟手术

路径可以指导在急诊破裂颅内动脉瘤桥接过

程中的手术，其可行性和可靠性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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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967 

颅内多发动脉瘤破裂急性期的显微外科治疗 
 

刘琦 

潍坊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 10046960 

 

目的 探讨颅内多发动脉瘤（MIAs）的临床特

征和治疗问题。 

方法 30 例 MIAs 中，Hunt－Hess 分级 I 级 4

例，II 级 14 例，III 级 10 例，IV 级 1 例，V

级 1 例。均一期行显微手术动脉瘤夹闭术。 

结果 30 例中 2 例因术后脑血管痉挛导致大面

积脑梗塞死亡，其余 28 例存活。出院时 GO

S 评定，良好 14 例，中残 9 例，重残 2 例，

植物状态 2 例，死亡 2 例。 

结论  MIAs 以 SAH 起病多见，DSA 仍然是诊

断 MIAs 的“金标准”。一旦 MIAs 确诊，急性

期行显微手术治疗效果满意。 

 
 
PO-968 
Inhibition of RAGE exacerbates hemoglo
bin-induced cytotoxicity in primary cultur
ed neurons 
 
Li Hua1,Yu Jia-Sheng1,Hang Chun-Hua2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

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Provinc

e， China 

2.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Jinling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

g， Jiangsu Province， China 

 

Hemoglobin is a potent neurotoxin that  
contributes to brain cell injury in hemorrhagic
 stroke. However,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s involved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The re
ceptor for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RAGE) is a multiligand receptor that plays a
 vital role in cell death and survival. In the cu
rrent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potential role
 of RAGE in hemoglobin-induced neuronal in
jury in vitro. Primary neuronal cultures were 
obtained from rat cerebral cortex and expose
d to hemoglobin. Cytotoxicity was assessed 
via lactate dehydrogenase assay and flow cy
tometric analysis. RAGE expression was test
ed by Western blot, real-time PCR and immu
nofluorescent staining. Levels of cleaved cas
pase-3 and light chain 3 (LC3) were measur
ed by Western blot. Exposure of primary cort
ical neurons to hemoglobin induced significa
nt upregulation of RAGE. Inhibition of RAGE 

by FPS-ZM1 sensitized neurons, exacerbati
ng cell death with increased level of necrotic,
 rather than apoptotic neurons. In addition, in
hibition of RAGE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up-re
gulation of cleaved caspase-3 and down-reg
ulation of LC3-II. Taken together,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RAGE signaling is activated
 and may protect against hemoglobin-induce
d neurotoxicity in this model. Although the pr
ecise mechanisms involved remain to be elu
cidated, these findings have implications for t
reatments aimed at mediating RAGE signali
ng in hemorrhagic stroke. 
 
 
PO-969 
Novel Combined Bypass Surgery for Moy
amoya Disease in Children Using Pericra
nial Flap 
 
Han Hongyan,Chen Guoqiang,Feng Zengwei,Zuo Y
unlong,Yu Liping,Wang Jianxi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Aviation General Ho

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Translati

onal Medicin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00

012 
 

Objective  We reviewed our 3.6-year experi
ence with a novel bypass procedure, superfi
cial temporal artery to middle cerebral artery 
(STA-MCA) anastomosis and encephaloduro
-myo-arterio-pericranio-synangiosis (EDMAP
S), for moyamoya disease in children regardi
ng its clinical effects and cerebral hemodyna
mics.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a series of 26  
paediatric patients with moyamoya disease.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series of 
children presented as headache, transient is
chaemic attacks, cerebral infarction. They w
ere performed STA-MCA anastomosis and E
DMAPS on 41 hemispheres. In addition to c
onventional STA-MCA anastomosis and indir
ect bypass for the MCA territory, the medial f
rontal lobe was revascularized using the fron
tal pericranial flap through medial frontal cra
niotomy. Cerebral hemodynamics before an
d after operation were analyzed with magneti
c resonance imaging, computed tomography
 perfu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
hy, and/or cerebral angiography. The improv
ement of the main symptoms were analyzed. 
Results  Computed tomography perfusion a
nd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studi
es on all of the patients 1 week postope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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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revealed that cerebral blood flow improved
 in the ipsilateral MCA territory in 37 (90.2%) 
procedures.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s, th
e symptoms such as dizziness, headache, a
phasia, and hemiparesis improved significan
tly, three patients (11.5%) had 6 TIA attacks,
 the annual risk of cerebrovascular events w
as 0% over approximately 30 months. Overa
ll incidences of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strok
e) were 0% and 2.4%(1/41), respectively. Fo
llow-up cerebral angiography performed on 2
 patients 8 months postoperation showed tha
t their pericranial flap functioned well as don
or tissue for indirect bypass.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data of this series 
of paediatric patients suggest that STA-MCA
 anastomosis and EDMAPS using a frontal p
ericranial flap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surgical 
procedure to improve the neurofunctions in 
moyamoya disease by improving cerebral he
modynamics in both the MCA and anterior c
erebral artery territories. 
 
 
PO-970 
Onyx embolization for an angiographicall
y progressive traumatic pseudoaneurysm
 of the middle meningeal artery: case rep
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Lu Xinyu1,Zhang Xin2 
1.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Jiangsu University 

2.Jinling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Nanjing U

niversity 
 

Background  Traumatic pseudoaneurysm of 
 the middle meningeal artery (MMA) is a rar
e condition,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a high ri
sk of rupture and mortality rate.There are ver
y few such cases of pseudoaneurysms repor
ted in medical literature and therefore,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optimal management of thi
s condition.Here, we report a case of pseudo
aneurysm of the MMA which was embolized 
with Onyx. 
CaseDescription  A 20-year-old female pati
ent presented with angiographically progress
ive pseudoaneurysm of the MMA after head i
njury. The pseudoaneurysm was successfull
y embolized with the liquid,non-adhesive em
bolic agent Onyx. The formation of the traum
atic pseudoaneurysm, its imaging characteri
stics, and the optimal treatment plan is discu
ssed.  
Conclusions  The pseudoaneurysm  

should be diagnosed and treated promptly a
nd the use of Onyx embolization in the treat
ment of traumatic pseudoaneurysm is effecti
ve and favorable. 
 
 
PO-971 

非高血压性脑出血一例并文献回顾 
 

王向明 

平凉市人民医院 744000 

 

自发性脑出血指非外伤性脑实质内出血。分

原发性与继发性，病因取决于两点：1、动

脉、毛细血管血流增加，损伤穿支血管；2、

高血压或动脉粥样硬化降低了大血管壁的强

度或小动脉壁急性损伤。 

此次分析一例非高血压性脑出血病例。66 岁

女性患者，既往无高血压病史，午睡后出现

不能言语，嗜睡，表情呆板。急诊行头颅 CT

检查提示：右侧额叶脑内血肿，量约 20ml。

入院后急诊行全脑血管造影术检查提示：右

侧额叶脑血管畸形，有两条动脉供血，一条

静脉回流。择期在全麻下行右侧额叶畸形血

管团切除术，术中沿畸形血管团周边切断全

部供血动脉后，最后离断回流静脉后完整切

除畸形血管团。 

AVM 是最常见的可引起症状的血管畸形。20-

40 岁间好发病，常常表现为出血，2/3 的出

血位于脑实质内，出血部位常在动脉化的静

脉或畸形团近引流静脉处。小的、深的 AVM

易大量出血。10%的 AVM 合并动脉瘤，动脉

瘤常为出血部位。 

有文献报道，AVM 急诊手术时建议一般不切

除血管畸形团，延期手术切除 AVM。此时脑

水肿轻，显微手术中可清楚显露供血动脉、

畸形血管团、引流静脉及血肿，完全切除畸

形血管团才能防止再出血。 

 
 
PO-972 

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瘤颈形态与夹闭策略探讨 
 

李良 伊志强 段鸿洲 李春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100034 

 

目的  通过对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瘤颈的归纳与

分类，探讨大脑中动脉动脉瘤手术夹闭的最

佳方式。 

方法  回顾性总结和分析 2007-2015 年，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单一术者手术夹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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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动脉动脉瘤，记录瘤颈大小、分类、动

脉瘤夹型号等。所有手术均采用经典翼点侧

裂入路，瘤夹放置都遵循 Charles Drake 原则

平行血管分支的长轴方向。瘤颈分为 4 种类

型:A 侧壁动脉瘤，动脉瘤颈位于 M1 与颞前

动脉分叉部（近端动脉瘤），或大脑中动脉

不对称 M2 的分叉部；B 末端动脉瘤，动脉瘤

位于大脑中动脉对称 M2 分叉部，瘤颈最长径

平面与 M2 轴线平面平行，且 M2 与瘤颈间夹

角≤90 度；C 与 B 类似的末端动脉瘤，区别

在于瘤颈最长径平面与 M2 轴线平面垂直；D

一支或多支 M2 与瘤颈间夹角≥90 度。瘤颈向

分叉部 M1 发展者，在分类字母右下方标注

s。动脉瘤夹根据形状归纳为标准、微型、薄

刃；和直型、弯型、强弯型。 

结果  除蛇形动脉瘤 2 例、血管变异和先天 M

2 动脉瘤各 1 例、对侧未术动脉瘤 3 例无法分

类，共纳入大脑中动脉动脉瘤患者 68 例，夹

闭大脑中动脉动脉瘤 73 个，剔除单纯 M2 分

支动脉瘤 1 例。其中破裂大脑中动脉动脉瘤 6

2 个，未破裂 10 个；A 型 10 例、B 型 34

例、C 型 23 例、D 型 5 例；瘤颈向 M1 发展

8 个（A1、B3、C4、）。瘤颈大小 1.5-12.0

mm，A 型 1.5-8mm，平均 3.5mm；B 型 2-1

2mm，平均 4.5mm；C 型 3-8mm，平均 4.0

mm；D 型 4-10mm，平均 7.2mm。术中使用

动脉瘤夹 95 枚， 标准型 38 枚、微型 46

枚、薄刃 11 枚；直型 19 枚（A3、B4、C4、

D8）、弯型 43 枚（A6、B17、C19、D

1）、强弯型 33 枚（A3、B17、C11、D

2）。17 个动脉瘤使用 2 枚瘤夹（A2、B5、

C8、D2），3 个动脉瘤使用 3 枚（C1、D

2）。 

结论  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瘤颈分类以 B 型最

多，C 型其次。A 型动脉瘤瘤颈最窄，D 型最

宽。ABC 三型动脉瘤选用弯或强弯型瘤夹居

多；D 型以直夹为主，且常需要多瘤夹塑形

夹闭。  

 
 
PO-973 
Inhibition of RAGE attenuates neuroinfla
mmation following subarachnoid hemorr
hage in vitro and in vivo 
 
Li Hua1,Yu Jia-Sheng1,Chen Ru-Dong1,Yang Hong-
Kuan1,Hang Chun-Hua2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

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Provinc

e， China 

2.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Jinling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

g， Jiangsu Province， China 

 

Inflammation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brain in
jury following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
H). The receptor for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RAGE) is a key modulator in infla
mmatory signaling pathway and is reported t
o be activated after experimental SAH in our 
previous study. Here, we further investigated
 its role in inflammatory response after SAH 
using FPS-ZM1, a specific inhibitor of RAGE,
 in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models. Our data 
demonstrated that inhibition of RAGE marke
dly suppressed the 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κB) translocation to nucleus and reduce
d downstream inflammatory cytokines releas
e. Moreover, inhibition of RAGE by FPS-ZM
1 significantly reduced brain edema and impr
oved neurological function in rats at one day 
after SAH. Further experiments revealed that
 RAGE upregulation after SAH is NF-κB-dep
endent since inhibition of NF-κB significantly 
reduced RAGE expression after SAH in rats.
 These findings collectively suggest that inhi
bition of RAGE attenuates neuroinflammatio
n following SAH. These results also raise the
 possibility that inhibition of RAGE-mediated 
inflammatory signaling may be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SAH. 
 
 
PO-974 

不同颅内支架在颅内复杂动脉瘤栓塞术中的

应用比较 
 

季卫阳 汪璟 徐幸 蔺玉昌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  总结比较 Enterprise 支架、Solitaire 支

架和 LVIS 三种支架在颅内复杂动脉瘤栓塞术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10 月

间 29 例颅内复杂动脉瘤采用支架辅助弹簧圈

栓塞治疗的临床资料，其中采用 Enterprise

支架 9 例；Solitaire 支架 11 例；LVIS 支架 9

例。 

结果  本组 29 例动脉瘤病例均成功施行支架

辅助下弹簧圈栓塞治疗。1 例出现支架从瘤颈

处翘起，贴壁不佳，1 例发生弹簧圈通过网孔

突入载瘤动脉，无手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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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是治疗颅内复杂宽

颈动脉瘤的有效方法，这三种支架各具特

点，根据动脉瘤的形态和载瘤动脉的血管构

筑特点合理正确选择支架是手术成功和安全

的保证。 

 
 
PO-975 

颞浅动脉与大脑中动脉搭桥术治疗烟雾病的

围手术期护理  
 

强媛 姜雪 

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 20 例颞浅动脉与大脑中动脉搭桥

治疗烟雾病的围手术期护理。 

方法  2014 年 2 月～2014 年 8 月利用血管搭

桥技术改善 20 例患者脑缺血的状况。对患者

进行术前评估、术中、术后的护理。术前充

分了解患者病情及手术方式，术日晨进行所

需物品的准备，患者入室后麻醉前的心理护

理，术中的麻醉医师及手术医师的配合，术

后严密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将患者安全送

回病房。 

结果  通过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对患者优

质的护理，患者手术过程顺利，心理状况良

好，对患者的康复有重要的意义。20 例患者

通过手术治疗后，16 例脑缺血情况有了明显

的改善，术后无并发症，转归良好。4 例治疗

效果不明显，仍需进一步观察。 

结论  通过全程、细致的围手术期护理，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PO-976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显微手术治疗的转

归及其影响因素 
 

顾昌伟 

江阴人民医院 214400 

 

目的  评价早期或超早期手术治疗颅内破裂动

脉瘤的临床疗效及探讨其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我科收治的 147 例颅内破裂动脉瘤患者的

临床资料，采用出院时格拉斯哥转归评分评

价患者的预后，定义 GOS 4-5 分转归良好，

GOS 1-3 分转归不良。 

结果  112 例患者转归良好，优良率 76.2%。

转归良好与转归不良组进行对比，患者术前

GCS 评分，Hunt-Hess 分级，动脉瘤大小，

术前再出血，术前脑疝，首次 CT 合并脑内血

肿（ICH）或脑室出血（IVH）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提示动脉瘤越大，年龄越长，术前 GCS 评分

越低，合并脑疝是转归不良的独立预测因

素。 

结论  经积极手术治疗，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

出血患者大部分转归良好。但年龄越长，动

脉瘤越大，术前 GCS 评分越低，合并脑疝的

患者多转归不良。 

 
 
PO-977 

多模态影像辅助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的手术治

疗 
 

魏伟 刘兵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300052 

 

目的  随着影像技术、导航等技术的应用，可

以提高位于重要功能区病变的手术治疗的安

全性和疗效。探讨应用纤维束成像、影像融

合、导航等多种影像技术，辅助手术切除脑

干海绵状血管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总结分析 2015 年 3 月到 12 月手术切除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

手术方案及术后并发症。术前均行 DTI 传导

束成像、导航计划，必要时行 CT 与 MRI 影

像融合，确定病变与传导束的关系，制定详

细手术计划，包括手术入路、皮层切口的选

择。入路选择的原则：一是避开传导束及重

要神经核团，二是皮层切口尽可能选择病变

距皮层最表浅部位。  

结果  手术切除脑干海绵状血管瘤四例，均取

得满意疗效。病例一，男，21 岁，主要症状

为突发左侧肢体无力，右侧桥脑腹侧海绵状

血管瘤。术前行 CT/MRI 影像融合，确定病

变与岩骨、神经传导束之间的关系，手术从

病变前外侧的颞下经岩骨前部进入，磨除部

分岩骨前部，切断岩上窦，剪开小脑幕，显

露滑车神经和三叉神经的起始部，在导航指

引下，确定脑表最浅部位，切开桥脑，显露

病变并切除。术后患者左侧肢体肌力无加

重。病例二，男性，55 岁，主要症状为头

晕、复视，右侧中脑被盖部海绵状血管瘤。

术前行 DTI 传导束成像，显示病变位于传导

束背侧。手术使用右侧枕下经天幕(Poppen)

入路，切开天幕，显露四叠体池内静脉，在

其下方分辨四叠体，显露滑车神经出脑干

处，切开右侧下丘即可见病变并切除。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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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干诱发电位显示 V 波无异常变化。术后患

者症状无加重，一周后复视消失。病例三，

女性，45 岁，主要症状为复视、左侧面部及

右侧肢体麻木，无面瘫，左侧桥脑被盖部海

绵状血管瘤。手术采用后颅窝正中入路，经

四脑室后正中孔，显露四脑室底，髓纹，面

丘。在左侧面丘外上部，切开桥脑被盖，即

可见病变并切除。患者术后左侧面部麻木症

状加重，并出现不全面瘫。术后一月面部麻

木症状消失，面瘫改善。病例四，女，48

岁，主要症状为头晕，呕吐，复视。MRI 显

示为左侧桥脑被盖及左侧桥臂海绵状血管

瘤。手术采用后颅窝正中入路切除。患者术

后头晕呕吐症状加重，并出现水平眼震，一

周后消失。术后无面瘫、复视。  

结论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部位深在，周围传导

束及神经核团众多，手术难度大。多模态影

像、导航及电生理监测的应用，可帮助确定

手术方案、避开传导束和神经核团，减少手

术副损伤，使得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的手术治

疗安全、有效。  

 
 
PO-978 

单双侧颈动脉重度狭窄 274 例对比分析及个

体化分期治疗的临床经验与总结 
 

崔小鹏 刘兵 赵岩 刘朋然 王者 肖福顺 杨新宇 魏伟 岳

树源 雪亮 张建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对我院 2008 年 01 月~2015 年 05 月收

治的共 274 例单双侧重度颈动脉狭窄行 CEA

或 CAS 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个体化治

疗策略。 

方法  对我院 2008 年 01 月~2015 年 05 月收

治的 274 例单双侧重度颈动脉狭窄行 CEA 或

CAS 治疗的临床特点、手术治疗及预后等进

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患者个体的系统性疾

病、神经功能状态、临床特征及颈动脉解剖

特点等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对术后主要不

良事件及预后评分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单侧颈动脉狭窄治疗中，111 例行 CEA

治疗（A 组），125 例行 CAS 治疗（B

组），双侧颈动脉狭窄治疗（C 组）中，17

例行双侧 CEA 治疗，12 例行一侧 CEA 治疗

和对侧行 CAS 治疗，9 例行双侧 CAS 治疗。

C 组主要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为 7.9%，与 A 组

（8.1%）及 B 组（6.4%）相似。C 组中 1 年

中 5 例发生颈动脉术后再狭窄（5 /76 ，6.

6%），这与 A 组（6/111，5.4%）、B 组（1

0/125，8%）无显著差异。C 组中局部并发症

发生率不高。 

结论  根据患者个体化的临床特点，选择 CEA

及 CAS 合适的联合分期治疗方案，可有效地

治疗双侧重度颈动脉狭窄。 

 
 
PO-979 

烟雾病伴颅内动脉瘤的临床特征与手术疗效 
 

江汉强 倪伟 雷宇 杨恒 苏佳斌 顾宇翔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明确烟雾病伴颅内动脉瘤的临床特征与

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08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烟雾病伴颅

内动脉瘤临床资料。术前根据颅内动脉瘤部

位分别采取单纯介入栓塞、单纯颅内外血管

搭桥、联合动脉瘤夹闭及颅内外血管搭桥、

联合动脉瘤介入栓塞及颅内外血管搭桥等手

术策略。术后进行临床与影像学随访，分析

临床特征与手术疗效。 

结果  共纳入 34 例患者，男性 17 例，女性 1

7 例，平均年龄 44.2 岁（11-67 岁）。根据

临床类型分类，脑缺血 2 例、脑出血 32 例，

其中脑室内出血 11 例、脑内出血 7 例、脑内

出血破入脑室 7 例、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6

例。根据颅内动脉瘤部位分类，前循环 11

例、后循环 13 例、侧枝循环血管 10 例。前

循环动脉瘤中，前交通动脉瘤 7 例、大脑前

动脉 2 例、大脑中动脉 2 例。后循环动脉瘤

中，基底动脉瘤 8 例、大脑后动脉瘤 5 例。

侧枝循环血管动脉瘤中，脉络膜前动脉远端

分支动脉瘤 8 例、豆纹动脉瘤 2 例。根据动

脉瘤大小分类，微小动脉瘤 10 例，均位于侧

枝循环血管。根据手术方式分类，单纯颅内

外血管搭桥 14 例、单纯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

9 例、动脉瘤夹闭及颅内外血管搭桥 7 例、动

脉瘤栓塞及颅内外血管搭桥 4 例。术后平均

随访 34.2 月，再出血 1 例并死亡，无再出血

及神经功能改善 31 例，影像学随访示 32 例

动脉瘤未见复发、2 例动脉瘤残留。 

结论  烟雾病伴颅内动脉瘤患者脑出血最常

见，好发部位为前交通动脉、脉络膜前动脉

远端侧枝血管及基底动脉或大脑后动脉。单

纯介入栓塞及单纯颅内外血管搭桥治疗烟雾

病伴发侧枝循环血管微小动脉瘤、联合动脉

瘤夹闭及颅内外血管搭桥治疗烟雾病伴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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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动脉瘤、联合动脉瘤介入栓塞及颅内外

血管搭桥治疗烟雾病伴发后循环动脉瘤能显

著地降低再出血风险并改善神经功能，是个

体化治疗烟雾病伴发颅内动脉瘤安全、有效

的手术策略。 

 
 
PO-980 

硬脑膜动静脉瘘的血管内治疗 
 

罗靖 王晓健 胡阳春 赵亮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硬脑膜动静脉瘘(dural arteriovenous fis

tula，DAVF)是指发生在硬脑膜组织及其附属

物的一类异常动静脉交通的血管性病变。发

病率约为 0.16～0.29/100 000，占颅内血管

畸形的 10%～15%。它以硬脑膜动脉为主要

供血动脉，硬脑膜静脉窦为流出静脉而形成

的动静脉短路，横窦、乙状窦、海绵窦最为

常见。随着介入材料的发展，血管内介入治

疗逐渐成为多数 DAVF 的首选治疗方法，本

文回顾性分析我科近三年来的临床病例，探

讨 DAVF 经血管内治疗的入路选择及栓塞效

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7 例

DAVF 患者的临床资料，海绵窦区 DAVF1

例，临床表现为球结膜充血，上矢状窦 1

例，小脑幕区 DAVF3 例，横乙状窦区 DAVF

2 例，均表现为颅内出血，部分伴颅内杂音，

其中经动脉途径栓塞 7 例，经静脉途径（经

眼上静脉至海绵窦）栓塞 1 例，均应用 ONY

X 胶予以栓塞。 

结果  8 例病人均达到满意栓塞，即刻造影显

示栓塞完全，无死亡病例，无新发神经功能

缺失症状，1 例海绵窦 DAVF 患者术后三天

球结膜充血症状完全缓解，5 例患者随访 3 月

至 2 年未出现新发神经功能缺失症状，1 例小

脑幕区 DAVF 病人 3 月后随访 DSA 发现 DA

VF 少许再现，暂未予进一步治疗、继续随访

中。 

结论  根据影像学特点，针对不同类型的 DAV

F 选用不同的栓塞途径，血管内栓塞 DAVF

是微创、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具有较高

的治愈率。 

 
 
 
 

PO-981 

应用 lvis 支架辅助栓塞技术治疗颅内宽颈动

脉瘤的经验体会 
 

连葆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应用 lvis 支架辅助技术栓塞治疗颅

内宽颈动脉瘤的初步临床经验。 

方法  自 2015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科

共采用颅内动脉瘤支架辅助技术治疗 36 例颅

内宽颈、复杂动脉瘤。其中男 19 例，女 17

例。年龄 33-58 岁，平均 46.3 岁。其中颈内

动脉动脉瘤 22 例，后交通动脉瘤 10 例，大

脑中动脉动脉瘤 2 例，椎动脉动脉瘤 2 例。

术前 2 小时予波利维 300mg 及拜阿司匹林 3

00mg 口服，术后波利维 75mg 维持 2 个月，

拜阿司匹林 100mg 终身服药。 

结果  36 例均得到致密填塞。术中术后无出血

及血栓形成等并发症。皆痊愈出院。 

结论  应用 lvis 支架辅助技术栓塞治疗颅内宽 

颈动脉瘤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提高

了宽颈复杂动脉瘤的治愈率。 

 
 
PO-982 

复合手术室下对大脑中动脉分叉处动脉瘤瘤

颈分型和最优夹闭方法的探讨 
 

崔小鹏 1 李元垒 2 赵岩 1 张振 1 蔡新旺 1 高南南 1 杨

新宇 1 魏伟 1 岳树源 1 雪亮 1 刘兵 1 张建宁 1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新乡市中心医院 

 

目的  对我院 2011 年 5 月~2015 年 11 月收治

的共 58 例复合手术室下治疗的大脑中动脉分

叉处动脉瘤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诊疗

情况。 

方法  对我院 2011 年 5 月~2015 年 11 月收治

的复合手术室下治疗的 58 例大脑中动脉分叉

处动脉瘤患者临床特点、手术治疗及预后等

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 MCBIF 处动脉瘤薄壁

的侵犯情况，将动脉瘤颈分成 5 种亚型。根

据 MCBIF 瘤颈分型选择不同夹闭方法进行统

计学分析。 

结果  本研究中，第 6 个月 GOS 评分：恢复

良好 35 例；轻度病残，生活自理 14 例；重

度病残，生活不能自理 6 例；植物生存 1

例，死亡 2 例。对于 MCBIF 动脉瘤分型及夹

闭方法：I 型：单纯夹闭(96.4 %) ，滑动夹闭

(3.6 %)；II 型：单纯夹闭(44.5%)，联锁夹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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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滑动夹闭(33.3 %)，混合夹闭(5.5

 %)；III 型：单纯夹闭(71.4%) ，滑动夹闭(28.

6 %)；IV 型：联锁夹闭(33.3 %)，单纯夹闭(1

6.7 %)，滑动夹闭(33.3 %)，混合夹闭(16.7

 %)；V 型：联锁夹闭(33.3 %)，滑动夹闭(33.

3%)，混合夹闭(33.3 %)。根据瘤颈的分型，

夹闭方法的选择表现出不同的趋势（P<0．0

5）。 

结论  通过对 MCBIF 动脉瘤瘤颈进行解剖学

分型，选择最优的夹闭方法，可最大程度地

降低手术并发症，改善患者预后。 

 
 
PO-983 

巨大型动静脉畸形的复合式手术治疗综述 
 

艾运政 梁国标 李志清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了解巨大型动静脉畸形的复合式手术治

疗情况 

方法  临床病例总结讨论 

结果  复合式手术治疗巨大动静脉畸形可取得

较好疗效 

结论  动静脉畸形治疗的主要意义在于降低破

裂出血风险。部分以控制癫痫发作及局灶神

经功能障碍进展为目的。脑动静脉畸形的主

要治疗方式包括保守或对症治疗、显微外科

手术治疗、立体定向放疗、介入栓塞治疗及

多种治疗方式联合。颅内直径大于 6cm 巨大

动静脉畸形的治疗是目前神经外科尚未解决

的棘手问题，单纯的栓塞和放疗都无法根

治，直接手术切除危险性极大。但随着介入

治疗的飞速发展和新型血管栓塞剂的使用，

使得栓塞+手术治疗这种复合式手术治疗方法

越来越被广大神经外科医生所认可，近年

来，出现的静脉入路栓塞治疗+手术切除为巨

大动静脉畸形的治疗又指出了一条新的道

路。 

 
 
PO-984 

锥颅术和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脑出血对比分

析 
 

马宝林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第一医院 361022 

 

目的  探讨锥颅钻孔血肿抽吸外引流术（锥颅

术）和开颅血肿清除术（开颅术）治疗脑出

血的效果。 

方法  锥颅组脑出血患者应用锥颅钻孔血肿抽

吸外引流术治疗，首先根据患者的颅脑 CT 对

血肿进行定位，确定钻孔穿刺点。在局麻状

态下，以手锥透骨，刺破硬脑膜，退出手

锥，使用手钻扩大骨孔通道，使用带针芯的

脑室穿刺引流管穿刺进入血肿腔预定位置，

调整到适宜深度后取出针芯，接针管抽吸血

肿。然后以生理盐水将血肿腔反复冲洗，接

引流袋。术后应用尿激酶 2mU/次溶解血肿，

1 日 1 次[3]。术后 2 日复查颅脑 CT，根据颅

内血肿引流情况，确定用药方案。开颅组脑

出血患者行常规开颅血肿清除术。术后两组

均给予止血、预防感染、营养神经、脱水等

对症治疗。 

结果  锥颅组患者平均手术时间（47.36±9.7

5）min、术中出血量（56.82±10.64）ml、住

院时间（12.68±2.50）d，均明显优于开颅组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

两组在血肿清除成功率方面无显著性差异（P

＞0.05）。锥颅组在预后死亡率方面优于开

颅组。两组在并发症发生率方面的差异无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开颅血肿清除术的优点在于直视下手术

止血，止血效果好，减压效果满意，但缺点

是创伤大，出血多，手术时问长，需要全身

麻醉，费用高等，适用于幕上血肿量大且中

线明显移位的基底节区及皮层下出血患者。

而锥颅血肿引流术适宜于出血部位在靠外的

出血，血肿量较小，中线结构偏移少的患

者。该方法具有创伤小、手术时间短、费用

低、不良反应发生率低等优势，但同时伴有

进一步出血可能的缺陷。故临床选择应用手

术方法时，应注重患者的个体化差异，根据

患者的病情有针对性的选择手术方案。本研

究结果表明：锥颅组患者平均手术时间（47.

36±9.75）min、术中出血量（56.82±10.64）

ml、住院时间（12.68±2.50）d，均明显优于

开颅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同时，两组在血肿清除成功率方面无显著性

差异（P＞0.05）。由此可见，锥颅血肿引流

术在收获可靠治疗效果的同时，能够有效缩

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量和住院时间，

减少患者身心和经济方面的负担，且长期疗

效较好，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患者更容易

配合治疗顺利进行，具有较好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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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985 

快速、微创、安全方式完成颈动脉内膜剥脱

术 
 

杨新宇 赵岩 岳树源 张建宁 杨树源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对我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8 月收治

的快速、微创、安全方式完成颈动脉内膜剥

脱术治疗的颈动脉狭窄病例进行回顾性分

析，探讨诊疗情况。 

方法  对我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8 月收治

的快速、微创、安全方式完成颈动脉内膜剥

脱术治疗的颈动脉狭窄患者临床特点、手术

治疗及预后等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是否采

用快速、微创、安全方式，将病例分成 2 个

组。对术后主要不良事件及预后评分进行统

计学分析。 

结果  颈动脉狭窄行 CEA 治疗中，89 例行普

通 CEA 治疗（A 组），81 例行改进 CEA

（快速、微创、安全方式）治疗（B 组），在

平均手术时间的差异上，B 组较 A 组短，有

统计学意义（P<0.05）；在主要不良事件的

发生率上，B 组（1.2%）明显好于 A 组（7.

8%），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局部并

发症发生率上，B 组明显好于 A 组，有统计

学意义（P<0.05）；在患者颈部的平均切口

长度上，B 组较 A 组短，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通过对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技术的改进，

达到快速、微创、安全的治疗，最大程度地

降低手术并发症，改善患者预后。 

 
 
PO-986 

CT 灌注成像评估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流灌

注改变的初步应用 
 

吴精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探讨 CT 脑灌注成像评估蛛网膜下腔出

血后脑血流灌注改变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4 月就诊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14 例经

CT 平扫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病例。所有患

者均在入院时和术后行 CTP－CTA 检查，其

中急性期 12 例（<3 天）、延迟期 2 例（3-1

4 天），分别重建 CT 灌注成像(CTP)参数图,

包括脑血容(CBV)、脑血流量(CBF)、平均通

过时间(MTT)及达峰时间(TTP)评估脑组织灌

注情况。所有患者在最初检查后的 7-21 天进

行 CT 平扫随诊。14 例患者在初诊时均由有

经验的神经科医师进行临床 HUNT－HESS

评分、GCS 评分、FISHER 分级。将研究对

象分为急性组和延迟组，CVS（cerebral vas

ospasm，CVS)组和非 CVS(non-cerebral va

sospasm，nCVS)组，Hunt-HessI－II 级组和

III－V 级组，比较各组之间 CTP 参数的差

异。患者按分析不同程度的 CT 灌注结果，并

与临床评分进行相关性检验，结合临床对其

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前后 CT 灌注成像对比显示：灌注增高

组有 4 例、正常灌注组 2 例、灌注减低组 8

例；CT 血管造影显示：血管痉挛病人（CVS)

8 例，nCVS 组 6 例；患侧与健测首次 rCBF

比值<65%、rCBV<70%均发生脑梗死；前后

CBF 值增高 30%发生脑水肿概率为 75%；C

VS 组、Hunt-HesIII－V 级组的 CBF 值分别

较 nCVS 组、Hunt-HessI －II 级组的 CBF 值

下降；前后 CBF、CBV 数值差异与 GCS 评

分成负相关，与 FISHER 评分呈正相关。  

结论  CT 灌注成像技术能在蛛网膜下腔出血 

早期综合性反映脑组织灌注情况，为临床治

疗提供重要信息，有利于临床医生制订治疗

方案。  

 
 
PO-987 

脑静脉窦血栓的治疗经验体会 
 

连葆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索应用 solitaire 支架取拴治疗脑静脉

窦血栓的初步临床经验 

方法  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科

共治疗 16 例脑静脉窦血栓患者，均早期行 D

SA 脑血管造影后，经股静脉置管，静脉窦内

微导丝导引下微导管穿过血栓部位后，置入 s

olitaire 支架释放后回拉。正向血流回复后，

静脉窦内留置微导管，持续经微导管内尿激

酶泵入 3－5 天。后续均给予口服华法林 3-6

mg 至少 1 年，维持凝血酶原时间于 20-30 秒

之间。部分复发患者建议终身服药。 

结果  16 例患者中 1 例脑内血肿扩大死亡，1

5 例痊愈出院。 

结论  solitaire 支架取拴加静脉窦内留置微导

管，持续尿激酶溶栓治疗脑静脉窦血栓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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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提高了脑静脉窦血

栓的治愈率 

 
 
PO-988 

微创钻颅术联合尼莫地平治疗高血压脑出血

的疗效及对神经功能的影响 
 

马宝林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61022 

 

目的  探讨微创钻颅术联合尼莫地平治疗高血

压脑出血的疗效及对神经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我院收治的 112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56 例给予微创钻颅

术，而试验组 56 例给予微创钻颅术联合尼莫

地平治疗。对照组患者采用微创钻颅术：患

者均在局麻下手术，行颅脑 CT 确定血肿范

围，在外耳道上以 OM 线长度作平行其的标

志线，然后由额部垂直向颞量出并标记与 OM

线等长的线，穿刺点为该线与标志线的交

点。采用颅内血肿穿刺针由穿刺点进针，依

次钻开头皮、颅骨及硬脑膜，将电钻取下，

插好钝头针芯并植入血肿边缘，在针刺管连

接硅胶管，针芯拔出并拧紧盖帽，抽出血肿

并将穿刺针缓慢推入血肿中心，反复抽吸，

形成血肿空洞，将注射器连接硅胶管，血肿

粉碎器植入血肿空洞，并采用生理盐水冲洗

血肿，直到引流管液体清亮为止，然后将尿

激酶肝素混合液推入血肿腔，开放引流管，

重复上述操作，复查血肿清除后可拔针。而

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尼莫地平 10 毫克

溶于生理盐水 500ml 中，静脉输液，每日一

次，连续使用 21 天为一个疗程；比较两组临

床疗效及神经功能的差异； 

结果  试验组临床有效率为 87.5%显著高于对

照组 71.4%，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0.05)；

治疗后试验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显著降低，

同时也显著低于同期对照组，比较均具有统

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微创钻颅术在局麻下进行，麻醉副作用

少，同时其可有效定位血肿范围并对血肿进

行抽吸，治疗二次损伤也较小。尼莫地平是

一种二氢吡啶类钙离子抑制剂[4].该药可通过

血脑屏障，抑制钙离子内流，进而保护神经

元线粒体的完整，提高脑细胞缺血缺氧的耐

受力，保护脑细胞，促进神经功能恢复。本

研究观察微创钻颅术联合尼莫地平治疗脑血

肿的疗效及对神经功能的影响。其结果显

示：试验组临床有效率为 87.5%显著高于对

照组 71.4%，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0.05)；

治疗后试验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显著降低，

同时也显著低于同期对照组，比较均具有统

计学差异( P＜0.05)；因此，微创钻颅术联合

尼莫地平治疗脑血肿效果显著，其具有较高

的临床有效率，能够显著促进血肿的清除，

改善患者神经功能，进而提高其生存质量及

身心健康 

 
 
PO-989 

载脂蛋白 E 对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神经炎

症的影响 
 

吴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旨在探讨载脂蛋白 E（apolipoprotein 

E，APOE）基因对 SAH 后神经炎症及早期

脑损伤的影响。  

方法  C57BL 野生小鼠（WT）和 APOE 基因

敲除小鼠（KO）血管内穿刺法建立 SAH 模

型，假手术组（SHAM）穿刺线不刺破血管。

建模后 24h 评估小鼠死亡率、体重变化。转

棒实验评估神经功能。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小

鼠皮层及海马小胶质细胞活化情况。RT-PCR

检测小鼠脑内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白介素-1

β、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 表达。ELISA

法检测细胞因子 IL-1β、IL-6、TNF-α 表达水

平。Western blot 检测小鼠脑内 iNOS 表达及

c-Jun 氨基末端激酶、核因子 κB 表达及磷酸

化水平。  

结果  SHAM 组小鼠 24h 无死亡，WT 组 24h

死亡率为 35.1%，KO 组死亡率为 55.6%，K

O 组死亡率显著高于 WT 组（p<0.05）。转

棒实验结果表明 WT 及 KO 组小鼠运动能力

较 SHAM 组明显降低（p<0.05），而 KO 组

小鼠运动能力显著低于 WT 组（p<0.05）。

免疫组织化学显示 WT 组及 KO 组皮层、海

马明显小胶质细胞活化，而 KO 组皮层小胶

质细胞活化程度高于 WT 组（p<0.05）。RT-

PCR 结果表明 WT 组及 KO 组小鼠脑内 iNO

S 及细胞因子 IL-1β、IL-6、TNF-α 基因表达

较 SHAM 组明显上调（p<0.05），而 KO 组

较 WT 组上调更明显（p<0.05）。ELISA 结

果表明 WT 组及 KO 组小鼠脑内细胞因子 IL-

1β、IL-6、TNF-α 较 SHAM 组明显增多（p<

0.05），而 KO 组细胞因子较 WT 组明显增多

（p<0.05）。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 WT 组

及 KO 组小鼠脑内 iNOS 蛋白表达明显高于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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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 组（p<0.05），而 KO 组 iNOS 表达显

著高于 WT 组（p<0.05）；WT 组及 KO 组小

鼠脑内 JNK、p65 磷酸化水平显著高于 SHA

M 组（p<0.05），而 KO 组小鼠 JNK、p65

磷酸化水平显著高于 WT 组（p<0.05）。  

结论  SAH 后早期小鼠死亡率增高、神经功能

受损，可能与出血导致的神经炎症反应有

关，而 APOE 基因敲除后神经炎症反应加

重，表明 APOE 可抑制神经炎症反应并降低

SAH 小鼠死亡率，改善神经功能，其机制可

能与抑制 JNK-NF-κB 信号通路的磷酸化有

关。  

 
 
PO-990 

液态氟碳纳米粒对大鼠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

期脑损伤的保护作用摘要 
 

张桓 朱继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探讨液态氟碳（PFOB）纳米粒对大鼠

蛛网膜下腔出血（SAH）后早期脑损伤（EB

I）的保护作用。  

方法  采用雄性健康 SD 大鼠共 90 只，分为 

假手术组（SHAM）30 只、蛛血组(SAH)30

只及 PFOB 干预组(SAH+PFOB)30 只。使用

经视交叉前池注血法制作大鼠 SAH 动物模

型。术后 24 h 检测脑含水量，透射电镜观察

大鼠海马形态学改变，TUNEL 染色检测大鼠

海马 CA1 区神经元凋亡，完成免疫组化染

色。Western blot 检测术后 12、24、48、72 

h Caspase-3 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SAH+PFOB 组同 SAH 组比较，脑含水

量明显降低（P<0.01）；电镜下见海马区神

经元凋亡减少、胶质细胞肿胀减轻、血管周

围水肿减轻。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Caspa

se-3 表达明显降低。TUNEL 染色结果见海马

CA1 区细胞凋亡率明显降低（P<0.01）。We

stern blot 检测结果显示，Caspase-3 在 SAH

后 12、24、48、72 h 均可见明显降低（P<0.

01）。  

结论  溶解高浓度氧的液态氟碳纳米粒能够减

轻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神经元的凋亡，改善脑

水肿、改善脑缺氧，对 SAH 后早期脑损伤起

到保护作用。  

 
 
 
 

PO-991 

前交通动脉瘤 DSA 血管形态与治疗方法的选

择初探 
 

熊左隽 吴志敏 王代旭 幸标 马钊 马杰 何苗 陈文 李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 43001

4 
 

目的  探讨 52 例前交通动脉瘤 DSA 血管形态

的方向,治疗过程以及临床预后，探索手术方

案的选择以及手术中注意事项以及并发症的

预防。  

方法  回顾性分析采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前

交通动脉瘤 24 例,血管内介入治疗 28 例，分

析其手术过程及近期临床表现，手术组 24 例

以优势供血侧翼点入路为主，术中均采用了

血管临时阻断技术及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5

例术中脑室穿刺，12 例吸除部分直回，血管

内介入组 28 例中两例因为超选失败转入开颅

组，  

结果  本组 52 例中（H-H 分级，I 级 33 例，II

级 7 例，III 级 8 例，IV 级 3 例，V 级 1 例）,

出院时治疗结果好 44 例；差 6 例，并发了载

瘤动脉相关的脑梗塞，死亡 2 例，其中一例

复杂指向的前交通动脉瘤夹闭不全术后再出

血，一例严重脑梗塞。  

结论  对于破裂的前交通动脉瘤,1.观察 DSA 

片上正位片上侧 A1 交界的高度很重要，前交

通复合体位置高，深陷大脑纵裂的首选介入

栓塞，亦可考虑偏中线多的眶-翼点入路或者

纵裂入路夹闭，避免入路困难和吸除/牵拉过

多的脑组织。2.DSA 侧位片上评估 A2 段与动

脉瘤平行，前部，还是后部，优选选择后置

A2 侧为开颅侧，便于显露瘤颈夹闭。3 正位

片上 A1 形态过度弯曲/短的，偏颅底侧的，

估计超选动脉瘤困难的可以考虑优先开颅夹

闭治疗。4.对于复杂的多分叶前交通动脉瘤，

优先考虑支架辅助介入栓塞术，或者辅以跨

血管窗式血管夹，神经内镜辅助，显著减少

误夹、漏夹。  

 
 
PO-992 

荧光造影强度定量分析在颅内动脉瘤夹闭术

中应用 
 

邹敏刚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术中辅助吲哚菁绿荧光造影后荧光

强度定量分析评价颅内动脉瘤夹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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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分析赣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外自 201

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术中使用荧光造影

辅助动脉瘤夹闭的 40 例患者，观察动脉瘤、

载瘤动脉及分支血管血流情况并分别选取标

记点，应用荧光强度分析软件定量分析夹闭

前后同一标记点荧光强度变化情况。 

结果  对比夹闭前后动脉瘤标记点处平均荧光

强度达高峰时间，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对比夹闭前后载瘤动脉、分支血管

标记点处平均荧光强度达高峰时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使用吲哚菁绿荧光造影能够在术中实时

观察术野血流情况，且荧光强度定量分析可

在血流层面对动脉瘤夹闭结果进行判断，提

高动脉瘤夹闭成功率。 

 
 
PO-993 

床突旁微小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疗效分析 
 

郑鉴峰 黄钦江 张晓冬 徐睿 郭宗铎 朱继 何朝晖 孙晓

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背景及目的  临床中颅内微小动脉瘤（直径≤3

mm）并不少见，而起自颈内动脉（ICA）出

海绵窦至发出后交通动脉这一段的微小动脉

瘤称为床突旁微小动脉瘤。由于解剖位置特

殊，可表现为症状性动脉瘤，提示破裂出血

的可能性，且瘤腔小瘤壁薄，破裂时引起广

泛蛛网膜下腔出血，所以是否应积极手术治

疗及疗效需进一步探讨。探讨颈内动脉床突

旁微小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6 月至 2014 年 10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收

治的 31 例 33 个床突旁微小动脉瘤患者的临

床资料，25 例为蛛网膜下腔出血（SAH）患

者，6 例为未破裂动脉瘤患者，包括 4 例表现

为头昏头痛和 2 例无明显症状仅影像学检查

发现动脉瘤，6 例患者强烈要求手术治疗。所

有患者均在全麻下行血管内治疗，并出院后 3

个月门诊及电话随访，出院后 6 个月 DSA 随

访，以评价血管内治疗的疗效、并发症、复

发率、良好预后率等。 

结果  31 例患者均成功栓塞，其中支架辅助弹

簧圈栓塞 28 例（90.3%），单纯弹簧圈栓塞

3 例（9.7%），术后立即造影，完全栓塞 30

例（96.8％），次全栓塞 1 例（3.2％）；3

例患者出现手术并发症，其中 1 例症状性脑

血管痉挛，1 例术中动脉瘤破裂，1 例术中载

瘤动脉破裂；31 例患者出院后 3～38 个月门

诊随访及电话随访，29 例患者恢复良好，无

或轻度神经功能障碍，1 例患者重度残疾，1

例患者死亡；25 例患者出院后 6～24 个月 D

SA 随访，造影均未见动脉瘤复发再通，载瘤

动脉通畅。 

结论  血管内治疗颈内动脉床突旁微小动脉瘤

安全、有效。 

 
 
PO-994 

颅内动脉瘤术后过度灌注的识别与处理-附 24

例病例报道 
 

黄志坚 孙晓川 钟建军 吴精川 毛磊 徐睿 张晓冬 何朝

晖 朱继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传统观点认为脑血管痉挛是导致动脉瘤

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迟发性神经功能障

碍的主要原因，在诊疗过程中强调早期全程

的使用解痉药物预防痉挛。然而临床实践发

现，过度灌注也是导致迟发性神经功能障碍

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本研究探讨动脉瘤术后

过度灌注的识别与处理。  

方法  连续选取我科 2011 年 10 月~2015 年 7

月 24 例颅内动脉瘤术后脑肿胀患者，通过停

用解痉药物联合脱水治疗，治疗脑肿胀。收

集分析基线资料、治疗过程的临床表现、影

像检查及出院后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cale，GOS）。  

结果  动脉瘤术后脑肿胀的发生率占同时期动

脉瘤病例总数的 1.5%。头颅 CT 检查发现，2

4 例患者术前均无脑肿胀，在动脉瘤术后 3 天

内有 19 例发生脑肿胀（79.17%），术后 4-7

天内有 5 例（20.83%）发生脑肿胀，CT 显

示侧脑室缩小，三脑室、环池和脑沟消失等

继发性脑肿胀征象，同时伴有迟发性神经功

能障碍，TCD 显示主要供血区域存在过度灌

注现象。全组病例在停止使用解痉药物（尼

莫地平）后， CT 显示脑肿胀逐渐减轻，伴神

经功能恢复。CTP 监测未见主要供血区域缺

血改变，CTA 显示静脉窦回流改善。出院 G

OS 评分显示 20 例（83.33%）预后良好。  

结论 颅内动脉瘤术后脑肿胀可能是由于脑血

管自动调节功能受损，导致过度灌注，引起

迟发性神经功能障碍。此时需要注意与脑血

管痉挛鉴别。停止使用解痉药物并加强脱水

治疗能明显减轻脑肿胀，患者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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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995 

创伤性颅内动脉瘤的临床特点和综合治疗 
 

胡坤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熟悉创伤性颅内动脉瘤临床特点，探讨

创伤性颅内动脉瘤早期诊断、不同治疗方法

的疗效及预后。 

方法  回归性分析 2011-2016 年神经外科收治

的 9 例创伤性颅内动脉瘤的患者的临床资

料，包括年龄、受伤原因、再出血时间、部

位、治疗方法、预后。结合文献总结此类动

脉瘤的自然病程、好发部位、临床特点、治

疗方法。 

结果  所有病人经 DSA/CTA 确诊，平均年龄

47 岁；男性 8 例，女性 1 例；开颅夹闭 2

例，介入栓塞 5 例，保守及放弃治疗各 1

例。 

结论  对于高度怀疑创伤性颅内动脉瘤的患者

尽早行 DSA 检查。2 周左右是此类动脉瘤再

出血高发时间。开颅手术及介入栓塞手术是

治疗创伤性动脉瘤的有效办法。 

 
 
PO-996 

改善 aSAH 的远期疗效要关注脑白质损伤及

保护——临床和基础研究的初步探索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neuri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aSAH）是一类

预后极差的出血性脑卒中疾病。近年来的研

究表明 SAH 可导致 aSAH 患者脑白质纤维损

伤。超过 50%的人脑组织为白质，SAH 后的

白质损伤与神经功能障碍尤其是远期认知功

能有密切关系。本研究通过临床和实验研究

探讨 aSAH 后白质损伤的发生机制以及对神

经功能的影响。  

方法  临床研究：回顾性分析本科室收治的 a

SAH 患者 30 例，所有患者均在术后行头部磁

共振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

g，DTI）扫描。对患者的一般情况、运动功

能和认知功能进行随访。分析患者皮质脊髓

束、乳头体丘脑束等白质区域各向异性分数

（fractional anisotropy，FA）、表观弥散系

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等

参数，三维重建测量白质纤维体积，并与患

者运动、认知功能行相关性分析。实验研

究：C57BL/6J 小鼠血管内穿刺法建立 SAH

模型，免疫组化检测神经元轴突损伤标志物

淀粉样前体蛋白（amyloid precursor protei

n，β-APP）和髓鞘损伤标志物降解髓鞘碱性

蛋白（degraded myelin basic protein，dMB

P）表达。7.0T 磁共振 DTI 序列检测白质各

部位 FA 值。T2WI 检测白质水肿。免疫荧光

检测白质内小胶质细胞活化情况。  

结果  临床研究：纳入的 30 例 aSAH 患者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白质损伤，表现为 DTI 序列

FA、ADC 等参数的异常和白质体积的减少。

患者皮质脊髓束、乳头体丘脑束区域的损害

分别与患者运动功能和认知功能障碍相关。

实验研究：小鼠 SAH 后早期出现明显白质损

伤表现，表现为 DTI 序列 FA 值降低，白质区

域 β-APP 和 dMBP 高表达。白质区域 T2WI

扫描出现明显水肿信号，白质内小胶质细胞

异常活化。  

结论  白质损伤可能是导致 aSAH 患者远期神

经功能障碍的原因之一。SAH 后白质损伤发

生的机制与脑水肿和神经炎症反应有关。因

此，针对 SAH 后脑损伤的治疗应关注白质纤

维的保护和白质功能的重建。 

 
 
PO-997 

颅内破裂动脉瘤的球囊辅助栓塞和支架辅助

栓塞治疗的对比分析 
 

马钊 何苗 陈文 吴志敏 蔡伦 幸标 李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 43001

4 
 

目的  探讨球囊辅助介入栓塞治疗和支架辅助

介入栓塞颅内破裂动脉瘤的方法、疗效、手

术中注意事项以及并发症的预防。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6 年 6

月，33 例颅内破裂动脉瘤的介入栓塞的资

料，其中前交通动脉瘤 3 例，后交通动脉瘤 2

0 例，眼动脉瘤 10 例，采用球囊辅助弹簧圈

栓塞 18 例，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 15 例。 

结果  本组 33 例中,致命栓塞 28 例，大部分

栓塞 5 例，无死亡病例，球囊辅助栓塞组术

中 1 例发生术后症状性梗塞，无术中出血，

无微导管弹簧圈脱出，最初的致密栓塞率 7

0%，随访后致密栓塞率 72%，支架辅助栓塞

组 2 例发生载瘤动脉血栓，经溶栓后再通，

术后 2 例发生皮层梗死，预留轻度肢体障

碍，弹簧圈脱出到载瘤动脉 3 例，微导管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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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 例，最初的致密栓塞率 48%，随访后致

密栓塞率 52%。28 例术后行 DSA 检查,5 例

CTA 复查，绝大多数动脉瘤栓塞满意。 

结论  对于颅内破裂动脉瘤的介入栓塞中，球

囊辅助栓塞在避免微导管和弹簧圈脱出，栓

塞的致密度，清晰示踪载瘤动脉和瘤颈，动

脉瘤破裂保护方面有特殊优势，支架辅助栓

塞组在远期瘤颈修复/载瘤动脉的重塑具有优

势，两种方法在治疗过程和致密栓塞结果上

并无明显区别，合理选用个性化辅助栓塞技

术，是保证疗效的关键。 

 
 
PO-998 

有创颅内压监测在脑室内出血中的临床应用

体会 
 

李卫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有创颅内压监测下脑室外引流对脑

室内出血(IVH)患者治疗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6 例 IVH 患者，比较颅内

压监测下脑室外引流治疗组与传统脑室外引

流治疗组患者术后再出血发生率、甘露醇使

用量、急性肾损伤发生率、颅内感染发生率

及术后 3 个月 GCS 评分。 

结果  颅内压监测组患者术后再出血发生率、

甘露醇使用量、急性 1 肾损伤发生率及颅内

感染发生率均显著低于传统手术组(P<0．05 

or 0．01)；术后 3 个月颅内压监测组患者 G

CS 分值明显高于传统手术组(P<0．05 )   

结论  有创颅内压监测下脑室外引流在改善患

者预后、减少脱水剂用量、减少并发症发生

方面有较为显著的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PO-999 

CTP 联合 CT 平扫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

血后脑灌注变化的临床研究 
 

吴精川 何秋光 黄志坚 毛磊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背景与目的  传统观点认为蛛网膜下腔出血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后，脑

血管痉挛（cerebral vasospasm，CVS）引

起脑灌注降低以及迟发型神经功能障碍（Del

ayed ischemic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 ，DI

ND）是影响 SAH 病情转归的主要因素，近

年来研究发现，aSAH 后脑灌注改变复杂。为

了进一步探究 SAH 后脑灌注变化情况，我们

用 CT 灌注（CT perfusion,CTP）、CT 平扫

来监测 SAH 后的脑灌注变化。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12

月重庆医科大学神经外科---例发病在 0-3 天

并经 CTA/DSA 确诊的自发性动脉瘤破裂致蛛

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病例

均在发病 0-3 天行脑 CT 灌注成像检查。依据

脑血管供血区域分为左侧大脑前动脉、大脑

中动脉、大脑后动脉，右侧大脑前动脉、大

脑中动脉、大脑后动脉 6 个感兴趣区。CTP

参数包括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 CB

F)、脑血容量(cerebral blood volume， CB

V)、平均通过时间（mean transit time， MT

T）、达峰时间(time to peak，TTP)，评估相

同供血区域脑灌注量变化。  

结果  对各供血区域进行脑 CTP 参数分析发

现，与术前对比，有 24 例患者各血管供血区

域脑血流量( rCBF)、脑血容量( rCBV)升高，

其中 12 例术后未发生 DIND，12 例发生 DIN

D，CT 平扫诊断脑肿胀 6 例、迟发型脑缺血

6 例；18 例患者 rCBF、rCBV 降低，其中 13

例术后未发生 DIND，CT 平扫诊断脑肿胀 5

例。脑灌注量增加组，组内 rMTT、rTTP 比

较分析，6 例脑肿胀患者、4 例 DCI 患者及 9

例 N-DIND 患者 rMTT 较术前降低（P）；1

例 DCI 患者及 3 例 N-DIND 患者 rMTT 较术

前增加（P）；3 例脑肿胀患者、2 例 DCI 患

者、4 例 N-DIND 患者 rTTP 较术前减低

（P）；3 例脑肿胀患者、4 例 DCI 患者及 4

例 N-DIND 患者 rTTP 较术前增加（P）。  

结论  SAH 后脑血流灌注的变化有多重情况，

灌注增加和降低都会引起神经功能障碍，而

CTP 能够检测脑灌注变化，临床治疗应结合

脑灌注的具体情况选择个性化诊疗方案。  

 
 
PO-1000 

高龄患者 1-3 级破裂颅内动脉瘤显微手术及

介入栓塞治疗对比性研究 
 

肖哲 许焕波 蔡跃豪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研究对比探讨显微外科手术和介入栓塞

治疗对高龄患者 I-III 级破裂颅内动脉瘤的疗

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神经外科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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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Hunt-Hess 分级 I-III 级破裂颅内动脉瘤患

者共 49 例（年龄≥65 岁），其中显微外科手

术治疗 22 例，血管内介入栓塞治疗 27 例。

分别收集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入院 Hunt-

Hess 分级、入院 GCS 评分（格拉斯哥昏迷

评分）、入院时合并症等资料，对两组患者

的术后并发症、出院时的改良 Rakin 评分和

随访结果 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并发症差异：按住院期间统计，显微外

科组：共有 15 例，占 68.2%，其中并发肺部

感染 6 例，脑梗死 7 例，交通性脑积水 5

例，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1 例；介入组：共 1

7 例，占 60.7%，其中并发肺部感染 12 例，

脑梗死 7 例，交通性脑积水 5 例，下肢深静

脉血栓形成 3 例。两组并发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295>0.05）。预后差异：按照改

良 Rakin 评分对两组患者出院时和随访 6 个

月结果进行评价，其中把 0-2 分记为恢复良

好，3-5 分记为恢复不良，6 分记为死亡。显

微外科组：出院时恢复良好 12 例，恢复不良

8 例，死亡 2 例，病死率为 9.1%；介入组：

出院时恢复良好 15 例，恢复不良 8 例，死亡

4 例，病死率 14.8%。随访 6 个月，显微外科

组良好率为 65%，介入组良好率为 78.3%。

两种手术方式治疗的患者在住院期间并发

症、出院时的临床情况和随访结果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 I-III 级颅内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

血的高龄患者（年龄≥65 岁），显微外科手术

和血管内介入栓塞手术都是有效的治疗方

法。  

 
 
PO-1001 

载脂蛋白 E 在实验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白质

损伤中的作用研究 
 

吴越 孙晓川 庞金伟 彭建华 滕志朋 黄志坚 江涌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

rhage，SAH）后的早期直接脑损伤是导致 S

AH 病人预后不良的主要原因。人脑组织约 5

0%为白质，而 SAH 后的白质损伤与神经功

能障碍密切相关。本研究旨在探讨载脂蛋白

E（apolipoprotein E，apoE）在 SAH 引起的

白质损伤中的作用。  

方法  第一部分：C57BL/6J 野生小鼠和 APO

E 基因敲除（APOE knock out，APOE-/-）

小鼠采取血管内穿刺法建立 SAH 模型，在 S

AH 后 6h、24h、48h、72h 用免疫组化检测

野生小鼠 SAH 后内源性 apoE 在白质内的表

达；免疫组化检测淀粉样前体蛋白 β（amyloi

d precursor protein，β-APP）和降解髓鞘碱

性蛋白（degraded myelin basic protein，dM

BP）表达；磁共振 DTI 序列检测白质各部位

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F

A）。第二部分：C57BL/6J 野生小鼠建立 SA

H 模型后 30min 静脉给予 apoE 来源的短肽

COG1410（2mg/kg），并每 12h 给药一

次，对照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在 SAH 后 6

h、24h、48h、72h 免疫组化检测淀粉样前体

蛋白 β（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β-AP

P）和降解髓鞘碱性蛋白（degraded myelin b

asic protein，dMBP）表达；磁共振 DTI 序

列检测白质各部位 FA 值。  

结果  SAH 后白质内源性 apoE 表达量增高，

24h 达到高峰。SAH 后 6h 即观察到小鼠白质

内 β-APP 和 dMBP 表达增加，且 DTI 显示 F

A 降低，提示白质损伤。与野生鼠相比，AP

OE-/-鼠 SAH 后白质中神经元损伤和髓鞘降

解更为严重，FA 降低更明显。这部分结果表

明内源性 apoE 缺陷可导致 SAH 的白质损伤

加重。给予外源性 apoE 短肽 COG1410 后，

小鼠白质中 β-APP 和 dMBP 表达量较对照组

降低，而 FA 降低程度较对照组轻。这部分结

果表明外源性 apoE 短肽 COG1410 可减轻 S

AH 造成的白质损伤。  

结论 内源性 apoE 缺失可加重 SAH 导致的白

质损伤，而外源性 apoE 短肽 COG1410 具有

治疗 SAH 后白质损伤的应用前景。 

 
 
PO-1002 

硬脑膜动静脉瘘的外科治疗 
 

孙晓川 朱继 何朝晖 张晓冬 徐睿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硬脑膜动静脉瘘（dural arteriovenous fi

stulas，DAVF）是发生在硬脑膜及其附属物

的一类异常的动静脉交通的血管性病变，并

可呈现不同类型的继发性改变。其治疗目的

是彻底、永久地闭塞瘘口，但有些病例可能

很难达到，因而降低出血机率和减轻临床症

状成为新的治疗目标。方法 总结分析 38 例硬

脑膜动静脉瘘患者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

治疗方法及预后。 

结果  （1）临床表现：颅内出血 17 例（脑内

血肿 10 例，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7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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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 13 例，颅内杂音及突眼 5 例，癫痫 3

例；（2）外科开颅手术治疗 9 例 DAVF 患

者，其中前颅窝底 DAVF 患者 7 例，颞部 DA

VF 患者 2 例；9 例患者术中病变均完全切

除，8 例患者术后影像学检查病变完全消失，

1 例患者术后未行影像学检查，外科开颅手术

并发症：术区出血再手术治疗 1 例，颅内感

染 1 例；（3）血管内介入栓塞治疗 29 例 DA

VF 患者，其中动脉入路 21 例，动静脉联合

入路 5 例，静脉入路 3 例；术后即刻造影瘘

口完全消失 20 例，9 例患者行部分栓塞（再

次血管内介入治疗 4 例，外科开颅手术治疗 1

例，瘘口自行消失 2 例，未再次治疗 2

例）；栓塞术后并发症：颅内再出血 1 例，

局部皮肤坏死 2 例，颅内缺血 2 例。 

结论  （1）无论外科开颅手术治疗及血管内

介入治疗尽可能一次完全治愈；若血管内介

入治疗一次无法完全治愈，建议多次分期栓

塞治疗或外科开颅手术治疗。（2）血管内介

入治疗中治疗途径及治疗材料的运用可有效

的治愈 DAVF。（3）DAVF 若外科手术治疗

及血管内治疗均无法治愈，应以降低出血机

率和减轻临床症状为目的；（4）若发现 DAV

F 应尽早诊治，避免病变发展扩大、瘘口增多

等无法彻底、永久地闭塞瘘口。  

 
 
PO-1003 

静注与口服尼莫地平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

出血疗效的 Meta 分析 
 

何秋光 孙晓川 周游 李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尼莫地平用于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的疗效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但静注与口服

两种给药方式对其疗效差的影响尚存在争

议，本 meta 分析旨在比较两种给药方式的临

床疗效。 

方法  通过检索 PubMed、Embase、CBM 数

据库，检索研究检索尼莫地平静注与口服用

于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临床疗效的对比

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由 2 位评价员独立进行

检索、文献筛选、质量评价、数据提取。主

要结局为延迟性缺血性神经功能障碍（delay

ed ischemic neurologic deficit, DIND）,次要

结局为死亡率、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cale,GOS）、MRI 下新发缺血

灶、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 ICU)天

数作为结局变量。 

结果  共纳入 3 个研究包含 345 例患者。结

果：延迟性缺血性神经功能障碍在两种给药

方式下没有统计学差异（RR＝1.10，95% CI

（0.72-1.67），p=0.660）。此外，死亡率、

格拉斯哥预后评分、MRI 下新发缺血灶、ICU

天数在两组间均未显示出统计学差异。 

结论  静注或口服给药两种方式对尼莫地平治

疗蛛网膜下腔出血的临床疗效没有统计学差

异，关于这两种给药方法有效性及安全性更

全面比较的大样本多中心临床研究是很有必

要的。 

 
 
PO-1004 

原发性脑室内出血 33 例临床分析 
 

黄钦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原发性脑室内出血( primary intraventric

ular hemorrhage,PIVH)发病率相对不高,但预

后差, 有报道称死亡率可高达 42.6%～83.

3%。本文将探讨原发性脑室内出血的病因诊

断、治疗和预后，为临床诊治该类疾病提供

一定参考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3 例 PIVH 患者的临床资

料。根据脑室内出血的(computed tomograph

y,CT)表现分别采取保守治疗或引流术, 并对

部分(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检

查病因阳性患者进行病因治疗。 

结果 男 17 例,女 16 例；年龄 15～82 岁,平均

47.7 岁,其中 15～40 岁 10 例, 40～60 岁 17

例, >60 岁 6 例。根据出院时 GOS 评分将 33

例病人分为两组，预后良好组（GOS3-5）和

预后差组（GOS1-2），将两组患者在性别、

年龄、入院时 GCS 评分、有无高血压、Grea

b 评分及有无脑积水方面进行统计学分析，提

示两组患者在入院时 GCS 评分和 Greab 评分

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3 例患者 11 例

病因检查阳性，其中烟雾病 4 例,均保守治

疗；脑动静脉畸形 6 例, 2 例栓塞治疗，其余

4 例保守治疗；脑动脉瘤 1 例,保守治疗。高

血压致脑室出血 10 例。出血原因不明 12

例，4 例(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或 DSA 阴性，未行 CTA 或 DSA 的 8 例

中 4 例伴高血压，1 例伴凝血象异常，1 例既

往有颅内动脉瘤破裂史。 

结论 PIVH 病因有烟雾病、动静脉畸形、动脉

瘤和高血压病等，应尽早行 CTA 或 DSA 检

查了解病因, 并应针对病因进行治疗，但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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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PIVH 患者经彻底检查仍无法明确病因。 

 
 
PO-1005 

PPARβ 抑制大鼠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的细胞凋

亡并减轻早期脑损伤 
 

滕志朋 郭宗铎 曹芳 吴越 黄志坚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背景及目的  研究表明，早期脑损伤（EBI）

是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后最早

发生的病理及病理生理改变，其与神经元凋

亡密切相关。PPARβ 和 NF-κB/MMP-9 是与

凋亡密切相关的蛋白，但在 SAH 中的关系及

其作用尚未可知。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 PPA

Rβ 在 EBI 中的作用以及与 NF-κB/MMP-9 的

关系，为 SAH 后 EBI 的神经保护及治疗寻找

新的策略。 

方法  采用视交叉前池注射自体未肝素化动脉

血构建大鼠 SAH 模型。将 96 只 300g-350g

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a、假手术+NS 组；b、SAH+NS 组；c、SA

H+Ad-GFP 组；d、SAH+Ad-PPARβ 组。每

组 12 只，在 SAH 手术前 6 天分别进行侧脑

室注射生理盐水和腺病毒。第二部分：a、假

手术+NS 组；b、SAH+NS 组；c、SAH+si-

CON 组；d、SAH+si-PPARβ 组。每组 12

只，在 SAH 手术前 1 天分别进行侧脑室注射

生理盐水和 siRNA。SAH 手术后 24h 处理大

鼠，通过干湿重法检测脑水肿程度，伊文思

蓝法检测血脑屏障通透性，TUNEL 染色检测

神经元凋亡，明胶酶谱法检测 MMP-9 活性，

通过 Western Blot、免疫组化染色检测大鼠

海马组织 PPARβ、NF-κB、MMP-9 的表达变

化。 

结果  SAH 后 24h，大鼠发生脑水肿、血脑屏 

障通透性增加、神经元凋亡，此时，PPARβ

表达减少，NF-κB 和 MMP-9 的表达增加。而

在干扰 PPARβ 之后，上述变化进一步加重；

但在 PPARβ 过表达后，早期脑损伤明显减

轻，且抑制了 NF-κB 和 MMP-9 的表达。 

结论  PPARβ 的表达上调可以减轻 EBI 发挥

积极的脑保护作用，这可能是通过抑制 NF-κ

B/MMP-9 通路表达和减少神经元凋亡所致。 

 
 
PO-1006 

颅内多发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 
 

黄钦江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颅内多发动脉瘤治疗难于单发动脉瘤，

对于不同患者，动脉瘤数目及分布不同，难

度也各异。本文将探讨颅内多发动脉瘤血管

内治疗的适应证、可行性、疗效及预后。 

方法 收集 2011 年 4 月至 2014 年 9 月于我科

诊断并行栓塞治疗的 63 例颅内多发动脉瘤患

者的临床资料,并对其疗效和适应证进行回顾

性分析。 

结果 63 例患者，除 10 例为未破裂动脉瘤

外，其余 53 例均经头颅 CT 平扫证实为蛛网

膜下腔出血。63 例患者共 150 枚动脉瘤，其

中 2 枚动脉瘤 47 例，3 枚动脉瘤 10 例，4 枚

动脉瘤 4 例，5 枚动脉瘤 2 例。动脉瘤分布：

单侧前循环 20 例，双侧前循环 38 例，单侧

前循环+后循环 2 例，双侧前循环+后循环 3

例。动脉瘤具体部位：前交通动脉瘤 12 个，

大脑前动脉动脉瘤 2 个，大脑中动脉瘤 13

个，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动脉瘤 5 个，颈内动

脉床突段动脉瘤 20 个，颈内动脉眼动脉段动

脉瘤 31 个，颈内动脉后交通动脉动脉瘤 47

个，脉络膜前动脉动脉瘤 13 个，颈内动脉末

端动脉瘤 1 个，基底动脉瘤 2 个，椎动脉动

脉瘤 4 个。动脉瘤大小：<3 mm 31 个，3～5

 mm 52 个，5～10 mm 55 个，10～15 mm 9

个，>15 mm 3 个。责任动脉瘤 56 个。55 例

一期栓塞所有动脉瘤，1 例分次栓塞动脉瘤，

7 例只处理责任动脉瘤。共栓塞动脉瘤 139

个，其中 138 个(99.3％)完全栓塞，1 个（0.

7%）为次全栓塞，80 个使用支架。并发症：

手术相关并发症：术中出血 2 例；围手术期

并发症：颅内感染 1 例，肺部感染 12 例，败

血症 3 例。SAH 相关并发症：术前再出血 1

例，一过性症状性脑血管痉挛 16 例，脑梗死

3 例，脑积水 7 例。出院时 GOS 评分：5 分

45 例，4 分 7 例，3 分 6 例，2 分 5 例。出院

后 5-48 月 27 例患者进行 DSA 随访，3 例 3

个动脉瘤复发，其中 1 例同时伴有新生。 

结论  血管内治疗能一期栓塞颅内多发动脉

瘤，疗效较好，致密栓塞以及防治术后并发

症是保证疗效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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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07 

介入栓塞治疗小型与中大型颅内未破裂动脉

瘤的疗效及安全性对比 
 

郑鉴峰 黄钦江 张晓冬 徐睿 郭宗铎 朱继 何朝晖 孙晓

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越来越多颅内未破裂动脉瘤行介入栓塞

治疗，但有关颅内未破裂的小型动脉瘤（最

大直径≤5mm）和中大型动脉瘤的疗效对比研

究报道很少。小型动脉瘤由于自然破裂出血

风险低，手术治疗难度大和风险高，所以是

否应积极手术干预及治疗疗效需进一步探

讨。比较颅内未破裂的小型动脉瘤和中大型

动脉瘤的介入栓塞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收集 2011 年 6 月至 2014 年 8 月我科介

入栓塞治疗的颅内未破裂动脉瘤 54 例，根据

动脉瘤直径大小不同将其分为两组，小型动

脉瘤组 16 例（最大直径≤5mm），中大型动

脉瘤组 38 例。两组患者均行介入栓塞治疗，

两组患者出院后 3 个月通过门诊及电话随

访，明确恢复情况及有无残留神经功能障

碍，出院后 6 个月通过我科 DSA 随访，观察

动脉瘤栓塞程度及载瘤动脉情况，根据患者

预后情况进行 GOS 预后评分，对比两组患者

栓塞率、并发症发生率、复发率等。 

结果 （1）小型动脉瘤组 16 例（100%）完

全栓塞，13 例（81.3%）支架辅助弹簧圈栓

塞，3 例单纯弹簧圈栓塞，中大型动脉瘤组 3

6 例（92.1%）完全栓塞，2 例次全栓塞，1

例失败栓塞，24 例（63.2%）支架辅助弹簧

圈栓塞，2 例球囊辅助弹簧圈栓塞，12 例单

纯弹簧圈栓塞，小型动脉瘤组完全栓塞率和

支架辅助栓塞率稍高，差异统计学分析不显

著（P>0.05)；（2）小型动脉瘤组 2 例（12.

5%）发生症状性脑血管痉挛，中大型动脉瘤

组 5 例（15.8%）发生症状性脑血管痉挛，1

例（2.6%）发生术中动脉瘤破裂,小型动脉瘤

组并发症发生率稍低，差异统计学分析不显

著（P>0.05)；（3）小型动脉瘤组 14 例（87.

5%）恢复良好，11 例（68.8%）DSA 随访造

影示无复发；大型动脉瘤组 30 例（78.9%）

恢复良好，26 例（68.4%）DSA 随访造影示

3 例（7.9%）复发, 2 例再行栓塞手术治疗，

小型动脉瘤组良好预后率稍高，复发率稍

低，差异统计学分析不显著（P>0.05)。 

结论 颅内未破裂小型动脉瘤介入栓塞治疗效

果较好，良好预后率高，并发症发生率和复 

发率低。 

 
 
PO-1008 

自发性小脑出血 73 例临床疗效观察 
 

蒋周阳 胡荣 黄毅 赖召攀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38 

 

目的  自发性小脑出血发生率较幕上脑出血

低。观察自发性小脑出血病人临床表现及影

像学特征，分析治疗方式与治疗结果的关

系。 

方法  回顾我科 2012-2015 年收治的小脑出血

病人，总结我们对自发性脑出血诊疗模式，

分析小脑出血病人临床特点及影像学特征，

分析血肿体积大于 10ml，GCS 评分 9-13 分

病人保守或手术治疗过程。 

结果  入院 GCS 评分 3-8 分，9-13 分，14-15

分病人分别为 9 例（12.3%），14 例（19.

2%），50 例（68.5%）。入院时 GCS 评分

与第 3 个月时 GOS 评分显著相关（P＜0.0

5）；血肿最大直径和血肿体积均于第 3 个月

时 GOS 评分显著相关（P＜0.05）。血肿体

积大于 10ml，GCS 评分 9-13 分病人中；保

守治疗 1 例或手术治疗 13 例。 

结论  入院 GCS 评分，血肿最大直径和血肿

体积是影响自发性小脑出血疗效最重要的因

素。对血肿体积大于 10ml，GCS 评分 9-13

分病人仍建议早期手术治疗。 

 
 
PO-1009 

大鼠实验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 Fpn1 和 CP 的

表达 
 

谭关平 刘浏 何朝晖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通过检测大鼠实验性蛛网膜下腔出血(su

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后脑组织内膜

铁转运蛋白 1（ferroportin 1，Fpn1）及铜蓝

蛋白（ceruloplasmin，CP）等铁代谢相关蛋

白的表达，探讨铁代谢紊乱参与 SAH 后早期 

脑损伤（early brain injury, EBI）的机制。 

方法 96 只成年雄性大鼠随机分为实验性蛛网

膜下腔出血组（SAH 组）和假手术组（sham

组）。采用视交叉前池单次注血法构建大鼠

SAH 模型，SAH 模型 24h 后进行取材。采用

免疫组化、Western blot 检测 Fpn1 及 CP 表

达；应用伊文思蓝灌注法测定血脑屏障（bl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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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rain barrier, BBB）通透性改变；模型 72h

应用干湿重法测定脑水肿比值。 

结果 与 sham 组相比，SAH 组大鼠脑组织脑

水肿及 BBB 通透性均有显著加剧（P<0.0

5）；免疫组化及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Fpn

1 及 CP 在大鼠大脑皮层区与海马区的表达均

较 sham 组表达明显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大鼠实验性 SAH 后铁代谢相关蛋白（F

pn1 及 CP）表达明显受抑制。 

 
 
PO-1010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后颅内压监测临床价值的

探讨 
 

王亮亮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ICP 监测作为严重颅脑损伤的重要监护

手段已被广泛接受和应用，但 ICP 监测在动

脉瘤围手术期应用的相关报道国内外较少，

其临床价值有待研究。本研究观察颅内动脉

瘤夹闭术后颅内压（ICP）的变化规律，以探

讨 ICP 监测在临床治疗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2013 年 1 月-2014 年

5 月）88 例前循环动脉瘤患者动脉瘤术后 IC

P 变化规律与临床分级（Hunt-Hess 分级及世

界神经外科医师联盟（WFNS）分级）、Fish

er 分级、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格拉

斯哥预后评分（GOS）及影像学等因素的关 

系。 

结果 （1）ICP 监测值与 Hunt-Hess 分级（P

<0.01）、WFNS 分级（P=0.007）、Fisher

分级（p=0.006）、ICP 增高时 GCS（p=0.0

01）、术后影像学改变（p=0.010）、基底池

情况（p=0.039）、中线移位（p=0.007）、

术后 6 个月的 GOS（p=0.031）存在相关

性；（2）有少数（12 例，13%）患者出现意

识障碍加深、影像学提示术区血肿、中线移

位、基底池受压等改变，但 ICP 始终正常。 

结论 术后 ICP 与入院临床分级、临床表现、

影像学改变基本一致，因此动脉瘤性蛛网膜

下腔出血患者行动脉瘤夹闭术后持续动态监

测 ICP 变化，并结合患者临床表现及影像学

改变进行综合分析，可指导临床治疗。 

 
 
PO-1011 

腰池引流在 aSAH 早期术后的应用 

 

何朝晖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持续腰池脑脊液外引流术对动脉瘤

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早期外科治疗后的临床意

义。 

方法  将 87 例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

者，分为腰池引流实验组和反复腰椎穿刺对

照组，两组患者均在早期行开颅瘤颈夹闭

术，术后均给予常规内科药物治疗。49 例实

验组在麻醉后行腰池置管脑脊液外引流术，3

8 例对照组术后行反复多次腰椎穿刺释放脑脊

液。比较两组在术后症状性脑血管痉挛、脑

积水、颅内感染发生率以及血性脑脊液廓清

时间、住院时间差异、GOS 分级对两组疗效

评定。 

结果  实验组在术后症状性脑血管痉挛、慢性

脑积水发生率分别为 13.8%、8.2%。对照组

所对应的指标分别为 44.7%、23.6%,均高于

实验组（P=0.01，P=0.04）。实验组术后颅

内感染的发生率为 8.2%，与对照组的 2.6%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 =0.40， P=0.

27）。实验组血性脑脊液廓清时间为 7±1.3

天，住院时间为 23±1.8 天；对照组分别为 11

±1.2 天，28±2.3 天，均高于实验组（P<0.0

5）。两组在出院半年后随访时的 GOS 分级

疗效评比上，实验组好于对照组，恢复良好

率为 81.6%。 

结论  腰池引流操作简单，脑脊液引流的速度

及量可随时调整；能够显著降低破裂颅内动

脉瘤早期手术后的症状性脑血管痉挛、慢性

脑积水发生率；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预后满

意。 

 
 
PO-1012 

颅内多发动脉瘤之 CTA 与 DSA 对比研究 
 

黄钦江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背景及目的  目前 CTA 广泛应用于临床，CT

A 诊断颅内单发动脉瘤准确性可达到与 DSA

相媲美的水平，但对于颅内多发动脉瘤的诊

断，CTA 能否代替 DSA，目前相关文献较

少，本研究探讨 CTA 在诊断颅内多发动脉瘤

方面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7 月至 2015 年 3

月我科 DSA 诊断的 74 例颅内多发动脉瘤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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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 CTA 与 DSA 资料，对比两种检查方法

对动脉瘤的检出差异。 

结果  DSA 诊断动脉瘤 177 个，CTA 诊断动

脉瘤 175 个，其中 CTA 正确诊断动脉瘤 165

个，正确率为 93.2%，CTA 漏诊动脉瘤 6

个，漏诊率为 3.4%，CTA 误诊动脉瘤 10

个，误诊率为 5.7%。以 DSA 测得的动脉瘤

大小为标准，DSA 诊断中≤3mm、3-5mm、5

-10mm、10-15mm 及≥15mm 的动脉瘤个数

分别为 50、62、58、4、3，相对应的 CTA

正确诊断的动脉瘤个数分别为 43、59、57、

3、3，CTA 对不同大小范围动脉瘤诊断正确

率分别为 86%、95.2%、98.3%、75%、10

0%，在较大动脉瘤（10-15mm）中 CTA 正

确率低的原因为本研究中处于该区间的动脉

瘤少，且 CTA 将其中 1 个脉络膜前动脉动脉

瘤误诊为后交通动脉瘤。DSA 诊断中动脉瘤

数目为 2 个、3 个、4 个及 5 个的患者分别有

54 例、13 例、5 例、2 例，相对应的 CTA 正

确诊断的患者分别有 46 例、10 例、5 例、0

例，CTA 对不同数目多发动脉瘤患者的正确

诊断率分别为 85.2%、77%、100%、0%，

正确率较低的原因主要为漏诊及误诊 1 个动

脉瘤，无 CTA 阴性病例。本研究中 CTA 漏

诊动脉瘤 6 个，其中 4 个为微小动脉瘤，1 个

因既往介入手术而影响图像质量导致漏诊，1

个因血管痉挛严重导致漏诊。误诊动脉瘤 10

个，其中 6 个将脉络膜前动脉动脉瘤误诊为

后交通动脉瘤，2 个将膨大误诊为动脉瘤，1

个因血管近端及远端痉挛造成局部血管相对

较粗而误诊为动脉瘤。 

结论  CTA 诊断颅内多发动脉瘤准确性较高，

但既往栓塞手术史、血管痉挛、动脉瘤大

小、数目及阅片者经验可影响 CTA 对多发动

脉瘤的正确检出，临床上在应用 CTA 对颅内

多发动脉瘤进行诊断时有必要将其与 DSA 相

结合，以减少漏诊及误诊。  

 
 
PO-1013 

显微手术夹闭颅内大型和巨大型动脉瘤 
 

黄军 刘宏伟 谭泽明 陈风华 王君宇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探讨显微外科夹闭颅内大型和巨大型动

脉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治疗组自 2012 年 5 月至

2016 年 2 月显微手术夹闭的大型和巨大型动

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影像学资料。随访，

患者行 CTA 或 DSA 复查，采用 GOS 评分评

估患者预后。 

结果  共有 48 例动脉瘤，32 例大型（大于 15

mm）和 16 例巨大型（大于 25 毫米）。手术

方式：直接夹闭 34 例，血流重建 6 例，动脉

瘤切除缝合 4 例，其它（孤立 2,包裹 1 例，

近端阻断 1 例）。平均随访 16 月（3-48 个

月），CTA 或 DSA 血管造影 1 例复发。GO

S 评分 4～5 分 42 例（87.5%），1-3 分 6 例

（12.5%），其中 4 例偏瘫，2 例植物生存。 

结论  本组经验表明显微外科夹闭大型和巨型

颅内动脉瘤是一个安全可行的选择。 

 
 
PO-1014 

APOE 基因多态性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

血后早期脑灌注的影响 
 

程崇杰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 APOE 基因多态性对动脉瘤性蛛网

膜下腔出血（aSAH）后脑微循环的影响。 

方法  选取 81 例 aSAH 病例，入院抽血并通

过 RFLP-PCR 检测 APOE 基因型，在发病 2

4 小时内行 CTP 扫描，记录相关参数（CBF/

CBV/MTT）；t 检验比较不同 APOE 基因携

带者 CTP 参数的差异，对于具有显著性差异

的参数，再进行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

危险因素。 

结果  入选病例中 APOEε4 基因频率为 10.4

9%，非 ε4 基因频率为 89.51%，APOE 基因

型在人群中的分布符合 Hardy–Weinberg 平

衡定律；16 例 APOEε4 亚型携带者与 64 例

非 ε4 携带者入院时的基本病情无明显差异；

ε4 亚型携带者的 MTT 值显著高于非 ε4 携带

者（(6.45±1.17s vs. 5.83±0.84s，P=0.01

9），而两组的 CBF 和 CBV 无显著差异（P>

0.05）；选取 MTT>6.5s 为 MTT 延长的阳性

标准，APOEε4 是导致其变化的危险因素(OR

=9.822，95% CI=1.458-66.193，P=0.01

9)。 

结论  MTT 参数是检测 aSAH 早期微循环改 

变的敏感指标；APOE 基因多态性能显著影

响伤后微循环，携带 ε4 基因提示脑灌注相对

不足，因此发病后尽早行 APOE 基因多态性

检测有助于病情转归的判断以及个性化治疗

方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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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15 

累及小脑后下动脉的 II 型椎动脉夹层动脉瘤

介入治疗单中心 3 年 70 例疗效分析 
 

亚生江 陈 功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VADA）正日益成

为急性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SAH）和后

循环缺血性卒中的重要原因。 II 型 VADA 因

累及小脑后下动脉（PICA），临床特点和治

疗方法都区别于其余类型 VADA，“需不需要

治疗？如何治疗？何种方法更有效？”等方面

一直存在争论。本文对 3 年诊疗的 70 例 II 型

患者采用不同介入方法及疗效进行分析比

较。 

对象和方法  同期共 157 例 VADA，其中 II 型

70 例（45%）。男 49 例，女 21 例，平均 51.

6 岁（34—74 岁）；右侧 33 例，左侧 32

例，双侧 5 例； 无症状或轻者 13 例，SAH

患者 14 例，非 SAH 症状重者 43 例（后循环

脑梗死、Wallenberg 综合征等、占位压迫、

疼痛类等）；均 DSA 确诊。 

结果  在 70 例 II 型 VADA 患者中，未予治疗

或药物治疗为 9 例（12.86%），其中 1 例复

查时加重（11.11%）；动脉瘤栓塞为 10 例

（14.29%），其中 1 例（10%）术后复发，

1 例（10%）栓塞过程中破裂；植入支架 23

例（32.86%），其中闭塞 1 例（4.35%）；

支架辅助栓塞为 14 例（20%），其中再出血

1 例（5%），复发 1 例（5%）；手术夹闭动

脉瘤 2 例（2.86％）；闭塞动脉瘤为 1 例（1.

43%）；闭塞载瘤动脉为 1 例（1.43%）；多

发闭塞为 1 例（1.43%）。 

结论  PICA 是椎动脉最重要分支，其近端发

出延髓供血的穿支动脉。PICA 与脑干、后组

神经关系密切，周围结果复杂，手术难度和

风险较高，治疗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 PICA 的

供血。我们对 70 例累及 PICA-VADA 患者治

疗方法及术后疗效比较中得出: 介入治疗是此

类患者首要治疗手段，其中单纯动脉瘤栓

塞、支架植入和支架辅助动脉瘤栓塞是三种

主要介入治疗方式，占总病例的 67.14%。然

而，不同治疗方法疗效和安全性间存在一定

差距；其中支架植入术后复发或术中破裂动

脉瘤比例（1/23）较其余治疗方式低，较为

安全；手术治疗安全性和疗效也较高（0/

2）。相对而言，单纯栓塞动脉瘤复发或术中

破裂动脉瘤比例较高（2/10）；支架辅助栓

塞疗效在支架植入与单纯动脉瘤栓塞之间（2/

14）。 累及 PICA-VADA 作为特殊亚型，每

一个例患者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治疗

方案。在我们研究中支架植入术为首要选

择，其次为支架辅助栓塞。选择合适的治疗

方式的同时注意保证 PICA 供血。血流转向装

置（密网支架）的临床应用将提供更好的选

择和疗效。 

 
 
PO-1016 

血管内栓塞治疗颅内多发动脉瘤 
 

黄钦江 郑鉴峰 孙晓川 朱继 何朝晖 张晓冬 郭宗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颅内多发动脉瘤治疗难于单发动脉瘤，

尤其是多个动脉瘤位于不同部位及一期治疗

所有动脉瘤时，难度将更大，开颅夹闭创伤

较大，血管内治疗相对适合该类患者，本文

总结颅内多发动脉瘤血管内治疗效果。 

方法  收集 2011 年 4 月至 2014 年 9 月于我

科诊断并行栓塞治疗的 63 例颅内多发动脉瘤

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55 例一期栓塞所有动脉瘤，1 例分次栓

塞动脉瘤， 7 例只处理责任动脉瘤。63 例患

者共 150 个动脉瘤，其中有 2 个动脉瘤患者

为 47 例，3 个动脉瘤为 10 例，4 个动脉瘤为

4 例，5 个动脉瘤为 2 例。共栓塞 139 个，其

中 138 个(99.3％)完全栓塞，1 个（0.7%）为

次全栓塞，80 个(57.6％)使用支架。术后并

发症：症状性脑血管痉挛 16 例，脑出血 3

例，脑梗死 3 例，脑积水 7 例，颅内感染 1

例，尿路感染 6 例，肺部感染 12 例，败血症

3 例。出院时 GOS 评分：5 分 45 例，4 分 7

例，3 分 6 例，2 分 5 例。出院后 7 月-48 月

电话随访 46 例，GOS 评分：5 分 36 例，4

分 1 例，3 分 2 例，2 分 0 例，1 分 7 例，失

访 17 例，失访患者出院时 GOS 评分：5 分 1

1 例，4 分及 3 分均为 3 例。出院后 3-8 月，

19 例门诊复查头颅增强 MRA，动脉瘤无复发

及新生。出院后 5—24 个月 26 例患者进行 D

SA 随访，3 例 3 个动脉瘤复发，其中 1 例同

时伴有新生。 

结论  血管内治疗颅内多发动脉瘤疗效较好，

但长期疗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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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17 

成人幕上深部脑血肿手术治疗与保守治疗的

临床疗效对比 
 

曾梦非 朱继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对成人幕上深部脑血肿（血肿量≥30m

L，距皮层距离大于 1cm）手术治疗与保守治

疗的疗效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外科 2013-01 至 2014-06 收治并诊断为

高血压脑出血的病人共 112 例，分为手术治

疗组（55 例）及保守治疗组（57 例），分析

和比较两组的死亡率、预后转归及并发症发

生率。 

结果  评价死亡率方面，手术组与保守治疗组

3 周内的死亡率分别为 5.45%和 17.54%，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3 月内

各组的死亡率分别为 16.36%和 22.81%，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临床预

后方面，3 月时 GOS 预后评分、改良 Rankin

g 量表评分及不良转归情况，手术组均优于保

守治疗组（P<0.05）；在并发症方面，手术

组与保守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20.0%和 36.

84%（P<0.05），各组出现并发症患者中，

随访 3 月内的死亡率分别是无并发症者的 5.0

0 倍和 3.86 倍。 

结论  对于血肿量≥30mL，距皮层距离大于 1

cm 以上成人幕上深部脑血肿治疗后的早期死

亡率、预后转归、并发症的发生率方面，手

术治疗均优于保守治疗。 

 
 
PO-1018 

新型可回撤自膨胀支架(LEO)辅助栓塞颈内动

脉宽颈动脉瘤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蔡烨琰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研究新型可回撤自膨胀支架(LEO)辅助

栓塞颈内动脉宽颈动脉瘤临床疗效、安全性

及预后。  

方法  回顾分析颈内动脉动脉瘤 89 例，其中

47 例为宽颈动脉瘤，42 例为非宽颈动脉瘤。

对 47 例宽颈动脉瘤患者使用 LEO 支架辅助

弹簧圈栓塞术治疗；42 例非宽颈动脉瘤患者

单纯使用弹簧圈栓塞。术后即刻行 3D-DSA

造影，并于术后 3-6 个月行影像学随访，评

估手术效果。根据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评价

安全性，随访 6 个月-1 年，用格拉斯哥预后

评分(glasgow outcome scale, GOS)评价预

后。 

结果  经统计学分析，新型可回撤自膨胀支架

(LEO)支架辅助栓塞治疗颈内动脉动脉瘤与单

纯弹簧圈栓塞术治疗做比较，治愈率、复发

率、术后及远期并发症无明显差异（P＞0.0

5）、GOS 评分提示预后无明显差异（P＞0.

05）。  

结论  新型可回撤自膨胀支架(LEO)辅助栓塞

颈内动脉动脉瘤闭塞效果良好，术后并发症

少，预后佳。  

 
 
PO-1019 

Hunt-Hess 1-2 级的单侧后交通动脉瘤显微

夹闭和血管内介入治疗效果 
 

李毅钊 黄军 姜维喜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比较显微夹闭手术和血管内栓塞治疗在

处理 Hunt-Hess I~II 级单侧后交通动脉瘤的早

期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单一治疗组收治的 54 例 Hu

nt-HessI~II 级单侧后交通动脉瘤病例，其中

显微夹闭手术组 33 例，血管内栓塞组 21

例，术后常规随访 3 个月。独立 t 检验和卡方

检验分析两个治疗组在年龄、性别、术前出

血情况、动脉瘤直径、术后格拉斯哥预后评

分、动眼神经麻痹恢复情况、并发症等方面

的差异。 

结果  显微夹闭手术组平均年龄 57.73±8.23 

岁，女性占 72.7%（24/33），单纯蛛网膜出

血者占 90.9%（30/33），合并脑室积血者占

9.1%（3/33），无合并脑内血肿者，有高血

压病史者占 54.5%（18/33），动脉瘤直径 1

0.15±3.34mm，术后动眼神经麻痹恢复比例

70%（7/10），并发症发生率 15.2%（5/3

3），格拉斯哥预后评分 4.70±0.883 分。血

管内栓塞组平均年龄 60.81±8.99 岁，女性占

76.2%（16/21），单纯蛛网膜下腔出血者占

90.5%（19/21），合并脑室积血者占 9.5%

（2/21），无合并脑内血肿者，有高血压病

史者占 61.9%（13/21），动脉瘤直径 9.63±4.

23mm，术后动眼神经麻痹恢复比例 71.4%

（5/7），并发症发生率 14.3%（3/21），格

拉斯预后评分 5.00±0.000 分。两组病人的术

前情况：年龄、性别、合并脑室积血、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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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病史、动脉瘤直径等方面及术后情况：格

拉斯哥预后评分、动眼神经麻痹改善比例等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不同年龄段、男女性别

差异、有无高血压病史对两组病人的格拉斯

哥预后评分亦无明显差异。同时，两组病人

的并发症（颅内感染，肺部感染，脑梗塞，

脑积水）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显微夹闭手术和血管内栓塞治疗对于 H

unt-Hess I~II 级的单侧后交通动脉瘤，两者

术后早期（3 个月内）在格拉斯预后评分及并

发症方面对比并无明显差异，都可以取得良

好疗效。 

 
 
PO-1020 

脑电图反应性对 aSAH 患者预后评估的价值 
 

蒋理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是神经外

科常见的血管疾病，其死残率高，发病率呈

不断上升趋势。部分 aSAH 患者病情严重，

发病后即出现昏迷，或因脑血管痉挛出现瘫

痪、昏迷等神经功能障碍。为判断此类昏迷

患者预后，本研究采用脑电图反应性、TC

D、Fisher 评分对患者进行评估，研究脑电图

反应性对 aSAH 昏迷患者预后的评估价值。 

方法  将 Hunt-Hess 分级Ⅲ级及其以上，或意

识呈昏迷状态（包括浅、中、重度昏迷）的 a

SAH 患者纳入研究，通过 TCD 监测患者血管

痉挛情况，并对患者进行 Fisher 评分，同时

对患者进行脑电图反应性检测。然后分别将 T

CD 监测数据、Fisher 评分以及脑电图反应性

与患者临床结果进行对比。 

结果  在本研究中，脑电图反应性对本组 aSA

H 患者预后的评估最接近患者的实际临床结

果，其准确率为 92.86％，明显高于 TCD 监

测数据和 Fisher 评分对本组 aSAH 患者预后

评估的准确度（p<0.05）。 

结论   脑电图反应性能够为评估 aSAH 患者

的预后提供重要依据，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PO-1021 

颅内压监测合并脑室外引流在动脉瘤性蛛网

膜下腔出血中的应用 
 

陈波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目的  探讨颅内压监测合并脑室外引流（EV

D）在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中的应用效

果。 

方法  2014 年 10 月-2016 年 1 月镇江市第一

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自发性蛛网膜下腔

出血的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CT 证实

为蛛网膜下腔出血，CTA 或 DSA 诊断为颅内

动脉瘤，Hunt-Hess 分级为Ⅲ级-Ⅳ级，发病

2 日内，年龄 18-80 岁。排除标准：非动脉瘤

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凝血功能障碍，伴有重

要器官功能衰竭。本研究共有 32 名患者，男

14 例，女 18 例，年龄在 33~78 岁。Hunt-H

ess 分级Ⅲ级 26 例，Ⅳ级 6 例，动脉瘤进行

栓塞治疗 12 例，手术治疗 20 例。入组患者

在治疗前先行 ICP 脑室探头植入（法国，索

菲亚）术，手术在全麻下进行，颅内压监测

仪术中调零后进行实时测压。穿刺部位为左

或右侧额角穿刺点（冠状缝前 2.5cm，中线

旁 2.5cm，穿刺深度为 6cm）。穿刺成功后

再进行动脉瘤夹闭术或动脉瘤栓塞术，术后

每小时记录颅内压 1 次，根据颅内压的变化

使用甘露醇以及调整引流瓶的高度，将颅内

压控制在 20mmHg 以内。评价指标：1、颅

内压和 Hunt-Hunt 分级的关系。2、比较脑室

外引流前后 Hunt-Hess 分级有无改善，3、评

价脑室外引流在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中

的疗效。 

结果  1、颅内压与 Hunt-Hess 分级:Ⅲ级 18.4

mmHg，Ⅳ级 29.7mmHg，有显著性差异。

2、EVD 后 Hunt-Hess 分级改善的有 25 例，

改善率为 78%。3、比较患者发病时与其后 3

个月时的 KPS 评分，Ⅲ级患者 40.2 分和 95

分（P<0.001），Ⅲ级患者 29.6 分和 93 分

（P<0.001）。 

结论  颅内压监测合并脑室外引流用于动脉瘤

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效果明显，能有效的改

善脑积水，减少血管痉挛等并发症的发生。 

 
 
PO-1022 

血管内治疗小脑后下动脉动脉瘤的疗效分析 
 

徐睿 张晓冬 孙晓川 朱继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血管内栓塞治疗小脑后小动脉动脉瘤的 

方法及疗效。 

方法  回顾 2008 年 7 月—2014 年 12 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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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小脑后下动脉动脉瘤患者血管内栓塞治疗

的资料。动脉瘤位于 PICA 前延髓段 5 例，外

侧延髓段 2 例，扁桃体延髓段 8 例，末端扁

桃体段 2 例；其中单纯采用弹簧圈栓塞治疗 4

例，血管内支架辅助栓塞弹簧圈栓塞 2 例，

单纯 Onyx 栓塞剂栓塞治疗 8 例，弹簧圈联合

Onyx 栓塞剂栓塞治疗 2 例，栓塞治疗未成功

1 例。 

结果  16 例 PICA 动脉瘤致密栓塞，1 例动脉

瘤未栓塞治疗；术后头颅 CT 显示皮层缺血 2

例，皮层梗死 1 例，患者遗有行走不稳；术

后随访 6～65 个月，11 例患者术后 DSA 随

访，2 例患者术后 MRA 随访，4 例患者临床

随访，17 例患者最终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

S）5 分患者 16 例，1 例 4 分。 

结论  血管内栓塞是治疗小脑后下动脉动脉瘤

的有效方法，根据动脉瘤的具体部位及形态

大小，选择合适的栓塞材料及栓塞技术是保

证疗效和减少并发症的关键。 

 
 
PO-1023 

以脑出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静脉窦血栓诊治

分析 
 

黄乾亮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对颅内静脉窦血栓(CVST)形成并脑出血

患者临床诊治进行分析，减少误诊，并探讨

其治疗方案。 

方法  回顾我院 2012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 7

例以脑出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静脉窦血栓患

者，对其临床资料及诊治经过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7 例 CVST 患者，保守治疗 3 例，开颅

血肿清除并去骨瓣减压术 2 例，转院 1 例，

自动出院 1 例。所有患者 3 月后按格拉斯哥

预后评分评估，恢复良好 4 例，轻残 1 例，

重残 l 例，死亡 1 例。 

结论  以脑出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静脉窦血栓

患者病情危重，积极手术及抗凝等治疗能改

善患者预后，促进患者病情恢复。 

 
 
PO-1024 

22 例自发性脑室内出血原因分析 
 

刘尧发 陈文培 吴德骥 张绍林 

南平市第一医院 353000 

 

目的  探讨自发性脑室出血的病因。 

方法  自发性脑室出血占全部原发性脑室出血 

的 7.6%-18.1%。本文总结我科 2013 年 1 月

至 2016 年 3 月间收治的自发性脑室出血 22

例，现分析如下。1.1 一般资料 男 14 例，女

8 例。年龄 19-40 岁 7 例，41-60 岁 10 例，>

60 岁 5 例 。1.2 临床表现仅头痛头晕恶心呕

吐者占 7 例，意识障碍者 8 例，头痛呕吐并

进展性出现意识障 7 例 。1.3 影像学检查 全

部病例均根据病病史后再行颅脑 CT 检查证实

为自发性脑室出血，全部病例行颅脑 CTA , 1

2 例行 DSA 检查。  

结果  出血原因包括动脉瘤 3 例(13.6% )，血

管畸形 3 例(13.6%)，烟雾病 5 例(22.7 % )，

高血压病 10 例(45.5% )、占位性病变 1 例(4.

5% )。 自发性脑室出血的病因多样:烟雾病、

高血压、脑血管畸形、脑室内肿瘤、凝血功

能障碍、囊肿出血和不明原因  

高血压性脑室出血发病年龄多为 50-75 岁，

有长期高血压病史，长期未控制血压或血压

控制不良，高血压病导致动脉血管硬化，血

管弹性变差，终末血管结构改变，形成粟粒

状动脉瘤导致出血。 动脉瘤性脑室出血多见

50-65 岁病人，约占成人自发性脑室出血的 2

5 %。引起脑室出血的常见动脉瘤为前交通动

脉瘤、基底动脉顶端动脉瘤、颈内动脉分叉

部动脉瘤。 烟雾病是脑室内出血的另一个重

要病因，多见于 30-50 岁病人，约占自发性

脑室出血的 30%。烟雾病病人在脑底和脑室

形成丰富的血管网或合并动脉瘤，其动脉瘤

是脑室出血的重要原因，在多个病例中可发

现烟雾病合并动脉瘤导致动脉瘤破裂出血引

起脑室出血。  

结论  综上所述，脑室内出血原因是多方面

的，年龄不同出血原因不同，烟雾病病人年

龄较轻，本文中病人年龄均小于 50 岁，高血

压和动脉瘤导致的脑室内出血病人年龄相差

不大，均在 50-70 之间，占位病变导致的脑

室出血仅 1 例，年龄小于 30 岁。自发性脑室

出血影像学检查可依靠颅脑 CT 或 MR，病因

学诊断主要根据病史和 DSA 或 CTA 检查。D

SA 检查是诊断脑血管病的金标准。 

 
 
PO-1025 

前循环颅内动脉夹闭术后视力下降原因分析

及防治措施 
 

胡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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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前循环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后视力下 

降原因及防治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2015 年 1 月

我院神经外科行开颅显微夹闭手术治疗的 54

4 例前循环颅内动脉瘤患者，采用翼点入路、

眶颧入路、纵裂入路夹闭动脉瘤。 

结果  共有 9 例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下

降，占 1.65%，其中 7 例患者出现单侧视力

下降（前交通动脉瘤 1 例，后交通动脉瘤 4

例，眼动脉瘤 2 例），2 例患者出现双侧视力

下降（前交通动脉瘤 1 例，后交通动脉瘤 1

例），均采用翼点入路夹闭动脉瘤。 

结论  前循环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后视力下降原

因可能包括：1.双极电凝烧灼止血传导损伤 2.

使用高速磨钻损伤 3.动脉瘤夹对视神经的机

械压迫 4.视神经滋养血管损伤 5.视神经直接

牵拉、分离引起的损伤 6.血管痉挛。防治措

施：1.合理使用双极电凝、高速磨钻，避免视

神经上方或周边电烧灼及机械损伤，尽量使

用锐性分离减少视神经牵拉，妥善保护视神

经滋养血管 2.选择合适型号动脉瘤夹，避免

直接接触或压迫视神经，使用明胶海绵隔离

保护 3.术区罂粟碱浸泡 4.术中视觉诱发电位

监测，术后早期发现及诊断，联系眼科会

诊，使用激素冲击、神经营养药物、高压氧

等综合治疗。 

 
 
PO-1026 

持续腰大池置管外引流在动脉瘤破裂术后的

临床治疗 
 

李卫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持续腰大池置管引流血性脑脊液在

动脉瘤破裂术后治疗蛛网膜下腔出血(SAH)的

临床意义。 

方法  将我院 156 例 SAH 患者随机分成治疗

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和早

期动脉瘤显微夹闭或介入栓塞术，其中 88 例

患者术后当天或术后第一天行腰大池置管外

引流为治疗组，68 例对照组则在术后给予反

复多次腰椎穿刺释放脑脊液。比较两组患者

脑脊液中红细胞数变化及术后脑血管痉挛程

度、脑积水情况、预后(GOS 分级）情况，两

组间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治疗组在清除蛛网膜下腔出血、减轻脑 

血管痉挛和脑积水发生率方面均明显优于对

照组( P＜0.05)。 

结论  持续腰大池置管外引流在颅内动脉瘤破 

裂术后治疗蛛网膜下腔出血安全、有效，值

得临床医师借鉴应用。 

 
 
PO-1027 

小脑后下动脉动脉瘤血管内治疗 
 

张柏林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小脑后下动脉动脉瘤治疗策略及疗

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小脑后下动脉动脉瘤 18 例病例。18 例行

头颅 CT 检查示单纯蛛网膜下腔出血 9 例，小

脑内出血 1 例，脑室内出血 3 例，蛛网膜下

腔合并脑室内出血 4 例，Hunt—Hess 分级 I

级 4 例，Ⅱ级 4 例，Ⅲ级 6 例，Ⅳ级 4 例。

动脉瘤位置：前延髓部 6 例，外侧延髓部 4

例，扁桃体延髓部 3 例，末端扁桃体部 3

例，皮质部 2 例。预后采取改良 MRS 评分评

价；术后通过电话、门诊、入院等方式随

诊。 

结果 以单纯弹簧圈栓塞 10 例，弹簧圈结合支

架 2 例，ONYX 胶闭塞载瘤动脉及动脉瘤 6

例。即刻栓塞结果 Raymond 

分级，I 级 13 例，II 级 3 例。III 级 2 例， 随 

访 1 个月至 60 个月，7 例复查 DSA，6 例复

查 CTA,1 例前延髓部动脉瘤患者再次出现蛛

网膜下腔出血，复查脑血管造影提示动脉瘤

复发。术后 3 个月改良 Rankin 评分,0-2 分 1

3 例，3 分 2 例，5 分 2 例，6 分 1 例。结论

  血管内治疗小脑后下动脉为有效的治疗方

法。前延髓部动脉瘤有较高的技术难度，采

用恰当的个体化操作策略可提高治疗质量。 

 
 
PO-1028 

非 a1 优势侧翼点入路显微手术夹闭前交通动

脉瘤 
 

熊建兵 黄军 陈风华 王君宇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探讨 A1 优势型前交通动脉瘤显微手术

夹闭入路的侧别选择。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8 例具有 A1 优势征的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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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影像学资料，分

为经非 A1 优势侧翼点入路组 36 例，经 A1

优势侧翼点入路 42 例。从性别、年龄、术前

动脉瘤是否破裂、优势侧别、Hunt-Hess 分

级、Fisher 分级、GCS 评分等方面对比分析

两组患者的术前一般情况；经非 A1 优势侧组

患者术前均行头部 CTA 检查，并按照经非 A

1 优势侧翼点入路手术体位进行 3D 图像重

建，并将术前 3D-CTA 图像与术中所见情况

进行对比,分析术中动脉瘤显露情况。对比分

析两组的术中直回切除率，手术并发症发生

率，夹闭效果，近期预后。根据患者术后行

CTA 或股脑 DSA 复查，判断动脉瘤是否完全

夹闭，评价其夹闭效果；出院前头部平扫 CT

判断有无脑梗塞、出血等，评估其是否有脑

梗塞、出血等手术并发症；采用 GOS 评分评

估患者出院时的近期预后。 

结果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术前是否破

裂、优势侧别、Hunt-Hess 分级、Fisher 分

级、GCS 评分等术前一般情况无明显差异

（p>0.05），经非 A1 优势组患者术前 3D-C

TA 显示前交通动脉瘤瘤体、瘤颈、动脉瘤指

向以及毗邻结构的空间位置关系清楚，并与

术中所见基本吻合，动脉瘤完全显露率 10

0%。直回切除率非 A1 优势侧翼点入路组(5/3

6)较 A1 优势侧翼点入路组（14/42）低( χ2=

3.978，P=0.046），手术并发症发生率非 A1

优势侧入路组(4/36)较 A1 优势侧翼点入路组

(13/42)低( χ2=4.477，P=0.034)。近期预后

不良率非 A1 优势侧翼点入路组（3/36）较 A

1 优势侧翼点入路组（12/42）低（χ2=5.11，

P=0.024 ）。两组患者动脉瘤均完全夹闭，

无动脉瘤残留。 

结论  经非 A1 优势侧翼点入路更有利于动脉

瘤及前交通动脉复合体的显露，减少手术并

发症的发生。术前 3D-CTA 对翼点入路手术

夹闭 A1 优势型前交通动脉瘤的侧别选择有指

导意义。 

 
 
PO-1029 

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术中动脉内血栓形成溶

栓治疗的风险分析 
 

陈向林 

清远市人民医院脑血管病科 511518 

 

血栓形成是最常报道的颅内破裂动脉瘤血管

内治疗术后的并发症，它可以导致在围手术

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大多数情况下，血

栓栓塞的抢救治疗率并发症范围在 5%和 1

0%之间。  

方法   分析我院从 2010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连续 134 例颅内破裂动脉瘤的患者的血

管内栓塞治疗，这 134 例患者中，发生血栓

栓塞过程中的过程中 8 例。当弹簧圈栓塞过

程中形成血栓，我们继续弹簧圈栓塞，直到

实现了动脉瘤破裂点良好的保护。如果是部

分闭塞载瘤动脉，我们的经验是先新维林关

注，然后每 5 分钟密切观察。如果血栓活动

性增加或载瘤动脉完全闭塞，我们开始介入

取栓处理；如果栓塞一个远端动脉，动脉内

溶栓治疗或用支架猎犬机械取栓（Solitaire A

B Covidien 公司）。如果血管无法再通，立

即植入永久性颅内支架。观察 20 分钟后造

影。永久性支架植入多使用在弹簧圈突入载

瘤动脉导致的载瘤动脉完全闭塞中。手术后

静脉严密观察，全程抗抗血小板药物。  

结果 最常见于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技术，（4

/ 8，50%）。2 例应用双微导管技术（2 / 8，

25%），2 个病例使用单导管技术（2 / 8，2

5%）。血栓形成发生在动脉瘤瘤颈部与载瘤

动脉交界区 5 例，远端血栓形成 2 例。  

所有的患者术后 CTA 当天复查，栓塞血管都

表现通畅，但均见缺血性并发症；1 例术后并

发出血（颞叶脑出血），患者行手术开颅清

除血肿并有中度残疾。在六个月后出院，平

均 GOS 评分 3.671.22（范围，1–5）。所有

病例弹簧圈均表现稳定。  

讨论  血栓栓塞并发症在破裂动脉瘤血管内治 

疗手术中的发生率 2%-15%，其形成的原因

报道有来自颅外的栓子，也有颅内自身产生

的栓子，尤其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患者所处

于高凝状态，血管内膜的损伤，电解脱是电

离的作用等，血栓栓塞可能导致血管分支部

分或完全闭塞，并可能导致短暂或永久性的

神经系统功能丧失症状。血管内治疗可能会

导致血管内材料（导管，球囊，支架，弹簧

圈等），自发激活破裂动脉瘤患者的凝血系

统。术中的静脉溶栓可能有效，但机械取栓

技术可能是安全的，机械取栓技术的应用会

大大提高血管的再通率。然而，取栓过程中

防止弹簧圈移位和动脉瘤再次出血显得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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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30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后患者的血压管理 
 

范艳竹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总结了 000 例颈动脉剥脱术患者围手术期血

压控制在目标值的护理体会。血压调控要点

为患者入院后迅速地降压和降心率、及时处

理患者的异常活动、血压的正确监测与分支

血管通畅情况的观察、健康档案的建立等，

将血压控制在目标值。本组患者除 1 例入院 1

h 死亡外，其余 28 例患者均手术后康复出

院。术后随访半年，无主动脉夹层复发病

例。 

 
 
PO-1031 

急性卒中开放式与闭环式支架取栓装置的比

较 
 

李志清 张海峰 董玉书 许晓川 闻亮 杨芳宇 王飞同 梁

国标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840 

 

目的  探讨急性缺血性卒中治疗过程中开放式

支架取栓装置和闭环式取栓装置在通过性、

安全性、再通率和临床预后等方面的差异，

为临床中取栓器材的选择提供指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神经外科自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5 月应用支架式取栓装置治疗的

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 46 例，其中男性 1 例，

女性 1 例，年龄 41-74 岁，平均年龄 65.3

岁。NIHSS 评分 15-34，平均 23.5 分。其中

大脑前动脉栓塞 5 例，大脑中动脉栓塞 24

例，颈内动脉栓塞 8 例，基底动脉栓塞 7

例。其中 37 例采用 Solitaire 支架取栓，9 例

采用 Revive 支架取栓。取栓后 12 例可见供

血动脉狭窄，9 例采用球囊扩张，3 例球扩后

释放 Wingspan 支架。 

结果  46 例患者中 28 例采用全麻手术，18 例

采用局麻手术，7 例因不能配合改为全麻手

术。Solitaire 支架取栓组完全再通 31 例，部

分再通 6 例，术后患者 NIGSS 评分显著改善

28 例，术后可见血管痉挛 5 例，蛛网膜下腔

出血 2 例，脑实质内出血 1 例；Revive 取栓

组完全再通 5 例，部分再通 2 例，其中 1 例

改为 Solitaire 支架取栓后完全再通，术后 NI

HSS 评分显著改善 6 例，造影可见血管痉挛

1 例，无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随访 1m-2

Y，Solitaire 取栓组动脉再闭塞 1 例，患者无 

症状。 

结论  应用支架式取栓装置治疗急性缺血性卒

中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应用开放式

支架（Solitaire）比闭环式支架（Revive）有

更高的再通率，但存在血管损伤略大，出血

风险稍高的缺点，同时远期存在再闭塞可能

性。两组在功能预后无统计学差异。 

 
 
PO-1032 

小骨窗骨瓣复位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的疗效

及预后观察 
 

廖正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小骨窗一期骨瓣复位治疗高血压性

脑出血的疗效及预后观察。 

方法  48 例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为研究对象，

双数字法随机分成小骨窗加骨瓣复位组 (A

组，n=23)和小骨窗组(B 组，n=25)。比较手

术资料，术后颅内压监测，平均住院日，30d

死亡率及术后 24 周日常生活能力评分(AD

L)。 

结果  A 组术后颅内压平均值为 13.2±2.3mm

Hg，B 组术后颅内压平均值 11.5±2.5mmH

g，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A 组平均住

院天数 17.6±1.2 天，B 组平均住院天数 15.8

±1.5 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A 组

病死率为 11.14±1.3 ％，B 组为 12.88±1.4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A 组有效

率为 57.14±2.4％，B 组为 31.25±3.2％，即

A 组术后日常生活能力高于 B 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行小骨窗加一期

骨瓣复位，其患者耐受性好，能有效提高患

者术后生活能力，避免再次颅骨修补，值得

临床推广使用。 

 
 
PO-1033 

椎动脉——小脑后下动脉瘤显微手术治疗  

（附 19 例报告） 
 

许民辉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椎动脉（VA）—小脑后下动脉（P,IC

A）动脉瘤比较少见，约占所有颅内动脉瘤的

1％~3%。随着神经血管内介入治疗技术和材

料的发展，大多 VA-PICA 动脉瘤都采取了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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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治疗，显微手术夹闭治疗病例越来越少，

其原因在于 PICA 是最复杂、迂曲、行程及供

血区域变异大的动脉，动脉瘤位置深在、周

围解剖复杂。本文目的在于通过本组病例资

料分析本病的临床特征，动脉瘤相关解剖和

显微手术技术要点，以提高本病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近三年来收治 19 例 VA

-PICA 动脉瘤的临床资料，同时复习文献，总

结本病临床表现、动脉瘤形态学、影像学检

查特征、相关手术解剖学知识、手术入路选

择和手术技术要点。 

结果  19 例 VA-PICA 动脉瘤占我科近三年手

术治疗的 789 例颅内动脉瘤的 2.％，11 动脉

瘤位于 VA-PICA 结合部，其余分别位于第二

段 2 例，第三段 1 例，第四段 2 例，第五段

2 例。17 例为破裂动脉瘤，2 例未破裂。15

例破裂者 13 例首发症状为头痛伴蛛网膜下腔

出血（SAH），1 例为颈痛伴 SAH，另 1 例

出血局限在小脑半球内术前被误诊为瘤卒

中。Hunt 分级 0-3 级，所有病例均行 DSA、

CTA 或两者结合。手术入路：采用远外侧入

路 13 例，CPArulu 路 1 例，后正中入路 4

例，另 1 例 PICA 起源于颈 2 硬膜外 VA，采

用后正中入路打开枕大孔及 C1-2 椎板。术中

发现动脉瘤多为宽颈囊性动脉瘤，直径 3-8m

m。17 例均成功夹闭动脉瘤。本组无死亡病

例，3 例术后出现后组颅神经损害症状，2 例

于 3 个月内恢复，1 例遗留有吞咽困难。 

结论  VA-PIVA 动脉瘤相对少见，破裂动脉瘤

多以蛛网膜下腔出血为主要临床表现，SAH

以后颅窝为主，少数以颈痛伴蛛血为首发症

状，局限于小脑半球、四脑室内出血可被误

认为肿瘤伴出血，诊断依靠 CTA、DSA 或两

者结合。动脉瘤多为囊状，瘤体相对较小。

根据动脉瘤不同部位选择远外侧（起源 PICA

第 1-3 段）或后正中入路（PICA 第 4-5

段）。熟悉 VA 及 PICA 正常解剖及变异，舌

下神经后上三角（SHT）和舌下神经下三角

（IHT）为显露动脉瘤的常用间隙，依以下步

骤 1.切断点状韧带，显露近端 VA；2.找到 PI

CA 尾襻经小脑延髓裂向近端分离；3.确定 PI

CA 起始部；4.分离远端 VA；5.分离瘤颈内

侧；6.分离瘤颈外侧，选择合适动脉瘤夹夹闭

动脉瘤。显微手术对 VA-PICA 动脉瘤是安

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PO-1034 

TEG 在颅内动脉瘤支架相关并发症的应用 

 

吴达星 孙晓川 张晓冬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TEG）检测颅内动脉

瘤支架辅助栓塞术术后患者出血及缺血事件

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连续纳入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11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颅内动

脉瘤支架辅助栓塞术患者 142 例，均于术前

应用 TEG 检测二磷酸腺苷通道血凝块最大强

度（MAADP）、二磷酸腺苷（ADP）和花生

四烯酸（AA）诱导的血小板抑制率，观察住

院疗效并随访 6 月-2 年的出血及缺血事件，

统计分析各指标与支架相关并发症的相关

性。 

结果   ADP 抑制率＜30%者 37 例（26.

1%），其中＜10%者为 9 例（6.3%），其中

3 例（2.1%）发生缺血事件；10%～20%者 1

3 例（9.1%），21%～30%者 15 例（10.

6%），均未发生缺血事件。AA 抑制率小于 5

0%者 34 例（24.0%），均与 ADP 抑制率＜

30%者重叠。MAADP＜31 者 17 例（12.

0%），发生出血事件 1 例（0.7%），MAAD

P 为 5.8。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 ADP、AA

抑制率与缺血事件明显相关；MAADP 与出血

事件相关。 

结论  血栓弹力图检测可为颅内动脉瘤患者支

架辅助栓塞治疗时机及术后预防出血事件及

血栓栓塞事件发生及治疗提供参考。 

 
 
PO-1035 

综合康复护理在高血压脑出血后吞咽功能障

碍患者中的应用 
 

樊朝凤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 610041 

 

目的  观察综合康复护理在高血压脑出血后吞

咽功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 2013 年 1 月～2014 年 6 月收

治的高血压脑出血后吞咽功能障碍患者 94 例

作为研究对象，遵照知情同意原则并按照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组 47 例采用常规

护理方法，观察组 47 例采用综合康复护理方

法，比较两组的护理效果。 

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洼田式咽水试验评价结

果并无显著性差异（P＞0.05），护理后观察

组的复常率及轻度率分别为 29.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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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10.6%、38.3%，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前两

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QOL)无显著性差异（P

＞0.05），护理后观察组的 QOL 评分显著高

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 

结论  综合康复护理在高血压脑出血后吞咽功

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满意，能够显著改

善患者的吞咽功能状态，从而提高生活质 

量，是优选的护理方案 

 
 
PO-1036 

特殊类型后交通动脉瘤的显微手术 
 

许民辉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后交通动脉瘤是最常见动脉瘤之一，被普遍

认为手术夹闭也较简单，也是年轻神经外科

医生首先尝试夹闭的动脉瘤。然而，特殊类

型的后交通动脉瘤手术夹闭难度并不亚于其

他部位动脉瘤，也未引起神经外科医生的足

够重视。本文介绍作者近 5 年来采用显微手

术夹闭后交通动脉瘤中遇到的一些特殊类型

的后交通动脉瘤，提供每一种类型动脉瘤影

像学资料和手术视频，介绍手术技巧，以期

提高后交通动脉瘤的手术疗效。这些特殊类

型的后交通动脉瘤包括：瘤颈被前床突遮

挡；瘤颈被小脑幕缘覆盖；床突上段动脉硬

化无法临时阻断；瘤颈位颈内动脉后壁；瘤

体与脉络膜前动脉紧密粘连；后交通段血泡

样动脉瘤；大型、巨大型后交通动脉瘤;"真正

"后交通动脉瘤；介入栓塞复发的后交通动脉

瘤；双侧后交通动脉瘤；合并对侧中动脉瘤

分叉部动脉瘤。 

 
 
PO-1037 

不同剂量尿激酶结合微创穿刺治疗高血压脑

出血的临床研究 
 

刘世勤 温安延 

山东省东营市人民医院 257091 

 

目的  探讨关于尿激酶应用安全及有效剂量，

为脑出血穿刺引流应用尿激酶方面提供部分

临床支持。 

方法  选择 260 例出血量（30～60ml）、术

前无脑疝高血压基底节区出血患者，按照尿

激酶的使用剂量分为四组：小剂量组（1-3 万

U）、中剂量组（4-7 万 U），大剂量组（8-1

0 万 U），对照组（穿刺引流）。 

三个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均实施相同的常规

治疗方案，对照组 64 例采用微创穿刺治疗，

未注入尿激酶； 

结果  1．血肿清除率、再出血率：比较血肿

清除率，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0.05）；大剂量组与中剂量组、小剂量

组有统计学差异；中剂量组与小剂量组无明

显统计学差异。比较再出血率，大剂量组、

中剂量组、小剂量组、对照组均有再出血发

生，但无统计学差异；2．并发症发生率：在

肺部感染、肾功能不全、上消化道出血、颅

内积气方面，大剂量组、中剂量组与小剂量

组及对照组的发生率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

05），大剂量组与中剂量组无统计学差异、

小剂量组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P>0.0

5）。 3．术后 1 个月 GOS 评分：5 分患者

大、中剂量组与对照组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4 分的患者中，四组比较无统

计学差异（P>0.05）；3 分的患者中，大、

中剂量组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

5）；2 分患者中，大剂量组与对照组比较有

统计学差异（P<0.01）；1 分患者中，大、

中剂量组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

1）。 

结论  1. 穿刺手术创伤较小，结合早期应用大

剂量尿激酶，短时间内清除血肿，能更有效

地减轻血肿周围对脑组织的压迫及脑组织水

肿。 2. GOS 预后的评分，微创穿刺术结合大

剂量尿激酶的患者预后最好，而小剂量组、

对照组预后较差，由此证明了穿刺引流手术

结合大中剂量尿激酶应用的临床价值。3. 穿

刺粉碎引流手术结合大、中剂量尿激酶不仅

仅能够提高临床治疗效果，而且能够显著降

低并发症，临床价值较大，值得在有条件的

医院推广使用。 

 
 
PO-1038 

烟雾病合并动脉瘤的临床特点与预后分析 
 

吕美珍 曾而明 徐建平 唐斌 洪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330006 

 

目的  探讨烟雾病合并动脉瘤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07 年至 2015 年于南昌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经 DSA 或 CTA 确

诊为烟雾病合并动脉瘤的患者 104 例、共有

动脉瘤 129 个，采用翻阅历史病例及电话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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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的形式对其进行随访。 

结果  共收治 1299 例烟雾病患者，其中合并

动脉瘤者 104 例，男性 52 例，女性 52 例，

平均发病年龄为 49.67 岁。合并动脉瘤 129

个，分布情况依次为：前交通 28 个（21.7

1%），基底动脉 21 个（16.28%），大脑中

19 个（14.73%），大脑后 17 个（13.1

8%），颈内 12 个（9.30%），后交通 11 个

（8.53%），大脑前 10 个（7.75%），脉络

膜前 5 个（3.88%），烟雾病血管 2 个（1.5

5%），其余部位 4 个（3.1%），前循环共 8

9 个（68.99%），后循环 40（31.01%）。

在这些患者当中 82 人（78.85%）只存在 1

个动脉瘤、21 人（20.19%）合并 2 个及以上

动脉瘤、1 人动脉瘤数目及位置不详。有 64

例患者经手术治疗，其中 36 例行动脉瘤夹闭

术，其中包含 2 例同时行烟雾病颅内血管重

建术；19 例行动脉瘤介入治疗，其中包含 3

例同时行了颅内血管重建术；8 例仅行颅内血

管重建术；1 例拥有 3 个动脉瘤的患者行开颅

动脉瘤包裹术。保守治疗者 40 例。随访期

间，104 人中恢复良好者 79 人（75.48%），

植物状态者 3 人（2.88%），死亡 22 人，死

亡率为 21.15%，2 次脑出血者 7 人(6.7

3%)，3 次脑出血者 1 人（0.96%)，再次出血

率为 7.7%，最短出血时间间隔为 20 天，最

长为 24 年。7 人两次脑出血中 5 人死亡、1

人恢复良好、1 人昏迷，2 次脑出血者死亡率 

高达 71.43%。 

结论  烟雾病合并动脉瘤患者后循环动脉瘤发

病率明显增高，再次脑出血发生率较高，再

次出血后死亡率极高，积极的外科干预防止

再次脑出血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O-1039 

介入及手术治疗颅内动脉瘤的疗效观察与比

较 
 

于强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目的  比较同一时间段内动脉瘤介入及手术治

疗病例的疗效为动脉瘤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

依据。 

方法  随机抽取 2013 年 3 月到 2015 年 3 月

间我科收治的动脉瘤患者 236 例，其中介入

治疗 137 例，手术治疗 99 例，统计分组证实

性别年龄等基线无统计学差异，观察分析其

Hunt-Hess 分级、动脉瘤的部位、术后并发

症，慢性脑积水发生率、GOS 评分，住院天

数等数据。比较其治疗效果。 

结果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如下：共 236 例，男

性 87 例，女性 149 例，平均年龄 57.7 岁，

平均住院天数 25.3 天，其中介入组男性 50

例，女性 87 例，平均年龄 57 岁，平均住院

天数 19 天，手术组男性 37 例，女性 62 例，

平均年龄 58.6 岁，平均住院天数 34.2 天，性

别及年龄组间无统计学差异。介入组一例术

后复查时有复发予再次介入治疗，手术组常

规复查未见动脉瘤复发。手术组中有 14 例术

中行去骨瓣减压术，两例多发动脉瘤行予单

侧开颅一次性同时夹闭。结果统计发现：介

入组和手术组在 GOS 评分方面无统计学差

异，术后并发症及慢性脑积水发生率无统计

学差异.动脉瘤介入治疗天数较手术治疗明显

缩短。 

结论  在大数情况下介入和手术都能够达到预

期目的，对于 hunt-hess 分级较高，合并颅内

血肿及蛛网膜下腔出血较明显的患者宜首选

手术治疗，某些情况介入治疗更有优势如患

者 hunt-hess 评级不高，年龄较大无法耐受或

不愿意接受手术创伤时可以考虑介入治疗，

另外介入治疗的住院时间较短也是其优点。

总的来说动脉瘤治疗在介入与手术治疗方面

选择应根据个体化原则，根据病情需要二者

可以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PO-1040 

术中荧光造影在动脉瘤夹闭手术中的应用 
 

武通帅 谭国伟 王占祥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术中荧光造影在颅内前循环动脉瘤

显微手术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前瞻性观察 50 例手术治疗的颅内前循

环动脉瘤患者，术前采用 CT 脑动脉三维重建

确诊；术中应用显微镜进行吲哚菁绿荧光造

影，术后再次行 CT 脑动脉三维重建，对比观

察术中影像与术后影像检查结果符合情况；

随访 6～12 月应用改良 Rankin 评分评价预

后。 

结果  术中荧光造影可清楚显示动脉瘤与载瘤

血管及周围穿支动脉的关系，其观察结果与

术后 CT 脑动脉三维重建显示的动脉瘤颈残

余、载瘤动脉狭窄、穿支动脉闭塞的情况基

本符合；本组无死亡，手术相关并发症 2%，

治疗优良率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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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术中荧光造影为颅内动脉瘤的显微手术

提供丰富的血管结构和血流信息，有助于动

脉瘤的安全夹闭以及穿支血管完整保留。 

 
 
PO-1041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破裂分析 
 

武通帅 谭国伟 王占祥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破裂原因及处

理方式。 

方法  行颅内动脉瘤夹闭术的 50 例患者，其

中 2 例术中动脉瘤破裂。结合文献资料与临

床经验分析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破裂原因及

处理方式。 

结果  50 例颅内动脉瘤患者中，术中破裂 2

例，破裂率 4％，其中 1 例经及时抢救恢复健

康，１例术后死亡。 

结论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应充分开放脑池，

选择合适的动脉瘤夹，运用显微技术可有效

改善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破裂的几率及患者

预后。 

 
 
PO-1042 

应用 Onyx 胶栓塞脑动静脉畸形的临床研究 
 

马永会 沈上杭 王占祥 谭国伟 刘希尧 姜月明 朱宏伟 

叶永造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 Onyx 胶在脑动静脉畸形血管内介

入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应用 On

yx 胶经血管内栓塞治疗患者 33 例，通过对治

疗结果，临床并发症及预后的分析，评价 On

yx 胶在血管内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结果  本组男 21 例女 12 例, 年龄 25~69 岁, S

petzler-Martin 分级 1 级 3 例,2 级 5 例, 3 级 1

3 例, 4 级 6 例, 5 级 1 例。应用 Onyx 胶栓塞

畸形血管，栓塞比例在 65%~100%，平均 79.

2%，其中 8 完全栓塞，未出现治疗相关并发

症。  

结论  应用 Onyx 胶栓塞脑动静脉畸形具有操

作简单，可控性强及栓塞效率高等优点，在

临床治疗中具有应用价值。  

 
 
 

PO-1043 

出血性脑血管病急诊复合手术 
 

梁海乾 高培龙 李建伟 张赛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00162 

 

目的  探讨出血性脑血管病的复合手术方案， 

优化手术流程。  

方法  23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急诊入复合手

术室进行联合手术（行全脑血管造影+显微手

术或全脑血管造影+内镜手术）。患者纳入标

准： 1、CT 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或脑室出

血；2、出血原因可能为动脉瘤或脑动静脉畸

形者；3、血肿占位效应明显，有脑疝征象，

需要开颅清除血肿并减压者。患者入复合手

术室后均行口插管全麻，根据血肿部位确定

体位及头位，用专用的可透 x 线的 DORO 头

架固定头位。随后两组医师同时进行手术：

开颅组医师进行头部画切口线、标记、消

毒、开颅；同时介入组医师进行腹股沟消

毒，采用 Seldinger 技术进行股动脉穿刺，准

备行全脑血管造影。造影阶段开颅组医师回

避，根据造影结果进行显微镜下动脉瘤夹

闭、畸形血管团切除、硬脑膜瘘切除。随后

介入组医师再次复查全脑血管造影，检验动

脉瘤夹闭是否完全，畸形血管团切除是否彻

底。如果动脉瘤夹闭不满意，再次显微镜下

调整动脉瘤夹，再次造影确认，直至夹闭满

意为止。然后开颅组医师继续进行手术，清

除脑内血肿，硬膜减张缝合，关颅。同时，

介入组医师缝合股动脉穿刺点，加压包扎。

手术结束后返回 NICU 继续治疗。  

结果  22 例 Hunt-Hess Ⅲ-Ⅳ级重度蛛网膜下

腔出血患者均获得急诊复合手术治疗，明确

出血原因：动脉瘤 20 例，动静脉畸形 1 例，

硬膜动静脉瘘 1 例。1 例怀疑 AVM 年轻的脑

室出血患者造影阴性，内镜手术清除脑室血

肿。20 例动脉瘤患者行显微镜下动脉瘤夹闭

术，其中 18 例动脉瘤一次夹闭成功，2 例复

杂动脉瘤术中再次调整动脉瘤夹位置。动静

脉畸形及硬膜动静脉瘘均一次切除成功。所

有患者术后复查头颅 CT，血肿清除满意。恢

复满意。  

结论  联合手术一次性完成介入治疗和外科手

术的全部操作，术前、术中、术后可得到即

时影像资料，对手术实施、疗效和预后评估

提供直接的证据。避免了患者在影像学科室

和手术室之间多次转运和多次麻醉可能带来

的风险，具有减轻患者痛苦、减少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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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降低手术风险等优点。 

 
 
PO-1044 

棉片辅助夹闭术在微小动脉瘤手术中的应用 
 

张世明 1 王中 1 虞正权 1 周幽心 1 崔岗 1 高广忠 2 鲁

峻 2 张勤 2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泰州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棉片辅助夹闭术在微小动脉瘤夹闭

术中瘤颈撕裂的处理与瘤夹滑脱与动脉瘤破

裂的预防作用。 

方法  回顾分析 2008 年 2 月至 2014 年 12 月

应用棉片辅助夹闭治疗 19 例 23 个微小动脉

瘤的临床资料。男 11 例，女 8 例，年龄 25-7

2 岁，平均 51.1 岁。1 例表现为头晕阵发性

发作，18 例表现为头痛、呕吐。4 例入院时

意识障碍。Hunt-Hess0 级 1 例，Ⅰ级 7 例，

Ⅱ级 6 例，Ⅲ级 1 例，Ⅳ、Ⅴ级各 2 例。头

颅 CT 检查 19 例，1 例表现为轻度脑梗死，C

TA 检查左侧颈内动脉-眼动脉动脉瘤，其余 1

8 例提示蛛网膜下腔出血(SHA)10 例， SAH

伴有血肿 8 例。1 例入院时双瞳散大呼吸停

止，5h 后病情好转，CT 表现为左侧外侧裂 S

AH 伴颞叶血肿，术中清除血肿发现左侧大脑

中动脉起始处动脉瘤，行夹闭术。另外 18 例

作 CTA、MRA 或 DSA 检查。18 例中 CTA5

例，MRA2 例，DSA7 例，三维 DSA 6 例，

其中 CTA+DSA2 例。血管造影检查 19 例中

多发性动脉瘤 2 例，1 例为 2 个动脉瘤，另一

例为 4 个动脉瘤。23 个动脉瘤分布，颈内动

脉-眼动脉段动脉瘤 11 个，脉络膜前动脉动

脉瘤 3 个，大脑中动脉动脉瘤 4 个，前交通

动脉动脉瘤 5 个。均采用翼点入路动脉瘤夹

闭术。在夹闭过程中，分别位于颈内动脉与

大脑中动脉的 2 个动脉瘤破裂，由于动脉瘤

小，破口累及载瘤动脉，用小棉片包裹载瘤

动脉破口作修复处理；21 个动脉瘤中，2 个

动脉瘤夹闭时瘤夹滑脱，用棉片包裹瘤体后

再夹闭未见再滑脱；19 个动脉瘤直接用棉片

包裹瘤体或瘤颈夹闭，其中 8 个动脉瘤透过

瘤壁看到血液涡流，用棉片包裹瘤颈后夹

闭，未见动脉瘤夹滑脱与动脉瘤破裂。颈内

动脉-眼动脉段动脉瘤 3 例，磨除前床突后用

棉片包裹动脉瘤或载瘤动脉后夹闭。 

结果  19 例 23 个动脉瘤中，用棉片辅助动脉

瘤夹闭术成功修补 2 例载瘤动脉破口，用棉

片包裹的 21 个动脉瘤成功夹闭，未见动脉瘤

夹滑脱与动脉瘤破裂现象。无手术死亡病

例。随访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随访期 2

周～7 年，平均 30.4 个月。Hunt-Hess 分级

0-Ⅲ级 15 例患者恢复良好，Ⅳ-Ⅴ级患者 4 例

中 1 例恢复良好，另 3 例中 1 例术后 5 个月

GOS 4 分；1 例 4 个动脉瘤患者分别于 2014

年 5 月、2014 年 9 月 2 次作开颅动脉瘤夹闭

术， 1 个月前因脑积水作 V-P 分流术。 

结论  棉片辅助夹闭术在微小动脉瘤手术中预

防动脉瘤夹滑脱、动脉瘤破裂以及载瘤动脉

破口的修复方面起关键作用。 

 
 
PO-1045 

56 例颅内血管狭窄的血管内介入治疗临床分

析 
 

万亮 

上海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索血管内治疗颅内血管狭窄技术要点

与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过去一年半来本组治疗的颅

内血管狭窄患者的临床资料以及随访情况 

结果  共有 56 例颅内血管狭窄患者，其中中

动脉狭窄 38 例，33 例采用球囊（Gateway）

扩张+颅内支架（Winspan），5 例采用单纯

球囊扩张治疗；基底动脉狭窄 4 例，采用球

囊扩张+自膨支架治疗，椎动脉颅内段狭窄 8

例，4 例采用球囊扩张+自膨支架，4 例采用

球扩支架（阿波罗）颈内动脉狭窄 6 例，床

突上段狭窄 4 例，采用球囊扩张+自膨支架，

海绵窦段 2 例，采用球扩支架。所有病例均

为严重狭窄（狭窄>70%），术前双抗血小板

至少 3 天，采用全身麻醉，术后双抗治疗 3

月后单纯阿司匹林治疗半年。门诊及电话随

访，半年复查造影。全部病例无死亡，基底

动脉狭窄一例在术后 48 小时发生穿支梗塞，

后经治疗肌力恢复至 5 级，中动脉狭窄有一

例在术后 3 月发生 TIA，检查为严重狭窄，后

采用搭桥治疗。一例复查发现 50%狭窄，无

临床症状。 

结论  血管内介入治疗颅内血管狭窄须严格掌

握指证，只有在严重狭窄出现低灌注时才考

虑血管内介入治疗；术前及术后需严格的药

物治疗；在狭窄经球囊扩张后狭窄明显改善

并经 30 分造影观察情况稳定的前提下，可暂

缓支架植入，予以严格药物治疗随访。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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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治疗颅内血管狭窄是安全有效的。 

 
 
PO-1046 

血管闭塞术与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出血

型颅内段椎动脉夹层动脉瘤比较研究 
 

宋书欣 

南昌大学二附院 330006 

 

目的  探索血管闭塞术与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

术治疗出血型颅内段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疗

效。 

方法  回顾近 4 年我院采用血管闭塞术与支架

辅助弹簧圈栓塞术治疗的颅内段椎动脉夹层

动脉瘤 19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后半年复查

DSA。 

结果  4 例采用血管闭塞术患者，术后随访 1

年，无再出血病例，1 例术后半年时复查 DS

A，显示闭塞段椎动脉再通，予以再次血管内

治疗。15 例采用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的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患者，术后半年复查 DS

A，1 例夹层复发，予以支架辅助弹簧圈再次

行栓塞治疗。15 例采用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

治疗的患者，术后随访 1 年，无再出血病

例。所有病例治疗后均无新发神经功能缺损

症状。 

结论  1、采用血管闭塞术与支架辅助弹簧圈

栓塞术治疗出血型颅内段椎动脉夹层动脉

瘤，术后均存在动脉瘤复发可能，因此血管

内治疗术后应定期复查 DSA；2、血管闭塞术

治疗颅内段椎动脉夹层动脉瘤有其严格的手

术适应证：包括夹层不能累及椎动脉重要分

支、不能位于优势侧椎动脉、患者能够耐受

椎动脉闭塞等，同时血管闭塞术必须牺牲 1

条椎动脉。而采用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术治

疗椎动脉夹层动脉瘤同样能降低患者再出血

风险，动脉瘤复发率低。 

 
 
PO-1047 

基于 Essen 卒中风险评分的缺血性脑卒中危

险度分层的斑块特征研究 
 

刘碧英 1,1 曹代荣 2,1 佘德君 2,2 

1.福建省级机关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基于 Essen 卒中风险评分，利用高分辨

MR 黑血序列及 CE-T1WI 比较低风险组与高

风险组缺血性脑梗死患者颈动脉斑块负荷及 

成分的差异。 

方法  对 41 例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急性脑梗死患者在发病一周内行颈动脉 3D-T

OP 成像、高分辨 MRI 黑血序列及 CE-T1WI

成像，其中低风险组 25 例，高风险组 16

例，并对脑梗死的责任颈动脉进行影像分

析，比较低风险组及高风险组急性脑梗死患

者颈动脉斑块负荷及成分的差异。 

结果（1）低风险组与高风险组患者再发脑梗

死、年龄、糖尿病、吸烟及周围血管病组间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糖尿病患者比例明

显高于低风险组（P< 0.05），但在性别、高

血压、心脏病组间均无显著差异（P> 0.0

5）。（2）低风险组及高风险组患者的标准

化管壁指数（NWI）、管腔直径(LD）、管壁

厚度(WT)及管腔狭窄率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管腔面积（L

A）、管壁面积（WA）、血管总面积（TV

A）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3）高风险组中斑块内出血（IPH）比例、

纤维帽破裂（FCR）比例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0.05）；低风险组与高风险组患者

的脂质坏死核心（LRNC）比例、钙化比例及

管腔狭窄率>50%比例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高、低风险组的斑块内 LRNC

面积、出血面积及脂质坏死核心指数、出血

指数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钙化面积、钙化指数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 0.05）。 

结论  低风险组和高风险组缺血性脑梗死患者

的颈动脉斑块特征存在差异，利用 Essen 卒

中风险评分结合高分辨 MRI 可以对缺血性脑

卒中危险度进行分层，对具有再发风险的高

危患者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降低脑卒

中再发率。 

 
 
PO-1048 

后交通动脉瘤夹闭术中对后交通动脉及其分

支的保护 
 

孙维晔 李爱民 王富元 马逵 刘希光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后交通动脉瘤夹闭术中对后交通动

脉及其分支的保护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2015 年通过翼点入路，

显微手术夹闭 Hunt 分级为 1-3 级的后交通动

脉瘤 82 例。 

结果  术中有 3 例出现动脉瘤破裂，1 例因动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54 

 

脉瘤无法夹闭而行动脉瘤包裹术。术后对侧

肢体轻瘫 2 例，无患者术后死亡 

讨论  后交通动脉瘤为颅内前循环最常见的动 

脉瘤之一，部分情况下，动脉瘤瘤颈明确，

与后交通动脉的关系清楚，开颅显微手术夹

闭动脉瘤，大多不困难，手术可以在短时间

内顺利完成。文献报道约 80%的患者后交通

动脉夹闭后不会出现神经功能损害，但是对

于胚胎型的后交通动脉及其他的少数病人，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损害。因此术中

保持后交通动脉的通畅及完整是降低手术并

发症的主要手段。由于颈内动脉、后交通动

脉与瘤颈位置存在各种变异，加之如果动脉

瘤颈较宽，后交通动脉及其分支被瘤体遮

挡，瘤体与前床突或天幕缘粘连等等因素的

存在，使得手术变得困难，可能会导致后交

通动脉及其分支的损伤。术中如何更好的保

护后交通动脉及其分支，更好的降低手术并

发症是需要值得注意的。术前准确的影像学

读片，了解瘤颈与后交通动脉的位置关系，

瘤颈的指向、宽度，瘤体的大小。术中根据

颈内动脉内侧及外侧间隙的大小，合理地通

过多间隙暴露后交通动脉及其分支的，及运

用内镜辅助，确认后交通动脉的走行及与动

脉瘤的解剖关系，合理地使用不同型号的瘤

夹夹闭动脉瘤，及夹闭后的造影再次确认后

交通动脉及脉络膜前动脉是否通畅。可以有

效、确切的减少后交通动脉及其分支的损

伤，从而提高临床疗效。 

 
 
PO-1049 

美蓝造影在复合手术切除脑血管畸形的应用

研究 
 

温志锋 梁传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探讨美蓝造影在复合手术切除脑动静脉

畸形的指导意义。 

方法  脑血管畸形中最常见的为动静脉畸形。

目前的治疗方式有单纯畸形切除、介入栓

塞、放射治疗，而切除血管畸形是治疗该疾

病最彻底的方式。其中，近年来开始施行复

合手术切除血管畸形。这种治疗方式包括介

入栓塞血管畸形后即刻行畸形团切除，或单

纯造影支持下切除血管畸形团。复合手术切

除及介入手术和切除手术的完美结合，达到

精准和彻底的目的。随机选择 2014 年 6 月到

2015 年 12 月，共计 22 例患者。其中一组 A

12 例单纯进行常规的卫视派克造影，术中 on

yx-18\弹簧圈栓塞粗大的供血动脉和畸形团，

显微镜下切除血管畸形；另一组 B 常规卫视

派克造影，术中 onyx-18\弹簧圈栓塞粗大的

供血动脉和畸形团，显微镜下切除血管畸形

的过程中行美蓝造影，指示血管畸形的供血

动脉、血管巢、回流静脉。统计分析两组的

手术时间、出血量、及预后情况。 

结果  22 患者均手术 AVM 全切，没有死亡病

例。在手术时间上 A 组和 B 组没有统计学差

异。B 组术后出血量较 A 组少，p<0.05,有统

计学意义。在术后的 mRS 评分中 B 组的患者

也显著高于 A 组患者。 

结论  术中美蓝造影结合复合手术能够减少术

中出血，提高预后，具有指导意义。 

 
 
PO-1050 

浅析 Solitaire AB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

颅内宽颈动脉瘤的疗效观察 
 

马强 康东 苗锋 张淇 胡志源 李辉 

甘肃省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 734000 

 

目的  探究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颅内宽颈动

脉瘤的疗效。 

方法  选取本院自 2009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 29 例颅内宽颈动脉瘤患者，全部患者

都实施 Solitaire AB 支与弹簧圈栓塞联合治

疗。并对术后 90 天通过脑血管造影的复查，

对患者栓塞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  对 29 例患者中有 25 例患者 100%填

塞，3 例超过 91%填塞，1 例 85~90%填塞。

同时，进行 0.5~1 年的随访，根据改良后的

Rankin 评分进行评价，其中有 24 例 0 分，3

例 1 分，2 例 2 分。有 1 例患者由于蛛网膜下

腔出血，导致出现严重的脑血管痉挛，引发

弥漫性脑肿胀，经过抢救无效后死亡。其余

患者没有出现栓塞术中动脉瘤破裂的现象，

也没有手术支架移位以及出血等并发症的发

生。 

结论  Solitaire AB 支架辅助弹簧圈介入治疗

颅内宽颈动脉瘤效果显著 ,是一种较为有效

的、安全可行的手术方式,不会增加再次出血

和血栓栓塞的发生几率 ,且对患者预后无影

响。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对颅内宽颈动脉瘤

的治疗效果显著，安全性较高。Solitaire AB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颅内宽颈动脉瘤；疗

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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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51 
Treatment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in th
e elderly patients: a retrospective 6-year 
study 
 
Gu Yuxiang 

华山医院 200040 

 

Backgroun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ntra
cranial aneurysms was discovered in the eld
erly patients in the recent years, but the opti
mal treatment modality for these patients still
 remain controversial. We reported our 6-yea
r experiences of treating intracranial aneurys
m in aged patients (≥70 years old)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review was condu
cted of elderly patients who harbored intracr
anial aneurysms treated by conservative obs
ervation, microsurgical clipping or endovasc
ular coiling between January 2009 and Dece
mber 2014. The patients’ clinical and imagin
g information was recorded. Treating modalit
ies, procedure-related complications, imagin
g results and clinical outcomes were analyze
d.  
Results  A total of 213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252 aneurysms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
dy. Of all, 108 patients with 131 aneurysms 
were treated with coiling and 29 patients with
 31 aneurysms were treated with clipping Th
e remaining 76 patients with 90 aneurysms 
were under conservative observation. The a
verage modified Rankin scale (mRS) was 1.
54 (range, 0-6) in the full cohort after a mean
 follow-up of 50.4 months (range 0-70 month
s). Patients with ruptured aneurysms had sig
nificant higher mRS at last follow up than tho
se with 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3.
05±1.82 vs. 0.99±1.25, p<0.01) and patients 
under conservative observation (53.8%, 7/13)
 had worse outcome compared with those tr
eated by clipping or coiling (p=0.048)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mRS in patie
nts with UIAs treated by different modalities 
(p=0.434)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high H&H grade, aneurysm size and pe
rioperative pulmonary infection were indepen
dent risk factors for unfavorable outcome of i
ntracranial aneurysms in the elderly. 
Conclusions  Elderly patients with ruptured 
aneurysms who get admitted with a good H&
H grade may get more benefit from aggressi
ve treatment. Elderly patients with unrupture
d aneurysms should be treated based on car
eful evaluation. 

PO-1052 

预防性约束对颅内动脉瘤术后认知功能障碍

患者意外拔管的效果 
 

孙维 鲍秋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探讨预防性约束对颅内动脉瘤术后认知

功能障碍患者意外拔管的效果。 

方法  将神经外科二病房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3 月收诊 80 例颅内动脉瘤术后认知功能障

碍患者随机分为 2 组，A 组患者给予预防性

肢体约束，B 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并统计分

析 2 组患者各种管道的意外拔管情况。 

结果  A 组患者平均累计意外拔管数明显少于

B 组。且两组数据经统计学分析 P<0.05，表

示其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于颅内动脉瘤术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给予预防性约束可以有效降低意外拔管的发

生率，从而保证患者安全。 

 
 
PO-1053 

颅内多发动脉瘤的诊治体会（附 97 例报道） 
 

王晓健 罗靖 程宝春 胡阳春 程宏伟 李志范 赵亮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00 

 

目的  统计颅内多发动脉瘤患者的年龄、性

别、临床表现、动脉瘤部位、数目等参数，

并探讨颅内多发动脉瘤治疗方式的选择。 

方法  回顾分析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97 例 228 枚颅内

多发动脉瘤患者临床、影像学、血管内治疗

和开颅手术以及随访资料。97 例患者中，男

19 例，女 78 例，男：女=1:4.10；年龄最小

37 岁，最大 80 岁，平均 58 岁；Hunt-Hess

分级：0、l、2、3、4 级的患者分别为 7、

9、67、10 和 4 例；枚数：2 枚 68 例，3 枚

23 例，4 枚 5 例，5 枚 1 例；前交通、大脑

前、大脑中、后交通、颈内动脉其他部位、

后循环动脉瘤个数依次分别为 36、13、49、

67、46、17 枚；52 例患者行一期血管内治

疗，其中单纯弹簧圈囊内栓塞 39 枚动脉瘤，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 20 枚动脉瘤，45 例患

者行一期多发动脉瘤开颅夹闭手术，其中单

侧开颅 35 例，双侧开颅 10 例，额外侧及翼

点锁孔手术 9 例 19 枚动脉瘤。全部出血患者

均一期处理责任动脉瘤，73 例患者一期处理

全部动脉瘤，24 例患者处理部分动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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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按 GOS 预后评分：5 分 81 例，4 分 6

例，3 分 4 例，2 分 4 例，1 分 2 例。对所有

患者临床随访 3-51 个月无再出血，53 例在术

后 3-72 个月复查全脑血管造影或 CTA，6 枚

栓塞动脉瘤见瘤颈复发、未予进一步处理继

续随访中。 

结论  颅内多发动脉瘤需要综合考虑动脉瘤形

态、位置、患者身体状况、经济条件等因素

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出血责任动脉瘤的判

定对于多发动脉瘤的治疗尤其重要，必须一

期处理，无法肯定判定责任动脉瘤，尽量处

理全部可能出血动脉瘤；锁孔入路能极大减

小开颅手术创伤，对于需要多处或多次开颅

的患者意义尤其明显。 

 
 
PO-1054 

寰枕交界区硬脊膜动静脉瘘 4 例临床分析 
 

罗穆云 杨少春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寰枕交界区硬脊膜动静脉瘘的临床

特点及其治疗。 

方法  对 4 例临床以蛛网膜下腔出血起病的经

脊髓 MRI 和血管造影检查确诊的寰枕交界区

硬脊膜动静脉瘘患者实施枕下后入路显微镜

下瘘口夹闭术，术后随访 6 个月～2 年，观察

疗效。 

结果  术后造影显示瘘口及引流静脉未显影。

4 例患者均恢复正常生活状态。 

结论  显微镜下行瘘口夹闭术治疗颈延交界区

硬脊膜动静脉瘘,疗效确切,早期诊断和治疗是

取得较好疗效的关键。 

 
 
PO-1055 

多模态导航及术中 ICG 造影辅助切除脑动静

脉畸形 
 

姜金利 冯世宇 孙正辉 武琛 张艳阳 师炜 许百男 余新

光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脑动静脉畸形手

术技巧、辅助技术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2

月我科收治的采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72 例脑

AVM 的临床资料、手术方法和术后并发症。

男性 49 例，女性 23 例；年龄 1～74 岁，平

均 32.8 岁。中央区 9 例，脑干 2 例。择期手

术 56 例，急诊手术 16 例，术前行 DSA 检查

59 例。术前行栓塞治疗 9 例。功能神经导航

辅助下切除 56 例；术中行皮层脑电监测，8

例动静脉畸形病灶区域发现癫痫灶，并切

除；术中核磁房间手术 14 例，术中吲哚氰绿

荧光造影并 FLOW800 软件辅助下行手术切

除 10 例。术后 1 个月内常规复查 DSA，如

果发现畸形有残留，嘱患者行血管内栓塞术

或伽玛刀治疗。其后每 1 年复查 DSA；造影

阴性患者每年复查头颅 MRA 或 CTA。 

结果  全切除 67 例，5 例有残留（择期手术 1

例，急诊手术 4 例），术后出血再次并手术 3

例（择期手术 1 例，急诊手术 2 例）。择期

手术患者中新发神经功能障碍，偏瘫 3 例，

术后 3-6 个月 2 例恢复，1 例部分恢复；失语

2 例，半年后恢复；视野缺损 2 例，未完全恢

复。术后脑积水 2 例，术后新发癫痫 3 例，

药物控制良好。术后死亡 3 例，均为急诊手

术患者。 

结论  显微手术切除是治疗脑动静脉畸形切实

有效的方法，充分的术前准备，在功能神经

导航和 FLOW800 等先进技术辅助下手术更

安全可靠。 

 
 
PO-1056 

开颅术后远隔部位急性颅内血肿临床分析 
 

王钰 荔志云 田立桩 朱迪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开颅术后远隔部位急性颅内血肿的

原因及防治方法，为临床救治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5 例慢性疾病术后出现的

远隔部位的急性颅内血肿的病人，分析其临

床特征、影像学检查等。  

结果  开颅术后出现远隔部位急性颅内血肿的

病人，表现为术后苏醒时间延迟，或在拔除

气管插管后会再次出现意识障碍、偏瘫等神

经系统损害体征。  

结论  对于开颅术后出现麻醉苏醒时间延迟、

偏瘫等神经系统损害症状的病人，应密切观

察生命体征变化，并及时复查头颅 CT，做到

早发现、早治疗。 

 
 
PO-1057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时机的评分探讨 
 

李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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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5 

 

目的  探索一种新的评分方法用于脑出血的手

术时机。 

方法  对 1,100 例大脑半球血肿和 100 例小脑

半球血肿的手术前 CT,采用回顾性评分方法。

对 460 例大脑半球血肿和 40 例小脑半球血肿

按照既往手术指证执行同时采用上述评分方

法伴随判定。判断指标包括各部位血肿评

定、符合评分标准的手术时间、限期手术同

早期手术效果（血肿清除率和有无术中出血

等），出院时体征等比较，并经统计学软件

处理。使用颅内压检测，经硬脑膜穿刺在脑

内放入颅内压电极（Codman 颅内压监测系

统）获得颅内压参考数据。 

结果  回顾性符合率（标准：1.等待手术期间

病情稳定情况。2.相同部位和等血量病人早期

和择期术后定时间点的疗效比较。3.符合评分

标准。）85%，伴随研究符合率 97%。 

结论 

1.脑组织的容积大小，决定着对血肿耐受程

度。混合型和白质型脑萎缩 的脑组织减少程

度>皮质型脑萎缩。2. 脑干的压迫一般都自侧

方开始，而最早出现的是围绕脑干的环池变

化。通过使用 Codman 颅内压检测观察到环

池变化可明显反映出颅压状况。3.脑出血 12

小时后出现血肿周围水肿带一般不会引起严

重脑水肿但颅后窝狭小，代偿空间不足，因

此，小脑血肿周期水肿较为重要。4.脑出血安

全手术时间 72 小时后，尽量延长 Langfitt 曲

线平台期，为限期手术创造条件。  

大脑半球出血手术指证参考评分  A.意识状

况:   清醒 1 ， 朦胧 2 ， 昏迷 3 。B.环池

（脑干）情况：存在  1 ，消失 2 ，受压(脑干)

 3 。C.血肿量：<30ml  1 ,30～40ml  2 ,  >41

ml   3 .D.脑萎缩：  混合性或脑白质型 1， 脑

皮质型 2 ，无 3  。 参考评分 <6   择期手术   

7～9  观察变化  10～12 清除血肿 附件 2：小

脑半球出血手术指证参考评分 A.意识状况:  

清醒 1 ，  朦胧  2 ， 昏迷 3 ，B.第四脑室

（脑干）情况：  第四脑室存在  1 ，第四脑

室消失  2 ，脑干受压 3 。C.血肿量： <10m

l  1 ， 10～20ml   2 ， >21ml  3 。D.脑水肿

（范围）： <血肿量  1 ，  =血肿量   2 ，  >

血肿量   3 。  参考评分 <6   择期手术   7～9

  脑室外引流 10～12 清除血肿    

 
 
 

PO-1058 

腰穿置管持续脑脊液外引流在神经外科临床

应用 
 

吴光辉 沈建城 林晖 蔡智基 

福建省宁德市医院 352100 

 

目的  探讨腰穿置管持续脑脊液外引流在神经

外科围手术期病人临床应用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 5 年来我院神经外科采用

腰穿置管持续脑脊液外引流治疗的病例 106

例。其中蛛网膜下腔出血 48 例（包括动脉瘤

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夹闭术后 15 例，外伤性蛛

网膜下腔出血 33 例）；高血压脑出血破入脑

室术后置管引流 25 例；脑脊液漏 18 例（包

括术后切口漏 10 例，外伤 CSF 耳、鼻漏 8

例）；术后颅内感染置管引流 10 例；创伤性

硬膜下积液 5 例。最大年龄 75 岁，最小年龄

15 岁，平均 48 岁。腰穿置管引流时间最长 1

0 天，最短 3 天，平均 6.5 天。术后置管时间

最快 3 天，最迟 8 天。 

结果  106 例经腰穿持续脑脊液外引流患者发

生脱管现象 6 例，断管现象 2 例。1 例患者死

亡（因严重的肺部并发症）。3 例外伤性硬膜

下积液引流效果不佳，3 例外伤性 CSF 耳、

鼻漏达不到理想治疗效果。其他患者经过持

续引流病情均得到控制，临床症状改善，总

有效率达 94%。 

结论  腰穿置管持续脑脊液外引流是神经外科

围手术期常用的临床治疗方法，可以避免反

复腰穿带来的感染风险，以及患者的不适。

在治疗开颅术后并发颅内感染、蛛网膜下腔

出血、部分较轻的脑脊液漏患者及部分外伤

性硬膜下积液患者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 

 
 
PO-1059 

血管内治疗破裂前交通微小动脉瘤 
 

路华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00 

 

目的  探讨前交通微小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方

法。在血管内治疗中微小动脉瘤一般是指直

径<3mm 的动脉瘤，微小动脉瘤由于其特殊

性属于难治性动脉瘤。由于前交通动脉的结

构特殊，因此前交通微小动脉瘤的血管内治

疗技术难度高，本文初步总结了前交通微小

动脉瘤的临床特点和血管治疗方案。  

方法  回顾分析 31 例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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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经全脑 DSA 证实为前交通微小动脉瘤

（直径<3mm）破裂出血。均在全麻下选用合

适弹簧圈行栓塞治疗，其中支架辅助 19 例。

经皮穿刺股动脉置入 6F 导引导管至 C2 水

平，反复造影寻找最佳工作角度，按照动脉

瘤的指向和形态，支架辅助患者先将支架微

导管超选至 A2 段，将微导管末端加热预塑

性。在路图指引下，尽可能利用微导管塑性

将微导管超选至动脉瘤远端，缓慢撤退微导

管，利用自身塑性让微导管自行进入动脉瘤

腔，如不成功则利用微导丝将微导管小心置

入动脉瘤腔内，在微导管即将进入瘤腔时注

意释放张力，避免出现微导管弹跳导致动脉

瘤破裂，尽可能使微导管头端保持在瘤腔近

中 1/3 处。选择直径相当或略大于动脉瘤的弹

簧圈。 

结果  31 例全部技术成功，达到致密或部分填

塞，载瘤动脉通畅。术中出现 1 例动脉瘤破

裂出血事件，家属放弃继续治疗自动出院。

其他病例无急性血管痉挛和血栓形成。术后

无血栓性栓塞并发症，也无新发神经功能障

碍和死亡等永久并发症。 

结论  前交通动脉瘤由于血管解剖复杂，导管

行程长，弯曲多，因此前交通微小动脉瘤的

介入治疗较为困难，采用合适的栓塞技术和

合理选择弹簧圈型号，可以达到较好的治疗

效果。 

 
 
PO-1060 

极重度颅外颈动脉狭窄的血管内治疗 
 

路华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00 

 

目的  初步探讨在脑保护装置(CPD)下行颈动

脉支架置入术(CAS)治疗极重度颈动脉狭窄(C

S)的近期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收集 107 例术者完成的 CAS 治疗患者

的完整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狭窄

超过 90%以上的极重度患者 38 例。支架置入

方法：局部麻醉后，取右侧腹股沟区股动脉

入路，采用 Seldinger’s 技术穿刺股动脉成功

后置入 8F 动脉鞘，在直径 0.035 英寸导丝引

导下，5FPigtail 造影管行主动脉弓下血管造

影。更换 8F 导引管输送到病变侧颈总动脉，

行颈动脉正侧位造影，确定病变位置、程

度、长度。全身肝素化后将脑保护装置沿导

引导管输送到狭窄病变远端，选择合适支架

置于颈动脉狭窄处，术后立即造影评估支架

位置、形态、狭窄改善程度。术后随访 1-24

月观察围手术期 TIA、卒中、死亡事件、症状

改善情况。并行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评分(NI

HSS)和简短精神状态量表评分(MMSE)。血

管狭窄率及术后残余狭窄率的测定方法使用

(NASCET)制定的标准测量。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病例 38 例，皆为有症状

患者，狭窄均超过 90%，共治疗狭窄 38 处，

置入支架 38 枚，技术成功率 100%。术前颈

部血管狭窄率 94±9.14%，术后颈部血管狭窄

率 24±5.26%。术后随访 3 月-2 年，其中 35

例患者症状完全消失；1 例患者 TIA 发作频率

较术前明显减少；1 例术后出现新发脑梗死，

1 例患者术后并发左侧（支架置入术同侧）颞

顶叶出血，经血肿穿刺引流治疗后遗留感觉

性失语和右上肢远端肌力减弱（3 级）。 

结论  颈动脉支架术治疗重度颈动脉狭窄是一

种创伤小、并发症少、疗效确切的方法。降

低围手术期事件的发生率对提高手术疗效至

关重要。 

 
 
PO-1061 

颅内多子瘤动脉瘤栓塞术后再出血的体会附 4

例报告 
 

陆培松 李巧玉 陆新宇 陈波 袁志诚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12002 

 

目的 探讨颅内多子瘤动脉瘤介入治疗的方法

和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

我科经介入治疗颅内多子瘤动脉瘤 56 例患者

的临床资料 

结果 56 例患者入院时均行头颅 CT 检查，其

中单纯 SAH36 例，合并颅内血肿者 20 例：

额叶 11 例、颞叶 9 例。3D CTA 或脑血管造

影均证实为颅内多子瘤动脉瘤，其中单子瘤 2

8 例、双子瘤 12 例、多子瘤 16 例，术前 Hu

nt-Hess 分级：I 级 18 例、II 级 20 例、III 级

18 例，均采用介入治疗；其中单纯弹簧圈栓

塞 31 例，支架辅助栓塞 26 例；术后 49 例患

者恢复良好，无神经功能缺损，2 例出现轻偏

瘫，1 例出现严重脑血管痉挛、脑梗塞，4 例

出现手术后动脉瘤再出血。 

结论 采用介入方法治疗颅内多子瘤动脉瘤均

可以获的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术中尽可能

做到动脉瘤及瘤颈的致密填塞，如瘤颈较

宽，致密填塞困难，采用手术治疗可能较为

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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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62 

大脑中动脉-颞浅动脉低流量搭桥治疗缺血性

脑血管病 
 

路华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00 

 

目的  探索低流量大脑中动脉-颞浅动脉搭桥手

术在缺血性脑血管病中的应用。 

方法  术者自 2011 年 3 月至 2014 年 6 月采

用大脑中动脉-颞浅动脉搭桥手术治疗 34 例

缺血性脑血管病，其中颈内动脉闭塞 9 例，

大脑中动脉闭塞 23 例，大脑中动脉狭窄 2

例，其中男性 26 例，女性 8 例，年龄 32-59

岁，平均 49.3 岁。入选标准：(1) 临床表现

为脑缺血发作，包括轻度梗死、一过性缺血

发作(TIA)、可逆性缺血性神经障碍(RIND)； 

(2) SPECT 证实脑灌注不足；(3)DSA 提示颈

内动脉或大脑中动脉狭窄或闭塞，并且侧枝

循环代偿不良； (4)CT 或 MRI 无大面积梗

死。排除标准：(1)严重心肺功能障碍不能耐

受手术者；(2)大面积脑梗死者。术中采用颞

浅动脉额支或颞支与大脑中动脉 M3 段分支吻

合。 

结果  34 例患者术中均顺利行大脑中动脉-颞

浅动脉吻合，吻合时间均小于 30 分钟。术后

第二日常规复查 CT，1 例术后出现局灶性梗

死，1 例出现硬膜下积液钻孔引流后好转。21

例术后 3 日内行 CTA 复查，7 例术后 10 日内

行 DSA 复查，25 例显示吻合口通畅。术后患

者症状有不同程度改善。 

结论  尽管血管搭桥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存在

争议，如能选择合适患者，提高显微操作水

平，熟练掌握搭桥技术可以有效降低围手术

期并发症，是对药物治疗效果不好，也不适

宜行血管内治疗的大动脉病变引起的缺血性

脑血管病治疗的补充手段。 

 
 
PO-1063 

改良间接血管重建治疗缺血性烟雾病 
 

路华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00 

 

目的 烟雾病是颈内动脉床突上段、大脑中动

脉和大脑前动脉起始端狭窄或闭塞，在颅底

有异常新生血管网生成。烟雾病在全球均有

发病，但以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发病

率较高，是儿童和青年人卒中的主要原因之

一。烟雾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较常见疾

病，探讨改良颞浅动脉脑贴敷术（EDAS）治

疗烟雾病的适应症和治疗效果。 

方法 采用改良颞浅动脉脑贴敷术治疗 67 例烟

雾病，其中烟雾病 48 例，烟雾综合征 19

例，年龄 5 岁-58 岁，平均 32.3 岁；手术方

式：沿颞浅动脉走行切开皮肤，将颞浅动脉

主干连带两侧筋膜游离，远端不离断，再沿

颞浅动脉走行切开颞肌并分成两瓣掀起，沿

游离颞浅动脉主干两端行颅骨钻孔，咬骨钳

咬出一长 4.5cm,宽约 1.5cm 骨窗，接着切开

硬脑膜，保留硬脑膜外层，切除硬脑膜内

层，充分打开术野蛛网膜后，将颞浅动脉缝

合到硬脑膜外层上使其贴在脑表面。 

结果  本组均手术顺利，2 例出现硬膜下积

液，予以钻孔引流后好转，围手术期无脑缺

血、脑出血和癫痫等并发症。49 例患者随访

3-24 月，随访期间均无 TIA 和卒中发作，其

中 41 例行 DSA 复查，32 例可见颞浅动脉向

颅内血管生长，37 例有侧枝血管明显减少。 

结论 改良颞浅动脉脑贴敷术安全、微创，近

期效果良好，为烟雾病的治疗提供更多选

择，远期疗效有待于进一步的大宗病例的随

访。 

 
 
PO-1064 

颅内多发动脉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策略 
 

王慧博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研究颅内多发动脉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

疗方法和策略。 

方法  对 62 例颅内多发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

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影响颅内多发动脉

瘤的治疗预后的多个因素，并对其临床特

点、手术相关的注意点和技巧进行总结。 

结果  62 例中，53 例接受手术或介入治疗，

GOS 评分预后良好 37 例，差 16 例。单因素

分析显示仅术前 Hunt-Hess 分级与预后相关

(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Hunt-Hess 分级、动脉瘤数量、采取外科干

预的时间与患者预后相关（P<0．05）。 

结论  Hunt-Hess 分级显著影响患者预后，对

患者充分术前评估，采取合适的治疗方案有

助于患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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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65 

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出血急性期诊治体会（附 5

8 例报道） 
 

廖旭兴 王辉 钟伟健 邓其峻 董安石 段成斌 霍文滔 

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528000 

 

目的  探讨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出血急性期的诊

治。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 3 年来收治的患交通动脉

瘤破裂出血急性期患者资料，共 58 例，其中

男 21 例，女 37 例，均于起病 72 小时内接受

治疗。根据动脉瘤形态、脑肿胀严重程度、

合并脑积水和/或颅内血肿，选择治疗方法，

其中行单纯弹簧圈栓塞治疗 31 例，支架辅助

弹簧圈栓塞动脉瘤 13 例，开颅显微夹闭 14

例。 

结果  术后随访 1 天～12 个月，单纯弹簧圈

栓塞治疗 31 例中术后 1 天动脉瘤再次破裂出

血 2 例，行去骨瓣减压术，痊愈 1 例，死亡 1

例，其余 29 例恢复良好，期间有 11 例术后

出现不同程度的下丘脑反应，治愈，三个月

后复查造影，有 6 例存在瘤颈残留；支架辅

助弹簧圈栓塞动脉瘤 13 例，均术前顿服双

抗，有 2 例发生严重血栓事件，术后有偏

瘫，3 例术后动脉瘤破裂出血死亡，其余 8 例

恢复良好，期间，有 3 例患者出现下丘脑反

应，治愈，三个月后复查造影，有 2 例存在

部分性瘤颈残留；开颅显微夹闭 14 例中，未

发生术中动脉瘤再次破裂出血，有 2 例患者

出现下丘脑反应，治愈，三个月后复查造

影，未见瘤颈残留。 

结论  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出血急性期治疗的关

键是综合分析，开颅显微夹闭术对宽颈动脉

瘤、合并严重脑积水和/或颅内血肿具有重要

作用，随着介入栓塞材料的改进，严重脑肿

胀时，介入栓塞更能凸显其优势。 

 
 
PO-1066 
6 months to 1 year of anti-platelet therapy
 following stent associated coiling in cas
es of cerebral aneuryrsms, is associated 
with optimal outcome: a retrospective  
 
Yong Le,zhao bi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
versity 230601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developme
nt of stent–Assisted coiling in the treatment o
f various intra cranial aneurysms has been a 

procedure of choice for neurosurgeons, toda
y. Nevertheless, anti-platelet therapy plays a
 vital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patency of the st
ent and prevention of thrombosis. The risks 
of underuse and overuse of antiplatelet thera
py exists till today. The lack of researches 
regarding the timings and durations of antipl
atelets necessary to avoid post-operative co
mplications still remains to be elucidated. Th
us, in this study we try to find the optimal dur
ation of anticoagulants that is required to pre
vent the co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stent 
assisted coiling embolization. By doing so, w
e hope that this study can expose a possible
 optimal window period for anti-platelet thera
py, which may help in establishing a guidelin
e in the field of neurosurgery, which we feel i
s still an unmet clinical need.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
ted using the hospital database, patient histo
ry charts and on individual assessment basis.
 The duration of drug compliance or noncom
pliance were assessed of patients who were 
prescribed Aspirin and Clopidogrel post proc
edure. Similarly, the risk factors, behavioral f
actors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correlatio
ns. All of the patients had undergone Coilin
g embolization at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
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between Ja
nuary 2nd 2009 to June 1st 2015.  
Result  This study has demonstrated Out of 
the total of all the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neu
rysm, 307 patients of cerebral aneurysms on
 different territories of cerebral arteries had u
ndergone either coiling at AMU. 79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only stent assisted coiling t
echnique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d t
hat, the co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patien
ts that had poor compliance of anticoagulant
s showed statistically indifferent results com
pared to the good compliance group. This rai
ses few questions like, Anticoagulant admini
stration; unlike coronary artery stenting is not
 a must.  
Conclusion  We can say that the optimal ti
mings is between 6 months to 12 months wh
ich limits the complications and gives a good
 clinical outcome. We do advise for a proper 
prospective large scale RCT in the future so 
as to devise a clearer protocols of anticoagul
ation in patients that undergo Stent assisted 
co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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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67 

椎-锁骨下动脉联合狭窄的介入治疗 
 

燕景锋 刘世勤 

东营市人民医院 257091 

 

目的 总结椎-锁骨下动脉联合狭窄的介入治疗

临床经验。  

方法 2010 年 2 月至 2015 年 4 月对 8 例椎-锁

骨下动脉联合狭窄患者，在保护伞下进行了

椎-锁骨下动脉结合部狭窄的单一支架治疗。

所有病人按时随访，以临床症状、超声、DS

A 评估治疗效果。 

结果 8 例患者支架释放成功率 100%，椎-锁

骨下动脉联合残余狭窄均小于 10%，无手术

相关并发症，24 个月的临床随访，超声、DS

A 检查未发现再狭窄，所有患者自觉症状改善

明显，无后循环 TIA 发作及新发脑梗死。 

结论 单一支架骑跨两处狭窄病变植入后，对

椎动脉系统的供血改善良好，术后病人椎基

底动脉供血不足症状基本完全消失，也没有

对锁骨下动脉供血造成不良影响，术后患侧

肱动脉压无明显减低或升高。对比既往国内

外专家使用 2 枚支架的手术方式，本技术采

用单一支架治疗，降低了患者经济负担，减

少了手术时间，也降低了不良事件发生率。 

 
 
PO-1068 

超早期手术治疗重症高血压脑出血 106 例 
 

刘世勤 

山东省东营市人民医院 257091 

 

目的  探讨重症高血压脑出血的外科治疗方

法。 

方法 对 106 例重症高血压脑出血病人进行手

术治疗，其中超早期 59 例，进行回顾性分

析。59 例中瞳孔散大、脑疝形成患者 36 例

行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余 23 例行小骨窗

开颅血肿清除术。 

结果  6 例因出血量大，术后 36h 内死亡，其

余患者脑疝解除，当日清醒 11 例,意识朦胧 6

例，浅昏迷 25 例，深昏迷 11 例，无再出血

病例发生。3 个月随访患者功能恢复至Ⅰ～Ⅱ

级 13 例，Ⅲ～Ⅳ级 27 例，Ⅴ级 3 例，死亡

10 例。 

结论 超早期手术治疗重症高血压脑出血能够

降低病死率,提高存活量生存质量。  

 
 

PO-1069 

Solitaire AB 支架机械取栓治疗急性颅内大

动脉闭塞的疗效及质量控制（附 16 例报告） 
 

江涛 江涛 赵兵 沈杰 李鸿飞 陈琳 王光辉 刘耀楠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脑卒中是人类残疾和死亡的主要病因之

一，其中急性缺血性卒中（AIS）约占全部脑

卒中的 80%。AIS 治疗的关键是尽早打通闭

塞的血管，恢复供血以挽救缺血的半暗带组

织，预防和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科使用 SolitaireAB 支

架机械取栓治疗 16 例，取得良好效果，总结

临床经验报告疗效及质量控制结果。 

方法  所有 16 患者均符合 2014 年 AIS 血管

内治疗中国专家共识的适应症。男 9 例，女 7

例，年龄 19 岁-81 岁。就诊时前循环发病时

间 1-8 小时，后循环发病时间 12-28 小时。1

例为内科住院患者，2 例为外科动脉瘤治疗过

程中急性血栓形成，1 例为内科门诊就诊患

者。均采取右股动脉置管，全脑血管造影，

明确梗塞部位后行支架取栓。质量控制指标

有：术后从就诊时间、就诊至导管室穿刺时

间、造影到开始取栓时间、取栓到血管再通

时间。疗效评价指标有：就诊时、术后 3

天、7 天行 NIHSS 评分；术后 3 天内及出院

前复查头颅 CT；术后 3 月改良 Rankin 量表

评分预后。 

结果  16 例患者取栓均获得成功，颈内动脉通

畅 5 例，大脑中动脉通畅 4 例，多发前循环

闭塞 3 例均通畅，后循环 4 例通畅。取栓次

数 4-8 次，平均取栓时间 79 分钟。术后死亡

4 例（前循环 2 例，后循环 2 例）。术后 1 周

NIHSS 评分 4.59+/-2.26，较术前明显减低 P

<0.01。3 月后失随访 1 例，其余患者 mRS

评分 0 分 4 例，1 分 5 例，2 分 1 例，4 分 1

例，6 分 3 例。 

结论  时间窗内急诊行动脉内机械取栓能大大

缩短血管再通时间，最大程度挽救半暗带脑

组织，减轻脑组织损伤，是治疗颅内大动脉

闭塞的有效治疗方法。严格并周密的时间质

量控制是保证疗效的关键因素。 

 
 
PO-1070 

口服阿司匹林脑出血患者再出血风险评估及

治疗策略 
 

谭可 1 顾华 2 李锦平 1 宋英伦 1 赵奇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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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朝阳医院 

2.北京朝阳医院 

 

目的  随着阿司匹林在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二

级预防中的广泛使用，自发脑出血（Intracer

ebral hemorrhage, ICH）患者中长期口服阿

司匹林是日益普遍的问题。国内外已经有很

多研究表明阿司匹林是 ICH 转归不良和死亡

率增加的独立预测指标，并增加手术后再出

血率。但由于抗血小板药物受体基因多态

性、药物使用剂量及依从性、与其他药物相

互作用等多方面因素，人群中存在阿司匹林

抵抗现象；部分经积极药物治疗继续进展的

危重症患者尽管有口服阿司匹林的因素，仍

然可能需要积极外科干预。因此对口服阿司

匹林脑出血患者再出血风险作个体化、定量

的评估，并据此制定治疗策略是有必要的。 

方法  入院时使用美国 Haemoscope 公司生

产的血栓弹力图仪（Thrombelastography, T

EG）评价凝血状态，以血小板 AA 抑制率≥7

5%作为暂缓急诊手术的标准；MRI 磁敏感加

权成像 SWI 扫描，利用 SWI 软件自动获得 S

WI 融合图及最小密度投影（minimum densit

y projection, MIP）图，计算脑微出血（cere

bral microbleeds, CMBs）灶数目，以≥3 个

作为标准。 

结果  306 例患者中 AA 抑制率≥75%组术后再

出血率 26.9%，延期手术组 4.1%，OR=8.56

6；抑制率<75%组再出血率 7.6%，OR=1.92

3；抑制率≥75%组与<75%组比较，OR=4.45

5。急诊开颅手术组与延期手术组相比，再出

血率 15.9%，OR=4.399。在安全完成 SWI

扫描的 34 例患者中，发现有微出血灶患者 1

1 例（11/34，32.3%） 

结论  血栓弹力图 TEG 检查 AA 抑制率≥75%

可做为口服阿司匹林脑出血患者手术后再出

血高风险预测指标，可根据术者自身经验及

技术优势合理选择手术方法及治疗抉择；应

进一步探讨 SWI 发现脑微出血灶在口服阿司

匹林脑出血中及其再出血的意义。  

 
 
PO-1071 

644 例脑血管造影术并发症的回顾性分析 
 

沈杰 江涛 赵兵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总结脑血管造影检查相关的并发症、工

作中的经验和教训。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到 2014 年 12 

月我院神经外科的 644 台次脑血管造影患者

的临床资料，总结相关的并发症。其中男 28

3 例,女 361 例, 平均年龄 50.7 岁。造影检查

前后肾功能资料齐全的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

血患者 120 例。 

结果  与穿刺点相关并发症 11 例，局部血肿

10 例（1.55%），右股动脉假性动脉瘤 1

例。神经系统并发症 4 例(0.62%) ，3 例(0.4

7%)为 TIA，1 例为右侧大脑半球急性脑梗

死，遗留左侧肢体轻偏瘫。120 例肾功能资料

齐全的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中 6 例(5%)

出现造影剂肾病。5 例为一过性，1 例肾功能

损害持续存在未恢复。因操作失误导致颅内

气栓 1 例，最终死亡。 

结论  脑血管造影术造成的永久性神经系统并

发症非常低，但经验不足的医生进行操作仍

然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严重并发症。神经介

入科医生接受良好的培训，术中足够的仔细

和耐心十分必要。 

 
 
PO-1072 

Y 型支架辅助技术在治疗颅内动脉分叉部宽

颈动脉瘤中的应用 
 

潘力 刘鹏 秦杰 杨柳 安学锋 杨铭 徐国政 马廉亭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目的  探讨颅内分叉部宽颈动脉瘤的临床特

点，评价 Y 型支架释放技术的栓塞疗效，技

术成功率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我院 2012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收治并行 Y 型支架技术治疗的 16 例

颅内分叉部宽颈动脉瘤的临床资料及随访结

果。 

结果  全部患者均成功采用 Y 型支架辅助弹簧

圈技术完成动脉瘤的栓塞。全部病例均采用

闭环的 Enterprise 支架。其中采取并行 Y 型

支架释放 9 例，交叉 Y 型支架释放 7 例。技

术成功率 100%，其中 1 例 hunt- hess 四级

基底动脉分叉部宽颈动脉瘤患者因 SAH 致严

重脑血管痉挛于术后第二天死亡，1 例患者术

后出现一过性神经功能缺失，6 个月复查造影

见分叉部一分支塞，1 例基底动脉末端大动脉

瘤瘤体有复发，余 13 例患者经 CTA 或 DSA

造影随访 1 月~3 年均无再出血及动脉瘤复

发。 

结论  Y 型支架辅助技术目前是治疗颅内分叉

部绝对宽颈动脉瘤的有效方法,动脉瘤及瘤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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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致密填塞，复发率低。其技术难度较 

高，远期疗效还需进一步观察。 

 
 
PO-1073 

高场强术中磁共振在立体定向脑内血肿抽吸

引流手术中的应用  
 

王永利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探讨高场强术中磁共振在立体定向脑内

血肿抽吸引流术中的应用价值，并与单纯术

前核磁定位血肿抽吸方法进行比较。 

方法  同期入院的丘脑、基底节区高血压脑出

血患者 61 例，其中 31 例患者术前行 MRI 及

弥散张量成像（DTI）扫描，运用软件重建皮

质脊髓束（CST），分析 CST 与血肿三维关

系并制定手术方案。行计算机辅助立体定向

脑内血肿抽吸引流手术，适时在术中行 MRI

扫描，根据血肿清除程度，结束手术或者更

新手术计划后继续清除，联合血肿腔内置

管、注入尿激酶溶解引流。术后 3 周复查常

规 MRI 及 DTI，对比分析患者手术前后 CST

完整性。30 例患者术前置 Leksell 立体定向

框架，行核磁共振扫描定位，经立体定向血

肿抽吸术联合血肿腔内置管、注入尿激酶溶

解引流。比较两种方式患者术后血肿量、GC

S、日常生活能力（ADL）等变化。  

结果  入院时，术中核磁组（iMRI）患者入院

时血肿量为 59.10+/-15.92，单纯核磁定位组

（pMRI）患者血肿量为 30.23+/-24.50，两组

患者无明显统计学差异；iMRI 组患者 GCS

为 8.71+/-2.72，与 pMRI 组患者 GCS 9.86+/

-2.61 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0.034）；iMRI 

组患者术后即刻平均血肿量缩小百分数为 85.

55+/-7.63，与 pMRI 组患者 79.83+/-7.93 相

比有统计学差异（p=0.006）；但两组患者术

后血肿腔引流管置管时间、术后 14 天时血肿

量缩小百分数、 GCS、ADL-MRS 评分以及

术后 90 天时 ADL-BI 评分均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iMRI 组 31 例患者全部存活，无严重手术

并发症，运动功能、CST 完整性较术前均有

不同程度改善。pMRI 组 2 例患者死于术后并

发症。 

结论  iMRI 脑内血肿抽吸方式与单纯术前核磁

定位（pMRI）血肿抽吸方法相比，两者均可

在短时间内有效减少血肿体积，促进神经功

能恢复；通过高场强术中磁共振立体定向方

式重建 CST 并三维显示 CST、血肿与周围重

要组织毗邻关系，既能辅助制定最优手术路

径，也能评估患者预后，并可在手术全程监

控颅内状况，提高血肿清除率，降低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 

 
 
PO-1074 

颈静脉孔区病变的影像分析及诊断 
 

何洁 赵兵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颈静脉孔区肿瘤的影像学特点及鉴

别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4 例

颈静脉孔区肿瘤的 CT、MRI 和 DSA 影像资

料，其中包括神经鞘瘤 14 例，颈静脉球瘤 4

例，脑膜瘤 2 例，神经纤维瘤 2 例，纤维肉

瘤 1 例，软骨肉瘤 1 例。所有病例均行 CT 及

MRI 增强扫描，其中 5 例加做 DSA 检查。 

结果  颈静脉孔神经鞘瘤多有完整的包膜边界

清楚，增强扫描多为轻至中度强化，但瘤内

易发生坏死囊变。薄层颅底 CT 可以看到颈静

脉孔扩大，但是边缘骨质连续，无骨质破

坏，可与颈静脉球瘤相鉴别。颈静脉孔神经

鞘瘤多起源于后组脑神经，故内听道多不扩

大，可与听神经瘤相鉴别。恶性神经鞘瘤较

为少见，影像学特点和良性神经鞘瘤较难鉴

别，但肿瘤边界不清，分叶状生长，局部骨

质侵蚀性破坏可以有助于鉴别。颈静脉球瘤

血供丰富，影像学检查上增强扫描后多异常

强化，坏死、囊变和钙化非常少见。肿瘤血

管搏动常致使骨质破坏，边缘粗糙不平，CT

上表现为虫蚀样改变。MRI 对该肿瘤的显示

更为清晰，T1 增强扫描后异常不均匀强化，

T2 平扫可见病灶内多发点状或条状血管流空

信号，表现为高信号的肿瘤背景中散在的低

信号血管流空影，称之为“胡椒盐征”，为颈静

脉球瘤的特征性表现。颈静脉孔区脑膜瘤 CT

平扫常呈等密度，MRI 平扫常呈等 T1 和等 T

2 信号。脑膜瘤往往血供非常丰富，增强扫描

常常明显均匀强化，以宽基底附着于颅底，

附着处脑膜同时强化表现为“脑膜尾征”，是脑

膜瘤的典型表现。脑膜瘤常常伴有颅底骨质

的改变，CT 平扫除可发现颈静脉孔扩大外，

还可发现邻近的骨质反应性增生硬化及瘤内

砂粒样钙化。软骨肉瘤 CT 上瘤内钙化和骨质

破坏是软骨肉瘤的重要特征，钙化形态不

一，多为稀疏散在分布，骨质破坏常为溶骨

性或侵蚀性骨质破坏。MRI 检查在软骨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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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示上更具有优势，其在 T1 上表现为低信

号，在 T2 上常表现为特征性的极高信号，增

强扫描一般强化不明显。颈静脉孔区纤维肉

瘤 MRI 检查 T1 WI 上常呈中低信号，T2 WI

上随分化程度高低不同，高分化者信号均匀

且较低，低分化者信号杂乱，常见高信号的

粘液样变和坏死。CT 扫描常可见溶骨性破

坏，瘤内可见不规则钙化斑，但均不如软骨

性肿瘤明显。 

结论  现代影像学技术的综合运用能更全面的

为颈静脉孔区肿瘤的临床诊断提供丰富的信

息，为治疗方法的选择提供可靠的依据。 

 
 
PO-1075 

LVIS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颅内微小宽颈动脉

瘤 
 

于嘉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本研究通过分析应用 LVIS 支架辅助弹 

簧圈栓塞技术治疗颅内微小宽颈动脉瘤的病

例，探讨该技术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应用 LVIS 支架辅助弹簧

圈栓塞技术治疗的 25 例颅内微小宽颈动脉瘤

的患者。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动脉瘤的

位置、尺寸与破裂与否，技术的操作成功率

等相关数据，并分析相关并发症发生的原

因。 

结果 男性 15 例，女性 10 例，平均年龄为

（51.8±5.2）岁；动脉瘤位于前循环 17 例，

后循环 8 例，平均大小为（2.05±0.72）m

m，其中 22 例为破裂动脉瘤，3 例为未破裂

动脉瘤。操作成功率 100%。术中动脉瘤破裂

出血 1 例，术后 1 例继发脑梗塞，遗留轻偏

瘫，其余均无并发症。 

结论 在颅内微小宽颈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中

应用 LVIS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技术是比较安

全可靠的方法，可有效防止弹簧圈移位，达

到致密栓塞。 

 
 
PO-1076 

胸髓动静脉瘘的诊断及手术体会 
 

李宏伟 郑俊宁 朱自锋 孔晓锋 邓少杰 历玉杰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518101 

 

目的  通过脊髓动静脉瘘切除手术的体会，复

习脊髓动静脉瘘的诊断、分型及手术方式。 

方法  1 例剧烈运动后 1 小时完全截瘫的病 

人，查体：剑突以下皮肤痛温觉丧失，双下

肢肌力 0 级，肌张力稍降低；肛门括约肌松

弛，肛周皮肤感觉消失，双侧提睾反射、腹

壁反射、膝腱反射、跟腱反射均消失，双侧

Babinski 征阴性。MRI：胸 6-7 椎体水平椎管

内、髓外可见梭形异常信号，大小约 2.9×1.8

×1.0cm；在 T1WI、T2WI 上，该病变中央部

分呈等信号，周围部分呈高信号改变。局部

脊髓明显受压变细及前移，硬脊膜下腔受压

闭塞。治疗： 入院后急诊在全麻下行胸 7-8

椎板减压术，并切开硬脊膜探查，未见明确

的占位性病变。术后复查 MR，提示胸 6-7 椎

体水平椎管内、髓外梭形异常信号稍缩小，

局部脊髓明显受压变细及前移，相应胸髓受

压变性。次日再次手术，咬除胸 6 椎板，术

中见胸 6 硬脊膜外异常血管团及纤维结缔组

织，并有粗大、壁薄的引流静脉，在显微镜

下予以仔细分离切除。术后复查 MR，提示胸

6-7 椎体水平椎管内梭形异常信号已消失，局

部脊髓受压明显改善。病理：血管增生、变

性，符合血管源性病变。术后予以神经营养

药物、改善微循环、高压氧、针灸等治疗。 

结果  术后双下肢肌力仍为 0 级，但感觉障碍

平面逐日下降；术后第 8 天，双侧膝关节以

下痛温觉消失，腰部有束带感，右足第 1

趾、左足第 1-3 趾跖趾关节可活动，肌力 4

级。术后第 16 天双下肢肌力为 3 级，术后第

22 天患者可独自站立 5-6 分钟，扶持下可行

走，双下肢肌力 4 级。术后 1 个月，双下肢

肌力 4 级，可独自站立和短时间自主行走。 

结论  ①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畸形的病例较少

见，对突发肢体麻木、截瘫并且症状进行性

加重的中青年病人要充分考虑到该类疾病，

注意和周期性麻痹、急性脊髓炎等相鉴别。

②手术要尽早实施，以减轻静脉充血及血肿

压迫。③术前定位和术中确定病变水平至关

重要，本病例第一次手术仅做了胸 7-8 的椎

板减压而未发现病变组织，其原因是未做到

术前和术中的精确定位。④椎板减压要充

分，手术范围包括动静脉畸形病灶上下一定

范围行椎板切除术。⑤脊髓硬膜动静脉畸形

的手术要包括硬膜内回流静脉的电凝和切

断，或硬膜内神经根袖动静脉畸形病灶的切

除及回流静脉的电凝和切断。对节段性动脉

共同供应脊髓前动脉和动静脉瘘的病人，应

当切开硬膜，在蛛网膜下腔、脊髓的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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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将硬膜内静脉电凝切断。⑥术后脊柱的 

固定，以增加脊柱的稳定性。 

 
 
PO-1077 

烟雾病的皮层微血管特征及其与手术预后的

关系 
 

段炼 汪汇 

解放军 307 医院 100071 

 

目的  探讨烟雾病（moyamoya disease, MM

D）患者的皮层微血管特征及其与血管重建术

效果之间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于 2011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0 月在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解放军 307 医院

神经外科收治的符合本研究入组标准的所有

患者，收集其临床、影像及大脑皮层照片等

资料，并对其进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血管重建的优

良率均随着皮层微血管密度组的升高而升

高，儿童分别为 50.0%，78.8%和 90.9% （χ

2=9.291, P=0.007）；成人分别为 30.4%，7

2.4%和 81.5%（χ2=32.012, P<0.001）；

2. 应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评价术后血管

重建效果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年龄与血管

重建效果相关（OR=0.972, 95%CI: 0.946～0.

999, P=0.046）；皮层微血管密度为中、高

密度组预示着术后形成良好的侧枝循环（OR

=8.455, 95%CI: 3.885～18.399, P<0.00

1）；3. 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症状改善的优

良率（优秀和良好）均随着皮层微血管密度

组的升高而升高，儿童分别为 41.7%，75.

8%和 84.1%（χ2=8.135, P=0.015）；成人

分别为 49.3%，72.4%和 77.8%（χ2=10.07

2, P=0.007）；4. 应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评价术后症状改善效果的影响因素，结果显

示年龄与症状改善效果相关（OR=1.036, 9

5%CI: 1.004～ 1.069, P=0.029）；皮层微血

管密度为中、高密度组预示着术后症状的改

善效果理想（OR=5.180, 95%CI: 2.366～11.

341, P<0.001）；临床表现为 TIA 的患者预

示着术后症状的改善效果理想（OR=9.359, 9

5%CI: 1.052～83.236, P=0.045）；而合并患

有高血压病的患者则预示着术后症状改善效

果不理想（OR=0.273, 95%CI: 0.098～0.76

4, P=0.013）；5. 本研究入组的患者 EDAS

术后（术后>7 天）在随访期内再发卒中率为

1.6%。 

结论  皮层微血管高密度的患者可在 EDAS 术 

后获得良好的血管重建与临床预后，皮层微 

血管可成为 EDAS 术手术效果的预测因素。 

 
 
PO-1078 

介入治疗颅内动脉瘤并发症的临床观察及护

理 
 

吴小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血管内介入治疗颅内动脉瘤的并发

症及观察护理重点。 

方法  通过对 80 例颅内动脉瘤血管内栓塞术

患者的护理,对其并发症的种类及观察护理方

法进行总结。 

结果  根据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常见的并发症,

总结及时发现和处理并发症的关键环节。 

结论  术前做好有关栓塞知识的宣教,使患者能

够掌握术前、术中、术后如何配合,使患者消

除患者紧张恐惧的心理,使之更默契的配和治

疗;术后严密观察患者神志、瞳孔及生命体征

的变化,有效控制血压,及时准确按医嘱用药,保

持大小便通畅等是保证栓塞治疗效果减少并 

发症发生的关键。 

  
 
PO-1079 

强直性脊柱炎合并烟雾综合征的临床特征 
 

李德生 段炼 

解放军 307 医院 100071 

 

目的  回顾性分析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

g spondylitis，AS）合并烟雾综合征（Moya

moya syndrome，MMS)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

资料，初步探讨 AS 合并 MMS 患者的临床特

征及可能的相关病因。 

方法  收集 200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军

事医学科学院附属三○七医院神经外科就诊的

4 例 AS 合并 MMS 患者，对其首发症状、首

发年龄，血管病变的铃木分级，治疗方式，

随访期内症状进展情况等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4 例患者均为男性，发病年龄为 25-47

岁，平均 33.84±8.4 岁。4 例患者中 3 例表现

为脑梗塞，一例表现为 TIA 发作。2 例发病时

均已诊断为 AS 并正在进行相关治疗，2 例入

院后诊断 AS，未行相关治疗。入院后行脑血

管造影显示血管的铃木分级均为Ⅱ或Ⅲ级，

均接受手术治疗，术后平均随访时间为 33.3±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66 

 

26.6 月。4 例患者症状有所改善，其中 2 例 

术后进行 DSA 复查显示颅外血管向颅内明显 

代偿；1 例患者术后 2 年因突发脑出血死亡。 

结论  AS 合并 MMS 好发于成人男性，临床

表现以脑缺血症状为主；二者合并发病可能

与免疫反应有一定相关性；血管重建手术能

够改善该类患者的临床症状。 

 
 
PO-1080 

单侧烟雾病的临床特征及随访研究 
 

李德生 段炼 

解放军 307 医院 100071 

 

目的  探讨单侧烟雾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3 年 1 月至 2010 年 9

月在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解放军第三○七

医院神经外科就诊的单侧烟雾病患者，分别

从发病情况、影像学检查结果、治疗结果及

预后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本研究中共入选 97 例患者。78 例患者

中男 61 例，女 36 例，成人 68 例，儿童 29

例，其中 3 例患者合并家族性烟雾病（2 例儿

童 1 例成人）。首发症状中 36 例患者表现为

脑梗死，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ransient ische

mic attack，TIA）21 例，头痛 17 例，9 例表

现为脑出血（8 例为成人），其他表现共 14

例。58 例患者为右侧病变，39 例患者为左侧

病变，13 例患者对侧血管出现轻度异常。90

例患者接受手术，85 例患者接受随访。术后

12 例出现 TIA，3 例出现新发脑梗死，9 例脑

出血患者术后有一例再发生脑出血死亡。41

例患者接受血管造影复查，37 例显示颅内外

已建立良好的侧支循环。5 例患者术后对侧血

管出现狭窄或闭塞，其中 3 例患者为成人，2

例患者为儿童（均为有家族史患者）。对按

复查血管病变在年龄、性别、家族史以及对

侧血管是否存在异常等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分析发现，家族史在进展方面是一个危险因

素（P<0.05）。 

结论  具有家族史的单侧烟雾病患者可能是对

侧进展的预测因素；手术后能建立明确的侧

支循环，改善临床症状。 

 
 
PO-1081 

巨大大脑中动脉动脉瘤显微夹闭 1 例 
 

宗钢 赵兵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巨大大脑中动脉（MCA）动脉瘤的 

临床特点和诊疗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巨大 MCA 动脉瘤病人

的临床资料、手术方法及预后，并结合文献

进行分析。 

结果  综合评估后行额颞开颅显微夹闭动脉

瘤，术后一周 CTA 显示动脉瘤无残留，右侧

MCA 末梢显影良好，术后三月随访 GOS 评

分 5 分。 

结论  动脉瘤瘤体直径≥25mm 即称为巨大动

脉瘤，以颈内动脉最多见，其次为 MCA 和基

底动脉分叉处。本例患者系 47 岁男性，因性

格改变伴两便失禁一月余，行走不稳一周入

院。头颅 CT 检查见右侧颞叶一混杂密度占位

性病灶，同侧脑室受压，脑室系统扩大；MRI

呈混杂密度，见流空效应，瘤体约 4.5cm*5c

m*5.5cm 大小，瘤腔内及瘤颈处形成大块血

栓及斑块，瘤壁较厚，已有滋养血管生成；

后经 DSA 检查明确证实为右侧大脑中动脉巨

大动脉瘤；血液学检查未见明确的手术禁

忌。综合评估相关资料后制定了先临时阻断

载瘤动脉、分块切除瘤体后再重塑瘤颈，并

保留远端血流的手术方案。术中先切除大部

分瘤体，确认远端的流出动脉后，再逐步切

除残余瘤腔内组织和瘤壁至瘤颈处，塑形瘤

颈后夹闭瘤颈。术后病人无脑缺血并发症发

生，术后一周复查头颅 CTA 未见瘤颈残留。

术后三月 GOS 评分为 5 分。巨大颅内动脉瘤

手术夹闭的病死率 6.9%~15%，为取得良好

的疗效，临床应综合分析动脉瘤瘤体、瘤颈

形态、载瘤动脉及远端流出动脉，病人的全

身状况及血管的解剖变异等，制定个性化的

治疗方案，选择适当的入路和术式。 

 
 
PO-1082 

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脉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郭致飞 赵兵 江涛 沈杰 宗钢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总结显微手术夹闭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

脉瘤的手术技巧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6 月至 2015 年 11

月的 57 例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脉瘤的患者手

术临床资料，总结其手术方法及疗效。 

结果  57 例患者一期共夹闭 70 个动脉瘤，其

中 11 例伴有脑内血肿，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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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瘤均夹闭完全，术后复查 CTA 或 DSA 均

未见动脉瘤复发，术后随访 3 月～5 年，按格 

拉斯哥结果量表(GOS)评定预后，恢复良好 5

2 例，中残 4 例，重残 1 例， 无死亡患者。 

结论  显微手术夹闭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脉瘤

效果确切，疗效满意，术前仔细参考 CTA 或

者 DSA 等影像学资料，了解动脉瘤颈位置及

与分支血管的关系，确保载瘤动脉及分支血

管通畅，运用临时阻断技术，同时具备娴熟

的显微手术技巧是治疗的关键。 

 
 
PO-1083 

华法林相关脑出血病例报告 1 例及文献分析 
 

李宏宇 

浙江省新华医院 10016743 

 

华法林相关脑出血(Warfarin-associated Intra

cerebral Hemorrhage, WICH)是与口服华法

林相关的最严重并发症。由于此类患者的凝

血功能如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

PT)显著延长及国际标准化比值(Internationa

l Normalized Ratio，INR)常明显增高，即使

予以积极止血治疗后血肿也有可能继续扩

大。为提高对 WICH 的认识，对 WICH 患者

的临床特征及诊治情况结合相关文献复习并

分析讨论，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PO-1084 

神经内镜联合颅内压监测治疗基底节区脑出

血的疗效观察 
 

杨文桢 李强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观察神经内镜联合颅内压监测治疗基底

节区脑出血的疗效，探讨有效治疗方法。 

方法  随机收集 68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分

为观察组：神经内镜下血肿清除术联合对侧

脑室穿刺颅内压监测 20 例；开颅血肿清除术

组 23 例：锥颅血肿穿刺引流术组：采用额或

颞部锥颅血肿穿刺引流术 25 例。比较三组组

患者术后的再出血发生率、甘露醇应用次

数、术后监护时间、气管切开率、及预后。 

结果  ①三组患者的术后再出血发生率无显著

的统计学差异。②甘露醇使用次数：神经内

镜联合颅内压监测组使用甘露醇次数明显少

于锥颅组和开颅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③术后在监护室监护时间：神经内镜联

合颅内压监测组明显少于锥颅组和开颅手术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④气管切开率：

神经内镜联合颅内压监测组患者的气管切开

率明显低于锥颅组和开颅手术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⑤预后：神经内镜联合颅内压

监测组患者的预后优于锥颅组和开颅手术

组，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结论  神经内镜联合颅内压监测治疗基底节区

脑出血患者，是一种明确有效的手术方法。

这种方法手术时间短，操作简便，风险相对

较小，手术创伤小，术中出血少，并发症的

发生率低；同时能够及时、准确的反应颅内

压的变化，指导临床科学地制定合理的治疗

方案，及时调整用药，减少监护时间、明显

降低并发症、有利于促进患者神经功能康

复，能够改善患者预后，有广阔的临床应用

价值。 

 
 
PO-1085 

硫酸镁联合中度亚低温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

损伤组织中 AQP9 和 Occludin 表达的研究 
 

李力仙 郭天林 刘龙 贾玉龙 韩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150001 

 

目的 1)探索结扎翼腭动脉（PPA）对线栓法

建立的大鼠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的大脑中动

脉闭塞（MCAO）模型的影响，比较结扎前

后两组梗死体积及神经功能缺损情况。 

   2)研究硫酸镁联合中度亚低温的治疗方案对

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梗死体积及神经功

能缺损情况，在此基础上再比较再灌注 24h

后梗死周围组织中 AQP9 mRNA 和 Occludin 

mRNA 表达的情况，推断两者可能关系。 

方法 1)采用传统结扎 PPA 和不结扎 PPA 方

法建立 MCAO 模型，观察缺血模型的稳定性

及比较两种方法的结果。将成年 SD 大鼠 20

只随机分为不结扎 PPA 组（对照组）和结扎

组，每组 10 只，对照组只行正常线栓法制作

MCAO 模型，结扎组在此基础上行 PPA 的结

扎。在大鼠脑缺血再灌注 24h，对两组大鼠

进行神经功能评分，之后大鼠取脑行 TTC 染

色，分析各组梗死体积关系。 

2)将成年 SD 大鼠 60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模

型组和治疗组，每组 20 只，每组随机取 5 只

测算梗死体积，剩余大鼠在脑缺血再灌注 24

h 后检测 AQP9 mRNA 和 Occludin mRNA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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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推测两者关系；最后所有大鼠都进行神

经功能缺损评估。 

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结扎 PPA 组的 MCAO

模型神经功能评分缺损更严重；2)与对照组相

比，结扎 PPA 组的梗死体积更明显； 3)治疗

组比模型组神经功能缺损减轻，梗死体积减

小；4）行荧光定量 PCR 检测，治疗组比模

型组 AQP9 mRNA 表达减少，Occludin mRN

A 表达增加；5）AQP9 和 Occludin mRNA

表达可能呈反比关系。 

结论 1)MCAO 模型中，采用结扎 PPA 方法建

立模型效果更好。2)硫酸镁联合亚低温对 MC

AO 模型治疗作用明确，降低 AQP9mRNA 的

表达，升高 BBB 上 Occludin mRNA 表达，

并推测两者有反比关系。 

 
 
PO-1086 
Cerebrovascular fragility associated with 
agenesis of the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fin
dings from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
y 
 
Li Zifu,Liu Jianmin 

Shanghai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a

nghai Hospital 200433 
 

Objective  Agenesis of the internal carotid a
rtery (ICA) is a rare vascular condition that is
 complicated by intracranial aneurysms and r
ete mirabile. The altered hemodynamics cau
sed by this distinctive cerebrovascular angio
architecture can cause ischemic or hemorrh
agic accidents. Data on clinical and radiogra
phic features have been limited to describing
 this vascular pattern. We present five cases 
of agenesis of the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conf
irmed by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
A) and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alt
ered angioarchitecture on the integrity of intr
acranial morphology. 
Methods  Cases of ICA anomalies were scr
eened from the intervention imaging databan
k of our institution. Clinical manifestation, rad
iographicfeatures, management, and outcom
e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Results  Five patients (mean age 44 years [r
ange, 30–65 years]) were included. Two pati
ents presented with subarachnoid hemorrha
ge, one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one with 
dizziness, and one with intermittent headach
e. DSA demonstrated that three cases were 
complicated by intracranial aneurysms, one 

by dural arteriovenous fistula, and one by ret
e aneurysm. Three patients underwent endo
vascular treatment and one underwent bypa
ss surgery. No patient died or experienced c
erebrovascular accident during short-term fol
low-up. 
Conclusions  ICA agenesis can be complic
ated by disorders such as intracranial aneury
sm, rete aneurysm, and dural arteriovenous f
istula. This suggests that ICA agenesis is as
sociated with cerebrovascular fragility and a 
tendency towards disrupted cerebrovascular 
homeostasis resulting from altered hemodyn
amics.  
 
 
PO-1087 

高血压脑出血显微外科手术和微创钻孔引流

手术的对比研究 
 

宋书欣 朱健明 陈志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研究对比高血压脑出血显微外科手术和

微创钻孔引流手术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

收治的 85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资料，其中

48 例行显微外科手术（显微外科组),37 例行

微创钻孔引流手术（微创钻孔组），对两组

病人的预后，术后再出血率等并发症及近远

期生活质量改善率方面的差异进行综合评

价。 

结果  显微外科组 48 例中预后良好 42 例，无

术后再出血；微创钻孔组 37 例预后良好 33

例，,术后再出血 2 例,术后血肿清除率显微外

科组优于微创钻孔组,两组在治愈率、再出血

率及术后并发症等临床疗效优良率方面无统

计学差异，改善幸存者近远期生活质量方面

两组也无明显差异 

结论  1、对于出血部位在基底节区、出血量

在 30～50ml，无脑疝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早期手术选择显微外科手术和微创钻孔引流

手术均可，两组治疗预后结果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2、显微外科手术和微创钻孔引流手

术治疗高血压基底节区脑出血同样具有创伤

小,术后神经功能恢复良好,但显微外科手术显

露更为满意,止血更为可靠。 更多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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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88 

血管内治疗超高龄颅内破裂动脉瘤 
 

汪伟巍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分析血管内治疗高龄颅内破裂动脉瘤疗

效 

方法  回顾 2012—2015 年我院血管内治疗 超

高龄（》75 岁）颅内破裂动脉瘤 35 例 37 个

动脉瘤。Hunt-Hess  I-II 级 20 例，III 级 11

例，IV 级 4 例。前交通 动脉瘤 8 个，大脑前

动脉 A1 段 2 个。后交通 动脉瘤 10 个。大脑

中动脉瘤 8 个，脉络前动脉瘤 3 个，胼周动

脉瘤 1 个。小脑后下动脉瘤 2 个。基底动脉

瘤 3 个。单纯弹簧圈栓塞 25 个动脉瘤。支架

配合弹簧圈栓塞动脉瘤 12 个动脉瘤。1 例小

脑后下动脉瘤导管无法到位，栓塞未完成。 

结果  mRS 评分评估疗效: 0—2 分（恢复良

好）有 24 例;3 分 （中度残疾）有 4 例;4 分

（中重度残疾）有 3 例;5 分（重度残疾）有 

2 例;6 分（死 亡）有 2 例. 

结论  1 血管内治疗超高龄颅内破裂动脉瘤较

手术夹闭更具优势，可以避免手术带来的创

伤。血管内治疗是首选。2 积极治疗相关疾病

和并发症和加强护理至关重要  。 

 
 
PO-1089 

经桡动脉入路在全脑血管造影中的应用 
 

林建虎 林群 陆川 孙军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经桡动脉入路行全脑血管造影的安

全性和可行性。 

方法 纳入温州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2015.9～

2016.5 脑血管造影患者 300 例，分为 TRA 组

及 TFA 组，分别统计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及

图像质量评分。 

结果 TRA 组 152 例，TFA 组 148 例。TRA

组 3 天内发生的脑梗死 1 例、TFA 组 1 例，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2 例、TFA 组 3 例，心肌

梗死 0 例、TFA 组 0 例，两组间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 >0.05）。TRA 组穿刺点血

肿 5 例、TFA 组 17 例，TRA 组动脉夹层 1

例、TFA 组 10 例，TFA 组发生穿刺点血肿及

动脉夹层多于 TRA 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0.05），TRA 组动静脉瘘 0 例、TFA

组 1 例，TRA 组血管闭塞 0 例、TFA 组 0

例，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

05）。TRA 组造影质量总评分 1758、TFA

组 1735，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各条血管评分 RCCA：TRA 组造

影质量评分 450、TFA 组 428，lCCA:TRA 组

造影质量评分 446、TFA 组 443，RVA:TRA

组造影质量评分 444、TFA 组 418，lVA:TRA

组造影质量评分 420、TFA 组 444。TRA 在

RCCA 及 RVA 评分较 TFA 高，在 lVA 较 TF

A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在

LCCA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TRA 能在大部分人群中达到不亚于 TFA

的造影质量，而且局部穿刺点并发症如穿刺

点血肿、动静脉瘘、动脉夹层等发生率更

少，患者舒适度更高，可以在临床上应用推

广。特别是 III 型弓患者行右侧颈总动脉及右

侧椎动脉造影更有优势。  

 
 
PO-1090 

术中血管造影结合 VR 技术在复杂脑动脉瘤

夹闭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宋炳伟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探讨复杂颅内动脉瘤夹闭手术中脑血管

造影结合 VR 技术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17 例复杂颅内动脉瘤患者在夹闭前

行脑血管造影，夹闭后再次脑血管造影并利

用 VR 技术处理相关图像，若夹闭效果不理

想，则调整动脉瘤夹后再次造影，直至夹闭

满意为止。 

结果 17 例中显微镜下观察均夹闭满意，经造

影证实 10 例首次夹闭满意，2 例载瘤动脉闭

塞，1 例瘤周重要血管闭塞，4 例瘤颈残留；

除 1 例因术中动脉瘤破裂出血经反复调整动

脉瘤夹后瘤颈仍有残留外，其余经调整后夹

闭理想。2 例严重脑血管痉挛，1 经导管缓慢

注射罂粟碱后好转,1 例应用罂粟碱脑棉片湿

敷后好转。术中血管造及 VR 图像处理时间 3

5～ 130 min。未发生造影相关并发症。 

结论 术中脑血管造影结合 VR 技术可以减少

瘤颈残余和载瘤动脉及瘤周血管闭塞, 方便术

中调整动脉瘤夹，提高手术效果，降低残死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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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91 

β 受体阻滞剂在人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性蛛

网膜下腔出血治疗中作用  
 

余念祖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3 

 

目的 内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不仅能够引

起脑血管痉挛发生，而且还可能引起心功能

异常，β-受体阻滞剂由于能够减少儿茶酚胺的

释放，常被用于治疗蛛网膜下腔出血所导致

的心功能异常，本文指在研究 β-受体阻滞剂

的预防性使用能够减少脑血管痉挛发生率以

及心功能异常发生比率 

方法 将 2015.9-2016 年 3 月确诊为颅内动脉

瘤性蛛网膜下腔患者 110 随机分为两组，一

组为接受 β-受体阻滞剂治疗组 56 例，一组为

对照组未服用 β-受体阻滞剂患者 54 例。患者

入院后按时完善经颅多普勒检查，心脏彩超

检查，血肌钙蛋白检查，判定血流速度>120c

m/sec 为脑血管痉挛 ,左心室射血分数<4

0%,，肌钙蛋白 0.05 mg/L 判定为心功能异

常。两组数据进行通过卡方检验或非参数秩

和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组中，出现血管痉挛的患者数量为

12（12/56，21.4%)；对照组血管痉挛患者数

量为 32（32/59,54.2%），发生率高于治疗

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出现心功能

异常 治疗组为 5 例（5/56，8.9%）；对照组

为发生心功能异常率为 8 例（8 /59 ,13 .

6%），发生率高于治疗组，但无明显统计学

差异（P=0.559)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预防性使用 β-受体阻

滞剂可能降低了动脉瘤性的蛛网膜下腔出血

所致的脑血管痉挛发生率，所以，也许可以

推荐为蛛网膜下腔出血预防脑血管痉挛的药

物治疗。  

 
 
PO-1092 

原发性脑出血围术期强化降压与保守降压的

疗效对比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李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00 

 

目的  探讨成人原发性脑出血围术期强化降压

与保守降压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连续纳入华西医院收治的原发性脑出血

患者，采用最小化随机的方法，将符合纳入/

排除标准的患者随机分配至强化降压组或保

守降压组。分配到强化组的患者在随机后 1

小时内将接受积极的血压控制，目标是在术

前将患者的血压控制在 120-140mmHg 范围

内，术后返回病房后尽快进行血压监测和管

理，控制目标同术前；而分配到对照组的患

者则按照指南推荐的血压管理方式，将术

前、术后血压控制在 140-180mmHg 范围

内。两组间术中血压均由麻醉医师控制于 90-

140mmHg。随访时间点设为术后 7 天，1 个

月，3 个月。主要结局指标为术后 7 天内再出

血。次要结局指标包括基于改良 Rankin 量表

评定的功能结局，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生

活质量，并发症。 

结果  共纳入患者 201 例，其中强化降压组 1

00 例，保守降压组 101 例，最终 6 例失访

（强化组 4 例，保守组 2 例）。两组间治疗

过程中各时间点血压均于目标范围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 100 例患者中，11 例

（11%）术后 7 天发生了再出血，对照组 10

1 例患者中，14 例（13.86%）术后发生了再

出血，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8

9）。强化降压组 7 天、1 月、3 月死亡率均

低于保守降压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累

积死亡风险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

11）。以 mRS≥3 分为功能性预后较差的标

准，强化组患者预后差的比例为 69.79%（67

/96），对照组预后差比例为 80.80%（80/9

9），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生活质量方

面，两组间在各维度生活质量较好的比例相

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生活质量总分两组

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并发症方面，两组患

者之间术后 7 天内的脑缺血、心血管事件以

及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并发症均无统计学差

异。 

结论  本研究首次对原发性脑出血围术期强化

降压与保守降压安全性与疗效进行对比的前

瞻性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发现，与保守降压

相比,强化降压有改善患者预后的趋势。另一

方面，本研究证实，强化降压并不增加脑出

血手术患者死亡率，同时不增加相关并发症

的发生风险，有较好的安全性。从各指标的

绝对数值来看，强化降压治疗组均优于保守

降压组，围术期的强化降压相比保守降压而

言可能存在一定优势。本研究结果提示，对

于无绝对降压禁忌症的原发性脑出血患者，

围术期应当采用强化降压的血压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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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93 

吲哚菁绿荧光造影在颅内动脉瘤及脑动静脉

畸形显微手术中的应用 
 

祝新根 朱健明 陈志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吲哚菁绿(ICG)荧光血管造影在颅

内动脉瘤及脑动静脉畸形显微外科手术中的

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开颅手术治疗 55 例（56 个动脉瘤）动脉

瘤病例，12 例脑动静脉畸形病例，所有病人

术前均行 3D-CTA 或 DSA 检查确诊。术中采

用手术显微镜下吲哚菁绿荧光造影新技术，

评估动脉瘤夹闭情况、载瘤动脉及穿支血管

的血供情况，根据造影结果必要时调整动脉

瘤夹，与术后 3D-CTA 或 DSA 对比判断动脉

瘤夹闭情况；同时采用手术显微镜下吲哚菁

绿荧光造影新技术观察、判断畸形团形态、

大小、边界，供血动脉、引流静脉、正常皮

层动静脉，并与术前影像相比较，AVM 切除

后行 ICG 造影，并与术前、切除前的影像比

较，观察畸形团有无残留。 

结果  56 个动脉瘤夹闭前后共行荧光血管造影

82 次,术中 ICG 荧光血管造影图像质量和分辨

率良好,可以实时显示脑血流循环。50 例动脉

瘤患者术中 ICGA 证实动脉瘤颈夹闭满意,其

中 5 例因 ICGA 结果调整动脉瘤夹。包括后

交通动脉误夹至血管闭塞 1 例,动脉瘤颈残留

2 例,误夹前交通穿支 2 例,经重新调整动脉瘤

夹位置后,均再次行荧光血管造影,证实动脉瘤

颈夹闭满意,载瘤动脉及分支血管通畅。12 例

脑动静脉畸形患者中，11 例完全切除，1 例

发现少量残余，行了进一步切除。其中 10 例

浅部的 AVM 术前 ICG 荧光造影影像与术前影

像相符，能清晰的显示和判断出：畸形团部

位、形态大小、边界，供血动脉、引流静脉

及正常皮层动静脉，2 例深部 AVM 造影显示

不清。3 例 AVM 显微镜下切除后，荧光造影

发现少量残留，术中行立即行进一步切除。 

结论  （1）动脉瘤术中 ICG 造影可清晰的观

察到载瘤动脉是否通畅，瘤颈有无残留，穿

通支有无闭塞，指导术中夹闭。（2）表浅的

AVM 术中 ICG 造影可清晰的显示供血动脉、

引流静脉及正常皮层动静脉之间的关系，降

低手术风险。（3）术中 ICG 荧光造影简单、

方便，提供即时血管、血流信息，可在颅内

动脉瘤及表浅 AVM 术中常规应用。 

PO-1094 

Willis 覆膜支架治疗颈内动脉假性动脉瘤

（附 1 例报道） 
 

王灯亮 连葆强 戴琳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 Willis 覆膜支架在治疗颈内动脉假

性动脉瘤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收治的外伤性颈内动脉假

性动脉瘤患者资料。患者以外伤致左眼失明 1

天入院，颅脑 CT 提示左侧额叶挫裂伤，眶外

侧壁、视神经管骨折，颅脑 CTA 提示左侧颈

内动脉眼动脉段假性动脉瘤，凸向蝶窦内。

左眼检查无光感，考虑左侧视神经损伤严

重。经讨论及与家属充分沟通后，遂选择 Will

is 覆膜支架治疗左侧颈内动脉假性动脉瘤。 

结果 患者全麻下，将 Willis 覆膜支架精确输

送到动脉瘤颈位置并释放，行合适尺寸球囊

反复扩张，Willis 覆膜支架贴壁良好，再次行

左侧颈内动脉造影，假性动脉瘤完全不显

影，左侧颈内动脉通畅良好。 

结论 Willis 覆膜支架可用于颈内动脉假性动脉

瘤的治疗，但需要评估对重要分支血管的影

响。 

 
 
PO-1095 

漆黄素通过调控 SITR1/ NF-κB 保护脑出血后

继发性脑损伤 
 

王春喜 黄玮 杨雷霆 余永佳 黄朝觉 李唐 陈志毅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 5300021 

 

目的  漆黄素是一种黄酮类化合物具有多种生

物学效应，包括神经保护作用及抗炎作用。

有证据表明漆黄素可激活 SIRT1，而 SIRT1

在多种脑损伤中起着保护作用。然而，漆黄

素是否可经过调控 SITR1/ NF-κB 而保护脑出

血后脑损伤尚不知。因此，在本部分，我们

主要研究漆黄素对脑出血后脑损伤及 SITR1/ 

NF-κB 通路的影响。 

方法  胶原酶诱导的小鼠脑出血模型后随机分

为假手术组、溶剂组，给药组（漆黄素 25mg

/kg 或者 50mg/kg，造模后 1 小时经腹腔给

药），抑制剂组（漆黄素+EX527）于。分别

于造模后 1、2、3 天进行行为学评估，造模

后 3 天后，干湿重比法检查脑水含量，Weste

rn blot 检测 SIRT1 及乙酰化平 p65(lys 310)

表达，ELISA 检测炎症因子（IL-1β 及 T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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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结果  漆黄素可缓解神经功能损伤及减少脑水

肿。并且漆黄素可诱导 SIRT1 表达上调，同

时下调乙酰化 p65(lys 310)及促炎症因子（IL

-1β 及 TNF-α）。而 EX527 可拮抗漆黄素通

过上调 SITR1 而抑制 NF-κB 乙酰化的作用。 

结论  本研究证实漆黄素可通过上调 SITR1 而

抑制 NF-κB 乙酰化缓解脑出血后脑损伤。 

 
 
PO-1096 

高级别颅内动脉瘤显微外科手术和血管内介

入手术的对比研究 
 

朱健明 祝新根 陈志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研究对比高级别颅内破裂动脉瘤显微外

科手术和血管内介入手术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2016 年 1 月

收治的 32 例高级别（Hunt-Hess IV-V 级）颅

内动脉瘤患者的资料，其中 14 例行开颅显微

手术（手术组），18 例行血管内介入手术

（介入组），对两组患者术中、术后并发

症、出院时临床预后及平均 10.6 个月的长期

随访结果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  ①手术组预后良好 2 例（14.3%），轻

度神经功能障碍者 6 例（42.7%），重残、植

物生存 4 例（28.7%），死亡 2 例（14.

3%）；介入组预后良好 3 例（16.7%），轻

度神经功能障碍者 7 例（38.9%），重残、植

物生存 7 例（38.9%），死亡 1 例（5.

5%）。②手术组出现并发症 2 例，其中 1 例

为术中动脉瘤破裂出血，1 例术后颅内感染；

介入组出现并发症 3 例，其中 1 例为术中动

脉瘤破裂出血，1 例术后动脉瘤破裂出血，1

例为术后脑梗死。 

结论  ①对高级别颅内破裂动脉瘤患者的早期

手术治疗是有效的；②在高级别动脉瘤患者

中,早期手术选择开颅显微手术和血管内介入

手术均可，两组治疗预后结果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当患者合并颅内较大血肿时,应首选

开颅显微手术，同时清除颅内血肿,可获得较

理想的预后。 

 
 
PO-1097 

对 68 例烟雾病病例随访报告 
 

陈文培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南平第一医院 353000 

 

目的  随访我院神经内、外科收治的烟雾病

（MMD）病例，分析病例特点、治疗方法及

预后，并进行相应总结，以进一步指导临床

MMD 诊疗。 

方法  随访 2006.10.25~2013.11.18 期间于我

院住院治疗 MMD 病例 68 例，随访时间为 5

个月~100 个月。对其发病年龄、临床表现、

治疗方式、预后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随访

期间采用 DSA、CTA、CTP 方法了解脑血管

及脑组织血液灌注情况，并采用 mRS 及 ADL

量表对患者症状及生活质量进行评价。 

结果  我院收治的 68 例 MMD 患者主要为成

人，男女比例 1.00/1.13，平均 47.3 岁，30~

50 岁占 58 例（85.29%），临床表现主要为

出血型。在平均 38 月随访中，14 例出血型

MMD 患者有 3 例再出血，13 例缺血型 MMD

患者有 1 例出血，差别无统计学意义。13 例

缺血型 MMD 患者，8 例行单纯药物保守治

疗，5 例行血管搭桥治疗，随访 CTP 显示 1

例搭桥术后搭桥区域脑组织血液灌注较术前

大致相仿，其余 4 例较术前均有不同程度改

善，短期预后与单纯保守治疗无明显差别。

在 8 例死亡患者中，7 例（87.5%）患者死于

颅内出血，其中 5 例合并颅内动脉瘤（r=0.31

6，P=0.009），两者低度相关。 

结论  我院收治的 MMD 患者中，成人病例占

绝大多数，30~50 岁为发病高峰时间，临床

主要表现为出血型。颅内出血是导致成人 M

MD 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并与颅内动脉瘤相

关。直接血管搭桥能改善脑组织灌注，减少

MMD 患者脑梗及再次出血风险，改善患者远

期预后。 

 
 
PO-1098 

破裂前循环脑动脉瘤患者外科治疗后生活质

量评定 
 

谢雪玲 黄小芬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背景  脑动脉瘤破裂出血是急性脑血管意外中

一种高致死、致残的脑血管病，近年来神经

介入技术以及显微外科技术发展，其致死、

致残率虽有明显下降，但对于存活的患者来

说其生活自理能力和生存质量仍较差，给社

会、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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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研究随访近 5 年来在我们诊断为破裂

前循环脑动脉瘤患者在近 5 年后的生存质量

结果并进行评分。 

方法  我们随访了 2008 年 1 月份至 2010 年 1

2 月份 210 例在我们诊断为脑动脉瘤破裂出

血的患者，使用健康状况调查问卷将这些患

者的早期和以后近 5 年来的功能结果进行随

访，Logistic 回归对相关因素与生存质量评分

结果统计分析比较。 

结果  平均随访时间为 4.7 年，60%的患者在 

随访近 5 年时的神经功能明显改善，51%的

人能够返回工作，生活质量评定提示 31%的

患者生理功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男性、

年龄小（小于 50 岁）、HH 分级（ I - I I I

级）、家庭经济状况好、早期即进行肢体康

复治疗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较高。 

结论  脑动脉瘤破裂出血是一种高致死、致残

的脑血管病，在外科干预治疗后应早期进行

肢体康复治疗才能提高其生活质量。 

 
 
PO-1099 

复杂和巨大型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的血管重建 
 

杭春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脑血管病外科治疗中心 210002 

 

目的  探讨复杂和巨大型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的

夹闭和血管重建技术。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几年我科手术治疗的 48

例复杂和巨大型大脑中动脉动脉瘤，其中梭

形动脉瘤 12 例，巨大动脉瘤 17 例，其它类

型复杂动脉瘤 19 例(主要分支动脉从瘤体发

出)。这些动脉瘤无法直接夹闭，采用各种重

建技术处理动脉瘤。 

结果  重建方法包括瘤颈塑形技术、载瘤动脉

端-端吻合技术、载瘤动脉端-侧吻合技术、动

脉瘤缝合技术、载瘤动脉的瘤夹重建和包裹

技术。术后出现偏瘫 5 例，2 例因术后脑肿胀

死亡，其余恢复良好。 

结论  大脑中动脉是颅内复杂和巨大型动脉瘤

的好发部位，术后并发症率较高，采用适合

的血管重建技术和术中监测可有效处理动脉

瘤。 

 
 
PO-1100 

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的临床特点及其外科治疗 
 

杭春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脑血管病外科治疗中心 210002 

 

目的  大脑中动脉(MCA)动脉瘤破裂后易形成

颅内血肿和引起神经功能障碍，且 MCA 解剖

变异较多。本文对 MCA 的局部解剖、MCA

动脉瘤的影像学表现、临床特点、手术技巧

及术中注意事项进行了探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85 例经手术治疗的 MCA

动脉瘤的临床资料，男 75 例，女 110 例，平

均年龄 47.1 岁。147 例有破裂出血的临床表

现，偏瘫 21 例，失语 8 例，癫痫 12 例。MC

A 主干(M1段)动脉瘤 8 例，分叉部(M2段)166

例，MCA 远端 11 例。巨大动脉瘤(直径>2.5c

m)17 例。 

结果  CT 上动脉瘤破裂出血的形式为：①局

限或弥散性蛛网膜下腔出血(SAH)87 例；②

脑内血肿 31 例；③外侧裂血肿 19 例；④血

肿破入脑室 10 例。巨大动脉瘤在 CT 或 MRI

上表现为颞叶或中颅窝占位，呈现病灶中心

明显强化、流空现象或靶环征。动脉瘤夹闭 1

27 例，动脉瘤切除+血管重建 35 例，单纯动

脉瘤切除 13 例，夹闭+包裹 10 例。术后随访

2～30 月，优良 156 例，中残 21 例，死亡 8

例。 

结论  熟悉 MCA 的局部解剖，有助于减少术

中豆纹动脉损伤和术后神经功能障碍；对合

并脑内血肿的Ⅲ级以上的 MCA 动脉瘤，应急

诊手术清除血肿和夹闭动脉瘤，预后常较

好；多采用经外侧裂内侧入路，以控制载瘤

动脉，减少破裂出血；对巨大动脉瘤或形状

不规则的动脉瘤，可采取交替电灼和夹闭技

术夹闭动脉瘤、切除动脉瘤并血管重建。 

 
 
PO-1101 

烟雾病的外科治疗方式选择和疗效评价 
 

杭春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脑血管病外科治疗中心 210002 

 

随着神经影像、脑血流和脑代谢检查技术的

进步，人们对烟雾病的病理生理的认识更加

深入，对外科治疗烟雾病的作用也有了新的

认识，有必要加强和规范烟雾病的外科治

疗。回顾性分析近几年我科经外科手术治疗

的 129 例烟雾病患者，分别采用颞浅动脉-大

脑中动脉吻合术联合脑膜-颞肌贴敷术、脑-脑

膜-颞肌-血管融通术(EDMAS)，所有患者手术

前后行 CTA 和/或 DSA 检查，21 例行手术前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74 

 

后 CTP 检查，并对两组疗效进行分析比较，

经 6 个月以上随访，两组在疗效上无明显差

别，均能明显改善脑组织灌注和病人的症

状。为提高手术疗效，特别强调手术技巧，

包括动脉分离、脑膜分离、蛛网膜打开、动

脉吻合及融合技术。 

 
 
PO-1102 

家族性烟雾病的临床特征 
 

张正善 张睿 段炼 

解放军第 307 医院神经外科 100071 

 

目的  研究我中心中国人家族性烟雾病的临床

特征。  

方法  对解放军 307 医院神经外科 2009 年 3

月－2012 年 6 月收治的散发和家族性烟雾病

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与日本、

韩国的家族性烟雾病病例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  家族性烟雾病患者占同期收治的烟雾病

患者总数的 7.8%，汉族及少数民族均有发

病，家族性烟雾病患者的性别比、首发年

龄、首发症状构成均与散发烟雾病有显著的

统计学差异，家族性烟雾病患者以 1 级亲属

受累最多，其中同胞共患占比最多，父系传

递和母系传递的比例相近。 

结论  中国家族性烟雾病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

征均与日韩不同，提示中国家族性烟雾病患

者的易感基因和遗传模式与日韩有所差异。 

 
 
PO-1103 

颅内外搭桥术在脑动脉硬化性狭窄或闭塞中

应用 
 

杭春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脑血管病外科治疗中心 210002 

 

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动

脉硬化狭窄或闭塞性疾病越来越多，这类疾

病起病缓慢，多表现为脑供血不足和一过性

脑缺血发作(TIA)，包括颅外颈内动脉动脉闭

塞、大脑中动脉狭窄或闭塞。我们采用颅内

外搭桥治疗 26 例脑动脉硬化性狭窄或闭塞，

其中颈内动脉闭塞 7 例，大脑中动脉狭窄或

闭塞 19 例，术前和术后常规行 CTA、DSA

和 CTP 检查，了解狭窄或闭塞部位、脑灌注

情况。研究发现，通过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

搭桥术重建颅内血流循环，有助于提高脑灌

注和改善脑供血，术后 TIA 消失。结论：对

一侧颈内动脉闭塞或大脑中动脉严重狭窄/闭

塞病例，采用颅内外搭桥术可取得明显疗

效。 

 
 
PO-1104 

颅内动静脉畸形的手术技巧及对策 
 

杭春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脑血管病外科治疗中心 210002 

 

血管内栓塞和放射治疗颅内 AVM 虽已取得了

很大的进步，但到目前为止，对于绝大多数

颅内 AVM 的治疗，手术切除仍是最直接、最

有效的方法。回顾性分析本科手术治疗的 62

0 例颅内 AVM，其手术技巧及对策包括：(1)

对弥散性病灶，术前及术中要充分考虑病灶

特征、脑组织累及范围及程度，手术切除避

免影响重要结构，防止术后再出血；(2)术中

动脉瘤夹的应用，逐步交替使用动脉瘤暂时

性阻断供血动脉和回流静脉，有助于控制出

血；(3)对复杂的颅内 AVM，可考虑先栓塞再

手术，充分应用复合手术的优势；(4)对大型

或巨大型 AVM，要防止术中或术后发生灌注

压突破；（5）对合并脑内血肿的 AVM，要

充分利用血肿清除后的空间切除血管畸形；(6)

对致密性或伴有静脉球的 AVM，要严格沿畸

形团周边分离；(7)对深部扩展的髓静脉出

血，要仔细分辨，正确止血；(8)对位于脑深

部的小型 AVM，术前进行认真的影像评估和

重建，术中导航，减少脑组织损伤。 

 
 
PO-1105 

窗式瘤夹在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的应用技巧 
 

杭春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脑血管病外科治疗中心 210002 

 

选择动脉瘤夹时要考虑两个因素：①动脉瘤

颈的粗细、厚薄、形态，以判断夹闭瘤颈时

的最小夹闭力；②根据动脉瘤颈的位置及其

与周围结构的关系，选择形状、角度、长短

适度的瘤夹。基于上述两个因素，在动脉瘤

夹闭中常常需要选择窗式瘤夹。本文回顾性

分析近几年动脉瘤手术病人，总结 42 例窗式

瘤夹使用经验，包括眼动脉瘤、后交通动脉

瘤、脉络膜前动脉瘤、颈内动脉分叉部动脉

瘤和前交通动脉瘤。使用窗式瘤夹基于两个

方面：①瘤颈较宽或者巨大动脉瘤，需要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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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瘤夹重建载瘤动脉；②动脉瘤体被周围血

管遮挡，需要跨过相关血管夹闭瘤颈。我们

的体会是，对某些类型的动脉瘤，选择合适

的窗式瘤夹可以安全、有效、方便地夹闭动

脉瘤。 

 
 
PO-1106 

颈内动脉血泡样动脉瘤的显微手术治疗体会 
 

杭春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脑血管病外科治疗中心 210002 

 

背景  颈内动脉血泡样动脉瘤由于瘤颈位置、

瘤壁组成的特殊性，常规治疗手段术中风

险、预后不良可能性大。目的：探讨颈内动

脉血泡样动脉瘤的显微手术治疗效果，分析

各处理方法的差异。 

方法  总结 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治

8 例颈内动脉前壁动脉瘤患者，术前完善头颅

CTA、三维 DSA 评估动脉瘤情况，分别采取

瘤颈及部分颈内动脉血管壁直接夹闭（2

例）、颈内动脉缝合（1 例）、自体硬脑膜包

裹及瘤颈夹闭（1 例）、动脉瘤与载瘤动脉一

并夹闭(3 例)、动脉瘤孤立(1 例)。 

结果  8 患者恢复良好，未出现脑缺血等并发

症，术后三维 DSA 示 5 例动脉瘤处理完全，

1 例（包裹）动脉瘤瘤颈部分残留，予随访观

察。 

结论  颈内动脉血泡样动脉瘤诊治难度极大，

应予充分重视，尤其要做好术中动脉瘤破裂

大出血的准备，术前充分计划，制定详尽手

术预案，根据术中情况，采用适当方式妥善

处理动脉瘤，总体预后良好。 

 
 
PO-1107 

颅内压监测和化痰通腑醒脑法治疗脑出血的

临床观察 
 

李斌 李洁芳 

湖南省长沙市第四医院 410006 

 

目的  通过应用有创颅内压监测和化痰通腑醒

脑法指导高血压脑出血个体化治疗。 

方法  随机选取 40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分为

A 组治疗组：增加颅内压监测和化痰通腑醒脑

法中药治疗（20 例）和 B 组对照组（20

例）。比较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的再出血率

及预后。 

结果  治疗组患者在病死率、预后均优于无颅

内压监测患者（P < 0.05），重度残疾率和再

出血率均低于对照组患者（P <0.05）。 

结论  因此认为在高血压脑出血的患者增加颅

内压监测和化痰通腑醒脑法可以降低颅内压

同时保证脑灌注，能够及早把握再次手术时

机，降低病死率和致残率，改善患者的预 

后。 

 
 
PO-1108 

介入栓塞治疗 6 例脑动静脉畸形临床分析 
 

邱晟 

湖州市中心医院 313000 

 

目的  评价血管内介入栓塞治疗方法在脑动静

脉畸形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我科从 2013 年 5 月—2015 年 5 月

共 6 例行 Onyx 胶介入栓塞的脑动静脉畸形患

者，评价疗效。 

结果  2 例单次达到完全栓塞，1 例分次达到

完全检塞，3 例大部分栓塞后进行伽马刀治

疗。 

结论  血管内栓塞治疗是目前治疗脑 AVM 的

主要方法，随着现代影像学和血管内栓塞技

术的进步，能够提高 Spetzler-Martin 高级别

脑 AVM 的治愈率，降低手术风险；是大型的

和位于重要功能区的脑 AVM 的安全、有效治

疗方式。良好的手术麻醉，娴熟的血管内栓

塞操作，可以减少周围重要神经及血管的副

损伤，降低死亡率、减少并发症。既可单独

进行治疗也是综合治疗中的首选治疗手段。 

 
 
PO-1109 

经外侧裂岛叶入路显微清除高血压性基底节

区脑出血 
 

刘永 

南京脑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在显微镜下经外侧裂-岛叶入路清除

高血压性基底节区脑出血的手术要点及脑组

织和血管保护。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1

月间，南京脑科医院神经外科采用经外侧裂-

岛叶入路显微手术清除 18 例基底节区高血压

脑出血患者临床资料。 

结果 本组 18 例患者中，男性 13 例，女性 5

例，年龄 28-76 岁，平均 49.22 岁。所有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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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有高血压病史，从发病至入院时间 0.5-2

4h，平均 7.58h。经头颅 CT 明确证实基底节

区存在脑出血。其中 30~40ml 4 例，40~50m

l 7 例，50ml 以上 7 例。入院时 GCS 5~8 分

8 例，9~12 分 6 例，13~15 分 4 例。术后复

查头颅 CT 了解血肿清除情况，血肿清除>9

0% 16 例，80%~90% 1 例。再出血 1 例。本

组 1 例患者因术后严重肺部感染死亡。随访 3

~6 月，KPS 90~100 分 3 例，60~80 分 9

例，30~50 分 4 例，10~20 分 1 例。 

结论  经外侧裂-岛叶入路是通过解剖大脑的正

常裂隙到达基底节区清楚血肿，对周围正常

组织损伤较小，有利于保护重要的大脑皮层

和血管，降低术后癫痫、失语等并发症的发

生率，是一种清除高血压性基底节区脑出血 

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 

 
 
PO-1110 
Traumatic pseudo-aneurysm of the anteri
or cerebral artery leading to repeated epi
staxis: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刘青林 王东海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Epistaxis is a common symptom of rupture
d pseudo-aneurysm originating from the inter
nal carotid artery or branches of external car
otid artery. Massive epistaxis may leading to 
air way obstruction or even hyPO-volume sh
ock, threatening the life of the patients. Here 
we report a case of traumatic pseudo-aneury
sm of the anterior which caused repeated ep
istaxis treated by endovascular emboliz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concerning epistaxis and 
pseudo-aneurysm was made. 
 
 
PO-1111 

ERAS 在颈动脉狭窄内膜剥脱术围手术期护

理体会 
 

李晓红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5 

 

目的  探讨加速康复外科理念（ERAS）如何

在颈动脉狭窄行内膜剥脱术围手术期的健康

教育及护理措施中，最大效度地有效应用，

明确 ERAS 对内膜剥脱手术病人治疗和康复

指导的意义，促进病人术后达到快速康复。 

方法  对 2012 年 6 月—2016 年 1 月 170 例颈

动脉狭窄行内膜剥脱术病人，首先结合病人

病情、心理、经济及家庭支持度等进行入院

评估，在术前检查、术前心理及营养支持、

静脉血栓预防等，术后营养支持、镇痛、早

期活动等多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制

定具有个体化特征明显、有针对性的健康教

育方案及护理措施。出院时评定，出院后三 

个月，六个月后随访术后康复情况。 

结果  治愈 141 例，好转 28 例，无效 3 例，

其他病人均顺利康复如期出院。 

结论  内膜剥脱术作为已经被证明了的能有效

防治缺血性脑卒中方式，相对于近年来开展

迅猛的颈动脉支架置入术仍然是不可替代

的、最基本的方法。加速康复外科理念让医

务人员更加重视术前对病人的整体评估和健

康教育，在准备及治疗、护理过程中，强化

医患之间的沟通和配合，降低手术并发症，

真正做到以病人为中心，提高服务满意度，

让病人早日顺利康复。 

 
 
PO-1112 

脑前下动脉远端动脉瘤的临床特征和显微手

术 
 

杭春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脑血管病外科治疗中心 210002 

 

目的  探讨小脑前下动脉(AICA)远端动脉瘤的

临床特征、影像诊断和显微手术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8 例 AICA 远端动脉瘤的临

床资料。 

结果  均表现为蛛网膜下腔出血，H-H 分级 I-I

II 级。动脉瘤位于内听道附近，与面听神经关

系密切，行动脉瘤夹闭 7 例，动脉瘤孤立 1

例，术后均恢复良好。  

结论  AICA 动脉瘤主要表现为 SAH，以环池

和第四脑室出血为主，CTA 有助于诊断，AIC

A 远端动脉瘤宜首选手术治疗，若措施得当，

治疗效果较好。 

 
 
PO-1113 

眼动脉瘤显微手术治疗体会 
 

翟广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眼动脉段动脉瘤与前床突、海绵窦、眼

动脉及视神经比邻，载瘤动脉难以暴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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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动脉瘤巨大且与周围结构粘连，手术难度

大、风险高，本文报道了 31 例眼动脉段动脉

瘤的治疗体会。 

方法  2012 至今共 31 例，其中 M:10 例、F:2

1 例，共 33 个动脉瘤，2 例为双侧眼动脉

瘤。年龄 31-62 岁，平均 46.7 岁。破裂 14

例（Hunt 分级 4 级 3 例，3 级及 3 级以下 11

例），未破裂 17 例。28 例行开颅手术夹

闭，10 例在 DSA 手术室手术、18 例在神经

外科普通手术室完成。2 例双侧动脉瘤，1 例

仅夹闭出血侧动脉瘤，1 例分次手术。3 例巨

大未破裂动脉瘤行球囊闭塞试验证实对侧代

偿良好，1 例剧烈眼痛病人行同侧颈部颈内动

脉结扎，另 2 例行颈总动脉压迫方法，每日 3

-4 次，持续时间 15-30min，半年后复查 CT

A。普通手术室手术，先显露颈部 ICA，翼点

开颅，根据需要磨除前床突和或视神经管，

显露、夹闭动脉瘤（根据术中情况决定是否

临时阻断颈内动脉）。DSA 杂交手术过程：

先行全脑血管造影，手术侧颈内动脉预置球

囊，必要时做球囊闭塞试验，观察对侧代偿

情况。开颅，根据需要磨除前床突、视神经

管，显露夹闭动脉瘤。再行全脑血管造影以

了解动脉瘤是否夹闭完全、载瘤动脉及分支

血管是否通畅，再根据情况是否需要调整动

脉瘤夹。 

结果  直径小于 10mm 动脉瘤均成功夹闭，且

术中很少阻断颈内动脉 。12 例直径大于 10m

m 动脉瘤中，2 例瘤颈残留，1 例瘤体、瘤颈

均钙化仅行包裹术，余均成功夹闭。3 例动脉

瘤夹闭同时行去骨瓣减压术。瘤直径小于 10

mm 的 16 例，仅 2 例发生视力下降，余均恢

复良好。瘤直径大于 10mm12 例，2 例失

明，3 例视力下降；1 例术后发生同侧大面积

脑梗塞；4 例出院时动眼麻痹，2 例失语、轻

瘫，3 月后复查均恢复正常。术后视力下降病

例，4 例 2 月内恢复术前，1 例进行性下降至

失明；2 例术后失明病例随访 4-24 月无恢

复。1 例出院时 CTA 显示同侧颈内动脉狭

窄，2 月后复查完全闭塞，但病人无不适。3

例巨型动脉瘤中，2 例行颈总动脉压迫的巨型

动脉瘤 6 月复查 CTA ：1 例动脉瘤消失，1

例部分血栓形成(后行颈部颈内动脉结扎，动

脉瘤消失)，2 例眼痛症状消失、视力明显好

转；1 例直接结扎颈部颈内动脉，眼痛症状消

失。 

结论  眼动脉瘤大多可以安全手术夹闭，且效

果满意，熟练掌握前床突磨除技术和娴熟的

显微手术技能是必须的。对于大型、巨大型

动脉瘤，充分的载瘤动脉阻断是否必要。 

 
 
PO-1114 

高级别动脉瘤患者的急诊显微手术治疗策略 
 

杭春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脑血管病外科治疗中心 210002 

 

目的  探讨高级别动脉瘤患者的急诊显微手术

治疗效果及术中处理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32 例 Hunt-Hess IV-V 级动脉瘤患

者资料，其中男 15 例，女 17 例，共 41 个动

脉瘤。IV 级患者 27 例，V 级 5 例。 

结果  所有患者入院 3 小时内完成头颅 CTA/D

SA，入院 12 小时内行急诊手术治疗，均以

标准大骨瓣开颅，未发生术中并发症，破裂

动脉瘤均成功夹闭，2 例患者未破裂动脉瘤各

1 个予随访。动脉瘤分类：后交通动脉瘤 9

例，大脑中动脉瘤 11 例，前交通动脉瘤 7

例，颈内动脉眼段动脉瘤 2 例，其他 3 例。4

例患者入院时已存在脑积水，急诊床边行脑

室外引流术后再行相关检查，23 例患者因颅

高压，术中先行脑室穿刺释放脑脊液后再夹

闭动脉瘤。19 例患者手术后期颅内压仍高，

留置脑室外引流并弃骨瓣。所有患者术后行

腰大池持续外引流术，17 例患者术后 2 周恢

复良好（GOS 评分），所有患者均未出现严

重并发症，顺利进入康复治疗阶段。 

结论  在详细评估病情，术前准备充分的情况

下，对高级别动脉瘤患者可早期行显微手术

以缓解颅高压、脑缺血，避免动脉瘤再出

血，减少血管痉挛的发生，改善患者预后。 

 
 
PO-1115 

破裂颅内动脉瘤急性期介入栓塞与手术夹闭

疗效比较 
 

王卫民 周兵 姜启周 程军 裘五四 吴建跃 徐海松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310015 

 

目的  了解破裂颅内动脉瘤急性期介入栓塞治

疗与手术夹闭治疗的疗效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2-2016.2 我院收治入

院的 103 例破裂颅内动脉瘤急性期治疗患

者，比较两种治疗方法的近期疗效。103 例患

者中男性 66 例，女性 37 例，年龄 18-78

岁，平均 37.4 岁。本组颅内动脉瘤患者按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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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Hess 分级 I-II 级 59 例，III 级 31 例，IV-

V 级 13 例，均通过 CTA 和 DSA 明确诊断。

采用介入方法弹簧拴栓塞治疗 48 例，开颅手

术夹闭 55 例。两组患者病情分级相似，无显

著性差异，均在急性期（3 天内）全麻下完成

手术和操作，术后均进入 ICU 规范治疗。 

结果  介入栓塞治疗组 48 例中，治愈 35 例，

轻残 6 例，重残 4 例，死亡 3 例；开颅手术

夹闭组 55 例，治愈 35 例，轻残 9 例，重残 

6 例，死亡 5 例。 

结论  破裂颅内动脉瘤急性期介入栓塞治疗与

手术夹闭治疗两组患者治愈率无统计学差

异，但手术夹闭组致残率略高于介入栓塞

组，重残率有显著差异。介入治疗组 IV-V 级

患者的存活率高于手术夹闭组,但其治疗费用

明显高于手术夹闭组。 

  
 
PO-1116 

脑出血患者血清中脑红蛋白表达变化的研究 
 

贺建勋 魏洪涛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观察脑红蛋白在脑出血患者血清中的表

达变化，探讨脑红蛋白在脑出血中的作用。  

方法  ELISA 法检测 10 例正常体检患者，18

例脑出血(以 CT 影像学确诊)患者损伤后 3

h、6h、12h、24h、48h、72h 患者血清 NG

B 浓度。 

结果  ( 1)脑出血组血清 NGB 表达明显高于对

照组（P ＜ 0. 05)，血清中 NGB 含量在损伤

后 3h 处于高水平，其后逐渐下降，12h 后逐

渐增高，至 24h 再次升高，而后下降至较低

水平。 

结论  脑出血诱导脑红蛋白的表达，发挥其脑

保护作用，NGB 血清学水平与神经细胞受损

的程度相关,受损情况越重,脑红蛋白在血清中

的含量越高。 

 
 
PO-1117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329 例临床特征分析 
 

王卫民 姜启周 程军 吴建跃 裘五四 徐海松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310015 

 

目的  探讨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SAH)患者

的病因、临床表现及转归。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0.2-2016.2 我院神经内

外科收治的 329 例 SAH 住院患者资料,分析 

其病因、临床表现及转归。 

结果  329 例 SAH 患者中，动脉瘤 136 例，

占 41.3 %, 以 40 ～ 65 岁组最多见；脑血管

畸形 11 例，占 3.3 %, 小于 40 岁组中多见；

高血压动脉硬化 141 例 ，占 42.9 %, 主要集

中在大于 60 岁组。其他 41 例,占 12.5% 。临

床表现：以头痛、脑膜刺激征及意识改变为

主要表现，在中青年患者中以头痛、呕吐、

颈抗阳性等为主，其发生率显著高于老年患

者；而意识障碍和肢体活动改变等在老年患

者中发生率较高。全组患者均以头部 CT 检查

明确 SAH 诊断。手术治疗 112 例，其中开颅

手术夹闭 61 例，介入手术 51 例；非手术 21

7 例。手术患者均以 CTA 及 DSA 明确诊断。

本组病人治愈 217 例(65.9%), 好转 45 例(13.

7%), 未愈 32 例(9.7 %), 死亡 35 例(10 .

6%)。  

结论  本组显示自发性 SAH 病因首位为高血

压脑动脉硬化，其次为颅内动脉瘤；其中青

中年 SAH 患者的主要病因是动脉瘤和血管畸

形, 而老年患者为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老年 SA

H 患者的临床表现常不表现出典型的脑膜刺

激征；CTA、DSA 是明确病因的最重要检查

手段；开颅手术夹闭和介入栓塞术转归明显

优于非手术治疗。 

 
 
PO-1118 
Familial cerebral cavernous malformation:
 Clinicoradiological analysis and genetic 
screening in Chinese families 
 
Yang Chenlong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Objectives  Familial cerebral cavernous mal
formation (FCCM) is an autosomal-dominant
 disease with incomplete penetrance. The ge
netic alterations responsible for FCCM and it
s clinical nature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re
main to be identified. Moreover, comprehens
ive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 using gradient-e
cho (GRE) sequences and susceptibility-wei
ghted imaging (SWI) is still lacking.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haracterize the clinical-r
adiological features, clinical outcomes, and n
atural history of FCCM, and to analyze the g
enetic alterations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study enrolled 10
 Chinese FCCM families. Routine and GRE 
sequences and SWI were performed on all a
ffected individuals. The clinicoradiological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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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cteristics, surgical outcomes, and natural 
history were analyzed. Additionally, we perfo
rmed a mutation screening of CCM1-3 gene
s. 
Results  The 10 families comprised a total o
f 31 affected individuals, all of whom reveale
d multiple CCMs, and 15 (48.4%) of them we
re asymptomatic. The number of lesions was
 higher on SWI than on GRE for 22 patients 
(71.0%). During a mean follow-up period of 7
2 months, clinical progression was noted in 2
 patients. The serial MRIs found changes in 
9 patients: (1) bleeding occurred in 4 patient
s (12.9%), giving a hemorrhagic rate of 2.2%
 per patient-year; and (2) new type III or type
 IV lesions appeared in 4 patients (12.9%), b
ut all of them were detectable on the initial S
WI. The DNA sequencing detected 5 novel a
nd 11 described mutation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d new CCM
 gene mutation profiles, which will be of grea
t significance in genetic counseling. The de n
ovo lesions during follow-up were not newly 
generated, but had evolved from smaller lesi
ons already present on SWI. SWI should be i
ncluded in routine neuroimaging protocols to
 evaluate the real prevalence of CCMs. 
 
 
PO-1119 

人文关怀在脑出血偏瘫患者的应用 
 

邹洪亮 许妮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开展人文关怀在脑出血偏瘫患者的

应用效果。  

方法 以本科 12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人文

关怀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护理工作中，对住

院患者的满意度及患者的肌力进行评价，比

较开展人文关怀前后脑出血偏瘫患者满意

度、肌力及心理障碍的差异。 

结果 开展人文关怀后患者心态、焦虑、对护

士服务态度的满意度、对病区护士在保护其

隐私方面的满意度以及对病区护士技能的满

意度和患者的肌力均高于开展前，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1 或 p<0.05）。 

结论 通过开展人文关怀，提高了患者的满意

度，患者能更好的进行偏瘫侧肢体的活动，

肌力较先前改进，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应用。  

 
 

PO-1120 

小骨窗开颅显微手术治疗基底节高血压脑出

血 
 

陈靖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探讨小骨窗开颅微创治疗基底节高血压

脑出血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 138 例基底节区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采 

用小骨窗开颅,显微镜下清除血肿。 

结果  术后 24h 内复查 CT 显示,117 例血肿清

除 90%以上,21 例血肿清除 80%以上。死亡

13 例,其中 5 例死于术后再出血所致的脑疝,3

例死于肺部感染,2 例死于多器官衰竭,死于颅

内感染、气道梗阻及消化道大出血各 1 例。

术后生存 125 例,平均随访 8(3～12)个月,日常

生活能力(ADL)分级:Ⅰ级 25 例,Ⅱ级 49 例,Ⅲ

级 34 例,Ⅳ级 15 例,Ⅴ级 2 例。 

结论  小骨窗开颅显微手术创伤小,术野显露充

分,血肿清除彻底,止血可靠,是治疗基底节高血

压脑出血的有效手术方式之一。 

 
 
PO-1121 

颅骨对动脉瘤的血流动力学以及壁弹性变形

程度和范米斯氏应力的影响 
 

王芙昱 孙正辉 武琛 刘磊 薛哲 许百男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850 

 

目的  本研究主要研究与动脉瘤有接触的颅骨

对动脉瘤血流动力学以及壁弹性变形程度和

范米斯氏应力的影响。 

材料和方法  选择一例与前床突接触的大脑中

动脉瘤，选择 CTA 数据进行三维重建。构建

了两个模型，一为非接触模型：动脉瘤壁为

均匀一致弹性壁；另一为接触模型：动脉瘤

壁与前床突接触部分设置为刚性壁，其他部

分为弹性壁，来模拟颅骨对动脉瘤的影响。

两个模型动脉瘤的血流动力学以及范米斯氏

应力、弹性变形进行了分析。 

结果  两个模型的壁剪切力和压力结果相似，

而范米斯氏应力和弹性变形存在差异。接触

模型中，接触部分附近壁变形程度小于非接

触模型，而接触部分相对应的动脉瘤壁变形

程度则大于非接触模型，范米斯氏应力大于

非接触模型。 

结论  颅骨可影响与之接触动脉瘤壁的弹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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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程度和范米斯氏应力，而对动脉瘤的血流

动力学影响不明显。 

 
 
PO-1122 

立体定向血肿抽吸术联合醒脑静,高压氧治疗

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研究 
 

钟波 肖航 白云安 孙高令 袁训辉 尹文君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262500 

 

目的  探讨立体定向血肿穿刺抽吸术（SHP

S）联合醒脑静，高压氧(HBO)治疗高血压脑

出血（HICH）的效果。 

方法  42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采取 SHPS 联

合醒脑静，高压氧治疗（病例组），同期接

受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4

2 例作为对照组。 

结果  病例组治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1）；而病例组的死亡率也明显低于对照

组（P <0.01）。两组总体疗效相比，病例组

明显优于对照组（u=2.7354，P <0.01）。病

例组肺部感染、消化道出血、二次出血等并

发症例数分别低于对照组（P <0.05）；而病

例组总的并发症发生率也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1）。病例组患者生活自理例数高于对照

组（P <0.05）；而病例组患者不能自理的例

数则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1）。病例组治

疗后 GCS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期 GCS 评

分（P <0.01），也明显高于本组治疗前（P 

<0.01）。 

结论  SHPS 联合醒脑静，高压氧治疗 HIC

H，可以提高 HICH 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减

少并发症，提高安全性，减轻患者昏迷程

度，并减少远期致残率，较传统开颅术优势

明显。 

 
 
PO-1123 

珠网膜下腔出血的讨论 
 

陈彬彬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蛛网膜下腔出血系脑表面或实质血管发生破

裂，破裂而使血液流入蛛网膜下腔，蛛网膜

下腔出血约占急性脑卒中的 10%，占出血性

脑卒中的 20%。蛛网膜下腔出血病人常常出

现剧烈头痛，临床上，我们发现蛛网膜下腔

出血患者头痛时引发的严重心理问题，患者

焦虑，烦躁，甚至悲观失望，我们通过相关

的护理措施，消除患者的心理问题，促进患

者康复。 

 
 
PO-1124 

弹力蛋白基因 rs6465976 位点多态性与颅内

动脉瘤发病的相关性研究 
 

刘强 丰育功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随着分子遗传学研究不断进步，现在普

遍认为颅内动脉瘤（IA）的发生、发展和破

裂与环境因素影响下基因多态性密不可分。

弹力蛋白作为构成动脉血管壁的主要成分

（约占 90%），其基因多态性已被证实与美

国犹他州人颅内动脉瘤的发生有关，我们实

验目的是研究颅内动脉瘤(IA)患者弹力蛋白

（elastin,ELN）基因微卫星位点 D7s2421 功

能位 rs6465976 G/A 多态性与中国青岛地区

人群患 IA 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分析方法，随机选取 201

5 年 3 月~2016 年 2 月青大附院神经外科收治

的无血缘关系颅内动脉瘤患者 60 例作为研究

对象,同时随机选取 60 例健康无血缘关系体检

志愿者作为对照组。抽取两组实验对象外周

静脉血，提取两组静脉血全基因 DNA,后通过

生物科技公司设计合成探针及引物，用其来

测定基因的基因型，最后随机选取部分血样

进行 PCR 扩增及 DNA 测序再次验证结果正

确性。通过 SPSS17.0 软件统计学分析,根据

G/A 等位基因在两组中频率分布的不同，确

定是否有统计学意义，进而研究 ELN 基因型

多态性与 IA 发病的相关性。 

结果  病例组中微卫星位点 D7s2421 的 rs646

5976 位点 GG、AG、AA 三种基因型的频率

分别为 30%、43.3%、26.7%，而对照组中

分别为 36.7%、46.7%、16.6%，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等位基因 G 和 A 的频率分

布比较，病例组分别为 51.67%、48.33%，

对照组分别为 60.0%、40.0%，差异亦无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颅内动脉瘤是由多种因素（环境因素、

遗传因素）共同作用而引起的血管类疾病,EL

N 基因微卫星位点 D7s2421 功能位 rs646597

6 G/A 多态性可能不是其形成的危险因素之

一。其中动脉瘤指向以及动脉瘤大小（最大

直径≥5mm）对动脉瘤疾病发展和破裂影响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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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25 

腰大池置管持续外引流术在蛛网膜下腔出血

病人的临床应用体会 
 

汪志光 魏岳峰 

平和县医院 362700 

 

目的  探讨腰大池置管持续外引流术在神经外

科蛛网膜下腔出血病人的临床应用体会。 

方法  总结 116 例创伤性颅脑损伤引起的蛛网 

膜下腔出血、自发性脑出血引起的蛛网膜下

腔出血病例，其中第一组 52 例行腰穿术，每

日一次，每次放出脑脊液 10-40ml，第二组 6

4 例行腰大池置管持续外引流术，皆在颅脑病

情相对稳定、无外引流禁忌症下进行。尔后

评价治疗效果及应用体会。应用材料：美敦

力腰椎外引流及监测系统。 

结果  52 例病人中皆在局部麻醉下顺利行腰穿 

术成功，另外 64 例病人中因其中一例难于配

合置管失败，其余皆在局部麻醉下顺利置

管，以脑脊液明显黄变淡化及头痛症状缓解

为停止穿刺或拔除引流管的时间标志。52 例

病人为 4-12 天，平均 8 天；另 63 例病人持

续外引流时间 3—9 天，平均为 5 天，血性脑

脊液明显黄变淡化及头痛症状缓解时间明显

缩短，尤其颅内压可通过控制引流量稳定在

正常水平，头痛症状缓解显著，较之腰穿术

间断放液短暂的头痛缓解有明显优势，该术

式缺点是可以有感染及过度引流出现颅低压

并发症，我科 115 例病人尚未发现，在持续

外引流 4-7 天其中 6 例病人出现堵管引流不

畅现象，经定期冲管后其中 4 例病人可继续

引流畅通，2 例不通畅者只能拔除。 

结论  腰大池置管持续外引流术操作简单安

全，疗效显著。 

 
 
PO-1126 

妊娠合并急性脑血管意外的临床诊治体会 
 

林元相 王艮波 刘新秀 康德智 胡继芬 蔡斌 方文华 王

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目的  探讨妊娠期并发急性脑血管意外的病

因、发病机制、临床特点、预后及预防。   

方法  对 2002 年 11 月至 2014 年 4 月，26 例

妊娠合并急性脑血管意外患者的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4 例妊娠合并急性脑出血的孕产妇死亡

1 例，流产 7 例，剖宫产 6 例新生儿存活 6

例；出血原因：脑血管畸形 5 例，妊娠合并

高血压 4 例（其中有 2 例患者妊娠前有高血

压病史），脑动脉瘤 2 例，海绵状血管瘤 1

例，未明确出血原因 2 例。12 例妊娠合并急

性脑梗死的孕产妇中，流产 7 例，剖宫产 5

例新生儿存活 5 例；梗塞原因：血管畸形 1

例，脑动脉炎 2 例，烟雾病 1 例，微血栓 1

例，可逆性脑后部白质病变综合征（RPLS）

1 例、未明确病因 6 例。 

结论  妊娠合并急性脑血管意外多发生在中晚

期妊娠，其中脑出血以中期更多见；妊娠期

出现急性脑血管意外时如果孕妇病情许可，

可先待胎儿成熟或胎肺成熟后终止妊娠，注

意多学科间的协作，及早查明病因、监测胎

儿、及时给予恰当的治疗，可显著降低孕妇

和新生儿的死亡率。终止妊娠是治疗妊娠合

并急性脑血管疾病的最根本措施，同时应注 

意针对脑血管意外发生后早期癫痫的防治。 

 
 
PO-1127 

前循环颅内动脉瘤早期血管内栓塞与开颅显

微夹闭治疗的疗效对比 
 

郑维 韩德清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株洲医院 412000 

 

目的  观察血管内栓塞治疗与开颅显微夹闭颅

内动脉瘤的疗效。 

方法  资料选取本院 2008 年 12 月-2015 年 1

2 月收治的神经外科颅内动脉瘤患者（以前循

环动脉瘤为主）共 98 例，采用不同的治疗方

法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 49 例；研究组

予血管内栓塞治疗，对照组予开颅显微夹闭

手术治疗；观察两组临床疗效及动脉瘤闭塞

情况。 

结果  研究组患者出现破裂动脉瘤完全闭塞、

不完全闭塞等情况的概率略不同于对照组，

且研究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略高于对照组，但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颅内破裂动脉瘤患者在早期采用血管栓

塞治疗和开颅显微夹闭手术治疗一样效果显

著。 

 
 
PO-1128 

以癫痫为临床主要表现的颅内动脉瘤相关致

痫机制及治疗分析 
 

林元相 万辉 康德智 王丰 黄小芬 余良宏 方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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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目的  探讨以癫痫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颅内动脉

瘤的相关致痫机制及治疗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外科 2010 年 03 月至 2016 年 04 月收治

的 8 例颅内动脉瘤术前并发癫痫患者的临床

特征及术前和术后癫痫情况；本组患者均接

受神经电生理监测翼点锁孔入路夹闭或切除

颅内动脉瘤治疗，术后给予 1 种或 2 种抗癫 

痫药物联合治疗。 

结果  2 例颈内动脉动脉瘤患者，2 例前交通

动脉瘤患者，3 例大脑中动脉动脉瘤，1 例大

脑后动脉动脉瘤；7 例颅内未破裂动脉瘤，1

例就诊时为已破裂颅内动脉瘤合并癫痫患者

（既往有 20 余年癫痫病史），1 例因癫痫曾

行伽马刀治疗 10 年就诊时为已破裂大脑中动

脉瘤；7 例脑电图癫痫样放电部位与动脉瘤部

位一致，1 例癫痫样放电部位远离动脉瘤部

位。8 例患者均接受神经电生理监测翼点锁孔

入路夹闭颅内动脉瘤治疗，术中颅内动脉瘤

均完全夹闭。术后均未出现癫痫症状。 

结论  颅内动脉瘤并发癫痫的相关致痫机制复

杂，针对不同的发病机制及原因有不同的治

疗方案。反复癫痫发作可促使颅内动脉瘤破

裂；神经电生理监测翼点锁孔入路手术切除

或夹闭治疗颅内动脉瘤合并癫痫不仅能治疗

颅内动脉瘤，并且能有效的改善患者术后癫

痫症状。术后辅以 1 种或 2 种抗癫痫药物治

疗能有效控制术后癫痫。 

 
 
PO-1129 

脑动脉瘤术后腰池引流与间断腰穿对脑血管

痉挛的疗效分析 
 

黄天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探讨脑动脉瘤开颅术后腰池引流与间断

腰穿对脑血管痉挛疗效。 

方法  回顾 2014 年 3 月-2016 年 3 月间 128

例脑动脉瘤术后患者，对比分析进行持续腰

池脑脊液引流与间断腰穿对脑血管痉挛的防

治效果分析。  

结果  持续腰池脑脊液引流组脑血管痉挛的发

生率明显低于间断腰穿组。 

结论  持续腰池引流的防治效果明显优于间断

腰椎穿刺,其脑血管痉挛发生率低,患者术后恢

复好,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PO-1130 

复合手术治疗复杂颅内动脉瘤 
 

高 旭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840 

 

Endovascular retrograde suction decompres
sion (RSD) with balloon occlusion of the inter
nal carotid artery is helpful to facilitate clippin
g large and giant paraclinoid carotid aneurys
ms. The authors reported a revised endovas
cular technique without internal carotid acce
ss using Mo. Ma device and analyzed its fea
sibility. In the series, 15 consecutive patients
 harboring 15 large and giant paraclinoid car
otid aneurysms were clipped with assistance
 of this revised RSD technique. The technica
l feasibility of the procedure, procedure-relat
ed complications, angiographic results, and 
clinical outcome were evaluated. Technical s
uccess was achieved in 14 patients with ane
urysm neck clipping and Internal carotid arte
ry (ICA) patent. No complication related to th
is endovascular technique occurred. At follo
w-up (mean time 15.3 months), the mRS sco
re was excellent in 11 patients, good in 2 pat
ients and poor in 1 patients. Their preliminar
y experience indicates that revised retrograd
e suction decompression technique with Mo.
 Ma device seems effective and safe in the s
urgical treatment of large and giant paraclino
id ICA aneurysms. 
 
 
PO-1131 

声动力疗法介导组织蛋白酶 K 表达下调治疗

动脉粥样硬化 
 

高万龙 1 李波 2 胡韶山 1 

1.沈阳市苏家屯区中心医院 

2.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3.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研究 5-ALA 介导的声动力疗法对组织蛋

白酶 K 的表达影响减缓动脉粥样硬化的早期

进程。 

方法  构建大鼠颈动脉粥样硬化模型，通过腹

腔注射声敏剂 5-氨基乙酰丙酸（5-ALA , 5mg

/kg），行声动力治疗后，采大鼠外周血通过

ELISA 实验，检测治疗前后大鼠血液中组织

蛋白酶 K 的表达差异，取颈总动脉粥样硬化

标本固定后连续切片行 HE 染色观察治疗前后

的颈动脉大致结构改变。部分颈动脉组织行

Western blot，检测斑块内组织蛋白酶 K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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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性。 

结果  正常情况下颈动脉组织及外周血中组织

蛋白酶 K 的含量较低，而其在动脉粥样硬化

模型中，无论是外周血还是斑块组织内均高

表达。声动力治疗后，颈动脉粥样硬化模型

大鼠的血中、组织内的组织蛋白酶 K 表达较

未经治疗组低。此外，声动力治疗后平滑肌

迁移受到抑制，管腔狭窄程度较未治疗组明

显改善。 

结论  声动力治疗早期动脉粥样硬化可以减少

组织蛋白酶 K 的合成，抑制胞外基质降解，

从而抑制平滑肌迁移，改善管腔狭窄程度。 

 
 
PO-1132 

急性基底动脉闭塞血管内治疗 1 例 
 

方伟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我们报道了一例急性基底动脉闭塞患

者，通过急诊血管内治疗成功实现基底动脉

再通，并取得了良好的临床预后。通过该病

例，旨在探讨血管内治疗对于该类型患者的

临床意义。 

方法  患者发病 4 小时候急诊行 CTA 示：基

底动脉闭塞。急诊 DSA 示：基底动脉顶端、

双侧小脑上动脉及双侧大脑后动脉未见显

影，Rebar-027 微导管近基底动脉血栓处，

缓慢泵入阿替普酶 20mg，造影示：基底动脉

顶端部分显影，左侧小脑上及部分穿支动脉

显影，应用 Solitaire ＡＢ支架行机械取栓两

次，共取出０．５ｃｍ左右黑红色血栓２

枚，造影示基底动脉实现完全再通。 

结果  患者术后症状完全消失，术后ＮＩＨＳ

Ｓ评分由１０分改善至０分。术后ＣＴ平扫

未见明显梗塞灶，ＤＷＩ示：中脑及左侧小

脑半球散在弥散受限，考虑急性脑梗塞。住

院６天后，患者痊愈出院，未残留任何神经

系统功能缺失。 

结论  急性基底动脉闭塞将会带来灾难性后

果，并且其死亡率极高。但是通过早期的诊

断，在时间窗内急诊血管内治疗实现血管再

通，或许可以降低死亡率，改善临床预后。 

 
 
PO-1133 

经静脉入路治疗硬脑膜动静脉瘘的临床分析 
 

喻孟强 张凌云 张明铭 蒋宇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硬脑膜动静脉瘘（dural  arterioven

ous  fistula，DAVF）的可能危险因素、临

床、神经影像特点及经静脉入路治疗的策

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0 月～2015 年 12

月期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神经外科连续收

治住院的 57 例经静脉入路治愈的 DAVF 患

者，收集患者的起病方式、危险因素、首发

症状、神经影像特点及治疗方式等资料并进

行分析。 

结果  57 例 DAVF 患者中急性起病 33 例，其

中合并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者 20 例，颅内

静脉窦血栓形成及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者各 5

例，首发症状为头痛者 25 例；亚急性起病 6

例，其中合并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者 2 例，

首发症状为肢体瘫痪/失语者 1 例；慢性病程

18 例，其中合并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脑出

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者各 5 例，高同型半胱氨

酸血症者 3 例，首发症状为头痛或眼部症状

者 10 例。57 例患者均完成数字减影血管造

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

检查，均被确诊为 DAVF。本组患者中动静

脉瘘口位置以横窦、乙状窦及海绵窦区最为

多见。其中海绵窦区 36 例，横窦和乙状窦区

14 例，均有波及的前颅底硬脑膜动静脉瘘有

7 例；57 例患者选择了经静脉入路治疗，其

中经颈内静脉-岩下窦 28 例，经颈内静脉-面

静脉-眼静脉 9 例，经颈内静脉-乙状窦-横窦 1

4 例。 50 例患者治愈，5 例患者症状缓解，2 

例改善不明显。 

结论  不同起病形式的 DAVF 伴随疾病不同，

临床表现多样；DSA 具有诊断优势；经静脉

血管内栓塞可以作为 DAVF 的有效治疗手段

之一。 

 
 
PO-1134 

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护理 
 

王旭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护理。 

方法  对于急性期的护理应绝对卧床 4-6 周，

有突发者则应卧床 8 周以上，不要随意搬动

患者或做非急需检查，保持病房安静减少探

视。对于头痛剧烈者遵医嘱给予止痛剂，烦

躁者给予镇静剂，要保持大便通畅，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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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开塞露。同时严密观察意识状态、瞳孔

和生命体征变化，意识状态与预后密切相

关。用药的观察和护理，正确记录 24 小时尿

量，维持正常的血容量，减低血容量、低钠

血症的发生。观察尿量，警惕甘露醇的肾损

害。同时还要预防血管痉挛和再出血的观察

和护理。预防血管痉挛用尼莫地平静滴预防

和治疗脑血管痉挛，尼莫地平还有降血压的

作用，在用药时为保护患者安全用严密监测

血压，防止血压过低。再出血的护理把床头

太高 15-20 度，以利于静脉回流，降低颅内

压，减轻脑水肿。认真做好健康教育和心理

护理，对患者家属应强调卧床休息、保持情

绪稳定的重要性，避免刺激、情绪波动、心

理负担重，对治病信心不足，不能配合治疗

和护理，常有烦躁不安、紧张、恐慌等情绪

活动。护士应加强心理护理，语言亲切，关

心安慰患者。多于交流引导患者正确看待自

己的疾病及出院后指导以及注意事项。 

结果  对我院一年内收治 90 例 SAH 患者，均

经头部 CT 确诊，其中男 68 例，女 22 例，

年龄 25-89 岁，平均 54 岁。住院期间给予患

者甘露醇、速尿等脱水降压治疗，并给予静

脉尼莫地平治疗，防止 SAH 后脑血管痉挛的

发生，90 例患者中，治愈 88 例，死亡 2

例。 

结论  SAH 是神经外科临床常见病，病因以先

天性颅内动脉瘤、脑血管畸形、动脉粥样硬

化动脉瘤为多见。患者发病时多有明显诱

因，常见情绪激动、精神紧张、过度兴奋、

悲伤及用力过度而发病，发病时血压升高或

动脉壁破裂出血或血液渗出，致 SAH。通过

对 90 例 SAH 患者的护理，密切注意神志、

瞳孔、血压变化，防止 SAH 复发，减少致死

率有重要意义。针对 SAH 的病因及诱因，采

取全方位的临床护理，使患者对此病有深刻

的认识，从而增强患者的康复意识，提高患

者的信心，使患者主动配合治疗，从而促进

健康，提高其生活质量。同时需注意控制血

压在正常范围内。保证每日有足够的摄入

量，并提高与患者的沟通技巧，做好患者的

心理护理及家属的配合工作，加强基础护

理，防止并发症是该病护理成功的关键。 

 
 
PO-1135 
The surgical strategy and value analysis f
or cerebral hematoma in Functional doma
in hemorrhage 

 
liang qilong,wei jingwang,yang jun,liu kai,zhang hon
g,jia chuangchuang,tang zhongbing,jia maoling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730046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urgical treatment
 strategy of cerebral hemorrhage involved or 
near function domain, evaluate the value of s
urgical treatment.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6 cases  
patients with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volv
ed or near function domain were analyzed re

trospectively from January 2010 January～2

015 years in the neurosurgery of the second 
people hospital of Lanzhou to discuss the su
rgical timing, selection of surgical approache
s and methods, and then evaluate the signifi
cance of surgical treatment to functional reco
very. 
Results  There were the 36 patients, aged 5
0~78years,with an average age of 61.5 year
s, 26 male, 10 female; the hematoma in front
al lobe were 19 cases, parietal lobe were 10 
cases, the occipital lobes were 7 case, bleed
ing volume was 20~60ml, clear consciousne
ss to sleepiness, 29 cases of limbs hemipleg
ia and muscle strength 0~ II level, 12 cases 
of aphasia, 7 case partial blindness. Surgery
 treatment were performed in 6 ~24 hours aft
er bleeding. Operation incision was "? "-Sha
ped or horseshoe-shaped skin flap ,bone-fla
p forming. Expose the function regions and n
ear sub-function regions enough. avoid stret
ching of brain tissue. With the help of real-ti
me intraoperative ultrasound guidance and a
void damaging in cerebral cortical sulci in the
 route, remove hematoma under the microsc
ope. Early Post-operative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was recommend, accompanied with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and rehabilitation. Al
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6 months 
~24 months, 6 months postoperatively BADL
 rating scale Barthel index 100 points in 11 c

ases, ＞60-15, 60~41-9, 40~21-1. 

Conclusions  The cerebral hemorrhage inv
olving or adjacent function domain should ea
rly treat with  surgical treatment. Incision big 
enough, avoiding stretch of brain tissue, real
-time intraoperative ultrasound guidance and
 removing hematoma under the microscope 
can reduce post-operation secondary injury 
of brain tissues, conducive to function recov
ery, and then reduced disability effectively to
 mprove lif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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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36 

颈内动脉内膜剥脱术围术期护理 
 

刘畅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6 

 

目的  总结颈内动脉内膜剥脱术的围术期护理

经验，促进患者康复，提高治愈率。 

方法  本组 30 例患者均为颈内动脉狭窄患

者，全部由头晕，头痛或短暂性脑缺血的临

床表现，具体的入院健康教育，加强心理护

理，充分的术前准备，严密的术后病情观

察，制定全面，周密的护理计划，做好各种

并发症的观察及处理。 

结果  本组 30 例患者症状明显改善，脑过渡

灌注 2 例，经过及时发现并采取恰当的处理

措施患者痊愈出院。 

结论  对颈内动脉内膜剥脱书的患者加强患者

的围术期护理能有效地降低并发症，促进患

者的术后康复。 

 
 
PO-1137 

后交通动脉末端动脉瘤——一例病例报告并

文献回顾 
 

王永和 1 王志胜 2 马先贵 1 肖连东 1 商建军 1 韩战庆 1

 孙建彬 1 

1.潍坊市中医院 

2.潍坊医学院 

 

目的  探讨真性后交通动脉瘤的临床特点、治

疗等相关的问题。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住院手术治疗的真性后

交通动脉瘤病人的临床资料以及相关文献。 

结果  病人以头晕伴有左侧肢体活动不灵为首

发症状，DSA 示后交通动脉末端可见一约 7*

7mm 动脉瘤样突起。诊断明确后，经右侧额

眶颧入路行后交通动脉末端动脉瘤夹闭术。

术后患者恢复较好。 

结论  真性后交通动脉瘤是非常罕见的。血流

动力学改变以及胚胎型大脑后交通动脉在真

性后交通动脉瘤的形成，生长及其破裂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真性后交通动脉瘤的

破裂率要明显高于其他部位的颅内动脉瘤。

因此在明确诊断后，应尽早行手术治疗。 

 
 
PO-1138 

超早期支架辅助栓塞颅内破裂动脉瘤 
 

龙建武 

厦门市第三医院神经外科 316000 

 

目的  探讨颅内破裂动脉瘤超早期支架辅助栓

塞治疗的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采用超早期支架辅助栓塞治疗

的 13 例颅内破裂动脉瘤患者临床资料,术前 H

unt-Hess 分级:I~II 级 7 例, III 级 4 例,IV 级 2

例。对患者在动脉瘤破裂发病 24h 内，气管

插管全身麻醉下行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

疗。按 Raymond 分级标准评估术后栓塞情

况，术后并发症以及依据 mRS 评分量表评估

术后 1～6 个月随访结果  

结果  恢复良好 11 例(84.8%);出现术后偏瘫 1 

例(7.6%);术后出血 1 例(7.6%)；无死亡病例

(0%)。随访 1～6 个月,无再出血病例，复发 1

例并再次栓塞。 

结论  超早期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破裂动脉瘤

方法可行，可提高破裂动脉瘤治愈率，改善

患者的预后。 

 
 
PO-1139 

复合手术环境下慢性脑血管闭塞的外科治疗

策略 
 

梁国标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840 

 

Background  Although most neurovascular 
diseases can be treated either by microsurgi
cal or endovascular means, a subset of patie
nts may require a combined approach.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
port our clinical experience performing combi
ned surgical and endovascular procedures f
or chronic neurovascular occlusion in the hy
brid OR. 
Methods  59 patients with chronic neurovas
cular occlusion diseases underwent combine
d endovascular and surgical procedures in a 
single session: 36 pts underwent STA-MCA 
bypass surgery. 23 patients underwent reca
nalization procedures. 
Results  All combined procedures were perf
ormed in a single session successfully. The 
symptoms improved in 51 pts. There were 4 
periprocedural ischemic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  A combined endovascular and 
surgical approach conducted in a hybrid OR 
provides a new strategy for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neurovascular occlusion diseases.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86 

 

PO-1140 

立体定向抽吸引流与开颅血肿清除治疗高血

压脑出血老龄患者的临床研究 
 

蔡云鹏 1 高俊 2 李建华 1 张俊 1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神经外科 

2.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分析无框架立体定向抽吸置管引流术与

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老龄患者

的疗效，探讨高血压脑出血老龄患者的手术

治疗方案的选择。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我科手术治疗 168 例高血压脑出血老龄

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无框架立体定向抽吸

置管引流术与开颅血肿清除术手术方式患者

的年龄、出血量、术前 GCS 评分、手术时

间、治疗费用、住院时间及预后，使用 SPS

S13.0 软件，应用 student-t 检验，比较两组

数据的差异性，p<0.01 具有显著差异，p<0.0

5 具有差异。 

结果  两组共收集病历 168 例，其中立体定向

106 例（男 60 例，女 46 例），开颅血肿清

除 62 例（男 38 例，女 24 例），平均年龄：

立体定向组 76.5 岁，开颅组 65.6 岁（p<0.0

5）；平均出血量：幕上：立体定向组 45.5m

l，开颅组 52.6ml（p>0.05）；幕下：立体定

向组 16.8ml，开颅组 17.5ml（p>0.05）；术

前 GCS 评分：立体定向组 9.1 分，开颅组 8.

8 分（p>0.05）；平均手术时间：立体定向组

56.8min，开颅组 257.6min（p<0.01）；平

均住院时间：立体定向组 19.8d，开颅组 27.

6d（p<0.05）；平均治疗费用：立体定向组

4.18 万；开颅组 8.66 万（p<0.01）；术后再

出血率：立体定向组 4.7%；开颅组 5.2%

（p>0.05）；死亡率：立体定向组 17.7%；

开颅组 25.8%；KPS 预后评分：KPS≥70，

立体定向组 69.7%；开颅组 54.8%；KPS≦5

0，立体定向组 18.2%；开颅组 36.5%。立体

定向组在年龄偏大，出血量及术前 GCS 评分

无差异的情况下较开颅组死亡率、致残率偏

低，预后较好。立体定向组较开颅组手术时

间及住院费用明显减少。立体定向组与开颅

组术后再出血发生率无差异。 

结论  无框架立体定向抽吸置管引流术治疗老

龄高血压脑出血，具有创伤小、手术时间

短、费用低、预后及生存质量上优于开颅血

肿清除术，在高血压脑出血老龄患者的手术

治疗综合疗效上具有更好的收益。 

PO-1141 

CEA 术中颈动脉残端测压及术中转流技术的

临床应用 
 

王东海 赵鹏 刘青林 李学恩 王云彦 杨杨 李刚 李新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 CEA 术中颈内动脉残端压力测定的

临床意义及术中转流技术的临床应用。 

方法 采用 Edward 转流装置配合有创动脉测

压模块对术中颈内动脉残端压力进行测定，

根据残端压力确定术中是否转流下行颈动脉

斑块剥离及血管缝合成型术，残端压＜40mm

Hg 为转流组，术中升高动脉压至 140-160m

mHg 后颈内动脉残端压力＞50mmHg 组为非

转流组。 

结果 本组病例共计 43 人，男 24 例，女 19

例，平均年龄 62.5 岁；术中转流 8 例，包括

2 例双侧重度狭窄病人和 3 例一侧颈内动脉重

度狭窄合并对侧闭塞者，其他 3 例病人术前

造影未见前交通或后交通动脉开放；非转流

组 35 例，其中术前造影开放 15 例，后交通

开放 8 例，12 例病人造影未见前、后交通动

脉开放，约占本组病例 34.29%；转流组术后

发生急性颈内动脉闭塞 1 例，再通后 CT 示大

脑中动脉区域大面积脑梗塞，余病人术后未

见低灌注导致新发脑梗塞灶。 

结论 1、颈动脉残端压力测定对术中评定脑灌

注情况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2、术前造

影 Willis 环不开放者并非术中转流绝对指征。

3、应用 Edward 转流装置行颈内动脉残端压

力测定以及对残端压低下者实施术中转流，

操作简便、安全。 

 
 
PO-1142 

经单侧翼点入路前循环多发动脉瘤的手术治

疗 
 

王东海 帕尔哈提 吴红星 赵鹏 刘青林 杨小朋 李刚 李

新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经单侧翼点入路颅内多发动脉瘤的

手术治疗方法，评估翼点入路在颅内多发动

脉瘤治疗中的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单侧翼点入路开颅，对于同侧大脑

中动脉合并有前交通或后交通动脉瘤患者，

打开侧裂夹闭大脑中动脉瘤后继续分离侧裂

向深部显露另一动脉瘤进行夹闭；对于同侧

颈内动脉和对侧 Willis 环临近动脉瘤，选择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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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动脉瘤侧开刀首先夹闭责任病变，继而经

由视交叉池，对侧颈动脉池或对侧侧裂池，

显露对侧 ICA 分叉部、后交通或 MCA 分叉部

动脉瘤给予夹闭。 

结果 本组病例共计 35 例，其中大脑中动脉瘤

合并同侧后交通或前交通动脉瘤 13 例，后交

通动脉瘤合并大脑前动脉瘤 12 例，MCA 合

并对侧 ICA 分叉部动脉瘤 3 例，双侧 MCA 动

脉瘤并同侧后交通动脉瘤 2 例，双侧 MCA 动

脉瘤 2 例，双侧颈内动脉分叉部动脉瘤 2

例，双侧后交通动脉瘤 1 例。除 1 例双侧后

交通动脉瘤术中探查见对侧 AN 大部位于幕切

际以下，无法阻断 ICA 及显露动脉瘤颈未能

夹闭 ，余病例均一期手术夹闭成功。 

结论 1、单侧翼点入路能够有效处理颅内 willi

s 环临近同侧多发动脉瘤。2、经由单侧翼点

入路进行颅内多发动脉瘤夹闭，应选择责任

侧动脉瘤开颅，夹闭对侧 AN 时，应充分松解

颅底各脑池蛛网膜，释放脑脊液，降低颅内

压例，为手术操作提供更大的空间。3、经单

侧翼点入路夹闭对侧动脉瘤时，部分病人蝶

骨嵴会影响 M1 与 MCA 分叉动脉瘤的分离与

显露，后交通动脉瘤由于颈内动脉迂曲动脉

瘤位于幕切际下方时，经由对侧入路无法显

露颈内动脉近端进行有效阻断，不能有效分

离显露瘤颈进行夹闭，导致手术无法完成。 

 
 
PO-1143 

血管内栓塞治疗动脉瘤 100 例 
 

马永会 朱宏伟 薛伟明 王占祥 谭国伟 刘希尧 姜月明 

叶永造 弓凯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61003 

 

目的  探讨弹簧圈栓塞治疗颅内宽颈动脉瘤的

经验和疗效。  

方法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使用弹簧

圈栓塞治疗颅内动脉瘤患者 100 例 108 个动

脉瘤,。  

结果  所有动脉瘤均成功栓塞，86 个动脉瘤采

用单导管弹簧圈栓塞，弹簧圈无法成篮的动

脉瘤采用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采用 Solitaire

 AB 支架，术后即刻造影示完全栓塞 104

个，次全栓塞 4 个, 无动脉瘤破裂出血发生，

术后血管造影随访 35 例，均达到完全栓塞，

所有载瘤动脉通畅,支架内无明显狭窄,术后所

有患者均无再出血。  

结论  血管内介入治疗脑动脉瘤方便、安全、

有效。 

PO-1144 

颅内压监测下脑室外引流治疗脑室内出血 32

例体会 
 

魏岳峰 汪志光 周敏 陈志烽 郭少锋 

福建省平和县医院 363700 

 

目的 总结颅内压监测下行脑室外引流治疗脑

室出血的体会。 

方法 依据颅脑 CT 的脑室内出血分型。侧脑 

室置管后测得的颅内压结果而对 32 例脑室内

出血采取的不同治疗方法。依颅内压变化而

决定经管注药夹闭管道及结合头颅 CT 复查情

况，决定何时拔引流管，行腰大池持续外引

流。 

结果 32 例自发性脑出血：原发性 17 例、继

发性 15 例。行双侧脑室外引流 20 例，单侧

引流 12 例。夹管后行腰大池持续外引流 23

例。经引流管灌注尿激酶 2-4 万 u 夹管 1-3 小

时，每天 2 次。头颅引流 5-7 天，最长至 12

天。 

结论 脑室型颅内探头置入可直观显示颅内压

变化，决定治疗方法。引流血性脑脊液降低

颅内压，减少血性液对脑组织的激发性损

伤，防止脑室系统梗阻，促进病人早期康

复。 

 
 
PO-1145 

外源性 Ange1 联合 VEGF 在大鼠脑出血中保

护作用的研究 
 

朱宏伟 刘希尧 王占祥 谭国伟 马永会 肖德勇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3 

 

目的  研究外源性 Ang1 联合 VEGF 在大鼠脑

出血中对出血灶周围水肿的影响，以及对大

鼠神经缺损行为学评分和后期学习记忆功能

的影响。  

方法  应用立体定向技术，用胶原酶缓慢注入

大鼠尾状核构建 SD 大鼠脑出血模型，随机分

为 3 组，通过侧脑室分别注射 NS，VEGF 以

及 Ang1 和 VEGF 混合液。用干湿重法测定

脑组织含水量，单取 28d 亚组进行 Morris 水

迷宫实验，用以评价学习记忆功能。  

结果  1. 脑含水量：脑出血后 6h，24h，3d

和 7d，VEGF 干预组均较 NS 对照组明显加

重（P＜0.05）；VEGF 联合 Ang1 干预组在

3d 及 7d 时间点脑含水量较 NS 对照组有明显

减轻（P＜0.05），在 24h，3d 和 7d 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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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VEGF 干预组明显减轻（P＜0.001）。2. 

神经功能评分：VEGF 联合 Ang1 干预组，V

EGF 干预组及 NS 对照组之间的神经功能评

分未见显著性差异（P＞0.05）。3. 水迷宫实

验：VEGF 联合 Ang1 干预组的第一象限逃避

潜伏期分布为（20.41±2.731s），较 NS 对

照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1. VEGF 单独应用可加重脑出血后脑水

肿，而 VEGF 联合 Ang1 应用可减轻大鼠脑

出血后脑水肿；2. Ang1 可协同 VEGF 改善学

习记忆功能。  

 
 
PO-1146 
Intraoperative Rupture in the Surgical Tre
atment of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Aneur
ysms 
 
Chen Sifang,Tan Guowei,Wang Zhanxiang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Objective  Intraoperative rerupture (IOR) du
ring clipping of cerebral aneurysms is a diffic
ult preposition in microneurosurgery. The ai
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incidence
 of IOR and analyze the strategies of controll
ing profound hemorrhage.  
Methods  A total of 165 patients with unrupt
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and 46 patients 
with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 treate
d surgically between April 2010 and March 2
011 were reviewed.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with regard to age, sex, presence of sympto
ms, confounding factors and strategy of cont
rolling intraoperative hemorrhage was analyz
ed in terms of locations of aneurysms, timing
 of rupture and severity of IOR.  
Results  211 patients with 228 aneurysms w
ere treated in this series. There were a total 
of 6 IORs which represented an IOR rate of 
2.84% per patient and 2.63% per aneurysm. 
The highest ruptures rates occurred in patien
ts with ICA aneurysms (25%). Surgeries in th
e group with ruptured aneurysms had a muc
h higher rate of IOR compared with surgerie
s in the group with unruptured aneurysms. O
f the 6 IOR aneurysms, one occurred during 
predissection, 4 during microdissection and 
1 during clipping. One was major IOR, 3 wer
e moderate and 2 were minor.  
Conclusions  Intraoperative rupture of an in
tracranial aneurysm can be potentially devas
tating in vascular neurosurgery. Aneurysm lo
cation, presence of subarachnoid hemorrhag

e and surgical experience of the operating s
urgeon seem to b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
g the incidence of IOR. 
 
 
PO-1147 
Misdiagnosis in a case of non-compressi
ve myelopathy due to a lumbar spinal intr
adural fistula supplied by Artery of Adam
kiewicz 
 
Chen Sifang,Tan Guowei,Wang Zhanxiang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Background  Spinal vascular malformations
 comprise a rare but significant group of spin
al disorders where clinching the diagnosis ea
rly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as the morbidity i
ncreases as the time goes by. These malfor
mations present mainly with symptoms of my
elopathy with a gradually worsening course 
and thus early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ma
y revert the symptoms to some extent. Due t
o ignorance, sometimes the diagnosis may b
e missed or delayed and this delay can mak
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final outcome. 
Case description  A case of a 44 year old 
male who presented to us with 8 months hist
ory of gradually worsening difficulty in walkin
g and lower limb paraesthesias along with re
cent bladder complaints. Earlier, the imaging
 had revealed prolapsed lumbar disc and he 
had undergone L4-5 micro-discectomy few 
months back. As his symptoms worsened fur
ther, he developed paraparesis and then a m
ore detailed analysis revealed a missed spin
al arterio-venous fistula at L4-5 level causing
 congestive myelopathy. He was re-operated
 and the fistula was disconnected which led t
o an improvement months after surgery.  
Conclusions  Thu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compressive and non-compressive myelopa
thy and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the latter to i
dentify the actual cause remains imperative. 
Misdiagnosis leading to a wrong surgery cau
sed further deterioration which could have b
een avoided by careful analysis of imaging. 
Open surgery remains the preferred treatme
nt for the fistulas supplied by the artery of ad
amkiewi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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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48 

脑血管病复合手术技术在 AVM 治疗中的临床

应用 
 

王东海 赵鹏 刘青林 帕尔哈提 吴红星 杨小朋 李刚 李

新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脑血管病复合手术技术在颅内动静

脉畸形治疗中的应用模式，评估复合手术技

术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7 月-2016 年 4 月应

用复合手术治疗的脑 AVM 病例，采取“造影

诊断-术中栓塞--DynaCT 扫描定位-血肿穿

刺”、“造影诊断-开颅病变切除或并血肿清除-

造影评估”和“造影诊断-术中栓塞-开颅病变切

除或并血肿清除-造影评估”三种治疗模式，开

颅患者术中造影时常规术腔内放置动脉瘤夹

作为 Marker 辅助定位残余 AVM，有参余病

灶者手术切除并术中造影评估即刻治疗效

果，术后颅脑 CT 随访。 

结果 本组病例共 34 例，其中急性出血型 AV

M25 例，非急性期或未破裂 AVM9 例，术中

采用“造影诊断-术中栓塞--DynaCT 扫描定位-

血肿穿刺”模式治疗 6 例病人，采用“造影诊断

- 病变切除或并血肿清除-造影评估” 模式治疗

18 例病人，“造影诊断-术中栓塞-开颅病变切

除或并血肿清除-造影评估”治疗 10 例病人，

术中造影发现急性出血 AVM 术中切除不全 5

例，未破裂或非急性期出血 AVM 切除不全 1

例，所有病例残  余病灶切除后再次术中造影

评估均获得即刻影像学治愈，颅脑 CT 术后术

野血肿清除完全。 

结论 1、一站式复合手术技术治疗脑动静脉畸

形术中可实时进行疗效实时评估，指导手术

实施，提高 AVM 治愈率。2、复合手术技术

一期完成血管内治疗和与开放手术，患者无

须在相关学科间转移，避免了患者多次麻醉

和转运可能带来的风险；术中栓塞可减少术

中出血，有利于提高治愈率；术中 DynaCT

定位穿刺血肿或开颅清除血肿，能够在病因

治疗的同时，有效降低颅内压，减少脑组织

的压迫，为病人的康复提供条件。3、复合手

术室在满足复合手术的同时，亦能够满足单

纯的血管内治疗或常规的外科手术，避免了

资源浪费，提高了设备利用率。 

 
 
 
 

PO-1149 

基于分割算法的计算机辅助高血压脑出血量

计算及应用 
 

高宏志 1 王玉梁 2 王佳音 1 金福江 2 黄金钟 1 

1.福建医科大学 

2.华侨大学 

 

目的 目前国内外对于脑出血后血肿量的动态

变化及影响因素的计算因仪器及方式存在较

大差异而无法普及。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基于

分割算法的高血压脑出血量计算方法，并进

行回顾性分析。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 2015 年 7 月入住福建

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

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病例 121 例，排除其它

诊断后采用以上方法进行分析验证。针对不

规则出血区域，采用基于 FCRLS 算法的计算

机辅助脑出血量计算方法；针对规则出血区

域，采用基于阈值分割算法的计算机辅助脑

出血量计算方法。相对传统多田氏手工计算

法，新方法计算更精确、快速，且可重复性

高。 

结果 应用新方法计算 121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

者出血量动态变化规律，运用 SPSS 软件分

析影响血肿吸收临床高危因素，二元 logistic

建立血肿吸收速度快慢预测模型。模型预测

平均准确率为 89.3%。 

结论 基于分割算法的高血压脑出血量计算方

法简单易懂，对于动态分析颅内血肿的变化

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PO-1150 

脑出血术后肢体功能障碍的早期康复护理进

展 
 

张新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脑出血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外科疾病，主要因

非外伤性脑实质血管破裂而引发出血，以老

年人为多发群体。脑出血的诱因较多，包括

高血压、脑动脉硬化以及颅内血管畸形等，

起病较急，病情发展较快，发病后及时治疗

能够避免死亡，然而大多存在神经系统损

害，在我国，约有 70%-80%的脑出血患者都

会遗留不同程度的残疾，约 42.3 %的患者生

活不能自理[1]。不但对患者正常的日常活动

造成巨大的困扰，也为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

的负担。运动功能障碍(主要指偏瘫)和言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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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障碍(主要指失语)是脑出血最常见和最主要

的并发症包括失语、肢体偏瘫以及意识障碍

等，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影响。因此对于脑

出血肢体功能障碍患者，临床上需要早期加

强护理干预，促进患者康复，现将早期康复

相关知识综述如下。 

 
 
PO-1151 
Surgical Nuances of Clipping after Coilin
g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Chen Sifang,Tan Guowei,Wang Zhanxiang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Guglielmi Detachabl
e Coils (GDC), the endovascular manageme
nt of ruptured and unruptured aneurysms sur
faced as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surgical clippi
ng as a ‘minimally invasive’ option. This was 
given a further boost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S
ubarachnoid Aneurysm Trial (ISAT)  which w
as one of the first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
ials comparing clipping and coiling in achievi
ng the primary outcome of reducing depende
ncy and death  after 2 months and 1 year. A
s the number of cases treated by the endova
scular therapy increase, the neurosurgeons 
of today are facing even tougher challenges 
of clipping difficult aneurysms including wide 
necked, thrombosed ones and those involvin
g many perforators. In addition to this, the tre
atment failures (recurrence and residual ane
urysms after coiling) pose a difficult scenario
 to a neurosurgeon fraught with complication
s owing to surrounding adhesions, coil migra
tions and involvement of adjacent neurovasc
ular structures.  
We analyzed the recent literature dealing wit
h the nuances and challenges of clipping aft
er coiling and tried to find out the current ma
nagement intricacies involved in treating the
se difficult aneurysms. Until now, the literatur
e has recommended treatment of previously 
coiled aneurysms to be determined on an in
dividual patient basis and no set criteria hav
e been recommended. Every coil changes th
e aneurysmal morphology to some extent – i
t may become tough to dissect, compress, m
obilize or clip the neck containing the bunch 
of coils. The indications for re-treatment mus
t be well-defined. Follow-up angiograms are 
essential and any progression should be an i
ndication for treatment. An increase of >20%

 of the original length or <90% occlusion of t
he aneurysm should prompt re-treatment in 
most instances. Every surgeon must assess 
applicability of clipping in advance by estimat
ing the C:H ratio <2.5, a height-to-neck ratio
 >2, or calculation of the wedge angle to be 
<90 degrees. The contingency plans must b
e ready; vascular anastomosis is always a p
ossibility when dealing with these aneurysms
 and wrapping should always be the last res
ort. The coil mass should remain untouched i
f possible, but if clip application is still not po
ssible with simple manipulation, the dome sh
ould be transected to extract or mobilize the 
coils.   
 
 
PO-1152 
Surgical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Unru
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Chen Sifang,Tan Guowei,Wang Zhanxiang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Objective  To present our experience with el
ective microsurgical clipping of unruptured in
tracranial aneurysms (UIAs) and analyze its 
management strategy.  
Methods  A total of 150 patients with UIAs w
ere reviewed and data were collected with re
gard to age, sex, presence of symptoms, loc
ation and size of the aneurysm, surgical com
plications and postoperative 30-day outcome.
 Aneurysm size was assessed by direct inter
pretation of 3-dimensional computed tomogr
aphic angiographic (3D-CTA) or angiographi
c data. Clinical outcome was assessed with t
he use of the Glasgow Outcome Scale (GO
S).  
Results  Altogether, 150 patients with 165 a
neurysms were treated in this series. 106 pat
ients had single aneurysm and 44 (29.3%) p
atients had multiple aneurysms. Of the 44 pa
tients with multiple aneurysms, 12 were treat
ed with clipping the coexistent aneurysms in 
the same surgery. Location and size distribut
ion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1. The following
 measur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rebral
 aneurysm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preoper
ative imaging: maximal height, maximal widt
h of aneuraysmal sac and maximal neck dia
meter. The largest measurement of the cere
bral aneurysm in terms of height or width wa
s considered maximum size. The mean size 
of the UIAs was 5.6 mm. 80 aneurysms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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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ere less than 5 mm in size, 73 (44.2%)
 were from 5 to 10 mm. 10 (6.1%) of the ane
urysms were large and two (1.2%) were gian
t. The location of the aneurysms was classifi
ed as follows: (1) 66 (40%) in middle cerebra
l artery (MCA); (2) 40 (24.2%) in anterior co
mmunicating artery complex or anterior cere
bral artery (ACA); (3) 36 (21.8%) in posterior
 communicating segment; (4) 17 (10.3%) we
re in the ophthalmic segment; (5) 2 (1.2%) in
 cavernous sinus; and (6) 4 (2.4%) in posteri
or circulation (basilar artery). Of the 150 pati
ents in this series, 143 were asymptomatic a
nd 7 were symptomatic before surgery. Of th
e 7 symptomatic patients, 2 presented with v
isual disturbance, 5 presented with oculomot
or palsy. Of the 143 asymptomatic patients, 
29 were found to have UIAs during examinat
ion for non-specific symptoms, including hea
dache, vertigo or numbness; 3 were detecte
d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other ruptured ane
urysms; 111 were found to have UIAs during
 a brain checkup.   One anterior communicati
ng artery complex aneurysm and 9 ACA ane
urysms were treated via an interhemispheric 
approach. 3 patients with unruptured superio
r hypophyseal artery aneurysms were treate
d using a contralateral pterional approach. T
he four patients with basilar artery aneurysm
s were treated using fronto-temporo-zygoma
tic craniotomy with combined subtemporal a
nd transylvian (half and half) approach. The r
emaining patients underwent frontotemporal 
craniotomy with ipsilateral pterional approac
h. Two patients with large ophthalmic segme
nt aneurysms were managed with inten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eurysm neck followe
d by endovascular coiling. 8 patients with lar
ge or giant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aneurysms 
were treated by retrograde suction decompr
ession assisted clipping. MCA-STA (superfici
al temporal artery) bypass surgery was inclu
ded in the treatment of a patient with large M
CA aneurysm. After treatment, wound compli
cation was found in 3 patients, including two 
patients who required surgical repair for CSF
 leak and one patient with wound infection re
quiring reoperation. One patient aged 76 exp
erienced chronic subdural hematomas, whic
h required surgical evacuation 2 months afte
r surgery. However, this patient left the hospi
tal after removing the hematoma without a d
eficit. Contusion caused by brain retraction w
as detected in one patient on the postoperati
ve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es. There wer

e no deaths related to surgical treatment in t
his series. The postoperative 30-day outcom
e was good in 147 patients (98%), and only 
3 patients (2%) had a treatment-related unfa
vorable outcome. 5 patients experienced tra
nsient neurological deficits and 1 patient exp
erienced permanent neurological deficits. 98.
7% of the treated aneurysms were satisfacto
rily obliterated.  
Conclusions  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
ysms can be treated surgically with low morb
idity and a good outcome at a specialized ne
urovascular center. To advance future care o
f the 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we 
need to obtain more accurate data on the na
tural history and the risk of surgical clipping 
of UIAs by well designed prospective studies,
 and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guidelines 
for treating UIAs. 
 
 
PO-1153 

超早期小骨窗显微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

临床分析 
 

肖德勇 王占祥 谭国伟 刘希尧 郭剑锋 朱宏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61003 

 

目的  研究超早期小骨窗显微手术治疗高血压

脑出血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方法  采用超早期小骨窗显微手术治疗高血压

脑出血 50 例（显微组），传统开颅手术治疗 

50 例（开颅组），比较两种手术方式的疗

效。 

结果  显微组较开颅组术后恢复优良率明显升

高，再出血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下降。 

结论  超早期小骨窗显微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

血，手术创伤小，止血可靠，并发症少，术

后神经功能恢复好，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

有效方法。 

 
 
PO-1154 

LVIS 支架辅助栓塞颅内动脉瘤 
 

杨光诚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250022 

 

目的   探讨颅内专用自膨式支架（LVIS 支

架）在宽颈动脉瘤栓塞治疗的适应症、技术

要点、并发症防治，评价该技术的安全性及

疗效。 

方法  12 例确诊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介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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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术前影像学检查或术中 DSA 造影证实为颅

内宽颈动脉瘤破裂所致。术前采用 64 排螺旋

CT 容积扫描三维重建，亦可直接行 DSA 全

脑血管造影发现动脉瘤。首先将 LVIS 支架跨

动脉瘤颈放置，通过支架上的网孔将微导管

送入动脉瘤腔，填塞弹簧圈。 

结果  12 例患者手术均成功。其中 1 例在第

一个 LVIS 支架释放过程中发现支架膨胀不完

全，将支架回收入鞘管，撤出体外，更换支

架成功释放。支架放置成功后，进行弹簧圈

栓塞，弹簧圈填塞过程中反复进行 DSA 动脉

造影，至动脉瘤腔内无对比剂充盈，完成栓

塞治疗。 

结论  联合使用支架和微弹簧圈是治疗颅内宽

颈动脉瘤安全有效的方法，支架使宽颈动脉

瘤的介入治疗成为可能。LVIS 颅内专用自膨

式支架，专为适应颅内迂曲血管经路设计，

具有支架到位容易、定位准确、可控制释放

优点，使支架辅助栓塞颅内宽颈动脉瘤更加

安全、有效。 

 
 
PO-1155 
Retrograde suction decompression assis
ted clipping of large and giant cerebral an
eurysms: Our Experience 
 
Chen Sifang,Tan Guowei,Wang Zhanxiang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Objective  To present our experience with r
etrograde suction decompression in clipping 
of large and giant cerebral aneurysms and a
nalyze its advantages and pitfall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27 pati
ents with large and giant intracranial aneurys
ms treated by suction decompression assist
ed clipping was done. The surgical techniqu
e and the outcome of patients were reviewed.
 Results  All aneurysms were successfully cl
ipped, and postoperative 3-D CTA or DSA re
vealed no major branch occlusion or residual
 aneurysm. There was no surgical mortality i
n both giant and large aneurysm groups.  
Conclusion  Retrograde suction decompres
sion is a successful adjunct to clipping of lar
ge and giant cerebral aneurysms. 
 
 
PO-1156 

MRI 与 DSA 三维影像数据输入神经导航融合

行脑深部血管病直视手术的探讨 

 

盛柳青 盛柳青 李俊 陈刚 宋健 黄河 赵曰圆 李欢欢 汤

伟 金二亮 向伟楚 李国栋 王丽 马廉亭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目的  探讨 MRI 与 DSA 三维影像数据输入神

经导航融合在脑深部血管病手术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

科 2013 年 8 月至 2015 年 3 月共使用 MRI 与

DSA 三维影像数据输入神经导航融合行脑深

部直视显微手术治疗的 5 例脑血管病患者的

临床资料，其中烟雾病合并脉络膜后动脉末

梢分支动脉瘤 1 例，动静脉畸形合并静脉瘤 2

例， 大脑前动脉 A2段与腁周动脉外伤性多发

假性动脉瘤 1 例，前颅窝底硬脑膜动静脉瘘 1

例。术前 Hunt-Hess 分级Ⅱ级 3 例，Ⅲ级 1

例，Ⅳ级 1 例。所有患者在手术前行脑血管

造影获得平板 DSA 三维影像数据和 MRI 层厚

2.0 mm 三维断层影像数据，手术中将 MRI 与

DSA 三维影像数据通过 Dicom 接口输入神经

导航系统进行融合，在神经导航引导下行显

微直视手术切除、夹闭或电灼病灶，术后均

复查 DSA 或 320-CTA。 

结果  5 例患者均手术成功切除病灶。术后 4

例患者恢复良好，无神经功能障碍；1 例出现

脑分裂综合征。结论 在脑深部血管微小病变

手术中，使用 MRI 与 DSA 三维影像数据输入

神经导航，能够精准找到脑深部微小血管病

灶并看清楚病灶与周围脑结构的解剖关系，

以最小手术损伤完整、彻底的切除脑深部血 

管微小病灶。 

 
 
PO-1157 

急性缺血性卒中机械取栓并发症分析 
 

张广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急性血栓形成和动脉栓塞是急性缺血性

卒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机械取栓是一种有效

治疗急性颅内大血管闭塞的方法，但机械取

栓的并发症情况并未明确。因此，本研究分

析我科机械取栓病例，明确我中心机械取栓

并发症情况。 

方法  分析我科 2014 年来 24 例机械取栓病

例，采集临床资料包括术后 CT 及出院时，出

院后三个月、一年 MRS 评分。 

结果  24 例患者中，2 例出现术后出血，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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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症状性出血，一例患者取栓失败。 

结论  机械取栓手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

急性缺血性卒中尤其大动脉闭塞的卒中的治

疗方法之一。主要并发症为术后出血，其可

能威险因素为手术时间窗，据发病时间越

短，再出血几率越低。 

 
 
PO-1158 

颅内破裂动脉瘤合并颅内血肿的复合手术治

疗 
 

伍杰 杨铭 潘力 蔡明俊 刘鹏 秦杰 杨柳 安学锋 张新元

 王在贵 刘征 李国栋 马廉亭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探讨复合手术治疗颅内破裂动脉瘤合并 

颅内血肿的疗效。 

方法  本组 5 例患者头颅 CT 均表现为典型蛛

网膜下腔出血合并脑内血肿，均行全脑血管

造影明确诊断为颅内动脉瘤并行弹簧圈栓塞

术，其中大脑前动脉 A2 段分叉部动脉瘤 1 例,

 大脑前动脉 A2 段动脉瘤 1 例，前交通动脉

瘤 1 例, 颈内动脉后交通动脉瘤 1 例，大脑中

动脉分叉部动脉瘤 1 例，按 Hunt-Hess 分

级：Ⅱ级 2 例，Ⅲ级 2 例，Ⅳ级 1 例。血管

内介入栓塞术后均行颅骨钻孔血肿腔引流

术。 

结果  5 例患者均行弹簧圈致密栓塞责任动脉

瘤后行颅骨钻孔血肿腔引流术，手术顺利，

均于术后 3-4 天血肿大部分引流干净，住院

期间无再出血、感染及梗塞病例。术后 6 个

月随访，根据 GOS 分级, Ⅲ级 1 例，Ⅳ级 1

例,Ⅴ级 3 例。 

结论  对于合并颅内血肿的自发性蛛网膜下腔

出血，首先应考虑动脉瘤破裂出血可能, 需尽

早行 DSA 检查明确诊断。复合手术对于部分

未发生脑疝又合并颅内血肿的破裂动脉瘤患

者是可行的，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PO-1159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与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

血患者预后关系 
 

张广 朱仕逸 王永鹏 郑秉杰 史怀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探讨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与自发

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神经外科 138 例首次诊

断为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临床资料，随

访至发病后 3 个月，以改良的 Rank 量表评分

( mＲS) 评价患者预后情况，将患者分为预后

不良( MＲS ＞ 2)与预后良好（MＲS≤2）组

进行比较。 

结果  (1) ＲDW 与患者预后情况相关。(2) 预

后不良( MＲS ＞ 2)与预后良好（MＲS≤2）

组相比，RDW 值更高。 (3)Hunt-hess 级别越

高，患者预后越差。 

结论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升高的ＲD

W 与预后不良相关，或可成为预测蛛网膜下

腔出血患者预后情况的因素之一。 

 
 
PO-1160 

经额微创小骨窗血肿清除—一种微创高血压

脑出血手术入路探讨 
 

金心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310012 

 

目的  探讨经额微创小骨窗清除壳核区域高血

压脑出血的可行性，以寻找一种更加安全、

便捷和高效的手术入路和手术方法。 

方法  选择 5 例具有开颅手术指征的壳核区高

血压脑出血病例，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手术：

1、气管插管全麻，仰卧位，前额向上。2、

手术切口：血肿侧额部发际内作一与发际基

本平行的弧形切口，弦长 4cm，切口中点到

中线的距离与血肿中点到中线的距离保持一

致，约在中线外侧 3.2cm 处。3、打开皮瓣，

以切口中点为中心作一直径 3cm 的小骨窗。

4、十字切开硬膜，在切口中点处切开皮层，

用带芯的硅胶管平行中线向血肿腔穿刺，方

向比脑室穿刺略向后，深度 5cm—6cm，检

验确定硅胶管位于血肿腔后，沿硅胶管方向

扩大皮质造瘘口，经造瘘口向血肿腔置入手

术通道。5、经手术通道，用内镜、显微镜或

头灯照明，用双极电凝、吸引器清除血肿、

止血，完成止血后关颅。 

结果  本组 5 例血肿均一次手术完全清除，硬

脑膜缝合，骨瓣复位，术后 CT 复查血肿腔止

血彻底。本组病例术后颅内压监护均未出现

高颅压情况，即使术前有脑疝的病例，术后

脑水肿也不严重。与颞部开颅手术相比，手

术时间缩短 1 小时左右。术后 3 天至 7 天神

志转清，留有偏瘫。无死亡病例。 

结论  经额微创小骨窗血肿清除法从额中回入

路进入壳核部位的血肿腔可避免造成医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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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管损伤、痉挛或闭塞，从而减少术后脑

梗塞的发生率，减轻脑水肿。术中血肿腔内

壁暴露良好，便于血肿清除和创面止血，缩

短手术时间。但该入路手术创道略深，手术

操作难度略大。 

 
 
PO-1161 

DSA、CT 与 MRI 融合影像对颅内多发假性

动脉瘤的诊治价值（附 1 例报告并文献复

习） 
 

赵曰圆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目的  报告 1 例通过 DSA、CT 与 MRI 融合影

像联合神经导航诊治颅内多发假性动脉瘤患

者的手术经验及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外伤性颅内多发假性动

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病史、症状、体

征、影像学检查、手术过程及病理结果，总

结 DSA、 CT 与 MRI 融合影像对颅内多发假

性动脉瘤的诊治价值及临床应用。 

结果  患者为 25 岁女性，车祸多发伤入院，

经术前 DSA 检查为左侧大脑前 A2 段及胼周

动脉多发假性动脉瘤，术前经 3D-DSA 与 CT

融合影像确定出血责任动脉瘤，经 3D-DSA

与 MRI 融合影像解决了精确定位，在神经导

航指引下，一期手术完成了两个动脉瘤夹闭

并切除。经病理证实为外伤性假性动脉瘤。 

结论  DSA 与 CT 融合图像可以帮助判定多发

动脉瘤中出血的责任动脉瘤， DSA 与 MRI 融

合图像输入神经导航为脑深部不能行介入栓 

塞治疗的颅内动脉瘤开创了新方法。 

 
 
PO-1162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的临床疗效分析 
 

于春泳 

沈阳军区总医院 10017067 

 

目的  探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CEA）的临床

疗效。 

方法  2012 年 11 月至 2016 年 3 月颈动脉狭

窄患者 267 例共实施 302 例次颈动脉内膜切

除术，术前均行 DSA 评估颅内供血情况，排

除 CEA 高危因素患者，术中体感诱发电位监

测脑缺血，术后 CTA 或 DSA 复查。 

结果  所有患者手术均获成功，术后颈部 CTA

或 DSA 及 ECT 提示颈动脉血管形态良好、

血流通畅，脑组织灌注不同程度改善。围手

术期 1 例心肌梗塞死亡、3 例短暂性缺血性脑

卒中、2 例术侧颈部皮肤麻木、1 例声音嘶

哑、1 例切口血肿、1 例心肌梗塞。随访 1-33

个月，围手术期并发症（除死亡病例）3 个月

内均消失，无新发脑卒中症状，患者生活质

量明显改善。 

结论  术前 DSA 充分评估，合理选择手术适

应症及术中电生理监测是提高手术疗效的关

键。 

 
 
PO-1163 

高分辨率磁共振诊断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瘤

中的价值 
 

王云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背景  高分辨率磁共振（HR-MRI）不仅可比

拟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显示椎基底动

脉夹层动脉瘤的血管形态，而且能显示血管

壁结构及夹层内病变情况，在显示病变程度

上要优于 DSA 等传统手段。本研究旨在将高

分辨率磁共振应用于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

瘤，深入研究夹层内部病变，探讨夹层动脉

瘤的病因，提高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瘤的诊

断水平，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  临床上选取 44 例经 DSA 检查高度怀疑

VBA-DA 的患者，其中 SAH 患者中 Hunt-He

ss 分级≥IV 级者及非夹层动脉瘤者予以排

除，共 39 例入组。入组患者分别应用三维时

间飞跃法磁共振血管成像（3D-TOF-MR

A）、三维稳态进动快速成像序列（3D-FIES

TA）、三维 T1 加权成像（3D-T1WI）等序

列进行 HR-MRI 扫描，对夹层动脉瘤的诊断

性征象如内膜瓣、壁间血肿、双腔征及夹层

位置等参数进行统计分析，并对需要治疗且

实施手术治疗的患者进行 3 个月~25 个月的

临床随访。 

结果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发生率高于基底动

脉（71.4%vs. 19.1%，χ2=11.56, P<0.0

1）；小脑后下动脉（PICA）远端 VBA-DA

的发生率高于近端（66.7%vs. 11.9%，χ2=3

2.36, P<0.01）；被累及的载瘤动脉中，VBA

-DA 位于腹侧或者腹外侧和背侧或者背外侧

相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45.2%vs. 54.

8%，χ2=0.076,P>0.05）。3D-TOF-MRA 和

3D-FIESTA 序列对夹层动脉瘤具有很高的诊

断价值。基于 HR-MRI 和 DSA 综合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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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本研究结合病变影像学表现，对椎基底

动脉夹层动脉瘤提出新型临床分型：经典型

夹层，狭窄型夹层，螺旋型夹层和出血型夹

层。四种类型随访结果显示好转率和加重率

之间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P=0.015)，经典型

夹层的预后优于螺旋型夹层和出血型夹层（P

<0.05）。 

结论  高分辨率磁共振在诊断和分析椎基底动

脉夹层动脉瘤上，相对于 DSA 等传统手段能

提供更多有用信息。本研究对 VBA-DA 提出

四种新型临床分型，经典型夹层具有较好预

后，螺旋型夹层和出血型夹层预后欠佳，并

对每一种分型作出个体化精准治疗方案。 

 
 
PO-1164 

国人枕动脉的显微解剖及临床应用 
 

张文学 

潍坊市脑科医院 261041 

 

目的  l、研究枕动脉的血管解剖及其与周围结

构的毗邻关系，为临床后循环区域的缺血性

脑血管病手术、后循环动脉瘤、皮瓣移植术

以及枕大神经微血管减压术等提供解剖学依

据；2、在国人尸头标本上模拟远外侧的手术

入路，描述该入路的具体显微解剖层次，并

探讨其在缺血性脑血管病及后循环动脉瘤手

术中的的具体应用，为临床该手术入路的执

行提供解剖依据；3、研究临床实践中国人枕

动脉的具体走形、分段，分支及吻合支的特

点，为临床应用枕动脉行搭桥手术时提供参

考；4、在尸头标本上模拟枕动脉相关血流重

建手术，结合临床上外科手段治疗后循环脑

血管病提供解剖学依据。 

方法  1、利用 15 具(30 侧)灌注有彩色硅胶的

成人尸头，对枕动脉及其周围结构进行显微

解剖，观察及测量枕动脉的走行、管径、主

要分支、变异、供血范围、与邻近血管的吻

合以及枕动脉与周围皮神经的关系；2、观

察、测量并记录 30 例正常国人的枕动脉及远

外侧入路中的相关测量数据；3、结合临床实

践讨论枕动脉对于后循环脑血管病治疗的具

体意义，并结合远外侧入路总结其在该入路

下的具体适用性。 

结果  1、在国人尸头上解剖并观察了枕动脉

的起始、分支、走行，并以图片的形式记

录；2、在 30 侧国人尸头标本上行远外侧入

路，逐层显露枕后肌群、枕动脉三角及椎动

脉水平段，以图片形式记录开颅过程及显露

范围；3、在国人尸头标本上显露并观察枕大

神经、枕静脉及椎静脉从与枕动脉的关系，

以照片形式记录；4、关于国人枕动脉的相关

数据测量：枕动脉起始部的外径 2.73±0.48m

m，在枕动脉沟中点的外径 2.53±0.40mm，

在其深筋膜浅出点的外径 2.15±0.26mm；枕

动脉在枕动脉沟中点至穿深筋膜浅出点间的

长度 66.35±1.19mm；枕动脉沟中点至寰、

枢椎横突孔中点间的距离 28.65±2.29mm；

枕动脉沟中点至椎动脉穿寰枕后膜处的距离 2

5.67 士 1.18 mm；5、关于国人椎动脉水平段

的相关数据测量：在寰椎横突孔间的管径 3.7

9 土 0 .1 4mm；椎动脉穿寰枕后膜处的管径 

3.74 士 0.12mm ;椎动脉水平段的长度 19.92

士 1.387mm。 

结论  1、本研究中，对与远外侧入路相关的

枕后肌群的详细解剖，对于术中寻找并保护

椎动脉有重要意义，并具体详尽地阐释了枕

椎吻合的可行性；2、结合临床资料对以枕动

脉为供血动脉的后循环血流重建术，进行深

入探讨并总结相关的临床实践资料。 

 
 
PO-1165 

应用血小板抑制类药物脑出血患者手术术后

再出血率分析 
 

危兆胜 袁冠前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应用血小板抑制类药物脑出血患者

与未应用血小板抑制类药物脑出血患者急诊

手术后再出血率比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本组共收治 206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患者，其中 42 例有应用血

小板抑制类药物史，入院采用急诊手术包括

开颅血肿清除术且 TEG 检查 AA 抑制率大于

50%以上者 25 例，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对手术

再出血率的情况。根据患者是否应用血小板

抑制类药物分为急诊手术 A 和 B 组（手术时

间均为术后 8 小时内）。比较两者的手术后

再出血率。 

结果  口服阿司匹林脑出血患者中，TEG 检查

AA 抑制率均在 50%以上，A 组患者再出血率

为 8.00%， B 组患者再出血率为 6.09%，综

合再出血率 6.35%,χ2=0.0059，p>0.25，差

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不能认为有应用血小板

抑制类药物患者术后的再出血率高于未应用

血小板抑制类药物脑出血患者的术后再出血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96 

 

率。  

结论  术前有应用血小板抑制类药物患者早期

行开颅血肿清除术患者再出血率未明显高于

未应用血小板抑制类药物急诊行颅内血肿清

除术患者，且应用血小板抑制类药物不行手

术治疗的患者有出血量短期增加的风险，有

明确手术指征患者，建议于脑出血急性期早

期行手术治疗。 

 
 
PO-1166 

神经内镜辅助血肿清除与血肿穿刺引流治疗

高血压性脑出血的临床效果比较分析 
 

李志红 李立宏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高血压性脑出血（HICH）危害严重，

且近年来发病率持续升高，然而目前全世界

范围内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骨瓣开颅血

肿清除术在以往普遍应用，但近年来的研究

结果表明其并不能使患者受益，原因可能在

于开颅手术自身较大的创伤抵消了血肿清除

给患者带来的受益。以血肿穿刺引流（MIP

D）及神经内镜辅助血肿清除（ES）为代表

的微创技术在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

用。然而，目前在国内外缺乏比较这两种技

术的研究。这两种技术各有特点，但其应用

界限不清楚。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两种技术的

时候面临巨大困惑。为此，本研究拟回顾两

种方式治疗的患者资料，比较其治疗效果，

分析两种治疗方式的优缺点，从而为 HICH

的治疗提供选择依据。 

方法  回顾唐都医院神经外科自 2014 年 1 月

至 2015 年 1 月间利用 MIPD 或 ES 治疗的 HI

CH 患者病例。设定相应的入组及排除标准。

收集以下资料：（1）基本资料，包括年龄、

性别、血压、出血量、入院格拉斯哥昏迷评

分（GCS）等；（2）术后短期结果  包括血

肿清除率、残余血量、血肿周围脑组织水肿

量、再出血率及并发症发生率等；（3）术后

长期结果：术后 1 年时患者的累计死亡率及

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 

结果：共纳入符合条件的患者 136 名（MIPD

组 70 例，ES 组 66 例）。两组患者术前基本

资料无显著差异。术后短期结果中，ES 组患

者术后第 1 天时血肿清除率显著高于 MIPD

组（P<0.05），第 3 天时两组差异不明显

（P>0.05）。术后第 7 天，MIPD 组血肿周

围水肿量显著低于 ES 组（P<0.05）。MIPD

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均显著低于 ES 组

（P<0.05）。术后长期结果，两组患者累计

死亡率及 GOS 评分均无显著差异（P>0.0

5）。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对于 GCS 评分 9-1

4 分或术前血肿量 30-60ml 的患者，MIPD 组

患者 GOS 评分优于 ES 组（P<0.05）。 

结论  （1）ES 治疗的血肿清除效率高于 MIP

D；（2）MIPD 手术自身创伤较 ES 更小，更

加微创；（3）对于 GCS 评分 9-14 分或术前

血肿量 30-60ml 的患者，MIPD 治疗的效果优

于 ES。 

 
 
PO-1167 
Sacral Spinal Arteriovenous Shunts: Clas
sification, Clinical Presentation, Radiolog
ical Findings and Outcomes 
 
Hong Tao1,Zhang Hongqi1,Ling Feng1,Park Jieun2,T
erbrugge Karel3,Krings Timo3 

1.the Departments of Neurosurgery， Xuanwu Hosp

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2.the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and Research Institu

te of Radiology， Asan Medical Center， University 

of Ulsan College of Medicine， Seoul， Korea 

3.the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Toronto We

stern Hospital， University of Toronto， Ontario， C

anada 
 

Background and Purpose  Sacral spinal art
eriovenous shunts constitute a peculiar grou
p of lesions among all spinal vascular malfor
mations, which have mainly been described i
n case reports given their rarity. This group o
f lesions are distant from the spinal cord, pre
sent mainly with progressive myelopathy rat
her than hemorrhage and may be associated
 with dysraphic malformations which suggest
s a unique embryological origin. If diagnosis 
and angioarchitecture are correctly identified,
 treatment is relatively simple compared to s
pinal vascular lesions in other locations.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scribe the classi
fication, 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clinical an
d radiological presentations, treatment and o
utcomes of this lesion in a consecutive serie
s of 48 cas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prospectively 
collected databases of two referral centers fo
r spinal vascular lesions was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Spinal arteriovenous shunts below
 the conus were defined as all dural and intra
dural shunts below the conus medullaris. Th
e clinical follow-up plan was 3, 12, 24, 60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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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hs after treatment and angiographic follow-
up was performed at 2-4 months after emboli
zation or within 1 week after surgery to verify
 obliteration. Multisequence spinal MR image
s were available in all patients and reviewed 
by an independent diagnostic neuroradiologi
st who was blinded to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the patient. Treatment options included e
ndovascular embolization, open surgery or a
 combined approach. The therapeutic strateg
ies were individualized based on the angioar
chitecture of the lesion. 
Results  A total of 48 patients with sacral art
eriovenous shunts were identified from the c
ombined databases that comprised a total of
 359 spinal arteriovenous shunts (13.3%). Th
ere were 36 men (75%) and 12 (25%) wome
n with a mean age of 52.4 years (range, 5-8
1 years). Mean follow-up duration was 25.7 
months (range, 3–77 months). 10 patients (2
0.8%) were lost to follow-up after treatment. 
The classification was based on the feeding 
artery and lesion location of the DSA images.
 Three types of shunts were identified: filum t
erminale arteriovenous fistulas in 11 patients
 (22.9%), radicular arteriovenous shunts in 7 
patients (14.6%) and spinal dural arterioveno
us fistulas in 30 patients (62.5%). The FTAV
F was shown on angiogram as a direct com
munication of the filum terminale artery (dist
al continuation of the ASA) and the filum ter
minale vein which drained upward to the peri
medullary veins. The rAVS were located on 
an intradural nerve root of the cauda equina 
between the radicular artery and a radicular 
vein draining to the perimedullary vein. SDA
VF constituted the largest subgroup in our ca
se series and were defined as fistulous com
munications between a radiculomeningeal ar
tery and an intradural vein within the dura m
ater with retrograde drainage towards perim
edullary veins.Radicular arteriovenous shunt
s presented at a younger age (P=0.017) and
 with higher incidence of back pain symptom
s (p=0.037). Patients with filum terminale an
d spinal dural arteriovenous fistulas were as
sociated with higher incidence of a tethered 
spinal cord compared to radicular shunts (p=
0.032). After treatment, angiographic comple
te obliteration rate was 89.4% and spinal fun
ction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0.001).  
Conclusions  Three subtypes of spinal arter
iovenous shunts below the conus can be diff
erentiated according to age, symptoms and 
associated dysraphic malformations. The tre

atment outcome is better compared with spin
al vascular lesions in other regions. 
 
 
PO-1168 

小型动脉瘤介入治疗后造影随访 
 

马骏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总结和评估颅内小型（<5mm）动脉瘤

患者血管内治疗后 6 月～5 年的临床疗效和血

管造影随访结果。 

方法  2011 年 3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经血

管内单纯弹簧圈栓塞或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

治疗后，经造影随访的颅内小型（<5mm）动

脉瘤患者 40 名，利用统计方法分析评价栓塞

程度、临床结果、血管造影结果及栓塞相关

并发症等。 

结果  40 例患者中，共有颅内小型动脉瘤 46

个，破裂 22 个，未破裂 24 个，均为相对宽

颈动脉瘤。28 个动脉瘤使用支架（Enterprise

或 Lvis）辅助栓塞，其中 10 个为破裂动脉

瘤。参照 Raymond 分级，全部病例术毕即时

造影显示 32 个动脉瘤 1 级栓塞，10 个动脉

瘤 2 级栓塞，4 个动脉瘤 3 级栓塞。随访时间

6 月～5 年，造影随访结果显示 40 个动脉瘤

为 1 级栓塞，6 个动脉瘤为 2 级栓塞。随访造

影结果与术毕即刻造影结果相比较， 16 个动

脉瘤改善， 28 个动脉瘤稳定， 2 个动脉瘤复

发。46 个动脉瘤治疗中，1 例发生支架移

位，2 例发生血栓(其中症状性血栓形成 1

例，无症状性血栓形成 1 例，均为支架辅助

栓塞的患者)。术前 Hunt-Hess0 级 24 例，2

级 20 例，4 级 2 例。临床随访改良 Rankin

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43 例患者 0

级，2 例患者 1 级。1 例患者术前有脑梗死肢

体偏瘫，术后无加重，MRS 评分 2 级。2 例

术前 H-H 评分 4-5 级，术后未遗留有任何神

经功能障碍。2 例动眼神经麻痹患者已完全恢

复正常。无一例再出血。 

结论  颅内小型动脉瘤大多数为相对宽颈动脉

瘤，采用血管内治疗颅内小型动脉瘤是安

全、可行的，其中对于宽颈小型动脉瘤应用

Enterprise 或 Lvis 支架辅助栓塞具有较好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中期造影随访后，完全栓

塞率较高以及并发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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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69 

后循环动脉瘤介入的临床研究 
 

马骏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分析本中心经全脑血管造影诊断并经血

管内治疗的颅内后循环动脉瘤病例，探讨血

管内治疗在颅内后循环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

并评估其疗效。 

方法  回顾本中心于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经 3D-DSA 明确诊断并经血管内治疗的 2

1 名患者的 21 个颅内后循环动脉瘤。其中宽

颈动脉瘤 17 例；窄颈动脉瘤 3 例；另一例为

梭形夹层动脉瘤，其瘤颈显示不清无法明

确。按 Raymond 分级方法评价栓塞效果。根

据 mRS 评分评定患者的预后。进行造影及电

话随访，随访时间为 1 月～2 年。 

结果  本组 21 例均栓塞成功，13 例在支架辅

助下应用弹簧圈栓塞治疗，1 例单纯应用支架

治疗，1 例在微导管（丝）保护下应用弹簧圈

栓塞治疗，2 例应用双导管技术以弹簧圈栓塞

治疗，其余 4 例单纯应用弹簧圈栓塞治疗

（其中 1 例破裂椎动脉瘤行动脉瘤+载瘤动脉

闭塞）。术后即刻造影动脉瘤完全闭塞 19

例，瘤颈残留 1 例，部分栓塞 1 例。出院时

对所有患者进行 mRS 评分，5 分 1 例，4 分

1 例，其余 19 名患者均恢复良好（0 -2

分）。19 例病人参与术后随访，除 1 例患者

存在轻度残疾外其余 18 例病人均恢复正常工

作和生活，无再出血，5 例病人 DSA 随访，

其中 1 例患者因无法建立手术通道，最终放

弃 DSA 检查，其余 4 例病人 DSA 结果均与

术后即刻 DSA 结果相同，未见动脉瘤复发。 

结论  血管内治疗已成为颅内后循环动脉瘤的

首选治疗方式。除患者的原发病情和术者的

技术熟练程度外，影响介入治疗疗效的主要

因素为动脉瘤的形态。术前应结合影像学资

料充分研究患者的病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

方案。窄颈动脉瘤，单纯的弹簧圈栓塞是一

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宽颈动脉瘤采用支架辅

助弹簧圈技术可达到较好的栓塞效果；出血

的椎动脉动脉瘤，若能避开同侧小脑后下动

脉且对侧椎动脉发育良好，连同动脉瘤和载

瘤动脉一起闭塞是操作简单并且疗效可靠重

要方法；单纯使用支架覆盖动脉瘤瘤颈方法

仅用于特殊情况。介入治疗的并发症的预防

和治疗应受到重视。 

 
 

PO-1170 

蛛网膜下腔出血伴有低钠血症的临床研究 
 

郭沁华 万杰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探讨蛛网膜下腔出血（SAH）与低钠血

症的关系。  

方法  对 2 例动脉瘤破裂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并

低钠血症患者的临床、治疗及转归进行分

析。结果 2 例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于发

病后 2d 出现低钠血症。患者无明显浮肿或脱

水征，亦无意识障碍，但精神萎靡不振。按

蛛网膜下腔出血常规治疗，使用降颅压药、

解除脑血管痉挛药物及对症治疗，动脉瘤栓

塞后做脑脊液置换治疗，轻度低钠时给予口

服补盐或生理盐水，重度低血钠时给予静脉

补钠，逐步提高血钠浓度。  

如果  2 例患者均好转，随访半年未见明显异

常。  

结论  蛛网膜下腔出血伴有低钠血症是神经系

统症状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规律检

测，及时科学补钠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PO-1171 

大脑前动脉 A1 段动脉瘤的手术治疗 
 

王华伟 孙正辉 武琛 王文鑫 王芙昱 许百男 余新光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853 

 

目的  大脑前动脉 A1 段动脉瘤发病率虽较

低，但手术夹闭较为困难，风险较高，本文

回顾性分析手术治疗的 23 例大脑前动脉近端

（A1 段）动脉瘤患者的病例资料，探讨手术

治疗的技巧和方法。  

方法  2004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期间共手术

治疗 1437 例颅内动脉瘤，选择其中 A1 段动

脉瘤 23 例（1.6%），所有患者术前均经数字

减影血管造影术（DSA）或 CT 血管造影（C

TA）明确诊断，并行手术夹闭治疗颅内 A1

段动脉瘤，术后行“3H”疗法预防血管痉挛，

并于术后第 6、12、48、60 个月门诊随访，

行 CT 血管造影（CTA）复查，并使用 Glasg

ow 预后分级评价术后疗效。  

结果  男性患者 15 例（65.22%），女性患者

8 例（34.78%），平均 50.26（16～72）岁; 

动脉瘤平均直径为 5.8mm（3.2～9.7mm）；

22 例为囊状动脉瘤；21 例（91.30%）发生

蛛网膜下隙出血（SAH）；有 3 例患者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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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血管畸形；所有 A1 动脉瘤均采取翼点入

路开颅手术完全夹闭；有 7 名（30.43%）患

者为多发动脉瘤；术后平均随访时间 38.52

（12～60）个月，平均 Glasgow 预后分级为

4.83（III～V）分。  

结论 术前仔细分析影像资料对于其诊断和治

疗至关重要。手术治疗的关键是保护穿支动

脉不受损伤，因此术中充分打开侧裂并进行

载瘤动脉临时阻断可使手术安全、有效。  

 
 
PO-1172 

颅内动脉瘤栓塞术后复发的手术治疗 
 

王华伟 孙正辉 武琛 王文鑫 薛哲 许百男 余新光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853 

 

研究背景  血管内介入治疗是目前颅内动脉瘤

的首选治疗方法,但复发率较高,部分患者 因再

次栓塞困难须行手术夹闭治疗。本文回顾分

析行 200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我科收治

的手术夹闭治疗的 19 例栓塞不全或复发的颅

内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结合国内外相关文

献报道,探讨手术治疗原则和技巧。  

方法  19 例栓塞不全或复发的颅内动脉瘤患

者共有 21 个动脉瘤,其中前交通动脉动脉瘤 6

 个,大脑中动脉动脉瘤 6 个,后交通动脉动脉

瘤 5 个,大脑前动脉、椎动脉、基底动脉尖端

和小脑上动脉动脉瘤各 1 个;小动脉瘤 18 个,

大动 脉瘤 3 个。所有患者均于手术显微镜下

行动脉瘤夹闭术,20 个夹闭完全,1 个行椎动脉

近端阻断术;术中 10 个动脉瘤内弹簧圈予以

保留,11 个予以去除或部分去除。  

结果  所有患者术后平均随访 22 个月,Glasgo

w 预后分级评分较术前增加或无变化 17 例(1

7/19),其中 1 例术后左侧肢体肌力减退,肌力 3

级,出院时恢复至 4 ~ 5 级;2 例死亡,1 例术前

病情较重、出院后即死亡,1 例载瘤动脉血栓

形成、继发肺炎死亡。  

结论  血管内介入治疗后复发动脉瘤具有较高

的手术难度,只要进行充分的术前评估和手术

方案设计, 手术夹闭治疗依然能够取得安全有

效的效果。  

 
 
PO-1173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引发脑积水的相

关因素及预防措施 
 

张晓斌 

沈阳军区总医院北方医院 110000 

 

目的  分别研究影响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后急性脑积水和慢性脑积水发生的因素，并

分析为减少脑积水的发生，采取的预防措

施。 

方法  选取 2010 年 6 月至 2014 年 8 月住院

治疗的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共 19

6 例，搜集病人的基本信息以及临床相关资

料，根据病人是否发生脑积水情况，将病人

分成脑积水组和未脑积水组，并将脑积水组

再分为急性、亚急性、慢性脑积水组，对比

不同因素对动脉瘤破裂后引发蛛网膜下腔出

血后产生的脑积水症状及治疗情况，将结果

进行研究。 

结果  将急性脑积水组与未脑积水组进行单因

素对比以及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两组在年

龄、入院时 Hunt—Hess 分级、脑室内出血、

动脉瘤位置的对比，P 值均小于 0.05，具有

统计学差异。将慢性脑积水组与未脑积水组

进行单因素对比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两组在

年龄、入院时 Hunt—Hess 分级、出血次数、

脑室出血情况、积血分布的对比，P 值均小于

0.05，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年龄、脑室内出血、入院时的 Hunt—H

ess 分级、循环动脉瘤的位置是动脉瘤性蛛网

膜下腔出血后急性脑积水发生的主要因素。

年龄、入院 Hunt—Hess 分级、脑室脑池积

血及分布评分以及出血次数是动脉瘤性蛛网

膜下腔出血后慢性脑积水发生的主要因素。

这些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动脉瘤性蛛

网膜下腔出血后急性、慢性脑积水发生。 

 
 
PO-1174 

颅内动脉瘤患者的术前观察与护理 
 

卢海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通过充分的术前准备，良好的心理状

态，准确的病情观察，及时有效的护理措

施，对动脉瘤患者的早日康复，降低致残

率、病死率。 

方法  33 例颅内动脉瘤患者人术前观察与护

理，经过我们精心的护理和细致的观察。 

结果  本组患者经过我们精心的护理和细致的

观察，29 例患者均及时安全的进行了动脉瘤

治疗手术，4 例患者于术前再次出血后死亡。 

结论  颅内动脉瘤是严重危及人类健康的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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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如能及时确诊，合理治疗，绝大部分病

人是完全可能治愈的，因此，无论术前术

后．我们均应及时有效的对患者的病情及心

理状态迸行正确的判断．对各种可能导致颅

内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因素进行有效的预见性

护理。 

 
 
PO-1175 

单中心支架辅助下血管内再通对慢性颈动脉

闭塞患者的治疗及远期随访 
 

孙文华 万杰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探讨慢性颈动脉闭塞患者行支架辅助下

血管内再通的可行性、安全性及远期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1 月到 2015 年 8

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住院

的 52 例尝试行血管再通的慢行颈动脉闭塞患

者资料，分析其围手术期并发症及临床疗

效。 

结果  51 例患者中有 45 例血管再通成功（86.

5%），仅 1 例患者于术后 6 小时内出现颅内

出血，但未遗留明显神经系统后遗症。随访

（22.1 ±15.5）个月，其中仅 1 例患者仍有频

繁 TIA 发作。影像学随访发现仅 1 例患者出

现再闭塞，两例患者出现再狭窄（狭窄程度

均小于 70%）。 

结论  支架辅助下血管内再通治疗慢性颈动脉

闭塞是安全有效的，远期临床随访患者仍能

从中获益。 

  
 
PO-1176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个体化治疗 
 

李江 邓剑平 赵振伟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有很高的致残致死

率，对其治疗方法有保守治疗、手术治疗、

静脉溶栓、动脉溶栓、机械取栓、抽吸取

栓、桥接治疗等多种方法，如何对患者进行

合理评估，使患者得到最佳治疗，是目前研

究的热点。本研究通过使用多模式 CT 及 DS

A 等多种评估手段对患者进行评估，使用静脉

溶栓及介入治疗等多种不同方式进行治疗，

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对象和方法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5 月间共

接收符合要求的急性脑梗塞 62 例患者，其中

53 例患者接受 CT 影像和/或者 DSA 的评

估，35 例患者按照评估接受相应的治疗，8

例患者未按照要求但是接受自行选择的治

疗，其它 10 例患者因各种原因没有进行治

疗。53 例接受评估患者按照评估方式和治疗

方式分组：1）CT+CTP+CTA：共 31 例，其

中未治疗 9 例，介入治疗（桥接与否）13

例，静脉溶栓（单纯）5 例，常规治疗 4 例

2）CT+CTA：7 例，其中未治疗 1 例，介入

治疗（桥接与否）2 例，静脉溶栓（单纯）4

例 3）CT+DSA：15 例，其中介入治疗（桥

接与否）9 例，静脉溶栓（单纯）4 例，常规

治疗 2 例 

结果  按照出院时的状况，6 例接受常规治疗

的患者平稳慢慢恢复，其中 1 例出现非症状

出血。13 例单纯静脉溶栓患者，9 例明显好

转，没有明显的出血，其中 4 例建议行介入

治疗的患者单纯静脉溶栓，1 例效果明显。24

例接受介入治疗的患者，12 例出现明显的好

转，12 例无效或者加重，4 例出症状性出

血，其中建议其它方法治疗的患者接受介入

治疗，2 例出血，2 例效果不佳；10 例未治疗

患者无法确认。大部分患者仍然没有达到 90

天的随访期。 

结论  通过我中心短期的病例结果回顾，证实

CT 影像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组织窗和血

管的结果，在不耽搁整个治疗时间进程前提

下，根据结果能够区别患者：去除不需要积

极干预的患者，确认单纯需要溶栓的患者，

确认需要积极干预的患者并且对干预措施的

风险做出预判。因该研究中大部分患者都是

完成手术时间不长，90 天随访结果无法确

认。实践中发现 CT 对后循环的梗塞推断价值

相对有限，尤其是 CTP 有时无法看到异常，

而 CT 对脑干急性期梗塞的敏感性亦受到质

疑，因此对于后循环梗塞的意义目前存在较

大的未知数。 

 
 
PO-1177 

高血压脑出血外科治疗效果分析 
 

张思彬 吕晓东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157000 

 

目的 探讨高血压脑出血外科规范化及个性化

治疗方案的选择。 

方法 选取我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

间收治患者，经过筛查选取其中 67 例手术治

疗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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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的意识评分、出血部位、血肿大小与术

式选择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比较不同术式

之间病死率及预后的差异。 

结果 67 例患者中采用开颅血肿清除术及去骨

瓣减压术 18 例，采用小骨窗血肿清除术 13

例，采用血肿穿刺碎吸引流术 24 例，采用脑

室外穿刺引流术 12 例。超早期手术(发病 6 h

以内) 25 例，早期手术(发病 6~48 h) 30 例，

延迟期手术(发病 48 h 以后) 12 例。术后随访

 6 个月，四种术式术后 1 个月病死率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在提高日常生活能力方面血

肿穿刺碎吸引流术优于其他三种术式。 

结论 根据患者术前意识状况，血肿大小及出

血部位等因素选择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有利

于提高存活率、降低致残率，并能改善患者

术后生活质量。 

 
 
PO-1178 

颈外动脉狭窄支架成形术后至闭塞的颈内动

脉自行开通 
 

郭沁华 万杰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颈外动脉在颈内动脉远端分支供血区存

在多个吻合支,是颅内侧支循环的重要来源。

已闭塞的颈内动脉同侧的颈外动脉狭窄可导

致缺血性事件的发生。对于颈内动脉闭塞病

人,如果同侧颈外动脉成为颅内主要代偿供血

动脉,应用支架成形术治疗颈外动脉重度狭窄

能够改善脑缺血症状的疗效已经得到肯定。  

方法  曾在我院诊断、治疗的一例 67 岁男性 

患者，因右侧肢体乏力一月余收入我院，行

DSA 全脑血管造影检查提示：颈内动脉闭

塞、颈外动脉代偿供血，同时伴有同侧颈外

动脉狭窄，头颅 CTP 显示左侧颅内缺血明

显，决定行左侧颈外动脉支架成形术；术

中，患者闭塞的颈内动脉自行开通，但残留

狭窄明显，故决定再次行手术剥脱颈内颈外

动脉内膜、取出支架，手术顺利。术后随访

半年余，患者肢体乏力情况得到明显改善。  

结果  颈外动脉下狭窄支架成形术后至闭塞的

颈内动脉自动开通患者，可以再行颈动脉内

膜剥脱治疗，患者预后较好。  

结论  关于颈内动脉闭塞开通的手术指证目前

仍不十分明确，需在临床中摸索，进一步积

累相关经验。 

 
 

PO-1179 

hESC-MSCs 来源的外泌体修复下肢缺血的

实验研究 
 

张国威 邓志锋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335 

 

目的  探讨胚胎干细胞源性间充质干细胞 

(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derived mesen

chymal stem cells， hESC- MSCs)来源的外

泌体对下肢缺血损伤修复作用。 

方法  将已注册的未分化人类胚胎干细胞(hum

anem bryonic stem cell)H9 细胞系诱导成间

充质干细胞（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

SCs），借助于旋转超滤的方法从培养基中提

取外泌体（ exosomes）。建立小鼠下肢缺血

模型（Hind-limb ischemia, HLI），分为假手

术组、对照组和实验组，实验组在股四头肌

内移植人胚胎干细胞源性间充质干细胞来源

的外泌体(hESC-MSCS-Exo )。对比手术后 2

1 天每组小鼠下肢缺血梗死水平；通过激光多

普勒检测术后 0、7、14、21 天缺血肢血流恢

复水平；H&E 染色比较术后 21 天各组缺血股

四头肌细胞形态变化；将缺血股四头肌做冰

冻切片，CD31 和 CD34 染色对比每组术后 1

4、21 天微血管密度改变。 

结果  成功诱导形成 hESC-MSCs，并收集纯

化外泌体。术后 21 天假手术组小鼠下肢全部

存活；对照组小鼠下肢坏疽和截肢明显。激

光多普勒显示术后 hESC-MSCS-Exo 组缺血

下肢血流渐渐恢复，14 和 21 天下肢血流与

术后 0 天相比显著改善。术后 21 天 H&E 染

色显示 hESC-MSCS-Exo 组肌肉细胞萎缩、

出现凋亡程度比对照组明显减轻；免疫荧光

CD31 及 CD34 染色阳性细胞数较对照组显著

增多。 

结论  hESC-MSCS-Exo 通过促进缺血下肢肌

肉内的血管新生，修复下肢缺血损伤，为临

床治疗缺血性疾病提供新思路。 

 
 
PO-1180 

TRPC1&4 在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脑损伤中

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 
 

王奕彬 王中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本课题拟利用体内外 SAH 模型研究 TR

PC1&4 的表达及其对神经元的影响。 

方法  体内实验：通过将 0.3ml 非肝素化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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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注入大鼠视交叉前池，建立实验性 SAH 模

型。取 55 只成年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 6

个组：假手术组和 SAH 组，SAH+溶剂对照

组和 SAH+SFK96365 治疗组，SAH +FK506

治疗组和 SAH+CHA 治疗组。在大鼠 SAH 模

型建立前的半小时、模型建立后每天上午 8

点，分别接受药物或等量溶剂的腹腔注射。S

AH 后 72h 处死大鼠并取脑组织。体外实验：

利用氧合血红蛋白处理原代培养的神经元，

建立体外 SAH 模型。细胞分为 5 组：正常

组，氧合血红蛋白组，氧合血红蛋白+阴性对

照组，氧合血红蛋白+TRPC 下调组，氧合血

红蛋白+TRPC 上调组，氧合血红蛋白组+CH

A 治疗组，氧合血红蛋白组+FK506 治疗组。

提取神经元细胞总蛋白以 western blot 的方法

检测 TRPC 上调及下调的干预效果，利用 TU

NEL 与 LDH 试剂盒检测神经元凋亡和坏死情

况，利用 FLUORO-JADE B 染色检测神经元

坏死情况。 

结果  TRPC1&4 在 SAH 后持续升高，并在第

五天达到高峰；TRPC1&4 下调后，神经元凋

亡及坏死加剧，血脑屏障损伤也加剧；TRPC

1&4 上调后，神经元凋亡及坏死加剧，血脑

屏障损伤也加剧；TRPC1&4 上调后，钙调磷

酸酶活性上升，NMDAR 磷酸化降低，反之，

钙调磷酸酶活性降低，NMDAR 磷酸化成都上

升。 

结论  钙调磷酸酶作为 TRPC1&4 调节作用的

中间环节的猜想，即 TRPC1&4 通过钙调磷

酸酶来调节 NMDAR 磷酸化过程，从而发挥

神经保护作用的。 

 
 
PO-1181 

早期血清血管生成素变化对蛛网膜下腔出血

患者预后的影响 
 

王毅 王东 尉辉杰 田野 江荣才 岳树源 张建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探讨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

H）早期（72h）血清血管生成素（Angiopoie

tins,Ang）变化情况及其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收集于 2013 年 5 月至 2014 年 4 月在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住院治疗的符

合入组条件的 aSAH 患者 37 例，分别在发病

后 8、24 及 72h 取血检测血清 Ang-1、Ang-2

和其特异性受体 Tie-2 水平，与同期来自天津

医科大学总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健康志愿者 3

9 例（对照组）比较，分析其变化情况，并根

据随访 6 个月后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

E）将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GOSE＞5 分）

和预后不良组（GOSE≤5），分析 SAH 早期

Angiopoietins 和 Ang-1/Ang-2 变化对患者预

后可能的影响。  

结果  SAH 早期患者血清 Ang-1、Ang-2、Tie

-2 表达水平和 Ang-1/Ang-2 比值均呈现不同

程度的增高，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均 P<0.05），预后良好组血清 Ang-

1、Ang-2 水平均高于预后不良组，其中 Ang-

1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2±24）mg/

L 比（37±17）mg/L、（62±26）mg/L 比（4

5±17）mg/L、（107±27）mg/L 比（72±1

8）mg/L]（均 P <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提示 SAH 后≤8h 和 24h 血清 Ang-1 水

平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风险因素之一[校正

后 OR (95% CI)分别是 1.095 (1.015-1.18

1)、1.109 (1.016-1.211)]（均 P <0.05），72

h 时 Ang-1 水平与患者预后呈显著正相关（r=

0.627, P<0.001）。  

结论  Angiopoietins 参与 SAH 早期脑损伤

（EBI）的理化过程和血脑屏障（BBB）的修

复，SAH 早期（72h）较高水平的血清 Ang-1

表达水平有益于改善患者预后，将成为判定

SAH 转归的重要标志物之一。  

 
 
PO-1182 

大剂量尿激酶用于高血压脑出血微创清除术

的定性及定量研究 
 

张成 王廉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154002 

 

目的  探讨尿激酶溶解血凝块的最佳用药时

机、用药剂量及药物最佳作用时间,为临床一

次性清除血肿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采用 2 个(4×4)拉丁方设计,分析 UK 剂

量[(1 万 U/ml、2 万 U/ml、3 万 U/ml、4 万 U/

ml)]、用药时机(抽血后 2、4、8、16 h)和药

物作用时间(加 UK 后 2、4、8、16 h)对溶凝

效果的影响。制备家兔脑内血肿模型,对比观

察不同剂量尿激酶(10 000U vs30 000U)及等

量生理盐水对脑组织形态学的影响。 

结果  UK 剂量对溶凝体积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F=9·48,P=0·010 6),尿激酶 10 000U 组的

溶凝体积明显低于 20 000U 组、30 000U 组

或 40 000U 组,而后 3 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用药时机和药物作用时间对溶凝体积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1·85,P=0·241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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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P=0·167 7)。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

结果显示,3 组标本均出现脑出血后急性期的

形态学改变,未见其他的细胞形态和超微结构

方面的异常改变。 

结论  UK 剂量是影响溶凝效果的关键因素, 20

 000~30 的为最佳安全剂量延迟用药不影响溶

凝效果作用足以发挥溶凝效用 

 
 
PO-1183 

高血压脑出血外科治疗方法的选择 
 

高海平 李安民 宋少军 李军旗 蔺 兴 孙雅静 赖敏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311 

 

目的 总结不同术式对脑出血的治疗，以期确

定针对高血压脑出血微创、疗效确切的手术

技术。 

方法 床旁锥颅血肿抽吸置管尿激酶溶解外引

流 13 例，立体定向血肿碎吸抽出血量的 50-7

0%置管外引流 7 例，单纯脑室前角锥颅置管

尿激酶溶解外引流 9 例，锥颅脑室外引流与

腰室放液交替进行 10 例，脑室镜清除脑室内

血肿加小骨窗显微镜下清除内囊、丘脑血肿 1

8 例，直切口小骨窗显微镜下清除血肿 27

例，去大骨瓣外减压显微镜下清除血肿加切

除颞极内减压颞肌贴附 12 例。 

结果 本组 96 例成活 83 例，成功率占 86%，

按 ADL（日常生活）五级分级：I 级 24 例；

Ⅱ级 27 例；Ⅲ级 26 例；Ⅳ级 3 例；Ⅴ级 3

例。死亡 13 例，占手术死亡率的 13.5%，其

中 2 例脑干出血量>5ml,5 例丘脑出血，出血

量>50ml,3 例基底节出血，出血量>100ml。3

例入时 GCS3-5 分，双瞳孔散大术后 2-5 天

死于脑功能衰竭。 

讨论 外科技术在较大脑内血肿已形成明显占

位的治疗中有无法替代的作用，目前国内外

学者多数认为，脑内血肿不仅直接破坏脑组

织产生占位效应，并造成血肿周边的脑组织

缺氧[2]，而血肿在凝结过程及后来的液化分

解中产生很多的毒性物质，如凝血酶、血红

蛋白的分解产物等均可引起继发性的二次脑

损伤[3],而早期或超早期用外科手术清除血

肿，既可减除血肿对脑组织的压近消除占位

引起周围脑组织的缺血改变，又可阻止由血

肿产生的毒性物质引起的继发性二次损害，

无疑对脑内血肿的抢救及予后有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然而国内外目前治疗脑出血的手术

方法繁多，且各有特点。近年来微侵袭技术

的发展利用神经内窥镜技术，在直视下快

捷、准确的清除血肿，最大限度上保护了脑

组织，成为一种最新的手术技术。我们体会

不管哪种外科技术均存在着利弊，关键是要

根据病人年龄、全身状况、出血部位出血量

及速度来多方面分析，按各医院条件进行手

术方法的选择，选择适当，病人的成活率就

高，致残率就较低。 

 
 
PO-1184 

Hunt-HessIV 级前交通动脉瘤早期手术疗效

分析 
 

高振文 刘天庆 蓝佛琳 郭东斌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364000 

 

目的 探讨早期（＜24 小时）显微手术处理 H

unt-HessⅣ级前交通动脉瘤的手术方法及疗

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治的 32 例 Hunt-Hess 分级为Ⅳ级的前交

通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早期行动脉

瘤夹闭手术治疗 25 例，保守治疗 7 例。根据

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对两组治疗结果进行

分级评定并比较。 

结果 手术治疗组中，前交通动脉瘤 25 例，瘤

直径＜5mm14 例，5～15mm9 例，15～25m

m2 例，均予以完全夹闭，并保持载瘤动脉通

畅，去除骨瓣减压。根据 GOS 结果评定，死

亡 6 例(GOS1 分)，差 9 例(GOS2～3 分)，

良 10 例(GOS4 ～5 分)。非手术组治疗结果

评定:死亡 4 例(GOS1 分)，差 2 例(GOS2～3

分)，良好 1 例(GOS4～5 分)。两组疗效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 Hunt-HessⅣ级前交通动脉瘤合并

脑内血肿，早期积极手术治疗，患者的生存

率得到极大提高，预后明显改善。 

 
 
PO-1185 

妊娠期合并脑出血的诊疗体会 
 

徐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528000 

 

妊娠期脑出血是一种较少见的妊娠并发症，

极易被误诊为子痫而错误治疗，病死率较

高。由于妊娠期孕妇的血容量、血压及心搏

出量变化较大，较易诱发各种原因的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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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笔者对 2009 年 10 月至 2015 年 6 月收

治的 8 例妊娠期脑出血的临床资料及治疗结

果进行了随访分析，探讨妊娠期脑出血的治

疗选择及其预后。  

目的 探讨妊娠期自发性脑出血的临床治疗策

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收治的 8 例妊娠期脑出

血的临床资料及治疗结果。  

结果 3 例患者（动静脉畸形 1 例，静脉窦血

栓形成 2 例）予以保守治疗至怀孕 36 周后行

剖腹产分娩；5 例患者（高血压脑出血 4 例，

烟雾病 1 例）急诊手术，先行剖腹产手术，

待胎儿娩出后即行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

压术，术后病情稳定后进一步检查明确病

因。随访 6 月以上。出院时按日常生活能力

ADL 分级法评定：Ⅰ级（完全恢复日常生

活）2 例，Ⅱ级（部分恢复或可独立生活）3

例，Ⅲ级（生活部分自理）1 例，死亡 2 例。

胎儿出生后均生长发育正常。  

结论 妊娠期脑血管疾病多发生在分娩前后，

当孕产妇在分娩前后出现严重头痛、恶心、

呕吐、抽搐,特别是伴瞳孔改变、肢体运动障

碍及出现病理反射等神经系统表现时,应考虑

可能发生脑血管疾病，及时请神经内、外科

医师会诊,并做头部 MRI、CT 扫描，以便早

期确定诊断。 对妊娠期脑出血根据脑血管意

外病因及患者病情等因素综合考虑。如病情

稳定可保守治疗，一旦出现危及生命的颅内

高压或患者病情恶化的情况下尽早终止妊娠

并及时开颅手术。 

 
 
PO-1186 

基底节区血肿继发脑室出血分析 
 

张雪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00038 

 

目的 分析高血压基底节区出血导致继发脑室

出血的外科治疗方法、疗效，以提高生存

率，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至 2010 年 11

月我院收治 62 例基底节区出血继发脑室出血

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采用开

颅血肿清除、微创血肿穿刺、侧脑室穿刺引

流、腰大池引流综合治疗    

结果 62 例患者生存 43 例，死亡 12 例，7 例

放弃治疗。死亡原因，再出血 2 例，肺部感

染 4 例，多脏器衰竭 3 例，颅内感染 2 例，

应激性溃疡出血 1 例。  

结论 高血压继发脑室出血死亡率和致残率较

高，需依据患者不同情况采用综合治疗才能

提高疗效。 

 
 
PO-1187 
Perforator Stroke After Stenting of Sympt
omatic Intracranial Arterial 
 
deng jianping 
tangdu hospital 710038 
 

Background  Periprocedural complications 
are a problem during stenting of symptomati
c intracranial arterial stenosis. Perforator stro
ke is not an uncommon adverse event and c
omprises a large proportion of such complica
tions.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frequ
ency, potential mechanisms, and solution of 
avoiding or reducing perforator stroke.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intracranial arterial stenosi
s managed with stenting was performed. Dat
a of these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
zed. From January 2011, patients with penet
rating arterial ischemia were excluded as ca
ndidates for stenting, and a smaller Gateway
 catheter was selected for patients with a hig
h possibility of plaque shift affecting the pene
trating artery. 
Results  Among 284 procedures in 277 pati
ents, 7 perforator strokes occurred (2.5%). A
ll patients with perforator stroke showed clini
cal symptoms immediately after the procedur
es. Four developed permanent neurologic de
ficits after 30 days, and 3 developed transien
t dysfunction for less than a week. Two case
s involved th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and 5 i
nvolved the basilar artery. Stenting of basilar
 arterial stenosis increased the risk of perfor
ator stroke compared with stenting of the mi
ddle cerebral artery (7.8% vs. 1.6%; P = .02).
 Our adjustments reduced the occurrence of 
perforator stroke,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
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3.7% vs. 0.8%; P = .
12).  
Conclusion  Perforator stroke was the most 
common complication in our case series, an
d it more frequently accompanied stenting of
 basilar arterial stenosis compared with stent
ing of middle cerebral arterial stenosis. Subs
tantially more severe clinical neurological dy
sfunction was seen for perforator stroke invol
ving the basilar ar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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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88 

脑淀粉样变血管病出血手术一例并文献复习 
 

东潇博 王革生 杜勇 王雷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100078 

 

目的  探讨老年脑淀粉样变血管病脑叶出血的

预防及最佳治疗方案，以提高患者生存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老年脑淀粉样变血管病 

脑叶出血并手术治疗的病人资料。该病人出

血前曾接受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出血后病

情迅速加重，出血后 4 小时行开颅血肿清除

术，术中清除脑内血肿及部分坏死脑组织，

脑组织创面止血彻底，术中行人工硬脑膜修

补、行大骨瓣减压术，手术做到充分内减压

和外减压，手术顺利。术后麻醉清醒不满

意，术后 18 小时复查头颅 CT 发现脑内原血

肿周围脑组织内再次出血，中线移位，环池

受压，轻度天幕裂孔疝。经内科治疗患者病

情逐渐平稳，术后病理证实为脑淀粉样变脑

血管病。 

结果  术后 11 天患者脑内再次出血，因患者

家属解决再次手术治疗，患者最终因脑疝死

亡。 

结论  老年脑淀粉样变血管病需慎用抗凝药

物；充分内减压及外减压可提高老年脑内再

出血的生存率；围手术期血压管理是防治脑

内再出血的有效措施。 

 
 
PO-1189 
Management of dural arteriovenous fistul
a of the anterior cranial fossa: experience
s of a single center 
 
Deng Jianping 

Tangdu Hospital， Neurosurgery Department 71003

8 
 

Object  Surgical disconnection dural arteriov
enous fistula (DAVF) in the anterior cranial f
ossa was the main treatment and managem
ent endovascularly was only frequently used 
in recent yea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
s to show experiences on management of D
AVF of anterior cranial fossa, including both 
surgical and endovascular treatment.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n 26 patie
nts with DAVF in the anterior cranial fossa w
as carried out. Information on gender, age, a
ngiographic images, modality and details of t
reatment, clinical and angiographic consequ

ence, complication and follow-up were collec
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It had a male predilection (69.2%) 
and a high rate of hemorrhage (80.7%). 18 p
atients underwent frontal craniotomy. Thoug
h assurance of disconnection was made thro
ugh pressure and color of draining veins, onl
y 14 patients (77.8%) was angiographically f
ollowed up with obliteration of shunt. There 
was no any complication. 5 patients receivin
g transvarterial emboliztion through middle 
meningeal artery with Onyx had perfect cons
equences with angiographic cure and withou
t complication. Bleeding occurred to the uniq
ue patient embolized transvenously through 
venous approach. She recovered without ne
urologic deficiency. No rebleeding happened
 for patients during follow-up.  
Conclusions  Surgical interruption and emb
olization through the middle meningeal arter
y with Onyx were safe and effective treating 
modalities for DAVF in the anterior cranial fo
ssa. Endovascular management via middle 
meningeal artery could be taken as first choi
ce, followed by open surgery. Embolization v
ia ophthalmic artery can be tried in some cas
es and transvenous management was not su
pposed for its difficulty and danger.  
 
 
PO-1190 

CT 影像系统在急性脑梗塞治疗中的应用 
 

赵振伟 李江 邓剑平 

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评价 CT 影像系统在评估急性脑梗塞患

者中的作用： 

方法 所有缺血急性发作 12 小时以内患者，无

论年龄，性别、症状、体征、症状程度，患

者的处理根据所进行的检查分类为两种情

况，进行了全部检查取得组织窗信息和没有

取得组织窗。对于具有组织窗信息的患者，

采取的策略：（1）没有半暗带的患者均不进

行积极的开通治疗，无论是静脉溶栓或者机

械开通，大面积梗塞，保守或外科治疗，面

积较小的患者给予常规药物保守治疗；（2）

存在半暗带的患者采取不同的策略，末梢、

分支、小支或穿支血管引起梗塞，静脉溶

栓；大血管闭塞，具有大半暗带，小坏死灶

考虑机械开通治疗，大坏死的药物保守治

疗。因各种原因无法取得组织窗的患者，在

普通 CT 的基础上重点观察血管状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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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血管闭塞，关键在于侧枝循环，对于侧枝

好的可以积极进行开通治疗；侧枝循环不佳

的患者，慎重进行开通治疗；（2）小支血管

梗塞的患者，静脉溶栓或者药物保守治疗。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5 月间共接收符合要求

的急性脑梗塞 62 例患者，其中 53 例患者接

受 CT 影像和/或者 DSA 的评估，35 例患者

按照评估接受相应的治疗，8 例患者未按照要

求但是接受自行选择的治疗，其它 10 例患者

因各种原因没有进行治疗。53 例接受评估患

者按照评估方式和治疗方式分组：1）CT+CT

P+CTA：共 31 例，其中未治疗 9 例，介入治

疗（桥接与否）13 例，静脉溶栓（单纯）5

例，常规治疗 4 2）CT+CTA：7 例，其中未

治疗 1 例，介入治疗（桥接与否）2 例，静脉

溶栓（单纯）4 例 3）CT+DSA：15 例，其中

介入治疗（桥接与否）9 例，静脉溶栓（单

纯）4 例，常规治疗 2 例按照出院时的状况，

6 例接受常规治疗的患者没有出现均平稳慢慢

恢复，其中 1 例出现非症状出血（图 1）。1

3 例单纯静脉溶栓患者，9 例明显好转，没有

明显的出血，其中 4 例建议行介入治疗的患

者单纯静脉溶栓，1 例效果明显。24 例接受

介入治疗的患者，12 例出现明显的好转（图

2），12 例无效或者加重，4 例出症状性出

血，其中建议其它方法治疗的患者接受介入

治疗，2 例出血（图 3），2 例效果不佳；10

例未治疗患者无法确认。大部分患者仍然没

有达到 90 天的随访期。 

结论 CT 能够很好的进行患者筛选 

 
 
PO-1191 

烟雾病患者联合血管重建术后侧枝循环建立

情况及其重建类型分析 
 

赵金兵 何升学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分析探讨烟雾病患者行联合血管重建术

后其侧枝循环建立情况及重建类型。 

方法 对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

行直接血管重建术（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吻

合术+脑-硬脑膜-颞肌融合术）的 64 例烟雾病

患者（76 侧大脑半球）进行回顾性分析。术

后 1-2 天内行头颅 CT 及/或 MRI 了解有无新

发脑出血或脑梗死，术后 1 天行头颅 CTA 评

估吻合血管的通畅性，部分患者术后 10 天行

DSA 复查。术后 6 月、12 月、2 年、5 年分

别行 DSA 及 CT 或 MRI 灌注成像检查，了解

血管吻合通畅程度、侧枝循环形成情况、脑

血流灌注情况及有无脑缺血发作或脑出血。

对患者术后 6 月和 12 月手术侧选择性颈外动

脉造影的侧位影像上对大脑半球的供血范围

进行评分，并分析其血管重建类型。 

结果 64 例患者，平均年龄 42±11 岁，男：女

比 31:33，术后随访 6 月-60 月，平均 23±14

月。临床表现分别为 TIA 11 例，脑梗死 31

例，脑出血 14 例，头痛 8 例，Matsushima

临床分型（Ⅰ/Ⅱ/Ⅲ/Ⅳ/Ⅴ/Ⅵ型：4/7/8/3/21/2

1 例），Suzuki 分期（Ⅰ/Ⅱ/Ⅲ/Ⅳ/Ⅴ/Ⅵ期：

0/19/32/11/2/0 期）。64 例患者中 69 侧行联

合血管重建术，7 侧行间接血管重建术，其中

左侧 21 例，右侧 29 例，双侧手术者 13 例。

术后早期出现言语不清 10 例，肢体麻木 4

例，急性脑梗死 9 例，癫痫发作 4 例，脑出

血 1 例，远期评估症状改善者 58 例（90.

6%）。术后 6 月术侧脑血流灌注增加者占 72

侧，占 94.7%。术后头颅 CTA 提示 69 侧大

脑半球的 67 侧（97.1%）直接血管吻合通

畅，术后 10 天复查 DSA 的 14 例患者中 STA

扩张增粗者占 85.7%（12 例），术后 6 月和

12 月的 DSA 提示联合血管重建的远期效果良

好，新生血管大于 1/3 大脑中动脉供血区域者

占 94.2%（65 侧），其中大于 2/3 区域者占

86.2%（56 侧），仅 4 侧新生血管稀疏，少

于 1/3 大脑中动脉供血区域。在重建血管类型

方面，19 侧（27.5%）直接血管重建供血范

围大于间接血管重建，35 侧（50.7%）小于

间接血管重建，25 侧（36.2%）直接血管重

建范围与间接血管重建范围相等。 

结论  在联合血管重建术中，直接血管重建术

和间接血管重建术都能提供很好的血管重建

效果，直接血管重建术能立刻改善缺血区脑

灌注，而间接血管重建术能提供更持久的血

管重建效果，这两种手术方式是一种互补的

关系。 

 
 
PO-1192 

基于 CT 分型基底节区高血压脑出血的手术入

路及策略 
 

梅加明 牛朝诗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基底节区高血压脑出血的 CT 影像

学分型，以此探讨手术入路选择及治疗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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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1 例基底节区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依据

CT 影响中出血部位及累及区域以内囊膝部为

中线分为简单四型：（1）前部型；（2）中

部型；（3）后部型；（4）混合型。根据血

肿部位选择经额颞还是三角部入路，根据血

肿量确定经侧裂/中央沟下点-脑岛还是经额颞

叶入路，总结入路方式及治疗要点对术后效

果进行评价。 

结果  21 例患者前部型占 5%（1 例）；中间

型占 19%（4 例）；后部型占 29%（6

例）；混合型占 48%（10 例）。血肿量小于

30ml 占 38%（8 例）；大于 30ml 占 52%（1

3 例）。采用经侧裂/中央沟下点-脑岛入路占

38%（8 例）；经额颞开颅占 52%（11

例）；经三角部入路占 10%（2 例）。术后

复查头颅 CT，19 例血肿清除>90%，2 例血

肿清除>75%，平均住院天使为 16.7 天。根

据 GOS 评分：恢复良好 4 例，中残 10 例，

重残 7 例，无死亡病例。 

结论  该分型对手术入路方向具有指导意义，

结合分型及血肿量分析经额颞还是侧裂/中央

沟下点-脑岛入路清除基底节区血肿，手术创

伤小、疗效可靠及神经功能恢复好等优点。 

 
 
PO-1193 

颅内血管重建手术治疗出血型烟雾病的疗效

分析 
 

唐斌 曾而明 洪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颅内血管重建手术治疗出血型烟雾

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 年 9 月-2015 年 1

2 月收治的 49 例出血型烟雾病患者的临床及

随访资料，其中男性 25 例,女性 24 例,年龄 2

7-54 岁(平均 40.3 岁)，术后随访 3-36 个月。

所有患者术前经头部 CT 及 DSA 均证实为出

血型烟雾病，CT 脑灌注评价患者的脑血流灌

注情况；所有患者均在出血稳定期(距最近一

次出血至少 3 个月以上)行颅内血管重建术，

术中吲哚菁绿荧光造影及血管压力测定选择

出合适的受体血管，搭桥后即刻行吲哚菁绿

荧光造影及术后 CTA、早期 DSA 评价吻合血

管的通畅情况；术后随访再出血率，CT 脑灌

注及 DSA 影像学变化。  

结果  1、49 例出血型烟雾病患者中, 脑内出

血 15 例，脑室出血 20 例，脑内出血破入脑

室 12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2 例。Suzuki 分期:

 II 期 5 例,III 期 24 例,IV 期 12 例,V 期 8 例；

烟雾病伴动脉瘤 1 例。术前 CT 脑灌注提示患

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脑血流灌注不足。  

2、3 例患者行 EDAS，2 例患者行 EDAMS，

12 例行 STA-MCA 搭桥术，32 例行 STA-MC

A 搭桥联合 EDAS，其中 5 例患者行双侧颅内

血管重建术。围手术期间 3 例患者出现并发

症，脑梗塞 1 例，TIA 发作 2 例，均为一过性

口齿不清，经治疗后好转；44 例行 STA-MC

A 搭桥的患者术中行吲哚菁绿荧光造影，提示

吻合口血流通畅。术后 CTA 及早期 DSA（1

周内）均提示 STA-MCA 搭桥血管通畅。  

3、随访时间 3-36 个月，所有患者均参加随

访，1 例再发蛛网膜下腔出血，1 例再发脑出

血，均为行联合血管重建术患者，再出血率

为 4.0%，无死亡病例。  

4、所有随访患者手术前、后 CT 脑灌注比较

提示脑血流灌注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49 例

随访患者中 25 例患者术后远期(6 个月以上)

行 DSA，其中 3 例间接搭桥患者术后侧支循

环建立良好，22 例直接或联合搭桥患者均提

示 STA 增粗向颅内供血，烟雾状血管减少。

1 例合并动脉瘤的烟雾病患者复查发现动脉瘤

消失。  

结论  颅内血管重建手术可减少烟雾状血管，

一定程度地降低出血型烟雾病患者的再出血

风险，并可不同程度地改善脑流血灌注，但

仍需术后长期随访以进一步评价疗效；本研

究为回顾性分析，亟待国内大样本的前瞻性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PO-1194 

颅内微小动脉瘤的介入治疗 
 

高子云 毛国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血管内介入治疗因其创伤小、效果确切，已

经成为处理颅内动脉瘤的主要手段，被广泛

接受。对于 3 毫米以上一般大小的颅内动脉

瘤，如果瘤颈体比小于 1：2，或宽动脉瘤结

合支架或球囊等辅助措施，介入治疗难度一

般不大；但对于 3 毫米或 3 毫米以下的微小

动脉瘤，因微导管难以稳定到位，血管内介

入治疗难度相对增大，本研究报告组颅内微

小动脉瘤的介入治疗临床结果。 

目的  报告一组颅内微小动脉瘤的介入治疗临

床结果，总结颅内微小动脉瘤介入治疗技术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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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从 201

2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4 年期间，完成颅

内微小动脉瘤介入治疗 36 台次，对这 35 例

患者临床资料、颅脑 CT、CTA；3D-DSA 及

手术影像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结果  男性 15 例；女性 21 例，平均年龄 61

岁。这组病中，29 例患者有典型的头痛、蛛

血病史；另外 7 例病史不典型，其中 3 例腰

穿发现蛛网膜下腔出血。CT 证实蛛网膜下腔

出血的 29 例患者，行 64 排 CTA 检查，21

例发现颅内微小动脉瘤；另外 8 例 CTA 检查

结果可疑动脉瘤，行 3D-DSA 造影证实；其

它病倒均通过脑血管造影证实颅内微小动脉

瘤。36 例颅内微小动脉瘤部位分布，前交通

动脉瘤 9 例；大脑前动脉起始处 5 例；大脑

前动脉 A2 段动脉瘤 3 例；后交通动脉瘤 11

例；脉络膜前动脉瘤 3 例；小脑后下动脉起

始处动脉瘤 5 例；手术在全麻下进行，根据 3

D-DSA 影像对微导管进行精确塑形，微导管

稳定到位。有 9 例术中使用 SolitaireAB 支架

辅助，5 例使用 lvis 支架辅助。术后即刻造

影，20 例微小动脉瘤完全填塞，16 例见瘤颈

有显影，2 例有弹簧圈突入载瘤动脉，有 2 例

患者术中破裂，无死亡病倒。25 例患者术后

6 至 42 个月接受脑血管造影复查，支架辅助

的 14 例患者，有 10 例有随访资料，这 10 例

患者均未见动脉瘤复发；16 例瘤颈有残留的

患者，有 7 例较术后即刻造影结果未见明显

变化；未见复发病倒。 

结论  借助 3D-DSA 造影资料，通过对微导管

精准塑形及必要的辅助措施，血管内介入治

疗颅内微小动脉瘤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治疗措

施。 

 
 
PO-1195 

IC-IC 搭桥术在颅内复杂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 
 

唐斌 曾而明 洪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330006 

 

目的  探讨 IC-IC 搭桥术在颅内复杂动脉瘤治

疗中的应用经验和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9 月-2014 年 9 月

我院收治的 9 例行 IC-IC 搭桥术的颅内复杂动

脉瘤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其中男性 3

例，女性 6 例，年龄 22-60 岁，平均 50.1

岁。大脑前动脉 A1、A2、A3 段动脉瘤各

1、2、1 例，左侧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脉瘤 1

例，小脑后下动脉起始部及远端动脉瘤各 2、

1 例，右侧椎动脉夹层动脉瘤 1 例，术前均行

3D-DSA，术中采用动脉瘤孤立术+原位血管

端侧吻合/侧侧吻合等 IC-IC 搭桥技术处理动

脉瘤，术后定期随访复查头部 CT+DSA，评

估神经功能状态。  

结果  1、9 例患者中 7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均为责任动脉瘤，2 例为未破裂动脉瘤；Hunt

-Hess 分级：Ⅰ级 2 例，Ⅱ级 7 例；其中 1

例为 A3 段假性动脉瘤。 2、大脑前动脉 A

1、A2、A3 段动脉瘤主要行动脉瘤孤立术+A

3-A3 侧侧吻合/端侧吻合术；左侧大脑中动脉

分叉部动脉瘤行动脉瘤塑形保留一分支血管

通畅+M3-M3 侧侧吻合术；2 例小脑后下动脉

瘤（起始部）和右侧椎动脉夹层动脉瘤行动

脉瘤孤立术+小脑后下动脉-椎动脉吻合术；

小脑后下动脉瘤（远端）行动脉瘤切除术+小

脑后下动脉端端吻合术，吻合后采用多普勒

超声及吲哚菁绿荧光造影检查搭桥血管均通

畅，动脉瘤未再显影。术后 1 周内复查 DSA

显示原位搭桥血管通畅，动脉瘤未显影。 3、

围手术期 2 例小脑后下动脉瘤（起始部）及 1

例椎动脉夹层动脉瘤患者出现并发症，主要

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后组颅神经功能障碍。 4、

随访时间 12-36 个月，复查 DSA 均未见吻合

血管闭塞和动脉瘤复发；1 例小脑后下动脉瘤

（起始部）因肺部并发症死亡，余 2 例出现

后组颅神经功能障碍的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

改善，其余患者神经功能良好。  

结论  IC-IC 搭桥术避免取供体血管，手术创

伤小，时间相对较短，是治疗某些颅内复杂

动脉瘤的有效的重要手段；对此类患者术前

应充分研究 3D-CTA、3D-DSA，手术方式应

个性化选择。 

 
 
PO-1196 

单侧锁孔入路夹闭双侧前循环动脉瘤的临床

研究 
 

康德智 余良宏 上官皇城 郑树法 林元相 林章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目的 探讨于 3D 打印模型辅助下经单侧锁孔

入路夹闭前循环双侧动脉瘤的可行性及相应

的适应症与禁忌症并评估 3D 打印模型在其中

的应用价值。 

方法 经单侧翼点或额外侧锁孔入路对 24 例颅

内双侧动脉瘤患者行开颅夹闭术，年龄 44-68

岁，平均 56 岁，入院时 Hunt-Hess 分级 0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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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I 级 3 例，Ⅱ级 16 例，Ⅳ级 2 例。其

中 12 例患者术前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作 3D

模型，并模拟手术制定手术计划（模型

组）；另 12 例患者则通过 3D-CTA/DSA 图

像结合术者经验制定手术计划（非模型

组）。术后以动脉瘤夹闭情况、改良 Rankin

量表评分评估疗效并总结该手术的适应症与

禁忌症及 3D 打印模型在其中的应用价值。 

结果 共 19 例成功经单侧锁孔入路夹闭双侧动

脉瘤，共夹闭同侧动脉瘤 23 个，动脉瘤位置

包括后交通动脉起始处、大脑中动脉、颈内

动脉分叉处及前交通动脉。共夹闭对侧动脉

瘤 21 个，动脉瘤具体位置及朝向包括：后交

通动脉起始处朝内及朝后、眼动脉起始处朝

上及朝内、大脑中动脉 M1 段（包括 M1 分叉

处）、大脑前动脉 A1、A2 交界处及颈内动

脉分叉处。术后随访 2-26 月，平均 9 月，改

良 Rankin 量表评分：0 分 9 例，1 分 8 例， 

4 分 2 例，预后良好率 89.47%。模型组共 10

例顺利完成手术，2 例无法夹闭对侧动脉瘤

（其中 1 例与术前判断吻合）；非模型组共 9

例顺利完成手术， 3 例无法夹闭对侧动脉瘤

（术前经验性判断可夹闭）。共 5 例无法夹

闭对侧动脉瘤，对侧动脉瘤 3 例位于后交通

动脉起始处朝外，1 例位于后交通动脉起始处

朝后，1 例位于对侧眼动脉起始处因瘤体朝内

下并大部分位于海绵窦内而无法夹闭。 

结论 经单侧锁孔入路夹闭颅内前循环双侧动

脉瘤是可行的，可夹闭对侧包括后交通动脉

起始处朝内及部分朝后、眼动脉起始处朝内

及朝上、颈内动脉分叉处、大脑中动脉 M1 段

（包括 M1 分叉处）、大脑中动脉 M2 段及大

脑前动脉 A2 段起始处的动脉瘤，但对于对侧

朝外的后交通动脉起始处动脉瘤、眼动脉起

始处朝外和位于海绵窦内的动脉瘤、大脑中

动脉 M2 段及大脑前动脉 A2 段远端的动脉瘤

则夹闭困难。3D 打印模型在选择合适患者及

制定手术计划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PO-1197 

颅内外血管搭桥术在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性颅

内血管闭塞中应用研究 
 

曾而明 洪涛 唐斌 吕美珍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颅内外血管搭桥术在动脉粥样硬化

性颅内血管闭塞中的治疗作用。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应用颅内外血管搭桥术治疗 65 例动脉粥样

硬化性颅内血管闭塞病人的临床、影像资料

并长期随访观察相关合并症及有无再发卒

中，应用改良 Rankin 量表评定患者手术后神

经功能状况。 

结果 65 例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术后造影显

示吻合口通畅 63 例，CT 脑灌注图像显示术

后病变侧相对脑血流量明显增加，相对脑血

流平均通过时间明显减少。术后 3 月及 12 个

月神经功能 mRS 评分较术前降低。随访期间

未出现手术侧脑卒中发作。 

结论 对存在脑血流动力学障碍的动脉粥样硬

化性颅内血管闭塞患者，颅内外血管搭桥术

可以增加患侧脑组织的血流，改善神经功能

并预防同侧脑卒中的发生。 

 
 
PO-1198 

以脑疝为表现的颅内动脉瘤超急性期手术夹

闭治疗体会 
 

黄庆 张洪兵 胡艳龙 刘建鑫 杨俊 王森 王刚 侯自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101149 

 

目的  探讨以脑疝为表现的颅内动脉瘤超急性

期手术夹闭治疗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我科收治的以脑疝为表现的颅内动脉

瘤 4 例，包括后交通动脉瘤 1 例、胼周动脉

瘤 1 例、大脑中动脉瘤 2 例。所有病例均在

未行 CTA 或 DSA 确诊情况下，采用急诊开

颅探查手术夹闭动脉瘤并行颅内血肿清除去

骨瓣减压术。 

结果  全部病例均顺利完成手术治疗，术后 1

个月 GOS 评分 5 分 2 例、4 分 1 例、1 分 1

例。 

结论  以脑疝为表现的颅内动脉瘤病情危急，

临床难以有机会进一步行 CTA 或 DSA 确

诊，根据颅内血肿部位，考虑动脉瘤可能发

生的部位行超急性期开颅手术探查手术夹闭

动脉瘤并行颅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可

以达到满意的疗效。 

 
 
PO-1199 

烟雾病外科治疗 
 

曾而明 徐建平 洪涛 唐斌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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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烟雾病的外科治疗手术并发症及长

期疗效。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外科手术治疗的烟雾病病人的临床、影像

资料并长期随访，观察相关合并症及手术后

神经功能状况。 

结果 在研究期间共有 279 例烟雾病患者进行

了外科手术治疗，男性 133 例，女性 146

例；228 为例非出血型患者，51 例为出血型

患者；年龄最小 4 岁，年龄最大 79 岁，平均

年龄 46.4±9.8 岁；16 例进行仅间接搭桥，26

3 例进行联合搭桥（直接+间接），围手术期

间并发症主要是切口愈合不良、脑出血、脑

梗死，未见致残致死并发症。进行 6 月-6 年

随访，229 例获得长期随访，在非出血性烟雾

病中，182 例症状好转，4 例症状加重，1 例

死亡，在出血性烟雾病中，38 例未见再出

血，3 例有再出血，1 例死亡 

结论 烟雾病外科治疗手术并发症低，可有效

缓解症状，降低再梗死、再出血。 

 
 
PO-1200 

血栓弹力图对颅内外支架置入术围手术期服

用不同抗血小板聚集药物疗效的评价 
 

邵华明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采用血栓弹力图检测颅内外支架置入术

患者围手术期，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及

替格瑞洛后的血小板抑制率，指导围手术期

抗血小板聚集药物的服用。 

方法 回顾分析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5 例(25

例宽颈动脉瘤行颅内支架，8 例大脑中动脉支

架，12 例颈动脉支架)颅内外支架置入术患者

服用阿司匹林 100 毫克，氯吡格雷 75 毫克 3

天，氯吡格雷抵抗的患者改服替格瑞洛（90

毫克 bid）,采用血栓弹力图仪检测花生四烯酸

（AA）途径诱导的血小板抑制率以及腺苷二

磷酸（ADP）受体途径诱导的血小板抑制

率，比较患者围手术期经两种途径诱导的血

小板抑制率差异，以及对阿司匹林、氯吡格

雷及替格瑞洛治疗反应的差异。 

结果（1）服用阿司匹林 100 毫克，氯吡格雷

75 毫克 3 天血小板抑制率，阿司匹林对 AA

途径的血小板抑制率（70%±25%）显著高于

氯吡格雷对 ADP 途径的血小板抑制率（50%

±27%），两者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2）氯吡格雷抵抗者 6 例（13.3%），该 6

例患者服用替格瑞洛（90 毫克 bid）3 天后血

栓弹力图仪检测 A D P 抑制率（6 0 % ±1

5%）。 

结论 采用血栓弹力图仪检测颅内外支架置入

术患者围手术期的血小板抑制率，有利于指

导临床制定个体化的抗血小板聚集治疗方

案。对氯吡格雷反应低下的患者可以运用替

格瑞洛提高对 ADP 途径的血小板抑制率。 

 
 
PO-1201 

脑动静脉畸形出血后的治疗时机及方法的选

择 
 

钟启胜 袁绍纪 张荣伟 刘子生 卢培刚 孙希炎 吕学明 

朱伟杰 于锋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探讨脑动静脉畸形（arteriovenous malf

ormation,AVM）出血后的早期诊断、治疗时

机及方法。   

方法  本组 56 例均经股动脉插管行选择性全

脑血管造影；出血量≥40ml 者先开颅手术、

血肿清除或+去骨瓣减压、或+AVM 切除，AV

M 显露清楚的尽量予以切除，病情稳定后全

脑血管造影，发现 AVM 再通过用 Magic 微导

管、用 NBCA 或 ONYX 行栓塞治疗。  

结果  22 例仅 7d 内用 NBCA 栓塞治愈，且未

留下后症；26 例急诊开颅后 7d 再栓塞治

疗，经活血化淤、营养神经、理疗、功能锻

炼等综合治疗，其中 10 例晚期不同程度遗留

偏瘫、失语、智力下降；8 例在血肿清除术中

全切 AVM，4 例未留下后遗症，4 例经综合

治疗，不同程度遗留偏瘫、失语、智力下

降。全部病例随 6 个月均无复发。  

结论  早期确诊 AVM 的关键是尽早行全脑血

管造影，NBCA 或 ONYX 栓塞是治疗 AVM 

较理想、安全可靠的首选方法，尽早治疗能

明显减少后遗症。 

 
 
PO-1202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围手术期管理的经验及教

训 
 

何朝晖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和总结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围手术期

管理的经验及教训。 

方法 对两个死亡病例进行回顾及分析, 探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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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死亡原因。 

结果 第一个病例：术前诊断“右侧大脑前动脉

起始部动脉瘤”。手术顺利。术后 25 小时患

者从清醒状态突然昏迷，复查 CT 未见术区出

血，呈现类似“脑肿胀”样改变，紧急行去骨瓣

减压，术中发生脑膨出，术后家属放弃治

疗。第二个病例：术前两次出血，头颅 CTA

提示：出血量大，左侧颈内动脉床突上段血

泡样动脉瘤可能。手术顺利。术后第 12 天因

为脑积水置腰池引流，第 14 天突然病情加

重，复查 CT 提示对侧硬脑膜下及纵裂间出

血，死亡。 

结论 术后管理的经验及教训： 

1. 颅内压增高：术后“脑肿胀”样改变可能和下

列因素有关：(1)术中载瘤动脉长时间临时阻

断造成的细胞毒性脑水肿和缺血再灌注；(2)

术中持续性长时间牵拉造成的细胞毒性脑水

肿和缺血再灌注；(3)外侧裂静脉、蝶顶窦损

伤造成大脑凸面静脉回流障碍；(4)腰池引流

过度导致幕上腔脑组织向下轴性移位，小脑

幕裂孔附近的基底静脉、大脑内静脉受压，

导致脑深部静脉回流障碍。2. 颅内压监测：

不能盲目依赖于颅内压监测仪的显示数值，

避免机械判读监测结果。需结合患者的临床

表现、影像学表现等综合评估颅内压。3. 脑

血管痉挛：解痉药物可导致血管扩张，引起

脑过度灌注，甚至发生类似脑肿胀的表现。

术后谨慎使用甚至不用解痉药物，一旦发现

有颅内压增高或者脑肿胀的苗头，及时减量

或者停用。某些出血量大，脑血管痉挛重的

患者治疗上使用解痉药物的同时使用强力脱

水剂和利尿剂。4. 腰池引流：可廓清血性脑

脊液，减轻脑血管痉挛，减少脑积水的发生

率。但过度或过快的腰池引流可能导致幕上

腔脑组织向下轴性移位，甚至发生脑疝。还

可能导致幕上腔脑组织向下或者减压窗侧移

位，撕破桥静脉，导致颅内广泛的硬膜下血

肿形成，导致病情加重。第一天关闭腰池引

流，等第二天复查 CT 后证实颅内压力不高，

再开放释放脑脊液。注意每日引流量和引流

速度，避免过度或者过快引流。 

 
 
PO-1203 

可吸收血流导向支架治疗兔囊状动脉瘤及对

正常分支的影响 
 

王奎重 袁绍纪 刘强 钟启胜 卢培刚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评估可吸收血流导向支架治疗兔囊状动

脉瘤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20 只弹性蛋白酶诱导的动脉瘤模型兔被

分成 3 组：第一组动物 7 只，可吸收的聚乙

醇酸血流导向支架（polyglycolic acid flow-div

erting device，PGA-FD）置入兔载瘤动脉并

覆盖动脉瘤颈部，同时在腹主动脉内置入 PG

A-FD 覆盖腰动脉开口；第二组动物 7 只，使

用裸金属支架代替 PGA-FD；第三组动物 6

只，PGA-FD 只置入载瘤动脉内。前两组动

物和第三组动物分别在支架置入后 3 个月及 6

周行 DSA 检查。观察动脉瘤是否闭合及其所

覆盖的分支是否通畅。所有动物在造影后处

死行病理学检查。 

结果  第一组 1 只动物显示支架内血栓闭塞，

第二组 1 只动物支架近心端脱入动脉瘤内，

第三组 1 只动物在术后 16 天死亡。第一组和

第三组动脉瘤完全闭塞率分别是 83.3% (5/6)

和 66.7% (4/6)，高于第二组无动脉瘤完全闭

塞（比较闭塞分级，P 值分别是 0.005 和 0.0

3）。支架置入后和造影随访中未见分支闭

塞。第一组和第二组腹主动脉内支架引起的

新生内膜厚度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 0.85

7）；腰动脉分支开口处新生内膜覆盖率无明

显差异(P = 0.605)。这些新生内膜主要由平

滑肌细胞和胶原纤维组成。 

结论  在 3 个月的观察期内，PGA-FD 可有效

引起动脉瘤闭塞且对正常分支无明显影响。 

 
 
PO-1204 

血压脑出血患者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影响的对

比研究 
 

李育鑫 卢培刚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探讨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在立体定向血肿

排空术或小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后第 1、4、

7 天血清 hS-CRP、IL-6、TNF-α 水平变化及

1 周后 GCS 评分情况。 

方法  将 182 例高血压脑出血的患者随机分为

立体定向血肿排空术治疗和小骨窗开颅血肿

清除术治疗两组, 进行相应治疗后分别测定两

组患者术后第 1、4、7 天血清 hS-CRP、IL-

6、TNF-α 水平和 1 周后的 GCS 评分, 进行对

比分析。 

结果  立体定向血肿排空术血清 hS-CRP、IL-

6、TNF-α 水平，GCS 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 P<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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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立体定向脑内血肿排空术血清炎性因子

表达明显低于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有利于

脑神经功能康复，对于出血量在 30～60ml、

意识状态尚可者采用立体定向血肿排空术具

有良好的优势。 

 
 
PO-1205 

高血糖与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预后的影响 
 

徐广振 朱伟杰 卢培刚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探讨高血糖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预后的

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8 例自发性高血压脑出血

患者的临床资料。分别在第 0、1 和第 3 天检

测血糖浓度，分别比较 3 天、7 天、14 天、3

0 天的生存率，以及第 14 天 NIHSS 评分。 

结果  3 天、7 天、30 天，生存率分别为 87.

7%、82.7%和 77.6%。高血糖患者在第 7 和

30 天的死亡率更高，第 1 天高血糖的患者第

14 天的 NIHSS 评分高于 15 分的更常见，血

糖水平越高，预后越差（死亡或者 NIHSS 评

分>15 分）。应用多变量分析发现，第 1 天

血糖>7.8mmol/dl 与第 30 天死亡率（RR=2.6

5，95%可信区间），血糖>8.9mmol/dl 与第

14 天 NIHSS 评分高于 15 分相关（RR=3.0

8，95%可信区间），同时白细胞计数与血糖

水平和转归相关。 

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发病初期血糖水平的增加

和增加的多少会影响转归，葡萄糖代谢的改

变可能同炎症细胞的活化相关。还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来阐明免疫激活与葡萄糖代谢之间

的关系。 

 
 
PO-1206 

Y 型主动脉弓的高龄患者颅内动脉瘤栓塞治

疗经验 
 

杨华 

贵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神经外科 550004 

 

目的 探讨高龄患者颅内动脉瘤的栓塞技术与

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中心 1999 年 3 月-2013 年

12 月所有颅内动脉瘤资料 3768 例,高龄患者

(60 岁以上)606 例(占所有颅内动脉瘤的 16.

1%),其中 60-69 岁 316 例(52.1%)； 70-79 岁

203 例(33.5%)；80 岁以上 87 例(14.4%)。根

据靶血管从主动脉弓发出的位置不同可分三

种情况,I 型或 W 型（开口弓上壁水平线）39

3 例(64.9%)；II 型或 X 型（开口弓下壁与弓

上壁水平线之间）177 例(29.2%)；III 型或 Y

型（开口弓下壁水平线以下）36 例(5.9%)。

三种类型的病例分别采用单弯导引管、SIMM

ONS 造影管和针鞘进行微导管输送栓塞材料

让动脉瘤获得治疗成功。   

结果（1）弓分型与栓塞成功率：I 型或 W 型

393 例（100%）通过单弯导引管栓塞成功；I

I 型或 X 型 106 例（59.9%）单弯导引管栓塞

成功；II 型或 X 型 71 例（40.1%）通过 SIM

MON 造影管栓塞成功；III 型或 Y 型 36 例中

35 例（97.2%）通过颈总动脉穿刺置入针鞘

栓塞成功,仅 1 例(2.8%)通过 SIMMONS 造影

管栓塞成功。（2）栓塞影像效果：致密栓塞

（100 加减 5%）420 例(69.3%)；亚致密栓

塞（90 加减 5%）103 例(17.0%)；不全栓塞

（80 加减 5%）77 例(12.7%)；诱导栓塞（7

0 加减 5%）6 例(1.0%)。 （3）临床效果：

根据 GOS 平分，恢复良好 533 例（87.

9%）；轻度伤残 47 例（7.8%）；重度伤残

18 例（3.0%）；植物生存 4 例(0.65%)死亡

4 例（0.65%）。 

结论 高龄患者主动脉弓 III 型或 Y 型开口较低

弯曲度大(占 5.9%)，最好(97.2%)采用颈总动

脉穿刺置入针鞘的方法来进行栓塞；部分主

动脉弓 II 型或 X 型病例 40.1%%在 SIMMON 

造引管下也可栓塞成功；其余病例均可在常

规单弯导引管下栓塞。WXY 型主动脉弓分型

对高龄患者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穿刺血管选

择有指导意义。 

 
 
PO-1207 

Progranulin (PGRN) 在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

出血（aSAH) 后早期脑损伤（EBI）中的神

经保护作用 
 

李博 袁绍纪 卢培刚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背景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最常见的出血性脑血

管意外之一，主要为颅内动脉瘤破裂所致。S

AH 继发性脑损伤机制的研究已持续了数十

年，但迄今尚未被完全阐明。SAH 后“早期脑

损伤”理论，认为在 SAH 后早期（72h 内）机

体一系列病理过程即已启动。其中，始于 SA

H 后 24h 内的“神经元凋亡”在 EBI 中扮演重要

角色，而 EBI 期间的神经元凋亡程度将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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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决定着 SAH 后继发性脑损伤的走向。因

此，抗神经元凋亡及加强神经保护作用便成

为了 SAH 后 EBI 的重要治疗手段。Progranu

lin (PGRN) 是近期被研究发现的一类分泌型

糖蛋白。在中枢神经系统，PGRN 主要表达

于成熟神经元中。PGRN 神经元保护作用的

发现起源于一种“额颞叶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

究，该疾病是以额颞叶的神经元丢失为特征

表现，研究证实 PGRN 的基因突变与 FTLD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随后 PGRN 的神经元

保护作用逐渐被得到证实。然而，目前有关

PGRN 的神经保护作用在脑卒中领域的相关

研究尚未见报道。 

方法  1. 建立线穿法大鼠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动

物模型，WB 观察 SAH 后 EBI 不同时间段 P

GRN 的蛋白表达情况；2.分别给予不同剂量

的大鼠重组 PGRN，观察模型大鼠 SAH 后 2

4h 及 72h 行为学及脑水肿变化情况；观察 S

AH 后 24h 皮层和海马脑组织神经元凋亡情

况；3. SAH 建模前 24h 给予 PGRN siRNA

下调内源性 PGRN 表达，观察模型大鼠 SAH

后 24 行为学及脑组织神经元凋亡情况。4. W

B 方法分别检测给予 r-PGRN 治疗及 PGRN s

iRNA 干扰后 SAH 后 24h 下游信号分子的表

达变化情况。5. SAH 建模前 24h 给予 SORT

1 siRNA 下调 PGRN 受体 SORT1 的表达，

重复行 r-PGRN 治疗，观察 SAH 后 24h 相关

分子表达的变化情况及模型动物行为学的变

化情况。 

结果  1. PGRN 高表达于脑组织神经元中，其

在 SAH 后 3 小时表达开始下调，SAH 后 24h

达到最低谷；2. PGRN 表达下调将加重 SAH

后的神经元凋亡及神经功能损害；3. r-PGRN

治疗能够有效发挥神经元保护效应，表现为

降低 SAH 后的神经元凋亡、减轻脑水肿及改

善神经功能损害；4. PI3K/Akt 信号通路参与

调节 SAH 后 r-PGRN 的抗神经元凋亡效应；

5. PGRN 在 SAH 后 EBI 过程中的神经元保护

作用由其受体 SORTI 所介导。 

结论  PGRN 在 SAH 后 EBI 中的神经元保护

作用。 

 
 
PO-1208 

颅内动脉瘤栓塞术中破裂危险因素的分析 
 

姜超 李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术中诱发破裂 

的相关危险因素，并分析发生术中破裂患者

的预后影响因素，进而对颅内动脉瘤栓塞术

中破裂进行更好的预测以及对动脉瘤的临床

管理提供一定的依据。 

方法 收集 2011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549 例经 DSA 检

查确诊为颅内动脉瘤的患者，将其临床资料

进行汇总、整理归纳。其中发生术中破裂 21

例，死亡 9 例。并对所有可能影响其术中动

脉瘤破裂的危险因素分别进行单因素分析，

所得结果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再

对其进行多因素分析，进而寻找影响术中动

脉瘤破裂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分析其中发生

栓塞术中动脉瘤破裂的 21 例患者的预后影响

因素。 

结果 本组病人共 549 例，其中术中动脉瘤破

裂共发生 21 例（3.8%），死亡 9 例（1.

6%）。单因素研究分析显示：破裂组与非破

裂组在性别、年龄、出血次数、首发症状、

高血压病史、冠心病病史、治疗至入院时

间、是否同期造影+栓塞、手术间、手术医

师、动脉瘤个数、动脉瘤瘤颈、动脉瘤大

小、动脉瘤形态、治疗至蛛网膜下腔出血时

间、动脉瘤所在的位置、是否存在假性动脉

瘤各组之间的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而在术

中是否有脑血管痉挛、Hunt-Hess 分级、所

使用辅助技术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我们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进行 Lo

gistics 回归分析显示：术中是否存在经 DSA

证实的脑血管痉挛、术前的 Hunt-Hess 分级

是动脉瘤术中破裂的独立危险因素。患者的

预后与术中发生破裂的时间、破裂后所采取

的措施、是否有需要手术干预的脑积水之间

无明显统计学相关性。 

结论  颅内动脉瘤在栓塞术中破裂的发生率为

3.8%，死亡率为 14.3%。术前 Hunt-Hess 分

级、是否发生脑血管痉挛是发生术中动脉瘤

破裂的独立危险因素，术中所用辅助技术则

是术中动脉瘤破裂的非独立危险因素。术中

发生动脉瘤破裂的时间、破裂后所采取的措

施、是否有需要手术干预的脑积水并不影响

动脉瘤栓塞术中发生破裂患者的预后。 

 
 
PO-1209 

一站式复合手术在治疗脑 AVM 的初步探讨 
 

文军 王其兵 王向宇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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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基于复合手术技

术治疗脑 AVM 的初步经验。 

方法 从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为

17 个脑 AVM 的病人行复合手术治疗。血管

造影及栓塞均采用西门子 Artis zeego 血管造

影机进行。开颅手术前，将 C 臂移至非手术

区域。根据病变位置，摆放不同的头位。需

要术中造影、血管内栓塞治疗时或行 DynaC

T 扫描时，将手术显微镜移开，C 臂归位后进

行相应的操作。整个过程无需调整病人的体

位。所有病例均进行了手术切除治疗及术中

造影，部分病例进行手术切除前的血管内栓

塞治疗。涉及功能区的 AVM 手术均行术中电

生理监测。临床数据包括病人的年龄、性

别、Spetzler-Martin 分级、畸形血管位置、

术前神经功能状态、并发症、3 月后的临床预

后情况及影像随访情况。 

结果 病人平均年龄 31.8 岁，男 12 人，女 5

人。畸形位于额叶 6 人，颞枕叶 2 人，小脑 3

人，丘脑 1 人，枕叶 1 人，顶叶 3 人，胼胝

体 1 人，其中合并畸形相关性动脉瘤 3 人。S

petzler-Martin 分级：1 级 5 人，2 级 6 人，3

级 5 人，4 级 1 人。采用术式为“术中造影+畸

形栓塞+畸形切除”共 6 人，术式为“术中造影+

畸形切除”10 人，术式为“术中造影+单纯畸形

供血动脉断除”1 人。术中造影发现畸形残留

2 人，同一次再给行手术，畸形均消失。最终

术中造影证实畸形消失 17 人，影像治愈率 1

00%。无病例发生术后再出血。共有 4 人出

现并发症，其中颅内感染 2 例，1 人治愈，1

人死亡；1 例术后出现后枕部皮下积液，治疗

后痊愈；1 例发生全身严重的皮下气肿、纵膈

气肿及张力性气胸，病人死亡，尸检结果示

气胸造成死亡。本组病人 3 人死亡，1 人由于

术前即深昏迷及脑疝形成，术后病情未改善

死亡，1 人为术后颅内感染导致死亡，1 人为

气胸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生存的 14 个病

人均进行了术后随访，术后 3 个月的改良 Ra

nkin 评分，0 分 7 人，1 分 2 人，2 分 4 人，

4 分 1 人，良好率 76.5%。术后 MRA 复查 3

例，CTA 复查 1 人，DSA 复查 10 例，均未

见畸形复发。 

结论 复合手术室将血管内介入技术与显微外

科切除技术一站式结合，提高了 AVM 治疗的

安全性与有效性，特别是提高了复杂 AVM 的

一次性治愈可能。 

 
 
 

PO-1210 

NOS 在颅内动脉瘤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刘维生 1 曹培成 1 李爱军 1 王成东 1 王道奎 1 李刚 2 

王硕 3 

1.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 

3.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观察动脉瘤的病理学及超微结构改变，

检测 NOS 在颅内动脉瘤中的表达，通过 iTR

AQ 技术筛选动脉瘤差异表达的蛋白分子，探

讨它们在动脉瘤形成和破裂中可能发挥的作

用。 

方法  选取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及潍坊市人民医

院神经外科 2012 年 5 月～2014 年 11 月神经

外科手术夹闭的脑动脉瘤标本，同时以颅脑

外伤手术患者头皮断裂的颞浅动脉(Superficia

l Temporal Artery,STA)及皮层动脉作为对

照，1．用常规光镜、电镜观察 IA 及正常血

管的病理形态学变化及超微结构改变。2．免

疫组化 SABC 法测定动脉瘤中诱导型一氧化

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

S)表达水平，同时测定动脉瘤标本中 NOS 蛋

白含量。3．iTRAQ 技术筛选颅内动脉瘤标本

中差异蛋白分子。 

结果  1.动脉瘤的病理变化:内膜连续性中断, 

内弹力板较薄，消失或中断,内皮细胞变性或

坏死。中膜平滑肌细胞少见，细胞外基质破

坏严重，并见大量炎性细胞浸润，其中以巨

噬和中性粒细胞为主。电镜超微结构观察显

示动脉瘤内皮细胞损伤、坏死，可见细胞固

缩或空泡变性；中膜正常内部结构消失，细

胞外基质模糊不清，平滑肌细胞坏死，部分

见凋亡小体；瘤壁可见炎性细胞浸润，主要

为巨噬细胞．NOS 表达：动脉瘤组 iNOS 表

达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3. iTRAQ 结果：通过 iTRA

Q 技术共鉴定出有定量信息的蛋白分子 816

个，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2 倍以上的有 162

个，包括 80 个上调蛋白和 82 个下调蛋白,其

中与细胞外基质降解有关的基质金属蛋白酶-9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9）上调

3.7 倍。上调蛋白主要是炎性反应相关蛋白，

其次是细胞迁移、侵袭和细胞免疫补体复合

物蛋白；除细胞骨架连接蛋白外，下调蛋白

较多的是在内皮细胞迁移、增殖以及信号传

导中发挥重要作用一类蛋白。 

结论  1．动脉瘤的病理及超微结构改变主要

是内皮细胞坏死及炎症细胞浸润，特别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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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巨噬细胞，平滑肌细胞凋亡，细胞外基质

破坏。2．动脉瘤标本中以 iNOS 为主的 NOS

的表达增高说明，iNOS 可能在动脉瘤发生发

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3. 破裂动脉瘤有多

种蛋白分子表达异常，它们可能参与了动脉

瘤形成和破裂的分子机制。4．颅内动脉瘤的

形成是由 NOS 介导的多种蛋白分子参与的复 

杂过程。 

 
 
PO-1211 

颅内多发动脉瘤个体化治疗研究 
 

刘维生 1 曹培成 1 李爱军 1 王道奎 1 李刚 2 王硕 3 

1.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3.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探讨 MIAs 及 MAs 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及

MIAs 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 2007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潍坊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经外科手术

治疗的 106 例 MIAs（共 232 枚动脉瘤，其中

包括 37 例 MAs）患者的完整资料。根据患者

具体情况，按照治疗措施分为三组，显微手

术、介入栓塞、介入栓塞和显微手术联合治

疗；按照治疗的时机分为仅处理责任动脉

瘤，一期及分期处理动脉瘤三组。106 例 MI

As 中开颅夹闭 58 例，介入栓塞 44 例，手术

联合介入 4 例；其中 39 例仅处理责任动脉

瘤，一期治疗 53 例，分期处理 14 例。37 例

MAs 开颅夹闭 21 例，介入栓塞 15 例，手术

联合介入 1 例；其中 18 例仅处理责任动脉

瘤，一期治疗 13 例，分期处理 6 例。探讨的

术前临床因素包括：患者性别、年龄、动脉

瘤部位、侧别、数量、术前 Fisher 分级、Hu

nt-Hess 分级、治疗措施、处理时机。出院时

GOS 评分评估术后疗效。分别应用单因素分

析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术前各因素、治

疗方案对治疗效果的影响。 

结果  出院时 MIAs 患者 GOS 评分 5 分 75

例，4 分 10 例，3 分 9 例，2 分 4 例，1 分 8

例。预后良好(4-5 分)85 例，差（1-3 分）21

例。MAs 患者出院时 GOS 评分 5 分 31 例，

4 分 2 例，3 分 3 例，2 分 0 例，1 分 1 例。

预后良好(4-5 分)33 例，差(1-3 分）4 例。MI

As 患者年龄、部位、术前 Fisher 及 Hunt-He

ss 分级经单因素分析显示与预后相关(P<0.0

5)，患者年龄越大，预后越差，动脉瘤位于后

循环预后差，术前 Fisher 及 Hunt-Hess 分级

级别越高，预后越差。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 MIAs 患者各因素中年龄、部位及

Fisher 分级与预后相关(P<0.05)。 

结论  MIAs 临床多见，而 MAs 少见，二者均

多见于后交通动脉，主要依靠 DSA 诊断，应

在诊断全面的基础上，正确判断责任动脉瘤

并早期积极治疗，对于非责任病灶需要综合

评估出血风险，采取个体化治疗措施，尽量

一期治疗所有动脉瘤，减少再出血风险。患

者年龄、部位、术前 Fisher 和 Hunt-Hess 分

级是影响 MIAs 患者术后疗效的关键因素。根

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选择开颅手术、介入栓塞

或开颅手术+介入栓塞等个体化治疗方案是改

善 MIAs 患者预后的关键。 

 
 
PO-1212 

颅内镜像动脉瘤个体化治疗研究 
 

刘维生 1 曹培成 1 李爱军 1 王道奎 1 李刚 2 王硕 3 

1.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3.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探讨颅内镜像动脉瘤(Mirror Aneurysm

s，MAs)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方法 回顾分析 2007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潍坊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经外科手术

治疗的 37 例 MAs 患者的完整资料。根据患

者具体情况，按照治疗措施分为三组，显微

手术、介入栓塞、介入栓塞和显微手术联合

治疗；按照治疗的时机分为仅处理责任动脉

瘤，一期及分期处理动脉瘤三组。37 例 MAs

开颅夹闭 21 例，介入栓塞 15 例，手术联合

介入 1 例；其中 18 例仅处理责任动脉瘤，一

期治疗 13 例，分期处理 6 例。出院时 GOS

评分评估术后疗效。 

结果 出院 MAs 患者出院时 GOS 评分 5 分 31

例，4 分 2 例，3 分 3 例，2 分 0 例，1 分 1

例。预后良好(4-5 分)33 例，差(1-3 分）4

例。各治疗组 GOS 评分：介入 15 例中,良好

12 例，差 3 例；手术 21 例中,良好 20 例，差

1 例；介入+手术组 1 例预后良好。 

结论 MAs 临床少见，多见于后交通动脉，主

要依靠 DSA 诊断，应在诊断全面的基础上，

正确判断责任动脉瘤并早期积极治疗，对于

非责任病灶需要综合评估出血风险，采取个

体化治疗措施，尽量一期治疗所有动脉瘤，

减少再出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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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13 

小脑后下动脉远端动脉瘤合并载瘤动脉血管

畸形栓塞治疗 
 

王厚中 张继方 尹伟宁 李传峰 

青岛市市立医院神经外科 266011 

 

目的 探讨小脑后下动脉远端动脉瘤合并动静

脉血管畸形栓塞治疗的方法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 例小脑后下动脉远端动脉

瘤合并载瘤动脉动静脉血管畸形血管内栓塞

治疗的临床资料，脑血管造影确立动脉瘤和

畸形血管团的解剖关系。依据小脑后下动脉

行程与周围毗邻解剖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

为小脑后下动脉可分为 5 段：延髓前段、外

侧段、扁桃体延髓段、末端扁桃体段、皮层

段。远端动脉即为扁桃体延髓段以后的动脉

血管，在脑血管造影侧位像为椎动脉发出后

第二个血管袢以后的血管。延髓前段和外侧

段通常有脑干穿支发出，吻合血管较少，术

中损伤或闭塞该段动脉，可能引起延髓背外

侧面的延髓外侧综合征。近来随着解剖研究

的深入，有学者认为小脑上动脉、小脑前下

动脉、小脑后下动脉间,以及双侧小脑半球间

存在丰富的血管吻合，对于不能夹闭或栓塞

的动脉瘤，阻断一侧载瘤动脉不会导致小脑

缺血，也可以直接在穿支发出之后夹闭或阻

断小脑后下动脉，不需要血流重建。但要慎

重考虑，有吻合代偿不良的可能，应避免严

重并发症的发生。本组 6 例动脉瘤均位于血

管畸形团供血动脉近端， 3 例动脉瘤位于扁

桃体延髓段，另外 3 例位于末端扁桃体段和

皮段。根据动脉瘤和畸形血管团的解剖关

系，术中单纯应用弹簧圈栓塞动脉瘤、ONYX

胶栓塞畸形血管团 4 例，尽可能多保留动脉

瘤后动脉血管的通畅；应用弹簧圈栓塞动脉

瘤和部分闭塞畸形血管团供血动脉 1 例；单

用 ONYX 胶栓塞动脉瘤和畸形血管团 1 例。

采用格拉斯哥预后(COS)评分评估疗效。 

结果 本组 5 例动脉瘤达到致密栓塞；血管畸

形团 3 例完全消失，3 例部分残余，待二期处

理。1 例动脉瘤大部分栓塞。术后 1 周新发神

经功能障碍 1 例，其余无再出血及小脑损害

症状发生。术后随访 1—4 年。COS 评分 I 级

1 例，Ⅱ级 1 例，Ⅲ级 2 例，Ⅳ级 5 例，V 级

12 例。 

结论 根据小脑后下动脉的解剖分段，其远端

血管畸形并供血动脉瘤可选择不同的栓塞方

法治疗。对于扁桃体后段及皮层支的动脉

瘤，无论囊性、梭形及夹层动脉瘤，弹簧圈

和(或)液体胶闭塞远端血管和动脉瘤是相对安

全的。因小脑后下远端动脉瘤出血率远远高

于其他部位的动脉瘤，出血后病死率高，并

发症多。对破裂出血的小脑后下远端动脉瘤

及早处理，往往能取得良好预后。 

 
 
PO-1214 

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对高血压基底节脑出血

治疗探讨 
 

郭东斌 刘天庆 

龙岩市第一医院 364000 

 

目的 探讨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应用于高血压

基底节区脑出血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我院接收治疗的高血压基底节区脑

出血患者 71 例，采用随机法将患者分为 35

例观察组患者与 36 例对照组患者。对照组患

者采用保守治疗方式，观察组患者采用微创

颅内清除术治疗方式，记录治疗前后两组患

者 NIHSS 与 BI 评分，对比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 术前两组患者 NIHSS 评分与 BI 评分对

比无明显差异，P＞0.05；在接受微创颅内血

肿清除术后，两组患者 NIHSS 评分与 BI 评

分具有明显差异，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

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临床上治疗高血压基底节区脑出血患者

时，采用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可以有效缓解

患者脑出血症状，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及推

广应用价值。 

 
 
PO-1215 

大麻素受体激动剂 Win55212-2 和脂肪酸酰

胺水解酶抑制剂 URB597 通过 c-JNK 途径抑

制慢性脑低灌注诱导的神经细胞凋亡 
 

海舰 苏少华 

上海市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200065 

 

目的 内源性大麻素系统对慢性脑低灌注性脑

血管疾病具有潜在的治疗作用，本研究探讨

两种大麻素系统化合物，即大麻素受体激动

剂 Win55212-2 和脂肪酸酰胺水解酶抑制剂 U

RB597，对慢性脑低灌注诱导的神经细胞凋

亡的保护作用。 

方法 选择 SD 大鼠，采用双侧颈总动脉双重

结扎方法建立慢性脑低灌注动物模型；腹腔

注射 Win55212-2 和 URB597，持续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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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迷宫实验评估各组动物的学习、记忆等认

知功能；神经元特异性标记进行神经元定量

分析；TUNEL 检测脑皮层和海马神经细胞凋

亡；蛋白印迹检测 Bcl-2、Bax、caspase-3、

MAPA 通路包括 ERK、c-JNK、p-38 的磷酸

化和非磷酸化水平。 

结果  与模型对照组动物相比，WIN55212-2 

或 URB597 可明显改善慢性脑低灌注大鼠的

学习和记忆功能；URB597 的神经保护作用

优于 Win55212-2，两者具有一定的协同保护

作用；Win55212-2 和 URB597 可抑制慢性脑

低灌注大鼠脑组织中 JNK 磷酸化，降低 Bcl-2

/Bax 比率并抑制 caspase-3 激活；选择性 JN

K 抑制剂 SP600125 可改善线粒体膜功能障

碍，通过 JNK 依赖性 Bcl-2 信号通路抑制细

胞凋亡；Win55212-2 和 URB597 可增强 SP

600125 作用，提示 Win55212-2 和 URB597

可能通过非核 JNK 途径而发挥神经保护作

用。 

结论 Win55212-2 和 URB597 对慢性脑低灌 

注性脑损伤具有神经保护作用，有可能为改

善慢性低灌注性脑血管疾病患者的认知功能

障碍提供新的干预途径。 

  
 
PO-1216 

前交通动脉瘤显微手术治疗 186 例临床分析 
 

杨堃 王子珍 黄秋虎 马春阳 陈政刚 叶富跃 郑传宜 吴

然 周建 潘琪 李争争 丁辉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570102 

 

目的 探讨前交通动脉动脉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方法。 

方法 1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间手术夹闭的 186 例前交通动脉瘤患者的

临床资料，手术治疗及术后随访情况。 

结果 186 例患者，男性 104 例，女性 82 例，

年龄 32 岁～86 岁，平均 52.3 岁。术前 Hunt

-Hess 分级：0 级 5 例，Ⅰ级 33 例，Ⅱ级 67

例，Ⅲ 级 58 例，Ⅳ级 23 例。186 例患者共

计 198 个前交通动脉瘤，按动脉瘤瘤顶指向

将前交通动脉瘤分为 5 类，向前 23 例，向下

28 例，向上 74 例，向后 42 例，多方向 19

例。均采用翼点入路手术成功夹闭 191 个动

脉瘤，4 例(7 个动脉瘤)手术夹闭困难，行动

脉瘤包裹。术中同时行终板池造瘘 83 例，21

例患者手术夹闭后由于脑积水而行脑室-腹腔

分流术。 出院后随访 6 个月～5 年，根据 GO

S 评分评估：恢复良好 138 例，中残 23 例，

重残 19 例，死亡 6 例(其中因手术后发生严

重脑血管痉挛、顽固性颅内压增高死亡 3

例、合并肺部感染、全身衰竭死亡 3 例)。 

结论 经翼点入路显微手术夹闭动脉瘤是治疗

前交通动脉动脉瘤是安全有效的、首选的治

疗措施。术中可清除血肿，冲洗蛛网膜下腔

积血，有利于减轻术后脑血管痉挛；术中终 

板池造瘘，对预防脑积水有一定帮助。  

 
 
PO-1217 

自发性脑出血急诊手术治疗策略的探讨 
 

曹本福 

厦门市第五医院 361101 

 

目的 探讨自发性脑出血急诊手术的时机和方

法 

方法 全面检索中、英文献，收集自发性脑出

血的急诊手术时机和方法。我院神经外科 20

11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自发性脑出血

95 例进行分析。将出血种类分为高血压脑出

血组及非高血压脑出血组，按手术时机分为

超早期组（发病 6h 内），早期组（6-24h

内），延期组（24h-48h 内），高血压脑出血

组 62 例，手术方法 1）小骨窗开颅显微血肿

清除 2）骨瓣开颅显微血肿清除。非高血压脑

出血 33 例，其中动静脉畸形 12 例，动脉瘤

21 例，手术方法：1）开颅动静脉畸形切除

（9 例）、动脉瘤手术夹闭（12 例）。2）介

入栓塞动脉瘤（9 例）、动静脉畸形（3 例） 

结果 按照国际 Glasgow  Outcome  Scale（G

OS）标准进行预后评分：恢复良好（37 例）

（38.94%），中度残废（39 例）（41.0

5%），重度残废（12 例）（12.63%），植

物生存（4 例）（4.21%），死亡（3 例）

（3.15%）。 

结论 1）自发性脑出血超早期、早期急诊手术

较延期手术疗效好，既可减少术后再出血，

又能在脑组织发生不可逆的损伤之前达到较

好的神经功能恢复。2）术前评估自发性脑出

血临床表现和影像学特点，采用个体化治

疗、选择适宜的手术方式是降低患者病死

率、提高生存质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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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18 

连续腰椎穿刺减少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栓塞术后脑脊液引流相关感染的发生 
 

梁晨 郭世文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neurysma

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aSAH）的治疗

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血性脑脊液的引流在其

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连续腰椎穿刺（s

erial lumbar puncture，LP）与腰大池引流（l

umbar CSF drainage，LD）是两种最常用的

血性脑脊液引流方法，然而二者在治疗 aSAH

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对比研究目前少有报

道。因此，本研究旨在比较连续腰椎穿刺及

腰大池引流治疗 aSAH 患者在并发症发生及

临床预后方面的差异，为临床应用提供一定

的理论依据。 

方法 在这项回顾性对照研究中，80 名接受颅

内动脉瘤栓塞治疗的 aSAH 患者根据术后接

受脑脊液引流方式的不同被分为两组。一组

为接受连续腰椎穿刺的患者，另一组为接受

腰大池引流的患者。随后收集两组患者的临

床预后资料包括脑脊液感染、颅内出血、血

管痉挛、脑积水、死亡、住院时间、引流时

间、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等并进行分

析。 

结果 本研究共入选 80 名患者，其中接受连续

腰椎穿刺患者 41 人，接受腰大池引流患者 3

9 人。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无统计学差异。与连

续腰椎穿刺组相比，腰大池引流组患者脑脊

液感染率明显高于前者（p<0.05），而引流

时间则较前者明显缩短（p<0.01）。两组患

者在血管痉挛、脑积水、颅内出血的发生率

以及术后 1 月 GOS 评分、住院时间方面并无

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腰大池引流及连续腰椎穿刺均为治疗 aS

AH 安全及有效的方法。连续腰椎穿刺能够减

少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栓塞术后脑脊液

引流相关感染的发生。 

 
 
PO-1219 

实时超声技术在神经外科围手术期的应用研

究 
 

黄庆 胡艳龙 张洪兵 王刚 刘建鑫 杨俊 王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101149 

 

目的 探讨实时超声技术在神经外科围手术期

的应用价值。 

方法 我院神经外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收治的脑血管病、颅脑损伤开颅手术患者 4

0 例，根据随机对照表分为实时超声组与单纯

手术对照组。实时超声组在开颅术中行实时

术中超声引导与监测，术后定期行颅脑超声

及常规 CT 复查。单纯手术对照组在开颅术中

无超声辅助，术后行常规 CT 复查。术后 1 个

月两组均行神经功能康复评分及格拉斯哥预

后评分量表判断神经系统功能恢复情况，比

较两组疗效差异及手术相关感染并发症差 

异。 

结果 实时超声组颅内血肿均得到全部清除，

颅内动脉瘤得到完全夹闭；单纯手术对照组 1

7 例颅内血肿得到全部清除，3 例得到大部清

除（90%）。两组患者术后恢复良好，实时

超声组颅内血肿完全清除率高于单纯手术对

照组，但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患者术后均恢

复情况满意，无颅内感染等手术相关并发

症。 

结论 神经外科围手术期应用超声检测技术具

有操作简便、定位准确、价格低廉、安全可

靠、可重复性强的优点，能够实现病灶的实

时监测，有效地降低手术副损伤，提高手术

中血肿清除程度和及早发现术后继发出血等

并发症，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PO-1220 

脑室腹腔直管分流术在高血压丘脑出血破入

脑室治疗中的应用 
 

李利超 程艳 

平凉市人民医院 744000 

 

目的  探讨高血压丘脑出血破入脑室所致的脑

室铸型，急性梗阻性脑积水，如何有效的引

流脑室内血肿，预防并治疗因脑室出血所致

脑积水的外科治疗方法。  

方法  11 例高血压丘脑出血破入脑室所致脑室

铸型，伴有或不伴有急性梗阻性脑积水患者

行脑室腹腔直管分流术治疗。 

结果  11 例患者中存活 9 例（81.8%），死亡

2 例（18.2%），死亡率低于文献 报道的 33.

75%。 

结论  脑室腹腔直管分流术手术风险相对较

小，手术方法操作简单，能提高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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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21 

醋甲唑胺联合利尿剂治疗脑出血后慢性脑积

水 
 

蒋小龙 黄海鹰 王炳勇 李金星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330008 

 

目的 观察醋甲唑胺联合利尿剂对脑出血后慢

性脑积水疗效。  

方法  选取我科 2011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

收治脑出血后慢性脑积水 50 例，其中蛛网膜

下腔出血 25 例、丘脑出血破入脑室 18 例、

基底节出血破入脑室 17 例，手术 42 例，非

手术 18 例，男性 37 例，女性 23 例，年龄 4

0-69 岁，平均 52.6 岁，GCS 评分在 5-13

分，病程均在 1.5 个月以上，经头颅 CT 提示

交通性脑积水、脑出血已吸收，将患者随机

分为治疗组 25 例与对照组 25 例。两组患者

除常规控制血压、血糖、感染等基础治疗

外，针对脑积水均常规口服醋甲唑胺片（50 

mg/次，3 次/d）。治疗组在以上基础加用利

尿剂（呋塞米片，20mg 次，1 次/d，安体舒

通片 20mg 次，1 次/d)。两组均以 1 个月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结束后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

效。 

结果  以头颅 CT 及临床症状进行评判疗效， 

治疗组显效 14 例，有效 8 例，无效 3 例，有

效率占 88.0％，对照组显效 9 例，有效 5

例，无效 11 例，有效率占 56.0％。两组对

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醋甲唑胺联合利尿剂治疗脑出血后脑积

水效果更佳。 

 
 
PO-1222 

小脑动静脉畸形伴巨大后颅窝血肿的抢救治

疗 
 

王庆明 

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 201101 

 

目的  研究无时机完成脑血管造影的小脑动静

脉畸形（AVM）伴巨大后颅窝血肿的深度昏

迷濒死病人的抢救性外科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 1 月和 2015 年 1

月间，紧急抢救性手术治疗小脑 AVM 伴后颅

窝巨大血肿的深度昏迷病人 17 例，全部病例

均无机会完成脑血管造影检查（DSA）。急

诊取骨瓣行开颅手术，强行剪开硬脑膜，均

见小脑或/和畸形血管团严重嵌出骨窗外，清 

除颅内血肿、切除 AVM。 

结果  清除血肿后切除 AVM14 例、先强行切

除大型 AVM 后再清除深部血肿 2 例，仅清除

血肿 1 例。全部病例的骨瓣复位固定良好。

术后 CTA 或 DSA 检查：AVM 均获得完全切

除 14 例、AVM 残留 3 例中再次手术切除 AV

M 2 例、伽马刀治疗 1 例。 半年后随访恢复

正常生活和学习 12 例、生活不能自理 3 例、

昏迷不醒 1 例、死亡 1 例。  

结论 无条件完成 DSA 的小脑 AVM 伴巨大后

颅窝血肿的深度昏迷濒死病人，尽快地完成

手术前准备，紧急开颅清除颅内血肿、切除

AVM, 病人仍可能获得非常满意的救治。  

 
 
PO-1223 
Comparison between small ruptured intra
cranial aneurysm and large un-ruptured i
ntracranial aneurysm: gene expression pr
ofiles analysis  
 
Li Hao1,2,Cao Yong1,2,Zhao jizong1,2 

1.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

ty 
2.China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Neuro
logical Diseases 
 

Aims With the growth of size, IA is prone to  
rupture. In this study, we compared two extr
eme groups of IAs, small ruptured IAs (RIAs)
 and large un-ruptured IAs (UIAs), to investig
ate the genes involved in the facilitation and 
prevention of IA rupture.  
Methods The aneurismal walls of 6 small sa
ccular RIAs (size smaller than 8 mm), 6 larg
e saccular UIAs (size larger than 15 mm) an
d 12 paired control arteries were obtained at 
surgery. Transcription profiles in these sampl
es were studied by microarray analysis. RT-
qPCR was used to confirm the expression of
 the interested genes. In addition, functiona
l group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
d genes was performed.  
Results I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small RI
As and large UIAs, 101 genes and 179 gene
s were significantly over-expressed in small 
RIAs and large UIAs, respectively. In additio
n, functional group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
at the up-regulated genes in small RIAs mai
nly participated in cellular response to metal 
ion and inorganic substance, while most of t
he up-regulated genes in large UIAs were in
volved in inflammation and extracellular matr
ix (ECM) organization. Moreover, comp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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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ontrol arteries, inflammation was up-re
gulated and muscle-related biological proces
ses were down-regulated in both small RIAs 
and large UIAs.  
Conclusions The genes involved in cellular 
response to metal ion and inorganic substan
ce may suggest and facilitate the rupture of I
A. In addition, the healing process involving i
nflammation and ECM organization may part
icipate in protecting IA against rupture. 
 
 
PO-1224 
Therapeutic effect of deferoxamine in spo
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patie
nts 
 
Wu Gang,Hu Shukun,Zheng Jiajun,Zheng Kang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results
 of deferoxa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pontan

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SICH）. M

ethods: A total of 29 spontaneous intracereb
ral hemorrhage patients were from 4 clinical 
centers, Huashan Hospital, Nanhui District C
entral Hospital, Jingan District Central Hospit
al in Shanghai and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in Ningbo City.  
Method  19 cases received deferoxamine tr
eatment, and 10 cases received routine ther
apy as the control group.  Deferoxamine was
 given after the onset of stroke for a consecu
tive of 3 days. All cases had brain MRI T2WI
 and T2*WI scanning in 1, 7 and 14 days aft
er the onset, image features were recorded 
and imag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the so
ftware of Image J, Neurological function wer
e evaluated 7, 14 and 90 days after stroke.  
Results  Patients treated with deferoxamine 
didn’t show any drug related side effects. De
feroxamine treatment evidently alleviated the
 cerebral edema in patients with SICH. Patie
nts with deferoxamine challenged significantl
y accelerate the absorption of hematoma; th
e neurological function recovery in deferoxa
mine treated cases is also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Deferoxamine has obvious ther
apeutic effect o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pati
ents with SICH. 
 
 
PO-1225 

复合手术室在神经外科的应用体会 

 

赵万巨 张军臣 宋国红 张广宁 许华 张冉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我院新进建立了鲁西南地区第一个复合手术

室，并且成功投入使用，我科开展了一些复

合手术，现将应用体会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1.1 复合手术室    

我院复合手术室具有 Philips 数字血管造影

机，高压注射器，麻醉机，监护仪，除颤

器，层流净化系统，各种神外显微手术器 

械。配套设施齐全，人员配置合理。  

1.2 临床质料  

从复合手术室成立以来（2015 年 2 月）-201

6 年 5 月收治的 5 例病人，男性 1 例，女性 4

例，年龄 12-66 岁，平均年龄 41 岁。2 例为

颈内动脉起始部严重狭窄的女性病人，2 例为

脑血管畸形破裂出血的病人，1 例为脑血管畸

形未破裂的病人。  

1.3 治疗经过及体会  

入院后均完善相关检查，进行充分的术前评

估，颈内动脉起始部严重狭窄的病人，造影

显示髂总动脉及颈总动脉迂曲、硬化明显，g

uiding 导管难以到位，在复合手术室拟行颈内

动脉内膜剥脱术，由于该病人颈总动脉分叉

过高，无法行内膜剥脱。转为直视下穿刺颈

总动脉行支架置入术，支架置入后狭窄明显

改善，病人避免了中途转运及再次手术的麻

烦，减轻了病人痛苦及经济负担。3 例脑血管

畸形的病人，首先行脑血管畸形 onxy 胶介入

栓塞术，残留血管畸形行开颅切除术，再行

脑血管造影证实血管畸形是否切除完全。术

中造影可及时发现残留的脑血管畸形，并可

术中定位，为手术带来了便捷，减少了负损

伤。  

2 结果  

5 例病人均救治成功，无死亡。1 例脑血管畸

形病人，切除病灶后造影显示残留（ 1

0%），标记残留位置，再次手术切除，再次

造影畸形团切除完全，由于 2 该脑血管畸形

病人出血位置位于运动区及基底节区，遗留

偏瘫等后遗症。  

讨论   每一项新技术的兴起都是一把“双刃

剑”，复合手术技术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术中

血管造影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0% ～ 4.2%,严重

神经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为 0.3% ～0.4% 。  

随着外科治疗技术的微创化和医学影像技术

的发展，脑血管疾病诊疗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治疗方法从以往单一的外科手术向微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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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腔内治疗，进而向融合了腔内和外科技

术优势的复合手术转变。复合技术是在最大

限度减少创伤和并发症的同时，实现疗效最

大化的一种全新治疗模式，同时被视为评估

手术治疗水平的重要标志。 

 
 
PO-1226 

颈内动脉血泡样动脉瘤显微外科手术治疗体

会及临床分析（附 12 例病例报告） 
 

张涛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评价显微外科手术方式治疗颈内动脉血

泡样动脉瘤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唐都医院神经外科接受显微外科手术治

疗的 12 例颈内动脉血泡样动脉瘤患者的临床

资料、治疗经过及随访结果。本组 12 例患者

中，男性 5 例，女性 7 例，年龄 30 岁~59

岁，平均年龄 44.3 岁；术前 Hunt-Hess 分

级：Ⅰ级 1 例、Ⅱ级 6 例、Ⅲ级 2 例、Ⅴ级 3

例；术前均行 DSA 检查确诊颈内动脉血泡样

动脉瘤，并明确侧枝代偿情况，其中左侧病

变 3 例，右侧病变 9 例；术中根据动脉瘤形

态学特点及侧枝代偿情况，采取直接夹闭

（夹闭部分正常血管壁）7 例、自体硬脑膜包

裹后夹闭 4 例、肌肉包裹后生物蛋白胶加固

瘤壁 1 例；术后进行电话、CT 血管造影或数

字减影血管造影随访，评估治疗效果。  

结果 12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中操作过

程中发生动脉瘤壁破裂出血 2 例；术后发生

动脉瘤再次破裂出血死亡 1 例、脑梗塞肢体

偏瘫 1 例、少量硬膜外血肿 2 例；Hunt-Hess

 Ⅲ级患者中因心肺功能差家属放弃治疗自动

出院 1 例、Hunt-HessⅤ级患者中术后死亡 2

例；造影随访 8 例 ，其中影像学治愈 6 例、

载瘤动脉狭窄 1 例、肌肉包裹后生物蛋白胶

加固瘤壁后动脉瘤复发并瘤体增大，再行支

架辅助弹簧圈栓塞后治愈 1 例。本研究围手

术期致残率 8.3%、致死率 33.3%； 

结论 1、颈内动脉血泡样动脉瘤术中破裂出血

风险大，手术难度大，残死率高，但是显微

外科手术仍是一种重要的、有效的治疗方

式；2、牺牲部分瘤壁夹闭动脉瘤可能导致载

瘤动脉管腔狭窄引起缺血事件；3、单纯包裹

而不夹闭动脉瘤可能导致病变复发；4、显微

外科手术与血管内治疗技术相结合，有望提 

高病变的治愈率。 

 
 
PO-1227 

高血压脑出血外科微创治疗的临床分析与体

会 
 

高立 杨彦龙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探讨目前国内常用的微创外科治疗方法

对于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及优缺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间通过内镜辅助下血肿清除与软通道长轴

血肿腔穿刺 2 种微创外科治疗方法治疗高血

压脑出血病例共 55 例的临床资料。其中经内

镜辅助下血肿清除病例 27 例，经软通道长轴

血肿腔穿刺 28 例。2 种方法均有严格纳入标

准：有明确的高血压病史，典型的基底节区

脑出血，排除脑血管病。未长期口服抗凝

药。年龄 55-75 岁；GCS 评分 6-14 分；脑出

血量均大于 40ml，小于 80ml；内镜工作套筒

经额入路，软通道穿刺通道同样经额部长轴

穿刺血肿腔。均为全麻下手术。 

结果 所有病例术后观察随访 1 个月。内镜辅

助下血肿清除病例中，术后再出血 2 例（7.

4%），死亡 1 例（3.7%）。平均手术时间 6

5.3 ± 14.3 分钟。平均血肿清除率 85% ± 21.

2%。平均住院天数 9± 4.2 天。软通道经长轴

血肿腔穿刺病例中，术后再出血 4 例（14.

3%）其中穿刺道出血 1 例；死亡 2 例（7.

1%）。平均手术时间 61.2± 11.7 分钟。平均

血肿清除率 55% ± 11.4%。平均住院天数 15

± 3.7 天。 

结论 在微创外科方法中，相对于软通道长轴

血肿腔穿刺，内镜辅助下血肿清除治疗高血

压脑出血的安全性更高，疗效更好，患者住

院周期短，预后更加良好。因此内镜的微创

治疗可以在最小的创伤下在很短的手术时间

内，直视下有效的清除血肿并止血，明显提

高患者的预后。在高血压脑脑出血的外科治

疗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PO-1228 

外周血动脉二氧化碳分压在慢性闭塞性脑血

管病颅内外血管搭桥手术预后评估中的应用 
 

马妍 1 周锡炜 2 谌燕飞 1 焦力群 1 王建帧 2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2.武警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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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慢性闭塞性脑血管病患者中，血二氧化

碳分压（PCO2）是对脑血管自身调节功能的

重要影响因素。拟通过对慢性闭塞性脑血管

病（颈动脉闭塞、大脑中动脉闭塞）患者行

颅内外血管搭桥手术干预前后动脉血 PCO2

进行分析，观察慢性闭塞性脑血管病患者动

脉血 PCO2 在手术治疗前后的变化；探讨动

脉血 PCO2 评估在慢性闭塞性脑血管病患者

行颅内外血管搭桥手术预后判断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收治的经 DSA 确

诊为慢性颈动脉（ICA）闭塞、大脑中动脉闭

塞（MCA）患者共 87 例，其中 MCA 闭塞患

者 47 例，ICA 闭塞患者 40 例，采用全自动

血气分析仪测量静息状态下以及颅内外血管

搭桥术稳定后（手术后 3 天）动脉血 PCO

2，并将治疗前后的血 PCO2 分压水平进行比

较，采用 t 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 47 例 MCA 闭塞患者中，29 例行颅内外

搭桥手术，手术后血 PCO2 较术前显著降低

（37.7 vs 39.7, P<0.05）；40 例 ICA 闭塞患

者中，21 例行颅内外搭桥手术，手术后血 P

CO2 较术前显著降低（37.3 vs 40.2, P<0.0

5）。 

结论 慢性闭塞性脑血管病患者行颅内外血管 

搭桥术后动脉血 PCO2 分压水平明显降低，

有可能与脑血管自身调节功能的恢复有关。 

 
 
PO-1229 

成功救治烟雾病术后大面积脑梗死一例并文

献复习 
 

吕著海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报告 1 例烟雾病术后并发大面积脑梗

死，并探讨其发生原因及救治方法 

方法 26 岁，男性,患者 2011 年 4-5 月间反复

出现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MRI 提示左额叶小

灶陈旧性性脑梗死，左顶叶急性脑梗死，右

顶叶急性脑梗死， DSA 提示烟雾病，2011

年 7 月行右侧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搭桥，脑

膜反转，及颞肌贴敷术，术后患者昏迷，右

侧肢体偏瘫，第二日复查头颅 CT 提示：左侧

额颞枕部大面积脑梗死，右枕脑梗死，中线

显著右侧移位。治疗上降颅压的同时每日补

液量在 3000ML 左右，同时少量输血及血浆

增加红细胞压级及胶体渗透压，  

术后第 2 天行左侧颞部去骨瓣减压术及颞肌

贴敷术，复查 CT：脑中线回位。仍意识不

清，第 5 天行纯氧舱高压氧治疗，第 8 天意

识恢复，第 20 天能自己行走，言语能说出词

组。复查头颅 CT：左侧额颞枕部大面积脑梗

死面积缩小。  

结果 21 个月后患者神志清楚，言语无障碍，

右上肢远端精细动作略差外，余无肢体活动

障碍。复查 DSA:提示右侧颞浅动脉大脑中动

脉搭桥通畅，右脑膜中动脉建立了颅内侧枝

循环，右侧颞深动脉建立了颅内侧枝循环，

左侧脑膜中动脉，颞深动脉，颞浅动脉均建

立了颅内侧枝循环。本文在复习烟雾病术后

并发脑梗死的文献后，总结了其发生原因及

救治方法。  

结论 烟雾病术后并发大面积脑梗死及时去骨

瓣减压，增加脑灌注压及高压氧治疗，是可

行有效的救治方法。 

 
 
PO-1230 

颅内动脉瘤术后硬膜下罂粟碱持续泵入的临

床分析 
 

林瑞生 1,2 汪伟巍 1 易海波 1 蔡维平 1 陈寿仁 1 沈少山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神经外科，漳州，36

3000；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神经外科，漳州，36

3000； 

 

目的 探讨颅内动脉瘤术后硬膜下罂粟碱持续

泵入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颅内动脉瘤术后颅底硬膜下留置引流

管，用罂粟碱持续泵入治疗，观察蛛网膜下

腔出血引起颅内血管痉挛的并发症。 

结果 本组总结 15 例颅内动脉瘤，其中大脑中

动脉瘤 9 例，后交通动脉瘤 4 例，前交通动

脉瘤 2 例。术前 CTA 显示颅内血管不同程度

痉挛，术后硬膜下用罂粟碱持续泵入治疗 3-5

天后，复查 CTA 显示血管痉挛未见明显加

重。本组 15 例病人出院时，全部恢复良好。

其中 4 例术前因血管痉挛引起一侧肢体不全

性偏瘫，术后也逐渐恢复正常。 

结论 颅内动脉瘤术后硬膜下持续用罂粟碱泵

人治疗，能有效减轻因蛛血引起的颅内血管

痉挛的并发症，改善病人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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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31 

前循环脑动脉瘤破裂术中损伤穿通支的临床

分析 
 

王晓亮 杨道明 吴小龙 张春林 罗文伟 黄金生 

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 353000 

 

目的 分析颅内动脉瘤破裂的显微手术中损伤 

载瘤动脉瘤穿通支对临床预后的影响，并探

讨总结减少因损伤穿通支带来相关并发症的

有效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3 年-2015 年经急诊 3D-

CTA 或 3D-DSA 发现前循环动脉瘤并行开颅

手术者共计 89 例，术前 HESS 分级在 = 1 \* 

ROMAN I- = 2 \* ROMAN II 级为 65 例； = 3 

\* ROMAN III- = 4 \* ROMAN IV 级为 23 例。

其中有前交通动脉瘤 22 例、后交通动脉瘤 3

0 例、大脑中动脉瘤 26、眼动脉瘤 4 例、脉

络膜前动脉瘤 5 例、多发动脉瘤 2 例。通过

术中镜下、术后 CT 及 CTA、DSA 等明确证

实相关载瘤动脉瘤穿通支损伤共计 29 例；其

中损伤前交通动脉穿支 9 例、后交通动脉 12

例、脉络膜前动脉 2 例、大脑中动脉穿支 6

例。 

结果 在明确损伤相关载瘤动脉及穿支的 26 例

病例中有 19 例随访半年后的临床结果：死亡

2 例；植物状态生存 7 例；偏瘫 7 例；不同程 

度的智能障碍 7 例等。 

结论 翼点入路显微手术直接夹闭动脉瘤颈仍

是目前最成熟、最可靠的治疗方法之一，效

果效果不理想主要取决于多方面因素：有病

况本身如术前 SAH 分级、病情进展的速度、

病患自身的身体条件、破裂动脉瘤瘤体的特

点、载瘤动脉的血管条件、术者手术经验及

围手术期的管理能力等。综合分析上述预后

不理想的手术病例后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后

得出的一些体会：1、显微镜下正确解剖相关

的蛛网膜结构并尽可能的释放脑脊液，必要

时辅以 Paine 点脑室穿刺或腰池穿刺释放脑

脊液等手段已达到低张力的脑组织牵引下能

充分显露责任动脉瘤的多角度结构，避免在

解剖关系不明的状态下盲目夹闭；2、对些特

殊的动脉瘤尽可能完成术前 DSA 评估，尤其

是载瘤动脉为前交通动脉及后交通动脉；3、

提升术者应对动脉瘤术中破裂大出血时的综

合能力；4、细化围手术期的规范化管理。 

 
 
 
 

PO-1232 
Flow-diverter treatment of posterior circul
ation aneurysms A meta-analysis 
 
Ma Jun,Wang Chengbin,Lu Huchen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Backgroundand Purpose  Treatment of co
mplex anterior circulation aneurysms with flo
w diverters (FDs) has become common prac
tice in neurovascular centers. However, this t
reatment method for posterior circulation ane
urysms (PCAs) still remains controversial. 
Methods  Through searches for reports on t
he treatment of PCAs with FDs, we conducte
d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its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using random-effe
cts binomial meta-analysis. 
Results  We included 14 studies, which repo
rted on a total of 225 PCAs in 220 patients. 
Procedure-related good outcome rate was 7
9%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72%–8
4%), with significantly lower odds among pati
ents with ruptured aneurysms and basilar art
ery aneurysms. Procedure-related mortality r
ate was 15% (95% CI, 10%–21%), with signi
ficantly higher rates among patients with gia
nt aneurysms and basilar artery aneurysms. 
The rate of aneurysm complete occlusion at 
6-month DSA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
y) was 84%. Ischemic stroke rate was 1
1%. Perforator infarction rate was 7%. Posto
perative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 ra
te was 3%. Intraparenchymal hemorrhage (I
PH) rate was 4%.   
Conclusions  Flow-diverter treatment of PC
As is an effective method, which provides a 
high rate of complete occlusion at 6-month D
SA. However, compared with anterior circula
tion aneurysms, patients with PCAs are at si
gnificantly higher risk of mortality, ischemic s
troke and perforator infarction. Our findings i
ndicate that, in most clinical centers, flow-div
erter treatment of PCAs should be conducte
d in carefully selected patients with poor nat
ural history and no optimal treatment strateg
y. For ruptured and giant basilar artery aneur
ysms, there is still nogood treatment option. 
 
 
PO-1233 

6 例颅内巨大动脉瘤的手术治疗体会 
 

邓培刚 章升国 熊进挺 李嘉杰 王新刚 万辉 曾斌华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3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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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报告 6 例颅内巨大动脉瘤，重点探讨临

床特点及外科治疗方法。 

方法  6 例中 6 例有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受压

以及脑缺血等症状，动脉瘤分别位于颈内动

脉 2 例，大脑前动脉 1 例，大脑中动脉 2

例，后交通动脉 1 例，全部接受手术治疗。 

结果  好 5 例，差 1 例，无死亡病例。 

结论  对颅内巨大动脉瘤应采取积极的外科手 

术治疗，手术应根据情况采用颈部颈内动脉

临时阻断，载瘤动脉临时阻断，动脉瘤减

压、瘤体抽血缩小、组合夹闭，血管重建以

及深低温停循环等综合手段。而不是简单夹

闭动脉瘤，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PO-1234 

吲哚菁绿荧光造影在动脉瘤手术中应用 
 

赵凯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61000 

 

目的  探讨吲哚菁绿荧光血管造影在动脉瘤夹

闭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于 2013 年 3 月到 2015

年 3 月开颅手术治疗 58 例动脉瘤病例，26

例术中采用吲哚菁绿荧光造影，术中评估动

脉瘤夹闭情况以及载瘤动脉的供血情况，根

据造影结果必要时调整动脉瘤夹。32 例术中

未采用吲哚菁绿荧光造影进行随访对照，术

后做头 CT 及 3D-CTA 或 DSA 判断脑缺血及

动脉瘤残留情况。 

结果  26 例术中采用吲哚菁绿荧光造影患者术

后发生脑缺血及动脉瘤残留概率明显小于 32

例术中未采用吲哚菁绿荧光造影对照组，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术中吲哚菁绿血管造影简便易行，具有

理想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具有可重复、安

全性高等特点，对术中判断动脉瘤颈是否夹

闭完全、载瘤动脉是否狭窄，远端分支是否

通畅有重要参考价值，增加了手术安全性。 

 
 
PO-1235 

小脑大面积梗塞 13 例临床治疗分析 
 

李业生 张伟 孙凯 

山东能源淄矿集团中心医院 255120 

 

目的 探讨小脑大面积梗死的治疗效果。 

方法 对我科自 2006 年 5 月至 2015 年 12 月 

治疗的 11 例大面积小脑梗死患者的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13 例患者中， 男 8 例，女

5 例，年龄 35~75 岁。有高血压病史 6 例 ，

冠心病病史 3 例 ，糖尿病史 3 例，椎基底动

脉系统 TIA 病史 1 例。病人由内科保守无效

转入或由外院经急诊室转入。除一般治疗

外，强调手术治疗及防治脑水肿改善微循环

治疗：3 例患者在急救室行紧急气管插管和锥

孔脑室外引流，给予呼吸机辅助呼吸，2-3d

后患者仍持续昏迷，给予常规气管切开，自

主呼吸恢复良好后停用呼吸机。9 例患者在手

术室行常规气管切开和局部切开钻孔脑室额

角外引流术。1 例患者因并发脑干梗死 伴冠

心病，家属放弃手术后死亡。脑室引流管在

引流 7~14d 后夹管 24h，复查 CT 证实脑室

无增大，基底池显示清晰，小脑水肿明显消

退后拔出。在防治脑水肿改善微循环治疗方

面：给予甘露醇 100~125ml/次，4~6 次/d，1

~-2 周后改为 2~4 次/d，3 周后逐渐停用，联

合应用速尿 10~20mg/次，2~3 次/d，非糖尿

病患者加用地塞米松 5~10mg/d，连用 3~5

天，根据患者营养状况酌情应用白蛋白，以

加强脱水效果。给予低分子右旋糖苷或代血

浆制品，500ml/d，提高血容量，维持血压在

140~160/80~90mmHg。 

结果 除 1 例死亡外 按日常生活能力分级标准;

 I 级 7 例，完全恢复日常生活； Ⅱ级 4 例，

遗有言语不利，饮水咳呛，可独立生活； Ⅲ

级 1 例，遗有平衡共济障碍，生活需人帮

助。 

结论 脑室外引流加气管切开结合有效地脱水

和改善微循环药物治疗可明显提高大面积小

脑梗死的救治成功率。 

 
 
PO-1236 

小骨窗经外侧裂基底节区脑出血的显微手术

治疗 
 

徐凤科 包金锁 孙志刚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028007 

 

目的 探讨基底节区高血压脑出血的微侵袭手

术方式、手术时机、手术技巧，总结临床经

验。 

方法 回顾我科 2002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 4

53 例基底节区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资料。均

为 CT 证实血肿量在 30ml~70ml 之间未发生

脑疝的患者。年龄在 33 岁~70 岁之间。入院

后立即行术前准备，急诊行小骨窗经侧裂血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625 

 

肿显微清除术。 

结果 术后 12 小时内复查头部，血肿完全清除

占 82%。血肿复发 21 例。随访 6 个月，生活

质量按日常生活能力（ADL）评价：I 级和 II

级的占 79%。 

结论 小骨窗经侧裂显微清除基底节区高血压

脑出血，侵袭性小，手术不受发病时间的限

制，可在显微镜下彻底止血，能及时阻断脑

出血的继发损害。要求术者具有一定显微操 

作技术，可广泛推广。 

 
 
PO-1237 

动脉内灌注维拉帕米治疗动脉瘤性蛛网膜下

腔出血后脑血管痉挛 
 

周新民 

江阴人民医院 214400 

 

目的 研究动脉血管内灌注维拉帕米治疗动脉

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管痉挛的有效性

及使用方法。  

方法 对 13 例处理完动脉瘤后出现脑血管痉挛

的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进行脑血管造影检

查，并通过导管在动脉血管内灌注维拉帕米

治疗，治疗过程中监测患者血压、心率，记

录灌注前后的经颅多普勒超声结果，随访 6

个月并进行 GOS 评分。 

结果 本组 13 例共实施了 16 根动脉血管内的 

灌注治疗，灌注前后相比较, 脑血管痉挛血管

造影上改善 9 例，治疗前后痉挛相关临床症

状改善 8 例，症状无变化 5 例，多普勒超声

检查大脑中动脉的平均血流速度由治疗前的

（178 ±4）cm/s 降至治疗后的（139±4）cm/

s(P<0.05)。全身性血流动力学方面的监测：

心率治疗前为（76±12）次/min，治疗后为

（78±12）次/min(P=0.39),平均动脉压治疗前

为（109±14）mmHg，治疗后为（107±14）

mmHg(P=0.26),心率和平均动脉压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所有患者随访 6 个月，6 个月时的

GOS 评分：恢复良好 10 例，中度病残但生

活自理 2 例，重度病残生活不能自理 1 例，

无植物生存及死亡。  

结论 动脉血管内灌注维拉帕米治疗动脉瘤性

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管痉挛是安全可行

的，在中等剂量使用时可以有效地改善脑血

管痉挛，同时对全身的血流动力方面无显著

影响。 

 
 

PO-1238 

外侧眶上入路微牵拉技术对动脉瘤夹闭术后

脑缺血的影响 
 

江涌 秦兴虎 董劲虎 陈礼刚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颅内动脉瘤显微夹闭术中为更好暴露手

术视野多采用脑压板牵拉，脑压板牵拉可能

会加重脑组织的挫伤，出血或缺血等，严重

影响患者预后。本研究通过外侧眶上入路微

牵拉技术，探讨外侧眶上入路微牵拉技术对

颅内动脉瘤显微夹闭术后脑缺血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在西南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原泸州医学院附属医

院）神经外科诊断为颅内动脉瘤并行动脉瘤

显微夹闭术的患者 128 例进行分析，其中行

常规显微夹闭术的 96 例（常规夹闭组），经

外侧眶上入路微牵拉技术行显微夹闭术的 32

例（微牵拉夹闭组），术后第 7 天所有患者

均行头颅 CT 灌注成像（CT perfusion, CT

P），使用 Brain Perfusion 软件,选取患侧额

叶白质，尾状核，内囊，外囊，丘脑及侧裂

区为感兴趣区并镜像自动生成患侧及对侧脑

灌注脑血容量(cerebral blood volume, CB

V)、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 CBF)、平

均通过时间(mean transit time, MTT)、达峰

时间(time to peak, TTP)图像并通过 mRS 量

表评价患者预后。 

结果  颅内动脉瘤显微夹闭术后常伴随脑缺

血，其缺血部位发生率依次为内囊（21 例。

微牵拉夹闭组 1 例，常规夹闭组 20 例），侧

裂区（2 例，常规夹闭组），额叶（2 例，常

规夹闭组）。微牵拉夹闭组脑缺血发生率（1/

32）较常规夹闭组（25/96）显著降低并能显

著改善患者预后（p<0.05）。 

结论  相比于常规颅内动脉瘤显微夹闭术，外

侧眶上入路微牵拉技术可显著降低动脉瘤显

微夹闭术后脑缺血发生率并显著改善患者预

后，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PO-1239 
Integrated Analysis of LncRNA-mRNA Co
-Expression Profiles in Patients with Moy
amoya Disease 
 
Gao Faliang1,2,3,Wang Wen1,2,3,Zhang Dong4,1,2,Zha
ng Yan1,2,3,Wang Jiangfei1,2,3,Zhao Jizong1,2,3 
1.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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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ina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Neuro
logical Diseases 
3.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f
or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4.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
sity 
 

Moyamoya disease (MMD) is an idiopathic di
sease with typical symptom of recurrence str
oke. However, the pathogenesis of MMD re
mains unknown. So we performed long nonc
oding RNA (lncRNA) and message RNA (m
RNA) expression profiles in blood samples fr
om MMD patients (N = 15) and healthy contr
ols (N = 10). A total of 880 differential lncRN
As (3649 probes) and 2624 differential mRN
As (2880 prob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mi
croarrays of MMD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
ols (P < 0.05; Fold Change > 2.0). It showed 
that up-regulated mRNAs were enriched in i
nflammatory response, Toll-like receptor sig
naling pathway, chemokine signaling pathwa
y and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
K) signaling pathway et al; While the down-r
egulated mRNAs were enriched in neurologi
cal system process, digestion, drug metaboli
sm, retinol metabolism et al using gene ontol
ogy (GO) and pathway analyse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egrated analysis of lncR
NA-mRNA co-expression networks were rep
resented in inflammatory response, Toll-like 
signaling pathway, Cytokine-cytokine recept
or interaction and MAPK signaling pathway. 
These findings may provide the pathogenesi
s of MMD and the differential genes could be
 novel possible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MMD 
patients. 
 
 
PO-1240 
Risk factors for 30-day mortality in patien
ts with primary pontine hemorrhage 
 
Peng Tangming,Chen Ligang,Huang Changren,Jian
g Yong,Wan Weifeng,Dong Jinghu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
ity 646000 
 

Background and purpose  It is essential to 
evaluate the mortality rate in patients with pri
mary pontine hemorrhage (PPH) in neurosur
gery departments due to its high mortality. T
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evaluate t
he clinical symptoms, chemical examination 
parameters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
es of PPH to identify the probalble risk factor
s in predicting the mortality of PPH.  

Methods  A total of 3783 consecutive patien
ts with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were retros
pectively reviewed in our center between Ma
y 2003 and April 2014, of which 517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center with acute PPH. Univ
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
alyses were used to find the independent fac
tors of 30-day mortality. A PPH score (includi
ng clinical symptoms score, chemical exami
nation parameters score and computed tomo
graphy images score) was developed from in
dependent factors to predict mortality in thes
e patients.  
Results  In our series, over all mortality withi
n 30-days of ictus was 49.3% (255 of 517), a
nd the survival rate was 50.7% (272 of 517) 
within 30-days of ictus. Independent predicto
rs significantly related with 30-day mortality 
were Glasgow Coma Scale(GCS) score of 6 
or less(P=0.005), absence of papillary light r
eflex(P=0.003), Hematoma width exceeding 
midline over than 10mm(P=0.041), highest b
ody temperature(P=0.163),maximum diamet
er(P=0.009),volume(P=0.036), intraventricul
ar hemorrhage(P=0.028),and blood glucose 
of 10mmol/L or greater(P=0.003).The PPH s
core was the sum of independent factors, wh
ich were assigned 1 point each. Conclusion
s  GCS score of 6 or less, absence of papilla
ry light reflex, maximum diameter, volume, in
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 and plasma gluco
se of 10mmol/L or greater, are independent 
mortality predictors of PPH. The PPH score i
s a simple and reliable clinical grading scale 
for predicting 30-day mortality, and used to d
etermine the level of care. 
 
 
PO-1241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对侧颈动脉、椎动脉血

流速度的改变 
 

陈东 李树芃 王先伟 黄家明 李召磊 

大连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116000 

 

目的  对一侧颈动脉狭窄患者行狭窄侧颈动脉

内膜切除术术后，对手术对侧颈动脉、椎动

脉血流速度变化进行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3 月至 2014 年 3

月大连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一侧颈动

脉重度狭窄（70～99%），伴对侧颈动脉无

狭窄或轻度狭窄的患者 50 例。对所有患者均

行狭窄侧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术后对所有患

者均行随访，分别于术后 1 周、1 月、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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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复查颈部血管超声，纪录对侧颈总动

脉、颈内动脉、椎动脉的血流速度，进行统

计学分析。 

结果  所有手术成功顺利，术后狭窄侧颈动脉

血流通畅，血流动力学恢复正常，且所有患

者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对侧颈总动脉、颈内

动脉、椎动脉血流速度与术前血流速度相比

下降明显，其中（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结论  对狭窄侧颈动脉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后，狭窄对侧颈动脉血流速度明显下降，这

对降低狭窄对侧颈动脉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

块形成率具有积极作用。对对侧颈动脉狭窄

的预防、诊断、治疗具有深远意义。 

    
 
PO-1242 

脑动静脉畸形的分型与显微手术体会 
 

祝向东 柳夫义 刘其昌 王泽锋 王真 王林 陈高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0010993 

 

本文回顾性分析了近 3 年来收治的脑动静脉

畸形共 65 例，均经显微手术切除及病理证

实，手术前后均行 DSA 检查。其中男性 37

例，女性 28 例，年龄 8 岁~56 岁，平均年龄

27.2 岁，畸形团位于幕上 59 例，幕下 3 例，

其中病灶位于额叶 12 例，颞叶 14 例，顶叶

19 例，枕叶 7 例，胼胝体 3 例，侧裂区 4

例，Spetzler-Martin 的 AVM 的分级：Ⅰ级 1

4 例，Ⅱ级 32 例，Ⅲ级 12，Ⅳ级 4 例。手术

后随访 6 个月，恢复优良 58 例，轻残 6，中

残 1 例，无重残及死亡病例。手术体会：显

微手术切除是治疗脑动静脉畸形最有效的治

疗方法。术前详尽的影像学检查：DSA、CT

A，MRI 可以明确了解病灶的位置、大小、供

血动脉与回流静脉。Spetzler-Martin 的 AVM

的分级，可以作为可靠的手术风险与效果评

价。手术中要有充分的术野暴露，可以利用

术中荧光造影辨认供血动脉与回流静脉，手

术仔细分部阻断供血动脉，分离畸形团，最

后切断回流静脉，手术中注意保护脑组织。

具有深静脉引流的 AVM 多数位置深在不易暴

露，深部引流静脉多数十分脆弱，不易电凝

止血，容易破入脑室，如位于胼胝体的 AV

M，因此使手术难度增加，而和功能区的关系

决定了术后神经功能缺失的发生率和严重程

度。 

 

PO-1243 

大脑中动脉瘤的分型与手术处理 
 

祝向东 柳夫义 刘其昌 王林 虞军 王真 陈景森 陈高 张

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0010993 

 

大脑中动脉瘤占颅内动脉瘤 15%-20%，破裂

率第三。它有其特殊性及复杂性，可遍布大

脑中动脉各支，出血方式多样：蛛网膜下腔

出血、脑内血肿、脑室内出血，Hunt&Hess

分级偏高，有时需要急诊行开颅减压血肿清

除加动脉瘤夹闭手术。我们总结了近 2 年来

接受夹闭手术的中动脉瘤患者 120 例进行了

分析，将他们根据位置进行分类：⑴M1 豆纹

动脉段动脉瘤，⑵ M1 早期皮层支动脉瘤，⑶

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脉瘤，⑷大脑中动脉远

端动脉瘤。其中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动脉瘤占

总共的 66%。本文分析了不同位置分型的动

脉瘤的解剖学特点；阐述了入路选择，术中

关注点，以及不同大小，不同类型，不同形

状的动脉瘤手术处理的方式和技巧。提出术

中脑压控制，术中荧光造影，术中超声，术

中神经监测在手术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强调

显微外科技术培训与经验的积累和介入治疗

医生及麻醉，重症监护的多学科合作是提高

中动脉瘤治疗疗效的保障。 

 
 
PO-1244 

舌下神经管区 DAVF 栓塞治疗及文献回顾 
 

方兵 陈贤谊 许璟 虞军 蒋定尧 陈高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舌下神经管区 DAVF（Dural arteriovenous fi

stulas (DAVFs) of the hypoglossal canal (HC

DAVFs)）是少见的颅内硬脑膜动静脉瘘，位

于颅内舌下神经管附近，病变累及髁前静脉

或髁前静脉丛，又称为“髁前硬脑膜动静脉瘘”

或“边缘窦硬脑膜动静脉瘘”。HCDAVF 分为

三种引流方式：1.顺行引流，主要表现为耳

鸣；2.逆向引流到海绵窦及眼静脉，表现为结

膜充血；3.伴有髓周静脉或皮层静脉引流，可

表现为脊髓病变或颅内出血；同时也可见多

种引流方式并存的情况。病变累及的髁前静

脉丛往往可以通过静脉途径到达，为避免胶

往颈内静脉飘逸及刺激周边众多的颅神经，

以选用弹簧圈静脉途径栓塞更为合适。本文

报告了我院 2 例 HCDAVF，通过静脉途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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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圈栓塞，达到影像及临床的治愈，并回顾

相关文献做出综述。 

 
 
PO-1245 

床突旁动脉瘤的外科手术治疗方法 
 

王林 陈高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床突旁动脉瘤的特点、手术适应证 

及手术技巧。 

方法  总结近 3 年我单位收治的 13 例床突旁

动脉瘤，直径 3mm—34mm。术中显露颈部

颈内动脉及动脉瘤远端控制载瘤动脉、磨除

前床突和视神经管上壁及外侧嵴显露眼动脉

及动脉瘤近侧角,或经内侧三角进入海绵窦显

露动脉瘤。动脉回抽或动脉瘤切开进行减压,

然后行动脉瘤夹闭、载瘤动脉塑形等。 

结果  13 例患者全部成功夹闭或塑形。围手术

期无死亡，视力损害一例（后期恢复），偏

瘫一例。术后 DSA 证实 1 例瘤颈少量残留，

2 例颈内动脉狭窄。 

结论  床突旁动脉瘤对于外科医生仍是一个挑

战，必须对前床突、视神经管、海绵窦等解

剖非常熟悉。虽然床突旁动脉瘤手术的致残

率和致死率不容忽视，但是手术仍然是治疗

床突旁动脉瘤，特别是大动脉瘤的有效、重

要手段，将来随着介入的发展，可能会对该

类手术的治疗策略产生影响。载瘤动脉临时

阻断、颈内动脉回抽及动脉瘤切开减压、电

生理监测等技术是处理床突旁动脉瘤的重要

手段。 

 
 
PO-1246 

关于手术治疗预防成人症状性烟雾病再次中

风疗效的荟萃分析 
 

王林 钱聪 陈敬寅 谷驰 陈挺 李建儒 付雄杰 陈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背景与目的  烟雾病的治疗目前仍然有很多争

议，治疗方案常常依赖于神经外科医生的经

验，而且治疗烟雾病的手术方式很多，选择

那种手术方式常常让人困惑。因此我们对以

往发表的烟雾病治疗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并

进一步统计分析，希望能够明确手术治疗与

保守治疗那个治疗方法更好，并为选择何种

手术方式提供证据。 

方法  通过对现在常用的网络数据库进行检索 

收集所有关于人类烟雾病治疗的病例对照研

究文献（包括 PubMed，Web of Science,Els

evier Science Direct and Springer Link 等主

要数据库），并通过设定文献纳入和排除标

准获得相关数据。如果纳入研究的文献统计

时未发现异质性则使用固定效益模型进行分

析，反之使用随机效益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  总共纳入 16 篇文献。荟萃分析显示手

术治疗能显著降低烟雾病患者再次中风的风

险（优势比为 0.17， 95%置信区间为 0.12-0.

26，p<0.01）。进一步亚组分析提示手术治

疗对出血性烟雾病更加有效（优势比为 0.2

3， 95%置信区间为 0.15-0.38，p<0.01），

而在治疗缺血性烟雾病时手术治疗和保守治

疗并无统计差别（优势比为 0.45， 95%置信

区间为 0.15-1.29，p=0.14）。进一步对不同

手术方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间接搭桥手术在

预防再次中风时效果低于直接搭桥手术（优

势比为 1.79， 95%置信区间为 1.14-2.82，p

=0.01），而两种手术方式在围手术期并发症

上并无明显差异。 

结论  手术治疗成人症状性烟雾病的一种有效

方法，而直接搭桥手术可能对烟雾病患者带

来更多的收益。 

 
 
PO-1247 

细胞焦亡在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脑损伤中

作用的研究 
 

王林 李建儒 陈敬寅 谷驰 陈挺 钱聪 付雄杰 陈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实验目的  细胞焦亡是 caspase-1 依赖的，炎

症性的细胞死亡。细胞焦亡在脑缺血及脑外

伤的病理生理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

细胞焦亡在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脑损伤中

的作用尚未明确。本研究主要探究细胞焦亡

在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脑损伤中的作用。 

实验方法  实验 1. 采用改良血管内穿刺法制

作 SAH 模型。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成以下 2

组：SAH+溶剂组（SAH+vehicle 组）；假手

术+溶剂组（Sham+vehicle 组）。SAH 模型

建立后采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不同时间

点（3、6、12、24、72 小时）caspase-1 蛋

白的表达水平；采用免疫组织荧光和 PI 染色

方法检测 caspase-1 蛋白以及坏死细胞的定

位；采用透射电镜方法检测细胞焦亡发生的

特征及发生细胞焦亡的细胞类型。 

实验 2。采用改良血管内穿刺法制作 SAH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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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成以下 2 组：SAH+

溶剂组（SAH+vehicle 组）；假手术+溶剂组

（Sham+vehicle 组）；SAH+Z-Val-Ala-Asp-

fluoromethylketone 组（SAH+ Z-VAD-FM

K）。SAH 模型建立后分别检测各组大鼠神

经功能评分，蛛血评分，血脑屏障通透性，

脑含水量。采用 PI 染色方法和免疫组织荧光

方法检测 SAH 后细胞焦亡的程度，采用 Wes

tern Blot 方法检测 caspase-1 以及 IL-1β 蛋白

的表达。 

实验结果  caspase-1 蛋白在蛛网膜下腔出血

后 3h 表达开始升高，24 小时达到最后，随

后逐渐下降，caspase-1 蛋白表达主要位于神

经元和小胶质细胞，细胞焦亡的发生也主要

集中于神经元和小胶质细胞，其显微表现主

要有细胞核碎裂，核仁消失，细胞膜的破坏

以及线粒体的肿胀破坏。Z-VAD-FMK（casp

ase-1 抑制剂）可明显减少神经元和小胶质细

胞的细胞焦亡，减少炎症因子 IL-1β 的表达，

改善血脑屏障和脑水肿，从而改善 SAH 大鼠

神经功能评分。 

结论  细胞焦亡在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脑损

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异性抑制细胞焦亡

可明显改善 SAH 大鼠的神经功能。细胞焦亡

可能成为 SAH 治疗的一个新的靶点。 

 
 
PO-1248 

血管搭桥治疗颅内复杂动脉瘤 
 

王林 陈高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颅内复杂动脉瘤治疗中行脑血管搭

桥的指针、技巧等； 

方法  回顾了近两年我们开展的一些复杂动脉

瘤搭桥手术，其中包括：前动脉、中动脉、P

ICA 等复杂动脉瘤。根据每个病例的特点，我

们选择了中流量、高流量等搭桥，涉及颈内-

桡动脉-中动脉搭桥、前动脉-前动脉吻合、颞

浅-中动脉搭桥、枕动脉-PICA 搭桥。 

结果  无死亡病例，其中一例术后闭塞出现脑

梗塞，其余病例桥血管均通畅。 

结论  在介入高速发展的这个时代，血管吻合

技术仍然保留其特有的不可替代的位置。它

可能是处理脑血管病的最后一道技术防线，

当栓塞、夹闭都无法处理时，可能只能采用

血管搭桥来治疗。 

 
 

PO-1249 

侧脑室前后角多通道置管引流治疗重症脑室

内出血 
 

王俊兴 王泽锋 石键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自发性脑室内出血是指由于非外伤因素

导致颅内血管破裂，血液进入脑室系统引起

的一系列综合症。脑室内出血起病急，进展

快，病死率高，尤其是对于全脑室铸型出 

血，临床报道死亡率很高，预后很差。 

方法  我们对于此类病人同时进行侧脑室前角

及后角进行穿刺置管引流，同时予引流管内

管住尿激酶进行溶栓治疗，对照组采用传统

的双侧侧脑室前角穿刺引流。 

结果  相比于传统的单纯侧脑室前角穿刺的置

管引流方法，侧脑室前后角多通道置管引流

能明显降低重症脑室内出血的死亡率（12.3%

VS48.9%），减少引流管留置时间（7.8±2.6

天 VS 12.7±3.7 天），改善患者的预后，但

对于术后感染率的发生，术后脑积水的发生

率的无明显影响。 

结论  对于重症脑室内出血，采用侧脑室前后

角多通道置管引流能明显降低重症脑室内出

血的死亡率，改善患者的预后。 

 
 
PO-1250 

脑血管淀粉样变性与传统高血压脑动脉硬化

性出血的对比研究 
 

朱文昱 

苏州科技城医院 215163 

 

目的  比较脑血管淀粉样变性与传统高血压脑

动脉硬化性出血在临床表现、影像和病理等

方面的差异，探讨脑血管淀粉样变性出血的

临床特征、病理特点和手术效果。 

方法  将脑血管淀粉样变性出血的手术病例

（15 例）与传统高血压脑动脉硬化性出血的

手术病例（42 例）进行对比研究，结合影像

学和病理学特征，分析二者在年龄、血肿部

位、形状、大小、是否伴发蛛网膜下腔出血

和脑室出血等方面的差异。 

结果  脑血管淀粉样变性出血组平均年龄明显

高于传统高血压脑动脉硬化性出血组，其出

血主要位于脑叶表面，呈分叶状或不规则

状，常伴发蛛网膜下腔出血和脑室出血，具

有多发性和易复发的特点，手术中很难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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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的责任血管，止血困难。而传统高血压

脑动脉硬化性出血组，其出血主要位于基底

节区，呈团块状，可破溃入脑室，很少伴发

蛛网膜下腔出血，手术中往往能找到出血的

责任动脉，可精确止血，术后如血压控制良

好则不易复发。病理差异：淀粉样变性脑血

管中层平滑肌细胞缺失，被均一无结构半透

明样嗜伊红色淀粉样物质替代，呈典型的“双

管状”特征；动脉硬化性脑血管的血管壁可见

脂质条纹或纤维斑块，以及变性坏死的崩解

物与脂质混合形成粥样物质。 

结论  脑血管淀粉样变性出血在临床和影像学

上具有一定的特征，有别于传统高血压脑动

脉硬化性出血。因前者往往合并“高血压”病

史，在一定程度上与后者存在交叉，容易被

误诊。脑血管淀粉样变性会导致患者认知水

平的显著下降，约 30%有老年痴呆症状，但

无痴呆者不能排除诊断。由于脑皮质血管内

淀粉样物质沉积导致血流灌注减少，可以出

现缺血性梗死，但有时也表现为出血性梗

死，还可以出现短暂神经功能缺损症状，在

这些情况下，明确“脑血管淀粉样变性”的诊断

对指导治疗具有重要意义，而使用抗血小板

或抗凝治疗有可能导致或加重出血。病理标

本虽然是脑血管淀粉样变性的确诊依据，但

必须通过手术才能获取。术中止血困难，术

后易再出血，以及患者年龄大、并发症多等

是导致其手术效果不佳的主要因素，因此，

出血后是否采用手术方案仍存在争议。目

前，对脑血管淀粉样物质沉积的确切机制以

及疾病本身的发展过程还不十分清楚，有待

进一步探索。 

 
 
PO-1251 

KAWASE 入路切除桥脑巨大海绵状血管瘤一

例及文献复习 
 

董啸 徐锦芳 孙崇然 沈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0171100 

 

背景  海绵状血管瘤（cavernous malformatio

n, CM）是由薄层内皮细胞组成的缺乏脑实质

成分的血管窦，发病率约为 0.4%~0.9%，占

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病变的 5%~13%。脑干海

绵状血管瘤（brainstem cavernous malforma

tion, BSCM）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约占所有

颅内海绵状血管瘤的 9%~35%，多发生于脑

桥，其次中脑，延髓部少见，常与静脉畸形

并存。BSCM 多因出血引起急性的局灶性神

经功能缺失症状，并具有自行缓解的倾向，

但由于脑干结构和功能的特殊性，部分患者

可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甚至死

亡。有文献报道 BSCM 的年出血率为 2.3%~

10.6%，而首次出血后再出血的概率显著升高

至 5.0%~21.5%。本文介绍一例使用 KAWAS

E 入路切除桥脑巨大海绵状血管瘤的病例。 

方法  一般资料：患者，女，43 岁，因“突发

言语不利半右侧肢体乏力 5 天”入院。体格检

查：生命体征平稳，神志清，精神可，言语

不利，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３mm，对光

反射灵敏，伸舌居中，鼻唇沟对称，颈软，

心肺听诊无殊，右侧肢体肌力 VI+，左侧肢体

肌力 V 级，肌张力正常，病理反射未引出。

影像学资料：术前 CT 可见桥脑、小脑高密度

病灶，血肿密度略混杂不均一，结合临床症

状考虑肿瘤出血，海绵状血管瘤第一考虑。M

RI 示 TI 相、T2 相、磁敏感序列发现脑干小

脑多发病变，信号符合海绵状血管瘤诊断。D

SA 提示海绵状血管瘤伴发小脑和 CPA 角的

发育性静脉畸形（developmental venous an

omaly, DVA），静脉畸形流向海绵窦岩上窦

交汇处，通过岩上窦回流到横窦。手术方

式：KAWASE 入路经由膜外切除岩前 KAWA

SE 三角，最后切开后颅窩脑膜暴露内听道前

上的岩斜区域及桥脑前侧方切除病变，保留

DVA。 

结果  患者术后住院期间肢体肌力同前，言语

功能同前，未增加新的神经功能障碍。术后

MRI 可见病变无明显残留，术后 3 月随访复

查头颅 MRI 见 DVA 消失。 

结论  目前对于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患者的手术

指征、手术干预时机、CM 合并 DVA 时对于

DVA 的处理原则尚未有统一的共识。本例患

者在切除 CM 随访过程中（术后 3 月）发现

DVA 消失，提示 DVA 的发生和 CM 密切相

关，而且对正常脑组织引流作用可能较小。

因此关于 DVA 的争议还将继续存在 

 
 
PO-1252 

眶外侧锁孔入路显微手术夹闭破裂急性期动

脉瘤 
 

刘希光 李爱民 孙勇 张洪伟 黄正千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颅内动脉瘤破裂急性期显微手术眶

外侧锁孔入路的临床应用及手术技巧;  

方法  收集我科 46 例应用眶外侧锁孔入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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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瘤夹闭术的破裂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进行分析; 

结果  46 例 51 个动脉瘤均一次夹闭成功,44

例恢复良好,无术后感染,面神经损伤,出血及脑

脊液漏等手术并发症，无死亡病例。对其中 4

1 例随访 3～15 个月，均无未发现颞肌萎

缩、再出血发生和死亡病例; 

结论  眶外侧锁孔入路作为 Willi’s 环动脉瘤的

手术入路，具有简捷、快速、微创的优点，

适宜在低分级的破裂动脉瘤夹闭术中应用; 手

术时机的正确选择,完善的显微解剖及术中精

湛的微侵袭操作技术，是顺利夹闭动脉瘤、

预防和控制术中破裂出血的关键。 

 
 
PO-1253 

颅内动脉瘤围手术期手术护理 
 

许峰 孙予君 

郑大一附院神经外科 450052 

 

目的  探讨颅内动脉瘤患者围手术期护理效果 

方法  将近百例颅内动脉瘤夹闭手术患者分两

组，采用神经外科专科护理和在专科护理的

基础上加强围手术期护理，严密观察生命体

征、合理饮食、并发症护理，出院指导，观

察护理效果。 

结论  采用加强围手术期护理的患者术后能够

有效提高动脉瘤夹闭手术治疗效果，预防、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

促进患者早日康复。颅内动脉瘤是指脑内动

脉壁的异常膨出部分，多因脑动脉壁局部的

先天性缺陷和腔内压力增高的基础上引起，

脑动脉瘤多见于脑底动脉分叉处。动脉瘤的

破裂常是产生严重症状甚至死亡的主要原

因，是神经外科高危疾病之一。由于诊断水

平的大大提高、手术和其他治疗手段的进

步，许多部位的动脉瘤都可以取得良好效

果。颅内动脉瘤患者应加强围手术期观察，

尤其是加强术前病情观察和术后引流管中引

流液的观察不仅有利于病情的动态检测，及

时了解病情变化，还可提高颅内动脉瘤患者

术后 GCS 评分，有利于患者术后意识状态的

恢复，降低致残率和病死率；同时还可使患

者和家属的满意度增加，进一步降调了术前

宣教的重要性，使患者和家属对此类高危疾

病有较为科学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医患纠纷的发生。综上所诉，对于颅内动脉

瘤的围手术期护理的重点在于良好的术前宣

教，整个治疗过程的病情观察，术后并发症

的预防、围手术期间患者心理调整、术后全

面的出院指导等。而且随着护理事业的发

展，心理护理在患者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所

以护理工作在该病的治疗过程中至关重要，

全面动态的护理模式是使颅内动脉瘤患者得

到及时、准确、有效治疗的关键，是保证颅

内动脉瘤手术成功、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

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重要措施。 

 
 
PO-1254 

大脑前动脉 A1 段起始部动脉瘤的手术治疗 
 

苏万东 李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 250012 

 

目的  探讨大脑前动脉 A1 段起始部动脉瘤的

分型，指导介入栓塞和开颅夹闭治疗方案，

提高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作者自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介入栓塞和手术夹闭的 16 例 A1 起始

部动脉瘤患者，均表现为 SAH，术前 Hunt-H

ess 分级均为Ⅰ～Ⅱ级。其中男 7 例，女 9

例，年龄 40～62 岁，病史 12 小时～10 天。 

结果   动脉瘤形态：均为囊状 

瘤体最大径：2.4mm～7.8mm 

瘤颈：1.2~2.9mm 

体/径比：1～4 

动脉瘤分型：根据动脉瘤瘤顶的指向与 A1 的

关系，在 DSA 标准正位上，分为三种类型：

向上型（瘤顶指向上方）、向下型（瘤顶指

向下方）、后方型（瘤顶指向后方）。 

向上型：6 例；向下型：4 例；向后型：6 例 

向上型及向下型：共 10 例，均行介入栓塞治

疗，其中单纯栓塞 9 例，支架辅助栓塞 1 例

（Lvis）。栓塞术中没有破裂，也没有血栓形

成。 

向后型：4 例行开颅夹闭术，均夹闭完全。2

例行栓塞术，其中 1 例致密栓塞，1 例大部栓

塞。 

预后：所有患者获得良好预后（G O S  5

分）。 

复查：9 例患者在 3 月～6 月获得复查，均治

愈。1 例大部栓塞患者因为是外省人，没有复

查。 

结论  A1 起始部动脉瘤部位少见，根据瘤顶

指向分为向上型、向下型及向后型。向上型

及向下型适合介入栓塞治疗，但微导管头端

需要塑成 S 形。向后型适合开颅夹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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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55 

经眉眶上锁孔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颅内前交通

动脉动脉瘤 
 

陈西亚 卢建明 邱允 成厚明 鄢建利 程创业 尹江 

武汉市中心医院新洲院区 431400 

 

目的  介绍一种颅内前交通动脉动脉瘤微创手

术治疗的入路和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眶上锁孔入路显微手术夹闭

的前循环动脉瘤 30 例患者资料, 所有病人术

前均行 CT\CTA\DSA 评估，根据动脉瘤大

小，形态，可能破口朝向，动脉瘤颈与周围

结构的局部解剖关系，额窦发育情况等选择

该入路。30 例病人中，男性，10 例，女性，

20 例；年龄：36-72 岁。30 例 36 个动脉

瘤。 8 个未破裂动脉瘤，28 个破裂动脉瘤。

病人术前 HesS-Hunt 分级：1 级 8 例；2 级 1

7 例；3 级 5 例。术前 SAH，Fisher 分级：0

级 2 例；1 级 18 例；2 级 10 例。  

结果  30 例动脉瘤术后一周复查 DSA 均未发

现夹闭不完全，无误夹穿支等情况， 3 例患

者有间断性头晕，2 例感阵发性头皮刺痛，其

余患者均恢复良好。  

结论  经过术前 CT\CTA\DSA 评估的前交通 

动脉动脉瘤适合眶上锁孔入路显微手术夹闭

者，可减少对脑组织的过度牵拉和无关暴露,

手术微创,术后恢复快，病人住院时间短，经

济效益好。是一种损伤小，安全而有效的手

术治疗方法。  

 
 
PO-1256 

高血压脑出血钻孔引流治疗回顾性分析 
 

田瑜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150086 

 

目的  探讨高血压脑出血钻孔引流手术与传统

开颅手术治疗的手术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1 年 5 月至 2015 年 7

月期间开颅手术 38 例和钻孔引流手术治疗 4

3 例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比较两种方式的优

劣。 

结果  开颅手术组和钻孔引流手术组均获得了

较好的疗效，两者相比未见有明显的差别。 

结论  钻孔引流手术组和开颅手术比较未见明

显的疗效差异，钻孔引流手术手术简单，创

伤面积小，费用较低，患者耐受性好，值得

推广。 

 

PO-1257 

CT 定位引导下后颅窝钻孔软通道引流术治疗

小脑出血 
 

王平振 邢伟 张蕊 刘秉柱 蔡艳飞 于涛 杨光 张洋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477150 

 

目的  探讨 CT 定位引导下后颅窝钻孔软通道 

引流术治疗小脑出血的临床疗效。 

方法  CT 定位引导下后颅窝钻孔软通道引流

术治疗小脑出血 28 例，伴有急性梗阻性脑积

水者先行脑室外引流术，部分患者术后经引

流管将尿激酶灌注血肿腔溶解引流残余血

肿。 

结果  钻孔治疗小脑出血 28 例，同期与手术

治疗 27 例，两组病人均于术后 3 个月采取格

拉斯哥愈后（GOS）评分评价治疗效果，4-5

分为良好，2-3 分重残，1 分为死亡；患者术

后 3 个月格拉斯哥愈后评分（GOS）显示：

钻孔组 28 例，恢复良好 21 例，占 75%，重

残 6 例，占 21.4%，死亡 1 例，占 3.6%。手

术组 27 例，恢复良好 15 例，占 57.%，重残

9 例，占 33.3%，死亡 3 例，占 11.1%。恢

复良好率（4-5 分）钻孔组优于手术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CT 定位引导下后颅窝钻孔软通道引流

术治疗小脑出血操作简便，手术安全，血肿

清除率高，为治疗小脑出血提供了不可多得

的选择及治疗方法。 

 
 
PO-1258 

高分辨率磁共振在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瘤中

的诊断价值及临床意义 
 

张萌 叶耿帆 王茜 赵鹏 邓林 李淑英 王云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瘤（VBA-DA）是

多种原因引起的以血管壁间血肿形成为特征

的脑血管疾病，常以脑干缺血症状或蛛网膜

下腔出血（SAH）起病。DSA 等传统手段仅

能显示血管形态变化，不能观察管壁情况。

高分辨率磁共振（HR-MRI）是目前唯一能够

在活体清晰显示血管壁结构及夹层内病变情

况的无创性检查方法。本研究旨在将高分辨

率磁共振应用于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瘤，深

入研究夹层内部病变，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  本研究选取 44 例经 DSA 检查高度怀疑

VBA-DA 的患者，其中 SAH 患者中 Hu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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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分级≥IV 级者及非夹层动脉瘤者予以排

除，共 39 例入组。入组患者分别应用三维时

间飞跃法磁共振血管成像（3D-TOF-MR

A）、三维稳态进动快速成像序列（3D-FIES

TA）、三维 T1 加权成像（3D-T1WI）等序

列进行 HR-MRI 扫描，对夹层动脉瘤的诊断

性征象如内膜瓣、壁间血肿、双腔征及夹层

位置等参数进行统计分析，并对必要诊治且

实施手术治疗的夹层动脉瘤患者进行 3 个月~

25 个月的临床随访。本研究采取 Fisher’s 确

切概率法和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发生率高于基底动

脉（P<0.01）；小脑后下动脉（PICA）远端

VBA-DA 的发生率高于近端（P<0.01）；被

累及的载瘤动脉中，VBA-DA 位于腹侧或者

腹外侧和背侧或者背外侧相比，无明显统计

学差异（P>0.05）；在存在优势椎动脉现象

中，左侧椎动脉表现为优势椎动脉的发生率

比右侧椎动脉明显高（P<0.01）；存在椎动

脉优势现象且合并 VBA-DA 的病例，优势椎

动脉一侧 VBA-DA 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优势

侧（P<0.01）。3D-TOF-MRA 和 3D-FIEST

A 序列对夹层动脉瘤具有很高的诊断价值。基

于 HR-MRI 和 DSA 综合分析结果，本研究结

合病变影像学表现，对椎基底动脉夹层动脉

瘤提出新型临床分型：经典型夹层，狭窄型

夹层，螺旋型夹层和出血型夹层。四种类型

随访结果显示好转率和加重率之间存在明显

统计学差异 (P=0.015)，经典型夹层的预后优

于螺旋型夹层和出血型夹层（P<0.05）。 

结论  HR-MRI 在 VBA-DA 上具有很高应用价

值。本研究对 VBA-DA 提出四种新型临床分

型，经典型夹层具有较好预后，螺旋型夹层

和出血型夹层预后欠佳，并对每一种分型作

出个体化精准治疗方案。 

 
 
PO-1259 

重症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手术时机与术

后颅内压和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康德智 廖晶威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分析不同手术时机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

腔出血患者术后颅内压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6 月 1 日到 2016

年 1 月 1 日就诊我科的重症动脉瘤性蛛网膜

下腔出血患者（Hunt-Hess≥Ⅲ级）的临床资

料，将其分为早期手术组（<72h）及非早期

手术组(≥72h)。统计分析两组术后 7 天内每 1

2 小时的颅内压数值及趋势。并对两组术后脑

积水、脑梗死、感染等并发症及发病后 3 个

月预后进行比较。 

结果  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 73 例患者中，49

（67%）例患者接受早期开颅手术治疗，24

（33%）例患者手术时间距离发病超过 72 小

时。两组患者术后前 4 天颅内压未见明显差

异（P 0.338-0.936），而从第 5 到第 7 天早

期手术组的颅内压高于非早期手术组（P 0.01

5-0.40）。然而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

间及预后没有统计学差异（P 0.20-0.96）。 

结论  1.重症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中，相

较于非早期手术患者，早期手术患者术后颅

内压可能更难控制，术后颅内压可能需要监

测更长的时间。2.早期手术和非早期手术组之

间的预后没有显著的差异。 

 
 
PO-1260 

经帆膜入路显微切除桥脑背侧海绵状血管瘤  
 

王富元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研究小脑延髓裂的各个自然裂隙，更好

的暴露桥脑背侧解剖结构，结合文献分析桥

脑的相关解剖及桥脑海棉状血管瘤的手术方

法、手术时机的选择。在完全切除桥海棉状

血管瘤同时，以最小的损害获得最大的神经

功能保护。 

方法  汇报二例桥脑海棉状血管瘤病人采用经

帆膜扁桃体裂入路显微切除，获得很好效

果。手术方法：侧俯位，头略侧，后正中切

口，横窦下铣开双侧枕鳞，咬开枕大孔，剪

开硬脑膜，暴露双侧小脑半球及枕大池，剪

开蛛网，沿一侧小脑扁桃体内侧与蚓垂之间

分离，避开小脑后下动脉，剪开脉络膜，必

要时剪开帆膜联合及前髓帆，充分暴露四脑

室底（桥脑背侧）。于病变的最薄处切开脑

干到达病变处，吸除瘤腔内陈旧性血，进一

步扩大视野，找到海棉状血管瘤周围的软化

带，完整切除肿瘤。 

结果  两例患者术后无新增加的神经功能缺

损，原有病症状均在半年内有不同程度的好

转。其中一例完全恢正常。另一例症状恢复

正常，但复查 MRI，有肿瘤残留。术后无感

染，无脑脊漏。 

结论  桥脑背侧的病变可采用小脑延髓裂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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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但其暴露有限，对于四脑室底上部即桥

脑背侧上部暴露不充分。而采用剪开扁桃体

内侧与蚓垂之间的帆膜扁桃体裂，可充分暴

露四脑室底，甚至可切除中脑导水管口处的

病变，而不增加神经功能损伤。 

 
 
PO-1261 

大型、巨大型脑动脉瘤的显微手术夹闭 
 

王富元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报告 32 例大型、巨大型脑动脉瘤的手

术入路、方法、术中术后并发症的处理。 

方法  我科自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

共收治脑动脉瘤 388 例，其中手术夹闭 268

例，介入栓塞 110 例。本人对夹闭组中动脉

瘤直径〉15MM 的颈内动脉瘤、眼动脉、前

交通动脉瘤以及大脑中动脉瘤共 32 例进行汇

报总结，重点探讨其病理和临床特点及外科

治疗方法。 

结果  本组 32 病例夹闭 30 例，2 例行包裹。

术后死亡 1 例、术后偏瘫 2 例、一过性偏瘫 2

例、术后脑积水 2 例。 

结论  术前 CTA 以及三 D－DSA 能显示瘤颈

以及与附近血管、神经、骨质等关系，MRI

能显示巨大动脉瘤是否有血栓；DSA 能评价

同侧以及对侧血流动力学情况；术中用高速

磨钻或 CUSA 磨除部分视神经管和前床突可

以进一步暴露动脉瘤；术前对影像学资料详

细分析，评判神经及瘤周骨质等组织对动脉

瘤的影响，以利于术中顺利夹闭；术中临时

阻断血管时间，单次要小于 15 分钟；巨大动

脉瘤要切开清除瘤内血栓；夹闭动脉瘤要避

开瘤壁上的钙化，如果夹闭处有钙化，则用

CUSA 磨除钙化再夹闭。载瘤动脉塑形的原

则：宁宽勿窄，保护重要穿枝血管。术前、

术中、术后要有完善的预案，才能更好的完

成大型、巨大型脑动脉瘤的手术夹闭。 

 
 
PO-1262 

多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血泡样颅内动脉

瘤 
 

方兵 陈贤谊 许璟 虞军 蒋定尧 陈高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血泡样动脉瘤是一类少见的特殊类型颅 

内破裂动脉瘤，临床和病理上具有假性动脉

瘤的特性，治疗困难，既往手术夹闭过程中

易发生动脉瘤不成熟破裂，导致严重后果；

单一弹簧圈填塞后动脉瘤极易复发，和早期

再出血。多支架辅助栓塞是近年治疗血泡样

动脉瘤的常用方法，为了验证支架辅助栓塞

治疗血泡样动脉瘤的安全性、有效性，我们 

回顾总结了今年以来的病例。 

方法  本研究中的血泡样动脉瘤满足以下条

件：1 有明确 SAH 且未发现其他可导致 SAH

的病灶，或多发动脉瘤时出血符合本病灶出

血范围；2.动脉瘤位于颈内动脉床突上段（眼

动脉段+后交通段）前壁或前内侧壁、前外侧

壁； 3.不在血管分叉部； 4.首次造影动脉瘤

最大径≤10mm； 5.脑血管检查（CTA、MR

A、DSA）证实动脉瘤在短期内明显增大； 6.

动脉瘤壁或瘤颈部动脉壁不规则。必须符合 1

-4 项，且至少符合 5-6 项中的一项。今年来

共有 7 例动脉瘤满足以上条件，并行多支架

辅助栓塞。其中男性 9 例，女性 6 例，平均

年龄 47 岁。术前 H-H 评分，2 级 6 例，3 级

6 例，4 级 3 例，13 例病人术中均 2 枚支架

辅助弹簧圈栓塞，1 例使用 3 枚支架辅助弹簧

圈栓塞，1 例使用 1 枚 lvis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

塞。支架到位后开始使用欣维凝抗血小板治

疗并维持 24 小时，第二天开始复合量口服双

联抗血小板治疗。 

结果  15 例患者均手术成功，未发生术中并发

症，栓塞程度 10 例为 Raymond 1 级，5 例

为 Raymond 2 级。术后 4 例出现暂时性肢体

功能障碍或言语功能障碍，头颅 CT 提示小灶

性梗塞。影像随访（1-13 个月）结果提示：1

4 例动脉瘤栓塞后均稳定，无复发或进展,1 例

出现动脉瘤瘤腔内显影较前明显；2 例患者出

现载瘤动脉狭窄，但远端血管灌注良好。临

床随访 1-13 个月，14 例患者均预后良好（m

RS：0-1 分），例患者均预后不良（mRS：3

分）。 

结论  多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血泡样颅内

动脉瘤安全、有效，但长期效果尚需进一步

随访验证 

 
 
PO-1263 

Lvis 支架辅助栓塞颅内宽颈动脉瘤的应用体

会 
 

李逢佳 宋纯玉 刁兴涛 司锋 朱军 刘振瑞 张守庆 

泰山医学院附属莱芜市人民医院 27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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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评估 LVIS 支架治疗颅内宽颈动脉

瘤的安全性及短期疗效。  

方法  回顾性连续纳入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0 月接受 LVIS 支架治疗颅内宽颈动脉瘤

患者 10 例(11 个动脉瘤),均经全脑 DSA 检查

明确诊断。术后即刻及术后 3 个月评价其安

全性及疗效。 

结果  (1)采用 LVIS 支架辅助治疗的 11 个宽

颈动脉瘤中后交通动脉瘤 6 个,眼动脉瘤 2 个,

脉络膜前动脉瘤 1 个，大脑中动脉 M2 分叉动

脉瘤各 1 个;瘤颈 1.8~7.0 mm,平均(3.9±1.5)

mm;共置入 LVIS 支架 10 枚(1 枚支架治疗两

个动脉瘤者 1 例); (2)LVIS 支架术后 Raymon

d 分级Ⅰ级栓塞 7 个(63.6%),支架覆盖的分支

动脉及载瘤动脉术后即刻均保持通畅。(3)围

手术期未发生技术相关 出血性和缺血性并发

症,支架置入成功率 100%(11/11)。(4) 10 例 L

VIS 支架置入术后患者均经全脑 DSA 随访 3~

8 个月,平均(3.6±2.5)个月,其中 9 个动脉瘤达

影像学治愈(RaymondⅠ级,81.8 %),无动脉瘤

复发病例。支架覆盖的所有分支动脉无闭塞,

未发生支架内狭窄及载瘤动脉闭塞,总致残率 

为 10.0% (1/10),无死亡病例。 

结论  LVIS 支架辅助栓塞宽颈动脉瘤瘤颈金

属覆盖率高短期疗效确切,同时不影响覆盖的

分支动脉；但其栓塞后弹簧圈的长期稳定性

及支架适应性仍需进一步随访研究。 

 
 
PO-1264 

经翼点锁孔入路治疗前循环动脉瘤 
 

林堃 魏德 卢峰 郑鹏锋 江晓航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经翼点锁孔入路治疗前循环动脉瘤

的可行性和手术方法. 

方法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福建省立医院

南院神经外科对 20 例前循环动脉瘤采用经翼

点锁孔入路进行夹闭术,其中后交通动脉动脉

瘤 9 例、大脑中动脉动脉瘤 7 例、前交通动

脉动脉瘤 4 例.患者 Hunt-Hess 临床分级均在

Ⅲ级以内. 

结果  均获得成功夹闭,术后无严重致死并发症,

平均手术时间约 2.5h 

结论  经过慎重的选择病例以及术前周密的手

术设计,经翼点锁孔入路治疗前循环动脉瘤是

一种较理想的术式. 

 

PO-1265 

重症前交通动脉动脉瘤手术时机与预后的相

关性分析 
 

林才厚 陈建屏 王晓斌 石松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前交通动脉位置较深，位于中线附近， 

有很多重要的分支而且经常发生解剖变异，

而且这些分支与前交通动脉的联系错综复

杂，因此，前交通动脉瘤破裂出血往往预后

差而且手术难度相对较大，手术并发症也比

较多。对于重症的前交通动脉瘤，手术时机

是否对预后产生影响，目前还存在争议，基

于此，本论文探讨重症前交通动脉瘤病人手

术时机对预后的影响，为临床选择合适的手

术时机提供依据，并对影响重症前交通动脉

瘤的预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我科收治的 36 例重型前交通动脉瘤患者的临

床资料，分析不同手术时机行开颅手术夹闭

动脉瘤后，患者的预后评分及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及对患者预后相关的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早期手术病人 27 例，GOS 评分 4-5 分

13 例，GOS 评分 2-3 分 5 例，GOS 评分 1

分 9 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17 例（63.

0%）；延期手术 9 例，GOS 评分 4-5 分 4

例，GOS 评分 2-3 分 1 例，GOS 评分 1 分 4

例，术后并发症发病率 7 例（66.7%）。两组

病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预后差异均无明显

的统计学意义（P>0.05），而单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年龄和动脉瘤的部位与预后有显著相

关性（P＜0.05），而性别、高血压病史或者

动脉瘤的直径与预后未见相关性（P>0.0

5）。 

结论  重症前交通动脉瘤患者早期、延期手术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远期预后差别不明显，

年龄和动脉瘤的部位是影响预后两个重要的

因素。虽然手术时机对于预后差别不明显，

考虑到早期破裂出血导致的脑肿胀，延期手

术更容易夹闭颅内动脉瘤。但是等待手术过

程中，可能出现动脉瘤的再次破裂，因此针

对重症前交通动脉瘤患者，应依据个体不同

及病情变化选择不同的手术时机。 

 
 
PO-1266 

动静脉畸形和动静脉瘘的复合手术疗效分析 
 

佟志勇 梁传声 王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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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总结分析复合手术技术治疗动静脉畸形

（AVM）和动静脉瘘（AVF）疗效，促进的

复合手术技术的合理应用和普及。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2 月-2014 年 12 月，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采

用复合手术方式治疗的 AVM 病例 21 例和 AV

F 病例 8 例。男 20 例，女 9 例，年龄 39.28

（11-69）岁。21 例 AVM 病例的 Spetzler-M

artin 分级：I 级 1 例，II 级 6 例，III 级 9 例，I

V 级 5 例。8 例 AVF 病例中头皮 AVF1 例，

大脑表面 AVF1 例，横窦 AVF1 例，天幕 AV

F1 例，三脑室 AVF1 例，硬脊膜 AVF3 例。

外科手术加术中血管造影 12 例，外科手术加

介入栓塞术 17 例。术后随访患者 5-53 个

月，术后半年行血管造影和磁共振检查。  

结果  21 例 AVM 病例中 19 例完全切除畸形

血管团，1 例 IV 级病例仅阻断部分供血动

脉，1 例 IV 级患者术后一周死亡。8 例 AVF

病例中，7 例完全治愈，1 例三脑室 AVF 患

者术后一周死亡。随访期间未见 AVM 或 AVF

未见复发，患者的临床表现不同程度改善。  

结论  复合手术可以使 AVM 和 AVF 的手术难

度下降（尤其是对于 IV 级 AVM 病例和深部

AVF），术中出血减少，手术风险降低。术

中 DSA 可以避免畸形血管团的残留，确认路

过供血动脉的通畅，提高治愈率。但不能完

全依赖术中 DSA，术者的经验仍然至关重

要，比如：对深部引流静脉的确切控制；何

时结束手术等方面的经验积累。应慎重预估 I

V 级 AVM 病例和三脑室 AVF 病例的复合手

术疗效。  

 
 
PO-1267 

脑血管意外患者家属心理弹性及其相关因素

调查 
 

王美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目的  本研究用成人心理弹性量表对脑血管意

外患者家属进行调查,了解脑血管意外患者家

属心理弹性状况及其相关因素。为临床上改

善脑血管意外患者家属心理健康状况提供思

路。 

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的问卷包

括脑血管意外患者家属一般资料情况表，Con

nor 和 Davidson 心里弹性量表（CD— 

RISC）。 

结果  （1）被调查的 102 名脑出血患者家属

心里弹性的不同维度得分有显著性差异。

（2）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脑血管意外

患者家属的心里弹性三维度得分无显著性差

异。（3）不同文化水平、不同职业组脑外伤

患者家属心里弹性三个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4）不同医疗付费方式组组脑外伤

患者家属心里弹性三个维度得分在自信和乐

观得分没有统计学意义。部分报销组患者家

属心理坚韧得分高于全部自费组，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6）不同住院次数组脑外伤

患者家属心里弹性三个维度坚韧得分没有统

计学意义，自信和乐观得分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⑴脑出血患者家属的心里弹性总体得分

不高，心理相对敏感，缺乏自信和  乐观的生

活态度。⑵文化水平、职业、医疗费用的付

费方式和住院次数影响脑出血患者家属的心

里弹性水平。⑶在医疗和护理工作中要多注

意患者家属的心理变化，给予及时的支持和

疏导，减少或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 

 
 
PO-1268 

脑动静脉畸形合并出血的外科治疗 
 

邹建军 李付勇 沈旭辉 王志超 甄为 张天鹤 郭桐萁 

辽宁省人民医院神经外三科 110016 

 

目的  探讨脑动静脉畸形及合并出血后外科治

疗方法的选择.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于 2010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治疗脑动静脉畸形合并出血患者临床

资料。共 85 例病人根据脑动静脉畸形的分

级、出血的部位、出血量的大小及病人的状

况等选择手术、栓塞或栓塞后手术等方法治

疗.  

结果  手术组 48 例,全切除 40 例,占 83.3%;部

分切除 8 例,占 16.7%. 血管内治疗 34 例,一次

全部栓塞的 12 例,占 35%;分次全部栓塞的 15

例,占 44%;部 分栓塞的 7 例,占 20.5%.血管内

治疗后手术 3 例,全切除 2 例,占 66.6%;部分

切除 1 例,占 33.3%. 治愈 74 例,治愈率为 8

7%;好转 6 例,占 7%;死亡 5 例,占 6%.  

结论  手术治疗和血管内治疗是目前治疗脑动

静脉畸形并出血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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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69 

颈动脉狭窄的显微外科治疗——患者获益与

风险 
 

栗世方 丰育功 李环廷 万德红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背景  我国是脑中风的高发国家，人口老龄化

趋势使其发病率进一步增加。缺血性中风占 8

7%，其人群致残率和死亡率高居首位。颈动

脉粥样硬化狭窄是导致缺血性脑卒中的重要

原因，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是治疗颈

动脉狭窄和预防脑卒中的“金标准”。 

材料和方法  自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4

月，我科共收治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 67

例，实施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70 侧，取得良好

的疗效，其中，男性 49 例、女性 18 例，平

均年龄 47-78 岁，平均年龄 62.7 岁。所有患

者均为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既往有脑梗塞病

史者 39 例，近期 TIA 发作者 29 例，头晕 59

例，伴黑朦发作 27 例，肢体感觉和运动障碍

11 例，言语不清 3 例。伴发高血压 60 例，

糖尿病 46 例，冠心病 36 例（1 例曾行冠状

动脉搭桥术，7 例曾行冠状动脉支架植入

术）。采取经典 CEA 术式治疗 53 例，翻转

式 CEA 治疗 17 例；术中行颈动脉转流 31

例，双侧 CEA 手术 3 例。术中行颈动脉转流

31 例，未使用血管补片。切除的内膜及粥样

硬化斑块长度 2.1-5.1cm，有明显钙化者 39

例，合并斑块溃疡、出血者 57 例。 

治疗结果  手术成功率 100%。治愈 66 例

（治愈率 98.51%）。1 例老年女性患者术后

第 2 日出现突发心跳骤停，经 CPR 胸外按

压、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静注肾上腺素等

药物抢救后心跳恢复，复查颅脑 CT 未见脑梗

死表现，但患者遗留有局灶性脑缺血症状；1

例患者出现一过性肢体无力症状，经 MRI 证

实为小的分水岭梗塞，考虑为灌注不足，随

访 3 个月后完全康复；其余无新发脑缺血症

状发生，无过度灌注和脑出血，无癫痫发

作，术后出现声音嘶哑和轻度呛咳 2 例，均

于 48 小时后恢复，无切口感染。所有患者术

后复查 CTA 显示颈动脉血流恢复通畅。 

结论  CEA 是一种相对安全、有效、经济的治

疗颈动脉狭窄、预防缺血性脑中风的治疗方

法。因绝大多数患者系老年病人，且多合并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因此需要充分

重视术前患者的心肺功能评估，充分比较患

者可能的获益与风险。 

PO-1270 

Hunt-Hess 分级 IV 级以上 aSAH 的救治体会 
 

邹建军 李付勇 沈旭辉 王志超 甄为 张天鹤 郭桐萁 

辽宁省人民医院 110016 

 

目的  探讨 Hunt-Hess Ⅳ~Ⅴ级动脉瘤的手术

治疗方法和时机。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0 年 03 月—2016

年 1 月收治的 37 例 Hunt-HessⅣ~Ⅴ级动脉

瘤,其中Ⅳ级 26 例,Ⅴ级 11 例。本组病例均在

蛛网膜下腔出血 24~48h 内手术治疗,动脉瘤

夹闭 13 例,介入栓塞 13 例,去骨瓣减压 5 例,

侧脑室开放引流 8 例。  

结果  按 GOS 标准评分,Ⅳ级 26 例中 5 分 4

例,4 分 5 例,3 分 9 例,2 分和 1 分 8 例。Ⅴ级

11 例中 4 分 1 例,3 分 2 例,2 分和 1 分 8 例。  

结论  对 于 Hunt-HessⅣ级患者要在蛛网膜下

腔出血早期(24~48h)手术干预,Ⅴ级伴较大血

肿或脑室大量积血积水患者建议早期手术,同

时去骨瓣减压或行脑室外引流术。  

 
 
PO-1271 

后交通动脉瘤 308 例围手术期显微手术疗效

分析 
 

丰育功 李环廷 唐万忠 成磊 谢红卫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本文通过系统回顾了作者自 1997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间手术治疗颅内动脉瘤 1

064 例，其中 PcoAAs308 例的诊断、显微手

术技巧及术后疗效；进一步分析后交通动脉

瘤（PcoAAs）围手术期的显微手术疗效,  

方法  308 例 PcoAAs 病人中，破裂 307 例，

未破裂 7 例；男 65 例，女 243 例；平均 55.

6 岁。Hunt-Hess 0 级 7 例占 2.3%，Ⅰ级 9

例占 2.9%，Ⅱ级 154 例占 50%，Ⅲ级 110

例占 35.7%，Ⅳ级 28 例占 9.1%，无Ⅴ级病

人。308 例病人中，（除 3 例行 MRI 检查

外）305 例行 CT 检查，7 例显示未出血，29

8 例 CT 显示 aSAH。308 例病人中，单纯经

DSA 检查确诊为 PcoAAs146 例；依据 CTA

确诊 135 例；依据 MRA 确诊 3 例；同时行 D

SA 和 CTA 检查确诊 11 例；同时行 DSA 和

MRA 检查确诊 7 例；因病情重仅行 CT 检查

而急症手术探查证实为动脉瘤者 6 例。 308

例病人中共发现 355 个动脉瘤，部位如下：P

coAAs 328 个：破裂 301 个、未破 27 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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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其他部位动脉瘤 27 个包括：未破的 25 个

即前交通动脉瘤 3 个；大脑前动脉近段和远

段动脉瘤共 2 个；大脑中动脉瘤 10 个；脉络

膜前动脉瘤 8 个；ICA 分叉和下壁各 1 个；

破裂 2 个即眼动脉瘤 1 个和基底动脉顶端 1

个。  

结果  本组全部病例均采用 Yasargil`s 翼点入

路，对于位于两侧的 PcoAAs 和多发动脉

瘤，我们多采用两侧翼点入路一次夹闭，其

中 4 例采用翼点入路分期夹闭。308 例病人

中共 355 个动脉瘤， 除 7 个未破的后交通动

脉瘤和其他部位的动脉瘤未夹闭、1 个基底动

脉瘤和 1 例双侧后交通动脉瘤栓塞一侧外、4

个微动脉瘤行自体筋膜包裹外，其余成功夹

闭 342 个动脉瘤。其中 PcoAAs328 个，除 1

个后交通动脉瘤栓塞、5 个未夹闭外，3 个微

动脉瘤行自体筋膜包裹外，成功夹闭 319

个。治愈（GOS5 分）275 例占 89.3%；自

理（GOS4 分）21 例占 6.8%；重残或植物生

存（GOS3 ~2 分）4 例占 1.3%；死亡（GO

S1 分）8 例占 2.6%。  

结论  后交通动脉瘤通过早期诊断，选择恰当

的手术入路和采取显微手术夹闭术是治疗后

交通动脉瘤并获得最佳疗效的方法之一。 

 
 
PO-1272 

氧化应激在蛛网膜下腔出血中的作用 
 

周景义 杨扬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

e， SAH）是一种具有高死亡率和致残率的严

重疾病。根据现有的流行病学调查，大约有 1

1%的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在到达医院前死

亡，超过一半的患者在发生蛛网膜下腔出血 1

月内死亡；而幸存的患者中有 30-50%遗留了

神经功能损害。尽管目前蛛网膜下腔出血的

病理生理机制并不十分明确，越来越多的临

床和实验证据表明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理生

理过程可大致分为早期脑损伤（early brain in

jury）和迟发性血管痉挛（delayed vasospas

m）两个阶段。大量的实验数据表明，氧化应

激在早期脑损伤和迟发性血管痉挛的发生发

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蛛网膜下腔出血

后，氧自由基可以通过线粒体途径、酶促反

应途径以及血红蛋白降解途径产生，而内源

性抗氧化系统表达减弱，也会造成过量氧自

由基的产生。从动物实验中发现，活性氧引

发的神经细胞凋亡是造成早期脑损伤的重要

机理，而抗氧化剂抑制了细胞凋亡可以起到

保护作用。血红蛋白降解及一氧化氮合酶表

达上调可能与血管痉挛的发生相关。目前，

有包括依达拉奉在内的数种抗氧剂在进行临

床试验，而更多的抗氧化药物也在动物试验

中表现出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PO-1273 

眼动脉瘤的显微手术技巧（41 例报道） 
 

丰育功 李环廷 唐万忠 成磊 栗世方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探讨眼动脉瘤的显微手术技巧，以进一

步提高术后疗效。 

方法  回顾了分析了作者自 1997 年 12 月至 2

015 年 8 月经翼点入路行眼动脉动脉瘤夹闭 4

1 例的临床资料。其中破裂 32 例、未破裂 9

例；因其他部位动脉瘤破裂而发现未破的眼

动脉瘤 7 例；男 9 例，女 32 例；41 例病人

全部行 CT 或 MRI 检查，32 例显示 aSAH 占

78%，其中 1 次 aSAH 者 29 例占 71%，2 次

aSAH 者 3 例占 7.0%，未出血者 9 例占 2

2%；术前 Hunt-Hess 分级 0 级 9 例占 2

2%；Ⅰ级 2 例 占 4.8%；Ⅱ级 17 例占 41.

5%；Ⅲ级 12 例占 293%； Ⅳ级 1 例和Ⅴ级

病人；14 例经 DSA 检查确诊；CTA 确诊 24

例；行 DSA 和 CTA 检查确诊 2 例，仅行 CT

检查而手术探查证实 1 例；41 例病人中共发

现 47 个动脉瘤。全部 41 例病人动脉瘤的部

位如下：眼动脉瘤 43 个、前交通动脉瘤 2

个、大脑中动脉瘤 1 个、颈内动脉上壁动脉

瘤 1 个；破裂 32 个、未破 15 个。  

结果  41 例病人 43 个眼动脉瘤的大小分为微

动脉瘤 13 个占 30.2%；小动脉瘤 13 个 30.

2%；大动脉瘤 13 个占 30.2%；巨大动脉瘤

4 个占 9.3 %；43 个眼动脉瘤的发出部位：

眼动脉段上内侧壁 19 个 、下内侧壁 10 个；

上壁 5 个、下壁 4 个；内侧壁 3 个；下外侧

壁 2 个；对于位于一侧的动脉瘤均采用 Yasar

gil`s 翼点入路，对于位于两侧的眼动脉瘤或

合并其他部位的动脉瘤，我们采用冠状切口

一次夹闭。其中有 3 例采用一侧翼点入路同

时夹闭对侧眼动脉瘤；本组共 47 个动脉瘤

中，栓塞 1 个，夹闭未成功 1 个，成功夹闭 4

5 个。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治愈（GOS5

分）38 例占 92.7%；自理（GOS4 分）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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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2.4%；无重残病人；死亡（GOS1 分）2

例占 4.9%。  

结论  术前通过 DSA 或 CTA 确诊，尤其是颅

底重建更能显示出眼动脉瘤与前床突的关

系，对术中能否显露出瘤颈近段提供了影像

学依据。术中通过切开镰状突、游离视神经

可显露瘤颈前缘。部分病例通过磨除前床突

来增加瘤颈前缘的显露；还可以经一侧翼点

入路夹闭对侧眼动脉瘤。对巨大动脉瘤需要

先显露颈内动脉以利阻断，总之，眼动脉瘤

通过显微手术也可以取得较好的手术疗效。 

 
 
PO-1274 
Experience of pterional keyhole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
rysms of the anterior circulation  
 
Tang Yajuan,Wu Sheng,Ling Chenhan,Zhang Jianm
in,Wu Qun 

Dept.of Neursurgery， Second Affliated Hospital Zh

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9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pterional keyhole
 approach and traditional pterional approach 
in the treatment of 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
rysm of the anterior circulation, in both surgic
al details and outcome.  
Methods  Record of 356 Patients treated via
 the pterional keyhole approach between 20
09 and 2015 were reviewed. Another 301 pa
tients treated via traditional pterional approa
ch between 2005 and 2008 were also review
ed as the control group. Data including clinic
al manifestation, surgical details (osteal wind
ow, surgical duration, blood loss) and postop
erative complications (chronic hydrocephalu
s,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 and modified R
anke Scal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 the study group, 408 aneurysms 
were observed. The total clipping ratio was 9
3.6% (382/408), the remnant/wrapping rate 
was 6.37% (26/408). The mean bone flap di
ameter was 3*3 cm, the mean blood loss wa
s (204±100) ml, and the mean operation dur
ation was (160±57)minutes, the hospitalizati
on duration was also shortened to (8.32 ±2.7
2) days on average. In 6 months follow-up, 7
1.1% had favorable outcome, and their mRS
 score was between 0~2; and 25.8% had po

or outcome, with mRS between 3~5，and 3.

09% died. As to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
ons, one patient had chemosis, and one pati

ent had headache, another 16 had delayed i
schemic disorders, 12 patients progressively
 presented with chronic hydrocephalus. In th
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362 aneurysms 
observed. The total clipping rate was 93.9%\,
 the remnant/wrapping rate was 6.08%. The 
mean bone flap diameter was 5*6 cm, the m
ean blood loss was (284±150) ml, and the m
ean operation duration was (180±49)minutes.
 The mean hospitalization duration was to (1
1.32 ±2.48) days. In 6 months follow-up, 68.
1% had favorable outcome, and their mRS s
core was between 0~2; and 29.9% had poor 

outcome, with mRS between 3~5，and 1.9

9% died. As to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2.99% suffered from temporary high tempera
ture, 7.31% complained with transient sever
e headache, 1% had subdural effusion, 5.6
5% developed delayed ischemic stroke, 3.6
5% suffered from chronic hydrocephalus.  
Conclusion  Pterional keyhole approach pro
vides a less invasive and more effective way
 for the treatment of ruptured aneurysm of th
e anterior circulation. It has ideal total clippin
g ratio, less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 and 
better outcome in follow-up. 
 
 
PO-1275 

缺血性脑血管病血流在建适应症及其手术时

机选择 
 

金永健 张波 王东 张毅 潘海鹏 申俊峰 赵悦 穆苍山 

航空总医院 100012 

 

目的  回顾性分析缺血性脑血管病血流再建病

人，探讨慢性期和急性期缺血性脑血管病患

者血流再建适应症及时机选择。 

方法  选取 60 例我院 2010 年 1 月～2015 年

3 月实施神经介入、脑血管搭桥、颈动脉内膜

剥脱等血流再建患者为对象，分析慢性期缺

血（TIA、无症状性脑血管狭窄、卒中后慢性

期缺血）以及急性期缺血（完成卒中型、缓

慢进展性、可逆型）病人发病形式及影像特

征（代偿支形成、脑灌注异常），探讨其血

流再建适应症及手术时机选择对预后的影

响。 

结果  慢性期缺血病人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了缺

血症状，与手术时机无相关，但与脑灌注、

代偿血管形成程度密切相关。其中,卒中后慢

性期缺血病人血流再建后可提高康复效果降

低再次卒中的风险；无症状性脑血管狭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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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血流再建主要表现为认知呢能力的改善。

急性期脑缺血病例中缓慢进展性、可逆型病

人即便超过血流再建时间窗，但效果与时间

窗内的完成卒中型病人血流在开通效果无显

著差别，提示缓慢进展性、可逆型病人急性

期血流被阻断是缓慢且交替进行，直至完全

被阻断有明显的个体差别。 

结论  大部分急慢性脑缺血病人都可能通过血

流再建达到治疗目的，但治疗效果与其代偿

血管能力、血流被阻断的病态机制密切相

关。因此，对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血流再建应

中和考虑各种因素并个体化决定血流再建方

案非常重要。 

 
 
PO-1276 

大脑中动脉动脉瘤夹闭与栓塞手术的治疗比

较与分析 
 

吴群 闫伟 胡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回顾我院大脑中动脉动脉瘤夹闭和介入

栓塞治疗的患者，分析和比较两者的差别。 

方法  对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我院

共 160 例经过夹闭或介入栓塞治疗的 MCAA

病例进行回顾型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动脉瘤

完全闭塞率、术后并发症情况和随访术后患

者的预后等。 

结果  在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间共

有 160 例患者在我院确诊为 MCAA 并行夹闭

或介入栓塞术治疗。单发 MCAA 占 73.8%，

多发 MCAA 占 26.2%，其中镜像 MCAA 占 6.

9%。Hunt-Hess 分级在 III 级及以下的患者为

145 例（90.6%）。手术夹闭治疗 128 例，介

入栓塞治疗 32 例，手术夹闭完全夹闭率 90.

6%，复发率 1.6%；介入完全闭塞率 90.

6%，复发率 9.4%，手术夹闭组与介入栓塞

组的动脉瘤完全闭塞率无明显差异，但介入

闭塞组的复发率显著高于手术夹闭组（P<0.0

5）。在 III 级及以下的患者中，手术夹闭组 6

月后 GOS 为 4-5 分的患者占 80.7%；介入组

6 月后 GOS 为 4-5 分的患者占 96.8%。 

结论  手术夹闭及介入治疗对于大脑中动脉动

脉瘤患者的动脉瘤完全闭塞率没有明显差

异，但是介入栓塞有着更高的复发风险。和

所有新技术的发展一样，介入技术在治疗 MC

AA 的初期可能会遇到传统治疗经验的阻力以

及技术本身不成熟的缺陷，但是介入技术仍

在飞速发展，治疗手段在不断成熟，在将来

介入治疗在 MCAA 治疗中可能有着自身的位

置。当然，目前开颅夹闭治疗仍是 MCAA 治

疗的主流，也有着自身的优势，我们仍然需

要更多的高级别证据来进一步比较手术夹闭

和介入治疗。 

 
 
PO-1277 

Sandwich biscuit”技术腔内治疗复发性大脑

后动脉 P1-2 段夹层动脉瘤一例 
 

许璟 徐良 陈贤谊 方兵 蒋定尧 张建民 虞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评价“Sandwich biscuit”技术腔内治疗颅 

内动脉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一例 45 岁女性患者，因体检发现颅内

动脉瘤曾于 22 个月前在我院行血管造影检

查，提示右侧大脑后动脉 P1-2 段动脉瘤并行

Enterprise 支架（4.5×28mm）辅助动脉瘤栓

塞术，术毕即刻动脉瘤完全被栓塞，未见残

留。初次术后 3 个月及 6 个月随访提示动脉

瘤瘤颈进行性复发，并可见瘤颈口弹簧圈被

压缩。遂于 16 个月前再次行腔内治疗，并采

用“Sandwich biscuit”技术，即：将第二枚支

架（Enterprise, 4.5×28mm）半释放至瘤颈口

处，随后填塞最后一枚弹簧圈时将大部分的

弹簧圈置于第一枚支架血管腔面，再将支架

完全释放将弹簧圈压缩覆盖于瘤颈。 

结果  二次术毕即刻复查造影，动脉瘤完全栓

塞。术后 6 个月影像学随访动脉瘤未见复

发。 

结论  对于大脑后动脉 P1 及 P1-2 段动脉瘤，

当载瘤动脉无法被牺牲时，采用“Sandwich bi

scuit”技术可增加瘤颈处金属覆盖率，从而达

到安全有效栓塞动脉瘤并降低动脉瘤复发概

率。 

 
 
PO-1278 

腔内血流导向装置（Pipeline）治疗颅内大型

未破裂动脉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分析 
 

许璟 徐良 陈贤谊 虞军 方兵 蒋定尧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评价腔内血流导向装置（Pipeline）治

疗颅内大型未破裂动脉瘤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 

方法  回顾分析本中心 7 例颅内大型未破裂动

脉瘤，并采用腔内血流导向装置（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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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在术前服

用阿司匹林（100mg qd）联合波立维（75m

g qd）抗血小板治疗一周，并通过血栓弹力

图试验评估是否存在阿司匹林及波立维抵

抗。 

结果  本组患者共 7 例（M:F=1:6），平均年 

龄 62.6 岁（51-77 岁）。其中两例患者双侧

颈动脉各有一个大型未破裂动脉瘤，累计动

脉瘤 9 个。动脉瘤位置分布：颈内动脉海绵

窦段 5 个，床突段（海绵窦段合并眼动脉

段）1 个，眼动脉段 3 个。成功应用 Pipeline

治疗动脉瘤 8 个，另一个动脉瘤因载瘤血管

过于扭曲，支架导管通过困难，放弃治疗。

除 1 例动脉瘤因操作困难放弃外，术中无并

发症发生。住院期间短暂性可逆性精神障碍 1

例（双侧动脉瘤均行 Pipeline 支架治疗），

在出院前完全缓解。术后随访 15-60 天，无

动脉瘤破裂发生，患者 mRS 评分均为 0 分。 

结论  对于颅内前循环未破裂大型动脉瘤，应

用腔内血流导向装置（Pipeline 支架）能够达

到安全可靠的近期栓塞效果。载瘤动脉过度

扭曲无疑增加了操作的困难性，因而术前载

瘤动脉的影像学评估至关重要。 

 
 
PO-1279 
Experienceof pterional keyhole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
rysms of the anterior circulation 
 
Tang Yajuan,Wu Qun,Yan Wei,Ling Chenhan,Zhan
g Jianmin,Wu Qu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9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pterional keyhole
 approach and traditional pterional approach 
in the treatment of 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
rysm of the anterior circulation, in both surgic
al details and outcome.  
Methods  Record of 356 Patients treated via
 the pterional keyhole approach between 20
09 and 2015 were reviewed. Another 301 pa
tients treated via traditional pterional approa
ch between 2005 and 2008 were also review
ed as the control group. Data including clinic
al manifestation, surgical details (osteal wind
ow, surgical duration, blood loss) and postop
erative complications (chronic hydrocephalu
s,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 and modified R
anke Scal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 the study group, 408 aneurysms  

were observed. The total clipping ratio was 9
3.6% (382/408), the remnant/wrapping rate 
was 6.37% (26/408). The mean bone flap di
ameter was 3*3 cm, the mean blood loss wa
s (204±100) ml, and the mean operation dur
ation was (160±57)minutes, the hospitalizati
on duration was also shortened to (8.32 ±2.7
2)days on average. In 6 months follow-up, 7
1.1% had favorable outcome, and their mRS
 score was between 0~2; and 25.8% had po

or outcome, with mRS between 3~5，and 3.

09% died. As to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
ons, one patient had chemosis, and one pati
ent had headache, another 16 had delayed i
schemic disorders, 12 patients progressively
 presented with chronic hydrocephalus. In th
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362 aneurysms 
observed. The total clipping rate was 93.9%\,
 the remnant/wrapping rate was 6.08%. The 
mean bone flap diameter was 5*6 cm, the m
ean blood loss was (284±150) ml, and the m
ean operation duration was (180±49)minutes.
 The mean hospitalization duration was to (1
1.32 ±2.48)days. In 6 months follow-up, 68.
1%had favorable outcome, and their mRS sc
ore was between 0~2; and 29.9% had poor 

outcome, with mRS between 3~5，and 1.9

9% died. As to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2.99% suffered from temporary high tempera
ture, 7.31% complained with transient sever
e headache, 1% had subdural effusion, 5.6
5% developed delayed ischemic stroke, 3.6
5% suffered from chronic hydrocephalus.  
Conclusion  Pterional keyhole approach pro
vides a less invasive and more effective way
 for the treatment of ruptured aneurysm of th
e anterior circulation. It has ideal total clippin
g ratio, less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 and 
better outcome in follow-up. 
 
 
PO-1280 

多种监测技术辅助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治疗前

交通动脉瘤的疗效分析 
 

任保刚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0 

 

目的  旨在探讨实时颅内血管超声（CDU），

吲哚青绿荧光血管造影（ICGA），以及诱发

电位(CMEP)联合监测在前交通动脉瘤手术中

的应用价值和意义，以利进一步提高前交通

动脉瘤的手术疗效。 

方法  2011.6-2016.1 对 122 例前交通动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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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微手术进行了实时 CDU，ICGA 及 CME

P 联合监测，分析比较动脉瘤夹闭前后的监测

指标，发现问题，指导显微手术操作分离、

夹闭动脉瘤，并保持瘤周血管的通畅，最大

程度的减小手术并发症。 

结果  本组 122 个前交通动脉瘤进行了显微手

术处理，术后 GOS 评分，5 分 98 例，4 分 2

2，3 分 2 例，2 分 0 例，1 分 0 例。 

结论  在前动脉瘤的显微手术过程中，进行实

时的颅内相关血管超声，荧光造影以及诱发

电位联合监测，可以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

势，能够了解脑动脉瘤夹闭前后、动脉本

身，载瘤动脉、相关分支血管的形态和血流

情况，及其相关血管间供血区域的神经电生

理活动，能够及时发现动脉瘤是否夹闭完

全，相关血管有否被误夹、闭塞或狭窄等，

从而指导术者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有效的

降低手术并发症，提高手术疗效和术后生活

质量。 

 
 
PO-1281 

rtPA 在蛛网膜下腔出血伴脑室积血患者的作

用系统研究 
 

陈盛 史利根 周景义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0094979 

 

目的  脑室积血是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

者预后差的预测指标之一。本研究探索脑室

注射 rtPA 治疗此类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我们搜索了 MEDLINE，EMBASE 和 C

ochrane 数据库 1980 年到 2015 年的所有研

究，预后指标包括：功能的改善，脑血管痉

挛，急性梗阻性脑积水，出血率和死亡率。 

结果  3 个观察性研究和 3 个随即对照研究总

共 217 例患者被纳入。rtPA 组和对照组在脑

血管痉挛(RR 0.37, 95% CI 0.38 to 0.88, P = 

0.02) 和梗阻性脑积水 (RR 0.48, 95% CI 0.27

 to 0.84, P = 0.01)有差别。高剂量 rtPA 和低

剂量 rtPA 在缓解脑血管痉挛上有所差别。除

去 Ramakrishna 试验后，敏感性分析发现各

项指标之间没有差别。 

结论  脑室注射 rtPA 并不能改善蛛网膜下腔

出血伴脑室积血患者的预后，高剂量 rtPA 能

够缓解脑血管痉挛。 

 
 
 
 

PO-1282 

去氨普酶在急性脑缺血性卒中 3-9 小时溶栓

中的应用 
 

王真 史利根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大量动物实验表明去氨普酶具有高纤维 

蛋白特异性，长半衰期，低出血风险，无神

经毒性，以及不损伤血脑屏障等特性，被认

为是理想的溶栓药物。然而，关于去氨普酶

在急性脑缺血性卒中 3-9 小时中作用的临床

试验结果并不一致。本研究拟对已发表的随

机对照试验结果进行 meta 分析，探索去氨普

酶在急性脑缺血性卒中跨时间窗中的作用及

其影响因素。 

方法  全面搜索 MEDLINE、EMBASE 和 Coc

hrane Library 等文献库，纳入在 1980 年 1 月

至 2016 年 2 月期间发表的关于去氨普酶治疗

急性脑缺血性卒中的全部临床随机对照试

验。本研究的主要效应指标是 90 天良好神经

功能恢复率，主要安全指标是使用药物后 72

小时内的出血风险，次要指标包括使用药物 2

4 小时后的血管再通率和 90 天死亡率。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数据统计。 

结果  来自 5 项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的 819 名患

者被纳入统计。去氨普酶治疗组与对照组相

比，90 天良好神经功能恢复率(RR 1.07, 95%

 CI 0.91 to 1.24, P = 0.42)和 72 小时内出血

风险(RR 1.22, 95% CI 0.51 to 2.90, P = 0.66)

均无显著性差异。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去氨

普酶 90 μg/kg 治疗亚组和 6-9 小时给药亚组

显示比正常组较高的出血风险(P≤ 0.02)。去

氨普酶 125μg/kg 治疗亚组能够改善血管再通

率(P = 0.05)，但增加患者死亡率(P = 0.04)。

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统计结果稳定。 

结论  去氨普酶不能改善急性脑缺血性卒中 3-

9 小时溶栓预后。未来大型临床试验需要对较

高剂量去氨普酶进行研究。 

 
 
PO-1283 

颈动脉狭窄介入与外科手术治疗的健康教育 
 

李晓红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5 

 

目的  脑卒中是发病率、死亡率和致残率都极

高的脑血管疾病，缺血性脑卒中占 3/4 左右，

最常见原因就是颈动脉硬化性狭窄闭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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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目的即探讨针对颈动脉狭窄介入治疗和外

科手术治疗两种不同治疗方式，采取不同健

康教育方法对病人治疗和康复指导的意义。 

方法  对 959 例支架成形术和 170 例剥脱术病

人，结合病人病情，入院及术前、术后心理

状态，文化教育程度，沟通和理解能力，家

庭及家属经济能力和影响力评估等，制定具

有个体化健康教育方案及护理措施。 

结果  除死亡 5 例，其他病人均顺利康复出

院。 

结论  结合病人病情，针对病人入院、术前及

术后心理状态，家庭经济状况及家人影响力

等制定不同的具有个体化健康方案， 对病人

及病人家属的顺利康复及出院后自我保健有

重要意义。 

 
 
PO-1284 
disappearance of intraventricular aneurys
m in an AVM after nidal embolization dist
ant from the aneurysm 
 
Gao Junwei,Sun Shouyuan,Tang Bo,Zhang Hailin,R
en Jun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In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 as a result of co
existence aneurysm rupture with AVMs is rar
e. Aneurysms associated with AVMs are cla
ssified as proximal aneurysms (PROXs) or in
tranidal aneurysms (INs) and considered as 
weak points that increase the risk of intracra
nial hemorrhage. Hemodynamic change sac
h as increased blood flow and pressure are 
associated with rupture of aneurysms coexis
tence with AVMs. Treatment strategy with A
VM associated arterial aneurysms is challen
ging. We report one case about disappearan
ce of intraventricular aneurysm in an AVM af
ter nidal embolization distant from the aneur
ysm. The location of this aneurysm neither m
ain feeding artery nor intranidus of the AVM. 
 
 
PO-1285 

脑动脉瘤锁孔手术中经颅骨内电极阈值刺激

模式下运动诱发电位监测的应用研究 
 

吴赞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脑动脉瘤锁孔手术中采用经颅骨内

电极(Cranial peg-screw electrode, CPSE)阈

值(Threshold-level)刺激模式下激发运动诱发

电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s,MEPs)对监测

运动功能损伤的优势。 

方法  31 例前循环动脉瘤患者于我院行锁孔入

路显微夹闭手术,手术侧采用 CPSE 在阈值刺

激下监测 MEPs,非手术侧以相同刺激阈值采

用经颅电刺激(Transcranial electric stimulatio

n, TES)监测 MEPs,观察术中监测所需的最小

刺激电压变化,并将术中 MEPs 监测结果与术

后运动功能作前瞻性观察研究。 

结果  手术侧 28 例在阈值刺激下成功诱发 ME

Ps,3 例未引出。所有病例均未出现与 MEPs

监测相关的并发症。术中 MEPs 变化达到警

报标准 3 例,其中 2 例术后出现暂时性偏瘫；

未达到警报标准 25 例,术后均未出现新的运动

功能障碍,敏感性为 100％(2/2),特异性为 96.2

9％(26/27)。 

结论  脑动脉瘤手术中采用 CPSE 阈值刺激模

式进行 MEPs 监测是可行的、安全可靠的,对

脑缺血所致运动功能损伤具有良好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可作为常规 MEPs 监测的一种替代

方法。 

 
 
PO-1286 

颅内动脉瘤 1026 例临床分析 
 

丁卫 尧小龙 岳鹏杰 赵旻 李宇 万学焱 赵恺 何跃 郭东

升 于加省 舒凯 陈坚 雷霆 张华楸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颅内动脉瘤的临床流行病学特点，

治疗方法及其和预后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我科治疗的 1026 例颅内动脉瘤临床资

料，治疗效果和预后。 

结果  本组动脉瘤患者女性是男性的 1.7 倍，

其中 40～60 岁占 71.9%。1026 例患者共发

现动脉瘤 1207 个，其中后交通动脉瘤(316

个,26.2%)、前交通动脉瘤(309 个,25.6%)和

大脑中动脉瘤(234 个,19.4%),颈内动脉动脉

瘤（不含后交通动脉瘤）（191 个，15.8%）

仍是最常见的 4 种类型。多发动脉瘤中，双

侧后交通动脉瘤最为常见 20 例(12.7%)，其

次前交通动脉瘤合并大脑中动脉瘤 19 例（12.

1%），再次为双侧颈内动脉多发动脉瘤 13

例（8.3%）和双侧后交通动脉瘤 10 例(6.

4%)，后交通动脉瘤和颈内动脉瘤 10 例（6.

4%）。本组开颅和介入治疗对患者短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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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显著性差异，但术前的 Hunt-Hess 分级与

预后 MRS 评分呈正相关。 

结论  老年女性是动脉瘤的高发人群，此类患

者应注意动脉瘤的筛查工作。目前患者术前

Hunt-Hess 分级仍是影响其预后的主要因

素。开颅或介入手术均为成熟的治疗手段，

因此根据患者的个体化特点及医院条件选择

合适的治疗方法是颅内动脉瘤治疗的关键。 

 
 
PO-1287 

9 例直接颅内外血管搭桥治疗青少年及儿童烟

雾病疗效分析 
 

马志昭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050000 

 

目的  探讨儿童烟雾病直接血管搭桥的治疗效

果。 

方法  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自 2

015 年 6 月到 2016 年 5 月河北医科大学第二

医院神经外科共收治儿童及少年烟雾病患者 9

例，男 5 例，女 4 例，年龄 5-13 岁。无颅内

出血病例，全部为脑缺血发作症状，其中言

语障碍 2 例，肢体无力 8 例，肢体麻木 1

例，间断头晕 1 例。术前发生脑梗塞 3 例。9

例患儿均行颞浅动脉与大脑中动脉搭（superf

icial tempora artery-middle cerebral artery,S

TA-MCA）桥术，其中 2 例联合脑-硬脑膜-动

脉帖敷术(encepalo-duro-arterio synangiosis,

EDAS)。术中以经颅多普勒测量吻合动脉

（颞浅动脉及大脑中动脉）流量、血流方向

和通畅程度，术后随访患儿的术前症状的改

善情况，采用在患儿术后 3、6、9 个月行计

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artery

 CTA）了解血管通畅程度及烟雾血管的发展

程度。 

结果  9 例患者中最初的前两例患者除了行 ST

A-MCA（颞浅动脉与大脑中动脉搭桥术），

还联合应用了 EDAS(脑-硬脑膜-动脉帖敷

术)。术中应用经颅多普勒探查颞浅动脉及吻

合口，证实所有吻合的供体动脉和受体动脉

全部通畅。术后随访 3 个月、6 个月及 9 个

月，无吻合血管阻塞病例。其中 2 例患儿术

前与术后症状无明显改善，1 例患儿术后症状

较术前加重，但经过一个的恢复，肢体及语

言得到明显改善，1 例患儿分期做了双侧直接

搭桥手术。其余的 6 例患儿术后症状得到出

乎意料的明显改善，而且发现搭桥的颞浅动

脉在逐渐的增粗。 

结论  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的直接搭桥可以迅

速改善患儿的颅内血运，改善脑组织的神经

功能，效果明显，术中采用经颅多普勒技术

能更好的监测吻合后血管的流速及流向，对

评价手术效果及术后治疗提供了很好的保

证。 

 
 
PO-1288 

症状性颈动脉狭窄合并同侧未破裂动脉瘤的

手术治疗（附 2 例病例） 
 

曹旭华 李琛 贾亮 马志昭 张皓峰 王立群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通过 2015 年我组进行的 2 例症状性颈

动脉狭窄合并同侧未破裂动脉瘤患者的手术

治疗，结合相关文献，探讨颈动脉狭窄合并

未破裂动脉瘤患者的手术方案 

方法  通过分析 2015 年我组收治的 2 例症状

性颈动脉狭窄并同侧未破裂的颅内动脉瘤患

者，复习相关文献，探讨该类患者手术治疗

的方案。 

结果  该两例患者均先行颅内动脉瘤夹闭术，

然后一期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术后患者症

状消失，复查头颈上胸段 CTA，可见动脉瘤

完全夹闭，颈动脉斑块完全切除，血流通

畅。患者痊愈出院。术后 3 个月随访，两例

患者症状消失，复查头颈上胸段 CTA 颈动脉

未见再狭窄。 

结论  颈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是一类比较

特殊的脑血管疾病，动脉瘤手术治疗过程中

要求血压降至 90-100mmHg，血压过低容易

导致脑缺血，而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则要求

阻断血管前将血压较基础血压提升 20%，剥

除斑块缝合血管壁后，释放阻断夹前要求将

血压较基础血压降低 20%，颈动脉内膜剥脱

术中的血压波动是造成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因

素，因此对于这一类患者的手术治疗，手术

的先后顺序至关重要，我们选择在电生理监

测下先行动脉瘤夹闭，解除由于血压波动导

致动脉瘤破裂的危险，然后再行颈动脉内膜

剥脱术。 

 
 
PO-1289 

308 例后交通动脉瘤围手术期显微手术疗效

分析 
 

丰育功 李环廷 唐万忠 成磊 谢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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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本文通过系统回顾了作者自 1997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间手术治疗颅内动脉瘤 1

064 例，其中 PcoAAs308 例的诊断、显微手

术技巧及术后疗效；进一步分析后交通动脉

瘤（PcoAAs）围手术期的显微手术疗效,  

方法  308 例 PcoAAs 病人中，破裂 307 例， 

未破裂 7 例；男 65 例，女 243 例；平均 55.

6 岁。Hunt-Hess 0 级 7 例占 2.3%，Ⅰ级 9

例占 2.9%，Ⅱ级 154 例占 50%，Ⅲ级 110

例占 35.7%，Ⅳ级 28 例占 9.1%，无Ⅴ级病

人。308 例病人中，（除 3 例行 MRI 检查

外）305 例行 CT 检查，7 例显示未出血，29

8 例 CT 显示 aSAH。308 例病人中，单纯经

DSA 检查确诊为 PcoAAs146 例；依据 CTA

确诊 135 例；依据 MRA 确诊 3 例；同时行 D

SA 和 CTA 检查确诊 11 例；同时行 DSA 和

MRA 检查确诊 7 例；因病情重仅行 CT 检查

而急症手术探查证实为动脉瘤者 6 例。 308

例病人中共发现 355 个动脉瘤，部位如下：P

coAAs 328 个：破裂 301 个、未破 27 个。合

并其他部位动脉瘤 27 个包括：未破的 25 个

即前交通动脉瘤 3 个；大脑前动脉近段和远

段动脉瘤共 2 个；大脑中动脉瘤 10 个；脉络

膜前动脉瘤 8 个；ICA 分叉和下壁各 1 个；

破裂 2 个即眼动脉瘤 1 个和基底动脉顶端 1

个。  

结果  本组全部病例均采用 Yasargil`s 翼点入

路，对于位于两侧的 PcoAAs 和多发动脉

瘤，我们多采用两侧翼点入路一次夹闭，其

中 4 例采用翼点入路分期夹闭。308 例病人

中共 355 个动脉瘤， 除 7 个未破的后交通动

脉瘤和其他部位的动脉瘤未夹闭、1 个基底动

脉瘤和 1 例双侧后交通动脉瘤栓塞一侧外、4

个微动脉瘤行自体筋膜包裹外，其余成功夹

闭 342 个动脉瘤。其中 PcoAAs328 个，除 1

个后交通动脉瘤栓塞、5 个未夹闭外，3 个微

动脉瘤行自体筋膜包裹外，成功夹闭 319

个。治愈（GOS5 分）275 例占 89.3%；自

理（GOS4 分）21 例占 6.8%；重残或植物生

存（GOS3 ~2 分）4 例占 1.3%；死亡（GO

S1 分）8 例占 2.6%。  

结论  后交通动脉瘤通过早期诊断，选择恰当

的手术入路和采取显微手术夹闭术是治疗后

交通动脉瘤并获得最佳疗效的方法之一。 

 
 

PO-1290 

床突旁动脉瘤的外科手术治疗 
 

王林 陈高 张建民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床突旁动脉瘤的特点、手术适应证

及手术技巧。 

方法  总结近 3 年我单位收治的 13 例床突旁

动脉瘤，直径 3mm—34mm。术中显露颈部

颈内动脉及动脉瘤远端控制载瘤动脉、磨除

前床突和视神经管上壁及视柱显露动脉瘤的

近端颈内动脉，其中 11 例采用硬膜下入路，

2 例采用 Dolenc 硬膜内外联合入路。动脉回

抽或动脉瘤切开进行减压 ,然后行动脉瘤夹

闭、载瘤动脉塑形等。 

结果  13 例患者全部成功夹闭或塑形。围手术

期无死亡，视力损害一例（后期恢复），偏

瘫一例。术后 DSA 证实 1 例瘤颈少量残留，

2 例颈内动脉狭窄。 

结论  床突旁动脉瘤对于外科医生仍是一个挑 

战，必须对前床突、视神经管、海绵窦等解

剖非常熟悉。虽然床突旁动脉瘤手术的致残

率和致死率不容忽视，但是手术仍然是治疗

床突旁动脉瘤，特别是大动脉瘤的有效、重

要手段，将来随着介入的发展，可能会对该

类手术的治疗策略产生影响。 

 
 
PO-1291 

吲哚菁绿血管荧光造影在颅内前循环动脉瘤

夹闭术中应用 
 

张国锋 唐尤佳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32000 

 

目的  探讨吲哚菁绿（Indocyanine green IC

G）荧光血管造影在颅内动脉瘤显微夹闭术中

的运用，并分析术中动脉瘤夹闭程度、术后

并发症，以明确其在颅内显微手术中的有效

性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7 例（83 例动脉瘤）前循

环动脉瘤患者，应用 ICG 荧光血管造影技术

指导动脉瘤夹闭手术的临床资料。术中均行 I

CG 荧光血管造影检查，根据造影结果及时调

整动脉瘤夹。术后行 CTA 或 DSA 判断动脉

瘤夹闭效果，术后 3-6 月，采用 GOS 评分系

统评估患者预后。  

结果  77 例患者，共行 ICG 荧光血管造影 16

3 次。发现动脉瘤颈残留 3 例，载瘤动脉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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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远端分支狭窄 2 例，后交通动脉误夹 2

例，穿通支闭塞 1 例，均根据造影结果及时

调整动脉瘤夹。术后 1 周出现迟发性缺血性

梗死 1 例，术后 2 周复查 DSA 或 CTA 显示

动脉瘤均夹闭完全，无残余瘤体。 术后患者

GOS 评分平均为：（4.5±1.1）分。  

结论  术中 ICG 荧光血管造影对判断前循环动

脉瘤夹闭后瘤颈、载瘤动脉狭窄情况，以及

显示动脉瘤远端血管和穿支血管的状况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安全性可靠。  

 
 
PO-1292 

急性脑积水 121 例诊治体会 
 

赵海 张海林 高俊玮 任军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文献报道，颅脑损伤后脑积水发病率为 0.7%-

8%，伴有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高达 10%-3

4%，凡创伤后昏迷持续 1 周以上者，继发脑

积水可高达 90%[3]，SHA 继发脑积水的发生

率为 20%-70%[2]，急性脑积水形成原因：在

外伤和 SAH 病人中，血块直接阻塞脊液循环

通路或因蛛网膜下腔被红血球阻塞所致，颅

内感染后炎性渗出致颅底炎证粘连，造成四

脑室、正中孔及外侧的闭塞，蛛网膜炎证妨

碍蛛网膜颗粒对脑脊液的吸收均可引起脑积

水。 

在临床特点上，表现在原有疾病基础上，以

意识障碍+颅内高压为多见，本组占 68.1%，

单纯以颅内高压或意识障碍为症状者次之，

其他表现为行动迟缓、尿失禁等，因此当原

有疾病出现变化时，需接受 CT 或 MRI 检

查，并作动态观察，以明确梗阻部位，脑室

扩大皮层厚薄的程度，交通性脑积水及阻性

脑积水和鉴别。 

在治疗方面，如病情危重、颅内高压明显，

有脑表现者，急诊行脑外引流，本组急诊脑

外引流 82 例，占 67.6%，对于颅后凹占位病

变，在急诊情况下，不能简单行脑室引流，

因其可诱发或加重小脑幕裂孔上可能。造成

严重后果，应同时行占位病变切除术，对颅

脑损伤后脑积水，目前主张行内引流术，最

常用 V-P 分流术，本组共行 V-P 分流术 25

例，占内引流术 86.2%，对病情不危重，病

因不明者，需尽快明确病因，再决定治疗方

案，特别对于动脉瘤，有文献报道，持续引

流再出血率为 43%[4]，脑室炎的发生率达 5

0%，对基础疾病为颅内动脉瘤或动静脉畸形

继发脑积水，在行动脉瘤夹闭或畸形血管切

除术中术后，是否作内引流，文献认为，动

脉瘤性 SAH 后急性脑积水不一定发展为慢性

交通性脑积水[5]，慢性交通性脑积水的 正常

率为 8%-20%，基于 SAH 后血性脑脊液的正

常和蛛网膜的纤维化至少需要 10 天，认为脑

积水的分流术应至少在蛛网膜下腔出血 2 周

后进行。 

 
 
PO-1293 
Comparison of Language Cortex Reorgan
ization between Cerebral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s and Gliomas: a Functional 
MRI Study of Silent Reading Task 
 
Deng Xiaofeng1,zhao jizong1,zhang yan1,wang bo2 

1.北京天坛医院 

2.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磁共振中心 

 

Objective  Cerebral arteriovenous malforma
tions (AVMs) are congenital malformations t
hat may grow in language cortex, but usually
 do not lead to aphasia. In contrast, languag
e dysfunction is a common presentation for p
atients with gliomas involving language area
s. The authors attempted to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ce in language cortex reorganization
 between cerebral AVMs and gliomas by blo
od oxygen level-dependent (BOLD) function
al MRI (fMRI) evaluation.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clinic
al and imaging data of 63 patients with unrup
tured cerebral AVMs (AVM Group) and 38 p
atients with gliomas (Glioma Group) who un
derwent fMRI studies with a silent reading ta
sk. All patients were right-handed and all lesi
ons were located in the left cerebral hemisph
ere. Patients were further categorized into su
bgroups according to lesion locations: BA Su
bgroup: overlying or adjacent to the inferior fr
ontal or middle frontal gyri (Broca area); WA 
Subgroup: overlying or adjacent to supramar
ginal, angular, or superior temporal gyri (Wer
nicke area). Lateralization indices (LI) of BO
LD signal activations were calculated separa
tely for Broca and Wernicke area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differ
ence of language cortex reorganization betw
een two groups. 
Results  In AVM Group, right-sided lateraliz
ation of BOLD signal activations was observ
ed in 23 patients (36.5%), including 6 with rig
ht lateralization in the Broca area alone, 12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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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he Wernicke area alone, and 5 in both are
as.  More specifically, in the 34 patients of A
VM-BA Subgroup, right lateralization of Broc
a area was detected in 9 (26.5%) patients an
d right lateralization of Wernicke area was d
etected in 4 patients (11.8%); in the 29 patie
nts of AVM-WA Subgroup, 2 (6.9%) had righ
t lateralization of Broca area and 13 (44.8%) 
had right lateralization of Wernicke area. In 
Glioma Group, 6 patients (15.8%) showed ri
ght lateralization of Wernicke area, including 
2 patients in Glioma-BA subgroup and 4 pati
ents in Glioma-WA subgroup. No patient sho
wed right-sided lateralization of Broca are
a. Moreover, although the incidence of right-
sided lateralization is higher in low grade glio
mas (5 in 26, 19.2%) than in high grade glio
mas (1 in 12, 8.3%),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detected (p=0.643). Compared with AV
M Group, the incidence of aphasia is signific
antly higher (p<0.001) and right lateralization
 of language areas is significantly rarer (p=0.
026) in Glioma Group. 
Conclusions  Right-sided lateralization of B
OLD signal activations was observed in both
 cerebral AVM and glioma patients, suggesti
ng language cortex reorganization may occu
r in both diseases. However, the potential of 
reorganization for glioma patients appears to
 be insufficient compared with AVM patients,
 suggested by both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
d fMRI findings.  Moreover, our study seems 
to support that in AVM patients, the nidus ne
ar Broca area mainly lead to right-sided later
alization of Broca area, and nidus near Wern
icke area mainly lead to right-sided lateraliza
tion of Wernicke area. 
 
 
PO-1294 

血栓弹力图在颅内破裂动脉瘤支架辅助栓塞

术后抗血小板治疗中的应用 
 

郭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thrombelastography，

TEG)对颅内破裂动脉瘤支架辅助栓塞术后患

者血小板聚集抑制率的监测，为调整药物种

类及剂量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漳州市

医院收治的行颅内破裂动脉瘤支架辅助栓塞

术患者 122 例，根据病情及口服抗血小板药

物的剂量，随机分成 2 组，为 A 组(60 例)和

B 组(62 例)，A 组术后每天口服阿司匹林 100

mg+氯吡格雷 75 mg，血栓弹力图检测服药

后 2 h、12 h、24 h、36 h 的 AA、ADP 途径

诱导的血小板抑制率；B 组每天口服氯吡格雷

75 mg，血栓弹力图检测服药后 2 h、12h、2

4 h、36h ADP 途径诱导的血小板抑制率。 

结果  两组血小板抑制率于各时间点无明显差

别(P＞0.05)。 

结论  通过颅内破裂动脉瘤支架辅助栓塞术后 

患者血小板聚集抑制率的监测，单抗服用氯

吡格雷可达到临床治疗要求的血小板抑制

率。 

 
 
PO-1295 

支架辅助颅内破裂动脉瘤栓塞术后急性支架

内血栓形成应用替罗非班应用及疗效分析 
 

郭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探讨替罗非班在支架辅助颅内破裂动脉

瘤栓塞术后急性支架内血栓形成中应用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因颅内动脉瘤在漳州市医院接受介支架辅

助动脉瘤栓塞治疗且术后出现急性支架内血

栓形成，应用替罗非班患者的临床资料。替

罗非班应用方案：出现急性支架内血栓形成

后经静脉给予负荷剂量（15 ug/kg，3 min 内

推注完毕），继而维持剂量（0.13ug/kg/mi

n）至术后 24 h，撤药前 2 h 给予负荷剂量抗

血小板口服药物替换。观察分析替罗非班相

关颅内出血和血栓再通情况。 

结果  4 例患者出现术后急性支架内血栓形

成，24h 查颅脑 MRA 均发现支架通畅，血栓

再通，无出血转化，临床症状改善。  

结论  经静脉负荷剂量继而维持剂量替罗非班

在颅内破裂动脉瘤栓塞术后急性支架内血栓

形成中应用是安全、有效的。 

 
 
PO-1296 

颅内复杂动脉瘤应用支架半释放技术辅助栓

塞的分析 
 

苑杨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830028 

 

目的  探讨分析颅内复杂形态动脉瘤应用支架

半释放技术辅助栓塞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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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我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采用支架半释放技术治疗的患者 27 例为本

次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支架半释放技

术辅助栓塞，详细记录患者的治疗情况、结

果、并发症等情况。 

结果  本次参与研究的 27 例患者，所有患者

手术均成功，支架输送过程中无异常情况出

现，释放过程中支架没有出现明显的移位及

动脉瘤破裂情况。患者手术后即可按照 Raym

ond 分级，17 例Ⅰ级瘤囊内无造影剂显影，

致密栓塞，占 62.96%；7 例Ⅱ级瘤颈造影剂

显影，瘤颈残留，占 25.93%；3 例Ⅲ级瘤体

内出现部分显影，瘤体显影，占 11.11%。患

者手术后无出血性、缺血性并发症。患者出

院时进行改良 Rankin 评分（MRS），15 例

患者 0 分，6 例 1 分，4 例 2 分，2 例 3 分。

患者出院后对其进行 3 个月随访，按照 Raym

ond 分级，20 例Ⅰ级，占 74.07%；5 例Ⅱ

级，占 18.51%；2 例Ⅲ级，占 7.40%，结果

较前好转。所有患者预后良好，无再出血及

死亡病例出现。 

结论  支架半释放对患者的致密栓塞度比较

好，较其他复杂操作技术操作较简单方便，

在应用熟练情况下可以常规开展。 

 
 
PO-1297 

LVIS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术治疗颅内血泡样

动脉瘤 
 

郭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评估 LVIS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在血泡

样动脉瘤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 例采用 LVIS 支架辅助弹

簧圈栓塞治疗的颅内动脉血泡样动脉瘤的临

床特点、治疗过程及脑血管造影结果及结

果。本组 4 例中，全部成功实施 LVIS 支架辅

助弹簧圈栓塞术。 

结果  患者出院时改良 Rankin 评分为 1 分 3

例，1 例患者因术后大面积脑梗死自动出院。

术后 3～18 个月（平均 12 个月）的临床随访

结果提示 3 例患者改良 Rankin 评分为 0 分，

所有患者均接受影像学随访，证实动脉瘤影

像学复发 1 例，接受再次血管内栓塞治疗。 

结论  LVIS 支架辅助的弹簧圈栓塞术是治疗

颅内动脉血泡样动脉瘤血泡样动脉瘤的可行

方法之一。此方法用于急性期治疗有较高的

安全性，可降低急性期病死率，应用多支架

技术辅助栓塞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复发的风

险。 

 
 
PO-1298 

应用复合手术室治疗颅内动脉瘤的临床疗效

分析 
 

张海峰 梁国标 于春泳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6 

 

目的  探索应用复合(Hybrid)手术室在治疗颅

内动脉瘤中的经验。 

方法  2013 年 12 月至 2015 年 8 月应用复合

手术室治疗 94 例(110 个动脉瘤)颅内动脉瘤

患者，87 例行手术夹闭，4 例行 STA-MCA

搭桥术加载瘤动脉血管内弹簧圈闭塞术，2 例

STA-MCA 搭桥术加动脉瘤切除后断端吻合

术，1 例行动脉瘤孤立术，术后随访 3 个月至

1 年。 

结果  87 例患者行动脉瘤夹闭术，造影证实完

全夹闭动脉瘤，其中: 6 例(6.9％)术中血管造

影显示动脉瘤颈残留，调整动脉瘤夹后造影

显示动脉瘤均完全夹闭；7 例(8.0％)术中造影

显示载瘤动脉狭窄，调整动脉瘤夹后造影，

显示 6 例载瘤动脉狭窄者恢复正常，1 例(1.

1％)仍存在轻度狭窄，因载瘤动脉瘤化及钙化

斑块存在，未予调整，电生理监测未显示异

常。4 例患者大脑中动脉蛇形动脉瘤先行 ST

A-MCA 搭桥术再行载瘤动脉弹簧圈闭塞术，

2 例患者 M1 段蛇形动脉瘤先行 STA-MCA 搭

桥术再行动脉瘤切除及断端吻合术，血管均

重建成功，术中造影未发现吻合血管的狭窄

或闭塞。1 例患者 M2 段夹层动脉瘤行孤立术

者，电生理监测未显示异常。随访 79 例，失

访 15 例。其中 67 例恢复良好[改良 Rankin

量表评分(mRS)：0 分]，9 例有轻度神经功能

障碍(mRS：1-2 分)，2 例重残(mRS：5

分)，1 例死亡(mRS：6 分)。 

结论  复合手术治疗颅内动脉瘤安全有效，特

别对治疗复杂颅内动脉瘤具有较大优势，能

明显降低手术并发症率，提高疗效，是今后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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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99 

早期肠内营养治疗对预防脑出血肠屏障损害

的效果分析 
 

黄庆锋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探讨脑出血后给予早期肠道营养预防肠

道屏障发生损害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来我

院神经外科进行住院治疗的 240 例脑出血患

者为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按照数字表随

机分组的方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120

例。对照组患者全部给予临床常规肠外营 

养，试验组患者均给予早期肠内营养。  

结果   两组研究对象的肺部感染、心功能衰

竭、消化道症状、电解质紊乱等并发症情

况，虽有差异，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试验组治疗后 L/M 均

比本组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其中，试

验组治疗后 L/M 值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

5，说明肠内营养使肠粘膜通透性明显改善。  

结论  早期肠内营养治疗对病人的身体营养状

况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对脑出血后的肠屏障

有维护其完整性及正常功能的作用。 

 
 
PO-1300 

介入治疗颅内破裂动脉瘤 
 

孙树清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对颅内破裂动脉瘤可脱性弹簧圈介入治

疗进行总结，探讨其治疗技术要点。 

材料与方法  所有病例经股动脉或桡动脉穿刺

插管选择性全脑血管造影确诊，在数字减影

血管造影监视下行可脱性弹簧圈介入治疗。 

结果  瘤体最小为 1.2*1.5mm，最大为 4*4cm,

成功栓塞 108 个动脉瘤，术中破裂 5 例，4

例快速填塞弹簧圈，病人存活，1 例由于脑血

管痉挛并动脉瘤破裂而死亡，11 例术后脑血

管痉挛，10 例经对症治疗好转，1 例脑血管

痉挛术后第 9 天死亡， 1 例介入治疗后半月

再次出血而死亡，1 例两次复发，首次介入治

疗后，又行两次介入治疗恢复。 

结论  介入治疗动脉瘤创伤小，已成为颅内动

脉瘤的首选治疗方法。 

 
 
 

PO-1301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pterostilbene a
gainst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involvemen
t of 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
or 2 pathway 
 
Wang Bodong1,Liu Haixiao1,Yue Liang1,Li Xia1,Zhao
 Lei1,Yang Xiangmin1,Wang Xinchuan1,Yang Yang1,

2,Qu Yan1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2.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ims  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 (NF-E2)-rel
ated factor 2 (Nrf2) regulates multiple anti-ox
idative enzymes and has neuroprotective eff
ects. Pterostilbene (PTE) is a natural anti-oxi
dant found in blueberries. Its non-metabolize
d form exhibits high distribution in the brain a
fter dietary administration. In this study, we a
ime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PTE in prote
cting murine hippocampal neuronal HT22 cel
ls against glutamate-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and possible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s  Murine hippocampal neuronal HT
22 cells were pretreated with PTE at indicate
d concentrations (1, 3, and 10 μM) for 24 ho
urs and then subjected to glutamate with or 
without Nrf2 siRNA. MTT assay and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release assay were u
sed to measure cell viability. Oxidative stress
 level was measured by using DCF staining 
and glutathione (GSH) and superoxide dism
utase (SOD) kits.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i
dentify the level of Nrf2 (nuclear and cytopla
smic), heme oxygenase-1 (HO-1) and NAD
(P)H:quinone oxidoreductase 1 (NQO1). 
Results  PTE was nontoxic and induced the 
nuclear translocation of Nrf2 when HT22 cell
 cultures were incub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
ntrations of PTE. Further, PTE displayed a d
ose-dependent neuroprotective effect, as ind
icated by increased cell viability and a reduct
ion in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release 
after glutamate treatment. Nrf2 siRNA treatm
ent inhibited PTE-induced neuroprotective ef
fects. Moreover, the levels of nuclear Nrf2 an
d downstream heme oxygenase-1 (HO-1) an
d NAD(P)H:quinone oxidoreductase 1 (NQO
1) were elevated after PTE treatment. The P
TE-induced elevation of nuclear Nrf2, as well
 as the increases in HO-1 and NQO1 levels, 
was abolished by Nrf2 siRNA. PTE treatmen
t reduced the produc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
e activities of the cellular anti-oxidants glu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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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one (GSH)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SO
D), indicating an attenuation of glutamate-ind
uced oxidative stress. These changes in RO
S and GSH and SOD activity were reversed 
by Nrf2 siRNA.  
Conclusion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PTE tr
eatment attenuates glutamate-induced oxida
tive stress injury in neuronal cells via the Nrf
2 signaling pathway. 
 
 
PO-1302 

侧脑室外引流+神经内镜辅助下血肿清除术对

高血压脑出血致脑疝患者的疗效观察 
 

黄金钟 王佳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使用侧脑室外引流+神经内

镜辅助下血肿清除术对于高血压脑出血致脑

疝患者的疗效。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1 月-2015 年 6 月收

治由于高血压脑出血所致的脑疝患者共 23

例。头部 CT 平扫均提示为基底节区脑出血，

平均年龄 45±10 岁，入院 GCS 评分为 6-8

分，男性 14 例，女性 9 例。共分成三组：其

中第一组共 8 例患者，使用强生脑室型颅内

压探头置入术+神经内镜辅助下血肿清除术；

第二组共 5 例选择保守治疗；第三组共 10 例

选择传统开颅血肿清除术，其中 4 例术中发

现颅内压高，予去除骨瓣。评价指标：良好

的预后，6 个月后 GOS 评分达到 4-5 分的为

良好预后。三组的患者的年龄、入院时的 GC

S 评分均无差异，P>0.05。使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计算。  

结果  随访 6 个月后，使用 SPSS19.0 统计软

件直线回归分析，第一组的达到良好预后率 6

2.5%（5/8）；第二组 20%(1/5)；第三组 5

0%（5/10）；P<0.05。  

结论  侧脑室外引流+神经内镜辅助下血肿清

除术能有效的提高高血压脑出血致脑疝患者

的良好预后。  

 
 
PO-1303 

硬通道微创治疗脑出血后切口感染原因分析

及治疗方法 
 

潘海鹏 金永健 张毅 王东 张波 申俊峰 赵悦 

航空总医院 100012 

 

目的  分析使用硬通道治疗高血压脑出血切口 

感染原因及治疗方法 

方法  统计我院 2012 年 1 月至今，使用硬通

道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患者共计 150 例，切

口感染患者 3 例，感染率为 2%。感染发生在

术后拔除硬通道 7-10 天。切口红肿，流脓。

菌培养结果均为金黄色葡萄球菌。3 例患者一

例为糖尿病患者，一例为长期昏迷，低蛋白

血症患者，手术钻孔时间较长，一例患者未

预防性使用抗生素。3 例感染患者均给予清

创，清理皮下及骨孔内感染物，切口内放置

引流条，三天后拔除，并使用敏感抗生素治

疗 14 天。 

结果  3 例患者切口感染在治疗后 7-10 天均治

愈，未出现颅内感染。 

结论  一、切口感染原因分析：1、基础疾病

例如糖尿病；2、营养状态差；3、手术钻孔

时间过长，导致切口皮缘副损伤，血运差，

切口不愈合导致感染。二：感染治疗方法：

1、清创尤其彻底清除骨孔内感染物，并留置

引流条；2、使用敏感抗生素；3、每日换

药。 

总结  预防硬通道切口感染的方法 1、彻底消

毒皮肤；2、使用硬通道前在皮肤做小切口，

避免直接钻孔破快皮肤毛囊，引起局部感

染。 

 
 
PO-1304 

侧脑室引流术与腰大池引流术对自发性蛛网

膜下腔出血的疗效影响 
 

段永红 廖勇仕 梁日初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21001 

 

目的  探讨侧脑室引流术与腰大池引流术对自

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疗效影响。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12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同一术者做的 162 例 aSAH 破裂颅内动脉

瘤患者数据，Fisher4 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

52 例，含 Hunt-Hess 4-5 级蛛网膜下腔出血

患者 38 例.162 例患者中 45 例患者接受了术

前引流手术，行侧脑室引流 13 例，腰大池引

流 32 例。随访 1 年，观察术后脑积水发生率

及分流管依赖性脑积水发生率与 Rankin 评分

以及相关并发症。 

结果  术后 1-2 月发生脑积水 14 例，发生率 8.

6%，分流管依赖性脑积水 6 例，发生率 3.

7%。分流相关并发症：14 例腰大池引流患者

术后影像学表现环池模糊，1 例腰大池引流患

者发生临床脑疝，侧脑室引流组由于对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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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蛛网膜下腔出血引流较差，仍需要腰椎穿

刺辅助引流，两组病例无颅内感染；两组患

者 Rankin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术前恰当的脑脊液引流可以改善患者预

后，明显降低远期脑积水发生率，但在行腰

大池引流过程中注意脑疝发生。  

 
 
PO-1305 
Genetic and phenotypic analysis of Chine
se patients with moyamoya disease 
 
Zhang Qian1,Liu Yaping 2,Zhang Dong 1, Wang Ron
g1, Zhang Yan1,Wang Shuo 1,Yu Lanbing1,Lu Chaox
ia2,Liu Fang2,Zhou Jian 2,Zhang Xue 2,Zhao Jizong1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Beijing Tiantan Ho

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McKusick-Zhang Center for Genetic Medicine， S

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Molecular Biology， 

Institute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Chinese Acad

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Object  Moyamoya disease (MMD) is a rare,
 genetically heterogeneous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We conducted a genetic study of rin
g finger protein 213 (RNF213), actin alpha 2 
(ACTA2), breast cancer 1/ breast cancer 2-c
ontaining complex, subunit 3 (BRCC3), and 
guanylate cyclase 1, soluble, alpha 3 (GUCY
1A3), as well as a clinical phenotype analysi
s in Chinese MMD patients. 
Methods  A panel was designed to identify d
isease-causing mutations in MMD genes an
d those involved in related disorders (RNF21
3, ACTA2, BRCC3 and GUCY1A3). The pan
el was used to detect disease-causing mutati
ons in 255 Chinese MMD patients. Genotype
 and allele frequencies between patients and
 300 controls were compared. A mutation se
gregation analysis in 34 families and genoty
pe-phenotype correlation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Twenty-seven rare missense varia
nts of RNF213 were identified and were not f
ound in controls. Among them, p.R4810K wa
s identified in 31.4% (80/255) of patients with
 MMD. Twenty-five rare variants were identifi
ed in 10.6% (27/255) of patients without p.R
4810K variants. Segregation analysis suppor
ted an association between MMD and 3 vari
ants. There were no possible disease-causin
g mutations identified in ACTA2, BRCC3 or 
GUCY1A3.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out t
he rare variants in RNF213, p.R4810K heter
ozygous patients were younger at diagnosis 

(25vs29 years old, P=0.049) and, had more f
amilial cases (24%vs4.4%; P=0.000), ische
mic cases (81.3%vs67.5%; P=0.037), and in
volvements of 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 (52%
vs32.5%; P=0.007). 
Conclusions  RNF213 is the major suscepti
bility gene in Chinese MMD patients. The sp
ectrum of rare variants identified in Chinese 
MMD patients was diverse, and the p.R4810
K heterozygous patients exhibited different cl
inical features. 
 
 
PO-1306 

翼点锁孔手术处理颅内动脉瘤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以微创理念改良翼点手术入路，减少动

脉瘤手术创伤。  

方法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于 2004 年 9 月

至 2015 年 4 月期间，通过翼点锁孔入路进行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 123 例。以 keyhole 孔外

侧 2cm 的翼点为中心，沿发际设计 4cm 长手

术切口，沿侧裂方向纵行切开颞肌，按动脉

瘤部位设计骨孔位置，铣下 2.0～2.5cm 直径

小骨瓣，磨除蝶骨嵴，分离侧裂，打开脑池

释放脑脊液后显露手术部位。123 例动脉瘤

中，包括大动脉瘤 6 例，巨大动脉瘤 4 例，

多发动脉瘤 17 例 34 个。3 例双侧动脉瘤行

双侧手术 2 例，单侧入路夹闭双侧动脉瘤 1

例。对侧入路 1 例，夹闭向内侧指向的眼动

脉瘤。2 例伴发的颅内肿瘤一并切除（大脑中

动脉瘤伴发鞍结节脑膜瘤、后交通动脉瘤伴

发中颅底脑膜瘤）。  

结果  123 例患者 140 个动脉瘤行夹闭术 139

个，孤立术 1 个。术后复查发现 4 例动脉瘤

颈残留。术后 3 例患者动眼神经不全麻痹，1

例肢体轻偏瘫，渐恢复；术后意识障碍加深 4

例，3 例因脑缺血， 1 例因脑水肿所致。1 例

IV 级患者手术对侧脑血管痉挛致同侧肢体偏

瘫。其余患者术后过程平稳。  

结论  翼点锁孔手术适合用于无需去骨瓣减压

的动脉瘤夹闭术，可减少手术创伤，缩短手

术时间，微创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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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07 

脑动静脉畸形破裂出血危险因素的临床研究  
 

方俊杰 杨卫忠 石松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探讨脑动静脉畸形破裂出血的相关危险

因素，以预防脑动静脉畸形破裂出血，提高

疗效，改善预后，为临床选择及时有效的治

疗方案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就诊的 70 例

临床资料和影像学资料完整的脑动静脉畸形

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 42 例,女 28 例,

年龄 16~68 岁。所有患者脑动静脉畸形均经

头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脑动

脉 CT 血管造影（CTA）检查或脑动脉 MR 血

管造影（MRA）确诊。合并脑内血肿或蛛网

膜下腔出血均经头部 CT 检查确诊。45 例患

者合并破裂出血，纳入出血组，25 例患者无

明显破裂出血，纳入对照组。采用单因素和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性别、年

龄、有无合并高血压病和糖尿病、有无烟酒

嗜好，有无合并便秘，脑动静脉畸形大小、

位置、供血动脉的位置与数量、引流静脉的

位置与数量、有无伴发脑动脉瘤等因素与脑

动静脉畸形破裂出血的关系。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P<0.05 时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位于脑深部（丘脑、

基底节区、脑室内、脑室旁、脑干和小脑）

的畸形血管团、直径小于 2cm 的脑畸形血管

团、深部供血动脉、1～2 支引流静脉、深部

引流静脉以及合并动脉瘤等因素与脑动静脉

畸形破裂出血密切相关，是脑畸形血管团破

裂出血的危险因素（P<0.05），性别、年

龄、有无合并高血压病和糖尿病、有无烟酒

嗜好、有无合并便秘和供血动脉数量等因素

与脑动静脉畸形出血无显著相关性（P?0.0

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位

于脑深部的畸形血管团、直径小于 2cm 的脑

畸形血管团、深部引流静脉、1～2 支引流静

脉、合并动脉瘤等因素与脑动静脉畸形破裂

出血密切相关，是血管畸形破裂出血的独立

危险因素(P<0.05)。 

结论  对于位于丘脑、基底节区、脑室内、脑

室旁、脑干和小脑等脑深部区域、畸形血管

团直径小于 2cm、深部引流静脉、1～2 支引

流静脉、合并动脉瘤的脑动静脉畸形患者，

出血风险大，应尽早实施治疗，以提高疗

效，改善预后。 

 
 
PO-1308 

颅内动脑瘤早期手术夹闭术后继发脑积水分

析 
 

单毅华 

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 365000 

 

目的  探索颅内动脉瘤早期手术夹闭术后继发

脑积水的原因。  

方法  回顾 126 例颅内动脉瘤早期手术夹闭的

患者中，有 6 例（4.8%）继发脑积水，需行

脑室－腹腔分流术。分析 6 例术前均有广泛

珠网膜下腔出血，5 例有明显脑室系统扩张积

血，2 例有出现动脉瘤术中破裂，4 例伴有糖 

尿病。  

结果  手术后并发颅内感染 4 例，脑室外引流

5 例；拔除引流管后，头颅ＣＴ复查均提示双

侧脑室及第三、四脑室扩张，侧脑室旁间质

有水肿。  

结论  术后脑积水的发生与动脉瘤破裂后的广

泛珠网膜下腔出血、颅内感染有很大关联，

另外患者的年龄、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也是影

响因素。应针对相应的关联因素，术中、术

后做好相应处理，可减少术后脑积水的发

生。  

 
 
PO-1309 

有手术指征的高血压性脑出血 86 例临床分析 
 

邓志鸿 陈小鑫 陈源锋 范志泉 钱水清 吴松 陈养川 吴

仰宗 温铖彩 

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 364000 

 

目的  探讨基层医院达到手术指征的 70 岁以

上老年高血压性脑出血病人的治疗方式、并

发症和预后。提高老年高血压性脑出血的诊

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8 月到 2016 年 4

月，在本院收治的 86 例达到手术指征的 70

岁以上老年高血压性脑出血病人，充分术前

评估，根据医生的建议，结合病人家属的意

愿分别行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小骨

窗脑内血肿清除术，锥颅脑内血肿碎吸术，

总结治疗效果和并发症。手术指征标准：1.大

脑半球中等至大量出血：皮质下/壳核>30m

l；2. CT 提示中线结构移位≥1cm；3.小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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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 >10ml，伴有脑积水或脑干压迫；4.脑叶中

等量出血，经内科治疗后意识障碍进行性加

重；5.脑室出血或出血破入脑室的，易伴发脑

积水，适当放宽适应证。部分病人因患者家

属拒绝手术仅采用药物治疗。 

结果  手术组 51 例，其中开颅血肿清除+去骨

瓣减压术 17 例，小骨窗脑内血肿清除术 6

例，锥颅脑内血肿碎吸术 28 例（2 例脑疝者

很快死亡），拒绝手术要求药物治疗者 35 例

（7 例脑疝者很快死亡）。手术组、非手术组

病人死亡原因主要为术后并发肺部感染，后

者死亡原因尚有脑疝形成导致中枢衰竭。手

术组术后 3 月评估疗效，51 例中恢复良好 17

例，中残 14 例，重残 6 例，植物生存 5 例，

死亡 9 例。非手术组 35 例，恢复良好 1 例，

中残 9 例，重残 6 例，植物生存 4 例，死亡 1

5 例。 

结论  70 岁以上老年高血压性脑出血病人死亡

率和致残率高，手术风险大，应积极防治并

发症。病人家属意愿是决定手术与否及采用

何种手术方式的关键因素，基层医院接收的

多为经济困难病人，病人家属同意行开颅血

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或小骨窗脑内血肿清除

术的较少。因锥颅手术简单，对初衷不愿手

术者建议尝试简单易行的微创手术如锥颅脑

内血肿碎吸术，有助于挽救生命。  

 
 
PO-1310 

回顾分析高血压脑出血脑室铸型治疗方法 
 

王东 穆苍山 张毅 张波 潘海鹏 杨凯 赵悦 靳欢 金永健 

航空总医院 100025 

 

目的  探讨研究在有创颅内压监测下治疗高血

压脑出血脑室铸型对患者的愈后影响，包括

完全血肿清除时间、中重度致残率及死亡

率。  

方法  回顾分析 66 例高血压脑出血脑室铸型

患者。2009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 35 例患

者设为对照组；2012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

31 例患者设定为治疗组。两组患者均采用双

侧脑室外引流术。治疗组脑实质内同时放置

有创颅内压监测，术中及术后在颅内压监测

下用稀释的尿激酶行双管冲洗。对照组给予

常规尿激酶溶栓治疗。  

结果  治疗组 3 天、7 天血肿清除率分别为 60.

9%，92.3% ，对照组 3 天、7 天血肿清除率

分别为 15.3%，45.0%。一年后中、重度致

残率（除去死亡患者），治疗治疗组 17.2

4%，对照组 43.47%。3 个月内死亡率治疗组

9.67%，对照组 34.28% 。两组病例 3 天、7

天血肿清除率、3 个月内死亡率及一年后中重

度致残率，采用配对样本的 T 检验分析，P

值<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脑室铸型术中及术后在颅

内压监测下用稀释的尿激酶行双管冲洗，血

肿 3 天、7 天清除率治疗组高于对照组（常规

尿激酶溶栓）；1 年后中、重度致残率及 3 个

月内死亡率治疗组低于对照组。此方法值得

神经外科临床医生借鉴。 

 
 
PO-1311 

多靶点引流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不规则形血

肿 
 

汪海关 叶磊 许群峰 卢心廷 汤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六医院 243100 

 

目的  寻找一种针对高血压脑出血不规则形血

肿的有效治疗方法。  

方法 78 例高血压脑出血不规则形血肿患者在

局麻下安装 ASA602S 型定位头架，行 CT 扫

描，依据血肿的形状和量的大小，设置 2 个

以上靶点。以 20—40ml 左右的血肿量设计一

个靶点，每个靶点均设置在划分的血肿中心

部位，脑室积血者加行脑室内靶点。通过立

体定向技术将内径 3mm 硅胶管准确置入各靶

点，由每根引流管注入尿激酶 2—5 万 u，1

—3 次/天，夹闭引流管 4 小时后开放引流。  

结果  78 例患者，91.5%在 2—3 天后拔管，

血肿排出量达 86%—96%，近期优良率为 7

1%，远期优良率为 85%，病死率为 5.1%。  

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的血肿大多数为不规则形

血肿，设置一个靶点血肿引流后，血肿腔并

不立即缩小，致使血肿引流量受到一定限

制。多靶点引流术较开颅手术创伤小，术后

注入尿激酶后可同时在多个部位起血肿溶解

作用，较单管血肿抽吸引流术排血量快且彻

底，尤其适用于血肿形状不规则及血肿量较

大者。   

 
 
PO-1312 

经额锥颅血肿穿刺引流联合颅内压监测治疗

高血压脑出血 
 

杨文桢 任海军 刘吉星 尹立山 王登峰 赵志勇 周宝元 

王刚 侯博儒 严贵忠 张新定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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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经额锥颅血肿穿刺引流联合颅内压

监测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探讨有效治

疗方法。 

方法  随机收集 100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分

为观察组：经额血肿穿刺引流+对侧脑室穿刺

颅内压你监测 53 例；对照组：采用颞部锥颅

血肿穿刺，无颅内压监测 47 例。比较两组患

者的甘露醇应用次数、监护时间、气管切开

率、开颅手术率及预后。 

结果  ①甘露醇使用次数：颅内压监测组人均

使用甘露醇(9.06±1.49)次。对照组共使用甘

露醇(20.21±1.82)次。颅内压监测组使用甘露

醇次数明显少于对照组 P<0.01)。②术后在监

护室监护时间：颅内压监测组人均监护时间(5

9.40±9.53)h。对照组共监护(99.06±19.13)

h。颅内压监测组监护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1)。③气管切开率：颅内压监测组气管切

开 2 例 3.8%，非颅内压监测组气管切开 8 例

17.0%。颅内压监测组气管切开率低于对照组

(P<0.05)。④开颅手术率：颅内压监测组行开

颅血肿清除术 1 例 1.9%，对照组行开颅血肿

清除术 7 例 14.9%。颅内压监测组开颅手术

率低于对照组(P<0.05)。⑤预后：颅内压监测

组预后良好 50 例 94.3%，预后不良 3 例 5.

7%。对照组预后良好 37 例 78.7%，预后不

良 10 例 21.3%。颅内压监测组预后优于对照

组(P<0.05)。 

结论  经额锥颅血肿穿刺术联合血肿对侧锥颅

侧脑室颅内压监测引流术，治疗高血压脑出

血患者，是一种明确有效的手术方法。这种

方法手术时间短，操作简便，精确，风险相

对较小，同时能够及时、准确的反应颅内压

得变化，指导临床科学地制定合理的治疗方

案，指导调整用药，减少监护时间、明显降

低并发症、有利于促进患者神经功能康复，

能够改善患者预后，有广阔的临床推广应用

价值。 

 
 
PO-1313 

高血压脑出血术后脑梗死的护理 
 

徐飞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探讨脑出血术后继发脑梗死的救治策略

和护理体会 

方法  我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间收

治的 17 例高血压脑出血术后脑梗死患者的资

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男性 10 例，女性 7 例，

年龄 40～69 岁，平均 50±3.5 岁。所有患者

脑出血前无明显的脑梗死病史，均有 1 年以

上(最长 20 余年)高血压史，其中合并有糖尿

病 2 例，高血脂 6 例。 

结果  治疗后，7 例呕吐， 6 例有意识障碍加

重， 术后 4 例患者有新出现的不同程度的偏

瘫或原来的部位偏瘫加重，其余患者表现为

术后肢体功能、语言功能障碍无明显恢复。 

按目前常用的日常生活能力分级(GOS 评分)

[1]:Ⅰ级 (能独立活动，无需帮助或指导)5 例

(29.5%)；Ⅱ级(能活动，但需指导)6 例(35.

2%)；Ⅲ级(需人帮助，扶拐可走)4 例(23.

5%)，Ⅳ级(卧床但保持意识)1 例(5.9%)，Ⅴ

级(植物生存)1 例(5.9%)。 

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多发生在 45-65 岁，是脑 

血管病中致死率和伤残率最高的一种，同时

脑梗死也是高血压脑出血术后严重并发症之

一，术后护理过程是细致而繁重的，关系到

患者的生存。因此，要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迅速作好抢救工作，积极预防和处理，切实

做好各项护理，降低感染的发生；认真作好

宣教和康复锻炼指导，促进机体功能恢复，

降低高血压的病死率。有效的提高了病人的

生存质量，获得了良好的疗效。 

 
 
PO-1314 

出血性脑梗死的外科治疗   
 

张小军 李伯和 

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 336000 

 

目的  探讨出血性脑梗死应用外科手术方法治

疗的疗效。  

方法  随机选取 20 例均有手术指征的出血性

脑梗死患者，10 例行外科去骨瓣减压+颞肌

贴敷手术，10 例因其他原因未行手术治疗，

跟踪随访两组治疗方式 3 个月的死亡率及重

残率。  

结果  手术组在 3 个月的死亡率为：0，重残

率：20%。未手术组的死亡率为：30%，重

残率为：40%。  

结论  对于有手术指征的出血性脑梗死患者，

手术能明显提高患者的生存率，降低患者死

亡率及重残率，改善患者远期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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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15 

不同手术方式治疗高血压基底节出血对比研

究 
 

刘保华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223800 

 

目的   探讨小骨瓣侧裂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高血

压基底节区脑出血手术方式和其他手术方式

的优缺点，选择个体化的外科治疗方法，提

高生存率，减少致残率。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07 年 01 月至 2016 年

01 月共 457 例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

料，采用骨瓣开颅血肿清除术，小骨瓣侧裂

入路血肿清除，锥颅血肿引流术等术式，比

较不同手术方式术后颅内压变化、术后并发

症的发生及预后。  

结果  术后 24h 后常规骨瓣开颅组颅内压较小

骨瓣组低，小骨瓣组较常规骨瓣开颅组肺部

感染、气管切开率、腹胀发生率高；锥颅组

再出血率及死亡率较常规骨瓣组及小骨瓣组

高，骨瓣开颅组与小骨瓣开颅组死亡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三组良好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不同手术方式有不同的适应症，术前应

多参数评估，同时充分考虑清除血肿术后脑

水肿及术后 ICP 增高影响，选择最合适的手

术方式个性化治疗，利用微创理念和显微神

经外科技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可以提高患 

者生存质量，减少并发症发生，改善预后。 

 
 
PO-1316 

开颅夹闭颅内动脉瘤的危险因素分析 
 

武全胜 田俊敏 江宝柱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30001 

 

目的  分析影响开颅夹闭颅内动脉瘤的危险因

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我院开颅手术治疗的 86 例颅内动脉瘤患

者的临床资料，3 个月后对预后行改良 Ranki

n 量表评分。评价性别、年龄、合并高血压、

糖尿病、动脉瘤多次破裂史、Hunt-Hess 分

级，手术时机、动脉瘤大小、部位( 前循环、

后循环) 、术中动脉瘤破裂、临时阻断动脉时

间、手术时间等可能影响预后的因素进行单

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  

结果  ①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 

龄、糖尿病、动脉瘤多次破裂、Hunt-Hess 

分级 4 项因素对手术预后有影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 ＜ 0. 05) 。②多因素 Logistic 逐

步回归分析显示，动脉瘤多次破裂( OR =52. 

514，95% CI: 2. 238 ～1232. 454) 、糖尿病 

( OR =26. 038，95%CI: 2. 770 ～ 244. 764)

 、Hunt-Hess 分级( OR = 3. 915，95% CI: 1.

 469 ～10. 434)等 3 项因素是影响动脉瘤手

术预后的重要因素( 均 P ＜0. 05 ) 。  

结论  动脉瘤的手术预后受多种因素影响，糖

尿病、动脉瘤多次破裂、Hunt-Hess 分级是

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PO-1317 

高血压脑出血外科手术治疗对照研究 
 

徐建林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15128 

 

目的  对比高血压脑出血立体定向血肿微创穿

刺引流、微骨窗开颅及大骨瓣开颅三种手术

方法，分析比较三种手术疗效。 

方法  我院 10 年行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疗 55

9 例，完成 3-4 月随访，采用对照研究方法比

较不同手术方法疗效。 

结果  559 例中立体定向血肿微创穿刺引流组

251 例，微骨窗开颅组 212 例，大骨瓣开颅

组 96 例。1 个月累计病死率为：17.6%,3 个

月累计病死率 23.6%。术前 GCS 昏迷评分≤8

分病人，术后 3 个月病死率是 GCS≥8 分的 3

倍，术后有并发症，术后 3 个月病死率是无

并发症患者 4 倍；丘脑出血术后 3 个月病死

率是大脑皮层的 3 倍。3 个月病死率大骨瓣组

（25.9%）高于微骨窗组（16.5%）和微创穿

刺引流组（19.9%）。三组术后致残率：大骨

瓣组（30%）与微创穿刺组（22.6%）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15）。 

结论  微骨窗组及立体定向微创穿刺引流组治

疗高血压脑出血的手术病死率与致残率优于

大骨瓣开颅组。 

 
 
PO-1318 

跨窗夹在前交通动脉瘤夹闭术中的应用 
 

朱卿 陈爱林 陈延明 王中勇 许亮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跨窗夹在前交通动脉瘤夹闭术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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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84 例手术中采用跨窗夹进

行夹闭的患者临床资料。男性 35 例，女性 4

9 例。年龄 38～72 岁，平均 55.4 岁。 

结果  动脉瘤夹闭 82 例，孤立 2 例。所有患

者随访 6～57 个月，平均 35.4 个月。GOS

评分：5 分 65 例，4 分 9 例，3 分 6 例，2 分

1 例，死亡 1 例。 

结论  前交通动脉复合体解剖变异大，动脉瘤

指向多变，需根据不同病例个体化地选择夹

闭技术。后方和上方指向的动脉瘤更适宜采

用以窗式夹为基础的夹闭技术。 

 
 
PO-1319 

眶上外侧入路显微手术在颅内前循环动脉瘤

破裂急性期的临床应用研究 
 

王中 周岱 陈罡 孙晓欧 朱巍巍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15006 

 

目的  探讨眶上外侧入路在颅内前循环动脉瘤

破裂急性期显微手术的临床应用，并与常规

翼点入路相比较，总结眶上外侧入路临床应

用的可行性、优缺点，为颅内动脉瘤破裂急

性期的治疗提供一种既安全又微创的手术入

路。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1 月-2016 年 01

月间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前循环动脉瘤破

裂急性期经眶上外侧入路显微手术的 532 例

患者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术前 Hunt-

Hess 分级、动脉瘤位置、手术切口长度、术

中出血量、去骨瓣例数、手术时间、术后住

院日、术后 3 月 GOS 评分。并取本院 36 例

同时期破裂前循环动脉瘤经翼点入路手术患

者上述临床资料进行统计，然后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532 例前循环动脉瘤中，颈内动脉眼动

脉段动脉瘤 42 例，颈内后交通动脉瘤 146

例，颈内动脉分叉部动脉瘤 93 例，大脑中动

脉瘤 82 例，前交通动脉瘤 169 例。所有病人

均在动脉瘤破裂出血 3 天内行经眶上外侧入

路手术夹闭动脉瘤，术前 Hunt-Hess 分级 I

级 113 例，II 级 303 例，III 级 116 例。动脉

瘤夹闭率为 100%，术中破裂率为 4.7%，骨

瓣去除率为 0.9%，手术切口长度 7.9±1.4c

m，排除术中动脉瘤破裂因素术中出血约 50

ml，手术时间平均 98±24min，住院天数平均

7.7±2.9 天，出院 3 个月恢复良好 495 例（93.

1%），轻度残疾 37 例（6.4%），重度残疾

2 例（0.38%），植物生存 1 例（0.19%），

出院 3 月后未发现颞肌萎缩的病例。翼点入

路手术组 36 例患者术前 Hunt-Hess 分级 I 级

4 例，II 级 15 例，III 级 17 例。手术切口长度

平均 16.2±3.5cm，排除术中动脉瘤破裂因素

术中出血约 200-400ml，去骨瓣 21 例，手术

时间平均 185±42min，住院天数平均 14.4±5.

2 天，出院 3 个月恢复良好 32 例（88.

9%），轻度残疾 3 例（8.3%），重度残疾 1

例(2.8%)，3 例出院 3 月后发现颞肌不同程度

的萎缩。两组在动脉瘤位置，术前 Hunt-Hes

s 分级，术中动脉瘤夹闭成功率及术后恢复良

好率上无统计学差异。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去骨瓣比例、手术切口长度及住院日存

在统计学差异。 

结论  眶上外侧入路与传统翼点入路相比，手

术切口更短，术中开颅出血量较少，手术时

间相对缩短，平均住院日减少，术后恢复效

果更佳等优点。其适用于颅内前循环动脉瘤

破裂急性期的手术治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

微创手术入路。 

 
 
PO-1320 

持续颅内压监测在微创钻孔引流术治疗高血

压性脑出血中的作用 
 

张波 1 伍海军 1 陈永顺 1 温权 2 甘元华 2 钟云 2 陈健 2

 李伟 2 

1.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持续颅内压监测在微创钻孔引流术

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后的临床应用。 

方法  对 64 例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行微创钻

孔引流术，其中 33 例进行持续颅内压监测，

为监护组；31 例行常规方法观察，为对照

组。观察甘露醇用量、肌酐、并发症发生及

预后情况，并根据颅内压予以阶梯式降颅内

压治疗。 

结果  术后监护组颅内压在 0～51mmHg 之间

波动，平均 15.9mmHg，颅内压监测 5d～14

d，平均 7.1d。无探头置入引的颅内大出血。

监护组 7d 甘露醇用量、肌酐值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1），烦躁、电解质紊乱及消化道

出血低于对照组（P＜0.05），监护组死亡率

及功能恢复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行微创钻孔引流

术时，持续颅内压监测，可实时监测颅内

压，引导使用脱水药物，有利于早期发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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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变化，从而减少并发症，改善预后。 

 
 
PO-1321 

神经导航辅助锁孔入路治疗颅内动脉远端动

脉瘤 
 

朱卿 许亮 孙超 陈爱林 陈延明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技术在微创锁孔入路治疗

颅内动脉远端动脉瘤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09 年 4 月～2014 年

12 月在神经导航辅助下采用锁孔入路治疗的

颅内动脉远端动脉瘤 16 例，其中大脑前动脉

远端动脉瘤 12 例，脉络膜前动脉远端动脉瘤

2 例，小脑后下动脉瘤 2 例。 

结果  术中导航系统精确度 0.5～1.0mm（平

均 0.6mm），全部病灶均一次性准确定位并

成功夹闭，未发生导航操作相关性并发症。 

手术后均恢复良好。 

结论  增强 CT 导航技术可辅助设计最佳的个

体化锁孔手术入路，达到手术中精确定位病

灶，减少盲目探查损伤的目的。 

 
 
PO-1322 

慢性硬膜下血肿病例实施临床路径的效果评

价 
 

朱卿 王中勇 许亮 陈爱林 陈延明 孙超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1 

 

目的  评估慢性硬膜下血肿病例实施临床路径

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

外科 2010 年 0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治疗的 2

19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其中 89 例临床路径

实施前的病例设为对照组，130 例临床路径实

施后并入组完成的病例设为观察组。均采用

钻孔血肿抽吸冲洗术。 

结果  二组病例的基线信息无统计学差异；与

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平均住院日缩短 2.4

天，平均住院费用减少 769.5 元。 

结论  实施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临床路径管理符

合目前医疗卫生事业管理的要求，有利于规

范医疗行为、节约医疗资源、提高医疗满意

度。 

 
 
 

PO-1323 

硬脑膜动静脉瘘临床治疗分析（附 10 例报

告） 
 

朱卿 陈爱林 陈延明 孙超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硬脑膜动静脉瘘的治疗方法及疗

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

外科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9 月连续治疗的

10 例硬脑膜动静脉瘘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男性 9 例，女性 1 例，年龄 37～67 岁，平均

52.4 岁。表现为颅内出血 6 例，其它症状 4

例。所有患者经脑血管造影确诊。9 例行血管

内介入治疗，1 例保守治疗。 

结果  9 例行血管内介入治疗的患者中，6 例

术后即刻造影显示硬脑膜动静脉瘘消失。3 例

少量残留，其中 2 例行 γ 刀治疗；1 例术后出

现颅内血肿而行急诊开颅手术治疗。另 1 例

经压迫双侧颈内动脉后治愈。所有患者恢复

均较好，随访 6～50 个月，平均 24.6 个月，

改良 Rankin 评分（mRS）平均 0.9 分；8 例

复查脑血管造影者均无复发。 

结论  硬脑膜动静脉瘘应根据其部位、瘘口流

量等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血管内介入治疗 

安全、有效。 

 
 
PO-1324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与心电图异常的关系 
 

李虎 

解放军第三医院 721004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SAH) 是一种死亡的

神经科急症，颅内动脉瘤破裂( 先天性/感创伤

性) 大出血或动静脉畸形破裂是常见病因 SA

H 临床起病急，病情发展迅速，而且经常伴

ECG 波形异常或心律失常，这些继发性 ECG

 改变原发性心脏疾病相混淆，导致误诊误

治。本文 SAH 伴 ECG 异常的临床病例进行

回顾性分析，探发生机制及临床特点，为临

床提供指导。 

 
 
PO-1325 

四脑室出血为主的自发性脑出血的救治 
 

张宏兵 王晓峰 苏宝艳 李加龙 王军 张坤虎 刘帅 

解放军第三医院 7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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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四脑室出血为主的脑出血患者的救

治经验。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1 年 6 月-2013 年 2

月四脑室出血为主的脑出血患者 68 例，采取

保守治疗 14 例，侧脑室钻孔引流术 32 例，

侧脑室钻孔并后颅窝开颅手术 22 例。 

结果  术后 3 个月， 按 GOS 预后评分，预后

良好 44 例，预后不良 16 例，死亡 8 例（11.

8%）。 

结论  对四脑室出血为主的自发性脑出血患

者，采取恰当的治疗, 可明显改善病人的预后

情况,提高患者的救治率。   

 
 
PO-1326 

复杂颅内动脉瘤的微创外科治疗（附 452 例

报道） 
 

高歌 张扬 晁迎九 牛朝诗 傅先明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显微外科手术和介入栓塞治疗是目前治

疗颅内动脉瘤的主要手段，两种治疗方式都

属于微创神经外科范畴，但选择哪一种治疗

方式在具体的病例上仍存在争议。本研究旨

在探明哪种治疗方式使患者能更多的获益。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安徽省立医院 2012

年 1 月-2016 年 3 月手术治疗的动脉瘤病例 1

489 例，其中复杂颅内动脉瘤，其中复杂动脉

瘤 452 例，显微外科手术 197 例，介入治疗

255 例，对术后并发症、复发率、死亡率、治

疗费用等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对于复杂动脉瘤，从治疗的并发症看，

介入手术并发症较显微外科手术低，但术后

复发率较显微外科手术高，整体治疗费用介

入手术较高，死亡率二者相当。 

结论  显微外科手术和介入栓塞治疗都是微创

神经外科方式，在选择治疗方式时应遵从个

体化治疗原则，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

（患者年龄，动脉瘤部位，术前情况，治疗

费用，患者本人及家属意见等）进行手术方

案的制定，同时掌握两种治疗技术能使选择

更客观。  

 
 
PO-1327 
Stent-Assisted Coiling of  wide-necked In
tracranial Aneurysms: Clinical and Angio
graphic Results in 501 Consecutive Aneu
rysms 
 

Zheng Yongtao,Song Yanbing,Liu Yingjun,Leng Bin
g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Background and Purpose  Stent-assisted c
oiling has expanded the treatment of comple
x wide-neck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We p
resent our experience with stent-assisted coi
ling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procedure-rela
ted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 and incidence
 of angiographic recurrence. 
Methods  A total of 480 patients with 501 an
eurysms were treated with stent-assisted coil
ing from  January 2007 to December 2014 w
ere reviewed retrospectively. Baseline chara
cteristics, procedure-related complications, a
ngiographic follow-up results and clinical out
come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A Pearso
n c2 or Fisher exact test was performed for c
ategorical variables. Factors within the 2 sub
groups were compared using the Mann-Whit
ney U test.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to identify predictors of initial c
omplete occlusion, complications and recana
lization. 
Results  Of 480 patients with 501 aneurysm
s, 423 (88%) were treated electively and 57 
(11%) in the setting of subarachnoid hemorr
hage. There were 22 (4.6%) overall procedur
e-related complications causing death in 4 (0.
8%) and morbidity in 4 (0.8%). In a logistic re
gression analysis, complications differ signifi
cantly in the group of patients with pressure 
(OR=2.85; 95% CI, 1.09–7.48; P=0.03), ane
urysms treated with coiling before stenting 
(OR=3.07; 95% CI, 1.07–8.81; P=0.04) and 
multiple stents (OR=4.96; 95% CI, 1.02–24.0
7; P=0.04). Angiographic follow-up was avail
able for 396 (83.4%) patients at a mean of 1
3 months. The rates of recanalization and ret
reatment were, respectively, 13.9% and 3.
5%. In a logistic analysis, larger sneurysm si
ze and initial incomplete aneurysm occlusio
n were predictors of recanalization. Clinical f
ollow-up was available for 406 (85.6%) patie
nts at a mean of 44.8 months, 399 patients 
(98.3%) made an excellent recovery achievi
ng a GOS of 5. 
Conclusions  Stent-assisted coiling appear
s a safe and effective option for treating com
plex wide-necked aneurysms. Higher compli
cation rates are associated with coiling befor
e stenting, multiple stents and pressure. Ste
nt delivery before coil deployment reduces th
e risk of procedural complications. Bigger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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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ysm size, initial incomplete occulusion an
d stenting before coiling is association with a
neurysm recanalization. 
 
 
PO-1328 

高血压脑出血锥颅微创术后再出血原因分析 
 

徐学华 黄财恕 廖名宝 刘伟 

福建省南平市人民医院 353000 

 

目的  探讨分析高血压脑出血锥颅微创术后再

出血的原因。  

方法  将 63 例高血压脑出血微创手术后病人

分为再出血组 12 例，及未再出血组 51 例，

分别将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吸烟史、高血

压发病年限、糖尿病史、术后收缩压及舒张

压、发表至初次手术时间、出血部位及出血

量、血肿形态（有无分叶或密度不均）、首

次抽吸血量等多项指标，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对结果进行评价，希望对该类

手术后再出血起早期预警作用。 

结果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高血压

病程、糖尿病病史，术后收缩压（受各种刺

激影响，如吸痰、不耐气管插管、各种护理

刺激等）、首次抽吸血量多少（超过总量 2/3

再出血机率明显增加）呈正相关；分析提

示：原发血肿不规则、呈分叶状或内部不均

匀等出血机率增高，也是呈正相关；与一定

时间内的发病至手术时间呈负相关。分析提

示 6 小时内行微创手术的再出血概率较高，6

-24 小时手术成负相关—出血概率下降。 

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锥颅微创术后再出血危险

因素较多，表现为年龄越大、高血压病程越

长、糖尿病史越长、初次手术后收缩压越高

病人再出血机率越大。另外首次抽吸血量超

过总出血量 2/3 以上原发出血形态不规则，呈

分叶状，或出血内部密度不均匀等出血概率

也会增加；而发病后 6 小时以后较发病 6 小

时内手术再出血概率明显下降。 

 
 
PO-1329 

改良 Graeb 评分法在自发性脑室出血患者治

疗中的应用研究 
 

王晓峰 

解放军第三医院 721004 

 

目的  通过改良的 Graeb 评分法在脑室出血患

者治疗过程中的评估，探索脑室出血的分级 

治疗方案。 

方法  应用改良的 Graeb 评分标准（增加 GC

S 评分、发病时间及高血压病史等因素）对 5

62 例脑室出血( IVH)患者进行评分，根据患

者的评分值将其分为内科保守治疗组和外科

治疗组。观察其近期和远期疗效，应用 χ2 检

验比较各评分点组治疗方法对病死率的影

响，选择优化的治疗方案。 

结果  将所有脑室出血患者应用改良的评分标

准进行评分，评分 4-8 分共 179 例，内科治

疗 137 例，病死率为 2.19%；外科治疗 41

例，病死率为 2.44%，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评分 9-14 分共 235 例，内科治

疗 107 例，死亡 14 例，病死率为 13.08%；

外科治疗 128 例，死亡 7 例，病死率为 5.4

7%，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评分

16-20 分共 148 例，内科治疗 79 例，死亡 14

例，病死率为 53.16%；外科治疗 69 例，死

亡 19 例，病死率为 27.54%，两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按照改良的评分标准，增加 GCS 评

分、发病时间及高血压病史等因素可明显提

高脑室出血患者选择治疗的针对性，根据改

良的 Graeb 评分大小分为三种治疗方案；评

分 4-8 者行内科保守治疗；评分 9~ 14 者可

在有外科引流准备的条件下行内科保守治

疗，积极者可直接行外科引流手术；评分 15

~20 者应予以积极的外科引流。 

 
 
PO-1330 

开颅夹闭及血管内栓塞治疗颅内创伤性假性

动脉瘤疗效探讨 
 

杨兴奎 王保江 唐宗椿 王晓锋 张荣军 魏毅君 

解放军第三医院 721004 

 

目的  探讨开颅夹闭和血管内栓塞治疗颅内创

伤性假性动脉瘤的临床特点,以及 2 种方法的

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 例经夹闭手术治疗及 9

例血管内栓塞治疗的颅内假性动脉瘤患者的

影像学特点及临床疗效。 

结果  出院时经开颅夹闭手术治疗临床状况：

优良者 11 例（100%），轻残及死亡者无；

经血管内栓塞治疗出院时临床优良者 6 例（6

6.66%），轻残 2 例（22.22%）,死亡 1 例 

（11.11%）。 

结论  颅内假性动脉瘤是颅内动脉瘤中特殊且

较复杂的类型，其诊断和处理策略与一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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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瘤不同。开颅夹闭治疗比血管内栓塞治疗

临床优良率高，术中可以及时较好地处理破

裂动脉瘤及清除动脉瘤扩大引起的占位效

应，脑血管痉挛及脑梗塞发生率低，术后残

废率及死亡率低，且住院费用少，患者生活

压力及经济负担小；不足点是对患者的创伤

相对较大。 

 
 
PO-1331 

自发性脑出血脑疝患者三种术式与预后的临 

床研究（附 56 例报告） 
 

申天喜 方有传 郭成军 郭彪 胡愿 胡刚 

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241000 

 

自发性脑出血（高血压脑出血、淀粉样脑血

管病变、动脉硬化性脑出血）致脑损害引起

严重的临床症候群。在我国属常见病多发

病。国内外流行病学调查表明我国发病率 10-

80 人/10 万，明显高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出

血量达到一定程度采用外科手术治疗，神经

内外科医师意见基本趋于一致。对自发性脑

出血继发脑水肿，脑损害加剧，神经外科医

师采取哪种手术方式成活率更高，致残率更

低，尚难达成一致。因此我科对自发性脑出

血，出血量大，脑损害重，特别是脑疝形成

的患者进行了临床对比分析。 

目的  手术血肿清除，降低颅内压，使受压的

神经元恢复，打破危及生命的恶性循环。临

床分析对比自发性脑出血患者手术方式与预

后的关系。探索三种手术方式的成活率与致

残率，哪种手术方式更有利于患者生存。 

方法  根据自发性脑出血患者的病情，亲属的

要求‘采取常规去骨瓣减压血肿清除术，小骨

窗（直径 3cm）血肿清除+引流术，单纯微创

钻孔引流术+尿激酶局部注入三种手术方式，

把患者同类型出血，同部位出血，同手术方

式的成活率及致残率进行临床分析对比。 

结果  本组 56 例自发性脑出血患者，神志昏

迷或深昏迷，均有脑疝形成。基底节区出

血，血肿量达 60-80ml 以上者 24 例，40-50

ml 血肿量伴脑室铸型者 20 例，全脑室出血+

脑干出血型 12 例。常规去骨瓣减压血肿清除

术 10 例，成活 6 例，死亡 4 例。小骨窗血肿

清除+引流术 18 例，成活 15 例，死亡 3 例。

微创钻孔引流术+尿激酶局部注入 28 例，成

活 18 例，死亡 10 例。三种手术方式死亡率

分别为 40%、16%、35%。成活率分别为 6

0%、84%、65%。 

结论  自发性脑出血患者对出血量大，脑损害

重，脑疝形成采用去骨瓣减压血肿清除术，

成活率和延长生命的时间疗效肯定。小骨窗

血肿清除减压+引流术，成活率高，致残率

低，肢体偏瘫恢复快。微创钻孔引流术+尿激

酶局部注入，血肿量少于 50ml 脑疝时间短，

成活率高，且生命时间延长。但对出血量

大，脑疝形成时间长，且年龄 70 以上者，就

诊时间长，微创钻孔引流术不能解决近期颅

高压和急剧脑肿胀脑损害症状加重趋势。 

 
 
PO-1332 

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血管吻合术治疗颅内大

动脉闭塞型缺血性脑血管病（附 54 例分析） 
 

任军 张海林 孙守元 唐博 高俊伟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应用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STA- 

MCA）血管吻合术治疗颅内大动脉闭塞型缺

血性脑血管病的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4 例颅内大动脉闭塞型缺

血性脑血管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颈动脉

闭塞 18 例，大脑中动脉闭塞 6 例，烟雾病 3

0 例。全部行患侧 STA-MCA 血管吻合术和/

或颞肌贴敷术。根据术后临床症状改善情

况，对比手术前后影像学资料的变化，对手

术效果进行评估。 

结果  术后依据 GOS 评分，对 44 例患者随访

6-63 个月，良好 34 例，轻残 6 例，中残 2

例，重残 1 例，死亡 1 例。 

结论  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STA-MCA）血

管吻合术可用于颅内大动脉闭塞型缺血性脑

血管病的手术治疗，它可以增加患者颅内脑

血流灌注，改善临床体征，减少大脑缺血事

件发生频率。 

 
 
PO-1333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并发症及防治策

略 
 

任军 张海林 孙守元 唐博 高俊伟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围手术

期并发症及其危险因素和防治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4 例 CEA 手术结果和发生

的各类并发症。 

结果  44 例患者中 5 例出现术前或术后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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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1 例心肌缺血、1 例短暂性脑缺血、

1 例颅神经短暂性损害、1 例伤口感染、1 例

术后肺实变死亡、无过度灌注引起的脑出

血。 

结论  CEA 围手术期最常见的并发症是血压不

稳定，经对症处理，可在 1～2 天内恢复正

常。较常见的并发症是脑缺血，需加强术中

超声监测，应用转流管可降低该并发症。过

度灌注引起的脑出血少见但可能致命、致

残，对颈动脉重度狭窄，且侧枝循环差者，

必须重视术后血压监控。心肌梗死是 CEA 术

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全面的心血管系统

评估和围手术期监测不可缺少。颅神经损伤

较常见，多数症状较轻，可自行恢复，采用

显微外科技术可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PO-1334 

一站式复合手术治疗前循环动脉瘤 
 

帕尔哈提·热西提 1 王东海 2 吴红星 1 刘伟 1 冯冠军 1 

杨小朋 1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颅内动脉瘤治疗包括手术夹闭及介入栓 

塞治疗。两种方法结合检验手术夹闭的可靠

性与效果。我们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采用复合手术方法治疗颅内前

循环动脉瘤患者 10 例。  

方法  1.临床资料：10 例前循环动脉瘤患者采

用复合手术方法夹闭或介入栓塞治疗十一个

动脉瘤。排除单纯介入栓塞或夹闭手术患

者。3 例男性患者，7 例女性患者，平均年龄

42.5 岁，前交通动脉瘤 3 例，中动脉患者 4

例，后交通动脉瘤患者 3 例。7 例患者为破裂

出血动脉瘤，3 例患者为未破裂出血动脉瘤。

 2.影像资料: 患者术前均行头颅 CT 和 CTA

（CT 血管造影）检查明确为蛛网膜下腔出血

及动脉瘤患者。 3.手术方法：术前评估无手

术禁忌症，所有患者均在复合手术室，入手

术室先行全脑血管造影明确动脉瘤形态与载

瘤动脉以及邻近穿支动脉关系。造影结束后

平移造影床至显微镜区域，常规消毒铺巾，

开颅行翼点入路，在显微镜下分离侧裂池视

交叉池暴露动脉瘤及载瘤动脉，夹闭动脉瘤

并充分止血，覆盖保护好术区后，再将造影

床移至球管区域进行全脑血管造影复查，若

有动脉瘤夹闭不全或有残留即可再次调整动

脉瘤夹直至完全夹闭。 4.术后处理：术后所

有病人苏醒后行头颅 CT 检查，常规给予脱

水、解痉、改善微循环功能、维持水电解质

平衡等对症支持治疗。对所有患者进行临床

随访及 DSA 随访。  

结果  1. 手术结果：所有患者共使用 20 余枚

动脉瘤夹，三例患者经过两次造影调整动脉

瘤夹，余患者均为一次夹闭成功。 2. 预后：

10 例动脉瘤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改良 Rankin

评分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RS）评

分无神经功能障碍，所有患者术后复查头颅

CT 未发现新发梗塞灶或出血等。 3. 随访：

所有患者术后临床随访 3-6 月，一例患者表

现头痛症状对症治疗缓解，余患者未见临床

症状。  

结论  在复合手术室结合脑血管造影开颅夹闭

动脉瘤能够实时检验夹闭效果，充分保护穿

支血管通畅，有效避免残留与误夹载瘤动脉

导致的术后并发症。避免了患者术后再次造

影复查，缩短了住院时间节省了费用，查可

作为一种常规方法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PO-1335 

基层医院怎么开展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戴志成 宿艳 关成龙 刘鼐 魏晋霞 臧浩然 

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730900 

 

目的  基层医院开展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

治疗有症状颈动脉狭窄的疗效及经验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2 例应用 CEA 治疗颈动脉

狭窄病人的临床资料,患者术前都有相应的临

床症状，全部完成颈动脉彩超、CTA 检查，

部分病人术前行全脑血管造影。临床症状多

表现为发作性单侧肢体无力，发作性语言障

碍，发作性视物模糊，反应痴呆，记忆力减

退等。狭窄狭窄≥50，<70 的 1 例，狭窄狭窄

≥70，<90 的 4 例，狭窄狭窄≥90 的 7 例。本

组 12 例患者全部全麻。基础血压控制在 120/

80mmHg 左右。颈部血管暴露剥离成功后夹

闭阻断血管，并进行计时，阻断血管在 23~4

0 分钟，平均 32 分钟。血管阻断时提升血

压，血压维持在 160/100mmHg 左右及时完

成手术，以维持对侧血管供血，保证脑部供

血良好状态。手术完成后，开放血管，血压

继续维持在 120/80mmHg 左右。术中、术后

对血压的控制至关重要，对保持大脑正常的

灌注和防止过度灌注非常重要。2 例患者存在

双侧颈动脉狭窄，术前、术中评价有低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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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术中进行转流。 12 例患者全部术中 T

CD 及脑电图监护。 

结果  12 例手术效果均良好,无手术死亡病

人。1 例患者术后第二天出现吞咽困难，声音

嘶哑。住院 9~14 天，平均住院 11.5 天，均

痊愈出院。。术后随访 5 月~20 月，有 10 例

得到了随访，10 例患者随访时手术侧血管无

再狭窄发生现象。 

结论  CEA 手术是一种前瞻性、预防性手术，

可能发生严重的并发症，并不是所有颈动脉

狭窄的病人都适合手术，特别是在基础医院

不能开展大型联合手术及没有对复杂手术应

急处理经验的，术前必须严格掌握手术适应

症：①颈内动脉狭窄≥50，有明显的 TIA 症

状，狭窄斑块为溃疡斑块或软性斑块；②狭

窄≥70 的；③80 岁以下，心、肺、肾等重要

脏器没有严重的合并症存在的；④同患者及

家属沟通后对 CEA 手术完全能接受的。手术

中麻醉和血压的控制和术中监测至关重要。

术中 TCD 主要监测双侧大脑中动脉血流灌

注，脑电图监测大脑波幅及频率的变化。血

管阻断后 TCD 发现手术侧大脑中动脉血流速

度低于正常值 40%以下或脑电图提示出现弥

漫性低波幅 θ 及 δ 时考虑低灌注发生，建议

及时转流。CEA 治疗颈动脉性狭窄是一种简

单、安全的方法。熟练掌握手术技巧，严格

手术适应症，认真术中、术后监测，基层医

院有条前也可以很好的开展此手术。 

 
 
PO-1336 
GlyT1 Inhibitor NFPS Exerts Neuroprotect
ion via GlyR Alpha1 Subunit in the Rat M
odel of Transient Focal Cerebral Ischaemi
a and Reperfusion 
 
Huang Baosheng1,2,Li Lixin2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SIR YIFU Hospital 

Affiliated with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Background/Aims Glycine is a strychnine-s
ensitive inhibitory neurotransmitter in the cen
tral nervous system (CNS), especially in the 
spinal cord, brainstem, and retina. The objec
tiv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
he potential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GlyT1 
inhibitor N [3-(4’-fluorophenyl)-3-(4’-phenylph

enoxy) propyl] sarcosine (NFPS) in the rat m
odel of experimental stroke. 
Methods In vivo ischaemia was induced by t
ransi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tM
CAO). The methods of Western Blotting, Nis
sl Staining and Morris water maze methods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anti-ischaemia 
mechanism.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igh dose 
of NFPS (H-NFP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fa
rct volume, neuronal injury and the expressio
n of cleaved caspase-3, enhanced Bcl-2/Bax,
 and improved spatial learning deficits which 
were administered three hours after transi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tMCAO) in
duction in rats, while, low dose of NFPS (L-N
FPS) exacerbated the injury of ischaemia. T
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low and high d
ose of NFPS produced opposite effects. Imp
ortantly,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H-NFPS-d
ependent neuronal protection was inverted b
y salicylate (Sal), a specific GlyR ɑ1 antagon
ist. Such effects could probably be attributed
 to the enhanced glycine level in both synapti
c and extrasynaptic clefts and the subseque
ntly altered extrasynaptic GlyRs and their su
btypes.  
Conclusions These data imply that GlyT1 in
hibitor NFPS may be a novel target for clinic
al treatment of transient focal cerebral ischa
emia and reperfusion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altered GlyR alpha 1 subunits. 
 
 
PO-1337 

颈动脉海绵窦瘘的血管内治疗技术探讨 
 

张尚明 刘峥 洪景芳 刘海兵 王守森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海绵窦内动静脉、脑神经及膜性结构等

十分复杂，加之异常的动静脉沟通，颈动脉

海绵窦瘘（carotid cavernous fistula，CCF）

治疗上较为困难，本文分析颈动脉海绵窦瘘

的动静脉结构特征，探讨颈动脉海绵窦瘘的

血管内栓塞技术。  

方法  回顾性总结我院收治的 31 例 CCF，比

较多种不同的栓塞途径和栓塞材料，均采用

经动脉或静脉途径可脱性球囊、可解脱弹簧

圈、Onyx-18 等材料栓塞，最终达到治愈或

临床症状缓解。  

结果  海绵窦共有五组引流静脉，与临床症状

密切相关。其中经第二组引流量大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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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颅内出血的风险远高于其他引流途径，如

治疗不能完全闭塞，残留的第四组缓慢引

流，带来的临床症状亦轻微，且后期海绵窦

内血栓形成后也可得以治愈。19 例为颈内动

脉主干与海绵窦异常沟通（A 型），12 例为

海绵窦型硬脑膜动静脉瘘（CDAVF）。其中

17 例 Barrow A 型为高流量型瘘，术前评估

瘘口多位于海绵窦段的水平段和后升段，瘘

口往往单一，球囊导管容易到位，因此通过

单纯球囊堵塞瘘口可安全治愈，2 例瘘口过

小、位置不良和伴有少量颈外动脉分支供

血，行动脉途径弹簧圈并 Onyx 胶栓塞，微弹

簧圈充当了“钢筋”式的框架，为 Onyx 胶 “水

泥渗透”式填塞奠定了基础，有效地关闭责任

腔隙。12 例硬脑膜动静脉瘘即 B、C、D 型

对于瘘口数量、大小以及单个瘘口的评估要

求不大，侧重于确定单侧还是双侧海绵窦

瘘，均行静脉途径栓塞，经静脉途径栓塞如

同将类似“湖泊”的海绵窦填塞，以切断向其他

途径引流，达到封闭多个瘘口的目的。  

结论  由于 A 型属颈内动脉单侧壁瘘型动静脉 

瘘，其治疗侧重于动脉瘘口的闭塞，选用经

济实用的金球囊“堵塞”最为适合，对于瘘口巨

大多个球囊无法闭塞的情况，可选用经动脉

途径弹簧圈和/或 Onyx 胶栓塞，合理使用 Hy

perForm 球囊可避免误栓风险。对于 B、C、

D“河流湖泊”型动静脉瘘，应侧重于闭塞静脉

瘘口即海绵窦，消除其异常引流，选择经静

脉途径治疗较为合适。  

 
 
PO-1338 
Brain temperature monitoring to distingui
sh the hemorrhagic stroke and ischemic 
stroke at early time of onset  
 

谭亮 FengHua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00038 

 

Methods We enrolled the subjects with acute
 hemorrhagic stroke with hematomal volume 
more than 30 ml and acute ischemic stroke
(only middle cerebral artery infarction include
d). The cranial temperature at right tempora, 
right forehead, middle forehead, left forehea
d and left tempora of the suspected stroke p
atients was measured by the infrared imagin
g within three hours after onset. Then CT an
d CTA were applied to diagnose the stroke t
ype, along with the extent of hematoma and i
nfarct. Meanwhile, the physiologic index, suc

h as the axilla temperature,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strength grade and Glasgow scor
e were measured and recorded at the acute 
stage of those patients. Findings four hemorr
hagic stroke patients and four ischemic strok
e patients were enrolled, which were confirm
ed by the follow-up CT and CTA examination
s. The ipsilateral cranial temperature of the h
emorrhagic stroke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36.

7±0.8 vs. 34.2±0.7, p＜0.05). 

 
 
PO-1339 

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再次出血的临床分析  
 

方俊杰 杨卫忠 石松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探讨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再次出血的相关

危险因素，以预防术后再次出血，提高高血

压脑出血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 

方法  对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就诊的 60 例

临床资料和影像学资料完整的高血压脑出血

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 33 例,女 27 例,

年龄 42~75 岁。所有患者脑出血均经入院时

头部 CT 检查确诊。所有患者均有高血压病病

史，且术前 2 月未使用抗凝药物，排除其他

原因如脑外伤、脑动脉瘤、脑血管畸形等导

致的脑出血。所有患者均予开颅手术治疗。2

2 例患者合并术后再次出血，纳入再出血组，

38 例患者术后无明显再次出血，纳入对照

组。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

法，评价性别、年龄、既往有无烟酒嗜好，

有无合并糖尿病、入院时有无凝血功能异

常，出血部位、初次出血血肿量、术前 GCS

评分，术前有无脑中线结构移位，发病至手

术的时间间隔，手术持续时间，术后血压水

平等因素与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再次出血的关

系。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以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60 岁、既往合

并糖尿病，有烟酒嗜好，入院时有凝血功能

异常、初次出血血肿量>50 ml、术前 GCS 评

分低于 8 分、术前脑中线结构移位、发病至

手术的时间间隔小于 6 小时、术后收缩压>20

0 mmHg、术后舒张压>100 mmHg 等因素与

术后再出血密切相关，是高血压脑出血术后

再次出血的危险因素(P< 0．05)；性别、出血

部位、手术持续时间等因素与术后再次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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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显相关性(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后收缩压>200 mmHg、

术后舒张压>100 mmHg、入院时有凝血功能

异常和初次出血血肿量>50 ml 是高血压脑出

血术后再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P< 0．05)。 

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再出血的发生率较

高，对于术后收缩压>200 mmHg、术后舒张

压>100mmHg、入院时有凝血功能异常和初

次出血血肿量> 50 ml 的患者，术后再次出血

风险大，应密切观察病情，积极控制血压，

纠正凝血功能异常，一旦出现病情变化及时

处理。 

 
 
PO-1340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灌注压与迟发性

脑梗死相关性研究 
 

蔡嘉伟 方文华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索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灌注压

与迟发性脑梗死的相关性，初步获得能够降

低迟发性脑梗死发生的脑灌注压阈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 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12

月就诊我科并行脑灌注压监测的动脉瘤性蛛

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灌注压数据及临床资

料。将 50mmHg~80mmHg 范围内的脑灌注

压划分为 50mmHg、60mmHg、70mmHg、

80mmHg 4 个特定阈值，统计每个病人低于

各阈值的时间比例，并通过绘制 ROC 曲线及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其与迟发性脑梗死之间

的相关性。 

结果  共有 60 例病人符合纳入排除标准，其

中 17 例发生迟发性脑梗死。通过绘制 ROC

曲线获得脑灌注压低于 50mmHg、60mmH

g、70mmHg 高危发生迟发性脑梗死的时间比

分别为超过 0.4%(AUC= 0.777）、7.0%（A

UC=0.702）、28.7%（AUC=0.696），logist

ic 回归分析中均与迟发性脑梗死相关。灌注

压低于 80mmHg 高危发生迟发性脑梗死的时

间比分别为 65%（AUC =0.595），logistic

回归分析中与迟发性脑梗死未见相关（P=0.1

04）。 

结论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迟发性脑梗

死的发生与低灌注持续的时间呈正相关，灌

注压越低，耐受迟发性脑梗死的时间越短。

维持脑灌注压在 70mmHg 以上可能有助于减

少迟发性脑梗死的发生，但尚需进一步验

证。 

PO-1341 

颅内压监测下血肿钻洞外引流治疗基底节区

脑出血 
 

张小锋 

漳州市医院神经外科 363000 

 

目的  探讨脑室内颅内压(intracranial pressur

e，ICP)监测结合钻洞血肿外引流在自发性基

底节区脑出血诊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对 42 例出血量在 25-50ml，未发生脑

疝的基底节区脑出血患者，选用配有 ICP 传

感器的脑室导管套件，进行脑室内 ICP 监测

及脑室外引流，同期行钻洞血肿外引流，术

后血肿腔内注射尿激酶促进积血溶解，并根

据 ICP 情况给予相应治疗。  

结果  38 例患者术后复查血肿无扩大，其中 1

6 例在 72 小时内血肿大部分清除，12 例在 5

天内血肿大部分清除，10 例在 10 天内血肿

大部分清除，均顺利拔除引流管，4 例患者血

肿扩大，其中两例血肿量仍少于 40ml，颅内

压稳定，瞳孔无变化，继续引流后血肿大部

分清除，2 例血肿量较大转开颅手术。术后均

未发现颅内感染病例。术后至少随访 1 月，

根据 GOS 评分，发现恢复良好 16 例(38.1%);

轻残 18 例(42.9%)，重残 5 例(11.9%)，植物 

生存 1 例(2.4%)，死亡 2 例(4.8%)。  

结论  对未发生脑疝的基底节区脑出血患者，

采用 ICP 监护及脑室外引流，结合钻洞血肿

外引流，可有效降低颅内压，提高疗效，同

时持续颅内压监护提高治疗安全性，减少脱

水药的使用，减少并发症。  

 
 
PO-1342 

血栓弹力图与 D-二聚体对 aSAH 患者凝血功

能状态的评估 
 

王守森 李兵兵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010 

 

目的  利用血栓弹力图(TEG)与 D-二聚体评估

aSAH 患者凝血功能的变化。  

方法  检测 42 例 aSAH 患者术前(发病 24h

内)、术后 1-3d、术后 7-9d、术后 11-13d 和

43 例健康志愿者(对照组)静脉血中的 TEG 指

标及 D-二聚体水平。比较 aSAH 患者术前与

对照组患者 TEG 指标(R、K、Angle 角、MA)

及 D-二聚体水平；观察不同预后 aSAH 患者

术前、术后 1-3d、术后 7-9d、术后 11-1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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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二聚体与 MA 值的变化趋势。  

结果  (1) aSAH 患者术前的 D-二聚体水平(3.

43±6.15 mg/l)、MA 值(61.18±4.56 mm)较对

照组患者(0.27±0.26 mg/l)明显增高，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Z=7.338，P<0.001) 、(t=-2.

266，P=0.026)，aSAH 患者术前的 R 值(3.8

4±0.82min)较对照组患者(4.54±0.99 min)明

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503，P=0.

001)；两组患者的 K 值、Angle 角比较均未

见显著性差异(t=1.867，P=0.065)、(t=1.75

7，P=0.082)。(2) 预后不良 aSAH 患者的 D-

二聚体在术前、术后 1-3d、术后 7-9d、术后

11-13d 变化比较明显，在术后 7-9d 达峰值，

且 4 个时间段 D-二聚体的水平均高于预后较

好的患者；预后不良患者的 MA 值在 4 个时

间段呈逐渐上升趋势，预后较好的患者在术

前、术后 1-3d 无明显增高趋势，但术后 7-9d

升高明显，之后呈降低趋势。  

结论  TEG 与 D-二聚体可有效地用于评估 

aSAH 患者的凝血功能变化。aSAH 患者急性

期内可导致高凝与继发性纤溶亢进，术后患

者更容易处于高凝状态，尤其是病情较重的

患者，应及时监测凝血功能，预防血栓事件

的发生。  

 
 
PO-1343 

前交通动脉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张辉建 王守森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探讨翼点入路显微手术治疗前交通动脉

瘤的手术时机、手术操作要点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 月

直接手术处理的 96 例前交通动脉瘤患者的临

床资料，均行翼点入路显微夹闭术，28 例术

中采用了血管临时阻断技术，3 例术中行侧脑

室穿刺。  

结果  96 例患者术前 Hunt-Hess 分级 0 级 11

例，Ⅰ级 32 例，Ⅱ级 39 例，Ⅲ级 11 例，Ⅳ

级 4 例。小型动脉瘤 33 个，中型动脉瘤 39

个，大型动脉瘤 24 个，均属于囊状动脉瘤，

1 例前交通动脉复合体开窗的动脉瘤术后对侧

A2 局部狭窄。  

结论  经翼点入路显微手术治疗前交通动脉

瘤，术野显露清晰，对脑组织骚扰小，瘤颈

夹闭可靠，疗效满意；尽早手术能降低动脉

瘤再出血的风险及术后脑血管痉挛和脑积水

发生几率；血管临时阻断技术的应用对于术

中动脉瘤破裂、宽颈、巨大或粘连紧密的前

交通动脉瘤具有重要作用。  

 
 
PO-1344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临床数据

库软件研发 
 

康德智 黄志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临床上常见

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其年发生率达 6~35.3/10

万，是仅次于脑血栓和高血压脑出血的脑血

管疾病，具有高致死率和致残率。目前在研

究其临床特点、影响因素、干预因素、流行

病学和预后等相关领域时产生了大量的临床

数据，这些大数据需要整合、归纳和分析，

并且需要一个较为完整的数据库来录入、整

合和提取所需的数据。从当前医疗行业领域

信息化水平的特点来看，任何医学科技创新

与医疗技术发展都离不开临床数据的支持。 

方法  结合我国 aSAH 的诊疗现状和未来需

求，参考国外临床数据库建设的经验和理论

并结合 aSAH 临床指南及相关指南，制定科

学、合理的 aSAH 数据库内容及结构。以 aS

AH 的临床诊疗数据作为目标数据，设计数据

的采集和存储方式，建立基于 WEB 的电子数

据库录入、检索与统计的医疗专业软件系

统，为临床诊疗和科研提供数据检索与计算

平台。采用基于 B/S 的三层设计模式，利用

ASP.NET 和 SQL 数据库相结合技术，实现

数据的互联网共享。通过与医院现有的医疗

管理软件对接，自动导入临床数据，实现数

据的自动采集、整理、导出和联网共享，并

应用该临床数据库进行 aSAH 相关的临床诊

疗和科研。 

结果  研制了能够较为全面反映整个 aSAH 患

者临床诊疗过程的数据库内容和结构，包括

个人基本资料、入院时情况、aSAH 出血特

点、夹闭手术及介入栓塞、围手术期处理、

出院及随访七个部分，包含了 1000 多个字段

和它们的层次关系结构设计。研制了基于数

据库内容结构，以浏览器/服务器为数据登录

方式，具备安全性验证、数据管理、录入和

导出、联网共享以及统计分析等功能的数据

库管理系统。该数据库内容丰富、功能实

用、结构合理、表间关系清晰。其数据录入

界面友好,能够与医院的医疗管理软件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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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简单快捷，数据可以存储在各种设备

上，从数据中心最大的服务器一直到桌面计

算机和移动设备，它都可以控制数据而不受

存储的位置限制。 

结论  数据库的研发使我们摆脱以往临床研究

时以翻查纸质病历资料为主的传统模式，将 a

SAH 临床资料和数据信息有序存储，统一管

理，并设计创新的检索和计算模块，方便、

高效地获取目标临床数据及进行相应统计分

析，同时借助互联网为临床科研提供随时随

地可供调阅的数据平台。因此建立一个适合

于我国 aSAH 诊治现状和发展要求的数据库

是可行的，所建立的该数据库可适用于临

床，能够基本满足 aSAH 临床诊疗和科学研

究的需要。 

 
 
PO-1345 

罕见生长类型动脉瘤的手术技巧 
 

刘峥 张尚明 王守森 陈其钻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收集本院近 5 年来 1500 例开颅手术的动脉瘤

病例，发现 12 例动脉瘤生长方式怪异，不同

于普通动脉瘤，这种奇特的生长动脉瘤导致

手术中夹闭困难，甚至术中出现未完全暴露

动脉瘤而早期诱发出血等严重后果。我们从

手进行术技巧等多方面分析，探讨，以提高

这种罕见动脉瘤治愈水平。 

本文设计内容包括 1.前交通动脉瘤生长方式

与手术早期出血关系；2.完全位于颈内动脉后

方后交通动脉瘤夹闭；3.硬脑膜动静脉瘘形成

的“有辫子”动脉瘤；4.小型瘤颈撕裂无法夹闭

的前交通动脉瘤；5.造影误判术中探查发现未

显影破裂动脉瘤。 

结论  瘤体朝向前下方（视交叉）生长的前交

通动脉瘤，术中容易导致牵拉额叶时早期破

裂出血，采用靠近颞叶外侧裂解剖方法可以

有效避免。完全位于颈内动脉（载瘤动脉）

后方生长的后交通动脉瘤由于处于视野的盲

区，颈内动脉床突上段游离空间有限，造成

手术夹闭困难，必须采用非常特殊的动脉瘤

夹进行夹闭。我们最早在国内报道前颅窝底

硬脑膜动静脉瘘形成“动脉瘤”，近期又发现在

中颅窝底硬脑膜动静脉瘘形成“有辫子动脉

瘤”。这种罕见动脉瘤破裂部位在引流静脉与

动脉瘤连接处。前颅窝底供血动脉来自眼动

脉的分支筛前动脉，引流静脉是大脑上静脉

汇入失状窦；中颅窝底供血动脉则来自于脑

膜中动脉分支，引流静脉则汇入大脑大静

脉。极个别动脉瘤病例，根据术前造影确定

破裂动脉瘤，甚至在多发性动脉瘤病例依据

目前诊断破裂动脉瘤的标准进行手术，结果

手术中却发现所判定的是未破裂的动脉瘤，

这种情况下处理未破裂动脉瘤后，如果是单

个动脉瘤，要积极探查动脉瘤的好发部位，

本组 1 例经过术中探查及时发现并处理了造

影未显影的动脉瘤；在多发性动脉瘤病例

中，如果开颅选择是未破裂的动脉瘤侧，此

时往往必须具备特殊的手术技巧，才能在一

次手术中夹闭对侧破裂的动脉瘤。 

 
 
PO-1346 

CTA 在脑微小动静脉畸形急性脑出血中的临

床应用 
 

洪景芳 刘峥 张尚明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探讨 CT 血管成像（CTA）在表现为脑

出血的脑微小动静脉畸形（mAVMs）中的诊

断及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08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收治

的 19 例表现为急性脑出血的脑微小动静脉畸

形患者，采取 128 排螺旋 CT 及静脉注射非

离子型对比剂进行头部薄层螺旋容积扫描并

对病变进行容积重建，回顾分析其临床资

料、影像学特征及治疗。  

结果  19 例患者均行薄层增强 CT 检查并行 C

TA 重建，10 例同时行 DSA 检查。CTA 检查

确诊为 mAVMs 者 16 例，检出率为 84.2%，

其中血管重建后表现为动静脉畸形完整结构

者 8 例，增强薄层 CT 原始片见血肿旁小的密

集血管团块影 16 例，表现为异常粗大供血动

脉 5 例，表现为异常粗大引流静脉者 1 例；

另 3 例由 DSA 确诊。19 例分别予手术切除、

介入栓塞及放射治疗：手术切除 14 例，介入

栓塞 2 例，介入栓塞+X-刀 1 例，X-刀治疗 2

例。随访期间未发生再出血。  

结论  CTA 对于急性出血的 mAVMs 有良好的

诊断和应用价值。仔细阅读增强 CT 血管成像

的薄层扫描片有助于早期正确诊断。重建后

的 CTA 血管影像表现为动静脉畸形，增强薄

层 CT 原始片上见血肿旁小的密集血管团块

影，此两项可作为诊断的直接依据； CTA 发

现异常的供血动脉或引流静脉可作为间接的

诊断依据。手术切除是治疗 mAVMs 的主要

方法，放射治疗和血管内栓塞可用于深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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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治疗。  

 
 
PO-1347 

颈动脉支架术后再狭窄的手术治疗 
 

刘藏 董益鹏 张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总结 4 例颈动脉支架术后再狭窄的外科

手术治疗的临床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友谊医院 2014 年 12 月

至 2015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4 例颈动脉支架术

后再狭窄患者的临床资料及随访结果。4 例患

者分别为支架术后 8 个月、18 个月、30 个月

以及 36 个月，平均为 23 个月，4 例患者术

前均行头颈 CTA 明确颈动脉支架术后再狭

窄，其中 1 例进一步行 DSA 确诊，其中 2 例

为症状性再狭窄，2 例为非症状性再狭窄。术

前常规应用阿司匹林 100mg/天，术前 24 小

时停药。分析 4 例患者支架术后再狭窄的原

因，其中 1 例为血脂代谢异常导致管腔狭

窄、1 例为多根支架置入、2 例为支架本身的

问题，因此我科均采用经患侧胸锁乳突肌前

切口入路进行外科手术治疗（即颈动脉内膜

剥脱术），由于剥脱过程中要完整剥除颈动

脉内膜以及支架，因此颈动脉夹闭时间相对

较长，所以术中常规应用颈动脉转流管。术

后患者均带术腔引流管 1-2 天，术后再次行

头颈 CTA 检查，均提示患侧颈动脉血流通

畅，无管腔术后残余狭窄。 

结果  4 例患者手术均取得成功，均成功地将

颈动脉内膜及支架完整剥除，术后患者均未

出现意识障碍、偏瘫、失语、面瘫、伤口感

染、窒息等相关并发症。其中 1 例患者 6 个

月随访，再次行头颈 CTA 复查提示患侧颈动

脉血管轻度扩张，血流通畅。 

 
 
PO-1348 

高血压脑出血后血肿增大相关因素分析及预

测 
 

杜鹏 栾新平 木依提 苑杨 徐敬轩 张晶晶 杨岩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830063 

 

目的  通过分析我院近 5 年脑出血患者再出血

相关因素赋分，探讨危险因素赋分在血肿增

大中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0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住院的、经头颅 CT 证实的 1002 例脑出血

患者，分成增大组 (190 例 )和稳定组 (812

例)。对两组患者再出血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

和多因素分析，并对危险因素进行赋分，其

分值和间接判断血肿增大可能性，收集资料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血肿量、脑出血史、抗凝药物史、脑室

扩大、首次 CT 时间、斑点征为血肿增大危险

因素。根据相关系数进行赋分。将分值相

加，其分值高和分值低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

测值达 100%和 96.4%。 

结论  危险因素分值和能预测血肿增大并指导

临床治疗。 

关键字 血肿增大,相关因素分析,血肿增大预测 

 
 
PO-1349 

以癫痫首发的颞叶海绵状血管瘤的显微外科

治疗 
 

张所军 欧一博 赵恺 陈旭 舒凯 牛洪泉 雷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以癫痫起病的颞叶海绵状血管瘤的

临床特征、显微治疗方式及效果。 

方法  对 14 例以癫痫起病的颞叶海绵状血管

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手术方式和手术效果进

行回顾性分析，探索该类患者最佳手术方 

案。 

结果  所有患者术前行磁共振（MRI）和 24h

视频脑电图（VEEG）检查，5 例患者行 MR

功能和/或弥散纤维成像（DTI）检测病灶与功

能区的关系，6 例行脑血管造影检查提示阴性

发现；所有患者行术中皮层电极描记（ECo

G）探查异常放电，并在神经导航、术中超声

等辅助下行病变显微切除。其中 6 例单纯瘤

周放电和 1 例电极描记阴性者行单纯病变和

含铁血黄素层清除；7 例病变侵及颞叶内侧和

岛叶者，加行前颞叶切除以及内侧结构切除

术。术后随访 1-2 年，患者癫痫缓解率满

意，未见血管瘤复发。 

结论  对颞叶海绵状血管瘤继发癫痫患者，术

前积极评估，采取个体化手术方案，争取血

管瘤和含铁血黄素层显微全切，同时恰当处

理好存在的致痫灶，是治愈海绵状血管瘤和

控制癫痫发作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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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50 

显微血肿清除术及标准大骨瓣减压术治疗重

症大面积脑出血及早期颅骨修补的临床研究 
 

王忠 苏宁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10161828 

 

目的  研究显微血肿清除术及标准大骨瓣减压

术治疗幕上重症大面积高血压脑出血合并脑

疝形成的手术方式以及早期颅骨修补的临床

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采用显微血肿清除术及标准

大骨瓣减压术治疗的 106 例幕上大面积高血

压脑出血并脑疝形成患者的临床资料, 并对 3

个月后的病死率及疗效进行比较分析，恢复

较好的患者，3 个月内早期颅骨修补。 

结果  术后 72 小时内患者均行 CT 复查，血

肿清除率 80％ ～96％，平均清除率 90％。

死亡 12 例，病死率 11.32％。其余 94 例患

者于术后 3 个月进行疗效评定，采用日常生

活能力( ADL) 使用 Barthe1 指数( Barthe1 ind

ex，BI 指数) 评定，分别为良好（BI ＞60 

分） 45 例（47.87％），中度残废 ( 40 ～ 60

 分) 24 例（25.53％），重度残废( 20 ～40 

分) 15 例（15.96％），完全依赖( ＜20 分) 1

0 例（10.64％），总有效率 89.36％。 

结论  显微血肿清除术及标准大骨瓣减压术能

迅速清除血肿，缓解颅内压增高，解除脑受

压，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是治疗幕上高血

压脑出血并脑疝形成的一种有效治疗方法，

早期颅骨修补可以降低患者死亡率，及致残

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疗效满意，值得临

床推广。 

 
 
PO-1351 

脑出血临床救治新选择 
 

张毅 1 卢旺盛 1 陈红伟 1 金永健 1 

1.北京航空总医院 

2.海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脑出血急性期行全脑血管造影(栓塞)

术+脑内血肿清除术，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 

方法  我院 2008 年 09 月至 2013 年 2 月经 C

T 证实为脑出血且量在 30-60ml 的患者 61

例，20 例（A 组）采取全脑血管造影（栓

塞）术+微创脑内血肿清除术，22 例（B 组）

采取 CT 定向微创技术治疗脑出血，19 例（C

组）行开颅脑内血肿清除术。比较三组患者

术后再出血率、3 月内病死率及日常生活能力

（ADL）。 

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再出血率、3 月内病死率

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 组术

后再出血率 5%（1/20）明显低于 B 组 18.1

8%（4/22）和 C 组 10.53%（2/19）（P<0.0

5）；A 组病死率为 0%，低于 B 组（13.6

4%）及 C 组（15.79%），有统计学意义；A

组 ADL1-3 级以上患者明显多于 B、C 组患者

（P<0.05）。 

结论  患者病情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全脑血管

造影（栓塞）+脑内血肿清除术，比采用开颅

或微创清除脑内血肿的治疗技术能够有效降

低患者二次出血率和病死率，改善患者预后 

 
 
PO-1352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technology fo
r treatment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Kang DeZhi,Kang Yin,Yu LiangHong,Lin YuanXiang,
Lin ZhangYa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aterials and met
hods of fabricating 3D printed individual ane
urysm model and its value in the treatment o
f intracranial aneurysm.  
Methods  24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aneur
ysm diagnosed by CTA who had undergone 
operat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analyzed retro
spectively. CTA Data collected at the time of 
surgery was used for reconstruction. Soft Mi
mics 17.0 was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thin la
yer CTA scan data into 3D image and the fin
al data was sent to the 3D printer for fabricati
ng the model. We compared the proposed 3
D printed model-based preoperative plan an
d the actual approach used in the surgery ba
sed on CTA data,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th
e 3D printed model in preoperative planning,
and picked out the materials which were mor
e suitable for the clinic.  
Results  24 anuerysm models with high deg
ree of reality were fabricated successfully wit
h 3D-printing technology. The patient’s blood
 vessel, skull and anuerysm were printed int
o the reality model at a ratio of 1:1. It is repor
ted that the soft material-based, 3D printed v
ascular and aneurysm model more closely re
sembl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al blood 
vessels, thus provides a better simulation co
mpared to the plaster-based model. Com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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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with the original operation plan, 3D printe
d model could be used for pre-operative ane
urysm clip selection, and provide more intuiti
ve information in selection of operational app
roach.  
Conclusions  3D printed model can be used
 as an operational physical model to design 
operative schemes, choose the best operativ
e paths and select suitable aneurysm clips b
y its high simulation degree and individualize
d characteristics. The model is helpful for sur
gical planning, especially for the preoperativ
e plan of treating refractory multiple aneurys
ms and giant aneurysms. 
 
 
PO-1353 

单侧锁孔入路夹闭双侧动脉瘤的相关解剖学

研究 
 

康德智 上官皇城 余良宏 郑树法 林元相 林章雅 谢冰

森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目的 测量并对比一侧翼点、额外侧、眶上锁

孔入路的对侧血管显露范围，并研究神经内

镜对显露改善的辅助作用，为临床经单侧锁

孔入路一期夹闭双侧脑动脉瘤手术提供解剖

学依据。 

方法 5 个（10 侧）成年国人尸头标本，用红

色乳胶灌注双侧颈总动脉和椎动脉，分别采

用翼点、额外侧、眶上锁孔入路开颅，采用

内置小标尺测量所显露血管的长度。取一内

径约 3mm 的输液管，灼热管壁一侧后快速注

入空气使其鼓出瘤泡，表面涂红色乳胶后剪

开管壁套入血管中模拟动脉瘤。对 Salma，A

等建立的颅内动脉瘤的手术分级评分系统进

行修改后对显露的对侧血管进行手术评分（0

分：无法显露；1 分：可显露，但无法夹闭；

2 分：可夹闭，但较困难；3 分：可较容易夹

闭。），并于内镜下再次评分，对比 3 种入

路的的显露情况和内镜对显露改善的作用。 

结果 3 种入路显微镜下均可显露对侧 A1、M

1 全长及 M2、A2、ICA 部分。5 个标本中共

3 个可见对侧眼动脉起始处。对侧血管评分：

3 种入路中共 92.31%的后交通动脉起始处朝

外朝后动脉瘤、80.77%的脉络膜前动脉起始

处朝外朝后动脉瘤、100%眼动脉起始处朝外

朝下的动脉瘤及 75%的 M1 分叉朝后动脉瘤

的手术评分<2 分。69.23%的后交通动脉起始

处朝内动脉瘤、76.92%的脉络膜前动脉起始

处朝内动脉瘤和其余各部位、各朝向的动脉

瘤的评分≥2 分。瘤体朝前的 M1 段动脉瘤额

外侧及眶上入路的评分大于翼点入路为 3

分；瘤体朝下的 M1 段动脉瘤额外侧、翼点入

路为 2 分，眶上入路为 3 分。眼动脉起始处

朝上朝内的动脉瘤，眶上入路评分为 1 分，

翼点及额外侧入路为 2 分。内镜辅助下评分

改善：翼点、额外侧、眶上入路分别提高 24.

4 分(13.56%)、20 分(15%)、22.8 分(14.7

1%)。 

结论 综上，经一侧翼点、额外侧、眶上锁孔

入路可显露对侧 A1、M1 全长及 M2、A2、I

CA 部分，后交通动脉及脉络膜前动脉起始处

朝后朝外的动脉瘤、眼动脉起始处朝外朝下

的动脉瘤、M1 分叉朝后的动脉瘤经对侧入路

夹闭困难。部分朝内的后交通动脉、脉络膜

前动脉起始处动脉瘤及其余各部位各朝向的

动脉瘤可经对侧入路夹闭。瘤体朝前的 M1 段

动脉瘤应首选额外侧或眶上入路，瘤体朝下

的 M1 段动脉瘤则以眶上入路更为合适，眼动

脉起始处动脉瘤宜经翼点或额外侧入路，余

各部位动脉瘤 3 种入路夹闭难度差别不大。

内镜在操作间隙充足，瘤颈显露不佳时具有

重要的辅助意义。 

 
 
PO-1354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Is a N
ovel Risk Factor for Rebleeding in Acute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林清松 康德智 林元相 林章雅 余良宏 戴琳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0 

 

O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effect of SBPV on 
rebleeding in acute aneurysmal SAH.  
Methods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acute a
neurismal rebleeding or repair or death were
 retrospectively included. Antihypertensive th
erapy based on a predefined standardized pr
otocol was prescribed to lower and maintain 
SBP between 120 and 160 mm Hg. SBP wa
s measured hourly until a censoring event oc
curred. SBPV was determined as standard d
eviation (SD) and successive variation (SV).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sses
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BPV and reblee
ding.  
Results  Rebleeding occurred in 61 of the 6
12 patients. We identified 47 acute rebleedin
g as cases and 382 early repair or early deat
h as controls. On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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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ysis, rebleeding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SD of SBP and the SV of SBP .No significan
t difference was seen between rebleeding an
d mean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MSBP).  
Conclusions  SBPV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
ased rates of acute aneurysmal rebleeding.  
 
 
PO-1355 

10 例血泡样颈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疗效分析 
 

王灯亮 连葆强 郑树法 戴琳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血泡样动脉瘤介入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8.01.01-2015.12.3 

1 收治的血泡样颈内动脉瘤 10 例，患者均以

蛛网膜下腔出血入院，入院后均行颅脑 CTA

或 DSA 检查，确诊动脉瘤，且位于颈内动脉

颅内段前壁，与分支血管无关系。入院后 72

小时内行动脉瘤栓塞术或支架辅助动脉瘤栓

塞术，支架辅助患者术前 2 小时服用波立维

及拜阿斯匹林各 300mg，术后 24 小时查颅脑

CT 平扫及颅脑正侧位片，术后 3 个月复查颅

脑 DSA，随访 18±3 月。 

结果  Hunt-Hess 分级，其中Ⅱ级 4 例，Ⅲ级

5 例，Ⅳ级 1 例，单纯弹簧圈栓塞 4 例，LVI

S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 6 例，无支架辅助者

术后复发 2 例，其中再次出血死亡 2 例，复

发患者再次行支架辅助动脉瘤栓塞术，随访

无复发。支架辅助栓塞随访无复发。 

结论  血泡样动脉瘤复发率及死亡率极高，支 

架辅助栓塞有助于治疗颈内动脉血泡样动脉

瘤。 

 
 
PO-1356 

80 岁以上高血压小脑出血患者的小骨窗手术

治疗体会 
 

康元宝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351100 

 

目的  探讨 80 岁以上老年高血压小脑出血患

者的临床特点、手术治疗方法和效果。 

方法  对 10 例行小骨窗手术治疗的 80 岁高血

压小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 

结果  术后发生再出血 1 例,肺部感染 7 例,饮

水呛咳 6 例,共济失调 7 例。术后 6 个月,GOS

评分:恢复良好 3 例,中残 1 例,重残 3 例, ,死亡 

3 例。 

结论  80 岁以上高血压小脑出血病情危重,行

小骨窗手术治疗创伤小,止血彻底,有助于改善

患者预后,但仍存在极大的挑战。 

 
 
PO-1357 

高血压脑出血个体化手术治疗的临床分析 
 

黄迢华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351100 

 

目的  探讨高血压脑出血三种手术方法的优缺

点和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用三种不同的手术方法治疗 234 例高血

压脑出血病患者。 

结果  血肿消除情况：小骨窗开颅组与大骨瓣

开颅组清除率相比，Ｘ2=0.02 P＞0.05，其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小骨窗开颅组与血肿抽吸

术组相比较，Ｘ2=13.25 P＜0.01，差异非常

显著。死亡率：小骨窗开颅组与大骨瓣开颅

组死亡率相比较，Ｘ2=1.21 P＞0.05，其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小骨窗开颅组与血肿抽吸术

组死亡率相比较，Ｘ2=8.09 P＜0.01，其差异

非常显著。 

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方式倾向于微侵袭治

疗。采用中小骨窗手术在血肿清除、术后并

发症、死亡率和致残率等方面有明显的优

点，术中微创操作，可减少对深部重要结构

的损伤，是目前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有效途

径。  

 
 
PO-1358 

STA-MCA-EDAMS 治疗烟雾病疗效分析 
 

黄迢华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351100 

 

目的  分析烟雾病病例的临床特征，探讨烟雾

病的病因及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 例烟雾病病人的发病特

征、病变部位及类型、脑血管造影特点及治

疗结果。 

结果  30 例患者行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分支

直接吻合术结合脑-硬脑膜-肌肉血管融合(ST

A-MCA-EDAMS)手术治疗，手术后无再发出

血病例，缺血型患者术后缺血症状明显改

善。 

结论  对烟雾病患者，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分

支直接吻合术结合脑-硬脑膜-肌肉血管融合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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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PO-1359 
Aneurysm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
h the Rupture Risk of Intracranial Aneury
sms: A Self-Controlled Study 
 

刘 爱华,康 慧斌,纪 文军,李 佑祥,杨 新健,吴 中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介入科 10005

0 
 

Objec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rupture risk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IAs) according to 
aneurysm characteristics by comparing the d
ifferences between two aneurysms in differe
nt locations within the same patient. We utiliz
ed this self-controlled model to exclude pote
ntial interference from all demographic factor
s to study the risk factors related to IA ruptur
e.  
Methods  A total of 103 patients were diagn
osed with IAs between January 2011 and Ap
ril 2015 and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ll e
nrolled patients had two IAs. One IA (the cas
e) was ruptured, and the other (the control) 
was unruptured. Aneurysm characteristics, i
ncluding the presence of a daughter sac, the
 aneurysm neck, the parent artery diameter, 
the maximum aneurysm height, the maximu
m aneurysm width, the location, the aspect r
atio (AR, maximum perpendicular height/ave
rage neck diameter), the size ratio (SR, maxi
mum aneurysm height/average parent diame
ter) and the width/height ratio (WH ratio, max
imum aneurysm width/maximum aneurysm h
eight),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o evalu
ate the rupture risks of the two IAs within eac
h patient and to identify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A rupture. Multivariat
e, conditional, backward, stepwise logistic re
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t
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
A rupture.  
Results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identified 
the presence of a daughter sac (odds ratio 
[OR], 13.80;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
65–115.87), a maximum aneurysm height 7 
mm (OR, 4.80; 95% CI,1.21–18.98), location
 on the 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PCO
M) or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COM;
 OR, 3.09; 95% CI, 1.34–7.11) and SR (OR, 
2.13; 95% CI, 1.16–3.91)as factor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IA rupture.  

Conclusions  The presence of a daughter s
ac, the maximum aneurysm height, PCOM o
r ACOM locations and SR (>1.5±0.7) of unru
ptured IA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IA rupture. 
 
 
PO-1360 
Impact of hypertension and smoking on t
he rupture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and 
their joint effect 
 

刘 爱华,康 慧斌,李 佑祥,杨 新健,吴 中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介入科 10005

0 
 

Object  In general population, the prevalenc
e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 reaches as high a
s three percent. The goal of the study was to
 analyze retrospectively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rupture of intracranial aneury
sms and their joint effect. 
Methods  The records and angiographies of 
continuous 519 intracranial aneurysm patient
s treated at our center between February 20
13 and July 2014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
zed. 
Ruptured group and unruptured group were i
ncluded in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ir clinica
l and imaging information. Univariate analysi
s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
s was used to identified independent risk fact
ors for the rupture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We assessed the joint effect of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rupture of intracranial ane
urysms with an ad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 that hypertension (odds ratio [OR], 1.5
1;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5–2.18) a
nd smoking (odds ratio [OR], 1.57; 95% confi
dence interval [CI], 1.06–2.33) were indepen
dent risk factors for rupture of intracranial an
eurysms.The joint risk of hypertension and s
moking was higher (OR, 2.28; 95% CI, 1.29–
4.02) than the risks of hypertension (OR, 1.7
4; 95% CI, 1.11–2.72) and smoking (OR, 1.8
6; 95% CI, 1.05–3.29) independently. 
Conclusions  Hypertension and smoking in
crease of the rupture risk of intracranial aneu
rysms. And the joint risk of hypertension and
 smoking was higher than the risks of 
hypertension and smoking independ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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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61 

常规开颅与显微镜下微创手术治疗高血压脑

出血临床研究 
 

张建海 

三明市第一医院 365000 

 

目的  研究探讨常规开颅与显微镜下微创手术

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情况。  

方法  选取我科 2012 年 12 月-2014 年 12 月

采用常规开颅手术治疗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作为对照组，采用显微镜下微创手术治疗的

患者作为观察组，每组各 15 例，治疗后统计

两组患者的血肿清除率、死亡率、日常生活

能力评分（ADL）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  两组患者血肿清除率无统计学差异（P> 

0.05），观察组在死亡率以及日常生活能力

评分（ADL）上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显微镜下微创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相

比于常规开颅手术更具有疗效，值得临床推

广。 

 
 
PO-1362 

Lvis 支架在血管内治疗前循环动脉瘤中应用 
 

王灯亮 连葆强 郑树法 戴琳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 Lvis 支架辅助栓塞前循环动脉瘤中

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01.01-2015.12.3

1 收治并运用 Lvis 支架辅助栓塞前循环动脉

患者 86 例，均宽颈，分析其临床治疗，治疗

方法及疗效。根据 Raymond 分级评价动脉瘤

栓塞程度，根据 mRS 评分评估其临床疗效，

术后 6 月均行 DSA 复查。 

结果  Lvis 支架在所有患者中均完全释放，Ra

ymondⅠ级栓塞 67 例，Raymond Ⅱ级栓塞

10 例，Raymond Ⅲ栓塞 7 例，Raymond Ⅳ 

2 例，2 例患者在栓塞过程中出现急性血栓形

成，并行术中取栓及替罗非班抗血小板，血

管再通。栓塞有效率 89.5%。术后 6 月复查

DSA 显示动脉瘤完全栓塞 96.5%，动脉瘤复

发 3.5 %，mRS 评分 0-2 分 75 例，3-6 分 11

例。 

结论  Lvis 支架在前循环动脉瘤栓塞中使用安

全可靠，可降低宽颈动脉瘤复发率，疗效确

切。 

PO-1363 

外伤性基底节区脑内血肿治疗体会 
 

沈清芳 

福建泉州安溪县医院神经外科 362400 

 

目的  探讨外伤性基底节区血肿的发病机制、

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15 例外伤性基底节区

血肿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15 例病例中,手术治疗 4 例,保守治疗 11

例。伤后 6 个月 GOS 评分:良好 GOS 5 分 3

例,中度残疾,生活能简单自理 GOS 4 分 4 例.

重度致残 GOS 3 分 4 例,持续植物生存 GOS 

2 分,2 例,死亡 GOS 1 分 2 例。 

结论  外伤性基底节区血肿发病率低而致残率

较高,患者的年龄、血肿大小、颅内压、伴发

其他颅内损伤、康复条件等因素均可影响预

后,早期积极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PO-1364 

老年慢性硬膜下血肿微创穿刺术 132 例分析 
 

叶金练 吴文彬 陈新 

福建泉州安溪县医院神经外科 362400 

 

目的  探讨回顾总结 7 年来微创穿刺（硬通

道）治疗 72-92 岁高龄老人慢性硬膜下血肿

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慢性单侧或双侧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

采取单管或双管微创血肿清除术，予以低温

生理盐水冲洗，至冲洗液清亮后，放置引流

管，3-4 天拔管，辅以患侧头部侧卧，林格氏

液及生理盐水滴注 2-3 天，促其患侧脑组织

早日膨胀回位。 

结果  本组 132 例采用微创穿刺清除术，无死

亡发生，9 例伴有肺部感染，5 例冠心病房颤

发作，予对症治疗而好转，全组病例均恢复

良好。2 例于术后 16 天、24 天症状发作，改

单侧双管引流而愈。 

结论  老年人高龄体弱，多伴有心肺功能不

全，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采用微创穿

刺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行局部麻醉，操作

简单，创伤小，疗程短，疗效可靠，费用

低，并发症少，是高龄老年人治疗的首选方

法，值得基层医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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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65 

去骨瓣减压术治疗大面积脑梗死 32 例临床分

析 
 

吴文彬 

福建泉州安溪县医院神经外科 362400 

 

目的  探讨去骨瓣减压术治疗急性大面积脑梗

塞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采用去骨瓣减压术治疗的 32 例大面

积脑梗死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32 例患者存活 29 例，死亡 3 例。随访

6 个月～2 年，恢复生活自理能力者 15 例，

中残 9 例，重残 5 例。 

结论  采用去骨瓣减压术治疗大面积脑梗死能

快速解除颅内高压，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显

著改善患者的预后。合理选择手术适应证、

准确把握手术时机以及术中充分减压是提高

临床疗效的关键 

 
 
PO-1366 

纤维蛋白原水平影响重症动脉瘤性蛛网膜下

腔出血患者的预后 
 

谢冰森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纤维蛋白原水平对重症动脉瘤性蛛

网膜下腔出血（aSAH）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共计 5 年经过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外科收治的 124 例重症 aSAH 住院患者

（入院时按 Hunt-Hess 分级Ⅳ、Ⅴ级）的病

例资料。根据入院时（发病 3 天内）纤维蛋

白原水平，分为高纤维蛋白原水平组(＞4.0 g/

L)和非高纤维蛋白原水平组，通过发病后 6

个月改良 Rankin 评分（mRS）对患者预后进

行评估，以 mRS 0～2 分为预后良好, 3～6

分为预后不良。数据处理采用 χ2 检验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以 P＜0.05 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高纤维蛋白原水平组（44 例）与非高纤

维蛋白原水平组（80 例）在年龄、Hunt-Hes

s 分级、脑室内积血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高纤维蛋白原水平组肺部炎症、

迟发性脑梗死、血红蛋白＜90g/L、高钠血

症、血糖＞14.0mmol/L 等并发症多于非高纤

维蛋白原水平组。124 例患者，预后良好率为

33.9%（42/124），预后不良率为 66.1%（8

2/124），发病后 6 个月病死率为 43.5%（54

/124）。非高纤维蛋白原水平组预后好于高

纤维蛋白原水平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年轻、Hunt-Hess 分级Ⅳ级、无脑室内出

血、手术治疗、无迟发性脑梗死、非高纤维

蛋白原血症与预后良好相关。多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Hunt-Hess 分级Ⅳ级、手术治疗、

非高纤维蛋白原血症对预后的影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重症 aSAH 合并高纤维蛋白患者 Hunt-

Hess 分级级别较高，并发症较多，预后较

差。Hunt-Hess 分级Ⅳ级、手术治疗、非高

纤维蛋白原血症为良好预后的独立预测因

子。 

 
 
PO-1367 

PPAR-α 激动剂通过 wip1/p53 信号通路对脑

缺血后内源性神经干细胞再生作用研究 
 

张平 蒋传路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150086 

 

目的  探讨 PPAR-α 激动剂是否能通过 wip1/p

53 信号通路促进脑缺血后内源性神经干细胞

再生。 

方法  用线栓法制作大鼠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

损伤模型。将大鼠随机分为 3 组：假手术

组，手术对照组和 PPAR-α 激动剂组。对各

组大鼠进行 mNSS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估和

TTC 染梗死面积检测，利用 Western blotting

方法检测 wip1 和 p53 蛋白的表达水平，并用

免疫荧光法检测巢蛋白(Nestin)和 5-嗅脱氧尿

苷嘧啶(BrdU)。 

结果  与假手术组相比，手术对照组和 PPAR- 

α 激动剂组都有明显的神经功能缺损症状和脑

梗死，但 PPAR-α 激动剂组的神经功能缺损

和脑梗死体积与手术对照组比较有明显改

善。并且 PPAR-α 激动剂组的 wip1 蛋白表达

明显增加，而 p53 蛋白表达明显减少。免疫

荧光结果显示 Nestin 和 BrdU 阳性细胞数均

明显增多。 

结论  PPAR-α 激动剂可能是通过 wip1/p53 信

号通路促进脑缺血后的内源性神经干细胞再

生，从而改善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引起的神经

功能缺损症状。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674 

 

PO-1368 

软通道引流术治疗急性期高血压脑出血的临

床疗效 
 

顾翔 陈水钰 郑成章 王成妹 李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神经外科 355000 

 

目的  探讨软通道引流术在急性期高血压脑出

血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本院 90 例接受手术治疗高血压脑

出血患者，回顾性分析软通道引流术、开颅

血肿清除、小骨窗血肿清除的临床效果。   

结果  软通道引流术的患者术后恢复快、住院

时间短、费用少。   

结论  软通道引流术治疗急性期高血压脑出血

具有简便快捷、创伤小、恢复快、适用性强

的特点，对患者生存率的提高非常有利，而

且能够有效减少患者后遗症与并发症的发 

生，有利于术后康复训练。 

 
 
PO-1369 

脑室出血并脑室铸型的病因探讨及治疗体会 
 

吴文彬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医院 362400 

 

目的  探讨脑室出血的病因及有效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自 2010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收治的脑室出血并铸型的患者 83 例。

其中外伤性 37 例，自发性脑室出血患者 46

例中 36 例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

查)。有 63 例行双侧脑室外引流联合腰大池

置管引流，13 例行一侧脑室引流一侧经贮液

囊引流，5 例单纯腰大池引流,2 例仅行数次腰

穿释放脑脊液 

结果  本组 83 例，随访 6 个月，根据 GOS 分

级判定疗效。恢复良好生活能自理 58 例；部

分生活自理 19 例；完全卧床生活不能自理 3

例；植物状态 1 例；死亡 2 例 36 例作 DSA

检查的患者中，发现动脉瘤 11 例，烟雾病 6

例， 血管畸形 9 例，造影阴性 10 例， 

结论  脑室出血并脑室铸型应及时通暢引流，

置换血性脑脊液，防止脑积水，脑室外引流

联合腰大池配合脑室内灌注尿激酶等综合治

疗，可取得较好疗效。 DSA 检查对原发性脑

室出血的病因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对有条

件的病例均应行检查,作进一步病因治疗 

 
 
 

PO-1370 

微创软通道穿刺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干出血 
 

叶金练 

福建省安溪县医院神经外科 362400 

 

目的  探讨原发性高血压脑干出血微创软通道

穿刺手术治疗的方法与手术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 例经微创软通道穿刺手术

的原发性高血压脑干出血的临床资料，总结

分析手术指征和手术方法、手术技巧、手术

效果。其中中脑出血破入脑室 1 例，桥脑出

血 2 例，出血量为 5.5-9ml，年龄为 50-72

岁，都为中重度昏迷，其中一例呈呼吸骤停

复苏后恢复。 

穿刺上选择后颅窝，枕后粗隆间外联接患侧

乳突的上端，向后标出后正中线，标出乳突

根部及乳突的头皮投影线和患侧后发际线，

将四条线构成四边形，取四边形的中点，全 

部手术在 CT 引导下进行。 

结果  3 例患者经微创软通道穿刺手术后先抽

出 2-3ml 后经尿激酶溶解 2-3 次，血肿基本清

除干净，1 例行腰池置管，2 例气管切开，呼

吸机辅助呼吸，待呼吸平稳后 2-3 周拔除气

管套，常规调血压及预防并发症处理。 

全组无死亡，3 个月评估：GOS 评分 4 分 2

例，3 分 1 例。 

结论  脑干出血常被视为是神经外科的禁区，

其神经分布密集，无数上提下传信息的神经

纤维穿越其中，术后容易出现神经功能障

碍，对手术者要求极高。软通道手术具有操

作简单，损伤小等优点，在基层设备相对落

后的条件下，微创软通道穿刺手术治疗高血

压脑干出血是一种尝试性的选择。 

 
 
PO-1371 

CT 定位软通道微创介入治疗小脑出血（附 3

2 例分析） 
 

叶金练 

福建省安溪县医院神经外科 362400 

 

目的  探讨 6 年来应用软通道微创介入治疗后

小脑出血的方法与疗效。 

方法  在 CT 的引导下，局麻取患者的后颅窝

相对固定穿刺点，根据血肿的形态形状，选

择血肿最大的层面为穿刺入路，穿刺的长度

不超过 7cm，引流管的深度于血肿壁内 0.5-1

c，抽出血肿量 1/2-2/3 后，固定引流管行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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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酶注入引流清除血肿 80%后拔管。在脑脊

液循环基本通畅时行腰穿或腰池置管引流。 

结果  出院时痊愈 19 例，显著进步 8 例，中

途出院 3 例，死亡 2 例。随访 6 个月-1 年，

以日常生活能力（ADL）量表评定患者神经

功能，1 级 19 例，2 级 8 例。 

结论  传统的小脑出血手术需在全麻下行后颅

窝开颅或开窗手术清除，手术复杂且损伤大

并发症多，应用 CT 定位软通道微创介入术可

在局麻下完成，创伤小  ，患者恢复快等优

点。后颅窝解剖结构较复杂，手术中应避免

损伤横窦和脑干，应有经验的医生完成。 

 
 
PO-1372 

CTA 检查急诊颅内动脉瘤夹闭术 
 

张荣伟 

济南军区总医院 10193810 

 

目的 探讨颅内动脉瘤破裂早期 320 排 CTA 诊

断、开颅动脉瘤夹闭术的方法和疗效。 

方法 对自发性蛛网膜出血病人急诊行 320 排

CTA 检查，明确为颅内动脉瘤后，立即行开

颅动脉瘤夹闭术，65 例病人 Hunt—Hess 分

级，I 级 5 例，Ⅱ级 18 例，Ⅲ级 26 例，Ⅳ级

13 例，V 级 3 例；CTA 发现 72 个颅内动脉

瘤，其中后交通动脉瘤 18 例,前交通动脉瘤 2

4 例,大脑中动脉 M2 段动脉瘤 11 例，M1 段

动脉瘤 2 例，颈内动脉 C1 段动脉瘤 4 例，多

发动脉瘤 6 例 13 个动脉瘤，手术距发病时间

均在 72 小时内，其中 12h 内 16 例，12～24

h 18 例，24～48h 20 例，48～72h 11 例。 

结果  72 个动脉瘤均夹闭良好，术后随访 1～

12 个月，按 GOS 评分：恢复良好(5 分)56

例；中度残废但生活能自理(4 分)5 例；重度

病残、生活不能自理(3 分)3 例；植物生存(2

分)1 例，本组无死亡。 

结论 320 排 CTA 可快速准确诊断颅内动脉

瘤，急诊显微手术治疗颅内动脉瘤安全可

靠。 

 
 
PO-1373 

复合（杂交）手术开通症状性闭塞脑动脉 15

例临床分析 
 

李聪慧 苏现辉 张博 张栋梁 杨磊 张二伟 宋贺 韩永丰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050011 

 

目的  通过复合手术开通症状性闭塞脑动脉，

探讨手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5 例复合手术开通症状性

闭塞脑动脉患者的临床资料和随访结果，比

较手术前后症状改善情况和脑血流灌注变

化。 

结果  15 例患者，男 11 例，女 4 例，年龄 21

~65 岁，动脉闭塞时间 1~30 个月，闭塞节

段：颈总动脉段 3 例，颈内动脉段 9 例，颈

内动脉至大脑中动脉段 2 例，颈总至颈内动

脉段 1 例。15 例均成功开通，出院时临床症

状均较术前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无 1 例加

重。1 例术后 CT 有微量出血，1 例腔隙性梗

塞。8 例 CTP 提示脑灌注均较术前有明显改

善，4 例无明显改变，3 例减少。随访 2~21

个月，2 例失访，1 例术后 7 个月对侧脑出

血，1 例 3 个月同侧再发脑梗塞，10 例症状

明显好转。DSA 复查 13 例均未再闭塞。 

结论  复合手术开通症状性闭塞脑动脉安全有

效。 

 
 
PO-1374 

破裂动脉瘤急诊开颅夹闭术动脉瘤夹选择体

会 
 

董建平 王和平 罗志伟 顾伟红 杨永华 王超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神经外一科 653100 

 

目的  探讨破裂动脉瘤开颅夹闭手术动脉瘤夹

使用体会。  

方法  总结本科 2012 年 7 月～2014 年 8 月 4

6 例颅内破裂动脉瘤急诊开颅夹闭手术使用夹

闭型和内撑型动脉瘤夹使用体会。  

结果  术中动脉瘤均已夹闭，治愈 32 人、好

转 8 人、住院期间死亡 1 人、自动出院后死

亡 5 人。  

结论  不同动脉瘤夹类型和型号的准备及正确

使用是开颅动脉瘤夹闭手术成功以否的关

键。 

 
 
PO-1375 
Cranial temperature monitoring to disting
uish the hemorrhagic stroke and ischemi
c stroke at early time of onset   
 
Tan Liang,Feng Hua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00038 

 

Background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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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4.5 hours after onset is highly recomm
ended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Ho
wever, it’s quite hard for the clinicians to disc
riminated diagnose the ischemic stroke from 
hemorrhagic stroke without imaging examina
tion in the early stage. A rapid, accurate and 
non-invasive method to distinguish the strok
e type within the thrombolysis time window is
 urgently needed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The 
array infrared imaging device was developed
 to detect the cranial temperature of stroke p
atients within onset of three hours as a mark
er to diagnose the type of stroke.  
Methods We enrolled the subjects with acut
e hemorrhagic stroke with hematomal volum
e more than 30 ml and acute ischemic stroke
(only middle cerebral artery infarction include
d). The cranial temperature at right tempora, 
right forehead, middle forehead, left forehea
d and left tempora of the suspected stroke p
atients was measured by the infrared imagin
g within three hours after onset. Then CT an
d CTA were applied to diagnose the stroke t
ype, along with the extent of hematoma and i
nfarct. Meanwhile, the physiologic index, suc
h as the axilla temperature,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strength grade and Glasgow scor
e were measured and recorded at the acute 
stage of those patients.  
Findings four hemorrhagic stroke patients a
nd four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ere enrolle
d, which were confirmed by the follow-up CT
 and CTA examinations. The ipsilateral crani
al temperature of the hemorrhagic stroke pat
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ische
mic stroke patients(36.7±0.8 vs. 34.2±0.7, p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alateral cra

nial temperature, a decreased tendency of ip
silateral cranial temperature was found witho
u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34.2±0.8 vs. 34.8

±0.5, ＞0.05).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

ce of the including patients’ physiologic inde
xes.   
Interpretation Our data are the first to propo
se the cranial temperature can act as a mark
er for acute stroke type diagnosis. 
 
 
PO-1376 
Surgical technique for aneurysms at the 
A3 segment of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via
 anterior interhemispheric keyhole appro
ach  
 

Zheng Shu-Fa,Yao Pei-Sen,Yu Liang-Hong,Kang D
e-Zhi,Lin Yuan-Xiang,Lin Zhang-Ya,Fang Wen-Hua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

sity， Fuzhou， Fujian， China 100176 

 

Object  Traditional craniotomies for treatme
nt of the aneurysms atthe A3 segment of ant
erior cerebral artery (A3As), such as frontal 
approach and interhemispheric approach,  re
quire pre-hairline incision and relatively long 
incision, extensive bone flap, inevitable supr
aorbital nerve injury,opening frontal sinus, an
d increased operative time. Here we reporte
d anterior interhemispheric keyhole approac
h with minimally invasive advantages for trea
tment of A3As.  
Material and Methods  Thirteen A3As and o
ne A1 aneurysm in thirteen patients were co
nfirmed by computed tomographic angiograp
hy (CTA) and/or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
hy (DSA). All patients underwent anterior int
erhemispheric keyhole approach with a hairli
ne incision across the midline and a bone fla
p 3-4 cm in diameter, combined with external
 ventricular drainage, neuronavigation,intrao
perative neurophysiological monitoring(ION
M), and transcranial doppler(TCD). Clinical c
haracteristics and therapeutic results of the p
atien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capacities of those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using Glasgow Outcome Scale six
 months later.  
Results  All aneurysms were successfully o
bliterated via the anterior interhemispheric k
eyhole approach combined with external ven
triculardrainage. Mean duration of surgery (fr
om skin scalp incision to wound closure) was
 100 minutes  with a range of 70 to 135 minu
tes. No severe interhemispheric keyhole app
roach related complications, postoperative in
fections, secondary intracranial haemorrhag
e, severe cerebral vasospasm, and aneurys
mal neck remnants were detected. Median h
ospital stay after surgery was 9.0 days (rang
e 8 to 11 days). And the postoperative functi
onal capacities evaluated by GOS were nor
mal six months later. 
Conclusion  The anterior interhemispheric k
eyhole approach combined with external ven
tricular drainage is a safe, effective, and mini
mally invasive craniotomy technique for treat
ment of A3 aneury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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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77 
Keyhole approach combined with externa
l ventricular drainage for ruptured, poOR-
grade, anterior circulation cerebral aneur
ysms 
 
Zheng Shu-Fa,Yao Pei-Sen,Yu Liang-Hong,Kang D
e-Zhi,Lin Yuan-Xiang,Lin Zhang-Ya,Fang Wen-Hua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

sity， Fuzhou， Fujian， China 100176 

 

Object  We explored the feasibility of keyhol
e approach combined with external ventricul
ar drainage for ruptured, poOR-grade, anteri
or circulation cerebral aneurysm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ssessed the r
ecords of 103 patients with ruptured, Hunt-H
ess grade IV or V, anterior circulation cerebr
al aneurysms, admitted to our institution and 
detected by CTA and MRA examinations fro
m January 2005 to December 2014. The pati
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conservati
ve group and surgical group). The patients in
 surgic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terional or
 supraorbital keyhole approach combined wit
h placement of external ventricular drains(E
VD), who were operated within 24 hours or 2
4-48 hours after onset of SAH. The EVD was
 placed before pterional or supraorbital keyh
ole approach was performed. Clinical outco
me was assessed at the 6-month follow-up a
nd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mo
dified Rankin scale (mRS) score: a good out
come was defined as mRS 0–3 and a poor o
utcome as mRS 4–6.  
Results  Age, Hunt-Hess grade(IV or V) and
 timing of intervention(<24hours or later) influ

enced the clinical outcome of the patients（p

<0.05）, which was applied to predict morbi

dity and mortality. However, Sex, Fisher gra
de, hydrocephalus, the location of aneurysm
s and delayed ischemic neurologic deficit(DI

ND) didn’t（p>0.05）. Nine patients(20%) in

 conservative group(44 patients) had a good 
outcome compared to 32 patients(54%) in su
rgical group(59 patients). While thirty-five pat
ients(80%) receiving conservative therapy h
ad a poor outcome compared to 27 patients
(46%) receiving surgical treatment. The diffe

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0

8）. The data for mortality was available for 

32（73%）and 24（41 %）in conservative 

group and surgical group, respectively. And 
The number of deaths due to brain herniatio

n was 23（52%）and 5（8%）in the conser

vative group and surgical group,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

een the groups（p<0.05）. Twenty-two patie

nts(65%)in the subgroup (34 patients)who w
ere operated within 24 hours after onset of S
AH had a good outcome compared to 5 patie
nts(20%) in the subgroup (25 patients) who 
were operated within 24-48 hours. While 12 
patients(35%) operated within 24 hours after
 onset of SAH had a poor outcome compare
d to 20 patients(80%) operated within 24-48 
hour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p<0.05）. Twenty-six patients(65%)in 

the subgroup (40 patients)with Hunt-Hess gr

ade Ⅳ had a good outcome compared to on

e patient(5%) in the subgroup (19 patients) 
with Hunt-Hess grade V. While 14 patients(3

5%) with Hunt-Hess grade Ⅳ had a poor out

come compared to 18 patients(95%) with Hu
nt-Hess grade V.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

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s  Keyhole approach combined 
with external ventricular drainage is a safe a
nd reliable treatment for ruptured, poOR-gra
de, anterior circulation cerebral aneurysms, 
and it will reduce their morbidity and mortalit
y effective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poO
R-grade, anterior circulation cerebral aneury
sm should be treated in the first 24 hours aft
er SAH, and the Hunt-Hess grade IV will lea
d to much better prognosis than grade V.  
 
 
PO-1378 

间接血运重建联合颞肌贴敷在烟雾病治疗中

的应用 
 

胡阳春 

安徽医科大学 230022 

 

目的  探讨间接血管搭桥联合颞肌贴敷术治疗

烟雾病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5 年收治的 28 例烟

雾病患者临床资料，其中：①经间接血管搭

桥联合颞肌贴敷治疗 25 例；②未行手术治疗

3 例（其中 2 例家属不同意手术，1 例无手术

时机）；根据病死率、Barthel 指数和改良 R

ankin 量表评价临床疗效。  

结果  随访全部病例，术后 6 个月，25 例行

间接血管搭桥联合颞肌贴敷术者，脑血管造

影均发现颅外内血管沟通；头颅 CTP 提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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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区脑灌注明显改善，患者原有偏瘫症状均

有显著改善，2 例患者记忆力减退（4%）， 

无卒中事件发生；另 3 例未手术者均死亡。  

结论  间接血管搭桥联合颞肌贴敷术可有效改

善患者预后，提高患者存活率和生存质量，

降低病死率和病残率，但远期疗效仍待进一

步观察但需准确掌握手术时机、手术指征和

手术技巧。 

 
 
PO-1379 

AngⅡ通过调节 T 细胞活性与糖尿病患者的

颈动脉狭窄形成相关 
 

王凯 张占普 窦长武 杨继文 高乃康 白杰 王飞 苏优勒 

闫海成 朝博 张荣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究 T 细胞表型和 Ang II 在

伴有 2 型糖尿病的颈动脉狭窄患者中关系； 

方法  在我院（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于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6 月，选择 30 例伴有

2 型糖尿病的颈动脉狭窄患者，20 例 2 型糖

尿病患者和 10 例健康体检者。收集的病例并

整理记录。同时，分离的外周血单核细胞用

来检测 Th1、Th2 和 Th17 细胞比例；其转录

因子 T-bet, GATA3 and RORγt 和其特征因

子 IFN-γ,IL-4 和 IL-17 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应

用 ELISA and RT-PCR 分别检测健康体检者

外周血单核细胞、加用 Ang II 刺激剂和 Ang I

I 拮抗剂后 T 细胞的变化。 

结果  CA 阻患者中 Ang II 表达明显高于 T2D

M 患者和对照组(P< 0.05)。Th1 和 Th17 阳

性细胞, 其转录因子 T-bet and RORγt 以及其

表达因子 IFN-γ and IL-17 在 CA 组明显高于

T2DM 组 and 对照组 (P< 0.05)。同时得出在

健康体检的外周血细胞在 Ang II 刺激剂作用

下 T 细胞活性和相关的表达因子明显增多(P<

 0.05)，而再 Ang II 拮抗剂作用下 T 细胞活性

和相关的表达因子明显减弱(P< 0.05)。 

结论  通过调整 T 细胞活性和其表达因子，发

现 Ang II 表达水平与伴有 2 型糖尿病的颈动

脉狭窄形成和发展明显相关。 

 
 
PO-1380 
Larger inflow angle and incomplete occlu
sion predict recanalization of unruptured 
paraclinoid aneurysms after endovascula
r treatment 

 
Liu Aihua,Ji Wenjun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Background  Unruptured paraclinoid aneury
sms have a high incidence of aneurysm reca
nalization (AR) after endovascular treatment.
 We aimed to identify the incidence and pred
ictors of AR in these lesion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cons
ecutive patients with unruptured paraclinoid 
aneurysms who underwent endovascular tre
atment between January 2013 and Decemb
er 2014. Patients with fusiform aneurysms, d
issection aneurysms, traumatic aneurysms, 
or without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
SA) at follow-up, were excluded. AR was def
ined as any aneurysm remnant that had incr
eased in size or contrast filling that was obse
rved via DSA at the follow-up.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r
e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predictors of AR.  
Results  We included 145 patients with 150 
unruptured paraclinoid aneurysms in the ana
lysis. The incidence of AR was 8.7% (95% c
onfidence intervals [CI]: 4.7–13.3%) at a me
an follow-up of 7.4 months.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AR was associated with aneurysm 
size (odd ratios [OR]: 6.098; 95% CI: 1.870–
19.886; P = 0.003), location (OR: 3.88; 95% 
CI: 1.196–12.583; P = 0.024), inflow angle 
(OR: 6.852; 95% CI: 1.463–32.087; P = 0.01
5), and Raymond scale (OR: 12.473; 95% CI:
 2.7496–56.59; P < 0.001). In the adjusted m
ultivariate analysis, AR was independently pr
edicted by Raymond scale (OR: 9.136; 95% 
CI: 1.683–49.587; P = 0.001) and inflow angl
e (OR: 16.159; 95% CI: 3.211–81.308; P = 0.
01).  
Conclusions  Unruptured paraclinoid aneur
ysms had a high incidence of AR after endov
ascular treatment. An inflow angle of ≥90° an
d incomplete occlusion were significant predi
ctors of AR.  
 
 
PO-1381 

经硬脑膜外切除前床突显微手术夹闭床突旁

动脉瘤 
 

张岩松 赵鹏来 罗正祥 杨伦先 张玉海 赵金兵 刘永 杨

坤 阎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床突旁动脉瘤由于前床突和视神经的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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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动脉瘤颈往往不易暴露，也很难对载瘤

动脉进行阻断，所以手术风险极高，术后严

重并发症出现的可能性较大。床突旁动脉瘤

常为宽颈和大型动脉瘤，介入治疗后动脉瘤

容易复发以及占位效应加重导致失明等风

险，直接夹闭动脉瘤仍是该病主要的治疗手

段。本组 8 例床突旁动脉瘤均在术中经硬脑

膜外切除前床突，然后暴露和夹闭动脉瘤，

手术效果良好。 

方法  本组 8 例，男 3 例，女 5 例，年龄 43-7

1 岁，平均 57.6 岁。蛛网膜下腔出血 6 例，

视力障碍 2 例，头痛头晕 1 例。DSA 及头颅

CT 和 CTA 检查，共检查出 10 个动脉瘤，其

中 1 例合并同侧大脑中动脉瘤，1 例合并同侧

后交通动脉瘤，手术同期予以夹闭。动脉瘤

小于 1cm2 例，1-2cm5 例，大于 2cm1 例。

动脉瘤位置：眼动脉瘤 4 个，垂体上动脉瘤 2

个，颈内动脉腹侧动脉瘤 2 个。患者全麻后

均采用载瘤动脉同侧翼点入路，其中 2 例首

先暴露颈总动脉。经硬脑膜外咬除和磨平蝶

骨嵴，电凝切断眶上裂外侧韧带，用鼻甲咬

骨钳咬除部分眶顶后壁，向下方小心打开视

神经管，进一步显露前床突，用鼻甲钳咬住

前床突轻轻扭动，有时可以将其根部折断，

较完整取出之。如果前床突根部牢固或与周

围硬脑膜粘连紧密，切勿过分用力，以免引

起动脉瘤破裂。可以用细头金刚钻磨空前床

突中间骨质，注意冲水降温防止磨钻产热损

害视神经，然后小心分离前床突与硬膜粘连

后逐块切除。术野出血一般来自海绵窦，用

明胶海绵压迫即可止血。打开硬膜后释放脑

脊液，解剖外侧裂，显露颈内动脉从眼动脉

起始直至分叉处，辨清动脉瘤颈与周围结构

关系，分离瘤颈周围蛛网膜，选择合适动脉

瘤夹夹闭动脉瘤。 

结果  本组病例术后 5 例行 DSA 复查，3 例行

CTA 复查，均显示动脉瘤完全夹闭。术后未

出现严重并发症。在术前已有视力障碍的 1

例患者中，术后视力明显好转。所有病例术

后随访时间 3 个月-9 年，均恢复良好，生活

如常。 

结论  本组 8 例床突旁动脉瘤经硬膜外切除前

床突后，均可以顺利暴露动脉瘤颈，并且完

全夹闭动脉瘤。该方法的主要优势在于：

（一）能够充分暴露颈内动脉，提供近端临

时阻断的血管区域，对眼动脉有良好显露；

（二）同时开放视神经管，增加颅内视神经

的游离度，减少术中对视神经的影响，促进

术后功能恢复；（三）增加操作空间，减少

对脑组织和重要神经血管结构的牵拉；

（四）与经硬脑膜内切除前床突相比，经硬

脑膜外由于有硬脑膜和脑脊液的保护，手术

过程更加安全、快速。 

 
 
PO-1382 

血管重建手术与保守治疗出血型烟雾病的疗

效分析 
 

陈军 李爱民 陈震 吴海滨 张洪伟 王富元 刘希光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分析出血型烟雾病患者血管重建手术与

保守治疗后的疗效，以确定治疗出血型烟雾

病、减少再出血率的适宜方法。  

方法  2002 年~2014 年月经 CT 检查及脑血管

造影检查确诊为出血型烟雾病 82 例，其中脑

内出血 18 例(21.9%)，脑室出血 20 例（24.

4%)，脑内出血破入脑室 38 例（46.3%），

蛛网膜下腔出血 6 例(7.3%)。10 例(12.2%)合

并动脉瘤。急诊行脑内血肿清除术 32 例，脑

室外引流术 22 例，囊性动脉瘤栓塞术 7 例，

21 例对症止血降颅压治疗。病情稳定 3 月后

行血管重建术 48 例，保守治疗 34 例。随访

评估治疗效果根据 ADL 分级及患者的症状分

为轻度（>60 分）、中度（40~60 分及重度(<

40 分)功能障碍，并再出血、死亡情况。 

结果  82 例 2002 年至 2014 年随访 0.6~12 年

(平均 7.8 年)，直接血管重建组 12 例(75.0%)

好转，1 例无变化，3 例进展，无死亡及再出

血；联合血管重建组 25 例(78.1%)好转，3 例

无变化，4 例（12.5%）进展并再出血，其中

2 例死亡；保守治疗组 15 例(44.1%)好转，9

例无变化，10 例（29.4%）进展并再出血死

亡。 

结论  再出血是出血型烟雾病的预后不良和致

死的主要原因。血管重建手术可减少再出血 

和死亡。 

 
 
PO-1383 

单光子发射断层显像术评价改良脑-硬膜-动脉

血管联通术治疗烟雾病疗效 
 

赵刚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  从术后脑组织血流量变化方面来评价改

良脑-硬膜-动脉血管联通术（EDAS）治疗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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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病（MMD）术后的效果。 

方法  利用单光子发射断层显像术（ SPEC

T）对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在我科采用改良 EDAS 治疗的 MMD 患者 3

6 例（41 侧）进行随访，比较其手术前后 SP

ECT 的影像学变化。MMD 患者 36 例，其中

男 22 例，女 14 例，年龄 4.0~51.2 岁，中位

年龄 38.9 岁。缺血型 MMD29 例，其中 5 例

先后行双侧大脑半球手术治疗，手术大脑半

球共 34 侧，发病后 2~3 周行改良 EDAS 术

治疗；间隔 3 个月行对侧手术。出血型 MMD

7 例，均发病 1.5~3 个月后行改良 EDAS

术，共行 41 侧大脑半球手术治疗。所有患者

术前行 DSA 和 SPECT 检查，术后 3~4 个月

均行 SPECT 检查，同时根据患者依从性情况

酌情行 DSA 或 MRA 检查。 依据脑血流灌注

断层图像，在每例患者手术侧半球的额叶、

颞叶、顶叶各勾画出感兴趣区，每例患者的

术前及术后感兴趣区相同，以脑血流相对稳

定的小脑作为对照，分别计算以上 4 个区域

的平均计数，计算额颞顶 3 处感兴趣区平均

计数的平均值与小脑的比值，即为（额叶平

均计数+颞叶平均计数+顶叶平均计数）÷3÷小

脑平均计数×100%。SPECT 结果由同一核医

学医师行半定量测量。    

结果  41 侧 MMD 大脑半球行 EDAS 术，共

有 23 侧术后 SPECT 检查平均计数的平均值

较术前增加，总体改善率为 56.1%，其中缺

血型 MMD 术后的改善率为 58.8%（20/3

4），出血型 MMD 术后的改善率为 42.9%

（3/7）。每侧大脑 3 处感兴趣区术后平均计

数全部增加的共有 8 侧，占改善侧的 34.8%

（8/23），3 处感兴趣区术后平均计数全部减

少的 3 例，占无改善侧的 16.7%（3/18）。  

结论  改良 EDAS 治疗 MMD 术后脑组织血流

量明显改善，特别是对缺血型 MMD 疗效肯

定。 

 
 
PO-1384 
Risk Factors of the Volume of Hemorrhag
e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
ge 
 
Zhao Di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50031 

 

Background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
morrhage (aSAH) is a medical emergency wi
th high mortality and morbidity.There is a ma

rked association of functional deficiencies fol
lowing aSAHwith the volume of hemorrhage,
 which is generally quantified by the fisher re
vised grade.  
Methods  155 aSAHpatients were evaluated
for the risk factors including demographic fac
tors, medical history, pre-admission blood pr
essure, and aneurysm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Aneurysm number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poor fisher revised grades (gr
ade 3 or 4) (P=0.016).Multi-aneurysm (2-4) 
was likewise a risk factor of the poor grades 
(OR=4.0, P=0.004).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
s also observed for aneurysms in internal car
otid artery (ICA),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
ery (ACOA), or middle cerebral artery (MCA)
 when compared to the other sites (P<0.001).
 Bleeding in ACOA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
ed with the poor grades (Odds Ratio (OR) =
4.3, P=0.025). Additionally, pre-admission di
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 alone significan
tly associated with the poor fisher grade (P=
0.024). 
Conclusion  Pre-admission DBP, multiple a
neurysms, and aneurysms in ACOA are ass
ociated with markedly increased volume of h
emorrhage as evaluate by the fisher revise g
rade. Aneurysm patients with above features
 should have an awareness of aSAH prevent
ion and seek an early intervention. 
 
 
PO-1385 

初发和再发急性脑梗死患者颈动脉斑块的高

分辨 MRI 对比研究 
 

刘碧英 

1.福建省级机关医院 

2.福建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利用高分辨 MR 黑血序列及 CE-T1WI

比较初发及再发缺血性脑梗死患者颈动脉斑

块负荷及成分的差异。 

方法  对 41 例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急性脑梗死患者在发病一周内行颈动脉 3D-T

OP 成像、高分辨 MRI 黑血序列成像及 CE-T

1WI 成像，其中初发 20 例，再发 21 例，并

对脑梗死的责任颈动脉进行影像分析，比较

初发及再发急性脑梗死患者颈动脉斑块负荷

及成分的差异。 

结果  初发与再发组患者在年龄上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5）；初发与再发组急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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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死在平均管壁厚度（WT）、管壁面积（W

A）、管腔直径（LD）、管腔面积(LA)、血管

直径（TVD）、血管总面积（TVA）上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管壁标准化

指数(NWI)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斑块内出血和纤维帽破裂出现率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斑块内脂核和

钙化出现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

5）。钙化面积均数、脂核面积均数及出血面

积均数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钙化指数、脂核指数及出血指数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颈动脉狭窄率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初发和再发急性脑梗死患者的颈动脉斑

块特征存在差异，利用高分辨 MRI 监测初发

急性脑梗死患者的斑块情况有助于评估再发

脑梗死的风险。 

 
 
PO-1386 
Increased prevalence of autoimmune dise
ase in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compared 
with bilateral moyamoya disease 
 
Chen Jianbin1,2,Lei Ting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Object  This study explored whether there w
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utoimmune dis
ease prevalence rates in unilateral and bilate
ral moyamoya disease (MMD). 
Methods  The authors performed a retrospe
ctive review of data obtained from the medic
al records of their hospital, analyzing and co
mparing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ev
alence rates of all autoimmune diseases that
 were associated with unilateral and bilateral 
MMD in their hospital from January 1995 to 
October 2014. 
Results  Three hundred sixteen patients wit
h bilateral MMD and 68 with unilateral MMD 
were identifi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at
ients with unilateral MMD were more likely to
 be female than were patients with bilateral 
MMD (67.6% vs 51.3%, p = 0.014, odds rati
o [OR] 1.99). Overall, non-autoimmune com
orbidities tended to be more prevalent in th
e unilateral MMD cases than in the bilateral 
MMD cases (17.6% vs 9.8%, p = 0.063, OR 
1.97, chi-square test). Autoimmune thyroid di
sease and other autoimmune diseases also t
ended to be more prevalent in the unilateral 

MMD cases than in the bilateral MMD cases 
(19.1% vs 10.8%, p = 0.056, OR 1.96 and 8.
8% vs 3.5%, p = 0.092, OR 2.77, respectivel
y, chi-square test). The overall autoimmune 
disease prevalence in the unilateral MMD ca
s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the bilate
ral MMD cases (26.5% vs 13.6%, p = 0.008, 
OR 2.29, 95% CI 1.22–4.28, chi-square test).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utoimmune disease was more likely to 
be associated with unilateral than with bilater
al MMD (p = 0.039, OR 10.91, 95% CI 1.13–
105.25). 
Conclusions  This study indicated a higher 
overall autoimmune disease prevalence in u
nilateral than in bilateral MMD. Unilateral M
MD may be more associated with autoimmu
ne disease than bilateral MMD. Different pat
hogenetic mechanisms may underlie moyam
oya vessel formation in unilateral and bilater
al MMD. 
 
 
PO-1387 
Prevalence of autoimmune disease in mo
yamoya disease patients in Western Chin
ese population 
 
Chen Jianbin1,2,Lei Ting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Object  The pathogenesis of moyamoya rem
ains to be elucidated and an immunologic ba
sis has been suggested. For gaining further i
nsight into the pathogenesis of moyamoya, 
we explored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
cs of autoimmune disease inmoyamoya dise
ase (MMD) inWestern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Retrospective clinical characteristi
c analysis of patients with angiographically c
onfirmed MMD was performed and compare
d with the general Chinese population.  
Results  A significantly higher prevalence of  
autoimmune disease was observed, particul
arly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P b 0.001, 7.
0% vs 1.2%, χ2 test) and Graves disease (P 
b 0.001, 7.0% vs 0.34%, χ2 test) in the gene
ral Chinese population. The overall prevalen
ce of autoimmune disease in MMD was up t
o 31.0% (44/142). This study suggested high
er overall prevalence of autoimmune disease
 in MMD in Western China when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Chinese population.  
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further sup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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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autoimmune abnormality might associat
e with MMD and autoimmune component to 
pathogenesis of moyamoya vasculopathy. 
 
 
PO-1388 
Risk factors of acute coagulopathy after a
neurismal clipping 
 
Yao Peise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

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zhou City， 

Fujian 350004， China 350005 

 

Although coagulopathy have been proved to 
be a contributor to a poor outcome of aneury
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SAH), the 
risk factors for triggering coagulation abnorm
alities have not been studied after neurosurg
ical clipping of aneurysms. Here we investig
ated risk factors of acute coagulopathy, and 
analy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ute coa
gulopathy and outcome after surgical clippin
g of cerebral aneurysms. All patients underg
oing surgical clipping of cerebral aneurysms 
after the hemorrhage by the same surgeon 
were collected. Coagulation was assessed w
ithin 24 hours after surgery. Age, sex, histori
cal hypertension and diabetes, Hunt-Hess gr
ade, Fisher grade, preoperative antiepileptic 
drug administration, preoperative anticoagul
ant drug use, preoperative infection, operatio
n time, intraoperative total infusion volume, i
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intraoperative bloo
d loss per hour (intraoperative total infusion 
volume/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net flu
id intake (intraoperative total infusion volume
 -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intraoperative tr
ansfusion, intraoperative hemostatic drug us
e, calcium reduction (preoperative free calciu
m concentration – postoperative free calcium
 concentration), postoperative hemorrhage a
nd infarction, and mortality were analysed. A
 consecutive series of 118 patients was colle
cted. Coagulopathy was detected in a total o

f 70 cases (group Ⅰ), while not in 118 cases

 (group Ⅱ). Univariable analysis showed that

 sex, ag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per hour,
 intraoperative transfusion, intraoperative net
 fluid intake, and calcium reduction were rela
ted to coagulopathy. Non 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x (femal
e), age (≥ 65 years), intraoperative net fluid i
ntake (≥1500ml), and calcium reduction (≥0.

3 mmol/L) were the risk factors for coagulop
athy. There were 6 cases(8.57%) with posto

perative cerebral infarction in group Ⅰ, while

 6 cases (5.08%) in group Ⅱ (p = 0.344). Th

ere were 4 cases (5.71%) with postoperative

 rebleeding in group Ⅰ, while 5 cases (4.2

4%) in group Ⅱ(p = 0.916). The mortality wa

s 7.14% (5/70) in group Ⅰ, while 0.85% (1/1

18) in group Ⅱ(p = 0.028). DVT was not det

ected in all cases. In Conclusion, sex (femal
e), age (≥ 65 years), intraoperative net fluid i
ntake (≥1500ml), and calcium reduction (≥0.
3 mmol/L) were considered as the risk factor
s for coagulopathy, and have been prov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mortality after ane
urismal clipping. However, Postoperative co
agulopathy was not related to postoperative 
hemorrhage and infarction. 
 
 
PO-1389 

右美托咪定在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术患者的

应用体会 
 

邵波 滕灵方 陈慧慧 何玺君 彭余江 杨鹏翔 陈钰 

浙江省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317500 

 

目的  研究右美托咪定对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

术患者麻醉诱导期和术后复苏期镇静镇痛的

效果。   

方法  将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1 月本院施行 

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术的患者 48 例，治疗前

按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完全随机化分成右美托

咪定组（D 组）和对照组（C 组），D 组患者

麻醉前 10min 予右美托咪定 0.5μg·kg－１微

泵静脉注射，术中给予 0.4μg·kg－１·h－１

泵注维持，C 组给予等剂量生理盐水，两组

其他麻醉方法相同，记录每个患者术中异丙

酚和瑞芬太尼使用剂量，麻醉苏醒期躁动评

分，拔管后 30min Ramsay 镇静评分，以及

患者是否出现躁动、呛咳和术后寒战等并发

症。   

结果  D 组异丙酚和瑞芬太尼使用量少于 C

组，手术结束拔除气管插管后，D 组躁动评

分低于 C 组，而 Ramsay 镇静程度评分高于

C 组，D 组出现躁动、呛咳和术后寒战等并发

症明显少于 C 组。   

结论  在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术中应用右美托

咪定，能获得满意的镇痛镇静效果，有效减

少围拔管期应激不良反应，减少其他麻醉药

品的使用剂量，是颅内动脉瘤手术较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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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辅助药。 

 
 
PO-1390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posterior cere
bral artery aneurysms: a single-center ex
perience of 55 cases 
 
Xu Fe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Huashan Hospital F

udan University 226001 
 

Objective  Aneurysms of the posterior cereb
ral artery (PCA) are uncommon. To date, a li
mited number of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outcomes of endovascular treatment for PC
A aneurysm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rep
ort our experience with endovascular treatm
ent of PCA aneurysms.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07 and Dece
mber 2014, 55 patients with 59 PCA aneurys
ms were treated using the endovascular app
roach in our institution. Twenty-three patient
s had 25 saccular aneurysms, and 32 patient
s had 34 fusiform/dissecting aneurysms. The
 endovascular modalities were the following: 
1) selective occlusion of the aneurysm (n=2
2), 2) complete occlusion of the aneurysm a
nd the parent artery (n=20), 3) parent arter
y occlusion (n=6), 4) partial coiling of the ane
urysm and the parent artery (n=5), and 5) oc
clusion of the dissecting aneurysm sac (n=2). 
Results  Immediate angiographic results incl
uded 45 complete occlusions (82%), 2 nearl
y complete occlusions (4%), and 8 incomplet
e occlusions (14%). Mean follow-up of 21.8 
months in 46 patients showed 37 stable resu
lts, 6 further thromboses, and 3 recurrence. 
Final results included 41 complete occlusion
s (89%), 2 nearly complete occlusions (4%), 
and 3 incomplete occlusions (7%). Procedur
e-related complications were the following: 1)
 rebleeding (n=1), 2) infarction (n=4), 3) perf
oration (n=1). There were 1 (1.8%) procedur
e-related mortality due to rebleeding, and 2 
(3.6%) non-procedure-related mortalities due
 to severe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
H). Clinical outcome was excellent (GOS 5) i
n 47 of 49 patients at the long-term follow-up. 
Conclusions  PCA aneurysms may be effec
tively treated by different endovascular appr
oaches with favorable clinical and radiologic 
outcomes. However,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severe SAH still have overall poor prognosis.
 Partial coiling of the aneurysm and the pare

nt artery is an attractive alternativ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ho may not tolerate parent arte
ry occlusion. Further study with larger case s
eries is necessary for validation of the durabi
lity and efficacy of this treatment.    
 
 
PO-1391 

微血管多普勒超声在颅内动脉瘤手术中的应

用 
 

茅磊 杭春华 吴伟 纪祥军 赵鑫 王笑亮 王汉东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神经外科 210002 

 

目的  评价微血管多普勒超声(MDU)技术对颅

内动脉瘤手术中的载瘤动脉及分支动脉的监

测效果。 

方法  在 16 例 18 个颅内动脉瘤开颅手术中,

使用 MDU 对载瘤动脉和相关穿支动脉检测血

流动力学的改变。动脉瘤处理后，载瘤动脉

或穿支动脉血流降低或消失时，改变动脉瘤

夹夹闭位置，使载瘤动脉或穿支动脉的血流

恢复至正常。 

结果  在术中均使用 1mm 微探头成功监测了

所有患者的载瘤动脉和分支血管。18 个动脉

瘤其中有 16 个行动脉瘤夹闭术，1 例颈内动

脉海绵窦段巨大动脉瘤行动脉瘤孤立术+颅内

外血管搭桥术，另 1 例血泡样动脉瘤行血管

缝合术。术中 MDU 监测显示：3 例患者(18.

8％)提示动脉瘤夹闭后分支血管闭塞，4 例患

者(25％)提示血管狭窄。对这些患者调整了动

脉瘤夹，MDU 均恢复正常。其他患者 MDU

监测均正常，无监测相关并发症发生。术后

头颅 CT 示所有病例无脑梗死。术后 1 周内所

有患者均行头颅 CTA 或 DSA 复查，均显示

载瘤动脉及分支血管保留良好、通畅，动脉

瘤消失。 

结论  MDU 具有快速、安全、可靠、操作简

单的特点，能够有效防止动脉瘤夹闭术中载

瘤动脉或穿支动脉的闭塞和狭窄。 

 
 
PO-1392 

80 岁以上老年人脑出血 56 例临床分析 
 

刘建恒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医院 300280 

 

目的 分析总结 80 岁以上老年人脑出血的临床

特点。 

方法 对 56 例 80 岁以上脑出血患者临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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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并发症、治疗方法及效果进行分析。 

结果 80 岁脑出血患者临床表现以意识障碍为

主、并发症多、简单手术效果较好。 

结论 80 岁脑出血早期临床表现不明显，并发

症高，死亡率高、简单手术效果良好。  

我院 2011 年 1 月—2014 年 2 月收治 56 例 8

0 岁以上脑出血病例，分析总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本组 56 例，男 24 例，女 32

例，年龄 80—91 岁。原发性高血压 45 例，

糖尿病史 8 例。患者以意识障碍为主要临床

表现 42 例，肢体偏瘫 12 例。丘脑、基底节

出血 25 例，破入脑室 8 例，大脑半球出血 1

0 例，脑室出血 8 例，小脑出血 5 例，脑干出

血 4 例，硬膜下血肿 4 例。手术治疗 21 例，

其中骨瓣开颅 3 例，骨窗开颅 2 例，脑室引

流 5 例，立体定向碎吸尿激酶溶栓引流术 11

例，气管切开 7 例。非手术治疗例 35 例，放

弃治疗 6 例。 2 结果 21 例手术患者，按格拉

斯哥分级：Ⅰ级 5 例，Ⅱ级 2 例，Ⅲ级 3

例，Ⅳ级 8 例，Ⅴ级 3。非手术 35 例，Ⅰ级

10 例，Ⅱ级 4 例，Ⅲ级 6 例，Ⅳ级 7 例，Ⅴ

级 2 例，放弃治疗 6 例。3 讨论 近年来研究

认为，在严格掌握手术适应症的情况下，规

范化的外科治疗的效果优于规范化的内科治

疗，80 岁以上人群脑出血发病率明显升高，

因为动脉硬化较重、脑血管淀粉样变明显，

出血部位大部分位于基底节。患者多以意识

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脑及脑血管的代偿能

力差，当其代偿能力达到一定极限时，病情

就会急剧恶化，出现严重的意识障碍。具有

手术指征脑出血的患者，治疗要做到早、

快、好的手术方法，清除颅内血肿，降低颅

内压，阻断因颅内压升高引起的危及患者生

命的恶性循环，同时应注意对重要器官的保

护，防止并发症，关于手术方法问题，根据

近年来工作经验，本人认为，老年人各个器

官功能较差，尽可能采取损伤小，相对简单

的手术方法，能够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有

脑疝发生的患者实行骨瓣开颅术血肿清除

术，其余均可以局麻下立体定向钻颅血肿碎

吸加尿激酶溶栓引流或单纯钻孔置管尿激酶

溶栓引流，同样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总

之，80 岁以上老人脑出血的诊断及治疗应结

合其临床特点、各个器官的功能状况，做出

综合的评价，快速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提

高 80 岁以上老人脑出血的治愈率，降低死亡 

率和致残率。 

 

PO-1393 

MRI 与 DSA 三维影像融合联合术前栓塞对颅

内血管畸形显微手术治疗的价值 
 

茅磊 杭春华 张鑫 吴伟 张庆荣 纪祥军 王笑亮 文立利 

王汉东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神经外科 210002 

 

目的 探讨 MRI 与 DSA 三维影像数据融合联

合术前栓塞对颅内血管畸形手术治疗的应用

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神经外

科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4 月共使用 MRI 与

DSA 三维影像数据融合联合术前栓塞对颅内

血管畸形行显微切除手术的 6 例患者的临床

资料。所有患者在手术前行脑血管造影获得

DSA 三维影像数据和 MRI 层厚 2.0mm 三维

断层影像数据，然后在西门子 Artis Zee Bipla

ne 双向血管造影系统图像后处理工作站将 D

SA 数据与 MRI 数据进行融合。所有患者在手

术前一天均用 Onyx 胶行血管畸形部分栓塞，

最后在显微镜下行病变切除手术，术后均复

查 DSA。 

结果 共 6 例颅内血管畸形患者（男性 5 例，

女性 1 例，平均年龄 35 岁（12-59 岁））。

其中 3 例是顶枕叶脑动静脉畸形，另 3 例为

脑膜-脑动静脉畸形。MRI 与 DSA 三维影像

数据的融合使术者在 MRI 上清晰直观的了解

血管畸形在颅内的部位、供血动脉、引流静

脉及与重要脑结构之间的解剖关系等重要信

息。3 例顶枕叶脑动静脉畸形患者术前 1 天均

用 Onyx 胶行大脑后动脉 P3 段以远分支供血

区域的栓塞，3 例脑膜-脑动静脉畸形术前 1

天用 Onyx 胶行颈外动脉系统供血动脉的栓

塞。所有患者栓塞后 1 天即在显微镜下行血

管畸形切除术。术中发现部分栓塞后的血管

畸形手术中出血明显减少，尤其是供血来源

于深部大脑后动脉分支的脑动静脉畸形术中

安全性明显增加，同样脑膜-脑动静脉畸形因

颈外供血的术前栓塞，术中出血也明显减

少。复杂的颅内血管畸形在显微镜下均得以

安全、完整的切除，术后均复查头颅 DSA 显

示血管畸形切除完全，6 例患者均无新增的神

经功能障碍。 

结论 在颅内血管畸形显微切除手术中使用 M

RI 与 DSA 三维影像数据融合，能够帮助术者

准确了解畸形团位置、大小以及供血动脉和

引流静脉的走形等重要信息，看清楚病灶与

周围脑结构的解剖关系，结合术前栓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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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本在手术中最后才能暴露的深部供血动

脉及术中处理较困难的颈外供血区域在术前

便得到控制，使得术中出血较以往明显减

少，确保颅内血管畸形团的精准、安全切

除，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手术治愈效

果。 

 
 
PO-1394 

法舒地尔联合尼莫地平防治动脉瘤栓塞术后

脑血管痉挛的疗效观察 
 

彭龙锋 李学芝 姜京超 张绍政 纪宇明 姜明旭 

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 265200 

 

目的  观察法舒地尔联合尼莫地平防治颅内动

脉瘤栓塞术后脑血管痉挛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 2013-07—2015-10 在我科行动脉

瘤栓塞术的 Hunt-Hess 分级Ⅲ级 30 例、Ⅳ级

15 例（共 45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病

人因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住院，均在住院 3

天内行栓塞术治疗。将研究对象分为尼莫地

平治疗组（23 例）和法舒地尔联合尼莫地平

治疗组（22 例）。尼莫地平治疗组滴入尼莫

地平 10mg（50ml）/次，3 次/d；法舒地尔联

合尼莫地平治疗组滴入法舒地尔 30mg+生理

盐水 50ml/次及尼莫地平 10mg（50ml）/次，

3 次/d；两组疗程均为 14d。采用 t 检验比较

两组患者经颅多普勒检测大脑中动脉血流平

均速度（治疗前及治疗后 7、14d）及出院时

GCS 评分的差异。出院后 3 个月行 GOS 评

分，分为恢复好和差，以中残及良好为好，

以死亡、植物状态及重残为差，采用 χ2 检验

分析。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尼莫地平治疗组有 2 例患者未能用药至

14 天而出院，实际观察 43 例。两组患者用

药后 7d 和 14d 大脑中动脉血流平均速度均较

治疗前明显降低[尼莫地平治疗组 147±29.604

 VS 110.67±13.837（P＝0.021），147±29.6

04 VS 88±14.846（P＝0.001）；法舒地尔联

合尼莫地平治疗组 132±31.471 VS 98.17±10.

797（P＝0.046），132±31.471 VS 80.33±1

3.663（P＝0.004）]。同一时间点与尼莫地

平治疗组相比，法舒地尔联合尼莫地平治疗

组大脑中动脉血流平均速度有所下降，但无

统计学差异[7d 110.67±13.837 VS 98.17±10.

797（P＝0.112），14d 88±14.846 VS 80.33

±13.663（P＝0.374）]。法舒地尔联合尼莫

地平治疗组患者出院时 GCS 评分明显高于尼

莫地平治疗组（13.73±2.548 VS 11.43±3.99

5，P＝0.032）。3 个月后两组患者 GOS 评

分比较，法舒地尔联合尼莫地平治疗组恢复

好率明显高于尼莫地平治疗组（χ2＝5.064，

P＝0.034）。 

结论  法舒地尔联合尼莫地平治疗和单用尼莫

地平治疗均可明显缓解脑动脉瘤栓塞术后患

者的脑血管痉挛，但法舒地尔联合尼莫地平

治疗能更明显地提高患者出院时的 GCS 评分

和改善患者临床预后。 

 
 
PO-1395 

经小脑延髓裂入路显微手术治疗小脑出血破

入脑室 
 

张圣旭 张万宏 吴恒浩 张海军 王景波 李革军 郑光明 

开封市中心医院 475000 

 

目的  小脑出血破入脑室具有起病急、进展

快、预后差等特点，病情凶险。多发于齿状

核周围，部分位于小脑蚓部，多为齿状核动

脉破裂，小脑半球出血量≥15mL 或蚓部出血≥

6mL 者，主张外科手术治疗。小脑出血的外

科干预治疗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后颅凹开颅

血肿清除术，包括常规手术和显微外科手

术；另一类是微创血肿清除术，包括立体定

向血肿穿刺引流术，神经内镜手术及单纯脑

室外引流术联合尿激酶注入治疗等。急性期

如何以小的创伤，快速清除小脑及脑室内血

肿，解除脑干压迫，疏通脑室系统，降低颅

内压与手术方法的改进密切相关。本研究探

讨经小脑延髓裂入路显微手术清除小脑出血

破入脑室的方法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85 例经小脑延髓裂入路显微

手术治疗的小脑出血破入脑室患者的临床资

料。1.依据患者术前意识状态或格拉斯哥昏迷

评分（GCS,Glasgow Coma Scale）、出血

量、是否脑疝、破入脑室情况或 Graeb 评

分，如患者脑疝先行侧脑室外引流术，再进

一步行如下处理，术前昏迷，GCS 评分 3-8

分，Graeb 评分 6-12 分，行后颅凹常规开颅

后压力高者，显微镜下经皮层造瘘清除血

肿，切除双侧小脑扁桃体后经小脑延髓裂清

除第四脑室血肿，探查中脑导水管出口，经

第四脑室轻柔旋转置入 8 号脑室外引流管，

疏通脑室系统。2.患者术前昏睡至清醒，GC

S 评分≥10 分，Graeb 评分 1-5 分，小脑隐部

出血者，常规开颅后经小脑延髓裂清除隐部

及第四脑室血肿，保留双侧小脑扁桃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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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法 1。采用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cale,GOS)对术后患者进行评

估。 

结果 85 例患者术后复查头颅 CT，血肿清

除〉90%70 例，清除 70-90%15 例，平均住

院天数 23 天，随访 3 个月，GOS 评分：恢

复良好 60 例(70.6%)，中残 10 例(11.7%)，

重残 5 例（5.9%），植物生存 3 例（3.

5%），死亡 7 例(8%)，存活者 28 例存在恶

心呕吐，10 例眩晕，15 例共济失调。 

结论 经小脑延髓裂入路显微手术清除血肿治

疗小脑出血破入脑室能彻底清除小脑血肿、

第四脑室及中脑导水管出口处血肿，解除脑

干压迫，符合显微微创神经外科理念，是治

疗小脑出血破入脑室的有效治疗措施。 

 
 
PO-1396 

分段式不同阈值颅内压控制对重型颅脑创伤

患者作用的研究 
 

吴建跃 王卫民 肖国民 程军 徐海松 丁皓俊 姜启周 

浙江省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310015 

 

目的  探索分段式不同阈值颅内压(ICP)控制对

颅脑创伤(TBI)患者的作用。  

方法  收集我院神经外科 2012 年 3 月年至 20

15 年 3 月救治的重型 TBI 患者 188 例。其中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收治的 92 例患者

采用分段式不同阈值控制 ICP，设为试验

组；而 2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12 月收治的 9

6 例患者采用传统的单一阈值控制 ICP，设为

历史对照组。评估两组患者 6 个月 GOS 评

分，死亡率，降 ICP 治疗措施使用情况，病

程中神经功能恶化的发生率，并发症发生

率，患者 ICU 住院天数及总住院天数的差

异。 

结果  两组患者发生神经功能恶化的比例无统

计学差异（P=0.603）。两组患者的高渗治疗

天数和行脑室外引流天数均无显著差异（P>0.

05，但试验组患者中行过度通气（P=0.03

7），去大骨瓣减压术（P=0.003）及亚低温

治疗（P=0.018）的比例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试验组患者的 6 个月预后良好率为 50%，显

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6 个月预后良好率（28.

1%，P=0.002）。Logistic 多因素分析显示，

试验组患者 6 个月预后良好的可能性显著高

于对照组（OR=2.56，95%CI：1.29-5.1

1）。另外，试验组患者的总住院天数（P=0.

005）和 ICU 住院天数（P<0.001）也均低于

对照组。试验组患者的肺部感染、脑积水、

肾功能不全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的发

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结论  分段式不同阈值 ICP 控制可以安全有效

的减低二线降颅压措施的使用，降低住院天

数，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以及改善患者预后。  

 
 
PO-1397 

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在治疗亚低温治

疗急性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中的意义 
 

邱炜 1 黄娜 2 郭志旺 1 常会民 1 

1.武警广东医院 

2.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评价亚低温治疗对急性重型颅脑损伤的

疗效，探讨血清神经元烯醇化酶（NSE）的

检测在亚低温治疗脑外伤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对所收治 68 例急性重型颅脑损伤患者

随机分为亚低温组和对照组各 34 例，对两组

患者同期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变

化，并测定治疗前后同期血清 NSE 浓度进行

对比分析。  

结果  亚低温组患者的 GCS 评分提高明显优

于对照组，两组患者受伤后的血清 NSE 浓度

明显高于正常，而经治疗后两组血清 NSE 浓

度均有明显下降，亚低温组低于对照组。  

结论  血清 NSE 浓度检测对于急性重型颅脑

损伤病情及亚低温治疗效果判断具有重要意

义。  

 
 
PO-1398 

高压氧对颅脑损伤后脑代谢、脑血流及颅内

压的影响 
 

王晓 

山东省潍坊市解放军 89 医院神经外科 261021 

 

目的  研究高压氧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脑代

谢、脑血流及颅内压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救治的行血肿清除术+去骨瓣

减压术的患 10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高压

氧治疗组，每组 50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相同

的常规治疗，高压氧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给予高压氧治疗 4 个疗程，对照组除常

规治疗外不接受其他治疗。分析统计两组患

者在治疗 1d、3d、5d、10d 后脑血流动力学

参数、颅内压及脑组织氧摄取率的变化，比

较两组患者的总体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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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 1d 后脑血流参数(Vs、

Vm、PI 值)、颅内压及脑组织氧摄取率无明

显差异(p＞0.05)；治疗 3d，5d，10d 后，高

压氧治疗组脑血流动力学参数(Vs、Vm)、脑

组织氧摄取率明显高度对照组(p <0.05)，而

PI 值、颅内压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高

压氧治疗组的总体有效率为 90.0%，明显高

于对照组 6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

5)。 

结论  高压氧治疗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能够有

效改善患者脑血流参数、降低颅内压、增加

脑组织氧摄取率，提高治疗的总体有效率，

值得推广。  

 
 
PO-1399 

钻孔后尿激酶溶解引流术治疗非急性期硬脑

膜外血肿 
 

王向东 任新亮 

山西省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046011 

 

目的 探讨颅骨钻孔后尿激酶溶解引流术治疗

非急性期硬脑膜外血肿的适应证、方法及效

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2015 年我科收治的

39 例经该法治疗的非急性期硬脑膜外血肿病

人的临床特点及疗效。 

结果 所有血肿均在短时间内清除，未发现再

出血、颅内感染等并发症。 

结论 钻孔后尿激酶溶解引流术治疗非急性期

硬脑膜外血肿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 

 
 
PO-1400 

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复发风险因素

分析 
 

彭汤明 刘亮 董劲虎 黄昌仁 江涌 杨晓波 陈礼刚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慢性硬膜下血肿(CSDH)是神经外科常

见病，其复发可能与多种因素相关，但其确

切的影响因素尚不明确。因此，通过回顾性

分析我院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的 CSD

H 病例资料，探讨影响其复发的可能相关因

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经钻孔引流术治疗的 2

57 例 CSDH 患者的临床资料、影像资料、随

访结果，对可能影响 CSDH 复发相关的因素

进行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包括年龄、性

别、高血压、糖尿病、术前血小板值、术前

血肿特点、术前 GCS 评分、术前血肿厚度、

术前中线偏移程度、出院时血肿厚度、出院

时中线偏移程度等。 

结果  本组资料中共有 23 例患者出现硬膜下

血肿术后复发(复发组)。行单因素分析发现复

发组与未复发组患者性别、术前血小板值、

血肿特点、术前 GC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年龄、高血压、糖尿病、术前血肿厚

度、术前中线偏移程度、出院时血肿厚度、

出院时中线偏移程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对年龄、高血压、糖尿病、术前血肿厚度与

偏移程度、出院时血肿厚度与中线偏移程度

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年龄(OR, 2.7)、糖尿

病(OR, 3.1)、术前血肿厚度(OR, 2.8)、出院

时中线偏移程度(OR, 2.3)差异具有统计学差

异。 

结论  慢性硬膜下血肿的复发与年龄、糖尿

病、术前血肿厚度及出院时中线偏移程度具

有相关性。 

 
 
PO-1401 

重型颅脑损伤合并视神经损伤的诊疗分析 
 

谢国强 

陕西省核工业 215 医院 712000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损伤合并视神经损伤的诊

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1 例重型颅脑损伤合并

视神经损伤的诊疗过程，其中开放性颅脑损

伤 18 例、闭合性颅脑损伤 3 例；2 例行内镜

经鼻蝶视神经减压、1 例行开颅手术中视神经

减压，18 例非手术治疗视神经损伤。 

结果 意识清楚患者 11 例，其中视力好转 8

例，2 例视力无明显改善，1 例视力完全丧

失，植物生存 4 例，死亡 2 例。 

结论 对于重型颅脑损伤合并视神经损伤，在

抢救生命的同时要重视视神经损伤，通过双

眼 CT 及 MRI 等检查明确视神经受压及损伤

情况，必要时积极行视神经减压术以挽救视

力。 

 
 
PO-1402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

及护理措施分析 
 

孔静 黄瑞杉 王海洋 韩烜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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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探究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

相关因素与护理措施。 

方法  选择我院于 2013 年 3 月-2015 年 9 月

收治的 96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取其中发生肺部感染的 46 例作为观察

组，其余 50 例未发生感染的患者作为对照

组。 

结果  通过单因素分析发现，重度颅脑损伤患

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高

龄、长时间卧床、长时间使用抗生素、合并

基础病、长时间使用激素、格拉斯哥昏迷分

低、应用呼吸机、长期吸烟史、气管切开、

置留胃管。 

结论  重度颅脑损伤患者多为暴力直接损伤或

者暴力间接作用于头部形成的颅脑组织损

伤，在重症颅脑损伤患者的并发症中，肺部

感染属于常见并发症，也是较为严重的并发

症之一。 

 
 
PO-1403 

杭州市高速公路交通伤 10 年流行病学分析 
 

王树超 

杭州市解放军第 117 医院 310004 

 

目的  探讨杭州市高速公路交通伤的流行病学

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杭州市高速公路 2005—201

4 年间所发生的 51792 起交通事故资料。 

结果  2005 年至 2014 年间共发生交通事故 5

1796 起，其中死亡 470 人，受伤 4872 人，

重伤 270 人，交通事故人员以男性 21-40 岁

年龄段为主，在 2013 和 2014 年、每年一月

份、10:00-18:00、在广场和匝道上最为频

发，事故类型以尾随相撞占首位，主要原因

为未保持安全距离。  

结论  为减少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伤，应加强高

速公路交通管理，改善交通环境，强化驾驶

员遵守高速公路交通规则的教育，保持安全

车距，并完善救护体系。 

 
 
PO-1404 

轻中度创伤性脑损伤后进展性出血性损伤的

危险因素分析 
 

陈军 王武盛 李爱民 颜士卫 吴海滨 陈震 周辉 江伟 李

宁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轻中度[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lasg

ow Coma Scale，GCS）≥9]创伤性脑损伤（t

raumatic brain injury，TBI）后发生进展性出

血损伤（progressive hemorrhagic injury，P

HI）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9 月~2015 年 8 月

132 例轻中度 TBI 患者颅内出血进展情况，4

1 例（31.1%）进展为 PHI（PHI 组）。单因

素分析包括性别、年龄、受伤原因、损伤类

型、瞳孔大小、瞳孔对光反应、入院时高血

压（收缩压≥140 mm Hg）、受伤到首次 CT

检查时间、血肿部位、血肿类型、是否合并

脑挫裂伤、是否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以及

入院首次凝血功能指标、血糖、血常规、肾

功能，出院时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cale，GOS），并应用 Logistic

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损伤类型、入院

时高血压、受伤到首次 CT 检查时间、合并脑

挫裂伤、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D-二聚体、R

BC、血糖和出院 GOS 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入院时高血压

（OR=2.648，P=0.031），合并脑挫裂伤

（OR=2.915，P=0.017）和 D-二聚体≥6500 

μg/L（OR=5.638，P=0.000）是独立危险因

素。 

结论  轻中度 TBI 患者若存在入院时高血压、

合并脑挫裂伤和较高水平 D-二聚体（≥6500 

μg/L）更易发生 PHI，需要加强监测。 

 
 
PO-1405 

两种分流术治疗交通性脑积水的临床疗效和

并发症分析 
 

解虎涛 程宏伟 吴炳山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对比腰大池-腹腔分流术（L-P 术）和脑

室-腹腔分流术(V-P 术)两种手术方式治疗交通

性脑积水的疗效和并发症，探讨交通性脑积

水较好的分流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神经外科自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采用腰大池－腹腔分流术治

疗交通性脑积水患者 32 例，以此为实验组，

并选取同期行侧脑室－腹腔分流术治疗的 50

例交通性脑积水患者为对照组，对比两组患

者术后的临床疗效及手术相关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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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腰大池-腹腔分流术（L-P 术）和脑室-

腹腔分流术(V-P 术)两种手术方式的临床疗效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脑

室?腹腔分流术组术后感染、堵管、引流过度

或引流不足、继发癫痫、颅内出血等并发症

发生率显著高于腰大池?腹腔分流术组。  

结论  腰大池-腹腔分流术（L-P 术）和脑室-

腹腔分流术(V-P 术)两种分流术对于交通性脑

积水的疗效相当，但前者的并发症明显少于

后者，因此对于各种类型的交通性脑积水，

若无手术禁忌，应该首选腰大池-腹腔分流术

（L-P 术）。  

 
 
PO-1406 

神经外科术后并发脑室炎 85 例临床分析 
 

于烽 

浙江省湖州市解放军第 98 医院脑外一科 313000 

 

目的  探讨脑外科术后脑室炎发生原因及防治

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07 年 1 月-2013 年 1

2 月确诊的 85 例脑室炎患者临床资料。男 62

例，女 23 例，年龄 17-82 岁，平均 46.5

岁。其中脑室型有创颅内压监测术后 4 例，

脑外伤侧脑室外引流术后 12 例，脑外伤开颅

术后 1 例，脑外伤后行开颅手术加脑室外引

流术 20 例，颅内动脉瘤破裂开颅夹闭加侧脑

室外引流术 18 例，高血压脑出血行脑室外引

流术后 12 例，高血压脑出血开颅加侧脑室外

引流术后 15 例，脑室腹腔分流术后 3 例。临

床表现：早期均有发热，颈项强直，可伴有

呕吐，意识障碍加重，颅内压增高的症状。

晚期可出现瞳孔改变，抽搐，呼吸障碍，脑

疝。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所有病人查脑脊

液变混浊，白细胞数和中性粒细胞增高，蛋

白含量均增高，糖定量早期均降低，晚期可

正常或增高。脑脊液培养：16 例培养出细

菌，其中金黄色及表皮葡萄球菌 7 例，鲍曼

不动杆菌 4 例，肺炎克雷伯杆菌 2 例，绿脓

肝菌及大肠肝菌，链球菌各 1 例。脑 CT 检

查：58 例未见脑室明显的异常，25 例脑室有

不同程度扩大，2 例脑室缩小，分隔。严重感

染时可显示脑室内脓肿或血肿液化样改变，

伴有室管膜强化反应。治疗：除常规治疗

外，给予全身静脉滴注广谱抗生素，轻症患

者经腰椎置管引流鞘内注射抗生素，脑室外

引流管不能拔除者更换后行单侧脑室+腰大池

置管引流术结合脑室和鞘内注射抗生素，重

症及治疗无效者行双侧脑室置管置管引流抗

生素持续灌洗术。 

结果  本组治愈 74 例，死亡 9 例，自动出院

2 例，治愈率 87%。 

结论  脑室内的侵入性操作是脑室炎的主要发

病原因，预防的关键是术中的无菌操作及术

后管道的正确护理，早期诊断并及时采取外

科干预可提高治疗成功率，脑室炎一旦确

诊，需引起足够重视，应将先前置入脑室的

引流管或分流管拔除，去除潜在感染源，如

有脑室梗阻，可更换脑室引流管。静脉使用

抗生素脑室液中难以达到足够的药物浓度，

且易发生脑室内积脓，脑脊液循环障碍，和

普通颅内感染相比治疗更困难，愈后更差，

治疗的关键应尽早对患者采取了外科的干

预：包括脑脊液的引流，鞘内或脑室内给药

和脑室持续药物灌洗，本组大部分病人愈后

良好，部分重症患者即使采取了积极的治疗

手段，效果仍不佳。 

 
 
PO-1407 

颅脑损伤去骨瓣减压术后进展型硬膜下积液

的治疗分析 
 

冯基高 莫业和 胡德献 欧阳一彬 刘达远 范旭东 何青

龙 冯昌奋 孙衍昶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神经外科 570311 

 

目的  探讨颅脑损伤去骨瓣减压术后并发进展

型硬膜下积液的治疗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8 例颅脑损伤去骨瓣减压

术后并发进展型硬膜下积液患者临床资料，

分析开颅剥除积液包膜+外侧裂蛛网膜撕裂术

疗效。 

结果  所有患者术后随访 3-6 个月，15 例硬膜

下积液消失，治愈；2 例术后复发，再行硬膜

下腔-腹腔分流术，均治愈。 

结论  开颅剥除积液包膜+外侧裂蛛网膜撕裂

术，是治疗颅脑损伤去骨瓣减压术后进展型

硬膜下积液的有效方法。 

 
 
PO-1408 

埋藏颅骨五年，取出情况分析 
 

叶金练 

福建省安溪县医院神经外科 362400 

 

患者男性 33 岁，2010 年 10 月 29 日因特重

型脑挫裂伤，脑疝，脑干伤（双侧瞳孔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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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经急诊行颅骨减压，颅内血肿清除术

后，将其带骨膜颅骨埋藏于右腿上部髂骨下

缘。2 个月后外伤性脑积水行脑室分流术，反

复住院半年后仍深昏迷，经司法鉴定为植物

生存状态，带药在家继续中西医治疗。一年

后奇迹发生，始有意识。2014 年 3 月 28 日

不慎头部摔伤，患侧出血 35ml，再次住院保

守治疗。2015 年 12 月来我院行颅骨修补术

从右大腿上部取出储存颅骨（带骨膜），完

整色泽正常，微血管清晰，骨厚度、骨钻孔

边缘、骨缘斜度未见明显吸收，外观良好，

颅骨修补后发音良好，能言语，有表情。 

讨论  1、多数文献报道，自体颅骨埋藏随时

间有逐步吸收溶解的现象，此病例埋藏活体

达五年余，取出颅骨完整良好，较于罕见。

2、我院二十多年来行常规带骨膜自体颅骨埋

藏于大腿上部、髂骨下缘累计 1300 多例，回

顾总结，带骨膜与非带骨膜自体颅骨储存有

明显差异。3、髂骨是传统植骨的最佳材料，

其局部环境、液体循环等有利于颅骨储存。 

 
 
PO-1409 

改良大骨瓣联合软通道微创介入逐渐减压术   

治疗重型颅脑损伤的心得体会 
 

翁挠南 

福建安溪县医院 362400 

 

目的  探讨改良大骨瓣联合软通道微创介入逐

渐减压术治疗重型颅脑损伤的疗效。 

方法  将 70 例重型颅脑损伤病例随机分成 2

组，改良组施行改良大骨瓣联合软通道微创

介入逐渐减压术，对照组按标准大骨瓣开

颅、硬脑膜一次性全切开，对比分析两组疗

效。 

结果  改良组并发症发生率小于对照组，预后

好于对照组。 

结论  改良大骨瓣联合软通道微创介入逐渐减

压术治疗重型颅脑损伤，效果良好，显著降

低死亡率。 

 
 
PO-1410 

双额叶脑挫裂伤的治疗体会（附 100 例报

告） 
 

李绍熹 

福建泉州安溪县医院神经外科 362400 

 

目的  总结对冲伤造成双额叶脑挫裂伤的临 

床、影像学特点，以及手术指征的把握和救

治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0 例额叶脑挫裂伤患者的

临床资料，其中急诊手术治疗 30 例，保守治

疗 70 例（因病情变化，行手术治疗 20 例，

放弃治疗 7 例）。 

结果  出院后随访 4 月~7 年，按 GOS 评分评

定预后，恢复良好 60 例，中残 20 例，重残

13 例，死亡 7 例。 

结论  对冲伤造成的双额叶脑挫裂伤患者入院

时意识障碍较轻，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及动态

CT 复查，适当放宽手术指征，尽早手术清除

坏死脑组织及颅内血肿必要时需进一步去骨

板减压，可有效提高治疗效果。 

 
 
PO-1411 

持续腰池引流治疗外伤性脑脊液漏(附 36 例

报告) 
 

吴文彬 

福建省安溪县医院 362400 

 

目的  探讨持续腰池引流治疗外伤性脑脊液漏

的效果。 

方法  本组男性 22 例，女性 14 例；年龄 1

6～65 岁。均有明确的头部外伤史。均有伤后

即时或数天后出现脑脊液鼻漏或耳漏，或同

时出现脑脊液鼻漏、耳漏。漏出液均经糖定

性测定证实为脑脊液。选用 18 号硬膜外麻醉

套管针穿刺,将口径 1.5mm 的软质导管自腰穿

针送入腰池，腰池内保留 4～6cm，连接脑室

引流瓶。控制每天引流量，注意有无颅内感 

染。 

结果  1 例脑脊液鼻漏经引流 14 天仍无效，

行开颅修补术；其余 25 例脑脊液漏均停止。

置管引流时间为 3～12 天，平均 7.1 天。均

无颅内感染发生。 

结论  持续腰池引流其优点为：①能有效地引

流出脑脊液，使颅内压处于持续低压状态，

避免脑脊液从漏口出流出，既能保持漏口干

燥，有利于肉芽组织生长，促进漏口愈合，

又能减少逆行性颅内感染的可能；②减少腰

穿次数，因而减少反复腰穿引起的损伤和痛

苦以及椎管内感染的机会；③可动态观察脑

脊液的性质，检查脑脊液,可及时发现颅内感

染，经引流管进行鞘内注射敏感抗生素；④

操作简便、安全，创伤小，绝大部分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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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颅手术。持续腰池引流是治疗那些一般治

疗无效的外伤性脑脊液漏的首选方法 

 
 
PO-1412 

重型颅脑外伤去大骨瓣减压后颅骨修补时机

的临床研究 
 

肖顺武 王培 谢明详 王玉玉 李毅 张学军 代垠 犹春跃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563003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外伤去大骨瓣减压后颅骨

修补的最佳时机。 

方法  2013 年 10 月到 2016 年 3 月收集的 86

名重型颅脑外伤去大骨瓣患者实施颅骨成形

术的患者进行研究。根据实施去骨瓣减压术

和颅骨成形术之间间隔的时间（早期 1-2

月、中期 2-3 月，晚期的大于 3 个月），将

所有病人分为三组。分析手术时间、术中分

离难度、术中出血量，并对三组患者手术前

后采用 Barthel 指数（BI），功能独立性测量

（FIM）和昏迷缓解量表（CRS）进行评价，

所有实施颅骨成形术的早、中期患者占 22%

的比例，晚期患者占 78%。 

结果  总的临床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15.4%，实

施颅骨修补术后的临床并发症主要包括：硬

膜外或硬膜下血肿、脑内血肿（7%），伤口

愈合障碍（3.7%），局部水肿（1.5%），皮

下积液（1.3%），和钛网外露（0.8%）。 

早、中期与晚期颅组手术时间、剥离难度及

术中出血无统计学差异(p>0.05)，术后并发症

无著性差异(p>0.05)；而早、中期组神经功能

和远期预后明显优于晚期组(p<0.05)。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去大骨瓣减压术后早期颅

骨修补不增加手术难度及术后并发症的发 

生，早期颅骨修补能明显改善患者预后。 

 
 
PO-1413 

一例老年性特重型颅脑损伤的治疗体会 
 

陈文杰 

福建省安溪县医院 362400 

 

 总结  1、患者入院时右侧的硬膜下血肿、脑

挫裂伤脑内血肿造成的占位效应是明显的，

尤其右中颅窝的挫伤血肿在局部对脑干的压

迫影响还是很大的，因此入院时的骨瓣开颅

手术指征还是明确的。由于患者家属不能因

各方面原因不能接受开颅手术，手术方式改

为“微创引流术”，虽然减压效果不如开颅，但

早期可以引出硬膜下大量的脑脊液，其减压

作用还是有的，也为进一步治疗赢得了时

机。我们的体会是 70 岁以下的患者开颅还是

相对安全的，年龄超过 80 岁的必须要慎重。

2、患者目前神志转清除，但双侧瞳孔无回

缩，考虑与患者的原发性脑干损伤及长时间

高颅压造成的继发性的脑干损伤及颅神经广

泛损害明显相关，患者目前右眼失明考虑与

视神经损害及萎缩相关。3、总的来说，该例

病例虽然家属持消极态度，但在我科室人员

积极努力下，该患者的预后堪称良好，在对

老年患者的特重型颅脑损伤的救治工作中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 

 
 
PO-1414 

颅内压监护在 48 例重型颅脑损伤中应用体会 
 

吴文彬 

福建省安溪县医院 362400 

 

目的  探讨颅内压的监护在重型颅脑损伤的应

用价值及优势 

方法  将我科从 2013.1～2016.1 年收治的重

度颅脑损伤患者中，选出应用颅内压监测配

合常规的 48 例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有 9 例患者因颅内压顽固性大于 40mm

Hg 而转为手术治疗或第二次手术治疗，从而

挽救了生命，提高预后。 

结论  对重度颅脑损伤的患者，进行颅内压监

护，配合适度脑脊液外引流，能更好地观察

并控制颅内压，为能及时手术提供可靠依据

及保证。若能保持颅内压(ICP)不超过 20mm

Hg，脑灌注压（CPP）在 60mmHg～70 mm

Hg 之间，既能保持充足的脑灌流，又不致于

过度灌注，更有利于脑功能的恢复，提高预

后 。若 ICP>40mmHg，往往需手术减压 

 
 
O-1415 

可吸收颅骨锁在小儿颅骨凹陷性骨折一期手

术中的应用 
 

吴文彬 

福建省安溪县医院 362400 

 

目的  探讨可吸收型 CranioFixabsorbable 颅

骨固定系统在小儿颅骨凹陷性骨折一期手术

中的应用及效果 

方法  对 35 例不同类型小儿颅骨凹陷性骨折

在一期手术中结合应用可吸收型 Cranio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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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rbable 颅骨固定系，观察疗效。 

结果  固定效果满意，外观漂亮，在前面不会

触摸、注意或见到植入物，愈合佳，不排

异。 

结论  CranioFixabsorable 颅骨固定系统的链

锁结构应用简便、稳定、有效,可吸收，不需

任何骨钻及其他工具，美观效果佳，非常适

合在小儿颅骨凹陷性骨折一期手术中应用 

 
 
PO-1416 

改良大骨瓣减压联合亚低温治疗重型颅脑损

伤的疗效分析 
 

吴文彬 

福建省安溪县医院 362400 

 

目的  探讨改良大骨瓣减压联合亚低温治疗重

型颅脑损伤的疗效。 

方法  我科自 2012.1~2016.1 之间收治的 186

例颅脑损伤患者，随机分为 AB 两组(改良大

骨瓣减压联合亚低温治疗 A 组和单纯骨瓣减

压 B 组)依据格拉斯哥颅脑损伤预后判断标准

观察患者的预后。 

结果  A 组患者预后优于对照组，伤残率和死

亡率低于对照 B 组，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意义

（P<0.05）。 

结论  改良大骨瓣减压联合亚低温治疗重型颅

脑损伤可较好地控制脑水肿，降低早期局部

血流，降低脑代谢，实现较好的脑保护，促

进神经细胞恢复，提高预后，降低伤残率和

死亡率 

 
 
PO-1417 

一例特重型颅脑损伤合并迟发性脑内血肿、

硬膜外血肿的处理体会  
 

叶金练 

福建泉州安溪县医院神经外科 362400 

 

1）颅内血肿示颅脑创伤最常见的一种继发性

病变，创伤性颅内血肿在闭合性颅脑损伤中

约占 10%，在重型颅脑创伤中占 40%-50%，

颅内血肿是重型颅脑创伤主要死因之一。病

程往往呈进行性发展，若不及时处理，可引

起脑移位、脑水肿、脑缺血、持续的颅内压

增高和脑疝，而致严重后果。2）创伤性迟发

性颅内血肿是指颅脑创伤后首次行头颅 CT 检

查未发现颅内血肿，经过一段时间再次检查

方出现颅内血肿者；或清除血肿后经过一段

时间复查头颅 CT 扫描，在不同部位又发现血

肿者，包括脑内血肿、硬膜外血肿、硬膜下

血肿和多发性颅内血肿，其占颅脑创伤患者

的 3.37%-7.4%，可见于任何年龄，但以中老

年人较多见。头部创伤着力部位多见于顶枕

部，血肿发生部位则以额颞部为主，此与颅

中窝、颅前窝的生理解剖特点以及头部减速

性损伤易引起对冲性颅脑创伤有关。3）创伤

性迟发性颅内血肿的病因与发生机制，目前

尚无一致意见，但主要论点有：a、创伤后脑

组织学改变是主要因素，头部创伤后引起血

管痉挛，致小动脉各层组织缺血与坏死，最

后血管破裂出血形成血肿；脑挫裂伤后，毛

细血管、小静脉扩张、充血、停滞直至淤

阻，血细胞外渗，形成点状出血，融合形成

血肿，是部分创伤性迟发性颅内血肿发生的

基础。b、创伤后脑的病理生理改变是促发因

素，主要有低血压、低氧血症、损伤区释放

酸性代谢产物、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与纤维蛋

白溶解等因素。c、颅内压动力学的改变，当

手术清除血肿、去骨瓣减压术后，使用甘露

醇等降低颅内压的药物，使颅内压降低，失

去脑水肿、高颅压的填塞效应，脑血流量增

加，因填充作用而发生迟发性血肿。d、控制

性过度换气，使胸内压增加，从而导致颅内

静脉压升高，增加了脑出血倾向，亦可产生

迟发性血肿。4）颅脑损伤有脑挫裂伤、颅骨

骨折患者在急救时应高度警惕迟发性脑内血

肿发生可能，其多预后不良，病死率为 25%-

55%，若发现颅内血肿引起大脑中线移位或

脑组织受压者，应及时清除血肿。5）本病例

患者系特重型颅脑损伤术后出现迟发性脑内

血肿、硬膜外血肿，血肿量极大，实属罕

见，病情复杂，进展迅速，因予及时开颅血

肿清除，及并发症的恰当处理，患者术后恢

复良好，生存质量得以保障。创伤性迟发性

颅内血肿的诊断和处理比较复杂，病情进展

快，病死率高，加强颅内压监测，早期发现

迟发血肿，及时手术清除，术后应行颅内压

监测及影像学检查，严密观察病情变化，以

降低病死率，提高生存质量 

 
 
PO-1418 

重型、特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其它部位损伤 39

6 例临床分析摘要 
 

陈建才 

福建省安溪县医院 36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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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重型、特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其它部

位损伤患者的临床特点、早期诊断和治疗，

提高临床救治水平。 

方法  对 2010 年 7 月-2015 年 7 月收治的 39

6 例重型、特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其它部位损伤

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病例

均符合重型、特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其它部位

损伤患者的诊断标准。 

结果  所有 396 例患者均通过颅脑 CT 检查确

诊。特重型颅脑损伤 104 例合并其它部位损

伤患者其中 17 例延诊，重型颅脑损伤 292 例

患者合并伤中 22 例延诊。其中存在脊髓损

伤、视神经损伤、空腔脏器损伤较容易延

诊。入院后均经详细体检和追问病史、结合

分析受伤机制、进一步 CT、B 超检查，诊断

性胸腹部位穿刺而得以及早确诊处理。出院

时结果：良好 213 例，中残 82 例，重残 57

例，植物生存 24 例，死亡 20 例。 

结论  在救治重型、特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其它

部位损伤患者时，在遵循生命第一的原则

下，要时刻警惕存在合并其它部位损伤的可

能，认真反复仔细全面体检，注意了解受伤

机制动态观察病情、必要时进行辅助检查，

重视脊髓、脊柱、视神经、胸腹部等合并伤

的诊断，规范诊疗，提高救治水平 

 
 
PO-1419 

脑室-腹腔分流术治疗脑积水 66 例分析 
 

苏志民 

福建泉州安溪县医院神经外科 362400 

 

目的  探讨脑室腹腔分流术治疗脑积水的手术

技巧和并发症的防治,以提高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09 年 1 月～2015

年 1 月期间采用改良脑室-腹腔分流术手术方

法治疗的 51 例脑积水患者的临床表现、及治 

疗效果。 

结果  66 例脑积水手术患者中,术后症状明显

改善者 49 例,好转者 14 例,无改善者 3 例。5

例术后发生并发症,其中术后颅内感染 1 例，

分流管脑室端脱出致分流不畅 1 例，头部皮

下积液 1 例，分流不足 1 例，分流管排异 1

例。 未发现分流管腹腔端阻塞。除排异 1 例

予取出分流管，到上级医院改用其他方法治

疗，其余均采取相应治疗措施后痊愈出院。 

 
 
 

PO-1420 

改良骨瓣减压术对 178 例颅脑损伤患者的疗

效分析 
 

陈龙钦 

福建泉州安溪县医院神经外科 362400 

 

目的  探讨改良去骨瓣减压术的疗效 

方法  我院自 2012.1~2015.12 之间收治的 17

8 例颅脑损伤患者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患者治疗效果的痊愈率与总有效率分别

为 31.46%（56 例）、78.09%（139 例）， 

本次研究对象中，死亡患者率为 7.30%（13

例） 

结论  改良去骨瓣减压术能使此类患者的颅内

压降低，对脑缺血/氧、血肿等继发性脑损伤

起到较好的逆转作用改良后的手术方式有效

的减轻了对患者的二次脑损伤 

 
 
PO-1421 

老年人重型颅脑损伤的诊治 
 

谢泽锋 

福建泉州安溪县医院神经外科 362400 

 

目的  探讨老年人重型颅脑损伤的诊治。 

方法  将我科自 2013-2015 年收治的重型颅脑

损伤 482 例按患者年龄(70 岁)将分为老年组

和非老年组，其中老年组 79 例，非老年组 4

03 例，对其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进行分

析。 

结果  老年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38.3%，非老年

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8.2%，二组并发症发生率

差异非常明显（P<0.01）；老年组病死率 53.

9%；非老年组病死率 15.2%，二组病死率差

异非常明显（P＜0.01）。 

结论  不同于青壮年，老年人重型颅脑损伤多

以跌倒摔伤为主，中国已步入老年化社会，

农村青壮年多外出，老年人多独居农村，伤

后至入科时间要长于青壮年，常常错失救治

的黄金时间；老年人身体机能老化，在危险

发生时自身对危险的躲避反应能力差，故伤

情一般较重；老年人器官老化，功能衰退，

对应激状态的调节能力弱；老年人自身免疫

调节能力差，极易并发医院内感染；老年人

多有心肺功能不全，特别是男性老年人，呼

吸功能衰竭发生率极高。总之，重型颅脑损

伤状态下并发症要较非老年人多，病死率

高，治疗上需在积极救治颅脑损伤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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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年人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有高度的认知，

予积极预防，密切关注，减少并发症的出

现，且能在并发症出现时即刻给予恰当、有

效的处理救治，多学科通力协作，才能有效

的提高老年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救治率，减轻

患者医疗负担 

 
 
PO-1422 

颅脑损伤后昏迷患者居家护理问题及需求的

质性研究 
 

蓝三露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目的  分析颅脑损伤后昏迷患者居家期间的主

要护理问题、照顾性的主要困难及护理需求,

为临床及社区护理提供依据与方向. 

方法  对福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外科 20

例颅脑损伤后昏迷患者的主要照顾者进行深

入访谈,将获得的资料采用 Colaizzi 现象学的

方法进行分析、提炼. 

结果  颅脑损伤后昏迷患者居家期间的主要护

理问题:缺乏疾病的相关知识及气管套管护理

知识.家属对患者照护的主要困难:居住条件差

及经济困难,专业护理及与患者的沟通困难.患

者和家属的需求:希望医院提供电话随访及上

门专业护理,希望社区加强疾病宣传,希望政府

提供经济资助、情感支持及改善社区医疗条

件. 

结论  颅脑损伤后昏迷患者居家期间存在诸多

护理问题及需求,医院、社区及政府应该重视

此类患者,建立一体化的医疗服务系统,提高家

庭应对能力及患者的生存质量. 

 
 
PO-1423 

创伤性进行性硬脑膜外出血的发生时间与危

险因素的回顾性分析 
 

季学成 陈水钰 周晓丽 彭演国 王信国 吴旺春 

福建省宁德市闽东医院 355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创伤性进行性硬脑膜外出血

的发生时间与危险因素。 

方法  选取本院 2011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收治的 380 例创伤性硬膜外血肿病患，分

析创伤性进行性硬脑膜外出血的发生时间与

危险因素，包括性别、年龄、CT 检查距离受

伤时间、血肿部位等。 

结果  男性创伤性进行性硬脑膜外出血发生率 

（34.74%）多于女性（12.63%），病患年龄

分布≤20 岁、20-40 岁、≥40 岁创伤性进行性

硬脑膜外出血发生率为 20.72%、42.59%、8

2.24%；检查距离受伤时间＜12h、12-24h、

＞24h 各个时间段创伤性进行性硬脑膜外出血

发生率分别为 38.89%、48.89%、12.22%，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创伤性进行性硬脑膜外出血受伤病患应

尽早进行影像学 CT 头颅检查，男性及年龄较

大病患应提高警惕。 

 
 
PO-1424 

联合高压氧和针灸治疗颅脑损伤后迟发性面

瘫的临床分析（附 48 例报告） 
 

吴仰宗 

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364000 

 

目的  分析总结颅脑损伤后迟发性面瘫在常规

药物治疗基础上，配合高压氧、针灸及激素

等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神经

外科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收治的临

床资料完整的颅脑损伤后迟发性面瘫临床资

料，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早期应用高压

氧、针灸和激素等综合治疗。     

结果  48 例患者，25 例痊愈，11 例显效，8

例好转，4 例无效，总有效率为 91.7%。     

结论  颅脑损伤后迟发性面瘫临床表现典型， 

多在伤后 5-7 天开始出现并逐渐加重，发病

后早期行综合治疗，多数预后较好。 

 
 
PO-1425 

创伤性脑损伤后进展性出血性损伤的危险因

素分析 
 

陈军 王武盛 李爱民 颜士卫 吴海滨 陈震 周辉 江伟 李

宁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

ury，TBI）后发生进展性出血损伤（progress

ive hemorrhagic injury，PHI）的相关危险因

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9 月~2015 年 8 月

132 例 TBI 患者颅内出血进展情况，41 例（3

1.1%）进展为 PHI（PHI 组）。单因素分析

包括性别、年龄、受伤原因、损伤类型、瞳

孔大小、瞳孔对光反应、入院时高血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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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压≥140 mm Hg）、受伤到首次 CT 检查时

间、血肿部位、血肿类型、是否合并脑挫裂

伤、是否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以及入院首

次凝血功能指标、血糖、血常规、肾功能，

出院时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

e Scale，GOS），并应用 Logistic 回归进行

多因素分析。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损伤类型、入院

时高血压、受伤到首次 CT 检查时间、合并脑

挫裂伤、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D-二聚体、R

BC、血糖和出院 GOS 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入院时高血压

（OR=2.648，P=0.031），合并脑挫裂伤

（OR=2.915，P=0.017）和 D-二聚体≥6500 

μg/L（OR=5.638，P=0.000）是独立危险因

素。结论 TBI 患者若存在入院时高血压、合

并脑挫裂伤和较高水平 D-二聚体（≥6500 μg/

L）更易发生 PHI，需要加强监测。  

 
 
PO-1426 

可调压分流管在外伤后脑积水脑室腹腔分流

术中应用 
 

吴俊 游海峰 高云龙 喻海广 殷春发 周于凡 

江西省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44000 

 

目的  探讨可调压管在外伤后脑积水 V-P 分流

手术中应用的效果。 

方法  总结 40 例颅脑损伤患者伤后出现脑积 

水应用可调压管行脑室 － 腹腔分流术。 

结果  术后良好 28 例，中残 8 例，重残 2 

例，植物状态 2 例，无手术直接死亡，手术

后因颅内感染死亡 1 例，无其他颅内感染病 

例。 

结论  可调压管在治疗外伤后脑积水患者可显

著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PO-1427 

小儿凹陷性骨折的治疗体会 
 

叶桓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分析总结小儿颅骨凹陷性骨折的手术治

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至 2016 年我科收

治的 20 例颅骨粉碎凹陷性骨折，年龄 1 月-9

岁，头颅三维重建 CT 均提示：颅骨凹陷性骨

折，凹陷深度大于 7mm，部分为粉碎样改

变，颅骨断面呈 90 度，或嵌入对侧颅板下

方。手术方法：麻醉成功后，患儿仰卧位，

术野常规消毒铺巾，根据颅骨凹陷情况取直

切口或弧形切口，在凹陷颅骨边缘钻一骨

孔，伸入骨撬，顶起凹陷颅骨，若颅骨呈粉

碎样改变常规复位困难时，可利用铣刀游离

骨瓣，取出碎骨，重新拼接固定，检查无活

动性出血后，硬膜外留置引流管，关闭切

口。 

结果  20 例小儿（0-9 岁）颅骨凹陷性骨折经

手术治疗后，颅骨复位满意，受压脑组织膨

起良好，无切口感染、裂开等并发症出现，

术后随访 1 个月以上，患儿均未出现无癫痫

等表现。 

结论  小儿颅骨凹陷性骨折整复术复位效果

佳，患儿预后良好。 

 
 
PO-1428 

硬膜外血肿钻孔引流在急性硬膜外血肿致脑

疝救治中应用的临床研究 
 

屈晓东 周杰 荔志云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血肿钻孔引流在抢救急性硬膜外血

肿致脑疝患者中的应用。 

方法  根据入院顺序将急性硬膜外血肿致脑疝

患者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20

例，在接诊后第一时间行硬膜外血肿钻孔引

流术，完善术前准备后立即在全麻下行开颅

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对照组 20 例，

完善术前准备后立即在全麻下行开颅血肿清

除术+去骨瓣减压术。 

结果  观察组患者相对于对照组患者住院时间

短、术后脑梗死发生率低、术后气管切开率

低、死亡率低、GOS 评分高（P﹤0.05）。 

结论  在急性硬膜外血肿致脑疝患者的救治 

中，第一时间行硬膜外血肿钻孔引流可以降

低患者死亡率和术后并发症、缩短住院时

间、改善患者预后，值得临床推广。 

 
 
PO-1429 

老龄颅脑创伤患者的神经影像学特点及意义 
 

雷鹏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730050 

 

目的  探讨分析老龄创伤性颅脑损伤（TBIE）

患者的神经影像学特征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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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研究 94 例 TBIE 患者临床资料， 

重点结合老年患者神经生理学改变，对其神

经影像学特征予以总结及分析。  

结果  94 例患者中头颅 CT 阳性者 77 例，包

括颅内血肿、脑挫裂伤和脑梗死等。其中伤

后 2 小时 CT 即有明显变化者 25 例。而且，

还发现部分患者存在脑萎缩、陈旧性脑梗塞

等病变。  

结论  1.CT 是 TBIE 后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

具有便捷、快速和即可帮助判定伤情的优

点；2.TBIE 患者早期即有颅内影像学改变、

伤情进展迅速，容易发生外伤性脑梗死；3.对

于轻型 TBIE ，要动态进行头颅 CT 检查，必

要时进行 MRI 检查，以明确脑的损害变化。  

 
 
PO-1430 

基底核区血肿在显微镜下经外侧裂-岛叶入路

手术治疗体会 
 

刘海兵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基底核区脑出血又称高血压性脑出血，一种

高发病率、高致残率和高致死率的全球性疾

病,并有年青化趋势。是危害人类健康既常见

又严重的疾病。我科近年来，对自发性脑内

血肿采取多种手术方式治疗，根据出血的部

位、血肿量及病人神志状态、年龄及主刀医

生手术技术特点，可采用显微镜下及内镜下

外侧裂-岛叶入路、经皮层造瘘、立体定向血

肿穿刺术、神经导航下血肿穿刺术等。术前

仔细阅读头颅 CT，明确外侧裂形态，与血肿

关系，是否适合经外侧裂入路。手术方法全

部病例均采用气管插管静脉复合麻醉，患者

仰卧位，同侧肩部稍垫高，头略抬高，转向

对侧约 30 度，根据出血量及术前神志状态，

分别取颞部直线捌形切口，常规开颅，骨窗

大小约 3.0cm×3.0cm；取翼点为中心的额颞

部弧形切口，常规开颅，骨窗大小 4.0cm×5.

0 cm，双侧瞳孔散大者取标准大骨瓣，骨窗

大小约 9.0 cm×10.0cm，并咬除蝶骨嵴，骨

窗下缘平中颅窝底以减轻术后肿胀的脑组织

对脑干的压迫。 

术后 24h 内常规复查头颅 CT，血肿清除量近

全部 31 例（如图 2），>90% 14 例，>80% 

10 例；再出血 1 例，术后血肿腔内注射尿激

酶 2 次，基本完全清除。术后随访 6 个月，

根据日常生活能力分级法:Ⅰ级（完全恢复）9

例，Ⅱ级（部分恢复或可独立生活）31 例，

Ⅲ级（需人帮助，扶拐可行）11 例，Ⅳ级

（卧床，意识稍醒）4 例，Ⅴ级（植物生存）

3 例；死亡 3 例，死亡率 4.9%。死亡原因：2

例死于严重肺部感染，1 例因术前双侧瞳孔散

大，术后脑干梗塞死亡。目前脑出血手术目

的固然是降低颅内压，防止或解除威胁生命

的脑疝。防止血肿造成继发性损伤应该也是

重中之重。无论我们选用何种手术方式，都

应该考虑到术中医源性损伤相关功能，也应

是手术方式选择考虑的重点，外侧裂-岛叶入

路清除基底节区血肿是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的。 

 
 
PO-1431 

重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患者 24 小时尿钠

变化研究 
 

钟先坤 魏德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350000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损伤伴高钠血症患者 24

小时尿钠变化情况。 

方法  选取重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患者

（高钠血症组）、重型颅脑损伤血钠正常患

者（正常血钠组）各 20 例。取同期成年健康

志愿者 20 例为正常对照组。检测其 24 小时

尿钠总量，比较各组之间 24 小时尿钠的差

异。 

结果  重型颅脑损伤高钠血症组、正常血钠组 

及正常对照组患者的平均 24 小时尿钠总量分

别为 179.10±31.84mmol、211.10±29.01mm

ol、203.00±33.11mmol。高钠血症组与正常

血钠组 24 小时尿钠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正常血钠组与正常对照组之

间无差异(P＞0.05)。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患者出现 2

4 小时尿钠水平低于正常血钠患者，提示钠排

泄降低可能是高钠血症发生的重要原因。 

 
 
PO-1432 

重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患者 AVP、ANP

变化研究 
 

吴世忠 魏德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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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患者血

清精氨酸加压素（arginine vasopressin,AVP)

和心钠素（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ANP）的

变化情况。 

方法  选取重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患者

（高钠血症组）、重型颅脑损伤血钠正常患

者（正常血钠组）各 20 例，取同期成年健康

志愿者 20 例为正常对照组。测定其血清 AV

P、ANP 的含量，比较各组之间的差异。 

结果  ①重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组、正常

血钠组、正常对照组的血清 AVP 水平分别为 

9.38±4.00pg/ml、21.04±3.51pg/ml、12.94±

4.11pg/ml，三组组间两两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P＜0.01）；②重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

组、正常血钠组、正常对照组血清 ANP 水平

分别为 67.62±17.18pg/ml、70.45±19.66pg/

ml、81.54±13.87pg/ml，重型颅脑损伤患者

ANP 水平低于正常健康人，且差异比较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而高钠血症组与正

常血钠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①重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患者血清

AVP 水平较正常血钠组低，提示抗利尿激素

可能是高钠血症发生的主要神经内分泌因素

之一。②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血清 ANP 水平较

正常水平低，提示 ANP 可能为颅脑损伤的判

断性指标；③重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患

者血 ANP 水平与血钠正常组无差异，说明 A

NP 可能未参与重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的

发生。 

 
 
PO-1433 

重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发生率及预后探

讨 
 

钟先坤 魏德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350000 

 

目的  分析重型颅脑损伤（severe traumatic b

rain injury,sTBI）并发高钠血症患者的发生率

及预后，提高对重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

患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复习 135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

临床资料、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lasgow Co

ma Scale，GCS）、血钠及预后等，分析重

型颅脑损伤并发高钠血症的发生率及其与 GC

S 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有无高钠血症、不同

程度高钠血症与预后的关系。 

结果  ①135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中无高钠血

症者 85 例，并发高钠血症者 50 例，高钠血

症发生率为 37.0%（50/135）；②高钠血症

患者死亡率为 64.0%（32/50）高于无高钠血

症患者的死亡率 34.1%（29/85），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0 例高钠血症患者中，

轻度高钠血症 9 例，中度高钠血症 15 例，重

度高钠血症 26 例，死亡率分别为 33.3%（3/

9），53.3（8/15），80.8%（21/26）；③13

5 例患者中 GCS 6-8 分者 59 例，并发高钠血

症者 13 例，高钠血症发生率为 22.0%（13/5

9），而 GCS3-5 分组高钠血症发生率为 48.

7%（37/76），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并发高钠血症的发生

率高，预后不良。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并发高

钠血症患者血钠程度越高，预后越差。高钠

血症严重程度与 GCS 密切相关，GCS 越

低，高钠血症的发生率就越高。 

 
 
PO-1434 

中颅窝骨折致迟发性面神经麻痹的临床分析 
 

柴亨利 王玉峰 

山西省太原市太原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030009 

 

目的 探讨外伤性颅底骨折引起的迟发性面神

经麻痹的病因、诊断、治疗的特点。   

方法 对 32 例颅底骨折并发面神经麻痹的发病

机理、临床特点及治疗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32 例在确诊为颅底骨折后 3～7 天内发

生同侧面神经麻痹,经及时综合治疗(改善微循

环、抗炎、脱水、理疗等) 面神经功能均明显

恢复,预后良好。 

结论颅底骨折后迟发性面神经麻痹发生率 35.

0%，本组发生率 40.0%，颅底骨折后迟发性

面神经麻痹多在伤后 3d 出现，特别是伤后

3～7d 内，本科收治的迟发性面神经麻痹患者

70.0％在此期间。一般认为迟发性面神经麻

痹的发病机理是由于颞骨岩部的面神经管骨

折，特别是颞骨纵行骨折线通过外耳道，骨

折后面神经的挫伤肿胀及其在面神经管内受

压是发病的主要原因。也有人提出，岩骨骨

折后，小的出血进入面神经管，血肿逐渐增

大压迫面神经所致，或者面神经管积液、感

染，导致了面神经缺血水肿而麻痹，而不是

面神经完全离断后神经介质的消失或变性所

致。因而临床发病过程几乎与脑水肿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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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底骨折引起的面神经麻痹经过及时的综合

治疗,发现后及时综合治疗,绝大多数均能治愈. 

 
 
PO-1435 

护理干预对老年慢性硬膜下血肿钻洞引流术

后患者并发症的观察和护理探讨 
 

邱淑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摘要  探讨早期护理干预对老年慢性硬膜下血

肿钻洞引流术后并发症观察和护理。 

方法  2008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收治纳入

标准的 60 岁以上我院患者,抛币随机抽取的 6

5 例，男 49 例，女 16 例，年龄 60-86 岁，

平均年龄 69.28±7.03 岁。对照组患者临床表

现头痛 23 例；语言表达障碍 17 例；肌力下

降 16 例；嗜睡 7 例；失语 4 例。GCS 评分

(9-11 分) 5 例；GCS 评分(11-14 分) 21 例；

GCS 评分(15 分) 39 例。经 CT 证实硬膜下血

肿，且有手术指证，均行钻洞引流术常规方

法护理患者，回顾性研究做为对照组。2013

年 1 月—2016 年 3 月纳入标准的抛币随机抽

取的 71 例患者为试验组。男 58 例，女 13 

例。年龄 62-85 岁，平均年龄 75.33±8.62

岁；GCS 评分(9-11 分) 8 例；GCS 评分(11-

14 分) 30 例；GCS 评分(15 分)33 例。本试

验组患者临床表现头痛头晕 27 例；语言表达

障碍 20 例；肌力下降 11 例；嗜睡 13 例。经

CT 证实硬膜下血肿，且有手术指证，均行钻

洞引流术早期护理干预吹气球，加强个性化

宣教﹢传统方法护理做为实验组。比较两组

患者引流管留置天数、引流效果、住院天数

及并发症：颅内血肿、颅内积气、癫痫、颅

内感染等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患者引流管引流效果、住院天数

及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少于对照组患者。二者

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5 )，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老年患者几乎都有脑萎缩，术后引流不

够顺畅，早期请患者吹气球增加脑压利于引

流液的尽快排出，且大部分老年患者存在一

定基础疾病,可能存在手术不耐受的情况发生,

因此,确定针对老年患者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

的围术期最佳的个性化宣教和吹气球等护理

干预，对老年慢性硬膜下血肿钻洞引流术患

者提高引流效果；缩短了引流管留置时间、

住院天数、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病床

周转率，提高病人满意率。 

PO-1436 

颅脑术后颅内感染原因分析 
 

韩占胜 

河南新野县人民医院 473500 

 

目的  探讨颅脑术后颅内感染的危险因素。 

方法  选择我院 2010-2015 共收到的颅脑手术

患者 568 例，其中术后并发颅内感染患者 34

人，男 19 例，女 15 例，年龄 5-76 岁。就其

发生颅内感染的原因进行分析。 

结果  在发生术后颅内感染的 34 例患者中，

颅脑损伤 16 例（开放性颅脑损伤 14 例，其

中拌脑脊液漏 10 例，闭合性颅脑损伤 2

例）。脑室腹腔分流术 1 例，脑室出血钻孔

引流术后 12 例，其中引流管放置时间超过 1

0 天 8 例，后颅窝术后 5 例，术后 3 例有脑脊

液漏。其中手术时间大于四小时 15 例，因多

发或迟发血肿再手术 7 例。其中有糖尿病 8

例。并且所有病人激素治疗均在 10 日以上。 

结论  开放性颅脑损伤患者病情危重创口污染

严重，清创不彻底，急症手术相对无菌条件

差，后颅窝手术手术时间长，术后易发生脑

脊液漏，造成术后感染率高，手术无菌观念

不到位导致污染，术后脑室及手术腔引流管

放置时间较长，患者存在基础疾病，如糖尿

病及不适当的长时间激素治疗均为颅脑术后

颅内感染的高危易感因素。 

 
 
PO-1437 

颅脑损伤后继发脑梗死的诊治分析 
 

刘凯 

甘肃省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730046 

 

目的  颅脑损伤后并发脑梗死在临床上较少 

见，临床表现缺乏典型性，易与原发脑损伤

相混，病情易被外伤所掩盖，可进行性加重

脑损伤程度，影响患者预后。探讨颅脑损伤

后继发脑梗死的发病机制、诊治要点及预防

措施。  

方法  对我科 2011 年 3 月至 2015 年 9 月收

治的 31 例颅脑损伤后继发脑梗死患者的临床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按 GOS 进行评估，恢复良好 12 例，中

残 9 例，重残 5 例，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 3

例，死亡 2 例。  

结论  积极预防，及早发现，针对性综合治疗

能有效改善颅脑损伤后脑梗死造成的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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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提高患者的预后和生存质量。 

 
 
PO-1438 

樟木地震中颅脑外伤患者现场救治体会 
 

翁宇 吴科学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结合自身亲身经历，在受当地条件限制

的情况下对地震患者进行救治，从而做到在

自然灾害面前从容应对，积极抢救伤者。 

方法  1.重点了解病情：察看头部、全身皮肤

有无伤口、出血情况；昏迷、频繁呕吐等是

伤情较重的指标。2.认真检查病情：根据对伤

情的了解，可以有目的、有重点地进行查

体。检查时动作迅速，不可因检查过久而耽

误急救处置；重点检查呼吸脉搏是否平稳，

受伤部位出血情况、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

S)、瞳孔大小、对光反应、眼球位置、肢体

功能等。3. 保持呼吸道通畅，防止窒息：病

人因昏迷、肌肉松弛、舌后坠导致咽喉部阻

塞，呼吸不畅。此时可用双手放在病人两侧

下颌角处将下颌托起，暂时使呼吸道通畅；

也可改变病人体位，使其侧卧位或侧俯卧

位，都能有较好的效果。在转送病人时，这

种体位特别重要，可以防止食物和呕吐物吸

入呼吸道。4. 初步止血和包扎伤口：头部伤

有活动性出血时，应立即采取加压包扎止血

方法，用消毒急救包或其他清洁质软的布料

压迫伤口，再用绷带缠扎；用手暂时压迫伤

口也可止血。 对合并肢体软组织创伤可用无

菌绷带加压包扎，以便止血。如有脑组织膨

出，应用 2~3 个急救包或棉圈围于伤口周

围，然后包扎，或在伤部周围垫上纱布，再

用消毒的小容器，比如小碗或小方盒覆盖在

膨出的脑组织上，然后用胶布或绷带包扎固

定。5.防止颅内继发感染：对于颅底骨折伴脑

脊液漏患者，此时应尽量将患者平卧，患侧

向下，让血液或脑脊液顺利流出来。切忌用

布类或棉花堵塞外耳道或鼻腔，以免其逆流

而继发颅内感染。 

6. 对于重型颅脑损伤病人出现的呼吸障碍，

根据现场情况进行气管插管，保证呼吸道通

畅。 

结果  本次地震中，救治伤者 40 余人次，大

部分合并其他部位损伤。其中 10 例颅脑外伤

患者，一名尼泊尔籍患者受伤后出现昏迷，

伴随剧烈呕吐，在当时无任何条件情况下，

根据查体，患者症状及体征表现判断患者存

在颅骨凹陷骨折，脑脊液耳漏，可能伴随硬

膜外血肿。现场给予保持呼吸道通畅，建立

静脉通道，高糖输入，对症，支持治疗，对

头部创口行清创缝合。经治疗后，患者第三

天意识恢复。后道路通畅后，转诊至西藏自

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行头颅 CT 检查证实

存在硬膜外血肿，额骨凹陷粉碎骨折。我科

行手术治疗，患者术后康复出院。 

结论  在现场环境恶劣，没有任何救援的情况

下，利用当地有限的医疗资源对受伤患者进

行救治，需要我们医者因地制宜，综合分

析，尽量挽救生命。 

 
 
PO-1439 

可调压腰大池腹腔分流管在交通性脑积水中

的临床应用 
 

高鹏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116049 

 

目的  探讨可调压腰大池腹腔分流管在治疗交

通性脑积水临床治疗的可行性及其优势； 

方法  对 36 例交通性脑积水病人（16 例颅脑

外伤后脑积水、15 例自发性脑出血后脑积

水、3 例原发性脑积水、2 例脑室肿瘤术后脑

积水）行体外可调压腰大池腹腔分流术,评价

此手术与传统脑室腹腔分流手术的优越性. 

结果  随访 6～24 个月,36 例病人治疗效果明

显,经 CT 或 MRI 检查见脑室系统均恢复正常

大小,无分流过度或不足表现, 1 例出现赌管，

无感染病例； 

结论  可调压腰大池-腹腔分流术治疗交通性脑

积水的手术效果均优于固定阈值分流管微创

腰大池-腹腔分流手术及传统脑室-腹腔分流

术。  

 
PO-1440 

13 例脑室腹腔分流术后分流系统堵塞的临床

分析 
 

邱平 阙双林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364000 

 

目的  分析脑室-腹腔分流术后分流系统阻塞的

原因及防治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脑室-腹腔分流术后分流系统阻塞的 1

3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分流系统脑室端阻塞 7 例,腹腔端 5 例,

泵本身阻塞 1 例。13 例均手术明确堵塞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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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再次分流成功。 

结论  分流系统阻塞是脑室-腹腔分流术后常见

的并发症之一,手术适应症的选择、分流管脑

室、腹腔端安放的位置和长度、手术技巧、

无血操作,以及术前对脑脊液蛋白增高者做相

应处理 ,对预防分流系统阻塞具有一定的作

用。 

 
 
PO-1441 

颅骨修补术临床路径实施效果探讨 
 

杨兴奎 陈英歌 王军 王保江 王晓锋 唐宗椿 张荣军 陈

勃勃 

解放军第三医院 721004 

 

目的  探讨颅骨修补术实施临床路径后在控制

费用、提高医护质量、患者满意度方面的效

果。 

方法  回顾对比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12 月

期间实施临床路径患者与 2010 年 7 月至 201

1 年 12 月未实行临床路径患者的住院平均总

费、药费比例、住院天数、医护质量、患者

满意度等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实施临床路径后，患者住院平均总费用

由 22409.41 元降至 18927.55 元、药费比例

从 20.6%降至 12.3%、平均住院天数从 21.6

6 天降至 11.45 天、医护质量、患者满意度从

87%提升至 99%。 

结论  颅骨修补术患者实施临床路径后可有效

规范诊疗措施、降低住院总费用及住院天

数，有效提高医护质量及患者满意度。 

 
 
PO-1442 

 原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 5 例及诊疗分析 
 

张坤虎 张宏兵 苏宝艳 李加龙 刘帅 乔育 

解放军第三医院 721004 

 

原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idiopathic normalpr

essure hydrocephalus,INPH）多见于老年患

者，是一组病因不明的脑室扩大，但脑脊液

压力相对正常的脑积水症候群，临床表现主

要为步态不稳、进行性认知障碍、小便失禁

等，有时患者的症状复杂多样，治疗效果并

非理想。下面我们将 5 例正压性脑积水患者

的治疗情况做一报道。可能对正压性脑积水

的治疗有一定的思考意义。 

 
 

PO-1443 

颅脑损伤后不同颅内压下瞳孔直径及反应速

率的变化规律 
 

铁兴华 1 荔志云 1 

1.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2.甘肃中医药大学 

 

目的  不同颅脑损伤下瞳孔大小及反应速率与

年龄、性别的关系。 

方法  选取在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神经外科就

诊，诊断为创伤性颅脑损伤的患者 100 例（2

00 眼），按颅脑损伤严重程度分为轻型、

中、重、特重型颅脑损伤，以年龄分为低年

龄组(0-15 岁) 、中年龄组(15-65 岁)和高年龄

组（65 岁以上），其中轻型颅脑损伤 30 例

（60 眼），男 15 例（30 眼），女 15 例（3

0 眼）；中型颅脑损伤中年龄组 30 例（60

眼），男 15 例（30 眼），女 15 例（30

眼）；重型颅脑损伤 25 例（50 眼），男 15

例（30 眼），女 10 例（20 眼）；特重型颅

脑损伤 15 例（30 眼），男 9 例（18 眼），

女 6 例（12 眼）。2）纳入标准 （1）均使用

颅内压监测仪监测颅内压；（2）手术病人部

分为术前监测,部分术后开始监测；（3）无其

他眼部疾病及不适，且眼部检查未见任何明

显异常，双侧瞳孔对光反射正常；（4）既往

无眼部疾病、神经疾病；（5）年龄  0-80

岁，性别不限；3）排除标准  （1）未行颅内

压仪监测颅内压，腰穿测颅内压增高的患

者；（2）多器官功能衰竭（MOF）或恶性体

质患者；（3）眼部有疾病的患者。4）剔除

标准  （1）住院后 12 小时内死亡或出院的患

者；（2）在监测颅内压过程中出现烦躁不

安，不能按时测量瞳孔直径及反应速率的患

者；（3）瞳孔散大固定的患者。5）处 理

  （1）记录患者的性别、年龄、GCS 评分；

（2）患者抬高床头 10-15°，保持气道通畅，

必要时气管切开，注意水电解质酸碱平衡，

适度控制液体入量,一般脑水肿期入量＜出量

500m1 左右/d，给予营养支持、促醒药物、

脱水药、神经营养药物等治疗；（3）记录患

者每日 9、12、17、21 时，颅内压、瞳孔直

径及反应速率数值。 

结果  随着颅内压的增高瞳孔先出现一侧瞳孔

散大，后出现双侧瞳孔散大，反应速率逐渐

变大；随着颅内压的增高瞳孔直径、反应速

率与性别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同一

颅内压下瞳孔直径逐渐增大，反应速率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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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比较具有显著性（P＜0.05）；随着颅内压

的增高瞳孔直径、反应速率具有显著差异（P

＜0.05）。 

结论  随着颅内压的增高瞳孔先出现一侧瞳孔

散大，后出现双侧瞳孔散大，反应速率逐渐

变大；随着颅内压的增高瞳孔直径、反应速

率与性别比较无显著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高

在同一颅内压下瞳孔直径逐渐增大，反应速

率逐渐变大；随着颅内压的增高瞳孔直径逐

渐增大，反应速率逐渐变大。 

 
 
PO-1444 

双侧额叶对冲伤手术方式探讨 
 

徐学华 黄财恕 廖名宝 

福建省南平市人民医院 353000 

 

目的  探讨重型双侧额叶对冲伤的手术方式及

疗效。 

方法  均采用冠状开颅共 33 例。单侧骨瓣组

17 例，适用于一侧额叶对冲伤严重而另一侧

较轻的病人。一般从脑挫裂伤较严重侧或血

肿较多一侧单侧骨瓣入路，清除坏死脑组织

及血肿，并从大脑镰下清除对例挫裂伤、坏

死脑组织及血肿，一般无需切开大脑镰，但

当暴露不佳或止血困难时可切开部分大脑

镰。术毕均硬膜成型、该组行去骨瓣减压 9

例。双侧骨瓣组 16 例，矢状窦处留 2cm 骨

桥，其他操作同上组。硬膜成型、该组行去

骨瓣减压 11 例，其中 2 例脑肿胀明显，清除

血肿及坏死脑组织后，咬除骨桥，结扎矢状

窦前端，打开大脑镰至前颅底，充分减压。

去骨瓣减压的病例如合并颞叶损伤，可向下

方咬除部分颞骨鳞部及部分蝶骨嵴外侧以利 

于充分暴露及减压。 

结果  两组病人随访 6 个月预后比较：单侧骨

瓣组：按 GOS 评分，良好 8 例（47%），中

残 4 例（23.5%），重残 2 例（11.8%），植

物生存 1 例（5.8%），死亡 2 例（11.

7%）。双侧骨瓣组：按 GOS 评分，良好 7

例（43.7%），中残 5 例（31%），重残 2 例

（12.5%），植物生存 0 例（0%），死亡 2

例（12.5%）。两组患者预后（GOS）无明

显统计学差异（P＞0.05）。但单侧骨瓣组出

现精神障碍 6 例(35%)，主要以躁狂、抑郁为

主；双侧骨瓣组出现精神障碍 9 例(56%)，有

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重型双侧额叶对冲伤采用冠状开颅，单

侧骨瓣适用于一侧额叶对冲伤严重而另一侧

较轻的病人，与双侧骨瓣开颅比较预后（GO

S）相近，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但在出现精神障碍方面单侧骨瓣组明显减

少，有统计学差异（P﹤0.05）。 

 
 
PO-1445 

颅骨修补术后钛网外露的治疗体会 
 

李加龙 张宏兵 苏宝艳 乔育 王晓峰 杨芳 

解放军第三医院 721000 

 

目的  探讨颅骨修补术后钛网外露的治疗方

法。 

方法  对 24 例钛网外露患者，经过评估，11

例采取钛网部分剪除术，13 例给予整块钛网

取出术，术后均给予部分缝合，利于皮下渗

出物引流，勤换药，使头皮延期愈合。 

结果  11 例部分钛网取出患者，遗留小范围颅

骨缺损，不需再次手术处理；13 例整块钛网

取出患者，1 年后行二次修补手术。24 例患

者术后头皮均甲级愈合，感染控制理想，治

疗效果理想。 

结论  颅骨修补术后钛网外露采取恰当的手术

治疗，对钛网外露的临床治疗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PO-1446 

重型颅脑损伤去大骨瓣减压术后对侧迟发性

血肿临床研究分析  
 

陈俊琛 谭殿辉 赖润龙 李勇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515041 

 

目的  分析重型颅脑损伤去大骨瓣减压术后对 

侧迟发性血肿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临床特

点，诊治要点及预后。 

方法  采用临床病例-对照研究分析方法对汕头

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自 2010 年

1 月～2014 年 6 月收治的符合标准的 24 例去

大骨瓣减压术后对侧迟发性血肿病例（病例

组）以及 48 例无迟发性血肿病例（对照组）

进行临床资料收集，进行统计学处理，比较

其显著性差异等。 

结果  （1）危险因素：两组病例在年龄、性

别构成、发病原因、术前瞳孔变化情况、术

前 GCS 评分、术前损伤类型（硬膜外血肿、

硬膜下血肿、脑实质内血肿、严重脑挫裂

伤）、受伤后到手术的开颅时间无显著性差

异（P>0.05）。而术前头颅 Rotterdam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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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开颅对侧脑挫伤、对侧骨折、中线结

构偏移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Logisti

c 回归分析表明术前头颅 Rotterdam CT 评分

大于 3 分（OR=11.749）、开颅对侧脑挫伤

（OR=5.379）、对侧骨折（OR=58.323）、

中线结构偏移超过 1cm（OR=7.562）为对侧

迟发性血肿的发生的危险因素。（2）预后差

异：病例组：恢复良好 0 例（0.00%）、中残

1 例（4.20%）、重残 5 例（20.80%）、植

物生存 8 例（33.30%）、死亡 10 例（41.7

0%）；对照组：恢复良好 3 例（6.30%）、

中残 13 例（27.10%）、重残 17 例（35.4

0%）、植物生存状态 6 例（12.50%）、死亡

9 例（18.80%）。病例组与对照组之间重

残、恢复良好的预后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病例组与对照组之间死亡、

植物生存状态、中残的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前头颅 Rotterda

m CT 评分（大于 3 分）、中线结构明显移位

（大于 1cm）、开颅对侧脑挫裂伤及对侧骨

折为去大骨瓣减压术后迟发性血肿的发生的

危险因素。去大骨瓣术后发生对侧迟发性血

肿可增加致死率及致残率。对于具有高危因

素的重型颅脑损伤去大骨瓣减压患者在治疗

过程中应警惕迟发性血肿可能，积极采取各 

种措施，早期发现及早期治疗可改善预后。 

 
 
PO-1447 

运用损伤控制技术治疗 538 例重型颅脑损伤

临床分析 
 

王军 王晓峰 刘军 

解放军第三医院 721004 

 

目的  探讨损伤控制技术在重型颅脑损伤救治

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方法  对 538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采用早期简

化手术和再次确定性手术。 

结果  总死亡率 16.7 %，轻残及良好率 64.8

 %，重残率 14. 9%，植物生存率 3.6%。 

结论  颅脑损伤早期行简单的外科手术进行损

伤控制，能及时缓解颅内高压，减轻或防止

脑疝发生，可挽救原来认为不可挽救的危重

患者。 

 
 
PO-1448 

重型颅脑损伤损伤控制手术指征的临床研究 

 

王军 王晓峰 唐宗椿 张荣军 杨晓亮 马德 

解放军第三医院 721004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损伤损伤控制手术指征，

有利于迅速、准确的实施损伤控制神经外科

手术。 

方法  分析我科 2003 年 1 月-2013 年 1 月收

治的运用损伤控制急救手术治疗的 826 例重

型颅脑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出重型颅

脑损伤的损伤控制救治的手术指征。 

结果  运用颅脑损伤控制手术指征能在最短时

间内作出判断患者是否适合实施损伤控制手

术，简化了操作步骤，提高了救治率。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的损伤控制救治未形成统

一的救治原则，明确并规范这一方案并将其

标准化, 对于指导重型颅脑损伤的时效救治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PO-1449 

预埋线法颅骨钛网修补术的临床研究 
 

邵威 

解放军第三医院 721004 

 

颅骨钛网修补手术的常见并发症有近期的颅

内出血、术后癫痫发作、头皮下积液、感

染、塑性不满意、疼痛，及较远期的松动、

排斥、外露等，这些并发症会导致手术失

败、增加患者痛苦及住院时间，增加治疗费

用。如何降低修补手术的手术风险，减少手

术并发症的出现，是临床医生非常关心的问

题。 

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与手术医生的操作习惯 

有很大关系。术中皮瓣的游离，尤其是颞肌

与硬脑膜间隙的分离，成为手术的主要步

骤，也是做容易引起各种并发症的重要环

节，常见的手术方法有手术刀、电刀锐性分

离，及弯钳、神经剥离子钝性分离。最佳的

分离方式即完美的按照解剖间隙分离皮瓣与

硬脑膜，可以保证轻松的操作，最大限度的

保护皮瓣与脑组织，缩短手术时间，减少出

血，大幅度减少因手术骚扰及手术时间过长

引起的出血、癫痫、感染等严重并发症。 

笔者于 2013 年开始尝试预埋线法颅骨钛网修

补术的临床研究，研究结果说明，预埋线法

颅骨钛网修补术可以明显缩短手术操作时

间，减少出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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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50 

颅脑损伤后低钠血症的临床特点分析及诊治 
 

张荣军 王晓峰 唐宗椿 罗文颖 王军 王保江 陈勃勃 张

洋 李孝伟 李虎 高飞 

解放军第三医院 721004 

 

目的  研究颅脑损伤后低钠血症的病因、发病

机理、临床特点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近 5 年收治的 137 例颅

脑损伤后低钠血症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

查，分析其临床特点，总结其诊治经验。 

结果  颅脑损伤后低钠血症主要分为脑性盐耗

综合征（CSWS）和抗利尿激素分泌异常综

合征（SIADH），均具有低钠血症、意识障

碍、头痛头晕及恶心呕吐等特点，但 CSWS

患者血容量不足，中心静脉压降低，SIADH

患者血容量升高，中心静脉压升高。本组患

者治愈 131 例,死亡 6 例。 

结论  颅脑损伤低钠血症发病机制与治疗措施

有所不同，中心静脉压监测可鉴别 CSWS 和

SIADH，限水补钠等诊断性治疗措施是鉴别

CSWS 和 SIADH 最简捷有效的方法，早期诊

治能降低颅脑损伤患者的病残率和死亡率。 

 
 
PO-1451 

研究 CTA 点征对急性脑出血患者血肿扩大的

预测价值 
 

尧国军 周翔 周于凡 

江西省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44000 

 

目的  急性脑出血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危急重

症，随着脑出血患者血肿体积的扩大，其临

床死亡率也在逐步提高，因而临床上常将脑

出血血肿扩大程度作为患者 1 个月内死亡率

的主要预测指标。但是血肿扩大情况变化不

一，大部分急性脑出血患者呈现渐进性的发

展趋势，且发病之初病情进展较快。本次医

学研究就对 CTA 点征对急性脑出血患者血肿

扩大的预测价值进行了分析。 

方法  本次医学研究选择我院神经外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之间收治的 80 例急性

脑出血患者为观察对象，通过 Philips Brillian

ce 128 Slice CT，入院时对患者进行头颅平

扫，对其血肿体积加以计算。并经肘静脉将 1

00ml 碘帕醇注入，以同等速率注入 100 mL

的生理盐水，流率控制为 4 m L/s，注射 8 s

后实施动脉期扫描，注射 17 s 后实施延迟期

扫描。患者临床治疗 24 h 后，再进行头颅 C

T 复查，并对其血肿体积进行计算。完成扫描

后，向 AWD 工作站上传标准算法重建的图

像，并实施图像后处理，并对患者血肿体积

进行测算。由 2 名以上副高以上职称医生通

过双盲发独立进行诊断，对 CTA 原始图像点

征进行定位，未出现点征的计为阴性病例，

出现点征的计为阳性病例。通过 Brott 标准对

患者的血肿扩大情况进行评价：第一，首次

检查证实血肿体积大于 20 m L，复查证实血

肿体积增大在 10%以上，则可诊断为血肿扩

大；第二，体积增大程度在 33％以上，即可

确诊为血肿扩大。根据患者 CTA 点征对于血

肿扩大诊断的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准

确度、特异度和灵敏度。 

结果  1. CTA 点征阳性组观察对象初查及复查

血肿体积均明显大于 CTA 点征阴性组，且血

肿形态不规则比例相对更高。2. CTA 点征阳

性组观察对象实际血肿扩大阳性所占比例相

对较高，而 CTA 点征阴性组观察对象实际血

肿扩大阴性所占比例相对较高。 

结论  在脑出血患者病情进展过程中，活动性

出血的发生会导致其血肿体积的逐步扩大，

脑出血患者血肿扩大程度与 CTA 原始图像中

的点征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CTA 点征为 CT

增强检查过程中，造影剂外渗诱发的斑点样

改变，表明患者存在活动性的血液外渗现

象。脑出血病情的进展具有动态性，随着患

者临床检查时间的延长，其点征发现率也存

在一定的差异，检查时间越早，其发现率越

高。CTA 点征可以考虑作为血肿扩大的一个

独立预测指标。 

 
 
PO-1452 

 脑积水脑室-腹腔分流术中改良腹腔镜微创置

管术的应用 
 

张旭伟 赵海涛 李栋 徐伦 王新港 李光波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连云港医院 222004 

 

目的  通过改良以往传统腹腔镜置管方法，采

取独特的皮下隧道的大弯设计置管法，最大

程度减少脑积水脑室-腹腔分流术的术后并发

症，提高手术良好率。  

方法  19 例患者，年龄 26-71 岁。脑积水病

因有高血压脑出血 7 例，脑外伤术后脑积水 8

例，特发性脑积水 4 例。均采用额角穿刺，

选用美敦力可调压分流管。腹腔端运用腹腔

镜直视下置管。具体做法是：于腹部脐上缘

作弧行小切口约 1.1cm，以气腹针穿刺入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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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充入二氧化碳气体成 12mmHg 气腹。拔

出气腹针，以套管针穿刺腹腔，拔出内芯，

插入腹腔镜，见腹腔内无渗液、无肠管粘

连。于左侧肋弓下缘做 0.7cm 左右小切口，

皮下置入通条于皮下潜行直至头皮切开处。

拔除通条内芯，从通条内置入分流管腹腔段

近端直至头皮切口处，于右侧肋弓下缘切 0.7

cm 小切口，自右侧切口向左侧切口方向，经

皮下潜行置入 5mm Trocar，将引流管腹腔端

自左向右经隧道引出。经右侧肋弓下切口置

入 5mm Trocar，经肝脏镰状韧带潜行后于镰

状韧带左侧穿刺引出。将长约 25cm 无菌输

液皮条全程纵行剖开，将输液皮条置入右侧 T

rocar 内，退出 Trocar。取分流管阀门注水排

气，连接脑室端，充分游离头部切口左侧皮

下组织，剪去腹腔段近端多余长度，与阀门

连接，将阀门置入皮下预设位置，将脑室引

流管腹腔段远端送入输液皮条达到预定位

置，抽出输液皮条，引流管末端突出镰状韧

带约 10cm。 按压头部阀门证实分流管引流

通畅，腹腔镜下见引流管位置满意，放出腹

腔二氧化碳，缝合切口。  

结果  19 例患者术后经腹部 CT 三维重建技术

检查，腹腔端分流管 位置满意，术后无一例

打折、卷曲、移位，大网膜包裹，腹腔脏器

损伤等并发症。术后随访效果良好。  

结论   相对于传统的运用腹腔镜置管术式，改

良后的独特大弯皮下隧道置管术具有操作简

便、创伤小，直视下操作，腹腔内不需缝合

固定，导管稳定于肝脏膈面，有效避免了分

流管打折、卷曲、移位和包裹，最大程度地

减少术后并发症。  

 
 
PO-1453 

复杂型额眶鼻开放性颅脑损伤的手术治疗体

会   
 

郭爱顺 汪伟巍 庄志军 林瑞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探讨复杂型额眶鼻开放性颅脑损伤的手

术治疗方法及注意事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8 例复杂型额眶鼻开放性颅

脑损伤的临床表现与手术治疗效果。8 例患者

均予一期前颅底重建修补术及患侧眼球摘

除、眼眶球后筋膜封闭，2 例行鼻根部筋膜修

补。  

结果  术后无永久脑脊液漏，2 例患者出现脑

脊液伤口漏，予腰大池置管后，伤口愈合良 

好。 

结论  复杂型额眶鼻开放性颅脑损伤，一期行

前颅窝底、眼眶及眶后组织、鼻根部完整修

复重建，脑脊液改道，促进前颅窝组织愈

合，防止创口愈合不良，减少颅内感染，改

善患者预后。  

 
 
PO-1454 

可调压式分流管治疗脑积水的体会 
 

汪海关 叶磊 许群峰 卢心廷 汤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六医院 243100 

 

目的  探讨使用 Medtronic StrataRⅡ 可调压

式分流管治疗脑积水的有效性、安全性，并

分析分流术后的并发症。  

方法  回顾并分析我科 200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采用 Medtronic StrataRⅡ可调压式分

流管治疗的脑积水 19 例，并与同期采用固定

压力阀门（中压）的 17 例患者进行比较。  

结果  可调压组没有发生硬膜下积液或硬膜

下、外血肿，没有因术后分流不足或分流过

度现象而导致的二次手术，调节次数一共为 4

2 次，对照组发生颅内血肿 2 例，分流不足 2

例，分流过度 1 例，两组间堵管和感染发生

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采用 Medtronic StrataRⅡ可调压式分流

管治疗脑积水的疗效确切，并能减少分流过

度和不足以及颅内血肿等并发症，是一种安

全可靠的新的治疗方法，只要经济情况许

可，均应采用。   

 
 
PO-1455 

几种不同方式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疗效的分

析 
 

黄宇星 熊震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610072 

 

目的  探讨几种不同方式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

疗效的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73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病例，血肿量

20 ml ～80ml，分组:微创组（A 组）21 例，

单钻孔引流组（B 组）25 例，双钻孔引流组

(C 组)27 例；治疗方法：A 组：局麻下行微创

碎吸术，一次性颅内血肿粉碎穿刺针清除血

肿；术后视情况给予注入尿激酶；B 组：局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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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血肿最厚部位切开头皮，颅骨钻孔一个

 ，“十”字切开硬脑膜，放置一引流管反复冲

洗至清亮，排空气，缝头皮，接引流；C

组：局麻下，在血肿长径两端分别作头皮切

口，操作同单钻孔。术后各组均给予抗感

染、神经营养等治疗。术后拔针管前观察各

组残余液量、引流时间、拔针和管前中线移

位情况、拔针和管后至出院复发率、出院时

Markwalder 标准进行分级。 

结果  各组残余液量： A 组：治疗前(80.15±8.

32)，拔针前(25.32±2.34)；B 组: 治疗前(81.6

6±7.83)ml,拔管前(20.64±5.29)ml；C 组: 治

疗前(83.12±9.01)ml,拔管前(15.22±3.22)ml，

C 组残余液量少于 B 组（P＜0.05），B 组少

于 A 组（P＜0.05）。引流时间：A 组(5.21±

0.81)d、B 组(4.18±0.54)d 、C 组(3.12±0.63)

d；C 组引流时间小于 B 组（P＜0.05），B

组小于 A 组（P＜0.05）。中线移位情况：A

组：治疗前(1.98±0.24)cm，拔针前(0.48±0.0

4)cm；B 组: 治疗前(2.02±0.43)cm,拔管前(0.

25±0.06)cm；C 组: 治疗前(1.96±0.35)cm,拔

管前(0.22±0.02)cm，B、C 组中线复位好于

A 组（P＜0.05），B 组、C 组无明显差异

（P＞0.05）。复发率：A 组 3 例（14.2

6%）、B 组 3 例（12%）、C 组 4 例（14.8

1%），各组无明显差异（P＞0.05）。Mark

walder 分级：A 组：治疗前(1.69±0.52)，出

院前(0.56±0.14)，B 组：治疗前(1.64±0.4

2)，出院前(0.34±0.12)，C 组：治疗前(1.71±

0.41)，出院前(0.38±0.19)，B、C 组 Markwa

lder 分级好于 A 组（P＜0.05），B 组、C 组

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双钻孔引流手术好于采用 YL-1 型微创 

和单钻孔引流手术。 

 
 
PO-1456 

有创颅内压监测在创伤性脑实质损伤中的临

床应用 
 

汪海关 叶磊 许群峰 卢心廷 汤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六医院 243100 

 

目的  探讨持续有创颅内压监测在创伤性脑实

质损伤治疗中的价值。  

方法  2012 年 2 月—2016 年 2 月对有颅内压

监测指征的 84 例创伤性脑实质损伤患者采用

硬膜下、脑实质内或脑室内置入探头进行动

态颅内压监测，同时观察生命体征和 GCS 评

分及 CT 影像学变化。采用保守治疗或手术治 

疗。  

结果  ICU 正常 12 例，轻度增高 14 例，中度

增高 48 例，重度增高 10 例，手术 50 例，恢

复良好 60 例，中度残疾 14 例，植物生存 2

例，死亡 8 例。  

结论  有创颅内压持续监测能够更加直接的了

解脑实质损伤患者颅内病情变化，指导脱水

药的应用和手术时机、手术方式的选择。   

 
 
PO-1457 

外伤性后颅窝血肿治疗策略 
 

郑俊宁 李宏伟 孔晓锋 朱自锋 

深圳市第八人民医院 518101 

 

目的  探讨颅后窝血肿的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发病 6h 内入院、首次头颅 

CT 显示颅后窝血肿的患者 60 例，分别予早

期急诊手术 36 例，延期手术治疗 12 例，完

全保守治疗 8 例。  

结果  早期急诊手术组死亡 1 例、重残 1 例

 、再手术 3 例，延期手术组死亡 1 例、重残 

1 例、无再手术，保守治疗组死亡 1 例。  

结论  急诊手术是颅后窝血肿的主要治疗措施,

合理的手术方式对提高患者生存率和生存质 

量有益。  

 
 
PO-1458 

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多发伤的一体化救治策略 
 

魏琳 李学 胡华 韩敏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250022 

 

目的   通过分析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多发伤患者

103 例,探讨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多发伤患者从

院外急救、院内抢救、确定性或控制性手术

至 ICU 监护病房或创伤病房观察治疗及恢复

期功能康复治疗的一体化救治策略。  

方法  本组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多发伤病例 103

例，Glasgow 评分 3-8 分，分别合并胸腹

部、脊柱、骨盆及四肢等不同程度损伤；其

中伴有休克 39 例。以上病例均经 CT、X 线

片等检查或/及胸腹腔穿刺及手术证实，均经

我院规范的一体化抢救系统救治。对以上经

我院一体化抢救系统救治的 103 例重型颅脑

损伤合并多发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

分析总结。  

结果  103 例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多发伤患者死

亡 27 例(26.2%)，明显低于目前平均水(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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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3%)；植物生存 3 例(2.9%)；重残,神

志清楚,生活需要他人照料 7 例(6.8%)；中残,

生活能自理 14 例(13.6%)；良好,能完全独立

生活、学习 52 例(50.5%)。  

结论  我院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多发伤患者的一

体化救治系统可有效降低重型颅脑损伤合并

多发伤患者的致残率、致死率,提高生存率、

治愈率。  

 
 
PO-1459 

小儿额部外伤性硬膜外血肿 36 例临床分析 
 

李亚松 骆良钦 黄金钟 胡伟鹏 邱伟智 陈祥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探讨小儿额部急性硬膜外血肿的临床特

点、治疗方法和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36 例小儿额部急性硬膜

外血肿的临床资料，治疗方式和预后。  

结果  1 例巨大的额部硬膜外血肿和 2 例合并

凹陷性骨折开颅手术，2 例行锥颅外引流术，

术后效果良好；31 例血肿量少保守治疗的患

儿预后好。  

结论  小儿额部外伤性硬膜外血肿大多发于学

龄前，血肿量少，除少数血肿量巨大引起脑

疝或合并凹陷性骨折需手术治疗外，大部分

患者可行保守治疗，对于血肿量较大可以行

锥颅外引流术。  

 
 
PO-1460 

软通道微创穿刺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

观察 
 

王刚 任海军 侯博儒 赵志勇 王登峰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观察软通道微创穿刺术治疗高血压脑出

血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我院收治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120 

例，随机分成软通道微创穿刺组（A 组，64

例）与去骨瓣减压组（B 组，56 例）。比较

分析两组患者 ICU 的住院时间、30 天死亡率

和住院期间的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 6 个月后

两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 

结果   A 组患者的平均 ICU 住院时间为（8.35

±3.05）d 短于 B 组（11.35±4.14）d，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t=2.34，P<0.05）。30d 后，

 A 组患者的死亡 18.7%，B 组患者的死亡率

为 26.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术后 7d A 组患者的平均 GCS（11.2±1.4

分）明显高于 B 组（8.9±1.7 分）。微创穿刺

术组患者肺部感染、消化道出血及癫痫的发

生率均低于去骨瓣减压术组（p 值分别为 0.0

16，0.026，0.031）；两组患者术后再出

血，肝肾功能损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分别为 0.605，0.807）。当 GCS 为 5-8 分

时，两种手术方式预后良好率无差异（p＞0.

05），但 ADL-Ⅰ级 B 组明显多于 A 组，且 A

DL-Ⅴ级 B 组明显少于 A 组；当 GCS 为 9-12

分时，A 组预后良好率及 ADL-Ⅰ明显占优当

血肿在 30-60ml 时，A 组的预后良好率明显

高于 B 组（p＜0.01）；且 A 组 ADL-Ⅰ级患

者高于 B 组，ADL-Ⅴ级患者低于 B 组。当血

肿位于基底节区时，A 组患者的预后良好率明

显高于 B 组（p＜0.05）；当血肿位于皮质下

时，B 组预后良好率明显高于 A 组（p＜0.0

5）。 

结论   软通道微创穿刺术能提高高血压脑出血

急性期疗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且能明显

改善患者长期预后。特别是对于基底节区脑

出血，血肿量小，该方法较去骨瓣减压术比

具有明显优势，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运

用。但是对于一些出血量大，血肿位置表浅

且深度昏迷患者，主张优先选用开颅血肿清

除术合并去骨瓣减压术，尽快清除血肿，解

除血肿对脑组织的压迫，挽救患者生命。 

 
 
PO-1461 

50 例颅内压监护下重型颅脑损伤镇静疗效评

价 
 

孙瑾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交通事故、高空

坠落等意外不断增多，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逐

年增多，伤后患者因躁动无法配合意识观

察，且因颅内压波动容易诱发伤后再次出

血，严重影响重型颅脑损伤的诊治。我们对 2

010-2015 年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外科

重型颅脑损伤后使用镇静药物及同时植入颅

内压探头的 50 个病例进行分析，研究重型颅

脑损伤镇静药物的使用与颅内压监护相关性

研究，为今后临床上更好救治重型颅脑损伤

提供参考。  

方法  统计 2010 年至 2015 年厦门大学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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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医院神经外科使用镇静药物及同时植入

颅内压探头的重型颅脑损伤 50 个病例。对其

受伤后患者意识状态、是否进行手术治疗，

镇静药物使用种类及剂量，颅内压探头使用

时间及类型，患者预后进行分析，并结合文

献进行临床讨论。  

结果  1.植入颅内脑室内颅内压监护探头与咪

达唑仑和芬太尼联用镇静治疗方案的患者预

后最佳；2.颅内压探头对于镇静过程中的镇静

药物剂量的调整及进行快速复苏起关键作

用；3.联用镇静药物对于重型颅脑损伤颅内压

增高的控制效果良好。  

结论  镇静治疗对于神经外科危重患者是不可

缺少的，需要临床医师认真重视并掌握，若

结合颅内压监护能达到更好地提高重型颅脑

损伤的抢救成功率。 

 
 
PO-1462 

多发伤合并重型颅脑损伤影响预后多因素分

析（附 80 例报告） 
 

孙瑾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多发伤合并颅脑损伤危害性大，是造成

伤残及死亡重要的病因之一；也是颅脑损伤

救治中的难点。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由交

通事故及高空坠落导致多发伤合并颅脑损伤

的病人有逐年增多趋势。我们对 2010-2015

年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外科因多发伤

合并重型颅脑损伤 80 例病例进行探讨，研究

多发伤的临床及影像特点、治疗及预后，为

今后临床上治疗多发伤合并重型颅脑损伤提

供参考。  

方法  统计 2010 年至 2015 年内 80 例全身多

处损伤合并重型颅脑损伤的病例，对其发生

原因、发生部位、受伤机制，治疗及预后进

行研究，并结合文献进行临床分析。临床诊

断主要依靠体检，X 片及 CT 扫描。综合治疗

分保守治疗及手术治疗，在其他部位损伤较

稳定情况下颅脑损伤保守治疗采用：1、合理

使用脱水剂，2、冬眠降温疗法，3、过度换

气，4、糖皮质激素的早期大剂量应用，5、

适当镇静，6、积极的防治各种可能的并发

症。手术治疗：采用标准大骨瓣减压手术，

若合并胸腹部、四肢多处损伤，需进行手术

治疗，请专科进行处理，结果按格拉斯哥预

后评分（GOS）评定。  

结果  多发伤合并重型颅脑损伤具有伤情重，

进展快，病死率高的特点，回顾我科既往 80

例病例，建议尽快进行综合治疗（包括药物

及开颅手术治疗）能较好改善病人预后。  

结论  多发伤合并重型颅脑损伤仍是颅脑损伤

治疗中的难题，我们提倡先对威胁生命的多

发伤的专科情况进行处理，在生命征平稳后

通过脑科观察及动态颅脑 CT 复查判断颅脑损

伤情况，进行综合治疗，因为它能显著提高

疗效，提高病人的生存率及生活质量。 

 
 
PO-1463 

外伤后急性弥漫性脑肿胀术中急性脑膨出相

关危险因素分析 
 

孙瑾 张俊卿 黄延林 田新华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外伤后急性弥漫性脑肿胀（post-tr

aumatic acute diffuse brain swelling，PADB

S）术中急性脑膨出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对 58 例 PADBS 开颅减压术中发生急

性脑膨出（病例组）与 47 例同期术中未发生

脑膨出（对照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受伤

至手术时间，减速性颅脑损伤，合并多发

伤，颅脑 CT 血肿厚度，脑疝，术前 GCS 评

分，术中低血压，手术方式进行病例对照研

究，通过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术中急性脑 

膨出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减速性颅

脑损伤，术前 GCS 评分，脑疝，术中低血压 

与 PADBS 术中急性脑膨出发生密切相关。 

结论  减速性颅脑损伤，术前 GCS 评分，脑

疝，术中低血压是 PADBS 发生术中急性脑膨

出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准确评估伤情及术

中积极控制可降低 PADBS 术中急性脑膨出发

生风险。  

 
 
PO-1464 

颅脑外伤后进展性脑出血治疗体会 
 

陈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颅脑外伤后进展性脑出血的临床特

点和早期诊治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0 例 PHI 患者的临床资料,

根据患者入院时患者的性别、年龄、血肿发

生的部位、凝血功能等情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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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男性、40 岁以上、有脑挫裂伤、蛛网

膜下腔出血、颅骨骨折、早期有凝血功能异

常者发生进展性脑出血的可能性大。  

结论  PHI 受性别、年龄、损伤形式、凝血功

能等多因素影响，明确这些因素有利于早期

诊断进展性脑出血，并减少其对机体带来的

伤害。  

 
 
PO-1465 

腰大池—腹腔分流术治疗交通性脑积水的临

床分析 
 

张绍林 

南平市第一医院 353000 

 

目的  评价腰大池-腹腔分流术在治疗交通性脑

积水的临床应用。 

方法  选取 2012 年 01 月至 2016 年 01 月在

本科室治疗的 12 例交通性脑积水患者。其中

7 例为外伤后脑积水,3 例为自发性脑出血术后

脑积水, 2 例为自发性脑积水；1 例外伤性脑

积水因术后发生分流管堵管、感染导致分流

失败；3 例为植物生存状态，9 例患者均有不

同程度的反应迟钝、尿失禁、行走不稳或意

识障碍,均采用腰大池-腹腔分流术治疗脑积

水。 

结果  术后所有患者的症状均有改善, GCS 评

分较术前明显提高，无伤口感染、皮下积

液、癫痫发作、过度引流等并发症。3 例植物

生存状态患者：1 例苏醒；1 例术后苏醒，但

因分流管堵管、感染后死亡；1 例术后观察 3

个月仍未苏醒，仍在继续观察中。其余 9 例

患者随访 1-10 个月、多次调整分流阀压力至

最适，小便基本可控制、行走稳健，认知或

意识状态恢复正常或逐渐改善, CT 提示脑室

系统恢复正常或脑室周围间质性水肿消失,患

者症状持续好转。 

结论  腰大池-腹腔分流术治疗交通性脑积水具

有手术时间短,并发症少,术后疗效确切。 

 
 
PO-1466 

依达拉奉联合地塞米松对脑外伤术后脑水肿

患者 神经功能的影响 
 

倪兰春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研究依达拉奉联合地塞米松对脑外伤术

后脑水肿患者神经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我院 2013 年 4 月~2015 年 9 月期间

收治的 165 例脑外伤术后脑水肿患者随机分

成研究组（n=85）和对照组（n=80），研究

组术后使用依达拉奉联合地塞米松治疗，对

照组术后使用地塞米松治疗，疗程两组。比

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并对患者进

行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IHHS）、格拉斯哥

昏迷评分（GCS）和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

分（APACHE-Ⅱ）评分，同时比较治疗后两

组患者的脑水肿体积。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有效率达到 92.94%，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 6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7.06，P=0.00）。两组患者治疗后 NI

HHS、APACH-Ⅱ评分比治疗前低，GCS 评

分比治疗前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治疗后研究组 NIHHS、APACH-Ⅱ评

分比对照组低，GCS 评分比对照组高，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

患者的脑水肿平均体积明显比对照组小，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t=98.554，P=0.000）。 

结论  依达拉奉联合地塞米松对脑外伤术后脑

水肿患者具有较好的疗效，能明显促进患者

神经功能的恢复，缩小脑水肿的体积，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

值。 

 
 
PO-1467 

不同冲洗水量对应用营养泵给予肠内营养的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腹泻的影响 
 

李倩 姚菲 范艳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观察比较不同冲洗水量对应用营养泵给

予肠内营养的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腹泻的影

响。 

方法  随机将患者分为 2 组：实验组 50 例，

对照组 50 例，实验组使用营养泵冲洗用水量

为 20ml/3h，对照组冲洗用水 50ml/h，一周

后两组进行比较患者血清 ALB、腹泻情况以

及堵管的发生率。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 1 周后血清 ALB 水平对

比无明显差异(P>0.05)，堵管发生率对比也无

明显差异（P>0.05），但对照组腹泻发生率

明显高于实验组（P<0.05）。 

结论  冲水量过大引起短时间高灌注，胃肠道

无法耐受导致腹泻的发生。所以，在应用营

养泵给予胃肠内营养液配合冲洗袋使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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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水量不宜过大。本研究结果表明，每 3

个小时冲水 20ml 较为适宜。 

 
 
PO-1468 

小儿重度颅脑损伤引起颅内血肿合并脑疝的

手术治疗分析 
 

杨明 

江西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 330006 

 

目的  探讨小儿小儿重度颅脑损伤引起颅内血

肿合并脑疝的手术治疗的疗效和分析。 

方法  收集 2013-2015 年小儿重度颅脑损伤引

起颅内血肿合并脑疝的病人 82 例，男性 42

例，女性 40 例，年龄 1 月-14 岁，车祸伤 42

例，坠落伤 40 例，GCS 评分：3-8 分。单纯

脑疝 59 例，双侧脑疝 23 例，巨大硬膜外血

肿 15 例，巨大硬膜下血肿 18 例，脑挫裂伤

及脑内血肿 20 例，硬膜外血肿合并脑内血肿

7 例，硬膜下血肿合并脑内血肿 22 例，均在

伤后 6 小时内行手术治疗。 

结果  经急诊手术治疗、脱水、营养神经及对

症等一系列治疗，死亡 9 例，好转 10 例，治

愈 63 例。 

结论  小儿重度颅脑损伤引起颅内血肿合并脑

疝，只要及时诊断和有效积极的治疗，较成

人恢复快，治愈率高。 

 
 
PO-1469 

脑脓肿形成不同时期手术干预的疗效分析 
 

张勖 王增亮 汪永新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830054 

 

目的  通过对不同形成时期的脑脓肿行手术切

除或手术引流、观察分析预后相关因素，探

讨对不同时期脑脓肿不同外科干预的优缺

点。 

方法  回顾分析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

经外科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脑

脓肿病人 54 例。依据病理分期及手术方式分

为 4 组：化脓期：脓肿开放及钻孔引流 17

例、脓肿切除 12 例；脓肿形成期：脓肿开放

及钻孔引流 7 例、脓肿切除 18 例。对比分析

各组临床资料、疗效、死亡率、复发率及术

后住院天数。 

结果  4 组患者性别比、年龄分布、入院 GCS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术后平均住院天

数、死亡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术

后复发率统计学上无明显差异（P>0.05）。

生存曲线示曲线下面积 BD>LC>BC>LD。 

结论  在脑脓肿形成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外科干

预措施对预后影响不同，化脓期引流及脓肿

形成期手术切除对症状缓解效果较好。 

 
 
PO-1470 

阔筋膜、局部皮瓣联合负压引流技术修复颅

脑组织缺损 
 

查炜光 1 许明火 2 张立志 1 吉慧军 1 冀建勇 1 孔海波 1 

1.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整形外科 

 

目的  探讨阔筋膜、局部皮瓣联合封闭负压引

流技术（vacuum sealing drainage VSD）在

颅脑组织缺损修复中应用效果。 

方法  2009 年 1 月-2015 年 5 月，22 例不同

原因导致头皮、颅骨及硬膜破坏的颅脑组织

缺损患者，经手术切除病灶后应用自体阔筋

膜修复硬脑膜；局部皮瓣转移；自体中厚皮

片游离植皮方法修复组织缺损。其中 10 例采

用普通引流技术治疗（常规组），12 例采用

封闭负压持续引流技术（负压组）。两组患

者性别、年龄、病因、创面部位范围一般资

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观察比较两组间皮

瓣、皮片成活率；创面感染率；颅内感染

率；创面愈合时间指标。 

结果  常规组 转移皮瓣 9 例完全成活，1 例远 

端皮缘部分坏死，负压组 12 例皮瓣完全成

活。常规组游离植皮片 100%成活 5 例；90%

成活 2 例；80%成活 3 例。负压组 100%成活

10 例；90%成活 2 例；80%成活 0 例。颅内

感染常规组 1 例；负压组 0 例。创面感染常

规组 2 例；负压组 0 例。随访 12～48 月，平

均 23 月，常规组 7 例恢复良好，3 例鳞癌局

部复发，复发病例中 1 例死亡。负压组 9 例

恢复良好，2 例鳞癌局部复发，1 例胶质肉瘤

复发死亡。 

结论  大面积颅脑组织缺损修复重建后，采用

封闭负压引流技术能够有效促进局部转移皮

瓣、游离皮片与基底组织贴覆紧密，消灭残

腔，引流局部渗出液体，降低颅内及创面感

染率，提高了皮片成活率，缩短创面愈合时

间。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10 

 

PO-1471 

创伤性大脑前动脉动脉瘤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郑晶 

江苏省宿迁市人民医院 223800 

 

目的  探索早期诊断和治疗创伤性大脑前动脉

动脉瘤的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我科 9 例创伤性大脑前动脉动脉瘤

的颅脑创伤患者，分析其受伤机制、临床表

现及头颅 CT 或 MRI 的特征性表现，早期行

CTA 或 DSA 检查，早期手术治疗，术后随

访，并进行 GOS 评分。 

结果  9 例患者中 7 例在破裂之前行手术治

疗，2 例破裂后手术治疗，随访 12 个月，7

例 GOS 5 分，1 例 GOS 4 分，1 例 GOS 3

分，术后均复查 CTA，无复发。 

结论  对于高度怀疑创伤性大脑前动脉动脉瘤

的患者，应早期行 CTA 或 DSA 检查，早诊

断、早治疗，手术治疗是其有效的治疗方

法。 

 
 
PO-1472 

黄体酮在急性颅脑创伤中的应用 
 

周景义 史利根 王真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大量动物实验表明黄体酮在急性颅脑创

伤治疗中具有多种神经保护功能，包括减弱

兴奋性神经毒性、抑制炎症反应、减少神经

元凋亡、促进神经髓鞘再生、减缓脑积水、

促进神经功能恢复等。然而，关于黄体酮在

急性颅脑创伤中作用的临床试验结果并不一

致。本研究拟对已发表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

进行 meta 分析，探索黄体酮在急性颅脑创伤

中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全面搜索 MEDLINE、EMBASE 和 Coc

hrane Library 等文献库，纳入在 1980 年 1 月

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发表的关于黄体酮治疗

急性颅脑创伤的全部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本

研究的主要指标是格拉斯哥结局量表评分提

示的良好预后，次要指标包括死亡率和不良

反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数据统计。 

结果  来自 5 项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的 2396 名

患者被纳入统计。黄体酮治疗组与对照组相

比，格拉斯哥结局量表评分提示的良好预后

比例(RR 1.07, 95% CI 0.91 to 1.27, P = 0.41)

和死亡率(RR0.85, 95% CI 0.65 to 1.13, P = 

0.27)均无显著性差异。亚组分析结果显示，

在临床二期试验中黄体酮治疗能够显著改善

患者预后(RR 1.45, 95% CI 1.11to 1.89, P = 

0.007)及降低患者死亡率(RR 0.58, 95% CI 0.

41to 0.84, P = 0.004)。急性颅脑创伤病情严

重程度、黄体酮给药方式、试验观察期限对

结果均无影响。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统计结

果稳定。 

结论  黄体酮不能改善急性颅脑创伤患者预

后，也无法降低患者死亡率。未来大型临床

试验需要对急性颅脑创伤患者按照病情轻重

进行分类治疗。 

 
 
PO-1473 

亚低温疗法治疗脑弥漫性轴索损伤 
 

黄延林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为提高ＤＡＩ病人的存活率和生存质

量，我科自 1999 年以来进行前瞻性设计研

究，将亚低温疗法应用于脑弥漫性轴索损伤

的治疗，。探讨其临床疗效及预后。 

方法  1999 年－2009 年共 97 例弥漫性轴索

损伤的患者中用亚低温治疗 38 例和对照组 5

9 例, 对照组除亚低温外给予相同的常规治

疗；所有患者均行颅内压监控和监测血糖。

亚低温治疗组直肠温度控制在 33.0℃~35.

0℃，持续 3~7d；全部患者 3 个月后行格拉

斯哥预后评分(GOS)判断预后。 

结果  颅内压监测：亚低温组和对照组两组患

者颅内压在治疗前分别为(3.52±0.72)kPa、(3.

43±0.65)kPa，二者无显著差异(P>0.05)；治

疗 24h 后亚低温组和对照组患者颅内压分别

为(2.87±0.63)kPa、（3.25±0.66)kPa，一周

后两组颅内压分别为(1.97±0.42)kPa、(2.83±

0.56)kPa,二者差异显著(t=2.19,P<0.05)。血

糖监测：亚低温组伤后 3d 血糖为(8.6±2.5)m

ol/L，对照组为(9.3±2.2)mmol/L，伤后 1 周

血糖分别为(5.8±1.7)mmol/L、(8.3±1.4)mmol

/L。亚低温组患者伤后早期血糖明显低于对照

组，尤以第 5d 为显著。亚低温治疗组血糖平

均为(6.2±2.2)mol/L，对照组血糖平均为(8.6±

2.5)mmol/L，二者差异显著(t=2.55,P<0.0

1)。治疗结果：3 个月后行 GOS 评分，在亚

低温组，死亡 9 例(死亡率为 23.7%)，重残 3

例,中残 2 例，植物生存 3 例，良好 21 例；

常规治疗组中，死亡 23 例(死亡率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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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重残 9 例，中残 6 例，植物生存 4 例，

良好 17 例，两组死亡率差异显著(χ2=3.38,P

<0.05)。 

结论  亚低温治疗弥漫性轴索损可以明显地降

低颅内压、血糖，有效地降低死亡率，改善

预后。 

 
 
PO-1474 

快速锥颅在外伤性颅内血肿救治中的应用 
 

穆苍山 张波 张毅 潘海鹏 王东 赵悦 金永健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100012 

 

目的  探讨经皮快速锥颅在救治急性外伤性颅

内血肿、形成急性脑疝的术前应用。 

方法  回顾 2004 年 8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

间，急性硬膜下血肿和急性硬膜外血肿形成

脑疝病例 213 例，评估手术效果及预后转

归。 

结果  本组手术病例中无术后颅内感染患者。

快速锥颅技术可以有效缓解颅内活动性出血

造成颅内压持续增高，延缓脑疝形成或缩短

脑疝的持续时间，为术前准备赢得时间，可

以有效改善手术效果及预后转归。 

结论  应用一次性颅内血肿粉碎穿刺针快速锥

颅，具有手术时间短，颅腔相对封闭的特

点，是一种可行的临床治疗方法。 

 
 
PO-1475 

颅内压监测在神外重症治疗中的价值、困惑

及对策 
 

阳建国 

浙江省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313000 

 

目的  分析颅内压监测在神外重症治疗中的价

值、困惑及对策。 

方法  选择 40 例颅脑损伤或脑出血重型患

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治

疗组加用颅内压监测、对照组未采取颅内压

监测，两组其他治疗无差别，对两组格拉斯

哥昏迷评分变化、及格拉斯哥预后评分进行

监测和观察,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对

比分析。 

结果  治疗 2 周后两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均高

于治疗前，且治疗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高于

对照组；治疗组的预后好于对照组, 6 月后格

拉斯哥预后评分好于对照组。 

结论  颅内压监测能提高颅脑损伤或脑出血重 

型患者的抢救成功率，改善预后。 

 
 
PO-1476 

轻度颅脑损伤后遗症患者介数及局部脑网络

效率改变研究 
 

夏春生 钱若兵 傅先明 张栋 彭楠 李顺利 林彬 牛朝诗 

汪业汉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采用图论的方法探讨轻度颅脑损伤患者

脑网络介数（Betweenness）及局部脑网络

效率改变及其意义。 

方法 23 例轻度脑损伤后 3 个月患者伴有迁延

不愈的头晕、头痛、记忆下降、注意力下降

等症状，和 23 例年龄、性别及教育程度想符

合的健康对照，采集两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

数据，应用 Gretna 中 Network Construction

模块进行数据预处理得到脑网络的矩阵，然

后运用 Network Analysis 模块进行网络分

析，得到脑网络的介数及局部网络效率属

性，介数属性的结果进行两独立样本 T 检

验，得到有差异的脑区；对局部脑网络效率

在不同阈值下进行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并在

阈值为 0.1≤Sparsity≤0.4 范围内比较局部脑

网络效率的改变。 

结果  与健康被试相比，轻度脑损伤患者介数

降低的脑区有：左侧额上回、左侧海马、左

侧舌叶、左侧枕叶上部；介数升高的脑区有

右侧海马。与对照组相比，轻度脑损伤患者

脑局部效率降低。 

结论  本研究发现轻度脑损伤患者的脑网络的

评价指标介数以及局部脑网络效率发生了改

变，介数的改变可能意味着轻度脑损伤患者

脑网络的连接发生改变，而这种脑网络连接

的改变可能导致局部脑功能网络效率降低。 

 
 
PO-1477 

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复发的多因素分析 
 

李立 胡未伟 吴晓华 沈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0 

 

目的  探讨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复发的原因。 

方法  回顾研究我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收治首发 CSDH 患者 153 例。其中男性 12

2 例，女性 31 例，年龄 16～84 岁，平均 58.

2 岁，有明确头部外伤史 112 例，外伤至第

一次手术时间 3 周~29 周，平均 9.3 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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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DH 患者均满足以下纳入标准(1)有典型的

假膜；(2)血肿腔内有陈旧性不凝血；(3)如血

肿来自急性硬膜下，至少间隔 3 周以上，不

包括硬膜下积液、儿童 CSDH、钙化或骨化

CSDH 及无症状 CSDH。 

本组 153 例中，首次手术均行血肿钻孔引流

术，单侧血肿钻孔引流 111 例，双侧血肿钻

孔引流 32 例。取血肿最厚处钻孔，术中体位

使骨孔位于最高点，术中反复冲洗血肿腔，

充分清除血凝块，血肿腔内常规放置引流

管，接引流袋。术后见血肿引流明显减少即

拔管。术后充分补液，少用，不用脱水剂。C

SDH 复发标准：(1)术后 6 月之内出现与血肿

有关的神经症状；(2)手术侧血肿体积较术前

增大。两种情况均出现时再次手术。对于无

症状的血肿和手术对侧血肿扩大则不认为复

发。其中 15 例术后复发，复发率 9.8%，男

性 13 例，女性 2 例，年龄 41~81 岁，平均 6

6.6 岁，术后 1~16 周复发而再次手术，平均

8.5 周。 

结果  研究年龄、血肿单双侧、血肿体积、术

中发现血肿是否液化完全、术后血肿引流

量、术后（1 周左右）CT 复查血肿腔内是否

有明显积气，这 6 项因素与血肿复发的相关

性。应用 spss 13.0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

现术前血肿体积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下与血肿

复发显著相关，术后血肿引流量和术后 CT 复

查有否明显积气在 0.01 显著性水平下与血肿

复发显著相关，而年龄，血肿单双侧，血肿

是否液化完全这 3 项与血肿复发无显著性相

关。 

结论  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复发由多个因素所

影响，必须从多个方面进行防治 

 
 
PO-1478 

谷氨酰胺强化的肠内营养对重型颅脑外伤患

者全身炎性反应抑制作用的研究 
 

张旭伟 李栋 王新港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连云港医院 222004 

 

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重型颅脑外伤患

者谷氨酰胺强化的肠内营养，测定两组患者

不同时期致炎因子的浓度和免疫球蛋白的含

量，探讨谷氨酰胺对此类患者伤后全身炎性

反应综合症的抑制作用。 

方法  选择 GCS 评分 6-9 分的重型颅脑外伤

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为 20

例。患者年龄在 20-70 岁之间。入院 6 小时

后无腹胀即行胃管置入，治疗组伤后第一天

谷氨酰胺粉剂按 0.5g/KG/d 量，分 2-3 次胃管

内注入谷氨酰胺粉剂，对照组第一天只给予

少量温水。伤后第二天起两组患者给予匀浆

膳鼻饲流质，治疗组另予以谷氨酰胺粉剂胃

管内注入。对照组除行常规基础治疗外,给予

鼻饲流质持续治疗,直至好转或清醒。初始 3~

4 次/d,每次 150~250 ml;适应后 4~6 次/d,每

次 250~300 ml 左右,均为匀浆膳。此外两组

还适当给予鼻饲吗叮啉片、多酶片等,以助消

化吸收。测定指标   分别对对照组、治疗组患

者于伤后 1、3、7 天测定外周血细胞致炎因

子 LI-1、IL-6、IL-8、IL-10 的浓度，使用 ELI

S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两组病人分别于

入院 1 天及治疗后 1 个月的外周血测量 Ig

G、IgA、IgM 水平,并进行 GCS 评分。测定

外周血免疫球蛋白 IgA、IgG、IgM 的含量，

使用全自动特种蛋白仪通过散射比浊法检

测。 

结果  对照组患者伤后 3、7 天 LI-1、IL-6、IL

-8、IL-10 的浓度明显高于治疗组，统计学有

显著差异。外周血免疫球蛋白 IgA、IgG、Ig

M 的含量，两组患者伤后一月统计学有明显

差异。 

结论  谷氨酰胺作为特殊的免疫营养素已成为

神经重症的研究热点，尤其在机体应激状态

下对维护肠道结构和免疫功能的完整性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抑制肠道细菌移位导

致的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改善重型颅脑外 

伤患者的预后。 

 
 
PO-1479 

带引流的颅内压探头置入术在重型颅脑外伤

中的作用研究 
 

王俊兴 石键 应广宇 沈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带引流的颅内压探头置入术在重型颅脑

外伤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

外科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 265 例重

型颅脑外伤患者的临床相关资料，采用多因

素回归分析，通过性别、年龄、GCS 评分、

硬膜下、硬膜外血肿和带引流的颅内压探头

置入等因素来评估重型颅脑外伤术后患者的

平均住院时间，围手术期死亡率，术后 6 月

后 GOS 评分等预后指标。 

结果  年龄，GCS 评分，是否合并硬膜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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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及是否进行带引流的颅内压探头置入是与

患者预后密切相关的影响因素。而多因素相

关因素分析表明是否进行带引流的颅内压探

头置入是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的独立危险因

素（P<0.05），而是否置入带引流的颅内压

探头与患者的术后感染率等无明显关系（P>0.

05）。 

总结  对于重型颅脑损伤的患者，置入带引流

的颅内压探头不仅能实时监测患者术后颅内

压的情况，还能引流脑脊液起到颅内减压的

作用，从而改善患者的预后。 

 
 
PO-1480 

26 例特发性正常颅压脑积水诊疗规范的探索

与分析 
 

朱君明 蒋鸿杰 张建民 傅伟明 郑喆 罗巍 郑宇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特发性正常颅压脑积水（iNPH）的

规范化术前评估，分流泵初压设置，术后随

访及调压流程等诊疗环节，以期建立规范化

诊疗流程。 

方法  本文回顾性地分析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中心自 2011 年来本人收

治的 26 例 iNPH 患者，采用横断面分析法并

结合自身临床实践经验重点分析了 iNPH 规范

化术前评估、术中分流泵初选择及初压设

置、术后调压流程等环节。 

结果  本中心对 iNPH 的术前评估采用临床症

状（智力、步态、控尿）评估+影像学（脑积

水 Evans 指数）+Tap 测试综合评估方式，经

标准脑室-腹腔分流术及术后随访调压后，这

26 例 iNPH 患者中 24 例（92.3%）获得满意

疗效。同时本中心结合自身诊治经验及国外

文献报道，建议对 iNPH 患者的分流治疗应选

择抗重力分流泵，并将低于术前脑脊液压力 2

0mmH2O 作为术中分流泵的初压可获得较好

的临床预后。 

结论  本中心的诊疗流程符合目前对 iNPH 患

者的规范化诊治，具有较好地临床实用性。

当然，更准确有效的 iNPH 临床诊治规范有待

进一步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证据支持，也期

待符合我国临床现状的规范化的 iNPH 诊治标

准的正式提出。 

 
 
 
 

PO-1481 

高能激光对大鼠颅脑损伤后的病理生理变化

研究 
 

周杰 1,2 章翔 2 程光 2 荔志云 1 雷鹏 1 田立柱 1 马义辉
1,2 

1.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2.第四军医大学西京脑科医院 

 

目的  研究大鼠高能激光颅脑损伤后的病理生

理变化，为研究战时激光所致颅脑损伤提供

实验依据。 

方法  成年 SD 大鼠 100 只，体质量 220±30

g，随机分为假手术组(n=25)和激光脑损伤组

(n=75)；激光脑损伤组分别用 14J、28J 和 5

6J 能量激光照射致伤动物，根据伤后处理时

间点每组再分为 5 个亚组，即伤后 6h、24

h、48h、72h 和 7d 组，每亚组 5 只；假手术

组不予激光照射。检测照射后不同时间点脑

水肿指数、神经功能评分、血压和光、电镜

病理形态变化。 

结果  不同能量组伤后脑水肿指数、神经功能

评分、血压和光、电镜病理形态变化不同；

假手术组无明显改变。 

结论  工作距离 0.5cm，工作电流 0.2mA，波

长 10.64μm，28J 能量激光可以造成稳定的

大鼠激光颅脑损伤动物模型，并能准确反应

大鼠激光颅脑伤后的病理生理改变，为临床

研究战时激光所致颅脑损伤的救治提供实验

依据。 

 
 
PO-1482 

基于常压脑积水评估的智能步态试验场设计 
 

石键 朱君明 傅伟明 郑喆 陈鹏 菊田健一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步态障碍是特发性常压脑积水(NPH)患

者的重要特征, 目前尚无高效智能化步态试验

场建立。本文讨论如何建立智能化的步态试

验场， 应用于特发性正常颅压脑积水（iNP

H）的治疗前适应症筛查，预后判断与术后评

估。全面化研究步态在 iNPH 患者脑脊液引流

试验（(Tap-Test)）和治疗后的变化。 

方法  回顾分析 53 例 60 岁以上的老年病人，

其主要症状或唯一症状是步态障碍。一般资

料：53 例特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iNPH）患

者，男 30 例，女 23 例，年龄 62~84 岁，平

均（73.5±7.1）岁。均在院前 MRI 检查发现

脑室扩大，平均 Evans 指数>32.52%，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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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以上脑萎缩。无脑外伤史，无大面积脑

梗病史，排除其他影响步态的神经系统及运

动系统疾病。结合应用 Gyrolinear Accelerati

on 软件，摄像监控，患者随身摄像机，描记

摄像步态，可感应足，踝，膝，腿，臂重力

感应变化。读取计算步速，步宽，步频，步

高，足偏角，转身步数，步行周期，双足支

撑相，摆动相，支撑相比率，上臂摆动相，

坐姿起步时相。 

结果  既往有一些学者借助各种工具对 iNPH

的步态进行研究，早期研究主要认为 iNPH 患

者步幅降低，步速下降，步宽明显增宽。我

们发现 iNPH 双下肢同时支撑时间相明显延

长，同时步长明显缩短，坐姿到起步时间相

延长。Stolze 等发现 iNPH 步宽增加，脚尖外

偏明显。我们也验证部分患者出现这一改

变，但统计无显著差异。iNPH 患者完成一个

步行周期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个时间主要消

耗在支撑相，下肢摆动相没有延长，上肢摆

动相延长 

结论  手工步态评估工作繁琐，误差性较大，

患者依从性差。本研究建立基于 iNPH 手术前

后的智能化步态评估试验场就是为了更为科

学的进行相关试验，更客观地评价手术指征

和术后疗效 

 
 
PO-1483 

基于 iTRAQ 的亚低温干预创伤性脑损伤大鼠

模型的定量蛋白质组学研究 
 

程世翔 徐忠伟 衣泰龙 涂悦 张赛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

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

00162 
 

目的  应用同位素标记相对和绝对定量（iTRA

Q）技术筛选亚低温（MIH）干预大鼠创伤性

脑损伤（TBI）后的差异表达蛋白质，可为 T

BI 后 MIH 干预的分子机制研究提供思路。 

方法  应用电子控制性皮质撞击仪（eCCI-6.

3），对 SD 大鼠顶叶大脑皮质区分别进行打

击速率 5 m/s、打击时间 200 ms、打击深度

2mm 的精确撞击。实验设定：假手术（Sha

m）组（打开骨窗但不行撞击）、Sham+MIH

组、TBI 组、TBI+MIH 组（致伤即刻给予亚

低温 33℃干预 12 h）。致伤 24 h 后处死大

鼠，收集损伤部位脑组织，等量混合同组内

标本，应用 iTRAQ 技术定量分析 TBI 和 MIH

干预后脑组织的差异蛋白质。 

结果  共鉴定出蛋白质 2135 个，其中差异 2

倍以上的蛋白质有 19 个，包括 14 个上调蛋

白和 5 个下调蛋白。GO 分析发现差异蛋白主

要参与损伤修复、血小板活化以及组织再生

生物过程。其中，Dnph1 分子下调最高为 3

倍；Dsp 分子下调最显著为 5 倍。 

结论  TBI 后有多种蛋白质表达异常，而 MIH

可有效恢复部分蛋白的异常表达，其中 Dnph

1、Skp1 及 Dsp 的变化可能参与了 MIH 干预

TBI 的分子机制，为 TBI 后利用 MIH 进行干

预治疗提供了实验依据。 

 
 
PO-1484 

12 例开颅术后并发对侧迟发性硬膜外血肿再

手术临床体会 
 

翁冰 

福建省沙县医院 365500 

 

目的  探讨颅脑外伤后迟发性硬膜外血肿 CT

特征、诊断与治疗。 

方法  对 12 例颅脑外伤术后出现的迟发性硬

膜外血肿 CT 表现、血肿出现的时间、诊断、

治疗及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预后良好者 6 例,中度致残者 1 例,重度

致残１例,植物生存 2 例，死亡 2 例。 

结论  对术后对侧 CT 阴性的颅脑伤病人不能 

掉以轻心，应保持高度警惕迟发性硬膜外血

肿发生的可能。 

 
 
PO-1485 

亚低温对颅脑创伤后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

1 及其坏死性凋亡通路表达影响的实验研究 
 

程世翔 1,2,3 衣泰龙 1,2,3 张赛 1,2,3 涂悦 1,2,3 

1.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 

2.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武警部队脑创伤与神经疾病研究所 

 

目的 探讨亚低温对颅脑创伤后大鼠脑组织 RI

PK-1 表达的影响；对 RIPK-1 介导的坏死性

凋亡通路中神经细胞坏死性凋亡的分子机制

进行探索并揭示重要蛋白在通路中的相互作

用。 

方法 健康成年 Wistar 大鼠 40 只，分四组，S

ham 组、Sham+亚低温（HT）组、TBI 组和

TBI+HT 组，在伤后 1 天和 2 天进行神经功能

缺陷综合评分，Western-blot 测定大鼠皮层 R

IPK-1,RIPK-3, FADD, PARP-1, Caspas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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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pase-8, TNF-α, TRAIL, and FasL 的表

达；Real-time PCR 测定大鼠皮层 mRNA 表

达；脑组织 HE 染色、大鼠脑组织血流量测

定。 

结果 TBI+HT 组较 TBI 组 NSS 评分明显降低

（P<0.01）。本实验提示 HT 治疗能改善颅

脑创伤大鼠的神经功能缺陷症状，且随时间

延长，低温干预的远期疗效呈增加态势；与

Sham 组相比，其余各组大鼠脑组织中目的基

因 mRNA 表达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TBI

组及 TBI+HT 组 mRNA 表达量较假手术组明

显增加，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BI 组及

TBI+HT 组相比，亚低温干预后， mRNA 表

达量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 Sh

am 组相比，大鼠脑组织中 RIPK-1, RIPK-3, 

FADD,PARP-1,TRAIL,Caspase -3, Caspase

-8, TNF-α, and FasL 表达量均有不同程度的

增加；TBI 组及 TBI+HT 组目的蛋白表达量较

Sham 组明显增加，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E 染色：TBI 组可见不同程度损伤，皮层损

伤区含有大量红细胞，在 Sham 组及 Sham+

HT 组，神经细胞结构及数目无明显异常；在

TBI 组，皮层及海马部位神经细胞有损坏性改

变。在 TBI+HT 组，红细胞数目在皮层损伤

区域有明显降低，神经细胞结构及功能损坏

不明显；TBI 干预后使得大鼠损伤周边血流量

与 Sham 组相比显著下降，在 TBI+HT 组，

与 TBI 组大鼠脑血流量相比，打击损伤周边

区域皮质的脑血流量有所增加，组间比较增

加的脑血流量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外伤后的 RIPK-1 表达量呈现增加趋 

势，在用于亚低温这一干预手段之后可以显

著降低 TBI 大鼠 RIPK-1 的上调表达；在坏死

性凋亡通路中，RIPK-1 是 TBI 后 RIPK-1 介

导的坏死性凋亡通路的核心关键因子，发挥

中心启动子作用。 

 
 
PO-1486 

十二井穴刺络放血联合亚低温对急性创伤性

脑损伤 脑保护作用的基础研究 
 

苗笑梅 程世翔 衣泰龙 涂悦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

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

00000 
 

目的  观察手十二井穴刺络放血联合亚低温对

急性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brain injury，T

BI）大鼠治疗效果，为临床应用十二井穴联 

合亚低温治疗颅脑创伤提供依据。 

方法  将 100 只雄性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

（Sham）、颅脑创伤组（TBI）、十二井穴

刺络放血组（Bloodletting，BL）、亚低温组

（Mild-induced hypothermia，MIH）及十二

井穴刺络放血联合亚低温组（BL+MIH）等 5

组。采用电子脑皮质损伤撞击仪建立大鼠 TBI

模型，BL 组于伤后即刻行十二井穴刺络放

血，每日 2 次；MIH 组在伤后即刻采用亚低

温（32℃）干预持续 6 h。伤后 48 h 分别采

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脑水肿变化、神经

功能缺损评分观察行为学改变、干/湿重法测

定脑含水量、伊文思蓝染色检测血脑屏障通

透性、HE 染色观察神经元及炎性细胞的变化

及水肿情况、FJC 染色观察神经元坏死情

况。 

结果  磁共振成像结果显示 TBI 组大鼠颅脑损

伤处脑皮层有明显的挫伤，周围脑组织伴有

水肿及血肿，中线明显偏移，而 BL+MIH 组

水肿面积减小，中线居中。mNSS 评分结果

显示，与 TBI 组相比，治疗组的评分均有明

显下降（P<0.05）。脑水肿结果示与 Sham

组比较，其他四个损伤组大鼠在致伤 48 h 后

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脑水肿（P<0.05）。依文

思蓝染色结果显示，与 Sham 组比较，TBI 组

EB 含量明显上（P<0.05），而三个治疗组血

脑屏障通透性均较 TBI 组明显下降（P<0.0

5）。HE 染色显示与 Sham 组相比，TBI 组

的神经元明显减少，而炎性细胞明显增多，

细胞体积缩小，并且细胞排列紊乱。FJC 染

色显示与 Sham 组相比，TBI 组的坏死神经元

明显增多。 

结论  十二井穴刺络放血和亚低温均可以改善

大鼠神经功能缺损，减轻颅脑创伤大鼠脑水

肿、改善血脑屏障通透性，减轻细胞炎性反

应，减少神经细胞坏死，对颅脑创伤大鼠有

一定的脑保护作用，并且联合效果更佳。 

 
 
PO-1487 

NeuroD1 基因过表达对大鼠神经干细胞增殖

和分化的影响 
 

张仁坤 李晓红 陈星 王景景 涂悦 张赛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

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

00162 
 

目的  神经干细胞（neuralstem cells，NSC

s）是一群能自我更新并具有多种分化潜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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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可分化成神经元、少突胶质细胞和星

形细胞。NSCs 分化受多种转录因子调控网络

的影响，本实验旨在研究神经分化因子 1（N

euronaldifferentiation1，NeuroD1）过表达对

NSCs 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方法  分离培养原代大鼠 NSCs，免疫荧光染

色鉴定 NSCs。将携带 NeuroD1 基因的逆转

录病毒转染 NSCs，QPCR 检测 NeuroD1 过

表达神经干细胞系的构建。QPCR 和 MTT 检

测过表达 NeuroD1 对 NSCs 增殖和分化的影

响；光镜下观察分化细胞形态变化。 

结果  第 3 代 NSCs 经免疫荧光染色证实所培

养细胞为 NSCs，可分化为神经元和星形胶质

细胞。QPCR 结果显示 NeuroD1mRNA 在 N

SCS-NeuroD1 组表达最高，与其它两组有统

计学差异（P<0.05）。QPCR 结果显示 MAP

2 在 NSCS-NeuroD1 组表达最高，与其它两

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MTT 结果显示

NSCS-NeuroD1 组细胞增殖水平最高，与其

它两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光镜下可

见 NSCS-NeuroD1 组细胞多分化为神经元细

胞。 

结论  成功构建 NeuroD1 过表达神经干细胞

系。NeuroD1 可促进 NSCs 增殖和向神经元

方向分化。 

 
 
PO-1488 

重型颅脑外伤进展性颅内出血和 D-二聚体动

态检测及预后分析 
 

黄永东 丁锦根 潘智丰 王庆纶 石磊 魏祥皇 

福建省永安市立医院神经外科 366000 

 

目的  探讨 D-二聚体与颅脑外伤进展性出血预

后的相关性。 

方法  总结分析近年来 196 例重型颅脑外伤发

生进展性出血 45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动态检

测病人 D-二聚体浓度，分预后良好组和预后

不良组，并设立健康人群为对照组，分析对

照比较血浆 D-二聚体浓度与颅脑外伤进展性

出血预后的关联性。 

结果  45 例颅脑外伤进展性颅内出血预后良好

组 D-二聚体的平均浓度为（8.68±3.05）mg/

L；而预后不良组平均浓度为（10.31±3.35）

mg/L，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显示预后不良组 D-二聚体浓度明显升

高。 

结论  血浆中 D-二聚体浓度可作为监测颅脑外

伤进展性出血预后的重要依据。 

PO-1489 

目标导向液体治疗对颅脑创伤病人术中颅内

压、组织灌注情况 和颅脑创伤程度的影响 
 

赵卓 吴帮林 黄红洁 张娜娜 闫诺 杨程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麻醉手术二科、武警后勤学院

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00162 

 

目的  观察目标导向液体治疗对开颅去骨瓣减

压+颅内血肿清除手术术中颅内压、组织灌注

情况和术后创伤程度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择我院行急诊开颅去骨瓣减压+

颅内血肿清除术的患者 30 例，随机分为目标

导向组 （A 组）和对照组 （C 组）各 15

例。A 组根据每搏量变异度监测值行目标导向

液体治疗；C 组主要以中心静脉压为指导行

常规液体治疗方案治疗。监测麻醉期间补液

开始时（T1），手术开始时（T2），去骨瓣

减压时（T3）颅内压情况，在 T1、T2、T

3、开硬脑膜时（T4）、手术结束时（T6）两

组组织灌注情况并动态监测（T1），血肿清

除时（T5），手术结束时（T6），术后 24

小时（T7），术后 48 小时（T8），术后 72

小时（T9），术后 96 小时（T10）神经胶质

酸性蛋白（GFAP），同时记录术后 NICU 停

留时间情况。 

结果  两种液体治疗方法对 ICP 在开颅去骨瓣

减压前均无影响；在 A 组中 T4、T6 时血乳

酸较 T1 下降（P<0.05）；在 C 组中（与 T1

比较）血乳酸在 T6 才开始下降（P<0.05），

并且在 T6 时 A 组较 C 组比较血乳酸情况有

所降低（P<0.05）。发现两组病人在 T1、T5

时 GFAP 无统计学差异（P>0.05），T6~9

时 A 组 GFAP 与 C 组比较都有所降低（P<0.

05）。A 组病人 NICU 停留时间情况要好于 C

组病人。 

结论  颅脑创伤病人以 SVV 为导向的目标导

向液体治疗对恢复组织灌注方面具有一定优

势。以 SVV 为导向的液体治疗在缓解重型颅

脑损伤的损伤程度具有一定优势。 

 
 
PO-1490 

载脂蛋白 E 拟肽对创伤性脑损伤后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表达及脑组织葡萄糖摄取的影响 
 

秦兴虎 江涌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 646000 

 

目的  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后脑组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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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表达升高

与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 BBB）破坏

和和脑组织葡萄糖代谢改变密切相关。本研

究通过应用外源性载脂蛋白 E（apolipoprotei

n E, apoE）拟肽 COG1410 探讨 TBI 后调控

脑组织 VEGF 表达对小鼠运动功能，脑水肿

和葡萄糖摄取等的影响。 

方法  雄性 C57BL／6J 基因野生鼠按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假手术组、等渗盐

水组、apoE 拟肽干预组。采用控制性气压冲

击法构建控制性皮质损伤（controlled cortical

 impact, CCI）模型，apoE 拟肽干预组和等

渗盐水组在模型制作完成 30 min 后予以尾静

脉注射 apoE 拟肽 COGl410（1 mg/kg）和等

渗盐水。创伤后 1, 3, 7 天，分别采用 Rotaro

d test、伊文思蓝、干湿重法、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免疫组化、micro-PET/CT 分别检

测小鼠运动功能、BBB 通透性、脑组织含水

量、血管再生、神经元退行性变和葡萄糖摄

取值。 

结果  1.假手术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小鼠运

动功能、BBB 通透性、脑组织含水量、微血

管密度（microvesseldensity, MVD）计数、

神经元退行性变和葡萄糖摄取值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2. 等渗盐水组与假手术组

比较，小鼠运动功能和脑组织葡萄糖摄取值

显著降低，BBB 通透性、脑组织含水量、MV

D 计数和神经元退行性变显著升高（p<0.0

5）; 3. apoE 拟肽干预组与等渗盐水组比较，

小鼠运动功能和脑组织葡萄糖摄取值显著升

高，BBB 通透性、脑组织含水量、MVD 计数

和神经元退行性变显著降低（p<0.05）。 

结论  1. CCI 导致脑组织 VEGF 表达升高， B

BB 破坏，脑水肿形成和神经元退行性变增

多，并降低脑组织葡萄糖摄取值影响运动功

能；2.apoE 拟肽 COG1410 可有效抑制脑组

织 VEGF 表达升高， 减轻 BBB 破坏和脑水

肿形成，减少神经元退行性变增多，并提高

脑组织葡萄糖摄取值改善运动功能 

 
 
PO-1491 
Endoscopic Surgery to Chronic Subdural 
Hematoma with Neovessel Septation: Tec
hnical not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Yan Kaixuan, Gao Heng ,Wang Qipin, Xu Xiangdon
g,Wu Wei , Zhou Xinmin , Xu Weidong,Ye Fuhua 

江阴人民医院 214400 

 

Objective and importance  We report Sept
ated Chronic Subdural Hematoma (sCSDH) 
cases with the neovessel in the hematoma c
avity, and evaluate surgical effect of the neur
oendoscope-assisted neovessel coagulation 
for these sCSDH patients. 
Clinical presentation Four patients suffered fr
om sCSDH with different clinical symptom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as ap
plied to differentiate the neovessel from the 
bridge vein and septa fibra. Endoscopic surg
eries were performed after their admission. 
Technique Through the small bone window, 
we used suction to clean the surgical field so
 that the neovessels can be exposed, which i
s thought to be the one of recurrence factors
 for the sCSDH, then we coagulated and cut 
them under the neuroendoscope. Case exa
mples are described here to illustrate the tec
hnique. 
Conclusion  headings his report illustrates t
hat the neovessel is one of recurrence factor
s of sCSDH and has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s
howed on MRI. Through this technique with t
he guidance of MRI can reduced the recurre
nce rate of sCSDH. 
 
 
PO-1492 

无创脑水肿动态监护在颅脑损伤术后的临床

价值评估 
 

秦兴虎 张苓 陈礼刚 江涌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injury, T

BI）术后再出血和脑水肿是影响患者预后的

主要因素。颅内压监测技术有助于提高治疗

效果，降低中重型颅脑损伤病死率，但有创

颅内压监测可能导致出血，感染等并发症，

其临床应用仍存在一定争议。脑电阻抗法无

创颅内压监测具有无创、简便、便宜、连

续、动态监测的优点并广泛运用于临床。本

研究通过运用无创脑水肿动态监护仪连续观

察颅脑损伤开颅手术后双侧大脑半球脑电阻

抗（cerebral electrical 

impedance，CEI）扰动系数的变化并与有创

颅内压监测对比，探讨其在开颅术后的临床

价值。 

方法  选取 42 例脑震荡患者作为正常对照

组；106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作为观察组，手

术时置入颅内压探头，常规行有创颅内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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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术后采用 BORN-BE 无创脑水肿动态监

护仪连续观察双侧大脑半球 CEI 扰动系数的

变化。 

结果  1.正常对照组（脑震荡患者）左右两侧

扰动系数值对侧且稳定，波动于 7～8 之间，

两侧差值小于 0.3；2.术后再出血一般发生于

术后 24 小时内，出血侧表现出扰动系数的显

著降低，且出血体积与扰动系数呈负相关；3.

术后脑水肿所致扰动系数改变与颅内压呈正

相关，扰动系数随颅内压的升高而升高，颅

内压越高，扰动系数越大。 

结论   CEI 扰动系数变化能无创，简便，连

续，动态反映颅内血肿和脑水肿变化过程，

指导临床及时有效的制定降低颅内压的方

案：1.扰动系数显著降低而颅内压无显著改变

时提示术后血肿形成（体积一般小于 15 毫

升），应避免使用脱水剂以免血肿迅速增

大；2.扰动系数显著降低并伴颅内压增高趋势

出现部分分离现象时提示颅内大血肿形成，

立即复查头颅 CT，应积极行手术准备；3.扰

动系数无显著改变或者增高并伴颅内压增高

趋势时提示脑水肿形成，应适当予以脱水治

疗；4.扰动系数大于 11 时，提示脑水肿严

重，应引起高度重视；大于 12 时，提示发生

脑疝的可能性较大，及时复查头颅 CT，加大 

脱水剂量，严密观察，必要时手术。 

 
 
PO-1493 

颅骨缺损伴脑积水手术时期的 meta 分析 
 

包明月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本篇 meta 分析旨在讨论颅骨缺损伴脑

积水患者早期同期行颅骨修补及脑室腹腔分

流术与分期行脑室腹腔分流、颅骨修补术的

疗效及安全性的评估。 

方法 通过检索 PubMed/Medline，Cochrane 

Library,Google Scholar，万方数据库和中国

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搜集自 2005 年 1 月至 2

015 年 1 月间关于颅骨缺损伴脑积水同期手

术和分期手术的 RCT 研究，采用 RevMan 5.

1 软件对手术资料和预后等进行 meta 分析分

析。 

结果 纳入 11 研究，共计 822 例患者，其中

早期同期行脑室腹腔分流及颅骨修补手术者 4

32 例；早期行脑室腹腔分流，后期行颅骨修

补者 390 例。meta 分析分析显示，同期手术

较分期手术术后疗效好，在术后感染、术后

皮下积液、术后引流过度方面发生率较低，

而在术后引流管堵塞方面上无明显差异。  

结论 对于颅骨缺损并脑积水患者，早期同期

行脑室腹腔分流及颅骨修补术安全有效，值

得临床推广。  

 
 
PO-1494 

培元化瘀方对家兔慢性硬膜下血肿的实验研

究 
 

范小璇 1 李陇平 2 赵晓平 1 侯文 1 李崇楠 2 胡靖 2 冯

照群 2 陈杰 2 

1.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陕西中医药大学 

 

目的 研究培元化瘀方对家兔慢性硬膜下血肿

的干预作用及血肿外膜 VEGF 表达的影响。 

方法 硬膜下少量多次注血改良法制备家兔慢

性硬膜下血肿模型，造模成功的家兔被随机

分为模型组、培元化瘀方低剂量治疗组、培

元化瘀方高剂量治疗组；模型组给予生理盐

水灌胃治疗（每次 15ml，2 次/日），培元化

瘀方低剂量治疗组给予培元化瘀方灌胃治疗

（3.1g/kg/次，2 次/日），培元化瘀方高剂量

治疗组给予培元化瘀方灌胃治疗（6.2g/kg/

次，2 次/日），每组灌胃治疗 7 天。对各组

家兔治疗前后行神经功能评估；观察治疗后

各组家兔硬膜下残余液体积变化；HE 染色法

观察血肿外膜病理形态学变化；免疫组织化

学染色法测定血肿外膜中 VEGF 表达水平。 

结果 培元化瘀方低、高剂量治疗组神经功能

改善明显，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培元化瘀方低、高剂量治疗组的

血肿吸收速度比模型组快(P <0.05，P <0.0

1)，且高剂量治疗组优于低剂量组(P <0.0

5)；培元化瘀方低、高剂量治疗组血肿外膜炎

性反应较模型组轻而纤维组织增生相对成

熟；培元化瘀方低、高剂量治疗组血肿外膜

VEGF 表达较模型组降低(P <0.05，P <0.0

5)。 

结论 培元化瘀方促进家兔慢性硬膜下血肿的

吸收；培元化瘀方减轻血肿外膜炎性反应，

加快血肿局部纤维修复，降低血肿外膜 VEG

F 表达，从而减少病理性血管形成是其治疗慢

性硬膜下血肿的重要机制之一。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19 

 

PO-1495 

健脑益智胶囊对 TBI 大鼠损伤脑组织微血管

再生的影响 
 

赵晓平 1 范小璇 1 李崇楠 2 李陇平 2 侯文 1 胡靖 1 冯

照群 1 陈杰 1 

1.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陕西中医药大学 

 

目的 本项目研究基于“豁痰化瘀利水法”的健

脑益智胶囊对 TBI 大鼠损伤脑组织微血管再

生的影响。 

方法 健康 SD 大鼠随机编号后分为 4 大组，

分别为 A 组（假手术组）、B 组（模型

组）、C 组（脑复康组）、D 组（健脑益智胶

囊组）。每组按照采集脑组织标本的时间点

分为 4 个亚组，每组 6 只大鼠。除 A 组外其

余各组均采用电子颅脑损伤打击仪造模，A 组

开颅暴露硬脑膜后将头皮缝合；B 组：造模后

给予生理盐水灌胃；C 组：造模后给予脑复

康治疗；D 组：造模后常规喂养，同时给予

健脑益智胶囊治疗。分别观察造模前及给予

相应处理后第 1、3、5、7 天大鼠客观反应情

况（精神状态、进食量、行为活动度）及空

间辨别性学习和记忆能力等行为学变化，根

据既定组别处死大鼠，断头取脑并对损伤脑

组织进行 VEGF 和 ES 免疫组化分析。 

结果 本实验造模成功率为 73%，按照规定的 

打击速度（5m/s）和打击深度（3mm），所

有模型大鼠都属于中重型颅脑损伤。造模后

治疗第 7 天，D 组大鼠的精神状态、进食量

和活动度明显优于 B 组和 C 组。造模后各组

大鼠在各时间点逃避潜伏时间明显长于造模

前，穿台次数明显少于造模前，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造模后 B 组大鼠在第 3、

5、7 天逃避潜伏时间明显长于 D 组和 C 组，

穿台次数明显少于 D 组和 C 组。B 组：VEG

F 在第 1d 即有显著表达，第 3d 达高峰，ES

在第 1d 无明显变化，第 3d 蛋白表达显著升

高，并在随后第 5、7d 逐渐升高。C 组：VE

GF 在第 1d 即有显著表达，第 5d 达高峰，在

第 5、7d 的阳性表达较 B 组升高明显(P<0.0

5)；ES 在第 1d 无明显变化，第 3d 表达显著

增高，在第 5、7d 较 B 组 ES 表达显著降

低。D 组：VEGF 在第 1d 即有显著表达，并

在随后 3、5、7d 逐渐升高，第 3、5、7d 阳

性表达较 B 组有统计学意义，第 7d 阳性表达

较 C 组有统计学意义；ES 在第 1d 无明显变

化，第 3d 表达显著增高，但较 B 组、C 组下

降，并在随后 3、5、7d 逐渐降低，在第 5、

7d 阳性表达较 B 组有统计学意义，在第 7d

阳性表达较 C 组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健脑益智胶囊干预后损伤脑组织 VEGF

表达增高而降低 ES 的表达，说明其具有促进

损伤脑组织微血管的再生，改善损伤脑组织

缺血、缺氧的作用，并且较脑复康微血管再

生作用更强。 

 
 
PO-1496 

肌肉浆嵌塞法治疗脑脊液漏的临床应用 
 

张恒柱 严正村 阎凯旋 佘磊 王晓东 董伦 张楠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探索观察自体肌肉浆嵌塞于脑脊液漏口

治疗脑脊液漏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总结自 2006 年以来应用肌肉浆嵌

塞法治疗脑脊液漏的临床病例 17 例，其中外

伤性脑脊液鼻漏 5 例，手术后脑脊液鼻漏 8

例，颅鼻沟通性肿瘤术中颅底修补 2 例，硬

脊膜脑脊液漏 2 例；手术入路包括：内镜下

经鼻漏口修补 9 例，开颅颅底修补 6 例，硬

脊膜修补 2 例。 

结果 采用肌肉浆嵌塞法治疗的本组病例全部

一次修补成功，无再次复发脑脊液漏；术后

发生一过性发热 3 例，经抗炎治疗后痊愈；

联合使用腰穿置管 6 例，未发生相关并发 

症。 

结论  肌肉浆柔韧性和顺应性良好，结构致

密，利用肌肉浆嵌塞于漏口可有效封堵脑脊

液漏，临床疗效好，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O-1497 

开放性颅脑损伤合并异物嵌插五例病例交流 
 

魏民 张恒柱 王晓东 佘磊 严正村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探讨开放性颅脑损伤及特殊病例诊治过

程。 

方法 将我院近 3 年收治颅脑损伤病人中开放

性损伤的 43 例住院病人进行总结，回顾性分

析五例特殊异物嵌插的开放性损伤 

结果 43 例患者均行手术治疗，术后有 11 例

颅内感染，给予腰大池置管引流、加强抗感

染后治愈。术后有 4 例癫痫发作，给予药物

控制，癫痫未再发作。合并全身多发伤死亡 6

例，余对症治疗全部治愈。五例特殊患者中

异物刺入颅内假性动脉瘤形成一例，患者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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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时头部外伤后自行回家，皮肤挫伤未见异

物感右眼球运动不能伴失明，急诊首次手术

见视神经受压变形，树枝异物推移颈内动

脉，其远端进入海绵窦，拔除过程中大出血

紧急异物复位，二次全麻下取出 7cm 长树枝

一根，术中见颈内动脉破裂大出血，术后 DS

A 提示颈内动脉眼动脉段动脉瘤，保守过程中

动脉瘤破裂出血行动脉瘤栓塞术，治疗过程

中颅内感染明确，留置腰大池引流及积极抗

感染，经治疗患者生命体征稳定、体温不

高、意识模糊； 

结论 异物残留病例一定要清除异物及挫伤脑

组织闭合开放性损伤，对于合并颌面部多发

损伤患者可多学科合作，注意抗感染及预防

癫痫，只有诊断明确，治疗恰当，才能提高

疗效，缩短疗程，预防意外情况的发生。 

 
 
PO-1498 

颅内异物的手术治疗（附 4 例报告） 
 

董伦 张恒柱 甄勇 闻金坤 魏民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早期清创，清除异物、碎化脑组织、碎

骨片及血肿，解除压迫，修复硬脑膜和头皮

缺损，使开放、有污染的伤道变为一种闭

合、清洁的伤道。施行颅底重建，对损伤重

要血管神经、组织处理进行保护。减少感染

率、远期并发症及不良反应。方法 颅内异物

患者诊断明确经 X 光片、CT、DSA、MRI 检

查明确颅内异物与周围组织、颅底骨性结

构、重要血管神经的关系后，应尽早个性化

制定手术方案。手术要点：1.原则尽可能早期

手术，彻底清创；修复完善硬脑膜。2.对于硬

膜不好缝合的患者，选择人造脑膜及颞肌筋

膜进行替代修补，颅底重建 。3. 眼眶内解剖

邻近重要的神经血管，异物穿透后可伤及颈

内动脉、海绵窦，眼部神经、脑干，刺伤颈

内动脉，形成假性动脉瘤，眶内异物术前如

CTA 或 DSA 检查发现则可行栓塞或孤立，减

低手术风险。 4.木质异物及碎骨片可能形态

不规则、冒然拔出可能导致颈内动脉大出

血。因此，神经外科、眼科、五官科、血管

介入科应多科会诊后制定治疗方案。5.金属异

物感染发生率较低，木质异物表面凹凸不

平，藏纳各种微生物，感染较大，术中应注

意无菌操作，双氧水冲洗。  

结果 我们施行了 4 例颅内异物手术治疗，经 

过及时采用适当的手术方式及术后对症、抗

炎、营养支持、脑保护等治疗，预后良好。 

结论 颅内异物战时多见，和平时期较为少见

多为非火器伤，且治疗也相对困难。其预后

与受伤的部位、脑组织受伤程度、是否采取

适当的手术探查、清创及避免继发性损伤有

关。开放性颅脑外伤及合并颅内异物患者诊

断明确后应及时手术，采取正确的手术方

式，术后正确使用全身及局部抗炎，疗效满

意。 

 
 
PO-1499 

ICP 及 BIS 监测在颅脑外伤术后昏迷患者中

的临床应用价值 
 

董伦 张恒柱 王存祖 甄勇 严正村 王晓东 佘磊 魏民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及时了解颅脑外伤术后昏迷程度及颅内

压力变化，可以避免颅高压造成脑组织不可

逆损伤，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致残率、植物

生存率及死亡率。分析脑电双频指数(BIS)及

颅内压监测(ICP)在严重颅脑外伤患者术后昏

迷患者的昏迷程度和预后评估中具有重要应

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2015 年 3 月 30 我

院 ICU 颅脑外伤术后昏迷患者 30 例，比较特

重型颅脑外伤（GCS＜5 分，10 例）与重型

颅脑外伤(GCS≥5 分，20 例），记录术后 24

h 内的 GCS 评分，48h 内连续监测 BIS 值及

ICP。每 8h 评价 GCS 评分，计算并比较平

均值，并监测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主要包

括预后评定观察患者的 ICU 住院时间、21d

天死亡率及神经学不良转归率。数据处理借

助软件 SPSS11.0 处理全部数据，计量数

据。用 Spearman 秩相关法比较比较 BIS 与

评分及 ICP 之间的关系，<0.05，表示具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BIS 与昏迷程度指标 GCS 评分呈正相

关，与 ICP 值负相关。而且 BIS 值越高，IC

P 值越低，患者预后越好，反之越差。其预

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特重型颅脑外伤组患者的 BIS 及颅内压

监测与对照组明显不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入院时病情越重，BIS 值越低，颅内压越

高，其手术后病情预后越差，反之预后越

好。因此，BIS、ICP 可以作为严重颅脑外伤

患者术后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判断的两个指

标。对急性颅脑损伤术后患者的 BIS 及 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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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测，能最迅速、客观、准确地实时了解

脑功能情况动态变化，可更准确地判断病情

预后，指导治疗，提高疗效，具有较强的客

观性，其临床应用价值较高，值得进一步推

广应用。 

 
 
PO-1500 

超早期气管切开术对原发重度脑出血手术患

者预后影响的对比研究 
 

王晓东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探讨超早期气管切开术在治疗原发性大

量幕上脑出血患者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行开颅手术及气管切开治疗的幕上大量脑

出血患者 100 例。依据术前行气管切开为超

早期气管切开组（super early tracheostom

y，SET），术后 3 天内气管切开为早期气管

切开组（early tracheostomy，ET），术后 3-

7 天行气管切开为晚期气管切开组（1ate trac

heostomy，LT）。比较三组患者基础临床特

征、术后再出血率、气道开放时间、平均住

院时间、好转率及死亡率。 

结果  三组患者基础临床特征无统计学差异

（P＞0.05）。ET 组术后再出血率（14.2

8%）高于 SET 组（5.55%）及 LT 组（10.3

4%）。SET 组气道开放时间明显少于 ET 组

及 LT 组（P<0.05），后两者之间无统计学差

异。三组平均住院时间对比均有统计学差

异，其中 SET 组时间最短，ET 组次之，LT

组时间最长。SET 组及 ET 组的好转率对比

无差异，但较 LT 组有明显提高（P<0.05）。

三组间死亡率对比无差异（P＞0.05）。 

结论 对幕上大量脑出血患者行术前超早期气

管切开有助于减少再出血率，减少治疗时

间，改善预后，且具有较高临床可行性。 

 
 
PO-1501 

重型颅脑损伤昏迷病人肠内营养并发症的护

理 
 

刘桂林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三明市第一医院 365000 

 

目的 总结重型颅脑损伤昏迷病人肠内营养并

发症的护理； 

方法 回顾 2012 年 5 月至 2013 年 4 月收住我

科的重型颅脑损伤昏迷需鼻饲的患者 78 例，

列举了鼻饲过程中常见的并发症，以及相关

的处理方法； 

结果 给予合适的处理，可达到减少鼻饲并发

症的效果；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的病人，在创伤早期应用

肠内营养，不仅能满足颅脑损伤后的能量高

消耗，而且符合生理需要，价格便宜、安全

简便、并发症少，只要处理方法得当，可减

少鼻饲过程中的并发症。 

  
 
PO-1502 
Downregulation of STIM2 Improves Neuro
nal Survival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b
y Alleviating Calcium Overload and Mitoc
hondrial Dysfunction 
 
Rao Wei,Peng Cheng,Fei Zhou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Xijing Hospital， Fo

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P. R. China 710032 
 

Objective  Store-operated calcium entry (S
OCE), which is mediated by sensor proteins 
called stromal interactive molecules (STIM) 
and also by Ca2+ release-activated Ca2+ cha
nnel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
g intracellular Ca2+ homeostasis and has be
en implicated in several neurological disorde
rs.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is the most c
ommon neurological disease, and as such, h
as become a significant public health proble
m. However, the role and its exact mechanis
m of SOCE in TBI has not been elucidated. 
Methods  Primary cortical neurons and C57
BL/6 mice were used in this experiment. TB
I was mimicked by a scratch model in vitro a
nd a controlled cortex injury model in vivo. T
he changes in STIM1 and STIM2 mRNA exp
ression and protein levels were determined u
sing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LentiviruS-
mediated STIM1 or STIM2-shRNA was used
 to downregulate to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both genes independently. After successfully
 down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STIM1 o
r STIM2, the neuron injury was evaluated by 
lactate dehydrogenase leakage and TdT-me
diated dUTP Nick End-Labeling staining ass
ays. Change of intracellular, mitochondrial or
 endoplasmic Ca2+ levels was determined by
 using Ca2+ fluorescence indicator or genetic
ally encoded Ca2+ indicators. Mitochond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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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orphology, ROS production, and mitocho
ndrial damage were evaluated by a pMitoTi
mer Reporter Gene. Behavioral deficits were
 also assessed using a standard rotarod test. 
Results  We found that TBI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a calcium sensor protein calle
d stromal interactive molecule 2 (STIM2); ho
wever, the levels of its homologue, STIM1, w
ere unaffected. Both STIM1 and STIM2 are c
rucial components of SOCE, both in vivo and
 in vitro. Using shRNA, we discovered that d
ownregulation of STIM2, but not STIM1, sign
ificantly improved neuronal survival in both a
n in vitro and in vivo model of TBI, decreasin
g neuronal apoptosis, and preserving neurol
ogical function. This neuroprotection was as
sociated with alleviating TBI-induced calcium
 overload and preserving mitochondrial functi
on. Additionally, downregulation of STIM2 no
t only inhibited Ca2+ release from the endopl
asmic reticulum, but also reduced SOCE-me
diated Ca2+ influx, decreased mitochondrial 
Ca2+, restored mitochondrial morphology an
d improved mitochondrial function, including 
MMP, ROS production and ATP synthesis.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uncovered an im
portant role of STIM2-mediated SOCE in TBI
 induced calcium overload and mitochondria
l dysfunction. Inhibition of STIM2, but not STI
M1, protected neurons from TBI-induced inju
ry. This neuroprotection might partially be du
e to a decrease in TBI-induced calcium overl
oad and reservation dynamics, as well as 
a preservation of mitochondria function. Ther
efore, STIM2 and STIM2-mediated SOCE mi
ght be an important intervention target in TBI. 
 
 
PO-1503 

阿托伐他汀降低慢性硬膜下血肿单孔钻颅引

流术后复发率 
 

姚鹏飞 高晨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安宁分院 730070 

 

目的 探讨单孔钻颅冲洗引流术后阿托伐他汀

钙片对慢性硬膜下血肿复发率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本院

局麻下单孔钻颅冲洗引流并术后给予阿托伐

他汀治疗的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 67 例，分析

临床特征、影像学资料及随访结果，与既往

文献报道的复发率对比分析。 

结果 采用本治疗方案治疗的患者治愈率达 98.

5%，没有复发病例，没有死亡病例。疗效明 

显好于既往文献报道。 

结论 单孔钻颅冲洗引流术后阿托伐他汀钙片

治疗方案能够明显降低 CSDH 复发率，提高

治愈率。 

 
 
PO-1504 

经颅多普勒超声探查及脑血流监测在颅脑损

伤术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张兴业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多普勒超声探查及脑血流监测在颅

脑创伤术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对 100 例颅脑创伤行开颅去骨瓣患者随

机分为两组，术中超声监测组 50 例，术中行

多普勒超声脑血流监测检查，通过打开硬脑

膜及减压后不同时间节点脑血流监测调整术

中麻醉血压，维持颅内灌注。同时术中应用

超声对颅内进行探查及引导脑室穿刺，对照

组 50 例患者为经验组，未经术中血流监测，

仅通过术中手术医生及麻醉医生经验调整麻

醉患者血压及穿刺脑室。术中检查采用 3．5

MHz 探头，以无菌手术动力线罩将探头包

裹，探头与外罩之间涂耦合剂，将探头轻置

于脑组织表面，观察大脑中动脉峰流速，判

断患者颅内压力及灌注情况，调整麻醉血

压，改善颅内血流灌注，同时超声探查否有

无颅内同侧及对侧迟发血肿，脑中线结构移

位情况，脑室位置、大小、形态，并在超声

引导下行脑室穿刺外引流术。 

结果 通过术中超声血流监测调整颅内灌注情

况及观察迟发血肿组患者，其术后出现高颅

压及迟发血肿率对比经验组均明显降低，监

测组术中发现患者灌注不足患者 12 例，及时

行提高血压维持灌注处置，术后影像学出现

缺血改变患者，监测组为 8%，经验组为 1

8%。探查监测组术中发现对侧硬膜外血肿 3

例，监测组较经验组患者明显获益，监测组

行术中超声引导下脑室穿刺一次进入的准确

率为 100%，经验组脑室穿刺一次进入的准确

率为 80%。 

结论 颅脑创伤患者术中采用多普勒超声监测

脑血流，能更好的更有效的维持患者脑灌

注，降低患者术后出现缺血几率，并及时发

现减压后迟发出血，使患者术后治疗获益，

而且超声监测方便、快速，不失为提高患者

救治成功率的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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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05 

额颞部对冲性颅脑损伤术中致恶性脑膨出的

可能性临床分析 
 

刘源 汪永新 王增亮 秦虎 徐丹书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颅脑对冲性损伤常导致持续而难以控制

的颅内高压，引发脑疝，致残致死率均很

高。标准外伤大骨瓣开颅术是此类疾病重要

的一项治疗措施，在手术中有可能出现脑组

织恶性膨出，一旦发生将会进一步加重脑组

织缺血、缺氧和坏死，其病死率极高，其中

部分原因可能由进展性硬膜外血肿导致。作

者针对符合标准大骨瓣开颅减压手术的以额

颞部为主的对冲性颅脑损伤患者，在可能发

生因进展性硬膜外血肿（TPEDH）导致术中

恶性脑膨出的病因进行研究，对此类情况的

发生机制以探讨，以期对临床工作有所帮

助，降低此类疾病手术治疗死亡率。 

方法  选择 2010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

我科收治的 24 例典型对冲伤侧符合去骨瓣减

压术适应征的颅脑对冲伤患者，术中除在对

冲伤侧进行去骨瓣减压手术，并对原发伤侧

进行探查，了解有无额颞骨骨折导致原发伤

侧脑膜中动脉损伤、出血可能，如存在原发

伤侧脑膜中动脉出血，在对冲伤侧去骨瓣减

压同时，原发伤侧需开颅止血，并根据伤情 

决定是否行双侧去骨瓣减压。    

结果  入选病例在原发伤侧额颞部颅骨存在

前、中颅底及外侧骨折，部分患者（62.5%）

存在原发受力损伤侧翼点及中颅窝底区域颅

骨骨折，有 42.7%的病人证实存在脑膜中动

脉出血。   

结论  针对颅脑对冲伤患者需要强调对受伤机

制的分析，选择其中有明确额颞部原发损

伤，存在原发伤着力部位的颅骨骨折或高度

怀疑存在骨折患者，采取如前所述原发伤侧

探查，对冲伤侧去骨瓣减压的手术方法，术

中以去骨瓣减压处理对冲伤侧颅内高压，同

时探查原发伤侧有无存在可能因对冲伤侧减

压后出现新发血肿导致术中恶性脑膨出的致

病因素。在这 24 例患者中，经探查有 62.5%

的病人在原发受力损伤侧翼点及中颅窝底区

域均见有颅骨骨折，42.7%的患者合并脑膜中

动脉破裂。由于预先采取原发伤侧探查措

施，术中均未出现进展性硬膜外血肿，虽不

能确定这些患者术中或术后是否一定出现恶

性脑膨出的几率，但手术探查所见可以证实 

这些患者在原发伤部位存在 TPEDH 的风险。 

原发伤侧颅骨骨折导致脑膜中动脉损伤可能

造成进展性硬膜外血肿，在对冲伤侧单纯去

骨瓣减压，原发伤侧进展性硬膜外血肿有可

能导致术中对冲伤侧脑组织恶性膨出。分析

患者患者的受伤机制，必要时需在原发伤侧

探查，有助于避免术中对冲伤侧因减压后颅

压骤降导致原发伤侧硬膜外血肿形成，出现

术中恶性脑膨出的可能。 

 
 
PO-1506 

牧区摩托车事故致伤颅脑损伤的临床分析 
 

陈世荣 李栋 

甘南州人民医院 747000 

 

目的 报告牧区摩托车致颅脑损伤的受伤特点

和救治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总结我院 2010-2015 年 216

例摩托车事故致颅脑损伤的救治资料。 

结果 存活 199 例，根据 GOS 分级，恢复良

好 148 例  中残 29 例，重残 18 例，植物生存

4 例；死亡 17 例。开放性损伤 45%，闭合性

损伤 55%。63%合并全身多部位损伤。 

结论 在重视院前急救的同时应根据摩托车致

伤特点，充分分析和正确判断损伤程度，在

CT 动态观察下决定治疗方法，并正确合理处

理合并伤。 

 
 
PO-1507 
Modified ventricle occipital horn puncture
 in ventricle-peritoneal shunt for treatmen
t of hydrocephalus: analysis of 20 cases 
 
Qian Chunfa,Hu Xinhua,Huang Qingjiu,Zhang Rui,C
hen Yongyan,Zhang Wenbin,Ma Jun,Liu Hongyi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modified 
ventricle occipital horn puncture in ventricle-
peritoneal shunt (V-P) for the treatment of hy
drocephalus patients.  
Methods  Twenty hydrocephalus patients un
derwent CT or MR scan. Located scanning b
aseline in external auditory canal plane and 
chose largest ventricle as puncture plane an
d designed hypothetical puncture path on axi
al slice radiographic film. Located occipital h
orn puncture point(A) and puncture path exte
nd to contra-lateral frontal (Point B) .Connect
ed A and B (AB line) and made AC line pa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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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l to scanning baseline on the skin surface. I
ntra operation turned head to another side a
nd made AB line horizonta position, puncture
 needle parallel to AC line and horizontally p
uncture. Analized follow-up results including 
clinical symptoms, ventricular size, position o
f catheter and complications.  
Results  Success rate of the only one punct
ure reached 90%(18 case),another 2 cases 
succeeded in second time puncture after a lit
tle adjustment; Follow-up CT scan disclosed 
smaller ventricular in all cases, right position 
of catheter; clinical symptoms relieved or va
nished.  
Conclusion  Modified ventricle occipital hor
n puncture in ventricle-peritoneal shunt is co
nvenient, time saved, accurate and without o
bvious complication.  
 
 
PO-1508 

小儿创伤性性硬膜外血肿 20 例临床分析 
 

蒋小龙 黄海鹰 王炳勇 李金星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330008 

 

目的 探讨小儿创伤性性硬膜外血临床表现及

外科治疗经验。 

方法 急诊全麻下行开颅骨瓣成形术+硬膜外血

肿清除术。其中常规硬脑膜剪开探查排除硬

膜下血肿，去骨瓣减压并行硬脑膜减张缝合 2

例。 

结果 手术治疗 16 例，非手术治疗 4 例，均治 

愈或病情好转出院。 

结论 对小儿创伤性性硬膜外血肿应采取积极

的手术治疗策略，预后相对较好，治愈率较

高。 

 
 
PO-1509 

皮层引流静脉保护在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术

中神经功能恢复的意义 
 

卢峰 魏德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 350000 

 

目的 探讨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术中皮层引流

静脉保护在神经功能恢复中的意义。 

方法 回顾研究 2012 年 01 月～2014 年 08 月

福建省立医院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手术治疗

病例，根据是否术中加行皮层引流静脉保护

分为实验组 20 例和对照组 20 例。统计分析

两组术后效果，包括术侧水肿体积、ICP 监测

值、并发症发生率（瘫痪、精神异常、癫痫

发作、意识障碍发生率）以及 GOS 评分。 

结果 实验组术后复查 CT 所示水肿体积及术

后三天 ICP 平均值明显低于对照组（P<0.0

5)。术后瘫痪、意识障碍并发症发生率有明显

区别，实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GO

S 评分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精神异常和癫

痫发作的发生率两组间没有显著性差别。 

结论 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手术中骨窗边缘下

塑造血管保护通道，减少重要皮层引流静脉

受压，减少静脉回流障碍，对减少并发症、

改善患者预后有重要意义。 

 
 
PO-1510 

脑室内颅内压持续监测对重型颅脑损伤后弥

漫性脑肿胀治疗指导 
 

林于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脑室内颅内压持续监测对重型颅脑

损伤后弥漫性脑肿胀，颅内压增高治疗中对

于进行阶梯式干预治疗的指导意义及效果. 

方法  对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010 年

10 月至 2016 年 3 月间收治 112 例重型颅脑

损伤患者,影像检查提示弥漫性脑肿胀，而颅

内并无明显部位颅内出血达到手术指征的。

其中 GCS 3～5 分 50 例,6～8 分 62 例全部行

脑室内颅内压监测术,全部 112 例均采用美国

强生 Codman 脑室型颅内压探头，置入脑

室，行颅内压监测。根据颅内压变化指导给

予相应的阶梯式降颅压治疗,以达到理想的颅

内压控制及维持脑灌注压。 

结果  预后良好 68 例(60.7%);中残 10 例(8.

9%);重残 21 例(18.8%);植物状态 4 例 3.6%);

死亡 9 例(8.0%). 

结论  脑室内颅内压监测值准确，能有效指导

临床阶梯式治疗，控制颅内压,维持脑灌注压,

降低重型颅脑外伤的病残率和死亡率. 

 
 
PO-1511 

颅脑损伤患者对医务人员的潜在风险指数评

估方法及其意义 
 

杨华 

贵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神经外科 550004 

 

目的 探讨颅脑损伤患者对医务人员的潜在风

险指数（五星风险指数）评估方法及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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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0 年至 2015 年十五

年来收治的颅脑损伤病人 8876 例中 39 例（0.

44%）在我院因医患纠纷备案的资料，从患

者的年龄、伤情、性质、沟通、手术和预后

等六个方面归纳总结，探索出一种对医务人

员的潜在风险指数（五星风险指数），根据

医疗纠风发生的频率初步量化分解成五种风

险等级。 

结果 （1）年龄因素：患者年龄越年轻医疗纠

纷发生频率越高。（2）伤情：患者损伤越轻

医疗纠纷发生频率越高。（3）损伤性质：损

伤发生在头皮颅骨等表浅组织医疗纠纷发生

频率亦高。（4）沟通级别：沟通级别越低医

疗纠纷发生频率越高。（5）手术次数：行手

术次数越多医疗纠纷发生频率越高。（6）预

后因素：预后越差医疗纠纷发生频率越高。

（7）五星风险指数等级越高医疗纠纷发生频

率越高，即五星 32.5%; 四星 25.6%;三星 22.

2%; 二星 12.8%;一星 6.8%。 

结论 颅脑损伤患者潜在风险指数（五星风险

指数）的评估有助于医务人员提前预判潜在

的医疗风险等级，正确认识五星风险指数对

神经创伤医务人员降低医疗纠纷发生肯定有

所裨益。 

 
 
PO-1512 

重型颅脑损伤昏迷患者营养支持方法探讨

（附 67 例报告） 
 

刘文广 管伟 左建东 陈中俊 翟效甫 

江苏省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23002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损伤后营养支持的方法与

疗效。 

方法 67 例重型颅脑损伤病人分为观察组（n=

35）和常规组（n=32）。常规组入院 24 后

进行营养支持，观察组入院即进行营养评估

及支持（超早期），并加用肠粘膜保护剂：

谷氨酰胺、肠道益生菌及生大黄颗粒。在受

伤后入院第 1、3、7、10、14 及 21 天观察

两组间营养指标血清白蛋白；临床指标：肺

部感染率、肺部感染持续时间、腹胀、消化

道出血及 GCS 评分。 

结果 ①营养指标：血清白蛋白在伤后第 3、

7、10、14 天有显著差异性（P＜0.01），第

21 天起两组比较无显著差异性。②临床指

标：肺部感染、腹胀及消化道出血两组比较

无显著差异性，肺部感染持续时间观察组明

显缩短。GCS 评分两组受伤 10 天后比较有

显著差异性（P＜0.01）。 

结论 超早期营养支持并未增加肠内营养相关

并发症，相反可以改善病人营养状况、缩短

肺部感染时间，促进病人康复。 

 
 
PO-1513 

保留单侧骨瓣治疗重型双侧额颞叶挫伤的体

会 
 

朱伟杰 袁绍纪 卢培刚 朱伟杰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探讨双侧额颞脑挫裂伤的临床救治及手

术方法的研究。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我科 2011 年 3 月一 2014

年 1 月收治的 43 例重型双额颞脑挫裂伤患者

（格拉斯哥评分[GCS]＜12 分）临床资料。

患者入院后均行手术治疗，手术采取双侧冠

状开颅或标准外伤大骨瓣开颅，术中行脑挫

裂伤灶及血肿清除，术后保留脑组织损伤较

轻侧骨瓣，去除脑组织挫伤较重侧骨瓣以减

压。 

结果  患者预后恢复良好 24 例，生活自理 10

例，重度残疾，功能障碍 5 例，植物状态 2

例，死亡 2 例。 

结论  早期行手术治疗双侧额颞叶挫裂伤干预

中央型脑疝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采

用去除损伤重侧骨瓣减压，保留单侧骨瓣的

方法，有效减少脑组织、血管、神经的不稳

定，移位、牵拉等负面效用。同时，术后只

需修补一侧颅骨缺损，可减少经济负担。 

 
 
PO-1514 

外伤性硬膜下积液发病机制、临床分型及治

疗选择 
 

刘文广 管伟 左建东 孙远召 齐亮 陈中俊 徐建昌 

江苏省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223002 

 

目的 探讨外伤性硬膜下积液(traumatic subdu

ral effusion，TSE)的发病机制、临床分型及

治疗。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神经外科中心 12 年来经明

确诊断及系统治疗的 109 例外伤性硬膜下积

液患者的治疗方法与预后。治疗分为非手术

与手术方法，手术包括钻孔外引流术、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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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分流术、蛛网膜开窗术及腰大池引流术

等。 

结果 稳定型 87 例，全部非手术治疗；进展型

22 例，全部手术治疗。痊愈 56 例，占 51．3

8%；好转 51 例，占 46.79%；未愈 2 例，占

1.83%；无死亡及复发病例。痊愈与好转经统

计学分析比较无差异性。 

结论 TSE 的发病机制是创伤下蛛网膜颗粒蒂

部撕裂或断裂，即静脉窦处蛛网膜破裂，脑

脊液经破口处向硬膜下积聚而形成。TSE 在

不同时期临床表现不同，针对不同时期的临

床表现将其分为稳定型和进展型。不同类型

的 TSE 选用恰当的治疗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

疗效。 

 
 
PO-1515 

脑外伤后早期血清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

质运载蛋白（NGAL）的表达上调及其与神经

功能损伤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赵金兵 邹元杰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

（NGAL）作为一个重要的铁转运蛋白和急性

期反应蛋白，可能参与了 TBI 后的病理过

程。我们假设 NGAL 对于判断脑外伤患者的

预后具有一定的诊疗价值。 

方法 将 2014.01-2015.01 间就诊的 54 例脑外

伤患者分为两组：30 例行急诊手术者设为严

重外伤组（sTBI 组），24 例保守治疗者设为

轻度外伤组（mTBI 组)；另外，20 名健康志

愿者作为对照组（CNT 组）。采用 Q-PCR、

Western 检测脑组织中 NGAL RNA 和蛋白的

表达，免疫荧光分析 NGAL 阳性细胞的类

型；ELISA 测定血清 NGAL 浓度。利用 GC

S、创伤评分（TS）、改良创伤评分（RT

S）、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估计（SOF

A）及 AIS-85 评分评估患者入院时损伤严重

程度，出院时利用 Glascow 预后评分（GO

S）和 Karnofsky 评分（KPS）评估患者的预

后。统计分析对照组及外伤组间 NGAL 表达

的差异，并分析其与临床评分间的相关性；

建立血清 NGAL 的 cut-off 值，评估其敏感性

及特异性。 

结果 1、7 例 sTBI 组患者在术后 1-12 天内死

亡，死亡率 23.33%，mTBI 组无患者死亡。

与对照组相比，sTBI 组血白细胞计数增加，

血小板计数降低（p<0.05）；与 mTBI 组相

比，sTBI 组的脑内出血量明显增加（60.47±2

1.99 ml vs. 11.20±7.45ml，p<0.05），余临

床指标未及统计学差异。2、TBI 组脑 NGAL 

RNA 和蛋白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免疫荧光双染显示 NGAL 主要表达

于神经元。ELISA 分析 sTBI 组血清 NGAL 的

浓度为 532.6±71.77ng/ml，mTBI 组为 230.5

±29.59ng/ml（p<0.01），对照组为 178.0±1

9.83ng/ml（p<0.01）。相关性分析发现 sTBI

组血清 NGAL 浓度与入院时 GCS、TS 及 RT

S 等评分存在负相关性，与出院时 GOS 和 K

PS 评分间无相关性。将 NAGLcut-off 值设定

为 244.13ng/ml，具体较好的敏感性（84%）

和特异性（78.9%）。 

结论 脑外伤后早期血清 NGAL 表达显著上

调，同时与多种临床评分间存在负相关性，

提示 NAGL 可能是 TBI 后神经功能损伤严重

程度的一个生理指标，对 TBI 患者的诊治具

有的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 

 
 
PO-1516 

个体化三维成型 PEEK 修复体在颅骨成形术

中的临床应用 
 

张洪俊 傅兵 马国佛 秦舒森 闵思明 韩小弟 

北京天坛普华医院 100050 

 

目的  颅骨成形术可以保护病人的脑组织，缓 

解颅骨缺损综合征，改善病人的外观。颅骨

成形术有多种材料可供选择，聚醚醚酮（poly

-ether-ether-ketone,PEEK）是一种新型材

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耐热耐腐蚀、

抗电离辐射以及与皮质骨相近的生物力学特

性。因此，本研究将探讨个体化三维成型 PE

EK 修复体在颅骨成形术中的应用方法和效

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0 年至 2015 年共 16

例个体化三维成型 PEEK 修复体颅骨成形术

病人的资料，包括病人的性别、颅骨缺损的

原因、部位、是否翻修手术、术后并发症、

随访时间以及 PEEK 修复体预制方法和手术

方法。 

结果  16 例病人中男 10 例，女 6 例，15 例为

初次颅骨成形术，1 例为钛网成形术后感染而

行翻修手术。缺损部位大多为额颞顶（10

例），额颞（3 例），额部（2 例），额眶

（1 例）。缺损原因主要是外伤（9 例），卒

中（4 例），手术后脑内血肿（2 例），颅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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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1 例）。术中有 1 例因累及前颅窝底而

需要打磨重塑 PEEK 修复体以求与骨缘完美

契合。随访 5 个月至 5 年，无切口愈合不

良、感染及脑脊液漏，外观极其满意，无碎

裂、塌陷。 

结论  本回顾性研究表明个体化三维成型 PEE

K 修复体是修复颅骨缺损又一种合适的材料，

预制个体化三维成型使术中不需要调整修复

体或仅需要对修复体或骨缘稍作打磨，对于

颅底、颌面部的复杂颅骨缺损，钛网难以成

型，PEEK 修复体则具有明显优势。PEEK 修

复体能够与骨窗高度契合，达到非常满意的

美学效果。初步的研究结果令人满意，但目

前 PEEK 修复体价格昂贵，临床应用很少，

仍需长期做不同材料间的对照观察或随机对

照研究。 

 
 
PO-1517 

12 例非急诊开颅术中急性脑膨出的临床分析 
 

陈阵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非急诊开颅手术中急性脑膨出的原

因及防治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5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 10 年非急诊开颅手术过程中出现急性

脑膨出的 12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死亡 2 例，植物生存 1 例，重残 2 例， 

良好 6 例。  

结论  非急诊开颅术中出现急性脑膨出后果严 

重，多为邻近或远隔部位颅内出血所致。应

根据发生原因寻找出血部位并予以处理，或

果断中止手术，尽早行颅脑 CT 明确出血部位

并再次手术，以减少死亡率及致残率。  

 
 
PO-1518 

颅脑损伤后电解质及皮质醇激素改变的临床

分析 
 

宋少军 李安民 李军旗 蔺 兴 高海平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311 

 

目的 分析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连续 5d 水电解质

尤其是血钠的改变、皮质醇及促肾上腺皮质

激素的改变，探讨低钠血症的发生率及其严

重程度、皮质醇功能障碍与损伤程度及年龄

的相关性。 

方法 对 2014 年 2 月～2015 年 1 月收入我科

神经外科的颅脑损伤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伤后第 1d～第 5d 每日监测电解

质，在使用任何皮质醇激素类药物之前测血

皮质醇及 ACTH，所有病例记录 24 小时尿量

及补液方式。 

结果 119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中出现术后低

钠血症者为 87 例,占总人数的 73.1%。受伤

机制及年龄可影响低钠血症的发生率，伤后

低钠血症发生的高峰时间大约在伤后第 3.21±

1.39 天。伤后皮质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为 59.

4%。 

结论 颅脑损伤患者易发生低钠血症和皮质功

能障碍，低钠血症病例中部分可出现抗利尿

激素分泌不恰当综合征(SIADH)和脑耗盐综合

征，应予以鉴别。 

 
 
PO-1519 

对冲性额叶底部脑挫裂伤的临床特点与救治 
 

高海平 李安民 宋少军 李军旗 蔺 兴 孙雅静 赖敏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100 

 

目的 对冲性额底部前内侧的脑挫裂伤常引起

严重的继发性脑损害，在国内外文献报道甚

少。早期意识障碍轻，多数无局灶症状和体

征，甚至伤后首次 CT 亦无明显异常或仅有散

在点片状出血灶。随后部分患者往往在观察

和保守治疗中病情出现急剧恶化，尤其老年

人多见，常观察不到或来不及复查 CT 就出现

脑疝表现。本文分析 36 例患者 GOS 评分，

以期获得临床指导意义。 

方法 本组 36 例，手术治疗 26 例，非手术治

疗 16 例。入院后均先进入 NICU 监护，动态

复查 CT，其中单侧额叶前内侧及底面散在点

片状出血灶增多，虽血肿量不多（<20ml)但

水肿面积较大，同侧侧脑室前角受压，中线

移位（<5mm）的 11 例占总数的 30.5%，术

式均采用患侧去大骨瓣（12cm×15cm）开颅

清除血肿及坏死失活额极脑组织内外减压。

另外 9 例手术患者则是表现为双侧额极额底

及内侧面血肿量较首次 CT 呈进行性增多，水

肿范围明显扩大，双侧额角受压明显，夹角>

120 度，急诊行冠状开颅，右侧标准去大骨瓣

内外减压，左侧常规去骨瓣（6cm×8cm）清

除血肿及坏死脑组织并纵行切开大脑镰 1-2c

m。双侧置管外引流。其余 16 例经动态复查

CT，予保守治疗。其中 3 例老年患者在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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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中突然意识变化，瞳孔旋急散大，未来

得及手术即呼吸骤停死亡。 

结果 本组死亡 5 例，其中 2 例术后 1 周内因

脑水肿、脑肿胀不能改善，引流管虽通畅但

引流液不多，合并消化道出血，呼吸衰竭死

亡；另 3 例非手术治疗中，突然呼吸骤停死

亡。其余按伤后 0.5-1 年随访，GOS 评分重

残 1 例，中残 2 例（生活能自理），良好 28

例（能工作学习），其中包括非手术治疗的 1

3 例，手术治疗的 15 例。 

结论  ①对对冲性脑挫裂伤的认识要充分重

视，随时动态观察病情变化，应及时复查 C

T。②保守治疗是这部分患者的基础治疗，需

在 ICU 监护下进行，有条件时应在颅内压监

护下进行综合治疗。③观察期间病情加重，

特别是 CT 额极、额底、双侧额叶内侧面的血

肿量增加虽不足 30ml，但脑室前角受压移

位，额角间夹角>120 度，应及时手术。④手

术方法的选择和合理的去骨瓣减压，需根据

患者情况而定。⑤术后短期内不能清醒的患

者应气管切开保证通气，以防脑缺氧；同时

注意术后引流管的引流量调整引流袋的高

度，以防继发颅内血肿，另头部低温、抗

痫、支持营养防治并发症、调整水电酸碱平

衡亦至关重要。 

 
 
PO-1520 

术后脑水肿防治 
 

齐建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00038 

 

术后脑水肿的病因复杂，治疗方案呈个体化

和多样性，其治疗过程必须采取一个综合的

措施。离不开以下治疗原则和目标:，我们总

结多年临床治疗经验如下：  

①病因防治; ②维持有效脑灌注(CPP >70 mm

Hg) (1 mmHg 二 0.133kPa); ③积极有效的液

体管理; ④增加脑氧供，降低脑氧耗;⑤降低颅

内压(ICP < 20 mmHg ) ; 

 
 
PO-1521 

血清 VEGF、Angiopoietin-1 和 G-CSF 动态

变化对急性颅脑损伤预后的影响 
 

王毅 1 田野 1 孙健 1 付胜伟 1,2 刘晓勇 1,2 江荣才 1 岳

树源 1 张建宁 1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 

 

目的  探讨颅脑创伤（TBI）急性期（14 d

内）伤者血清 VEGF、Ang-1 和 G-CSF 的动

态变化情况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5 月天津

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和天津医科大学总

医院滨海医院神经外科联合收治的符合入组

条件并完成随访的 54 例 TBI 患者，分别在 T

BI 后第 1、4、7 及 14 天检测血清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VEGF）、血管生成素-1（Ang-

1）和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水平，

与健康志愿者 39 例（对照组）比较，分析其

变化情况，并据随访 6 个月后扩展格拉斯哥

预后评分（GOSE）分为预后良好组（GOSE

＞5 分）和预后不良组（GOSE≤5），分析 T

BI 急性期 VEGF、Ang-1 和 G-CSF 变化对伤

者预后的影响。 

结果 TBI 急性期血清 VEGF、Ang-1 和 G-CS

F 表达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均呈升高趋势

（均 P ＜0.05），预后良好组 TBI 后第 1、

4、7、14 天血清 VEGF、Ang-1 和 G-CSF 水

平均高于预后不良组，相同时间点两组分别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 TBI 后第 1 天血

清 VEGF 和 G-CSF、第 4 天血清 VEGF 和 A

ng-1 以及 G-CSF、第 7 天血清 VEGF 和 Ang

-1 水平是影响伤者预后的独立风险因素（均 

P ＜0.05）。  

结论 VEGF、Ang-1 和 G-CSF 在 TBI 急性期

脑组织损伤修复和血脑屏障的修复过程中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高表达水平的血清 VEG

F、Ang-1 和 G-CSF 有利于伤情的转归与结

局，有可能成为判定 TBI 预后的重要标志

物。 

 
 
PO-1522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早期肠内营养的效果评价 
 

郑淑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探讨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重型颅脑损伤

患者的效果评价， 

方法  采用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150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随机分成三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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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50 个患者，第一组损伤后第二天采用微滴

泵持续 24h 泵入肠内营养素（瑞代或瑞

高），第二组损伤后第二天采用普通静滴管

间歇性滴入肠内营养素（瑞代或瑞高），第

三组损伤后第二天采用传统方法鼻饲流质，

其于三组的治疗和护理无差异，分析三组患

者的营养指标、并发症及预后恢复情况。 

结果  采用微滴泵持续 24h 泵入肠内营养素和

采用普通静滴管间歇性滴入肠内营养素的营

养指标明显优于采用传统方法鼻饲流质（p<0.

05），但第一组仍优于第二组患者。且并发

症少，预后恢复良好。 

结论  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

的治疗非常重要，且简便经济、安全、有效

和符合生理等优点，对维护患者的胃肠道结

构和功能、改善其营养状态和预后十分有

益。 

 
 
PO-1523 

开颅手术治疗创伤性硬脑膜假性动脉瘤一例

报告 
 

张成 张成 钱宝 崔博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154002 

 

患者男性，38 岁，因“车祸外伤”入院。入院

诊断:左颞部硬膜外及硬膜下血肿，左侧额颞

叶脑挫裂伤，颅底骨折，双肺挫伤，于入院

后第 19 日，患者突发意识不清，急诊复查 C

T 示：左颞叶见迟发颞叶血肿，中线移位约 1.

5cm。诊断：迟发性左颞叶颅内血肿，脑疝。

术中情况：全麻下去左额颞扩大翼点入路，

显微镜下清除颅内血肿约 80ml，探查出血来

源，见出血来源于左颞叶内下区硬膜，硬膜

表面见约 1.5cm*1.5cm*3.5cm 不规则假性动

脉瘤，呈双凸透镜形，跨越硬膜内外，表面

见多处破裂口，活动性出血。见颞底硬膜被

颞底骨折碎片刺破，局部隆起，剪开硬膜，

见自海绵窦外侧向左颞叶前下走行于硬膜夹

层间颈内动脉分支海绵窦下外侧干被纵行撕

裂 

 
 
PO-1524 

立普妥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 30 例分析 
 

杨芳裕 黄志纯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027718 

 

随着天津总医院提出使用立普妥治疗慢性硬 

膜下血肿血肿以来，我科也开始尝试使用立

普妥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一年来已有 54 例

病例使用立普妥治疗，经过筛选，剔除诊断

上不够严谨病例，尚有 30 例入选。病历资

料：患者 30 例，男性 26 例，女性 4 例。年

龄 47 岁~89 岁，平均 67 岁。均有头部轻微

外伤史，予门诊随访。对出现慢性硬膜下血

肿的患者，给予口服立普妥，对血肿增大、

颅内压高而无法忍受症状者，或者 CT 显示血

肿巨大，中线偏移 1cm 以上者，动员其手术

引流血肿。方法：所有患者外伤后急诊 CT 检

查，为第一次 CT 检查。一周后复查，随后每

两周复查一次。慢性硬膜下血肿形成而血肿

尚小者、有手术指征而拒绝手术者，在血肿

诊断后开始服药，立普妥 20mg Qd。结果：

血肿逐步缩小后于 2 个月内完全消失达 21

例，缩小但未完全吸收 5 例，血肿继续增大 4

例。总有效率 86.7%。  

讨论：立普妥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的机制是

立普妥使得血肿包膜内微小血管停止血球渗

漏，促进血肿吸收。我科使用立普妥治疗慢

性硬膜下血肿，取得良好的效果。对部分钻

孔引流术后尚有血肿残余患者，给予口服立

普妥后，基本都能达到完全吸收。该方法避

免了手术痛苦，特别是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

年龄偏大，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多的特点，

避免了手术风险，也避免了钻孔引流术后顽

固性血肿内膜渗血而不得不扩大反复引流手

术，甚至扩大成弃骨瓣减压手术的风险。基

于经验尚且不足，作者尚有一些疑问：一，

立普妥使用时机，是否越早越好，在积液密

度有所升高（对比脑室内密度）时即开始服

药，还是等出现血肿后才开始治疗。我们给

部分未入选患者，即硬膜下积液密度较高，

但尚未诊断为慢性硬膜下血肿，经过口服立

普妥，积液吸收缩小。二，见于该药物的安

全性，建议儿童患者可以使用（药物手册：

作为高血脂患者，4 岁以下禁用）。 

 
 
PO-1525 

颅内压监测对弥散性颅脑创伤患者预后的影

响——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报道 
 

袁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200040 

 

目的  重型颅脑损伤治疗的重要原则是降低颅

内压力（intracranial pressure，ICP），维持

足够的脑血流量。弥漫性颅脑损伤（diffuse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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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matic brain injury，DTBI）发生颅内高压

和死亡的风险很高，但此类颅脑损伤在 CT 图

像上缺乏明显的局限性病灶，而双侧侧脑

室、三脑室受压，基底池消失，可有中线移

位。临床上已广泛地应用 ICP 监测，目的在

于指导 DTBI 的治疗。然而，对于 ICP 监测是

否能真正让患者获益，目前的多项研究得出

的结论不同。本研究旨在研究 ICP 监测对弥

散性重型 TBI 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收集在中国 9 个省份 24 家医院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就诊的弥漫性 TBI 患

者。将患者分为 ICP 监测组和非 ICP 监测

组。在 6 个月时对患者预后或死亡进行评

估；Glasgow 扩展预后评分（GOSE）1-4 分

为预后不良，5-8 分为预后良好。采用倾向得

分匹配法评估 ICP 监测与否对患者 6 个月死

亡和不良预后的影响。 

结果  59.5%放置 ICP 监测探头，平均监测时

间为 6 天。68.3%发现 ICP 增高。采用多因

素回归分析发现，患者年龄、入院时 GCS 评

分、MarshallCT 分类、第 1 天低血压、监测

得 ICP≥50%是 6 个月内死亡的独立预测因

子；年龄、入院时 GCS 评分、跌倒损伤、M

arshallCT 分类、硬膜外血肿和硬膜下血肿是

6 个月内预后良好的独立预测因子。对比 ICP

监测组和非 ICP 监测组发现，无论是否采用

倾向得分匹配法，ICP 监测可显著降低患者 6

月内的死亡风险，调整后的比值比，0.46（p

=0.02）；对于 MarshallCT 分级 IV 级和 GC

S 评分 3-5 分的 DTBI 患者，ICP 监测所起的

作用更大。ICP 监测似乎对 6 个月时患者的

GOSE 评分没有明显的改善。进一步的亚组

分析发现，对于 GCS 评分 3-5 分的 DTBI 患

者，ICP 监测能显著的改善预后，调整后的比 

值比，3.2（p=0.04）。 

结论  ICP 监测能够显著降低 DTBI 患者 6 个

月时的死亡率，尤其是对 CT 

Marchall 分级 IV 级或 GCS 评分 3-5 分的 DT

BI 患者。此外，ICP 监测还能改善 GCS 评分

3-5 分的 DTBI 患者的预后。因此，对于弥漫

性 TBI 患者，推荐常规进行 ICP 监测。 

 
 
PO-1526 

标准大骨瓣开颅减压术治疗重度颅脑损伤的

临床效果分析标准大骨瓣开颅减压术治疗重

度颅脑损伤的临床效果分析 
 

郑锦亮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364000 

 

目的  分析标准大骨瓣开颅减压术治疗重度颅

脑损伤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0 例重度颅脑损伤患者

的临床资料，按照手术方法的不同分为观察

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

骨瓣减压术治疗，观察组实行标准大骨瓣开

颅减压术，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

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观察组的治愈率为

66%，高于对照组的 46%；且并发症发生率

为 16%，低于对照组的 38%，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标准大骨瓣开颅减压术治疗重度颅脑损

伤，有助于促进患者治疗效果的提升，且减

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具有良好的治疗价

值，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PO-1527 

颅脑创伤双侧硬膜外血肿的手术治疗 
 

朱锡德 孟凡国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1 

 

目的  观察急性颅脑创伤导致的双侧硬膜外血

肿的临床特点，分析影响双侧硬膜外血肿预

后的相关风险因素，探讨改善其预后的观察

及手术治疗方法。 

方法  对 2004 年 8 月-2013 年 12 月在我院手

术的 55 例(男性 46 例，女性 9 例)急性颅脑创

伤后合并双侧硬膜外血肿患者的临床影像资

料、手术治疗方法及预后结合文献进行回顾

分析，对性别、年龄、受伤机制、术前 GCS

计分、合并颅内损伤、伴有迟发出血、硬膜

外血肿量、术前瞳孔等 10 个相关指标进行单

因素分析，对有意义的指标再行 Logistic 多因

素回归分析。 

结果  55 例患者中双侧跨中线单个血肿 12

例，双侧不同部位两个及两个以上血肿 33

例，一侧硬膜外血肿术后对侧迟发血肿 10

例。首次 CT 检查发现双侧硬膜外血肿 21

例，另外 34 例通过复查发现对侧迟发血肿而

形成双侧血肿。其中行双侧手术 34 例，单侧

手术 21 例。住院期间有 7 例患者死亡，死亡

率 12.73%；随访期间 14 例患者预后不良，

预后不良率 25.5%。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前

GCS 计分、合并颅内损伤、合并颅内损伤手

术、术前瞳孔散大 4 个指标与预后不良有相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31 

 

关性（P＜0.05），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

显示术前 GCS 计分可能为颅脑创伤后双侧硬

膜外血肿手术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  颅脑创伤合并双侧硬膜外血肿较为少

见，且大多数表现出迟发出血，随着诊疗技

术进步，其病死率已显著下降。颅脑创伤合

并双侧硬膜外血肿手术预后决定于多个因

素，术前 GCS 计分、合并颅内损伤、合并颅

内损伤手术、术前瞳孔散大均提示预后不

良，但临床工作中更需关注术前 GCS 计分，

需根据早期动态 CT 检查结果在 GCS 计分严

重下降前手术以避免预后不良。 

 
 
PO-1528 

硬通道穿刺术在创伤控制神经外科中的应用  
 

岳长波 徐学斌 

山东省东营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57091 

 

目的  研究各型颅内血肿并脑疝患者开颅血肿

清除术前先行硬通道穿刺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2008 年 3 月～2013 年 1 月创

伤性硬膜外血肿、创伤性硬膜下血肿、高血

压脑出血合并脑疝 63 例资料。其中硬通道穿

刺+开颅手术组 28 例：即脑疝明确诊断后快

速应用硬通道穿刺技术于颅脑 CT 所示血肿最

大层面穿刺引流血肿，然后开颅清除剩余血

肿并去骨瓣减压；直接开颅手术组 35 例：直

接行开颅血肿清除并去骨瓣减压术。术后治

疗方法相同。 

结果  2 组年龄、性别、术前 GCS 昏迷评 

分、血肿量、出血部位、中线偏移距离、瞳

孔散大时间等差异无显著性。术后 3 个月 GO

S 预后评分，硬通道穿刺+开颅手术组良好 8

例、中残 10 例、重残 5 例、植物生存 2 例、

死亡 3 例, 直接开颅手术组分别为 5 例、9

例、12 例、4 例、5 例。2 组在良好、重残、

死亡项目上比较有显著差异(P=0.035)；在中

残、植物生存上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开颅血肿清除术前应用硬通道穿刺技术

治疗能够快速降低颅内压，为进一步处理病

人赢得宝贵时间，有效地降低死亡率，改善

了患者预后。 

 
 
PO-1529 

FTY720 改善颅脑损伤大鼠神经功能及机制研

究 

 

蔡建勇 巴华君 陆川 陈献东 陈茂华 孙军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200 

 

目的  揭示 FTY720 对颅脑损伤大鼠神经功能

的影响及相关机制。 

方法  60 只大鼠随机分成假手术组、模型组和

治疗组，每组 20 只，采用改进的 Feeney 自

由落体损伤装置建立大鼠颅脑损伤模型。治

疗组大鼠按 1mg/kg 剂量予 FTY720 腹腔注

射，其他组大鼠腹腔注射 1mL 生理盐水。各

组取 10 只大鼠 24 小时后断头处死，分离海

马组织，采用 Western-blotting 检测核因子-κ

B 表达，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小胶

质细胞 OX-42 表达。各组另外 10 只大鼠进

行神经功能评价。 

结果  模型组大鼠海马组织核因子-κB 表达和

小胶质细胞 OX-42 表达及前肢放置实验、平

衡实验和改良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较假手

术组显著升高，而治疗组大鼠上述指标较模

型组显著下降。 

结论  FTY720 可显著改善颅脑损伤大鼠神经

功能，其作用机制可能与 FTY720 的中枢炎

症抑制作用有关。 

 
 
PO-1530 

细孔钻颅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治疗老年人创

伤性脑内血肿 
 

朱锡德 1,2 衡雪源 2 庞琦 1 

1.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立医院 

2.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细孔钻颅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治疗

老年人创伤性脑内血肿的临床效果，探讨其

适应证。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神经外科自 2006 年 4

月至 2014 年 12 月接受快速细孔钻颅微创颅

内血肿清除术的 32 例老年创伤性脑内血肿患

者，对患者的临床特征、手术方法及预后进

行回顾并对影响预后的指标进行单因素分

析。 

结果  32 例老年患者均表现出迟发血肿或血肿

扩大，16 例患者表现为血肿进行性扩大，10

例患者出现临床症状加重，患者均在局部麻

醉下行细孔钻颅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术后

一般带引流管 1-3 天，拔除引流管前复查 CT

证实血肿大部分引出。本组预后良好 21 例，

预后不良 11 例，其中死亡 6 例。相关因素进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32 

 

行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前 GCS 计分影响预后

（P＜0.05）。 

结论  细孔钻颅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适用于部

分老年创伤性脑内血肿患者，对状态较好、

血肿量已稳定的患者施行此微创手术可作为

一种个体化的急救治疗选择。 

 
 
PO-1531 

神经外科颅脑损伤患者心里护理体会 
 

丘秀秀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0 

 

目的  讨论对颅脑损伤患者心理护理的体会。 

方法  将 48 例神经外科住院病人按疾病种类

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 24 例，对照组使

用常见的神经外科的护理方法进行护理,试验

组则在对照组的护理基础上进行心理护理。

对两组患者的饮食护理依从性评分、用药依

从性评分、等进行比较。 

结果  试验组的饮食护理依从性评分、服药依

从性评分和疾病知识知晓率方面低于对照

组，护患关系得到改善,满意度得到提高。 

结论  对于颅脑损伤的患者除了常规的护理

外，对患者采取相应的心理护理，能使患者

的不良心理状态得到缓解，使患者能够更好

的配合治疗，这有助于治疗效果的提升，具

有临床推广价值。 

 
 
PO-1532 

重型颅脑损伤术后迟发脑梗塞的临床分析 
 

肖德勇 王占祥 谭国伟 刘希尧 郭剑锋 朱宏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61003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损伤术后继发脑梗塞的相

关危险因素及防治策略，提高临床防治水

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0 年 01 月～2015

年 12 月 46 例重型颅脑损伤术后继发脑梗塞

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46 例术后经 CT 及 MRI 诊断为迟发性

脑缺血脑梗塞，占同期收治颅脑损伤的 27.

8％。病人的基础状况，原发伤严重程度及手

术操作不当等均可导致术后迟发脑缺血脑梗

塞。 

结论  为预防术后迟发脑缺血脑梗塞，需手术

前、术中、术后采取综合措施。 

 

PO-1533 

rhEPO 对大鼠颅脑损伤早期促血管新生的实

验研究 
 

钱志远 丁春龙 纪纤 李庆勇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 rhEPO）

在颅脑损伤后早期促血管新生的机制研究。 

方法  将 125 只 SD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

分为假手术组(n=25)、TBI 组(n=25)、rhEPO

+wortmannin 组(n=25)、rhEPO+PD98059 组

(n=25)和 rhEPO 治疗组(n=25)。用改良 Feen

ey 法制作大鼠颅脑损伤模型，蛋白质印迹法

测定大鼠脑组织 p-Akt、p-ERK1/2 和 VEGF-

A 的表达水平，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大鼠脑组

织微血管密度（MVD）计数。 

结果  伤后 1d、3d、5d 和 7d，与假手术组对

比，TBI 组大鼠脑组织 p-Akt、p-ERK1/2 以

及 VEGF-A 含量升高（p<0.05）；与 TBI 组

对比，rhEPO 治疗组大鼠脑组织 p-Akt、p-E

RK1/2 以及 VEGF-A 含量明显升高（p<0.0

5）；与 rhEPO+PD98059 组对比，rhEPO+

wortmannin 组大鼠脑组织 VEGF-A 含量明显

降低（p<0.05）。伤后 14d，与假手术组对

比，TBI 组大鼠脑组织 MVD 计数升高（p<0.

05）；与 TBI 组对比，rhEPO 治疗组大鼠脑

组织 MVD 计数明显升高（p<0.05），与 rhE

PO+PD98059 组对比，rhEPO+wortmannin

组大鼠脑组织 MVD 计数明显降低（p<0.0

5）。 

结论  PI3K/Akt 和 ERK1/2 信号通路在应用 rh

EPO 促进 VEGF-A 的表达以及血管新生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其中 PI3K/Akt 信号通路较 E

RK1/2 信号通路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PO-1534 

双侧前额叶底部脑挫裂伤的诊治体会 
 

田夏元 曹欢新 彭铮磊 

湖南省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 412007 

 

目的 探讨双侧前额叶底部脑挫裂伤的治疗措

施及手术指征，提高双侧前额叶底部脑挫裂

伤病人的治疗效果。 

方法 自 2010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收治

双侧前额叶底部脑挫裂伤病人 98 例,分别采用

药物治疗及手术治疗。回顾性分析本院 98 例

双侧前额叶底部脑挫裂伤患者的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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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病例治疗后存活 95 例，随访 6 月，

按 GOS 评分，良好 90 例，中度残疾 3 例，

重度残疾 1 例，植物状态 1 例，死亡 3 例。 

结论 双侧前额叶底部脑挫裂伤病情变化快，

应密切观察其临床症状和体征变化，积极早

期的手术治疗可减少病人的并发症及降低伤

残、死亡率,减少后遗症,改善预后,并可缩短住

院日。 

 
 
PO-1535 
High levels of serum mannose-binding le
ctin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severity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severe traumatic bra
in injury 
 
Yu Wei1,Le Hai-Wei1,Lu Yi-Gao1,Hu Jun-An1,Yu Jia
n-Bo2,Wang Ming 2,Shen Wei1 
1.The People's Hospital of Beilun District Beilun Bra
nch Hospital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
al Schoo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
hejiang University 
 

Background  Mannose-binding lectin (MBL)
 is a key component of innate immunity. The 
expression of cortical MBL is up-regulated af
ter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head trauma. T
his study aimed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of 
serum MBL levels with injury severity and lo
ng-term clinical outcomes after severe traum
atic brain injury (STBI).  
Methods  Serum MBL levels were measure 
d in 122 patients and 100 healthy controls. M
ultivariate analyse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MBL levels and 
trauma severity reflected by Glasgow coma 
scale scores as well as between serum MBL
 levels and 6-month mortality and unfavorabl
e outcome (Glasgow outcome scale score: 1
-3). A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structured to evaluate the progno
stic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serum MBL le
vels.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se
rum MBL levels of patients were markedly el
evated. Using multivariate analyses, serum 
MBL levels we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clos
ely with Glasgow coma scale (GCS) scores 
and MBL emerged as an independent predic
tor for 6-month mortality and unfavorable out
come. Under ROC curve, serum MBL levels 
and GCS scores possessed similar prognost
ic predictive values. 
Conclusions  Increased serum level of MBL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head tra
uma severity and long-term clinical outcome
s of STBI.  
 
 
PO-1536 

不同高压氧治疗方案对外伤术后继发大面积

脑梗塞患者预后的影响 
 

胡康 王文浩 林洪 罗飞 胡连水 李君 林俊明 黄巍 

解放军第 175 医院暨厦门大学东南医院神经外科，南

京军区创伤神经外科中心 363000 

 

目的  探讨高压氧治疗对外伤术后继发大面积

脑梗塞患者的疗效及其预后相关因素，为此

类患者的高压氧方案的制订提供临床参考。 

方法  回顾性比较 72 例开颅血肿清除及去骨

瓣减压术后继发大面积脑梗塞的重度颅脑外

伤患者在接受不同方案高压氧治疗后的预后

差异，分析期预后相关因素。 

结果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治疗前脑

梗塞体积过大、高龄和高压氧开始时间延迟

是外伤性大面积脑梗塞患者接受高压氧治疗

后预后不良(Glasgow Outcome Scale score<

=3 分)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去骨瓣类型、是否

在急性期加强高压氧治疗、高压氧疗程超过 2

0 天对患者预后并无显著的独立性影响。 

结论  对于外伤性大面积脑梗塞患者，高压氧

治疗应予及时实施，有助于降低植物生存率

和重残率、切实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预后。 

 
 
PO-1537 

重型颅脑损伤去骨瓣减压术后并发硬膜下积

液 30 例分析 
 

池少勇 李正安、刘书考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第一医院 354200 

 

目的  分析研究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采用去骨瓣 

减压术治疗后发生硬膜下积液的临床治疗方

法。 

方法  选取我院 2010 年 8 月至 2015 年 3 月

收治的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共 30 例，均采用去

骨瓣减压术治疗，进行术后并发症随访治疗

探究患者并发脑硬膜下积液的发生危险因

素、治疗方法及预防措施。 

结果  脑骨窗疝和脱水剂的应用是导致患者术

后发生硬膜下积液的重要危险因素；本组 30

例患者中，12 例患者行非手术治疗，18 例行

手术治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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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治愈 17 例，临床总有效率为 90.0%。 

结论  发生硬膜下积液可根据患者情况选择治

疗方式，临床上应警惕脑骨窗疝的发生，合

理使用脱水剂，以降低硬膜下积液的发生。 

 
 
PO-1538 

特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创伤性湿肺 237 例治疗

结果分析 
 

田立桩 荔志云 张中景 刘奇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37 例特重型颅脑损伤合并

创伤性湿肺患者的治疗结果，了解救治过程

中的难点，提高救治成功率。 

病例来源  我科 2012 年至 2015 年合并创伤

性湿肺的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 237 例。其中

创伤性颅脑伤 GCS 评分为 3-5 分。入院时通

过 CT 检查已经明确合并创伤性湿肺。 

方法  除处理原发性颅脑损伤（分别为清除血

肿，去颅骨减压，部分病人采取内减压）

外，对于肺部原发创伤性湿肺，采取早期多

次采取痰培养标本，明确肺部感染病原菌，

针对性使用抗生素。气管切开时机，根据患

者全身情况评估，制定个性化方案，分别为

不进行气管切开，早期气管切开（3 天内），

以及根据肺部感染情况气管切开（7 天左

右），部分病人单纯采取体位排痰。 

结果  死亡 66 人，占 28%，经病例回顾，死

亡病例集中于入院时 GCS 评分 3 分患者以及

高龄患者，此部分患者入院时已经有脑疝形

成，均为入院时多数为双侧瞳孔散大，光反

应消失患者。救治成功 171 人，占 72%，遗

留不同程度神经功能缺失患者 31%。 

讨论重点  1、 兰州地区特重型颅脑伤合并创

伤性湿肺患者肺部原发致病菌 2、 关于合并

创伤性湿肺的救治经验：气管切开与否，体

位排痰是否能解决肺部感染问题，抗生素的

选择，呼吸机的使用。3、 创伤性湿肺发生原

因以及对全身的影响，对颅脑损伤预后的影

响。4、 呼吸机的使用在创伤性湿肺患者中的

应用 

 
 
PO-1539 

脑室型颅内压监测联合经颅多普勒对外伤性

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治疗指导及预后判断 
 

梅涛 王蕾 徐立新 贾若飞 冷海斌 王俊 阙思伟 王年华 

钟晨 盛文乾君 姜尚军 肖为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415003 

 

目的  探讨脑室型颅内压监测联合经颅多普勒

对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治疗指导及预后

判断。 

方法  将 45 例入院颅脑 CT 诊断为外伤性蛛

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入院后即行颅内压及经颅

多普勒监测，依据 TCD、ICP 初始值确定患

者的治疗策略，并对开颅手术者术前及术后 I

CP 值、TCD 动态监测，行两样本配对 t 检

验。所有入组患者按不同程度的脑血管痉挛

程度分组，比较入院时及其后 6 个月时的 KP

S 评分。 

结果  45 例中 35 例 ICP 初始值＞40mmhg，

其中 34 例行开颅手术，1 例入手术室后麻醉

后出现中枢衰竭放弃手术。死亡 10 例，植物

生存 4 例，重残 7 例，中残 6 例，良好 8

例；初始值 ICP 

20～40mmhg 者 8 例，其中 4 例行开颅手

术，植物生存 1 例，重残 1 例，中残 1 例，

良好 5 例；初始值 ICP15～20mmhg 者 2

例，1 例保守治疗，另外 1 例入院后第 2 天时

手术治疗，2 例均预后良好。开颅前后 ICP、

TCD（患侧大脑中动脉峰流速值）变化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ICP 联合 TCD

指导下的诊治对外伤性脑血管痉挛患者远期

生活评分改善较为明显。   

结论  早期连续 ICP、TCD 监测对指导外伤性

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治疗有积极作用 

 
 
PO-1540 

中枢性低钠血症 100 例的临床诊治 
 

李榕 易海波 庄顺福 

福建省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探讨中枢性低钠血症的临床诊治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100 例中枢性低钠血症 

患者的诊治资料。 

结果  100 例中枢性低钠血症患者中，脑性盐

耗综合征(CSWS)患者 62 例，其中伴随尿崩

症 14 例。抗利尿激素分泌异常综合征( SIAD

H )患者 38 例，其中伴尿崩症 3 例。CSWS

患者 24 h 尿钠明显高于 SIADH 患者。经治

疗，所有患者的低钠血症均在 1 周内得到纠

正。 

结论  通过密切监测血钠、中心静脉压及 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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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钠水平，并以此为依据鉴别 CSWS 和 SIA

DH 两种类型。CSWS 的治疗方法是补钠、减

少尿钠排出和补充血容量.SIADH 的治疗方法

是限水、脱水，重症者予补钠。 

 
 
PO-1541 

依达拉奉对急性脑外伤患者生存的影响 
 

袁训辉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262500 

 

目的  探讨依达拉奉在急性脑外伤患者中的治

疗效果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我院收治的急性脑外伤患者 96 例

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各 48 例，对照组给予西医常规治疗方案

进行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联

合使用依达拉奉注射液治疗，观察两组患者

临床治疗效果。 

结果  观察组临床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经统

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治疗后 GCS 评分改善情况及患者清醒

时间均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使用依达

拉奉治疗急性脑外伤患者疗效可靠，能够有

效清除自由基，减轻患者脑水肿，值得在临

床上大力推广使用。 

 
 
PO-1542 

颅脑外伤去大骨瓣减压术后并发脑膨出、颅

内血肿及脑梗死的临床分析 
 

袁训辉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262500 

 

目的  探讨颅脑外伤去大骨瓣减压术后并发脑

膨出、脑内血肿及脑梗死三者的发病率以及

预后情况。 

方法  对 50 例颅脑外伤去大骨瓣减压手术患

者进行探讨，并统计术后脑膨出的发生率。

包括不同时间测量脑膨出的程度，手术后颅

内血肿情况以及脑梗死的发生率、发生部

位。对患者进行术前 GCS 评分以及术后 GO

S 评分，并且进行分析。 

结果  经过脑颅外伤去大骨瓣减压术后，脑膨

出发生率为 74%，手术后 10～13 d 脑膨出的

程度最显著。手术后新发颅内血肿为 56%，

发生部位主要在手术内侧以及手术外侧。脑

梗死发生率为 10%。手术后的不良率占 5

8%。 

结论  颅脑外伤去大骨瓣减压术后，脑膨出、

颅内血肿的发生率比较高，脑梗死的发生率

相对较低。颅脑外伤去大骨瓣减压手术可以

降低患者的死亡率，但植物生存率以及重度

残废率较高，选择手术要慎重。 

 
 
PO-1543 

经颅多普勒联合有创性颅内压监测在小儿颅

脑外伤中的监测意义 
 

谢雪玲 黄小芬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经颅多普勒（TCD）与有创性颅内

压监测（ICP）变化关系在小儿颅脑外伤（G

CS 小于 8 分）中的监测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54 例在我们诊断为颅脑

外伤的小儿患者，GCS 评分小于 8 分，TCD

监测其大脑中动脉（MCA）的收缩期未期流

速（Vs）、舒张未期流速（Vd）、和平均血

流速度（Vm）, 血管搏动指数（PI）为 VS-V

d/Vm。将 ICP 的变化情况与上述 TCD 参数

进行比较。 

结果  伤后 0-1 天 PI >1.3，其作为 ICP≥ 20 m

m Hg 的监测灵敏度为 100%，特异度为 7

9%。MCA PI 与 ICP 的相关性较强(r = 0.599,

 p = 0.01)。1 天后 PI 为 1.3，其作为 ICP≥ 2

0mm Hg（n=10）的监测灵敏度为 40%，MC

A PI (r = 0.348, p = 0.01)与 ICP 的相关性较

弱， Vd 与 ICP 则无明显相关(r = -0.295, p = 

0.01)。 

结论  在伤后 0-1 天 PI 为 1.3 其作为 ICP≥ 20 

mm Hg 的监测具有较好灵敏度和特异度。在

无条件行有创性颅内压监测的医院在小儿颅

脑外伤后 24 小时内，TCD 可作为无创性颅内

压监测的另一可选方案。 

 
 
PO-1544 

硬脑膜严密扩大缝合对特重型颅脑损伤开颅

去骨瓣减压患者的效果分析 
 

汤明章 陈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宁德市医院 352100 

 

目的 探讨硬脑膜严密扩大缝合对特重型颅脑

损伤开颅去骨瓣减压患者的效果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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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收住的 102 例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单侧

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1]后随机分组行[A1] 硬

脑膜严密扩大缝合（研究组 52 例）和敞开硬

脑膜（对照组 50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两组术后头皮切口脑脊液漏发生率、癫痫发

生率以及伤后 1 年的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

S）等参数。 

结果 研究组、对照组术后头皮切口脑脊液漏

发生率分别为 1.9%（1/52）和 12%（6/50）

（P＜0.05）。研究组、对照组生存患者晚期

癫痫发生率分别为 34.1%（14/41）和对照组

为 57.5%（23/40）（P＜0.05）。研究组、

对照组有效治疗率分别为 38.5%（20/52）和

对照组为 20%（10/50）（P＜0.05）。研究

组、对照组病死率分别为 21.2%（11/52）和

对照组为 20%（10/50）（P＞0.05）。 

结论 采用硬脑膜严密扩大缝合能降低特重型

颅脑损伤去骨瓣减压患者头皮切口漏发生

率、晚期癫痫发生率，提高治疗有效率。  

 
 
PO-1545 

脑外伤去骨瓣减压术后硬膜下积液的治疗分

析 
 

冯军峰 1,2 毛青 1,2 高国一 1,2 江基尧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上海市颅脑创伤研究所 

 

目的  研究脑外伤去骨瓣减压术后硬膜下积液 

的治疗方案及疗效。 

方法  回顾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我

科收治的 35 例脑外伤去骨瓣减压术后硬膜下

积液的患者，分析各种不同的单一或联合的

治疗方法，包括保守治疗、经皮穿刺积液腔

抽取积液术、钻孔外引流术、硬膜下腔－腹

腔分流术、腰大池外引流术、脑室－腹腔分

流术治疗。 

结果  硬膜下积液治愈 30 例，好转 4 例，无

效 1 例。 

结论  脑外伤去骨瓣减压术后硬膜下积液患者 

大部分经过治疗后均治愈或好转，治疗方案

从无创开始，注意脱水药物停用、加压包扎

的重要作用；手术方案从临时性外引流开

始，部分顺利拔管后治愈；拔除后无法治愈

的，再过渡到硬膜下腔－腹腔分流和/或脑室

腹腔分流术，往往能够取得良好效果。 

 
 
 

PO-1546 

达标理论对颅脑外伤患者术后康复锻炼效果

的影响 
 

韩颖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研究达标理论对颅脑创伤患者术后康复

锻炼效果的影响。 

方法  将 102 例颅脑创伤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51 例和对照组 51 例，观察组应用以达标理

论指导构建的术后康复锻炼程序，对照组采

用术后常规康复锻炼程序。对两组患者的康

复锻炼效果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 

结果  经不同康复锻炼理论指导后，观察组患

者训练动作掌握准确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出院

1 年后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用达标理论指导颅脑创伤患者术后的康

复锻炼，可显著提高患者的主动参与意识和

训练技能，从而达到更好的康复锻炼效果。 

方法  本研究由医疗经验丰富的颅脑专科医生

和接受过专业康复训练的护师组成术后康复

锻炼指导小组，统一进行本研究入组患者的

康复锻炼指导。对照组患者术后给予常规康

复锻炼指导，内容包括：出院前健康教育：

通过发放资料、讲解、观看视频等方式向患

者及家属介绍出院后的自我管理规范、康复

训练步骤、注意事项、异常反应及处理方法

等，制订康复计划。责任护士定期进行电话

随访，了解患者实施康复训练计划的效果、

出现的问题，解答患者疑难问题。 

2 结果  两组患者康复训练动作准确率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初次训练动作掌握

准确率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

5；出院时两组患者训练动作掌握准确率比

较，观察组训练动作掌握准确率显著优于对

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用达标理论指导颅脑创伤患者术

后的康复锻炼，可显著提高患者的主动参与

意识和训练技能，从而取得更好的康复锻炼 

效果，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PO-1547 

复发性慢性硬膜下血肿非手术治愈的临床观

察与思考 
 

郭剑峰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37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回顾性分析复发性慢性硬膜下血肿非手

术治愈过程，探讨非手术治愈的机制及临床

应用可能 

方法 回顾 11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经常规钻孔引

流术后第 1 天，3 天，7 天，30 天颅脑 CT 复

查提示血肿复发。均因患者拒绝手术而未采

取手术治疗方式，予门诊观察，定期复查颅

脑 CT,凝血功能，控制血压等处理。第 60

天，90 天颅脑 CT 复查提示血肿完全吸收 

结果 分析，讨论复发性慢性硬膜下血肿非手

术治愈的原因与机制。因术后随访均为颅脑

CT，可能存在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血肿成熟

期假阳性，CSDH 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

血肿的新生外膜可逐渐扩大也可以逐渐成

熟、机化甚至钙化，血肿内容物的纤溶活性

也存在演化的过程，血管内皮细胞产生和分

泌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因子，激活嗜酸性粒

细胞释放的纤维蛋白溶酶原转变为纤维蛋白

溶解酶，溶解纤维蛋白，使局部纤维蛋白溶

解过多，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升高，后者的抗

凝血作用使血肿腔内失去凝血功能，导致血

肿包膜新生的血管不断出血及血浆渗出，嗜

酸性粒细胞的增多，进一步造成局部高纤溶

状态，进一步促进了血肿的增大，有人发

现，内源性和外源性凝血系统的过度活化可

以刺激 t-PA 分泌，导致再出血。这一过程在

一定程度上可能发生逆转。 

结论 并非所有术后 CT 复查提示 CSDH 复发

都需手术治疗。若术后定期行 MRI 检查，尤 

其是 DWI 有助于预后判断。 

 
 
PO-1548 

脑挫裂伤患者颅内血肿清除术后产生硬膜下

积液的相关因素分析 
 

马占峰 荔志云 田立桩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分析脑挫裂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头颅 CT 

检查图像，探讨脑挫裂伤患者行颅内血肿清

除术后产生硬膜下积液的相关因素。 

方法 对 2014 年 9 月到 2016 年 4 月在兰州军

区兰州总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75 例脑挫裂伤

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患者年龄

选定为 16 岁到 70 岁，将病人分为 2 组，术

后产生硬膜下积液的 16 例（A 组），无硬膜

下积液的 47 例（B 组），采用单因素和多因

素回归分析两组患者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

结果与颅内血肿清除术后产生硬膜下积液的

关系，包括患者年龄、入院时 GCS 评分、术

前头颅 CT 检查示中线结构移位距离、颅内血

肿量、迟发性颅内血肿的发生率、是否行去

颅骨骨瓣减压术等。所有患者术后当日、术

后 7 天及出院后 1 个月均复查头颅 CT。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患者在年龄、入院

时 GCS 评分、术前头颅 CT 检查示中线结构

移位距离、颅内血肿量、迟发性颅内血肿的

发生率、是否行去颅骨骨瓣减压术，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显示，患者年龄大于 45 岁、入院时 G

CS 评分≤5 分、术前头颅 CT 检查示中线结构

移位距离>0.5cm、颅内血肿量>35ml、发生

迟发性颅内血肿、行去颅骨骨瓣减压术是脑

挫裂伤患者颅内血肿清除术后产生硬膜下积

液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影响脑挫裂伤患者颅内血肿清除术后产

生硬膜下积液的相关风险因素较多，其发生

风险与患者年龄、脑挫裂伤的严重程度、中

线结构移位距离、颅内血肿量的大小、是否

发生迟发性颅内血肿、是否行去颅骨骨瓣减

压术密切相关。 

 
 
PO-1549 

90 例老年慢性硬膜下血肿救治体会 
 

马占峰 荔志云 田立桩 党莹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分析老年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临床特点，

探讨钻孔引流术治疗老年慢性硬膜下血肿的

治疗效果。 

方法 对 2013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兰州军

区兰州总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90 例老年慢性

硬膜下血肿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本组病例患者均为 60 岁以上，均于入院

3 日内在局麻下行颅骨单孔置管-颅内血肿钻

孔引流术，钻孔位置选在血肿最厚层面的中

下方，置管成功后即用庆大盐水（配置比例

为：庆大霉素 2 支+500ml0.9％氯化钠注射

液）反复冲洗颅内血肿腔，待置换冲洗液基

本清亮时固定引流管结束手术，术后当日复

查头颅 CT，继续带管引流 2-4 天，期间根据

引流情况调整患者头位、引流管置入长度及

方向等。所有患者均按时拔管，术后 7 天及

出院后 1 个月均复查头颅 CT。 

结果 术后当日复查头颅 CT 示硬膜下积气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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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发生率 30％），硬膜下积液 19 例（发

生率 21.1％），术后 7 天复查示硬膜下积

气、积液较前明显吸收，再次出现血肿 3 例

（发生率 3.33％），出院后 1 个月复查头颅

CT 示硬膜下积气、积液完全吸收。术后出现

颅内感染者 3 例，术后 1 个月内出现癫痫症

状者 2 例，后期均得到有效控制。术后半年

随访 GOS 评分，恢复良好者 76 例（治愈率

84.44％）；轻度残疾者 9 例（好转率 1

0％）；重度残疾 3 例，死亡 2 例（无效率 5.

56％）；植物生存 0 例。 

结论 颅骨单孔置管钻孔引流术仍是目前治疗

老年慢性硬膜下血肿的首选方法之一，具有

操作简单，创伤较小，术后恢复快，预后情

况优良等优点，老年慢性硬膜下血肿通过及

时手术治疗，多预后恢复良好，无明显并发

症，采用颅骨单孔置管钻孔引流术疗效肯

定。 

 
 
PO-1550 

近红外脑氧监测在重型颅脑创伤患者中的应

用初探 
 

杜倬婴 吴惺 虞剑 孙一睿 袁强 吴雪海 胡锦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初步探索近红外脑氧监测（NIRS）用

于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监护的作用。 

方法  选取入院后采用 ICP 监测的重型颅脑损

伤患者，术后 24 小时同步收集体温、血压、

心率、ICP、脑氧等数据，初步分析脑氧与 

ICP 以及生命体征的关系。 

结果  共入组 6 例患者，每例患者每小时收集

4 组数据，共得到 96 组脑氧数据。初步分析

显示 ICP>20mmHg 时与脑氧<65%相关。 

结论  近红外脑氧监测可有助于反应颅内压变

化状态，NICU 内作为 ICP 监测的补充具有一

定的临床价值。 

 
 
PO-1551 
Neuritin provides neuroprotection agains
t experimental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 mi
ce 
 
Liu Qi,Zhao dong,Wang yezhong 

Departmentof Neurosurge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

al of Medical College，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

i， China 832008 

 

Purposes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wh
ether neuritin offers protection following TBI 
and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s
pase3 and neuron apoptosis in the rat cortex
 following TBI.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male Spragu
e Dawley rats (n = 144) weighing 300 ± 50 g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sham, TBI, and TB
I + neuritin groups. The neurological scores 
and the ultrastructure of cortical neurons, ap
optotic cells, and caspase3 were measured 
by the Garcia scoring system, transmission e
lectron microscopy,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
l transferase-mediated dUTP nick end labeli
ng, western blot, and real-time RT-PCR at v
arious time points following TBI. 
Results The TBI group showed a significantl
y lower neurological score than the control a
nd sham groups at 6, 12, and 24 h after surg
ery (P<0.01).The decrease in the neurologic
al score was 40% at 12  (10.17± 1.72, n = 6)
 and 51% at 24 h (8.33± 1.75, n = 6) compar
ed with the control neurological score (17.00
± 0.89, n = 36). Moreover, the EBI group had
 the lowest score at 24 h. The TBI + neuritin 
group also showed a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
e than the control and sham groups at 12 an
d 24 h after surgery (P<0.05), whereas the T
BI + neuritin group,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 than that of the TBI group at 12 and 24
 h after surgery (P<0.05). The percentage w
as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TBI + neuriti
n group than in the TBI group at all time poin
ts except 14 days (P<0.05). Moreover, the re
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apoptotic cellsin the
 TBI + neuritin group was 32% at6 h, 32% at
12 h, 37% at24 h, 38% at3 days, and 29% at
7 day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TBI group.
The electron microscopy results revealed tha
t the structures of the cortical neurons were 
normal in the control and sham groups. The 
sizes were similar, the mitochondria and end
oplasmicreticulum (ER) were clear, and the 
myelin sheath was complete. In the TBI grou
p, the ER expanded at 6 h, the metachromati
c mass of the neurons substantially increase
d, and the interstitial edema was further aggr
avated at 12 h. Moreover, invagination of the
 nuclear membrane was evident, chromatin 
pyknosis occurred peripherally, the cytoplas
mic density increased, and the ER swelled. 
These represent the early morphological sta
ges of apoptosis in the TBI group at 24 h. Th
e metachromatic mass also gradually decrea
sed and the nuclear membrane in v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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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vered after 3 days in the TBI group. In c
ontrast, the TBI + neuritin grouphada normal
 ER at 6 h and an increased neuron metachr
omatic mass at 12 h. Moreover,the metachro
matic mass was further decreased, and the i
nterstitial edema was enhanced at 24 h. The
 cytons and the neurites of the neurons reco
vered to approximately baseline levels after 
3 days in the TBI + neuritin group. Compare
d to the control and sham groups, caspase3 
expression in the TBI + neuritin group signifi
cantly increased at 6, 12, and 24 h as well a
s 3 days (0.88% ± 0.05%, 1.08% ± 0.09%, 1.
59% ± 0.09%, and 1.12% ± 0.11%, respectiv
ely; n = 6, P<0.05). However, caspase3 expr
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TBI + ne
uritin group than in the TBI group at all time 
points following surgery (P<0.05). Caspase3
 expressionin the TBI + neuritin group was si
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24 h, 3 days and 7 d
ays (n = 6, P<0.05). However, caspase3 exp
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TBI + n
euritin group than in the TBI group at 6, 12, a
nd 24 h as well as 3 days after surgery (P<0.
05). Moreover, the reduction incaspase3 exp
ression in the TBI + neuritin group was 31% 
at 6 h, 40% at12 h, 53% at24 h, and 47% at3
 d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TBI group. A s
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cas
pase3 expression (as demonstrated by west
ern blot and real-time PCR) and the apoptoti
c cells in the cortex (r = 0.495, P = 0.002 vs. 
r = 0.590, P = 0.001).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caspase3expression by 
western blot and the neurological score (r =-
0.682, P = 0.001).In addition, a correlation w
as not observed between caspase3 expressi
on by real-time PCR and the neurological sc
ore (r = -0.072, P = 0.677). 
Conclusions Neuritin can alleviate TBI by i
mproving neurological scores in rats, repairin
g injured neurons, and by protecting the corti
cal neurons from apoptosis by inhibiting cas
pase3. The study shows that neuritin may be
 a new potential target for TBI. It may provid
e more help for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
h craniocerebral injury. However, the molecu
lar mechanisms of caspase3 inhibition by ne
uritin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PO-1552 

颅脑术后并发脑梗死的原因分析 
 

湛利平 

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目的  探讨颅脑术后脑梗死形成的原因。 

方法  对 35 例颅脑术后发生脑梗死患者的临

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恢复良好 15 例，轻度残疾 8 例，重度

残疾 5 例，植物生存 4 例，死亡 3 例。 

结论  对颅脑手术引起脑梗死的早期预防及术

后的早期诊断，是提高手术疗效、改善患者

预后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 

 
 
PO-1553 

颅骨修补术后继发颅内血肿探讨 
 

颜青 黄永凯 盛英武 邱志华 张际 范宏军 陈玉光 韩德

清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株洲医院 412000 

 

目的  了解颅骨修补术后颅内血肿的原因及危

险因素。  

方法  对 2008-2015 年在我院颅骨修补手术后

出现颅内血肿的 7 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7

例患者术后经 CT 检查确诊为颅内血肿。  

结果  7 例患者颅骨修补术后出现颅内血肿， 

1 例同侧脑内血肿，6 例同侧硬膜外血肿。   

结论  术前颅骨缺损修补时机、是否合并脑积

水、颅骨缺损大小及凹陷程度影响术后颅内

血肿的发生率。 

 
 
PO-1554 

重型颅脑创伤术后迟发性颅内血肿治疗体会 
 

吴光辉 蔡智基 林晖 沈建城 

福建省宁德市医院 352100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创伤术后迟发性颅内血肿

的临床治疗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神经外科 5 年来重型颅

脑创伤患者手术治疗后并发迟发性进展性颅

内血肿 36 例的治疗方法及治疗效果。 

结果  36 例患者行 2 次开颅干预手术 30 例，

保守治疗 6 例，随访 1 年。其中死亡 6 例，

植物生存 5 例，10 例患者遗留有不同程度的

神经功能障碍，15 例患者临床治愈。 

结论  重型颅脑创伤患者术后并发迟发性进展

性颅内血肿在临床中较为多见，特别是以对

冲伤患者为多。要否二次手术干预取决于患

者血肿的量及血肿的位置。患者原发伤的程

度、部位及二次手术的创伤打击、围手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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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均影响患者预后。积极有效及时的

干预可以抢救部分患者的生命 

 
 
PO-1555 

免冲洗引流术在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临床

应用 
 

黄锦良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528500 

 

目的  通过对免冲洗引流术在治疗慢性硬膜下

血肿的临床应用，总结该手术方法的优缺

点。探讨免冲洗引流术在治疗慢性硬膜下血

肿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通过对 54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采用

免冲洗引流术手术方法，对其临床治疗效

果、手术并发症 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免冲洗

引流术在临床应用的可行性。该手术方法如

下：基础加局麻下于血肿最厚处行颅骨钻孔,

电凝切开硬脑膜,然后将引流管置入血肿腔,见

棕褐色陈旧血流出,即拔出导丝,夹闭引流管并

接颅外引流器,将钻骨孔所得的骨沫回填引流

管周围的骨孔(或以吸收性明胶海绵填塞),逐

层缝合头皮各层,手术即完毕。待患者返回病

房后,嘱其平卧 12 小时以上,于床旁调节引流

瓶高度，使引流持续缓慢进行,约 2-4 日后根

据复查的脑部 CT 结果和引流情况拔除引流

管。  

结果  54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免冲洗钻孔引流

术，手术效果满意，全部治愈出院。手术并

发症：颅内感染 0 例、术后血肿复发 2 例， 

气颅 5 例。 

结论  因为免冲洗是在不改变血肿渗透压的情

况下将血肿排出颅外,而血肿渗透压不变可避

免血肿壁上的新生毛细血管渗出增加,还避免

了桥静脉的撕裂导致血肿腔内新鲜出血。另

外由于省去了冲洗步骤,从而减少了气颅和术

后感染的机会。因免冲洗引流术具有降低血

肿复发率和减少手术并发症 ,以及简便、易

行，效果良好等优点，现开始在临床逐渐推 

广应用。 

 
 
PO-1556 

集束化护理在预防急性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

染中的应用 
 

王红红 吴玉燕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在预防急性颅脑损伤患

者肺部感染中的应用。 

方法  采用比较分析法，选取从 2015 年 01 月

至 2015 年 06 月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收治的

急性颅脑损伤患者作为干预组，2015 年 01

月以前的类似病情且未实施集束化护理的患

者作为对照组。对干预组实施集束化护理措

施，观察记录各个患者的住院时间、住院费

用及治愈率。搜集对照组相关的住院信息，

对比分析两组数据。 

结果  本研究共选取 639 位患者，对照组 297

例，干预组 342 例。干预组的肺部感染率为

29.5%，对照组为 49.1%；平均住院时间，

干预组为 10.4 天，对照组 16.8 天；平均住院

费用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3.2 万元和 4.7 万

元。 

结论  集束化护理管理模式指导下的护理干预

措施在预防急性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中起

到很大作用：降低了我科室急性颅脑损伤患

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几率，有效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缩短住院时间，降低患者医疗费用；

使患者更好更快的恢复健康、回归社会的同

时也降低了院内感染的发生率。 

 
 
PO-1557 

外伤性脑积水基于手机 APP 平台的临床分型

研究设想 
 

党莹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研究设计出一款基于手

机 APP 平台关于外伤性脑积水的临床分型。 

方法  在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和国内标准化

组织文档,从 OSI(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

on)七层体系上不同的层次如网络层和传输层

着手,从时间、流量、可靠性等多个不同维度,

选择移动端使用最广泛的、最具有代表性的

下载类 AP P、视频类 AP P 作为研究对

象。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验测试,采用逻辑回归

模型最终建立了从网络参数到 QOE(quality of

 experience)的映射关系,提出了一种将具体 A

PP 移动网络的质量参数转化为医护人员体验

的模型。 

结果  通过参考下载类 APP 的图像智能识别

功能，并与外伤后患者颅脑 CT 图像进行智能

识别并匹配比较，计算差值，根据差值量的

分析，对外伤性脑积水进行一个临床分型。 

结论  针对智能识别功能对医学的发展方面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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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本设想的可行性。 

 
 
PO-1558 

不同部位颅脑外伤患者伤后认知功能障碍的

临床研究 
 

陈金明 杨少春 娄建云 罗军 丁观福 廖伟 欧阳龙强 程

伟 邹连生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颅脑外伤患者受伤后恢复期认知功

能障碍的临床特点。 

方法  采用蒙特利尔认知量表对 120 例颅脑外

伤患者（GCS 评分≧8 分）伤后恢复期进行认

知功能评估。分析比较颅内不同损伤部位

（幕上与幕下、大脑左右半球、额叶与顶叶

及枕叶、大脑表层及深部）认知功能状况及

临床特征。 

结果  120 例颅脑外伤患者认知障碍病例数及

患病率为 86 例(71.6％),评分(22.1±2.3)分。

伤后 1-3 天内认知障碍病例数及患病率为 86

例(71.6％),评分(22.1±2.3)分；伤后 4-7 天内

认知障碍病例数及患病率为 64 例(53.3％),评

分(20.1±2.3)分.伤后 8-15 天内认知障碍病例

数及患病率为 32 例(26.7％),评分(15.1±2.3)

分，伤后 15 天后认知障碍病例数及患病率为

13 例(10.8％),评分(9.1±2.3)分。幕下脑外伤

患者认知障碍患病率明显低于幕上组。 

结论  大脑外伤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明显高于小

脑外伤患者,大脑深部损伤患者知功能障碍较

其他部位患者恢复时间长、症状重。  

 
 
PO-1559 
Laparoscopy versus Mini-laparotomy Peri
toneal Catheter Insertion of Ventriculoper
itoneal Shunt: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
eta-Analysis 
 
He Mingliang,Liu Anmi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Sun Yat-Sen Memor

ial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120 

 

Objective  Ventriculoperitoneal shunt (VPS) 
is the main treatment method for hydrocepha
lus. The traditional operative approach for pe
ritoneal catheter insertion is mini-laparotomy.
 In recent years, laparoscopy assisted inserti
on is increasingly popular. It seems like tha
t endoscope could lower the incidence of sh
unt malfunction. However, there isn’t a cons

ensus about the benefits of laparoscopy-assi
sted peritoneal catheter insertion.  
Methods  A systematic search was perform
ed in Pubmed, Embase, ScienceDirect, and 
Cochrane Library databases. A manual sear
ch for reference lists was conducted. The pr
otocol was prepar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ve
ntional systematic reviews of Cochrane Han
dbook, and the article was written on the bas
is of the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
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is (PRISMA). 
Results  Eleven observational trials and tw
o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 were in
cluded. Seven operation-related outcome m
easures were analyzed, and three of these s
howed no difference between operative tech
niques. The results of the meta-analysis are 
as follows: rate of distal shunt failure was lo
wer (OR, 0.41; 95% CI, 0.25-0.67; P = 0.000
3), the absolute effect is 7.11 % for distal sh
unt failure, Number Needed to Treat is 14 (9
5 % confidence interval 8, 23), operative tim
e was shorter (MD, -12.84; 95% CI, -20.68--
5.00; P = 0.001), and blood loss was less in l
aparoscopic technique group (MD, -9.93; 9
5% CI, -17.56--2.31; P = 0.01). Besides that,
 a borderlin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
e tending to laparoscopic technique was obs
erved in terms of hospital stay (MD, -1.77; 9
5% CI, -3.67-0.13; P = 0.07). 
Conclusions  To some extent, laparoscopic 
insertion technique could yield a better progn
osis mainly because having a lower distal fail
ure rate and shorter operative time, which w
ould be clinically relevant. 
 
 
PO-1560 

婴幼儿创伤性脑梗塞 20 例临床分析 
 

薛伟明 王占祥 谭国伟 马永会 郭剑峰 姜月明 朱宏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探讨婴幼儿创伤性脑梗塞急性期的 

临床特点及早期诊断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分析了 20 例创伤性脑梗塞婴幼儿

病人的临床资料。  

结果  多数婴幼儿伤后早期表现为早期颅脑 C

T 检查结果无法解释的偏瘫、面瘫、失语, 而

意识障碍多较轻, 这类患儿如果早期明确诊断,

 经扩张血管、神经细胞保护剂、改善微循

环、高压氧等治疗后功能恢复良好。部分患

儿的早期表现则为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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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患儿的预后较差。  

结论  婴幼儿创伤性脑梗塞的诊疗关键在于早

期发现阳性体征，谨密分析病情，动态 CT 及

MRI 检查。伴有明显意识障碍的患儿预后

差，死亡率高。 

 
 
PO-1561 

颅脑外伤急性期内分泌功能改变临床分析 
 

薛伟明 王占祥 谭国伟 马永会 郭剑峰 姜月明 朱宏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探讨颅脑外伤急性期内分泌功能的

改变及临床意义。  

方法  动态监测 98 例颅脑外伤急性期患者的

皮质醇(COR)、四碘甲状腺原氨酸(T4)、抗利

尿激素(ADH)的激素水平,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颅脑外伤急性期即刻 COR、ADH 含量

急剧升高, ADH 增高水平在 1 周内最明显, 第

2 周逐渐降至正常，严重者可低于正常。CO

R 含量呈现一过性升高。急性颅脑损伤所介

导的 T4 变化表现迅速下降。颅脑损伤程度愈

严重, ADH 水平愈高, T4 水平愈低。  

结论  颅脑外伤急性期患者多种激素水平发生

改变；颅脑损伤程度越重,伤后急性期激素水

平改变越明显；颅脑外伤急性期患者体内多

种激素水平可以作为伤情评价和预后判断的

重要指标。 

 
 
PO-1562 

阵发性交感亢进合并硬膜下积液一例治疗探

讨 
 

冯毅 杨理坤 朱洁 林伟 王玉海 

解放军 101 医院 214044 

 

目的  介绍一个成功治疗顽固性硬膜下积液的

案例，并探讨去骨瓣减压术后患者发生脑脊

液动力学障碍的综合治疗。    

方法与结果  男性，50 岁，车祸致头部外伤行 

右侧血肿清除及去骨瓣减压术，手术顺利，

术后患者清醒，第十天后逐步昏迷，CT 提示

右侧额颞顶部硬膜下积液，中线左偏明显，

行积液钻孔引流术无效，伤后四十天转来我

院，入院时右骨窗严重凹陷，结合 CT 脑干受

压，考虑反常性脑疝，给予头低脚高及大量

补液后，患者神志好转，行颅骨修补术，术

后积液基本消失，于 10 天后再次发生同部位

严重硬膜下积液，钻孔引流无效，硬膜下腔

严重负压，考虑患者存在脑外伤后阵发性交

感亢进，长期过度通气，已有研究证实低二

氧化碳分压会严重降低脑顺应性，给予深度

镇静、机械通气后次日，二氧化碳正常，硬

膜下积液自行消失，同时脑室进一步扩大，

考虑正常压力脑积水行脑室腹腔分流，术后

神志再次下降，逐步调高压力后神志恢复到

术前。  

结论  去骨瓣减压术后硬膜下积液、反常性脑

疝、脑积水往往同时出现。阵发性交感亢进

会降低脑组织顺应性，造成钻孔引流无法清

除积液。治疗的根本方法除了尽早恢复颅骨

的完整性外，纠正低颅压、恢复脑组织的顺

应性也非常重要。继发于硬膜下积液的脑室

扩大往往无需处理。  

  
 
PO-1563 

颅底硬脑膜切口内减压策略预防脑外伤术中

急性脑膨出的研究 
 

冯毅 杨理坤 朱洁 林伟 王玉海 

解放军 101 医院 214044 

 

目的  探讨和评价颅底硬脑膜切口内减压策略

在重型颅脑外伤术中预防急性脑膨出的价

值。 

方法  将 26 例血肿型弥漫性脑肿胀的重型脑

外伤患者作为研究组，采用额底或颞底硬脑

膜切口，先清除部分血肿，待硬脑膜张力下

降后，再敞开脑膜，以防止术中发生急性脑

膨出。将以往采用大马蹄形硬膜瓣翻开减压

的 26 例病例作为对照组，对比两组差异。 

结果  研究组 26 例患者，均未发生不可逆性

脑膨出。和历史相同条件 26 例患者对照，采

用该策略患者术中不可逆性脑膨出发生率更

低，6 个月预后更好，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对于血肿型弥漫性脑肿胀患者，颅底硬

脑膜切口内减压策略可预防术中恶性脑膨出

的发生。 

 
 
PO-1564 

头部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相关因素分析 
 

刘世勤 徐学斌 

山东省东营市人民医院 257091 

 

目的  头部外伤的发病率大约占全身创伤的 3

3%，精神障碍的发生率约为 10%-70%。本

研究旨在探讨头部外伤后精神障碍发生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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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症状严重程度的相关因素，为阐明精神

障碍发病机制、筛选高危患者以及建立有效

的干预措施提供部分理论依据。 

方法  本研究能够顺利完成随访问卷调查的患

者共 101 例，由 1 名神经外科医生和 1 名神

经内科医生根据 DSM-IV 诊断标准诊断患者

是否患有精神症状。采用汉密顿精神量表（H

AMD）评价研究对象精神程度，使用问卷调

查患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经济状

况，以及入院病例中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

S）、手术情况、颅内血肿情况、脑干损伤情

况和脑损伤范围，和出院后是否出现残疾。 

结果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 GCS 评

分、手术情况、脑干损伤以及残疾与脑外伤

所致精神障碍有关联（P<0.05），GCS 评分

越高，发生精神障碍的风险越低，手术、脑

干损伤以及残疾可导致脑外伤后发生精神障

碍的风险增加；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 GCS

评分、手术情况以及残疾与脑外伤患者精神

症状严重程度有关联（P<0.05），GCS 评分

越高精神症状越轻，手术和残疾可导致精神

症状增加。 

结论  GCS 评分、手术情况、脑干损伤以及

残疾是脑外伤后精神障碍发生的影响因素、

手术情况以及残疾是脑外伤患者精神症状严

重程度的影响因素，临床治疗中应对高危患

者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降低精神障碍的

发生率。 

 
 
PO-1565 

应用电刺激治疗脑创伤大鼠神经功能损伤的

实验研究 
 

周子伟 张建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10196940 

 

研究目的 脑创伤后认知功能损伤，严重影响

了患者伤后的生活质量。然而至今，临床上

却依然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本实验旨在探

索电刺激治疗对大鼠脑创伤后认知功能损伤

的影响，为寻找治疗脑创伤后认知功能损伤

的新策略提供参考。 

研究方法 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 3

组：假手术组（Sham 组）、电刺激治疗组

（ES 组）、非电刺激治疗组（N-ES 组）。

对 ES 组和 N-ES 组大鼠行中度液压打击术

（2.1-2.3Kpa），ES 组大鼠在伤后每天接受

30 分钟经皮电刺激（强度为 5mA），持续 3

周。伤后 3 周，分别应用 Morris 水迷宫检测

各组大鼠逃避潜伏期及象限百分率的差异；

应用免疫组化法观察 CD34+和 VWF+微血管

形成情况；同时在伤后 0 天、1 天、3 天、7

天、14 天、21 天和 28 天，分别对各组大鼠

施内眦静脉丛取血，应用 PE-CD34+、FITC-

CD133+流式抗体染色，测定大鼠外周血内皮

祖细胞数量。 

研究结果 1、各组大鼠均表现出了学习能力(F

=235.93，P=0.000)，与 N-ES 组大鼠相比，

ES 组大鼠在第 3、4 和 5 天的实验中，表现

出更短的逃避潜伏期（P=0.000）；同时 ES

组大鼠在第 6 天的测试中，也表现出了更长

的象限百分率（P=0.025,）；2、和 N-ES 组

大鼠相比，ES 组大鼠创伤灶周围具有更多的

CD34+（P=0.008）和 VWF+（P=0.000）细

胞；3、在外周血内皮祖细胞的检测中，ES

组大鼠从伤后第 3 天至 21 天均较 N-ES 组具

有更高水平的内皮祖细胞。 

研究结论 本实验证明了电刺激具有改善大鼠

脑创伤后认知功能损伤的作用；其潜在机制

可能是其增加了大鼠脑创伤后外周血内皮祖

细胞数量，进而增加了 CD34+和 VWF+细胞

数量、促进了血管新生和微血管形成，改善

了创伤区周围脑组织的物质代谢，从而减少

了神经元的凋亡和促进了神经元再生。 

 
 
PO-1566 
Implantation of neural stem cells carrying
 galectin-1elicits long-term neuroprotecti
on against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 mice 
 

陈凌 1 陈俊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 

 

Galectin-1 (gal-1) is a β-galactoside-binding l
ectin that isnormally expressed in the brain a
t low levels and upregulated after injury. Con
trol neural stem cells (NE-4C)or cells carryin
g the secretory form of gal-1 (S-NE-4C) were
 implanted into the corpus callosum and stria
tum of adult mouse brains 1 hourafter control
led cortical impact, a well-established model 
of TBI. Neurological performance and lesion 
volumes were assessed up to 35 days post-
TBI.S-NE-4C implantation led to more potent
 neuroprotectionthanNE-4C alone, lesionsize,
and hippocampal CA3 neuronal death.Gal-1 
treatmentprotected cultured oligodendrocyte 
progenitor cells against excitotoxicity and red
uced the production of tumor necrosis fa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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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α and nitric oxide after lipopolysaccharide 
stimulation in microglial cell cultures. Our no
vel findings suggest thatimplantation of neur
al stem cells carrying the secreted form of ga
l-1 providespotent neuroprotection against T
BIby targeting gray matter, white matter, and
 microglial function. 
 
 
PO-1567 

标准大骨瓣减压与常规去骨瓣减压在重型颅

脑损伤患者中的疗效对比分析 
 

何佳伟 谭国伟 王占详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对比研究标准大骨瓣减压与常规去骨瓣

减压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的疗效。   

方法  对比分析接受标准大骨瓣减压和常规去

骨瓣减压的 130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并

发症、预后及 GOS 评分，应用 χ2 检验、t 检

验及方差分析对比分析两组的预后、并发症

及 GOS 

结果  130 例患者中 70 例采用标准大骨瓣减

压，60 例采用常规去骨瓣减压，标准组有效

率 79%，明显高于常规组 60%组（P＜0.0

5）,标准组术后预后好，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

于常规组，术后 GOS 评分标准组高于常规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标准大骨瓣减压在重型颅脑损伤救治规 

范治疗中疗效显著，可有效降低患者死亡

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和生

活质量，值得推广。 

 
 
PO-1568 

抗肿瘤药物蓓萨罗丁通过 APOE 对创伤性颅

脑损伤发挥保护作用 
 

钟建军 刘汉 何骏驰 吴精川 黄志坚 张洪荣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抗肿瘤药物蓓萨罗丁已被证实能在多种 

慢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发挥保护作用，但

目前仍不清楚其是否对创伤性颅脑损伤(traum

aticbrain injury, TBI)具有保护作用。本研究旨

在探索蓓萨罗丁对 TBI 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C57BL/6 小鼠（n=90）和载脂蛋白 E

基因敲除（APOE-KO)小鼠（n=60）各自被

均分成三组（假手术组，溶剂组，蓓萨罗丁

组）并用于构建控制性皮质撞击(CCI) 模型，

伤后每天经腹腔注射蓓萨罗丁溶液（5 mg/k

g）或溶剂，并分别于 CCI 后 1，3，7，14

天检测运动功能、学习和空间记忆功能，以

及伤灶周围炎症因子水平、小胶质细胞聚集

数量、细胞凋亡率等指标，并对各项结果行

统计分析。 

结果  蓓萨罗丁显著改善 C57BL/6 小鼠伤后

的运动功能，减低 NSS 评分（P=0.01, <0.0

5）， 提高爬杆测试成绩（P=0.00, <0.0

5），增加其在旋转木上停留时间（P=0.02, <

0.05），并减轻 CCI 导致的记忆功能障碍（P

=0.04, <0.05）；但对于 APOE-KO 小鼠，蓓

萨罗丁除了显著减低其 NSS 评分（P=0.00, <

0.05）以外，未能提高爬杆测试和旋转木测

试成绩（P=0.42, >0.05； P=0.14, >0.05

 ），也未能显著改善其空间记忆（P=0.16, >

0.05）。进一步研究发现，蓓萨罗丁能够显

著减低 C57BL/6 小鼠创伤灶周围的炎症因子

（IL-1b, IL-6, TNF-α）水平（P=0.00, <0.0

5；P=0.03, <0.05；P=0.00, <0.05），抑制

小胶质细胞的聚集（P=0.01, <0.05），减轻

细胞凋亡水平（P=0.04, <0.05）。然而对于

APOE-KO 小鼠，蓓萨罗丁并未对炎症因子

（IL-1b, IL-6, TNF-α）水平（P=0.39, >0.0

5；P=0.57, >0.05；P=0.18, >0.05；）和小

胶质细胞聚集（P=0.23, >0.05）以及细胞凋

亡水平（P=0.18, >0.05）产生显著影响。 

结论  蓓萨罗丁减轻小鼠 TBI 后伤灶周围炎症 

反应并抑制细胞凋亡，进而改善神经功能，

且这些保护性作用可能是通过 APOE 来发挥

的。 

 
 
PO-1569 

重度颅脑外伤患者阵发性交感神经过度兴奋

的临床特征分析及治疗 
 

陈宝敏 陆培松 孔杰 李巧玉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目的  讨论重度颅脑外伤患者发生阵发性交感

神经过度兴奋（paroxysmal sympathetic hyp

eractivity， PSH）时的临床特征，对其进行

积极有效预防及治疗，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改善患者预后。 

方法  选取 20 例发生阵发性交感神经过度兴

奋的重度颅脑外伤患者，对其性别、年龄、

诊断、临床表现及实验室器械检查进行分析

比较，归纳总结对此类患者的诊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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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0 例中男性患者 14 例，女性患者 6

例，年龄在 22~65 岁之间，其中 16 例患者均

行单侧或双侧颅内血肿清除术及去骨瓣减压

术，4 例予保守治疗。这些患者在受伤或手术

后 1 周内出现阵发性交感神经兴奋过度发

作，但病程长者可发生在数周甚至数月后。

每位患者发作频率及持续时间无明显规律，

可 1 日数次或数日 1 次，发作持续时间一般

少于半小时。入院后行头颅 CT 及 MR 检查提

示不同部位脑损伤，但脑干、胼胝体、基底

节区及侧脑室旁的损伤易引起阵发性交感神

经过度兴奋的发生。20 例患者予积极药物治

疗及对症处理后绝大多数良好疗效。 

结论  重度颅脑外伤患者易发生阵发性交感神

经过度兴奋，须引起重视，早期积极有效的

预防和治疗，能改善患者的预后。 

 
 
PO-1570 

颅脑损伤后导致癫痫的临床分析 
 

张珍华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颅脑损伤导致癫痫的高危因素、临

床特征。  

方法  回顾分析 5 年中重颅脑损伤 886 例资

料，保守治疗颅脑外伤患者 212 例，手术治

疗颅脑外伤患者 674 例，（0-5）年共有 186 

例并发外伤性癫痫。 

结果  GCS 评分、脑皮层挫裂伤、血肿大小

及位置等因素均与颅脑外伤后癫痫发生密切

相关，及时清除脑内血肿、腰穿排除血性脑

脊液、使用尼莫地平有利于降低癫痫发生

率。  

结论  1.颅脑损伤后的癫痫发生主要与 GCS

评分、脑皮层挫裂伤、血肿大小成正比例关

系；2.皮层损伤位置，血肿位置关系密切，

额、颞发生癫痫比例高；3.及时清除脑内血

肿、腰穿排除血性脑脊液、使用尼莫地平可

降低颅脑损伤后癫痫发生率。   

 
 
PO-1571 

创伤性脑损伤术后血浆渗透压变化及其与 IC

P、CPP 及预后相关性 
 

何朝晖 周维多 刘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动态测定创伤性脑损伤术后患者血浆渗 

透压变化，并探讨血浆渗透压水平与颅内压

（ICP）、脑灌注压（CPP）及预后之间的关

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重庆市急救中心神经外科从

2012-05 至 2014-08 入院后行开颅手术的颅

脑损伤患者 59 例，在术后 1~5 天测定血浆渗

透压水平，并结合 ICP、CPP 及患者预后进

行分析。 

结果  术后血浆渗透压水平与 ICP 呈负相关

（P<0.05），与 CPP 呈正相关（P<0.0

5）。开颅术后预后不良者的血浆渗透压水平

明显高于预后良好者（P<0.05）。 

结论  创伤性脑损伤术后血浆渗透压水平的

变。 

 
 
PO-1572 

对冲性双额叶脑挫裂伤的救治体会 
 

黄乾亮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分析对冲性双额叶脑挫裂伤的临床特点

及救治方法，探讨对冲性双额叶脑挫裂伤患

者的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05 月至 2016

年 05 月 101 例对冲性双额叶脑挫裂伤患者的

外伤情况、临床特点、救治经过及预后。 

结果  71 例患者行开颅脑挫裂伤清除并去骨瓣 

减压术，30 例患者保守治疗，3 月后依据 G

OS 评分评估预后：良好 84 例（83.17％

 ），中度残疾 9 例（8.91％），重度残疾 5

例（4.95％），死亡 3 例（2.97％）。 

结论  对冲性双额叶脑挫裂伤病情变化快，容

易出现中心疝危机患者生命。密切监测患者

病情及颅内压变化情况，动态复查 CT，早期

手术能有效地改善患者预后，降低死亡率。 

 
 
PO-1573 

血管重塑对小鼠颅脑创伤后神经功能恢复的

作用及机制 
 

程崇杰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背景及目的  最新研究显示，血管重塑与神经

再生密切相关，本文探讨膜粘连蛋白Ⅱ对颅

脑创伤后血管重塑及神经功能的影响及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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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在小鼠上建立通过精确皮质打击模型，

实验组在脑室内注射膜粘连蛋白Ⅱ，伤后通

过 NSS 评分、转棒实验和水迷宫实验检测其

对颅脑创伤后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通过 Ne

stin、PSA-NCAM、NeuN 分别标记神经干细

胞、成神经细胞、神经元，再与增殖标记物

Brdu 行双重染色检测膜粘连蛋白Ⅱ对颅脑创

伤后神经干细胞增殖、成神经细胞迁移、神

经元再生的影响；分离脑皮质微血管并提取

mRNA，检测膜粘连蛋白Ⅱ对伤后血管内皮

分泌神经营养因子的影响。 

结果  膜粘连蛋白Ⅱ能显著提高伤后 28 天内

NSS、转棒实验行为学表现（P<0.05），水

迷宫实验中实验组小鼠的空间记忆能力明显

优于对照组小鼠（P<0.05）；膜粘连蛋白Ⅱ

对伤后神经干细胞分裂增殖无显著作用（P>0.

05），却能促进成神经细胞迁移和增加后期

伤灶区域新生神经元的数量（P<0.05）；膜

粘连蛋白Ⅱ提高伤后脑组织皮质微血管内 BD

NF、VEGF 基因的转录水平（P<0.05）。 

结论  在颅脑创伤后，膜粘连蛋白Ⅱ能促进内

皮细胞分泌神经营养因子 BDNF/VEGF，这

些因子能吸引成神经细胞沿着血管网走行向

受伤区域迁移，到达伤灶后发育为成熟的神

经元，从而参与伤后的神经修复重建，最终

促进伤后神经功能恢复。该发现从分子水平

阐释了膜粘连蛋白Ⅱ通过微血管参与神经功

能重建的作用机制，是对“血管神经单元”学说

的重要补充。 

 
 
PO-1574 

载脂蛋白 E 短肽抑制脑创伤后细胞毒性脑水

肿 
 

曹芳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动脉粥样硬化模型中，APOE 敲除后神

经炎症反应加重，促进水通道蛋白 4（AQP-

4）过表达。缺血性脑损伤后，给予载脂蛋白

E（APOE）短肽 COG1410 干预后明显减轻

细胞毒性脑水肿。而创伤性脑损伤（TBI）后

COG1410 对细胞毒性脑水肿的影响目前暂无

研究报道。本文拟在动物模型研究 COG1410

对 TBI 后损伤灶周边脑组织内 AQP-4 表达及

表观扩散系数（ADC）值的影响，评价 COG

1410 对 TBI 后细胞毒性脑水肿的影响。 

方法 （1）以 PSI 颅脑损伤撞击器精确打击

制备成年雄性 C57BL/6J 鼠 TBI 模型,随机分

为正常对照组、假手术组、TBI+生理盐水组

和 TBI+COG1410 干预组；（2）伤后 1、3

天采用 western blot、RT-PCR 及免疫组化法

检测损伤灶周边脑组织内 AQP-4 表达；

（3）伤后 1、3 天采用 7T MRI 进行 DWI 像

扫描，采集损伤灶周边脑组织 ADC 值。 

结果 （1）COG1410 明显抑制 TBI 后 1、3

天损伤灶周边脑组织内 AQP-4 基因及蛋白过

表达，减少损伤灶周边脑组织内 AQP-4 阳性

细胞数（P<0.05）；（2）COG1410 抑制 T

BI 后 1 天损伤灶周边脑组织 ADC 值降低，但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明显抑

制 TBI 后 3 天损伤灶周边脑组织 ADC 值降低

（P<0.05）。 

结论 COG1410 明显抑制 TBI 后细胞毒性脑

水肿。  

 
 
PO-1575 

开颅手术术中电刀对皮下积液的临床观察分

析 
 

吴淼经 祝新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使用电刀对开颅手术中使用电刀对

头皮下积液的影响。 

方法 403 例开颅手术非随机分成三组，不使

用电刀组 114 例，部分电刀组 202 例和全程

电刀组 87 例。记录术后是否使用术区引流

管、术后骨瓣是否还纳、术后引流量、留置

引流管时间、以及其他因素：包括术中出血

量和并发症。 

结果 不使用电刀组 3 例（2.63%），部分电

刀组 40 例(19.8%)术后出现皮下积液，而全

程电刀组 36 例(41.4%)出现皮下积液，(P <0.

001)；不使用电刀组 0 例出现皮瓣坏死，部

分电刀组 1 例(0.5%)术后出现皮瓣坏死，而

全程电刀组 20 例(23%)出现皮瓣坏死，(P <0.

001)；但不使用电刀组及部分电刀组较全程

使用电刀组术中出血量增多。 

结论 用电刀分离皮瓣、切开分离肌肉减少了

术中出血量，缩短了开颅时间，但增加了术

后皮下积液和皮瓣坏死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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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76 

血小板反应素-1 在小鼠颅脑创伤中的神经保

护作用 
 

程崇杰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背景及目的  血小板反应素-1（TSP-1）是一

种由星形胶质细胞分泌的胞外基质蛋白，介

导细胞间信号转导。以往研究证实 TSP-1 能

明显抑制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另一方

面，也有体外研究证实 TSP-1 具有促进突触

生长的功能。血管再生和突触再生都是影响

颅脑创伤功能恢复的重要环节，为阐明 TSP-

1 在颅脑创伤中的确切作用，本文拟研究 TS

P-1 对神经损伤及修复再生的影响。 

方法  在小鼠体内建立精确皮质打击模型，伤

后 1 天检测血脑屏障通透性（伊文思蓝染料

渗出），在伤后 21 天检测血管生成标记物

（VEGF、Ang-1）、突触再生标记物（Syna

ptophysin）、神经营养因子(BDNF)在脑皮质

中的表达以及伤灶体积（H.E 染色）。此外，

伤后 3 周内我们动态检测了小鼠的行为学变

化（神经功能评分，水迷宫）。 

结果  相对于野生型小鼠，TSP-1 基因敲出鼠

伤后表现为：血脑屏障通透性显著增高；伤

侧脑皮质 VEGF、Ang-1 表达增加，微血管密

度无明显变化；健侧脑皮质中 Synaptophysin

和 BDNF 表达显著降低；伤灶体积无明显变

化；运动功能和记忆功能明显减退。 

结论  即使存在抑制血管生成的潜在风险，TS

P-1 在颅脑创伤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修复作用，

通过早期维持血脑屏障稳定性和后期促进突

触再生，最终促进神经功能恢复。 

 
 
PO-1577 

载脂蛋白 J 促进小鼠颅脑创伤后的神经功能

恢复 
 

黄志坚 程崇杰 钟建军 张洪荣 滕志朋 吴越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颅脑创伤是神经外科的常见病，具有高

致残致死率的特点，目前仍缺乏有效治疗手

段。载脂蛋白 J 是中枢神经系统重要的载脂

蛋白，在神经免疫和神经修复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本研究探讨载脂蛋白 J 对颅脑创伤的

保护作用。 

方法  在 C57/BL 小鼠建立控制性皮层撞击损 

伤模型（controlled cortex impact ，CCI）模

拟 TBI，将小鼠分为假手术组，对照组和 Apo

J 组，ApoJ 组伤前侧脑室注射重组人 ApoJ

蛋白，对照组给予血清白蛋白。首先 western

 blot 检测 ApoJ 在伤后 6 小时，1 天，3 天，

5 天，7 天，14 天，28 天的表达变化。然后

在伤后 24 小时，利用 western blot 检测伤灶

组织的氧化应激标志物 3-NT 和 4-HNE，补

体反应产物 C3b 和 C5b-9；PCR 检测 TNF-

α、IL-1b，IL-6 等炎症因子表达，组织免疫荧

光检测伤灶的星型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激

活反应以及存活神经元数量，伊文思蓝染色

检测血脑屏障通透性，干湿重法检测脑水

肿。最后利用 NSS 和水迷宫等行为学评分评

估伤后小鼠的运动和认知功能恢复。 

结果  ApoJ 在伤后 6 小时表达升高，并持续 5

天，然后逐渐下降，到 28 天为正常水平。伤

后 24 小时，ApoJ 组的氧化应激标志物 3-NT

和 4-HNE，以及补体激活产物 C5b-9 都明显

低于对照组（P< 0.05）； ApoJ 组的星形胶

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激活数量明显低于对照

组,且 ApoJ 组的炎症因子 IL-1b，TNF-α 表达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ApoJ 组

的血脑屏障通透性破坏和脑水肿也明显低于

对照组（P< 0.05）；与此同时，ApoJ 组的

皮层及海马区存活神经元数量明显高于对照

组（P< 0.05）；NSS 评分显示 ApoJ 组伤后

运动功能恢复优于对照组，但二者的水迷宫

实验没有区别。 

结论  ApoJ 蛋白在颅脑创伤中具有抗炎、抗

氧化应激、促进神经修复等保护作用，这提

示 ApoJ 可能是 TBI 的一个潜在的治疗靶点。 

 
 
PO-1578 

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胃肠

道功能的影响 
 

何苗 熊左隽 吴志敏 马杰 张章 张涛 王代旭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 43001

4 
 

目的  探讨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于重型颅脑损

伤患者胃肠道功能的影响及营养效果。  

方法  将我院收治的 68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

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均给予

常规对症支持治疗。受伤后 12-24 小时对照

组给予早期肠外营养，观察组给予早期肠内

营养。分析观察患者 12 周内胃肠功能变化及

患者营养治疗效果。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48 

 

结果  观察组胃肠道功能障碍发生率显著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血清总蛋白、白蛋白、血红蛋白与对照

组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治疗后 14 天及 28 天肱三头肌皮褶厚

度及上臂周径均与对照组差异不明显，无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肠内营养支持治疗利于重型颅脑损

伤患者胃肠道功能恢复，肠内营养支持胃肠

道并发症少，营养效果好，使用方便，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PO-1579 

单纯硬膜外血肿并脑疝患者术中及术后早期

再灌注损伤的成因分析 
 

胡连水 王文浩 林洪 林俊明 罗飞 李君 张源 

解放军第 175 医院暨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神经外

科， 南京军区创伤神经外科中心 363000 

 

目的  探讨急性硬膜外血肿术中及术后早期并

再灌注损伤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 206 例单纯硬膜外血肿致脑疝患者

手术的临床资料，对并发再灌注损伤的危险

因素行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12 例患者血肿清除后出现正常灌注压突

破性水肿甚至出血。其主要 CT 表现为受压部

位脑组织立即出现血脑屏障的破坏，局部出

现低密度水肿带或灶性出血；主要 MRI 表现

为血肿下方出现的 DWI 高信号、ADC 高信号

的限局性损伤，病变区域的血管较对侧差异

不大，部分可见扩张的血管。统计结果显示

脑疝持续时间（≥2 小时，odds ratio [OR] 61.

617，p=0.001）、血肿厚度（≥40 mm，OR

10.051， p=0.018）、年龄（<12 岁或>65

岁，OR 5.723，p=0.121）以及血肿部位

（非颞部，OR 5.507，p=0.097）与之显著

相关。而性别、术前 GCS 评分、术前休克、

血肿最大径、术前中线移位、环池受压形态

等对灌注突破的形成相关度不大（p>0.2

0）。再灌注突破病例与继发大面积脑梗病例

预后结果相当，术后 3 个月 GOS 评分无显著

差异（3.83±1.19  vs. 3.88±1.22 分，P=0.89

9），明显劣于正常患者（GOS 4.89±0.47

分）。 

结论  单纯硬膜外血肿并脑疝患者术中术后早

期继发再灌注脑损伤的发生率仅 5.83%，但

致死致残率高达 58.3%。术前脑疝时间超过 2

小时，血肿厚度超过 40mm、血肿分布主要

位于非颞部的儿童或老年患者，应警惕再灌

注损伤的发生并采取控制性减压的手术策

略。 

 
 
PO-1580 

可调压式脑室-腹腔分流管治疗脑积水 25 例

临床分析 
 

吴俊 熊左隽 王潞 徐浩 范明波 幸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 43001

4 
 

目的  探讨可调压式脑室-腹腔分流管治疗脑积

水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2015 年应用可调

压式脑室腹腔分流管治疗的 25 例脑积水的临

床资料，并与同期采用固定压力分流管的 15

例病例资料进行对比。 

结果  术后 3-6 月全部随访，可调压组（A

组）优良 21 例（84%），固定组（B 组） 优

良 11 例（73%），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可调组（A 组）并发症发生 2 例

（8%），固定组（B 组）并发症发生 4 例

（27%）,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可调压式脑室-腹腔分流管治疗脑积水并

发症少，疗效满意，值得临床推广。  

 
 
PO-1581 

手术治疗眶-颅脑木枝穿通性损伤 2 例 
 

陈宝智 王义彪 邹文辉 程涛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目的  探讨眶-颅脑木枝穿通性损伤的术前必要 

影像检查及手术关注点。  

方法  分析 2 例被木枝穿通眶-颅脑损伤并发

木枝异物存留眶颅内的成年男性患者的病历

资料，根据损伤部位在眶、前颅底、额叶底

面、脑室、胼底体、顶叶等的解剖特点，术

前要求行 CT 平扫、颅底骨质结构重建、脑血

管重建等检查，明确木枝异物在颅内的位

置、行程、形状，木枝异物与重要脑结构、

脑血管的毗邻关系，做好充分准备。手术关

键要显露眶颅入口，做冠状皮瓣，患侧骨瓣

（眉弓-前颅底骨+额部骨瓣）入路，充分显

露前颅底，硬膜外入路，接近木枝异物入颅

处颅底骨质予咬除，剪开破损硬脑膜，充分

松解后才可在显微镜直视下缓缓拨出木枝异

物，必要时在木枝异物盲端处开颅显露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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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端，防止拨出木枝异物时再次损伤出

血。本组 2 例患者经上述步骤处理后木枝异

物较容易拨出，颅脑损伤创道未发生活动出

血。拨除木枝异物后行创道冲洗、清创、止

血，破损硬脑膜严密修补，颅底缺损骨质修

补重建。同时眶部清创，眼球破裂行眼球摘

除术。术前术后针对 G+细菌选用抗生素治

疗。  

结果  2 例患者中，1 例痊愈，另 1 例重残。2

例均未发生新的脑损伤，未出现脑脊液漏。  

结论  眶-颅脑穿通性损伤，术前必须做好必要

的影像检查及充分准备，眉弓-前颅底+额部

骨瓣入路能充分显露木枝异物入颅处，也易

于硬脑膜修补及颅底重建，防止脑脊液漏而

并发的继发颅内感染。 

 
 
PO-1582 

亚低温疗法在重型颅脑损伤治疗中的作用分

析 
 

马宝林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第一医院 361022 

 

目的  分析亚低温疗法在重型颅脑损伤治疗中

的作用。 

方法  择取重型颅脑损伤患者 100 例，按照抛

硬币法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每组均 50 例。

对照组：男女占百分比分别为 56%（28/50）

与 44%（22/50），年龄范围为 15-44 岁，中

位数年龄为 31.3 岁；发病时间最短的 20mi

n，最长的 2.8h，平均发病时间为 0.9 小时；

28 例车祸伤，20 例坠落伤，2 例打击伤；治

疗组：男女所占百分比分别为 54%（27/50）

与 46%（23/50），年龄范围为 14-46 岁，中

位数年龄为 32.6 岁；发病时间最短的 15mi

n，最长的 3.0h，平均发病时间为 1.0h；30

例车祸伤，16 例坠落伤，4 例打击伤。对两

组患者的病例资料均进行严密的分析对比，

无明显差异，P<0.05，进行统计学分析。两

组患者均给予基础治疗，严密观察病情与体

征变化，包括血压、呼吸、心率、血氧饱和

度指标，52 例行血肿清除与骨瓣减压，48 例

行气管切开治疗，部分患者给予 ICP 与 CVP

监测。治疗组给予亚低温疗法，措施为：接

受手术治疗后或者入院后即刻进行降温，可

采取密切贴敷式进行全身降温，给予 50mg

氯丙嗪、50mg 异丙嗪、100mg 哌替啶肌肉

注射，0.5h 后给予物理降温、冰帽降温、全

身冰毯降温等方式加用冬眠合剂进行治疗，

包括 100mg 氯丙嗪、100mg 异丙嗪、200-4

00mg 卡肌宁、0.9%氯化钠 500mL 微量泵静

脉点滴治疗，6-8h 后肛温降至 32-35C 之

间，依患者心率、体温、血压、肌张力等指

标对药物剂量及时进行调整，使其血压≥70m

mHg，无寒战等情况，连续帮助患者降温 3-7

d 左右，对患者的 ICP 进行监测，趋于正常

水平后可停药，使其处于自然复温状态下。 

结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分

别为 72%与 46%，病死率分别为 20%与 4

4%，比较两组数据差异显著，P<0.05；另

外，比较两组患者的 ICP、血糖值指标水平

均差异显著，P<0.05。 

结论  治疗组采取亚低温治疗后，总有效率达

到 72%，病死率仅为 20%，与对照组相比数

据差异显著，P<0.05；另外，比较两组患者

的 ICP、血糖值指标水平均差异显著，P<0.0

5。由此可进一步得知，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

而言，给予亚低温疗法的应用效果显著，可

有效改善患者预后，治疗方案安全可行，可

明显降低患者病死率，提高治疗存活率，值

得推荐采纳。 

 
 
PO-1583 

气管内吸引术对重型颅脑损伤急性期病人的

影响  
 

杨磊 

江阴人民医院 214400 

 

目的  评价气管内吸引术(ETS)对急性期内重

型颅脑损伤病人颅内压(ICP)，脑灌注压(CP

P)，脑组织氧分压(PbtO2)，以及血气指标的

影响。 

方法  重型颅脑损伤病人在急性期因病情需要

均接受药物镇静和机械通气等抢救措施，观

察并记录 ETS 前后病人 ICP、MAP、CPP、

PbtO2、血气指标的变化，并进行统计学对比

分析。 

结果  本组 41 例重型颅脑损伤病人共接受 

156 次 ETS 操作，其中 59 次 ETS 操作过程

中，病人因为未达到完全的药物镇静状态而

出现呛咳/躁动等反应；另外 97 次 ETS 操作

中病人均保持完全镇静状态。与 ETS 操作前

相比，ETS 中呈完全镇静状态的病人和出现

呛咳/躁动的病人，ETS 后 ICP 变化平均值分

别为 2.2±3.9mmHg 和 12.3±4.5mmHg（P<0.

01）；CPP 变化均值分别为 6.3±7.1mmHg

和-5.5±8.0mmHg（P<0.01）；PbtO2 变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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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分别为 2.3±2.4mmHg 和-4.2±3.3mmHg

（P<0.01）。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急性期病人在进行 ETS

过程中，因镇静深度不够而呈现呛咳/躁动的

病人，一般均可发生明显的脑缺血和缺氧，

从而引起脑的继发性脑损伤。在进行 ETS 操

作前应常规追加镇静药物，让病人处于完全

镇静状态后再进行 ETS，可以有效地避免 ET

S 给病人带来的风险。 

 
 
PO-1584 

脑电双频指数(Bis)指导下镇静在亚低温治疗

中的应用研究 
 

王沪旭 

江阴人民医院 214400 

 

目的  探讨 Bis 指导镇静联合亚低温治疗的治

疗效果及其并发症的研究。  

方法  选择 23 例 GCS 评分 8-12 分的重症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将患者分

为实验组 11 例与对照组 22 例，实验组采用

BIS 监测镇静联合亚低温治疗的方法，对照组

采用单纯镇静联合亚低温治疗，对 2 组患者

的颅内压控制情况及并发症如低钾血症，胃

瘫，凝血功能紊乱及肺部感染等并发症进行

对比研究   

结果  实验组及对照组均降低了重症脑科患者

的颅内压，在低钾血症及凝血功能紊乱、胃

瘫等并发症方面无明显差异，实验组的肺部

感染发生率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但在肺部

感染严重程度及耐药菌感染方面优于对照组  

讨论  Bis 指导镇静联合亚低温治疗的并发症

尤其是导致患者入院 ICU 时间延长及病情加

重的肺部感染方面优于普通亚低温治疗组，Bi

s 适用于指导亚低温治疗患者的镇静治疗。 

 
 
PO-1585 

重型颅脑损伤去骨板减压术后硬膜下积液发

生机制及治疗方法探讨 
 

马宝林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61022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损伤去骨瓣减压术后硬膜

下积液的发生机制和治疗方法。 

机制  （1）蛛网膜破裂、活瓣形成学说；

（2）血脑屏障破坏，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强，

血浆成分渗出，积液聚集于硬膜下腔，蛋白

含量高，渗透压升高，周围脑细胞水分和蛛

网膜下腔脑脊液增多。老年患者脑萎缩，颅

内游离间隙增大，蛛网膜下腔脑脊液增多，

导致本病发生；（3）术后过度脱水，脑体积

萎缩，脑脊液渗漏于硬膜下腔，致积液增

多；（4）脑脊液吸收障碍学说：脑挫伤坏

死、术后脑水肿、脑血管痉挛致蛛网膜粘

连，脑脊液循环受阻，局部形成硬膜下积

液。方法：对去骨瓣减压术后并发硬膜下积

液 32 例患者回顾性分析。对于积液量较多、

脑室受压症状明显的患者；动态 CT 检查积液

量增多的患者，采用静脉留置针穿刺引流治

疗。操作：（1）仰卧位，头偏向健侧，清洁

穿刺部位皮肤，消毒，自积液最低位向积液

中心穿刺，留置针进入硬膜下腔即退针芯,透

明敷贴覆盖固定,骨窗外垫 2～3 块纱布，弹力

网包扎；（2）平卧头低位 15°～20°，卧向患

侧，促进脑复位，引流袋置于耳屏水平；（3)

引流 5～7 天，静脉补液 2500ml 左右。 

结果  13 例进展型和脑室受压症状明显和 19

例消退型和部分稳定型患者采用静脉留置针

穿刺引流，临床症状均得到缓解和治愈。 

结论  静脉留置针穿刺引流治疗去骨瓣减压术

后硬膜下积液有以下优点：(1)无创面,恢复快,

无瘢痕；(2)密闭性好,易固定；(3)留置针进入

硬膜下腔即退针芯,不伤及脑组织。透明敷贴

覆盖留置针,不易脱管、方便观察穿刺部位；

(4)简便易行，直接穿刺，不必更换针头;外出

检查,用活塞夹夹住延长管即可，易于翻身、

叩背、吸痰等操作；(5）保留 5～7 天，避免

反复穿刺抽液造成痛苦与恐惧。因此，采用

静脉留置针穿刺引流治疗去骨瓣减压术后硬

膜下积液，效果满意。 

 
 
PO-1586 

重度颅脑损伤去骨瓣术后超早期颅骨修补术

的临床观察 
 

林群 蔡建勇 陆川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目的  通过临床观察，探讨重度颅脑损伤患者

去骨瓣术后超早期颅骨修补的可行性及治疗

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5 月

因重度颅脑损伤行标准大骨瓣减压术的患者 1

31 例，随机分为超早期（28-48 天）颅骨修

补组 63 例，及早期（90-124 天）颅骨修补

组 68 例。比较超早期颅骨修补组患者和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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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骨修补组患者术中分离难度、出血情况

等，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等。通过日常生活能

力量表（ADL）统计分析患者伤后半年的生

活质量情况。 

结果  超早期修补组术中难度与早期修补组相

仿。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无明显差异。半年的

生活质量评分提示超早期修补组较早期修补

者好（两者据有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重度颅脑损伤去骨瓣术后患者，超早期

颅骨修补较早期颅骨修补的并发症发生率等

无明显差异。远期预后超早期组较早期组有

优势。因此，超早期行颅骨修补临床可行，

在选择合适治疗患者前提下，可考虑行超早

期颅骨修补。 

 
 
PO-1587 

血府逐瘀汤+丹参注射液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

引流术后复发 19 例 
 

童友良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医院 364300 

 

目的  探讨血府逐瘀汤+丹参注射液治疗慢性

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复发的机制及其疗

效。 

方法  对 19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

复发的病人给予血府逐瘀汤加减+丹参注射液

20ml 静脉滴注治疗。  

结果  血府逐瘀汤加减+丹参注射液 10ml 静脉

滴注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疗效率 100%。 

结论  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复发通过

血府逐瘀汤加减+丹参注射液 20ml 静脉滴注

治疗可以取得满意疗效，大都不需要再次手

术引流或开颅手术。 

 
 
PO-1588 

颅脑外伤患者血浆中类胰蛋白酶含量测定的

临床意义 
 

郭建忠 魏尧 吉宏明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12 

 

目的  通过测定颅脑外伤患者血浆中类胰蛋白

酶的含量变化，探讨类胰蛋白酶检测对颅脑

外伤患病情评估的意义。 

方法  实验纳入对照组 20 例、颅脑外伤组 40

例，采用荧光酶联免疫法，利用过敏原自动

检测仪测定样本血浆中类胰蛋白酶的含量。 

结果  对照组血浆类胰蛋白酶含量为 2.97±1.0

5μg/L；颅脑损伤组血浆类胰蛋白酶含量与对

照组血浆类胰蛋白酶含量无明显差异；但重

型颅脑损伤患者类胰蛋白酶含量与对照组比

较有明显差异。 

结论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血浆类胰蛋白酶含量

明显增高，血浆类胰蛋白酶含量测定对颅脑

外伤患者病情评估及预后判断有帮助。 

 
 
PO-1589 

颅脑创伤患者预后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

—从预言到预测  
 

田恒力 陈世文 郭衍 王敢 高文伟 曹合利 居世明 王韧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建立并验证预测脑外伤患者 30 d 内死

亡率及 6 个月预后不良率的预测模型.  

方法  收集 1 016 例中重度脑外伤患者临床资

料用作预测模型建立数据.系统分析入院相关

危险因素与预后关系,Logistic 回归建立不同的

预测模型,通过拟合优度检验和计算 C 统计值

(ROC 曲线下面积)观察模型性能.内、外部验

证模型并最终确定预测模型,开发脑外伤患者

预后预测工具。 

结果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高龄、瞳孔对光

反射消失、运动 GCS 评分下降、异常 CT 特

征和异常常规实验室检查是脑外伤患者预后

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入院危险因素建立

的预测模型性能良好(拟合优度检验 P ＞0.05,

C 统计值 0.709～0.882).内部验证表明模型无

过度乐观,外部验证证实预测模型外部适用性

强(拟合优度检验 P＞0.05,C 统计值 0.844～0.

992). 

结论  建立的预测模型可以早期、简单且准确

地预测脑外伤患者的预后,脑外伤患者预后预

测工具可用于辅助临床决策的制定.  

 
 
PO-1590 

颅脑外伤术中急性脑膨出的临床分析及处理 
 

刘青 童友良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医院外二科 364300 

 

目的  研究和分析重型颅脑外伤开颅术中急性

脑膨出的原因以及治疗的方式。 

方法  收治重型颅脑外伤开颅术中急性脑膨出

患者 38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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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迟发型颅内血肿 18 例，急性弥漫性脑

肿胀 10 例，严重广泛脑挫裂伤 7 例，脑组织

急性缺氧缺血 3 例。随访 6 个月，根据格拉

斯哥预后积分(COS 评分)：恢复良好 18 例，

中残 10 例，重残 4 例，死亡 6 例。 

结论  重型颅脑外伤术中急性脑膨出的原因多

种多样，结合患者的实际临床症状及 CT 表现

给予相应的及时的治疗，对患者的生命和健

康有重要的影响。 

 
 
PO-1591 

基于治疗目的的分类诊断在颅脑创伤中的应

用 
 

田恒力 陈世文 郭衍 王敢 高文伟 曹合利 居世明 王韧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建立一种基于治疗目的的颅脑创伤分类

诊断系统，完善当前颅脑创伤分类方式。 

方法  通过建立颅脑创伤患者预后预测模型对

脑外伤损伤程度进行分类，建立颅脑创伤后

继发损害预测模型对继发损伤进行发生风险

分类。结合颅脑创伤病理生理机制分类，损

伤程度分类，病理解剖位置信息分类以及激

发损害发生风险分类建立新的颅脑创伤分类

诊断方式。 

结果  建立的颅脑创伤患者预后预测模型较传

统的单纯以 GCS 评分为损伤程度评价方式更

加准确，ROC 曲线下面积由 0.6 上升到 0.

8。通过建立颅脑创伤后继发损害预测模型成

功将继发损害按照发生概率分为低危，中危

和高危组。基于以上基础，我们提出了一种

新的颅脑创伤分类方式。首先将颅脑创伤分

为原发和继发损害。原发损害进一步又根据

损伤程度，病理解剖部位，发病机制分类。

继发损害根据发生概率，发生类型，以及发

生的高危因素进行分类。同时，我们开发的

预测工具方便了该分类系统在临床上的广泛

应用。 

结论  我们建立的新的分类系统可以将颅脑创

伤进一步区分，基于循证医学依据指导个体

化的治疗，和预后的判断。可以广泛应用到

临床及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研究的纳

入标准中。 

 
 
PO-1592 

持续颅内压监测在重型颅脑创伤术后治疗中

的应用 

 

曹合利 田恒力 陈世文 高文伟 陈浩 丁军 袁方 崔宇辉 

王敢 郭衍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探讨持续颅内压监测在重型颅脑创伤术

后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对我科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

共 208 例重型颅脑创伤手术患者，采用脑室

内颅内压监测，予以分层降颅内压治疗，总

结其临床疗效。 

结果  根据 GOS 评分（伤后 6 个月）评估预

后，分为良好组(包括良好和轻残) 112 例，占

53.85%； 恢复不良组(包括重残和植物状态) 

42 例，占 20.19%；病死组 54 例，占 25.9

6%。 

结论  在重型颅脑创伤术后行持续颅内压监测

可指导降颅压措施，早期发现病情变化，减

少并发症，改善预后，对临床治疗具有指导

意义。 

 
 
PO-1593 

颅脑损伤患者术后再出血的临床研究 
 

黄文强 朱盛 

四川省大竹县人民医院 635100 

 

目的  分析颅脑损伤患者术后再出血的相关因

素及防治措施。 

方法  总结我院 2012 年 01 月至 2015 年 03

月的颅脑损伤术后再出血 19 例患者的临床资

料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本组 19 例患者出院随访 1—3 个月，恢

复良好 8 例，中残 2 例，重残 3 例，植物生

存 2 例，死亡 4 例，死亡率为 21.05%。 

结论  颅脑损伤患者术后再出血与受伤机制、

受伤至首次手术时间、凝血功能异常等因素

有关，应注意入院评估，对高危因素患者要

有预见性，并使用持续有创动态颅内压监测

可及时发现迟发性颅内血肿，提高患者的生 

存质量。 

 
 
PO-1594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
ng complications after cranioplasty and r
eview of an institution’s experience 
 
Wang Gan,Tian Hengli,Gao Wenwei 
Shanghai No.6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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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retrospectively review all crani
oplasties performed in our institution over 9 y
ears and analyse the complications and the f
actors that may affect complications. 
Materials and Methods  475 cranioplasties 
were performed from 2004 to 2013, with a fol
low-up of at least six months.Age, sex, pre-c
ranioplasty deficits,initial diagnosis, site of sk
ull defect, time between decompression and 
cranioplasty, and rate of complications were 
collected from our database. Fischer ’s T-tes
t and direct logistical regression were perfor
med to identify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rate of complications. p ＜ 0.05 was conside

red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median follow-up duration was
 454 days (range 10 to 3900 days), during w
hich 15 (15/475,3.15%) patients suffered cra
nioplasty infection.  6 patients (6/475, 1.26%)
 experienced a complication that prompted a
 re-operation due to postoperative intracrani
al hematoma.3 (3/475,0.63%)patients suffer
ed from rejection of implants.36 patients (36/
475,7.57%)had subgaleal fluid.26 (26/475,5.
47%)patients suffered from seizures after cr
anioplasty and 2(2/475,0.42%)patients exper
ienced  the exposure of implants. Poor neuro
logic pre-operative deficits at cranioplasty sig
nificantly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ranio

plasty infection  and ( p＜0.05). 

Conclusion  Cranioplasty has many and  si
gnificant complications. A thorough understa
nding of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differen
t types of complications will benefit the mana
gement of cranioplasty patients. 
 
 
PO-1595 

持续颅内压监测在颅脑创伤救治中的应用 
 

方文华 康德智 林章雅 林元相 吴喜跃 余良宏 薛毅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持续颅内压监测在颅脑创伤救治中 

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我院 2010 年 1 月～2012 年 6 月收治

的 112 例行颅内压传感器植入术及持续颅内

压监测的颅脑创伤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总

结其临床特点、治疗效果及应用体会。 

结果  112 例患者男性 79 例，女性 33 例，年

龄 14 岁～72 岁，平均年龄 41.4 岁，中位年

龄 43 岁。入院时 GCS 评分 3～8 分 81 例，

GCS 评分 9～12 分 29 例，GCS 评分 13～1

5 分 2 例。采用强生公司 Codman 颅内压传

感器，其中硬膜下型 89 例，脑室型 23 例，

植入时间在入院后 24h 内 108 例，入院后 2

4～72 小时 4 例。治疗过程中行持续颅内压

（ICP）监测及脑灌注压（CPP）监测，根据

监测结果调整治疗方案控制 ICP≤20mmHg，

CPP≥60mmHg。ICP 传感器放置时间 2～14

天，平均时间为 8.2 天，拔除传感器时 ICP

值平均为 7.42mmHg。患者在 ICU 治疗平均

时间为 5.6 天，平均住院天数 18.8 天。出院

时 GOS 评分≤3 分 35 例（31.3%），4 分 48

例（42.9%），5 分 29 例（25.8%）。 

结论  持续、动态颅内压监测可直观反映颅内

压的实时变化，同时可进行持续脑灌注压监

测，有利于颅脑创伤患者的病情观察、准确

诊断和精确治疗，并对预后评估具有重要意

义。 

 
 
PO-1596 

重型颅脑损伤术中急性脑膨出 22 例分析 
 

黄琪雄 

福建省罗源县医院 350600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损伤术中急性脑膨出发病

机理、防治措施、病情转归。 

方法  对 2012-2015 年间收集的重型颅脑损伤

术中出现急性脑膨出 22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男 15 例，女 7 例，平均年龄 39 岁。分别为

车祸 10 例，跌伤 5 例，殴伤 7 例。所有病例

均有不同程度意识障碍，7 例伴有抽搐，8 例

瞳孔正常，9 例一侧瞳孔散大，5 例双侧瞳孔

散大。GCS 计分：6-8 分 15 例，3-5 分 7

例。合并胸部损伤 5 例，其中肋骨骨折 2

例，伴肺挫伤或血气胸 3 例（急诊行胸腔闭

式引流 2 例）。合并腹部损伤 3 例，其中

肝、脾破裂各 1 例，肠破裂 1 例(依病情轻重

缓急，先后急诊手术治疗)。合并四肢骨折 6

例（其中开放性骨折急诊手术 2 例，延期手

术 2 例，保守治疗 2 例）。影像学表现：颅

脑 CT 平扫：单侧硬膜外血肿 5 例，双侧硬膜

外血肿 3 例，单侧硬膜下血肿 9 例，双侧硬

膜下血肿 5 例；脑挫裂伤 17 例；颅盖骨折 6

例，颅底骨折 5 例，合并二者骨折 6 例；中

线移位伴环池受压 17 例，中线居中环池消失

5 例,；开放性颅脑损伤 8 例，闭合性颅脑损

伤 14 例。 治疗：所有病例经术前评估均有手

术适应症，有休克倾向或表现者迅速给予纠

正，在充分做好术前准备前提下，急诊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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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血肿清除或／加去骨瓣减压术，术中过程

突发急性脑膨出，时间快慢不一，伤情重者

迅速，轻者迟缓，未探及术侧明显局限性继

发性改变，即予迅速扩大骨窗行去骨瓣减压

术，部分病例清除挫裂伤脑组织或切除额极

或切除颞极内减压，未见明显改善，即予迅

速关颅。术后检查：瞳孔未见改善或进一步

散大，或见于术侧、或对侧、或双侧。急诊

行 CT 检查：提示脑肿胀 8 例，继发迟发性血

肿 10 例（其中脑内血肿 3 例，硬膜下血肿 2

例，硬膜外血肿 5 例），二者并存 4 例。再

次急诊手术 15 例，其中单纯清除血肿 8 例，

加行对侧去骨瓣减压术或颞肌下减压术 7

例。余 7 例行加强脱水、消肿等保守治疗，

观察病情变化。  

结果  3 个月后按 GOS 计分：5 分良好 4 例，

4 分中残 5 例，3 分重残 3 例，2 分植物生存

3 例，1 分死亡 7 例。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术中出现急性脑膨出与伤

情过重导致病理性损害加重密切相关，术中

可采取过度通气、加强脱水、硬脑膜逐步剪

开等处理措施预防，一旦发生不可避免，只

要条件许可，应尽可能行 CT 检查，进一步指

导治疗，以便明确诊断，妥善处理，提高疗

效，改善预后。 

 
 
PO-1597 

自体颅骨成形远期随访 
 

苗雨露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 518112 

 

目的  探讨自体颅骨成形的远期效果。 

方法  随访 1997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间自体

颅骨成形患者，第一次手术去除的自体颅骨

骨瓣体外保存，3 月后清洗、高温高压消毒，

全麻下进行自体颅骨骨瓣原位回置，解剖复

位修复颅骨缺损。术后长期随访外观效果及

患者满意度调查。 

结果  自体颅骨成形 62 例；随访 1 年自体颅 

骨修复外形效果好，仅 1 例张口稍受限，余

均满意。随访 10 年以上 27 例，自体颅骨自

溶凹陷畸形 4 例，咀嚼疼痛 1 例，颅骨不稳 1

例，皮瓣下积液 1 例；总并发症 25.93%（7/

27）。 

结论  自体颅骨修复颅骨缺损早期效果理想，

远期有自溶等风险，建议颅骨修复慎用自体

颅骨。 

 

PO-1598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长期留置胃管致食管压迫

性溃疡的危险因素分析 
 

张源 王文浩 

解放军第 175 医院暨厦门大学东南医院神经外科，南

京军区创伤神经外科中心 363000 

 

目的  探讨留置胃管的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产生

食管压迫性溃疡的危险因素。 

方法  研究纳入因颅脑外伤、脑卒中长期昏迷

并留置胃管的患者 68 例，详细收集病例的年

龄、性别、格拉斯哥昏迷评分、神经外科专

科病情、基础疾病、治疗措施（是否制酸、

抗感染、使用激素等）、留置胃管型号、材

质（直径 6mm 的橡胶胃管和直径 4mm 的硅

胶胃管）等。在不同的时间段（1 周、2 周、

1 月、2 月）给予胃镜观察食道变化情况。分

析导致食管压迫性溃疡的危险因素。 

结果  留置胃管 1 周后便有食管压迫性溃疡形

成，并与留置时间长短成正相关。直径 6mm

的橡胶胃管比直径 4mm 的硅胶胃管更容易形

成压迫性食管溃疡。溃疡发生率与是否制

酸、抗感染、激素治疗及患者年龄、性别、G

CS 评分、专科疾病等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食管压迫性溃疡的形成与胃溃疡不同，

它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留置胃管时间及胃管型

号。  

 
 
PO-1599 

阿托伐他汀治疗硬膜下积液的多中心、随

机、双盲和安慰剂对照研究 
 

谢丽媛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硬膜下积液是创伤性颅脑损伤患者的常

见并发症，大部分硬膜下积液可自行吸收，

但仍有少部分硬膜下积液难以自行吸收，并

且转变为硬膜下血肿，最终需手术干预，给

患者带来巨大的身体及经济创伤。有研究发

现，他汀类药物通过促进血管新生及抑制炎

症改善多发性硬化病人的预后。而阿托伐他

汀能够促进血管新生及提高循环血中的内皮

祖细胞含量，它是新生血管生成的关键因

素。因此，我们拟进行一项阿托伐他汀治疗

硬膜下积液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试验验证我

们的猜想，即阿托伐他汀可能通过抑制硬膜

下积液的炎症反应，促进硬膜下积液的吸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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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中心、随机、双盲平行对

照的试验设计，观察阿托伐他汀治疗 TSH 的

临床疗效及药物安全性评价。预计完成临床

研究共 200 例，其中，口服阿托伐他汀治疗

组 100 例；安慰剂对照组 100 例。研究对象

为神经内、外科收治的硬膜下积液拟采用非

手术治疗患者。入选本研究者都常规接受慢

性硬膜下积液的标准治疗，除此之外，随机

双盲分为 2 组进行治疗对比。阿托伐他汀治

疗组：口服阿托伐他汀片，剂量为 20 mg

（每日傍晚一次），连续口服药 8 周，随访

至治疗后 24 周。 安慰剂对照组：与阿托伐他

汀对应剂量的外形一样，给药时间一样。患

者 8 周服药治疗期结束后，通过 CT 评价患者

积液变化（因安慰剂对照组、阿托伐他汀治

疗组患者均可能出现硬膜下积液量不变、增

多情况）。 

结果  阿托伐他汀治疗慢性硬膜下积液大部分

有效，部分无效。 

结论  阿托伐他汀药物治疗硬膜下积液疗疗效

显著、安全性大。 

   
 
PO-1600 

利用人字缝提高脑室腹腔分流技术中脑室端

置管精确度的研究 
 

蒋辰 凌士营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利用枕顶部人字缝作为脑室腹腔分

流术中辅助定位标志提高枕角穿刺脑室端置

管精确度和降低分流管阻塞发生率所起的作

用。 

方法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对 19

例脑积水患者实施脑室腹腔分流术。术前进

行穿刺路径与置管长度的设计。在患者头颅

CT 三维重建扫描影像资料中，测量侧脑室枕

角穿刺点骨孔和人字缝之间的位置关系和侧

脑室额角最近皮层处的体表投影与眉间中点

的垂直距离。常规经右侧脑室枕角穿刺。摆

放患者体位，使头颅向左偏转矢状缝平行于

地平线，皮下隧道路径尽量接近同一水平直

线上。右枕顶部枕外隆凸上 6cm 旁开 3cm 作

为穿刺钻孔点，同时在头皮上画出人字缝的

走形，测量两者距离。将心电图电极贴片凸

点对准眉间中点上 1.5-2cm 处粘贴。将骨孔

和心电图电极片凸点间的假象连线作为穿刺

路径，将分流管脑室段尖端置于莫氏孔前方

的侧脑室额角内。按手术计划进行脑室端穿

刺、皮下隧道制作和放置腹腔端。术中测量

侧脑室压力值，合理的设置分流阀门的开放

压力。 

结果  19 例患者头颅 CT 三维重建影像的测量

结果为：人字点（人字缝与矢状缝交汇处）

与枕外隆凸之间的距离平均为 70.5mm。两侧

人字缝间的夹角范围平均为 106.2°。在枕外

隆凸上 6cm 做一水平延长线与两侧的人字缝

相交构成一等腰三角形，底边长度/2=枕外隆

凸上 6cm 平面人字缝与中线距离平均为 14.0

mm。由于枕角穿刺钻孔点位于此平面中线旁

3cm 处，因此钻孔点应位于人字缝外侧或人

字缝上。侧脑室额角最近皮层处的体表投影

与眉间中点的垂直距离平均为 1.5-2.0cm。本

组 19 例病人行脑室腹腔分流术，术中均一次

穿刺成功，手术时间平均为 52 min。术后头

痛、呕吐等颅压高的症状均减轻或消失，意

识状态明显改善，1 周后 CT 复查脑室颅径比

明显减小，无穿刺道出血和迟发脑内血肿，1 

- 15 个月症状完全缓解或治愈。术后无分流

管阻塞、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及死亡病例。术

后再次 CT 扫描并测量，钻孔点均位于人字缝

上或者外侧，钻孔点距中线平均 2.9cm，钻

孔点与枕外隆凸的垂直距离平均为 5.93，分

流管颅内长度平均为 9.78cm。 

结论  利用枕顶部人字缝作为脑室腹腔分流术

中辅助定位标志是该改良手术的重要步骤，

术具有操作规范、手术时间短、分流管远端

放置准确、减少脑组织穿刺的误损伤等优

点，较传统方法有效的提高枕角穿刺脑室端

置管精确度和降低分流管阻塞发生率，因此

具有显著的临床指导价值 

 
 
PO-1601 
High Fibrosis Indexes in Cerebrospinal Fl
uid of Patients with Shunt Dependent Pos
t-traumatic Chronic Hydrocephalus  
 
Xu Hao,Lei Ting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30000 

 

Object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brosis
 along the route of CSF flow and the develop
ment of hydrocephalus has been indicated b
y some research. The changes of fibrosis ind
ex might reflect the level of hydrocephalus a
nd even become a diagnostic index of hydro
cephalus.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was to an
alyze the levels of procollagen Type I C-term
inal propeptide (PICP), procollagen Typ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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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erminal propeptide (PIIINP), hyaluronic ac
id (HA), and laminin (LN) and their signifianc
e in the CSF of post-traumatic hydrocephalu
s.  
Methods  44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
udy: group A (hydrocephalus group), 24 pati
ents with shunt dependent post-traumatic hy
drocephalus; group B (trauma group), 10 bra
in trauma patients without any sign of hydroc
ephalus; group C (normal control group), 10 
patients without brain trauma and hydroceph
alus. The levels of PICP, PIIINP, HA, LN and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 in t
he CSF were detected using ELISA.  
Results  Levels of PICP, PIIINP, HA, and L
N in the hydrocephalus patients were signific
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post-trauma pa
tients without hydrocephalus (p < 0.05) and 
normal control patients (p < 0.05). Moreover,
 the increasing of PICP, PIIINP, HA, and L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 of T
GF-β1 (p < 0.05).  
Conclusion  We demonstrate the increasing
 of fibrosis factor including PICP, PIIINP, HA,
 and LN, which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GF-β1. It indicat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fibr
osis proc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st-trau
matic chronic hydrocephalus and showed th
e potential of PICP, PIIINP, HA, and LN to b
e a diagnostic index of shunt dependent post
-traumatic chronic hydrocephalus. 
 
 
PO-1602 

介绍两种简便安全适用治疗 CSDH 的手术方

法 
 

肖爵贤 程祖珏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慢性硬膜下血肿(CSDH)即颅内慢性出血积聚

于硬脑膜与蛛网膜之间，随着血肿量的逐步

增加，血肿对周边脑组织产生压迫，从而造

成相应的症状和体征。CSDH 以老年患者多

见，轻微颅脑外伤为其主要致病因素，且血

肿通常位于额顶部，以单侧为主，双侧亦可

出现。，目前，临床上治疗 CSDH 的手术方

式多样，但以钻孔引流术及小骨窗开颅血肿

清除术为主流。在此基础上，我们不断地探

索，总结出两种安全、适用治疗 CSDH 的手

术方法，现介绍如下。 

一、微创双孔对冲术+T 型硅胶管挂壁引流： 

术前仔细阅片，于患者头部标记出血肿的

前、后端，连接前后端 

标记点做一类似去大骨瓣切口线，再于前、

后端标记点处沿着该切口线分别做一长约 2c

m 大小切口（图示），乳突牵开器牵开、固

定头皮后颅钻钻孔开颅，电凝硬脑膜后连同

其下血肿壁层包膜一并“+”字切开一小口（先

切开前孔硬脑膜，再切开后孔硬脑膜），即

可见血肿液化液流出，取一棉片适当封堵硬

脑膜切口，使血肿缓慢流出。待无明显不凝

血流出后进一步切开硬脑膜及血肿璧层包

膜，电凝止血，使硬脑膜及血肿璧层包膜皱

缩到骨孔边沿。取 10 号脑室外引流管轻柔置

入前、后孔，大量生理盐水经脑室外引流管

对血肿腔进行对冲，直至流出清亮冲洗液为

止。于后孔内挂置适当修剪的 14 号 T 型硅胶

引流管后从切口旁穿出、固定（挂壁引流）

（图示），严密缝合头皮，将硅胶引流管夹

闭后外接引流袋，再经前孔往血肿腔内注满

生理盐水后严密缝合前端头皮，引流管低位

持续引流。 

二、微创小骨瓣回纳血肿清除术： 

于患侧头皮上做一类似去大骨瓣切口线，沿

该线最后端，即顶结节前，取一适当大小的

弧形切口（图示），拉钩牵开、固定头皮，

磨钻磨开一小口后铣刀铣下一直径约 3cm 大

小圆形骨瓣开颅，四周适当悬吊硬脑膜后圆

形剪开，即可见暗黑色血液流出（血肿液化

液），使用棉片控制其流速，待无明显血液

流出后取 10 号脑室外引流管置入血肿腔内适

当深度，行“米”字型冲洗（图示），直至清亮

冲洗液流出。另取 12 号脑室外引流管适当置

入硬脑膜下，另一端从切口旁穿出、固定。

于铣下的小骨瓣上及其相对应骨窗四周钻孔

后使用缝线回纳、固定（有条件者，可直接

采用颅骨锁或连接片将其固定）（图示），

经引流管向血肿腔内注满生理盐水后严密缝

合头皮，引流管外接引流袋持续低位引流。 

 
 
PO-1603 
Hydrogel Coated Ventricular Catheters fo
r high-risk patients receiving VPS 
 
Xu Hao,Lei Ting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Objective  Shunt infection is a morbid compl
ication of CSF shunting. The catheters with a
 hydrophilic surface may impede bacterial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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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nce and thereby reduce catheter related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infection.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compared th
e occurrence of CSF infection related to use 
of either standard silastic catheters or hydro
gel coated ventricular catheters (Bioglide®, 
Medtronic). The enrolment was available to 
neurosurgery patients undergoing shunt surg
ery from Oct 2012 to Oct 2015 in two centers.
 The follow up period was more than months.
   
Results  There are 78 patients included in th
e study.  33 patients were used 35 cm hydro
gel-coated VPS, other 45 patients are used 
35 cm standard silastic VPS catheter. Infecti
on occur in 14(17.9%) patients, including def
inite VPS related CSF infection occurred in 6
 patients (7.7%), and another 8 (10.3%) dev
eloped probable infection. There is a signific
ant difference of the total infection patients b
etween the two groups [RR (95% CI); 0.200 
(0.050–0.803), p=0.014]. Analysis of Kaplan-
Meier curve estimates indicated significant st
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atheter 

types in duration (Log Rank=4.204, p＜0.05).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ere also fo
und in the subgroups previous CSF infection
 within 1 month (Log Rank=4.391, p=0.04), c
onversion of external ventricular drains to sh
unt (Log Rank=4.520, p=0.03), hospital stay 
more than1 month (Log Rank=5.252, p=0.0
2).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the patients with other infections 
within 1 month. The follow up period was 36 
months.  
Conclusions  The hydrogel coated catheter 
is a safe and related with a lower infection ra
tes for high-risk patients underwent shunt su
rgery. 
 
 
PO-1604 

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颅内急性出血病因及手

术治疗 
 

张小林 张文静 徐丽 蒋峰 陈腊 

舟山医院 316021 

 

目的  探讨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颅内

急性出血的原因与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 179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行钻孔引流手术患

者中 4 例术后出现颅内急性出血患者的临床

资料，总结出血病因及手术治疗。  

结果  对比患者术前术后 CT，出血类型为 1

例单纯硬膜外血肿，2 例单纯硬膜下血肿，1

例脑挫裂伤伴硬膜下血肿。术中发现皮下引

流管穿刺道头皮动脉血管出血 1 例，硬脑膜

血管出血 1 例，桥静脉破裂出血 1 例，脑皮

层血管出血 1 例。  

结论  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颅内急性出血不多

见，一旦发生，病情恶化迅速，均应积极手

术治疗，可明显改善患者预后。 

 
 
PO-1605 

8 例偏侧型高血压脑干出血的显微外科治疗研

究 
 

刘震洋 李运军 陈立华 徐如祥 

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 100700 

 

自发性脑干出血是致死率最严重的脑卒中类

型。近年研究及临床报告提示，显微外科手 

术治疗对部分适宜的脑干病例能有效的降低

死亡率，成为改变急重症脑干出血自然预后

的关键性因素。 

目的 探讨对偏侧型急性高血压脑干出血的显

微外科治疗策略。  

方法 入院后即刻病情评估后对筛选出适宜手

术的病例，明确手术指证，术前给予气管插

改善通气、维持生命体征，常规抢救对症治

疗争取较好的手术条件。患者病情允许情况

下，尽量完善头颅 MR 检查，明确血肿形态

及位置。取常规侧卧位，头顶部稍垂、向俯

侧旋转 10 度，乳突位于最高点。乳突后 1.5c

m 小弧形切口，显露骨窗上界于横窦下缘，

前界位于乙状窦后缘部。显微镜下充分显露

小脑桥脑裂内各重要结构。根据血肿具体形

态位置特点依据两点法，选择经Ⅷ、Ⅶ颅神

经出脑干部或 Ⅴ颅神经出脑干部切开脑干皮

层，探查并大部分清除血肿。术后给予 ICU

监护治疗，及辅助通气控制血压等对症治

疗，气管切开。留置腰大池外引流管，加快

血性脑脊液廓清等。并发症期结束后行高压

氧气等康复等康复治疗。  

结果 本组病例均获得 3 至 18 个月以上生存时

间。GOS 评分 2 分 3 例，3 分 4 例，4 分 1

例。常见术后早期并发症有迁延性昏迷、心

率失常、肺部感染、顽固性高血压、中枢性

尿崩等，康复期遗留症状主要有微小意识状

态 3 例、面瘫 5 例、偏侧肢体运动障碍 5

例、吞咽困难饮水呛咳 4 例、小便失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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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构音障碍 4 例。  

结论 选择适合的高血压脑干出血病例进行显

微外科治疗对改善预后有重要的临床治疗价

值。采用乙状窦后-小脑桥脑裂入路对外侧型

脑干出血血肿清除是可行的显微外科治疗策

略。 

 
 
PO-1606 

颅内压监测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的作用 
 

朱家伟 刘旭 郑涛 辛元君 王勇 胡建 

贵州航天医院 56300 

 

目的 探讨颅内压（intracranial pressure，IC

P）监测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的作用。 

方法 对 60 例重型颅脑损伤术后患者随机分成

监护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监护组进行了持续

颅内压监测，根据颅内压的变化给予相应治

疗，对照组未行颅内压监测。 

结果 根据 GOS 评分，随访发现其中监护组

预后良好 9 例 （ 30%） ，轻残 8 例 （ 26.

6%） ，重残 3 例（ 10%） ，植物生存 4 例 

（ 13.3%） ，死亡 6 例 （20%） ；非监护

组预后良好 4 例 （ 13.3%） ，轻 残 8 例 （2

6.6%） ，重 残 4 例（13.3%） ，植物生存 4

 例 （13.3%） ，死亡 10 例 （ 33.3%） ，

监护组和对照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1） 。 

结论 颅内压监测有利于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

后 指导治疗及观察病情，判断预后,减少并发

症。  

 
 
PO-1607 

快速消散型急性硬膜下血肿 CT 表现与机制分

析 
 

郑鹏锋 

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350028 

 

目的 探讨快速消散型急性硬膜下血肿 CT 表

现与机制。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 例快速消散的急性硬膜下

血肿的 CT 特征及临床诊治情况。  

结果 2 例急性硬膜下血肿 2 小时明显发生血

肿重新分布，3 例 24 小时完全消散，5 例 72

小时内完全消散。  

结论  急性硬膜下血肿消散与血肿部位、形

态、密度、相应颅底骨折、血凝有关，动态

脑 CT 扫描对治疗方案的选择有重要意义。 

PO-1608 

钛网颅骨修补术后再手术临床分析 
 

郑鹏锋 魏德 

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350028 

 

目的 分析颅骨修补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需取

出钛网再次手术原因以减少类似并发症发

生。 

方法 收集 2010 年-2015 年 6 年间入住我院神

经外科进行颅骨修补术以及他院颅骨修补术

后发生并发症转入我科需要取出钛网再次手

术患者共 15 例，分析再次手术原因及预后情

况。 

结果 15 例患者再次手术原因：颅内出血 8

例，硬膜下积液 1 例，钛网外露 4 例，疼痛 2

例。预后：2 例死亡，3 例偏瘫，10 例预后良

好。 

结论 颅骨修补手术虽简易，但也会发生一些

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及时发现问题

并采取处理，可明显改善患者预后。 

 
 
PO-1609 

脑室型颅内压监护在重型脑挫裂伤救治的应

用体会 
 

陈彦飞 李常伟 周斌 罗晨 鲍欢 王挺厅 徐垠 

浙江省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314100 

 

目的 分析脑室型颅内压监护防控创伤后颅内

高压的效果。 

方法 对 2013 年 7 月—2O16 年 4 月本院的重 

型颅脑外伤中的 31 例植入脑室型颅内压监护

探头，占同期行颅内压监护总数的 64.58%

（48 例）。19 例单纯植入采用 Koeher 点，

其中 7 例随后行去骨瓣减压；去骨瓣同时植

入 12 例，均经 Koeher 或 Paine’S 点（5/

7），数量接近其他 IC P 植入方式（15

例）。在颅高压基础治疗的前提下，除颅内

压较低外，均间断或持续开放外引流。 

结果 即使大部分为狭小脑室，穿刺成功 28 例

（90%），有效引流时间 2-17 天，平均 4.86

天。19 例单纯植入 ICP 引流保守治疗成功 12

例。仅 2 例出现引流管周短暂脑脊液漏，全

组无感染。 

结论  脑室植入颅内压监护探头数据稳定可

靠，可引流脑脊液降低颅内压，利于重型颅

脑外伤伤员渡过颅高压高危期，并使部分患

者免于开颅去大骨瓣。规范熟练操作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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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降低并发症。 

 
 
PO-1610 

颅脑异物穿入伤五例报告 
 

刘毅 

1.山东省菏泽市中医院 

2.山东省巨野县医院 

 

目的 总结颅脑异物穿入伤的治疗经验，提高

颅脑异物穿入伤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通过多年经治的病例，回顾性研究。 

结果 早年异物从大脑左右穿入并贯通，术中

大出血，勉强下了手术台，术后死亡；另一

例树枝从眼眶传入颅内，术后颅内感染，家

庭放弃治疗；其他三例效果均较好，尤其第

四例刀穿入伤，不但保住了生命，而且后遗

症很小。 

结论  颅脑异物穿入伤，死亡率高，后遗症

多。预后既取决于原发伤的轻重，也取决于

伤后的处理时机、处理方法、处理水平。CT

的临床应用和对颅脑损伤治疗经验的积累，

对重型颅脑异物穿入伤的处理，术前判断更

加准确，处理更加合理，效果大大提高。 

 
 
PO-1611 

单半管乳胶引流管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疗效

分析 
 

成振林 康东 苗锋 周勤仁 马强 

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734000 

 

目的 探讨改良钻孔引流术治疗慢性硬膜下血

肿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我院采

用改良单半管乳胶引流管治疗慢性硬膜下血

肿的 180 例患者为观察组，另外选择 2005 年

1 月至 2010 年 1 月采用传统硅胶导尿管治疗

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 145 例为对照组，比较

两组在术后颅内积气、脑脊液漏方而的差

异。 

结果 两组术后颅内积气、脑脊液漏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改良引流管治疗慢性硬膜性血肿具有疗

效满意、术后并发症少的特点，是一种治疗

慢性硬膜下血肿的良好方法。 

 
 
 

PO-1612 

丙戊酸对大鼠创伤性脑损伤后脑水肿的影

响：P13K/AKT 信号通路在其中的作用 
 

陈祥荣 骆良钦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362000 

 

目的 探讨丙戊酸对大鼠创伤性颅脑损伤后脑

水肿的影响及 P13K/AKT 信号通路在其中的

作用。 

方法 采用 Feeney 法建立大鼠创伤性脑损伤

模型。72 只健康雄性成年 SD 大鼠，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 4 组（n=18）：假手术组

（Sham 组）、创伤性颅脑损伤组（TBI

组）、TBI+丙戊酸处理组（TBI+VAP 组）和

TBI+P13K 特异性抑制剂 LY29400 组（TBI+

LY 组）。分别于伤后 1、3、7d 进行神经行

为学评分（mNSS）；采用干湿重法测损伤区

脑组织脑水含量；免疫荧光测定脑组织中 HD

AC1、MMP-9 蛋白表达情况；Westerrn blot

检查脑组织 HDAC1、MMP9 和 P13K/AKT 信

号通路相关蛋白（PI3K、p-PI3K、AKT 和 p-

AKT）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 与 Sham 组比较，其余 3 组脑水含量和

神经功能损伤评分升高，脑组织中 HDAC1、

MMP-9 和 P13K/AKT 通路相关蛋白表达上调

（P<0.05）；与 TBI 组比较，TBI+VAP 组和

TBI+LY 组脑水含量和神经功能损伤评分降

低，脑组织 HDAC1 和 MMP-9 蛋白，P13K/

AKT 通路中 p-PI3K 和 p-AKT 表达下调(P<0.

05 或 0.01)。 

结论 丙戊酸可减轻大鼠创伤性脑损伤后脑水

肿，改善伤后神经功能，其机制可能与抑制

脑组织 P13K/AKT 信号通路活化，降低 MMP

9 的表达相关。 

 
 
PO-1613 

自噬反应对大鼠创伤性颅脑损伤后神经功能

的影响：MAPKs 信号通路在其中的作用 
 

陈祥荣 李亚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362000 

 

目的 探讨自噬反应对大鼠创伤性颅脑损伤后

神经功能修复的影响及 MAPKs 信号通路在其

中的作用。 

方法 健康雄性 SD 大鼠 54 只，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假手术组（Sham 组）、创伤性脑损

伤组（TBI 组）、TBI+自噬抑制剂组（TB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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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组），每组 18 只。采用改良 Feeney 法

建立大鼠脑外伤（TBI）模型。造模后 30 min

 TBI+3-MA 组大鼠腹腔注射 3-MA（5 mg/k

g）。伤后 1、3、7 d 对 3 组大鼠行改良神经

功能评分(mNSS)，脑组织含水量测定，酶联

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血清中 S100

B 和 NSE 蛋白浓度。伤后第 3 d，Western bl

otting 检测挫伤脑组织自噬相关因子（LC3-I

I、Beclin-1）和 MAPKs 信号通路 JNK、p-J

NK 、ERK1/2、p-ERK1/2、p38MAPK 和 p-p

38MAPK 分子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 与 Sham 组比较，其余 2 组大鼠的 mNS

S 评分、脑水含量、血清中 S100B 和 NSE 蛋

白表达明显高于假手术组，脑组织 LC3Ⅱ、B

eclin-1 蛋白和 MAPKs 信号通路相关因子表

达上调（P<0.05）；与 TBI 组比较，伤后第

3、7 d ，TBI+3-MA 组大鼠 mNSS 评分、脑

水含量、血 S100B 和 NSE 蛋白表达降低，

脑组织 LC3Ⅱ和 Beclin-1 蛋白、p-JNK 和 p-p

38MAPK 表达下调(P<0.05)。 

结论 抑制自噬反应能改善伤后神经功能，起

到神经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 MA

PKs 家族中的 JNK 和 p38MAPK 信号传导通

路。 

 
 
PO-1614 

重型颅脑损伤模型脑组织中 VEGF、Ang 和

ES 表达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王韧 丁军 陈浩 高文伟 郭衍 田恒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00233 

 

目的 分析大鼠重型颅脑损伤模型脑组织中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血管生成素（A

ng-1、Ang-2）和内皮抑素（ES）表达含量

的两两相关性，通过观察分析结果，探讨他

们之间的可能相关性。 

方法 雄性 SD 脑损伤大鼠 100 只（脑损伤

组）以及健康雄性 SD 大鼠正常对照组（30

只）、假手术组（30 只）。脑损伤组根据损

伤后标本采集时间不同分 1,6,12,24 和 72 h 5

个亚组,每亚组 20 只大鼠。脑损伤组大鼠均为

经过 Marmarou 方法制作直线撞击加速模型

打击，并经改良神经功能严重程度评分系统

(Modified neurologic severity score test，mN

SS)进行神经功能评分筛选出的重型颅脑损伤

模型。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方法检测各

组脑组织中 VEGFAng-1、Ang-2 和 ES 含

量。得到的 VEGF、Ang-1、Ang-2 和 ES 在

颅脑损伤大鼠模型脑组织不同时间点的表达

数据结果。用双变量相关的 Pearson 相关分

析方法分别予以两两分析。 

结果 脑损伤组 VEGF 与 ES 表达含量存在相

关性（P<0.05），相关系数(r)0.974；VEGF

与 Ang-1 表达含量存在相关性（P<0.05），

相关系数(r)0.968；ES 组与 Ang-1 组表达含

量存在相关性（P<0.05），相关系数(r)0.99

9。VEGF 与 Ang-2，Ang-1 与 Ang-2，ES 与

Ang-2 表达含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结论 VEGF 与 ES、VEGF 与 Ang-1、在 ES

与 Ang-1 在脑损伤急性期的表达含量存在正

相关性且相关程度显著。而 VEGF 与 Ang-

2，Ang-1 与 Ang-2，ES 与 Ang-2 之间在本

实验分析中提示他们之间没有相关性。 

 
 
PO-1615 

低温疗法临床护理对重型颅脑损伤病人预后

的影响 
 

刘蒙蒙 徐敏宁 卫国娜 刘国娟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低温对重型颅脑损伤病人的致残率和病

死率影响。 

方法  = 1 \* GB2 ⑴药物以：盐酸异丙嗪+盐

酸氯丙嗪+杜冷丁； = 2 \* GB2 ⑵物理降温：

以用 BT 54-07 A Ⅱ型半导体降温毯(简称冰

毯机)降温，头颅局部以冰帽降温，根据降温

效果决定是否加用冰袋。 = 3 \* GB2 ⑶血液

降温：根据以上两种降温效果决定是否使用

血液降温，方法 30 分钟静脉输注 4 ℃的类晶

体 30ml/kg。（该方法能显著降低体核温度而 

不引起肺水肿） 

结果  亚低温具有明显的脑保护作用,能降低颅

高压,改善预后.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设备的更

新，亚低温的临床应用日益普及，虽然学术

上仍有不断的争论，但临床医生已普遍将低

温治疗作为抢救重型颅脑外伤的一个重要手

段，应用于治疗。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是

低体温治疗，即全身降温，将体温控制在 3

2～35℃，即轻度低温或亚低温。此法操作简

便，降温可靠，并发症少。做好亚低温治疗

诱导降温期、低温持续期、复温期的监护，

特别是对脑温、PbtO2、ICP、生命体征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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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可帮助我们更好完成亚低温治疗，为

抢救颅脑损伤患者赢得时间，降低病死率。 

结论  低温治疗可使病人保持自主呼吸，生命

体征变化幅度减小，降低病死率。 

 
 
PO-1616 

腰大池置管外引流术在顽固性头皮下积液治

疗中的体会 
 

张伟 靳俊功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总结腰大池置管外引流术在治疗顽固性

头皮下积液中的经验。 

方法  对 5 例开颅术后导致顽固性头皮下积液

的患者采取腰大池置管外引流术治疗的过程

进行分析。 

结果  5 例患者均顺利治愈，未出现并发症。 

结论  对于顽固性头皮下积液采取腰大池置管

外引流术效果确切。  

 
 
PO-1617 

神经外科开颅手术术后颅内感染危险因素的

探讨 
 

王成龙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66600 

 

目的  关于神经外科幵颅手术后导致颅内感染 

的因素，已有不少同行结合自己医院本科的

病例进行了分析，然而由于各医院手术环

境、住院环境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

相同。加之近年来新抗生素规定的实行，就

有必要对我院神经外科幵颅手术术后感染的

病人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以发现与感染相关

的危险因素，为减少幵颅手术术后的感染提 

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1 月行开颅手术的

病人 459 例，均为有详细记录可查病例。记

录所有病例的性别，年龄，麻醉方式，手术

部位（幕上幕下），手术时问，术后是否留

置引流管，术后是否应用激素等因素。使用 s

pss18 对预先量化的风险因素分别行单因素分

析，筛选出与颅内感染的相关性有统计学差

异（p< 0.05）的因素。然后将这些有统计学

差异的因素导入二项回归方程进行多因素分

析，确定与丌颅术后颅内感染相关的独立危

险因素。通过计算出的 Exp（B）值估计独立

危险因素与术后颅内感染的关系。 

结果  收集 459 病例，有 22 例感染，感染率

4.8%。单因素分析后发现急沴手术，手术时

间，幕下（后颅窝）手术，术后放置引流

管，术后使用激素，预防性应用抗生素为与

术后颅内感染相关性有统计学差异（p< 0.0

5）的因素。将这些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导入

二项回归方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示：本研

究中急珍手术是术后内感染的最高独立风险

因素，幕下（后颅窝）手术，术后放置引流

管和术后应用激素为本研究中的独立风险因

素，预防性应用抗生素是防止开颅术后颅内

感染的保护性因素。 

结论  导致幵颅手术术后感染的因素可以是单

一因素，或是多个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而

本研究中急诊手术，幕下（后颅窝）手术，

术后放置引流管，术后使用激素是开颅手术

术后发生颅内感染的高危因素，而预防性使

用抗生素是防止颅内感染的保护性因素。、

本研究中急诊手术是开颅术后颅内感染的最

高独立风险因素，幕下（后颅窝）手术，术

后放置引流管和术后应用激素为本研究中的

独立风险因素，预防性应用抗生素是防止开

颅术后颅内感染的保护性因素。 

 
 
PO-1618 

颅骨修补术后钛网外漏原因分析及防治 
 

史建涛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30038 

 

目的  探讨颅骨修补术后钛网外露的原因及防

治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 例颅骨修补术后钛网外

露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情况选择给予清创

缝合、皮瓣减张缝合、转移皮瓣缝合等手 

术，必要时取出钛网。 

结果  17 例患者皮瓣均愈合，12 例患者修复

皮瓣并保留钛网，随访 6 月～24 月，未再发

钛网外露。5 例患者取出钛网，其中 3 例 1 年

后再行钛网修补，2 例放弃再次手术。 

结论  颅骨修补术后皮瓣坏死、钛网外露甚至

合并感染的患者，通过合理治疗可以修复皮

瓣并保留钛网，但对于严重感染或发生排斥

反应的患者，应及时取出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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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19 

多发枪击伤救治成功一例报导 
 

梅其勇 何超 王蕴坤 白如林 黄承光 单红卫 董艳 于明

琨 侯立军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患者男性，24 岁，因“头胸腹多处枪击伤后 2

天，左侧肢体无力 1 天”入院，患者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晚被 15 米远的猎枪金属霰弹击

中，当时自觉全身疼痛，胸腹壁弹口处少量

出血，随即送入当地医院，行头胸腹部 CT 检

查，提示大脑鞍上池、心包、胃壁、肠壁等

多处金属影，给与补液、脱水以及止痛等对

症处理，12 月 16 日下午患者出现言语不

清、左侧面瘫及左侧肢体肌力减弱，复查头

颅 CT 提示右侧额颞顶叶脑梗塞，为求进一步

诊治转至我院。查体：生命体征平稳，左侧

鼻翼部可见擦伤，全身皮肤可见 47 处霰弹

伤，左侧上肢肌力 II 级，左侧下肢肌力 III

级，右侧上下肢肌力及肌张力正常。脑血管

CTA 提示右侧 MCA 起始部可见高密度影，

急诊脑血管 DSA 提示右侧 MCA 及以远未见

显影，左侧颈内动脉造影可见同侧 ACA 向额

颞顶区有代偿，椎-基底动脉造影可见右侧大

脑后动脉皮层支向右侧额颞顶区代偿。完善

术前相关检查后，迅速行右侧脑膜中动脉融

通+右侧额颞顶去骨瓣减压术，术后 10 天患

者康复出院，出院时患者神志清楚，左侧鼻

唇沟略浅，左上肢肌力 III 级，左侧下肢肌力

恢复正常。术后半年患者面部对称，肌力肌 

张力完全恢复正常。 

 
 
PO-1620 

颅脑创伤后硬膜下积液的治疗策略及临床效

果分析 
 

李立宏 李敏 李志红 常涛 杨彦龙 张兴业 柴磊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颅脑损伤后未去骨瓣硬膜下积液的

治疗策略及临床效果。 

方法  本研究共收集颅脑损伤后硬膜下积液患

者 144 例(男性 84 例，女性 60 例)，其中颅

脑损伤后未去骨瓣硬膜下积液的患者 98 例

(男性 56 例，女性 42 例)，颅脑损伤去骨瓣减

压术后硬膜下积液的患者 46 例(男性 28 例，

女性 18 例)，根据临床症状和动态头颅 CT 检

查将入选的患者分为消退型、稳定型、进展

型、演变型 4 种类型。消退型患者行药物保

守治疗，均未行手术；稳定型患者根据有无

手术指征选择行保守或手术治疗；进展型和

演变型患者行手术治疗。所有患者随访 3 个

月，观察分析患者的治疗效果。 

结果  1. 经过随访发现，共 98 例颅脑损伤后

未去骨瓣硬膜下积液患者，63 例患者治愈， 

31 例患者经治疗后好转，治疗有效率达 95.9

 %。1 例患者经治疗无效，积液量没有减

少；1 例患者经治疗后加重，积液量较前增

加；2 例患者复发；无死亡患者。2. 46 例颅

脑损伤去骨瓣术后硬膜下积液患者，31 例患

者经治疗后治愈，12 例患者经治疗后好转，

治疗有效率达 93.5 %。2 例积液位于去骨瓣

同侧的患者经保守治疗无效，改行静脉留置

针穿刺术后积液消失；1 例患者行静脉留置针

穿刺术的患者术后多次复发，改行积液腔-腹

腔分流术后积液量明显减少；无治疗后加重

以及死亡患者。 

结论  临床上按照硬膜下积液的分型，针对性

地采取治疗方案，可取得了更好的治疗效

果。特别是我中心应用单侧双孔高低位钻孔

引流术和减压区静脉留置针穿刺外引流+加压

包扎术治疗外伤性硬膜下积液，有效可靠，

术后复发率低，值得临床推广。 

 
 
PO-1621 

双侧去骨瓣减压术在特重度颅脑损伤双侧瞳

孔散大病人的应用 
 

宋波 

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333000 

 

去骨瓣减压术是一种治疗重型颅脑损伤双瞳

散大的重要术式，但单侧去大骨瓣减压术无

法达到较好的减压效果。本研究探讨了双侧

去大骨瓣减压术治疗特重型颅脑损伤双瞳散

大的临床效果。 

 
 
PO-1622 

阿托伐他汀通过缓解神经细胞内质网应激改

善脑外伤预后的实验研究 
 

孙东东 陈心 柴艳 张建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70 

 

目的  通过研究阿托伐他汀对脑外伤小鼠神经

细胞内质网应激反应和氧化应激水平的影

响，探索阿托伐他汀对脑外伤后神经功能障

碍的影响和可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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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90 只 C57/BL6 随机分成假手术组、

阿托伐他汀组和生理盐水组，每组 30 只。生

理盐水组和阿托伐他汀组采用电控脑挫伤打

击仪（eCCI）制作脑外伤模型，假手术组只

进行钻孔，不进行打击。阿托伐他汀组和生

理盐水组分别于制模后 1h 给予阿托伐他汀

（1mg/kg）和等量生理盐水灌胃,连续 3 天。

运用 HE 染色检测脑组织缺损情况; 运用 TUN

EL 试剂盒检测细胞的凋亡水平;运用免疫荧光

检测 Caspase-12 和 Chop 的表达水平;运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内质网应激未折叠蛋

白反应相关信号通路（Eif2α、Ire1α、ATF

6）的改变，氧化应激相关蛋白(Nrf2、HO1)

的表达水平以及 CHOP 等细胞凋亡相关蛋白

的变化。 

结果  免疫荧光结果显示 TBI 后第 3 天阿托伐

他汀组的 Caspase-12 和 Chop 阳性细胞数量

明显少于生理盐水组（26.25±6.95 比 60.75±

9.36 和 28.60±6.91 比 44.40±9.50，P<0.0

5）。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TBI 后第 1，3

天阿托伐他汀组的内质网应激标记物 Grp78

较生理盐水组分别降低了 28.52%和 51.81%

（P<0.05），内质网应激相关性细胞凋亡蛋

白 CHOP 的表达水平分别降低了 40.41%和 4

2.3%（P<0.05）。TBI 后第 3 天抗氧化应激

蛋白 Nrf2 和 HO1 则分别升高 34.55%和 16.7

9%（P<0.05）。TUNEL 结果显示 TBI 后第

3 天阿托伐他汀组的细胞凋亡水平明显少于生

理盐水组（31.75±4.57 和 55.50±6.76， 

P<0.05）。 

结论  阿托伐他汀可以通过缓解脑外伤后神经

细胞内质网应激水平，减轻氧化应激反应，

阻断未折叠蛋白反应相关信号通路的激活，

改善脑外伤预后。 

 
 
PO-1623 

3 例高顺应性低压力性脑积水的弹性恢复治疗 
 

周成丞 金毅 高亮 曹响元 崔大明 王柯 曾涛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本文分析和总结了 3 例高顺应性低压力

性脑积水的诊治过程。 

方法  回顾性研究了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救治的 3

例高顺应性低压力性脑积水的临床特征、治

疗方案和影像学变化。 

结果  1）男，25 岁，内镜下扩大经蝶-斜坡入

路右 CPA 复发胆脂瘤切除术后 80 余天发现

脑积水和脑脊液漏，行右侧脑室腹腔分流术

（中压管）和经鼻内镜脑脊液漏修补术，随

访 1 月余，脑积水仍进展，再次行左侧脑室

腹腔分流术（低压管），患者临床症状和影

像学继续恶化，阀门穿刺测压发现脑脊液静

水压极低，高度需要低于外耳道才能引流。

遂转来我院，予以双侧 VP 腹腔端结扎+Omm

aya 囊置入+脑实质型 ICP 探头置入，术后在

ICP 监测下行脑室外引流滴定治疗，同时予以

头低脚高位+颈围+控制性低渗的辅助治疗，

根据 ICP 监测和外引流量逐渐抬高外引流高

度，同时逐渐撤除辅助治疗手段，再次行脑

室腹腔分流术（不抗虹吸可调压），患者起

床下地进行恢复锻炼后出院，出院 1 月后随

访头颅 CT 示脑室明显缩小。2）男，27 岁，

车祸致颅脑外伤术后（血肿清除+去骨瓣减

压）1 周出现颅内感染，经全身用药及反复颅

腔穿刺引流治疗无效后转来我院，行脑室冲

洗及脑室内+鞘注阿米卡星治疗，感染控制后

为控制脑积水行脑室腹腔分流术（抗虹吸可

调压），随访过程中患者脑室进行性扩大，

同时出现脊髓空洞和深感觉障碍，阀门穿刺

测压发现脑脊液静水压极低，高度平于外耳

道才能引流，先予以脑室外引流滴定治疗，

再予以更换脑室腹腔分流管（不抗虹吸可调

压）后，患者脑室大小及脊髓空洞明显改

善。3）男，37 岁，高空坠落致颅脑外伤术后

（双侧去骨瓣），治疗过程中出现左侧硬膜

下积液（外脑积水，external hydrocephalu

s）进行性增加伴运动评分下降，遂行硬膜下

积液穿刺外引流术，术后发现积液静水压极

低，需低于外耳道 20cm 以上引流，辅以头

低脚高+颈围+控制性低渗的恢复弹性治疗，

经一段时间外引流之后，将左侧脑室与左侧

硬膜下积液穿刺管接 Y 型管联通后行腹腔分

流（不抗虹吸可调压），术后患者硬膜下积

液逐渐减少，脑室中度扩大，转当地医院继

续康复治疗。 

结论  高顺应性低压力性脑积水并不少见，临

床很多难治性脑积水都与其有关，但其发生

机制还不清楚，导致治疗难度大。以外引流

滴定为基础的弹性恢复治疗+不抗虹吸内引流

是目前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案。 

 
 
PO-1624 

慢性硬膜下血肿临床治疗探讨 
 

付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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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中医院 361001 

 

目的  通过对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治疗的回顾

性研究，探讨阿托伐他汀钙在慢性硬膜下血

肿治疗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5 到 2016 年 5 月收

治的 24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全部患者口

服阿托伐他汀钙治疗。 

结果  20 病例症状均较治疗前明显好转。治疗

后 6 个月内动态复查 CT：硬膜下血肿完全吸

收者 15 例，硬膜下血肿较前明显减少者 5

例。4 例患者因血肿较前明显增加并出现亚急

性硬膜下血肿，且临床症状明显，单孔钻颅

置双管冲洗引流术。 

结论  阿托伐他汀钙在慢性硬膜下血肿治疗效

果较好，对部分病例口服阿托伐他汀钙患

者，保守治疗过程出现血肿增加明显的予以

手术治疗。 

 
 
PO-1625 

奥氮平治疗颅脑外伤继发精神障碍的疗效观

察 
 

杨鹏翔 邵波 陈慧慧 

浙江省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317500 

 

目的  观察奥氮平在治疗颅脑外伤继发精神障

碍中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05 月～2016 年 05 月于我

院治疗的 90 例颅脑外伤继发精神障碍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组各 45 例，观察组接受奥氮平治疗，对照组

接受氟哌啶醇治疗，疗程 4 周.应用精神病阳

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分分别评价两

组治疗前后患者精神障碍症状改善程度。 

结果  对照组有效率为 83.10％,明显低于观察 

组的 92.50％(P＜0.05)。 

结论  奥氮平对于治疗颅脑外伤继发精神障碍

患者的治疗中能获得很好的临床效果，效果

优于氟哌啶醇，因此值得在颅脑外伤继发精

神障碍患者推广应用。 

 
 
PO-1626 

大黄素甲醚联合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

疗大鼠创伤性脑损伤的实验研究 
 

李长栋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通过研究大黄素甲醚对人脐带间充质干

细胞 (hUC-MSCs)植入创伤性脑损伤(TBI)大

鼠体内后,特异性神经元以及凋亡基因表达的

影响，探讨大黄素甲醚联合 hUC-MSCs 移植

治疗颅脑损伤的可行性依据。 

方法  将 40 只 2-3 月龄，体重 200-250g，清

洁级 Wistat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 (10

只)、TBI 组 (10 只)、HUC-MSCs 移植组(10

只)、（联合组）HUC-MSCs 移植+大黄素甲

醚组 (10 只)。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神经元特

异性烯醇化酶(NSE)、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

AP)的表达；RealtimePCR 检测凋亡因子 Bcl

-2 和 Bax 的表达。 

结果  与模型组比较, hUC-MSCs 移植组、联

合组大鼠脑组织中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

E)、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的表达增强，

bcl-2 基因的表达显著，bax 基因的表达减

弱，联合组上述表达更为显著。 

结论  ①hUC-MSCs 移植入 TBI 大鼠脑组织后

能够存活,并在大鼠脑组织中移行、分化为神

经细胞, 可表达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

E)、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大黄素甲醚

组表达更为显著。②大黄素甲醚可明显减少

脑损伤区凋亡基因水平的表达作用。 

 
 
PO-1627 

多学科协作治疗阿—斯综合征致重型颅脑损

伤 2 例 
 

魏俊吉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心脏疾病导致晕厥诱发的颅脑创伤

的综合救治。 

方法  回顾性分析关于阿-斯综合征致重型颅脑

损伤的多学科综合治疗的病例报道。 

结果  两例阿-斯综合征致颅脑损伤后涉及多学

科的综合后患者痊愈，涉及的主要关键节点

为颅脑手术的时机选择、起搏器植入时机及

作用、诊治经验及后续护理。 

结论  多学科协作是救治复杂颅脑创伤患者的

重要方式。 

 
 
PO-1628 

神经外科术后脑室积脓的治疗 
 

邹超 

上海长海医院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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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总结神经外科术后脑室积脓的诊疗经验 

方法  回顾我院神经外科 2011 年 7 月至 2016

年 4 月收治的 3 例多脑室积脓病例。男性 2

例，女性 1 例；年龄 38-60 岁，平均 50 岁；

脑室腹腔分流术后 1 例，脑室外引流术后 1

例，颅脑外伤术后 1 例；3 例患者均有不同程

度的昏迷、颈强直、高热（体温大于 39°）；

外周血象增高明显；CT 或者磁共振提示脑室

内液平；脑脊液浑浊呈脓性，糖含量降低，

白细胞数明显增高，脑脊液培养 1 例为金黄

色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敏感，2 例为鲍曼不

动杆菌，均为多重耐药。3 例患者均行静脉足

量抗生素，脑室外引流及腰大池引流置管，

脑室内盥洗，鞘内注射给药，药敏结果出来

前静脉都采用万古霉素+美罗培兰联合给药，

脑室内与鞘注都采用万古与阿米卡星，药敏

结果出来后 2 例继续同前，1 例改为多粘菌素

+替加环素联合静脉给药，及脑室内给药和鞘

注。待脑脊液外观及实验检查完全好转，复

查头颅 CT 提示脑室液平消失后予以拔出引流

管。治愈标准：1.体温连续一周以上在正常范

围，外周血象正常 2.脑膜刺激征阳性 3.脑脊

液连续三次培养细菌阴性，糖含量正常甚至

增高，白细胞数低于 50 以下。4.CT 或者磁

共振提示脑室内液平消失 

结果  3 例脑室积脓均临床治愈，其中最快于

灌洗后 5 天体温体温降至 37°，脑室外引流 1

0 天后脑脊液清亮。脑室灌洗 7-10 天，鞘内

注射 10-14 天，脑室外引流 2 例 2 周后拔

除，1 例 16 天后拔除，腰大池置管 3 例均 21

天拔除.1 例患者出院后三月，于康复医院发

生误吸事件，窒息死亡；1 例患者出院后一月

后，于我院再次行脑室腹腔分流术，2015 年

术后 2 年随访，神志清楚，四肢活动良好；1

例患者出院后 1 月电话随访，体温正常，神

清，能遵嘱活动。 

结论   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发生率在 1%-1

3%之间，其中脑室积脓最为凶险，病死率高

达 70%以上。手术后脑室积脓早期发现并治

疗是关键；手术时间过长、长时间留置引流

装置、脑脊液漏、患者免疫力低下是颅内感

染的常见危险因素。脑室积脓须尽早诊断，

及时予以治疗，早期脑室引流联合静脉及脑

室内，鞘内注射抗生素治疗，效果较好，值

得推广。 

 
 
 

PO-1629 
Neuroglobin and Nogo-A as Biomarkers f
or the Severity and Prognosis of Traumati
c Brain Injury 
 
Chen Hao,Cao Heli,Chen Shiwen,Guo Yan,Gao We
nwei,Tian Hengli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Objective  Neuroglobin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neuroprotective agent when overexpres
sed i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Nogo-A h
as also shown an important role in axonal re
modeling after TBI, and therefore they have t
he potential to impact outcomes after TBI. T
hus, we investigated early changes in the co
ncentrations of serum neuroglobin and Nogo
-A after TBI and evaluated the relations of bo
th neuroglobin and Nogo-A to injury severity 
and prognosis.  
Methods  Thirty-four patients with TBI were i
ncluded in this study. Serum samples were o
btained on admission and at 6, 12, 24, 48, 7
2, and 96 h after injury. Serum concentration
s of neuroglobin and Nogo-A were measure
d by using the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
t assay (ELISA) method and comparative an
alysis combined with Glasgow Coma Scale 
(GCS) scores and the 6-month prognosis of t
he patients were performed. Receiver operat
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used to a
ppraise the value of serum neuroglobin and 
Nogo-A levels in predict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TBI. 
Results  The serum neuroglobin concentrati
ons increased for 48 h after injury and sharpl
y decreased thereafter, whereas serum conc
entrations of Nogo-A increased and reached 
a peak at 72 h, after which it decreased grad
ually. The mean peak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neuroglobin and Nogo-A in patients with s
evere TBI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
n patients with mild TBI (P<0.05).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peak seru
m neuroglobin and Nogo-A concentrations a
nd a patient’s GCS score on admission (P<0.
001). Compared with the better prognosis gr
oup at 6 months after injury, the mean peak 
serum neuroglobin and Nogo-A concentratio
ns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an unfavorable outcome (P<0.05). ROC
 curve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he serum No
go-A concentration had a significantly better 
predictive power for poor prognosis.  
Conclusions  Neuroglobin and Nog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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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s in serum of patients with TBI increase
d obviously after injury, and were suggested 
as biomarkers for predicting brain injury seve
rity and poor prognosis. 
 
 
PO-1630 

重颅脑损伤下瞳孔、反应速率与年龄性别变

化研究 
 

铁兴华 荔志云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重型颅脑损伤下瞳孔大小及反应速率与

年龄、性别的关系。 

方法  随机选取 2016-01∽2016-06 在我科就

诊，诊断为创伤性重型颅脑损伤的患者 40 例

（80 眼），以年龄分为低年龄组(0-18 岁) 、

中年龄组(18-61 岁)和高年龄组（61 岁以

上），其中低年龄组，男 6 例（12 眼），女

4 例（8 眼）；中年龄组，男 10 例（20

眼），女 10 例（20 眼）；高年龄组男 5 例

（10 眼），女 5 例（10 眼）； 

结果  随着颅内压的增高不同组内瞳孔直径、

反应速率具有显著差异（P＜0.05）；随着颅

内压的增高瞳孔直径、反应速率与性别比较

无显著差异（P＞0.05）；在同一颅内压下瞳

孔直径、反应速率与年龄比较具有显著性（P

＜0.05）。 

结论  随着颅内压的增高各组瞳孔直径、反应

速率与性别比较无统计学意义；随着年龄的

增高在同一颅内压下瞳孔直径逐渐缩小，反

应速率逐渐变大；随着颅内压的增高瞳孔直

径逐渐增大，反应速率逐渐变大。 

 
 
PO-1631 

创伤性颅脑损伤早期 VEGF 表达水平与损伤

时间的关系 
 

李晋江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为探讨创伤性颅脑损伤（Traumatic Bra

in Injury,TBI）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asc

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水平

与损伤时间的关系。 

方法  病例组 28 例创伤性颅脑损伤接受手术

患者，术中取收集内减压术切除的挫伤周围

脑组织进行免疫组化染色、电镜观察超微结

构变化，并与对照组比较。采用免疫组化观

察 VEGF 及其受体 flk-1 和脑损伤标记物 S10

0 表达；电镜观察脑组织超微结构变化；干湿

法分析脑水肿等。 

结果  24～72 小时组脑组织水肿更加明显并

出现炎性细胞浸润。部分细胞胞核固缩，小

而深染，部分神经细胞胞体肿胀、胞浆变

空，核膜及核仁消失。72 小时以上组脑组织

水肿明显，胶质细胞增生明显增多，巨噬细

胞形成泡沫细胞。脑外伤后脑组织血管内皮

细胞因子呈高表达状态，镜下见与对照组相

比血管内皮细胞及血管周围胶质细胞 VEGF

免疫组化阳性染色，部分胶质细胞亦有表

达。电镜下可见明显脑细胞损伤，毛细血管

内皮细胞连续性中断，红细胞渗漏至血管外

间隙，可见毛细血管基底膜增宽，毛细血管

周围胶质细胞足突肿胀，部分神经细胞胞浆

变性水肿。在本研究的时间范围内（3－5

天），随时间的延长挫伤灶周围脑组织 VEG

F 水平增加，VEGF 水平与伤后时间有相关关

系（spearman rs＝0.648，P=0.000）。脑组

织水肿程度与 VEGF 表达水平存在相关关系

（能够说明研究目的）。 

结论  颅脑损伤早期 VEGF 表达的水平和损伤

程度及损伤时间具有相关性。 

 
 
PO-1632 

山东省临沂市颅骨修补应用材料的调查 
 

朱锡德 孟凡国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1 

 

目的  了解临沂市范围内开展神经外科手术的

医院颅骨修补材料的使用情况，了解自体颅

骨保存及使用的现状。 

方法  通过电话联系、发放调查问卷、实地考

察方式获得各单位基本资料及 2011 年到 201

5 年各单位去骨瓣减压手术量及应用各种材料

修补的颅骨缺损手术例数，对应用自体颅骨

的单位调查其保存及使用自体颅骨的方法。 

结果  临沂市共有 27 家开展开颅手术的公立

医院，均参加到该调查中并获得基本资料。

有 8 家医院每年颅骨修补手术量小于 5 例而

未采用其数据，有 3 家医院未能提供准确的

手术例数，有 16 家手术量比较大的医院纳入

统计分析。近 5 年内，16 家单位共行开颅去

骨瓣减压手术 3613 例次，颅骨修补手术 197

4 例次，其中应用自体颅骨 1136 例次（57.

5%），应用钛网 795 例次（40.3%），应用

E-H 复合材料 43 例次（2.2%）。自体颅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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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由 2011 年的 67.7%下降到 2015 年的 48.

4%，钛网的使用率由 2011 年的 33.1%上升

到 2015 年的 50.1%。参加调查的 27 家医院

中，近 10 年中均保存并使用过自体颅骨，目

前有 16 家单位使用自体颅骨，11 家不再使

用。16 家使用自体颅骨的单位中 7 家单位颅

骨由医院手术室专用冰箱保存，另外 9 家由

医院处理后的颅骨瓣交由家属在家用冰箱冻

存，且下一步计划不再使用自体颅骨。14 家

单位自体颅骨为碘伏浸泡冷冻保存，有 1 家

单位开始采用深低温冰箱保存，1 家单位采用

液氮保存。 

结论  自体颅骨及三维塑形钛网是目前临沂市

最常用的两种颅骨修补材料。自体颅骨主要

保存方式为碘伏浸泡冷冻保存，保存自体骨

的医院逐渐减少，钛网使用比例呈逐年升高

趋势，目前使用比例已超过自体颅骨。 

 
 
PO-1633 

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重症颅脑损伤患者的预

后影响 
 

刘建雯 黄燕萍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分析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重症颅脑损伤

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本院 2015 年 4 月～2016 年 4 月收

治的 68 例重症颅脑损伤的患者并将其按数字

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4 例患者。

对照组患者给予传统的延迟性胃肠内营养支

持，观察组患者在入院 12～24h 之内采用十

二指肠置管实施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比两

组患者采用不同时机营养支持后营养指标、

并发症及预后等相关指标的变化。 

结果  观察组患者干预 7d 和 14d 后血清总蛋

白（60.87±1.96）g/L（62.35±2.41）g/L、血

清白蛋白（31.35±2.64）g/L（35.35±3.41）

g/L 及外周淋巴细胞计数（1.43±0.16）×109

（1.66±0.34）×109 的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

患者干预 7d 和 14d 后血清总蛋白（57.25±1.

78）g/L（58.12±3.21）g/L、血清白蛋白（3

0.01±2.71）g/L（31.35±2.25）g/L 及外周淋

巴细胞计数（1.33±0.16）×109（1.49±0.3

5）×109 的水平，统计学有意义(P＜0.05)；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出现电解质紊乱（8 .8

2%）、肺部感染（11.76%）、腹泻（5.8

8%）、上消化道出血（35.29%）等并发症的

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干预后出现电解

质紊乱（29.41%）、肺部感染（32.35%）、

腹泻（26.47%）、上消化道出血（82.3

5%），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

者干预后的预后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的，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重症颅脑损伤患者采用早期肠内营养支

持的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营养状

况，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可明显改善患者的

预后，安全有效，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PO-1634 

弥漫性脑肿胀治疗策略 
 

陈为为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00 

 

目的  提高对弥漫性脑肿胀的认识，改进术者

的观念及手术策略，提高手术疗效。 

方法  弥漫性脑肿胀是颅脑外伤中经常面临的

一类极凶险的疾患，致死率及致残率极高。

目前从国内及国际报道的状况而言，效果不

尽满意，治疗方法存在争议。本文探讨近来

作者十余例弥漫性脑肿胀治疗策略，总结分

析目前各类手术方式，比较优缺点，提出改

良策略。 

结果  本组十例患者弥漫性脑肿胀均取得良好

效果，患者术后影像学及临床症状均得到缓

解。 

结论  1.弥漫性脑肿胀手术时机与预后有明确 

关系，在尚未形成脑疝或脑疝早期手术有助

于提高预后。 2．标准大骨瓣手术创伤太大，

由于位置过高，容易造成患者术后脑积水，

可以改良为骨瓣过颞上线 1-2cm，后界过顶

结节 1-2cm，解除对四叠体池及脑干的压

迫，从而达到充分的减压。 3.双侧大骨瓣创

伤太大，慎行，单侧多可解除脑肿胀，同时

尽量减少内减压，如颞极，额极切除，尽量

维持脑组织容量，改善患者的预后。 4.积极

的手术比保守治疗更能改善患者的预后。 

 
 
PO-1635 

脑室腹腔分流术治疗特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 1

8 例 
 

梁学军 王辉 廖旭兴 何睿瑜 刘党奇 邱建国 潘裕烽 徐

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528000 

 

目的 总结特发性正常压力性脑积水的诊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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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经验，为临床诊断和治疗特发性正常压

力性脑积水提供参考。 

方法 18 例特发性正常压力性脑积水患者均经

CT 、MRI 及腰部穿刺检查确诊，并采用脑室

‐腹腔分流术治疗。 

结果 本组患者术后症状均有不同程度改善，

认知障碍有效率 68.8％（11/16） ，步态不

稳有效率 83.3％（15/18） ，小便失禁有效

率 50％（5/10） 。随访６个月，总有效率 9

4.4％。 

结论 综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及腰

穿放液检查结果正确诊断特发性正常压力性

脑积水，VPS 可以改善 iNPH 临床症状，选

用可调压分流管可以提高手术疗效。 

 
 
PO-1636 

DTI 预测脑出血、脑外伤患者后期肢体运动

功能恢复的研究 
 

徐林 孙冬雪 周德宝 杨子润 李文进 

淄博市第一医院 255200 

 

目的 利用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技术（DTI），

描述脑出血、脑外伤患者皮质脊髓束相关神

经传导束的损伤程度，预测患者后期偏瘫肢

体运动功能的恢复程度。 

方法 根据相应纳入标准选择淄博市第一医院

神经外科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收治的脑

出血、脑外伤患者 19 例，住院期间评估患者

的肢体运动功能情况（患者近端、远端肢体

肌力），通过 DTI 查看患者相关神经传导束

的受损情况，并计算出 DTI 相关参数来定量

评估传导束的损伤程度，患者出院后随访半

年，评估患者肢体运动功能恢复情况（肢体

近端、远端肌力），利用 SPSS17.0 软件处

理分析数据，做神经传导束损伤程度（DTI 相

关参数）与患者住院期间、出院后半年     随

访时运动功能恢复情况（肢体肌力）相关性

分析，评估 DTI 神经传导束损伤程度与患者

肢体运动功能恢复的相关性 

结果 DTI 所评估的神经传导束损伤程度与患

者后期运动功能的恢复具有明显的相关性（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DTI 显示的神经

传导束损伤程度越重的患者后期运动功能恢

复较差，神经传导束损伤程度轻的患者后期

运动功能恢复较好。 

结论 通过 DTI 定量描述脑出血、脑外伤患者

相关神经传导束的损伤程度，能有效的预评

估患者后期运动功能的恢复情况，对患者后

期的康复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PO-1637 

小鼠遭受轻型闭合性脑损伤后出现精神障碍

原因的初步探讨 
 

步玮 赵庆林 赵大巍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外科 050051 

 

目的 观察小鼠头部遭受气压伤打击，模拟脑

震荡的受伤机制，了解是否会出现创伤后精

神障碍，并了解可能的机制。 

方法 将 C57/BL6 雄性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

30PSI 气压打击组、40PSI 气压打击组、50P

SI 气压打击组，对小鼠进行不同压强下的闭

合打击实验，于伤后 3 天、7 天、14 天进行

旷场实验和悬尾实验，于伤后 1 天、3 天、7

天、14 天灌注取脑，行冰冻切片，行 HE 染

色、NEUN 染色。 

结果 30-50psi 压强的气压打击，未引起小鼠

颅内出血及颅骨骨折，HE 染色未见形态学损

伤改变，行为学检查可见遭受 50PSI 压强的

气压打击的小鼠伤后 14 天出现结果明显异

常，遭受 50PSI 压强的气压打击的小鼠伤后

14 天 NEUN 染色可见受伤侧杏仁核神经元细

胞减少。 

结论 50PSI 压强的气压打击小鼠头部，可以

导致小鼠轻型脑损伤，未出现颅内出血等中

重型颅脑损伤表现，可以模拟轻型闭合性脑

损伤的受伤机制，行为学检查提示伤后 14 天

小鼠出现创伤后精神障碍，NEUN 染色显示

受伤侧杏仁核神经元细胞减少，提示这可能 

是轻型脑损伤后出现精神障碍的原因之一。 

 
 
PO-1638 

脑弥漫性轴索损伤诊治 
 

刘洛锋 朱长虎 严向锋 

陕西省康复医院 710065 

 

目的  探讨弥漫性轴索损伤（DAI）的发生机

制，临床表现及诊治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从 2010 年 12 月至 201

5 年 12 月共收治 200 例 DAI 病人的临床资料

及治疗效果 

结果  恢复良好 76 例，轻残 61 例，植物生存

17 例，死亡 16 例，结果弥漫性轴索损伤是

重型颅脑损伤，诊治难度大，但近些年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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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学的逐渐发展，治疗手段的提高，通

过脱水降颅压，亚低温，神经保护，高压氧

及早期急性康复介入治疗，死亡率明显降

低。  

  
 
PO-1639 

颞叶挫裂伤合并 Labbe’s 静脉损伤患者的手

术疗效分析 
 

黄驰文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分析颞叶挫裂伤合并 Labbe’s 静脉损伤

患者的外科手术治疗的疗效。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3 月~2016 年 3 月收

治的 50 例颞叶挫裂伤手术治疗的患者，按照

有无合并 Labbe’s 静脉损伤分为观察组及对

照组，各 25 例，观察组术中根据 Labbe’s 静

脉损伤分级分别给予明胶海面敷贴、电凝、

阻断等处理，对照组未予特殊处理。比较两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神经功能恢复情

况及预后。  

 结果  Labbe’s 静脉损伤组患者术后出现恶性

脑肿胀、迟发性颅内血肿、静脉性栓塞的发

生率及术后死亡率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出现记

忆力减退、失语的发生率较对照组显著增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GOS 评分 5 分患者人数显著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颞叶挫裂伤合并 Labbe’s 静脉损伤可产

生迟发性颅内血肿、恶性脑肿胀、静脉行栓

塞等严重并发症，影响患者预后，甚至导致

患者死亡。术中损伤的 Labbe’s 静脉的分型

及大小，术中对静脉的正确处理可降低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率的死亡率。 

 
 
PO-1640 
Mitigation of Brain Injury by Hypothermia 
in a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ouse Model 
 
Feng Yan,Jiang Chuanlu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Backgroun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is 
a life-threatening situation which lacks effecti
ve resolutions with current medical resource
s. Hypothermia was thought a promising ther
apy for it which has been proved on different
 animal models, however, it was not quite su

pported by clinical results. Our ongoing rese
arch is trying to apply hypothermia on TBI m
ouse to see how it can affect the recovery of 
these animal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BI was performed
 on C57bl6 mice and the mice were dispatch
ed into 2 groups after TBI, normothermic and
 hypothermic groups. Animals were subjecte
d to contusion volume measurement, TUNE
L staining, blood brain barrier evaluation and
 behavior test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post TB
I. 
Results  Contusion volume of hypothermic 
mice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normother
mic ones, 7.6±0.4 vs. 11.7±0.7 mm3, p<0.01.
 Tunel staining showed that normothermic mi
ce have a much higher cell death rate comp
ared to those hypothermic ones (p<0.05). Fu
rthermore, hypothermic mice have a better bl
ood brain barrier preservation. At last, hypot
hermic mice have better behavior results as l
ong as 14 days post-TBI.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hyp
othermia is an effective way in mitigation of n
eural deficit by TBI. 
 
 
PO-1641 

液体管理在重型颅脑伤中的应用进展 
 

王妍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通过临床观察总结以及查阅相关文献，

总结出现有的颅脑伤后的病理生理改变一是

脑局部微循环障碍性缺血; 二是系统供血不足

性全脑缺血。而现存的液体管理类型有晶体

液和胶体液，发现液体管理的方法中存在的

问题，第一，伤后急性期液体管理的矛盾主

要集中在伤后脑水肿需要强力脱水利尿治疗

和伤后休克需要大容量补液上；第二，对于

颅脑伤后肠内营养作用的讨论中，并没有把

肠内营养计入液体管理范畴；第三，尿液的

性质、计量和呕吐物及排泄物等不显性失水

对于重症颅脑伤后病人的病情观察非常关

键，也是在液体管理的研究中不被重视。最

后提出几点有建设性的建议。 

方法 通过临床经验总结以及查阅文献，发现

重症颅脑伤后液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几点改善建议。 

结果 重型颅脑伤起病急、治愈困难、致残率

及病死率较高，其引起的神经源性肺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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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易发生在伤后 72 小时内，是重型颅脑损伤

后死残率较高的重要原因。液体治疗是危重

病患者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临床经验

总结和查阅文献，针对现存的重型颅脑伤病

人液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第

一，大量扩容的同时，注意掌握胶体液的输

入时机，避免大量的晶体输入导致体内液体

蓄积；第二，早期肠内营养支持的开展，可

以使病人尽早获得必需的营养物质，促进颅

脑损伤后胃动力的恢复，从而增加了胃黏膜

的防御作用。应该在液体管理中占有一席之

地；第三，尿量以及呕吐物、排泄物的颜色

和量及能反映出病人器官受损的程度和液体

是否充足。根据尿量和排泄物性状调整输液

速度和输液种类对于重症颅脑伤后的病人极

为重要。 

结论 颅脑伤后几小时到几天内逐渐发展演化

形成的继发性脑缺血是外伤后脑损害的主要

病理过程。液体管理是颅脑损伤等重症患者

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危重患者由于某些原

因造成病情严重且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危及生

命，需要进行紧急和持续有效的呼吸、循环

功能支持、多器官及消化、营养功能支持。

液体管理的现存类型有晶体液和胶体液。虽

然有大量的文献以及数据证实了液体管理在

重症颅脑伤护理中的重要作用，也论证了不

同的液体类型对于颅脑伤恢复不同时段的作

用，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希望在今后的液

体管理研究中能够注重掌握不同液体的输入

时机，以及重视肠内营养和尿量等不显性失

水管理的重要性。 

 
 
PO-1642 
Melatonin attenuates TBI-induced inflam
mation 
 
Ji Jing,You Yongping,Liu Ning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10029 

 

Melatonin functions as a crucial component i
n mediating inflammation and autophagy, bu
t the specific mechanisms and the relation b
etween inflammation and autophagy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Here we found that the in
hibition of autophagy enhanced inflammation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melatonin treatment signi
ficantly attenuated TBI-induced inflammation
 by regulating mitophagy to remove mitocho
ndrial superoxide production and damaged 

mitochondria. Furthermore, our data showed
 that melatoni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neuro
nal death and markedly reduced behavioral 
deficits through repressing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which could be partly reversed by 
3-MA autophagy inhibitor. Taken together, o
ur results highlight a role for melatonin in pro
tection against virally TBI-triggered immunop
athology by negatively regulating inflammati
on activation and IL-1b production via mitoph
agy. 
 
 
PO-1643 

颅内压监测在额叶脑挫裂伤患者的应用 
 

黄贤键 马宇强 张杰华 刘俊 高杰 李维平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518035 

 

目的 分析额叶脑挫裂伤患者病情变化的因素

和处理措施对预后的影响，探讨颅内压（IC

P）监测在额叶脑挫裂伤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于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治的 173 例额叶脑挫裂伤患者（G

CS 评分 9-15 分），68 例未使用 ICP 监测为

对照组 A；56 例应用皮质型 ICP 监测为研究

组 B；49 例应用脑室型 ICP 监测为研究组

C。对照组使用经验性治疗控制 ICP，研究组

可根据 ICP 水平进行相应的阶梯式降低 ICP

治疗，研究组 C 较研究组 B 增加释放脑脊液

途径降低 ICP。随访患者一年后 GOS 评分，

分析 ICP 监测在额叶脑挫裂伤患者的应用价

值及不同类型 ICP 监测与预后的关系。 

结果 各组患者全部存活，研究组（B、C）与

对照组相比，手术治疗率和致残率显著降

低，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并发症发

生率无显著性差异。研究组（B 与 C）中比

较，并发症发生率及 GOS 评分无显著性差

异，但 ICP 维持正常水平时间研究组 C 高于

研究组 B，患者预后良好率研究组 C 高于研

究组 B。 

结论 额叶挫裂伤往往因临床症状不典型出现

严重后果，ICP 监测有利于此类患者病情观察

并指导治疗，可以有效降低致残率。脑室型 I

CP 监测可更为有效控制颅内高压。 

 
 
PO-1644 

非经鼻手术迟发性脑脊液鼻漏的临床特点 
 

祁磊 鲍刚 刘昊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7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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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非经鼻手术迟发性脑脊液鼻漏的特

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两例非经鼻手术迟发性脑脊

液漏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非经鼻手术迟发

性脑脊液鼻漏的特点。一例为多次冠状开颅

的患者，本次入院后行原切口冠状开颅垂体

腺瘤切除术，本次术中无明显额窦开放及鞍

底损伤。术后 1 月，患者切口局部皮下积液

仍难以消失，同时出现脑脊液鼻漏，CT 示手

术侧额窦及上颌窦积液，蝶窦及筛窦无积

液。行 CT 多平面薄层重建，示开颅手术致额

窦开放，本次术后陈旧性瘢痕在积液的浸泡

下开放。另一例为一听神经瘤患者，行乙状

窦后入路听神经瘤切除，术后 2 周出现脑脊

液鼻漏。再次手术探查，发现第一次手术固

定颅骨的钛钉将钉入乳突，充分封堵乳突及

顶道后，脑脊液鼻漏小时。 

结果  第一例患者脑脊液鼻漏路径：硬膜下-硬

膜外-皮下-额窦-额窦开口-窦口鼻道复合体-上

颌窦开口-上颌窦-溢出形成脑脊液鼻漏。第二

例患者脑脊液鼻漏路径：乳突-中耳-咽鼓管-

鼻咽。 

结论  非经鼻手术不经过鼻腔，不会对前颅

底、筛窦、蝶窦造成损伤，一般不易出现脑

脊液鼻漏。但是，由于鼻副窦自身的解剖特

点及其与周围结构沟通联系的复杂性，非经

鼻手术后，脑脊液可通过其他途径渗漏，造

成非典型的迟发性脑脊液鼻漏。 

 
 
PO-1645 

额颞顶部去骨瓣减压术治疗重度颅脑损伤 36

例临床分析 
 

何锦华 

江西省人民医院 330006 

 

目的  进一步明确额颞顶部去骨瓣减压特别是

颞部去骨瓣减压治疗重度颅脑损伤的重要

性。 

方法  36 例重度颅脑损伤患者均为外院非颞部

减压术后转入的病人，病人均昏迷，CT 均提

示弥漫性脑肿胀和或严重脑水肿伴或不伴颅

内血肿，转入我院后均行额颞顶部去骨瓣减

压术。 

结果  12 例病人恢复劳动能力，16 例有部分

劳动能力，4 例生活勉强自理，2 例重残，1

例拒绝治疗，1 例死亡。 

结论  额颞顶部去骨瓣减压特别是颞部去骨瓣

减压(去除侧方的蝶骨嵴应尽量平中颅窝)是治

疗重度颅脑损伤有效措施。 

 
 
PO-1646 

脑疝行去骨瓣减压术后伴肾功能不全 16 例临

床分析 
 

何锦华 

江西省人民医院 330006 

 

目的  进一步提高脑疝行去骨瓣减压术后伴肾

功能不全的处理，以提高去骨瓣减压治疗脑

疝的疗效。 

方法  16 例，其中脑出血 10 例，颅脑损伤 6

例，16 例术前肾功能均提示正常，术后 1-10

天病人出现肾功能不全，16 例术后复查头颅

CT 结果均较术前好转。经动态检查提示病人

有肾功能不全时及时停用甘露醇，改用甘油

果糖 250ml/12 小时及速尿 160mg-320mg/24

小时经微量泵均匀泵入，保持血压的相对平

稳、有效的抗感染治疗，保持内环境的平衡

等处理措施； 

结果  16 例病人肾功能不全均恢复正常，无一

例行血液透析治疗。 

结论  对脑疝行去骨瓣减压术后伴肾功能不

全，应及时处理引起肾功能不全病因，处理

得当及时，肾功能可得到恢复。 

 
 
PO-1647 

面听神经之间血管压迫导致面肌痉挛行微血

管减压术 2 例报告 
 

赵全军 

解放军第 306 医院立体定向及脑功能性疾病诊治中心
 100101 
 

目的  探索面听神经之间血管压迫导致面肌痉

挛的科学微血管减压手术方法。 

方法  对 2 例面听神经之间血管压迫的面肌痉

挛患者实施微血管减压手术，在充分游离责

任血管后，分别在血管两侧面听神经之间填

塞 Teflon 绵，使血管与神经充分隔离。报告

时可提供手术录相剪辑。 

结果  2 例患者术后面肌痉挛均消失，其中 1

例术后 10 天出现迟发性面瘫，House-Branc

hmann 分级为 II 级，经扩血管及针炙治疗后

2 周完全缓解；另 1 例术后即刻出现面瘫，H

ouse-Branchmann 分级为 III 级，经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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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及针炙治疗，目前已间断治疗一月余，未

见明显恢复。 

讨论  面听神经之间血管压迫导致面肌痉挛较

为少见，因血管位于面神经之间，实施微血

管减压术较为困难，在血管两侧面听神经之

间填塞 Teflon 绵时对神经牵拉较重，容易导

致术后面瘫，神经表面的微小血管损伤可能

是导致术后即刻面瘫的主要原因，术后 Teflo

n 绵对血管的挤压可能是发生迟发性面瘫的原

因之一。因而，寻求科学的减压方法，尽量

减少填塞 Teflon 绵，避免神经过度牵拉以及

神经表面的微小血管损伤对减少术后面瘫的

发生十分必要。 

 
 
PO-1648 
Favorable Modulation in Neurotransmitter
s: Effects of Chronic Anterior Thalamic N
uclei Stimulation Observed in Epileptic M
onkeys 
 
Li JunJu 1,Shi Lin1,Yang An-Chao2,Meng Da-Wei2,Ji
ang Bo2,Zhang Jian-Guo1,2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People’s Hospital 

of Hainan Province， Haikou， China 

2.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Beijing Tiantan Ho

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

a 
 

Anterior thalamic nuclei (ATN) stimulation ha
s been shown to be effective in seizure redu
ction. Nevertheles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
ms remain unclear.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
he changes in the amino acid levels during c
hronic, single-sidedATN-stimulation in the hi
ppocampi of rhesus monkeys with mesial te
mporal lobe epilepsy induced by kainic acid 
(KA). The concentrations of glutamate, γ-ami
nobutyric acid, aspartate and taurine in the d
ialysates from bilateral hippocampi were det
ermined at multiple time points using high-pe
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The result
s showed thatafter KA administration, theasp
artate, γ-aminobutyric acid and taurine level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sham-stimulati
on group, although the γ-aminobutyric acid a
nd taurine levels gradually returned to the ba
sal levels in the chronic stage. The glutamat
e levelshowed an initial decrease in the acut
e stage and a subsequent increase in the ch
ronic stage. Chronic ATN-stimulation reverse
d the increasesin the glutamate and aspartat
e levels, andmaintained the initial increases i
n the γ-aminobutyric acid and taurine levels t

ill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These amino a
cid levels, however, were not affected by eith
er contralateral KA injection or contralateral 
ATN-stimulation, suggesting that the observ
ed effects of ATN-stimulation are restricted t
o the ipsilateral hemisphere. Our data sugge
st that chronic ATN-stimulation may induce f
avorable modulations in the amino acid level
s in the hippocampi of epileptic monkeys, wh
ich may be an important mechanism underlyi
ng the effects of ATN-stimulation in epilepsy 
treatment. 
 
 
PO-1649 

迷走神经刺激治疗难治型癫痫 
 

孔军 金心 刘汉江 林亦海 李晨昊 吴晔 贺军华 张新文 

吴漳溢 曾剑平 俞海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310012 

 

在 20 例难治型癫痫的病人身上进行了关于迷

走神经刺激（VNS）对抽搐发作频率影响的

研究。研究参数是发作的总次数和不同的发

作类型间的差异。发作次数降低中位数为 60.

6%。在不同的发作类型中 VNS 的效果差异

很大。对失张力发作的效果最好（发作次数

降低中位数 80.8%，有效患者比例：8/1

2），其次是强制性发作（降低中位数 73.

3%，有效患者比例：8/13）。全身强直-阵挛

性发作效果最差（降低中位数 57.4%，有效

患者比例：11/20）。在其中的 16 名病人身

上还观察到了缓和猝发发作程度和缩短发作

后期的积极效果。所有受试者中 76.7%的患

者警觉度得到了改善。其中 20 名病人出现了

以流涎和声嘶为主的不良反应。抗癫痫药的

使用具有明显的减少，停药率为 16.7%。 

 
 
PO-1650 

颈动脉内膜切除手术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的

配合   
 

戴爽 吕彦恩 沈少平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100701 

 

目的  探讨术中电生理监测在颈动脉内膜切除

手术（CEA）中的监测项目及提示手术的方

法。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报告 3 例因颈动

脉内膜狭窄行 CEA 手术治疗，并实施术中电

生理监测获得良好效果的案例，术中避免风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73 

 

险发生。分析工作内容，探讨电生理监测方

案，发生缺血时的监测重点内容。 

结果  在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下未发生急性中

枢性脑缺血 

结论  结合脑电图、 躯体感觉诱发电位和运动

诱发电位的综合监测结果有效的提示了医师

在术中决定是否使用分流导管从而造成脑血

管栓塞的发生。        

 
 
PO-1651 

外科治疗对癫痫患儿社会能力及行为问题的

改进作用 
 

吕彦恩 1 徐小飞 2 戴爽 1 杨俊行 1 沈少平 1 袁海玲 1 

1.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2.北京军区总医院 

 

目的  癫痫患儿在发育过程中出现行为和情绪

异常的风险比普通儿童高 4.7 倍，本研究通过

对癫痫患儿手术前后行为学测评，探讨外科

手术对癫痫患儿社会能力和行为学的影响，

为儿童癫痫外科的手术选择和预后判定提供

参考。 

方法  对 2006 至 2010 年手术治疗的 4～16

岁 176 例患儿，通过现场填表和电话随访的

方式进行随访，最终入组 92 例，应用“用儿

童行为量表”（CBCL）进行评分，对癫痫患

儿进行术前及术后一年、三年、五年以上的

社会能力和行为问题进行测评，分别用组平

均值及个体水平进行分析。 

结果  社会能力在术后有明显的进步，并且随

着时间的延长，进步越来越明显，P<0.01，

差别显著。行为问题在术后 1 年，分数有所

升高，以后呈逐渐下降趋势，术后 3 年回到

术前水平，在 5 年以上明显下降，说明行为

问题也有所改善。与手术前差别显著。在手

术后一年，一半以上的患儿的社会能力与行

为问题没有变化，30％左右的患儿有不同程

度的进步，只有 10％的患儿在术后有退步。

术后三年，社会能力有进步的患儿增加到 4

5％，行为问题有进步的患儿也有所增加。术

后五年以上，社会能力和行为问题有进步的

患儿增加到 50％以上，没有变化的约 40％，

退步的不足 10％。无论组间均值还是个体水

平，大部分患儿的社会能力及行为问题在术

后得到明显改善。 

结论 外科手术对大部分癫痫患儿的社会能力

和行为问题有明显的改善作用，许多个体在

社会能力和行为问题方面却表现出明显的提

高。这显示了在术前进行社会能力和行为学

测评的重要性，并用来指导术前评估及治疗

方式的选择。 

 
 
PO-1652 

诱发电位监测在颅内前循环动脉瘤手术中的

运用体会 
 

刘天庆 郭东斌 阙双林 邱平 祁小龙 蓝佛琳 

龙岩市第一医院 364000 

 

目的  探讨躯体感觉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电位

监测在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将 2013 年 01 月至 2015 年 06 月入选

的 83 例颅内前循环动脉瘤患者，分成术中电

生理监测组及未行电生理监测组。分别对两

组病例进行术后 1 天、2 周神经功能检查及术

后 1 天 CT 检查，比较两组神经功能障碍及 C

T 新出现的梗塞灶的差别。 

结果  31 例术中行电生理监测，5 例术后 1 天

出现新的神经功能障碍，2 例术后 2 周仍偏

瘫，3 例术后 1 天 CT 出现新梗塞灶；52 例

未行电生理监测，19 人术后 1 天出现新的神

经功能障碍，11 例 2 周后偏瘫；8 例术后 1

天 CT 出现新梗塞灶。 

结论  动脉瘤夹闭术中持续 SEP、MEP 监测

有助于减少医源性损伤、降低手术风险及术

后缺血性并发症的发生。 

 
 
PO-1653 

微血管减压术对面肌痉挛的疗效分析 
 

魏峰 田新华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分析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的

疗效。 

方法  随访 66 例行微血管减压术治疗的面肌

痉挛患者, 观察术后 2 年有效率及相关并发

症。 

结果  术后 2 年随访成功 56 例, 其中 46 例 

(82.1%)近期疗效为优,8 例(14.3%)为良,1 例

(1.8%)为差, 1 例(1.8%)无效。近期并发症发

生率:面瘫 8 例(14.3%), 听力下降 3 例(5.4%),

耳鸣 2 例(3.6%);术后 2 年以上随访中, 面瘫及

耳鸣患者全部恢复, 3 例听力下降患者听力也

较术后近期好转。 

结论  微血管减压术是面肌痉挛有效的治疗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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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54 

伽玛刀治疗颅内转移瘤的近期观察分析 
 

魏峰 田新华 李泉清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外科 361004 

 

目的  探讨颅内转移瘤伽玛刀治疗后的近期效

果。 

方法  回顾我科自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接受头部伽玛刀治疗的 59 例颅内转移瘤病

人, 年龄 38～83 岁, 平均 59.7 岁,随访期 2～2

4 个月,通过颅脑磁共振观察其疗效. 

结果  完全控制 24 例( 40.7%) , 部分控制 20

例( 33.9%) , 无变化 6 例( 10. 2%) , 进展 9 例
( 15.3%) . 

结论  伽玛刀治疗肺癌脑转移瘤是一种见效

快、肿瘤控制率高、安全、并发症少的颅内

转移瘤的治疗方案。 

 
 
PO-1655 

颞叶癫痫术后长期疗效相关因素研究：234

例难治性颞叶癫痫患者术后疗效的回顾性分

析 
 

张旺 王孝义 沈红 林志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颞叶癫痫是最常见的药物难治性癫痫，

其手术治疗已成为目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

一种治疗方式。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评估颞

叶癫痫手术的长期疗效，并探讨与术后长期

疗效相关的预测因素。 

方法  我们对 2000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期

间在我院接受手术治疗的 234 例药物难治性

颞叶癫痫患者进行术后长期随访，随访时间

从 6 个月至 12 年不等，收集整理 234 例患者

的术前评估、临床特点、手术结果等临床相

关资料。并从以下因素进行分析：性别；发

病年龄；手术年龄；病程；癫痫发作的频

率；癫痫发作的类型；是否有先兆发作；患

者的临床病史，包括是否存在出生时缺血缺

氧史，高热惊厥史，不明原因感染史和外伤

史等；异常影像学结果；脑电图提示癫痫放

电的类型；手术的时期；致痫灶位置：皮层

和颞叶内侧；手术的侧别；病理类型。根据

Engel 分级法，234 例患者被分为两组：好转

组（Engel I-III）和未好转组（EngelIV），并

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的方法对以上

因素在两组之间的作用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234 例患者中，6 个月的随访中有 143

（61.11%）例无癫痫发作，2 年的随访中有

138（58.97%）例患者无癫痫发作。长期随

访结果提示 5 年、10 年、12 年的癫痫无发作

率分别为 55.91%（71/127）、50.94%（27/

53）、50%（6/12）。其中，癫痫病程、癫

痫发作的频率及类型、高热惊厥史、先兆发

作、单侧放电的脑电结果、异常的影像学结

果病理类型等因素的统计学分析结果提示 P<

0.05。但是其他因素对术后患者的长期预后

没有影响。 

结论  药物难治性颞叶癫痫患者手术的长期疗

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强调了临床因

素在评估患者术后长期疗效中的作用。通过

分析各个因素在长期预后中的作用，临床医

生可以在术前对患者是否适合手术、手术的

价值和长期疗效进行评估，进而可为患者选

择最佳的治疗方案。 

 
 
PO-1656 

多模态重建技术应用于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

术的研究  
 

王伟君 潘隆盛 凌至培 崔志强 孙璐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61000 

 

目的  探讨术前多模态模拟重建成像技术对面

肌痉挛行微血管减压手术的指导价值 

方法  总结分析 56 例面肌痉挛病人，术前常 

规行脑干区薄层 MR 扫描，将原始 DICOM 数

据导入 3D-slicer 软件进行脑干、血管、神经

的重建，并以多模态图像（MMSRI）显示。

从任意角度观察血管与面听神经近的空间位

置关系。盲法初步诊断患病侧别并与实际患

病侧进行对比分析。根据病人实际患病侧，M

MSR 判明的责任血管同微血管减压（MVD）

术中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MMSRI 重建面肌痉挛患者 58 例；盲法

判断侧别正确 43 例，诊断效能差。实际患病

侧判断出责任血管压迫 47 例，与手术结果比

较，多模态重建诊断原发性面肌痉挛敏感度 8

3.9％，特异度为 100%；准确度为 81％。 

结论  多模态重建技术能清晰显示椎基底动脉

及其分支、神经、脑干，并可通过立体多维

空间关系进行直观判断。对责任血管的诊断

有较高的敏感度和准确度，可作为面肌痉挛

微血管减压术术前病因评估的重要指标，对

术者术前准备，术中探查，优化手术等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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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57 

表现为失语发作的优势侧前颞底癫痫 1 例报

道及文献回顾 
 

王逢鹏 王园庆 张小斌 高志莹 陈田 姚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四医院神经医学中心 361003 

 

患者系女性、43 岁，癫痫病程 3 年，右利

手。患者病史描述发作：发作前恐惧、心

慌，继而突然无法理解问话及文字，可听到

声音，无法理解及表达，持续约 1 分钟结

束，期间无意识丧失。起病时发作频率 2 次/

周至 3-5 次/日不等，服用奥卡西平 0.75g，bi

d，左乙拉西坦 0.75g，bid，发作频率仍 1-2

次/月。既往 30 岁时因“鼻咽癌”行放射治疗，

至今复查未复发。否认高热惊厥、脑炎、外

伤等病史。家族史阴性。术前评估：长程录

像脑电图提示间期左侧蝶骨电极、前颞、中

颞区稍多量中高幅尖慢波；记录到 3 次惯常

发作，发作期脑电表现为症状起始后 11 秒左

侧蝶骨电极、前颞、中颞区 θ 节律起始。头

颅 MRI 提示左侧前颞底局部放射性脑损伤伴

囊变。FDG-PET 提示左侧前颞底低代谢，累

及海马旁回，左侧海马代谢正常。韦氏成人

智力量表：VIQ 121，PIQ 94，FIQ 109，韦

氏成人记忆量表：MQ 110。丙泊酚 Wada 试

验提示：左侧半球为语言优势半球，记忆左

侧明显优势。手术方案：术中导航、脑电监

测下左侧前颞叶新皮层切除，左侧海马旁回

切除，保留左侧海马。术后随访 1 年，未在

出现发作。术后复查脑电图是间期未见明显

棘尖慢波。 

伴随失语症状的癫痫发作并不少见，然而单

纯失语发作的癫痫却罕见报道。以往失语发

作多认为系围绕侧裂的经典语言区（Broca’s

区和 Wernicke’s 区）受累所致，本文报道 1

例手术证实起源于优势侧前颞底的癫痫患

者，其发作主要症状为失语发作，结合功能

解剖，考虑癫痫网络涉及局部颞底语言区。 

 
 
PO-1658 

他汀类药物应用与帕金森氏病风险相关性的

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 
 

盛志国 李牧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  既往研究发现他汀类药物应用与帕金森

氏病的风险有相关性，但各家研究结论不一 

致。 

方法  检索 2015 年 3 月份之前的 Pubmed、

科学网、EMBASE 和 Cochrane 图书馆的所

有有关他汀类药物与帕金森氏病风险相关性

的研究，进行荟萃分析。用随机效应模型计

算合并的相对危险率和 95%的可信区间。 

结果  荟萃分析包括 11 项研究（5 项病例对

照研究和 6 项队列研究），共 2787249 例受

试者，其中帕金森氏病病例 18316 例。最终

结果显示他汀类药物应用者较未应用者，帕

金森氏病发病风险明显降低（校正后 RR，0.

74,95 % CI，0.62–0.90，P<0.001），但长

期他汀类药物应用(RR 0.77, 95 % CI 0.56-1.

07, P=0.12)和基础低密度脂蛋白水平(RR 0.5

8, 95 % CI 0.31-1.07, P=0.08)并未影响帕金

森氏病的发生风险。荟萃分析可以观察到异

质性和发生偏倚（I2 = 74%，P＜0.001）。

亚组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地点的差异可以部

分影响汇总估计（亚洲人口 n = 2，校正后 R

R，0.67；95% CI，0.56–0.79；西方人口 n=

 9，校正后 RR，0.87；95% CI，0.80–0.9

5）。 

结论  我们的荟萃分析表明，他汀类药物与帕

金森病的发病风险降低相关。他汀类药物可

能被视为一种治疗帕金森病的辅助手段。有

待更多的随机临床试验和观察研究证实。 

 
 
PO-1659 

苍白球 DBS 治疗 Meige 综合征 1 例报告 
 

赵长地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 272111 

 

病例报告：患者女性，64 岁，因双眼发紧、

睁开困难伴不自主咂嘴 3 年而入院。紧张、

劳累时重。既往有糖尿、双眼白内障、抑郁

症病史。曾针灸、药物等治疗，效果不佳。

查体：见双眼不自主紧闭、睁开困难，有时

伴咂嘴等动作。入院后给予调整血糖。于 20

16 年 1 月 7 日行双侧 Gpi 电极植入术，采用

3.0TMRI 与 CT 融合技术，计算双侧 Gpi 靶点

坐标，微电极引导下将 3387 电极分别植入到

双侧 Gpi 靶点，术中给予电刺激测试，效果

良好，患者睁眼自如，无副反应。术后 1 周

开机，经几次程控调整，目前双侧均给予电

压 2.0V、脉宽 80us、频率 140Hz 刺激，效

果一直良好，无不良反应。已随访 5 个月，

一直睁眼自如、咂嘴动作消失。其 BFM 肌张

力障碍运动评分（BFMDMS）由术前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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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降为 4 分，改善率为 90%，未再服用原药

物。 

讨论  Meige 综合征作为一种肌张力障碍性疾

病，目前尚无确诊该病的特异性检查，主要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和病史。“Tricks 现象”是

该病的临床特征之一。在该病的诊治过程

中，尤其应避免将该病按眼睑下垂行提上睑

手术及按面肌痉挛行面神经显微血管减压

术。肉毒素注射治疗，是该病的有效治疗方

法，DBS 治疗 Meige 综合征是另一种新型的

有效治疗手段。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医院

逐渐开展，并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效果。大多

数术者选择双侧苍白球作为刺激靶点，也有

人选择双侧丘脑底核，同样取得了满意的疗

效[3]。我们对该患者，选取双侧苍白球作为

刺激靶点，用可充电刺激器，避免了电池用

电量的担忧。手术效果良好，术中测试即见

到令人振奋的效果，患者双眼睁眼自如。术

后开机调试，电压并不高。经随访 5 个月，

效果一直较好，Burke-fahn-Marsden（BF

M）肌张力障碍运动评分（BFMDMS）由 42

分降为 4 分，改善 90%。长期效果需要继续

随访观察。 

也有作者提出面神经、三叉神经显微血管减

压+梳理术治疗 Meige 综合征，主要针对眼睑

痉挛型及眼睑痉挛合并口下颌肌张力障碍

型，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国内外相关的

文献报道极少，确切的及长期的疗效如何还

需要更多的手术病例积累及长期随诊观察。 

 
 
PO-1660 

国产脑起搏器治疗帕金森病 16 例体会 
 

赵长地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111 

 

目的  探讨国产脑起搏器深部电刺激术治疗帕

金森病的疗效。 

方法  16 例帕金森病患者均在 CT/MRI 定位下

立体定向手术，所有患者均选取 STN 核为手 

术靶点。 

结果  16 例帕金森病患者术后均已开机，有效

16 例，总有效率 100%，1 例术后半年电极

断裂，重新更换后正常。 

结论  国产脑起搏器深部电刺激术治疗帕金森

病疗效满意，精确定位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微电极记录可提高手术的准确性。国产脑起

搏器深部电刺激具有非破坏性、可双侧同期

手术、术后可调节等优点，另外价格更加低

廉。 

 
 
PO-1661 

双侧三叉神经痛并双侧舌咽神经痛一例 
 

魏胜程 于锐 王骥 姜军 曲春城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患者，女，63 岁，7 年余前无明显诱因出现

双侧面颊部及口咽部疼痛，电击样，口服卡

马西平，并于外院行双侧射频治疗，效果均

不理想。触碰口角及双侧咽喉部可诱发疼

痛。在我科就诊后，诊断为双侧三叉神经痛

合并双侧舌咽神经痛。入院后行颅脑 MRI 检

查排除继发性疼痛。患者入院时以右侧症状

为重，于 2015.05 在全麻下行右侧乙状窦后

入路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右侧舌咽神经微

血管减压术。术中见右侧后组颅神经与小脑

后下动脉粘连，考虑责任血管为右侧小脑后

下动脉；右侧三叉神经根区被小脑上动脉压

迫。分别以 Teflon 棉隔开，术后患者右侧面

部及咽喉部疼痛完全消失，轻度饮水呛咳，

随访 1 月后症状消失。5 月后再次对此病人行

左侧三叉神经+舌咽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左侧

舌咽神经痛的责任血管为左侧小脑后下动

脉，周围粘连严重；左侧三叉神经根区的压

迫血管为岩静脉的分支及小脑上动脉的血管

袢。分离舌咽神经周围的蛛网膜粘连，以 Tef

lon 棉隔开小脑后下动脉及舌咽神经；电凝切

断岩静脉的分支，以 Teflon 棉隔开小脑上动

脉与三叉神经。术后患者双侧疼痛消失，效

果好。 

 
 
PO-1662 

 难治性三叉神经痛 MVD 治疗体会摘要 
 

邵彤 靳峰 孔令胜 韩光魁 张浩 杨冬旭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目的 探讨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难治性三叉神经 

痛相关治疗经验。 

方法 我们自 198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04 月采

用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 2000 例，其

中难治性三叉神经痛 50 例。 

结果 责任原因可为动脉压迫、静脉牵拉、解

剖异常、蛛网膜编织粘连多重原因的组合，

术中针对不同原因，进行充分减压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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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难治性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中处理

上非常棘手，在总结大量病人基础上，多方

面技术改进，对不同原因病人减压     策略也

进行了相应处理，提高微血管减压手术的治

疗效果，降低并发症、减少复发率。 

 
 
PO-1663 
Using electroacupuncture at acupoints to
 predict the efficacy of vagus nerve stimu
lation in intractable epilepsy patients 
 
Tian Yu1,2,Zhang Hong3, Li Ming-De4,Zhang Jian‑Gu

o 1,2,5,Meng Fan‑Gang1,2 

1.Beijing Neurosurgical Institute， Capital Medical U

niversity， Beijing 100050， China 

2.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Neuromodulation， Beiji

ng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

n， Beijing 100050， China 

3.Lingcheng People’s Hospital， Shandong Provinc

e， Dezhou 253500， China 

4.Liaocheng People’s Hospital， Shandong Provinc

e， Liaocheng 252000， China 

5.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Beijing Tiantan Ho

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

0， China 

 

The efficiency of vagus nerve stimulation (V
NS) has been verified in pharmaco-resistant 
epilepsy (PRE) patients. However, the efficie
ncy of VNS varies from one patient to anothe
r,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neurologists or neurosu
rgeons to predict the outcome for one specifi
c patient preoperatively. Electroacupuncture 
(EA) at acupoints with its targets outside of t
he brain, with the advantages such as inexp
ensive and mini-invasive when compared to 
VNS, is also effective for patients with epilep
sy. Both EA at acupoints and VNS could acti
vate the “therapeutic” mechanism, and either
 of them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metab
olism of neurotransmitters, such as excitator
y amino acids (EAAs) and inhibitory amino a
cids (IAAs). Therefore, it is speculated that E
A at acupoints can forecast the efficacy of V
NS: if EA works, VNS may also be effective. 
 
 
PO-1664 

结节性硬化症小鼠模型中癫痫形成期间的小

胶质细胞激活 
 

韩志斌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结节性硬化症（TSC）是一种遗传性疾

病，其特点是伴有多器官和严重的神经系统

表现，肿瘤的形成，包括癫痫、智力障碍、

自闭症。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的异常与结

节性硬化症的神经表型密切相关，但小胶质

细胞在结节性硬化症中的作用还没有被证

实。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描述结节性硬化症

小鼠中的小胶质细胞的激活的关系，涉及了

神经胶质细胞的 Tsc1 基因的条件性失活（Ts

c1GFAP 敲除小鼠），来证明：小胶质细胞

的激活有助于结节性硬化症小鼠模型的癫痫

形成。    

方法  用免疫组化来检测 Tsc1GFAP 敲除小

鼠中的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的离子钙

结合适配器分子 1 和胶质纤维酸性蛋白。用

定量 PCR 评估相关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表

达。用视频脑电监测癫痫发作。最后检测二

甲胺四环素对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激

活的抑制作用，细胞因子的表达，和癫痫发

作。 

结果  三到四周龄的 Tsc1GFAP 敲除小鼠的

皮层和海马中的小胶质细胞的数量和大小增

加了，这个现象与癫痫发作相关。二甲胺四

环素的治疗防止了三到四周龄的 Tsc1GFAP

敲除小鼠小胶质细胞的数量和细胞尺寸的增

加。然而二甲胺四环素并没有影响星形胶质

细胞的增殖和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的表达， 

也没有影响癫痫发作的进程。 

结论  本研究首次证实了结节性硬化症小鼠模

型中的小胶质细胞激活，而且二甲胺四环素

可以抑制小胶质细胞的增殖和细胞大小变

化，但并不能抑制癫痫发作。小胶质细胞也

许在结节性硬化症的神经表型中起到一定作

用，这就可能为结节性硬化症的治疗提供了

新的方向。但是还需要更多模型以及人体实

验来证实结节性硬化症中小胶质细胞的激活

是否起到了关键作用。 

 
 
PO-1665 

难治性癫痫的手术治疗 
 

黄建军 王勇 李力波 武日富 张国清 刘春生 王俊平 

山西大同同煤总医院 037003 

 

目的  探讨手术治疗难治性癫痫的临床效疗。 

方法  本组自本组自 2008 年 10 月-2015 年 1

0 月共收治难治性癫痫手术治疗 52 例.发作形

式：单纯部分性发作 17 例,单纯部分性发作

继发全身强直阵挛性发作 20 例,复杂部分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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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38 例, 复杂部分继发全身强直阵挛性发作

18 例,其中偏转性发作 34 例；18 例发作时伴

有自动症,其中与病变一致 12 例，占（66.

7%）,双下肢过度运动性自动症 12 例； 均系

统治疗 2 年以上效果差或无效。经视频脑电

图，神经影像学，术中大脑皮层电极检查确

定致痫灶后手术切除。52 例患者中,前颞叶及

海马杏仁核切除 21 例, 单纯前颞叶切除+皮层

热灼术 4 例；前颞叶切除+部分额叶皮层切除

术 3；选择性海马杏仁核切除术 2 例；5 例行

额颞叶致痫皮质切除术+ 胼胝体切开术, 8 例

行顶枕叶病灶切除术+皮层软膜下热灼术；4

例行一侧额叶致痫皮层切除+MST；3 例一侧

额叶病灶切除术+致痫皮层热灼术；2 例行大

脑半球功能切除术。 

结果  1.疗效评估:本组所有病例术后均得到门

诊或电话随访,随访期为 6 个月—1 年以上。

Ⅰ级：发作消失；Ⅱ级：为极少发作，每年

1～2 次；Ⅲ级：为大于 75%发作减少；Ⅳ

级：为小于 75%发作减少。Ⅴ级：无改善或

加重。 

结论  外科手术治疗难治性癫痫效果确切安全

有效。 

 
 
PO-1666 

高位脊髓电刺激术治疗重度意识障碍促醒的

临床观察（附 6 例报告） 
 

黄建军 王勇 

同煤总医院 037003 

 

目的  探讨脊髓神经电刺激术（SCS）对重度

意识障碍促醒的疗效。 

方法  采用 1996 年 4 月我国召开持续性植物

状态的制定植物状态以及 2002 年的微小意识

状态的临床诊断标准以及 CT，MRI， EEG，

BAEP，SEP， 脑灌注成像显示，经颅多普

勒（TCD）等影像学和电生理评估后决定手

术指征，将 Medtonic 公司生产的脊髓髓外 4

触点的盘状刺激电极放在 C2-C5 硬脊膜外脊

髓背侧，将脉冲发生器置于皮下，经体外开

启脉冲发生器，进行程控。 

结果  6 例患者，根据 PVS 疗效标准．术后 3

个月开始疗效评定，其中 3 例痊愈，1 例显

效，半年后痊愈，2 例无明显进步。 

结论  脊髓电刺激术对意识障碍患者的促醒是

安全有效的方法。 

 
 

PO-1667 

立体定向脑内核团毁损术治疗帕金森病（附 5

2 例报告） 
 

王焕明 

武汉脑科医院 430010 

 

目的  探讨立体定向脑内核团毁损术治疗帕金

森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本组男 29 例，女 23 例；年龄 41~77

岁，病程 3~15 年，其中震颤型 40 例，肌强

直型 8 例，混合型 4 例。在局麻下对这些患

者行立体定向脑内核团射频毁损术，术后观

察治疗的效果。 

结果  本组 44 例行 Vim 核毁损术，8 例行 Gp

i 毁损术，手术有效率 100%，术后出现毁损

部位少量出血 1 例，出现术侧肢体偏瘫 1

例，经治疗 1 个月后症状均缓解。 

结论  立体定向脑内核团毁损术治疗帕金森病

疗效显著，且靶点选择、毁损范围及程度与

手术疗效及并发症密切相关 

 
 
PO-1668 

神经内镜辅助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

疗效分析 
 

依马木.依达依吐拉 买买江.阿卜力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830000 

 

目的  探讨微血管减压术在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患者治疗的效果，为指导诊疗提供临床依

据。 

方法  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神经外科

自 2006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181

例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的一般资料、责任

血管和外科手术效果，术后并发症等临床资

料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181 例三叉神经痛患者中，发病率右侧:

左侧=1.8:1；2 条以上责任血管者 45 例(24.8

6%);责任血管包括小脑上动脉 96 例，小脑后

下动脉 7 例，小脑前下动脉以及动静脉混合

接触或压迫者各 25 例。内听动脉 13 例，基

底动脉 15 例，椎动脉 9 例，单纯静脉 15 例

(主要为岩静脉和桥静脉)，无名血管 9 例(主

要为以上动静脉血管的分支)。181 例患者术

后 1 月内 171 例症状完全消失(94.48%);症状

改善，但需结合药物控制者 9 例(4.97%)；颅

内出血 1 例(0.55%)。 

结论  本组资料提示微血管减压术是原发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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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神经痛的理想治疗手段,防止遗漏多发性责

任血管是减少术后复发的重要因素。随着神

经内镜的不断普及神经内镜辅助下 MVD 开展

得越来越多,使面肌痉挛的治愈率明显提高,并

发症发生率和复发率明显降低。 

 
 
PO-1669 

半球性癫痫相关术式选择策略 
 

林久銮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癫痫中心 100049 

 

目的  研究半球性病变继发性癫痫不同手术方

式选择的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癫痫中心

（2006 年 10 月—2016 年 5 月）105 例半球

性病变（包括 Rasmussen 脑炎、巨脑回、围

产期脑出血后遗症、脑炎后遗症、血管闭塞

后遗症、脑面血管瘤）继发性癫痫采用的手

术方式及决定或影响手术方式的因素。结果 1

05 例共采用 4 种手术方式，其中 80 例采用

改良解剖大脑半球切除、11 例采用保留运动

区的大脑半球切除、3 例采用分次的半球切

除、11 例采用半球离断。其中改良的解剖大

脑半球切除中有 65 例采用经纵裂胼胝体侧脑

室入路切除方式、15 采用经中央沟侧脑室入

路前后分块切除。病例随访 1 个月到 9 年，

癫痫控制情况根据 Engle 评分， 

结果  Ⅰ级 85 例、Ⅱ14 例；Ⅲ级 6 例。 

结论  综合考量磁共振病变特点、症状学及脑

电图定侧定位和脑功能评价结果，采用不同

的手术方式，能够取得很好的癫痫控制效

果、最大程度的保护脑功能、减少创伤、降

低术后并发症。 

 
 
PO-1670 

舌咽神经痛的伽马刀治疗 
 

熊南翔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原发性舌咽神经痛是一种临床上较少见 

的疾病，它是一种严重的短暂的针刺样疼

痛，位于一侧耳部，舌根，咽隐窝，颚角下

方。疼痛区域分布于迷走神经的耳支和咽支

以及舌咽神经耳支和咽支。疼痛可以被吞

咽，说话，咳嗽诱发，也可以在伴发三叉神

经痛时减轻或复发。治疗舌咽神经痛的方法

有卡马西平药物治疗，以及采用显微血管减

压手术或舌咽神经切断术。单有部分患者一

般情况差不能耐受手术，或内心恐惧原因拒

绝手术，对本单位总结了自 2012 年以来这类

患者采用伽马刀治疗的临床资料和结果，探

讨采用立体定向放射手术治疗舌咽神经痛的

方法及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 年 3 月至 2015 年 10 月

期间，诊断为舌咽神经痛的 7 例患者，采用

伽马刀治疗，选择单靶点，靶点选择舌咽神

经脑池段或颈静脉孔开口，总结其临床资料

及随访结果。 

结果  7 例患者伽马刀治疗后不同时间疼痛完

全缓解，缓解时间最短在 2 天后开始缓解，

最长的开始缓解时间是一月。随访期间 1 例

疼痛在 3 年后有反复，但疼痛程度不严重，

其余患者均处于良好状况，无声嘶，饮水咳

呛等并发症。 

结论  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个体化地选择照

射靶点，那么，伽马刀是治疗舌咽神经痛的

一种疗效好，创伤小的治疗方法。  

 
 
PO-1671 

影响胼胝体切开术治疗难治性癫痫中远期疗

效 
 

周建鹏 

镇江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目的  分析影响胼胝体切开术治疗难治性癫痫

中远期疗效的可能性因素。  

方法  回顾本中心 2003 年 1 月至 2011 年 6

月收治的 57 例难治性癫痫行胼胝体切开术的

患者资料，分为近期和中远期组。从适应

症，神经纤维再生联系，手术技术，其他癫

痫放电通路等方面分析影响术后疗效的可能

因素。   

结果  近期组 19 例患者，随访 6 个月~3 年，

根据改良 Engel 癫痫术后疗效评价标准，Ⅰ

级 7 例，Ⅱ级 5 例，Ⅲ级 4 例，Ⅳ级 3 例，

总有效率（Ⅲ级以上）为 84.2%；中远期组 3

8 例患者，随访 3 ~9 年，根据改良 Engel 评

分示：Ⅰ级 4 例，Ⅱ级 7 例，Ⅲ级 12 例，Ⅳ

级 15 例，总有效率（Ⅲ级以上）为 60.

5%。   

结论  胼胝体切开术后中远期疗效与适应症，

切开范围和术者操作经验和存在其他备用传

导通路开放有关，而与切开后神经再生联系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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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72 

脑外伤后癫痫及颅骨修补术后癫痫发作的危

险因素分析 
 

邵方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对脑外伤后癫痫发作的危险因素进行分

析，探讨脑外伤患者颅骨修补术后癫痫发生

率的变化及其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到 2014 年 12

月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

科行颅骨修补术的脑外伤患者 86 例，按有无

外伤后癫痫分为癫痫组和无癫痫组，分别对

性别、年龄、GCS 评分、外伤严重程度（神

经病学及影像学表现评估法）、有无颅骨骨

折、颅内血肿、脑挫裂伤、硬膜下血肿、脑

内血肿、硬脑膜破裂、有无骨碎片各因素与

外伤后癫痫的相关性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颅骨修补术前后癫痫

发生率进行比较，再按照各研究因素分为各

亚组，分别对各亚组进行颅骨修补术前后癫

痫发生率差异性的比较。 

结果  性别、年龄、GCS 评分、外伤严重程 

度（神经病学及影像学表现评估法）、有无

颅骨骨折、颅内血肿、脑挫裂伤、硬膜下血

肿、脑内血肿、硬脑膜破裂、有无骨碎片等

因素与脑外伤后癫痫发生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而脑外伤患者经颅骨修补术

后癫痫发病率（37%）高于颅骨修补术前（6.

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

男性组、GCS 中度组、GCS 重度组、重度脑

损伤组（神经病学及影像学表现评估法）、

颅骨骨折组、脑挫裂伤组、颅内血肿组、硬

膜下血肿组、脑实质出血组、有碎片组中，

颅骨修补术前后癫痫发生有统计学差异（P<0.

05），而女性组、GCS 轻度组、凹陷性骨折

组、硬脑膜破裂组中，颅骨修补术前后癫痫

发生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性别、年龄、GCS 评分、外伤严重程

度（神经病学及影像学表现评估法）、有无

颅骨骨折、颅内血肿、脑挫裂伤、硬膜下血

肿、脑内血肿、硬脑膜破裂、有无骨碎片等

因素均不可作为脑外伤后癫痫发作的危险因

素。颅骨修补术能增加颅骨缺损的脑外伤患

者癫痫的发病率；尤其是对于男性，或脑外

伤时 GCS 评分在 3-12 之间，或根据神经病

学及影像学表现评估法判断为重度脑损伤，

或伴有颅骨骨折，或有脑挫裂伤，或有颅内

血肿，或有硬膜下血肿，或脑实质有出血，

或损伤部位有碎片这些亚组患者，颅骨修补

术后发生癫痫的风险增加。因此对这部分患

者进行提前预防干预显得意义重大。 

 
 
PO-1673 

经小脑水平裂－小脑桥脑裂入路在微血管减

压治疗三叉神经痛中的临床应用 
 

王鼎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目的  探讨经小脑水平裂－小脑桥脑裂入路在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通过尸头解剖，模拟临床手术体位及方

法，测量分开小脑水平裂-小脑桥脑裂前后可

见三叉神经最近脑干点距离三叉神经出脑干

点的距离，比较其与常规小脑上外侧入路之

间的差异。同时回顾性分析同一主刀医生从 2

014 年 7 月－2014 年 12 月收治的 78 例行微

血管减压手术的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并定

义为 A 组；从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收

治的 84 例行微血管减压手术的原发性三叉神

经痛患者并定义为 B 组。其中 A 组患者均采

取小脑上入路治疗，B 组患者均采取经小脑水

平裂－小脑桥脑裂入路治疗。比较 A、B 两组

术中切断岩静脉主干或属支患者例数，从打

开硬脑膜至显露三叉神经 REZ 区所需时间，

显微镜或手术床调整次数，小脑挫伤例数以

及术后疗效，术后并发症的种类、发生率及

转归。最后结合尸头解剖与临床研究比较两

种入路的差异及应用价值。 

结果  解剖结果：解剖结果显示分开小脑水平

裂－小脑桥脑裂前可见三叉神经最近脑干点

距离三叉神经出脑干点的平均距离为 3.1m

m；分开后在小脑桥脑裂上肢末端均可直视三

叉神经出脑干点。术中统计：A 组 78 例患者

中 14 例遇岩静脉阻挡临；B 组 84 例患者在

分离小脑水平裂－小脑桥脑裂前有 16 例遇岩

静脉阻挡。手术中 A 组术中共有 7 例患者切

断岩静脉主干或属支、术中显露三叉神经 RE

Z 区平均时间为 16.54±2.26min、术中平均调

整显微镜或手术床 18.27±3.75 次、术中 11

例在减压结束后发现不同程度的小脑挫伤；

而 B 组统计结果分别为 0 例、18.71±2.29mi

n、8.62±2.68 次、3 例。术后统计：A 组术后

有效率为 91.0%（71 例），B 组术后有效率

为 91.7%（77 例）。A 组术后出现低颅压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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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症 34 例（43.6％）、面部麻木 18 例（23.

1%），口周疱疹 25 例（32.1％）、听力障

碍 2 例（2.6%）、小脑脑干损伤 2 例（2.

6%）。B 组术后出现低颅压综合症 37 例（4

4.0％）、面部麻木 21 例（25.0%），口周疱

疹 27 例（32.1％）、无一例出现听力障碍、

及小脑脑干损伤。 

结论  将经小脑水平裂－小脑桥脑裂入路应用

于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中，能够明

显的减轻术中对小脑、脑干及神经组织的牵

拉，减少术中岩静脉及小脑的损伤，降低术

后听力下降及小脑、脑干损伤等严重并发症

的发生率，弥补传统小脑上入路的不足。 

 
 
PO-1674 

神经内镜在微血管减压术中的应用体会 
 

张伟 王超 马炜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总结神经内镜在微血管减压术中应用的

优势。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 例经神经内镜辅助进行微

血管减压术的优势特点。 

结果  7 例患者手术骨窗选取位置安全，降低

了传统开颅所面临的窦损伤的风险，骨窗面

积缩小，颅神经及责任血管可多方位显示，

垫片放置位置更加合理和确切，7 例患者术后

症状均完全缓解。 

结论  神经内镜在微血管减压术中的应用降低

了手术风险，提供了多方位的神经及责任血

管的信息，更加合理和确切的指导了垫片的

放置，提高了手术的有效率。 

 
 
PO-1675 

以癫痫为主要症状颞叶病变的手术治疗 
 

郑水顺 庄志军 林巧珍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神经外科 363000 

 

目的   探讨主要症状为癫痫的颞叶结构性病变

患者的手术方法和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8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均

以症状性部分性癫痫发作为主要临床症状。

术前常规长程视频脑电图监测和磁共振等影

像学检查，明确病灶性质及致痫灶，在术中

皮层脑电图监测下进行手术治疗，行颅内占

位性病变及相应的致痫灶切除，切除后行皮

层脑电监测评估，术后 2 周，3 个月，6 个

月，12 个月定期复查长程视频脑电监测。术

后继续正规抗癫痫药物治疗。  

结果   手术完全切除病灶及相应致痫灶，无手

术死亡病例。术后病理：海绵状血管瘤 6

例，低级别星形细胞瘤 4 例，间变性星形细

胞瘤 2 例，节神经细胞瘤 2 例，动静脉畸形 2

例，转移性腺癌 2 例。术后随访 6 个月以

上，按照 Engel 癫痫疗效分级，Ⅰ级 16 例，

Ⅱ级 2 例。  

结论  对于颅内结构性病变继发的症状性癫

痫，术前长程脑电监测、术中皮层脑电监测

有助于致痫灶的手术治疗 

 
 
PO-1676 

神经内镜辅助下的显微血管减压术疗效分析 
 

舒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在显微血管减压术中的应

用方法及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 25 例经内镜辅助下行显微血管减

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手术经过，并通过门

诊或电话对患者进行术后随访进行治疗效果

评价。其中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 19 例，面

肌痉挛 6 例。所有患者均在骨窗形成后，先

在显微镜下观察神经及责任血管，后在 30?

内镜下多角度观察，再次确定责任血管及周

围结构，全程梳理松解神经周围的血管、蛛

网膜，并用 Teflon 棉絮垫开，再次通过内镜

观察 Teflon 棉的位置并进行调整。 

结果 有明确责任血管压迫 20 例，蛛网膜粘连

5 例，内镜观察后有责任血管遗漏 3 例，减压

不充分 8 例。术后所有三叉神经痛的患者术

后疼痛症状均消失，2 例有轻度麻木感，5 例

面肌痉挛患者术后症状消失，1 例 3 月后延迟

起效，均无神经功能障碍及其他并发症。 

结论 内镜辅助下显微血管减压术能够充分暴

露视野，避免责任血管的遗漏，减少对脑组

织、血管及神经的损伤，保证了手术效果， 

降低了术后复发的机率。 

 
 
PO-1677 

中央区病变继发癫痫的外科治疗 
 

陈旭 舒凯 朱遂强 雷霆 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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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探讨对中央区病变继发癫痫的外科治疗

方法。 

方法 对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在我院

接受手术治疗的 43 例中央区结构性病变继发

癫痫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未行皮层电刺激的 33 例中，神经功能缺

损术后加重 4 例，5 例术后出现对侧肢体轻

瘫，2 例出现对侧偏麻，4 例出现一过性失

语；10 例行颅内电极皮层电刺激功能区定

位，1 例出现对侧手指轻瘫，1 例出现一过性

对侧肢体偏瘫及一过性失语，其余术后随访

无明显神经功能障碍。全组术后癫痫无发作

达到 EngelⅠ级 35 例（81%）。 

结论 中央区病变继发癫痫的外科治疗涉及病

变切除、致痫灶的处理以及功能保护。综合

运用多种检查方法，在保护功能的前提下尽

可能多地切除病变。颅内埋藏电极长程脑电

监测定位致痫灶，并经皮层电刺激定位功能

区，可进一步明确中央病变与致痫灶、功能

区重叠程度及毗邻关系，从而为手术切除范

围的界定提供了关键信息。 

 
 
PO-1678 

关于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后长期

疗效的多因素研究—系统评价 
 

陈陆馗 孔君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外科 210009 

 

目的 微血管减压术（MVD）是治疗原发性三

叉神经痛（TN）最有效的手术方式。但是许

多患者术后疼痛不能缓解，有的患者在经历

最初的疼痛缓解后再次复发。对于影响三叉

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长期疗效的预后因素，

历来颇有争议，本研究采用系统评价的方法

探讨影响 TN 术后长期疗效的预后因素，为降

低术后复发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提供客

观的依据。 

方法 针对影响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

长期疗效的预后因素，我们通过对 Pubme

d、Medline、Web of science、CochraneLibr

ary、中国知网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在 1985 

年至 2015 年的中英文文献进行检索。根据预

先设定的纳入标准筛选文献后采集文献中相

关数据，包括: 论文作者、发表时间、病例总

数、术前 TN 疼痛特点、疼痛立即缓解的病例

数、长期疼痛缓解的病例数以及随访时间

等。采用 Endnote 软件整理文献，通过 New

castle-Ottawa Scale(NOS)量表评价文献质

量，应用 CMA v2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女性患者、年龄＜60 岁、病程≥8 年、

不典型 TN、双侧病变、术前 MR 检查阴性结

果、术中探查发现静脉压迫或无血管压迫、

术后疼痛不能立即缓解是远期预后不良的危

险因素。既往 MVD 手术史、术前面部感觉障

碍和 Teflon 材料的植入是潜在的预后危险因

素。 

结论 MVD 治疗 TN 术后的长期疗效是多种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危险因素所贡献的危

险程度不同，需要相关大样本高质量的长期

随访研究来证实。 

 
 
PO-1679 

咬肌痉挛的神经电生理监测微血管减压术 
 

陈陆馗 郭晓远 吴国建 孔君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回顾性分析 3 例咬肌痉挛患者实施微血

管减压术的临床特点和手术技巧。 

方法  利用 3.0T 磁共振成像的稳态构成干扰 

（CISS）序列及时间飞跃（TOF）序列，观

察本组 3 例咬肌痉挛患者的三叉神经脑池段

与周围血管的空间关系，探讨该类患者微血

管减压术的手术技巧和疗效。 

结果  2 例责任血管为小脑上动脉袢及其分支

显著压迫三叉神经，1 例未见明显血管压迫三

叉神经。术前 1 例有明确的患侧咬肌的肌电

图显著活跃。术中电生理监测（电刺激）判

断三叉神经运动根，实施微血管减压治疗。

术后咬肌痉挛消失 2 例，痉挛发作减轻 1

例。 

结论  术前 CISS 序列及 TOF 序列对神经血管

关系的判断准确，对咬肌痉挛的微血管减压

术有指导意义。术中电生理监测判断三叉神

经运动根是确保减压疗效的基础。  

 
 
PO-1680 
STN and GPI Stimulation for the Treatme

nt of Parkinson Disease：A Systematic R

eview 
 
Xu Hao,Lei Ting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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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 t
o treat advanced Parkinson disease (PD) ha
s been focused on two anatomical  
targets  the subthalamic nucleus (STN) and 
the globus pallidus internus (GPI).  
Objective  Our aim is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stimulaion targets.  
Method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report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p
ostoperative changes of United Parkinson’s 
Disease Rating Scale (UPDRS) motor score
s off/on medication, on stimulation phase, ac
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ores (ADLS) and levo
dopa equivalent does (LEDs) for STN and G
PI. Randomized or non-randomized controlle
d trials of PD treated by STN and GPI stimul
ation were considered for inclusion.  
Results  Eight published reports of eligible s
tudies involving 599 participants meet the inc
lusion criteria. Compared with GPI, STN stim
ulation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UPD
RS motor scores in the on medication, on sti
mulation phase[mean difference =2.15, 95%
CI (-0.96,5.27), p=0.18] and ADLS[mean diff
erence =3.40, 95%CI (-0.95,7.76), p=0.1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UPDRS
 motor scores in the off medication, on stimul
ation phase [mean difference =1.67, 95%CI 
(0.98,2.37), p=0.17] and LED[mean differenc
e =130.24, 95%CI (28.82,231.65), p=0.57], 
with the result in favour of STN.  
Conclusion  Current evidence suggests that
 STN may be the preferred target for DBS i
n consideration of medication reduction, eco
nomic efficiency and motor function improve
ment in the off phase. However, the treatme
nt decisions making should be individualized
 and based on symptoms and expectations o
f the very patient. 
 
 
PO-1681 

利莫那班预防外伤后癫痫发生的作用机制研

究 
 

王秀 1 张凯 1 张建国 1,2 张弨 1 王垚 1 刘畅 1 张洪波 2 

胡文瀚 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观察大麻素受体拮抗剂利莫那班对大鼠

外伤后癫痫发生的预防作用，并初步探讨其

预防癫痫发生的可能机制。    

方法  大鼠重度颅脑液压损伤后即刻腹腔注射 

利莫那班（2mg/kg）或等剂量 10%酒精溶液

（溶剂对照），6w 后利莫那班组、溶剂对照

组、普通模型组、正常大鼠（每组 8 只）四

组腹腔注射戊四唑(65mg/kg)，通过脑电监测

打击侧海马出现癫痫样放电的潜伏期，对比

各组大鼠癫痫易感性；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式

反应（real 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分别检测外伤后 5min、1h、1d、

1w 及 6w 大鼠损伤侧海马（每组 8 只）1 型

大麻素受体（cannabinoid receptor type 1, C

B1）基因表达；此外利莫那班对外伤后 1d、

1w、6w 大鼠海马（每组 8 只）CB1 受体表

达的干预作用也进行了 RT-PCR 检测。 

结果  大鼠腹腔注射戊四唑经历一段时间的潜

伏期后左侧海马深部电极均可检测到连续的

棘波、尖波放电。外伤后给予利莫那班组大

鼠发作潜伏期（76.22± 9.83s）较溶剂对照组

（59.67±2.55s, p<0.05）及模型组（53.33±3.

78s, p<0.05）明显延长; RT-PCR 结果显示 C

B1 受体基因表达在打击后 1d 降至最低（正

常组：1.11±0.18，外伤后 1d：0.47±0.07, p

<0.01），后成上升趋势，伤后 6w CB1 受体

表达明显高于基础水平（正常组：1.11±0.18

 ，外伤后 6w：2.88±1.70, p<0.01），即刻给

予利莫那班可以显著下调晚期 CB1 受体的过

度表达（利莫那班组：1.21±0.21，溶剂对照

组：2.88±1.70，p<0.05）。 

结论  外伤后即刻给予 CB1 受体拮抗剂利莫

那班可以预防晚期外伤后癫痫的发生，下调

外伤晚期 CB1 受体的过度表达可能是其抗癫

痫发生的作用机制之一。 

 
 
PO-1682 

NMDA 受体在药物成瘾复吸行为中的作用 
 

陈剑春 杨春晖 仇一青 王家莉 吴曦 胡小吾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研究 NMDA 受体在高频电刺激吗啡成

瘾位置偏爱复吸行为中的作用。 

方法  成年 SD 大鼠 30 只，280g-300g，电极

外套管通过立体定向手术植入大鼠双侧伏隔

核，术后休息 5d，应用腹腔注射吗啡（10mg

/kg）诱导建立吗啡成瘾大鼠位置偏爱模型，

建模成功后采用配对消退方式进行熄灭训

练。大鼠成瘾行为消退成功后。将大鼠随机

分成 DBS+生理盐水组、DBS+AP-5 组和假

刺激对照组，每组各 10 只。通过 DBS 电路

给予电刺激，实验组给予高频电刺激（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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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频率 120Hz，波宽 60ms，刺激强度为

0.3mA，刺激时间 30min/d），三组分别于刺

激前 15min 核团微注射给药。连续刺激 7

日。最后一次高频电刺激和假刺激后 24h 内

给予小剂量吗啡点燃复吸并测试位置偏爱评

分并进行组间比较。比较三组大鼠复吸评

分。 

结果  1、结果显示建模后评分 599.6s±63.27

s 较建模前评分 379.4s±47.50s 大鼠伴药箱停

留时间明显延长（p<0.0001），结果表明吗

啡诱导大鼠位置偏爱模型建立成功。2、消退

CPP 评分 431.3s±130.9s。与建模前评分 37

9.4s±47.50s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285

7）且与建模后评分 599.6s±63.27s 出现统计

学差异（P<0.0001）满足消退条件确定消退

成功，3、组间比较各组 CPP 复吸评分 contr

ol 组 vs DBS 组 p<0.01, DBS 组 vs AP-5 组 p

<0.05。存在统计学差异。 

结论  伏隔核给予连续高频 DBS 刺激可抑制

吗啡诱导的大鼠条件性位置偏爱的复吸，而

伏隔核团注射 NMDA 受体阻滞剂 AP-5 可逆

转高频 DBS 刺激抑制的吗啡诱导的大鼠条件

性位置偏爱的复吸。 

 
 
PO-1683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微血管减压术 
 

陈陆馗 郭晓远 游洋 王宏 吴国建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回顾性分析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实施

微血管减压术的临床特点和手术技巧。  

方法  利用 3.0T 磁共振成像的稳态构成干扰

（CISS）序列及时间飞跃（TOF）序列，观

察本组近三年 485 例三叉神经痛患者的三叉

神经脑池段与周围血管间的空间关系，探讨

该类患者微血管减压术的手术技巧。  

结果  影像学上患侧三叉神经萎缩的情况在手

术中均获得证实。责任血管结果为小脑上动

脉袢及其分支显著压迫三叉神经者 278 例，

小脑上动脉袢及其分支接触三叉神经者 91

例，基底动脉直接压迫三叉神经者 12 例，单

纯静脉粘连 23 例，动脉及静脉复合压迫或粘

连 81 例。蛛网膜明显粘连解剖困难者 160

例，明显动脉粥样硬化者 74 例。术后疼痛消

失 478 例，疼痛逐渐减轻 7 例，并发脑脊液

耳漏 1 例，头皮下积液伴颅内感染 1 例。  

结论  术前 CISS 序列较 TOF 序列对神经血管

关系的判断更加准确，对手术治疗有指导价

值。射频热凝或伽马刀治疗后，增加手术解

剖的难度和术中神经损伤及出血的风险。微

血管减压术是处理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根治

方法。  

 
 
PO-1684 

长期丘脑前核电刺激对癫痫猴神经递质的有

利影响 
 

李俊驹 王鹏程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目的  丘脑前核（ATN）电刺激已被证实可有

效控制癫痫发作。尽管如此，其潜在的机制

仍未明确。本文通过研究对海人酸诱发的颞

叶癫痫猴进行长期，单侧丘脑前核电刺激

时，神经递质含量的变化，以便更好了解丘

脑前核电刺激在癫痫治疗中的重要机制。 

方法  在不同时间点采用微透析法及高效液相

色谱法提取并测定双侧海马中谷氨酸、 

γ-氨基丁酸、天门冬氨酸和牛磺酸的含量。 

结果  注射海人酸后，假刺激组中的天门冬氨

酸和 γ-氨基丁酸的含量显著增加，然而 γ-氨

基丁酸的含量在后期逐渐下降至基线。谷氨

酸的含量在急性期显著下降，慢性期逐渐上

升。长期丘脑前核电刺激使谷氨酸和天门冬

氨酸的含量上升，并维持 γ-氨基丁酸和牛磺

酸的初始增长含量直到实验结束。单侧海人

酸注射和丘脑前核电刺激并未影响对侧海马

神经递质的含量，提示丘脑前核电刺激效果

仅局限于同侧半球。 

结论  长期丘脑前核电刺激可以导致癫痫猴海

马中神经递质含量朝有利的方向改变，这可

能是丘脑前核电刺激在癫痫治疗中的重要机

制。 

 
 
PO-1685 

18 例帕金森病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术后困

难程控分析 
 

陈剑春 吴曦 仇一青 王家莉 杨春晖 胡小吾 

上海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总结 18 例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术后

困难程控的经验，提出部分规律性程控方

案，并对比交叉电脉冲、恒流恒压刺激及分

组模式的运用。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期间 18

例门诊就诊的困难程控患者进行规范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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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随访 1 年。定义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后，自

觉症状改善不明显，时间持续或反复超过 6

个月，其中自觉有改善间隔小于 2 周，且其

间经过 3 位以上程控医师程控。门诊程控方

案包括点位测试，频率、脉宽、电压调整，

单极、双极、交叉电脉冲、恒流刺激、分组

刺激等模式。 

结果  18 例患者中男性 8 人，女性 10 人，年

龄 49-76 岁，平均 66.5 岁，手术前患病时间

4 年-15 年平均 7.83 年。程控前主要表现步态

障碍 8 人，震颤 4 人，异动症 2 人，僵硬伴

疼痛 1 人，双下肢无力 1 人，语言障碍 1

人，非运动症状 1 人。8 例步态障碍患者，有

3 例通过减低频率解决冻结步态问题，有 1 例

患者运用高脉宽解决起步困难，有 2 例患者

通过交叉电脉冲解决冻结步态问题，有 1 例

患者通过点位改变改善步态障碍，有 1 例患

者通过分组设置，自行间断切换的方式对步

态障碍进行调整。对于 4 例震颤患者，有 2

例运用高频刺激予以改善，有 1 例患者通过

位点调整予以改善，有 1 例患者未能改善，

复查头颅 CT 发现有电极变浅，故而手术调整

电极，术中及术后震颤改善明显，但患者症

状改善都非即刻表现，有延迟效应。2 例异动

的患者通过调整药物和位点进行控制。有 1

例言语障碍患者通过分组设置经行改善。1 例

非运动症状患者通过交叉电脉冲及分组设置

予以调整。程控运用参数：电压 2.0V-4.0V，

频率 80-220Hz，脉宽 60-150μs。 

结论  对于困难程控患者需要再次进行位点效

果测试，以达到了解最佳位点以及为交叉电

脉冲选点提供依据。困难调控患者通过多参

数与模式调整，可以达到良好效果。如果有

电极移位表现或电极位置偏移较大的情况，

需要再次手术调整。 

 
 
PO-1686 

帕金森病 101 侧 STN-DBS 术中电极植入和

术后程控的研究 
 

牛朝诗 1,2,3 丁宛海 1,2,3 熊赤 1,2 程伟 1 

1.安徽省立医院 

2.安徽省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3.脑功能与脑疾病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手术计划系统结合微电极记录技术

在帕金森病 STN-DBS 的术中电极个体化植入

的应用价值。 

方法  我科近期诊治的 54 例帕金森病患者，

均行 STN-DBS 植入术，共 101 侧（7 例单

侧，47 例双侧），结合患者术前脑 MRI 定

位，应用手术计划系统和微电极记录技术辅

助设计电极植入的入颅点、植入途径和靶

点，统计微电极记录到的电极植入 STN 内的

长度；再统计患者术前未服药状态和术后开

机 6 月未服药状态的 UPDRS-Ⅲ评分，计算

改善率（改善率=[(术前评分-术后评分)/术前

评分] *100%），以及术后 6 月左旋多巴等效

剂量的减少率（减少率=[(术前剂量-术后剂量)

/术前剂量] *100%）。  

结果  54 例帕金森病人，均实现个体化植入电

极，以微电极记录到典型的 STN 波形计算电

极在 STN 核团内长度为 4.5-7.5mm。所有病

人于术后 1 月后开机，并结合术中微电极的

记录结果指导术后程控，术后 6 月关期状态

下症状明显改善，左旋多巴等效剂量减少率

为 47.5%。  

结论  微电极记录和手术计划系统联合应用可

实现在帕金森病 STN-DBS 电极植入的个体

化，帮助准确定位，指导术后程控，有助于

提高 STN-DBS 治疗帕金森病的疗效。  

 
 
PO-1687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射频热凝治疗 
 

游洋 王锡海 杨天明 李耀华 陈陆馗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射频热凝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

临床疗效分析。  

方法  1985 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我科收治的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 2850 例，采用 Hartel

前入路穿刺法将射频热凝温度控制在 60℃～

85℃，治疗 4min～8min。  

结果  术后疼痛立刻缓解或逐渐缓解者为 9

2%，一年内复发 341 例，二年内复发 434

例，复发率分别为：12.7% 、16.2%。29 例

患者出现角膜反射障碍，13 例患者出现饮水

呛咳，12 例饮水呛咳症状于术后六个月逐渐 

缓解。  

结论  射频热凝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是一种

比较有效且费用低廉的治疗方法，疼痛复发

后可以反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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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88 

消退期高频电刺激大鼠双侧伏隔核对大鼠成

瘾行为的影响 
 

吴曦 杨春晖 仇一青 王家莉 陈剑春 胡小吾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神经外科 200433 

 

目的  研究吗啡成瘾大鼠消退期高频电刺激双

侧伏隔核对吗啡诱导位置偏爱及复吸行为的

影响。 

方法  成年 SD 大鼠 20 只，280g-300g，电极

外套管通过立体定向手术植入大鼠双侧伏隔

核，术后休息 5d，应用腹腔注射吗啡（10mg

/kg）诱导建立吗啡成瘾大鼠位置偏爱模型，

建模成功后将大鼠随机分成实验组（吗啡+D

BS）和对照组（吗啡+假刺激），每组各 10

只。通过 DBS 电路给予电刺激，实验组给予

高频电刺激（刺激参数：频率 120Hz，波宽

60ms，刺激强度为 0.3mA，刺激时间 30min/

d），对照组为假刺激组。刺激后次日测试两

组大鼠位置偏爱评分至消退成功，比较两组

消退时间；两组大鼠吗啡成瘾消退成功后 24

h 内给予小剂量吗啡点燃复吸并测试位置偏爱

评分并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1、建模后大鼠 CPP 评分（620.07s±88.

21s）较建模前 CPP 评分（363.04s±56.36

s）显著延长（p〈0.0001），建模成功；2、

实验组消退期平均为 26 天，对照组消退期平

均为 6 天，实验组消退期显著延长；3、消退

成功 24 小时内给予小剂量吗啡（3mg/kg）点

燃复吸，结果显示：CPP 复吸评分实验组（3

57.01s±192.72s）较对照组（704.91s±181.3

5s）抑制复吸（p=0.0346）。 

结论  消退期高频刺激成瘾大鼠双侧伏隔核会

延长成瘾行为消退时间但会抑制点燃复吸行

为。 

 
 
PO-1689 

帕金森病双侧 STN-DBS 术后电刺激诱发的

暂时性非运动精神症状的刺激参数调整方案 
 

吴曦 陈剑春 仇一青 胡小吾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研究帕金森病双侧 STN-DBS 术后，在

出现电刺激诱发的暂时性非运动精神症状（S

timulation-Induced Transient Nonmotor Psyc

hiatric Symptoms，SITNPS）时，如何通过

调整电刺激参数调整，在去除精神症状的同

时维持运动症状改善的最佳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

15 年 12 月 1 日期间，所有到长海医院神经

调控门诊进行程控的患者。通过程控记录本

中的程控主诉和程控中的异常精神症状副作

用记录，回顾所有出现 SITNPS 患者随后的

程控调整方案，分析、归纳这种情况下电刺

激方案调整的路线图并评估是否会有影响患

者的电刺激效果。 

结果  共有 145 名双侧 STN-DBS 术后患者首

次开机并进行最佳程控参数的滴定调整，另

有 1142 人次进行了刺激参数调整，包括 166

名双侧 STN-DBS 植入超过 1 年的患者和 231

名开机后未满 1 年的患者。其中发现 11 名患

者出现了 21 次 SITNPS 发作，包括 4 次哭泣

（2 人）、4 次莫名的欣快感或傻笑（2

人）、2 次空间定位感觉异常（1 人）、2 次

幻觉（1 人），8 次轻躁狂发作（5 人）。其

中 5 名患者 SITNPS 发生在首次开机进行最

佳程控参数滴定过程中，2 名患者发生在首次

开机回家后 2 天内，4 名 DBS 植入超过 1 年

的患者中有 3 名于程控过程中出现。通过调

节程控参数，使 10 人维持了原来的运动能力

改善且精神症状消失，程控策略调整方案

中：降低电压升高脉宽的 2 例，维持电压不

变、使用正负双点（bipolar）刺激的 2 例，

降低电压、降低频率、升高脉宽的 1 例，使

用降低电压、降低频率、交叉电脉冲（interle

aving）刺激模式程控的 3 例、更换背侧激活

触点的患者 2 例。1 名患者在多次程控后由于

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交织出现，在最后给

与的刺激参数下 UPDRS-III 评分较前下降了

2 分。 

结论  SITNPS 在双侧 STN-DBS 术后患者调

控的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新开机的患者出

现的可能性可能更大，需要加以重视。SITN

PS 调控的方法主要以缩小激活域为主，并适

当将激活域向背侧方向调整，通过调整刺激

参数，大部分患者可以仍然取得非常好的运

动及非运动症状改善。 

 
 
PO-1690 

241 例颞叶癫痫手术治疗并发症分析 
 

陈晓宇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分析不同手术方式治疗难治性颞叶癫痫

的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87 

 

月间于本癫痫诊疗中心手术的 241 例颞叶癫

痫手术病人的并发症。 

结果  共发生并发症 18 例，占 7.47%。其中

颅内感染 3 例（1.21%）；浅表伤口感染 1 例

（0.43%）；对侧肢体瘫痪 3 例（1.22%）；

颅内血肿再次手术 5 例（2.07%），其中 4 例

为手术腔内血肿，另 1 例为颅内电极相关性

血肿；动眼神经损伤 2 例（0.83%）；脑积水

行脑室腹腔分流术 2 例（0.83%)，两例均合

并颅内血肿再次手术；面神经额支损伤 1 例

（0.41%)。 

结论  颞叶癫痫手术是一种安全的手术，与此

过程相关的并发症发病率及致死率均较低，

但作为一种外科治疗方法，仍存在一定风

险。对有经验的术者，经外侧裂选择性杏仁

核海马切除术术后并发症少于经颞中回、颞

上回等其他入路。在癫痫术前评估中，要充

分权衡手术方式的利弊。 

 
 
PO-1691 

IL-17 在难治性颞叶癫痫皮质和海马中的表达

和细胞分布 
 

贺教江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730050 

 

目的  观察炎性因子 IL-17 在难治性颞叶癫痫

中的表达及细胞分布。  

方法  选取 24 例难治性颞叶癫痫患者的颞叶

皮层和海马手术切除组织和 8 例排除癫痫疾

病的正常颞叶皮层和海马，分别采用 WB、P

CR、免疫组织化学和免疫荧光双标等方法检

测 IL-17 系统在颞叶癫痫标本和正常标本中的

表达和细胞分布。  

结果  我们研究发现：在难治性颞叶癫痫的颞

叶皮层和海马中，IL-17 及其受体 IL-17R 在

RNA 和蛋白水平的表达较正常组织明显增

高，并且 IL-17 和 IL-17R 主要分布高表达在

固有免疫细胞（如：神经细胞、反应性星形

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

中。  

结论  IL-17 系统在难治性颞叶癫痫中的表达 

及细胞分布表明：IL-17 系统可能参与了难治

性颞叶癫痫的病理和致痫过程。  

 
 
PO-1692 

颞叶海绵状血管瘤合并癫痫的外科治疗 
 

舒凯 程立冬 李国亮 蒋伟 张晓静 高攀 雷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颞叶海绵状血管瘤继发癫痫的发生

机制，临床表现特点，致痫灶定位方法，外

科治疗方法及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自 2009 年月至 2014 年 6 月

之间， 36 例经手术治疗的颞叶海绵状血管瘤

合并癫痫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及脑电图

等检查资料，手术方法及病理结果等，并通

过门诊或电话对患者进行术后随访进行治疗

效果评价，采用 Engel 分级评分表进行评

价，应用 SUPSS17.0 进行预后相关因素统计

学分析（P＜0.05） 

结果  11 例行单纯病灶切除，病灶及颞叶外侧

皮质切除 9 例，病灶及标准前颞叶切除 16 

例。术后病理学结果单纯海绵状血管瘤 19

例，海绵状血管瘤合并皮层发育不良或海马

硬化 13 例。术后随访 6 个月到 2 年，所有患

者癫痫发作得到较好控制，部分完全消失，

其中达到 EngelⅠ级 28 例，抗癫痫药物服用

剂量及种类减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预后

相关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时期手术预后有差异

（P＜0.05）。 

结论  颞叶海绵状血管瘤合并的癫痫多为药物

难治性，外科手术是其安全有效的治疗方

法，颅内电极埋藏有助于精确定位致痫灶，

除海绵状血管瘤及周围含铁血黄素沉着带完

整切除外，其他致痫组织的完整切除能更好

的保证手术效果。 

 
 
PO-1693 

颅内电极埋藏导致非出血性硬膜下积液一例

及其造成原因分析 
 

朱冠宇 1 石林 1 王秀 1 陈颖川 1 张建国 1,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报导一例因颅内电极埋藏导致的硬膜下

积液，并通过文献复习结合临床体会分析的

方法提高对该疾病诊断及治疗  

方法  通过回顾该病的临床表现及典型影像学

特点结合文献提高临床工作中对其的认识  

结果  该病例为一例典型的非出血性硬膜下积

液，病情严重。通过及时的发现并手术治疗

避免了严重后果。 

结论  单向活瓣学说是此类并发症的主要发病

机制。临床表现主要是颅高压症状，由于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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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电极埋藏时间较短，也不会出现如包膜出

血、桥静脉断裂等外伤性硬膜下积液症状。

影像学是其主要的诊断方法，表现为电极周

围不规则形状的低密度影，没有硬膜强化，C

T 值小于 20Hu。处理办法主要是手术处理，

因为电极的存在不建议转孔引流，并且电极

要去除，因为积液会造成颅内埋藏的电极记

录不准。不同于颅内电极植入后出血，临床

医师往往会发现术后 CT 上出现的高密度影，

而非出血性硬膜下积液往往被忽视，应该加

强对此类并发症的识别及处理，避免严重并

发症。 

 
 
PO-1694 

戒断期高频电刺激大鼠双侧伏隔核对大鼠成

瘾行为影响 
 

仇一青 杨春晖 陈剑春 吴曦 王家莉 胡小吾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研究吗啡成瘾大鼠戒断期高频电刺激双

侧伏隔核对吗啡诱导位置偏爱及复吸行为的

影响。 

方法  成年 SD 大鼠 20 只，280g-300g，电极

外套管通过立体定向手术植入大鼠双侧伏隔

核，术后休息 5d，应用腹腔注射吗啡（10mg

/kg）诱导建立吗啡成瘾大鼠位置偏爱模型，

建模成功后采用配对消退方式进行熄灭训

练。大鼠成瘾行为消退成功后。将大鼠随机

分成实验组（吗啡+DBS）和对照组（吗啡+

假刺激），每组各 10 只。通过 DBS 电路给

予电刺激，实验组给予高频电刺激（刺激参

数：频率 120Hz，波宽 60ms，刺激强度为 0.

3mA，刺激时间 30min/d），对照组为假刺激

组。连续刺激 7 日。最后一次高频电刺激和

假刺激后 24h 内给予小剂量吗啡点燃复吸并

测试位置偏爱评分并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1、建模后评分 616.2s±74.69s 较建模

前评分 353.9s±84.33s 大鼠伴药箱停留时间

明显延长（p<0.0001），结果表明吗啡诱导

大鼠位置偏爱模型建立成功。 2、消退 CPP

评分 456.4s±148.8s，与建模前评分 353.9s±

84.33s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847）且与

建模后评分 616.2s±74.69s 出现统计学差异

（P=0.0219）满足消退条件确定消退成功。 

3、CPP 复吸评分实验组（330.1 s±212.6 

s）较对照组（684.2 s±230.2s）抑制复吸（p

=0.0029）。 

结论  戒断期高频刺激成瘾大鼠双侧伏隔核会

抑制大鼠点燃复吸行为。 

 
 
PO-1695 

舌咽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及神经根部分切断

术 
 

陈陆馗 郭晓远 罗伟 游洋 易国庆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外科 210009 

 

目的  探讨舌咽神经痛的有效治疗方法。 

方法  总结近两年手术治疗的 9 例舌咽神经痛

患者，术前均出现咽喉、舌根及耳道深部疼

痛，7 例行微血管减压术，1 例行微血管减压

术加舌咽神经根部分切断术,1 例行单纯舌咽

神经根部分切断术。比较不同手术方式对舌

咽神经痛的治疗效果。 

结果  全部 9 例患者术后疼痛立即消失，1 例

于 1 个月后出现胸闷呼吸费力，经神经营养

治疗改善，1 例有轻度声音嘶哑，无吞咽困难

或呛咳。 

结论  微血管减压术和/或舌咽神经根部分切断

术是治疗舌咽神经痛的有效方法。 

 
 
PO-1696 

冻结步态问卷中文版在中国帕金森病患者中

的应用及有效性验证 
 

仇一青 吴曦 陈剑春 杨春晖 胡小吾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背景  冻结步态是帕金森病患者中常见的临床

表现之一，冻结步态问卷能很好得从帕金森

病患者中甄别出冻结步态。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开发冻结步态问卷的中

文翻译版并评价其有效性（效度和信度）。 

方法  采用直译结合意译的方法将英文版冻结

步态问卷翻译为中文版。对收治的 30 名中国

帕金森病患者的冻结步态问卷评估来检验其

结构效度。并对这 30 名患者行运动障碍协会

的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MDS-UPDR

S）、H-Y 分级（the Hoehnand Yahr Scal

e）、帕金森病 39 项问卷（PDQ-39）、及" 

起立-行走"计时测试（the timed 

up and go test）及跌倒功效量表（fallS-effic

acyscale）评估。将冻结步态问卷分别与运动

障碍协会的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第Ⅱ、Ⅲ

部分（MDS-UPDRSⅡ、Ⅲ）、帕金森病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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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问卷及"起立-行走"计时测试、跌倒功效量

表做相关性研究分析来评价其聚合效度；将

冻结步态问卷与运动障碍协会的统一帕金森

病评定量表第Ⅰ部分（MDS-UPDRSⅠ）做

相关性分析来评价其区别效度。内部一致性

信度评价用 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

a）测量。 

结果  冻结步态问卷与 MDS-UPDRSⅡ、Ⅲ及

帕金森病 39 项问卷中等度相关，而与 MDS-

UPDRSⅠ量表缺乏相关性。 

结论  冻结步态问卷中文版是评价中国帕金森

病患者冻结步态的一个有效工具。 

 
 
PO-1697 

面肌痉挛显微血管减压手术后迟发性面瘫 
 

朱宏伟 陶蔚 舒伟 倪兵 孙涛 李勇杰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研究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面肌痉挛，术

后迟发性面瘫发生率及其原因。 

方法  2000-2007 年，345 例面肌痉挛患者在

我科接受电生理监测的显微血管减压手术，

记录迟发性面瘫的发生率和转归。结果  11 例

患者术后出现迟发性面瘫，经治疗后 10 例痊

愈，1 例好转。结论：迟发性面瘫预后良好。 

讨论  面神经瘫痪的病理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尤其是迟发性面神经瘫痪的机制。有人推测

术后面神经瘫痪有病毒因素参与，该病毒潜

伏在膝状神经节内，对面神经的解剖操作激

活病毒引起面神经瘫痪，但目前尚没有得到

实验室支持。一般认为术后即刻面神经瘫痪

的发生与对面神经的机械刺激造成神经传导

功能损伤，或面神经的滋养血管受到伤害神

经缺血所致；迟发性面神经瘫痪的发生可能

的原因是供应血管痉挛、狭窄甚至缓慢闭塞

的结果，术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责任血管有

一些细小分支供应面神经传导通路，减压材

料置入使得细小血管分支承受一定拉力，有

可能发生缓慢闭塞，引起迟发而不是即刻面

神经瘫痪。MVD 术后出现的迟发性面神经瘫

痪与桥小脑角肿瘤术后面神经瘫痪有些不

同，一般情况下，出现较晚，恢复较快。如

前所述，若是由于术中创伤所致，不能解释

其出现偏晚的现象；若是缺血的后果，又不

能解释其恢复较快的特点。 

推测可能的原因是由于长时间面神经核的高

兴奋性，MVD 术后面神经核兴奋性逐渐降

低，以至于出现一种短暂的静息状态，然后

面神经核的兴奋性较快恢复 

 
 
PO-1698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伽玛刀治疗 
 

李泉清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伽玛刀治疗三叉神经痛(TN)的方法

和疗效。 

方法  采用 3.0 T MR 影像，玛西普 Superpla

n 定位和治疗计划, MASEP 伽玛刀治疗 65 例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 治疗靶点在三叉神经感觉 

根入桥脑区, 单个 4 mm 准直器 。 

结果  随访 3 ～ 12 个月, 全组疗效优者占 5

7% , 良占 30%, 有效占 5 %, 总有效率 92%。

全组病人无任何并发症, 无死亡。 

结论  伽玛刀是治疗三叉神经痛安全和有效的

治疗方法。 

 
 
PO-1699 

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运动皮层电刺激术后疗效

的预测作用分析 
 

张晓磊 胡永生 陶蔚 李勇杰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评估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运动皮

层电刺激（MCS）术后疗效的预测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8 月至 2015 年 2

月在我院诊断为卒中后疼痛并接受 MCS 治疗

的患者资料，共 13 例。采用视觉模拟评分

（VAS）来评估患者术前及后的疼痛程度，

疼痛缓解≥40%被认为手术有效。所有患者在

行 MCS 一期测试前均行 rTMS 治疗以评估 rT

MS 对 MCS 术后疗效的预测作用，rTMS 治

疗阶段疼痛缓解大于等于 30%被认为有效。

采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认为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本组患者术前 VAS 评分为 8.0±0.8，最

后随访时间的 VAS 评分为 5.2±2.2，前后对

比具有统计学差异。13 例患者中按照 rTMS

治疗阶段的有效标准（疼痛缓解大于等于 3

0%），6 例有效，7 例无效。6 例对 rTMS 有

效的患者中最后有 4 例 MCS 手术有效，2 例

无效。7 例对 rTMS 无效的患者中最后有 2 例

MCS 有效，5 例无效。rTMS 对 MCS 术后疗

效的阳性预测值为 0.6667，阴性预测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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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3，并没有得出二者之间有统计学上的联

系。(P=0.286, Fisher`s Exact Test). 

结论  术前的 rTMS 治疗结果可以帮助 MCS

筛选病人，但不可以作为排除行手术治疗的

依据。 

 
 
PO-1700 

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长期延迟治愈 1

1 例分析 
 

姜成荣 徐武 陆天宇 戴宇翔 倪红斌 梁维邦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探究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术后

长期延迟治愈的原因，为评估手术预后及再

次手术提供依据。 

方法  我科自 2012 年 1 月-2014 年 6 月手术

治疗的面肌痉挛患者共计 1035 例，术后即刻

治愈 846 例，延迟治愈 189 例，其中术后延

迟治愈时间超过 6 个月患者共 11 例。回顾性

分析 189 例延迟治愈患者的一般资料并使用 s

pss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89 例延迟治愈患者中，延迟治愈时间

不超过 6 个月共计 178 例。平均延迟治愈时

间 85．0d，年龄 22～74 岁，平均(45.7±10.

5)岁；病程 0.5～20 年，平均(7.1±5.1)年。左

侧 96 例，右侧 82 例。延迟治愈超过 6 个月

患者共计 11 例，最长时间为 487.0d，平均延

迟治愈时间 232．0d，年龄 34～69 岁，平均

(55.3±8.5)岁；病程 18～34 年，平均(22.0±4.

4)年。左侧 5 例，右侧 6 例。此外，对于长

时间延迟治愈患者，术中均见责任血管对其

面神经根部产生较为严重的压迫，牵拉、推

移责任血管较为困难。 

结论  延迟治愈时间与年龄、病程呈正相关关

系，当面神经根部受压较重时，患者延迟治

愈时间常较长。在术中充分减压的情况下，

建议术后随访时间至少为 1.5 年，对于年龄较

大或术前病程较长者，可延迟随访时间，再

次手术需慎重。 

 
 
 
PO-1701 

超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的手术治疗（附 2 例

报告） 
 

高丹丹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分析手术治疗超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的

疗效。 

方法  我科收治 2 例超难治癫痫持续状态患

者，均行头部 MRI 及头皮脑电监测持续发作

数次，并行发作期 PET 检查进一步明确癫痫

灶，两例患者定位明确，均为额叶癫痫（1 例

左侧额叶外伤后继发癫痫持续状态，1 例右侧

额叶灰质异位继发癫痫持续状态）。术中脑

电监测再次监测到发作起始。 

结果  两例患者均手术切除，术后癫痫持续状

态消失，无功能障碍。1 例患者术后 1 年 2 个

月无发作，1 例患者术后 1 周无发作。 

结论  完善检查后，手术治疗是治疗超难治癫

痫持续状态的有效方法。 

 
 
PO-1702 

甘露聚糖肽注射液所致不良反应的护理 
 

田小园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观察甘露聚糖肽发生不良反应的临床表

现，探讨相关的处理原则及护理方法。  

方法  对 30 例输注甘露聚糖肽患者进行分

析、总结，分析其护理方法。 

结果  甘露聚糖肽过敏反应发生在静脉输注后

10-15 分钟左右。临床表现为皮疹 11 例、全

身症状 7 例、呼吸道症状 6 例、消化道症状 6

例。停用药物后及时使用抗过敏药物等对症 

支持治疗可好转。  

结论  严格掌握药品的使用指证，做好用药前

的准备工作，用药过程中加强巡视，出现过

敏反应后及时处理，可提高患者的用药安全

性。 

 
 
PO-1703 

一例脑深部电刺激治疗肝豆状核变性患者的

护理 
 

田小园 张苗 王靖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患者，女性，学生，22 岁，未婚，汉族。主 

因双上肢轻微震颤，写字困难，双下肢僵

硬、右足不自主扭转、足跟无法着地，起步

及转身困难，翻身困难、流涎、吞咽困难，

饮水呛咳，流口水、眼球上视等症状，２０

１３年 6 月 25 日行头部ＣＴ、ＭＲＩ检查，

提示双侧尾状核、壳核见对称性长Ｔ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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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信号，考虑诊断成人型肝豆状核变性，

于２０１３年 6 月 26 日收入我科治疗。患者

意识清，精神可，食欲差，查体生命体征均

正常，面色晦暗，面部表情呆滞，皮肤、巩

膜轻度黄染，双眼向上方凝视，眼球上视，

双上肢肌力肌张力正常，双下肢肌力正常，

肌张力稍增高。入院后实验室检查提示白蛋

白、凝血酶原活性降低，血白细胞、血小

板、血红蛋白降低，血清铜、铜蓝蛋白降

低，血氨高，在裂隙灯下可见双眼Ｋ－Ｆ

环，结合病史及查体诊断为肝豆状核变性，

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

n anxiety  scale,HAMD)评估，患者有轻度的

抑郁及焦虑症状。目前采用药物治疗和心理

治疗。完善术前相关准备，于 2014 年 7 月 4

日在全麻下行立体定向双侧苍白球电极植入

术，术后给予低铜饮食、保肝、驱铜治疗、

及康复训练等，10ｄ后患者伤口愈合良好出

院。  

讨论  肝豆状核变性又称Ｗｉｌｓｏｎ病，好

发于儿童和青少年，患病率（０．５～３）

／１０万，主要为第１３对染色体上ＡＴＰ

７Ｂ基因点突变。ＡＴＰ７Ｂ蛋白为一种重

金属转运性ＡＴＰ酶，对铜转运有重要作

用，ＡＴＰ７Ｂ蛋白功能缺乏或减弱，引起

胆汁铜排泄下降，导致铜在体内聚集，尤其

是沉积在肝、脑、肾、角膜等组织，引起一

系列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锥体外系症状

（肢体震颤、肌强直、发音困难等）、精神

症状、肝硬化及角膜色素环（Ｋ－Ｆ环）等

［1 － 3］。WD 患者临床表现复杂多变，起

病隐匿，以单一临床症状为表现的患者容易

误诊，如精神障碍、肾脏损害、骨关节疼

痛、溶血性贫血、心脏损害等。WD 的诊断

标准主要是根据临床表现和铜代谢异常进行

综合分析。   

 
 
PO-1704 

DBS 治疗帕金森患者的出院健康指导初究 
 

田小园 王靖 张苗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为提高患者科普及医学知识水平,更好地

配合治疗与护理,促进康复。 

方法  我科对 2010 年 1 月～2014 年 1 月接

受此手术的 208 例帕金森病患者采用系统书

面辅导材料及全方位安全指导进行出院健康

教育,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结果  通过对 208 例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指导，

病人科普知识水平普遍提高，病人满意度提

高，结果病人对健康教育给予很高评价,出院

时 98 %病人掌握了自我护理和保健知识,对护

理工作满意度达 100 %。 

结论  帕金森病是一慢性神经系统顽症,目前医 

学发展尚未达到根治水平,故患者出院后仍有

部分治疗及一些潜在的护理问题,我们应加强

术后随访,进一步制定家庭教育计划,真正体现

以病人为中心,实现治疗、保健一体化,使病人

的行为向有利于康复的方向发展。  

 
 
PO-1705 

鼻腔自体材料在鼻内镜下脑脊液鼻漏修补术

中的应用 
 

段汉忠 1 夏力 1 兰青 2 

1.浙江萧山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鼻腔自体材料在鼻内镜下脑脊液鼻

漏修补术中的应用。 

方法 2006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对 23 例脑

脊液鼻漏患者，依据缺损部位位于筛凹、筛

顶、蝶窦顶或侧壁，在鼻内镜下采用不同方

式显露漏口。修补材料包括游离中鼻甲黏

膜、带蒂中鼻甲、带蒂鼻中隔黏骨膜等。修

补物放置方法采用多层内置、外置法。 

结果 21 例一次手术成功， 2 例二次成功，术

后均未出现并发症。 

结论  鼻内镜下脑脊液鼻漏修补术是一种安

全、有效和微创的手术方式，鼻腔自体材料

进行修补更安全，创伤更小，患者更易于接

受。 

 
 
PO-1706 

一种评估正常颅内压脑积水患者分流术后疗

效的研究 
 

陈弘韬 李巧玉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目的  研究如何评估正常颅内压脑积水患者分

流术后的疗效及评估时机。 

方法  利用红外测速仪测量 30 例脑积水患者

腰穿后的 1-8 小时，8-24 小时，48 小时，72

小时的最大行走速度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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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研究发现腰穿后 48 小时的患者行走速

度和行走距离，明显高于 1-8 小时，8-24 小

时，72 小时，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患者在行腰穿治疗 48 小时后，步态失

常症状改善最为明显，也是评估患者分流术

后疗效的最佳时机。 

 
 
PO-1707 

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技术在脑深部病变诊疗中

的临床应用价值 
 

汤涛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立体定向技术在脑深部病变诊断及

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8

月，赣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24 例脑

深部病变患者，均在 CT 及 MRI 引导下实施

有框架立体定向手术，其中高血压病脑出血

（基底节区及丘脑出血）碎吸排空 14 例，脑

深部脓肿穿刺引流 4 例，囊性颅咽管瘤囊液

抽吸并 32P 囊内植入 4 例，脑深部病变活检

1 例，双侧脑深部电极植入 1 例。 

结果 24 例立体定向手术均顺利完成， 14 例

脑深部血肿、4 例脑深部脑脓肿及 4 例囊性颅

咽管瘤患者，血肿、脓肿及液体抽吸满意，

囊性颅咽管瘤患者 32P 精确囊内植入，明显

缩短临床治疗时间，1 例双侧颞叶内侧电极植

入定位致痫灶后，手术切除成功,1 例基底节

区活检明确诊断后，行放射治疗，术中及术

后无严重并发症发生。 

结论 立体定向微创手术能对脑深部病灶进行

精确的定位及导向，对脑深部病变的诊断和

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PO-1708 

综合技术在手术治疗功能区病变的临床应用 
 

杨瑞金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总结分析综合技术在手术治疗功能区病

变的临床应用的经验。 

方法  回顾分析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外

科 2011 年 3 月-2016 年 1 月收治功能区病变

73 例患者，癫痫发作 47 例，头痛 38 例，一

侧肢体活动障碍 25 例，偏侧肢体及躯干麻

木、感觉减退 11 例，语言不流利 10 例。病

变部位：中央前、后回 49 例，额下回后部（ 

Broca 区）13 例，颞上回后部（ Wernicke 

区）8 例，枕叶视觉中枢 3 例。结合 MRI、f

MRI、弥散张量成像（DTI）、弥散张量纤维

束成像（DTT）、视频脑电图（VEEG）制定

手术方案，采用神经导航、术中电生理监测

（IOM）、术中唤醒麻醉技术、术中皮层电刺

激技术定位感觉、运动、视觉和语言功能

区，皮层脑电图进（ECoG）监测定位致痫

区，显微镜下切除病变及处理致痫灶。 

结果  病变性质：肿瘤 46 例（有癫痫症状 29

例），脑脓肿 5 例，炎性肉芽肿 2 例，AVM2

例，顽固性癫痫 18 例（皮质发育不良、灰质

异位、瘢痕灶、胶质增生等，不包括肿

瘤）。结果：镜下全切除 52 例，次全切除 1

1，大部分切除 6 例。术后功能状态：有 21

例术后出现短暂功能障碍加重，3 周内恢复，

有 1 例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后遗明显不全性失

语，随着病情加重，失语加重并出现对侧肢

体偏瘫，有 5 例出院时肌力低于 4 级，后续

随访有 4 例进一步恢复，有 1 例胶质母细胞

瘤患者肢体功能障碍加重，复查 MRI 提示肿

瘤复发，术后 13 个月死亡，其余病例无明显

功能障碍。癫痫缓解情况：47 例有癫痫发作

患者中 EnglⅠ级 31 例，EnglⅡ级 12 例 Engl

Ⅲ级 6 例。 

结论  综合多种现代神经功能技术是手术治疗

功能区病变精准、安全、有效的方法。 

 
 
PO-1709 

姜黄素通过抑制外伤性癫痫鼠脑组织中 mTO

RC1 表达发挥抗癫痫效应 
 

陆波 谢延风 石全红 但炜 詹彦 潘京泽 胡铁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0433 

 

目的  探究姜黄素在外伤性癫痫鼠中的抗癫痫

效应及对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 1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 co

mplex 1，mTORC1))表达的影响。 

方法  120 只 SD 雄性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 

模型组和干预组，每组 40 只。模型组与干预

组构建大鼠皮质铁离子注射癫痫模型，对照

组予以生理盐水注射，干预组于造模前 1 h 腹

腔注射姜黄素，连续 14 d。各实验组于造模

后 6 h、24 h、3 d、7d、14 d 时间点进行相

应实验。观察大鼠癫痫发作情况，记录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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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层脑电图特点，透射电镜观察注射侧皮层

神经元，Western blot 检测大鼠注射侧皮层

mTORC1 蛋白的表达及其磷酸化程度（p-mT

ORC1），免疫组化法检测 p-mTORC1 蛋白

在大鼠注射侧皮层中的表达。 

结果  对照组未见癫痫发作，干预组较模型组

癫痫发作次数明显减少（P＜0.05），发作程

度明显减轻（P＜0.05）；脑电图提示干预组

脑电波波幅及癫痫波次数较模型组明显减低

（P＜0.05）；电镜见模型组大鼠神经元变

性、死亡等改变，干预组大鼠神经元亚细胞

结构基本正常；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显示

mTORC1 蛋白在模型组中各时间点磷酸化激

活程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并于

术后 24h 达到峰值，在干预组中显著低于模

型组(P＜0.05）；免疫组化结果提示 p-mTO

RC1 在对照组中低表达，模型组中显著高于

对照组 (P＜0.05）,干预组中 p-mTORC1 显

著低于模型组(P＜0.05）。 

结论  在外伤性癫痫大鼠中，姜黄素可能通过

抑制 mTORC1 磷酸化激活而发挥抗癫痫效

应。 

 
 
PO-1710 

色素上皮衍生因子在耐药性癫痫发病机制中

的作用 
 

陈丹 王学峰 肖争 沈兰 王亮 韩雁冰 肖飞 席志琴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谷氨酸神经毒性以及细胞凋亡一直被认

为是癫痫发作引起脑损伤的关键机制之一。

色素上皮衍生因子 (PEDF) 能保护神经元抵抗

谷氨酸神经毒性及细胞凋亡，因此被认为是

一个潜在的神经营养及神经保护因子。 

方法  我们的实验收集了 52 例癫痫患者（包

括 29 例非耐药性癫痫患者及 23 例耐药性癫

痫患者）以及 20 例健康对照者的脑脊液及血

清样本，用夹心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法（ELIS

A）分别测定各组脑脊液及血清标本中 PEDF

的含量，而后对各组实验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发现非耐药性癫痫组患者脑脊液及血清

样本中 PEDF 的表达较对照组明显升高，而

耐药性癫痫组两种标本中 PEDF 的表达较对

照组显著降低。 

结论  我们推测 PEDF 可能在非癫痫耐药性的

发生中起神经营养及神经保护作用。 

 
 

PO-1711 

电生理监测在复杂性痉挛性斜颈手术治疗中

的应用--附 256 例病例报道 
 

王潞 李俊 梁健 吴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 43001

4 
 

目的  探讨电生理监测在复杂性痉挛性斜颈手

术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56 例复杂性痉挛性斜颈病

人的临床资料及疗效，对比使用电生理监测

前后两组病人的疗效差异  

结果  未使用电生理监测组 优良率为 65.8% 

使用电生理监测组优良率为 73.5%两组间有

明显差异 P<0.05   

结论  使用电生理监测能明显提高复杂性痉挛

性斜颈手术疗效  

 
 
PO-1712 

经岛叶入路选择性海马杏仁核切除治疗颞叶

内侧癫痫 
 

王峰 1 张强 2 刘阳 1 刘诤 1 陈鹏飞 1 孙涛 1,2 

1.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宁夏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经岛叶入路选择性海马杏仁核切除

治疗颞叶内侧癫痫的效果，并总结显微外科

手术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12

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应用翼点开

颅经岛叶入路选择性海马杏仁核切除术治疗

的 8 例颞叶内侧癫痫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

Engel 分级评价疗效，总结此入路的优缺点与

手术技巧。行翼点开颅，咬除蝶骨嵴，分开

外侧裂，向下牵拉颞叶岛盖，充分暴露岛叶

的前 1/3，辨认下环岛沟、大脑中动脉 M2

段，于下环岛沟的前半部分，岛阈的后方 1-2

cm 处，M2 段的分支颞极动脉和颞前动脉之

间，沿下环岛沟作一长 1.5-2cm 的皮质切

口，先将切口向内下方约 6.5mm 深入侧脑室

颞角的尖端，找到颞角，将脑室壁向后切开 2

cm，在颞角内确认海马和杏仁核结构。先行

杏仁核外侧部分切除，再切开脉络裂，并保

护脉络膜前动脉，将内侧结构，如动眼神

经、大脑后动脉、大脑脚等与海马结构分

开，自海马前极向后约 3.5-4cm（相当于外侧

膝状体）处将海马整块翻起切除，海马旁回

软膜下吸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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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8 例颞叶内侧癫痫患者病理证实均为单

侧海马硬化。所有患者均得到随访，时间 5—

17 个月。按 Engel 分级法：I 级 6 例；II 级 2

例。术后动眼神经损伤 l 例，术后 2 个月完全

恢复；皮下积液 l 例，穿刺后消失。所有患者

无重要运动或感觉缺损症状、语言障碍、昏

迷及死亡。 

结论  经岛叶入路选择性海马杏仁核切除术可

以通过脑的自然间隙，到达侧脑室颞角的距

离最短，在切除海马与杏仁核的同时保存了

颞叶外侧新皮质的完整性，白质纤维基本上

不受伤，基本不影响患者的语言、记忆、视

觉功能，同时避免对颞叶的过度牵拉，也避

免 Labbe 静脉及其他颞叶桥静脉前置对手术

的限制。熟悉外侧裂、岛叶和侧脑室颞角周

围的的解剖，娴熟的侧裂分离技术，术中合

理的止血及保护大脑中动脉、脑深部静脉是

确保避免手术并发症的关键。 

 
 
PO-1713 

苍白球 DBS 治疗 24 例抽动秽语综合征的临

床疗效观察-1 年疗效随访 
 

张晓华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应用脑深部电刺激（Deep Brain Stimul

ation，DBS）治疗难治性抽动秽语综合征（T

ourette Syndrome, TS）已有 10 余年的历

史。世界范围内成功应用 DBS 治疗抽动秽语

综合征超过百余例，但其中缺乏大样本及长

期随访资料。本研究回顾性研究了 DBS 治疗

24 例 TS 患者的 1 年随访时的临床疗效及安

全性。 

方法  对 24 例药物难治性 TS 实施了双侧/单

侧苍白球内侧部（the globus pallidus internu

s，）电刺激术，应用耶鲁综合抽动严重程度

量表（Yale Global Tic Severity Scale(YGTS

S) ）and Yale–Brown 强迫量表（Yale–Brow

n Obsessive Compulsive Scale (Y-BOCS)）

评估抽动和强迫症状改善情况，应用中国修

订版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

ligence Scale-Revised in China (WAIS-R

C)）评估安全性。随访时间均在 12 月（12-9

9 月）以上，平均 47.8 月。 

结果  12 个月随访时，抽动症状及强迫症状均

明显改善。患者术前耶鲁综合抽动严重程度

量表 YGTSS 评分平均 74.04 ± 11.52 分，术

后 3、6 和 12 月随访时分别为 49.83±10.91,3

2.58±7.97 和 31.21±8.87（P<0.05）。术后

随访时的 YGTSS 评分均明显低于术前。运动

抽动和发声抽动均明显减轻，运动抽动症状

改善优于发声抽动。术前 Y-BOCS 评分 21.6

1±4.97，术后 3、6 和 12 月评分分别为 18±4.

58、14.39±3.99 和 13.78±4.56（P>0.05）。

虽然术后随访时 Y-BOCS 评分与术前相比无

统计学意义，但可以观察到评分明显降低，

强迫及注意缺陷多动等合并症状明显改善。

手术前后 WAIS-RC 无明显变化。手术中长期

疗效稳定，疗效呈逐渐改善趋势，象肌张力

障碍一样。中长期随访未发现严重手术并发

症。 

结论  Gpi-DBS 能够长期安全有效地全面缓解

TS 患者的运动和发声症状及伴随症状，明显

提高生活质量 

 
 
PO-1714 

托吡酯与卡马西平治疗癫痫的疗效及不良反

应的系统分析 
 

郁毅刚 杨志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75 医院暨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
 363000 
 

目的 系统评价托吡酯(TPM)和卡马西平（CB

Z）治疗癫痫的 I 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 200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1

月 PubMed、SCIE 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学文

献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收录的 TP

M、CBZ 治疗癫痫的相关文献，筛选随机对

照试验(RCT)，提取资料进行质量评价并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4 个 RCT，包括 1578 例病例，

其中 TPM 组 798 例、CBZ 组 780 例。Meta

分析表明 TMP 组与 CBZ 组患者用药后总体

有效率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3.67，

95％CI：2.71~4.96，P<0.05)：TMP 组不良

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 CBZ 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OR=0.49，95％CI：0.38 ~0.67，P<0.0

5) 

结论 在癫痫临床用药治疗过程中，TPM 疗效

明显优于 CBZ，且 TPM 不良反应率低于 

LEV，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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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15 

人凝集素/磷蛋白通路在耐药性癫痫发病机制

中的作用 
 

陈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神经元坏死及坏死后的病理性修复不仅

是耐药性癫痫最为重要的病理改变，还可能

是耐药性癫痫形成的重要原因。CLU 生成及

分泌对脑损伤有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稳

定应急蛋白和抑制凋亡有关。Stathmin 是一

种在序列上高度保守的微管解聚蛋白，存在

于神经元等细胞内，对微管解聚起调节作

用。本课题旨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利用耐药

性癫痫患者术后海马组织，研究 CLU/STMN

通路在耐药性癫痫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为以

后的临床药物开发及耐药性癫痫的治疗提供

方向。 

方法  取颞叶癫痫术后颞叶皮质标本(30 例)及

颅脑肿瘤患者颞叶皮质对照标本（10 例）之

后，测定 CLU 及 STMN3 在颞叶癫痫患者颞

叶皮质中的表达，同期测定氯化锂匹罗卡品

模型慢性期大鼠海马及颞叶皮质 CLU 及 STM

N3 的表达规律，同时用 GST-Pulldown 及免

疫共沉淀法检测 STMN3 之间的直接及间接相

互作用。 

结果  CLU 及 STMN3 在癫痫颞叶组织中确实

存在相互作用。在颞叶皮质标本中，CLU 的

表达较对照组显著降低，揭示癫痫发病后 CL

U 的抗凋亡作用被削弱。氯化锂匹罗卡品造

模大鼠慢性发作期脑组织颞叶皮质 CLU 的表

达较对照组显著降低。用免疫印记法测定 ST

MN3 在颞叶癫痫患者皮质及对照组皮质的表

达，发现癫痫组患者标本中蛋白表达较对照

组升高，与大鼠氯化锂匹罗卡品模型慢性期 

标本中测定的表达规律一致。 

结论  CLU、STMN3 在神经元的凋亡、树突

形成、神经元分化、神经网络的构建与重塑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结合课题组研究结果，

证实该信号通路参与了神经元异常网络的构

建，是癫痫发病及耐药性形成的重要机制，C

LU 作为一个重要的脑保护蛋白在该通路中所

起的作用不容忽视，通过对 CLU/STMN 通路

的检测，可以对癫痫的发病进行评估及预后

的预测，通过对该通路的调节，有望减缓疾

病的进展，减少耐药性癫痫的发生。 

 
 
 

PO-1716 

长程视频颅内电极脑电监测联合电刺激在额

叶 Broca 区癫痫定位的应用研究 
 

井晓荣 张华 董珊 李焕发 王超 马炜 王为文 

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长程视频颅内电极脑电监测联合电

刺激在额叶 Broca 区癫痫外科治疗定位中的

应用意义。 

方法  （1）MRI 提示额叶 Broca 区存在明显

病灶并且患者先兆发作为突然语言中止（继

发全身强直阵挛），或者 MRI 阴性而患者先

兆发作为突然语言中止（继发全身强直阵

挛），PET 结果均为额叶 Broca 区明显低代

谢，头皮脑电提示额叶起源或不能明确放电

起源的患者，进行额叶 Broca 区扩大区域铺

设颅内电极，本研究共 9 例；（2）根据 9 例

额叶 Broca 区癫痫病人长程视频颅内电极监

测联合电刺激检测结果，进行额叶 Broca 区

癫痫起源区脑皮质切除手术；（3）回顾性分

析颅内电极脑电监测及电刺激检测结果及手

术效果，探讨该技术应用意义。 

结果  （1）本组临床表现为突然语言中止→

全身强直阵挛，（2）本组间期脑电图基本为 

额叶 Broca 区一定数量电极点频繁放电；本

组发作期脑电图存在以下情况: ①Broca 区单

个电极优先优势放电 5 例，②Broca 区多个电

极交替优先优势放电 4 例。（3）行皮层电极

电刺激术，再现自然发作并与自然发作对比

起源区的重合性，同时定位功能区，参考癫

痫发作起源区域与语言功能区位置关系示意

图，行病灶皮层切除术或多处软膜下横切

术，术后随访，9 例均不存在并发症，6 例发

作消失，其中 1 例在电极埋藏过程中发生一

过性失语，2 例发作减少 90%以上，1 例发作

控制欠佳(语言功能区、电刺激诱发发作及自 

然发作的部分电极点重合，未作充分切除)。 

结论  在额叶 Broca 区癫痫的外科治疗中，运

用长程视频颅内电极监测联合电刺激可以精

确定位癫痫起源区域及语言功能区，可以为

手术切除范围提供指导，最大程度切除致痫

灶的同时尽量避免语言功能损伤，提高手术

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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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17 

低频 DBS 改善帕金森病患者冻结步态的临床

研究 
 

林伟 1,2 邬剑军 2 王玉海 1 杨理坤 1 董吉荣 1 冯毅 1 关

荣源 2 陈克非 1 

1.解放军第 101 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探讨低频参数下脑深部电刺激术（DB

S）能否改善帕金森病患者冻结步态。 

方法  3 例原发性帕金森病患者，均行丘脑底

核（STN）脑深部电刺激手术（DBS）,患者

DBS 术后 18 月~ 48 月。患者在停用抗帕金

森药物 12h 以上后，分别采用 DBS 高频（16

0-250Hz）与低频（60-90Hz）参数下，比较

每一例患者的 UPDRSIII 总分、运动分项评分

及冻结步态在完成双任务时的差异。 

结果  纳入研究的 3 例 DBS 术后患者其中 2

名男性，1 名女性；完成新冻结步态量表评分

（16.33±1.15 分）、Hoehn&Yahr 分级（均

为 3.5 级）。UPDRS 高频状态下评分（31.6

7±5.03），低频状态下（32.67±5.69），无

明显统计学差异（P=0.88）；高频下中轴运

动 7 项评分（9.33±1.54），低频下（7.67±0.

58），无明显差异（P=0.40）；高频下步态

评分（1.67±0.58），低频下（1.00±0），统

计学无差异（P=0.17）；在所有双任务测试

的 9 个项目中，患者在低频下测试时间明显

缩短，通过自身对照 t 检验发现在双任务测试

中：行走任务（P=0.25），行走时正数任务

（P=0.14），行走时倒数任务（P=0.45），

时间均有缩短，但均未达到统计学差异；行

走时加法任务（P=0.03），行走时减法任务

（P=0.01），行走时拨电话任务（P<0.0

1），行走时例举任务一（P=0.04），行走时

例举任务二（P=0.03），行走时转换任务（P

<0.01），统计学上均发现显著差异；视频分

析比较，冻结步态的事件总数及发生冻结步

态总时间均有减少。 

结论  冻结步态是帕金森病进展期患者的一种 

常见临床症状，目前临床上对于进展期 PD 患

者越来越多的使用 DBS 手术以达到改善运动

及非运动症状的目的。在 DBS 手术给帕金森

病患者带来治疗上巨大改善的同时，我们也

不能忽略 DBS 潜在可能加重患者冻结步态为

代表的中轴症状。我们研究提示：帕金森病

患者 DBS 术后，在高频刺激下可能不会改善

甚至会加重冻结步态，通过调低频率或者设

置多模选择模式中切换成低频模式（部分 DB

S 机器可供多模选择）来达到改善患者步态的

治疗目的，也就是说对于 DBS 术后的帕金森

病患者低频治疗是一种改善冻结步态的合适

方法。 

 
 
PO-1718 

Framelink 手术规划辅助脑深部电刺激术 ST

N 靶点定位 
 

孙涛 王峰 刘阳 刘诤 陈鹏飞 赵超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脑深部电刺激术（DBS）

疗效，降低其副作用及并发症，对脑深部电

刺激术靶点定位准确性进行探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7 例，9 侧应用 Framel

ink 手术规划系统靶点定位方法行 STN-DBS

治疗帕金森病人的临床资料。术前应用 Fram

elink 手术规划系统行 STN 靶点定位并获得靶

点坐标，术中利用 Leadpoint 微电极记录细胞

外放电进行 STN 核验证，通过观察微毁损效

应、刺激效果和副作用临床验证靶点定位准

确性。术后应用 Framelink 手术规划系统将复

查颅脑 CT 与术前颅脑 MRI 图像融合，验证

电极位置与靶点的吻合程度。测量 STN 核团

MRI 解剖与电生理记录长度，比较靶点 STN

核团大小。 

结果  Framelink 手术规划系统的应用，使 ST

N 核团三维立体清晰可见，术中结合 Leadpoi

nt 微电极电生理记录技术使靶点定位更加准

确。术中患者微损毁效应明显，震颤减轻，

刺激效果满意，未见明显副作用。共植入电

极 9 根（左侧 3 根，右侧 6 根），其中 8 根

（88.8%）刺激电极一次成功，定位准确。共

用针道 10 道，每植入 1 根电极平均需要 1.1

针道，针道更换率为 11%。术后通过复查颅

脑 CT，并利用 Framelink 手术规划系统与术

前颅脑 MRI 融合，电极位置 100%满意。ST

N 核长度平均 6.0±0.45mm（MRI），6.0±0.3

8 mm（MER）。影像解剖 STN 核与功能解 

剖 STN 核长度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Framelink 手术规划辅助脑深部电刺激

术 STN 靶点定位准确，操作简便，靶点成像

清晰，三维立体，靶点坐标自动生成。微电

极技术在靶点的功能定位上可以避免单纯依

靠解剖定位的个体差异性和局限性，发挥重

要作用。影像解剖 STN 核与功能解剖 STN

核长度无明显差异。Framelink 手术规划系统

结合 Leadpoint 微电极电生理监测技术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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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深部电极置入靶点的精确性，提高了手术

疗效，降低了手术并发症。 

 
 
PO-1719 

96 例颞叶癫痫手术并发症分析 
 

叶永造 王占祥 刘希尧 谭国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难治性颞叶癫痫手术的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6 月-2015 年 9 月 9

6 例颞叶癫痫手术患者的并发症。 

结果  累计并发症 16 例(16.67%),其中颅内感

染 2 例(2.08%)，对侧肢体瘫痪 4 例(4.1

6%)，颅内血肿再次手术 3 例(3.12%)(2 例为

手术腔内血肿，1 例为颅内电极相关性血

肿)，动眼神经损伤 3 例(3.12%)，面神经额支 

损伤 4 例(4.16%)。 

结论  颞叶癫痫手术是一种安全的治疗方法，

但存在一定的并发症，在术前评估中，要充

分权衡手术的利弊。 

 
 
PO-1720 

手术治疗颞叶蛛网膜囊肿伴发癫痫的疗效观

察 
 

叶永造 王占祥 刘希尧 谭国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颞叶蛛网膜囊肿继发癫痫的临床特

点及手术治疗效果。 

方法 2013 年 12 月-2015 年 3 月在我院住院

手术患者。所有患者均以癫痫发作起病，其

中蛛网膜囊肿在左颞有 12 例，右颞有 13

例。应用皮层脑电监测对这些患者行手术治

疗，术后随访 1 年以上观察手术的疗效。 

结果 所有患者在切除蛛网膜囊肿后皮层脑电

图监测均见颞叶皮层有异常放电，其中 14 例

患者加行了前颞叶切除术（包括大部分海马

及杏仁核），另外 11 例加行皮层热灼术。术

后随访发现囊肿消失 20 例,囊肿明显减小 5

例。癫痫发作随访发现 EngelⅠ级 13 例，Ⅱ

级 8 例，Ⅲ级 3 例，Ⅳ级 1 例，手术总有效

率 88%。 

结论 对于颞叶蛛网膜囊肿继发癫痫的患者，

在手术切除蛛网膜囊肿的同时，应在皮层脑

电图监测将癫痫灶一并切除，且手术治疗的

效果较理想。 

PO-1721 

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治疗帕金森病的临床

分析 
 

叶永造 王占祥 刘希尧 谭国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术(DBS)治

疗帕金森病的临床疗效情况。 

方法 选取以丘脑底核为刺激靶点进行电刺激

的帕金森病患者 16 例，对比手术前后患者肌

强直、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等症状的改善

情况，并进行 UPDRS 评分。 

结果 接受丘脑底核 DBS 治疗帕金森病 6 个月

后，患者肌肉僵直、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

等临床主症的改善效果良好；与手术前相

比，患者术后 UPDRS 评分均有所降低，美

多巴服用量显著减少，没有产生永久性的并

发症以及较明显的临床症状，但对大量油脂

性渗出及典型面具性面容的治疗上未见明显

疗效。 

结论 丘脑底核 DBS 治疗帕金森病，可以显著

改善患者肌强僵直、静止震颤及运动迟缓等

临床症状，显著减少美多巴服药量，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 

 
 
PO-1722 

帕金森病患者发生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临床特

点分析 
 

叶永造 王占祥 刘希尧 谭国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中晚期帕金森病(PD)患者慢性硬膜

下血肿的临床特征。 

方法 报道临床确诊为 PD 合并慢性硬膜下血

肿的患者 3 例，结合其临床症状变化及头颅

CT 和/或 MRI 等影像学检查，分析总结 PD

患者发生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临床特征。 

结果 PD 患者合并慢性硬膜下血肿常导致运动 

障碍等 PD 症状加重，手术清除血肿后症状明

显改善。 

结论 对于运动障碍加重的中晚期 PD 患者，

应警惕慢性硬膜下血肿发生的可能，需行头

颅 CT 或 MRI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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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23 

大黄素对海人酸致痫小鼠海马 1L-1β、TNF-α

表达的影响 
 

欧阳龙强 杨少春 邹连生 娄建云 刘鹏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大黄素对海人酸诱导的小鼠癫痫持

续状态后海马组织 IL-1β、TNF-α 表达的影

响。 

方法  54 只 ICR 雄性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

癫痫持续状态(SE)组、大黄素治疗组。采用

腹腔内注入海人酸（12mg/kg）建立小鼠癫痫

持续状态模型。HE 染色观察大黄素对小鼠癫

痫持续状态后海马神经细胞的形态学变化，

通过 RT-PCR 和 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小鼠

海马组织中 IL-1β、TNF-αmRNA 与蛋白的表

达量。 

结果  大黄素可明显改善癫痫持续状态后小鼠

海马组织的病理形态学变化，并且可降低 IL- 

1β、TNF-α 表达(P<0.05)。 

结论  大黄素能降低小鼠癫痫持续状态后海马

组织 IL-1β、TNF-α 的表达，具有一定的脑保

护作用。  

 
 
PO-1724 

组织工程化 Teflon 促进三叉神经损伤修复的

机制研究 
 

李国伟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本课题围绕三叉神经痛的发病基础进行

研究，拟通过 BDNF 贴覆 Teflon 复合材料的

制备和应用，探索 PTN 大鼠三叉神经损伤修

复的有效途径。 

方法  研究的内容包括以下方面：（1）通过

构建外部血管压迫制备三叉神经痛大鼠模

型，（2）采用 LDF 技术、电生理技术、电

镜技术、ELISA 检测、免疫荧光法等，检测

微循环状态、雪旺细胞、BDNF、BDNF-TrkB

复合体、GAP-43 等指标变化情况，（3）制

备贴覆施旺细胞的 Teflon 复合材料，（4）施

加单纯 MVD、帖覆 BDNF 的 Teflon 材料辅

助的 MVD 等干预措施，阐明上述干预措施对

于修复 PTN 大鼠三叉神经损伤的作用与机

制。本课题的完成有望建立成熟的 BDNF 帖

覆 Teflon 复合材料的制备技术，阐明 PTN 大

鼠三叉神经损伤分子细胞学机制，以及 BDN

F 帖覆 Teflon 复合材料在修复 PTN 大鼠三叉

神经损伤中的作用与机制，可以有效解决损

伤三叉神经自我修复的难题，探寻减少三叉

神痛术后复发的概率； 

结果  通过本课题研究，我们有效阐明了组织

工程化 Teflon 可以有效减少 PTN 患者术后复

发的概率，其具体机制在于可以有效的修复

受损的施旺细胞，从而提高受损三叉神经 BD

NF 的含量，进而促使受损神经得以修复。 

 
 
PO-1725 

选择性后根切断术对脊髓外伤性痉挛性瘫痪

的治疗评价 
 

李振东 孙建军 王振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评价选择性后根切断术对脊髓外伤后痉

挛性瘫痪的治疗效果，并对手术细节进行总

结归纳。 

方法  29 例脊髓损伤后痉挛性瘫痪的病人，对

药物治疗无效的 10 例患者行选择性后根切断

术。其中，L2~S1 感觉根部分切断 2 例，L1~

S2 部分感觉根切断 4 例（S2 是一侧感觉根

切断），L2~S2 部分感觉根切断 2 例，L1~S

1 部分感觉根切断 2 例。随访 1~3 年，对肢

体痉挛状态、二便和运动功能的变化情况进

行分析比较。 

结果  手术切除 L1 和 S2 部分后根，对缓解痉

挛，髋的内收外展和踝背屈有效，对改善行

走功能效果明显。50%以下的 S2 后根切除，

不会发生泌尿功能障碍等并发症，单侧 S2 后

根切除也能达到两侧切除同样的目的。 

结论  为了有效地改善行走功能，使痉挛解除

得更彻底，行 L1 和 S2 后根的切除是必要

的，但要少于 50%，以防二便和运动功能障

碍加重。 

 
 
PO-1726 

立体定向神经核团毁损治疗帕金森病患者运

动功能障碍 
 

张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 830002 

 

目的  探讨在帕金森运动功能障碍中，采用立

体定向神经核团毁损治疗的效果。 

方法  对 2006 年 6 月到 2015 年 6 月期间，

我院精神科收治的 85 例患者进行研究。在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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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给予 MRI 影像几何电刺激神经生理定

位，实施内苍白球（Gpi）内苍白球核团毁

损，以及丘脑腹中间核（Vim）。 

结果  85 例患者术前测试 UPDRS 运动评分。

开状态为：52.6±6.8。关状态为：62.1±6.5。

手术后，开状态为：21.3±7.4。关状态为 23.

5±7.2。将上述数据带入统计学软件中，可得

t 为 3.17,P＜0.05，患者在手术前、手术后的

运动评分对比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帕金森治疗中，采用立体定向神经核

团术后，改善了患者的运动功能障碍，减少

了术后并发症，能够靶点定位准确，取得了

显著的治疗效果。因此，值得在临床上大力

推广。 

 
 
PO-1727 

Lennox-Gastaut 综合征的视频脑电图及外科

治疗分析 
 

张承蕖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 Lennox-Gastaut 综合征（LGS）

的视频脑电图特点及外科治疗效果。  

方法  总结分析 2009 年 11 月至 2014 年 3 月

大坪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LGS 患者的临床特

征、视频脑电图特点及外科治疗效果。  

结果  16 例 LGS 患者，男性 9 例，女性 7

例，年龄 16 个月-16 岁，首次发病年龄 12 天

至 10 岁。3 例妊娠期或出生时缺氧史，1 例

颅内出血史，1 例颅脑外伤史，1 例高热惊

厥，1 例结节性硬化，余 9 例无明显病因。所

有患者均有明显的精神运动发育迟滞。头颅

MRI 示，局部脑软化灶 2 例，一侧大脑半球

萎缩 1 例，枕大池蛛网膜囊肿 1 例，脑白质

发育不良合并多小脑回畸形 1 例，结节性硬

化 1 例，余 10 例无明显异常。所有患者均经

过视频脑电图长程监测：（1）背景活动：10

例背景活动频率减慢，6 例背景基本正常；

（2）发作间期：10 例弥漫性慢棘慢复合波，

其中 5 例伴有睡眠期快节律、不典型高度失

律或多棘慢复合波；4 例多脑区棘慢复合波，

其中 1 例伴睡眠期快节律；1 例一侧大脑半球

萎缩出现对侧半球棘慢复合波；1 例结节性硬

化出现局灶性棘慢复合波；（3）发作期：所

有患者均有轴性或轴-肢带性的强直发作，其

中 2 例合并不典型失神发作，2 例合并痉挛发

作；发作期脑电图均提示全面性发作，包括

广泛性快节律、棘慢复合波暴发。16 例均行

手术治疗，其中 13 例行胼胝体前段切开术，

术后 10 例以丙戊酸钠联合拉莫三嗪治疗，余

3 例单用丙戊酸钠治疗； 1 例枕叶软化灶者行

枕叶病灶切除+胼胝体后段切开术，术后予以

丙戊酸钠治疗；1 例半球萎缩者行半球多脑叶

切除（额、颞、枕叶切除，保留丘脑、基底

节、中央区下部），术后予以奥卡西平治

疗；1 例结节性硬化者行局部病灶切除术，术

后予以拉莫三嗪治疗。术后无明显并发症，

随访 2-6 年，4 例（25%）达 EngelⅠ级，其

中 2 例（12.5%）为隐源性，1 例结节性硬

化，1 例半球萎缩，术后复查脑电图示背景活

动明显好转，癫痫样放电消失，患者精神运

动发育有所改善；2 例 EngelⅡ级；3 例 Eng

el Ⅲ级；7 例 Engel ⅣA-B 级。  

结论  LGS 是一种药物难治性的癫痫性脑病，

强直发作是其主要症状，可合并多种发作形

式，EEG 间歇期慢棘慢复合波及睡眠期快节

律是其特征性表现，发作期多为全面性放

电。外科手术主要采取胼胝体切开术，症状

性 LGS 可行病灶切除或加做胼胝体切开，完

善的评估对 LGS 的诊断有重要意义，外科手

术结合药物治疗对提高疗效有帮助。 

 
 
PO-1728 

全内镜下面肌痉挛的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 
 

王景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面神经出脑干（REZ）区的神经血管压

迫综合症（NVC）是原发性面肌痉挛（HF

S）的最主要病因，显微血管减压术（MVD）

是治愈 HFS 的最佳方式。相较显微镜，内镜

具有照明优良，成像具有广角和成角的特

点，被应用于 MVD 的治疗，但大多仅作为辅

助照明应用，全内镜下的 MVD 应用较少。 

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 2015.5-2015.8 期间 25

名接受 MVD 治疗的 HFS 患者，其中 12 名患

者在全内镜下行 MVD，13 名患者行显微镜下

MVD。所有患者除临床诊断外均通过 MRTA

检查可见 REZ 动脉血管压迫。 

结果  1.责任血管。内镜 MVD 组患者术中发

现：责任血管为小脑前下动脉（AICA）5

例，小脑后下动脉（PICA）7 例；显微镜 MV

D 组患者术中发现：责任血管为小脑前下动

脉（AICA）6 例，小脑后下动脉（PICA）7

例。2.疗效评价。S.痉挛评级（0-3 分）；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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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评级（0-2 分）；T.总分（S+C），优

（0 分），良（1 分），中（2 分），差（3-5

分）。内镜 MVD 组术后即时 T 值：优 10

例，良 1 例，差 1 例。内镜 MVD 组术后 6 月

T 值：优 11 例（外加 1 例延迟治愈患者），

良 1 例。显微镜 MVD 组术后即时 T 值：优 1

1 例，良 1 例，中 1 例。显微镜 MVD 组术后

6 月 T 值：优 11 例，良 1 例，中 1 例。 

结论  内镜与显微镜均是 MVD 的有效手术操

作方式。内镜具有极佳的照明度和放大率，

多角度内镜具有观察视野死角及神经背面结

构的能力，能有效弥补显微镜在探查责任血

管时视野的限制，可避免遗漏责任血管，从

而增加手术成功率。 

 
 
PO-1729 

人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原发性肌张力障碍临

床疗效观察 
 

任文庆 

海军总医院 100037 

 

目的  观察应用立体定向神经干细胞(neural st

em cell，NSC) 移植术治疗原发性肌张力障碍

（primary torsion dystonia，PTD）的临床疗

效。 

方法  2002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0 月我们对 1

9 例 PTD 患者进行立体定向 NSC 移植术，随

访 2~10 年（平均 4.47±0.51 年），采用国际

通用的 Burke-Fahn-Marsden (BFM)肌张力障

碍运动评分(BFMDMS)进行评价，观察并对

比术前、术后运动功能改善情况。 

结果  接受 NSC 移植手术治疗的 PTD 患者未

见脑出血、免疫排斥反应等严重并发症，患

者术后 1 个月、6 个月、>2 年的 BFM 评分均

较术前提高，并且差异显著（t 检验，P<0.0

5）。 

结论  立体定向 NSC 移植术能使 PTD 患者症

状获得较长时间缓解。 

 
 
PO-1730 

颞顶部小骨窗经环岛沟大脑半球离断术 
 

杜浩 徐国政 黄河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10031576 

 

目的  大脑切除术是治疗一侧半球病变性难治

性癫痫的主要手术方式之一，但因解剖性半

球切除术后并发症较多，而功能性半球切除

术因并发症较少，已取代解剖性手术。环岛

沟半球离断术是功能性半球切除术中操作最

为简便，并发症最少的术式之一。本文主要

目的是探讨我科癫痫中心经环岛沟大脑半球

离断术治疗一侧半球性病变所致难治性癫痫

的手术方法及疗效。  

方法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有 6 例

病人在我科行经大脑半球离断手术，其中 5

例是采用颞顶部小骨窗开颅经环岛沟大脑半

球离断术。男性 3 例，女性 2 例；起病年龄

平均 2.1 岁（4 天-6 岁）；病程平均 5.2 年

（1.6-14 年）；手术年龄平均 7.6 岁(2-16

岁)。本组 5 例患者的手指精细活动功能均丧

失。广泛皮层发育不良 1 例、外伤或出血后

半球脑软化 2 例、半侧巨脑回症 1 例、Rass

mussen 脑炎 1 例。岛周半球离断手术方法①

颞顶部直形切口，长约 10cm 左右, 骨窗以侧

裂为中心；②先自颞上回造瘘行颞叶离断。

在颞角内向外切断颞叶与额叶、海马与对侧

的纤维联系； 经侧脑室三角区向上、后环岛

沟及经岛盖造瘘经上环岛沟切开放射冠纤维

束进入侧脑室体部，沿丘脑、基底节周围离

断其与额叶、枕叶的纤维联系；③侧脑室体

部辨认胼胝体并全段切开；④血管间吸除或

热灼岛叶皮层。  

结果  所有病人经顺利完成手术。术后疗效随

访 1-4 年，Engel I 级病人 3 例（60%），En

gel II 级病人 2 例（40%），其中有一例病人

先后做了两次手术。术后病人对侧肢体肌力

均无明显下降，基本维持在术前水平。而且

病人认知有生活能力提高均较前术前改善。

术后无脑积水等严重神经功能损伤及死亡病

例。  

结论  经岛周大脑半球离断术是治疗半球病变

性癫痫的安全、有效的方法，其疗效确切。

颞顶部小骨窗开颅能够降低手术创伤，操作

更简便，是功能性半球离断术可选入路。 

 
 
PO-1731 

图像融合技术在帕金森病脑深部电刺激术中

的应用 
 

曹胜武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在帕金森病脑深部电刺激术中应用

头颅 CT 和 3.0T 核磁共振融合图像计算丘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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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核靶点坐标的准确性和临床价值。  

方法  本文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随机将我院

从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间行帕金森

病双侧脑深部电刺激术病例 20 例分为两组：

对照组和融合组，每组各 10 例 20 侧，对照

组采用传统单纯以 1.5TMRI 图像计算的靶点

坐标，融合组采用头部薄层 CT 和 3.0T MRI

融合图像计算靶点坐标，分别比较两组术后

靶点偏差、术中微电极记录丘脑底核长度、

开机后 UPDRS 运动评分改善率与以及影像

检查耗费时间等指标，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术后复查电极偏差两组比较：对照

组平均偏差 1.3mm，融合组平均偏差 1.6m

m，两组无显著差异。（2）术中微电极记录

典型 STN 信号长度比较：对照组平均长度 4.

8mm，融合组平均长度 5.0mm，两组无显著

差异。（3）术后三个月药物关期开机状态下

UPDRS 运动评分改善率比较：对照组平均改

善率 53.5%，融合组平均改善率 51.3%，两

组无显著差异。（4）术前影像检查耗费时间

比较：对照组平均耗时 27.5 分钟，融合组平

均耗时 8.6 分钟，融合组显著短于对照组。  

结论  在帕金森病脑深部电刺激术中应用头部

薄层 CT 和 3.0T MRI 融合图像计算丘脑底核

靶点坐标对传统计算方法相比准确性和有效

率无明显差别，并可缩短术前定位时间，加

快手术进程。 

 
 
PO-1732 

迷走神经刺激与难治性癫痫 
 

孔军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310012 

 

目的 研究迷走神经刺激对难治性癫痫的治疗

效果。 

方法 在 20 例难治型癫痫的病人身上进行了关

于迷走神经刺激（VNS）对抽搐发作频率影

响的研究。研究参数是发作的总次数和不同

的发作类型间的差异。发作次数降低中位数

为 60.6%。 

结果 在不同的发作类型中 VNS 的效果差异很

大。对失张力发作的效果最好（发作次数降

低中位数 80.8%，有效患者比例：8/12），

其次是强制性发作（降低中位数 73.3%，有

效患者比例：8/13）。全身强直-阵挛性发作

效果最差（降低中位数 57.4%，有效患者比

例：11/20）。在其中的 16 名病人身上还观

察到了缓和猝发发作程度和缩短发作后期的

积极效果。所有受试者中 76.7%的患者警觉

度得到了改善。其中 10 名病人出现了以流涎

和声嘶为主的不良反应。抗癫痫药的使用具

有明显的减少，停药率为 16.7%。 

结论 迷走神经刺激可以有效的治疗难治性癫

痫，并能减少术后抗癫痫药物的使用。 

 
 
PO-1733 

三叉神经痛型桥小脑角胆脂瘤的临床分析 
 

马凯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探讨三叉神经痛型桥小脑角胆脂瘤的早

期诊断及手术治疗，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回顾  34 例主诉为三叉神经痛的住院患

者，经 MRI 扫描发现桥小脑角占位，均行桥

小脑角胆脂瘤切除术，同时有 22 例同期行微

血管减压术，并总结其临床特点及手术技

巧，观察手术效果及并发症，随访术后长期

变化。  

结果  所有患者均表现为同侧三叉神经痛，手

术全切 26 例，近全切 8 例，病理标本确诊为

胆脂瘤，术后患者疼痛全部消失，术后面部

麻木 5 例，短暂呛咳 1 例，无术后出血、急

性脑积水、死亡等严重手术并发症，随访 6～

90 月，无疼痛复发及占位复发。  

结论  桥小脑角胆脂瘤多以三叉神经痛为首发

症状，MRI 扫描可为早期诊断提供依据。手

术切除病变可使多数患者疼痛消失，对于同

时存在血管压迫的病例，可配合微血管减压

术协同治疗。  

 
 
PO-1734 

精准微血管减压手术 
 

李世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外科 200092 

 

目的   介绍微血管减压手术领域的技术进步，

重点突出精准神经外科理念在微血管减压手

术中的应用。 

方法  结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神经外科在微血管减压手术方面的知识积累

与国内外文献报道的技术进步，系统总结和

介绍在颅神经综合征临床诊断、切口设计、

手术显露、责任血管判断、减压程度评估以

及手术疗效评估等方面的精准手术技术，并

分析上述技术在临床应用后对手术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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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结果  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与电生理特征有

助于疾病诊断，枕大神经与乳突解剖特点有

助于切口设计，不同入路选择有助于安全显

露，血管与神经间的解剖关系及电生理监测

有助于确定责任血管，电生理监测有助于保

护颅神经功能，电生理监测也有助于判断减

压程度，手术疗效判断依赖于患者的感受与

电生理学检测。具有临床指导价值的电生理

学监测技术主要包括 AMR、ZLR、BTEP、B

AEP、EMG、SEP。 

结论  微血管减压手术是治疗颅神经综合征的

有效技术，手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取决于手

术医生的操作水平以及精准神经外科技术应

用的熟练程度。 

 
 
PO-1735 

三叉神经离断术对慢性缩窄环制作的三叉神

经痛大鼠模型的影响 
 

段虎斌 孙崇阳 郝春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通过建立大鼠三叉神经痛模型，分析经

三叉神经离断术处理的大鼠神经纤维中炎症

因子在神经节中分布情况，评价三叉神经离

断术后对于缓解疼痛的有效性。 

方法  研究对象选用 30 只 SD 健康雄性大

鼠，以慢性缩窄环模型来制作三叉神经痛模

型，将实验对象随机分为三组——眶下神经

痛组、眶下神经离断术组、假手术组。通过

对三组大鼠 2 周、3 周、4 周这三个不同时间

段，腹腔麻醉，然后开胸，心腔灌注 4%多聚

甲醛溶液固定脑组织，取三叉神经节进行组

织包埋、切片。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测 SP（P

物质）、CGRP（降钙素相关基因肽）相关炎

症因子表达及变化. 

结果  三个实验组 SP 含量、CGRP 含量，在

眶下神经痛组、眶下神经离断组 SP 含量较对

照组高，在 3 至 4 周后，离断组 SP 含量趋势

降低与对照组相近，此时眶下神经痛模型明

显较其他两组高。CGRP 含量眶下神经痛、

离断组较对照组明显偏高。在 4 周后离断组

CGRP 呈现下降趋势接近对照组。 

结论  三叉神经离断术对慢性缩窄环模型制作

的三叉神经痛大鼠模型有一定程度缓解作

用。 

 
 

PO-1736 

多参数影像神经导航下颅内病变活检术 
 

郭剑峰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多参数影像神经导航应用于颅内病

变穿刺活检的临床经验。 

方法  3.0T 场强磁共振系统结构影像结合磁共

振灌注成像（PWI）、磁共振波谱分析（MR

S）、弥散张量成像（DTI）等，并进一步融

合 PET 和 CT 图像，综合确定活检部位，实

施多靶点活检。 

结果 病理结果如下:胶质瘤 4 例,淋巴瘤 2 例，

转移瘤 3 例，松果体恶性生殖细胞瘤 2 例，

脱髓鞘病变 3 例;放射性脑坏死 1 例，原发中

枢性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 1 例。无神经功能 

缺失、颅内出血及感染等并发症。 

结论 多参数影像神经导航下颅内病变活检术

提高穿刺活检成功率，降低致残率 

 
 
PO-1737 

幕上多发海绵状血管瘤伴癫痫的手术策略及

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王丰 林元相 余良宏 黄小芬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目的 探讨大脑幕上多发海绵状血管瘤伴癫痫

的手术策略及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0 年 6 月至 2016 年 3

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手术

治疗的 9 例幕上多发（≥2 个）海绵状血管瘤

（CCM）所致癫痫病人的手术效果。并分析

CCM 分布位置、直径大小、病程、癫痫发作

类型、切除/残留的个数、术中皮层脑电图的

情况与手术预后的相关性。手术前均行 3.0T

磁共振增强扫面及病灶波谱分析；术前均行 3

2 导视频脑电图监测，分析发作期癫痫样放电

起源及发作间期脑电图；术中切除前均行条

索状或栅状皮质电极脑电图监测，进一步定

位放电灶与病灶关系，以确定切除范围。手

术后 1 日复查颅脑 CT 平扫，术后随访期限≥

3 个月，1 年内复查颅脑 MRI 平扫+增强扫描

及动态脑电图，此后每 1-2 年复查。根据 En

gle 分级进行癫痫疗效判定；以 KPS 评分进

行生活质量评估。  

结果 全 9 例术后病理均证实为 CCM，术后均

无明显手术相关长期严重并发症出现。(K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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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100 分 8 例，90 分 1 例)。癫痫得到有效

控制（Engle 分级 I 级 4 例，II 级 2 例）6

例，癫痫基本同前 3 例（Engle 分级 I I I

级）。统计学数据显示：癫痫相关 CCM 直径

＜1.5cm，病程小于 1 年，发作类型为部分性

发作为主，以及 1 期手术切除所有 CCM 的病

例手术预后较好。其他没有相关性的因素包

括：病灶位置以及皮层脑电图结果。  

结论 幕上多发 CCM 合并癫痫的患者，经严

格评估、完整切除，大多数患者无明显神经

系统并发症，但手术预后不一致。多发 CCM

s 手术效果与致痫灶相关 CCM 直径、病程和

癫痫发作类型相关。多发 CCMs 引起的癫

痫，较之单个病灶者更为复杂。 

 
 
PO-1738 

术中异常肌反应监测在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

术中的应用 
 

张玉海 邹元杰 张岩松 刘宏毅 胡新华 刘永 杨坤 耿良

元 阎华 

南京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210029 

 

目的  探讨术中异常肌反应监测在面肌痉挛微

血管减压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笔者参与手术和术中电生理监测的面

肌痉挛病例 35 例，所有病例均在术前行 MRI

扫描排除桥小脑角占位病变导致的继发性面

肌痉挛后，全麻下行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

术中行异常肌反应监测，评估术后即刻和远

期（半年以上）症状缓解率。 

结果  责任血管：22 例为小脑前下动脉，4 例

为小脑后下动脉，2 例为椎动脉，2 例为小脑

前下动脉+小脑后下动脉，4 例为椎动脉+小

脑前下动脉，1 例为椎动脉+小脑后下动脉。

电生理监测：10 例术中全程未记录到异常肌

反应，另 25 例手术中记录到异常肌反应，监

测至硬膜缝合完毕，异常肌反应消失 19 例

（4 例松解蛛网膜时消失，12 例第 1 次垫入

Teflon 减压后消失，3 例第 1 次垫入 Teflon 

异常肌反应未消失、取出 Teflon 改变位置第

2 次垫入 Teflon 后异常肌反应消失），未消

失 6 例（4 例 Teflon 垫入 1 次，1 例调整 Tefl

on 2 次，1 例调整 Teflon 3 次）。19 例异常

肌反应消失病例中，症状即刻缓解率为 89.

5%（17/19），最终缓解率 94.7%（18/1

9）；6 例异常肌反应未消失病理中，症状即

刻缓解率为 0%（0/6），最终缓解率 83.3%

（5/6）。所有病例术后随访 0.5-4.5 年，症

状术后即刻缓解 25 例，部分缓解 9 例，1 例

无效。至最后随访，9 例即刻部分缓解病例，

经 1-12 月 8 例完全缓解，1 例仍部分缓解。1

例无效病例随访 5.5 年仍无缓解。无症状复发

病例。3 例术前面瘫者术后均有不同程度好

转，另 2 例术前面神经功能正常者出现早期

面瘫（分别为 House-Brackmann II 级和 III

级），至最后随访，面神经功能均恢复正

常。1 例于术后 2 周出现迟发性面瘫，经激

素、脱水剂等治疗后完全恢复。1 例术前听力

下降患者术后部分恢复。无其他新增神经功

能缺失。 

结论  异常肌反应监测是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

术的有效监测手段，可提高手术后症状的即 

刻缓解率。 

 
 
PO-1739 
Contralateral hippocampal stimulation for
 failed unilateral anterior temporal lobect
omy in patients with bilateral temporal lo
be epilepsy 
 
Liang Shuli1,2,zhang Shaohui 1,Ding Ping1, 1 

1.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Objectives  Seizures arising from mesial te
mporal structures such as the amygdala, hip
pocampus, and parahippocampal gyrus occu
r in more than 90% of patients with temporal 
lobe epilepsy (TLE) and are most commonly 
ameliorated by anterior temporal lobectomy
(ATL). However, some patients with epileps
y suffer truly independent bilateral temporal 
epileptogenic foci, how to treat these patient
s remains controversial. The most pertinent 
concern about bilateral TLE arises from the f
act that independent bilateral temporal seizu
res can cause surgery to fail, as after the res
ection of one temporal lobe, seizures someti
mes continue to arise from the other lateral. 
This phenomenon has caused controversy o
ver whether contra-lateral hippocampal stim
ulat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ft
er the failure of unilateral ATL. In this study, 
we prospectively study the surgical outcome
s of unilateral ATL in patients with intractable
 bilateral TLE, and two-staged contralateral h
ippocampal stimulation in the patients after f
ailed unilateral ATL. 
Methods  Eighteen carefully s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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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with bilateral TLE underwent unilate
ral ATL. Five cases with failed ATL underwe
nt two-staged contralateral hippocampal stim
ulation. Seizure control, changes in intelligen
ce quotient (IQ), memory quotient and qualit
y of life (QOL), were analyzed 2-5 years afte
r treatment. 
Results  Favorable seizure control (Engel Cl
ass I and Class II) reached 66.7%, 61.1%, a
nd 55.6% at 1 year, 2 years and 5 years follo
w-ups after unilateral ATL respectively, and t
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izure co
ntrol between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ATL an
d 12 cases withmedicine. Significantly differe
nces were also found in changes of patients 
QOL and full scale IQ at 2 years follow-up be
tween surgical and medicine groups. Five pa
tients who underwent contralateral hippocam
pal stimulation after failed unilateral ATL exp
erienced 80% to100% seizure reductions.  
Conclusion  Unilateral ATL provides good s
eizure control and does not cause serious m
emory or IQ injury in carefully selected patie
nts with truebilateral TLE. Contra-lateral hipp
ocampal stimulation is a useful approach for 
patients who experience unilateral ATL failur
e. 
 
 
PO-1740 

神经干细胞移植对耐药性颞叶癫痫大鼠海马

组织 γ-GABA 含量及癫痫发作的影响 
 

徐卡娅 陈淑旋 石海燕 刘沣 宋世宾 陈益民 王丽琨 伍

国锋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癫痫是最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全

球约 5000 万人患病。在我国，癫痫患者约为

900 万，其中活动性癫痫患者有 600 万，且

三分之一的患者用常规药物未能达到控制，

最终发展成为难治性癫痫。海马硬化是人类

颞叶癫痫的主要病理改变，其特征性改变

是：海马神经元的广泛丢失和苔藓纤维发芽

神经元的丢失导致抑制性神经递质 γ-氨基丁

酸的减少，使其和兴奋性神经递质的比例失

去平衡。本研究旨在充分阐述神经干细胞移

植后在脑内可自行分化为产 γ-氨基丁酸能神

经元，增加海马神经元的数量、恢复神经递

质间的平衡、修复损伤的神经系统，从而阻

断颞叶癫痫的发生与发展。 

方法  取大鼠的海马组织分离并培养神经干细

胞，采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和免疫荧光鉴定

神经干细胞。在鉴定后的神经干细胞中加入

定向诱导分化为 γ-GABA 能神经元的分化

液。构建大鼠耐药颞叶癫痫模型，将大鼠分

为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 cells, NSCs）移

植组、预诱导分化后的 NSCs 移植组、未移

植组、对照组及正常大鼠。立体定向将神经

干细胞及预诱导分化的神经干细胞立体定向

注入大鼠脑内 CA3 区，通过观察大鼠癫痫的

控制情况、脑电图的变化及测量癫痫发生的

阈值、移植后海马区 γ-氨基丁酸的含量，进

一步了解移植后的神经干细胞自行分化为 γ-G

ABA 能神经元的能力及其控制癫痫的程度。 

结果  癫痫大鼠脑内的 γ-GABA 含量均低于正

常大鼠脑内 γ-GABA 的含量。神经干细胞移

植组及诱导分化后移植组大鼠海马内的 γ-GA

BA 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及未移植组。诱导分

化后移植组大鼠海马内的 γ-GABA 含量高于

神经干细胞移植组，但两组之间没有显著性

差异。神经干细胞组及诱导分化组脑电图中

的癫痫波较对照组明显减少，但两组之间无

明显差异。神经干细胞组及诱导分化组大鼠

癫痫发作的频率对照组明显降低，但两组之

间无明显差异。神经干细胞移植组及诱导分

化组癫痫再发作阈值较对照组高，有显著性

差异。 

结论  神经干细胞移植后在脑内有较强的自我

分化能力，癫痫发生后，脑部微环境发生改

变，诱导移植后的神经干细胞自行分化为 γ-G

ABA 能神经元，增加大鼠海马中 γ-GABA 的

含量，从而降低大鼠癫痫发作的频率，控制

癫痫的发作。 

 
 
PO-1741 

高场强核磁共振在癫痫患者丘脑前核脑深部

电刺激术中的应用 
 

王雪原 1,2 李勇杰 1,2 张国君 1,2 遇涛 1,2 倪端宇 1,2 乔

梁 1,2 杜薇 1,2 刘畅 1,2 徐翠萍 1,2 周晓霞 1,2 

1.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 

2.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探讨高场强核磁共振在癫痫患者丘脑前

核脑深部电刺激术中的应用。 

方法  1 例 27 岁男性患者，既往合并病毒性

脑炎病史，经北京市癫痫会诊中心确定为药

物难治性癫痫，建议采用丘脑前核脑深部电

刺激术进行治疗。术前行 3T 和 7T MRI 检

查，均采用三维 MPRAGE 序列成像，选择 7

T MRI 中能够清晰显示丘脑内部白质纤维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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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NV1 像，结合本科室采用 3D slicer 重建

的三维 Moral 丘脑基底节区图谱进行丘脑前

核靶点定位，术中采用美敦力 STEALTH 导

航系统进行穿刺路径设计，并通过微电极记

录采集丘脑核团细胞外放电信号确定电极位

置。手术分 2 期进行，一期手术 DBS 电极外

接体外延长线，进行体外刺激测试；二期手

术将 DBS 电极及电脉冲发生器置入体内。 

结果  7T 核磁的丘脑内结构显像分辨率明显

高于 3T 核磁，灰质核团与白质纤维束能够很

好的区分开，使得丘脑前核的直接定位成为

可能。因其扫描层厚过薄，无法应用于 STEA

LTH 导航系统，重新采样后可以使用，但是

丧失了其高分辨率的优势。通过与三维重建

的 Morel 图谱进行比较，显示其冠状切面图

谱与青年人丘脑轮廓匹配更好。该患者的丘

脑前核存在部分萎缩，不排除既往病毒性脑

炎所致。术后电极三维重建显示电极位于理

想位置。 

结论  高场强核磁共振对于丘脑内核团具有更

好的分辨率，丘脑前核的直接定位优于根据

图谱的间接定位。 

 
 
PO-1742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术后迟发性面瘫

临床分析 
 

刘小刚 肖航 钟波 白云安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262500 

 

目的  探讨微血管减压术(Microvascular deco

mpression，MVD)治疗面肌痉挛(Hemifacial 

spasm，HFS)所发生的术后迟发性面瘫(Dela

yed facial paralysis,DFP)的病因、预防及处

理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潍坊医

学院于 2005 年 1 月到 2015 年 1 月期间微血

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 316 例术后出现迟发

性面瘫的情况。 

结果  术后出现迟发面瘫 16 例，其中Ⅱ级 4 

例，Ⅲ级 8 例，Ⅳ级 3 例，Ⅴ级 1 例。随访 1

~4 个月，平均 2.5 个月，痊愈 12 例，好转 3

例，无明显变化 1 例。 

结论  产生迟发性面瘫的原因很多，以血管因

素和手术操作为主要成因，但预后较好。一

旦出现迟发性面瘫，早期积极处理可望获得

良好结果。 

 

PO-1743 

金刚烷胺联合高颈段脊髓电刺激术对持续植

物状态和最小意识状态患者的促醒研究 
 

王超超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266000 

 

目的  对持续植物状态（PVS）和最小意识状

态（MCS）患者进行药物和手术治疗，并对

药物和手术的可能作用机制进行讨论，针对

意识障碍患者提出可行的促醒方案。 

方法  通过 CRS-R 量表对重度颅脑损伤后意

识障碍患者筛选入组；通过静息态磁共振（rs

fMRI）、磁共振功能成像（fMRI）、磁共振

灌注成像（PWI）、弥散张量成像（DTI）等

检查研究 PVS/MCS 患者的脑影像学特点，

建立影像模型；通过脑干诱发电位（A B

R）、体感诱发电位（SEP）、24h 长程脑电

等研究 PVS/MCS 患者的脑电生理特点；通

过脑脊液生化、蛋白电泳、比色法等检查研

究脑内神经递质变化；对符合手术指证的患

者行高颈段脊髓电刺激术，对比术前上述指

标。 

结果  观察 PVS 患者 8 例，MCS 患者 15

例，表现“有效”（CRS-R 提高 2~5 分）的患

者分别为 2 例和 6 例，表现“优秀”（出现持续

的遵嘱活动/“level up”/CRS-R 提高≥5 分）的

患者分别为 1 例和 3 例。有效率：34.8%，优

秀率：17.4%。其中为 1 例 MCS 患者行高位

颈髓脊髓电刺激手术，患者出现持续稳定的

遵嘱动作。 

结论  金刚烷胺可以增加多巴胺的含量可增加

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激活上行网状系

统，有可能具有促醒作用。高颈段脊髓电刺

激术能增加脑血流量，增加脑细胞糖代谢，

增加脑脊液中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含量及

降低交感神经紧张，另外可以激活胆碱能上

行网状系统从而达到促醒效果。 

 
 
PO-1744 

儿童难治性癫痫患者大脑半球离断术后认知

功能的变化 
 

李学秀 李首春 焦永成 王晓鹏 梁树立 张志文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37 

 

目的  探讨儿童难治性癫痫患者行大脑半球离

断术后认知功能结构变化。 

方法  对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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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4 年 6 月到 2015 年 9 月入院的 12 例

儿童难治性癫痫患者，行大脑半球离断术，

术前及术后 3 个月分别行韦氏儿童智力（WI

SC-IV）测试和韦氏记忆及视频脑电图检查，

前、后进行比较，观察认知功能结构的变化

及脑电图放电的趋势。根据儿童术前、术

后，智力各项指标及加工速度、工作记忆对

各认知标准变量的作用量的多层次回归分

析，并且分析脑电图及相关记忆的相关性研

究 

结果  难治性癫痫儿童大脑半球离断术后，都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主要以言

语智商（verbal intelligence quotient，VI

Q），操作智商（performance intelligence q

uotient，PIQ），全智商（full scale intelligen

ce quotient，FIQ），加工速度（processing 

speed）方面差异有统计学上的意义（P<0.0

5），其中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P<0.

001 更有显著意义。而且在视频脑电图表现上

棘-慢波有移动趋势。  

结论  大脑半球离断术的适应症与解剖或功能

性大脑半球切除术类似，为一侧半球性病变

引起的药物难治性癫痫，虽然对难治性癫痫

儿童，大脑半球离断术对癫痫控制效果能达

到 77%-90%左右，但是对患儿的认知功能损

伤明显，尤其是对加工速度的损伤比较明

显，这值得我们重新评估和评价手术适应症

及适合度，更要积极探讨，查找更加有效的

手术方案及减少认知功能损伤的方法，而且

如何进行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认知功能康

复，使得大脑的认知功能，能够的到可塑，

这是摆在神经心理医生面前的另一个难题和

挑战。 

 
 
PO-1745 

三叉神经根入脑干区的形态学特征在原发性

三叉神经痛发生及 MVD 治疗中的价值研究 
 

刘永 

南京脑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研究原发性三叉神经痛(TN)患者三叉神

经根入脑干区(REZ)的形态结构及其临床应用

价值。 

方法  36 例 TN 患者和 20 例非 TN 患者作为

健康对照纳入研究。所有受试对象采用 3.0T

MRI 扫描，采用可变翻转角的三维快速自旋

回波序列（3D-SPACE）分别扫描两侧ＲＥ

Ｚ区的形态学结构。采取图像分析软件测量

分析三叉神经脑池段长度、三叉神经脑桥

角、桥小脑角池面积和三叉神经脑池段面

积。 

结果  患侧三叉神经脑池段长度的均值、三叉

神经脑桥角的均值、桥小脑角池面积的均值

以及三叉神经脑池段面积的均值均小于健

侧。对照组的三叉神经脑池段长度、三叉神

经脑桥角、桥小脑角池面积及三叉神经脑池

段面积的均值均大于疾病组。 

结论  三叉神经脑池段较短，三叉神经脑桥角

锐利，易发生神经血管冲突，临床上易导致

ＴＮ；三叉神经脑池段面积缩小提示三叉神

经根的萎缩性改变。MRI 形态学信息有利于

疾病的诊断及手术决策的选择。 

 
 
PO-1746 

应用立体定向颅内电极指导致痫灶的精确切

除 
 

周健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目的  评价立体定向颅内电极置入术对致痫灶

精确切除的指导作用。 

方法  对我中心自 2012 年 3 月至 2015 年 6

月间行立体定向颅内电极置入的 140 名癫痫

患者(148 次置入）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40 例患者电极置入，其中单侧置入 10

9 例，双侧置入 31 例。3 例在置入过程中出

血。139 例完成了长程视频脑电监测，平均监

测 8.4 天（2-35 天），平均扑捉到 10.8 次

（0-98 次）惯常发作。置入电极后无脑脊液

外漏、颅内血肿、电极折断和死亡病例发

生，2 例患者出现头皮感染（感染率为 1.4

3%）。131 例监测后明确了致痫灶。行致痫

灶切除并且随访时间超过 6 个月的共 71 例，

其中 Engel I 级 56 例（占 78.9%）；Engel II

 级 2 例（占 2.8%）；Engel III 级 3 例（占 4.

2%）；Engel IV 级 10 例（占 14.1%）。 

结论  对难治性癫痫病例而言，当非侵入性评

估结果难以确定致痫区时，采用颅内电极置

入并进行长程脑电图监测是定位致痫区的一

种有效方法，特别是立体定向电极置入术，

它微创、手术时间短、无永久性副作用、对

致痫灶的精确定位及切除有很好的指导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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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47 

短期进入高原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情况以

及预防方法探讨 
 

田立桩 荔志云 刘奇 季玮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摘要  认知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种，是指个体

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心理过程。包括从简单的

对自己与环境的确定、感知、注意、学习和

记忆、思维和语言等。执行功能指的是有效

地启动并完成自己决定的、有目的的活动的

能力。认知功能障碍又称为认知功能衰退、

认知功能缺损或认知残疾。我们通过观察发

现，急进高原也可以引起认知功能障碍，主

要影响个体的判断力，计算力，记忆力以及

分析执行能力。随着交通逐渐便利，进入高

原旅游，进行户外活动，和因各种原因进入

高原的人群越来越多，而大多数人群均没有

进入高原的习服过程，因此了解进入高原后

的认知功能变化情况以及探讨预防认知功能

障碍的方式，方法，逐渐变得重要。 

研究方法  对于认知功能障碍，主要使用各类

神经智能量表进行测量，由于多数情况下采

样在高原地带，环境恶劣，样本量大，因此

量表的选择原则需要做到操作简便并能准确

筛选出认知功能障。在此原则下，我们选择

简易精神智能量表(MMSE 量表)，该量表操作

简便，同时将认知功能分为定向力，语言能

力，执行能力，计算能力记忆回忆能力的几

个维度。样本来源：我们跟踪进入高原进行

演习和训练的部队官兵，分别在平原地区，

进入高原 3 天内，进入高原一月进行数据采

集，同时根据《防治认知功能障碍专家共

识》中推荐的药物，选取口服方便，副作用

小的胞磷胆碱进行预防，观察药物组与非使

用药物预防组的认知功能变化情况。  样本

量：500 例 

结果初步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500 例样本

到达高原后，低于 25 分可以诊断认知功能障

碍的数量明显增加，达到 20.9%，而经过一

段时间的高原适应后，口服胞磷胆碱+甘草片

组评分低于 25 分的人数减少到 10.3%，略低

于平原地区水平，而未口服药物干预组达 18.

0%，高于平原地区水平。我们可以初步得出

结论，低氧环境对认知功能产生了一定影

响，发生率达到（20.9%），对于户外活动的

群体，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进入高原后，认

知功能障碍最易受影响的维度为：定向能

力，记忆与回忆能力，语言能力这三个维度

的障碍，根据《中国防治认知功能障碍专家

共识》推荐的各种措施中，经过筛选选择了

胞磷胆碱作为干预措施，从目前掌握的数据

分析是有效的。 

 
 
PO-1748 

外伤性癫痫的手术治疗（附 30 例报告） 
 

郁毅刚 杨志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75 医院暨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
 363000 
 

目的  探讨治疗外伤性癫痫的癫痫定位方法和

手术方式选择。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30 例外伤性癫痫患者

的临床资料，术前均在结合临床表现的基础

上，常规行脑电图（EEG）或视频脑电图(V-

EEG)、MRI 或 CT 检查、部分加行 PET 或 S

PECT 检查。开颅行 ECoG 检查进一步明确

定位，术毕行 ECoG 检查癫痫波消失情况。4

例在显微镜下分离硬膜与皮质软化灶的粘

连，电灼后脑电示电静息；其余 26 例中 7 例

行异常放电灶切除术+周围皮层热灼术，5 例

行选择性侧海马、杏仁核切除，3 例行软化灶

切除+横纤维切断术+周围皮层低电流热灼

术， 2 例患者前颞叶切除术+皮层热灼术+胼

胝体前 2/3 切除术，9 例行切除术加灰白质联

合阻断术；3 例合并颅骨缺损的患者同时行颅

骨修补术。 

结果  30 例病人术后病理结果为：血管瘤样增

生 1 例，软化灶 7 例，海马硬化 3 例，神经

元变性和胶质细胞增生 19 例。对患者进行不

少于 1 年的门诊随访和电话随访，根据患者

脑电监测癫痫发作次数进行疗效评估。按 En

gel 分级，其中Ⅰ级 15 例，Ⅱ级 12 例，Ⅲ级

3 例，无Ⅳ级患者。 

结论  外科手术是治疗外伤性癫痫重要且有效

的方法；术前和术中的精确定位以及术毕检

查癫痫波消失情况、各种手术方式的联合应

用是手术成败的重要因素。 

 
 
PO-1749 
Delayed Resolution of Hemifacial Spasm 
after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Zhang Li,Ren Hongxiang,Yu Yanbing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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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M
VD) is widely accepted to be an effective sur
gical procedure for the treatment of hemifaci
al spasm (HFS).  But in a proportion of patie
nts the HFS isn’t relieved immediately after 
MVD. The delayed resolution of symptom co
uld be observed within several months after 
MVD.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
he incidence and factors related with delaye
d resolution of HFS after MVD.     
Methods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the clinic
al data of 415 patients with HFS treated usin
g MVD who had been followed-up for 2 to 6 
years. Multivariate analysis, two-variable cor
relative test and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
ere applied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related with
 delayed resolution after MVD.      
Results  In 415 patients, 115 did not achiev
e resolution of HFS immediately after MVD. 
The symptom was gradually resolved from 7 
days to 8 months (mean duration: 6 weeks) i
n 106 patients (25.5%). Comparing patients 
with delayed resolution of HFS after MVD wit
h those who had immediately complete resol
ution, the occurrence of delayed resolution w
as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llness dur
ation,  severity of HFS, sclerosis of offending
 arteries and intra-operative abnormal muscl
e response (AMR) findings. The persisting p
eriod of HFS in patients with delayed resoluti
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reoper
ative illness duration.      
Conclusions  Delayed resolution is commo
n in patients with HFS after MVD. The occurr
ence f delayed resolution could be related wi
th such factors as illness duration, severity of
 HFS, sclerosis of offending arteries and intr
o-operative AMR findings. The operative effe
ct of MVD for HFS should be evaluated after 
at least 1 year of follow-up. 
 
 
PO-1750 
Venous compression in microvascular de
compression for idiopathic hemifacial sp
asm 
 
Zhang Li,Yang Wenqiang,Xu Xiaoli,Xu Jun,Yu Yanb
ing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100029 
 

Objective  To study the management of ven
ous compression in microvascular decompre
ssion (MVD) for idiopathic hemifacial spasm 
(HFS).     

Methods  From November 2006 to Novemb
er 2010, 415 procedures of MVD were perfor
med for the treatment of HFS in our departm
ent. The veins passing through the nerve roo
t exit/entry zoons (REZ) of the facial and ves
tibulocochlear nerves were found in 29(7.0%)
 cases. The veins were believed to be the off
ending vessels except arterial compression i
n 8 cases (1.9%), 7 veins were coagulated a
nd cut off, one was taken away from REZ by 
a Teflon prothesis.  The other 21 veins were 
not believed to be the offending vessels and 
were neglected.      
Results  The immediate effective rate of all t
he patients was 72.3% (300/415). In venous 
compression group, the rate was 96.6% (28/
29). The effective rates of all the patients an
d venous compression group during follow-u
p period (2-6 years, mean duration: 4 years) 
were 97.9% and 100% respectively. There w
as one case of delayed resolution (the disap
pearance of spasm was observed in the 3rd 
week after operation). There was no recurre
nce in the venous compression group. The t
otal recurrent rate of all patients was 2.2% (9
/415).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8 c
ases with venous compression included: 2 c
ases of transient mild to moderate facial pals
y, decreased hearing ability and tinnitus; one
 case of transient tinnitus; one case of transi
ent mild facial palsy. The total rate of postop
erative complication was 50% (4/8).      
Conclusions  When the venous compressio
n is observed and confirmed during MVD for 
HFS, the offending vein(s) should be coagul
ated and cut off to achieve complete decomp
ression, but this procedure is always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which could result in higher r
at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facial a
nd vestibulocochlear nerves. The veins passi
ng between REZs of facial and vestibulococ
hlear nerves are not offending vessels and s
hould be neglected. There is always an arteri
al compression except the venous compress
ion and the latter is always the less importan
t one. It is always impossible to find venous 
compression without arterial compression in 
MVD for HFS. 
 
 
PO-1751 

“皮质联合灰质纵切术”治疗功能区外伤性癫

痫的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郁毅刚 杨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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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75 医院暨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
 363000 
 

目的  研究“皮质联合灰质纵切术”对致痫灶处

于功能区的难治性癫痫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１例外伤所致难治性癫

痫患者的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复习，对外伤

性癫痫的病因、危险因素、预防性治疗、术

前功能评估、术中辅助技术的应用以及“皮质

联合灰质纵切术”的应用研究等进行分析讨

论。 

结果  本例患者术后一过性语言和运动障碍，

半月后自行恢复正常，随访 12 个月，无癫痫

发作和其他不良并发症，EngelⅠ级。 

结论  “皮质联合灰质纵切术”虽部分破坏“垂直

柱”，但未见明显功能障碍，且癫痫治疗效果

明显。 

 
 
PO-1752 
Pain relief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of-li
fe Improvement after Microsurgical Deco
mpression of Peripheral Nerves in Painful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of Lower 
Limbs 
 
Zhang Li,Yang Wenqiang,Ren Hongxiang,Xu Xiaoli,
Yu Yanbing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100029 
 

Aims  Microsurgical decompression of perip
heral nerves had been shown to be effective 
for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DPN). Fe
w studies, however, had focused on patients
 with painful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PDPN) of lower limbs. The primary objectiv
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microsurgical decompression of peripheral n
erves on pain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of-lif
e (HR-QOL) in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PDPN
 of lower limbs. 
Methods  Eleven patients with intractable P
DPN of lower limb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
dy. Microsurgical decompression of common
 peroneal nerve, deep peroneal nerve and p
osterior tibial nerve was performed on each 
patient. The pain intensity was assessed by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and HR-QOL 
was measured by the short form -36 quality 
of life survey (SF-36). 
Results  Six patients gained >50% pain relie
f (both daytime pain and nocturnal pain) at th
e time of 2 weeks after the decompression p
rocedure, and eight at the time of 24 months.

 Two patients had >50% decrease in peak p
ain at the time of 2 weeks after the procedur
e, and eight at the time of 24months. The av
erage pain scores for all patients were 58.2
(pain daytime), 70.9(nocturnal pain) and 84.
5(peak pain) at baseline compared with 13.5,
 18 and 24 at 24 months after the procedure
s respectively. The HR-QOL was increased 
at 2 weeks and 24 months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microsurgical decompression of periph
eral nerves at various extent, compared with 
the baseline. 
Conclusions  Microsurgical decompression 
of peripheral nerves was effective for the tre
atment of intractable PDPN of lower limbs. 
 
 
PO-1753 

“皮质联合灰质纵切术”在功能区外伤性癫痫

中的应用 
 

郁毅刚 杨志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75 医院暨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
 363000 
 

目的  研究“皮质联合灰质纵切术”在功能区癫

痫手术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12 例外伤性癫痫患者

的临床资料，术前均行神经电生理学和神经

影像学检查，结合临床综合表现显示致痫灶

均位于功能区。采用我科改良的 MST 方法：

“皮质联合灰质纵切术”，即在常规 MST 基础

上加深灰质横切深度且对白质行部分横切。 

结果  本组出现混合性失语 1 例，部分性运动

性失语 2 例 ,轻度偏瘫或感觉障碍 2 例, 多于

术后半月内恢复如常。无手术死亡。根据 En

gel 分级，其中Ⅰ级 9 例，Ⅱ级 2 例，Ⅲ级 1

例，无Ⅳ级患者。 

结论  “皮质联合灰质纵切术”是治疗功能区癫

痫有效方法之一，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PO-1754 
Coexistent Hemifacial Spasm and Trigemi
nal Neuralgia        Secondary to Chiari's

ⅠMalformation with Hydrocephalus: Ca

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Liu Jiang,Zhang Li,Yuan Yue,Yu Yanbing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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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Chiari’s Ⅰmalformation with hydr

ocephalus is commonly seen in clinical expe
rience. Trigeminal neuralgia (TN) and hemifa
cial spasm (HFS) are most commonly relate
d to vascular compression of the root entry/e
nter zoon (REZ). TN and HFS associated wit
h hydrocephalus caused by Chiari's malform

ation are rare. We report a case of Chiari’sⅠ

malformation with hydrocephalus only prese
nting as right coexistent TN and HFS. 
Clinical Presentation  A 24-year-old male p
atient with HFS and ipsilateral TN affecting t
he maxillary and mandibular divisions of the 
trigeminal nerve was admitted. He had occa

sional headache. Arnold Chiari’sⅠmalformat

ion and associated hydrocephalus were foun
d i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brain. H
e underwent a programmable ventriculoperit
oneal shunt with complete resolution of all sy
mptoms. 
Conclusions  Chiari’s malformation with hyd
rocephalus presented with HFS and TN is no
t reported until now. In this case, Chiari’s mal
formation caused obstructive hydrocephalus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intracranial hyperter
sion, and might lead to the compression of cr
anial nucli and stretching of cranial nerves (tr
igeminal and facial nerves), which resulted in
 his clinical symptoms of HFS and TN. The tr
eatment of hydrocephalus alone resolved his
 symptoms. 
 
 
PO-1755 
Anatomic factors influencing microvascul
ar decompression of hemifacial spasm 
 
Shang Hanbing ,Wei Yongxu,Zhao Weiguo 

Rui 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

ool of Medicine 200025 
 

Objective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M
VD) is considered the optimum surgical treat
ment for hemifacial spasm (HFS). However, 
the difficulty of MVD manipulation is variable 
due to individual anatomic features. These a
natomic factors that influence exploration or 
decompression of facial nerve root exit zone 
(REZ) were not well established. This study 
assessed intraoperative findings concerning 
microsurgical procedure to clarify the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difficulty and surgical out
comes of HFS.  
Methods  A total of 310 consecutive patients 

 undergoing MVD for HFS were retrospectiv
ely reviewed. Senior author Prof. Zhao perfo
rmed all microscopic manipulation of these p
atients. Intraoperative findings were determi
ned from review of operative records and vid
eos. The surgical corridor for exploring REZ 
was defined into two types, according to diffe
rent shape between lateral medulla oblongat
a and cerebellar surface. “Cliff”type was defi
ned as “cerebellar hemisphere shade the fac
ial nerve REZ like a roof”, while “flat” type wa
s defined as “lateral medulla oblongata surfa
ce extend out to cerebellopontine angle ciste
rn like a flat”. In addition, flocculus obstructio
n, vertebral artery involving, choroid plexus a
nd its adhesion with lower cranial nerve were
 analyzed in relation to microsurgical time co

nsuming，which indicate difficulty of MVD pr

ocedures. Clinical follow-up was obtained fro
m clinic records and telephone questionnaire
s. Surgical outcome and postoperative comp
lications including hearing loss, facial paralys
is, low cranial dysfunction, cerebellum infarct
ion and hemiparesis were analyzed in relatio
n to anatomic influencing factors.  
Results  All 310 patients including 217 femal
e and 93 male, aged from 30 to 70 years old,
 of whose symptom on left side in 181 cases,
 and right side in 129 cases. Cohen scores w
ere used to evaluate severity of facial spasm,
 2 patients were grade 1, 45 were grade 2, 1
56 were grade 3, and 107 were grade 4, res
pectively. After a mean follow-up of 51.15±7.
05 months (range 39.57-63.73m), 253 (81.6
1 %) patients were completely free of spasm,
 27 (8.71 %) patients were partially relief, an
d 30 (9.68 %) patients were ineffective to MV
D surgery. Postoperative hearing deterioratio
n occurred in 21 patients, 16 of them recover
ed within 10 months. Low cranial dysfunctio
n occurred in 14 patients, mild facial paralysi
s in 3 patients, cerebellum infarction in 2 pati
ents, mild hemiparesis in 1 patient. With sign
ificant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difficulty of micr
osurgical operation were cliff type of CPA (P
<0.001), flocculus blocked (P<0.001), adhesi
on between choroid plexus and lower cranial
 nerve (P=0.042), and VA involved offending
 vessels (P =0.002). However, with respect t
o surgical complication and clinical outcom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risk factors relate to
 anatomicfeatures. 
Conclusion  Difficulty of MVD manipulation f
or HFS may be affected by anatomic factors 
such as CPA shape, flocculus obstructi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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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esion of choroid plexus, and VA involving. 
Skilled microsurgical technique and adequat
e awareness of anatomic influencing factor
s can help to achieve satisfactory surgical ou
tcome of HFS. 
 
 
PO-1756 

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FLAIR）联合脑磁

图在皮质发育不良型难治性癫痫术前评估中

的应用 
 

张锐 朱海涛 杨露 陈芳卿 杨毅卿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1.探讨不同核磁共振成像(MRI)技术（包

括 T1、T2 和 FLAIR 序列）对局灶性皮质发

育不良性（FCD）难治性癫痫阳性病灶的检

出率。2.探讨脑磁图(MEG)对 FCD 难治性癫

痫患者癫痫灶定位的阳性率及特异性。3.ME

G 磁源信号与 FLAIR 图像相匹配形成 FLAIR-

MEG 三维磁源影像（MSI），进一步直观的

显示 FCD 病灶与癫痫灶的关系。4.对位置深

在、体积较小的病灶及癫痫灶，术中利用 FL

AIR-MEG 三维磁源影像导航技术对病灶及癫

痫灶进行精确定位，提高手术对癫痫灶及病

灶的切除率。 

方法  对南京脑科医院神经外科癫痫中心收治

的难治性癫痫患者行术前评估，选择 FCD 相

关性难治性癫痫患者进行研究。临床资料包

括姓名、性别、年龄、发作年限、发作频

率、发作类型、左右利手、术前 MRI 数据、

脑磁图数据、脑电图（包括头皮、长程视频

脑电图、术中皮层脑电、硬膜下皮层脑电埋

藏）、手术方式、手术部位、术后病理、术

后 MRI 数据、预后分级等。 

结果  42 例 FCD 患者术后术后无发作率（En

gelIA 级）患者 23 例（54.8%），手术有效

（Engel II 级以上）38 例（90.5%） 

结论  通过使用 FLAIR 序列扫描提高 FCD 的

阳性率，明确致痫病灶位置，为精确定位癫

痫灶提供信息； FLAIR 联合 MEG 形成 FLAI

R-MEG 三维磁源影像可进一步明确致痫病灶

和癫痫灶之间的关系，直接应用于临床可部

分替代颅内电极监测，在保证手术效果的前

提下减少颅内电极的植入率。另外，FLAIR-

MEG 三维磁源影像注册导航系统提高微小病

变的手术切除率，提高手术疗效，同时减少

对正常脑组织的破坏。 

 

PO-1757 

MVD 术后乙状窦血栓所致慢性颅内压增高诊

治及预防 
 

刘红举 袁越 于炎冰 杨东 徐晓利 张哲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总结显微血管减压术后乙状窦血栓所致

慢性颅内压增高的临床特点、治疗方法、疗

效以及预防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中日友好医院收治 4 例显微血管减压术后

乙状窦血栓所致慢性颅内压增高的病例，3 例

为三叉神经痛行三叉神经根显微血管减压术

患者，1 例为面肌痉挛行面神经根显微血管减

压术患者，2 例女性，2 例男性，右侧手术 3

例，左侧手术 1 例，二次手术患者 1 例，3 例

在开颅过程中发生静脉窦出血，1 例乳突气房

巨大，患者平均年龄 52 岁，4 例患者均为 M

VD 术后手术侧发生乙状窦静脉窦血栓，均选

择了单纯抗凝治疗。 

结果  4 例患者经过单纯抗凝治疗，慢性颅内

压增高症状平均 3 周得到缓解，静脉窦平均 1

个月恢复再通，随访 1 年病情稳定无反复。 

结论  显微血管减压术后出现的慢性颅内压增

高与急性颅内压增高相比发病隐匿，MVD 术

后乙状窦静脉窦血栓的发生并不多见。结合

头痛及视力进行性下降的临床特点与 MRV 检

查，确定诊断相对容易。治疗可以选择静脉

接触性溶栓及单纯抗凝治疗，前者因存在血

栓脱落发生肺栓塞风险，故临床多选择单纯

抗凝治疗，治疗方法简单、安全、有效。在

行显微血管减压术开颅过程中采取合理的静

脉窦保护措施，可以减少乙状窦血栓的发

生。 

 
 
PO-1758 

肌电图监测下乙状窦后锁孔入路面神经微血

管减压术治疗椎基底动脉引起的顽固性面肌

痉挛 
 

林元相 王丰 余良宏 方文华 康德智 林章雅 黄小芬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面部肌电图监测下乙状窦后锁孔入

路面神经血管减压术治疗椎基底动脉压迫引

起的顽固性面肌痉挛的策略、疗效和安全

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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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基底动脉压迫引起的顽固性面肌痉挛 58

例。病程大于 2 年，男 23 例，女 35 例。平

均年龄 51±15.3 岁。术前行内耳水成像和 MR

A 及听力学评估。均见椎基底动脉压迫。对侧

无听力障碍。采取面部肌电图监测下乙状窦

后锁孔入路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 

结果  整个手术在 2 小时内完成，术中部分病

例可应用眼轮眨肌肌电图监测辨认责任血

管。术中均见椎基底动脉压迫，其中椎基底

动脉压迫 23 例，合并分支压迫 35 例，同时

有三叉神经或舌咽神经压迫 5 例。应用多点

减压 22 例，悬吊 13 例。疗效达 92％以上，

10 例出现延迟性治愈。1 例 1 周后出现听力

丧失，1 例出现听力减退，3 例耳鸣，3 例短

暂性头晕，1 例轻度面瘫，3 月后有所恢复。

无死亡、无颅内血肿。 

结论  椎基底动脉压迫为顽固性面肌痉挛常见

因素。乙状窦后锁孔入路面神经微血管减压

术治疗椎基底动脉压迫引起的面肌痉挛，配

合术中面部肌电图监测及多点减压、悬吊等

方法，安全有效，值得推广。 

 
 
PO-1759 

最小意识状态颈部脊髓硬膜外刺激手术治疗

与保守治疗的预后比较 
 

周倩 蒋宇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通过分析最小意识状态颈部脊髓硬膜外

刺激手术综合治疗与保守治疗后患者的神志

恢复率及意识评分来探讨颈部脊髓硬膜外刺

激手术综合治疗与保守治疗的效果及预后。 

方法  随访 2010 年 10 月到 2015 年 5 月期间

接受颈部脊髓硬膜外刺激手术治疗的 4 例及

保守治疗的 24 例最小意识状态患者，对神志

恢复率行 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对非 SCS

手术组发病时 GCS 评分及保守治疗后的 GC

S 评分的平均值采用配对 T 检验，两组治疗

前与治疗后的 GCS 评分平均值采用两独立样

本非参数检验。  

结果  颈部脊髓硬膜外刺激手术组及保守治疗

组神志恢复率分别为 66.6%及 5%，有统计学

差异，GSC 评分：SCS 手术组优于非 SCS

手术组，有统计学意义。  

讨论  颈部脊髓硬膜外刺激术可以有效改善最

小意识状态的神志恢复及预后。 

 
 

PO-1760 

微血管减压术后复发性三叉神经痛综合手术

治疗 
 

杜权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目的  探讨显微血管减压术（MVD）联合神经

梳理术及电凝术综合手术治疗 MVD 术后复发

三叉神经痛（TN）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我院采用 MVD 联合神经梳理术及电凝术综

合手术治疗 16 例 MVD 术后复发 TN 患者病

例病例资料。 

结果  11 例（68.8%）患者疼痛完全消失；4

例（25.0%）患者疼痛较术前明显缓解，1 例

（6.2%）患者疼痛无缓解，行三叉神经球囊

压迫术治疗疼痛明显减轻；7 例（43.8%）患

者术后面部麻木，5 例（31.3%）患者 12 月

内麻木消失，2 例（12.5%）麻木为减轻；无

死亡病例。 

结论  三叉神经痛 MVD 术后复发原因是多样

的，二次手术时可以考虑 MVD 联合神经梳理

术及电凝术的综合手术方案。 

 
 
PO-1761 

高压氧联合间歇导尿治疗高血压脑出血后尿

失禁疗效观察 
 

杜杭根 陈立 

浙江省新华医院 10211006 

 

目的  探讨高压氧（HBO）用于高血压脑出血

后合并尿失禁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其治疗机

制。 

方法  选取我院 46 例高血压脑出血后出现尿

失禁患者，分成高压氧加导尿组、高压氧组

和对照组，并按临床疗效标准进行统计。 

结果  联合治疗组、高压氧组和对照组的治疗

有效率分别是 100%、87.5%和 55.6%，联合

治疗组、高压氧组均高于对照组（p<0.0

5）。联合治疗组和高压氧组治疗后能显著增

加膀胱容量，但是与对照组比较尚无显著性

差异。联合治疗组和高压氧组患者治疗后残

留尿量减少更加显著。 

结论  高压氧联合间歇导尿治疗脑出血后出现

的尿失禁，疗效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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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62 

颞叶海绵状血管瘤伴癫痫的诊治策略研究 
 

张锐 朱海涛 杨露 陈芳卿 杨毅卿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以癫痫为主要表现的颞叶脑海绵状

血管瘤的手术时机及手术方案。海绵状血管

瘤反复出血、栓塞及红细胞溶解，使得病灶

周边正常脑组织受到机械及化学刺激出现含

铁血黄素沉着、胶质增生或钙化，从而形成

致痫灶。因此为控制癫痫发作手术中除完整

切除病灶外，还应尽可能全切除致痫灶。 

方法 收集我科 2010 年 1 月～2016 年 2 月治

疗的以癫痫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颞叶脑海绵状

血管瘤患者资料 36 例。29 例行手术治疗，

其中 12 例患者为经药物保守治疗效果不佳后

行手术治疗，7 例目前仍保守药物治疗。单纯

药物治疗组(7 例)：按照血药浓度检测结果进

行药物剂量调整及换药，3 个月电话回访发作

情况；手术治疗组(17 例)：严格根据癫痫手

术要求进行术前评估及术中监测，切除致痫

灶，术后继续使用抗癫药平均 2 年以上，手

术方案包括保守切除（病灶切除+周围致痫组

织切除），和扩大切除（病灶切除+致痫组织

切除+部分海马杏仁核切除）。对手术组和药

物治疗组患者癫痫控制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对于保守切除和扩大切除对癫痫控制情况进

行对比分析。 

结果 手术治疗组患者有 27 例癫痫得到良好控

制（术后随访时间 3 月-6 年，发作次数<1 次/

年），药物治疗组仅 7 例仅有一例得到有效

控制；经严格评估癫痫灶，11 例行保守手术

切除，16 例接受扩大切除，2 组术后癫痫控

制情况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海绵状血管瘤所致癫痫一经明确诊断即

可考虑手术治疗，但术前需作细致系统的评

估并制定个性化的手术方案。手术切除范围

应根据海绵状血管瘤及致痫区与海马关系、

发作病程、海马病变情况酌情保守治疗或扩

大手术切除。 

 
 
PO-1763 

住院帕金森病患者的安全管理 
 

刘丽颖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重视并加强帕金森病患者的安全管理， 

给予有效的安全管理干预，可有效减少帕金

森病患者住院期间意外事件的发生，提高其

生活质量，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方法  通过对 40 例帕金森病患者采取安全管

理措施进行前后对照。 

结果  进行安全管理干预后病人的跌伤、烫

伤、误吸、自伤等意外事件发生率低于安全

管理前。 

结论  帕金森病患者住院期间不良事件发生率

较高，与疾病特点、心理因素、环境的变化

等因素有关，通过对住院患者进行充分的评

估，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安全管理措施，有着

相对明显的效果，降低了不良事件的发生

率，有着极大的推广意义。 

 
 
PO-1764 

分流术后感染保留分流管成功 5 例分析 
 

杨芳裕 孙瑾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脑积水分流术后感染保留分流管可

能性，为后续保留分流管治疗积累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分流术后颅内感染保留分流

管成功 5 例病例的临床特点，感染控制方法

和经验，分析保留分流管失败 3 例的经验教

训。病例组共 8 例，其中先天性脑积水分流

术后感染 2 例，婴幼儿脑出血后脑积水分流

术后感染 2 例，成人外伤性脑积水分流术后

感染 1 例和成人不明原因脑积水分流术后感

染 3 例。手术使用儿童可调压分流管 2 条，

儿童中低压抗虹吸分流管 2 条，成人可调压

分流管 2 条，成人型中压分流管 2 条，均为

美敦利公司提供的分流装置产品。所有患者

均于分流术后 1 周内出现发热，精神萎靡，

体检脑膜刺激征阳性，腰穿脑脊液白细胞数

升高，和/或脑脊液细菌培养阳性。保留分流

管治疗方法：所有病例均选用美罗培兰和万

古霉素等强大抗生素联合控制颅内感染，并

每日或者隔日行腰椎穿刺放出炎性脑脊液。

抗感染治疗三到五天，症状无明显缓解者，

视为保留分流管失败，给予局麻下手术，取

出分流管。对体温下降，脑膜刺激征减轻病

例，则继续原方案治疗，或者根据脑脊液细

菌培养结果调整抗生素使用至脑脊液白细胞

数下降至 20~30×106/L 二到三次，再改为磺

胺嘧啶或者阿莫西林片剂口服二到三周。 

结果  8 例分流术后感染病例，经过保留分流

管尝试，5 例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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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使用强大抗生素控制颅内感染的基础

上，分流术后感染可以尝试保留分流管，大

部分病例分流管可以得到保留。积极的腰椎

穿刺，尽可能多放出炎性脑脊液，可以使炎

性脑脊液得到更替，减少炎症脑脊液向腹腔

引流。感染控制困难患者，应早放弃保留，

及时取出分流管。本组病例中有 1 例成人脑

积水分流术后感染，未及时取出分流管，原

本安置于右侧髂窝的分流管腹腔端，漂移至

右侧膈肌下，导致胸腔化脓性积液，颅内、

腹腔和胸腔均出现严重感染，直至取出分流

管后感染才得以控制，治疗费用明显上升。

何时停用抗生素仍然是个难题。 

 
 
PO-1765 

面肌痉挛无效和复发的处理 
 

徐晓利 

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外科 100029 

 

目的  探讨面肌痉挛显微血管减压术后复发原

因分析及再手术策略。  

方法  2000 年 6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我科收治的 120 例首次显微血管减压术后

无效的面肌痉挛患者,均施行 2 次探查、显微

血管减压术。  

结果  2 次显微血管减压术后总有效率 95%(1

14/120),暂时性面瘫发生率 10%(12/120),随

访期内未恢复的面瘫发生率 2.5%(3/120),随

访期内未恢复的严重听力障碍发生率 3.8%(4/

120),暂时性后组颅神经症状发生率 2.5%(3/1

20)。  

结论  根据首次手术情况和 2 次探查术中所见

采用不同的手术策略治疗首次显微血管减压

术后复发的面肌痉挛患者可获良效。 

 
 
PO-1766 

改良备皮范围对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后切

口影响的效果比较 
 

孙阳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改良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备皮范

围的可行性。  

方法  对 10 例拟行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的

患者按性别分为对照组和改进组。对照组采

用传统的备皮范围，剔除整个头部的皮肤；

改进组采用术区周围小范围剃发的备皮范 

围。  

结果  两组患者在术后愈合效果方面比较差异

无显著性（p>0.05）,改进组患者对备皮范围

及效果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 

 
 
PO-1767 

癫痫患者电极植入术后脑电图监测的护理干

预 
 

孙秀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5 

 

目的  探讨癫痫患者行电极置入术后进行脑电

图监测的护理要点。 

方法  通过对 33 例行电极置入术后并行脑电 

图监测癫痫患者的疾病及心理健康的危险因

素分析，制定相应的护理计划并实施有效的

护理干预。 

结果  患者在电极植入术后行脑电图监测主要

危险因素为：术后对患者活动范围的局限、

癫痫发作导致身心压力、颅内及伤口感染、

手术并发症。 

结论  对颅内电极植入术后脑电图监测的患者

实行对其身心施行有计划的、有针对性的连

续的护理干预，使患者能够积极配合治疗，

帮助患者安全渡过监测期，有效提高监测的

准确度，减少并发症，促进疾病的康复，提

高生活质量。 

 
 
PO-1768 

影响难治性癫痫患者语言及记忆功能测试的

相关因素分析 
 

江建东 颜惠真 甘荷霞 原雨灵 高志莹 

解放军第 174 医院暨厦门大学附属成功医院神经外科
 361003 
 

目的  探讨难治性癫痫患者进行丙泊酚 wada

试验时，影响语言及记忆功能测试的相关危

险因素。 

方法  于 2010 年 01 月至 2013 年 08 月对 23

例癫痫患者采用颈内动脉注射丙泊酚进行 Wa

da 试验，记录患者语言及记忆测试任务的完

成情况，根据完成情况分组，收集患者年

龄、癫痫病程、利手侧、全量表智商、病灶

侧别、语言优势半球侧别、丙泊酚动脉注射

剂量及不良反应等相关数据，运用 SPSS 统

计软件分析筛选影响语言及记忆测试的相关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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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3 例患者均完成语言优势半球测试，1

3 例患者完成记忆优势半球测试，两试验完成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单因素分

析，完成记忆测试组与未完成记忆测试组的

病程分别为 10.57±4.68 年和 18.30±9.30

年，全量表智商分别为 81.00±25.33 和 64.20

±10.86，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2，P

=0.046）；而患者年龄、利手侧、病灶侧

别、语言优势半球侧别，丙泊酚注射剂量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丙泊酚注射后，两组Ⅱ级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06）；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Ⅱ级不良反应

对记忆测试存在影响(OR=28.0，p<0.01)； 

结论  丙泊酚 Wada 试验是测定语言优势半球

的较好方法，影响测试的因素少。记忆功能

测试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癫痫病程、全量

表智商、丙泊酚动脉注射后的Ⅱ级不良反应

均是导致记忆优势半球测试失败的影响因

素，而Ⅱ级不良反应可能在其中起主导作

用。 

 
 
PO-1769 

15 例 Teflon 相关复发三叉神经痛的二次手术

治疗及复发原因分析 
 

王旭辉 梁鸿 周椿 许民辉 徐伦山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 神经外科 400042 

 

微血管减压（MVD）可有效治疗三叉神经痛

已成为共识，绝大部分医生在 MVD 术中使用

聚四氟乙烯（Teflon）作为隔离支撑血管神经

的减压材料。因其不能被机体分解，且具备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但在相当部分 MVD 术后

复发的病例中，Teflon 引起的再次压迫、粘

连及相关性肉芽肿成为三叉神经痛术后复发

的重要原因。本研究收集本中心 2010 年至 2

016 初 15 例 Teflon 相关性三叉神经痛复发病

例，15 例首次 MVD 后均效果满意，术后 2-5

年复发，再次手术中确认无血管遗漏，神经

周围仅为 Teflon 所造成的粘连及肉芽肿，分

离减压后效果良好。其中 5 例术后出现面部

麻木，4 例迟发性面瘫，经治疗后均缓解。无

听力障碍及其他严重并发症。综上，Teflon

相关性三叉神经痛复发是 MVD 术后复查的重

要原因之一，再次手术减压为安全有效的治

疗方法。术中显微操作精细程度决定患者并

发症情况，广泛分离粘连造成的血管痉挛可

能为迟发性面瘫原因。Teflon 作为 MVD 的材

料并不够完美，需要根据其粘连特性调整 MV

D 方式，并探索生物相容性更为优异的新材

料。 

 
 
PO-1770 

多模态成像对外伤性癫痫定位的评估 
 

汤国太 赵炜 尹长友 张菊华 

烟台毓璜顶医院 264000 

 

Object  EEG-fMRI) coregistration and high-d
ensity EEG(hdEEG) can be combined to ma
p noninvasivelyabnormal brain activation elic
ited by epileptic process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Standard EEG and
 fMRI data were acquired during a single sca
nning session. The EEGfMRI data were anal
yzedusing theGLM andICA. Source localizati
on of IEDs was performed using 256-channe
l hdEEG. BOLD localizations were then com
pared to EEG source reconstruction. 
Results  HdEEG, focal source localization w
as detected in all seven patients; in six out of
 seven it was concordant with the expected e
pileptic activity as defined by EEG data an
d clinical evaluation; and in four out of seven
 in whom IEDs were recorded, BOLD sign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Conclusion  Multimodal integration of EEG-f
MRI and hdEEG combining two different met
hods to localize the same epileptic foci appe
ars to be a promising tool to noninvasively m
ap abnormal brain activat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traumatic brain injury. 
 
 
PO-1771 

影像融合及颅内电极三维重建在癫痫术前计

划中的应用 
 

黄河 杜 浩 吕丽辉 宋 健 黄 成 何远志 孙荣辉 丁

慧超 黄玲玥 徐国政 马廉亭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目的 探讨影像融合及颅内电极三维重建在癫

痫术前计划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于行开颅颅内电极植入术以进行慢性

皮层脑电评估的癫痫患者，获取其术前 MRI

及电极植入术后 CT 的影像资料，利用 Syner

gyCranial 软件将两种影像进行融合，并对颅

内电极、脑表面及颅骨进行三维重建，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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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颅内电极与骨窗、脑表面的相对位置，

为致痫灶的定位及下一步手术计划的制定提 

供准确的解剖信息。 

结果  在 2015 年 4 月至 8 月共对 10 例需慢性

皮层脑电监测的癫痫患者进行了开颅颅内电

极植入术。通过术前 MRI 与电极植入术后 CT

影像融合技术，可以在 MRI 断层图像上观察

到皮层电极中各触点与脑沟、脑回的相对平

面位置，克服了术后无法行 MRI 检查的弊

端。通过对影像融合后的颅内电极、脑表面

及颅骨进行三维模型重建，可以立体直观地

观察到颅内电极与脑表面和骨窗的相对空间

位置，电极触点的重建成功率达 90%。根据

重建出的三维融合影像，结合皮层脑电图的

监测结果，划定出致痫灶的位置与范围，制

定手术计划，进行致痫灶切除术，术后所有

患者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结论  在对行颅内电极监测的癫痫患者制定手

术计划时，利用影像融合和颅内电极三维重

建技术，可以获得更为准确且直观的致痫灶

定位信息，有利于提高致痫灶切除术的准确

性和安全性。 

 
 
PO-1772 

经皮穿刺球囊压迫半月节治疗微血管减压术

后复发三叉神经痛 
 

俞文华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目的 探讨经皮穿刺球囊压迫半月节治疗微血

管减压术后复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的临床疗

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笔者医院神经外科于 2010

年 11 月～2013 年 11 月采用经皮穿刺球囊压

迫技术治疗的 64 例微血管减压术后复发性三

叉神经痛患者的临床资料及疗效。 

结果 术后 60 例患者(93.4％)疼痛完全消失，

2 例偶疼痛但不需服用药物，2 例疼痛服药可

控制，整体有效率 96.8％；术后进行 18—51

个月(平均 28 个月)的随访，6 例轻度复发，4

例重度复发，效果满意。术后手术同侧面部

麻木 62 例(96.8％)，咀嚼肌无力 38 例(59.

3％)，面部感觉异常 4 例(6.25％)，无严重手

术并发症。 

结论 经皮穿刺球囊压迫术是治疗微血管减压

术后复发性三叉神经痛的一种安全、有效的

手术方法，可作为复发性三叉神经痛一种理

想的微刨治疗手段。 

PO-1773 

三叉神经痛 γ-刀治疗术前心理护理  
 

佘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430

022 
 

目的  探讨三叉神经痛患者 γ-刀放射治疗术前

心里护理。 

方法  对三叉神经痛患者 γ-刀治疗前心里状态

及原因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让患者顺利进行手术治疗。 

结论  术前心里护理能有效缓解患者心里负

担，促进患者康复。  

 
 
PO-1774 

经皮穿刺球囊压迫半月节治疗顽固性三叉神

经痛-5 年回顾（附 1080 例报告） 
 

俞文华 许培源 朱强 董晓巧 车志豪 张祖勇 傅林 陈锋 

王昊 杜权 陈军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目的 尽管开颅显微血管减压（MVD）是外科

治疗三叉神经痛的首选手段，但临床对于一

些各种方法包括 MVD 术后复发、高龄体弱、

对开颅手术依从性差的患者，治疗目标应该

是病人易接受、疗效确切、没有或仅十分轻

微的并发症。Mullan 从 1978 年开始报道采用

球囊导管入 Meckel’s 腔压迫三叉神经节（Pe

rcutaneous Micro-balloon Compression ,PM

C）的治疗手段微创治疗三叉神经痛，其操作

简便、疗效确切、病人无痛等优点已得到充

分证实，本文旨在总结回顾 5 年来采用改良

PMC 技术治疗顽固性三叉神经痛患者的临床

体会。 

方法 2010.10～2015.10 采用 PBC 治疗 1080

例三叉神经痛病人患者，其中 80 岁以上高龄

患者 345 例、MVD 术后复发患者 110 例；P

BC 在 X 线监视下应用 Hartel 前入法、通过鞘

管导入 4 号 Fogarty 球囊进入 Meckel 腔压迫

半月节，术后对患者进行随访及疗效观察。 

结果 本组患者术后住院 3～9 天，平均 5.2

天，无严重手术并发症发生。1005 例术后疼

痛完全缓解，总有效率为 97.3％，术后患者

感患侧面部麻木 900 例（83.4%），张口咀

嚼略乏力 600 例（55.6%），口角疱疹 510

例（47.2%），复视 3 例（0.3%），症状多

于 1～6 个月内好转或消失。 

结论 PBC 是治疗顽固性三叉神经痛十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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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创手术方法，尤其对于高危、MVD 术后

复发或疼痛累及第Ⅰ支的患者更有优势。 

  
  
PO-1775 

椎动脉压迫导致的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处

理策略 
 

刘希尧 王占祥 叶永造 朱宏伟 肖德勇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61003 

 

目的  探讨椎动脉压迫导致的面肌痉挛微血管

减压术处理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采用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 2

26 例面肌痉挛病例， 72 例术中探查发现

面、听神经出(进)脑干区(REZ)有椎动脉通

过。椎动脉处理方法：椎动脉后推向颅壁或

硬膜，远离面神经 REZ，用 Teflon 棉完全隔

离责任动脉和面神经 REZ，必要时神经内镜

辅助。  

结果  72 例患者术后即刻有效率 100%，治愈

70 例(97.2%) ， 1 例即刻未治愈而于术后 3

周延迟治愈，另 1 例好转。平均随访 12 个

月，无复发病例。与椎动脉处理有关的术后

并发症：听力下降伴耳鸣 2 例，随访期间均

好转。  

结论  该方法处理椎动脉达到满意减压效果。

术后面、听神经并发症的发生率较低。由于

后颅窝空间狭小加椎动脉粗大可移动性小，

伴穿动脉多、行程短或走行复杂等,推移椎动

脉和置入垫棉操作宜小心操作，探查清楚穿

动脉情况，避免血管拉断和打折。对于显微

镜下观察面神经 REZ 比较困难者，应用神经

内镜辅助技术则能减少责任血管或关系密切

的血管遗漏，观察血管神经关系及垫片位置

和垫开情况。  

 
 
PO-1776 

一种改良弧形切口在乙状窦后入路的应用 
 

朱宏伟 刘希尧 王占祥 谭国伟 马永会 弓凯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3 

 

目的  乙状窦后入路作为桥小脑角病变最常用

的手术入路，国内目前常用的皮肤切口主要

是耳后顺发迹方向的纵形直切口。我们在临

床实践的基础上设计一种基底朝向颈枕部的

弧形手术切口，并将其应用于听神经切除和

微血管减压手术中，并与既往纵形直切口进 

行对比研究。  

方法  沿枕外隆突和颧弓连线确定横窦体表投

影，横窦与乙状窦相交处，此处作为弧形切

口的弧顶。弧形切口的一端起自二腹肌沟垂

直线的稍外侧，位于乳突上，切口另一端弯

向枕颈部。在进行大型听神经瘤切除术时，

靠近中线侧切口可再向下延伸。切开头皮及

枕肌，骨膜下分离，将皮瓣推向下方，乳突

撑开器固定。22 例颅神经减压病例采用上述

改良弧形皮肤切口，与同期 25 例采用纵型切

口微血管减压病例进行对比，在暴露时间，

术中出血方面进行对照分析，47 例颅神经减

压均为同一术者施行手术。  

结果  与常规纵型切口对比，改良弧形切口开

颅时间明显缩短，平均 29.1+1.7min，明显少

于纵行直切口的开颅时间 61.5+2.7min，具有

显著性差异(P<0.0001)。弧形皮肤切口术中

出血为 49.2+4.2ml，常规纵型切口出血量为

122+8.8ml，两者对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

001)。25 例纵型切口病例术后 2 例出现脑脊

液漏，改良弧形切口病例为 0 例。术后 3 个

月弧形切口组头痛发生为 5 人，而纵型切口

组发生头痛为 9 人，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在乙状窦后入路进行肿瘤切除和微血管

减压术时应用改良弧形切口较传统纵型切口

能够明显减少开颅时间，明显减少开颅过程

中的出血量。另外，改良弧形切口更不容易

阻挡术者的手部，有利于术者舒适进行手

术。 

 
 
PO-1777 

介绍一种新的脑深部电刺激术头皮切口方法 
 

刘希尧 王占祥 朱宏伟 叶永造 沈上杭 弓凯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61003 

 

目的  设计脑深部电刺激术(DBS)连接线处头

皮切口方法。 

方法  根据延伸连接线接头情况，设计耳后头

皮切口的位置、长度、形态，分层缝合技

术，观察术后切口渗血量、切口线头外露

率，术后切口裂开率和感染率。改良设计的

头皮切口特点：⑴、切口呈抛物线型，在下

方与连接线平行，使连接线完全包埋于头皮

下； ⑵、延伸连接线接头相对固定；⑶、连

接线接头包埋于帽状腱膜下，远离切口线，

直接减少异物对切口的刺激；⑷ 延伸连接线

接头处下端接受来自颈部的牵拉力量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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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连接线接头向前下方受力，背离切口线，

避免了对切口的压迫，对防止切口裂开和破 

溃非常重要。 

结果  应用本设计方法处理的延伸连接线接头

耳后头皮切口，在 DBS 手术中，术后切口渗

血明显减少，无线头外露，无切口裂开或破

溃，无头皮感染，无电极断裂。  

结论  本法设计的脑深部电刺激术延伸连接线

接头耳后头皮切口处理方法简单安全，可降

低 DBS 手术有关头皮切口并发症发生，易于

临床推广。  

 
 
PO-1778 

显微血管减压 vs 球囊压迫微创治疗三叉神经

痛：如何选择 
 

俞文华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目的  对显微血管减压（Microvascular deco

mpression,MVD）和经皮穿刺球囊压迫（Per

cutaneous balloon compression,PBC）微创

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临床疗效进行回顾

性分析对比研究，从而为临床治疗方案选择

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1 年同期我科住院手治疗的 228

例三叉神经痛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 MV

D 组 120 例，PBC 组 108 例, 术前患者一般

资料与文献数据大致相仿，PBC 组年龄高于

MVD 组，对比两组疗效、并发症发生率、无

痛生存、复发情况。术后由独立观察者对临

床疗效进行随访，平均随访 50 个月。分级资

料比较使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比较使用ｔ

检验，面部疼痛预后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

分析。 

结果  MVD 组临床治愈率与 PBC 组相近，PB

C 组面部麻木、咀嚼肌无力发生率要明显高

于 MVD 组。就无痛维持期而言，MVD 组 1

年为 96.7%，2 年为 95.0%，3 年为 91.7%，

４年为９0.8%；PBC 组 1 年为 90.7%，2 年

为 88.0%，3 年为 83.3%，4 年为 80.6%，本

组 MVD 组总体疗效要优于 PBC 组，不过所

有 MVD 术后复发病例均采用 PBC 治愈。 

结论  与 PBC 相比，MVD 作为针对病因、保

留神经功能及非毁损性的特点，有更高的疼

痛缓解率和更长的无痛生存期,MVD 仍是三叉

神经痛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法，但对于高龄体

弱、MVD 术后复发、对开颅手术依从性差的

患者 PBC 有优势，PBC 微创手术可作为 

MVD 一个重要补充治疗手段。 

 
 
PO-1779 

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帕金森病长期随访 
 

刘希尧 王占祥 朱宏伟 叶永造 沈上杭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61003 

 

目的  通过对一组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术( D

BS)治疗帕金森病人的随访，总结 DBS 手术

疗效，探讨降低并发症发生的策略。 

方法  对 46 例帕金森病患者采用立体定向方 

法，磁共振扫描结合微电极记录技术进行靶

点定位，刺激电极测试症状改善情况及副反

应阈值，将刺激电极分别植入双侧丘脑底

核，同期植入刺激发生器，术中重点关注靶

点定位和切口改良设计、预防出血等措施，

术后 1 个月用程控仪在体外调整刺激参数。

分别在术前、术后 3 月、1 年和 3 年采用帕金

森病统一评分量表（UPDRSIII）运动评分评

估病人开关两种状态下的症状改善程度。 

结果  与术前对照，脉冲发生器开启时，在

“关”状态下，帕金森病统一评分量表（UPDR

SIII）改善率 3 月、1 年和 3 年分别为 41.

2%，52.6%，48.7%。术后无症状性脑内皮

层少量出血 3 例，电极过深调整 2 例，未发

现皮肤破溃感染及其他严重并发症。 

结论  随访结果显示，在关状态下运动评分明

显改善，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术中准确定

位是提高疗效的关键因素，注意手术各个环

节，和关键步骤改进可降低手术风险，减少

手术并发症发生。  

 
 
PO-1780 

经小脑水平裂入路在微血管减压治疗三叉神

经痛中的临床应用 
 

俞文华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目的  探讨经小脑水平裂入路在微血管减压术

（MicrovascularDecompression, MVD）治疗

三叉神经痛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通过尸头解剖，模拟临床手术体位及方

法，测量分开小脑水平裂前后可见三叉神经

最近脑干点距离三叉神经出脑干点的距离，

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同时回顾性分析同一

主刀医生从 2014 年 7 月－2014 年 12 月收治

的 78 例行 MVD 手术的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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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并定义为 A 组；从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收治的 84 例行 MVD 手术的原发性三叉

神经痛患者并定义为 B 组。其中 A 组患者均

采取小脑上外侧（Supracerebellar, SC）入

路治疗，B 组患者均采取经小脑水平裂（Tra

nshorizontal-Cerebellopontine Fissure，CHF

-CPF）入路治疗。比较 A、B 两组术中切断

岩静脉主干或属支患者例数，从打开硬脑膜

至显露三叉神经 REZ 区所需时间，显微镜或

手术床调整次数，小脑挫伤例数以及术后疗

效，术后并发症的种类、发生率及转归。 

结果  解剖结果： 解剖结果显示分开 CHF－ 

CPF 前可见三叉神经最近脑干点距离三叉神

经出脑干点的平均距离为 3.1mm；术中统

计： A 组 78 例患者中 14 例遇岩静脉阻挡

临；B 组 84 例患者在分离 CHF－CPF 前有 1

6 例遇岩静脉阻挡。手术中 A 组术中显露三

叉神经 REZ 区平均时间为 16.54±2.26min、

术中平均调整显微镜或手术床 18.27±3.75

次、术中 11 例在减压结束后发现不同程度的

小脑挫伤；而 B 组统计结果分别为 0 例、18.

71±2.29min、8.62±2.68 次、3 例。 术后统

计 A 组术后有效率为 91.0%（71 例），B 组

术后有效率为 91.7%（77 例）。统计分析表

明：B 组对岩静脉的保护明显优于 A 组，术

中调整显微镜或手术床的次数及小脑挫伤的

发生率明显低于 A 组，术后听力障碍及小

脑、脑干损伤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 A

组，但无明显统计学差异；术后疗效及其他

并发症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异。  

结论  将经 CHF－CPF 入路应用于 MVD 术治

疗 TN 中，能够明显的减轻术中对小脑、脑干

及神经组织的牵拉，减少术中 PV 及小脑的损

伤，降低术后听力下降及小脑、脑干损伤等

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弥补传统 SC 入路的不

足。 

 
 
PO-1781 

三叉神经责任血管为静脉的处理策略 
 

刘希尧 王占祥 朱宏伟 叶永造 沈上杭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61003 

 

目的  探讨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中

静脉压迫因素。  

方法  应用三叉神经根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原

发性三叉神经痛 280 例,其中术中发现责任血

管主要为小脑上动脉，同时伴有静脉压迫者 3

5 例。年龄 31～76 岁, 平均年龄 49.4 岁; 病

程 2～17 年,以发作性疼痛为特点，有明确的

扳机点, 疼痛分布区为Ⅱ枝+Ⅲ枝 73 例,Ⅰ枝+

Ⅱ枝+Ⅲ枝 52 例,Ⅲ枝 31 例，Ⅰ枝 19 例,术前

脑干 MRI 薄层扫描均发现血管与三叉神经关

系密切，采用乳突后直切口, 取 2～２.5cm 直

径的骨窗,术后骨瓣复位，锐性分离神经根上

的蛛网膜, 保留岩静脉，寻找并分离压迫三叉

神经根的责任血管,将 Teflon 棉植入三叉神经

根与压迫血管之间，必要时应用内镜辅助观

察。  

结果  发现岩上静脉压迫 35 例患者，均同时

有动脉血管压迫,其中小脑上动脉 22 例, 小脑

前下动脉 10 例, 基底动脉 3 例,。术后疼痛即

刻消失 33 例, 明显减轻 2 例;未出现面瘫和其

他永久并发症及死亡。  

结论  （1）、三叉神经周围的静脉相对压力

很低，常为“伴行”，或呈交叉形态，难以与神

经发生主动的“冲击”，由于静脉限制，动脉搏

动性压迫的冲击，会造成神经牵拉，导致 RE

Z 或脑干的损伤灶，可能是引起疼痛原因。

（2）、术中仔细锐性分离三叉神经根旁蛛网

膜，寻找责任血管，一般为动脉血管，有时

静脉与动脉粘连，动脉间接压迫神经根，完

全解除对三叉神经根固定的搏动性压迫是手

术的关键。（3）遵守解剖复位原则，勿切断

或损伤岩静脉，减少并发症。  

 
 
PO-1782 

SPECT 脑血流灌注药物诱发显像在原发难治

性癫痫灶定位中的观察研究 
 

王正江 陈雪红 柳江燕 王晓慧 鲁秀娟 冯建中 李继承 

刘娟 罗永军 黄乐乐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难治性癫痫患者 SPECT 脑血流 rC

BF 显像在不同发作时段的影像特征及定位诊

断的价值。 

方法  选择 57 例经临床确诊为原发难治性癫

痫患者，分别进行发作间期、诱发试验（发

作期）rCBF 显像，并对 29 例患者再次进行

诱发试验后（发作 72 小时内）rCBF 显像，

通过对难治性癫痫患者的不同发作时段的脑

血流 rCBF 显像进行观察分析，研究致痫灶定

位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发作间期和诱发试验及诱发试验后 SPE

CT 显像的阳性率分别为: 70.1%（40/57）、

91.2%（52/57）和 93.1%（27/29），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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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及诱发试验后显像阳性检出率高于发作

间期显像，检查结果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P

<0.05）。诱发试验及诱发试验后 SPECT 检 

查结果相比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诱发试验及诱发试验后 72 小时内 rCBF

显像阳性检出率均可达到 90﹪以上，对癫痫

灶定位有效率高于发作间期 rCBF 影像；诱发

试验后 72 小时内延迟影像与诱发试验结果具

有良好的一致性，结合发作间期 rCBF 影像结

果，不失为癫痫灶定位较实用的诊断方法。 

 
 
PO-1783 

面肌痉挛 MVD 术中椎动脉减压的手术策略 
 

崔高宇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椎动脉复合体压迫在面肌痉挛发病原因

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微血管减压手术效果

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探讨椎动脉复合体减

压导致的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microvasc

ular decompression，MVD）的手术策略。 

方法  2007.03-2014.11 我院开展面肌痉挛 M

VD267 例，其中 49 例在术前 3D-TOF-MRA 

证实椎动脉复合体为责任血管，其中男性 21

例，女性 28 例，平均年龄 52.3 岁，均选择

乙状窦后入路。患者全麻，取健侧卧位，采

用枕下乙状窦后锁孔入路探查桥小脑角，作

耳后横向直切口，骨窗直径约 2.0 cm。切开

硬膜后，缓慢释放脑脊液，分离桥脑小脑角

蛛网膜，通过辨识岩静脉、三叉神经、面听

神经和后组颅神经进行定位，在需减压的颅

神经 REZ 寻找和辨识责任血管，并以 Teflon

垫开达到减压的目的，术中不使用固定脑压

板牵拉。术中常规应用面肌电图监测。 

结果  49 例在术前 3D-TOF-MRA 证实椎动脉

复合体为责任血管在术中得到证实，其中左

侧 31 里，右侧 28 例；在后组颅神经与面听

神经之间进行探查，37 例对椎动脉襻的近端

及远端进行了全程减压，12 例单纯行椎动脉

远侧端减压；术后 1 周面部抽搐完全缓解 43

例，部分缓解 4 例，无效 2 例。术后随访半

年-7 年，完全缓解和部分缓解的 47 例中复发

1 例。2 例无效患者的椎动脉复合体压迫中，

术中发现在椎动脉分支的血管襻顶部有向脑

干垂直供血的血管，因此减压不够彻底。术

后听力下降 3 例，迟发性面瘫 2 例。 

结论  椎动脉复合体压迫为病因的 MVD 术应

选择个体化的减压策略，术前 3D-TOF-MRA

对于椎动脉复合体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术

中结合面肌电图监测有助于减压效果的提

高。 

 
 
PO-1784 

术中高场强核磁共振辅助显微神经外科治疗

颞叶癫痫 
 

孙康健 王汉东 潘灏 刘翔宇 王笑亮 王娟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探讨应用术中高场强核磁共振显微外科

治疗颞叶癫痫的手术效果。  

方法  2010 年 6 月至 2015 年 8 月，对结构性

异常的颞叶癫痫患者 26 例，利用术中 1.5T

高场强核磁共振实时辅助，术前常规行 T1、

T2 及 T1 加强，及弥散张量成像，采用语言

命名任务术前功能定位脑语言区，术前所有

患者行长程视频脑电图检查，检查时间从 24

小时—96 小时不等，6 例患者行脑磁图检

查，所有患者全麻后头部置于 MR 结合框架

内固定，根据术前 MR 及功能定位和脑电图

结果，显微镜下确定切除的病灶范围行致痫

灶切除，术中行 T1、T2 及 T1 加强及弥散张

量成像检查，以确定显微手术切除范围及功

能区定位。  

结果  26 例患者中，右侧颞叶海绵状血管瘤 3

例，左侧颞叶海绵状血管瘤 3 例，右侧颞叶

弥漫性少枝星形细胞瘤 4 例，左侧海马硬化 5

例，右侧海马硬化 9 例，左侧颞叶胚胎发育

不良性神经上皮肿瘤 1 例，右侧颞叶胚胎发

育不良性神经上皮肿瘤 1 例，术中核磁检查

后扩大切除 5 例，术后复查 MR 手术切除满

意，术后随访随访 5 年—5 个月，engle 分

级：1 级 19 例，2 级 7 例；患者术后无并发

症。  

结论   术中 1.5T 高场强核磁共振辅助显微神

经外科技术治疗结构性异常的颞叶癫痫，较

完全切除致痫灶，并保护神经功能，提高手

术安全和效果。 

 
 
PO-1785 

老年三叉神经痛的手术治疗策略 
 

陈建宁 

福建省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351100 

 

目的  探讨老年人三叉神经痛的手术治疗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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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1 年 6 月～2016 年

1 月收治的老年三叉神经痛患者 19 例，年龄

60~77 岁，    所有病例均不同程度保守治

疗，效果不佳，均行手术治疗：微血管减压+

三叉神经感觉根梳    理。所谓梳理即是对三

叉神经出脑干后的游离段蛛网膜及粘连带的

松解，加上感觉根薄层环  形弱电凝。 

结果  本组病例均手术顺利，随访时间 6 月~4

年半，症状均完全改善。 

结论  对于三叉神经痛的老年患者，结合其生

理特点，确保疗效，微血管减压结合三叉神

经感觉根    梳理是一种合适有效的治疗方

法。 

 
 
PO-1786 

伽马刀照射猴三叉神经病理学改变 
 

赵哲峰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应用伽玛刀照射猴三叉神经，观察不同

剂量照射下的三叉神经的病理组织学变化，

从而探讨伽玛刀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放

射生物学效应机制，同时探讨照射神经长度-

剂量的效应关系。 

方法  五只恒河猴随机分为 5 组，每组 1 只，

其中 1 组为对照组，其余 4 组为实验组，选

择 4mm 准直器，选择照射靶点为实验动物的

三叉神经根，其中实验组中每只恒河猴的一

侧三叉神经根应用伽玛刀单靶点照射，对侧

应用双靶点照射。实验组分别给予 60Gy、70

Gy、80Gy 及 100Gy 剂量照射。照射后 6 个

月取三叉神经根标本做病理，分别进行光

镜、透视电镜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查。 

结果  在相同照射剂量下，单靶点照射与双靶

点照射的神经组织结构损伤程度变化基本一

致。对照组的神经结构正常，照射剂量为 60

Gy 及 70Gy 组可见少许神经纤维脱髓鞘，轴

突变性、断裂或消失；照射剂量为 80Gy 组可

见神经组织结构紊乱，部分神经纤维脱髓

鞘，轴突变性、断裂或消失；照射剂量为 10

0Gy 组可见神经组织结构严重紊乱，广泛神

经纤维脱髓鞘，轴突消失，可见神经坏死，

其周边残留少许髓鞘及轴突。 

结论  60Gy 和 70Gy 的照射剂量对三叉神经

的组织结构变化影响小；80Gy 的照射剂量可

引起三叉神经的部分轴突的变性、消失及脱

髓鞘；更高的照射剂量（100Gy）可导致部

分神经坏死。单靶点照射与双靶点照射神经

组织结构损伤程度相近，两者的照射神经长

度-剂量效应关系没有明显的差异。伽玛刀治

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放射生物学效应机制

可能通过损伤足够多的神经纤维的轴突数

量，干扰了三叉神经的电生理变化的特性，

而达到减轻或缓解疼痛的目的 

 
 
PO-1787 

长程丘脑前核脑深部电刺激减少癫痫恒河猴

海马 CA2 和 CA3 区胶质增生及神经元丢失 
 

陈颍川 石林 杨岸超 王秀 朱冠宇 张建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无论在动物实验还是临床研究中，丘脑

前核脑深部电刺激（ATN-DBS）均被证明可

有效减少癫痫发作，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明

确。本研究以癫痫恒河猴为实验模型，通过

检测其海马 CA2 及 CA3 区变化探究 ATN-DB

S 在癫痫治疗中作用机制。 

方法  18 只雄性恒河猴被随机分为对照组（6

只）、假刺激组（6 只）和刺激组（6 只）。

对照组及假刺激组通过立体定在左侧丘脑前

核中植入脑深部电刺激器，经过 2 周恢复

后，向左侧海马注射海人酸（KA）诱发癫

痫。对照组未植入脑深部电刺激器，并且注

入等量生理盐水。所有实验动物均采用视频

及皮层脑电监测癫痫发作次数及癫痫性放

电。刺激组在海人酸注射 1 周后打开刺激

器。经过 6 个月观察及治疗，全部动物被处

死并取得左侧海马，标本采用神经核抗原（N

euN）、苏木精-尹红（H&E）、神经胶质纤

维酸性蛋白（GFAP）染色，并通过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NeuN 和 Caspase-3 含量，以

检测癫痫猴海马损伤及长程 ATN-DBS 对其影

响。 

结果  与假刺激组相比，刺激组癫痫发作减少

45.1%（P<0.05），并且癫痫样脑电被抑

制。对照组未出现癫痫样放电及癫痫发作。

海马 H&E 和 NeuN 染色结果显示，刺激组和

假刺激组与对照组相比 CA3 区神经元丢失明

显（P<0.05），但刺激组较假刺激组 CA3 区

神经元丢失显著减少（P<0.05）。海马 GFA

P 染色结果显示，刺激组和假刺激组与对照组

相比 CA2（P<0.05）及 CA3（P<0.05）区 G

FAP 阳性细胞数显著增加，但刺激组较假刺

激组 CA2（P<0.01）及 CA3（P<0.05）区 G

FAP 阳性细胞数减少。进一步的蛋白定量结

果显示，刺激组和假刺激组较对照组海马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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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 NeuN 含量显著减少（P<0.05），Caspa

se-3 含量显著增加（P<0.05），并且与假刺

激组相比，刺激组海马 CA3 区 NeuN 含量显

著增加（P<0.05），Caspase-3 含量显著减 

少（P<0.05）。 

结论  上述实验结果显示，ATN-DBS 可减少

癫痫恒河猴癫痫发作，并且减轻海马 CA2 和

CA3 区胶质增生和 CA3 区神经元丢失。这可

能是 ATN-DBS 控制癫痫的最重要机制之一。 

 
 
PO-1788 

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颅神经疾病术后出血的

类型及处理 
 

张哲 袁越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探讨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颅神经疾病术

后出血的类型、治疗策略及二次手术方式。 

方法  收集自 2013 年 1 月-2016 年 5 月于我

科采用全麻下乙状窦后入路治疗的颅神经疾

病 4500 余例，术后出现急性出血及迟发血肿

等并发症 33 例，其中术后桥小脑角区出血 1

4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及脑室出血 6 例，小脑

半球出血 4 例，后颅窝硬膜下血肿 3 例，幕

上远隔部位硬膜下血肿 2 例，多数病人通过

保守治疗病情康复，少数患者需行二次开颅

后颅窝减压血肿清除，本文章对微血管减压

术术后出血的处理及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针对不同部位出血，采用相应的治疗措

施。多数少量非急性出血的患者通过脱水等

保守治疗后好转，另外在治疗过程中出现急

性脑积水行脑室穿刺外引流，后颅窝减压等

手术治疗后取得理想疗效；对于出血量大，

后颅窝肿胀脑干受压明显，二次手术术前出

现意识呼吸障碍的患者术后恢复慢，预后相

对较差。 

讨论  术后颅内出血是 MVD 术后最严重的并

发症，是患者死亡或致残的重要原因。其发

生可在术后数小时，数天，甚至数周后，但

多发生在术后 24 小时内。主要包括（按照发

生率高低顺序排列）：术区 cpa 出血、小脑

脑内血肿、SAH、脑室内出血、小脑半球梗

塞性出血、后颅窝硬膜外血肿、脑干出血、

远隔部位出血。应根据不同的出血类型选择

相应的临床治疗策略。术区 CPA 出血，一般

情况可，暂可保守治疗，若出血量较大，应

积极及时的清除血肿，减轻脑干压迫，因 cpa

解剖复杂，血肿呈凝块状态分布脑干神经

间，不必强行剥离，能达到减压目的即可。

对于单纯的小脑脑内血肿或后颅窝硬膜下血

肿，根据影像学情况，必要时可行血肿清

除，预后一般良好。小脑梗塞性出血多因为

术中损伤粗大的岩静脉导致，小脑肿胀明

显，短期易出现脑疝，该类患者尽早行后颅

窝扩大减压，脑室外引流。脑干出血为罕见

的术后出血并发症，因外科干预有局限性，

对于血肿量大的术后出血预后差，少量出血

通过保守治疗，并发症的防治，预后良好。

综上，早期发现术后颅内出血是救治成功的

关键。术后 24 小时应密切注意病人生命体征

的变化。术后出现剧烈头痛，意识淡漠或躁

动，血压剧烈波动出现异常及时复查头 CT。

根据术前 CT 情况采取相应的手术方式，术中

血肿清除后，根据是否需要扩大骨性减压范

围和开放枕大孔，根据幕上脑积水情况决定

是否进行侧脑室外引流。微血管减压术是针

对颅神经疾病有效的手术方式，在手术过程

中术者应认真有效的避免颅内出血的原因。 

 
 
PO-1789 

41 例脑神经疾病的治疗体会 
 

黄金生 张春林 陈文培 王晓亮 吴小龙 

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 353000 

 

目的  探讨脑神经疾病的治疗方式选择及并发

症原因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 8 年来 41 例脑神经疾病

患者的不同手术方法: 本组年龄 26-72 岁,平均

年龄 48±2 岁；显微微血管减压术 29 例, 其中:

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 16 例（三叉神经病手

术后复发 2 例,术后对侧再发 1 例）,面神经微

血管减压术 11 例,舌咽神经病 2 例；三叉神经

节射频消融术 12 例；微血管减压手术组:根据

术前 MRI 的 TW2 薄层扫描及 MRTA 和病史

确定责任血管与三叉神经﹑面神经﹑舌咽神

经的关系,确定手术切口和入路骨面的大小与

位置.术中寻找责任血管,保护岩静脉,梳理责任

血管后将 Teflon 棉植入相应神经与责任血管

之间,近 2 年来的 10 余例病例,术中均有用神

经内镜观察责任血管的位置及观察 Teflon 棉

植入后的效果。 三叉神经节射频消融术在 X

线引导下完成。 

结果  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术后对侧再发 1

例,对侧手术后无效改 γ-刀治疗后治愈；1 例

微血管减压手术 3 年后复发,再手术后治愈；

死亡 2 例，均为早期因手术经验不足所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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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 例术前未发现幕上存在动脉瘤,术后麻

醉复苏时动脉瘤破裂出血死亡,1 例因术中岩

静脉断裂回缩入小脑裂中致小脑内 SAH,脑肿

胀死亡；并发切口金葡菌感染 1 例。面神经

微血管减压术：术后出现听力下降,严重耳鸣

1 例；术后缓解后再复发 1 例；术后 1 周后出

现持续面肌抽搐﹑痉挛 2 个月后症状消失 1

例。三叉神经病射频消融术：术后患者,均不

同程度的出现面部麻木,复发 2 例,转手术治

疗。 

结论  目前脑神经疾病常见的治疗方法有：微

血管减压术、伽马刀治疗、三叉神经半月节

射频消融术等。显微微血管减压术是脑神经

疾病的主要有效的方法,射频消融术仅对部分

三叉神经痛疾病有效。三叉神经痛的治疗方

法根据患者的意愿和年龄及全身基础疾病的

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面肌痉挛和

舌咽神经痛采用显微微血管减压术。手术的

关键点是：完全解除责任血管对相应神经的

压迫,神经内镜手术辅助观察责任血管及观察

Teflon 棉植入术后责任血管与神经的关系和

效果，对改善术后效果有帮助.术前认真细致

的对 MRI 的 TW2 及 MRTA 责任血管的评估

和及时发现幕上其他出血性风险的疾病极为

重要。术中的轻柔操作﹑岩静脉的保护﹑电

生理的监测﹑脑保护的措施﹑无菌原则是减

少术后严重并发症的主要措施 

 
 
PO-1790 

毁损性手术与脑深部刺激器治疗抽动秽语综

合征的疗效分析 
 

刘爱军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100048 

 

目的  抽动秽语综合征（Gilles de la Tourette 

syndrome, GTS）是一种以面部和肢体不自

主抽动伴发声的运动障碍疾病。该病患者经

常会伴发强迫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抑郁

症等精神障碍，严重时还可出现自伤、攻击

等行为。尽管氟哌啶醇等药物能够控制部分

病人症状，但仍有约 20%的病人表现为药物

难治的恶性病程。手术治疗药物难治性抽动

秽语综合征至今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但文献

公开报道的病例数较少。我院自 2007 年起，

采用毁损性手术和脑深部刺激器（DBS）治

疗该病，现将同一术者两种手术方式疗效做

分析对比。 

方法  回顾性分析毁损性手术和 DBS 治疗 GT

S 的手术效果和并发症。毁损性手术采用立体

定向一侧未定带（ZI）、腹外侧核（VL）和

板中间核（LM）或联合扣带回毁损。脑深部

刺激器靶点为双侧苍白球外侧核（GPi）。患

者经随访后，病情评估采用 YGTSS 量表，并

记录手术后长期并发症。 

结果  毁损性手术入组患者 36 例，男 28 例，

女 8 例；平均年龄 22.9 岁；平均病史 12.1

年。23 例患者接受一侧 ZI+VL/LM 联合扣带

回毁损，13 例患者接受一侧 ZI+VL/LM 毁

损。术后经随访，YGTSS 评分由术前的 70.3

±17.2，降至 30.8±10.9。术后并发症主要有

一侧肢体运动欠灵活，肌张力增高（3 例）；

癫痫发作(2 例)；球麻痹（1 例）。接受双侧

GPi-DBS 治疗共 7 例，男性 6 例，女性 1

例；平均年龄 25.3 岁；平均病史 13.6 年。术

后 YGTSS 评分由术前的 80.33+14.95，降至

71.0+12.9。无手术后并发症。 

结论  毁损性手术对药物难治性抽动秽语综合

征抽动症状缓解较 DBS 更为显著，但手术风

险明显高于 DBS。因此，毁损性手术的病例

选择需要更加严格、慎重，并充分告知患者

及家属。而 DBS 治疗由于安全、可逆、可

调，通过积累临床经验，探索更可靠的靶点

和参数，有望在抽动秽语综合征的治疗中发

挥更大作用。 

 
 
PO-1791 

神经电生理监测下显微手术治疗老年原发性

面肌痉挛 
 

程彦昊 宋启民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0 

 

目的 探讨神经电生理术中连续监测指导显微

手术微血管减压术治疗老年人原发性面肌痉

挛的手术疗效。  

方法 19 例老年患者行显微手术微血管减压手

术，术中行神经电生理监测监测异常肌电反

应，连续刺激面神经颧支后，记录眼轮匝肌

和颏肌的肌电反应，观察整个手术过程中颏

肌异常肌电反应变化特点，对术后疗效行随

访分析。 

结果 本组所有患者均顺利度过围手术期，无

手术死亡病例，无严重并发症，本组患者术

后 1 周，18 例完全缓解，1 例术后部分缓

解，治愈率为 94.7%,有效率为 100%，术后

随访 1-4 年未见复发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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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随着神经电生理术中监测技术发展及显

微技术的进步，老年原发性面肌痉挛患者可

以手术治疗并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PO-1792 

立体定向海马杏仁复合体毁损术治疗颞叶内

侧型癫痫的疗效分析及其对神经心理学的影

响 
 

赵全军 王伟 吴朝晖 

The 306 Hospital of PLA 100101 
 

目的 分析立体定向海马杏仁核毁损术治疗颞

叶内侧癫痫的疗效影响因素及神经心理学改

变。 

方法 对进行无框架立体定向海马杏仁复合体

毁损术的 267 例颞叶内侧癫痫患者进行系统

性回访。1. 对获访患者根据术前 MRI 表现是

否阳性分为两组，计算两组患者痫性发作消

失率、显效率、有效率及无效率，并对其间

差异分别作统计学分析；2. 对具备完善韦氏

记忆量表及韦氏智力量表检测评分资料的患

者分别比较术前、术后 1 周及术后 6 个月之

间的差异；3. 对双颞叶癫痫患者进行单独的

疗效和记忆及智力评定。 

结果 1. 随访 12～80 个月, 131 例患者获访，

其中 Engel 分级Ⅰ级 38 例，Ⅱ级 28 例，Ⅲ

级 54 例，Ⅳ级 11 例，总体痫性发作消失率

29%。MRI 阴性患者组痫性发作消失率 4

6%。MRI 阳性组痫性发作消失率 14.3%。经

比较，两组患者痫性发作消失率的差别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2. 23 例受试者的术前平

均记忆商数、平均智力商数都明显低于健康

人群中正常值范围；术后一周较术前下降(P<

0.05)的有语言智商、操作智商及记忆商数，

总智商下降不明显（P>0.05）；术后 6 个月

以后受试者较术前明显增加(P<0.05)的有总智

商、语言智商、操作智商及记忆商数。右颞

叶内侧毁损者言语智商较术前明显增加 (P<0.

05)。 

结论 由于立体定向手术的局限性，不能对器

质性病灶进行彻底毁损，故而 MRI 头颅 MRI

有阳性者疗效较 MRI 阴性者差；患者经历立

体定向海马杏仁核毁损术术后早期存在记忆

力及智力下降，但此类认知功能的下降程度

可以忽略，且会在术后 6 个月内恢复甚至较

术前明显改善。 

 

PO-1793 

 胼胝体前部切开术 42 例分析 
 

张成 刘晓东 刘宏宇 朱子煜 田振宇 

佳木斯中心医院 154002 

 

目的  探讨胼胝体切开术治疗难治性癫痫的效

果。 

方法  42 例难治性癫痫行胼胝体切开术治疗, 

术后随访 6 个月－2 年。 

结果  满意：12 例（ 28.6％）， 显著改善：

15 例（35.7％），良好：5 例（12％），效

差：6 例（16.6％），无改善：4 例（9.

5％），无死亡病例 , 达到良好以上者占 76.

2％。 

结论  全面性发作的病人致痫区往往比较广泛

而无法切除， 一期手术切断胼胝体前 2/3 方

法简单、疗效可靠 。 

 
 
PO-1794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基础脑活动改变的

功能核磁共振研究 
 

陈富勇 1 康德智 2 陶蔚 3 刘颖 4 张寒 5 李勇杰 3 臧玉

峰 5 

1.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脑科中心功能神经科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 

4.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影像科 

5.杭州师范大学认知与脑疾病研究中心 

 

目的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是临床上一种慢性

顽固性神经病理性疼痛，然而，对于其潜在

的中枢机制还知之甚少。为了进一步探讨带

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的相关脑区活动，利

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低频振幅振荡（ALFF）

技术观察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的基础脑

区活动。 

方法  8 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与 8 名性

别、年龄相匹配的健康者行静息态功能磁共

振(fMRI)成像扫描，用 SPM8 中的多重回归

分析,在控制被试年龄、性别、教育年限的影

响下，将每个体素的 ALFF 值同每个被试的

病程、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 Scale, 

VAS）评分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与健康志愿者相比， PHN 组与 VAS 评

分相关的 ALFF 值增高的脑区有:右侧小脑后

叶、前额叶背外侧区域（BA11/46/47)、右侧

顶叶（BA40）、右侧舌回（BA17/18/19）；

与 VAS 评分相关的 ALFF 值降低的脑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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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颞中回（BA21）、左侧舌回（BA17/1

8）、右侧小脑前叶、左侧后扣带回（BA30/1

9）和右侧中央前回（BA3/4/6）；PHN 组与

病程相关的 ALFF 值增高的脑区有：右侧小

脑后叶、前额叶背外侧区域（BA9/10/11/4

7）、左侧颞上回（BA38）、右侧顶叶和右

侧舌回（BA17/18/19）；与病程相关 ALFF

值降低的脑区有：左侧海马旁回（BA28）、

右侧小脑前叶、左侧扣带回（BA24）、右侧

颞上回（BA13）、左侧中央前回和右侧顶下

小叶（BA39/40）。 

结论  研究结果提示涉及疼痛的情绪、警觉行

为、注意的脑区在带状疱疹后遗痛慢性疼痛

的产生和维持中发挥重要作用。 

 
 
PO-1795 

速干型医用胶在微血管减压术中固定责任血

管长期随访结果回顾 
 

陈国强 王晓松 王林 郑佳平 孙基栋 郭宇鹏 焦永辉 王

宁 张娟 黄乙洋 肖庆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100012 

 

目的 回顾使用速干性医用胶固定责任血管的

长期随访结果，总结医用胶在微血管减压术

中的使用经验，评估医用胶在为血管减压术

中应用的长期安全性，进一步探索责任血管

的最佳处理方法。  

方法 对 2007 年 2 月到 2010 年 4 月接受微血

管减压术治疗的 2757 例后组颅神经疾病患者

中 265 例应用医用胶固定血管的患者（面肌

痉挛 251 例、三叉神经痛 13 例、舌咽神经痛

1 例）的资料进行长期随访（6~9 年）。手术

中粘合的方式主要包括：血管—硬膜粘合、

血管—垫棉—硬膜粘合、血管—垫棉粘合、

血管—垫棉—脑组织粘合、血管—血管粘合

等。术中根据具体情况，偶尔同时采用多种

粘合方式共同达到充分减压的目的。  

结果  随访 6~9 年， 5 例面肌痉挛未愈，4 例

复发，失访 12 例，未见毒副作用。  

结论  医用胶在微血管减压术中的应用简便，

可以在手术操作的空间狭小的情况下操作。

未见血管损伤相关的动脉瘤等并发症出现。

但由于无专用的微量滴注器材，医生的手术

技巧对医用胶能否成功使用影响过大，造成

该技术推广困难。  

 
 
 

PO-1796 

“中间神经痛”被误诊为“三叉神经痛”1 例病例

报道 
 

王晓松 陈国强 王林 郑佳平 孙基栋 郭宇鹏 焦永辉 王

宁 张娟 黄乙洋 肖庆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100012 

 

目的  总结中间神经痛的临床治疗经验，提高

对中间神经痛的认知及选择科学合理处理方

法。  

资料及方法  回顾患者陈**，男，73 岁。以

“右侧面部阵发性剧烈疼痛 1 月”收入院。患者

于 1 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侧面部阵发性剧

烈疼痛，以耳前部位最明显，呈针刺样，终

日连续发作，张口时偶可诱发。口服卡马西

平可轻度缓解。查体：右侧面部阵发性剧烈

疼痛（具体部位描述不清），但以耳前部位

最明显，未发现明显的神经系统阳性体征。

诊断为“三叉神经痛Ⅲ支”。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经乙状窦后入路行“三叉神经减压并三叉神

经感觉根选择性切断术”，术后病人诉右侧耳

前方剧烈的疼痛（针刺样）仍存在，较术前

缓解 2/3，右侧下颌部麻木，试口服卡马西平

后疼痛可缓解。此时患者描述张口时下颌关

节运动可触发疼痛，考虑“中间神经痛”，术后

7 天再次行手术探查“中间神经”。术中见走行

于面听神经之间的 AICA 内侧分支挤压中间神

经，无法推移，剪断中间神经。  

结果  术后患者疼痛彻底消失。   

结论  中间神经痛罕见，易与三叉神经痛相混

淆，医生广泛对中间神经痛的认知不足，易

将其归入“神经病理性疼痛”范围，导致大部分

中间神经痛患者得不到恰当的诊治。经经乙

状窦后入路探查中间神经进行减压或切断术

是根治中间神经痛的首选方法。 

 
 
PO-1797 

微血管减压术后无效复发病例再次手术经验

交流（附 121 例病例报道） 
 

陈国强 王晓松 王林 郑佳平 郭宇鹏 焦永辉 王宁 张婵

娟 黄乙洋 付宗荟 肖庆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100012 

 

目的总结 MVD 术后无效与复发的后组颅神经

疾病患者再次手术治疗的经验，探讨无效与

复发的原因以及二次手术的处理策略。   

方法  回顾 2005 年 1 月 2016 年 1 月共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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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MVD 术后无效并再次接受手术治疗的面肌

痉挛（74 例）、三叉神经痛（42 例）、舌咽

神经痛（5 例）的病例资料，并将 7 例病例资

料与第一次手术的录像资料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再次手术的手术操作难度普遍明显增

加，显微镜下操作平均时间较首次手术病例

的平均操作时间延长 1~3 倍。面肌痉挛患者

术后治愈率较同期首次手术患者下降 6.8% ，

15 例出现听力障碍、耳鸣等并发症，较首次

手术的患者平均增加 2.6 倍，9 例（13.2%）

出现了术后即刻出现 House-BrackmannⅡ级

以上的面瘫。3 例三叉神经痛患者出现术侧听

力障碍，其他并发症无增加。舌咽神经痛 5

例，1 例术后自感咽干，其余 4 例恢复良

好。   

结论  MVD 术后无效复发病例由于粘连导致

的再次手术给医生带来更大的难度和挑战，

给患者带来的是更高的风险和更低的治愈

率，以及更多的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强调把

握首次手术治疗时机的重要性，尽量减少无

效复发等病例的出现是关键。 

 
 
PO-1798 

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运动区难治性癫痫

的 效果初探  
 

陈富勇 孟祥红 蔡晓东 张豆豆 李维平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脑科中心功能神经科 518085 

 

目的  探讨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

运动区难治性癫痫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4 例运动区难治性癫痫患者，均行癫痫

术前评估，根据临床资料、影像学及发作期

头皮脑电图资料等综合评估，经埋置颅内电

极捕捉发作期皮层视频脑电图及运动区电刺

激功能区定位后，明确为运动区难治性癫

痫，未能行致痫灶切除的患者，术后仍癫痫

反复发作，给予频率为 0.5HZ，刺激强度为

运动阈值的 90%，脉冲量为 2000 次的 rTMS

治疗 6 疗程，每疗程刺激 10 天，休息 20 天

后重复下一疗程。分别于治疗前、首次疗程

和总疗程后评价发作频率，按照谭启富教授

的癫痫术后疗效分级标准，发作完全消失为

“满意”，癫痫发作减少 75%以上者为“显著改

善”，癫痫减少 50-75%为“良好”，癫痫发作减

少 25-50%为“效差”，改善 50%以上者为“有

效”。 

结果  4 例患者经首次低频阈下刺激 rTMS 治 

疗后，2 例患者癫痫发作频率改善 75%以

上，2 例患者癫痫发作频率改善 50-75%，总

疗程结束后，3 例患者癫痫发作频率改善 7

5%以上，1 例患者癫痫发作频率改善 50-7

5%。治疗期间无副作用。 

结论  低频阈下刺激 rTMS 对难治性运动区癫

痫安全有效。 

 
 
PO-1799 

静息态核磁共振成像迭代计算方法在语言功

能区定位的应用 
 

陈富勇 1 王聃红 2 孟祥红 1 林帆 3 蔡晓东 1 刘河生 2 

李维平 1 

1.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脑科中心功能神经科 

2.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放射科个体差异实验室 

3.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放射科 

 

目的  运用静息态功能核磁共振成像和迭代计

算方法，探讨个体语言网络在正常志愿者中

定位的可靠性，为其应用于临床术前语言区

定位提供依据。 

方法  对 6 名母语为汉语、右利手、语言功能

正常的健康志愿者，分两次独立进行静息态

功能核磁共振和任务态 BOLD-fMRI 扫描。任

务态语言功能核磁共振扫描时执行图片动词

联想、语义判断两种语言任务，前、后两次

实验任务相同，时间相隔 1 个月左右。对于

任务态功能核磁共振采用基于 SPM 和 FsFas

t 方法来计算，静息态功能核磁共振采用逐次

递归的迭代计算方法。对二者激活的脑区进

行比对研究。 

结果  通过图片动词联想和语义判断两种语言

任务都能有效激活 Broca 区和 Wernicke 区，

并呈轻度左侧偏侧化趋势，但 Broca 区比 We

rnicke 区稳定性好。应用静息态功能核磁共振

成像和迭代计算方法可定位个体语言功能网

络，和任务态功能核磁共振成像相比较，其

准确性和可靠性得到验证。 

结论  图片动词联想和语义判断均能有效激活

主要语言脑区，如 Broca 区和 Wernicke 区；

基于静息态功能核磁共振迭代计算方法可有

效定位个体语言功能网络。 

 
 
PO-1800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ies in Parkinson’s disease 
 
Wang Fa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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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7 

 

Parkinson's disease is a common neurodege
nerative disease,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PD lesions are’t only localized at extrapyra
midal area, but also at the cortex. ReHo is u
sed to assess the situation of spontaneous n
euronal activity by measure the similarity of 
BOLD signal fluctuations in the time series of
 a given voxel to those of its nearest neighbo
rs in the same time sequence.ALFF as a me
asuring the amplitude of spontaneous activit
y of neurons method,to reflect the level of sp
ontaneous activity in rest state.The aim of thi
s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hange of  Rest-stat
e functional MRI features in Parkinson's dise
ase by ReHo and ALFF method,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 change and 
the serious situation in movement disorder. 
Out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from o
ur hospital between September 2013 and M
arch 2014 and volunteers were recruited. Ge

neral Information, UPDRS Ⅲ score, Hoehn-

Yahr stage and MRI were recorded. Image p
rocess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were performe
d using related software.A two-sample t-test 
was performed.Results were displayed with 
a threshold of P <0.01,corrected by FDR cor
rection and cluster size >30 voxels. 
 Compared with the NC,PD exhibit increased
 AlFF value in limbic lobe,the right parahippo
campal gyrus, the right midlle temporal_pole;
 reduced ALFF values in the left thalamus ( t
wo sample T-test , P <0.01, FDR corrected )
 . Compared with the NC,PD exhibit increase
d ReHo value in the superior medial frontal g
yrus, the 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brodmann 
area 9, brodmann area 6; reduced ALFF val
ue in the left rolandic,the left superior tempor
al gyrus, insula lobe( two sample T-test, P <
0.01, FDR corrected ). Correlation analysis
 : ALFF valu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U

PDRS Ⅲ score in the right posterior Cerebell

um lobe , cerebellar tonsil (P <0.02, FDR cor
rected ). ALFF value and HY negative return 
on the superior frontal gyrus(P <0.01, FDR c
orrected ). The negatively correlated betwee

n the ReHo value and UPDRS Ⅲ score in th

e inferior triangular frontal area,the right sup
erior temporal gyrus and the right inferior orb
itofrontal area, BA47, the right superior temp
oral pole, insular cortex , limbic lobe , corpus
 callosum, middle temporal gyrus, caudate n

uclear (P <0.03, FDR correction ). The positi
vely correlated between the ReHo value and
 H-Y scale in medial frontal gyrus,limbic lobe
 , the anterior cingulate, medial orbitofrontal 
area, the middle superior frontal gyrus, BA32,
 the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 BA10 (P <0.0
3, FDR corrected ) . 

By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RI，we found a

bnormal brain function in Parkinson's diseas
e, ReHo, ALFF showed abnormal changes i
n the connection of neuronal networks. The 
compensatory response may lead to the incr
eased brain function. 
 
 
PO-1801 

长程视频蝶骨电极脑电图监测在额叶及颞叶

癫痫手术治疗中的作用 
 

郭效东 王本瀚 

郑州解放军 153 医院全军神经外科中心 10098661 

 

目的 探讨长程蝶骨电极脑电监测在额叶与颞

叶癫痫的定位诊断及手术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长程视频蝶骨电极监测的脑电图监

测方法，对 158 例不能明确诊断为难治性额

叶癫痫或颞叶癫痫的患者进行长程连续的监

测，捕捉至少 2-3 次以上惯常发作，结合患

者的临床发作特点，蝶骨电极脑电图结果，

综合分析、鉴别、确定额叶癫痫或颞叶癫

痫，为术前定位致痫灶提供有利参考依据。

手术方法分部采用额叶切除、额叶离断、前

颞叶切除＋杏仁核＋海马切除术，术中采用

皮层电极及深部电极监测，验证术前定位的

准确率。 

结果 158 例患者中术前诊断为额叶癫痫 41

例，颞叶癫痫 101 例，不能明确诊断 16 例，

术中皮层电极及深部电极监测放电的中心位

置在额叶 35 例，在颞叶 97 例，额颞叶均有

放电 26 例，与术前蝶骨电极监测结果比较发

现，额叶癫痫的定位准确率为 85.4％（35/4

1），颞叶癫痫的定位准确率为 96％（97/10

1）。 

结论 长程视频蝶骨电极脑电图监测可鉴别额

叶癫痫及颞叶癫痫，尤其是颞叶癫痫的准确

率较高，术前定位较为准确，可以为术前制

定手术方式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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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02 

三叉神经痛对认知的影响及脑电失匹配负波

在评估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疗效中的应

用 
 

于峰 孙希炎 门学忠 楚德国 李翠玲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探讨慢性痛发展过程中的注意相关行为

反应及脑机制，创建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微血

管减压术疗效的客观评价指标，为临床疼痛

的治疗和预后判断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  本研究由 16 名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 17 

名构成，应用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进行波形

变化分析。其中患者组共参加两次实验，分

别在术前术后。本研究的实验均在患者三叉

神经痛非发作期进行。 

结果  额中部的脑电失匹配负波（mismatch n

egativity, MMN）在手术后波幅升高，而双侧

颞叶处的 MMN 的波幅在手术前后没有显著的

变化。 

结论  脑电失匹配负波（mismatch negativity, 

MMN）可以作为评估微血管减压术疗效的客

观评价指标。 

 
 
PO-1803 

原发性舌咽神经痛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于峰 孙希炎 门学忠 楚德国 李翠玲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探讨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冶疗原发性舌咽

神经痛的手术方式、手术疗效及长期随访结

果。 

方法  对 2003 年 5 月至 2013 年 7 月对 43 例

行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治疗舌咽神经痛患者进

行回顾性分析，其中 33 例获得长期随访，2

例合并对侧面肌痉挛，2 例合并同侧三叉神经

痛。手术均采单侧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其中

微血管减压术 23 例，舌咽神经根及迷走神经

根上部 1、2 根丝切断术 3 例，显微血管减压

术同时加行舌咽神经根切断术 7 例。 

结果  责任血管 5 例为椎动脉，18 例为小脑

后下动脉，8 例为小脑后下动脉合并椎动脉，

1 例为小脑后下动脉合并小脑前下动脉，1 例

未发现责任血管。100％患者术后即刻疼痛全

部消失。33 例患者获得平均 3.8 年的随访。

随访期间 1 例行微血管减压术患者疼痛复

发，二次手术切断舌咽神经，疼痛消失。无

吞咽困难、饮水呛咳、声音嘶哑、阵发性呛

咳等并发症出现，术后复视 1 例。 

结论  舌咽神经痛的病因主要是血管压迫舌咽

神经根。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显微神经外科手

术治疗舌咽神经痛是有效、安全的，合理选

择术式、熟悉局部显微解剖、掌握娴熟显微

手术技巧和积累丰富手术经验是降低并发症

发生率的前提。 

 
 
PO-1804 

影响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效果的临

床因素分析 
 

胡新华 邹元杰 黄庆玖 张岩松 陈永严 何升学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影响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手术疗

效的相关因素。 

方法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行微血管减

压术治疗的 158 例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

其中男性 66 例，女性 92 例。年龄从 33 岁至

74 岁，平均 57.64±7.93 岁，病史从 0.5 年至

30 年，平均 7.51±3.48 年。术前接受口服卡

马西平 134 例，疗程 3 个月至 80 个月，平均

28.31±5.58 月。术前接受其他治疗方式 27

例，其中低温射频治疗 15 例，甘油注射治疗

4 例，伽玛刀治疗 5 例，球囊压迫 3 例。所有

手术采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打开硬脑膜后

均在手术显微镜下操作。采用 SPSS15.0 统

计软件分析患者的病程、年龄、性别、部

位、疼痛是否典型、药物及其他治疗是否有

效、术前核磁共振结果、手术中是否有明确

责任血管、手术效果、术后并发症，采用非

参数检验和 Sperman 相关分析，设 p＜0.05

具备统计学意义。 

结果 年龄、性别、口服药物年限、病程长短

以及疼痛是否典型与术后疼痛缓解率无明显

相关性(p＞0.05)。术中发现动脉压迫的患者

术后疼痛缓解率明显优于静脉和蛛网膜束带

压迫者(p＜0.05)。术前磁共振 3D-TOF 阳性

结果与术中所见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且 3D-T

OF 阳性者术后效果优于阴性者。 

结论 微血管减压是治疗三叉神经痛安全、微

创、有效的方法，磁共振 3D-TOF 检查有助

于疗效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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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05 

面神经显微血管减压术中听神经功能保护技

术 
 

周乐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探讨面神经显微血管减压术（MVD）中

听神经功能保护技术，降低术后听神经功能

障碍发生率。 

方法  回顾既往文献中关于 MVD 术中导致听

神经功能障碍的可能因素，发现常见原因为

神经机械损伤、血供障碍、乳突开放。其中

机械损伤是最主要的致病原因。通过对手术

部位局部解剖的分析研究，寻找可能导致机 

械损伤的原因，并进而指导手术技术。 

结果  结合文献分析后发现，造成听神经机械

损伤的主要原因是在 MVD 术中为暴露面神经

REZ 区而过度牵拉所致。在这一过程中，充

分松解手术区域内的蛛网膜是达到面神经 RE

Z 区充分暴露和听神经功能最大保护的关键所

在。在近期进行的 300 例面神经显微血管减

压术中，通过充分松解蛛网膜，患者的听力

障碍发生率为 1.3%，较大部分文献报道发生

率低。 

结论  蛛网膜的充分松解是面神经显微血管减

压术中听神经功能保护的关键因素。 

 
 
PO-1806 

颅骨修补术后癫痫发生率的相关因素分析 
 

郭效东王本瀚 张长远 熊家锐李经纶  张景宇 徐鹏 赵

鸽 路小奇 

郑州解放军 153 医院全军神经外科中心 

 

目的  探讨颅骨修补术后发生癫痫的相关因素

及有效预防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96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对 1055 例颅骨缺失患者实施了颅骨成形术

的患者。 将患者分别按开颅术后修补时间

（小于 3 月一组、3～6 月一组、大于 6 月一

组）、开颅去骨瓣原因（外伤组 705 例、高

血压脑出血组 206 例、动脉瘤手术组 34 例、

其他原因如骨瘤切除术、动静脉畸形术后 11

0 例、）、是否行扩大硬膜修补术、采用颅骨

修补材料（有机玻璃、短碳纤维、自体保留

的骨瓣、钛网）、颅骨缺损部位（额颞叶 60

9 例、额颞顶叶 148 例、颞叶 127 例、额叶 1

06 例、枕叶 8 例、双侧 57 例）、侧别（左

侧 530 例、右侧 468 例、双侧 57 例）、颅骨

成形术前有无癫痫发作（有 108 例、无 947

例）、缺损面积等七项进行分组，分析上述

因素与颅骨成形术后癫痫发生率的关系，进

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颅骨成形术后，术前无癫痫发作的 947

例患者中有 113 例患者发生了癫痫（11.9

3％），其中早期癫痫 45 例（术后 1 周），

晚期癫痫 68 例（术后一周后发生）。术前有

癫痫发作的 108 例患者中，术后有 69 例癫痫

发作消失（63.89％），28 例无改善（25.9

3％），11 例患者癫痫发作频率较前重（10.1

9％）。时间小于 3 月者癫痫发作率最低，

3～6 月者次之，大于 6 月者最高。但小于 3

月者发生 3 例感染，不得不取出修补材料，

半年后再次行颅骨成形术。行扩大硬膜修补

术的患者术后癫痫发生率低。外伤组术后癫

痫发生率最高、高血压脑出血次之，动脉瘤

术后癫痫发生率较低，动静脉畸形术后发生

率高，可能与术前畸形血管团周围脑组织缺

血变性有关。癫痫发生率与修补材料无明显

相关性，与手术方法有关，其中加盖法发生

率低，而嵌入法发生率略高，与侧别无明显

相关性。与颅骨缺损部位有关，额叶最高、

颞叶次之、枕叶最低，与缺损面积无明显相

关性。 

其中有 16 例颅骨成形术前癫痫发作频繁的患

者术中打开新生硬膜，进行硬膜与脑瘢痕的

分离，在皮层脑电图监测下处理了致痫灶，

术后癫痫发作次数较术前减少（p<0.05）。 

结论  癫痫发作是颅骨成形术后的并发症之

一，去骨瓣减压术时行扩大硬膜修补术及早

期进行颅骨成形术可显著降低癫痫的发生

率。 

 
 
PO-1807 

迷走神经刺激治疗难治性癫痫 
 

郭效东 王本瀚 

郑州解放军 153 中心医院全家神经外科中心 100986

61 
 

目的 探讨迷走神经刺激（VNS）治疗药物难

治性癫痫的疗效，安全性以及可能影响预后

的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中心自 2016 年 3 月至

今，进行 VNS 治疗难治性癫痫的患者 2 例，

以患者接受治疗前后发作频率，治疗持续时

间为参数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有效随访 2 例，总体有效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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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主要副反应为声音嘶哑以及咳嗽。 

结论 迷走神经刺激术治疗难治性癫痫是安全

有效的。目前影响疗效的预后因素仍然不能

明确。 

 
 
PO-1808 

胼胝体切开术治疗药物难治性癫痫疗效分析 
 

郭效东 王本瀚 

郑州解放军 153 医院全家神经外科中心 

 

目的  探讨胼胝体切开术治疗药物难治性癫痫

的适应证、年龄段、手术方法、并发症及疗

效。 

方法   2008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对解放

军第 153 医院 26 例药物难治性癫痫的患者，

结合病史、典型临床发作表现、视频脑电图

监测、头颅 CT 及 MRI 多序列扫描、PET-CT

扫描，确定患者为不适合接受切除性手术的

难治性癫痫，在全麻下行胼胝体前部（2/3-3/

4）或全部切开术，术后评估患者的癫痫发作

改善情况。 

结果 24 例行胼胝体前段切开术（胼胝体前 2/

3-3/4），2 例行胼胝体全段切开术，26 例患

者头皮视频脑电图均显示全部性异常放电，

发作完全消失 5 例，发作减少 90%例 11，例

发作减少 50%-90%10 例。对失张力发作、

跌倒发作、强直-阵挛发作及痉挛发作效果较

好，所有患者精神发育状态均有不同程度改

善，未见发作无改善及加重的患者，无严重

并发症发生。 

结论  胼胝体切开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药

物难治性癫痫的方法，对于年龄偏小的患

者，效果更好。 

 
 
PO-1809 

成人葡萄糖转运子缺乏综合征一例报告及文

献复习 
 

郭效东 王本瀚 

郑州解放军 153 医院全军神经外科中心 

 

男，60 岁。主诉：发作性意识丧失、肢体不

自主乱动、胡言乱语 32 年，突发头痛、四肢

抽搐 1 月，意识障碍半月，加重 1 天。于 20

15 年 10 月 5 日入院。病史：患者于 32 年前

开始出现发作性意识清晰度下降、喃喃自

语，伴肢体不自主乱动，持续约 10 分钟后缓

解，过后反应迟钝，不能回忆当时的情景，

无肢体抽搐及大小便失禁。以后经常出现上

述症状，每次发作持续时间从 3 分钟至半小

时不等，按“癫痫”给予卡马西平及丙戊酸钠治

疗（无脑电图），有效，但服药不规律，服

药剂量也不能描述清楚，发作次数减少，但

仍时有发作，不规律，约 1 次/2-3 月，偶尔

继发全身强直-阵挛大发作。劳累、饥饿等因

素易诱发。12 年前不知不觉中癫痫发作消

失，持续 10 年无发作。1 年 9 个月前（2014

年 1 月）因“头痛 1 月、加重伴行走不稳 10

天、间断意识障碍及肢体不自主乱动 8 天”入

某医院住院治疗，头颅 CT 及 MRI 提示“脑积

水”（片子遗失），腰穿提示颅内压高，化验

检查脑脊液糖含量明显降低（介于 0.9-1.66m

mol/L），但同期血糖正常或略偏低（期间患

者饮食量少），排除结核性脑膜炎、新型隐

球菌脑膜炎及各种不典型性脑炎等颅内细菌

及病毒感染性疾病，脑膜癌。诊断为：脑积

水、脑囊虫病、高脂血症、颈动脉粥样硬

化，给予改善循环、调节血脂、营养神经、

抗癫痫（丙戊酸钠缓释片）、甲强龙、降颅

压（速尿及甘露醇）及对症治疗（无抗

炎），症状好转出院。出院后间断服用“吡喹

酮”抗脑囊虫及抗癫痫药物（卡马西平及丙戊

酸钠），仍时有意识清晰度下降及上述癫痫

样发作，并逐渐出现记忆力下降、思维反应

迟缓等症状。本次入院前 1 月突发头痛、恶

心、呕吐，伴四肢抽搐，行头颅 CT 扫描提示

“左侧侧裂池脑出血”，住院按“脑出血、多发

脑囊虫病、继发性癫痫”治疗，疗效欠佳，半

月前逐渐出现思维反应迟钝、淡漠、四肢无

力，渐表现为意识不清，1 天前明显加重。于

2015 年 10 月 5 日因“继发性癫痫”入解放军 1

53 医院神经外科。 

 
 
PO-1810 

电生理监测微血管减压治疗面肌痉挛 23 例经

验总结 
 

孙希炎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总结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辅助

微血管减压治疗面肌痉挛（hemifacialspasm,

HFS）的临床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3 例经脑干听觉诱发电位

（BAEP）辅助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患

者的临床资料。术前常规行 MRI 检查排除继

发性病因。采用乳突后发际内斜切口，小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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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入颅，寻找和判断责任血管，将责任血管

从面神经出脑干区分离并置入 Teflon 棉絮。

术中采用实时脑干听觉诱发电位监测。 

结果  23 例患者术中均发现面神经根部有血管

压迫，其中小脑前下动脉及其分支 11 例，小

脑后下动脉及其分支 6 例，椎动脉 4 例，多

根小动脉 2 例。术后 18 例症状立即完全缓

解，5 例明显减轻，随访至术后 5 年，遗有轻

度耳鸣、听力下降 1 例，轻度眩晕 1 例，1 例

于术后 28 个月复发。无手术死亡。 

结论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治愈率高， 

创伤少。术中面神经根部的显露、责任血管

的识别和防止小脑及脑干损伤、Teflon 棉絮

的放置等是确保疗效的关键，术中实时脑干

听觉诱发电位监测，能有效防止听力障碍等

并发症的发生。 

 
 
PO-1811 

发作间期弥散加权成像的对颞叶癫痫患者术

后疗效的预测能力 
 

袁绍纪 孙希炎 袁绍纪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探讨发作间期弥散加权成像的对颞叶癫

痫患者术后疗效的预测能力。 

方法  27 例准备手术的难治性颞叶癫痫患者及

19 例健康对照者行常规视频 EEG 监测及发

作间期 MRI 和 DWI 检查。测量并分析颞叶癫

痫患者及对照组双侧海马的 ADC 值并与术后

切除的脑组织病理结果相对照。 

结果  颞叶癫痫患者手术侧海马的 ADC 值显

著高于对侧及健康对照者的同侧海马。利用

右／左侧海马 ADC 比值定侧与手术侧一致的

患者为 21 例(77．8％)，不一致者为 6 例（2

2.2﹪)，二者术后疗效没有显著性差异(P>

0．05)。 

结论  海马右／左侧 ADC 比值对颞叶癫痫患

者术后癫痫控制情况的预测能力欠佳。 

 
 
PO-1812 

成人脑积水术后脑室-腹腔分流管连接中断的

处理策略 （病例报道附文献复习） 
 

吴建东 

江苏省苏州市立医院 215002 

 

目的  探讨成人脑积水术后脑室-腹腔分流管连 

接中断的原因及处理策略。 

方法  回顾分析 2 例成人脑积水术后分流管断

裂的病例，结合文献分析分流管系统连接中

断的相关因素，并且试着找出针对分流管连

接中断的相应随访、预防及处理策略。 

结论  成人脑室-腹腔分流管连接中断发生率很

低，但可导致严重的并发症，与生长发育、

颈部活动、宿主反应、分流管系统退化、手

术操作、外伤等因素相关，通过 X 片、CT 重

建、放射性核素以及手术探查等方式明确断

管位置并及时采取相应处理策略，保证病人

长期康复质量。 

 
 
PO-1813 

抗凝治疗期间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的围

手术期处理 （病例报道附文献复习） 
 

吴建东 王剑刃 钱苏荣 林荔青 林泽西 

苏州市立医院 215008 

 

目的  探讨人工心脏瓣膜置换术后的患者行脑

部手术时围手术期停用华法林后使用低分子

肝素抗凝的安全性。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人工心脏瓣膜置换术后的

患者需要行脑部手术的围手术期处理，该例

为三叉神经痛患者，术前 3 天停用华法林，

术后术后 36 小时恢复华法林口服，术前凝血

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率（INR）>2.3 时使

用维生素 k1 对抗华法林终止抗凝。 

结果  该例患者安全度过围手术期，术中、术

后未见颅内出血，也无瓣膜血栓形成。 

结论  人工心脏瓣膜置换术后的患者行脑部手

术时围手术期停用华法林后使用低分子肝素

抗凝是一种安全的方法，未增加出血的风

险，降低了瓣膜血栓形成的风险，使患者安

全度过围手术期。 

 
 
PO-1814 

一种具有可复制性的难治性颞叶癫痫大鼠模

型的建立方法 
 

朱庆伟 1 邓志锋 1 徐继文 2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目的 本研究拟在经典颞叶癫痫大鼠模型基础

上优化方案，用苯巴比妥钠诱导建立耐药难

治性癫痫模型，从而为研究难治性癫痫发病

机理和治疗提供基础。 

方法 1.皮层脑电图记录电极安放:雄性 Wi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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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 30 只，体重约 220g。立体定向仪辅助

下安置电极于颅骨前囟后 2mm, 左右旁开 3m

m;后囟前 2mm, 左右旁开 3mm; 硬膜下 0mm,

 参考电极位于枕骨近中线。2.建立颞叶癫痫

模型：腹腔注射氯化锂 3mmol/kg(浓度为 1m

ol/L)，18h 后腹腔注射匹鲁卡品 30mg/kg (浓

度为 10g/L)，注射匹鲁卡品前 30min 皮下注

射东莨菪碱 1mg/kg(浓度为 0.5g/L)。按 Raci

ne 标准观察行为学,连续三次达到 3 级以上痫

性发作视为点燃成功。1h 后未成功点燃者追

加匹鲁卡品 10mg/kg, 行为学观察 30min; 匹

鲁卡品可追加 3 次，点燃失败者剔除，成功

者在急性癫痫持续状态达到 60min 时用地西

泮 20mg/kg 终止。利用 24h 视频脑电图监测

系统记录行为学及脑电图，成功进入癫痫自

发发作期大鼠即为颞叶癫痫大鼠。3.诱导耐药

难治性癫痫模型：大鼠进入癫痫自发发作期 2

周后，腹腔注射苯巴比妥钠, 第 1 天 25mg/kg,

10h 后追加 15mg/kg; 第 2-14 天 15mg/kg, 2

次/天;使苯巴比妥钠达到最大有效血药浓度。

比较苯巴比妥钠注射前一周和结束后一周内

痫性发作次数,筛选出发作次数没有统计学差

异, 且发作时脑电图以高频快波(尖波、棘波) 

或低频慢波(尖慢波、棘慢波)为主的大鼠作为

成功建模者。  

结果 1. 行为学结果：大鼠注射匹鲁卡品约 15

min 出现咀嚼点头、 “湿狗样”抖动; 约 30min

出现单肢或双前肢抬起阵挛、旋转跌倒, 甚至

全身强直阵挛状态。28 只大鼠进入急性癫痫

持续状态，点燃成功率 93.3%（28/30 只）。

2. 脑电图指标：大鼠痫性发作潜伏期 9.4±2.9

天，自发发作期内痫性发作呈现特殊周期

性，痫性发作次数 3.2±0.2 次/天,每次痫性发

作持续时间 39.7±1.6s。20 只大鼠进入癫痫

自发发作期，颞叶癫痫建模成功率为 71.4%

(20/28 只)。经过两周苯巴比妥钠诱导后，筛

选出 6 只符合标准的耐药难治性癫痫大鼠，

耐药率 30.0%（6/20 只）。 

结论 本研究成功建立耐药难治性癫痫大鼠模

型，建模过程简单、观察指标明确、可复制

性高。 

 
 
PO-1815 

“D”字形骨窗在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

的临床应用 
 

吕学明 袁绍纪 张荣伟 李际文 牛立健 陈援朝 吕福林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探讨微血管减压（MVD）术治疗三叉神

经痛术中，采用“D”字形骨窗特点分析及作

用。  

方法  76 例枕下乙状窦后入路 MVD 术中，采

用“ D”字形骨窗，即一端暴露出横窦与乙状窦

交界处，另一端到达枕骨大孔缘上（颈静脉

孔球边缘）。外侧暴露出乙状窦外缘或到乳

突气房暴露，以此形成“D”字形骨窗。“D”形骨

窗两端的位置最为重要，是术中有效探查桥

小脑角区与后组颅神经的重要解剖标准点。

以“D”两端为基准，弧形切开硬脑膜，并术后

原位缝合。  

结果  76 例行 MVD 术中根据“D”形骨窗两端 

的硬脑膜切口端分别探查三叉神经、面神经

“敏感区”及血管的关系，同时探查后组颅神

经，锐性分离粘连在神经上的蛛网膜，72 例

发现并移开压迫神经的血管，在神经与血管

之间置入减压材料，4 例探查后组颅神经过程

中发现压迫舌咽神经“敏感区”的血管，实施减

压，术后止痛。关颅后，根据“D”形骨窗外形

进行颅骨修补。  

结论  枕下乙状窦后入路 MVD 术式中，“ D”

字形骨窗，与圆形骨窗或三角形骨窗相比，

更讲求对骨窗下缘的要求，更能有效的释放

脑脊液。“D”字形骨窗更适合探查后组颅神

经，避免因遗漏压迫舌咽神经的血管，而术

后仍然疼痛者。D”字形骨窗能更好显露术

野，是成功实施 MVD 术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步

骤。 

 
 
PO-1816 

3D-TOF-MRA 联合三维重建虚拟影像在微血

管减压术中的应用研究 
 

孙希炎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探讨 3D-TOF-MRA 及其三维重建虚拟

影像评价颅神经与相邻血管关系的能力，以

及其手术指导意义。 

方法  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病人数为 65，

对其脑池段三叉神经、面神经术前行 3.0T 三

维时间飞跃法磁共振脑血管造影（3D-TOF-M

RA），并将影像资料导入美国 Merge Health

care 公司的 E-film 工作站进行后处理，观察

并评价所得影像，并与术中探查结果进行对

照，评价 3D-TOF-MRA 结合三维重建虚拟影

像在术前评估颅神经与周围血管关系的能

力，以及对手术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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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以颅神经微血管减压术（MVD）的术中

探查所见为金标准，65 例三叉神经痛及面肌

痉挛病人中，1 例颅神经无血管压迫，为蛛网

膜严重粘连引起，64 例存在颅神经血管压迫

关系，3D-TOF-MRA 联合多平面重建及三维

立体重建显示其中 60 例，4 例未显示，综合

敏感性为 93.8%，特异性 100%，准确性 93.

9%，假阳性 0%，假阴性 6.2%；3D-TOF-M

RA 显示与 MVD 手术证实责任血管有一定的

一致性（一致性检验 K=0.32，P＜0.05）。

将病人患侧与对侧的 3D-TOF 表现行对照研

究显示病人患侧与对侧的 3D-TOF 所见责任

血管的差别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earson 卡

方=45.622,P＜0.05）。将术前 MRI 与术后随

访关系进行比较可见 3D-TOF 阳性与阴性病

人的预后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earson

卡方=11.415，P＜0.05）。  

结论  3D-TOF-MRA 联合三维重建影像可提

高三叉神经痛及面肌痉挛病人责任血管的检

出能力，对手术的制定有指导意义。影像学

表现可做 MVD 手术进行的重要参考，但仍需

对照临床。3D-TOF 及重建影像显示阳性或阴

性对判断手术效果与病人的预后提供了一定

的依据。 

 
 
PO-1817 

伽玛刀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疗效 108 例

分析 
 

林于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分析和评价伽玛刀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

痛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对本院治疗的 108 例原发性

三叉神经痛病人的病例资料。本组病人治疗

时采用 MRI 定位,以患侧三叉神经根为靶点,选

用 4 mm 准直器治疗,中心剂量为 70～90 G

y 伽玛刀治疗。 

结果 随访 4～100 个月,疼痛完全缓解 74 例,

疼痛大部分缓解 17 例  ,疼痛部分缓解 10

例, 疼痛无缓解 7 例,其中 3 例疼痛完全缓解后

复发 ,2 例再次经伽玛刀治疗后疼痛完全缓

解。1 例发生患侧面部麻木。 

结论  伽玛刀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创伤

小、并发症少、疗效好,复发后再次行伽玛刀

治疗疼痛仍可缓解。  

 
 

PO-1818 

大脑半球切除术治疗伴半球病损的难治性癫

痫 
 

卢明巍 胡尚伟 谢丽媛 祝新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通过大脑半球切除术治疗伴随大脑半球

病损的药物难治性癫痫。 

方法  患者 2 例，女，16-17 岁，病史 14-15

年。例 1 在 1 岁时头部外伤致右侧大脑半球

广泛出血，以后遗留癫痫，发作表现为意识

丧失，左侧肢体强直→双上肢强直→GTCS。

近年来每天发作 10 余次。例 2 在 1 岁时发热

出现左嘴角及左侧肢体抽搐，以后经常发

作。2014 年后发作 6-7 次/月，发作时意识清

醒，左上肢强直→左侧肢体强直阵挛。2 例患

者左侧肢体肌力 4 级，左侧肢体肌肉萎缩，

左手呈爪形，精细动作丧失。EEG：双侧半

球均见癫痫样放电，患侧见独立的癫痫放

电，而对侧癫痫样放电均与患侧放电同步；M

RI：例 1 右侧大脑半球广泛脑软化；例 2 右

侧巨大脑室穿通畸形；fMRI：活动患侧时对

侧被激活；活动对侧上肢时双侧被激活；活

动对侧下肢时对侧被激活。WADA 试验：平

卧，双上肢上举并数数；患侧颈内动脉快速

静推异丙酚 10mg，意识清醒，未出现肢体跌

落，语言正常；对侧颈内动脉推注异丙酚，

意识丧失，双上肢同时跌落，语言停止。 

手术方法：2 例患者均行患侧大脑半球解剖切

除术，保留患侧基底节。 

结果  患者术后智力、语言及肢体活动均与术

前无变化。癫痫发作消失（Engle 1 级）。例

1 术后服得理多 200mg，2 次/日；例 2 术后

服奥卡西平 300mg，2 次/日。 

结论  大脑半球切除术适用于癫痫放电起源于

患侧半球，病变对侧肢体精细动作丧失同时

智商在 60 以上的患者。EEG 左半球棘慢波

均与右侧同步出现，提示左半球棘慢波为右

侧传导所致。对伴有半球病损的难治性癫痫

行半球切除术，最好在以下条件下施行：1、

患者起病于婴幼儿时期，患者在发育的过程

中健侧的大脑半球可以代偿患侧半球的大部

分功能；2、对侧上肢精细运动丧失，呈爪形

手；3、MRI 见一侧半球大面积病损；3、脑

电图提示一侧起源的癫痫样放电；4、Wada

试验为判断大脑半球功能是否转移的金标

准，只有证实一侧大脑半球的功能完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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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对侧之后，才能进行大脑半球切除术。fMR

I 对判断大脑半球的功能转移也有重要作用。 

 
 
PO-1819 

术前神经血管三维重建技术在微血管减压术

治疗面肌痉挛中的应用 
 

郑小斌 康德智 余良宏 林元相 林章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0 

 

背景 面听神经复合体桥小脑脚池段与周围血

管位置关系紧密且复杂，血管压迫面神经是

造成的面肌痉挛主要原因。责任血管的判定

是微血管减压术（MVD）治疗面肌痉挛的关

键，术前责任血管与神经血管压迫点的预

判，有助于制定手术探查路径及血管减压策

略，提高锁孔入路 MVD 手术效率，降低术中

反复探查带来神经损伤及血管破裂的风险。

本研究，利用影像学三维重建技术，重建桥

小脑角池段面听神经与周围血管的位置关

系，术前评估神经血管压迫点，指导 MVD 手

术治疗面肌痉挛。 

方法 14 例面肌痉挛患者术前接受 3D-TOF-M

RA、3D-FIESTA 及 DTI 磁共振序列检查，将

原始数据以 DICOM 格式导入 Brainlab iPlan 

3.0 工作站进行图像融合，以 3D-TOF-MRA

为数据源进行血管重建，重建阈值以能清晰

显示小脑后下动脉、小脑前下动脉、椎动

脉、基底动脉及小脑上动脉为宜。以 DTI 序

列为数据源，采用面听神经 REZ 区及内听道

为两个 ROI 进行面神经重建。于 3D-FEISTA

序列上定点标记面听神经周围血管并排除静

脉压迫。于 3D-TOF-MRA 序列上显示经 3D-

FIESTA 序列标记的血管，明确血管来源。经

工作站 3D 立体成像显示三维重建后面神经、

血管融合成像结果，采用局部放大，进行多

角度旋转方式观察血管与面神经位置关系，

明确责任血管及神经压迫点。根据术前预判

结果，制定 MVD 手术探查路径及血管减压策

略，以术中神经血管压迹位置结合电生理侧

方扩散诱发电位监测明确责任血管，并统计

血管压迫点位置。 

结果 14 例患者术中全部探查发现责任血管，

其中 13 例术前预判责任血管与术中探查结果

一致，另 1 例术前责任血管阴性患者术中探

查明确为静脉压迫。责任血管中，小脑前下

动脉 6 例，小脑后下动脉 5 例，椎动脉 1

例，椎动脉联合小脑后下动脉 1 例，1 例为岩

下窦属支静脉。血管压迫点 9 例位于 REZ 区

与桥池段前 1/3 出，4 例位于桥池段中 1/3

处，1 例位于中后 1/3 处。1 例术中出现岩下

窦静脉属支破裂予止血纱压迫止血，无术后

听力显著下降病例。 

结论 运用神经血管三维重建技术能够显微直

视下辅助术前责任血管及神经血管压迫点评

判，辅助 MVD 术前制定术中责任血管探查路

径及减压策略，可能有助于减少术中血管损

伤出血及术后听力下降等并发症发生率。 

 
 
PO-1820 

不同岩静脉分型在三叉神经显微血管减压术

中的保护策略 
 

陈维涛 梁维邦 徐武 韦永祥 陆天宇 姜成荣 

南京市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提出岩静脉的外科手术分型,探讨根据不

同分型在三叉神经显微血管减压手术中岩静

脉的保护策略,提高手术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659 例行三叉神经显微

血管减压术治疗的临床资料。根据岩静脉和

三叉神经位置关系及其数量，将岩静脉分为 3

型，（根据术中探查所见，结合文献参考，

我们术中将岩静脉分为 4 型：1 型：单一或多

条岩静脉在小脑表面回流到岩上窦，此种情

况在显露初期就有破裂风险。2 型：单一或多

条岩静脉引流小脑或脑干的血液后在接近 Me

ckel 囊处汇入岩上窦和乙状窦交界区。  3

型：单条或多条岩静脉覆盖三叉神经根表

面，直视下难以观察三叉神经。）评价其对

显露和减压过程的影响，结合手术实践，分

析其对手术难度及其安全性的影响，根据 3

型不同情况，总结岩静脉保护方法，尽力在

手术中保护岩静脉，对于减少手术并发症有

重要意义。 

结果 显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等是

安全有效的方法，很多情况下，岩静脉会对

三叉神经显露造成困难，通过改变开放 CPA

蛛网膜的范围和显微镜的投射角视角，多数

情况下可满意显露三叉神经根的全长，提高

手术有效率。本组早期病例中 21 例行岩静脉

切断，2 例发生小脑梗塞，1 例死亡。 

结论 岩静脉保护在显微血管减压术中的意义

非常重要，根据岩静脉的分型，提高岩静脉

保护率，可明显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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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21 

癫痫灶切除手术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的回顾

性分析 
 

遇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探讨切除性手术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患

者的临床特点与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 2001 年

4 月-2014 年 12 月间进行切除性手术治疗的

儿童难治性癫痫患者的病例资料，统计分析 

儿童癫痫外科治疗的临床特点与手术疗效。  

结果  本研究入组患儿 620 例，分 3 个年龄

组：低龄组（0-7 岁）132 例，学龄组（8-12

岁）171 例和青春期组（13-18 岁）317 例。

620 例中，MRI 定位阴性表现 169 例 ( 27.3%

 )，进行颅内电极长程监测的 280 例（45.

2%）；诊断为颞叶癫痫 160 例（25.8%），

非颞叶癫痫 415 例（66.9%），半球性病损

引发癫痫 45 例（7.3%）；在不同年龄组中，

各类型所占比例有显著差异（p=0.002）。术

后平均随访 1.6±1.1 年，409 例（66.0%）患

者手术后发作消失，其中 MRI 阳性组中 71.

2%发作消失，阴性组中 52.1%发作消失；颞

叶癫痫组中 75.0%发作消失，非颞叶癫痫组

中 60.1%发作消失，半球性病损的病例中 86.

7%发作消失。病理结果显示局灶性皮层发育

不良 213 例（34.4%），肿瘤性病变 56 例

（9.0%），结节性硬化 31 例（5.0%），海

马硬化 97 例（15.6%，包括 39 例海马硬化

伴局灶性皮层发育不良的双重病理），其他

病变 223 例（36.0%）。  

结论  癫痫灶切除手术是儿童难治性癫痫患者

的一项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不同年龄组的

特点是存在差异的。  

 
 
PO-1822 

术中磁共振导航显微外科手术治疗颞叶内侧

型癫痫 
 

王增光 张建宁 杨卫东 陈旨娟 岳树源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在药物难治性癫痫中，颞叶癫痫是最常

见的一种类型，约占所有难治性癫痫的 50%

左右。颞叶癫痫多由海马、杏仁核等颞叶内

侧结构病变所致，因此临床上以颞叶内侧型

癫痫更为常见。临床经验表明，根治性切除

颞叶内侧结构可控制 90%患者的癫痫发作，

而手术成功的关键在于致痫灶的精确切除，

同时防止造成神经功能障碍。本研究旨在探

讨术中磁共振影像神经导航系统指导显微外

科手术治疗颞叶内侧型癫痫的应用价值。  

方法  56 例患者均在我院癫痫诊疗中心诊断为

单侧颞叶内侧型癫痫，进行正规系统的抗癫

痫药物治疗 2 年以上，发作仍不能控制，频

率在每月 4 次以上。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间采用术中磁共振影像实时神经导航

辅助，结合术中脑电图监测，行显微外科手

术切除前内侧颞叶、海马及杏仁核。术中磁

共振扫描若发现仍有内侧结构病变或海马残

余，则在导航指导下行显微操作进一步切

除，适时重复扫描，直至核磁影像证实达到

术前计划的切除范围。  

结果  56 例患者术后复查核磁均显示前内侧颞

叶切除满意，病理证实内侧结构萎缩或硬

化；本组患者均于关颅前及术后 7～14d 行磁

共振检查，结果显示患侧前内侧颞叶及海

马、杏仁核等均切除满意，未出现术区出

血、严重脑水肿等不良后果。本组患者随访 1

2 个月以上，癫痫发作完全消失者(Engel I 级)

43 例(76.8％)，癫痫发作极少者(EngelⅡ级)1

1 例(19.6％)，癫痫发作有手术价值的减少者

(Engel Ⅲ级)2 例(3.6％)。患者均未出现严重

的手术并发症，神经功能保持良好。  

结论  应用术中磁共振导航下显微外科手术治

疗颞叶内侧型癫痫，既能彻底切除致痫灶，

又能有效地保留神经功能，大大提高了手术

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很好的体现了显微神经

外科的先进理念，改善了癫痫患者的生存质

量。 

   
 
PO-1823 

运用 PDCA 降低病房护理文书缺陷率 
 

曹峰 张天愉 吴明琴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运用 PDCA 循环程序降低病房护理

文书缺陷率中的有效方法，提高护理文书质

量；把遗留问题转入下一个循环中去解决，

对提高护理文书质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方法  成立护理文书质控小组委员会，应用 P

DCA 的四个阶段、八大步骤，根据病历书写

规范要求，选取南京脑科医院癫痫中心 2015

年 11 月 2 日-2016 年 2 月 29 日 400 份运行

护理文书单面记录进行现状把握、目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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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解析、找出主要因素及拟定对策等

活动。比较 PDCA 前后单种护理文书单面缺

陷率。 

结果  运用 PDCA 后，单种护理文书单面缺陷

率降低，由改善前的缺陷率 21%降低到改善

后的 5%，目标达成率 106%，进步率 16%，

差异有统计`意义（p＜0.05）。 

结论  正确运用 PDCA 质量持续改进能有效降

低护理文书缺陷率，提高护士团队意识，从

而提高护理文书质量。 

讨论  1.PDCA 循环是个大环套小环，一环扣

一环的制约环，必须保证 PDCA 四个阶段是

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计划而不实施等于没

有计划；只实施而不检查，难以知道实施的

好坏优劣；只检查部总结，双方不相互反馈

信息，管理质量也无法提高。每一个循环结

束，就会使工作向前迈向一个台阶。自我区

开业以来（江苏省首家癫痫中心）近大半年

时间，我们应用 PDCA 原理，对护理文书质

量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使我区护理文书

书写标准规范，检查标准统一，达到同质化

护理文书管理。2.对于我科属于新开病区，缺

乏专业的病历质控员，成立了护理文书质控

小组。给大家系统培训，并组织全区护士理

论考核。让大家不但心理上重视，而且积极

主动加强专科知识学习，从而更好书写护理

文书打下坚实的基础。3.为了更好的持续质量

跟踪，制定组长和周末节假日主班三单（医

嘱单、体温单、监测单）、一记录（护理记

录）质控查检表，规定每天先责任护士自

查，组长每天检查，护士长不定期抽查。实

行了病区三级病历质控。4.护理文书记录是护

士的必备技能，同时它也是重要的法律依

据。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维权意识也逐渐

增强，参与护理治疗的意念也被人们重视。

不规范的护理文书有可能成为医疗纠纷的导

火索。真实告知病人相关信息，也是保护护

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减少医疗纠纷，不但提

高患者满意度、全面提高护理服务质量，而

且使护士工作更加规范化。 

 
 
PO-1824 

立体定向下颅内多发金属异物的处理 
 

董志强 李强 李峤 王小强 杨强 张新定 潘亚文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本文就我科治疗的一例颅内多发金属异

物病例进行个案报道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

习，探讨立体定向下颅内多发金属异物的处

理策略。 

方法 一位颅面部及左肩多发金属异物的 63 岁

农妇送到我院急诊科，外院影像资料显示颅

内及颌面部 7 枚金属弹丸。经过耳鼻喉科，

口腔颌面外科会诊，完善术前准备后由我科

行立体定向下多发颅内金属异物摘除术。 

结果 颅内多发金属异物顺利取出，患者康复

良好。 

结论 采用立体定向精准定位，安全取出颅内

深部多发金属异物是处理此类患者的最佳选

择。 

 
 
PO-1825 

伽玛刀照射致恒河猴视神经放射性损伤急性

期蛋白表达谱研究 
 

陈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 610041 

 

目的 放射性视神经病变（RION）是立体定向

放射治疗后的一种严重并发症，本实验通过

比较恒河猴视神经放射性损伤急性期蛋白表

达谱的改变情况，研究放射性视神经损伤的

早期病理发生机制。 

材料和方法 选取 6-8 周岁健康恒河猴 3 只，

用伽玛刀照射这 3 只恒河猴的左侧框内段视

神经，未照射侧视神经作为对照组。照射方

案为单次照射，边缘剂量 15Gy，50%等剂量

曲线。伽玛刀照射后 72 小时，在全麻下取出

3 只恒河猴的 6 个眶内段视神经并立即放入液

氮中保存。所取的 6 个眶内段视神经标本进

行非标记蛋白质组分析，通过对比得到照射

侧与对照侧的蛋白质表达差异。将差异表达

的蛋白质信息与人蛋白质组信息进行相似性

对比，得到对应的人同源蛋白质信息，再根

据人的蛋白质功能信息进行差异蛋白的功能

分析。 

结果 通过照射侧和对照侧对比，共有 41 种蛋

白达到差异表达的标准（蛋白表达差异>2

倍，p<0.05 或者该蛋白只在单侧表达）。在

差异表达的蛋白中，照射侧视神经中有 7 个

蛋白显著低表达（表达差异>2 倍，p<0.0

5）；有 18 种蛋白只在对照侧表达；有 16 种

蛋白只在照射侧表达。 

结论 本实验证明边缘剂量 15Gy，50%等剂

量曲线的单次伽玛刀照射可以导致恒河猴眶

内段视神经在照射后早期（72 小时）即发生

明显的蛋白表达改变。基于高分辨率 L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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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的非标记蛋白质组分析方法可以用于检测

RION 早期的蛋白质表达改变。伽玛刀照射后

72 小时，照射侧视神经中的细胞原有的正常

功能受损，细胞对周围蛋白的胞饮和内吞作

用明显下降，同时出现明显的免疫反应和炎

症反应，细胞的增殖能力下降，能量代谢增

加，基因转录翻译得到加强，处于应激状

态。 

 
 
PO-1826 

低级别肿瘤/良性病灶相关性颞叶癫痫的多模

态术前评估和外科治疗 
 

冯睿 胡杰 吴劲松 郎黎琴 孙兵 姜时泽 潘力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10281949 

 

目的 低级别肿瘤/良性病灶(Low Grade Tumo

r/Benign Lesion, LGT/BL)是难治性颞叶癫痫

(TLE)的常见病因。致痫性 LGT 最多见的为

WHO I 级胶质瘤，BL 则为海绵状血管瘤等非

肿瘤性病灶。LGT/BL 相关性 TLE（LGT/BL-

TLE）经正规术前评估和外科手术，癫痫缓解

率一般较高。然而，对于此类癫痫，术前评

估的重要性常被忽视，治疗方式也常有争

议，值得探讨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08 至 2014 年在我科功能

组接受多模态术前评估[除视频脑电图、发作

症状学评估及 MRI 外，部分病例还接受了 PE

T 检查和 256 导联高密度脑电源定位评估(dE

SI)]及切除性手术治疗的 LGT/BL-TLE 病例。

外科术式被分为两类：局限性切除术（病灶

切除术+病灶周围少量受侵脑组织切除）和扩

大切除术。经随访后，利用 Engel 分级评价

手术疗效、总结术前评估方法。 

结果 共纳入 60 例符合条件的病例，手术均达

LGT/BL 肉眼全切。术后随访时间 7 至 89

月。总体预后：Engel I 级 86.7%，I+II 级 93.

3%。根据术式分类：28 例局限性切除，I 级

82.1%，I+II 级 92.9%；32 例扩大切除，I 级

84.4%，I+II 级 93.8%。9 例颞叶内侧 TLE 和

19 例颞叶外侧 TLE 接受了局限性切除术，I

级 88.9% VS 78.9%，I+II 级 100% VS 89.

5%。在所有病例中，不同术式的预后无显著

差异；在病灶切除术式中，颞叶内、外侧 TL

E 的预后亦无显著差异(p>0.05)。36.4%患者

的 PET 结果提示 LGT/BL 附近局限性低代

谢，68.2%的 dESI 结果提示致痫区在 LGT/B

L 附近。 

结论 治疗 LGT/BL-TLE，需尽可能确保 LGT/

BL 被全切除。对于边界清楚的 LGT/BL，结

合术前综合评估结果可以考虑局限性切除；

边界不清，则适合扩大切除。两种术式的外

科疗效相近；选择局限性切除术式的颞叶

内、外侧 LGT/BL-TLE 预后无显著差异。为

最大程度保护患者的认知功能，在确保全切 L

GT/BL 的前提下，局限性切除术值得推崇。

术前综合评估对术式的确定十分重要，MRI

对于 LGT/BL 的边界判断起到重要作用；视

频脑电图、发作症状学及 PET 主要起到定

性、定侧及脑叶水平的定位作用；dESI 可同

时显示 LGT/BL 和致痫区，对此类癫痫的术

前评估和术式的选择可能有较大价值。 

 
 
PO-1827 

立体定向脑电技术精准定位局灶性皮层发育

不良所致癫痫的致痫灶 
 

刘长青 关宇光 栾国明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目的 回顾性分析立体定向脑电（Stereotacti

c Electroencephalography，SEEG）确定致

痫灶后行切除性手术治疗的局灶性皮层发育

不良所致难治性症状性癫痫患者的临床资料

和手术效果，评价 SEEG 在定位癫痫灶中的

作用。 

方法 以 2012 年-2014 年在三博脑科医院行 S

EEG 定位癫痫灶后行切除性手术治疗的 15

例难治性癫痫患者的临床资料（起病年龄、

手术年龄、病程、既往史、发作类型、药物

治疗情况、影像学表现、手术方式、SEEG

异常区域、术后病理以及术后癫痫缓解情

况），评价 SEEG 异常区域切除后患者的癫

痫缓解情况。 

结果 男性 10 例，女性 5 例，手术时年龄 4

岁至 14 岁，起病年龄 20 天至 11 岁，癫痫病

程 2 年至 11 年，4 例患者具有幼年期癫痫危

险病史；患者均出现复杂部分性发作，9 名出

现继发性全面性发作，均同时服用超过 2 种

以上抗癫痫药物。2 名患者术前 MRI 呈阴

性，4 名呈明显异常，9 名呈局灶性轻微异

常。术前视频脑电图检查均较弥散而难以提

供准确的定位。SEEG 确定的致痫灶 5 例位

于额叶，2 例位于颞叶，1 例位于中央区，1

例位于岛叶，5 例为多灶性，1 例涉及多脑

区。患者均切除 SEEG 提示的异常区域，术

后随访 10 个月-36 个月，平均 18 个月。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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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 FCD I 型 3 例，FCD II 型 8 例，FCD II

型伴节细胞胶质瘤 1 例，FCDⅢ型 3 例。截

至最后一次随访，EngelI 级 10 例，2 级 3

例，3 级 1 例，Engel 4 级 1 例。 

结论 SEEG 是难治性症状性癫痫患者术前评

估的重要手段，能提供准确的癫痫灶定位并

精准切除。 

 
 
PO-1828 

疗效分析 56 例颅内海绵状血管瘤伴癫痫手术 
 

侯智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400037 

 

目的 探讨颅内海绵状血管瘤伴癫痫的手术疗 

效。 

方法 回顾研究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期

间 56 例颅内海绵状血管瘤导致癫痫发作的患

者，根据患者病史、动态-视频脑电图、影像

学、功能区评估特点按照癫痫手术切除方式

治疗，根据 Engel 评分，评价手术疗效  

结果 13 例患者术后早期出现发热、头痛并发

症，3 例早期轻偏瘫，均无远期并发症和后遗

症发生。术后随访 1~3 年，43 例患者 Engel

评分 I 级，11 例评分 II 级，2 例 III 级。 

结论 颅内海绵状血管瘤伴有癫痫患者按照癫

痫外科手术方式均可达到明显的发作控制效

果。 

 
 
PO-1829 

立体定向注射转录因子基因改善阿尔茨海默

病小鼠神经认知功能的实验研究 
 

陈品 王存祖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

是一种发生于老年前期或老年期的中枢神经

系统退行性病变，主要以进行性的记忆认知

功能障碍、人格性格改变为特征。迄今为止

AD 的发病原因以及发病机制仍未明确。大量

研究证据证实进行性神经元脱失和脑内神经

炎症在 AD 病理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目前，

临床上仍然缺乏治疗 AD 的有效手段。近年

来，伴随着分子生物学以及医学生物工程的

高速发展，基因治疗为人类防治 AD 带来了希

望。 

方法  本实验采用 Aβ1-42 双侧海马直接注射

建立 AD 动物模型，通过立体定向注射慢病毒

介导的三种转录因子组合(Ascl1-Brn2-Pax6,A

BP)进行干预治疗。通过水迷宫实验观察各组

小鼠学习记忆能力的改变，利用组织蛋白芯

片筛选各组实验小鼠海马组织中蛋白表达水

平变化，探讨 AD 小鼠学习记忆能力下降的原

因以及治疗过程中可能的蛋白水平机制。 

结果  水迷宫实验结果显示，慢病毒介导三种

转录因子 ABP 治疗可明显缩短实验小鼠逃避

潜伏期，增加其目标象限游泳时间以及穿越

实验平台的次数，改善 Aβ1-42 诱导的 AD 小

鼠空间辨别学习记忆障碍。同时蛋白芯片结

果显示，慢病毒介导的 ABP 基因治疗后小鼠

海马组织中一些蛋白表达水平发生显著性改

变。其中大部分蛋白质为神经再生、神经营

养作用相关功能蛋白以及一些炎症相关蛋白

因子；在这些差异表达的蛋白因子中，有 10

种（VEGF, FGF2, IL-3, HGF, IL-4,IL-5, SDF

-1α, TIMP-1, TIMP-2,Chordin）表达水平明

显升高达；有 4 种蛋白因子（CD40, TNFα, I

L-17,CD27 Ligand）表达明显降低。 

结论  总之，通过双侧海马内立体定向注射三

种转录因子 ABP 治疗后可明显改善 AD 小鼠

的学习记忆能力，且其治疗作用可能与其保

护海马神经元、促进神经元再生以及抗神经

炎症等机制相关。 

 
 
PO-1830 

帕金森病丘脑底核神经元放电频率及振荡活

动改变与运动症状进展相关 
 

文毅 庄平 张宇清 李建宇 胡永生 李勇杰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 100053 

 

目的 探讨 PD 患者丘脑底核（STN）神经元

放电频率增高及振荡活动比例的增加是否与

PD 运动症状进展相关，为临床治疗提供依

据。  

方法 21 例 PD 患者行脑深部电刺激术（DB

S），刺激靶点均为 STN。患者在术前分别

在药物“关”和“开”状态下进行 UPDRS 第三部

分运动评分，依据患者 UPDRS III (20-26

项，总分：28)单侧肢体评分<15 分界定为轻

侧组，单侧肢体评分>15 分则界定为重侧

组。患者在行 STN-DBS 术时采集靶点神经元

放电活动和对侧肢体肌电活动。应用单细胞

分析探讨神经元放电频率和峰间隔变异系

数，应用功率谱分析探讨神经元振荡活动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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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 31 个 STN 中发现 151 个神经元，轻

侧组细胞数 54 个(STN: 11)，重侧组 97 个

（STN:20),分析发现轻侧组神经元平均放电

频率为 46.4±13.1Hz，重侧组神经元平均放

电频率为 59.9±17.1Hz，轻侧组放电频率低

于重侧组(P=0.001）,两组峰间隔变异系数(C

V)无统计学差异(P>0.5)。功率谱分析发现：

轻侧组 STN 伴有振荡活动神经元为 37.0%

（n=20），其中伴有震颤节律（4-6 Hz）为

22.0%（n=12）,伴有 β 节律（8-30 Hz）为 1

4.8%（n=8）；重侧组 STN 伴有振荡活动神

经元为 56.7%（n=55），其中伴有震颤节律

（4-6 Hz）占 26.8%（n=26）,伴有 β 节律

（8-30Hz）占 29.9%（n=29），两组相比，

重侧组 STN β 振荡活动神经元的比例显著高

于轻侧组（29.9% vs14.8%， P<0.05），两

组间伴有震颤节律的振荡活动神经元比例无

统计学意义（22.0% vs.26.8%，P>0.5） 

结论 1）支持 PD 患者基底节病理生理模型假

说，丘脑底核神经元放电频率和振荡活动的

改变参与 PD。2）STN 神经元放电频率增高

和振荡活动比例增加与 PD 运动症状进展相

关。3）对于术后患者神经调控，支持患者症

状重一侧需要调试电压高，轻侧需要电压

低。 

 
 
PO-1831 

颞叶癫痫的手术治疗 
 

靳俊功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颞叶癫痫手术治疗 1 例病例汇报 

患者，女，23 岁，主诉：发作性意识丧失伴

全身强直阵挛 2 年。 现病史：2 年前无明显

诱因出现发作性意识丧失，口部自动症，继

发全身强直阵挛，发作持续约 2-3 分钟后自

行缓解，发作频率为 2-3 次/年。近 1 年患者

病情加重，发作频率增加至 1 次/2-3 月。故

来我院。 查体：生命体征正常，神经系统未

见明显异常。目前口服奥卡西平片 600mg/日

抗癫痫治疗。行左侧海马杏仁核切除术，手

术顺利，恢复良好。  

 
 
PO-1832 

丘脑底核电刺激对帕金森患者自主神经功能

障碍的影响 
 

温超 李强 陈宝友 李建国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

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

00162 
 

目的  探讨丘脑底核电刺激对帕金森氏病患者

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影响。 

方法  纳入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武

警脑科医院帕金森治疗中心行丘脑底核电刺

激术（STN-DBS）的帕金森氏病患者，记录

人口学资料。术前采用帕金森病统一评定量

表第三部分（UPDRS-Ⅲ）、自主神经症状量

表（SCOPA-AUT）前 21 项和 Hoehn-Yahr

（H-Y）分期评测；于开机后 1 天评估运动情

况，术后 3 个月随访评估自主神经症状情

况。 

结果  纳入行 STN-DBS 的患者 46 例，经 

SCOPA-AUT 评分检出自主神经症状发生率

为 100%，流涎、便秘、尿频和尿急为主要的

症状；病程、年龄、UPDRS-Ⅲ评分、H-Y 分

期与 SCOPA-AUT 评分有相关性(P<0.05)，

相关系数分别为 0.296、0.305、0.526、0.60

2；多元回归分析显示病程和 H-Y 分期对评分

有一定强度的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 0.387

和 9.216。术前 SCOPA-AUT 评分为 28.87±

6.61 分，术后 3 个月为 25.83±8.12 分，自主

神经症状有改善(P<0.05)。 

结论  自主神经症状是影响帕金森氏病患者生

活质量的重要方面，发生率高，与病程、住

院年龄、UPDRS-Ⅲ评分和 H-Y 分期密切相

关，病程和 H-Y 分期是独立影响因素；STN-

DBS 不仅能够改善运动症状，对自主神经功

能障碍也有改善效果。 

 
 
PO-1833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高风险因素分

析和手术策略 
 

邹元杰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神经外科 210029 

 

目的  探讨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高

风险因素和相应的手术技巧。 

方法  回顾近 6 年来施行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

压手术难度大的 48 例患者，分析其高风险因

素，总结对应的术中操作的技巧和策略。 

结果 手术的高风险因素：1. 桥小脑池窄：先

天性狭窄；特别是道上结节增大。2. 上桥小

脑角颅神经血管复合体空间内容拥挤：面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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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小脑前下动脉及其分支、岩上静脉及

其属支、三叉神经根、小脑上动脉及其分

支、天幕（自下而上） 3. 桥小脑池蛛网膜增

厚粘连。4 血管因素: 责任血管位于腹前方或

三叉神经根部下方垂直走形压迫；多血管压

迫；粗大岩上静脉及其属支遮挡责任血管；

责任血管为单纯单支或多支静脉。 5. 神经因

素:1） 三叉神经根形态扭曲、移位。2）三叉

神经脑池段短根 6 三叉-心性反射. 

处理方法和手术技巧：1）术前手术者仔细观 

察影像学检查细节（头颅岩斜区薄层 CT 扫

描，头颅 MRA,T2-CISS,3D-TOF MRI）对预

估上述风险因素和制定手术方案有着重要意

义。2）“零牵拉”技术应用：通过脑脊液释

放、蛛网膜充分松解，以吸引器适量牵挡，

达到显露手术区神经血管结构。术中常辅以

调整显微镜光束方向和手术床位置。3）鋭性

分离技术：术中操作强调显微鋭性可视下的

分离，减少钝性分离。4）岩静脉处理：岩静

脉应予以保留，可通过分离其包裹的蛛网

膜，使岩静脉有一定的松解拉伸度。部分患

者采用小脑水平裂入路或天幕岩静脉间隙劈

开岩静脉遮挡。本组 3 例患者考虑有岩静脉

一属支参与压迫，确定为责任血管之一，予

以电凝离断。5）责任血管处理：本组责任血

管为小脑上动脉 32 例，多血管（小脑上动脉

+岩静脉；小脑上动脉+小脑下动脉）9 例，

岩静脉 4 例，无责任血管（神经根被蛛网膜

裹束变形）3 例。6 )  三叉神经根（脑池

段）：脑池段全程探查并松解，重点神经根

入脑干区（REZ）；三叉神经根解剖复位。

保护其运动神经根束。7）术中三叉神经-心性

反射处理：术中出现此反应应暂停手术操

作，减少过度牵拉三叉神经根入脑干区。9） 

手术疗效：疼痛消失 39 例（81.2%）；疼痛

缓解 6 例（12.5%），部分缓解或无效 3 例

（6.2%）。神经功能并发症：患侧面部麻木

4 例，患侧咀嚼力减退 2 例，复视 1 例。 

结论 多种高风险因素加大了微血管减压术治

疗三叉神经痛的难度，术前细致的影像学评

估和手术技巧的应用是取得良好手术疗效的

关键。 

 
 
PO-1834 
The significance of abnormal muscle res
ponse monitoring during microvascular d
ecompression for hemifacial spasm 
 
Zhong Jun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

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In order to ve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R and postoperative results of 
MVD, as well as developing criteria for guidi
ng the surgery, we conducted a retrospectiv
e study in a series of 325 patients who under
went MVD for HFS.  
Methods  332 patients were finally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 retro-mastoid microsurgical 
approach was performed with AMR monitori
ng.  The follow-up period ranged from 11 to 
62 months with an average of 34.1 months.
  Chi-square test and grouped t test were us
ed to asse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tr
aoperative AMR and the clinical outcome.  
Results  Among the 332 cases with a typical
 AMR wave record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ration, the AMR disappeared in 305 patie
nts, AMR <50% in 11 patients, AMR≥50% in 
16 patients. Those with AMR<50% achieved
 a 98.4% of relief at the first postoperative da
y and the final follow-up day, while those wit
h AMR>50% did 18.8% and 25%, respective
ly (P<0.01).  There was no mortality or sever
e complication occurred postoperatively with 
the exception of transient conductive-type he
aring impairment in 3 (0.9%), immediate faci
al weakness in 3 (0.9%), delayed facial weak
ness in 2 (0.6%).  
Conclusions  AMR could be a good tool for 
a successful MVD in patients with HFS.    Pe
rsistence of AMR may imply that the real offe
nding vessel was missed.  When the entire f
acial nerve root was clear off any vessel, a le
ss than 50% of the AMR amplitude remainin
g might be acceptable.  Otherwise, neuroco
mbing is suggested before you finish the ope
ration. 
 
 
PO-1835 

6 例脊髓电刺激术在植物状态患者促醒中的治

疗效果分析 
 

朱君明 蒋鸿杰 张建民 傅伟明 郑喆 郑宇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究脊髓电刺激术在植物状态患者促醒

治疗中的效果，并分析诊治过程中的重要评

价指标。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地分析了 2014 年 8 月至

2016 年 1 月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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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收治的 6 例植物状态患者行脊髓电

刺激术前后的病情变化，采用横断面分析统

计方法重点关注手术方式选择及术后各项意

识相关评价指标。 

结果  6 例患者术前均被诊断为植物状态，其

中 2 例脑出血、3 例脑外伤、1 例淹溺性脑缺

血缺氧，植物状态持续时间均在 1 月以上

（平均 3.83 月）。脊髓电刺激术均定位 C2-

C4 水平，采用美敦力 3998 型号刺激器，15

min 开-15min 关循环模式。术后行头颅 CT

复查，6 例患者均无出血、感染等手术相关并

发症。术后平均随访 14 月，其中 2 例患者

（33.3%，其中 1 例脑出血、1 例脑外伤）出

现 Yamamoto 植物状态神经学症状的改善，

主要表现为自主睁眼、呼之转头及跟随性眼

球移动，其中脑出血患者术后合并有肺炎症

状好转及肠蠕动增加等其他脏器功能改善表 

现。 

结论  脊髓电刺激术是治疗植物状态可行的国

际前沿方法之一，本中心现完成的 6 例植物

状态患者脊髓电刺激术治疗有效率（33.3%）

与国际报道（约 30%）相似，术后主要评价

指标为植物状态神经学症状及肺、胃肠等其

他脏器功能状态。 

 
 
PO-1836 

Vim 及丘脑底区后部 DBS 治疗原发性震颤 1

例 
 

郑喆 朱君明 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Vim 是治疗原发性震颤的首选靶点，但

仍有部分患者存在长期疗效不佳的情况。探

讨单电极双靶点（Vim 及丘脑底区）DBS 治

疗原发性震颤的疗效。 

方法  72 岁女性，病史 10 年，双侧双肢及头

部症状，术前 FTM-TRS（Fahn, Tolosa Mari

n Tremor RatingScale）评分为 78。术前行

T1 轴位的导航序列和 3T 的 T2 像轴位导航序

列 MRI，以 T1 像计算 Vim 核的靶点，靶点

选择 x 为 13-15，y 为后连合前 1/4 前后连合

的距离，z 为前后连合平面。选择冠状缝额中

回皮质为入点，避开脑室、脑沟，至 Vim 核

靶点后再深约 5mm 至红核最大平面，即丘脑

底区后部（PSA），在 T2 像上位于丘脑底核

和红核之间，位于丘脑底核后内侧。经微电

极记录及术中测试良好后植入美敦力 3387 电

极。术后 6 天时复查头 CT 示无气颅。将术后

CT 与术前 MRI 融合。 

结果  出院后 1 个月内随着微毁损效应减退震

颤症状逐渐加重，至 1 个月时震颤较术前稍

好转，但已比较严重。术后测试每个触点的

疗效，最后的参数为右侧电极：2-C+（位于

Vim 核），60us，160Hz，2.0V，左侧电

极：9-C+（位于 PSA），60us，160Hz，2.0

V。左手震颤消失，右手震颤明显减轻，头部

和声音震颤减轻，FTM-TRS 评分为 20，无

副作用。应用双侧最下方的触点（位于 PS

A）震颤均显著减轻，但未停止。电压尚未尝

试 2V 以上，需要进一步的随访和程控。 

结论  目前绝大部分中心仍选择单靶点（Vim-

DBS）治疗原发性震颤，但不算少数的患者

行 Vim-DBS 后仍无法取得长期满意的效果。

PSA 作为治疗原发性震颤的第 2 个靶点，在

控制震颤方面亦有良好的效果，而且副作用

似乎更少，但总体病例数较少。本病例通过

详细的术前规划，预期达到单电极双靶点（Vi

m+PSA）的准确埋置。术后程控采用 Vim/P

SA 的刺激方式，达到医患均满意的疗效。不

仅保证了 Vim-DBS 的疗效，而且在术后程控

上亦提供了更多的刺激触点选择，但关于其

长期疗效及副作用需要更多的相关研究 

 
 
PO-1837 

分次放射外科治疗颅底神经鞘瘤的疗效和安

全性研究 
 

潘隆盛 1 王竞 2 鞠忠建 2 孙璐 1 余新光 1 凌至培 1 曲

宝林 2 

1.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2.解放军总医院放射治疗科 

 

目的  阐明分次放射外科治疗颅底神经鞘瘤的

分次治疗模式、初步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根据颅底神经鞘瘤的肿瘤大小、部位，

和脑干的剂量容积限制，以及控制肿瘤的生

物学有效剂量制定分次放射外科治疗计划，

采用机器人放射外科治疗系统（CyberKnife,

CK）进行治疗。观察 CK 治疗结束病变的缓

解率和局部控制率。比较单次放射外科治疗

与分次放射外科治疗的疗效与毒性反应。疗

效评价参照实体瘤 RECIST 疗效评价标准，

毒性反应评价参照 CTCAE 3.0 标准。 

结果  35 例颅底神经鞘瘤患者中位年龄 52 岁

（范围 21-72）岁，男女比例为 17/18。颅底

神经鞘瘤病变的中位最大径是 2.29cm（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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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m），中位肿瘤容积是 5.62cm3（1.42-27.

5cm3）。采用分次放射外科治疗的中位处方

剂量是 21Gy（12-21Gy），治疗的中位分次

数是 3 次（范围 1-5 次），肿瘤的中位生物

学等效剂量（BED2）是 94.5Gy（60-120G

y）。中位随访 19.1 月（7.0-39.5 月），颅底

神经鞘瘤最大径较疗前明显缩小（1.85 vs 2.8

1cm, P<0.006），肿瘤的局部控制率为 10

0%。单次放射外科治疗与分次放射外科治疗

的患者分别占 17.1%（6/35）和 82.9%（29/

35），两者的生物学等效剂量无明显统计学

差异（P>0.05）。其中 27 例听神经瘤患者，

三叉神经感觉异常症状稳定或缓解占 85%（2

3/27），新发感觉异常占 15%（4/27），无

一例患者出现三叉神经痛；疗后面神经功能

稳定或好转占 85%（23/27），面肌痉挛症状

暂时加重占 15%（4/27），未造成永久损

害。没有患者治疗后出现面瘫；耳鸣症状、

听力稳定和好转占 89%（24/27），耳鸣加

重、听力下降占 11% （3/27），无新发听力

丧失患者；疗后共济失调或不平衡患者占 7%

（2/27）；疗后有 3 例患者出现一过性脑水

肿。肿瘤容积与分次放疗的生物学等效剂量

无明显相关（P>0.05）。分次放疗生物学等

效剂量与听力下降无明显相关（P>0.05）。 

结论  分次放射外科治疗颅底神经鞘瘤与单次

放射外科具有相似的肿瘤控制率。分次放疗

对于保留听力、三叉神经和面神经功能具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 

 
 
PO-1838 

岛叶低级别胶质瘤继发性癫痫的外科治疗 
 

朱君明 郑喆 傅伟明 蒋鸿杰 郑宇新 王钟瑾 明文杰 于

水 滕永明 郁丽娜 周晓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岛叶胶质瘤多为低级别胶质瘤，优势半

球好发，癫痫为该部位首发及最主要的临床

表现。临床表现轻微，瘤体较大时易包裹侧

裂区血管并侵及邻近重要结构，探讨以癫痫

起病岛叶低级别胶质瘤的术中电生理监测及

显微外科治疗方法。 

方法  对 2014-2015 年本人手术的 12 例以癫

痫起病的岛叶低级别胶质瘤患者的临床和随

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术前部分患者行 DT

I、语言 fMRI 检查，术中分别采用神经导航、

术中唤醒、皮层电刺激、深部纤维电刺激、

持续运动及语言监测等技术或相结合方法切 

除肿瘤。 

结果  术后 MRI T2 测量肿瘤切除体积大于 9

0% 3 例，70-90%的 8 例，小于 70%的 1

例。术后短暂轻偏瘫 3 例，失语 3 例，随访 5

个月至 2 年，仍有 1 例继发脑梗塞轻偏瘫。 

结论  通过术中唤醒、电生理监测、尤其术中

持续运动语言监测可明显降低术后偏瘫的发

生率，术中近全切肿瘤及术后放疗可有效控

制癫痫发作。 

 
 
PO-1839 

迷走神经刺激治疗药物难治性癫痫的疗效评

估 
 

朱君明 郑喆 傅伟明 蒋鸿杰 郑宇新 王爽 汤业磊 丁瑶 

郭谊 赖其伦 丁美萍 王钟瑾 明文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研究迷走神经刺激对治疗药物难治性癫 

痫患者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 

方法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就诊的

癫痫患者中，2013.12-2014.12 月根据入选标

准筛选出 21 名药物难治性癫痫患者，在全身

麻醉下行迷走神经刺激术。入选标准：年龄 6

-60 岁；经过抗癫痫药物规范治疗 2 年以上未

能有效控制发作的顽固性癫痫；头颅 MRI 未

见明确致痫灶；致痫灶呈弥漫性或位于重要

功能区而无法外科切除病灶。 

结果  21 名难治性癫痫患者均为局灶性癫痫，

其中男性 11 名，女性 10 名，其中儿童 10

名，成人 11 名，年龄为 6-45 岁，病程为 4-4

2 年。其中 1 名患者有颅脑外伤史，1 名患者

有脑炎病史，1 名患者有难产史，1 名患者有

胼胝体切开手术史。术后 2 周开机，根据个

体逐步调整刺激参数。开机 12 月后对 21 名

患者进行随访，并对发作情况进行统计分

析，发作频率平均减少 62.45%，发作程度减

轻。使用改良 Engel 分级评估效果，有 6 名

患者达到Ⅰ级或Ⅱ级，达到Ⅲ级者有 10 名，

达到Ⅳ级者 4 名，仅 1 名患者为Ⅴ级。其中 1

名患者术后 1 年出现硬件故障，经打开胸部

切口调整后恢复正常，但三月后再次出现故

障目前正在处理中。1 名患者术后出现声音嘶

哑，2 周后明显好转。另 2 名患者开机时咳嗽

反应较明显，降低刺激参数后好转，适应后

亦可逐渐提高刺激参数。 

结论  对于无明确致痫灶、或因致痫灶呈弥漫

性或位于重要功能区而无法外科切除病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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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难治性癫痫患者，迷走神经刺激可作为

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PO-1840 

药物难治性癫痫相关的皮质发育障碍的病理

学及临床分析 
 

朱君明 郑喆 傅伟明 蒋鸿杰 郑宇新 王爽 汤业磊 丁瑶 

郭谊 丁美萍 王钟瑾 明文杰 蒋飚 候海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药物难治性癫痫相关的局灶性脑皮

质发育不良（focal cortical dysplasia，FC

D）的病理学特点及临床治疗流程及手术效

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癫痫中心 2013.10-201

5.10 年手术，经本院及美国 UCLA 病理共同

证实的 21 例药物难治性癫痫相关 FCD，总结

其临床特点、影像、术前筛查过程、手术、

病理以及治疗结果等。FCD 的定义和分型参

照 2011 年世界抗癫痫联盟确立的标准。手术

后发作评价参考 Engel 分级，术后随访所有

病例均超过半年。 

结果  21 例均常规行 MRI 癫痫序列扫描，其

中 18 例行 PET 扫描。MRI 癫痫序列能发现

异常 9 例，18 例 PET 与 MRI 融合能显示异

常 13 例。11 例经过电极埋藏诊断定位，其

中立体定向脑电图 8 例，硬膜下埋藏电极 3

例。癫痫灶位于额叶 13 例，顶枕叶 5 例，颞

叶 3 例。病理分型ⅠC 有 3 例，ⅡA 有 5

例，ⅡB 有 8 例，III A 有 2 例，III B 有 3

例。所有病例随访 6-30 月。术后评估 Engel 

Ⅰ级 18 例；Ⅱ级 2 例；III 级 1 例；IV 级 1

例；其中有 1 例经再次评估建议切除包括左

侧中央前回，家属选择保留中央前回最终再

次手术切除中央前沟之前残留 FCD 术后发作

基本和第一次术前相似。 

结论  以 FCD 为病理基础的顽固性癫痫，影

像学检查尤其 PET 与 MRI 融合多可发现异

常，病理以ⅡB 型最多见，且手术切除效果

好。 

 
 
PO-1841 

神经源性顽固性高血压的外科策略：微血管

减压术 
 

王晨 

苏州科技城医院 215000 

 

目的  探讨微血管减压术在神经源性顽固性高

血压的外科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诊断明确的合适的神经源性顽固性

高血压患者，行微血管减压术（MVD）,术后 

随访。  

结果  微血管减压术（MVD）治疗神经源性顽

固性高血压能够让患者血压短时期回复正

常，并减少降压药物的用量。  

结论  人群中大约有 5%-30%的人受到顽固性

高血压的困扰。其中部分患者的高血压属神

经源性，而微血管减压术（MVD）能够使这

类患者的血压回归正常。原因在于此类患者

延髓在受到动脉压迫的情况下，动脉搏动会

影响到交感神经和心血管的活动，尤其是延

髓头端的腹外侧区（RVLM）。这些发现已经

被影像学、动物实验、尸检和病例研究所证

实，特别是当 RVLM 区的橄榄后沟存在动脉

压迫时，这些血管就是引起血压增高和交感

神经兴奋的责任血管。MVD 手术解除上述动

脉压迫原因，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揭示神经源性顽固性高血

压的根本原因和 MVD 手术的适应证，目前仍

存以下争议：（1）哪些高血压患者从 MVD

手术中获益最大；（2）手术的总体有效率，

研究显示，部分患者在随访期出现了回弹效

应；（3）远期结局如何；（4）MVD 治疗该

病的效费比。而美国心脏病学会的高血压治

疗建议同时推荐了药物和非药物的治疗方

案，基于此，一小部分神经源性顽固性高血

压患者可能将从外科干预中获益，但手术的

远期效应仍然值得商榷，尽管如此，短期获

益的发现仍为神经源性顽固性高血压的治疗

指出了方向。另外，后期随访的研究中发现

较为频繁出现的反跳现象，但目前尚无确切

证据揭示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所在。美国心

脏病学会的学术报告《顽固性高血压的诊

断、评估和治疗》中指出，该类患者还同时

存在较高的心血管意外风险，这也限制了 MV

D 治疗的方法和时间。这类患者和疾病的研

究过去就困难重重，未来也可能面临障碍。

此外，对这类患者的研究可能更倾向将不同

的神经源性病因分成亚组。同时，远期结局

必须要被纳入整体研究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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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42 

周围神经显微减压术治疗糖尿病性下肢周围

神经病 
 

杨文强 张黎 于炎冰 徐晓利 许骏 刘江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探讨周围神经显微减压术治疗糖尿病性

下肢周围神经病的疗效。  

方法  应用腓总神经、腓深神经、胫后神经主

干及其分支显微减压术治疗 42 例糖尿病性下

肢周围神经病患者（54 侧下肢）。  

结果  平均随访 40 个月。42 例糖尿病性下肢

周围神经病患者 54 侧下肢膝下麻木、疼痛症

状术后 88.9%(48/54)缓解，肢体平衡问题术

后 70.0%(21/30)缓解，随访期间 54 侧下肢无

一侧发生顽固性溃疡或截肢。术后拇指两点

辨别觉好转 40 侧（74.1%，40/54），腓总

神经、胫后神经感觉、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及

动作电位波幅改善 38 侧（70.4%，38/5

4）。并发症：踝部切口愈合不良 3 侧（5.6%,

3/54）。  

结论  周围神经显微减压术是治疗糖尿病性下

肢周围神经病的有效方法，严格把握手术指

征及术中神经彻底减压是保证疗效的关键。 

 
 
PO-1843 

致痫灶切除术治疗 MRI 阴性的运动功能区癫

痫 
 

张光明 

航空总医院 100012 

 

目的  少数顽固性癫痫起源于中央前回运动功

能区，并且头颅核磁共振无明显异常所见。

这类患者往往发作频繁，是癫痫治疗的难

点。探索此类患者行致痫灶切除术的手术效

果。 

方法  根据病史，发作症状，查体以及 MRI 和

EEG 检查，起源于中央前回运动功能区诊断

并不困难。从 2007 年 1 月到 2015 年 1 月，

对起源于运动功能区、服用两种以上抗癫痫

药物，发作频繁的顽固性癫痫患者 9 例，经

术前评估，开颅结合立体定向方法向运动功

能区置入栅格状和深部电极，或者通过立体

定向脑电图技术（SEEG）技术置入 8-10 根

深部电极。根据发作期颅内脑电图，电刺激

和高频颅内脑电图功能定位。结果 9 例患者

被确定致痫灶位于中央前回运动功能区。切

除致痫灶。随访并回顾性分析 9 名运动功能

区癫痫患者致痫灶切除术后效果。 

结果  所有患者术后用药同术前，术后对癫痫

发作控制的治疗效果：Engel I 级 6 例；Enge

l II 级 2 例；Engel III-IV 级 1 例。术后第一天

均出现不同程度偏瘫。1 例 3 天内恢复，2 例

2 周内恢复，3 例患者一个月内基本恢复（远

端肌力 4 级和 4 级以上）。永久遗留不同程

度偏瘫 3 例（远端肌力 3 级或 3 级以下）。 

结论  MRI 阴性运动功能区癫痫术后近期几乎

都会偏瘫。在深部电极准确定位致痫灶后切

除致痫灶，尽管切除了部分中央前回，多数

患者可以获得癫痫治愈，并功能保留，只有

约 1/3 的患者遗留永久偏瘫。MRI 阴性运动

功能区癫痫可能并非致痫灶切除术的绝对禁

忌症。如果发作频繁，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

活，而且是非优势侧上肢支配区的情况下可

以考虑行致痫灶切除术。 

 
 
PO-1844 

电生理监测在听神经瘤锁孔手术中的临床应

用 
 

许亮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通过研究神经电生理监测在听神经瘤锁

孔手术中的作用，提高肿瘤切除的准确性和

安全性。 

方法  使用美国 Nicolet Endeavor 电生理监护

仪，对 37 例行乳突后锁孔入路手术的听神经

瘤病人术中进行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和面神经

肌电图连续监测，根据监测结果术中随时调

整手术策略和方法。术后 2 周，采用 H-B 分

级方法对面神经功能进行评价。 

结果  肿瘤全切除 31 例(83．8％)，次全切除

6 例(16．2％)。无死亡病例。面神经完整解

剖保留 35 例(94.6％)。术后 2 周面神经功能

评估。按 H-B 分级，面神经 I 级～Ⅱ级 30 例

(81．1％)，Ⅲ级～Ⅳ级 5 例(13.5%)，V 级 2

例(5.4％)。 

结论  听神经瘤锁孔手术中实时电生理监测可

提高肿瘤的全切率，降低手术的致残率，对

提高听神经瘤手术的精确性和安全性有重要

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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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45 

诱发电位监测在前循环动脉瘤锁孔手术中的

应用 
 

许亮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体感诱发电位（SEP）和经颅电刺

激运动诱发电位（TES—MEP）监测在颅内

前循环动脉瘤锁孔手术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52 例颅内前循环动脉瘤患者在手术

治疗过程中实施术中诱发电位监测，分为单

纯 SEP 监测组，SEP、TES—MEP 联合监测

组，观察术中监测的变化对颅内动脉瘤手术

的指导作用及与患者术后神经功能状态的关

系。 

结果  27 例行单纯 SEP 监测，术末监测指标

异常者 1 例，术后出现了新发神经功能障

碍；术末监测指标正常者 26 例，其中有 3 例

术后出现了新发神经功能障碍。SEP、TES

—MEP 联合监测组 25 例，术末监测指标均

正常，术后无新发神经功能障碍。 

结论  诱发电位监测对颅内前循环动脉瘤的手

术治疗有显著的指导意义；联合 SEP 与 TES

—MEP 监测有利于降低术后缺血性脑卒中的

发生。 

 
 
PO-1846 

显微血管减压术后颅内出血相关危险因素分

析 
 

张黎 罗浩 于炎冰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探讨显微血管减压术后发生颅内出血并

发症的相关危险因素并对显微血管减压术后

致死性并发症进行回顾。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6 月至 2014 年 12

月中日医院神经外科某主任医师作为第一术

者收治的 1490 例行显微血管减压术患者的病

案资料，其中发生术后颅内出血者 14 例。分

析患者性别、年龄、疾病侧别、病程、高血

压病史、入院前血压控制情况、入院时收缩

压、入院时舒张压、手术入室时收缩压、手

术入室时舒张压、手术结束返回病房时收缩

压、手术结束返回病房时舒张压、术后 24 小

时内收缩压波动值、术后 24 小时内舒张压波

动值、糖尿病病史、入院前血糖控制情况、

入院时空腹血糖、术中所见责任血管情况、

术中有无困难减压、术中是否出现脑脊液释

放过多和/或释放速度过快现象这 20 个因素对

患者术后发生颅内出血的影响。统计学方法

先采用单因素分析，后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 

结果  总计 1490 例患者，术后发生颅内出血

14 例，其中 2 例死亡。将该 14 例患者（出

血组）与自 1476 例未出血患者中随机选出的

492 例未出血患者(非出血组)就上述 20 个因

素进行对比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显示出血

组与非出血组在入院前血压控制情况（P=0.0

47）、糖尿病病史（P=0.048）、入院前血糖

控制情况（P=0.037）、术中脑脊液释放过多

和/或释放速度过快（P=0.001）以及术后 24

小时内收缩压波动值（P=0.029）5 个方面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在其它 15 个方面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显示入院前血糖控制情况（OR=3.278，9

5% CI- 1.048-10.254，P=0.041）以及术后 2

4 小时内收缩压波动值（OR=1.043，95% CI

- 1.010-1.077，P=0.010）与术后颅内出血显

著相关。 

结论  入院前血糖控制情况差以及术后收缩压

波动值大是显微血管减压术后发生颅内出血

的独立危险因素，故收治有糖尿病史的患者

时，应注意监测患者血糖并进行必要的治

疗，待血糖控制平稳后再考虑手术；术后应

严密监测患者血压，必要时加以干预，避免

收缩压波动值过大。合并糖尿病或入院前血

压控制不佳是显微血管减压术后发生颅内出

血的非独立相关因素，收治该类患者时应警

惕，并应待血糖、血压控制平稳后再考虑手

术。术中脑脊液释放过多和/或释放速度过快

也是发生术后颅内出血的相关因素之一，故

术中应适量、缓慢地释放脑脊液。 

 
 
PO-1847 

显微血管减压术后脑脊液漏原因分析及预防

（附 36 例临床分析） 
 

陆天宇 徐武 王晶 梁维邦 戴宇翔 金伟 倪红斌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神经外科 210008 

 

目的  评价显微血管减压治疗颅神经疾病手术

后脑脊液漏的发生因素及发病特点，根据临

床病例分析此并发症的原因并以预防。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自 2005 年 01 月到 201

5 年 01 月收治的接受显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

颅神经疾病（面肌痉挛、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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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舌咽神经痛等）2870 例患者相关资料，术

前行影像学检查明确责任血管，应用幕下乙

状窦后入路经小脑外侧入路，探查责任血管

压迫点并行有效减压，术中严密缝合硬脑

膜，常规修补颅骨，并严密缝合肌肉层，术

后切口局部加压包扎。对 36 例术后发生脑脊

液漏患者分析术中可能因素，并应用二次修

补、腰大池引流等辅助方法处理，总结预防

及处理脑脊液漏的方法。 

结果  随访时间 1.5 年~10.5 年，平均 4.6

年，共发生脑脊液漏 36 例（1.25%），其中

切口局部脑脊液漏 30 例（1.04%），脑脊液

耳漏 4 例（0.14%），脑脊液鼻漏 2 例（0.0

7%）。发生后局部加压包扎并加强切口换药

后 19 例（52.78%）患者痊愈，加压包扎+腰

大池引流后 11 例（30.56），上述方法处理

后仍有症状者 6 例（16.6%）最终采用二次手

术修补。本组患者最终均未再持续漏液，无

颅内感染及死亡等严重并发症发生。 

结论  显微血管减压手术是治疗颅神经疾病疗

效确切，脑脊液漏为其并发症之一，处理不

当可导致严重颅内感染，合理的硬脑膜切开

方式、气房处理方法、硬脑膜修补方法及术

后切口加压包扎可避免此类并发症发生，腰

大池引流及二次修补手术对其处理有一定意

义。 

 
 
PO-1848 

显微血管减压治疗舌咽神经痛术后声音嘶哑

原因分析及预防 
 

陆天宇 徐武 王晶 倪红斌 金伟 梁维邦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神经外科 210008 

 

目的  评价显微血管减压治疗舌咽神经痛手术

后声音嘶哑的发生因素，分析此类并发症的

原因并以预防。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自 2001 年 01 月到 201

5 年 01 月收治的 32 例接受显微血管减压手

术的舌咽神经痛患者相关资料。所有患者地

卡因实验明确诊断，且行影像学检查提示局

部血管对神经存在不同程度的压迫。术后对

发生声音嘶哑患者随访并分析术中可能因

素。 

结果  随访时间 1.5 年~12.5 年，平均 5.6

年，本组患者 28 例疼痛消失，4 例缓解，随

访中 1 例复发。本组 4 例患者术后出现声音

嘶哑及吞咽困难，随访提示 1 例痊愈，3 例仅

轻度缓解，责任血管均为粗大椎动脉。 

结论  显微血管减压手术是治疗舌咽神经痛的

有效方法，本术式可发生神经损伤致声音嘶

哑，血管压迫类型及减压方式的正确选择可

避免此类并发症发生。 

 
 
PO-1849 

脑积水继发三叉神经痛五例报告 
 

刘江 于炎冰 张黎 袁越 赵奎明 徐晓利 刘红举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分析临床少见的脑积水继发三叉神经痛 

的临床特点，探讨此类三叉神经痛的发病机

制、手术方法和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自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5 例脑积水继发三叉神经痛病

例，其中 1 例头 MRI 示脑积水合并 Chiari’s

畸形，另 4 例头 MRI 示幕上脑室系统明显扩

张而四脑室形态基本正常，均行脑室腹腔分

流术。 

结果  本组 5 例患者行脑室腹腔分流术后三叉

神经痛症状完全消失，无手术并发症。随访

期间所有患者脑室系统均恢复正常，三叉神

经痛症状无一例复发。 

结论  脑积水导致三叉神经痛临床上极少见，

单纯通过脑室腹腔分流术可缓解临床症状，

因此脑积水也应被视为三叉神经痛发病的少 

见原因之一。 

 
 
PO-1850 

不典型舌咽神经痛的外科治疗 
 

张黎 于炎冰 许骏 李广峰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探讨治疗不典型舌咽神经痛的有效手术

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1 月～2013 年 4 月

我院治疗的 13 例不典型舌咽神经痛病例，总

结其临床症状、术中所见、手术方法、疗效

及随访结果，并结合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  本组病例中平均年龄为 56.0 岁，平均

病程 6.88 年；术中见 9 例存在血管压迫，其

中 PICA 分支单独压迫 5 例，PICA 主干单独

压迫 3 例，岩下静脉及 PICA 分支共同压迫 1

例；9 例行显微血管减压+舌咽神经及迷走神

经上部 2～3 根丝切断术，4 例行舌咽神经及

迷走神经上部 2～3 根丝切断术。术后患者疼

痛全部消失，并发症包括吞咽困难、声音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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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听力下降、颅内感染、电解质紊乱等，

随访期间无一例复发。 

结论  对不典型舌咽神经痛显微血管减压术联

合舌咽神经及迷走神经上部 2～3 根丝切断术

可获得优良疗效。 

 
 
PO-1851 

GPi-DBS 治疗 Meige 综合征 
 

田宏 于炎冰 张黎 李锐 王东明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Meige 综合征是一种特发性累及头面部

的肌张力障碍性疾病，有时也会影响到颈

部，严重时会有吞咽或发声异常等症状。脑

深部电刺激双侧苍白球内侧部（GPi-DBS）

治疗肌张力障碍的报道比较多，并且也有肯

定的疗效，但治疗 Meige 综合征的相对较

少。 

方法  对 12 例 Meige 综合征的患者进行了 D

BS 治疗，其中眼部症状的为主的 7 例，口下

颌症状为主的 2 例；3 例眼部和口下颌均有症

状。并对 12 例双侧 GPi-DBS 术后的Ｍeige

综合征患者进行随访 3、６ 和 12 个月。所有

患者术前术后均采用国际通用的Ｂurke-Fahn-

Ｍarsden Dystonia Rating 量表（BFMDRS）

评分，包括 BFMD-Ⅰ（Ｍovement 量表）和 

BFMDRS-Ⅱ（Disability 量表）两个部分。 

结果  12 例 Meige 综合征患者手术后症状均

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眼睑痉挛症状 BFMDRS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评分的改善率分别为（7

0±3.1）％和 85％；口下颌不自主动作 BFM

DRS 改善率分别为（65±2.8）％和 90％。 

结论  双侧 GPi-DBS 是治疗原发性 Meige 综

合征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 

 
 
PO-1852 

156 例椎－基底动脉扩张延长症相关脑神经

疾病临床分析 
 

孙洪涛 赵万勇 刁云峰 任吉滨 牛学刚 张赛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中国脑科医院 300162 

 

目的  椎-基底动脉扩张延长症（vertebrobasil

ar dolichoectasia，VBD）是指由遗传性或自

身免疫性疾病等因素引起血管壁异常所致椎

动脉或基底动脉的异常扩张、延长和迂曲，

进而导致椎-基底动脉系统的血流动力学改

变，是一种少见的后循环血管变异性疾病。

位置异常的椎-基底动脉因不同程度血管变异

在空间有限的后颅窝可能对毗邻的脑神经造

成压迫，从而导致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或

者舌咽神经痛，该类疾病称为 VBD 相关脑神

经疾病。本文旨在探讨其临床发病特点及治

疗方法。 

方法  选取从 2011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收治

的 156 例进行首次 MVD 手术的 VBD 相关脑

神经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80 例采用

多点垫离方法，76 例采用传统手术方法（悬

吊、缝合、胶粘），平均随访时间 1.5 年，回

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特点、术后疗效以及并

发症的发生情况。 

结果  (1).156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及发病测

别无显著性差异。(2).VBD 相关脑神经疾病可

引起多组脑神经疾病同时受累，本组研究对

象中，3 例同时引起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

1 例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及舌咽神经痛同时

并存。(3).采用多点垫离方法与传统手术方法

相比较，手术有效率无显著性差异，而前者

手术时间及手术并发症明显小于后者。(4).15

6 例患者中，5 例面肌痉挛患者同时合并顽固

性高血压，临床资料及影像学支持后术中同

时进行后组脑神经及延髓区减压，术后高血

压情况明显改善；1 例面肌痉挛患者同时合并

偏身感觉异常，影像学资料显示位置异常的

椎动脉对延髓压迫明显，进行充分减压后， 

术后症状消失。 

结论  (1)VBD 相关脑神经疾病有其独特的发

病特点，需进一步完善临床资料总结发病规

律。(2).VBD 相关脑神经疾病手术难度以及风

险较常规脑神经疾病更大，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更高，远期有效率尚未明确。本研究证实

多点垫离技术操作相对简易，创伤相对较

小，对于 VBD 相关脑神经疾病是一种安全而

有效的治疗方式。全面认识 VBD 相关脑神经

疾病，对于提高手术效果、规避临床风险具

有重要而深远的临床意义。 

 
 
PO-1853 

78 例颞叶癫痫的临床症状及脑电图分析 
 

黄亚辉 曾其昌 卢军 王琴 彭琼 

湖南省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410007 

 

目的  分析颞叶癫痫患者的临床症状及视频脑

电图特点，为颞叶癫痫的诊断、定侧定位提

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 78 例确诊为颞叶癫痫并行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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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颞叶癫痫的临

床症状以及发作间期、发作期视频脑电图特

点。 

结果  32 例患者发作前有特征性的感觉先兆，

59 例患者临床发作为复杂部分性发作，其中

有 48 例为口咽部自动症及手部自动症。所有

患者发作间期脑电图均记录到单侧或双侧蝶

骨电极、颞区局灶性或为主的癫痫样放电，1

59 次发作中有 126 次的发作期脑电波形为单

侧或双侧蝶骨电极、颞区 θ 节律或 δ 活动。 

结论  典型的临床症状及发作间期、发作期记

录到的颞区或以颞区为主的特征性脑电图改

变对颞叶癫痫诊断和定位有重要意义。 

 
 
PO-1854 
Establishment and assessment of the ad
ult rabbit facial nerve injury model via intr
acranial Heat-related Casualty approach 
 
Chen Huizhe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First People’s H

ospltal of Lianyunga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

ou Medical College，PR China 222002 

 

Object  Establishment of a reliable facial ner
ve injury animal model is the basis for effecti
ve scientific studies of injury and repair of th
e FN. Currently, electrocoagulation technolo
gy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technology fo
r schwannoma resections and other cranial s
urgery, which inevitably cause facial nerve in
jury. Although various methods have been u
sed to induce animal models of FN injury, th
ere is lack of a suitable animal model induce
d by Heat-related Casualty (HRC) caused by
 electrocoagulation, which seriously barriers 
to understanding mechanism and improving 
the recovery of facial function after FN injury.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sta
blish a reliable FN injury animal model induc
ed by HRC.  
Methods  The effect and the outcome of the 
FN injury animal model induced by HRC wer
e evaluated by behavioral assessment, histol
ogical observation, electrophysiology and ele
ctron microscopy.  
Results  Results were obtained in all of the r
abbits and none died during the operation or 
subsequent observation peri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eration procedure of FN e
xposure had no or mild effects on FN functio
n in sham group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
p, whereas the facial nerve function showed 

a gradual downward trend with increasing int
ensity of HRC. Furthermore, the complete se
t of facial palsy signs appeared in the HRC2 
and HRC3 groups after the operation compa
red with Sham group. 
Conclusions  In summary, our results descr
ibe a consistent method for performing an int
racranial HRC injury in the rabbits. In facial n
erve research, particularly with tumors or lesi
ons at the cerebellopontine angle, this new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s are promising. 
 
 
PO-1855 

药物难治性癫痫的迷走神经刺激术及术后程

控 
 

钱若兵 魏祥品 王林 牛朝诗 傅先明 汪业汉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药物难治性癫痫的迷走神经刺激术

（VNS）及术后程控。   

方法  药物难治性癫痫患者 21 例，术前经过

多模态神经影像学和长程视频脑电图综合评

估，符合迷走神经刺激术指征。气管内全麻

下，平甲状软骨下缘、在左侧颈部沿皮纹作

一长约 4cm 的横行切口，切开颈阔肌后沿胸

锁乳突肌内侧缘锐性分离，显露颈动脉鞘并

打开，于颈总动脉和颈内静脉之间分离、暴

露迷走神经主干约 3cm，将固定锚、阳性和

阴性电极固定于左侧迷走神经；左腋下作一

纵行切口，在胸大肌与胸小肌间分离一个囊

袋以置入脉冲发生器；用隧道棒从左腋下切

口皮下穿刺到左颈部切口皮下，将导线从外

套管内自左颈部切口皮下引至左腋下切口皮

下；连接电极与脉冲发生器，检查脉冲发生

器内的参数和导线状态一切正常后将刺激器

置于囊袋内。分别缝合左颈部和左腋下切

口。术后 2 周开始进行刺激并进行程控，调

整刺激参数（刺激电流 0.25-2.0mA，频率 30

HZ，脉宽 250μS，开机时间 30S，关机时间

5min）。   

结果  随着刺激时间推移，17 例患者在开机刺

激 1-3 月后癫痫发作频率有下降趋势，且发

作程度也明显减轻（其中 3 例发作停止，3 例

发作减少 90%，4 例减少 60%，4 例减少 5

0%，3 例减少 30%）；有 4 例癫痫发作频率

及强度无改善。3 例患者术后短期（3 周）有

轻微的声音沙哑及呛咳，无心慌、胸闷、吞

咽困难等不适。   

结论   迷走神经刺激术能显著降低药物难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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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患者的癫痫发作频率及程度 。 

 
 
PO-1856 

晚期外伤性癫痫的手术治疗 
 

韩彦明 张新定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外伤后癫痫特征、致痫灶的精确定

位、手术治疗的方法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 例手术治疗并随诊 1 年

以上的外伤后癫痫患者。术前患者均行视频

脑电图（VEEG）和核磁共振（MRI）检查，

24 例患者 PET-CT 检查，15 例患者行颅内电

极植入，2 例行 WADA 试验。 

结果  22 例行病灶及周边致痫皮层切除术，5

例行病灶及周边致痫皮层切除及功能区致痫

皮层软膜下横纤维切断术，3 例行病灶及周边

致痫皮层切除及胼胝体切开术，术后 1 年以

上随访显示 Enge1I 级 21 例，Enge1Ⅱ级 5

例，EngeⅢ级 4 例  

结论 外伤后癫痫患者经如经正规药物治疗效

果不佳，明确致痫区，选择合适的手术方

法，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PO-1857 

再次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复发面肌痉挛 38 例 
 

梁维邦 徐武 陆天宇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后复发病例

再手术的安全性及疗效。 

方法  对收治的 43 例微血管减压术后复发的

面肌痉挛病人进行术前评估，并对其中的 38

例进行再次手术治疗，分析复发原因并观察

术后疗效。 

结果  再次手术后 37 例病人治愈，其中 34 例

病人即刻恢复，3 例病人延迟恢复，1 例病人

抽搐未消失。术后早期 9 例病人发生面肌瘫

痪，2 月内均恢复，1 例病人发生永久性听力

障碍。术中见 Teflon 棉巨大致密，直接压迫

面神经根部 21 例，责任血管遗漏 7 例，减压

不充分 9 例，手术区域未见减压痕迹者一

例。 

结论  再次术前对复发病例进行安全性评估， 

选择合适的病例进行再次手术是可行的，再

次手术后疗效确切，但手术难度较大。责任

血管的遗漏及减压不当是导致复发的主要因

素。 

 
 
PO-1858 

尺神经肘管卡压的术前评估和不同类型前置

术的选择 
 

钟文翔 张文川 廖陈龙 刘鹏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对比不同类型的前置术治疗尺神经肘管

卡压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78 例尺神经肘管卡压患者按 McGo

wan 法分级，随机行显微神经减压皮下前置

术和“Z”字形改良肌下前置术治疗。通过术

前、术后二年随访分析患者尺神经高频超声

横截面积（CSA）、神经运动传导速度（MC

V）、感觉传导速度（SCV）、神经干动作电

位（NAP）变化，比较两种术式对不同 McG

owan 分级尺神经肘管卡压患者的疗效。 

结果  尺神经肘管卡压 McGowan 分级 I 级患

者两种术式，术后二年 CSA、MCV、NAP、

SCV 无显著差异（P＞0.05）；II 级、III 级患

者“Z”字形改良肌下前置术较皮下前置术，CS

A 显著性缩小（P＜0.05），MCV 显著性增

快（P＜0.01），NAP 显著性升高（P＜ 

0.05），SCV 显著性增快（P＜0.05）。  

结论  针对尺神经肘管卡压 McGowan I 级患

者，建议采用相对简便、创伤小的皮下前置

术。而 II 级和 III 级患者宜采用“Z”字形改良肌

下前置术，以便获得更为确切疗效。 

 
 
PO-1859 

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同侧三叉神经痛合并面

肌痉挛 
 

贺星惠 杨治权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 410008 

 

目的  评价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同侧三叉神经

痛合并面肌痉挛的疗效及其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0 月至 2015 年 7

月期间在我院住院并手术治疗的同侧三叉神

经痛合并面肌痉挛的患者 9 例，对患者的一

般资料、病史、术前的头颅 3D-TOF 和 3D-FI

ESTA 序列 MRI、手术结果及术后并发症进

行分析。  

结果  本组 9 例患者中，男性 4 例，女性 5

例；病变位于左侧者 5 例，位于右侧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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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手术年龄为 65.33±11.10 岁，三叉

神经痛的平均持续时间为 57.67±41.39 月，

面肌痉挛的平均持续时间为 104.22±68.82

月；结合术前影像学及术中验证分析其责任

血管发现：三叉神经痛的责任血管：3 例为小

脑上动脉压迫，2 例为椎动脉压迫，1 例为小

脑后下动脉和椎动脉共同压迫，1 例为小脑后

下动脉和小脑上动脉共同压迫， 1 例为基底

动脉压迫，1 例为小脑前下动脉压迫；面神经

责任血管：2 例为小脑前下动脉，2 例为小脑

后下动脉，2 例为椎动脉和小脑后下动脉共同

压迫，1 例为小脑前下动脉与小脑后下动脉共

同压迫，1 例为椎动脉和小脑前下动脉共同压

迫、1 例为椎动脉压迫。术后，7 例患者面部

疼痛症状于术后立即消失，2 例患者术后疼痛

明显好转，并于术后 1 月内疼痛消失；5 例患

者术后面部抽搐症状立即消失，4 例患者术后

仍有少许抽搐，并于 3 月内彻底缓解。1 例患

者术后出现迟发型面瘫（House-Brachmann 

分级Ⅴ级），于术后 3 月内基本恢复，其余

患者均为出现手术相关并发症。  

结论  同侧三叉神经痛合并面肌痉挛是一种极

为罕见的临床现象，显微血管减压术是治疗

该类疾病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术前有针

对性的影像学检查有利于为疾病的诊治提供

指导。 

 
 
PO-1860 

国产迷走神经电刺激治疗药物难治性癫痫的

疗效分析（附 11 例报告） 
 

高丹丹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国产迷走神经刺激器治疗药物难治

性癫痫的疗效分析。 

方法  对 11 例药物难治性癫痫患者进行国产

迷走神经刺激手术治疗，术后 2～4 周开机，

分次调试参数，脉冲发生器输出电流从 0.2m

A 逐渐增加，刺激时间为 30s，间歇 5min，

频率 20～25Hz，脉宽 250～500us。 

结果  本组共计 11 例，随访 1 年，1 例(9%)

病人术后发作完全停止；3 例(27%)病人术后

发作频率减少 75%；3 例(27%)发作频率减少

50%以上；3 例(27%)发作频率减少 25～5

0%；1 例（9%）无改善；63.6%的难治性癫

痫患者发作减少 50% 以上。 

结论  迷走神经刺激是治疗药物难治性癫痫安

全、有效的方法。治疗效果与刺激时间及参

数调节有关。 

 
 
PO-1861 

113 例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患者的回顾性分

析与精准心理护理  
 

张丽华 乐革芬 陈晓玲 李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了解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患者术前基本

信息和术后常见不良发应的特点，据此提出

精准的临床心理护理措施。 

方法  研究者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

2 月 31 日对武汉某大型三甲医院对 113 例经

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的面肌痉挛住院患者进

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13 例经微血管减压治疗的面肌痉挛患

者的平均年龄为 49.72 岁,女性（69.0%）居

多,已婚（97.3%）为主,农民（37.17%）居

多，患病部位左侧（57.5%）较右侧（41.

6%）多,平均病程 5.64 年，术后常见的不良

发应为：疼痛、呕吐、术后偶发抽动。 

结论  护理人员应给予患者有针对性的精准心

理护理，促进患者的早日康复。  

 
 
PO-1862 

改良大脑半球切除术治疗症状性癫痫的个案

护理 
 

马海萍 郭婷 顾蕊欣 胡小燕 黄燕 王清秀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症状性癫痫行改良性大脑半球切除

术患者的围术期护理方法。 

方法  对 1 例症状性癫痫行大脑半球除术患者

给予制订针对性护理计划，对患者实施个性

化护理措施。 

结果  该患者行改良性大脑半球切除术，术后

未发生癫痫症状，未出现肢体瘫痪。 

结论  对症状性癫痫行大脑半球切除术患者实

施精心的个性化的围术期护理，可减少并发

症发生，促进患者身心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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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63 

Nexframe 无框架导航技术在脑深部电刺激手

术中的应用 
 

詹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神经导航系统已经广泛的应用于神经外

科手术的诸多领域，但 DBS 手术仍广泛应用

有框架的手术方式。为了改进框架手术中头

部无法活动、靶点调整困难、手术时间较长

的缺点，本研究采用美敦力 Nexframe 无框架

神经导航技术进行帕金森病的 DBS 手术。 

方法  接受 DBS 的患者于术前一周的任意时

刻行头颅 MRI。术前一天剃头，避开颅骨钻

孔部位，于头颅不同部位钉入五颗钛质颅钉

（10mm），行头颅 CT 后，在美敦力 Frame

 Link 5 软件中行 MRI 和 CT 影像融合，以 A

C、PC、大脑中线为标记，寻找双侧 STN，

确定手术靶点，避开皮层血管、脑沟及侧脑

室等结构，设计颅骨穿刺点和手术路径。手

术当日，患者直接送入手术室，无需框架固

定头部，平卧于手术床，通过神经导航确定

计划的穿刺点，局部麻醉后，常规颅骨钻孔

及切口硬膜，安装 Nexframe 基座及 Nexdriv

er 推进器。术中实时神经导航，瞄准既定靶

点和穿刺方向，确定穿刺深度。之后插入套

管针，缓慢推入微电极，记录神经细胞放电

信号，确定靶点为丘脑底核。置换入脑深部

电极，加电测试，配合患者查体确定位置满

意。以 stimlock 固定电极，将电极尾端缠绕

于皮下并缝合头皮关颅。立即行 CT 图像薄层

扫描，并完成图像融合，确定电极位置和术

前计划靶点吻合。改为全身麻醉，连接延伸

导线，并于胸前皮下囊袋中植入刺激器。 

结果  电极能准确放置在预先设定的靶点，

X、Y、Z 各个方向的平均偏差小于 1mm，和

有框架手术的偏差相类似。手术中患者在一

定范围内可活动头部，提高了手术舒适性，

减少了术中患者无法耐受手术的发生几率；

术中可方便调整靶点，提高了手术效率；手

术计划可在术前一天完成，缩短了手术时

间，增加了手术安全性。 

结论  Nexframe 无框架导航技术较传统的有

框架手术提高了手术舒适性、缩短了手术时

间，同时还保证了手术的精确性，在 DBS 手

术中具有应用前景。 

 
 
 

PO-1864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脑弥散张量成像研

究 
 

康德智 1 尚战芳 2 林元相 1 余良宏 1 江常震 1 林章雅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索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脑白质局

部微观结构的变化特点和规律。 

方法  PHN 患者 8 人，年龄和性别匹配的健

康志愿者 8 人，运用 Siemens Trio 3.0T 磁共

振采集脑 DTI 数据，使用 DTI 自动处理软件

PANDA 对数据进行处理；对组内各个被试的

数据进行基于 TBSS 分析，并利用双样本 t 检

验对两组被试各弥散指标的差异性进行统

计。 

结果  在局部脑白质中 PHN 组较健康对照组

FA 和 l1 的值显著减小（差异显著 P<0.05，

未经 FWE 校正）,包括：双侧初级躯体感觉

皮层(SⅠ)、双侧枕叶、双侧岛叶、双侧小脑

等多个脑区； 

结论  PHN 患者存在局部脑白质微观结构的显

著异常，涉及疼痛的内侧系统与外侧系统等

多个脑区。 

 
 
PO-1865 
Mechanical allodynia predicts better outc
ome of nerve decompression for painful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indicatio
ns of a sequential compression impairme
nt of peripheral nerve fibers 
 
Liao Chenlong,Zhang Wenchuan,Yang Min,Liu Pen
gfei,Zhong Wenxiang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was conducte
d to determine the role of mechanical allodyn
ia (MA) in predicting the surgical outcome for
 painful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DP
N) and discuss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s
 involved. A hypothesis of sequential compre
ssion impairment of peripheral nerve fibers i
n painful DPN was proposed to better under
stand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 in DPN sympt
oms as well as the varied surgical outcomes. 
Methods  A series of 192 patients with painf
ul DPN was collected in this study, with 148 
patients in the surgical group and 44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were furth
er divided into subgroups based on the occu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52 

 

rrence of mechanical allodynia on admission.
 Signs of MA were detected in 65 patients in 
the surgical group and 19 patients in the con
trol group. Clinical evaluations including visu
al analogue scale (VAS), nerve conduction v
elocity (NCV) and high-resolution ultrasonog
raphy (crosS-sectional area, CSA) were perf
ormed on admission prior to surgery and als
o during the follow-up. The follow-up was set
 at an 3-6 months intervals after surgery.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both d
emography (mean age and sex distribution) 
and preoperative clinical evaluation (course 
of diabetes and pain symptom, sign of MA, r
esults of VAS, NCV and CSA) made betwee
n the surgical and control groups as well a
s among the 4 subgroups, no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P>0.05). O
n the other hand, shorter average courses of
 diabetes and pain symptom was found in pa
tients with MA (6.4±2.5, 20.6±16.3) than thos
e without (8.6±3.8, 30.4±27.0, P<0.05).  Pati
ents in the surgical group achieved much ext
ent of pain relief within 6 months after surger
y and the severity of pain continued to decre
ase in the following 2 years (P<0.05). In cont
rast, the average VAS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
ol group remained around the same level 
(P>0.05). After 2 years of follow-up, lower le
vel of VAS was observed in surgical group (2.
3±1.6)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7.9±0.8, 
P<0.05).  In the surgical group, although the 
average VAS of patients without MA had dec
reased after surgery (P<0.05), the average V
AS of patients with MA was even lower durin
g the whole period of follow-up (P<0.05).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noted between the t
wo control subgroups (P>0.05) and neither o
f the control subgroups obtained any improv
ement on the result of average VAS (P>0.0
5). The results above show that pain relief co
uld be achieved through ND, especially in th
e patients with MA.  Twenty-four months afte
r surgery, the average NCVs of patients in th
e surgical group increased markedly compar
ed to preoperative levels (P<0.05) while aver
age NCVs of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mai
ned almost unchanged after two years of foll
ow-up (P>0.05). Among the 4 subgroups, im
provement in average NCVs was only achiev
ed in the MAS group (P<0.05). No statisticall
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opera
tive and the postoperative NCVs was observ
ed in the other 3 groups (P>0.05). As typical 
changes in morphology, the signs that fusifor

m swelling of the nerves, intraneural hypoec
ho, lacking of intraneural parallel and linear s
tructure were frequently presented in high-re
solution ultrasonograms of most DPN patient
s. The restoration of nerve structure and the 
swelling subsided can be achieved following 
ND in most patients. The CSAs of patients in
 the surgical group became smaller after two
 years of follow-up (P<0.05) while those in th
e control group remain almost in the same si
ze (P>0.05). Similarly, both two subgroups in
 the surgical group achieved restoration in C
SA two years after surgery (P<0.05) an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as noted between th
ese two subgroups regarding to the extent of
 improvement (P>0.05). In two subgroups of 
the control group, however, there is nearly n
o change in CSA during the follow-up (P>0.0
5). 
Conclusion  Better Pain relief and improve
ment in NCVs were achieved in patients with
 positive sign of MA, which, therefore, is a rel
iable predictor on better surgical outcome fo
r painful DPN. Application of this information 
should be helpful in the selection of painful D
PN patients likely to benefit from ND. 
 
 
PO-1866 

面肌痉挛 MVD 术中 AMR 监测 
 

陶英群 林军 许峰 李智勇 梁国标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5 

 

目的  探讨神经电生理 AMR 监测，对面肌痉

挛 MVD 术中、预后判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我院神经外科 2015 年 7 月到 12 月

间一个治疗组 32 例面肌痉挛 MVD 手术中 A

MR 的监测结果，采用颧支刺激、颏支记录、

健侧对照的方法，记录患侧手术前可以刺激

诱发 AMR 的阈值电流，术中全程录像，记录

将面神经或面神经根部（脑桥起始端）与责

任血管应用毛垫片隔离、或将可疑责任血管

应用毛垫片与 REZ 区隔离，期间 AMR 的改

变，测出可能再次诱发 AMR 最大电流。观察

术后当天、术后一周的疗效，随访 3 月到半

年。分析 AMR 术中变化与近期预后和长期预

后的关联。  

结果  术中健侧没有诱发或监测到 AMR 波。

患侧术中 AMR 完全消失 18 例中，术后痉挛

即刻消失 12 例、缓解 5 例、无缓解 1 例，随

访 16 例治愈、2 例好转，无复发。术中 A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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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提高或改变 14 例中，术后痉挛即刻消失

10 例、缓解 3 例、无缓解 1 例，随访 13 例

治愈，无效 1 例，无复发。  

结论  AMR 在面肌痉挛 MVD 手术中的改变特

异性高，AMR 的消失、阈值提高或改变与面

肌痉挛的近期和长期预后无差异，AMR 的变

化对术中有效判断责任血管和提示预后良好

有临床价值。  

 
 
PO-1867 

锁孔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研

究 
 

兰正波 1 贺振华 1,2 张新定 1,2 韩彦明 1,2 王小强 1,2 史

雪峰 1,2 颜抒阳 1,2 刘亚丽 1,2 门晓旭 1,2 

1.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2.兰州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神经病学研究所 

 

目的  面肌痉挛（HFS）表现为一侧面部表情

肌阵发性不自主抽搐，严重时可累及颈阔

肌，多数中年后起病，进展缓慢，自愈病例

很少。目前比较公认的最常见病因是面神经

根入髓区受血管压迫所致，显微血管减压（M

VD）手术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本文探讨如

何进一步提高 HFS 患者 MVD 手术的疗效，

以及降低手术并发症。 

方法  收集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011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行 MVD 手术的

HFS 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术中责任血管和

压迫形式、手术疗效、术后并发症，分析其

发病机制，治疗方法。 

结果  本组共 90 例，所有病例均采用锁孔下

乙状窦后入路顺利完成手术。术中发现 HFS

的责任血管有：AICA 62 例（68.89%），SC

A 13 例（14.44%），小脑后下动脉（PIC

A）11 例（12.22%），椎动脉 4 例（4.4

4%）；贯穿面听神经根 7 例（7.79%），明

显压迫 80 例（88.89%），压迫不明显 3 例

（3.33%）。随访时间 1~59 个月，平均 30.5

2 个月。手术疗效：HFS,显效 90 例（10

0%），完全缓解 85 例（94.44%），延迟完

全缓解 5 例（5.56%），复发 2 例（2.2

2%）；手术后并发症：术后疱疹病毒感染有

7 例（7.79％），颅内感染 3 例（3.33%），

脑脊液漏 2 例（2.22%），均治愈。术后迟发

性面瘫 5 例（5.56%）。听力减退有 3 例（3.

33%），轻度眩晕 4 例（4.44%），轻度耳鸣

2 例（2.22%）。 

结论  面肌痉挛患者经锁孔下乙状窦后入路 

MVD 手术疗效满意，并发症尚可控制，主要

并发症的发生主要原因可能与患者后颅窝狭

小，血管压迫严重特别是贯穿压迫，术者的

显微操作技术，MVD 手术经验等密切相关。

出现术后并发症的患者绝大部分治疗后均能

完全恢复，预后良好。 

 
 
PO-1868 

三叉神经痛患者微血管减压术后卡马西平戒

断反应的病因分析 
 

贺振华 张新定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功能神经外科 730030 

 

目的  三叉神经痛（trigeminal neuralgia，T

N）是常见的脑神经疾病，以一侧面部三叉神

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痛为临床特

征。术前影像学提示有血管压迫的患者，首

选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microvascular de

compression, MVD）。大部分进行 MVD 的

患者术前曾大量长期服用卡马西平，2013 年

本研究小组在国内首次报道了卡马西平戒断

反应（CBZ-associated  withdrawal reactions,

 CAWR）患者的临床资料。本研究将探讨 M

VD 术后患者出现 CAWR 的临床特点、诊疗

方法及预防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6 月—2016 年 1 月

期间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就诊、

诊断为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并进行 MVD 术的 1

80 例患者，术前均有卡马西平服药史。其

中，男 60 例，女 90 例，平均年龄 57.7 岁。

观察 CAWR 的患者的临床表现、处理方法及

随访结果，并结合文献分析影响 CAWR 出现

的相关因素。 

结果  所有患者均于术前 12h 停止服药。180

例患者中，52 例（28.9％）于 MVD 术后 3d-

-1 月内出现卡马西平戒断反应，主要以神经

过度兴奋症状为主，表现为短暂幻觉、睡眠

障碍及胡言乱语等，既往从无上述症状。考

虑该症状为 CAWR 所致。给予 CBZ 0.4g/日

替代治疗，观察给药后３天患者症状明显减

轻，１周后消失，１个月内 CBZ 逐渐减量至

停药，随访半年未见复发。 

结论  患者的基本情况，如性别、病程、疼痛

侧别、血管压迫部位及程度与 CAWR 无显著

相关性（P 值分别为 0.5192、0.4218 、0.54

62、0.1162 和 0.1733）。出现 CAWR 的患

者平均年龄（67.2 岁）显著大于本组患者平

均年龄（57.7 岁）。出现 CAWR 的患者（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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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CBZ 服用时长平均为 8.72 个月，服用量平

均为 680mg/d），比未出现戒断反应的患者

（服药时长平均为 2.16 个月，服用量平均为

316mg/d）服药时长、服药量明显升高。提示

年龄偏大，术前长时程、大剂量使用 CBZ，

可能是导致出现戒断反应的因素。针对上述

高危患者，术后继续服用 CBZ 替代治疗并逐

渐减量可以在短期内很好地控制症状，也不

易复发，预后良好。9 例患者进行了术前、术

后 CBZ 血药浓度监测，因样本量太小，无统

计学意义，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增大

样本量进行研究。 

 
 
PO-1869 

免疫调节因子髓过氧化物酶可作为癫痫的治

疗靶点并抑制小鼠癫痫的发生 
 

张祎年 潘亚文 张新定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通过抑制免疫调节因子髓过氧化物酶(m

yeloperoxidase, MPO)的氧化活性，从而达到

抑制小鼠癫痫发生的目的。 

方法  通过腹腔注射匹罗卡品诱导小鼠癫痫模

型。通过 MPO 酶活性测定和 Western blot 测

定癫痫发生后 MPO 酶活性和蛋白是否升高；

癫痫持续状态发生后对癫痫小鼠进行行为学

观察直至癫痫发生后 60 天，记录自发性复发

性癫痫(Spontaneous recurrent seizure, SRS)

的频率和持续时间并进行生存分析。Timm 染

色观察癫痫小鼠海马内苔藓纤维出芽的形成

情况。 

结果  相对于假诱导组小鼠，癫痫小鼠的 MP

O 活性在癫痫发生后 6 小时达到 300%，在癫

痫持续状态发生后 24-48 小时达到 150%。癫

痫持续状态发生后使用 MPO 特异性抑制剂--

4-氨基苯甲酰肼(4-aminobenzoic hydrazide, 

ABAH)治疗癫痫,行为学观察证实治疗组小鼠

SRS 的始发时间延长、持续时间降低，并且

SRS 和抖动样运动的频率降低。抑制 MPO，

可使癫痫小鼠海马内苔藓纤维出芽的形成明

显降低。 

结论  作为一种潜在的炎性调节因子，MPO

或可作为癫痫治疗的靶点，从而用于靶向性

地抑制癫痫的发生。 

 
 
 
 

PO-1870 

经侧裂入路选择性海马杏仁核切除术的应用

体会 
 

梁日生 林于峰 谢海树 房新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经侧裂入路选择性海马杏仁核切除术是

外科治疗颞叶内侧癫痫的经典术式，手术治

疗效果优良。但由于颞叶内侧位置深且隐

蔽，毗邻解剖结构复杂、重要，其精准手术

具有较大的挑战性。本研究探讨此手术的方

法与技巧。 

临床资料与方法  本专业组近年来手术治疗的

18 例患者，包括男 9 例，女 6 例。年龄 9~32

岁，平均年龄 20 岁。病程 1 周～15 年，平

均 12.3 个月。其中非症状性癫痫者 10 例，

症状性癫痫者 7 例，以脑出血起病 1 例。非

症状性癫痫者均有长期简单部分性或复杂部

分性癫痫发作史。非症状性癫痫者结合临床

表现、MR、长程视频 EEG 和 PET-CT 检查

明确为颞叶内侧癫痫。症状性癫痫者均经头

颅 CT 和 MR 检查发现位于颞叶内侧海马-杏

仁核区病灶。动静脉畸形者增加 DSA 检查。

全组病例均接受经侧裂入路显微外科手术：

非症状性癫痫者为经侧裂入路选择性海马-杏

仁核切除术，症状性癫痫者为经侧裂手术切

除病灶。术前针对不同病例制定个体化的详

细手术计划，术中根据切除区域所在位置和

范围采取相应的策略进行精确的切除，同时

注重手术涉及区域重要结构的保护。 

结果  术后病理结果：神经细胞变性或胶质增

生 7 例，低度恶性胶质瘤 4 例，海绵状血管

瘤 2 例，动静脉畸形 1 例，皮质发育不良 3

例，高度恶性胶质瘤 1 例。术后病例均得到

随访，随访期由半年至 5 年。动静脉畸形者

术后预防性使用抗癫痫药物 2 周；症状性癫

痫者术后使用抗癫痫药物至少 6 个月；非症

状性癫痫者术后常规服用抗癫痫药物至少 2

年。术后癫痫控制效果以谭启富的标准判

定，满意 15 例、显著 2 例、良好 1 例。无视

野缺损、眼球活动障碍和偏瘫等。无死亡病

例。 

结论  对颞叶内侧癫痫者或颞叶内侧海马-杏仁

核区病变，利用自然解剖间隙经侧裂入路，

根据切除目标的不同位置和范围、在精确定

位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手术策略进行规范而

精准、精细的显微外科手术最为符合微侵袭

原则，可取得优良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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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71 

微血管减压术与伽玛刀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

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远期疗效及安全性比

较分析 
 

梁日生 黄兆丰 陈建乐 房新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对微血管减压术及伽玛刀立体定向放射

外科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进行回顾性分析

评估，比较两者的远期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随机选取 2011 年 2 月－2013 年 2 月我

科收住的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 56 例，其中

接受微血管减压术治疗患者 28 例，接受伽玛

刀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患者 28 例，采用 M

cGill 疼痛问卷(McGill pain questionnaire,MP

Q)对术前、术后 24 小时、6 个月、1 年、2

年、3 年疼痛的程度进行量化评估随访，对比

分析两种治疗方法的即刻缓解率，３年有效

率、复发率及并发症。 

结果  本次随访共 56 例，每组 28 例，时间为

3 年，微血管减压术与伽玛刀立体定向放射外

科治疗在对于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治愈率

上，两者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微血管减压

术的即刻缓解率（92.9%）远高于伽玛刀立体

定向放射外科治疗（14.4%），其差异具显著

统计学意义(P>0.05)。微血管减压术的 3 年有

效率（96.4%）高于伽玛刀立体定向放射外科

治疗（82.2%），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伽玛刀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的手术

并发症高于微血管减压术，其差别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两种治疗方案均无死亡率。 

结论  对于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治疗，微血管

减压术止痛效果更快、更佳，患者满意度更

高，拥有较高的远期有效率及较低的并发症

发生率的优势，可作为外科治疗的首选方

案。但对于部分不能耐受手术或不愿手术患

者，伽玛刀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的非侵袭

性及较好的治疗效果亦不失为一种实用、可

靠、安全的临床治疗手段。 

 
 
PO-1872 

神经电生理监测在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中

的应用研究 
 

向兴刚 林琳 昝向阳 李大志 张永辉 依马木 于晓晨 赵

永 

新疆自治区中医医院 830000 

 

目的  探讨神经电生理监测在面肌痉挛微血管 

减压术中的应用价值和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新疆自治区中医医院神经外

科 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收治接受微血

管减压手术的面肌痉挛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 A

组（监测组）和 B 组（未监测组）,A、B 两

组均行微血管减压术,但 A 组术中应用美国 C

adwell Cascade32 导神经电生理监测仪监测

异常肌反应（AMR）、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

EP)、面神经和三叉神经自由肌电（EMG）,B

组未行神经电生理监测。 

结果  术后即时总有效率：A 组 92.5％,B 组 7

2.5％,术后远期总有效率(术后 6 个月)：A 组

97.5％,B 组 87.5％,即时、远期总有效率两组

间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术后即时

及随访 6 个月,A 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

于 B 组。 

结论  在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中运用神经电

生理监测技术可以明确责任血管、提高手术

有效率,同时有效的保护脑神经功能、降低听

力下降、耳鸣、面瘫等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 

 
 
PO-1873 

4469 例立体定向手术回顾及展望 
 

李建宇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通过对 4469 例立体定向手术（1998.7-

2015.12）回顾，分析不同病种的手术方式的

变化及趋势。 

方法  4469 例病例包括帕金森病、震颤、肌

张力障碍、抽动秽语综合症、舞蹈病和精神

障碍等，通过对每种疾病的手术方式逐年统

计结果的对比分析，发现每种疾病手术方式

的变化和趋向。 

结果  所有运动障碍病中，帕金森病占 78%，

震颤占 11%，肌张力障碍占 8%；2009 年以

后每年 DBS 数量超过毁损手术；2006 年后

每年双侧 DBS 手术量逐渐超过单侧；但在震

颤的患者中，主要的术式仍然是毁损术（约

占 90%）。采用 DBS 治疗的肌张力障碍病

人，尝试过丘脑 Vim 核、苍白球内侧部（Gp

i）和丘脑底核（STN）三种手术靶点，根据

病人的不同情况，每组靶点的病人都有不同

程度的改善。 

结论  立体定向手术是治疗运动障碍病的主要

方法。毁损手术和 DBS 手术在不同病种所占

比重不同，但都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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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74 

椎动脉不对称性致椎基底动脉迂曲与面肌痉

挛发病的关系 
 

熊南翔 

武汉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椎动脉左右侧不对称是一种很常见的解

剖学变异现象，该解剖学变异导致的神经系

统疾病还不被广泛地了解，如小脑梗塞或缺

血，桥脑缺血性改变。目前还发现该变异还

会导致面神经根部血管压迫，发生面肌痉

挛。本研究运用现代影像学技术，手术前对

椎动脉为责任血管的类型评估，探讨椎动脉

压迫的不同类型及手术的策略，进一步探索

椎动脉迂曲延长与面肌痉挛的发病机制的关

系。  

方法  总结 341 例面肌痉挛患者术前影像，其

中 66 例责任血管为椎动脉的面肌痉挛的患

者，术前行 3D-CISS 扫描，并用图像处理软

件，对面神经和责任血管进行三维重建，与

手术中的发现进行对比。并统计面肌痉挛患

者磁共振检查和临床上的数据。研究者还探

讨了椎动脉不对称与椎动脉迂曲形成之间的

关系。  

结果  手术前磁共振影像学检查和术中发现高

度一致，根据椎动脉与面神经之间的密切程

度，把椎动脉为责任血管的血管压迫类型分

为三型，三种类型的血管减压的手术策略不

尽相同；手术后随访的治愈率，与其他类型

责任血管相比较，无显著差异。椎动脉为责

任血管者左侧 48 例，右侧 18 例；占总体面

肌痉挛患者的 15.3%；在所有面肌痉挛患者

中，术前磁共振发现如果椎动脉迂曲偏向一

侧（无论椎动脉本身不压迫面神经根部），

那么该侧患病的比例为 66/67，说明椎动脉迂

曲直接或间接形成责任血管与面肌痉挛发病

有重要关系。  

结论  长时间双侧椎动脉的血流不对称冲击可

导致双侧椎动脉及基底动脉的迂曲。以往一

些神经疾病的发病也与此相关。椎动脉作为

责任血管的面肌痉挛血管减压手术具有一定

的挑战性。主要原因是，责任血管粗大，不

容易被移动，减压不彻底导致疗效不佳；操

作空间狭小，容易损伤手术区域的血管和神

经。术前充分了解面神经与椎动脉之间的关

系，根据术前影像学发现，对不同的分型，

预先做好手术计划，采用不同的手术策略，

对提高手术的成功率有重要的意义。另外，

椎动脉直径的左右不对称是导致椎动脉和基

底动脉迂曲延长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导致椎

动脉的迂曲，使得椎动脉主体或其分支成为

压迫面神经的责任血管，具有重要的作用。  

 
 
PO-1875 
Gamma Knife radiosurgery for Superior L
aryngeal Neuralgia: Report of 3 cases 
 
Xiong Nanxiang 

武汉协和医院 430022 

 

Superior laryngeal neuralgia (SLN) is relative
ly rare type of neck pain. Only very few case
s were reported and the treatment options in
cluded oral administration of carbamazepine,
 regional nerve blockage or laryngeal neurec
tomy. SLN was first described by Avellis G in
 1900. Compared with trigeminal neuraglia 
(TN) and glossopharyngeal neuralgia (GPN),
 SLN is a distinct and uncommon condition o
f neck pai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as idopath
ic paroxysmal pain near the thyroid perichod
rium. There is still no clear basic pathophysi
ology coclusion and several treatment metho
ds were reported in isolated cases, such as 
oral administration of carbamazepine, region
al nerve blockage or laryngeal neurectomy, 
have been utilized to achieve pain relief.  
Herein we reported 3 patients with superior l
aryngeal neuralgia who were treated with ga
mma knife radiosurgery (GKRS) for the first t
ime. For all 3 patients, a single GKRS shot w
ith a 4-mm collimator was used to deliver 80 
Gy (the 100% isodose line) , the target was s
et to jugular foramen where vagus nerve (VN)
 and glossopharyngeal nerve (GPN) emerge
d from the skull. The follow-up after GKRS w
as 12 months, 11 months, and 9 months, res
pectively.3 patients felt pain relief at 3 month
s, 2 days, 6 weeks, respectively. All 3 patient
s were pain-relief and none of them have ne
urological deficit during follow-up period.  
As described by our team, there are two cra
nial nerves, vagus nerve and glossopharyng
eal nerve, emerged from the skull through th
e jugular foramen. In general, glossopharyng
eal nerve passes through the glossopharyng
eal meatus to enter  the pars nervosa, vagus
 nerve and spinal accessory nerves passes t
hrough the vagal meatus to enter the antero
medial part of the pars venosa. The superior 
laryngeal nerve is always thought to a branc
h of the vagus nerve arising from the no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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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ganglia, but the superior laryngeal nerve al
so contains nerve fibers of glossopharyngeal
 nerve, shown in Fig.3A. the could be also th
e reason why patient No.2 had part remissio
n after GKRS but kept medical treatment. so 
the target should cover not only the upper 1s
t to 2nd  rootlets of the vagus nerve but also 
the lower fibers of the glossopharyngeal nerv
e.    
This preliminary experience provides encour
aging evidence that gamma knife radiosurge
ry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option for the treat
ment of Superior laryngeal neuralgia. Additio
nal follow-ups and a larger number of patient
s are needed to demonstrate the long-term s
afety and effectiveness for this indication.  
 
 
PO-1876 
Re-operation for failed microvascular dec
om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hemifacial sp
asm 
 
Zhao Hua,Li Shiting,Tang Yinda,Zhang Xin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外科 200433 

 

objective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ha
s become the best treatment for Hemifacial s
pasm,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patients ca
n not get completerelief. This aim of this stud
y is to analyze failure cases of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Method  602 patients with typical primary un
ilateral HFS were treated with MVD between
 January 2011and June 2013. We enrolled 2
0 patients who suffered redo MVDs because
 of no obvious relief of symptoms. And 15 ca
se received a second surgery. 
Results  the symptom of Hemifacial spasm 
all disappear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second
 operation. Thus, after the second operation,
 there were 573 subjects demonstrated com
plete spasm-free. However, the patients who
 refused to accepted the second operation st
ill suffered hemifacial spasm. 
Conclusions  we should explore the whole f
acial nerve in the first operation in order to i
mprove the cure rate. In addition, an early re
do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for those di
d not get any improvement after the first ope
ration is best choice. 
 
 
 
 

PO-1877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for Idiopat
hic Primary Trigeminal Neuralgia in Patie
nts Older Than 75 Years 
 
Zhao Hua,Li Shiting,Tang Yinda,Zhang Xin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外科 200433 

 

Objective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authors 
appraised the results of microvascular deco
mpression in patients over 75 years of age. 
Methods  From June 2009 to June 2013, a 
number of 108 aged patients with primary tri
geminal neuralgia experienced microvascula
r decompression. The authors present a retr
ospective review of medical records and co
mpared the results with those of a control gr
oup of 302 younger patients. 
Results  The mean follow-up period was 3 y
ears. No statistically marked differences wer
e observed between the 2 groups in terms o
f rate of pain control, recurrences, complicati
ons. The duration of operation in the elderly 
group was markedly shorter than that in th
e younger group. 
Conclusion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i
s a liable and safe surgical method for aged 
patients with primary trigeminal neuralgia. U
nless the aged patients cannot bear general 
anesthesia, they should have the chance to 
select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PO-1878 

皮层功能定位在功能区脑胶质瘤切除手术中

的应用研究 
 

于涛 林瑞生 林巧珍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10017291 

 

目的  探讨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在邻近脑

功能区胶质瘤切除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我科近三年共手术治疗邻近功能区脑胶

质瘤患者 33 例，随机分为术中行神经电生理

监测的监测组 18 例和术中未行神经电生理监

测的对照组 15 例。监测组术中应用体感诱发

电位波形翻转的方法确定中央沟、皮层直接

电刺激运动诱发电位的方法确定运动区边

界，根据肿瘤与监测确定的功能区位置关

系，在不损伤功能区的前提下尽可能切除病

灶。对照组依据影像学检查结果和手术医生

经验估计肿瘤与功能区位置的关系，同样在

不损伤功能区的前提下尽可能切除病灶。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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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访至少 6 个月，记录和分析两组患者术

前和术后 3 天、1 个月、3 个月和 6 个月时的

Karnofsky 功能状态评分（KPS）、生活质量

评分（QOL）和并发症情况。  

结果  监测组术前 KPS 评分平均 80.5±10.2，

QOL 评分平均 51.2±7.1；对照组 KPS 评分

平均 78.3±12.1，QOL 评分平均 50.1±7.7，

两组差异没统计学意义（P＞0.05）。监测组

术后 3 天、1 个月、3 个月和 6 个月时的 KPS

评分分别为 72.4±13.7、81.5±9.7、85.0±8.3

和 82.6±9.5，QOL 评分分别为 42.2±8.1、49.

5±6.7、54.8±6.3 和 52.1±7.1；对照组术后 3

天、1 个月、3 个月和 6 个月时的 KPS 评分

分别为 KPS 评分分别为 60.9±14.0、72.4±10.

5、75.1±8.9 和 73.6±9.6，QOL 评分分别为

35.0±8.7、41.2±7.3、45.8±7.1 和 44.3±6.

8，两组在各个时间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监测组和对照组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均较低，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

5）。  

结论  神经电生理监测是邻近脑功能区胶质瘤

手术中安全有效的辅助技术，能显著减低邻

近功能区病灶切除术后遗留的神经功能障

碍，提高患者术后的生存质量。  

 
 
PO-1879 

额叶癫痫的临床特点及手术治疗 
 

闫红梅 王喆 王道奎 张强 常建永 

潍坊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 261041 

 

目的  探讨额叶癫痫的临床特点和手术治疗的

方法。 

方法  2007 年 5 月-2015 年 1 月我科收治额叶

癫痫行手术治疗的病人 32 例，其中男 20

例，女 12 例，年龄 12-56 岁，平均 27 岁。

病程 9 个月-21 年，平均 6.24±2.36 年。其中

部分性发作 16 例，全面性发作 20 例，部分

性发作继发全面性发作 13 例。所有患者术前

均行正规、系统药物治疗，且服药状态下发

作频率频繁。术前评估确定致痫灶部位：所

有病例均行 MRI 及 CT 检查证实为颅内单发

病灶，额叶 22 例，颞叶 7 例，顶叶 3 例。10

例行 fMRI 检查，12 例行 MRS 检查，术前均

行 1 次以上视频脑电图监测。综合以上多种

检查方法的结果进行术前评估，初步确定致

痫灶的位置及与病灶的关系。术中皮层电极

监测定位：术中麻醉剂减量，所有病人均应

用栅状皮层电极监测皮层脑电图，进一步确

定致痫灶的位置，并指导手术方法的选择。

手术方式：病灶切除加周围致痫灶切除术 26

例, 病灶切除加皮层热灼术 6 例。术后仍根据

病情规律服用抗癫痫药物 2 年以上。每 3 个

月随访一次，复查视频脑电图，6-12 个月复

查一次颅脑 MRI，评价临床效果。 

结果  （1）术后病理结果：海绵状血管瘤 9

例，胶质瘤 8 例，动静脉畸形 5 例，软化灶 5

例，脑皮质发育不良例 2 例，颅内寄生虫 2

例，脑膜瘤 1 例。（2）术中皮层电极监测情

况：本组 32 例病人均行术中皮层脑电图监

测，皮层脑电图异常放电区域与术前评估符

合。（3）手术疗效：术后无感染和颅内出

血，3 例术后出现短暂性对侧肢体活动障碍，

1 周后逐渐缓解。术后随访 11-96 个月，Eng

elⅠ级 23 例（71.9%），Ⅱ级 7 例（21.

9%）,Ⅲ级 2 例（6.2%）。 

结论  额叶癫痫具有一定的临床特点，经过术

前综合评估可以初步明确致痫灶的部位，应

用皮层脑电图监测进一步确定致痫灶的范

围，采用多种手术方式联合是治疗额叶癫痫

的有效途径。 

 
 
PO-1880 

枕下乙状窦后锁孔入路治疗继发性三叉神经

痛（附 30 例报告） 
 

王小强 张新定 韩彦明 邓斌 潘亚文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730030 

 

目的  探讨经枕下乙状窦后锁孔入路切除桥小

脑角区肿瘤治疗继发性三叉神经痛的临床经

验。 

方法  30 例继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均采用经枕

下乙状窦后锁孔入路 ,对其显微外科治疗方

法、疗效及并发症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肿瘤全切除 30 例(100%),面神经解剖保

留 30 例(100%),功能保留 27 例(90%),耳蜗神

经解剖保留 26 例(86.7%),有效听力保留 25

例(83.3%),无手术死亡病例。 

结论  经枕下乙状窦后锁孔入路治疗继发性三

叉神经痛是安全有效的。 

 
 
PO-1881 

血清 microRNA-4521 或可是局灶性皮质发

育不良致难治性癫痫的生物标记物 
 

王小峰 孙宇强 车宁伟 尹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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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44 

 

目的  本研究用基因芯片的方法筛选及 RT-qP

CR 验证难治性癫痫患者手术切除的脑组织差

异性表达的 miRNAs，为进一步筛选生物学

标记物建立基础。 

方法  采取随机对照方式，选出 9 例大连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辽宁省癫痫中心 2008 年至

2014 年难治性癫痫接受手术的患者，术中行

皮层脑电监测为致痫灶皮质作为实验组；对

照组为因高血压脑出血需要手术降低颅内压

的患者必须清除的但无明显缺血坏死的脑组

织（既往无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史）。利用独

立样本 t 检验分析两组病例年龄、X 2 检验描

述统计两组患者性别有无统计学差异。采用

北京博奥生物公司 Affymetrix® GeneChip® 

Command Console® Software（Affymetrix 4.

0）基因芯片对两组脑组织标本进行差异 miR

NAs 筛选。同时针对 15 例难治性癫痫患者，

15 例对照组患者脑皮质及 30 例难治性癫痫

和 30 例对照组患者血清，应用 RT-qPCR 验

证基因芯片筛选的差异性最明显的 hsa-miRN

A-4521 表达的统计学差异。 

结果  9 例难治性癫痫患者，8 例对照组患者 

中（性别、年龄均无统计学差异），电泳结

果证明所有样品 miRNA 质量均符合表达谱芯

片实验要求。差异性表达 miRNAs 筛选：有

显著统计学意义的上调 miRNAs（共 138

个），下调 miRNAs（共 11 个），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的 miRNAs（764 个），差异性表达

miRNAs 所占比例为 19.4%（148/764），与

文献报道吻合。经 15 例难治性癫痫患者，15

例对照组患者脑皮质及 30 例难治性癫痫和 3

0 例对照组患者血清（性别、年龄均无统计学

差异）RT-qPCR 验证，hsa-miR-4521 的升

高有明确的统计学差异。 

结论  基因芯片高效、便捷的筛选癫痫脑组织

差异性表达的 miRNAs，同时经 RT-qPCR 验

证脑组织皮质及血清，hsa-miR-4521 的升高

有明确的统计学差异，对于下一步寻找生物

学标记有较明确的意义。 

 
 
PO-1882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临床分析 
 

王克强 1 张瑞 2 

1.新疆库尔勒 273 医院神经外科 

2.解放军第 273 医院核磁室 

 

目的  探讨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临

床疗效。 

方法  分析我院自 2009 年 3 月至 2015 年 10

月经微血管减压治疗的 68 例三叉神经痛患者

临床资料。本组患者共 68 例，其中男 29

例，女 39 例；年龄 31—77 岁，平均年龄 48.

45±9.67 岁；病史 1～16 年，平均 5.64±2.45

年。左侧 30 例，右侧 38 例。术前病人均经

过 3D-TOF-MRA 和 3D-T1 增强序列进行脑干

区薄层扫描，其中 53 例发现存在三叉神经和

邻近血管之间的压迫或关系密切。 

结果  术中发现有明确责任血管的 35 例，其

中小脑上动脉 21 例，小脑前下动脉 12 例，

变异血管 2 例，有 8 例未发现明确的责任血

管。术后次日疼痛症状消失 61 例，仍有疼痛

7 例，术后给予继续口服卡马西平治疗，其中

3 例在 3 月后疼痛改善，4 例手术无效，有效

率为 94.1%。术后 1 例发生皮下积液，3 例听

力下降，5 例头晕、耳鸣，3 例轻度面神经功

能障碍。 

结论  微血管减压术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有效

方法。术前常规行脑干区 MRA 薄层扫描、术

中正确判定责任血管、充分减压、保护正常

神经组织是保证手术疗效、防止并发症的关

键。 

 
 
PO-1883 

X 刀治疗幕上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探讨 
 

陈苏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幕上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PNETS）由

原始神经上皮产生，具有多种分化潜能，主

要发生于儿童，呈浸润性生长，易复发和转

移，预后差。目前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辅

以放疗和化疗。因肿瘤常体积巨大及位置深

在，而常规放射治疗局部控制率低且不能重

复使用，因此有必要探讨 X 刀治疗 PNET

S，。，提高  肿瘤局部控制率，延长生存

期。  

方法  回顾分析 2007~2015 年南京军区福州

总医院 5 例 PNETS 的诊断、临床特征以及联

合开颅手术、常规放射治疗和 X 刀治疗方法

的运用。男 3 例，女 2 例，年龄 3~50 岁，中 

位年龄 7 岁。1 例先行 X 刀治疗，后复发开

颅病理证实。4 例先开颅手术切除肿瘤、取得

病理，而后行 X 刀因肿瘤深在未能全切的残

余肿瘤，以及术后复发或转移的肿瘤。X 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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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剂量 12Gy~16 Gy.全脑放射治疗剂量 30 G

y/15f。本组未接受正规化疗。  

结果  随访 1~7 年，4 例死亡，1 例仍存活。

生存期 6~36 个月，平均 13 个月。5 例局部

控制率 100%，复发、死亡病例均为远处或颅

内广泛转移，最终颅内高压、死亡。X 刀治疗

后近期出院时症状均好转，无头痛、无偏瘫

加重、无死亡。1 例 2 月后出现反应呆滞、记

忆力下降。  

结论  PNETS 目前基本治疗原则是以手术切

除为首选，结合全脑全脊髓放射治疗（和/或

化疗）。PNETS 影像 MR 特点是肿瘤巨大，

边界清楚，周围水肿区小或不明显。因此，

如果肿瘤位于功能区，不应盲目追求全切除

肿瘤，可留残瘤行 X 刀治疗。由于 PNETS 

易随脑脊液转移，故仍需行全脑放射治疗。

对数月内迅速复发的 PNETS ，1~3 个肿瘤可

行 X 刀治疗。因此，X 刀治疗是 PNETS 局部

控制的手段之一，进一步的结论仍需病例数

的积累。  

 
 
PO-1884 

Leksell 手术计划系统在帕金森手术中的应用

（41 例体会） 
 

高进喜 郑兆聪 薛亮 戴伟 王守森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Leksell 三维手术计划系统（Leksell Sur

giPlan System）是一个先进的以影像学为基

础的神经外科计划软件，是为使用 Leksell St

ereotactic System 立体定向系统特殊设计

的。凭借其强大的基于 Linux 的操作系统和灵

活的预先计划功能，使神经外科医生在手术

计划和比较不同的手术入路方面更加自由和

精确。本研究主要探讨 Leksell 三维手术计划

系统在帕金森氏病 Vim 核或 Gpi 核团毁损术

和丘脑底核脑深部电刺激（STN-DBS） 进行

靶点定位的应用价值，并总结临床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使用手术计划系统，联合 3.

0T MRI 图像扫描技术治疗的帕金森氏病人 41

例，其中核团毁损术 26 例，脑深部电刺激术

（DBS）15 例。术中采用微电极记录（ME

R） 和电刺激，观察病人症状改善及副反应

发生情况以判断靶点定位的准确性。  

结果  Leksell 手术计划系统结合 3.0T MRI 图

像定位靶点准确性较高，首先，毁损病人对

Vim 核或 Gpi 一次定位的准确率达 85 .

3%，；其次，对 DBS 病人 STN 的定位，74.

0%（20/27）的病人一次性准确定位，通过

术中电生理记录显示，电信号良好，刺激电

极测试症状改善明显（92.5%）。本组病例针

道更换率较低，一般经过 1-2 次的针道调

整，都能够找到合适靶点，明显优于二维 MR

I 图像定位。  

结论  Leksell 手术计划系统加 3.0T MRI 进行

帕金森氏病的靶点定位，与 MER 符合率高，

准确性强，能够显著提高手术质量，减少针

道更换率，降低手术穿刺道出血风险。  

 
 
PO-1885 

颞顶枕叶离断术治疗后头部难治性癫痫 17 例 
 

杨朋范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对局限于一侧后头部颞顶枕叶的致痫

灶，颞顶枕多脑叶切除手术往往能取得满意

的癫痫控制效果，但手术存在历时长、术中

出血多、感染、脑积水等发生率高等严重问

题。福州总医院癫痫中心自 2009 年 9 月至 2

014 年 12 月采用顶枕或颞顶枕离断术治疗单

侧后头部难治性癫痫 17 例。本文总结该术式

的适应证、手术方法、并发症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 例药物难治性癫痫病人的

临床资料，男 10 例，女 7 例，发病平均年龄

4.3 岁（3 个月~11.5 岁），病程平均 8.1 年

（2~12 年），手术时平均年龄 11.6 岁（4~1

8 岁）。经病史采集、体格检查、长程视频脑

电图监测、MRI、PETCT、神经心理评估

等，确定致痫灶位于左侧后头部 9 例，右侧

后头部 8 例。9 例行左侧颞顶枕离断术，7 例

行右侧颞顶枕离断术，1 例行右侧颞叶切除后

再行顶枕离断术。手术方法：气管插管全身

麻醉后病人取侧卧位，作近中线的一侧颞顶

马蹄形切口和长条形骨瓣，放射状剪开硬脑

膜，暴露颞顶叶。神经导航仪及皮质诱发电

位确认中央沟和中央后沟。由颞叶上回后段

分离外侧裂，切开颞干进入侧脑室颞角，继

续向前切开颞干，离断杏仁核和海马。以侧

脑室三角区为标志切开顶叶岛盖，沿中央后

沟后方离断顶叶皮质至上矢状窦旁，向深部

操作切断顶枕白质纤维联系。经侧脑室三角

区切断海马尾部，切开胼胝体，确认丘脑位

置后于脑室内切断枕叶与丘脑的联系。操作

过程中注意保留颞顶叶脑沟内的血管及表面

的引流静脉。 

结果 平均随访 38 个月（13 个月~6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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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无失随访病例。术后疗效：Engel I 级

10 例，II 级 4 例，III 级 3 例。韦氏智力测量

术前平均 IQ50.7 分，术后平均 IQ54.3 分。

全部病例出现对侧视野同向性偏盲。术后 3-5

天继发性脑水肿 2 例，其中一例出现颅内压

增高危象，经开颅切除水肿的顶枕叶后恢

复，另一例经脱水治疗后恢复。病理报告：5

例 FCDIb, 3 例 FCD IIa, 5 例 FCD IIb, 3 例胶

质增生，1 例胶质增生并 FCDIIa.  

结论 颞顶枕叶离断术是治疗单侧后头部顽固

性癫痫的有效方法，术中离断路径的合理性

和动静脉血管的妥善保留是保证手术安全性

的关键因素。 

 
 
PO-1886 

奥卡西平单药治疗癫痫的不良反应分析 
 

林巧 杨朋范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奥卡西平（Oxcarbazepine，OXC）是 

一种新型抗癫痫药物在临床上得到广泛的应

用，虽然不良反应较传统抗癫痫药物少见，

但其毒副作用仍不能忽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到 2014 年 9

月在我院接受奥卡西平单药治疗的癫痫患者

的临床资料，观察治疗过程中出现的药物不

良反应。  

结果  127 例奥卡西平单药治疗患者中发生不

良反应 45 例，其中以中枢神经系统和消化系

统多见（32 例），多于加量期发生，多数逐

渐适应，仅 2 例因严重的头晕不能耐受而停

药；皮肤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9 例），主要

为皮疹，未出现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

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等严重过敏反应综合

征。肝功能损害少见，低钠血症、性功能障

碍、白细胞减少等罕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有的报道提出奥卡西平容易导致低钠血症，

本研究仅发现 1 例老年女性的低钠（Na130.2

mmol/L）。  

结论  奥卡西平作为部分性发作的一线抗癫痫

药物，耐受性好，安全性较高，不良反应发

生率低，保留率较高。但偶可出现严重的不

良反应，一些罕见的副作用容易被忽视，临

床医师需要警惕。  

 
 
 
 

PO-1887 

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癫痫患者发作间期头皮

脑电图在术前评估中的定位价值 
 

梅珍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探讨头皮发作间期脑电图(interictal scal

p EEG )在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focal cortical 

dysplasia，FCD) 癫痫中的特点及定位致痫区

的意义。  

方法  选择自 2011 年 5 月至 2013 年 5 月我

中心收治的 25 例颅内电极埋置术，并经病理

证实为 FCD 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将颅内电极

脑电图(Intracranial  EEG ，IEEG)发作间期

放电(interictal discharge，IID )与头皮发作间

期脑电图分为四种类型：A ：独立棘波；B：

重复棘慢波；C：多棘波；D：阵发性快活

动。发作期放电(ictal discharge，ID)分为：I

型：节律性快波；Ⅱ型：棘波节律；Ⅲ型：

小于 8Hz 的节律性电活动。将 25 例患者头皮

发作间期脑电图与颅内电极脑电图 ID 分析比

较。  

结果  25 例 FCD 患者中，头皮发作间期脑电 

图 A、B、C、D 各型的波形、部位与颅内电

极脑电图发作期相比，各型间有显著性差

异。3 例患者头皮 IID 为 D 型，颅内电极脑电

图发作期表现为Ⅰ型，术后随访均为 Engle

Ⅰ；5 例患者头皮 IID 为 C 型，颅内电极脑电

图发作期表现为Ⅰ型，术后随访 EngleⅠ的 3

例； C、D 型 EngleⅠ6 例。而头皮 IID 中 A

型 8 例，术后随访 EngleⅠ的 2 例，定位意义

明显弱于其它类型。  

结论  FCD 患者头皮 IID 以棘波、尖波波形较

多见，且范围较颅内电极脑电图上的 IID 广

泛。经过由皮层到头皮的传导，不论是 IID 还

是 ID，异常放电形式均有可能发生改变。头

皮脑电图的 C、D 型 lID 放电较为局限型，定

位可靠性较高。  

 
 
PO-1888 

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后复发原因及再手

术探讨 
 

郑兆聪 高进喜 戴伟 池彬 黄银兴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探讨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

（MVD）后复发原因及再手术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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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1 例经 MVD 术后复发的原发性三叉

神经痛再次手术的的手术录像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逐一分析术中所见，总结复发原因

并进行分类，以及总结术中处理措施，随访

评估术后疼痛二次手术疗效；  

结果  术中发现 11 例减压材料放置位置不

当，5 例减压材料体积过大，2 例责任血管遗

漏，1 例减压材料移位，1 例蛛网膜增厚并神

经粘连严重，1 例未见特殊情况。复发原因分

类： = 1 \* GB3 ①责任血管推移距离不足，

加之术后蛛网膜粘连，使隔离物粘连三叉神

经, 压迫及牵拉神经根； = 2 \* GB3 ②减压材

料脱落和移位, 对周围神经造成粘连和压迫； 

= 3 \* GB3 ③责任血管遗漏，或责任血管复

位再压迫； = 4 \* GB3 ④减压材料垫入位置

不当或体积过大造成机械性压迫； = 5 \* GB

3 ⑤新生蛛网膜增厚、粘连，束缚三叉神经；

 = 6 \* GB3 ⑥不明原因。其中， = 1 \* GB3 

①~ = 4 \* GB3 ④可归结为医源性原因，共 1

9 例（90.5%）； = 5 \* GB3 ⑤~ = 6 \* GB3 

⑥为非医源性原因，共 2 例（9.5%）。21 例

患者根据不同情况行个体化处理，其中行原

减压材料摘除后重新分离垫入 Teflon 棉者 11

例，减压加感觉神经根部分切断 5 例，摘除

原减压材料后单纯行感觉神经根部分切断 3

例，单纯三叉神经松解加感觉神经根部分切

断 2 例。所有患者经再次神经血管减压术或

神经松解术治疗后疼痛均消失，术后随访观

察 4 个月~7 年无复发病例。  

结论  原发性 TN 行 MVD 术后复发的主要原

因在于首次手术存在欠缺，即绝大多数复发 T

N 病例是由医源性原因引起的。再次行 MVD

手术仍然是复发 TN 的有效治疗手段，但术中

需要根据不同复发原因遵循个体化原则给予

合理处理。  

 
 
PO-1889 

三叉神经痛对认知的影响及脑电失匹配负波

在评估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疗效评估中

的应用 
 

于峰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探讨三叉神经痛发展过程中的注意相关

行为反应及脑机制，创建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微血管减压术疗效的客观评价指标，为临床

疼痛的治疗和预后判断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  本研究由 16 名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 15

名构成，应用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进行波形

变化分析。其中患者组共参加两次实验，分

别在术前术后。本研究的实验均在患者三叉

神经痛非发作期进行。 

结果  三叉神经痛组病人额颞叶 MMN 波幅与

健康对照组相比明显降低，术后额中央部的

脑电失匹配负波（mismatch negativity, MM

N）波幅明显升高，而双侧颞叶处的 MMN 的

波幅在手术前后没有显著的变化。三叉神经

痛组病人额中央 MMN 波幅与 SF-MPQ 评分

有显著的负相关。 

结论  脑电失匹配负波（mismatch negativity, 

MMN）可以用来预测三叉神经痛患者认知水

平的改变，而且可以作为评估微血管减压术

临床疗效的客观评价指标。 

 
 
PO-1890 

微血管减压术结合三叉神经感觉根选择性切

断术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临床效果分析 
 

李永宁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微血管减压术与三叉神经感觉根选 

择性切断术结合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Ｔ

Ｎ）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于我

院行微血管减压术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

者 62 例。 术中对责任血管明确者采用垫片将

责任血管与三叉神经适当垫开，视患者自身

及术中情况行蛛网膜粘连松解或行三叉神经

感觉根切断术，术后观察疗效及并发症发生

情况。  

结果  责任血管：动脉 38 例，静脉 7 例，动

静脉 13 例，未见明显责任血管 4 例； 13 例

行三叉神经感觉根切断术。本组治愈 45 例，

缓解 9 例，药物控制 7 例，无效 1 例。 减压

术相关并发症 6 例，随访期间缓解 5 例，皮

下积液一例；13 例感觉神经根切断者有不同

程度患侧面部麻木，患者能耐受，未特殊处

理。本组无颅内感染、脑脊液漏及死亡病

例。  

结论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效

果确切，结合三叉神经根选择性切断术可显

著提高手术有效率，降低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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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91 

弓状束 DTI 成像技术并结合神经影像导航 在

癫痫外科术中的应用价值 
 

刘智良 丁虎 游宇 刘建明 孟繁鑫 尹鹏 温静 王艳 翟鲁

付 徐如祥 

北京军区总医院 100700 

 

目的  评价弓状束弥散张量（DTI）成像技术

并结合神经影像导航在癫痫外科术中的应用

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4 例癫痫病灶毗邻语言功

能区的难治性癫痫行外科切除手术患者，术

中应用弓状束的扩散张量成像（DTI）、扩散

张量纤维示踪（DT-FT）技术结合术中神经影

像导航技术以指导手术，术后随访评估患者

的疗效及语言功能。 

结果  癫痫灶毗邻 Broca 语言区者 7 例中，术

后疗效 EngelⅠ级 3 人，Ⅱ级 3 人，Ⅲ级 1

人；毗邻 weinicke 语言区 17 例中，术后疗效

EngelⅠ级 13 人、Ⅱ级 2 人、Ⅲ级 2 人。所

有患者均未出现永久性语言功能障碍。 

结论  弓状束的 DTI 及 DT-FT 技术结合术中

神经影像导航技术在癫痫外科治疗中有很高

的应用价值。 

 
 
PO-1892 

术前 MRI 与 Dyna-CT 血管影像融合对微血

管减压术手术难易程度的评估价值及手术细

节探讨 
 

宋健 马廉亭 杜浩 向伟楚 黄成 黄河 孙荣辉 何远志 徐

国政 马廉亭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目的  微血管减压术(microvascular decompre

ssion ,MVD)作为经典的功能神经外科手术目

前已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所接受。但相对于常

规神经外科患者而言，接受 MVD 手术的患者

对疗效的要求更高，对并发症的容忍度更

低。因此，术前对手术难易程度的估计有重

要的实用价值。本研究探讨术前 MRI 与 Dyna

-CT 血管影像融合以及相应手术计划对微血管

减压手术难易程度的评估价值，探讨减压困

难 MVD 手术细节。 

方法  将 25 例拟接受微血管减压术的患者术

前行 Dyna-CT，并将血管重建像与 MRI 融

合，利用手术计划的模拟入路功能，在建立

好的融合头颅模型上开骨窗，模拟手术中显

微镜的光路，判断是否可以不经牵拉直接暴

露责任动脉。了解责任血管的走向及其与绒

球小结叶的相对关系，并对绒球小结叶凸起

程度、后颅窝扁平程度等影响手术难易程度

的参数进行测量评估，与显微镜下手术操作

时间作比较。 

结果  责任血管与绒球小结叶的相对关系，术

侧绒球小结叶凸起程度、后颅窝扁平程度是

影响手术难易程度的重要因素。当影像学提

示小脑绒球较发达并合并倾斜度较高的颅底

时，常提示入路很窄且有阻挡，无法直视责

任动脉。后颅窝倾斜的角度越大，提示面神

经 REZ 区越深，显露过程越久。术前可制定

相应的手术策略。 

结论  术前 MRI 与 Dyna-CT 血管影像融合为

微血管减压术的术前评估提供了一种安全有

效的新方法，能够有效预测微血管减压术的

难易程度。 

 
 
PO-1893 

药物难治性额叶癫痫患者术后长期疗效和风

险因素分析 
 

徐翠萍 杜薇 遇涛 张晓华 张国君 庄平 李勇杰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功能神经外科 100053 

 

目的  分析药物难治性额叶癫痫（FLE）患者 

术后长期疗效及风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82 例（男：49 例，女：33

例）术后随访 3 年以上的药物难治性 FLE 患

者的临床资料，并将患者分为术后无发作组

和发作组，比较两组患者之间的差异。  

结果  术后平均随访 49.7±10.4 月，术后 6 个

月 Engel I 级为 67.1%，术后 1 年 Engel I 级

为 59.8%，术后 2 年为 53.7%，术后 3 年为

53.7%，术后 4 年为 52.4%，术后 5 年为 51.

9%。术后无发作组与发作组患者相比，手术

年龄相对较大（21.5 岁：16.3 岁，P=0.0

1），头皮发作期脑电图（EEG）显示额叶有

明显的节律（P=0.01），MRI 显示有明确的

病损（P=0.03），埋置颅内电极的比例较低

（P=0.004），而且无急性术后发作（APO

S）（P﹤0.001）。病理结果显示皮层发育不

良术后 6 个月、1 年、2 年、3 年、4 年和 5

年无发作的比例分别为 67.4%、63.0%、54.

3%、54.3%、52.2%和 56.3%；病理结果为

肿瘤的患者术后无发作的比例分别为 75.

0%、75.0%、62.5%、62.5%、50.0%和 6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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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药物难治性 FLE 患者可以通过外科手术

治疗长期获得较好的疗效，MRI 有明确的病

损、头皮发作期 EEG 定位在额叶及无 APOS

的患者术后长期效果较好。 

 
 
PO-1894 

MiR-23b-3p 在 KA 诱导的痫性发作中的保护

作用 
 

战连波 王逢鹏 张小斌 何文灿 郑维红 张云武 郑红花 

姚一 

厦门大学附属成功医院 361003 

 

目的  研究 miR-23b-3p 在海人酸（Kainic aci

d,KA）诱导的痫性发作中的作用 

方法  腹腔注射 KA (15mg/kg) 构建癫痫小鼠

模型，对照组注射相同剂量的生理盐水，并

应用荧光定量 PCR 法对皮层和海马组织中 mi

R-23b-3p、miR-505-5p、miR-551b-3p 等 mi

RNAs，并记录脑电图；用不同浓度的 KA 处

理原代神经元并用 50uM 的 KA 处理不同时间

点的原代神经元，监测 miRNA 的表达；之后

通过对癫痫模型小鼠侧脑室注射 miR-23b ag

omir，检测 miRNA 的表达并记录小鼠行为学

和脑电图变化。 

结果  KA 诱导小鼠癫痫模型中皮层中 miR-23

b-3p 表达显著下降，海马中无变化；在原代

培养神经元中 KA 显著下调 miR-23b-3p 表

达，并且呈剂量和时间依赖性；补充脑内 mi

R-23b-3p 水平后癫痫小鼠痫性发作程度明显

减轻，异常脑电波明显减少，脑电波振幅和

频率均下降。 

结论  miR-23b-3p 有减轻痫性发作的神经保

护作用。 

 
 
PO-1895 

面神经管次全程减压手术治疗贝尔面瘫 
 

郭宇鹏 王林 

航空总医院 100012 

 

贝尔面瘫好发于青壮年，是神经科的一种常

见病。早期治疗方法主要为药物治疗，包括

糖皮质激素、抗病毒药物、B 族维生素等，约

80%～85%的病人经药物治疗可完全恢复。

但有少部分患者药物治疗 2 至 3 周效果不

佳，需要外科干预。 

目的  探讨药物治疗超过三周效果不佳的患者

及电生理检查神经损伤超过 90%的患者手术 

治疗的可行性及最佳术式。 

方法  我院自 2014.5 至 2015.8 收治的 36 名

贝尔面瘫患者，采用经乳突面神经管次全程

减压术，磨钻磨开乳突骨质，自膝状神经节

至茎乳孔开放面神经管。在直视下切开面神

经外膜，术后给予糖皮质激素及 B 族维生素

等药物治疗。 

结果  术后随访三个月到半年，绝大多数病例

面神经功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无出血、感

染等并发症。 

结论  根据我们的经验，面神经管次全程减压

手术治疗药物效果不佳的贝尔面瘫有着安全

性高，疗效满意，术后住院时间短等优点，

可作为治疗内科治疗预后不良的贝尔面瘫的

常规手术方式加以推广。  

  
 
PO-1896 

丘脑前核电刺激对癫痫猴海马的神经保护作

用 
 

石林 杨岸超 张建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背景  丘脑前核（ANT）电刺激已被国内外多

项基础临床研究证实可有效控制癫痫发作，

但其具体机理仍不清楚。  

目的  观察 ANT 电刺激对癫痫猴海马神经元 

是否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方法 雄性恒河猴 8

只，随机分入刺激组（n=3），假刺激组（n=

3）及对照组（n=2）。刺激组及假刺激组动

物以左侧 ANT 为靶点植入 DBS 设备，对照

组不植入 DBS 设备。向刺激组及假刺激组动

物的左侧海马注射海仁酸建立颞叶癫痫猴模

型，对照组动物接受同体积生理盐水注射。

对刺激组动物进行长期电刺激，假刺激组不

进行电刺激。观察各组动物癫痫发作频率的

差别，6 个月后取脑，使用免疫组化手段观察

海马病理损伤及纤维化情况。  

结果  ANT 电刺激组动物癫痫发作频率较假刺

激组降低 45.7%，ANT 电刺激组动物海马存

活神经元数量明显高于假刺激组，纤维化程

度较假刺激组明显降低。 

结论  长期 ANT 电刺激可减轻颞叶癫痫猴海

马损伤及纤维化，这可能是 ANT 电刺激治疗

颞叶癫痫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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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97 
Delayed Responses to STN Deep Brain St
im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
ease 
 
Shi Lin1,zhang jian-guo1,2,3,Zhu Guan-Yu1,Chen Yin
g-Chuan1,Meng Da-Wei1,Yang An-Chao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Functional Neurosurgery Laboratory， Beijing Ne

urosurgical Institute， Beijing， China. 

3.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Neurostimulation， Beiji

ng， 100050， China 

 

Subthalamic nuclei (STN) deep brain stimula
tion (DBS) has become a widely accepted tr
eatment modality in relieving tremor and rigi
dity for Parkinson’s disease. Usually, if the D
BS lead is accurately and properly placed in 
the STN, tremor and rigidity will attenuate al
most instantly after DBS is turned on. Recen
tly, we have begun to notice a “delayed resp
onse” phenomenon in STN DBS surgeries, i
n which case the intraoperative STN test sti
mulation failed to show its expected effects 
whereas the stimulation in the ward did. We i
dentified 6 patients who demonstrated definit
e delayed responses to STN DBS in a 3-yea
r period. The clinical data of these patients w
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Our findings rem
ind us that if the MER is perfect but test stim
ulation fails, we should consider the possibilit
y of the STN delayed response phenomenon,
 which may help us out from missing a good 
 target and changing targets aimlessly. 
 
 
PO-1898 

癫痫发作信息化随访记录平台的建设与意义 
 

石林 1,2 张建国 1,2 张凯 1,2 邵晓秋 1 辛胜男 3 滕志伟 3 

陈颍川 1 张超才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神经电刺激研究与治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3.北京市盛通恒瑞科贸有限公司 

 

癫痫是一种常见的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神经

系统慢性疾病，目前临床医师对患者病情的

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患者提供的癫痫发作

信息，但该信息通常存在很大误差。因此，

如能让患者在每次癫痫发作后记录下与其癫

痫发作相关的重要信息，对患者、医师及科

研人员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的研

究团队进行了相关尝试，设计制作了一个癫

痫发作信息化记录与随访平台，并推荐给在

我院治疗的癫痫患者，使患者可以随时记录

癫痫发作信息，并提醒其定期随访、复查，

既方便了患者诊疗，也便于医生进行随访监

控。由此可见，建立发作信息化随访记录平

台对促进医患沟通、并改进癫痫患者医疗模

式具有一定临床意义，同时该平台对癫痫发

作模式的探索也具有积极意义。 

 
 
PO-1899 

额叶背外侧癫痫发作的运动症状特点——基

于立体脑电图的分析 
 

郭强 陈俊喜 华刚 朱丹 刘兴洲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探讨起源于额叶背外侧癫痫发作的运动

症状对应亚区分布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 例经立体脑电图证实发

作起源于额叶背外侧并经外科切除治疗的局

灶性癫痫患者临床资料。将患者发作症状中

的运动成分分为基本运动（Elementary motor,

 EM, 包括强直、偏转、阵挛、肌阵挛等）与

复杂运动（Complex motor, CM, 包括自动运

动、过度运动等）两大类。在 MRI 大脑矢状

位图像序列上建立 Talairach 坐标系，自 VAC

线与外侧裂交点起始斜向前上方建立一条与

AC-PC 线呈 60o 角的射线，把额叶分为前部

和后部。然后将立体脑电图证实为致痫区

（发作起始或早期扩散）的电极触点进行定

位并分为三类：额前部、额后部和额中间型

（跨界分布）致痫区。分析发作中的运动成

分与发作起源前后分布位置的相关性。 

结果  19 例患者中致痫区定位额前部癫痫 5

例（26.3%），其中 2 例 EM，1 例 CM，2

例 EM+CM；额中间型癫痫 7 例（36.8%），

其中 1 例 EM，无 CM，6 例 EM+CM；额后

部癫痫 7 例（36.8%），其中 6 例 EM，无 C

M，1 例 EM+CM。相较于致痫区累及额前部

者，额后部癫痫更多表现为单纯的基本运动

（85.7%）而甚少出现复杂运动成分（P<0.0

5）；相较于额前部和额后部癫痫，额中间型

癫痫更多表现为 EM+CM（85.7%）（P<0.0

5）。 

结论  额叶背外侧癫痫发作的运动症状与致痫

区定位有明显关联，额后部致痫区发作运动

症状以基本运动成分为主，一旦致痫区向前

累及，则症状往往会出现复杂运动成分；前

后跨界分布的致痫区更易出现“组合运动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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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在 AC-PC 坐标系建立“60o 线”对额叶症

状学定位可能有辅助价值。 

 
 
PO-1900 

经皮穿刺半月神经节球囊压迫术治疗老年三

叉神经痛 36 例 
 

徐武 梁维邦 陆天宇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经皮穿刺半月神经节球囊压迫术治

疗老年性三叉神经痛的近期疗效。  

方法  对 36 例老年三叉神经痛病人（其中微

血管减压术后复发 11 例，半月神经节射频治

疗后复发 19，初诊 6 例）实施经皮穿刺半月

神经节球囊压迫术，并随访术后 6 月时疗效

及面部麻木缓解情况。  

结果  术后 34 例患者面部治愈，1 例病人无

效，1 例好转，术后随访 6 月时无复发，且大

多数面部麻木逐渐减轻、耐受。  

结论  经皮穿刺半月神经节球囊压迫术具有疗

效确切、手术相对安全，治疗费用低廉等优

势，是老年三叉神经痛病人特别是其他手术

治疗失败或复发病人的首选。  

 
 
PO-1901 

帕金森病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脑灰质改变研究 
 

陈伏祥 1 康德智 1 余良宏 1 林元相 1 刘颖 2 吴钢 3 林

艾羽 3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影像科 

3.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目的  分析帕金森病轻度认知障碍 (Parkinson’

s disease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PD-M

CI)患者全脑灰质异常区域，探寻与轻度认知

功能损害相关的灰质结构改变，为其病理生

理机制提供脑结构影像学证据。  

方法  入选就诊我院的 37 例 PD 患者，分为

PD-MCI 组（n=18）和认知功能正常组（PD

NC，n=19），同时收集 21 例健康对照（He

alth control，HC 组）。应用 3.0T 磁共振对

所有的受试者进行 T1W 扫描，采用基于体素

的形态测量学（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方法对影像数据进行处理，并对全脑 

灰质进行分析。  

结果  三组受试者在年龄、性别及受教育程度

上无统计学意义。与 PDNC 组和 HC 组相

比，PD-MCI 组灰质体积减少脑区集中于左侧

海马、左侧丘脑和左侧楔前叶（p<0.01, alph

asim 校正）；与 HC 组相比，PDNC 组灰质

体积改变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本研究应用 VBM 方法证实 PD-MCI 患

者存在脑灰质结构改变，推测左侧海马和左

侧丘脑体积缺失与 PD 患者轻度认知障碍发生

关系密切。 

 
 
PO-1902 
Vagus Nerve Stimulation for Epilepsy and
 Depression 
 
Wang ZengGuang,Yang Weidong,Chen Zhijuan,Yu 
Qing,Yue Shuyuan,Zhang Jianning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Abstract  The vagus nerve is a major comp
onent of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metabol
ic homeostasis, and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n
euro-endocrine-immune axis to maintain ho
meostasis through its afferent and efferent p
athways. Vagus nerve stimulation (VNS) refe
rs to any technique that stimulates the vagus
 nerve, including manual or electrical stimula
tion. Left cervical VNS is an approved therap
y for refractory epilepsy and for treatment-re
sistant depression. Right cervical VNS is effe
ctive for treating heart failure in preclinical st
udies and a phase II clinical trial. The effectiv
eness of various forms of non-invasive trans
cutaneous VNS for epilepsy, depression, pri
mary headaches, and other conditions has n
ot been investigated beyond small pilot studi
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infl
ammation, metabolic syndrome, and heart di
sease might be mediated by the vagus nerve.
 VNS deserves further study for its potentiall
y favorable effects on cardiovascular, cerebr
ovascular, metabolic, and other physiologic 
biomarker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morb
idity and mortality.  
 
 
PO-1903 

Hartel 入路三叉神经半月节射频热凝术治疗

难治性三叉神经痛——不宜忽略的环节 
 
Zhang Wenchuan,Zhong Wenxiang,Yang Min,Liu P
engfei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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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针对药物治疗无效的难治性三叉神经

痛，评价 Hartel 前入路半月神经节射频热凝

术中 MRTA、颅底双源 CT 卵圆孔重建、神经

电生理联合使用的临床价值。  

方法  Hartel 前入路半月神经节射频热凝术治

疗 138 例难治三叉神经痛患者，MRTA 分析

三叉神经与彼邻血管关系；术中运用双源 CT

颅底薄层卵圆孔扫描（三维重建）判断卵圆

孔狭窄程度，并引导射频针进入卵圆孔，调

整进针深度、角度；实时神经电生理电刺激

精确定位电极针裸露段所在不同神经纤维（V

1、V2、V3）位置，监测温控射频靶点毁损

程度、范围。  

结果  所有病例卵圆孔穿刺顺利；并能根据病

人疼痛分布不同区域实施精确定位热凝毁损

不同三叉神经感觉分支，避免运动支、角膜

支及其它颅神经损伤；控制毁损半径、程

度，疼痛术中即刻消失，术后面部遗有轻度

麻木感，无其他严重并发症。  

结论  颅底双源 CT 卵圆孔重建，配合神经电

生理定位，监控毁损半径、程度，弥补了单

纯体表立体定向定位徒手穿刺的缺陷，提高

了卵圆孔穿刺的成功率和精确度，增加了术

者的信心和操作的安全性，降低了并发症的

发生，具有临床实用推广价值。 同时，术前

MRTA 结合 CT 卵圆孔重建检查，有利于区分

典型三叉神经痛（责任血管）和症状性三叉

神经痛（卵圆孔狭窄），避免微血管减压术

的失败。 

 
 
PO-1904 

癫痫患者的生活质量与心理干预 
 

郭韬 

河北省人民医院 050051 

 

目的  癫痫发作的不可预知性、对长期服药发

生副作用的担心、以及长期以来人们对癫痫

病的误解、歧视等均影响了癫痫患者的心理

发育，乃至产生心理、情绪和行为方面的问

题，亦即心理障碍。多数癫痫患者存在心理

障碍，常引起机体、神经系统和内脏功能的

变化。长时间功能的异常易引起机体器质性

改变。身心疾病的形成和发展，是认知、情

绪和躯体易患素质长期持续作用的结果，与

癫痫患者对疾病的歪曲理解和感受有直接关

系，并由此导致了癫痫患者的生活质量下

降。本研究通过对癫痫患者的心理干预治疗

前后的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的评估，评定癫 

痫患者生活质量。  

方法  心理干预内容包括(１)建立良好的医患

关系，尊重理解癫痫患者，真诚热情给予帮

助。 (２)对癫痫患者病情进行定性、定量的

全面评估：了解癫痫患者及其家长存在的心

理问题 ,并作为咨询的依据；并观察咨询效

果。(３)对癫痫患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有步骤

的心理咨询，提供关于癫痫的基本知识，提

高其对疾病的认识水平，解除焦虑及恐惧情

绪并改善行为，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促进癫

痫患者身心健康。(４)癫痫患者家长,特别是

癫痫患者母亲进行咨询，提高对疾病的认

识，消除其心理障碍以便更好地配合治疗。

(５)巩固治疗效果，注意癫痫患者心理变化，

及时予以帮助。（6）教育癫痫患者要在医生

的指导下正确用药，注意安全，禁止危险活

动。  

结果  通过建立互信及情绪和行为干预可增强

癫痫患者的社会交往能力，产生良好情绪，

对减轻癫痫患者社会功能障碍有重要意义。

实施心理干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与癫痫患者

建立密切的人际关系。癫痫患者早期心理干

预应注意趣味性，并多加鼓励，避免责骂和

批评。认知干预可消除家长的消极心理，减

少对癫痫患者的过分保护及限制，使家长产

生战胜疾病的信心。长期、正规、不间断用

药是治疗癫痫的关键。早期心理干预可消除

癫痫患者对服药的恐惧及厌恶心理，积极配

合治疗，提高对药物治疗的依从性，并可改

善癫痫癫痫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加强遵医行 

为。  

结论  掌握癫痫患者的心理特点，并正确指

导，对其存在的心理障碍进行干预是除药物

治疗外的另一同样重要内容。经过心理干预

后，癫痫患者心理障碍明显减轻，从而提高

生活质量。  

 
 
PO-1905 

显微血管减压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影响

因素研究 
 

徐龙彪 赵明 王马军 

诸暨市人民医院 311800 

 

目的  显微血管减压术（Microvascular Deco

mpression，MVD）是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 Trigeminal Neuralgia,TN）的有效方法，

目前作为神经外科的热门手术已在国内广范

围推广开展，但 MVD 预后影响因素目前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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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争议。本文通过 5 年时间的随访观察

MVD 的疗效，并运用统计学方法筛选出可能

的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对 2011 年 0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之间

我院神经外科所收治的首次行显微血管减压

术治疗的原发性 TN 患者每年至少随访一次，

对所获取的数据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

可能的预后影响因素。  

结果  该队列由 306 例第一次实施显微血管减

压术的原发性三叉神经患者组成。在这些病

人中，典型性三叉神经痛患者术后疼痛的立

即完全缓解率为 79.8%，随访两年以上的疼

痛完全缓解率为 88%；而非典型三叉神经痛

病人术后疼痛的立即缓解率为 71.8%,随访 2

年以上的疼痛完全缓解率只有 45%。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典型的 TN 症状、责任血管或者

主要责任血管为动脉、术后疼痛立即缓解是

有意义的影响因素，其 OR 值为 15.634（2.2

13~118.213），12.231（1.131~202.21

1），9.876（1.345~53.287），其 P 值分别

为 0.002，0.017，0.045 均小于 0.05。（均

P＜0.05）。  

结论  本研究通过长期对 MVD 术后患者的追

踪随访，通过标准化的病例报道，得出 MVD

是治疗原发性 TN 的有效外科手术，典型的三

叉神经痛症状、责任血管或者主要责任血管

为动脉、术后疼痛立即缓解是三个对预后的

有利因素，对临床医生选择合适 TN 患者进行

MVD 手术，提高治愈效果，节省医疗资源。  

 
 
PO-1906 

国产主动式神经外科医疗机器人 Remebot 首

次导航摘除脑内囊虫 
 

赵全军 1 王涛 1 刘文鹏 1 白小军 1 崔绍杰 1 顾建文 1 

刘达 2 王荣军 2 赵德朋 2 

1.解放军第 306 医院 

2.北京柏惠维康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验证国产主动式神经外科医疗机器人 Re

mebot 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方法 临床选择一例脑囊虫继发局限性癫痫患

者，其二个致痫虫体位于左侧运动区，病人

头部粘贴标志点后行 CT 扫描，影像资料输入

主控计算机进行手术规划，分别以二个虫体

为靶点，以其头皮入颅点的连线设计 5cm 长

的直切口，机器人定位穿刺靠近中线的一个

虫体。 

结果 切开头皮后，3X3cm 小骨瓣开颅，按穿 

刺点部位引导在中央沟静脉后方切开蛛网膜

进入中央沟，在其下方 1cm 处中内前回后缘

软脑膜下找到定位的虫体，机械臂重复定位

提示定位误差小于 1mm。向外侧将二个相连

虫体与相应的软脑膜一并精准切除。术后患

者无任何运动及感觉障碍。 

结论 国产主动式神经外科医疗机器人 Remeb

ot 不仅可以实施立体定向手术，对于脑内深

部较小病变也可以进行导航手术，为达到和

进口导航设备相同的效果，在手术软件上尚

需进一步改进。 

 
 
PO-1907 

MRI、神经电生理在脊神经根减压术中的应用 
 
Zhong Wenxiang,Zhang Wenchuan,Liu Pengfei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 MRI 联合电生理检查在脊神经根压

迫症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65 例脊神经根压迫症患者手术治

疗，于术前、后 6 年行 JOA 评分、MRI 和电

生理检查。术前、后随访 JOA 评分、MRI 和

电生理检查。 

结果 术前 AN 值、椎管狭窄率、侧隐窝宽度

较正常椎间盘有明显差异（P＜0.05）；术前

患侧 MCV、SCV、NAP 较健侧有明显差异

（P＜0.05）；术后 AN 值、椎管狭窄率、侧

隐窝宽度、MCV、SCV、NAP 均较术前明显

改善（P＜0.05）。  

结论  MRI 联合电生理检查分别能从形态和功 

能角度评估脊神经根影像学变化和远端下肢

周围神经传导功能。将两者联合应用，在脊

神经根压迫症术前诊断、疗效评估有临床应

用价值，值得广泛推广。 

 
 
PO-1908 

Chiari 畸形合并上颈椎病变的治疗策略 
 

谢嵘 车晓明 陈功 李金全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200040 

 

目的  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Chiari 畸形）的

成因目前较为公认的与发育障碍、脑脊液循

环障碍及遗传背景有关，常合并脊髓空洞症

（50%）、颅颈交界畸形（39%，包括扁平

颅底、颅底凹陷等）、脑积水（15%）。治

疗手段通常以 PFD（后路减压）及 PFR（后

颅窝成型）为主。但我们也发现有相当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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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病例可合并上颈椎病变，构成复杂的 Chiair

i 畸形，处理须同时考虑减压、解除脊髓压

迫、重建脊柱稳定性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

我们对临床上该类患者的治疗进行了总结分

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3-2015.8 在我科脊柱

脊髓亚专业组收治并手术的 Chiari 畸形合并

上颈椎病变 10 例，8 例合并脊髓空洞；除 1

例以颈椎病就诊外，均以 Chiari 畸形就诊，

在所有手术的 Chiari 畸形中占 25%。其中合

并寰枢椎脱位 7 例、上颈椎椎管狭窄 5 例、

明显椎间盘突出 3 例、上颈椎 OPLL2 例，所

有患者术前均完善影像学检查外，并行三维

CT 重建、X 正侧位及动力位片评估脊柱的稳

定性，并且均行 3D 打印模型进行手术方案设

计及指导术中置钉固定。然后综合患者临床

情况，兼顾 Chiari 畸形及颈椎病变的特点选

择个体化治疗。  

结果  10 例患者中枕颈融合+撑开复位 5 例，

其中 1 例同时行颈椎椎板切除+侧块螺钉固

定，另 1 例同时行 PFD。手法复位+Harms

融合（即 C1 侧块螺钉+C2 椎弓根螺钉固定）

2 例，2 例合并 OPLL 均行颈椎椎管扩大成形

术，1 例合并神经根型颈椎病行 PFD+后路椎

间孔减压。术后症状均有不同程度改善。随

访 3 个月 6 例脊髓空洞明显改善。  

结论  复杂 Chiari 畸形合并上颈椎病变并不少

见，本回顾性研究的数据在 25%左右，临床

处理较为棘手。因此治疗上需判断两者的因

果关系。如果 Chiari 畸形是上颈椎病变的症

状，处理上颈椎病变即可。如不确定，在确

保脊柱稳定性的前提下可行 PFD 或 PFR。需

要指出的是 PFD 或 PFR 并非为该类患者必

需的治疗，本组病例 10 例患者中仅有 2 例行

PFD。另外由于患者常合并 CVJ 及颈椎的多

种畸形或病变，治疗并无标准可循，需综合

判断患者临床情况及个人需求，开展个体化

治疗。  

 
 
PO-1909 

脊髓及神经脊柱手术并发症的分析 
 

谢嵘 车晓明 陈功 李金全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200040 

 

目的  分析脊髓及神经脊柱手术常见的手术并

发症及其预防和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1-2015.12 在我科脊

柱脊髓亚专业组收治并手术的脊柱脊髓疾病 

252 例，分析各种并发症及其处理策略。  

结果  本组 252 例：脊髓手术 191 例（神经鞘

瘤 94 例、室管膜瘤 28 例、血母 16 例、其他

53 例），术后出现神经根损伤 5 例、脊髓损

伤加重 4 例、脑脊液漏 2 例、皮下积液 1

例、切口愈合不良 1 例；脊柱手术 61 例，其

中后路 CVJ 内固定或脊柱内固定+融合 48

例、单开门 5 例、椎间孔减压 1 例，术后出

现钉棒位置不佳 3 例（翻修 1 例）、皮下积

液 2 例、II 型呼衰 2 例、神经根损伤 2 例、交

感神经症状 1 例；，前路 ACDF 及 ACCF 7

例，术后出现脑脊液漏 1 例、吞咽困难及呼

吸肌无力 1 例。经过相应的治疗后均好转。  

结论  脊髓及神经脊柱手术均有各自的特点及

并发症，与手术效果、患者的恢复密切相

关，无论术前、术中及术后均应引起术者的

高度重视，并给与相应的预防及治疗措施。  

 
 
PO-1910 

先天性颅颈交界区不稳定性疾病的手术治疗 
 

刘诤 1,2 王峰 1,2 陈鹏飞 1 高攀 3 刘阳 1 孙冬冬 1,2 孙涛
1,2 

1.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宁夏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 

3.陕西省周至县中医院 

 

目的 探讨后正中入路、枕骨-枢椎螺钉、钛棒

（板）内固定手术治疗颅颈交界区不稳定性

疾病的临床经验。  

方法 19 例颅颈交界区不稳定性疾病患者(先 

天性寰枢关节脱位合并 Chiari`s 畸形 9 例，

寰枕融合 6 例，颅底凹陷 3 例，扁平颅底 1

例)，术前颈椎日本骨科学会（JOA)评分为 4

~11 分，平均（6.09±1.14）分，进行枕骨-枢

椎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并通过螺钉间撑开

技术使寰枢关节复位。根据手术后 JOA 评分

和影像学改善程度评价手术疗效。  

结果 术后随诊 6~12 个月，平均 9 个月，无

螺钉-钛棒（板）松脱、断裂现象，植骨处均

可见不同程度生长及融合。术后寰枢关节复

位、脊髓形态改善、临床症状缓解者 16 例，

无明显缓解者 3 例。颈椎 JOA 评分 8~16

分，平均（12.09±2.63）分，与术前比较，

差异具有显著性（t=-8.33，P<0.01）。  

结论 后入路枕骨-枢椎螺钉、钛棒（板）内固

定术治疗颅颈交界区不稳定性疾病是安全有

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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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11 

经伤椎椎弓根置钉治疗胸腰椎骨折 
 

封亚平 封雨 邓洵鼎 谢佳芯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神经外科（全军脊髓损伤治疗中

心） 650032 

 

目的  探讨经伤椎椎弓根置钉治疗胸腰椎骨折

手术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07 年 5 月-2014 年 1

月收治的 1562 例胸腰椎骨折患者的临床资

料。术前均采用 ASIA 评分：A 级 287 例,B

级 472 例,C 级 272 例,D 级 178 例和 E 级 11

6 例。单个椎体骨折 973 例，两个以上椎体

骨折 343 例，共计伤椎 1316 个。手术方法:

对伤椎椎弓根正常者及相邻的上下椎体经椎

弓根置钉内固定，手术共完成伤椎置钉 2632

枚，于术后 2 周、6 个月、12 个月复查，观

察术后伤椎高度、水平移位、矢状面 Cobb

角、椎管容积术后增加、伤椎体愈合情况，

神经功能恢复、内固定断钉、断棒、镙钉松

动等失败率等指标。 

结果  全部患者均进行随访, 伤椎高度恢复至

正常的 93.6%，矢状面 Cobb 角术后恢复至 3.

1°,椎管面积术后增加至正常的 92.4%，伤椎

体愈合满意；术后 12 月出现断钉 4 例，断棒

5 例，无螺钉松动及拔出。术前不完全性脊髓

损伤患者手术后脊髓神经功能均有 1～2 级的

恢复，无神经损伤加重、死亡等并发症。 

结论  经伤椎椎弓根置钉治疗胸腰椎骨折对骨

折达到即刻复位，提高了复位质量，改善固

定强度及应力分布，大大减少术后断钉、断

棒、螺钉松动、拔出、后突畸形的发生几

率。该方法是治疗胸腰椎骨折并脊髓损伤安

全、有效的方法。 

 
 
PO-1912 

脐带血单核细胞移植治疗慢性脊髓损伤 II 期

临床试验的安全性和疗效评估 
 

封亚平 1 Wise Young2 Kwok-Fai So3 谢佳芯 1 

1.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神经外科（全军脊髓损伤治疗

中心） 

2.Rutger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Piscata

way， NJ 

3.Richard H. Shindell Chair in Neuroscience Disting
uished Professor of Cell Biology & Neuroscience W.
 M. Keck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Neuroscience De

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and State Key Labora

tory of Brain and Cognitive Science， The Universit

y of Hong Kong 

 

目的  已有一些动物实验研究显示：在脊髓损

伤（ Spinal Cord Injury, SCI）后短期内进行

脐血单核细胞（Umbilical Cord Blood Monon

uclear Cells，UCBMC）移植能提高动物步行

功能的恢复。本实验评估与人类白细胞抗原

（HLA）相匹配的 UCBMC 移植人慢性 SCI

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20 例患者分为 5 个治疗组，即：160

万、320 万或 640 万细胞注射到脊髓损伤部

位的上方和下方，640 万细胞加 30 毫克/公斤

甲基强的松龙（MP）静脉注射，或 640 万细

胞加 MP 和口服碳酸锂一个疗程 6 周。受试

者进行 3~6 个月的运动训练和在 0、2、6、1

4~24 和 41~87 周对感觉和运动、痉挛、疼

痛、脊髓损伤步行指数、和脊髓独立量表进

行检测评分，因 3 例胫骨骨折而停止运动训

练。 

结果  治疗前，19 例 C5-T11 完全 SCI，一例

是 C3 运动不完全性 SCI，80%不能行走 10

m，90%自理生活需要协助。随访：41~87

周，5 例完全性恢复到感觉不完全性 3 例和运

动不完全性 2 例。治疗显著提高了感觉评分

而对运动评分的提高不明显。在 41~87 周，

只有 5 例（25%）不能行走 10m；8 例（4

0%）在协助下行走≥10m；7 例（35%）在没

有协助下行走≥10m；12 例（60%）不需要协

助直肠和膀胱功能护理；10（50%）不再使

用经膀胱导尿。 

结论  UCBMC 治疗成年人慢性完全性 SCI 是 

安全的，并且能提高行走功能和独立生活能

力。我们建议以后需要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

来验证这些研究成果。 

 
 
PO-1913 

小切口半椎板开窗椎管内髓外硬膜下肿瘤的

手术治疗 
 

王先祥 田雪峰 张义泉 李庆新 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通过皮下小切口（2.5cm 左右）、

半椎板开窗技术显微手术切除髓外硬膜下肿

瘤微的可行性和手术方法以及效果。 

方法  14 例髓外硬膜下肿瘤患者，脊膜瘤 2

例，神经鞘瘤 12 例,肿瘤最长为 3 个节段。术

中 X 线精确定位，采用皮肤小切口半椎板开

窗。皮肤切口长度约 2.5cm，切开皮肤后皮

下筋膜层四周稍游离，使切开的活动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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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切开棘突上韧带后沿病变侧分离（这时

可在显微镜下镜下），显露一侧椎板。魔钻

磨开椎板，保护好关节突关节，切开黄韧

带，显露硬脊膜，显微镜下切开硬脊膜，显

露肿瘤，保护好神经根进行（部分病例内镜

辅助下）切除肿瘤。对于小腰部肿瘤的年轻

女患者性皮内无损伤线缝合，术后无需拆

线。术后 7 天复查椎管磁共振明确肿瘤切除

情况，行椎管三维 CT 确认脊柱的骨质破坏程

度。 

结果  通过 2.5CM 左右长的皮肤切口，半椎

板开窗显微镜下可以进行大部分髓外硬膜下

肿瘤的切除，最长节段可达 3 个，14 例肿瘤

术中全切除，术后磁共振检查无残留，术后

三维椎管 CT 显示棘突和关节突无损伤，脊柱

稳定性要素无破坏。术后神经根痛等并发症

较常规手术无增加。大部分患者术后 3 天可

下床，如果做的是皮内缝合，可以回家休

息。随访最长 9 个月，无感染、切口裂开以

及复发病例。 

结论  1.大部分髓外硬膜下肿瘤通过小的皮肤

切口（2.5cm 左右）可以达到肿瘤的全切

除，无需常规手术切口（10cm）。2.小的皮

肤切口减少了医源性损伤，缩短了住院时

间，减少了患者的卧床时间，减少了因长期

卧床而引起的并发症。3.对于满足了患者特别

是年轻患者美容的需要；减少术后肌肉损

伤、疤痕形成所导致的局部疼痛、功能障碍

等并发症的出现；4.减少了对脊柱骨质的破

坏，维持脊柱的稳定性的显露口微侵袭技术

适合绝大部分髓外硬膜下肿瘤，对脊柱稳定

性要素基本无破坏。 

 
 
PO-1914 

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手术治疗的探讨 
 

王先祥 朱浩 田学丰 张义泉 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手术治疗的相

关问题。 

方法  总结本组手术治疗 8 例脊柱骨折伴脊髓

损伤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同时结合相关文献，

对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进行分析。手术时

机：对有手术适应症的脊柱骨折伴脊髓损伤

的患者一旦入院积极术前准备，积极手术治

疗。手术方式：全椎板切开减压+硬膜切开探

查减压+骨折片复位+脊柱后路固定融合。手

术在 X 定位下进行，从受伤椎体的上端或下

端的正常椎板打开椎管，再去除伤段椎板充

分打开椎管减压。骨性部分减压后切开硬脊

膜探查硬膜下，明确脊髓损伤的情况，清理

嵌入脊髓内的碎骨片，髓内血肿。通过椎弓

根清除复发突入椎管内的椎体的骨折片，硬

脊膜扩大修补。行伤椎的上下各两个节段的

钉棒内固定。取髂骨植骨融合。术后预防相

关并发症，促进神经功能康复的治疗。  

结果  8 例手术治疗的患者无围手术期相关病

房证的出现，术后患者满意度良好，1 例患者

术前双下肢肌力 4 级，术后 14 天肌力 5 级。

其余 7 例术前肌力均为 0 级，出院时肌力无

改善，有 1 例出院时痛觉有部分恢复。术后 5

至 7 天手术部位 CT 和 X 线，提示内固定位

置良好，有 1 例脊柱矫形不是特别理想，其

余 7 例脊柱形成恢复良好。 

讨论  1.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脊髓损

伤天然属于神经外科的范畴，神经外科医生

处理脊髓损伤有着先天的优势和不可推卸的

责任。2.目前我省脊髓损伤的院前急救和入院

后的治疗处于较低水平，仍然有很多工作要

做。3.对于脊柱骨折伴有脊髓损伤的患者，如

果条件允许应积极早期手术。积极早期手

术，可以为脊髓损伤的回复创造条件，减少

脊髓继发性损伤；积极早期手术可以减少长

期卧床所造成的并发症，为患者的早期康复

创造条件。 

 
 
PO-1915 

锁孔显微微创手术治疗椎管内肿瘤 
 

薛洪利 

沈阳东北国际医院 110840 

 

目的  为了减少椎管内肿瘤患者的损伤和痛

苦，早日下床步入正常生活。 

方法 体位：侧卧或俯卧。切口：以病变为中

心，于中线旁开 1.0cm 切开皮肤，长 7.0c

m。于棘突旁 0.5cm 切开深筋膜（以备缝合

筋膜用），用电刀或者骨膜分离子分离同侧

椎旁肌，显露椎板。完好保留棘突、棘上和

棘间韧带。椎板切除：椎板切除范围约 3.0c

mx1.5cm。在显微镜下用电钻、叼骨器或咬

骨钳，磨除或咬除椎板（有时切除一个椎

板，有时切除两个椎板的各一部分，根据肿

瘤部位不同而定），用电钻磨除棘突根部以

便扩大骨窗。纵形切开硬脊硬（硬膜外肿

瘤，不必切开硬脊膜），显露肿瘤,常规方法

切除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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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目前手术 31 例，肿瘤全部切除，患者均

在术后 7～10 天内下地活动，10 天左右出

院，无一例并发症发生。 

结论 锁孔显微微创手术治疗椎管内肿瘤是一

种损伤少、恢复快的好方法。 关键词：脊髓

肿瘤 锁孔手术 

 
 
PO-1916 

个体化手术治疗 I 型 Chiari 畸形 
 

张科 1 陈赞 2 程宏伟 1 徐培坤 1 王卫红 1 王斌 1 李志

范 1 王先祥 1 

1.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北京宣武医院 

 

目的  总结 I 型 Chiari 畸形的手术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影像学检查确诊的 I 型 Ch

iari 畸形患者 72 例，单纯小脑扁桃体下疝者

14 例，合并脊髓空洞 58 例，合并颅底凹

陷、寰枕融合、寰枢椎脱位等潜在颅颈交界

不稳者 16 例。 均实施小骨窗后颅窝减压、寰

枕筋膜松解术，合并脊髓空洞者根据病情同

时行硬膜下减压枕大池重建术 24 例，对合并

有潜在颅颈交界不稳者行枕颈融合固定术。  

结果  术后随访 3～48 个月，脊髓空洞消失或

改善 52 例，无改善 6 例；症状改善 64 例，

无改善 6 例，加重 2 例；术后感染 2 例，无

死亡病例。  

结论  对于 I 型 Chiari 畸形患者的手术方案应 

该个性化，术前影像学及病史资料可以作为

手术方式的评估，小骨窗后颅窝减压可作为

Chiari 畸形的基本手术方式，合并脊髓空洞者

且临床病程长症状严重者需进一步行硬膜下

探查松解粘连蛛网膜，必要时电灼或软膜下

切除部分小脑扁桃体；如合并颅颈交界区畸

形应行颅颈交界关节稳定性检查及评估，小

骨窗后颅窝减压并枕颈固定植骨融合术对有

潜在颅颈交界区不稳定的患者疗效肯定 

 
 
PO-1917 

过线钩带线锯行椎板切开复位治疗椎管内肿

瘤 764 例 
 

奚健 丁锡平 黄鹤 彭仁君 姜冰 袁贤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专业组 410008 

 

目的  探求简便易行的椎板切开复位方法治疗

椎管内肿瘤。 

方法  2011 年 7 月~2016 年 2 月，本专业组 

使用过线钩带线锯行椎板切开，暴露肿瘤后

显微镜下切除肿瘤，再以钛片连接复位椎板

的方法治疗各类椎管内肿瘤 764 例。其中肿

瘤位于颈段 259 例，胸段 234 例，腰段 265

例，骶段 6 例。男 416 例，女 348 例。神经

鞘瘤 312 例，脊膜瘤 91 例，室管膜瘤 231

例，星形细胞瘤 51 例，其他脊髓疾患 79

例。  

结果  肿瘤显露良好，显微手术过程顺利。椎

板复位良好，无椎板移位等不良情况发生。

线锯导丝发生神经根损伤和硬脊膜撕裂 5

例。对于脊柱稳定性的随访发现成人未见明

显脊柱畸形导致神经受压（包括 3 例长达 10

个节段的颈胸段和胸腰段肿瘤术后脊柱形态

随访未见明显畸形），儿童出现了 2 例颈椎

后突，1 例因为是星形细胞瘤放弃矫形，1 例

建议带外支架矫形。 

结论  线锯行椎板切开简单易行，无需特殊器

械，结合国产小钛片即可以行满意椎板复

位。患者经济负担轻，效果良好 

 
 
PO-1918 

“撑开复位技术”治疗先天性环枢椎脱位 5 例

报告 
 

奚健 丁锡平 黄鹤 彭仁君 姜冰 袁贤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专业组 410008 

 

目的  探讨“撑开复位技术”手术治疗先天性环 

枢椎脱位的方法和疗效。 

方法  2015 年 3 月~2016 年 2 月，行撑开复

位技术手术治疗先天性环枢椎脱位患者 5

例，年龄 19~59 岁，男性 3 例，女性 2 例。

手术均行后路减压并撑开复位技术治疗先天

性环枢椎脱位。术中均对 C1-2 侧方关节进行

了松解。 

结果  所有 5 例患者均有明显的症状改善。术

后麻木症状好转明显，运动功能均有改善。

术后枢椎齿状突均不同程度的向前、向下复

位。术后内固定稳定，术后 3 个月随访已经

发现 2 例患者枕颈部后方融合。2 例脊髓空洞

明显缩小 

结论  “撑开复位技术”可以后路一期实现环枢

椎的复位和固定，对于先天性环枢椎脱位患

者省却了痛苦的牵引复位过程，对于大部分

患者可以省却了经口齿状突切除手术的痛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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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19 

显微手术治疗腰椎间盘压迫引起神经根痛 29

例 
 

奚健 丁锡平 黄鹤 彭仁君 姜冰 袁贤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专业组 410008 

 

目的  探讨显微手术治疗腰椎间盘压迫引起神

经根痛的方法与疗效。 

方法  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行显

微镜下治疗腰椎间盘压迫引起神经根痛 29

例，年龄 22~62 岁，男性 18 例，女性 11

例。其中 L2-3 间隙 1 例，L3-4 间隙 2 例，L4

-5 间隙 9 例，L5-S1 间隙 17 例。术前对于责

任病灶通过薄层 MRI 扫描来确定，行后正中

入路，责任间隙对应的椎板开窗，显微镜下

分块切除突出的髓核组织，使神经根和硬脊

膜囊得到充分减压，尤其注意对于神经根与

破裂纤维环之间的粘连在显微镜下充分松

解。术后经影像学复查证实神经根和硬脊膜

囊减压充分，患者脊柱稳定性未受到明显影

响。 

结果  术后 29 例患者疼痛缓解明显，疼痛评

分（VAS）由 8.5 分降为 3.5 分。9 例患者麻

木症状减轻。无脑脊液漏、无运动障碍，无

马尾神经损伤等并发症。随访 1 月~40 月，

仅有 1 例术后 1 月因为过早活动致疼痛症状

复发，经过绝对卧床治疗后症状缓解。 

结论  显微镜下治疗腰椎间盘压迫引起神经根

痛可以取得良好的疗效，本人体会对于神经

根粘连的充分松解有助于患者疼痛症状的缓

解，更远期的疗效有待进一步观察。 

 
 
PO-1920 

显微手术治疗脊髓型颈椎病 21 例 
 

奚健 丁锡平 黄鹤 彭仁君 姜冰 袁贤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专业组 410008 

 

目的  探讨显微手术治疗治疗脊髓型颈椎病的

方法和疗效。 

方法  2012 年 1 月~2016 年 2 月，显微手术

治疗脊髓型颈椎病 21 例，其中单开门治疗 1

8 例，双开门治疗 1 例，前路 ACDF 治疗 2

例。年龄 36~80 岁，男性 16 例，女性 5 例。

其中 C4-5 间隙 1 例，C5-6 间隙 2 例，C4-6

间隙 2 例，C3-6 间隙 7 例，C4-7 间隙 6 例，

C5-7 间隙 3 例。 

结果  所有 21 例患者均有明显的症状改善。 

尤其以术前运动功能障碍者改善明显。JOA

评分由术前的 8.7 分升为术后的 12.3 分。术

后并发神经根疼痛 3 例，经药物治疗 1 周左

右缓解。术后并发硬脊膜外血肿 1 例，经血

肿清除后恢复良好。术后出现肢体躯干麻木

的 2 例。术后无患者出现明显的轴性疼痛。 

结论  神经外科显微手术可以安全有效的实现

颈段脊髓的减压，从而实现颈段脊髓功能的

好转。 

 
 
PO-1921 

显微手术治疗腰椎管狭窄 15 例 
 

奚健 丁锡平 黄鹤 彭仁君 姜冰 袁贤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专业组 410008 

 

目的  探讨显微手术治疗治疗腰椎管狭窄的方

法和疗效。 

方法  2014 年 12 月~2016 年 2 月，行显微镜

下治疗腰椎椎管狭窄引起神经根痛和间歇性

跛行的患者 15 例，年龄 57~81 岁，男性 8

例，女性 7 例。其中减压 L2-3 间隙 2 例，L3

-4 间隙 3 例，L4-5 间隙 11 例，L5-S1 间隙 9

例。术前对于责任间隙通过 MRI 扫描和详细

的体格检查来确定，行后正中入路，如果是

双侧侧隐窝狭窄就对责任间隙对应的椎板双

侧开窗，如果是单侧的侧隐窝狭窄就行单侧

椎板间隙开窗，如果是多节段狭窄则选择多

节段椎板开窗减压。显微镜下分块切除增厚

的黄韧带，使神经根后方和硬脊膜囊后方得 

到充分减压。 

结果  所有 15 例患者均有明显的症状改善。

间歇性跛行症状明显缓解，术前的神经根性

疼痛均减轻或消失。术后并发神经根炎 1

例，经药物治疗 1 周左右缓解。术后下肢麻

木的 2 例。 

结论  神经外科显微手术可以安全有效的实现

腰椎管狭窄的后方和后外侧侧隐窝的减压，

从而实现马尾神经功能的好转和解除神经根

性疼痛。 

 
 
PO-1922 

半-半椎板入路切除椎管内神经鞘瘤（附 18

例分析） 
 

刘元钦 张荣伟 

济南军区总医院 25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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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半-半椎板入路切除椎管内神经鞘瘤

的手术效果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济南军区总医院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收治的 18 例椎管内神经

鞘瘤，均采用半-半椎板入路手术治疗，对手

术前后临床资料进行分析，评价患者的临床

疗效及脊柱稳定性。 

结果  所有肿瘤均获得全切，其中胸段 7 例，

腰段 10 例，颈段 1 例，术后病理证实均为神

经鞘瘤，其中包括颈段 1 例哑铃型肿瘤，术

后及随访期内(6-36 个月)患者术前症状明显改

善，无手术并发症、肿瘤复发及脊柱不稳发

生。 

结论  半-半椎板入路手术可最大程度保留原有

骨性结构及脊柱稳定性，对位于椎板节段间

较小神经鞘瘤，可作为一种优先选择的手术

方案。 

 
 
PO-1923 

颈髓内肿瘤显微外科治疗（附 42 例报道） 
 

薛毅辉 吴喜跃 王灯亮 吴赞艺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颈髓内肿瘤显微外科治疗方法及临

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外科 2009.03-2015.06 收治疗的 42 例颈

髓内肿瘤患者，均行颈后正中全椎板入路肿

瘤切除术，双侧钉棒系统固定，钛钉-钛链固

定两种方式，术中均行电生理监测。对其神 

经功能、手术疗效、并发症进行分析。 

结果  肿瘤全切除 29 例，次全切除 7 例，部

分切除 6 例。27 例行双侧钉棒系统固定，15

例行钛钉-钛链固定，均门诊随访或电话随

访，随访时间 6-60 个月，术后 6 个月随访 M

cCorMick 分级：Ⅰ级 23 例（54.8%），Ⅱ级

 12 例（28.6%），Ⅲ级 4 例（9.5%），Ⅳ3

例（7.1%）。钛钉-钛链固定患者颈椎后凸畸

形 3 例（20%），双侧钉棒内固定患者无后

凸畸形发生。 

结论  颈髓内肿瘤应早期诊断及早期显微手

术，双侧钉棒内固定有助于维持术后脊柱稳

定性。 

 
 
PO-1924 

术中直接电刺激在脊髓栓系综合征手术中的

应用 

 

战连波 高志莹 高登科 姚一 江建东 

厦门大学附属成功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术中直接电刺激对脊髓栓系患者预

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分析厦门大学附属成功医院 2009

年 3 月至 2015 年 4 月共 11 例行手术治疗的

脊髓栓系综合征患者资料，其中男 5 例（45.

5%），女 6 例（54.5%），平均 16.8 岁，平

均病程 10.1 年,采用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辅助

脊髓松懈手术，根据手术前后症状、体征改

善情况应用 Hoffman 功能分级综合评价手术

效果。 

结果  所有患者术后症状均无加重，无感染及

死亡病例，根据 Hoffman 功能分级，治愈 3

例（27.3%）、好转 6 例(54.5％)，稳定 2 例

(18.2％)，总有效率 81.8%。  

结论  脊髓栓系综合征患者手术治疗可以改善

症状，应用术中直接电刺激可有效鉴别神经

根与纤维束、终丝等病变，提高患者术后生

活质量。 

 
 
PO-1925 

颈椎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王煜 唐思成 陈坚 雷霆 李龄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分析并探讨颈椎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显

微外科治疗的手术策略与治疗经验。 

方法  统计我科 2005 年至 2016 年 174 例颈 

椎椎管内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椎管内

外沟通者 15 例，对其病理类型、肿瘤位置、

手术策略及临床效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在 15 例颈椎内外沟通性肿瘤患者中，

其中有 7 例患者同时行内固定术。其病例类

型：神经鞘瘤 66.67%（10/15），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13.33%（2/15）,神经纤维瘤病 6.

67%（1/15），转移癌 6.67%（1/15），节

细胞神经瘤 6.67%（1/15）。肿瘤切除率：

全切 12 例（80.00%），次全切除 3 例（20.

00%）。术后患者症状完全缓解 9 例（60.0

0%），症状较术前明显改善 5 例（33.3

3%），症状改善不明显 1 例（6.67%），术

后患者均未出现严重并发症以及死亡。 

结论  颈椎内外沟通性肿瘤解剖关系较复杂，

其常见临床表现为疼痛、感觉障碍、运动障

碍和括约肌功能障碍等，MRI 为首选检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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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术前充分评估肿瘤对脊柱稳定性的影

响，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术中充分暴露肿

瘤，尽量减少出血及对脊髓的牵拉，术中行

神经电生理监测均有助于患者术后的神经功

能方面恢复。对于肿瘤累计多节段或受累椎

间关节超过两个节段以上的患者，在肿瘤的

全切的同时，行相应的椎体重建和脊柱内固

定，以维持脊柱的稳定性，是提高患者疗效

的关键。 

 
 
PO-1926 

颈枕极外侧入路切除高颈段脊髓腹侧或侧腹

方肿瘤 
 

郑兆聪 魏梁锋 高进喜 薛亮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探讨乳突后直切口枕颈极外侧入路切除

高颈段椎管内脊髓腹侧或侧腹方肿瘤的手术

技术要点及其优势。  

方法  10 例颈 1~3 椎管内或哑铃型肿瘤患者

均采用颈枕极外侧入路手术： = 1 \* GB3 ①

手术体位及切口： 侧卧位，患侧向上，上身

抬高 15°头部侧屈 25°并向健侧旋转 45°。乳

突后直行皮肤切口，上缘始于乳突 ，沿发际

缘达向下达下颌角水平（相当于胸锁乳突肌

后缘体表投影，必要时可适当延长）； = 2 \*

 GB3 ②手术要点：切开皮肤游离两侧皮下，

分离胸锁乳突肌后缘并向前掀起（必要时切

断胸锁乳突肌附着点附近后方肌腱），从枕

骨上离断头夹肌外侧向后方牵开。牵开提肩

胛肌，根据具体需要从颈 1~3 横突后肢上附

着的肌肉显露颈 1~3 椎板，并磨除上下椎板

形成骨窗；  = 3 \* GB3 ③ 切开硬脊膜，分离

并切除肿瘤； = 4 \* GB3 ④逐层缝合硬脊

膜、肌肉、肌腱及皮肤。  

结果  10 例患者均一次性全切除，无内固定病

例，，无手术并发症。其中脊膜瘤：颈 2~3

腹侧/侧腹方各 1 例、颈 3 腹侧 1 例；神经鞘

瘤：颈 1~2 椎管内/哑铃型各 1 例，颈 2~3 椎

管内 1 例、哑铃型 4 例。随访 3 个月~4 年，

无 1 例发生颈椎活动障碍或颈椎畸形；讨论

  乳突后直切口枕颈极外侧入路是从肌肉间隙

中入路，涉及的肌肉只有部分的胸锁乳突

肌、头夹肌，以及上、下斜肌等，与后正中

入路相比，无需大范围的剥离切断肌肉及破

坏颈椎骨性结构，术中无需另行内固定。手

术视角可达 180°，并能从颅脊神经和椎动脉

的前方切除肿瘤，不牵延髓。从椎动脉后方

切开硬脊膜，能处理低达颈 2、3 的肿瘤，尤

其对哑铃肿瘤更可获得良好的显露与切除。  

结论  颈枕极外侧入路具有创伤小、手术视角

好、对延髓牵拉轻微、对颈椎稳定性影响

小、术后恢复快等有点，尤其适合于颈 1~3

椎管内肿瘤的手术切除。  

 
 
PO-1927 

3.0T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用于颈椎管内肿瘤

定量分析的前瞻性研究 
 

魏梁锋 王守森 郑兆聪 田君 薛亮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探讨颈椎管内肿瘤患者颈髓弥散张量成

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参数的

变化特点及其与脊髓功能、预后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1 月经手

术切除的颈椎管内肿瘤 22 例，在术前 3d 及

术后 1 个月行颈髓磁共振常规序列及弥散张

量成像（DTI）扫描。同时配对选取年龄完全

匹配的健康受试者 22 例作为对照组，并在相

应时间点行相同检查。通过后处理工作站进

行数据采取和影像重建。测定各颈髓水平的

各向异性分数（FA）和表观弥散系数（AD

C）值。采用 McCormick 分级法进行脊髓功

能的评估。将颈髓分成肿瘤头区、肿瘤区及

肿瘤尾区，并计算这 3 个区域的 FA、ADC

值。对比分析这些值的差异及其与 McCormic

k 分级的关系。  

结果  试验组在颈髓 3 个区域的 FA 值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P<0.05），而 ADC 值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 FA 和 ADC 值

在各区域间均存在显著差别（P<0.05）。肿

瘤区和肿瘤头区术后 1 个月的 FA 值均较术前

显著上升（P<0.05），且肿瘤头区的回升程

度大于肿瘤区（P<0.05）。术后肿瘤头区 FA

值升高组的脊髓功能改善率显著高于 FA 值下

降组（P<0.05）。肿瘤头区术后 FA 值的变

化对脊髓功能预后预测的敏感度为 88.2%。  

结论  颈椎管内肿瘤患者的颈髓 DTI 指标可在

全颈髓范围内发生明显变化。手术后这些变

化在颈髓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恢复，

并与颈髓功能的改善相关。尤其是术后肿瘤

头区 FA 值的变化是脊髓功能预后具有较高敏

感度的预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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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28 

脊髓成形在脊髓胶质瘤术中应用的初步评价 
 

彭林 陆云涛 古机泳 雷维维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评价软脊膜缝合在脊髓胶质瘤切除术中

应用的价值。  

方法  通过 MRI 图像比较缝合与不缝合软脊膜

对脊髓外观、局部粘连、脊髓空洞变化的影

响，评价软脊膜缝合的应用价值。  

结果  2006.1.2-2016.3.10 在南方医院神经外

科手术治疗且资料完整的脊髓胶质瘤（室管

膜瘤和星形细胞瘤）患者 60 例，其中男性 4

0 例，女性 20 例。年龄 2-64 岁，平均 32.73

岁，小于 14 岁者 8 人，均为男孩。室管膜瘤

32 例，星形细胞瘤 28 例。肿瘤分布在延颈

段 11 例，颈段 14 例，颈胸段 20 例，胸段 9

例，胸腰段 6 例。肿瘤长度占据 1-15（C2-T

8）节段，平均 5.2 节段，最长者 31cm。伴

脊髓空洞 1-10 椎节，平均 4.3 椎节。病理级

别按 WHO 分级，I 级 6 例，II 级 42 例，III

级 9 例，IV 级 3 例。高级别者多见于延颈髓

或颈髓（7 例），其中延颈髓 4 例，颈髓 3

例，颈胸髓 3 例和胸髓 2 例。4 例复发再手术

者，前次手术缝合了硬脊膜但未缝合软脊

膜，术中见脊髓及肿瘤背侧表面与蛛网膜和

硬脊膜紧密粘连，分离较困难。其余参数比

较见表 1.  

结论  脊髓胶质瘤可见于任何年龄段但青壮年

多发，男性更多见，尤其是儿童患者。颈髓

为最常受累部位（累及颈段者占 75%），室

管膜瘤略多于星形细胞瘤。常见多节段病

变，极少数为超长节段病灶，室管膜瘤 2 端

常伴随脊髓空洞。低度恶性肿瘤占据绝大多

数（80%），高度恶性者好发于延颈髓或颈

髓。脊髓背侧敞开可以导致术后明显的脊髓

粘连，可能影响脊髓功能康复或导致患者术

后其它不适表现，也给再次手术造成困扰；

而缝合软脊膜则能显著减少这种粘连的发

生。所以，无论节段长短，软脊膜缝合均利

于恢复脊髓形态，显著减少脊髓粘连，且不

影响脊髓空洞缩小。在术中如果脊髓胶质瘤

切除较满意，无明显脊髓肿胀，建议积极缝

合脊髓软膜，恢复脊髓固有形态。 

 
 
PO-1929 

多元化颈前入路治疗椎管外周神经源性肿瘤

的手术选择 

 

刘藏 董益鹏 张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利用不同颈前手术入路治疗颈部不同部

位的椎管外周神经源性肿瘤,并观察其疗效,探

讨治疗颈前部椎管外周神经源性肿瘤的手术

操作技术。  

方法  对 22 例患者颈部椎管外周神经源性肿

瘤进行显微手术治疗，其中经颈前胸锁乳突

肌前缘入路 10 例，经颈前胸锁乳突肌后缘入

路 4 例，经颈前颌下咽后入路 3 例，经口腔

入路 2 例，锁骨上窝入路 3 例。  

结果  本组 22 例患者均成功完整切除肿瘤，

术后有 2 例患者出现声音嘶哑，1 例患者术后

1 年复发，并再次行肿瘤切除术。  

结论  根据肿瘤部位的不同选用相应的颈前手

术入路对于治疗颈前部椎管外周神经源性肿

瘤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PO-1930 

脊髓脊柱肿瘤合并脊柱畸形的手术治疗 
 

范涛 王寅千 赵新岗 梁聪 盖起飞 赵海军 吴锟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目的  探讨脊髓脊柱肿瘤合并脊柱畸形的手术

治疗策略、技术关键及并发症的处理原则 

方法  回顾性分析作者手术治疗的 1355 例脊

髓脊柱肿瘤。其中椎管内硬膜下肿瘤 418

例；脊髓内良性肿瘤 293 例；脊髓内恶性肿

瘤 271 例；脊髓脊柱肿瘤合并脊柱畸形 141

例；椎管内外沟通肿瘤 229 例。手术采用半

椎板切除入路 425 例（31.4%）；采用椎板

复位 465 例（34.3%；采用脊柱内固定 382

例（28.2%；去椎板减压 83 例（6.1%）。显

微镜下切除肿瘤，手术中均采用神经电生理

监测（SSEP，SCEP，CMEP）脊髓及神经

功能。 

结果  脊髓脊柱良性肿瘤的手术全切除率为 9

7.2%；对合并脊柱畸形的 141 例脊髓脊柱肿

瘤，在全切除肿瘤的同时，行脊柱内固定技

术纠正脊柱侧弯或后凸畸形，有效维护了脊

柱的稳定性；在手术治疗的 229 例椎管内外

沟通肿瘤中，神经源性肿瘤占 85.6%。良性

神经源性肿瘤全切除率达 100%，其中 30%

的病例在切除肿瘤后由于稳定性受到影响，

而需要同时行脊柱内固定及椎体重建术。脊

髓脊柱肿瘤的预后与肿瘤的性质与是否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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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良性肿瘤全切除后，如果脊柱稳

定性受到影响，应采用相应脊柱内固定技术

维持脊柱稳定性，可有效保证脊髓脊柱肿瘤

的手术手术全切除率及手术治疗效果。对脊

髓脊柱肿瘤本身已经合并脊柱畸形的病例，

手术切除肿瘤同时 I 期行脊柱畸形矫正也是至

关重要要的。 

结论  尽早手术切除是治疗脊髓脊柱肿瘤并保

证病人生存质量的关键。通过选择性采用半

椎板切除入路、全椎板复位及脊柱内固定技

术，可进一步提高脊髓脊柱肿瘤的全切除

率，并可保持及维护手术后脊柱的稳定性。

对部分恶性肿瘤和复发肿瘤，采用人工脊柱

膜防粘连处理可有效防止肿瘤复发和粘连造

成的并发症。当脊髓脊柱肿瘤合并脊柱畸形

时，在显微手术全切除肿瘤的同时，采用脊

柱内固定或椎体重建技术纠正脊柱侧弯或后

突畸形，可有效保证脊髓脊柱肿瘤的手术全

切除率及手术治疗效果。 

 
 
PO-1931 

改良椎管扩大成形术在颈椎椎管肿瘤手术的

应用 
 

王锐 陈春美 杨卫忠 石松生 陈琰 江研伟 陈靖 方俊杰 

陈萍萍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经改良椎管扩大成形术在颈椎椎管

内肿瘤手术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的 14 例颈椎椎管内肿瘤手术中，采用改良

的椎管扩大成形术重建椎管后部结构的手术

方法。手术中应用铣刀或显微磨钻完整取下

相应节段的棘突及椎板复合体，切除肿瘤后

应用颅颌面外科内固定系统（Synthes，瑞

士）微钛板及自攻锁定螺钉将棘突及椎板复

合体复位并抬高后，固定扩大椎管空间，植

骨融合。术后随访 5-31 个月，分析术后并发

症及测量术前术后颈椎曲度、椎管矢状径的

变化。 

结果  14 例患者中，椎板扩大成形 1-4 节段。

椎管扩大成形手术过程中，无损伤硬脊膜、

脊髓及神经根，术后获得即刻椎管稳定。围

手术期无感染、局部出血、积液等并发症。

末次随访中，椎管后部结构重建完整，无轴

性症状等不适反应。12 例椎板棘突复合体与

相应节段侧块已不同程度骨性融合，14 例均

无塌陷压迫椎管内结构。椎管矢状径较术前

增加 5.1±2.16 mm (P<0.01),颈椎曲度与术前

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改良椎管扩大成形术在术后椎管获得即

刻稳定，重建并扩大椎管空间，减少颈椎不

稳定的发生。对于存在复发可能性的肿瘤患

者，可以减轻或延缓脊髓受压产生的继发性

损害的发生。 

 
 
PO-1932 

脊髓圆锥区髓内肿瘤：病理类型、手术策

略、功能评价 
 

成惠林 林毅兴 朱林 唐勇 丛子祥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神经外科，脊柱脊髓中心 21000

2 
 

目的  脊髓圆锥部位的髓内病变很少见，文献

中鲜有单独对脊髓圆锥部位髓内病变的报

道。此部位病变类型多样，误诊率高，手术

操作困难，容易造成下肢及大小便功能障

碍，甚至死亡，是神经脊柱外科的治疗难点

之一。本文对我科脊柱脊髓中心５年来收治

脊髓圆锥区的髓内占位性病变２２例进行回

顾性分析，分析其病理类型、手术切除程

度，以及对功能影响的危险因素。 

材料与方法  收集本中心收治并手术的脊髓圆

锥部位的髓内病变患者 22 例，男性 14，女

性 8 例，年龄 28-71 岁，平均 53.6 岁。入院

症状包括疼痛，下肢感觉或运动障碍，大小

便功能障碍。所有患者均行术前 MR 平扫及

增强检查。术前诊断均为“髓内肿瘤”，未能提

示更明确的病变性质。患者均接受了手术治

疗，手术均采用全身麻醉，下肢及肛门括约

肌的电生理监测，后正中入路，选后正中切

开脊髓，部分病例有病变外突，则从病变区

分离。术中根据电生理提示决定病变切除程

度，如有下肢体感或肛门括约肌传感器报警

则不再进行此部位的操作。间断做运动电位

测量观察有无运动神经损伤和影响。 

结果  ２２例病例中，病变全切１５例，部分

切除６例，活检１例。所有手术病例均取病

变组织行病理检查，最后病理类型：室管膜

瘤８例，弥漫性星形细胞瘤３例，毛细胞型

星形细胞瘤１例。畸胎瘤３例，皮样囊肿２

例。出血２例，髓内脓肿２例。血管脂肪瘤

１例。术后功能变化：大部分病例（１８

例）术后疼痛缓解及神经功能改善者，１例

髓内出血及１例髓内星形细胞瘤术后双下肢

肌力０－１级，不能站立，１例术后尿潴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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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导尿管留置，１例髓内脓肿因全身不可控

制感染死亡。 

结论  脊髓圆锥部位髓内病变病理类型多样，

了解脊髓圆锥部髓内病变的病理类型，有助

于术前正确诊断及手术规划。神经电生理监

测对手术切除程度和保护神经功能有重要价

值。大多数肿瘤恶性度不高，所以手术中应

把神经功能保留作为重要考虑因素。 

 
 
PO-1933 

颈椎病的显微手术治疗策略（前路或后路？

融合或非融合？） 
 

范涛 梁聪 赵新岗 王寅千 盖起飞 赵海军 吴锟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目的  探讨显微手术治疗颈椎病的策略与方

法，进一步评价颈椎前路、后路手术，及融

合与非融合手术的选择条件和治疗优缺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作者手术治疗的 58 例颈椎

病。其中脊髓型颈椎病 38 例（65.5%）；神

经根型颈椎病 20 例（34.5%）。手术采用颈

前路手术 39 例（67.2%）；其中颈前路椎间

盘切除融合固定术 24 例（41.4%），颈前路

椎体次全切钛笼植入固定融合术 5 例（8.

6%）；颈前椎间盘摘除人工间盘置入术 10

例（17 .2%）。颈后路手术 19 例（32 .

8%）；其中颈后路去椎板减压固定融合术 5

例（8.6%）；颈后路椎管扩大成型 12 例（2

0.7%）；颈后路椎间孔减压 2 例（3.4%）。

融合手术 34 例（58.6％），非融合手术 24

例（41.4％）。显微镜下切除病变间盘，手

术中均采用 C 臂确定需处理节段及透视内植

物位置。 

结果  该组颈椎病 58 例患者，其中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38 例（比例 1：1.9）；术

前后 JOA 评分改善率（术后评分-术前评分）

/（17-术前评分）67%。术后 3 个月复查 JO

A 改善率为 72%，6 个月复查改善率 80%，

一年复查 JOA 改善率为 90%。该组患者使用

JOA 评分改善率来评价手术方式效果，证明

了责任节段的选择及手术策略的选择是影响

术后患者恢复情况的主要因素。 

结论  颈椎病的手术入路选择可分为颈前路、

颈后路、前后路联合手术。前路手术分为 AC

CF、ACDF、ADR 手术，颈后路手术分为椎

管扩大成形术、椎间孔减压及去椎板减压椎

体间固定融合术。颈椎病手术从功能重建上

分为融合手术及非融合手术。颈前路手术对

于处理前方的脊髓及神经根压迫均有优势，

尤其适用于颈椎畸形的矫正。颈后路手术对

于长阶段的颈椎前方压迫（３个节段以上

的）及后纵韧带骨化及黄韧带骨化等前后路

均对脊髓形成压迫的颈椎病患者有更好的效

果，同时适用于颈椎病外伤后脊髓损伤的减

压。颈椎非融合手术用于无骨折、脱位、节

段稳定的病例。颈椎融合手术用于不稳定的

颈椎病，并用于多个节段的间盘突出。颈椎

非融合手术包括人工间盘置换及椎间孔减压

术，适用于单节段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我们

不能一味的追求颈前路或颈后路手术，也不

能把融合与非融合作为是非题。根据颈椎病

的分型和症状，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是提

高颈椎病手术疗效的关键。 

 
 
PO-1934 

椎管内外沟通瘤的治疗及脊柱内固定技术应

用 
 

姬西团 赵东升 孙刚锋 黄刚 章薇 王正君 汪仁聪 费舟 

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手术治疗椎管内外沟通瘤并脊柱内

固定技术在神经外科中的应用临床效果。 

方法  2010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收治各

类椎管内外沟通瘤 143 例，术前利用 X 线、

三维 CT 及增强 MRI 进行影像学评估，判断

各骨关节破坏程度及脊髓、神经根受压程

度，JOA 评分评价脊髓功能。残余尿量检

测、泌尿系超声评估膀胱功能，心脏超声、

肺功能、骨密度检测综合评估病情。术中直

接行内固定者 87 例，其中颈段 12 例，胸段

43 例，腰段 32 例。 

结果  132 例随访 1 年-5 年，9 例失访，无 1

例复发。128 例术后症状有改善，4 例术后症

状加重，复查 CT 见螺钉压迫神经根，再次手

术予以调整后症状缓解。未固定组 5 例于术

后第 2-4 年发现脊柱畸形，症状加重，再次

手术行内固定予以矫正。87 例固定者中，根

据肿瘤对椎弓根破坏程度，选择椎弓根螺钉

或侧块螺钉植入技术加强了脊柱的稳定性，

无 1 例术后发生脊柱畸形。收治的 143 例椎

管内外沟通瘤，病理性质均为神经鞘瘤，其

中 5 例患者为神经纤维瘤病。其中颈部沟通

瘤 16 例，有 2 例生长至颈前甲状腺旁（1 例

分次手术切除，1 例单次手术全切肿瘤并固

定）；胸椎沟通瘤 76 例，其中 5 例长入胸

腔，联合胸外科均一次性全切并行内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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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沟通瘤 47 例，其中 3 例长入腹腔，均予

以分次切除肿瘤；骶管沟通瘤 4 例，2 例长入

盆腔，予以分次切除。 

结论  椎管内外沟通瘤及手术对脊柱稳定性均

有影响，术中脊柱内固定技术可加强脊柱稳

定性，预防术后脊柱畸形的发生。 

 
 
PO-1935 

高位颈段椎管内肿瘤显微外科治疗及预后相

关因素分析 
 

杨峰 孙振兴 王贵怀 王劲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248484 

 

目的  探讨高颈段椎管内不同病理类型肿瘤的

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点，分析高颈段椎管内 

肿瘤显微手术治疗效果及预后相关因素。 

方法  分析我院医院神经外科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1 月期间，经手术治疗的高颈段椎

管内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病理分

类按照神经系统肿瘤 WHO（2007）分类标

准进行统计，总结不同类型肿瘤的影像学特

点及手术策略，并根据病变位置将患者分为

髓内及髓外肿瘤两组，依据术后 l 周及术后 6

个月日本骨科学会(Japanese OrthopaedicAs

sociation，JOA)评分，对患者的症状改善进

行评估，分析高颈段肿瘤生长部位对预后的

影响。 

结果  本组 52 例高颈段椎管内肿瘤手术病

例，术后病理室管膜瘤 15 例（28.8%）， 神

经鞘瘤 11 例（21.2%）， 脊膜瘤 8 例（15.

4%）， 星形细胞瘤 7 例（13.5%）， 血管性

肿瘤 5 例（9.6%）， 囊肿性病变 3 例（5.

8%）， 结核病变 1 例（1.9%）， 绒癌 1 例

（1.9%）， 毛细血管扩张症 1 例（1.9%）。

高颈段椎管内肿瘤病例髓内以室管膜瘤、星

形细胞瘤为主，髓外硬膜下以神经鞘瘤、脊

膜瘤多见。椎管内外哑铃形生长肿瘤 3 例，

主要为神经鞘瘤。本组 52 例患者，其中例采

用颈外侧入路 2 例，颈前入路 1 例，后正中

入路 49 例，其中半椎板手术 2 例。术后随访

52 例，随访时间 4-16 个月，平均 9 个月。M

RI 复查结果：各类型肿瘤均未见复发。 本组

病例患者出院时运动功能障碍改善率为 87.

5%（28/32），感觉功能障碍改善率为 69.

0%（）(29/42)，括约肌功能障碍改善率为 9

0%（9/10），自发性疼痛缓解或消失 89.2%

（25/28）。随访 52 例患者颈椎 JOA 评分改

善明显，由术前的 11.2+1.6 增至末次随访的

14.6+1.1，颈髓功能改善率为 80.2+16.6>7

5%（P<0．05）。 

结论  手术效果与预后取决于肿瘤的性质、部

位、术前症状的严重程度以及手术的技巧，

同时，也与肿瘤的横径密切相关。因此对于

高位颈段椎管内肿瘤，早期诊断及早期手术

才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而采取正确的手

术方法和熟练的显微手术技巧是提高颈段髓

内肿瘤的手术疗效的基本保障。 

 
 
PO-1936 

椎管内肿瘤合并脊柱骨关节病变的外科治疗

方式选择 
 

贾贵军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12 

 

目的  探讨合并脊柱病变的复杂椎管内肿瘤切

除方式及是否需内固定治疗的依据及内固定

方法方式。  

方法  回顾分析 47 例椎管内肿瘤合并脊柱骨

关节病变患者（先天性椎体畸形 5 例，相邻

节段脊柱侧弯及后突畸形 4 例，相邻节段脊

柱压缩骨折 2 例，相邻节段脊柱滑脱 3 例，

椎管内骨嵴形成 2 例，椎体及椎弓根骨质破

坏受侵蚀 11 例，合并先天性脊柱裂及骨缺损

12 例，合并脊柱退变及间盘突出 8 例）的临

床资料。施行单纯全椎板开窗肿瘤切除 22

例，半椎板开窗肿瘤切除 16 例，经后路全椎

板开窗肿瘤切除及钉棒内固定术 9 例，术中

行体感诱发电位及肌电图监测，根据日本骨

科协会（JOA）17 分评分系统和影像学改善

程度评价手术疗效。  

结果  术后影像学检查显示及术后临床表现均 

不同程度好转，术后平均随访 6.62 个月（3-

28 个月），JOA 平均评分为 11.62 ± 3.23，

与手术前评分（7.51 ± 3.82）相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t = ? 5.476，P = 0.004）。 

其中 9 例全椎板开窗肿瘤切除及钉棒内固定

术后患者钉棒内固定系统复位良好，骨性融

合良好， 22 例单纯全椎板开窗肿瘤切除术后

患者临床表现均不同程度好转，其中 2 例发

生脊柱畸形，半椎板开窗肿瘤切除 16 例，未

见脊柱畸形发生。  

结论  椎管内肿瘤合并脊柱骨关节病变肿瘤切

除时应综合分析患者年龄、脊柱病损程度、

及脊柱稳定性，存在脊柱不稳定时需内固定

治疗。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80 

 

PO-1937 

脊髓内病变手术中脊髓后正中沟的精确分离 
 

林毅兴 成惠林 朱林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解放军神经外科研究所 210002 

 

目的  脊髓内病变术中均需切开脊髓，理论上

多数情况下从后正中沟（Posterior Median S

ulcus, PMS）切开对脊髓损伤最小，但目前

定位 PMS 的方法均为间接性，较粗略，无法

指导术中精确定位和分离 PMS，结果是切开

脊髓时对后索均有不同程度损伤，术后患者

都存在医源性深感觉障碍问题。事实上，在

提倡精准外科的今天，PMS 还无法精确定位

和分离。本文探讨一种精确分离 PMS 的方法

以减少脊髓的手术损伤。 

方法  术中手术显微镜下仔细观察 PMS 是否

可见，找到脊髓背侧中央静脉或引流静脉，

借助传统定位方法粗略定位后正中线后切开

软脊膜，根据 PMS 的直接、间接征象精确定

位 PMS 并钝性和锐性结合分离 PMS，切除

病变。PMS 完整分离的判断标准：未从 PMS

切开脊髓时由于没有保留 PMS 表面膜性结

构，神经有“溢出”现象，表现为切面棉絮样甚

至锯齿状突起，表面不平滑，而从 PMS 分开

脊髓时由于保留 PMS 表面膜性结构，神经无

“溢出”现象，表面平整光滑。 

结果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共手术 11

例，均完整分离出 PMS，其中 2 例颈髓手术

可在显微镜下直接看到细线样的 PMS，2 例

切开软脊膜推移中央静脉后可见明显的 PMS

细线结构，7 例需借助静脉引流点间接判断。

部位分布：颈段脊髓 8 例，胸段 2 例，腰段 1

例；病变全切除 10 例(其中室管膜瘤 8 例，

血管母细胞瘤 1 例，海绵状血管瘤 1 例)，部

分切除 1 例为腰段的星形细胞胶质瘤。术后

无深感觉障碍 7 例，一过性深感觉障碍 3

例，持续深感觉障碍 1 例(为血管母细胞瘤，

考虑与病变和部分后索交织有关)。根据上述

病例 PMS 的分离，本文将 PMS 分为 4 型：

中央静脉下型、引流静脉集中型、显性型和

混合型。 

结论  本文在国际上首先报道一组成功精确分

离 PMS 的病例，并提出有助于术中精确分离

PMS 的分型方法。精确分离 PMS 可明显减

少手术对脊髓的医源性损伤，患者术后深感

觉障碍发生率明显降低。 

 
 
 

PO-1938 

扩大半椎板入路在椎管肿瘤切除中的应用(附

72 例报道) 
 

林毅兴 成惠林 朱林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解放军神经外科研究所 210002 

 

目的  椎管内和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的手术一

般采用全椎板入路，对脊柱的稳定性有较大

影响，常导致患者术后出现脊柱侧凸或后凸

畸形（如“鹅颈”），尤其对青少年患者影响更

明显。为减少对脊柱稳定性的影响，部分病

例已可采用半椎板入路进行手术，但半椎板

入路术野狭小、显露困难、手术操作空间

小，为尽量减小半椎板入路的缺点，增加显

露和操作空间，本文提出并探讨扩大半椎板

入路(Expand hemilaminectomy approach, E

HLA)切除椎管内和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 

方法  在切除半椎板基础上进一步切除棘突根

部的基底和/或部分关节突(少于 1/3)，增加椎

管内外的显露。 

结果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4 月用 EHLA 共

手术 72 例 79 处椎管内和椎管内外沟通性肿

瘤，其中位于颈段 37 例，胸段 23 例，腰段

12 例。肿瘤全切除 71 例，部分切除 1 例为

蛛网膜囊肿。术后病理报告神经鞘瘤 54 例，

脊膜瘤 9 例，神经纤维瘤病 3 例，蛛网膜囊

肿 2 例，表皮样囊肿、畸胎瘤、海绵状血管

瘤、转移性原始神经外胚叶肿瘤各 1 例。 

结论  本文提出的 EHLA 比单纯半椎板入路能

增加 2mm-5mm 的显露宽度和操作空间，具

有手术创伤小、对脊柱稳定性影响小、对单

侧病变显露更好以及患者术后恢复快等优

点。但对于基底在硬脊膜背侧的肿瘤，体积

大、质地硬或者髓内的肿瘤，以及伴有骨性 

椎管狭窄的，不建议使用 EHLA。 

 
 
PO-1939 

鼻咽癌高位脊髓髓内转移 1 例病文献复习 
 

葛洪良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鼻咽癌高位脊髓转移的临床表现、

影像学特点、外科治疗和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鼻咽癌高位脊髓转移患

者的临床资料和治疗。 

结果  患者诊断明确后行 C1-2 肿瘤切除术，

病理提示为鼻咽癌浸润转移，术后患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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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顺利出院。 

结论   鼻咽癌高位脊髓转移的临床表现和影像

学缺乏特异性，易压迫转移部位脊髓节段出

现相应的临床表现，常与脊髓胶质瘤等相混

淆，主要依靠病理诊断。手术全切为主要的

治疗手段，必要时辅以放化疗。 

 
 
PO-1940 

脊柱内镜下改良椎板间入路治疗腰 5-骶 1 腰

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效果 
 

张雷鸣 

海军总医院 100037 

 

目的  探讨脊柱内镜下改良椎板间入路治疗腰

5-骶 1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效果。  

方法 2014 年 6 月- 2015 年 6 月，脊柱内镜

下改良椎板间入路治疗腰 5-骶 1 腰椎间盘突

出症的患者 48 例，其中男性 26 例，女性 22

例。年龄 27 ~ 78 岁，平均 37.3 岁。比较术

前、术后特定时间点腰痛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

isual analogue scale，VAS)、腿痛 VAS 评

分及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

bility Index，ODI) 统计学差异。术后末次随

访时的 Macnab 评分对临床疗效进行评价。 

结果 手术时间为 25 ~70min，平均 42 min ；

手术出血量为 3 ~ 10 ml，平均 5 ml ；手术切

口长度 6 ~ 8 mm，平均 7 mm ；无感染、血

管及神经损伤等手术并发症发生。所有患者

均获得随访，时间为 12~ 24 个月，平均 18.3

 个月。患者腰痛 VAS 评分从术前(5.51±1.03)

 分降至术后末次随访(0.32±0.34) 分(P ＜ 0.0

5) ；腿痛 VAS 评分从术前(7.42±0.39) 分降

至术后末次随访(0.64±0.53) 分(P ＜ 0.05) ；

ODI 指数从术前(72.6±3.82) 降至术后末次随

访(2.90±2.69) 分(P ＜ 0.05)。按照脊柱 Mac

nab 评分标准，术后末次随访时，优 36 例，

良 8 例，可 4 例。 

结论 脊柱内镜下改良椎板间入路治疗腰 5-骶

1 腰椎间盘突出症，作为一种新的治疗腰 5-

骶 1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手术方式，手术时间

短、疗效确切。 

 
 
PO-1941 

颅颈交界区畸形的个体化治疗 
 

刘将 1,2,3 牛朝诗 1,2,3 魏祥品 1,2,3 王林 1,2,3 汪业汉 1,2,3 

1.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 

2.安徽省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3.安徽省脑功能与脑疾病重点实验室 

 

目的  回顾性分析颅颈交界区畸形包括 Chiari

畸形，合并寰枢椎脱位的颅底凹陷症以及齿

状突游离小骨患者的手术方法、疗效以及安

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10 年 7 月至 2015 年 1

2 月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72 例先天

性颅颈交界区畸形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

特点、手术方法以及疗效。所有患者依据术

前影像学（X 线、CT、MR）分为两组，包括

单纯 Chiari 畸形不伴有寰枢椎不稳以及寰枢

椎不稳伴或不伴 Chiari 畸形患者。前者采取

枕大孔区减压包括骨-硬膜-神经减压，后者采

用单纯后路术中加压-撑开复位，枕大孔后方

骨性减压后行枕颈固定融合（C0-C2），对齿

状突游离小骨的患者采用寰枢椎固定复位、

融合（C1-C2）。手术前后应用影像学评判手

术疗效。 

结果  单纯 Chairi 畸形合并脊髓空洞症的患者

59 例，其中 33 例患者术中打开硬膜，切除

部分小脑扁桃体，开放第四脑室及脊髓中央

管开口并减张缝合硬膜。单纯硬膜外减压 26

例患者术后未出现并发症，而 33 例扁桃体切

除及后颅窝重建患者术后有 2 例（6%）出现

切口脑脊液漏，2 例（6%）并发颅内慢性感

染，1 例出现小脑半球梗死、脑积水加重行侧

脑室外引流术。寰枢椎不稳共有 13 例患者，

合并寰枢椎脱位的颅底凹陷症 11 例患者均存

在寰枕融合，其中 6 例患者合并颈椎分节不

全（Klippel-Feil 畸形），3 例患者合并 Chiari

畸形；2 例齿状突游离小骨患者无寰枕融合，

1 例合并颈 2-4 分节不全。本组无死亡病例。

患者术后成功随访 66 例，随访时间为 5 个

月～5 年，枕大孔区减压组患者有 47 例（8

0%）术后症状较术前有改善，磁共振提示脊

髓空洞减小或消失，8 例症状稳定，有 4 例单

纯行枕大孔区减压的患者症状好转半年后复

现，脊髓空洞未见明显变化。寰枢椎不稳的 1

3 例患者均顺利出院，未出现椎动脉损伤及脊

髓损伤，术后 CT 复查显示所有患者均获得不

同程度的复位，影像学测量结果及 JOA 评分

均较术前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术后所有患者症状体征较术前有不

同程度好转，内固定稳定，植骨融合良好， 1

例患者术后存在轻度吞咽困难。 

结论  颅颈交界区畸形治疗以减压为原则，个

体化的减压方式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对于

合并寰枢椎不稳的患者还需要行枕颈或寰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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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固定融合术。 

 
 
PO-1942 

椎管内硬脊膜外海绵状血管瘤的影像学分析

（附 5 例报道） 
 

刘将 1,2,3 牛朝诗 1,2,2 魏祥品 1,2,3 王林 1,2,3 汪业汉 1,2,3 

1.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 

2.安徽省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 

3.安徽省脑功能与脑疾病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椎管内硬膜外海绵状血管瘤的 C

T、MRI 表现及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5 例椎管内硬

膜外海绵状血管瘤的 CT 和 MR 表现。 

结果  5 例患者中，肿瘤位于胸段椎管内 3

例，腰段 l 例，骶段 1 例。所有病灶均位于硬

膜外间隙，沿椎管长轴生长并累及椎间孔或

骶后孔，相邻椎体可见明显压迫吸收性改

变。其中胸段 3 例均位于脊髓侧方，环绕脊

髓生长，呈钳状并沿相邻椎间孔向外生长，

病灶呈梭形，上下缘锐利，呈鼠尾状；腰段 1

例累及椎间孔明显，椎体后方吸收性改变显

著，病灶不规则；骶管内 1 例病程呈团块状

生长，右侧骶后孔扩大明显。5 例肿瘤 MRIT

2WI 上 4 例呈均匀高信号表现，不均匀稍高

信号 1 例，增强扫描均呈明显强化。 

结论  椎管内硬膜外海绵状血管瘤有其特征性

MRI、CT 表现，有助于术前诊断和手术计划

的制定。 

 
 
PO-1943 

罕见的脊髓梅毒肉芽肿 1 例报告 
 

胡伟鹏 黄天造 曾以勒 陈祥荣 张丹奎 胡昌建 汤志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报告 1 例术前误诊的罕见脊髓梅毒肉芽

肿诊治体会  

方法  1、病例资料：患者，女，45 岁，右下

肢乏力伴右腹部束带状疼痛、左下肢麻木感 1

0 天，麻木由远端向近端发展，无畏冷、发热

等，丈夫曾有冶游史。查体：右下肢肌力 3

级，左下肢肌力 5 级，左侧跟腱反射、膝腱

反射亢进（+++），左侧脐平面以下浅感觉减

退，双侧巴氏征、查多克征阳性。化验检

查：梅毒特异抗体 43.89s/co；RPR+滴度 

1：2；余检查正常。胸腰椎 MRI（图 1、

2）：T8 水平（部分到 T9 上缘）椎管内见不

规则状异常信号影，位于脊髓内外，T2WI 呈

不均高信号、T1WI 呈稍高信号，增强扫描呈

明显均匀强化，大小约 1.8×0.7×0.9cm，相

邻脊膜区见条索状强化影，其上下水平脊髓

增粗，其内见条带状 T2WI 稍高信号。入院诊

断：1、胸 7-8 椎管内占位：脊膜瘤？神经鞘

瘤？？其它？？? 2、梅毒  

2、手术治疗：在全麻下行右侧胸 8、9 半椎

板入路椎管内探查术加肿物切除术，术中磨

除右侧胸 8 半椎板及胸 9 半椎板上缘，外侧

至关节突，内侧把棘突根部磨成斜面，暴露

右侧及中间硬脊膜，宽约 1.6cm，沿旁正中

切开硬脊膜，见（图 3）右侧胸 8-胸 9 硬膜

下、髓内实性占位，硬膜下约 3cm×1.5cm×0.

5cm，髓内约 1.8cm×1.3cm×0.6cm，质中，

边界不清，无包膜，血供一般，位于椎管侧

方，与神经根粘连严重，高倍镜下分块次全

切除。  

结果  术后病理（图 4）：见肉芽肿性炎伴少

量凝固性坏死及多核巨细胞浸润，周围大量

淋巴细胞、少量中性粒细胞浸润，部分血管

内皮细胞肿胀与增生，血管周围有大量淋巴

细胞、浆细胞浸润，（结合病史，梅毒感染

可能性大）。皮肤科会诊考虑：神经梅毒，

进行规范的大剂量水剂青霉素 G 等治疗。症

状明显好转，无腹痛，右下肢肌力 4 级，左

下肢肌力 5 级，感觉基本恢复正常，双侧巴

氏征阴性。复查 MRI（图 5）：髓内 T2WI 高

信号影基本消失。  

结论  该病术前较难确诊，手术可明确诊断。

如有脊髓半切综合征，发病较快，MRI 示脊

髓内外不规则非典型占位，化验梅毒特异抗

体阳性；RPR 阳性需考虑本病可能，确诊后

进行规范抗梅毒治疗效果良好。 

 
 
PO-1944 

经颌下咽后入路对高位颈椎病变的治疗 
 

刘藏 张晶 董益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总结 6 例经颌下咽后入路对高位颈椎病

变的外科治疗的临床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友谊医院 2011 年 10 月

至 2015 年 2 月收治的 6 例高位颈椎病变患者

的临床资料及随访结果。6 例患者均采用经下

颌入路对高位颈椎病变进行外科手术治疗（3

例为颈椎病，1 例为 C3 椎体骨髓瘤，1 例为

C2 椎间孔神经鞘瘤，1 例为位于 C2 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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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走神经鞘瘤），该手术入路切口平下颌骨

下缘，位于其下 2cm，自乳突尖至舌骨水

平，术中经颌下三角（即外侧的颈动脉鞘，

上方的舌下神经和下方的喉上神经组成的一

个重要解剖框架）进入手术区域，并充分显

露病变位置，进行手术操作，术后患者清醒

后应常规带气管插管回病房，带管 1～2 天，

防止咽部及咽后间隙水肿，完全适应自主呼

吸后即可去除呼吸机。通过比较患者术前、

术后的 JOA 评分，并对其进行分析，通过 J

OA 改善率[JOA 改善率=（术后评分-术前评

分）/（17-术前评分）x100%，其中根据平林

冽法认为 75%以上为优、50%~74%为良、2

5%~49%为可、25%以下为差]评定患者的手

术疗效。 

结果  6 例患者手术均取得成功，均成功地显

露出椎体前方及椎间盘等病变位置，并顺利

完成病灶清除、脊柱重建、人工椎间盘置换

等手术方式，术后患者症状较术前明显改

善，JOA 改善率均达到优，且均未出现伤口

感染、咽喉部阻塞或窒息等相关并发症。 

结论 经颌下咽后入路可用于高位颈前部的肿

瘤，感染清创，寰枢椎固定及齿突固定，可

充分有效解除脊髓压迫，具有可以充分暴露

病变部位，损伤小，并发症少等优点，且为

完全黏膜外入路，可有效降低感染，是经前

路治疗高位颈椎病变的一个相对理想的手术

方式。 

 
 
PO-1945 

椎管内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李天栋 王国良 王伟民 白红民 张小鹏 王玉宝 李建亭 

公方和 高寒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510010 

 

目的  探讨临床常见的椎管内肿瘤的诊断与外

科治疗策略。 

方法  采取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手术治疗的 94 例椎管内肿瘤患者的

临床资料，临床资料分析包括患者年龄分

布、性别、临床症状及体征、影像学表现、

手术入路和方式、切除程度以及临床疗效随

访情况等。 

结果  椎管内髓外肿瘤 63 例，全切除 57 例，

大部分切除 6 例。髓内肿瘤 31 例，全切除 2

0 例，部分切除 9 例，活检 2 例。以术后随访

6 个月为效果评价终点，其中症状改善 81

例，无明显改善 6 例，加重 6 例，无死亡病

例。 

结论  认真注重早期临床症状及体征特点，及

时进行 MRI 检查能早期诊断椎管内肿瘤，必

须应用显微手术切除肿瘤方可获得较好疗

效。 

 
 
PO-1946 

成人椎管内先天性肿瘤的手术治疗 
 

高俊 李智敏 王天宇 杨众 李永宁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 北京协和医院 10

0730 
 

目的  针对椎管内先天性肿瘤的成人患者的临

床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总结了手术治疗的

椎管内先天性肿瘤成人病例，探讨其临床特

点及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间，我科手术治疗的 48 例椎管内先天性

肿瘤的成人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2006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期间，48

例成人椎管内先天性肿瘤患者在我科接受了

显微外科手术，其中男性 23 例，女性 25

例。患者接受手术治疗时年龄为 18 岁～62

岁，平均年龄 33.9 岁。术前病程持续 13 个

月～22 年，平均为 4.6 年。主要临床表现为

躯干、肢体疼痛 31 例，下肢无力 23 例，排

便困难 21 例，躯干、肢体麻木 11 例。5 例

患者合并有脊柱侧凸畸形，9 例患者伴有皮毛

窦。术前影像学检查发现椎管内病变位于：

枕大孔区 1 例，颈段 1 例，颈胸交界区 4

例，胸段 8 例，胸腰段 6 例，腰骶段 28 例。

肿瘤全切除 11 例，大部分切除 21 例，部分

切除 16 例。病理结果显示（表）皮样囊肿 2

0 例，脂肪瘤 13 例，畸胎瘤 10 例，支气管

源性囊肿 3 例，肠源性囊肿 2 例。围手术期

无死亡病例，术后发生皮下积液 3 例，切口

感染 2 例。3 例皮下积液的患者采用俯卧位、

术区加压包扎，结合腰大池置管引流后治

愈。2 例切口感染的患者，相应敏感抗生素的

治疗后治愈。43 例患者坚持随访 1～6 年，

平均 2.8 年：2 例皮样囊肿复发，进行二次手

术切除。25 例患者症状改善，15 例患者症状

稳定，3 例患者症状较术前恶化。 

结论  相对青少年患者而言，椎管内先天性肿

瘤的成人患者合并脊柱畸形的发生率偏低，

起病隐匿、缓慢进展。对于硬膜外的先天性

肿瘤，应该尽量全部切除；对于主要位于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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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下的病变，则需要根据肿瘤的类型选择适

当的切除方式。1、对于（表）皮样囊肿而

言，要避免囊内脂质样物质进入蛛网膜下

腔，引起术后的发热等无菌性炎症，并尽可

能切除囊肿壁、预防肿瘤的复发。2、对于畸

胎瘤、脂肪瘤而言，术中电生理监测指标的

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要追求肿瘤的

全切而过多损伤邻近的神经组织。3、对于纯

粹囊性病变的肠源性囊肿和支气管源性囊肿

而言，在显露肿瘤后不要急于穿刺、放出囊

液。待完全暴露囊肿整体后，用组织采取钳

挟持住囊肿壁、适度牵拉，沿囊肿与脊髓的

分界锐性分离，切除绝大部分的囊壁组织。

成人的椎管内先天性肿瘤体积较大、多数累

及 3 个以上脊柱节段，部分患者还合并有脊

柱的畸形，手术需要考虑既充分切除肿瘤、

又切实维护脊柱稳定性。 

 
 
PO-1947 

神经内镜在脊柱脊髓病变中的应用 
 

张世渊 1 苏卢海 1,2 沈波 1 胡昌辰 1 

1.山西省人民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我科自 2007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经神经内镜手术治疗的 99 例脊柱脊髓

病变患者的手术疗效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

况，探讨内镜下手术的优缺点，总结神经内

镜在脊柱外科中的应用体会及经验。  

方法  对术前经 MRI 检查确诊为单纯 Chiari

畸形（伴或不伴脊髓空洞 37/99）、腰椎间盘

突出（3/99）、椎管内占位（23/99）及脊髓

栓系综合征（36/99）的患者应用神经内镜行

手术治疗，术后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进行

疗效与并发症观察。  

结果  全部患者均在内镜下顺利完成手术操 

作，术后 1 周左右出院。术后症状均有不同

程度的改善，表现为肢体肌力较术前增加，

麻木感减轻，持续性疼痛逐渐消失；大小便

功能障碍好转。23 例椎管内占位者全切除 16

例，大部分切除 7 例；合并脊髓空洞症的 30

例患者中，16 例术后空洞消失，13 例程度减

轻，1 例未见明显改变。术后 3 例患者出现短

暂脑脊液漏，经积极处理后痊愈。无症状加

重及死亡病例。  

结论  神经内镜下行脊柱脊髓病变手术，对周 

围结构损伤轻微，对椎体解剖结构影响小，

方法可行，疗效明确，定位准确，且术后恢

复快，是一种新型、安全、有效的手术途

径。  

 
 
PO-1948 

内镜下 Chiari 畸形的手术治疗体会（附 27

例报告） 
 

苏卢海 1 张世渊 1 沈波 1 姚晓辉 1 

1.山西省人民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7 例 Chiari 畸形患者在神

经内镜下行寰枕减压术的疗效及并发症，总

结内镜下寰枕减压术的手术体会。  

方法  对术前经 MRI 检查确诊为 Chiari 畸形

（伴或不伴脊髓空洞）的患者应用神经内镜

行寰枕减压手术治疗，术后对患者进行长期

随访，进行疗效与并发症观察。  

结果  全部患者术后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改

善，感觉障碍程度减轻，肢体肌力增强，神

经电生理学损害减轻。术后未见明显并发症

出现，合并脊髓空洞症的 20 例患者中，8 例

术后空洞消失，11 例程度减轻，1 例未见明

显改变。  

结论  内镜下寰枕减压术，对周围结构损伤轻

微，对颈椎解剖结构影响小，方法可行，疗

效明确，定位准确，且术后恢复快，是一种

新型、安全、有效的手术途径。  

 
 
PO-1949 

26 例急性脊柱骨折合并脊髓损伤早期手术治

疗体会 
 

石松生 1,2 陈春美 1,2 王锐 1 李锋 1 庄源东 1 傅超锋 1 

赵伟 1 杨卫忠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组 

2.福建省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受伤后早期采用椎管内外减压加融

合内固定治疗急性脊柱骨折合并脊髓损伤的

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急性脊柱损伤合并脊髓损伤 26

例，其中颈椎 6 例，颈胸椎 2 例，胸椎 7

例，胸腰椎 6 例，腰椎 5 例。受伤后距接受

手术时间为 6~72h，平均 14.2h。全麻后复

位，神经电生理监测下采用后正中入路，切

除椎板，切开硬脊膜清楚硬脊膜下腔积血，

切开软脊膜髓内减压并清除血肿和坏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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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硬脊膜减张缝合，椎弓根钉复位内固定

植骨融合。术前、术后 1 周、1 月、6 月和末

次随访时间的神经功能进行 Frankel 评分、脊

柱复位和骨融合等指标，评价患者疗效。 

结果  18 例患者均进行了随访，时间 6 个

月～38 月。本组无死亡病例，术后 1 例出现

脑脊液切口漏，经再次修补手术后切口愈合

良好；随访期间内固定器无松动及断裂；术

后神经损伤功能恢复 Frankel 分级，所有病例

均有不同程度恢复，其中 9 例 A 级 6 例恢复

C 级、3 例 D 级，8 例 B 级 5 例恢复到 D

级、2 例恢复到 E 级，7 例 C 级 5 例例恢复

到 D、2 例恢复 E 级，2 例 D 级恢复到 E

级。 

结论  受伤后早期采用椎管内外减压加融合内

固定能够有效提高急性脊柱骨折合并脊髓损

伤的治疗效果，早期充分减压兼顾脊柱重建

有利于脊柱骨折及损伤神经功能的早期恢

复。 

 
 
PO-1950 

153 例椎管肿瘤经皮微通道椎旁入路显微切

除的疗效分析 
 

石松生 1,2 陈春美 1,2 王锐 1 庄源东 1 傅超锋 1 陈琰 1 

李锋 1 王春华 1 杨卫忠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组 

2.福建省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经皮套微通道椎旁入路显微手术椎

椎管内肿瘤的手术方式和临疗效分析。 

方法  分析自 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收治椎管肿瘤患者共 153 例，其中颈椎肿瘤

45 例，胸椎肿瘤 21 例，腰椎肿瘤 85 例，骶

椎肿瘤 2 例；神经鞘瘤 123 例，脊膜瘤 10

例，室管膜瘤 9 例、髓内肿瘤 6 例、海绵状

血管瘤 5 例。全麻后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经

皮微通道椎旁入路显微切除椎管内占位。分

析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切口局部疼痛时

间；记录术前 1d、术后 1d、3d、5d 肌酸磷

酸激酶水平（CPK-MM）；于术前 1d、术后

1d、5d 和术后 6 月分别采用 McCormick 评

分标准评价脊髓功能，以及采用疼痛视觉模

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评分标准

评估切口局部疼痛程度；于术后 1 周行颈椎

CT 三维重建；于术前、术后 1 周、术后 6 月

颈椎 MRI 平扫加增强； 

结果  所有椎管内占位完全切除，无神经损伤

发生，McCormick 评分及 VAS 评分较术前改

善（P＜0.05），术后 1d CPK-MM 升高，术

后 5d 下降至术前 1d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MRI 平扫加增强未见占位残

留及复发，CT 三维重建示椎板开窗范围，无

损伤关节突和脊柱的稳定性；随访期间未见

脊柱畸形发生。 

结论  神经电生理监测下经皮套管椎旁入路显

微治疗颈椎椎管内髓外占位疗效显著，既能

最大程度避免影响肌肉、关节突以及脊柱稳

定性，也能达到椎管内占位全切除，具有创

伤小，住院时间短，术后恢复快，较好维持

术后脊柱稳定性等优点。 

 
 
PO-1951 

经皮微通道显微镜和椎间孔镜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疗效比较 
 

陈春美 1,2 王锐 1 李锋 1 庄源东 1 傅超锋 1 石松生 1 杨

卫忠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组 

2.福建省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显微减压技术和椎间孔镜摘除技术分别

是神经外科和骨科常用治疗腰椎椎间盘突出

症的主要微创技术，本文比较分析采用经皮

微通道显微镜和椎间孔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症的临床疗效和优缺点。 

方法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0 月，36 例单

节段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采用经皮微通道显

微切除椎间盘手术治疗（显微镜组），其中

腰 4-5 21 例，腰 3-4 15 例；12 例单节段腰

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采用椎间孔镜摘除椎间盘

手术治疗（内镜组），其中腰 4-5 7 例，腰 3-

4 5 例。比较两组手术时间、失血量、住院时

间、皮肤切口、标本量，比较术前和术后 1

天、1 周的血肌酸激酶、目测视觉类比评分法

( VAS 评分) 和改良 MacNab 分级评定，比较 

术前、术后 1 周和 1 月 MR 和 CT 结果。 

结果  两组在手术时间、出血量无明显差异；

内镜组在皮肤切口大小、住院时间、血肌酸

激酶优于显微镜组；显微镜组在标本量、CT

和 MR 影像学椎管容积优于内镜组；VAS 评

分和改良 MacNab 分级评定在术前和术后 1

周两组之间比较没有差异，而内镜组术后 1

天明显好于显微镜组。 

结论  经皮微通道显微镜和椎间孔镜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症均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手术方

法，各有优特点和适应症，显微镜技术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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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广、学习曲线短、适应症广，而内镜技

术创伤更小、起效快且多数手术可以局麻。 

 
 
PO-1952 

后路微通道双侧减压联合前路融合治疗多节

段颈椎病的疗效分析 
 

陈春美 1,2 王锐 1 庄源东 1 傅超峰 1 赵伟 1 王春华 1 石

松生 1 杨卫忠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组 

2.福建省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一期后路经皮微通道单侧入路双侧

椎管内减压联合颈椎前路椎间隙减压融合手

术联合治疗多节段颈椎病的临床疗效和适应

症。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1 月多

节段颈椎病 26 例，3 节段和 4 节段分别为 21

例和 5 例。26 例均经颈椎椎正侧位、双斜位

和过伸过屈位 x 线、颈椎 CT 平扫和重建、颈

椎 MR 检查、神经肌电图等检查，结合症

状、体征、影像学资料和神经肌电图结果诊

断为多节段颈椎病，排除了颈椎不稳、严重

的颈椎后凸畸形和后纵韧带钙化等。本组均

采用全麻神经电生理监测下先行右侧颈前入

路椎间隙减压、CAGE 植骨融合和钢板内固

定术，然后改为俯卧位，取旁开后中线选择

一侧入路经皮微通道（管径 1.42cm）系统双

侧椎管减压。本组病例术后全部随访，分析

术前、术后 1 周、3 月、6 月和末次随访时

间，采用日本骨科学会(Japanese Orthopaedi

c Association，JOA)评分、颈椎 X 线正侧位

片、颈椎 CT 和 MRI 扫描等，分别评估病人

神经功能恢复程度、颈椎曲度改变、椎间融

合率、脊髓受压程度等情况。 

结果  本组所有病例手术过程无脊髓神经损

伤、脑脊液漏、术后感染及患者死亡病例；

手术时间 150-210min，术中出血 30-50mL；

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 5-28 月，平均随访 16.

34±2.15 月，JOA 评分术前平均 8.34±1.06

分，术后 1 周、3 月、6 月和末次随访分别为

13.64±2.18、14.48±1.98、15.67±1.72 和 16.

79±2.37 分，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0.05)；颈椎曲度角术前为 10.21±1.12，

术后 1 周、3 月、6 月和末次术后分别为 35.5

6±4.78、35.04±3.21、35.12±2.35 和 35.89±

2.30，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0.0

5)；术后复查前路椎间融合率 100%，脊髓受 

压明显改善。  

结论  一期后路经皮微通道单侧入路双侧椎管

内减压联合颈椎前路椎间隙减压融合手术联

合治疗多节段颈椎病的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

法，在达到充分解除脊髓前后压迫的同时恢

复颈椎排列，提高植骨融合率，保留部分颈

椎活动度。 

 
 
PO-1953 

经皮微通道椎旁入路显微减压治疗胸椎黄韧

带骨化症 
 

陈春美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组 

2.福建省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分析经皮微通道椎旁入路显微减压治疗

胸椎黄韧带骨化症（OLF）的临床疗效。 

方法  自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胸

椎黄韧带骨化症共 11 例，患者中行走困难者

10 例，括约肌功能障碍者 2 例，胸背疼痛者

1 例。影像学资料所有病例皆行 X 线、CT、

MRI 检查，X 线表现多可见骨质广泛增生，

骨桥形成，椎间隙变窄；CT 横断面扫描显示

椎管形态，黄韧带骨化及相应节段病变脊髓

受压情况；MRI 可显示整个脊髓受压情况：T

9～T10 5 例（3 例为以此为主的多节段黄韧

带增厚，1 例合并 C5～C6 椎间盘突出，1 例

是 T7 结核病灶清除内固定术后），T10～T1

1 4 例（分别并 L3～L5 腰椎管狭窄和 L4～S

1 腰椎管狭窄），T11～T12 2 例。气管插管

全麻后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采用经皮微通道

椎旁入路胸椎管显微减压。分析手术时间、

出血量和住院时间,记录术前 1 d 和术后 1、

3、5 d 肌酸磷酸激酶(CPK-MM)水平；于手术

前后采用日本骨科学会(JOA)评分和疼痛视觉

模拟量表(VAS)评分评估临床疗效；术后 1 周

行胸椎 CT 三维重建；术前、术后 1 周、术后

6 个月胸椎 MRI 平扫。 

结果  本组胸椎椎管减压充分，无神经损伤和

脑脊液漏等并发症；无手术死亡病例，术后

复查胸椎 MR 均提示相应节段椎管减压效果

好。CT 三维重建检查示微创入路椎板切口未

影响脊柱的稳定性，随访期间未见脊柱畸形

发生。所有患者经 6～23 个月(平均 11 个月)

随访，术后随访各时间点的 JOA 评分、VAS

评分、CPK—MM 水平均较术前明显改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术中显微镜能够扩大视野、增加照明

度；显微器械能够使术野内的操作更轻柔,减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87 

 

小对神经和脊髓的牵拉,从而最大程度的减小

手术对脊髓和神经造成的损伤；高速磨钻对

骨化的黄韧带清除更彻底，神经电生理监测

对手术中预警神经和脊髓损伤发挥重要作

用，有效减少手术并发症，提高操作安全。

随访资料显示胸椎黄韧带骨化症微创手术后

临床疗效显著，脊柱稳定性好。显微镜下经

皮微通道椎旁入路治疗胸椎黄韧带骨化症术

后神经功能恢复良好，既能最大程度避免损

伤椎旁肌肉、关节突、棘突和韧带，也能达

到椎管减压的目的，具有创伤小、恢复快、

并发症少和椎体稳定性好等特点。 

 
 
PO-1954 

枕大池重建治疗难治性成人 ChiariⅠ畸形疗

效分析  
 

贺世明 赵兰夫 张玉富 

唐都医院 710038 

 

Chiari I 型畸形目前主流治疗方法是后颅窝减

压。但是对于难治性 Chiari I 型畸形，单纯后

颅窝减压效果还不够理想。 

目的  Chiari I 型畸形（CM-1）的治疗一直存

在争论，对我科自 2012 年至 2014 年收治的

患者分为两组，一组进行后颅窝单纯减压，

一组进行枕大池重建手术。应用 Chicago Chi

ari Outcome scale (CCOS)疗效评价标准、传

统疗效标准分析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2012 年至 2014 年间，40 名成年患者

（男 22，女 18，平均年龄 40.6 岁），进行

后颅窝单纯减压或进行枕大池重建手术，无

去骨瓣减压的小脑扁桃体下疝切除术治疗。

据扁桃体下疝的程度、是否进行椎板切除，

决定是否进行枕颈内固定维持枕颈区稳定

性，术中超声评估枕大池脑脊液循环恢复情

况。Chicago Chiari Outcome scale (CCOS)

和传统评价标准（“改善”、“不变”和“加重”） 

两种评价标准进行评估手术疗效。 

结果  40 例患者进行无去骨瓣减压的下疝扁桃

体切除术。所有患者进行术中超声检查，13

例行枕颈内固定植骨融合，对患者进行随访 2

0.3 个月的（范围 1.5-2 年）。改善 34/40 例

（85％），不变 5/40 例（12.5％），加重 1/

40 例（2.5％）。CCOS 评分：36 例（9

0％）评分大于 11，评为 “好 ” ;  4 例（1

0％），评分小于 10 评为“差”的结果。22 例 

脊髓空洞患者（22/26）空洞较前缩小。 

结论  后颅窝减压是治疗 ChiariⅠ畸形的行之

有效的方法，但不适合所有的患者。枕大池

重建治疗难治性成人 ChiariⅠ畸形疗效显著。

通过术中超声监测枕大池区脑脊液循环恢复

情况，应用 CCOS 评价标准和传统改善/不变

/恶化评价标准评价手术疗效，表明新手术方

式治疗 CM-1 安全有效。 

 
 
PO-1955 

寰枢椎脱位的治疗思考 
 

贺世明 赵兰夫 张玉富 

唐都医院 710038 

 

寰枢椎脱位一直是脊柱外科的难点。从术前

评估，术式选择，治疗效果等方面都存在一

些问题，需要改进。术式方面：单纯后路复

位固定，前路磨除齿状突？前路松解齿状

突？还是单纯的前路复位内固定？等等 

 
 
PO-1956 

产妇自发性脊髓硬膜外血肿 3 例及文献复习 
 

陈剑舞 吴喜跃 林元相 薛毅辉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产妇自发性脊髓硬膜外血肿的发病

机制、临床表现、影像学和外科治疗。  

方法  对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3 例产妇自发性脊髓硬膜外血肿临床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 ,分析其临床表现特点、发病机

制、影像学特点及手术治疗效果。  

结果  3 例患者年龄分别为 22 岁、24 岁、25

岁,初次生产，2 例顺产，1 例剖腹产。表现为

产后出现颈肩部疼痛不适，渐发展至双下肢

无力、大小便障碍,至我院就诊时间 6~36 小

时，双下肢肌力 0 级，肌张力减低，胸段平

面以下深浅感觉均消失。MRI 平扫提示颈胸

段脊髓急性硬膜外血肿，脊髓明显受压。急

诊行血肿清除及椎板减压，术中见硬脊膜外

静脉丛怒张，未见血管畸形。术后早期康复

治疗，半年后 1 例完全恢复正常，1 例双下肢

肌力恢复至 3 级，1 例肌力仍然 0 级。  

结论  自发性脊髓硬膜外血肿发病机制尚不清

楚，目前多数学者支持静脉性出血机制: 硬膜

外腔静脉压相对较低，属于原始无静脉窦的

静脉系统，腹腔静脉压力升高传至硬膜外静

脉，妊娠期随着子宫及胎儿增大影响静脉回

流，在分娩过程中静脉压力可骤然升高，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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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血管破裂出血。MRI 可以清晰地显示血肿

的部位、范围、大小及脊髓受压的程度。提

高对该疾病的认识，早期明确诊断、尽早手

术干预直接影响到该疾病的预后。  

 
 
PO-1957 

腹腔镜下经腹膜后间隙前路切除 Eden4 型哑

铃型腰椎神经鞘瘤 
 

施炜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Eden4 型腰椎神经鞘瘤是一种特殊类型

的哑铃型椎管肿瘤，由于其特殊的椎管内外

生长方式使得该种类型肿瘤手术切除难度

大。本研究利用腹腔镜经腹膜后间隙前路切

除 Eden4 型腰椎哑铃型神经鞘瘤，从而探讨

这一技术的实际临床运用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年 6 月-2014 年 12 月间

3 例 Eden4 型腰椎哑铃型神经鞘瘤采用腹腔

镜下经腹膜后间隙前路微创手术切除。3 例患

者术前 MRI 均证实为 Eden4 型哑铃型腰椎椎

管肿瘤，表现为肿瘤位于椎间孔并明显向腹

膜后间隙生长，肿瘤主体位于后腹膜腔而椎

管内没有肿瘤。 

结果  本组 3 例 Eden4 型腰椎肿瘤均达到内

镜下全切除，未发现手术脑脊液漏等相关并

发症。术后 MRI 复查均提示肿瘤全切除，对

椎管结构未造成任何影响。 

结论  对于 Eden4 型腰椎哑铃型神经鞘瘤，

传统的后方经椎板入路不仅创伤大，且位于

后腹膜腔的肿瘤暴露切除困难。腹腔镜下经

腹膜后间隙入路不仅手术创伤小，不影响椎

管的稳定性，同时内镜下切除肿瘤手术操作

空间大，术野显示清晰，可从多个角度进行

观察。腹腔镜下经腹膜后切除 Eden4 型哑铃

型腰椎神经鞘瘤其微创优越性显著，值得临

床进一步推广。 

 
 
PO-1958 

术中 CT 辅助下颈椎前路手术骨减压效果的评

估 
 

潘冬生 宋振全 赵明光 刘强 张海松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5 

 

目的  评价在颈椎前路固定手术中应用术中 C

T 系统监测骨减压范围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由单个术者在术中 CT 辅助下经颈椎前路固

定手术的临床资料。手术全身麻醉诱导后，

进行基准术中 CT 扫描，骨减压操作后，进行

第 2 次 CT 扫描并评估骨减压范围，如果骨减

压不充分，给予追加减压手术并进行第 3 次 

CT 扫描，直至减压满意为止。 

结果  22 例 1-2 椎体颈椎病导致神经根症和/

或脊髓症患者进行颈椎前路固定手术，9 例患

者骨减压后术中 CT 发现减压不充分而进行了

追加减压，这其中有 2 例因骨减压不充分进

行了第 2 次追加减压，平均每例患者术中 CT

扫描 2.59 次，所有患者术中最后 1 次 CT 均

显示减压满意。术后 1 周 JOA 评分平均恢复

率为 64.7%，较术前有显著提高(P<0.05)。

没有因减压不充分而二次翻修手术病例，未

发生与术中 CT 相关的并发症。 

结论  术中 CT 不仅可以帮助术者即时了解骨

减压的范围，并对骨减压不充分的病例立即

进行术中充分减压，而且增强颈椎手术的安

全性和改善患者预后。 

 
 
PO-1959 

Chiri 畸形合并脊髓空洞的微创手术治疗 
 

周志武 郑云锋 濮璟楠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716000 

 

目的  探讨 Chiari 畸形合并脊髓空洞症的微创

手术治疗方法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从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采用微创手术治疗的 Chiari 畸形合并

脊髓空洞症患者临床资料。本组 12 例，男 9

例，女 3 例，均采用全麻下微创手术治疗。

取俯卧位，头架固定，在枕大孔处直切口，

长约 3.0cm，枕骨中线钻孔，咬开枕骨大孔

后缘骨质，形成直径约 2.0 cm 的骨窗，在手

术显微镜下剪开硬脑膜，仔细分离两侧小脑

扁桃体间的粘连，在软膜下切除下疝的小脑

扁桃体，使其回缩至枕大孔以上，显露第四

脑室底、第四脑室正中孔和侧孔，松解增厚

粘连蛛网膜，确保第四脑室脑脊液循环通路

通畅，用小片人工硬膜修补硬脑膜，严密缝

合肌肉及皮肤。  

结果  术后 1 月内 12 例患者症状、体征均明

显改善。复查 MRI 显示小脑扁桃体下缘均不

超过枕骨大孔边缘。脊髓空洞明显缩小，其

中 9 例消失或接近消失。术后门诊随诊 6 个

月至 3 年，所有病例症状及体征均较术前明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89 

 

显改善，复查 MRI 显示小脑及脑干解剖位置

正常，枕大池形态正常，脊髓空洞均消失或

接近消失。恢复良好。  

结论  微创手术技术在软膜下切除小脑扁桃

体、枕骨大孔区蛛网膜粘连充分松解、重建

枕骨大孔区脑脊液循环通路是治疗 Chiari 畸

形合并脊髓空洞的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PO-1960 

侧方入路切除椎旁神经鞘瘤 
 

刘翔 耿良元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探讨椎管旁生长的神经鞘瘤的手术治疗特别

是手术入路和疗效的评价。 

方法  选取颈、胸、腰段 toyama 分型有代表

性的以椎旁生长的神经鞘瘤病例 10 例，均采

取颈、胸、腰侧方入路手术显微镜下操作术

中电生理检测以手术切除肿瘤。 

结果  所有病例术后复查均做到原位全切，术

中对神经均能做到良好保护，对脊柱的稳定

结构无任何破坏，手术后无需内固定，临床

症状明显改善。所有随访病例一年以上无脊

柱稳定性的并发症。 

结论  侧方入路针对 toyama 分型的神经鞘瘤

具有创伤小，手术通路直接，不破坏椎体骨

性和肌肉肌腱韧带的优点，对脊柱的稳定性

无可预见的结构破坏和影响，但需要神经外

科医生进一步熟悉相关解剖以熟练掌握。 

 
 
PO-1961 

chiari 畸形的外科治疗 
 

刘翔 刘宏毅 章文斌 邹元杰 

南京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210029 

 

目的  探讨 Chiari 畸形的外科手术治疗和相关

临床问题。 

资料和方法  回顾分析 35 例 Chiari 畸形（合 

并脊髓空洞的有 26 例）的外科治疗的经验。

全部病例均行后颅窝减压，C1 后弓减压,枕大

池扩大成形 ,小脑扁桃体下疝切除术或电灼

术。 

结果  全部病例随访 1-4 年，全部获得不同程

度的临床症状改善,动态复查影像均获得良好

的效果。 

结论  Chiari 畸形的外科治疗中根据临床症状

和影像特点，个性化的选择行后颅窝大或小

的骨窗减压,枕大池扩大成形和扁桃体下疝切

除手术治疗，是处理该种畸形获得临床疗效

的好方法。 

 
 
PO-1962 
Intraspinal hemorrhage:report of 17 case
s 
 
Guo Yunfa,Li Quancai,Huang Bin,Wang Jinlong,Liu 
Yajun,Luo Kun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三病区 830054 

 

Object To explorer to the etiology,clinical ma
nifestations,imaging features,treatment and 
prognosisof intraspinal hemorrhag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7 patients wit
h  intraspinal hemorrhage treated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 jiang medical univers
ityfromSeptember 2013 to January 2016 wer
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The function ofthe
 spinal cord was assessed by Japan Orthope
dic Association Scale(JOAS) beforeand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
ognosis were analyzed.  
Result  No patients died.The pathological ex
amination showed that 1 suffered from arteri
ovenous malformations ,1 from cavernous a
ngiomas,1from perimedullary arteriovenousfi
stula, 1 patient withgliomas,13 had intracrani
al hematomas which were produced by the u

ndefined causes. The score of JAOS[（12.2

5±2.66）scor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afte

r the operation than [（6.25±2.55）scores]b

efore the operation(P<0.05). The score of JA

OS[（12.90±2.49）scor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after the operation than [（7.50±2.3

3）scores]beforethe operation in 10 patients

 with incomplete movement disorders(P<0.0
5). 
Conclusion    Intraspinal hemorrhage prese
nt only rarely, it also can leave serious sequ
elae when it does occur. The optimal diagno
stic method is MRI .It should be stressed tha
t early prompt surgical intervention is param
ount importance for intraspinal hemorrhage .
 In our series, preoperative neurological stat
us had more influence on eventual outcome 

than time from symptom onset to surgery，w

hich is different from most of the reports prev
iously. Conservative treatment may be used 
only for those in a favorable preoperative ne
urological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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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63 

脊髓 DAVF－不同节段其瘘口位置的差异性

研究：基于 3D-DSA 成像技术的分析 
 

陈功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sDAVF）是最常

见的脊髓血管畸形。直接手术闭塞瘘口属是

治疗 sDAVF 的主流和经典方法，但也有创伤

大、影响脊柱稳定性等缺点。对此，目前多

主张采用微创手术（如：半椎板、微通道和

内镜，等），但如何精准定位瘘口是手术的

关键，同时，目前并不清楚：在不同脊髓节

段的 sDAVF－其瘘口位置是否存在的差

异？。现报道华山医院近年开展的三维数字

减影血管造影（3D-DSA）技术在其的应用和

初步研究。 

方法  共 14 例，男占 11 例，年龄 48～62

岁，平均 55.5±10.8 岁,平均病程 15.9±10.3

月。部位：颅颈交界区 5 例，胸、腰和骶各 3

例。所有病例均经过影像学（MRI）、DSA

和术中确诊。采用西门子 (AXIOM  Artis)或飞

利浦(Allura Xper FD-20)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

SA)系统作为工作站。造影发现病变后，先标

准正侧位以及双斜位造影（ 6 幀以上 /每

秒），然后进行 3D-DSA 及重建（脊髓血管

注射速度为 1ml/s，总量 5ml，压力为 100ps

i，椎动脉分别为 3ml/s，15ml，200psi）。

定位：术前根据标准正侧位 DSA 和 3D-DSA

确定瘘口相对应具体的骨性标记（如锥

体），之后将患者模拟手术体位（俯卧位）

在 DSA 床进行背部的体表定位和标记（相应

棘突注射美蓝）；术中再根据 3D-DSA 水平

位确定的瘘口位置进行寻找。 

结果  手术均准确找到瘘口，在胸、腰和骶部

病变，皮肤切口均在 8cm 以下，绝大部分采

用半椎板骨窗，其长度不超过一个椎板。不

同节段 sDAVF 其瘘口水平位位置存在的差异

性（附图）：颅颈交界区 sDAVF，其瘘口在

的 3 点位置者居多；胸和腰部 sDAVF 的瘘口

多在 4:30 点位置（更靠近背侧，对术者来说

“更浅”）；而在骶部，瘘口在 2 点位置（更靠

近腹侧，对术者来说“更深”）。术中所见与术

前 3D-DSA 结果一致。 

结论  3D-DSA 可准确定位脊髓 DAVF 瘘口的

位置，操作方法简单易行，为进一步的微创

（如：半椎板、微通道等）手术治疗提供了

良好的影像支持，可明显减少手术创伤并保

持脊柱的稳定性。不同节段 sDAVF 其瘘口位

置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性：在颅颈交界区和

骶部，瘘口位置更靠近腹侧（更深），胸、

腰部瘘口更靠近背侧（更浅）。其原因与其

相邻的椎间孔的深浅部位解剖有关，而瘘口

与椎间孔密切相关，因为 sDAVF 定义为在椎

间孔附近包绕脊神经根的硬膜处出现动静脉

交通性病变。 

 
 
PO-1964 

脊髓纵裂合并骨性分隔的微创手术探讨 
 

崔绍杰 王涛 史铁钧 白小军 贾云凤 刘文鹏 杨志峰 

解放军第 306 医院 100028 

 

目的  探讨脊髓纵裂合并骨性分隔及脊柱侧弯

的手术治疗要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总结 142 例脊髓纵裂合并骨

性分隔及脊柱侧弯的手术选择及手术方法，

并对其手术注意事项及影像学诊断进行探

讨。 

结果  142 例骨性分隔切除硬脊膜囊成型手术

取得很好效果，未发生脊髓及神经严重损伤

等并发症，部分病人术前的尿便障碍、肌力

减退、高弓足、足趾活动障碍得到不同程度

的缓解，同时也为下一步脊柱侧弯矫形创造

了很好的条件。 

结论  单纯脊髓纵裂没有骨性及膜性分隔可以

不予处理，合并有骨性分隔则需行骨性分隔

切除、硬脊膜囊成型手术，为解除脊髓栓系

及下一步脊柱矫形手术打下良好基础。对于

骨性分隔造成脊髓栓系的病人，即使不做脊

柱侧弯的矫形手术，解除栓系后，患者栓系

症状也能减轻或缓解，对于生长发育期的青

少年更为重要。 

 
 
PO-1965 
Chiari I malformation associated with von

 Hippel-Lindau（VHL）disease but witho

ut spinal neoplasm 
 

石键 张建民 陈高 沈宏 傅伟明 吴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von Hippel–Lindau (VHL) disease is rare, an
d always be associated with multiple system 
hemangioblastomas which was named by Dr.
 A. Lindau[], who in 1926 described the pres
ence of a highly vascular tumor in the cerebe
llum. Posteriority Chiari I malformation(C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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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ually presents syringomyelia with herniatio
n of the chronic cerebellar tonsils. The high i
ncidence of syringomyelia associated with V
HL diseases in the cervical segment of the s
pinal cord were reported frequently[]. Howev
er, we illustrate a case of Chiari I malformati
on and the clustering of multi cerebellum he
mangioblastomas mass without confirmed s
pinal neoplasms and other structural spinal l
esions. Our patient had potential underlying 
causes for a syrinx: acquired Chiari I malfor
mation. 
 
 
PO-1966 
Anterior Cervical Discectomy & Fusion wi
th a Compressive Staple of C-JAWS 
 
Zhong Jun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

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Anterior cervical discectomy and 
fusion is currently the most common used te
chnique in cervical surgery.  But implantation
 of a traditional plate is time consuming and 
exposes the patient to additional adverse ev
ents.  The C-JAWS device is a new cervical 
compressive staple developed to stabilize th
e spacer. In this paper, those anterior cervic
al discectomy and fusion cases with fixation 
of C-JAWS were analyzed respectively.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12 and March
 2016, 39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pathy underwent anterior cervical di
scectomy and fusion process using a polyeth
eretherketone cervical spacer prefilled with b
one substitute and secured by a cervical co
mpressive staple in our department.  The Ne
ck Disability Index score (NDI) and visual an
alogy score (VAS) of neck or arm pain as we
ll as radiographic examination were adopted 
to assess the postoperative outcome and fus
ion.  
Results  Bony fusion were observed in all of
 the patients, and no serious surgery-related 
or implant-related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
ed during the operation or postoperative peri
od.  The average operative time was 48.3±1
06 minutes.  The average hospital stay was 
4.2±0.8 days.  The average skin incision len
gth was about 3.0±0.3 cm.  The average of t
he follow-up days were 28.4±4.3 months.  At
 the last follow-up, the NDI changed from the
 baseline of 24.4±9.3 to 7.0±4.3, the VAS of 

neck or arm pain from 7.1±1.0 and 4.2±1.2 t
o 2.0±1.5 and 2.1±1.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Without screws, this low-profil
e designed compressive staple C-JAWS perf
ormed well in the anterior cervical discectom
y and fusion surgeries. 
 
 
PO-1967 
Microsurgical treatment for giant invasive
 spinal schwannoma assisted by three-di
mensional navigation    
 
Wang Keda 

北京积水潭医院 100035 

 

Objective  Summary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microsurgical treatment for giant invasive 
spinal schwannoma assisted  by three-dime
nsional navigation. 
Methods  10 cases of giant invasive spinal s
chwannoma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fr
om 2013 to 2014 in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
l. All patients were performed microsurgery a
ssisted by three-dimensional navigation and 
were followed up for at least 12 months. W
e used a modified McCormick Scale to asse
ss the patients’ neurologic status and chang
e.  
Results  Four lesions were in the cervical re
gion, 3 in the sacral, 2 each in the cervicotho
racic, lumbar and thoracic regions, 1 each in 
the thoracolumbar and lumbosacral regions. 
A total of 28 pedicle screws were placed sati
sfactorily in the 5 patients with spinal instabili
ty. No severe complications were encounter
ed. Gross total resection was performed in 1
3 of the 15 patients, and subtotal resection p
erformed in 2 patients. Satisfactory decompr
ession was performed in all patients for neur
al compression. Postoperative clinical sympt
oms were improved in all patients, and none 
of the patients showed loosening or displace
ment of the implants. 
Conclusion  Three-dimensional navigatio
n provides great help for neurosurgeons in s
urgical treatment of giant invasive spinal sch
wannoma, it has great potential in raising the
 intraoperative localization accuracy, reducin
g operational damage and surgical complicat
ions. Total resection is suggested for giant in

vasive spinal schwannoma；If not, total rese

ction of the intraspinal portion is recommend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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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68 

Chiari 畸形Ⅰ型枕大池成形术疗效分析 
 

余辉 杨福兵 包长顺 王斌 刘亮 陈礼刚 詹书良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通过对术后不同时期患者临床症状体征

的改善状况进行评价，探讨枕大池成形术对

ChiariⅠ型畸形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12 月西南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ChiariⅠ型

畸形患者 37 例，男 10 例，女 27 例，年龄 1

1～67 岁，平均 40 岁，病程 0.1～15 年，平

均 3.8 年。均行枕大池成形术治疗，术后不同

时间段评估分析患者手术前后临床症状体征

变化及影像学变化。 

结果  术后短期评估小脑扁桃体均上抬，35 例

（94.6%）枕大池恢复正常或出现，6 例（19.

4%）患者的脊髓空洞较前缩小，25 例（80.

6%）基本不变。中远期评估时 4 例患者的扁

桃体位置较术后明显下移，但未达术前水

平；2 例患者枕大池再次消失；空洞缩小或消

失 24 例，改善率 77.4%%，5 例基本不变（1

6.1%），2 例空洞扩大（6.5%）。长期随访

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或消失 35 例（94.6%），

2 例稳定（5.4%）。长期随访患者较短期随

访临床症状明显改善，χ2=7.559，P=0.01

2。术后 1 年随访 CCOS 评分较术后 2 周 CC

OS 评分明显提高，t=8.172，P<0.001。术后

无菌性脑膜炎 6 例，脑脊液漏 1 例，其余病

例未出现其他并发症。 

结论  枕大池成形术是治疗 ChiariⅠ型畸形安

全的有效的手术方式，术后患者长期随访临

床症状体征改善较短期明显，术后脊髓空洞

短期疗效稍差，长期随访改善比较明显，术

后并发症相对较少，患者远期预后恢复较

好。 

 
 
PO-1969 

椎管内神经鞘瘤的不同分型与手术入路选择

策略 
 

张恒柱 王晓东 严正村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探讨椎管内神经鞘瘤的不同分型的临床

特点、不同分型及手术治疗策略。 

方法 根据椎管内的神经鞘瘤的不同分型，分

析椎管内肿瘤的手术特点及治疗效果。回顾

分析我院 2008 年 1 月～2015 年 6 月期间治

疗的 115 例椎管内神经鞘瘤患者，根据 MRI

等影像学检查，我们提出椎管分型，I：肿瘤

只局限在椎管内，未累及神经根管。Ⅱ：肿

瘤位于椎管内外，波及神经根管，分为 2 个

亚型。Ⅱa：肿瘤大部分位于椎管内，小部分

穿过神经孔；Ⅱb：肿瘤小部分位于椎管内，

并穿过神经孔，形成大的椎旁肿块；Ⅲ：肿

瘤位于椎旁，形成椎旁肿块。本组病人 84 例

患者，其中 I 型 64 例，Ⅱa 型 6 例，Ⅱb 型 2

例，Ⅲ型 2 例。对于椎管 I 型、Ⅱa 型肿瘤选

择后正中手术入路，术中棘突椎板复合体复

位，植骨融合；部分患者采用半椎板切除+受

累椎间孔后壁切除。对于Ⅱb 型、Ⅲ型，椎管

肿瘤位于椎旁，形成椎旁肿块，我们行椎管

旁入路手术，对于椎旁肿瘤较大的，必要时

前后路联合手术。 

结果 手术均顺利完成，椎管肿瘤术中均完全

切除，无神经功能障碍加重，患者局部疼痛

和神经症状均有明显改善或缓解，全部患者

术后症状均较术前有不同程度好转。术后随

访 3 月～10 年，平均 4.5 年。患者症状进一

步改善，所有患者神经功能均有不同程度恢

复，复查 MRI 未见复发。 

结论 椎管内神经鞘瘤不同分型，对于手术方

式和入路的选择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采用

相应的手术方式，有助于提高肿瘤切除率，

降低术后局部复发率。 

 
 
PO-1970 

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的治疗策略 
 

丁兴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1206 

 

目的 探讨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的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4 年 1 月一 2014 年 1 月,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71 例脊髓血管母细

胞瘤患者的病史资料 ,总结分析患者术前脊髓

功能、手术方法、近期疗效、随访结果等情

况。 

结果 71 例患者中位于延颈髓 17 例、位于颈

髓 22 例、颈胸髓 11 例、胸髓 20 例、腰骶部

1 例；除 2 例延颈髓囊性血母以外其余都是实

质性血母；除 1 例腰骶部血母以外其余病例

都伴有不同程度的脊髓空洞；4 例患者为 VH

L 病筛查时发现，只有轻度脊髓功能障碍而未

手术；其余 67 例手术患者术前以中度脊髓功

能障碍者居多。手术采用后正中入路 ,肿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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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 65 例,部分切除 2 例，其中 1 例为延颈

髓髓内实质性血管母细胞瘤、术中出现心率

不稳定，还有 1 例为腰骶部血管母细胞瘤、

与马尾神经粘连紧密。术后感觉功能改善者 0

例、稳定者 19 例、加重者 48 例，运动功能

改善者 40 例,稳定者 22 例,加重者 5 例,加重

的 5 例患者都是位于胸段、髓内部分为主的

血管母细胞瘤，没有手术死亡病例。获随访

者 42 例,随访期平均 5.29 年 ,随访结果无死亡

病例,25 例恢复工作能力,14 例生活能自理,3

例生活不能自理。  

结论 对脊髓血管母细胞瘤宜根据术前脊髓功

能状态以及是否伴有 VHL 病采取不同的治疗

策略；对于位于胸段、特别是髓内部分为主

的患者手术治疗要慎重；对于位于颈段或者

髓外为主的患者手术效果较好；术中采取显

微缝线悬吊移位、从脊髓空洞一侧寻找正确

的肿瘤界面、低功率双极水下电凝以及沿边

界整块切除是主要手术技巧；药物靶向治疗

是未来研究方向。 

 
 
PO-1971 

探讨椎间孔镜 YESS 和 TESSYS 技术治疗腰

椎间盘突出症的适应证、手术技巧及临床效

果. 
 

江晓航 

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椎间孔镜 YESS(Yeung endoscopic

 spine system)和 TESSYS(transforaminal en

-doscopic spine system)技术治疗腰椎间盘突

出症的适应证、手术技巧及临床效果. 

方法 2010 年 9 月至 2015 年 2 月,60 例腰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分别采用 YESS(35 例)和 TE

SSYS(25 例)椎间孔镜手术治疗.男 40 例,女 2

0 例;年龄 19～59 岁,平均 40 岁.疗效评定依据

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ore,VA

S)，并发症和复发情况.60 例患者中 50 例(8

3%)获得有效随访,其中单纯 YESS 手术组 30

例(随访率 85.7%)、TESSYS 组 20 例(随访率

80%)。YESS 组手术前平均腿痛 VAS 7.4±3.

1,术后 1 年 2.4±1.2。TESSYS 组手术前平均

腿痛 VAS 8.4±2.7,术后 1 年平均 3.2±1.0。两

组均无永久性神经根损伤,大血管损伤和硬脊

膜囊撕裂等并发症发生。根据 Nakai 分级，Y

ESS 手术组有 2 例差的患者,1 例为术后无效,

1 例为术后神经根支配区域过敏疼痛。TESS

YS 手术组有 1 例为神经根型疼痛伴有感觉异

常。 

结论 YESS 和 TESSYS 手术的技术特点不

同，因此根据腰椎间盘突出的类型和部位正

确选择不同的手术方式是保证手术成功的关

键。正常的椎间孔上大下小，呈倒梨形状。

神经根行走于椎间孔上段即椎间孔最宽大的

部位，其周围有软组织包围避免神经根受椎

间孔周缘骨性组织挤压。Kambin 三角为一立

体结构，YESS 技术应通过矢状面的梯形区域

进入冠状面的梯形区域内行髓核摘除术。而 T

ESSYS 并不是通过 Kambin 三角进入椎间盘

区域，虽然避免了术中对神经根的损伤。但 T

ESSYS 手术在小关节突绞磨扩大成形过程中

可能造成骨绞刀直接进人椎管，损伤椎管内

的血管、神经根和硬脊膜囊。 

结果 无论是 YESS 还是 TESSYS 手术，为避

免术中神经根损伤，操作时应注意不断询问

患者的疼痛感受，一旦出现患肢神经根性疼

痛和麻木，应立即停止操作，改变穿刺或置

管角度，不断改进绞刀等设备。 

 
 
PO-1972 

 椎间孔镜技术在诊断和治疗脊柱结核脓肿中

的价值 
 

江晓航 

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椎间孔镜下脓肿清除联合置管引流

在诊断和治疗脊柱结核脓肿中的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  采用 1:2 配对的回顾性调查方法，收集

某三级甲等医院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

收治的 36 例脊柱结核合并椎旁脓肿患者的临

床资料，比较椎间孔镜下（椎间孔镜组）和

CT 引导下（CT 组）置管引流两种方案对结

核杆菌涂片阳性率、培养阳性率、结核病理

阳性率以及治疗脊柱结核脓肿的治愈率、拔 

管时间、住院时间、治愈时间的影响。 

结果  36 例患者均随访 12 个月以上，治愈率

均为 100%。与 CT 组的结核病理阳性率（9/

24）、结核杆菌培养阳性率（11/24）相比，

椎间孔镜组的结核病理阳性率（10/12）、结

核杆菌培养阳性率（10/12）明显升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椎间孔镜组的

拔管时间（22.0±3.6 天）、住院时间（25.0±

2.7 天）、治愈时间（165.0±29.8 天）均较 C

T 组的拔管时间（27.0±4.5 天）、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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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5.1 天）、治愈时间（189.0±23.7

天）明显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

5）。多因素 COX 回归模型分析显示，椎间

孔镜治疗方式是影响治愈时间、住院时间、 

拔管时间的独立保护因素。 

结论  在全身使用抗结核药物的基础上，采用

椎间孔镜下脓肿清除联合置管引流的诊疗方

案更优于 CT 引导下置管引流的方案，特别对

于无神经功能障碍及瘫痪的脊柱结核脓肿病

人尤为适合；不但可获得病原学证据有助于

确诊，而且可以明显改善预后。 

 
 
PO-1973 

儿童脂肪瘤型脊髓拴系综合征的手术治疗 
 

尚爱加 张远征 乔广宇 佟怀宇 陶本章 高海浩 程诚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儿童脂肪瘤型脊髓拴系综合征（TC

S）的手术治疗并分析疗效。 

方法  本组共 245 例儿童脂肪瘤型脊髓拴系患

者。其中男 104 例，女 141 例；年龄 2 个

月～14 岁，平均 10.4 岁。术前根据 MRI 影

像学表现，共分为四型。⑴背侧型（145

例）。⑵尾侧型（41 例）。⑶混杂型（43

例）。⑷脂肪脊髓脊膜膨出型（16 例）：各

型脂肪瘤的手术要点为：（1）背侧型：脂肪

瘤和脊髓交界处的融合线完全位于马尾神经

后根入髓区的背侧，脂肪瘤切除后可见到完

整的神经基板界面，此界面呈白色纤维条索

状，显微镜下容易辨认，沿此界面操作，绝

大多数脂肪瘤可以安全地全切除或近全切

除。（2）尾侧型：术中辨认脊髓圆锥末端与

脂肪瘤（或脂肪性终丝）的界限，保护脊髓

圆锥发出的最后一对骶神经，沿脊髓圆锥和

脂肪瘤界面切除脂肪瘤，同时将脂肪瘤延续

的终丝切断，解除对脊髓圆锥的牵拉。（3）

混杂型：混杂型脂肪瘤难以找到完整的神经

基板界面，且脂肪瘤内有神经穿过，故仅能

进行大部切除。因脂肪瘤切除程度有限，难

以重建脊髓圆锥，此时应采用人工材料扩大

修补硬膜，可在脂肪瘤创面和硬膜之间衬垫

一层光滑的不可吸收人工硬膜，从而预防粘

连，减少再拴系的发生。（4）脂肪脊膜膨出

型：应暴露膨出部位的上下椎板，找到椎管

内正常硬脊膜的边界，游离膨出的硬膜囊，

辨认脂肪瘤和马尾神经的关系，切除脂肪瘤

的同时注意保护可能膨出的脊髓神经，在松

解神经粘连的同时，应切除多余的硬膜囊，

还纳脊髓神经。最后用 5-0 可吸收线将腰骶

部硬膜进行重塑形。 

结果  245 例儿童脂肪瘤型 TCS 患者中，全

切除或近全切除（残留体积<2 mm3）162

例，次全切除 65 例，大部切除 18 例。各种

类型中，达到全切除或近全切除的比例为：

背侧型最高，达到 84.1%，混杂型仅 9.3%。

术后随访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脂肪瘤型 TC

S 手术后有效率分别为：背侧型 85%，尾侧

型 65%，混杂型 55%，脂肪脊膜膨出型 6

4%。背侧型手术效果最好。 

结论  脂肪瘤型脊髓拴系综合征多数属于较为

严重且复杂的拴系类型，应尽早期行显微手

术治疗。手术目的是去除各种因素对低位脊

髓和马尾神经的牵拉或挤压，手术的重点在

于脊髓及马尾神经的松解、神经保护及预防

再粘连。影响脂肪瘤型 TCS 的手术疗效及预

后的因素主要是脂肪瘤的类型，手术时机、

症状的严重程度、神经松解是否彻底及再栓

系。 

 
 
PO-1974 

两种不同术式治疗 ChiariⅠ畸形合并脊髓空

洞症的疗效和并发症分析 

 
王鹏 李维新 江伟 曾文 张雷 张海平 陈黎波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总结单纯后颅窝减压+寰枕筋膜松解术

和后颅窝减压蛛网膜下电凝下疝扁桃体两种

手术方式治疗 ChiariⅠ畸形合并脊髓空洞症的

疗效及其术后出现的各种并发症。 

方法  2008 年 9 月-2016 年 4 月, 本院神经外

科手术治疗 Chiari 畸形 82 例,其中男 46 例,

女 36 例;年龄 6～59 岁,平均 33.6 岁，同时合

并脊髓空洞 72 例,均经 MRI 确诊。行单纯后

颅窝减+寰枕筋膜松解为 A 组 40 例,其中男 2

1 例,女 19 例, 年龄 7~56 岁, 平均 34.3 岁，合

并空洞 35 例; 后颅窝减压基础上行切开硬

膜，蛛网膜下电凝下疝小脑扁桃体为 B 组 42

例。其中男 25 例,女 17 例, 年龄 6~59 岁, 平

均 36.3 岁，合并空洞 37 例。两组在统计学

上比较无差异。根据病人自觉症状和体征术

后缓解与否分为：完全改善，改善，稳定，

恶化。根据影像学改变分为：空洞显著变

小，变小，维持原状和扩大。把随访的临床

症状体征和影像学改变及并发症 ,与术前对

照、分析手术疗效。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95 

 

结果  1.A 组术后疗效统计: 完全改善 11 例，

好转 20 例、稳定 6 例、恶化 3 例; 改善率为

77.5%，B 组术后疗效统计: 完全改善 12 例，

好转 25 例、稳定 4 例、恶化 1 例, 改善率为

88%，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2.两组患者术后影像学比较：A 组 35

例中空洞显著变小 8 例，变小 17 例，维持原

状 8 例和扩大 2 例；变小率为 71.4%，B 组 3

7 例中空洞显著变小 11 例，变小 20 例，维

持原状 6 例；变小率为 83.8%，两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两组患者术后

并发症比较: A 组术后头痛头晕 2 例, 并发症

率为 5%， B 组头痛头晕 2 例、颅内感染 2

例、脑脊液漏 4 例，并发症率为 19%，差异

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后颅窝减压+蛛网膜下电凝下疝扁桃体

术在治疗 Chiari 畸形合并脊髓空洞症疗效优

于单纯后颅窝减压+寰枕筋膜松解术， 但是并

发症的发生明显增加。 

 
 
PO-1975 

胸椎管内痛风结石手术疗效分析 
 

戴宇翔 

南京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分析 1 例痛风结节引起的胸椎管内硬膜

外占位患者手术疗效。  

方法  患者主因 “腰部疼痛 1 月”就诊。既往有

痛风史。查体:全身多处关节有大小不等的 皮

下结节 。 实 验 室 检 查 :尿 酸 420 μ m ol/ L

 。 M R I : T7-8 椎间隙水平椎管后缘见结节

样等 T1 短 T2 信号，直径约 1.9cm，压脂呈

稍高信号，增强后轻度强化，硬膜囊明显受

压。CT :T8 水平椎管后缘可见结节状高密度

影。于全麻下行病灶全切除术,术中见 T7-8 水

平、椎板及椎间关节内附着白色砂砾状物,质

软,压迫硬脊膜,无包膜;椎管内硬膜外病变性状

与椎管外病变类似。术后病理 :椎管内痛风。 

结果  患者术后疼痛消失，无不适主诉。 

讨论  痛风是嘌呤代谢障碍、血尿酸增高引起

的疾病，痛风石好发于肢体远端关节,尤其是 

第少见发生于椎体患者。本例痛风石发生 在

胸椎椎管内外,实属罕见。痛风的 CT 表现具

有特征性,可见骨质缺损和痛风结节。MRI 对

诊断痛风石价值有限,本例 MRI 表现类似于肿

瘤。影像学检查结合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

结果有助于提高诊断准确率。  

 

PO-1976 

颈髓室管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杨堃 王子珍 叶富跃 黄秋虎 马春阳 陈政刚 郑传宜 周

建 吴然 潘琪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570102 

 

目的  探讨显微手术切除颈髓髓内室管膜瘤的

手术技巧,并评价手术疗效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3 例颈髓髓内室管膜瘤患

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男性 14 例，女性 9 例，

年龄 17～68 岁，平均 42 岁。病程 1 个月～6

年,平均 29 个月。临床表现以颈肩部、上肢感

觉障碍为首发症状 16 例（69.6%），上肢的

肌萎缩 6 例，一侧上肢肌力减退 8 例，双侧

上肢肌力减退 11 例。一侧下肢肌力减退 2

例，两侧下肢肌力减退 5 例，轻度呼吸困难 3

例。上肢腱反射减退者 5 例，上肢腱反射活

跃或亢进者 6 例.上肢病理反射(+)5 例；下肢

腱反射亢进 7 例，下肢病理反射(+)8 例。所

有患者术前均经普通和增强磁共振检查，病

变表现为多节段生长,最长的跨越 6 个颈髓节

段。18 例患者在肿瘤的上方合并有脊髓空

洞，7 例患者在肿瘤的下方合并有脊髓空洞。

显微镜下后正中切开脊髓，全程显露肿瘤

上、下极。肿瘤不大时由一端开始分离肿

瘤，整块切除；肿瘤节段较长时，由中部开

始，分块切除肿瘤。肿瘤切除完毕后软脊

膜、蛛网膜对位缝合,严密缝合硬脊膜。椎板

采用两孔钛连接板固定，术后常规佩带颈托 3

个月。 

结果  23 例颈髓髓内室管膜瘤均行显微手术，

全切除 20 例，次全切除 2 例，部分切除加椎

板减压 1 例。全切除的病例术后平均随访 46

个月，肿瘤无复发。手术后 McCormick 神经

功能分级改善 5 例,不变 16 例,变差 2 例,无手

术死亡病例。其中 8 例在术后 3 个月神经功

能有明显恢复，手术前神经功能好的病例,手

术后能够保留较好的神经功能。术后 7～15d

磁共振扫描检查,椎板固定良好,无移位、畸

形。 

结论  早期诊断和应用显微外科手术全切除脊

髓髓内室管膜瘤，能够取得较好的临床疗

效。颈椎椎板可达到解剖复位,有助于维持颈

椎的稳定性，术中应用神经电生理监测可减

少脊髓和神经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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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77 

Wiltse 肌间隙入路联合伤椎置钉治疗胸腰段

骨折 
 

江伟 李维新 王鹏 曾文 陈黎波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探讨经 Wiltse 肌间隙入路联合伤椎置钉

短节段椎弓根螺钉固定治疗无神经损伤胸腰

段骨折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13 年 08 月至 2015 年 4

月采用 Wiltse 肌间隙入路与传统剥离椎旁肌

入路分别联合伤椎置钉治疗胸腰段骨折的 18

例患者资料，Wiltse 肌间隙入路的患者为 A

组（9 例），传统剥离椎旁肌入路的患者为 B

组（9 例）。两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比较两

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 48 小时

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

S) 、伤椎前缘高度比值的变化及术后局部 Co

bb 角矫正率，并进行随访。 

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所有病例均获得完整随访,

骨折愈合,均无切口并发症、螺钉松动及断钉

发生。A 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

量均少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术后 48 小时 VAS 评分两组间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 组低于 B 组。两

组间椎体高度恢复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手术后及末次随访局部 Cobb 角矫

正率, Wiltse 肌间隙入路组与传统入路组两组

间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两种手术入路联合伤椎置钉治疗无神经

损伤胸腰段脊柱骨折均能使椎体骨折获得良

好复位，但 Wiltse 肌间隙入路手术时间短、

出血少、创伤更小、术后恢复更快，同时能

减少椎旁肌剥离引起的肌肉疼痛,减少术中损

伤，保持后方张力带的完整性，保留了多裂

肌和最长肌的功能；同时结合伤椎固定复位

效果良好，能恢复伤椎前中柱的力学强度,固

定节段减少，符合现代神经脊柱微创治疗理

念。 

 
 
PO-1978 

后颅窝减压+枕大池重建术治疗 Arnold-Chia

ri 畸形Ⅰ型合并脊髓空洞症 
 

杨堃 黄秋虎 王子珍 马春阳 陈政刚 叶富跃 吴然 周建 

李争争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570102 

 

目的 探讨 Arnold-Chiari 畸形（小脑扁桃体下

疝畸形）Ⅰ型合并脊髓空洞症的显微神经外

科手术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8 例经磁共振成像(MRI)证

实的 Arnold-Chiari 畸形Ⅰ型合并脊髓空洞症

患者临床资料，全部患者均接受后颅窝减压+

枕大池重建手术治疗。男性 26 例，女性 12

例，年龄 16～64 岁 (平均 42.6 岁)，病程 0.

3～12 年(平均 4.6 年)，吞咽困难、发音嘶哑

6 例，共济失调 13 例，感觉减退 18 例，手

掌肌肉萎缩 23 例，手臂肌肉萎缩 7 例。术前

MRI 显示小脑扁桃体均疝至枕大孔水平以

下，脊髓空洞腔＜5 个节段 15 例，5～8 个节

段 17 例，＞8 个节段 6 例；空洞/脊髓比＜5

0%25 例，≥50%者 13 例。全部患者采用枕

后正中直切口,颅后窝小骨窗减压（骨窗大小

3 cm×4cm）,硬膜下探查、切除下疝的小脑

扁桃体,松解脊髓中央管开口隔膜,疏通第四脑

室脑脊液各输出口,使脑脊液循环通畅，硬膜

成形并枕大池重建术,重建脑脊液循环通路。 

结果 术后随访 6 个月～3 年,33 例(86.8%)的

症状、体征得到改善,35 例(94.7%)经 MRI 复

查显示小脑扁桃体达正常水平、延髓压迫解

除、枕大池形态恢复,脊髓空洞腔不同程度缩

小者 29 例(82.9%),空洞腔消失 9 例(25.7%)。 

结论 采用后颅窝小骨窗减压、小脑扁桃体部

分切除、松解脊髓中央管口隔膜，硬膜成形

并枕大池重建治疗 Chiari 畸形Ⅰ型合并脊髓

空洞症,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病情,临床效果满

意。 

 
 
PO-1979 

脊髓脊膜膨出的手术治疗时机与预后关系的

初步探讨 
 

杨堃 黄秋虎 王子珍 马春阳 陈政刚 郑传宜 叶富跃 吴

然 周建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570102 

 

目的 探讨脊髓脊膜膨出的显微手术治疗时机

及预后。 

方法 脊髓脊膜膨出患者 24 例，年龄 1 个月～ 

12 岁,均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行显微手术治

疗: 椎管扩大探查、脊髓脊膜膨出切除修补术

+脊髓栓系松解术，合并脂肪瘤者行脂肪瘤切

除术。 

结果 随访 1～5 年, 年龄越小，手术效果越

好，年龄在 1 岁以内的患儿手术效果（良好

率 85%）明显优于 1 岁以上的患儿（良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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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术前无功能障碍 9 例，术后未见症

状明显加重；术前伴双下肢运动障碍 13 例，

配合康复治疗好转 8 例（61.5%）；术前伴大

小便功能障碍 14 例，好转 6 例(42.9%)。其

余无明显改善患者，在随访过程中症状亦无

继续加重。 

结论 随着患者年龄增加，切除修补术后神经

功能恢复满意度下降。对先天性脊髓脊膜膨

出的治疗原则是早期手术。脊髓脊膜膨出一

旦发现，宜在新生儿期进行手术治疗，病程

越短，手术效果越好。 

 
 
PO-1980 

椎管内髓外硬膜下肿瘤的诊断治疗 
 

郑首学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  分析椎管内髓外硬脊膜下肿瘤患者的临

床资料，以探讨研究椎管内髓外硬脊膜下肿

瘤的诊断与显微外科治疗。 

方法  统计我院自 2005 年 6 月至 2015 年 1 

月经显微手术治疗椎管内髓外硬脊膜下肿瘤

患者 60 例，男 23 例，女 37 例。年龄 24 岁

至 75 岁，平均 36.5±3.1 岁。病变发生于颈

椎管内 30 例，胸椎管内 17 例，腰椎管内 13

 例，临床表现为肢体无力、麻木、疼痛、无

大小便障碍，其中神经鞘瘤 39 例，神经纤维

瘤 2 例，脊膜瘤 19 例，病程 3 周至 13 年，

平均 23.5±2.3 个月。患者均做了 MRI 平扫和

强化检查，MRI 表现具有特征性（神经鞘瘤

MR 表现 T1WI 呈明显低信号，T2WI 明显高

信号，明显强化；神经纤维瘤 MR 表现 TlWI

呈低等信号，T2WI 呈高信号，增强中到重度

强化；脊膜瘤 MR 表现类圆形与硬脊膜宽基

底接触，T1WI 等低信号，T2WI 等信号，少

数钙化，增强明显均一强化，“脊膜尾”征可

见）。再结合症状、体征综合诊断，行精准

显微手术治疗（术前精准定位，注意保护脊

柱的稳定性，术中显微操作轻柔，保护好脊

髓神经），病理诊断与术前诊断吻合。通过

对术前、术后出院及随访时脊髓功能进行评

级（McCormick 评级法），评估患者的预

后。 

结果  本组 60 例检查结果中，脊膜瘤 19 例，

神经鞘瘤 39 例，神经纤维瘤 2 例，MRI 诊断

准确；术前 CR（或术前 MR）Mark 定位准

确率 100%，手术中本组肿瘤全切率为 10

0%，未见有各种并发症，随访中未见复发患

者，术后脊髓神经功能恢复良好。术前脊髓

功能状况是影响预后重要的因素。 

结论  椎管内髓外硬脊膜下肿瘤以良性病变为

主，其中常见于神经鞘瘤和脊膜瘤。前者约

占椎管内肿瘤的 23.1%-46.7%，后者约占 12.

9%-32.3%[1]。Ozawa 等运用 MRI 对椎管内

肿瘤行动态观察发现：神经鞘瘤的平均病程

为 6.7±2.7 年，年平均增长率为 2.3±5.5%；

脊膜瘤的平均病程为 4.3±2.5 年，年平均增长

率为 7.0±8.5%[2]。手术是彻底治疗椎管内髓

外硬脊膜下占位性病变的最佳方法，通过术

前影像准确定位（3），精准显微手术，预后

良好。文献报道的椎管病变的并发症发生率

约为 11%。其中以小便功能障碍及尿路感染

居多，约为 3.7%，其次术后出血占 2.5%

（4），本组未见上述并发症。因此及早的 M

RI 检查,早期诊断，早期精准显微手术治疗，

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PO-1981 
Virtual reality technique-assisted freehan
d C1 lateral mass screw placement in pati
ents with atlas assimilation 
 
Zong Rui,Yu Xinguang,Qiao Guangyu,Jin Yazhou, 
Xingua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PLA General Hospit

al， Beijing， China 100853 

 

Objective  Placement of the C1 lateral mass
 screw (C1LMS) is presumed to be dangerou
s in the assimilated atlas. We have develope
d a virtual reality technique to decrease the ri
sk this procedu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is
 technique.  
Methods  A series of 24 patients with atlas a
ssimilation were enrolled. The CT DICOM im
ages were imported into the MIMICS softwar
e. Simulated screws were placed virtually to 
obtain screw trajectory indices—the sagittal 
angle, the medial angle and the screw length.
 These parameters were then used to guide 
C1LMS insertion in real operations. The scre
w position and the amount of deviation from t
he preplanned trajectory were assessed by p
ostoperative CT imaging.  
Results  A total of 48 screws were placed. T
he average virtual projection time was 15.3 ±
 6.5 minutes (range, 6.3–25.2 minutes). All s
crews were successfully inserted with the m
ean screw deviation from planned trajecto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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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f 3.31° ± 6.83° medially, and 3.53° ± 11.1
0°sagittally. Postoperative assessment show
ed that 45 screws (93.75%) were placed co
mpletely within the cortex (Type I).Three “ou
t” screws were exposed by less than half the
 diameter of the screw (Type II). Overall, 10
0% screws were rated as safe (Type I and T
ype II). No screw related neurovascular com
plications were seen.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ubstantiated the f
easibility of the virtual reality technique as a r
apid, simple, and low-cost method for assisti
ng C1LMS insertion in patients with atlas ass
imilation. 
 
 
PO-1982 

颈胸椎管内外沟通肿瘤的手术策略 
 

赵寅涛 蒋健 梁维帮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根据肿瘤生长的大小、位置及与邻近组

织结构的关系，选择合适的手术体位及入

路，1 期切除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 

方法  患者 13 例（2014.12-2015.11）。1.

  一般情况：年龄，18-75y，平均 48.7y。颈

段 8 例（61.5%），胸段 5 例（38.5%）。

2．临床表现：项背部、胸背部疼痛，麻木

（6/13)；束带感(4/13)；肢体无力(5/13)；括

约肌功能障碍(2/13)；颈部包块(5/13)；无明

显症(4/13)。3.  Toyama MR 分型: 颈段 8 例

中，Ⅱa 1 例，Ⅱb 4 例，Ⅲa 1 例，Ⅲb 2

例；胸段 5 例中，Ⅱb 4 例， Ⅲb1 例。4.  手

术方法：①Ⅱ型：后正中入路+患侧半椎板切

除+小关节切除，打开椎间孔，沿肿瘤包膜分

离或先行囊内分块切除、减压，向椎管牵拉

显露载瘤神经并切断之，分离并切除椎管内

肿瘤。②Ⅲ型：先处理椎间孔及椎管外的肿

瘤，切开硬膜及神经根袖切除硬膜下及鞘袖

内的肿瘤，严密修补硬膜，防止脑脊液漏。

椎管外肿瘤直径≤4cm，采取上述方法切除肿

瘤。椎管外肿瘤直径＞4cm  分颈段：后正中

入路+颈前外侧入路本组 3 例；胸段：后正中

入路+患侧扩大入路（包括 6-8cm 肋骨骨膜下

切除、横突切除）本组 3 例。 

结果  13 例均获全切除，出院时 11 例（84.

6%）症状及体征明显缓解。2 例单侧肢体轻

微麻木，1 例单侧面部少汗。无其他并发症

（如血胸、气胸、各种漏）。神经鞘瘤 76.

9%，神经纤维瘤 15.4%，神经节细胞瘤 1 

例。 

平均随访 6 个月，未见肿瘤残留及复发，亦

未见脊柱畸形和失稳。 

结论  颈胸椎管内沟通肿瘤根据术前影像学的

详细评估，采取合适的体位及入路可以做到 1

期全切除，同时不增加术后并发症，最大限

度解除患者痛苦，减轻医疗负担。 

 
 
PO-1983 

颈椎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治疗多节段脊髓

型颈椎病的疗效分析 
 

耿良元 刘翔 邹元杰 刘宏毅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颈椎后入路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

治疗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科颈椎后路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治疗

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的病例，比较手术前后 J

OA 评分及 Hirabayashi 改善率评分。 

结果 共有 27 例符合标准的病例，其中男性 1

5 例，女性 12 例，平均年龄 54 岁。手术前

后 JOA 评分分别为 9. 2±2. 31 及 12. 42±1. 6

3 分，两组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

5) 。术后患者神经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改

善，改善率为 51. 60%±16. 52%。随访时间

为 6 -12( 8. 6±3. 2) 个月。 

结论 颈椎后入路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能有

效地解除脊髓型颈椎病脊髓的压迫，改善神

经功能，疗效肯定。但对于年龄大、病程

长、术前 JOA 评分低的患者，术后脊髓功能

改善较差。 

 
 
PO-1984 

两种不同术式治疗 Chiari 畸形Ⅰ型疗效的回

顾性对比研究 
 

耿良元 刘翔 邹元杰 刘宏毅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评价后颅窝成形术（PFD）与枕大池成

形术（PFDD）治疗 Chiari 畸形Ⅰ型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08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间符合纳入标准的后颅窝成形术（n=1

8）与枕大池成形术(n=35)治疗 Chiari 畸形Ⅰ

型病例，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手术时

间、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症状改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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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脑扁桃体下疝回缩度、脊髓空洞长度、并

发症及住院费用。 

结果 两组之间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枕大池成形术症状改善率高（73%），术后

小脑扁桃体下疝回缩程度大（7 .4±3 .1m

m），脊髓空洞缩小明显（17.7±9.1mm），

手术时间较长（20.5±10.1min）,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手术出血量、住院时

间、住院费用、并发症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枕大池成形术疗效优于后颅窝成形术，

但手术时间稍长。 

 
 
PO-1985 

脊柱内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初步经验 
 

王清 鲁晓杰 庞明志 孙俊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14002 

 

目的  探讨脊柱内镜经椎间孔入路治疗腰椎间

盘突出症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选择 2016 年 3 月至 5 月收治的 12 例单

节段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男 7 例，女 5

例；平均年龄 47.8 岁，均存在明显腰腿痛，

并经 CT 和 MRI 检查证实为单节段腰椎间盘

突出。在基础麻醉及局部麻醉和影像学监视

下行靶向穿刺，逐级扩张软组织，内镜磨钻

下磨除上关节突腹侧缘，安放工作通道，经

皮椎间孔脊柱内镜下完成髓核摘除术。采用

VAS 评分、ODI、MacNab 评分等评定疗

效。 

结果  平均手术时间 72min，平均出血量 30m

l，1 例术中出现脑脊液漏，术后 3h 在腰围保

护下下床活动。12 例随访 10 天-2 月，平均 3

7 天，术前 VAS 评分 7.9±3.4 分，术后 30 天

为 2.4±1.2 分，手术前后有显著性差异（P<0.

01），术前 ODI 为（54.7±14.6）%，术后 3

0 天为（15.3±5.5）%，手术前后有显著性差

异（P<0.01），术后 MacNab 评分优 9 例，

良 2 例，中 1 例，优良率为 91.7%。短期随

访中无一例术后出现复发。 

结论  脊柱内镜经椎间孔入路治疗腰椎间盘突 

出症是安全性和有效的微创手术。 

 
 
PO-1986 

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治疗椎管肿瘤 135 例临床

分析 
 

吕世刚 程祖珏 祝新根 肖爵贤 刘俊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椎管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方法，分

析脊柱内固定技术在椎管肿瘤治疗中的临床

应用及意义。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神经外科 2013 年 3 月-20

15 年 10 月收治的椎管肿瘤患者 135 例，术

中充分显露肿瘤，部分长入椎间孔的肿瘤咬

除累及关节突，显微镜下切除肿瘤，68 例术

中一期行钉棒内固定系统固定并植骨融合。 

结果  本组病例术后无完全截瘫及死亡等重大

并发症；术后随访 3-36 个月，均行 X 线及 M

RI 检查，脊柱内固定患者加做 CT 三维重建

检查；2 例髓内胶质瘤半年后复发行放射治

疗，1 例颈椎管内肠源性囊肿患者复发并出现

颈椎后凸畸形行再次手术切除及内固定矫

形；所有内固定患者无钉棒系统移位或折

断，无脊柱侧弯。 

结论  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治疗椎管肿瘤复发率

低、预后好、并发症少；术中使用钉棒系统

内固定对维持部分椎管肿瘤患者术后的脊柱

稳定性有重要意义，掌握脊柱内固定技术有

助于术中充分显露肿瘤，提高肿瘤全切率。 

 
 
PO-1987 

高压氧对大鼠脊髓损伤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表达的影响 
 

卢培刚 卢培刚 袁绍纪 张荣伟 尹嘉 于峰 钟启胜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通过观察高压氧对成年大鼠脊髓损伤后

不同时期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变

化的影响，探讨高压氧对脊髓损伤的治疗作

用机制。 

方法  雌性 SD 大鼠 55 只,体重 250～300g。

随机分为脊髓损伤组（对照组）、脊髓损伤+

高压氧治疗组各 25 只（n=5），假手术组 5

只。采用改良 Allen，s 法制作胸 8 脊髓打击

伤动物模型，各组分别于伤后 1d、1 周、2

周、4 周和 8 周行为学观察，运动功能评分方

法（BBB）评分后损伤部位取材, 免疫组化染 

色及图像分析检测组织中 VEGF 的表达。 

结果  假手术组的评分 21 分，治疗组和对照

组与假手术组比较在各时间点评分明显降

低，治疗组在各时间段 BBB 评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假手术组显示除脊髓中央

管周围可见到极少量 VEGF 表达外, 其它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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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表达；对照组脊髓损伤 1d VEGF 在大

鼠脊髓损伤区及损伤周边区高表达，主要出

现在软脊膜和脊髓灰、白质血管壁上的血管

内皮细胞胞浆内，脊髓灰、白质内的神经胶

质细胞和巨噬细胞胞浆内也出现表达，一般

脊髓白质中更为多见，1 周后下调，而治疗组

1d 至 2 周 VEGF 的表达较对照组明显增加,差

异有显著性（P<0.05），4 周、8 周时各组比

较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急性脊髓损伤可上调 VEGF 在脊髓血管

内皮细胞、胶质细胞和巨噬细胞内的表达,高

压氧可能通过促进 VEGF 表达，促进血管内

皮细胞生长对脊髓损伤起到治疗作用。 

 
 
PO-1988 

高压氧预处理对脊髓损伤后轴突再生影响的

实验研究 
 

卢培刚 冯华 袁绍纪 胡荣 熊晖 尹嘉 于峰 钟启胜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探讨高压氧预处理对成年大鼠脊髓损伤

后轴突再生的影响，以探讨高压氧预处理对

脊髓损伤后的神经保护作用。 

方法  成年 SD 大鼠 40 只, 雌性; 体重 250～3

00g。随机分为高压氧预处理组、非预处理组

各 20 只。大鼠急性脊髓损伤模型制作，采用

改良 Allen，s 法，分别于伤后 8w 行神经束

路示踪（顺行和逆行），以脊髓损伤部位为

中心，上下各 2cm 取材, 免疫组化染色及图

像分析检测组织中示踪剂阳性纤维的表达。 

结果  在胶质瘢痕的周围及下端，高压氧预处

理组顺行示踪剂阳性纤维表达数量明显高于

非预处理组（p<0.01）；在胶质瘢痕的上

端，高压氧预处理组逆行示踪剂阳性纤维表

达数量高于非预处理组（p<0.05）。 

结论  高压氧预处理可诱导脊髓损伤后轴突再

生，对神经损伤起到保护作用。 

 
 
PO-1989 
Spinal Primary Meningeal Melanocytoma:
 Report of Two Cases and Review of the L
iterature. 
 
Fang Wenhua,WU Xi-Yue,JIANG Chang-Zhen,WAN
G Chen-Yang,LIN Yuan-Xiang,KANG De-Zhi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Objective  Meningeal melanocytomas  

located in the spinal region are rare lesions t
hat are histologically benign and believed to 
arisefrom leptomeningeal melanocytes. The 
authors present their experience with spinal 
meningeal melanocytoma consisting of 2 cas
es, and review the presenting features, radio
logical appearance, histological findings and 
current management options on this lesion. 
Clinical Presentation  Two patients present
ing with neck numbness, waist soreness and
 right lower extremity pain were described. T
he patients’ ages were 28 and 38 years, and
 the location of their tumor was C1–2 and L1 
each. Computed tomography (CT)showed s
oft tissue intensity extending in the spinal ca
nal at C1–2 or L1 leve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revealed subdural homogene
ously enhanced mass compressing the spin
al cord at this level, both with signal hyperint
ensity in T1-weighted images and signal iso-
 or hypointensity in T2-weighted images.  
Intervention and Result  At surgery, C1–2 
and L1 laminectomy were performed each, t
he mass was resected using microsurgical te
chniques and gross total removal was achiev
ed, which was verified by the postoperative 
MR imaging study in each patient. Histologic
 examination revealed primary meningeal m
elanocytoma. Both patients made excellent r
ecovery with no adjuvant radiotherapy during
 follow-up periods of 4 and 2 months. The fol
low-up imaging revealed no recurrent or resi
dual tumor.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se cases and t
he available literature, Spinal meningeal mel
anocytomas are rare lesions without distincti
ve clinical or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it shoul
d be suspected when T1-weighted images s
how signal hyperintensity and T2-weighted i
mages show signal iso- or hypointensity, wit
h mild contrast enhancement of a spinal cord
 mass. Complete excision of the tumor shoul
d be considered as the treatment of choice f
or spinal melanocytomas. Although these les
ions are histologically benign, they can beha
ve aggressively, with local infiltration. Local r
ecurrences are common especially in case
s of subtotal resection. Radiotherapy should 
be performed for those cases in which total r
emoval is not achieved or in which there is r
ecurrence. A close follow-up is needed for th
e long term in patients of these le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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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90 

基于脑脊液流体动力学重塑的 Chiari 畸形显

微手术治疗--附 550 例临床资料回顾 
 

储卫华 叶信珍 薛兴森 何光建 林江凯 

重庆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分析 Chiari 畸形病人临床特点及手术治

疗的相关问题。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03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重庆西南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516 例经显

微手术治疗的 Chiari 畸形病人临床资料；手

术围绕重塑脑脊液循环进行，包括枕大孔区

小骨窗减压、软膜下小脑扁桃体切除、分离

蛛网膜粘连疏通脑脊液循环路径、硬脑膜扩

大严密缝合、枕骨瓣扩大回置增加后颅窝容

积。手术均为通讯作者林江凯完成； 

结果 共收治 516 例 Chiari 畸形手术病人，其

中男性 202 例、女性 314 例，男：女＝1:1.5

6；最小 2 岁，最大 71 岁，平均年龄 38 岁；

其中 0-6 岁儿童 7 例，7-17 岁少年 36 例，18

－40 岁青年 227 例，40-60 岁中年 231 例，

60 岁以上老年人 14 例。截取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共 169 个病例进行统计分析，

患者感觉障碍 163 例（96.4%），主要部位

枕项、肩背部及上肢的疼痛麻木；运动障碍 9

1 例（53.8%），包括肢体乏力、肌张力变化

及共济运动障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23 例

（13.6%），主要为躯体无汗和大小便异常；

颅神经损害 17 例（10.1%），主要为饮水呛

咳、声音嘶哑、面部麻木等；脑干功能障碍 8

例（4.7%），主要为阵发性呼吸困难；MRI

显示小脑扁桃体下疝至枕骨大孔以下水平 5.1

4~28.02 mm(平均 10.99±1.7mm)，合并脊髓

空洞 154 例(91.1%)，合并脑积水 9 例（5.

3％）。516 例手术无死亡病例、无严重并发

症。对上述 169 病人出院时情况分析，术后

主要临床症状消失或改善者 165 例(97.6%)，

无变化 4 例(2.4%)，无症状加重者；有长期

随访 1 年以上的共 124 例患者，平均 2.8

年，其中 97 例症状消失或改善(78.2%)，23

例病情同术前相仿(18.5%)，4 例神经功能障

碍加重(3.2%)；术后 MR 复查的显示脊髓空

洞缩小的 145 例（85.8%），9 例合并脑积水

患者脑室均缩小。术后主要并发症为脑脊液

漏 27 例（15.9％）、皮下积液 17 例（10.

1％）、颅内感染 5 例（2.9%）。 

结论 Chiari 畸形手术的关键是解除颅颈交界

区的梗阻、重塑脑脊液循环，我们通过枕大

孔区小骨窗减压、小脑扁桃体切除、分离蛛

网膜粘连疏通脑脊液循环通路、硬膜及枕骨

扩大成形有效重塑 Chiari 畸形病人的脑脊液

流体动力学，近期及远期效果均优异。 

 
 
PO-1991 

大鼠脊髓缺血模型的建立和评价 
 

何祥中 陈春美 韦浩 张帆 

福建省福州市市第一医院 350009 

 

目的  结扎腰动脉建立大鼠脊髓缺血模型，为

缺血性脊髓病、继发性脊髓损伤的发生机制

实验研究提供良好的载体。 

方法  将 20 只大鼠随机分为两组:假手术组

（仅分离出腰动脉）和脊髓缺血组（结扎所

有腰动脉），并于术后进行大鼠后肢运动功

能 BBB 评分、脊髓 HE 染色镜下观察及 Cas

pase-3 免疫组化监测。 

结果  术后 48h 对缺血组大鼠后肢运动功能 B

BB 评分均分为 9.22±0.97，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HE 染色镜下

观察：缺血组大鼠正常神经元数目明显减

少，前角神经元细胞核萎缩或溶解，呈凋亡

和坏死样改变；免疫组织化学显示 Caspase-

3 阳性细胞呈棕黄色，主要表达在细胞质中，

细胞核也可见少量表达，脊髓缺血组阳性率

远大于假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 

结论  通过结扎大鼠腰动脉可以建立稳定的脊

髓缺血模型，可为脊髓缺血后损伤机制和预

防措施的研究提供良好的载体。 

 
 
PO-1992 

症状性骶管囊肿的显微填塞手术治疗－附 22

5 例报告 
 

文泽贤 储卫华 叶信珍 薛兴森 林江凯 

重庆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显微填塞术治疗症状性骶管囊肿的

效果。 

方法 回顾分析 2006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我科连续手术治疗 225 例症状性骶管囊肿患

者的临床资料。手术方法为神经电生理监测

下骶管囊肿自体脂肪及纤维蛋白胶显微填

塞，手术均为同一术者完成（通讯作者林江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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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25 病例中男 80 例，女 145 例，年龄 4

4.0±12.5 岁；囊肿位于 S1-3 椎体平面(S1:25

个，S2：16 个，S3: 6 个，S1-2：87 个，S1

-3：33 个，S2-3:63 个)，囊肿单发 94 例（平

均 12.2ml），囊肿多发 131 例（平均 3.9m

l）。其中骶尾部（167 例）、大腿内侧（25

例）、臀部（21 例）、会阴部（19 例）、小

腿后侧（6 例）等部位疼痛共 214 例（9

5%），VAS 评分 1—9 分，平均：5.4±1.5

分；下肢麻木 107 例（47%），下肢乏力 73

例（32%），大便功能障碍 72 例（32%），

小便功能障碍 60 例（26%），性功能障碍 1

4 例（6%）；其中单发症状 54 例，多发症状

171 例（两种症状 72 例，三种症状 57 例，

四种症状 35 例，五种症状 7 例）。 

手术时间 94.3±36.3 分，出血量 75.1±58.7m

l，手术切口 5.8±1.3 cm。术后早期（术后 2

周）：疼痛治疗有效（疼痛消失或明显缓

解）196 例（92%），其中疼痛症状消失 85

例（VAS 评分 0 分），疼痛明显缓解 111 例

（VAS 评分下降≥3 分）。疼痛轻微缓解 18

例（VAS 评分下降≦2 分），术后无疼痛加

重病例，术后疼痛患者 VAS 评分 1-3 分，平

均 1.6±0.7 分。下肢麻木好转 70 例（6

5%），下肢乏力好转 34 例（46%），大便

功能好转 47 例（65%），小便功能好转 40

例（66%）；并发症：皮下积液 9 例，经穿

刺抽吸、加压包扎后积液消失；切口感染 5

例，经抗感染、清创的治疗后，切口甲级愈

合。无症状加重及死亡病例。171 例随访 3 

—56 个月，平均 22.4 月。囊肿消失或缩小 9

7 例，囊肿无变化 74 例；临床症状消失或明

显改善 156 例，疼痛症状无改变 8 例，麻木

不适感无好转 7 例，大便、小便功能障碍无

好转 5 例，性功能障碍无好转 4 例。所有随

访患者临床症状均无加重，且无继发性神经

功能障碍。 

结论 神经电生理监测下骶管囊肿纤维蛋白胶

显微填塞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

术后临床症状改善明显，并发症少，值得推 

广 

 
 
PO-1993 

3D 打印技术在复杂颈椎管内外肿瘤手术中的

应用 
 

顾士欣 顾文韬 车晓明 刘晓东 寿佳俊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使用 3D 打印技术，对复杂颈椎管内外

肿瘤的入路、术中咬除骨质范围进行术前规

划和模拟，从而减少术中盲目咬除椎骨，最

大限度保护脊柱的稳定性。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2015 年 9 月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亚专业组治

疗的复杂上颈椎椎管内外肿瘤患者 5 例，术

前根据 CT 骨窗位、CTA 和 MRI 图像，制作

3D 打印的椎管、肿瘤、血管一体化模型，术

前模拟咬除骨质暴露肿瘤，从而确定手术入

路和咬除骨质的范围。术前观察肿瘤和椎动

脉的关系。在实际手术中根据术前的模拟计

划，确定尽量小的手术切口、肌肉分离的范

围和骨质咬除的范围，然后实施肿瘤切除手

术，术中按照术前模拟提示椎动脉的所在位

置，保护椎动脉。 

结果 根据椎管内外肿瘤的分类，5 例患者中 I

型 1 例、II 型 2 例、III 型 2 例。术前全部制

作了椎管、肿瘤和血管一体的 3D 打印模型，

术前模拟咬除骨质。按照术前的计划实施，

最少限度咬除骨质，暴露肿瘤，切除肿瘤。

在 3D 模型上观察肿瘤和椎动脉的关系。5 例

患者肿瘤均得到全切，术中椎动脉均保护良

好，术后复查三维 CT 和 MRI 验证肿瘤切除

和骨质咬除范围。 

结论 通过术前制作椎管、肿瘤和血管一体的

3D 打印模型，可以模拟咬除骨质、暴露肿瘤

的操作，确定手术入路和咬除骨质的范围，

减少实际手术中多余的骨质咬除和椎动脉损

伤的可能，从而最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和最

大限度保护了椎管的稳定性。 

 
 
PO-1994 

手术治疗椎管内肿瘤脊柱结构与功能的保护

与重建 2534 例临床总结 
 

陈海锋 刘家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手术治疗椎管内肿瘤脊柱结构和功 

能的保护与重建。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

从 2006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收治管内

肿瘤 3077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临床资料完

整（包括随访）的椎管内肿瘤 2534 例。男 1

306 例，女 1228 例，年龄 40.2±14.8 岁，病

程 20.3±38.9 月，临床表现为不同程度脊神

经和(或)脊髓压迫的症状和体征。肿瘤位于颈

段椎管者 874 例（34.5%），颈胸段 13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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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胸段 656 例（25.9%），胸腰段

137 例（5.4%），腰段 595 例（23.5%）、

腰骶段 92 例（3.6%）、骶尾段 46 例（1.

8%）。经半椎板手术 1847 例（72.9%），

椎板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542 例（21.4%），

脊柱后路内固定术 145 例（5.7%）。肿瘤最

常见的病理类型为神经鞘瘤 1062 例（41.

9%）、脊膜瘤 636 例（25.1%）和室管膜瘤

207 例（8.2%）。 

结果 髓内肿瘤 494 例（19.5%），全切除率

（75.3%）；髓外硬脊膜下 1629 例（64.

3%），全切除率（91.3%）；硬脊膜外 411

例（16.2%），全切除率（96.3%）。出院时

自发性疼痛 96.3%（1433/1489）缓解或消

失，运动障碍 81.8%（1523/1862）、感觉障

碍 83.2%（1561/1877）、括约肌功能障碍 7

4.3%（559/752）得以不同程度改善。1859

例随访时间 5.2±3.1 年，肿瘤完全切除病例均

无复发，经半椎板手术病例脊柱稳定性良好

均未发生脊柱畸形。所有病例均未因影响到

脊柱稳定性而需要进一步矫形干预。 

结论 (1)半椎板入路，适用于偏向一侧生长的

硬脊膜外和髓外硬脊膜下以及部分髓内良性

肿瘤，肿瘤全切除率高，创伤小，术后恢复

快，长期预后良好，无脊柱稳定性改变；

（2）椎板切开复位内固定术，适用于脊髓内

良性肿瘤及部分居中的髓外硬脊膜下和硬脊

膜外肿瘤，手术暴露充分，椎板复位内固定

后脊柱稳定良好，仅有很少部分病例发生脊

柱侧弯畸形，但均未影响到神经功能而需要

进一步手术干预；（3）脊柱后路内固定术，

适用于哑铃型肿瘤，肿瘤已破坏脊柱结构，

采用内固定方式重建脊柱结构的稳定性后长

期随访无脊椎稳定性改变。 

 
 
PO-1995 
Spinal tanycytic ependymoma associated
 with neurofibromatosis type 2: report of t
wo cases and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ao Xiaogang1,Hou Zonggang1,Liu Baiyun1,2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Beijing Tian Tan H

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Neurotrauma， Beijing Neurosurgi

cal Institut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ackground  Tanycytic ependymoma is a r
are subtype of ependymoma that has been c
lassified by the 2000 and 200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lassification as a Grade II vari

ant of ependymoma. The diagnosis of tanycy
tic ependymoma is challenging since the mo
rphology of the lesions resemble those found
 in schwannoma and astrocytoma. Reports o
f this tumor in neurofibromatosis type 2 (NF-
2) are rare. 
Case presentation  Two cases of spinal tan
ycytic ependymoma associated with NF-2 ar
e reported, one in a girl aged 17 years and o
ne in a woman aged 43 years. Both of these 
patients were implemented a gross total rese
ction. Immunohistochemical and ultrastructur
al observations revealed that all the tumors 
were ependymal in nature with positivity for 
GFAP and epithelial membrane antigen. Pat
hological investigation revealed an uncomm
on form of tanycytic ependymoma associate
d with NF-2. After a follow-up period of 8 and
 48 months, the patients were tumOR-free.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fth report about s
pinal tanycytic ependymoma associated with
 NF-2. The present cases provide further info
rmation about the clinicopathology of tanycyt
ic ependymoma with details of the immunohi
stochemical, ultrastructural and genetic featu
res. Gross total resection should be the most
 effective therapeutic option of spinal tanycyti
c ependymoma. 
 
 
PO-1996 

手术治疗合并脊髓空洞的阿诺尔德-希阿利畸

形 
 

高海平 李安民 宋少军 李军旗 蔺兴 孙雅静 赖敏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311 

 

目的  阿诺尔德-希阿利畸形（Arnold-Chiari m

alformation,ACM)合并脊髓空洞(SM),手术方

法较多。现选我科 2012-2015 年 10 对 12 例 

合并有脊髓空洞的 ACM 患者，报告如下。 

方法  采用枕大孔区减压，枕大池扩大重建，

空洞-桥小脑角池分流(S-CPA)进行 治疗。 

结果  12 例患者随访 3 个月~1.5 年。在有肌

肉萎缩的病例中术后肌力恢复到某一程度后

恢复速度减缓，感觉的恢复则明显优于肌力

的恢复，有 5 例感觉恢复到接近正常。术后 3

个月 MRI 复查 9 例见脊髓空洞明显缩小，其

余 3 例空洞消失，脊髓明显增粗接近正常。 

结论  关于 ACM 合并 SM 的治疗一般认为手

术能改善部分症状并控制其发展，能使空洞

缩小，采用的手术方法有后颈窝减压和空洞

分流两种，我们体会后颅窝减压的同时行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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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 分流术较为方便，且又越过阻塞粘连的

枕大孔区，更符合脑脊液的生理循环。对于

合并 SM 的 ACM 在枕大孔区减压的同时可行

S-CPA 分流不失为一种方便有效的方法，可

取得满意的疗效。 

 
 
PO-1997 

后纵韧带骨化的治疗策略 
 

刘伟 孙志明 

天津市环湖医院 300060 

 

目的  后纵韧带骨化症（ossificationof the pos

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OPLL）是发生

在脊柱后纵韧带中的异位骨化压迫脊髓和神

经根而导致其功能受损的一种疾病，是日本

和其他东亚国家脊髓病和神经根病的常见原

因之一。在我国颈椎病中，后纵韧带骨化发

生率占颈椎病的 3.06%。探讨经前路椎体次

全切和后路椎板切开手术治疗颈椎病合并颈

椎后纵韧带骨化症（OPLL）的手术治疗方

法。 

方法  回顾分析 10 例后纵韧带骨化的手术病

例。其中，男性 7 例，女性 3 例。年龄 51-75

岁。平均 63 岁。后纵韧带骨化两个以内节段

的 8 例，三个以上节段的 2 例。手术术式：

颈椎体次全切 8 例，单开门 1 例，椎板切除

成型固定 1 例。10 例均行固定和植骨融合手

术。术中行体感诱发电位及肌电图监测。根

据日本骨科协会（JOA）17 分评分系统和影

像学改善程度评价手术疗效。 

结果  术后影像学检查包括 X 线检查、核磁共

振和 CT 检查显示，10 例病颈髓减压充分，

内植物无移位和断裂。术后平均随访 13 个月

（2-24 个月），术后评价优 8 例、良 2 例。J

OA 评分为(15.21±1.13)，与手术前评分(9.45 

±1.30)相比有显著差异。（t<0.01）。 

结论  颈椎病合并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引起脊

髓神经根受压出现神经功能缺损，经颈椎前

路手术椎体次全切切同时去除颈椎后纵韧带

骨化，或者经后路单开门和椎板减压，均可

解除后纵韧带骨化导致的脊髓压迫，疗效满

意。其中后纵韧带骨化三个节段以内的，以

颈前路手术为主；对于三个颈椎节段以上的

则采用颈后路减压为主。 

 
 
PO-1998 

颅颈交界区硬脊膜动静脉瘘 

 

王志潮 1 张鸿祺 2 柳江 1 卞立松 1 叶立双 1 

1.北京市海淀医院 

2.宣武医院 

 

目的  硬脊膜动静脉瘘是成年者中最常见的脊

髓血管病变，约占脊髓血管畸形的 80%，常

发生在胸腰段，比较少见于颈段及颅颈交界

区，通过将我们收治的颅颈交界区硬脊膜动

静脉瘘进行总结，结合文献复习，希望对本

病的诊断和治疗提出相对规律性的建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6 月至今我们收治

的 10 例颅颈交界区的硬脊膜动静脉瘘的病人

资料，对本组病人的病史、脊髓 MRI、脊髓

CTA、全脊髓 DSA 等辅助检查结果以及及治

疗方法和结果进行归纳分析，同时复习参考

国内外文献对本病的认识。 

结果  本病好发于男性，男女比例大约为 4:

1；临床多表现出因脊髓水肿导致的脊髓功能

障碍，如肢体无力、感觉异常及大小便障碍

等，本组 8 例病人表现为蛛网膜下腔出血，

与文献报道近半数可表现为蛛网膜下腔出血

一致。 

结论  MRI 平扫加增强有助于本病的诊断；对

怀疑出血病例需要行头颅 CT 检查；具备一定

基础的影响检查中心能够通过全脊髓 CTA 可

对本病做出明确诊断；包括颈外动脉、椎动

脉的脊髓 DSA 仍然是本病诊断的金标准。尤

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蛛血病人颅内血管造

影阴性应注意颅颈交界区脊髓血管造影；由

于本病发生部位相对固定，与脊髓背外侧动

脉关系密切，手术治疗是治疗本病的优先推

荐治疗方法。 

 
 
PO-1999 

聚碳酸亚丙脂电纺丝局部缓释硫酸软骨素酶

ABC 促进大鼠脊髓损伤后的轴突再生以及功

能恢复 
 

夏同良 倪石磊 李新钢 王剑 王建刚 

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本研究旨在设计、制作可持续缓释硫酸

软骨素酶 ABC 的电纺丝膜片，并验证其在大

鼠脊髓损伤后的促进轴突再生以及功能恢复

的作用。 

方法  首先，应用电纺丝技术制作载硫酸软骨

素酶 ABC 的电纺丝膜片以及空白膜片，应用

电镜等技术手段检测电纺丝膜片形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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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缓释曲线；其次，制作大鼠脊髓损伤模

型（3 组，载药实验组，空白膜对照组，对照

组）；第三，应用免疫组化、免疫荧光等技

术检测脊髓损伤后再生的各项指标，应用 BB

B 评分量表评价大鼠损伤侧后肢的运动功能恢

复情况。 

结果  我们成功制作了载硫酸软骨素酶 ABC

的电纺丝膜片，电镜下显示纺丝均匀一致，

表面平滑，药物缓释曲线显示硫酸软骨素酶

ABC 可以延迟释放至 10 天，能保留部分酶活

性；免疫组化及荧光染色结果显示载药膜片

可减少脊髓损伤后的胶质瘢痕生成，促进生

长相关蛋白-43 的表达上调，促进损伤后神经

轴突的萌芽生长，提高脊髓损伤后的运动功

能的 BBB 评分。 

结论  聚碳酸亚丙脂作为可降解高分子材料，

可以用于大鼠脊髓损伤的治疗研究，电纺丝

作为一项技术手段，有在脊髓损伤治疗应用

的潜在可能，局部缓释硫酸软骨素酶 ABC 可

以缓解脊髓损伤后的胶质瘢痕增生，促进生

长相关蛋白-43 的表达，从而改善脊髓损伤后

的局部再生微环境，最后影响脊髓损伤后大

鼠的运动功能恢复情况。 

 
 
PO-2000 

棘突椎板保留原位回植在椎管肿瘤手术中的

应用 
 

谭国伟 王占祥 郭剑峰 薛伟明 陈四方 刘希尧 马永会 

朱宏伟 叶永造 沈上杭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在椎管内肿瘤显微手术中保留棘突

椎板复合体并于肿瘤切除后原位回植以微型

钛板钛钉固定，重建椎管的临床意义。    

方法 本组椎管内肿瘤共 86 例，其中 42 例采

用棘突椎板复合体整体切除的手术方法打开

椎管，在显微镜下行椎管内肿瘤全切除后将

已切除的棘突椎板复合体原位回植用微型钛

板固定，椎管成形，重建脊柱稳定性。首先

常规显露病变部位相邻的上、下各一节段椎

体两侧的椎板。用高速磨钻将一侧椎板磨开

一小口，用铣刀沿关节突内侧 2~3 mm 与身

体矢状面成 30~45°夹角切开椎板，同法切开

另外一侧椎板，切开上下两端相连的棘上韧

带、棘间韧带及黄韧带，用显微剥离子和剪

刀分离硬膜外脂肪及粘连组织，然后取下棘

突椎板复合体待完成椎管内手术后行回植椎

管重建。重建时先将预先消毒的 2 孔或 4 孔

微型钛板按椎板的位置和弧度予以适当塑

形，再游离的棘突椎板复合体原位回植，用

微型钛板和钛钉固定。  

结果 经棘突椎板复合体原位回植椎管重建的

患者没有发现回植组织移位、塌陷、椎管狭

窄、脊柱后突及不稳等术后并发症，未行椎

板回植椎管重建的病人中有 15 例出现脊柱后

突畸形，4 例高颈段椎管内肿瘤病人术后出现

呼吸障碍，9 例出现括约肌功能障碍，5 例出

现硬膜外积液。    

结论 应用桐田法行棘突椎板复合体整体切除

并于肿瘤切除后原位回植以微型钛板固定，

进行椎管结果功能重建，对于保持椎管内肿

瘤切除手术病人术后恢复脊柱的正常解剖结

构及稳定性具有重大意义，能有效地减少脊

柱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PO-2001 

环枕区及颈椎管内外哑铃型肿瘤的显微手术

治疗 
 

谭国伟 王占祥 郭剑峰 薛伟明 陈四方 刘希尧 朱宏伟 

马永会 叶永造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探讨颈段椎管及环枕

区哑铃型肿瘤的显微手术方法。  

方法 本组病例共 35 例，其中环枕区肿瘤 5

例，颈椎管内髓外硬脊膜下肿瘤 30 例，肿瘤

均自椎管内经椎间孔向椎管外呈哑铃型生

长。手术分别采用改良枕下远外侧入路和颈

后中线入路显微镜下行肿瘤切除。对位于环

枕区及上颈段腹侧及腹外侧哑铃型肿瘤采用

改良远外侧入路，根据肿瘤的部位和大小确

定对相应的椎板或半椎板、寰椎后弓、枕骨

的切除范围，必要时予以磨开横突孔及磨除

部分枕骨髁，通常情况下用超声刀即可切除

椎管外椎间孔部分的肿瘤。对于椎间孔外部

分较大的肿瘤，可通过横断椎旁肌改善肿瘤

的显露，沿肿瘤边界予以肿瘤全切除。而对

于颈髓背侧或背外侧的哑铃型肿瘤通常采用

后正中入路，切开相应椎板，显露椎管内肿

瘤，予以切除，然后用超声刀将椎间孔内肿

瘤切除而不必咬除其小关节突，开放椎间孔

来显露椎间孔内肿瘤。如果椎管外肿瘤较

大，则横行切断一侧颈后肌群，扩大椎管显

露，沿肿瘤边界仔细分离，再将椎管外肿瘤

完全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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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肿瘤全切除 32 例，次全切除 3 例，无手

术死亡病例。随访 0.5 ~ 5 年，所有患者均恢

复良好，无椎管狭窄、脊柱后凸畸形及不稳

定等脊柱手术后并发症。3 例次全切除病例病

情稳定，余无肿瘤复发病例。  

结论 经改良枕下远外侧入路和颈后正中线入

路手术是治疗环枕区及颈段椎管内外哑铃型

肿瘤的一种较理想方法，具有术野开阔、肿

瘤显露充分、全切率高且保持了良好的脊柱

稳定性等优点。 

 
 
PO-2002 

脊髓神经鞘瘤的显微外科治疗策略：一种新

的神经鞘瘤临床分型 
 

刘龙奇 

北京积水潭医院 100035 

 

目的  神经鞘瘤（Spinal Nerve Sheath Tumor

s）是中枢神经系统内髓外硬膜下最常见的一

类占位性病变。神经显微外科手术切除肿瘤

是治疗的金标准，但是某些肿瘤因体积巨

大，结构复杂，侵蚀椎管骨质等原因对神经

外科医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本篇文章以探

讨神经鞘瘤治疗中包括手术入路，脊柱固定

融合以及硬膜处理等方面内容，皆在使此类

患者实现更好的手术预后及减少手术并发

症。并经过归纳总结，提出一种新的神经鞘

瘤临床分型以知道手术治疗方式的选择。 

方法  本篇文章回顾性分析我科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经术后病理证

实的 286 例神经鞘瘤患者。其中后正中入路

可以切出绝大多数肿瘤，而伴有椎间孔外占

位的神经鞘瘤患者可通过后外侧入路，前路

或结合入路实现肿瘤切除。因椎管骨质破坏

／肿瘤体积巨大等因素而行脊柱固定融合手 

术患者共 23 例子。 

结果  大多数病人获得临床症状改善（n＝24

8），临床症状保持不变患者 18 例，症状加

重 17 例。在本组病例中，肿瘤复发为最主要

并发症（n＝15）。 

结论  椎管神经鞘瘤伴有椎间孔外占位的手术

治疗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一直以来都是巨大的

挑战，在手术方式选择上应根据不同病例特

征予以个体化考虑，其中对于某些病例，脊

柱固定融合技术应作为一项神经外科医生必

须掌握的手术技巧。通过术前核磁共振特征

对脊髓神经鞘瘤进行临床分型以指导手术决

策是必要的准备工作。 

PO-2003 

磁共振电影在颅颈交界区病变的应用 
 

关靖宇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5 

 

目的  总结磁共振电影在颅颈交界区病变术前

术后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6 例颅颈交界区病变术前

术后应用磁共振电影结果。 

结果  chiari 畸形伴脊髓空洞 14 例，囊肿 2

例。chiari 畸形伴脊髓空洞术前磁共振电影提

示枕大池脑脊液流动障碍，术后磁共振电影

提示枕大池脑脊液流动障碍改善；囊肿患者

磁共振电影提示囊肿与蛛网膜下腔不通，为

真性囊肿，为手术适应症。术后患者症状改

善。 

结论  磁共振电影在颅颈交界区病变术前术后

可以提供脑脊液动力学的信息，为术前手术

适应症的把握及术前术后影像学改善提供依

据。 

 
 
PO-2004 

环枢椎区域肿瘤切除及稳定性维持 
 

赵兰夫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环枢椎区域（部分涉及枕骨大孔）肿瘤

切除难度高，并发症多，死亡率高。本研究

通过对既往手术回顾分析，提出诊断，手术

方式选择，术中注意事项，脊柱稳定性维持

等经验教训，对于提高手术成功率有较大帮

助 

方法  通过回顾分析环枢椎区域肿瘤手术 35 

例，包括脑膜瘤 17 例，血管母细胞瘤 7 例，

其它肿瘤 11 例。主要回顾方面：1，术前检

查；2，手术方式选择；3，术中关注要点；

4，术后脊柱稳定性维持；5，术后护理及功

能锻炼。 

结果  涉及环枢椎的椎管内外肿瘤，术后对颈

椎稳定性影响较大，尽量行内固定术保持稳

定 。尽量行短节段固定，充分保留运动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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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05 

3D 打印模型辅助对开放脊柱手术指导作用探

讨  
 

赵兰夫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脊柱开放性骨折切口长，剥离组织多，

损伤大，术后患者并发症严重，包括轴性疼

痛，局部肌肉萎缩，需长时间功能锻练才能

恢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本研究通过对既

往手术回顾分析，提出手术方式选择，术中

操作注意事项，脊柱稳定性维持等经验教

训，对于减少术后并发症有较大帮助 

方法   通过回顾分析常规开放脊柱手术 15

例，3D 打印模型辅助脊柱手术 8 例。主要回

顾方面：1，手术方式选择；2，术中剥离范

围；3，术中置钉情况；4，术后护理及功能

锻炼。 

结果  3D 打印模型辅助对开放脊柱手术能够

起到缩短切口，减少剥离范围，置钉准确，

避免反复穿刺等优点。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好

处。 

 
 
PO-2006 

神经电生理监测下脊髓髓内病变的显微外科

治疗 
 

张明铭 李奇 李敏洪 黄威 尹畅 蒋宇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应用神经电生理技术显微外科切除

脊髓髓内病变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湘雅二医院神经外科从 201

0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收治的 127 例脊髓髓

内病变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脊髓髓内肿瘤 8

9 例，髓内海绵状血管瘤 15 例，髓内炎性病

变 9 例，单纯脊髓髓内空洞 5 例，脊髓髓内

血管畸形 9 例。均采用后正中入路，神经电 

生理监测下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结果  术中采用全椎板切除暴露 23 例，半椎

板显露 90 例，椎板间开窗 14 例。肿瘤全切

81 例，次全切除 31 例，部分切除 15 例。术

后即刻临床症状好转 85 例，维持术前 36

例，加重 6 例。术后随访 6 月-6 年，根据 Mc

Cormick 评分标准，术后神经功能好转 80（6

3.0％），维持术前水平 29 例（22.8％），1

8 例（14.2％）患者神经功能恶化,恶化的主

要均系肿瘤复发。 

结论  显微手术是治疗髓内病变的首选方法，

结合神经电生理监测有助于神经功能的保

留，病变性质、切除程度和术前神经功能状

态与预后相关。 

PO-2007 

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的手术方法改进 
 

王海亮 刘军 王晓科 赵彬 于翔 张景泽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二科 130021 

 

【摘要】目的 探讨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的手

术方法的改进。方法 40 例小脑扁桃体下疝畸

形患者，10 例有颈神经根症状，24 倒表现为

中央管周围损害症状，另有 6 例分别存在共

济失调饮水呛咳等小脑及颅神经损害症状。M

R 检查显示，单纯小脑扁桃体下疝 12 例(3

0％)．小脑扁桃体下疝合并脊髓空洞症 28 例

(70％)，所有患者均行后颅窝减压，硬膜未切

开。结果手术后 33 例患者(82.5％)症状改

善，7 例(17.5％)与手术前比较无明显变化。

结论 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手术只切除颅骨而

硬膜不剪开同样可使延髓、颈髓充分减压，

有效缓解临床症状．并且显著减少不良反应

发生率，对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具有良好的

治疗效果 

 
 
PO-2008 

胸椎痛风致压迫性脊髓病：个例报道及文献

复习 
 

李又成 黎金林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影像科 325000 

 

目的  本文报道一例胸椎痛风，痛风累及黄韧

带、关节突关节，形成占位性病变，压迫相

邻脊髓造成脊髓病；同时复习既往文献中相

似表现的脊柱痛风病例。 

方法  患者男，41 岁，一年前因左侧膝关节痛 

风性滑膜炎行关节镜手术。既往痛风病史 10

年、糖尿病病史 1 年。因双下肢麻木乏力 6

天就诊，腹股沟以下麻木，双下肢乏力，行

走不稳，大小便控制可；双下肢肌力 4 级，

脐以下浅感觉减退，肌张力无增高，双侧病

理征阳性，多处关节见痛风石，伴红、肿、

热、压痛，无波动感。尿酸 534 μmol/L，CT

显示 T2-3 黄韧带区、T11-12 关节突区高密

度病变伴邻近骨质密度异常，MRI 显示 T2-3

黄韧带区及 T11-12 关节突区结节伴脊髓受压

水肿变性，能谱 CT 痛风结节特殊三维成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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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尿酸-钙基配对成像，显示尿酸基含量增

高。 

结果  分别行 T2-3、T11-12 平面椎管内病灶

切除术、黄韧带部分切除术、椎管减压术及

胸椎椎弓根钉内固定术。术中示 T2-3 及 T11-

12 平面椎管内硬膜外可见白色豆腐渣样结晶

物，分布于两侧关节囊及椎间孔内，与硬膜

粘连明显、边界清晰，对脊髓造成严重压

迫。术后标本组织学检查为痛风结节伴钙

化。 

结论  有既往痛风病史患者出现脊柱病变，不

论有无神经系统症状，应将脊柱痛风列为鉴

别诊断。脊柱痛风 MR 表现不具特异性，但

可清晰了解脊髓受压所致脊髓病情况，能谱

CT 对痛风结节的诊断具有特异性。 

 
 
PO-2009 

椎管内出血早期手术疗效分析 
 

李如军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椎管内出血临床少见，后果严重，本研

究探讨椎管内出血早期诊断、急诊手术及预

后相关因素。 

方法  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收治的 7

例椎管内出血患者。 均为男性，年龄 40.71±

12.5 岁，颈延髓髓内出血 2 例，颈胸髓髓内

出血 2 例，颈延髓蛛网膜下腔血肿 1 例，胸

髓蛛网膜下腔血肿 1 例，颈椎硬膜外血肿 1

例。除颈延髓蛛网膜下腔血肿患者为外伤后 3

天出血，其余患者均在静息或轻微活动后发

病。所有患者均表现为突发性的颈、肩、

胸、背部疼痛，数分钟到数小时内出现肢体

运动、感觉障碍、大小便障碍及潴留。ASIA

分级：A 级 6 例，B 级 1 例。所有病例均行 C

T、MR、血管造影检查。急诊手术治疗，手

术距发病时间 9-29 小时，平均 13.29 小时。

1 例颈延髓髓内出血仅探查减压，未行血肿清

除；硬膜外血肿患者行局部椎板开窗血肿清

除术；其余患者全部行全椎板切除并硬脊膜

切开血肿清除，硬脊膜减张修补术。 

结果  血管造影检查发现血管畸形一例，其余

无阳性发现。MR 结合 CT 检查发现脊髓髓内

出血 4 例，蛛网膜下腔血肿 2 例，颈椎硬膜

外血肿 1 例。患者预后与术中血肿清除程度

密切相关。本组患者随访 1-51 个月， 平均 2

5.29 个月。2 例血肿清除差者，ASIA 评级无

改善，仍为 A 级。其余患者均不同程度改

善，C 级 1 例，D 级 2 例，E 级 2 例。 

结论  联合 MR 及 CT 检查是椎管内出血的首

选检查方法，早期诊断并急诊早期手术，术

中清除血肿充分减压是防止永久性神经功能 

障碍的关键。 

 
 
PO-2010 

应用前方压迫指数评价自发性寰枢椎脱位和

复位情况 
 

晏怡 夏家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推导和应用前方压迫指数评价寰枢椎半

脱位和复位情况。 

方法  对 28 例正常人和 28 例寰枢椎半脱位患

者行 CT 扫描，分析正常情况、寰枢椎半脱位

术前及术后的前方压迫指数的情况。 

结果  28 例正常人的前方压迫指数为 87.86±2

4.98；28 例患者的术前前方压迫指数为 230.

44±97.60，术后前方压迫指数为 106.27±73.

53。正常组与患者术前组相比较有显著差异

（t=-7.50，P P＜0.0001），与患者术后组相

比没有显著差异（t=-1.26，P=0.2171）；术

前术后两组有显著差异（t=10.35，P＜0.000

1）。 

结论  正常人群前方压迫指数为 87.86±24.9

8，寰枢椎脱位病人前方压迫指数为 230.44±

97.60；前方压迫指数作为了解寰枢椎脱位严

重程度和行后路复位手术的减压情况的评价

指标。 

 
 
PO-2011 
Intramedullary spinal cord ganglioglioma 
presenting as hemifacial hyperhidrosis: c
ase report and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hi Wei,Guo Yi,Sun Zhenxing,Wang Jin,Wang Guih
uai 
Beijing Tsinghua Changgung Hospital 102218 
 

Objective  To report a rare case of an intra
medullary spinal cord ganglioglioma presenti
ng as hemifacial hyperhidrosis and review th
e literature. 
Methods  This 18-year-old boy presented wi
th abnormal sweat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hi
s forehead and neck that had been occurring
 for 6 years. Neurological examination rev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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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slightly decreased sensation in the left up
per extremity. Hyperhidrosis was observed i
n the right C2–C3 dermatomes. Magnetic re
sonance imaging showed an intramedullary t
umor at the right side of the spinal cord at th
e C7-T2 level. The tumor showed no obvious
 enhancement after Gd administration. 
Results  The patient underwent radical subt
otal resection of the intramedullary tumor via
 a posterior midline myelotomy. Histopatholo
gical examination revealed ganglioglioma. H
yperhidrosis gradually improved after surger
y and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of 6 month
s.  
Conclusions  Hyperhidrosis is a rar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intramedullary spinal cord t
umors, and only a few cases have been repo
rted in the literature. The location of the tumo
r origin, around the right gray matter of the la
teral spinal cord, may account for the hyperh
idrosis as the initial symptom in this patient. I
ts unusual presentation and lack of motor an
d sensory deficits resulted in delayed diagno
sis of this potentially disabling lesion. When 
autonomic dysfunction of the face and neck i
s encountered, in addition to the cranial and 
cervical regions, the upper thoracic levels sh
ould be investigated using MRI. 
 
 
PO-2012 

椎旁套管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黄韧带骨化型胸

段椎管狭窄临床分析 
 

陈琰 陈春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显微镜下椎旁套管入路治疗黄韧带 

骨化型胸椎管狭窄的手术方法和疗效。 

方法  回顾性调查分析我院近两年收治的 12

例胸段椎管黄韧带骨化致椎管狭窄症患者，

均采用显微镜下椎旁套管入路椎管内狭窄减

压的手术方法进行治疗。采用胸椎 MR 平扫

及胸椎三维 CT 平扫影像学评价手术切除效

果，手术疗效采用 JOA 评分进行评价。 

结果  术后患者均获得随访，术后影像学检查

完全切除 10 例，次全切除 2 例。术前 JOA 

评分平均（12.2±2.8）分，术后平均（20.8±

2.6）分。术后短期并发脑脊液漏 2 例，经卧

床腰穿置管引流后愈合。 

结论及讨论  采用显微镜下椎旁套管入路治疗

黄韧带骨化型胸椎管狭窄，手术安全可靠，

疗效确切。因骨化组织常见与硬膜粘连紧

密，甚至脊髓被两侧的骨化组织钳夹，传统

的全椎板切除法，在向后提拉整块椎板时，

不易直视下分离粘连，硬膜及脊髓组织极易

受到牵拉破坏或刺激。采用显微镜下椎盘套

管入路切口小，对软组织损伤、出血量和手

术时间均较传统方式减少，显微镜直视下配

合显微磨钻、咬骨钳等显微器械分层薄化骨

化黄韧带，逐步将骨化物磨薄、孤立、切除

减压，更细致的分离硬膜，避免破损，并可

以尽量保护脊髓免受牵拉刺激。手术过程部

分体会：胸段椎管较为狭小，根据病变范围

及术前影像学估算切口中线旁开距离，尽可

能通过单侧入路完成双侧全椎管减压目的；

在“C”臂机准确定位后使用套管构建手术通

道；套管内操作空间小，探及棘突-椎板移行

处，磨开椎板，以防误入肋间、胸腔。总

之，经椎旁套管入路最大范围保护术区周围

正常组织，显微镜直视下的操作更有利于硬

脊膜及脊髓的保护，从而提高手术治疗的疗

效。 

 
 
PO-2013 

Chiari l 型畸形合并脊髓空洞症的枕大池重建

治疗 
 

陈军 李爱民 吴海滨 陈震 王富元 周辉 江伟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手术切除下疝的小脑扁桃体及后颅

窝重建术治疗合并脊髓空洞症的 Chiaril 畸形

患者的方法及疗效。 

方法 采用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将下疝的小脑扁

桃体切除联合后颅窝重建术治疗 168 例合并

脊髓空洞症的 Chiaril 畸形患者。手术中先行

后颅窝骨性减压，咬除部分枕骨鳞部、枕大

孔后缘和寰椎后弓 2cm×3cm；在保持软膜完

整的前提下将下疝至颈椎管内的小脑扁桃体

作软膜下吸除；再将四脑室正中孔处的粘连

松解；取自体筋膜严密减张缝合硬膜。 

结果 术后随访 2~6 年，164 例患者的神经症

状明显好转，4 例患者临床症状改善不明显。

手术后定期复查头颅 MRI，6 个月后有 72 例

脊髓空洞完全消失，96 例脊髓空洞较术前明

显缩小，4 例脊髓空洞较术前稍微缩小。 

结论 利用显微神经技术在软膜下切除下疝的

小脑扁桃体及后颅窝重建术是治疗合并脊髓

空洞症的 Chiaril 畸形的一种有效、安全、的

方法。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910 

 

PO-2014 

脂肪瘤型脊髓拴系综合征患者全基因组拷贝

数变异分析 
 

陶本章 尚爱加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853 

 

目的  在染色体水平对脂肪瘤型脊髓拴系综合

征的病因进行研究，分析脂肪瘤型脊髓拴系

综合征患者的基因组中可能存在的致病性 CN

Vs（Copy Number Variations），为进一步

研究致病基因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采集 11 例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收治

的脂肪瘤型脊髓拴系患者及其父母的静脉血

样本，提取 DNA，利用 Agilent SurePrint G3

 Human CGH Microarray Kit, 8×60K 芯片筛

查全基因组 CNVs，将所得 CNVs 在国际基

因组 CNVs 多态性数据库（Database of Gen

omic Variants, DGV）中进行查询去除多态

性，后在 DECIPHER 数据库中进行相似性查

询，使用 UCSC Genome Browser 中确定非

多态性 CNVs 中所含基因，最后对所得基因

同时进行基因功能、相关疾病和基因通路的

富集分析，以验证 CNVs 与脂肪瘤型脊髓拴

系之间的关系。 

结果  共 11 例患儿中共发现 17 个异常的 CN

Vs，其中 Chr8：39258894-39386158 和 Chr

15：20481702-22509254 两个片段的出现频

率为 45.45%（5/11），在 DECIPHER 数据

库中查询到 2 个与其相关的有神经系统症状

的综合征：Angelman syndrome 和 Prader-

Wolli syndrome，对基因富集分析结果显示，

所得 CNVs 所包含的 ADAM5P 和 ADAM3A

基因与先天性唇腭裂的形成明显相关。 

结论  Chr8：39258894-39386158 和 Chr1

5：20481702-22509254 两个片段在脂肪瘤

型脊髓拴系患者基因组中存在拷贝数变异的

概率远高于普通人群，与脂肪瘤型脊髓拴系

的发生存在相关性。 

 
 
PO-2015 

寰枢关节复位、后路固定植骨融合术治疗难

复性寰枢关节脱位 
 

陈军 李爱民 周辉 吴海滨 江伟 颜士卫 李宁 陈震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借助于后路椎弓根螺钉经 C1、C2

侧块关节固定、颗粒状松质骨植骨行寰枢关

节融合治疗难复性寰枢关节脱位的手术治疗

方法。 

方法 从 2001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收治难复

性寰枢关节脱位的患者，男 10 例，女 7 例;年

龄 7～63 岁，平均 32 岁。其中寰椎枕骨化畸

形 10 例，外伤致齿突骨折畸形 5 例，寰椎横

韧带松弛 5 例。均有脊髓病或脊髓损伤的症

状、体征，经 CT 三维重建及 MRI 明确诊

断。手术方法：仰卧位经口插管麻醉，颅骨

可靠牵引，手术台边透视见寰枢关节复位不

满意者经口咽入路的松解复位术，做咽后壁

正中纵切口，分开软组织，显露枢椎椎体的

前面。横断前纵韧带、颈长肌、头长肌。将

寰椎前弓的下 1/2 咬除，用刮勺和椎板咬骨钳

切断侧块关节内的粘连组织，并沿齿突两侧

切断翼状韧带和齿突尖韧带，将齿突尖向前

下方撬拨，使寰枢关节充分复位；后方固定

时持续牵引改为俯卧位，寰椎枕骨化畸形患

者寰枢侧块钉板固定和借助于枢椎椎弓根螺

钉的枕颈固定，用由椎弓根螺钉和枕颈固定

板组成的枕颈固定器，沿枢椎椎弓峡部的纵

轴安置椎弓根螺钉，将枕颈固定板预弯后固

定于枕骨，用螺母锁定固定板与椎弓根钉的

过程中，利用固定板的曲度，使寰枢关节充

分复位；齿突骨折畸形经寰枢侧块关节螺钉

固定；所有患者从左髂后掏取约 20g 松质

骨，剪成颗粒状，置于枕骨和枢椎后弓的表

面，压实；皮内缝合无须拆线；术中出血 10

0ml~200ml，无须输血；术后不用外固定。 

结果 全部病例术后一周出院，CT 三维重建及

MRI 复查均获得解剖复位。功能评价为优 15

例，良 2 例。无手术中损伤脊髓和椎动脉的

病例。15 例获得了随访，均获得了骨性融

合。没有神经、血管损伤和断钉、断板的病 

例。 

结论 使用枢椎椎弓根螺钉和枕颈固定板的枕

颈固定器不仅有可靠的、短节段固定作用，

而且便于寰枢关节复位；后路坚强内固定及

植骨融合，对难复性寰枢关节脱位有良好的

治疗效果；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PO-2016 

 改良后的后颅窝减压术治疗 Charis 畸形 I 型

并脊椎空洞 
 

刘沣 杨华 徐卡娅 刘健 李玉明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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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比较 Charis 畸形 I 型患者同时合并脊髓

空洞患者手术方式对患者预后及脊髓空洞的

影响。 

方法  应用显微手术对 Charis 畸形 I 型患者同

时合并脊髓空洞患者进行手术干预。对后颅

窝减压术作改良。治疗组用改良后颅窝骨性

减压，伴或不伴硬膜减张，不对脊髓宅洞本

身进行处理。对照组做常规后颅窝骨性减

压，伴或不伴硬膜减张，加做脊髓空洞引

流。 

结果  本组病例随访 79 例，时长 4 个月~11

年。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其中肌力恢复、肢

体疼痛麻木消失者），全部恢复工作和学习 6

6 例；大部分症状消，生活自理 29 例；无变

化 4 例。MRI 复查 76 例，其中空洞消失 15

例，空洞明显变短 45 例，无变化 16 例。 

结论  改良后的后颅窝减压手术可以有效恢复

脑脊液循环，改善患者症状，缩小脊髓空

洞。 

 
 
PO-2017 

棘突椎板切开复位固定在成人椎管内肿瘤术

中应用 
 

陈军 李爱民 吴海滨 王富元 刘希光 张洪伟 陈震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成人椎管内肿瘤术中棘突椎板切开

复位术应用效果。 

方法 经后正中人路行椎管内肿瘤切除 108

例，术中将相应病变节段棘突、棘上韧带、

棘间韧带、椎板整体切割取下，切除椎管内

肿瘤后，整体原位回植棘突椎板，钛片-钛钉

固定，完成椎管成形。病人中棘突椎板切开

复位节段 2～6 节段(平均 3．8 节段)，肿瘤全

切 102 例，全切率 94．4％。所有病例术野

显露满意，脊髓或神经根损伤均未加重，术

后 7~10 d 摄 X 线片观察，棘突椎板均恢复原

位连续性。随访复查 MRI、X 线片，回植的

组织均无移位，全部骨性愈合。 

结论 该术式解剖性地重建椎管结构，术后能

保持脊柱的稳定性，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 

生。  

 
 
PO-2018 

脊髓髓内血管母细胞瘤的诊断及显微手术治

疗 
 

郑宏山 程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探讨脊髓髓内血管母细胞瘤的诊断及显

微手术治疗的手术要点及术后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我科收治的 16 例髓内血管母细胞瘤的临床

资料，分析术前及术后患者症状改善情况；

所有患者均行显微手术治疗，总结手术经

验；术前及末次随访对患者行 McCormick 临

床神经功能分级以评估其神经功能。 

结果  16 例患者肿瘤均全切除，共切除肿瘤 1

9 个（其中 2 例多发）；术后多数患者的疼

痛、运动及感觉障碍等症状有不同程度的改

善；疼痛症状改善 6 例（66.7%），感觉异常

改善 11 例（68.8%），肢体乏力改善 7 例

（70.0%），括约肌功能异常改善 1 例（50.

0%），术后疼痛症状加重 2 例（22.2%）和

感觉异常症状加重 1 例（6.2%）（均于术后

一个月左右恢复）；无手术死亡病例；术后

随访 3 个月至 4 年，患者 McCormick 临床神

经功能分级有所改善，未见肿瘤复发。 

结论  术前 MRI 为髓内血管母细胞瘤的首选检

查，可做出准确的定位诊断及初步的定性诊

断；对脊髓组织损伤最小化、最大限度保护

脊髓功能的前提下全切肿瘤，需要术者对脊

髓解剖结构的充分掌握以及娴熟的显微手术

技术。 

 
 
PO-2019 

胸段哑铃型椎管内外肿瘤的手术治疗 
 

郭剑峰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胸段哑铃型椎管内外肿瘤的手术治 

疗。 

方法 回顾分析 10 例胸段椎管内外"哑铃"形肿

瘤手术治疗的临床资料,。男性 2 例,女性 8

例。左侧 7 例，右侧 3 例，本组 6 例采取后

正中入路，4 例脊柱旁入路，充分显露椎间孔

两侧，4 例切除一侧关节突后行胸椎后路钉棒

系统内固定术，病理类型，神经鞘瘤 9 例， 

神经纤维瘤 1 例。 

结果 术后平均随访 12 个月,无 1 例肿瘤残留

或复发,亦无脊柱畸形。患者临床症状与体征

明显改善 ,神经根性疼痛明显减轻或完全消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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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胸椎管内外哑铃形肿瘤可通过Ⅰ期显微

手术切除，影响脊柱稳定性者需同时行辅助

内固定。 

 
 
PO-2020 

脂肪瘤型脊髓拴系综合征临床疗效观察 
 

陶本章 尚爱加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853 

 

目的  探讨脂肪瘤型脊髓拴系综合征的手术治

疗方法，并对临床表现和疗效进行分析。 

方法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于 2010 年 2 月

至 2015 年 9 月间收治的脂肪瘤型脊髓拴系患

者共 253 例，其中男 111 例，女 142 例，采

用电生理监测、超声吸引装置（CUSA）辅助

下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术后随访 3~70 个月

（平均 35.23 个月），总结脂肪瘤型脊髓拴

系的手术方法和注意事项，并对不同症状的

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有效随访例数 238，随访率为 94.0

7%，经 3~70 个月（平均 35.23 个月）随

访，手术对于疼痛症状缓解的改善率为 73.9

1%，随后依次为会阴部或下肢皮肤溃疡症状

的改善，改善率为 66.67%、大便症状的改善

率 64.17%、小便异常症状的改善率 51.2

7%、远端肌力的改善率 46.92%和肢体感觉

异常的改善率 45.45％。对于肌肉萎缩，下肢

畸形等症状，术后未见明显改善，但可保持

现有症状无继续进展。儿童脂肪瘤型脊髓拴

系患者大、小便障碍症状的改善明显优于成

人，足部畸形和肌肉萎缩的改善无显著差

异。 

结论  脂肪瘤型脊髓拴系综合征手术应以终止

疾病的自然病程、防止症状进一步加重为

主。儿童患者，手术效果明显优于成人，儿

童患者一旦确诊即应尽早手术治疗；对于以

疼痛、皮肤溃疡、大便障碍为主要症状的成

人患者，手术仍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症状。

对于单纯、稳定、无进展的下肢畸形和肌肉

萎缩的成年患者，可暂不采取手术治疗，予

以密切观察。 

 
 
PO-2021 

MRI 相位对比电影检查在 ChiariI 型畸形手术

方式评估的应用 
 

朱迪 王钰 荔志云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通过采取脑脊液电影检查方式评估 Chia

riI 型畸形最佳手术策略和方式。 

方法  30 例 ChiariI 型畸形患者分别采用三种

术式治疗。第一种术式:后颅窝小骨窗减压,联

合下疝小脑扁桃体处理、第四脑室下端松解

术,治疗 19 例( 63.4%);第二种术式:常规大骨

窗后 颅窝减压加小脑扁桃体下疝复位,治疗 7 

例(23.3%);第三种术式:后颅窝常规减压联合

小脑扁桃体下疝复位,加脊髓空洞蛛网 膜下腔

分流,治疗 4 例(13.3%)。术后采用除采用常规

MRI 颈椎平扫及临床体征随访外，采用脑脊

液电影(Cine PC)序列对患者术后脑脊液循环

进行评估，同时对 3 种术式的并发症进行统

计学分析。 

结果  术后近期(术后 6 月以内)症状消失 或减

轻 25 例(83.30%)。远期(术后 6 个月以上)随

访 27 例(第一、二、三种术式治疗组分别为 1

9 例, 5 例和 3 例),症状消失或减 轻 26 例(86.

7%),其中第一种术式治疗组 18 例(94.7%,18/

19);第二种术式治疗组 3 例(60.00%,3/5),第三

种术式治疗组 1 例 33.3%,1/3)。MRI 相位对

比电影检查(Cine PC 序列)测定脑脊液通过枕

骨大孔处流速，相比较第二、三种手术方式

而言，第一种术式处理后患者枕骨大孔后区

及颈椎蛛网膜下腔脑脊液流速更趋近于正常

水平(P<0.01)。 

结论  后颅窝小骨窗减压,联合下疝小脑扁桃体

处理、第四脑室下端松解术治疗 ChiariI 型畸

形疗效确切,并发症少。MRI 相位对比电影检

查在脑脊液循环水平上验证该种术式的优势

并且可作为术后疗效评估的重要手段。 

 
 
PO-2022 

神经外科手术治疗脊髓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李力仙 梁里昂 贾玉龙 刘龙 韩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脊髓型颈椎病是一种严重类型的颈椎

病，通常需要通过手术达到治疗目的。目前

在发达国家颈椎病的手术治疗为神经外科医

师完成。而国内 90%颈椎病手术皆由骨科医

师承担，存在止血不彻底，增生的骨质和纤

维组织切除不完全等问题，易发生严重并发

症。随着国内神经外科与国际的接轨，越来

越多神经外科医师开展了颈椎病的手术治疗

工作，脊髓脊柱相关疾病的治疗将成为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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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领域下一个研究热点。本研究的目的是

对神经外科手术治疗颈椎病的疗效进行观

察，并对神经外科手术治疗颈椎病的疗效评

价体系的建立进行初步探讨。 

方法  对 10 例于 2014 年 2 月至 2014 年 8 月

期间在我科住院的脊髓型颈椎病患者，入院

时由指定人员进行查体及 JOA 评分。行颈椎

X 线正侧斜位片、颈椎过屈过伸位片、颈椎

MRI。根据病人病情选择颈前路或颈后路的手

术治疗。术后 3 个月、6 个月复查颈椎 X 线

正侧斜位片、颈椎过屈过伸位片及颈椎 MR

I，进行影像学评价。术后 6 个月行 JOA 评

分。 

结果  患者 JOA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改善，术

前平均颈椎生理曲度为 15.68±4.37°，平均颈

椎活动度为 36.15±7.87°，术后 3 个月平均颈

椎生理曲度为 14.44±6.06°，颈椎活动度为 2

9.46±5.73°，术后 6 个月平均颈椎生理曲度 1

5.35±3.39°，颈椎活动度为 29.60±5.70。术

前术后的活动度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0.05）。患者受压节段脊髓膨隆良好。前路

手术患者植入物无松动、断裂或移位。所有

患者未出现术中并发症。 

结论  脊髓型颈椎病病程长，病情严重，一旦

诊断明确，具有手术指征时应积极手术治

疗。神经外科手术治疗脊髓型颈椎病可以明

显降低术中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几率，改善

患者的神经功能，并且使颈椎获得结构上的

稳定，达到较好的疗效，因此脊髓型颈椎病

的神经外科手术治疗是一种安全、有效而且

可靠的治疗方式。本次建立的评价体系可以

初步应用于脊髓型颈椎病的术前、术后评价 

 
 
PO-2023 
Intramedullary gangliogliomas: clinical fe
atures, surgical outcomes, and neuropath
ic scoliosis. 
 
Yang Chenlong,Li Guang,Fang Jingyi,Wu Liang,Yan
g Tao,Deng Xiaofeng,Xu Yulun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Intramedullary spinal cord gangliogliomas ar
e rare tumors composed of glial components
 and ganglion cells. These gangliogliomas ar
e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slow-growing tum
ors, corresponding histologically to WHO gra
de I or II. There are few reports of large cas
e series of intramedullary spinal cord ganglio
gliomas from a single center.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a consecutiv
e series of 18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dia
gnosed ganglioglioma. Clinical manifestation
s, radiological features, treatment and follow-
up data, and concomitant scoliosis were inve
stigated. 
The mean age at diagnosis was 27.5 years, 
with a slight female predominance. The prim
ary clinical symptoms were sensorimotor defi
cits.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mani
festations varied considerably. Some associ
ated, but not necessary, features were found,
 such as young age at onset, large tumor di
mension, and bony changes. Scoliosis was o
bserved in seven patients. Remnant tumor p
rogression was observed in five patients duri
ng the follow-up period, and no deaths occur
red. The last neurological evaluation showe
d functional improvement from preoperative 
status in five patient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ganglioglioma based
 on MR images alone is challenging, but the 
combination of som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can be helpful. An accurate diagnosis of gan
glioglioma depends on pathological criteri
a. Despite the benign course of gangliogliom
a, considerable growth may affect its resecta
bility and prognosis. The extent of resection 
should be meticulously planned, and the pot
ential risk of recurrence and neurological det
erioration should be evaluated. The concomi
tant scoliosis is noteworthy. 
 
 
PO-2024 

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在椎管内肿瘤患者中的

应用研究 
 

李忻宇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探讨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在椎管内肿瘤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用随机方法将 120 例在我科治疗的椎

管内肿瘤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

分别采用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和常规护理模

式，比较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平均术后

住院日、患者满意度及疾病康复知识掌握情

况。 

结果  试验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P<0.05）；试验组患者满意度、疾病康

复知识的掌握情况均优于对照组（P<0.0

5），试验组患者平均术后住院日均少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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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应用于椎管内肿瘤

患者可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缩短平均术

后住院日、增加患者康复知识掌握程度并提

高患者满意度，应广泛应用于临床护理。 

 
 
PO-2025 

高颈段椎管内病变的病变及显微外科治疗 
 

郭致飞 赵兵 王少华 吴德俊 李德坤 王少华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分析高颈段椎管内病变的特点，探讨其

诊断及手术方法和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的 22 例高位颈段椎管内病变的患者手术临

床资料，总结其手术方法及疗效。 

结果  病变位于髓外硬脊膜下 18 例(其中哑铃

形肿瘤 4 例),髓内 2 例,硬脊膜外 2 例。病理

类型为神经鞘瘤 14 例,室管膜瘤 3 例，AVM2

例，脊膜瘤 2 例,肠源性囊肿 1 例，病变全切

除 21 例,大部分切除 1 例。术后随访 2 月～6

年, 症状消失 12 例,明显改善 8 例,部分改善 1

例,1 例术前呼吸障碍的患者术后呼吸未恢复

患者家属放弃治疗出院后死亡。末次随访 JO

A 评分与术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

5）。 

结论  对于高颈段椎管内病变的患者，应尽早

首选 MRI 检查，显微外科手术具有相对安

全，损伤小，效果好，全切除率高等特点。 

 
 
PO-2026 

脊髓室管膜下瘤病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谭可 1 赵奇煌 1 徐宇伦 2 

1.北京朝阳医院 

2.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室管膜下瘤的临床特点及手术

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收治的一例 C3~T2 脊

髓室管膜下瘤病例，并结合文献复习。 

结果  肿瘤全切，行椎板复位。神经功能改

善，近期复查脊柱稳定性良好。 

结论  脊髓室管膜下瘤少见，手术切除为最佳 

治疗方法；肿瘤往往节段较长，椎板复位是

可行的选择。  

 
 

PO-2027 

寰椎侧块螺钉植入手术中颈 2 神经根保留对

复位程度和神经功能的影响研究 
 

乔广宇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研究寰枢侧块关节内固定手术时保留颈

2 神经根对复位程度及神经功能的影响。 

方法  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我科对收

治的合并寰枕融合的寰枢椎脱位患者 82 例行

寰枢侧块关节复位、钉棒内固定术，其中 76

例保留了颈 2 神经根，16 例切断了颈 2 神经

根，通过 3D-CT 评估复位程度，JOA 评估临

床症状，通过标准问卷调查评估后枕部疼痛

与麻木的严重程度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结果  保留颈 2 神经根不影响复位程度，颈 2

神经根保留组共有 15 例诉后枕部皮肤疼痛，

1 例诉后枕部皮肤麻木，颈 2 神经根切断组共

有 4 例（25%）诉后枕部皮肤麻木，无后枕

部皮肤疼痛，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保留颈 2 神经根与后枕部疼痛相关，切

断神经根与后枕部麻木相关，但均未影响患

者生活质量。 

 
 
PO-2028 

急性自发性椎管内出血的诊断和治疗 
 

王少华 赵兵 李德坤 江涛 孙锦章 郭致飞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急性自发性椎管内出血的病因、临 

床表现、影像学特征，治疗及影响预后的相

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神经 

外科 2013 年 12 月到 2015 年 11 月收治的 9

例此类患者的临床资料，9 例患者中手术治疗

8 例，保守治疗 1 例；对本组病例的发病、术

前神经功能状态、手术时机、术后神经功能

恢复情况进行分析；通过 JOA（日本骨科协

会）评分和改善指数，对影响预后的因素进

行分析。 

结果  1 例因出血时间超过 23 天，未予手

术，8 例手术病人中，4 例手术时间位于出血

后 24 小时内，3 例手术时间位于出血后 72

小时内，一例手术时间为出血后第 6 天，8 例

手术病人术后均未出现新的并发症；9 例患者

中，明确病因的有 5 例，一例为神经鞘瘤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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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例为血管母细胞瘤出血，剩下 3 例为

血管畸形出血，其余 3 例病因不明；8 例手术

患者中，2 例出血位于硬脊膜外，术后肢体功

能完全恢复，6 例出血位于硬脊膜下；术前 J

OA 评分平均为 3.42，术后 JOA 评分平均为

11.36，不完全性运动障碍的改善指数手术前

后差异显著，24 小时以内手术患者与 72 小

时以内手术患者改善指数差异不明显。 

结论  急性自发性椎管内出血是临床上一种较

为少见的神经外科急症，一旦发生，可导致

脊髓功能的严重损害甚至截瘫，MRI 是快速

有效的确诊手段，一经确诊应立即行椎板切

除减压+血肿清除术，尤其是术前考虑为硬脊

膜外血肿患者；患者预后与术前神经功能障

碍程度及发病到手术的时间间隔密切相关，

术前神经功能越好，预后也越好，24 小时手

术与 72 小时手术患者远期预后差别不大。 

 
 
PO-2029 
Characteristic and surgical results of mul
tisegment intramedullary cervical spinal c
ord tumours 
 
Sun Jianju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Peking University Th

ird Hospital 100191 
 

Backgroun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charac
teristic, microsurgical treatment and outcome
s of patients with multi-segment intramedulla
ry cervical spinal cord tumors (MSICCT).  
Methods  Prospective single center cohort s
tudy. 63 patients underwent microsurgery for
 MSICCT. Pre and postoperative function we
re assessed using the modified McCormick’s
 grade, IJOA scoring system, and analysed u
sing the appropriate statistical tests.  
Results  41 males, 22 females, three spinal 
segments were involved in 22(35%) cases, f
our or more in 41(65%) of cases. Majority of 
the tumours were ependymoma (54 %), follo
wed by astrocytoma (low grade 25%, high gr
ade 8%). McCormick’s grade: I&II in 40 patie
nts (64%).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
e between preoperative and three-month po
stoperative IJOA scores (P=0.76), indicating 
no significant neurological deterioration after 
surgery. The extent of surgical resection was
 highly correlated to histological tumor type o
f MSICCT (χ2=34.82, P=0.0001) and three-
month postoperative IJOA scores (F=2.62, P
=0.006). There is a high proportion of total re

section in ependymomas, haemangioblasto
mas, cavernomas and schwannoma, wherea
s, we only achieved partial resection in most 
gliomas. With a mean follow up of 4 years (3
monthS-9 years), clinical outcome improved 
or stabilized in 91% of cases (80% improved,
 11% stabilized, 9% deteriorated).  
Conclusion This series of MSICCT showed 
that high extent of surgical resection could b
e achieved in most ependymomas with good
 long-term outcome. Astrocytomas, in contra
ry remained challenging with 25% achieved 
gross total resection. Overall, compared to p
revious surgical series, we showed encourag
ing improvement in the clinical outcome of th
ese patients managed surgically. 
 
 
PO-2030 

累及多节段的椎管内肿瘤手术治疗 
 

李钢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572013 

 

目的  通过回顾分析一组累及多个节段的椎管

内肿瘤患者资料，总结手术经验。  

方法  复习 2012 年 4 月至 2015 年 12 月手术

治疗的 22 例累及多个节段的椎管内肿瘤患者

资料，本组 22 例患者（男 16 例，女 6 例）

肿瘤均累及 3 个以上节段，其中颈椎 3 例，

胸椎 7 例，胸腰椎 6 例，腰椎 6 例，主要临

床表现：神经根痛 18 例，下肢运动障碍 14

例，大小便及勃起功能障碍 3 例。术中将受

累节段的棘突椎板韧带复合体整体切除，肿

瘤切除后再回植，总结手术技巧及该方法的

优势。  

结果   术后病理检查结果显示神经鞘瘤 16

例，脊膜瘤 4 例，室管膜瘤 2 例。16 例患者

术后半年基本恢复正常，6 例患者存在下肢不

完全性瘫痪，但较术前改善，无加重病例。

术后随访 6 -42 个月，显示棘突椎板韧带复合

体回植后脊柱活动度基本得以保留，效果稳

定。  

结论  累及多个节段的椎管内肿瘤手术切除的

主要问题是脊柱稳定性是否受到影响。回植

棘突椎板韧带复合体有以下优点：（1）微型

磨钻操作安全，椎板骨质损失小，回植时容

易解剖复位，减少不愈合风险；（2）椎管可

以获得良好暴露，手术视野清晰；（3）操作

在显微镜下进行，安全性高，尽可能避免对

神经根、脊髓损伤；（4）棘突椎板复合体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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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维持了后柱张力，也避免了组织缺失，愈

合快；（5）回植的棘突椎板复合体给椎旁肌

提供了附着点，有利于重塑椎管的骨性结

构。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方法有助于脊柱稳定

和患者功能康复。 

 
 
PO-2031 

骶管囊肿分型和显微手术 
 

孙建军 王振宇 谢京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术中根据骶管囊肿和神经根的关系进行

分型，明确囊肿瘘口起源,采取相应的手术方

式,前瞻性分析骶管囊肿相关的临床特性和预

后。  

方法  前瞻性收集 2009 年 6 月~2016 年 1 月

期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 172

例骶管囊肿患者的临床资料。术中显微镜

下，根据囊肿和神经根的关系来分型：神经

根袖囊肿（神经根在囊肿内穿行或侧壁伴

行），囊肿在神经根腋部或续于硬膜囊末

端。对应的手术方式是：囊肿切除根袖重建

术，囊肿切除瘘口缝扎术。以 IJOA 评分系统

对患者手术前后神经功能进行评估。术后伤

口愈合情况评价分为：愈合好、延迟愈合、

再缝合或再手术。术后影像学评价分为：囊

肿消失、残留小囊肿、囊肿消失术腔残留积

液。采取追踪式随访直至 2014 年 7 月，根据

患者的实际描述将预后分为好和差两种。  

结果  男性 51 例，女性 121 例患者，年龄 41.

7±13.49 岁。首发症状：疼痛 131 例，麻木 1

7 例，下肢无力 10 例，会阴部坠胀感 7 例，

二便性功能障碍 7 例。术前 IJOA 评分 18.1±

2.13，术后 IJOA 评分 19.6±0.77，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4.64，P=0.000）。术后神经功

能状况较术前明显改善，改善最明显的是感

觉障碍（Z=-2.87，P=0.004）、其次是二便

习惯（Z=-2.67，P=0.008）和二便分级（Z=-

2.59，P=0.01），有统计学意义。囊肿类型

影响着囊肿的数量（F=5.15，P=0.003）和囊

肿最大径（F=3.84，P=0.02），同时对手术

方式的选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卡方 52.3，P

=0.000）。囊肿数量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囊肿

最大径（F=3.92，P=0.03）和手术方式（F=

5.72，P=0.006）。术后伤口愈合情况（t=-3.

66，P=0.001）和术后感觉障碍（t=-2.08，P

=0.04）是影响术后 IJOA 评分相对主要的因

素，伤口愈合不佳或遗留感觉障碍者，术后

三月 IJOA 评分分值较低。术后二便习惯（正

常 50 例、异常 7 例）是影响预后的最主要影

响因素（Z=-2.92，P=0.003）。  

结论  骶管囊肿术后神经功能状况较术前明显

改善，最明显的是感觉、其次是二便，囊肿

类型和手术方式关系密切。术后伤口愈合不

佳和遗留感觉障碍者，术后神经功能评分值

低，影响预后的最主要因素是术后二便习惯

异常与否。 

 
 
PO-2032 

多节段髓内肿瘤的显微手术和临床研究 
 

孙建军 王振宇 谢京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研讨多节段髓内肿瘤的术中细节和围手

术期管理，追踪随访患者的远期预后。 

方法  2002 年 1 月~2016 年 1 月间，我院收

治的 220 例多节段（3 个椎体节段以上）髓

内肿瘤患者，肿瘤累及延颈段 10 例，颈段 6

2 例，颈胸段 35 例，胸段 42 例，胸腰段 44

例，腰段 20 例，腰骶段 7 例。所有患者均行

后正中入路显微镜下肿瘤切除术。对于颈胸

或胸腰段肿瘤以及肿瘤累及节段达 5 节以上

者，推荐棘突椎板复合体回置或坚强钉棒内

固定。以改良 JOA 评分系统对手术效果进行

评价，大小便功能分为四级：I 级正常，II 级

尿频或便秘，III 级排便困难，IV 级失禁。 

结果  患者术前 IJOA 评分 14.5±3.96，肢体

活动障碍者 171 例，大小便情况：I 级 92

例、II 级 50 例、III 级 39 例、IV 级 39 例。肿

瘤全切（90%以上）108 例，近全切（81~9

0%）42 例，次切除（61~80%）29 例，大部

分切除（40~60%）35 例，减压 6 例。室管

膜瘤 88 例，星形细胞瘤 I-II 级 39 例、III-IV

级 14 例，胶母 3 例，畸胎瘤 32 例，脂肪瘤

13 例，血管性肿瘤 10 例，神经性肿瘤或囊

肿 11 例，表皮样囊肿 7 例，混合性胶质瘤或

少支 3 例。不同性质肿瘤的切除程度差异非

常显著、有统计学意义（χ2=22.17，P=0.0

0）。术后 IJOA 评分 14.7±4.08，手术前后 I

JOA 分值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5.44，P

=0.61）。追踪随访 68.9±40.15 月，复发 10

例，死亡 3 例。 

结论  在确保患者术后神经功能，肿瘤的生长

形态影响了肿瘤的切除程度，显微手术操作

可提高多节段髓内肿瘤的全切除率，复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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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仍可选择再次手术，大部分患者远期预

后较好。 

 
 
PO-2033 

腰椎椎旁神经源性肿瘤的分型及手术技巧 
 

陈晓东 王振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探讨不同手术入路对不同分型腰椎椎旁

神经鞘瘤切除的可行性及其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00-2016 年我院收治的

47 例腰椎椎旁神经源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并根据 MRI 影像学对其进行分型，分 I、II、I

II3 型，对不同分型的肿瘤采用不同的手术入

路。 

结果  本组病例中, 男性 28 例，女性 19 例，

年龄从 28 岁-64 岁，平均 52.9 岁，I 型 12

例，II 型 15 例，III 型 20 例。本组 47 例病例

中, 经中线直切口入路 19 例，弧形切口入路

15 例，旁中线直切口入路 13 例，所有患者

的椎旁肿瘤均做到了完全切除，除 5 例患者

术后遗留有载瘤神经支配区的感觉障碍外，

其余患者均无明显神经功能障碍。 

结论  根据肿瘤的分型设计手术入路，可以使

肿瘤得到充分的暴露，提高肿瘤的全切率。 

 
 
PO-2034 

急性自发性椎管内硬膜外血肿的诊断和治疗 
 

韩芸峰 王振宇 孙建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总结急性自发性椎管内硬脊膜外血肿(S

pontaneous Spinal Epidural Hematoma, SS

EH)的诊断和治疗经验，以提高对该病的认

识，为临床工作提供指导和帮助。 

方法  从 2010 年 3 月-2016 年 3 月神经外科

收治的椎管内病变患者中选择符合纳入标准

的 SSEH 患者，收集这些患者的一般资料、

症状和体征、影像学资料、治疗方法和疗

效。采用 ASIA 脊髓损伤分级随访治疗前后神

经功能变化情况。 

结果  15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 SSEH 患者。急

性起病，主要表现为疼痛，合并感觉减退、

肌力减退、大小便功能障碍等。治疗前 ASIA

脊髓损伤分级：B 级 6 例，C 级 4 例，D 级 2

例，E 级 3 例。椎管 MRI 检查显示血肿位于

椎管内硬脊膜外，符合血肿信号特点。病变

节段：颈椎 6 例，胸椎 5 例，胸腰段椎管 2

例，腰椎 2 例。硬膜囊背侧血肿 10 例；硬膜

囊腹侧血肿 2 例；硬膜囊侧后方血肿 3 例。1

1 例选择后正中入路手术清除血肿，3 例 ASI

A 脊髓损伤分级为 E 级、发病早期神经功能

障碍迅速改善的患者采取保守治疗。术中获

取的病理组织检查结果：7 例为单纯血凝块，

2 例血凝块伴炎性细胞浸润，1 例符合血管瘤

出血，2 例血凝块含较多血管成分。随访 1-5

0 个月，13 例患者神经功能均明显改善，2 例

患者改善不佳。8 例 ASIA 脊髓损伤分级恢复

至 E 级，2 例恢复至 D 级，3 例保守治疗患者

ASIA 分级维持 E 级，另有 2 例术前 B 级患者

仅恢复至 C 级。所有病例复查 MRI 提示血肿

均清除或吸收。 

结论  SSEH 起病急性，进展快，容易引起较

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发生在胸段脊髓、起

病后病情进展迅速、ASIA 脊髓损伤分级低的

SSEH 患者更容易合并大小便功能障碍。早

期诊断除依据典型病史、查体，尚需辅助 MR

I 检查。治疗以及时手术椎板减压、清除血肿

为主要方法，部分神经功能损伤轻微、早期

改善，MRI 复查血肿明显减小的患者可考虑

选择保守治疗。 

 
 
PO-2035 

胸腰段椎管内硬膜外脊膜囊肿的诊断及治疗 
 

谢京城 王振宇 陈晓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总结胸腰段硬膜外脊膜囊肿的手术治疗

经验。 

方法  16 例胸腰段硬脊膜外囊肿患者，临床表

现为不同程度双下肢无力、尤以肢体近端为

著，8 例患者伴尿道及肛门括约肌功能障碍，

术前 MRI 检查显示 T10-L3 水平不同节段区

域硬膜囊背侧至双侧椎间孔长 T1、长 T2 信

号，脊髓受压前移，增强扫描囊壁无强化。1

6 例患者行相应节段椎板切除或椎板成形术，

显微镜下行囊壁剥离切除，脑脊液漏口修补

术，术后患者俯卧位 5-7d。 

结果  平均手术时间 120min，平均出血量 20

0ml，平均住院时间 10.35d。手术将囊壁次

全切除，修补脑脊液漏口，术后病理检查均

符合脊膜囊肿。术后患者双下肢肌力及大小

便功能障碍逐渐恢复，无手术并发症。随访 6

个月-11 年，平均 5.3 年，至末次随访时，患

者 McCormick 神经功能分级均达到 I 级。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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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随访时复查 MRI 显示，脊髓形态恢复、周

围 CSF 流动畅，随诊未见囊肿复发，脊柱生

理曲度完好。 

结论  胸腰段椎管内长节段脊膜外囊肿以慢性

脊髓及神经压迫为主要临床表现，在 MRI 上

表现为椎管内脊髓及马尾神经背侧囊性脑脊

液信号。手术应在显微镜下剥离囊壁，关键

是同时修补脑脊液漏口。手术疗效满意。 

 
 
PO-2036 

椎管内脊膜囊肿的诊断和手术治疗 
 

于涛 黄正通 王振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105516 

 

目的  分析椎管内脊膜囊肿（dural cyst or ara

chnoid cyst）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方法

与随访预后，提高对椎管内脊膜囊肿的认

识，总结其诊疗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06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治的 39 例位于颈、胸、腰节段椎

管内脊膜囊肿（不包含骶管囊肿）的病历资

料，对患者的性别、发病年龄、影像学特

点、囊肿部位、临床表现、治疗方法及术后

恢复及随访情况进行比较和分析。 

结果  本组 39 例椎管内脊膜囊肿患者，男性

15 例，女性 24 例，男女比例 1:1.6，患者年

龄 18-66 岁，平均 40.2 岁。病变部位累及颈

段者 3 例，颈胸段者 1 例，累及胸段者 11

例，胸腰段者 18 例，累及腰段者 5 例，累及

全椎管者 1 例。椎管内脊膜囊肿患者的临床

表现为疼痛 21 例，肢体的麻木无力 24 例，

二便功能障碍 2 例，感觉异常 2 例，肌肉萎

缩 1 例。有 4 例患者术前曾误诊为腰椎间盘

突出症或腰椎管狭窄。从症状出现到确诊的

平均时间间隔为 30.1 个月。术前核磁共振能

明确显示囊肿部位，病变为长 T1 和长 T2 信

号。11 例的患者囊肿位于脊髓腹侧，28 例的

患者囊肿位于脊髓背侧。本组患者中 35 例行

囊肿切除术，4 例患者行腹腔分流术。囊肿切

除术的 35 例患者中，有 31 例囊肿全切，4

例部分切除。术中 22 例患者可见漏口，并对

漏口进行结扎或缝合治疗外，或用自体脂肪

或生物胶封闭。术后 35 例患者病情好转，4

例患者病情无变化。35 例行囊肿切除术患者

中，32 例术后症状较术前改善，3 例术后症

状无改善。而 4 例行腹腔分流术患者中，3 例

术后症状改善，1 例术后症状无改善。 

结论  椎管内脊膜囊肿是椎管内比较少见的疾

病，临床表现以疼痛及肢体麻木无力为主。M

RI 是首选的检查方法，可明确囊肿部位、数

目、形态和大小及与脊髓解剖关系。手术是

治疗症状性脊膜囊肿的有效方法。手术目的

是切除囊肿、缓解神经压迫、修补硬脊膜缺

损、封闭漏口，防止囊肿复发。 

 
 
PO-2037 

个体化手术入路切除颈椎管旁神经源性肿瘤 
 

马长城 王振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研究不同形态的颈椎管旁神经源性肿瘤

的个体化手术方式，努力提高疗效并减少手

术并发症。 

方法  由于颈部血管、神经、腺体等极为丰富

和重要，每个手术入路均有不同的解剖重

点，在切除颈椎管旁肿瘤的同时，尽可能避

免这些重要结构的损伤才能获得较好的疗

效。对不同形态、不同生长范围的颈椎管旁

神经源性肿瘤，进行了不同的分型，根据不

同的分型选择不同的手术方式，分别有颈前

肩胛舌骨肌上、下入路，经胸锁乳突肌入

路，颈侧肩胛舌骨肌上、下入路，联合入

路，后侧入路等。累及椎间孔的肿瘤可适当

打开椎间孔以利肿瘤全部切除；累及椎管内

的肿瘤，可咬除少许椎板显露并全部肿瘤。 

结果  从 2005 年至今共手术切除颈椎管旁肿

瘤 19 例，均为神经鞘瘤。累及颈前区 7 例，

肩胛舌骨肌上区 3 例，肩胛舌骨肌下区 4

例；累及颈侧区 4 例，肩胛舌骨肌上区 2

例，肩胛舌骨肌下区 2 例；累及胸锁乳突肌

深方有 2 例；明显累及多个区域的有 1 例；

累及斜方肌深方及头颈夹肌间有 5 例。所有

病例均选择了相应的手术入路，所有肿瘤均

得到了全部切除：其中累及椎间孔的有 15

例，3 例累及 C1-2 椎板，1 例累及舌下神经

管，无一例出现明显神经或血管损伤导致的

并发症。随访 3 月至 5 年，未见肿瘤复发患

者。 

结论  针对不同的颈椎旁神经源性肿瘤，选择

不同的手术方式，能够很好地切除肿瘤，减

少创伤，较好地避免神经血管损伤带来的并

发症，明显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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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38 

颈后路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游离齿状突合

并可复性寰枢椎脱位的临床疗效分析 
 

王鹏 李维新 江伟 曾文 张雷 张海平 陈黎波 

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颈后路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游离

齿状突合并可复性寰枢椎脱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2015 年 5 月,

采用颈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疗游离

齿状突并可复性寰枢椎脱位患者 12 例,男 7 例,

女 5 例，年龄 22～60 岁,平均 41 岁。其中先

天性齿状突不连伴寰枢椎不稳 4 例，Anderso

nⅡ型齿状突陈旧性骨折 3 例、Ⅲ型 2 例,新鲜

骨折 3 例。患者均有颈枕疼痛不适、颈部活

动受限等临床症状，3 例伴不同程度四肢感觉

和运动障碍, 术前 JOA 评分 5～13 分,平均 8

分。3 例行枕颈融合术，其余患者均行寰枢椎

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术中行后路人工骨植

骨，手术时间平均 2.5h，术中出血量约 120

mL。  

结果  术后随访,随访时间 3～26 个月。术后 6

个月 JOA 评分 12～17 分,平均 14.7 分。1 例

螺钉穿破寰椎右侧椎弓根外侧壁，无手术操

作引起椎动脉损伤、脊髓损伤及断钉等发

生，螺钉植入位置和复位均满意。颈枕部及

寰枢椎植骨于术后 3～12 个月达骨性融合。

所有患者颈枕部不适症状消失, 四肢感觉和运

动障碍症状明显缓解，旋转活动部分丧失。  

结论  应用颈后路植骨融合内固定术能有效治

疗游离齿状突合并可复性寰枢椎脱位，安全

可靠,疗效满意。 

 
 
PO-2039 

椎管内硬脊膜夹层囊肿手术疗效的临床分析 
 

张玉富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研究手术治疗椎管内硬脊膜夹层囊肿、

同期维持脊椎力学稳定性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2016 年经显微手术治疗

的 4 例椎管内硬脊膜夹层囊肿患者的资料.临

床表现多表现为胸背部疼痛、下肢麻木无

力、根性痛及括约肌功能障碍.脊柱 X 线片示

椎弓根间距加大，椎弓根受压变细。CT 显示

椎管扩大，椎弓根、椎板受压变细，MRI 显

示：髓外长 T1 长 T2 信号囊性病变，上下极

硬膜分层，内外层间可见囊性病变，部分呈

串珠样，并可累及腹侧，脊髓受压明显。采

用椎板切除术+同期后路内固定或椎板切开并

还纳固定术。显微镜下探查脑脊液漏口并修

补硬膜缺损，无明显漏口可切除内层硬膜、

沟通蛛网膜，严密成形缝合硬膜外层。同期

评估脊柱稳定性进行相应后路内固定术。 

结果  病人疼痛及肢体麻木无力等神经损伤症

状缓解明显。3 例病人根性痛症状明显改善,1

例中度改善,无明显继发神经功能缺失. 

结论  椎管内硬脊膜夹层囊肿可因先天发育或

外伤等诱因导致，蛛网膜疝入硬膜缺损造

成。修补漏口或沟通蛛网膜下腔并同期后路

内固定（或椎板还纳）的显微手术是有效的

治疗方法。 

 
 
PO-2040 

半椎板或椎板间开窗手术：恶性肿瘤适合

吗？ 
 

包义君 黄小龙 赵丹 官彦雷 张路阳 王维 吴安华 王运

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0 至 2016 年 4 月

经半椎板或椎板间开窗手术治疗椎管内肿

物，探讨半椎板或椎板间开窗治疗椎管内恶

性肿瘤的适应症和危险因素。 

方法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

01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收治的椎管内肿

瘤经半椎板或椎板间开窗手术治疗 19 例（多

节段椎板间开窗手术 1 例），其中男性 12

例，女性 7 例，年龄 26~67 岁（平均 43.8

岁）；按部位腰段 5 例，颈段４例，胸段 10

例；左侧 9 例，右侧 9 例，双侧 1 例；单节

段 9 例，两个节段 8 例，三个节段 1 例，四

个节段及腰骶部转移 1 例。统计并评价患者

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对肿瘤的暴露及切

除情况、术后平均住院时间及离床活动时

间、近期和远期临床疗效、脊柱稳定性及肿

瘤复发和脑脊液播散情况。 

结果  19 例肿瘤在显微镜下行全切，良性肿物

15 例，包括神经鞘瘤 8 例、脊膜瘤 5 例和表

皮样囊肿 2 例；恶性肿物 4 例，其中包括室

管膜瘤 2 例（马尾黏液乳头型室管膜瘤（WH

OⅠ级）2 例及颈髓内室管膜瘤（WHO II

级）1 例）和腰段多发恶性外周性神经鞘膜瘤

1 例。术后均无皮下引流管，无并发症。手术

时间 90~120min，术后平均卧床 2 天，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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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时间 5±2 天，平均随访 13 个月。良性肿

物术后原症状消失。恶性肿物中，马尾黏液

乳头型室管膜瘤患者中 1 例术后随访 2 年，

无复发和播散转移，1 例术后复查切除满意，

放射治疗中；颈 4-7 髓内室管膜瘤术后随访 1.

5 年，无复发和播散转移，余留入路同侧轻度

感觉障碍；腰段多发恶性外周性神经鞘膜

瘤，术后一个月复查 MR，提示切除病灶下游

原多发小肿物明显生长，行放射治疗，随访

中。全部病例随访期间无脊柱稳定性改变。 

结论  半椎板或椎板间开窗入路能充分显露肿

瘤，手术时间短，出血少，离床活动早，对

脊柱稳定性影响小。良性肿物无残留及复

发，损伤小。恶性肿物因术中可能行分块切

除，有播散转移可能，应妥善保护防止脑脊

液播散，密切随访，必要时行放化疗。 

 
 
PO-2041 

脊髓翻转显露脊髓腹侧肿瘤：技术要点及进

展 
 

丁学华 孙伟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椎管内脊髓腹侧肿瘤的手术显露及切除

相对困难，如何在保护神经功能、减少创伤

的情况下全切肿瘤是神经外科医生关注的话

题，我们将探讨后正中入路脊髓翻转切除椎

管内脊髓腹侧肿瘤的可行性、优点及技术要

点。 

方法  根据肿瘤与脊髓位置的关系，椎管内肿

瘤分为脊髓背侧、背外侧、腹侧、腹外侧肿

瘤。背侧、背外侧肿瘤可以通过常规后路手

术显露和切除，而对于腹侧和腹外侧肿瘤，

入路的选择对肿瘤显露和脊髓功能及脊柱稳

定性的保护至关重要。结合手术经验及国内

外研究进展，我们认为，大部分脊髓腹侧、

腹外侧椎管内肿瘤可以通过后路手术切除：

后正中入路显露相应节段棘突、棘间韧带及

椎板，椎板铣刀完整铣下椎板，纵行切开硬

脊膜，分离并剪断齿状韧带，翻转悬吊脊

髓，显露病灶，分块或完整切除肿瘤后脊髓

复位，缝合硬脊膜，椎板复位，骨缝处植入

碎骨，缝合棘间韧带。翻转脊髓的过程需注

意脊髓的弹性范围，进出器械需在远离脊髓

侧，切除肿瘤时需保护腹侧供血动脉，运动

诱发电位监测对于运动功能的保护至关重

用。 

结果  脊髓背侧、背外侧椎管内肿瘤可以通过 

后路手术显露，达到分块或整块切除，在保

护神经功能的前提下减少创伤，降低对脊柱

结构的破坏，节省医疗费用。 

结论  大部分脊髓背侧、背外侧椎管内肿瘤可

以通过后路脊髓翻转显露和切除。 

 
 
PO-2042 

以夏科氏关节病为首发表现的脊柱脊髓病变 2

例分析并文献复习 
 

唐知己 

赣州市人民医院 10201098 

 

目的  探讨以夏科氏关节病为首发表现的脊柱

脊髓疾病的诊断经过，临床表现，误诊情况

以及治疗，预后等。 

方法  报告 2 例诊断为夏科氏关节病的患者，

最终发现脊柱脊髓病变并进行外科治疗，结

合文献复习，回顾分析其诊治以及误诊经

过、临床表现、及治疗过程。 

结果  1 例患者因右上肢肿胀 1 年余入院，一

直以“淋巴炎”、“上肢深静脉血栓”诊治，未见

好转。后发现右侧肘关节已出现关节畸形，

以“骨性关节炎”在骨科诊治，行肘关节 X 线提

示夏科氏关节病，遂行头颅 MRI 提示 Chiari

畸形合并脊髓空洞而行后颅窝减压术，术后

随访情况良好，脊髓空洞未见进展，但肘关

节破坏严重，需择期行关节置换术。另 1 例

患者因左膝关节疼痛肿胀 10 年余入院，在骨

科以“膝关节重度骨性关节炎”拟行膝关节置换

手术，术前评估认为病因不明，后行胸椎 MR

I 检查发现胸椎异常信号，进一步行脊髓血管

造影发现左侧胸 10 硬脊膜动静脉瘘，转入我

科行椎管内血管畸形切除手术，术后恢复良

好，择期行膝关节置换手术。 

结论  脊柱脊髓病变以夏科氏关节病为首发的

临床上较为少见，容易误诊为一般骨关节病

从而忽略了真正病因，需要依靠详细的病史

询问以及神经科查体，脊椎的磁共振检查能

提供较为明确的影像学依据，同时在诊断过

程中神经外科，骨科，影像科等相关科室协

作也同样重要。 

 
 
PO-2043 

ASK1 对大鼠脊髓损伤后 GFAP 及 Vimentin

表达及后肢运动功能的影响 
 

黎天尊 晏怡 王富贵 夏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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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细胞凋亡信号调节蛋白 1（Apopto

sis signal regulating kinase 1, ASK1）对大鼠

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后胶质瘢

痕中中间丝蛋白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

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和波形蛋白（Vi

mentin）的表达及损伤大鼠后肢行为学和电

生理变化的影响。 

方法  采用大鼠脊髓夹伤模型，设 ASK1 特异

性抑制剂 Thioredoxin 组（Trx 组）、ASK1

单克隆抗体组（Anti-ASK1 组）、生理盐水对

照组（SW 组）及假手术组（Sham 组），于

损伤即刻在损伤局部分别给予 Thioredoxin、

ASK1 单克隆抗体、生理盐水各 10 μl，Sham

组大鼠仅打开椎板暴露脊髓，不造成 SCI。

各组大鼠定期（SCI 后 1 d、7 d、14 d、28 

d）应用 Westernblot 法和免疫荧光法检测 G

FAP、vimentin 的表达，BBB 评分检测大鼠

后肢行为学变化，体感诱发电位（Somatose

nsory evoked potential, SEP）及运动诱发电

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 MEP）检测电生

理的变化。 

结果  SCI 后 1 d 各组 GFAP、vimentin 的表

达无明显差异，7 d、14 d 及 28 d Trx 组、A

nti-ASK1 组 GFAP、vimentin 的表达较 SW

组明显下降（p <0.01）；SCI 后 1 d、7 d、1

4 d 各组 BBB 评分及 SEP、MEP 无明显差

异，SCI 后 28 d，Trx 组、Anti-ASK1 组 BBB

评分较 SW 组明显升高（p <0.01），SEP 及

MEP 潜伏期明显缩短，波峰值明显升高（p <

0.01 或 p <0.01）。 

结论  抑制 ASK1 可减弱大鼠 SCI 胶质瘢痕局

部 GFAP、vimentin 的表达，并可促进大鼠

后肢运动功能的恢复和电生理的改善。 

 
 
PO-2044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在椎管内病变显微

手术中的应用 
 

范明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 43001

4 
 

目的  探讨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 intraoperativ 

e neurophysiological monitoring，IONM) 在

椎管内病变显微手术中的应用。  

方法  对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行

椎管占位显微手术治疗的 18 例患者，根据病

变部位不同分为 2 组。A 组颈胸段病变行体

感诱发电位( somatosensory evokedpotentia

l，SEP) 、运动诱发电位( motor evoked pote

ntial，MEP) 监测; B 组腰骶段病变行 SEP、

MEP 及肌电图( electromyography，EMG) 。

分析术中监测情况与术后神经功能变化之间

的关系。  

结果  A 组 5 例，术中均有监测报警，手术结

束前均恢复，但有 1 例出现术后神经功能恶

化。B 组 13 例，术中均有监测报警，手术结

束前均恢复，1 例未恢复者术后神经功能恶

化。  

结论  IONM 可及时提醒术者患者的神经系统

可能存在功能损伤，从而采取补救措施，有

助于减少术后神经功能恶化，但部分患者采

取措施后监测虽恢复，仍出现不同程度的神

经功能恶化，IONM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PO-2045 

单纯经后路手术治疗颅颈交界区畸形合并寰

枢椎脱位 

 
冯开明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总结单纯经后路减压复位内固定术治疗

颅颈交界区畸形合并寰枢椎脱位的临床经

验。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 年 8 月至 2014 年 6

月，收治 7 例颅颈交界区畸形合并寰枢椎脱

位患者，男 5 例，女 2 例；年龄 13～56 岁，

平均 34.2 岁。采用单纯经后路手术，既不需

要颅骨牵引，也不需经口腔齿状突切除，术

中行枕骨与第 2 颈椎椎弓根或枕骨与第 2、3

颈椎侧块螺钉内固定，通过螺钉间撑开将齿

状突向前、下牵拉以恢复齿状突与寰椎前弓

的解剖关系，并取自体髂骨行枕颈植骨融 

合，对手术效果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随访时间 6～20 个月，无患者出现症状

恶化，7 例患者症状有不同程度改善。术后影

像学检查显示，所有患者钉棒内固定系统和

寰枢椎复位良好，颅颈交界区减压充分，合

并脊髓空洞的 3 例病人，空洞均有所缩小，

骨性融合良好。 

结论  单纯经后路减压内固定结合术中螺钉间

撑开复位，可以安全有效地治疗颅颈交界区

畸形合并寰枢椎脱位。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922 

 

PO-2046 

前路显微手术减压及椎体融合治疗 39 例颈椎

病近期疗效观察 
 

周迎春 王旋 赵洪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430

022 
 

目的  回顾性分析 39 例颈前路显微减压及融

合术治疗颈椎病病例，探讨前路显微手术对

不同类型颈椎病的近期疗效和并发症的防

治。 

方法  39 例颈椎病患者：神经根型颈椎病 13

例，以一侧上肢麻木无力为主要表现；脊髓

型颈椎病 19 例，症状为四肢无力、精细动作

障碍和步态不稳等，其中 4 例为急性加重；

混合型颈椎病 5 例，表现为双上肢麻木，并

有颈肩痛；椎动脉型颈椎病 2 例，以严重头

晕为主。所有患者均采用前路显微手术切除

椎间盘或椎体次全切除，以 CAGE 或钛笼植

骨，并行前路钢板固定进行脊柱融合。术后

随访 3-17 个月，对神经症状改善和影像学改

变进行评估。 

结果  13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手术疗效优良率为

100%， 19 例脊髓型颈椎病患者手术疗效优

良率为 94.7%，其中 1 例神经症状出现较久

且术前神经功能评分较低者，恢复未达到 5

0%以上， 4 例急性加重的脊髓型颈椎病患者

术后肌力恢复较为迅速而完全，5 例混合型颈

椎病患者上肢麻木症状消失，但其中 3 例颈

背部疼痛症状仅部分缓解，2 例椎动脉型颈椎

病症状部分好转。并发症：1 例患者术中发生

硬膜撕裂，进行修补及术后腰大池引流治

愈，1 例出现喉返神经部分损伤表现，神经营

养治疗后恢复正常，1 例 6 周后发生钢板松动

表现，戴颈托后钢板未再进一步松脱。 

结论  对于有明确手术指征的颈椎病患者，经

前路显微手术能够较为安全地进行颈髓减

压，总体手术疗效较好；该术式对缓解神经

根型、脊髓型颈椎病症状优于轴性疼痛和椎

动脉型颈椎病症状；显微手术有利于减少和

及时发现并发症的发生，术后影像学随访有

利于及时发现内固定材料相关并发症。 

 
 
PO-2047 

椎管内肿瘤手术治疗体会 

 
张峰林 田新华 黄延林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总结并分析椎管内肿瘤的类型手术治疗

方法及手术效果。 

方法  对我院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

间,进行手术治疗的 62 例椎管内肿瘤进行总结

分析。1） 一般资料，本组 62 例，其中男 36

例，女 26 例，年龄 17～69 岁，平均 39.5

岁。2）疾病类型，术后均经过病理证实，神

经鞘瘤 28 例，脊膜瘤 16 例，海绵状血管瘤

8 例，胶质瘤 5 例，髓母细胞瘤 3 例，畸胎瘤

2 例。3）术前均进行 X-DR、CT、MRI 平扫

+增强等影像学手段确定病变节段、部位、大

小及与硬膜囊和脊髓的关系,采取全椎板切除

肿瘤摘除术。术后常规给予脱水剂、糖皮质

激素、神经营养类药物,对于术中可能对脊髓

造成损伤者给予甲基强的松龙冲击疗法。4）

采用 Frankel 脊髓损伤分级评分系统对患者术

前、术后、随访期间的脊髓功能进行分级评

价。 

结果  术后随访 2 个月～5.5 年。术后 3 个月

内症状好转 50 例，无改变 7 例，5 例患者术

后 Frankel 脊髓损伤分级评分较术前下降。术

后随访期间失访 6 例,复发 5 例。 

结论  对于椎管内肿瘤,椎板切除肿瘤摘除术是

行之有效的方法,术前脊髓损伤经过手术均存

在不同程度恢复，对于术前脊髓损伤较重(Fra

nkel 脊髓损伤分级评分 C 以下)者神经功能恢

复较差,脊髓损伤较轻者神经功能恢复较好，

早期诊断和手术治疗会取得积极的效果。目

前微创切除椎管内肿瘤、套管下手术、半椎

板切开以及术后脊椎固定是治疗的趋势。 

 
 
PO-2048 

3D 打印在脊椎内固定的应用 
 

张峰林 田新华 魏峰 黄延林 杨芳裕 陈锷 李泉清 孙瑾 

康俊龙 林晓宁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索研究 3D 打印个性化病变脊椎模

型，术前规划比较脊椎固定的方法、方式以

期达到最佳的脊椎固定效果。 

方法  通过 2 例脊髓肿瘤（L8-L10 室管膜瘤,

C6-C7 神经鞘瘤），3 例腰椎间盘突出的患

者，术前进行 CT 薄层扫描，重建脊椎模型，

再通过 3D 打印出脊椎仿真模型，设计、规

划、比较脊柱固定进钉的位置、方向、角

度、深度，选择合适的固定材料。 

结果  5 例按照术前设计、规划完成了手术，

手术过程顺利，术中所见的脊椎特点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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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完全一致，无手术并发症，术中透视显

示所固定椎弓根螺钉位置正确，角度适中，

术后效果良好。 

结论与展望  3D 打印技术是 3D 影像的延伸，

通过打印 3D 脊椎模型应用于脊柱固定术前手

术设计、规划、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效果

显著，同时可用于医学教学、实际操练，以

及医患病情形象沟通等。随着影像的发展、

和材料的进步，3D 打印技术在脊柱外科领域

的应用将会更为广泛。 

 
 
PO-2049 

后路颈枕融合术在颅颈交界区疾病的初步应

用 
 

李如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后路颈枕融合在神经外科常见颅颈

交界区疾病中的应用。  

方法  自 2012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1 月收治

的颅颈交界区疾病患者 6 例，男性 2 例，女

性 4 例，年龄 44±16.9 岁。颅底凹陷、寰枕

融合畸形 4 例，齿状突小体 1 例，齿状突病

理性骨折 1 例。JOA 评分：8.67±3.35。患者

均表现为肢体乏力，麻木、感觉障碍，严重

者无法行走、大小便障碍及潴留。所有病例

均行 MR、CTA 检查。所有患者均手术治

疗，后路减压后，2 例患者行 C3、4 侧块-枕

骨螺钉内固定；其余患者均行 C2 椎弓根-枕

骨螺钉复位内固定。  

结果  术后复查 X 线片、CT、MR：所有患者

螺钉位置良好，减压、复位满意。所有患者

临床症状明显好转，JOA 评分：16.17±0.9

0。  

结论  后路枕颈融合技术可以安全有效的应用 

于常见颅颈交界区疾病。 

 
 
PO-2050 

椎管内粘液乳头型室管膜瘤的临床特点及预

后相关因素分析 
 

刘铁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现有文献主要为个案报道，缺乏对该病

临床表现和诊疗方案的归纳与总结，本文旨

在通过收集椎管内粘液乳头型室管膜瘤患者

的资料，探讨该病的临床表现、诊疗方案及

预后。 

方法  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

经外科三病房 2011 年至 2015 年收治的 34

例粘液乳头型室管膜瘤患者的相关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男性患者 21 例，女性患者 13 例。发病

年龄 8-59 岁，平均 29.97 岁。其中发病年龄

在 8-25 岁的青少年病人有 13 例，平均发病

年龄为 16.46 岁；年龄在 26-59 的病人为 21

例，平均发病年龄为 37.14 岁。这其中有 5

例复发病人，发病年龄分别为 8 岁、17 岁、

18 岁、18 岁、29 岁。在这些病例中，82.4%

的患者出现不同部位的疼痛症状，20.6%的患

者出现不同部位的麻木症状，26.5%的患者出

现不同程度的大小便障碍，15 例患者出现下

肢无力症状，肌力Ⅳ级左右。19 例患者有感

觉障碍，8 例患者既有运动障碍又有感觉障

碍，15 例有大小便异常。MRI 检查显示患者

的粘液乳头型室管膜瘤位置为 T11-S2 之间的

圆锥马尾终丝区域，其中胸腰段 8 例，腰段 1

8 例，腰骶段 6 例，胸腰骶段 2 例，病人发病

部位集中在腰段、腰骶段。影像学 MRI 均表

现为髓内长 T1 长 T2 信号，注射 Dd-DTPAT

后明显强化。34 例患者均经手术治疗，病理

证实为粘液乳头型室管膜瘤。平均随访时间 4

1 个月。 

结论  粘液乳头型室管膜瘤患者主要表现为运

动感觉障碍，粘液乳头型室管膜瘤多位于圆

锥、马尾、终丝等部位，下肢无力麻木症状

及感觉减退症状常见，同时肛门及膀胱功能

受影响而产生的大小便功能障碍经常会出

现，会阴和大腿内侧感觉缺失也是该部位早

期常见症状。这其中疼痛、大小便功能障

碍、会阴部、下肢感觉异常、下肢肌力障

碍、反射异常等是最为常见的临床表现，患

者手术治疗可以取得满意的结果。 

 
 
PO-2051 

miR-124 调节神经干细胞治疗大鼠脊髓损伤

的初步研究 

 
陈茂华 孙军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目的  观察经尾静脉注入携 miR-124 基因的神

经干细胞对大鼠急性脊髓损伤后在脊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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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分布及其对大鼠行为学的影响，探讨其

对脊髓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成年 wister 大鼠 50 只，分为手术对照

组(NS 组，n=15)、神经干细胞移植组(NSC

组，n=15)和基因移植组(miR-124 组，n=2

0)。改良 Allen’S 制作动物模型，在 SCI 后第

7 天，NSC 组与 miR-124 组，经离心后用 lml

的注射器抽取，制成 1x106 个/ml 的细胞悬

液，经大鼠尾静脉分别注射第二组与第三

组，对照组为损伤未处理组，经大鼠尾静脉

注射 lml 的生理盐水。观察大鼠脊髓损伤后 1-

6 周三组之间的 BBB 评分变化。术后 7、1

4、21、28d 取材，应用免疫荧光染色方法观

察脊髓组织及神经细胞的变化。 

结果  脊髓损伤后第 2 周开始干 NSC 组及 mi

R-124 组大鼠 BBB 评分均显著高于损伤对照

组(P<O.01)，伤后 4 周开始 miR-124 组评分

显著高于 NSC 组(P<0.05 或 O.01)。miR-124

组脊髓的结构及神经元形态恢复较好，脊髓

损伤后 14d 起 miR-124 组的脊髓组织中神经

干细胞和神经元平均数目较对照组和 NSCs

组多。 

结论  miR-124 能够增加内源性神经干细胞的

数目，促进其向神经元分化，从而更有效的

促进神经元再生和运动功能恢复。 

 
 
PO-2052 
An Intraspinal Subdural Hematoma induc
ed by Lumbar Puncture/Drainage in a Pati
ent with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nd I
ntracranial Aneurysms 
 
QI Meng1,2,Huang Tao2,Yu Xing2,Zhang Lijun2,Hu Xi
2,Liu Ke2,Hu Qinqin2,Xu Lei2,Wang Ning1 
1.Neurosurgery Department Xuanwu Hospital Capit
al Medical University 
2.Neurosurgery Department Chongqing Emergency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To report a rarely seen case of in
traspinal subdural hematoma after lumbar pu
ncture and drainage, the followed managem
ent, and the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 
Methods  A 59-year-old previously healthy 
male patient presented to the hospital with s
evere headache and conscious disturbance 
because of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Hunt-
Hess Grade IV). External ventricular drainag
e (EVD) was performed at the arrival.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indicated multiple a
neurysms including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com) aneurysm and right anterior ce

rebral artery first segment (R-A1) aneurysm. 
Clipping of aneurysms was performed succe
ssfully about 8 days after admission of the p
atient, and EVD was withdrawn because of ti
me limitation at 10 days after admission. Inst
ead, lumbar puncture and continuous draina
ge was performed using a guide-wire based 
drainage kit. There was found obstructed dra
inage 1 day later and lumbar puncture again 
showed hemorrhagic fluid. Decreased muscl
e strength and tension of bilateral lower limb
s were noticed. MRI of thoracic and lumbar s
egments indicated intraspinal subdural hema
toma from T7-S1. Evacuation of hematoma 
and spinal canal decompression with lamine
ctomy were performed immediately. Rehabili
tation and neurotrophic medication were give
n without obvious improvement of muscle str
ength of bilateral lower limbs 1 month later, 
with muscle tension decreased and muscle a
trophy. 
Results  The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raspinal subdural hematoma might be due
 to the use of guide wire which injured the ve
ssels inside, or multiple punctures increased 
the risks of vascular injury leading to extensi
ve hemorrhage. Even with lumbar puncture 
or drainage, post-operation observation was 
necessary to monitor the risks brought by th
e operation, such as superficial sensation, m
uscle tension, muscle strength, tendon reflex
es of the lower limbs etc. Hematoma evacua
tion and spinal canal decompression needed
 to be performed immediately after hematom
a confirmed. 
Conclusion  Intraspinal subdural hematoma
 induced by lumbar puncture or drainage is q
uite rarely seen. To avoid injury of intraspinal
 vessels for prevention, to close observation 
of related symptoms and signs for monitorin
g after operation, and to manage this compli
cation with hematoma evacuation and spinal
 canal decompression for function protection 
are important aspects when encountering  
this kind of case. 
 
 
PO-2053 

脊髓黏液乳头型室管膜瘤的临床特征和手术

治疗 

 
刘晓东 顾士欣 寿佳俊 顾文韬 车晓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原发性脊髓黏液乳头型室管膜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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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特征和手术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

外科近 12 年收治的 43 例原发性脊髓黏液乳

头型室管膜瘤的临床特点及手术治疗经验。  

结果  本组 43 例患者中男性 23 名，女性 20

名，平均年龄 35 岁。常见的症状有腰背及下

肢疼痛（35/43），麻木（20/43），下肢乏

力（18/43），大小便功能障碍（18/43）及

性功能障碍（3/43）。影像学表现为腰骶椎

管内腊肠型肿瘤，T1 低信号，T2 可高信号或

混杂信号，增强后可有均匀或不均匀强化，

其中 5 例为椎管内多发。全部患者手术全切 3

2 例，次全切除 11 例。除 4 例患者术后有尿

潴留发生或加重外，其余患者的功能状态较

术前均有改善。  

结论  脊髓黏液乳头型室管膜瘤为少见良性室

管膜瘤，肿瘤侵破包膜可以引起椎管内种植

转移，在保持肿瘤包膜完整的情况下全切肿

瘤可以减少术后转移和复发的机会，使患者

获得良好预后。而肿瘤未能全切常常是因为

其与脊髓圆锥粘连紧密或包绕马尾神经难以

分离所致。 

 
 
PO-2054 

椎管哑铃型肿瘤切除同期植骨融合固定术临

床观察 
 

薛亚飞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探讨通过显微神经外科技术切除椎管内

外哑铃形肿瘤，同期行植骨融合内固定术临

床疗效观察。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自 2011 年 5 月～2016 年

1 月，采用手术切除椎管哑铃形肿瘤 21 例。

其中颈段肿瘤 11 例，胸腰段肿瘤 10 例，定

位后，采用后正中入路，显微镜下高速磨钻

磨开椎板，根据肿瘤生长方向，向侧方扩大

手术视野，磨除侧方关节，显微外科切除椎

管内外哑铃型生长的肿瘤，同期行颈椎侧块

或椎弓根，胸腰段椎弓根螺钉固定并植骨融

合，随访 3-46 月，观察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情

况，脊柱有无失稳或畸形愈合，以及观察有

无并发症等，评估其临床疗效。 

结果  18 例肿瘤全切除，3 例次全切除肿瘤；

神经症状体征明显改善者 17 例，神经功能无

明显变化 4 例。随访 3-46 月所有患者均无脊

柱失稳或畸形出现，钉棒固定系统稳固无移

位改变。 

结论  根据临床分型多数椎管哑铃型肿瘤可由

正中入路进行切除，向侧方生长者可通过扩

大椎间孔等扩大手术视野达到病变全切或次

全切.，同期进行脊柱后路融合内固定可预防

手术破坏脊柱稳定性后所致脊柱失稳。 

 
 
PO-2055 

颅颈交界区畸形的个体化治疗 
 

佟怀宇 余新光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分析颅颈交界区畸形患者的畸形情况，

为提出简单实用的临床分类，有针对性地采

取个体化的手术策略打下基础。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单个术者手术的 112 例颅底

陷入患者的畸形表现和采取的手术方式，为

临床分类做准备。 

结果  112 例患者中，2 例表现为严重扁平颅

底，斜坡呈水平位，齿状突严重陷入，上方

接近桥延沟水平，采用了经鼻内镜下齿状突

尖端切除；15 例患者扁平颅底相对较轻，但

导致颅底陷入，形成延髓或延髓颈髓交界处

前方的压迫，采取分期前后方减压+后方固定

治疗；3 例斜坡下缘延长，压迫延颈髓交界，

行经口咽入路斜坡下缘切除减压+枕骨 Y 形板

枕颈固定；2 例齿状突不连患者，其中 1 例采

用经口咽入路齿状突骨和部分颈 2 椎体上缘

切除+后路固定，1 例外院行后路枕颈固定后

的患者，行经口咽入路齿状突骨和部分颈 2

椎体上缘切除术；1 例类风湿导致寰枢椎脱位

患者，采用经口咽入路齿状突切除+后路寰枢

椎固定术；1 例淀粉样变患者，行后方寰枢关

节松解复位固定手术；88 例患者表现为寰枕

融合，寰枢椎脱位，其中 4 例两侧的侧方关

节严重不对称，导致斜颈，采用了经口咽入

路齿状突切除+后路枕颈/寰枢椎固定，13 例

患者术前估计后方难以复位，采用了经口咽

入路齿状突切除+后路枕颈/寰枢椎固定；其余

71 例患者采用后方寰枢关节松解复位固定手

术。总体疗效满意，死亡 4 例，1 例严重扁平

颅底经鼻内镜下齿状突尖端切除导致脑脊液

漏，感染死亡；1 例淀粉样变患者因术后呼吸

道水肿，激素治疗过程导致消化道粘膜广泛

出血死亡；2 例寰枕融合，寰枢椎脱位患者，

后方寰枢关节松解复位固定术后拔除气管插

管后窒息死亡。并发症有 1 例经口咽入路齿

状突切除导致脑脊液漏，经腰大池引流治

愈；6 例后方寰枢关节松解复位固定术后吞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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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其中 4 例缓慢恢复，但仍进食受限，2

例长期鼻饲饮食。 

结论  颅颈交界区畸形是一组非常复杂的疾

病，目前的大多数分类比较繁琐，不容易应

用，Goel 的分类比较简单明了，但是其 C 型

实际上不一定存在寰枢椎不稳定，虽然大部

分可以归结于寰枢椎的不稳定，但还有许多

其它的情况需要关注，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

用个体化的治疗方式。 

 
 
PO-2056 

术中 O-ARM 联合实时导航技术在脊柱内固

定的适用性研究 

 
孙振兴 王贵怀 王劲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2218 

 

目的  探讨术中 O-ARM 联合实时导航技术在

脊柱内固定的适用性。 

方法  回顾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外科自 201

4 年 12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收治并有

效随访的 23 例脊柱内固定患者纳入本研究，

评估患者术前临床表现和影像表现，根据病

变分为枕颈融合组和胸腰骶椎固定组，在显

微镜下切除，内固定在 O-ARM 联合实时导航

技术辅助下进行，术中进行神经电生理监

测。根据手术时间﹑透视次数﹑临床疗效﹑

影像表现和并发症以评价患者疗效。 

结果  23 例患者中，男性 14 例，女性 9 例，

平均年龄 36 岁-69 岁。枕颈融合组 18 例，行

颈椎侧块植钉共 108 枚，枕骨钉 54 枚；胸腰

骶椎固定组 5 例，包括胸椎骨折 1 例，胸椎

管肿瘤 1 例，腰椎管狭窄伴滑脱 2 例，骶尾

部病变 1 例，行椎弓根螺钉共 34 枚。O-AR

M 扫描次数平均 3 次/例，O-ARM 及导航操

作时间平均 20-40min/次，螺钉植入手术时间

平均 7-15min/枚。临床症状改善 22 例，1 例

环枢椎脱位无缓解并出现吞咽困难的并发

症，二次手术取出固定后 1 个月吞咽改善。X

线及 3D 影像显示 1 枚颈椎侧块螺钉临近椎动

脉，其余螺钉位置优良。 

结论  术中 O-ARM 联合实时导航技术适用于

脊柱固定融合手术，并可提高脊柱手术的安

全性和精准性。 

 
 
PO-2057 

一例颈前路齿状突患者的术中护理 
 

刘婷 姜雪 

陕西省西安市唐都医院 710038 

 

齿状突骨折由于其解刨，病理的特殊性，往

往在外伤后容易发生，如不积极处理，会影

响患者的生命质量。枕部和颈后疼痛是最常

见的临床症状，并常有枕大神经分布区域的

放射痛。颈部僵硬呈强迫体位，典型的体征

是患者用手扶持头部以缓解疼痛，此类情况

在临床并不常见。有 15%-33%的患者有神经

系统的症状，其中以轻度截瘫和神经痛最为

常见。症状的轻重视骨折移位压迫脊髓的程

度和部位而定，严重者可发生呼吸骤停，多

见于老年人，常当场死亡。齿状突陈旧性骨

折的临床表现为隐匿，因外伤史有时不明

显。我院于 2016 年 1 月收治一名在车祸后齿

状突骨折的患者，经颈前路齿状突骨折复位

内固定术等治疗后患者病情稳定出院，现报

道如下。 

 
 
PO-2058 
Chondroitinase administration and pcDN
A3.1-BDNF-BMSCs transplantation prom
ote motor functional recovery associated 
with NGF expression in spinal cord trans
ected rat 
 
Wang Xuyang,Chen Shiwen,Wang Gan,Gao Wenw
ei,Guo yan,Tian hengli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10284345 

 

Objective   Behavioral assessments and DB
A tracing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
f combination of chABC administration and B
DNF-MSCs transplantation on axonal regen
eration and functional improvement inSCT ra

ts． 

Methods  Bone Mesenchymal Stem Cells (B
MSCs) were cultured and overexpressed BD
NF recombinant vector was constructed into 
MSCs, then transplanted into the impaired s
pinal cord, together with chABC administrati
on. Finally, the cortical spinal tract regenerati
on was detected by DBA tracing at 4 weeks 
post-oper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NGF, 
BDNF, NT-3, NT-4, FGF-2, BAX and BCL-2 i
n the caudal cord tissues was assessed by 
RT-PCR. 
Results  Animals received both BDNF-BMS
Cs transplantation and chABC administration
 presented the best functional recovery and 
obvious axonal regeneration. Moreover, NG

http://baike.so.com/doc/4317160-45213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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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
at in the other groups. 
Conclusion  Co-treated strategy could effec
tively promote motor functional recovery and
 axonal regeneration in SCT rats associated 
to NGF upregulation.  
 
 
PO-2059 

脊髓硬脊膜动静脉瘘手术治疗 
 

高文伟 田恒力 陈世文 郭衍 王敢 曹合利 居世明 王韧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硬脊膜动静脉瘘(SDAVF)是指供应硬脊

膜或神经根的动脉在椎间孔处穿过硬膜时，

与脊髓引流静脉的直接交通，导致脊髓静脉

回流受阻，淤血性水肿、继发性坏死，而产

生脊髓神经功能障碍，是一种常见的脊髓血

管畸形。本研究分析 2011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1 月收治 SDAVF 患者 15 例资料，总结

其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手术治疗方法及

临床疗效。 

方法  本组 15 例，男 14 例，女 1 例，年龄 4

0～78 岁，平均 55.5 岁；病程 1～13 个月，

平均 6 个月。主要临床表现均为进行性由下

而上的双下肢感觉运动和括约肌功能障碍。

入院查体下肢肌力Ⅳ至Ⅴ级为 5 例，Ⅱ至Ⅲ

级为 5 例，0 至Ⅰ级为 5 例。10 例有括约肌

功能障碍。全部病例均行脊椎 MRI 及选择性

脊髓动脉造影检查。MRI 检查中发现 T2 加权

显示脊髓长 T2 信号影，脊髓背侧有不规则血

管流空影。选择性脊髓血管造影显示脊髓背

侧有较多迂曲扩张的静脉，瘘口均为 1 个，

其中位于胸段 6 例，腰段 9 例。手术采取全

麻后俯卧位，背部正中切口，术中 C 臂机透

视定位，切除瘘口附近相邻的 2 个椎板。纵

行剪开硬脊膜，在显微镜下找到瘘口向脊髓

表面走行的引流静脉，烧灼硬脊膜瘘口以及

硬脊膜外神经根袖套附近的小血管团。 

结果  术后随访 3 个月至半年，13 例患者的

肌力、感觉及括约肌功能均有不同程度恢

复。 

结论  由于本病的临床表现常不具有特异性，

所以部分病例的诊断相当困难。本病预后和

病程长短、术前神经功能损伤程度及治疗方

法直接相关。全脊髓血管造影早期明确诊断

及正确治疗是治疗本病的关键。SDAVF 瘘口

夹闭术要将瘘口精确定位。确认瘘口及引流

静脉后，在穿硬膜处与扩张的冠状静脉丛之

间将引流静脉电灼切断，随后将硬膜处的瘘

口电灼。 

 
 
PO-2060 

O-arm 引导的脊柱内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疗效研究：460 例脊柱内镜手术经验分享 
 

朱宏伟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脊柱内镜即经皮内窥镜腰椎间盘切除术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

omy,PELD）是一种较新的微创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手术方法，本研究对 O 型臂（O-Ar

m）引导下经皮脊柱内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术后患者进行随访，观察其疗效。 

方法  2013 年 1 月至今脊柱内镜手术 460

例，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

core, VAS）及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Os

westry disability index, ODI）评估患者术后

疼痛、功能改善等。 

结果  患者术前 VAS7.5±1.2，ODI（%）62.7

±16.0，术后 6 个月 VAS1.6±1.9，ODI（%）

32.1±24.3，治疗效果明显，无严重并发症发

生，轻微并发症随访期间恢复。 

结论  O 型臂引导下脊柱内镜是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安全、有效的微创手术方式。神经外

科医生在微创脊柱领域大有可为。 

 
 
PO-2061 

脊髓髓内肿瘤显微手术治疗 
 

高文伟 田恒力 郭衍 陈世文 王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探讨脊髓髓内肿瘤显微手术方法技巧及

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经显微手术切除 16 例脊髓髓内肿瘤 

的临床资料及随访结果。 

结果  本组 15 例髓内肿瘤，全切 10 例，大部

分切除 3 例，部分切除 2 例。室管膜瘤 6 例

均全切，术后脊髓功能均为 McCormickⅠ

级。星形细胞瘤 3 例，次全切除 1 例，部分

切除 2 例，其中 2 例术后脊髓功能无明显变

化，1 例死于术后感染。脂肪瘤 2 例次全切

除，术后脊髓功能恶化。血管母细胞瘤 2 例

全切，1 例术后脊髓功能好，海绵状血管瘤 2

例全切，术后脊髓功能改善。恶性神经鞘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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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全切，预后好。术后随访平均 1．35

年，好转 7 例，不变 5 例，恶化 2 例，1 例死

亡。 

结论  显微手术切除是治疗脊髓内肿瘤的重要

方法，术前脊髓功能 McCormick 评级是决定

手术方案，判断预后的重要因素。 

 
 
PO-2062 

荧光素钠在脊髓髓内肿瘤术中切除的应用 
 

孙振兴 王贵怀 王劲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外科 102218 

 

目的  研究荧光素钠在脊髓髓内室管膜瘤手术

治疗的应用。 

方法  回顾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外科自 201

4 年 12 月 8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收治并

有效随访的 83 例脊髓肿瘤患者纳入本研究，

其中经病理证实的脊髓室管膜瘤 56 例，患者

均行术前 MRI 平扫和增强，观察肿瘤部位、

大小和侵袭范围，患者术中麻醉前 30 分钟均

行荧光素钠静脉内注射（3-4mg/kg），术中

进行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分别在传统白光

模式和荧光素钠模式下显影肿瘤，两种模式

交替使用切除肿瘤，肿瘤切除后在两种模式

下分辨肿瘤残留情况，术后 10 天和 3 个月患

者均在本院行 MRI 平扫和增强检查，观察肿

瘤切除和残留情况。术后疗效随访根据脊髓

功能状态 McCorMick 分级进行评估。随访期

3 个月。 

结果  56 例患者中，男性 39 例，女性 17

例，年龄 31 岁~65 岁（平均 43.5±4.2 岁）。

肢体麻木 53 例，肢体肌力下降 46 例（Ⅱ级~

Ⅳ级），瘫痪 5 例（突发瘫痪 2 例），呼吸

障碍 4 例，大小便功能障碍 12 例。术前 Mc

Cormick 脊髓功能评分Ⅰ级 2 例、Ⅱ级 21

例、Ⅲ级 24 例、Ⅳ级 9 例。MRI 表现为颈髓

43 例，胸髓 9 例，终丝室管膜瘤 4 例，侵袭

范围：1~2 节段 6 例，3~4 节段以上 26 例，

5~6 节段以上 13 例，7 个节段及以上 11 例，

合并脊髓空洞 45 例，其中 7 例出现髓内肿瘤

卒中。给予肿瘤镜下全切除，荧光模式下证

实肿瘤实体切除处无显影但头/尾端可见显影

11 例。术后 3 个月 McCormick 脊髓功能评分

Ⅰ级 34 例、Ⅱ级 12 例、Ⅲ级 6 例、Ⅳ级 4

例。术后 3 个月随访 MRI 未见肿瘤残留和复

发。 

结论  荧光素钠可用于脊髓内室管膜瘤手术治 

疗，有助于肿瘤全切除和发现术中肿瘤残

留。 

 
 
PO-2063 
O-arm guied percutaous discectomy for l
unbar herniation and lujubar stenosis 
 

Zhu Hongwei,马凯 Kai Ma,胡永生 Yongsheng Hu,陶

蔚 Wei Tao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outcomes after O
-arm guided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
ar discectomy for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nd 
lumbar stenosis.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460 people with lu
mbar disc herniation or stenosis after surger
y of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
tomy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Using V
AS and Oswestry dsasbility index evaluated 
the pain and function improvements after sur
gery.  
Results  Preoperative VAS scores were 7.5
±1.2 and ODI(%) scores were 62.7±16.0.Pos
toperative 6 months VAS scores were 1.6±1.
9 and ODI(%) scores were 32.1±24.3,which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No serious 
complications occurred and a few short-term
 complications were cured.  
Conclusion  O-arm guided Percutaneous e
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 is an efficient 
and safe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for lumb
ar disc herniation and lumbar stenosis. O-ar
m can give special intraoperative information
 than 
C-arm.  
 
 
PO-2064 

颈前外侧入路手术治疗颈椎椎管内外神经源

性肿瘤 

 
寿佳俊 车晓明 顾士欣 刘晓东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总结颈前外侧手术入路治疗颈椎椎管内

外肿瘤适应征、方法和操作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总结作者 2010 年 1 月至 20

15 年 6 月收治的 15 例经前外侧入路手术的

颈段椎管内外肿瘤患者的适应症、操作方

法、手术疗效及注意事项。 

结果  15 例病例中，12 例为一期手术，2 例

为计划性二期手术，1 例为外院手术后残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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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15 例肿瘤均获全切除。其中 3 位患者

有颈项部感觉异常，1 位患者新出现患侧上臂

内侧麻木症状。所有患者获得临床随访，平

均随访 12 个月。随访患者 MRI 复查未见肿瘤

复发。 

结论  采用颈前外侧入路及正确的操作方法，

对于治疗位于椎间孔内、硬脊膜外并向椎体

前外侧生长的椎管内外肿瘤可行，且临床疗

效佳。 

 
 
PO-2065 

Chiari 畸形的手术治疗 
 

陈陆馗 郭晓远 吴小涛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 Chiari 畸形的手术治疗方式。  

方法  近 2 年确诊 Chiari 畸形 8 例，采取后颅

窝减压硬脑膜扩大修补 5 例，采取单纯后颅

窝骨性减压 2 例，采取后颅窝减压联合空洞

引流及枕颈融合 1 例。  

结果  7 例小脑扁桃体下疝至 C1 水平，无空

洞形成，治疗效果良好。另 1 例为 20 岁女

性，因进行性呼吸障碍伴四肢麻木无力收入

院。MRI 发现小脑扁桃体下疝至 C2 水平，C

1-5 脊髓空洞，齿状突后倒致延髓腹侧受压成

角。入院后行后颅窝枕骨大孔区减压，切除

C1-2 椎板，切开硬膜，显微镜下对双侧紧密

粘连于小脑扁桃体的后组颅神经及 C1-2 神经

根进行锐性松解，直至小脑扁桃体回缩复

位，探查中央管上口闭锁未见脑脊液流出，C

1 背侧软脊膜透明隐约可见其内空洞，神经电

生理监测下纵向锐性切开 C1 背侧中线 2m

m，见脑脊液流出，但空洞未见明显缩小，取

短 T 型管作空洞引流并软膜缝线固定。硬膜

扩大修补后，行后路枕颈植骨融合内固定

术。术后随访后颅窝容积明显扩大，小脑扁

桃体下疝及颈髓空洞消失，齿状突对延髓腹

侧压迫成角的情况明显改善。  

结论  我们认为，对 Chiari 畸形症状较轻的患

者，采取单纯后颅窝骨性减压或后颅窝减压

并硬脑膜扩大修补，可获得满意疗效。对复

杂 Chiari 畸形采用后颅窝减压神经松解并空

洞引流及枕颈植骨融合固定，手术效果良

好，安全性高，值得推广。  

 
 
 
 

PO-2066 

Dyna CT 结合 ICG 在硬脊膜动静脉瘘手术治

疗中的作用及体会 
 

韩国胜 王来兴 李强 方亦斌 

上海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探讨 Dyna CT 及 ICG 在硬脊膜动静脉

瘘(SDAVF)治疗中的作用及手术治疗体会. 

方法  选取近 7 年我院硬脊膜动静脉瘘(SDAV

F)45 例，术前均行脊髓造影并 Dyna CT 三维

重建瘘口与脊柱骨性标志的位置关系,术中行 I

CG 造影再次确认瘘口,切断瘘口后并再次行 I

CG 造影确认引流静脉不显影. 

结果  分别经全椎板人路(15 例)及半椎板人路

(30 例),紧靠硬脊膜下电凝并切断瘘结构向脊

髓表面的引流静脉,术后患者均于刀口拆线后

复查造影,证实脊髓表面引流静脉未再显影,瘘

消失，患者症状明显改善，术后 3 个月脊髓

MRI 检查及 6 个月脊髓造影复查，5 例复发，

其他均未见症状复发。 

结论  术前 Dyna CT 确定瘘口位置并结合术

中 ICG 造影可以准确定位瘘口,可增加手术成

功率及安全性,是治疗本病的首选方法。 

 
 
PO-2067 

酷似神经鞘瘤的孤立性髓外硬膜下转移瘤的

临床特征 
 

范存刚 张庆俊 王栋梁 周景儒 焦风 刘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椎管转移瘤绝大多数发生于硬膜外，偶

见于髓内，位于髓外硬膜下者罕见。现结合

本科最近遇到的酷似神经鞘瘤的孤立性髓外

硬膜下转移瘤的典型病例结合相关文献对此

类疾病的临床和影像学特点、诊断和治疗策

略进行探讨。 

方法  ①病例 1 患者男，49 岁，主因“左下肢

痛伴无力 2 月余，排尿困难 2 周”以“胸 12~腰

1 髓外硬膜下占位”收入院。胸腰椎 MRI 检查

显示胸 12~腰 1 髓外硬膜下等 T1 等 T2 病

变，边界清楚、均匀强化，硬膜无强化，考

虑神经鞘瘤可能性大。术中见肿瘤灰红色腊

肠状，血供丰富，背侧光滑、边界较清，腹

侧与脊髓圆锥粘连紧密并包绕多条神经根。

术后病理考虑为髓母细胞瘤。随后头颅 MRI

发现右小脑半球近蚓部处直径约 2cm 占位，

手术切除后病理与上述一致。②病例 2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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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47 岁，主因“间断性胸背部疼痛、麻木伴

左下肢无力 6 周”入院。既往 7 年前有“肺癌脑

转移”病史，规律化疗后肺部及脑部病灶均消

失。此次头颅及全椎管 MRI 检查仅见胸 9-10

髓外硬膜下等 T1 稍高 T2 信号的孤立性占

位，边界清晰，均匀强化，硬膜无强化。术

中见灰红色肿瘤，血供丰富，背侧边界较

清，腹侧与脊髓粘连紧密并包绕多条神经

根。术后病理回报为中-低分化印戒细胞癌。

③对 PUBMED、CNKI、万方、维普等数据

库对相应关键词进行系统地文献检索。 

结果  结合此两例髓外硬膜下转移瘤及相关文

献的系统检索和复习，认为如下临床特征对

本病诊断有一定价值：①患者病程相对较

短，多在 1~3 个月内，提示肿瘤生长较快、

病变进展迅速；②患者多以神经根痛的“刺激

性”症状起病，但病变常累及多条神经根，故

神经根痛的范围较神经鞘瘤广泛；③麻木和

肢体力弱等“破坏性”症状出现较早；④好发于

脊髓圆锥部位的髓外硬膜下腔，半数以上患

者可有二便功能障碍。 

结论  椎管转移瘤绝大多数发生于硬膜外，偶

可见于髓内，位于髓外硬膜下腔的孤立性转

移瘤罕见，易于漏诊和误诊。MRI 显示髓外

硬膜下、等 T1、等或稍高 T2 信号病变，边

界清晰且明显强化，邻近硬脊膜无强化；该

影像学特征难以与髓外硬膜下神经鞘瘤相鉴

别。但对于病程较短、早期出现“破坏性”症状

的髓外硬膜下病变应考虑转移瘤可能，尤其

是既往有肿瘤病史且术中发现病变与脊髓粘

连紧密和/或包绕多条神经根者更应考虑转移

瘤可能，应及时行冰冻病理检查且在神经电

生理监护下切除肿瘤，必要时术后予以局部

放疗，以改善预后。 

 
 
PO-2068 

脊柱脊髓疾病围手术期的疼痛管理及意义 
 

寿佳俊 车晓明 金昱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评估脊柱脊髓疾病患者术后疼痛情况，

改进疼痛控制方法，改善患者术后疼痛，提

高术后康复质量。 

方法  前瞻性分组研究，将 50 例患者分为常

规术后疼痛控制组（常规组），以及术中强

化镇痛、关闭切口时局麻浸润加术后加强镇

痛组（强化组），评估 2 组病人的疼痛程

度、持续时间、早期活动情况、住院天数和

康复信心强度。 

结果  常规组 25 人，其中 2 人无法耐受加强

镇痛治疗剔除，强化组 25 人。2 组病人中疼

痛总持续时间无显著差异，但强化组术后即

刻和术后首日的疼痛强度明显下降。强化组

患者早期的康复活动意愿和信心增加，活动

强度和频率上升。强化组的平均住院时间缩

短。 

结论  脊柱脊髓疾病围手术期的强化疼痛管理

和控制，可以明显减轻患者术后疼痛强度，

提高患者信心，改善术后康复质量，并缩短

住院时间。 

 
 
PO-2069 

椎板回植椎管成形术在显微镜下切除胸椎椎

管内肿瘤  
 

孙卫 

江西省人民医院 330006 

 

目的  胸椎椎板切除并回植椎管成形术在椎管

内肿瘤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3 月 2016 年 3

月，总结 6 例胸椎椎管肿瘤患者手术中采用

后路切开铣刀铣开椎板，显微镜下切除椎管

内肿瘤后原位回植截骨，并使用钛片固定，

完成胸椎椎管的成形。 

结果  随访 3 ～ 12 个月，复查 X 线及 MRI 

检查椎板回植后达到解剖复位，未见回植椎

板移位几塌陷等，未发现椎管狭窄及椎管瘢

痕粘连压迫硬膜等手术后并发症。 

结论  显微镜下切除胸椎椎管内肿瘤，并使用

钛片钛钉固定游离椎板技术简便、 安全。 

 
 
PO-2070 

术中唤醒联合神经电生理监测在脊髓髓内肿

瘤切除术中的应用 
 

陈陆馗 郭晓远 易国庆 苗伟 游洋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术中唤醒联合神经电生理监测在脊

髓髓内肿瘤显微手术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两年 12 例脊髓髓内肿瘤

的临床资料，均行显微手术切除，术中唤醒

联合体感诱发电位和肌电图监测辅助肿瘤切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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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星形细胞瘤 5 例，室管膜瘤 4 例，畸胎

瘤 3 例。肿瘤全切除 10 例，次全切除 2 例。

术前运动功能及括约肌功能障碍者获得不同

程度的改善 7 例，无变化 4 例，死亡 1 例

（颈髓 1-4 扩展至延髓恶性胶质瘤）。  

结论  术中唤醒联合神经电生理监测辅助显微

手术是脊髓髓内肿瘤的有效治疗方法，可最

大程度地保护神经功能并提高肿瘤全切除

率。  

 
 
PO-2071 

椎管内海绵状血管瘤的诊断和治疗 
 

寿佳俊 车晓明 顾士欣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椎管内海绵状血管瘤是较少见的疾病，

本文主要总结其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探

讨其诊断及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从 2

005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24 例椎管

内海绵状血管瘤（其中脊髓内 17 例，硬脊膜

外 7 例）的病史特点、影像学表现、诊断和

鉴别诊断、治疗方法和注意事项等。 

结果  24 例患者（其中脊髓内 17 例，硬脊膜

外 7 例）术前均行磁共振检查，并获手术治

疗，24 例海绵状血管瘤均获手术全切除。24

例患者术后近期神经系统状况不变或改善，1

1 例病例获随访，随访时间为 4～60 个月，

平均为 18 个月。未发现病灶复发、症状再次

出现或加重。 

结论  椎管内海绵状血管瘤的临床表现为肢体

感觉、运动及括约肌功能障碍。髓内病例主

要是由于病灶反复出血、扩大所引起的脊髓

损伤或是急性血肿形成的占位效应所致，也

与反复少量出血、吸收导致脊髓微循环失调

引起的脊髓功能障碍有关。硬脊膜外海绵状

血管瘤则常常是由于病灶出血对脊髓的压迫

和对脊髓神经根的刺激所致。脊髓内海绵状

血管瘤的病程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可以分为

波动型、进展型、急性发作型。磁共振是其

首选的检查手段，髓内病例可见特征性的“铁

环”或“牛眼”征。出血量较大的髓内病例和硬

脊膜外病例需注意鉴别诊断。髓内病例应选

择恰当的手术时机，并采取适当的手术策

略，在最小损伤的前提下全切病灶。硬脊膜

外病例一经发现应尽早手术切除。影响病人

手术效果和预后的重要因素除了病灶的部

位、大小、手术时机、手术技巧和切除程

度，还与术前的神经功能状况及功能受累时

间有关。 

 
 
PO-2072 

复杂的儿童脊髓脂肪瘤的诊断与治疗 
 

王刚 何俊平 高喆 钱静 祝永杰 邱德智 郑雷 王新法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复杂的儿童脊髓脂肪瘤的诊断方

法，以及手术治疗的要点。 

方法  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科共

收治复杂的儿童脊髓脂肪瘤病例 149 例，均

经 MRI 检查明确诊断，全部病例行脊髓脂肪

瘤全/次全切除+神经基板重建手术治疗。 

结果  本组 149 例患儿中男 85 例，女 64 例，

年龄跨度为 1 天至 3 岁 9 月，多数病例（138

例）是因出生时发现腰骶部异常包块、赘生

物或毛发而就诊，少数病例（10 例）以足部

畸形就诊。全部病例均行神经系统 MRI 检

查，以明确诊断并除外相关并发症。在术前

影像上，根据脂肪瘤与脊髓、圆锥、神经根

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三类，即背侧型、过渡型

和混杂型，且术中均得以证实。在神经电生

理监测的辅助下，术中精确辨别脂肪瘤、脊

髓及神经以及两者之间的神经基板，行脂肪

瘤全/次全切除+神经基板重建手术，并扩大修

补硬脊膜囊。术后长期随访患儿一般情况及

神经功能，所有患儿术后恢复顺利，未见神

经系统症状或体征有加重或恶化的病例。术

后 MRI 复查显示硬膜囊得到有效重建，脊髓/

硬膜囊之比小于 30%者共 39 例。 

结论  儿童脊髓脂肪瘤可经 MRI 确诊并分型，

术中仔细分辨神经组织和脂肪瘤之间的界限

对于提高手术精准度和保留神经功能有重要

意义。硬膜囊扩大对于防止再栓系有重要意 

义，但还需进一步随访及研究。 

 
 
PO-2073 

伴有椎体压缩的低龄儿童椎管内外肿瘤的手

术治疗 
 

王刚 何俊平 高喆 钱静 祝永杰 邱德智 郑雷 王新法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报告一例伴有椎体压缩的低龄儿童椎管

内外肿瘤的手术治疗效果。 

方法  我科收治一例低龄儿童椎管内外肿瘤的

病例。患儿女，年龄 3 岁 6 月，主因“双下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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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 10 余天、乏力伴大小便失禁 7 天”入

院。经胸腰椎 MRI 检查发现胸 11-腰 1 脊柱

左侧占位伴椎管内异常信号，胸 11-腰 1 椎

体、附件异常信号改变，胸 12 椎体病理性压

缩性骨折，局部与左肾分界不清。入院时查

体发现双下肢肌张力低，肌力 0 级，痛温觉

检查不能合作，双膝腱、跟腱反射未引出，

双侧巴氏征未引出。该病例行手术治疗，术

中先行椎管内肿瘤切除，发现该肿瘤呈鱼肉

样，血供丰富，经快速病理检查证实为恶性

肿瘤，遂未再行椎管外肿瘤切除，给予后路

椎弓根螺钉固定，在 T10,11 和 L1,2 植入椎

弓根螺钉。 

结果  术后病理学检查确诊为内胚窦瘤。术后

患儿手术切口愈合良好，双下肢肌力恢复至

Ⅱ级，即转入血液肿瘤科行进一步化学治

疗。复查 X 片显示椎弓根螺钉在位，MRI 显

示椎管内肿瘤全切除，脊髓压迫已解除。现

正在治疗及随访中。 

结论  对于伴有椎体压缩的儿童椎管内外肿

瘤，一期行肿瘤切除+脊柱内固定手术可作为

首选治疗方案。术中快速病理结果对于肿瘤

切除的方案有指导意义。 

 
 
PO-2074 

马尾神经上皮样囊肿并胶质异位 
 

陈陆馗 郭晓远 吴国建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患者为中年女性，以双下肢剧痛难忍就诊。

体检发现双下肢感觉减退，肌力正常，大小

便无障碍，无发热。MR 检查显示圆锥下方马

尾神经占位，包膜完整，其背侧可见腊肠样

肿物，未见强化，肿物上方与马尾神经相

连。常规 L2-4 椎板成形，切开硬膜后发现实

质性腊肠样灰色肿物，其上方与马尾神经相

连。将该肿物向一侧牵开，可见肿物腹侧占

位性病变，表面众多神经根丝粘着，包膜完

整，切开包膜可见其内珍珠光泽样层状组

织，判断为上皮样囊肿，予完全清除，包膜

也予大部分切除，保留所有马尾神经根丝，

术野氢化可的松盐水反复冲洗。活检腊肠样

灰色肿物，病理回报胶质组织，术中予妥善

保护。术后患者无运动及括约肌功能障碍，

双下肢疼痛完全消失，康复出院。 

 
 
 

PO-2075 

颈枕后路减压、固定和植骨融合治疗环枕畸

形 

 
刘伟 孙志明 

天津市环湖医院 300060 

 

目的 颈枕区包括脊髓、枕骨、环椎和枢椎及

其周围韧带等组织共同构成的解剖功能复合

体。小脑扁桃体下疝合并环枕畸形首先是解

除脊髓的压迫，其次是固定不稳定的脊柱节

段使之融合稳定。环枕型畸形包括寰枢椎脱

位、颅底凹陷及寰枕融合和等。探讨颈枕后

路减压、复位、固定和植骨融合治疗小脑扁

桃体下疝合并寰枢椎脱位的手术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分析 20 例颈枕后路减压、复位、固

定和植骨融合治疗小脑扁桃体下疝合并寰枢

椎脱位的手术治疗方法。其中，男性 14 例，

女性 6 例。年龄 13-59 岁。平均 36 岁。治疗

的病例为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合并寰枢椎

脱位 12 例、颅底凹陷 4 例、环枕融合 6 例。

手术采取部分切除下疝的小脑扁桃体，同时

行复位、固定和植骨融合手术。术中行体感

诱发电位及肌电图监测。根据日本骨科协会

（JOA）17 分评分系统和影像学改善程度评

价手术疗效。 

结果 术后影像学检查显示，16 例中钉棒内固

定系统和寰枢椎复位良好。术后临床表现均

不同程度好转，1 例术后 20 天出现心肌梗死

死亡。术后平均随访 12 个月（4-24 个月），

JOA 评分为(15.48±2.63)，与手术前评分(9.3

2±2.35)相比有显著差异。（t<0.01）。 

结论 对小脑扁桃体下疝合并环枕畸形经颈后

路切除部分下疝的扁桃体，同时对环枕部畸

形进行钉棒固定，术中辅以电生理监测，解

除了神经功能缺损同时，维持环枕部的稳定

性，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 

 
 
PO-2076 

钉棒固定在椎管内外沟通神经鞘瘤手术的应

用 

 
刘伟 

天津市环湖医院 300060 

 

目的 椎管内外沟通肿瘤约占椎管内肿瘤的 1

5%，以神经源性肿瘤为主，肿瘤通过椎间孔

沟通椎管内外，约半数以上肿瘤会引起椎体

及其附件骨质破坏。评价通过钉棒固定在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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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外沟通神经鞘瘤手术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 例脊柱椎管内外沟通神经

鞘瘤，男 6 例，女 4 例，年龄 16～55 岁，平

均 35.5 岁；颈段 4 例，颈胸段 3 例，胸段 3

例。肿瘤均为髓外硬膜下神经鞘瘤，并且沿

着椎间孔向椎管外生长。手术均行后路正中

切口。术中见肿瘤位于髓外硬膜下，肿瘤破

坏了椎间孔，并沿着椎间孔向椎管外生长。6

例的椎管外部的肿瘤均大于椎管内的肿瘤。

打开椎间孔、部分侧块和部分关节突，在显

微镜下将肿瘤分块全切，同时行相应节段椎

体固定融合手术，以维持脊柱的稳定性。钉

棒固定在颈椎的固定手术选择侧块固定，胸

椎的固定手术选择椎弓根固定。固定的节段

为 3-4 个节段。固定材料均为钛钉棒系统，

并行关节突间植骨融合。术中电生理监测肢

体的体感、运动和肛门括约肌。 

结果 10 例肿瘤在显微镜下全切除。经术后病

理证实：神经鞘瘤。在本组病例中，10 例在

切除肿瘤后行椎体固定融合手术。病人术后

神经功能症状均明显改善。随访 4-12 个月，

平均随访期 8 个月。随访复查 MRI 观察肿瘤

有无复发，复查 X 线片，无内固定物脱落及

断裂现象，无脊柱滑脱、后凸及侧弯畸形。

术后 JOA 评分改善率为 75%。 

结论 椎管内外沟通肿瘤手术过程中，在显微

镜下切除肿瘤，最大限度保留脊髓的神经功

能。肿瘤破坏了椎间孔、部分侧块结构，肿

瘤切除后，影响到脊柱稳定性，钉棒固定融

合，以维持脊柱稳定。术中电生理实时监测

脊髓功能，利于脊髓神经的保护。 

 
 
PO-2077 

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手术方式的疗效分析 
 

贾云峰 高海亮 张远征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716000 

 

目的 探讨颈前路及颈后路两种手术入路治疗 

节段脊髓型颈椎病临床疗效及颈椎病手术入

路的选择原则。 

方法 回顾性分析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013.6-2014. 9 以来收治多节段脊髓型颈椎

病患者 39 例，其中男 23 例，女 16 例，年龄

39-75 岁，平均年龄 55 岁；2 个节段 16 例，

3 个节段 14 例，4 个节段 9 例。分为两组，

分别行不同手术入路治疗，其中小于 3 个节

段的颈椎间盘突出采用颈前路椎间盘切除植

骨融合术 16 例(A 组)、大于等于 3 个节段的

颈椎间盘突出或后纵韧带骨化受累大于等于 3

个节段采取颈椎后路“高架桥”椎管扩大成形术

12 例，全椎板切除+内固定术 11 例(B 组)。

均获得较完整随访资料，随访期最短 3 个

月，最长 9 个月。术前颈椎 X 线表现为颈椎

生理曲度减小或消失、多节段椎间隙变窄、

骨质增生；CT 显示多节段椎间盘突出或后纵

韧带骨化；MRI 显示多节段椎间盘突出，脊

髓高信号改变。收集术前、术后 5 天、1 个

月、3 个月、6 个月、9 个月临床及影像资

料，采用 JOA 评分、VAS 评分评估临床疗效

及脊髓功能改善情况。通过术后 X 片、CT 观

察术后颈椎稳定性，椎体融合及椎板骨质愈

合情况。 

结果 所有 39 例患者均获完全随访。颈椎前路

及后路手术后患者自觉临床症状及 JOA 评

分、VAS 评分均较术前明显改善。A 组的 JO

A 评分改善率为 62. 29， B 组为 54. 65。两

组结果差别无统计学意义(CP>0.05). 

结论 1.脊髓型颈椎病前、后入路均可明显改

善患者临床症状，是治疗脊髓型颈椎病有效

的手术方式，两种术式对于患者 JoA 改善率

结果未见明显差别。2.脊髓型颈椎病手术入路

的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脊髓受压的部位，

节段的长短、力线情况、骨性椎管的大小等

因素均应考虑。对于颈椎受累节段大于或等

于 3 个节段患者选择后路手术效果较为理

想，对于颈椎间盘突出小于 3 个节段患者前

路手术效果较为理想。3.在前后路手术均适合

的情况下，选择前路可能在改善患者根性症

状方面优于后路。 

 
 
PO-2078 

显微镜下颈前路手术治疗颈椎病的疗效分析 
 

贾云峰 苏龙 高海亮 张远征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716000 

 

目的 探讨显微镜下颈椎前路手术治疗颈椎病

的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013. 

6-2014. 9 以来收治的颈椎病患者 63 例。选

择在显微镜下采用经颈椎前路椎体次全切减

压、钛笼置入融合固定术或颈椎间盘切除减

压 cage 置入内固定术治疗。包括单节段单纯

椎间盘切除+cage 内固定 20 例，两节段椎间

盘切除+cage 内固定 28 例，三节段椎间盘切

除+cage 内固定 4 例，一节段椎体切除+椎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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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切除 11 例。术后定期随访，采用日本矫形

外科学会评分系统（JOA）评分法分别对患

者术前和术后末次随访时脊髓功能进行评

分，并计算神经功能改善率，以此评定显微

镜下经颈椎前路手术的临床疗效。 

结果 63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其神经功能改善

情况为优 38 例，良 20 例，可 5 例，优良率

92%，各椎间隙组间优良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各椎间隙组内患者术后末次随访 J

OA 评分均高于术前（均 P 小于 0.05）。 

结论 显微镜下经颈椎前路手术治疗颈椎病安

全有效，术中创伤小，出血少，减压彻底，

术后恢复快，可早期下床活动，治疗效果满

意。 

 
 
PO-2079 

硬脊膜夹层囊肿：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贾云峰 苏龙 高海亮 张远征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716000 

 

目的 提高对硬脊膜夹层囊肿的诊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011. 6-2014. 9 以来收治的硬脊膜夹层囊肿

患者 4 例，利用显微镜下半椎板开窗小切口

暴露大部分囊肿壁，切除囊肿外壁，于神经

根袖套区域探查硬膜裂孔。显微缝合硬膜裂

孔，并用肌肉浆和生物胶封堵裂孔。 

结果 术后患者双下肢肌力明显改善，复查时

V 级。术后 VAS 评分 1-2 分。 

结论 显微镜下半椎板开窗小切口探查囊肿硬

膜裂孔，严密封堵瘘口是手术的关键。4 例患

者均发现囊肿位于神经根袖套根部与蛛网膜

下腔相通的瘘口存在，提示囊肿形成的机制

可能是由于在肢体活动度较大或受到撞击

时，神经根受到牵拉，可能引起该神经根袖

套处硬膜内层出现裂隙。 

 
 
PO-2080 

“高架桥式”椎管扩大成型术治疗多节段脊髓

型颈椎病 
 

贾云峰 田德洲 苏龙 高海亮 张远征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716000 

 

目的 探讨“高架桥式”椎管扩大成型术式治疗

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优点。 

方法 选择我院自 2013 年 12 月至 2015 年 6

月采用“高架桥式”椎管扩大成型术治疗的多节

段脊髓型颈椎病 12 例，均为大于等于 3 个节

段的颈椎间盘突出或后纵韧带骨化受累大于

等于 3 个节段,均采取颈椎后路“高架桥”椎管

扩大成形术。所有病例生理曲度无明显异

常。采用俯卧位，头架固定头部，后正中入

路，两侧显露至小关节突外缘，用超声切骨

刀离断双侧椎板根部，将椎板连同黄韧带一

块从硬脊膜剥离并取下。将长度为 5-7mm 的

二孔钛连接片预制成“z”型，再用钛钉固定在

椎板断端及侧块上。椎管扩大的范围应跨越

狭窄部位上下各一个节段，这样就防止脊髓

在扩大节段处形成的“弯折”。 

结果 术后所有病例复查颈椎 CT 椎管扩大前

后径约 3-5mm。复查 MRI 示病变节段硬脊膜

受压明显改善。术后 JOA（日本矫形学会）

评分提高 2-5 分，改善率大于 60%。 

结论 “高架桥式”椎管扩大成型术式避免了单

开门或双开门术式门轴侧的神经根刺激症

状，且可使肌肉重新获得附着点，不破坏脊

柱的稳定性；它可保持颈椎运动的正常生理

功能。对多节段脊髓型颈椎病，或伴有不同

程度的后纵韧带骨化，生理曲度无明显异

常，对病变累及 3 个以上节段的脊髓型颈椎

病是一种很好的术式选择。 

 
 
PO-2081 

椎管内罕见肿瘤的临床病理特点及显微手术

疗效分析（附 14 例报道） 
 

郭付有 刘献志 宋来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总结椎管内罕见肿瘤的临床病理特点及

显微手术治疗体会，以期提高椎管内少见疾

病的临床诊治水平。 

方法  对 2011 年 6 月-2016 年 6 间经本人显

微手术治疗 300 余例椎管肿瘤患者的临床资

料进行分析，其中对术前误诊的罕见椎管肿

瘤进行回顾性总结。本组患者男性 10 例，女

性 4 例，年龄 6-63 岁；术前临床表现：不同

部位疼痛 8 例，不同程度肢体活动障碍 8 例

（包括截瘫 2 例），感觉异常 6 例，排尿困

难 1 例。肿瘤部位：颈段 2 例，胸段 6 例，

腰段 1 例，颈段+胸段 4 例，胸段+腰段 1

例，其中硬脊膜外 3 例，髓内 10 例，髓外硬

膜下 1 例。 

结果  本组罕见肿瘤术前均全部误诊，误诊率

为 100%；术后病理类型包括：多形性胶质母

细胞瘤（GBM）4 例、滑膜肉瘤、尤文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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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PNET）、骨母细

胞瘤、碰撞瘤（C2-3 髓内室管膜瘤 II 级+T11

-12 脊膜瘤）、黑色素瘤、转移瘤、恶性神经

纤维瘤病、浆细胞骨髓瘤、髓内神经鞘瘤各 1

例，其中滑膜肉瘤和尤文肉瘤经分子病理 FIS

H 染色得以确诊；本组肿瘤全切 12 例（全切

率 85.7%），次全切 2 例，无死亡患者；本

组良性肿瘤 1 例，恶性肿瘤 12 例，良性+恶

性肿瘤 1 例，其中恶性肿瘤发生率高达 85.

7%，恶性肿瘤最常见的病理类型是 GBM，

发生率高达 28.57%；随访 1-24 个月，术后

疼痛及麻木症状改善明显，但瘫痪肢体肌力

改善不显著。  

结论  椎管内罕见肿瘤以恶性肿瘤为主，尽早

显微手术不仅可以减压保护脊髓神经功能，

而且可以明确病理诊断指导后期规范化治

疗。  

 
 
PO-2082 

脊髓栓系综合征的胚胎发生学分型和神经电

生理监测下松解术 
 

王杭州 1 陈民 1 周幽心 2 冯鸣 2 

1.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栓系综合征的胚胎发生学分类

与神经电生理下松解术。 

方法  回顾分析 817 例儿童及成人型脊髓栓系

患者的病因，按胚胎发生学进行分类及神经

电生理下进行松解治疗的经过。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817 例脊髓栓系患者，其 

中儿童 802 例，成人 15 例。 按胚胎发生学

分类，共分为 6 个亚型：1.神经管闭合失败：

脊髓脊膜膨出和无脑畸形；2.分离不全畸形：

皮肤窦道、假性脊膜膨出和脊膜膨出；3.分离

不良畸形：脊髓脂肪瘤；4.原肠胚形成障碍引

起的畸形：脊髓纵裂畸形（SCMs）；5.尾细

胞群或二次神经胚失调导致的畸形：终丝增

粗，脊髓囊肿样突出，Currarino 三联征；6.

尾神经轴发育障碍引起的畸形：骶尾部发育

不全。均经过神经电生理监测下显微手术治

疗。术后评估双下肢及大小便功能。815 例患

者术后功能改善或稳定，2 例患者术后出现新

发的神经功能损伤表现。 

结论  运用脊髓栓系综合征的胚胎发生学分类

方法与神经电生理下的松解技术，可以较为

彻底地松解栓系，减少术中神经损伤的可能

性。  

PO-2083 

硬脊膜动静脉瘘的手术以及介入治疗 
 

卞立松 张鸿祺 王志潮 叶立双 李桂林 何川 何远东 马

永杰 任健 

北京市海淀医院 100080 

 

目的  评价硬脊膜动静脉瘘(SDAVF)手术治疗

以及血管内治疗的有效性；复发率；以及相

关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市海淀医院自 2013 年

5 月至 2014 年 7 月确诊的 38 例经脊髓血管

造影明确诊断的硬脊膜动静脉瘘患者。其中

男性 31 例，女性 7 例。平均年龄 55.35 岁。

治疗策略包括传统手术治疗以及血管内栓塞

治疗。我们对这些患者进行长期随访，比较

两种治疗方式的有效性；复发率；以及并发

症情况。 

结果  38 例患者中 8 例患者行血管内介入治

疗，其中 5 例（62%）患者术后临床随访（A

LS 阿米诺夫评分）症状明显改善；1 例（1

3%）患者术后临床症状加重；2 例（25）患

者症状好转后加重，经影像学检查证实复

发，转手术治疗。栓塞组患者未出现明显治

疗相关并发症。32 例患者行手术治疗，包括

栓塞后复发的 2 例患者，其中 22 例（69%）

患者术后临床随访症状明显改善；4 例（1

2%）患者术后临床症状加重；6 例（19%）

患者术后症状无明显变化。手术组患者 1 例

（3%）出现硬膜外血肿，1 例（3%）出现切

口感染，其余患者无治疗相关并发症。手术 

组患者随访一年未发现复发情况。 

结论  手术以及介入治疗均是治愈硬脊膜动静

脉瘘的有效方式，手术治疗较介入治疗复发

率低，但并发症高。 

 
 
PO-2084 
The Challenge of “Subpial”Spinal  Lipom
a 
 
Wang Hanbin,Su Yibing,Jin Bo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100035 
 

Since the first reported case of spinal lipoma
 by Gowers in 1876, reports trying to elucidat
e the proper management of this disorder we
re frequently found in literatures. However, a
s for the lack of knowledge of natural history 
and what underlines this entity, there are still
 lots of controversies. The fact that a total re
moval lipoma is optimistic and don’t ha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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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asionally. The spinal lipoma was classifie
d in several ways, while those without dysra
phisms were taken as a stand alone group, a
mong which the so called “subpial” spinal lip
oma was thought as the toughest one to han
dle for its intimacy with spinal cord that some
time was taken as intramedullary tumor whic
h has no boundaries with the cord. We hereb
y present six cases of spinal lipomas without
 dysraphisms which came into our notice dur
ing past four years. All of these patients wer
e characterized with indefinite boundaries wit
h spine cord. We are trying to underline a pr
oper approach for management of this group
 in a combination with a review of current pu
blications. 
 
 
PO-2085 

不明原因自发性硬脊膜外出血的非手术治疗 
 

彭林 陆云涛 王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神经外科 510515 

 

目的  探讨不明原因自发性硬脊膜外出血非手

术治疗的安全性、可行性和效果。  

方法  选取 2000 年初至今在南方医院住院，

经血液检验、MR、CT、DSA 等检查原因不

明的自发性硬脊膜外出血非手术治疗患者，

分析他们的临床资料及其转归，结合文献确

定不手术的适应证和治疗方法。  

结果  15 例患者中男性 10 例，女性 5 例。年

龄 16-68 岁，平均 35.12 岁。入院前症状与

出血部位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出血平面及以

远的肢体与躯干麻木、感觉减退，肢体无力

或/和大小便障碍。多急性起病，病程常在 24

小时内，个别在 25-30 天。出血部位以颈段

和中上胸段为主，少见胸腰交界或腰部。出

血累及 3-8 个椎节，平均 5.08 节。全部病例

排除外伤、血管畸形、肿瘤、炎症或血液系

统疾病。发病后 MRI 复查，早期血肿稳定，

后逐渐吸收。3 例入院时神经功能正常者病情

稳定。12 例神经功能减退者经药物、针灸、

功能训练和高压氧等治疗均有所改善，感觉

好转，肌力提升 1-2 级；随访期间 8 例功能

基本恢复正常，5 例早期在外院处理的患者还

在康复治疗、生活需要帮助。  

讨论  文献报道自发性硬脊膜外出血人群发病

率约 0.1/10 万，不到椎管内占位病变的

1%。男女比例大约 1.4:1，文献仅报道数百

例，且多为个案，鲜见 10 例以上报道。其出

血原因繁杂，部分患者找不到确切病因。既

往多主张早期手术治疗，近年来非手术治疗

者逐渐增多，部分效果良好，对于哪些患者

适合非手术治疗缺少统一标准。  

结论  根据本组的经验，结合文献认为符合下

列条件者可以酌情选择非手术治疗：1、起病

较缓慢，进展不快，神经功能损害较轻者。

2、起病急，但是进展不快，神经功能在有效

范围者（McCormic 评分 2-3 级）。3、发病

早期 MR 等检查提示血肿较薄，无继续出血

者。4、存在明显凝血功能障碍者要暂缓手

术，应该尽快纠正异常，酌情决定是否手

术。严格把握适应证，选择针对性的治疗措

施，非手术治疗也可以获得良好的结果。 

 
 
PO-2086 

腹腔镜下经腹膜后切除 Eden4 型哑铃型腰椎

神经鞘瘤 
 

徐希德 施炜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Eden4 型腰椎神经鞘瘤是一种特殊类型

的哑铃型椎管肿瘤，由于其特殊的椎管内外

生长方式使得该种类型肿瘤手术切除难度

大。本研究利用腹腔镜经腹膜后间隙前路切

除 Eden4 型腰椎哑铃型神经鞘瘤，从而探讨

这一技术的实际临床运用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年 6 月-2014 年 12 月间

3 例 Eden4 型腰椎哑铃型神经鞘瘤采用腹腔

镜下经腹膜后间隙前路微创手术切除。3 例患

者术前 MRI 均证实为 Eden4 型哑铃型腰椎椎

管肿瘤，表现为肿瘤位于椎间孔并明显向腹

膜后间隙生长，肿瘤主体位于后腹膜腔而椎

管内没有肿瘤。 

结果  本组 3 例 Eden4 型腰椎肿瘤均达到内 

镜下全切除，未发现手术脑脊液漏等相关并

发症。术后 MRI 复查均提示肿瘤全切除，对

椎管结构未造成任何影响。 

结论  对于 Eden4 型腰椎哑铃型神经鞘瘤，

传统的后方经椎板入路不仅创伤大，且位于

后腹膜腔的肿瘤暴露切除困难。腹腔镜下经

腹膜后间隙入路不仅手术创伤小，不影响椎

管的稳定性，同时内镜下切除肿瘤手术操作

空间大，术野显示清晰，可从多个角度进行

观察。腹腔镜下经腹膜后切除 Eden4 型哑铃

型腰椎神经鞘瘤其微创优越性显著，值得临

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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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87 

后颅窝小骨窗减压联合硬膜外层切开术治疗

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的临床研究 
 

刘朝晖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目的  探讨后颅窝小骨窗减压联合硬膜外层切

开术的手术方式及疗效观察。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采用显微

外科技术行小骨窗减压联合联合硬膜外层切

开术治疗 6 例合并脊髓空洞症的 Chiari-Ⅰ畸

形患者的临床资料。12 例合并脊髓空洞症的

Chiari-Ⅰ畸形患者，术前行颈部过伸位、过

屈位 CT 矢状位检查，评估寰枕交界部位骨性

结构稳定性。排除寰枢关节脱位患者 7 例，

寰枢关节稳定性好的患者 5 例入组。手术方

法：取俯卧位，头颈同轴位，术中行后颅窝

小骨窗减压，骨窗大小 3cm×2cm，打开寰椎

后弓，宽度 1.5cm。硬脑膜外层切开，切开

范围 2cm×1cm，透过内层硬膜可见下方蛛网

膜下腔有明显的脑脊液流动和小脑扁桃体搏

动。 

结果  术后随访 5 例。术后近期(6 个月内)疗

效评价，5 例均有效。术后 6 个月后复查 MR

I，有效指标有：1、延髓和上颈髓后方压迫解

除，2、小脑扁桃体下缘升至枕骨大孔以上平

面，3、脊髓空洞明显缩小或消失。 

结论  后颅窝小骨窗减压联合硬膜外层切开术

是治疗 Chiari-Ⅰ畸形并脊髓空洞症的一种有

效方法。 

 
 
PO-2088 

椎管内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附 27 例报告） 
 

李长茂 1 李振军 2,2 阎淑霞 1 付磊 2,2 赵贵福 1 

1.山西省汾阳医院 

2.山西省汾阳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椎管内肿瘤的诊断及显微治疗技

术。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2015 年经手术切除

病理证实的椎管内肿瘤 27 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  肿瘤全切除 19 例，次全切除 7 例，部

分切除 1 例；术后神经功能改善 24 例，加重

3 例。12 例行半椎板入路肿瘤切除。 

结论  MRI 是椎管内肿瘤最佳的诊断方法；显

微外科技术可提高肿瘤全切除率、减少手术

并发症。半椎板切除有利于脊柱稳定性的维

持。 

PO-2089 
Personalized 3D printed model of lumbar 
spine anatomy: a useful tool for patient s
urgical education  
 

蔡昭文 1 陈春美 1 庄源东 1 赵伟 1 CaiGangfeng1 FuC

haofeng1 ZhangWeiqiang1 WangRui1 WangChunhu
a1 ShiSongsheng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福建省神经外科研究所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3D print
ed models of lumbar spine on patient’s unde
rstanding of their conditions.  
Method  A prospective pilot study was cond
ucted, and 30 patients with a primary diagno
sis of degenerative lumbar diseases(lumbar 
disc herniation, lumbar spinal stenosis, spon
dylolisthesis) who were being considered fo
r surgical treatment were included after infor
med consent.  Patient knowledge and under
standing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3D
 model presentation.  
Result  After viewing their personal 3D lumb
ar model, patients demonstrated animprove
ment in understanding of basic lumbar and l
umbar nerve physiology by 16.7 % (p = 0.01
8), lumbar anatomy by 50 % (p = 0.026), dis
ease characteristics by 39.3 % (p = 0.068) a
nd the planned surgical procedure by 44.6 %
 (p = 0.026). 
Conclusion  Presented herein is the initial cl
inical experience with 3D printing to facilitate
 patient’s pre-sur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ir lumbar degeneration diseases  and sur
gery. 
 
 
PO-2090 

显微技术下颈前入路治疗脊髓型颈椎病的短

期疗效观察 

 
麻育源 陈书达 雷兵 王卫余 张卫华 

浙江省人民医院 310014 

 

目的  探讨颈前入路显微手术治疗脊髓型颈椎

病的疗效。 

方法  2014 年 10 月-2016-05 月采用颈前入路

显微镜下椎间盘切除减压+椎体间植骨融合+

钢板内固定术治疗颈椎病患者 39 例，其中单

节段 6 例，两个节段 17 例，三个节段 16

例。采用 JOA 评分评定脊髓型患者术前、术 

后 3 个月神经功能，评价手术效果。 

结果  患者术后神经功能均明显改善。JOA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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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术前平均 11.0 分，术后 3 个月平均 15.4

分；术后平均改善率 73.3％，有统计学意义

（P＜0.05）。1 例患者术中硬脊膜破裂。本

组无死亡、截瘫病例，无食管、气管瘘，无

神经根或脊髓损伤，无内固定物松脱、移

位，无切口感染、颈部血肿等并发症。 

结论  应用显微手术技术，经颈前入路治疗脊

髓型颈椎病，视野清晰，减压充分确切，可

避免对脊髓、神经根的手术源性损伤，同时

可恢复颈椎曲度和椎间隙高度，临床疗效满

意。 

 
 
PO-2091 

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手术治疗切开硬膜外侧

与硬膜全层切开的疗效对比 
 

韩明阳 

哈尔滨医科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150001 

 

目的  小脑扁桃体下山畸形又名（Arnold-Chia

ri）畸形，为常见的先天发育异常，小脑扁桃

体下疝畸形患者的手术方式目前各不相同，

疗效也各不相同。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又分

为四类，临床上以 I 型和 II 型常见，也根据患

者是否伴有脊髓空洞症而选择手术方式，临

床常用的手术方式为后颅窝减压术，其中在

硬膜处理方面分为硬膜全层切开和硬膜外层

切开两种方式，在这我们将探讨这两种方式

对于患者治疗效果的分析。 

方法  我们选取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患者入组 

50 例分为两组，第一组为小脑扁桃体下疝疝

到枕骨大孔缘的 22 例，在 22 例患者中 11 例

为 A 组进行硬膜全层切开，另 11 例为 B 组进

行硬膜外层切开；第二组为小脑扁桃体下疝

到第一颈椎下缘的 28 例，其中 C 组 14 例患

者进行硬膜全层切开，D 组 14 例患者硬膜外

层切开。进行评价患者恢复及并发症。 

结果  在第一组患者结果显示：A 组患者术后

症状缓解 5 例，B 组患者症状缓解为 9 例，A

组患者术后发生刀口愈合延迟为 3 例，术后

发热患者为 4 例，B 组患者术后发生刀口愈

合延迟为 1 例，术后发热患者为 1 例。在第

二组患者结果显示：C 组患者术后症状缓解 9

例，D 组患者术后症状缓解为 8 例，C 组患

者术后刀口愈合延迟为 4 例，术后发热患者

为 5 例，D 组患者刀口愈合延迟为 1 例，术

后发热患者为 2 例。 

结论  从以上四组结果显示：小脑扁桃体下疝

畸形疝到枕骨大孔缘的患者进行后颅窝减压

硬膜全层切开的术后症状缓解率与硬膜外层

切开的术后症状缓解率低；小脑扁桃体下疝

畸形疝到第一颈椎的患者进行后颅窝减压术

硬膜全层切开的术后症状缓解率与硬膜外层

切开的术后缓解率相比无统计学差异。后颅

窝减压术硬膜全层切开与硬膜外层切开相

比，硬膜外层切开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较低。 

 
 
PO-2092 

后正中入路 I 期全切除胸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

经验分享 
 

姚玉强 苏亦兵 

北京积水潭医院 100035 

 

目的 研究经后正中入路结合肋骨横突切除术 I

期切除胸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的可行性 

方法 分析我科 2012 年-2015 年收治的胸椎管

内外沟通性肿瘤 14 例，术前于 CT 工作站研

究病变范围，以多平面重建（MPR）等方法

模拟手术过程，确定切除横突及肋骨的长

度，所有患者均采用后正中入路，行病变侧

关节突关节切除及横突加部分肋骨切除术，

充分显露椎管内、椎间孔内及椎旁肿物，分

块或整块切除肿物。 

结果 14 例肿瘤纵向长度为 2.1cm～5.2cm，

平均 3.9cm，离中线最大距离为 2.4cm～4.5c

m，平均 3.8cm，其中 Eden 分型 II 型 6 例，

III 型 8 例，所有患者采用单纯后正中切口可

完全暴露肿瘤边界，并做到肿瘤全切除，术

后病理证实 4 例为神经鞘瘤，7 例为神经纤维

瘤，3 例为血管瘤，术后主要并发症为胸腔积

液（5 例），经胸腔闭式引流均得到治愈。 

结论 后正中入路结合肋骨横突切除术 I 期全

切除偏离中线 4.5cm 内的胸椎管内外沟通性

肿瘤是安全可行的。 

 
 
PO-2093 

鞍区巨大软骨样脊索瘤 1 例 

 
刘建民 张荣伟 袁绍纪 刘元钦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病例资料  患者女性，23 岁，主诉进行性头

痛、右眼失明半年，于 2006 年 11 月 26 日入

院。患者于半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头痛、头

晕，进行性加重，伴右眼视力下降并失明，

有时出现恶心，无肢体活动障碍，无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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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乳。曾在当地医院眼科诊治，效果差。2 天

前在外院查颅脑 CT 示：右颞部见一混杂密度

影，最大截面积约为 5.0cm*4.0cm，其内散

在分布、大小不一的钙化影，周围脑室及脑

池受压。为求进一步诊治来我院就诊，查颅

脑 MRI 示：鞍上及右侧鞍旁见团块状异常信

号，呈等长 T1 等长 T2 信号，形态不规则，

大小约 6.1*5.2*5.5cm，增强扫描呈不均质强

化。病灶侵入右侧海绵窦，包绕颈内动脉；

脑干受压明显，向左后移位。视交叉及垂体

柄显示不清。查视力：右眼无光感，左眼 0.

8；视野：右眼无法检查，左眼颞侧偏盲。查

垂体激素示 PRL1227.0μIU/mL（102~49

6）。查甲状腺功能示 TSH、FT3、FT4 均在

正常范围内。于 11 月 28 日在全麻下行开颅

鞍区巨大肿瘤切除术，术中见肿瘤有完整包

膜，切开包膜见肿瘤组织质脆，呈灰色鱼籽

状、胶冻状，内混有形状大小不一的骨结

构；肿瘤无血供，向鞍内延伸。大部切除肿

瘤，病变组织送病理检查。病理结果示软骨

样脊索瘤；术后 5 天复查垂体激素示 PRL563.

2μIU/mL。术后随访 5 年，肿瘤未复发。 

讨论  脊索瘤是恶性肿瘤，起源于胚胎残留的

脊索组织，生长缓慢但易局部复发，临床上

较罕见，软骨样脊索瘤则更为罕见。关于软

骨样脊索瘤的肿瘤类型仍有争议，目前定义

为脊索瘤伴明显的软骨灶。软骨样脊索瘤多

发于青年人，约占脊索瘤总数的 5%~15%，

术前难以确诊，确诊主要依靠病理检查，其

预后比普通的脊索瘤要好许多，但易局部复

发；临床上多需与软骨肉瘤鉴别。鞍区的软

骨样脊索瘤症状主要表现为视力减退、视野

缺损及垂体功能紊乱，因本例患者肿瘤巨

大，已出现了头痛、头晕、恶心等高颅压症

状。软骨样脊索瘤治疗常以手术为主，术后

进行放疗；本例患者手术成功，术后复查垂

体激素示泌乳素明显降低，已接近正常值；

随访 5 年，肿瘤未复发。 

 
 
PO-2094 

脊膜瘤的治疗特点 
 

贾文清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通过回顾性病例分析，对单中心脊膜瘤

的发病特点及治疗结果进行分析，提高对该 

疾病的理解改善治疗。 

方法  回顾性研究了 2013.1 至 2015.12 月间

在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肿瘤专业组治

疗的全部 160 例患者资料。其中新发病例 14

3 例（89%），复发病例 17 例（11%）。脊

膜瘤占同期脊髓肿瘤总病例的 9%。男性 4

5，女性 115，男女比例 1：2.55。其中发生

于胸段 94 例占总数的 60%，发生于颈段的 6

2 例占 39%，发生于腰段 4 例占 1%。所有病

例由同一组医师在电生理监测下进行显微手

术治疗。术后平均随访 18 个月。 

结果  160 例患者中 Simpson I 级切除 19 例

（12%），II 级切除 67 例（42%），III 级切

除 55 例（34%），IV 级切除 18 例占（1

1%），V 级切除 1 例（1%）。平均随访 18

个月，其中 45%患者 GOS 评分较术前提

高，48%患者与术前相近，7%患者较术前变

差。17 例复发患者的临床改善率与初发患者

无显著差异。 

结论  脊膜瘤 SimpsonIII 级以上切除是治疗并

改善预后的主要治疗手段，在切除困难时要

以保护脊髓功能为首要选择，肿瘤残留或复

发可以考虑再次手术治疗，术中电生理监测

对在脊膜瘤的手术中是必要的。 

 
 
PO-2095 

症状性成人骶管囊肿的外科治疗体会 
 

张绍辉 梁树立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48 

 

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成人症状性骶管囊肿的治

疗策略及疗效分析。  

方法  自 2013 年 1 月到 2015 年 4 月, 我们针

对 32 例不同类型症状性骶管囊肿在术中监护

下采取囊壁大部分切除+漏口缩窄+自体脂肪

瓣填塞（17 例）、囊壁切除+交通孔缝扎+自

体脂肪瓣填塞（8 例）、囊壁部分切除+神经

袖套重建+自体脂肪瓣填塞(7 例)进行治疗。

术中应用电生理监护，手术前后均采用 Oswe

stry 功能障碍指数及改良腰椎 JOA 评分对患

者功能状态及疼痛程度做对比分析。 

结果  29 例患者症状及功能均恢复良好,患者

术后 1 年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及改良腰椎

JOA 均较术前明显改善（P＜0.01）,平均随

访 22 个月, 无复发。 

结论  依据症状性骶管囊肿的分型，采取相应

的手术方法, 对缓解患者疼痛及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是较理想的治疗措施。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940 

 

PO-2096 
The novel combination of paraspinal key
hole surgery with a tubular retractor syst
em leads t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l
umbar intraspinal extramedullary schwan
nomas 
 
Chen Chunmei1,Zhuang Yuandong1,Cai Gangfeng 1,
Fu Chaofeng 1,Zhang Weiqiang 1,Zhao Wei 1,Wang 
Rui 1,Wang Chunhua1,Shi Songsheng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2.福建省神经外科研究所 

 

Object  We investigated the efficacy of com
bining paraspinal keyhole surgery with a tub
ular retractor system for the microsurgical re
moval of lumbar intraspinal extramedullary s
chwannomas.  
Methods  We conducted a retrospective ana
lysis of 56 patients with lumbar intraspinal ex
tramedullary schwannomas, who were treate
d by the microsurgical paraspinal keyhole ap
proach with a tubular retractor system. 
Results The average operation time was 96.
21±14.64 minutes. The average hemorrhagi
c volume was 28.54±9.72 ml.  The average 
bed rest was 2.55±0.5 days, and the averag
e hospital stay was 5.68±0.72 days.  Two pa
tients presented with CSF leakage, and one 
patient had nerve root injury. At a six-month f
ollow-up visit, postoperative JOA and VAS s
cores were evaluated. The average JOA sco
res (at pre-op. , post-op. 1w,3m and 6m) wer
e 12.00±2.07, 14.73±2.05, 20.07±2.32, and 
21.75±2.18. The rate of improvement was 16.
07%, 47.48%, 59.77%. The average VAS sc
ores (at pre-op, post-op, 1w, 3m and 6m) we
re 6.64±1.31, 3.82±1.51, 2.11±1.17, and 1.5
0±1.51. The JOA and VAS score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0.05). MRI and CT were perf
ormed preoperatively, immediately after surg
ery and at the six-month postoperative visit t
o confirm the efficacy of the resections and e
valuate spinal stability. No residual tumors w
ere found at follow-up. No alterations in the s
tability of the spine were observed postopera
tively.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micros
urgical paraspinal keyhole approach with the
 tubular retractor system was successful in tr
eating lumbar intraspinal extramedullary sch
wannomas. The surgical approach was asso
ciated with fewer hemorrhages, shorter hosp
ital stay, faster recovery and a relatively bett
er postoperative maintenance of spinal  

stability. 
 
 
PO-2097 

颅内特殊类型动脉瘤血管内栓塞治疗的技术

探讨 
 

张合亮 郭再玉 候延伟 赵卫华 陈谦 李博 张洪武 

天津市泰达医院 300457 

 

目的  探讨各种栓塞技术在颅内特殊类型动脉

瘤血管内治疗中的适应症和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0 月至 2016 年 3

月间共 67 例行血管内栓塞治疗的特殊类型颅

内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35 例，女

32 例；年龄 27～83 岁，平均 48.2 岁。未破

裂动脉瘤 8 例；破裂动脉瘤 59 例，其中 Hun

t-Hess I 级 15 例，II 级 21 例，III 级 19 例，I

V 级 4 例。前交通动脉瘤 4 例，巨大动脉瘤 5

例，微小动脉瘤 6 例，超颈宽角动脉瘤 7

例，夹层动脉瘤 5 例，床突段动脉瘤 4 例，

后交通动脉瘤 16 例，狭窄合并动脉瘤 10

例，基底动脉分叉部动脉瘤 5 例，PICA 起始

端动脉瘤 1 例，假性动脉瘤 2 例，多发串珠

样动脉瘤 2 例。分别采用微导管“之”字塑形技

术，微导丝瘤内成袢技术、钢筋混凝土并栅

栏技术，支架套叠辅助栓塞技术，支架内球

囊技术，多支架套叠技术，微导管成袢技

术，双微导管技术、微导管及微导丝保护技

术、支架并双微导管技术、高顺应性球囊后

交通动脉流入道重塑技术，狭窄支架成型并

同期动脉瘤栓塞技术，Y 形支架技术、冰激凌

技术，微导丝保护技术，willis 覆膜支架瘤颈

封堵技术，支架半释放并双微导管技术对动

脉瘤进行了治疗。 

结果  所有动脉瘤均获完全栓塞，瘤颈部填塞

致密、无残留，技术成功率 100%。其中 1 例

后交通动脉瘤填塞过程中动脉瘤破裂出血；1

例后交通动脉瘤出现支架内血栓，动脉推注

欣维宁后出现动脉瘤的破裂；1 例 PICA 起始

端动脉瘤栓塞过程中出现动脉瘤破裂并载瘤

动脉内血栓形成，该 3 例患者术中均获得有

效处理，结果良好。1 例 Hunt-Hess IV 级基

底动脉分叉部动脉瘤，术后 5 天死亡；3 例因

脑积水行 V-P 分流术。64 例患者获得门诊有

效随访，随访时间 3 月～4.5 年，无 1 例复发

出血；最后门诊随诊时评分 GOS5 分 62 例，

GOS4 分 1 例，GOS3 分 1 例。影像随诊 19

例，均未显示动脉瘤的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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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管内栓塞是治疗颅内动脉瘤相对安全

有效的措施，与具体病人病变特点相适应的

个体化技术方案，是特殊类型颅内动脉瘤血

管内治疗成功的关键。随着各种新型栓塞技

术、栓塞材料的出现和临床经验的逐步积

累，血管内栓塞技术在颅内动脉瘤的应用方

面将更加宽泛、安全、高效。 

 
 
PO-2098 

脑血管狭窄患者介入治疗术后病情观察及护

理体会 
 

刘秀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本文通过对脑血管狭窄介入治疗术后病

情观察及护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

减少介入治疗术后的并发症，有效提高护理

质量和护理安全，提高护理工作满意度。 

方法  通过对我科室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

2 月收治的将近 200 例脑血管狭窄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通过对介入术后患者神经系统功

能和全身状况进行评估，探讨分析不同麻醉

方式、不同部位的脑血管介入手术给予有区

别、有重点的病情观察及护理，并依据患者

术后恢复情况进行探讨和总结。 

结果  通过对介入术后患者神经系统功能和全 

身状况进行评估，根据不同的术式进行针对

性的有效护理，患者术后无并发症，身体恢

复状况良好。 

结论  通过对脑血管狭窄患者介入治疗术后病

情观察及护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和探讨，对患

者进行有针对性的、专科的病情观察及对症

护理，可有效减少介入治疗术后的并发症，

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和护理安全的同时，有效

提高护理工作满意度。 

 
 
PO-2099 

脑血管慢性闭塞性病变血管内开通治疗的临

床分析 
 

张合亮 郭再玉 赵卫华 陈谦 候延伟 李博 张洪武 

天津市泰达医院 300457 

 

目的  探讨血管内开通治疗脑血管慢性闭塞性

病变的可行性、技术要点、安全性及临床疗

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初行血管内开通治疗的 17 例脑血管慢性闭

塞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 12 例，女性 5

例；年龄 41～74 岁，平均 59.7 岁；闭塞至

开通时间 1 月～5 年，平均 4.2 月。其中，大

脑中动脉闭塞 6 例，M1 段闭塞 5 例，M2 段

1 例；右侧 4 例，频繁 TIA 1 例、表现为发作

性左侧肢体无力，脑梗死 3 例、左侧肌力 I～I

V 级；左侧 2 例，频繁 TIA 1 例、表现为发作

性言语不清伴右侧肢体无力，脑梗死 1 例、

运动性失语、右上肢肌力 I 级、下肢 III 级。

颈内动脉闭塞 9 例，颅外段闭塞 6 例，颅内

段闭塞 3 例；左侧 7 例，TIA 发作 2 例、表现

为发作性失语伴右侧肢体无力，脑梗死 5

例、表现为部分失语及右侧肢体肌力下降 I～I

V 级；右侧 2 例，均为脑梗死，左侧肌力 I～I

V 级。椎基底动脉闭塞 4 例，孤立椎动脉并

基底动脉部分闭塞 2 例，基底动脉闭塞 2

例；单纯脑干梗死 2 例，脑干梗死合并小脑

半球梗死 1 例，表现为行走不稳、饮水呛

咳，肌力下降；后循环 TIA 1 例，反复头晕并

发作性晕厥。所有患者 TCD 血流参数表现异

常；前循环患者 CTP 检查均提示责任区的低

灌注。术前口服双抗 3～5 天，开通术在全麻

下进行，为单纯血管内开通，术后继续口服

双抗 3～6 个月。 

结果  17 例患者均获成功开通，即刻造影残留

狭窄率<20%，技术成功率 100%。术后 CT

显示 5 例出现不同程度的梗死区一过性高密

度，未出现明显的新发穿支事件。6 例术后

1、2、3 天进行了 TCD 的连续监测，表现为

开通后即刻闭塞血管远端血流明显增强，5 例

术后第一天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渡灌注

（与对侧相比），前循环更为明显，流速最

高达 250cm/s,第二天开始逐渐恢复正常。术

后 15 例获得有效门诊随访，随访时间 1～6

月，术前症状均有不同程度改善，6 例完全恢

复正常。术后 1～6 月 12 例进行了 TCD 复

查，显示闭塞远端血管通畅维持良好，6 例进

行了 CTP 复查，低灌注状态基本恢复正常。 

结论  血管内开通是治疗脑动脉慢性闭塞行之

有效的方法，技术操作比较安全，短中期结

果令人满意。但该项操作相对复杂，对术者

技术要求高，术前合理选择适应症至关重

要，在娴熟的血管内操作技术支撑下，可谨

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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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00 
Clinical applied of interventional technolo
gy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Ji Yun-Xiang,Wang Ye-Zhong ,Zhao Dong,Dai Lin-Z
hi,Tian Wei-Dong,Zhu Li-Cang,Dai Jing,Xu Jian,Wa
ng Yang,Wang Gang-Gang 

Department of Neursurgery， the 1st Affiliated Hosp

ital of the Medical School， Shihezi University， Shi

hezi 832000， China 832008 

 

Objective  To discussion the method selecti
on and efficacy of interventional techniqu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Method
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is group of ac
ute arterial embolism stroke 36 cases.The mi
ddle cerebral artery embolization in 19  case
s, basilar artery embolization in 8 cases, inte
rnal carotid artery embolization in 6 cases, in
ternal carotid artery and middle cerebral arte
ry embolization in 3 cases. Both intervention
al revascularization technique for treatment.  
Results  36 patients were successfully invol
ved in arterial recanalization surgery. The art
erial thrombolysis and mechanical thrombect

omy in 9 cases，mechanical thrombectomy 

with Solitaire AB stent in 19 cases，intravas

cular forming in 8 cases. Intraoperative no s
erious complications and death. Postoperativ
e symptoms of cerebral hemorrhage in 6 cas
es,including two deaths. The remaining patie
nts were improved after medical treatment.N
o other intervention related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  Revascularization is the key to  
treatment of acute arterial thrombotic stroke. 
The interventional revascularization technolo
gy application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a
te of recanalization in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
n patients and improve prognosis. It has bro
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This technique is a safe and reliable method 
for treating brain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
s. 
 
 
PO-2101 

介入技术在急性缺血性卒中的临床应用 
 

姬云翔 王业忠（通讯作者） 赵冬 代林志 田卫东 朱

立仓 戴晶 许健 王洋 王刚刚 

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83200

8 
 

目的  探讨介入技术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方

法选择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36

例。其中大脑中动脉急性栓塞 19 例、基底动

脉急性栓塞 8 例、颈内动脉急性栓塞 6 例、

颈内动脉合并同侧大脑中动脉急性栓塞 3

例，均采用介入血管再通技术进行治疗。 

结果 36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介入动脉再通手

术。其中机械碎栓并动脉溶栓 9 例，支架取

栓 19 例，血管内成形 8 例。术中均未出现死

亡等严重并发症，术后症状性脑出血 6 例，

其中 2 例死亡，其余患者均经内科治疗后改

善。无其他介入相关并发症出现。 

结论 血管再通是治疗急性动脉栓塞性脑卒中

的关键。介入血管再通技术的应用，可以有

效提高急性脑梗塞患者血管再通率、改善预

后，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PO-2102 

症状性慢性及亚急性脑血管闭塞介入开通治

疗临床研究 
 

郭再玉 张合亮 赵卫华 侯延伟 张洪武 陈谦 李博 赵伟 

孙刚 

天津市泰达医院 300457 

 

目的  探讨有典型缺血临床表现的慢性及亚急

性脑血管闭塞血管内介入开通治疗的可行

性，研究该手术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观

察其临床效果及围手术期并发症，探讨慢性

及亚急性脑血管闭塞血管内介入治疗的适应

证及禁忌症。 

方法  研究对象为天津市泰达医院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15 例颈内动

脉、大脑中动脉或椎基底动脉闭塞患者，发

病时间均在 2 周以上。其中颈内动脉闭塞 6

例，大脑中动脉闭塞 4 例，椎基底动脉闭塞 5

例。患者均有程度不等的与闭塞血管对应的

神经功能缺损症状，包括失语、不完全性偏

瘫、共济失调、头晕、饮食呛咳等症状，术

前 NIHSS 评分为 6.32±0.85。其中合并高血

压 12 例，糖尿病 8 例，房颤 3 例。所有患者

均行 CT 灌注检查，证实闭塞区域存在显著缺

血。介入开通技术包括长鞘支撑、Navien

（或 Neuro）导管接近闭塞部位、微导管配

合导丝通过闭塞处、保护伞远端保护、球囊

扩张、交替技术、支架置入、血栓抽吸等方

法的综合运用。术后 24～72 小时复查 CT、

CTA 或 MRA 观察开通血管通畅情况，有无

过度灌注、颅内出血及脑梗死发生，同时评

估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情况，行 NIHSS 评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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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比较。术后 3 月门诊复查 MRA 或 CT

A，或电话随访，观察有无脑卒中及相关事件

发生。 

结果  15 例颅内外大血管闭塞开通 14 例，开

通率 93.3%，其中大脑中动脉闭塞开通 4

例，颈内动脉闭塞开通 5 例，椎基底动脉闭

塞开通 5 例。仅有 1 例右侧颈内动脉开通术

中反复再闭塞，最终放弃。术前 NIHSS 评分

6.32±0.96，术后为 NIHSS 评分为 2.83±0.8

9，较术前显著增高；血管再通后有效率为 1

00%。术后 24h～72h 后 CT 复查发现颅内腔

隙性梗塞灶 3 例，发生率为 20%，但 2 例无

明显症状，1 例为基底节区梗塞，梗塞灶约 1.

5cm 大小，出现肢体麻木症状（症状性脑卒

中发生率 6.67%），经高压氧及综合治疗 2

周后消失，未遗留后遗症状。术后无颅内出

血患者，无过度灌注事件发生；3 月时有 9 例

患者复查了 CTA 或 MRA，闭塞血管开通后

通畅良好；3 个月时随访未见典型缺血性卒中

事件发生。 

结论  对于有显著缺血症状的脑血管闭塞患

者，血管内介入开通治疗是一种相对安全有

效方法，介入手术开通率高，并发症较少，

手术效果明显。血管内治疗措施宜因人而

异；闭塞血管机械再通手术有一定的缺血事

件发生，宜严格控制适应症。 

 
 
PO-2103 

全脑血管造影术在脑血管病中的应用 
 

依马木.依达依吐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神经外科 830000 

 

目的  探讨全脑血管造影术 (DSA) 在脑血管 

病诊 断中的应用价值 。 

方法  选取 8 7 例患者作为观察对象，进行全

脑血管造影检查，明确诊断。 

结果  所有受检者无死亡病例和永久性 神经功

能缺失 ， DSA 阳性检出率 72.4% ( 63／87 )

 ， 其中缺血性疾病 77.8% (42/54 )，主要病

变为脑动脉狭窄或闭塞 ，颅外段受累多见( 6

6.7% ，28/42 )；出血性疾病 76.0%％( 19/25

 ) ， 主要为动脉瘤和脑动静脉畸形,其中动脉

瘤 64.0％( 16/25) ，动静 脉畸 形 8.0%( 2/25

 )；单侧动 眼神经麻痹 66.7%( 2/3 )，主要为

动脉瘤；头痛待查 40.0% (2/5)，1 例为动 脉

瘤，另 1 例为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 

结论  DSA 在脑 血管病的诊断中具有较高的

准确率，严格筛查纳入的病例，可以提高全

脑血管造影的阳性 检出率，为 临床进一步的

治疗提供有效的指导，规范化的操作和术后

严密的观察能有效地降低并发症 。 

 
 
PO-2104 

弹簧圈联合 Onyx 胶栓塞治疗外伤后颈动脉

海绵窦瘘 

 
胡伟鹏 黄天造 陈祥荣 邱伟智 曾以勒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探讨弹簧圈联合 Onyx 胶栓塞治疗外伤

后颈动脉海绵窦瘘的治疗效果 

方法  1、临床资料：2012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采用弹簧圈联合 Onyx 胶栓塞治疗治疗 1

3 例外伤后颈动脉海绵窦瘘病例，其中男 7

例，女 6 例，年龄 28～64 岁；平均 45.2

岁，均有不同程度的头部外伤史，外伤类

型：11 例车祸，1 例跌倒伤，l 例打伤。外伤

至症状出现间隔 6 天～6 月；表现为搏动性突

眼伴球结膜充血水肿 13 例，颅内杂音 11

例，眼球运动障碍 9 例，视力减退 6 例。术

前 12 例 CTA、1 例 MRA 检查，13 例均做了

DSA 检查，示颈内动脉海绵窦瘘，左侧 4

例，右侧 9 例，其中 2 例可疑合并动脉瘤破

裂，9 例颈内动脉直接破裂，1 例颈内动脉海

绵窦内分支破裂，1 例大脑前动脉通过动脉瘤

样病变破入海绵窦内，1 例颈外动脉分支参与

供血。静脉引流以眼静脉、岩下窦为主，3 例

合并皮层静脉引流，7 例伴有对侧海绵窦引

流。2、手术方法：11 例在全麻、早期 2 例

在局麻下采用弹簧圈联合 Onyx 胶栓塞治疗，

其中 12 例采用球囊辅助。将 6 F 导引导管超

选置于病变侧颈内动脉，选择 4×20 mm 的 H

yperglide 球囊，跨越覆盖颈内动脉海绵窦段

瘘口处保护。经动脉人路治疗 6 例将 Echelon

一 10 微导管经颈内动脉破口导入海绵窦内靠

近瘘口部位；经静脉入路治疗 7 例将 Echelon

一 10 微导管经颈静脉同侧岩下窦（6 例）、

对侧岩下窦（1 例）、同侧颞浅静脉－眼静脉

进入病灶侧海绵窦内靠近瘘口部位。微导管

造影确认位于海绵窦内，将球囊充盈完全覆

盖瘘口，经微导管在海绵窦内接近瘘口处疏

松填塞弹簧圈 1～5 枚，然后在球囊充盈保护

下，分次缓慢推注 Onyxl8 胶，中间多次泄去

球囊恢复颈内动脉血流，行颈内动脉造影直

到瘘口完全栓塞。注胶 0.8ml-15.2ml，时间 1

0 分钟－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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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所有病例手术结束时瘘口均完全闭塞，

异常引流消失，盗血现象消失。术后颈内动

脉均保持通畅，术后颅内杂音症状均立即消

失，所有患者原有眼球突出、球结膜水肿、

眼球活动障碍在术后至术后 3 个月内均完全

消失或有不同程度缓解；有 1 例新出现轻微

外展神经瘫 1 月后完全恢复，无引起其它并

发症。有 10 例临床随访 3～40 个月，2 例复

查 DSA、2 例复查 CTA 均未见复发。 

结论  弹簧圈结合 Onyx 胶栓塞外伤后颈内动

脉海绵窦瘘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如

岩下窦顺畅首选经静脉入路治疗；合并海绵

窦内动脉瘤破裂引起的瘘，首选经动脉入路

治疗。  

 
 
PO-2105 

球囊辅助弹簧圈+Onyx18 栓塞颅内大型动脉

瘤 
 

李聪慧 苏现辉 杨磊 张栋梁 韩永丰 张二伟 宋贺 张博 

张伟 严臻泉 杨松涛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球囊辅助弹簧圈+Onyx18 栓塞颅内

大型动脉瘤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所有 27 例患者动脉瘤均采用球囊辅助

1 枚弹簧圈和 Onyx18 进行栓塞，回顾性分析

27 例患者临床资料及手术录像，并对全部患

者进行随访，观察术后患者的并发症及动脉

瘤的复发率。 

结果  27 例动脉瘤均成功栓塞（100%），术

后即刻造影动脉瘤完全栓塞 92%，近全栓塞

8%。术中动脉瘤破裂出血 1 例，闭塞载瘤动

脉 1 例；胶溢出瘤腔用支架覆盖 1 例。术后 1

例术后偏瘫失语， 1 例因动脉瘤破裂出血死

亡。13 例行 DSA 复查，其中 11 例完全栓塞

有 10 例未见复发，1 例瘤颈部有轻度复发；

3 例近全栓塞患者均未见明显复发。8 例 CTA

随访未见复发。7 例门诊或电话随访，无异常

情况。 

结论  球囊辅助弹簧圈+Onyx18 栓塞颅内大型

动脉瘤，安全可靠，且复发率低。 

 
 
PO-2106 

颅脑疾病的神经介入诊断和治疗体会 
 

张淇 康东 

甘肃省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 734000 

 

目的  分析颅脑疾病通过神经介入诊治的效

果。 

方法  研究我院在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收治的 40 例颅脑疾病患者，均通过神

经介入诊治方式进行，分析其诊治效果。 

结果  颅脑疾病检出率上，总体检出率为 87.2

3%，其中颅内血管疾病为 92.59%、颅脑外

伤为 100.00%、脑膜瘤为 100%、脑胶质瘤

为 75%，其他疾病为 57.14%；在治疗有效率

上，总有效率为 87.23%，其中颅内血管疾病

为 92.59%、颅脑外伤为 66.67%、脑膜瘤为

100%、脑胶质瘤为 100%；在复发率上，总

复发率为 10.64%，其中颅内血管疾病为 7.4

1%、颅脑外伤为 0%、脑膜瘤为 33.33%、脑

胶质瘤为 25%，所有患者中没有死亡案例。 

结论  颅脑疾病通过神经介入诊治可以达到效

果保证，复发率小。 

 
 
PO-2107 

供血动脉部分栓塞后开颅切除富血运大脑膜

瘤 
 

康俊龙 陈锷 丰伟 田新华 黄延林 杨芳裕 刘禹冰 李泉

清 张峰林 孙瑾 林晓宁 黄志纯 魏峰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介入栓塞联合开颅手术治疗颅内富

血运大脑膜瘤的疗效。  

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我院收治的 6 例富血运

大脑膜瘤患者。6 例患者均先行选择性全脑血

管造影了解脑膜瘤的血供情况；后血管内介

入栓塞脑膜瘤供血血管，其中 2 例采用局部

麻醉，4 例采用全身麻醉；栓塞后第 2 天行开 

颅脑膜瘤切除术。  

结果  3 例为颈、内外动脉联合供血，2 例颈

外动脉供血，1 例颈内动脉供血。6 例均顺利

栓塞脑膜瘤主要供血动脉。Simpson I 级切除

3 例 II 级 2 例，III 级 1 例。平均出血量约 600

ml。术后临床症状较术前改善，术后出现一

过性尿崩 1 例，一侧肢体无力 1 例，经积极

治疗后恢复。  

结论  介入栓塞联合开颅手术治疗颅内富血运

大脑膜瘤可明显减少术中出血量，缩短手术

时间，降低并发症率，是一种安全、有效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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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08 

颅内微小动脉瘤的血管内栓塞治疗 
 

康俊龙 陈锷 丰伟 田新华 黄延林 杨芳裕 刘禹冰 李泉

清 张峰林 孙瑾 林晓宁 黄志纯 魏峰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颅内微小动脉瘤的血管内栓塞治疗

的临床疗效及手术方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血管内栓塞治疗 38 例颅内微

小动脉瘤的临床疗效及手术方案。术前均行

颅脑 CTA 明确颅内微小动脉瘤。均在气管插

管全麻下行血管内栓塞治疗。术中单纯弹簧

圈栓 8 例，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 24 例，球囊

辅助弹簧圈栓 6 例。  

结果 8 例单纯弹簧圈栓塞 6 致密栓塞，2 例基

本致密栓塞；24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中 20

例致密栓塞，4 例基本致密栓塞；6 例球囊辅

助弹簧圈栓塞均致密栓塞。所有患者均复查

脑血管造影，动脉瘤均未见显影。  

结论  血管内栓塞治疗颅内微小动脉瘤是有

效、可行的治疗方法；关键是根据术中动脉

瘤具体形态选择单纯弹簧圈栓塞或支架、球

囊辅助弹簧圈栓塞等个体化治疗。  

 
 
PO-2109 

双容积重建技术在血管内治疗复发脑动脉瘤

的应用 
 

康俊龙 陈锷 丰伟 田新华 黄延林 杨芳裕 刘禹冰 李泉

清 张峰林 孙瑾 林晓宁 黄志纯 魏峰 张俊卿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双容积重建技术在血管内治疗复发

脑动脉瘤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双容积重建技术在血管内治 

疗 7 例栓塞后复发脑动脉瘤的临床疗效及手

术方案。治疗前先行常规 DSA 检查了解首次

栓塞后动脉瘤的情况，采用双容积重建技术

分别用不同颜色对动脉瘤复发部分及栓塞部

分的三维影像进行标记，根据重建结果对复

发动脉瘤的再次血管内治疗进行评估。再次

血管内治疗均在气管插管全麻下进行，栓塞

后第一时间采用双容积重建对动脉瘤进行三

维重建，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估。  

结果  7 例复发动脉瘤均采用双容积重建技

术，清晰的分辨复发部分与载瘤动脉及已栓

塞部分的三维关系。7 例复发动脉瘤均顺利栓

塞，栓塞后第一时间采用双容积重建技术对

动脉瘤进行三维重建，动脉瘤均未见显影。  

结论  双容积重建技术为复发脑动脉瘤的再次

血管内治疗提供了直观、真实的依据，是一

种安全、可靠的方法。  

 
 
PO-2110 

急性后循环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单中心经

验 
 

朱旭成 彭亚 宣井岗 陈荣华 邵华明 曹洁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探讨机械血管再通治疗急性后循环缺血

性卒中的近期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4 月-2015 年 8 月

我中心 28 例椎-基底动脉系统急性闭塞并接

受机械血管再通治疗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基

底动脉尖闭塞 6 例，基底动脉闭塞 15 例，椎

动脉颅内 V4 段闭塞 4 例，大脑后动脉闭塞 3 

例。单纯使用 Solitaire AB 支架取栓 16 例，

使用 Solitaire AB 结合 Penumbra 吸栓导管 2

例，使用 Solitaire AB 结合 Gateway 球囊、

Wingspan 支架置入 4 例，使用 Gateway 球

囊结合 Revive 取栓 2 例，使用 Gateway 球

囊结合 Wingspan 支架置入 4 例。运用血管

内介入治疗后脑梗死溶栓等级系统（TICI）分

级评定血管再通情况，mRS 评分评估 3 个月

后的临床效果。 

结果  ①术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NIHSS)评分中位数为 20（16-30)分，术后

NIHSS 评分 8 例患者改善≥8 分。②血管内机

械再通治疗技术成功率 96.4%，27 例完全再

通(TICI2b-3)，1 例 TICI2a。③16 例术后 3

个月预后良好（mRS≤2），死亡 6 例。 

结论  急性后循环大血管闭塞病情危重，机械

血管再通治疗具有较高的血管再通率，可改

善患者临床结局。急性后循环缺血性卒中患

者需要个体化的血管内治疗方法。 

 
 
PO-2111 

支架辅助双微导管血管内治疗宽颈复杂颅内

动脉瘤 

 
李明昌 陈谦学 陈治标 王军民 许州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0 

 

目的  探讨支架辅助双微导管血管内治疗宽颈

复杂颅内动脉瘤的疗效及注意事项；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 1 月~2016 年 3 月利

用支架辅助双微导管技术血管内治疗的 18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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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颈复杂颅内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男 6 例，女 12 例；年龄 53~72 岁，平均 58

岁；颈内-后交通段动脉瘤 12 例，前交通动

脉瘤 3 例，颈内动脉床突上段动脉瘤 3 例；4

例为未破裂动脉瘤；所有动脉瘤均为宽颈、

分叶或有多个子瘤形成； 

结果  操作时先支架导管到位后将双微导管送

入动脉瘤的不同部位，并成功采用支架半释

放或后释放技术辅助双微导管填塞弹簧圈。

完全栓塞 16 例，次全栓塞 2 例；术中支架均

准确释放，无动脉瘤破裂出血，无弹簧圈脱

出，无脑梗塞并发症。出院时 GOS 评分恢复

良好 16 例，轻残 2 例，无死亡病例； 

结论  支架辅助双微导管栓塞宽颈复杂颅内动

脉瘤是安全可行的，具体治疗策略需根据动

脉瘤的形态和载瘤动脉的具体情况而定，治

疗过程中需预防微导管相互干扰和弹簧圈脱

出及动脉瘤破裂等并发症。 

 
 
PO-2112 

双微导管技术介入栓塞颅内不规则形动脉瘤 
 

康俊龙 陈锷 丰伟 田新华 黄延林 杨芳裕 刘禹冰 李泉

清 张峰林 孙瑾 林晓宁 黄志纯 魏峰 张俊卿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双微导管技术介入栓塞颅内不规则

形动脉瘤。  

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我院收治的 20 例不规

则型颅内动脉瘤病例，其中 18 例为破裂动脉

瘤，2 例为未破裂动脉瘤。动脉瘤形态有“犄

角形”、“分叶形”、“足弓形”、“兔耳形”等。所

有病例均造影证实为不规则形动脉瘤，双导

管分别进入不规则动脉瘤的不同凸出部位，

分别用弹簧圈致密栓塞凸出部分，后微导管

撤至动脉瘤主体，双导管先后送入弹簧圈相

互交织缠绕，提高动脉瘤栓塞的致密性及稳

定性，其中 5 例应用支架辅助。  

结果  20 例动脉瘤均达到致密栓塞，即刻造影

提示动脉瘤消失。11 例遵医嘱半年后复查造

影，其中 9 例动脉瘤未见显影，弹簧圈形态

未见变形，2 例瘤颈部分显影。5 例行 MRA

检查，动脉瘤未见显影。4 例未遵医嘱进行复

查。  

结论  介入栓塞治疗颅内不规则形动脉瘤，应

用双微导管技术能做到分部位、个体化的栓

塞，达到更致密的栓塞，同时增加弹簧圈的

稳定性，减少术后的复发。 

 

PO-2113 

颅内假性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 
 

桂勇平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颅内假性动脉瘤血管内治疗的安全

及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0 月-2016 年 3 月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神经外科收治 4 例颅内假

性动脉瘤，3 例因外伤引起蛛网膜下腔出血，

1 例因小脑肿瘤切除，明确诊断后在我院行血

管内栓塞治疗，术后随访时间为出院 1 个月

后采用 Rms 评分，术后 3 个月复查头颅 DS

A。 

结果  4 例假性动脉瘤，其中 3 例为颈内动脉

床突段假性动脉瘤（外伤性引起），行支架

辅助弹簧圈栓塞，1 例单支架（LVIS），2 例

多支架（Enterprise）；1 例为椎动脉假性动

脉瘤（医源性），行球囊闭塞。术后 3 例患

者病情平稳，1 例在住院期间再出血，行 DS

A 检查提示动脉瘤栓塞满意；出院后 1 个月

恢复良良好，Rms 评分 0 分 3 例，1 分 1

例。其中 3 例行分别 3 个月复查 DSA，植入

LVIS 支架者假性动脉瘤完全愈合，2 例多 En

terprise 支架者瘤颈显影，再行二次治疗，其

中一例单纯植入 LVIS 支架，1 例行 Enterpris

e 支架+弹簧圈治疗，3 个月后复查头颅 DS

A，动脉瘤治愈。 

结论  1.血管内栓塞治疗治疗颅内假性动脉瘤

安全有效 2.多支架重叠或单 LVIS 支架治疗假

性动脉瘤效果确切 

 
 
PO-2114 

动脉入路 Onyx 胶栓塞治疗硬脑膜动静脉瘘 
 

彭亚 宣井岗 陈荣华 邵华明 朱旭成 曹洁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经动脉入路 Onyx 栓塞硬脑膜动静脉瘘

(DAVF)的疗效观察。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5 月—2013 年 12

月在我院神经外科经动脉入路栓塞治疗的 DA

VF 患者 21 例,男 13 例，女 8 例。其中破裂

出血致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内血肿 12 例，未

出血者临床表现为头痛 5 例，颅内杂音 4

例，颅神经麻痹 2 例。瘘口位置：天幕区 6

例，横窦乙状窦区 8 例，乙状窦颈静脉区 2

例，海绵窦区 2 例，上矢状窦区 2 例，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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瘘口 1 例；Borden 分型Ⅰ型 

2 例,Ⅱ型 8 例，Ⅲ型 11 例。均在全身麻醉下

以 Onyx-18 经动脉入路栓塞治疗，其中 3 例

同时静脉入路，1 例静脉球囊辅助，2 例弹簧

圈辅助。所有患者经颈外动脉动脉栓塞,其中

脑膜中动脉 13 例,脑膜副动脉 3 例,枕动脉 2

例，咽升动脉 1 例，脑膜中动脉+枕动脉 2

例。 

结果  ① 21 例患者中 16 例术中即刻完全栓

塞；2 例横窦乙状窦区部分栓塞；其中 1 例第

 2 次治疗时完全栓塞,1 例患者 6 月后再次小

脑出血急诊手术血肿清除+引流静脉瘤切除；

2 例天幕区部分栓塞后二次手术切除小脑引流

静脉瘤；1 例多发瘘口 2 次栓塞后横窦乙状窦

区瘘口完全闭塞症状缓解其余瘘口未处理随

访。②被完全栓塞的患者术前有杂音者即刻

颅内杂音消失 ,其余颅内高压等症状在术后

1～3 个月内好转。16 例患者平均随访 

18 个月(6～36 个月)。③ 1 例乙状窦横窦区 B

ordenⅡ型患者在被部分栓塞后 6 月发生小脑

出血,第 2 次术后随访 24 个月,未见再出血;2

例术中 Onyx 弥散至颈内动脉系统。 

结论  经动脉入路应用 Onyx 栓塞治疗硬脑膜

动静脉瘘,可获得高的即刻解剖治愈率而临床

并发症发生率低,因而是安全、可行的。 

 
 
PO-2115 

Enterprise 支架治疗 476 例颅内未破裂囊性

动脉瘤中长期随访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单中

心经验 
 

左乔 张小曦 杨鹏飞 方亦斌 赵瑞 洪波 许弈 刘建民 黄

清海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神经外科 10167932 

 

目的  自膨式支架（Enterprise 支架）已被越

来越多的运用于颅内动脉瘤的介入治疗，本

文拟探讨 Enterprise 支架治疗颅内未破裂囊

性动脉瘤中长期随访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及其

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神经外

科，使用 Enterprise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

疗的颅内未破裂囊性动脉瘤患者的临床及随

访资料，评价其长期有效性和安全性。多因

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P＜0.05 具有统计

学差异。 

结果  （1）共治疗 453 名患者（男 145 名、 

女 308 名，平均年龄 57.72±11.25 岁）和 47

6 例动脉瘤，其中颈内动脉动脉瘤 285 例、

大脑前动脉动脉瘤 10 例、大脑中动脉动脉瘤

44 例、前交通动脉瘤 21 例、后交通动脉瘤 8

7 例和后循环动脉瘤 28 例，平均动脉瘤最大

径 6.16mm（1.00-35.90mm），平均瘤颈宽

4.76mm（1.36-36.41mm），随访率 62.2%

（296/476）、中位随访时间 7.1 月（1 月-74.

7 月）。（2）有效性：技术成功率 100%，

术后即刻致密栓塞 17.2%（82/476）、瘤颈

残留 17.9%(85/476)、瘤体残留 64.9%(309/4

76)。随访 mRS 0-1 分 99.4%，治愈率 74.

3%、好转率 10.5%、稳定率 10.8%、复发率

4.4%。多因素分析发现年龄（P=0.002）和

动脉瘤大小（P=0.006）是长期治疗效果的独

立影响因素，术后即刻栓塞程度不是长期治

疗效果的独立影响因素（P=0.071）。（3）

安全性：总并发症率 4.6%（22/476），其中

术中支架内血栓形成 2 例（0.4%）、术中及

术后短期动脉瘤破裂出血 4 例（0.8%）、远

隔部位出血 5 例（1.1%）、缺血性卒中 6 例

（1.3%）、其他原因引起的局灶性神经功能

障碍 3 例（0.6%）、围术期感染 2 例（0.

4%）、死亡 1 例。多因素分析发现吸烟是影

响总并发症发生率的唯一独立危险因素（P＜

0.001）。 

结论  Enterprise 支架治疗颅内未破裂囊性动

脉瘤的中长期随访安全、有效，在首次治疗

时无需过分追求动脉瘤的完全栓塞，而对于

较大的动脉瘤及高龄患者长期治疗效果相对

较差，更强调严密随访。 

 
 
PO-2116 

血管内介入治疗椎动脉夹层动脉瘤 
 

朱巍巍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目的  探讨早期血管内介入治疗椎动脉夹层动

脉瘤的治疗方法。 

方法  我院自 2013.10-2016.03 共收治椎动脉

夹层动脉瘤 29 例，其中男性 18 人，女性 11

人，年龄 39—65y;平均年龄 51.5y，其中 SA

H15 例，Hunt&Hess2 级 11 例，Hunt&Hess 

3 级 6 例，Hunt&Hess 4 级 1 例，脑梗塞 2

例，头晕头痛 4 例，无症状 5 例，采用单支

架辅助弹簧圈栓塞 6 例，多支架辅助弹簧圈

栓塞 14 例，单纯支架置入 1 例，责任动脉单

纯弹簧圈闭塞 6 例，保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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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 

结果  18 例病人于治疗后 1～12 个月获造影

随访，平均 6.3 个月。临床症状均不同程度改

善，无再出血及脑梗塞病例，死亡 1 例（再

出血），自动出院 1 例（肺部感染）。 

结论  颅内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误诊率、病死

率均很高，早期诊断和血管内介入治疗能有

效降低病死率和致残率。 

 
 
PO-2117 

血管内治疗天幕缘区硬脑膜动静脉瘘的入路

和策略 
 

潘耀华 丁圣豪 樊翊凌 万杰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天幕缘区硬脑膜动静脉瘘（T-DAVF）

的发病率只占所有硬脑膜动静脉瘘（DAVF）

的 7%，但是发生颅内出血可危及患者生命。

我们通过血管内治疗 7 例 T-DAVF 患者的经

验、结合近期相关文献，总结血管内治疗 T- 

DAVF 的不同血管入路和治疗策略。 

方法  按照血管造影的影像学表现分型，6 例

患者为 Borden III 型、1 例患者为 Borden II

型。使用马拉松导管或球囊导管经动脉或者

经静脉入路到达瘘口注射 Onxy18 来治愈 T-D

AVF。 

结果  5 例患者通过颈外动脉分支：如脑膜中

动脉、枕动脉等到达瘘口注射 Onxy18 栓塞

瘘口。1 例患者在球囊导管辅助到达颈内动脉

海绵窦段-脑膜垂体干远端充盈，微导丝引领

微导管超选进入脑膜垂体干对病灶进行栓

塞。1 例患者使用球囊导管经静脉入路到达瘘

口、充盈球囊阻断血流后进行瘘口的栓塞。6

例 Borden III 型患者 T-DAVF 均不显影，1 例

Borden II 型患者瘘口部分栓塞，影像学分级

降为 Borden I 型。所有患者均没有出现并发

症及神经功能障碍。半年随访血管造显示 6

例治愈的患者均没有出现 DAVF 的复发，1

例 Borden I 型患者病灶无明显增大，临床无

明显症状及体征，需要继续随访。 

结论  血管内治疗是治疗 Borden III 型的 T-D

AVF 的有效方法。对于单一动脉供应的 T-DA

VF，经动脉入路应为首选；对于多支动脉供

应的 T-DAVF，颈外动脉分支、尤其是脑膜中

动脉分支应为首选；对于供应动脉迂曲、纤

细，导管不易到位的病灶，静脉入路是良好

的选择。总之，应根据病灶不同的影像学表

现来选择血管的入路，正确的入路会使导管

更容易到达瘘口并且治愈 DAVF。 

 
 
PO-2118 

超选眼动脉介入化疗治疗眼内期视网膜母细

胞瘤例 287 例临床分析 
 

荆朝晖 华续明 季迅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超选眼动脉介入化疗治疗视网膜母

细胞瘤(RB)技术要点及评价该项治疗的安全

性、有效性。 

方法  2013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新华医

院眼科诊断为 RB，并行超选眼动脉介入灌注

马法兰、托泊替康、卡铂治疗的患儿 287

例，患眼 338 只。国际 RB 分期 B 期 3 只

眼，占 0.89%；C 期 5 只眼，占 1.48%；D

期 224 只眼，占 66.27％：E 期 106 只眼，

占 31.36％。其中，男 134 例，女 152 例，

年龄范围 2 个月～16 岁，平均 14.7 个月。采

用微导管(73%,717/982)或封堵球囊（27.0%,

265/982）技术缓慢推注化疗药物，两次介入

化疗间隔 4 周。随诊时间 6—30 个月,观察瘤

体控制及并发症情况。 

结果  （1）287 例患儿中 3 例行 1 次化疗，3

1 例行 2 次化疗，140 例行 3 次化疗，83 例

行 4 次化疗，19 例行 5 次化疗，8 例行 6 次

化疗，2 例行 7 次化疗，1 例行 8 次化疗，累

计行超选眼动脉介入化疗 982 次，平均每例

患儿行 3.42 次化疗；（2）全部患儿介入手

术过程顺利，未出现术中严重并发症；（3）

338 只患眼中，290 只眼视网膜瘤体稳定、肿

瘤不同程度缩小，有效率 85．8％，48 只眼

因广泛视网膜下种植及肿瘤复发进展而行眼

球摘除(14．2％)，无 1 例发生眼眶及全身转

移；（4）术后最多见局部并发症为眼睑肿胀

及眼睑下垂，发生率为 29.0%（285/982），

眼球活动障碍发生率为 7.8%（77/982）、玻

璃体或眼底出血发生率为 3.2%（31/982），

均在随访期内缓解，末遗留严重功能障碍；

（5）采用封堵球囊技术后眼睑肿胀及眼睑下

垂的发生率（19/265）明显少于微导管组（2

66/717）(7.2% VS 37.1，P<0.05)。 

结论  本组结果显示超选眼动脉介入治疗 RB

是一种安全有效地临床技术，封堵球囊技术

并发症更少，远期效果需进一步增加病例及

随诊时间进行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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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19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介入治疗 

 
厉华 于加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因动脉瘤部位及载瘤

动脉的条件不同，介入治疗方式各异，通过

分析我中心近 3 年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临床

特点及治疗方式总结归纳不同临床特点的椎

动脉夹层动脉瘤安全有效的介入治疗方案。 

方法  27 例确诊为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患者共

30 个椎动脉夹层动脉瘤。其中破裂的 20 例

（66.7%），未破裂的 10 例（33.3%）。17

例患者行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术治疗；3 例患

者行单纯弹簧圈栓塞治疗；5 例患者行支架植

入术治疗，其中 2 例单支架植入，3 例多支架

植入；3 例患者行载瘤动脉闭塞治疗，其中 2

例患者支架辅助弹簧圈载瘤血管闭塞治疗，2

例患者单纯弹簧圈动脉瘤栓塞并载瘤动脉闭

塞治疗。 

结果  20 例动脉瘤栓塞的患者中有 1 例单纯

弹簧圈动脉瘤栓塞的患者 12 个月复发，行再

次介入治疗，其余恢复良好；5 例支架植入治

疗有 1 例多支架植入的患者 18 个月复查发现

支架植入段狭窄，但无神经功能障碍，继续

观察随访；3 例载瘤动脉闭塞的患者中有 1 例

术后遗留有颅神经麻痹症状。 

结论  介入治疗仍为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首选

治疗方法。根据其具体的临床特点，制定个

体化介入治疗方案，可以安全有效治的治疗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 

 
 
PO-2120 

介入治疗颅内微小动脉瘤 

 
张震宇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血管内介入栓塞治疗颅内微小动脉

瘤(直径≤3.0 mm)技术，并评价其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至 2015 年在我科

介入栓塞治疗的 27 例颅内微小动脉瘤患者的

临床资料。共 28 个动脉瘤，其中 13 个动脉

瘤行单纯弹簧圈栓塞治疗；15 个宽颈动脉瘤

中，14 个使用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1

个为双支架套叠置放覆盖瘤颈。  

结果  所有动脉瘤均成功填塞，技术成功率 1

00％。术后即刻造影显示动脉瘤完全闭塞 16

例，瘤颈残留 10 例，瘤腔残留 1 例。术中发

生并发症 2 例，动脉瘤再破裂出血 1 例，弹

簧圈部分突入载瘤动脉 1 例，未出现弹簧圈

移位和血栓形成，均顺利出院。术后随访 6-3

6 个月，平均 15 月，临床结果良好，无动脉

瘤再次破裂出血。其中 CTA/DSA 随访 24 例

动脉瘤未见显影。  

结论  颅内微小动脉瘤单纯使用弹簧圈或结合

颅内支架栓塞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选

择合适的栓塞技术是治疗的关键。  

 
 
PO-2121 

penumbra 取栓装置成功救治急性大脑中动

脉闭塞 1 例 
 

胡焱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 Penumbra 取栓系统治疗大脑中动

脉闭塞的有效性。 

方法  男性患者，48 岁，主因“突发右侧肢体 

活动不灵便伴言语不清 2 小时”入院。NIHSS

评分 18 分。行头颅 CT 平扫未见明显出血，

考虑脑梗塞。开通脑卒中绿色通道，送血标

本，15 分钟后检验结果提示血常规、凝血功

能、血糖正常。急诊局部麻醉下行全脑血管

造影术：左侧大脑中动脉 M1 闭塞。决定采用

Penumbra 取栓系统近端取栓。 

结果  左侧大脑中动脉达到完全再通。 

结论  penumbra 装置的出现开创了血管内机

械取栓的新思路，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救治

兵器库里增减了又一利器，目前我中心应用 p

enumbra 取栓的病例不多，我们将继续努

力。另外 penumbra 装置吸栓远期治疗效果

与 Solitaire AB 支架取栓远期效果相比仍有待

进一步研究。 

 
 
PO-2122 

伴有胚胎型后交通动脉的后交通动脉瘤的介

入治疗 

 
汪阳 周小兵 赵业禹 桂勇平 

江西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胚胎型后交通动脉是指后交通动脉的直

径接近大脑后动脉(PCA)P2 段的直径，并常

常伴有 P1 的发育不良。后交通动脉瘤占颅内

动脉瘤 25%，占颈内动脉（ICA）动脉瘤的 5

0%。伴有胚胎型后交通动脉的后交通动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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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需要慎重，术中一旦闭塞胚胎型后交通

动脉，可能引起严重并发症。以往文献关于

伴有胚胎型后交通动脉的后交通动脉瘤治疗

以外科手术为主，介入治疗报道不多。本文

拟评价介入治疗该类动脉瘤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 

方法 检索我单位的颅内动脉瘤临床资料数据

库，采集 2014 年 11 月-2015 年 11 月治疗的

后交通动脉瘤（≤10mm），选择伴有胚胎型

后交通动脉的后交通动脉瘤，回顾性分析临

床和影像资料。治疗方案选择是如果外科手

术和介入治疗均可行优先介入治疗。 

结果 该时段共治疗颅内动脉瘤 243 例，后交

通动脉瘤 83 例（34%），伴有胚胎型后交通

动脉的后交通动脉瘤 34 例（40%），男：女

比 7：27，年龄 48-80 岁，平均 59.32 岁。

除 1 例为未破裂，33 例（97%）有 SAH 史，

术前 H&H 分级 0 级 1 例，I-II 级 27 例，III-IV

级 6 例。介入治疗 27 例，手术夹闭 6 例，介

入不能完成转手术 1 例；72 小时内治疗 21

例，3-7 天内 4 例,>7 天 9 例。术前 CTA 检查

28 例，DSA 检查 34 例。介入治疗方式：单

管栓塞 3 例，双管栓塞 8 例，支架辅助（IC

A）栓塞 10 例，支架辅助（PCA）栓塞 6 例

（含 1 例 Y 型支架）。操作相关并发症:介入

手术无，夹闭术后脑梗塞 1 例。术后 6 个月

mRS 评分：0-2 分 29 例，3-4 分 4 例，死亡

1 例,死亡原因：介入治疗后再出血 1 例。 

结论 CTA 在预测胚胎型后交通动脉的准确性

不高, CTA 不能准确的判定 PCA 的血供来

源，在伴有胚胎型后交通的后交通动脉瘤手

术的术前评估中很可能忽视后循环的作用。D

SA 仍是诊断的金标准，压颈实验或球囊闭塞

实验可以帮助充分认识代偿。单纯弹簧圈或

球囊辅助栓塞适于窄颈动脉瘤，双微导管技

术或球囊辅助有利于提高完全栓塞率；支架

辅助 ICA 栓塞适于宽颈动脉瘤且动脉瘤与 Pc

oA 关系明确与 ICA 关系＞与 PCoA 关系；支

架辅助 PCA 栓塞适于动脉瘤宽颈动脉瘤且与

PCoA 共开口且与 PCoA 关系＞与 ICA 关

系；当动脉瘤与 PCoA 和 ICA 关系均密切时

可以选择 Y 型支架。采用恰当的技术介入治

疗伴有胚胎型后交通动脉的后交通动脉瘤是

安全，可行的. 

 
 
PO-2123 

多支架联合弹簧圈治疗颈内动脉床突上段血

泡样动脉瘤 

 

杨少春 罗穆云 邱传珍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多支架联合弹簧圈治疗颈内动脉床

突上段血泡样动脉瘤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8 月至 2015 年 1 月

我科收治的 15 例采用多支架重叠+弹簧圈进

行治疗的颈内动脉床突上段血泡样动脉瘤患

者的临床资料，分析临床疗效及随访资料，

评估该方法治疗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结果 所有患者均采用多支架联合弹簧圈栓塞

治疗,支架释放成功率为 100％。术后即刻栓

塞结果:13 例完全栓塞,2 例部分栓塞；术中无

血栓形成，术中动脉瘤破裂 2 例，术后动脉

瘤再破裂死亡 1 例。临床随访结果:13 例获得

随访，随访期限 4—52 个月。1 例轻残。 

结论 应用多支架联合弹簧圈治疗颈内动脉床

突上段血泡样动脉瘤安全可行,但仍有待大样

本研究进一步证实。 

 
 
PO-2124 

手法压迫联合股动脉压迫器治疗股动脉穿刺

后假性动脉瘤（附 21 例） 
 

闫忠军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股动脉假性动脉瘤治疗的方法及效

果。  

方法  回顾分析自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行脑血管介入诊疗后发生股动脉假性动脉

瘤共 21 例（男 19 例，女 2 例），年龄 35-7

5（57±3）岁，体重指数 19.8-27.2（21.4±1.

2）Kg/m2，出现 PSA 时间为术后 4-50h(8±3)

 h，其中术后 2d 内 20 例，2 d 后 1 例。20

例经彩色多普勒超声或 DSA 明确诊断并于超

声监视下行手法压迫联合股动脉压迫器治

疗，1 例患者介入治疗 2 天后右侧穿刺点迅速

肿胀，触及有痛性包快，立即采取搏动最强

点手法压迫联合股动脉压迫器治疗。 

结果  所有患者均 1 次治疗成功，术中、术后

无并发症发生，随访 1 月无复发； 

结论  手法压迫联合股动脉压迫器治疗股动脉

穿刺后假性动脉瘤创伤小、操作方便、安全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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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25 

高龄多发大血管狭窄或闭塞介入治疗体会 

 
刘磊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索高龄多发大血管狭窄或闭塞介入治

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收治的 10 例高龄多发大血管缺血性病变患

者的临床资料，均采用支架治疗，同时双支

架放置并锁骨下动脉开通 2 例，余患均序贯

支架治疗。 

结果  10 例者疗效满意 100%。  

结论  高龄多发大血管狭窄或闭塞均应采用介

入手术治疗。并以症状引导选择支架放置责

任血管部位，介入治疗微创，并发症少，好

处理，恢复快，疗效满意。 

 
 
PO-2126 

弹簧圈联合 ONYX 胶栓塞治疗颅内复杂血管

疾病体验 
 

刘磊 马玉栋 倪陶义 余新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弹簧圈联合 ONYX 胶栓塞治疗方法

在颅内复杂血管疾病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5 颅内复杂血管疾病患者，其中颅内巨大复杂

动脉瘤 3 例，动静脉瘘 1 例，颈内动脉海绵

窦瘘 1 例。应用或不应用 HYPOFORM 低张

力球囊辅助下行弹簧圈联合 ONYX 胶栓塞。

评价患者治疗效果。总结这一套治疗办法的

指证及使用要点。 

结果  全部 5 例患者临床痊愈，术后恢复快，

临床反应轻，费用相对低，GOS 评分 5 分出

院。 

结论  应用弹簧圈联合 ONYX 胶栓塞治疗颅内

复杂血管疾病具有手术操作安全可行，栓塞

满意，治疗费用相对较低，临床效果好，值

得推广 

 
 
PO-2127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治疗策略 
 

汪伟巍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分析椎动脉夹层动脉瘤血管内治疗策略

和中长期疗效 

方法  回顾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神经

外科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共收治 30 例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患者。破裂出血 18 例，未

破裂 12 例。18 例出血患者中，17 例动脉瘤

位于非优势椎动脉，14 例在 PICA 近或远端

单纯弹簧圈闭塞动脉瘤和载瘤动脉，3 例 PIC

A 从动脉瘤穿出，采用 PICA 一椎动脉置入支

架后弹簧圈闭塞动脉瘤和载瘤动脉。1 例优势

椎动脉瘤采用双支架配合弹簧圈栓塞。12 例

未破裂患者中，2 例单纯弹簧圈栓塞，2 例单

纯多支架置入，8 例双支架配合弹簧圈栓塞动

脉瘤。破裂动脉瘤栓塞后 5 例行脑室外流，4

例 腰   大池引流血性脑脊液。 

结果  18 例出血患者 30d 治疗过程中，3 例 H

unt 氏 4-5 级患者死亡 2 例，重残 1 例。15

例 Hunt1-3 级患者中，1 例合并幕上梗塞后出

血，遗留不全偏瘫，2 例合并腔积水行脑室-

腹腔分流术，12 例独立活动（mR S0 -2

级）。12 例未破裂患者无并发症。随访 4-72

个月，期间无再出血或脑梗塞。25 例术后 6

个月至 2 年复查 DSA 造影 。2 例单纯弹簧圈

栓塞未破裂椎动脉瘤均复发，再次支架配合

弹簧圈治疗。1 例出血患者椎动脉再通，未见

动脉瘤复发。22 例达到临床治愈。 

结论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血管内治疗简单、方

便、安全。根据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的具体情

况采用不同策略，对于破裂出血者原则上在

保留 PICA 通畅情况下闭塞动脉瘤和载动脉

瘤，对于未破裂动脉瘤采用多支架或／和结

合弹簧圈栓塞治疗，中长期随访治疗效果非

常好。 

 
 
PO-2128 

高分级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围术期监护 
 

赵丽萍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6 

 

目的  本文总结了我科从 2013 年至 2015 年

共 51 例行介入治疗高分级颅内动脉瘤的围术

期监护体会。Hunt-Hess 高分级颅内动脉瘤

患者,病情危重,死亡率高，单纯保守治疗，不

及时手术预后较差。 

方法  患者急诊入院后立即予以急救与监护,同

时积极做术前准备,介入治疗术后强调加强病

情观察、颅内压监测，各种并发症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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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通过术后脑血管造影显示 51 例动脉瘤

被完全填塞,出院后 6 个月随访，GOS 评分恢

复良好 31 例,轻残 9 例,重度残疾 7 例,死亡 4

例。 

结论  介入治疗高分级颅内动脉瘤是目前公认

的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实施高效优质的围

术期监护,能有效地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降低病

死率，改善患者预后。 

 
 
PO-2129 

Willis 覆膜支架治疗颅内动脉瘤及颈内动脉

海绵窦瘘的临床分析 
 

朱健明 祝新根 陈志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 Willis 覆膜支架对难治性颅内动脉

瘤及颈内动脉海绵窦瘘的血管内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 月

使用 Willis 覆膜支架治疗的 10 例复杂动脉瘤

及 6 例颈内动脉海绵窦瘘，术后 3-24 个月复

查脑血管造影和临床随访评价其疗效。 

结果   ①10 例动脉瘤患者中，共置入 12 枚覆

膜支架，术后即刻造影病变完全消失。②6 例

颈内动脉海绵窦瘘患者中，共置入 6 枚覆膜

支架，其中 1 例颈内动脉海绵窦瘘置入支架

后，仍有少量对比剂漏入海绵窦（内漏）。

③术后 3-24 个月对 10 例患者均行临床及 DS

A 随访，其中动脉瘤 8 例，颈内动脉海绵窦

瘘 2 例；8 例动脉瘤均无动脉瘤复发，载瘤动

脉通畅。2 例颈内动脉海绵窦瘘患者，1 例内

漏者复查消失。 

结论  Willis 覆膜支架在处理复杂颅内动脉瘤

及颈内动脉海绵窦瘘方面，有治疗成功率

高，疗效好，并发症少，复发率低等特点， 

值得推广。 

 
 
PO-2130 

使用 Onyx 胶栓塞治疗后循环远端动脉瘤的

护理 
 

赵丽萍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医学研究所神经外科 110016 

 

目的  总结应用 Onyx 瘤内栓塞治疗的 36 例

后循环远端动脉瘤患者疗效观察及护理重

点。在颅内动脉瘤中，远端动脉瘤发病率较

低，后循环远端动脉瘤仅占 5％。应用弹簧圈

栓塞动脉瘤或载瘤动脉是常用的治疗策略。

但后循环远端动脉瘤由于解剖位置特殊、瘤

腔较小、形态不规则，载瘤动脉迂曲、纤细

等原因可能导致弹簧圈栓塞无法完成。而血

管内栓塞材料 Onyx 是一种非粘附性液体栓塞

剂,具有良好的持续的可控性.操作者能缓慢地

控制栓塞剂，使其在畸形病灶内得到充分弥

散，从而达到理想的栓塞效果 。本文回顾总

结了 2007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间，沈阳军

区总医院神经医学研究所应用 Onyx 瘤内栓塞

治疗的 36 个后循环远端动脉瘤的护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07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间沈阳军区总医院用 Onyx 瘤内栓塞治疗后

循环远端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瘤内 Onyx

栓塞后循环远端动脉瘤观察、护理要点。 

结论  本组所有患者均在出血急性期顺利完成

治疗。术后即刻造影显示全部动脉瘤均完全

闭塞。其中 5 例患者由于动脉瘤为梭形，将

动脉瘤和载瘤动脉同时闭塞，医生特殊交代

术后需要术后严密观察是否有脑缺血症状，

如饮水呛咳、声音嘶哑、咳嗽无力、头痛头

晕及意识状态的改变等，但观察一周未见此

类症状发生。2 例患者术后 3 日出现头晕、呕

吐、嗜睡，报告医生行 MRI 检查，显示载瘤

动脉（小脑下后动脉）供血区域梗死合并梗

阻性脑积水，属操作相关并发症，经脑室外

引流等对症治疗后痊愈出院。其余患者顺利

渡过围术期。 

结果  通过对 36 例采用 Onyx 胶治疗后循环

远端动脉瘤的护理实践，总结出对脑血管痉

挛、局灶性脑梗死等脑缺血症状的预见性观

察仍应作为该手术的重点观察内容。心理护

理应贯穿护理过程的始终，及时发现并处置

术中及术后并发症，为围术期观察护理的重

点，是保证患者治疗及预后具有良好效果的

关键。 

 
 
PO-2131 

LVIS 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治疗颅内宽颈动脉

瘤 38 例疗效分析 
 

毛国华 肖翔 朱建明 高子云 赖贤良 宋书欣 叶敏华 祝

新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330006 

 

目的  本研究通过分析 LVIS 支架辅助弹簧圈

栓塞颅内宽瘤颈动脉瘤的病例,探讨该治疗方

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4

月之间我院收治的经 CTA 或 DSA 诊断为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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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宽颈动脉瘤，均在 LVIS 支架辅助下行弹簧

圈填塞并术后复查全脑血管 DSA 的 38 例患

者。术前根据 CTA 或 DSA 结果分析，如需

要在支架辅助下行弹簧圈填塞的，急诊手术

给予阿司匹林 300 mg 和硫酸氢氯吡格雷 30

0 mg 术前一次口服，平诊手术给予阿司匹林

100mg/d 和硫酸氢氯吡格雷 75mg/d，连服 3

天。所有患者均在全麻下施行手术，先行全

脑血管 DSA 三维重建，明确动脉瘤位置、大

小、瘤颈宽度与载瘤动脉的关系，通过 3D 影

像选择合适工作角度，Echelon-10 微导管塑

形后在微导丝导引下，送到动脉瘤腔内，先

向动脉瘤内填入弹簧圈成篮，将 LVIS 支架经

支架导管输送至动脉瘤颈处，使支架半释

放，再填入弹簧圈致密栓塞，复查造影至动

脉瘤体不显影，瘤颈基本不显影，确认支架

位置后完全释放支架。术后给予阿司匹林 10

0mg/d 和硫酸氢氯吡格雷 75mg/d，服用 3-6

月。术中及术后均给予尼莫地平预防脑血管

痉挛。出院后每月门诊或电话随诊临床表

现，3-6 月复查全脑血管 DSA。根据动脉瘤

破裂与否;术后脑血管痉挛与脑梗;栓塞程度与

是否残留复发;术中情况;预后情况分析 LVIS

支架辅助栓塞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结果  本组 38 例病人中男性 16 例，女性 22

例，年龄最大 75 岁，最小 40 岁，平均年龄

56 岁。动脉瘤共 42 枚，其中破裂动脉瘤 35

例，未破动脉瘤 3 例；4 例多发动脉瘤；其中

前交通动脉瘤 10 枚，后交通动脉瘤 17 例，

大脑中动脉瘤 6 例，颈眼动脉瘤 3 例，椎基

底动脉瘤 2 例，瘤颈宽度最小者 2.0mm，最

大者 6.8mm，共使用 40 枚支架，均选用 LVI

S 支架，支架释放后即刻造影，动脉瘤体均致

密填塞，3 例瘤颈少许显影，无手术中动脉瘤

破裂出血，但在支架植入过程中出现支架内

急性血栓 2 例（均为急诊手术），给予替罗

非班溶栓后均再通，术后未发生严重并发

症。3-6 月复查 DSA 均未见动脉瘤复发，也

未出现支架移位。 

结论  新型 LVIS 支架辅助栓塞颅内宽颈动脉

瘤是安全、有效的。急诊手术术中可能发生

支架内急性血栓形成，一旦发生，需及时发

现，及时溶栓、扩容、扩血管等治疗，可达

到良好预后。但长期疗效需要进一步随访验

证。 

 
 
PO-2132 

LVIS 支架辅助治疗颅内段椎动脉夹层动脉瘤 

 

江研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探讨 LVIS 支架辅助栓塞颅内段的椎动

脉夹层动脉瘤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5 月~2015 年 10 月

使用 LVIS 支架辅助栓塞颅内段的椎动脉夹层

动脉瘤治疗以及随访效果。 

结果  采用 LVIS 支架对 11 例临床患者进行治

疗，手术操作过程顺利，术后即刻造影提示

为动脉瘤完全栓塞 2 例，近全栓塞 5 例，部

分栓塞 4 例。出院时 MRS 评分 0 分 2 例，1

分 6 例，2 分 2 例，死亡 1 例。 

结论   LVIS 支架在椎动脉夹层可以充分释

放，有效压迫内膜瓣，促进血管内皮修复。 

 
 
PO-2133 

血管内治疗已破裂远端小脑后下动脉动脉瘤 
 

蒋为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6 

 

目的  夹层动脉瘤(dissecting aneurysm,DA)

是指各种原因造成血管中膜或中膜与外膜剥

离，血液从破裂处流入使动脉壁膨出，引起

动脉瘤样扩张。PICA 夹层动脉瘤极其罕见，

占所有颅内动脉瘤的 0.5 ~ 0.7%，其中远端

动脉瘤更为少见。由于血管近端发出许多脑

干穿支及下位颅神经，外科手术有极高的神

经并发症风险。血管内治疗成为一种可选择

方法。探讨已破裂 PICA 远端动脉瘤的临床特

点及血管内治疗方法。 

方法  分别研究 10 位连续出现 PICA 远端动

脉瘤患者（6 男，4 女，平均年龄 51 .4

岁），所有病人起病都表现为：脑室内出

血，小脑出血及蛛网膜下腔出血（SAH）。

其中 Hunt-Hess (HH) 分级 ：H-H I 1 人， H-

H II 5 人， H-H III 3 人，H-H IV 1 人  

结果  所有病人接受血管内治疗，其中 7 例接

受电解可脱卸弹簧圈栓塞治疗，4 例同时接受

载瘤动脉栓塞术。所有病人随访 1-3 年，其

中 1 人治疗后 2 年复发，成功行可脱卸弹簧

圈栓塞治疗+载瘤动脉栓塞术。1 人行载瘤动

脉栓塞术术后 1 年发生载瘤动脉再通，但不

伴有任何动脉瘤增大。治疗后 1 年 2 人改良

Rankin 量表评分 (mRS)为 0， 7 人 mRS 评

分为 1， 1 人 mRS 评分为 2。  

结论  可脱卸弹簧圈栓塞 PICA 远端动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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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或不伴载瘤动脉栓塞术，在预防早期或中

期动脉瘤再出血方面是可行的，安全的，有

效的。此后随访期严格的血管成像对于预防

动脉瘤早期复发是必要的。 

 
 
PO-2134 

碘海醇诱发造影剂脑病的临床分析 
 

鲁虎臣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210029 

 

目的  探讨神经介入治疗后造影剂脑病的诊

断、可能的病因及预防、治疗措施。  

方法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对 2547 例

患者行脑血管造影和神经介入治疗，筛选出

术后出现造影剂脑病的患者共 2 例次，均系

应用碘海醇诱发，并对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

分析。  

结果  造影剂脑病具有发病突然、凶险的临床

特点，一般认为是术中使用的造影剂频率过

快、用量多大，造影剂局部浓度过高，使血

脑屏障一过性破坏，导致皮质细胞毒性损害

所致，治疗原则为补液、舒张血管、抗脑水

肿、皮质激素、神经营养及加压氧治疗。本

中心行脑血管造影和神经介入治疗共 2547 例

患者，其中 2 例次术后出现一过性造影剂脑

病，平均对比剂用量 200ml。两例患者经治

疗后症状消失，预后良好。  

结论  为了减少神经介入术后造影剂脑病发生

率，应尽量减少造影时间，对老年患者、近

期脑损伤患者常规使用非离子型对比剂，降

低对比剂间隔频率和使用总量。神经介入工

作者应熟悉碘海醇不良反应，尤其是中枢神

经系统损害，同时能及时发现和迅速处理。 

 
 
PO-2135 

Onyx 胶术前栓塞治疗富血供颅内肿瘤 
 

林俊明 张明升 王文浩 林洪 李君 罗飞 胡连水 

解放军第 175 医院暨厦门大学东南医院神经外科，南

京军区创伤神经外科中心 363000 

 

目的  探讨应用 Onyx 胶术前栓塞治疗富血供

颅内肿瘤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对 11 例富血供颅内肿瘤，应用 Onyx

胶进行术前栓塞。 

结果  11 例均栓塞成功，6 例肿瘤染色完全消

失，5 例肿瘤染色消失达 90%以上。栓塞程

度按 BENDSZUS [1] 评定标准评定：完全栓

塞 6 例，大部分栓塞 5 例。每例约使用 Onyx

胶 1.5～4.0ml，平均 2.5ml。所有病例微导管

到位均满意，均无发生粘管，无头皮坏死、

颅内出血、颅神经障碍以及脑缺血等并发

症。开颅术中见肿瘤瘤体萎缩，质地软、

脆，颜色苍白，瘤体中央大部分坏死，呈“豆

腐渣”样，内有胶铸型的网状血管结构，瘤体

出血少。术中平均出血约 630ml。所有病例

无栓塞并发症，肿瘤手术切除顺利。 

结论  合理应用 Onyx 胶术前栓塞治疗富血供

颅内肿瘤，安全有效。 

 
 
PO-2136 

Navien 配合 Wills 覆膜支架治疗复杂颈内动

脉病变 
 

汪伟巍 郭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Navien 配合 Wills 覆膜支架治疗复杂性颈内 

动脉病变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363

000）汪伟巍 郭章 

目的 评价 Navien 支撑导管配合 Wills 覆膜支

架治疗复杂性颈内动脉病变的安全性和疗

效。     

方法 2014 年 9 月-2015 年 4 月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漳州市医院神经外科。运用 8F 支撑套叠

6F Navien  （美敦力。美国），放置至颈内

动脉 C2.3 段，甚至 C4 段。运用国产 Wills

覆膜支架治疗 6 例颈内复杂性颈内动脉病变

患者。其中 1 例外伤性 C5-7 颈内动脉夹层多

发动脉病；1 例外伤性性 CCF 并鼻出血；1

例外伤性 C4 假性动脉病并鼻出血，1 例 C6

段血泡样动脉瘤并颈眼动脉，1 例 C6 段巨大

动脉瘤并出血；1 例鼻咽癌放疗后 C4 夹层巨

大动脉瘤并鼻出血。 

结果 ①6 例患者 Navien 成功非常稳定到位，

提供足够支撑，放置 7 枚 Wills 覆膜支架，前

5 例支架经过一次性释放，见近端有少许造影

到内漏，后撤 2-3mm 球束再次扩张至命名压

后内漏消失，载瘤动脉通畅。1 例鼻咽癌放疗

后合并 C4 段巨大夹层动脉瘤患者因单个支架

长度不够覆盖采用双支架桥接，一次性治

愈。 ②术后 2-12 个月对 6 例患者进行临床随

诊。3 例 DSA 复查，载瘤动脉通畅无内漏，

均治愈。1 例 MRA    颅内动脉通畅。鼻咽癌

放疗后合并 C4 段动脉瘤患者因脑脊液鼻漏 

合并颅内霉菌感染死亡。C6 段血泡样动脉瘤

并颈眼动脉患者术中颈内动脉近端痉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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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术后并发失语和偏瘫，治疗 1 个月后痊

愈。     

结论 运用 Navien 支撑导管可以克服颈内动脉

血管的迂曲，尽可能接近病变部位，稳定输

送系统。准确定位，是 Wills 覆膜支架完美表

现的关键。采用 Navien 配合 Wills 覆膜支架

治疗颈内动脉复杂病变疗效立竿见影，是安

全有效的。中长期随诊疗效佳。     

 
 
PO-2137 

微创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评价及影响因

素分析 
 

高振忠 李安民 宋少军 李军旗 蔺 兴 高海平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311 

 

目的 探讨微创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

效果及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内蒙

古林业总医院收治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98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9 例，

其中对照组采取完全保守治疗，观察组采取

微创手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

果。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GCS 评分均较治

疗前明显下降（P＜0.05），而观察组的下降

幅度较大，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91.8

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1.43%（P＜0.0

5）。 

结论 较之完全保守治疗，微创手术可显著提

高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疗效，改善患者

的神经功能，且创伤小、操作简便，是一种

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

用。 

 
 
PO-2138 

吲哚菁绿荧光血管造影在前交通动脉瘤手术

中的应用研究 
 

高振忠 李安民 宋少军 李军旗 蔺 兴 高海平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311 

 

目的 通过在前交通动脉瘤手术中应用吲哚菁

绿进行荧光血管造影，研究、讨论应用 吲哚

菁绿进行术中荧光血管造影是否可以为开颅

夹闭手术提供参考价值。根据术中造 影显示

结果，来判断能否完全夹闭动脉瘤，分析载

瘤血管有否出现阻塞或狭窄现象， 观察前交

通穿通动脉是否被肿瘤累及，动脉瘤瘤体夹

闭完全与否、载瘤血管是否发生 狭窄、穿通

血管是否被累及，最后根据术后 ICGA 的影

像学资料以及患者术后复查 CTA/DSA 情况评

估 ICGA 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内蒙

古林业总医院神经外科 30 例术前明确诊断为

前交通动脉瘤患者分为实验组，夹闭手术过

程 中应用荧光血管造影，对照组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内蒙古林业总

医院神经外科前交通动脉瘤患者，开颅夹闭

手术中 未应用吲哚菁绿荧光血管造影患者 30

 例，对比两组患者在夹闭术中、术后影像资

料， 进行分析、统计。  

结果 本实验证明了如患者采用术中荧光血管

造影，可以取得满意效果，夹闭术中可 以明

确显示前交通动脉瘤瘤体及载瘤血管，并能

同时查看到 1～3 支穿通血管。随后 通过术

后 3 个月复查全脑血管造影术或头颅 CT 血

管造影，统计得出在实验组中无瘤 颈残余案

例，1 例载瘤血管狭窄或闭塞，无术后发生脑

梗死案例。而对照组 30 例患 者术后复查，

发现瘤颈残留 6 例，载瘤动脉狭窄或闭塞 9 

例，术后脑梗死 6 例。  

结论 要想保证夹闭手术的效果和预后，就需

要术者在确保载瘤血管和分支动脉血流 畅通

的前提，再对动脉瘤进行完全无误的夹闭。

在对脑动脉瘤夹闭术后评估动脉瘤是 否夹闭

完全以及夹闭术后是否存在夹闭不全、载瘤

动脉是否发生狭窄进行判断时，传 统方式主

要是根据手术医生的经验来进行的，而术中

应用吲哚菁绿荧光血管造影完全 可以为手术

医师提供巨大帮助，ICGA 荧光血管造影技术

简便易行、安全可靠，可重 复使用，能够提

高手术安全性和成功率，该方法值得再临床

外科手术中广泛推广使用。   

 
 
PO-2139 

颈动脉狭窄支架成形术中近端保护与远端保

护的对比 
 

杨芳宇 梁国标 李志清 高旭 张海峰 董玉书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颈动脉支架成形术已成为治疗颈动脉狭

窄的重要手段，但术中有微栓子脱落导致脑

梗塞的风险。远端保护及近端保护 MOMA 的

出现提高了 CAS 的安全性，我中心于 2008

年至今共计使用近端保护装置 MOMA87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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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端保护装置 299 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方法 2008 年 12 月-2015 年 12 月，沈阳军区

总医院神经外科经 DSA 证实颈内动脉狭窄行

CAS 并使用 MOMA 脑保护装置患者共 87

例，其中男 62 例，女 25 例，年龄为 42~86

岁，平均年龄 68 岁。使用远端保护伞 299

例，其中男 213 例，女 86 例，年龄为 39~93

岁，平均年龄 66.7 岁。二者纳入标准均为内

科药物治疗无效的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 

结果 MOMA 组 CAS 患者中，3 例发生术中

一过性缺血，1 例发生术后一过性缺血改变，

经术后正规药物治疗后，术后均行头部 MRI

及 DWI 检查，未见明确新发缺血病灶，不良

事件发生率为 4.6%，致残率为 0%。远端保

护伞组 CAS 患者中，12 例发生术中一过性缺

血，9 例发生术后缺血性改变，其中 2 例经内

科药物治疗后，行头部 MRI 及 DWI 检查可见

明确缺血病灶，其中 1 例术后植物生存状

态，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7.02%，致残率为 0.

7%。 

结论 在颈动脉血管成形术中，99%患者可检

测到微栓子信号，尽量减少微小栓子对中枢

神经系统的损害尤为重要，比较近端装置和

远端保护伞对位栓塞的效果表明， 

  远端保护备以下优点 1. 远端保护装置操作

相对简单，可在手术中完成单人术中快速交

换，并无需阻断近端血流，降低脑缺血时

间。2. 对于缺血对侧代偿差的患者，远端保

护伞可有效降低全脑缺血时间，降低脑缺血

时间发生率。3. 防止微栓子冲洗到颈外动脉

可能栓塞视网膜动脉或通过较大吻合之栓塞

颅内血管。 

近端保护具备以下优点：1.对于颈动脉近端迂

曲、颈内动脉结果复杂保护伞通过困难患

者，MOMA 可有效于降低 CAS 过程中微栓子

脱落导致脑缺血的风险。2.对于颈动脉次全闭

塞及明显存在溃疡性斑块的患者 MOMA 可避

免预扩前过度骚扰颈动脉斑块，防止斑块的

脱落。3.MOMA 具备很好的稳定性，能在患

病血管外固定，降低颈内动脉血管痉挛的产

生。4.MOMA 于术中完全阻断近端血流，可

更加完全的清除术中产生的微栓子。 

通过本组研究，对颈动脉重度狭窄的患者行

CAS 手术 MOMA 及远端保护装置均可有效降

低术中微梗塞的发生，对于 CAS 手术均应于

术前完善 DSA 评估并就具体情况选择有效地

保护措施。 

 
 

PO-2140 

Solitaire-AB 支架机械取栓联合溶栓治疗重

症静脉窦血栓 5 例报道 
 

许刚 崔刚 僧志远 屈建强 杨庆余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710004 

 

目的  探讨采用 Solitaire-AB 支架机械取栓联

合溶栓治疗重症静脉窦血栓的有效性及安全

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 2014.01~2016.05 应用 Solitaire-AB

支架取栓联合微导管溶栓治疗重症静脉窦血

栓 5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 3 月~2 年的

临床随访。 

结果  ①5 例患者中男性 1 例，女性患者 4

例，上矢状窦血栓 2 例，横窦血栓 2 例，横

窦+直窦血栓 1 例。②应用 6×30mm Solitaire

-AB 支架 7 枚，同时联合微导管使用尿激酶 3

0~50 万 u 进行接触性溶栓治疗，术后 5 例患

者临床症状均明显改善，4 天~2 周颅内压均

恢复正常，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3 分 1

例，4 分 1 例，5 分 2 例，7 分 1 例。无一例

发生支架取栓及溶栓相关并发症。出院时格

拉斯哥预后评分：5 分 4 例，4 分 1 例。③5

例患者临床随访 3 月~2 年，并行腰穿及眼底

检查及 DSA 随访，无一例患者复发。 

结论  Solitaire-AB 支架机械取栓联合溶栓治

疗重症静脉窦血栓可迅速降低颅内压及改善

临床症状，安全有效，但病例数较少，规范

化的治疗仍有待于多中心大样本随机研究结

果。 

 
 
PO-2141 

机械取栓联合超选择动脉溶栓治疗急性大脑

中动脉闭塞 
 

赖贤良 毛国华 朱健明 宋书欣 高子云 祝新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随访观察机械取栓联合超选择动脉溶栓

治疗急性大脑中动脉闭塞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２０１3 年 1 月－2015 年 1 月

收治的急性大脑中动脉闭塞患者 30 例，均经

急诊 CTA、MRA 或 DSA 脑血管造影后确

诊；按患者就诊时间及接受的治疗方法，分

为对照组与治疗组，每组 15 例。其中对照组

男 9 例，女 6 例，年龄 48～70 岁，平均 54.

3±2.8 岁；合并高血压，房颤８例，糖尿病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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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冠心病３例。治疗组男 10 例，女 5 例，

年龄 51～72 岁，平均 55.7±3.1 岁，合并高

血压，房颤７例，糖尿病５例，冠心病２

例。对照组采用保守治疗，每天口服或鼻饲

阿司匹林 100mg/d，波立维 75mg/d，并给予

神经营养，脑保护等对症支持治疗。治疗组

采用局麻下肢右股动脉置管全身肝素化后经

导管置入取栓器 solitareＡＢ支架到达血管闭

塞处取出血栓或挤碎血栓，然后行主动脉弓

造影视血管再通情况及血流速度部分患者采

用尿激酶５万～３０万Ｕ稀释成１万Ｕ/ml，

用微泵经微导管于血栓内部或闭塞血管内持

续泵入，平均使用尿激酶（15±8.5）万Ｕ，

术后微量泵静脉给药“欣维宁”12 小时后，改

为每天口服阿司匹林 100mg/d，波立维 75mg

/d；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

H）和 Barthel 指数对两组进行疗效判定。  

结果  治疗后 30d，90d 的治疗组 NIHH 评分

（11.2±2.5,9.3±4.5）较对照组（13.0±3.3,11.

6±1.8）明显下降（t＝3.443,6.240，P＜0.0

5）；治疗组 Barthel 指数（43.4±11.2,55.7±

6.5）较对照组（32.4±8.8,42.1±9.5）显著改

善（t＝6.141,9.349，P＜0.05）。90 天后治

疗组的总有效率（70.96%）明显优于对照组

（50.00%）(X2＝4.251,P＜0.05);对照组中

有 3 例患者出现脑疝，行了去骨瓣减压术，1

例患者死亡；治疗组与对照组病死率比较差

异明显（P＜0.05）;  

结论  机械取栓联合超选择动脉溶栓治疗急性

大脑中动脉闭塞，能明显改善患者的预后，

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致残率和病死率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  

 
 
PO-2142 

支架取栓术结合动脉溶栓术治疗急性脑梗塞

的临床观察 

 
王新刚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30003 

 

目的 观察支架取栓结合动脉溶栓术在治疗急

性脑梗死的临床效果。 

方法 采用支架取栓术结合动脉溶栓术与静脉

溶栓治疗急性脑梗塞各选 2 例进行观察临床

效果。  

结果 经过支架取栓术结合动脉溶栓术与静脉

溶栓对比，支架取栓术结合动脉溶栓术，术

后患者功能恢复快，疗效好。 

结论 支架取栓术结合动脉溶栓术治疗急性脑

梗塞临床疗效满意，对临床治疗急性脑梗塞

具有指导意义。 

 
 
PO-2143 

ONXY 胶栓塞脑膜脑血管畸形 
 

肖福顺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154 

 

目的  回顾性分析自 2011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应用 ONXY 胶经血管内治疗的脑血管畸

形、硬脑膜（及硬脊膜）动静脉瘘共 123

例。对于 ONXY 胶治疗的方法、手术要点、

治疗效果及出现的并发症进行分析和总结。 

方法  总结了自 2011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

应用 ONXY 胶经血管内治疗的脑血管畸形、

硬脑膜（及硬脊膜）动静脉瘘共 123 例。其

中男，59 例，女，64 例。年龄，2-79 岁，平

均 40.3 岁。全部病例均采用股动脉 Seldinge

r’s 穿刺技术，应用 6F 导引导管导入相应供

血动脉。绝大多数病人采用经一只或多只动

脉入路导入畸形团内，应用 ONXY 胶一次或

分次栓塞畸形血管团直至畸形团不显影为

止，尽量保留引流静脉通畅。部分硬脑膜动

静脉瘘采用经静脉入路弹簧圈结合 ONXY 胶

栓塞静脉窦达到完全治愈。 

结果  123 例病人一次性完全栓塞治愈 85

例，经二次栓塞或结合 у-刀治疗后完全消失 1

9 例，Spetzler 分级 4-5 级血管畸形部分栓塞

19 例。术中出血或术后出血 11 例，其中与

出血有关的死亡 2 例。相应供血区脑梗塞至

偏瘫 5 例，颅神经损伤（如周围性面瘫）2

例，体内保留微导管 3 例，余病人均恢复良 

好。 

结论  应用 ONXY 胶经血管内治疗的脑血管畸

形、硬脑膜（及硬脊膜）动静脉瘘是目前安

全有效的治疗方法。术中应注意尽量将微导

管导入畸形团内，同时注意术中观察胶的动

脉反流及避免过早进入引流静脉内。同时注

意拔管拔管的时机。 

 
 
PO-2144 

血管内诊疗技术在颅脊髓内富血运肿瘤治疗

中的应用： 单中心 5 年回顾性分析（附 234

例报道） 
 

陈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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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颅脊髓富血运肿瘤（RVT）的治疗仍充

满挑战，对此血管内诊疗技术具有积极作

用：可评估其血供、动静脉走形和受累，术

前栓塞可明显减少出血、提高全切率和放射

疗效。就选择适应症、栓塞入径、栓塞材料

及防控相关风险等进行单中心 234 例总结。  

方法  女男相当，平均年龄 40.2 岁。部位：1

56 例颅内肿瘤，36 例颅底肿瘤，31 例颅

外，11 例脊髓。瘤谱：血管母细胞瘤 56 例

（23.9％），脑膜瘤 54 例（23.1％），颈鼻

咽部纤维血管瘤和脊膜瘤各 22 例，胶质细胞

瘤 16 例，颈静脉球瘤 11 例、血管外皮瘤和

松果体肿瘤 8 例，其他 37 例。流程：均先经

影像学（CT,MRI，CTA 或 MRA）判断为 RV

T，再 DSA 造影，评估其血供及是否有栓塞

指证和栓塞后效果，术中和术后评估术中出

血量及血管内诊疗相关并发症。  

结果  将 234 例据 Manalfe 分型：Ⅰ型（单纯

颈外动脉供血）65 例（27.7%），主要分布

在颅底和颅外；Ⅱ型（颅内外联合供血，以

颈外动脉为主）72 例（30.7%）;Ⅲ型（颅内

外联合供血，以颈内动脉为主）28 例（1

2%），Ⅱ和Ⅲ型分布在颅底和颅内肿瘤；Ⅳ

型（单纯颅内动脉供血）69 例（29.1%），

分布于颅内肿瘤。血运一般无需栓塞者 56 例

（24％），血运丰富需栓塞者 178 例（7

6%）：没有适合栓塞的血管构筑者 51 例（2

8.7%），栓塞 127 例（71.3％，占总数的 12

7/234,54.3%）。栓塞方法：117 例（92.

1％）经动脉入路栓塞，10 例（7.9％）术前

和术中直接穿刺肿瘤栓塞。栓塞材料：PVA

（选择直径 200－300μm，或二者的混

合）；明胶海绵颗粒（刮成粉末状）；Onyx

（18 系居多，34 系极少数）。栓塞效果，

优：瘤床血流量减少 80％以上，34 例（26.

7％）；良：减少 50％～80％，62 例（48.

8％）；一般：减少 30％～50％，26 例（20.

5％）；差：减少 3 0％以下，5 例（3 .

9％）。总体优良率 75.5％，栓塞后的效果与

术中出血评估相似。单纯血管造影无并发

症，栓塞患者并发症 3 例（2.4％，3/127，

早期）：脑栓塞 1 例，颅神经损伤 2 例。  

结论  血管内技术对 RVT 的诊疗是安全、有

效的，随着相关材料和技术的发展，其作用

将更为显著。正确选择适应症，术中评估

（如“危险吻合”）、操作和栓塞技巧是提高疗

效和防止并发症的关键。在术中出血难以控

制的情况下，直接穿刺肿瘤注射栓塞剂是比

较好的应急措施。 

 
 
PO-2145 

脑动静脉畸形血管内栓塞治疗的风险因素研

究 
 

孙勇 1,2 李佑祥 2 李爱民 1 施辉 1 陈军 1 江裕华 2 吕宪

利 2 颜士卫 1 

1.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脑动静脉畸形血管内栓塞治疗的风

险因素。 

方法  对 2011.11.1~2013.10.31 在连云港市

第一人民医院与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神经

介入科接受血管内栓塞治疗的 AVM 病例资料

（共 323 人，358 人次）进行前瞻性研究，

对其临床资料和头颅 CT/MRI/DSA 等影像资

料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分析，根据血管内栓

塞治疗术中是否出现出血、微管留置、血管

痉挛、血栓形成，术后是否出现新的神经功

能障碍等情况分为良好组和不良组，分别统

计分析组间的临床资料与影像学血管构筑因

素差异，筛选出脑动静脉畸形血管内栓塞治

疗的风险因素。 

结果  年龄、栓塞次数、术前是否有神经功能

障碍、是否合并基础疾病、路径供血动脉来

源、合并血流动力性动脉瘤等六个因素在单

因素分析中与出现并发症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相关性。在多因素分析中，显示年龄、栓塞

次数、术前是否有神经功能障碍、路径供血

动脉来源、合并血流动力性动脉瘤等五个因

素与出现并发症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 

结论  血管内栓塞治疗脑动静脉畸形是安全、 

有效的，术前对年龄、栓塞次数、术前是否

有神经功能障碍、路径供血动脉来源、合并

血流动力性动脉瘤等栓塞的风险因素进行合

理评估，有助于降低并发症。 

 
 
PO-2146 

颅内微小动脉瘤的栓塞治疗 
 

朱新洪 杨明标 徐洪波 卢淼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418000 

 

目的  探讨颅内微小动脉瘤血管内治疗效果、

安全性及手术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 年 11 月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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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2 月近 2 年来血管内治疗颅内微小动脉瘤

55 例患者临床资料、手术方法、即刻栓塞结

果、及部分随访结果。 

结果  血管内完全栓塞 35 例( 63.6%) ，瘤体

造影剂残留 12 例（包括单纯支架植入 2 例，

瘤颈栓塞及前交通动脉优势侧闭塞 1 例）（2

1.8%），瘤颈残留 7 例（12.8%），1 例前

交通动脉瘤支架植入后远端不显影改手术夹

闭（1.8%）。技术成功率 98.2%。栓塞术中

动脉瘤破裂出血 1 例( 1.8%) ；支架植入患者

术后双抗未见血栓事件。术后死亡 2 例（3.

6%）。术后 33 例影像学随访 6 月-1 年（CT

A 或 DSA），1 例大脑中动脉 M1 分叉部动脉

瘤复发行手术夹闭治疗，余未见复发、瘤体

大小及形状改变及需要再治疗病例。53 例临

床随访中，生活自理即达到临床治愈 43 例(8

1.1%)，轻度肢体活动功能障碍 6 例(11.4%)

 ，认知、语言功能障碍 4 例(7.5%) ，术后无

再出血病例。 

结论  熟悉栓塞材料及熟练的操作技巧，经血

管内栓塞颅内微小动脉瘤是安全有效的，其

手术并发症、病残率、死亡率相对较低。 

 
 
PO-2147 

介入栓塞治疗豆纹动脉远端动脉瘤 3 例报道

及文献回顾 
 

梁朝辉 1 何川 1 张鸿祺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北京宣武医院 

 

目的  探讨豆纹动脉远端动脉瘤经介入栓塞治

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 3 例豆纹动脉远端动脉

瘤临床资料及介入治疗过程，（1）在介入栓

塞术前应用高分辨磁共振扫描技术能够对患

者颅内微小动脉瘤的诊断起到重要作用，动

脉瘤壁的强化预测瘤壁结构不完整，易发生

破裂；（2）在介入栓塞术中应用 GE CT 定

位微导管头端与内囊的关系，在病例一中，

应用 GE CT 旋转功能，定位微导管头端已跨

过内囊前肢，提示注胶安全；（3）球囊辅助

技术在神经介入治疗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对于改变血流方向和降低动静脉瘘高血

流量及避免栓塞剂误入载瘤血管具有重要意

义，病例 1 运用球囊辅助技术辅助微导管到

位病灶具有重要意义，病例 2 采用充盈球囊

降低高流量动静脉瘘血流量具有重要作用，

实现病变安全有效栓塞。 

结果  3 例豆纹动脉远端动脉瘤均得到安全有

效治疗，术后 3 个月-6 个月来院复查，未见

动脉瘤复发。 

结论  豆纹动脉远端动脉瘤经应用介入栓塞治

疗的方法，能够实现有效及安全治疗。 

 
 
PO-2148 

双微导管技术在颅内不规则复杂动脉瘤治疗

中的应用 
 

高歌 张扬 晁迎九 牛朝诗 傅先明 陈昱 余舰 顾大群 魏

建军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总结应用双微导管技术血管内介入治疗

颅内不规则形复杂动脉瘤的初步经验，探讨

其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

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37 例颅内不规

则形复杂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37 例均采

用双微导管技术行血管内治疗，其中，单纯

以双微导管技术治疗 33 例，支架辅助双微导

管技术治疗 4 例。以格拉斯哥预后分级（GO

S)评估患者预后。术后随访时间为 6 个月。 

结果  37 例患者行血管内治疗后即刻造影显

示，动脉瘤致密栓塞 35 例，近全栓塞 2 例。

所有患者均恢复良好（GOS 分级Ⅴ级），无

并发症，无一例死亡。6 个月后 DSA 随访 24

例，显示载瘤动脉通畅，动脉瘤无复发。13

例失随访。   

结论  双微导管技术对于颅内不规则形复杂动

脉瘤疗效较好，具有可行性。 

 
 
PO-2149 

外伤后大脑前动脉海绵窦瘘经动脉入路栓塞

治疗 1 例报告 
 

胡伟鹏 黄天造 陈祥荣 黄清 邬树凯 胡昌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报告 1 例罕见外伤后大脑前动脉海绵窦

瘘诊治体会  

方法   

1、病例资料：男，50 岁，头部外伤后右眼充

血、突出 20 年，无耳鸣。查头颅 CTA 示：

左颈动脉海绵窦瘘。查体：右眼球突出，结

膜充血，肿胀，视力明显减退，右眼对光反

射灵敏，左眼球无突出，无光感，对光反射

消失，双眼球内斜位，眼球活动差，右侧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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颞部、眶周可闻及吹风样杂音。  

2、手术治疗：全麻下行脑血管造影术见：左

大脑前动脉 A1 段海绵窦瘘，由左大脑前动脉

A1 段及右大脑前动脉通过前交通到左侧 A1

段供血，主要向双侧眼静脉、岩下窦回流，

瘘口很大，其中一小部分通过基底静脉引向

直窦，左颈内动脉造影时左大脑中动脉血流

偏少，右颈内动脉供应双侧 A2 段。全身肝素

化，经右侧、左侧股动脉鞘内插入 6F 导引管

分别选择至左颈内动脉和右颈内动脉 C1 水

平， HyperForm 封填球囊 4mmx7mm，经左

颈内动脉导引管内插入送至左大脑前动脉起

始段；插入 Echelon-10 预塑形微导管携微导

丝经左颈内动脉超选入瘘口内，依次推送 EV

3-25mm×50cm －3D 1 枚、22mm×50cm －

3D 1 枚、20mm×50cm －3D 1 枚、18mm×4

0cm－3D 2 枚、16mm×40cm －2D 1 枚共 6

枚弹簧圈在瘘口海绵窦内减慢血流，分别经

左侧微管及右侧经前交通动脉至瘘口的微管

缓慢注入 ONYX 胶，期间充盈球囊保护（每

5 分钟泄去 3 分钟），共注入 ONYX 胶 15.2

ml 把来自双侧的瘘口及海绵窦栓塞,行双侧颈

内动脉造影见来自双侧大脑前动脉的瘘口完

全闭塞，左大脑中动脉及分支显影良好，左

大脑前动脉 A1 段残端及豆纹动脉显影良好。 

结果  术后恢复良好，左眼球无突出，充血明

显好转，杂音消失。  

结论  外伤后大脑前动脉海绵窦瘘病例相当罕

见，可能为外伤致鞍区颅底骨折把大脑前动

脉卷入骨折线内损伤，或是发育异常左侧大

脑前动脉走行于鞍区颅骨的骨管中受伤所

致。治疗采用弹簧圈加 ONYX 胶介入治疗效

果良好。 

 
 
PO-2150 

血管内超声技术在介入治疗颈动脉狭窄中应

用体会 
 

韩玉庆 董力庆 许阳阳 赵理乐 

天津市西青医院 300380 

 

目的  探讨血管内超声（IVUS）在颈动脉狭窄

介入治疗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26 例患者血管造影后明确颈动脉管腔狭

窄率大于 70%，均在 IVUS 指导下进行介入

治疗，放置栓塞保护器后用 IVUS 进行斑块及

管腔评价，进行球囊预扩张后再次评价斑块

及管腔变化，管腔狭窄率小于 30%，斑块稳

定患者仅行单纯球囊扩张治疗，狭窄率未达

标患者均行支架植入治疗，支架植入后再次

评价斑块，管腔变化及支架效果。  

结果 单纯球囊扩张 9 例，扩张后狭窄率达标

但斑块破裂形成血管夹层 1 例，予植入支架

治疗，植入支架 17 例，其中支架贴壁不良 5

例，支架未充分扩张 3 例，再次进行后扩张

后均达到满意标准。TICI 分级（thrombosis i

n cerebral ischemic grade）血流 3 级。随访

6 个月，CTA 检查发现仅单纯球囊扩张患者

出现管腔再狭窄 2 例，其余 7 例良好， 17 例

支架植入患者无再狭窄，26 例患者临床症状

均好转，预后良好（mRS＜2），再狭窄 2 例

患者无明显临床症状，继续随访。  

结论  血管内超声能准确评价斑块面积及斑块

性质，指导治疗方式，支架植入后可观察支

架贴壁情况，及扩张程度，是提升颈动脉狭

窄介入治疗效果的有效手段。  

 
 
PO-2151 

支架辅助栓塞脑宽颈动脉瘤的临床随访研究 
 

刘爱华 康慧斌 李佑祥 杨新健 吴中学 

刘爱华 100050 

 

目的  总结和评估本组使用支架辅助弹簧圈栓

塞脑宽颈动脉瘤患者的临床结果和血管造影

结果。 

方法  2009 年 4 月至 2011 年 10 月，共有 16

9 例宽颈动脉瘤患者应用 Enterprise 支架辅助

弹簧圈栓塞。利用统计方法评价分析栓塞程

度、临床结果、血管造影结果及栓塞相关并

发症等。 

结果  169 例患者中，共有 166(98．2％)例患

者(179 枚宽颈动脉瘤)支架释放满意。术中即

时造影显示 101 枚动脉瘤(56．4％)完全栓

塞，55 枚动脉瘤(30．7％)近全栓塞。接受血

管造影随访患者共 108 例，平均随访时间

8．1 个月，造影显示 95 枚动脉瘤(79．8％)

为完全栓塞，12 枚动脉瘤(10．1％)为近全栓

塞。166 例患者中 6 例发生血栓(其中症状性

血栓形成 5 例，无症状性血栓形成 1 例)，术

中动脉瘤破裂出血死亡 1 例。造影随访 108

例患者中共有 10 例患者(10 枚动脉瘤)复发，

均行二期栓塞，栓塞结果满意。 

结论  Enterprise 支架对宽颈动脉瘤的辅助栓

塞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完全栓塞率

较高以及并发症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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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52 

lVIS 支架治疗颈内动脉前壁动脉瘤初步经验 
 

钟鸣 熊叶 谭显西 李则群 郑匡 严志远 潘心瑶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目的  尝试用 lVIS 支架治疗颈内动脉前壁动脉

瘤。 

方法  颈内动脉前壁动脉瘤绝大部分是血泡样

动脉瘤，其治疗方法多种多样，有开颅术和

血管内治疗，但再出血率和致死致残率明显

高于囊性动脉瘤，而且目前仍没有最佳治疗

方案。LVIS 是一种新型的类似密网支架，我

们尝试用 lVIS 支架治疗了 5 例此类病人，取

得了初步经验。 

结果  5 例病人均得到成功治疗，无并发症，

经中长期随访无再出血和复发。 

结论  lVIS 支架治疗颈内动脉前壁血泡样动脉

瘤可能有助于降低其再出血率和致死致残

率。 

 
 
PO-2153 

动脉途径栓塞治疗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

的初步经验 
 

戴琳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总结经动脉途径栓塞治疗海绵窦区硬脑

膜动静脉瘘的经验 

方法  自 2000 年至今我科共收治了 22 例自发

性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其中 7 例经动

脉途径栓塞治疗。6 例无良好的静脉入路行动

脉途径 ONYX 胶栓塞治疗，1 例经静脉入路

以弹簧圈闭塞海绵窦后残留动静脉瘘经动脉 

途径栓塞痊愈。 

结果  7 例中单纯行动脉入路栓塞的 3 例痊

愈，2 例部分栓塞后症状减轻，1 例术中出现

胶经危险吻合溢入颈内动脉导致脑梗死，行

开颅夹闭引流静脉并行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

吻合术。1 例经静脉及动脉途径联合栓塞痊

愈。 

结论  在没有良好的静脉途径的时候经动脉途

径也是一种重要的治疗方法，但一定要注意

危险吻合的存在，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PO-2154 

自发性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的初步治疗

经验 

 

戴琳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总结自发性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的

治疗经验 

方法  自 2000 年至今我科共收治了 22 例自发

性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其中男 7 例，

女 15 例。年龄 24-80 岁，平均 57 岁。3 例

行 DSA 全脑血管造影确诊后未行特殊治疗，

出院后行压颈治疗。7 例行动脉入路 ONYX

胶栓塞（3 例静脉途径失败后经动脉途径栓

塞），10 例经岩下窦-海绵窦内行弹簧圈或弹

簧圈+ONYX 栓塞（其中 1 例经岩下窦部分栓

塞后残留瘘口经动脉栓塞），2 例经面静脉-

眼静脉-海绵窦以弹簧圈行栓塞，。 

结果  3 例未介入治疗的患者经压颈治疗后分

别于 2w，2m 及 6m 后临床症状消退。7 例单

纯行动脉入路栓塞中 4 例痊愈，2 例部分栓塞

后症状减轻，1 例术中出现胶经危险吻合溢入

颈内动脉导致脑梗死，行开颅夹闭引流静脉

并行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吻合术。12 例经静

脉途径栓塞者皆痊愈。 

结论  经静脉途径行栓塞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

治疗方法，12 例皆痊愈。当没有良好的静脉

途径的时候经动脉途径也是一种重要的治疗

方法，但一定要注意危险吻合的存在，可能

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对于部分治疗困难的病

例，观察并行压颈试验不失一种安全的治疗

方法。 

 
 
PO-2155 

磁共振 3D-FIESTA 序列检查在脑积水中的诊

断价值 
 

谢国强 

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 712000 

 

目的 探讨磁共振三维稳态进动快速成像（3D-

FIESTA）序列在脑积水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40 例脑积水患者均行磁共振常规序列及

3D-FIESTA 序列扫描并多平面重建，比较 3D

-FIESTA 序列在脑积水鉴别诊断方面是否存

在优势。 

结果 MRI 常规序列扫描诊断交通性脑积水 32

例（75%）、梗阻性脑积水 8 例（25%）；3

D-FIESTA 序列扫描诊断交通性脑积水 23 例

（57 .5%），梗阻性脑积水 17 例（42 .

5%），二者在鉴别脑积水类型方面有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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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X2=4.71，P<0.05）。 

结论 磁共振 3D-FIESTA 序列扫描与头颅 MR

I 常规序列扫描相比，可以清楚显示脑脊液循

环通路通畅情况，术前明确脑积水类型，进

而指导脑积水治疗方法的选择（脑室-腹腔分

流术或内镜下第三脑室底造瘘术），使部分

患者避免脑室-腹腔分流术，很大程度上降低

了分流术并发症的发生率。 

 
 
PO-2156 

内镜经鼻海绵窦前内侧壁入路切除海绵窦内

垂体腺瘤 
 

郭宏川 1 宋刚 1 周新管 2 张秋航 1 

1.北京宣武医院 神经外科 

2.山西运城市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包裹海绵窦段颈内动脉侵袭性垂体

腺瘤的临床特征，介绍内镜经鼻海绵窦前内

侧壁入路手术体会，为切除该类垂体腺瘤提

供帮助；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8 例经鼻海绵窦前内侧壁入

路切除包裹海绵窦段颈内动脉侵袭性垂体腺

瘤的临床资料，术前均行鞍区核磁共振平扫

（T2 像）加增强三维薄层扫描，了解海绵窦

内肿瘤质地及其与颈内动脉的位置关系，行

颅底 CT 骨窗三维薄层扫描，了解蝶鞍及海绵

窦前壁骨质特点，采用内镜经鼻入路，参照

犁状骨根部确定中线后“十”型打开鞍底硬膜，

紧贴硬膜内层小心将患侧海绵窦前壁向外延

展打开至硬膜与眶骨膜移行的眶上裂起始

部，钝性刮勺吸引器复合体逐步将鞍内及海

绵窦内肿瘤轻柔刮出，待显露 C4 段颈内动脉

走形后逐次沿后曲前上间隙、前曲前下间隙

肿瘤全部清除，如遇质地稍硬肿瘤可用小号

锐性刮勺直视下轻柔自颈内动脉血管壁上分

块刮下肿瘤，换用 30O 内镜探查海绵窦各间

隙以避免视线盲区残余肿瘤，最终将肿瘤清

除干净； 

结果 仅从颈内动脉后曲前上间隙侵袭入海绵

窦 8 例，合并从前曲前下间隙侵袭入海绵窦 1

0 例，出院前复查增强核磁，之后分别间隔半

年、1 年和 3 年定期复查核磁，16 例全部切

除中 3 例复发行二次手术，2 例次全切除随访

期辅以善龙治疗，手术全切率 88％。术后三

叉神经眼支分布区新发疼痛 3 例，1 周后逐渐

缓解，术中脑脊液鼻漏 1 例，一期修补术后 1

0 天痊愈，尿崩、垂体功能低下各 2 例，激素

替代治疗 3 个月后恢复； 

结论 针对包裹海绵窦段颈内动脉的侵袭性垂

体腺瘤，术前认真阅读影像学资料、对蝶

鞍、海绵窦前壁骨质结构及 C4 段颈内动脉走

形正确预判，术中金刚砂磨钻暴露鞍底及海

绵窦前壁硬膜，刮除肿瘤过程中准确辨识颈

内动脉、合理运用刮取器械处理质硬肿瘤及

角度内镜直视盲区，是决定手术预后的关

键。 

 
 
PO-2157 

内镜辅助下手术治疗自发性基底节区出血 
 

单明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研究经内镜辅助手术治疗自发性基底节

区出血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发性基底节区出血手术患

者 10 例，统计分析手术时间、血肿清除率、

术后再出血率、术后颅内感染率、术后 3 个

月 GOS 评分等临床资料。 

结果  ① 手术时间 2.0±0.8 h，血肿清除率 91.

2±5.4%,术后再出血 10%（1 例），术后均无

明显颅内感染，随访 3 个月恢复良好 4 例，

轻度残疾 3 例，重度残疾 2 例，死亡 1 例。 

结论  内镜辅助下手术治疗自发性基底节区出

血快速、高效、再出血率低、预后良好，值

得临床推广。 

 
 
PO-2158 

NEED 手术预警系统辅助神经内镜下经鼻蝶

侵袭性垂体腺瘤的手术治疗 
 

马驰原 1 文国道 1 王汉东 1 张亚卓 2 

1.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介绍 NEED 预警系统在神经内镜下经鼻

蝶侵袭性垂体腺瘤手术治疗中的应用及疗

效。 

方法  通过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本中

心 23 例 Knosp III-IV 级垂体腺瘤手术方案及

疗效分析，介绍 NEED 手术预警系统在神经

内镜下经鼻蝶侵袭性垂体腺瘤手术治疗中的

应用及技术要点。 

结果  肿瘤全切 16 例（69.6%）次全切 5 例

（21.7%），部分切除 2 例（8.7%）。生长

激素型垂体腺瘤 5 例，术后激素缓解 4 例（8

0%）。术后临床症状改善 20 例（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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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脑脊液鼻漏 8 例(34.8%)，术后脑脊液鼻

漏 3 例（13.0%），术后短暂性尿崩症 8 例

（34.8%）。Knosp III 级与 Knosp IV 级肿瘤

在手术全切率、术中脑脊液鼻漏、术后脑脊

液鼻漏、短暂性尿崩症中无明显差异。 

结论  NEED 手术预警系统在神经内镜下经鼻

蝶侵袭性垂体腺瘤手术治疗中起着重要作

用，为提高侵袭性垂体腺瘤的手术切除率和

激素缓解率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及广阔的

前景。 

 
 
PO-2159 

神经内镜下经一又二分之一鼻孔经蝶窦入路

垂体腺瘤切除术及其临床应用 
 

马驰原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神经内镜下经双鼻孔蝶窦入路能够获得

较大的手术视野和手术操作空间，但是由于

要切除部分鼻中隔，从而增加了对鼻道的损

伤。单鼻孔入路虽然能够降低鼻道损伤，但

其手术自由度受到限制。因此，本中心结合

双鼻孔和单鼻孔入路的优点，提出神经内镜

下经一又二分之一鼻孔经蝶窦入路垂体腺瘤

切除术，并将其用于临床病例。 

方法  本研究对神经内镜下经一又二分之一鼻

孔经蝶窦入路垂体腺瘤切除术的技术要点做

了详细的描述，并且回顾性分析了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 73 例手术病例。通过对手

术结果、手术并发症、术后随访等结果分析

来证明一又二分之一鼻孔入路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 

结果  共收集应用一又二分之一鼻孔入路的垂

体腺瘤病例 73 例，全切 60 例（82.2%），

次全切 8 例（11.0%），大部分切除 5 例（6.

8%）。生长激素型垂体腺瘤术后激素缓解率

80%。术后临床症状改善 87.0%。术后脑脊

液鼻漏 3 例，术后短暂性尿崩症 8 例。术后 1

个月模拟鼻腔症状评分提示术后 3 个月患者

鼻腔症状基本恢复，生活质量 SF-12 评分接

近正常。 

结论  神经内镜下经一又二分之一鼻孔经蝶窦

入路垂体腺瘤切除术是一个简单、安全、高

效的手术方法。它不仅具有双鼻孔入路所提

供的良好手术自由度，并且具有与单鼻孔类

似的低鼻腔损伤的优点。 

 
 

PO-2160 

神经内镜扩大经鼻入路至中央

颅底的解剖研究 
 

肖顺武 1 张晓彪 2 王培 1 谢明详 1 王玉玉 1 李毅 1 犹

春跃 1 张学军 1 代垠 1 

1.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通过熟悉扩大经鼻入路至中央颅底的神

经内镜解剖了解手术入路中各种解剖标志及

显露范围，为临床上神经内镜内镜经鼻入路

至颅底中央区的手术提供解剖学标志和参

数。 

方法  乳胶灌注汉族成人尸头湿标本 6 例，在

神经内镜下模拟扩大经鼻至中央颅底病变的

手术入路，按手术步骤分鼻腔、蝶窦内、蝶

鞍及周围结构三部分进行观察和测量。 

结果 蝶窦开口位于后鼻孔上方与鼻中隔向邻

的上鼻道附近，距离后鼻孔约 1.5cm。蝶窦

内常见的解剖标志有斜坡隐窝，双侧斜坡旁

颈内动脉隆起、双侧视神经颈内动脉隐窝、

双侧颈内动脉隆起、双侧视神经隆起、蝶骨

平台、鞍结节；其中斜坡隐窝和双侧 OCR 连

线形成的三角形是确定鞍底最可靠的标志。

此入路可分别向前、中、后颅底方向扩展，

内镜下可清晰显露硬脑膜下及海绵窦内结

构。 

结论  神经内镜经鼻-蝶中央颅底解剖可以暴露

从鸡冠到枕骨大孔前缘的广泛颅底结构，其

前颅底区向外侧显露的界限在蝶骨平台前方

为两侧的眶内侧壁；在鞍结节前方为双侧的

视神经管；在中颅窝，外侧的显露界限为前

后床突之间的海绵窦外侧壁；在后颅窝，向

外侧显露的主要界限为斜坡旁和破裂孔区的

颈内动脉。  

 
 
PO-2161 

神经内镜经双鼻孔入路在垂体腺瘤中的应用

体会 
 

肖顺武 王培 谢明详 王玉玉 李毅 张学军 代垠 犹春跃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563003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双孔鼻孔蝶窦入路手

术治疗垂体腺瘤的技巧并观察临床效果。 

方法  总结我院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3 月

开展神经内镜神经鼻双鼻孔入路治疗垂体腺

瘤 28 例，其中泌乳素腺瘤 8 例，生长激素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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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 5 例，促肾上腺激素腺瘤 2 例，促甲状腺

腺瘤 2 例，无功能腺瘤 10 例,混合型腺瘤 1

例，其中微腺瘤 7 例，大腺瘤 18 例，巨大腺

瘤 3 例，术前患者均行垂体 MRI 平扫+增

强；副鼻窦 CT 冠状位平扫+三维重建，均采

用全麻神经内镜双鼻孔入路切除肿瘤，术中

常规取粘膜瓣，双人四手操作，肿瘤切除后

取大腿脂肪及筋膜修补鞍底+粘膜瓣覆盖，术

中无脑脊液漏者术后三天拔出鼻腔纱条，发

生脑脊液漏者用 14 号导尿管球囊压迫一周，

2 周拔出鼻腔纱条，常规抗生素使用一周，术

中脑脊液漏者第三代头孢预防感染 12 天，术

后随访３个月，复查垂体 MRI 及垂体激素。 

结果  28 例患者中肿瘤全切 26 例，1 例混合

性腺瘤少量残留，1 例质地较韧的肿瘤部分残

留。功能性垂体腺瘤除 1 例混合性腺瘤泌乳

素未回复正常，其余均激素水平均恢复正

常，9 例患者出现尿崩，7 例经治疗后治愈，

2 例明显好转。术前垂体功正常患者术后无一

例出现垂体功能底下，术前 3 例垂体功能低

下患者均口服替代药物满意，本组无术后脑

脊液漏及术区血肿发生，术后蝶窦炎 2 例，

无嗅觉障碍及鼻腔不适。 

结论 神经内镜经双鼻孔蝶窦入路手术治疗垂

体腺瘤暴露肿瘤满意，对正常垂体及垂体柄

保护好，手术安全有效，可在直视下最大范

围、更安全地切除垂体腺瘤，术后并发症

少，效果满意。 

 
 
PO-2162 

神经内镜下经双鼻孔入路带蒂鼻中隔黏膜瓣

的制作及应用体会 
 

肖顺武 王培 谢明详 王玉玉 李毅 张学军 代垠 犹春跃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563003 

 

目的  介绍神经内镜经双鼻孔入路带蒂鼻粘膜

瓣的制作技巧及初步应用体会。 

方法  总结我院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3 月

开展神经内镜神经鼻双鼻孔入路治疗的患

者，其中垂体腺瘤 28 例，拉克氏囊肿 5 例，

所有患者术中根据病变及鞍底特点制作大小

不等的粘膜瓣，对蝶窦气化好，肿瘤较大，

暴露范围宽的患者常规切除右侧中鼻甲。用

长柄电刀经过绝缘改进，保留前端裸露区并

成角 60 度，电刀平蝶窦开口附近，沿中上鼻

甲水平向上至鼻浅部至鼻底形成黏膜瓣，然

后用剥离板沿骨骨质将附着在蝶窦下壁，梨

状骨根部的血管蒂推向后外侧，靠近鼻中隔

软骨部的粘膜避免电刀灼烧，电刀围绕蝶腭

动脉鼻中隔分支的供血区域，可以获得不同

尺寸的粘膜瓣。 

结果  所有患者均取不同大小的大腿脂肪或粘

膜行鞍底修补后并覆盖粘膜瓣，生物蛋白胶

封闭,碘伏纱条填塞 72 小时拔出，两例术中明

显脑脊液漏患者经上述处理，14 号尿管球囊

压迫一周，2 周拔出纱条。所有患者无脑脊液

漏发生，术后 3 例发生蝶窦炎，经耳鼻喉科

处理后好转，无鼻部不适及嗅觉障碍。  

结论  神经内镜经鼻入路手术带蒂鼻中隔黏膜

瓣可以防止术后脑脊液漏，并促进术后鞍底

修复。 

 
 
PO-2163 

神经内镜辅助经蝶切除鞍区肿瘤的技术方法 
 

章翔 毛星刚 章薇 李剑 朱子煜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外科 710032 

 

目的  对生长于碟鞍区的常见肿瘤（包括：垂 

体腺瘤、颅咽管瘤、胆脂瘤、脊索瘤、胶样

囊肿等）采取神经内镜辅助下经蝶窦切除

术。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肿瘤占位作用所

引起的压迫症状----视力、视野障碍和内分泌

功能失调，部分合并高血压、糖尿病或脑积

水等。 

方法  近 18 年本科收治病 425 例，性别：男

227(53.4%)例，女 198 (46.6%)。年龄：13-8

9 (平均 44.3)岁，病程：8 月-4.8(平均 2.3)

年。视力减退的 394 例(92.7%)中，单眼为 1

12 例(26.4%)，双眼为 313 例(73.6%)；视野

缺损的 364 例(85.7%)，其中双颞侧偏盲 325

例(89.3%)，象限性偏盲 39 例(10.7%)。内分

泌功能障碍有 237 例(55.8%）。颅内压增高

症状 58 例(13.7%）。手术前评估包括：内分

泌学检查，血液常规、生化，视力、视野，

影像学检查（CT, MRI）。病人均在全麻下施

行神经内镜下经单鼻孔－蝶窦入路手术，术

中须注意对垂体、海绵窦及鞍区重要神经与

血管的保护。 

结果  本组肿瘤手术全切除 379 例(89.2%)，

次全切除 29 例 (6.8%)，部分切除 17 例（4.

0%)。患者术后视力、视野均有明显改善，最

快者在手术后第 1d 便见好转。术后因并发症

而死亡 5 例(1.2%)。主要并发症包括：多

饮、多尿 71 例(16.7%)，CSF 鼻漏 48 例( 11.

3%)，电解质紊乱 32 例( 7.5%)和颅内感染 7

例(1.7%)。均采取积极措施治疗（除 2 例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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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感染者外）均获治愈效果。本组病例获随

访调查 356 例（84.8% )，随访方式为：门

诊、预约复查信、访或电话咨询。随访时

间：1-12 个月（平均 5 个月）。视力减退的

329 例中，逐渐恢复者 286（86.9%)，好转 2

9( 8.8%)，仍有障碍 14 (4.3%）；视野缺损

的 304 例中，恢复满意为 253 (83.2%)， 改

善 20 ( 6.6%)，仍有缺损 31 (10.2%)。 

结论  神经内镜辅助、经单鼻孔-蝶窦切除鞍区

病变具有很多优点：1.属于微创神经外科技

术；2.从蝶鞍底部进入肿瘤下级,避免了开颅

手术对脑组织、神经和血管的直接牵拉或损

伤；3.手术和麻醉时间明显缩短；4.肿瘤显露

清晰,切除较为彻底；5.术中失血少,多数不需

输血；6.患者术后反应轻，恢复快、并发症

少。由于是在神经内镜的直视下、且它能扩

大视野并调节可视度，对鞍区肿瘤的切除有

良好的作用。 

 
 
PO-2164 

神经内镜治疗重症脑室炎的临床探讨 

 
陈宏颉 李军 张辉建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探讨应用治疗重症脑室炎的方法及效

果．  

方法  2009 年 8 月至 2015 年 6 月， 对 17 例 

脑室感染患者，男 10 例，女 8 例，并且 MR

提示室管膜或脑室内有分隔状强化信号，并

伴随脑积水或脑室扩张、形态改变；或脑室

内有脓性灶影像表现者行脑室灌洗、脑室外

引流、三脑室底造瘘，并全身抗感染治疗，

术后定期进行临床随访 6 个月以上．  

结果  脑脊液培养及涂片阳性者 11 例，占 64.

7％；双侧内镜治疗 13 例，单侧 4 例，手术

1 次 5 例，2 次 8 例，3 次以上 4 例，应用软

镜 4 例，硬质内镜 13 例，脑室外引流时间为 

7～72 d，平均 23.5 d.去除脑室外引流后行脑

室腹腔分流者 6 例 （ 35.3％ ） ，12 例患者

取得满意的疗效，死亡 5 例 （29.4% ）。  

结论  神经内镜技术可用于治疗脑室感染及提

高治疗效果,挽救了部分不可治愈病例,软镜更

适合处理此类病例.  

 
 
PO-2165 

神经内镜联合显微手术治疗颅颌面骨纤维异

常增殖症 

 

董浩 康军 赵景武 张家亮 李永 赵尚峰 傅继弟 

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 100730 

 

目的  探讨颅颌面骨纤维异常增殖症的诊断、

治疗、效果及时机。 

方法  回顾分析 2002 年—2015 年我科共收治

颅颌面骨纤维异常增殖症患者 78 例，均行骨

纤维异常增生切除，治疗性视神经管开放减

压术 58 例，预防性视神经减压术 14 例,6 例

单纯骨纤维异常增生切除。 

结果  72 例患者术后均进行随访 1-8 年，平均

5.2 年，治疗性视神经减压有效率 88%（31/3

5），预防性视神经减压术后视力均稳定在术

前水平，无视力减退及明显副损伤。患者面

容效果均改观明显。 

结论  对于颅颌面骨纤维异常增殖症伴有视力

下降急性病程的患者，建议立即进行手术；

术前术后眼动脉 B 超可以有效评估预后；预

防性视神经减压能获得较满意临床效果。 

 
 
PO-2166 

硬质神经内镜辅助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临

床疗效 
 

朱卿 王中勇 陈爱林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硬质神经内镜辅助治疗慢性硬膜下 

血肿的临床疗效和手术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采用硬质神经内镜辅助治疗

的 36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的临床资料（内

镜组）；另外选择同期采用常规钻孔引流术

治疗的 36 例作为对照组（常规组），比较两

种治疗方式的临床疗效。 

结果  内镜组的手术时间略长于常规组，但住

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血肿复发率均明显

低于常规组。 

结论  硬质神经内镜辅助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

简单、安全、有效，术中血肿清除率和术后

复发率均优于传统钻孔引流术。自制的软头

弯曲吸引器是此类手术的有力工具。 

 
 
PO-2167 

显微血管减压治疗脑神经疾病 175 例临床体

会 
 

张坤虎 王晓峰 张宏兵 李加龙 乔育 刘帅 唐政 

解放军第三医院 7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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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脑神经疾病的

临床经验。 

方法  回顾 2011 年 3 月至 2014 年 9 月我院

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多种脑神经疾病 175 例

的临床资料，其中三叉神经痛 74 例，面肌痉

挛 98 例，舌咽神经痛 3 例。 

结果  显微血管减压术是治疗脑神经血管压迫

综合症的有效方法，术前正确的诊断，手术

操作的技巧对手术疗效和并发症的预防有重

要意义。 

 
 
PO-2168 

经鼻蝶入路两种手术治疗垂体瘤 48 例疗效对

比分析 
 

陈寿仁 林瑞生 郭爱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分析神经内镜下经蝶入路及显微镜经鼻

蝶手术治疗垂体瘤的临床疗效，以探讨合理

有效的手术方式。 

方法  将神经内镜辅助下经蝶入路及显微镜经

鼻蝶手术的 48 例患者分为两组，回顾性分析

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术后成功率及并发

症。 

结果  内镜下经鼻蝶手术组患者的症状、视

力、激素水平恢复情况、术后并发症均明显

优于显微镜下经鼻蝶手术组，肿瘤全切率亦 

较优，两者差异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经鼻、蝶窦入路显微手术治疗垂体瘤是

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法，具有手术时间

短、肿瘤全切率高、并发症少等优点，临床

应用前景好。 

 
 
PO-2169 

内镜双鼻孔经蝶垂体腺瘤切除术的临床应用 
 

朱玉辐 李中林 谢满意 王雷 王强 王秀存 于如同 

江苏省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 221003 

 

目的  应用内镜下双鼻孔经蝶入路探索手术治

疗垂体腺瘤的有效方法，总结分析内镜临床

应用技术特点。  

方法  在前期学习掌握内镜下双鼻孔经蝶入路

手术技术后，对 2015 年 6 月后入院的适合经

蝶入路的垂体腺瘤 33 例应用内镜下双鼻孔经

蝶入路技术进行手术。手术方案：消毒、收

敛、扩张鼻道。右蝶窦前壁及鼻中隔粘膜形

成粘膜瓣，左侧鼻中隔根部切开粘膜形成左

侧鼻腔工作通道。进入蝶窦腔清理蝶窦腔内

分隔及粘膜显露鞍底，磨开鞍底并保留鞍底

骨片，切开鞍底硬膜进入鞍内，根据肿瘤质

地、大小应用吸引管、刮圈和剥离器分块切

除或假包膜外分离摘除肿瘤。人工脑膜或阔

筋膜-鞍底骨质-粘膜瓣鞍底重建。分析术前术

后的临床资料，并随访病人判别手术效果和

质量。  

结果  手术全切 27/33，次全切 5/33，大部切

除 1/33。术中脑脊液漏发生率 7/33，鞍底重

建修补，无术后脑脊液漏发生。视力障碍缓

解率 17/19，视力障碍无改善 1/19，视力恶

化 1/19，高泌乳素围手术期内缓解率 10/1

2，术后高泌乳素显著下降 2/12，高生长激素

缓解率 7/7,IGF-1 术后缓解率 5/7, 新增内分泌

异常（ACTH）3/33。未全切 6 例中口服嗅隐

亭治疗 2 例、伽玛刀治疗 2 例、观察 2 例。

术后瘤腔内出血病例 2 例。1 例术后视力无变

化视野有改善予保守。1 例视力较术前下降予

急诊再次手术。  

结论  1.内镜下经双鼻孔经蝶入路较显微镜经 

蝶入路手术治疗垂体腺瘤的手术显露范围更

大，术野照明更佳，肿瘤切除率显著提高、

术后脑脊液、内分泌损害等并发症发生率显

著下降。本组病例手术团队的内镜下双鼻孔

经蝶入路手术治疗垂体瘤效果优异。2. 内镜

下双鼻孔经蝶入路手术的技术特征：A 建立

宽敞干净的鼻腔通道。B 双鼻道的双手操作

能够完成更大幅度、更精细和双手配合性的

技术操作，特别在出血等复杂操作时优势更

为突出。C 鞍底重建是防治脑脊液漏和颅内

感染的最有效方法。本组选择人工脑膜或阔

筋膜-鞍底骨片和粘膜瓣的重建方案，简便有

效，无术后脑脊液漏和感染发生。骨片嵌插

于鞍底形成的硬性支撑最为重要。D 内镜下

肿瘤切除技术是在 0 度镜 30 度镜的直视下处

理，垂体瘤的切除质量明显提高。E 术中导

航、微型多普勒可增加了手术的安全性。  

 
 
PO-2170 

基于假包膜外分离的内镜经鼻垂体腺瘤切除

技术的临床初步运用 
 

张晓彪 谢涛 胡凡 余勇 王红章 顾晔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外科 200032 

 

背景  早在 1936 年垂体腺瘤假包膜的概念即

以形成，随着内镜经鼻垂体腺瘤切除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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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广与运用，内镜下垂体腺瘤假包膜外

分离技术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发展。 

目的  报道和总结了内镜经鼻垂体腺瘤假包膜

外切除技术的临床运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自 2013 年 10 月我科开展

的内镜经鼻垂体腺瘤假包膜外切除技术的 53

例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其中 PRL 腺瘤 10

例，GH 腺瘤 17 例，ACTH 腺瘤 1 例, 无功能

腺瘤 25 例，随访 1 月~12 月。 

结果  本组病例中，男性 23 例，女性 30 例，

平均年龄 48.15 岁，平均腺瘤大小 27.3mm

（范围从 4mm-44mm），术中内镜下明确假

包膜存在及经术后病理证实者 42 例，术中发

生脑脊液漏者 27 例。所有肿瘤镜下和影像全

切或次全切除。17 例患者术前存在的视力下

降视野缺损症状术后均有改善。10 例 PRL 腺

瘤患者中有 8 例患者降至正常值以下，2 例患

者 PRL 分别下降至 1120mIU/L,1876 mIU/L

（术前 PRL 均>10000 mIU/L）。17 例 GH

腺瘤患者中有 14 例患者术后 OGTT-GH 测定

均下降至 1ng/ml 以下,IGF-1 测定除 1 例外均

下降至相应年龄的正常范围内。1 例 ACTH

腺瘤患者术后 ACTH 降至 5ng/l。5 例术前垂

体前叶功能低下者术后有 3 例恢复，余 2 例

病人药物替代良好。5 例术后一过性尿崩，弥

凝控制良好，有 2 例患者发生术后脑脊液

漏，经修补后恢复良好。无其他手术并发症

发生。 

结论  内镜在垂体腺瘤假包膜探查及包膜外分 

离中具有明确优势，基于假包膜外分离的内

镜经鼻垂体腺瘤切除技术能提高腺瘤的全切

率，对于功能性垂体腺瘤能带来较高的临床

治愈率。能减少对正常垂体腺组织的损伤，

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PO-2171 

神经内镜经鼻蝶手术并发症预防及处理 
 

贺世明 郑涛 吕文海 陈隆 王元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经鼻蝶手术并发症的预防

及处理 

方法  分析 2013.1 至 2014.12 神经内镜经鼻

蝶手术 280 例，针对围手术期出现的并发症

进行分析、处理，讨论预防策略。 

结果  2013.1 至 2014.12 神经内镜经鼻蝶手

术 280 例，其中微腺瘤 29 例，大腺瘤 173

例，巨大腺瘤 78 例，发生并发症 147 例。鼻

腔并发症 11 例（4.1%），其中鼻出血 3 例

（1.1%），嗅觉减退 8 例（3%）。脑脊液漏

106 例（38%），其中，术中脑脊液漏 95 例

（34%），术后脑脊液漏 11 例（4%）。感

染 12 例（4.2%），其中脑膜炎 10 例（3.

5%），鼻窦炎 2 例（0.7%）。颅内血管并发

症 1 例（0.4%）,系大脑前动脉 A1 段损伤。

尿崩症 12 例（4.2%）。垂体功能紊乱 17 例

（6%）。针对每一种并发症，分析其原因，

讨论其处理及预防策略。 

结论  正确预防并处理围手术期并发症，可提

高神经内镜经鼻蝶手术安全性，减少住院

日，加快周转。 

 
 
PO-2172 

脑室镜辅助显微外科手术治疗颅内蛛网膜囊

肿 
 

任保刚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0 

 

目的  探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颅内蛛网膜囊肿 

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收治的采用脑室镜辅助显微外科手术

治疗的 122 例颅内蛛网膜囊肿的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22 例患者的临床症状均好转，随访 10

8 例颅内蛛网膜囊肿明显缩小，2 例无明显变

化。 

结论  脑室镜辅助显微外科手术治疗治疗颅内

蛛网膜囊肿疗效确切。 

 
 
PO-2173 

经鼻蝶内镜手术致动脉损伤并发症分析及处

理 
 

贺世明 吕文海 陈隆 郑涛 

唐都医院 710038 

 

随着内镜技术的发展，垂体瘤的外科治疗成

为内镜技术的最大收益者，随着技术及器械

的不断的改进，越来越多的垂体瘤得以外科

治愈，但目前还有一些方面不够完美，如垂

体瘤全切、尤其是侵犯海绵窦肿瘤切除率、

鞍底重建问题、术后脑脊液漏、垂体功能恢

复等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及解决。其中动脉损

伤是最严重的并发症，动脉损伤是导致术中

出血，以及术后大量鼻出血的因素之一。如

何避免损伤动脉，损伤后如何及时采取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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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方法进行救治，都是值得探讨的问

题。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垂体腺瘤切

除术中出现动脉损伤的常见原因和处理方

法。 

方法  对我科于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4 月 2

80 例垂体腺瘤患者，经内镜经双鼻孔蝶窦入

路术中出现术中术后动脉出血 7 例患者进行

回顾总结，总结术中出现动脉损伤的原因以

及术中术后的处理方法。 

手术方法  所有病例均采用双人双鼻孔的方

法，在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完成的。术后患者

出院后出现鼻腔大量出血 3 例，术中大量动

脉性出血 2 例。填塞后行脑血管造影，发现

颈内动脉损伤出血 2 例，大脑前动脉假性动

脉瘤 1 例，蝶腭动脉出血 2 例， 

结果  经过血管造影，明确出血原因后，2 例

进行栓塞治疗，1 例进行开颅手术假性动脉瘤

夹闭，2 例进行电凝出血口。患者恢复良好。

无死亡病例。 

结论  经鼻手术动脉损伤导致的术中或术后大

出血，是经鼻手术最严重的并发症，正确及

时的明确出血原因，采取准确的方法进行治

疗，非常重要。血管内技术的积极应用是必

不可少的工具和方法。 

 
 
PO-2174 

鞍结节脑膜瘤经鼻内镜治疗 
 

贺世明 陈隆 吕文海 郑涛 王元 

唐都医院 710038 

 

鞍结节脑膜瘤是前颅底常见肿瘤，多采用显

微开颅，翼点或额底入路切除我们采用神经

内镜经鼻手术，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PO-2175 

腰大池引流在内镜经鼻蝶垂体大腺瘤切除术

中的应用 
 

贺世明 

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术中脑脊液释放可使下降的鞍隔上移，

使术野更清晰的暴露，有助于肿瘤的全切，

提高全切率，同时可以有效的降低术中鞍隔

破裂，降低脑脊液漏发生率。 

方法  通过对 46 例（2014.01.01-2014.08.3

0）经鼻蝶垂体大腺瘤（所有病例肿瘤均大于

2cm，且突破鞍隔蛛网膜）切除患者术前腰大

池置管，通过术中释放脑脊液，观察其对术

中肿瘤显露、肿瘤切除率及术中脑脊液漏发

生率的影响。并与 62 例（2013.01.01-2013.

12.31）经鼻蝶垂体大腺瘤（所有病例肿瘤均

大于 2cm 且突破鞍隔蛛网膜）切除患者，未

行腰大池置管病例进行对比，比较二者对术

中肿瘤显露、肿瘤全切率及术中脑脊液漏发

生率的差别。 

结果  术前腰大池置管组术中肿瘤显露、肿瘤

全切率、术中脑脊液漏发生率均优于前者，

并且未见明显腰大池置管相关并发症出现。 

结论  术中腰大池置管脑脊液引流，可以纠正

术中鞍隔蛛网膜过早向下突入鞍内，有利于

术中肿瘤显露，扩大手术操作空间，提高肿

瘤全切率。同时最大程度避免了术中损伤鞍

隔蛛网膜，减少术中脑脊液漏的发生几率，

从而减少肿瘤切除后脑脊液漏修补所带来的

额外操作。 

 
 
PO-2176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垂体腺瘤 
 

高乃康 王飞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010050 

 

目的  回顾我科 2014.01-2016.05 神经内镜下

经单鼻孔入路切除垂体腺瘤 53 例，均取得了

较满意治疗效果，总结手术经验并探讨内镜

下垂体腺瘤的显微外科技术。 

方法  回顾性分析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

垂体腺瘤 53 例的显微外科技术与疗效。53

例患者平均年龄 53.2 岁，肿瘤直径 2.1-6.7m

m，术前均行鞍区冠状位/矢状位 CT 及 MRI

检查。血沁乳素（PRL）增高 23 例，血生长

激素（GH）增高 13 例，血沁乳素（PRL）+

血生长激素（GH）增高 9 例，无功能性腺瘤

8 例。手术选择鼻腔宽大或右侧鼻腔入路，内

镜下辨认中鼻甲及鼻咽部，扩张中鼻道于蝶

筛隐窝处寻找蝶窦开口，沿鼻中隔后缘做弧

形粘膜瓣翻向后、外侧，显露鼻中隔后端及

蝶窦前壁骨质，磨除蝶窦前壁，骨窗约 2×2c

m，清除蝶窦粘膜，显示视神经管及颈内动脉

管切迹。颈内动脉管切迹内侧磨除鞍底骨

质，骨窗约 1.5×1.5cm，鞍内穿刺无鲜血和

脑脊液后切开鞍隔，切除肿瘤，肿瘤完全切

除标准为双侧可见海绵窦略发蓝结构，鞍隔

下沉，直视下无肿瘤组织可见。明胶海棉填

塞鞍内残腔，鞍底建议由止血纱、人工免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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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脑膜、明胶海棉形成夹层结构，以防止术

后脑脊液搏动冲击形成远期脑脊液漏。术中

出现脑脊液漏者，用自体榨干脂肪、肌肉和

筋膜填塞漏口，鼻中隔复位，术侧鼻腔膨胀

海棉填塞中、上鼻道并保证下鼻道通气。 

结果  50 例肿瘤内镜下全切，3 例次全切除，

35 例激素水平降至正常，6 例激素水平下降

﹥50%，4 例激素水平下降﹤50%。术后 13

例出现尿崩症，对症治疗后好转；6 例出现脑

脊液鼻漏，经腰穿置管持续外引流 1 周后治

愈。2 例术后瘤腔内出血，保守治疗后吸收。 

结论  内镜下经蝶窦入路切除肿瘤已成为垂体

腺瘤重要的治疗方法，30 度神经内镜变换视

野灵活，术野清晰，手术中利用鼻腔的自然

空间，避免了牵开器对鼻中隔、鼻甲及鼻腔

粘膜的损伤。可以清楚识别颈内动脉和视神

经管等重要解剖标识，并做为开放隔底骨窗

的标志，在直视下切除肿瘤，直视下观察术

野内是否有肿瘤组织残留，增加手术的准确

性，减少手术后风险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但内镜下操作空间狭小，单手操作不利于止

血，本组 1 例因海棉间窦出血较多改为显微

镜下止血后内镜手术。对于蝶窦发育较好、

鞍底下沉，特别是伴有鞍底骨质破坏者经鼻

蝶内镜下肿瘤切除是最佳适应症，垂体瘤卒

中患者多数能达到肿瘤全切。 

 
 
PO-2177 

云南省化脓性脑室炎的神经内镜手术治疗 

 
孙涛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化脓性脑室炎是一种严重的颅内感染，

由于目前缺乏该疾病的外科治疗经验，其预

后仍不理想。希望通过回顾性研究近年来云

南省接受神经内镜手术治疗的一组化脓性脑

室炎患者，积累该疾病诊治的外科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5 月至 2015 年 11

月期间云南省 7 所医院的 56 例诊断为脑室炎

的患者。神经内镜手术操作至少为以下步骤

之一：(1)清除脑室内的脓苔和污物；(2)观察

脑室内细菌的痕迹；(3)行透明隔造瘘；(4)切

除脑室内的分隔；(5)监视并调整引流或分流

管的置入。必要时辅以改良型脑室外引流术
(modified external ventricular drain, mEVD)

和脑室—腹腔(V-P)分流术。后续治疗策略取

决于上一次神经内镜手术后 3 周左右的病情

转归，如完全治愈的患者伴或不伴脑积水，

行 mEVD 取出或改为脑室-腹腔分流术；如果

脑室炎仍未治愈，则需再次行神经内镜手术

并更换 mEVD。 

结果  分布于云南省 7 所医院的 41 例化脓性

脑室炎并接受神经内镜手术的患者被纳入本

研究。化脓性脑室炎的危险因素分别为脑室

外引流 EVD (70.7%), 脑室-腹腔分流术 (4.

9%), 开颅手术(9.8%)和其它 (14.6%)。内镜

下在脑室壁观察到特征性的黄色斑块 21 例(5

1.2%)，假膜者 5 例(12.2%)，两者共存者 15

例(36.6%)。接受 1 次神经内镜手术者 5 例(1

2.2%)，接受 2 次手术者 18 例(43.9%)，接受

3 次手术者 16 例(39.0%)，接受 4 次手术者 2

例(4.9%)。所有患者均采取 mEVD 术，外引

流时间平均为 22.6 天（8-63 天）。出院时 1

5 例(36.6%)患者完全治愈且无需依赖脑室-腹

腔分流，15 例(36.6%)患者完全治愈但需依赖

脑室-腹腔分流，9 例(22.0%)患者仍依赖 mE

VD，2 例(4.8%)患者死亡。平均随访时间为

24.2 个月(9-59 个月)，其中 2 例 mEVD 死 

亡，其余患者无显著变化。 

结论  该研究证实神经内镜手术是治疗化脓性

脑脑室炎一种有效的外科手段，通过上述神

经内镜手术的经验我们也获得了一些关于该

病诊治的新思路和拓展。 

 
 
PO-2178 

神经内镜与显微镜治疗脊髓栓系综合征的对

比性研究 
 

苏卢海 张世渊 沈波 胡昌辰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12 

 

目的  比较神经内镜与显微镜手术治疗脊髓栓

系综合征（TCS）的临床资料并分析其优缺

点，为临床诊疗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1 至 2016-1 山西省人

民医院神经外科手术治疗的 124 例 TCS 患者

临床资料，其中显微镜组 85 例，内镜组 39

例，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疗效、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肿瘤切除率、

术后并发症以及随访结果。计量资料采用 t 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结果  内镜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

院时间等指标均明显优于显微镜组，且两组

相比较差异均具有显著性（P＜0.05）。而组

间的临床症状改善、栓系松解率、肿瘤全切

率、脊柱裂处理、近期并发症（脑脊液漏、

术后疼痛、感染）相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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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随访期间，显微镜组患者远期并发

症（再栓系、腰椎失稳）发生率均明显高于

内镜组。  

结论  采用神经内镜手术治疗 TCS 具有十分

显著的治疗效果，其手术时间较短，术中出

血量较少，且缩短了患者住院时间，降低了

远期并发症的发生率，有利于患者的术后恢

复。  

 
 
PO-2179 

内镜辅助半椎板入路椎管内肿瘤手术治疗的

临床疗效观察 
 

苏卢海 张世渊 沈波 胡昌辰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12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4 例椎管内肿瘤患者在神

经内镜下行肿瘤切除术的疗效及并发症，总

结内镜下椎管内肿瘤手术的治疗体会。  

方法  对术前经 MRI 检查确诊为椎管内占位的 

患者应用神经内镜行肿瘤切除手术治疗，术

后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进行疗效与并发症

观察。  

结果  全部患者术后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改

善，感觉障碍程度减轻，肢体肌力增强，神

经电生理学损害减轻。术后未见明显并发症

出现。24 例患者中，肿瘤全切除 17 例，大

部分切除 7 例。伴有脊髓栓系者术中同时行

栓系松解术。  

结论  内镜辅助半椎板入路椎管内肿瘤切除

术，对周围结构损伤轻微，对脊椎解剖结构

影响小，方法可行，疗效明确，定位准确，

且术后恢复快，是一种新型、安全、有效的

手术途径。  

 
 
PO-2180 

神经内镜下扩大经鼻蝶入路切除复发型垂体

瘤 
 

郭爱顺 陈寿仁 林瑞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扩大鼻蝶入路手术切

除复发型垂体腺瘤的手术技巧及术中注意事

项，总结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２012 年１月至２０14

年 6 月复发型垂体肿瘤，经神经内镜下鼻蝶

扩大入路切除垂体瘤手术治疗的 8 例患者的

临床资料，对内镜下如何辨认解剖标志、手

术切除程度、术后视力和内分泌的变化及并

发症的处理方法等进行总结和分析。 

结果  患者全切加次全切除率达到 75％ 术前

视力有障碍者术后好转率１００％ ；功能性

垂体腺瘤患者 40％恢复正常，余患者均有不

同程度好转 无死亡病例无严重并发症病例出

现。 

结论  复发型垂体瘤若有手术适应证，内镜下

经扩大经蝶二次手术是疗效最确切、安全、

并发症低、创伤小的治疗手段，可作为首选

手术方式 

 
 
PO-2181 

神经内镜治疗儿童鞍上囊肿（附 8 例报告） 
 

郭爱顺 陈寿仁 林瑞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总结 8 例儿童鞍上囊肿的临床表现，及

应用神经内镜手术的方法及疗效。  

方法  术前颅脑 MRI 及 CT 检查，确定鞍上囊

肿的诊断以及中脑导水管是否存在梗阻，并

术中探查导水管上口情况，行神经内镜下第

三脑室底及囊肿基底池造瘘术。  

结果  8 例儿童鞍上囊肿均行神经内镜下第三

脑室底及囊肿基底池造瘘术，术后症状明显

缓解，随访 6 个月，无复发表现，复查脑脊

液电影，瘘口均通畅；  

结论  儿童鞍上囊肿以脑积水颅压高为临床表

现，神经内镜下第三脑室底及囊肿基底池造

瘘术疗效肯定，创伤小。  

 
 
PO-2182 

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手术治疗 42 例肢端肥大

症临床结果分析 
 

江常震 颜小荣 康德智 王晨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手术治疗肢端

肥大症中的优势和如何提高术前预 判肿瘤全

切率以及内分泌缓解率。  

方法  2013 年 8 月至 2016 年 1 月神经内镜下

经鼻蝶窦入路手术治疗的肢端肥大症患者 42 

例。所有患者均行内分泌全面检查，包括空

腹或随机 GH 水平、OGTTGH 谷值水平 和 I

GF-1。除 1 例肢端肥大症患者因“垂体卒中”

出现意识障碍无法进行磁共振检查， 其他患

者均均接受 GE 公司 1.5T、3.0T 超导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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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参照以下 MRI 征象来判断是 否存在侵

袭海绵窦：（1）冠状位 T2 加权成像上表现

为低信号的海绵窦内侧壁的完整 性;（2）冠

状位 T1 加权成像上海绵窦内颈内动脉周围的

环状增强影;（3）肿瘤是否突 破颈内动脉外

切线;（4）肿瘤是否侵入海绵窦内颈内动脉下

间隙（5）测量肿瘤包绕 海绵窦内颈内动脉所

夹的角度。另外，为了更好判断蝶窦和鞍底

的骨质情况，42 例 病人手术前均有副鼻窦 C

T 薄层扫描，并同时进行三维重建。  

结果  手术中神经内镜下证实有 17 例（40.

5％）肿瘤侵袭海绵窦，而手术前的按 MRI 的

5 个征象预判有 16 例存在海绵窦存在侵袭

性。手术后随诊至少 3 个月以上，复查 MRI

提示全切除 30 例（71.4％），内分泌缓解 24

例（57.1％）。7 例第二次手术病例中 4 例术

后 MRI 显示肿瘤全切除，3 例内分泌缓解。  

结论  （1）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应该作为肢

端肥大症手术治疗的首选方法;（2）神经内镜

经鼻蝶入路手术切除复发肿瘤时安全的，且

有助于达到内泌分缓解;（3）手术前应充分评

估 MRI 表现，做好肿瘤全切除和内分泌缓解

的预判。 

 
 
PO-2183 

内镜经鼻切除鞍上及三脑室内颅咽管瘤治疗

策略（附 32 例报道） 
 

杨刚 霍钢 王小澍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内镜下扩大经鼻入路治

疗的 32 例鞍上及三脑室内颅咽管瘤病例，探

讨该入路的手术技巧，并总结其有效性、安

全性和并发症。  

方法  收集我科 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

间使用内镜扩大经鼻入路治疗的 32 例鞍上颅

咽管瘤的临床资料。  

结果  肿瘤内镜下全切 28 例（87.5%），近

全切除 4 例（12.5%），死亡 1 例。术后随访

时间 1-18 月。临床症状不同程度改善；术后

并发症包括尿崩、电解质紊乱、脑脊液漏、

颅内感染、垂体功能低下、肥胖、嗅觉减退

或丧失。  

结论  神经内镜扩大经鼻入路切除鞍上颅咽管

瘤具有微创、视野清晰、直视、对颅底重要

组织结构影响小、手术全切率高、术后并发

症少等优点，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术

中垂体柄的尽量保护及视丘下部损伤控制是

该手术的关键；术后定期随访能够明显改善

颅咽管瘤患者的生活质量。 

 
 
PO-2184 

神经内镜微创治疗丘脑肿瘤合并梗阻性脑积

水 
 

颜世清 张浩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00 

 

目的  介绍应用神经内镜对 4 例丘脑肿瘤合并

梗阻性脑积水治疗的临床经验。 

资料与方法  患者 1、男性，6 岁，间断性头

痛 2 月余。 颅脑 MRI:右侧丘脑、基底节区见

不规则团块影，大小约 5.8 ㎝×2.1 ㎝×3.5

㎝，双侧脑室明显扩大。Gd-DT PA 增强扫

描：右侧丘脑、基底节区病灶呈中度不均匀

强化.全麻下行神经内镜丘脑肿瘤活检术及透

明隔造瘘术及脑室腹腔分流术，术中见右侧

丘脑区占位病变并堵塞室间孔，予以右侧丘

脑区病变取活检并透明隔造瘘，并在神经内

镜下放置右侧脑室额角内脑室端分流管。术

后病理结果示：低级别胶质细胞瘤。随访半

年病情稳定。 

患者 2、男，63 岁，因间断性头痛 20 天余入

院。颅脑 MRI 直接增强扫描示：右侧丘脑见

一软组织肿块影，大小约 2.5×3.1×2.2cm， 

Gd-DTPA 增强扫描：右侧丘脑病变强化后呈

明显环形强化。全麻下神经内镜三脑室底造

瘘加丘脑肿瘤活检术，病理结果回示：星形

神经胶质细胞 1-2 级，随访 1 年，肿瘤无明

显扩大。 

患者 3、男 56 岁。患者因视物模糊年 1、头

痛 3 月入院。颅脑 MR 检查：右侧丘脑可见

一团块状囊实性肿块，大小约 4.8cm×3.8cm×

4.3cm,T1WI 实质部分呈等低信号，T2WI 呈

高信号，双侧侧脑室及第三脑室扩张积水。

全麻下神经内镜下三脑室造瘘术并占位活检

术病理结果明确为：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

（WHOⅠ级）。病情加重，放弃进一步治疗

自动出院。   

患者 4、女５２岁。因头疼呕吐 10 天入院，

颅脑 MRI Gd-DTPA 增强扫描：第三脑室-左

侧丘脑区见明显强化结节灶，大小约 1.5cmX

1.3cmX1.2cm，左侧室间孔狭窄，左侧侧脑

室明显扩张，行神经内镜辅助下透明隔造瘘

＋肿瘤活检＋左侧脑室－腹腔分流术，病理

报告为增生胶质细胞。手术后脑室明显。 

结果  本组 4 例患者病理结果：胶质瘤 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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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质增生 1 例。复查 CT 或 MR，脑室明显缩

小 3 例。 1 例肿瘤较大患者，脑室缩小，但

由于颅内压高未明显解除，病情加重，家属

不接受再次开颅手术切除肿瘤，自动出院。 

结论  丘脑肿瘤合并梗阻性脑积水患者直接手

术切除肿瘤治疗风险大、手术后并发症多，

神经内镜微创避免了不必要的开颅伤小，不

仅能获取肿瘤标本明确病理诊断，同时解决

因脑脊液循环通路梗阻导致脑积水，为进一

步放疗、化疗提供病理依据和临床机会。 

 
 
PO-2185 

神经内镜结合高场强术中磁共振经蝶切除 3

厘米以上垂体大腺瘤 
 

孟祥辉 王鹏 朱伟杰 魏少波 周涛 陈晓雷 余新光 许百

男 王芙昱 张家墅 李昉晔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853 

 

目的  回顾性分析移动磁体双室高场强术中磁 

共振系统、神经内镜及导航下 110 例 3 厘米

以上垂体大腺瘤经蝶手术的临床应用。 

方法  选取单一术者随访资料完整的 110 例≥3

厘米垂体大腺瘤的病例， 采用高场强术中核

磁、神经内镜及导航下经蝶手术，其中无功

能性垂体腺瘤 88 例，生长激素腺瘤 12 例，

泌乳素腺瘤 10 例。男性 56 例，女性 54 例。

年龄 19 岁至 73 岁。肿瘤大小≥3 厘米。 

结果  110 例病人中有 96 例术前计划全切，9

6 例经蝶窦垂体腺瘤手术中，第一次术中磁共

振扫描 51 例发现了肿瘤残留，45 例肿瘤完

全切除，进一步切除后经术中磁共振扫描证

实 30 例垂体腺瘤完全切除。肿瘤全切率由 4

6.9%（45/110）提高到 78.1%（75/110）。

术后复发 15（13.6%）例，其中 10（66.

7%）例接受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3 例再

次经蝶手术，2 例观察。  

结论  移动磁体双室高场强术中磁共振系统能

够在术中获得高质量的影像，为手术中实时

判断垂体腺瘤切除程度提供了客观依据，提

高了 3 厘米以上垂体大腺瘤的全切率。 

 
 
PO-2186 

神经内镜经鼻蝶窦垂体瘤手术鞍底重建策略 
 

严正村 张恒柱 王晓东 佘磊 董伦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入路垂体瘤手 

术的鞍底重建策略。 

方法 回顾分析本医疗组自 2010 年 10 月以来

神经内镜经鼻蝶窦垂体瘤手术病例 165 例，

总结鞍底重建修补的手术技术及手术策略。

术中依据鞍膈损伤程度，采用分类修补方

案：A、术中鞍膈保护完整，颅底缺损较小，

无需鞍底重建，仅用明胶海绵填塞，若颅底

缺损较大，伴有鞍膈塌陷，可用自体脂肪填

塞，人工硬脑膜修复；B、术中鞍膈局部小破

口，需鞍底重建修补，取预留脂肪填塞，人

工硬脑膜修复，带蒂粘膜瓣鞍底贴覆；C、术

中鞍膈大破口，可行 Gasket 

seal 技术封闭鞍底，人工硬脑膜修复，带蒂

粘膜瓣鞍底贴覆，生物蛋白胶固定，膨胀海

绵填塞鼻腔。 

结果 术中 114 例患者鞍膈保护完整，38 例

（23%）颅底缺损较小，仅用明胶海绵填

塞，76 例（46.1%）颅底缺损伴鞍膈塌陷，

行 A 类修补方法，术后无一例脑脊液漏。49

例（29.7%）术中鞍膈小破口，伴有低流量脑

脊液漏，采用 B 类修补方法，术后 3 例出现

短暂性脑脊液漏，2 例经腰大池置管引流一周

后自愈，1 例患者保守治疗 2 周后仍有脑脊液

鼻漏，再次行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脑脊液漏

修补手术，术后腰大池持续引流，脑脊液漏

愈合。2 例（1.2%）出现鞍膈大破口伴有高

流量脑脊液漏，采用 C 类修补方法，此 2 例

患者术后出现短暂性脑脊液漏，经腰大池置

管引流 1 周后愈合。随访 6 个月～5 年，有 1

例垂体大腺瘤患者，术后一年不慎跌倒致脑

脊液漏复发，给予平卧床休息及腰大池引流

支持治疗，脑脊液漏愈合。 

结论 术前评估鞍膈厚度，术中评估脑脊液漏

程度，对于手术方案的选择具有较大的指导

意义，采用鞍底重建分类修补手术，有助于

提高手术疗效，降低术后脑脊液漏并发症。 

 
 
PO-2187 

神经内镜辅助显微锁孔手术的临床应用 
 

严正村 张恒柱 王晓东 佘磊 董伦 王存祖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辅助显微锁孔手术的临床

意义。 

方法 应用神经内镜辅助显微锁孔手术治疗桥

小脑肿瘤 5 例（其中听神经瘤 2 例，胆脂瘤 3

例）；蛛网膜囊肿 4 例（外侧裂池囊肿 1

例，枕大池囊肿 3 例）；三叉神经痛 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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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肌痉挛 2（微血管减压术），椎管内肿瘤 5

例。 

结果 术后 3 个月至 3 年随访，2 例听神经

瘤，1 例术后患侧耳鸣耳聋、面部感觉减退症

状明显缓解，1 例听力减退无变化；3 例胆脂

瘤患者术后三叉神经疼痛症状消失。4 例蛛网

膜囊肿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头痛头晕

症状明显改善，术后随访复查，囊肿闭合消

失 1 例，明显缩小 3 例。微血管减压术 6 例

患者，患者术后均达到满意效果。椎管内肿

瘤患者 5 例，术后患者症状均有不同程度改

善，结合患者术后复查 MRI，肿瘤全切。 

结论  神经内镜辅助显微锁孔手术具有创伤

小、局部照明、视野广阔等优势，术中避免

损伤重要的神经、血管结构，以提高手术成

功率，减少并发症的发展，具有很好的临床

应用价值。 

 
 
PO-2188 

颞下锁孔硬膜下 Kawase 入路的内镜解剖学

研究 

 
许恩喜 张恒柱 严正村 佘磊 董伦 王晓东 李育平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神经内镜模拟颞下锁孔硬膜下 Kawase

入路手术可行性和适应证。 

方法 成人尸头湿标本 8 具（16 侧），模拟神

经内镜颞下锁孔硬膜下 Kawase 入路，观察

内镜下能够显露的最大视野。辨识弓状隆

起、三叉神经、岩浅大神经、岩上窦等解剖

结构，标识 Kawase 三角的边界，测量不同

磨除范围下 Kawase 三角的各边长，显露小

脑膜切迹间隙、脑干腹外侧、上、中岩斜

区、中下岩斜区交界处及其邻近结构。 

结果 弓状隆起最高点到棘孔、岩浅大神经裂

孔、岩浅大神经与下颌神经的交点、三叉神

经压迹外侧缘的最短距离分别为 22.90±2.34 

mm、14.05±2.09 mm、24.94±1.98 mm、23.

49±2.38 mm；Kawase 三角磨除面积为 3.04

±0.47 cm2，扩大磨除 Kawase 三角面积为 3.

7±0.69cm2，增加了 0.66 cm2 的面积。 

结论 经神经内镜颞下锁孔硬膜下 Kawase 入

路避免了对脑膜中动脉的损伤，保留了岩浅

大神经。适合处理位于小脑幕切迹间隙、

上、中岩斜区、中、下岩斜区交界处、部分

桥小脑角脑干腹外侧广泛区域的肿瘤、动脉

瘤等病变。 

 

PO-2189 

垂体瘤的经鼻内镜手术治疗经验（附 165

例） 
 

张恒柱 严正村 王晓东 佘磊 董伦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入路手术治疗

垂体腺瘤的手术技巧。 

方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应用神经内镜下经鼻蝶

窦垂体瘤手术治疗 165 例垂体瘤的手术效果

和并发症。我们采用神经内镜“双人四手”技

术，手术者从右侧鼻腔入路，助手从左侧鼻

腔入路，以右侧鼻腔手术入路为主，鼻中隔

后部打开，供对侧鼻腔助手辅助操作。手术

者一手持内镜，另一手持电凝镊子、磨钻、

吸引器、抓钳等，助手辅助操作，一手持吸

引器，另一手持冲洗管；双人四手配合操

作，可以充分暴露、快速止血、辅助肿瘤切

除，手术更加微创高效；所有病例均行颅底

重建术。 

结果 垂体瘤全切 116 例（70.3%），次全切

除 32 例（19.4%），部分切除 17（10.

3%）。患者随访 6 月～3 年。症状和内分泌

学指标有所改善。术后无脑脊液鼻漏发生，

无死亡病例。 

结论  神经内镜经鼻颅底手术具有显露范围

广、深部照明好、微创高效的优势，取得简

捷、安全的治疗效果，“双人四手”技术是治疗

大型垂体腺瘤微创、安全、高效的方法。 

 
 
PO-2190 

“双手”操作神经内镜技术清除幕上高血压脑

出血的回顾性研究  
 

刘利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背景及目的 神经内镜的“ 双手”镜外操作技术

结合了内镜手术和显微外科操作的优点。“ 双

手” 镜外操作技术有希望成为高血压脑出血的

理想手术方法。目前常用的内镜工作通道为

“单腔”, 手术过程中，存在手术器械相互干

扰，影响操作的缺点，该弊端同时被其他学

者关注。我们在总结文献和临床经验基础

上，研发了“双腔”神经内镜工作通道。本研究

通过回顾分析，对比应用“单腔”或“双腔”神经

内镜工作通道进行高血压脑出血手术，通过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血肿清除率、留置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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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时间、预后和术者的满意度，评价两组

手术效果。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 年 3 月～ 2015 年 12 月

间 21 例应用双手操作神经内镜技术手术治疗

的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应用单腔工作通道的 12 例(单腔组) ，应用双

腔工作通道的 9 例(双腔组) ，比较两组在手

术时间、血肿清除率、术后带管时间、术后

GCS 评分、预后 GOS 及 mRS 及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的情况，并且比较术者及助手在手术

过程中的满意度。本研究所有数据采用 SPS

S21.0 统计学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及分析。 

结果 收集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并且按照性

别、年龄、出血部位、术前血肿量、脑室评

分、手术距发病时间、术前 GCS 评分、术前

mRS 评分等一般资料进行两组比较，结果提

示两组病例以上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对于两组病例术后资料进行对比

检验，“双腔”组在血肿清除率、术者和助手手

术满意度评分、预后 mRS 评分要优于单腔

组，经秩和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447，p=0.009）；两组病例在手术时间、术

后带管时间、术后 GCS 评分、术后 GCS 评

分较术前改善差值，术后一个月预后 GOS、

预后 mRS 评分较术前改善差值、术后再出血

率、术后感染率，通过应用 t 检验、符号秩和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后，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双腔”组在血肿清除率、术者和助手的

手术满意度、术后一个月预后 mRS 评分优于

单腔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他资料统

计对比后“双腔”组与“单腔”组无明显差异，在

实际临床工作中，应用“双腔”工作通道手术已

经表现出一定的临床优势及意义。本研究病

例样本数量较少，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

断完善“双腔”神经内镜血肿清除手术，并通过

大样本的病例分析证明该方法的有效性。 

 
 
PO-2191 

神经内镜经蝶扩大入路切除前中颅底肿瘤体

会 
 

魏德 卢峰 林堃 郑鹏锋 吴世忠 江晓航 

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350000 

 

目的  探讨采用神经内镜经蝶扩大入路切除前

中颅底肿瘤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方法  在临床上采用神经内镜经蝶扩大入路切

除侵袭性垂体瘤，鞍结节脑膜瘤，颅咽管 

瘤，脊索瘤的前中颅底肿瘤；  

结果  采用神经内镜经蝶技术切除上述肿瘤对

肿瘤周围重要结构（垂体柄，穿支血管，视

神经，视交叉，颈内动脉，下丘脑等）的损

伤轻于传统开颅手术 

结论  采用神经内镜经蝶扩大入路切除前中颅

底肿瘤较传统开颅手术在肿瘤全切率，并发

症，后遗症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PO-2192 

鞍区囊性占位的诊断与手术治疗策略选择 

 
贾栋 衡立君 屈延 高国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优化对鞍区囊性占位患者的诊疗策略，

探索诊断树法和治疗选择流程在鞍区囊性占

位鉴别诊断和个体化治疗策略选择中的作 

用。 

方法  选择连续入院的鞍内-鞍上囊性占位患者

17 例。诊断方面，依据文献将病变是否居

中、病变内是否存在液-液平面、囊内是否存

在 T2 低信号且不增强结节和病变内是否存在

分隔做为指标形成诊断树。分析该方法鉴别

囊性垂体腺瘤和 Rathke 囊肿的准确性。治疗

方面，以病变大小、症状、病变位置、鞍底

是否有垂体覆盖为指标形成治疗选择流程，

评价其对患者疗效和并发症的作用。 

结果 17 例患者中，包括囊性垂体腺瘤 6 例、

Rathke 囊肿 8 例、颅咽管瘤 2 例、动脉瘤 1

例。除动脉瘤采用介入栓塞外，其余 16 例均

采用内镜或开颅手术治疗。16 例患者中，头

痛（13/16） 81.25%，垂体功能低下（5/1

6）31.25%。诊断树法鉴别诊断囊性垂体腺

瘤和 Rathke 囊肿的准确率达 92.8%。根据治

疗选择流程和术者经验，选择避免跨垂体的

手术入路，16 例患者中 13 例选择内镜手

术，3 例因病变位于鞍上且垂体覆盖整个鞍底

而采用翼点入路开颅手术。术后头痛缓解率

（11/13）84.6%， 术后新发垂体功能低下 1

例。 

结论  国际较为认可的诊断树法鉴别囊性垂体

腺瘤和 Rathke 囊肿有良好的准确性，能提高

术前对病变性质的预判。根据治疗选择流程

对鞍内-鞍上囊性占位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有

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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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93 

术中高场强磁共振导航下內镜下经鼻蝶入路

大型垂体腺瘤手术分析 
 

周涛 孟祥辉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评价术中高场强磁共振导航技术在经鼻

蝶入路內镜下垂体腺瘤手术中的作用。 

方法  2009 年 7 月至 2016 年 4 月，由两个术

者在术中高场强磁共振导航下内镜下经鼻蝶

入路垂体腺瘤手术共计 404 例，肿瘤平均直

径大小 37.8mm，最大直径 25mm-63.9mm，

根据术中扫描结果，决定继续切除或者结束

手术。在术后 1-3 个月时复查增强垂体 MR

I，并比较术中与术后残瘤体积的变化。 

结果  在 404 例手术中，术中共扫描磁共振 5

33 次，每例扫描 1-3 次，平均 1.32 次，未发

生与术中磁共振相关的并发症或安全事故。

术中 MRI 发现残瘤 145 例，其中 42 例未进

一步手术，103 例进一步手术，其中全切除 6

8 例，35 例没有做到全切除。最终肿瘤全切

除程度由 64.1%增加到 80.9%。在存在肿瘤

残留的 77 例中，残留肿瘤位于海绵窦内 40

例（51 .9%），位于及鞍上 26 例（33 .

8%），其他 11 例（14.3%）。与术后 1-3 个

月复查头颅增强 MRI 比较，术中 MRI 显示肿

瘤残留的 77 例中，45 例残留肿瘤的体积同

术中 MRI，32 例（41.6%）体积小于术中 M

RI，术中 MRI 显示存在残留肿瘤的灵敏度和

特异度均为 100%。 

结论  术中 MRI 和神经影像导航技术不仅可以

提高肿瘤的全切除率，术中残留肿瘤主要位

于海绵窦及鞍上周边。同术后 1-3 月增强头

颅 MRI 相比，术中 MRI 显示存在残留肿瘤的

灵敏度和特异度均为 100%。 

 
 
PO-2194 

磁共振 3D-SPACE 序列结合术中导航在内镜

下脑脊液鼻漏修补术中的应用 

 
周涛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853 

 

目的  评价三维质子加权快速自旋回波序列

（3D-SPACE）在术前诊断脑脊液鼻漏及 3D-

SPACE 图像导航在经鼻内镜修补脑脊液鼻漏

手术中的价值。 

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3 月—2014 

年 6 月经鼻内镜手术证实的 27 例脑脊液鼻漏

患者的影像学资料，术前行常规 3D-T1、T2

及 3D-SPACE 扫描，结合葡萄糖定量分析和

高分辨 CT 诊断脑脊液鼻漏。所有患者均行经

鼻内镜脑脊液鼻漏修补术，术中采用 3D-SPA

CE 图像导航定位鼻漏漏口。 

结果  27 例鼻漏中，术前 3D-SPACE 准确诊

断脑脊液鼻漏 26 例（96.3%），T2 序列准确

诊断脑脊液鼻漏 17 例（63.0%），两者在术

前诊断脑脊液鼻漏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合葡萄糖定量检测和高分辨 C

T，所有患者均于术前明确诊断。27 例患者

发现 29 个漏口，其中 8 个漏口位于筛板，12

个位于蝶窦，6 个位于筛窦顶壁，3 个位于额

窦。26 例（96.7%）一次修补成功，1 例修

补 2 次后成功；随访平均 25.4 个月，未出现

明显的手术相关并发症及脑脊液鼻漏复发。 

结论  3D-SAPCE 能安全、可靠地诊断脑脊液

鼻漏，并清晰显示脑脊液鼻漏的漏口位置。

术中 3D-SPACE 图像导航辅助下经鼻蝶内镜

手术能成功修补脑脊液鼻漏，术后并发症

少。 

 
 
PO-2195 

神经内镜经鼻蝶垂体腺瘤切除术：单中心 57

8 例总结 

 
王清 鲁晓杰 孙俊 庞明志 李兵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14002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垂体腺瘤切除术

的可行性、安全性以及围手术期处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2 年 09 月～2013

年 12 月间由同一手术组完成神经内镜下经鼻

蝶垂体腺瘤切除术 578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

术前均行头颅 CT、MRI、内分泌学及视功能

检查，对肿瘤切除率、内分泌结果和手术并

发症进行临床分析。 

结果 本组患者中平均随访期为 4.2 年（4 月-1

1.5 年），失访 72 例，45 例为复发性垂体腺

瘤；无功能性垂体腺瘤 379，生长激素腺瘤 9

1 例，泌乳素腺瘤 56 例，混合性垂体腺瘤 28

例，性激素型 19，ACTH 型 3 例，TSH 型 2

例； 506（72）肿瘤全切除 397 例（78.

5%），近全切除 86 例（17%），部分切除 2

2 例（4.3%），死亡 1 例（0.2%）。在 284

例有视功能障碍的患者中 235 例（82.7%）

患者得到改善，39 例（13.8%）无变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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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5%）出现恶化。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为

尿崩、脑脊液漏和垂体前叶功能低下。 

结论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垂体瘤是安

全和有效的，尤其对复发性、向鞍上或海绵

窦生长的垂体腺瘤具有优势。假包膜的切除

和经蝶扩大入路可提高肿瘤的切除率。 

 
 
PO-2196 

内镜下扩大经鼻蝶入路颅咽管瘤切除术 
 

洪涛 曾而明 谢申浩 唐斌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0 

 

目的 总结内镜下经鼻蝶扩大手术入路切除颅

咽管瘤的临床经验，探讨其治疗的可行性、

安全性及优势，以及防治术后并发症的有效

方式，术后长期随访评估患者恢复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4 例内镜下经鼻蝶颅咽管瘤

切除术患者临床资料、手术疗效评估、并发

症的发生情况，并汇报长期随访结果常规体

位消毒铺巾，首先切除右侧中鼻甲，备带蒂

鼻中隔黏膜瓣。暴露颅底，磨开鞍底，向前

扩大骨窗至鞍结节及蝶骨平台，两侧到视神

经进入视神经管处的内侧缘，必要时可以前

后分别扩大至前颅底和斜坡上部，两侧至海

绵窦内侧缘。于海绵前间窦上下“工”字形切开

硬膜，暴露上界至视交叉前，下界至垂体。

挑开蛛网膜即见肿瘤腹侧，运用双吸引技术

或结合 CUSA 进行瘤内减压，再遵循显微操

作技术原则从包膜外分离肿瘤，直视下分离

肿瘤与视交叉下方、视丘下部的粘连，仔细

保护垂体柄、willis 环及其发出的分支小血

管。肿瘤切除后用生理盐水冲洗术区数分

钟。术毕行多重颅底重建。记录手术全程时

长、切肿瘤操作时长及术中出血量。   

结果 该组共 44 例，其中 40 例达完全切除(90.

9％)，3 例次全切除(6.8％)，1 例部分切除

（2.3% 蝶形巨大颅咽管瘤）。手术全长平均

2.24±0.91h，肿瘤切除平均时长 41±19min。

术后第一天即清醒者占 37 例。并发症包括：

术前多尿多饮 19 例中 15 例术后尿量增多，

术后新发尿多或尿崩症 15 例；术前电解质紊

乱 12 例术后均有低钠过程，新发低钠性电解

质紊乱 16 例；19 例术后 FT3/FT4/sTSH 水

平较术前下降；17 例视力下降患者 10 例术

后好转，无再损伤致视力视野下降病例；5 例

术后出现脑脊液漏，其中 4 例行腰大池持续

引流、1 例经鼻内镜下修补术后均治愈；继发

颅内感染 3 例，经抗感染及腰穿置管引流均

治愈。住院时间 8 天~25 天，平均 14 天。出

院随访 1~28 个月，平均随访 20 个月，17 例

视力视野受损者长期随访均有不同程度好

转；4 例激素水平依然偏低；34 例曾有尿崩

的患者中 19 例尿量恢复或控制正常。无迟发

性脑脊液漏病例。术前平均 mRS 评分 1.13，

出院 mRS 评分 2.09，3 个月随访平均 mRS

评分 1.13，1 年平均 mRS 评分 0.9，随访超

过 2 年者平均评分 0.9。 结论 内镜下经鼻蝶

颅咽管瘤切除术是一种安全可行的手术方

式，术区可暴露范围变化灵活，手术操作有

其独特的优势，术后患者反应轻、恢复快，

并发症相对少，带蒂黏膜瓣的使用使脑脊液

发生率较低。 

 
 
PO-2197 
A stratified algorithm for skull base reconstructi
on with endoscopic endonasal approach 

 
Huang Guodong,Li zhen,Ji Tao,Guo Jian,Yang Jihu,
Li Weiping 

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8000 

 

We presented our institutional experience wit
h skull base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s and d
eveloped a stratified algorithm for different c
auses of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leak. This
 is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patients who wer
e diagnosed as CSF leak treated with skull b
ase reconstruction or who underwent endosc
opic transsphenoid surgery for sellar/parasell
ar lesions at our department from Aug, 2012-
 Sep, 2015. We totally identified 34 patients 
who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causes of CSF leak and different reconst
ruction methods. All patients underwent skull
 base reconstruction with specific focus on di
agnosis, reconstruction method and strategi
es, and clinical outcome. The reconstruction 
method we adopted was the classic multiple-
layer technique with combination of fat tissue,
 septal bone, autologous fascia lata, artificial 
dura and NSF. NSF were selectively harvest
ed for large defects according to our protocol.
 The reconstruction failure rate is 4.16% (1 o
f 24) in patients underwent endoscopic surge
ry for sellar/parasellar lesions. Reconstructio
n for postoperative iatrogenic, traumatic and 
spontaneous CSF leak achieved 100% succ
ess rate. 21 of 35 (60.0%) reconstructive op
erations were done with NSF. The overall fail
ure rate of all reconstructions was 2.85% (1 
of 35). A stratified approach with multipl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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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technique and nasoseptal flap (NSF) is rel
iable for skull base reconstruction. 
 
 
PO-2198 

内镜下体会颅咽管瘤和下丘脑关系的几点新

认识 
 

洪涛 曾而明 唐斌 谢申浩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0 

 

背景 内镜在颅底手术中所占地位日渐凸显，

目前的报道主要偏重在手术技术讨论及长期

随访结果讨论。有部分学者对下丘脑解剖也

做了深入研究。但将解剖和临床应用结合方

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就解剖、临床表

现、下丘脑功能等方面综合研究，以内镜为

基础，阐述若干新认识。 

资料 回顾性分析 44 例内镜下经鼻蝶颅咽管瘤

切除术患者临床症状、术前术后影像学表

现、术中手术录像资料、手术疗效评估、并

发症的发生情况。研究术前症状与下丘脑侵

犯程度间的关系；术后症状、长期随访症状

与术中所见下丘脑的损害程度间的关系；比

较 Samii、Yasargil、Flitsch、Hoffman、 Va

n Gompel 分型及我们提出分型方法对下丘脑

侵犯程度的预测准确性；统计术中所见肿瘤

起源部位。 

结果 44 例病例中术中内镜下确认鞍内型 7

例，鞍上脑室外型 11 例，脑室内外型 26

例。鞍上脑室外型中 4 例起源于鞍内向上连

鞍隔一同顶起，7 例起源于垂体柄将下丘脑向

上或向偏侧推挤，即偏侧型；这 11 例中 9 例

与下丘脑已形成粘连，归入不完全侵犯范

畴。脑室内外型 12 例起源于垂体柄（即中央

型），14 例直接起源于漏斗区。鞍上脑室外

型和脑室内外型共 37 例，通过鹰嘴征预测正

确 30 例。7 例起源于垂体柄的鞍上脑室外型

病例中 5 例位于垂体柄下段，12 例起源于垂

体柄的脑室内外型病例中 11 例起源于垂体柄

上段。中央型肿瘤的垂体柄仅 2 例保留，非

常菲薄。偏侧型垂体柄保留 6 例。术后损害

双侧至乳头体前缘共 4 例，其中 2 例有较长

时间昏迷史，死亡 1 例；损害单侧至乳头体

前缘或双侧远离乳头体共 16 例，1 例有数天

的模糊状态，其余术后均清醒；损害单侧小

范围者术后均清醒。损害范围大的术后高热

发生率 62%。长期随访主要并发症为激素水

平低、尿多和肥胖。 

认识 颅咽管瘤与下丘脑的关系包括：推挤、 

不完全侵犯、完全侵犯；鹰嘴征可准确预测

下丘脑是否被侵犯；下丘脑双侧损害患者症

状往往比单侧损害着严重；下丘脑起源部位

能推测出肿瘤与下丘脑的侵犯关系；依据颅

咽管瘤与垂体柄的关系可分为两型：中央型

和偏侧型，两者切除策略有所不同，垂体柄

的保留率有差异；以上分型也可以推测肿瘤

与下丘脑的侵犯关系：偏侧型肿瘤与下丘脑

一般呈推挤关系，中央型肿瘤一般是直接侵

犯下丘脑进入三脑室；依据下丘脑核团分布

情况，根据核团损害多少以及损害的单双侧

来界定下丘脑损害程度，并据此采取下丘脑

保留区域性切除策略对患者可能能够获益。 

 
 
PO-2199 

神经内镜经鼻扩大入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 
 

黄国栋 郭见 纪涛 王海东 黎震 阳吉虎 李维平 

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27320 

 

目的 总结分析神经内镜经鼻扩大入路切除鞍

结节脑膜瘤的临床经验和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 20

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应用神经内镜治疗

鞍结节脑膜瘤 8 例的临床资料（所有神经内

镜手术由同一名医生完成），术前完善增强

垂体 MRI、视力视野等资料，病人平均年龄 3

9 岁，均为女性; 术前症状主要是视力下降时

间 1 周至 2 年不等, 在神经内镜下行鞍结节脑

膜瘤切除术和鞍底修补术。 

结果 8 例成功运用导航神经内镜下经鼻入路

进行了有效的切除。术中成功运用各解剖标

志进行导航验证正确，多普勒技术探查颈内

动脉。8 例均达到 simpson I 级切除。术后视

力恢复率 42.8%; 术后复查垂体增强 MRI 均

未见肿瘤复发；术后平均随访 16 个月，8 例

均未见脑脊液漏及其他明显并发症; 平均住院

日 21.14 天。其中血管瘤型 1 例，混合细胞

型 3 例，脑膜皮细胞型 4 例。 

结论 导航引导下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切除鞍

结节脑膜瘤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新型微创手

术入路。术中应用导航系统引导，使用 CUS

A，激光刀，等离子刀等切除手段，术后给予

标准鞍底修补，增加了手术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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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00 

经鼻内镜扩大入路动脉瘤夹闭术 
 

洪涛 曾而明 唐斌 谢申浩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0 

 

目的 佐证内镜经鼻蝶入路夹闭动脉瘤的可行

性，并总结经验，对其优势进行探讨。 

资料 回顾 2015 年 11 月-12 月完成的 3 例内

镜经鼻蝶扩大入路颅内动脉瘤夹闭术病例总

体资料。年龄性别分别为患者 1：42 岁男

性、患者 2：62 岁女性、患者 3：61 岁女

性。 

结果 案例 1：单个前交通动脉瘤，已破裂致

蛛网膜下腔出血，H-H 分级 II 级，DSA 及 CT

A 提示合并烟雾病改变。剪开硬膜后脑组织肿

胀明显，额叶直回将视交叉前池下压完全占

据，行直回部分切除后见左侧 A2、动脉瘤、

复合体、右侧 A2 呈直线从前往后排列，双侧

A1 段在内镜视野下位于前交通复合体后下

方，成功上动脉瘤夹后，通过内镜能清晰看

到位于后方的右侧 A2 是否存在狭窄，以及动 

脉瘤颈是否夹闭完全。 

案例 2：以头晕入院，多发动脉瘤：前交通动

脉瘤、左侧颈内动脉床突段动脉瘤、右侧颈

内动脉床突段巨大动脉瘤。瘤体高×瘤体宽×

瘤颈宽分别为：3.5×3.0×2.5、4.0×6.7×3.6、

17.4×15.0×4.1（mm）。首先尝试夹闭的是

右侧巨大动脉瘤，但是过程中发现，瘤颈呈

硬质地，瘤夹不能到位，放弃夹闭，考虑后

期开颅行动脉瘤孤立+血管重建术。对于前交

通动脉瘤和左侧颈内动脉瘤的夹闭，相对顺

利，均在内镜直视下细微调整上夹深度，达

到完全夹闭并保留相关血管完整通畅。 

  案例 3：双侧海绵窦段颈内动脉瘤，右侧颈

内动脉球囊闭塞实验（阴性）。术前于右侧

颈内动脉近心端内预置球囊予以保护。右侧

海绵窦膨大明显，向下突入气化完全的蝶窦

斜坡隐窝中，该动脉瘤的大小为：瘤体高×瘤

体宽×瘤颈宽=8.4×7.9×5.9。球囊闭塞右侧颈

内动脉，同时夹闭右侧 A1 段，监测脑电图变

化，待动脉瘤壁张力减小时上动脉瘤夹，内

镜直视下微调瘤夹深度，然后回抽球囊并下

A1 段阻断夹。探查左侧动脉瘤，完全位于海

绵窦内，可不予以处理。 

结论 本组共三例六个动脉瘤，涉及区段包括

前交通、颈内动脉海绵窦段、眼动脉段、床

突段，术中相应区域暴露清晰，在内镜直视

操作可更加细微，并可清晰判断调整动脉瘤

夹深度，避免夹闭不全和夹闭过度等情况，

尤其当瘤颈深处有动脉走行时，可避免夹闭

过多导致血管狭窄。对于已蛛网膜下腔出血

的病例，颅内压增高，会增加手术难度。当

动脉瘤较大且瘤颈宽阔、内壁钙化者应术前

评估，视为相对禁忌症。颈内动脉动脉瘤指

向外侧者不适合内镜经鼻蝶入路夹闭术。术

中导航能起到一定规避风险的作用。 

 
 
PO-2201 

经颅神经内镜辅助显微手术切除鞍区肿瘤 
 

王喆 闫红梅 王寿先 李胜君 魏广鑫 赵余静 都小龙 

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目的  鞍区肿瘤位于颅底中央，周围有视神

经、垂体柄、颈内动脉、下丘脑等重要结

构，手术显露困难且视角受限，单纯显微手

术容易造成肿瘤残存，勉强切除肿瘤又极易

造成颅神经和重要神经结构损伤，起源于鞍

内的肿瘤可以选择经蝶入路切除，但会增加

脑脊液漏的风险。在经颅显微手术中合理地

使用内镜辅助技术，既能减少创伤，又能有

效提高肿瘤全切除率，本文旨在探讨经颅神

经内镜辅助显微手术切除鞍区肿瘤的手术方

法及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研究经神经内镜辅助显微手术治

疗的 24 例鞍区肿瘤，其中脑膜瘤 8 例，颅咽

管瘤 8 例，侵袭性垂体瘤 5 例，表皮样囊肿 1

例，下丘脑胶质瘤 1 例，生殖细胞瘤 1 例。

根据疾病的性质、大小、生长方向、侵袭程

度选择适宜的手术入路进行手术。术中先应

用显微镜进行切除，至看不到肿瘤或无法切

除肿瘤时使用神经内镜进行观察或者切除。

统计显微镜下肿瘤全切除后内镜再检查肿瘤

残留情况及内镜辅助切除情况。 

结果 显微镜下全切除 20 例，次全切除 4 例，

经内镜辅助观察，显微镜下全切除者中有 6

例发现肿瘤残存，其中 3 例再次行显微镜下

全切除，2 例行内镜辅助下全切除，1 例在内

镜辅助下次全切除。显微镜下次全切除者中

有 2 例经内镜辅助实现全切除，另外 2 例增

加了切除程度。全组有 1 例术后 10 天因肺栓

塞死亡，无手术相关死亡及偏瘫病例；无新

增颅神经麻痹病例，视力下降的 21 例病人有

19 例视力改善另外 2 例视力无变化，7 例病

人出现下丘脑功能异常，治疗后好转，无永

久性尿崩。20 例内镜下肿瘤全切除病例中有

17 例在三个月内复查 MR，未见肿瘤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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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神经内镜辅助技术在鞍区肿瘤手术中具

有视角开阔、肿瘤全切除率高、并发症低等

优势，在鞍区肿瘤的显微手术中合理应用神

经内镜进行辅助能够有效提高手术效果。 

 
 
PO-2202 

内镜鞍区肿瘤手术探讨 
 

刘卫平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外科 710032 

 

目的 报道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入路切除 258

例鞍区肿瘤的方法和效果，探讨其优缺点和

手术适应证。 

方法 全部病人采用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切除

肿瘤。其中常规的神经内镜下经单侧鼻内-蝶

窦入路 203 例，扩大的神经内镜下经蝶窦入

路 55 例。114 例手术中利用了神经导航技

术。 

结果 病理结果分别为垂体腺瘤 204 例（79.

1%）、颅咽管瘤 23 例（8.9%）、鞍结节脑

膜瘤 11 例（4.3%），其他性质 20 例。全切

除肿瘤 156 例（60.5%），次全切(>80％)67

例（26.0%），大部切除 35 例（13.6%）；

本组病例术后 3 例（1.2%）死亡。17 例有脑

脊液鼻漏（6.6%）；39 例（15.1%）术后出

现一过性多尿，术后 3 天~1 周恢复正常，6

例(2.3%)术后出现长期多尿。视力不同程度 

改善，异常增高的激素水平降至正常 22 例。 

结论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入路适用于大多数

鞍区肿瘤的切除，如垂体腺瘤、颅咽管瘤、

鞍结节脑膜瘤等，可以获得满意的手术效

果。适合该手术切除的鞍区脑膜瘤直径小于 3

cm，如果肿瘤>4cm，应该经颅手术；肿瘤与

周围组织有一定的蛛网膜间隙为内镜手术创

造了条件，偏离中线的脑膜瘤不适合；蝶窦

气化较好者定位方便，气化欠佳者需神经导

航。采用双侧鼻腔入路，会给手术带来便利

以及显著减少鼻腔正常结构的损伤。此入路

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颈内动脉破裂的

风险，手术空间狭窄，手术器械有限带来了

不利因素。 

 
 
PO-2203 

内镜垂体瘤手术常用技术及其意义 

 
刘卫平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外科 710021 

 

目的 分析内镜下经鼻蝶窦垂体瘤切除术的常

用技术及其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3 年 4 月至 2015 年 4

月采用内镜经鼻蝶窦垂体瘤切除术治疗的患

者 291 例。男 140 例，女 151 例。首次手术

275 例，因残留或复发再次手术 16 例。年龄

12～75 岁，平均 46.8 岁。肿瘤最大径<1cm 

11 例，1～4 cm 213 例，>4 cm 67 例。Knos

p 0～2 级 107 例，Knosp 3 级 119 例，Knos

p 4 级 65 例。无功能腺瘤 154 例，功能性腺

瘤 137 例。所有患者术中均使用神经导航辅

助。术后行视力、神经影像及内分泌随访，

随访时间 6～21 个月。 

结果  肿瘤大体全切 :174 例，大部切除 83

例，部分切除 34 例。术后视力改善 182 例，

内分泌治愈 81 例。术后电解质紊乱 34 例，

脑脊液漏 13 例，甲状腺功能低下 13 例，尿

量增多 22 例，一过性视力障碍、肾上腺皮质

功能低下、颅内感染、蝶窦炎性反应、术区

出血共 12 例。 

结论 内镜下经鼻蝶窦垂体瘤切除术安全、有 

效，结合神经导航技术可进一步增加其安全

性和有效性。潜水技术是利用生理盐水对内

镜镜头的持续冲洗，获得内镜下瘤腔内近距

离清晰图像，利用对瘤腔壁的水流压力，使

瘤腔再扩张，以能够探查瘤腔壁的褶皱。潜

水技术利用持续流动的水流很好地解决了瘤

腔内渗血对内镜下视线的影响，熟练的应用

潜水技术不仅可以探查肿瘤的细小残留而且

可以在潜水技术下刮除或取除这些残留。脑

脊液漏是经蝶垂体瘤切除术最常见的并发

症。垂体瘤是蛛网膜外结构，正确的术中定

位和轻巧的操作可以防止脑脊液漏的发生。

定位偏上往往引起脑脊液漏。一是暴力撑开

牵开器时可能引起后组筛窦的骨折，骨折片

直接刺破蛛网膜，二是切开硬膜时可能同时

切开鞍隔或鞍结节及以上硬膜、蛛网膜。还

有，对于囊性垂体瘤穿刺时，如果抽取的液

体过多，可能造成蛛网膜陷入鞍内被针尖刺

破。对于垂体大腺瘤，其实往往有蛛网膜的

增厚，只要仔细操作可以避免蛛网膜的破

裂，特别是可以防止蛛网膜有大的漏口。肿

瘤切除后再处理脑脊液漏。对于轻度的漏

夜，填塞几块明胶海绵，术后卧床。重度

的，则选择肌肉浆填塞，必要时术后腰大池

引流。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980 

 

PO-2204 

锁孔入路在神经内镜治疗脑积水中的应用 
 

蔡强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430060 

 

目的  探讨锁孔手术入路及硬膜缝合在神经内

镜治疗脑积水中的应用，研究该手术入路在

减少脑脊液漏等并发症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04-2016.04 年在我科

采用锁孔手术入路经神经内镜治疗的 12 例脑

积水患者的临床资料。其基本手术步骤是利

用铣刀在颅骨上形成大小约 2cm-3cm 的小骨

瓣，周边悬吊硬膜后“十”切开硬膜。电灼皮层

后导入神经内镜，然后根据不同病情可行三

脑室底造瘘手术，或三脑室底造瘘+囊肿脑室

造瘘手术。造瘘完成后应用明胶海绵填塞脑

皮质瘘口，缝合硬膜，还纳骨瓣，使用连接

片或可吸收颅骨锁固定颅骨。 

结果  所有患者均可有效缝合硬膜，患者脑积

水症状均有所改善，复查头颅 CT 或 MRI 提

示脑室系统缩小，对于同时行囊肿造瘘患者

术后 MRI 提示囊肿明显缩小。且在手术过程

中我们发现，该手术入路还可有效避开脑沟

及脑表面皮层静脉，从而减少颅内血肿的发

生。同时，形成小骨瓣后，神经内镜的活动

度明显增加，增加了手术适应症。 

结论  锁孔手术入路可缝合硬膜，有效避开脑

沟及皮层静脉，增加神经内镜的活动度，可

减少并发症并增加神经内镜的手术适应症，

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PO-2205 

巨大垂体腺瘤的神经内镜经鼻手术策略探讨 

 
吴南 王俊伟 汪攀 冯华 

重庆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直径大于 4 厘米的巨大垂体腺瘤的

神经内镜手术策略。 

方法  2014 年以来神经内镜下经鼻完成垂体

瘤手术 285 例，其中直径超过 4 厘米的巨大

垂体腺瘤 33 例，依据病变特点与术中情况，

分别采用内镜切除、开颅+内镜、分次内镜手

术进行处理。 

结果  33 例患者中采用内镜经鼻手术 17 例，

分次内镜手术 13 例，开颅+内镜手术 3 例，

其中 26 例全切，7 例大部切除，术后无死

亡，无脑脊液漏。 

结论  根据病变特点与术中情况，采用不同的

手术策略进行神经内镜经手术，可以提高巨

大垂体腺瘤的全切率，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

生率。 

 
 
PO-2206 

内镜主导下经乙状窦后入路切除桥小脑角及

脑干前方胆脂瘤的临床应用 
 

王斌 程宏伟 徐培坤 张科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30022 

 

目的  探讨在神经内镜主导下结合显微镜的使

用，经乙状窦后入路切除桥小脑角及脑干前

方胆脂瘤的方法及应用价值。 

方法  2014 年 10 月～2016 年 3 月，分别对 5

例桥小脑角及脑干前方胆脂瘤患者，采用乙

状窦后入路。首先使用显微镜直视下切除桥

小脑角区能够直视到的部分瘤体，而位于深

部小脑半球表面、小脑与脑干夹角、同侧脑

干前方甚至于对侧脑干前方则分别使用 0 度

和 30 度神经内镜进行彻底切除，术中很好地

保护了颅底各种重要的血管和神经。 

结果  5 例患者中全切 3 例，近全切除 2 例

（因瘤体粘附的蛛网膜与血管或神经粘连紧

密而未做强行切除）。术前 1 例三叉神经痛

的患者术后症状完全消失，2 例面部麻木症状

消失，1 例舌部左侧感觉障碍明显减轻，3 例

单侧听力下降及耳鸣患者中 2 例症状消失 1

例减轻，4 例头晕患者中 3 例消失 1 例减轻。

5 例患者均未出现因手术造成的其它颅神经及

血管损伤所致的并发症。 

结论  经乙状窦后入路切除桥小脑角及脑干前

方胆脂瘤，比较以往神经外科常规单独使用

显微镜下操作，使用不同角度的神经内镜，

充分利用其广角效应、局部放大以及清晰局

部照明等特点，可清楚地显露常规显微镜直

视下无法看到的深部小脑半球表面、小脑与

脑干夹角、同侧脑干前方甚至于对侧脑干前

方的瘤体，确保术中能直视下全切瘤体、安

全地保护被肿瘤包裹或粘连的各类重要的颅

底血管和颅神经，最大程度地获得经乙状窦

后入路切除桥小脑角及脑干前方胆脂瘤的满

意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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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07 

神经内镜在颅脑手术中的应用 

 
贾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探究神经内镜在颅脑手术中应用的可行

性。 

方法  我们单独应用神经内镜分别进行了巨大

垂体瘤、巨大颅底脊索瘤、眶内球后肿瘤、

颅咽管瘤、脑室内脑膜瘤、小脑幕深部脑膜

瘤、眶上锁孔前颅底脑膜瘤、桥脑小脑角胆

脂瘤切除术，并对手术后效果进行评估分

析。 

结果  所有手术病人手术效果良好，除 1 例巨

大颅底脊索瘤因向上生长之脚间窝小部分残

留外，其余肿瘤均全部切除。 

结论  神经内镜在颅脑手术的应用范围是广大

的。我们认为，凡是生长在存在自然脑内间

隙区域的肿瘤，辅以 CUSA 及适用的双极电

凝、必要加以硬通道，单独使用神经内镜都

可以顺利切除。 

 
 
PO-2208 

神经内镜下经鼻颅底肿瘤切除术 
 

冯思哲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单纯应用神经内镜经鼻入路切除颅

底肿瘤的方法和优势。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0 例单纯应用神经内镜经

鼻入路治疗颅底肿瘤的过程及结果。术前均

行 MRI 平扫+增强扫描以及鞍区薄层三维 CT

扫描，充分了解鼻腔和蝶窦以及鞍底骨质情

况。垂体瘤患者行内分泌检查。 

结果  肿瘤性质包括 40 例垂体瘤（全切 38

例，2 例早期因经验不足肿瘤有少许残留，其

中侵袭性垂体瘤 3 例，微腺瘤 3 例，合并颅

内动脉瘤栓塞后手术 1 例），3 例拉克氏囊

肿，2 例胆脂瘤（1 例次全切除，1 例全

切），2 例脑膜瘤（鞍结节脑膜瘤 1 例，前颅

底筛窦脑膜瘤 1 例），1 例颅咽管瘤，1 例复

发脊索瘤，1 例三叉神经鞘瘤（次全切除），

术中如见脑脊液漏，采用人工硬脑膜，人工

纤维蛋白胶和带蒂或游离粘膜瓣（带蒂鼻中

隔后部粘膜瓣 3 例，游离粘膜瓣 1 例）等修

补，部分术后行腰椎置管引流。术后仅 1 例

侵入三脑室内全切的垂体瘤术后脑脊液鼻

漏，行脑脊液漏修补术痊愈。全部病例无一

例死亡。 

结论  单纯应用神经内镜经鼻入路切除颅底肿

瘤，主要应用于垂体瘤和一些与颅底关系密

切的肿瘤，利用鼻腔和鼻窦的自然腔隙通

道，达到暴露肿瘤和切除肿瘤的目的。单纯

应用神经内镜治疗颅底肿瘤存在学习曲线。

脑脊液漏的修补技术在手术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 

 
 
PO-2209 

三脑室造瘘治疗交通性脑积水 
 

闫宪磊 郑捷敏 

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10259261 

 

目的  探讨三脑室造瘘治疗交通性脑积水的手

术适应症；通常认为三脑室造瘘是交通性脑

积水的相对禁忌症，但很少有研究能证实这

一观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三脑室造瘘治疗交通性脑积

水病例并复习相关文献，为三脑室造瘘治疗

交通性脑积水可行性提供一定客观数据； 

结果  有 6 例诊断交通性脑积水的患者行三脑

室造瘘手术，术后症状均有明显改善。 

结论  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得出交通性脑积水

是三脑室造瘘术适应症，但我们的数据及文

献报道表明三脑室造瘘手术可用于交通性脑

积水，期待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就一步论证。 

 
 
PO-2210 

全程神经内镜诊疗脑室系统感染的经验及体

会 
 

关峰 胡志强 黄辉 戴缤 朱广通 毛贝贝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目的 探讨脑室系统感染的神经内镜诊疗经验

及体会。 

方法 采用神经内镜诊疗 18 例脑室系统感染。

在神经内镜下观察和评估脑室内感染程度、

清除脑室内沉渣和附壁脓苔、贯通脑室内分

隔、游离被脉络丛或炎性纤维条索包裹的分

流管、切除脑室内脓肿或行脓肿囊壁开窗引

流术。神经内镜指引下留置双侧脑室外引流

管。术后脑室内抗生素盐水持续灌注冲洗，

时间为 2～4 周。合并脑积水的患者再行脑脊

液转流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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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中 1 例因肾功衰竭最终死亡，其余

17 例脑室内感染均恢复至正常。11 例合并脑

积水的患者中，7 例行脑室腹腔分流术，4 例

行 ETV 治疗，1 例 ETV 治疗无效后再行脑室

腹腔分流术。住院时间 1～14 个月，平均 3.4

个月。随访 5～26 个月，脑室系统感染无反

复，脑积水疗效满意。 

结论  神经内镜下观察和评估脑室内感染情

况，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为脑室系统感

染的诊疗提供了有效方法和新思路。围手术

期抗生素盐水脑室内持续灌洗对彻底纠正脑

室内感染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PO-2211 

走出国门 传播神经内镜技术 开启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的内镜神经外科时代 
 

关峰 胡志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中国第四批援助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医疗队 100038 

 

目的  本文记录了中国第四批援助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以下简称

“特多”）医疗队的神经外科团队，在胡志强队

长的带领下在特多圣费尔南多总医院（San F

ernando General Hospital）开展内镜神经外

科工作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与国内神经外科

同道分享。 

方法  应用从国内携带的 STORZ 神经内镜

（0 度和 30 度硬质颅底镜和脑室镜）以及圣

费尔南多总医院耳鼻喉科的内镜显示器等配

套设备，在圣费尔南多总医院开展内镜神经

外科工作。目前我们神经外科团队仍在特多

开展医疗援外工作，已诊治：垂体瘤（2

例）、三叉神经痛（1 例）、脑室内肿瘤并发

梗阻性脑积水（1 例）、后颅窝巨大蛛网膜囊

肿（1 例）。 

结果  术后患者均恢复良好，1 例垂体瘤术中

出现脑脊液漏，经颅底重建，术后常规卧床 2

周后痊愈；三叉神经痛术后疼痛完全消失；

脑室内肿瘤完整切除，术后患者无神经功能

障碍；后颅窝巨大蛛网膜囊肿术后临床症状

及体征完全消失，影像学复查囊肿明显缩

小。随访 1-4 月，病变均未复发。 

结论  中国第四批援助特多医疗队的神经外科

团队在圣费尔南多总医院应用内镜神经外科

技术诊疗脑室内肿瘤、颅内蛛网膜囊肿、三

叉神经痛、垂体瘤及脑积水，取得了满意效

果，得到了当地同行的一致赞许。中国医疗

队神经外科团队走出国门开展内镜神经外科

工作，推广内镜神经外科技术，开启了特多

的内镜神经外科时代。 

 
 
PO-2212 

婴幼儿梗阻性脑积水内镜治疗体会 
 

刘磊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婴幼儿梗阻性脑积水内镜下治疗方法及

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15 例梗阻性脑积水患儿的临床资

料，采用三脑室底造瘘术治疗的 8 例，室间

孔成形 2 例，中脑导水管支架 2 例，后颅窝

蛛网膜囊肿造瘘并与侧脑室内分流 2 例。 

结果 15 例患儿疗效满意 100%。术后一过性

发热 6 例，对症治疗体温恢复正常。颅内积

气 2 例，头皮下积液 1 例，均自然恢复。  

结论  婴幼儿梗阻性脑积水应内镜下治疗，不

同病理生理的梗阻性脑积水应采用不同治疗

策略，内镜治疗微创，并发症少，好处理，

恢复快，疗效满意。 

 
 
PO-2213 

多学科协作模式下垂体瘤临床诊疗初步经验

探讨 
 

金伟 蒋健 倪红斌 梁维邦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多学科协作模式下垂体瘤临床诊疗

的初步经验。 

方法  自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收治垂

体瘤患者 42 例，其中 2016 年 2 月以前 14 例

患者为神经外科单学科诊疗模式，2016 年 2

月以后 28 例患者为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即

所有患者于术前内分泌科收治，评估垂体功

能，并依据评估结果提示手术风险，行术前

激素替代治疗；患者由同一医疗组行神经内

镜辅助经鼻蝶切除手术，于神经外科行围手

术期治疗；术后由内分泌科行激素替代，长

期随访，并根据需要由放疗科行术后辅助放

疗。分析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并总结初步诊

疗经验。 

结果  神经外科单学科诊疗模式下垂体瘤患者

14 例，其中术后尿崩患者 6 例，甲状腺功能

减退患者 3 例，1 例患者出现严重甲状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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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乱，术后接受辅助放射治疗 6 例；多学科

协作诊疗模式下垂体瘤患者 28 例，其中术前

行激素替代治疗患者 12 例，术前发现甲状旁

腺功能亢进 2 例，甲状腺肿大 1 例，均优先

接受颈部手术干预，2 例患者不建议手术治

疗，术后尿崩患者 10 例，甲状腺功能减退患

者 4 例，无术后严重垂体功能紊乱患者，术

后接受辅助放射治疗 10 例。 

讨论  神经内镜经鼻蝶垂体瘤切除手术具有手

术创伤小、时间短、并发症少等优点，正越

来越广泛地在临床开展。与传统的神经外科

单中心诊疗模式相比较，运用多学科协作诊

疗模式治疗垂体瘤，可规范垂体瘤诊疗流

程，包括术前综合评估，评价手术风险，术

后药物替代及辅助放疗选择，有利于降低诊

疗风险及提高诊疗效果。 

 
 
PO-2214 

儿童垂体多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腺瘤 1 例并

文献复习 
 

陈成 金伟 梁维邦 倪红斌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神经外科 210008 

 

目的 探讨提高儿童垂体多发促肾上腺皮质激

素（ACTH）腺瘤诊疗水平的策略和方法。 

方法 对 2016 年 3 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 例儿童垂体多发促

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腺瘤患者的临床表

现、影像学结果、病理学特征及手术策略等

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患者 11 岁男性儿童，临床表现为满月 

脸、多血质外貌、向心性肥胖、痤疮、紫

纹、高血压、继发性糖尿病和骨质疏松，血

ACTH 及皮质醇增高，大剂量及小剂量地塞

米松无法抑制，岩下窦静脉采血检测 ACTH

提示来源于垂体，MRI 检查提示垂体多发片

状低密度影，增强后可强化。治疗采用神经

内镜辅助经鼻蝶切除手术，强调全面探查，

完整切除，术中见肿瘤散在、质软、灰白

色、血供一般，术后病理垂体 ACTH 腺瘤，K

i 指数约 4%。术后患者血 ACTH 及皮质醇回

复正常。术后 2 月随访可见患者多血质改

善、体重明显下降。 

讨论 儿童垂体多发 ACTH 腺瘤非常少见，影

像检查及内分泌检查可协助诊断，神经内镜

辅助经鼻碟切除术是目前治疗儿童垂体 ACT

H 腺瘤以及其他微腺瘤的首选治疗方法，尽

早明确诊断并积极的手术干预是治疗儿童垂

体 ACTH 腺瘤的关键，使儿童在生长发育中

生理、心理均得到健康发展。 

 
 
PO-2215 
Successful endoscopic neurosurgical tre
atment of intrasellar arachnoidal cysts: A 
report of three cases 
 
Zhang jinsen1,2,Liu Qinglin1,2,Li Xueen1,2,Jia Deze1,2,
Li Gang1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Qilu Hospital of Sh

andong University， 107 Wenhua Xi Road， Jina

n， Shandong Province， 250012， P.R. China 

2.Brain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Uni

versity， 44 Wenhua Xi Road，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250012， P.R. China 

 

Objective  True intrasellar arachnoid cysts a
re rare lesions and masquerade as intrasella
r pituitary neoplasms, craniopharyngiomas, 
Rathke’s cleft cysts, or even empty sella radi
ologically and clinically. Lesion in intrasellar 
may be asymptomatic or may cause headac
he, optic nerve compression, endocrine dysf
unction. Here, we present a treatment option
 when intervention is indicated. 
Method  Three patients with intrasellar arac
hnoid cysts presented with either headache, 
visual compromise, or endocrine dysfunction.
 No patients previously received any surgica
l intervention. All three patients underwent a 
sugery via an endoscopic endonasal tranS-s
phenoid approach. We first opened the sellar
 floor and dura. Next, we searched for the sit
e of the CSF leakage and then enlarged the l
eakage or resected the cyst wall, resulting in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yst cavity an
d the chiasmatic cistern. Last, we reconstruc
ted the sellar defect by using artificial dura m
ater and pediculate mucosal flap of nasal se
ptum.  
Result  All patients said that their preoperati
ve headache and visual deficits were signific
antly improv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operati
on. Radiography showed cyst was reduced a
nd the optic chiasm was decompressed succ
essfully. There were no cerebrospinal fluid rh
inorrhe after the surgery and no other compli
cations from the procedure. 
Conclusion  The endoscopic endonasal tra
nS-sphenoid approach to communicate the c
yst cavity with the chiasmatic cistern makes i
t possible to cure intrasellar arachnoid cysts 
by a less invasive and safer way. Mean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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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eticulous closure and packing of the sell
ar floor are essential to prevent postoperativ
e CSF leakage. 
 
 
PO-2216 

神经内镜在脊髓外科应用初探 
 

刘彬 王振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083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在脊髓外科中的应用前

景。 

方法  2015 年 1 月-12 月收治脊髓疾病患者 1

0 例，患者男性 9 例，女性 1 例，年龄 35-65

岁，其中髓外硬膜下肿瘤 4 例，椎间孔肿瘤 1

例，髓内肿瘤 1 例，硬膜外肿物 3 例，痉挛

性瘫痪 1 例。手术方法：全麻下行显微镜下

后正中入路选择性椎板切除或半椎板切除，

导入神经内镜，在神经内镜下多角度探查切

除椎管内占位性病变 9 例，行选择性后根切

断 1 例。 

结果  10 例患者均痊愈出院，无术后感染及新

增神经损伤症状，9 例椎管内占位患者内镜下

病变全切、症状缓解，术后病理示神经鞘瘤 5

例，椎间盘组织 3 例，畸胎瘤 1 例；选择性

后根切断患者术中行部分椎板切除后应用神

经内镜在硬膜下帮助定位责任神经根，内镜

下行选择性后根切断，患者术后肢体痉挛症

状缓解。 

结论  神经内镜可以近距离多角度观察、定位

椎管内病变，避免术中操作的盲目性，可在

直视下进行操作对于病变的切除有指导意

义，与显微镜联合应用可降低患者神经损

伤。  

 
 
PO-2217 

神经内镜学习曲线及其临床应用体会 
 

张治国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小结笔者自身的神经内镜学习应用过

程，探讨内镜学习曲线，并阶段性总结内镜

的临床应用体会，为进一步发挥内镜优势、

提高神经内镜的临床应用技术奠定基础。 

方法  回顾总结笔者自身的神经内镜学习过程

（包括在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北京天坛医

院，关于神经内镜的系统学习的体会和经验

分享）和神经内镜应用过程（包括多个神经

内镜经典应用的手术病例分享），探讨神经

内镜学习曲线、总结神经内镜的临床应用体

会。 

结果  通过系统的学习过程掌握了神经内镜的

基本技术；独立完成神经内镜手术 49 台，包

括内镜下颅内血肿清除术，脑室镜三脑室底

造瘘术、颅内囊肿造瘘术、脑室病变活检

术，经鼻内镜下鞍区病变切除术（垂体瘤、

颅咽管瘤、脊索瘤、蛛网膜囊肿、粘液囊

肿、拉克氏囊肿等），经鼻内镜脑脊液漏修

补术，口-鼻联合入路复发脊索瘤切除术；该

组病例均取得较满意手术效果，无非计划再

次手术及死亡病例；脑积水患者三脑室底造

瘘术后症状缓解明显；经鼻切除垂体瘤 31

例，全切 25 例，次全切 6 例，3 例术后脑脊

液渗出通过腰大池置管痊愈，1 例术后残瘤组

织出血保守治疗后出院，3 例颅内感染药物治

疗后痊愈；2 例经鼻内镜脑脊液漏修补术后痊

愈；3 例特殊病例的经验分享，包括垂体瘤卒

中引起甲状腺危象的综合治疗 1 例，鞍区开

颅术后并发鞍区脓肿后内镜治疗 1 例，鞍区

少见病例粘液囊肿 1 例。 

结论  系统培训是神经内镜的学习曲线的必要

组成部分，是提高神经内镜应用水平的有效

途径；有力的平台岗位的支撑，可以为掌握

并有效的推广和应用神经内镜，提供有力的

平台支持；神经内镜在脑积水、颅内囊肿、

脑室病变，鞍区病变（垂体瘤、颅咽管瘤、

脊索瘤、蛛网膜囊肿、粘液囊肿、拉克氏囊

肿等），以及脑脊液漏、脑出血等疾病的手

术治疗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PO-2218 

神经内镜联合小骨窗开颅治疗 HCH 患者的临

床疗效探讨 
 

崔晟华 廖勇仕 梁日初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21001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联合小骨窗开颅治疗 HC

H 患者的疗效 

方法  以 2014 年 6 月-2015 年 10 月间在我院

接受治疗的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为观察对

象。依据手术方式分为显微镜下小骨窗开颅

组（50 例）和神经内镜联合小骨窗开颅治疗

组（55 例）。观察两组患者手术一般情况，

比较两组患者的预后及手术前后 NIHSS 评分

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差异。 

结果  联合手术组患者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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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骨窗开颅组短，术中出血量较小骨窗开

颅组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患者再出血率和死亡率无明显差别（P>0.0

5）；两组患者手术前的 NIHSS 评分无明显

差别，手术后，两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均降

低，且联合手术组降低更明显（P<0.05）；

手术后 1 个月时两组患者的 BI 各维度得分和

总分无明显差别（P>0.05）。 

结论  神经内镜联合小骨窗开颅对高血压性脑

出血患者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且术中出血量

和手术时间均较单纯小骨窗开颅组减少，具

有临床推广应用的价值。 

 
 
PO-2219 

鞍上池囊肿的治疗策略和预后分析 
 

孙莲萍 梁秦川 江峰 马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回顾性分析鞍上池囊肿临床表现、有及

无合并脑积水的影像特点、手术策略及预

后，以提高治愈率和减少并发症。 

方法  方法 2010-2 至 2016-3 收治病例 35

例，男：18 例，女：17 例，年龄 24 天～8

岁，平均 27.2 月±25.1，由产前 B 超发现 7

例，出生后囊肿进行性缓慢增大、生长发育

落后伴行走不稳 7 例、伴或不伴发热抽搐检

查发现 3 例 、外伤后检查发现 7 例、头围异

常增大 4 例、交通性脑积水分流术后随访发

现囊肿 2 例、头痛 3 例、早发育 1 例、双眼

视物困难 1 例。术前均由头颅 MRI 明确诊

断，其中伴有脑积水 27 例。手术方法为神经

内镜下经额叶入路行 ETV+囊肿-桥前池造口

术 29 例、内镜经颞叶行囊肿-桥前池造口术 1

例、翼点入路显微镜下囊肿开窗术 4 例、前

颅底入路 1 例。 

结果  术后间脑发作 2 人，对症治疗好转，平

均随访 34.9 月，94.3%患者于平均术后 4.4

月鞍上池恢复正常形态，术后 1 年复发 2

例，为内镜和显微镜囊肿开窗各 1 例，分别

再次行内镜手术好转，脑积水逐渐加重 2

人，行脑室-腹腔分流术后好转。生长发育术

后均明显改善。 

结论  鞍上池囊肿可引起梗阻性脑积水，内镜

下囊肿开窗术手术创伤小、疗效确切，交通

性脑积水分流术后鞍区囊肿出现和囊肿开窗

术后脑积水加重说明鞍区囊肿和脑积水可以

是非因果关系的两种疾病的并存。 

 

PO-2220 

神经内镜治疗颅底病变 2031 例报告：13 年

经验总结及体会 
 

刘丕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神经内镜技术治疗颅底疾病，具有创伤

小、安全度高、恢复快和费用低等诸多优

点。本研究通过回顾性总结分析一组单中

心、同一术者的连续性病例，报告神经内镜

治疗颅底疾病的疗效，评价其安全性及有效

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3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间我科收治的 2031 例经神经内镜治疗的颅

底病变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颅底肿瘤（良

性肿瘤 1437 例、恶性肿瘤 67 例）1320 例，

颅底缺损（脑脊液鼻漏 368 例，脑膜脑膨出

41 例）409 例，颅内外沟通性肿瘤的内镜辅

助手术 50 例，活检术 68 例，其中男性 973

例，女性 1058 例 ，年龄 7-82 岁（平均 35.2

3±10.36 岁）。分析所有患者的病史等一般情

况、手术过程、肿瘤切除程度和并发症情

况，通过随访患者生活质量，肿瘤复发、并

发症的变化等情况，对神经内镜治疗颅底病

变的短期和长期疗效、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

率进行分析。 

结果  良性肿瘤 1437 例，全切率 80.8%（11

61/1437），症状的缓解率为 89.3%(1283/14

37)，手术死亡率 0.3%(4/1437)，所有患者经

随访证实远期无严重并发症； 恶性肿瘤 67

例，症状缓解率 86.4%，无手术死亡病例，

手术并发症出现率 8.1%，3 年生存率 80.

0%，5 年生存率为 46%，5 年生存患者平均

KPS 评分为 80；颅底缺损性疾病 409 例，一

次性修补成功率为 94.8%(388/409)，二次修

补成功率 100%。内镜辅助手术及活检术手术

顺利，顺利达到预期手术目的。本组患者术

后发生脑脊液鼻漏发生率 1.67%（34/203

1），中枢神经系统感染（72 例，3.55%），

术区血肿（6 例，0.30%），新发神经功能损

害（5 例，0.25%）。 

结论  神经内镜微创治疗颅底病变疗效确切，

术后死亡率低，严重并发症少，发生率低。

远期疗效好，肿瘤复发率低，患者生活质量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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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21 

神经内镜微创手术治疗脑室出血 
 

吴志敏 徐浩 李俊 张涛 范明波 王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 43001

4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微创手术治疗脑室出血的

临床应用。  

方法  回顾分析  20 例神经内镜微创手术治疗

脑室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术后复查 CT，血肿完全清除者或几乎

完全清除者 16 例，术后 24 h 内意识明显好

转 14 例， 72 h 内清醒 8 例，于 2 周内清醒

者 15 例; 术后再出血 1 例，术后 6 个月 GOS

 评分: 良好 21 例，轻残 7 例，重残 1 例，植

物生存 0 例，死亡 3 例。  

结论  神经内镜辅助微创手术早期治疗脑室出

血具有侵袭性小、血管及脑组织损伤少、术

野清晰、止血彻底、血肿清除干净、并发症

少及术后康复快等优点，是脑室出血的理想

治疗方法。  

 
 
PO-2222 

神经内镜下 MVD 有意义吗 
 

田新华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纯神经内镜下 MVD 临床应用意义

和价值 

方法  采用显微镜，神经内镜下辅助及纯内镜

下 MVD 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比

较分析各自的优势和结合应用价值。 

结果  神经内镜下 MVD 有其优点和特点，对

责任血管的判断、减少骨质磨除和穿支血管

辨认保护有较大价值 

结论  纯神经内镜下 MVD 是可行安全有利于

疗效提高的手术方法，有推广价值 

 
 
PO-2223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 Rathke 囊肿的微创手

术治疗 
 

王鹏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10193873 

 

目的  探讨 Rathke Cleft Cysts（RCC）鞍区

良性病灶的发病机理、手术治疗、流行病

学。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3 例病人(11 男性, 女性,平

均年龄 43 岁)经鼻-蝶窦单孔内镜下切除 Rath

ke 囊肿的疗效。 

结果  头痛是术前主要症状(15/23，65%)，所

有病人术后头痛症状均得到改善。7 例最初表

现为严重视力下降症状,治疗后改善达 39%(9/

23)。6 个病人垂体功能障碍(6/23,26%)术后

得到改善。所有病人没有永久性垂体功能障

碍。一位病人术后短暂性尿崩症和一例病人

术后感染。3 例术后脑脊液漏，利用颅底重建

和使用腰池外引流，均得到改善。2 例复发囊

肿，但拒绝手术。 

结论  经鼻-蝶窦单孔内镜治疗 Rathke 囊肿是

安全、有效的，术后并发症较少。骨窗设计

和切除囊肿后的依托部分修补常是充分的。 

 
 
PO-2224 

内镜下经侧脑室额角及枕角穿刺治疗脑室内

病变 

 
王斌 程宏伟 徐培坤 张科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单纯在神经内镜下经额角及枕角穿

刺切除脑室内病变的方法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我科于 2012 年下半年完全在神经内镜

下经额角穿刺，对 9 例脑室内病变进行切

除，包括 2 例鞍上池囊肿，1 例双侧额角间囊

肿，1 例右侧侧脑室巨大囊肿，1 例三脑室异

位颅咽管瘤（堵塞双侧室间孔），2 例透明膈

后部囊肿，2 例三脑室后部生殖细胞瘤，1 例

三脑室后部胶质瘤，2 例三脑室后部中脑导水

管开口处炎症（堵塞室间孔），1 例右侧侧脑

室室间孔炎性堵塞，2 例脉络膜乳头状瘤，1

例脑室内复发胆脂瘤及 1 例丘脑突入三脑室

胶质瘤。17 例均有不同程度脑积水，症状分

别有头痛、恶心、精细动作差及行走不稳

等。手术于右侧额角或枕角钻孔后，使用四

通道神经内镜直接穿刺进入侧脑室，于室间

孔处、透明膈后部及三脑室后部发现病变。

鞍上池囊肿手术方式尽可能切除囊肿壁、显

露中脑导水管、三脑室底（囊肿底）造瘘。

异位颅咽管瘤则切除病变及行透明膈造瘘。

透明膈后部囊肿则切除部分囊壁，开放囊肿

腔。三脑室后部占位取病理活检后再行三脑

室底造瘘。 

结果  17 例患者中，其中 1 例三脑室后部胶

质瘤患者术前在外院行脑室腹腔分流术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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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因腹膜炎后分流管堵塞后行病理活检及

三脑室底造瘘术，后并发颅内感染其家人放

弃治疗自动出院。其余 16 例术后颅内高压症

状完全消失，术前在外院鞍上池囊肿患者精

细动作及行走不稳较术前明显好转。异位颅

咽管瘤患者术后第四天出现剧烈头痛及高

热，考虑系术中囊液释放刺激引起，腰穿三

次，一周后症状完全消失。16 例患者术后及

随访影像学资料示脑室明显缩小或正常，脑

沟及各脑池无受压迹象。 

结论  完全在神经内镜下经额角穿刺切除脑室

内各种病变是一种微创，以往显微镜下不可

完全替代的显微外科技术，术者应充分熟悉

脑室内各显微解剖结构及相应脑室结构的头

皮映射部位，掌握一手持镜，一手操作的显

微技巧，最好具备丰富的显微临床经验。严

格掌握内镜下治疗脑室内病变的适应症，减

少术中副损伤，便可最大程度地获得脑室内

病变切除的最佳治疗效果。 

 
 
PO-2225 
The combined keyhole-endoscopic altern
ative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surg
ery for the trigeminal neuralgia  
 
Wang peng,Li Bing,Lu Xiaojie,Wang Qing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Wuxi No. 2 H

ospital 10193873 
 

Obejective  This study assesses and explor
es the use of endoscopy in minimally invasiv
e surgery of the cerebellopontine angle in tri
geminal neuralgia.  
Methods  This study comprises 70 patients 
of trigeminal neuralgia that underwent operat
ion with the combined keyhole-endoscopic m
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between Jan. 2
005 and Dec. 2010. The 30-degree endosco
pe gives clear visualization of the trigeminal 
nerve from the pons to Meckel’ s cave, for th
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onflict location. Microv
ascular decompression was performed by se
paration the offending vessel from the trigem
inal nerve, and achieved by the insertion of a
 piece of Teflon.  
Results  the site of conflict was detected at t
he root entry zone of the nerve in 50 patients
(%) and at Meckel’ s cave in 20 patients(%), 
the type of contact between the vessel and t
he nerve were 3 types: the simple type, a mu
ltiple type, a nutcracker type. After at least 1 
year follow-up and a single operation (cases 

that required a second operation for revision 
were considered failure), a successful result 
was obtained in 65 patients(%), and an impr
ovement was obtained in 5 patients(%), the 
operation was a failure or early recurrence o
ccurred in 8 patients(%). Postoperative com
plications were rare. A cerebrospinal fluid lea
k occurred in only 1 case(%),  
Conclusion  Endoscopic approach with the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can be better 
and more efficient surgical method for the tre
atment of the trigeminal neuralgia with fully r
etaining the function of trigeminal nerve. 
 
 
PO-2226 

神经内镜微创手术治疗重症颅内感染的技术

要点及疗效分析 

 
董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15004 

 

目的  泛耐药菌株感染引发的重症颅内感染， 

常表现为脑组织或脑室积脓、腔内多发分

隔、广泛纤维增生粘连，是神经外科的危重

症和治疗难点，预后较差。探讨神经内镜微

创技术在中枢感染性疾病治疗中的作用，为

提高临床疗效奠定基础。  

方法  神经内镜下经皮层造瘘进入脑内或脑室

内感染腔，彻底清除感染灶，多点造瘘打通

各个炎性分隔，将多发分隔转化为单腔病灶

以利于充分引流，并充分恢复脑积液循环，

再以抗生素盐水、双氧水反复冲洗，术后持

续引流炎性脑脊液，结合鞘内抗生素应用、

机体免疫力维护等综合治疗措施。  

结果  神经内镜下清除炎性病灶并术中感染腔 

灌洗治愈感染并拔除原脑室外引流管 6 例;内

镜手术+术后感染腔抗生素灌洗并外引流治愈

9 例;术后脑室或腰大池外引流时间平均为 25.

3+-4.2 天；感染治愈后仍需脑室-腹腔分流者

4 例;死亡 4 例,为泛耐药鲍曼杆菌或耐药真菌

感染。  

结论  泛耐药菌株感染引发的重度中枢感染是

神经外科致命性感染，应用神经内镜治疗有

助于提高疗效。 

 
 
PO-2227 

神经内镜下颅底重建的分析与探讨 
 

刘丕楠 杨智君 王振民 李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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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颅底重建技术是长期以来制约颅底外科

发展的重要因素，神经内镜不仅弥补了技术

缺陷，而且提高了重建颅底的可靠性。本研

究通过回顾性总结分析一组单中心、同一术

者的连续性治疗病例，讨论神经内镜技术重

建颅底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

科经治疗的 870 例于神经内镜下行颅底重建

的临床资料，包括侵袭性垂体腺瘤 493 例，

脑脊液鼻漏 219 例，脊索瘤 98 例，脑膜脑膨

出 28 例，前颅窝底脑膜瘤 32 例。870 例患

者中，男性 408 例，女性 462 例 ，年龄 1-68

岁（平均 34.2±6.4 岁）。提取所有患者的病

史、首发一般情况、手术过程、颅底缺损情

况（部位、大小、修补材料），随访患者术

后有无脑脊液鼻漏、颅内感染、颅内积气等

临床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所见，评价神经

内镜重建颅底的远期安全性与可靠性。 

结果  本组 870 例患者，一次修补成功率为 9 

7.2%；20 例发生术后脑脊液鼻漏，3 例发生

颅内感染，表现为颅内积气的患者 2 人，再

次行手术修补后，均痊愈。439 例侵袭性垂体

腺瘤患者，6 例发生术后脑脊液鼻漏；219 例

脑脊液鼻漏患者，6 例再发脑脊液鼻漏，有 3

例患者仅表现为颅内感染，2 例行头颅 CT 发

现颅内积气；98 例脊索瘤患者，术后脑脊液

漏发生率为 6.1%(6/98); 脑膜脑膨出患者，有

3.6%(1/28)出现术后脑脊液鼻漏；32 例前颅

窝底脑膜瘤患者，1 例（3.1%）术后发生脑

脊液鼻漏。本组患者远期随访，均未见脑脊

液鼻漏的相关症状及体征。 

结论  神经内镜下颅底重建，成功率高，重建 

效果确切，远期随访并发症发生率低，临床

上应予以推广应用。 

 
 
PO-2228 

术中 CT 在经鼻蝶神经内镜手术中的应用 
 

陈祎招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探讨经鼻-蝶神经内镜手术中简单、快捷

的实时影像学技术及术中 CT 在经鼻-蝶垂体

瘤等神经内镜手术术中的应用及优缺点。 

方法  回顾分析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自 201

2 年 11 月-2016 年 3 月一共 41 例采用术中 C

T 辅助经鼻-蝶神经内镜下垂体瘤等患者的临

床资料，分析术中 CT 在手术过程中的应用及

其对手术进程和手术结果的影响。 

结果  术中 CT 每次扫描时间仅需 50~60s，

术中完成一次 iCT 检查（从覆盖无菌手术

单、扫描仪推到床前到检查完毕、查看 CT 结

果、撤去无菌单）需要时间为 9~12min。本

组垂体瘤患者一般行术中 CT 扫描 2~3 次，

平均 2.39 次。41 例患者中，术中扫描发现 1

1 例存在肿瘤残余，其中 9 例行进一步切除

后，达到影像学肿瘤全切除 6 例，次全切除 3

例，另 2 例因肿瘤质地坚韧或与颈内动脉粘

连紧密，仅行部分切除；初次影像学全切率

为 73.2% (30/41)，在 iCT 辅助下最终肿瘤影

像学全切率达 87.8%(36/41)，提高了 14.

6%。术后无一例患者发生与 CT 检查相关并

发症与严重手术并发症。 

结论  经鼻-蝶神经内镜下垂体瘤切除术中应用

iCT 辅助技术为神经外科医师提供了手术进程

的实时引导和手术结果的实时、客观影像学

依据，不仅能可靠地评估肿瘤切除范围，提

高肿瘤全切率，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术者

辨别肿瘤周围重要解剖结构，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手术损伤与不必要的盲目手术操作，

同时也能及早地发现出血等早期并发症，提

高了手术的精确性和安全性，减少并发症，

有效降低医疗风险；此外， iCT 系统有着使

用方便、维护简单、快速省时、成本低、效

率高的独特优点，且可满意显示肿瘤切除范

围并可术中行 CTA 检查，因此，在经鼻-蝶神

经内镜下垂体瘤切除术中辅助使用 CT 可进一

步提高手术疗效与手术安全性。 

 
 
PO-2229 

氟比洛芬酯在经鼻神经内镜术后的临床应用

研究 
 

汪璟 鲁晓杰 王清 苗增利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14002 

 

目的  观察氟比洛芬酯在经鼻神经内镜手术后

的镇痛效果。  

方法  选择经鼻入路行神经内镜下鞍区及周边

范围手术患者 52 例，随机分为 A、B 两组，

每组 26 例，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评分）对患者疼痛程度进行评分，评分结果

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  

结果  A 组术后三天鼻腔的疼痛 VAS 评分为

（2.3±1.1）分，显著低于 B 组（3.6±1.4）分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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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氟比洛芬酯可有效治疗经鼻神经内镜手

术患者的书后鼻腔疼痛，没有严重并发症发

生，是安全有效地镇痛药。  

 
 
PO-2230 

内镜下小骨窗经侧裂治疗高血压脑出血 12 例

体会 
 

童民锋 

浙江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目的  探讨小骨窗内镜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临

床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12 例病例，术前 GCS 评分 5

-9 分，采用头皮弧形切口，约 8cm，3*3cm

小骨窗，全程经内镜分离侧裂，暴露导叶皮

层，经导叶皮层清除基底节脑出血。如破入

脑室，经血肿破入脑室破口清除侧脑室出

血，并置入引流管，术后继续引流血性脑脊

液 5-7 天，常规术后药物治疗。 

结果  术后 3 月生存病例功能恢复按 ADL 分 

级法评价：Ⅰ级 2 例,Ⅱ级 6 例,Ⅲ级 3 例,Ⅳ

级 1 例,放弃一例。 

结论  小骨窗内镜下经侧裂治疗高血压脑出血

相对显微镜下清除脑出血手术创伤更小，血

肿清除率更高，可以取得满意效果。 

 
 
PO-2231 

内镜经鼻蝶斜坡病变的手术治疗 

 
郭衍 田恒力 高文伟 陈世文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总结采用经鼻入路内镜手术治疗斜坡肿

瘤的手术经验。 

方法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1 月期间，对

3 例斜坡病变患者行内镜经鼻手术，其中脊索

瘤 1 例，脑膜瘤 1 例，肠源性囊肿 1 例。首

先切除鼻中隔后部，开放蝶窦，暴露蝶鞍和

斜坡，电钻磨除鞍底和斜坡的骨质。通过术

中导航注意辨认及保护视神经管和颈内动脉

管等重要结构。术中取双侧粘膜瓣覆盖颅底

防止脑脊液漏。 

结果  2 例患者术后影像学检查显示肿瘤完全

切除。所有病例随访，术后并发脑积水 1

例，无颅内感染病例。 

结论  内镜经鼻治疗斜坡病变较传统手术不仅

创伤小，而且可以更好地辨认深部结构，暴

露病变的范围更大。并且可以更直接及快速

地显露斜坡区域。因此内镜经鼻入路对于斜

坡病变是一种较好的入路选择。 

 
 
PO-2232 

神经内窥镜在垂体大/巨腺瘤经鼻蝶手术中的

有效性与安全性分析 
 

陈超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大型垂体瘤仍是神经外科手术治疗的难

点，神经内窥镜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经鼻蝶

入路的垂体瘤切除手术，但其对于大型垂体

瘤的手术效果目前尚不明确。单中心的病例

报道由于样本量的限制，证据等级不足。本

文通过对发表的相关文献行系统评价来分析

神经内窥镜在经鼻蝶入路垂体大（≥3cm）或

巨（≥4cm）腺瘤切除术中的有效性及安全

性。 

方法  通过 MEDLINE 数据库检索发表的关于

神经内窥镜手术治疗垂体大/巨腺瘤的相关文

献，针对手术切除程度、手术相关并发症的

发生率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通过 MEDLINE 数据库共检索出 9 篇相

关文献，纳入研究的患者例数为 424 例。神

经内窥镜手术可实现肿瘤全切率达 36.4%（1

52/417），肿瘤近全切除率 29.5%（102/34

5）。9 篇文章中有 2 篇报道了同期行显微镜

下经鼻蝶切除大/巨垂体瘤的手术效果，肿瘤

全切率仅 15.9%（11/69）。在手术相关并发

症方面，术后发生脑脊液漏的比例为 7.33%

（28/382），术后一过性尿崩的发生率为 23.

1%（68/372），永久性尿崩的发生率为 9.6

7%（15/155）。术后垂体功能低下的发生率

为 15%（51/340）。424 例患者中术后发生

鼻出血的仅 5 例，术区出血的仅 4 例，无因

出血导致死亡的病例。 

结论  神经内窥镜在垂体大或巨腺瘤切除术中

的有效性明显高于显微镜，而且其安全性较

高。 

 
 
PO-2233 

改良软组织串珠封堵法修补脑脊液鼻漏 
 

万登峰 周朝阳 

江西省人民医院 330006 

 

目的  根据我中心近期通过内镜下复合修补术

治疗脑脊液鼻漏的回顾性分析，探究内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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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组织串珠封堵法治疗脑脊液鼻漏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8 月~2016 年 4 月

因脑脊液鼻漏在我中心接受脑脊液修补术的

患者临床资料。对患者的病史，脑脊液漏口

位置，颅骨缺损大小进行分析，统计修补术

后脑脊液漏的预后，感染情况，术中出血及

术后并发症。 

结果  7 例脑脊液漏患者，平均年龄 46.5 岁，

其中自发性脑脊液漏 3 例，外伤后脑脊液漏 2

例，颅底肿瘤术后脑脊液漏 2 例，颅底颅骨

缺损范围为 1.5cm~0.5cm，其中 2 例合并脑

膜脑膨出，2 例合并粘液囊肿。脑脊液漏病史

最长者达 2 年，最短者为 1.5 个月，脑脊液漏

口位于前组筛窦者 2 例，后组筛窦 3 例，蝶

窦 2 例。经修补术后，脑脊液漏症状均停

止，无颅内感染，术中出血少，术后无不良

并发症。 

结论  我们用肌肉-脂肪-肌膜串珠以滑线穿成

串珠，收笼后形成软组织球，以 Inlay-Onlay

（或单纯 Inlay）法，并且采用腔内打结技

术，使软组织球致密达到封堵严实的方式修

补脑脊液鼻漏，达到了很好的治疗效果。内

镜下复合修补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脑脊液

鼻漏治疗方法。 

 
 
PO-2234 

脑脊液专科技术结合鼻内镜治疗鞍区术后脑

脊液鼻漏 10 例分析 
 

陈红伟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100012 

 

目的  探讨鞍区术后脑脊液鼻漏的治疗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 例鞍区术后出现脑脊液

鼻漏的病历资料，其中 1 例为两次右额开颅

颅咽管瘤切除术后继发脑脊液鼻漏，其余 9

例均为鼻内镜术后继发脑脊液鼻漏。术前均

进行头 CT 颅底薄扫+鼻骨三维重建。 

结果  9 例治愈，1 例因并发重症肺炎死亡；9

例治愈患者中，1 例经单纯鼻内镜下修补治

愈，2 例经单纯脑脊液引流后治愈，6 例患者

经鼻内镜下修补及脑脊液引流后治愈。  

结论  早期未合并脑积水及颅内感染的脑脊液

鼻漏患者单纯鼻内镜下修补可治愈；一旦合

并颅内感染或脑积水，则需在修补脑脊液漏

的同时进行脑脊液引流、并抗感染治疗方可

治愈。 

 

PO-2235 

微创内镜脑内血肿清除手术技术探讨（300

例体会） 
 

徐永革 

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 100700 

 

目的  探讨微创内镜下清除自发性幕上脑出血

的手术技巧。 

方法  4 年内符合入选条件的连续 300 例自发

性幕上脑出血病人接受全麻下影像引导（立

体定向或神经导航）透明管状牵开器支撑锁

孔入路内镜脑内血肿清除术。底节区、丘脑

区、脑叶及侧脑室出血，分别采用不同部位

锁孔入路。 

结果  所有 300 例病人皆安全耐受手术。底节

区 178 例，丘脑区 41 例，脑叶 43 例，脑室

38 例。发病至手术时间 3.5～95（中位数 1

0）h。手术耗时 45～122（平均 57）min。

血肿清除率 -100%～100%（中位数 94.

8%）。残余血肿量 0～58（中位数 2）ml。

再手术率 7.0%（共 21 例）。住院死亡率 4.

0%。住院天数 5～62（中位数 14）d。出院

时 GCS 评分提高-2～6（平均 4.1）分。 

结论  本文影像引导、透明管状牵开器支撑、

内镜下清除幕上脑出血的方法，血肿清除彻

底，止血可靠，创伤较小，对脑的功能区域

保护好，术后并发症机会少，可作为 20ml 以

上未发生脑疝的幕上自发性血肿的推荐方法

之一。术前确认出血停止，术中升高血压状

况下止血，术后严格控制血压是减少再出血

的关键。影像引导下沿血肿长轴设计手术入

路，将透明的管状牵开器准确送至血肿远

端，在管状牵开器内内镜下倒着吸出血肿，

达到了在最小程度脑牵拉的前提下最大程度

的吸出血肿。作者改良的更细长的管状牵开

器（10mmX6mmX90mm）的设计，使得手

术中脑牵开损伤程度更小，且更深部的底节

区血肿也能保证经额沿血肿长轴达到，更适

用。 

 
 
PO-2236 

经鼻蝶神经内镜直视下手术治疗侵袭性垂体

腺瘤的疗效分析 
 

段剑 周东伟 卢国辉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经鼻蝶神经内镜直视下手术治疗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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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性垂体腺瘤的疗效评价及其优势。 

方法  15 年 1 月至 15 年 12 月我科收治侵袭

性垂体腺瘤患者共 47 例。其中男 19 例，女

28 例；临床表现：头晕头痛 12 例，视力下

降 33 例，停经泌乳 18 例，性欲减退 3 例，

肢端肥大 7 例，多饮多尿 2 例，肿瘤卒中 1

例，外伤意外发现 1 例。内分泌检查 PRL≥10

0μg/ L 19 例,GH ≥10μg/ L 8 例。术前行 CT

及 MRI 扫描，Knosp 分级 II 级 15 例，III 级 2

5 例，IV 级 7 例；肿瘤直径<2cm 10 例，2～

4cm 26 例，>4cm 11 例。所有患者均采用纯

神内镜下经鼻蝶入路。术前、术中采用神经

导航确定肿瘤位置及不同角度的内镜大大提

高了切除效果；切除肿瘤后予以生物脑膜补

片、中鼻甲粘膜、鼻中隔带蒂粘膜活瓣、生

物蛋白胶等行多层颅底重建。术后 24 小时内

复查垂体 MRI 平扫+增强。 

结果  全切 33 例( 70.2% ),次全切 9 例(19. 

1% ) ,5 例部分切除 (10.6% )；视力较术前改

善 28 例（84.8%）。术后免疫组化检查报告

PRL 腺瘤 18 例,GH 腺瘤 7 例,ACTH 腺瘤 2 

例,混合型腺瘤 5 例,无功能腺瘤 15 例。术后

并发症包括：暂时性尿崩症 8 例，脑脊液鼻

漏 3 例（腰穿置管后痊愈），垂体功能低下 3

例，术后鼻腔出血 1 例，嗅觉减退或丧失 3

例，颅内感染 1 例，无手术死亡病例。残余

肿瘤患者根据激素水平、病理切片及残留程

度辅助药物治疗或放疗。 

结论  侵袭性垂体腺瘤是介于良性与恶性之间

的肿瘤,其组织学形态属于良性,但具有向周围

组织浸润生长的生物学特征。传统的经蝶手

术治疗存在瓶颈：1.暴露范围有限；2.视野

窄、深；3.无法切除向海绵窦、颞叶底部、额

叶底部及斜坡侵袭的肿瘤，对侵袭性垂体瘤

治疗效果有限。神经内镜下经鼻蝶手术治疗

侵袭性垂体腺瘤是一种有效、安全的方法。

其优势：1.视野大、暴露宽，无光衰减，带有

侧方视角，可深入病变部位附近近距离辨认

病变与周围重要神经、血管结构。2. 直视下

切除肿瘤，最大程度避免了对视神经及颈内

动脉的骚扰，避免了以往的依靠经验性操

作。3.无脑牵拉，失血少，损伤较小，恢复

快，有效缩短住院时间。4. 采用双鼻道、双

吸引技术，大大提高了切除效果。5.部分病例

在 MRI 或 CT 上提示肿瘤侵犯了海绵窦，术

中神经内镜直视下发现实际上为肿瘤推挤海

绵窦，可以看见菲薄完整的海绵窦内侧壁。 

 
 

PO-2237 

经鼻内镜切除垂体腺瘤术后个体化颅底重建

的临床分析 
 

剡将术 1 夏鹤春 1 马辉 1 宋让 1,2 邹有瑞 1 刘文庆 1 

1.宁夏医科大大学总医院 

2.宁夏西吉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经鼻内镜切除垂体腺瘤术后个体化

的颅底重建方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4

月内镜经鼻入路切除垂体腺瘤术后进行颅底

重建的 48 例患者临床资料。本组病例均为首

次进内镜手术的患者，其中男 性 21 例，女性

27 例，年龄 36-76 岁，平均为 48.6±12.3

岁。依据垂体 MRI 图像，对患者进行 Knosp

分级（0-4 级）及大小分类（微腺瘤， 大腺

瘤，巨大腺），分析患者术后脑脊液漏的情

况，对比患者手术既有的颅底重建方案，通

过统计学分析，提出依据肿瘤特点选择个体

化的内镜颅底重建方案。 

结果  垂体腺瘤 Knosp 0 级 9 例，Knosp 1 级 

17 例，Knosp 2 级 13 例，Knosp 4 级 9 例；

垂体微腺瘤 9 例，大腺瘤 18 例，巨大腺瘤 2

1 例；手术全切除 36 例，次全切除 9 例，大

部切除 3 例。无死亡病例，无颅内出血及颅

神经损伤病例，发 生一过性尿崩 27 例，脑脊

液漏 7 例。分析肿瘤大小、侵袭特点，及其

对手术全切除率及脑脊液漏发生的影响，发

现巨大腺瘤及 Knosp 4 级腺瘤脑脊液漏发生

明显增高。 

结论  对巨大腺瘤、Knosp 4 级的腺瘤或者术 

中脑脊液漏的患者，建议采用带蒂粘膜瓣或

者阔筋膜+脂肪的颅底重建方式。降低术中并

发症的发生，提高手术的准确性与安全性。 

 
 
PO-2238 

后颅窝囊肿的手术策略和疗效分析 
 

孙莲萍 梁秦川 江峰 马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通过对后颅窝囊肿的解剖部位、囊肿大

小和有无伴随脑积水进行术前手术方式规划

和选择，以最大程度减少手术并发症和提高

治愈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入院的 93 例后颅窝囊肿患者，男：49

例，女：44 例，平均年龄：31.7±40 月，其

中桥小脑角囊肿 24 例，伴有脑积水 2 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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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体池囊肿 29 例，伴脑积水 23 例、枕大池

囊肿 36 例，伴脑积水 9 例、Dandy-Walker

畸形致四脑室囊性扩张伴脑积水 3 例、桥前

池囊肿 1 例。由头颅 CT 或 MRI 检查发现囊

肿的最初原因为头痛 18 例、产前 B 超检查发

现 21 例、生长发育落后 10 例、头围异常增

大 18 例、癫痫样发作 8 例、行走不稳 5 例、

外伤检查发现 11 例、面瘫 1 例、眼斜视 1

例。依据囊肿大小、部位和有无脑积水，行

内镜下囊肿-脑池或脑室开窗术 51 例，其中

对伴有脑积水者行三脑室底造口术者 18 例、

囊肿或脑室腹腔分流术 9 例、显微镜下囊肿

开窗剥离术 33 例。  

结果  内镜术后早期伤口漏液 1 例，经清创和

脑室埋泵行外引流伤口好转，远期复发 2

例，平均 6 月，经内镜下再次造瘘手术治

愈，术后平均随访 8 月，囊肿缩小率大于 9

0%。显微镜下囊肿开窗剥离术早期伤口皮下

积液 3 例，经抽吸和加压包扎好转，感染 1

例，经抗感染后愈，远期复发 3 例，经内镜

造瘘治愈 2 例，行囊肿-腹腔分流治愈 1 例，

囊肿最终缩小率为 85%，巨大囊肿-腹腔分流

术后感染 2 例，囊肿裂隙征 1 例，囊肿缩小

率为 95%。  

结论  位于四叠体池合并脑积水患者应首选内

镜下囊肿-脑室开窗术，对于枕大池和桥小脑

角囊肿如囊肿体积大于 3 厘米 3 内镜也同样

达到良好疗效，如脑室狭小及枕部囊肿不大

者应以显微开颅术为主，对于脑脊液吸收不

良者方可实施囊肿-腹腔分流术。 

 
 
PO-2239 

经 endoport 神经内镜下微创手术治疗脑内血

肿临床体会 
 

剡将术 马辉 夏鹤春 刘文庆 邹有瑞 

宁夏医科大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750004 

 

目的 探讨经 endoport 神经内镜下微创手术治

疗脑内血肿的疗效。 

材料和方法 自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2 月

我院神经外科通过术区小骨窗、皮层小切口

置入 endoport，在神经内镜下清除脑内血肿

的自发性脑出血（行颅脑 CTA 排除颅内动脉

瘤及脑血管畸形）患者 27 例，分析患者的临

床资料和手术疗效。 

结果 本组患者 27 例，男性 16 例，女性 9

例，年龄 34-67 岁，平均为 58.7±16.4 岁；

患者发病距手术时间 7-36 小时，平均 16.7±1

2.3 小时； 入院时患者 GCS 评分 3-5 分 3

例，5-8 分 13 例，9-13 分 11 例；基底节区

出血 18 例，脑叶出血 9 例，平均手术时间 1.

8±0.4 小时，平均出血量 36.4±20.3ml；术后

1 周内死亡 3 例（11.2%），其余病例均随访

3 个月，采用日常生活活动量表（Barthel 指

数评定量表）进行评估；显示生活自理 4 例

(14.8%)，轻度功能障碍 11 例(44.6%)，中度

功能障碍 5 例(18.5%)，严重功能障碍 3 例(1

1.1%)，极严重功能障碍 1 例(3.7%)。 

结论 经 endoport 神经内镜下微创手术治疗脑

内血肿，具有微创，损伤小，手术并发症轻

的特点，可以提高手术的准确性与安全性。 

 
 
PO-2240 

内镜经鼻入路治疗眶尖部海绵状血管瘤 
 

康军 刘浩成 孙思 赵尚峰 王卫 杨澎 邱锷 张家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 100730 

 

目的 总结神经外科经鼻内窥镜入路手术切除 

眶尖部海绵状血管瘤的手术经验，以利于临

床手术的开展以及减少手术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 2012

至 2016 年经鼻内窥镜手术治疗的 20 例（20

眼）眶尖部海绵状血管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比较术前、术后患者视力，眼球、眼睑运

动，以及有无复视等。 

结果 20 只眼随访时间 3 至 32 个月，10 只眼

（50%）术后视力好转，提高 0.1～0.8，10

只眼（50%）维持术前视力不变。20 只眼（1

00%）无眼球、眼睑运动障碍。5（27.8%）

例术前复视，术后均恢复正常。 

结论 内镜经鼻入路切除眶尖部海绵状血管瘤

手术对于眶尖部内下方海绵状血管瘤，手术

疗效确切，可以减少脑脊液鼻漏、视力下降

及眼球眼睑运动障碍等手术并发症的发生，

达到微创手术的目的。 

 
 
PO-2241 

神经内镜下治疗高血压脑出血与其他手术方

式的疗效对比研究 
 

吴琦 

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目的  比较神经内镜手术与其他两种方法治疗

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研究 70 例高血压脑出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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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应用德

国 STORZ 神经内镜治疗高血压脑出血 23

例，并与同期行传统开颅皮层造瘘血肿清除

手术的 25 例和经外侧裂入路血肿清除 22 例

患者进行比较。观察指标：详细记录三种手

术方式的手术时间、血肿清除率、术后再出

血、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等。疗效判

定：术后６个月存活病例日常生活能力（AD

L）分级Ⅰ～Ⅲ级为预后良好，Ⅳ～Ⅴ级为预

后不良。以此作为评价指标进行远期疗效分

析。 

结果  手术观察指标：神经内经组在血肿清除

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等指标明显低于另外

两种术式，并具有统计学意义。术后疗效指

标：神经内镜组与经外侧裂组较传统手术组

在 ADL 远期疗效上有统计学差异（P<0.0

5）。但神经内经组与外侧裂组之间无统计学

差异。三种术式在死亡率上无明显差异。 

结论  神经内镜下清除高血压脑出血，能缩短

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具有较高的血肿

清除率，比经侧裂入路显微镜和传统皮层造 

瘘清除高血压脑出血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PO-2242 

神经内镜下金属支架植入治疗孤立颞角与脑

室旁良性囊性病变 
 

杨佳 陈晓雷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孤立颞角是一种报道较少的疾病，常见 

由于侧脑室三角区的梗阻，使得正常脑脊液

循环通路中断，颞角被孤立，而由于颞角内

的脉络丛不断分泌脑脊液，从而形成了局限

性的脑积水。自 1947 年至 2015 年，文献报

道孤立颞角共有 28 例，治疗方法大致有九

种，包括近年来新兴的内镜造瘘手术。但内

镜造瘘术存在着造瘘口易闭合而很难确保长

期疗效的缺点。相似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脑

室旁囊性病变的治疗当中。  

方法  针对非肿瘤占位引起的孤立颞角及脑室

旁的囊性病变，自 2011 年以来我们采用了一

种试验性的手术方案，即在虚拟内窥镜及无

框架导航的协助下，采用内镜下颞角脑室造

瘘加支架植入术或囊肿脑室造瘘加支架植入

术。术前进行 MRI 扫描（包括超薄重 T2 序

列），利用 3D Slicer 软件进行三维重建，建

立患者的虚拟内窥镜。依照上述方法，一方

面可以进一步明确诊断，另一方面还可以借

助三维立体的虚拟内窥镜设计手术造瘘口及

内镜进入路径，同时也可以帮助选择合适规

格的支架。在术中利用导航确认造瘘口位

置，以求提高手术的安全性及准确性。造瘘

完成后植入球囊扩张金属支架，以保证造瘘

效果的长期性。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24 例患者，其中 15 例孤

立颞角患者，9 例脑室旁囊性病变患者。除 4

例患者失访外，其余 20 例患者平均随访时间

26.7 个月（最短 4 个月，最长 59 个月，标准

差 19.44 个月）。随访期间所有患者临床症

状均有明显缓解，且无新发神经系统损害，

无与支架植入相关的并发症。术后四个月与

术前的病变体积下降率平均为 33.88±27.25

6%，体积下降率波动在-24.75%~89.28%，

其中效果显著（≥40%）7 例，效果良好（2

5%~40%不含 40%）7 例，效果一般（10%~

25%不含 25%）3 例，无效（-10%~10%不

含 10%）2 例，失败（<-10%）1 例。 

结论  在虚拟内窥镜及导航协助下，采用内镜 

下孤立颞角脑室造瘘或囊肿脑室造瘘加金属

支架植入术治疗孤立颞角与脑室旁良性囊

变，在微创及精准的基础上，取得了良好的

治疗效果，但该技术真正的应用价值还有待

大规模临床试验证实。 

 
 
PO-2243 

经鼻蝶内镜下斜坡及脑干腹侧区应用解剖学

研究及临床研究 
 

周凯 张庭荣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830054 

 

目的  1、提供内镜经蝶手术的解剖学基础。

通过鞍区、斜坡和脑干腹侧区周围结构解剖

数据的测量，掌握颅底解剖的特征，最大程

度避免损伤。2、对比大体解剖和影像学解剖

之间的关系。3、实施内窥镜模拟手术，验证

手术标志是否可行，了解手术安全区域，提

供一种改进内窥镜手术器械和相关设备的解

剖学参考。 

方法  1、干性颅骨标本及湿性尸头标本测量

关键解剖结构; 2、选择 2 例新鲜头颈部标

本，内镜模拟手术，验证手术标志；3、针对

标本的骨结构进行 CT 三维重建，获取两种方

法提供的影像解剖学数据。4、按照随机的原

则，挑选出 20 例患者，获取患者影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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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颅底关键性解剖结构，手术中使用神经

导航辅助，并将二者做对比分析。5、临床应

用研究，进一步证实需要识别的关键解剖结

构和安全显露范围。 

结果  1.测量斜坡骨质：斜坡的倾斜角度为 4

5°。斜坡两边分别是破裂孔、岩枕裂、颈静

脉孔等组织。枕骨大孔和鞍背之间相距 45.51

±2.6mm，岩枕裂和颈静脉孔直接接触，孔里

面分布着颈静脉结节，它的后下方就是舌下

神经管的内口。2.内镜经鼻颅颈相交的地方以

及腹侧脑干区手术标志有：中鼻甲、后鼻

孔、咽鼓管咽口、悬雍垂、头长肌颈长肌，

枕骨大孔中点前缘，寰椎前弓、齿状突。两

翼管以及破裂孔和中线之间的距离为 9.25±0.

55mm 以及 10.6±0.83mm。3. 颅底斜坡的解

剖观察：颈内动脉岩段包括了两个部分，一

个是纵向的，一个是横向的。颈内动脉区异

常或不合理的手术操作可能导致致命性大出

血。 3.2 Dorello 管和它所包含的内容：岩下

窦发起和后海面窦部，会和展览神经管一

起，在 Dorello 管中走过，从岩枕裂部位贯穿

颈静脉孔，最终和颈内静脉相连。如岩下窦

损伤可引起严重的并发症。3.3 颈静脉孔：两

个颈静脉孔之间的距离是 45.3 毫米。4. 20 例

患者头颅 CT 的测量结果：从左右两边翼管到

破裂孔，通过 CT 重建可知它和中线之间相隔

9.16±0.49mm 以及 10.70±0.96mm。重建斜

坡和脑干腹侧区三维图像可以为手术中参考

比较提供较为高的影像参考价值。5. 临床研

究表明内窥镜模拟手术观察脑干腹侧这些解

剖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  .将内镜下手术操作基础研究推广到临床

运用中，将二者有机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

明确了手术当中决定性的解剖结构与解剖标

志点，为临床医生开展更加复杂精准的内镜

手术提供了指导依据。 

 
 
PO-2244 

神经内镜经皮微通道切除椎管内肿瘤的疗效

分析 
 

陈春美 1 王锐 1 赵伟 1 庄源东 1 傅超锋 1 陈靖 1 王春

华 1 石松生 1 杨卫忠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2.福建省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经皮套微通道椎旁入路切

除椎管内肿瘤的手术技巧和临疗效分析。 

方法  分析自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收治椎管内肿瘤患者共 23 例，其中颈椎 2

例，胸椎 3 例，腰椎 16 例，骶椎 1 例；神经

鞘瘤 19 例，神经纤维瘤 3 例、脊膜瘤 1 例。

全麻后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通过经皮逐级套

管扩张建立微通道，神经内镜辅助下切除椎

管内肿瘤。分析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切

口局部疼痛时间；记录术前 1d、术后 1d、3

d、5d 肌酸磷酸激酶水平（CPK-MM）；于

术前 1d、术后 1d、5d 和术后 6 月分别采用

McCormick 评分标准评价脊髓功能，以及采

用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评分标准评估切口局部疼痛程度；于术

后 1 周行颈椎 CT 三维重建；于术前、术后 1

周、术后 6 月颈椎 MRI 平扫加增强； 

结果  所有椎管内占位完全切除，无神经损伤

发生，McCormick 评分及 VAS 评分较术前改

善（P＜0.05），术后 1d CPK-MM 升高，术

后 5d 下降至术前 1d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MRI 平扫加增强未见占位残

留及复发，CT 三维重建示椎板开窗范围，无

损伤关节突和脊柱的稳定性；随访期间未见 

脊柱畸形发生。 

结论  神经电生理监测下经皮套管椎旁入路神

经内镜辅助切除椎管内肿瘤，疗效显著，既

能借助微通道的工作路劲，最大程度避免影

响肌肉、关节突以及脊柱稳定性，也能达到

比显微镜更大空间的显露，充分切除肿瘤和

保护好神经组织，具有创伤小，住院时间

短，术后恢复快，较好维持术后脊柱稳定性

等优点。 

 
 
PO-2245 

椎间孔镜和经皮微通道显微镜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疗效比较 
 

陈春美 1 王锐 1 陈靖 1 庄源东 1 傅超锋 1 蔡然泽 1 王

殷庆 1 石松生 1 杨卫忠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2.福建省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分析采用经皮微通道显微镜和椎间孔镜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和优缺点。 

方法  2015 年 1 月～2015 年 4 月，26 例单节

段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采用经皮微通道显微

切除椎间盘手术治疗（显微镜组），其中腰 4

-5 11 例，腰 5-骶 1 15 例；15 例单节段腰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采用椎间孔镜摘除椎间盘手

术治疗（内镜组），其中腰 4-5 8 例，腰 5-骶

1 7 例。比较两组手术时间、失血量、住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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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皮肤切口、标本量，比较术前和术后 1

天、1 周的血肌酸激酶、目测视觉类比评分法

( VAS 评分) 和改良 MacNab 分级评定，比较

术前、术后 1 周和 1 月 MR 和 CT 结果。 

结果  两组在手术时间、出血量无明显差异；

内镜组在皮肤切口大小、住院时间、血肌酸

激酶优于显微镜组；显微镜组在标本量、CT

和 MR 影像学椎管容积优于内镜组；VAS 评

分和改良 MacNab 分级评定在术前和术后 1

周两组之间比较没有差异，而内镜组术后 1

天明显好于显微镜组。 

结论  经皮微通道显微镜和椎间孔镜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症均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手术方

法，各有优特点和适应症，显微镜技术减压

范围广、学习曲线短、适应症广，而内镜技

术创伤更小、起效快且多数手术可以局麻。 

 
 
PO-2246 

经颞小骨窗神经内镜治疗高血压基底节区脑

出血探讨 
 

刘彬 王振宇 林国中 司雨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外科 10069257 

 

目的 探讨经颞小骨窗神经内镜治疗高血压脑

基底节区脑出血的优点及疗效。 

方法 2016 年 1 月至 6 月收入院应用神经内镜

经颞小骨窗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基底节区脑出

血 3 例，患者女性 2 人，男性 1 人；年     龄

43-57 岁，平均 50.3 岁；病程 6-24 小时，平

均 20 小时；血肿量 30-50ml，平均 40ml。手

术方法：经颞开颅骨窗直径     5cm，于颞

中、上回向额部方向基底节区血肿腔置入深 6

cm 工作通道，内镜下清除血肿，严密止血

后，减张缝合硬       膜，术后控制血压，应

用甘露醇等常规治疗。 

结果 无手术死亡，3 例患者术前 GCS 评分分

别为 5、5、13 分，术后第二天为 13、13、1

4 分，手术时间平均为 110 分钟，术中     出

血平均 50ml，平均住院时间 9 天。 

结论 经颞小骨窗神经内镜治疗高血压脑基底

节区脑出血疗效良好，便于操作，有如下优

点：1 手术入路简单易行，术前准     备时间

少。2 内镜下清除创伤小，术后恢复快。3 有

利于处理术中意外情况。 

 
 
PO-2247 

垂体腺瘤神经内镜下经鼻入路微创手术技巧 

 

钟春龙 徐巳奕 王勇 罗其中 江基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神经外科 200127 

 

目的  探讨垂体腺瘤神经内镜下经鼻入路微创

手术的相关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 286 例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

切除垂体腺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包括垂体微腺瘤 57 例，垂体大腺瘤 22

9 例；肿瘤全切 241 例(84.3％)，次全切除 29

例 (10.1％)，部分切除 16 例 (5.6％)。针对内

镜手术过程中的通道选择、粘膜瓣制作、假

包膜外分离、鞍膈上分叶状结节处理、鞍底

修补、鼻腔填塞等微创手术技巧展开讨论。  

结论  神经内镜下经鼻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具有

创伤小、手术全切率高、并发症少等优点，

术中相关微创技巧的应用是取得良好预后、 

改善患者体验的关键。  

 
 
PO-2248 
Endoscopic endonasal transsphenoidal s
urgery in 257 patients with non-pituitary l
esions 
 

王芙昱 周涛 许百男 魏少波 孟祥辉 张家墅 李昉晔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0 

 

Objective  The pure endoscopic  
transsphenoidal approach is a minimally inva
sive technique for the pituitary adenoma and
 non-adenomatous lesions. Our objective wa
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endoscopy in the t
herapeutic strategy against non-adenomatou
s lesions involving the sellar and cranial bas
e.  
Methods  Between 2006 and 2013, 257 pati
ents with non-adenomatous lesions underwe
nt endoscopic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The 
mean age of the patients was 39.5 years. Re
section, decompression, biopsy and other m
ethod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Of the 199 surgeries performed in 
170 tumors, 112 lesions entailed total resecti
on. Biopsy was used in 65 cases, and 27 sp
ontaneous and traumatic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leaks and 2 congenital meningoceles 
were repaired. Resection of odontoid proces
s in 3 patients was performed. A normal end
ocrinological function was maintained in 96%
 of the patients. Surgical complications inclu
ded temporal diabetes insipidus in 15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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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SF leaks in 8 patients, anterior lobe insuf
ficiency in 6 patients, meningitis in 2 patients,
 epistaxis in 3 patients, and hyposmia in 3 pa
tients. No surgery-related mortality occurred. 
Conclusion  The endoscopic transsphenoid
al approach is indicated for a wide variety of 
non-adenomatous lesions of sellar and skull 
base. The goal of surgery of non-pituitary les
ion depends on the pathology type. 
 
 
PO-2249 

经鼻内镜自发性脑脊液鼻漏修补术报告一例 

 
颜涛 甄云波 王春雷 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150001 

 

目的  探讨自发性脑脊液鼻漏手术入路选择。 

方法  对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

科的 1 例自发性脑脊液鼻漏患者的临床资 

料、术中及术后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患者因右侧鼻腔可见清亮液体 1 年余，

加重 2 月余入院。查体；无明显阳性体征。

既往史：良性颅内压增高病史 5 年,影像学检

查显示：鼻窦冠扫 CT 可见右侧蝶窦腔内等密

度影骨质缺损。在我科行经鼻内镜自发性脑

脊液鼻漏修补术，术后行腰大池引流术，症

状明显缓解，术后鼻腔未见明显渗出。 

结论  经鼻内镜自发性脑脊液鼻漏修补术较传

统手术入路避免了患者开颅的风险，损伤

小，术野开阔，为自发性脑脊液漏修补术的

安全入路。 

 
 
PO-2250 

脑室镜技术在生殖细胞瘤诊断与治疗中的应

用 
 

陈祎招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探索生殖细胞瘤的微创诊断及治疗方

法。  

方法 从 2007 年 7 月到 2016 年 3 月，采用 S

TORZ 脑室镜系统，通过脑室镜微创手术，

对 13 例生殖细胞瘤患者行脑室镜下微创手术

活检，同时，在脑室镜下行三脑室底造瘘

术，以治疗患者的梗阻性脑积水。病理活检

证实为生殖细胞瘤后，行放疗、化疗，复查

MR 评价手术疗效。  

结果  采用脑室镜微创手术，13 例患者均获取

了准确的生殖细胞瘤病理诊断，术后即可快

速、准确行全脑全脊髓性放疗，避免了诊断

性放疗的盲目性和可能存在的医疗风险。手

术同期行三脑室底造瘘术，可以直接解决患

者存在的梗阻性脑积水及颅内压升高，避免

了分流的可能并发症及肿瘤颅外播散的风

险。患者术后结合行全脑全脊髓性放疗，部

分患者肿瘤在影像学上完全消失，可以获得

满意的肿瘤治疗疗效。 

结论  通过脑室镜技术可以同期获得可靠的生

殖细胞瘤病理诊断，同时治疗肿瘤引起的梗

阻性脑积水，并为后续的肿瘤放、化疗提供

良好的治疗依据，在生殖细胞瘤的诊断和治

疗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与作用。 

 
 
PO-2251 

神经内镜三脑室底造瘘术在正常压力脑积水

中的应用：回顾英文文献 
 

薛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正常压力性脑积水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

明确。其诊断主要通过临床表现来明确。传

统的治疗方法主要为脑室腹腔分流术。对于

神经内镜三脑室底造瘘术应用于正常压力性

脑积水仍存在一定的质疑。本文主要目的在

于通过检索相关神经内镜三脑室底造瘘术应

用于正常压力性脑积水英文文献，对神经内

镜三脑室底造瘘治疗正常压力脑积水相关预

后进行统计分析。 

方法  通过检索相关英文文献，符合条件的有

12 篇关于三脑室底造瘘治疗原发性正常压力

脑积水的报道，对 12 篇英文文献所报道的预

后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该系列报道神经内镜三脑室底造瘘成功

率平均高达 61%（从 21%-100%不等），各

种并发症平均为 4.86%（从 0-17.8%不

等），再次手术的几率为 29.1%（从 0-75%

不等）。 

结论  神经内镜下三脑室底造瘘在应用于正常

压力性脑积水中仍存在质疑，但通过分析相

关文献，神经内镜下三脑室底造瘘在应用于

正常压力性脑积水仍取得了较好的结果。但

对于其远期预后仍需进一步的随访和探究，

相信随着人们对于脑脊液动力学和神经内镜

等认识的不断加深，神经内镜三脑室底造瘘

对于治疗交通性脑积水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

进行尝试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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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52 

内镜通道下经关节突腰椎滑脱减压复位融合

手术 
 

陈春美 1 常增林 1 刘建明 1 崔新广 1 黄彬 1 庄正陵 1 

青光恒 1 刘涛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2.福建省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内镜通道下经关节突入路椎管微创

减压、滑脱复位和椎间融合器植骨内固定治

疗腰椎滑脱症的疗效分析。  

方法  收集我科 2011 年 11 月 ~ 2015 年 12

月收治 25 例腰椎滑脱病例，男 17 例，女 8

例；年龄 34 ~ 6 8 岁，平均 47 岁。L4 椎体

滑脱 16 例, L5 椎体 滑脱 9 例；根据 Meyerdi

ng 滑脱分类：Ⅰ度滑脱 20 例，Ⅱ度滑脱 5 

例。伴有 L4-5 椎间盘突出 11 例、L4-5 椎管

狭窄 5 例， L5-S1 椎间盘突出 9 例，在经皮

通道内镜下经关节突入路行腰椎椎管微创减

压、椎间盘切除、椎间融合器植骨和椎弓根

钉复位内固定手术，分析手术时间、出血量

和并发症，记录术前 1d 和术后 1d、3d、5

d、1m、6m 及末次随访时的日本骨科学会(J

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评

分和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评分；影像学评价包括术前、术后 1

m、术后 6m 及末次随访腰椎 MRI、腰椎 X

线正侧位片、腰椎过伸过屈位 X 线片以及 CT

三维重建。  

结果  本组手术过程顺利，无神经损伤、脑脊

液漏、术后感染及患者死亡病例。手术时间 8

5-120 min，术中失血量 15-60ml 平均住院时

间 9d。25 例病人获得随访，时间 6 ~ 24 个

月，平均 12 个月。术后 JOA 评分及 VAS 评

分较术前改善（P＜0.05），术后 MRI 检查

示腰椎管已减压，脑脊液流动良好，术后 CT

三维重建示腰椎复位良好，术后 X 线检查未

见腰椎不稳或侧弯畸形，融合率 100 % 。  

结论  内镜通道下经关节突入路腰椎椎管微创

减压、椎间融合和滑脱复位内固定手术，手

术切口短、创伤小、出血少，术后功能恢复

快,临床效果满意。 

 
 
PO-2253 

术前影像定位分析提高无术中导航辅助下垂

体腺瘤内镜经蝶手术的安全性 
 

杨魁 李春涛 曾瑜 龚旋 李臻琰 刘志雄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11 

 

背景  实时导航技术与内镜技术的融合在垂体

腺瘤经蝶手术中应用逐渐广泛，但我国实时

导航的普及率低，阖需探讨无实时导航辅助

下垂体腺瘤经蝶手术的经验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 例内镜经蝶手术垂体腺

瘤病例，其中 14 例运用了术中导航辅助，16

例无导航辅助，但术前均进行了影像学定位

分析，明确术中各定位标志。每组分 2 个亚

组，蝶窦气化好组及蝶窦气化不良组。各组

均比较开放鞍底时间，肿瘤切除程度，脑脊

液漏程度（术中、术后），术后神经功能障

碍发生率。 

结果  各组均无术后脑脊液漏、颈内动脉损伤

及术后 SAH 发生，在肿瘤切除程度及术中脑

脊液漏发生率上无明显差异。蝶窦气化好

时，有/无导航组之间开放鞍底时间无明显差

异。但蝶窦气化不良时，术中导航辅助组开

放鞍底所需时间少于无导航辅助组。 

结论  具有丰富经验的术者，在无导航辅助

下，凭借影像学定位分析亦可安全有效进行

垂体腺瘤内镜经蝶手术。但术中导航辅助下

可缩短蝶窦气化不良病例的手术时间。 

 
 
PO-2254 

脑出血的内镜外科治疗及颅内压监测 
 

熊建华 韩振营 孙健 江荣才 杨学军 岳树源 张建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300052 

 

目的  探讨脑出血的内镜微创外科治疗的方法

及术后颅内压的监测。 

方法  回顾性对照研究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

经外科脑实质内出血患者共 55 例，其中，20

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4 月收治并开颅手术治

疗患者 35 例，其中 A 组 19 例放颅内压监

测，B 组 16 例未放颅内压监测。2015 年 5

月到 2016 年 1 月收治并行内镜下小骨窗开颅

血肿清除术患者 20 例 C 组。所有患者手术均

由同一术者完成。排除标准：(1)呼吸循环衰

竭；(2)重要脏器功能障碍；(3)有出血性疾病

和出血倾向；(4)口服影响凝血功能药物且凝

血功能异常。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数据

用 SPSS 13.0 软件分析.以 P＜0.05 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脑实质内残留或再出血量三组比较无统

计学差异(P>0.05)；C 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与 A、B 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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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组的颅内压监测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

05)，B 组甘露醇使用量与 A 组、C 组比较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内镜下血肿清除术可明显减少患者创

伤，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手术出血。2.血肿清

除术后使用颅内压监测可有效减少甘露醇脱

水药的使用量，减少药物并发症。 

 
 
PO-2255 

外科手术治疗 20 例儿童丘脑胶质瘤的体会与

预后分析 

 
赵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探讨儿童丘脑胶质瘤的临床特点、治疗

策略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6 年 4 月 

湘雅医院小儿神经外科收治的 20 例儿童丘脑

胶质瘤患者的治疗经过及随访结果。 

结果  本组 20 例患儿平均年龄 9.8 岁。最小 1.

5 岁，最大 16 岁，平均年龄 9.8 岁。1 例在

外院行分流手术联合伽马刀治疗 1 年后，因

肿瘤进展再来我院行开颅探查加病变切除

术；余 19 例患者均为首诊来我院实施手术切

除病变。病理学检查 4 例患者为高级别胶质

瘤，余 16 例患者为低级别胶质瘤，肿瘤全切

率 80%。2013 年的 1 例手术患者出现轴外脑

脊液蓄积实施了分流手术，余患者均未出现

脑脊液循环通路受阻的表现。所有患者建议

放射治疗加化疗。4 例高级别胶质瘤患者存活

3-6 月后因肿瘤进展死亡，16 例低级别胶质

瘤随访 3-28 月肿瘤无进展。 

结论  丘脑胶质瘤患者术前通过术前影像学检

查建立诊断并不困难，因此应首先考虑开颅

手术，明确病理性质打通脑脊液循环通路；

手术应尽量全切病变，可以明显提高低级别

胶质瘤患者的预后；放化疗对此类患者是有

益的。  

 
 
PO-2256 

小儿脊柱脊髓血管畸形临床特点的研究 

 
李静伟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背景  小儿脊柱脊髓血管畸形作为脊柱脊髓血

管畸形中较特殊的部分，约占所有病例的 6.1

6%-19.4%，其通常被认为是与胚胎发育相关

的一类先天性疾病。近年来随着介入材料和

的发展以及显微外科手术术中辅助技术的应

用，该病的治疗和预后情况较前有所变化，

但目前缺少其临床特点，尤其是治疗预后特

点的大宗病例报道尚。因此，本研究将针对

以上问题进行补充和完善，旨在统计小儿患

者的流行病学特点、临床特点，并探索影响

预后因素。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我中心近年来收治的小

儿（发病年龄≤14 周岁）脊柱脊髓血管畸形病

例，总结出其流行病学特点及临床特点，并

对其治疗方法及治疗效果进行随访评价，探

讨影响患儿预后因素。 

方法  本研究连续收集宣武医院神经外科自 2

007-2015 年收治的小儿脊柱脊髓血管畸形病

例共 79 例。对其临床特点（如年龄、性别、

阶段、累及部位、出血史、首发症状、供血

动脉、治疗方式等）和疗效评估（如术前功

能评分、术后短期功能评分、术后最终功能

评分、病变消失比例等）进行统计和分析。   

结果  本组共纳入 79 例患儿，其中男性 48

例，女性 31 例，发病年龄为 0-14 岁，平均

发病年龄为 7.25±4.26 岁，平均病程为 22.9

月，平均就诊年龄为 9.08 岁。最常见类型为

脊髓动静脉畸形（41.77%）和髓周动静脉瘘

（35.44%）。最常见的发病类型为突发后无

恢复或进行性加重（74.68%），且多以疼痛

起病（49.37％）。其病灶从枕骨大孔水平至

骶管水平均有分布，其中以 T11-L1 节段最为

多见（36.7%）。本组最常用的治疗方式为介

入栓塞（77.2％），其次为栓塞结合手术病

例 10 例（12.7％）和外科显微手术病例（10.

1％）。整组平均治疗次数为 1.62 次，平均

治疗周期为 9.7 月。 

本组平均随访时间为 50.5 个月（5-109 个

月）。随访时病变 100%消失、≥95%消失和

＜95%消失者分别占 51.90%、16.46%和 31.

64%。在综合疗效方面，术后 3 月可达到治

愈者占 16.46%，好转者占 62.03%，无变化

者占 16.46%，恶化者占 5.06%；随访时可达

到治愈者占 36.71%，好转者占 48.10%，无

变化者占 11.39%，恶化者占 3.80%。 

结论  小儿脊柱脊髓血管畸形在临床表现、治

疗和预后方面具有其特殊性，经及时恰当治

疗多可达到较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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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57 

儿童脑动静脉畸形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体会 
 

张超 张荣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儿童脑动静脉畸形（AVM）的临床

特征及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方法与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复旦大学附属医院 2012

年 1 月至今收治的 37 例 18 岁以下脑 AVM 患

儿的病历资料。 

结果  患儿年龄 8-18 岁（平均 14.5 岁），男

女比例为 23：14。29 例（78.4%）患儿首发

临床表现为脑叶出血，均经 DSA 证实，且进

行 Spetzler-Martin 分级。其中单纯手术治疗

12 例，单纯栓塞治疗 10 例，栓塞后伽玛刀

治疗 12 例，单纯伽马刀治疗 3 例。12 例单

纯手术治疗病例均达镜下病灶全切，3 例分级

达Ⅴ级，5 例分级达Ⅲ-Ⅳ级，4 例Ⅰ-Ⅱ级，

手术后均没有产生任何新的神经功能损害。2

3 例单纯栓塞和栓塞后伽马刀治疗病例中，5

例分级达Ⅴ级，11 例分级达Ⅲ-Ⅳ级，5 例Ⅰ-

Ⅱ级；4 例治疗后出现轻度神经功能缺损或神

经功能缺损加重，2 例患儿栓塞后再出血，其

中 1 例死亡，另 1 例遗留严重的神经后遗

症。 

结论  儿童脑 AVM 出血率高，一经发现应积 

极治疗。对于分级达 3-4 级以上的病例，准

确定位并避开功能区，显微外科手术仍能进

行完整切除且临床效果满意。 

 
 
PO-2258 

儿童急性创伤性硬膜下血肿快速消散 12 例分

析 
 

李楠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创伤性快速消散硬膜下血

肿临床及影像学特点。急性硬膜下血肿为外

伤性颅内血肿最常见类型之一，一般为桥静

脉撕断或是脑挫裂伤皮质血管破裂引起出血,

病情变化急剧，发展迅速，常于数小时内意

识障碍加深，颅内压急剧增高，短时间内形

成脑疝，急诊手术清除血肿是其主要治疗方

法。临床发现一些患者硬膜下血肿可以快速

自然消散，无需手术也能取得良好的临床效

果，如何正确识别此类患者，选择正确的治

疗方案对患者来说意义重大。 

方法  回顾分析外伤所致 12 例儿童快速消散

的急性硬膜下血肿的临床表现、CT 特点及预

后。我院于 2012.1-2015.10 期间收治的儿童

创伤性急性硬膜下血肿快速消散患者资料 12

例进行分析，现将临床资料及影像学特点进

行报告分析。 

结果  12 例急性硬膜下血肿均表现出在 36 小

时内的硬膜下血肿的快速消散，经保守治疗

后 12 例均预后良好。 

结论  儿童快速消散的急性硬膜下血肿 CT 的

特殊性改变对本病的诊断及治疗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急性硬膜下血肿是颅脑损伤常见

的继发性损害，虽然手术清除血肿仍然是其

主要的治疗方法，但在严密的监护下进行保

守治疗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血肿快速自然消

散并不是血肿的直接快速吸收，而是颅内血

肿的重新分布和消散。头颅 CT 中所见血肿跨

度范围较大，均跨越外侧裂范围，血肿密度

不均一，内面毛糙，不光滑，颅骨内面或脑

表面见条形低密度影，考虑此种影像改变为

ASDH 的特征性改变。具有此种影像改变的

患儿若同时具有意识状况与出血程度、中线

偏移程度不平行，如早期即使有昏迷而意识

障碍较快恢复，亦可在密切观察患者的意

识、瞳孔及生命体征的基础上，采取非手术

治疗，并进行早期的头颅 CT 的复查。 

 
 
PO-2259 

矢状缝早闭颅骨浮动骨瓣成形术中的微创技

术应用 
 

顾硕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对于矢状颅缝早闭的手术矫正目前有许

多不同的方法。我们最近应用专门设计的微

创方法以减少术后并发症。本文介绍微创技

术的手术步骤，以及如何减少影响个人的手

术瘢痕。 

方法  对传统的双顶颅骨扩张手术方法进行改

良设计，通过 9 个散落分布在头皮上的短皮

肤切口线（长 2-3 厘米）来实现传统的颅骨

手术操作，外科医生可以通过短切口进行广

泛矢状缝切开截骨，前方可达冠状缝，后方

可达人字缝，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行额骨和

枕骨截骨术。本改良手术设计无需特殊工具

或术后成型治疗。 

结果  采用这种手术技术的患儿在围手术期并

发症（输血，眼眶水肿，皮下积液）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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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缩短。主要优点是

手术疤痕的能见度低，主要的限制是前额突

出只能进行小幅调整。 

结论  本文提出的微创整形技术在矢状缝早闭

的校正取得令人满意的颅骨重塑，减少了手

术疤痕而取得更加美观的效果。整个整形手

术的目标和“传统”操作是一致的：沿着上矢状

窦纵行截骨，以使一个双顶扩张，以减少枕

骨变窄，微创切口减少了围手术期出血，并

尽可能的减少狭颅症复发的风险和相关的异

常如前额突出的进展。 

 
 
PO-2260 

改良大脑半球离断术治疗儿童 Rasmussen

脑炎所致难治性癫痫 
 

赵瑞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Rasmussen 脑炎（RE）临床少见，但 

症状严重。该病病因至今不明，可能与免疫

介导的脑功能障碍导致的单侧脑半球萎缩，

临床表现为进行性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和难治

性癫痫。大脑半球切除或离断手术是唯一能

使癫痫发作停止的方法，但手术操作复杂。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采用新的大脑半球离

断方法可以在充分保证手术疗效的前提下降

低手术难度。本文回顾性分析 3 例采用此方

法成功治疗的 Rasmussen 脑炎的临床资料。 

方法  根据患儿病史、临床发作症状学、影像

学改变及视频脑电图结果临床诊断 Rasmuss

en 脑炎。经神经内外科及影像科多学科讨论

后制定手术方案。手术采用 T 型皮肤切口，

骨瓣大小需暴露侧脑室走行。主要手术步骤

包括以下步：1.控制大脑中动脉血供后，沿侧

脑室走行切开大脑皮层直至进入侧脑室；2.自

侧脑室房部开始自后向前切除包括额颞顶岛

盖部岛叶及部分丘脑基底节在内的脑组织，

全程暴露侧脑室；3.切除颞叶及其内侧结构；

4.脑室内离断颞后顶枕叶纤维联系；5.脑室内

全程切开胼胝体；6.额底离断。 

结果  2015-9 至 2016-3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癫痫中心共诊治 3 例 Rasmussen 脑炎患

儿，平均年龄 59±32.1 月，均为男性，3 例患

者均接受改良大脑半球离断术治疗难治性癫

痫。3 例 Rasmussen 脑炎患者采用此方法成

功终止癫痫发作。左侧半球离断 1 例，右侧

半球离断 2 例，术中出血量约 100-150ml，

平均输红细胞悬液 100±86.6ml，ICU 监护天

数 3-4 天，术中常规留置脑室外引流管 7-10

天，以利用术后血性脑脊液及组织崩解产物

引流。3 例病人术后均无感染及脑积水发生。

1 例患儿术后当日出现交感神经亢进症状，对

症治疗后好转。3 例患儿术后均癫痫发作完全

停止，复查 MRI 提示离断完全。术后 3 月随

访，均可独立行走，残余上肢功能障碍，无

语言功能障碍，神经心理发育同前。 

结论  新的改良大脑半球离断术治疗儿童 Ras

mussen 脑炎所致难治性癫痫安全有效，可以

减少术中出血并降低手术难度。 

 
 
PO-2261 

儿童脊髓栓系综合征的手术疗效及预后分析 
 

杨雄 万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为了分析脊髓栓系松解术对脊髓栓系综

合征患者的疗效以及影响手术疗效的相关因

素，如年龄、性别、术前症状、影像学表

现、术中辅助技术等，本文对 45 例单组连续

病例的儿童脊髓栓系松解手术治疗的患者进

行回顾性分析。 

方法  通过收集脊髓栓系综合征患者术前术后

症状情况及其 MRI 表现、手术情况等，评估

患者手术疗效并分析影响的预后相关因素。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CUSA（超声刀）的使

用、手术年龄、术前症状及 MRI 表现将作为

独立危险因素进行分析。设 P＜0.05 有统计

学意义。 

结果  45 例脊髓栓系综合征患者均行脊髓栓系

松解手术治疗，术前无症状 18 例(40%)，大

小便障碍 16 例(35.56%)，双下肢运动障碍 1

7 例(37.78%)。经过 3-50 月（平均 24.7 月）

术后共加重 5 例（11.11%），不变 21 例(46.

67%)，好转 19 例（42.22%）。其中脂肪瘤

型 26 例中术后不变 18 例(69.23%)，好转 5

例（19.23%)，加重 3 例(11.54%)。 

结论  手术治疗可改善脊髓栓系综合征患者的

神经功能障碍症状并预防新的神经功能障碍

的产生，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及 CUSA 的使

用可降低手术并发症的发生，手术年龄越

小，手术效果越好，术前无症状患者疗效优

于有症状患者，非脂肪瘤型脊髓栓系预后好

于脂肪瘤型患者，脂肪瘤型中紊乱型预后较

背侧型及过渡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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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62 

髓母细胞瘤患者的临床预后及治疗分析 
 

姜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182858 

 

目的 明确髓母细胞瘤患者的临床预后及危险

因素。 

材料和方法 对 2003、1-2007、1 间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髓母

细胞瘤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患者的手术

切除程度、影像学资料、病理类型、放疗时

间及剂量、化疗种类、临床预后等进行了调

查和总结。采用 Kaplan-Meier 单因素分析和

COX 回归多因素分析，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

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 119 例患者，年龄 1-49 岁，男 89

例，女 30 例。随访时间 6-127 月，中位随访

时间 75 月。经典型 74 例，促纤维增生型 34

例，大细胞型 2 例，间变型 9 例。21 例术前

发现肿瘤播散，18 例术后残余肿瘤>1.5cm

2，7 例同时合并以上两种情况。98 例肿瘤位

于后颅窝中线，其中 54 例肿瘤浸润第四脑室

底部，21 例位于一侧小脑半球或桥小脑角。

回归分析显示病理分型、肿瘤播散、患者年

龄分组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肿

瘤浸润第四脑室底部无统计学意义（P=0.05

4）。 

结论 本组患者中，病理分型、肿瘤播散、患

者年龄分组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PO-2263 

儿童单侧冠状缝早闭症的临床诊治 
 

何俊平 王刚 颜青 高喆 钱静 祝永杰 邱德智 郑雷 王新

法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总结儿童单侧冠状缝早闭症的临床特点

和手术治疗方法。 

方法  对 200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收治

的 37 例单侧冠状缝早闭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所有病例经头面部 CT 平扫+三

维重建检查明确诊断，根据每个患儿颅骨畸

形特点、畸形程度和就诊年龄制定个体化手

术方案，一期行颅面外科手术治疗。 

结果  全部 37 例患儿均经手术治疗，手术效

果良好，未出现严重手术并发症。其中 27 例

患儿手术时小于 1 岁，其早期手术疗效更满

意。术后随访 1~10 年，颅面外形得以重建，

脑组织获得充分发育，28 例术后 CT+三维重

建复查，进行颅腔容积数值测量，统计结果

显示术后患者颅腔容积显著增加。 

结论  颅面 CT+三维重建检查对颅缝早闭症的

临床诊断、病情分级和术后随访有重要意

义。根据每个患儿的不同特点选择个体化的

手术方案并早期手术，治疗效果更佳。 

 
 
PO-2264 

小儿无症状脂肪瘤型脊髓栓系保守和手术治

疗的预后比较分析 
 

万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通过对小儿无症状脂肪瘤型脊髓栓系的

保守治疗（自然史）与手术治疗的预后对

比，探讨预防性手术在此类患儿治疗中的风

险和意义； 

方法  通过收集无症状脂肪瘤型脊髓栓系患儿 

手术与保守治疗的相关文献，经 meta 分析比

较患儿大小便、下肢活动等神经功能障碍的

发生和预后情况，结合自身经验和病例，探

讨手术和保守治疗利弊，为该类患者接受预

防性手术治疗的合理性提供依据； 

结果  共收集 5 篇文献，共有 410 例患者被纳

入本研究，其中保守治疗 125 例，出现神经

功能障碍 35 例（28%），手术治疗 285 例出

现神经功能障碍 29 例 (10.18%），通过卡方

检验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对于小儿无症状脂肪瘤儿童脊髓栓系，

目前有限的文献资料支持预防性手术可以使

患儿获益、能够减少日后神经功能障碍发生

的可能，推荐在有条件的神经外科中心进

行，今后尚需要更大样本的循证医学证据。 

 
 
PO-2265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brainstem tumo
r in children: 75 cases report from the De
partment of Pediatric Neurosurgery, Xinh
ua Hospital. 
 
Zhao Yang 

上海新华医院 100174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the 2014 Childho
od Cancer Statistics, brain and CNS cancer 
has the second highest incidence rate and th
e highest mortality rates. Brainstem Tum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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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is alway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risk
y pediatric tumor as brainstem plays an impo
rtant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cardiac and res
piratory function. Years ago, brainstem rema
ins an unoperable region. 
Methods  The data of clinical course were o
btained and carefully reviewed from 75 case
s of brainstem tumor patients, which were 
accepted in our department from  Jan.1st 20
06 to April.30 2016. We conclud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cases  sex,age,tum
or location,clinical features,operative approa
ch route,resection degree, prognosis, and th
e effect of radiation an chemo-therapy,etc. 
Results  Among all 75 cases, average sex is
 about 5.6 yeas old. There are 53 male and 
22 female. Common location include medull
aoblongata , pons, midbrain, cervicomedullar
y junction, cerebellar-pontine angle(CPA). T
umors can present to be intrinsic or exophyti
c. The tumors were approached mainly by s
everal routes, posterior midline approach, ret
rosigmoid approach and poppen. We did tot
al resection in 9 cases, subtotal resection in 
11 cases, partiel resection in 25 cases, biops
y in 30 cases. 2-year progression-free surviv
al rate is 90%. 11 patients accepted radiatio
n or chemo-therapy, 4 patients cannot be ca
ntacted. 
Conclusion  Brainstem tumor is not an  
unoperable disease with detailed pre-operati
on examination and exquisite operating. Exo
phytic and low grade tumors are usually eas
y to be removed and have better prognosis. 
The most common approach routes are thro
ugh posteriormidline approach, retrosigmoid 
approach and poppen route. The most com
mon pathologic type is Anaplanstic astrocyto
ma(WHO II). 11 patients accepted radiation 
or chemo-therapy and have a relatively opti
mistic prognosis. 
 
 
PO-2266 

小儿脑室腹腔分流术后腹腔端并发症的分析

及处理 
 

王超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分析小儿脑积水行脑室腹腔分流术术后

腹腔端并发症及处理方法。 

方法  对我院近 5 年实施的 97 例脑室腹腔分

流术后疗效、并发症及处理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2 例患儿术后 2 年内出现腹腔端并发

症（男性 8 例，女性 4 例，平均年龄 8.3

岁），总并发症发生率为 12.4%。其中分流

管堵塞 4 例，腹腔囊肿 4 例，术后伤口感染 1

例，腹腔感染 1 例，肠穿孔后肛门脱出 1

例，脐部脱出 1 例。除伤口感染患儿经换药

后痊愈，腹腔感染患儿外置腹腔管端，待感

染控制后行脑室-心房分流术，其余患儿均通

过腹腔镜重置腹腔端至肝脏膈面，所有患儿

出院后随访 6 个月，均无异常。 

结论  脑室腹腔分流术治疗小儿脑积水是安

全、有效的手术方式，手术过程中需要掌握

手术技巧，采取措施预防并发症，对于出现

腹腔端并发症的患者，应明确原因后个体化

治疗。 

 
 
PO-2267 
Surgical treatment of transsphenoidal me
ningoencephalocele: technique and strat
egy 
 
Wu Yiqun 
Shanghai 9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11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transspheniod
al meningoencephalocele is a congenital mal
formation disorder with very rare incidence. 
Less then 100 cases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
es. Eleven cases are treated in last 12 years. 
Material and methods  Seven cases with a
verage age of 9.9 years old and 6 males ver
sus 5 females. Accompanied malformation o
f the patients are such as agenesis of corpus
 callosum in 5 cases, cleft palate in 5, hypert
elorism in 5, recessive facial cleft in 3 and al
binism in one. One of the patients had obvio
us pituitary hormone dysfunction. The diagn
osis were demonstrated by CT/3DCT and M
RI scanning. A transoral and transpalate app
roache were applied in this series except the
 earliest case.  
Results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succe
ss except the earliest one with transcranial p
rocedure. No critic complication was found in
 the series.  
Conclus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transsphe
noidal meningoencephalocele, transoral and 
transpalate approach(extra cranial) is safe a
nd feasible. If the surgical risk is handled, th
e procedure would taken as early as possibl
e to avoid and reduce the risks of ruptur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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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nju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ituitary 
dysfunction. The method of repair of the defi
cit of sella tursica is discussed in the article.  
 
 
PO-2268 

选择性脊神经后根部分切断术治疗痉挛性脑

瘫 109 例的疗效分析 
 

黄庆玖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选择性脊神经后根部分切断术治疗

痉挛性脑瘫的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1995 年 4 月至 2014 年 11 月

显微手术治疗 109 例痉挛性脑瘫患者。2006

年 3 月以前 83 例采用 L2-S1 椎板切开行选择

性脊神经后根部分切断术，其中 3 例同时行

C5-T1 选择性脊神经后根部分切断术。从 20

06 年 3 月开始 26 例患者行改良腰骶段选择

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 

结果  术后失访 23 例，随访 86 例。患者平均

随访 31.2 月，随访期间，肢体痉挛状态缓解

率 95.2%，步态功能改善率 81.7%，生活质

量提高率 88.5%。随访期间术后并发症：肢

体痉挛状态复发 6.7%，一过性肢体感觉障碍

4.8%，一过性肌无力 3.8%，腰椎不稳或前凸

2.9%，一过性尿潴留 2.9%。 

结论  选择性脊神经后根部分切断术是治疗痉 

挛性脑瘫下肢痉挛状态安全有效的手术方

法。合理选择病例、熟悉局部解剖、掌握显

微手术技巧和术后坚持长期正规康复训练是

保证疗效的关键。改良腰骶段选择性脊神经

后根切断术可以有效地防止脊椎不稳或腰椎

前凸的发生 

 
 
PO-2269 

一期全颅盖重建扩容治疗狭颅症 
 

栾新平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830028 

 

目的 探讨行一期全颅盖重建扩容手术与其他

术式相比治疗狭颅症的优点。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0 年 6 月至 2015 年 5

月采用一次颅腔扩容再造成形术治疗先天性

狭颅症 15 例的患儿，分析其术前影像示检查

及测量数据、手术中矫形技术、术后临床症

状缓解情况和整形效果及三维 CT 测量的结

果。 

结果 本组 15 例患儿颅骨整形后形态良好，头

形满意，术后颅内高压缓解明显，手术后未

出现硬膜外积液等手术并发症。 

结论 采用一期全颅盖重建扩容治疗狭颅症有

其独特的优势，能快速缓解颅内高压机症

状，脑组织填充颅腔快，头颅矫形效果好。 

 
 
PO-2270 

儿童皮毛窦 
 

林志雄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儿童皮毛窦是小儿神经外科常见的先天性疾

病，是儿童中枢神经系统不明原因感染的重

要因素，由于隐匿性特点，易导致误漏诊，

甚至严重致残。作者分析了 8 例隐匿性皮毛

窦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误漏诊资料，其中 8

例均因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在外院就诊，首次

均漏诊皮毛窦，7 例导致严重并发症，二次诊

断发现隐匿性皮毛窦，其中 4 例术后仍反复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进行再次手术，发现并

发皮样囊肿，皮样囊肿经一纤细导管与皮毛

窦相连接，经过彻底处理后无再发作，受损

的功能获得不同程度的恢复。 

结论  儿童不明原因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应重视

隐匿性皮毛窦的可能，手术时要注意并发皮

样囊肿的可能。 

 
 
PO-2271 

小儿无症状中颅窝蛛网膜囊肿的临床新发现 
 

宋海民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小儿无症状颅内蛛网膜囊肿的临床

特点及术后变化。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0 年至 2015 年住院的

小儿无症状颅内蛛网膜囊肿行内镜手术治疗

的病例 15 例，男 9 例，女 6 例，年龄为 2-16

岁，平均 5.6±4.2 岁，所有病人术前术后均行

头颅磁共振（MR）平扫及双侧颞叶海马区头

部的氢质子波普分析（1H-MRS）并取其 N-

乙酸门冬氨酸(NAA)峰下面积的比值，分析术

前、术后资料。 

结果 随访 6 个月到 5 年，平均 22 个月，所

有小儿无症状蛛网膜囊肿术后均缩小，脑组

织复张，受压侧颞叶的波普分析提示 N-乙酸

门冬氨酸(NAA)比值增大（p<0.01），脑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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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1 例术后 4 个月出现硬膜下积血积液，

5 个月后自行吸收，未出现其他新的并发症。 

结论 小儿无症状中颅窝蛛网膜囊肿术后囊肿

缩小，受压侧脑组织复张，脑发育改善，且

波普分析提示脑代谢增加，脑功能改善。 

 
 
PO-2272 

一例小儿后颅窝髓母细胞瘤切除手术护理配

合 
 

郝越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由于小儿肿瘤长在后颅窝,颅内积液,病程短,发

展快,手术较成人更精细、更复杂、难度更大,

在完善各项生化检查及身体评估后,在最短的

时间内为患儿实施手术治疗,术后给予监护、

吸氧、止血、抗炎、营养支持等治疗,手术后

26 天康复出院。出院后 3 个月随访,患儿言语

清晰改善,能够行走,效果满意。现分析总结如

下。 

 
 
PO-2273 

神经内镜下第三脑室底造瘘术治疗儿童脑积

水的疗效评估 
 

关峰 胡志强 黄辉 戴缤 朱广通 毛贝贝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203367 

 

目的  通过我科 ETV 治疗的 121 例儿童脑积 

水，随访术后 6 个月和 24 个月的 ETV 疗

效，同神经内镜下第三脑室底造瘘术成功评

分量表（ETVSS）预测的结果相比较，客观

评估 ETVSS 量表预测 ETV 疗效的准确性，

为临床工作提供指导。 

方法  依据 ETVSS 量表（附件表 1）的评

分，将我科收治的 121 例患者分为高、中、

低分值组。术前均行腰穿、核磁脑脊液电影

成像检查（Cine-MR）及脑室显像检查，明

确脑积水病因和诊断。手术疗效判定包括：

①临床症状和体征是否改善；②ETV 术后 Ci

ne-MR 检查明确造瘘口的流量和流速（附件

图 1）；③脑室形态变化。采用 X2 检验以及

95﹪可信区间将 ETV 术后 6 个月以及 24 个

月的实际成功率与预测平均成功率相比较。

远期成功率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计

算。   

结果  ETV 术后 6 个月高分值组的实际成功率

略低于预测的平均成功率，而中、低分值组

的实际成功率均略高于预测的平均成功率。E

TVSS 量表准确地预测了 ETV 术后 24 个月的

结果：低、中、高分值组的实际成功率为 7

4%（37/50）, 62%(28/45)和 42%(11/26)，

预测平均成功率为 81.3%, 61.4%和 34.4%。 

结论  ETVSS 量表能够准确预测低、中、高

分值组的远期成功率，为外科医生在术前准

确预测儿童脑积水 ETV 的疗效提供帮助。 

 
 
PO-2274 

儿童颅内动脉瘤样骨囊肿 1 例并文献复习 
 

张元隆 梅文忠 吴喜跃 陈剑舞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颅内动脉瘤样骨囊肿的临床特点、

影像学特征及手术方法，提高对颅内动脉瘤

样骨囊肿的认识。 

方法 收集本院 1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左侧后

颅窝动脉瘤样骨囊肿患儿的临床资料，结合

复习文献进行讨论和分析。 

结果 临床主要表现为颅高压及小脑性共济失

调，术前 CT 平扫显示左枕骨内板膨胀性溶骨

破坏区，左侧小脑半球密度不均的多囊腔占

位性病变，囊内可见液平面；MRI 平扫+增强

示左小脑半球类圆形肿块，伴多囊变及液-液

平面, 囊腔之间的间隔与囊壁厚薄不等,强化明

显。行显微镜下手术全切除病变，术中见左

枕骨因膨胀性病变仅残存部分骨皮质包壳，

病变呈漏斗样向内突破硬脑膜突入硬膜下，

左侧小脑半球受压；术后临床症状消失，随

访 1 年未见复发。 

结论 颅内动脉瘤样骨囊肿少见，术前诊断可

根据特征性的影像学表现如 CT 扫描显示病变

局部骨皮质膨胀形成骨包壳、MR 扫描示病灶

内多囊腔及液-液平面和明显强化的囊壁及囊

间隔等，显微手术全切除为首选治疗原则。 

 
 
PO-2275 

小儿生长性骨折的外科处理 
 

张元隆 梅文忠 吴喜跃 陈剑舞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儿童颅骨生长性骨折的发病机制和

早期诊断及治疗的意义。 

方法  对我院 2009 年１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

治的 18 例儿童颅骨生长性骨折的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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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8 例患儿均有颅脑外伤史，CT 检查提

示脑挫裂伤及颅骨骨折，临床表现以头部包

块、神经功能障碍常见。18 例患儿均在确诊

后行手术治疗，术中发现硬脑膜破裂，行硬

脑膜修补和颅骨复位固定手术。随访１个月

至 5 年， 颅骨生长良好， 无手术并发症。 

结论  颅骨骨折导致硬脑膜破裂是发生生长性

骨折的重要因素；一旦确诊应尽早手术治

疗；早期硬脑膜修补和颅骨复位手术可避免

产生进一步的颅脑损害。 

 
 
PO-2276 
Long-term follow-up of microsurgical trea
tment for spastic cerebral palsy with teth
ered cord syndrome 
 
Zhang Li,Yang Wenqiang,Yu Yanbing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100029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iveness of mic
rosurgical treatment for spastic cerebral pals
y with tethered cord syndrome(TCS).  
Methods  The microsurgical procedures incl
uding selective posterior rhizotomy (SPR) of 
lumbosacral region, release of cauda of spin
al dural cyst, cutting off the external and/or in
ternal terminal filum and release of tethered 
cone and cauda equina were performed in 5
0 cases of spastic cerebral palsy together wit
h TCS from July 2000 to July 2008.    
Results  50 patients were averagely followe
d-up for 108 months after surgery. This stud
y showed that 100%cases experienced disa
ppearance or notable regression of spasticity
 in follow-up duration. The improved motor c
apacities were found in 92% cases, urinary f
unction in 77.4%, defecated function in 73.
7%. 100% cases had better quality of life dur
ing follow-up perio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
ions included dysaesthesia of lower limb in 1
8 sides (18%), muscle weakness in 15 sides 
(15%), long-term lumbago in 5 cases (10%). 
The aggravated urinary dysfunction of one c
ase (2%) were improved slightly during follo
w-up period. 
Conclusions  SPR and microsurgical proce
dures for TCS are effective and safe method
s for the treatment of spastic cerebral palsy t
ogether with TCS, which could ease the spa
sticity of lower limbs and improve the urinary
 and defecated function of patients at the sa
me time. 
 

PO-2277 

预见性的护理干预在预防儿童外伤性癫痫中

受伤的效果研究 
 

林萃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在预防儿童外伤性癫痫中

受伤的效果。 

方法  回顾分析某三甲医院 2015-2016 年收治

的 45 例外伤性癫痫儿童的护理干预措施，

如：病情的告知宣教，床栏软垫保护，家属 

陪护等  

结果  45 例患者无一发生舌咬伤，坠床等受伤

事件  

结论  预见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可有效预防外伤

性癫痫的患儿发生受伤事件，提高临床治疗

的效果。  

 
 
PO-2278 

儿童难治性癫痫手术治疗策略 
 

向军 蒋宇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对我科近年来收治的 106 例儿童难治性

癫痫手术患者进行分析。 

方法  分析 106 例儿童难治性癫痫患者的发作

类型，手术前后抗癫痫药比较，神经影像学

及视频脑电图检查，诊断及病理以及外科治 

疗方式。 

结果  男 57 例，女 49 例，癫痫发作形式：S

PS 20 例，CPS 24 例，GTCS33 例，GTS 9

例，GCS 4 例，SGS 6 例，失神发作 10

例。术前服用抗癫痫药：一种 26 例，两种 1

9 例，三种及三种以上 61 例，术后服用抗癫

痫药：一种 68 例，两种 34 例，三种及三种

以上 4 例，神经影像检查阳性 93 例，阴性 1

3 例，VEEG 呈局灶性 94 例，全导 12 例。

颞叶癫痫行颞前叶＋颞叶内侧结构切除 28

例，颞前叶切除 1 例，选择性皮层切除 1

例，病灶切除 7 例，颞叶内侧结构切除 2

例，非颞叶癫痫行病灶切除 32 例，选择性皮

层切除 1 例，皮层切除＋热灼 6 例，皮层热

灼 6 例，多脑叶切除 1 例，大脑半球切除：

功能性 1 例，解剖性 1 例；另外手术行胼胝

体切开＋皮层热灼 18 例，迷走神经刺激 1

例。术后无死亡及并发症，随访 4－14 个

月，88 例无发作，18 例发作频率较术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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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和/或发作程度减轻。 

结论  儿童难治性癫痫应根据患者的临床表

现，神经影像学及视频脑电图等结果进行详

细的评估，采取不同的手术治疗方式，可取

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PO-2279 

儿童脑动静脉畸形的综合治疗 
 

喻孟强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分析儿童脑动静脉畸形（AVM）的临床

特点和不同治疗方案的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湘雅二医院神经外科从 201

0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收治的 36 例儿童（≤

14 岁）脑 AVM 患者的临床资料。本组病例

中，13 例单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6 例单用

栓塞治疗，3 例单用 γ 刀治疗，病情相对复杂

的 10 例采用了综合治疗，剩下 4 例采取保守

治疗。 

结果  36 例中，患者平均年龄 10.6 岁，25 例

表现为脑出血，脑出血发生率 69.4%。按 Sp

etzler-Martin 分级，Ⅰ级 8 例，Ⅱ级 14 例，

Ⅲ级 10 例，Ⅳ级 4 例,Ⅴ级 1 例。随访 34 例

中，疗效良好 28 例，轻度残疾 4 例，重度残

疾 2 例，无死亡病例。 

结论  脑出血是儿童脑 AVM 最常见的临床表

现，综合治疗是处理复杂脑 AVM 的有效方

法。 

 
 
PO-2280 

小儿重症颅脑疾患行气管切开术后的护理问

题及对策 
 

王宗慧 黄燕萍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讨论小儿重症颅脑疾患行气管切开术后

的有关护理问题，制定相应的护理措施，以

提高此类危重患儿救治的成功率。 

方法  对我院神经外科小儿重症颅脑疾患行气

管切开的患儿 37 例，进行回顾分析总结。 

结果  合适的气管切开套管与吸痰管型号的选

择、气管黏膜的保护、合理的吸痰时机的选

择和正确的方法以及均衡的营养和合理的拔

管方式，是防治小儿气管切开术并发症发生

的关键 

结论  只有重视小儿重症颅脑疾患行气管切开 

患儿的护理，保持呼吸道通畅，才能有效降

低呼吸道感染，维持机体氧供，促进神经功

能的恢复。 

 
 
PO-2281 
The management of posterior fossa tumo
r in children: a report of 200 cases from C
hina 
 
Wang 保成 

上海新华医院 200092 

 

Background  posterior fossa tumor is the m
ost common condition in the pediatric popula
tion, and relatively uncommon in adults. This
 review was to investigate treatment outcom
e and prognostic factors after treatment of p
osterior fossa tumo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200 patie
nts with resection for posterior fossa tumor c
ases treated at our institute between 2006 a
nd 2014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Demogr
aphic variables, clinical variables, radiologica
l findings and treatment details with respect t
o age, sex, signs and symptoms, location of 
tumor, extent of surgical resection, histopath
ology diagnosis, follow?up period and outco
mes were recorded. Survival was analyzed b
y using these parameters.119 (58.5%) patie
nts were infantile (<3years), and 52 (26%) c
ases were pediatric (5-12 years). 165(82.5%)
 tumors locate in the midline and 12(6%) lesi
ons occur in the CPA zone and 23(11.5%) tu
mors were at the cerebrum. 7 children with 
metastasis at the primary diagnosis cover th
e embryonal tumor(AT/RT 3 cases, MB 2 ca
ses) , ENP 1 case and metastastic tumor 1 c
ase. The histopathology confirmed 135 (67.
5%) lesions were high malignant tumor such 
as MB 32%, AT/RT 6%, glioma 12%, EPN 1
6% and others. In the pediatric population, p
osterior fossa masses display the risk of low 
degree glioma, accounting for 32.5% in this 
study. Tumor resection was performed in all 
patients with gross total resection in 46 (23%)
 patients, near total resection in 98 (49%) pat
ients and subtotal resection in 23 11.5%) pat
ients. All older children (>3 years) underwent
 postoperative craniospinal irradiation (CSI) 
delivering a median craniospinal dose of 36 
Gy with additional boosts to the posterior fos
sa up to 54 Gy.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was 
37 months for the total group. Low grade glio
ma showed an improved outcome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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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other histology with a median survival o
f 78 months compared with that of high malig
nant histology being a median survival of 34 
only. 
Conclusions  Treatment of posterior fossa t
umor with surgery and CSI yields long surviv
al rates in children. Histology was associated
 with a different outcome. 
 
 
PO-2282 

儿童颈部皮毛窦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洪文明 程宝春 李志饭 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提高对皮毛窦的认识，改善患者治愈

率。  

方法 报告我院 1 例皮毛窦的临床表现、辅助

检查及治疗情况，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回顾

分析。  

结果   入院后予行 CT、MR 等辅助方法明确

诊断后，行手术治疗，临床效果满意。  

结论  皮毛窦多无典型的临床症状，积极的手

术治疗，完全切除窦道、松解脊髓栓系对于

患者预防感染、生长发育及长期生活质量的

提高意义重大。  

 
 
PO-2283 

阿托伐他汀治疗幼儿慢性硬膜下血肿一例 
 

杨芳裕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027718 

 

患儿女，于出生后 1 个月余和 4 个月余先后

两次受虐头部损伤，第二次入院时神志不清

并出现癫痫持续状态。查体：昏迷，双侧瞳

孔缩小，头颅 CT 示左枕叶脑内血肿，双侧额

叶脑挫裂伤。入院诊断：重型颅脑损伤，左

枕叶脑内血肿，双额叶脑挫裂伤。保守治疗

两周后 MR 检查发现右侧额颞顶广泛慢性硬

膜下血肿形成。予继续康复治疗，再两个月

后复查磁共振发现血肿明显扩大，压迫脑组

织。经监护人签字同意后开始尝试阿托伐他

汀口服治疗，每日剂量 4 毫克，治疗两个月

后复查磁共振，慢性硬膜下血肿全部消退吸

收，左枕叶脑软化灶形成，患儿残留视觉反

应不灵敏。  

讨论  作为降血脂药物，阿托伐他汀禁用于幼

儿患者。在阿托伐他汀应用于慢性硬膜下血

肿保守治疗之后，成人患者血肿量较小的患

者或者拒绝手术治疗的患者，都取得理想的

效果，而应用于儿童患者，则尚无报道。本

例患儿于 6 个月月龄开始服用阿托伐他汀治

疗，取得血肿完全吸收的效果，未出现明显

的毒副作用。作者建议药典上放宽阿托伐他

汀在儿童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的使用限制。 

 
 
PO-2284 

儿童颅后窝中线肿瘤术后脑积水的原因分析

及其治疗 

 
杨堃 王子珍 陈政刚 叶富跃 郑传宜 马春阳 黄秋虎 吴

然 周建 潘琪 李争争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570102 

 

目的 探讨儿童后颅窝中线肿瘤合并脑积水患

者的手术治疗方式与术后脑积水的发生率及

其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1 例儿童后颅窝中线肿瘤术

前与术后脑积水变化，Logistic 回归分析患者

的性别、发病年龄、术前 Evans 指数、肿瘤

病理类型、肿瘤切除程度、肿瘤生长部位等

因素是否与术后脑积水的发生有关。 

结果 41 例颅后窝中线肿瘤分别为四脑室肿瘤

22 例，脑干肿瘤 4 例，小脑蚓部肿瘤 15

例，术前合并轻度脑积水 19 例（46.3%），

中、重度脑积水 22 例（53.7%），肿瘤全切

36 例，全切率 87.8%；术后脑积水改善 32

例（78.1%）。其中 19 例轻度脑积水全部改

善（100%）；22 例中、重度脑积水中，13

例脑积水明显改善（59.1%），术后需手术治

疗的脑积水共 9 例(40.9%),其中 5 例重度脑积

水患儿于术后 6 周内行脑室-腹腔(V-P)分流

术；4 例经保守治疗，症状改善不明显，于术

后 2～32 个月内行脑室镜下第三脑室底造瘘

术(ETV)或 V-P 分流术。术后需手术治疗脑积

水的患儿中, 平均年龄 (4.8±1.2)岁，肿瘤术后

部分残余 4 例，四脑室内肿瘤 6 例，小脑蚓

部肿瘤 2 例，脑干肿瘤 1 例，室管膜瘤 5 例,

髓母细胞瘤 2 例,星形细胞瘤 2 例。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患者术前 Evans 指数、肿瘤生

长部位、肿瘤切除程度与肿瘤切除术后脑积

水的发生有关(P=0.025, p=0.031, P=0.03

6)。 

结论 颅后窝中线肿瘤易合并脑积水，大多数

患者在肿瘤切除后脑积水可获得改善。肿瘤

切除术前脑积水的治疗并不能改变术后脑积

水的发生率，肿瘤切除前不应常规行 V-P 分

流术或三脑室底造瘘术。术前 Evans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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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生长部位、肿瘤切除程度是肿瘤切除术

后脑积水发生的危险因素。术后脑积水改善

不明显或加重者，应行 V-P 分流术或三脑室

底造瘘术。 

 
 
PO-2285 

儿童脊髓栓系综合征的显微手术治疗及疗效

分析 
 

杨堃 黄秋虎 叶富跃 王子珍 马春阳 陈政刚 吴然 周建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570102 

 

目的 探讨儿童脊髓栓系综合征的临床特征、

手术治疗方式、治疗效果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6 例接受显微手术治疗的脊

髓栓系患儿的临床资料。男 17 例，女 9 例，

年龄：4 个月～13 岁（平均 5.3 岁），其中

隐性脊柱裂 5 例，脊膜膨出 4 例，脊髓脊膜

膨出 12 例（合并腰骶椎管内外脂肪瘤 6 例，

脊膜膨出破溃脑脊液漏 2 例），先天性骶管

囊肿及藏毛窦 5 例。单纯下肢运动、感觉障

碍、足部畸形 6 例，大小便功能障碍 5 例，

下肢感觉、运动障碍合并大小便功能障碍 13

例，无明显功能障碍 2 例。均在气管插管全

身麻醉下行显微手术，手术方式分别为脊髓

脊膜膨出切除修补术、合并脂肪瘤切除术、

神经松解、藏毛窦切除+内外终丝切断松解

术。 

结果 所有 26 例患儿局部皮肤包块、脊髓脊膜

膨出和窦道畸形治愈、脂肪瘤大部分切除，

均成功行脊髓栓系松解术。随访 0.5~3 年，2

2 例有不同程度恢复，其中恢复良好者（活动

自如，肌力５级，无畸形，无感觉障碍，大

小便功能明显改善）10 例，占 38.5％，中等

恢复（可自主活动，肌力４~５级，轻度畸

形，无感觉障碍，大小便功能部分改善）12

例，占 46.2％；无明显恢复者（运动、感觉

障碍及大小便功能障碍同术前）3 例，占 11.

5%；1 例因术后合并感染症状加重，无死亡

病例。 

结论 早期诊断、早期手术可取得较好的手术

效果，下肢感觉、运动功能改善较好，大小

便功能恢复相对较困难，术后功能锻炼有助

于进一步提高疗效。 

 
 
PO-2286 

儿童脑室-腹腔分流术后分流管肚脐脱出 
 

刘永 张华 王超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038 

 

目的 探讨脑室腹腔分流术后一种罕见腹部并

发症原因及总结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儿童癫痫术后继发脑积

水患者，行脑室腹腔分流术后随访 12 个月。 

结果 男性患儿，8 岁，体重 30Kg。因难治性

癫痫行左侧大脑半球切除术治疗。术后 5 个

月出现交通性脑积水，行右侧侧脑室腹腔分

流术。术后发热，体温 38~39℃，脑脊液培

养提示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血培养提

示模仿葡萄球菌。给予万古霉素抗感染，同

期出现腹痛、腹肌紧张，腹部平片提示肠胀

气。经积极治疗 3 月后好转出院。出院 3 月

后出现脐周红肿，肚脐流出黄色液体，分流

管自肚脐脱出。腹部 B 超提示脐周局限性积

液。超声引导穿刺抽液。积液培养提示耐甲

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分流管连接引流袋外

置，脑脊液无色清亮，脑脊液生化、常规检

查基本正常。考虑积液局限，未给予抗感染

治疗，仅行反复穿刺抽液。出院 6 月后腹部

CT 提示积液基本消失，行腹腔镜下分流管肚

脐脱出回纳术。术中见肚脐下方软组织增

生，大网膜包裹分流管，肠道与腹壁广泛粘

连。剪断脱出部分分流管，调整腹腔内分流

管位置，置于肝脏膈面。术后随访至今，肚

脐瘘口愈合良好，查腹部平片提示分流管无

移位。 

结论 分流管感染和阻塞是脑室腹腔分流术后

常见并发症。腹部并发症少见，但也有报

道。腹部并发症包括肠穿孔、腹膜炎、腹水

及假性囊肿等。然而，分流管肚脐脱出是一

种罕见并发症。无菌炎症或细菌感染可能是

其原因。炎症引起大网膜局部反应增生，包

裹分流管并粘连于脐周，侵蚀肚脐，最后分

流管自肚脐脱出。总之，脑室腹腔分流术治

疗脑积水安全有效，严格无菌操作，积极控

制炎症，才能避免并发症发生。 

 
 
PO-2287 

囊肿—腹腔分流治疗先天性脑穿通畸形的探

讨 
 

邓培刚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单纯使用囊腔-腹腔分流手术治疗先

天性脑穿通畸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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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 例行脑室穿通畸形病人的

临床资料，比较其手术前后的症状及影像学

变化。  

结果 10 例获得随访 2-4 年，平均 2.8 年，术

前症状均明显好转，无新发症状，均无手术

并发症发生，复查影像学检查脑组织生长发

育良好，1 例脑室穿通畸形好转，9 例脑室穿

通畸形痊愈。  

结论 单纯早期使用囊腔-腹腔分流术治疗先天

脑室穿通畸形效果肯定，手术并发症少，脑

组织恢复发育良好，症状明显改善。 

 
 
PO-2288 

19 例小儿表现为痴笑性癫痫的下丘脑错构瘤

的围手术期护理 
 

刘苗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总结 19 例表现为痴笑性癫痫的下丘脑

错构瘤小儿患者的围术期护理； 

方法  根据统一的症状表现，给予具有针对性

的术前护理，如控制情绪、减少刺激、家属

陪住、心理疏导、分散注意力，术后严密观

察病情，详细记录出入量，准确的记录电解

质的波动情况，查看尿液颜色的变化，防止

并发症的发生，加强下丘脑损伤后反应的护

理，制定并给予相应的护理措施，避免强刺

激源，随访 19 例患儿术后痴笑性癫痫的缓解

情况； 

结果  本组 19 例患儿手术均成功，未发生术

后并发症，术后未再出现痴笑性癫痫。 

结论  针对性的围手术期护理措施可以有效的

保证临床治疗效果。 

 
 
PO-2289 

神经内镜下多点造瘘治疗儿童颞叶&侧裂蛛网

膜囊肿的整体效果优于囊肿分流及显微镜切

除/造瘘手术。 
 

伍明 刘景平 张治平 赵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小儿神经外科 410008 

 

目的  研究对比神经内镜下囊肿多点造瘘手

术、囊肿分流术以及开颅显微镜囊肿切除 or

造瘘术对治疗儿童颞叶&侧裂区蛛网膜囊肿的

整体疗效的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小儿神经

外科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的侧裂区

蛛网膜囊肿 48 例病例,对入选患儿无选择差别

实施神经内镜下多点造瘘手术、囊肿腹腔分

流术或开颅显微镜囊肿切除 or 造瘘术之一的

手术进行治疗 ,包括病情反复导致的后续手

术。并对入选患儿的疗效进行症状学评估; 对

术后 1 周内至术后 1 月;术后 6 月;术后 1 年及

以上进行影像学测量。按照术式不同将患儿

分成三个组别进行对比,研究三种术式的差异,

评估三种方式的总体效果优劣。 

结果  三组术式对手术费用的产生具有显著性

差异，分流组总体费用明显高于其他两组，

显微术组与内镜组无明显差别; 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内镜术>显微术>分流术,三组术式对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具有显著差异性(P>0.05);手术

方式对术后症状学改善效果无显著差异(P<0.

05,);三种术式对术后 3 个月以上囊肿影像学

最大水平径的缩小有显著性差异,分流组囊肿

缩小最为明显(P>0.05);囊肿-腹腔术后并发症

以分流术较多,主要为过度分流及裂隙脑室综

合征,并且可发生于近期和远期，少数出现颅

内感染及分流管堵塞。开颅显微手术创伤较

内镜组略大,最常见容易并发硬膜下血肿、积

液。内镜造瘘手术创伤小;并发症少。 

结论  分流手术存在较多的并发症,虽然短期在

影像学上对囊肿缓解程度最佳,但术后近期远

期并发症较多，故不推荐使用。显微外科囊

肿剥离 or 造瘘术和神经内镜下囊肿多点造瘘

术能够取得较为理想的治疗效果,且并发症相

对较少。尤其内镜下囊肿造瘘术,费用较低;并

发症少;创伤小,故应列为首选治疗措施。 

 
 
PO-2290 

肛门括约肌电生理监测在选择性腰骶段脊神

经后根切断术治疗痉挛性脑性瘫痪手术中的

应用 
 

许骏 于炎冰 张黎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在腰骶段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SPR)

手术治疗痉挛性脑性瘫痪时，对肛门括约肌

进行肌电图(EMG)监测，评价其作用。 

方法  对我院 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12 月 3

10 例腰骶段 SPR 手术中进行肛门括约肌电生

理监测，当对脊神经后根小束进行电刺激

时，采用针状电极记录双侧肛门括约肌的反

应情况，有明显反应的后根小束予以保留。

术后随访患者下肢痉挛改善情况和括约肌功

能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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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所有患者手术后下肢痉挛均有明显改善,

无大小便功能障碍发生。  

结论  腰骶段 SPR 手术术中括约肌 EMG 监测 

对保证手术疗效，保护肛门括约肌功能，具

有重要意义。 

 
 
PO-2291 

腰骶段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治疗脑瘫性

下肢痉挛状态的远期疗效分析 
 

邵旭 于炎冰 张黎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腰骶段选择性脊神经后根部分切断术(s

elective posterior rhizotomy, SPR)是公认的

治疗脑瘫性下肢痉挛状态的手术方法，但对

其远期疗效仍然存在争议。此研究的目的是

使用标准化评估手段系统地探讨 SPR 治疗脑

瘫性下肢痉挛状态的远期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0 年 1 月~2006 年 12 月

治疗的 141 例平均随访 9.7 年且临床资料完

整的脑瘫性下肢痉挛状态患者。分别在术

前、术后 1 年、5 年、终末时进行随访，评估

手段包括定量的下肢肌张力标准化评估（改

良 Ashworth 6 级量表）、粗大运动功能分级

情况（GMFCS 分级）、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ADL 量表），并结合患者后续接受的治疗

措施进行统计分析，以评估 SPR 的远期疗

效。  

结果  患者术后下肢肌张力均有明显下降，末

次随访时, 下肢三大肌群肌张力改良 Ashwort

h 分级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

1)；随访期间肌张力总体改善率 90.7%。GM

FCS 分级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随访期间粗大运动功能较术前总体改善

率为 80.1%。日常生活能力评分与术前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随访期间总体生

活质量改善率为 88.9%。术前 GMFCS 分级

Ⅰ~Ⅲ级的患者术后 ADL 得分随时间延长而

持续上升。截至到末次随访时患者所接受后

续的周围神经选择性部分切断术、跟腱延长

术、骨关节矫形术或痉挛肌肉肉毒素注射治

疗的总体比例为 29.1%。   

结论  腰骶段 SPR 治疗脑瘫性下肢痉挛状态

的疗效可长期持续存在，其远期疗效包括肌

张力、粗大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改

善，其中术前 GMFCS 分级Ⅰ~Ⅲ级的患者远

期疗效最为显著。 

 

PO-2292 

选择性腰骶段脊神经后根切断术治疗脑瘫性

下肢痉挛的长期伴随疗效 
 

张哲 于炎冰 张黎 袁越 赵奎明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探讨选择性腰骶段脊神经后根切断术

（SPR）治疗脑瘫性下肢痉挛状态的长期伴

随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采用 SPR 治疗的 1455 例痉挛

型脑瘫下肢痉挛状态患者，对手术后除解除

下肢痉挛之外的其它伴随疗效进行长期随

访。   

结果  对 1455 例患者进行平均 21.8 个月（12

~44 个月）的随访。随访期间在统计手术解

除下肢痉挛状态疗效（总痉挛缓解率为 94.

8%，步态功能改善率为 85.6%）同时发现患

者其它伴随症状的改善：流涎改善率 64.5%

（300/465），口运动及构音障碍改善率 39.

1%（135/345），上肢痉挛改善率 33.3%（2

40/720），斜视改善率 33.3%（225/675）  

结论  SPR 在治疗脑瘫性下肢痉挛的同时可使

33.3~64.5%的患者流涎、口运动及构音障

碍、上肢痉挛、斜视等伴随症状有不同程度

的改善，其具体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PO-2293 

研究与分析小儿脑积水患儿采用脑室腹腔分

流术治疗后脑功能恢复情况 
 

黄聪曦 

福建省漳州市中医院 363000 

 

目的  对小儿脑积水患儿采用脑室-腹腔分流术

治疗，观察患儿术后脑功能恢复情况。  

方法  选取本院 2010 年 12 月~2012 年 7 月期

间收治的 76 例小儿脑积水患儿纳入本次研

究，为观察组。并对患儿实施脑室-腹腔分流

术治疗，观察和比较患儿术前、术后智能(DQ)

情况。  

结果  术前、术后患儿脑室形态变化越大，则

其临床症状改善越快。且术后 DQ 异常率和 E

EG 及 BEAM 异常率与术前比较(P<0.05)。  

结论  临床采用脑室-腹腔分流术治疗小儿脑积

水患儿可加速患儿脑功能恢复。患儿脑室形

态和脑组织复位越快，则患儿 EEG/BEAM 异

常好转越快，且 DQ 测定缺陷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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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94 

小儿颅咽管瘤的临床特点及积极手术治疗结

果分析（172 例） 
 

周忠清 杨杨 孙玉明 刘方军 钱海 石祥恩 

北京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目的  探讨小儿颅咽管瘤的临床特点及积极手

术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4 至 2014.12 手术治

疗小儿颅咽管瘤 172 例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性 97 例，女性 75 例。原发颅咽管瘤患者 99

例，复发者 73 例（其中 6 例为我科手术后复

发，67 例为外院手术后复发）。年龄范围 1

岁至 15 岁，中位年龄 8 岁。年龄分布：1-3

岁 13 例，4-6 岁 39 例，7-9 岁 48 例，10-12

岁 42 例，13-15 岁 30 例。临床症状：47 例

有头痛症状；57 例有视力下降或视野缺损症

状；21 例有下丘脑-垂体功能障碍症状；10

例病人以非特异性症状如头晕、乏力起病；7

例病人因头外伤行头 CT 扫描发现颅咽管瘤；

4 例因癫痫发作行 CT 检查发现颅内肿瘤；25

例复发颅咽管瘤患儿因手术后常规检查发现

肿瘤复发；1 例患儿因肢体无力检查发现颅内

肿瘤。 按肿瘤部位分型：鞍隔下型 55 例；鞍

内-鞍上型 12 例；鞍上型 57 型；鞍上-第三脑

室型 20 例；三脑室内型 1 例；其它部位 27

例。肿瘤大小：≤3cm 者 82 例；3～5cm 者 6

4 例；＞5cm 者 26 例。肿瘤影像学特点：所

有病人均行 CT 及 MRI 检查，囊性钙化者 12

5 例；囊实性伴钙化者 30 例；实性钙化者 16

例；囊性无钙化者 1 例。所有病人均采用积

极手术原则切除肿瘤。 根据每例病人的肿瘤

位置、生长方向选择最合理的手术入路。手

术入路选择：额底纵裂入路 149 例；翼点入

路 7 例；额下入路 7 例；经额底纵裂入路联

合侧裂入路或额下入路 6 例；经额角皮质造

瘘 1 例；经额角皮质造瘘经室间孔及经脉络

膜裂联合入路 1 例；双额开颅 1 例。为了在

直视下完全切除鞍底肿瘤，48 例病人磨除鞍

结节；2 例病人磨除前床突，以彻底切除侵入

视神经管内肿瘤。  

结果  161 例病人肿瘤得到完全切除，肿瘤全

切除率 93.6%；其中 99 例原发颅咽管瘤中 9

7 例得到完全切除，肿瘤全切除率 97.9%；7

3 例复发颅咽管瘤中 64 例完全切除，肿瘤全

切除率 87.7%。围手术期死亡 2 例，手术死

亡率 1.16%。  

结论  小儿颅咽管瘤采用积极手术切除可以取 

得满意的疗效。正确的手术入路选择及精细

的手术操作能有效的提高肿瘤的全切除率。  

 
 
PO-2295 

小儿急性液性硬膜外血肿诊治分析 
 

李伯和 伍伟俊 袁宜荣 徐维华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336000 

 

目的  探讨小儿急性液性硬膜外血肿的临床特

征、诊断和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5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治的 15 例小儿急性液性硬膜外血

肿的临床资料。  

结果  本组单纯性硬膜外血肿 11 例（3 例血

肿骑跨幕上幕下），占 73．33％；合并脑挫

裂伤 4 例，占 26.67％。5 例行非手术治疗，

全部治愈；2 例行标准骨瓣开颅，8 例行颅骨

钻孔引流术，均证实有颅骨骨折，全部治

愈，无死亡病例。  

结论  小儿急性液性硬膜外血肿病情隐蔽，早

期诊断、及时发现是关键，单纯性液性硬膜

外血肿行颅骨钻孔引流，简单、安全，疗效

可靠。  

 
 
PO-2296 

婴幼儿创伤性小脑血肿 
 

林维斌 徐朝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分析 7 例婴幼儿创伤性小脑血肿（Trau

matic Cerebellar Haematoma，TCH）的临

床资料，提高对本病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

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07.1-2015.12 年间

收治的 7 例婴幼儿创伤性小脑血肿的临床资

料。  

结果  本组小脑半球血肿 2 例，保守成功，格

拉斯哥预后分级(GOS 分级) 良好；小脑蚓部

血肿 5 例，其中 4 例合并急性脑积水，手术

清除血肿及后颅窝减压 2 例，单纯脑室外引

流 3 例，预后 GOS 分级：良好 2 例，重残 1

例，死亡 2 例。  

结论  婴幼儿外伤性血肿以坠落伤为主，症状

无特异性，蚓部血肿容易压迫脑干及引起脑

积水，及时 CT 扫描有利于早期诊断；血肿压

迫致脑干池消失或合并脑积水者应积极手术

治疗，较小的小脑半球血肿严密观察下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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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治疗，个体化治疗方案是降低病死率及致

残率的关键。 

   
 
PO-2297 

儿童脊髓栓系综合征诊断和治疗 
 

陈剑舞 吴喜跃 梅文忠 林清松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儿童脊髓栓系综合征的早期诊断及

手术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32 例脊髓栓系综合征患儿,年龄

8 天--3 岁,术前 MR 表现有脊髓脊膜膨出、椎

管内脂肪瘤、脊椎裂等。在显微镜下切除或

大部分切除脂肪瘤 ,切断终丝，松解粘连脊

髓。  

结果  术前两便功能障碍 23 例,足畸形及下肢

肌力障碍 4 例,无症状 5 例。术后随访 3 月-3

年,两便功能得到改善 17 例,无改善 6 例;足畸

形及下肢肌力障碍 4 例明显改善;术后切口愈

合欠佳、裂开 2 例,经开放引流换药、俯卧位

等对症治疗后痊愈;颅内感染 2 例,经抗感染后

治愈，2 例术后并发脑积水行脑室腹腔分流

术。  

结论  脊髓栓系综合征一旦确诊,尽早采取松解

手术,手术是否完全得到松解,术后长期功能锻

炼都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早期手术治疗对

预后起重要作用。    

 
 
PO-2298 

儿童生长性骨折的诊断和治疗 
 

陈剑舞 吴喜跃 梅文忠 林清松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儿童颅骨生长性骨折的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影像学和外科治疗的特点。  

方法  对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16 例患儿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其临

床表现特点、发病机制、影像学特点及手术

治疗。  

结果  16 例患儿年龄从 1 月~14 岁,均有明确

脑外伤病史,外伤至我院就诊时间 2 天~12

年，临床症状早期主要表现为皮下包块、对

侧神经功能障碍，晚期表现为颅骨缺损、局

部搏动性包块、癫痫及神经功能障碍。受伤

早期 CT 可发现颅骨骨折、分离,局部脑组织

溢出，骨折缝宽度为 1.5~3 cm。晚期 CT 主

要表现为颅骨缺损、假性囊肿形成,伴有局部

脑软化。所有患儿均接受手术治疗,13 例早期

患儿术中予以硬膜修补,颅骨骨片整复固定，3

例晚期患儿仅单纯颅骨缺损钛网修补。术后

均恢复良好。  

结论  儿童颅骨生长性骨折主要发生在婴幼儿,

颅骨骨折并发硬膜撕裂是儿童颅骨生长性骨

折形成的决定因素。一旦确诊需尽早手术,术

中需严密修补硬脑膜,颅骨整复固定。 但因误

诊、漏诊错过早期手术治疗患儿，此时颅骨

发育基本成型，只需单纯行颅骨修补即可。  

 
 
PO-2299 

儿童无骨折脱位脊髓损伤的临床诊治 
 

查炜光 张志文 孔海波 张立志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1

00048 
 

目的  回顾分析儿童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的

临床特点及 MRI 影像特点，为今后提高其诊

断治疗效果提供经验教训。 

方法  我院 2010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间

诊断为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 7 例患儿，回

顾性分析病例资料中临床特点、治疗经过及 

MRI 影像学检查资料，随访 1 月-6 年。 

结果  7 例患儿年龄 3-7 岁，均有明确腰背部

外伤史，其中摔伤 1 例，舞蹈受伤 6 例。临

床表现为伤后即腰背部疼痛 7 例，10min-24h

r 出现下肢无力 7 例，肌力 0-II 级，小便困难

5 例，出现大便困难 3 例。伤后 4hr-24hr 行

MRI 检查显示胸腰段脊髓局部水肿 4 例，表

现为长 T1 长 T2 信号，出血加水肿 2 例，出

血 1 例。经制动、激素冲击治疗、神经节苷

脂、神经康复等综合治疗，随访 1 月-6 年，

下肢肌力恢复 V 级 4 例，IV 级 1 例，III 级 1

例，I 级 1 例。大小便障碍 1 例。 

结论  儿童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有明确的外

伤史，舞蹈训练致伤是原因之一，早期 MRI

检查、激素神经营养等综合治疗有利于脊髓

修复，部分患儿神经功能恢复不佳。  

 
 
PO-2300 

手术治疗小儿颈、胸段脊膜膨出 
 

魏嘉 刘剑钢 方立浩 陈若平 

上海市儿童医院神经外科 200040 

 

目的  回顾性研究儿童颈、胸段脊膜膨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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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疗效，探讨颈、胸段脊膜膨出中神经功能

损害的机制。 

方法  本组 6 例随访时间超过 5 年的颈、胸段

脊膜膨出患儿(颈部 2 例，胸部 4 例)，在术中

神经电生理监护下、采用显微神经外科手术

行脊膜膨出修补术、脊髓栓系松解术、椎管

扩大术。 

结果  6 例患儿术中均发现脂肪或/及纤维结缔

组织牵拉颈髓或胸髓及相应神经根，构成脊

髓栓系物。栓系物解除后体感诱发电位波幅

和潜伏期可以略有好转。术后随访 5 年，无 1

例并发脑脊液漏、肢体功能障碍、大小便失

禁。1 例术前存在手指运动功能障碍者术后明

显恢复。所有病人术后长期电生理随访未见

神经源性损害。 

结论  颈、胸段脊膜膨出应彻底解除牵拉牵拉

颈髓或胸髓的栓系物，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护

具有重要意义。 

 
 
PO-2301 

早产儿、低体重儿生发基质-脑室内出血早期

外科干预 
 

钱虎飞 魏嘉 刘瑜 刘剑钢 陈若平 

上海市儿童医院神经外科 200040 

 

目的  回顾性早期采用脑室外引流术干预早产

儿、低体重儿生发基质-脑室内出血，以期降

低出血后脑积水的脑室-腹腔分流术率。 

方法  11 例随访期超过 2Y 的生发基质-脑室

内出血和出血后脑积水的早产和低体重儿，

其中男性 7 例，女性 4 例，平均孕周 33.09

W，平均出生体重 2212.73g。明确诊断生发

基质-脑室内出血即急诊行侧脑室外引流术持

续引流脑脊液，并系统监测脑室内压。采用

闭式脑脊液引流系统预防继发颅内感染。 

结果  11 例脑室外引流时间均不超过 2W，脑

脊液引流量 30-60ml/D，脑室内压均控制在 5

0mmH2O 以下。所有病例经脑室外引流后，

脑室内出血均迅速消失。7 例术后 1M 随访，

脑室系统仍明显扩张，行脑室-腹腔分流术。

术后 2Y 随访，脑室系统明显缩小。4 例术后

2Y 随访，脑室系统无明显扩张，继续随访

中。所有病例的神经系统发育均改善明显。 

结论  早产和低体重儿生发基质-脑室内出血后

采取外科手段早期干预可以降低出血后脑积

水的脑室-腹腔分流术率，并有助于改善神经

系统发育。 

 

PO-2302 

Sturge-Weber 综合征患儿癫痫的综合治疗 
 

徐成伟 周文静 薛超强 张玉琪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神经外科癫痫中心 100049 

 

目的  探讨 Sturge-Weber 综合征（SWS）患

儿癫痫的综合诊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 例的 SWS 患儿的临床资

料，针对不同的临床特点，采取不同的治疗

方案，1 例完全抗癫痫药物治疗，2 例手术治

疗，其中 1 例行改良大脑半球切除术，另 1

例行脑叶切除术。癫痫疗效评估采用 Engle

标准。另外，检索分析基因治疗相关文献。 

结果  3 例患儿预后良好，随访 3 个月至 6

年，2 例手术患儿无癫痫发作，达 Engle Ⅰ

级，另 1 例药物治疗患儿偶有局灶性发作。 

结论  早期诊断，积极治疗，同病异治，可以

有效改善 SWS 患儿的预后及生活质量。基因

个体化精准治疗是未来发展方向。 

 
 
PO-2303 

儿童小脑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的诊断与治疗 
 

李天栋 王国良 王伟民 白红民 张小鹏 王玉宝 杨帅 公

方和 高寒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510010 

 

目的  探讨儿童后颅窝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的

病理特点、临床特征、影像学表现和治疗方

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经病理证实的毛

细胞型星形细胞瘤 40 例儿童患者的临床资料

特点。综合分析其影像学特征及术中所见和

预后情况。 

结果  所有病例均接受显微外科手术，全部选

择后正中入路，骨瓣或骨窗开颅，均全切

除。随访 6 月至 10 年，均无复发。 

结论  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是最低级别胶质

瘤，若能全部切除病变，无需辅助治疗，效

果良好，预后极佳。 

 
 
PO-2304 

头皮下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 10 例报道 
 

叶桓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分析总结头皮下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 

症的手术活检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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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至 2015 年我科收

治的 10 例头皮下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手

术活检，年龄 3 月-9 岁，均表现为头皮下无

痛性包块，渐增大，无局部外伤史，辅助检

查中：头颅 MR 均提示头皮下软组织包块，

强化显著，考虑为 LCH 可能；头颅三维重建

CT 均提示头皮下软组织包块，伴局部颅骨破

坏，考虑为 LCH 可能；X 摄片及 B 超在其他

部位未见异常。所有患儿均采取包块手术活

检，通过病理明确诊断。 

手术方法：麻醉成功后，患儿仰卧位，术野

常规消毒铺巾，术中沿包块正中设计横行切

口线，逐层切开表皮及皮下组织，见皮下组

织炎性水肿样改变，部分组织呈白色烂肉

样，破坏颅骨，并可侵及内板，分别取皮下

组织，骨组织，坏死样组织，送检病理，充

分止血逐层关闭切口。 

结果  所有患儿术后恢复良好，无切口感染、

裂开等，术后病理报告均为朗格汉斯细胞组

织增生症，并在确诊后转入血液科进一步治

疗。 

结论  头皮下异常增生的无痛性包块，应尽早

检查，在影像学支持的情况下，可行局部包

块手术活检，明确病理诊断，以免耽误病

情。 

 
 
PO-2305 

动脉瘤样骨囊肿 1 例并文献复习 
 

张元隆 梅文忠 陈剑舞 吴喜跃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颅内动脉瘤样骨囊肿的临床特点、

影像学特征及手术方法，提高对颅内动脉瘤

样骨囊肿的认识。 

方法  收集本院 1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左侧后

颅窝动脉瘤样骨囊肿患儿的临床资料，结合

复习文献进行讨论和分析。 

结果  临床主要表现为颅高压及小脑性共济失

调，术前 CT 平扫显示左枕骨内板膨胀性溶骨

破坏区，左侧小脑半球密度不均的多囊腔占

位性病变，囊内可见液平面；MRI 平扫+增强

示左小脑半球类圆形肿块，伴多囊变及液-液

平面, 囊腔之间的间隔与囊壁厚薄不等,强化明

显。行显微镜下手术全切除病变，术中见左

枕骨因膨胀性病变仅残存部分骨皮质包壳，

病变呈漏斗样向内突破硬脑膜突入硬膜下，

左侧小脑半球受压；术后临床症状消失，随 

访 1 年未见复发。 

结论  颅内动脉瘤样骨囊肿少见，术前诊断可

根据特征性的影像学表现如 CT 扫描显示病变

局部骨皮质膨胀形成骨包壳、MR 扫描示病灶

内多囊腔及液-液平面和明显强化的囊壁及囊

间隔等，显微手术全切除为首选治疗原则。 

 
 
PO-2306 

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 15 例分析 
 

康元宝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351100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的易感因素

和诊治方法。 

方法  对我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收

治的 15 例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病人的临床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5 例病人中 13 例手术时间大于 3 小时,

所有病人均行腰椎穿刺送检脑脊液细菌培养,

其中 3 例阳性,分别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2 例,铜

绿假单胞菌 1 例,经选用敏感抗生素予抗感染

治疗全部病人均获治愈。脑脊液细胞数均>1 

000×106/L,其中>3 000×106/L 5 例,并随着感

染得到控制,脑脊液细胞数明显下降。 

结论  颅内感染应做到早期诊断与治疗,严格的

无菌操作是预防颅内感染的首要措施,减少手

术时间可明显降低颅内感染的发生,选择敏感

的抗生素及合理的给药途径是治疗颅内感染

的关键步骤。 

 
 
PO-2307 

右美托嘧啶对重度颅脑损伤患者脑保护作用

的临床研究 
 

孙晓曼 张立平 张英杰 赵亚云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观察右美托嘧啶对重度颅脑创伤患者血

清 NSE 及 ICP 的影响，明确其脑保护作用。 

方法  67 例重度颅脑创伤患者随机分为丙泊酚

组（n=32，静脉泵入丙泊酚）及 DEX 组（n

=35，静脉泵入右美托嘧啶），分别于 6h、2

4h、3d、7d 共 4 个时间点测定血清 NSE 水

平，并记录各时间点颅内压变化。 

结果  ①与丙泊酚组比较，24h、3d、7d 时间

点 DEX 组 NSE 水平显著降低(P<0.05)；两

组 NSE 水平均在伤后 24 小时达到高峰，随

后逐渐下降，与 6h 时间点比较，在 24h、3d

时间点两组 NSE 水平均显著升高(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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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两组 6h 时间点颅内压水平之间无统计学差

异（P＞0.05），在镇痛镇静治疗后，两组患

者的颅内压均明显下降(P<0.05)，但两组间 2

4h、3d、7d 颅内压比较并无显著差异(P＞0.

05)。  

结论  右美托咪定可明显降低重度颅脑损伤患

者血清 NSE 含量及颅内压水平，具有一定的

脑保护作用。  

 
 
PO-2308 

以“脊髓重症”理念开展术前术后序贯性治疗

可改善高危颈段病变患者的预后 
 

谢嵘 陈功 车晓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200040 

 

目的  对于较重的脊髓外伤、高颈段病变手术

患者，临床上多沿用神经重症管理的模式开

展急性期的治疗，但脊髓患者具有自己的特

点：（1）解剖与病理机制不同。（2）临床

特点不同。（3）救治目标不同：神经重症着

眼于抢救生命，而脊髓重症患者更需考虑挽

救脊髓功能。因此我们提出了“脊髓重症”理

念，并探讨围绕该理念开展治疗的有效性。  

方法  收集 2014.3-2016.1 在我科收治并手术

的高危颈段病变患者 27 例(脊髓重症治疗

组)，包括：高颈段髓内肿瘤、外伤、畸形或

脱位（如寰枢椎）等；选取同期按常规方法

治疗的患者 23 例作为对照（常规治疗组）。

重症治疗组的主要措施包括（1）脊髓重症单

元设立。（2）术前治疗：a. 脊柱稳定性维护

（轴位搬运、外固定支具）；b. 脊髓功能保

护（激素及神经营养药）；c. 术前呼吸道预

处理（化痰解痉、雾化吸入、呼吸肌功能锻

炼等）； d. 术前康复预处理（与康复科协作

开展术前四肢肌力锻炼及大小便功能训练，

包括运动、作业以及电刺激治疗）；e. 心理

辅导。3）术中及术后治疗：a. 脊柱稳定性的

维持与恢复；b. 术中脊髓减压与显微操作；c.

 术后严密监测；d. 术后呼吸道管理（呼吸机

合理应用，呼吸道感染防治，二氧化碳潴留

的早期发现与处理，提倡持续低流量吸

氧）； e. 术后早期康复（康复锻炼应从术后

即刻开始）；f. 心理干预。应用 McCormick

分级系统评估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神经功能状

态，并评价两组症状缓解率及并发症的发生

率。  

结果  脊髓重症治疗组与常规治疗组的构成相 

仿。术后临床症状在重症治疗组的缓解率：

疼痛 83%，运动障碍 71%，大小便功能障碍

59%，感觉障碍 34%；临床症状加重比例：

疼痛 11%，运动障碍 20%，大小便功能障碍

11%，感觉障碍 37%，均优于常规治疗组

（P<0.05）。根据 McCormick 评分，重症治

疗组术后神经功能好转 38%，维持术前 5

1%，恶化 11%；常规治疗组神经功能好转 2

1%，维持术前 56%，恶化 23%，两组相比

亦有显著差异（P<0.05）。另外肺部感染、

二氧化碳潴留及其他并发症发生率重症治疗

组均小于常规治疗组。  

结论  脊髓重症具需以功能恢复为核心，将各

项措施贯穿于术前术后的整个过程。本研究

说明以“脊髓重症”理念开展序贯性治疗可改善

高危患者的预后，值得进一步探讨及完善脊

髓重症的治疗规范，提高脊髓重症的救治水

平。  

 
  
PO-2309 

神经重症下丘脑损伤后尿崩与水电解质紊乱 
 

邱炳辉 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下丘脑损伤是神经重症较特异的并发症，就

是下丘脑、垂体柄、垂体前叶、后叶等损伤

导致的下丘脑垂体前叶靶器官功能障碍，和

下丘脑垂体柄垂体后叶功能障碍的尿崩和电

解质紊乱为代表的系列并发症，如果诊治不

恰当，甚至会导致死亡。尤其是在术后早期

NSICU 阶段尿崩和电解质紊乱的诊断和治疗

非常重要。本文详细概述了神经重症下丘脑

损伤后尿崩和水电解质紊乱的概念、诊断标

准、变化规律、治疗原则。 

 
 
PO-2310 

右美托嘧啶对重度颅脑损伤患者镇静及脑保

护作用的临床研究 
 

张英杰 张立平 孙晓曼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比较右美托嘧啶、咪达唑仑对重度颅脑

损伤患者镇静及脑保护作用。 

方法  重度颅脑损伤患者 65 例，随机分为两

组，右美托嘧啶组（A 组，35 例），咪达唑

仑组（B 组，30 例），比较两组达到镇静目

标时间、机械通气时间、ICU 滞留时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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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后颅内压变化、血 sβ100 蛋白水平和不良

反应。 

结果  两组达到镇静目标时间差异无明显统计

学意义，与咪达唑仑组比较，右美托嘧啶缩

短机械通气时间、ICU 滞留时间，降低颅内

压，血 sβ100 蛋白水平，提高 GCS 评分，但

导致心动过缓例数增多。 

结论  重度颅脑损伤患者可选择右美托咪定镇

静及脑保护治疗，但使用过程中仍需密切监

测生命体征，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 

 
 
PO-2311 

拉氧头孢钠治疗重症颅脑损伤术后感染安全

及疗效分析 
 

木依提 杜鹏 栾新平 苑杨 徐敬轩 张晶晶 杨岩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830028 

 

目的  探讨重症颅脑损伤术后预防性使用拉氧

头孢的安全性和疗效。 

方法  回顾性收集我院神经外科 2010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收住重症颅脑损伤患者 20

0，其中使用拉氧头孢患者为观察组（80

例），使用其他抗生素的患者为对照组（120

例），收集所有患者术后再出血发生率、肺

部感染发生率、颅内感染发生率、是否更换

抗生素、血常规、生化、凝血、血栓弹力图

等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经过统计学分析，术后观察组和对照组

再出血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肺部感

染发生率、颅内感染发生率、是否更换抗生

素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前者明显低

于后者；两组 WBC、NE、PLT、Scr、AL

T、PT、APTT 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术后血栓弹力图 R、MA、LY30

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A

A、ADP 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

1）。 

结论  重症颅脑损伤术后预防性使用拉氧头孢

预防肺部和颅内感染安全性高、疗效明确。 

 
 
PO-2312 

脑脊液异常的脑膜炎后脑积水分流治疗 
 

费力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1508 

 

目的  研究脑脊液异常的脑膜炎后脑积水患者

直接实施脑室-腹腔分流术的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收治的 8 例腰大池脑脊

液异常的脑膜炎后脑积水患者的病例资料，

结合文献报道探讨腰大池脑脊液异常对实施

分流手术的影响。 

结果  8 例患者中，男性 6 例，女性 2 例。术

前所有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和肢体

肌力下降, 已经接受抗生素治疗时间从 16 天

到 4 个月不等。头颅 CT 或 MRI 上表现为不

同程度的进展性脑室扩大伴脑室周围渗出，3

例患者分别伴有脊髓坏死、播散性脊髓炎和

脊髓空洞症；腰大池脑脊液蛋白含量 0.71 g/

L～34.84g/L。5 例（6 人次）患者短期内分

别留取的腰大池和脑室脑脊液样本蛋白含量

（9.55±13.94 g/L Vs 0.27±0.14 g/L）和葡萄

糖浓度（1.99±0.75 mmol/L Vs 2.85±0.63 m

mol/L）存在显著差异；3 例患者先行脑室外

引流术，2～3 周后行脑室-腹腔分流术，其余

5 例患者直接实施脑室-腹腔分流术。 

结论  部分腰大池脑脊液持续异常的脑膜炎后

脑积水患者的脑室脑脊液检查结果可以接近

正常，这些患者的腰大池脑脊液检查结果异

常并不是实施脑室-腹腔分流术的手术禁忌

证。 

 
 
PO-2313 

脑室腹腔及脑室心房分流术后迟发性导管相

关性颅内出血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 
 

王柯 钱州棋 高亮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00 

 

目的  脑积水患者行脑室腹腔或脑室心房分流

术后导管相关性颅内出血在临床工作中并不

少见，是分流管堵塞而致手术失败的常见原

因。术后早期颅内出血可能与手术操作有关

外，迟发性颅内出血的发生可能存在其他机

制，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甚少。分析这

一事件发生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对临

床治疗和预防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2011 年 9 月至 20

15 年 12 月因脑积水在我科进行脑室腹腔或

脑室心房分流手术的病人资料。诊断导管相

关性迟发性颅内出血的需满足如下条件：1.术

后 24h 内头颅 CT 未见颅内出血；2.颅内出血

与导管密切相关，与导管垂直方向的直径≥1c

m；。我们排除了术后早期即发生的导管相关

性颅内出血患者，总结了迟发性颅内出血患

者的临床特征，并运用 SPSS16.0 统计软件

分析了发生这一事件的可能临床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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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入选的 151 例脑室腹腔分流术和 67

例脑室心房分流术患者中分别有 11 例（7.

3%）和 6 例（9.0%）患者发生术后迟发性颅

内出血，总体发生率为 7.8%。其中男性 145

例，女性 73 例，迟发性颅内出血的时间为 4.

9±1.7 天，最短为术后 2 天，最长为术后 8

天，16 例（94.1%）患者经治疗后顺利出

院。17 例患者中有 6 例（35.3%）发生分流

管堵塞，其中 5 例患者进行了再次手术（3 例

患者行分流管调整术，另外 2 例患者先行血

肿清除+脑室外引流术，再行二期分流术），

出院时引流管通畅，复查头颅 CT 无出血；1

例因家属放弃手术而死亡。11 例发生迟发性

颅内出血而未发生堵管的患者接受保守治疗

后顺利出院。 

我们使用单因素统计学比较这 17 例发生迟发

性颅内出血患者与 201 例未发生这一事件患

者的临床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原发病、

既往病史、手术方式和术后发生颅内出血前

的用药情况，结果发现只有术后使用低分子

肝素治疗在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6

例使用依诺肝素治疗的患者中有 4 例发生了

迟发性出血，而术后未使用依诺肝素的 202

人中仅 13 人发生这一事件（25.0% vs 6.

4%，p=0.026），相对危险度 4.8 （95%可

信区间 1.4-17.1）。 

结论  脑积水行脑室腹腔和脑室心房分流术后

导管相关性迟发性颅内出血是一个并不少见

的并发症，但经治疗后绝大多数病人可治

愈。发生这一事件后分流管堵塞率较高，需

进行再手术治疗。术后使用低分子肝素抗凝

治疗可能是迟发性颅内出血的一个危险因

素。 

 
 
PO-2314 

替加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耐药鲍曼

不动杆菌颅内感染临床研究 

 
陈红伟 李小勇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100012 

 

目的  探讨替加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

神经外科术后耐药鲍曼不动杆菌颅内感染的

临床疗效及安全性，为术后颅内感染的治疗

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5 年 4 月

我院脑脊液病神经外科收治的 12 例使用替加

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耐药鲍曼不动

杆菌颅内感染的临床资料，对其临床疗效及

安全性进行评价。  

结果  替加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进行抗感

染治疗 12-62d（平均 39.5d）后，临床总有

效率 66.7%（8/12），病死率 33.3%（4/1

2）；脑脊液（CSF）细菌清除率 83.3%（10

/12）。死亡原因：2 例脑外伤后脑干衰竭，1

例脑实质广泛感染，1 例治疗有效后停药致颅

内感染复发、脑脓肿形成。治疗期间无明显

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在保持 CSF 引流通畅的前提下，替加

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长程治疗能有效清

除 CSF 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疗效明确，具有

良好的安全性。 

 
 
PO-2315 

未伴有昏迷的颞叶钩回疝 
 

陈晓东 夏鹰 

海口市人民医院 570208 

 

目的 探讨未伴有昏迷的颞叶钩回疝的临床特

点、发病机制和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十五年来收治的 29 例发生颞

叶钩回疝时未伴有昏迷患者的临床资料和救

治情况.。其中，女 16 例，男 13 例，年龄 14

-75 岁，平均 38 岁。颅脑损伤 17 例，自发性

脑内血肿 5 例；颅内肿瘤 3 例；大面积脑梗

死 2 例；脑脓肿 1 例；硬膜下脓肿 1 例。全

组患者在病情早期均无双侧瞳孔散大或不等

大，病情加重后出现有一侧瞳孔散大（13 例

左侧，16 例右侧），伴对侧肢体肌力下降；

当时意识未昏迷：呼唤或刺痛下可应答和睁

眼，健侧肢体有自主或定位活动；头颅 CT 或

MR 示颅内占位性病变、中线结构移位明显，

环池、三脑室狭小或闭塞；及时处理后大部

分瞳孔回缩，意识转嗜睡或清醒。 

结果 手术治疗 22 例，其中开颅血肿或病变切

除加去骨瓣减压 13 例、未去骨瓣 4 例，小骨

窗清除血肿加颞肌下减压 2 例，2 例亚急性硬

膜下血肿和 1 例硬膜下脓肿行钻孔引流术；

术后恢复良好 15 例，中残 3 例，重残 2 例，

死亡 2 例。保守治疗 7 例，恢复良好 3 例，

中残 2 例，死亡 2 例。 

结论  1、未伴昏迷的颞叶钩回疝患者临床特

点：（1）好发于伴硬膜下血肿、脑肿胀的对

冲性脑挫裂伤或发生于颞叶、额叶的自发性

血肿、肿瘤，多发生在亚急性期，也可在急

性期；。（2）发生时主要表现：烦躁或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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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意识障碍轻度加深，散大侧瞳孔多有

迟钝光反应、睑下垂，对侧的肢体肌力下

降，部分患者有 Cushing 反应，剧烈头痛与

呕吐不常见。初期常被忽视和误诊。（3）CT

/MR 影像均有中线结构的明显移位，以及环

池、三脑室的狭小或闭塞。（4）早期发现病

情变化、及时手术往往预后良好，创伤 1 周

后发生的迟发性脑肿胀者加强脱水的保守治

疗效果也较好。2、临床上类似情况并不少

见，需加强对此类病症的认识和重视，严密

的病情观察、积极的影像复查和及时的手术

是预后良好的关键。 

 
 
PO-2316 

亚甲蓝排泄试验指导神经外科昏迷患者早期

营养支持的研究 
 

廖圣芳 陈汉民 吴国鑫 张义王 黄国河 余锦刚 

解放军第 180 医院 362000 

 

目的  探讨亚甲蓝排泄试验在指导神经外科昏

迷患者（重型颅脑损伤及重症高血压脑出

血）早期实施合理营养支持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将 2013 年 1 月～2015 年 6 月入院的 1

61 例神经外科昏迷患者作为研究组，将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入院的同类患者 156

例作为对照组。研究组患者于入院第 3、8、

15 天进行亚甲蓝排泄试验，根据患者尿液变

蓝色的时间确定营养支持方式（肠内营养、

肠内营养+肠外营养、肠外营养）；对照组常

规先采用肠内营养支持治疗，15 天后仍不能

耐守肠内营养者改为肠外营养治疗。观察两

组患者体质量、血清白蛋白、前白蛋白及血

红蛋白等营养情况以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3

个月时随访记录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

情况判断疗效。 

结果  治疗前两组体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周后研究组平均体质量（57.1±5.6）kg，对

照组为（53.8±5.4）kg，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5.34，P<0.01）；入院第 14、

21 天研究组的血清白蛋白分别为（33.2±3.

5）、（34.8±3.9）g/L，前白蛋白分别为（1

95.7±15.4）、（224.3±17.8）mg/L，血红蛋

白为（114.2±12.9）、（119.3±13.7）g/L，

对照组分别为（29.3±3.2）、（31.1±3.5）g/

L，（168.7±13.4）、（196.3±15.6）mg/L，

（103.1±12.3）、（107.6±12.9）g/L，研究

组营养状态明显优于对照组（P 均<0.01）；

而并发症明显少于对照组；3 个月后研究组有

效率 90.06%（145/161），对照组 81.41%

（127/1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

7，P<0.05）。 

结论  根据亚甲蓝排泄试验来确定神经外科昏

迷患者患者早期合理营养支持方式，可为患

者合理提供全面营养，增强机体抵抗力，降

低并发症发生率，对改善预后有重要的临床

价值。 

 
 
PO-2317 

TEG 在抗凝抗聚病人围手术期的临床应用 

 
庄顺福 于涛 林瑞生 

福建省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探讨 TEG（血栓弹力试验）在抗凝病人

围手术期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总结分析我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收治的 23 例长期抗凝病人，利用 TEG 结

合血常规，凝血四顶，D2 聚体，分析病人的

凝血因子、纤维蛋白原及血小板的数量及功

能状态，据此相应输注冷沉淀、新鲜冰冻血

浆、血小板等，待凝血功能好转后手术。 

结果  15 例长期口服阿司匹林及 3 例长期口

服波立维病人术前凝血四顶，D2 聚体，血小

板均无明显异常，但 TEG 提示 MA 值下降，

通过停药、输注血小板等治疗纠正后手术，

无术中术后创面渗血，8 例长期华法令病人，

术前凝血四顶，TEG 明显异常，表现为：IN

R 延长，R 值明显延长，通过停药，输注冷沉

淀、新鲜冰冻血浆等治疗纠正后手术，无术

中术后创面渗血。 

结论  对长期口服抗凝抗聚病人围手术期监测

TEG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针对性治疗可避

免术中凝血功能障碍，减少并发症 

 
 
PO-2318 

危重症神经外科患者的镇静、镇痛处理 
 

邵泽亮 

福建省泰宁县医院 354400 

 

目的  总结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的镇静、镇痛

处理经验，探讨镇静、镇痛在神经外科危重

症患者中的治疗作用和意义。 

方法  回顾分析近 3 年来救治的 21 例神经外

科危重症患者的资料（GCS 评分 6-12 分），

所有患者根据头颅 CT 所示证实出血情况分

为：自发性脑出血和脑外伤的重症患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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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手术及非手术).绝大部分患者均在气管插管

或气管切开下呼吸机辅助呼吸情况下使用镇

静、镇痛药。重症患者予以生理盐水 24ml+

咪达唑仑 24mg+枸橼酸舒芬太尼 50mg  4-8

ml 持续泵入，或丙泊酚 40ml 6-12ml 持续泵

入。根据患者烦躁躁动情况调整药物剂量。

另特别烦躁者可在使用呼吸机下加用肌松药

物苯磺酸阿曲库胺。分析镇静、镇痛药物在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中使用的临床资料。 

结果  自发性脑出血 7 例（非手术 2 例，手术

5 例）基底节去血肿、丘脑血肿伴或不伴脑疝

5 例，脑室内出血合并脑室铸型 1 例，枕叶血

肿 1 例。脑外伤性出血（非手术 2 例，手术 1

1 例）广泛性脑挫裂伤、单或双侧的急性硬膜

外、硬膜下血肿合并脑内血肿 10 例，单或双

侧额颞叶脑挫裂伤、脑内、硬膜下血肿 2

例，弥漫性轴索损伤 2 例。自发性脑出血未

发现继发出血，2 例死于并发肺部感染，脑外

伤性再出血 2 例，1 例死于脑疝，1 例死于肝 

肾衰竭，1 例死于肺炎，其余均存活。 

结论  对于 GCS 评分 6-12 分的较烦躁神经重

症患者，再出血发生率高，予以镇静、镇痛

处理后可以降低颅内压，减少因烦躁导致颅

内压增高后的再出血率，使危重症患者度过

危险期，能更有效的抢救危重症患者。对于

GCS 评分 5 分以下患者处于深昏迷状，使用

镇静药物意义不大。 

 
 
PO-2319 

伏立康唑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真菌感染的疗效

及文献复习 

 
董啸 徐锦芳 孙崇然 沈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0171100 

 

目的  中枢神经系统真菌感染属于深部真菌感

染，原发性致病即真菌直接造成人局部或播

散性真菌感染，而机会致病指真菌进入正常

人体内后不致病，但在一定条件下，如手术

后、新生儿、器官移植、长期使用免疫抑制

剂和抗生素激素等，都可导致相应真菌感染

症状。对颅内真菌感染尤其是已形成脑脓肿

的患者，手术切除脓肿是治疗的关键，同时

术后予以抗真菌药物治疗必不可少。本院从 2

005 年至 2015 年共治疗 6 例颅内真菌感染患

者，均获得随访，本文将着重探讨中枢神经

系统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与治疗原则，尤其 

是伏立康唑的疗效与给药方式。 

方法  一般资料：收集我院 2005 年至 2015

年中枢神经系统的真菌感染患者 6 例。男 2

例，女 4 例。年龄 17~66 岁，平均 50 岁。6

例病例中有 2 例为乳突根治术后出现真菌感

染，1 例为经蝶垂体瘤术后，1 例为高血压脑

出血术后，1 例为肺部真菌感染，1 例无基础

疾病。影像学评估：所有患者均行头颅 CT 和

MRI 检查。真菌感染部位有 3 例位于小脑幕

下，1 例位于小脑幕上，1 例位于鞍区，1 例

为真菌性脑膜炎。CT 示病灶中心为低密度，

外有等密度包膜包绕，外周水肿行成。MRI

检查 T1WI 表现低信号，T2WI 表现高信号，

周围有厚薄不均匀的等信号环，增强象示环

行强化。治疗方法：除真菌性脑膜炎患者

外，其余患者均行开颅脓肿切除术，术中切

除部分脓肿壁及肉芽组织送检病理，送吸出

部分脓液送检细菌培养加药敏。术后 4 例患

者使用氟康唑等普通抗真菌药物治疗，2 例患

者使用伏立康唑 400mg ivgtt q12h 治疗 4 周 

后，改口服伏立康唑 2 个月。 

结果  6 例患者中，4 例使用氟康唑抗真菌治

疗的患者中有 3 例最终死亡。2 例使用伏立康

唑抗真菌治疗的患者均痊愈出院。 

讨论  长久以来，两性霉素 B 一直被用作治疗

中枢神经系统的曲霉菌感染的标准用药。但

其对于有严重免疫功能抑制的病人效果不甚

理想。2002 年 Raoul Herbercht 等人发表在

NEJM 上的文章和 2005 年 Stefan Schwartz

等在 Blood 上报道证明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曲

霉菌感染患者，伏立康唑比其他抗真菌药物

有更好的疗效，更能通过血脑屏障进入中枢

神经系统。因此伏康立唑配合神经外科手术

是目前治疗中枢神经系统曲霉菌感染的最佳

方法。 

 
 
PO-2320 

高渗盐水对中重型颅脑创伤患者治疗作用的

研究 
 

杨细平 涂悦 彭定伟 令狐海瑞 张赛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

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

00162 
 

目的  探讨高渗盐水（HS）疗法对中重型颅

脑创伤患者的治疗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方法  对我院 NICU 收治的中重型颅脑创伤患

者 34 例进行前瞻性研究。入选患者随机分为

7.5%HS 治疗组及 3%HS 治疗组。两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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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给予不同浓度的 HS 之外相同的治疗方案，

观察其颅内压下降的情况、凝血纤溶指标的

改变以及预后情况。在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6

h 及 24h 后从静脉分别采集血液样本，淋巴

细胞分离液分离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流

式细胞术检测单核细胞表型偏移。体外培养

人单核细胞系（THP-1）、人 B 淋巴细胞系

（Raji）及人 T 淋巴细胞系（A3），检测 lnc

RNAs 的表达谱，筛选出只在单核细胞表达或

单核细胞优势表达的候选 lncRNAs。RT-qPC

R 检测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候选 lncRNAs

及受其调控的编码基因（TNF-α、IL-6、IL-1

β、TGF-β、TM）的表达。 

结果  7.5%HS 治疗可有效降低中重型颅脑创

伤患者的颅内压，同时并不会破坏患者凝血

功能的平衡。7.5%HS 可明显抑制中重型颅脑

创伤患者 CD14++CD16+促炎亚型单核细胞

的增加，并且可抑制中重型颅脑创伤患者外

周血单核细胞 lncRNA2448-11 和 lncRNA 

1403 的表达并影响其靶基因的转录。 

结论  7.5% HS 可通过 lncRNA2448-11 和 lnc

RNA1403 影响单核细胞表型及细胞因子表达

而降低颅内压，维持中重型 TBI 患者凝血纤

溶系统的平衡及稳态，从而减少继发性脑损

伤。 

 
 
PO-2321 

厚朴复方制剂治疗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基础

研究 
 

李建军 程世翔 张赛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

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

00162 
 

目的  观察厚朴复方制剂治疗抗生素腹泻 SD

大鼠的作用，探讨 AAD 大鼠肠粘膜损伤修复

的机制。 

方法  雄性 SD 大鼠 40 只，随机分为 4 组，

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组、嗜酸乳杆菌治疗

组和厚朴复方制剂治疗组，检测血清二胺氧

化酶和 D-乳酸的含量；检测肠粘膜 SIgA；H

E 染色观察小肠组织切片病理变化；以图像分

析软件 IPP6.0 分析肠黏膜厚度、绒毛高度、

隐窝深度、肠杯状细胞、潘氏细胞以及肠内

分泌细胞变化。 

结果  大鼠使用硫酸庆大霉素和头孢拉定 7

d，导致肠杆菌、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减少低

于正常组（P<0.01）；AAD 大鼠模型组血清

DAO 和 D-乳酸的含量均明显高于正常（P<0.

01），AAD 大鼠肠粘膜 SIgA 水平与正常对

照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使用

厚朴复方制剂和嗜酸乳杆菌治疗后，肠道肠

杆菌、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逐渐增多，菌群

失调得到明显改善（P<0.01）；各组血清 DA

O 和 D-乳酸的含量均较模型组显著降低（P<

0.05）；肠粘膜 SIgA 水平均较模型组显著升

高（P<0.05）。AAD 大鼠在 HE 染色模型组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

5)，嗜酸乳杆菌组和厚朴复方制剂组与正常对

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AAD

大鼠在 PAS 染色模型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有统计学意义（P<0.05），嗜酸乳杆菌组和

厚朴复方制剂组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

义（P<0.05）。AAD 大鼠在 CgA 染色模型组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

5），嗜酸乳杆菌组和厚朴复方制剂组与模型

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厚朴复方制剂和嗜酸乳杆菌可减少 AAD

大鼠肠功能细胞杯状细胞、潘氏细胞、内分

泌细胞的坏死、凋亡、促进新生肠功能细

胞，从而改善大鼠肠粘膜损伤程度，促进肠

粘膜修复，治疗抗生素相关性腹泻。 

 
 
PO-2322 

白藜芦醇在抗急性高原脑水肿中的作用及其

机制 
 

常朋飞 张文成 赵娟 孙世中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

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

00162 
 

目的  研究不同剂量白藜芦醇（resveratrol，

RES）对急性高原脑水肿的保护作用并深入

探讨其分子机制，为抗低氧药物的开发和应

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RES 对照组，RES 急性缺氧组，RES

小剂量组，RES 中剂量组，RES 大剂量组；

RES 组采用不同浓度的白藜芦醇预处理小鼠

1 周，分别将其放入低压氧舱 24 小时，模拟

海拔 8000m 高度、湿度、温度以及 12 小时

白昼；干湿法测定小鼠脑水含量；伊文思蓝

含量法测定小鼠脑组织中伊文思蓝含量；H.E

染色法观察小鼠脑组织形态学变化；采用 We

stern-Blot 法观察小鼠脑组织 ZFP580、VEG

F、occludin 和 NF-κB 表达情况；采用 Real-

TimePCR 技术检测小鼠脑组织 ZFP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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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F、occludin 和 NF-κB mRNA 表达变

化。 

结果  RES 急性缺氧组与 RES 对照组比较脑

水含量及伊文思蓝含量明显增多；RES 预处

理组与 RES 急性缺氧组比较脑水含量及伊文

思蓝含量减少均具有统计学意义。HE 染色可

见急性缺氧组脑神经细胞被破坏。Western-B

lot：急性低压低氧处理后 ZFP580、VEGF 和

NF-κB 蛋白的表达均增加，Occludin 蛋白的

表达降低，白藜芦醇预处理可抑制 ZFP580

和 VEGF 的表达，与急性缺氧组比较具有统

计学意义。Real-timePCR 提示白藜芦醇预处

理可抑制 ZFP580mRNA 和 VEGFmRNA 的

表达，与急性缺氧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RES 可降低缺氧后小鼠脑组织脑水含量

以及 EB 含量，RES 可通过抑制 NF-κB 的表

达下调 ZFP580 的表达抑制 VEGF 及 occludi

n 的表达，从而保护了小鼠脑组织血脑屏障的

完整性。RES 对高原脑水肿具有一定的预防

作用。 

 
 
PO-2323 

重症颅脑疾患经鼻气管内置管吸痰法对呼吸

道感染的影响 

 
李永平 黄燕萍 

兰州军区总院 730050 

 

目的 依据呼吸道的特点，分析气管内留置吸

痰管的可行性及安全性，以利呼吸道通畅，

有效治疗和预防肺部感染。 

方法 对颅脑重症未建立人工气道的 112 例患

者，徒手经鼻气管内留置吸痰管，行吸痰、

给氧、湿化给药、留取痰标本。 

结果 该种方式能彻底清除呼吸道分泌物，减

轻呼吸道频繁吸痰引起的黏膜出血性损伤和

恶心呕吐以及高血压和循环紊乱等心身反

应，明显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发生。 

结论 颅脑重症徒手经鼻气管内留置吸痰管吸

痰的方式，能保证呼吸道的完整性和生理功

能，保持呼吸道通畅，有利于机体的通气和

氧供，明显减少呼吸道感染，为临床抗生素

的合理应用提供依据。 

 
 
PO-2324 

血清降钙素原清除率（PCTc）联合脑脊液乳

酸脱氢酶（LDH）对颅内感染患者预后的临

床研究 

 

刘源 汪永新 王增亮 吉文玉 图柯拜.吐尔托合提 秦虎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目前血清降钙素原（PCT）以其较高的

敏感性及特异性在感染的诊断及治疗，特别

是脓毒血症等全身感染中较为关注，但对于

颅脑感染中研究尚较为缺乏，是否在颅脑感

染中有其特殊规律，能否将其应用于颅脑感

染的监测，需要进一步研究明确。应用研究

血清降钙素原清除率（PCTc）并联合脑脊液

乳酸脱氢酶（LDH）在颅内感染患者的变化

规律义，探讨血清降钙素原清除率（PCTc）

及脑脊液乳酸脱氢酶（LDH）在颅脑感染的

变化规律，研究两组检测数值与颅内感染患

者预后之间的联系，为颅内感染患者治疗提

供指导方法。 

方法  选择 2010 年 11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我

院经手术治疗后发生颅内感染，并最终因颅

内感染严重无法控制死亡 21 例患者，动态测

量血清降钙素原并计算血清降钙素原清除

率，动态测量脑脊液乳酸脱氢酶含量，对所 

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首次 PCT 的检测数值与预后无明确关

系，PCT 清除率在第 3 日即对预后开始有预

测价值，PCT 清除率持续降低提示治疗效果

不佳，预后死亡几率高，并随时间延长，预

测价值增高；脑脊液乳酸脱氢酶含量增高且

下降不显著，患者死亡风险增加。 

结论  根据检测数据分析：（1）PCT 在外周

血液中的检测数值较低，血脑屏障对 PCT 检

测可能存在影响，不能通过检查数值反应实

际颅内感染的程度，与文献报道有相符之

处；（2）相对于呼吸道、肺部等较大表面积

脏器，颅内感染局限于中枢神经系统，血清

检测数值仍处于局部感染范畴；（3）目前关

于 PCT 对感染严重程度的分级均基于脓毒血

症的研究结果，对于颅内感染有可能存在未

尽了解的规律；（4）动态测量脑脊液乳酸脱

氢酶含量，其数值持续增高且下降不显著，

患者死亡风险增加；（5）检测血清 PCT 并

联合脑脊液乳酸脱氢酶的动态变化能够有效

预测颅内感染的治疗有效性及预后。 

 
 
PO-2325 

目标导向性超声在神经危重症患者中的诊断

价值研究 
 

李敏 田博 郭少春 满明昊 郭为 李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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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探究床旁目标导向性超声技术对于颅脑

创伤，脑出血，脑梗死等神经危重症患者颅

内高压，脑血管痉挛，颅内再出血的诊断价

值。 

方法 针对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

因颅脑创伤，脑出血，脑梗死原因入住唐都

医院神经外科 ICU 的急性脑损伤患者，常规

每日行床旁经颅多普勒超声监测，记录颅内

各组织形态，测量大脑前动脉，中动脉，后

动脉脑血流频谱，得到各条动脉血流峰值流

速，谷值流速，平均流速，搏动指数。评估

颅内压力，脑血管痉挛，脑充血等颅内病理

机制，该研究由参加中国目标导向性超声培

训并考核通过的两名医师完成。 

结果 该研究总共收集到 128 名急性脑损伤患

者，中位数年龄 44 岁(34,54)，38%为女性，

中位数 APACHE II 评分 22（17,25），全身

多发伤 10 例(7.8%)，接受去骨瓣减压手术 11

5 人（89.8%）。其中床旁目标导向性超声对

术后硬膜下出血及硬膜外出血的诊断敏感性 8

3%，特异性 100%，迟发性颅内出血诊断敏

感性 95.6%，特异性 90.3%，脑血管痉挛的

诊断敏感性 88.9%，特异性 85.7%，对颅内

高压的诊断敏感性 90.3%，特异性 90.1%。 

结论 神经危重症患者颅内伤情复杂，由于不

适合搬动病人，因此传统监测技术如 CT, MR

I,DSA 使用受到大大限制。因此床旁目标导向

性超声技术对于监测神经危重症病人颅内病

变是一个无创，实时，便捷，低廉的筛查工

具，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PO-2326 

重视血气分析在小儿颅底占位术后重症监护

的作用 

 
曹云星 杨林 张晓青 吴晓颖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神经外科 400037 

 

目的 探讨血气分析在小儿颅底占位术后救治

过程的作用。 

方法 小儿颅底占位术后容易发生严重的术后

并发症，本研究回顾 26 例儿童颅底占位术后

重症治疗过程，分析治疗过程中检测血气分

析的时机，以及依据血气分析指导临床治疗

过程。 

结果  对 26 例颅底疾病的患者实施开颅手

术，包括：颅咽管瘤 12 例，拉克氏囊肿 4

例，生殖细胞瘤 6 例，ACTH 腺瘤 2 例，原

发性空蝶鞍 1 例，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

瘤 1 例。其中经鼻鞍区占位 18 例开颅手术 8

例。18 例痊愈出院，3 例轻度后遗症（颅内

感染 2 例），1 例严重后遗症，1 例死亡。 合

理应用血气分析可明显改善患者预后，降低

患者重症监护室治疗时间和治疗费用 

结论 血气分析在儿童颅底占位术后重症管理

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及时复查血气

分析并应用于临床，指导临床治疗，可明显

降低小儿颅底占位术后的致死和致残率。 

 
 
PO-2327 

实验性猪颅脑枪弹伤的损伤控制外科 

 
鲁虎臣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本实验旨在运用损伤控制外科对颅脑枪

弹伤（Cranioencephalic gunshot wounds，

CGWS）实施早期干预，完善神经外科医生

在当前和未来战场对颅脑枪弹伤的早期急救

和后送过程救治指导。 

方法  本地健康杂种猪 25 只，麻醉后行气管

切开、膀胱造瘘、颈动、静脉插管供连续监

测血流动力学变化。动物枪击后 60 分钟给予

双侧去大骨瓣减压、硬脑膜放射状剪开，大

块人工硬脑膜覆盖不予缝合，头皮仅用无菌

敷料覆盖包扎。应用“小容量复苏”成功改进了

贯通性颅脑火器伤后动物存活时间短、无法

继续深入研究的弊端，弹着点准确，伤道一

致性好有利于今后进行更为深入的病理、生

理变化和临床救治研究。 

结果  本实验采用近距离射击，模拟了 NATO 

M16 系列制式步枪弹 800m 处的同等落弹速

度和致伤能量的损伤效果。至模型建立完成

时（枪击后 3 小时）1 只动物死亡，死亡率为

5%。其余实验猪生命体征尚稳定。满足了院

前急救和快速后送的时间要求。动物尸体解

剖证明实验动物死亡原因为麻醉不充分致使

射击偏离预设弹道，靠近脑干致使其枪伤后

数分钟死亡。 

结论  CGWS 后行损伤控制干预：早期控制颅 

降压、快速扩容，维护了多脏器功能、减轻

酸中毒、改善凝血功能、提供了颅脑火器性

贯通伤的生存率。更为成功改进和再现了战

场 CGWS 伤后机体病理生理变化。使 CGW

S 动物实验进一步接近了重度损伤后的生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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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为今后对 CGWS 更为深入的生理病理变

化研究以及伤后损伤控制外科研究奠定基

础。 

 
 
PO-2328 

破裂脑动脉瘤不同时机夹闭术后的颅内压变

化及临床意义 
 

方文华 康德智 蔡嘉伟 林元相 余良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研究发病后不同时机行夹闭手术的破裂

脑动脉瘤患者术后颅内压（ICP）的变化特点

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对满足纳入和排除标准的成人破裂脑动

脉瘤患者行经翼点锁孔开颅夹闭手术，同时

置入颅内压传感器。术后行持续 ICP 监测及

以 ICP 为导向的综合治疗。按手术时间将病

人分为早期手术组（发病≤3 天）和非早期手

术（发病 4~21 天）组，分析两组术后 ICP 变

化规律。以发病后 1 个月死亡率和 6 个月 mR

S 评分评价患者预后。  

结果  共纳入 81 例。早期手术组总体 ICP 平

均值为（16.3±4.4）mmHg，非早期手术组为

（13.8±4.5）mmHg，两组均低于 20mmH

g。早期手术组术后 ICP 先增高后下降，在术

后第 5 天时达最高峰；非早期术后 ICP 增高

幅度较小且在术后第 2 天达高峰，之后缓慢

下降。早期手术组预后良好（mRS≤3 分）率

84.5%，预后不良（mRS 4～5 分或死亡）率

15.5%，非早期手术组预后良好率 69.6%，

预后不良率 30.4%。  

结论  早期手术与非早期手术的破裂脑动脉瘤

患者术后 ICP 均呈先增高后下降的趋势，且

早期手术者增高幅度较大，且持续时间较

长。两组患者术后的 ICP 增高均可通过综合

治疗得到良好控制。  

 
 
PO-2329 

iMRI 指导立体定向手术治疗脑出血 
 

王增光 杨卫东 陈旨娟 岳树源 张建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高血压脑出血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

高、死亡率高的特点。立体定向脑内血肿抽

吸引流术以局麻下操作简单、定位精准、手

术微创、疗效显著等优点成为治疗高血压脑

出血的有效手段。我科借助高场强术中 MRI

对脑出血患者扫描定位，进而行立体定向脑

内血肿抽吸引流术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本文

旨在探讨高场强术中磁共振（iMRI）在立体

定向脑内血肿抽吸引流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我科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

应用高场强（1.5T）iMRI 引导立体定向手术

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 53 例，均取得了满意的

临床效果。术前对 53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行

常规 MRI 及弥散张量成像（DTI）扫描，运

用软件重建皮质脊髓束（CST），分析 CST

与血肿三维关系并制定手术方案。行计算机

辅助立体定向脑内血肿抽吸引流手术，适时

在术中行 MRI 扫描，根据血肿清除程度，结

束手术或者更新手术计划后继续清除。术后 3

周复查常规 MRI 及 DTI，对比分析患者手术

前后 CST 完整性。  

结果  所有患者全部存活，无严重的手术并发

症，运动功能、CST 完整性较术前均有不同

程度改善。患侧肢体肌力从术前 0～1 级增加

到 1～2 级，CST 完整性术前由 0～2 级提升

到 1～3 级。术后 3 周，患侧肢体肌力增加到

2～4 级，CST 完整性提升到 2～3 级。53 例

患者随访 6～12 个月（平均 10.7 个月），按

ADL 评估，1～2 级 39 例，3 级 11 例，4 级

者 3 例。  

结论  重建 CST 并三维显示 CST、血肿与周

围重要组织毗邻关系，既能辅助制定最优手

术路径，也能评估患者预后。高场强 iMRI 可

在手术全程监控颅内状况，提高血肿清除

率，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本研究样本例

数有限，其应用价值还需要大规模、多中

心、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验证。随着研究的

不断深入，高场强 iMRI 在立体定向脑内血肿

抽吸引流术中的临床应用将会得到广泛认可

和推广。 

   
 
PO-2330 
The correlation of complete blood count 
and liver kidney functions with the length
 of ICU stay in neurosurgery intensive car
e unit(NICU):a retrospective study. 
 

刘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观察神经重症患者肝肾功及血常规检测

结果随 ICU 住院时间变化特点并探讨其意

义。 

方法  纳入 2012 年 1 月 1 日到 2015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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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我院神经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时间 30 天以上

的患者 328 例,采集患者入住 ICU 第 1、7、1

4、21 日（此四个时间点无相关结果者排除）

的肝肾功能及血常规检查结果，与住院时间

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其中总胆红素（R=-0.339、P<0.00

1）、直接胆红素（R= -0.264、P<0.001）、

间接胆红素（R= -0.365、P<0.001）、AST/

ALT（R=-0.310、P<0.001）、肌酐（R= -0.

346、P<0.001）、尿酸（R= -0.167、P<0.0

01）、高密度脂蛋白（R= -0.205、P<0.00

1）、肌酸激酶（R= -0.150、P=0.004）、红

细胞计数（R=-0.233、P<0.001）、血红蛋白

（R= -0.279、P<0.001）、红细胞压积（R=-

0.216、P<0.001）、平均红细胞 HGB 含量

（R= -0.137、P<0.001）、平均红细胞 HGB

浓度（R= -0.364、P<0.001）均与 ICU 住院

时间呈负相关；丙氨酸氨基转移酶（R=0.26

5、P<0.001）、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R=0.

127、P<0.001）、总蛋白（R=0.256、P<0.0

01）、白蛋白（R=0.252、P<0.001）、球蛋

白（R=0.182、P<0.001）、尿素（R=0.12

7、P=0.014）、血清胱抑素 C 测定（R=0.13

4、P=0.009）、碱性磷酸酶（R=0.353、P<

0.001）、谷氨酰转肽酶（R=0.269、P<0.00

1）、乳酸脱氢酶（R=0.130、P=0.012）、

羟丁酸脱氢酶（R=0.157、P=0.002）、平均

红细胞体积（R=0.171、P=0.001）均与 ICU

住院时间呈正相关。 

结论  神经重症患者由于病情和药物的使用 IC

U 住院期间肝脏、肾脏及血液系统相关指标

会随着住院时间的延长而变化， 且增加医疗

费用，建议神经重症患者 ICU 住院期间注意

保护各个脏器功能并维持血流动力学相对稳

定。 

 
 
PO-2331 

神经外科护士对体位护理认知程度的调查分

析与研究 
 

王宗慧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调查研究某医院神经外科护士对体位护

理认知的现状，分析产生认知差异的原因，

为培养高素质护理人才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通过方便抽样法抽取神经外科护士作为

调查对象，采用自编的神经外科体位护理认

知度调查表进行调查。 

结果 神经外科护士对体位护理的认知度普遍

偏高；经比较，不同学历层次对体位护理条

目中的床头抬高 30-60°、重型颅脑疾患呼吸

道体位、睡眠体位的认知度有差异(P＜O．0

5)，而年资对其无显著差异。 

结论 神经外科护士对体位护理的认知程度较

高，学历层次对体位护理的认知度有统计学

意义。  

 
 
PO-2332 

颅脑微创术后颅内感染易感因素及耐药性的

分析 

 
张成 王廉 于建博 钱宝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154002 

 

目的 对实施颅脑微创手术后发生颅内感染患

者的感染因素以及耐药性进行调查分析，为

抗生素的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0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期间在我

院实施颅脑微创手术后发生颅内感染患者 50

例。分析各种可能的导致感染的因素，细菌

培养患者的脑脊液，然后进行药敏鉴定，分

析其耐药性。 

结果 患者实施颅脑微创手术后发生颅内感染

的相关因素包括手术时间的选择、置管的时

间选择、再次手术时间以及实施的手术类型

选择等。患者的脑脊液培养结果均呈阳性，

临床鉴定发现革兰阳性菌 31 例（62.0%），

革兰阴性菌 19 例（38.0%）。 

结论 患者在临床上出现颅内感染由多种因素

引起，在确诊后应积极治疗，以药敏检查的

结果作为依据进行调整抗生素的使用，尽早

控制患者的病情，使用抗生素时应选择以应

对革兰阳性细菌为主，配合应对革兰阴性细

菌联合用药。 

 
 
PO-2333 

脑干出血治疗策略（附 103 例病人临床分

析） 
 

熊剑 梁国标 梁勇 范涤 王莹 杨佳明 王潇亮 许峰 陶英

群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5 

 

目的  探讨脑干出血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的

治疗策略和预后，评估气管切开术和呼吸机

辅助呼吸在脑干出血的时机和利弊。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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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沈阳军区总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 103

例脑干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不同治疗

措施的疗效。其中男 89 例、女 15 例，年龄

最小 25 岁，最大 87 岁，平均年龄 50 岁。手

术治疗 44 例（其中 16 例行血肿清除，28 例

行侧脑室钻孔引流）。非手术治疗 59 例。行

气管切开 70 例，均采用经皮穿刺气管切开

术。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 40 例。根据病人呼

吸状况、血气结果采用不同的呼吸模式。 

结果  临床治愈 21 例，好转 35 例，植物生存

28 例，死亡 19 例。 

结论  根据脑干出血部位、出血量分别采用不

同治疗措施，有利于降低病人死亡率、改善

预后。出血量小于 5ml 以下的可采用保守治

疗；出血量在 5 到 10ml 间的可采用立体定向

抽吸血肿；出血量大于 10ml 的可手术清除血

肿，但死亡率仍很高。早期气管切开、及时

机械通气为脑干出血的重要手段。 

 
 
PO-2334 

癫痫持续状态的治疗策略（附 10 例病例报

告） 

 
熊剑 梁国标 袁冠前 范涤 林军 王潇亮 梁勇 谭俊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5 

 

目的  探讨癫痫持续状态病人的治疗策略，分

析癫痫持续状态重症病人的急诊处理措施，

提出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病人急性期后手术

时机的选择。 

方法  通过回顾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收

治的 10 例癫痫持续状态患者的治疗过程，分

析癫痫持续状态病人的病因、治疗措施及预

后，比较不同类型癫痫持续状态病人的治疗

措施及疗效。其中男 8 例、女 2 例，年龄最

小 19 岁，最大 62 岁，平均年龄 41 岁。其中

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 7 例，非惊厥性癫痫持

续状态 3 例。治疗措施包括苯二氮卓类药静

脉注射急诊处理、丙戊酸钠静脉泵入维持、

必要时给予丙泊酚静脉泵入。根据病人情况

及时行气管插管、气管切开、机械通气等。1

0 例病人中 9 例采用上述保守治疗，1 例在急

性期缓解后行右额癫痫灶切除术。 

结果  本组治愈 4 例，好转 4 例，死亡２例。 

结论  癫痫持续状态是常见的神经重症之一，

绝大部分病人可通过及时有效的抗癫痫等急

诊处理得到缓解。有明确癫痫病灶的病人， 

及时手术切除癫痫病灶为重要手段之一。  

 
 
PO-2335 

血乳酸水平动态监测在 NICU 患者中的应用

价值 
 

闫改军 王敏 宋晓雪 孙世中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00162 

 

目的 探讨血乳酸水平动态监测在神经危重症

监护病房（NICU）患者中的应用价值及其与

NICU 患者预后的关系，为临床治疗提供指

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 NICU 收治的 300 例危重

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预后分为存活

组（183 例）和死亡组（117 例）。观察两组

患者入住 0h、6h、24h、48h、72h、96h、1

20h、144h 及 168h 的血乳酸水平、乳酸清除

率、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估 II（APA

CHEII）评分，分析乳酸清除率与神经危重症

患者预后的关系。 

结果 存活组患者 0、6、24h 的血乳酸水平、

乳酸清除率及 APACHEII 评分与死亡组患者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P<0.01）;24h APACH

EII 评分与血乳酸水平（0、6、24h）呈正相

关，与乳酸清除率（0、6、24h）呈负相关

（P<0.05）;高乳酸清除率组患者的死亡率显

著低于低乳酸清除率组（P<0.05）。 

结论 动态监测血乳酸水平是临床判断神经危

重症患者病情恶化程度及预后情况的有效指

标。 

 
 
PO-2336 

动脉瘤蛛网膜下腔出血高钠和低钠的预后意

义 
 

梁勇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分析 143 例动脉瘤破裂蛛网膜下腔出血

患者的血清钠水平，分别观察其在入院时，

第 5、10 天血钠浓度，分析高钠和低钠血症

对脑血管痉挛和临床预后的影响。 

结果  16 例出现高钠血症（11.1%），50 例

出现低钠血症（34.9%），高钠血症和预后不

良有明显关系（P 小于 0.05），而低钠血症

和预后无明显关系（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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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血清钠的改变对动脉瘤蛛网膜下腔出

血（SAH）患者预后的影响还未完全确定，

但充分认识高钠和低钠血症的影响还未完全

确定，但充分认识高钠和低钠血症对预后的

影响价值，可以加强对 SAH 患者的重症监护

和积极地调整措施。本研究着重探讨动脉瘤

SAH 患者高钠和低钠学症的发生率及对脑血

管痉挛的危险性和预后影响。 

1 临床资料 

1.1 病例 我科从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

份的动脉瘤破裂 SAH 患者 143 例，入院时年

龄均＞18 岁，均经 CT 或腰穿证实为 SAH，

全脑血管造影确诊为动脉瘤，均排除创伤性

动脉瘤及伴有严重神经或精神疾病患者，排

除严重的心脏疾患包块心肌梗死、心率失

常、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难以控制的高血

压患者，孕妇和哺乳期患者。 

1.2 高钠血症、低钠血症、脑血管痉挛、预后

的定义 

血清钠水平在入院时、第 3、6、9 天测定，

血清钠浓度＞145mmol/L 为高钠血症，＜135

mmol/L 为低钠血症。早期高钠血症为入院时

第 3 天，晚期高钠血症为入院后第 6、9 天。

早，晚期低钠血症的定义同为高钠血症。预

后判定标准按 GOS 预后评分，预后不良分为

死亡、植物状态、严重伤残。 

1.3 统计学处理 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数

据、CT 和 DSA 用方差分析和 x2 检验，高

（低）钠血症和预后的关系用 Logistic 回归分

析（SPSS8.0） 

1.4 结果  本组 142 例中，16 例出现高钠血

症，其中早期 6 例，晚期 10 例；50 例出现

低钠血症，其中早期 21 例，晚期 29 例，其

入院时的临床和实验室检查见表 1。由表 1 可

见，高钠血症组的 GCS 评分较正常血钠组和

低钠血组低，有高血压、病史者较正常血钠

组和低血钠组多. 

 
 
PO-2337 

一千余例神经外科择期手术感染分析 
 

朱宏伟 刘希尧 王占祥 谭国伟 马永会 肖德勇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3 

 

目的  手术相关感染是神经外科择期手术后一

种严重并发症，需要及时诊断剂处理，其结

局直接影响手术效果。本文主要报告我院神

经外科 7 年来择期手术相关感染率的改变以

及高危因素分析。  

方法  从 2008-2014 年度，对 1033 例神经外

科择期手术病例进行回顾性研究，其中包括

脑肿瘤肿瘤手术 526 例（占 51%），脑积水

分流术 145 例（占 14%），功能神经外科疾

病手术 186 例（占 18%），脊髓疾病手术 10

3 例（占 10%），颅骨修补手术 73 例（占

7%）。2011 年 1 月之前手术病例采用术后

预防感染，之后采用术前术中预防感染，对

抗生素使用不同时机的感染率进行对比；分

别对各病种手术感染率进行分析；以及对神

经外科择期手术感染的高危因素进行统计研

究。  

结果  1033 例病人共发生 33 例病人（3.19

 %），40 例次的术后切口相关感染。20 例次

为切口感染(1.94%)，20 例次为颅内/椎管内

感染(1.94%)，其中 15 例为颅内感染，5 例为

椎管内感染。自 2011 年开始术中预防性使用

抗生素以来，2011-2014 年度手术相关感染

率较 2008-2010 年度感染率下降 56.4%，具

有显著性差异(P<0.01)。术后感染发生率最高

的病种是颅骨修补(6.85%)，其次为脊髓脊柱

疾病(6.80%)和脑室腹腔分流手术(5.52%)。

最常见的感染致病菌是葡萄球菌(占 27.5%)。

异物植入、手术时间大于 4 小时以及脑脊液

漏分别是感染的高危因素(P<0.05)。共分离出

菌株 38 例，其中革兰氏阳性菌 20 例，金葡

8 例，表葡 11 例，溶血葡萄球菌 1 例，革兰

氏阴性杆菌 17 例，其中大肠埃希菌 3 例，鲍

曼不动杆菌 2 例，肺炎克雷伯菌 10 例，阴沟

肠杆菌 1 例，屎肠球菌 1 例，真菌 1 例。  

结论  术前预防性使用抗生素能够降低神经外

科择期手术感染率；避免异物植入、缩短手

术时间以及控制脑脊液漏发生率能够有效降

低术后感染率。  

 
 
PO-2338 

鲍曼不动杆菌致颅内感染的治疗 
 

杨林 曹云星 张晓青 吕胜青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400037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耐药鲍曼不动杆

菌颅内感染的治疗方案。 

方法  对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神经外科

重症监护病房（NSICU）收治的鲍曼不动杆

菌颅内感染 11 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包括一般情况、原发疾病、感染部位、

感染原因、颅外伴发感染、药物敏感性及治

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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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1 例均为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脑膜

炎 3 例，脑室炎 8 例；感染原因：脑脊液切

口漏 3 例，脑室外引流 3 例，血流感染逆行 2

例，腰大池引流 3 例；伴发肺部鲍曼不动杆

菌感染 3 例；多重耐药（MDRAB）2 例，泛

耐药（XDRAB）9 例；治愈率 61．5％，病

死率 38．5％，其中 MDRAB 治愈率 10

0％，XDRAB 病死率 55．6％。 

结论  神经外科 ICU 耐药鲍曼不动杆菌颅内感

染病死率高，切口脑脊液漏和脑室外引流是

主要的感染原因，脑脊液引流通畅，敏感抗

生素鞘内注射和合理选择抗生素是成功治愈

的关键，MDRAB 基于美罗培南的联合治疗和

XDRAB 基于多粘菌素或替加环素的治疗能提

高治愈率。 

 
 
PO-2339 

神经外科术后感染流行病学调查 
 

于明琨 

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分析神经外科手术后患者的感染及诊治

情况，探讨神经外科术后患者感染的相关危

险因素，为临床诊治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方法  选取长征医院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

月间收治的 215 例神经外科术后感染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

对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手术及感染情况进

行调查，分析神经外科手术患者术后感染的

危险因素。 

结果  呼吸系统感染 84 例占 39.1%；颅内感

染 89 例，41.4%；泌尿系 15 例，7%。感染

发生在术后 6 天左右；在分离出来的病原菌

中，G+细菌 28 例占 13%；G- 63 例，29.

3%；培养阴性 70 例，32.6%；未做培养 52

例，24.2%；真菌 2 例，0.9%。G+与 G-比较

在手术时机选择，脑脊液漏，机械通气，感

染部位，初始治疗与药敏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颅内感染和呼吸道感染是我院神经外科

手术患者术后主要的感染类型；感染发生在

术后平均为 6 天左右；以革兰阴性菌感染为

主；侵袭性操作的机械性损伤；不同部位菌

群分布的差异，血脑屏障的保护作用减弱，

加之抗菌药物的不合理应用，可能导致了细

菌感染的差异。 

 
 
 

PO-2340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再次重返 ICU 影响因素分

析 
 

马丹 郭小叶 樊毅 李媛媛 史营佳 吕欣欣 

西安交大一附院 710061 

 

目的  对再次重返神外 ICU 患者进行原因分析

讨论并提出相应的护理对策，以提高临床护

理质量，减少患者重返 ICU 的几率。 

方法  通过对我科 2011 年-2015 年重返 ICU

患者进行资料收集。 

结果  再次重返 ICU 患者的原因是：1、交接

班不到位：患者转出 ICU 与病房交接简单。

本组有 4 例患者因误吸重返 ICU，3 例患者因

带入管道处于夹毕状态，护士未及时发现，

造成患者突发病情变化重返 ICU；2、护理人

员配备不足，病情观察不及时：患者转出 IC

U 时是转危为安的恢复初期，随时可能有病

情突变，本组有 3 例患者因病情变化未及时

发现导致再出血重返 ICU；3、气道管理不

当，临床操作技能有待提高：本组有 16 例患

者因气道管理不当，重返 ICU 后痰鸣音明

显，从气道可吸出大量的黏稠痰液，查看护

理记录，病房护士已作了吸痰处理，但效果

不好，这可能与护理操作技能的熟练程度有

关；4、液体管理不到位：在神经外科因频繁

使用脱水剂及患者摄入量不足，会引起电解

质紊乱。本组有 13 例患者因电解质紊乱重返

ICU；5、患者术后出现并发症：本组有 20 例

患者出现感染（肺部感染 16 例，颅内感染 4

例），6 例患者出现癫痫，3 例患者出现再出

血；6、 护理健康宣教缺乏，导致转科后家属

依从性差：本组有 3 例患者家属在喂食过程

中不了解胃肠营养的体位与速度的相关要求

而导致患者食物反流误吸重返 ICU。 

结论  应做好以下护理措施：1、强化护理人

员交接班意识，规范交接班制度；2、加强低

年资护士的规范化培训；3、相互督促及时观

察病情变化，做好气道管理；4、做好医护沟

通，合理液体管理；5、做好并发症的预防及

处理工作；6、加强护理健康宣教，提高患者

家属的依从性。 

 
 
PO-2341 

液体管理对重、特重型颅脑伤的预见性护理

效果评价 
 

黄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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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通过对重、特重型颅脑伤的液体管理，

预见性地发现液体循环灌流失衡所导致的急

性肾功能衰竭、急性肺损伤（湿肺）等多种

并发症。  

方法  对神经外科重、特重型颅脑伤、且 GC

S 评分﹤8 分的住院患者 75 例，遵循随机抽

样的原则，分常规组 35 例与管理组 40 例，

两组患者对 20%甘露醇、抗生素以及按药物

说明书执行输注规范外，其他液体和肠内营

养液，常规组按工作流程输入患者体内，尿

量记录在危重病人护理记录单上，而管理组

每小时观察患者的液体入量和尿量，比对尿

的颜色、痰液的颜色和性质、肺部听诊湿罗

音等方法，根据评估结果调节患者的输液速

度和肠内营养液的量，始终保持输入液量多

于尿量 20-30ml/h,于次日晨 7:00 评估记录 24

h 出入液量，并观察患者有无休克、急性肾衰

竭、急性肺损伤的早期症状及尿和肾功能的

变化。  

结果  患者在病情危重期间，常规组发生因组 

织灌注不足，2 人休克，5 人肌酐、尿素升

高；因液体量过多、输注过快，7 人诱发和加

重急性肺损伤（创伤性湿肺），而管理组无

休克和肾衰的发生，3 人发生急性肺损伤，经

统计学软件 SPSS17.0 对比分析，P﹤0.05，

常规组与管理组有显著差异。  

结论  科学合理地控制静脉输液速度和肠内营

养液量，能早期发现重、特重型颅脑伤因体

液循环灌流失衡所导致的多种并发症，并且

能有效降低伤残率、提高生存质量，从而促

进患者的康复，更能体现护理人员在危重症

患者护理工作中的预见性思维和护士的价

值。  

 
 
PO-2342 

右美托咪定治疗脑损伤后间脑发作的经验和

体会 
 

毛青 高国一 冯军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研究右美托咪定对脑损伤后合并间脑发

作的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 2013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收治的共 1

2 例神经重症合并间脑发作患者的临床资料，

对间脑发作的原因，临床症状，治疗经过和

结果进行研究。 

结果  本组患者包括 6 例重型颅脑外伤，5 例

脑出血，1 例丘脑胶质瘤，年龄 16-76 岁，男

性 9 例，女性 3 例，所有患者都发生过 1-4

次以发作性的血压升高至 180mmHg 以上，

心率加快至 140 次/分以上，呼吸急促至 40

次/分以上，体温急剧升高至 39.5℃以上，大

汗淋漓等间脑发作症候群，治疗方法为右美

托咪定 0.5~1.0ug/kg 团注(不少于 10 分钟）

＋0.4~0.7ug/kg/小时静脉泵入并维持 24h 至

一周，所有患者均在首次用药后 15 分钟内缓

解症状，其中 8 例未再复发，治疗后发作次

数最多的为 4 次，本组有 2 例分别死于应激

性溃疡和胶质瘤导致的脑疝，其余患者预后

良好。 

结论  重型颅脑创伤和自发性脑出血或丘脑占

位患者出现间脑发作的并非罕见，右美托咪

定静脉注射能迅速有效地缓解心率加速，血

压升高，呼吸急促，高热，大汗淋漓等症

状，并能减少复发次数，部分患者经治后可

获得治愈。 

 
 
PO-2343 

颅脑术后颅内感染临床分析  
 

刘小刚 刘小刚 钟波 袁训辉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262500 

 

目的 探讨颅脑手术后颅内感染的原因与防治

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至 2015 年于潍坊市

益都中心医院神经外科手术后发生颅内感染 3

4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导致感染的各项可

能因素、预防及治疗措施进行分析。 

结果 多种因素与颅内感染的发生有关。如无

菌操作不严格、手术操作时间过长、引流管

放置时间过长、引流管护理不当、不正确的

脑室注药、切口脑脊液漏处理不当，开放性

颅脑损伤等，均为重要方面。 

结论  应严格的无菌操作，尽量缩短手术时

间，严密缝合硬脑膜防止脑脊液漏，严格掌

握脑室外引流时间，尽可能减少颅脑术后患

者各种引流管的放置以及留置时间等，可以

减少颅脑术后颅内感染的发生，在全身使用

大量有效抗生素的同时行鞘内或脑室内注药

可获得满意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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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44 

神经外科 ICU 中右美托咪定镇静使用剂量的

探讨 
 

贺维祯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索右美托咪定在神经外科 ICU 病房中

的适宜使用剂量。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11~ 2016-04 神经外科

手术术后使用右美托咪定 90 例患者，年龄 1

8-75 岁，随机分三组,各组 30 例，A 组给予

负荷量 1μg/kg.h 右美托咪定、C 组给予负荷

量 0. 75μg/kg.h 右美托咪定、D 组给予负荷

量 0. 5μg/kg.h 右美托咪定, 三组患者手术后

回到监护病房均持续静注 15min 后, 随即给予

维持量 0.2-0.7μg/kg.h 泵注。记录各组患者平

均动脉压、心率、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的

变化以及患者清醒后恶心、呕吐的发生率同

时记录 Ramsay 和 SAS 评分。 

结果  与 C 组比较 A 组患者的心率、平均动脉

压、呼吸频率变化较大; 与 C 组比较 D 组患

者的心率、平均动脉压、呼吸频率逐渐趋于

正常, D 组患者的心率、平均动脉压、呼吸频

率未有明显变化。三组患者的血氧饱和度一

直未出现明显变化。从 Ram say 和 SAS 评

分来看: 负荷量时, 第 A、C 组镇静程度与 D

组的比较 P<0.05, 有统计学意义, 在 SAS 评

分中 A 镇静程度优于 C 组 P<0.05; 维持量时, 

C 镇静程度优于其它两组 P<0.05。 

结论  0.75μ/kg.h 右美托咪定的持续泵注具有

较好的镇静作用;1μ/kg.h 右美托咪定可使患者

镇静程度变深; 各剂量组右美托咪定对术后患

者血氧饱和度无影响 ;均无明显呼吸抑制作

用。未见患者明显恶心呕吐、 右美托咪定对

术后躁动的神经外科手术镇静镇痛作用完

全，可使神经外科手术后患者平均动脉压、

心率、呼吸频率呈剂量依赖性的降低。 

 
 
PO-2345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在原发性颅脑损伤中的

应用研究 
 

廖勇仕 段永红 周宇翔 梁日初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21001 

 

目的 研究探讨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技术在原

发性颅脑损伤（PCI）患者临床诊疗中的应用

价值。 

方法 分析 30 名不同程度 PCI 患者临床病例

资料，根据 GCS 评分分为轻型、中型、重型

三组作为实验组，征集 20 名正常志愿者作为

对照组，对所有患者及志愿者进行头颅 MRI

及 DTI 检查，同时弥漫性轴索损伤患者还接

受常规头颅 CT 检查，采集 DTI 数据，制作各

向异性（FA）图，测量胼胝体膝部、胼胝体

压部、内囊、上纵束各向异性（FA）值，对

实验组 FA 值与对照组 FA 值进行差异性分析

并对实验组 FA 值与患者急性期 GCS 评分进

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对照组中各志愿者双侧半球相同部位

大脑白质纤维 FA 值无显著性差异，志愿者大

脑白质纤维不同解剖部位 FA 值存在显著性差

异，呈现出从胼胝体压部—胼胝体膝部—内

囊—上纵束逐渐降低的趋势。2.实验组颅脑损

伤患者胼胝体压部、上纵束双侧半球间对

比，其 FA 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双侧半球

间胼胝体膝部、内囊部位 FA 值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3.轻型颅脑损伤组各部位 FA 值与对照

组相应部位 FA 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中型颅脑损伤组中，左侧胼胝体压部、左侧

胼胝体膝部、左侧上纵束 FA 值较对照组双侧

大脑半球相同解剖位置 FA 值均下降，其差异

存在统计学意义，余测量部位 FA 值较对照组

双侧大脑半球相同解剖位置 FA 值无统计学差

异。重型颅脑损伤组中双侧胼胝体压部，双

侧胼胝体膝部、左侧内囊、左侧上纵束区域 F

A 值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右

侧内囊、右侧上纵束区域 FA 值较对照组双侧

大脑半球相同解剖位置 FA 值无统计学差异。

4.轻、中型颅脑损伤患者大脑白质纤维各部位

两次检查 FA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重型颅脑

外伤组中，双侧胼胝体压部，左侧胼胝体膝

部，左侧内囊，左侧上纵束第二次复查 FA 值

低于第一次检查时所测量 FA 值，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右侧胼胝体膝部、右侧内囊、右

侧上纵束两次检查结果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5.双侧胼胝体压部、双侧胼胝体膝部、左

侧上纵束 FA 值与患者外伤急性期 GCS 评分

存在显著相关性，双侧内囊、右侧上纵束 FA

值与患者外伤急性期 GCS 评分无显著相关

性。 

结论 DTI 诊断 DAI 的灵敏程度优于传统的 CT

以及普通 MRI 影像学技术，可作为临床脑外

伤诊疗中一项常规磁共振弥散扫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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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46 

颅内动脉瘤开颅术后患者肺炎的危险因素分

析 
 

庞恒元 刘杰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探讨颅内动脉瘤开颅术后发生肺炎的危

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我院接受开颅手术治疗的

211 例颅内动脉瘤患者的年龄、吸烟史、糖尿

病史、高血压病史、Hunt-Hess 分级与术后

肺炎的情况，对可能导致肺炎的因素行 χ2 检

验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影响颅内动脉瘤患者术

后肺感染的因素主要包括年龄、吸烟、糖尿

病、Hunt-Hess 分级(P＜0.05)。多因素 Logis

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颅内动脉瘤患者开

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因素为吸烟和 Hunt-H

ess 分级。 

结论  吸烟、高 Hunt-Hess 分级是影响颅内动

脉瘤开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

素。 

 
 
PO-2347 

2016 年前交通动脉瘤预后分析和神经重症治

疗对策 
 

王嵘 黄玉杰 

南京鼓楼医院 10131098 

 

目的  前交通动脉瘤是比较常见的脑前循环动

脉瘤的一类，其预后要较其他脑前循环动脉

瘤差，本文总结本单中心近期一组前交通动

脉瘤病人的预后，分析可能的危险因素和防

治策略。 

方法  2016 年 1 月到 4 月住院治疗的前交通

动脉瘤病人共 45 例，收集临床资料和治疗经 

过，密切随访。 

结果  45 例动脉瘤病人（女：男=25:20），

年龄 39-81（57.22±9.64）岁，未破裂 9 例，

预后好。Hunt-Hess 分级，（Ⅱ级 27 例，Ⅲ

级 5 例，Ⅳ级 2 例，Ⅴ级 2 例），Fisher 分

级（未出血 9 例，1 级 17 例，2 级 5 例，3

级 3 例，4 级 11 例），额叶有小血肿 8 例，

开颅手术 3 例，介入治疗 42 例。预后 1 例生

活不能自理（HuntⅡFisher4 级），1 例死亡

（Hunt ⅢFisher4 级），3 例放弃治疗（Hunt

Ⅳ的 1 例和 HuntⅤ的 2 例）。等待手术前破 

裂 1 例，血管痉挛 1 例，等待治疗 19 天。 

讨论  由于血管内治疗的技术的提高和器材的

完善，越来越多的选择了介入治疗，总体预

后较好（Hunt Ⅱ级及以下包括未破裂，预后

良好率高达 97.2%）。前交通动脉瘤由于位

于下丘脑附近，出血容易破入脑室，前交通

动脉发育有可能异常，均是导致病情严重的

解剖学基础。对于 HuntⅢ级及以上的死亡率

高达 44%，其中都是 Fisher 评分 4 级的病

人，提示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和重视，尤其是

HuntⅢ病人，积极治疗，会获得较好的预

后。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的治疗包括对于颅内

压的监测，延迟拔除气管插管维持呼吸通通

畅，小血肿的微创清除，控制中枢性高热，

注意防止低钾，维持甲状腺功能等。 

 
 
PO-2348 

多药联合治疗术后颅内感染多重耐药鲍曼不

动杆菌 

 
徐丹 孙晓川 彭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术后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 

危险因素和治疗方法。 

方法  对我科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 月近五

年发生的 33 例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多重耐

药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总

结。对患者临床特点、细菌学资料及治疗效

果进行分析。 

结果  使用包括舒巴坦制剂在内的多药联合治

疗 33 例患者神经外科术后颅内鲍曼不动杆菌

感染患者 27 例(81.8%)治愈。 

结论  急诊手术、留置引流管、切口脑脊液

漏、二次开颅手术、昏迷以及合并呼吸道感

染鲍曼不动杆菌为颅内感染多重耐药鲍曼不

动杆菌的高危因素。早期联合使用包括舒巴

坦制剂在内的抗生素对治疗术后多重耐药鲍

曼不动杆菌颅内感染有一定疗效。 

 
 
PO-2349 

Atripla 在治疗 HIV 继发脑脓肿的疗效分析 
 

刘东晖 

厦门中医院 361001 

 

目的  分析报告 Atripla 对 HIV 继发脑脓肿的

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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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自 2012 年－2014 年选取在非洲国家博

茨瓦纳 52 例 HIV 继发小型脑脓肿（直径小于

2cm），分为单纯使用常规抗感染组，及常规

抗感染联合 Atripla 组，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常规抗感染联合 Atripla 组疗效好（p＜

0.05)。 

结论  Atripla 联合常规抗感染治疗，对 HIV 继

发脑脓肿有较好效果。 

 
 
PO-2350 

神经外科医院感染临床分析 
 

王文阳 杨修 

厦门市中医院 361001 

 

目的 分析神经外科医院感染的特点及其危险

因素，探讨预防控制医院感染的有效措施。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2107 例住院患者发生的医院感染进行回顾性

分析。 

结果 172 例患者发生医院感染 196 例次，感

染率为 8.16％，感染例次率为 9.30%，以下

呼吸道感染和颅内感染最常见，分别占 71.1

5%和 21.15%。急诊、手术创伤大、侵入性

操作多、住院时间长和昏迷等是医院感染的

危险因素。医院感染的细菌主要是金黄色葡

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和鲍

曼不动杆菌。 

结论 神经外科医院感染发生率高，要重点加

强对医院感染及其危险因素的监测，采取各

种有效措施预防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 

 
 
PO-2351 

降钙素原对鉴别 G-菌与 G+菌感染所致的颅

内感染的诊断价值 
 

孟晗 

厦门市中医院 361001 

 

目的  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作为近

些年来新发现的炎症指标，目前已经发现它

在细菌感染时升高，并且其升高程度与感染

严重程度、病情预后密切相关，但是在鉴别

G－菌、G+菌感染方面，相关研究较少。本

研究回顾性统计分析脑脊液培养阳性颅内感

染患者血清 PCT 水平，旨在探讨 PCT 水平

鉴别 G－菌与 G+菌感染所致的颅内感染的诊

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08 年 07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厦 

门中医院神经外科住院患者并发颅内感染且

脑脊液培养为阳性的患者共 52 例。2 组病例

均在抗生素治疗前根据标准操作规程抽血，

进行血 PCT 的检测，分析两组间 PCT 水平

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1.两组 PCT、G－菌感染组 PCT [14（3.

67；60.11）ng/ml]高于 G+菌感染组[0.68（0.

22；8.27）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001）；3.两组 PCT 的 ROC 曲线分析，使

用 PCT 鉴别 G－菌与 G+菌感染时，根据受

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曲线下面积（AU

C）为 O．821(95％CI：0．735－0．907)，

其 AUC 与 AUC=O.5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O.0001），当截断值取 1.67ng／mL

时，Youden 指数最大，为 0.5351，灵敏度

为 83.05%，特异度为 70.45%； 

结论   ① 血清降钙素原水平与颅内感染，特

别是细菌培养阳性颅内感染的严重程度、病

情预后有密切的关系。②血清降钙素原水平

在 G－菌感染时升高更明显，对区分 G－菌

和 G+菌感染有一定价值。可以作为脑脊液培

养结果检出前对抗生素的选择提供一定依

据。 

 
 
PO-2352 

早期短肽型肠内营养对脑出血合并胃肠功能

紊乱的重症患者对应激性溃疡的防治作用研

究 
 

冯永健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0 

 

目的  探讨早期短肽型肠内营养对脑出血合并

胃肠功能紊乱的重症患者对应激性溃疡的防

治作用。 

方法  将 132 例脑出血重症患者（APACHE II

≥10 分）随机分为四组，每组 33 例。A 组：

早期（24 小时内）鼻饲短肽型肠内营养；B

组：延迟（72 小时后）鼻饲短肽型肠内营

养；C 组：早期（24 小时内）鼻饲整蛋白型

肠内营养；D 组：延迟（72 小时后）鼻饲整

蛋白型肠内营养。并于治疗 3 d 后动态监测

患者胃内 p H 值、胃液 OB、大便 OB、胃肠

道不良反应等，观察应激性溃疡和胃肠道不

良反应的发生情况，2 周后进行临床疗效评

定。 

结果  四组患者 24 h 胃内平均 p H 值及中位 

p H 值、夜间胃内平均 p H 值及中位 p H 

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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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组的胃肠道不良反应发生率大于 A、B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B、D 组的

应激性溃疡发生率大于 A、C 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P ＜ 0. 05) ; A 组的治愈好转率大于

B、C、D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0. 05) 

结论  早期短肽型肠内营养对脑出血合并胃肠

功能紊乱的重症患者队应激性溃疡的发生有

一定防治作用，早期短肽型肠内营养可通过

调整胃内 PH 值起作用，且不增加重症患者胃

肠道负担。 

 
 
PO-2353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igecycline combine
d with cefoperazone sulbactam for treatm
ent of intracranial infection due to drug-re
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hen Hongwei 
Aviation General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
y 100012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safety of tigecycline combined with cefopera
zone sulbactam for treatment of intracranial i
nfection due to 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and provide clinical basis for th

e treatment of postoperative intracranial infe
ction.  
Methods  The data from 12 patients of intrac
ranial infection due to drug-resistant Acineto

bacter Baumanni，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of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disease in neuro
surgery department between January 2014 a

nd April 2015，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d to assess clinical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
ctions of tigecycline combined with cefopera
zone sulbactam.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with tigecycline co

mbined with cefoperazone sulbactam，the e

ffective rate was 66.7%(8/12)，and CSF bac

terial clearance rate reached 83.3%（10/1

2）.The causes of death included 2 cases of

 brain stem failure，1 case of a cerebral exte

nsive parenchymal infection and 1 case was 
stopped treatment with effective treatment, w
hich eventually led to the recurrence of intrac
ranial infection and brain abscess formation. 
No adverse events were found during the tre
atment.  
Conclusion  In the premise of keeping of C
SF drainage unobstructed, tigecycline combi
ned with cefoperazone sulbactam in the long

 course of treatment can effectively remove 
CSF 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Acinetobacter, with the clinical efficacy defin
ite and the clinical safety high. 
 
 
PO-2354 

四脑室外引流术治疗颅内感染后孤立性第四

脑室的经验交流 
 

潘栋超 李小勇 陈红伟 刘东升 解东成 

航空工业中心医院 100012 

 

目的  颅内感染可引起室管膜增厚、脉络丛增

生以及蛛网膜粘连，部分患者可出现中脑导

水管及第四脑室流出道梗阻，从而性成孤立

性第四脑室，压迫脑干，死亡率极高。本文

拟就枕后正中入路开颅四脑室外引流术治疗

孤立性第四脑室的效果进行探讨交流。 

方法  对 2011-2015 年之间行四脑室外引流术

的 38 例颅内感染后孤立性第四脑室患者进行

回顾分析。其中男性 28 人，女性 10 人。年

龄最小 10 个月，最大 62 岁，平均 28.5 岁。 

结果  症状改善且生存大于 6 个月者 28 例（7

3.68%）；3 个月内死亡 7 例（18.42%），

其中 1 例在行四脑室外引流术后症状改善，

死于之后的透明隔造瘘术；3 个月后死亡 1 例

（2.63%），放弃治疗 2 例（5.26%）。 

结论  枕后正中入路开颅四脑室外引流术治疗

孤立性第四脑室的效果明确，生存患者最终

行脑室-腹腔分流术并出院，而术前颅内感染

累及脑干且已出现脑干功能衰竭者手术后死

亡率高。 

 
 
PO-2355 

导致颅内压监测失败的相关因素分析 
 

方文华 康德智 林章雅 林元相 吴喜跃 薛毅辉 王芳玉 

蔡嘉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颅内压（ICP）监测过程导致监测

失败或中断的相关因素和解决方法，以提高 I

CP 监测临床应用的准确性。 

方法 回顾性研究我院 2012 年 1 月～2016 年

4 月的 1327 例行有创颅内压传感器置入术及

持续 ICP 监测病例的 ICP 数值资料，分析导

致其 ICP 监测失败或中断的相关因素，总结

其应用特点。 

结果 1327 例行 ICP 监测患者的主要疾病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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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包括颅脑创伤、破裂脑动脉瘤、自发性

脑内血肿、复杂或大型脑肿瘤、严重大脑半

球脑梗死等。其中男性 625 例，女性 702

例，年龄 19 岁～83 岁，中位年龄 56 岁。13

27 例患者中有 35 例在监测过程中出现监测

数值不显示、故障，导致监测中断或失败，

其发生率约 2.6%。按主要疾病诊断归类，35

例患者分布于破裂脑动脉瘤、颅脑创伤、脑

肿瘤和自发性脑内血肿等。按 ICP 传感器类

型归类，35 例患者分布于硬膜下型、脑实质

型和脑室型。与出现 ICP 数值无法显示而致

监测失败的可能因素包括传感器探头端移位

或脱落、传感器连接线扭曲、弯折或断裂、

传感器连接线接头污染、连接操作不规范致

导针折断、脑室型引流管堵塞等。 

结论 规范的 ICP 传感器置入手术操作对颅内

压监测异常重要，应重视颅内压传感器置入

术的规范化操作。 

 
 
PO-2356 

重型颅脑创伤术后顽固性低血压一例并文献

复习 
 

方文华 康德智 林章雅 林元相 林清松 姚培森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创伤术后顽固性低血压病

人的发病特点、病因机制和诊疗方法。 

方法  报道一例新发病例，并结合国内外文

献，对该病例及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和总结。 

结果 该重型颅脑创伤患者进展迅速，伤后短

时间内即双侧瞳孔散大，去骨瓣减压手术术

中及术后出现顽固性低血压，影像学提示可

疑脑干损伤，排除血容量、感染、过敏源等

相关因素后，治疗上给予小剂量血管活性药

物强化升压治疗，辅以颅内压、脑灌注压、

脑温、中心静脉压、脑电生理等多模态监

测，经强化诊疗后随着患者苏醒，血压才逐

渐稳定。 

结论 重型颅脑创伤合并顽固性低血压可能与

脑干原发或继发性损伤致部分核团受损有

关，积极血管活性药物治疗及神经重症相关

综合治疗，可能对该类患者有益。 

 
 
PO-2357 

神经外科革兰氏阴性杆菌感染特点及治疗策

略 
 

刘越 李东海 洪涛 杨玄勇 徐奖 邹树峰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及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

（NICU）革兰氏阴性杆菌医院感染特点、耐

药情况,以及感染的危险因素,以采取有效感染

治疗。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对 2015 年在我院

神经外科革兰氏阴性杆菌医院感染患者的发

生率、病原菌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  2015 年我院神经外科出院患者共 4722

人，NICU 出院患者共 1749 人,NICU 住院总

天数 10214 日。神经外科医院感染率 9.7%、

呼吸道感染率 7.63%、泌尿道感染率 3.0%、

手术部位感染率 2.79%、胃肠道感染率 0.0

8%、血源性感染率 0.55%、其他 0.11%，神

经外科 ICU 人日感染率 17.7‰、呼吸机相关

肺炎 36‰、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 0.9‰、导

管相关血流感染 0。共分离出主要革兰氏阴性

杆菌非重复菌株 792 株，主要为鲍曼不动杆

菌(285 株)、肺炎克雷伯菌(278 株)、铜绿假

单胞菌(140 株)和大肠埃希菌(898 株)。其中

多重耐药情况：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的大肠

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分别为 81.8%和 35%;

碳青霉烯类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

伯菌和大肠埃希菌分别为 74.2%、32.9%和 

11.2%;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阳性率为 4

1%。 

结论  神经外科医院感染以呼吸道感染为主，

占医院感染 66.8%，NICU 内呼吸道感染占其

医院感染 85.9%，革兰氏阴性杆菌是医院感

染主要致病菌。NICU 多重耐药菌感染发生率

高,特别是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检出

率及耐药率较高。革兰氏阴性杆菌致神经外

科感染治疗需要求及时、选择强通透性抗生

素，对于 NICU 感染建议大剂量、联合治

疗。并且需从治疗、用药、护理等方面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监督和指导,以预防和控制多重

耐药菌引起的医院感染。 

 
 
PO-2358 

2013-2015 年神经外科颅内感染病原菌分布

特点及多重耐药情况 
 

刘越 李东海 洪涛 杨玄勇 徐奖 邹树峰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颅内感染病原菌分布特

点、耐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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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对 2013 年-2015

年在我院神经外科住院患者颅内感染的脑脊

液标本鉴定到病原菌分布特征、多重耐药菌

进行分析。 

结果  2013 年-2015 年我院出院患者共 12722

人,颅内感染发生率 2%。共分离出非重复菌

株 115 株,阳性率 46%，主要为凝固酶阴性葡

萄球菌（45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4 株)、鲍

曼不动杆菌(28 株)、肺炎克雷伯菌(12 株)、

铜绿假单胞菌(6 株)、大肠埃希菌(8 株)其他 1

2 株。其中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占

56%、碳青霉烯类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占 7

5%、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为 4

2%。 

结论  神经外科颅内感染逐年下降，仍以革兰

氏阳性球菌为主，但革兰氏阴性杆菌比例逐

年增加，以鲍曼不动杆菌为主，病原菌多重

耐药菌率较高，多重耐药菌颅内感染多曾入

住 NICU。需从治疗、用药、护理等方面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监督和指导,以预防和控制神经

外科多重耐药菌引起的颅内感染。 

 
 
PO-2359 

2014 年前交通动脉瘤预后分析 
 

王嵘 黄玉杰 

南京鼓楼医院 10131098 

 

目的  前交通动脉瘤是常见的一种类型的颅内

动脉瘤，由于位于脑组织深部，出血后影响

重要的脑功能，其预后要较其他前循环脑动

脉瘤差，本文总结本单中心 2014 年前 4 个月

收治的所有前交通动脉瘤病人，临床治疗、

治疗经过和的预后。 

方法   2014 年 1 月到 4 月住院治疗的前交通

动脉瘤病人共 49 例，回顾性收集临床资料和 

治疗经过，电话随访。 

结果  49 例动脉瘤病人（女：男=25:24），

年龄 36-85（55.27±11.17）岁，未破裂 5

例，预后好。Hunt-Hess 分级，（Ⅰ级 2

例，Ⅱ级 29 例，Ⅲ级 8 例，Ⅳ级 3 例，Ⅴ级

2 例），Fisher 分级（未出血 5 例，1 级 23

例，2 级 6 例，3 级 3 例，4 级 12 例），额

叶有小血肿 7 例，开颅夹闭手术 3 例，介入

治疗 43 例，未针对前交通动脉瘤治疗 3 例。

预后 6 例生活不能自理（1 例 HuntⅡFisher1

级，行夹闭手术，1 例 HuntⅢFisher4 级,2 例

Hunt ⅣFisher4 级），1 例死亡（Hunt ⅢFis

her1 级合并垂体瘤），3 例放弃治疗（Hunt

ⅣFisher4 级）的 1 例和 HuntⅤFisher4 级）

的 2 例）。等待手术前破裂 2 例，1 例恢复良

好，另一例死亡。 

讨论  Hunt ⅢFisher1 级死亡病人，合并垂体

瘤，术后恢复良好转出重症，后病情加重后

死亡。前交通动脉瘤由于位于下丘脑附近，

出血容易破入脑室，前交通动脉发育有可能

异常，均是导致病情严重的解剖学基础。夹

闭手术对于手术者的要求较高，相对手术并

发症会高些。由于血管内治疗的技术的提高

和器材的完善，越来越多的选择了介入治

疗，总体预后较好（Hunt Ⅱ级及以下包括未

破裂，预后良好率高达 97.2%）。对于 Hunt

Ⅲ级及以上的死亡率高达 30.78%，其中 Hun

t 评分Ⅳ-Ⅴ级的 5 例，死亡 3 例重残 2 例。

死亡主要发生在术后前三天，和脑肿胀和颅

内高压有关。病人术前的意识状态差，和预

后相关，提示了早期脑损伤对预后的影响

大。 

 
 
PO-2360 

神经外科气管切开临床护理 
 

卫国娜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2 

 

目的  气管切开是抢救危重患者的重要措施之

一，而气管切开是侵入性的操作，创伤大，

术后留有瘢痕，且有并发出血，气胸，皮下

气肿，感染等可能，其中以感染的发生率最

高，现对气管切开患者感染原因进行分析并

提出相应的护理对策。 

方法  实施病室清洁，湿化的一般护理：呼吸

道湿化、抗感染、套管护理、切口护理、拔

管护理等，暗示、沟通、安慰等心理护理。 

结果  严格无菌操作、技术水平过硬、护理细 

致到位，有效降低了感染的发生率。 

结论  气管切开是抢救危重患者重要措施之一 

 
 
PO-2361 

持续有创颅内压监护在脑室出血中的临床应

用体会 

 
高鹏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有创颅内压在脑室内出血中的应用

价值及技术要点。 

方法  对 160 例应用有创颅内压监测的脑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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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病例进行分析,分别在脱水剂应用剂量、

肾功能损害发生率、预后等方面与对照组进

行比较。 

结果  有创颅内压监测组预后良好 100 例(62.

5%),平均甘露醇用量 0.83 g/kg·d,肾功能损害

50 例(31.3%);均较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有创颅内压在改善脑室内出血患者的预

后、减少脱水剂用量、减少并发症发生方面

有较为显著的作用.  

 
 
PO-2362 

颅脑术后颅内感染合并脑积水治 
 

李金星 蒋小龙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330008 

 

目的  颅内感染和脑积水在治疗过程中把握某

些特点和细节对提高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病例一：男性 69 岁，因车祸致头部外

伤术后 27 天入我院治疗。入院 6 天后出现头

皮切口脑脊液漏、发热，颈项强直。给予多

次缝合漏口，头孢曲松钠治疗，无好转。起

初腰穿脑脊液尚正常，后脑脊液生化、常规

检查提示异常，脑脊液多次培养未见细菌、

真菌生长。扩大清创后手术切口愈合，但意

识障碍加重，出现癫痫、持续高热，骨窗压

力逐渐增高，影像学提示脑积水逐渐加重。

给予腰大池脑脊液持续外引流，先后应用美

罗培南、万古霉素、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利奈唑胺等。病例二，女性 ，63 岁，因颅脑

损伤术后 40 余天转入我院。入我院时神志浅

昏迷，右侧骨窗压力不高，枕部切口脑脊液

漏，当时无发热。.后行头皮清创缝合术，枕

部切口愈合，意识及精神状态好转。脑积水

逐渐加重，后发热、意识障碍加重，颈项强

直。开始腰穿脑脊液尚正常，后白细胞高，

蛋白高。给予抗菌药物（头孢曲松钠）治

疗、醋甲唑胺治疗。.此后脑积水又进行性加

重、发热、意识障碍，行腰穿脑脊液难以放

出，行脑室外引流术。体温正常 1 周后发

热，期间抗生素（万古霉素+美罗培南）。.分

流泵接头皮针外引流，给予万古霉素加左氧

氟沙星抗炎无效，拔除脑室腹腔分流管，.持

续腰大池引流。痰培养、尿培养均见铜绿假

单胞菌，且为绿色，脑脊液为绿色，根据药

敏选用头孢他啶+万古霉素，并头孢他啶鞘内

注射。.脑脊液清亮，连续化验三次拔除后改

行腰穿（每天一次，连续 20 天）行脑脊液检

查、化验无异常。行脑室腹腔分流术（普通

中压管）。抗生素 21 天（万古霉素 +头孢他

啶）。 

结果  病例一病情进行性加重，家属要求放弃

治疗出院。病例二神志恢复清醒，颈软，体

温正常，血象及脑脊液化验正常。 

结论  当前颅内感染合并脑积水的治疗的关键

在于选用合适的抗生素和采取合理的措施来

治愈颅内感染。我们有以下体会：1、因为脑

脊液培养阴性，我们可结合脑脊液性状及痰

尿等培养结果来判断感染菌的种类，选用合

适抗菌素。2、如果选用抗菌素血脑屏障透过

性差，可考虑鞘内用药。3、用药疗程：疗程

要长，用药 3 周以上。拔除脑脊液外引流管

后通过做腰穿释放脑脊液及化验来检查疗

效。 

 
 
PO-2363 

神经急重症合并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围手术

期处理及手术治疗 
 

魏俊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分析神经急重症合并血小板减少症的围 

手术期处理及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2 月至 2015 年 5

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1 例神经急

重症合并血小板减少症手术患者的临床资

料。所有患者术前存在不同程度的血小板减

少，均在术前接受输注血小板治疗。通过观

察术后 6 个月 GOS 评分评价治疗效果。 

结果  6 例微创手术术前血小板计数纠正至 80

×109 /L，5 例开颅及脑室腹腔分流术术前血

小板计数纠正至 100×109 /L 并术中输注血小

板，根据术后血小板计数，8 例术后输注血小

板，11 例均围手术期顺利。术后 2 例院内死

亡，1 例出院后死亡，余 8 例术后 6 个月 GO

S 评分平均 4.5（4~5）分。 

结论  合并血小板减少症的神经急重症患者，

可在相关科室的协作下，很好的完成神经外

科手术，改善预后。 

 
 
PO-2364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并发血浆渗透压异常的分

析和临床处理 
 

水涛 郭再玉 杨国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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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泰达医院 300457 

 

目的  分析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并发血浆渗透压

异常的原因，总结和探讨个性化处理方案。 

方法  采集天津市泰达医院神经外科 2012 年

至 2015 年收治的 78 例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并

发血浆渗透压异常患者。其中颅脑创伤 37

例，出血性脑卒中 29 例，自发性蛛网膜下腔

出血 12 例。通过临床观察，生命指标监测和

血、尿化验室检查，发现血浆渗透压异常并

进行病因分类和针对性处理。 

结果  经临床监测和血、尿理化检查，发现常

见血浆渗透压异常分为以下几类：1、31 例出

现血浆高渗状态，多因医源性脱水利尿剂使

用过度致血浆浓缩，以及合并血糖升高、氯

化钠摄入过多及肌酐、尿素氮增高等所致。

经减量脱水利尿剂，降糖和减少氯化钠摄入

等处理后多会缓解。2. 26 例血浆低渗状态因

钠盐摄入不足和应用脱水利尿剂不当使排尿

增加导致低钠血症，经过增加钠盐摄入并在

病情允许下逐步减量脱水利尿剂，可对低钠

血症逐步纠正；3、13 例确诊为抗利尿激素分

泌异常综合征（SIADH），表现为顽固血浆

低渗透压，经过限水（小于 1000ml/d）治

疗，适当辅以补钠、利尿后血浆低渗状态可

明显改善；4、8 例确诊为脑性盐耗综合征

（CSWS），以低渗透压、低钠血症、高尿

钠和脱水为特征，经补钠补液提高血容量治

疗后多数好转，病情顽固者短期加用氢化可

的松后取得满意效果。 

结论  血浆渗透压异常是颅脑创伤、脑卒中和

蛛网膜下腔出血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最常见

的并发症，发生率达 10％ 一 34％ 。除钠盐

摄入不当和应用大量脱水利尿剂等因素外，

非医源性中枢性血浆渗透压异常的主因包括

SIADH、CSWS 和下丘脑-内分泌功能紊乱。

其中 SIADH 和 CSWS 电解质检验结果相似

——出现低血钠(小于 130 mmol／L)和高尿钠

（大于 80mmol/24h），甚至尿渗透压大于血

浆渗透压。它们的区别在于：SIADH 表现为

血容量增高，中心静脉压升高，尿量无增加

或减少，而尿渗透压增高，患者无脱水表

现，部分患者体重增加；CSWS 表现为低血

容量，中心静脉压降低，尿量多而尿比重正

常，患者表现为全身脱水。二者处理原则亦

相反：SIADH 的治疗原则为限制水入量，降

低血容量，重者适当补钠、利尿可使血浆渗

透压恢复正常；CSWS 应予以充分补足含钠

液体，甚至需加用氢化可的松保钠保水治

疗，如果误诊 SIADH 而单纯限水治疗反而会

使病情加重。另有报道应用氢考会加重血浆

低渗状态，临床上需个性化处理。 

 
 
PO-2365 
Pterostilbene attenuates early brain injur
y following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via
 inhibition of the NLRP3 inflammasome a
nd Nox2-related oxidative stress 
 
Liu Haixiao1,Zhao Lei1,Yue Liang1,Wang Bodong1,Li
 Xia1,Guo Hao1,Ma Yihui2,Gao Li1,Deng Jianping1,Li
 Lihong1,Feng Dayun1,Qu Yan1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8 

2.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General Hospital o

f Lanzhou Military Area Command， Lanzhou 7300

50， 

 

Objective  Pterostilbene (PTE), one of the p
olyphenols present in plants such as blueber
ries and grapes, has been suggested to hav
e various effects, such as anti-oxidation, anti
-apoptosis, and anti-cancer effects. Subarac
hnoid hemorrhage (SAH) is a severe neurolo
gical event known for its high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Recently, early brain injury (EBI) h
as been reported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
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SAH. The pres
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TE 
could attenuate EBI after SAH was induced i
n C57BL/6J mice. We also studied possible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s  After PTE treatment, the neurologi
cal score and brain water content of the mice
 were assessed. Oxidative stress and neuro
nal injury were also evaluated.NLRP3 inflam
masome activity was assessed using wester
n blot analysis.  
Result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TE treat 
ment reduces the SAH grade, neurological s
core, and brain water content following SAH.
 PTE treatment also reduced NLRP3 inflam
masome activation. PTE alleviated the oxida
tive stress following SAH as evidenced by th
e dihydroethidium staining, superoxide dism
utase activity, malondialdehyde content, 3-ni
trotyrosie and 8-hydroxy-2'–deoxyguanosine
 levels, and gp91phox and 4-hydroxynonenal
 expression levels. Additionally, PTE treatme
nt reduced neuronal apoptosis.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sugge
sts that PTE attenuates EBI following SAH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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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sibly via the inhibition of NLRP3 inflamma
some and Nox2-related oxidative stress.  
 
 
PO-2366 

细菌性脑膜炎患者脂氧化酶及其产物脂氧素

A4 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李江浩 1 邹海 2 

1.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浙江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白细胞 15-脂氧化酶、5-脂氧化

酶、血液脂氧素 A(1ipoxin A4，LXA4)、CRP

水平在细菌性脑膜炎患者外周血的变化及其

临床意义。 

方法  根据脑膜炎诊断标准及分度标准选取脑

膜炎 104 例作为病例组，其中轻、中、重度

脑膜炎患者各 35、42、27 例；选取既往健康

的体检正常者 40 名作为对照组。采用 RT-PC

R 方法测定血白细胞 15-脂氧化酶、5-脂氧化

酶的 mRNA 表达，应用 ELISA 方法测定血液

LXA4 含量，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血液 C

RP 浓度。 

结果  轻、中、重度细菌性脑膜炎患者血白细

胞 15-脂氧化酶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73±0.5

4)、(1.25±0.19)、(0.53±0.22)(P<0.01)，血

液 LXA4 浓度分别为(5.12±1.89)、(1.75±0.7

0)、(0.79±0.34)(P<0.01)，均逐渐降低，但仍

分别高于对照组的 15-脂氧化酶相对表达量(0.

23±0.11)和血液 LXA4 浓度(0.03±0.02)（P<0.

05），而轻、中、重度细菌性脑膜炎患者白

细胞 5-脂氧化酶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24±0.

16）、（0.71±0.32）、（1.19±0.49）(P<

0．01)，血液 CRP 浓度分别为 (15±0.74)、

(53.7±27.9)和(117.9±40.6)ng/L(P<0.01)，均

逐渐升高，均分别高于对照组的 5-脂氧化酶

相对表达量(0.11±0.04)和血液 CRP 浓度(3.0 

±1.25)ng/L（P<0.05）。 

结论  细菌性脑膜炎患者随着病情加重，体内

15-脂氧化酶及其产物 LXA4 逐渐下降，5-脂

氧化酶及 CRP 水平逐渐升高，上述指标变化

可客观反应炎症严重程度、评估治疗效果并

预测预后。 

 
 
PO-2367 

气管切开时机的临床研究 

 
屈晓东 周杰 荔志云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患者气管切

开的时机。 

方法  将符合入组条件的脑外伤致昏迷患者根

据入院顺序将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

观察组 20 例，入住监护室后立即行气管切

开。对照组 20 例，给予常规处理。然后对两

组患者血氧饱和度，颅内压，呼吸频率，死

亡率，GOS 评分，肺部感染等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 

结果  观察组患者相对于对照组患者提高血氧

饱和度、降低呼吸频率和颅内压、降低死亡

率、GOS 评分高（P﹤0.05），且并不增加

肺部感染率。 

结论  原则上对于临床上判断可能长期昏迷的

患者，应早行气管切开。切管切开的时机应

是：宁早勿晚，宁过勿不及。目的：探讨神

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患者气管切开的时机。 

 
 
PO-2368 

腰穿加压注液抢救急性枕骨大孔疝致呼吸停

止治疗体会 

 
张庆林 孟庆虎 王成伟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  总结自 1969 年应用快速细孔钻颅脑室

体外引流术和（或）开颅病变清除减压术

后，进行腰穿加压注液抢救枕骨大孔疝所致

呼吸骤停病人的治疗措施和经验体会。 

方法  对 49 例因并发颅内压增高危象-急性枕

骨大孔疝而呼吸骤停的患者，采用快速细孔

钻颅行侧脑室额角置管脑脊液体外引流术。

若在脑脊液放出 50~100ml 后，病人自主呼吸

仍未恢复，则立即通过麻醉用脑血管造影穿

刺针或 9-12 号腰穿针行腰穿蛛网膜下腔加压

注液。一般在快速注入 2 次生理盐水后（每

次 30~40ml），病人自主呼吸多可恢复。或

在开颅手术清除幕上占位性病变并减压后，

若自主呼吸仍未恢复，则行腰穿加压注液，

可见脑组织膨起，有较多脑脊液由幕下涌

出，自主呼吸恢复。 

结果  49 例中 13 例（26.5%）不仅恢复自主

呼吸且完全康复，18 例（36.7%）出现不同

时间的自主呼吸但最终死亡，无自主呼吸恢

复迹象者 18 例（36.7%）。总有效率（显效

及有效）为 63.2%。 

结论  作者 1964 年自主研发的快速细孔钻颅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038 

 

器，具有安全、有效、快捷、易行、微创的

性能，只有 4 道操作程序，1 人在床旁 5 分钟

左右即可完成钻颅与脑室引流。比 Dandy’s

钻颅器能节约 1 小时以上的时间，不仅意味

着有更大可能挽救生命，也意味着患者有望

完全康复。腰穿加压注液适用于急性枕骨大

孔疝引发呼吸骤停，在给予脱水、呼吸兴奋

剂和脑室置管体外引流或开颅手术清除幕上

占位病变减压等治疗措施，仍无呼吸恢复迹

象的患者。经采取此种抢救措施，可使相当

部分看似无生还希望的病人转危为安。本组

病人最终治疗结果表明：13 例成功获救，36

例死亡；我们对 36 例死亡病例的资料进行分

析后发现，死亡主要原因是：脑疝引发呼吸

骤停后，对症处理和观察时间过长（>10mi

n），没能在第一时间采取脑室体外引流以迅

速缓解颅内压增高，阻断脑疝后的恶性病理

过程；延误了腰穿加压注液的最佳时机。特

别是曾有呼吸恢复效果的 18 例未能获救的患

者，如能及时给予上述处理，则极有获救的

可能。总之，急性枕骨大孔疝引发呼吸停止

并不总是意味着死亡。本方法是抢救急性枕

骨大孔疝致呼吸停止的有效治疗措施，且要

以争分夺秒的精神去争取挽救患者的生命与

健康。 

 
 
PO-2369 

个体化 3D 打印引导支架在脑出血微创穿刺引

流术中应用的研究 

 
李珍珠 李泽福 杜洪澎 李勐 刘鹏飞 李建民 王清波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56603 

 

目的  回顾性队列研究个体化 3D 打印引导支

架在脑出血微创穿刺引流术中应用。 

方法  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查询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间我院神经外科及重症监护室

（包含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急诊科重症监

护室及 ICU）行微创穿刺引流术患者信息，

两名作者（DHP、LZZ）按照入选及排除标准

独立选取脑出血患者 62 人（不一致由 LJM

决定），以传统"基于 CT 微创穿刺引流术”为

对照组（CT），以“引流管是否在血肿内”及

患者发病后 1 月预后 GOS 评分为主要观察指

标，以术者术后满意度评分、手术时间、术

后并发症及住院时间为次要观察指标，分析

个体化 3D 打印引导支架（3DP）对手术及预

后的影响，统计分析视资料类型及是否符合

正态分布采用卡方检验、T 检验或秩和检验，

定义 P<0.05，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计算机检索 93 例行微创穿刺引流术脑

出血患者，通过纳入排除标准最终收集 62 例

（CT VS. 3DP; 32 VS. 30）。入选两组患者

在年龄、性别、入院 GCS 评分、血肿大小及

脑出血部位均无统计学差异。其中基底节区

脑出血 44 人（CT VS. 3DP; 24 VS. 20 ），

脑干出血 5 例（2 VS. 3），小脑出血 13 例

（6 VS. 7）。3DP 组引流管位于血肿腔内者

29 例，而 CT 组只有 24 例[CT VS. 3DP; 24 

(32) VS. 29 (30), p<0.05]。术后一月 GOS 评

分，两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3±1.3 VS. 3.

2±1.9）。3DP 组手术时间平均时间约为 35.8

分钟，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3DP 组术后

发热 10 例，经抗生素治疗均好转，与 CT 组

无明显差异，但传统组一例老年女性患者并

发腰大池引流管导管感染；3DP 组局部刀口

愈合不良 1 例，传统组刀口愈合不良 2 例，

均发生于老年人额部。住院时间平均 18±12( 

CT 组为 17±14)天，无明显统计学差异。术

者的术后满意度评分显示 3DP 组术者评分明

显高于传统组（5±1.2 VS. 8±1.3)。 

结论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血肿腔引

流管的置入成功率，其并发症、预后、手术

时间及住院时间与传统手术无明显差异，能

够被术者接受，可以作为临床脑出血患者精 

准治疗的方案之一。 

 
 
PO-2370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患者呼吸道的预见性护理 

 
刘秀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三病房  

 

目的  预见性护理是指患者症状未显现前预测 

可能出现的护理，以及预见某种症状并能针

对性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呼吸道感染是神

经外科重症监护患者常见及严重的并发症，

加强预见性护理，将高风险因素降至最低限

度，是提高护理质量、减少呼吸道感染的重

要环节。本文通过对呼吸道的预见性护理进

行探讨，以期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有

效的提高护理质量。方法  通过将我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入的重症监护患者

按医疗组分为实施呼吸道预见性护理的医疗

组和实施常规护理的医疗组，比较两组患者

呼吸道感染的发病率及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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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结果  实施呼吸道预见性护理的医疗组呼吸道

感染的发病率明显低于实施常规护理的医疗

组；实施呼吸道预见性护理的医疗组对护理

工作满意度明显高于实施常规护理的医疗

组。 

结论  对神经外科重症监护患者实施有效的呼

吸道的预见性护理，能够降低神经外科重症

监护病房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提高护理工

作满意度！ 

 
 
PO-2371 
May stereotactic intracavity administratio
n of antibiotics shorten the course of syst
emic antibiotic therapy for brain abscess
es? 

 
Hu Chenhao 

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100048 

 

Objective  Despite advances in surgical tec
hniques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brain abs
cess, continuous systemic long-term antibioti
cs are necessary and crucial.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intracavity
 administration of high-dose antibiotics on th
e course of antibiotic therapy.  
Methods  Between 2005 and 2015, 55 patie
nts with bacterial brain abscesses(83 absces
ses) were treated with stereotactic aspiration
 and intracavity injection of high-dose antibio
tics combined with a short course systemic a
ntibiotic therapy. Antibiotics of one eighth dai
ly systemic dosage were injected into absce
ssed cavity after stereotactic aspiration and i
ntravenous antibiotics were given in all patie
nts for 3-4 weeks.  
Results Thirty-nine males and sixteen femal
es(age ranging from 1.5 to 76 years; mean a
ge 38.7 year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D
uring the follow-up(mean 26.2 months, rangi
ng from 6 to 72 months), all the abscesses s
ubsided with no recurrence. No adverse effe
cts related to topical use of antibiotics occurr
ed. At the end of follow-up, thirty-eight patien
ts had good outcomes, eleven had mild neur
ological deficits, three had moderate deficits,
 one was in vegetative state and two died of 
accidents not related to brain abscesses.  
Conclusion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topi
cal application of antibiotics in brain abscess
 cavity could reduce the length of systemic a
ntibiotic therapy, decrease the abscess recur

rence rate, avoid the side effects of long-ter
m high dose antibiotics, shorten the hospitali
zation and reduce the cost of medical care. 
 
 
PO-2372 

973 项目出血性脑卒中发生发展机制及防治

的研究进展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豆纹动脉以直角方式发出，具独特血流动力

学特点和特殊的力学边界条件，此外豆纹动

脉血供区有众多的神经功能单元和复杂的功

能网络。因此豆纹动脉可能是高血压脑出血

研究独特的结构功能区域和理想的突破口。

本项目拟从遗传、环境危险因素及血流动力

学-血管偶联损伤参与豆纹动脉破裂出血的角

度，探讨豆纹动脉破裂出血后神经损伤机制

及干预策略。首先我们建立了规范化的啮齿

类动物、大型动物和灵长类动物脑出血模

型，并建立脑出血临床生物样本库。我们从

整体、组织和细胞等不同层次研究脑出血血

肿应力变化规律，以人体大脑中动脉、豆纹

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为参考，发现血肿引起

内囊区应力急剧增高，是造成白质纤维撕裂

的关键因素。此外，我们确定了一批豆纹动

脉易破的遗传危险因素，发现 9 个新的线粒

体基因突变位点；其中全基因组甲基化、miR

NA382 对脑出血可能具有预警价值。我们首

次发现 TLR4 介导脑出血炎症损伤是通过与 T

LR2 形成二聚体的方式启动炎症损伤的关键

机制，线粒体功能障碍通过激活 NLRP3 炎症

小体，启动免疫应答“第二信号”。在此基础

上，我们以“豆纹动脉-神经复合体”理论为基

础，发现了一批具有转化潜力的靶点，分别

针对靶向血液代谢产物和免疫损伤进行干

预，能够显著改善脑出血后神经功能预后。

在总结前期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

提出“神经-血管-应力-胶质细胞”四元模型，以

完善“豆纹动脉-神经复合体”理论体系，指导

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PO-2373 

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重症颅脑伤患者预后影

响的研究发展 

 
刘建雯 黄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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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营养支持已经成为疾病治疗中的重要组成成

分，不仅可以改善营养状况，提高机体抵抗

力与组织修复能力，而且任何代谢紊乱和营

养不良，都有可能影响组织、器官功能。同

时，营养支持治疗作为辅助治疗手段在需要

营养支持的重症颅脑损伤患者身上广泛应

用。目前，随着肠道外科应激的中心器官及

对肠系膜感染的深入认识，早期肠内营养（E

EN）支持越来越受到重视，改变了以往认为

脑损伤患者由于颅压导致意识障碍和感染，

胃排延迟，进行肠内营养易于引起误吸等并

发症的观点，甚至成为外科营养支持的首

选。 

 
 
PO-2374 

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重症颅脑损伤患者预后

的影响 

 
黄燕萍 刘建雯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分析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重症颅脑损伤

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本院 2015 年 4 月～2016 年 4 月收

治的 68 例重症颅脑损伤的患者并将其按数字

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4 例患者。

对照组患者给予传统的延迟性胃肠内营养支

持，观察组患者在入院 12～24h 之内采用十

二指肠置管实施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比两

组患者采用不同时机营养支持后营养指标、

并发症及预后等相关指标的变化。 

结果  观察组患者干预 7d 和 14d 后血清总蛋

白（60.87±1.96）g/L（62.35±2.41）g/L、血

清白蛋白（31.35±2.64）g/L（35.35±3.41）

g/L 及外周淋巴细胞计数（1.43±0.16）×109

（1.66±0.34）×109 的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

患者干预 7d 和 14d 后血清总蛋白（57.25±1.

78）g/L（58.12±3.21）g/L、血清白蛋白（3

0.01±2.71）g/L（31.35±2.25）g/L 及外周淋

巴细胞计数（1.33±0.16）×109（1.49±0.3

5）×109 的水平，统计学有意义(P＜0.05)；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出现电解质紊乱（8 .8

2%）、肺部感染（11.76%）、腹泻（5.8

8%）、上消化道出血（35.29%）等并发症的

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干预后出现电解

质紊乱（29.41%）、肺部感染（32.35%）、

腹泻（26.47%）、上消化道出血（82.3

5%），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

者干预后的预后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的，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重症颅脑损伤患者采用早期肠内营养支

持的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营养状

况，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可明显改善患者的

预后，安全有效，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PO-2375 

肠内营养在神经重症中的进展 

 
骆丽 李红 付凤 胡婧慧 

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神经重症患者多处于昏迷状态，长期处于高

分解、高代谢状态，能量需求增加，蛋白质

更新加快，神经重症病人的营养状态与预后

密切相关，营养不足可使并发症加重，病情

恶化，住院时间延长和死亡率增加。合理的

营养液配制、早期进行肠内营养、鼻肠管及

营养泵的规范输注、集束化肠内营养并发症

预防对神经外科重症病人能有效的降低肠内

营养并发症的发生，缩短住院日，提高疾病

治愈率。 

 
 
PO-2376 

脑室外引流术后颅内感染临床分析 

 
兰川 李飞 吴南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00038 

 

目的  分析脑室外引流术后并发颅内感染的因

素。 

方法  回顾性统计我科自 2011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245 例行脑室外引流术患者的颅内感

染情况，分析不同操作方式与颅内感染发生

的关系及感染发生率。 

结果  脑室外引流术共 245 例，5 例发生颅内

感染，感染发生率为 2.04％，其中 2 例治

愈，2 例自动出院，1 例死亡，颅内感染病例

死亡率为 20％。 

结论  经脑室外引流管向脑室注入尿激酶、脑

室外引流术同时行开颅手术、双侧脑室外引

流及引流管留置时间过长均可增加颅内感染

机会，必须严格掌握适应征和无菌操作，尽

量缩短置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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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77 

脑电高频振荡在结节硬化症癫痫患者术前评

估的应用 （附 2 例病例报告）  

 
亓蕾 乔慧（通讯作者） 张凯 陶晓蓉 柴奇 胡文瀚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100050 

 

目的  结节硬化综合症（tuberous sclerosis c

omplex, TSC）是由基因 TSC1 或 TSC2 突变

引起的神经皮肤综合症，是一种以多器官组

织缺陷和错构瘤为主要特点的系统性疾病。

大脑为 TSC 最常累及的器官之一，约 60％－

90%的病人表现为癫痫发作，其中 50-80%的

病人为药物难治性癫痫，外科手术治疗可有

效控制 TSC 患者的癫痫发作。但许多双侧多

个皮层结节的 TSC 患者，癫痫发作可起源于

不同的结节，表现为多种发作类型，难以确

定责任病灶。研究认为，皮层－皮层下连接

的改变是引起 TSC 患者癫痫广泛性播散的原

因，单纯进行结节灶的切除并不足以破坏 TS

C 患者的癫痫网络。因此，确定主要致痫灶

及手术切除范围仍为 TSC 患者术前评估的难

点。近年来，立体定向脑电技术(stereoelectr

oencephalography，SEEG)的发展及应用，

在解释结节硬化症癫痫患者的癫痫网络方面

的优势日渐突出，同时，脑电高频振荡（Hig

h frequency oscillations ，HFOs）被认为是

癫痫源的一个潜在的生物学标志，本研究通

过回顾性分析 2 例结节硬化症癫痫患者的 SE

EG 结果，初步探讨脑电高频振荡在结节硬化

症癫痫患者术前评估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 例结节硬化症癫痫患者的

立体定向脑电图资料（采样率分别为 2000Hz

和 1000Hz），采用基于 Morlet 小波变换的

时—频分析法进行脑电高频振荡的后处理分

析，分别对发作间期(与临床发作的时间间

隔>2h 的慢波睡眠期)和发作期（脑电发作起

始前后 2min）的脑电进行后处理，确定有意

义的脑电高频振荡活动及其范围，随访手术

效果。 

结果  病例一左侧眶额回发作间期跟发作期的

脑电高频振荡(主要是 ripple 振荡，无明显的 f

ast ripple)出现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有意

义的脑电高频振荡主要位于左眶额回，左直

回，左侧前扣带回，左侧结节及周围；病例

二没有记录到明显、有意义的脑电高频振荡

活动。术后随访 6 个月，病例一已无癫痫发

作；病例二仍有癫痫发作，表现形式同术

前。 

结论  脑电高频振荡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立体定向脑电技术的不足，指导致痫灶的定

位，预测手术疗效方面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

价值。 

 
 
PO-2378 

IPCNM 技术在小儿后颅窝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价值研究 

 
王君璐 陈若平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93 

 

目的  探讨儿童后颅窝肿瘤显微切除术中的电

生理监测（IPCNM）对后组颅神经功能保护

的影响； 

方法  选取在 2012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

院神经外科儿童后颅窝肿瘤 42 例分别行单纯

显微镜下切除肿瘤（非监测组，19 例），显

微镜下切除肿瘤过程中联合神经电生理监测

使用加拿大 XLTEK32 术中神经生理监测系

统，对后组颅神经进行多模式监测（监测

组，23 例），观察术中后组颅神经实时监测

情况，并随访所有患者术后后组颅神经功

能。 

结果  通过术中监测自发肌电图 EMG、SE

P、MEP、BAEP、电刺激诱发 EMG 等联合

监测可以精确鉴别颅神经和周围组织，一旦

发现后组颅神经的电生理异常情况，及时警

告，保证手术安全。本监测组 23 例，肿瘤全

切 20 例（86.96%），肿瘤部分切除 3 例（1

3.04%）；非监测组 19 例，肿瘤全切 11 例

（57.89%），肿瘤部分切除 9 例（47.3

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在

术后 l 周、术后 4 周、术后 12 周随访后组颅

神经功能情况与术前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

现，显示术后 1 周，颅神经功能缺损症状数

增加；术后 4 周及 12 周，与术前相比功能缺

损症状数无增加，较术后 1 周功能有所恢

复。但采用采用 Fisher’s 确切概率法，显示

各颅神经功能缺损情况在术前、术后 l 周、术

后 4 周、术后 12 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在儿童后颅窝肿瘤手术中进行后组颅神

经的神经电生理监测可以为手术时避免损伤

后组颅神经提供依据；并为手术医生对肿瘤

的全切率提出直观作用；手术中为了鉴别神

经而使用的诱发电刺激的强度与相应颅神经

预后密切相关。小儿后颅窝肿瘤手术中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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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电生理监测可有效保护后组颅神经。 

 
 
PO-2379 

功能区脑转移瘤术中应用神经电生理监测对

手术的影响研究 

 
杨钊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脑转移瘤是成人最常见的颅内恶性肿

瘤。功能区转移瘤的外科干预仍然具有争议

和挑战性。甚至当转移不浸润肿瘤内部实

质，功能区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本研究旨

在说明术中电生理监测在切除功能区脑转移

瘤时所起的作用。 

方法  回顾分析曾在哈医大一院就诊的 40 名

(男性 25 人和女性 15 人)中央区转移瘤患者。

所有患者都采用功能区导航的方法进行病灶

切除，具体导航方法包括对每个转移灶周围

的脑实质的功能进行术中脑地形图和/或神经

电生理监测。对所有患者进行感觉和运动机

能监测，并额外对运动和语言区功能分别进

行评估。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脑电图和 6

个月随访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术后最常见的症状是癫痫，其次是瘫

痪。转移瘤完全切除共 37 例(92.5%)。在随

访期间有 6 死亡。切除转移瘤术后，7 例(17.

5%)出现短暂的神经功能障碍，其中 4 例运动

障碍，2 例感觉异常。所有随访的病例均在术

后 3 个月之前完全恢复功能。除外那些因全

身性疾病病情进展而死亡的患者，90%的患

者在 6 个月随访时的远期生活质量评估分值

大于 80%。术后平均生存时间为 25 个月。 

结论  实施切除中央区转移瘤术中神经电生理

监测技术可大大改进手术计划和切除区域，

可以保留更多功能区。这种办法也有利于最

大切除其他关键功能领域，从而避免出现术

后新的神经功能缺失。避免永久性神经功能

缺损对于优质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尤其是

预计生存期大于 1 年的患者。 

 
 
PO-2380 

神经电生理监测在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中

应用 

 
黄志纯 田新华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0 

 

目的  探讨神经电生理监测在面肌痉挛显微血

管减压术（MVD）中的意义。 

方法  将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我院收

治的 52 例采用 MVD 治疗的面肌痉挛患者随

机分为实验组（n = 32） 和对照组（n = 1

8），实验组术中使用面肌诱发肌电图及脑干

听觉诱发电位（BAEP）。根据监测波形变化

指导手术。对照组术中未使用电生理监测技

术。结果:分析两组手术的有效率（消失或缓

解）与面瘫、眩晕、听力下降并发症发生

率。 

结果  对照组术后即刻手术有效率为 83．3％

（15 例），发生面瘫 1 例（5.6％），眩晕 6

例（33.3％），听力下降 2 例（16.7％）。

实验组术后即刻有效率为 90.6％（29 例），

发生面瘫 0 例（0％），眩晕 3 例（9 .

4％），听力下降１例（3.0％）。两组手术

即刻有效率及术后并发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结论  在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过程中，

术中借助电生理技术连续监测预警，能减少

面瘫、听力损伤、眩晕并发症的发生，并提

高面神经减压的效果。 

 
 
PO-2381 

神经电生理监测在听神经瘤手术中的应用研

究 

 
黄志纯 田新华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在听神经瘤手

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研究方法选取 2010～2

015 年我院听神经瘤病人 56 例，手术均采取

乙状窦后入路对肿瘤进行切除，术中采用 Nic

olet 公司 Endeavor 型监护仪进行神经电生理

监测，主要监测三叉、面、迷走、副神经的

神经电图和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术后

进行随访观察颅神经功能及并发症，应用 SP

SS11.0 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  

结果  56 例术中行颅神经的神经电图监测的患

者中，48 例患者达到了面神经解剖学保留(85.

7%)，术后随访面神经功能（H-B）标准分

级：Ⅰ～Ⅱ级者 42 例，Ⅲ～Ⅳ级者 8 例，

Ⅴ～Ⅵ 级者 6 例；肿瘤全切 36 例，次全切 1

1 例，大部切除者 9 例。全部患者术中均行双

侧 BAEP 监测，主要观察Ⅴ波波幅，潜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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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Ⅰ—Ⅴ波及Ⅲ—Ⅴ峰间潜伏期(IPL)，所

有观察值在监测过程中均有明显的变化，表

现为 PL 延长，波幅降低；其中以Ⅰ—Ⅴ、Ⅲ

—Ⅴ峰间潜伏期(IPL)变化最大，表现为潜伏

期延长，波幅降低，可以实时反映脑干功能

情况。  

结论  颅神经的神经电生理学监测对后颅窝听

神经瘤切除术中面神经解剖学及术后功能保

留有重要作用；术中 BAEP 的Ⅰ—Ⅴ、Ⅲ—

Ⅴ峰间潜伏期(IPL)是重要监测指标，可及时

反映术中脑干功能的变化情况，并可对神经

通路功能的完整性进行连续的评估，有效的

保护面听神经的功能；术中肌电图监测可以

提示颅神经的位置和走行，为术中避免损伤

神经提供重要依据。 

 
 
PO-2382 

神经电生理监测在面肌痉挛显微血管减压术

中的应用 

 
孙继勇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14002 

 

目的 评价电生理监测结果对面肌痉挛微血管

减压术疗效的影响。 

方法 采用电生理监测术中面神经侧方扩散反

应(LRS)的方法，对 15 例面肌痉挛的患者进

行术中监测， 根据监测结果对术中面神经减

压效果进行评判，并将结果与 15 例未作监测

的患者进行近期和远期疗效的对比。 

结果 术后近期治愈率: 监测组: 86.04% ，未

监测组: 77.01% ， 两组间比较有显著差异( P

 ＜ 0.05) 。术后随访 12 个月治愈率: 监测组: 

95.66% ，未监测组: 91.28% ， 两组间比较

无显著差异( P ＞ 0.05) 。 

结论 依据电生理监测结果对面神经的术中减

压效果进行预判能够提高近期治愈率，降低

术后延迟治愈的发生率。神经电生理监测对

面肌痉挛显微血管减压术的疗效具有明确指

导意义。  

 
 
PO-2383 

神经电生理监测在桥小脑角区肿瘤术中保护

面神经的应用价值 

 
张弋 

厦门市第三医院 361100 

 

目的  探讨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在桥小脑角肿

瘤切除术对保护面神经的应用价值。 

方法  分析我院 17 例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电

生理监测下桥小脑角区肿瘤显微切除术的术

后疗效，分别对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对保护

面神经功能的应用价值进行评估。 

结果  在 17 例行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的患者

中，面神经功能解剖保留 15 例，术后面瘫 1

1 例，术后 1~6 个月后面瘫基本恢复，2 例有

面部麻木感。 

结论  桥小脑角肿瘤显微手术中采取神经电生

理监测对面神经的辨别和保护有指导性的作

用，可减少术中对面神经损伤和过度的干

扰，有效地减少了术后并发症。 

 
 
PO-2384 

重度颅脑损伤患者 EEG 及 TCD 对颅压的监

测研究 

 
宿艳 戴志成 张静 何丽 

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730900 

 

目的  探讨急性颅脑损伤患者的经颅多普勒频

谱参数及 EEG 与颅内压的关系。 

方法  一.资料：20 例急性颅脑损伤患者，其 

中男 13 例，女 7 例，年龄 19-56 岁，平均 3

4.61±17.21 岁。其中急性硬膜外血肿 4 例，

急性硬膜下血肿合并脑挫裂伤 14 例，脑内血

肿伴脑挫裂伤 2 例，合并弥漫性轴索损伤 3

例。GCS<5 分 4 例，6-8 分 14 例，9-12 分 2

例。其中有 4 例患者在术前发生了脑疝。二

颅内压监测方法： 1.应用无锡海鹰电子有限

公司生产的 HY282 型智能颅内压监护仪监测

颅内压，所有患者均采用脑室导管法连续 24

h 监测颅内压，共 4d。 2.应用上海诺成 20 导

EEG 仪检测脑电图情况。3 利用深圳德力凯

EMS-9PB 仪检测脑供血情况。 

结果  颅脑损伤患者在血肿清除术后仍会因为

继发性脑水肿和迟发性血肿引起颅内压增

高。由于颅脑损伤致使脑组织不同程度损害,

同时使网状结构的机能下降,皮下和中线结构

以及神经细胞受损,造成脑细胞的生物电相应

的发生改变,而引起脑电图的改变。我们认为

局限性异常是论断颅内血肿的重要指标之

一。轻度颅脑损伤的 EEG 诊断阳性率为 35%,

这是由于伤后脑部短暂性功能失调引起的脑

功能障碍,而 EEG 的改变随临床症状好转而逐

渐恢复,而在一些不具有上述牲的脑损伤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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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脑外伤后遗症(脑外伤综合征)中则不然。

EEG 易反映各种生理状态和各种刺激下的脑

电活动,捕捉到发作性或一过性的脑功能障碍,

特别是对轻度颅脑损伤,脑外伤综合征的诊断

有重要的价值。 

结论  对重型颅脑损伤 EEG 二分法变量评分

评估预后优于 GCS 评分,EEG 二分法变量评

分为一种良好的评估预后的客观指标。因此,

只在重型颅脑损伤病人的预后评估中, EEG 二

分法变量评分才具有优势。故 EEG 二分法变

量评分评估预后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重型颅

脑损伤预后的评估上。但是,EEG 二分变量评

分基本上避免因临床症状和人为因素所致的 T

CD 评分误差的弊端,成为比较准确的评估方

法和客观的监测指标。EEG 检查对颅脑损伤

程度及判定预后有一定的临床诊断意义。 

 
 
PO-2385 

听神经瘤术中多模态监测体系及面听神经功

能评价 

 
李鹃 1,1 袁贤瑞 1,1 刘庆 1,1 李学军 1,1 蒋星军 1,1 彭泽

峰 1,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湖南省颅底外科与神经肿瘤研究中心 

 

目的  回顾性分析和随访 450 例听神经瘤患

者，总结术中电生理监测的临床经验，评估

术中各项电生理参数与术后面听神经功能的

相关性，从实时性、精准性、实用性等多方

面探索最佳的神经监测方法。最大程度提高

面听神经的解剖及功能保留率。 

方法  回顾分析 2011 年 7 月至 2016 年 5 月

间由湖南省颅底外科与神经肿瘤研究中心袁

贤瑞教授组主刀的 450 例听神经瘤病例，使

用 XLTEK 多导术中监测仪,对听神经瘤患者

进行术中联合 EMG、BAEP、CNAP、F 波等

多模态联合监测。手术前后以 HB 面神经功能

分级作为面神经功能评价指标对患者面神经

功能进行评估。对术前有残余听力 138 例施

行术中连续听力监测，术前及术后听力评价

标准采用 1995 年美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

听力分级法。所有病例均定期随访。 

结果  450 例患者，其中男性 203 例，女性 2

47 例。平均年龄 46.78 ±11.04 岁。病程 24

天-20 年不等。其中 25 例属于神经纤维瘤病 I

I 型，201 例左侧听神经瘤,241 例右侧听神经

瘤。肿瘤全切除 443 例，次全切除 7 例，全

切率 99.09%。面神经解剖保留 437 例，5 例

未保留，8 例术前完全面瘫，解剖保留率 98.

9。术中面神经诱发肌电刺激强度的大小，面

神经 F 波的参数与术后面神经功能有相关性,

刺激强度越小,术后面神经功能越好。术末刺

激强度小于 1mA 能在面神经脑干端诱发出明

显的面神经波形,术末 F 波出现率>90%,切肿

瘤前基线与肿瘤全切后面神经 F 波潜伏期的

比值≥0.9，波幅比值≤61.5，都是面神经预后

良好的标志。对术前有残余听力 138 例患者

同时予以 BAEP 和 CNAP 联合监测。蜗神经

解剖保留 73 例。随访术后保存有效听力 55

例。术中监测发现 BAEP 能一定程度反馈损

害听力的手术操作，最早提示听力损伤的变

化是潜伏期的延长和波幅的变小。波形的消

失更是受损可靠和敏感的指标。术中监测 CN

AP 有助于鉴别神经结构，定位神经走形。 

结论  神经电生理参数与听神经瘤患者面神经

功能具有显著相关性。听神经瘤术中行面神

经肌电图监测可以实时保护面神经，定位神

经走形。 术中面神经 F 波监测是一种辅助评

估面神经功能和完整性的指标。对术前有良

好听力的听神经瘤患者应在术中辅以实时动

态听力监测，能及时反映术中与保留听力相

关的敏感手术步骤，术后能够获得较好的听

力保存效果。为了提高面听神经解剖和功能

保留率，多模态联合监测是术中神经电生理

的发展方向。 

 
 
PO-2386 

听觉脑干诱发电位的新报警标准在面神经微

血管减压术中的应用 

 
应婷婷 袁艳 李世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建立听觉脑干诱发电位在微血管减压术

中监测的新标准，评估该方法对于预防术后

听力障碍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6 年 2 月接受 MV

D 治疗的面肌痉挛患者 278 例，其中 2015 年

1 月-2015 年 6 月收治的 126 例患者作为对照

组，术中 BAEP 报警标准为 V 波潜伏期延长

1ms 或波幅下降超过 50%；2015 年 7 月-201

6 年 2 月收治的 152 例患者使用新的评估标

准作为新标准组，术中 BAEP 报警标准为 V

波波幅下降超过 20%。所有患者在 MVD 术

前及术后 1 周进行纯音测听及言语识别率检

测，比较使用不同报警标准的两组患者术后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045 

 

听力缺失的发生率。 

结果  对照组术后即刻有效率为 95.24%（120

例）；术后发生听力缺失伴耳鸣 11 例（9.2

4%）。新标准组术后即刻有效率为 95.39%

(145 例)，术后发生听力缺失伴耳鸣 9 例（5.

92%）。两组患者术后其他并发症（面瘫、

声音嘶哑等）的发生率无显著差异。 

结论  BAEP 监测中 V 波波幅变化与术后听力

障碍密切相关，使用新的 BAEP 报警标可以

显著降低 MVD 术后听力缺失的发生率，对于

听神经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PO-2387 

LSR 电生理监测能否提高面肌痉挛患者 MVD

手术疗效？ 

 
卫永旭 赵卫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探讨在面肌痉挛(hemifacial spasm, HF

S)患者微血管减压术(microvascular decompr

ession, MVD)中应用侧方扩散反应(lateral spr

ead response, LSR)电生理监测是否可以提高

手术疗效，以及术中 LSR 消失与预后是否相

关。  

方法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7 月 204 例 H

FS 患者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神经外科初次进行 MVD 手术，根据术中是否

进行 LSR 监测随机分为监测组(n=123)和未监

测组(n=81)，分析两组患者 MVD 手术后的短

期(1w)和长期(1y)疗效是否具有差异。此外，

依据术中 LSR 是否消失，分为 LSR 消失组(n

=110)和 LSR 未消失组(n=13)，进一步分析

术后 LSR 消失 vs. LSR 残留患者手术短期、

长期预后是否不同。  

结果  MVD 术后 1 周，监测组 vs.未监测组 H

FS 患者的面抽治愈率无显著差异(78.05% vs.

 76.54%; P=0.865)；术后随访 1 年时，两组

患者的面抽治愈率(85.37% vs. 83.95%; P=0.

843)亦无统计学差异。 但 LSR 消失组的患者

术后 1 周面抽治愈率 80.91%明显高于 LSR

未消失组 53.85% (P=0.037)，然而在随访 1

年后，LSR 消失和残留患者的面抽治愈率并

无统计学差异(87.27% vs. 69.23%; P=0.09

8)。  

结论  LSR 电生理监测在面肌痉挛 MVD 术中

对明确责任血管具有重要的价值，在临床中

应用也愈加广泛，但本研究发现术中 LSR 监

测并不能提高 HFS 患者 MVD 手术的短期和

长期治愈率。MVD 术后 1 周，虽然 LSR 消失

患者的预后比 LSR 残留者更佳，但两组患者

的长期疗效(1y)并无显著差异，且 LSR 残留

者的长期预后也会较佳。因此，HFS 患者在

进行充分 MVD 减压后，即使仍残留 LSR，也

应终止手术以避免过度操作造成神经功能损

伤。 

 
 
PO-2388 

癫痫患者视频脑电检查发作期及发作间期的

监测与体会 

 
陈蕾 陈鹏 杨慧 吴国材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视频脑电图(VEEG) 在癫痫诊断中

的应用价值与监测中的护理效果。 

方法 采用加拿大 STELLATE 公司 132 导视频

脑电系统对我科 1094 例癫痫患者采用 32 导

联进行的视频脑电监测，监测时间视具体情

况 8～24 h 不等。检查前对病人及家属进行

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并介绍该检查的目

的、方法及检查注意事项。 

结果  986 例病人监测中未见发作期，108 例 

病人监测中出现癫痫发作。897 例病人脑电图

异常（其中 796 例病人记录到痫样放），197

例病人脑电图正常。 

结论 视频脑电监测在癫痫诊断中具有重要作 

用，在检查过程中严密观察病人脑电波及病

人病情，做好护理措施及抢救工作的准备是

保障碍病人安全、顺利完成检查的重要保

证。 

 
 
PO-2389 

脑电图检查在早期辅助诊治 SAH 后脑缺血/

梗死的临床指导意义 

 
柴伟娜 孙晓川 但炜 张晓冬 蒋理 徐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脑缺血/梗死是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后的

并发症之一----脑血管痉挛的常见后果，严重

时可能致死、致残。目前诊断脑血管痉挛的

方法有 TCD（transcranial Doppler）、CTA

（CT angiography）、DSA（Digital Subtrac

tion Angiography）等，但各有优缺点。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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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由于其高敏感性，可能在 SAH 及动脉瘤术

后早期发现局灶性脑功能异常，从而指导临

床用药、改善预后。本研究旨在探讨 SAH 后

脑电图的改变，了解脑电图检查对于早期判

断 SAH 后脑缺血/梗死的意义。 

方法  1.收集 2009 年—2015 年收治的 40 例

符合本研究纳入标准的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

血的病例作为回顾性研究对象；2.结合临床症

状体征及头部 CT 平扫、CT 灌注成像（CT P

erfusion, CTP）表现，明确是否为脑脑缺血/

梗死的病例，总结其早期脑电图改变，总结

脑电图检查对于早期发现脑缺血及预测脑缺

血/梗死的意义。 

结果  SAH 后脑缺血/梗死的脑电图有明显的

改变，α 波频率减慢，α 波/活动减少，δ 波及

θ 波等慢波活动增多，偶伴棘/尖波或棘/尖慢

波/同步慢活动/节律，有明显缺血灶的患者相

应的脑区脑电活动改变更显著。 

结论  脑电图检查对于提示 SAH 后脑缺血/梗

死有一定的提示意义，对早期发现脑血管痉

挛及指导临床用药有一定的辅助指导意义。 

 
 
PO-2390 

术中唤醒与颅内电极埋藏在手术治疗功能区

癫痫的对比分析 

 
杨瑞金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采用术中唤醒与颅内电极埋藏手术

治疗功能区癫痫，对比两种方法的临床效果

及安全性，从而针对具体病例，选用更为适

用的方法。 

方法  回顾分析 2011 年 5 月至 2016 年 1 月

我科手术治疗的 123 例癫痫患者的临床资

料，所有病例术前经症状学，头皮脑电图，

神经影像学进行评估，有 8 例进行术中唤

醒，术中进行皮层电刺激描记脑功能区，再

切除癫痫起始区及周边异常组织，一次手术

完成。有 21 例颅内电极埋藏后病房监控，经

颅内电极脑电图,确定 EOZ，通过皮层电刺激

定位脑功能区并进行标注，再次手术切除 EO

Z，及周边异常组织。 

结果  本组病例随访 6~36 个月 8 例术中唤醒

病例（6 例语言区，2 例中央区）。疗效：En

gle-I 4 例，Engle-Ⅱ3 例，Engle-Ⅲ1 例；并

发症：术中 CES 引发局灶性发作 3 例，无颅

内感染病例，术后有恐惧感 1 例；术后脑功

能状态：3 例有短暂不复性运动性失语，6 个

月内均恢复，2 例早期运动早期运动-感觉功

能障碍，1 例完全恢复，1 例有轻偏瘫，有 3

例 EOZ 功能区边缘，术后功能明显较术前好

转；平均住院日 21.6 天，均次医疗费用 5231

9.6 元。21 例颅内电极埋藏（5 例语言区，13

例中央区，3 例视觉功能区）埋藏电极留置时

间 5~11 天，平均 6.5 天。疗效：Engle-Ⅰ13

例，Engle-Ⅱ6 例，Engle-Ⅲ2 例；并发症：

mapping 中出现局灶性发作 5 例，其中 1 例

继发 GCTS，2 例颅内感染；术后脑功能状

态：2 例有短暂不复性运动性失语，均恢复，

7 例早期运动-感觉功能障碍，6 个月后 5 例

完全恢复，2 例轻偏瘫，2 例术后视觉功能障

碍，6 个月有 1 例仍有部分视野缺损，伴有视

物变形；平均住院日 28.9 天，均次医疗费用

123642.5 元。 

结论  术中唤醒和颅内电极埋藏两种方案手术

治疗脑功能区癫痫，均能在保护脑功能的前

提下，实现切除病灶的最大化，合理设计 CE

S 参数和顺序是提高功能区定位精确性，减少

因 CES 诱发癫痫发作的关键。在确定 EOZ

方面，iEEG 方案优于 AAA 方案，但出现院

内感染的机率有所增加，均次医疗费用和住

院时间有明显增加。如术前 EOZ 定位精确，

采用 AAA 方案，能减少住院时间及治疗费

用，优势明显，如术前 EOZ 欠精确，采用颅

内电极埋藏方案优于 AAA 方案，个性化选择

手术方案，能使患者获益更多。 

 
 
PO-2391 

头皮脑电高频振荡波对继发性癫痫致痫灶的

定位价值探讨 

 
但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10019920 

 

目的  比较继发性癫痫患者头皮脑电高频振荡

波与棘尖波在激惹区（irritative zone）和发

作启动区（seizure  onset  zone ，SOZ ）内

外的出现率和分布特点，探讨高频振荡波对

致痫灶的定位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37 例继发性癫痫患者的视频

脑电图。将发作间期痫样放电（interictal  epil

eptiform  discharges，IEDs）出现的导联定

为 A 区（即激惹区），无 IEDs 出现的导联定

为 B 区；并根据发作前 10-30s 率先出现发作

期放电（ictal discharge，ID）的导联定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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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即 SOZ），无 ID 的导联定为 D 区。比

较 IEDs（滤波范围：1～30Hz）和 Ripple(滤

波范围：80Hz～250Hz)的出现率、出现量及

分布特点，并比较二者定位 SOZ 的敏感性、

特异性、准确性。 

结果  1.37 例患者 IEDs 和 Ripple 波的总出现

率分别为 100%（37/37）、48.6%（18/3

7），经卡方检验 IEDs 明显高于 Ripple（p<

0.01）。进一步分析 Ripple 的出现量（次/mi

n.导联）分别为 0.08±0.15 vs 0.03±0.03, 0.1

2±0.29 vs 0.04±0.06，经 t 检验发现 A 区大

于 B 区，C 区大于 D 区（p<0.01）。2. 37 例

病人 IEDs 和 Ripple 出现的平均导联数分别

为 12.4±5.8，4.2±3.6，经 t 检验发现 Ripple

的导联数明显少于 IEDs（p<0.01）。A 区和

B 区中 Ripple 的导联数分别为 185（39.

3%，185/470）vs 96（13.9%，96/688），

C 区和 D 区中 Ripple 的导联数分别为 117

（51.1%，117/229）vs 64（6.9%，64/92

9），发现 A 区的导联数多 B 区，C 区多于 D

区（p<0.01）。3、IEDs 和 Ripple 定位 SOZ

的敏感性分别为（IEDs81.6%，Ripple51.

1%），特异性：（IEDs57.1%，Ripple87.

9%），准确性：（IEDs54%，Ripple80.

6%）。二者相比 IEDs 敏感性高于 Ripple，

特异性和准确性低于后者（p<0.01）。 

结论  继发性癫痫患者致痫灶中，高频振荡波

与痫样放电关系密切，且特异性较高有助于 I

EDs 定位致痫灶；但敏感性太低，尚不能取

代 IEDs 独立定位致痫灶。 

 
 
PO-2392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对椎管内肿瘤患者术后

神经功能预后疗效观察 

 
王金川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观察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对椎管内肿瘤

患者术后神经功能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6 年 4 月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手术治疗椎管内肿瘤患

者 42 例,,男 17 例,女 25 例;平均年龄 43.4±16.

5 岁。其中髓外硬膜下肿瘤 18 例,髓内肿瘤 2

4 例。在椎管手术中主要应用的电生理监测的

技术包括运动神经诱发电位(MEP)、躯体感觉

诱发电位(SSEP)以及自发性肌电图(SEMG)

监测神经根功能。 

结果  26 例患者术中肌电图监测均无异常，1

2 例患者运动神经诱发电位监测出现异常，其

中 7 例患者术中 P 波、N 波波形消失，经暂

停手术采取干预措施后，3 例仍未引出波形。

8 例躯体感觉诱发电位波幅降低超过 50%，

经过处理手术结束后 2 例波幅仍无法恢复。

术后所有病例通过门诊或电话进行随访,随访

时间为 1-6 个月,患者神经功能稳定，症状消

失或改善 35 例,复发 2 例,加重 2 例,患者失访

3 例，无死亡病例。术后均未发生脊髓和神经

根损伤并发症，无死亡患者。 

结论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有效的减少了

术中脊髓的损伤,对保护脊髓功能、降低手术

并发症以及神经功能预后有着重大意义。 

 
 
PO-2393 

不同年龄段儿童术中面神经监测参数设计探

讨 

 
肖丹青 1 静媛媛 2 任仙 1 渠雪峰 1 赵春维 1 强峻 1 余

力生 2 刘献增 1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癫痫中心暨神经功能检

测室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目的  回顾性分析不同年龄段儿童人工耳蜗植

入术中触发肌电（tEMG）阈刺激强度（TI）

与开机后面肌抽搐的关系，并对经颅电刺激

面部运动诱发电位（TES-FMEP）进行初步

探讨。 

方法  通过 tEMG 和 TES-FMEP，对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

喉科 15 例 2-12 岁接受电子耳蜗植入患儿的

面神经功能进行监测，统计分析 TI 及 FMEP

的诱出率、波幅、波宽和潜伏期与开机后面

肌抽搐的关系。 

结果  1、所有患儿 tEMG 的 TI 值均高于 0.5

mA，开机后无 1 例出现面肌抽搐现象；2、

当刺激脉冲波宽为 0.5ms 及脉冲数为 3 时，T

I 平均值 80±20mA，颏肌 FMEP 出现率 10

0%。 

结论  术中监护中 tEMG 的 TI 测定可用于电

子耳蜗植入术术后开机面肌抽搐的预防；与

成年人相比，儿童 TES-FMEP 的 TI 显著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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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94 

多模式神经电生理监测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

中的应用 

 
宫达森 崔云 魏伟 杨新宇 雪亮 苏少波 刘兵 赵岩 甄英

伟 江荣才 岳树源 张建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神经电生理监测在国内颈动脉内膜切除

术（CEA）中应用尚未广泛开展，尤其是运

动诱发电位（MEP）联合体感诱发电位（SE

P）以及脑电图（EEG）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

中的研究鲜见报道，本次研究将对 MEP,SEP,

EEG 在 CEA 术中检测及预防脑缺血的临床应

用价值进行评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行颈动脉

内膜切除术的 62 例患者。术中行 MEP、SE

P、EEG 检查，当患者 SEP 波幅降低 50%，

潜伏期延迟 10%、MEP 消失、脑电图的频率

改变 50%时考虑应用转流管。分别对三种检

查方法联合应用进行比较。 

结果  62 例患者中，MEP 发生改变 11 人，S

EP 发生改变 15 人，脑电图发生改变的 8

人，术中选择性安放装流管 3 人，术后 5 人

发生一过性神经功能障碍。MEP、SEP、EE

G 这三种单一监测方法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各种联合监测模式之间（MEP+SEP, MEP+E

EG, SEP+EEG, MEP+SEP+EEG）无统计学

差异；除了 MEP+SEP 与 EEG 之间无统计学

差异外（P=0.655），联合监测模式比较单一

监测模式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K

appa 一致性分析显示 MEP+SEP 模式比其他

各种监测模式拥有最高的一致性程度。 

结论  多模式神经电生理监测较单一模式在 C

EA 术中监测更加安全有效；MEP+SEP 监测

模式是 CEA 术中首选监测方案；MEP+SEP+

EEG 比较其他联合监测模式（MEP+SEP,  M

EP+EEG, SEP+EEG）无统计学差异；术中

转流管的安放要结合患者术前病史、影像学

资料、术中神经电生理变化综合考虑评估决

定。 

 
 
PO-2395 

幕上肿瘤患者临床下发作特点和临床价值探

讨 

 
周超 但炜 孙超 詹彦 石全红 谢延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临床下发作(subclinical seizures, SCS)

是指脑电图上有频率和空间演变（募集现

象）的节律性发作样放电，而在行为和意识

上缺乏主观或客观的改变的现象。本文拟探

讨幕上肿瘤患者临床下发作的特点及其对与

术后癫痫发生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神经外科 2010 年 1 月

至 2015 年 1 月行脑电图检查并接受切除手术

治疗的幕上肿瘤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术前有

无癫痫临床发作病史将患者分为 seizure 组和

non-seizure 组。回顾动态或视频脑电图资

料，根据有无 SCS 将 seizure 组患者分为 A

（有 SCS）、B（无 SCS）两亚组，将 non-

seizure 组患者分为 C（有 SCS）、D（无 S

CS）两亚组。Seizure 组患者行肿瘤切除辅

以皮层脑电检测下致痫灶切除或皮层热灼，N

on-seizure 组患者行单纯肿瘤切除。术后均预

防性应用抗癫痫药，随访 1 年，并除外术后 1

周内可能由手术牵拉、脑组织水肿引起的早

期癫痫发作，比较各亚组患者术后癫痫发生

率，探讨 SCS 在幕上肿瘤患者中的临床价

值。 

结果 共筛选出 632 例患者纳入分析。其中 43

9 例术前无癫痫临床发作史，193 例术前有明

确癫痫发作史。85 例经视频脑电检查，547

例经 24h 动态脑电图检查。男性 310 例，女

性 322 例。平均年龄 48.2(18～87)岁。病程

平均为 11 个月(2～36)月。术后病检:星形细

胞瘤 144 例(Ⅱ级)，星形细胞瘤 106 例(Ⅰ

级)，少突胶质细胞瘤 86 例(Ⅱ级)，脑膜瘤 1

66 例，胶质母细胞瘤 69 例(Ⅳ级)，垂体瘤 4

2 例，转移性癌 19 例。632 例幕上肿瘤患者

中 32(5.06%)例 91 次出现 SCS，平均持续时

间 78(21~196)s。seizure 组 SCS 发生率 10.

88%（21/193）显著高于 non-seizure 组 2.5

1%（11/439），(X2=19.56，P<0.01)。A 组

术后癫痫发生率 33.33%（7/21）高于 B 组 2

7.91%（48/124），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X2=0.27，P=0.60)；C 组术后癫痫发生

率 54.55%（6/11）高于 D 组 17.76%（76/3

52），经连续校正卡方检验有显著差异(X2=7.

29，P=0.01)。 

结论 SCS 是幕上肿瘤患者重要异常脑电图表

现之一，可能与术后癫痫发生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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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96 

AMR 波刺激阈值在面肌痉挛 MVD 术中变化

的观察研究及新认识 

 
林军 陶英群 袁冠前 许峰 谭俊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5 

 

目的 观察 AMR 波刺激阈值在面肌痉挛（HF

S）显微微血管减压（MVD）手术中的变化情

况。 

方法 采用美国 Nicolet Endeavor CR 神经电

生理术中监测仪，对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的 30 例面肌痉挛手术病人行术中 AMR

波的电生理监测，刺激电极置于面神经的颧

支，记录电极置于患侧眼轮匝肌、口轮匝肌

及颏肌；分别记录切皮前、骨窗打开、硬脑

膜打开、显微微血管减压后四个时间段的 AM

R 波形态及电流刺激值，其中切皮前所采集

的 AMR 波最小刺激电流为 AMR 波阈值；刺

激电流根据术中监测情况调整范围为 0mA-10

0mA。 

结果 30 例患者中，有 4 例（13.3%）AMR

波阴性，其余均为阳性；26 例 AMR 波阳性

者刺激阈值范围为 0.5mA-33mA，平均值为 3.

2mA；显微微血管减压后刺激阈值不同程度

提高，其中阈值提高小于 1 倍者有 3 例（11.

5%），其余患者（88.5%）阈值提高大于 2-

15 倍。患者术后随访 3-10 个月，症状消失 2

8 例（93.3%），症状明显缓解 2 例（6.

7%）。4 例 AMR 波阴性者，症状消失 3 

例，症状明显缓解 1 例。 

讨论 目前，国内外针对 MVD 治疗以及与术

中电生理监测相关的临床文献报道不少，但

对于术中 AMR 阈值变化的研究报道并不多。

在以往大多数国内外文献的报道中，对于 AM

R 波“消失”的概念和定义很少有详细地阐述。

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随着刺激电流的不同

（逐步提高），术中的 AMR 波并未完全“消

失”，而是“AMR 波的阈值升高” ，即：即使术

中面神经得到充分减压，在刺激电流进一步

提高后仍可诱发 AMR 波出现。这一发现可以

更好的解释面肌痉挛的发病机理，即：微血

管减压后解除了对面神经 REZ 区的物理刺

激，使得面神经核团的神经兴奋性降低，从

而缓解了临床症状；且 AMR 波形与之前的阈

值波形有很大变化；另外本研究还发现：记

录的三组肌肉的 AMR 波阈值，也有所不同，

阈值升高后“消失”程度也不尽然；再有，阈值

的高低与患者病史的长短有相关性。 

结论 以往文献报道的 AMR 波“消失”，实质上

可能只是阈值升高而已，由此可能对面肌痉

挛的发病机理有了新的认识；本研究由于样

本量稍小，其中有些问题，如：如何根据 AM

R 波阈值的变化情况来决定手术的结束进

程？AMR 波阈值的变化幅度与疾病预后的相

关性？如何规范 AMR 波的应用或制定指南便

于临床使用？等，都有待于大样本或多中心

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PO-2397 

术中皮层脑电残余痫样放电与术后癫痫发作

关系 

 
周超 但炜 王刚 张兆斯 詹彦 石全红 谢延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分析难治性症状性癫痫患者病灶切除后

皮层脑电（electrocorticography, ECoG）残

余痫样放电类型[棘波、ripple、fastripple(FR)]

及残余量，探讨其与术后癫痫发作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神经外科 2010 年 1 月

至 2015 年 1 月 71 例经切除性手术治疗的难

治性症状性癫痫患者，选取病灶切除后最后 1

次 ECoG 监测 1min 无干扰脑电数据。术后随

访时间 1~5 年。根据各残余痫样放电类型，

分别分析残余棘波（1~40 Hz，棘波组）、rip

ple(80~250 Hz，R 组)和 FR(250~500 Hz, F

R 组)3 组指标，根据各组内患者残余事件有

无分为阳性（+）和阴性（-）亚组，比较各

亚组患者术后癫痫发作患者数量；并统计各

组残余事件的出现量，探讨各类残余痫样放

电类型及数量与术后癫痫发作的关系。 

结果 71 例患者中男性 44 例，女性 27 例；年

龄（38.8±17.4）岁；病程（6.8±5.7）年；致

痫部位：颞叶 24 例、额叶 21 例、枕叶 15

例、顶叶 11 例；病理类型：胶质细胞性肿瘤

15 例、脑膜瘤 13 例、海马硬化 15、皮层发

育不良 12 例、海绵状血管瘤 6 例、其它 10

例；术后随访（2.3±1.5）年。45 例（63.3

8%）患者术后癫痫控制（EngelⅠa），26 例

（36.62%）患者在术后癫痫发作（EngelⅠb

~Ⅳ）。各残余事件组中，FR(+)患者术后癫

痫发生显著高于 FR(-)患者(12/17 vs 14/54,P

<0.01),残余 FR 对术后癫痫发作阳性预测值(p

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为 70.59%；且

术后癫痫发作患者平均 FR 数量显著高于术后

癫痫控制患者[(7.62±1.19)vs（5.2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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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棘波组和 R 组中癫痫控制与癫痫发

作患者在在残余事件类型及数量上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难治性症状性癫痫患者病灶切除后 ECo

G 残余的 FR 可能是术后癫痫发作的电生理标

识，且残余 FR 量较高时与术后癫痫发作关系

更为密切 

 
 
PO-2398 

术中电生理监测辅助颈动脉内膜切除术 

 
林国中 王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探讨术中电生理监测在颈动脉内膜切除

术（CEA）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14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在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接受 CEA 手术的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一组不进行术中电生理监测（A 组），一

组进行术中电生理监测（B 组）并根据电生理

指标决定是否应用转流管。分析两组患者的

临床资料，比较两组的手术时间，阻断时

间，围手术期心脑血管意外发生率等指标。 

结果  A 组 92 例患者，2 例因对侧颈动脉闭塞

行转流，平均手术时间 83.4±5.2 分钟，平均

阻断时间 34.2±3.1 分钟，5 例在围手术期发

生心脑血管意外。B 组 131 例患者，3 例因对

侧颈动脉闭塞行转流，3 例因阻断期间电生理

监测异常（SEP 波幅降低＞50%和/或 SEP 

潜伏期延长＞10%）行转流，平均手术时间 8

3.6±5.5 分钟，平均阻断时间 36.2±3.7 分钟，

仅有 1 例术后出现脑部微梗塞灶。两组间手

术时间和阻断时间无显著差异，心脑血管意 

外发生率有显著差异。 

结论  术中电生理监测可对 CEA 术中脑灌注

情况进行连续监测，对是否应用转流管最具

有指导作用，有利于决定手术策略，避免手

术相关性缺血并发症的发生。  

 
 
PO-2399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在椎管内肿瘤中的临床

应用 

 
鲁艾林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椎管内肿瘤的发病率约占中枢神经系统肿瘤

的 15%，根据肿瘤与脊髓之间的关系可以将

肿瘤分为：脊髓内肿瘤、脊髓外肿瘤以及两

者兼具的肿瘤。椎管内肿瘤的患者，临床症

状多为疼痛、感觉异常、大小便障碍等等，

同时患者症状进展多比较缓慢，伴随着疾病

的进展，患者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给社会

及家庭带来了严重的负担。椎管内肿瘤的患

者治疗方式首选手术，但在手术过程中，可

能引起医源性的脊髓损伤。近年来，由于临

床上广泛使用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有

效的减少了术中脊髓的损伤，对保护脊髓功

能、降低手术并发症以及判断预后有着积极

地作用。在椎管手术中主要应用到的神经电

生理监测技术包括运动神经诱发电位（ME

P）、躯体感觉诱发电位（SSEP）以及肌电

图（EMG）。因此，本研究针对这三种神经

电生理监测技术在手术中的应用，比较是否

在术中运用这三种技术对椎管内肿瘤患者术

后神经功能预后的影响进行探讨。本文选择 1

46 例患者，根据监测情况分为未监测组和监

测组，同时根据肿瘤的部位和症状的特点将

结果分成三部分来讨论分别为颈髓区，胸髓

区和腰骶膨大区、脊髓圆锥区及马尾区。在

颈髓区，患者术后以及三个月随访时监测组

与未监测组没有统计学差异。在胸髓区，进

行监测的预后明显好于未监测的患者。在腰

骶膨大区、脊髓圆锥区及马尾区，进行监测

可以很好的对脊髓功能进行保护。在对整体

两者比较中，监测组的预后明显好于未监测

组。术中电生理监测在椎管内肿瘤的术中监

测中，能有效的进行神经功能的保护，三种

监测技术的联合应用能明显改善手术患者的

神经功能预后。 

 
 
PO-2400 

神经电生理联合监测在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

中的应用 

 
应婷婷 李世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异常肌反应(AMR)、ZLR、刺激肌

电图（stim-EMG）联合监测在面神经微血管

减压术(MVD)中鉴别责任血管、评估减压效果

以及判断预后方面的作用。 

方法  6 例典型面肌痉挛患者在面神经微血管

减压术中，经常规 4 区探查和移位血管后，5

例 AMR 始终未消失，1 例 AMR 始终未出

现。通过术中联合应用 AMR、ZLR 和 s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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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的监测方法来协助判断压迫点及责任血

管。 

结果  通过三种电生理联合监测，术中发现：

首次 MVD 手术的 4 例患者中，AICA 分支压

迫面神经内听道段 2 例，AICA 分支压迫 I 区

2 例；再次手术的 2 例患者中，AICA 压迫 IV

区 1 例，原 PICA 在 III 区压迫点垫片粘连 1

例。所有患者术后症状完全缓解。除一例患

者出现轻度面瘫，一例患者出现耳鸣外，其

余患者均无面瘫、耳鸣、听力下降、声音嘶

哑等并发症。 

结论  在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中，AMR、ZLR

及 stim-EMG 三种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的联

合应用有助于鉴别责任血管、辨认压迫部位

以及评估减压效果，并对提高术后疗效有较

高的应用价值。 

 
 
PO-2401 

CPA 肿瘤术末小电流神经刺激对面神经保护

的意义 

 
陈立科 洪涛 李美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0 

 

目的  探讨桥小脑角区（CPA）肿瘤术末刺激

面神经脑干端能诱发出肌电的电流大小对面

神经功能保留程度的评估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1 月～2015 年 2 

月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手术治疗的 56 例

CPA 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 House-Brac

kmann(H．B)分级方法对面神经功能进行评

价。56 例患者术前面神经功能均为Ⅰ～Ⅱ

级。手术采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术中采用 c

ascade 监测系统(美国 cadwell 公司) ，监测

患侧面神经的自发肌电图和诱发肌电图。记

录电极均采用针电极，置于眼轮匝肌和口轮

匝肌上，地线置于患者肩部。手术过程中对

疑为神经的组织以直流双极刺激器刺激，刺

激量由大到小，由远及近准确定位，结合监

测术中自发面神经肌电图，准确向术者反馈

各神经信息。肿瘤切除后在脑干端由小到大(0.

05mA～2mA)给予电刺激面神经，记录能诱

发近端复合肌肉动作电位(CMAP)的最小电

流。术后 3-12 个月，对术末电刺激强度与面

神经功能保留程度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肿瘤全切 53 例（94.6%），次全

切除 3 例（5.4%）。2、  面神经解剖保留 54

例，占 96.4%。3、  术后 3-12 个月面神经功

能保留结果：面神经功能Ⅰ～Ⅱ级 46 例（82.

1%）；Ⅲ～Ⅳ级 9 例（16.1%）；V 级 1 例

(1.8%)。术末在面神经出脑干端刺激时，小

电流刺激能诱发出 CMAP 者，预后良好。 

结论  1、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和术中神经电生

理监测能有效提高 CPA 肿瘤的全切率。2、

由大到小，由远及近，自发肌电图与诱发肌

电图结合，可以精确定位面神经，提高面神

经解剖保留率。只要面神经得以保留，绝大

多数的神经功能有望在 1 年后恢复至良好。 

3、术末在面神经脑干端能诱发出 CMAP 的

刺激强度越小，提示面神经功能保护越好。 

 
 
PO-2402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在复合手术室中对

手术“突发状况”的指导应用——附两则典型

病例分析 

 
林军 宋振全 于春泳 赵明光 潘冬生 梁国标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5 

 

目的  探讨术中电生理监测技术在复合手术室

中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1

2 月在复合手术室实施的 56 例神经外科手术

病人术中应用体感诱发电位(SEP)，经颅电刺

激运动诱发电位(TcMEP)，电刺激器触发肌

电（EMG）及三者联合监测脊柱脊髓和脑血

管疾病神经功能的效果和体会。其中间盘退

行性病变 15 例、脊髓肿瘤 12 例、脊髓创伤

9 例、脊髓血管疾病 6 例、先天畸形 5 例、颅

内动脉瘤 5 例、骶管囊肿（含脊髓栓系综合

征）3 例、硬脊膜炎 1 例。 

结果  术中发现“突发状况”4 例，即刻结合术 

中影像学变化及时处理并纠正 2 例，2 例无

效；术后神经功能障碍情况：43 例较术前不

同程度缓解，10 例无变化，3 例加重（其中

1 例动脉瘤切除+血管搭桥吻合术后出现一过

性对侧肢体肌力下降，1 例马尾神经鞘瘤病人

术后出现一侧踇指皮肤感觉障碍，1 例胸椎节

段硬肥厚性脊膜炎病人术后出现双下肢瘫

痪）。典型病例分析 病例 1 女性，62 岁，四

肢无力伴麻木半年，加重 1 月入院，诊断：C

5-6、C6-7 间盘突出并椎管狭窄，行颈前入路

椎间盘切除、及椎体融合术；术中电生理监

测 SEP、MEP，当术中即将 Cage 植入并固

定结束时，发现一侧肢体 SEP、MEP 均消

失，即刻行术中 CT 扫描，发现椎体后方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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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骨化组织致脊髓明显受压，经进一步处

理纠正后，SEP、MEP 均恢复，患者术后无

肢体功能障碍加重。病例 2 男性，52 岁，术

前诊断：右侧大脑中动脉大型动脉瘤，术中

首次夹闭动脉瘤后出现 SEP、MEP 的改变及

消失，经术中血管造影进一步证实缺血性改

变，术中及时调整动脉瘤夹的位置角度后，

电位得到恢复，再次造影“中断血流”完全改

善，血流通畅，患者术后无功能障碍。 

结论  术中电生理监测结合术中影像技术可以

给手术操作者提供神经功能缺失的重要信

息，对于神经外科手术中的安全性具有重要

价值，且二者可相互印证，并进一步指导手

术的顺利进行。 

 
 
PO-2403 

海洛因成瘾患者伏隔核/内囊前肢的微电极记

录研究 

 
葛顺楠 李楠 陈磊 王学廉 高国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伏隔核/内囊前肢脑深部电刺激术（DB

S）在治疗难治性药物成瘾领域具有极佳的前

景，目前其定位主要依靠影像解剖学定位，

本研究通过分析接受伏隔核/内囊前肢 DBS 手

术患者术中微电极记录信号，拟为 DBS 治疗

药物成瘾的术中微电极辅助定位提供重要的 

理论基础。 

方法  研究共纳入志愿受试的海洛因成瘾患者

3 例，均在局麻下接受双侧伏隔核/内囊前肢

脑深部电刺激术，术中利用 Leadpoint 系统记

录微电极路径全程的峰电位信号。离线分析

微电极记录不同位置的微电极记录信号：

（1）首先利用 offline sorting 软件对信号进

行峰电位分选；（2）计算不同部位单个神经

元的平均放电频率、峰峰间期。 

结果  靶点上 15mm 处，信号位于内囊前肢

内，可记录到 1 类神经元放电，放电频率最

低，平均频率 1.69Hz，平均峰峰间期 0.56

s；靶点上 6mm，信号位于背侧伏隔核（核

心部），可记录到 3 类神经元放电，放电频

率高于内囊前肢，平均放电频率 4.79Hz，平

均峰峰间期 0.20s； 

靶点处，信号位于腹侧伏隔核（壳部），记

录到 2 类神经元，平均频率 1.95Hz，平均峰

峰间期 0.49s；靶下 2mm，信号位于额底皮

质，平均频率 9.06Hz，平均峰峰间期 0.14

s。MER 记录的背景噪声表现为：额底皮

质〉伏隔核〉内囊前肢。 

结论  进行 DBS 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患者，

术中 MER 记录显示微电极路径上不同结构的

神经元的平均放电频率有显著区别，背景噪

声表现为：额底皮质〉伏隔核〉内囊前肢，

依据此结果可以有效辅助术中定位。    

 
 
PO-2404 

公兔阴部骶髓诱发电位的刺激记录方法及应

用 

 
费昶 宋启民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200 

 

目的 探讨公兔阴部骶髓诱发电位(Spinal Pud

endal Evoked potentials,SpEp)的刺激和记录

方法，并观察其在急性骶髓缺血损伤后的变

化特点。  

方法 10 只公兔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n=

5）用于排除麻醉和手术对 SpEp 的影响；实

验组（n=5）结扎左肾动脉和动脉分叉间 5 条

腰动脉建立骶髓缺血损伤动物模型，腰动脉

结扎后连续记录 SpEp 波形 2h,观察 SpEp 波

在脊髓缺血急性期的变化特点，记录腰动脉

结扎后 2h 的 SpEp 波形，2d 后取骶段脊髓 H

E 染色镜下观察。 

结果 麻醉和手术本身不会对公兔 SpEp 结果 

造成影响；实验组骶髓缺血后可见 SpEp 波

幅经过（2.4±0.8）min 开始降低，经（3.7±0.

4）min 后波幅完全消失。实验组 SpEp 波稳

定后记录到的波幅与基线的比值是 0±0%，与

对照组 t 检验比较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公兔可以记录到稳定的 SpEp 波形，Sp

Ep 波幅变化能够客观的反应骶髓病理损害程

度，为术中应用 SpEp 预防术后性功能障碍

提供了依据。 

 
 
PO-2405 

SMEP 在公兔骶髓缺血损伤急性期的变化 

 
费昶 宋启民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200 

 

目的 探讨公兔骶髓运动诱发电位(Spinal Moto

r Evoked potentials,SMEP)在公兔不同程度

骶髓缺血损伤动物模型急性期的变化特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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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P 波幅变化与骶髓病理损害程度的相关

性。 

方法 30 只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 6 组，对照

组（n=5）用于排除麻醉和手术对公兔 SMEP

的影响，实验组随机分 5 组（n=5）分别沿尾

头方向结扎左肾动脉和动脉分叉间不同水平

的腰动脉，腰动脉结扎后连续记录 SMEP 2

h，观察公兔 SMEP 在脊髓缺血急性期的变化

特点，并分析公兔 SMEP 急性可逆期的波形

变化与脊髓病理损害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 麻醉和手术本身不会对公兔 SMEP 结果

造成影响；结扎 1 根组结扎后未见公兔 SME

P 波形变化；结扎 2 根组、3 根组、4 根组和

5 根组血管结扎后公兔 SMEP 很快开始变

化，表现为潜伏期即刻开始延长和波幅即刻

开始降低，分别经过（0.2±0.2）、（0.4±0.

3）、（0.3±0.2）和（0.4±0.2）min 波形平

稳；公兔 SMEP 的波幅变化与结扎 2d 后脊髓

病理损害程度均呈正相关，r=0.939，P＜0.0

1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公兔 SMEP 波对骶髓缺血性损伤敏感，

可以在骶髓缺血可逆期内发现缺血性损伤，S

MEP 波幅变化能够反应骶髓病理损害程度。 

 
 
PO-2406 

F 波对兔不同程度永久性腰髓缺血损伤动物

模型的评估 

 
张健 宋启民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3 

 

目的 探讨兔胫后神经 F 波对不同水平永久性

腰髓缺血动物模型的评估作用。 

方法 30 只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 6 组，对照 

组（n=5）用于确定最佳刺激强度，并用于排

除麻醉和手术对 F 波的影响，实验组随机分 5

组（n=5）分别结扎左肾动脉和动脉分叉间不

同水平的腰动脉，腰动脉结扎后 2h 和 2d 记

录 F 波，分别在麻醉清醒后和手术后 2d 进行

运动功能评分，分实验各组术后 2h F 波波幅

变化与下肢运动功能的相关性，2d 后取缺血

中心区标本进行 HE 染色，观察缺血区病理变

化。  

结果 F 波的波幅在 1 根组和 2 根组结扎前后

没有明显的变化，结扎前后不同时间点经方

差分析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扎 3

根组、4 根组和 5 根组血管结扎结扎后的波幅

下降，各组结扎前后不同时间点波幅经方差

分析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波的潜

伏期在 1 根组和 2 根组结扎前后没有明显的

变化，在 3 根组、4 根组和 5 根组随着缺血程

度的增加逐渐延长，各组潜伏期结扎前后不

同时间点经方差分析 P＞0.05，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结论 兔下肢胫后神经 F 波的潜伏期不能反应

腰髓缺血损伤程度；F 波波幅能够反应腰髓缺

血损伤程度并且能够预测脊髓的功能。 

 
 
PO-2407 

F 波在兔腰髓缺血损伤动物模型急性可逆期

的变化 

 
张健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3 

 

目的 探讨兔下肢胫后神经 F 波在兔不同程度

腰髓缺血损伤动物模型急性可逆转期的变化

特点及其对脊髓功能的预测作用。 

方法 30 只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 6 组，对照

组（n=5）用于排除麻醉和手术对 F 波的影

响，实验组随机分 5 组（n=5）分别沿头尾方

向结扎左肾动脉和动脉分叉间不同水平的腰

动脉，腰动脉结扎后连续记录 F 波 2h，观察

F 波在脊髓缺血急性期的变化特点，并分析 F

波急性可逆期的波形变化与脊髓运动功能的

相关性。  

结果 麻醉和手术本身不会对 F 波结果造成影 

响；结扎 1 根组、2 根组结扎后未见 F 波波形

变化；结扎 3 根组、4 根组和 5 根组血管结扎

后 F 波很快开始变化，表现为潜伏期很快开

始延长和波幅很快开始降低，分别经过（0.9

±0.3）、（0.7±0.3）和（0.8±0.2）min 波形

开始降低，分别经过（1.3±0.3）、（1.9±1.

6）和（1.9±0.5）min 波形平稳；F 波的波幅

变化与结扎 2d 后运动功能均呈正相关，r 为

0.96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兔下肢胫后神经 F 波的波幅变化对腰髓

缺血性损伤敏感，对运动功能特异，可以在

腰髓缺血可逆期内发现缺血性损伤。 

 
 
PO-2408 

BCR 在公兔骶髓缺血损伤急性可逆转期的变

化 

 
宋启民 

临沂市人民医院 1013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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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球海绵体肌反射（bulbocavernosus

 sphincter reflex,BCR）在公兔不同水平骶髓

损伤动物模型急性可逆转期的变化特点及其

对脊髓功能的预测作用，为其在显微手术中

应用保护脊髓功能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36 只新西兰大白兔公兔随机分为 6 组，

对照组（n=6）用于排除麻醉和手术对 BCR

的影响，实验组随机分 5 组（n=6）沿尾头方

向分别结扎左肾动脉和动脉分叉间不同水平

的腰动脉，腰动脉结扎后连续记录 BCR2h，

并 2d 后取缺血区骶髓标本进行苏木素伊红

（HE）染色，观察骶髓缺血区病理变化。  

结果 麻醉和手术本身不会对 BCR 造成影响；

结扎 1 根组结扎后未见 BCR 波变化，结扎 2

根组、3 根组、4 根组和 5 根组血管结扎后 B

CR 即刻开始变化，表现为潜伏期即刻开始延

长和波幅即刻开始降低，分别经过（0.7±0.

4）、（0.7±0.3）、（0.7±0.3）、（0.6±0.

3）min 波平稳；BCR 的波幅变化与结扎 2d

后脊髓功能均呈正相关，r=0.791，P＜0.01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BCR 的波幅和潜伏期对骶髓缺血性损伤

敏感，可以在骶髓缺血可逆期内发现缺血性

损伤，为其在显微手术中应用预防不可逆性

骶髓损伤的发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PO-2409 

公兔的球海绵体括约肌反射的刺激记录方法

及其应用 

 
戴超 宋启民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3 

 

目的 探讨公兔的球海绵体括约肌反射（bulbo

cavernosus sphincter reflex,BCR）的刺激和

记录方法，并观察其在急性骶髓缺血损伤后

的变化特点。 

方法 12 只公兔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n=

6）用于排除麻醉和手术对 BCR 的影响；实

验组（n=6）结扎左肾动脉和动脉分叉间 5 条

腰动脉建立骶髓缺血损伤动物模型，腰动脉

结扎后连续记录 BCR 波形 2h,观察 BCR 波在

脊髓缺血急性期的变化特点，分别记录腰动

脉结扎后 2h 和 2d 的 BCR 波形，2d 后取骶

段脊髓 HE 染色镜下观察；另外 1 只公兔用于

解剖观察兔盆底括约肌。 

结果 本组手术前所有 12 只公兔均记录到稳定

的 BCR 波形，所有 12 只公兔 BCR 波的潜伏

期是（12.2 ±1.6）ms，波幅是（164.0±161.

9）μV；实验组骶髓缺血后可见 BCR 波幅即

刻开始降低、潜伏期即刻开始延长，约经（0.

7±0.3）min 后波幅完全消失，实验组 BCR 波

稳定后记录到的波幅与基线的比值是 0±0%，

与对照组 t 检验比较 P<0.05，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论 公兔可以记录到稳定的 BCR 波形，其对

骶部脊髓缺血损伤敏感损伤，能够客观的反

应骶髓的功能。 

 
 
PO-2410 

母兔的球海绵体括约肌反射的刺激和记录方

法及其应用 

 
程彦昊 宋启民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0 

 

目的 探讨母兔球海绵体括约肌反射（bulboca

vernosus sphincter reflex,BCR）的刺激和记

录方法，并观察其在急性骶髓缺血后的变化

特点。 

方法 12 只母兔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n=

6）用于确定最佳刺激强度，并用于排除麻醉

和手术对 BCR 的影响；实验组（n=6）结扎

左肾动脉和动脉分叉间 5 条腰动脉建立骶髓

缺血损伤动物模型，腰动脉结扎后连续记录

BCR 波形 2h,观察 BCR 波在骶髓缺血急性期

的变化特点，分别记录腰动脉结扎后 2h 和 2

d 的 BCR 波形，2d 后取骶髓 HE 染色镜下观

察；另外 1 只母兔用于解剖观察母兔盆底括

约肌。 

结果 本组手术前所有 12 只母兔均记录到稳定 

的 BCR 波，所有 12 只母兔 BCR 波的潜伏期

是（11.5±1.5）ms，波幅是（261.2±275.3）

μV；实验组骶髓缺血后可见波幅即刻开始降

低、（，）潜伏期即刻开始延长，约经（0.6

7±0.4）min 后波幅完全消失，实验组 BCR 波

稳定后记录到的波幅与基线的比值是 0±0%，

与对照组 t 检验比较 P<0.05，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论 母兔可以记录到稳定的 BCR 波形，其对

骶髓髓缺血敏感，能够客观的反应骶髓的功

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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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11 

BCR 对不同水平永久性公兔骶髓缺血损伤动

物模型的评估 

 
戴超 宋启民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3 

 

目的 探讨球海绵体肌反射（bulbocavernosus

 sphincter reflex,BCR）对公兔不同水平骶髓

缺血损伤动物模型的评估作用。  

方法 36 只新西兰大白兔公兔随机分为 6 组，

对照组（n=6）用于排除麻醉和手术对 BCR

的影响，实验组随机分 5 组（n=6）沿尾头方

向分别结扎左肾动脉和动脉分叉间不同水平

的腰动脉，腰动脉结扎后分别记录血管结扎

后 2h 及血管结扎后 2d 的 BCR 波，分别在麻

醉清醒后和血管结扎后 2d 进行运动功能评

分，2d 后取缺血区骶髓标本进行苏木素伊红

（HE）染色，观察骶髓病理变化。 

结果 BCR 的波幅在 1 根组结扎前后没有明显

的变化，结扎前后不同时间点经方差分析 P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扎 2 根组、3

根组、4 根组和 5 根组结扎后的波幅下降，各

组结扎前后不同时间点波幅经方差分析 P＜0.

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CR 的潜伏期在 1

根组结扎前后没有明显的变化，结扎 2 根组

结扎后见潜伏期延长，1 根组、2 根组结扎前

后不同时间点经方差分析 P＞0.05，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3 根组结扎后的潜伏期延长，结扎

前后不同时间点经方差分析 P＜0.0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结扎 4 根组大部分公兔波形消

失；结扎 5 根组所有公兔波形均消失。  

结论 尾头方向分别结扎左肾动脉和动脉分叉

间不同水平的腰动脉可以建立不同程度的骶

髓缺血损伤动物模型。 

 
 
PO-2412 

术中皮层脑电图在致痫性颅内占位手术中的

应用 

 
孙雅静 李安民 宋少军 李军旗 蔺 兴 高海平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100 

 

目的 探讨术中皮层脑电图（ECOG）在伴有

癫痫症状的颅内占位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 例术中使用皮层电极和深

部针状电极对病灶及相应部位进行脑电图监

测，确定致痫性放电的部位及范围，显微镜

下行肿瘤切除+致痫灶切除、皮层热灼或软膜

下横切。肿瘤切除及致痫性皮层处理后再次

进行脑电图监测，若仍有癫痫样放电，再行

切除。 

结果 本组 20 例患者中，脑皮层发育不良 1

例，颅内肿瘤 19 例，其中胶质瘤 10 例，脑

膜瘤 7 例，转移瘤 2 例；胶质瘤 7 例次全

切，3 例部分切除。术后一过性偏瘫或失语 2

例。随访 6-24 个月，按谭式分级：Ⅰ级 13

例、Ⅱ级 3 例、Ⅲ级 2 例、Ⅳ级 1 例、Ⅴ级 1

例；胶质瘤复发 2 例，伴有癫痫发作 1 例。 

结论 切除致痫性颅内占位手术中皮层脑电监

测是治疗伴有癫痫症状的颅内占位的有效方

法，可改善患者术后的生存质量。 

 
 
PO-2413 

颈痛颗粒联合颈交感神经及颈脊神经后支射

频术对血瘀型颈源性头痛患者疗效观察 

 
杨慧 张余 赵永青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

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

00162 
 

目的  观察颈痛颗粒联合颈交感神经及颈脊神

经后支射频术对血瘀型颈源性头痛患者（cerv

icogenicheadache，CEH）疗效 

方法  选取我院就诊的血瘀型 CEH 患者 99

例，将纳入对象按照随机化方法分为三组，

其中剔除和脱落病例数为 9 例；最终对照

组、射频组、联合组各 30 例。对照组给予颈

痛颗粒（每袋 4g），开水冲服，一次 1 袋，

一日 3 次，饭后服用；射频组行颈交感神经

及颈脊神经后支射频术；联合组为以上两种

方法结合。患者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 1

天、7 天、28 天填写 VAS 量表、SDS 量表，

并监测 SSR，同时记录疼痛缓解程度及颈椎 

活动度，分别对其临床症状进行评估。 

结果  ①各组间进行统计学分析，三组 VAS

值比较，联合组与颈痛颗粒组和射频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疼痛缓解率

比较，颈痛颗粒组与射频组和联合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余各组间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治疗前后 SSR

异常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

治疗后 SSR 异常者例数减少。③治疗前后 S

DS 异常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

5)，单治疗后 SDS 异常者例数减少。 

结论  1.三组均有治疗作用，其中射频治疗组

及中药联合射频组对头痛的缓解优于单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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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组；而中药联合射频治疗疗效优于单纯射

频治疗；2．在常规中药治疗的基础上加颈交

感神经及颈脊神经后支射频术，可以有效治

疗 CEH 的诸多伴随症状，阻断其恶性循环。 

 
 
PO-2414 

微电极电生理监测技术在 DBS 治疗帕金森病

中的应用与评价 

 
彭里磊 明杨 郑皓文 张苓 陈礼刚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研究微电极电生理监测技术在帕金森病

脑深部刺激术中的临床应用，并评估其价值

和对术后程控的指导意义。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3 年-2016 年收治的 1

7 例帕金森患者的临床资料，17 例患者均行

STN-DBS 手术，共 29 侧（5 例单侧，12 例

双侧）。常规安装 Lecsell 立体定向头架，M

RI 和 Elekda 手术计划系统进行 STN 靶点定

位，计算靶点三维坐标数值，计划手术切

口，穿刺入路。术中采用微电极记录在穿刺

路径上 STN 核团电生理变化，判断靶点定位

的准确性，根据微电极记录的细胞放电波形

确定电极可植入 STN 的长度。常规术后 1 月

开机，随访 12-36 个月，统计患者的 UPDRS

-Ⅲ评分改善率（改善率=[(术前未服药状态评

分-术后 12 月开机未服药状态评分)/术前未服

药状态评分]*100%），左旋多巴等效剂量的

减少率（减少率=[(术前剂量-术后 12 月剂量)/

术前剂量]*100%）和术后 12 月内平均程控次

数。 

结果  26 根(89.7％)微电极一次成功定位准

确。共用 MER 针道 32 道，每植入 1 根电极

平均需要 1.1 针道。以微电极记录到典型的 S

TN 波形计算电极在 STN 核团内长度为 5.5±1.

8mm。所有病人术后复查头部 MRI，电极位

置满意率 100％，全部病人术后 12 月 UPDR

S-Ⅲ评分平均改善率为 82.6%，术后 12 月左

旋多巴等效剂量减少率为 42.8%，术后 12 月

内平均程控次数 3.2 次。 

结论  微电极记录技术在靶点的功能定位上更

为客观，可以避免单纯依靠解剖定位的个体

差异性和局限性，提高深部电极植入位置的

精确性，从而更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症状，减

少患者左旋多巴的用量并且降低术后程控的

难度。 

 
 

PO-2415 

EEG 以三相波-抑制为基本节律的特征性脑电

图对昏迷病人的预后评估价值 

 
杨慧 刘智 吴国材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以三相波-抑制为基本节律的特征性

脑电图在昏迷患者预后评估中的意义。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近 10 年 8 例 EEG 以三相

波-抑制为基本节律的昏迷病人的临床表现和

预后。 

结果  男性 6 例，女性 2 例，年龄 38-87 岁。

缺血缺氧性脑病 4 例，脑出血 3 例（脑出血

术后 1 例，未手术 2 例），脑肿瘤术后 1

例；其中 5 例病人在 1 周内死亡，2 例病人在

1 周-1 月死亡，1 例病人 1 月后死亡。 

结论  以三相波-抑制为基本节律的特征性脑电

图对判定昏迷病人预后不良的重要指标。 

 
 
PO-2416 

表面肌电信号与脑瘫患儿运动功能的相关性

研究 

 
曾杰 

石河子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兵团医院） 830002 

 

目的  探讨表面肌电信号与脑瘫患儿运动功能

的关系。 

方法  对 60 例痉挛型脑瘫患儿行表面肌电测

试，并采用徒手肌力法(MMT) 及改良的 Ash

worth 量表(MAS) 对肌力、肌张力进行评定。 

结果  肱二头肌、股四头肌的肌力、肌张力与 

表面肌电测试的 RMS 及 IEMG 均呈正相关(P

＜0.05)。 

结论  表面肌电图对肌力、肌张力的评估结果

与 MMT 法及 MAS 法评定结果具有良好的相

关性，可以作为对脑瘫患儿的肌力、肌张力

评估的电生理学方法。 

 
 
PO-2417 

适度皮层电刺激在皮质发育不良癫痫手术功

能区定位中的应用 

 
王丰 林元相 余良宏 黄小芬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目的  探讨适度皮层电刺激对皮层发育不良伴

癫痫患者的功能区定位保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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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0 例

术前长程视频脑电图监测考虑致痫灶起源可

能累及功能区（运动区、语言区）皮质的癫

痫患者。予行硬膜下皮质电极埋藏术，行长

程皮层视频脑电图监测及皮层电刺激，控制

刺激电流强度及频率，在不诱发癫痫发作前

提下明确皮质功能区位置，指导术中切除致

痫灶同时保护重要的皮质功能。术后随访期

限≥3 个月，根据 Karnofsky 评分法 (KPS 评

分量表)进行评估，与既往传统定位法相比

较，分析功能保护率。 

结果  全 30 例均为术后病理证实皮质发育不

良病例。30 例患者术后均无明显手术相关长

期严重并发症出现。(KPS 评分 100 分 24

例，90 分 6 例)。癫痫得到有效控制（Engle

分级 I 级 22 例，II 级 8 例）。 

结论  对致痫灶可疑累及运动及语言区的 FCD

所致顽固性癫痫患者，行颅内电极埋藏及适

度刺激电流强度及频率的皮质电刺激技术稳

定有效（电流强度从 11 到 15mA，频率 10 H

z，脉冲宽度 1000ms），可于意识状态最接

近常态时定位功能区所在。可于术前明确皮

质功能区位置，可指导术中保护功能区，保

存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而免除了术中唤醒皮

质刺激导致术中癫痫发作及麻醉事故的风

险，符合微创神经外科理念。 

 
 
PO-2418 

神经电生理监测在听神经瘤显微切除术中的

应用研究 

 
于涛 林瑞生 林巧珍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探讨听神经瘤显微切除术中应用神经电

生理监测对面神经功能的保护作用。 

方法  2008 年 1 月至 2011 年 1 月间行显微手

术切除术中未应用神经电生理监测的听神经

瘤患者 29 例为对照组；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间行显微手术切除术中应用神经电生

理监测的听神经瘤患者 45 例为监测组。两组

病例均采用枕下乙状窦后小骨窗开颅显微手

术切除肿瘤，患者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监

测组采用 Xltek Protektor 16 术中神经电生理

监护系统，监测面神经、三叉神经、副神经

自发和诱发肌电图及双侧脑干听觉诱发电

位。面神经肌电图记录针电极置于眼轮匝肌

和口轮匝肌上、三叉神经记录针电极置于咀

嚼肌上、副神经记录针电极置于胸锁乳突肌

上、接地电极置于前额中线。术中一方面实

时监测面神经自发肌电图的波形变化，另一

方面由术者用同心针式神经刺激器，对可疑

或分辨不清的结构进行刺激，通过观察诱发

肌电图波形的变化，明确面神经的位置和走

形方向，指导术者尽可能避免危险的操作并

解剖保留面神经。术后随访患者面神经功能

状况 3~6 个月。 

结果  术后 3 个月根据 House-Brackmann 面

神经功能分级对所有患者面瘫情况进行评

价，定义Ⅰ～Ⅱ级为功能良好；Ⅲ～Ⅳ级为

可接受；Ⅴ～Ⅵ级为差。监测组 45 例肿瘤全

切除 37 例（82.22%），面神经解剖保留 41

例（91.11%），面神经功能保留 39 例（86.

67%），术后 3 个月面神经功能分级Ⅰ～Ⅱ

级 32 例（71.11%）、Ⅲ～Ⅳ级 7 例（15.5

5%）、Ⅴ～Ⅵ级 6 例（13.33%）；对照组 2

9 例肿瘤全切除 24 例（82.75%），面神经解

剖保留 23 例（79.31%），面神经功能保留 2

1 例（72.41%），其中Ⅰ～Ⅱ级 15 例（51.7

2%）、Ⅲ～Ⅳ级 6 例（20.69%）、Ⅴ～Ⅵ级

8 例（27.58%）。两组对比显示监测组面神

经解剖和功能保留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肿瘤全切

除率差异没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听神经瘤显微切除术中应用神经电生理

监测可有效保护面神经功能。面神经的解剖

保留是功能保留的基础，术者的操作技巧对

面神经的解剖保留和功能恢复至关重要。术

中联合应用面神经自发肌电图和诱发肌电图

监测，可有效的协助术者寻找、定位面神经

以及确定神经功能的完整性，能够及时警告

术者手术中会危及神经功能的操作，从而提

高面神经的解剖和功能保留率。 

 
 
PO-2419 

神经电生理检测在痉挛性斜颈手术治疗中的

应用 

 
刘海云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探讨痉挛性斜颈术前及术中应用神经电

生理检查及监测的意义和价值。  

方法  对 8 例旋转及侧屈型的痉挛性斜颈患者

行三联术，术前均行肌电图检查判别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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痉挛肌，术中行神经电生理监测，确定副神

经支配胸锁乳突肌分支以及根据阈值判断需

选择性部分切断的脊神经后支。  

结果  旋转型中以头半棘肌、头夹肌、胸锁乳

突肌为主要痉挛肌，侧屈型中以头夹肌、肩

胛提肌为主要痉挛肌。6 例患者术后原痉挛状

态消失，保留头的各种生理运动，无残余偏

斜，2 例有耸肩无力症状，劳动或行走时遗有

残余偏斜，随访期间（6 个月）渐好转。  

讨论  术前行肌电图检查及术中行神经电生理

监测，对减少神经、肌肉损伤，术后最大限

度的保留痉挛性斜颈患者颈部各种生理运动

功能，改善预后有重要意义。  

 
 
PO-2420 

视通路胶质瘤术中应用直接电刺激定位保护

视觉纤维 

 
白红民 周思捷 王国良 李天栋 王丽敏 张浏欢 王伟民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  胶质瘤手术的总要求是最大安全切除，

而安全的概念在不断扩展，视野功能对部分

病人，尤其是有驾驶需求的病人至关重要，

本文探讨应用直接电刺激术中定位并保护视

觉通路的价值。 

方法  4 例位于颞枕视觉通路的胶质瘤病人，

采用全麻术中唤醒技术，术中采用对角图片

命名，优先保护下视野，可疑涉及视觉通路 

的区域，应用直接电刺激来定位视觉通路。 

结果  4 例病人均在术中探及视觉相关的皮质

或纤维，直接电刺激视觉通路，病人表现为

发光感（2 例），视物模糊或发黑（2 例），

术后 1 周复查，病人均存在部分病灶对侧同

向视野偏盲，术后 3 月 3 例病人视野缺损大

部分恢复，近残留少部分上视野缺损，1 例病

人仍存在同向视野偏盲。2 例左侧病人术后出

现短暂语言功能障碍。48 小时内复查头颅磁

共振，全切 2 例，次全切 2 例。切除程度平

均为 95.6%（91.0-100%） 

结论  应用直接电刺激可在术中实时定位视觉

通路，该方法为术中保护视觉通路提供策

略。 

 
 
PO-2421 
An optimized abnormal muscle response 
recording method for intraoperative moni

toring of hemifacial spasm and its long-te
rm prognostic value 

 
Huang Chuyi1,2,Miao Suhua3,Zuo huancong3,Ma Yu
3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2.清华大学医学中心 

3.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神经外科 

 

Background  Intraoperative electrophysiolo
gical monitoring is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
r decompression is sufficient during MVD for 
hemifacial spasms. However, the real offendi
ng vessel is sometimes neglected by the neu
rosurgeons. In this research, we report our e
xperience in using optimized abnormal musc
le response (AMR) monitoring and continuou
s intraoperative monitoring for MVD, hoping t
o opt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MVD and imp
rove reliability of intraoperative AMR monitori
ng.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2,161 hemifac
ial spasm (HFS) patients underwent microva
scular decompression surgery (MVD) from 2
010 through 2015 at Yuquang Hospital, Tsin
ghua University. Patients employed the tradit
ional (1,023 patients) and optimized (1,138 p
atients) methods were both recruited. Our ce
nter adopts modified AMR monitoring, with t
he zygomatic branch of the facial nerve stim
ulated and the temporal branch, buccal bran
ch, marginal mandibular branch and cervical 
branch of the facial nerve detected for AMR. 
These case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with emphasis on the postoperative outcome
s and introaperative findings. The therapeuti
c effect was evaluated at 1 day, 3 month and
 1 year postoperation. 
Results  Relief rate at 1day, 3 month and  
1 year postoperation for patients employed t
he traditional method was 95.1%, 97.4% and
 99.3%, respectively, however, relief rate for 
optimized AMR recording method group was
 92.2%, 95.0% and 97.8%, respectively. The
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chieved imm
ediate remission between traditional method 

group and optimized method group ( P＜0.0

5). There was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
covery rate during 12-month follow-up betwe
en traditional method group and optimized m

ethod group ( P＜0.05). 

Conclusion  Our finding demonstrated that t
he optimized method could improve the posit
ive detection rate of AMR and accuracy of d
ecompression effect prediction. Besides, in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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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perative cessation or decreased amplitude
 of AMR of all the branches of facial nerve at
 the end of surgery suggested a high chance
 of satisfied postoperative relief of spasm. Th
e evaluation for the decompression effect by 
optimized intraoperative monitoring can incre
ase the immediate remission rate and reduc
e the delayed recovery rate. 
 
 
PO-2422 

改进鼻饲方法在神经外科的应用体会 

 
唐龙英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400037 

 

神经外科由于疾病、外伤等原因常常导致患

者吞咽困难、或者昏迷，不能经口进食，需

要长期留置胃管供给药物、提供营养支持以

保护肠道的功能，并但同时也增加了护理的

难度以及并发症的发生，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发生误吸。我科自 2014 年改进了鼻饲胃管的

选择、插入深度、鼻饲的量以及鼻饲的体位

均有严格的规定，能有效预防误吸的发生，

从而降低了肺部感染的发生，促进患者康

复。 

 
 
PO-2423 

气压仪治疗在预防卧床病人发生静脉血栓的

临床效果分析 

 
郑秀钦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气压治疗仪在预防卧床病人发生静

脉血栓的临床效果分析。 

方法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对本病区收

治的 100 例卧床病人进行随机分类，常规使

用气压治疗仪治疗 A 组 50 例和未使用气压治

疗仪治疗 B 组 50 例，对两组卧床患者的静脉

血栓发生率进行比较。 

结果  使用气压治疗仪治疗的 A 组卧床病人发

生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明显低于未使用气压治

疗仪治疗的 B 组病人，二组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气压治疗仪在预防卧床病人发生静脉血

栓的效果显著，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PO-2424 

集束化干预措施在神经外科多重耐药菌感染

管理中的应用探讨 

 
詹昱新 乐革芬 欧阳燕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

科重症监护室 430022 

 

目的  探讨集束化干预措施在神经外科 MDRO

感染管理中的应用效果。神经外科由于患者

病情危重，机体免疫功能低下，住院时间

长，侵入性操作、置管多，大量使用抗生

素，患者耐药性不断增强。多重耐药菌的治

疗难度高、易导致暴发流行，严重影响了医

疗质量和患者安全。为了加强 MDRO 的管

理，本科室至 2015 年在 MDRO 管理中运用

了集束化干预措施，并探讨其运用效果。 

方法  在 MDRO 感染管理中，我科在常规护

理的基础上，运用循证医学方法制定预防多

重耐药菌定植患者的集束化干预措施，比较

干预前后神经外科的 MDRO 感染率等指标。

干预措施包括：1.培训，包括对医生、护士、

以及辅助人员的手卫生、医院感染控制防范

等相关知识的培训。2.严格实施隔离措施，对

所有患者实施标准预防措施。3.专人专职气道

温湿化管理。4.其它部位感染的防控。包括脑

脊液、血标本和尿液感染的防控。5.加强日常

消毒工作。6.多重耐药菌的监测，积极进行病

原学检测与药敏监测，提高送检率。合理应

用抗菌药物。定时更换抗生素。7.严格落实各

类人员管理，加强进出监护室和探视管理制

度。  

结果  1.2014 年共检出病原菌 634 株，MDR

O 感染共计 239 株，其中 MRSA 有 102 株、

CRAB 有 94 株、其它 43 株；2015 年共检出

病原菌 507 株，其中 MDRO 感染有 212 株，

其中 MRSA 有 88 株、CRAB 有 87 株、其它

37 株。在实施集束化干预措施后，神经外科

的 MDRO 感染率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X2=35.261，P 值<0.05）。2.医护人员

预防感染相关知识包括手卫生执行率、防护

用品使用率、医疗废物处置合格率、院感知

识知晓率均明显增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值均<0.05），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送

检率包括所有患者的送检率、抗菌药物使用

前送检率、限制类抗菌药物使用前送检率、

特殊类抗菌药物使用前送检率都有很大提

高。 

结论  神经外科实施集束化干预措施能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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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MDRO 感染发生率，极大地提高了 MD

RO 管理质量。本研究通过对 MDRO 感染率

进行高危因素分析，进行总结经验，不断完

善 MDRO 感染控制集束干预策略，使神经外

科感染控制管理更加科学会、程序化和规范

化。 

 
 
PO-2425 

核磁手术间的安全管理 

 
姚雯 崔宁宁 肖华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探讨核磁手术间的安全管理，确保患者

安全。 

方法  核磁手术间由手术室专人管理，负责手

术间仪器设备的检查和维护，参加手术的人

员必须经过磁共振培训合格后方可进入手术

间，进入手术间的人员一定要遵守磁共振手

术间的规定。手术室护士要做好安全询问和

检查工作，制定核磁手术间安全管理制度及

操作流程。仪器设备要有安全标识，并有仪

器设备使用和维护登记本。术前对患者进行

手术过程的讲解和心理安抚，让患者消除恐

惧心理，能顺利配合手术；术中全程注意无

菌操作，密切协调手术医生、麻醉医生在核

磁共振检查阶段做好病人转运和检查设备的

准备工作；术后配合麻醉复苏并处理好伤口

和引流。  

结果   经对比术中磁共振联合导航技术定位准

确，注册误差在 0-1.9mm，肿瘤全切除率达

到 95%。术中磁共振患者转运由原来的 30 分

钟提高到 15 分钟，缩短了手术时间。患者在

转运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安全问题。 

结论  手术室护士能够掌握磁共振一体化手术 

室仪器设备的使用，熟练术中病人转运流

程，与手术医生配合默契。手术室护士要进

行磁共振一体化手术室的正规培训，增强安

全意识，确保手术和患者的安全是手术成功

的关键。 

 
 
PO-2426 

术中磁共振的应用与护理安全管理 

 
杨虹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探讨术中磁共振的应用与护理安全管 

理，确保手术的顺利进行，确保患者和医护

人员安全。 

方法  开展医护人员的磁共振安全培训，制定

工作制度和流程，患者磁共振的安全询问，

术中磁共振患者安全保障。1.术前向患者解释

有关磁共振手术与一般开颅手术的区别及注

意事项。有心脏起搏器 、任何类型的体内电

极、导线、人工电子耳蜗的患者禁止做磁共

振扫描。医护人员禁止携带任何金属物品至

手术间；手术间内的仪器设备固定放置。2.我

院采取磁体固定，通过病人转运的方法，实

现患者的术中磁共振扫描检查。通过手术床

与转运床衔接、转运，进行扫描检查。术中

磁共振扫描前检查患者四肢固定牢靠，摘掉

负极板及电生理监测，耳塞插入外耳道；监

护导线无交叉、盘卷，移动地上的仪器及物

品确保转运通道的通畅；器械护士与巡回护

士认真清点器械以免发生手术器械投射的危

险；保持患者术区及手术台的无菌；协助麻

醉医生检查各种管道是否通畅，连接转运床

确保患者安全，麻醉医生负责呼吸管道及生

命体征的监测，入磁共振室时再次确认身上

未携带金属物品包括金属眼镜。磁共振扫描

中可根据检查室内的监护仪严密监测患者生

命体征。扫描后根据扫描结果选择是否继续

手术。3.由于磁共振手术间的特殊性，此手术

间的物品做到：定位放置，定人负责，定期

登记。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非磁共振兼容的

物品，不得靠近屏蔽门放置。房间物品都应

有脚轮，以便固定。 

结果  手术通过高场强术中磁共振手术室，神 

经外科手术配合顺利，按要求进行特殊仪器

的操作和保养，仪器工作正常；认真执行术

中磁共振检查前的安全核对规范。确保了手

术安全顺利进行。对手术团队人员，进行磁

共振安全培训。通过录像、实地演示等方法,

了解了产生意外的常见因素，以及当危险发

生时，应采取的有效解决措施。从思想上认

识了高场强术中磁共振安全的必要性,从而避

免了伤害的发生。 

结论  护理工作制度是保证护理工作秩序，提

高护理质量，防止差错事故的重要法规。在

使用 1.5 T 移动磁体的术中磁共振系统时，由

于磁场持久性存在，认真执行安全核对制度

是保证手术顺利进行、人员安全的重要环

节。术中磁共振属多学科相互交融的边缘学

科，在这样的框架下，成员的交流 (外科医

生、麻醉医生、放射科技师、护士)显得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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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磁共振手术室的护士是建立这一交流

的桥梁。为了人员的安全、手术的顺利进

行，对手术室护理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PO-2427 

吲哚青绿荧光血管造影在脑血管病术中的应

用及护理评价 

 
程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吲哚菁绿荧光血管造影(ICGA)在脑

血管病术中的应用及护理评价。  

方法   选择 100 例脑血管病手术病人，术中 I

CG 造影，评价其在手术中的作用。 

结果  100 例患者中，ICG 术中造影发现动脉

瘤残留率达 2%～8%；载瘤动脉或分支闭塞

发生率 4%～12%；术中脑血管造影需调整动

脉瘤夹位置不佳者占 7%～34%。17 例动脉

瘤夹夹闭位置不佳，立即调整和再次确认动

脉瘤夹的位置。 

结论  吲哚菁绿荧光血管造影(ICGA)在脑血管

病术中脑血流的实时评价的重要性：早期发

现动脉瘤残留；载瘤动脉、分支动脉、穿支

动脉的狭窄或闭塞；实时干预、调整动脉瘤

夹位置；改善预后、避免不可逆的神经功能

障碍甚至死亡，提高手术成功率。 

 
 
PO-2428 

弥漫性轴索损伤病人的护理 

 
陈婉玮 

福建省安溪县医院 362400 

 

目的  为了探讨弥漫性轴索损伤(DAI)病人的护

理经验，对 132 例 DAI 病人的护理过程进行

了回顾性总结。 

方法  我院自 2008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共

收治 DAI 病人 132 例。男性 95 例，女性 37

例，通过精心的护理，取得较好的治疗效

果。 

结果  132 例病人中有 36 例因合并颅内血肿

而行开颅手术，其他为保守治疗。经治疗护

理，恢复良好 61 例，中残 16 例，重残 28

例，植物状生存 8 例，死亡 19 例。 

结论  严密观察病情，保持呼吸道通畅，及时

纠正低氧血症，降低颅内压，有效地控制中

枢性高热，重视基础护理，特别是针对并发

症的预见性护理，指导肢体功能锻炼，保障

足够的热量摄入，做好出院指导等方面，都

有利于 DAI 病人的康复。即护理工作是影响

DAI 病人预后的重要因素，对提高抢救成功

率、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及致残率，提高患

者生存质量，有重要的意义 

 
 
PO-2429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的护理体会 

 
陈婉玮 

福建泉州安溪县医院神经外科 362400 

 

目的  总结高血压脑出血病人行手术治疗的护

理经验。 

方法  我科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对 232

例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实施手术治疗（开颅

血肿清除术+微创软通道手术），配合精心的

护理，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结果  本组病例，术后存活 189 例，自动出院

25 例，死亡 18 例。存活的 189 例中，无 1

例护理并发症发生。 

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的疾

病，随着现代颅脑神经外科技术的不断进

步，手术治疗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高血压脑出

血患者的的主要治疗手段。高血压脑出血病

人行手术治疗，术后并发症多，重者危及生

命，严密观察病情变化,监控血压,加强引流管

护理, 重视基础护理，特别是针对术后并发症

的预见性护理，做好健康指导、饮食护理、

皮肤护理、功能锻炼、出院指导等，对保证

疗效,促进患者脑功能和偏瘫肢体的功能恢复,

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提高抢救成功率、治愈

率,降低死亡率及致残率有重要的意义 

 
 
PO-2430 

神经外科护理工作中的健康教育探索 

 
郭惠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加强健康宣教是神经外科护理工作的一

项重要环节，贯穿于患者入院到出院的各个

环节，是检验整体护理效果、评价整体护理

质量的重要指标。 

方法  健康教育多途径实施，实现护士的健康

宣教行为日常化、健康教育信息系统化、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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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教育计划标准化、健康教育受体个性化。

建立健康教育信息数据库，充分利用各种有

效载体，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

台，通过信息推送手段方便患者及家属获取

健康教育资源，接受专业指导，满足患者及

家属的需求。患者及家属通过自主学习，结

合护士的优质的护理服务和有的放矢的健康

指导，从而提高对疾病及诊疗的认知，建立

诊治信心，密切医患双方的配合，增强诊疗

效果。 

结论  护理健康教育行为的日常化、信息系统

化、计划标准化、方式多样化、过程贯穿

化、手段网络化，能有效提高患者及其家属

对疾病诊疗过程的各环节的认知水平，减少

护士重复工作量，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有积极

的意义。 

 
 
PO-2431 

神经外科护士生活方式及其与工作压力、生

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何婷婷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0 

 

目的  了解神经外科护士的生活方式、工作压

力及生活质量状况 ,探讨生活方式与工作压

力、生活质量之间的相关性,为管理部门提供

干预的政策建议,以期减轻神经外科护士的工

作压力,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神经外科护士的生

活质量。 

方法   本研究为描述性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方

法,以五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192 名神经外科 

护士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1.神经外科护士生活方式总量表平均得

分为 61.70±13.31。 2.神经外科护士工作压

力总均分 15.07±2.09(10.49-20.00),各维度的

平均得分 3.01±0.42。 3.神经外科护士生活质

量总分 57.93 士 8.31(38.81-85.86)。 4.神经

外科护士生活方式与工作压力呈负相关；神

经外科护士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显

著正相关性；神经外科护士工作压力与生活

质量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结论  1.神经外科护士生活方式得分低,其执行

健康生活方式的状况较差。 2.神经外科护士

工作压力为重度压力水平 ,显著高于平均水

平。 3.神经外科护士生活质量得分明显低于

常模,其生活质量较差。 4.神经外科护士生活

方式与工作压力呈显著负相关性,即有健康生

活方式的神经外科护士感受到的工作压力相

对较低；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之间呈显著正

相关,越能执行健康生活方式的神经外科护士

其生活质量就越好；工作压力与生活质量之

间关系呈显著负相关,工作压力大的神经外科

护士其生活质量差。 

 
 
PO-2432 

脱细胞异种真皮基质衬里结合局部皮瓣转移

修复钛网外露伴脑脊液漏一例围手术期护理 

 
李霞 严雷 韩瑞璋 于峰 赵保 孙建梅 

浙江省湖州市解放军第九八医院 313000 

 

目的  探讨脱细胞异种真皮基质衬里结合局部

皮瓣转移修复钛网外露伴脑脊液漏的护理效

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颅骨修术后钛网外露伴切口

脑脊液漏 1 例的临床资料，手术方式采用弧

形旋转皮瓣并在钛网和皮瓣间放置脱细胞异

种真皮基质，修补脑脊液漏漏口，置引流管

持续负压吸引，使硬脑膜通过钛网网眼与真

皮基质粘附紧密，加速皮瓣愈合。针对本例

患者病情特点，优化围手术期护理方案。 

结果  采用脱细胞异种真皮基质衬里，结合局

部皮瓣转移，修复钛板外露伴脑脊液漏的样

的手术方法，配合入院后全程精细化护理，

修补了钛网外露及切口脑脊液漏，无临床并

发症。 

结论  采用脱细胞异种真皮基质衬里结合转移

皮瓣，是治疗钛网外露伴脑脊液漏的好方

法，配合精细护理能取得满意的临床效果。 

 
 
PO-2433 

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 2 种护理方法

的效果比较 

 
蓝妍琼 

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比较两种不同护理方法在慢性硬膜下血

肿钻孔引流术后的护理效果。 

方法 2008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到

我院神经外科慢性硬膜下血肿（CSDH）患

者，共 132 例，按入院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

和试验组。对照组 66 例，试验组 66 例。两

组患者在局麻下行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

术，其年龄、性别、病情、用药等经检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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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无统计学异议(p>0.0 5 ),具有可比性。术后

1-2d 复查头颅 CT，血肿均消失。对照组患者

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试验组采用临床护理路

径加吹气球护理方法。⑴入院第 1-2 天，完

成入院护理评估单及记录。安置患者、核对

患者、佩带腕带。做好入院宣教及安全指

导，介绍主管医生，责任护士，护士长，病

区环境，医院规章制度。做好术前准备：剃

头，抽血检查，指导禁食，更换患者衣裤，

修剪指甲。做好心理护理，介绍同种疾病手

术成功的病例，解除紧张心理，树立战胜疾

病的信心。⑵入院第 2-7 天，①观察患者的

意识，瞳孔，生命体征的变化，肢体活动情

况。②术后患者体位取平卧位，头侧向患

侧。③硬膜下引流管的位置和患者的创口平

齐，观察引流液的量，颜色，质的变化。每

日记录引流量，更换引流瓶，更换引流瓶要

遵守无菌技术操作原则。④术后给予气球，

再次指导患者吹气球，做憋气训练。⑤保持

呼吸道通畅，痰多不易咳出时予吸痰，配合

雾化吸入，翻身拍背，避免引起坠积性肺

炎。⑥留置导尿管的患者，要观察尿色及尿

量的变化，每日温水冲洗会阴部，0.5%碘伏

消毒尿道口，做好尿道口护理，防止泌尿系

感染，定时夹闭导尿管训练膀胱功能。⑦饮

食指导，指导患者进食高热量、高蛋白、有

营养易消化的食物。⑧偏瘫患者要指导患者

做好肢体的主动运动和被动运动，防止肢体

发生废用综合征。⑨每日用 5%碳酸氢钠溶液

做口腔护理两次，防止口腔感染。观察患者

引流管的留置时间、平均住院天数、硬膜下

积液并发症的发生例数。统计学方法数据采

用 SPSS19.0 处理。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计数

资料用 x2 检验，以(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试验组引流管的留置时间及住院天数（p

<0.01）及硬膜下积液并发症均少于对照组

（p< 0.05）。 

结论 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采用临床

护理路径加吹气球护理方法效果比较好。 

 
 
PO-2434 

自我管理教育对胶质瘤术后三维适形放射治

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祝蔚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00 

 

目的  探讨自我管理教育对胶质瘤术后三维适

形放射治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胶质瘤患者 150 例根据入院编号的单双

号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75 例，所有患者都

顺利完成手术，术后都给予三维适形放射治

疗，对照组在围放疗期行常规护理干预，治

疗组在此基础上以自我效能理论为指导实施

自我管理教育。 

结果  放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的有效率分别为

66.7%和 53.3%，治疗组的有效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P<0.05)。放疗后经过调查，治疗组患

者的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和总体

健康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放疗期间

治疗组的头痛呕吐、精神异常、癫痫等并发

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PO-2435 

探讨品管圈在神经外科患者鼻饲时床头抬高

率的应用效果 

 
林珠妹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0 

 

目的  对脑胶质瘤围手术期患者家属的焦虑因

素采取人文关怀护理，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探讨人文关怀服务在脑胶质瘤患者家属护理

中的应用效果,为脑胶质瘤患者及家属提供优

质服务。 

方法  将 2014 年—2015 年就诊于某三级甲等

医院的 48 例脑胶质瘤患者家属，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各 24 例,对照组为常规护理,观

察组在此基础上实行人文关怀护理。患者出

院后，对两组患者家属围手术期焦虑、抑

郁、满意度进行比较(P<0.05)。 

结果  观察组焦虑、抑郁明显低于对照组(P<0.

05);观察组总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

5)。 

结论  脑胶质瘤占颅脑肿瘤的 40—50%,为了

降低死亡率及致残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手

术为主要的治疗手段。现在的医疗护理工作

往往围绕着患者及其病情进行治疗护理,忽视

了患者家属的心理需要，导致护患关系危

机，引起医疗纠纷，甚至影响患者治疗效

果。对脑胶质瘤围手术期患者家属进行人文

关怀化护理，能有效降低患者家属的焦虑、

抑郁心理，提高患者家属的满意度，构建和

谐的医患关系，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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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36 

临床护士手卫生依从性现状及影响因素的调

查 

 
叶品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9 

 

目的  为保障患者安全，降低院感发生率，调

查临床护士手卫生现状及影响因素，强化护

士手卫生意识。 

方法  采用隐蔽观察法，运用手卫生观察表调

查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神经外科护

士 30 名护士在不同时机手卫生执行情况。 

结果  护士手卫生依从率为 41.3%，影响手卫

生的因素有：工作太忙觉得浪费时间，戴手

套代替洗手，消毒剂会损伤皮肤。 

结论  临床护士平均手卫生依从性低，影响因

素多，应加强手卫生的规范化管理及院感科

定期对洗手效果进行监测，从而提高手卫生

的依从性，降低院内感染的发生率。 

 
 
PO-2437 

规范治疗车物品在神经外科护理工作中的应

用 

 
蓝妍琼 吴毅婷 林美端 

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探讨治疗车上物品放置问题便于临床护

理工作。 

方法 对护理治疗车上所需物品的放置进行规

范。上层：放置配置好的液体，治疗盘。治

疗盘内备有安尔碘，75%酒精，弯盘，胶

布，棉签。抽屉两个：一个用十字格分成几

个小方格，放置头皮针、采血针、静脉留置

针、棉签、肝素冒、采血管、输液贴膜。另

一个放置输液器、吸痰管、给氧管、一次性

手套。下层：放置一个塑料框（30cmx25cm

空输液瓶）、生活垃圾桶、锐利器盒（直径 1

6cm)、污染的止血带盒（18cmx10cm)。治

疗车一边挂医疗垃圾袋，用一个大的夹子把

医疗垃圾袋夹住；另一边挂手消夜和用于放

置清洁止血带的小布袋（20cmx15cm)。护士

上班要检查治疗车上的物品是否配备齐全，

操作完毕检查治疗车是否干净整洁，医疗垃

圾有无清理，止血带有无浸泡，手消夜是否

在有效期内。小布袋每日下午下班前要清洗

晾干备用。  数据采用统计软件 SPSS11.0 处

理，P<0.01 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我科对临床护理工作中治疗车上物品的

放置进行了规范，治疗车上物品规范放置

后，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以及洗手的依从

性，降低了针刺伤的危险性，减少了呼叫次

数，取得了满意效果。 

结论 治疗车上物品规范摆放，准备齐全，有

利于提高护士的工作效率和患者的满意度以

及洗手的依从性，降低针刺伤的危险性和医

院感染发生率。 

 
 
PO-2438 

静脉输液药物配制及静脉穿刺存在的安全问

题及方法 

 
张淑媚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二区 350005 

 

目的  了解静脉输液过程中药物配制及静脉穿

刺存在的安全隐患,并提出对策,以减少静脉输

液过程中安全隐患的发生。 

方法  回顾性分析和总结 308 例次静脉输液过

程中药物配制及静脉穿刺过程中安全隐患发

生的原因。 

结果  药物配制过程中发生安全隐患的主要原

因为:微粒污染(30%)、环境不符合标准(16.

9%)、操作不当(13.1%);静脉穿刺过程中发生

安全隐患的主要原因为:没有落实查对制度(2

0%)、服务态度欠佳(14.6%)、操作不当(5.

4%)。 

结论  加强静脉输液全过程的质量管理,是确保

患者的治疗得以安全有效实施的关键所在。  

   
 
PO-2439 

护理干预在胶质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魏海燕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目前，胶质瘤的治疗仍然是我们面临的

重要挑战，胶质瘤患者的生存质量问题也越

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作为神经外科的一

名护理人员，应该时刻为患者的健康及生存

质量所思考，因此，我们应该探讨胶质瘤患

者的生活质量及护理干预，为提高该人群生

活质量提供依据。 

方法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我院 2015

年 3 月到 2016 年 2 月在我院神经外科住院的

胶质瘤患者共 110 例，其中男性占 80%，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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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占 30%；年龄 35～58 岁，平均年龄 40.6

岁，所有入选患者及家属对此调查知情同

意。患者入院 3d 内进行问卷调查，对存在心

理问题的患者进行心理干预，采取现场指

导，出院后电话随访，对存在有严重心理问

题的患者进行家访等方式。护理干预措施：

（1）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培训，从而改善患者

自理能力及家属的照护方式。（2）进行心理

和胶质瘤疾病相关知识教育，增加自信心和

提高其对疾病的知晓率和依从性。入院时和

护理干预 2 个月后分别进行心理问卷调查，

出院患者采用电话或家访形式进行，比较干

预效果。心理问题调查表采用向香港理工大

学彭美慈教授编制的晚期生存质量量表（QO

LD-E），该量表共 28 个条目，采用 0～10

分，分别代表心理状况的严重程度，得分越

高表示心理问题越严重。 

结果  数据用 SPSS 13.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

析和处理，采用 χ2 检验，以 P<0.01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干预前后晚期胶质瘤患者心

理情况比较。通过护理干预，110 例胶质瘤患

者的心理状况得到改善，与干预前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本次调查发现胶质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大

部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文化、

职业、生理、心理等多因素的影响。我们应

根据这些影响因素，积极采取相关有效措

施，使胶质瘤患者生活质量受到积极影响。

因此，我们要对胶质瘤患者进行心理、行为

干预，加强健康教育，使其增加防病和治疗

疾病的信心，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提高生

活质量。 

 
 
PO-2440 

护士对开展脑卒中患者连续护理的质性研究 

 
张佳坡 赵士宏 刘静 李迪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大量研究针对社区或居家阶段，涉及脑

卒中患者、初产妇、糖尿病患者等，证实连

续护理对于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近年来，脑卒中已成为我国高病死

率、高致残率、高，如何切实提高脑卒中患

者护理服务质量，降低病死率，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旨在探

讨脑卒中患者连续护理开展情况及存在的障

碍，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2015 年 1～12 月选

取哈尔滨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神经外科临床

工作的 12 名护士进行访谈。采用质性研究，

研究者采取深入访谈法，对 12 名护士进行面

对面半结构式个体化访谈，并记录其对我国

脑卒中疾病患者实施连续护理状况的主观感

受，了解连续护理开展现状及深入推广的对

策。设定访谈提纲为开放式问题，即“您是否

知道连续性护理？”“有无必要开展连续 

性护理？”“开展现状如何？”“面临什么困难？”

“包括哪些内容？ ” “开展的有效途径是什

么？”。访谈结束后及时整理资料，将访谈录

音转化为文字，输入计算机，不得删减或篡

改受访者的原意。结合现场笔记内容及其情

绪、表情、举止等，综合分析，并进行分类

推理，归纳形成主题。资料分析采取 Colaizzi

7 步分析法。 

结果  通过访谈得知连续性护理理念未普及，

开展现状不理想；连续性护理内容需更全

面，服务领域应更宽；开展存在多重障碍，

包括社会因素、制度因素执行者因素、患者

因素等；通过设立专科护士、医护联合指

导、开展入户服务、有效利用网络资源可为

有效的开展途径。 

结论  连续护理是医院护理的延伸和拓展，打

破了医院与社区间的界限，实现无缝隙衔

接，既能把新的健康信息传递给患者及其照

顾者，又可以及时得到患者的反馈，根据患

者出现的新情况及时调整健康指导的内容、

方式与方法，实现护患双方的互动，更有助

于健康服务网络化的实现。将传统的出院即

终止治疗的观念延伸到社区，实现医院治疗

与社区康复维护的无缝隙链接，是社会进步

和人类健康需求增长的必然需求和有效途 

径。 

 
 
PO-2441 

运动指导护理对帕金森病康复患者的效果观

察 

 
韩金超 赵士宏 沈亚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150086 

 

目的  对运动指导护理在帕金森病康复患者中

的临床效果进行分析。帕金森病主要发生在

中老年时期，通常患者容易出现运动过缓等

症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患者的运动功

能，行走时容易跌倒，从而对患者的生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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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很大的影响。患者应当到医院及时的进行

治疗，这样可以促使患者尽量的恢复，当然

患者病情的恢复不仅取决于治疗，还与护理

质量息息相关。 

方法  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选择 2012 年 11

月-2015 年 11 月前来我院进行治疗的 80 例

帕金森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把 80 例帕金森

病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比组，两组各 40 例，

对比组患者给予一般护理，研究组患者在接

受一般护理的基础上，还采用以下的运动指

导护理方法。所有患者的具体情况如下：在

研究组患者中，男性占 28 例，女性占 12

例，年龄在 51 岁到 72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67.5±7.5）岁；在对比组患者中，男性占 2

5 例，女性占 15 例，年龄在 54 岁到 83 岁之

间，平均年龄为（75.5±5.5）岁。所有患者经

过全面的身体检查，符合帕金森病的临床诊

断标准，两组患者的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值大于 0.05）。在对此次医学研究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的时候主要使用 SPSS 17.0 软

件代表计量资料的是（ ±s），对相关数据进

行分析采用的是单因素方差分析法，而对计

数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的是 χ2 检验方

法，如果 P 值小于 0.05，就表明差异具有统

计学的意义。 

结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后，研究组的总满

意率显示为 95%，满意患者例数显示为 30

例，占(75%),不满意患者例数显示为 2 例，

占（5%）；对比组的总满意率显示为 65%。

满意患者例数显示为 20 例，占(50%)，不满

意患者例数显示为 14 例，占（35%），两组

数据对比具有显著差异性（P＜0.05），由此

可知研究组的临床护理效果比对比组的好. 

结论  在对帕金森病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 

采用运动指导护理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疾病

症状，促使患者病情更快的恢复。所以，对

帕金森病患者实施运动指导护理，可以有效

改善患者的疾病症状，可在临床医疗中推广

应用。 

 
 
PO-2442 

癫痫患者服药依从性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

相关研究 

 
赵士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服药依从性是指患者的服药行为与医疗 

指导的一致性程度。抗癫痫治疗一般需持续

服药半年以上，患者易产生不依从性，直接

影响其治愈率和癫痫控制率，从患者的躯体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心理、精神及家庭各

方面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研究旨在探讨

癫痫患者服药依从性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之

间的关系。 

方法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 2015 年某

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外科已出院并接受过常规

健康教育癫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标

准：年龄≧18 岁，符合国际抗癫痫联盟公布

的发作分类，无明显精神疾病病史且自愿参

加本研究者。使用 Morisky-Green 测评表及

中文版第 2 版简明健康调查表 SF-36 进行问

卷调查。通过 Morisky-Green 测评你是否曾

经忘记服药、你是否有时不注意服药、当你

自觉症状改善时是否曾停止服药、当你服药

后自觉症状更糟时是否曾停止服药。SF-36

包含生理领域（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

疼痛、一般健康状况）和精神健康领域（精

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本

研究共发放问卷 11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01

份，有效回收率 91.8%。采用 SPSS21.0 统

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

比或率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

述，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来探讨服药依从

性与健康生活质量的相关性。P<0.05 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癫痫患者服药依从性与健康相关生活质

量存在一定正相关关系。其中，服药依从性

与生理领域的相关系数（r=0.502,P<0.01），

与该领域下各维度相关系数分别为生理功能

（r=0.316）、生理职能（r=0.169）、躯体疼

痛（r=0.221）、一般健康状况（r=0.387）。

服药依从性与精神健康领域正相关程度密切

（r=0.216,P<0.01），同时与该领域的 4 个

维度相关系数分别为精力（r=0.420）、社会

功能（r=0.471）、情感职能（r=0.458）、精

神健康（r=0.523）。 

结论  通过提高服药依从性科有助于提高癫痫

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医护人员应意识

到提高癫痫患者服药依从性的重要性，制定

出有针对性的方法，使患者更好地恢复健

康，维持良好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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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43 

癫痫患者家庭支持的调查分析 

 
许春达 韩烜烨 孔静 王海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00 

 

目的  目前，癫痫患者日益增多，中国目前有

1000 万左右癫痫患者，其中 500～600 万名

患者每天都发作，每年有 40 万新增病例，且

青少年居多。由于社会对癫痫患者缺乏正确

的理解和认识，癫痫患者在就业、入学及参

加社会活动等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家庭是社

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命活动的重要

场所，若家属及其患者缺少家庭护理的知识

和技能，会增加患者心理及躯体的痛苦。因

此，家庭支持状况是我们神经外科护理人员

必须要了解及思考的内容。 

方法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我院 2015

年神经外科住院及门诊行视频脑电图监测的

癫痫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符合癫痫诊

断标准。病程一年以上、小学以上文化程

度、能正常交流、智力正常、日常生活能自

理的成年人（排除术后复查的患者），且自

愿参加调查的人员。采用问卷调查方式，通

过填写一般情况调查表和家庭支持量表，由

调查者向患者发放问卷，向患者讲解问卷中

的各项问题及填表要求，由其自行填写。 

结果  数据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

和处理，采用均数、标准差和百分比来描述

患者的基本资料，采用 T-test 分析基本资

料、患者家庭支持之间的关系。家庭作为环

境中基本的社会网络，通过提供支持和信息

反馈来缓冲患者的精神压力，本研究调查显

示，癫痫患者对家庭支持状况总体满意，得

分≥10 分的有 67 例为高家庭支持组；得分<1

0 分的仅有 33 例为低家庭支持组。 

结论  本次调查癫痫患者对家庭支持程度总体 

满意。癫痫是神经系统的常见病、多发病之

一，需要长期持续的药物治疗，研究发现，

“我的家庭给予我所需要的精神上的支持”得分

最高，达 0.95 分，家庭支持越多，病人对疾

病的认知越高，对疾病知识的依从行为越

好，对待疾病的态度也越积极，疾病的控制

就越好。若家人能给予监督与支持，可提高

患者的遵医行为，减少癫痫发作次数，使患

者从心理上战胜疾病。 

 
 
 
 

PO-2444 

胶质瘤患者对应方式 睡眠障碍 癌因性疲乏及

生活质量状况的分析 

 
穆立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了解胶质瘤患者对应方式、睡眠障碍、

癌因性疲乏及生活质量的状况，探讨应对方

式，睡眠障碍，癌因性疲乏与生活质量的关

系，构建四者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为改善

胶质瘤患者的生活质量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

院住院的胶质瘤患者 124 例，采用自编一般

资料问卷、医学应对问卷（MCMQ）、匹兹

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癌症疲乏量

表（CFS）、癌症治疗功能评价系统的一般

量表第四版（FACT-GV4.0）进行调查。统计

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方差

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式模型

分析。共发放问卷 124 份，回收有效问卷 98

份，有效回收率为 79.03%。 

结果  胶质瘤患者生活质量受教育程度、婚姻

状况、付费方式、居住地、肿瘤分明、预后

是否有信心、治疗效果是否满意影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 相关分

析显示：回避维度得分与生活质量的 2 个维

度得分（社会/家庭维度和功能维度）呈正相

关（r=0.161；r=0.181，P 均＜0.01）；屈服

维度得分与生活质量的 3 个维度得分（社会

家庭维度除外）呈负相关（r=-0.477，r=-0.5

42；r=-0.332；P 均＜0.01）；睡眠障碍总分

与生活质量的三个维度得分（社会家庭维度

除外）呈负相关（r=-0.626；r=-0.503；r=-0.

422；P 均＜0.01）。结构方程式模型分析显

示面对的应对方式对癌症性疲乏有直接正向

效应（β=0.067，P＜0.05）；屈服的应对方

式对睡眠障碍和癌因性疲乏有直接正向效应

（β=0.277；β=0.425，P 均＜0.01）。对生

活质量有直接负向效应（β=-0.364，P＜0.0

1）；面对的应对方式可通过癌因性疲乏间接

影响生活质量；屈服的对应方式可通过癌因

性疲乏和睡眠障碍间接影响生活质量。 

结论  回避维度得分与生活质量总分呈正相

关，屈服维度得分与生活质量总分呈负相

关；睡眠障碍和癌因性疲乏与生活质量均呈

负相关。睡眠障碍和癌因性疲乏对生活质量

均有直接负向影响；应对方式对生活质量有

直接和间接影响，睡眠障碍、癌因性疲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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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介变量调节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关系。 

 
 
PO-2445 

土豆片外敷与 50%硫酸镁湿敷治疗碘对比剂

静脉外渗疗效比较 

 
张鸿丽 

江西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比较土豆片外敷与５０％硫酸镁湿敷治

疗碘对比剂静脉外渗的疗效，寻找更为简便

有效的方法。 

方法  选择 2013 年 8 月至 2015 年 2 月，在

我科住院治疗经过碘对比剂静脉注射后出现

静脉外渗漏的患者 75 例。 其中男 46 例，女

２９ 例，年龄２３ ～８５岁。 随机分为土豆

片外敷（观察组）３８ 例，其中男 ２４例，

女 １４ 例，年龄 ２３～８３ 岁，５０％硫

酸镁湿敷（对照组）３７ 例，其中男 ２２ 

例，女 １５例，年龄２９ ～８５ 岁。 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两组患者碘对比剂

静脉注射前均无局部感染的现象。局部症状

主要表现为静脉外渗漏部位及周边红、肿、

热、痛。观察组:将土豆片切成厚０.２ ～０.

５ ｃｍ ，将土豆片外敷于静脉外渗漏处，每

２ ｈ 更换１ 次，４次／ｄ。 对照组：用５

０％硫酸镁溶液敷料拧成不滴水状态，贴敷

在静脉外渗漏部位，每２ ｈ 更换１ 次，４ 

次／ｄ。两组患者均从第１ 次敷药后每２ ｈ 

观察１ 次疗效，４次／ｄ。观察项目：疗效

评价：治愈：治疗后局部症状消失者；显

效：治疗后症状明显减轻；有效：治疗后症

状减轻者；无效：治疗后症状均不减轻者。

疼痛评价：按照 VAS 进行测评，0 分为无

痛；1—3 分为轻度疼痛；4—6 分为中度疼

痛；7—10 分为中度疼痛。并根据以上评价标

准对患者治疗后显效、治愈时间更换次数及

疼痛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分别做出记

录。 

结果  观察组治疗显效时间及治愈时间明显优

于对照组，观察组更换次数明显少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１），两

组间治疗前 ＶＡＳ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０.０５），而治疗后第１ ～２ 天

两组间ＶＡＳ 评分比较，观察组明显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１），

治疗后第３ 天两组间 ＶＡＳ 评分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５）。 

结论  土豆片外敷是治疗碘对比剂静脉外渗的

有效、简便方法。 

   
 
PO-2446 

重症患者压疮的预防与护理 

 
周艳霞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10010 

 

昏迷是一种临床症状而不是临床诊断。是一

种严重的意识障碍,是大脑皮质和皮质下网状

结构功能高度抑制的结果。昏迷病人的主要

表现是意识丧失,并伴有运动、感觉反射等功

能障碍,甚至随意运动和感觉完全丧失,并出现

病理反射活动。在昏迷状态下,可以产生许多

并发症,其中压疮尤为常见，压疮是指皮肤失

去正常功能,而引起的组织破坏和坏死。一旦

发生,不仅给患者增加痛苦,加重病情,严重时可

继发感染引起脓毒败血症危及生命,及时应用

有效的护理预防措施,可大大降低压疮发生率,

提高生命质量。 

 
 
PO-2447 

情志护理对脑卒中后抑郁病人的干预效果 

 
沈亚晨 赵士宏 韩金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脑卒中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而

脑卒中后抑郁(post stroke depression，PSD)

是脑卒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并发症，其发生率

高达 30％～50％，严重威胁着病人的疗效、

预后及后期的生活质量。为降低病人的死亡

率率及自杀率，通过观察情志护理对脑卒中

后抑郁病人的干预效果，以取得了较为满意

的疗效。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在我院

住院的 110 例脑卒中后抑郁病人，所有的病

人均经过脑 CT 或核磁共振确诊为脑卒中，意

识清晰，能准确地回答提出的问题，均为首

次发病，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指数≥0.5，

既往没有精神疾病及家族史，排除服用过抗

抑郁药物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 5

5 例，2 组病人均进行常规脑卒中治疗，包括

降低颅内压、调控血压、营养神经、疾病教

育、用药指导等。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帮

助病人正确认识自己所患的疾病及在治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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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给予病人积极的鼓

励，坚定治疗的信心，促进病人进行主动的

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情志

护理。情志护理从病人入院起持续到出院后 3

个月。在住院期间由专业护理人员进行操

作。在出院期间由指导后的家属进行操作。

在住院期间根据病人的不同阶段出现的变

化，护理人员给予相应的情志护理。采用抑

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自我测评，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进行秩和检验。 

结果  给予情志护理后，经过一个月的治疗，

观察组的抑郁程度比对照组明显低，而临床

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情志护理不仅可以作为预防手段，而且

可以作为治疗手段.同时，在病情稳定后对病

人进行进一步的心理疏导情志护理可贯穿于

整个的护理过程，改善病人的抑郁状态，促

进康复过程。而随着现代医学护理的发展及

社会对于健康的重视，情志护理在专业护理

得到较大的发展。情志护理操作简单，不存

在复杂的专业性操作，足以试用于社区及普

通家庭，使情志护理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前

景。运用情志护理及时干预脑卒中后抑郁病

人，可有效改善其抑郁状态，提高其精神状

态，促进身心康复。 

 
 
PO-2448 

黑龙江省神经外科护理人员培训结果探讨 

 
刘静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近些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

展，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医疗事

故处理条例》的实施，人民的健康意识和法

律意识亦日渐提高，患者对医疗护理质量、

服务质量和医疗护理安全的要求逐渐提高。

以往传统的护理模式已难以应对新时期下的

患者的多方面需求，导致医疗纠纷的事件层

出不穷，医疗护理俨然成为一种高风险的行

业，因而如何有针对性、有效地提高护理质

量是目前卫生领域急需要解决的事情。  

方法  包括意见咨询以及利益相关集团参与决

策。包括黑龙江省卫生厅、项目管理者、实

施培训的医疗机构、脑外科护理人员、患

者。  

对 30 个单位的脑外科护理人员及护理负责人 

进行半开放式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对调研资

料进行回收后，总结脑外科护理人员现实中

存在的主要安全隐患问题。邀请某医科大学

护理专业以及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的专家教师、某三甲医院心、脑、血管科室

的护理专管人员根据前次调研反应的结果制

定培训计划，并实施培训、考核，对考核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达到 80 分者即为合格。  

结果  根据第一次的半结构化访谈与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脑外科护理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

普遍存在以下安全隐患，二甲级医院与三甲

级医院存在微弱不同，现以雷达图展示，  

根据对参与培训的 300 名脑外科护理人员进

行考核，对其考核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考核结果均达标，平均分在 80 分以上，二甲

级医院与三甲级医院呈现微弱不同，现已柱

形图展示， 图 1 脑外科护理人员的安全隐患

问题 图 2 脑外科护理人员培训考核结果  

结论  4.1 脑外科护理人员的安全隐患 4.1.1 

责任心不强 4.1.2 专业技能不强 4.1.3 法律意

识不强  

 
 
PO-2449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微创神经外科围手术期

护理中的应用 

 
刘爽 蔡文芳 刘英丽 贾磊 周雪松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0001 

 

目的  探讨快速康复外科(fast-track surgery, F

TS)理念在微创神经外科围手术期护理中的临

床效果。 

方法  将 106 例脑垂体瘤手术患者随机分为 F

TS 组与对照组. FTS 组应用快速康复外科理

念，对照组应用传统护理措施进行围手术期

的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术前肠道准备方案对

患者身心状况、术后排气时间、术后镇痛药

物的需求量、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术后

营养状况及术后住院时间等指标的影响。 

结果  FTS 护理组患者术前紧张、焦虑情况明

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应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使患者术后

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缩短，术后营养状况恢

复更快、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降低，对镇痛药

物的需求也较对照组显著减少，从而使得患

者的总体住院时间明显缩短(P<0.05)。 

结论  应用 FTS 理念进行微创神经外科围手

术期护理，加快了患者的术后康复、减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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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痛苦，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值得

推广应用。 

 
 
PO-2450 

脑室外引流结合颅内压监测治疗自发性脑室

出血的临床与护理 

 
林建英 赵少华 吴毅婷 刘林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53600 

 

目的  探讨自发性脑室出血患者采用脑室外引

流结合颅内压监测治疗的效果和护理观察要

点。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 2008 年至 2014 年间收

治的自发性脑室出血患者 211 例，依据是否

结合颅内压监测分为对照组 103 例与实验组

108 例，对照组单纯使用脑室外引流，采取传

统的病情观察方法，实验组在传统病情观察

基础上结合颅内压监测和细致的护理观察，

指导治疗。比较分析两组患者术后三个月的

疗效。 

结果  实验组三个月恢复良好的 92 例，占 85.

2%，对照组恢复良好患者 65 例，占 63.

1%，实验组死亡 6 例，占 5.6%，对照组死

亡 14 例，占 13.6%，实验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脑室外引流结合颅内压监测是治疗自发

性脑室出血的较好方法，及时准确观察 ICP

的变化情况，对患者的病情分析、药物应用

效果评价等均有极大的帮助，是提高治疗水

平的关键环节。 

 
 
PO-2451 

品管圈在提高癫痫患者 PICC 置管依从性中

应用 

 
王晓庆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通过品管圈活动的开展，以提高癫痫术

后患者 PICC 置管依从性。  

方法  首先成立品管圈，确定圈名 “暖心圈”，

设计圈徽；通过选定主题；拟定活动计划；

进行现状分析，确定目标；然后应用头脑风

暴法分析癫痫术后患者 PICC 置管依从性低原

因，利用鱼骨图、分析图分析影响因素；之

后拟定对策并进行实施。  

结果  QCC 活动后，该期间内癫痫患者 126 

例，符合置管 114 例，实际置管患者 94 例。

达成率为 85.71%。进步率为 60.0%。置管率

由原来的 38%上升到 85.71%。  

结论  通过本次品管圈活动，增强护士主动学

习的意识，调动了护士工作积极性；通过本

次活动，科室人员的凝聚力得到提升；同时

提高了大家质量管理意识、创新意识及科研

思维能力。  

 
 
PO-2452 

浅谈 Mayfield 多功能头架系统在儿童脑肿瘤

手术中应用 

 
王勤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 Mayfield 多功能头架系统安全应用

于小儿脑肿瘤手术。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小儿神经外科多功能头

架系统在 1132 例儿童脑肿瘤手术中安全应用,

探讨使用 Mayfield 功能头架在儿童脑肿瘤手

术应用方法与技巧，提出可行的应对措施，

以减少或避免手术中头架使用不当给患者带

来的并发症，保证患儿的安全。 

结果  术中 Mayfield 多功能头架系统系统应用

均成功。 

结论  随着神经外科学科发展的日益深入以及

显微神经外科在临床中的日益普及，一款合

适的头架系统对于神经外科手术，尤其是要

求操作更精密细致的儿童肿瘤手术，越来越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正确应用方法与

技巧，及风险措施，确保手术顺利和病儿的

安全。追溯头架的发展历史，从 1968 年美国

著名神经外科医生 Dr. Frank Mayfield 博士发

明了全世界第一套头架系统开始，历经四十

多年的发展和进步，目前已成为各家医院开

展神经外科手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手术

头架是通过将头钉刺穿头皮， 嵌于颅骨上固

定患者头部的手术设备。头架固定可靠，能

够根据手术需要进行前伸后仰、左右倾斜摆

动等调节，满足颅脑疾病各种手术入路的需

要，充分暴露术野，使头颅具有稳定性、牢

固性和灵活性，有利于手术操作，同时避免

耳部、眼部、头面部受压的风险，利于麻醉

医生术中观察和妥善管理气管、导管，头架

附件还可辅助牵拉暴露深部组织并减少脑组

织损伤。目前，头架已经广泛应用于神经外

科手术中患者头部的固定，成为现代显微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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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外科手术必不可少的手术设备，作者总结

多功能头架系统在 1132 例儿童脑肿瘤手术中

安全应用。探讨多功能头架系统应用于小儿

神经外科肿瘤手术时的安全应用方法与技

巧，风险措施。 

 
 
PO-2453 

健康教育表单在经气管切开处雾化患者护理

中的应用 

 
林晶晶 钟桂钦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表单在经气管切开处雾化

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64 例经气管切开处雾化患者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2 例，对照组采取传统

的口述方式进行健康教育，观察组通过对患

者进行评估，根据患者的意识情况设计健康

教育表单，雾化期间采用表单对患者及家属

进行全程的健康教育。 

结果  观察组雾化知识掌握情况、治疗依从

性、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P<0.0

5）。 

结论  对经气管套管雾化患者采用健康教育表

单进行健康教育，可提高患者及家属的雾化

知识掌握情况、治疗依从性和对护理服务满

意度，同时提高护士健康教育能力，显示护

士专业水平。 

 
 
PO-2454 

应用品管圈降低鼻胃管患者非计划拔管率的

效果分析 

 
刘静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研究分析品管圈在降低鼻胃管患者非计 

划拔管率的应用情况。  

方法  成立品管圈运用 PDCA 循环方法确立

“降低留置鼻饲管患者非计划拔管率”为活动主

题，进行现状把握，设定目标，分析原因及

制定对策。  

结果  实施品管圈后，留置鼻胃管患者非计划

拔管率由 53.70%降至 26.67%，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品管圈活动降低鼻胃管非计划拔管

率效果显著。  

PO-2455 

PBL 结合叙事教育法对护生对住院患者跌倒

知识-信念-行为的影响 

 
郎黎薇 任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护理部 200040 

 

目的 探讨 PBL 结合叙事教育法对护生预防住

院患者跌倒知识-信念-行为的影响。 

方法 将 2015 年 2 月-2015 年 11 月 79 名高

职毕业实习护生随机分为 2 组，其中观察组 4

0 名，对照组 39 名。观察组采用 PBL 结合叙

事教育法对护生进行预防住院患者跌倒的相

关培训，对照组采用 PBL 结合情景模拟法对

护生进行预防住院患者跌倒的相关培训。运

用自行设计的预防住院患者跌倒知识-信念-行

为问卷调查比较两组护生培训后的得分情

况。 

结果  观察组护生预防住院患者跌倒知识维

度、信念维度和行为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BL 结合叙事教育法有利于护生更好地

理解与掌握跌倒的相关知识，树立预防跌倒

的信念，从而在临床护理实践中建立良好的

相关护理行为。 

 
 
PO-2456 

神经外科机械通气患者床头抬高 30°现状及护

士知信行情况调查 

 
黄华玲 陈一霞 陈淑惠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对神经外科机械通气患者床头抬高 30°

的现状及护士知信行情况进行调查，为提出 

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于 2015.12-2016.03 采用《床头抬高依 

从性调查表》对我院神经外科重症病房机械

通气患者从 4 个不同时间点（07:30、09:0

0、15:00、18:00）通过床头角度显示卡进行

床头角度测量，同时采用自行设计调查表对 2

5 名护士进行知信行情况调查。 

结果  15 名机械通气患者共测量 249 例次，

半卧位应用规范者 117 例次，仅占 46.9%，

未达标时段主要集中在 07:30 及 18:00；10

0%护士能正确回答床头抬高角度，96.0%护

士知晓床头抬高意义；100%护士认为床头抬

高对机械通气患者非常重要；60%护士有尝

试采取方法来确定患者抬高角度，其中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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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是采用目测法；客观影响因素：夜班护

士少且工作量大，精力有限、无有效测量工

具；未接受相关方面培训；主观影响因素：

忽视了角度的准确性、翻身后忽视体位摆

放、担心床头调高导致患者骶尾部发红。 

结论  神经外科机械通气患者半卧位规范执行

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护士对重要性认识到

位，但实际工作中存在盲目性，未采取有效

措施落实，晨晚间是主要改进的时间段，建

议护理管理者可通过加强晨晚间人力配备、

补充床头角度显示卡并加强对护理人员相关

知识培训，切实落实机械通气患者床头抬高 3

0°依从性，预防其 VAP 发生。 

 
 
PO-2457 

全面护理对预防神经外科重症患者肺部感染

的效果研究 

 
陈斌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中实施全面护

理预防肺部感染的临床效果。  

方法  收集 86 例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随机分

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3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

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全面护理

干预。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肺部感染发生率为 6.98%,

显著低于对照组（20.93%）,差异有统计意义

（P〈0.05）。 

结论  对神经外科重症患者实施全面护理干预,

能有效减少肺部感染的发生,有利于促进患者

术后恢复,值得临床推广。 

 
 
PO-2458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院内感染的护理干预 

 
陈斌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究神经外科重症患者降低其院内感染

的护理干预方法及效果。 

方法  抽取 2013 年 2 月-2015 年 2 月笔者所

在医院神经外科手术治疗的 72 例重症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n=36）和对照

组（n=36）,对照组患者予以神经外科常规护

理,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予以全面护理干预,

对两组患者感染发生情况、生活及运动能力 

进行对比。 

结果  观察组患者感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且观

察组生活能力、运动能力评分均优于对照组,

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

5）。 

结论  加强对神经外科重症患者的护理干预,可

促进医院护理服务质量的提升,利于患者尽早

康复,有效控制患者院内感染的发生,可作为临

床有效的护理路径开展。 

 
 
PO-2459 

神经外科应用细节护理的临床观察 

 
雷贵明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细节护理在神经外科中的应用效

果。 

方法  将神经外科患者 80 例根据按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两组,每组 40 例。观察组采取细节护

理,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

果。 

结果  观察组焦虑、抑郁情绪较对照组明显减

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未

发生感染、褥疮等并发症,对照组并发症发生

率为 16.7%,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加强神经外科细节护理,可明显提高神经

外科护理质量,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具有较高的

临床价值。 

 
 
PO-2460 

浅谈帕金森病的临床心理护理 

 
于悦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情感因素在帕金森临床护理中的作

用。  

方法  于 2014 年 5 月-2016 年 2 月将到我院

就诊的 50 例帕金森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25

例，对照组 25 例，两组均给予药物治疗，而

观察组同时给予系统的临床心理护理干预，

对结果进行统计学检验。  

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明显优

于对照组。  

结论  帕金森患者除药物治疗外，细心全面的

人性化系统护理治疗，可明显地提高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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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  

 
 
PO-2461 

综合护理干预对神经外科患者非计划性拔管

的应用效果观察 

 
李慧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神经外科患者非计

划性拔管的影响。  

方法  选取 80 例神经外科住院患者,随机分为

观察组（40 例）和对照组（40 例）,对照组

采用神经外科常规护理操作,观察组在此基础

上增加综合护理干预。  

结果  观察组要较对照组患者的 UEX 发生率

明显降低,而且观察组要较对照组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明显提高,二者之间的比较均有显著性

差异（P〈0.05）。  

结论  综合性护理干预能够显著降低神经外科

患者的非计划性拔管发生率,并且改善患者的

预后。  

 
 
PO-2462 

神经外科手术患者合并糖尿病围手术期护理 

 
李慧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疾病合并糖尿病的围手术

期护理方法。 

方法  选取 2015 年 2 月-2016 年 2 月的 60 例 

在该院实施神经外科手术并且合并有糖尿病

的患者随机分组。观察组 30 例进行神经外科

疾病合并糖尿病的定制化护理，对照组 30 例

进行传统护理，观察并记录神经外科疾病合

并糖尿病情况。 

结果  观察组低血糖发生率、伤口感染率、糖

尿病急性并发症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神经外科疾病合并糖尿病的围手术期定

制化护理优于传统护理。 

 
 
PO-2463 

风险因素分析在神经外科管道护理中的应用

及防范 

 
张秋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神经外科管道护理中风险因素的应

用及防范对策。 

方法  选取我院神经外科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收治的 12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利

用回顾性分析法对所有患者的神经外科管道

护理意外情况进行整理与总结。 

结果  经过分析总结发现,120 例神经外科患者

中的 8 例在护理中出现的意外情况包括:脑室

引流管部分脱落、颅内引流管夹闭并未及时

放松、导尿管脱落、导尿管脱落并未及时放

松。主要风险因素有管道固定风险、护士护

理风险。 

结论  采用加强组织管理、加强护患沟通、防

止引流管发生移动、及时清理必要管道等措

施后,能够有效防范神经外科管道护理中存在

的风险,使患者具有健康保障。 

 
 
PO-2464 

神经外科意识障碍病人的观察及护理 

 
林晓莉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观察神经外科意识障碍患者的具体临床

表现症状,探讨对神经外科意识障碍患者科学

合理有效的护理方式.  

方法  选取 80 例于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神经外科治疗的意识障碍患者,

将 80 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40 例与对照组

40 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实验组

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护理干预,密切观察 

2 组患者生命体征以及相关指标变化。  

结果  所有患者经过治疗及护理,2 组恢复良好

以及轻度伤残的例数比较实验组明显比对照

组多,其中实验组恢复良好人数是 23 人,对照

组恢复良好人数是 18 人（P〈0.05）,并且重

度伤残、植物人以及死亡的例数比较实验组

比对照组要低。  

结论  针对神经外科意识障碍患者加强观察及

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其神经功能,能够最大限

度的降低意识障碍病人的死亡率和并发症的

发生率,进而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值得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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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65 

关于加强神经外科护理风险管理的思路与方

法的探讨 

 
许丽妹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和分析神经外科护理工作中已经存

在或者潜在的风险,加强护理风险管理的思路

和方法 ,为患者提供有效、优质、安全的护

理。 

方法  识别和认知神经外科护理中可能出现的

风险,建立和完善工作制度及常见的风险应急

程序,加强护士的防范能力和风险意识方面的

培训,改进护理工作流程,加大对风险的监控。 

结果  减少了护理风险事件,提高了护士对风险

的防范能力及意识,改善了护士和患者之间的

关系。 

结论  加强护理人员的专业护理能力,培养护理

人员风险意识,加强对风险的监控,可以有效地

减少和预防护理风险事件。 

 
 
PO-2466 

人工鼻和输液泵持续湿化用于人工气道患者

的效果 

 
刘小燕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了解人工气道湿化过程中,不同湿化方法

的选择对湿化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12 月在我

科应用人工鼻的人工气道患者 72 例,以方便抽

样的方法分为实验组 39 例和对照组 33 例。

实验组采用输液泵持续气道湿化,对照组采用

注射器间歇滴注湿化,湿化液均采用 0.45%氯

化钠溶液 125mL+5%碳酸氢钠 125mL+氨溴

索 30mg 进行气道湿化。 

结果  实验组的湿化效果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的相关并发症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人工气道机械通气中采用输液泵持续气

道湿化,具有操作简单、安全可靠、效果确切

及并发症少等优点,明显优于传统的气道内定

时、间断注入湿化液的方法。 

 
 
 
 

PO-2467 

神经外科患者非计划性拔除输液管路原因分

析及对策 

 
罗惠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患者住院期间发生非计划

性拔输液管路的原因及对策。  

方法  对我科 2015 年 4 月-2016 年 2 月发生

非计划拔除输液管路患者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非计划性拔管多与患者自身、护理水

平、操作方法、时间方面有关。  

结论  护士在工作中应加强责任心，做好相关

健康宣教工作，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加强护

理管理，才能有效的防范非计划性拔管发的

发生，确保护理安全。  

 
 
PO-2468 

脑出血患者开颅术后加强舒适护理对提高患

者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罗惠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开颅术后加强舒适护理对于脑溢血

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0 月—2015 年 4 月我院

脑外科收治的 106 例脑溢血患者进行研究，

分为舒适组、常规组，分别在术后应用两种

不同护理方式。  

结果  舒适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常规组，2 组

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开颅术后强化舒适护理有助于提高脑溢

血患者对于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PO-2469 

优质护理在神经外科患者术后颅内感染中的

应用效果 

 
江丽芬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神经外科患者术后颅内感染的护理。 

方法  选取我院 201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2 月

收治的 10 例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的患者作

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对其进行优质的护理,观察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结果  护理后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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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 

结论  对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的患者采用优

质的护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较高,加快了患者

的康复速度,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PO-2470 

全面护理在神经外科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

脉置管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陈福妹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全面护理在神经外科经外周静脉穿

刺中心静脉置管（PICC）患者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我院

收治的 360 例神经外科 PICC 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 13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

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全面护理,比较两

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和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者护理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神经外科 PICC 患者实施全面护理干

预,可以明显提高患者的护理效果和护理满意

度,对于提高其生命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PO-2471 

关于 JCI 标准在神经外科患者护理安全管理

的探讨 

 
郭采风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和分析 JCI 标准在神经外科护理工

作中患者的安全管理，加强在 JCI 标准下神

经外科患者护理安全模式,为患者提供有效、

优质、安全的护理。 

方法  用 JCI 标准识别和认知神经外科患者可 

能出现的安全风险,建立和完善临床护理工作

流程及常见的风险应急预案,加强对护士的防

范能力和风险意识方面的培训 ,改善环境设

施。 

结果  减少了患者安全风险事件,提高了护士对

风险的防范能力及意识,改善了护士和患者之

间的关系。 

结论  JCI 标准促进护理人员规范护理行为，

改进和完善工作流程和应急预案，注重护理

人员的培训与教育，关注环境设施的管理，

加强了患者的安全护理,培养了护理人员风险

防范意识,为神经外科患者提供更安全的护理

模式。 

 
 
PO-2472 

神经外科病人气管套管安全拔管的护理 

 
陈琦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气管套管病人安全拔管的

时机和拔管前后护理的方法。  

方法  带管时间在 1 个月以内的患者用软胶塞

封闭套管外口的 1/2，论文观察呼吸 24h 无异

常即予拔管；带管时间在 1 个月以上的患者

采取逐步更换细管的办法，病人呼吸平稳，

经完全堵管 24～48h 无异常即可拔管。  

结果  130 例成功拔管后出院，16 例死亡或带

管出院，4 例于拔管后 10min-33d 再次置

管。  

结论  选择适当的拔管时机以增加病人的安全

系数，早切开，早拔除，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及病人的住院天数，使病人早日康复。  

 
 
PO-2473 

脑外伤后遗症的康复护理 

 
陈愔愔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对重型脑外伤患者经治疗后探讨对于后

遗症康复的护理体会。  

方法  收集我院 2014.06～2016.01 收录的 10 

8 名重型脑外伤患者经治疗后探讨对于后遗症

康复的护理体会。  

结果  我院 108 名重型脑外伤患者经过治疗及

相应的护理，48.9%的患者生活恢复部分自

理。  

结论  脑损伤病人术后 1-3 个月是功能恢复最

快的时期。脑外伤是一种严重的脑组织损伤

型疾病，其损害的脑部部位常常会引起不同

程度的永久性功能障碍，因此，其致残率以

及死亡率也是极其高的。脑外伤患者在经过

治疗脱离生命危险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系

列的后遗症病患。因此，早期的康复治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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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患者的日后康复具有重要的作用。  

 
 
PO-2474 

神经外科患者围手术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观察及护理的研究 

 
刘才基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非手术治疗期

间的护理经验。  

方法  对我科 42 例围手术期下肢深静脉血栓

形成非手术患者，从一般处理、用药及外用

器具观察、饮食护理、心理支持、并发症护

理、健康教育、出院指导等各个方面进行回

顾性分析。  

结果  出院患者治愈率为 33.6％，好转率为 6

0.9％，8 例随访至今，情况良好。  

结论  为了使疾病达到预期治疗效果，护理工

作要精益求精。  

 
 
PO-2475 

关于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介入治疗的护

理研究 

 
刘才基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介入治疗

术后的观察及护理。  

方法  对 52 例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

血管介入术后采取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  

结果  43 例（82.6%）治愈出院，且无肢体活

动障碍、失语、智力障碍等后遗症，6 例（11.

5%）患者发生严重并发症，3 例（5.7%）患

者死亡。  

结论  术后正确得当的护理措施能够预防或减

少并发症的发生，从而提高血管内介入治疗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疗效，并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  

 
 
PO-2476 

品管圈在降低留置尿管非计划性拔管护理中

的应用 

 
黄丽娜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降低留置尿管患者非

计划性拔管率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开展“降低留置尿管非计划性拔管率”为

主题的品管圈活动，运用 PDCA 循环的方

法，对现状进行分析，设定目标，拟定对策

并实施，观察实施的效果。 

结果  开展品管圈活动后留置尿管非计划性拔

管率由活动前的 6.42%降至活动后的 2.43%

（P﹤0.05）。 

结论  品管圈活动在降低留置尿管非计划性拔

管的效果显著，减少了患者的痛苦，提高了

护理工作质量，同时也提高了护士的综合能

力和参与管理意识。 

 
 
PO-2477 

一产妇背痈并发感染伤口的护理 

 
王翠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362000 

 

总结了 1 例产妇背痈并发感染伤口的护理体

会。包括局部创面的评估；全身的评估；营

养的评估及指导；产妇的心理护理：应用美

盐加藻酸盐银敷料进行伤口护理。经过 17 天

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患者背部感染得到有效

控制、创面缩小。 

 
 
PO-2478 

基于专病诊疗流程及专科专病护理常规临床

护理表单设定 

 
陈超丽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询证专病诊疗流程及专病专科护理常 

规，设定合理、规范、操作性强的单病种临

床路径护理执行表单。 

方法  根据医疗组提供的单病种诊疗转归过程

的医师执行单，以该病种最新护理常规为基

础范本，渗透该病种长期临床的护理经验及

护理新技术，同时加强医护患三方沟通，持

续质量改进，设置修订出单病种临床路径护 

理日程执行表单。 

结果  基于专病诊疗流程及专科专病护理常规

进行临床路径护理表单的设定，符合专病护

理康复过程，设计合理，规范，操作性强，

护理经验及新技术的渗透，减少路径执行的

变异，加速专病康复日程，达到临床路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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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目的和要求。 

结论  专病诊疗流程及专病护理常规是制定专

病临床路径护理执行表单的询证基础。 

 
 
PO-2479 

从听诊器使用的依从性看护士的职业素质 

 
陈超丽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听诊器的得当、正确使用，是护士病情

观察的基础，听诊器的使用依从性，体现护

士在临床护理、病情观察的主动性、职业

性，培养护士使用听诊器的依从性，旨在提

高护士病情观察的素养。 

方法  通过床头交接班，护理查房、危重患者

护理、基础护理操作、专业技能操作、患者

病情变化时等等临床护理工作，观察和指导

护士如何得当、正确使用听诊器获得病情信

息，及时发现病情改变。 

结果  护士临床护理工作中使用听诊器依从性

较差，绝大多数护士常常依赖心电监护仪监

测基础的生命体征，而忽略患者基本的生理

现象如呼吸音、肠鸣音，以及因专科疾病引

发的一些病理现象如血管杂音、痰鸣音、肺

罗音等等，这些基本的生理现象、病理体征

都能通过听诊器的使用充分获取，而无法从

基本的心电监护仪获得，从而为医疗提供有

力的依据。 

结论  听诊器使用的依从性高：充分体现护士

的职业素质的高低，提高听诊的准确率及判

断率，及时发现病人的病情变化，提高病患

的信任度，从而提高病患的满意度。 

 
 
PO-2480 

多模态监测系统在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病情

观察的应用 

 
陈超丽 

福建医科大学 350005 

 

目的  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围多模态病情监测 

系统建立期间，医护共同协作预防和控制颅

内感染及确保多模态监测功能正常有效，指

标数据表达准确，为治疗提供指导依据。 

方法  多模态病情监测系统指标包括生命体

征、意识状态、瞳孔、颅神经功能、颅内

压、颅内灌注压、颅脑温度、脑氧含量等。

而多模态病情监测系统重要监测指标颅内

压、颅内灌注压、颅脑温度、脑氧含量的获

取，是建立创伤性操作基础上，虽然为微

创，但因血脑屏障的人为开启，带来感染威

胁，针对易发感染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预防

和控制，确保多模态监测系统中每个监测探

头、传感器、接收器、连接线及接显示器等

功能正常，同时及时甄别和纠正干扰指标准

确表达的相关因素，是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

围多模态病情监测系统建立期间护理重点。 

结果  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多模态监测系统的

功能维护，感染的预防和控制，复杂而又及

其专科，排除干扰因素，监测指标的细微变

化，对预防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继发性脑功

能损害有重要临床治疗护理指导意义，做好

专科专项护理是关键。 

结论  多模态病情监测系统的目标监测，是目

前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病情观察较尖端的专

科护理技术，也是今后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

病情观察常规化发展趋势。 

 
 
PO-2481 

全身麻醉前后患者年龄、性别与瞳孔变化临

床研究 

 
铁兴华 1 荔志云 1 

1.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2.甘肃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讨全身麻醉前后患者年龄、性别与瞳

孔直径及反应速率变化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07~2015-10 在兰州军区兰

州总医院择行全麻手术的患者 90 例（180

眼），以年龄分为低年龄组(3-40 岁) 、中年

龄组(41-60 岁)和高年龄组（61 岁以上），其

中低年龄组 30 例（60 眼），男 16 例（32

眼），女 14 例（28 眼），平均年龄 22.60±1

0.36 岁；中年龄组 30 例（60 只眼），男 13 

例（26 眼），女 17 例（34 眼），平均年龄

48.73±5.82 岁；高年龄组 30 例（60 只

眼），男 20 例（40 眼），女 10 例（20

眼），平均年龄 66.63±4.88 岁。纳入标准：

患者依从性好，无其他眼部疾病及不适，且

眼部检查未见任何明显异常，双侧瞳孔对光

反射正常；全身状态良好，既往无眼部疾、

神经疾病、头颅（CT）或颅脑磁共振成像

（MRI）检查无颅内肿瘤、颅内高压及颅脑外

伤史等颅脑疾病；一月内无任何眼部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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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3）麻醉方法 患者均行全身麻醉，麻醉药

物均使用瑞芬太尼、舒芬太尼、罗库溴铵、

咪达唑仑、丙泊酚。4）实验操作：本研究中

采用便携式瞳孔测量仪，分别测量手术患者

麻醉前后左右眼瞳孔直径（mm）及反应速率

（mm/s）。采用独立测量模式，先右眼后左

眼，分别测量不同年龄、性别患者入手术室

后 5-10 分钟右眼和左眼瞳孔直径及反应速

率、全身麻醉后 10-15 分钟患者右眼和左眼

瞳孔直径变化及反应速率；检查时拉开上眼

皮露出完整的瞳孔，将仪器采集区前端完全

贴于眼睛上部，并将眼睛置于测量窗口的中

心位置，眼球顶面与仪器采集窗前端平面相

齐平时，结果趋近于准确值，误差越小；瞳

孔测试仪器为荔志云及陕西公共智能科技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一款微型便携式电子

瞳孔直径及对光反应测量仪；用照度计测得

手术室光线亮度约为 750lux； 

结果  麻醉前后各组左、右眼之间差别具有显

著性（p＜0.05）；麻醉前各组男、女性别之

间差别无显著性；麻醉后各组男、女性别之

间差别无显著性；低年龄组、中年龄组、高

年龄组两两比较，发现随着年龄增高，患者

瞳孔直径，反应速率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全身麻醉患者瞳孔直径变化与年龄，性

别相关，密切观察患者瞳孔及反应速率变化

对麻醉效果、麻醉深度、术中患者病情的变

化具有指导性意义。 

 
 
PO-2482 

巴林特小组对护理人员负性情绪的干预 

 
李琦 

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通过对护理人员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的

实践，提高医院各科护士对自我的认知，降

低负面情绪，用积极的方式来处理护患关

系。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我院开

展的 30 次巴林特小组活动，对 65 名护理人

员采用 SCL-90、CSQ 测评量表进行培训前

后的比较。 

结果  经过培训，护理人员的躯体化症状、强

迫、人际关系敏感和恐怖等因子分下降，有

统计学意义（P＜0.05）; 同时护理人员的应

对方式也趋于积极的成熟的方式，更多的采

用“解决问题”、“求助”等，而 “退避”等应对方

式显著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 

结论  在缓解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情绪管理

时，采用巴林特小组形式的培训可以帮助护

理人员处理护患关系中的负面情绪，与患者

建立良好的沟通，达到和谐的护患关系，对

减轻护理人员的职业压力有很大帮助。 

 
 
PO-2483 

神经外科护理人员 MBTI 人格类型调查及护

理岗位适应分析 

 
朱秀梅  

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护理人员的 MBTI 人格类

型特征，为护理岗位适应管理提供理论依

据，以更好的进行护理人员人岗匹配，提高

护理质量。 

方法  应用修订后的中文版 MBTI 人格类型量

表，对神经外科 70 名护理人员进行测试。 

结果  70 名护理人员在矜持（I）、敏锐观察

力（S）、性格友善（F）、有规划（J）偏好

上的得分均高于好表现（E）、自省（N）、

意志坚定（T）、探索性（P）偏好；ESFJ

人格类型最多，其次为 ISFJ、ISTJ 人格类

型；ENTJ、ENTP、ENFP、ISTP、INTP 人

格类型人数最少。 

结论  护理人员大多为 I、S、F、J 偏好，得

分高于 E、T、N、P 偏好，与临床护理人员

所肩负的责任要求相适应，可通过 MBTI 人格

类型调查针对性做好临床工作中护理人员岗

位适应管理。 

 
 
PO-2484 

Carnation22 光子治疗仪在治疗颅脑手术切

口愈合不良中的效果观察 

 
黄晓琼 

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光子治疗仪在颅脑切口愈合不良中的应

用效果。 

方法  38 例颅脑手术治疗后切口愈合不良的患

者随机分为治疗组（20 例）与对照组（18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碘伏换药和伤口愈合

液湿敷的换药方法，治疗组采用常规碘伏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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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加光子治疗仪照射及伤口愈合液湿敷的换

药方法。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100.0%，对照组总

有效率为 88.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光子治疗仪照射伤口，可促进组织的修

复，加速了伤口的愈合。 

 
 
PO-2485 

小儿松果体区肿瘤合并脑积水的围手术期护

理 

 
蓝雪兵 

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小儿松果体区肿瘤合并脑积水的围

手术期的护理体会。 

方法  回顾分析 30 例小儿松果体区肿瘤合并

脑积水的临床资料，总结围手术期的护理经

验。 

结果  30 例患儿中，术后脑积水等临床症状基

本得到改善，且围手术期间均未发生意识障

碍、硬膜外血肿等严重并发症，无死亡病

例，患儿均康复出院。 

结论  充分的术前准备及细微的术后护理可减

少小儿松果体区肿瘤合并脑积水围手术期并

发症的发生，并最大限度的提高患儿的术后

远期生活质量。 

 
 
PO-2486 

临床护士抽药过程中残余药量影响因素分析 

 
吴雪清 

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通过对临床护士抽药过程中残余药量影

响因素分析、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采取

相应对策，提高临床护理工作质量。 

方法  收集护士采用不同加药方法、在不同工

作环境，抽药过程中残余药量，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传统方法与改良方法抽药后残余药量差

异有显著意义。抽药余液检查告知与未告知

组抽药后药瓶内残余药量差异具有显著意

义。 

结论  加强临床护士抽药方法的指导，是减少

残余药量的一个重要步骤；合理选择抽药针

头，是减少残余药量的一个重要环节；护理

工作中“慎独”精神培养与树立，是提高护理质

量的关键；加强抽药过程的监督与管理，是

减少残余药量的一个重要手段。 

 
 
PO-2487 

颞叶癫痫患者术后应用延续性护理对其情绪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聂凌鋆 

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对颞叶癫痫患者术后情

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80 例癫痫术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护

理组 , 各 4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 , 护理

组采取延续性护理 , 对比两组患儿生活质量与

焦虑、抑郁评分。 

结果  护理后 , 两组生活质量及焦虑、抑郁评

分比较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对于癫痫术后患儿采取延续性护理 , 能

使患者生活质量与心理情绪得到明显改善 , 具

有临床应用价值。 

 
 
PO-2488 

重度颅脑损伤患者气管切开的临床护理分析 

 
周亚梅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究重度颅脑损伤患者气管切开术后的

护理体会。  

方法  选取本院 2012 年 4 月-2015 年 8 月收

治 72 例气管切开术的重度颅脑损伤患者，并

根据数字表法将全部患者分为 2 组，对照组

与观察组分别采用常规护理与综合护理干

预，并对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情况和治疗

总有效率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5.6%，

明显低于对照组（27.8%），观察组患者治疗

总有效率 94.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7.

8%，经统计学分析均差异显著（P<0.05）。 

结论  对行气管切开术的重度颅脑损伤患者实

施综合护理干预，能使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明

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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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89 

脑外伤老年患者术后并发上消化道出血的护

理观察 

 
周亚梅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脑外伤老年患者术后并发上消化道

出血的护理方法。  

方法  选取 2013 年 3 月-2015 年 4 月收治的 4

8 例脑外伤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每组各 24

例。对照组通过常规护理，观察者给予护理

干预，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止血效果、再出血率、住院的时

间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脑外伤老年患者术后通过综合护理干预

可提高止血总有效率，缩短止血时间减少再

次出血。  

 
 
PO-2490 

神经外科危重患者 PICC 的应用与护理 

 
沈素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 PICC 在神经外科危重患者中的临

床应用以及堵管护理对策。 

方法  观察 25 例患者留置 PICC 导管应用状

况,针对危重患者出现的 PICC 堵管并发症,及

时做出相应护理措施。 

结果  PICC 有助于神经外科危重患者顺利地

进行治疗、减轻患者痛苦,并且提高护士工作

的效率。对于 5 例患者出现堵管的情况,经过

处理后都能够复通。 

结论  PICC 导管为神经外科危重患者提供了

一条无痛性安全给药的通道。严格按照规程

操作,仔细做好导管维护,减少堵管发生,是安全

留置 PICC 导管的必要保证。 

 
 
PO-2491 

神经外科疾病护理中的不安全因素分析 

 
沈素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神经外科疾病护理过程中存在的不 

安全因素并提出干预措施。 

方法  从我院神经外科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所收治的 1 000 例患者中,随机抽取 18

6 例进行护理过程中不安全因素的分析并提出

解决办法。 

结果  神经外科疾病护理过程中存在的不安全

因素主要来自护理人员、患者及陪护人员和

医院 3 个方面。 

结论  消除神经外科疾病护理过程中存在的不

安全因素,需要建立健全护理规章制度、规范

护理记录、加强护理人员的岗位培训、加强

患者及陪护人员的宣教指导、改善医院环境

等。 

 
 
PO-2492 

神经外科患者尿路感染护理效果分析 

 
赖凤娣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神经外科尿路患者感染的临床护理

措施。  

方法  将住院治疗的 84 例患者平均分成观察

组和常规组（n=42）。给予常规组患者神经

外科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组患者的基础上

给予尿路感染干预护理。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尿路感染发生率和家属的

护理满意度分别为 9.5%和 85.7%,与常规组患

者的 28.6%和 66.7%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对神经外科患者实

施尿路感染护理,可有效降低神经外科患者尿

路感染发生率 ,提高患者和家属的护理满意

度。  

 
 
PO-2493 

神经外科实施延续性护理的措施与成效 

 
赖凤娣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措施在神经外科的应用 

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在我院神经外科接受治疗

的 20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 100 例患者。

对照组按常规程序对神经外科患者进行护理

工作,即护士根据医嘱实行常规护理,出院时进

行健康宣教;干预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辅以延续

性护理措施,对患者进行护理工作。比较两组

患者出院后半年的 Barthel 指数评分,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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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情况。  

结果  干预组患者出院后半年的 Barthel 指数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差异（P〈0.

05）；干预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延续性护理措施是神经外科患者的一项

有效护理方法。  

 
 
PO-2494 

气管切开术后气道湿化对痰液成分改变的相

关性研究 

 
陈淑惠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从痰液成分的定量研究来探讨三组不同

气道湿化法的利弊。 

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气管切开术后患者 54 例,

作为痰液标本收集的对象。分别采用定时

法、持续法及定时加雾化法后,测定痰液成分

中 α-酸性糖蛋白、Ca2+含量和 pH 值。 

结果  定时加雾化组痰液成分中 α-酸性糖蛋

白、Ca2+含量低于定时组、持续组中的含量,

三组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意义(P<0.01)。三组气

道湿化中 pH 值的分布图显示,在机体正常范

围内,定时加雾化组高于其他两组,并呈现升中

求稳的气道需求趋势。 

结论  三组气道湿化方式在满足呼吸道正常生

理需求即衡量湿化效果的指标之一的基础上,

本研究中定时加雾化组相比较于定时组、持

续组能够较有效的降低痰液成分中影响痰液

黏稠度的 α-酸性糖蛋白、Ca2+含量,实现气道

湿化的最终目标即分泌物的吸引通畅和及时

清除。 

 
 
PO-2495 

重型颅脑损伤病人体位变化对颅内压及脑灌

注压的影响 

 
陈淑惠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分析重型颅脑损伤病人体位变化对颅内

压(ICP)和脑灌注压(CPP)的影响。 

方法  取 12 种不同体位,统计比较各种体位变 

化前后 ICP、CPP 变化。 

结果  仰卧位头部抬高 45°、仰卧屈膝位 30°

及 45°可使颅内压明显降低,而左侧卧位头部

抬高 15°、右侧卧位头部抬高 15°后颅内压则

明显升高。左侧卧位头部抬高 30°脑灌注压明

显下降。 

结论  不同体位可显著影响重型颅脑损伤病人

颅内压和脑灌注压的变化。 

 
 
PO-2496 

脑出血昏迷病人肢体功能锻炼康复效果研究 

 
陈丽玲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早期肢体功能锻炼对脑出血昏迷期

肢体功能康复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神经外科收治脑出血昏迷住院

患者共 50 例为研究对象，按入院时间先后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两组采用相同的药物治

疗方式和常规护理，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进行

早期肢体功能锻炼。 

结果  2 个月后对两组情况进行测评，观察组

肢体功能康复比对照组提前 1-2 周。 

结论  为脑出血昏迷期患者进行早期肢体功能

锻炼至关重要，可以预防褥疮，肌肉萎缩，

大小关节僵直，关节脱位，足下垂或内翻。 

 
 
PO-2497 

昏迷患者家属参与型鼻饲饮食的护理体会 

 
陈丽玲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昏迷患者家属参与型鼻饲饮食的临

床护理经验. 

方法  将我院自 2014 年 7 月-2015 年 12 月收

治的 76 例昏迷患者家属参与型饲饮食的护理

方法进行回顾性分折，并总结出相应的护理

对策.  

结果  该方法的应用不仅不会影响到患者的治

疗，而且还让患者在出院之后能够得到更合

理的相关护理措施，降低伤残率的发生. 

结论  昏迷患者家属参与型鼻饲饮食的护理干

预可取得良好的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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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98 

预防神经外科吸入性肺炎护理管理流程的构

建与应用 

 
陈妍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建立一套规范实用的预防神经外科患者

吸入性肺炎护理管理流程,降低吸入性肺炎发

生率。  

方法  将 2015 年 1-12 月神经外科患者 100 例

作为干预组,使用神经外科预防误吸高危因素

评估表对患者吸入性肺炎危险因素进行预见

性及动态评估,制定并落实护理综合管理方案,

通过防误吸护理评价单对护理质量进行监

控。将 2014 年 1~12 月 88 例神经外科患者

作为对照组,使用传统护理方法。比较两组吸

入性肺炎发生率及患者满意度。 

结果  干预组吸入性肺炎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

组,患者及家属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

〈0.05）。 

结论  实施预防吸入性肺炎护理管理流程,针对

神经外科患者误吸危险因素实施护理,确保每

项护理措施安全有效落实,可有效减少患者吸

入性肺炎的发生。  

   
 
PO-2499 

护患沟通在神经外科疾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陈妍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观察护患沟通在神经外科疾病患者护理

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120 例神经外科疾病患者，将其随

机分成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60 例，对照组实

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强

化护患沟通，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结果  对照组患者病情康复率为 69.8％，观察

组为 9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对照组患者护患纠纷率为 11.3％，观察

组为 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对照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为 75.

5％。观察组为 9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护患沟通在神经外科疾病患者护理中的

应用效果显著，能够有效提升神经外科的整

体护理水平以及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PO-2500 

微量注射泵补钾在 ICU 低钾病人中的应用及

护理 

 
林海芳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对 ICU 中的低钾血症患者使用微量

泵推注补钾的可行性。 

方法  选择在 ICU 住院期间发生低钾血症的 3

2 例患者,在积极治疗原发疾病的基础上给予

经中心静脉使用微量泵推注补钾。在补钾的

过程中严密心电监护、监测尿量、密切监测

电解质和血气的变化、选择适宜的注射器和

延长管、使用性能良好的注射泵、加强巡视

及病人的心理护理。 

结果  本组 32 例患者补钾过程中无一例发生

高血钾,其中 20 例患者血钾于 16h 后恢复正

常,12 例患者血钾于 24h 后恢复正常,一例于 3

4h 后恢复正常。 

结论  在严密的监测及临床护理下,使用微量泵

经中心静脉高浓度补钾是安全、有效的。  

 
 
PO-2501 

持续腰大池引流脑脊液治疗创伤性蛛网膜下

腔出血患者的术后护理 

 
胡欢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150086 

 

目的  探讨持续腰大池引流治疗在创伤性蛛网

膜下腔出血患者中实施的临床护理路径及效

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腰大池持续引流的

38 例患者的术后护理, 主要包括:妥善固定引

流管,;根据病情严格控制引流液的速度,随时观

察引流液的颜色、性状和量;严格控制感染;密

切观察有无引流过度、引流不畅和颅内感染

等并发症。本组引流 3~10d,平均 6.5d。发生

引流过度 4 例,引流不畅 6 例,颅内感染 1 例。 

结果  根据格拉斯哥治疗结果评定,本组 29 例

预后良好,3 例中 残,1 例重残,1 例植物状态。

观察组采用临床护理路径方法,对照组采用传

统护理方法。比较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

况、健康教育有效率及护理满意度。结果观

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相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护理满意率

与对照组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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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持续腰大池引流及有效地护理配合，对

改善脑脊液循环，缓解症状和减少并发症有

重要意义。 

 
 
PO-2502 

不同气道湿化方法应用于气管切开患者的效

果比较 

 
林海芳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气管切开患者应用不同气道湿化方

法的效果。 

方法  选择气管切开不需要机械通气治疗的患

者 156 例,按入院先后顺序分为 3 组,A 组(微

量泵组)、B 组(人工鼻组)、C 组(一次性 MR8

50 湿化系统双加热式呼吸机湿化管道组)。分

别测量各组患者 3d 内气管切开处吸入气体的

温度和相对湿度,计算出绝对湿度;评估各组患

者气道痰液黏稠度的变化;肺部感染控制的时

间;记录各组 3d 内平均日护理工时及湿化所需

的日医疗费用。 

结果  在气道温湿度、分泌物性状控制、肺部

感染控制时间、护理工时方面,C 组较另两组

有显著优势,B 组较 A 组有优势;B 组较另两组

医疗费用高。 

结论  MR850 湿化系统更适用于肺部感染的

气管切开患者,是理想的气道湿化方法。 

 
 
PO-2503 

颅内动脉瘤的术后护理 

 
孙惠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总结颅内动脉瘤患者开颅术后的护理特

点和方法。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 35 例我科

收治的颅内动脉瘤患者，根据患者手术的特

点进行针对性的护理。 

结果  完全康复 32 例，轻残 1 例重残 1 例，

死亡 1 例。 

结论  加强患者手术后护理能够保证治疗效 

果，提高患者手术的康复率。 

 
 
PO-2504 

脑胶质瘤术后的观察护理 

 
孙惠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总结脑胶质瘤切除术后的护理及并发症

的护理要点。 

方法  选取 2015-2016 年间实行切除手术的胶

质瘤 20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0 例术后由于认真观察及重视并发症护

理，仅发生电解质紊乱 2 例，癫痫发作 1

例，均及时发现以及正确护理，得到有效控

制，其余恢复良好。 

结论  对脑胶质瘤切除术后患者给予周密、细

致、恰当的护理，可降低并发症和病死率，

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疾病康复。 

 
 
PO-2505 

神经外科脑室引流术后引流管的护理体会 

 
翁云洪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析神经外科脑室引流术后，引流管护

理效果。 

方法  择取本院在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

期间收治的神经外科脑室外引流患者 38 例，

并对其行周密护理，观察引流管护理效果。 

结果  对神经外科脑室引流术后的患者行周密

护理，可以有效帮助患者排除体内的多余血

液以及积液，提高患者的术后质量。 

结论  神经外科脑室引流患者在术后接受周密

护理，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其临床治疗效果，

促使其神经功能快速复原，还能降低其并发

症发生概率，具有十分显著的护理意义，值

得临床应用以及推广。 

 
 
PO-2506 

神经外科脑出血术后患者行气管切开的护理

要点分析 

 
翁云洪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深入探讨关于脑出血术后患者行气管切 

开的护理要点。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

我科室接受手术治疗的 40 例脑出血患者,均采

取气管切开；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将 40 例患

者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行常规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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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观察组行综合护理干预,然后就两组患者的

护理效果进行综合比较。 

结果  经系统治疗及护理,两组患者在好转率、

肺部感染率、植物人率及病死率指标上比较,

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通过科学有效的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有效

提高脑出血术后患者行气管切开的抢救成功

率。 

 
 
PO-2507 

神经外科择期手术患者术后疼痛预见性护理

的临床分析 

 
张萍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择期手术患者术后疼痛预

见性护理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6 月我院神经外科

收治的 68 例择期手术患者为试验组,2014 年

6 月—12 月收治的择期手术患者 68 例为对照

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试验组在常规护理

基础上实施疼痛预见性护理,包括术前疼痛宣

教,术后营造舒适环境,积极的心理干预,术后及

时疼痛评估,适时镇痛等。应用疼痛评分量表

观察两组患者术后的疼痛程度。 

结果  术后 12 h、24 h、48 h 试验组的患者疼

痛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针对神经外科择期手术患者术后疼痛实

施预见性护理,可以有效减轻患者的疼痛,促进

患者康复。 

 
 
PO-2508 

PDCA 循环在提高神经外科护士“危急值”处

理后护理记录书写合格率中的应用 

 
黄华玲 陈一霞 周亚梅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 PDCA 循环管理方法在提高神经外

科护士“危急值”处理后护理记录书写合格率的

效果。 

方法  于 2015 年 1 月按照 PDCA 循环步骤，

收集神经外科护士在“危急值”处理后护理记录

书写中存在的问题，分析相关原因，制订相

应的培训、考核、持续改进计划，将 PDCA

循环管理方法运用到患者护理安全管理中。 

结果  经过半年的持续质量改进，神经外科护

士“危急值”处理后护理记录书写合格率从干预

前的 70.8%提高到干预后的 97.3%，差异统

计学意义（χ2＝16.654, P ＜0.05）。 

结论  经过本轮 PDCA，神经外科护士提高了

“危急值”处理后护理记录书写合格率，促进医

务人员之间的有效沟通，促使护理人员主动

追踪患者的救治措施是否有效，达到以患者

安全为中心，最终形成科室的患者安全文化

氛围，真正保障患者安全，效果良好，今后

将在其他项目中进一步应用。 

 
 
PO-2509 

神经外科急诊开颅手术配合及工作程序的分

析 

 
郑皛 肖华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通过分析神经外科急诊全麻开颅手术的

特点及常见问题，总结神经外科急诊手术护

理的术前准备、术中配合及术后处理的要

点，并探讨手术护理程序在急诊开颅手术中

的合理有效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参与的我院神经外科 126 例急诊开颅手术

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术前患者生命体征评

估，正确摆放手术体位，巡回护士和洗手护

士的手术配合以及术毕送回重症监护室(neuro

surgicalintensive care unit, NICU)途中的护理

和注意事项。 

结果  126 例急诊手术患者术前格拉斯哥昏迷

评分(Glasgow Coma Scale, GCS) 5～13

分，平均 9.6±1.2 分，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

术，手术时间 1.5～6h，平均 4.6±0.5 h，无

手术室护理差错发生，其中高血压脑出血 53

例（42.1%），急性颅脑外伤 44 例（34.

9%），动脉瘤破裂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例 14

例（11 .1 %），血管畸形出血 8 例（6 .

3%），颅脑肿瘤卒中出血 4 例（3.2%），术

后再出血二次手术 3 例（2.4%）。所有患者

均安全送回重症监护病房接受后续治疗。随

访患者术后一周，神志清醒 85 例，昏迷 21

例，嗜睡 17 例，死亡 3 例。头部伤口感染共

3 例，颅内感染 6 例。 

结论  急诊全麻开颅手术患者病情复杂危重，

护理人员要具有前瞻性及预见性，术前应严

密监护病患生命体征，配合抢救治疗，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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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准备，并检查各种仪器设备性能完好，

确保术中正常使用。熟练掌握神经外科手术

工作程序，可缩短手术准备时间，并提高与

手术医师配合效率，为患者赢得最佳救治效

果。 

 
 
PO-2510 

预防神经外科病人非计划性拔管健康教育依

从性分析 

 
蔡惠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分析神经外科病人对预防非计划性拔管

的健康教育依从性，为避免非计划性拔管不

良事件的发生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研究的方法，回顾 201

4 年１月１日～２０１5 年 12 月３１日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患者发生非

计划性拔管的数据资料，按发生非计划性拔

管的各项行为及造成伤害进行相关因素分

析。自行设计调查表，对 100 例带有引流管

的病人及家属进行认知调查。 

结果  大部分患者及家属在落实预防拔管的防

范措施上依从性不强，对拔管后对病情影响

的风险隐患认知不足，导致对预防非计划性

拔管的各项健康宣教以及各种防护措施的依

从性不到位，最终导致非计划性拔管不良事

件的发生而终止患者所需的治理。 

结论  神经外科患者多数都较烦躁并伴有意识

不够清醒，患者的管道护理对于病情观察至

关重要，因此需要继续强化针对性宣教与认

知意识，提高病人的风险防范措施执行依从

性。 

 
 
PO-2511 

延续性护理在神经外科护理实践中的实施及

效果 

 
陈一霞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总结延续性护理在神经外科患者出院后

的实施方法，评价其实施效果。 

方法  根据不同病种为出院患者建立延续性护

理回访登记表，对全科护士进行：回访登记

表及延续性护理的各项措施的培训，针对出

院患者的不同需求，规范实施延续性护理措 

施。 

结果  延续性护理实施半年来，通过护理人员

的反复宣教和干预，患者出院后无压疮、烫

伤、跌倒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患方对疾病相

关知识程度由原来的 38%提高到 82%；护患

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患方满意度逐渐提

高，科室社会效益日益提升。 

结论  实践证明，延续性护理对于神经外科患

者出院后的护理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促进患

方掌握疾病相关知识，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从而确保居家安全，同时不仅大大提升了患

方满意度，也促进护理队伍的内涵建设和护

理专科的发展。 

 
 
PO-2512 

持续质量改进在颅脑外伤患者疼痛管理中的

应用 

 
陈一霞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通过持续质量改进，有效缓解颅脑外伤

患者疼痛程度，促进还是对疼痛评估管理水

平。 

方法  对 2015 年 1—6 月住院的 73 例患者的

疼痛管理情况进行综合分析，针对影响有效

控制疼痛的原因，2015 年 7 月月份护理持续

质量改进小组，依据 PDCA 方法进行持续质

量改进，对实施持续质量改进后的患者疼痛

控制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  实施持续质量改进后，评估 60 例颅脑

外伤患者的疼痛控制情况，入院后 48h 内的

最高疼痛强度在 5 分一下，入院后 72h、96h 

的平均疼痛强度分别为 2.3 分、1 分，患者对

疼痛护理的总体满意度为 92%。 

结论  对颅脑外伤患者的疼痛个进行持续质量

改进，可有效降低患者伤后疼痛强度，提高

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PO-2513 

一种新型的气切湿化套管的设计和应用 

 
林碧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临床上气切湿化管道的固定存在着弊

端，频繁地更换湿化管道和固定给患者带来

不舒适感，也增加护士的工作量和患者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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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风险，为此，寻求一种理想的装置能

解决以上问题。 

方法  自主研发一种新型的气切湿化套管 

结果  气切湿化套管的应用大大减轻了护士的

工作量，提高了管道固定率。 

结论  气切湿化套管实用性强，可在临床应用

推广。  

 
 
PO-2514 

韩式穴位神经刺激仪对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

术后恶心呕吐的护理研究 

 
周萍 林艳 

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韩式穴位神经刺激仪对面肌痉挛微血管

减压术后恶心呕吐的护理研究。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 120 名诊断

为面肌痉挛并接受微血管减压术的患者，按

随机分类为干预组（A 组）和对照组（B

组），每组 60 名患者。两组患者均接受全身

麻醉，术后均常规应用甲氧氯普胺 10mgBid

肌肉注射以防止恶心呕吐。干预组患者自手

术日起，术后连续 3 日双侧足三里穴位予韩

式穴位神经刺激仪刺激，每次 30min，频率

为 2/100Hz,强度为 20mA。对照组患者则自

手术日起，术后连续 3 日，双侧足三里穴位

连接关机状态下的韩式穴位神经刺激仪 30mi

n。分别于术后 6h、12h、24h 依照恶心呕吐

评分标准记录患者恶心呕吐的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 0～6h 和 6～12h 恶心情

况无显著差异（p＞0.05），术后 12～24h 起

干预组较对照组改善明显（p＜0.05)。两组患

者术后 0～6h 呕吐情况无显著差异（p＞0.0

5），术后 6～12h 和 12～24h 起干预组较对

照组改善显著（p＜0.05）。 

结论  应用韩式穴位神经刺激仪能有效减少面 

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后患者恶心呕吐的发

生。 

 
 
PO-2515 

神经外科规范化培训护士专科培训方法及体

会 

 
顾蕊欣 马海萍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本文通过从做好入科教育、分阶段进行理论 

学习及考试、有针对性的进行专科技能培

训、实行一对一临床实践带教、小讲课与教

学查房相结合、参与疑难病例与死亡病例讨

论、个案护理的应用等七方面的措施加强对

神经外科规范化培训护士进行专科培训，达

到提高规范化培训护士综合素质的目的。 

 
 
PO-2516 

静脉输液引起一般心理问题的护理对策 

 
易全 骆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了解临床护理过程中静脉输液患者存在

的心理问题，针对患者静脉输液前出现的不

同程度紧张、害怕、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

对患者采取相应的心理干预措施。 

方法  研究者于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

在武汉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外科病房，采用

焦虑自评量表对随机选取患者进行静脉输液

前焦虑状况筛查，针对 50 例出现静脉输液心

理问题的患者进行心理干预，通过建立良好

的护患关系，采取放松疗法和合理情绪疗

法，以及使用减轻疼痛的静脉穿刺方法等，

分别在采取护理对策前及护理对策后第三

天、第六天进行评分，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本研究中研究对象在实施心理干预前焦

虑量表评分为 74.78±6.13 分，实施心理干预

后的第三天焦虑量表评分为 61.36±7.35 分，

第六天为 48.64±6.35 分，干预前后对比，P

值<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合理的心理护理干预可以显著降低静脉

输液患者的一般心理问题。 

 
 
PO-2517 

约束手套在神经外科躁动患者中的应用 

 
叶爱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约束手套在神经外科躁动患者中的 

应用效果。 

方法  选我科室 2014 年-2015 年躁动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约束工具对患者进行约

束护理,实验组采用约束手套对患者进行约束

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约束过程并发症的发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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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患者总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实验组

总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结论  约束手套可明显减少躁动患者皮肤破损

和意外拔管的发生率，保证了患者的安全,提

高了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 

 
 
PO-2518 

优质服务在小脑出血立体定向手术患者中的

应用及效果 

 
王丹玲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小脑出血多与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脑血管

畸形或动脉瘤等有关，由于病灶位于容积较

小的后颅窝，故具有病情变化快、进展凶险

等特点。出血量多于 15ml 时，如采用保守治

疗患者病死率较高，立体定向手术是小脑出

血常用的手术方式之一。手术疗效除与病情

轻重及术者精湛技艺有关外，还与患者围手

术期的护理息息相关。本研究总结经验教

训，制定小脑出血立体定向手术患者的优质

护理措施，并将其应用于小脑出血立体定向

手术患者，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PO-2519 

谈腰大池持续引流非计划拔管临床护理干预

的方法 

 
曹娅妮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留置管道是预防、治疗和观察病情、判断预

后的重要手段和依据，管道护理质量直接关

系到患者的疾病转归乃至生命。非计划拔管

是指包括医护人员操作不当所导致拔管和导

管意外滑脱，也包括患者未经医护人员同

意，自行将导管拔除。是临床工作中影响护

理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导致患者病情

恶化甚至死亡的重要原因。腰大池持续引流

现已作为神经外科的一项专科临床操作广泛

应用于临床中，且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而腰

大池持续引流的目的是将血性或感染性脑脊

液通过引流装置从腰大池持续、匀速、缓慢

的引流至体外，促进脑脊液代谢、加快患者

治疗进程、缩短治疗时间的一种临床治疗方

法。 

 

PO-2520 

巧用一次性床罩制作防雨用具 

 
曹娅妮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外出检查及转运是神经外科危重患者治疗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治疗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

要环节。雨天检查或治疗中，外露部位不仅

影响患者的舒适感，而且容易浸湿伤口敷

料，危及患者安全。为避免雨天外出检查引

起的种种不良后果，我科对一次性床罩的一

端进行简单裁剪、加工，制作成防雨用具，

实现对除病人头部之外部位的完全遮盖，代

替传统的雨伞遮挡，取得良好效果。 

 
 
PO-2521 

神经外科优化护理服务的管理体会 

 
曹娅妮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索新的护理服务模式，为患者提供更

优质的护理服务。  

方法  通过调整护士工作模式，明确岗位职

责，强化基础护理，丰富护理内涵，加强安

全举措，充分调动护士积极性来开展优质护

理服务。 

结果  实施后护士工作满意度、护理质量和患

者满意度均有提高。 

结论  规范了护士的服务行为，护士的价值得

到实现，护理质量得到提高，患者满意度得

到提升，紧张的医患关系得到缓解 

 
 
PO-2522 

10 例中重度脑室出血合并梗阻性脑积水患者

行脑室外引流结合腰大池引流术的护理策略 

 
庄红霞 

安徽省省立医院神经外科 230001 

 

目的  总结 10 例中重度脑室出血合并梗阻性

脑积水患者行脑室外引流术（EVD）结合腰

大池引流术（CLD）的护理经验。 

方法  回顾性总结 10 例中重度脑室出血合并

梗阻性脑积水患者行 EVD 结合 CLD 的护理

方法。10 例中重度脑室出血合并梗阻性脑积

水患者在接受急诊 EVD 后，6 例即刻行 CL

D，4 例在 EVD 后 48 小时内施行 CLD。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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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包括：EVD 和 CLD 的护理，重点是引流

管的放置高度与固定、预防颅内感染、观察

和控制引流速度特别是术后第一个 24 小时 C

LD 的速度和量、24 小时后的引流控制、EVD

和 CLD 的拔管指征与拔管前后的护理、EVD

拔出后 CLD 的控制、患者颅内压增高的症状

与护理、脑疝的观察与护理；出院后随访 6

个月，GOS 评分判断患者预后。 

结果  10 例患者的脑室外引流管均安全地被单

纯的腰大池引流管所过渡取代，未发生枕骨

大孔疝或感染，也无需重置脑室外引流。10

例中，仅两例接受脑室-腹腔分流术。随访 6

个月结果，6 例完全康复（GOS5 分）；1 例

轻度残疾，可独立生活（GOS4 分）；2 例植

物生存（GOS2 分）；1 例出院后 1 月死于肾

癌。 

结论  脑室出血多见于高血压脑出血破入脑室

系统、烟雾病脑室出血、脑动脉瘤或脑动静

脉畸形破裂致脑室积血等，其致死率与致残

率高。采取 EVD 术后 48 小时内结合 CLD 治

疗中度和重度脑室出血早期多合并梗阻性脑

积水，是解决梗阻性脑积水引起的颅内压增

高的重要手段。术后护理中，EVD 在拔除之

前始终保持开放，不夹闭，起到安全阀的作

用，预防 CLD 可能诱发的脑疝，而血性脑脊

液主要通过腰大池引流。术后第一个 24 小时

内 CLD 引流量 25～30ml/4h，其后根据头颅

CT 与患者个体化情况控制 25～50 ml/4h，动

态观察引流液检查结果、EVD 拔管后 CLD 的

引流控制、拔管的指征与前后护理尤为重

要。脑室外引流术结合腰大池引流置管术后

精心科学的护理可降低患者颅高压引起的脑

疝的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 

 
 
PO-2523 

有创颅内压监测联合阶梯式护理在神经外科

危重症患者中的应用 

 
庄红霞 

安徽省省立医院神经外科 230001 

 

目的  探讨有创颅内压监测神经外科危重症患

者颅内压变化及采用阶梯式护理方案控制颅

高压的临床效果。  

方法  随机抽取 20 例患者， 随机分为 ICP 监

护组和常规治疗组，ICP 监护组在常规治疗基

础上，再根据 ICP 的变化采取阶梯式护理方

案。阶梯式护理方案包括体位调节、控制引

流、高渗性治疗、亚低温治疗、防止过度通

气。比较两组患者的水电解质、并发症发生

情况和格拉斯哥预后评分。  

结果  两组病因、影像学表现和临床表现相

似，但 ICP 监护组电解质紊乱和肾功能异常

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P＜0.01）；ICP 监

护组在脱水剂用量及并发症方面均低于常规

治疗组（P＜0.05），预后优于常规治疗组

（P＜0.05）。  

结论  对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进行持续有创 IC

P 监测能客观、准确和及时反应患者的病情变

化。ICP 监测可在颅内高压出现相关症状和体

征之前发现颅内压增高，进而指导早期干

预。而且 ICP 监测能够正确的评估脑灌注压

及脑血流量，为临床治疗提供准确有效的信

息，指导脱水剂的使用和下一步的治疗护理

方案，降低患者水电解质紊乱的发生率。阶

梯式护理方案可有效降低颅内压，从无创到

有创，更早、更快速的给予干预颅内压持续

增高的措施。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病死率和致

残率，改善了患者的预后，使神经外科危重

症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和治愈率得到提高。 

 
 
PO-2524 

1 例难治性癫痫行术外脑皮层电刺激的定位及

护理 

 
林吒吒 俞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报道 1 例难治性癫痫行颈内动脉注射异戊巴

比妥钠试验（Wada 试验）及术外大脑皮层电

刺激的护理。术前给予个性化的术前训练及

心理护理；Wada 试验后及行术外脑皮层电刺

激时严密观察，维持有效的长程视频脑电图

的监测质量，完成致痫灶高效精确定位，有

效治疗，促进康复。经过精心护理，术后六

个月随访，癫痫未发作，患者及家属对治疗

效果满意。 

 
 
PO-2525 

急性椎管内硬膜外血肿 1 例的围手术期护理 

 
柴婷婷 陈爱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急性椎管内血肿患者围手术期的护

理经验，为护理该类患者，提高生存质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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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理论依据. 

方法  对 1 例急性椎管内血肿患者采取术前护

理，心理护理，术后护理，并详细记录。术

后给予体位、饮食、病情观察，并发症观

察，早期康复等护理等措施。 

结果  经护理改善了临床症状，患者神经功能

障碍症状得到明显改善。促进了手术效果，

新的并发症得以良好控制。 

结论  针对急性椎管内血肿患者特点，早期手

术治疗和护理是密不可分的，而采取科学的

护理措施可最大限度地恢复脊髓神经功能，

减轻残障，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PO-2526 

颅脑肿瘤非计划二次手术早期预警模型的建

立与效能评价 

 
王巍 陈圆圆 徐彩娟 黄青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建立颅脑肿瘤患者非计划二次手术早期

预警模型，预测患者需二次手术的风险，从

而实现早期控制和预防。 

方法  对 998 例颅脑肿瘤开颅手术患者进行前

瞻性调查研究，对与患者非计划二次手术的

相关指标进行量化分析，Logistic 回归分析数

据，做出早期预警模型。 

结果  共收集 998 份有效调查表，术后需二次

手术的患者 50 例（5.0%），运用 Logistic 回

归分析建立了基于 ICP、瞳孔、GCS 评分 3

项与患者非计划二次手术发生相关指标的预

警模型：Z=0.1+0.1×瞳孔+2.8×ICP+1.5×GC

S，经 ROC 曲线检验，结果显示：曲线下面

积为 84.1% (95%CI 0.796-0.886)，灵敏度为

98.0%，特异度为 61.3%，准确率为 95%，Y

onden 指数为 0.593，阳性似然比为 2.532，

阴性似然比为 0.033。 

结论  建立颅脑肿瘤非计划二次手术风险早期

预警模型准确性较高，可以对病情变化进行

早期预测，及时预测患者是否需要进行二次

手术，尽早的实施预防措施，减少二次手术

率，预防并发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O-2527 

颅内外血管搭桥术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阮璐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通过对颅内外血管搭桥术在烟雾病、颅

内复杂性动脉瘤或劲动脉狭窄等手术术前术

后护理的探讨，从而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方法  通过对本科 2015 年 50 例行颅内外血管

搭桥术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总结分析护理

治疗过程中的临床表现及临床改善。 

结果  45 例患者顺利出院，5 例出现脑梗塞症

状经多科室干预治疗后转康复医院。 

结论  术前的心理护理、对症护理，术后在保

持患者的血压偏高于基础血压，保持患者处

于高血容量、防止血管痉挛的同时，严密观

察术后的并发症并及时处理是保证颅内外血

管搭桥术患者治疗成功的关键。 

 
 
PO-2528 

一例数字化钛网颅骨修补术后感染护理 

 
周列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数字化钛网颅骨修补术后感染的护

理方法及护理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颅骨修补术后感染钛板

取出患者的术后护理方法，包括一般护理、

切口与引流管护理、脑脊液漏的观察、心理

干预及功能训练等护理，评估患者护理效

果。 

结果  本病例钛板修补术后出现皮下积液，反

复多次抽液后患者并发严重化脓性感染，钛

板取出术后积极护理，预后良好，无严重并

发症及后遗症。 

结论  颅骨修补术是神经外科常见手术，加强

术后护理能够有效减少术后并发症，更好地

促进患者康复。 

 
 
PO-2529 

1 例颅内电极埋藏患者行术外皮层电刺激的护

理 

 
鲁涓涓 傅雅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总结了 1 例颅内电极埋藏患者行术外皮层电

刺激的护理配合经验。护理重点为测试前做

好资料收集，癫痫大发作物品的准备等工

作；测试中注意观察患者的语言，感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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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功能区的表现及时反馈，并随时做好癫

痫大发作配合的准备。测试后重视安全护

理，如癫痫大发作后做好病情观察及心理护

理。本例患者在进行术外皮层电刺激时出现

癫痫大发作，但未影响后续配合。对脑功能

区定位帮助较大，癫痫灶切除手术顺利。手

术后未有癫痫样症状发作，半年后复查行 24

小时视频 EEG，视频脑电监测提示异常放电

消失。患者表示疗效满意，出院后按住院期

间剂量服药，未有癫痫样发作。 

 
 
PO-2530 

经鼻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后的护理 

 
赖敏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3000 

 

目的  垂体瘤是蝶鞍区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其

发生率一般为 1／10 万。在颅内肿瘤中仅低

于脑胶质细胞瘤和脑膜瘤，约占颅内肿瘤的 1

0％。手术切除目 前手术切除是治疗垂体瘤较

理想的方法，而经鼻蝶窦入路肿瘤切除手

术，具有创伤小，出血量少，颅面无改变，

并发症少，恢复快等优点，术后护理对病情

恢复至关重要。现总结 20 例经鼻蝶入路脑垂

体瘤切除术后临床护理经验和体会，为了更

好地提高经鼻碟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后的护理

水平，便于广大护理同仁进行相关交流。 

方法  回顾分析 20 例脑垂体瘤患者经鼻蝶入

路切除术后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情况。 

结果  术后并发症轻度脑脊液鼻漏 2 例，尿崩

8 例，垂体功能低下 2 例。均通过积极治疗和

精心护理，所有病人均痊愈出院。 

结论  精心对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后并发

症进行观察与护理，能有效促进患者康复，

提高手术成功率。 

 
 
PO-2531 

个案追踪查房模式在神经外科危重患者护理

实践中的效果评价 

 
马雯 张书娟 江丕菊 梁欣灵 

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 230061 

 

目的  探讨个案追踪查房模式在神经外科危重

患者护理实践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个案追踪查房模式，以问题为导

向，采用先进的护理质量控制手段，借助于

护理查房的形式，应用于危重患者临床护理

实践中。我科在 2015 年 3-12 月，每月选择

一例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主要包括（存在

合并症、较多护理问题、多学科协作、少见

病例、新技术的开展等）。由总查房人负责

总结患者目前病情、治疗措施、阳性体征、

潜在并发症、护理诊断、存在的疑难护理问

题等，并查阅相关文献。上级指导老师审核

修改后利用科室 QQ 群及微信群发布上述信

息。科室各护理质量控制小组负责人就自己

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包括基础护理组、气道

管理组、营养组、静脉输液组、护理文书

组、感染组、康复组、QCC 小组等）分别在

查房前一-二周展开检查和指导工作，并在查

房前一天及当日再次进行复查。并采用自行

设计的检查表和考核表，对护士的临床工作

和病情掌握情况进行质量核查，总结两次护

理核查的问题并进行汇总及比较。总查房人

在每月底的护士会上以 PPD 的形式进行反馈

和讨论，并就护理核查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总

结。 

结果  实际共收到各小组检查表 106 份，考核

表 175 份。科室护士参与率为 91.6%，各护

理质控小组工作开展率为 94.5%，护士对核

心制度及护理措施的落实率达 97%。护士对

危重症患者病情知晓率为 95.7%，均较查房

模式改变前有明显提高。护理质控工作由原

来间断性的质量检查改变为连续性的检查，

检查方式更加科学、严谨、灵活。护理查房

时由过去点名发言变为护士积极参与讨论，

踊跃发言。 

结论  个案追踪查房模式在神经外科危重患者

护理实践中获得较高的临床效果，激发了护

士的主动参与精神，提高危重患者护理质

量。 

 
 
PO-2532 

图片、视频等宣教在预防患者非计划拔管中

的应用及分析 

 
陈宗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通过图片以及视频等多媒体宣教，让患

者及家属更直观的感受患者自主拔管的危

害，从而减少拔管的发生率。 

方法  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某三甲医院神经

外科从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手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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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尿管或者术腔引流管的患者 300 例作为

研究对象，根据纳入顺序随机分成干预组和

对照组各 150 例，干预组患者在口头宣教的

基础上加以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宣教，对照

组予以口头宣教。 

结果  干预组发生拔管的例数为 1 例，对照组

发生拔管的例数为 17 例，干预组拔管的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

意义。 

结论  应用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宣教可显著降

低术后患者拔管的发生率。  

 
 
PO-2533 

颅脑手术备皮时间对切口感染的影像研究 

 
曾明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目的  通过对神经外科颅脑手术术前备皮时间

对术后切口感染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与探

讨。  

方法  随机抽取在 2015 年 9 月-2016 年 3 月

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需要进行手

术治疗的患者 200 例，将其分成实验组及对

照组，实验组为术前 2 小时进行备皮操作，

对照组为手术前 1 天进行备皮操作，对这两

组患者的手术效果以及切口感染情况进行比

较分析，探讨科学合理的备皮时间。  

结果  实验组浅表切口感染发生率较对照组明

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颅脑手术患者术前 2 小时备皮较术前一

天备皮能显著降低浅表切口感染发生率。  

 
 
PO-2534 

治疗性沟通对脑肿瘤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 

 
徐洁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治疗性沟通对脑肿瘤患者心理状态

的影响，从而提高患者手术疗效的希望值，

减轻患者的焦虑，以及提高患者对手术的满

意度，从而提高护理质量，树立患者战胜疾

病的信心。  

方法  某三甲医院 120 名脑肿瘤患者为研究对

象，采取普通抽样法，通过治疗性沟通及常

规的心理护理等干预方法，对脑肿瘤患者心

理状态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通过治疗性沟通使脑肿瘤患者术前焦虑

程度下降，对手术希望值及术后的满意度有

较显著提高。  

结论  治疗性沟通可显著提高脑肿瘤患者的心

理状态。  

 
 
PO-2535 

血管封堵器对全脑血管造影术后患者卧床时

间及舒适度影响的研究 

 
柯燕燕 李春志 刘妮 马丽萍 

重庆市新桥医院神经外科 400037 

 

目的  探讨经股动脉穿刺行全脑血管造影术后

运用血管封堵器止血患者最佳卧床时间。 

方法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 348 例经股动脉穿刺

行全脑血管造影术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 1 组、观察 2 组各 116 例。观察 1 组术

后穿刺侧肢体制动、卧床 4h；观察 2 组术后

穿刺肢体制动、卧床 8h；对照组术后穿刺侧

肢体制动、卧床 12h。比较 3 组患者术后排

尿困难、腰背酸痛、穿刺点出血、皮下血肿

的发生率。 

结果  术后穿刺点出血、皮下血肿的发生率 3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 1 组、观察 2 组排尿困难及腰背酸痛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

5），而观察 1 组排尿困难及腰背酸痛与观察

2 组进行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

5）。 

结论  经股动脉穿刺行全脑血管造影术后穿刺

侧肢体制动、卧床 4h 是安全的，能提高患者

舒适度。 

 
 
PO-2536 

神经外科手术护理安全隐患及对策 

 
程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分析神经外科手术护理中的安全隐患，

提出相应的护理对策，提高手术室神经外科

专科护士的护理安全意识，减少并避免护理

安全事故的发生。  

方法  针对神经外科手术护理安全隐患的原

因，从手术排程，术前访视，接送患者，手

术准备间的术前准备，手术间的布局，静脉

通道的建立，配合麻醉气管插管，压疮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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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器械物品的清点，术中用药，高频电

刀、动力系统、超声刀、手术显微镜、激光

刀、血液回收机、电生理监测仪的正确使用

等各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提出相应的

护理对策。  

结果  通过落实具体有效的相应护理对策，减

少并排除了一系列神经外科手术护理中的安

全隐患，提高了手术护理质量。  

结论  针对神经外科手术护理中的安全隐患，

健全各项具体有效的相应护理对策，注重手

术室专科护士的业务培训及护理安全管理教

育，重视手术配合的安全细节，可保证手术

护理的安全，提高手术护理质量。 关键词 神

经外科手术 护理 安全隐患  

 
 
PO-2537 

预见性护理在神经外科护理风险中的应用 

 
杨红妹 

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0599 

 

目的  探讨预见性护理应用于神经外科病人对

减少其护理风险的临床效果。 

方法  收集 2013 年 2 月-2015 年 2 月在我院

神经外科治疗的 111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63 例作为观察组, 48 例作为对照组。对照组

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

础上实施预见性护理,通过预见性评估存在非

计划拔管，皮肤损伤，病情突变，窒息和误

吸，坠床和跌倒，感染的发生，精神障碍致

意外发生等风险并有针对性的提供相应的预

见性护理防范措施。 

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非计划拔管，皮肤损伤， 

病情突变，窒息和误吸，坠床和跌倒，感

染，精神障碍致意外发生等风险发生率显著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 

结论  充分预见神经外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风

险因素，并提供科学，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神经外科护理风险的

发生率,提高护士工作效率及神经外科护理质

量，使病人得到安全，有效、优质的护理。 

 
 
PO-2538 

脑胶质瘤术后康复护理体会 

 
赵少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探讨脑胶质瘤术后的护理措施.  

方法  对我科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行

手术全切的 84 例脑胶质瘤病患者术后观察及

护理总结.  

结果  所有病例均完成手术,无手术死亡及严重

并发症.对护理措施满意.  

结论  通过对本组病例进行术后观察及护理,可

以观察到脑胶质瘤多样性.护理难度大,并发症

多,临床表现复杂,对护理人员要求更高.全面掌

握本病的特点和特征，进行详细的观察.细致

的护理,周密的计划,能够减轻患者的痛苦,促进

疾病的康复.术后护理：1.全麻未醒病人取平

卧位，头偏向一侧，全麻清醒后抬高床头 15-

30°， 以减轻脑水肿、降低颅内压；取健侧，

给予定时轴线翻身。2.术后应严密观察病人意

识、瞳孔、生命体征、肢体活动及肌力情

况。 3.术后应观察有无癫痫发作,注意病人安

全,定时 给予抗癫痫药物。伤口及伤口引流管

护术后应严密观察伤口及引流管。4.术后禁食

6h-12h,意识清醒、无吞咽障碍及呕吐者 可开

始进流食,逐渐过渡为半流食、软食、普食。5.

意识障碍者预防压疮；保持口腔、皮肤及会

阴部清洁；留置胃管者，给予流质饮食；活

动患者肢体大小关节。 

康复训练 1.适当休息 1-3 个月后可恢复一般

体力劳动，坚持体能锻炼，劳逸结合。肢体

活动障碍者，应适当进行肢体功能锻炼。脑

胶质瘤容易复发,保证足够的睡眠、休息及营

养, 不可进食人参等活血、旺血的食物,可多食

菌类食 物,增强免疫力。2.适当地进行户外活

动,保持乐观的情绪,不能急躁, 坚持中西医结

合治疗,向病人及家属交代清楚继续治疗的方

法和定期回院复查,如出现头痛、呕吐、 肢体

偏瘫,可能是肿瘤复发或残留的肿瘤继续生长,  

应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加强自理生活能力的训练,制订每日锻炼计划,

循序渐进地进行肢体功能锻炼,以最大限度地

提高生 活质量。多与家人交谈,训练自己的语

言表达能力, 使各项功能恢复到个人健康的最

佳水平。 

体会：通过对本组病例进行术后观察及护理,

可以观察到脑胶质瘤多样性.护理难度大,并发

症多,临床表现复杂,对护理人员要求更高.全面

掌握本病的特点和特征，进行详细的观察.细

致的护理,周密的计划,能够减轻患者的痛苦,促

进疾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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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39 

急性颅脑损伤并发低钠血症的原因分析及护

理对策 

 
周蓉 杨吉月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030001 

 

目的  探讨急性颅脑损伤患者并发低钠血症的

原因，以提供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提高

护理质量，改善患者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39 例确诊为急性颅脑损伤

患者，根据有无并发低钠血症将患者分为两

组，分析年龄、性别、损伤程度（按 GCS 评

分划分）、甘露醇使用、合并高血压病史，

禁饮食等指标对其发生的影响，采用单因素

分析和 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  急性颅脑损伤患者低钠血症发生率为 3

7.4%，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显示：

年龄、GCS 评分、使用甘露醇是低钠血症发

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年龄、GCS 评分、使用甘露醇是急性

颅脑损伤患者并发低钠血症的独立危险因

素。应针对危险因素早期加强护理评估和护

理干预，降低急性颅脑损伤后低钠血症的发

生率。 

 
 
PO-2540 

一例神经导航内镜辅助下经鼻蝶罕见碰撞瘤

切除术的护理配合 

 
李杨 李佳 姜雪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手术室 710038 

 

目的  分析神经导航引导下内镜经鼻碟罕见碰

撞瘤切除术的手术配合和护理配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神经导航引导下内镜经

鼻碟罕见碰撞瘤的患者，术前与患者充分沟

通，减轻患者恐惧焦虑的心理，熟悉专科器

械和设备的操作和手术步骤，术中与医生密

切配合，时刻关注手术过程，密切关注患者

的生命体征，严格无菌操作，术后对患者做

好健康指导，患者顺利完成手术。  

结果  1 例患者全切除，现患者恢复良好，未

影响任何神经功能。  

结论  手术是否顺利与护士密切配合息息相

关，因此，护士应该熟悉手术步骤、手术解

剖结构，并掌握手术专用器械和仪器设备的

使用方法和特点，充分与术者沟通手术进

程，确保手术顺利进行。  

PO-2541 

子母式防逆流集尿袋在垂体瘤切除术后患者

尿量记录管理中的应用 

 
李楠 梁海乾 

天津武警医院 300000 

 

目的  尿崩症是垂体瘤围手术期常见的并发症

之一，病因主要是由于手术操作或瘤体本身

累及到垂体的视上核或垂体后叶纤维所致，

表现为烦渴、多饮、多尿等症状，每小时尿

量大于 250ml，连续 2 小时以上或 24 小时尿

量大于 4000ml 以上均可诊断为尿崩症。尿崩

症可为一过性尿崩，亦可为永久性尿崩。如

不能得到及时的控制与治疗，轻则导致患者

水电解质紊乱，重则危及生命。故术后每小

时尿量的记录是垂体瘤切除术患者术后护理

的重点，是指导临床用药的重要量化指标。

临床常用的记录尿量的方法是留置导尿后集

尿袋留取尿液法，每小时倾倒在量杯中，观

察尿液形状并记录尿量。对于此方法，护士

的工作量大，患者尿路感染几率高。子母式

防逆流集尿袋记录每小时及 24 小时尿量，取

得良好的临床效果，此研究通过对护士工作

量、患者泌尿系感染率及尿量记录的精确度

这三个方面进行对比，证明子母式防逆流集

尿袋在垂体瘤切除术后患者尿量记录管理工

作中存在优势。 

材料与方法  选取 86 例垂体瘤切除术后留置

导尿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

试验组各 43 例，其中 86 例患者术后均记录

每小时尿量及 24 小时尿量。对照组患者使用

普通集尿袋，记录方法采用传统的量杯式计

量法；试验组采用子母式防逆流集尿袋计量

法。两组患者的尿管均在术后病情平稳后 3-5

天内拔除，尿管留置期间对护士的工作量、

尿量记录精确度及泌尿系感染发生率分别进

行统计，将两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中患者泌尿系感

染率与护士工作量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尿量记录精确度无明显差异

（P>0.05）。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垂体瘤切除术后患

者尿量的记录工作中使用子母式防逆流集尿

袋优于普通集尿袋。其可明显降低护士工作

量、患者泌尿系感染率，在临床工作中值得

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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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42 

产褥期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的观察及护理体

会 

 
张道敏 陈敏 吴丽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总结产褥期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的观察

及护理关注点 。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2016 年在福建省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接受治疗的产褥期颅

内静脉窦血栓患者的临床资料 8 例患者，在

静脉抗凝治疗、静脉窦介入超选溶栓治疗过

程的病情观察及产褥期基础护理体会。  

结果  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是产妇产褥期严重

并发症，配合严密观察病情，做好相应的产

褥期护理，对患者良好的转归预防复发非常

重要。  

结论  严密观察病情, 注意意识、瞳孔、生命

体征及颅高压变化, 及时发现脑疝的早期表现,

 做好抗凝治疗、超选静脉窦溶栓及产褥期护

理, 及早训练排尿功能, 重视出院指导, 可有效

提高产褥期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的临床治愈

率。 

 
 
PO-2543 

改良式腰大池引流管连接固定法的临床应用 

 
刘金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探讨改良式腰大池引流管连接固定法在

临床的应用效果。 

方法  对 68 例行腰大池引流术的患者分为两

组，分别行传统腰大池引流管连接固定法、

改良式腰大池引流管连接固定法，在治疗过

程中观察导管脱落、过度引流及堵管等并发

症发生率。比较二者的导管脱落及引流不

畅、堵管的发生情况。 

结果  改良式腰大池引流管连接固定法显著优

于传统腰大池引流管连接固定法。 

结论  改良式腰大池引流管连接固定法可显著

减少持续引流过程中导管连接脱管、过度引

流、堵管等并发症的发生，是一种有效、简

易、安全、经济的治疗方式。 

 
 
 
 

PO-2544 

术前疼痛宣教对显微血管减压术后头痛的影

响 

 
王薇 边国伶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探讨术前疼痛宣教对显微血管减压术后

疼痛的影响。  

方法  对 112 例显微血管减压术患者随机分为

试验组和对照组，其中实验组又针对性的进

行术前疼痛宣教告知干预，在年龄、性别构

成等基本相同的基础上对患者术前术后疼痛

情况进行研究。  

结果  试验组与对照组术前疼痛及能忍受的疼

痛，试验组术前能忍受的疼痛与术后的疼痛

均无显著差异性（P>0.05），对照组术前能

忍受的疼痛与术后的疼痛及试验组与对照组

术后的疼痛存在显著差异（P<0.05）。   

讨论  术前疼痛宣教能有效减轻显微血管减压

术后头痛，有利于促进患者术后康复。 

 
 
PO-2545 

床突段动脉瘤手术护理 

 
刘娟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室（二） 222002 

 

床突段动脉瘤发生于颈内动脉床突段，其发

生率占所有颅内动脉瘤的 3.3％～5.4％。虽

然血管内介入治疗可以治愈部分病人,但有时

因无法解除占位效应对视神经的损害,开颅夹

闭术仍是重要的治疗手段。床突段动脉瘤因

其解剖位置复杂，瘤颈显露困难，且涉及眼

动脉、垂体上动脉、后交通动脉、视神经、

海绵窦等重要结构，手术操作空间狭小，较

一般常见的颅内动脉瘤手术难度较大。为了

保证手术的安全,夹闭的可靠,减少其他不必要

的损伤。随着科技的发展，CUSA、TCD 等

设备的术中使用,微侵袭神经外科手术，大大

降低了床突段动脉瘤患者的死亡率和致残

率。 

本文通过 4 例床突段动脉瘤显微手术夹闭来

探讨显微手术夹闭床突段动脉瘤的手术配合

要点。 对床突段动脉瘤夹闭术的手术配合要

点进行回顾性分析,术中应用 CUSA 磨除视神

经管顶壁及前床突,应用神经内镜观察眼动脉,

后交通动脉、脉络膜前动脉、动脉瘤颈等血

管以及术中多普勒超声检查、手术显微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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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手术仪器及器械的使用配合。结果 4 例

床突段动脉瘤夹闭手术均顺利完成，术后效

果满意，术中各种器械使用和配合默契，未

有护理不当造成的并发症发生。床突段动脉

动脉瘤夹闭术的手术风险性高、难度大，术

中应用器械多，配合要求高。手术室护士积

极充分的做好术前准备，密切观察和熟练掌

握特殊仪器及器械的使用，熟悉手术步骤，

积极主动的配合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PO-2546 

空氧混合吸氧法精准改善神外患者低氧合指

数的临床效果观察 

 
曹靖惠 任丽霞 武宝平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30033 

 

目的  神经外科患者入院时多有意识障碍，发

病时多伴呕吐误吸进而导致肺炎发病率非常

高。同时由于患者机体代谢及免疫力下降，

肺炎较重不易好转，加之原始疾病导致氧合

指数低，从而对氧气浓度和流量的需求较为

苛刻，在不应用呼吸机的情况下，普通的鼻

导管吸氧或普通面罩吸氧往往难以满足患者

需求，最后被迫气管切开或气管插管行呼吸

机治疗。而利用空氧混合吸氧法可以精细调

整患者需要的氧浓度和氧流量，满足患者用

氧的个性化需求，减少患者插管率和呼吸机

使用率，从而降低患者住院日、改良预后。  

方法  1.将空气表和氧气表分别对应安装在墙

壁或吊塔上的空气源和氧气源上，利用两根

氧气管线和空氧混合接头连接，再将接头安

装在 MR850 加温湿化器上（湿化器原配件普

通文丘里氧浓度最多只可达到 50%左右，且

超过 40%其浓度就不再精确），湿化器管路

接储氧面罩或高流量鼻塞。2.根据患者氧合指

数，通过公式计算出患者所需氧浓度，调节

空气、氧气流量，达到患者需要的氧浓度。3.

观察患者氧合指数、吸氧浓度、PH 值、体

温、白细胞变化趋势。4.原理：将空气和氧气

混合，可根据需要，调至任意需要的氧浓度

（21%-100%），公式如下：氧浓度=（空气

流量*21%+氧气流量）/（空气流量+氧气流

量）。配合使用储氧面罩，我们可以提供患

者 100%氧浓度吸氧，同时较高的吸氧流速也

可保证患者肺部保持一定扩张，促使患者炎

症吸收，加快肺炎好转。5. 病例资料：见上

传稿件。 

结果  利用空氧混合吸氧维持患者氧分压不下

降并持续上升，为患者赢得治疗时间，最后

患者康复出院。具体指标见上传稿件中图 1-5.

 除此患者外，针对另 10 余例氧合指数低的患

者也尝试实施空氧混合吸氧法，效果满意。  

结论  空氧混合吸氧可以为患者提供所需精准

氧浓度吸氧，同时较高的吸氧流速也可保证

患者的肺部保持一定的扩张，促使患者炎症

的吸收，加快肺炎的好转。对于氧合指数

低、未建立人工气道患者比较实用，既可减

轻患者痛苦，降低并发症的几率，还可减轻

患者住院费用、促进预后。但因临床病例较

少，仍需积累病例继续观察。  

   
 
PO-2547 

增加吞咽功能评估频次对降低桥小脑角肿瘤

患者手术后吸入性肺炎的作用 

 
张玉琴 毛冰佳 魏艳华 李亚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观察增加吞咽功能评估频次对降低桥小

脑角肿瘤患者术后吸入性肺炎的效果。 

方法  将 2014 年 5 月～2015 年 4 月在我院神

经外科手术治疗的 162 例桥小脑角肿瘤患者

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81 例。对照组术

后第 1 天筛查吞咽功能 1 次，观察组术后第

1～7 天每天筛查吞咽功能 1 次，观察两组患

者吞咽功能障碍的检出率与吸入性肺炎的发

生率，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采用统计

学软件分析对比。 

结果  观察组吞咽功能障碍检出率高于对照

组，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桥小脑角肿瘤的手术患者，术后增

加吞咽功能的评估频次，能提高吞咽障碍的

检出率。根据患者吞咽功能状态给予合理的

摄食护理管理，可减少因饮水呛咳与食物误

吸而引起的吸入性肺炎发生率。 

 
 
PO-2548 

2 例 HIV 感染者合并硬膜外血肿的护理 

 
刘霞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17 

 

目的  随着 HIV 感染者数量的增多，越来越多

的患者有可能接受外科手术，其中包括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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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急症外伤手术，此时可能对常规神经外

科围手术期护理工作带来影响。通过 2 例 HI

V 感染者硬膜外血肿手术围手术期的护理过

程，讨论神经外科 HIV 感染者急症手术的护

理方法和效果。 

方法  2014 年 11 月及 2015 年 12 月我科收治

的 2 例硬膜外学者病人，均为手术后返回病

房第二天明确为 HIV 感染者。通过启动应急

预案，病房准备、病人体液污染物的消毒和

回收，医护人员紧急培训和加强自身防护，

病人和家属心理护理干预等措施，对病人进

行特殊护理。 

结果  2 例患者分别住院 7 天和 8 天，其中第

2 例患者于第一次术后 2.5 月返回行颅骨修补

术。2 例患者 3 次手术后均顺利康复出院，经

采取科学合理的防护措施，无一例医护人员

发生医源性感染。随访至今，患者未发生手

术相关并发症，并均在接受抗 HIV 病毒药物

治疗。 

结论  HIV 感染患者通过积极手术治疗及护

理，能够耐受神经外科常规急症手术，并康

复出院；通过科学合理的防护措施能够避免

发生医护人员感染；通过与患者及家属的心

理护理能够促使患者恢复生活信心，接受正

规抗 HIV 治疗。 

 
 
PO-2549 

22 例婴幼儿烟雾病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于丹 

解放军 307 医院 100071 

 

目的  总结 29 例缺血型婴幼儿烟雾病患者的

一般护理及围手术期护理经验。 

方法  选取 2011 年 07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

间近 3 年我院收治经手术治疗的 22 例 0 至 3

岁的缺血型婴幼儿烟雾病患者，并有针对性

的收集进行入院一般常规护理、术前准备、

心理护理，围手术期严密观察病情、药物、

管路及并发症护理的相关数据。 

结果  29 例患者中 7 例未行手术治疗，其余 2

2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脑-硬膜-动脉血管融通术

（encephalo-duro-arterio-synangiosis，EDS

A），术后围手术期内 1 例出现脑梗死，1 例

出现癫痫，其余病例均恢复良好，未见感染

及其他并发症的发生。随访中位时间为 18.5

个月，随访期内未见新发脑梗死或脑出血等

严重并发症。 

结论  缺血型脑梗死是婴幼儿烟雾病的主要临

床表现，EDAS 血管重建手术能够有效改善

婴幼儿缺血症状，阻止临床症状进展，。而

入院后对此类患者实施个性化的护理方案，

耐心细致的术前准备和、心理护理，在围手

术期严密监测生命体征，严格的体液量管

理，观察病情、药物、管路及并发症护理是

改善此类患儿预后的重要因素。 

 
 
PO-2550 

家庭赋权护理模式在出血性脑卒中患者康复

管理中的应用 

 
程春梅 范小宁 靳玉萍 孙春兰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家庭赋权护理模式在出血性脑卒中

患者康复管理中的应用及效果。 

方法  2015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46

例出血性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家

庭赋权护理模式组）和对照组各 23 例；观察

组采取以家庭赋权护理模式为核心，根据疾

病的特点和个体差异，在健康宣教的基础上

进行阶段性康复技术的指导；对照组采取常

规健康宣教；患者出院后 1 月、3 月、6 月门

诊复诊时进行生活自理能力评估及以赋权理

论为指导框架而设计的出血性脑卒中赋权护

理模式调查问卷进行评分（分值越高，患者

对赋权护理模式的认同程度越高，赋权护理

的效果越好）。 

结果  2 组患者出院时及出院后 1 月时生活自

理能力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患者出院后 3 月及 6 月生活自理能力评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观察组患者家属在疾病康复

知识技能的认知水平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

者家属，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1）。 

结论  家庭赋权护理模式运用于出血性脑卒中

患者的康复管理，能充分发挥患者自我照护

能力，提高自我管理的行为水平，有效促进

康复。 

 
 
PO-2551 

院外延续护理对癫痫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

量的影响 

 
靳玉萍 程春梅 范小宁 朱梦梦 李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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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院外延续护理对癫痫手术患者负性

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62

例癫痫手术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院外延

续护理组）及对照组，每组各 31 例患者；观

察组患者出院时建立健康档案，出院后采取

定期实施电话随访、建立微信平台互动交

流、开展网络健康讲堂等不同方式为患者及

其家庭提供专科护理、康复训练及心理辅

导；对照组患者只在院期间及出院时采取常

规护理、健康教育及随访。出院后 3 月、6 月

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 SAS、SDS、生活自理

能力及康复疗效评分。 

结果  两组患者出院时及出院后 3 月的 SAS、

SDS、生活自理能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出院后 6 个月，观察组

患者 SAS、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而生

活自理能力评分、癫痫控制率、治疗依从性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院外延续护理能有效改善癫痫患者的负

性情绪，提高其治疗依从性，有效控制癫痫

发作，提高生活质量。 

 
 
PO-2552 

开颅术后持续颅内压监测的应用及护理  

 
赖晓敏 

龙岩市第一医院 364000 

 

目的  总结开颅术后持续颅内压监测的护理要

点。 

方法  对 11 例开颅术后的病人进行持续颅内

压监测，观察颅内压与病人生命体征、临床

表现与预后的关系。 

结果  持续颅内压监测可以及时准确的反映病

人颅内压情况； 

结论  持续颅内压动态监测有助于准确判断病

情,对改善开颅术后病人的预后有重要意义。 

 
 
PO-2553 

翼点锁孔入路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围手术期护

理 

 
周小菊 

龙岩市第一医院 364000 

 

目的  探讨翼点锁孔入路超早期手术治疗破裂

颅内动脉瘤的围手术期护理方法。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神经外科 22 例经翼点锁

孔入路超早期手术治疗破裂颅内动脉瘤患者

的护理，分析术前准备、术后护理及并发症

的临床护理观察。 

结果  经过手术治疗和精心护理，术后恢复良

好病人 19 例，中重残病人 2 例，死于肺栓塞

1 例。 

结论  有效的手术治疗及精心的围手术期护理

观察，是颅内动脉瘤手术取得成功的关键。

锻炼、做好出院指导,是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提高其生存质量的重要措施。 

 
 
PO-2554 

神经外科护士分层培训对提高岗位胜任能力

的探讨 

 
吴丽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通过对神经外科 56 名护士进行分层级

培训，探讨提高一线护士岗位胜任能力的方

法。 

方法  对神经外科两病区 56 名护士先后按照

集体培训和分层培训两种方法进行培训管

理，实行集体培训，为对照组进行分层培

训，为观察组。然后对 28 名护士进行自身前

后对照，比较两组理论考核、技术考核、对

培训内容的认同感以及相应时期患者对护士

服务态度的满意度、对护士技术水平的满意

度的差异性。 

结果  观察组护士理论考核成绩、技术考核成 

绩、对培训内容的认同以及患者对护士的服

务态度的认同均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显著意

义；患者对护士技术水平的满意度差异无显

著意义。 

结论  护士分层培训能有效提高护士岗位胜任

能力，并且能提高护士对培训的满意度，提

高护理服务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PO-2555 

ICU 患者家属对探视需求的调查与分析 

 
郑云翔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对 ICU 患者家属的探视需求进行调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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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为今后提高护理质量以及满足 ICU 患者

家属生理和生活需求提供参考信息。 

方法  对 ICU 病房的 40 位患者家属进行探视

需求的问卷调查，问卷分为 45 个条目，主要

从支持、自身舒适、获取信息、被接纳、病

情保证五个方面对患者家属进行调查，并对

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家属最关心的是患者获得保证，分值为

3.60± 0.86，最低为支持，分值为 2.52± 0.4

6。 

结论  护士为 ICU 患者提供良好的医疗和护理

环境的同时，也应及时为 ICU 患者家属提供

患者病情的相关情况，与患者家属建立良好

关系,使护理工作顺利进行。 

 
 
PO-2556 

电话回访垂体瘤术后患者出院后遵医行为的

影响 

 
吴丽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电话回访对垂体瘤术后患者出院后

遵医行为的影响。  

方法  将 120 例垂体瘤术后病患者按出院顺序

划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为 60 例，对

照组常规出院指导，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于出院后 1 周开始定期进行电话回访，大约 8

次，回访时间为 6 个月。6 个月后对 120 例

患者遵医行为和再入院情况进行比较。 

结果  实验组遵医行为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实

验组再入院人数及再入院次数低于对照组（P 

﹤0.01）。 

结论  电话回访式健康教育能增强患者健康，

减少再入院次数，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取得

了满意的临床效果。 

 
 
PO-2557 

气压治疗对重型颅脑损伤病人的护理体会 

 
王丹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总结气压治疗对于重型颅脑损伤病人的

护理方法及护理效果，进而提高护理质量及

护理满意度。 

方法  把收治的 70 例重型颅脑损伤病人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35 人，对照组

使用常规护理及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及

治疗上联合双下肢气压治疗。 

结果  观察组运用气压治疗护理后护理效果明

显高于对照组护理后，两组护理后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发生肺部

感染、静脉血栓、足下垂、足内翻、肌肉萎

缩等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在气压治疗下降低了

深静脉血栓、肺部感染、足下垂、足内翻、

肌肉萎缩等不良症状及并发症的发生率，促

进了肢体活动能力的恢复。提高了护理质

量，从而提高了护理满意度。 

 
 
PO-2558 

空气波压力治疗在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中的

疗效观察 

 
肖玲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观察空气波压力治疗重症颅脑损伤昏迷

患者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中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重症颅脑损伤昏迷患者 80 例,随机

分为两组,每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由护理人

员采取常规预防下肢深静脉形成的临床治疗

措施（定时翻身、适当抬高下肢、肢体被动

功能锻炼等）,并且严格遵医嘱进行抗凝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法基础上加上空气波

气压治疗. 

结果  对照组与观察组血液 D2 聚体含量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发生下肢深

静脉血栓 2 例,而对照组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

9 例,两组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空气波压力治疗在重症颅脑损伤昏迷患

者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中有着显著疗效,有助

于减轻患者痛苦,提高医疗质量水平. 

 
 
PO-2559 

脑外科护理临床带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罗庆莲 骆雪英 陆佳 李秀容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脑外科护理临床带教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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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5 年 4 月～2016 年 4 月我院脑

外科接收的 46 名护理实习生为研究对象，纳

入研究组，选取同期其他科室接收的 46 名护

理实习生纳入对照组，利用《护理带教质量

评价表》，分析临床带教中存在的问题，并

采取了针对性的改进对策，比较两组实习生

的。 

结果  研究组的教学态度、教学能力、综合素

质、教学计划完成情况等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

的带教满意率、护理知识与技能掌握率均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脑外科护理临床带教经改变教学态度、

丰富教学方法、结合理论实践等，保证了带

教效率，提高了护理实习生综合素质。 

 
 
PO-2560 

延续性护理干预对脑外伤癫痫出院患者的研

究 

 
罗庆莲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干预在对脑外伤癫痫患

者出院后遵医行为和癫痫复发的影响。 

方法  将 52 例脑外伤癫痫出院患者随机分为

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出院患者采用

常规出院健康教育，而实验组除了用常规出

院健康教育外，并通过各种方式（电话、QQ

和微信等）给予长达 2 年的个性化延续性护

理，2 年后两组出院患者治疗依从性和癫痫发

作情况进行对比。 

结果  2 年后，实验组出院患者治疗依从性均 

优于对照组，且癫痫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出院延续性护理干预脑外伤癫痫出院患

者中的应用效果显著，不但能提高患者治疗

依从性，而且癫痫复发率明显降低，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 

 
 
PO-2561 

集束化气道护理控制气管切开患者肺部感染

的应用研究 

 
樊毅 郭小叶 吕欣欣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长期留置气管切开套管往往伴随泛耐药 

细菌的肺部感染。因此，通过加强非抗生素

治疗策略控制气管切开患者的肺部感染显得

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分析探讨神经外科气

管切开患者的肺部感染因素，为控制气管切

开患者的肺部感染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集束

化护理方案。 

方法   筛选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

科于 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收治的

128 例气管切开患者。排除标准：对于入院前

后发生脑疝的病人予以排除；年龄小于 20 岁

或大于 70 岁的患者予以排除；气管切开前有

误吸史的患者予以排除。采用集束化气道护

理的气管切开病人为实验组，共计 66 人；采

用传统气道护理的气管切开病人为对照组，

共计 62 人。集束化气道护理方案包括：

（1）抬高床头 30～45°；（2）强化吸痰，

维持血氧饱和饱 95%以上；（3）布地奈德盐

水雾化吸入，每日 3-4 次；（4）持续微量泵

泵入生理盐水进行气道湿化；（5）每日气管

切开处消毒并敷料更换；（6）每小时或每 2

小时翻身拍背；（7）每日机械性排痰机辅助

排痰。传统气道护理方案为：（1）按需吸

痰；（2）持续点滴泵入气道湿化；（3）间

断雾化或不雾化；（4）每日气管切开处消毒

并敷料更换；（5）每日定时翻身拍背；

（6）每日气管切开处更换敷料。 

结果  实验组肺部感染发生率为 26.93%, 对照

组肺部感染发生率为 58.92%,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 实验组肺部感染控制时间为(8.

25±2.34)d, 对照组肺部感染控制时间为(12.64

±3.56)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实验

组气管切开时间为(12.36±3.42)d, 对照组气管

切开时间为(18.68±3.21) d，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 实验组气管切开期间住院费用为

(7865.98±130.76)元, 对照组气管切开期间住

院费用为(9786.43±210.65)元,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 实验组多药耐药菌检出率为 3

5.37%，对照组多药耐药菌检出率为 62.3

5%。   

结论  集束化护理能有效控制神经外科重症昏

迷气管切开患者的肺部感染，缩短患者气管

切开时间，降低气管切开期间的住院费用，

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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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62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早期肠内营养支持的临床

护理 

 
曾莉萍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早期肠内营养支持重型颅脑外伤的

临床护理。   

方法  选取我科室收治的重型颅脑外伤患者 6

5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予以

肠内营养支持，对照组按传统的鼻饲流质方

法，观察两组患者的营养指标和并发症情

况。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营养指标无显著差异

（p＞0.05），接受肠内营养支持后，治疗组

的营养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且并

发症明显减少。    

结论  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在重症颅脑外伤患者

的治疗过程中非常重要，它能提供患者所需

要的营养，降低并发症的发生并促进患者的

神经功能恢复。 

 
 
PO-2563 

中医定向药透疗法对颅脑损伤的预后观察 

 
曾莉萍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摘要  

目的  观察中医定向药透疗法对颅脑损伤患者

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科收治颅脑损伤患者 60 例，随

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予常规治

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予以中医定向药透疗

法，观察两组患者 GCS 评分和 Barthel 指数

评分。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GCS 评分和 Barthel 指

数评分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

观察组的 GCS 和 Barthel 指数评分均改善，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颅脑损伤患者进行中医定向药透疗法

治疗，能有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对改善患

者预后，促进健康有积极意义。 

 
 
PO-2564 

重型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患者控制痰液粘稠度

的护理观察 

 
罗庆莲 姜林 王丹 罗倩 崔雪萍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究通过控制痰液粘稠度对重型颅脑损

伤气管切开患者的影响。 

方法  根据护理方案不同 67 例重症颅脑损伤

并行气管切开术患者分为干预组（35 例）和

对照组（32 例），分别给予控制痰液粘稠度

针对性护理干预和神经外科常规护理，比较

两组临床护理效果。 

结果  干预组患者吸痰时间短于对照组，吸痰

负压低于对照组，颅内压、氧合指数和 GCS

评分等指标改善均优于对照组，气道黏膜并

发症发生率（25 .7%）低于对照组（53 .

1%），比较差异显著（P＜0.05）。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行气管切开术后，加

强有效吸痰管理，进行控制痰液粘稠度针对

性护理干预，可确保治疗顺利进行、减少气

道黏膜并发症发生，促进患者病情康复。 

 
 
PO-2565 

基层医院急诊颅脑损伤手术的护理配合 

 
杨阿宁 吴雪红 胡加强 赵大力 祝建斌 

浙江省温岭东方医院 317525 

 

我院位于浙江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外

来人口众多，104 国道，G15 穿城而过，因

此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建筑意外、斗殴事

件造成颅脑损伤高发。自 2011 年 5 月----201

6 年 2 月，医院共进行急诊颅脑损伤手术 108

例，其中男性 78 例，女性 30 例；年龄 8---8

2 岁，平均 37.6 岁；其中硬膜外血肿 39 例，

脑挫伤合并硬膜下血肿 40 例，脑挫伤合并脑

内血肿 18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 3 例，开放性

颅脑损伤 8 例。GCS 评分 3---15 分，9 分以

下 59 例。全部病人行 CT、MR 检查一次或

多次检查后明确诊断并手术。护理在术前常

规和特殊物品准备，病人手术体位，保持呼

吸道通畅及时给氧，开通静脉通道预防休克

及降低颅内压及时给予抗生素，手术台上的

流畅配合，术中的自血回输等全方位配合手

术医生和麻醉师，在最短的时间窗内顺利完

成手术，对病人的预后和康复减少颅内感染

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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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66 

脊髓肿瘤术后成轴翻身的必要性 

 
王可杰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10 

 

目的  脊髓损伤及术后由于脊柱呈不稳定状

态，而被限制活动，极易发生褥疮，翻身是

预防褥疮发生的有效方法之一，另外翻身方

法是否得当与手术成败及骨折愈合关系十分

密切。无论是几人还是单人翻身都要保持脊

柱的稳定，轴线翻身是防止患者术后发生二

次脊柱损伤的有效方法 

方法  根据脊髓患者术后 100 例轴线翻身法总

结如下;脊髓肿瘤术后患者搬动时要保持脊柱

呈水平位，即头部颈部脊柱都在同一水平线

上，尤其是高颈位手术，必须用围领固定后

搬动，留意颈部不能过伸以免加重脊髓损伤

导致严重后果。高颈段手术取半卧位，脊胸

段手术取侧卧位，腰骶部手术取俯卧位，术

后翻身保持脊柱水平位.脊髓损伤后，若体位

姿势不当可加重脊髓或神经根损伤，搬运和

更换体位时应保护损伤体位保持脊柱纵轴水

平一致，颈髓损伤转运者需固定头部使头部

和躯干一同滚动，防止损伤脊髓造成病人呼

吸心跳停止，保持正确的体位避免造成关节

痉挛变形和肢体废用，必要时应用护理技术

给予头持和固定。 

结果  术后成轴翻 90%减少了对患者二次损

伤，而且对于脊髓损伤患者术后翻身要求比

较高，单人操作比较困单，轴线翻身法不仅

保持了患者的功能位，减少翻身带来的痛

苦，也大大缩短了护理人员的劳累程度。 

结论  轴线翻身法既可以预防压疮的发生也可

以预防脊髓损伤，同期对比了其他协助翻身

方法，轴线翻身增加了患者的舒适度，减少

了内固定失败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保证了

手术的成功和损伤的恢复。 

 
 
PO-2567 

胶质瘤患者术前焦虑的评估与护理对策 

 
李悦 蒋紫娟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胶质瘤患者术前焦虑的情况及护理

对策。 

方法 95 例胶质瘤患者术前采用调查问卷及焦

虑自评表评估患者的焦虑状况。针对不同程

度的焦虑采用个体化心理疏导，集体健康教

育等多种措施进行心理护理和疏导。 

结果 男性 43 例，女性 52 例；年龄 21-72

岁，平均 43.52 岁。所有患者术前磁共振检

查考虑为胶质瘤。后经手术证实，其中低级

别胶质瘤 24 例，高级别胶质瘤 71 例。术前

采用调查问卷及交流自评表评估患者焦虑状

况。焦虑分级包括严重焦虑(＞29 分)，明显

焦虑(21～29 分)，肯定有焦虑(14～20 分)， 

无焦虑(＜7 分)。76 例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焦

虑，严重焦虑 11 例，明显焦虑 43 例，肯定

有焦虑 22 例。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焦虑程度高

于低级别胶质瘤患者；不同文化程度患者焦

虑情况无明显差异；女性焦虑情况重于男

性；老年患者焦虑程度强于年轻患者。主要

表现为对手术的恐惧（74%），对疗效的担

心（68%），对未来的不确定（54%）以及

对生存质量的担忧（46%）。所有患者均在

术前接受相应心理护理和疏导，患者的焦虑

情绪得到缓解，饮食、夜眠和躯体不适感均

有明显好转。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 

结论 胶质瘤患者术前常伴有明显的焦虑。术

前采用积极的心理护理对患者焦虑情况能起

到明显的改善作用，有助于患者更好的接受

手术。 

 
 
PO-2568 

强化护理对颅脑肿瘤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影

响 

 
李悦 蒋紫娟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观察强化护理对颅脑肿瘤患者术后认知

功能障碍的影响。 

方法 选取 84 例术后有认知功能障碍的颅脑肿

瘤患者进行研究，依据护理方式不同分为试

验组和对照组,各 42 例。分别给予强化护

理、常规护理，分析术后两周 2 组患者的认

知功能障碍情况。所有患者均在手术前及术

后两周行成套神经心理测试评估认知功能，

包括执行功能损害测试、控制功能损害测

试、语言功能损害测试、注意功能损害测试

以及记忆功能损害测试五个方面。2 组患者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果 手术后两周试验组患者的简易神经状态

量表（MMSE）评分为 19.72±3.14 分，对照

组患者的 MMSE 评分为 15.92±4.36 分（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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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结论  颅脑肿瘤患者术后常出现认知功能障

碍，术后对患者采取强化护理能有效改善患

者的认知功能障碍。 

 
 
PO-2569 

螺旋型鼻肠管幽门后置管在神经外科重症患

者中的成功率及影响因素 

 
高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研究神经外科重症患者床旁盲插螺旋型

空肠营养管到达幽门的成功率及影响因素，

为神经外科重症患者早期建立有效的肠内营

养途径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5 月收住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 ICU 科的重症患

者，预估 NICU 住院时间>3d，不能经口进

食，存在返流误吸高风险，但需早期肠内营

养支持治疗患者 126 例。入 NICU24-72 小时

内，经鼻床旁盲插空肠管置管,，插管后立即

X 片定位，以 X 片定位空肠管是否通过过幽

门为金标准,观察空肠管通过幽门的成功率及

到达的到达部位。统计患者基本信息、GCS

评分、病情相关指标及药物使用等，采用单

因素分析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置管成功的

影响因素。 

结果 入选 126 例患者，脑血管病 61 例，颅

脑损伤 54 例，颅内占位 7 例，脑积水 3 例，

其他 1 例。成功 113 例,失败 13 例，营养管

头端跨幽门总的成功率为 89.6%。X 线摄片

间接判断鼻肠管端位于十二指肠降部 12 例，

水平部 9 例，升部 20 例，空肠上段 72 例。

GCS>7 分的患者置管成功率与 GCS《7 患者

置管成功率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1）；

没有留置人工气道病人置管成功率与留置人

工气道病人置管成功率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0.01）；亚低温治疗患者置管成功率与非亚

低温治疗患者置管成功率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颅脑损伤组置管成功率与非颅

脑损伤组置管成功率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螺旋型鼻肠管幽门后置管在神经外科重

症患者中的成功率高，是可行的。GCS 《7

分、人工气道、亚低温治疗和颅脑损伤等，

为影响重症神经外科患者置管成功的因素。

而年龄、性别、病程、血钾、总蛋白等对置 

管成功率无显著影响。 

 
 
PO-2570 

自我管理教育对胶质瘤术后长期化疗患者生

活质量的影响 

 
周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自我管理教育对脑胶质瘤术后长期

化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做好自己的角色

管理，继续进行正常的生活，做好情绪管

理，能够处理和应对疾病所带来的各种负性

情绪。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

于我院神经外科的胶质瘤术后化疗患者 80

例。其中男 51 例，女 29 例，年龄 18～65

岁，收治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的胶质瘤术后长期化疗患者 80 例，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两组患者年龄、

性别、病情、文化程度、职业和经济状况比

较。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

的基础上增加自我管理教育，评价两组患者

自我管理效能和生活质量。 

结果  自我管理可以提高胶质瘤术后化疗患者

的生存质量水平研究表明，高水平的自我效

能感可以提高癌症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疾病适

应性等。本研究中，通过自我管理教育，能

够提高胶质瘤术后化疗患者自我效能，自我

效能评价指标中的正性态度、自我决策、自

我减压与生存质量各维度之间呈正相关。积

极的生存态度能够提高个体的生存质量，自

我决策是自我肯定和自我成长的体现，而善

于自我减压有助于促进生存质量的提高。另

一方面，胶质瘤术后化疗患者生存质量的好

坏由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等多领域

共同体现。通过对胶质瘤患者进行自我管理

教育，提高了患者成功实施和完成某个行为

目标或应付某种困难情境能力的信念。由于

患者通过有效的疾病管理，在生理和心理领

域得到改观，成功的经验，更是带动患者处

理社会关系能力和应对环境领域能力的提

升，最终实现一种满意的生活质量。本研究

结果表明，自我管理教育后，观察组的自我

效能评分和生活质量水平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在

自我管理教育前后的自我效能评分和生活质

量水平也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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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结论  自我管理教育应用于胶质瘤术后化疗患

者使患者能有效监控和管理自身疾病的症状

和征兆，适时寻求帮助，避免不良情绪，增

强患者对于疾病治疗的信心和应对的能力。

强调者自身在疾病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可以

有效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和自我管理水平，

提高对治疗的依从性，有效应对化疗所带来

的不适症状，做好疾病管理、角色管理和情

绪管理，提高患者服药和功能锻炼等依从

性，改善生存质量。 

 
 
PO-2571 

影响护理本科实习生科研能力的分析与思考 

 
郑云翔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过调查了解本科实习护生科研素质现状

及影响因素，分析不同变量间科研素质的差

异；根据调查结果，提出提高本科实习护生

科研素质的针对性建议，为护理科研教育者

和领导者提供参考。 

方法 刘瑞霜护理工作者科研能力自评量表，

该量表由四个维度：科研基础知识要素 15 个

条目；计算机统计软件操作要素 11 个条目；

统计学知识要素 7 个条目；论文写作要素 9

个条目构成。 

结果 资料记录完整且纳入统计分析者 168

份，合格率 93.33%。男 56 名(占 33.3%），

女 102 名（占 66.7%）。  

结论 因此在学校还是在实习都应该关注本科

护理实习生的科研素质及影响因素，关注本

科护理实习生运用科研解决问题的能力，使

其科研素质得到真正提高，这样才能为临床

输送高质量科研人才。 

 
 
PO-2572 

术前床上排尿训练对颅内肿瘤术后尿潴留的

影响 

 
邓娟 蒋紫娟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术前床上排尿训练对颅内肿瘤术后

发生尿潴留的影响。 

方法 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 80 例颅内肿瘤患

者，将其随机平均分为对照组及试验组，试

验组患者入院后由护士评估其排尿行为，制

定健康宣教内容，协助进行床上特色排尿训

练并做好记录。而对照组入院后，护士仅常

规告知其术前练习床上排尿的重要性，指导

患者自行练习。观察两组患者手术麻醉清醒

后 4h 夹闭尿管，6h 后拔除尿管后发生尿潴

留的几率。 

结果 试验组尿潴留几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术前护士协助患者进行床上特色排尿训

练，使大脑皮层较快的解除了对脊髓初级排

尿中的抑制作用，减轻了患者的心理负担，

使患者术后拔除尿管后能顺利排尿，降低了

尿潴留及二次导尿的发生，减轻了术后导尿

带来的尿管不适，降低了尿路感染的风险。

有效的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改善了护理服

务质量。 

 
 
PO-2573 

氧疗在失禁性皮炎中的应用 

 
樊毅 郭小叶 贾江利 

西安交医院大第一附属 710061 

 

目的  探讨氧气疗法和传统疗法对失禁性皮炎

患者在护理中的临床效用。失禁是神经外科

普存的问题，脑卒中，危重患者等导致长期

卧床的患者，大多存在失禁问题，皮肤长期

或反复暴露于尿液和粪便中所造成的炎症，

失禁性皮炎是失禁患者常见的并发症，当前

临床治疗失禁性皮炎以护理为主， 如何在确

保护理及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降低护理成本及

医疗费用成为当前该领域研究的重难点问

题。本研究初步探讨氧气疗法和传统疗法对

失禁性皮炎患者在护理中的临床效用。 

方法  筛选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

科 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收治的 72

例脑外伤并发失禁性皮炎患者。将 72 例患者

随机分为观察组（氧气疗法）与对照组（传

统疗法组），每组各 36 例，对照组（传统治

疗方法组）采用自然晾干法，涂粉，观察组

（氧气疗法）给予每天早上和下午两次使用

生理盐水冲洗皮炎处干净，然后患者侧躺暴

露部位，用 4L/min 氧气疗法半小时，时间为

一周，比较两组护理效果。对照组（传统方

法组）一周使局部皮炎处溃烂，较前加重，

观察组（氧气疗法）在第一天患者局部疼痛

减轻，第二天局部干燥，结痂，一周内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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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皮炎处恢复比正常组织稍差，所有采集数

据采用卡方检验及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检

验，以 P<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减轻了患者身体及心理的痛苦，减少了

压疮、导管相关尿路感染等并发症的风险，

缩短了住院时间，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减轻

护理人员的工作量，氧气疗法可以显著改善

失禁性皮炎的临床症状，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

4.4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7.77%（P<0.0

5）。 

结论  氧气疗法可以显著改善失禁性皮炎的临

床症状，有效提高护理质量，有助于患者早

日康复，能有效缩短愈合时间，减轻护理工

作量，值得临床推广。 

 
 
PO-2574 

“自制匀浆制剂处方表”对昏迷患者营养支持

的效果研究 

 
柯燕燕 马丽萍 蒲萍 

重庆市新桥医院神经外科 400037 

 

目的  观察“自制匀浆制剂处方表”对昏迷患者

营养支持的效果。 

方法  对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 63 例昏

迷患者，随机分为 A、B、C 三组各 21 例。A

组由照顾者自行配制匀浆制剂为患者提供营

养支持，B 组根据“自制匀浆制剂处方表”为患

者提供营养支持，C 组采用医院自制匀浆制

剂为患者提供营养支持。三组患者分别于第

1、15 天监测血清前白蛋白、血清视黄醇结合

蛋白以及大腿围、上臂围、腰/臀比的指标来

评价患者营养状况，采用 SPSS 16.0 软件包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结果 A 组患者第 15 天各项营养指标低

于第 1 天各项营养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B、C 两组患者第 1 天、第

15 天各项营养指标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运用“自制匀浆制剂处方表”配制匀浆制

剂能合理为患者提供营养支持，且经济实

惠。 

 
 
PO-2575 

颈外静脉与四肢浅静脉在颅脑损伤中的效果

比较 

 
陈静 

江阴人民医院 214400 

 

目的  探讨颈外静脉留置针在颅脑损伤患者中

的应用效果。 

方法  对 2011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我科 13

6 例颅脑损伤患者随机分为颈外静脉组 69 例

和浅静脉组 67 例，观察对比两组的留置时

间、并发症发生率、导管脱出、液体渗漏、

堵管的发生率。 

结果  颈外静脉组留置时间长于浅静脉组，并

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浅静脉组，导管脱出

少，液体不易渗漏，不易堵管。 

结论  颈外静脉留置针在颅脑损伤患者中应

用，可以有效减少穿刺，避免套管脱出、减

少渗漏、降低静脉炎的发生。 

 
 
PO-2576 

整体护理在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后脑血管痉挛

中的应用 

 
周丽娜 

江阴人民医院 214400 

 

目的 探讨整体护理在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后并

发脑血管痉挛（CVS）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07 年 3 月至 2010 年 9 月 60 例

颅内动脉瘤开颅夹闭手术的患者，随机分为

常规护理组和整体护理组，每组 30 例。观察

两组患者出现症状性 CVS 比例及护理服务的

满意度。 

结果 整体护理组的症状性 CVS 比例明显低于

常规护理组，P<0.05;而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却

显著高于常规护理组，P<0.05。 

结论 整体护理能够显著降低颅内动脉瘤夹闭

术后脑血管痉挛中的几率，提高护理质量。 

 
 
PO-2577 

气管切开患者颈内静脉置管感染相关因素分

析 

 
章雅婷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30003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气管切开患者颈内静脉置

管感染的相关因素及防治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20 例颈内静脉置管患者的

临床资料，将其分为气管切开组 70 例和非气

管切开组 50 例，比较 2 组患者颈内静脉置管

感染发生率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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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20 例行颈内静脉置管者 29 例发生感

染，总发生率为 24%组分析显示，术前白细

胞<4*109/L，导管留置时间、是否行气管切

开均是颈内静脉置管感染的相关因素，三者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颈内静脉置管感染与术前白细胞数量，

导管留置时间、是否行气管切开有关，应针

对上述影响因素进行针对性预防。 

 
 
PO-2578 

微量泵静脉输注尼膜同致静脉炎的预防及护

理体会 

 
闫柳 耿艳红 李媛媛 樊毅 郭小叶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减少微量泵静脉输注尼膜同致静脉

炎发生的方法及护理措施。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我科微量

泵静脉输注尼膜同的 60 例患者静脉炎的发生

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对单路输注尼膜同与

生理盐水以 1：4 的比例经过联合输液管输注

尼膜同静脉炎发生率，严重程度，留置针留

置时间，患者主观感受等情况进行对比。 

结果 60 例患者共 28 例发生静脉炎，发生率

46.6％。其中单路输注尼膜同发生静脉炎 20

例（Ⅰ度 16 例，Ⅱ度 4 例）发生率 33.3％。

静脉留置针经严格冲封管，留置时间平均为 0.

5—1 天。患者对因静脉炎产生的不适、疼痛

以及频繁更换留置针产生的费用和频繁穿刺

带来的疼痛产生烦躁甚至厌恶情绪，不愿积

极配合治疗。与生理盐水以 1:4 的比例经过联

合输液管输注尼膜同发生静脉炎 8 例（Ⅰ度 7

例，Ⅱ度 1 例）发生率 13.3％。静脉留置针

经严格冲封管，留置时间平均为 2—3 天。患

者对因静脉炎产生的不适、疼痛有烦躁情 

绪，尚能积极配合治疗 

结论 微量泵静脉输注尼膜同静脉炎发生率较

高，应引起重视，并注意预防，与生理盐水

以 1:4 的比例经过联合输液管输注尼膜同大大

减少了静脉炎的发生率，减少了输液并发

症，减轻患者痛苦，减少患者经济负担。 

 
 
PO-2579 

浅谈神经外科护理带教的体会 

 
段旭蕾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根据不同实习生进行不同重点的培养，

提高学生实习效果，鞭策带教老师的自身素

质培养。 

方法 根据不同基础的护理实习生因材施教，

汇总问题，查漏补缺，共同学习，双向评

价，带教老师择优上岗。 

结果 基础知识共同学习，个性化知识点选择

性学习，提高了学习主动性，必免同一问题

在多个科室重复学习，带教老师及时发现自

身不足并及时改正。共完成 16 个学校的 156

名护理实习生临床带教任务，教学查房病例 2

3 份，护理带教满意度得到提高。 

结论 改进措施行之有效，得到了实习生与带

教老师的双向提高。 

 
 
PO-2580 

专用脑室引流固定架的设计与应用 

 
郭小叶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神经外科患者脑室穿刺外引流术后引流

瓶高度的控制及固定位置的选择决定患者术

后能否顺利恢复至关重要。目前引流瓶没有

规范固定位置，通常固定于输液架或床头

上，固定位置随意且不牢靠。同时，引流瓶

与穿刺点位置的距离无法掌握，在翻身或遇

到患者烦躁不安时，很容易造成意外脱管。

因此，此次固定架的设计在解决引流管固定

位置及高度的同时，设计了不同的标记来体

现床头抬高的高度，主要用于非电子控制的

电动床，方便临床医护人员直观判断患者头

部抬高的程度。为此，我科设计制作了可控

式多功能脑室引流固定架。  

材料与制作方法 取一块长 100cm，宽 2.5~3 

cm，厚 0.5cm 的不锈钢钢管，正面以 cm 为

单位设置刻度；侧面 35cm 处设置一固定挂

钩，可固定于床挡；60cm 处安装一可调整固

定杆高度的调节杆；20cm 及 80cm 处分别设

置一可上下移动调整高度的固定挂钩；顶端

类似输液架为十字交叉形挂钩。此外，利用

测量角度在相应部位做好标记，分别对应患

者床头抬高的程度。使用方法 将脑室引流固

定架一侧挂钩挂于床挡上，根据需要调整固

定架的高度。另一侧安装可上下移动的挂

钩，主要用于固定硬膜外、硬膜下等其它引

流袋，同样根据需要调整高度。固定架顶端

向上的挂钩主要为脑室引流或腰大池引流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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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位置，高度调整由旁侧可移动挂钩协

助调整。床头高度标识主要为 35cm，50c

m，65cm，80cm 和 95cm 处分别对应床头抬

高 0°、15°、30°、45°及 60°。 优点：①取材

方便，制作简单，临床应用便捷，快速，精

准。②利用现有床挡安装，固定方便，牢固

可靠。③双侧凹槽可滑动设计，可使固定架

整体上下调节高度与位置；同时固定杆上挂

钩可根据患者手术部位、引流不同需要上下

调节高度与位置。④固定杆带刻度设计可满

足引流瓶/引流袋不同高度的要求。⑤床头抬

高标识的设计，方便临床医务人员直观判断

患者体位抬高程度，有效促进呼吸机相关性

肺炎（VIP）预防中体位的管理。⑥距离的合

理设置，可预防因牵拉导致的脱管，有效降

低意外脱管事件的发生。 

 
 
PO-2581 

多功能踝足矫形垫在早期脑卒中偏瘫患者预

防足下垂中的应用 

 
马宇娇 郭小叶 吕欣欣 邓小燕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多功能踝足矫形垫在早期脑卒中偏

瘫患者预防足下垂中的效果观察, 采用积极有

效的护理干预措施，提高护理质量，提高患

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做好疾病管理。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收治于西安交通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 48 例早期脑卒中偏瘫卧床的

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4 例，

2 组患者均给予基础康复治疗，观察组患者在

此基础上给予垫一软枕，对照组患者在此基

础上给予垫上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功能踝足矫

形垫，采用 Barthel 指数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于治疗前、治疗 1 月后观察 2 组患者踝

关节活动度、有无足外翻情况及 2 组治疗前

后评分情况，比较护理效果。 

结果  治疗 1 月后对照组患者踝关节活动度范

围较治疗前明显改善，未出现足外翻情况（P

＜0.05），对照组 Barthel 指数评分较治疗前

增加（P＜0.05），而观察组患者此时踝关节

活动度范围较治疗前无明显改善（P＞0.0

5），并且上述时间点对照组患者踝关节活动

度范围亦显著优于观察组水平（P＜0.05）。 

结论  多功能踝足矫形垫可有效改善早期脑卒

中偏瘫患者踝关节控制能力和足外翻情况，

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增强患者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为患者步行

训练奠定基础。 

 
 
PO-2582 

护患沟通技巧对神经外科先天聋哑患者治疗

的重要性 

 
王华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311 

 

目的  运用护患沟通技巧与患者有效交流提高

护理质量提高，保证患者护从性和医从性，

为患者更好治疗提供保障。良好的护患关系

来源于成功的护患沟通的建立,理解先天聋哑

患者的不易及疾病带来的痛苦不适；患者的

需要给以及时的帮助；获悉患者心理变化给

予心理护理来保持患者平和心态；理解患者

沟通方式并及时处理相关问题，学习患者的

“语言”相互沟通。良好的护患沟通也是护士与

患者家属间的沟通，与先天聋哑患者家属建

立良好的沟通，借助于家属准确及时反应患

者问题与需要再处理，促进临床治疗与护

理。良好护患沟通促进护患之间的相互理解

和信任，最终提高护理质量。 

方法  运用护理五步骤：护理评估，护理问

题，护理计划，护理措施，护理评价。运用“ 

护理五心”贯穿患者治疗护理；掌握患者病情

状况，预见性制定护理方案，从患者健康角

度出发给予神经外科专业护理；了解患者生

活习性给与帮助，发现患者心理变化给予心

理护理；家属与患者良好沟通，及时发现问

题处理；学会用先天聋哑患者“语言”沟通，日

常生活和护理相关手语；治疗环境安全舒

适。 

结果  正确运用护患沟通技巧，实时了解先天 

聋哑患者问题和需要，护士及时给与专业有

效处理。让患者更好接受治疗，促进健康。 

结论  运用护患沟技巧的方法发现和满足患者

需求，顺利进行护理，提高护理质量；良好

够护患沟通也协助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质量，

保持患者平和稳定心态，调整良好心理，促

进治疗顺利进行；考验并体现了神经外科护

士的工作应变能力及高职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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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83 

63 例重度颅脑外伤患者的临床观察与护理浅

析 

 
李媛媛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重症颅脑外伤患者的临床观察与护

理方法，提高临床护理水平。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自 2016 年 1 月～2016 年

3 月收治的 63 例重症颅脑外伤患者的临床资

料，所有患者均经头颅 CT 或 MRI 检查，确

诊且均有致伤史。63 例患者中，有男 41

例，女 22 例；年龄为 18～76 岁，平均为 46.

7 岁；受伤原因中有交通事故引起者 38 例，

高处坠落者 12 例，钝器击打伤 8 例，其余 5

例；就诊至受伤时间为 1～12h，平均为 4.1

h。 总结临床观察与护理的方法。 

结果 本组 103 例患者，手术治疗 93 例，保

守药物治疗 10 例；好转出院 101 例，死亡 2

例，死亡率为 1.9%；住院时间 8～26d，平

均 14.6d。术后出现肺部感染 1 例，无其他并

发症发生。 

结论  重症颅脑外伤病情重、转变快、预后

差，对患者进行严密的临床观察与相关护

理，对提高临床治疗效果、降低致死率具有

重要意义。  

 
 
PO-2584 

右额颞颅眶沟通瘤的围手术期患者的护理 

 
王梅红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100 

 

目的  探讨我科一例右额颞颅眶沟通性肿瘤围

手术期患者的护理。  

方法  对采用右额颞颅眶沟通瘤手术患者进行

针对性的围手术期的护理，术前护理：包括

心理护理，心理护理：由于右额颞颅眶沟通

瘤生长部位的特殊性，导致患者右眼肿胀，

球结膜突出，眼睑闭合不全，夜间又反复头

痛，睡眠欠佳，使患者思想负担重，情绪不

稳，又加上对环境的陌生，对疾病的知识不

全，对手术及如何手术，手术的效果，手术

预后等等一无所知，患者往往会出现精神紧

张，所以向患者讲解疾病知识及手术的目

的，意义及术后的注意事项以消除思想顾

虑，积极配合手术，同时制定应对策略，给

予常规护理，安全防护，由于右眼视力不正

常，患者下床活动受限，医护人员或家属应

给予协助，防止跌倒，患者反复头痛，睡眠

欠佳，易发生坠床的危险，给予留陪人及双

侧床档保护，加强巡视，并给予防跌倒，防

坠床的警示标识，完善术前相关检查并做好

术前准备术后护理:常规护理：去枕平卧 6 小

时，头偏向一侧，术后 6 小时给予抬高床头 1

5-30 度，利于头部静脉回流，减径脑水肿及

做好预防颅内高压，防止感染及做好脑脊液

的护理，防止并发症。 

结果  围手术期患者情绪稳定，配合治疗，恢

复良好。 

结论  对右额颞颅眶沟通瘤手术患者对于针对

性的护理是十分重要，可提高手术的成功

率，减少并发症的发生起到重要环节。  

 
 
PO-2585 

关于护理干预对 45 例颅内动脉瘤破裂手术的

临床观察 

 
王舒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通过对颅内动脉瘤破裂手术患者围手术

期护理，提高颅内动脉瘤破裂患者的治愈

率，降低死亡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2016 年 4 月

在我院神经外科手术治疗的 45 例破裂颅内动

脉瘤破裂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治愈率 86.7%。术后恢复良好 39 例，

轻度残疾 3 例，重度残疾 1 例，死亡 2 例。 

结论  积极的术前准备及术前术后有效地护理

干预使得颅内动脉瘤破裂手术效果明显，可

有效降低病死率，提高恢复等级。  

 
 
PO-2586 

护理工作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赵宗欢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文章介绍了准确评估工作量在护理工作中的

重要性，总结目前国内外研究影响护理工作

量的因素，主要影响因素有：病人因素、护

士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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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87 

颅脑占位性病变切除术患者出院准备度现况

及与过渡期健康结局的相关性研究 

 
刘闻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本研究旨在研究颅脑占位病变切除术患

者出院准备度现况，并探讨其与过渡期健康

结局的关系。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法，采用方便抽样法，

纳入符合条件的 230 例颅脑占位病变切除术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

出院准备度量表、过渡期健康结局调查表进

行调查，结果采用 SPSS22.0 统计分析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出院准备度平均分为 7.77±1.00，其中

“可获得的社会支持 ”得分最高（9.09±1.2

2），“疾病知识”得分最低（7.16±1.71）。出

院准备度及其各维度与患者过渡期手术部位

感染无相关性（P>0.05）。出院准备度、自

身状况、疾病知识、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均与

过渡期颅脑占位病变切除术相关的计划外门

诊呈负相关（P<0.05），出院准备度及其各

维度与患者过渡期颅脑占位切除术相关的再

入院和急诊呈负相关（P＜0.05）。 

结论  护理管理者应重视出院准度对过渡期健

康结局的预测作用，并就其影响因素制定干

预策略，以期提升颅脑占位病变切除术患者

的过渡期健康结局，提高生活质量，降低医

疗费用。 

 
 
PO-2588 

双下肢空气压力泵预防高血压脑出血术后下

肢深静脉血栓的效果观察 

 
曲虹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5 

 

目的  分析双下肢空气压力泵（APT）预防高

血压脑出血（HICH）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

（LDVT）形成的效果，同时探讨高血压脑出

血（HICH）患者术后护理策略。 

方法  2015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在沈阳军

区总医院神经外科住院治疗的 HICH 患者 286

例，男 160 例，女 126 例，年龄 55～74

岁，平均（64．63±5.17）岁，具有典型 HIC

H 出血“凝视病灶”及“三偏”症状。手术方式均

为颞叶开颅颅内血肿清除术加去骨瓣减压

术。按术后是否运用 APT 预防下肢深静脉血

栓分为：①非 APT 组：122 例，男 74 例，女

48 例，年龄 55～74 岁，平均 64.88 岁；②A

PT 组：164 例，男 86 例、女 78 例，年龄 5

6～74 岁，平均 66.59 岁。预防 LDVT 方法：

抬高患肢，双下肢穿戴弹力袜，辅助患者下

肢活动。APT 组除给予常规预防方法外，还

运用 APT 辅助预防。APT 治疗时，将充气压

力泵袖带从患者脚底沿着下肢向上缠绕至大

腿下端 1／3 处；充气压力 40mmHg，沿脚

踝、小腿、膝盖至大腿依次充气。充气结

束，持续 15s 后同时放气，每次治疗 2h，3

次／d。每 5d 进行一次下肢深静脉超声筛

查，评估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情况。收集患

者一般临床资料及 LDVT 发病情况，比较非

APT 组与 APT 组在性别、年龄、高血压病

史、格拉斯哥评分（GCS）、血凝指标及 LD

VT 发病率的差异。 

结果  非 APT 组与 APT 组在性别、年龄、高

血压病史、入院时 GCS 评分上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血凝指标上，非 APT 组

与 APT 组在 PT、APTT、TT 及 D２D 上差异

亦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血凝指标

均正常，且无明显差异，排除血凝异常对下

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在预防 LDVT 形

成上，非 APT 组有 23 例患者并发 LDVT，发

病率为 18.85％ ，而 APT 组有 8 例，发病率

为 4.88％ ，两者比较，χ2＝14.136，P ＜0.

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APT 能有效预防 HICH 患者术后 LDVT

的发生，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栓子脱落导致

肺栓塞、脑栓塞的风险，可作为辅助手段运

用于临床。HICH 患者术后卧床时间长、病情

多变，在完善常规护理的同时，还需密切监

护病情，及时处理病情变化，注重高血压病

治疗宣教，配合心理护理等综合护理手段，

才有利于患者康复。  

 
 
PO-2589 

护理标识在神经外科病区临床工作中的作用 

 
李娜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护理标识在临床护理工作的作用。 

方法  本科采用工作人员标识，病人身份标

识，管道标识，药物标识，环境标识，仪器

设备标识，提示标识，饮食标识，用于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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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 

结果  实施后能更好的满足患者需求，也可及

时提示与指导护理工作。 

体会  护理标识在临床工作中的应用，增强了

护士风险意识，提高护士工作的有序性及警

惕性。 

 
 
PO-2590 

弹簧圈介入栓塞治疗颅内动脉瘤的围手术期

护理 

 
夏喜玲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电解弹簧圈介入栓塞治疗颅内动脉

瘤围手术期的护理措施。 

方法  对颅内动脉瘤患者经电解弹簧圈介入栓

塞治疗并做好术前护理及术后密切观察病

情，防止再出血，对可能出现的出血、感染

及脑血管痉挛采取有效的应对预防护理措

施。 

结论  采用电解弹簧圈介入栓塞治疗颅内动脉

瘤具有创伤小，并发症少，恢复快，同时采

取有效的护理措施是促进患者治愈的重要保

证。 

 
 
PO-2591 

自制肩部固定带在神经外科侧卧体位中的应

用 

 
于文君 吴明琴 万美萍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侧卧体位是神经外科手术中的一种常用手术

体位。在放置体位的过程中，为了更加充分

的暴露手术野，便于手术医生操作，常需要

将患者置于上侧的肩膀向后方拉伸。以往使

用的海绵材质，以子母贴方式固定的肩部固

定带（以下简称肩带），不能与皮肤紧密贴

合，肩部拉伸效果不明显，术中还容易出现

滑脱现象。现我科采用自制简易胶布式肩

带，因其使用方便，术中拉伸效果明显，固

定可靠，故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O-2592 

阶段式健康教育在面神经吻合术患者康复自

我管理效能的应用 

 
王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阶段式健康教育在面神经吻合术患

者的自我管理效能。 

方法  将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符合纳入

和排除标准的 72 例面神经吻合术患者，按入

院时间分为观察组(40 例)与对照组(32 例)，

单数日期分为观察组，偶数日期分为对照

组。对照组给予面神经吻合术常规护理，观

察组在此基础上分别于术前、术后、出院及

出院后每 15 天进行阶段式健康教育。两组患

者分别于入院、出院时应用自行设计的面神

经吻合术术后面肌功能锻炼知识问卷调查相

关知识掌握达标率，术后半年、1 年、2 年在

病人复查时由医生应用面瘫 House-Brackma

nn 分级标准评价患者面肌。 

结果  入院时，观察组和对照组面神经吻合术

术后面肌功能锻炼相关知识掌握达标率及面

瘫分级处于同一水平(均 P>0.05)；出院时，

观察组面神经吻合术术后面肌功能锻炼相关

知识掌握达标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术后半

年、1 年、2 年面瘫分级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P

<0.05)。 

结论  实施阶段式健康教育，能提高健康教育

效果，促进患者面肌功能恢复。 

 
 
PO-2593 

品管圈在降低神经外科患者钢针使用率中的

效果评价 

 
华占艳 夏喜玲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品管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QCC)是指工作

性质相同、相近或互补性质的基层工作人员

本着自动自发的精神组圈，按照一定的活动

程序，运用科学统计及品管手法，启发个人

潜能，通过团队力量，结合群体智慧，持续

改进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改善品质，提

升效益，并使每位成员享有参与感、满足

感、成就感。QCC 活动在护理人员中开展是

行之有效的，并且能提高护理人员参与管理

意识和护理管理制度， 使用头皮钢针穿刺静

脉输液增加了患者反复穿刺的痛苦，同时易

增加化学性静脉炎及职业暴露发生率等不良

后果。2014 年卫生部静脉输液行业标准中强

调头皮钢针宜用于短期或单次给药，而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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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药物不应使用头皮钢针。据美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CDC)估计，健康的医务人员患传

染病 80%由针刺伤所致，被针刺伤的医务人

员占 80%。临床应严格按照卫生部的要求，

但调查结果显示我病区自 2014 年 9 月 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输液人数近 3 千余人，

平均每人输液近 3 瓶，总输液量 8 千余瓶，

钢针使用率近 40%。与卫生部静脉输液行业

标准的要求及美国静脉输液“钢针零容忍”的目

标还存在很大差距。基于这些原因，为了更

好地改进护理工作方法，提高护理管理质

量，我病区于 2015 年 3 月 1 日～3 月 31 日

将 QCC 活动运用于降低住院患者钢针使用率

的工作中，效果显著。 

 
 
PO-2594 

20%甘露醇毒副作用临床观察及护理干预 

 
孟薇薇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观察 20%甘露醇对患者产生的毒副作

用、外渗原因及护理干预。 

方法  观察 126 例患者使用所使用 20%甘露

醇患者为轻、中、重型颅脑损伤、颅内肿瘤

等，男 88 例，女 38 例;年龄最小 2 岁，最大

63 岁,静脉滴注后患者主诉、生化检测及穿刺

部位局部反应。 

结果  126 例患者用药期间发生电解质紊乱 88

例，肾功能损害 7 例，静脉炎 13 例，药物外

渗 9 例。 

结论  患者滴注 20%甘露醇时，应严密监测心

肾功能，查电解质，同时，选择前臂或较粗

大的静脉穿刺，且避免在同一根血管同一部

位反复穿刺，可有效控制静脉炎和输液外

渗。  

 
 
PO-2595 

“鲶鱼效应”在神经外科风险管理过程中的临

床研究与分析 

 
马蓓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分析“鲶鱼效应”在神经外科风险管

理中的应用效果，以降低护理差错的发生

率。 

方法  我科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12 月发生 

的护理缺陷共 21 例，2014 年 1 月起开始将

“鲶鱼效应”应用于神经外科风险管理中，比较

2014 年实施鲶鱼效应进行风险管理前后，护

理缺陷的发生情况，以及患者的满意度。 

结果  护理差错由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12

月的 21 例降低为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的 3 例，两组患者满意度情况比较，实施

鲶鱼效应进行护理风险管理前护理满意度是 8

0.53±1.58，实施鲶鱼效应进行护理风险管理

后护理满意度是 99.37±1.21。实施后与实施

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合理有效地运用“鲶鱼效应”管理，能充

分调动护士工作潜能及积极性，从而提高护

理质量，预防和减少护理缺陷的发生。 

 
 
PO-2596 

心理干预对桥脑小脑角肿瘤术后眼睑闭合不

全患者 焦虑状况的影响 

 
桂金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探索心理干预对桥脑小脑角肿瘤术后眼

睑闭合不全并发症患者焦虑状况的影响。 

方法  将我科 2015 年近 4 个月住院的 60 例桥

脑小脑角肿瘤切除术后诊断为“眼睑闭合不全”

的患者按照手术时间先后顺序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给予神经外科常规治

疗及护理；观察组在给予常规治疗及护理的

同时进行心理干预。应用 Zung 编制的自评焦

虑量表，对观察组及对照组两组患者分别在

术后诊断眼睑闭合不全第 1 日和第 7 日进行

SAS 评分，并对产生数据进行比较。 

结果  术后第 1 日观察组 30 例 SAS 评分 60.0

3±4.429；对照组 30 例 SAS 评分 62.23±4.4

15；计量资料进行两独立样本 t 检验，两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第 7 日

给予心理干预措施的观察组 30 例 SAS 评分 3

8.33±2.233，对照组 30 例 SAS 评分 45.07±

6.933，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且 p＜0.01)。  

结论  心理干预可以改善桥脑小脑角肿瘤切除

术后眼睑闭合不全患者的焦虑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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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97 

一例经鼻内镜下行斜坡脊索瘤切除及颅底重

建术的护理 

 
李萍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脊索瘤是一种少见的原发神经系统肿瘤．起

源于脊索胚胎残余组织，多见于颅底中线部

位．约占颅底肿瘤的 0．1％、原发骨肿瘤的

5％，其中约有 35％生长于斜坡骨质[1]。脊

索瘤虽然在组织学上是一种良性或低度恶性

肿瘤，但是却有着侵袭性生长的特点。其部

位深并毗邻重要的神经血管结构，这给外科

手术带来巨大难题。近年来随着内镜技术的

发展，国内外一些学者将内镜技术应用于颅

底脊索瘤的手术治疗取得较好的效果。这也

给我们护理工作带来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术

后的护理将是重点。2015 年 11 月我科首次

实施一例经鼻内镜及导航系统下行斜坡脊索

瘤及颅底重建术，经个体化的精心护理，疗

效满意。现将护理体会总结如下。 

 
 
PO-2598 

关于脑部低温疗法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 

 
孟露露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脑部低温疗法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

及注意事项。 

方法  通过近两年超高温患者及颅脑外伤术后

患者共 8 位使用脑部低温治疗后的效果观

察，总结出脑部低温治疗中的护理心得。 

结果  8 位患者经过脑部低温治疗，其中 5 位

为超高温患者，能够得到预期的降温疗效，3

位为颅脑外伤患者中，2 位能得到好转，1 位

因病情危重死亡。 

结论  经脑部低温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治疗

过程安全。  

 
 
PO-2599 

一例脑室镜下蛛网膜囊肿切除术手术配合 

 
豆少利 姜雪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儿童颅内蛛网膜囊肿的手术配合护

理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脑室镜下蛛网膜囊肿切

除术的手术配合体会。 

结果  经随访，该例患者蛛网膜囊肿完全消

除。 

结论 高效的手术配合，严格的内窥镜灭菌技

术和术前良好的心理护理是手术取得成功的

关键。 

 
 
PO-2600 

1 例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剖宫产术后的护理 

 
郭昱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分娩行剖宫产在国内没

有先例，是一例罕见的疾病。脊髓性肌萎缩

症是一组运动神经元疾病，脊髓、大脑、脑

干中的神经细胞受到侵袭是最常见的致死性

神经肌肉疾病之一，是由于脊髓前角细胞运

动神经元变性，导致患者近端肌肉对称性、

进行性萎缩和无力，属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病。严重者可致瘫痪，身体如同被逐渐冻住

一样，故俗称为“渐冻人”，最终导致呼吸衰竭

甚至死亡。目前尚无治疗本病的特效方法，

患此病的孕妇无力自然顺产，肌无力、子宫

收缩乏力、呼吸肌无力辅助呼吸可出现呼吸

系统阻塞性通气障碍，患者不能独坐，随时

都有发生产后大出血的可能，治疗的唯一方

法是行剖宫产手术，但手术对患此病的孕妇

来说危险程度极高，包括行剖腹产术的时

间，麻醉选择的方式、深度等等，如果手术

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随时都会使孕妇丧生

生命。同时严重的术后并发症及产后感染等

方面都大大增加了相关护理的难度性、复杂

性。术前制定全面的应急预案，实现多科室

跨科协作，保障手术的顺利进行，得以使新

生儿平安出生。2013 年 1 月我院成功的护理

了 1 例脊髓性肌萎缩症行剖宫产术后的孕

妇，现将护理过程报告如下。 

 
 
PO-2601 

JBI 身体约束标准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中的

应用 

 
王莹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840 

 

目的 探讨澳大利亚循证卫生保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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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na Briggs Institute，JBI）公布的身体

约束标准作为约束规范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

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随机将 2016 年 1 月-5 月神经外科重症

患者按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69

2 例，平均年龄 45.3 岁，观察组 756 例，平

均年龄 46.9 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

种、病情程度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0.05）。对照组采取常规约束，观察

组遵循 JBI 标准对神经外科 ICU 护理人员进

行培训，明确护士的职责及身体约束的原

则，实施身体约束的管理：包括签写知情同

意书，患者的评估及约束实施的记录，采取

减少身体约束的措施，如认知氛围支持疗

法、以培训为主的综合干预措施、约束决策

轮的使用及对老年人的身体约束。观察比较

两组患者皮肤擦伤／青紫、红肿、溃疡、神

经损伤、更加烦躁、非计划拔管发生率及约

束使用率。通过统计学方法进行 x2 检验，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对照组约束处皮肤青紫 29 例、红肿 128

例、溃疡 8 例、情绪烦躁 238 例、非计划拔

管 13 例，使用身体约束 633 例。观察组约束

处皮肤青紫 20 例、红肿 84 例、溃疡 3 例、

情绪烦躁 112 例、非计划拔管 11 例，使用身

体约束 318 例。观察组约束并发症明显小于

对照组（P ＜0.05），约束使用率明显小于对

照组（P ＜0.01），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JBI 身体约束标准作为约束规范在神经

外科重症患者约束中能有效减少约束使用

率，减少身体约束的并发症，但约束决策轮

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的使用中针对肌力小于 3

级的患者可考虑不给予约束，因此建议肢体

肌力可作为项目因子应用于约束决策轮中。 

 
 
PO-2602 

加速康复理念下垂体瘤患者围术期护理路径

的研究 

 
万艳慧 马静 高雪影 赵乐 

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探讨加速康复外科理念下垂体瘤患者围

术期护理路径的建立。 

方法 对照组选取 2013.6-2014.6 我科收治的

采用经鼻蝶手术治疗的垂体瘤患者 70 例，观

察组选取 2014.7-2015.12 我科收治的采用经

鼻蝶手术治疗的垂体瘤患者 100 例，对照组

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临床护理路径进

行护理。对比 2 组患者围术期自身焦虑情

况、住院时间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平均住院时间、术前 VAS 评分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中关于护患沟通

及告知部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加速康复理念下治疗垂体瘤患者过程中

采用临床护理路径可显著降低患者的住院时

间，减轻患者围术期焦虑心情，提高患者满

意度。 

 
 
PO-2603 

88 例脑出血患者术后再出血临床护理 

 
袁立佳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分析脑出血患者术后再出血的影响因

素，以便减少脑出血患者术后再出血的发

生，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2016 年 5 月进

行脑出血手术的患者 88 例，其中 44 例接受

护理干预的患者作为观察组，44 例应用传统

护理的患者作为对照组，对比两组患者术后

再出血发生率，着重探讨脑出血患者术后再

出血的原因，其中观察组患者年龄 42~74

岁，平均 58.5 岁；对照组患者年龄 43~75

岁，平均年龄 59.6 岁；两组患者在年龄、病

程、合并症等一般资料方面无显著性差异（P

＞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

性。两组患者均进行微创手术。其中对照组 4

4 例患者给予常规的传统护理，术前进行基本

的健康宣教，术中采用微创手术方法，术后

告知并指导家属对患者进行身体按摩以及进

行基本护理等。观察组 44 例患者给予科学的

护理干预，术前对患者的病史进行询问，根

据患者自身情况量身定制护理措施,针对脑出

血术后再出血的致病因素和高危因素，对患

者进行连续的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术后

再出血的发生率，并统计再出血患者患者年

龄、并发症等一般资料情况，结合两组发生

率，分析脑出血患者术后再出血的原因。采

用统计学分析，以 t 和 x2 检验，以 P＜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中 3 例术后再出

血患者分别为 52 岁、68 岁和 72 岁，均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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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以及凝血

功能障碍；对照组 8 例术后再出患者年龄 38

~75 岁，平均年龄 62.2 岁，其中 5 例患者合

并有严重高血压，另外 2 例术前出现了躁动

和不良刺激。 

结果 对照组患者术后再出血 8 例，再出血发

生率为 18.2%，观察组患者术后再出血 3

例，发生率为 6.8%，观察组患者术后再出血

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患者在术后再

出血的发生率上有明显差异，观察组明显低

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P＜0.0

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科学的护理干预，

能够有效预防术后再出血情况的发生，值得

临床上应用推广。 

 
 
PO-2604 

关于 84 例脑血管疾病患者的临床护理观察及

护理体会 

 
王影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总结我科老年脑血管疾病患者出现失眠

的原因及其护理对策。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在 2016 年 1 月~2016 年 4

月住院的 84 名老年脑血管患者的健康状况及

护理干预措施的效果。其中脑血管病患者同

时伴睡眠障碍，男性患者 42 例，女性患者 4

2 例；患者年龄 51~79 岁，患者的平均年龄

为 52.1+2.1 岁。其中，患有脑梗死者 48

例，患有脑出血 36 例，其中伴左侧偏瘫者 2

7 例，伴右侧偏瘫者 25 例。患者住院时间为

15～30d，平均住院时间 24d。84 例病人的

肢体肌力都在 I～Ⅲ级。脑血管疾病患者的日

常护理 :  针对患有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患

者，如果无意识障碍，患者可在发病第 2 天

或病情稳定后的 5～10 天采取早期的康复护

理措施。患者可以用仰卧位姿势、侧卧姿势

轮换，患者每 1～2h 便翻身 1 次，配合运

动，比如上下肢关节内旋、屈伸、外展，每

组动作均做 10 次，在根据患者的病情逐次增

多，每天做 1～2 次。本文的 84 例患者按两

种卧位轮换交替进行，患者无褥疮发生，也

无肌肉萎缩或者关节挛缩等一系列并发症。

对于患肢的摆放，当采取仰卧位时，患者胛

骨应处于前伸位，而且患侧的上肢也垫枕。

使用健侧卧位时，患者肩胛骨应处前伸位位

置，患者患侧的肘关节要伸直，掌心要向健

侧。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心理护理:脑血管疾病

患者自发病起，便面临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因此，进行康复护理要针对患者的不同心理

状态，创造整洁良好的睡眠环境，给予相应

的心理护理。 

结果 进行干预前，84 例患者中，失眠症患者

74 例(88.1％)中，轻度失眠 36 例，占 42.

8％；严重失眠 38 例，占 45.2％。干预后，8

4 例患者中，失眠症患者 12 例(17.9％)，轻

度失眠 9 例，占 10.7％；严重失眠 6 例，占

7.1％。说明护理干预效果良好。进行问卷调

查之后发现，影响睡眠质量的主要因素环境

因素，为 45 例；其次是心理因素，为 17

例；而疾病本身的影响，为 22 例。因此，应

该从多方面入手，有效改善患者的睡眠质

量，达到早日康复的目的。发现影响老年脑

血管患者身体状况的主要因素是环境和心理

因素。而且，除了身体状况有很大好转之

外，还发现实行护理干预前，患者的失眠症 7

4 例，干预后，患者的失眠症 15 例，进行干

预前后，患者的失眠率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01)。 

结论 针对老年脑血管疾病患者采取有针对性

的护理措施，能有效降低患者失眠的发生

率，并且减轻患者失眠的症状。  

 
 
PO-2605 

应用复合手术室治疗颅内动脉瘤患者围手术

期护理 

 
王冬芮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探索复合手术室治疗颅内动脉瘤围手术

期护理经验。 

方法  2011 年 3 月至 2016 年 1 月天津医科大

学总医院神经外科应用复合手术室治疗 85 例

颅内动脉瘤患者，行开颅动脉瘤夹闭术 79 例

（其中 4 例行球囊辅助动脉瘤夹闭术），6 例

行动脉瘤孤立联合高流量搭桥术。总结动脉

瘤手术治疗方式、护理方法和并发症观察 

等，探讨其围手术期护理要点。 

结果  住院期间患者发生脑血管痉挛 9 例，9

例好转出院；肺感染 5 例，行气管切开 2

例，1 例呼吸衰竭自动出院，4 例好转出院；

脑梗塞 6 例，5 例好转出院，1 例自动出院；

颅内感染 2 例，行抗感染治疗好转出院；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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痫 1 例，好转出院。 

结论  复合手术室能够降低手术相关并发症，

血流动力学观察护理、呼吸道管理、脑梗塞

观察处理是围手术期护理重点环节。 

 
 
PO-2606 

109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综合护理体会 

 
杨丹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6 

 

重型颅脑损伤是指暴力作用于头颅引起的损

伤，且伤后昏迷 12h 以上，意识障碍逐渐加

重或再次出现昏迷；伴有明显神经系统阳性

体征及体温、呼吸、血压、脉搏的明显改变

[1]。因重度颅脑损伤患者的病情危重，并发

症复杂，治疗护理困难，故致死率及致残率

较高， 故在救护中要通过严密的病情观察与

全面系统的精心护理，及时发现有手术指征

的患者随时手术干预，帮助患者在这无硝烟

的战场与病魔零距离。本文分析和探讨了重

度颅脑损伤患者的救治及护理体会，以利于

提高对重度颅脑损伤患者的救护效果，现收

集我院 2015 年 1 月～12 月收治 109 例重度

颅脑外伤患者，进行病例回顾，结合文献资

料，总结对重度颅脑损伤患者救护的有效方

法综合分析如下。 

 
 
PO-2607 

神经外科护理工作风险因素分析及护理安全

对策 

 
杨文群 赵婉婷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和分析神经外科护理工作中的风险

因素，查找神经外科潜在的护理风险因素并

做好护理安全对策，以提高神经外科护理质

量。 

方法  收集本科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发

生护理安全隐患的患者 48 例，对发生的护理

安全隐患采用护理安全隐患调查表进行跟踪 

调查、归纳分析。 

结果  医护人员病情观察不及时，跌倒，坠

床，皮肤损伤造成的系数分别为 19.4%，15.

9%、15.9%、15.1%，为护理安全隐患中的

高风险项目，意外拔管 11.2%，护理文书书

写不规范 11.2%，为护理安全隐患中的中风

险项目，病人转运途中意外 3.0%，其它护理

安全隐患 8.3%，为护理安全一环中的低风险

项目。 

结论  针对神经外科工作的特殊性和高风险

性，护士应重视护理安全中可能出现的安全

隐患问题，在医疗护理工作中重视护理人员

自身素质建设，建立健全科学化、系统化、

制度化的护理管理体系，通过医护人员自身

努力和与患者正确有效的沟通，增强护理人

员与患者之间的互动性，从而降低护理风

险，提高神经外科护理质量，保证护理安全

的目的。 

 
 
PO-2608 

后循环系统脑梗死合并血管支架成形术患者

术后的护理体会 

 
王婷 王晓庆 韩海静 王雪华 潘文娟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总结后循环系统脑梗死行血管支架成形

术术后护理的经验。 

方法  对 2015 年 2 月到 2016 年 3 月期间 16

例后循环系统脑梗死动脉狭窄支架成形术后

患者，开展专科、饮食、用药、功能锻炼指

导、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 

结果  基本治愈 7 例，占 44%；显著好转 5

例，占 31%；好转 4 例，占 25%， 1 例因吞

咽困难出院时仍带有胃管，需鼻饲进食。 

结论  对后循环系统脑梗死合并动脉狭窄患者

支架成形术给予积极有效的护理措施，可提

高其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率和死亡率。 

 
 
PO-2609 

心理护理干预改善面肌痉挛患者围手术期焦

虑情绪的临床研究 

 
陈颖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本文针对面肌痉挛行微血管减压术的患

者，调查并分析了其围手术期的心理状态，

评价了患者围手术期的焦虑情绪与术后心理

护理干预的临床研究。 

方法  选取我科２０１4 年 1 月－２０１6 年

4 月收治的面肌痉挛患者，于术前将１００例

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０

例。对照组的面肌痉挛患者，仅进行常规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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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干预组面肌痉挛患者在接受常规护理

的基础上，运用心理上支持、情绪的疏导以

及认知行为的干预等方法, 进行心理护理干

预。包括有效正确地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

强化术前宣教，加强用药指导，寻求亲情上

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分别于入组时以及术

后通过Ｚｕｎｇ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

对患者焦虑状况进行调查，采取统计学方法

对二组调查结果进行相关性检验。 

结果  入组时，二组的ＳＡＳ得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干预组在术后

的ＳＡＳ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

１）。入组时，干预组和对照组的焦虑发生

率基本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手术后的调查结果则存在明

显的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 

结论  面肌痉挛虽无生命危险，但不自主的面

肌痉挛严重妨碍患者的社交生活和心理健

康，加上病程迁延，反复的药物治疗，使部

分患者长期处于精神高度紧张以及情绪的烦

躁状态。外科手术对病人来说又是一种强烈

的应激事件,每个病人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心

理变化。（1）研究结果表明，入组时，二组

的ＳＡＳ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全部病人在

手术前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这说明在

焦虑水平和焦虑患病率这二方面二组具有可

比性。（2）研究结果表明，对照组患者术后

的焦虑水平和焦虑患病率仍高于术前，而干

预组患者术后的焦虑水平和焦虑患病率已经

明显低于术前的评分。因此，通过此项调查

突显出心理护理的重要性。因此，在实施心

理护理干预时，抓住临近手术前后这一关键

时期，加强对患者围手术期的心理护理干预

能够有效地降低面肌痉挛患者行微血管减压

术后焦虑情绪的发生。 

 
 
PO-2610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保护性约束应用体会 

 
梁帆 

陕西省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为避免患者出现创伤、坠床、抓伤和非

计划拔管等意外事件的发生，在临床上会采

取保护性约束保护患者  

方法 通过病例分析来说明保护性约束相关因

素对保护性约束的影响   

结果 通过对保护性约束带改进与改良后使用 

过程中均未发生护理纠纷，病人满意率达 9

8%以上，患者拔管率、自伤和伤他率为零，

皮肤并发症较前明显降低。 

 
 
PO-2611 

ICU 护士职业压力分析及对策 1 

 
权文娟 

陕西省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本文通过对神外 ICU 护士的压力来源进行分

析，ICU 护士工作强度大，病人病情危重，

工作环境特殊，造成护士工作压力大，适当

的压力可以给人动力促使人进步，但是持续

高水平的压力使机体内以适应和调节压力的

能量和精力耗尽，造成机体平衡失调，严重

影响护士的身心健康[1]，容易造成差错事故

的发生，所以适当的减压是很重要的。针对 I

CU 护士的压力源以采取相应的减压对策，以

提高护理质量。 

 
 
PO-2612 

小脑发育不良神经节细胞瘤术后指导 

 
王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小脑发育不良神经节细胞瘤是比较罕见的肿

瘤最早是由 Lhermitte 和 Duclos 在 1920 年报

告,2007 年 WHO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中归

类于”神经上皮性肿瘤”项目下的”神经元和混

合性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瘤。目前关于该肿

瘤是错构瘤还是真性肿瘤尚未定论。因为不

常见，所有很多患者对其并不了解。不知道

它存在哪些隐患。临床上此类患者有增多的

趋势。不同的患者临床表现也不完全相同。

一般以手术治疗为主，术后愈合良好。但是

该病常合并 Cowden 氏综合征。而 Cowden

综合症属于 PTEN 基因突变综合征的一种，

患者会有 PTEN 基因突变。目前的资料显示

Cowden 综合征患者 20-25%患有乳腺癌；3-

10%患有甲状腺癌；40%患有肠道息肉；5-1

0%患有子宫内膜癌。所以患有小脑发育不良

神经节细胞瘤的患者术后一定要定期做一系

列检查。其直系家属也要进行一系列检查。

本文就针对此类患者需要进行哪些预防和检

查做了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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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13 

预见性护理干预防治神经外科术后并发下肢

深静脉栓塞的临床研究 

 
孙春华 吴文丽 胡秀壬 

解放军第 175 医院暨厦门大学东南医院神经外科，南

京军区创伤神经外科中心 363000 

 

目的 研究预见性护理干预对预防神经外科患

者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栓塞的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我科收治的所有 1653 例符合研究

标准的手术病例，按所制订的护理方案分为

常规护理组（对照组，2008.01-2012.12，n=

1127）和预见性护理干预组（研究组，2013.

01-2014.12，n=526）两组。对比分析两组病

例发生下肢深静脉栓塞(Deep VenousThromb

osis, DVT)的临床特点和护理效果。 

结果 与常规护理策略相比，预见性护理干预

的综合效果显著提高。不仅症状性 DVT 发生

率明显下降（18/526，3.42% vs. 65/1127，5.

77%，P=0.004），所发生的 DVT 的严重程

度也有所下降，表现为溶栓治疗的临床显效

率明显提升（16/18，88.9% vs. 42/65，64.

6%，P=0.047）。 

结论 实施入院评估，及早发现 DVT 高危病

人，实施预见性护理是预防并改善 DVT 预后

的重要措施。 

 
 
PO-2614 

右美托咪定应用于小儿术后躁动时的相关护

理措施 

 
王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寻找右美托咪定最佳剂量应用小儿术后

躁动，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方法  右美托咪定是美托米定的右旋异构体,是

一种高选择性 α2 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其

具有较强的剂量依赖性的镇静，镇痛，抗焦

虑且无明显呼吸抑制作用。2009 年引进国

内，通常应用于成人。暂时还没有应用于小

儿的具体说明，但是一直有小儿应用右美托

咪定研究报道，包括使用呼吸机时的镇静，

防止全身麻醉后的躁动，以及检查或者治疗

时的镇静等均取得良好的效果。结合医生临

床用药及护士观察总结右美托咪定应用于小

儿时剂量，小儿的生命体征，临床表现等。

结合 RASS 镇静评估表，总结最适合应用于 

患儿的剂量。 

结果  患儿术后由于对疼痛没有忍耐力，往往

大哭大闹。让医护人员不知所措。患儿哭闹

会影响术后恢复。右美托咪定可以很好的缓

解疼痛，镇静作用。 

结论  本文主要讲述患儿术后在不同右美托咪

定剂量下，护士观察到的患儿的不同表现。

总结出最佳剂量维持患儿最佳状态，0.5ug/kg

的剂量会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PO-2615 

一例外伤后脑脊液漏致非颅高压脑疝患者的

护理体会 

 
王红霞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外伤后脑脊液漏致非颅高压脑疝的

临床表现及临床护理措施。  

方法  分析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

科收住的 1 例脑外伤后脑脊液漏致非颅高压

性脑疝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复习

其原因及临床护理干预。  

结果  患者经过采取右侧卧位、加强脱水，加

大补液等相应措施，意识逐渐好转且 1 周后

转清。  

结论  对于这种反常性的脑疝医护人员应及时

发现，及时干预可有效避免脑组织的进一步

损害。  

 
 
PO-2616 

健康宣教对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治疗病人的

影响 

 
张沈萍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通过调查问卷方式，了解颈动脉内膜剥

脱手术病人在对疾病、饮食、活动、心理需

求等方面的认知，并探讨由护士实施行之有

效的健康宣教对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治疗病 

人的影响。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问卷对 2015 年 9～12 月

份 50 名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治疗病人进行调

查，每个病人共进行两次，未实施宣教（入

院时）和宣教后（出院前）；内容包括疾病

知识、生活习惯、心理状态、需求期望等方

面共 20 项 100 分；比较实施前后对病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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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结果  通过对回收的调查问卷进行统计，结果

显示未实施健康宣教对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

病人的影响分值明显低于实施宣教后的分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颈动脉内膜狭窄是造成缺血性脑血管病

的一个重要病因和危险因素，颈动脉狭窄的

常见原因是动脉粥样硬化，当这些斑块增大

或破裂时，就会造成颈动脉狭窄或栓塞，使

远端灌注压下降，导致低灌注性脑梗死。主

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引起脑缺血：一条途径

是严重狭窄的颈动脉造成血流动力学的改

变，导致大脑相应部位的低灌注；另一条途

径是斑块中微栓子或斑块表面的微血栓脱落

引起脑栓塞。颈动脉内膜狭窄和闭塞后，使

得经过脑血管的血液减少，使脑组织由于缺

血而发生坏死，导致不可逆的永久性神经功

能障碍，如偏瘫、偏身感觉障碍、失语等，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可使脑组织再生的

方法，一旦发生脑梗塞，坏死的脑组织就很

难得到恢复。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是

一种将关注脑血管病的重点前移，预防脑梗

塞的疏通式手术，是手术切除增厚的颈动脉

内膜粥样硬化斑块，预防由于斑块脱落引起

脑卒中的一种方法，已被证明是防治缺血性

脑血管疾病的有效方法。颈动脉内膜狭窄病

人多为老年人，入院后由护士对病人及家属

实施行之有效的健康宣教，在顺利度过围手

术期和倡导合理饮食、适当运动、戒烟限

酒、心理平衡等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治

疗用药和自我护理、预防并发症和预防再狭

窄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 

 
 
PO-2617 

多模态监测联合程序化镇静的神经重症护理

在高血压脑出血围手术期的应用和临床意义 

 
王岩 刘娜 何伟 王宝玲 吕希玉 蔡婷婷 张茂玲 周晓梅 

王超超 田海龙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266000 

 

目的  探讨多模态监测联合程序化镇静的神经 

重症监护（Severe neurological care with mu

lti modality monitoring combined with progra

mmed sedation ,CMMS）模式在围手术期高

血压脑出血患者抢救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和意

义。 

方法  对 2014 年 9 月～2016 年 03 月期间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显微手术治疗的 71

例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对照组（n=34）和观察组（n=37），分

别行常规神经重症护理和 CMMS 护理，比较

两组抢救时间、术后 GCS 评分、术后三月患

者神经功能障碍的分级。 

结果  针对围手术期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应用 C

MMS 神经重症监护模式，观察组患者的抢救

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术后 GCS 评分、术后三

月患者神经功能障碍的分级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0.05）。  

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应用 CMMS 可更好

地实现镇痛镇静目标，促进术后意识障碍和

神经功能恢复。 

 
 
PO-2618 

团队式管理在 PICC 维护中应用效果评价 

 
强燕燕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00 

 

目的  团队式管理在护理临床工作中已经被运

用到各个方面，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收效。为

了探讨我科团队式管理方法在 PICC 维护中应

用后展现的效果，我们做了此项统计和研

究。 

方法  观察并记录 2013 年 6 月~2015 年 6 月

在我科行 PICC 穿刺的 158 例患者导管留置

时间及留置期间是否发生并发症，且将实行

团队式管理前后进行对照研究。 

结果  实行团队式管理后行 PICC 穿刺的患者

比实行团队式管理前多出了 1.32 倍，患者导

管平均留置时间也增长了 9 天，且其并发症

的发生率也降低了 4.38%。 

结论  团队式管理方法非常有利于护理临床 PI

CC 的正规维护，而 PICC 的正规维护不仅减

少了留置导管的并发症延长了其导管的留置

时间而且也让更多的患者及家属接受了 PIC

C，为患者带来了福音，也给护理临床工作带

来了方便。 

 
 
PO-2619 

急性脑出血的观察及护理特点 

 
郑婷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目的  观察急性脑出血患者的临床特点与护理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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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总结 86 例急性脑出血患者的表

现与全面、精心的护理体会。 

结果  及时恰当的治疗与护理，明显地提高了

急性脑出血患者的治愈率（83.7%），减少了

病死率（9.3%）。 

结论  严密观察病情变化，精心全面护理，及

时治疗是降低急性脑出血死亡率的重要保

证。 

 
 
PO-2620 

循证护理在神经外科颅脑损伤昏迷患者留置

尿管中的应用 

 
张娜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6 

 

目的  探讨循证护理在神经外科颅脑损伤昏迷

患者留置尿管护理中的应用，更新护理理

念，提高护理质量和水平。 

方法  观察组采用循证护理模式，由专人负

责，每日进行评估，内容包括:一般护理、尿

道口护理、膀胱功能锻炼等，同时针对循证

问题采取应对措施。 

结果  治疗组 51 例患者发生尿路感染，其中

约有 60%发生于留置导尿 2 周以后。对照组

89 例发生尿路感染，约占总人数的 1/4，其

中发生于 2 周以后约为 54%，相对来讲 2 周

内尿路感染的发生率高于对照组为 46%，2

组发生尿路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约有 50%患者拔除导尿管后会出现尿

道疼痛或尿路异物感，2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组共 34 例发生排尿

困难或尿潴留，多数留置导尿时间超过 15

天，对照组共 50 例发生排尿困难或尿潴留，

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应用循证护理能明显

减少留置导尿尿道感染几率及造成的不良结

果，说明循证护理应用于预防神经外科留置

尿管尿道感染几率及造成的不良结果的发生

有显著效果。护理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并

结合科学证据制定个体化、科学的护理程

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患者，提高护理工作

质量。 

 
 
PO-2621 

细节管理在神经外科手术配合中的应用 

 
王秀芳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在神经外科手术配合中应用细节管理，

注重细节的改进，从细节上提高手术的配合

质量，保证患者的安全。 

方法 细节管理是指在一定的环境中，围绕管

理战略的实施，对细节进行辨认、分析、补

充、完善、控制、超越的过程。即从细节入

手，从细节要质量，通过细节的改进优化操

作流程，提高手术的配合质量，保证患者的

安全。细节管理贯穿于术前、术中和术后的

全过程。一、术前包括 1 患者方面：有的放

矢进行术前宣教并全面仔细地了解患者的病

情、家庭、信仰、文化、对手术的要求等，

提供有关手术、  麻醉及术后恢复过程的信

息，帮助其消除不安，从而消除不必要的猜

疑、忧虑和恐惧心理，同时，有效减少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2 仪器设备：手术开始前再次

确认仪器设备处于良好的备用状态。根据术

者的习惯调节设备参数。3 物品准备：根据术

者的习惯个性化的准备器械。二、术中包括 1

巡回护士： ⑴ 加强术中保温 患者入室前将室

温设为 23℃~25℃，湿度为 50%~60%；采用

保暖覆盖物，减少暴露，减少体表散热且术

中使用加温毯。 ⑵冲洗液使用 40℃温盐水，

防止人为造成的低体温。 ⑶严格无菌操作，

做好无菌监督，认真执行安全核查。 ⑷细化

体位摆放流程，预防压疮的发生。2 器械护士:

  ⑴ 主刀医生的习惯熟记于心，做到预见性手

术配合，传递器械准、快、稳、轻。 ⑵做好

台上的器械管理，认真清点器械，仔细检查

器械的完整性。⑶脑棉的使用要随时清点及

时回收。 三、术后包括认真清洗器械，对设

备进行日常的维护保养，以延长设备的使用

寿命等。 

结果  护理人员树立注重细节的理念，注重细

节、认真的做好每一步，提高手术的配合质

量。 

结论  对于手术室护士来说，任何一个细小环

节的疏忽，都有可能直接关系到医疗效果和

患者的安全，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优化操

作流程，加强各个环节的细节控制，将细节

管理应用于神经外科手术的配合中，能降低

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默契配合手术，提高

手术配合质量，确保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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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22 

三级质控在神经外科压疮管理中的应用 

 
耿艳红 王静 马文哲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神经外科患者的病情复杂，重症患者较

多，部分患者存在活动障碍，压疮发生率较

高。有研究表明，三级质控体系能有效控制

压疮发生，促进原发疾病痊愈，减轻患者经

济负担，提高医院社会效益。本研究旨在探

讨三级质控在神经外科压疮管理中的应用。 

方法  将神经外科在 2015 年 01 月至 2015 年

06 月期间住院的 586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采

用压疮常规护理；将 2015 年 07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住院的 635 例患者作为实验组，

实施由护理部质量管理委员、皮肤压疮护理

临床专业组及皮肤护理护士即临床压疮管理

员负责的三级质控模式进行管理。对两组患

者院内压疮发生率、压疮好转率及压疮上报

率进行对比分析。实验组患者采用的三级质

控模式，具体措施如下：（1）明确三级质控

组织的管理架构及职责；（2）规范评估高危

患者；（3）及时上报压疮高危，带入压疮及

科内发生压疮者；（4）根据压疮风险及分期

及时采取预防及护理措施；（5）上报皮肤组

转归情况；（6）各级质控员按月、季度、年

进行压疮护理质量分析，并体现持续改进。 

结果  实验组压疮的发生率为 1.7%（11/63

5），对照组压疮发生率为 4.4%（26/58

6）；实验组高危压疮上报率 97.9%（96/9

8），对照组高危压疮上报率 77.2%（78/10

1）；实验组压疮好转率 90.9%（10/11），

对照组压疮好转率 80.7%（21/26）。对比差

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三级质控在神经外科压疮管理中的应用

效果显著优于压疮常规护理效果，能预防并

降低压疮发生率，提高压疮上报率，提高压

疮好转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较高的

临床应用价值。 

 
 
PO-2623 

经鼻碟入路鞍区肿瘤切除术并发症的预见性

观察与护理 

 
姜佳妮 黄燕萍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根据鞍区解剖特点与生理功用，分析鼻 

碟入路鞍区肿瘤切除术的主要并发症,为提高

手术后预见性观察的护理水平来提供临床依

据。 

方法  对神经外科经鼻碟入路鞍区肿瘤切除术

的 58 例患者，分别对其意识、瞳孔、眼球张

力、语言、尿量、比重、颜色、内分泌及生

命体征进行观察与评估，针对所出现的早期

临床征象，给予相应的护理措施。 

结果  本组病例中，主要的并发症有颅内血

肿、尿崩症、消化道出血、脑脊液漏和无菌

性脑膜炎与颅内感染，特别是内分泌功能低

下、垂体功能衰竭最为复杂。 

结论  预见性发现各种并发症，早预防、早治

疗，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护理措施，是促进患

者康复，减少伤残和死亡的重要保证。 

 
 
PO-2624 

85 例经鼻蝶窦手术治疗鞍区 Rathke 囊肿的

围手术期护理 

 
刘娜 

哈尔滨医科大学 150001 

 

目的 总结与探讨经鼻蝶窦手术治疗鞍区 Rath

ke 囊肿的围手术期护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85 例经鼻蝶窦手术治疗鞍区

Rathke 囊肿的临床护理资料。 

结果 所有患者术前给以心理及口鼻腔护理，

监测视力视野和垂体功能，术后加强病情观

察，注意视觉症状、鼻腔渗出物、垂体功能

低下的护理，及时发现新发症状并给以护

理，做好出院指导。出院后平均随访 34 个

月，头痛、视觉症状、月经紊乱、垂功紊乱

的缓解率分别为 100%、93.6%、77.8%和 86.

2%，术后尿崩发生率为 12.9%，复发率为

0，临床护理效果好于先前文献报道。 

结论 给以经鼻蝶窦手术治疗鞍区 Rathke 囊

肿患者实施合理、精心围手术期护理，可以

明显改善预后。 

 
 
PO-2625 

32 例顽固性癫痫患者行迷走神经刺激术的围

手术期护理 

 
富晶 

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难治性癫痫患者行迷走神经刺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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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手术期的护理策略，总结护理经验，指导

患者居家护理方法。 

方法  总结我科 2014 年 8 月-2015 年 1 月共 3

2 例行国产迷走神经刺激术的顽固性癫痫患

者，着重从健康教育、抗癫痫药物的效果观

察、并发症的预防及心理护理等几个方面积

极采取有效护理措施，在患者围手术七期间

有全面全程的健康指导，并进行术后随访。 

结果  手术前通过丰富的宣教内容使患者家属

了解手术带给患者的好处，消除患者的恐惧

心理，建立自信心，能够更好的配合手术及

治疗。术后并发症的观察及抗癫痫药物的使

用作为重点关注点，保障患者术后安全和舒

适，有效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结论  精细化的专业护理措施及康复指导可以

提高迷走神经刺激术的疗效，协助患者改善

生活质量。 

 
 
PO-2626 

肠内营养护理小组在临床营养支持工作中的

作用与效果探讨 

 
陈莉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肠内营养护理小组在神经外科临床

营养支持工作中的作用与效果。 

方法 我科于 2015 年 4 月成立肠内营养护理

小组，依据临床营养护理指南，为临床医生

提供肠内营养依据及前沿的营养知识，推广

规范的肠内营养护理操作、先进的技术、加

强骨干培训.注重终末质量向环节质量控制的

转变，做到全程质量管理 

结果 全科医护人员肠内营养知识掌握从 34.

4%提高至 80.3%；2015 年 7 月-9 月肠内营

养护理缺陷次数比 2015 年 4 月-6 月减少了 6

7.4%。过程观察与处置及时率从 83%提高至

95%。 

结论 肠内营养护理小组在神经外科营养支持

临床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小组

的不断成长，科室的肠内营养治疗更加规

范，成效显著，也提高了护士主动发现问题

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PO-2627 

品管圈在神经外科护理提高床头信息完整率

中的应用效果 

 

陈莉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品管圈在神经外科护理提高床头信息完

整率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我科于 2014.4—2014.7 将品管圈应用

到提高床头信息完整率工作中，主题选定后

利用甘特图制定计划表，调查采集数据，进

行现况调查后利用柏拉图分析床头信息不完

整的 80%项目，利用鱼骨图找出真因，利用

PDCA 进行对策拟定；再次收集数据，循环

进行，进行两次，最后进行标准化。 

结果  (1)床头信息完整率从 43.24%提高到 92.

6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目标

达成率 130.21%，进步率 114.34%。(3)雷达

图显示：圈员成长从 17 分提高至 25 分。 

结论  品管圈在神经外科护理提高床头信息完

整率中的应用效果良好,不仅目标达成、进步

大，而且加强了圈员的集体凝聚力，方法实

用易行，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2628 

注气法在床边主动放置鼻肠管在神经外科重

症患者中的应用 

 
石洁 华美芳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评价注气法在床边主动盲插鼻肠管在神

经外科危重症患者中的成功率和安全性。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1 日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外科重病室不

能经口进食的昏迷患者，按本科执行的注气

法床边主动盲插鼻肠管操作规范，行床边放

置复尔凯螺旋形鼻肠管，记录操作时间、鼻

肠管末端位置及相关并发症等，并对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具体方法：禁食 8h，插管前

30min 肌注胃复安 10mg，先经鼻置管至胃，

确定在胃内后，患者取右侧半卧位，注气 10

ml/kg，总量不超过 500ml。继续置管至 75c

m，此时大多数管端已到达幽门口，然后继续

边旋转边继续送管至 100cm，即可回抽消化

液测 PH 值判断位置，然后撤出导丝进行固定

并行腹部平片最终确定鼻肠管末端位置。 

结果 共有 38 例不能口进食的昏迷患者，床边

放置鼻肠管 42 例次，鼻肠管头端跨幽门成功

率为 88.10%（37/42），其中一人因床边主

动盲插失败改为传统被动法置管成功。平均

操作时间为（30.50+/-3.48）min，无严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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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发生 

结论 注气法床边盲插鼻肠管能显著提高幽门

后置管成功率。且操作简便、安全、费用

低，成功率高，对于不能进口进食的昏迷患

者，是建立肠内营养通道实现早期恢复肠内

营养的良好选择。 

 
 
PO-2629 

银杏叶片与鱼石脂软膏混合外敷治疗甘露醇

外渗 

 
豆兴芳 黄艳萍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甘露醇是神经外科治疗高颅压症、脑水肿、

脑外伤的常用药物，因甘露醇的高渗性，患

者的不配合，导致少数病人甘露醇外渗及静

脉炎的发生，从 2010 年到 2013 年，我们采

用银杏叶片与鱼石脂软膏混合外敷治疗甘露

醇外渗引发的局部疼痛、红肿 106 例，疗效

特佳，进行治疗总结。 

 
 
PO-2630 

以目标管理理论为导向的综合护理干预措施

在气管切开患者的气道管理中的应用 

 
许爱琴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750001 

 

目的 气管切开患者术后并发症较多，特别是

肺部疾病是导致死亡率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因此，此研究重点探讨以目标管理理论为导

向的综合护理干预在我科气管切开患者气道

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30 例气管切开患者为对照组，采用常

规的气道护理方法护理；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30 例为实验组，应用目

标管理理论为导向的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建

立气道管理小组，实行护士长—护理组长—

责任护士三级护理制度, 小组成员参与分析气

管切开患者所出现的问题，应用多种不同方

法对气管切开患者进行气道管理，确保患者

气管切开期间无护理并发症发生,提高患者护

理质量。（2）、根据给患者制定的护理目标,

收集国内外气管切开护理的成功经验,并结合

本科室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护理方案。

（3）、对临床护理路径的管理流程分别按目

标管理的４个步骤设计和实施，包括目标体

系的制定、责任的分工、目标的实施及目标

结果的考核评价，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进行

评价，评价气管切开患者的气道温、湿度情

况、患者血气分析指标情况、气道粘膜损

伤、肺部感染发生情况以及气管切开患者的

带气管套管时间，以达到预期目标。符合纳

入和排除标准的患者于气管切开 7d 后进入本

研究。两组病人年龄、病程、病种、病情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结果 实验组患者气管切开处温度和湿度均高

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气道黏膜损伤发生

率、肺部感染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治疗后

实验组 PaCO2 、PaO2 、SaO2 较对照组显

著改善，实验组患者气管套管带管时间明显

低于对照组, (P <0.05)。 

结论 以目标管理理论为导向的综合护理干预

在气管切开患者气道管理中的应用，使患者

气管切开处保持合适的温度和湿度，降低患

者气道黏膜损伤发生率、肺部感染发生率，

显著改善，PaCO2 、PaO2 、SaO2，患者

气管套管带管时间明显缩短 (P <0.05)，效果

满意。  

 
 
PO-2631 

针眼静脉贴膜对预防压疮的临床效果评价 

 
李小珍 黄燕萍 

兰州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730050 

 

目的 评价针眼静脉贴膜对压疮好发部位压疮

预防的临床效果，为患者提供经济、安全、

简单、持续有效的防范方法。 

方法 选取神经外科意识障碍 GCS 评分≤8 分

和或高颈段脊髓疾患以下压疮风险评估评分

（Braden）≤11 分的 115 例住院患者，遵循

随机的原则，分常规组与观察组。常规组按

压疮预防护理常规予以护理，观察组在常规

预防护理的基础上，将针眼静脉贴膜粘贴在

压疮好发的负重、骨隆凸出的承重部位以及

已有可疑深度和/或Ⅰ期压疮的部位，由专职

护士定时观察患者压疮发生情况。 

结果  观察组在可疑深度与Ⅰ期压疮的发生

上，低于常规组，两组间有显著性的差异（P

＜0.05）；且在持续时间为 30min、60min、

90min 半坐卧位（＞50°）期间，两组压疮的

发生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0.01）。 

结论 针眼静脉贴膜在压疮的预防上，能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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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的摩擦力，增强皮肤的厚期、弹性与韧

性，有效的降低压疮发生的风险，延长患者

半坐卧位的时间，有利于患者的功能训练和

预防下呼吸道感染的发生。此操作方法简

单、经济，可纳入压疮预防的规范。 

 
 
PO-2632 

唤醒麻醉下语言功能区肿瘤切除术的围手术

期护理 

 
潘胜娜 魏文桂 张慧捷 王冬芮 张艳景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临床上很多肿瘤病灶位于语言功能区及

其周围，术中如果损伤语言功能区，将会导

致患者语言功能障碍，而全麻唤醒下手术，

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语言等神经功能。临床

上术前综合评估定位肿瘤以及肿瘤和语言功

能区的关系；术中通过麻醉唤醒，在保护好

语言功能区的前提下尽量切除肿瘤；术后积

极帮助患者恢复语言功能是手术成功的关

键。而护理人员在围手术期对患者进行心理

护理、语言功能评估、协助医生做好语言配

合训练和康复，也对保证治疗效果起到了重

要作用。本文旨在总结涉及语言功能区肿瘤

全麻唤醒手术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要点。  

方法  2011 年 5 月至 2014 年 5 月我科对于 1

8 例涉及语言功能区肿瘤术前采用影像学、电

生理等综合性的检查手段，进行精确定位。

术中在全麻唤醒下行皮层电刺激（Cortical  el

ectrical stimulation，CES）定位语言功能

区，在保护好语言功能区的前提下行显微外

科手术切除肿瘤，术后效果满意。围手术期

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病情评估、心理护理、

知识宣教、以及语言功能水平的正确计量，

协助医生做好术中指令性语言的配合训练；

术中做好唤醒麻醉下指令性语言对话配合；

术后加强生命体征监测、语言功能的观察与

计量、语言恢复训练；做好出院宣教，指导 

正确的语言功能的康复锻炼。  

结果  18 例患者术后病理类型为神经上皮肿瘤

（ = 2,3 \* ROMAN  = 2 \* ROMAN II～ = 3 \*

 ROMAN III 级），显微镜下全切除 13 例，

次全切除 5 例。术后 8 例患者第 2 天起出现

程度不同的语言障碍，其中 6 例在术后 1 周

左右开始恢复，2 周内恢复至术前，1 例遗留

部分运动性失语。  

结论   通过完整的术前、术中肿瘤定位和评估 

系统，确定肿瘤和语言功能区的关系，术中

在全麻唤醒下行皮层电刺激定位语言功能

区，在保护好语言功能区的前提下行显微外

科手术切除肿瘤，是治疗手术成功的保证。

而作为护理人员积极进行病情观察、心理护

理、协助医生做好语言的配合训练与评估，

正确指导语言功能的康复锻炼，对提高手术

疗效，使患者早日康复具有重要意义。  

 
 
PO-2633 

外科治疗难治性癫痫的围手术期护理 

 
潘胜娜 魏文桂 郭连梅 张慧捷 王冬芮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癫痫是一组常见的临床综合征，以脑部

神经元过度放电所致的突然反复和短暂的中

枢神经系统功能失常为特征。难治性癫痫是

指临床过程迁延、频繁的癫痫发作至少每个

月 4 次以上，应用一线抗癫痫药物正规治

疗，至少观察 2 年以上仍不能控制发作的类

型，常常需要手术治疗。术前利用综合性的

检查手段确定致痫灶，并通过显微外科手术

予以切除是有效的治疗方法。我们旨在总结

利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难治性癫痫患者的围

手术期护理要点。 

方法  2011 年 3 月至 2014 年 5 月我科采用全

数字化的长程视频脑电图监测系统、脑磁图

等综合性的检查手段，对难治性癫痫患者的

致痫灶精确定位后行显微外科手术切除，治

疗患者 85 例，术后效果满意。在围手术期，

对于 85 例难治性癫痫患者，护理人员术前做

好病情评估、心理护理、知识宣教，加强安

全管理，配合医生做好视频脑电图监测定位

等检查；术后加强生命体征监测、癫痫发作

的观察与护理、安全护理、抗癫痫药物的应

用护理；做好出院宣教，指导正确使用抗癫

痫药物。  

结果  本组 85 例难治性癫痫患者行显微外科 

手术治疗后，术后 2 周以内癫痫大发作 2

例，小发作 20 例，创口拆线后复查动态脑电

图癫痫波明显消失者 76 例，少量癫痫样放电

者 9 例，术后效果满意。  

结论  通过完整的术前、术中致痫灶定位和评

估系统，确定难治性癫痫手术切除范围以及

选择显微外科手术方式是治疗成功的保证。

作为护理人员术前积极进行病情评估、心理

护理，术后进行病情观察、安全护理以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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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正确指导用药，对提高手术疗效，使患者

早日康复具有重要意义。  

 
 
PO-2634 

NSICU 气管切开患者持续使用面罩型气道湿

化效果研究 

 
王毓 陈法 刘玉芳 安静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710032 

 

目的  寻找有效的湿化气道、降低感染率的方

法。  

方法  回顾分析 NSICU120 例气管切开患者的

气道湿化效果和并发症的发生率，比较传统

间断气道湿化法与持续面罩气道湿化法的效

率。  

结果  持续面罩气道湿化法和传统间断气道湿

化法良好的比率分别为 78.57%和 54.28%，

二者的差别有统计学显著意义。持续面罩气

道湿化法和传统间断气道湿化法的并发症发

病率分别为 32.84 %和 77.76%，二者的差别

有统计学显著意义。  

结论 持续面罩气道湿化法的效率高于传统间

断气道湿化法，值得推广使用。  

 
 
PO-2635 

颅脑手术术后引流管并发症的预防与护理 

 
尹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110001 

 

目的 颅脑手术后为引流出颅内残余的气体、

血液、血性脑脊液，缓解颅内压的升高，减

轻脑膜刺激症状会放置引流管。但引流管护

理的不当会造成颅内感染，颅内压过高或过

低，电解质失衡等引流管并发症。本研究从

护理角度出发，了解颅脑手术术后发生引流

管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及预防护理的管理方

法。 

方法 以随机表法随机选取我科 2015 年 3 月~

12 月的颅脑手术术后放置引流管的患者 200

例，其中男性 112 例，女性 88 例，年龄 15~

86 岁。其中硬膜外引流管 72 例、硬膜下脑

表引流管 88 例，脑内引流管 40 例，脑室内

引流管 8 例，其中使用 2 根引流管者 8 例。

真实记录每位患者经颅脑手术后所获得的一

般术后护理，着重详细记录患者引流管的一

般数据，如：引流时间、引流量、引流管引

流袋的位置、引流速度、脑脊液的性状、引

流管的通畅度等，以及患者的引流管护理，

如：按患者的体位随时调整引流高度、护理

过程中引流管感染的预防、保持引流管的通

畅等。最后对 200 例患者的术后所发生颅脑

引流管并发症及所获得的护理过程进行综合

分析、比较。 

结果 因颅内压过高出现头痛症状者 5 例，颅

内压过低出现头痛症状者 15 例，因引流过快

发生硬膜外血肿者 2 例，术后发生颅内感染

者 3 例，发生引流管堵塞者 12 例，脑室引流

患者中发现脑脊液中出现大量鲜血，提示有

脑室内出血者 2 例，术区积血需再手术者 8

例。 

结论 护理过程中给与引流管正确的引流高度

以及合适的引流量（不超过 500ml）可以防

止颅内压的过高或过低，预防因此而发生头

痛症状。适当的限制头部活动，翻身及操作

时避免牵拉引流管可以较好的预防引流管脱

落的发生。严格遵守无菌操作规范，对暴露

在外的接头和导管、脱落的接头等进行及时

全面的消毒并用干燥无菌纱布覆盖以及预防

性的应用抗生素可以有效地预防颅内感染。

引流的速度不宜过快，以防止硬膜外血肿的

发生。颅脑手术后引流管的得当的护理保证

了引流管发挥其必要的作用，且是对手术效

果及患者术后治疗的一项重要保障。 

 
 
PO-2636 

神经外科患者的管道护理 

 
王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各种管道的护理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总结我科从 2012 年 10 月到

2015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 200 例神经外科病

人中需要留置血肿腔引流管、脑室引流管、

经口气管插管、气管套管、吸氧管、鼻饲

管、尿管的观察和护理。 

结果 本组 200 例患者手术术后效果满意，恢

复良好，无严重护理并发症。 

结论 加强患者的各种管道护理，是挽救患者

生命，提高生存质量的有效治疗手段，术者

精湛的医术是手术成功的保证，而术后注重

各种管道护理则是确保患者手术成功，术后

顺利康复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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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37 

心理护理干预对脑胶质瘤围术期患者的不良

情绪的影响 

 
苏玲 郭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干预对脑胶质瘤围术期患

者的不良情绪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

的进行手术治疗的脑胶质瘤患者 90 例，随机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5 例。对照组

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进

行心理护理干预。对两组患者干预后的 Zung

氏抑郁自评量表（SAS）和焦虑自评量表（S

DS）评分进行比较，采用护理满意度量表比

较２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 SAS 和 SDS 评分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95.5％）明

显高于对照组（81.8％）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对脑胶质瘤围术期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干

预，可明显缓解不良情绪，提高护理满意

度，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PO-2638 

颅内动脉瘤的术后监护体会 

 
黄文丽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颅内动脉瘤是一种常见而且危害极大的脑血

管性疾病，具有起病急、病情重、变化快的

发病特点，是神经外科高危疾病之一。颅内

动脉瘤的治疗主要以开颅手术夹闭和血管内

栓塞治疗为主要治疗方法，目前开颅手术夹

闭动脉瘤仍是最为彻底的外科治疗方法。而

术后的监护对颅内动脉瘤患者的康复具有非 

常积极的作用。  

资料与方法  我科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12

月经开颅手术夹闭动脉瘤的患者，共 81 例，

其中男性 33 例，女性 48 例，年龄 32～82

岁，全部经 CTA 或 DSA 确诊，共检出动脉

瘤 90 枚，多发动脉瘤 8 例，包括大脑前动脉

瘤，大脑后动脉瘤，大脑中动脉瘤，前交通

动脉瘤，后交通动脉瘤，颈内动脉海绵窦段

动脉瘤，颈内动脉眼段动脉瘤，脉络膜前动

脉瘤。合并有高血压 35 例，急诊手术 8 例。

所有病例均在全麻、神经电生理和经颅多普

勒超声监测下手术，术后留置颅内压监测传

感器行持续颅内压监测。预后：死亡 1 例，

病情危重自动出院 2 例，遗留肢体功能障碍 6

例，其他病例痊愈出院。护理方法：本组病

例除按颅内血管性疾病的护理常规外，强调

颅内压监测、严格控制血压、监测中心静脉

压、准确记录 24 小时出入量。  

结果  在颅内动脉瘤手术夹闭后，除常规护理

外，增加前面所列的术后监护措施，能够及

时发现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从而减少致残

和致死率，提高生存质量。  

 
 
PO-2639 

神经外科患者气管插管意外拔管的原因分析

与对策 

 
邱燕华 陈超丽 郑青云 陈冰心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针对意外拔管的原因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制定护理措施,减少意外拔管给患者带来的伤

害。 

方法 回顾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

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留置气管插

管患者 73 例(经口气管插管 53 例，经鼻气管

插管 20 例)和出现意外拔管(均为经口插管）

的 3 例进行分析。 

结果 在留置气管插管的期间,患者均有明显的

不适感,如未进行气道的有效管理;管道的妥善

固定;患者心理的辅导;操作中的非正常化及有

效的镇静处理;安全约束等就会造成管道的意

外脱出。 

结论 患者在气管插管期间,减少因各种原因导

致气管插管意外拔除的关键在于必须加强知

识，保证呼吸道通畅， 做好气道管理，确保

管道安全，防止病人意外拔管 

 
 
PO-2640 

颅内压监测常见护理问题分析与对策 

 
庄冰 林碧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通过对临床 1270 例患者术后进行持续颅内压

监测的护理观察，总结常见临床护理问题，

从监测传感器探头、监护仪的使用、护患问

题三大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有效的护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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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提高临床判断与护理能力，从而更好地

动态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 

 
 
PO-2641 

品管圈活动在降低神经外科重症鼻饲患者误

吸发生率中的应用 

 
范明明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通过开展品管圈活动，降低 ICU 鼻饲患

者误吸发生率，改善操作流程，提高护理质

量。 

方法 成立品管圈小组，对 ICU 鼻饲患者误吸

的原因进行要因分析，提出目标，制定改进

措施，开展活动。 

结果 ICU 鼻饲患者误吸发生率由活动前的 1

2%降至活动后的 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护理质量得到持续改进。 

结论 品管圈活动可有效降低 ICU 鼻饲患者误

吸发生率，改善了操作流程，提高护理质

量，提升护理满意度。 

 
 
PO-2642 

微量泵携带药物在 ICU 患者人工气道湿化中

的应用研究 

 
范明明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使用微量泵进行人工气道湿化，因

应用湿化液的不同，其疗效存在的差异研

究。 

方法  将 2016 年 1-5 月神经外科 ICU 收治的

60 名气管切开或插管的重症患者，随机分成

两组；即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30 例。其中

男患 38 例、女患 22 例，年龄在 34～82 岁，

平均（56.23±3.47）岁。两组患者开始即应

用不同湿化液进行气道湿化，并同时进行痰

培养连续监测三天，之后根据化验回报实验

组改为应用生理盐水 50ml 加痰培养敏感的药

物继续进行气道湿化治疗，对照组不变。采

用 χ2 检验及 t 检验，对 2 种气道湿化方法的

临床效果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实验组肺部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就气道粘膜干燥程度没有明显差别，但

吸痰次数实验组明显少于对照组，原因为痰 

液量减少（P <0.05）。 

结论  采用生理盐水加敏感药物，用微量泵

2～6ml/h 持续泵入气道内湿化，可降低肺内

感染发生，同时减少吸痰次数，减轻对气道

的刺激，避免了人为造成的气道损伤。 

   
 
PO-2643 

应用护患沟通技巧对提高脑血管造影术患者

满意度的效果研究 

 
余玲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总结对 65 例脑血管造影术患者应用护

患沟通技巧进行围术期护理的体会，比较应

用护患沟通技巧前后脑血管造影患者围术期

护理的满意度。 

方法  通过培训护理人员护患沟通技巧后，对

2015 年 8 月～2016 年 3 月在我院神经外科

开展经股动脉注药脑血管造影术的 65 例患者

应用护患沟通技巧实施围术期护理后，进行

出院病人满意度调查。比较应用护患沟通技

巧前同类患者的出院满意度。 

结果  应用护患沟通技巧前，脑血管造影术患

者对医护人员及诊疗经过满意度为 92.2%，

实施护患沟通技巧进行围术期护理后，满意

度提高至 100%。 

结论  正确的护患沟通能满足患者的心理需

要，有效地缓解患者的紧张，使其以良好的

心态配合护理和治疗，促进早日康复。掌握

护患沟通技巧利于良好护患关系的建立，即

可提高护士的工作热情，也能提高护士的职

业荣誉感，使护患双赢。 

 
 
PO-2644 

联合应用胃内动力药结合侧卧位胃内注气法

在盲插鼻肠管的应用 

 
林瑞端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联合应用胃肠动力药结合侧卧位胃

内注气法在盲插鼻肠管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2016 年 3 月厦门某

三甲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60 例需要肠内营养

的重症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每组 30 例，对

照组行传统床旁直接鼻肠管置入法，观察组

行联合应用胃肠动力药结合侧卧位胃内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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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盲插鼻肠管，两组均在腹部平片检查下确

认置管是否成功，观察两组置管成功率。 

结果  观察组置管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93.

3%vs53.3%），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联合应用胃肠动力药结合侧卧位胃内注

气法盲插鼻肠管在重症患者中的应用价值较

高，置管效果优于传统床旁直接鼻肠管置入

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PO-2645 

皮肤保护膜联合造口粉治疗神经

外科失禁性皮炎的疗效观察 
 
林瑞端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针对皮肤保护膜联合造口粉治疗神经外

科失禁性皮炎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观察与分

析，为临床治疗失禁性皮炎提供一定的参

考。 

方法  选取厦门某三甲医院神经外科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失禁性皮炎的患者 90

例，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4

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氧化锌软膏进行治

疗，观察组采用 3M 皮肤保护膜联合造口粉进

行治疗。对比两组的临床治疗效果与皮炎的

愈合时间。 

结果  经过一定时期的治疗后，观察组治愈 3

4 例，有效 8 例，无效 3 例；对照组治愈 26

例，有效 9 例，无效 10 例，两组患者对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皮肤保护膜联合造口粉能够有效的治疗

失禁性皮炎，促进伤口愈合，有效的缓解患

者的痛苦。此外还能够有效的减少护理人员 

的工作量，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PO-2646 

储液囊安置脑室外引流的有效护理方法 

 
陈群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获得性脑积水指有明确病因产生的脑积水，

常见有以下几种：脑室出血后脑积水；外伤

性脑积水；感染性脑积水；与肿瘤有关的脑

积水等。可并发急性颅内压增高危象, ,对病人

的预后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导致患者死亡。 

目的  探讨储液囊安置脑室外引流治疗获得性

脑积水的有效护理方法,以提高护理质量。 

方法  26 例获得性脑积水患者均行储液囊安置

脑室外引流术。术前采用心理护理,术后严密

观察神志、瞳孔、引流量、颜色、性质等变

化,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加强相关知识健康教

育，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意外拔管、引流管堵

塞、脱落、感染的发生。 

结果  26 例患者术后均恢复良好,症状均有不

同程度的缓解。为进行进一步治疗提供良好

的条件。 

结论  储液囊安置脑室外引流术是治疗获得性

脑积水的有效方法。做好围手术期护理,注重

护理要点, 通过耐心细致的正确护理,可提高储

液囊安置脑室外引流术治疗获得性脑积水患

者的成功率。感染发生率低,疗效满意。 

 
 
PO-2647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袖带正反放置测量肱动脉

血压的差异性研究 

 
徐灿 胡燕妮 程呈 曹宇辉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通过对神经外科重症患者同一肢体肱动

脉血压在五分钟内分别采用袖带正向、反向

放置包绕上臂的方式进行测量，探讨袖带

正、反放置对肱动脉血压值的影响，以指导

临床护理。 

方法  对 213 名观察对象共实施 1022 次随机

的同一肢体自身对照，先以常规的袖带正向

放置测量的方式即袖带充气管在肘端进行测

量，间隔两分钟后将袖带反向即袖带充气管

在肩端进行测量，两次测量的袖带包绕上臂

的位置及松紧度等其它测量方式完全一致，

袖带下沿据肘上两横指，松紧度可伸入两横

指。避免在两次测量之间更换药物或进行其

它操作。 

结果  袖带正向放置包绕上臂和袖带反向放置

包绕上臂两次血压测量，经统计学处理，两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袖带正、反向放置包绕上臂对测量肱动

脉血压值无影响，神经外科重症患者在监护

过程中往往需要持续监测血压，袖带充气管

反向放置于肩部可避免患者手肘部活动时的

碰触和异物感，且在测量过程中能有效避免

因患者不自主的活动使充气管折叠而影响测

量。因此，袖带充气管反向放置可作为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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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监测血压患者袖带包绕上臂方法的首

选。 

 
 
PO-2648 

可控式牙刷在神经外科危重患者口腔护理的

应用 

 
林瑞端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改良可控式冲吸牙刷在神经外科危

重患者口腔护理中的应用与效果。 

方法  将神经外科危重患者 160 例患者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80 例,观察组采用可控式

冲吸牙刷同时进行冲洗、吸引、刷洗行口腔

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棉球蘸生理盐水擦洗

行口腔护理,比效两种口腔护理效果。 

结果  对照组口腔异味、口腔溃疡发生率、口

腔分泌物培养阳性率分别为 15、24、19 例,

而观察组仅有 3、5、7 例;观察组备物及实际

操作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 0.05)。 

结论  神经外科危重患者使用可控式冲吸牙刷

能彻底清洁口腔,避免误咽误吸,减少口腔并发

症和肺部感染的发生,且操作方便、省时,提高

了工作效率。 

 
 
PO-2649 

品管圈活动提高神经外科病区护士查对手腕

带执行率的效果 

 
张平 何卫娥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开展品管圈活动提高神经外科病区 

护士查对手腕带执行率的效果。 

方法  成立 Safe 圈，确定“提高护士查对手腕

带执行率”为活动主题，进行现状调查，明确

影响手腕带执行率低的主要因素是：护士对

腕带重要性认识不足；不熟悉腕带管理制

度；腕带自身因素以及患者私自取下腕带

等，针对以上原因采取一系列相关对策，包

括学习腕带管理制度；圈长示范书写与佩

戴；规范定期检查；特殊患者选取特制手腕

带；加强对患者宣教等。 

结果  开展品管圈活动后，病房护士查对手腕

带执行率由活动前的 65.0%提升到 89.54%。 

结论  品管圈活动的开展不仅能使得护士准确 

识别患者身份，保证医疗护理安全，而且也

提高护士参与团队合作的积极性，提升护士

的工作责任心、团队精神、创新精神等。 

 
 
PO-2650 

预防神经外科患者吸入性肺炎护

理管理流程的应用 
 
陈珊 陈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建立一套规范实用的预防神经外科患者

吸入性肺炎护理管理流程,降低吸入性肺炎发

生率。 

方法  将 2015 年 1~12 月神经外科患者 315

例作为干预组,使用神经外科预防误吸高危因

素评估表对患者吸入性肺炎危险因素进行预

见性及动态评估,制定并落实护理综合管理方

案,通过防误吸护理评价单对护理质量进行监

控。将 2014 年 1~12 月 274 例神经外科患者

作为对照组,使用传统护理方法。比较两组吸

入性肺炎发生率及患者满意度。 

结果  干预组吸入性肺炎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

组,患者及家属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0.

01)。 

结论  实施预防吸入性肺炎护理管理流程,针对

神经外科患者误吸危险因素实施护理,确保每

项护理措施安全有效落实,可有效减少患者吸

入性肺炎的发生。 

 
 
PO-2651 

1M3S 管理体系对神经外科住院病人满意度

的研究 

 
张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 1M3S 管理体系对提高神经外科住

院病人满意度的作用。 

方法  创建并运行 1M3S 管理体系，即：护理

管理（Nursing Management）,护理技术（N

ursing Skills），护理服务（Nursing Servic

e），护理安全（Nursing Safety），对比运

行前及运行 3 个月后神经外科病人满意度情

况。 

结果  运行 1M3S 管理体系前出院病人满意度

总分为（85.89±8.38）分，运行 3 个月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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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3±7.48）分，运行前后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运行该管理体系后病

人对开展优质护理示范工程活动的知晓率、

各项护理服务质量和态度的满意度得分均明

显高于运行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

5）。 

结论  1M3S 管理体系应用于神经外科的护理

工作中，有助于提高住院病人的满意度。 

 
 
PO-2652 

最小意识状态患者促醒综合治疗围术期集束

化护理效果的研究 

 
程呈 徐灿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最小意识状态患者促醒综合治疗围

术期集束化护理措施应用的临床效果。 

方法  对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31 例最小意识

状态患者，在采用药物促醒、SCS 治疗的同

时，进行语言、声乐、光照、中频脉冲电刺

激及肢体功能锻炼、推拿、高压氧等集束化

的护理措施，按最小意识状态评分标准进行

疗效评定。观察患者神经反应性，护理并发

症发生的情况。 

结果  通过对 31 例最小意识状态患者促醒综

合治疗围术期实施上述集束化护理措施，以

每 10 天为一周期采用自制量表及脑电生理反

应进行综合评估，患者的意识状况均不同程

度地稳步改善，且集束化护理措施的应用降

低了长期卧床患者压疮、肺部感染、肢体挛

缩等并发症的发生。 

结论  集束化护理措施的应用对最小意识状态

患者促醒综合治疗效果有积极意义，加快了

促醒进程，减少了长期卧床患者并发症的发

生。 

 
 
PO-2653 

一件式造口袋用于神经外科大便失禁患者肛

周皮肤护理的效果观察 

 
胡燕妮 徐灿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一件式造口袋用于神经外科大便失

禁患者肛周皮肤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我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

间大便失禁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各 35 例，试验组使用一件式造口袋进行肛周

皮肤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比较两组

患者的护理时间、肛周皮肤损伤程度、失禁

性皮炎发生率。 

结果  治疗组的护理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 P 

＜ 0.05) ，护理后肛周皮肤损伤程度明显减轻

( P ＜ 0.05) ，失禁性皮炎发生率明显降低( P

 ＜ 0.05)。 

结论  一件式造口袋护理可明显提高神经外科

大便失禁患者的护理效果和护理效率。 

 
 
PO-2654 

住院指导在神经外科优质护理病房中的应用 

 
李明娟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析深入优质护理服务对提高患者满意

度的影响。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比较实施优质护理服务

示范工程前后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和医生对

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结果  实施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后护士的护

理水平提高，与实施前比较患者满意度从 9

3%提高到 99%，医生满意度从 94%提高到 1

00%。 

结论  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的实施符合卫生

部加强医院临床护理的要求，提高了护理质

量，可持续发展，值得推广。 

 
 
PO-2655 

医护一体化管理模式在神经外科择期手术患

者护理中的应用初探 

 
赖海燕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 530021 

 

目的  探讨医护一体化管理模式在神经外科择

期手术病人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术后复苏期的

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将 2014 年 1~12 月至 2015

年 1~12 月收治的 937 例神经外科择期手术的

患者，随机分成对 477 例和观察组 460 例，2

组均以整体护理为基础，对照组采用传统的

护理方法，观察组采用“医护一体化”管理模式

进行护理。比较两组之间的治疗效果及医患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在减少术后并发症、缩短平均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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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日，提高医患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以及护

士对患者病情掌握程度均优于对照组观察

组。 

结论  “医护一体化”模式下有效的护理干预措

施有明显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缩短住院日

期，促进医护合作，提高了医疗护理质量等

方面的优点。医护一体化管理模式在神经外

科择期手术病人的护理中应用效果显著，为

医护一体化管理模式推广使用提供了依据。 

 
 
PO-2656 

雾化吸入的时间间隔在预防神经外科长期卧

床患者发生肺炎的效果研究 

 
陈增华 

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7 

 

目的  探讨雾化吸入时间间隔对于预防神经外

科长期卧床病人发生肺炎的效果，从而提供

最佳的雾化吸入次数。 

方法  选取某三甲医院神经外科 2015 年 3 月

至 2016 年 1 月长期卧床（未有肺炎诊断，治

疗措施相近）的患者 213 例，按照方便抽样

的方法分成三组各 71 人，分别 q6h，q8h，q

12h 给予雾化吸入，比较 2 个月后各组发生

肺炎的情况。 

结果  q6h 组 1 人发生肺炎，q8h 组 2 人发生

肺炎，q12 组 7 人发生肺炎 ，q6h 与 q8h 组

无明显差异，但与 q12h 组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  神经外科长期卧床患者最佳雾化吸入时

间间隔是 q8h，可有效节约成本，同时又能 

有效控制肺炎发生。 

 
 
PO-2657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精神障碍高风险因素及护

理干预的临床分析 

 
孙士梅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精神障碍高风险

因素与护理干预措施对其影响效果； 

方法  采用简明精神状态检查(MMSE)与谵妄

评估量表（DRS-R-98）对神经外科重症患者

120 例意识、行为、情感异常患者进行评估，

探讨各种因素及护理干预措施对神经外科患

者精神障碍的影响。 

结果  各种高危因素对神经外科患者精神障碍 

有不同程度影响，有效护理干预能明显减少

神经外科患者精神障碍的发病率。 

结论  建议重视神经外科患者心理精神护理与

人文关怀，针对高风险患者，及早提供不同

护理干预措施。 

 
 
PO-2658 

护患沟通在神经外科护理中的应用 

 
刘承珠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总结运用良好的护患沟通技巧护理神经

外科病人的效果。 

方法  采用良好的沟通技巧对患者及家属施行

有效沟通，方法是在与患者及家属进行语言

沟通前，首先认真评估患者及家属的心理状

态，及时了解患者及家属的心理需求。根据

患者及家属的不同需求进行有效地沟通。评

估患者及家属的文化水平，根据他们的文化

层次进行有效的沟通，例如，对于高学历的

人士可以用简单的医学术语进行讲解，对于

低学历的患者可以用简单明了的物品作比

喻。尽量使患者明白疾病的原因及治疗方

法。在与患者沟通交流中明确沟通目标，在

护患双方建立信任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应用语

言文字、音调、语调、身体语言等沟通元

素，注意把握对方的回应，学会倾听对方的

讲话和融人对方的情感等与患者建立起良好

的护患关系。给予心理护理，增强病人对战

胜疾病的信心。提高人文关怀。 

结果  患者遵医行为明显提高，患者及家属对

护理工作满意度由 85％上升到 100％，疾病

恢复状况也较前好。 

结论  良好的护患沟通能提高患者的遵医行

为，能提高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

度，缓解了护患关系紧张的状况，提高了患

者及家属对护理人员的信任度以及对工作的

理解，甚至包容。也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恢

复。应该在护理工作中给予大力支持。 

 
 
PO-2659 

品管圈降低输液期间呼叫频次的效果观察 

 
孙秀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5 

 

目的  探讨通过品管圈活动降低输液期间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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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呼叫频率的效果。 

方法  成立品管圈确定降低输液期间呼叫器呼

叫频次的活动主题，经过信息采集进行现状

把握，找出输液期间呼叫器频发的原因，采

取有效的措施进行 3 个半月质量持续改进。 

结果  实施品管圈活动前后比较，活动前每日

呼叫次数 341.40±12.90 次，活动后 202.77±

8.45 次，输液高峰期活动前 119.33±10.16

次，活动后 75.73±5.37 次，通过品管圈活动

均有显著下降。 

结论  品管圈活动有效的降低呼叫器呼叫次

数，提高患者就医环境质量，也保证护士的

工作环境质量。 

 
 
PO-2660 

NICU 护士分层分组管理对提高护理质量的实

践 

 
王璐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 NICU 实施护士分层分组管理对提

高临床护理质量的效果。 

方法  NICU 根据专业学科护理工作需要及神

经外科专科护士的能力，把护士按照工龄、

学历、职称及个人工作能力分为 3 个层级:责

任组长、责任护士和辅助护士, 分为 4 个小

组，界定各级护士工作职责，按科室床位合

理划分区域，由责任组长负责管理，通过科

室质控小组定期反馈比较实施护士分层分组

管理前后的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 

结果  实施护士分层分组管理后,护理质量综合

指标达标率、手卫生合格率、考核合格率及

患者满意度，医护协作满意度较前明显提

高。 

结论  通过科学合理使用护士人力和合理配比,

实施护士分层分组管理有利于提高护理质量

和患者满意度,增强护士的工作责任心和主动

性, 优化了护理管理效果，提高了护理服务质

量。 

 
 
PO-2661 

神经外科术后深静脉血栓 30 例护理分析 

 
刘杨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手术后静脉血栓栓塞症形 

成的危险因素及护理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 例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DVT）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患者高龄、并存疾病、手术及应用脱水

药物等是 DVT 的发病原因。 

结论  对于神经外科手术后并存深静脉血栓形

成危险因素患者应提高警惕，一旦确诊，尽

早实施抗凝、促溶药物加手术的综合治疗，

并进行系统的护理，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PO-2662 

高颈段脊髓肿瘤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策略探

讨 

 
李珊珊 黄燕萍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高颈段脊髓肿瘤患者围手术期的护

理方案。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 2009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 45 例高颈段脊髓肿瘤患者的手术

治疗和护理过程，对关键性的护理措施进行

总结。 

结果  本组患者均痊愈出院，随访 6 月-5 年，

患者症状及神经功能均有明显改善，未出现

颈椎不稳等异常表现，有 3 例死亡。结论  对

高颈段脊髓肿瘤患者做好围手术期护理，能

提高手术成功率，有效降低并发症，促进患

者康复，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PO-2663 

急性脑梗死尿激酶静脉溶栓治疗疗效观察 

 
庄喆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急性脑梗死中医俗称中风、卒中，在世

界范围内脑梗死约占全部脑卒中的 80%，致

死率为世界第二。是长期致残的首位病因，

其主要原因是脑部出现突然的供血异常或障

碍导致大脑功能受损，可造成永久性神经损

伤甚至死亡。部分的脑梗死是由于急性血栓

形成或其它部位的血栓转移，导致局部脑血

管闭塞造成的。脑梗死溶栓治疗就是为早期

再通闭塞动脉，恢复血供，尽量挽救神经功

能。随着研究和发展，溶栓治疗已经成为降

低梗死面积和致残率的最有效方法，静脉溶

栓治疗可缩小梗死面积，改善预后，特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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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度神经障碍的病人疗效尤为显著。缺

血脑组织的病理损伤呈渐进性发展 , 因此溶栓

时机有时间限度，即时间窗。，缺血半暗带

和中心坏死区是一个动态的病理生理转化过

程，如果能及时恢复血供，缺血半暗区的大

部分脑细胞可以避免缺血性坏死。颈动脉脑

梗死动脉溶栓治疗的时间窗为 3-6 小时；基

底节动脉、大脑后循环的梗死和侧枝循环较

好的前循环梗死可以适当延长时间窗 。 

方法  溶栓治疗分为:静脉溶栓、动脉内溶栓、

溶栓药物。目前国内外用于脑梗死溶栓治疗

的药物: 尿激酶、链激酶 、重组组织型纤溶酶

原激活剂、重组单链型尿激酶原。 

尿激酶 UK 是目前溶栓最常用的的药物，它是

一种蛋白水解酶，呈双链型。既可裂解血栓

表面的纤维蛋白又可裂解游离于血液中的纤

维蛋白，破坏凝血系统，在临床上出血并发

症较多。我国“九五”攻关课题“急性脑梗死（6

h 以内）的静脉溶栓治疗”的第二阶段为多中

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临床研究，

评价国产尿激酶的治疗早期急性脑梗死的疗

效。66 例病人，分为 A、B、C 三组。其中 A

组为治疗组，用 UK150 万 U 溶于 100-200ml

生理盐水里静脉滴注；B 组为治疗组，用 UK

100 万 U 溶于 100-200ml 生理盐水里静脉滴

注；C 组为安慰剂生理盐水 100-200ml 静脉

滴注。 

结果  1 采用欧洲卒中量表（ESS),A、B 两组

溶栓后的 ESS 分值迅速增加，至 90d 时差异

最明显，与对照组成显著差异（P=0.02）；2

脑出血发生率，A 组 5/33，B 组 4/33，C 组

2/33.3 死亡率：A 组 2 例，B 组 3 例，C 组 2

例.4 致残率将 ESS 得分小于 50 分定为残

疾，则三个月后的致残率分别为：A 组 2

例，B 组 3 例，C 组 5 例，三组间的差异，因

此采用尿激酶作为急性脑梗死的静脉溶栓治

疗是有效的，用量以 150 万 U 优于 100 万

U。 

结论  严格掌握适应征，尿激酶溶栓治疗相对

较为安全。 

 
 
PO-2664 

胸腔闭式引流瓶标识的应用 

 
赵文芳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重型颅脑损伤的患者伴有多处骨折及挫伤， 

对于一名护士需掌握更多专科知识，胸腔骨

折及挫伤的患者多采取胸腔闭式引流治疗，

目前我院采取玻璃瓶引流装置，但引流瓶没

有明确的引流量表标识，给护理工作带来很

大困扰，也无法给予临床治疗提供准确科学

的引流计量，为了提供一个准确科学的引流

计量方法，现我科自制胸腔闭式引流量表标

识，取得了良好效果 

 
 
PO-2665 

综合管理模式在急救车管理中的应用 

 
李亚亚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保证急救车使用的安全性、有效性，提

高抢救工作效率。 

方法  针对实际规范管理，实施分层管理、效

期档案、封条管理等方法，做到定品种、定

数量、定位置、定期消毒、定人管理。 

结果  在实施综合管理模式对急救车进行管理

后的 1 年时间里，我科急救车的完好率达到

了 100%。 

结论  使急救车的使用更方便、快捷，提高了

医护人员的抢救效率和急救车的管理质量。 

 
 
PO-2666 

论文摘要 

 
王秀梅 游少玫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预见性护理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

房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收集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患者

按住院号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此基

础上实施预见性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不良

事件发生及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情况,同时比较

两组患者住院费用和住院时间. 

结果  患者发生不良事件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不良

事件各自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实施有效的预见性护理,能够降低神经外

科重症监护病房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高患者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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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67 

医护一体化对重型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早期介入治疗中的应用 

 
徐小飞 何子骏 赵晓辉 宋玉慧 罗永春 沈春森 张振海 

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探讨医护一体化模式对重型动脉瘤性蛛

网膜下腔出血介入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2 月收治

的 29 例重型蛛网膜下腔出血(SAH)介入术后

患者作为观察组，2014 年 3 月至 2014 年 8

月收治的 23 例重型动脉瘤蛛网膜下腔出血 (S

AH)介入术后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组采用术

后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对照组采用传统的

护理方法。分析两种管理方法下并发症的发

生率、患者术后 90 天改良 rankin（mRS）评

分情况及患者的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较对照

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下降，术后 90 天 mRS

评分较好患者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患者满意度提升。 

结论  实施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能够降低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协助改善重型动脉瘤

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术后患者预后，提升患者

满意度，此护理模式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和

应用。 

 
 
PO-2668 

神经外科术后患者便秘护理的分析及干预对

策 

 
李炳 

湖北省武汉市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住院患者术后便秘的护理

及干预对策。 

方法  通过分析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 月在

我科住院患者术后的便秘问题及所应用的干

预措施，归纳总结出一套相应完善有效的护

理方法，观察 2014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患

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患者投诉发生率，护理

质量的合格率[1]。已解决术后患者的实在问

题，以提高护理满意度及护理服务的水平为

出发点，观察术后患者的健康情况。 

结果  神经外科术后患者便秘的情况主要有术

后疼痛，麻醉药物的应用，饮食不合理不规

律及绝对卧床期间肠蠕动缓慢，情绪紧张。

通过采取一系列护理管理的干预对策后，患

者便秘情况能得到及时解决，使护理质量合 

格率，患者满意度有明显提高，P＜0.05。 

结论  提高护理质量管理可有效解除术后患者

便秘的不适症状，提高护理满意度，促进患

者术后的有效康复。   

 
 
PO-2669 

内镜下经鼻蝶垂体瘤切除术后并发症的观察

及护理 

 
李明娟 梁娜 曹亚妮 樊婷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后

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 

方法  总结我科 76 例经鼻蝶垂体瘤切除术后

的护理，尤其是术后常见并发症护理。 

结果  本组病例无死亡、无感染，70 例痊愈，

4 例好转。并发症：脑脊液鼻漏 1 例，尿崩症

1 例。 

结论  对经鼻蝶垂体瘤切除术后患者采取针对

性护理措施，严密观察及早发现并发症，采

取措施，对于提高手术成功率及预后十分重

要。 

 
 
PO-2670 

床边盲插鼻肠管技术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中

的应用 

 
华美芳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总结分析 30 例床边盲插鼻肠管技术在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2016 年 2 月神经外

重症昏迷、气切且需肠内营养的患者 30 例患

者，进行床边盲插鼻肠管，统计置管的成功

率、观察患者胃肠道反应及气切返流引起误

吸的情况。 

结果  床边盲插鼻肠管成功率 83.3%接近国际

90%水平，患者胃肠道反应情况得到缓解，

气切返流发生率明显下降。 

结论  床边盲插鼻肠管技术相对内镜下放置导

管降低了患者费用、置管风险低，且患者的

胃肠道反应和返流情况得到了有效缓解，提

高了患者的安全，实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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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71 

品管圈活动降低神经外科静脉输液渗漏发生

率的研究 

 
赵晓辉 徐小飞 白妙春 宋玉慧 曹樱花 

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降低神经外科病人静脉

输液渗漏率。 

方法  1、首先确定圈员、圈徽及圈名， 活动

时间共 6 个月。2. 现况调查和原因分析：画

出改善前的流程图、查检表、静脉输液渗漏

要因柏拉图，进行设定目标，运用鱼骨图解

析神经外科病人出现渗漏的原因，3.对策：改

进静脉输液流程（建立并使用神经外科病人

静脉输液评估表— —选择合适的血管通

路），对护士进行针对性培训及规范化管

理，提高与病人的有效沟通及健康教育的有

效性等。 

结果  渗出分级根据美国静脉输液护理学会渗

出分级的标准，品管圈活动前后静脉输液渗

漏率显著降低（8%——2%），p<0.01。护

士在凝聚力、责任心、沟通技巧、品管圈手

法应用等方面有了显著提高。形成了标准化

的流程：静脉输液流程，预防静脉输液渗出

流程及新护士上岗静辽培训标准化。 

结论  开展品管圈活动能有效降低静脉输液渗 

漏率，促进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 

 
 
PO-2672 

浅析神经外科护理风险与对策 

 
郝娟 

武汉市协和医院 430000 

 

本文针对神经外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风险进

行了浅析，并且对护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风险

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加强神经外科护理工作

中的风险防范意识，对提高本科室护理人员

的业务水平，改善护患关系，提高护理质

量，降低护理风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PO-2673 

动脉瘤栓塞治疗术后股动脉穿刺部位护理体

会 

 
王莹 李晓红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5 

 

目的  总结动脉瘤栓塞术后股动脉穿刺部位的

护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1 例动脉瘤栓塞患者临床

资料。 

结果  21 例动脉瘤患者均顺利行支架辅助弹簧

圈栓塞术后，术后均抗凝治疗。术后皮下淤

血 19 例，假性动脉瘤 4 例。术后股浅动脉狭

窄 1 例。 

结论  加强动脉瘤栓塞术后股动脉穿刺部位护

理，可明显降低患者卧床时间及住院平均

日，减少并发症。 

 
 
PO-2674 

开展品管圈活动提高神经外科术前病人练习

排尿依从性 

 
张骆骆 

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提高神经外科术前病

人练习排尿依从性中的应用与效果。 

方法  运用品管工具找出影响术前病人练习排

尿依从性效果不佳的原因为护士对病人术前

练习排尿的宣教、监督、指导不佳；护士没

有掌握完整的术前排尿训练方法；没有好的

练习环境。对策拟定与实施：完善术前病人

练习排尿的流程；护士加强宣教、监督力

度、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提供良好的环

境。 

结果  实施品管圈活动后，术前病人练习排尿

成功率从改善前的 53%提高到改善措施后的

89%。 

结论  采用品管圈活动可以提高神经外科病人

练习床上排尿依从性，促进病人的舒适，促

进病人早日康复。 

 
 
PO-2675 

颅脑损伤患者颅内压监测和护理 

 
傅桂金 

福建邵武市立医院神经外科 354000 

 

目的  探讨颅脑损伤持续颅内压(ICP)监测和护

理.  

方法  应用 Codman 颅内压监护仪对 16 例颅

脑损伤患者进行监测及护理，重视基础护理,

加强并发症的防治,准确测量颅内压并根据不

同情况及时做出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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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颅内压正常者 7 例,轻度异常者 6 例,中

度增高者 2 例;重度增高者 1 例;无 1 例颅内感

染者. 

结论  颅内压的动态监测,有助于准确判断病情

变化,对可能出现的脑疝提出预警信号,指导脱

水剂的用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对改善重型颅

脑损伤患者的预后有重要意义。  

 
 
PO-2676 

人性化护理在手术室的应用 

 
周婷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手术室 710038 

 

目的  探讨人性化护理在手术室工作中的应用

方法，了解手术患者的需求以及人性化护理

在手术室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在传统的手术室护理工作基础上，于手

术前、手术中、手术后开展人性化护理。 

结果  这样可以使手术患者树立起配合手术治

疗的信心，使患者在生理及心理上均处于舒

适状态，即让患者在身心最佳状态时接受手

术，更有利于病人的手术成功及早日康复，

同时也促进了医患沟通，改善医患关系。 

结论  通过开展人性化护理，营造一种充满人

性和人情味的人文环境，关心患者、尊重患

者、增加患者的信任度和愉悦感，不仅能使

患者身心达到最佳，还能有效提高护士的整

体素质，改变了过去大家被动服务、机械配

合手术的局面，自觉学习，加强人文知识方

面的积累及沟通技巧，拓宽了知识结构，促

进了手术室护士综合素质， 有利于提升手术

室的服务质量，也提高了患者及家属对护理

工作的满意度，提升医院的社会影响。 

 
 
PO-2677 

带发患者行长程视频脑电图监测电极的安放

及护理 

 
刘晓芳 李扩 王乙锠 祁磊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710061 

 

目的  探讨长程视频脑电监测过程中两种电极

安放的方法及拆卸，筛选出安放电极所用时

间更短、监测效果更好的电极安放方法。 

方法  入组 300 例长程视频脑电监测患者，均

为带发者，男女不限，头发长短不一，随机

分为两组，每组 150 例。两组均采用国际 10-

20 系统测量法标记。试验组患者将头发按照

标记分成 8 份，分别扎起，暴露标记点，用 3

M 无纺布透气胶带固定。对照组患者使用火

棉胶固定电极。比较两种方法安放及拆卸电

极的用时及后期护理。 

结果  试验组患者用时 35.2±3.1 分，拆卸电

极 2.7±0.7 分，易清洗。对照组患者用时 55.

7±4.1 分，拆卸电极 7.4±0.8 分，火棉胶不易

清洗。两组安装及拆卸所用时长有显著差异

（P<0.05）。 

结论  采用国际 10-20 系统测量法标记将头发

分成 8 分，3M 胶布固定的电极安放方法，减

少了安放、拆卸电极的时间，电极安放位置

易观察，可及时补位脱落电极。 

 
 
PO-2678 

电话随访对神经外科癫痫患者服药依从性影

响的效果观察 

 
贺慧兰 孙亚萍 慕彬 祁磊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710061 

 

目的 通过电话随访对神经外科出院癫痫患者

进行指导督促,统计观察对抗癫痫药物服药依

从性的影响。 

方法 选择我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间出院时需服药控制癫痫症状的患者，对符

合本研究相应纳入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

的患者在出院 1 月后进行持续 1 年的电话访

问，评估患者在实施电话随访指导后的服药

情况。 

结果 共有 75 例患者纳入本研究，实际完成全

过程的 69 例，剩余 6 例失访。69 例患者出

院 1 年后，坚持按医嘱服药的有 61 例（88.

4%），未坚持服药的 8 例（11.6%）。61 例

坚持服药患者，随访 1 年中有 5 例（8.2%）

患者出现癫痫发作。 

结论 电话随访指导明显提高了癫痫患者的服

药依从性，对于神经外科癫痫患者出院随访

期间的症状控制有着积极的作用。 

 
 
PO-2679 

加强沟通技巧预防护患纠纷 

 
黄秀花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如何进行有效的护患沟通避免护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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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 

方法  分析患者或及其家属对护理活动可能会

产生的不满，如对护理知识的缺乏、对就医

期望值过高、情绪易激惹、对生活压力转嫁

等原因，耐心聆听患者的需求、要求及所需

的帮助，运用非医学术语，尊重性、礼貌性

语言等沟通技巧避免护患纠纷。 

结果  针对患者对护理活动可能产生的不满，

通过有效的沟通疏导建立了良好的护患关

系，减少了护患纠纷。 

结论  良好的沟通技巧可建立和维护良好的护

患关系，降低护患纠纷的发生率。 

 
 
PO-2680 

优质护理在单鼻孔经蝶窦入路垂体瘤切除围

术期中的效果分析 

 
宋玲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探讨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患者围手术

期的护理效果 

方法  选取我科 2014 年 11 月～2016 年 6 月

在我科收治的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患者 4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

分为对照组与干预组，每组各 20 例。  干预

组男 11 例，女 9 例。患者年龄 34～60 岁 ，

 平 均 （48.7 ±3.6） 岁 ；肿瘤直径最小 0.9c

m，最大 2.2cm。对照组男 8 例，女 12 例；

患者年龄 35～60 岁，平均（48.6±3.8）岁；

 肿瘤直径最小 1.0cm，最大 2.1cm。两组患

者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病情等方面比

较，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

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采取临床常规护理

对策，观察组此基础上行优质护理干预，包

括采用术前术后的心理辅导，采用焦虑自评

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患者焦

虑、抑郁情绪进行评价,并记录并发症发生情

况。结果观察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使用临床护理路

径，由科主任， 护士长 ，主管护师 ，责任护

士及相关人员组成路径小组 查阅相关资料 根

据经蝶垂体瘤手术的特点及护理要点共同制

订临床路径表；术后由于鼻腔手术会产生鼻

腔干燥的现象，术后使用空气加湿器，来调

节室内空气湿度，尽量缓解患者由于空气干 

燥的导致的术后疼痛以提高舒适度。 

结果 观察组患者焦虑情况平均得分为（24.3±

4.5），显著高于对照组焦虑情况（40.3±7.

5）（p<0.05)，观察组焦虑改善水平（26.

8%）显著高于对照组（12.8%）（p<0.05)。

术前等候时间、住院时间、住院花费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p<0.05),疾病知识知晓情况（91.

64%）和对护理质量的满意度（94.78%）均

高于对照组（70.64%和 79.78%），两组患

者间差异明显（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经单鼻蝶窦垂体瘤切除术患者手术的患

者，在传统护理的基础上，给予临床护理路

径，术前术后进行有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控

制术后病房空气湿度在 60%-70%，可明显降

低术后并发症,缓解患者围术期的焦虑、抑郁

情绪。对缩短住院日，减轻患者痛苦，提高

患者术后舒适度，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

意度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PO-2681 

颅内动脉瘤患者护理安全管理新进展 

 
陈玲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颅内动脉瘤 (cerebral aneurysm) 系颅内动脉 

壁瘤样异常突起，可能是动脉壁先天性肌层

缺陷，或后天获得性内弹力层变性，或二者

联合作用所致。其最大的危险是易破裂出

血，并发再出血、脑血管痉挛及脑梗塞等，

具有很高的死残率，因此及时开展早期诊

断、治疗及精心护理是提高治愈率和降低死

残率的关键。目前关于颅内动脉瘤护理研究

文献总量不大，本文综述近年来影响颅内动

脉瘤患者安全的危险因素、常见并发症及护

理安全管理措施，以期达到预防颅内动脉瘤

破裂出血，避免再次出血及减少并发症，减

少患者痛苦，提高护理质量 

 
 
PO-2682 

1 例岩骨后脑膜瘤合并血小板减少患者应用巨

和粒并发胸腹腔积液的护理 

 
靳玉萍 程春梅 范小宁 刘萍 钱若兵 

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 230001 

 

巨和粒（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11）是应用基

因重组技术生产的一种促血小板生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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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刺激原始造血干细胞生长，促进巨噬细

胞前体细胞的分化和成熟，从而促进巨核细

胞和血小板生成。国内外临床研究报道，约

有 10%的临床病人用后可发生轻中度不良反

应，停药后均能迅速消退[1-3]。2015 年 8

月，我科收治一名右岩骨后脑膜瘤合并血小

板减少的患者，在使用巨和粒后发生罕见的

药物副反应，出现了胸腹腔积液，通过积极

的对症治疗及确切有效的精心护理，患者病

情很快得到控制，痊愈出院，现报道如下。 

 
 
PO-2683 

术前访视立体定向治疗药物依赖患者对手术

相关 知识及心理的影响 

 
高静 姜雪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探讨术前访视对立体定向毁损术治疗药

物依赖（戒毒）患者的影响。 

方法  对 60 例药物依赖患者随机分为访视组

和对照组各 30 例，访视组患者进行了术前护

理访视及围手术期护理，对照组仅进行常规

的围手术期护理。 

结果  访视组患者对手术相关知识及心理状态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术前访视有效减少了患者紧张和恐惧心

理，拉近了患者与手术人员之间的情感距离

同时也增加了医患之间的信任感。 

 
 
PO-2684 

SBAR 沟通模式的表格式交班本在神经外科

晨交班中的应用 

 
龙建华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 SBAR 沟通模式的表格式交班本在

神经外科晨交班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收集本专业的医务人员关于交班报告内

容的意见，结合 SBAR 沟通模式，建立体现

专科特点的 SBAR 沟通模式的表格式交班

本。将新建立的表格式交班本应用于临床晨

交接班，试行三个月，比较实施前后医生、

护士对病区、患者病情的掌握情况，护理措

施落实率及医生对护士满意度、晨会交接班

时间、书面交接内容和护士评价。 

结果  新表格式交班本应用后，护士、医生对 

病区、患者病情的掌握情况，护理措施落实

率及医生对护士满意度显著高于改进前，晨

会交接班时间明显缩短，书面交接内容一目

了然，护士一致认为为书写交班提供了方

便。 

结论  SBAR 沟通模式的表格式交班本简明扼

要，更有利于医生、护士有重点地掌握病区

情况，提高了医护之间的沟通有效性和准确

性，提升了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和沟通能

力，缩短了交接班时间，减轻了护士的工作

负担，值得推广。 

 
 
PO-2685 

整体循环服务模式和培训在神经外科护工管

理中的应用 

 
王翠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更好的规范

护理员的管理工作，提高医院的护理员的服

务质量。 

方法  采用整体循环服务模式和培训对神经外

科护工质量的影响。 

结论  更好开展护理员规范化管理工作，充分

发挥护理员的积极性及挖掘其潜能，使服务

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达到家属、护工、医

院三方的满意。 

 
 
PO-2686 

神经内镜辅助下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的手术

配合 

 
董雯静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的

术中护理配合，总结经验，提高护理质量。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我院内镜辅助下面神经微

血管减压术的患者 8 例，术前与医生一起参

加病例讨论，准备所用仪器设备和专科器械

并熟悉手术步骤，与患者充分沟通，做好心

理护理。术中与医生密切配合，严格无菌操

作。术后对患者及时随访，做好健康指导。 

结果  8 例患者均术后恢复良好，痊愈出院。 

结论  血管减压手术精细，难度大，使用物品, 

仪器较多，良好的手术配合与手术顺利进行

及患者的顺利康复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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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87 

信息化互动教学模式的构建构建神经外科新

进护士中的应用 

 
范小宁 程春梅 李晶晶 刘萍 靳玉萍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230036 

 

目的  探讨构建信息化互动教学模式在神经外

科新进护士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 8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神

经外科新进 39 名护士，按入科时间先后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采用不同教学模式培训，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培训，观察组采用

信息化教学模式培训，培训结束后，对两组

进行教学效果评价。 

结果  经护士长考核、观察组在专科理论成

绩、急救操作技能、突发事件应对及安全管

理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信息化互动教学模式构建，缩短了新进

护士在神经外科护理工作的适应时间，提高

了学习积极性，快速提升了神经外科新进护

士的理论水平、急救操作、沟通交流及突发

事件应对处理等综合能力。 

 
 
PO-2688 

高年资护士职业倦怠现状调查   

 
陈冰心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了解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高年资

护士（工龄 15~20 年）职业倦怠现状，探讨

护士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为预防和减轻高

年资护士职业倦怠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工作倦怠量表 MBI-GS 向 112 名高

年资护士发放问卷。 

结果  57.1（64/112）的高年资护士表现为中

重度的情感衰竭，54.7%（61/112）的高年资

护士表现为中重度的去人格化，32.1%（36/1

12）的高年资护士有显著的成就感降低。岗

位和月收入是影响高年资护士职业倦怠的主

要因素，职称越高，高年资护士成就感就越

高，年龄、学历和职称在职业倦怠三个方面

中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医院对于高年资护士的管理应倾向于岗 

位的合理管理和工资的调整。 

 
 
 

PO-2689 

重症颅脑损伤患者急救中给予快捷护理路径

的效果分析 

 
龚艳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究重症颅脑损伤患者急救中给予快捷

护理路径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150 例重症颅脑损伤患者，按

照护理方法的不同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

察组采用快捷护理路径，对照组采用常规急

重症病人护理方   法，对比两组 APACHEII

评分，死亡率、住院时间和费用。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 APACHEII 评分低于对照

组（P<0.05），住院死亡率观察组低于对照

组（P<0.05），观察组的急救时间、住院时

间、费用都明显 小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重症颅脑损伤患者急救中给予快捷护理

路径的效果显著，可有效降低住院死亡率，

减轻患者负担，值得临床推广。 

 
 
PO-2690 

1 例脑出血患者术后并发下肢 DVT 的护理 

 
顾艳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总结 1 例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破入脑室系统

的患者行脑室外引流术后并发双下肢深静脉

血栓形成，采取溶栓治疗的观察及护理。结

合患者个体情况进行血压管理，加强溶栓期

护理，密切监测凝血功能，预防再出血,认真

落实呼吸道管理等基础护理措施，是促进患

者康复的关键。  

高血压脑出血系由脑内动脉、静脉或毛细血

管破裂引起的颅内活动性出血,其发病率、致

残率、死亡率高 [1]。深静脉血栓(deep vein t

hrombosis，DVT) 是该部分患者的一种常见

合并症。目前，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已成为

手术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主要方法之一。

对于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术后为预防颅内再次

出血，极少采用溶栓治疗[4]。我科收治一例

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破入脑室系统的患者行

脑室引流术后并发双下肢静脉血栓形成，采

取溶栓治疗，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已康复出 

院，现将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1.1 动态调控血压  在用药调控血压时，需防

止血压过高引起颅脑出血的进一步增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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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需要预防血压过低，脑灌注量不足引起

脑缺血，甚至导致脑血管痉挛、脑梗死。为

了确保将患者血压控制在目标范围，使用了

床旁多功能监护仪，与医生沟通增加口服降

压药物，确保血压调控效果。  

1.2 溶栓期护理  溶栓最主要的并发症是出

血，且剂量的个体差异很大，严密监护，观

察是否并发出血情况，需定期复查凝血功

能。  

1.2.1 预防再出血的护理 溶栓期间出血是下肢

深静脉血栓溶栓治疗最常见的并发症，而本

例患者为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因此，溶栓期

间预防再次出血是护理的重点，且预防颅内

再出血尤为重要。定时抽取标本检测出凝血

指标，每天对比观察凝血时间变化情况，每

班交接检测结果、手术伤口敷料渗血情况,密

切关注患者有无鼻出血、皮肤紫癜及血尿、

血便等情况。  

1.2.2 患肢护理  溶栓期间为预防栓子脱落，

给予患者绝对卧床，双下肢高于心脏平面 20

 ～ 30 cm 并制动，膝关节微屈 15°，腘窝处

避免受压，减轻下肢肿胀。调节室温 20-2

4℃，严禁局部按摩、按压患肢。每班测量患

者双下肢周径。  

1.2.3 预防肺栓塞  每小时观察患者有无胸痛

等表现，床边备好急救物品，保证应急抢救

所需。保证患者水分摄入至少 1000ml/天保持

大便通畅。  

2.1  护理体会  

护理人员要重视 DVT 的预防，对高危患者早

期采取干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血栓并发

症的发生。  

 
 
PO-2691 

侧孔型针头注射器不同抽药手法对玻璃安瓿

内残留药液的影响 

 
韦薇 黄燕萍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通过旋转侧孔型针头注射器在玻璃安瓿

内抽吸药液的手法，以减少瓶内残留药液的

问题。 

方法  由规范化培训、操作熟练的特定护士在

知晓实验目的情况下，将患者用于治疗的玻

璃安瓿注射液 146 支，在两天内分为常规组

和旋转组各 73 支，用 4.5 号针头的 1ml 注射

器分别收集安瓿瓶内的残留药液，并记录两

天各组间药液配置完毕所消耗的时间，进行

统计学分析。 

结果  用统计学 SPSS19.0 处理，旋转组安瓿

内残留药液量与常规组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

＜0.01），而两组间药液配置完毕所消耗的

时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旋转抽药的手法，有利于针尖侧孔的负

压形成，减少侧孔针头的死腔，有效增加针

头侧孔与药液的接触面积，保证静脉药物在

治疗过程中的药效、浓度、剂量，同时减轻

了护士压力。 

 
 
PO-2692 

神经外科患者术前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 

 
唐皓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神经外科 400042 

 

目的 针对择期手术患者心理状态开展规范的

评估和护理干预。 

方法 对 100 例接受术前心理护理的患者进行

问卷调查，分析患者的心理状态，评价心理 

干预后的效果。 

结果 术前心理评估结果：焦虑者 59 例，抑郁

者 1O 伢，恐惧者 30 例，孤独者 1 例，存在

两种以上不良心理状态者 9 例。心理干预的

效果：显效 6O 例，有效 30 例，无效 10

例。 

结论  神经外科患者术前普遍存在焦虑、抑

郁、恐惧、孤独等消极情绪,且不同年龄阶段

和不同文化程度的患者产生的反应不同。进

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心理护理干预,对提高患

者的治疗效果及生存质量有着积极的作用 。 

 
 
PO-2693 

颅咽管瘤患者术后出现尿崩症 1 例的观察及

护理 

 
陈传香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总结 1 例颅咽管瘤术后尿崩症的观察及

临床护理。 

方法  患者入科后在全身麻醉下行开颅颅咽管

瘤切除术，术后住专科 ICU，制定护理计 

划，并落实各项护理措施。 

结果  经过精心治疗及护理患者康复出院，治

疗效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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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颅咽管瘤术后尿崩症严重者可危及患者

生命，临床护理工作中，应严密观察患者病

情并掌握特殊疾病，可能出现的并发症，采

取早发现，早治疗，重视患者及家属主诉。 

 
 
PO-2694 

神经外科危重病人营养支持治疗并发腹泻原

因分析及护理 

 
许佳俊 李丽丽 

哈医大一院 150001 

 

目的 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病情危重,常伴有咀

嚼、意识障碍等而无法正常进食，探讨神经

重症患者肠内营养(Enteral Nutrition,EN)期间

腹泻的发生情况及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哈医大一院神经外科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实施肠内营养神经重症患者

的相关资料,分析其肠内营养期间腹泻发生情

况及处理措施。 

结果 实施肠内营养的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中,腹

泻发生率为 60.9%,90.1%患者腹泻发生于实

施 EN 第 1 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肠内营养期

间病人病情危重、血清白蛋白水平低、营养

液用量偏大、速度快、抗生素使用时间偏长

等原因容易导致病人腹泻。 

结论 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 EN 期间腹泻发生

率较高,且多发生于 EN 早期,其发生与多种因

素有关，通过注射营养液由稀到浓过渡和量

的逐渐增加、增加微生态制剂、提高温度、

加强皮肤护理等措施,有效改善了危重症病人

腹泻,增加了病人的舒适性,提高了病人的满意

度,提高病人对肠内营养的耐受性,更好地提升

了护理质量。 

 
 
PO-2695 

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血管内支架成形术围术

期的护理 

 
高阳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究并分析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血管内

支架成形术围术期的护理措施。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2016 年 4 月沈阳军 

区总医院收治的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患者 20

0 例，将其作为临床研究对象，将上半年收治

的患者作为对照组，下半年收治的患者作为

观察组，每组均 10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

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再行护理风险

干预，观察两组患者术中护理不良事件的发

生及术后护理并发症情况，采取抑郁自评量

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等评定

工具对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情况进行

评分，并记录数据。 

结果  围术期采取护理风险干预的患者术中不

良事件的发生率为 4.00%，明显低于对照

组；两组患者护理后的 SAS[（20.7±7.8）分]

及 SDS[(21.5±5.9)分]评分较护理前 SAS[(40.

9±4.9)分]及 SDS[(41.7±5.6)分]评分明显降低,

且对照组患者护理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30.0

0%，明显高于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6.0

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护理风险干预护理措施在症状性颅内动

脉狭窄血管内支架成形术中具有很重要的价

值，明显减少了护理中不安全因素发生的可

能性，值得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PO-2696 

医护一体化工作模式在神经外科专科护士临

床带教中的应用 

 
徐敏宁 罗盈 李宁 贺玉林 周亮 何亚格 刘蒙蒙 侯芳 

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随着神经外科医疗技术的日益发展 ，推

动神经外科护理向专 、深、细、精的方向发

展，我院神经外科于 2013 年获批成为全军神

经外科临床护理示范基地，已成功举办两期

专科护士培训班，来自军内外 72 家医院 104

名专科学员参加了培训。为使学员在培训中

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和临床应用能力，针对

神经外科疾病复杂、解剖抽象及影像难辨的

特点，我们将医护一体化工作模式纳入专科

护士临床实践带教中，医护共学，拓展了学

员的发散思维，大大提高了学员的专科知识

应用能力。 

方法  学员在完成一个月的理论学习之后进入

临床实践，临床实践分布在八个病区十个亚

专业（脑血管疾病介入与手术治疗；难治性

癫痫；小儿神经外科；功能性脑疾病；伽马

刀治疗；颅内占位病变；脊柱神经外科；胶

质瘤综合治疗；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神经外

科手术；），每个病区一周，共 320 学时。

临床带教采用医护一体工作模式，即 2 名副

教授、2 名护师或专科护士组成的带教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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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通过参加医护一体化交接班、医护一体

化教学查房、CT、MRI、DSA 的阅片知识实

践、参与医护一体化病例讨论、医护一体科

研协作等，对神经外科各个亚专业疾病有了

进一步认知，能独立完成颅内肿瘤、高血压

脑出血等的简单阅片，同时设置了结合典型

病例的小讲课、护士长组织管理模式及管理

经验的分享，神经外科团队式管理模式的应

用介绍，临床教学管理实践，临床创新与小

发明知识介绍，不同护理查房形式的展示，

综述的撰写等。 

结果  经过 8 周临床实践，学员普遍反映提高

了专科知识应用能力和临床操作技能，对组

织管理能力、教学能力也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对今后的临床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指

导。两期学员理论及操作考试通过率均为 10

0%，学员以小组为单位组织和准备护理查

房，锻炼了学员的组织协调、查阅文献、沟

通、多媒体制作、讲授等综合能力，护理查

房平均成绩 9.29，综述平均成绩 8.125. 两期

学员满意度分别为 100%和 99.92%。 

结论  医护一体化工作模式是医师与护士之间

的一种可靠合作过程，医护之间有合理分

工、密切联系、信息交换、互相协作、补充

和促进。我们于 2011 年开展医护一体化工作

模式，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提

高了临床护士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将此

项工作模式应用于专科护士临床实践带教

中，使专科学员更容易理解神经外科专科疾

病的诊断、治疗、亚专业新进展及护理难点

等，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PO-2697 

松果体区肿瘤围手术期护理 

 
伍琳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探讨松果体区肿瘤病人的围手术期护理

体会。 

方法 回顾分析 2008 年 10 月～2013 年 12 月

收治的 30 例松果体区肿瘤病人的临床护理资

料，并总结护理经验。 

结果 30 例患者无手术直接相关死亡，20 例

肿瘤全切，6 例肿瘤大部切除，4 例肿瘤部分

切除。15 例术前颅高压脑积水得到改善，6

例术后行脑室腹腔分流或脑室外引流术，8 例

术后出现新的神经功能缺失和原有神经功能

障碍加重，1 例术后意识障碍，经高压氧、神

经康复治疗二周后恢复。平均 13 月随访期

内，神经功能缺失的患者多数得到恢复，3 例

肿瘤复发，2 例因肿瘤进展死亡 。 

结论 对松果体区肿瘤的病人进行细致入微的

围手术期护理观察，及时发现并处理并发

症，制定有效的护理措施，可减少病死率和

致残率。 

 
 
PO-2698 

颅内肿瘤患者社会支持及疾病认知对生活质

量水平的影响 

 
孙艳杰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探讨颅内肿瘤患者社会支持及疾病认知

能力对其生活质量水平的影响，以期为护士

的临床工作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更好地服

务患者。 

方法  采用一般状况调查量表、疾病认知测评 

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EORT

C 生活质量测定量表 QLQ-C30，于 2014 年

7～12 月对 214 例颅内肿瘤患者进行问卷调

查。 

结果  患者疾病认知测评量表平均分为（25.0

7±8.04）分，处于较低水平；社会支持测评

量表得分为（）分，高于国内常模；生活质

量调查结果低于欧洲癌症研究治疗组织推荐

的生活质量水平。颅内肿瘤患者的社会支

持、疾病认知与生活质量功能领域的各维度

呈正相关，与症状领域的各维度呈负相关。 

结论  在临床工作中，护士应努力完善患者的

社会支持系统、提高患者疾病认知水平，从

而达到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 

 
 
PO-2699 

影响护理大专实习生科研能力的分析和思考 

 
黄小芬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通过调查了解大专实习护生科研素质现

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不同变量间科研素质的差

异;根据调查结果,提出提高大专实习护生科研

素质的针对性建议,为护理科研教育者和领导

者提供参考。 

方法  刘瑞霜护理工作者科研能力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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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由四个维度：科研基础知识要素 15 个

条目；计算机统计软件操作要素 11 个条目；

统计学知识要素 7 个条目；论文写作要素 9

个条目构成。 

结果  资料记录完整且纳入统计分析者 168

份，合格率 93.33%。男 56 名(占 33.3%），

女 102 名（占 66.7%）。   

结论  因此在学校还是在实习都应该关注大专

护理实习生的科研素质及影响因素,关注大专

护理实习生运用科研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科

研素质得到真正提高,这样才能为临床输送高

质量科研人才。 

 
 
PO-2700 

标准流程规范化在神经外科专科引流管精确

固定的临床应用 

 
吴玉燕 张博 冯晓云 田宝娟 文淑会 张蕾 

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标准流程规范化在神经外科专科引 

流管维护的安全性、有效性。防止位置过

低、过高而导致引流过度或引流不畅所带来

不良后果，甚至因固定维护不当导致非计划

性拔管而影响治疗效果或危及患者生命。我

科于 2013 年开始成立专项护理小组，建立相

关流程与管道维护措施及标准规范化，并研

制专用引流固定装置，应用于临床效果显

著。  

方法  2.1 成立管道维护小组 2.2 制定完善工

作流程、明确工作职责，每周专人进行专项

临床督导、检查、整改 2.3 针对所属人员进

行操作培训，并组织考核，人人掌握。 2.4 制

作管道维护标准流程，针对每一步骤，制作

图文并茂的操作流程图，便于新护士掌握和

练习。 2.5 制作剪裁统一的固定模板，针对各

类管道，剪裁固定模板，统一存放，方便临

床拿取和补充，确保临床应用。 2.6 研制专科

引流固定装置，脑室引流、腰大池引流等专

科引流管需要固定在适当高度，并且需要根

据颅内压力动态调节，而传统固定于床档等

床旁附着物，难以满足引流要求。我科根据

临床实际，经过多次样本制作，研制了可调

节的引流管悬挂固定装置，能够满足临床各

类引流的固定要求，大大提高引流效果和准

确性，提高了治疗效果。（附图） 2.7 修订专

科引流管护理流程及考核标准，形成作业标

准书。 2.8 加强临床实时质控，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 

结果  我科通过对监护室 685 名患者，836 根

管道按照标准流程进行规范化维护，2 例因患

者烦躁剧烈，因病情特殊无法实施有效镇

静，导致 ICP 脱出.较前比较降低了非计划性

拔管率，保证了患者安全，提高了治疗效果

及护理质量。 

结论  神经外科专科引流管对患者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直接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和预

后，另外研发的可调节的专科引流装置，利

用三角形的边角关系，准确计算角度与边的

关系并给与标识，分红黄绿三段，上有刻

度，对应床头抬高的角度。为临床抬高床头

的角度提供准确简便的依据，对临床预防误

吸、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等并发症的发生

具有很大意义。总之，护理操作流程为我们

临床操作提供工具，而流程标准为临床工作

质量提供保障。 

 
 
PO-2701 

神经外科经鼻留置胃管患者的两种固定鼻饲

管方法临床效果对比 

 
张彤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观察两种固定方法的效果  

方法  将神外七病房内自 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住院患者术后留置胃管的 60 例病

例按照顺序分为对照组及实验组。30 例患者

采取老式固定方法固定胃管（单向粘贴方

法）；30 例患者采用新式固定方法固定胃管

（双向粘贴方法）。 

结果  实验组留置围观固定方法操作简单，外

观整洁，固定牢靠，胃管脱出率、胃管留置

效果方面优于对照组。观察并记录胃管固定

牢固程度，胃管脱出 3~5cm 判断为管路脱

出。 

结论  新式胃管固定方法有效地增加胃管牢固

性，降低脱管率。留置胃管在临床护理工作

中是一项基础、常用的护理技术操作，尤其

对于神经外科术后患者因无法经口进食、经

口进食呛咳者或经口进食无法达到机体需要

量的患者，需要长期留置胃管，减少患者因

再次插管，胃管的有效固定是减轻患者痛苦

的关键，也是疾病治疗的需要。如果不能有

效、妥善的固定胃管，极易造成其移位或者

脱出，达不到治疗效果，甚至严重者可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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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误吸、窒息等不良后果，同时增加了患者

的医疗费用，也加大了护理的工作强度，影

响医疗护理质量，降低患者对医疗护理服务

的满意度。以往对患者进行此项操作时多应

用胃管内佩戴的粘贴物品进行单向粘贴，但

是因为神经外科患者情况，如躁动、出汗、

气管插管等，导致固定的不够牢固，容易松

动，在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开始采用

3M 粘贴及双向粘贴法固定胃管，效果满意，

优于老式固定法，值得临床使用。 

 
 
PO-2702 

垂体腺瘤行内镜下经鼻蝶肿瘤切除手术治疗

护理体会 

 
李宁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回顾我科 2015 年 84 例内镜下经鼻蝶垂

体腺瘤切除的病例，将此类手术术前及术后 

的护理体会进行总结。 

方法  术前护理：1.心理干预：需要对患者进

行相关知识的讲解和心理疏导，使患者能安

心接受治疗，对治疗树立信心。同时，需要

消除患者术前紧张的心理，让患者能以一个

较积极的心态接受治疗；2.术前准备：督导患

者在术前 3 天用氯霉素滴鼻，要指导患者进

行张口呼吸锻炼。可以选择鼻腔填塞纱条或

捏鼻的方法锻炼；术前 1 天使用鼻毛修剪器

修剪鼻毛，鼻腔冲洗器冲洗鼻腔。术后护

理：1.术后常规护理：术后取头高 15°。由于

呼吸方式改变为经口呼吸，为避免口腔干

燥，可将双层的湿纱布覆盖于患者口唇外，

使吸入的空气更湿润。术后给予口腔护理预

防口腔感染；为减少脑脊液的风险，嘱患者

避免擤鼻涕、张嘴打喷嚏、举重物或其他费

力的活动，保持排便通畅，避免任何可能增

加颅内压的活动。2.术后并发症的护理：脑脊

液漏是经鼻蝶手术后较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术后发现患者鼻腔有无色透明液体流出，应

高度怀疑脑脊液漏。一旦观察到可疑的情

况，首先应抬高床头 15～30°，以利于脑组织

与撕裂黏膜紧密贴附。保持局部清洁，严禁

堵塞、滴药，绝对避免增高颅内压和增加鼻

腔负压因素的剧烈活动如咳嗽、打喷嚏、擤

鼻涕和用力排便等，直到症状得到完全控

制；术后尿崩症可能与术中神经垂体或垂体

柄损伤有关。护理的关键是准确记录每小时

及 24 小时出入量，根据患者的尿量、尿比

重、尿渗透压、禁水试验和抗利尿激素的使

用判断是否为中枢性尿崩。密切观察患者皮

肤颜色、潮湿度，严密监测电解质，观察有

无脱水现象。遵医嘱及时给予补液及其他对

症治疗。另外，术后严重头痛需要注意，特

别是合并视力视野改变，可能提示颅内出血

等严重并发症。 

结果  本组患者共 84 例，其中头痛 56 例，视

力视野改变 30 例，月经紊乱 31 例，肢端肥

大症 19 例。所有患者均进行了头颅 CT（颅

底薄层）和 MRI 检查，是经鼻蝶手术的良好

适应证。术后无颅内出血患者。脑脊液漏 1

例，治愈。尿崩 2 例，治愈。 

结论  护理上需要特别注意术后并发症的出

现。虽然脑脊液漏、尿崩等主要并发症的发

生率较低，但一旦出现，需要及时有效的处

置，否则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此术后需要

严密观察、记录和测量，确保第一时间能发

现病情，以及时反映并得到妥善处置。严格

执行医嘱，特别是对于出现尿崩症状需要调

整输液治疗的患者。良好的术后护理，能极

大的减少手术并发症，是手术成功的保障。 

 
 
PO-2703 

集尿袋 OT-U 在脑干肿瘤术后患者的应用 

 
闫莹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通过集尿袋 OT-U 在脑干肿瘤术后患者

中的应用，减少拔除尿管后脑干肿瘤患者排

尿困难的时间、减少尿管复插率、减少溢尿

机率、减轻临床护理工作量。 

方法  1.1 干预方法：将 40 例脑干肿瘤术后患

者分为两组，对照组使用普通尿袋，每日更

换尿袋 1 次，每日会阴擦洗 2 次。操作方

法：对照组留置尿管期间遵医嘱夹管后有尿

意时开始定时排放尿液，日间 3h 排放尿液 1

次，夜间 4h 排放尿液 1 次，训练膀胱生理功

能的恢复。观察组遵医嘱手术后第一天使用

集尿袋 OT-U，设定泄压阈值为 3kPa，膀胱

内压超过 3kPa 时膀胱内尿液自行泄压流入尿

袋。两组均在术后第三天夹闭尿管，均在患

者有排尿意愿并在膀胱充盈的情况下拔除尿 

管，拔尿管后观察排尿情况。 

1.2.1 观察排尿情况 顺利：拔尿管后 3h 内顺

利自行排尿，无尿道口不适或疼痛；较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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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拔管后 5h 内首次自行排尿；伴有排尿不

尽；无效：拔尿管 5h 后有尿意感且膀胱充

盈，但经护理干预和诱导排尿仍不能自行排

尿者，需再次导尿。其中顺利与较顺利均判

断为有效。 

1.2.2 观察溢尿率 普通尿袋在训练膀胱功能期

间，患者未感到尿意，却发生溢尿的次数及

集尿袋 OT-U 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溢尿次数，

均记录为溢尿阳性，以观察溢尿率情况。 

结果  本次研究中，脑干肿瘤术后患者使用集

尿袋 OT-U 在首次排尿情况及溢尿率方面都

优于普通尿袋的使用。 

结论  集尿袋 OT-U 获得了更好的膀胱功能训

练效果，体现为首次自行排尿间隔缩短，自

然排尿成功率高，减少了二次插管，减轻了

病人的痛苦。减少了溢尿发生率，从而减少

了泌尿系感染的机率，减轻了护士临床护理

工作量，集尿袋 OT-U 值得在脑干肿瘤术后

患者护理中推广使用。 

 
 
PO-2704 

鞍区占位性病变切除+颈外动脉、大脑中动脉

搭桥的手术配合 

 
郭青 姜雪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鞍区占位性病变切除+颈外动脉、

大脑中动脉搭桥术的手术配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的鞍区占位性病变切除

+颈外动脉、大脑中动脉搭桥术手术患者。术

前与医生一起参加病例讨论，准备所用仪器

设备和专科器械并熟悉手术步骤；与患者充

分沟通，做好心理。术中与医生密切配合，

严格无菌操作。术后对患者及时随访，做好

健康指导。 

结果  血管造影显示颅内吻合口远端血流充盈

良好, 颈外动脉远端侧支保留完好,搭桥血管内

血流量良好，患者术后恢复良好，症状明显

改善。 

结论  充分的术前评估、合适的手术时机和良

好的显微外科手术技巧是提高疗效的关键。

手术室的护理至关主要，术前访视消除患者

的紧张情绪，术中熟练、灵活主动的手术配

合、手术体位的摆放以及器械的清洗、灭菌

及特殊仪器设备的管理是手术顺利进行的重

要保障。 

 
 

PO-2705 

Morse 跌倒量表在神经外科住院患者中的应

用体会 

 
严芳梅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探讨 Morse 跌倒量表在神经外科住院患

者中的应用体会。 

方法  对入住我科的所有患者均使用 Morse 跌

倒量表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采取有效

护理措施及跌倒防范措施。 

结果  2015 年住院患者发生跌倒 1 例。 

结论  根据 Morse 跌倒评估量表评分结果进行

有效的护理干预,能有效降低神经外科住院患

者跌倒发生率。 

 
 
PO-2706 

不同材质气管套管在神经外科临床护理中的

应用体会 

 
严芳梅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总结神经外科临床护理工作中使用三种

不同类型、两种不同材质气管套管时，在气

道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原因所采取的护理

措施。 

方法   对我科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行气管切

开后使用三种不同类型、两种不同材质气管

套管时，在护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给予

的护理措施进行总结。 

结果  使用过程发生脱管 1 例，堵管 2 例。 

结论  不同类型、两种不同材质气管套管，在

使用过程中各有优缺点，针对患者不同需

求，病情不同选取合适的气管套管，针对不

同材质，采取不同的护理措施，加强气管管

理，在护理过程中有预见性，重视细节，采

取风险防范措施，重视气道管理，防止潜在

危险的发生，确保患者安全使用人工气道。 

 
 
PO-2707 

神经外科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的护理级进展 

 
赵婉婷 许娇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通过对神经外科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的

护理及进展的总结，梳理前沿护理措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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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各项护理，提高护理质量。 

方法  查阅 37 篇相关护理文献，总结分析神

经外科卧床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为：肺部感

染、压疮、便秘、失禁及深静脉血栓等，对

最前沿预防和处理并发症的护理措施进行归

类。 

结果  根据文献报道做好神经外科卧床患者并

发症预防和处理的护理工作及掌握患者心理

状态，积极的康复治疗和护理，良好的健康

宣教能有效解决神经外科卧床患者的护理相

关问题。 

结论  对于神经外科患者，卧床患者占相当高

的比例，此类患者由于自身防御能力降低，

生活均不能自理，很容易发生各种并发症，

影响原发病的治疗，加重患者及家属的负

担，甚至造成死亡。通过总结分析神经外科

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认真执行前沿护理措 

施，能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PO-2708 

神经外科常见非计划性拔管的原因分析 

 
赖银清 

三明市第一医院 365000 

 

非计划性拔管（UEX）是指导管意外脱落或

未经医护人员同意，病人将导管拔除，也包

括医护人员操作不当所致拔管。由于神经外

科病人的特殊性，病房时常有发生 UEX 事

件。本文分析了发生 UEX 的几方面原因（医

护方面、患者方面、管道方面），阐述了发

生 UEX 事件的护理对策，希望能确实应用到

临床护理工作中，做好患者自身引流管的管

理，以达到减少非计划拔管发生率，缩短病

人治疗时间，降低医疗费用，提高治疗效果

的目的，同时以增进护患关系的和谐，使病

人获得廉价质高的护理服务。 

 
 
PO-2709 

神经外科急诊入院患者家属需求及其影响因

素分析 

 
杨丹 

宁夏人民医院 750001 

 

目的  调查神经外科急诊入院患者家属需求及

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12 月在我院神经外 

科急诊收治的 230 名患者家属为调查对象，

采用发放问卷的调查方式，对神经外科急诊

入院患者家属需求现况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  神经外科急诊入院患者家属的需求状况

在病情保证，获取信息，亲近病人需求得分

较高（P<0.05），影响患者家属需求的因素

有患者家属的性别，年龄，与患者的关系，

文化程度，医疗费用支付手段等。 

结论  针对急诊入院患者的不同需求，实施个

体化护理，帮助患者家属稳定不良情绪，度

过难关，促进患者疾病的康复，提升护理服

务质量，减少医疗纠纷发生。 

 
 
PO-2710 

内镜经鼻蝶生长激素腺瘤患者围手术期的呼

吸道护理体会 

 
睢静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增进护理内镜经鼻蝶生长激素腺瘤患者

围手术期的呼吸道人员的护理技能。 

方法  结合我科近期内 5 例病例，从术前、术

中、术后等角度总结经鼻蝶生长激素腺瘤患

者围手术期的呼吸道护理经验。 

结果  专业的护理人员配合医师治疗生长激素

腺瘤有利于患者病情转归。 

结论  内镜经鼻蝶生长激素腺瘤患者围手术期

人员可通过护理人员的专业护理降低死亡

率，缩短恢复进程。 

 
 
PO-2711 

神经外科患者住院收费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方

法 

 
罗盈 徐敏宁 孟娟 侯芳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神经外科患者病情较重，患者住院时间

长，相应的住院费用就会增加，所以我们要

在工作中要细心，防止多计费；但也要做好

科室成本核算防止漏费，做到患者满意、医

院满意、科室满意。本文主要是探讨神经外

科患者住院收费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方法。 

方法  成立调查小组，结合临床工作，制作表 

61 人进行调查。将患者住院期间或出院时发

现漏计费或多计费给予登记并汇总。将存在

的问题列出，利用中午休息等时间，不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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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头脑风暴法，将收费中存在的问题从医

生、护士、患者、系统四方面进行分析，并

制定措施： 1、规范计费程序及内容；2、强

化动态管理；3、加强医护、护患、相关科室

之间沟通；4、制作表格，规范护士计费项目

和内容；5、奖罚明确 。召开护理组及医生会

议，传达收费中存在的问题，并将改进措施

给予培训。通过培训，大家对培训内容掌握

后，调查小组将 2015.7.21-2015.7.21 出院的

126 名患者费用问题给予登记，与实施改进措

施之前进行对比（表一）。 

结果  通过数据对比，实施前比实施后缺陷率

下降了 11.3%。明显减少了漏费及多计费情 

况。      

实施前后收费缺陷次数数据的对比   表一 

 组别       例数     缺陷数   缺陷率 

 实施前     61 17     28%  

 实施后    126 21     16.7% 

讨论  通过对住院收费中存在问题进行整改，

我们制定了《规范化开医嘱流程 》 、《一次

性耗材规范化收费流程》、《病区医疗收费

管理制度》等制度，即规范了科室的收费，

减少了科室的漏费、多计费、记错费等情况

的发生；还提高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

度；减少了科室成本核算，体现了护理人员

的劳动价值。同时很好的解决了护理工作中

的实际问题,让护士真正感受到了参与科室管

理的快乐、满足、及成就感，培养了护士的

责任心、能动性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了护

士的沟通能力及增加了团队凝聚力。 

 
 
PO-2712 

颈椎间盘突出患者围手术期护理 

 
罗盈 侯芳 李宁 薛婷婷 贺玉林 徐敏宁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颈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围手术期的护

理。 

方法  手术均采取全麻插管全身麻醉，术前通

过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术前训练（推压气

管食管训练、排痰训练、翻身训练、床上大

小便训练、活动训练、佩戴颈托）等准备；

术后护理：1、常规护理①严密监测生命体

征；②保持呼吸道通畅，观察呼吸频率、血

氧饱和度、有无呼吸困难等；③麻醉插管和

切口肿痛使患者短时间吞咽功能减弱,术后 6h

从饮水开始进流质,如无不适则 12h 后给半流

质,2 天后改普食；  ④密切观察引流的量、

色、性质，保持引流通畅，防止引流管打

折，检查时要夹闭引流管，防止逆流。⑤术

后 6 小时内去枕平卧位，有后组颅神经损伤

者取侧卧位，防止窒息；术后颈椎稳定性差

者，采用颈托保护，轴形翻身。2、神经功能

的观察：密切观察患者有无呼吸困难、吞咽

困难、伤口周围有无肿胀及软组织张力增大

等情况，如有憋气及颈前压迫感者，及时通

知医生给予处理。严密观察双下肢活动情况

及躯体麻痹平面的变化；3、疼痛的护理；

4、术后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5、术后并

发症的护理：①术区出血；②脊髓神经根损

伤；③呼吸功能障碍；  ④感觉、运动障碍。

6、出院指导：嘱患者加强营养，进食高蛋

白、高热量的食物；适当补充钙剂，减少骨

质疏松的发生；正确的生活习惯，如戒烟、

戒酒，预防便秘等；劳逸结合，适当活动，

术后佩戴颈托至少三个月，尽量减少低头动

作。术后一个月、三个月要定时复诊。 

结果  通过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指导，对存在

问题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制定和落实改进

措施。32 例患者均一次手术成功。围手术期

出现伤口渗漏 1 例，经缝合并行局部理疗，

延迟拆线后愈合；尿潴留 1 例，给予间断导

尿、膀胱括约肌锻炼，于 2 周后可自行排

尿；肌力下降 2 例，请康复科行肢体功能锻

炼，肌力逐渐恢复正常；吞咽困难 2 例，给

予留置胃管，加强营养，同时行吞咽训练，

于术后 1 周拔除胃管，可自行进食。未出现

严重并发症，术后均复查 MRI，颈椎组织结

构固定良好。 

讨论  患者对健康知识和健康技能的需求也随

着疾病的治疗和康复而增加,健康教育的效果

直接影响患者的治疗与康复。利用患者等待

手术期间，将术后需要配合的问题，术前给

予指导，使患者有了充分的准备，术后便能

够更好的配合，既减少了术后并发症的发

生，又有效的提高了患者健康教育知晓率和

患者满意度，也减少了患者因知识缺乏带来

的紧张等心理问题，使患者尽快的恢复健

康，节省了医疗资源，又提高了患者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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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13 

QCC 在神经外科护士固定专科引流装置中的

应用 

 
张晓阳 吴玉燕 侯芳 郞红娟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神经外科患者病情危重，术后留置专科

引流装置的人数众多，因治疗和监护需要，

留置的专科引流管种类繁多，对于这些术后

留置专科引流装置的患者而言，维持有效引

流、严格控制引流量、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

预防颅内感染以及细致认真的临床观察可以

减少多种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临床疗效。然

而专科引流管护理存在诸多难题，针对这一

问题，开展 QCC 活动以提高神经外科护士固

定专科引流装置精确率。 

方法  遵循品管圈十大步骤，成立圈名为“生命

依托圈”的 QCC 小组。依照评价法确立活动

主题为“提高神经外科护士固定专科引流装置

精准率” 。制定为期 6 个月的活动计划并绘制

甘特图。根据现有引流装置固定流程图中的

重要环节收集资料 , 针对存在的问题自制查检

表统计携管患者的缺陷项数，计算出改善前

精确率为 46.15%。根据缺陷项数和累计百分

比绘制柏拉图，运用 80/20 法则，确定了本

期活动的改善重点为：引流管固定不牢固，

引流位置不当与引流异常。运用公式计算出

目标值为 80.89%，改善幅度为 75.28%。 使

用鱼骨图进行特性要因分析，共解析出 52 个

影响因素，通过 80/20 法则进行要因圈选，

共圈选出 8 项要因，进而设计真因验证查检

表，再次深入临床进行查检，共确定 5 项真

因：专业知识缺乏深度，缺乏规范标杆，缺

少规范的固定装置，主观因素作用，医护人

员流动性大。坚持 5W1H 的原则针对找出的

5 项真因拟定对策，利用评价法结合 80/20 法

则共确定 11 条对策，并形成了 4 个对策群

组：加强管理督导，设计研发固定装置，加

强业务培训考核，健全制度流程、加强临床

质控。运用 PDCA 循环具体实施对策并及时

评估实施效果。  

结果  QCC 活动后神经外科护士固定专科引

流装置精准率由改善前 46.15% 上升至改善

后 82.23%，进行 χ２检验，且比较有显著性

差异（P<0.05）。计算目标达成率 为 103.8

6%，进步率为 78.81%。各项标准形成了作

业标准书。 

结论  产生多项附加效益：自主设计的引流架 

已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其中所运用的

测量床头抬高角度的方法应用于全院。引流

管护理操作标准流程和引流装置深受来自 70

余家医院专科护士的高度认可。作业标准书

纳入了全军护理示范基地教材。我们圈代表

医院参加了第三届品管圈大赛，获得第一

名。QCC 的应用提高了神经外科护士固定专

科引流装置精准率，保障了患者术后安全，

提升了护士的综合素养，提高了护理品质。 

 
 
PO-2714 

集束化 PVC 护理策略在神经外科住院患者的

成效 

 
吴明琴 曹峰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择期手术病人术后 PVC

(外周静脉导管）集束化策略应用的成效。 

方法  在神经外科成立静疗集束管理小组，制

订集束化策略进行培训、考核人人掌握，收

集 2014 年 3 月~5 月入住神经外科并进行手

术的择期手术病人术后 PVC 患者 92 例作为

对照组，选取 2014 年 6 月~8 月，集束化策

略后手术后 PVC(外周静脉导管）患者 100 例

患者作为实验组， 2 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药物使用等方面比较，统计学上，无指标差

异。 

结果  2 组病人输液工具的选择、导管留置时

间、堵管率、输液不畅、回血情况、静脉

炎、满意度等方面的比较有明显差异。 

结论  集束化 PVC 护理策略在神经外科住院

患者的应用中效果明显。 

 
 
PO-2715 

神经外科气管切开术后患者脱管原因分析及

护理 

 
杜玲玲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分析神经外科气管切开患者发生脱管的

原因，探讨气管切开患者正确的护理方法，

从而减少脱管的发生。 

方法  通过对 130 例行气管切开术的病人进行

回顾性分析，对其脱管的潜在危险因素进行

探讨，改进导管的选择和固定方法，以及气

道湿化、吸痰、镇静、肢体约束和正确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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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护理措施。 

结果  神经外科气管切开术后患者易发生脱管

的情况为（1）气管导管完全脱出体外，这种

情况相对容易被发现；（2）气管导管下口脱

出气管而处于气管前软组织位置；（3）不完

全性脱管，气管导管下口骑跨于气管前壁。

以上情况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而且后 2 种

情况不易被发现。根据以上三种情况制定预

防脱管的护理措施。 

结论  充分认识气管切开病人脱管发生的原因

及危害性，加强观察及采取有效的预防措

施，才能减少脱管的发生，达到抢救目的，

保证治疗效果。 

 
 
PO-2716 

神经外科住院患者夜间突发事件原因分析及

管理对策 

 
田甜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住院患者夜间护理的风险

管理对策， 提高临床护士对风险的识别判断

及处理能力。  

方法  回顾分析 2010 年 3 月 一 201 5 年 3 月

我科收治的 6768 例住院患者，其中有 55 例

住院患者发生夜间突发事件，分析隐患原

因，探讨风险管理策略。  

结果  55 例住院患者夜间突发事件中，与护

理相关 33 例，占 60％，主要原因：夜间陪

护减少，看管不严，护理人力资源匮乏，巡

视不到位，医疗监护存盲区；与病情变化有

关风险 22 例，占 40％。主要原因： 突发脑

疝、 癫痫大发作、 窒息、 晕厥。  

结论  夜间值班护士大部分年资低，经验不

足，是发生护理缺陷的高危人群，必须加强

对低资护士的培训， 强化慎独精神及风险意

识，落实责任护士 24 h 负责制及二线备班

制，强化交接班，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医院

应重视支持系统完善，减少护士非护理工作

干扰， 强化管理职能，完善各种工作制度和

流程 ，落实先知道、先告知、先预防的风险

管理模式，有效推进科学化、系统化、制度

化的护理风险管理工作，真正为病人提供安

全、 有序、优质的护理。 

 
 
 
 

PO-2717 

R 形翻身垫在神经外科术后患者压疮预防的

应用 

 
马改萍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研究 R 型翻身垫用于预防神经外科术后

患者发生压疮的效果。 

方法  将 2015 年 1 月一 l2 月我科收治的术后

患者 120 例，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试验组患者使用 R 形翻身垫，对照组采

用传统棉枕保护，比较 2 组患者压疮的发生 

率。 

结果  对照组发生压疮 8 例，其中 I 度压疮 6

例，Ⅱ度压疮 2 例；试验组发生 1 例 I 度压

疮，2 组预防压疮效果有显著差异(P<O．0

5)。试验组压疮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R 形翻身垫对于术后肢体活动障碍或因

伤口疼痛不愿翻身患者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节省护理服务时间，提高基础护理质量，促

进患者术后康复，预防压疮效果明显，同时

保证了患者的舒适度。 

 
 
PO-2718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相关因素

分析及护理对策 

 
王雪萍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

护理对策。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共 110 例神经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

肺部感染发生情况，并分析相关危险因素，

探讨护理对策。 

结果  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原因包括患者长期

昏迷、排痰不畅，误吸，呼吸机的使用，院

内交叉感染，广谱抗生素的应用，侵入性操

作，肺部原发病等。护理对策为进行早期的

呼吸道管理，加强翻身拍背，促进排痰，避

免误吸，减少侵入性操作，有效控制肺部感

染。 

结论  依据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患者的特殊性

对主要感染因素进行分析并制订合理的护理

管理措施，早期给予综合性护理干预，能降

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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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19 

职业防护意识培养在神经外科监护室临床带

教中的体会 

 
骆荣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分析实习护士在神经外科监护室实习过程中

发生职业损伤的原因，主要包括防护意识不

足及缺乏相关知识，带教者在工作中疏于强

调职业防护，操作不规范等。提出进一步加

强安全意识培训，要求带教老师将安全防护

意识贯穿到工作中，规范操作等措施，减少

和避免实习过程中实习护士发生职业损伤。 

 
 
PO-2720 

神经外科术后患者高热类型分析及护理 

 
黄登静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术后患者的高热类型，做

好预防措施及护理，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 

方法 通过对神经外科术后发热患者类型分析,

制定规范化护理措施并实施。  

结果 通过积极有效的处理降低神经外科术后

患者并发症。 

结论  高热是神经外科术后患者的并发症之

一，降温效果的持续、稳定及规范化的护理

能有效控制高热引发的继发感染、呼吸道阻

塞、压疮、冻疮等并发症，同时也是提高神

经外科术后患者治愈率的重要保证。 

 
 
PO-2721 

临床护理路径在脊髓空洞患者的应用 

 
王霞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临床护理路径对脊髓空洞患者在住

院期间的作用。 

方法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12 月，纳入符

合标准的脊髓空洞患者 138 例，按入院先后

顺序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9 例。对照

组采用传统护理方法，遵医嘱，不受时间限

制，随机护理。观察组采用标准化的护理流

程提供有时间的、有序的、有效的护理措

施。比较应用临床护理路径对患者术后并发

症、平均住院时间、满意度调查情况。 

结果 对照组 69 例患者中 2 例患者感染，平均

住院日 8.43 天，满意度调查结果为 92%；观

察组 69 例患者中 1 例患者感染，平均住院日

为 7.56 天，满意度调查结果为 95.5。术后并

发症降低、平均住院时间缩短、满意度提高

（P<0.05）。 

结论 临床护理路径能有效缩短住院日，减轻

患者负担，提早下床活动时间，使患者主动

参与康复训练，尽早恢复肢体功能，提高患

者满意度。 

 
 
PO-2722 

沙盘游戏在儿童胶质瘤术后心理行为问题中

的应用及研究 

 
冷祖会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本文主要针对儿童恶性胶质瘤病症进行

分析并试图引用新型技术沙盘疗法这种技术

在实际应用中对患儿在术后的心里状态以及

心里成长以及效果进行研究。 

方法  选取我科 2010 年 4 月～2015 年 9 月收

治的 68 例因胶质瘤术后引起的心理行为问题

的患儿分为两组，其中，男患儿 48 例，女患

儿 20 例，年龄为 3～11 岁，平均年龄为 8

岁，将此 68 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一组为对

照组 34 例，采用常规护理，而一组观察组 3

4 例采用沙盘游戏疗法，为期 15 天。通过采

用了“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进行追踪调

查，待治疗结束后，比较两组患儿在心理行

为问题上的改善情况。 

结果  入组前，二组通过 Achenbach 儿童行

为量表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而入组后，观察组患儿在社交，活动，学

习，情感障碍，等方面都明显优于对照组患

儿，且两组间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

5）。 

结论  沙是患儿的世界, 这种自然的表达形式

很容易吸引了儿童, 玩沙不需要什么技术，也

不会有自我批判或勉强,患儿感到会很轻松和

自由。沙盘游戏疗法正是借助于引起儿童想

象力的材料—沙, 为患儿营造安全、受保护的

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患儿运用了真实的物质

形式，创造和体验了处在游戏中的儿童利用

沙和各种玩具模型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由

于非言语的特点，沙盘游戏疗法特别适合胶

质瘤患儿术后语言能力还没有充分发展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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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能力有障碍的患儿，情感障碍患儿，恐惧

与焦虑患儿，学习困难患儿，注意力不集中

患儿，阅读障碍患儿等。该疗法与药物联

合，患儿及家长均易于接受，方法简便，经

济易行；且疗效显著，操作比较安全，无毒

副作用，有着较高的临床推广应用价值。目

前，越来越多的儿童胶质瘤患儿，或多或少

的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行为问题，而沙

盘游戏运用在各种心理行为问题上得到较好

的成果，所以，沙盘游戏同样对胶质瘤术后

患儿行为问题起到较好的疗效，当然，还是

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沙盘游戏的应用，而运

用在儿童胶质瘤术后患儿的更少，我们还需

要更多的研究。 

 
 
PO-2723 

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的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张莲芳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探讨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病人，加强围

手术期全面护理的重要性。 

方法  对 12 例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病人术后

护理资料予以回顾性总结。 

结果  12 例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病人术后护理

皮肤完好，无褥疮，烫伤或冻伤，肌体功能

恢复达到预期目的。 

结论  加强病人围手术期专业护理干预和心理

疏导,能消除病人的不良情绪,提高手术效果,预

防并发症的发生,促进病人早日康复。 

 
 
PO-2724 

流程管理在新护士护理气管切开患者培训中

的应用 

 
唐艳 乐革芬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转变新护士对吸痰的观念，提高新护士

吸痰操作的规范性，减少新护士在护理气管

切开患者时不良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对 2014 年和 2015 年入职的 40 名新护

士在入科初期及发放调查表，了解其对吸痰

的态度及吸痰时机、痰液粘稠度、气道湿化

等相关知识的了解，观察其每次吸痰时出现

的问题。制定气管切开吸痰评估流程和吸痰

规范并对其进行理论知识、流程和规范的培

训，由专职培训老师进行为期 3 个月的跟班

监督和管理。3 个月之后再次发放调查表和进

行临床实景考核，观察其每次吸痰时出现问

题的次数。 

结果 比较培训前后新护士对吸痰的态度、理

论知识和临床实景考核得分，结果显示 P 值

均小于 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实施流程、规范的培训和管理利于新护

士转变吸痰观念、规范吸痰操作。 

 
 
PO-2725 

一例头皮伤口 MRSA 感染的护理 

 
邓春蕾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目的 通过护理一例颅骨修补术后期头皮缺损

且伤口被检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

染的临床护理经验。 

方法  护理措施包括局部创面护理，病情观

察，心理护理，严格消毒隔离措施，严格医

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抗感染治疗，医疗废

物的处理，营养支持等。 

结论 虽然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

伤口难以愈合且并发症多，通过我们精心的

护理病人头皮缺损部头皮色泽红润，头皮破

溃愈合好。 

 
 
PO-2726 

电生理监测对听神经瘤患者围手术期护理的

影响 

 
吴丽娜 李莺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听神经瘤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对患

者围手术期护理的影响与作用，减少听神经

患者术后并发症，提高护理质量。 

方法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5 月我科收治的

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行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听

神经瘤切除术患者 21 例，对其围手术期护理

进行分析与总结。 

结果 本组患者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手术，术

中所有患者均保存了面神经解剖结构，其中

有 1 患者听力好转，术后 5 人未出现并发

症，16 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其中仅有

面神经功能损伤的患者有 12 例，有面神经功

能损伤伴听力较术前下降 3 例，有面神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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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损伤、听力下降和后组颅神经损伤的患者 1

例，无肺部感染、无脑干损伤、颅内感染、

脑脊液漏等并发症的发生。患者术后住院平

均时间是 14.3 天，其中在监护病房住院平均

时间为 41 小时。经过护理干预后面神经功能

损伤和后组颅神经损伤患者均好转，听力下

降的患者有 1 例患者好转。  

结论 听神经瘤切除术中使用了神经电生理监

测的患者围手术期中，及时有效的护理干

预，不但可以减少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还能缩短患者住院时间，促进了患者康复， 

提高了护理质量。 

 
 
PO-2727 

高血压脑出血合并糖尿病病人围手术期的护

理 

 
余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高血压脑出血合并糖尿病的围手术

期处理，并为这类疾病的治疗提供一定的依

据。 

方法 我院于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2 月对收

治的 120 例高血压脑出血合并糖尿病患者进

行了回顾性分析，随机的分成实验组和对照

组各 60 例，实验组采用围手术处理进行护

理，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观察两组患者

的手术期间的患者的病情的变化情况。 

结果 通过治疗，两组患者的病情均有改善，

实验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明

显（P＜0.05）；实验组的空腹血糖大于 6.5 

mmol/L、餐后 2 h 血糖大于 8.0 mmol/L 的患

者人数也明显减少，减少的数量明显多于对

照组，差异明显（P＜0.05）。 

结论 对高血压脑出血合并糖尿病患者进行及

时的围手术期处理对患者的病情有改善明

显，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值得推广应用。 

 
 
PO-2728 

高血压脑出血合并糖尿病患者静脉通路选择

的探讨 

 
冉建容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神经外科 400042 

 

目的  探讨高血压脑出血合并糖尿病患者静脉

血管通路的选择方法，提高患者的静脉治疗 

护理质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通过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高

血压脑出血合并糖尿病 118 例患者输液治疗

发生静脉炎、静脉堵塞、下肢肢体溃烂等并

发症的原因分析和现状调查，发现并发症的

发生与患者肢体偏瘫，血液循环差，病情

重，输液多等因素相关。 

结果  高血压脑出血合并糖尿病患者静脉血管

通路的以留置针、PICC、颈内静脉置管为优

选，避免使用头皮针为患者输液。结论  选择

合适的血管通道能有效降低高血压合并糖尿

病患者的静脉炎、静脉堵塞、下肢肢体溃烂

等并发症的发生，减轻患者病痛，提高患者

的输液治疗护理质量。 

 
 
PO-2729 

经鼻蝶窦入路垂体腺瘤切除术后腰椎置管的

效果观察 

 
刘丹丹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探讨经鼻蝶窦垂体腺瘤切除术脑脊液漏

患者术后行腰穿置管外引流并采取对应性护

理。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我科经鼻

蝶窦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垂体腺瘤 93 例，术后

采用腰穿置管外引流治疗 22 例。 

结果  全部患者引流后 5‐7 天未见脑脊液鼻

漏，提示正确有效的腰穿置管外引流护理，

对经鼻蝶窦垂体腺瘤切除术后脑脊液漏患者

的漏口愈合和康复有重要意义。 

 
 
PO-2730 

引流管的床头标识在护理中应用 

 
郑丽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0 

 

神经外科患者身上常留置有多种管道，有胃

管、氧管、气切套管、静脉留置管、头部各

种引流管、尿管等。尤其是颅脑术后的引流

成功影响着整个治疗过程，引流的护理则是

成功的关键。引流护理质量直接关系到手术

成败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对治疗和挽救病人

的生命起关键性的作用。神经外科患者病情

变化快，病情观察难度大，医疗护理活动复

杂，护理(工作)所承受的风险越来越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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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会直接或间接危害

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通过引流管的

床头标识的应用，可使护士对病人身上引流

管一目了然。护士在做引流管护理时，更有

针对性，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临床护理人员

对引流管的护理安全管理，可有效降低引流

管护理缺陷的发生率，确保了患者留置管道

安全。 

 
 
PO-2731 

神经外科长期卧床病人翻身时间对于预防压

疮的研究 

 
高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0 

 

目的  通过不同时间间隔对神经外科长期卧床

病人进行翻身以预防压疮发生率进行比较。  

方法  选取某三甲医院神经外科从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院并且长期卧床 1 个月以

上的患者 78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干预

组和对照组各 39 例，对照组患者按照传统每

2 小时翻身一次，干预组患者每 3 小时翻身一

次，比较压疮发生率的发生。  

结果   对照组发生压疮的例数为 0 例，干预组

压疮的例数为 0 例，干预组压疮的发生率同

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对于长期卧床病人可适当延迟翻身时

间，可减轻护士工作量，具有临床意义。 

 
 
PO-2732 

Teach-back 方法对人工气道患者家属手卫生

依从性的影响 

 
乐革芬 易汉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 Teach-back 方法对人工气道患者

家属手卫生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我

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40 例人工气道患者家属为

对照组，2015 年 11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3

0 日收治的 40 例人工气道患者家属为实验

组，每一例患者固定 1 名经常陪护的人员。 

纳入标准：①患者入院后均接受规范神经外

科治疗，建立人工气道；②建立人工气道不

超过 72h 者；③均为人工气道患者固定陪护

的家属；④有良好的视听能力，可正常交流

的家属；⑤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患者既

往患有慢性肺部疾病或已有肺部感染者；②

患者建立人工气道后 72h 内发生肺部感染

者；③认知障碍、精神障碍等影响沟通的家

属。两组研究对像在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视听能力、沟通能力、学习意愿、学习

能力、术后入组时间（d）等方面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对

照组按神经外科健康教育常规护理，给予常

规的健康指导，即由责任护士在床边或集中

多媒体教学为患者家属讲解并示范规范化的

手卫生行为，之后由患者家属自己执行，有

疑问时责任护士及时解答。对照组指导的内

容与实验组相同，包括：七步洗手法，手卫

生的方法，洗手或使用速干手消毒剂的指

征，手卫生应该遵循的原则。实验组在此基

础上采用 Teach-back 方法指导患者家属手卫

生行为，Teach-back 方法，是一种有效的健

康教育方法，通过让患者或家属用自己的语

言复述护理人员提供的信息，然后护理人员

进行反复核实和澄清，最后确保患者或家属

真正掌握,Teach-back 方法前后分别对两组患

者家属手卫生依从性, 两组患者肺部感染发生

率、病死率、住院时间、住院费用进行比

较。 

结果  Teach-back 方法后患者家属手卫生依

从性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Teach-back 方法后患者肺部感染发生

率、病死率、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均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Teach-back 方法能使患者家属督促医

护人员手卫生的依从性，进而有效提高人工

气道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降

低人工气道患者的肺部感染发生率、病死

率、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减轻患者负担。 

 
 
PO-2733 

颅脑火器伤合并颅内颈内动脉损伤患者的急

救与护理 

 
曲虹 赵明光 赵丽萍 李晓红 王莹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颅脑火器伤合并颅内颈内动脉损伤

患者的急救与护理要点。 

方法  回顾及总结 2005 年 10 月～2013 年 10

月收治 2 例颅脑火器伤并颅内颈内动脉损伤

患者的急救、手术、治疗方法及采取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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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结果  通过动态评估和全方位的整体护理，2

例患者均康复出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结论  通过制订详细的护理计划；术前充分评

估患者病情，进行细致的术前准备；评估可

能发生的情况并给予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术

后加强病情观察与护理是保证手术成功及患

者顺利康复的关键。 

 
 
PO-2734 

持续颅内压监护在高龄对冲性额叶挫裂伤伴

迟发性脑内血肿患者中的应用 

 
曲虹 李鉴峰 赵明光 赵丽萍 李晓红 王莹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持续颅内压（intracranial pressur

e，ICP）监护在高龄对冲性额叶挫裂伤伴迟

发性脑内血肿患者治疗中的应用与意义。 

方法  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1 月沈阳军区总

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冲性额叶挫裂伤伴迟发

性脑内血肿高龄患者 35 例分为非监护组及监

护组两组。比较两组患者 GCS 评分差异，评

价监测意义及治疗效果。 

结果  监测组 19 例患者，其中 11 例预后良

好，5 例中残，3 例死亡。非监测组 16 例患

者，其中 4 例预后良好，4 例中残，3 例重

残，5 例死亡。监测组治疗效果及预后各项指

标均好于非监测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

5）。  

结论  高龄对冲性额叶挫裂伤伴迟发性脑内血

肿患者中应用持续颅内压监护，有助于病情

变化的正确判断，可为疾病的正确治疗、护

理及判断其预后提供依据。 

 
 
PO-2735 

颈外静脉留置针输液在颅脑疾患的临床实用 

 
李春燕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730050 

 

目的 探讨静脉留置针在颅脑疾患颈外静脉输

液的可行性，以保证最佳的输液途径。  

方法 对颅脑疾患颈外静脉留置针输液 496 例

患者，从解剖特点、留置针应用的时间、药

物的刺激、疼痛等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有利于护理观察和刺激及高渗性药物的

输注，无血行感染和血栓栓塞的风险，更重

要的是延缓了静脉炎的发生，延长了留置导

管的时间，，特别在休克、肥胖、老年患者

的救治中，新生儿、乳婴儿的临床实践中，

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结论  颈外静脉留置针输液能解决意外拔管和

刺激性疼痛等问题，是应用各种急危重及小

儿短中期的静脉输液治疗，能有效预防各种

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护理输液安全，规避输

液风险。  

 
 
PO-2736 

系统化电话随访对改善烟雾病出院患者遵医

行为的效果研究 

 
庄红霞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230001 

 

目的  探讨电话随访对烟雾病出院患者遵医行

为影响。 

方法  对 50 例符合标准的烟雾病出院患者建

立《神经外科烟雾病出院患者随访档案》，

实施系统化电话随访，为实验组；活动前未

进行电话随访的 50 例烟雾病出院患者为对照

组。电话科室成立烟雾病延续护理电话随访

护理组，组内成员接受烟雾病相关知识培

训。随访内容包括：活动作息指导、饮食指

导、情绪控制、切口局部护理、肢体及语言

功能锻炼、抗凝药物指导、脑缺血症状、脑

梗死等并发症的观察。电话回访时间为出院

后 1 周、1 个月、3 个月、6 个月。并督促患

者门诊按期复查，对患者提出的疑问与医生

沟通，及时反馈，促使患者遵医嘱治疗和自

我保健。评价指标分为遵医情况问卷调查，

内容包括健康行为（适当运动、合理饮食、

心理调适）、语言及肢体功能锻炼、按时服

药、门诊复查。 

结果  随访 6 个月后，实验组在健康行为中的

适当运动、合理饮食、语言及肢体功能锻

炼、按时服药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烟雾病患者出院后，患者活动作息、情

绪控制、饮食、肢体与语言功能锻炼、出院

带药的注意事项、脑缺血症状的再次发生，

是否发生脑梗死，复查 DSA 是否对侧手术对

烟雾病患者的后期治疗和预后都非常重要。

电话随访是利用电话对病人的病情变化、康

复情况、心理状态等实施指导与监控，在医

护人员和患者及家属之间建立有目的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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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最容易实施及普及的一种延续护理的

方法。建立烟雾病患者的出院电话随访档

案，通过随访干预可以培养患者良好的健康

行为，延续语言及肢体功能锻炼，改善患者

预后；观察抗凝用药后的反应，定期复诊；

早期发现脑缺血、脑梗死等症状，及时就

医。提高了患者出院后的遵医行为，对患者

术后康复有着重要意义，可以有效实施优质

护理服务，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PO-2737 

经岩骨乙状窦前入路岩斜区脑膜瘤的显微外

科手术治疗的护理 

 
曲虹 冯思哲 赵丽萍 李晓红 王莹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经岩骨乙状窦前入路岩斜区脑膜瘤

的显微外科手术患者围术期的护理要点。 

方法  回顾并总结 2006 年 3 月至 2013 年 7

月收治的经岩骨乙状窦前入路岩斜区脑膜瘤 2

6 例患者的治疗方法及采取的护理措施。 

结果  在手术显微镜下肿瘤全切除 18 例，次

全切除 3 例，大部分切除 5 例，无手术死

亡。经过精心的治疗与护理。26 例患者均得

到康复。 

结论  护理质量的提高是治愈岩斜区脑膜瘤的

关键措施之一。对经岩骨乙状窦前入路岩斜

区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手术的患者进行细致的

护理与监护，可预防和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

生,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 

 
 
PO-2738 

一次性医用咬口应用于昏迷患者口腔护理效

果观察 

 
林国美 吴素英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分别观察一次性医用咬口及压舌板用于

昏迷患者口腔护理的效果。以寻求昏迷患者

比较安全有效的口腔护理方法。 

方法  对入住神经外科及内科 ICU84 例昏迷患

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实验组口

腔护理时应用一次性医用咬口辅助患者张

口，对照组口腔护理时应用压舌板辅助患者

张口，分别观察两组患者口腔护理的效果及

并发症发生情况，并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口腔清洁度、口腔粘膜溃疡、

肺部感染发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一次性医用咬口用于昏迷患者口腔护理

比压舌板用于昏迷患者口腔护理安全、有

效。 

 
 
PO-2739 

对脑卒中肢体功能障碍患者陪护人员进行康

复指导的体会 

 
邱燕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7 

 

目的  通过对脑卒中肢体功能障碍患者的陪护

人员进行日常护理和康复训练技能的培训，

探讨三位一体的康复护理模式在临床护理实

践中的应用，以促进患者更快、更有效地康

复。 

方法  通过对陪护人员进行理论知识、康复训

练操作技能、出院跟踪训练技能的培训，比

较在培训前及培训后（患者出院前），分别

对陪护人员进行肢体功能障碍康复训练的相

关知识及护理操作技能测评；培训开始后每

月对脑卒中肢体功能障碍患者采用 Barthel

（BI）指数评定量表进行评分。评估是否产

生临床意义。 

结果  培训 2 个月后，患者出院时肢体运动功

能明显提高，自自主生活能力得到提高。患

者出院后随访２个月，肢体运动功能得到持

续提高，坐 、立 、行更加稳健，生活自理能

力如日常生活活动如刷牙 、洗脸 、更衣 、吃

饭等 活动都取得较好效果。 

结论  对脑卒中肢体功能障碍患者陪护人员进

行康复训练的培训，能够促进患者更好地康

复。对陪护人员的培训指导要形成工作常

规，加强宣传引导。呼吁成立一种医院、社

区及家庭联网，三位一体的康复护理模式以

更好地促进肢体功能障碍患者的康复。 

 
 
PO-2740 

神经外科病区医院内感染的预防和控制 

 
胡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 43001

4 
 

目的  探寻神经外科病区医院内感染的独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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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因素并据此制定相应的预防及控制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神经外科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100 例患者临床资

料，依据是否发生院内感染分为感染组（10

例）及未感染组（90 例），采用 logistic 回归

分析法对神经外科病区医院内感染的独立风

险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提示手术时间、营 

养不良、脑室外引流为神经外科病区医院感

染独立风险因素（OR：6.112、6.441、6.84

2，OR95%CI：1.242～4.225、1.448～5.86

9、1.773～8.339，P＜0.05）。 

结论  强化医务人员职业技能水平、纠正患者

营养不良状态、给予良好的术后护理成为降

低神经外科病区医院内感染的重要举措。 

 
 
PO-2741 

临床护理路径在脑梗死患者中的效果评价 

 
李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观察临床护理路径在脑梗死患者中的应

用效果。 

方法  86 例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两组各 43 例，观察组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

径，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法。比较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 Barthel 指数以及住院时间、

住院费用和护理满意度。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Barthel 指数评分高

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住院时间短、住院费

用低、护理满意度高。 

结论  对脑梗死患者应用临床护理路径可以促

进患者的康复。 

我国脑梗死的发病率高、复发率高，给患者

及其家庭带来沉重负担[1]。临床护理路径(cli

nical nursing pathway, CNP)是指针对某一疾

病建立一套标准化治疗模式与治疗程序，是

一个有关临床治疗的综合模式，临床护理路

径可以起到规范医疗行为，降低成本，提高

质量的作用[2-4]。我院神经内科在脑梗死患

者的护理中采用临床护理路径，取得了满意

的效果。 

目前，我国医院提供的护理服务质量与百姓

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医疗费用的增加加

重了人民的负担。如何利用有效的医疗资源

以比较低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是摆

在医护人员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8]。本研究

发现，对脑梗死患者实施临床护理路径后，B

arthel 指数比未实施护理路径的要高，说明实

施临床护理路径使整个护理工作按程序有序

进行，调动医护人员和患者的积极性，可以

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另外，还提高了

患者对医护人员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总之，

临床护理路径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2742 

输液接头对静脉留置针堵管的预防效果 

 
徐静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 43001

4 
 

目的  观察输液接头在静脉留置针中的应用效

果。  

方法  120 例静脉留置针患者，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各 60 例，对照组采用原装肝素

帽接头，观察组患者采用输液接头，对比两

组患者堵管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无一例发生堵管，对照组堵管发

生率为 4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静脉留置针患者中应用输液接头能够

对患者堵管发生实施有效预防，值得推广应

用。  

 
 
PO-2743 

浅谈导致气管切开并发气道狭窄的危险因素

及对这类患者进行护理干预的方法 

 
邢佳静 

江阴人民医院 214400 

 

目的  探讨分析导致气管切开并发气道狭窄的

危险因素及对这类患者进行护理干预的方

法。 

方法  选取 2009 年 1 月~2014 年 11 月间我院

收住的长期保持气管切开状态的患者 136 例

作为研究对象，归纳总结其合并气道狭窄的

情况、危险因素及对其进行狐狸的方法，并

将总结的结果及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

顾性的分析。 

结果  本组患者中有 36 例发生气道狭窄，且

气道狭窄的危险因素主要为反复感染（wald=

15.078,P＜0.05）和气切前插管（wald=4.59

8,P＜0.05），本组患者危险因素主要为长时

间气管切开（wald=10.225,P＜0.05），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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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共计 22 例次，危险因素主要为反复肺部

感染（wald=1.228,P＜0.05）和气切后长时

间机械通气（wald=1.264,P＜0.05）.套管偏

移和结痂狭窄患者在更换套管后气道狭窄症

状得到明显恢复，8 例肉芽生长发生狭窄的患

者中有 4 例更换为病人可调式套管，4 例实施

肉芽切除术治疗，患者的症状得到显著改

善。 

结论  导致气管切开并发气道狭窄的危险因素 

主要有反复感染、在实施气管切开前进行插

管操作等。对这类患者实施积极有效的护理

干预可提高其治疗的效果及预后的质量，降

低其死亡率。 

 
 
PO-2744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在神经外科危

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许平 

江阴人民医院 214400 

 

目的  探讨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在神

经外科危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1 月本院

神经外科收治的 80 例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

脉导管的危重患者作为观察组，选择同期收

治的 80 例行股静脉穿刺置管的患者作为对照

组，观察两组一次置管成功率、并发症发生

率、治疗费用和导管留置舒适度。 

结果  观察组一次置管成功率为 97.50%，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 88.75%（P<0.05）。观察组

并发症发生率为 8.75%，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

0.00%（P<0.05）。观察组治疗费用为（295

0.76±308.85）元，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274.

36±336.27）元（P<0.05）。观察组导管留

置舒适度为 87.5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6.2

5%（P<0.05）。 

结论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提高了神

经外科危重患者一次置管成功率，减少并发

症，降低治疗费用，提高导管留置舒适度。 

 
 
PO-2745 

1 例女性药物成瘾患者行立体定向毁损术的手

术护理 

 
侯利利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 1 例女性药物成瘾患者行立体定向

毁损术的手术护理。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女性药物成瘾患者行立体

定向毁损术术前的访视、术中的心理护理、

手术配合等护理措施。  

结果  戒毒患者实施立体定向双侧伏隔核射频

毁损术进行戒毒治疗,能够纠正病理性奖赏环

路的异常功能，可达到解除心瘾及预防复吸

目的，术后效果满意,病人恢复良好，无严重 

并发症发生，电话随访已经回归正常生活。  

结论  本例手术是微创手术，应严格的无菌技

术操作，密切注意手术进程 , 严密观察生命体

征变化，本例患者为女性患者，在吸毒患者

中属少数，女性吸毒患者更有自尊心强、情

绪易受波动等特点。护理要点要注意患者心

理观察，重点保护管患者的隐私。完成手术

要求护士责任心强 , 专业技术水平高。充分的

术前准备、术中娴熟的配合技巧是保证手术

顺利完成的关键. 

 
 
PO-2746 

高血压脑出血合并肺部感染的护理体会 

 
陈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 43001

4 
 

目的  分析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肺部感染原因和

相应护理对策以及康复指导对策。  

方法  对我院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

的 85 例脑出血合并肺部感染的患者进行原因

分析，采取相应护理措施，以及进行康复指

导。  

结果  本组 85 例脑出血合并肺部感染的患者

经过感染期的护理及康复指导，治愈 68 例，

好转 11 例，死亡 6 例，治愈率 92.94%。  

结论  脑出血患者在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概率

很大，如不及时有效处理，将会造成严重后

果，加强对脑出血并发肺部感染患者的护

理，可以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治愈后患

者康复状况较好，证明护理措施有效, 康复指

导对策可行。  

 
 
PO-2747 

延伸护理对提高脑卒中患者日常活动能力的

作用 

 
胡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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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 43001

4 
 

目的  观察延伸护理对提高脑卒中患者日常活

动能力的作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脑卒中

患者护理模式。  

方法  选取我院 2013 － 01 ～ 2013 － 12 间

出院的脑卒中患者 66 例，采用数字表法将其

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 33 例仅接

受门诊随访，观察组 33 例给予延伸护理。出

院时和 6 个月后采用 Barthel 指数量表( BI) 

评价日常活动能力。  

结果  6 个月后观察组 33 例患者日常生活能

力中修饰、洗澡、进食、穿衣、用厕、上下

楼梯、行走/轮椅 7 项目评分和总评分较出院

时明显提高，提高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 P ＜ 

0. 05) 。 

结论  我国医疗资源紧张，脑卒中患者住院康

复治疗时间有限，而延伸护理是医院康复治

疗的重要补充，对提高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

能力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PO-2748 

烟雾病颅内外血管搭桥术围手术期的护理 

 
朱慧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烟雾病又称 Moyamoya 病，是一种慢

性进行性脑血管闭塞性病变，以双侧颈内动

脉末端及大脑前、大脑中动脉起始部动脉内

膜增厚，动脉管腔逐渐狭窄，脑底穿通动脉

代偿性扩张的纤细血管网为特征的疾病，脑

血管造影形似烟雾而得名，表现为缺血性或

出血性脑卒中， 且反复反作，术后护理显得

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如何加强烟雾病

患者术后的护理，以促进患者恢复，降低术

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方法  1.入选患者：2010.12-2015.12 我院神

经外科收治烟雾患者 46 例，男 15 例，女 31

例；年龄 13--54 岁，中位年龄 28.4 岁， 严

格按照诊断标准诊断为烟雾病。2.入院后处

理：入院后在本院行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搭

桥术。术前给予控制生命体征，注意心理疏

导；术后按时调整患者体位， 

指导其行适量活动 患者麻醉未清醒时取去枕

平卧位，头偏向一侧；麻醉清醒后，即术后 

2～6 h，能正确回答问题，能做指令性动

作，嘱患者垫枕头并抬高床头 15°～30°，降

低颅内压，减轻头痛及颜面部水肿；鼓励患

者在病情稳定、生命体征正常的情况下，12 

h 后可取半卧位并在床上进行适量的活动如翻

身、抬腿、四肢随意运动、患肢的被动功能

锻炼，在护理人员的协助下进行洗脸、刷

牙、梳头、床上如厕等活动，24 h 后可在床

旁进行活动与患肢的功能锻炼。 

结果  1、术前应控制患者生命体征，并给予

心理疏导，减轻患者焦虑。2、按时调整患者

体位， 指导其行适量活动可预防深静脉血栓

的发生。3、我院烟雾病术后患者均预防性应

用钙离子拮抗剂，可有效预防脑血管痉挛，

并及时清除氧自由基。 

结论  MMD 诊断一经明确应尽早手术，且术

后患者的护理是手术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

一。做到及时心理护理、严密观察病情变

化，维持血压平稳、防止颅内感染、积极预

防和治疗并发症是患者得以康复的保证。 

 
 
PO-2749 

全脑血管造影手术术前不禁食水的可行性探

讨 

 
陈玲 周高阳 王小琴 翟君丽 赵宗欢 刘文娟 樊霞 侯芳 

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探讨全脑血管造影手术术前不禁食禁水

的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4 月在我科行全

脑血管造影手术的 203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

察组 102 例，术前进食半流质清淡饮食，量

为平常量的 70- 80%，正常饮水；对照组 101

例，按照术前常规护理：8 小时禁食，4 小时

禁水。观察两组患者术前 30 分钟口渴、饥

饿、腹部不适、低血糖等不良反应及并发

症；术中恶心呕吐、误吸、血压下降及心率

改变等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口渴、饥饿、低血糖、腹

部不适及术中血压、心率的改变情况比较有

显著性差异（p<0.01 或 p<0.001)，两组患者

均无恶心呕吐及误吸情况发生。 

结论  全脑血管造影手术，术前适当进食水可

减少患者不良反应及并发症，增加舒适感。

提高手术成功率及患者满意度，故不禁食水

是可行和安全的，值得同行借鉴和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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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50 

锁孔神经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循

证护理 

 
窦春霞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锁孔入路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治

疗三叉痛 78 例，运用循证护理模式防治术后

并发症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3 年 4 月～2016 年 4 月我科收

治三叉神经痛患者 78 例，均行锁孔枕下入路

神经微血管减压术，术后运用循证护理模式

指导护理行为，防治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结果  78 例术后患者均能接受术后科可出现的

不适症状，并积极配合治疗，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缩短了住院时间，提高了生活质量。 

结论  运用循证护理理论模式，增强护理人员

专科理论知识，构建医护患一体护理模式，

可以有效防治锁孔枕下入路神经微血管减压

手术并发症。 

 
 
PO-2751 

探讨未完全清醒气管切开患者堵管期综合性

护理干预  

 
向飞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未完全清醒气管切开患者堵管期综

合性护理干预。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 2012 年 1 月-2013 年 6

月间气管切开患者堵管观察期间出现病情加

重的原因，以及一次性成功拔管经验，调整

综合性护理干预，并应用于 56 例气管切开患

者。 

结果  气管切开 56 例中，一次性成功拔管 49

例，其中有 6 例嗜睡、5 例昏睡患者堵管观察

时间在 5-10 天，未出现高热，最终成功拔

管。 

结论  通过对气管切开堵管患者实施综合性护

理干预，在患者意识好转，舌的随意运动恢

复伴着吞咽功能的增强，可以口腔进食，主

动咳嗽排痰，可在患者意识未完全清醒成功

拔管。 

 
 
PO-2752 

战创伤患者合并颅内后组颅神经损伤的护理 

 
辛群雁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为了提高护士面对颅脑损伤患者出现面

瘫、呛咳、吞咽障碍、进食困难、昏迷时间

长、病情变化快、并发症多、治疗困难，护

理复杂、死亡率高等问题时的判断、协助救

治、综合护理能力，这不仅是抢救患者生命

的关键，也是对巩固颅脑损伤手术治疗效果 

和促进患者康复、减少致残率的重要环节。 

方法  本文对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间

在我科治疗的 25 例颅脑创伤合并后组颅神经

损伤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病情观察、预防并

发症、心理护理、相关功能训练及健康宣教

等护理。 

结果  患者均伤愈出院，之后随访有 13 例患

者能自行进食，吞咽功能得到恢复；2 例因无

法自行进食，行鼻饲进行营养支持。 

结论  创伤已成为现代社会危害身心健康的重

要因素，其中颅脑创伤的病死率、致残率极

高，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为及

时了解颅脑损伤患者的病情、预测疾病转

归、制订合适的康复治疗措施，在患者入科

后，尽快对其进行医疗、治疗、护理的整体

评估显得极为重要。颅脑战创伤患者往往病

情危重，救治难度较大，必须在短时间内明

确诊断并及时救治。因此在护理患者时．医

护人员要注意患者生命体征变化和保持呼吸

道畅通；在清除患者耳、鼻、喉内血迹或脑

脊液时要注意无菌操作，禁止堵塞或冲洗，

以免导致逆行性感染；对合并舌咽神经损伤

较重的患者要及时行鼻饲饮食，及时进行训

练，改善其摄食、吞咽功能，尽快恢复其进

食能力；要积极防治吸人性肺炎、胃出血等

临床较为常见的并发症。 

 
 
PO-2753 

神经外科护理风险的分析及防范对策 

 
李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风险，

分析针对护理风险的有效管理的对策，为患

者提供安全有效优质的护理服务。方法  评估

神经外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风

险，建立风险管理小组，健全护理风险防范

制度，完善风险应急程序，加强护士护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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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意识和防范能力的培训，落实护理风险防

范措施，加强护理风险管理的监控。 

结果  从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我科实

行加强护理风险管理后与 2012 年 1 月至 201

2 年 12 月相比，护理缺陷发生率明显降低，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士风险

防范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明显提高；护理质

量得到提高;患者及家属满意度得到提高。 

结论  实行护理风险管理，提高了护理人员的 

风险防范意识，减少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

对提高护理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PO-2754 

重型颅脑损伤合并肺挫伤患者预防肺部感染

的集束化护理管理 

 
向思谨 李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损伤合并肺挫伤患者预防

肺部感染的集束化护理管理及效果。 

方法  将 60 例重型颅脑损伤合并肺挫伤患者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对照

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集束化护理管

理，比较 2 组患者的肺部感染情况、死亡

率、生命体征和家属的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痰菌培养阳性率、肺部感染的发

生率均显著少于对照组，感染出现的时间显

著短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死亡率低于

对照组，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

体温、脉搏、呼吸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血

氧饱和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家

属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集束化护理管理有利于减少重型颅脑损

伤合并肺挫伤患者的肺部感染发生率，稳定

患者的生命体征，改善预后。 

 
 
PO-2755 

模拟情景教学在神经外科规范化培训的护士

带教中的运用 

 
肖黎丽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角色模拟情景教学在我院神经外科

规范化培训的护士带教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对今年进入我院的规范化培训的护士在

到达神经外科第三周后采用模拟情景教学模

式培训，并同时进行一对一的临床带教，最

后于转科 3-6 月结束时总结和评价带教效

果。  

结果  运用了模拟情景教学所带教的规培生在

处理突发事件时，善于运用模拟情景模式应

用，灵活机动的处理好事件，提高了规培护

士的主动学习能力，提高了应急处理协调等

综合素质。  

结论  对于我院需要规范化培训的新护士运用 

模拟情景教学模式带教适合全面开展。  

 
 
PO-2756 

单鼻孔蝶窦入路内镜下切除垂体瘤 术后低氧

血症的原因分析与护理对策 

 
辛群雁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经单鼻孔蝶窦入路内镜下切除垂体瘤手

术具有操作简便、创伤小、并发症少等优

点，已成为垂体腺瘤治疗的主要术式术后因

正常呼吸模式的改变及垂体瘤本身对呼吸功

能的影响等因素，针对患者术后常出现血氧

饱和度下降、低氧血症现象，对其原因进行

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预防护理措施。 

方法  选择 2015 年 4 月～ 2016 年 4 月我科

收治垂体瘤患者 102 例，其中，男 43 例，女

59 例，年龄 18～ 61 岁，平均（46.3± 6.0）

岁，其中＞ 60 岁 7 例。术前伴有肺功能不全

者有 19 例，肢端肥大症 71 例，所有病例均

经 CT 或 MRI 检查确诊。低氧血症观察判定

标准；低氧血症是指动脉血氧分压＜ 60mmH

g 。动脉血氧饱和度（SaO２）与脉搏血氧饱

和度（SpO２）相关性高（ r ＝0.98），临床

工作中一般选用脉搏血氧饱和度，即在吸入

空气的情况下，SpO２ ：＜ ９０％ ，持续 3

0s 以上为轻度低氧血症。SpO２ ＜85％ 为

严重低氧血症。 

结果  102 例患者行经单鼻孔蝶窦入路内镜下

切除垂体瘤手术，过程顺利，发生低氧血症 1

2 例，其中，轻度低氧血症 9 例、中度低氧血

症 2 例、重度低氧血症 1 例。发生低氧血症

时间：术后２h 5 例；术后６h3 例，术后１d 

3 例，术后 2～3d 1 例。有 1 例持续低氧血症

行气管切开术。经处理低氧血症及时纠正，

患者平均住院时间 7.3d 。 

结论  手术入路以及垂体瘤本身亦对呼吸功能

有影响。垂体瘤可分泌相应的激素，如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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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等，对机体解剖生理有直接的影响，使

患者术后容易发生低氧血症。低氧血症是术

后并发症如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精神障

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多器

官衰竭（MOSF）的促进因素[10]。因此，临

床护士需及时正确分析原因，常规性予以面

罩吸氧，进行预见性干预，并严密监测、针

对不同低氧血症原因给予相应治疗，以提高

疗效。 

 
 
PO-2757 

多学科协作治疗颅底沟通性肿瘤患者围术期

护理 与并发症观察 

 
肖娟 李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耳鼻喉科与颌面外科协

作处理颅底沟通性肿瘤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

措施，为临床治疗与护理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分析 45 例颅底沟通性肿瘤患者的

临床资料。 

结果  45 例患者经术前及术后的精心护理，无

脑脊液漏、颅内感染或颅神经受损等严重并

发症发生。 

结论  加强颅底沟通性肿瘤患者的围手术期护

理，多学科密切协作能提高颅底沟通肿瘤的

手术质量及治疗效果，有效减少各种并发症

的发生。 

 
 
PO-2758 

32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并发吸入性肺炎的原

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辛群雁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并发

吸入性肺炎的认识和护理质量。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10 月神经外科创伤

小组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吸入性

肺炎的重型颅脑损伤患者 32 例，其选择为标

准  ①格拉斯哥评分法（GCS）＜８分的颅脑

损伤患者；②昏迷时间超过 6h 者，可能伴有

咽反射减弱或消失；③有呕吐史或血性液体

病史，口咽部、气管插管内或气管切口处有

大量胃内容物或胃液及血性混合物；④有肺

部感染征象：患者有发热、缺氧表现，呼吸

困难、听诊肺部有广泛湿啰音和（或）灶性

肺实变伴呼吸音减低，血象升高，X 线摄片

有相应改变；⑤可伴有血氧饱和度低于 90%

 ，动脉血氧分压小于 9.33 kPa 等呼吸衰竭表

现。 

结果  ①血象检查：1 例患者白细胞（WBC）

 ＞ 10×10 9／L;20 例中性粒细胞大于 80%；

9 例患者 WBC 10×10 9≤／L;10 例中性粒细

胞大于 80%;伴有肝功能异常２ 例;肾功能异

常１ 例;低蛋白血症２例;低钾、低钠血症 10 

例;血糖升高 9 例。②胸部 X 线片检查：:肺部

散在点状或片状浸润病灶 25 例，其中左上肺

3 例，左下肺 4 例，右上肺 4 例，右中肺 5

例，右下肺 7 例，双肺出现病变 2 例。双侧

肺纹理增多增粗 17 例。③血气分析检查：Ⅰ 

型呼吸衰竭 6 例，Ⅱ 型呼吸衰竭 3 例，呼吸

性酸中毒合并代谢性碱中毒 2 例。④痰、血

培养：细菌以肺炎克雷伯菌、绿脓杆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为主，痰培养及

血培养阳性 24 例，占总数的 75%。 

结论  吸入性肺炎是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常见的

症状，本文研究分析了 32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

者发生吸入性肺炎后的临床表现、检查检验

结果、脑叶挫伤继发癫痫、气道痉挛受阻、

休克、高热、电解质紊乱、药物等相关因素

的分析，结合临床并查阅大量相关性文献，

进行了原因分析并总结护理对策，以指导临

床护士将专科知识运用于日常临床工作中，

加强工作责任心，积极观察、分析患者的动

态病情变化，为临床早期诊断和处理提供依

据，及时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及专科治疗，

以免延误病情，提高救治效率。 

 
 
PO-2759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综合护理体会 

 
辛群雁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重型颅脑损伤是指暴力作用于头颅引起

的损伤，且伤后昏迷 12h 以上，意识障碍逐

渐加重或再次出现昏迷；有明显神经系统阳

性体征；体温、呼吸、血压、脉搏有明显改

变。因病情危重，并发症复杂，治疗护理困

难，故致死率及致残率较高，本文分析和探

讨了重度颅脑损伤患者的救治及护理，以利

于提高重度颅脑损伤的救护效果。 

方法  本组 109 例患者中，男 76 例，女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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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16～77 岁，平均年龄（37.3±3.1）

岁。损伤原因：交通事故 83 例，高处坠落伤

14 例，钝器伤 4 例，物体砸伤 2 例，打架 5

例，楼梯滑跌 1 例。手术 89 例，保守治疗 2

0 例。收住院时 91 例患者 GCS（格拉斯哥昏

迷评分）评分≤８分，18 例 GCS 评分＞８

分，其中 7 例入院后患者意识障碍程度逐渐

加重。体征变化：57 例患者单侧瞳孔散大，

对光反射消失；20 例患者双侧瞳孔散大，光

反应消失；43 例出现偏瘫；37 例表现为肌张

力增高，12 例表现为去脑强直，5 例发生外 

伤性癫痫。 

结果  在出院后随访 6 个月，本组患者恢复情

况：良好 17 例，中度残疾 44 例，重度残疾

8 例，植物生存 21 例，死亡 19 例。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作为神经外科的常见病及

多发病，因造成创伤的机制、外力作用部

位、受伤程度、患者身体素质等诸多情况的

差异，中枢性神经器官的颅脑损伤后，具有

后果的严重性及复杂性。在救治过程中，如

何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存率及降低致残率等问

题，仍然是神经外科需要重点探讨的课题。

重度颅脑损伤后引起烦躁的患者，病情较

重，病情变化快，要予高度重视，特别是伤

后６ｈ内出现烦躁的患者，准确而细致的病

情观察，及时发现病情的转归，是赢得抢救

时机，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和伤残率的

关键，也是体现护理工作的价值所在。 

 
 
PO-2760 

神经外科危重病人实施肠内营养的规范化护

理 

 
张平 李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对实施肠内营养的患者进行规范化护理

对防止危重病人肠道并发症的效果观察。 

方法  将我科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

间实行肠道内营养的危重病人 146 例，以实

施肠内营养护理时间前进行分组观察，对照

组仅予常规护理，观察组进行规范化护理。

观察两组肠道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结果  观察组胃内潴留、腹泻、误吸等并发症

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结论  对危重病人实施肠内营养规范化护理对

防止胃肠道并发症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O-2761 

特重型脑外伤患者鼻饲并发症的预防及护理

要点分析 

 
刘卉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特重型脑外伤患者鼻饲并发症的预

防及护理要点。 

方法  选择我院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6 月

期间收治的 64 例特重型脑外伤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2 例。

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鼻饲并发

症预防性护理，对照组仅给予常规护理，比

较两组患者并发症率及转归情况。 

结果  观察组反流、鼻饲管堵塞、误吸、便秘

（腹泻）等并发症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组间差异 p＜0.05。两组患者鼻饲并发症

均经治疗和护理后痊愈，观察组并发症治疗

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组间差异 p＜0.05。 

结论  鼻饲并发症预防性护理可有效减少特重

型脑外伤患者鼻饲并发症发生率，且有利于

并发症恢复。 

 
 
PO-2762 

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并发症的护理经验

总结 

 
刘卉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后并发症

的护理经验。 

方法 本次研究选择 2013 年 1 月~2015 年 6

月期间在本院行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治

疗的 58 例患者作为受试对象，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各 29 例。两组患者均常规给予

术后护理措施，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增加

并发症预防性护理，比较两组患者各类并发

症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低颅压综合征、面瘫、面部麻

木、高热、肺部感染并发症率均显著低于对

照组，组间差异 p＜0.05。 

结果 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后给予患者并

发症预防性护理措施，可有效控制并发症风

险，有利于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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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63 

多靶点护理干预对重型颅脑外伤患者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的影响 

 
黄玉菁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分析研究多靶点护理干预对重型颅脑外

伤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影响及应用价

值。 

方法 抽取 2014 年 12 月-2016 年 1 月我院收

治的 88 例重型颅脑外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两组，各 44 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

干预措施，观察组行多靶点护理干预措施。

对比观察两组患者入院第 1d 及第 3d CPIS 评

分、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 

结果 入院第 1d，两组患者 CPIS 评分相比，

无显著差异（P＞0.05）；第 3d 观察组 CPI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

5）；观察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为 2.2

7%，对照组发生率为 18.18%，组间比较差

异显著（P＜0.05）。 

结论 多靶点护理干预对重型颅脑外伤患者呼

吸机相关性肺炎的防治效果显著，可有效防

止患者肺部发生感染，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

炎发病率，具有一定临床价值，值得推广运

用。 

 
 
PO-2764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鼻饲饮食护理分析 

 
孙红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6 

 

目的  研究分析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鼻饲饮食护

理的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于 2015 年 2 月～2016 年 1 月

收治的 65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所有患者均

进行鼻饲饮食护理，观察患者的并发症发生

情况以及临床护理效果。 

结果  65 例患者经过护理有 43 例患者能够正

常进行鼻饲，5 例患者发生食物返流，3 例患

者发生消化道出血，腹泻 5 例，便秘 9 例，

经过处理后有 21 例患者恢复，能够继续进行

鼻饲，有 1 例患者病危自动出院。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要早点进行鼻饲饮

食，同时进行护理干预，可以降低并发症的

发生率，有效保护患者的为肠道功能与营养

水平，增强患者免疫力，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应用。 

 
 
PO-2765 

新型气管插管氧动雾化装置在 NICU 氧气雾

化中应用研究 

 
张冰珊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观察新型气管插管氧动雾化装置在 NIC

U 氧气雾化中的有效方法及效果。 

方法  临床上未有气管插管专用的氧气雾化装

置，一般是使用普通氧气雾化面罩给患者行

雾化治疗，这种方法不能固定在气管插管

上，并且氧气雾化效果不佳。而自制的新型

气管插管氧动雾化装置，是使用一根管路延

长管、一个弯形接头及一个雾化装置而形成

的，气管插管氧动雾化装置是将小流量喷雾

器改装，连接多功能连接装置，再与气管插

管相连，以氧气作为驱动力，氧气通过小流

量喷雾器将注射用水或药业稀释为气溶胶形

态吸入，既可以达到肺部治疗的目的。该装

置加药、加水方便，可以持续雾化，也可以

间断雾化，对气道雾化达到湿化气道，治疗

疾病，能有效稀释气道分泌物，防止痰痂形

成，减轻病人的痛苦，[1]还能固定在气管插

管上。同时我们在进行应用过程中，将 60 例

气管插管病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

干预组使用新型气管插管氧动雾化装置，对

照组使用普通的雾化装置。比较两组气道护

理评价及相关指标。 

结果  两组在肺部感染发生率、痰痂形成率、

住院时间及患者费用都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 

结论  应用新型的气管插管氧动雾化装置，使

用效果满意，明显减少肺部感染，减轻患者

的费用及负担。值得医院进一步研究推广。 

 
 
PO-2766 

颅脑损伤患者早期肠内营养支持护理体会 

 
李英姝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研究分析颅脑损伤患者早期肠内营养支

持护理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于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1

月收治的 55 例颅脑损伤患者的资料，将其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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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30 例患者采

用肠内营养支持护理，对照组 25 例患者采用

常规营养支持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不良反

应与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治疗组 30 例患者中 3 例发生腹泻、2

例应激性溃疡，2 例食物返流，潜力胃肠道感

染，并发症发生率为 26.7%；对照组 25 例患

者发生腹泻 1 例，7 例应激性溃疡，5 例食物

返流，4 例胃肠道感染，2 例吸入性肺炎，发

生率为 88.0%，两组对比 P＜0.01，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肠内营养支持护理可以减少颅脑损伤患

者的并发症，值得推广。 

 
 
PO-2767 

重症颅脑外伤病人呼吸道护理的施行意义研

究 

 
朱尚文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对重症颅脑外伤病人呼吸道护理的施行

意义进行探讨、研究。 

方法  选择在我院接受治疗的重症颅脑外伤患

者 74 例，按照患者的病历号将其分为两组，

单数为实验组，双数为对照组，每组患者 37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脑外伤的常规护理，实

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联合呼吸道护

理，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及呼吸道感染

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 78.4%，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 43.2%，P＜0.05；实验组患

者呼吸道感染率为 8.1%，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37.8%，P＜0.05；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对重症颅脑外伤患者进行呼吸道护理，

可有效降低患者的呼吸道感染率。 

 
 
PO-2768 

神经外科患者术后行腰大池置管体外引流的

临床应用与护理 

 
辛群雁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针对行腰大池置管体外引流置管术的患

者进行严密观察及合理的护理，取得满意的

疗效。 

方法  我科 2015 年 3 月～2016 年 3 月间采取

腰大池置管持续外引流治疗患者 47 例，其中

男 23 例，女 24 例；年龄 3～71 岁，平均 46

岁。经额行巨大鞍区肿瘤术后 2 例，后颅窝

肿瘤术后 6 例，脑积水 12 例，术后脑膨出 8

例，脑室肿瘤术后 7 例，颅脑外伤术后 8

例，脑室一腹腔分流术后感染 1 例，开颅术

后颅内感染 3 例。持续引流 3～15d,平均 5.8

d，协助患者取侧卧位，头部和双下肢屈曲，

以 L3 或 L4 为中心行皮肤严格执行无菌操作

进行消毒，在局部麻醉后，穿刺并测量颅内

压，将直径 1mm 的硅胶管向头侧蛛网膜下腔

送入 6～10cm，观察管内脑脊液通畅后，穿

刺点皮肤予敷贴固定引流管，导管尾端连接

外连接系统，置管将持续于整个急性期。 

结果  ①头痛缓解及脑脊液转清：置管引流第

48h 后 32 例患者头痛明显缓解，第 96h 后 4

1 例患者脑脊液颜色逐渐转清。②脑膨出复

位：置管引流 2h 后均有不同程度塌陷复位，

1 例拔管后再次出现脑膨出，经脑脊液分流治

疗后脑膨出治愈。③颅内感染：引流并鞘内

给药治疗后 15 例头痛缓解，体温下降，脑脊

液常规及生化指标基本恢复正常；l 例全身情

况差，症状缓解不明显，病情进行性加重死

亡。 

讨论  腰大池置管持续外引流可尽快地将血性

脑脊液和血管活性物质排出体外，恢复脑脊

液循环，使细胞因子、炎性因子、细菌毒素

等直接排出体外，减少蛛网膜粘连，减轻脑

水肿反应，同时缓慢降低颅内压，提高脑灌

注压，改善和促进脑功能的恢复；腰大池置

管持续外引流创伤小，操作简单，且不易引

起颅内感染；避免反复腰穿给患者带来痛

苦。护理措施要规范做到：术前完善各项检

查，做好心理护理和术前准备；术后做好体

位摆放、心电监护、引流管护理及基础护

理；合理控制引流的速度和量，维持有效引

流；严格无菌操作，预防感染发生；严密观

察患者瞳孔、意识状态及生命体征改变，加

强基础护理，积极预防各种并发症。从本组

病例针对行腰大池置管体外引流置管术的患

者进行严密观察及合理的护理，47 例引流管

留置时间 3～10d，平均 4.8d 拔管，无并发症

发生，均取得满意的疗效，可见严格的无菌

操作，积极的预防感染及各种并发症的发生

是保证患者安全、有效引流的重要保证，对

提高患者治疗效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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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69 

神经外科常规护理与细节护理 

 
徐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0 

 

目的  探讨细节护理在神经外科护理中的应

用。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主要包括：入院指

导、治疗护理、饮食指导、健康教育与心理

疏导等。研究组行细节护理，具体措施如

下：（1）制度细节管理，规章制度保障着护

理安全、规范着护理活动，因此，神经外科

应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如：查对、输

血、约束器具使用、患者身份识别等制度；

（2）个人素质细节管理，护理人员应持证上

岗，穿着朴素、大方，言语文明、热情，态

度和蔼、亲切，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医院、

疾病、治疗的相关情况，同时要保持高度的

责任感与使命感；（3）流程细节管理，神经

外科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围手术期应落实

细节护理，术前向患者讲解手术治疗、手术

环境等内容，开展心理疏导，缓解其不良情

绪，并做好皮肤准备，指导患者饮食；术中

应保持热情的交谈，减轻患者的紧张、恐惧

等情绪，严格落实无菌操作，协助患者使其

保持舒适的体位，注重预防并发症；术后应

密切关注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开展出院指

导与定期随访等工作；（4）安全细节管理，

神经外科手术难度较大，手术时间较长、术

野狭窄，因此，患者体位应准确、合理、舒

适摆放，以此保证手术的有效开展，同时也

将避免压疮等并发症的出现，摆放体位前，

护理人员应对患者展开综合的评估，根据其

体重、皮肤、营养状况、手术时间等，采取

针对性的措施，以此避免因压力引发伤害问

题的出现，同时，要注重保护患者的眼睛、

耳朵等，避免压伤，减少消毒液对其影响，

再者，术中要关注患者的体温，如果体温过

高或过低，均可能引起切口感染，因此，应

注重保温，术前半小时，开启空调，控制室

温在 24℃左右，湿度在 50%左右，患者裸露

部位覆盖保暖。 

结果 

3.1 护理质量评分 

研究组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3.2 并发症发生率 

研究组压疮与医院感染发生率明显比对照组 

低，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 

结论  细节护理主要是指在护理管理过程中细

化各个步骤与内容，以此提高护理质量。在

实际护理管理过程中，应考虑患者的护理需

求，结合护理人员的实际特点，以此调动护

理人员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保证护理的质

量。在各个方面均开展细节管理后，护理安

全与护理满意度均将大幅度提高、 

 
 
PO-2770 

膨肺吸痰联合胸肺物理治疗在重型颅脑损伤

机械通气患者中的应用 

 
许雪芬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总结 1 例膨肺吸痰法联合胸肺物理治疗

在重型颅脑损伤机械通气患者中的应用效

果。 

方法  将神经外科 NICU 重型颅脑损伤机械通

气患者应用膨肺吸痰联合胸肺物理治疗。 

结果  通过膨肺吸痰联合胸肺物理治疗能改善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低氧状况，促进肺复

张，减少肺部感染，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气道

分泌物清除方式。 

 
 
PO-2771 

自制下肢支具在脑出血术后病人功能锻炼中

的应用与研究 

 
潘丽民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自制下肢支具在脑出血术后病人功能锻

炼中的应用与研究。 

方法  选取我科 84 脑卒中患者，随机将其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首先对两组均给予

神经内科常规治疗和护理措施，观察组观察

病人在病情稳定的脑梗塞 24 小时内康复训练

指导，对照组康复训练 7 天，采用六级（5 - 

0）肌肉记录方法评价两组患者肢体功能活动

情况。 

结果  对观察组和对照组数据采用卡方检验

（P＜0.05＝，两组间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我的研究小组开发的下肢功能锻炼的患

者脑出血术后下肢支撑，有下肢固定牢固，

保持足部功能位，防止足下垂，等等，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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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便、实用，能更好地进行功能锻炼，

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减少致残率。 

 
 
PO-2772 

护理干预对高分级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预后的影响 

 
林碧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高分级动脉瘤性蛛网膜 

下腔出血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高分级（入院时按 Hunt-Hess 分级

Ⅳ、Ⅴ级）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并

接受“锁孔”入路开颅动脉瘤夹闭术患者 100

例，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对照组患者行常规护理，在此基础上对

实验组患者行护理干预，包括：①严格体位

控制：床头抬高 30°；②保持大便通畅：每天

常规灌肠剂灌肠；③口腔护理每天 2 次。采

用改良 Rankin 评分在发病后 6 个月对患者的

预后进行评估，以 0~2 分为预后良好，3~6

分为预后不良。 

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年龄、性别、Hunt-H

ess 分级、Fisher 分级、动脉瘤部位、动脉瘤

大小等方面，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

5）。实验组患者预后良好率为 10%（5/5

0），对照组预后良好率为 12%（6/50），差

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

者死亡率为 30%（15/50），对照组死亡率为

60%（30/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

5）。 

结论  对对高分级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

者行护理干预，能降低患者死亡率。  

 
 
PO-2773 

1 例 DSA 引导下胃肠营养管置放术护理体会 

 
李媛 张慧杰 刘波 赵蓉 王静 张庆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摘要：总结了 1 例创伤性硬膜下血肿、蛛网

膜下腔出血合并肠梗阻病历，经常规经鼻留

置胃管、在胃镜引导下置管困难后，在 DSA

引导下顺利置管的方法。护理要点是置管前

充分全面评估患者病情与既往史，特别是有

胃肠道手术史的患者，在置管不成功后不得

盲目置管，避免穿孔的危险发生。 

1．病例介绍： 

患者男性，88 岁，主因“头部摔伤后头痛、头

晕 2 天”以“创伤性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

血”收入院。既往 10 年前因食管破裂行修补

术，9 年前因硬膜下血肿行钻孔置管引流。经

止血、营养神经等治疗后复查 CT 示：右侧额

颞部、左侧颞部硬膜下血肿、双侧蛛网膜下

腔出血已吸收。入院第 5 天进食后患者主诉

腹痛、腹胀，听诊肠鸣音减弱，立即给予禁

食，X 线立位腹平片提示：小肠梗阻、肠胀

气。给予经鼻留置胃管未成功后行胃镜引导

下留置胃管仍困难，且有腹胀加重，为避免

胃穿孔的危险发生，遂给予 DSA 引导下留置

胃管。给予胃肠减压、补液、抗感染、维持

水电解质平衡等对症治疗。 

2.护理 

留置胃管是临床最基本的护理技术操作．是

每个临床护士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留置胃

管目的常见于胃肠减压和鼻饲营养液，是观

察病情变化、治疗疾病的一项重要措施。胃

管置入困难常见原因有精神紧张  、咽下困

难、 食道狭窄、食道憩室、 贲门狭窄等。 解

决方法主要有 ：胃镜引导下胃管置放术、 X

光荧屏下胃管置放术 、DSA 引导下胃管等。

对于本例食管破裂行修补术吻合口瘘而留置

胃管困难者，利用导管注入造影剂显影，既

经鼻、咽部喷雾麻醉后，在 DSA 影像监视

下，经导丝引导导管依次经鼻、咽、食管、

胃、幽门、十二指肠各部使导管头端位于水

平部，置换入沿加硬导丝送鼻肠营养管并将

其头端送至屈氏韧带以下 20 ~ 30cm。DSA 

监视或者电视透视下行鼻肠营养管置入术能

够快速、简便、安全、准确的放置鼻肠营养

管，极大地降低了穿孔的风险。 

3.讨论 

颅脑损伤合并肠梗阻并非少见，其原因与腹

部复合伤、长期卧床肠道功能紊乱、电解质

失衡、既往有胃肠道手术史有关。 对于非手

术治疗者，置入胃肠管行减压治疗是最有效

的方法。护理要点是置管前全面评估患者病

情与既往史，特别是有胃肠道手术史的患

者，在置管不成功后不得盲目置管，DSA 引

导下胃肠营养管置放术为有胃肠道手术史的

患者提供了可靠方法，极大地降低了穿孔的

风险，保证了护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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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74 

神经内镜下经鼻扩大蝶窦入路治疗鞍结节脑

膜瘤手术的护理探讨 

 
毛慧敏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分析讨论神经内镜下经鼻扩大蝶窦入路

治疗鞍结节脑膜瘤手术的临床护理方法及效

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3 年 8 月--2015 年 8 月期

间收治的 35 例鞍结节脑膜瘤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回顾性的对全部患者的疾病临床资料进 

行研究分析。 

结果  经过有针对性的临床护理后，对鞍结节

脑膜瘤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对比分析，其中

获得显效的患者为 18 例（51.43%），获得

显效的患者为 14 例（40.00%），临床总有

效率为 91.43%；而获得无效的患者为 3 例

（8.57%）。 

结论  对于神经内镜下经鼻扩大蝶窦入路治疗

鞍结节脑膜瘤手术患者来说，有针对性的给

予临床护理具备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有

效的提升临床疗效，促进疾病康复，在临床

中值得广泛推广应用。 

 
 
PO-2775 

探讨鞍区肿瘤患者术后发生脑耗盐综合征的

护理 

 
朱星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鞍区肿瘤患者在术后发生脑耗盐综

合征(CSWS)的特点和护理方法。 

方法 回顾总结分析了我科 2008 年～2016 年

82 例鞍区肿瘤术后并发脑耗盐综合症患者的

临床特点和护理方法。 

结果 出院时本组病人 79 例低血钠症完全纠

正。2 例患者至出院时血钠值仍低于正常，1

例死亡。 

结论  CSWS 是鞍区肿瘤术后常见表现，恰当

的补盐治疗非常关键。正确区分 CSWS 和利

尿激素不适当分泌综合征（SIADH）在临床

处理和护理工作中有重要意义。 

 
 
PO-2776 

改良鼻空肠置管术在 NICU 的临床应用研究 

 
王燕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神经外科 570311 

 

目的  对比神经外科监护室（NICU）危重病

人两种鼻空肠管置管方法的应用效果，探讨

改良鼻空肠管留置术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我科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

给予鼻空肠置管的 NICU 危重病人 106 例，

根据鼻空肠置管方法的不同分为 2 组，分别

是：传统鼻空肠管留置术组 67 例和改良鼻空

肠置管术组 39 例，观察 2 组 NICU 危重病人

鼻空肠管置管成功率。 

结果  改良鼻空肠管留置术组的成功例（47.7

6%），明显高于传统鼻空肠管留置术组的成

功例（30.77%）,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0.05），提示改良鼻空肠管留置术有利于

提高置管成功率。 

结论  改良鼻空肠管留置术在可以提高 NICU

危重病人的置管成功率，减少病人痛苦，有

利于肠内营养支持。 

 
 
PO-2777 

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在提高癫痫患儿服药依

从性中的应用 

 
陶晶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探讨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在提高癫痫患

儿服药依从性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用自身前后对照的方法，对 30 名癫痫

患儿应用知信行健康宣教方法后，分别在出

院后第 7 天、第 30 天及 6 个月进行服药依从

性测评。 

结果 出院第 30 天患儿服药依从性得分显著高

于其它两个时间得分（P<0.05）。 

结论 应用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能够有效提高

患儿的服药依从性。 

癫痫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是神经系统的

常见病之一，我国有癫痫患者约 700 万。癫

痫的总体发病率为 40/10 万。我国大规模人

群调查资料显示，癫痫在农村和城市的年发

病率分别为 35/10 万和 30/10 万，处于国际

的平均水平。我国癫痫患者有 70％起源于儿

童时期，可见儿童癫痫的发病率较成人高。

同时有研究显示 20％的癫痫患者符合耐药性

癫痫的诊断标准。耐药性癫痫是由多种因素

导致的，其中非规律性服药、自行停减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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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药非依从行为均可导致病情反复、加重直

至耐药性癫痫的发生。癫痫患儿服药时间较

长，一般在 3 年以上。由于患儿年龄小及特

殊的心理特点，为了增进患儿的服药依从

性，研究小组以知信行模式（KAP）对癫痫

患儿及其家长进行服药指导，效果较好。 

随访中我们对“出院 6 个月”得分较“出院 30

天”得分高的患儿及家长进一步的询问得知，

部分患儿及家长存在“出院至今病情从未复

发，我想孩子的病应该是再不会复发了，所

以偶尔漏服一次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在

复诊之前我们还是会尽量坚持用药的。”，还

有的家长表示“儿童用的口服糖浆剂型，不像

胶囊或者片剂那么方便携带。”还有部分反馈

认为“孩子不再犯病了，吃了药还困，白天在

学校孩子有时就不吃了。”等等。针对以上几

类反馈结果，我们在随访后制定了一些计

划，提供给患儿及家长一些方法，帮助他们

解决漏服及错误的服药观念问题。还有研究

表明家庭干预能够提高癫痫患儿的心理状态

和社会适应能力而这些积极的心理状态能够

让患儿更好的面对疾病，配合治疗。 

综上所述，规律、按量服用抗癫痫药物是治

疗癫痫疾病的有效方法，提高患儿服药依从

性是对患儿病情控制、改善其预后的有力保

障。采取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通过住院期

间干预与家庭干预相结合能够修正患儿及家

长对服药的错误认识、普及正确服用抗癫痫

药物的理念、发动家庭支持作用，让患儿及

家长主动保持良好的服药习惯，从而促进患

儿的康复，减少耐药性癫痫的发生。 

 
 
PO-2778 

围术期精心护理在颅内动脉瘤显微手术中的

应用意义分析 

 
谢美英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对应用精心护理干预模式对接受颅内动

脉瘤显微手术治疗的患者在围手术期内实施

护理的临床效果进行研究。 

方法  选择在我院就诊的接受颅内动脉瘤显微

手术治疗的患者 82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平均每组 41 例。采用常规手术室护理

模式对对照组实施护理；采用精心护理干预

模式对观察组实施护理。 

结果  观察组患者颅内动脉瘤显微手术操作时 

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出现不良反应的人数明

显少于对照组；对颅内动脉瘤显微手术过程

中手术室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

组。 

结论  应用精心护理干预模式对接受颅内动脉

瘤显微手术治疗的患者在围手术期内实施护

理的临床效果非常明显。 

 
 
PO-2779 

胶管止血带和棉垫联合制成气管切开外套管

固定带的临床应用研究 

 
方家香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自制气管切开外套管固定带的临床

应用效果，为临床选择最佳固定方法提供依

据。 

方法  将神经外科 58 例气管切开术后患者随

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29 例，观察组用自

制的气管切开外套管固定带（由胶管止血

带、棉垫、寸带联合制成）固定套管；对照

组按常规使用布衬带为气管外套管固定，两

组采用统一管理。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皮肤损伤发生率分别

为 6.9%、34.5%，不舒适发生率分别为 6.

9%、37.9%，气管套管脱出率分别为 3.4%、

24.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

5）。 

结论  自制的气管切开外套管固定带更能有效

地保护患者颈部皮肤，减轻患者不适和痛

苦，提高患者舒适度，且操作、制作简单、

耗材低廉，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2780 

神经外科患者压疮的危险因素分析及护理干

预 

 
何丽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患者出现压疮的主要危险

因素，同时给予针对性的护理干预。 

方法  收集神经外科住院患者 119 例，发生压

疮患者 25 例，未发生压疮患者 94 例。观察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及相关指标，进行统计

学分析，总结压疮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果  119 例患者中，发生压疮患者 2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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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Ⅰ期压疮 17 例，Ⅱ期压疮 7 例，Ⅲ期压

疮 1 例。而压疮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为意识

障碍程度、Braden 得分、活动能力、营养状

态。 

结论  针对神经外科患者发生压疮的不同的危

险因素采取对应的压疮预防性护理措施非常

重要。 

 
 
PO-2781 

一例神经导航内镜辅助下经鼻碟罕见碰撞瘤

切除术的护理配合 

 
李杨 李佳 姜雪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分析神经导航引导下内镜经鼻碟罕见碰

撞瘤切除术的手术配合和护理配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神经导航引导下内镜经

鼻碟罕见碰撞瘤的患者，术前与患者充分沟

通，减轻患者恐惧焦虑的心理，熟悉专科器

械和手术步骤，术中与医生密切配合，严格

无菌操作，术后对患者做好健康指导，患者

顺利完成手术。 

结果  1 例患者全切除，现患者恢复良好，未

影响任何神经功能。 

结论  手术是否顺利与护士密切配合息息相

关，因此，护士应该熟悉手术步骤、手术解

剖结构，并掌握手术专用器械和仪器设备的

使用方法和特点，充分与术者沟通手术进

程，确保手术顺利进行。 

 
 
PO-2782 

荧光引导下脑恶性胶质瘤切除术病人的围手

术期护理 

 
刘博 李丽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一病房 15000

1 
 

目的  回顾并总结 108 例行荧光引导下脑恶性

胶质瘤切除术患者的护理方法 。 

方法  对 108 例行荧光引导下脑恶性胶质瘤切

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和护理方法进行回顾性

分析，总结该手术围手术期护理要点。 

结果  108 例行荧光引导下脑恶性胶质瘤切除

术患者，经过我们精心的护理，术前充分的

准备及术后密切观察病情变化，积极预防术

后并发症，采取配合相关的护理措施。本组 

105 例患者均好转出院。 

结论  对荧光引导下脑恶性胶质瘤切除术患

者，术前进行严密充分的准备，术后密切观

察病情，精细的术后护理，是手术顺利进

行、术后并发症减少、手术成功率提高，提

高治愈率促进病人早日康复出院的关键。 

 
 
PO-2783 

气管插管患者胃管位置判断困难的原因分析

及对策 

 
姬露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分析气管插管患者置胃管位置判断困难

的原因 ，为提高置管成功率提供依据 。 

方法  对气管插管患者难以判断胃管位置的 1

5 例患者进行分析 。 

结果  8 例盘在口腔 ，5 例打折盘曲在气管和

食管始起处 ，2 例因不敢确认在胃内而拔

出。 

结论  气管插管患者胃管位置的判断方法较为

复杂，我们应采取多种方法，掌握判断技

巧，提高一次性置管率，从而减轻患者的痛

苦。 

 
 
PO-2784 

46 例高龄急性颅脑损伤特点与护理策略 

 
韩艳华 张婷 侯立军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观察研究高龄患者在颅脑

损伤后的病例特点总结适合的临床护理措施

而提高患者的临床救治预后，改善患者诊疗

中的生活质量。 

方法  作者选取 2000 年 1 月至 2011 年 1 月

间收治的资料完整 46 例急性颅脑损伤高龄患

者进行回顾性研究。 

结果  本组高龄患者总体死亡率为 13.04%。

其中 GOS 评分，5 分良好 28 例，4 分轻残 9

例，重残 2 例，植物人生存 1 例，死亡 6

例，其中原发脑干损伤死亡 3 例，肺部感染

死亡 5 例，急性心脏衰竭死亡 1 例。 

结论  高龄颅脑损伤患者一般情况差，合并基

础疾病多，在临床护理干预中要重视患者状

态的全面评估，及时采取综合手段进行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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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85 

集束化干预预防 PICC 置管患者导管堵塞的

护理研究 

 
边婷婷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摘要  综述了重症患者应用 PICC 置管预防导

管堵塞的有效方法，分别从导管置入、导管

护理、健康教育几个方面进行总结。认为重

症患者应用 PICC 发生堵管有其特殊性。集束

化干预集合了具有循征基础的一系列护理和

治疗方法，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减少重症患者

PICC 的堵管率。 

 
 
PO-2786 

PBL 教学联合技能操作培训在神经外科外科

实习生带教中应用 

 
师园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索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PBL 教学)

联合操作培训在脑外科实习护士带教中的应

用效果。 

方法  将新护士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应用 P

BL 教学联合操作培训进行临床带教；对照组

采取传统教学方法进行临床带教。实习结束

后，统一出科考核和问卷调查。 

结果  实验组学生的出科考核成绩在病历书

写、笔试考核、技术操作考核、考核总分及

培养学生不同能力方面均优于对照组（P<0.0

5）。问卷调查结果显示，PBL 教学联合技能

操作培训这种带教方式新颖灵活，实习学生

一方面掌握了神经外科的疾病特点及专科护

理特色，另一方面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

结合，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结论  PBL 教学强化理论知识的同时提升了专

科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水平，为其今后临床

工作和科研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PO-2787 

神经外科护士倦怠治疗方法 

 
李苗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研究神经外科护士工作压力源及应对办

法。 

方法  对诸多文献进行查阅，总结出现阶段护

士工作压力影响因素和应对措施。 

结论  正念疗法、心理健康疗法对调节护士工

作倦怠和心理失衡具有切实可行的意义，值

得推广。 

 
 
PO-2788 

侧脑室置管外引流持续脑室灌注给药治疗颅

内感染的效果及护理 

 
费爽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对侧脑室置管外引流持续脑室灌注给药

治疗颅内感染的临床护理进行分析，评价其

效果。 

方法  选择沈阳军区总医院 2015 年 5 月~201

6 年 4 月收治的颅内感染患者 60 例为研究对

象，对所有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如体温、外

周血象、脑脊液生化指标进行整理分析；采

用加拿大神经功能评分量表（CNS）对患者

神经功能预后进行评价；采用自制护理满意

度调查表，对患者满意度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  ①60 例患者中患者死亡 1 例，植物生

存 3 例，1 例患者出现脑积水。患者体温由治

疗前的（38.0±0.5）℃降至(36.4±1.0)℃,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患者外周血

WBC 及脑脊液 WBC 各比例分布情况均明显

优于治疗前分布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②患者治疗后 CNS 评分为（3

3.46±4.2）分，明显高于治疗前（17.40±3.7

9）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

治疗后患者满意率结果：非常满意 45 份，基

本满意 10 份，未见不满意者。 

结论  侧脑室置管外引流持续脑室灌注给药可

有效地治疗患者颅内感染，促进患者恢复，

应在临床加以推广应用。 

 
 
PO-2789 

临床护理人员安全培训需求分析与对策研究 

 
许妮娜 1,2 李俊 1 欧阳庆武 3 乐革芬 2 李素云 2 詹昱欣
2 黄海燕 2 曹葵兰 2 万盈璐 2 乐虹 1 

1.华中科技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3.武汉市普爱医院 

 

目的  通过护理人员安全知识现状及培训需求

调查，了解临床护理人员的病人安全知识认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169 

 

知状况，并分析不同规模医院、不同科室、

不同年资护理人员的培训需求，探索改善其

安全知识的对策。 

方法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利用

自行设计“护士安全知识现状及培训需求调查

表”收集武汉市某综合医院和社区医院护理人

员共 400 人的相关认知，同时邀请两所医院

护士长、总护士长进行深度访谈。对相关资

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60%的安全事件类型能被综合医院护士

敏感识别，社区医院护士仅为 40%；护士最

希望学习的内容是急救技能、沟通、危重病

人照护、法律知识和安全技术。受欢迎的形

式有集中授课，和晨间交班时随机进行. 

结论  临床护士对护理不良事件的识别能力有

待提升；安全培训兼顾广度的同时专注主

题；在职护士培训形式注重高效性和参与

性；关注工作负荷，保障病人安全。 

 
 
PO-2790 

情景领导理论在临床护士分层级管理中的应

用 

 
赵蕊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情景领导理论在临床护士分层级管

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运用情景领导理论分析临床不 同层级护

士的特征，并根据其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的 领

导模式，观察分析其管理效果。责 4 护士匹

配 D1 发展级别， 应用高指导低支持的指令

型领导模式；责 3 护士匹配 D2 级别，应用高

指导高支持的教练型领导模式；责 2 护士匹

配 D3 级别，应用低指导高支持的支持型领导

模式；责 1 护士匹配 D4 级别，应用低指导低

支持的授权型领导模式。 

结果  应用情景领导理论管理临床护士 1 年以

来，各层级护士对护士长管理满意度均达到 8

0%以上。 

结论  应用情景 领导理论对临床不同层级护士

进行管理，有利于提高护士长的管理水平，

提高护士对护士长管理的的认可，提高 双方

的满意度。 

 
 
PO-2791 

浅谈神经外科重症患者护理风险的防控策略 

 

段伟球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讨论神经外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或潜在

的风险及防控策略,为患者提供有效、安全、

有序、优质的护理. 

方法  挖掘神经外科护理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风

险,建立护理安全工作制度和常见风险应急预

案,改进工作流程,增加护士风险意识,加大风险

防控力度. 

结果  提高了护士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降低

了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 

结论  增强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强化护理人员

专业能力培训,加强风险防控,有效预防和减少

护理风险的发生。 

 
 
PO-2792 

20 例急性脑动脉闭塞取栓治疗的护理 

 
胡小燕 马海萍 顾蕊欣 黄燕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 Solitaire AB 型支架取栓术治疗急

性脑动脉闭塞的护理要点。 

方法  对 20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采取 Solitaire 

AB 型支架取栓术后治疗，完善术前准备，术

中配合密切，术后严密观察病情变化，早期

康复治疗，积极防治并发症。 

结果  20 例患者经 1～3 次取栓后，18 例均获

得再通或部分再通，其中颈内动脉 3 例，大

脑中动脉 12 例，基底动脉 3 例，均未急性期

对患者行支架置入术；30 例患者无继发性颅

内血肿，18 例再通患者中有 1 例出现术后开

通血管再闭塞；18 例开通患者介入治疗后 30

d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

分（9.3±4.5）较术前（13.0±3.3）明显下

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介入治疗

后 90d，术前 Barthel 指数（32.4±8.8）较术

后（55.7±6.5）显著改善，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快速完善术前准备，开通绿色通道，术

中加强配合，术后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加强

穿刺侧肢体护理与早期康复功能训练，显著

改善此类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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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93 

舒适护理理念在脑膜瘤手术患者围术期护理

的应用及效果 

 
王婷婷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舒适护理模式在脑膜瘤手术患者中

的应用及效果。 

方法  选取沈阳军区总医院 2015 年 3 月~201

6 年 2 月收治的 100 例脑膜瘤手术患者为研

究对象，常规护理组患者仅接受常规护理模

式指导下的脑膜瘤护理措施，而护理干预组

患者则接受舒适护理模式指导下的护理措

施，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并发症发生率、焦虑

抑郁情绪和患者对护理人员提供护理服务满

意度。 

结果  护理干预组患者手术并发症发生率（2.

00%）、焦虑标准分[（41.18±4.54）分]、抑

郁标准分[(41.29±4.48)分]明显低于常规护理

组（P﹤0.05），而护理干预组患者对护理人

员提供护理服务满意度（100.00%）均明显

高于常规护理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舒适护理理念指导下的护理干预措施能

够明显减少脑膜瘤患者的手术并发症，减轻

患者焦虑抑郁程度，提高患者对护理人员提

供护理服务满意度。 

 
 
PO-2794 

自制台历式皮试提醒牌在临床中的应用 

 
徐群鸽 

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自制台历式皮试提醒牌在临床中的

应用。  

方法  将 2014 年 1 月到 2015 年 1 月我科 48

名护士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24

名，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进行皮试液配制，

观察组采用自制台历式皮试提醒牌进行皮试

液配制，比较两组护士满意率。  

结果  观察组护士满意率为 87.5%，对照组满

意率为 33.33%，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自制台历式皮试提醒牌值得临床推广使

用。  

 
 

PO-2795 

早期实施肺部物理治疗对降低重型颅脑损伤

肺部感染的效果观察 

 
冀蓁 李鑫 董超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早期实施肺部物

理治疗对肺部感染的影响及其安全性。 

方法  选择重型颅脑损伤患者 34 例为试验组, 

入院或手术后 2 h 开始肺部物理治疗；对照

组 34 例, 入院或手术后 24 h 开始肺部物理治

疗。观察两组操作前后 SaO2、血压变化；2

4h、72h 平均排痰量、排痰效果；及肺部感

染发生率、住院天数。 

结果  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操作前、后 SaO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P < 0. 05）、

24h 日均排痰量、排痰效果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0. 01)、72h 排痰效果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两组患者肺部感

染发生率分别为 5%与 29%,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 < 0. 01) ; 两组患者住院天数分别为(14.

77±2.84) d 与(21.72±3.96 ) d,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 <0. 05) 。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早期实施肺部物理治

疗可减少肺部感染的发生,操作安全、有效，

缩短了住院时间, 对控制医院感染取得良好效

果。 

 
 
PO-2796 

基于学组骨干追踪的标准化重点病人病情汇

报及查房流程在神经外科病房的应用 

 
包浩莹 

南京军区总院 210002 

 

目的  总结标准化重点病人病情汇报及查房流

程在神经外科应用的效果。 

方法  按照标准化重病人病情汇报及查房流

程，每周对神经外科病房重点病人采用各学

组骨干个案追踪式查房模式，检查重病人护

理质量、专项及专科技术落实情况。 

结果  各项护理质量检查及患者满意度，学组

骨干综合能力得分明显高于流程实施前，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标准化重点病人病情汇报及查房流

程能够有效提高护士综合素质，提高护理质

量和患者满意度。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171 

 

PO-2797 

1 例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王雪琪 张苗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神经性厌食症患者行立体定向脑内

多靶点射频毁损术的围手术期护理。 

方法  通过对我科收治的 1 例行立体定向脑内

多靶点射频毁损术的神经性厌食症的患者的

围手术期护理过程中的经验及体会进行总

结。 

结果  患者健康状况改善，症状缓解后出院。 

结论  患者好转出院。 

 
 
PO-2798 

每日重点病人质量控制记录本在神经外科标

准化病房建设中的应用 

 
包浩莹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探讨每日重点病人质量控制记录本在神

经外科标准化病房建设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在神经外科病房开展标准化病房建设

中，建立和完善标准化护理质量管理流程，

应用每日重点病人质量控制记录本,评价采取

该记录本前后病房的护理工作质量。 

结果  推进标准化质量管理流程后，实施每日

重点病人质量控制记录本，各项护理质量考

核结果好于标准化病房建设前。 

结论  在标准化护理质量管理流程中实施每日

重点病人质量控制记录本，能够确保重点患

者的护理质量，促进了护理服务水平的提

高，达到最佳的护理管理目标，最终提高患

者满意度。 

 
 
PO-2799 

临床护理路径在脑出血护理中应用及体会 

 
黄玉静 

江阴人民医院 214400 

 

目的   研究临床护理路径在脑出血护理中应用

并总结护理体会，从而为以后的临床应用提

供相关的科学依据。 

方法   以我院自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

收治的 70 例脑出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随机分组的方法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每组各有 35 例患者，为实验组患者采用

临床护理路径实施各项护理工作，为对照组

患者采用传统的护理模式实施常规护理，比

较两组患者在接受干预前后的各项统计指

标，分析其护理效果。 

结果   和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患者的住院费

用、住院天数、护理质量评分、患者健康知

识的掌握分数、家属对护理的评价分数均明

显提高（P<0.05）；实验组患者治疗的有效

率为 86.5%，对照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 67.

5%，两组患者间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临床护理路径在脑出血的护理中效果良

好，值得在临床加以推广应用。 

 
 
PO-2800 

医护协作健康宣教模式在垂体瘤患者围手术

期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冀蓁 张丽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监护室 100853 

 

目的  探讨通过对垂体瘤患者进行医护协作式

健康教育的实施与效果。 

方法  将 100 例垂体瘤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

对照组，对照组仅由护士按照神经外科护理

常规完成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工作;实验组由医

生和护士协作式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包括入

院时,术前、术后以及家属的健康教育,采用焦

虑、抑郁量表及匹兹堡睡眠指数测试两组患

者健康教育前后的心理状况比较，并于患者

出院前对两组患者疾病知识的相关理解程度

和对医护人员的满意度进行评价。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施医护协作式健康教

育垂体瘤患者的焦虑、抑郁、睡眠差的症状

减低(p＜0.01）,对疾病知识了解程度和对医

护工作的满意程度显著提高(p＜0.01）。 

结论  对神经外科垂体瘤患者进行医护协作式

健康教育，有助于增强患者的适应能力，有

效的缓解垂体瘤患者焦虑、抑郁水平、改善

睡眠质量等，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医、护、

患三者之间关系更为融洽，提高健康教育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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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01 

神经外科改进术前皮肤准备方法对手术部位

感染影响的研究 

 
马雯 张书娟 管巧玲 何冰洁 

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 230061 

 

目的  通过对头皮菌落数减少程度来评价传统

术前一天备皮和电动剃毛器备皮联合 2%洗必

泰消毒的术前头皮准备新方法在预防神经外

科颅脑手术部位感染的意义，探索科学实用

的神经外科颅脑手术的术前皮肤准备方法，

为预防手术部位感染提供循证依据。。 

方法  本研究采用类实验性研究的方法，根据

纳入标准，按时间先后选取安徽省立医院南

区神经外科符合标准的患者 100 例，分为对

照组 50 例，试验组 50 例。试验组患者术前

3 天每天使用 2%洗必泰洗头（长发的患者使

用电动剃毛器将毛发剪短至 1CM），术晨使

用电动剃毛器备皮后使用 2%洗必泰认真刷洗

头皮不再使用备皮刀刮剃；对照组采用术前 3

天传统使用肥皂或洗发液洗头，术晨先用电

动剃毛器备皮再使用备皮刀刮剃后洗头。同

时记录护士操作时间，备皮操作完成后对患

者头皮进行评估。于术前 1 天及术后 24 小时

对手术部位进行采样行细菌菌落数的检验，

以比较两种皮肤准备方法对手术部位对术后 2

4 小时的细菌检出率的影响。 

结果  通过术前 1 天及术后 24 小时对手术部

位进行采样行细菌菌落数的检验，结果表明

实验组局部皮肤表面细菌检出率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对神经外科开颅手术患者采取术前

3 天每天使用洗必泰洗头（长发的患者使用电

动剃毛器将毛发剪短至 1CM），术晨使用电

动剃毛器备皮后使用 2% 洗必泰认真刷洗头

皮，不再使用备皮刀刮剃。另外，分别在术

前 1 天及术后 24 小时自头皮取样检测细菌菌

落数，寻找出针对神经外科手术患者术前皮

肤准备的有效方式，为神经外科手术患者术

前皮肤准备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减少皮肤细

菌数量，能有效预防神经外科颅脑手术部分

感染的发生率，减少患者术后因手术部位感

染所致的并发症，提高患者术后疗效和生存

质量。 

 
 
 
 
 

PO-2802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介入治疗集束化循证护理

方案的构建与实施 

 
朱丽娟 李晓微 吴艳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目的  建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介入治疗集束化

循证护理方案，并观察其应用效果。 

方法  通过半结构式访谈，进行问卷调查掌握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介入治疗临床护理现况及

需求，在文献检索及评阅的基础上形成急性

缺血性脑卒中介入治疗集束化循证护理初步

方案。应用德尔斐专家咨询法，将各专家的

意见收集、汇总，分析和整理出咨询结果后

并进行反馈，经过两轮征询，使专家意见趋

于一致，最后确定方案。选择在我院神经外

科住院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介入治疗患者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实施急性缺血性脑卒

中介入治疗集束化循证护理方案。观察集束

化循证护理方案的应用效果。 

结果  本研究进行了两轮专家咨询，完成第一

轮咨询的专家 20 人，完成第二轮咨询的专家

16 人。两轮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为 90.9%、

94.1%。两轮咨询中专家的权威系数分别为 0.

928、0.946。两轮咨询专家对护理方案指标

评分的协调系数分别为 0.756、0.873，P 均<

0.05，具有统计学差异。构建了包括护理评

估、脑卒中绿色通道、循证护理和健康宣教

等内容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介入治疗集束化

循证护理方案。应用集束化循证护理方案

后，干预组患者血管再通率升高了，护士进

行吞咽功能评价增加，患者肺炎并发症的发

生减少了，住院天数明显缩短，患者满意度

显著提高了，P 均<0.05，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构建了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介入治疗集束

化循证护理方案，以指导临床护理工作，提

高治疗效果及护理质量，减少并发症，缩短

住院天数。 

 
 
PO-2803 

25 例生长激素垂体腺瘤患者伽马刀治疗的护

理体会 

 
刘婷婷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观察生长激素垂体瘤的临床特点和伽马

刀治疗后的护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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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总结 25 例生长激素垂体腺瘤患

者伽马刀治疗的表现与全面、精心的护理体

会。  

结果  恰当的治疗与护理，治愈率 100%，无

不良并发症。  

结论  严密观察术后患者病情变化、对患者术

前、术后的心理护理、及时的治疗是提高患

者治愈率的重要保证。  

 
 
PO-2804 

健康教育在脑瘫患儿输液使用留置针的循证

护理 

 
闫春丽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分析健康教育在脑瘫患儿使用留置针的

效果。 

方法  对我科 2014 年 1 月至 12 月脑瘫患儿

例，随机分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80 例。对

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健康教育，

比较两组患儿的静脉穿刺成功率，患儿家长

的满意度以及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效果好于对照组。 

结论  健康教育在脑瘫患儿中使用留置针时可

以提高其穿刺率、提高家长满意度减少并发

症的发生。 

 
 
PO-2805 

40 例小儿颅脑外伤患者的术后护理体会 

 
钱金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小儿颅脑外伤的术后临床护理特点

及护理经验。 

方法  选择 2010/1-2015/12 间我科收治的 40

例小儿颅脑外伤后行手术的患儿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术后护理情况，根据据临床病情

变化采取相应护理措施。 

结果  治愈出院 23 例，好转 15 例，家属要求

放弃治疗 2 例。其余患儿经合理的心理护

理、基础护理、脱水治疗护理和饮食护理等

在内的护理术后身体恢复良好。 

结论  严密观察术后患儿生命体征的变化，及

时发现病情变化，采取积极有效的护理措施

是确保治疗效果的重要环节，能有效改善患

者预后，降低致残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PO-2806 

20 例重型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术后护理体会 

 
王惠珍 

福建省南平市第二医院 354200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气管切开后的护

理方法。 

方法  对 20 例重型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患者采

取人性化护理，及时吸痰，良好气道湿化，

正确套管护理，加强皮肤护理等措施。 

结果  20 例中清醒的患者愿意配合治疗和护理,

 昏迷的患者家属给予支持和理解, 无一例因护

理不当出现痰痂堵塞气道而被迫拔管及肺部

感染等不良后果。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气管切开后, 正确的护理

措施能有效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 顺利排痰, 

促进早期拔管。 

 
 
PO-2807 

微量泵结合 PICC 注射尼莫通致静脉炎的预

防 

 
李晓微 朱丽娟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PICC) 结

合微量泵预防尼莫通导致静脉炎发生的效

果。 

方法  对 2013 年 7 月 － 2015 年 7 月使用尼

莫通的 8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采

用微量泵+PICC 持续输注尼莫通，对照组采

用微量泵+浅静脉留置套管针静脉输注尼莫

通，观察两种方法对尼莫通所致静脉炎的影

响。按照伦理学并征求患者同意将其分为两

组，比较两组患者静脉炎发生率及严重程

度。 

结果  对照组静脉炎的发生率为 90％，2 级以

上静脉炎 12 例，占静脉炎的 33%；观察组

静脉炎的发生率为 5％，2 例静脉炎均为 1 级

静脉炎，两组患者静脉炎发生率及严重程度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7.354，P＜0.0

01）。 

结论  应用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PICC)结合

微量泵可明显减少尼莫通致静脉的损害程

度，降低静脉炎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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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08 

拔针及拔针后按压穿刺针眼小技巧 

 
张莉侠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在临床工作中，护士在为患者拔针后，由于

拔针方法不规范，很容易导致拔针时的血

液，溅到眼睛或床单位等部位；拔完针后由

于按压针眼时间不足，位置不当或方法不正

确等容易导致患者的穿刺血管受损，造成手

背部大面积青紫，淤血，影响再次穿刺。笔

者在工作中经简单的对患者进行指导，杜绝

了以上情况，减少护士的工作量，减轻患者

的痛苦。 

 
 
PO-2809 

一例帕金森术后气管切开患者留置胃管的护

理思考 

 
梁倩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留置胃管是一项常用的护理操作技术,其意义

是胃肠营养支持和胃肠减压，通过了解胃液

的性质及量，降低其酸值。但对于气管切开

置管,尤其是多系统萎缩只能依靠鼻饲营养的

患者,置管插管更为不易.现就对一例长期卧床

的帕金森、后期存在严重呼吸功能障碍，后

行气管切开患者成功置入胃管的护理进行探

讨分析.通过正确的插管方法和合理的护理措

施，减轻患者痛苦，促进早日康复。 

 
 
PO-2810 

49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管道护理体会 

 
万媛云 

福建省南平市第二医院 354200 

 

目的  总结 49 例神经外科危重病人管道的护

理。 

方法  认真做好呼吸道管道，伤口引流管，胃

管，静脉留置管道等各种管道的护理。 

结果  避免因管道护理不当引起医疗差错及事

故。 

结论  神经外科危重病人管道的护理是护理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衡量护理质量的重要

指标。 

 

PO-2811 

脑转移瘤患者实施人性化护理体会 

 
赵福荣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脑转移瘤患者的心理及相应的护理

对策。 

方法  对 200 例在我科接受伽玛刀治疗的脑转

移瘤患者实施人性化护理。 

结果  通过实施有效的人性化护理措施，使患

者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患者能够积极配合

医疗、护理工作，减少并发症和其他意外问

题的发生，提高护理质量所使有患者均顺利

接受治疗且效果满意。 

结论  实施人性化护理，可提高护理质量和患

者的满意度，增强护士的服务意识和主动工

作意识，减少护理纠纷的发生同时延长了患

者生命改善了生存质量。 

 
 
PO-2812 

神经外科病人胃溃疡复发相关因素的调查分

析 

 
李凤玉 陈莉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了解神经外科病人胃溃疡复发的相关影

响因素，从而降低胃溃疡的复发率。 

方法  运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随机抽取神经外

科住院的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对其进行问

卷调查；共发放 120 份问卷，有效收回 116

份。 

结果  通过调查发现神经外科患者有胃溃疡遗

传史的患者复发率比没有遗传史的发病率高

占 12.06%。男性复发率中吸烟喝酒各占了 7

5.0%；而女性发病中吸烟无特殊意义，喝酒

只占 0.037%。饮食不规律占了 33.62%，其

中：经常不吃早餐占了 31.03%，不吃早餐也

是复发的危险因素。没按时服药的患者比按

时服药的患者复发率高 12.93%。胃溃疡复发

未及时就诊比及时就诊的复发率高 12.93%。 

结论  神经外科胃溃疡患者应改变不良生活习

惯、合理用药、调节心理状态以及合理饮食,

从而避免胃溃疡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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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13 

26 例颅脑外伤后并发癫痫患者的观察和体会 

 
赖丽芳 

福建省南平市第二医院 354200 

 

目的  总结 26 例颅脑外伤后并发癫痫患者的

观察及护理，以降低癫痫发病率。 

方法  首次发作及时给予抗癫痫治疗，并改善 

脑缺氧，防止外伤等急救措施。 

结果  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及时预防控制癫痫

发作。 

结论  配合药物治疗，积极护理，以降低癫痫

发病率，对颅脑外伤患者的恢复尤为重要。 

 
 
PO-2814 

一例后正中入路胸腰椎爆裂性骨折复位神经

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的手术配合 

 
郭青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 C 型臂辅助下后正中入路胸腰椎体

爆裂性骨折复位神经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的手术配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后正中入路胸腰椎体爆

裂性骨折复位神经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经术

手术患者。术前与医生一起参加病例讨论，

准备所用仪器设备和专科器械并熟悉手术步

骤；与患者充分沟通，做好心理。术中与医

生密切配合，严格无菌操作。术后对患者及

时随访，做好健康指导。 

结果  患者术后恢复良好，症状明显改善。 

结论  手术室的护理至关主要，术前访视消除

患者的紧张情绪，术中熟练、灵活主动的手

术配合、手术体位的摆放以及器械的清洗、

灭菌及特殊仪器设备的管理是手术顺利进行

的重要保障。 

 
 
PO-2815 

基础护理操作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颅内压的

影响 

 
朱莉  

四川省大竹县人民医院 635100 

 

目的  探讨基础护理操作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

颅内压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8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分析所 

有患者在接受基础护理操作前后颅内压的变

化。 

结果  身体清洁护理、口腔护理以及眼部护理

在操作前后无明显变化，差异不具备统计学

意义（P>0.05）。而在进行翻身、吸痰时颅

内压峰值较基线值显著提高，差异具备统计

学意义（P<0.05），操作结束之后恢复平

稳；在体位调整、处理尿潴留操作之后颅内

压值较基线值降低，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身体清洁护理、口腔护理以及眼部护理

不会导致颅内压的变化，而翻身、吸痰等护

理操作容易引起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颅内压升

高，因此在护理过程中在给患者进行翻身、

吸痰、体位调整、处理尿潴留时要格外注

意。 

 
 
PO-2816 

脑疝患者术前准备流程改进与管理 

 
邓春梅 

四川省大竹县人民医院 635100 

 

目的  改进脑疝患者术前准备流程，缩短术前

准备时间，提高患者术后生存率。 

方法  将 128 例脑疝患者按照住院时间分为观

察组（60 例）和对照组（68 例）。对观察组

患者采取制定抢救流程，建立医护合作团队

和配备抢救物品等措施，对照组则采用传统

的护理措施。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术前准备

时间和 GOS 评分。 

结果  观察组的术前准备时间比对照组短，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 G

OS 预后评分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为需行急诊颅脑手术的患者制定急救流

程，建立医护合作团队及配备抢救物品等，

可有效的缩短术前准备时间，改善患者的预

后评分，可进行临床推广运用 。 

 
 
PO-2817 

垂体瘤应对方式与希望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沈梅芬 温尊甲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探讨垂体瘤术后患者应对方式与希望水

平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9 月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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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市某三甲医院接受过垂体瘤手术后

（术后时间>3 个月）的患者 409 例，采用自

制《垂体瘤术后一般资料调查表》、《医学

应对问卷》、《Herth 希望指数量表》进行问

卷调查。 

结果  垂体瘤术后患者应对方式面对、回避、

屈服得分分别为：（18.22±3.90）分、（17.

35±3.32）分、（8.57±2.39）分，与国内常

模（19.48±3.81）、（14.44±2.97）、（8.8

1±3.17）分比较有显著差异（p＜0.01）。希

望水平得分为（34.39±3.21）分，处于中等

偏上水平。相关分析显示：面对与希望成正

相关（r=0.137, p＜0.01），回避与希望没有

相关性（r=-0.060, p＞0.05），屈服与希望成

负相关（r=-0.143, p＜0.01）。 

结论  医护工作者可通过健康宣教、信息支

持、社会支持、团体或个体化的心理干预、

认知行为干预等方式提高患者的希望水平，

使其心理长期处于良好状态，进而改善患者

的应对方式，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O-2818 

持续颅内压监护在颅脑外伤术后的应用和综

合性护理的干预效果 

 
李凤玉 陈莉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对颅脑外伤术后患者动态颅内压(ICP)变

化进行总结，分析颅内压监测在颅脑外伤术

后治疗中的应用及综合性护理的干预效果。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4 月

颅脑外伤手术且术后行 ICP 监测的患者 35

例， 采用侧脑室导管测压法或硬脑膜下压力

测定法对患者进行动态颅内压监测，通过监

测结果指导临床治疗，并对监测结果对患者

进行综合性护理干预，并对预后进行初步判

断。 

结果  早期颅内压升高对预测术后再出血有积

极意义，统计患者抢救成功率、ICP 增高发生

率、并发症发生率，发现颅内压越高，其抢

救成功率越低、并发症的发生率越高、预后

就越差。持续颅内压重度升高是患者预后较

差的指标。 

结论  持续颅内压监测不仅有助于及早发现颅

内再出血，还可准确评估预后，同时对治疗

措施进行有效指导和调整，采取正确的护理

措施起到减少术后并发症，提高治疗效果的 

作用。  

  
 
PO-2819 

品管圈在深静脉导管规范化管理的应用 

 
李凤玉 陈莉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应用品管圈活动规范化深静脉导管维

护。 

方法  成立品管圈 QCC 活动小组，制定调查

表格，对本科室所有深静脉置管患者维护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查和分析，确立规范

化深静脉导管维护为主题，按照品管圈活动

步骤，开展相关质量改进。 

结果  经过品管圈活动深静脉导管维护规范率

明显增强。  

结论  开展品管圈 QCC 活动调动了护理人员

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提高了护士解决问题的

能力，从而减少了深静脉导管维护中出现的

问题，规范化管理，维护大大减轻了导管的

并发症，患者的感染率明显下降，减少护理

缺陷，提高护理服务品质。 

 
 
PO-2820 

神经外科急诊患者便秘的高危因素分析及护

理干预 

 
李游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神经外科急诊患者发生便秘是临床常见

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神经外科急诊患者发生

便秘的高危因素，来指导神经外科临床更好

地预防及干预神经外科急诊患者发生便秘。 

方法  分析笔者所在科室 2015 年 1 月 -2015 

年 10 月收治的 100 例急诊患者，建立《神经

外科急诊患者发生便秘高危因素调查量

表》，根据量表进行多因素分析。便秘发生

率为 75%，通过对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

析，总结便秘发生的诱发因素及相应的护理

措施，并将护理措施用于以后收治的急诊患

者。 

结果  2015 年 11 月 -2016 年 2 收治 72 例急

诊患者，便秘发生率为 24.5%，效果显著。 

结论  仔细分析便秘的诱发因素并采取相应的

护理对策，对神经外科急诊患者的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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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21 

口咽部辣椒素与冷刺激对脑卒中病人吞咽功

能的影响 

 
张海英 温尊甲 吴超 沈梅芬 徐岚 梅彬彬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比较口咽部辣椒汁与冷刺激对脑卒中昏

迷伴气管切开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效果。  

方法  将 93 例脑卒中昏迷患者随机分三组，

对照组 30 例给予常规口腔护理加舌咽部按

摩，冷刺激组 32 例给予常规口腔护理加冷刺

激，辣椒汁刺激组 31 例给予常规口腔护理加

辣椒汁刺激，观察舌肌和颊部肌肉运动、吞

咽动作、气管切开时间、卒中相关性肺炎发

生率、住院时间。  

结果  舌肌和颊部肌肉运动、吞咽动作、气管

切开时间,住院时间，冷刺激组与辣椒汁刺激

组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操作前、

中、后比较，辣椒汁刺激组与冷刺激组在操

作前、操作中没有统计学意义，操作后吞咽

动作增加，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冷刺激与辣椒汁刺激都能有效刺激急性

脑卒中昏迷气管切开患者的吞咽动作；辣椒

汁刺激组能在操作后长时间持续的刺激患者

吞咽动作，使吞咽动作增加，有利于吞咽功

能的恢复，且缩短气管切开患者置管时间，

减少住院天数，值得在临床广泛推广。  

 
 
PO-2822 

癫痫患者术后缄默症的护理 

 
张天愉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癫痫术后缄默症病人的护理。 

方法  通过实施监护治疗，心理支持，做好家

属的思想工作，减轻病人焦虑与恐惧等护理

措施，使缄默症患者恢复语言功能。 

结果  术后随访 10-60 天，6 例病人中有 5 例

病人语言功能基本恢复正常，1 例仍有轻度障

碍。 

结论  心理护理对缄默症病人语言功能恢复非

常重要。 

 
 
PO-2823 

泡沫敷料在听神经瘤手术减少术中压疮产生

的作用 

 
廖春莲 钟凤英 蔡学菊 

江西省人民医院 330006 

 

目的  通过使用泡沫敷料预防性保护听神经瘤

患者受压皮肤，减少术中压疮的产生。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进行手

术听神经瘤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

组，各 25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在取手术

体位后保护患者受压皮肤，观察组在此基础

上对受压部位预防性运用泡沫敷料保护皮

肤。 

结果  对照组与观察组在年龄、营养、性别、

活动能力、肿瘤大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观察组术中压疮发生率低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听神经瘤手术中运用泡沫敷料保护患

者受压皮肤可减少术中压疮的发生率。 

 
 
PO-2824 

PDCA 管理模式在神经外科人工气道护理的

运用及效果分析 

 
钟凤英 杨晓兰 万承贤 

江西省人民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运用 PDCA 管理模式在神经外科人

工气道的效果分析。 

方法  选择 2015 年 4 月-2016 年 4 月在我科

治疗建立人工气道的患者 70 例，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各 35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人

工气道护理，观察组运用 PDCA 模式进行管

理，比较两组的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在日吸痰次数、气道黏膜损伤发

生、呛咳、血氧饱和度下降均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在气道湿化不满意发生率、

肺部感染发生率、意外脱管发生率显著低于

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神经外科人工气道护理中运用 PDCA

管理模式可减少患者不良反应，减少意外脱

管发生，缩短人工气道建立时间、减轻患者

痛苦，减轻患者家庭经济负担，可在临床工

作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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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25 

分析早期护理对重型颅脑损伤治疗效果的影

响 

 
黄燕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目的  研究对重型颅脑外伤病患采取早期护理

干预措施的意义。 

方法  随机选取 110 例在我院进行治疗的重型

颅脑外伤病患，并进行分析研究。均采取手

术治疗及早期护理干预措施，并对治疗前后

病患的不良反应、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患满意

度进行比较。 

结果  比较病患的不良反应、并发症发生率及

病患满意度，术后均明显比术前好，存在显

著性差异（P<0.05），在统计学上有意义。 

结论  对重型颅脑外伤病患采取早期护理干预

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具有重大意

义。 

 
 
PO-2826 

舒适护理对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治疗效果的

观察  

 
何婷 范仉金 陈志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讨论舒适护理对蛛网膜下腔出血（SA

H）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我院 2015 年收治的 100 例蛛网膜下

腔出血患者为对象研究，随机分为治疗组和

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给予神经外科常规药

物治疗和护理，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同时实施舒适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及护理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舒适度明显较对照组高，

且治疗效果也明显优于对照组，实验组出现

护理并发症：无菌性静脉炎、便秘、继发性

感染 4 例，对照组 12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舒适护理对于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可以

提高疗效、减少护理并发症。 

 
 
PO-2827 

一种新型护理套杯在神经外科清醒患者口腔

护理中的应用 

 

任兴珍 李游 吴珊珊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保持神经外科术后清醒病人口腔清洁、

湿润 

方法  使用一种新型护理套杯采用水冲洗法对

患者进行口腔护理 

结果  采用一种新型护理套杯采用水冲洗法可

以达到清洁口腔之目的 

结论  对于术后卧床病人,使用一种新型护理套

杯，省时省力、病人舒适。不仅节约护理时

间，而且口腔湿润效果明显棉球擦洗。同时

有效避免棉球擦洗时不慎刺激敏感区引起的

恶心呕吐不适感觉。 

 
 
PO-2828 

心理护理干预在经皮射频热凝术治疗三叉神

经痛的应用 

 
仲英奇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调查三叉神经痛患者经皮射频热凝术治

疗前后的心理状况 ,制定相应的护理干预措

施。  

方法  一定数量的三叉神经痛患者分成观察组

和治疗组，观察组实施心理护理、术中的严

密配合、观察术后反应及采取相应的护理措

施，对照组实施一般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

患者的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三叉神经痛患者入院时躯体化、抑郁、

焦虑、敌对、恐怖及偏执因子得分均偏高,经

心理护理干预后,患者躯体化、抑郁、焦虑、

敌对、恐怖及偏执因子得分均较治疗前显著

改善。  

结论  三叉神经痛患者心理健康普遍较差,在经

皮射频热凝术治疗同时加强心理护理对患者

有较好疗效。  

 
 
PO-2829 

一例血管母细胞瘤（VHL)综合症患者的护理 

 
李建云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本文就一例血管母细胞瘤（VHL)综合症患者

的护理从护理评估，急性期护理、用药护

理、生活护理、心理护理，健康指导以及出

院随访等方面浅谈了本人的护理体会。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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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我院收治一例 VHL 综合症患者，为右

侧小脑血管母细胞瘤术后双侧小脑复发，延

髓，颈髓占位，胸腰段髓内占位病损切除术

后，右侧青光眼。在我科，经全科医护人员

积极抢救和精心治疗，现患者好转出院。该

VHL 综合症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颅高压的表

现，我科实行右侧小脑母细胞瘤切除术后，

患者肢体活动及皮肤感觉功能有所恢复。实

践证明，心理护理及全面的术后护理是手术

成功与否的重要环节，熟练掌握可能出现的

并发症，积极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能预

防各类并发症，最大程度保持和改善神经功

能，确保治疗效果良好。但是对于出院之后

的情况，其实我们很难保证，特别是这种独

生子女的丁克家庭。 

 
 
PO-2830 

内镜经单鼻孔蝶窦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围手术

期的护理体会 

 
孙静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应用内镜经鼻蝶入路切除垂体腺瘤

的围手术期护理方法及新进展。  

方法  37 例垂体腺瘤行内镜下经单鼻孔蝶窦入

路垂体瘤切除术病人实施围手术期护理，体

现优质护理内涵。  

结果  本组 37 例病人术后并发一过性尿崩症

5 例，予垂体后叶素静脉泵入治疗后痊愈；脑

脊液鼻漏 1 例，经过抬高床头、降颅压等处

理１周后未能自愈，2 周后再次修补术痊愈。 

结论  充分的术前准备、术后严密的观察及护

理，可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治疗成

功率。  

 
 
PO-2831 

外伤性颅脑损伤术后并发急性脑积水的早期

观察与护理 

 
邢增那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目的  探讨颅脑术后并发急性脑积水的早期观 

察及护理体会，为临床护理提供依据。 

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 72 例颅脑术后并发急性

脑积水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经过严密的监测与早期观察，患者的症 

状均得到及时的治疗，其中 4 例患者出现言

语障碍，3 例患者出现单侧肢体功能障碍，1 

例患者死亡，其余患者均痊愈出院。 

结论  严密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有针对性的

采取细致、周到的护理措施，可及时有效的

抢救患者的生命，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

高患者的生存质量。颅脑损伤手术；脑积

水；早期观察；护理 

 
 
PO-2832 

PICC 异位于颈内静脉的原因及预防措施 

 
陈园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经外周中心静脉置管是一种并发症发生率低

的中心静脉通路。 P IC C 置管即外周静脉置

入中心静脉导管。由外周静脉(贵要静脉、肘

正中静脉、头静脉)穿刺插管，其尖端定位于

上腔静脉或锁骨静脉的导管。用于为患者提

供中期至长期的静脉输液及化疗用药等。PIC

C 导管末端不位于上腔静脉时称之导管异

位。其中发生最多的是误入颈内静脉。但导

管异位是置管过程中很难避免且发生率较高

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10% ～ 60%。国际静脉

通路协会推荐 PICC 尖端位置应在上腔静脉下

 1 /3 段，靠近上腔静脉与心房连接处。我科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行 PICC 60 

例，其中 5 例( 8． 3% ) 导管尖端置入颈内静

脉，均于血管超声的监测下重新置入上腔静

脉。在 PICC 穿刺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

响可导致导管异位，最常见的是位于同侧或

对侧颈内静脉，从而需要重新调整位置或置

管，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和痛苦也减少患者

的信任感，因此在穿刺时一定要做好充分评

估，健康教育以及操作者的培训、考核和自

身的提高。  

 
 
PO-2833 

利用膀胱压监测训练脑出血昏迷患者膀胱功

能的效果观察 

 
李春梅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神经外科昏迷患者常因神经系统的损伤和病

变会使排尿反射的神经传导和排尿意识控制

发生障碍，而不能正常排尿，因此会给予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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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导尿。国外研究建议脑出血后排尿功能障

碍患者应尽早开始进行膀胱一尿路功能康

复，且避免长期留置尿管，长期留置尿管患

者在拔管后容易出现尿潴留。临床上针对昏

迷患者拔管前常规采用定时间歇放尿的方法

训炼膀胱功能,以防拔管后发生尿潴留，但这

种训练方法具有盲目性、被动性且存在医疗

隐患。本研究通过膀胱压监测训练昏迷患者

膀胱功能，与定时间歇放尿方法相比降低了

拔管后尿潴留的发生。根据膀胱压力开放集

尿袋,能客观、准确地判断膀胱的容量及压力,

不会因为定时放尿液部分患者膀胱内持续低

压状态而膀胱得不到有效训练,也不会因为压

力过高造成膀胱的损伤，这样恒定的膀胱充

盈度与排空的反复训练, 可保证黏膜有充足的

血流量，容易使膀胱形成条件反射,能有效促

进膀胱功能的恢复，减少或避免拔除尿管后

出现的尿潴留。 

 
 
PO-2834 

对降低脑卒中病人应用甘露醇致肾功能损害

的对照研究 

 
郑青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甘露醇作为临床使用最多的渗透性利尿

剂，在降低颅内压方面效果确切，成为治疗

颅内高压的首选药物。但近几年来越来越多

的文献资料表明，该药对肾脏的毒副反应可

导致肾衰竭。为降低急性脑卒中病人应用甘

露醇的副反应，对住院病人实施护理干预，

以确保病人输液安全。 

方法  运用分组方法，采用单纯随机分组方

法，按入院顺序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

两组病人基本情况经统计学处理，对照组给

予常规护理，干预组在应用甘露醇过程中加

强了护理干预。 

结果  甘露醇引起急性肾功能损害确切机制尚

未完全阐明，多数学者认为与多种因素有

关。主要由于应用甘露醇后刺激肾小球动脉

强烈收缩痉挛，使肾小球血流量急剧减少，

滤过率骤然下降，尿量减少而诱发肾功能损

害。 

结论  急性脑卒中病人应用甘露醇脱水，应根 

据病情和年龄调节滴速；评估脱水情况，静

脉补充足够的液体量，协助进食，保证每天

的进食、进水量；早期及时监测各项肾功能

指标等干预措施，可以降低肾功能损害的发

生率和病死率，提高急性脑卒中的救治水

平。 

 
 
PO-2835 

肠内免疫营养在颅脑损伤消化功能障碍患者

中的应用价值 

 
张和妹 邢增那 黄燕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目的  研究肠内免疫营养在颅脑损伤手术后消

化道功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我院

神经外科颅脑损伤手术后患者共 160 例，按

照其入院顺序随机分为 2 组，实验组和对照

组，每组各 80 例。两组患者均根据颅脑损伤

疾病给予对症处理和术后常规护理，对照组

给予普通肠内营养治疗，实验组术后第一天

起给予免疫性肠内营养制剂治疗。观察并统

计两组患者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及肛门

排气时间；两组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糖代谢

异常、伤口感染、腹痛腹泻及肺部感染的例

数及比例；手术前 1d、术后第 1d、术后第 1

2d 患者血清总蛋白、白蛋白、前白蛋白及转

铁蛋白检测水平；统计两组治疗的有效率及

免疫指标。 

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下床活动时间、

住院时间及肛门排气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

总有效例数为 78（97.50%）例，明显大于对

照组 66（82.50%）例（p<0.05）；实验组伤

口感染、腹痛腹泻及肺部感染例数均低于对

照组，其并发症总发生率(10.00%)明显对照

组(17.50%)（p<0.05）。术后第 14d、第 7

d，与手术前 1d 相比，验组和对照组总蛋

白、白蛋白及前白蛋白均有所增加（p<0.0

5），但是相应指标在实验组变化更明显；两

组血清转铁蛋白含量在手术前 1 天、术后第 7

天及术后第 14 天未见明显差别（p﹥0.05）

实验组术后第 7d 天、第 14d 与手术前 1d 相

比，TLC 、IgG、IgM、IgA、CD4、CD4/ C

D8 比值明显增高（p<0.05），而 CD3 和 CD

8 改变无明显差异（p﹥0.05）；术后第 14

d，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TLC 、IgG、Ig

M、IgA、CD4、CD4/ CD8 比值增高更加明

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肠内免疫性营养治疗胃肠消化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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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能够有效地缩短患者疾病康复时间，

提高治疗的有效性，降低治疗期间并发症的

发生率，保障术后患者对营养的需求及提高

患者免疫力，值得临床上推荐使用。颅脑损

伤；肠内免疫营养；肠内营养液；胃肠消化

功能障碍。 

 
 
PO-2836 

脑深部电刺激治疗痉挛性斜颈的围手术期护

理 

 
贾玉媛 沈雁蓉 常青 徐武 梁维邦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脑深部电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

on , DBS)治疗痉挛性斜颈的护理方法及效

果。 

方法  对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神经外

科 2010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通过脑深部电

刺激治疗 8 例痉挛性斜颈患者进行严谨的围

手术期护理，重点加强患者的心理护理和知

识宣教，严密观察病情，积极防范并发症的

发生，持续随访指导患者。 

结果  6 例患者痊愈，2 例患者明显好转，除

1 例患者出现开机后幻觉外，余患者未出现相

关手术并发症。术后持续跟踪随访，患者生

活质量良好。 

结论  良好的围手术期护理及持续随访是 DBS

治疗痉挛性斜颈取得理想疗效的保障。 

 
 
PO-2837 

护士站前移工作模式在神经外科病区的应用 

 
周亮 徐敏宁 罗盈 孟娟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护士站前移工作在神经外科病区中

的应用效果。 

方法 在护士长的指导下设立一名资历较高的

护士和资历较低的护士共同完成临时医嘱的

处理，包括打印临时医嘱、打印输液瓶签，

配置临时液体，三个责任组每个责任组分别

有两名责任护士，其中一名为责任组长，一

名责任护士，配备流动的护士工作车，落实

分组负责、包干到人、护士站前移工作模 

式。  

结果 护士站前移工作模式的实施使护士分工

更加明确，责任心更强、护患、医护关系更

加融洽，有效减轻了护士工作量，提高了护

士工作质量和效率，提高了健康教育知晓率

和患者满意度，提升了护士的整体素质。 

讨论 提高了护士工作质量和效率，提高了患

者满意度，提升了护士的整体素质。 

 
 
PO-2838 

基于 KTQ 标准的疼痛管理在颅脑损伤病人中

的应用 

 
胡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研究评价基于 KTQ 标准的神经外科疼痛

管理在颅脑损伤病人中的应用。 

方法 选择 2015 年 7 月~20015 年 12 月武汉

同济医院神经外科颅脑损伤病人 63 名，排除

干扰因素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常规

进行疼痛护理,干预组由专门的医护团队进行

一系列的多元化疼痛护理干预,包括基于 KTQ

标准（以病人为中心的规范、准确、合理、

个体、合法的治疗原则）的疾病疼痛评估，

护理干预措施，结果反馈。把两组病人的测

试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护理干预前，两组病人的心理状态，对

疼痛的认知基本相同（P>0．05）。进行规

范疼痛管理，实施护理干预后的测试中，干

预组各项测验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

5）。  

结论 神经外科基于 KTQ 标准的疼痛管理在颅

脑损伤病人中的实施效果肯定，值得推广。 

 
 
PO-2839 

自制鼻部敷料在经鼻蝶垂体瘤手术后患者使

用的效果观察 

 
李小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探讨自制鼻部敷料在经鼻蝶垂体瘤手术

后患者使用的效果观察。 

方法 通过对医务人员和经鼻蝶垂体瘤手术后

患者进行意见征求，自行设计一种简便有效

的鼻部敷料，将其应用在 50 例经鼻蝶垂体瘤

切除手术后患者，并对其舒适度采用视觉模

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进行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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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者感觉舒适（VAS 评分为 0-4 分）的

占 82%，医护人员（19 人）使用评价满意

（2 分）的占 79%，使用评价一般（1 分）的

占 21%，没有使用评价为 0 分。 

结论 此敷料使用舒适、简易方便，而且对于

所有鼻部手术或鼻部填塞的患者均可使用. 

 
 
PO-2840 

FTS 理念在经鼻蝶垂体瘤术后早期活动中的

应用 

 
厉春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总结 80 例经鼻蝶垂体瘤手术患者应用快

速康复理念进行早期活动的护理体会。 

方法 将 80 例择期垂体瘤手术患者随机分成两

组，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实施早期活动

干预为快速康复组，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

比较两组患者术后肛门排气时间、住院时

间、患者满意度以及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两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

（P>0.05），但是实验组患者下床活动的时

间、肛门排气时间提前，住院时间缩短，满

意度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护理干预，对缩短手术恢复期，促

进患者早日康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PO-2841 

脑外伤昏迷患者亲属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因

素调查 

 
刘莎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了解脑外伤昏迷患者心理健康状况。 

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表（SCL290），自编的疾

病认知问卷对 100 例脑外伤的患者亲属进行

测评分析。 

结果 脑外伤昏迷患者亲属 SCL290 的总分及

因子分中躯体化  忧郁、焦虑得分高于国内常

模组（P<0.01）；患者亲属生活困难组因子

分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忧郁显著高于

不困难组（P<0.05 和 P<0.01）；因子分忧

郁、焦虑与疾病认知呈显著负相关（r=-0.45

3，-0.531）。 

结论 脑外伤昏迷患者亲属心理健康水平低， 

并受经济、认知等因素影响，提示对脑外伤

昏迷患者亲属进行综合性心理干预是非常必

要的 

 
 
PO-2842 

不同镇静药物应用于幼儿行 MRI 检查前的镇

静效果观察 

 
聂惠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研究探讨提高幼儿行 MRI 检查前有效镇

静率，为临床上提高幼儿 MRI 检查成功率提

供一定的客观依据。 

方法 选取于我专科就诊并行 MRI 检查的 180

例≤6 岁幼儿患者，随机分为口服水合氯醛

组、鼻内滴注右美托咪定组及静脉注射右美

托咪定组三组，口服水合氯醛组予以口服 1

0%水合氯醛（60mg/Kg）镇静，鼻内滴注右

美托咪定组予以鼻内滴注右美托咪定（2ug/K

g）镇静，静脉注射右美托咪定组予以静脉注

射右美托咪定（2ug/Kg）镇静。观察与比较

三组患儿的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变化、入

睡时间、苏醒时间、镇静有效率及不良反应

等。 

结果 与口服水合氯醛组相比较，鼻内滴注及

静脉注射右美托咪定组患儿镇静过程中血

压、心率等生命体征下降幅度及镇静有效率

明显高于口服水合氯醛组，镇静所需入睡时

间、苏醒时间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均小于口服

水合氯醛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静脉注射右美托咪定组相比较，

鼻内滴注右美托咪定组患儿镇静过程中血

压、心率等生命体征下降幅度及镇静有效率

明显高于静脉注射组，镇静所需入睡时间、

苏醒时间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均小于静脉注射

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对幼儿实施 MRI 检查过程中，运用右

美托咪定镇静能有效提高幼儿镇静有效率，

使患儿更好的配合检查，提高检查成功率，

其中鼻内滴注方式具有更高的镇静有效率及

安全性，值得临床上进一步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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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43 

应用品管圈活动提高神经外科婴幼儿行 MRI

检查前的有效镇静率 

 
戚春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探讨应用品管圈提高神经外科婴幼儿行

MRI 检查前有效镇静率的作用。 

方法 成立品管圈小组，以品管圈活动的十大

基本步骤为蓝本，采用头脑风暴法及根本原

因分析法。 

结果 有效镇静率由 58.06%提高到 87.2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品管圈活动能有效提高神经外科婴幼儿

行 MRI 检查前的有效镇静率。 

 
 
PO-2844 

1 例延髓占位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王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探讨延髓占位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疗

法。 

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 1 例延髓占位患者的诊疗

经过进行分析，制定综合性的围手术期护理

计划，积极完善各项术前准备、对症护理及

营养支持，术后密切观察病情、实施积极的

呼吸道护理、预防感染及窒息等并发症，并

进行出院指导。 

结果 患者经过积极术前准备后行手术治疗，

住院治疗 40 天后好转出院。 

结论 对延髓占位患者实施综合性的围手术期

护理可以为手术治愈及术后康复奠定基础，

同时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O-2845 

1 例开颅术后可吸收性颅骨锁脱落伴颅骨外露

伤口的处理及效果观察 

 
杨静容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对 1 例 3 个月 9 天的患儿因额中缝早闭行颅

缝再造术，术后沿切口边缘出现 10*2.5cm 创

面被黑痂覆盖，使用机械性清创加水凝胶敷

料行自溶行清创 25 天后坏死组织逐渐清除。

暴露 5*2cm 颅骨并出现可吸收性颅骨锁排异

反应，逐渐溶解脱落。换药后 30 天，创面出

现钙化颅骨呈薄纸样并逐渐于周围组织分

离，协助医生行床边去除钙化颅骨，可见暗

红色肉芽组织，行细菌培养呈大肠埃希菌，

给予全身支持治疗。之后患者伤口出现肉芽

过长，对症给予高渗盐敷料按压。伤口处理

包括清洗清创、银离子敷料抗感染，高渗盐

敷料用于肉芽过长，普朗特伤口凝胶敷料促

进肉芽及表皮生长，有效防止浸渍，促进表

皮生长，连续 56 天后创面愈合，患者出院。

提出针对患者复杂情况评估、抗感染、保护

皮肤与促进愈合的精细处理，有利于创面愈

合。 

 
 
PO-2846 

男护士在介入导管室护理工作中的优势分析 

 
潘文龙 

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探讨男护士在介入导管室护理工作中的

优越性。 

方法 对男护士在介入导管室护理工作中的特

点及优越性进行分析。 

结果 男护士在导管室护理工作中具有良好的

身体素质、灵活熟练使用先进仪器设备、受

射线防护影响相对较小、对掌握大量导管耗

材特性及学习介入知识能力强等方面的优

势。 

结论 男护士进入介入导管室工作，可使导管

室护理团队更有活力、凝聚力，使导管室护

理队伍结构更加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

鼓励导管室分配男护士岗位有利于介入护理

事业的大发展。 

 
 
PO-2847 

应用椎间盘激光修复系统治疗椎间盘突出症

的手术护理配合  

 
潘文龙 杨超 张强 

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导管室 100700 

 

目的 总结分析椎间盘激光修复系统治疗颈、

腰间盘突出症的手术护理配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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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应用国内率先引进的椎间盘激光修复系

统-阿洛德-01 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治疗椎间盘

突出患者 47 例，根据先进的治疗技术，制定

相应的护理配合工作，术前实施全面化的护

理准备、术中给予相应的护理配合方法及术

后指导清晰化的康复训练。 

结果 本组患者术后随访 1~3 个月，根据改良

Macnab 疗效判定标准，优：症状完全消失，

恢复原来的工作和生活；良：有轻微症状，

活动轻度受限，对工作和生活无影响；可：

症状减轻，活动受限，影响正常工作和生

活；差：治疗前后无差别，甚至加重。优 41

例，良 6 例，无椎间盘感染和神经损伤等严

重并发症发生。 

结论 椎间盘激光修复系统作为一项新技术，

是治疗椎间盘突出症有效的方法之一，新的

医疗技术的开展，伴随着护理工作的不断发

展，在围术期以全面、精准的护理配合，是

保证治疗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高质量

的护理是促进患者康复的重要因素。 

 
 
PO-2848 

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急诊介入治疗的护理   

 
潘文龙 

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探讨及检验护理工作在急性蛛网膜下腔

出血急诊实施介入治疗中的实用价值。 

方法 2011 年 2 月-2015 年 2 月，我院对 418

例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实施现场救护；

患者转运；急诊影像学诊断；急救处置和手

术治疗等一体化专科急性救治的应用及相应

护理配合。 

结果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15.9%，12 例患者治

疗死亡，16 例出现脑血管痉挛严重脑水肿，

行去骨骨瓣减压术、13 例栓塞后脑出血、5

例下肢静脉血栓形成  ，积极治疗后给予抗

炎、抗血管痉挛、控制血压、脱水治疗等对

症处理好转，其余患者均能康复出院。 

结论 积极有效、合理化、专科性、针对性的

护理配合在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急性介入

治疗中，能够缩短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

的诊断及治疗时间，降低急性蛛网膜下腔出

血患者再出血的风险，降低死、残率，减少

并发症，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 

 
 
 

PO-2849 

聚焦解决模式应用于择期开颅手术患者护理

效果评价 

 
方继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探讨聚焦解决模式在择期开颅手术患者

护理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2014 年 7 月我科行

择期开颅手术患者 95 例为研究对象。聚焦解

决模式组（实验组）48 例，常规护理组（对

照组）47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学

历、家庭月收入、手术经历上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两组护理人员在操作及经验方面也无

明显差异。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在

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聚焦解决模式。比较两

组患者之间在焦虑、抑郁、内外向性激惹及

自护能力方面的差别。 

结果 常规护理组在术前一天和术后三天焦虑

方面数据具有统计学差异，而聚焦解决模式

组并未增加患者的焦虑（P>0.05）。  

结论 聚焦解决模式应用于择期开颅手术患者

中护理效果明显，可降低患者术后焦虑水

平，同时不会因为过多的干预，而影响患者

的自护能力的学习和提高。  

 
 
PO-2850 

重型颅脑损伤肠内营养治疗支持护理疗效观

察 

 
胡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探讨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肠内营养支持

的护理疗效。 

方法 对 ICU2014 年~2015 年 76 例重型颅脑

损伤患者营养状态和并发症的观察。 

结果 76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中除 5 例死亡，

7 例自动出院外，其余 64 例各种营养指标均

有改善，预后良好。 

结论 营养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营养不良

对伤口愈合、免疫机制、器官功能等具有重

大影响。营养物质，如糖、脂肪、蛋白质、

维生素、电解质和微量元素、纤维素都是生

命维持所必须的。在机体需要的三大类营养

物质中，糖和脂肪主要用于供应能量，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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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虽部分用于供应能量，但大部分用于组织

的生长修复。机体在静止休息状态时，成年

人最少能量需要为 83.6kj/kg，机体活动状态

每天需要 125.4-188.1kj/kg。而在病理状态

下，住院病人休息状态下占正常机体活动状

态需要量的 80%，在创伤、手术和患有严重

感染，如败血症时，能量需求比正常机体活

动状态需求量增加 100%-200%。神经外科昏

迷患者不但病情危重，而且机体处于严重的

应激状态，其基础代谢率可提高 50%~15

0%。脑组织及神经组织所需的能量几乎全由

葡萄糖供应，因此昏迷患者的营养补充对于

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有着重要的单位和作

用。营养支持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已从以往

重视维持各种创伤后的氮平衡、保持瘦肉

体，发展为更加关注维护脏器、组织和免疫

功能、促进脏器组织修复等。询证医学证据

表明，严重营养不良的病人会影响病人的康

复，甚至或成为重症、大手术死亡的重要因

素，而合理的肠内营养支持是经胃肠来提供

代谢需要的各种营养素的治疗方式，供给细

胞代谢所需要的能量与营养，胃肠组织器官

结构与功能；通过营养素的药理作用调理代

谢紊乱，调节免疫功能，增强机体抗病能

力；减少净蛋白的分解及增加合成，改善潜

在和已发生的营养不良状态，防治其并发

症，从而影响疾病的发展与转归。重型颅脑

损伤发病急，病情发展迅速，具有较高的致

残率和死亡率。患者在发病后，因神经受到

压迫，致使患者机体紊乱、意识障碍、免疫

力降低，易感染，影响预后。肠内营养支持

可为颅脑损伤患者供应热量及营养素，可提

高患者机体免疫力，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

有利于患者度过危险期，改善预后。 

 
 
PO-2851 

全程护理在 1 例胸椎硬脊膜动静脉瘘患者的

实施与评价 

 
胡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通过对一例胸椎硬脊膜动静脉瘘（SDA

VF）并发压疮患者实施全程护理，评价护理

效果，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方法 应用全程护理理念，护理人员扮演全程

管理责任人角色，从患者入院起，详细进行

入院宣教及评估，做好充分的术前准备及指

导, 进行心理护理，饮食护理，压疮护理，包

括烫伤，深静脉血栓等特殊风险管理，术后

护理护理包括 NICU 重症监护，严密观察病

情变化及对症处理，并发症的预警及护理，

呼吸系统，泌尿系统，脊髓水肿的预警及护

理，开展功能锻炼，制定“5 指肌力评分法。

出院随访，防止坠床、烫伤等意外;调整心态,

接受脊髓神经功能逐步恢复的过程，加强营

养,注意健康生活作息,坚持各项功能锻炼,自我

检测双下肢肌力，感觉及括约肌功能情况。

正确指导各项功能锻炼和落实相关健康教育,

利用自护能力执行量表(exercise of self-car

e agency scale ，ESCA)及 TDL 生命质量测

定表反馈全程护理理念实施效果，全程分别

在入院护理，术前护理，术后护理，出院随

访中使用两类评估量表，及时追踪反馈患者

实施护理措施效果。自护能力执行量表包含 4

3 个条目 4 个维度：自我概念、自护责任感、

自我护理技能、自我护理知识。 TDL 生命质

量测定表主要内容 16 项，覆盖了生命质量的

5 个主要方面，即：身体方面、心理方面、社

会方面、尽职责的能力以及自我健康意识   

结果 此例患者在全程护理下在入院，术前，

术后，出院三月后自护能力执行量表及 TDL

生命质量测定表得分均有明显提高  

结论 引用全程护理的理念，根据患者情况组

建全程护理团队，扮演全程管理责任人角

色，做好充分的手术前准备及评估,包括特殊

风险管理，术后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做好并

发症的预警及护理，正确指导各项功能锻炼

和落实相关健康教育,利用全程护理理念持续

落实护理相关措施，实施治疗计划，同时采

用自护能力执行量表及 TDL 生命质量测定表

及时反馈护理实施效果，全程护理做到无缝

隙管理，帮助患者加强自我护理，改善生活

质量，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内涵，获得

满意效果，值得在临床推广。 

 
 
PO-2852 

丘脑胶质瘤患者围手术期的疾病观察及症状

护理 

 
黄娜 贾金秀 张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100050 

 

目的 总结在丘脑肿瘤围手术期护理过程中疾

病观察和措施有效的症状护理。 

方法 对 2009 年 12 月-2014 年 12 月的 4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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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脑胶质瘤患者手术患者，进行术前临床症

状及术后并发症改善的统计。 

结论 根据其肿瘤部位、性质在疾病观察及症

状护理方面展开针对性的护理，可以有效改

善体征和控制并发症，保障患者的安全和提

高生活质量。 

 
 
PO-2853 

规范化翻身、叩背对降低颅脑损伤气管切开

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疗效评价 

 
贺玉林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通过规范化的翻身、叩背以达到降低颅

脑损伤气管切开术后患者肺部感染的发生

率，提高患者对医护工作的依从性及满意

度。  

方法  选取我科 2015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

共 86 例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3 例，对照组采用神经

外科传统翻身、叩背方法，观察组采用本次

试验的规范化翻身、扣背，降低了肺部感染

率，减少了患者住院日及住院费用，取得较

好效果。 

结果  针对性、预见性的护理举措能有效减少

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临床疗效 ，促进患者

康复。 

 
 
PO-2854 

监护病房颅脑损伤病人的护理 

 
简红利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总结监护病房所护理过的 15 例颅脑损伤病人

的护理，其中包括病情观察、基础护理、呼

吸道的护理、脑室引流的护理、腰大池引流

管、硬膜外引流管、发热的护理、预 防压疮

及预防坠积性肺炎的护理等 。 

 
 
PO-2855 

按压水泉穴、鱼际穴、尺泽穴缓解神经外科

全麻术后口渴效果观察 

 
颜成睿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索缓解全麻术后禁食禁水 6h 期间患

者口渴程度、口干症状的安全、有效、便捷

的方法。 

方法  将 150 例全麻术后存在口渴的患者随机

分为三组各 50 例。第 1 组全麻术后禁食禁水

期间按照常规护理，第 2 组在上述基础上分

别于术后 2h、3h、4h、5h 按摩水泉穴。第 3

组则联合按压水泉穴、鱼际穴、尺泽穴。观

察不同治疗方法对于缓解全麻术后口渴症状

的效果。 

结果  三组患者术后 6h 口渴缓解程度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笔者通过按摩水泉穴来缓解全麻术后禁

水期口渴，结果显示，其疗效显著优于对照

组（P＜0.017）；而联合按摩水泉、鱼际和

尺泽，则可收到更好的缓解效果（P＜0.01

7）。该方法简便易行，患者无痛苦，无不良

反应，值得在临床推广。 

 
 
PO-2856 

垂体生长激素腺瘤患者围手术期护理及手术

并发症预防 

 
李小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探讨垂体生长激素腺瘤经鼻蝶入路肿瘤

切除术后并发症的护理经验。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于我科行

经鼻蝶手术的 95 例垂体生长激素（GH）腺

瘤患者，其中男 54 例，女 41 例，年龄 23~6

6 岁。所有患者均有短骨增粗、面容改变的典

型肢端肥大的症状，其他症状包括头痛 69

例，视力下降和/或视野缺损 37 例，鼾症 22

例，月经紊乱 23 例，停经 20 例，不孕 11

例，性功能减退 8 例，甲状腺功能异常 4

例，血糖升高 41 例，高血压病 32 例，多饮

多尿 3 例。其中，合并两种症状的 59 例，三

种以上症状者 23 例。在术前对并发症的发生

积极预判并行预见性护理，对全身一般情况

和心肺功能等状况的全面评价和处理、鼻部

的准备、张口呼吸的训练；术后严密观察呼

吸困难、鼻腔出血、脑脊液鼻漏—感染、下

肢静脉血栓、尿崩症和电解质紊乱和低血糖

这些并发症的发生，并针对并发症进行相关

的预判处理和护理。 

结果 95 例患者中，13（23.6%）例出现短期

并发症，其中脑脊液鼻漏 2 例；鼻腔出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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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3 例；尿崩症 3

例；电解质紊乱 1 例。经术前和术后的护理

观察和干预，所有患者症状均好转。 

结论 垂体 GH 腺瘤起病隐匿，早期症状不明

显，就诊时往往已出现多器官系统受累表

现，需要积极干预，术后并发症也较普通垂

体腺瘤复杂。因此，本病的治疗涉及到多个

学科的协作，而围手术期间有针对性的术前

准备有利于手术成功并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

生，术后及时观察和护理能早期发现术后并

发症从而采取相应措施，是贯穿于整个治疗

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于保障手术成

功性和减少术后并发症、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具有重要意义。 

 
 
PO-2857 

微格教学法在神经外科新护士专科护理技能

培训中的应用 

 
厉春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探讨运用微格教学法在神经外科低年资

护士专科护理技能培训中的作用。 

方法 将 62 名神经外科低年资护士随机分为实

验组和对照组进行专科护理技能培训。对照

组行传统教学：即先经过教师集中讲授，观

看专科培训视频，教师分步骤操作示范；护

士自由学习，观看视频，教案，模拟人训练

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师巡视，发现问题及时

指出纠正，学员有问题随时提问并解答。实

验组实施微格教学：要求指导教师按照培训

主题制作教程及教学幻灯片，安排授课及操

作的时间等；将学员再细分为 6 个小组，每

组配摄像设备，每一位护士练习的同时进行

同步摄像，练习后组内其他护士分别提出问

题和错误操作，帮助练习者纠正，然后再通

过视频终端播放练习视频，对比标准视频，

学员观看一目了然，配合教师讲解，纠正操

作中的错误和遗漏，及时反馈纠正。比较不

同方法培训后主观问卷和考核成绩，进行统 

计学分析。 

结果 实验组护士普遍认为微格教学可以活跃

培训氛围，提高时效性，增加学员参与度，

对于培训的主观掌握程度明显提高（p＜0.0

1）。培训客观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p＜0.0

1）。 

结论 微格教学法作为一种新的培训模式，能 

够提高神经外科低年资护士专科护理技能培

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PO-2858 

甘露醇用于经鼻蝶鞍区占位显微切除术后患

者的尿量观察与分析 

 
刘玉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通过对经鼻蝶鞍区占位显微切除术患者

术后使用甘露醇的尿量观察，鉴别术后中枢

性尿崩症和甘露醇引起尿量增多，从而为临

床医生提供准确有效的尿量变化。 

方法 选取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6 月在武汉

同济医院神经外科行经鼻蝶鞍区占位显微切

除术的患者 34 例。采用组间对照的方法。实

验组为需要行经鼻蝶鞍区占位显微切除术的 1

7 位垂体瘤患者，术后使用甘露醇；对照组为

需要行经鼻蝶鞍区占位显微切除术的 17 位 R

athke’s 囊肿患者，术后不使用甘露醇。两组

术后常规给予抗感染、激素、补液等治疗，

每位患者的输液入量排除甘露醇为 1776ml，

控制每位患者的饮食和水的摄入量为 2000m

l。分别记录术后静脉用药后 0.5 h、1h、2

h、3h、4h、5h、6h 的尿量情况，并严格记

录 24h 出入水量，进行统计分析。依据垂体

瘤术后中枢性尿崩症的临床诊断标准：①血

浆钠浓度超过 142mmol/L，血浆渗透压＞300

mOsm/kg；②尿比重小＜1.010，或者尿渗透

压＜300mOsm/kg；③尿量大于 300ml/h，连

续 3h。实验设定其中出现尿量>300ml/h，连

续 3h，视为垂体瘤中枢性尿崩可能，并急查

电解质和尿比重加以确定。 

结果 在 0.5h—3h 内实验组尿量显著高于对照

组尿量(P<0.01)，有显著差异；24 小时的尿

量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有显著差

异。实验组出现其中尿量>200ml/h 有 14

例，24h 尿量>4000ml 有 10 例，出现尿量>3

00ml/h，连续 3h 患者有 3 例。急查电解质和

尿比重加以确定为尿崩症。对照组出现其中

尿量>200ml/h 有 4 例，24h 尿量>4000ml 有

2 例，出现尿量>300ml/h，连续 3h 有 1 例患

者，急查电解质和尿比重也确定为尿崩症。 

结论 甘露醇可以引起多尿，多在使用 0.5h~3

h 出现暂时性多尿。在临床工作中我们需要将

甘露醇引起的多尿与临床垂体瘤术后并发症

“尿崩症”相鉴别。在甘露醇使用后 3h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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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发现尿量每小时>200ml/h，可以通知医

生做进一步的检测，如尿比重和生化检测，

判断中枢性尿崩症的发生，采取进一步的治

疗 

 
 
PO-2859 

脑肿瘤手术患者家庭照顾者体验的质性研究 

 
王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脑肿瘤患者的诊断和治疗不仅极大地影

响着病人自身，对整个家庭更是带来灾难性

的改变，而脑肿瘤患者家庭成员作为直接照

顾者，承受着心理、生理、社会的沉重负

担。本研究通过对脑肿瘤手术患者家庭照顾

者进行访谈，旨在深入了解其真实体验及内

心感受，探讨切实可行的针对性护理策略，

以满足患者及家属不同阶段的需求，为护理

工作的深入持续开展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 18 例脑肿

瘤手术患者家庭照顾者进行访谈进行深度的

半结构式访谈，描述他们在围手术期及家庭

护理中的感受，并用现象学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 通过反复分析、整理、和提炼，归纳形

成三个主题类别与八个子类别：①情感变化

应对不足，包括震惊恐惧、矛盾无助、焦虑

不安②疾病的管理经验欠缺，包括症状管

理、行为角色和信息沟通欠缺③社会支持需

求，包括家庭社会支持和医疗体制不健全。 

结论 ①护理人员及各级医疗机构应为脑肿瘤

手术后家庭照顾者提供针对性的情感支持、

专业知识及技术指导，改进其角色及责任转

变的适应能力，以减轻照护压力。②照顾者

对于疾病的相关知识处于严重匮乏的阶段，

如疾病的进展、并发症的症状、术后护理的

注意事项、饮食和用药情况等。医院及科室

可以定期召开相关疾病的讲座、发放健康手

册，让患者及照顾者获得了解疾病相关知识

的机会。同时，专业医疗护理人员应根据患

者的个体情况为照顾者量身定制教育计划，

使用替代的通信工具，如写作、提示牌、或

图片，帮助照顾者与患者之间搭建一个有效

的沟通平台，以技术干预方法提高其照护能

力。③应加大社会支持力度，完善政府主导

下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提高当今社会整体

的医疗救助水平，从而将一部分的家庭责任

和经济负担转由社会来承担，以减少照顾者

繁重的照护负荷，如：加强公共卫生管理及

大病救助措施的建设；建立专门的网络支持

系统；合理筹集和利用社区医疗卫生资源，

提高其困难应对策略和疾病恢复信心。 

 
 
PO-2860 

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在神经外科 NICU 输液

泵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王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NICU）是集中

救治危重患者的特殊护理单元，安全有效的

输液管理对提高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提高

工作效率，提升护理及医疗水平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神经外科 NICU

输液泵规范使用和安全管理的风险因素并制

定改进方案，完善输液泵操作规范，保证输

液安全。 

方法  根据医疗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FME

A）方法，成立多学科输液泵安全管理团队，

对输液泵临床应用流程中的安全隐患进行失

效模式原因分析，计算最优风险值（R P

N），识别失效模式及相关原因，找出最优先

解决的问题，并针对性的制定持续改进方案

并实施。比较实施 FEMA 前后输液泵相关不

良事件发生率、失效模式 PRN 值及护士操作

规范合格率。 

结果 实施 FMEA 管理后，输液泵相关不良事

件的发生率(包括输液不滴、药物外渗、输液

滴数错误、参数设置错误)均显著低于管理前

（P＜0.01）；两组失效模式的 PRN 值有显

著差异（P＜0.05）；护士对输液泵的规范操

作合格率由 67.5%提高至 98.3%。 

结论 将 FMEA 运用于神经外科 NICU 输液泵

安全管理中，制订输液泵给药的安全管理对

策，实施多学科联合共同协作进行过程管

理，各部门分工明确，职责分明，将输液泵

管理流程化、条理化，在建立了安全使用机

制的基础上，由经验性操作改为规范性操

作，实现了风险管理的长效实施，，有利于

提高护士评估风险意识与能力，前瞻性地发

现流程中潜在的危险因素，保证输液泵给药

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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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61 

Chiari 畸形合并脊髓空洞症的围手术期护理 

 
杨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对本组 24 例 Chiari 畸形合并脊髓空洞

症患者进行全面的术前、术后护理，特别是

针对术后较易出现的并发症采取相应的护理

措施，对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经

验。 

方法 我院神经外科于 2010 年 1 月-2014 年 1

2 月共收治 Chiari 畸形患者 46 例，其中 24

例合并脊髓空洞症，15 例患者行单纯后颅窝

减压术，另 9 例患者矢状 MRI 显示空洞占脊

髓直径>35%，在颅后窝减压基础上加做空洞

-蛛网膜下腔分分流术，术前针对心理护理和

健康教育、营养支持、呼吸功能、防治呼吸

道感染、适应性训练和脊髓功能的评估等加

强护理，术后主要对体位、颈部制动、泌尿

系统加强护理，尤其对防治术后并发症的发

生加强护理（密切观察呼吸情况，防止缺

氧，加强呼吸道的护理；防止脑脊液漏，加

强伤口及伤口引流的护理；密切观察体温变

化；积极处理发热；密切观察神经功能变

化；功能锻炼及康复指导）。 

结果 术后 8 例出现高热症状，1 例出现手术

切口处脑脊液漏，给予相应的处理后，延期

愈合。术后三个月复查 MRI 提示颈延髓压迫

解除，枕大池形态恢复，脊髓空洞缩小或消

失，脑室系统恢复正常。1 周内症状改善者 1

0 例，1 周～1 月症状改善者 8 例，1 月～3

月症状改善者 5 例，1 例在术后 6 月内症状无

改变。本组无死亡病例。 

结论 Chiari 畸形合并脊髓空洞症外科术后疗

效良好，针对术后易出现的护理问题特别是

易出现的并发症及早采取相应的治疗及护理

措施是提高手术成功率，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的关键环节。 

 
 
PO-2862 

延续护理在神经外科出院患者中的应用 

 
章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00 
 

目的 神经外科有部分出院患者出院时身体各 

部分的机能并未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所以

需要在家中继续治疗和康复，将健康教育延

伸到患者家庭，指导出院患者完成居家自我

照顾，解决患者在康复过程中遇到的康复难

点，落实延续护理内涵。 

方法 对 268 例神经外科出院患者进行延续护

理，其中电话回访为 268 例，居家护理为 12

例，通过电话随访了解患者出院后伤口愈合

情况，饮食睡眠情况，出院带药服用情况，

功能障碍恢复情况，带管护理情况，以及出

院后的遵医行为，并对患者回家后出现的一

些不适和疑问给予解释及健康指导。 

结果 通过电话随访和居家护理，避免了患者

从医院过度到家庭出现的脱节，解决了患者

出院后护理支持不足，不仅是患者出院后的

延续治疗和康复过程，也对提高病人生活质

量，加强保健意识，减轻家庭负担起着重要

作用，受到患者及其家属的肯定，获得良好

的社会满意度。同时，延续护理也促进了医

护人员积极学习的热情，把要我学习，变成

了我要学，从而使我科每年都有新的营养

师，心理咨询师产生，电话随访通过对患者

的问候，询问和指导，使患者得到满满的关

心和帮助，居家护理让医生护士来到患者家

中，为患者查看伤口，指导示范功能训练，

测量生命体征血糖，指导服药，更换胃管，

并带去我们为患者个人定制的相关疾病知识

手册及帮助功能锻炼的小礼品，更拉近了医

务工作者同患者的关系，同时也提升了患者

对医院对医护工作者的满意度。 

结论 延续护理在神经外科出院患者中的应用

效果明显，患者对疾病康复知识了解运用增

多，提高了患者出院后的遵医行为及门诊复

查率，也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了患

者家庭的负担，同时也提升了患者对医务工

作者的满意度，也激发了医护不断学习钻研

的热情。 

 
 
PO-2863 

20%甘露醇静所致脉炎的护理体会 

 
元艳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通过对静脉使用 20%甘露醇致静脉炎发

生原因的探讨，寻找减少及减轻静脉炎的防

护方法及治疗静脉炎的方法。 

方法 通过使用前做相关知识宣教，提高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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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度；提高责任护士的专业水平并使用系

统化循环管理方法；采用专业化的血管评估

正确使用血管，严密观察注射部位，严格无

菌操作，使用空气净化装置及使用超低密度

输液器严控微粒输入，减少微粒污染；根据 2

011 年美国 INS 静脉输液治疗护理实践建议

使用简单无针输液连接，即螺旋口连接等减

少导管相关感染：使用甘露醇时注意加温及

使用多磺酸乳膏涂抹、硝酸甘油贴剂及康惠

尔透明敷料的应用方法预防静脉炎的发生。

发生静脉炎时及时使用马铃薯冷敷，采用氦

氖激光等物理疗法，使用复方丹参注射液湿

热敷的处理，疗效满意。 

结果 患者发生静脉炎受损血管恢复正常。 

结论 积极有效的护理措施对 20%甘露醇致静

脉炎的预防、控制及转归治疗有极重要的作

用。 

 
 
PO-2864 

叙事教学在护理临床带教中的应用 

 
元艳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随着护理教育的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

不能不能满足临床教学的发展。美国的著名

的教育学家曾说过：“教育即是经验的重建。”

而现代的护理临床教育也由注重教学内容转

变为注重临床护理体验［ 1 ]。叙事教学（Na

rrative Pedagogy）是通过叙述、解释和重

构教育者和学生的故事、经历，达到教育目

的和研究目的［ 2 ］。上世纪 90 年代始，国

外的护理教育学者开始将叙事教育应用在护

理教学和研究中。而国内的叙事教学开展大

多应用于护理教学及健康宣教等方面，对于

专科性较强的临床教学没有涉及，本文将在

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临床叙事教学的带

教经验，以期为国内临床专科带教开展叙事

教学提供依据。 

 
 
PO-2865 

多发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黄欢 

贵州航天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多发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围手术期

的护理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我院收

治的多发颅内动脉瘤患者 60 例，随机分成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

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围手术

期优质护理，观察两组的护理满意度。 

结果 经护理后，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多发颅内动脉瘤患者实施介入治疗围

手术期优质护理，能够有效提高患者对护理

的满意度，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PO-2866 

32 例脑动静脉畸形介入治疗的个性化护理体

会 

 
刘嫣雅 范红 黄欢 郑仲乾 刘旭 郑涛 

贵州航天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个性化护理干预对脑动静脉畸形介

入治疗护理的效果。 

方法 对 2012 年 2 月-2016 年 2 月笔者在临床

上应用人性化护理对血管内栓塞治疗脑动静

脉畸形 32 例进行护理干预作为干预组，并选

取同时期进行的介入手术的 32 例患者给予常

规护理作为对照组。并观察患者的临床护理

疗效。 

结果 两组平均住院时间、死亡率和心脑血管

意外、坠积性肺炎、手术切口感染、泌尿系

感染等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方面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护理人员一定要重视对患者进行人性化

护理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把个性化护理

干预具体落实到临床护理工作中的各个环节

中。    

 
 
PO-2867 

锁孔垂体瘤切除术 22 例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范红 刘嫣雅 黄欢 庹必灿 刘旭 郑涛 

贵州航天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分析经锁孔入路手术治疗垂体瘤患

者的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方法 选择 32 例经锁孔入路手术治疗垂体瘤的

患者为观察组，选择同期常规护理的对照组 3

0 例。比较两组患者经不同护理模式后的临床

效果。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患者中，分别有 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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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5 例患者于术后出现了暂时性尿崩症并发

症，给予对照治疗后均痊愈；对照组有 3 例

患者死亡，而观察组无死亡病例。观察组患

者术后 31 例激素水平恢复，恢复率为 96.8

8%，而对照组术后激素水平术后恢复率为 83.

33%，明显低于观察组，P<0.0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两组患者的各项术后在 PRL 增高

和视力视野改善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两组

患者的垂体瘤切除情况见。护理组的有效切

除率（96.67%）高于对照组的有效切除率

（66.67%），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经锁孔入路手术治疗垂体瘤患者的围手

术期的护理要求强化术前常规护理，有效处

理并发症，有助于提高患者康复率和满意

度，值得临床的推广与应用。 

 
 
PO-2868 

经颅内镜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后尿崩症

的护理 

 
张美芳 林碧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总结了我科收治的 25 例垂体瘤患者术后

并发尿崩症的护理经验。 

方法 对 25 例尿崩症患者的护理进行分析和总

结，主要包括生命体征的监测、尿量和血、

尿电解质的监测、用药护理、饮食饮水护

理、心理护理。 

结果 经过积极的治疗和精心的护理，均治愈

出院，未发现永久性尿崩症患者。 

结论 严密的观察病情，监测尿量及电解质的

变化是尿崩症护理的关键。  

 
 
PO-2869 

巴林特小组活动在神经外科应用减轻护士心

理压力 

 
姚莉娟 侯莉娜 王进 崔承文 张洁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当今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纠纷频发的环

境下，医务人员每天高强度的劳动，特别是

神经外科的护理人员，直接面对众多急、危

重病人，专业要求高，基础护理繁重，护理

人员在白班夜班不同复杂的工作场景中，需

要保持良好的沟通能力及情绪控制能力。通

过在神经外科护理人员中开展巴林特小组活

动，使全科护理人员能提高情绪控制能力，

缓解心理压力。在处理护患关系中，形成分

析性的思考方式，减少投诉及冲突，提高自

我保护能力。 

方法 科室人员对巴林特小组活动的目的、开

展过程及保密原则和注意事项分两期进行学

习。2016 年 1 月至 5 月，每月在科室护理人

员中进行一次巴林特小组活动。全科有 23 名

护理人员，自愿参加，每次约 16-18 人参加

活动，时间约需要 1-1.5 小时。主持人为本科

室护士长，受过一定的心理知识培训。每次

由一名护士分享一个案例，其他护士倾听询

问自己所关注的相关细节，整个事件在不同

的视角清晰地立体重现。从而使每位参与者

都切身体会到了对方立场而产生的思想差

异。通过这样的思考，逐渐使之前未被发现

的关系和医患关系的新看法浮出水面。最后

分享案例的护士从大家的发言中获得感悟。 

结果  通过案例分享，护士负性情绪得到调

整，心理压力得到释放，能够多角度看待问

题，能够理解病人，提高心理认知，提高沟

通能力，得到自我成长。 

结论 神经外科患者急危重多，此类患者或家

属在就医过程中除了躯体疾病之外，同时遭

受了重大的心理社会应激。而医护人员缺乏

对困难情景的应对处理能力，以及当前医疗

资源存在不足，易产生投诉及冲突。护理工

作人员大多为年轻女性，对精神和心理创作

敏感性高，处理能力差。护理人员通过参加

巴林特小组活动，可提高情绪控制能力，提

高临床应变能力，减少与患者或家属的冲

突，缓解心理压力，情感上也获得认同。在

科室内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小组成员彼此

熟悉，且参加活动在时间安排上比较方便，

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巴林特小组活动值得在 

临床护理人员中间推广应用。 

 
 
PO-2870 

探讨平衡记分卡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 

 
张明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00 

 

目的  探讨平衡记分卡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效

果。 

方法  平衡记分卡采用四个维度：运营管理、

社会效益、医疗护理工作质量和效率、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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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将其应用于临床手术科室。 

结果  医院在使用平衡记分卡前后科室工作的

各项指标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 

结论  平衡记分卡，提高了医护人员的收入，

医院的知名度，保证了医疗安全和护理质

量，在稳中求发展。 

 
 
PO-2871 

颅脑术后禁食并发化脓性腮腺炎的护理 

 
虞冬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总结颅脑术后禁食并发化脓性腮腺炎的

观察、护理。 

方法  回顾我病房 2014 年 8 月～2015 年 6 月

3 例颅脑肿瘤术后禁食并发化脓性腮腺炎的观

察和护理。 

结果  3 例患者均痊愈出院。 

结论  颅脑术后禁食并发化脓性腮腺炎既会导

致患者更多的痛苦，也不利于术后恢复，如

果护理不及时不到位，很可能造成病人病情

加重，产生其他的并发症，其危险系数较

高，宜早发现早治疗，予以专业、细致的方

法护理 

 
 
PO-2872 

脑血管介入术后病人绝对卧床期间的舒适护

理 

 
樊霞 陈玲 周高阳 赵宗欢 刘文娟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对脑血管介入术后病人绝对卧床期间实

施舒适护理研究，以提高病人的舒适度及依 

从性，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将 200 例脑血管介入术后的病人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100 例，对照组给予

术后常规护理及健康指导，治疗组在常规护

理基础上，尝试增加了一系列舒适护理方

法，对绝对卧床期间发生的非特异性并发症

及穿刺部位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了比较。 

结果  治疗组病人腰酸背痛等的不适感明显减

轻，患者的依从性增强，并发症的发生率也

明显降低。 

结论  脑血管介入术后病人绝对卧床期间实施

舒适护理，有助于降低因体位限制引起的， 

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PO-2873 

腰大池持续引流堵管原因分析 

 
关沛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腰大池持续引流的目的是将血性或感染性脑

脊液通过引流装置从腰大池持续、匀速、缓

慢的引流至体外，促进脑脊液代谢、加快患

者治疗进程、缩短治疗时间。在对 204 例腰

大池持续引流病人的临床资料中我们发现其

中有 176 例患者发生引流障碍，发生率为 86.

3%，共计发生频次 411 次，主要原因有引流

瓶排气不畅、接口打折、体位、皮肤穿刺处

脑脊液漏和引流管蛛网膜下腔端堵塞，约占 9

7.81%，其他原因约占 2.19%。因此如何在

临床上更好的避免因引流管堵塞给患者及家

属带来心理上、身体上和经济上的负担是我

们临床中应关注的重中之重。因此，特将此

次调查后发现的问题及应对方法进行总结、

汇总，详见本篇文章。 

 
 
PO-2874 

神经外科护士经历横向暴力现状调查及分析 

 
伍琳 胡晨浩 孙艳杰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护士之间的横向暴力近二十年来在国际

上被较广泛的报道，它可以导致护士离职等

一系列消极的后果。本文旨在探讨神经外科

护士经历横向暴力的现状，并提出对策。 

方法  采用“Sabotage Savvy 问卷”对在北京市

三所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外科工作的 127 名护 

士进行经历横向暴力情况的问卷调查。 

结果  监护病房的护士相对于普通病房护士更

多经历横向暴力（c2=6.399，p<0.05)；且经

历横向暴力与护士工作年限有关，工作年限

低（≤5 年）的护士相对于工作年限高（≥5

年）的护士更多经历横向暴力（c2=16.480，

p<0.05)。 

结论  神经外科医院护士工作期间普遍经历横

向暴力，护理管理者需提高对护士横向暴力

的认识，并需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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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75 

TIVAP 在神经外科患者中的应用级护理 

 
葛超 

海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植入式静脉输液港在神经外科肿瘤

患者中的应用，分别对植入方法、维护使用

方法、护理措施、健康宣教等方面进行阐

述。认为完全植入式静脉输液港极大的避免

了多次反复穿刺静脉，减少了患者反复穿刺

的痛苦，减轻护士的工作量，减少患者的住

院费用，保证治疗的顺利完成，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及日常生活能力，继而提高患者的

生存质量，备受临床推崇使用。 

方法  1 一般资料：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收治了 5 名 TIVAP 的患者，男性 2

例，女性 3 例，2 例由颈内静脉、3 例由锁骨

下静脉穿刺植入上腔静脉。TIVAP 留置时间

1 个月至 1 年。5 名患者均采用美国巴德公司

生产的三向瓣膜式导管植入输液港。 

结果 五名患者出院 

结论  由于神经外科患者多有意识障碍，治疗

中不能很好的配合，加之部分患者血管条件

差以及治疗的复杂性等，植入式静脉输液港

的临床使用是静脉输液的可靠通路，避免了

多次反复穿刺静脉，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穿刺

困难的问题且不限制患者生活质量，对植入

式静脉输液港行规范的使用和维护，能有效

提高使用寿命，减轻临床护士的工作量，减

轻患者的住院费用，提高医疗护理质量。输

液港与其它静脉输液通道相比，有留置时间

长、维护间隔时间长、感染率低等优点，故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O-2876 

跌倒/坠床管理制度在神经外科运用体会 

 
胡健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332000 

 

目的  跌倒/坠床是医院中较为常见的不安全因

素，不仅影响身心健康，还可能出现新的疾

病，如骨折，脑出血等，增加患者的痛苦和

负担，更成为医疗纠纷的隐患。如何预防住

院患者跌倒/坠床的发生，已成为护理安全的

重要内容，评价优质护理的主要指标之一。 

方法  我院神经外科自 2013 年起对所有入科

患者实施预防跌倒/坠床管理制度，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1.首先根据医院护理部的规定，制

定住院患者跌倒坠床危险因素评估表，即时

评估。2.高度危险的患者立即履行风险告知义

务。3.加强护理管理，重视环境设施的管理。

4.加强护理人员的责任心培养及专业培训，加

强重点病人，重点时段的巡查，发现跌倒/坠

床隐患，及时进行护理干预，避免跌倒/坠床

等意外事件的发生。5.发生跌倒/坠床后立即

启动跌倒/坠床应急预案。6.加强外出患者的

健康宣教及管理。 

结果  我院神经外科自 2013 年起运用预防跌

倒/坠床管理制度对所有入院患者进行评估及

护理干预，以 2015 年为例，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入院患者 1152 名，，共发

生了三例跌倒/坠床事件，由于与患者及家属

事先进行了充分有效的沟通，事件发生后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减轻了患者的痛苦，未造

成不良后果，家属表示理解并明白，有效的

避免了医疗纠纷的发生。 

结论  预防跌倒/坠床管理制度是可行的，继续

严格执行跌倒/坠床管理制度，医院医疗、护

理、后勤通力合作，强化安全管理，提高安

全防范意识，提供安全就医环境，切实落实

安全措施，是保证患者安全的关键。 

 
 
PO-2877 

3 例小儿小脑蚓部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术后并

发颅内感染的护理体会 

 
贺玉林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总结儿童小脑蚓部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

术后并发颅内感染的护理体会。 

方法与结果  统计 2015 年 1 月—2016 年 5 月 

本科室所收治中 3 例小脑蚓部毛细胞型星形

细胞瘤的患儿，经过手术治疗后并发颅内感

染，通过合理抗感染治疗，有针对性采取护

理措施，均病愈出院。 

结论  为提高小脑蚓部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患

儿的手术效果，减轻患儿痛苦，降低医疗费

用及住院日，手术后应重视监测病情变化及

并发症的观察，加强护理，一旦发现有感染

的症状，及时采取有效治疗及护理措施，尽

早使患者康复出院，提高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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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78 

1 例垂体瘤卒中术后继发甲状腺危象患者的护

理 

 
郑敏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垂体瘤卒中是垂体腺瘤最危险的并发症，短

期内致患者垂体前叶激素分泌（ACTH 和/或

TSH）急剧减少，诱发垂体危象，严重者可

致患者死亡，针对此种情况，国内外多有文

献报导，而对于垂体瘤卒中合并甲状腺功能

危象的报导却较少。近日我科收治 1 例垂体

瘤卒中继发甲状腺功能危象的患者，现将其

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65 岁。因“突发头痛、发热、双

眼视物模糊 2 天”于 2016 年 4 月 23 日以“垂

体瘤卒中”收入院。于 4 月 25 急诊行“内镜经

鼻蝶鞍区占位性病变切除术并腰大池植入

术”。术后 8 小时患者逐步出现高热、腹泻、

烦躁、心动过速、等表现。经内分泌科医师

会诊，结合 Burch 及 Wartofsky 计分法，考

虑为甲状腺危象，立即采取抢救措施，；治

疗 4 小时后患者生命体征平稳，于 5 月 11 日

出院。 

2   护理重点 

2.1 疼痛的管理    

2.2 安全管理   

2.3 预防垂体危象的发生    

2.4 甲状腺危象的护理 

2.4.1 注意垂体危象与甲状腺危象的临床鉴别  

2.4.2 综合干预   

①做好体温管理②意识谵妄保持呼吸道③遵

医嘱补充电解质，注意观察皮肤情况，做好

患者舒适护理。④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激

素类药物，观察有无应激性溃疡的发生，观

察大便性质和颜色，给予保护胃黏膜药物；

严格遵守给药时间，服用普萘洛尔过程中注

意观察呼吸、血压、心率、面色、有无心悸

等。 

2.5 腰大池护理    

2.6 脑脊液漏的预防与护理    

3   小结 

3.1  甲状腺功能危象为循环系统内甲状腺激

素激增所致，致死率高(10～30%), 而垂体危

象和甲状腺危象（如心动过速、腹泻、谵妄/

昏迷等），两者表现较为相似，提示作为护

理人员，不仅要掌握专科知识，还要熟悉相

关疾病的护理，明确两种危象临床表现的鉴

别点，才能为医生提供了准确、详细的资

料，为患者了赢取抢救的时间。 

3.2   垂体瘤卒中合并甲状腺功能危象在临床

中较少，该患者术后突发甲状腺功能危象，

科室工作团队迅速会诊，积极抢救，护理中

注重细节管理，做好患者舒适护理，对甲状

腺危象及早进行综合干预，医护一体严密观

察、讨论病情，4 小时后患者转危为安，也为

此类患者的护理提供相应的经验。 

 
 
PO-2879 

经鼻蝶入路内镜下切除 1 例中脑腹侧海绵状

血管瘤伴中孕患者的护理 

 
郑敏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是血管畸形的一种，发病

率约占颅内海绵状血管瘤的 9%-35%，因其

病变深在，且周围毗邻锥体束、脑神经核团

等重要脑功能结构，手术切除一直是神经外

科的难点之一。尤其是位于中脑腹侧的海绵

状血管瘤，更是手术禁区。近日，我科采用

神经内镜经鼻蝶救治一例“中脑腹侧海绵状血

管瘤”的患者。据 PUBMED 文献检索，目前

世界上还没有中脑腹侧海绵状血管瘤经鼻内

镜切除的任何报道。因此，将患者的护理体

会报告如下。 

1    病例介绍 

患者，女，20 岁，未婚，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突发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并出现

左侧肢体偏瘫、眼球运动障碍及瞳孔扩大等

症状，考虑患者怀孕给予保守治疗肢体无力

无明显改善；为求手术治疗于 5 月 21 日门诊

以“中脑海绵状血管瘤”入院。入院后诊断：中

脑海绵状血管瘤；中孕，单胎；左侧肢体偏

瘫；入院护理查体，T：36.5℃，P：70 次/

分，R：16 次/分，BP：120/80mmhg，左侧

瞳孔 3.5mm,右侧瞳孔 3.0mm,对光反应均灵

敏，左上肢肌力 0 级，左下肢肌力Ⅲ+级，肌

张力正常，于 6 月 4 日平诊在全麻下行导航

引导下内镜经鼻蝶中脑占位性病变切除术；6

月 13 日患者出现脑脊液漏，逐与当日行腰大

池置管术，后恢复顺利于 7 月 1 日出院。出

院查体：左上肢肌力Ⅲ级，左下肢肌力Ⅳ 

级，双侧眼球活动正常。 

2    护理难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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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例患者围手术期护理难点在于：①由于其

解剖位置，决定了开颅手术风险极大，采取

经鼻蝶内经切除没有相关经验。②未婚先

孕，男朋友考虑到患者实际情况和预后，送

入院后悄然离开；患者父母文化层次不高，

封建思想严重。③患者左侧肢体偏瘫、中

孕，VET≥5 分，为极高危，极易出现深静脉

血栓，加之持续恶心、呕吐，导致营养不

良，而这些不良因素均会增加手术并发症的

发生。 

3    护理对策 

3.1  成立专门医护工作团队 

3.2   做好安全管理 

3.3   积极术前准备 

3.4  鼻腔弗雷导管护理 

3.5    口腔舒适管理 

3.6   健康教育与随访     

4 小结 

世界首例内镜经鼻蝶中脑腹侧海绵状血管瘤

手术获得成功。专家表示，根据该患者的解

剖部位，采取传统的开颅方法，手术风险极

高，而我团队熟悉内镜经鼻蝶手术及护理，

但是用于脑干腹侧部位，在世界上尚属首

例，而且患者本身症状较重，增加了护理难

度。通过该病人的治疗与护理，为此类患者

开辟出一条新的手术方式，同时也为我们护

理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PO-2880 

奥马哈理论在脑出血患者中的应用现状 

 
张苗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介绍了奥马哈的概念、内涵，对奥马哈理论

在我国脑出血患者中的应用现状进行总结，

了解奥马哈理论在我国脑出血患者中的应用

现状，以及所面临的挑战，为更好地将之应

用于护理工作提供参考。 

 
 
PO-2881 

微量泵在神经外科的应用和护理    

 
刘洋 

第四军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探讨微量泵在神经外科中的应用方法、

总结微量泵在临床工作中的护理经验。 

方法  分析 70 例患者使用微量泵的观察和护

理。  

结果  治疗效果满意、无护理并发症。  

结论  微量泵性能可靠、精确度高、流速均匀

是神经外科必备的治疗用具之一，同时应积

极防范在临床使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PO-2882 

神经外科护理中存在的风险及对策讨论 

 
叶冬梅 

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333000 

 

受多种因素影响，神经外科护理中存在一些

风险，应当及时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有针

对性的解决方法，以对神经外科护理服务加

以完善，提高神经外科护理质量，对神经外

科患者的康复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PO-2883 

高血压脑出血的护理体会 

 
吴春燕 

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333000 

 

目的  总结高血压脑出血病人的护理方法。  

方法  对我院 2014 年 0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收治的 200 例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进行基础

护理、专科护理、预防并发症护理，以及加

强后期功能康复等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护理措

施。 

结果  例患者治愈 160 例，部分恢复 26 例，

放弃治疗 9 例，死亡 5 例 。  

结论  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经过科学有效的护

理措施和加强后期功能康复，可以提高其治

疗效果，降低病死率。 

 
 
PO-2884 

重型脑外伤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危险因素分

析及护理观察 

 
杨慧娟 

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333000 

 

目的  研究重型脑外伤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

P）的主要危险因素及临床护理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近年诊治入住 ICU 病房

的重型脑外伤 70 例，选择患者基本信息、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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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及抑酸剂的使用、机械通气时间等可能

与 VAP 密切相关的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总

结 VAP 危险因素，并结合危险因素实施针对

性护理措施。 

结果  70 例患者中 12 例患者发生 VAP，发生

率为 17.1%。数据分析显示 VAP 的发生与机

械通气时间、抗菌药物使用等密切相关，经

系统护理后 11 例病愈，1 例死亡，死亡率 8.

3%。 

结论  结合 VAP 的危险因素，实施呼吸机管

理、呼吸道管理、病房环境管理等针对性护

理举措，对降低重型脑外伤 VAP 发生率、降

低 VAP 患者的死亡率、促进患者康复具有重

要意义。 

 
 
PO-2885 

浅谈神经外科护理管理经验 

 
章金枝 方云兰 

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333000 

 

医学模式已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

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换，对患者的治疗也

不再是单纯的临床疾病的治疗，而是从个性

化、人性化关怀的整体角度出发，即临床医

疗护理要涉及到患者的方方面面，甚至要考

虑到患者的家属等因素，这就使得临床护理

工作也要与时俱进，变换模式，调整内容，

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医疗护理需求，满足临

床护理的各种条件。本文就我科的护理管理

中的人性化管理、护理团队文化建设及风险

管理三方面进行阐述。 

 
 
PO-2886 

神经外科手术时长与预防颅内感染的相关性

研究 

 
王峥赢 李丽娟 孙艳杰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通过探讨开颅手术时长与术后发生颅内

感染的相关性，以制定针对性强的预防控制

措施，降低术后颅内感染发生率。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11 月期间进行

开颅手术的患者 718 例，发生术后颅内感染 

33 例，患者年龄 35 岁-60 岁，其中男性 368 

例，女性 350 例；手术季节选取 6-7 月份，

此时气温偏高，不利于感染控制，其中 6-7

月份 208 例，其余月份 510 例；手术性质择

期 669 例，急诊 49 例；手术接台 93 例，常

规开台 625 例；手术时间最长 14 小时，最短

 3.5 小时，＞5 小时 414 例，≤5 小时 304 

例。 对可能影响术后颅内感染的患者性别、

手术季节、手术性质、是否接台、手术持续

时间等因素进行研究，并对各组数据进行统

计学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手术时间长，患者机体创伤面积就可能

越大，加上患者处于麻醉状态，对外界细菌

入侵的应激能力下降，手术时间越长，空气

中流动的细菌数量也就越多，感染的危险系

数也就越高，缩短手术时长，对降低术后 ICI

的发生至关重要。神经外科术后颅内感染与

患者性别、手术季节、手术性质、是否接台

等因素无关，与手术持续时间显著相关，可

重点预防，制定相应措施。 

结论  神经外科多为脑神经、脑血管疾病类的

手术，手术操作技术难度大，且多为四级特

大手术，手术等级较高，患者普遍有病情严

重，手术复杂，侵入性操作较多，住院时间

长和易感染的特点，是医院感染的高危人

群。影响颅内感染的危险因素较多，在预防

和干预时也应考虑到神经外科颅内感染的独

特性，采取针对性强的预防措施。有国内相

关文献报道，开颅手术后 ICI 的高危因素有 1

0 余种，如手术持续时间、术后脑脊液漏、后

颅窝手术部位及合并慢性病等，及时分析总

结术后感染的致要因素，并针对其制定相应

干预措施，即可有效降低感染发生率，另一

方面也可显著增加患者护理满意度，融洽护

患关系，而手术持续时间作为影响术后感染

一项重要因素，缩短手术时长体现在手术全

程护理的各个环节，从术前到术中再到术

后，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均可

影响手术进展，延长手术时间 ，术前准备充

分，术中配合娴熟，职责分工明确，各环节

衔接紧密，将人为因素干扰降至最低，是缩

短手术时长，降低术后颅内感染发生的重要

措施。  

 
 
PO-2887 

6 例第三脑室肿瘤术后重症病人的护理 

 
盛庆瑜 王萍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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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第三脑室肿瘤非颅内常见肿瘤，发病率

较低，根据第三脑室肿瘤的生长位置，可将

其分为：（1）第三脑室原发肿瘤，如胶样囊

肿、星型细胞瘤、乳头状瘤、室管膜瘤等；

（2）起于鞍旁或鞍区，向第三脑室生长的肿

瘤，如垂体腺瘤、颅咽管瘤、脑膜瘤、转移

瘤等。因第三脑室有比较特殊的内分泌和代

谢功能失调体征，虽然肿瘤并不常见，但术

后并发症多，病情危重，探讨如何更好的护

理第三脑室肿瘤术后重症病人的护理。 

方法  我科自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对 6

例第三脑室肿瘤病人实施了开颅肿瘤手术治

疗和护理，术后随访 1-12 月。 

结果  6 例第三脑室肿瘤病人均完成开颅肿瘤

手术切除，术后病理报告为 3 例颅咽管瘤，1

例脑膜瘤，1 例低级别胶质瘤、毛细胞型星型

细胞瘤，1 例室管膜瘤。术后并发尿崩症 3

例，中枢性高热 3 例，电解质紊乱 4 例，高

血糖 3 例，癫痫 1 例，呼吸道感染使用呼吸

机 3 例，术后再出血二次手术 1 例，术后急

性颅高压行脑室外引流术 1 例。 

结论  第三脑室肿瘤术后并发症多，术前准备

充足，术后经过我们的精心护理，4 例病人顺

利出院，2 例最后因病情危重，多处器官衰

竭，家属自动出院，后经随访证实死亡。 

 
 
PO-2888 

护理人员执行患者安全目标情况分析及对策 

 
叶淑莹 叶晓春 

厦门市第三医院 316000 

 

目的  了解护理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关于卫生部

颁发的 2013 年患者十大安全目标的落实执行

情况，找出存在问题，提出对策以帮助护理

人员提高患者安全就医的应对能力。 

方法  参照《2013 年度患者安全目标》自行

设计“护理人员执行患者安全目标情况调查问

卷”，对某三级综合医院外科护理人员进行调

查。 

结果  执行情况排在前 3 位依次是：对患者身

份识别的准确性（执行率 98.7～99.8%），

提高用药安全（执行率 97.5%～98.5%），

落实医院感染控制（执行率  95.0%～98.

1%），排在最后 3 位是：防范跌倒、压疮的

发生（执行率 60.1%～ 79.5%）主动报告医

疗安全（不良）事件（执行率为 58.4%）；

鼓励患者参与医疗安全（执行率为  5 0 .

9%），不同职称、不同年龄的护理人员在执

行患者安全目标上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学历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准确识别患者身份、控制医院感染、用

药安全、医务人员有效沟通、临床实验室“危

及值”报告和手术安全核查执行情况较好，防

范跌倒、坠床、压疮的发生和主动报告医疗

安全（不良）事件、患者参与医疗安全执行

较差。护理人员必须提高主动服务意识、加

强工作责任心，管理者要加强患者安全目标

执行情况的监督，尤其是低年资护理人员的

执行情况，健全在各项护理工作中应当遵循

的操作流程，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中。 

 
 
PO-2889 

浅谈患者常见输液不良反应原因及护理对策 

 
叶淑莹 

厦门市第三医院 316000 

 

目的  探讨引起临床输液不良反应的各种因素

及护理对策 ,以减少和控制输液反应的发生

率。 

方法  综合近年来有关报道及某三级综合医院

神经外科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出

现的 25 例输液不良反应的患者,对所有患者的

情况进行资料的观察分析, 结合多年临床护理

工作实践 ,分析发生输液反应的原因。 

结果  结合文献报道及医院的相关规定 ,对照

科室临床输液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制定

了预防输液反应发生的对策，通过实施护理

对策使护士对静脉输液反应防笵意识明显增

强，输液反应发生率明显降低。 

结论  输液反应是临床治疗中常见的不良反

应，影响因素较多，应引起临床高度重视。

防止输液反应发生关键在于要加强对输液的

严格监控和管理力度，针对诱发原因 ,制定出

行之有效的临床输液安全防范措施，减少输

液反应发生，同时加强管理和监督可控制因

素和可预防因素是输液发生不良反应的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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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90 

重型颅脑损伤术后患者持续颅内压监测的护

理与观察 

 
叶淑莹 叶雅顺 

厦门市第三医院 316000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损伤术后患者持续颅内压

(CIP)监测的护理与观察。 

方法  对 2013.10-2015.10 收治的重型颅脑损

伤术后患者 84 例，持续进行动态颅内压监

测，根据颅内压的变化及时给予护理干预。 

结果  84 例患者中有 52 例术后出现不同程度

的 ICP 增高，持续的颅内压增高可降低脑血

流量和脑供血能力，导致脑缺血、缺氧，而

动态监测患者的颅内压增高状况，持续观察

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早进行干预，患者的存

活率显著提高。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进行持续颅内压

监测有助于准确判断病情 , 辅以细致周到、科

学合理的护理措施，可有效降低患者并发症

的发生，有利于改善患者预后，降低死亡

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PO-2891 

持续颅内压监护在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应用的

效果观察 

 
谢玉环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持续颅内压监护在高血压脑出血术 

后的临床应用及护理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 2013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收治的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89 例，按颅内压监护植入

与否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规

治疗与护理，实验组同时予以颅内压监护，

比较两组患者脱水剂使用量、并发症发生率

及预后情况  

结果  试验组脱水剂用量、术后 GOS 评分明

显优于对照组（P<0.05)，而二组并发症的发

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术后给予持续颅内压监护

及精心的护理，可减少患者脱水剂的用量，

提高 GOS 评分，改善预后，提高患者生存质

量。 

 
 

PO-2892 

气道专职护士在神经外科 ICU 开放气道病人

护理中的效果研究 

 
廖兰 欧阳燕 詹昱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重

症监护室 430022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 ICU 设置气道专职护士在

提高人工气道患者气道管理质量中的效果。 

方法  将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3 月我科收

入的开放气道患者（通过口咽通气道、气管

插管、气管切开吸痰的病人）176 例设为对照

组，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3 月我科收入的

开放气道患者 188 例设为观察组，两组在年

龄、性别、病种等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均 P>0.05），对照组采用责任制护理，

即管组护士对所管的病人实施气道护理，包

括口腔护理 2 次/d、吸痰 1 次/h、痰液较多时

及时吸引，气囊压力监测 2 次/d、体位管理、

呼吸机管道管理、呼吸道湿化管理、雾化吸

入、肺部物理治疗等，医护人员注意手卫生

和严格无菌操作。观察组由气道专职护士对

开放气道患者实施气道管理，气道护理的工

作职责包括：环境管理（合适温湿度、定期

空气消毒、物表消毒），呼吸道管理（体位

管理、口腔护理、气囊压监测），呼吸机管

理（预防 VAP 感染），气道温湿化管理，气

道质控职责，定期的感染分析监测等。 

结果  在神经外科 ICU 设置气道专职护士后，

开放气道人数由 27.29%下降至 21.15%（X2

值=7.785，P<0.05），气道感染发生率由 17.

51%下降至 12.93%（X2 值=6.206，P<0.0

5），医生满意度由 70.97%上升至 90.48%

（X2 值=4.638，P<0.05），开放气道患者在

我科的住院时长由 13.6 天缩短至 11.9 天。 

结论  在神经外科 ICU 设置气道专职护士，可

为患者提供规范化、个性化、连续性的气道

管理，提高气道护理质量，降低了气道感染

发生率，提高了患者及医生满意度。同时还

提高了护士气道护理水平及综合素质，提高

了护理人员的质量管理能力，促进护理专科

发展。 

 
 
PO-2893 

健康教育路径在胶质瘤化疗患者中应用 

 
焦艳丽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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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胶质瘤癌症病患者不断提升，我科就通

过健康教育的治疗方法对我科的胶质瘤化疗

患者采用不同的健康教育方法来进行癌症临

床治疗的手段，维持一个多月的时间观察，

通过分析癌症患者在接受治疗过程中的心理

反应、身体恢复时速、以及各方面综合的改

善等，并以此分析健康教育路径在胶质瘤化

疗患者中的应用。 

方法  本研究报告主要以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5 月前来我科接受化疗的 86 例胶质瘤患者

为研究对象。将患者按照随机抽样分类的方

法平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在住院

期间依照患者的具体需求采用随机健康教育

法，观察组则按照事先制定的、个性化健康

教育路径接受健康教育。比较两组患者的焦

虑程度、满意度和治疗依从性。最终通过分

析对比得出结论健康教育路径治疗对癌症患

者产生的影响。 

结果  通过分析比较和数据的对比，发现观察

组患者接受健康教育后的焦虑程度明显低于

对照组，而满意度和治疗依从性则显著高于

对照组，组间比较具有明显差异，P＜0.05，

并且治疗恢复程度和时间也相对于对照组高

许多。 

结论  临床上，对接受化疗的胶质瘤患者应给

予健康教育，因为健康教育不仅可减轻病人

的焦虑程度，还可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和依

从性，减少在保守治疗基础上的身体疼痛和

心理压力所产生的逆性健康问题，进而促进

护理效果的提升。 

 
 
PO-2894 

品管圈活动对降低输注甘露醇致静脉炎的发

生率的影响 

 
丁丽丽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通过开展品管圈活动对降低输注甘

露醇致静脉炎的发生率的影响。 

方法  组建思维圈，确立“降低输注甘露醇致静

脉炎的发生率”课题，通过收集我科 2014 年 9

月至 10 月份输注甘露醇致静脉炎的调查，对

输注甘露醇致静脉炎的发生的原因进行分

析，运用科学统计工具及品管圈手法进行改

善，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并组织实施。 

结果  输注甘露醇致静脉炎的发生率由 19.3%

降至 6.4%，两组发生率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品管圈活动对降低输注甘露醇致静脉炎

的发生率有指导意义。 

 
 
PO-2895 

PDA 系统及二维码腕带提高神经外科病区患

者输液安全性 

 
白利娇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探讨 PDA 核实二维码腕带在神经外科

患者输液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4 月入住

我科患者共 205 例，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对

照组由责任护士核对神经外科患者的床号、

姓名无误后进行输液。观察组由责任护士根

据 PDA 扫描二维码腕带正确后进行输液。观

察两组患者输液安全性。 

结果  观察组在输液错误、漏输液、重复输液

数量少于对照组。 

结论  PDA 扫描二维码正确提高了神经外科病

区患者的输液安全性，避免护理差错的发

生。 

 
 
PO-2896 

循证医学在脑卒中患者康复期的护理应用研

究 

 
刘博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探讨如何运用循证思维方法提高脑卒中 

患者康复期的护理效果，以促进患者神经功

能的恢复和日常生活能力的提高。 

方法  选取首次发生脑卒中病程在一周以上的

意识清晰、可配合、存有一定程度心里障碍

且病程在一周以上的患者共计 45 例。分组法

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n=22）给予

一般护理措施，观察组(n=23)给予为期 4 周

的循证医学治疗，首先根据护理问题进行循

证资料搜索，然后制订出适合患者的最佳护

理方案。实施的护理措施包括健康信念模式

教育、家庭疗法、音乐疗法、芳香疗法；然

后采用 SCL-90、GSES、ADL 和 NFDS 方法

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心理健康、自我效能、

日常生活能力以及神经功能的评定。 

结果  治疗前，两组 GSES、SCL-90 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经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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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综合性心理治疗后，GSES 评分、SCL-9

0 评分、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生活自理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P<0.

05）。 

结论  利用循证医学的方法能够显著提高脑卒

中患者康复期的神经功能恢复和生活能力的

提高。循证医学运用到脑卒中患者临床护理

工作中，能够使护士在了解当前最新的专科

治疗信息与进展的前提下，改变自己以往陈

旧落后的护理观念与护理措施，使临床护理

水平得到提高，使患者得到最好的康复。 

 
 
PO-2897 

细节管理在住院癫痫患者护理安全管理中的

应用 

 
高萌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将细节管理应用在神经外科住院癫痫患

者的护理过程中，探讨细节管理在住院癫痫

患者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我科自 2015 年 1 月起开始对住院癫痫

患者实施细节管理，选取实施细节管理前收

治的 80 例患者为对照组，实施细节管理后收

治的 80 例患者为实验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

理；实验组在入院时建立患者详细档案，细

化健康宣教流程，责任护士根据制定的流程

及时为患者及家属提供正确的护理和指导。

比较两组患者的各项临床指标。 

结果  实施细节管理的实验组患者的安全隐患

及不良事件发生率、护患纠纷发生率、平均

住院日均低于对照组（P<0.01），而患者满

意度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对住院癫痫患者实施细节管理，可以有

效降低安全隐患及不良事件发生率、护患纠

纷发生率，缩短平均住院日，同时还可大幅

度提高护理满意度，保证了癫痫患者住院期

间的护理安全，值得临床广泛推广应用。 

 
 
PO-2898 

心理干预在脑立体定向活检手术患者的应用

研究 

 
高萌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本研究将心理干预措施应用到我院神经 

外科需行脑立体定向手术的患者的护理过程

中，旨在探讨心理干预对脑立体定向活检手

术患者焦虑抑郁心理的影响。 

方法  将 2015 年 6 月-12 月入住我科的 170

例拟行脑立体定向活检手术的患者按照随机

数字表的方法分为常规组和实验组，对两组

患者手术前后均进行心理学调查和血压、心

率的监测。常规组按照脑立体定向围手术期

护理常规进行护理，对实验组在行常规护理

的基础上实施心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手术

前后焦虑抑郁心理的差异性。 

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术前的焦虑抑郁心理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实验组的焦虑抑郁程

度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心理干预措施能改善立体定向手术患者

的心理状况，提高治疗及护理的依从性，具

有较好的临床意义。 

 
 
PO-2899 

康复治疗及护理干预对脑出血患者术后运动

功能的影响 

 
吴艳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康复治疗及护理干预对脑出血患者

术后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对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本院

收治的 110 例行脑出血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两组各 55 例，观察组给予康复治疗及护理干

预，对照组给予常规的治疗与护理，然后比 

较两组 FMA 及 Barthel 指数评分情况。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 FMA 及 Barthel 指数评

分都明显提高，观察组的康复效果较为显

著，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显效 36 例 

(65.45％)，有效 14 例 (25.45％)，总有效率

为 90.90％；对照组显效 22 例 (40.00％)，有

效 16 例 (29.09％)，总有效率为 69.09％。且

经统计学处理后具有显著差异性(P<0.05)。 

结论  加强脑出血患者术后的康复治疗及护理

干预 ，对促进患者运动功能的恢复和提高患

者的生存质量和能力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因

此值得在临床上继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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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00 

颅内肿瘤患者社会支持及疾病认知对生活质

量水平影响 

 
孙艳杰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探讨颅内肿瘤患者社会支持及疾病认知

能力对其生活质量水平的影响，以期为护士

的临床工作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更好地服

务患者。 

方法  采用一般状况调查量表、疾病认知测评

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EORT

C 生活质量测定量表 QLQ-C30，于 2015 年

7～12 月对 214 例颅内肿瘤患者进行问卷调

查。 

结果  患者疾病认知测评量表平均分为（25.0

7±8.04）分，处于较低水平；社会支持测评

量表得分为（42.47±5.58）分，高于国内常

模；生活质量调查结果低于欧洲癌症研究治

疗组织推荐的生活质量水平。颅内肿瘤患者

的社会支持、疾病认知与生活质量功能领域

的各维度呈正相关，与症状领域的各维度呈

负相关。 

结论  在临床工作中，护士应完善患者的社会

支持系统，提高患者对社会支持系统的利用

度，提高患者的疾病认知水平，从而达到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 

 
 
PO-2901 

肺部感染患者的护理干预 

 
武有华 

北京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分析神经外科住院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

原因 ,探讨 肺部感染的护理干预措施 。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神经外科 98 例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

得出感染原因，并制定护理干预对策。结果  

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原因包括患者长期昏

迷、排痰不畅，误吸，呼吸机的使用，院内

交叉感染，广谱抗生素的应用等。护理对策

为进行早期的呼吸道护理，加强翻身拍背，

促进排痰，避免误吸，有效控制肺部感染。 

结论  积极分析患者肺部感染的原因，加强呼

吸道护理，避免发生肺部感染的诱发因素，

有利于降低患者肺部感染的发生率，提高患

者的护理质量及治疗效果。 

PO-2902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微血管减压术患者围术

期护理中的应用 

 
陈静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探讨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神经外科微血

管减压术患者围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我院 2014 年 2 月-2016 年 1 月收治

的 100 例行微血管减压术的患者随机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实施常规微血管减压

术围术期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应用加速康复外科理念，比较两组的住院时

间和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住院时间小于对照组住院时间

（p<0.05）。观察组并发症的发生率小于对

照组并发症的发生率（p<0.05）。 

结论  在行微血管减压术患者围术期的护理中

应用加速康复外科理念能够有效缩短住院时

间，并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值得在临床护

理中推广应用。 

 
 
PO-2903 

烟雾病手术护理研究的进展 

 
万美萍 吴明琴 费美霞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本文对烟雾病患者采取颅内外血管重建加硬

脑膜翻转脑-颞肌贴敷术去颅骨患者的围手术

期的护理工作进行了分析总结，包括术前心

理辅导、用药指导，术中体位护理、术中监

测病情等，利于提高手术治疗的成功率，促

进患者疾病的早日康复，临床意义重大，现

将相关资料阐述如下 

 
 
PO-2904 

难治性癫痫患儿 PICC 置管护理 

 
王晓庆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难治性癫痫手术患儿，治

疗时间较长，患儿输液较多，高渗液体的输

入较多等，静脉输液易发生输液困难、液体

外渗等，不但给患儿造成痛苦，同时也可能

延误患者治疗，易引起纠纷，本科室为此类

患儿留置 PICC 导管进行液体输入，解决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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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液中存在的问题等，并提高工作效率。 

方法  回顾 46 例 PICC 置管前评估，导管型

号的选择，置管前中后护理，并发症观察，

预防及处理。  

结果  46 例患者中 2 例发生堵管，4 例发生机

械性静脉炎，2 例发生穿刺点发红，1 例出现

漏液， 2 例发生导管部分脱出。 

结论  PICC 导管离不开细致全面的护理，否

则可因各种并发症而拔管，导致留管失败。

首先护理人员必须熟练掌握置管技术及并发

症预防、处理。其次加强患者及家属的健康

宣教，重视宣教落实率，为患者提供全程服

务。最后重视家属及患儿心理护理，让家

属、孩子认识到导管的重要性，愿意配合维

护，增为增长留置时间起到关键性作用。 

 
 
PO-2905 

颅脑损伤患者合并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及护理 

 
徐萍 

江西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3 

 

目的 探讨分析颅脑损伤患者合并肺部感染的

危险因素及护理要点。 

方法 选取我院神经外科 ICU 于 2015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颅脑损伤患者 60

例，观察分析所有患者中引发肺部感染       

的危险因素，并进行必要的护理干预，观察

其最终效果。 

结果 60 例颅脑损伤患者合并肺感染者有 39

例，患病率 65%。未发生未发生肺部感染的

患者有 21 例。颅脑损伤合并肺部       感染相

关的危险因素有外部环境的因素，也有患者

自身的因素，并且与护理干预有很重要的关

系。  

结论 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率比较高，其危

险因素很多，应该针对相关因素采取必要的

护理措施，才能降低颅脑损伤患者并发肺部

感染的几率。 

 
 
PO-2906 

颅脑外伤脑室出血围手术期的护理 

 
李杰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探讨颅脑外伤致脑室出血患者围手术期 

临床护理措施，提高我科的医疗护理水平。 

方法  选取我科在 20l4 年 1 月一 2015 年 12

月间收治的 11 例颅脑外伤脑室出血患者，将

其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6 例，采用综合围

手术期护理，对照组 5 例，采用常规护理。 

结果  观察组 6 例患者护理有效率为 88.6%，

对照组 5 例患者护理有效率为 69.4%，对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临床上对颅脑外伤脑室出血患者实施围

手术期综合护理措施，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应用。 

 
 
PO-2907 

成人小脑病变患者术后发生谵妄的术前危险

因素分析 

 
杨迎春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评估接受小脑病变手术成人患者发生谵

妄的相关术前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收集 2012 年 3 月~20

15 年 6 月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接受

小脑病变手术发生谵妄的成人患者      资料，

回顾性分析产生谵妄的危险因素。  

结果 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年龄、受教育程 

度、饮酒史、精神类药物史及术前禁水等为

小脑病变术后发生谵妄的危险因      素。 

 结论 对于具有以上特征的高危患者，在术前

医护人员应采取相关预防措施，尽量减少术

后谵妄的发生及相关并发症。 

 
 
PO-2908 

神经外科患者排尿障碍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王瑶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分析神经外科患者出现排尿障碍的原

因，探讨相应护理对策。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 月我科

133 例神经外科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影

响排尿障碍的原因，制定针对排尿障     碍的

护理措施。 

结果 神经外科患者排尿障碍源于神经源性和

非神经源性因素，要根据不同原因采取相应

护理措施。 

结论 护理人员在护理患者的过程中需根据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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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疾病特征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术后早

期拔除尿管，降低尿路感染的       风险，以

提供患者术后舒适度，还能降低尿路感染，

从而提升神经外科专科护理质量。 

 
 
PO-2909 

口咽部辣椒汁与冷刺激对脑卒中昏迷患者吞

咽功能的效果比较 

 
吴超 沈梅芬 张海英 徐岚 梅彬彬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比较口咽部辣椒汁与冷刺激对脑卒中昏

迷伴气管切开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效果。 

方法  将 93 例脑卒中昏迷患者随机分三组，

对照组 30 例给予常规口腔护理加舌咽部按

摩，冷刺激组 32 例给予常规口腔护理加冷刺

激，辣椒汁刺激组 31 例给予常规口腔护理加

辣椒汁刺激，观察舌肌和颊部肌肉运动、吞

咽动作、气管切开时间、卒中相关性肺炎发

生率、住院时间。 

结果  舌肌和颊部肌肉运动、吞咽动作、气管

切开时间,住院时间，冷刺激组与辣椒汁刺激

组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操作前、

中、后比较，辣椒汁刺激组与冷刺激组在操

作前、操作中没有统计学意义，操作后吞咽

动作增加，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冷刺激与辣椒汁刺激都能有效刺激急性

脑卒中昏迷气管切开患者的吞咽动作；辣椒

汁刺激组能在操作后长时间持续的刺激患者

吞咽动作，使吞咽动作增加，有利于吞咽功

能的恢复，且缩短气管切开患者置管时间，

减少住院天数，值得在临床广泛推广。 

 
 
PO-2910 

脑膜瘤患者快速康复护理 

 
谢红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快速康复治疗脑膜炎瘤的临床护理

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2 例脑膜瘤手术患者随机

分为两组。对照组用术前 12h 禁食，12h 术

后进食，观察组术前葡萄糖静脉滴注，手术

后 6h 进食。 

结果  观察组患者住院费用、天数、低体温、

饥饿感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两者 

之前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应用快速康复可以有效地减少脑膜瘤的

围手术期意外，尽早康复出院。 

 
 
PO-2911 

1 例车祸伤伴脊髓损伤患儿的循证护理 

 
陈月香 徐美玲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总结并探讨车祸伤所致脊髓损伤患儿的

护理经验，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最佳实践。 

方法  依据循证护理方法，系统检索了 PubM

ed、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万方数据

库、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检索关键词为“车

祸伤、脊髓损伤、小儿、护理，Spinal cord i

njury、Nursing、Paediatric”查阅相关专业文

献，及时准确完善首次入院护理评估、动态

观察病情变化，给予特殊用药护理、心理护

理、呼吸道护理、排泄护理、卧位、皮肤护

理、营养支持及早期康复指导等护理干预措

施。 

结果  在医护人员和家长共同努力下，经历 3

1 天精心治疗及护理，患儿病情趋于稳定，转

院外进行康复理疗。 

结论  车祸伤合并脊髓损伤的患儿，护士应及

时全面系统评估患儿的一般情况，加强病情

观察，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给予处理，为患儿

康复提供最佳的时机。 

 
 
PO-2912 

神经内镜下桥小脑角区肿瘤切除术后并发症

的观察及护理 

 
袁萍 包浩莹 胡芳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探讨桥小脑角区肿瘤切除术后并发症的

护理要点。 

方法  对 2015 年 4 月-2016 年 3 月共 116 例

在我科行桥小脑区肿瘤切除术的患者术后实

施护理措施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给

予系统化的整体护理。 

结果  116 例患者通过积极的手术治疗和有效

的护理措施，其中 114 例患者顺利出院，2

例昏迷病情稳定后转入康复医院行高压氧治

疗。 

结论  术后早期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以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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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护理干预，是提高手术治疗效果的重要

措施。 

 
 
PO-2913 

人性化保护性约束在神经外科 ICU 的应用及

效果分析 

 
张兰芳 连银红 李晶晶 杨瑾 张莉琼 陈艳蓉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人性化保护性约束在神经外科 ICU

的应用效果。 

方法  对人性化保护性约束操作流程中的知情

同意、医嘱的执行、评估记录、约束的方法

和管理等方面进行规范，形成一套完善的保

护性约束管理办法。 

结果  人性化保护性约束实施后，护士保护性

约束知识、态度和行为均有大幅提升，约束

率大幅降低，患者满意度显著提升，均 P＜0.

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人性化保护性约束提升了护士约束知识

和患者满意度，降低了约束率，利于保障患

者安全，提升护理质量，体现了以患者为中

心的护理服务理念，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PO-2914 

11 例儿童髓母细胞瘤术后护理体会 

 
刘亚楠 

海军总医院 100048 

 

髓母细胞瘤是中枢神经系统高度恶性的神经

上皮性肿瘤，约占儿童原发性颅内肿瘤的 2

0％，其发病率仅次于星型细胞瘤[1]。好发于

10 岁以下儿童，患儿年龄 5～7 岁，肿瘤多

发生于小脑吲部 [2-3]，由于肿瘤生长速度

快，常在短期内出现颅高压症状及小脑和脑

干功能受损症状。若能早期手术并术后精心

护理，对于减少并发症及改善生活质量具有

重要意义。2011 年 6 月～2011 年 12 月，我

科手术治疗 11 例儿童髓母细胞瘤。现总结术

后护理体会如下： 

 
 
PO-2915 

品管圈管理降低神经外科患者静脉炎发生率 

 
高增敏 1，张丽华 2， 桑琳霞 1，刘莉 1，张林会 1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护理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

院 050000 

 

目的 探讨品质管理圈(简称品管圈)活动在降

低神经外科输液患者静脉炎发生率中的应用

效果。 

方法 成立品管圈，通过品管圈活动步骤，对

静脉输液环节静脉炎发生的高危因素进行管

理,将改进前后的状况进行比较。 

结果 神经外科患者静脉炎发生率由 9.74%降

低至 3.34% (P＜0.05）。并且，圈员的品管

手法、责任心、工作积极性、成就感、解决

问题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品管手法等各方

面均有提高 。护理人员易引起静脉炎发生的

不规范操作：应用外周静脉输高渗刺激性液

体、穿刺选择末端血管、无菌操作不严格、

穿刺部位靠近关节、维护不规范等操作发生

率 活动后均下降，(P＜0.05），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通过运用品管圈活动对静脉输液核对环

节进行管理，可以降低患者静脉炎发生率，

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患者满意度。 

 
 
PO-2916 

医用伤口护理膜在重症颅脑外伤气管切开患

者中应用的疗效观察 

 
马颖君 马建芬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35 

 

目的 观察探讨医用伤口护理膜在重症颅脑损

伤气管切开患者伤口渗液、异味中的应用效

果 

方法 将 60 例重症颅脑损伤气管切开伤口有渗

液和异味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

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气管切开护理，观察组

应用医用伤口护理膜护理伤口创面。比较 2

组患者气管切开创面的一般情况、愈合时

间、肺部感染发生率以及控制肺部感染所需

时间，异味的 改善情况 

结果  2 组患者肺部感染的发生率无明显差

异，但观察组创面一般情况明显优于对照

组，伤口愈合时间和控制肺部感染所需时间

明显少于对照组，异味清除效果明显。 

结论 医用伤口护理膜对气管切开护理具有良

好的应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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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17 

大青叶汁对神经外科重症患者厚腻舌苔的疗

效观察 

 
马颖君 周丹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35 

 

目的 神经重症监护病房（NICU）患者病情危

重，因生理机能紊乱，免疫力低下及广谱抗

生素大量应用等原因，导致致病菌在口腔内

大量繁殖，并伴随痰痂、血痂的积聚，产生

厚腻舌苔，引起口腔异味（并发率达 9

0%）、口腔感染（多为真菌），甚至增加肺

部感染的风险。厚腻舌苔的清洁是临床口腔

护理工作较为重要的一环；然而，针对厚腻

舌苔，尚未有良好的口腔护理方法。本研究

以 NICU 患者厚腻舌苔的口腔护理为立足

点，与传统的口腔护理方法进行对比，探讨

中药大青叶汁对厚腻舌苔及其并发口腔异味

的疗效。旨在探索有效的口腔护理方法，提

高重症患者口腔护理质量。 

方法 将 80 例厚腻舌苔并发口腔异味的 NICU

重症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 40

例，采用复方氯己定含漱液（对照组）及大

青叶汁（新鲜大青叶数片加适量水榨汁，即

为治疗组）分别将棉球浸湿，取出拧至不滴

水为度，将棉球擦湿舌苔表面，充分湿润 5mi

n，用生理盐水无菌棉球擦拭舌苔，清理舌苔

包括其表面痰痂、血痂、炎性物质。然后，

按口腔护理顺序依次对牙内外侧面、咬合

面、牙龈、上腭、颊部、舌面、舌底、口腔

底等进行擦洗[4]，2 次/d，3d 为一个周期，7

d 后评价舌苔清理效果及口腔异味改善情况，

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患者舌苔清除的

有效率显著提高且口腔异味得到显著改善，

两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本研究证实了大青叶汁对 NICU 重症患

者厚腻舌苔的口腔护理具有良好的治疗效

果，能够显著清除厚腻舌苔并改善口腔异

味。另外，对于厚腻舌苔常并发的口腔溃

疡、真菌感染及肺部感染情况尚需进一步探

讨。 

 
 
PO-2918 

右美托咪定预防神经外科术后患者躁动的观

察与护理分析 

 
尹庆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  探讨右美托咪定预防神经外科手术后的

患者发生躁动的临床疗效,并针对护理工作进

行分析.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 100 例行神经外科手术

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每组 50 例.

治疗组患者应用右美托咪定进行治疗,对照组

患者不给予任何治疗措施,对比两组患者的躁

动评分. 

结果  治疗组患者在拔管时、拔管 5min 后、

拔管 30min 后的躁动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右美托咪定可以有效预防神经外科手术

后患者的躁动,还能缓解患者的疼痛感,对患者

手术后的恢复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对患者进

行护理也是十分重要的.  

   
 
PO-2919 
Correlating Cerebral 18FDG PET-CT Patte
rns with Histological Analysis during Earl
y Brain Injury in a Rat Subarachnoid Hem
orrhage Model 

 
Song jianping1,Li Peiliang1,Chaudhary Neeraj2,Gem
mete Joseph J.2,Thompson B. Gregory1,Xi Guohua1,
Pandey Aditya S.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Michigan University 
 

Object  Early brain injury (EBI) plays a signif
icant role in poor outcomes fo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 patients. Further investig
ations are required to characterize the cellul
ar metabolic and related histological change
s that may contribute to EBI following SAH. 
We investigated the image patterns of 18F-fl
uorodeoxyglucose (18FDG) positron emissio
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
CT) during EBI and correlated histopathologi
cal changes utilizing a rat SAH model. 
Materials and methods  SAH was induced i
n 6 adult male Sprague-Dawley rats by endo
vascular perforation and animals were rando
mly assigned to receive 18FDG PET-CT ima
ging at either 3 or 12 hours post-procedure. 
Mean 18FDG standard uptake value (SUV) 
of the brain was calculated. Animals were eu
thanized 48 hours post-procedure and brain 
samples were used for immunohistochemistr
y and immunofluorescence double-staining.  
Results  Rats within the SAH group had hig
her mean whole brain 18FDG SUV (2.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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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g/ml in the 3-hour group and 2.453±0.49
5 g/ml in the 12-hour group) compared to sh
am (n=3; mean SUV=2.030±0.247 g/ml; P<0.
05) or control groups (n=3; mean SUV=1.80
0±0.484 g/ml; P<0.05). Whole brain 18FDG 
SUV did not vary significantly between rats i
maged at 3 hours vs. those imaged at 12 ho
urs post-SAH (P>0.05). Regions of decreasi
ng SUV in SAH rats correlated with neuronal
 death and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heme ox
ygenase-1 (HO-1). 
Conclusions  Higher 18FDG PET SUV was 
evident in rats post-SAH compared to sham 
and control groups. Regions of decreasing S
UV in SAH rats correlated with neuronal deat
h and increased HO-1 expression as evaluat
ed by histopathology. 
 
 
PO-2920 

3D 打印血管模拟系统在神经介入培训中的初

步应用 

 
向欣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 3D 打印血管模拟系统在神经介入

仿真教学中的价值。 

方法  将 2014 年 3 月-2016 年 1 月贵州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12 名神经介入学员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模拟组，对照组经过 10 台以

上的手术助手观摩和 30 台的手术助手后，开

始进行独立造影手术。模拟组则需接受 3D 模

拟系统的强化培训 60 例以上，再作为助手参

加造影手术。两组学员共独立连续完成 720

例脑血管造影手术。比较两组股动脉穿刺时

间、不同弓型的动脉造影时间和并发症发生

率等指标,评估两种培训方式的优缺点。 

结果  （1）手术观摩期后两组理论考核对比

结果显示有统计学差异（t=-3.956、-2.445，

p=0.003、0.035）。不同分组患者的性别、

年龄、体重指数、主动脉弓型分布无统计学

差异。（2）两组并发症总数对比有统计学差

异（x2=6.817，P=0.006）。（3）不同分组

穿刺用时在操作初期（时间段 1）对比时有统

计学差异（Z=-3.340，P=0.001），在之后各

时期对比时无统计学差异；两组穿刺失败次

数对比无统计学差异（x2=1.650，P=0.25

3）。（4）手术总用时比较；不同分组、不

同弓型、不同时间段的总用时有统计学差异

（F=143.81、60.47、212.94，P<0.001），

两组失败次数对比无统计学差异(x2=2.006,P

=0.449)。不同分组与不同弓型交互效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即模拟组对弓型Ⅲ/牛角主动

脉弓型手术操作掌握效果要优于另外两种弓

型。（5）利用曲线拟合和二次求导计算手术

总用时学习曲线的拐点：模拟组拐点出现在 3

0.12±3.54，对照组拐点在 42.67±1.86。进行

两组对比有统计学差异（Z=-2.903,P=0.00

4）；两组穿刺成功用时拐点对比有统计学差

异（Z=-2.613，P=0.009）。模拟组成员使用

模拟系统的拐点在 32.83±3.87。 

结论  （1）3D 模拟系统培训使学员能够更

快、更直观地从三维角度熟悉神经血管解剖

及相关介入知识。（2）3D 模拟系统培训手

术学习曲线在培训 30 例以后进入稳定期，即

可以进行独立造影手术（对照在 40 例左

右）。（3）3D 模拟系统培训可缩短学习初

期手术及穿刺用时。（4）3D 模拟系统培训

可减少培训期介入操作相关并发症发生。

（5）3D 模拟系统培训对于主动脉弓型Ⅲ和

牛角主动脉弓的介入操作提升更显著。 

 
 
PO-2921 

脑肿瘤干细胞相关的免疫微环境研究 

 
董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15004 

 

目的  恶性肿瘤进展期发生肿瘤细胞免疫逃

逸，与之相关的免疫细胞称之为肿瘤免疫相

关细胞（Tumor Immune Related Cells，TIR

Cs）。我们在胶质瘤干细胞移植瘤组织微环

境中克隆到了脑肿瘤干细胞诱导恶性转化的 T

IRCs 并探索其发生过程及相关分子机制。  

方法 建立稳定表达増强型绿色荧光蛋白（EG

FP）基因的 Balb/c 近交系裸小鼠，建立稳定

表达红色荧光蛋白（RFP）转基因人脑肿瘤

瘤干细胞（BTSCs）株，建立 BTSCS-RFP

原位和异位移植 EGFP 裸小鼠和 SCID 鼠的

双色荧光示踪肿瘤模型；（4）建立骨髓毁损

及其 EGFP 骨髓移植重建骨髓功能模型，移

植双色荧光示踪的 BTSCs 和免疫细胞，研究

骨髓源性肿瘤免疫相关微生态环境，从中克

隆表达 EGFP 的高增殖力细胞，并进行癌细

胞表型鉴定；（6）对骨髓细胞源性肿瘤免疫

相关微生态环境中 BTSCs 诱导转化免疫细胞

相关分子机制研究 BTSCs。  

结果 在原位和异位 BTSCs 移植模型的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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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和宿主细胞因表达不同可清晰分辨，EG

FP 骨髓移植鼠肿瘤微环境中高增殖力 EGFP

+细胞表达免疫细胞特异标志蛋白（巨噬细胞

标志蛋白 CD68 和树突状細胞标志蛋白 CD1

a），鉴定为 TIRCs，具高增殖性、永生化、

异倍体、高致瘤性和耐辐射等癌细胞表型，B

TSCS-RFP 与源于 EGFP 鼠骨髓细胞共培养,

 在活细胞工作站动态观察, 追踪到骨髓源性免

疫细胞恶性转化可通过与 BTSCs 细胞融合发

生，与 NF-kB 通路的活化下调相关，导致协

同刺激分子表达的强烈抑制。  

结论 在胶质瘤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免疫炎性

细胞相关的微生态环境改变在肿瘤重构中所

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其中巨噬细胞和树突状

细胞除文献报告的失能状态外，进而发现其

恶性转化参与肿瘤重构，阻断相关分子信号

通路可改变脑肿瘤干细胞移植瘤模型中肿瘤

相关免疫细胞癌性表型，有望恢复其免疫监

视能力。 

 
 
PO-2922 

介绍一种 3D 打印，模具灌封获得人体脑颅模

型的方法 

 
叶成坤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本实验探索出一种人体脑颅模型的制备

方法，尤其是利用 3D 打印，模具成型，灌

封，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病人人体脑颅模型

的方法。为肿瘤病人，尤其是位于颅底的肿

瘤病人，或贯穿颅底，颅外的肿瘤病人，提

供符合其个性化需要的，精确的病人头颅模

型，该模型涵盖一个脑颅所必须的四个组成

部分，皮肤，颅骨，血管和肿瘤。  

实验方法及步骤 1. 计算机 读取病人的 CTA

数据 2. 将病人颅骨的 CTA 数据在冠状位，矢

状位和轴位进行病人的图像重建。3. 在步骤

2 的基础上构建血管和肿瘤实体，4. 在步骤 2,

3 的基础上构建皮肤和肿瘤的模具，采用的算

法是是表面重建算法和几何体建模算法。 5. 

在步骤 4 的基础上，将设计出的病人皮肤肿

瘤 3D 重建数据转换成 STL 文件和 IGES 文

件，分别用于 3D 打印和数控机床加工。6. 在

步骤 5 的基础上，由 3D 打印机或数控机床加

工皮肤和肿瘤的模具 7. 制作皮肤和肿瘤 8. 在

步骤 7 的基础上，将调制好的材料，灌入皮

肤和肿瘤模具，抽取真空，24 小时固化。9. 

在步骤 6，8 的基础上，将调制好的材料，灌

入皮肤和肿瘤模具，抽取真空，24 小时固

化。 10. 在步骤 3 的基础上，将血管和颅骨

的 STL 数据输入 3D 打印机。 11. 调制透明

灌封材料。12. 在步骤 9，10，11 的基础

上，组装皮肤，肿瘤和颅骨组件(颅骨加血

管)，灌封调制好的透明有机硅脂，抽取真

空，气压应低于-0.09Mpa，确保气泡被完全

抽掉，24 小时固化。 13. 等有机硅脂完全固

化，一般 24 小时候，拆封，完成脑颅模型的

制作  

病例模型展示  

听神经瘤疾病模型  

蝶骨嵴疾病模型展示  

岩斜脑膜瘤疾病模型展示  

颅内各部位动脉瘤疾病模型展示  

结论  本实验探索出一种经济适用的颅脑疾病

模型，准确的描述病人肿瘤及周边血管的情

况，为医生手术入路和手术方案提供指导，

降低手术风险，提高手术成功率，从而挽救

病人生命。  

 
 
PO-2923 

水通道蛋白 1 与脑积水的研究进展 

 
于宁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水是活细胞中分布最为广泛的分子，它通过

细胞质膜中的水通道蛋白迅速扩散，该类蛋

白的分布极其广泛, 其中，脑组织主要表达 A

QP1(水通道蛋白 1)、AQP4(水通道蛋白 4)和

AQP9(水通道蛋白 9)。脑积水是脑脊液分泌

过多或（和）循环、吸收障碍而致颅内脑脊

液存量增加的一种常见疾病。 

脑组织的 80%的成分是水，因此脑内水通道

蛋白的发现对于临床脑积水等疾病的发现、

认识和治疗具有深远的意义。 

 
 
PO-2924 

基于常压脑积水手术评估的智能步态试验场

设计 

 
石键 沈宏 徐锦芳 孙崇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0013110 

 

iNPH 手术患者无论是脑室腹腔分流或者腰大

池腹腔分流，术前评估对术后预后有重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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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作用。术前评估包括对认知功能（MMSE

量表评分），24 小时尿失禁次数，最为重要

的就是步态评估。 

目的 步态障碍是特发性常压脑积水(NPH)患

者的重要特征, 目前尚无高效智能化步态试验

场建立。本文讨论如何建立智能化的步态试

验场， 应用于特发性正常颅压脑积水（iNP

H）的治疗前适应症筛查，预后判断与术后评

估。全面化研究步态在 iNPH 患者脑脊液引流

试验（(Tap-Test)）和治疗后的变化。 

方法 回顾分析 53 例 60 岁以上的老年病人，

其主要症状或唯一症状是步态障碍。一般资

料：53 例特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iNPH）患

者，男 30 例，女 23 例，年龄 62~84 岁，平

均（73.5±7.1）岁。均在院前 MRI 检查发现

脑室扩大，平均 Evans 指数>32.52%，排除

中度以上脑萎缩。无脑外伤史，无大面积脑

梗病史，排除其他影响步态的神经系统及运

动系统疾病。结合应用 Gyrolinear Accelerati

on 软件，摄像监控，患者随身摄像机，描记

摄像步态，可感应足，踝，膝，腿，臂重力

感应变化。读取计算步速，步宽，步频，步

高，足偏角，转身步数，步行周期，双足支

撑相，摆动相，支撑相比率，上臂摆动相，

坐姿起步时相。 

结果 既往有一些学者借助各种工具对 iNPH

的步态进行研究，早期研究主要认为 iNPH 患

者步幅降低，步速下降，步宽明显增宽。我

们发现 iNPH 双下肢同时支撑时间相明显延

长，同时步长明显缩短，坐姿到起步时间相

延长。Stolze 等发现 iNPH 步宽增加，脚尖外

偏明显。我们也验证部分患者出现这一改

变，但统计无显著差异。iNPH 患者完成一个

步行周期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个时间主要消

耗在支撑相，下肢摆动相没有延长，上肢摆

动相延长。脑积水患者 tap test 试验前后步态

变化： 与行腰穿放脑脊液前比较，腰穿后患

者步速、步幅提高（P<0.01）转身步数下降

（P<0.05）；步宽下降（P<0.05）；支撑相

和双足支撑相均缩短（P<0.01）  

结论 手工步态评估工作繁琐，误差性较大，

患者依从性差。本研究建立基于 iNPH 手术前

后的智能化步态评估试验场就是为了更为科

学的进行相关试验，更客观地评价手术指征

和术后疗效。 

  
 
 
 

PO-2925 

静息态血氧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在功能区胶

质瘤术前评估中的应用 

 
胡新华 刘永 张玉海 杨坤 邹元杰 刘宏毅 

南京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静息态血氧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在

功能区胶质瘤术前评估时的应用价值。 

方法  24 例涉及脑功能区胶质瘤病人，手术前

采用 3.0T 超导磁共振在静息状态下进行扫

描，利用种子相关分析方法定位运动感觉

区；其中 22 例术前完成任务刺激功能磁共振

扫描。对照组 20 例健康志愿者，完成任务刺

激功能磁共振及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扫描。 

结果  24 例胶质瘤病人及 20 例健康志愿者均

能利用静息态血氧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定位

运动感觉功能区。24 例病人接受导航手术治

疗，其中 7 例术中行皮层电刺激描记；全切

除 15 例，次全切除 4 例，部分切除 5 例。术

后仅 2 例出现长期神经功能损害。 

结论  静息态血氧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可明确

胶质瘤与功能区的位置关系，有助于对功能

区胶质瘤手术风险的评估。 

 
 
PO-2926 

胶质瘤分子诊断结合干细胞理论在胶质瘤化

疗中的应用 

 
赵耀东 1,1 楼美清 1 黄强 2 

1.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胶质瘤是颅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治疗

效果欠佳。随着精准医疗的提出以及分子诊

断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结合分子诊断开展

化疗逐渐得到认可，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近十余年来，随着胶质瘤干细胞（glioma ste

m cells，GSC）研究的开展，GSC 被认为是

胶质瘤的种子细胞，是胶质瘤耐药的根源，

因此如能结合 GSC 理论与分子诊断联合开展

化疗，理论上应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本研究

拟利用分子诊断技术结合 GSC 抑制剂佩尔地

平联合治疗复发胶质瘤，并观察临床疗效。 

方法 纳入研究患者标准为：1，恶性胶质瘤二

次术后复发者；2，病理为间变型胶质瘤或胶

质母细胞瘤；3，患者不愿意接受三次手术

者；4，就化疗方案向患者或家属沟通说明并

取得同意者。治疗方案：化疗药物（参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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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诊断结果，结合胶质瘤治疗指南确定）+佩

尔地平 10mg/天×6 天，+维拉帕米。本研究

自 2012 年 8 月至 2016 年 5 月，共按照该方

案收治患者 7 例。治疗约 3 疗程后复查头颅

MRI，对比化疗前后 MRI T1 增强相显示的肿

瘤体积，评价治疗效果。其中缓解定义为：

肿瘤体积缩小≥25%，无新发病灶；稳定：肿

瘤体积变化（缩小或增大）小于 25％，无新

病灶；进展：肿瘤体积增大，等于或大于 2

5％，或出现新病灶。观察化疗的副作用。 

结果 在入组的 7 例患者中，缓解 5 例，稳定

1 例，恶化 1 例。主要的副作用是化疗期间的

低血压，以及低白细胞血症。 

结论 恶性复发胶质瘤二次术后患者利用化疗

药物+佩尔地平（+维拉帕米）进行化疗应能

取得较好疗效。 

 
 
PO-2927 

米诺环素对糖尿病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影响及

机制 

 
吴帮林 赵卓 黄红洁 张娜娜 杨程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

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

00162 
 

目的  观察米诺环素对糖尿病神经病理性疼痛

大鼠的行为学和神经功能的影响，并探讨小

胶质细胞活化和炎症因子 TNF-α 在糖尿病神

经病理性疼痛中的作用。 

方法  选用 SD 大鼠（180~220 g）按不同给

药剂量（0、5、20、40、80 mg/kg）和不同

给药次数【单次 40 mg/kg、分次（20、10 m

g/kg）】两种方案分组，通过腹腔注射链脲佐

菌素（STZ）建立糖尿病模型，2 周后按腹腔

注射米诺环素，在 STZ 诱导前 1d、诱导后

2、4、8 w 观察记录各组大鼠体质量和血糖变

化，并用热板实验和神经传导速度实验筛选

出本实验的最佳给药剂量和给药方式。根据

优选方案将大鼠分为 4 组，8 w 后处死取脊髓

腰膨大组织匀浆和切片，观察脊髓组织形

态、测定脊髓 TNF-α 浓度和 Iba-1 表达。  

结果  糖尿病模型大鼠 TW 和 NCV 明显减低

（P<0.01），脊髓神经元尼氏小体减少，胶

质细胞增多、组织出现明显损伤性改变；经

米诺环素治疗后 DNP 大鼠脊髓组织损伤明显

减轻（P<0.05），TNF-α 表达明显增多（P<

0.01），Iba-1 表达减少（P<0.01）。 

结论  采用腹腔注射 STZ 可成功诱导 DNP 模 

型。经过米诺环素治疗后 DNP 大鼠行为学结

果明显改善。剂量 40mg/kg 米诺环素分次连

续注射是治疗 DNP 的最佳方案，其机制可能

与其抑制小胶质细胞活化和减轻炎症因子 TN

F-α 有关。 

 
 
PO-2928 
Evidence-based medicine in neurosurger
y 

 
Liu Weimi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Beijing Tiantan Hosp

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0 

 

Background  Although evidence-based med
icine (EBM) has been progressively developi
ng for decades in neurosurgery, there remai
ns a lack of data to fully understand this  
topic.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evaluate
 extensively EBM related to neurosurgery thr
ough the analysis of neurosurgical EBM publ
ications. 
Methods  We searched the Web of Science 
(Wos)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for all EBM 
publications related to neurosurgery. The nu
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other information w
ere obtained. Data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s
earch results to obtain the following informati
on: document type, countries/territories, fund
ing agencies, organizations, publication year,
 source of titles and research area. From am
ong all of the publications, we extracted rand
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for further an
alysis at RCTs characteristic and funding ag
encies.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search strategy, 6,
907 publications were related to EBM in neur
osurgery. A total of 91 countries/territories p
articipated in neurosurgical EBM publication
s.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USA, England
 and Canada) contributed most of the public
ations. “University Toronto” is the organizatio
n which published the most EBM publication
s. In total, 1,654 neurosurgical RCTs were fo
und. We summarize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record the highest cited (more than 400) RC
Ts, which we descript the distribution in differ
ent neurosurgical fields and stages. We also 
found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RCTs were 
directly funded by industrial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funded agencies accounted for 
no more than one-fifth of the R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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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EBM in neurosurgery has a go
od foundation but also needs to be constantl
y revised and improved to synchronize with 
evidence-based medicine development. 
 
 
PO-2929 

胶质瘤干细胞诱发肿瘤免疫炎性微环境相关

动物模型的研究 

 
董军 1 谢涛 2 陆朝晖 1 刘兵 2 马笑宇 2 戴纯刚 2 黄强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新区医院 

 

目的  本文旨在本课题组早先建立表达红色荧

光蛋白（RFP）的人脑胶质瘤干细胞和表达

绿色荧光蛋白（GFP）的裸小鼠（RFP+/GF

P+双色荧光示踪）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

讨胶质瘤干细胞诱发肿瘤免疫炎性微环境的

相关研究。 

方法  将 SU3 和 SU3-RFP 移植于表达绿色荧

光蛋白的裸小鼠颅内，皮下，脚掌，肝脏，

腹腔；待小鼠成瘤后取移植瘤做冰冻切片和

常规石蜡切片；为了观察微环境改变后对肿

瘤影响，为此，观察高压氧对肿瘤的影响，

将皮下，颅内接种 SU3 的裸小鼠放置在 HBO

T/IVC 装置内进行高压氧治疗，每天一次，每

次 100 分钟，连续 21 天，而单独化疗药 AC

NU 组小鼠给予腹腔注射 ACNU 30 mg/kg，

每周一次, 共 3 次，实验结束前微电极测定肿

瘤组织内的氧含量。实验结束取出肿瘤称

重。 

结果  在移植瘤组织中，光镜下可见肿瘤组织

出血、坏死和血管增生，肿瘤细胞呈侵袭性

生长的恶性表型。在荧光显微镜下，能清楚

地可见发红色荧光的肿瘤细胞、发绿色荧光

的宿主细胞和 RFP/GFP 双阳性的黄色细胞，

在肿瘤坏死灶中和肿瘤边缘见有大量绿色的

炎性细胞浸润。此外，移植瘤组织中，可见

肿瘤微环境中 CD68 和 CD11b 的高表达；移

植瘤经高压氧治疗后，肿瘤重量减轻，尤其

与化疗药 ACNU 合用的肿瘤重量更轻。 

在常态下的头皮下移植瘤中的平均氧含量为

（28.93±8.06）mmol/L，脑内移植瘤的平均

氧含量为（47.46±15.96）mmol/L。经 HBO

治疗后，脑内移植瘤在治疗出窗时的平均氧

含量增加为（86.61±10.91）mmol/L，与前者

相比有显著差异（P<0.01）。HBO 治疗后的

免疫炎性细胞明显减少。 

结论  (1) 肿瘤微环境的研究不拘于部位限制 

(2) RFP+/GFP+的人脑胶质瘤干细胞移植瘤

模型，对研究肿瘤微环境而言, 可进一步用于

肿瘤微环境对肿瘤生长、侵袭、播散和转移

等影响、以及肿瘤微环境细胞自身恶性转化

及其耐放化疗等多方面的研究；(3) 通过本模

型证明，HBO 治疗可改善肿瘤微环境乏氧而

抑制肿瘤免疫炎症反应来提高胶质瘤化疗的

敏感性。 

 
 
PO-2930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Preve
ntion of CA Formation and Progression:R
egulating Circulting EPCs 

 
Yu Huijie,Yue Shuyuan,Jiang Rongcai,Zhang Jianni
ng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10100931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resulting from the
 rupture of cerebral aneurysms (CAs) has hi
gh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t is unclear that t
he mechanisms in formation and progressio
n of CA.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triggers earl
y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vessel walls, poten
tially 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CA. The circ
ulating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 (EPC) play
s an important role in postnatal vasculogene
sis and reduction of endothelial injury. Prelim
inary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in our team demo
nstrate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level of circulating EPCs and EPC mig
ration capacity and an increase in senescen
ce of EPCs from CA patients. In addition, cir
culating EPC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CA 
animal model as compared to nonsurgical co
ntrols. The changes in EPCs and biochemic
al markers are associated with suppression 
of new CA formation and prevention of preex
isting CA progression. We have shown a clo
se association among circulating EPCs, bioc
hemical markers related to vascular remodeli
ng, and the rate of CA formation and progres
sion.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decreas
ed number and impaired function of circulati
ng EPCs in CA patients may contribute to th
e pathophysiological process of aneurysm fo
rmation. EPCs may serve as a marker for C
A progressio.As a result, we hypothesized th
at EPC number and function play an importa
nt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CA formation.This 
study opens the possibility of a novel therap
eutic approach for the prevention of CA form
ation and pro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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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31 

抑制 ERK 信号通路对 SAH 大鼠海马 CA1 区

自噬表达的影响 

 
刘俊杰 李建民 

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 063000 

 

目的  探讨 ERK 信号通路在蛛网膜下腔出血

（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后早期

脑损伤阶段对大鼠海马区神经细胞自噬的影

响。 

方法  成年雄性 SD 大鼠 48 只，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空白对照组、SAH 模型组、SAH+DM

SO(二甲基亚砜)组、SAH+U0126 组（ERK

信号通路特异性抑制剂）组，共 4 组，每组

各 12 只。采用用颈内动脉穿刺法(PIC)法制

作 SAH 模型，分别于造模前 30min 经尾静脉

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生理盐水、DMSO、U

0126 溶液，分别于 24h 处死。HE 染色观察

海马 CA1 区神经细胞形态结构变化；免疫组

化及 western bloting 检测海马区 ERK 及 Bec

lin-1 和 LC3-Ⅱ表达水平变化。 

结果  SAH 大鼠海马 CA1 区神经元数量与 Sh

am 组相比较明显减少（P＜0.05），ERK 及

自噬相关因子 Beclin-1 和 LC3-Ⅱ的表达明显

高于对照组（P＜0.05）；U0126 组海马 CA

1 区神经元数量显较 SAH 组减少（P＜0.0

5），ERK 信号信号通路被抑制，相应自噬相

关因子 Beclin-1 和 LC3-Ⅱ的表达降低（P＜0.

05）。 

结论  ERK 信号通路可能通过调节自噬参与 S

AH 后的早期脑损伤过程。 

 
 
PO-2932 
Clinical Efficacy and Meta-Analysis of Ste
m Cell Therapies for Patients with Brain I
schemia 

 
Zhang Guilong,Chen Lukui,Guo Xiaoyuan,Kong Jun,
Li Bingqia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Zhongda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outheast University 210009 

 

Objectiv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
ysis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te
m cell transplantation therapy in patients wit
h brain ischemia.  
Methods  We searched Cochrane Library, P
ubMed, Ovid, CBM, CNKI, WanFang and VI
P Data from its inception to December 2015,
 to collec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

 of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ischemic stro
ke. Two autho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liter
ature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
n criteria, extracted data, and assessed the r
isk of bias. Then,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
ed by RevMan 5.3 software.  
Results  Sixteen studies and eighteen indep
endent treatments included in the current me
ta-analysis. The results of pooled mean diffe
rence from baseline to follow-up points show
ed that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was s
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
gnificance in the neurologic deficits score (NI
HSS, MD=1. 57; 95%CI, 0.64–2.51; I2=57%;
 p=0.001), motor function (FMA, MD=4.23; 9
5%CI, 3.08–5.38; I2=0%; p<0.00001 ), daily l
ife ability (Barthel, MD=8.37; 95%CI, 4.83–1
1.91; I2=63%; p<0.00001 ), and functional in
dependence (FIM, MD=8.89; 95%CI, 4.70–1
3.08; I2=79%; p<0.0001 ).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sugg
ests that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brain ischemic stroke can signi
ficantly improve the neurological deficits and 
daily life quality, with no serious adverse eve
nts. However, more high quality and bigger d
ata studies are needed for further investigati
on to support clinical transformation of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PO-2933 
p53 inhibition provides a pivotal protectiv
e effect against spine cord ischemia-repe
rfusion injury in vitro via mTOR signaling 

 
Xie Rong,Gu Shixin,Li Jinquan,Che Xiaoming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200040 

 

Background/Objectives  Tumor suppressor
 p53 has recently been reported to have num
erous functions independent of tumorigenesi
s, including neuronal survival during ischemi
a. The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
OR) signaling pathway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metabolism, cell growth, de
velopment, and cell survival. The aim of our r
esearch i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role of p53 an
d the mTOR signaling pathway in neuronal is
chemic-reperfusion injury in vitro.  
Methods  Mouse primary mixed cultured spi
ne cord neurons with an oxygen glucose dep
rivation (OGD) model was used to mimic an i
schemic-reperfusion injury in vitro. A lentivira
l system was also used to inhibit or overex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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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 p53 to determine whether p53 alteration 
affects OGD and reperfusion injury.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 that activated p53
 was induced and it suppressed mTOR expr
ession in primary mixed cultured neurons aft
er OGD and reperfusion. Inhibiting p53, usin
g either a chemical inhibitor or lentiviral-medi
ated shRNA, exhibited neuroprotective effect
s in primary cultured neurons against OGD a
nd reperfusion injury through the upregulatio
n of mTOR activity. Such protective effects c
ould be reversed by rapamycin, an mTOR in
hibitor. Conversely, p53 overexpression tend
ed to exacerbate the detrimental effects of O
GD injury by downregulating mTOR activity.  
Conclusion  p53 inhibition has a pivotal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an in vitro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via mTOR signaling and pr
ovides a potential and promising therapeutic 
target for spine cord ischemia treatment.  
 
 
PO-2934 
Evidence for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cur
cumin against oxyhemoglobin-induced in
jury in rat cortical neurons 

 
Li Xia1,Zhao Lei1,Yue Liang1,Liu Haixiao1,Yang Xian
gmin1,Wang Xinchuan1,Lin Yan2,Qu Yan1 

1.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2.第四军医大学科研部 

 

Aims  Curcumin (CCM) is a natural polyphe
nolic compound in Curcuma longa that has b
een reported to exhibit neuroprotective effect
s.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 is a sev
ere neurological disorder with an unsatisfact
ory prognosis. Oxyhemoglobin (OxyHb) play
s an important role in mediating the neurolog
ical deficits following SAH. The present stud
y, therefor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
f CCM on primary cortical neurons exposed t
o OxyHb neurotoxicity.  
Methods  Cortical neurons were exposed to 
OxyHb at a concentrationof 10  M in the pres
ence or absence of 5  M (low dose) or 10  M 
(high dose) CCM for 24 h. Morphological cha
nges in the neurons were observed. Cell via
bility and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relea
se were assayed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c
ell injury. Additionally, levels of superoxide di
smutase (SOD),malondialdehyde (MDA), glu
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 an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were measured. Neur
onal apoptosis was assayed via TUNEL stai

ning and protein levels of cleaved caspase-3,
 Bax, and Bcl-2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 Level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
 ), interleukin-1 (IL-1 ), and IL-6 were measur
ed using ELISA kits.  
Results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CCM at 
both low and high doses markedly improved 
cell viability and decreased LDH release. CC
M treatment decreased neuronal apoptosis. 
Additionally,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io
n induced by OxyHb were alleviated by CC
M treatment.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CCM inhibits ne
uronal apoptosis, and alleviates oxidative str
ess and inflammation in neurons subjected t
o OxyHb, suggesting that it may be beneficia
l in the treatment of brain damage following 
SAH.  
 
 
PO-2935 

面神经—舌下神经降支吻合术治疗 CPA 肿瘤

术后重度面瘫 17 例报告 

 
梁建涛 李茗初 陈革 郭宏川 鲍遇海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 101137 

 

目的 探讨面神经-舌下神经降支吻合术治疗桥

小脑角（CPA）肿瘤术后重度面瘫的临床效

果。 

方法 从 2010 年 10 月至 2014 年 2 月，宣武

医院神经外科采用面神经—舌下神经降支吻

合术治疗 CPA 肿瘤术后重度面瘫（House-Br

ackmann 5-6 级）或肿瘤切除术中明确面神

经无解剖保留的面瘫患者共 17 例，回顾性观

察其临床疗效。 

结果 17 例患者，其中男性 6 例，女性 11

例，年龄 26-72 岁，平均 45.3 岁。神经吻合

术后无致残、致死者，无声音嘶哑、吞咽困

难等神经功能障碍。17 例患者中， 15 例（8

8.2%）获得 6-53 个月的随访，平均 25 月。

其中面神经功能 H-B 2 级者 4 例， 3 级者 5

例， 4 级者 5 例，H-B 5 级者 1 例；1 例术后

出现患侧舌肌完全麻痹。面瘫改善程度以口

轮匝肌最为显著，眼轮匝肌次之，额肌改善

最差。所有患者均感到从吻合术中获益， H-

B 5 级者面瘫分级虽无明显改善，但自感眼睛

的干涩、红肿程度较术前减轻。 

结论 对于 CPA 区肿瘤术后重度面瘫的患者，

如果舌下神经降支与舌下神经主干的直径比

例大于 1：3 时，可以采用面神经-舌下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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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支吻合术治疗，既可以明显改善面神经功

能，还可以避免传统面神经-舌下神经主干吻

合术对舌下神经功能的影响。 

 
 
PO-2936 
Melatonin attenuates early brain injury vi
a the melatonin receptor/Sirt1/NF-κB sign
aling pathway following subarachnoid he
morrhage in mice 

 
Zhao Lei1,Liu Haixiao1,Yue Liang1,Zhang Jingbo1,Li 
Xia1,Wang Bodong1,Lin Yan2,Qu Yan1 

1.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2.第四军医大学科研部 

 

Aims  Melatonin (Mel) has been reported to 
alleviate early brain injury (EBI) following sub
arachnoid hemorrhage (SAH). The activation
 of 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1 (Sirt1), a his
tone deacetylase, has been suggested to be 
beneficial in SAH. However, the precise role 
of Sirt1 in Mel-mediated protection against E
BI following SAH has not been elucidated. T
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role o
f melatonin receptor/Sirt1/nuclear factOR-ka
ppa B (NF-κB) in this process.  
Methods  The endovascular perforation SA
H model was used in male C57BL/6J mice, a
nd melatonin was administrated intraperitone
ally (150 mg/kg). The mortality, SAH grad
e, neurological score, brain water content, a
nd neuronal apoptosis were evaluated.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acetylated-NF-κB (Ac-N
F-κB), Bcl-2, and Bax were detected by west
ern blot. To study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s, melatonin receptor (MR) antagonist luzind
ole and Sirt1 small interfering RNA (siRNA) 
were administrated to different groups.  
Result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Mel impro
ved the neurological deficits and reduced the
 brain water content and neuronal apoptosis.
 In addition, Mel enhanced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and Bcl-2 and decreased the expressio
n of Ac-NF-κB and Bax. However, the protec
tive effects of Mel were abolished by luzindol
e or Sirt1 siRNA.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demo
nstrate that Mel attenuates EBI following SA
H via the MR/Sirt1/NF-κB signaling pathway.
  
 
 
 
 

PO-2937 

内、外源性促红细胞生成素促进胶质瘤细胞

株（系）U87 细胞增殖的作用及机制 

 
唐兆华 霍钢 孙晓川 王文涛 刘自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研究内、外源性促红细胞生成素 

（erythropoietin，EPO）对星形胶质母细胞

瘤体外增殖的影响，并探讨其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星形胶质母细胞瘤 U87 细胞，

实验分为对照组、EPO 处理组、EPO 拮抗组

及 EPO+拮抗组。用 CCK8 法测生长曲线、

细胞倍增时间检测各组细胞增殖速度，RT-P

CR、Western blotting 和细胞免疫荧光法测定

细胞周期关键蛋白 cyclinD1 的 mRNA 和蛋白

表达变化，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细胞周期。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EPO 处理组星形胶质母

细胞瘤生长速度明显增快（P<0.01），与 EP

O 处理组相比较，EPO 拮抗剂组及 EPO+EP

O 拮抗剂组星形胶质母细胞瘤生长速度均显

著降低（P<0.01）；RT-PCR 实验检测发现

U87 细胞经 EPO 处理后 CyclinD1 mRNA 的

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处理后第 1 天

达高峰（P<0.01），经 EPO 拮抗剂组或 EP

O+EPO 拮抗剂处理后 cyclinD1 mRNA 的表

达水平较 EPO 组显著降低（P<0.01）；Wes

tern blotting 及细胞免疫荧光法发现 EPO 处

理组 cyclinD1 蛋白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

高，处理后第 3 天达高峰（P<0.01），EPO

拮抗剂组及 EPO+EPO 拮抗剂处理组 cyclinD

1 蛋白表达水平较 EPO 处理组均显著降低；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发现 EPO 处理组中

细胞的增殖指数明显提高（P<0.01），EPO

拮抗剂组及 EPO+EPO 拮抗剂组中细胞增殖

指数显著降低（P<0.01）。 

结论 内、外源性促红细胞生成素可显著促进

体外星形胶质母细胞瘤的增殖，其机制可能

是通过上调细胞周期关键蛋白 cyclinD1 的表

达水平，加快细胞增殖周期实现的。 

 
 
PO-2938 
MiR-301a is activated by the Wnt/β-cateni
n pathway and promotes glioma cell inva
sion by suppressing SEPT7 

 
Yue Xiao1,Lan Fengming2 
1.Tianjin Huanhu Hospital 
2.Tianjin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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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s  miR-301a is frequently dysregulate
d and specific to human tumors, playing a cri
tical role in tumorigenesis; however, the exa
ct functions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m
iR-301a in glioma cells remain largely unkno
wn. Herein, we show that miR-301a activate
d by the Wnt/β-catenin pathway promoted th
e invasion of glioma cells by directly  
targeting SEPT7. 
Methods  Biochemical, luciferase reporter a
nd ChIP-PCR assays characterized the funct
ion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miR-301a 
in glioma invasion. 
Results  Initially, we detected the expressio
n of miR-301a in glioma tissues and identifie
d that miR-301a had increased with ascendi
ng grades of the tumor. Furthermore, high le
vels of miR-301a were associated with a poo
rer prognosis in glioma patients. It is importa
nt to note that the Wnt/β-catenin/TCF4 path
way enhanced miR-301a expression by bindi
ng to the promoter region. To determine the 
oncogenic functions of miR-301a in glioma, 
SEPT7 was supported as the direct target ge
ne. In addition, the Wnt/β-catenin pathway re
pressed SEPT7 expression, which was depe
ndent on miR-301a in glioma cells. Finally, m
iR-301a was activated by Wnt/β-catenin an
d then promoted invasion of glioma cells by i
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SEPT7 in vitro an
d in vivo.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revealed the mec
hanism of action for miR-301a in tumor cell i
nvasion. Moreover, the Wnt/miR-301a/SEPT
7 signaling axis might be a novel target in tre
ating glioma. 
 
 
PO-2939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munohisto
chemical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y
pe II and type I focal cortical dysplasia 

 
Qi Xueling,yao kun,duan zejun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100093 

 

Focal corticaldysplasia (FCD) type II and typ
e Iis major causes of drug-resistant epilepsy.
 In order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possible corr
elations between FCD II and FCD I pathologi
cal pattern and differentclinical characteristic
s (including clinical information, imaging char
acteristics andsurgical outcomes), different i
mmunohistochemical expression characteris
ticsin two types of FCD were analyzed. The 

mean age of onset of epilepsy and the durati
on of epilepsy in FCDI patients was 4.1 year
sand 5.0 years respectively. The mean age 
of onset of epilepsy and the duration of epile
psy in FCDII patients was 4.0 years and 3.5 
years respectively. The twogroups were simil
ar in terms of duration of epilepsy and mean 
age of onset.Pathological types II were pred
ominantly in frontal lobe and pathological su
btype I was predominantly seen in temporal. 
Type II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more sign
al abnormalities in FLAIR and T2 images tha
n Type I. Therate of satisfactory seizure outc

ome was 84.6％ in the FCDI group, while rel

ative higher, 95.12%, in the FCDII group. In 
addition, we assayed the expression of prog
enitor cell proteins and mTORC1 cascade ac
tivation protein in FCDs. FCDII group expres
s progenitor cell proteins (SOX2 and KLF4) 
and phospho-S6 ribosomal proteins (ser240/
244 or ser235/236). In contrast, we find no e
vidence of mTORC1 cascade activation prot
ein, either progenitor cell proteins (SOX2, KL
F4), in type I FCD. FCD I and FCD II exhibit 
distinct clinical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ex
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that suggest differen
t pathogenic mechanisms. All these characte
ristics may assist in their earlier diagnosis an
d improve the predictability of surgical mana
gement. 
 
 
PO-2940 

乳突小泡入路面神经缺血模型的建立与评价 

 
李爱民 卓洋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 222002 

 

目的  模拟颞骨骨折、颞骨岩部手术导致的岩

动脉损伤，建立一种贴近临床，组织损伤

轻，入路更便捷的颞骨段面神经缺血模型。  

方法  从 2015 年 2 月至 2015 年 12 月，依据

随机数字表将 45 只成年 SD 大鼠随机分为手

术组（n=35）和假手术组（n=10）。假手术

组仅暴露岩动脉，不予阻断，两组均取左侧

作为自身对照组。采用耳后弧形切口，打开

乳突小泡后暴露并阻断岩动脉。于术后 12 小

时及连续 28 天从瞬目反射、触须摆动情况对

面神经功能进行观察与评价；于术后即刻、1 

天、3 天、7 天、14 天、21 天共 6 个时间点

（每个时间点 5 只），对头颅骨脱钙处理

后，取含有面神经的颞骨进行切片,计算膝状

神经节段面神经干与面神经管横切面面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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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以评价面神经肿胀程度。面神经功能评分

和面神经干与面神经管比值均使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不同时间点之间差

异使用 LSD 法进行分析，P<0.05 即认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面神经功能稳定后取含有面

神经的脑干进行连续切片，计算各组每只大

鼠双侧面神经元总数及面神经元存活率，各

组数据采用独立 t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P<0.

05 即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①手术组术后 12 小时即观察到面瘫，

第 7 天达到高峰，后逐渐缓解，至第 28 天时

面神经功能基本恢复至术前水平，与假手术

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损

伤侧术后 1 天即出现面神经干肿胀，至第 7

天达到高峰，第 21 天时趋于稳定，但与对侧

相比，仍存在面神经干肿胀（P＜0.05）。③

颞骨段面神经缺血损伤后面神经元出现典型

的凋亡表现。至面神经功能稳定时，手术组

面神经元存活率为(42.34±3.14)%，假手术组

面神经元存活率为(99.33±3.96）%，缺血面

神经干侧面神经元数量明显较少（P＜0.0

5）。  

结论  1.经乳突小泡入路暴露并阻断岩动脉后

的大鼠出现了典型的面神经损伤表现。与既

往模型相比，本模型与临床关系更为密切，

对组织造成的损伤轻，可重复性高，后续相

关研究采用此模型，获得的结果将更为可

靠。 

 
 
PO-2941 

三磷酸腺苷结合盒转运子 E1 对脑胶质瘤 U25

1 细胞增殖和凋亡能力影响的研究 

 
张芸 朱一硕 梅鹏金 陈晨 范月超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探讨三磷酸腺苷（ATP）结合盒转运子

E1 基因(ABCE1)在胶质瘤及正常脑组织中的

表达及其对人脑胶质瘤细胞 U251 的增殖和凋

亡的影响。  

方法  选取 45 例胶质瘤和 10 例正常脑组织

（脑外伤患者内减压切除的脑组织）作为研

究对象，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 ABCE1

的表达水平。另选取 7 例胶质瘤组织和 4 例

正常脑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应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胶质瘤组织和正常脑组织之间 ABC

E1 表达量的差异。此外，应用小干扰 RNA

（siRNA）技术转染脑胶质瘤 U251 细胞，W

estern blot 检测 ABCE1 siRNA 对 ABCE1 蛋

白的干扰效果和其靶蛋白 RNase L 的表达情

况，同时应用 CCK-8 细胞增殖实验和凋亡实

验检测 ABCE1 siRNA 对 U251 细胞增殖和凋

亡的影响。  

结果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 ABCE1 在

正常组、Ⅰ-Ⅱ级组和Ⅲ-Ⅳ级中表达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且 ABCE1 的表达量

与肿瘤的恶性程度呈正相关（r=0.626，P<0.

05）。Western blot 检测表明 ABCE1 随着肿

瘤恶性程度的增高表达量也随之增高，三组

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BC

E1 的 siRNA 转染 U251 细胞后明显抑制细胞

增殖,在 48、72、96 h 吸光度值分别减少了 0.

394、0.542、0.968；同时，ABCE1 siRNA

组凋亡率为(12.730±0.580)%，与阴性对照组

(4.800±0.118)%组和空白组(3.830±0.086)%

相比, 其凋亡率均明显增高(P<0.05)；当 ABC

E1 下调后核糖核酸酶 L(RNase L)的表达量增

加，干扰组与空白、阴性对照组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ABCE1 在胶质瘤和正常脑组织中均表

达，其在胶质瘤中的表达水平与其恶性程度

呈正相关。 ABCE1 在胶质瘤细胞 U251 的增

殖和凋亡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同时通过特异

性抑制 2-5A/RNase L 通路，干扰胶质瘤细胞

的生物特点。  

 
 
PO-2942 

CRM1 是天然抗癌产物荜茇酰胺的直接作用

靶点 

 
胡文强 刘雪娇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研究荜茇酰胺对 Chromosome Region 

Maintenance1（CRM1）介导的抑癌蛋白核

输出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抗肿瘤作用机

制。  

方法  1.MTT 实验检测荜茇酰胺对 Hela 细胞

生长的抑制作用；2.免疫荧光实验观察荜茇酰

胺对 CRM1 介导的 NES-GFP、Foxo1-GFP

亚细胞定位的影响；3.Hela 细胞经荜茇酰胺

处理后分别提取胞浆、胞核蛋白，用蛋白免

疫印迹技术检测 CRM1 底物蛋白 Foxo1，p2

1，p53 和 IκB-α 在胞浆、胞核分布的变化情

况；4.免疫共沉淀技术检测荜茇酰胺对 CRM

1 与其底物蛋白 Foxo1，p21，p73 和 IκB-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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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能力的影响；5.通过质谱分析检测荜茇

酰胺与 CRM1 的直接相互作用；6.在 Hela 细

胞中分别转染 CRM1 野生型及 CRM1 的 Cys

528 突变型质粒，继而免疫荧光实验分别检测

荜茇酰胺对 CRM1 底物 Foxo1 亚细胞定位的

影响。  

结果  1.荜茇酰胺能够明显抑制 Hela 细胞的 

生长；2.荜茇酰胺抑制 CRM1 介导的 NES-G

FP 和 Foxo1-GFP 的核输出；3.在荜茇酰胺

作用下，CRM1 底物蛋白 Foxo1，p21，p53 

和 IκB-α 蛋白表达量均在胞浆减少，核内增

多；4.荜茇酰胺作用 Hela 细胞后，抑制了 C

RM1 与其底物蛋白 Foxo1，p21，p73 和 IκB

-α 的结合能力；5.荜茇酰胺可以直接与 CRM

1 的 528 位半胱氨酸结合；6.CRM1 的 528

位半胱氨酸突变废除了荜茇酰胺对 Foxo1 核

输出的抑制。  

结论  1.荜茇酰胺与 CRM1 的 528 位半胱氨酸

直接结合。2.荜茇酰胺通过抑制 CRM1 介导

的抑癌蛋白的核输出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PO-2943 

Nedd4-1 泛素化 Rap2a 调控脑胶质瘤增殖的

作用及机制研究 

 
朱炳鑫 王雷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揭示 Nedd4-1 对 Rap2a 的泛素化调控

作用，并探讨其对胶质瘤细胞增殖的影响及

机制。  

方法  1.包装 GFP-Nedd4-1 及 sh Nedd4-1 相

关慢病毒，并侵染 U251、U87 细胞，构建细

胞系。2. 在 U251 或 U87 细胞中，EdU 和集

落形成实验检测脑胶质瘤细胞的增殖能力。3.

 免疫印迹检测细胞系侵染效率及细胞增殖相

关分子机制。4. 免疫共沉淀（Co-IP）等实验

检测在胶质瘤细胞中 Nedd4-1 和 Rap2a 蛋白

能否相互结合并被泛素化。5. 共转染 Nedd4-

1、WT-Rap2a 和 HA-ubiquitin，采用 EdU、

集落形成及免疫印迹检测 Nedd4-1 和 Rap2a

之间相互作用对胶质瘤细胞增殖的影响及其

相关分子机制。  

结果  1. 成功构建过表达 Nedd4-1 和下调 Ne

dd4-1 的细胞系。2. EdU 实验和集落形成实

验表明：在 U251 及 U87 细胞中过表达 Nedd

4-1 后细胞增殖能力明显增强，下调 Nedd4-1

后细胞增殖能力明显减弱，过表达 Rap2a 后

细胞增殖能力明显减弱；共转染 Nedd4-1、

WT-Rap2a 和 HA-ubiquitin 质粒后脑胶质瘤

细胞增殖能力增强。3. WB 技结果显示：Ned

d4-1 可能通过上调 p-AKT、p-GSK-3β 来调

控胶质瘤细胞增殖信号通路的，Rap2a 蛋白

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的机制可能是下调了 p-A

KT、p-GSK3β 这一信号通路。Co-IP 等实验

显示 Nedd4-1 能选择性泛素化 WT-Rap2a 和

DA-Rap2a 而不是 DN-Rap2a，且 Nedd4-1

泛素化 Rap2a 是由 K63-介导的单泛素化；同

时 26S 蛋白酶体抑制剂 MG132 对 U251 细

胞内 Rap2a 的降解没有影响。5. U251 细胞

中共转 Nedd4-1、myc-WT-Rap2a 和 ubiquiti

n。GST-RalGDS pull down 实验显示 Nedd4-

1 泛素化 Rap2a 明显抑制了 Rap2a 活性。  

结论  1. Nedd4-1 及 Rap2a 在人脑胶质瘤细

胞中可能通过 AKT/GSK-3β 信号通路调节细

胞增殖。2. 在脑胶质瘤细胞中，Nedd4-1 由

K63-介导单泛素化 Rap2a，并抑制 Rap2a 的

活性，继而影响细胞增殖 

 
 
PO-2944 

RASD1 在胶质瘤细胞增殖凋亡中的作用 

 
刘光平 高尚锋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揭示 Ras 家族小 G 蛋白——RASD1 在

胶质瘤细胞增殖凋亡中的作用。  

方法  应用分子克隆技术构建 RASD1 过表达

慢病毒质粒，在 293T 细胞中进行包装后侵染

胶质瘤 U251、U87 细胞，建立稳定表达 RA

SD1 的细胞系。采用 CCK-8 实验、EdU 实

验、平板集落实验研究过表达 RASD1 对 U21

5、U87 细胞增殖的影响；采用流式细胞术检

测过表达 RASD1 对 U215、U87 细胞周期进

程的影响。应用硝普钠（SNP）分别予以时

间梯度和浓度梯度处理 U251、U87 细胞，通

过 CCK-8 和 Caspase-9 免疫印迹（WB）观

察对胶质瘤细胞凋亡的影响，通过 WB 技术

检测对 RASD1 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采用 S

NP 处理稳定表达 RASD1 的 U87、U251 胶

质瘤细胞系，通过 CCK-8 法检测对细胞活力

的影响。  

结果   稳定表达 RASD1 的 U251、U87 细胞

系，通过嘌呤霉素筛选后，侵染效率达 90%

以上。CCK-8 实验显示过表达 RASD1 对 U8

7 细胞活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 U251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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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活力无明显影响；但进一步应用 EdU、集

落形成实验未发现过表达 RASD1 对胶质瘤细

胞增殖有明显影响。此外，过表达 RASD1 对

细胞周期进程也无显著改变。亚硝基供体 SN

P 呈浓度梯度和时间依赖性降低胶质瘤细胞活

力，并诱导凋亡蛋白 Caspase-9 表达，同时

引起 RASD1 蛋白水平上调。过表达 RASD1

进一步促进 SNP 引起的胶质瘤 U251、U87

细胞活力下降。  

结论  稳定表达 RASD1 的 U87、U25 胶质细

胞增殖能力无明显改变，但过表达 RASD1 进

一步促进了 SNP 诱导的胶质瘤细胞活力下

降，本研究提示 RASD1 可能通过其亚硝基化

修饰在胶质瘤细胞增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

在不同类型细胞中的作用可能有所不同。  

 
 
PO-2945 

Snail 介导 GOLPH3 对人脑胶质瘤细胞迁移

和侵袭作用的研究 

 
赵伟 周秀萍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研究 GOLPH3 影响脑胶质瘤细胞的迁

移和侵袭能力的机制。  

方法  1、观察 GFP 荧光和 Western blot 鉴定

过表达或下调 GOLPH3 的胶质瘤 U251 细

胞；2、分别应用 RT-PCR、Western blot 实

验检测 GOLPH3 对 Y-boxbinding protein 1

（YB1）蛋白及核酸水平、对 MMP-2 及 Snai

l 的调节；3、采用 Snail siRNA 下调 Snail 的

表达后，Western blot 检测 Snail 及 YB1 在

人脑胶质瘤 U251 细胞中的水平，细胞划痕

实验和 Transwell 侵袭实验检测 Snail 对胶质

瘤 U251 细胞的侵袭迁移能力的影响；4、W

estern blot 检测过表达 GOLPH3 的胶质瘤 U

251 细胞中下调 Snail 的蛋白表达后，GOLP

H3、Snail 及 YB1 在人脑胶质瘤 U251 细胞

中的表达水平；同时应用细胞划痕实验和 Tra

nswell 侵袭实验检测此共转实验对胶质瘤 U2

51 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5、免疫组

化实验检测 GOLPH3、Snail 及 YB1 在非瘤

脑组织与各级别人脑胶质瘤组织标本中的表

达情况。  

结果  1、胶质瘤 U251 细胞中 GOLPH3 的过

表达或下调均较好；2、下调 GOLPH3 抑制

YB1 的蛋白与核酸水平以及 MMP2 核酸水

平；3、下调 GOLPH3 抑制 Snail 的蛋白表

达，过表达 GOLPH3，Snail 表达量增加；

4、下调胶质瘤 U251 细胞 Snail 后，YB1 的

表达量降低，并抑制胶质瘤 U251 细胞的侵

袭与迁移能力； 5、过表达 GOLPH3 引起的

胶质瘤 U251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增加被

下调 Snail 所逆转；6、人脑胶质瘤组织中 G

OLPH3、Snail 蛋白表达水平与人脑胶质瘤的

病 理分级呈正相关，而人脑胶质瘤组织中的

YB1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高于非瘤脑组 织。  

结论  在胶质瘤 U251 细胞中，GOLPH3 通过

Snail 调节 YB1 的表达，调节胶质瘤 U251 细

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PO-2946 

STAT1 介导 FRK 抑制脑胶质瘤细胞增殖作

用的机制研究 

 
方震 华磊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研究 STAT1 参与 FRK 抑制脑胶质瘤细

胞增殖作用的机制。  

方法   1、WB 检测组织蛋白中 STAT1 的表达

量。2、WB 检测过表达 FRK 对 JAK2、p-JA

K2、STAT1、p-STAT1 及 STAT1 靶基因蛋

白 p21 水平的影响；EdU 实验检测过表达 F

RK 对脑胶质瘤 U251 增殖能力的影响。3、

WB 检测 p-STAT1 在胞浆胞核的分布，免疫

荧光方法观察 p-STAT1 的细胞定位。4、WB

检测转染 STAT1 siRNA 后 STAT1 及 p21 蛋

白水平；EdU 实验观察 STAT1 siRNA 对脑

胶质瘤 U251 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5、将 F

RK 质粒及 STAT1 siRNA 共转至脑胶质瘤 U

251 细胞中，WB 检测 STAT1、FRK 及 p21 

蛋白水平；CCK8 及 EdU 实验观察细胞增殖

能力的变化。6、免疫共沉淀法检测外源性 F

RK 能否与 STAT1 结合。  

结果   1、在非瘤脑组织及胶质瘤组织中，均

检测到 STAT1 蛋白表达，与非瘤脑组织中相

比，脑肿瘤组织中 STAT1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

下降，且 STAT1 在高级别胶质瘤的表达水平

显著低于低级别胶质瘤的表达水平。2、过表

达 FRK 组细胞增殖能力较对照组显著下降。

WB 结果显示：过表达 FRK 组与对照组相

比，STAT1、JAK2 蛋白水平无差异，p-JAK

2、p-STAT1、p21 蛋白水平升高。3、过表

达 FRK 后，胞浆胞核中 p-STAT1 蛋白水平

均增加。4、与对照组相比，STAT1 si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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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STAT1 蛋白水平下降约 50%,细胞增殖能

力升高。5、WB 结果显示 FRK 质粒和 STAT

1 siRNA 共转染成功。与对照组相比，过表

达 FRK 可以抑制胶质瘤 U251 细胞增殖能

力，STAT1 siRNA 可以促进胶质瘤 U251 细

胞增殖能力，共转组 STAT1 siRNA 的表达则

减弱过表达 FRK 对胶质瘤 U251 细胞增殖的

抑制作用。6、免疫共沉淀实验结果显示：外

源性 FRK 可以与 STAT1 相结合。  

结论  1、STAT1 siRNA 可以促进脑胶质瘤 U

251 细胞的增殖能力。2、STAT1 介导了 FR

K 抑制脑胶质瘤 U251 细胞的增殖。STAT1 s

iRNA  
 
 
PO-2947 

Nrdp1 介导的 ErbB3 降解在胶质瘤细胞迁移

与侵袭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龚辉 施恒亮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研究 Nrdp1 对脑胶质瘤细胞 A172 迁移

和侵袭的影响，阐明其调控胶质瘤细胞迁移

和侵袭的作用机制。 

方法  1. Western blot 检测 Nrdp1、ErbB3 蛋

白在非瘤脑组织与各级别胶质瘤组织标本中

表达情况。2.构建好的 Nrdp1 基因的短发卡

（shRNA）慢病毒质粒包装成病毒颗粒，用

绿色荧光蛋白（GFP）作为报告基因。将慢

病毒颗粒以优化的条件感染培养的胶质瘤细

胞 A172。免疫荧光和 Western blot 实验验证

GFP 表达和沉默效率。细胞划痕实验及 Tran

swell 迁移、侵袭实验检测沉默 Nrdp1 对 A17

2 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3. 瞬时转染带有 Fla

g 标签的 Nrdp1 质粒，Western blot 验证转染

效率。4. 在沉默 Nrdp1 和过表达 Nrdp1 胶质

瘤细胞中以及各自对照组。 

结果  1. ErbB3 在非瘤脑组织和Ⅰ、Ⅱ、Ⅲ级

胶质瘤组织中并未检测到表达，仅仅在Ⅳ级

胶质瘤中有表达；Nrdp1 蛋白在非瘤脑组织

与各级别胶质瘤组织标本中均有表达，但在

Ⅳ级胶质瘤中表达水平明显下调。2. 慢病毒

感染胶质瘤细胞后大于 95%的细胞都表达了

GFP, 这说明包装的慢病毒颗粒能有效的感染

胶质瘤细胞；采用 WB 检测 Lv-shNrdp1 感染

的 A172 细胞经过验证证明构建细胞系成功。

3.与对照组相比，细胞划痕实验及 Transwell

侵袭迁移实验显示：沉默 Nrdp1 的 A172 细

胞系细胞侵袭迁移能力增强。4. 与对照组相

比，细胞划痕实验及 Transwell 侵袭迁移实验

显示：过表达 Nrdp1 后细胞侵袭迁移能力降

低。5. 在 A172 胶质瘤细胞中过表达 Nrdp1 

后，减少细胞中 ErbB3、p-AKT 总蛋白的表

达量和胞质中 p27Kip1 的定位，增加了胞核

中 p27Kip1 的定位，对细胞中 AKT 总蛋白表

达水平无影响；而沉默 Nrdp1 后，增加细胞

中 ErbB3、p-AKT 总蛋白的表达量和胞质中 p

27Kip1 的定位，减少了胞核中 p27Kip1 的定

位，同时对细胞中 AKT 总蛋白表达水平也无

影响。 

结论  ErbB3 仅仅在Ⅳ级胶质瘤细胞中有所表

达；Nrdp1 在 IV 级胶质瘤组织中呈现明显低

表达，提示 ErbB3 的表达与 Nrdp1 相关；Nr

dp1 可以下调 ErbB3 与 p-AKT 水平，从而减

少下游分子 p27Kip1 在细胞胞质内定位进而

抑制质瘤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 

 
 
PO-2948 

RASD1 调控胶质瘤 U251 细胞迁移、侵袭及

其机制的研究 

 
孙宗汉 高尚锋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揭示 Ras 家族小 G 蛋白—RASD1 在胶

质瘤 U251 细胞迁移、侵袭中的作用，并探讨

其机制。  

方法  应用 Western blot 检测非瘤脑组织及不

同级别脑胶质瘤组织中 RASD1 蛋白的表达；

构建稳定表达 RASD1 基因的 U251 细胞系；

应用细胞划痕、Transwell、明胶酶谱实验，

检测过表达 RASD1 基因后，对 U251 细胞迁

移、侵袭的影响；应用细胞荧光、细胞骨架

荧光染色检测过表达 RASD1 后对细胞形态及

骨架的影响；应用 Western blot 检测过表达

RASD1 后，MMP-2、N-cadheirn 的表达，初

步阐明 RASD1 抑制胶质瘤 U251 细胞迁移、

侵袭的作用机制。  

结果  RASD1 在脑胶质瘤组织中表达明显降

低（P<0.01）；RASD1 蛋白主要定位在细胞

膜；稳定表达 RASD1 抑制了胶质瘤 U251 细

胞迁移、侵袭能力；降低了细胞骨架蛋白 F-a

ctin 在细胞板状伪足、侵袭伪足细胞膜上富

集；过表达 RASD1 显著下调 MMP-2 的表

达、上调 N-Cadherin 的表达。  

结论  RASD1 具有抑制胶质瘤 U251 细胞的

迁移、侵袭的作用，其机制可能是通过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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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adherin、下调 MMP-2 的表达，降低 F-a

ctin 向细胞膜的富集。  

 
 
PO-2949 

CacyBP/SIP 对阿霉素诱导的脑胶质瘤细胞

凋亡 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唐源 施恒亮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探讨 CacyBP/SIP 对阿霉素诱导的脑胶

质瘤细胞凋亡的影响及其可能的机制。  

方法 （1） 包装 LV-GFP-CacyBP/SIP 及 LV-

ShCacyBP/SIP 慢病毒，用病毒侵染 U251 细

胞，构建稳定过表达及沉默 CacyBP/SIP 的

细胞系。（2）用阿霉素处理 U251 细胞，用

免疫印迹及免疫荧光技术检测 CacyBP/SIP

在细胞中表达量及细胞内定位的变化。（3） 

用阿霉素分别处理稳定过表达及沉默 CacyBP

/SIP 的细胞系，用免疫印迹方法检测 Cleave

d-caspase3 的表达量及 MTT 实验检测细胞

凋亡程度。（4）用阿霉素分别处理稳定过表

达及沉默 CacyBP/SIP 的细胞系，提取浆蛋

白、核蛋白，免疫印迹方法检测其中 CacyBP

/SIP 和 p-ERK1/2 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  （1） 成功构建了稳定过表达及沉默 C

acyBP/SIP 的细胞系。（2）阿霉素处理 U25

1 细胞后 CacyBP/SIP 表达量增加，并向细胞

核内聚集。（3） 在阿霉素处理的情况下，过

表达 CacyBP/SIP 的细胞系中 Cleaved-caspa

se3 的表达量较对照组明显减少且存活细胞数

目较对照组多，沉默 CacyBP/SIP 的细胞系

中 Cleaved- -caspase3 的表达量较对照组明

显增多且存活细胞数目较对照组减少。（4） 

在阿霉素处理的情况下，细胞核内 CacyBP/S

IP 表达量增加，过表达 CacyBP/SIP 使细胞

核内 p-ERK1/2 表达量增加，沉默 CacyBP/SI

P 使细胞核内 p-ERK1/2 表达量降低。  

结论  （1） 阿霉素处理 U251 细胞后，Cacy

BP/SIP 表达量增加且向细胞核内聚集。

（2） 过表达 CacyBP/SIP 可以在早期抑制阿

霉素诱导的胶质瘤细胞 U251 的凋亡，沉默 C

acyBP/SIP 可以促进阿霉素诱导的胶质瘤细

胞 U251 的凋亡。（3） CacyBP/SIP 对胶质

瘤细胞凋亡的影响作用可能与 CacyBP/SIP

的核转位和调控 ERK1/2 信号通路有关。  

 
 
 

PO-2950 

Rap2a 调控胶质瘤增殖和凋亡的作用机制研

究 

 
王诗筌 王雷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研究 Rap2a 对脑胶质瘤增殖和凋亡的

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  1.应用 Western blot 检测 WT-Rap2a 质

粒在脑胶质瘤细胞 U251、U87 转染后 48h 外

源性 Rap2a 的表达情况；在胶质瘤细胞 U25

1 中应用免疫荧光技术检测外源性 Rap2a 的

细胞内定位和外源性 Rap2a 的转染效率。2.

应用细胞集落形成实验和 EdU 实验分别检测

过表达 Rap2a 和下调 Rap2a 对脑胶质瘤细胞

U251、U87 增殖的影响；3.应用流式细胞术

检测 Rap2a 对胶质瘤细胞 U251 周期的影

响；4.应用 Western blot 检测在 U251、U87

中过表达 Rap2a 后，Rap2a 对 AKT/GSK-3β

信号通路的影响，以及细胞周期蛋白 CyclinD

1 的蛋白表达水平变化；5.应用流式细胞术检

测过表达 Rap2a 对胶质瘤细胞 U251、U87

凋亡的影响；并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过表

达 Rap2a 后 caspase-3、caspase-9 活性水

平的变化；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下调 Rap2a

后，胶质瘤细胞 U251 凋亡的变化。  

结果  1.WT-Rap2a 质粒在脑胶质瘤细胞 U25

1、U87 转染后 48h 可以稳定表达；胶质瘤细

胞 U251 中，WT-Rap2a 转染效率大概在 50~

60%，并且外源性 Rap2a 主要定位在核周区

域。2.与空质粒组相比，过表达 Rap2a 抑制

了脑胶质瘤细胞 U251、U87 的增殖；下调 R

ap2a 促进了胶质瘤细胞 U251、U87 的增

殖；3.与空质粒组相比，过表达 Rap2a 后胶

质瘤细胞 U251 细胞周期阻滞在 G1 期；4.与

空质粒组相比，过表达 Rap2a 抑制了 AKT/G

SK-3β 信号通路的活性，下调了 CyclinD1 的

蛋白表达水平；5.与空质粒组相比，过表达 R

ap2a 促进了胶质瘤细胞 U251、U87 的凋

亡，并且实验组的 caspase-3、caspase-9 活

性水平的显著升高；下调 Rap2a 抑制了胶质

瘤细胞 U251 的凋亡。  

结论  1.胶质瘤细胞中，外源性 Rap2a 能稳定

表达，并且定位于胶质瘤细胞核周区域。2.过

表达 Rap2a 可以抑制胶质瘤细胞的增殖并促

进其凋亡；3.Rap2a 可能通过抑制 AKT/GSK

-3β 信号通路下调 CyclinD1 的表达水平，将

胶质瘤细胞阻滞在 G1 期，进而影响胶质瘤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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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增殖；4.Rap2a 介导的胶质瘤细胞凋亡

可能依赖 caspase 的激活。  

 
 
PO-2951 

Hippo 信号通路关键蛋白 YAP 对脑胶质瘤生

长的影响及机制初探 

 
王岩 周秀萍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研究 Hippo 信号通路关键蛋白 Yes 相

关蛋白(YAP)对胶质瘤细胞增殖的影响及机

制。  

方法  1、采用免疫印迹（WB）、实时荧光定

量 PCR（Real-timePCR）技术检测人脑胶质

瘤组织与非瘤脑组织中 YAP 表达水平。2、

构建下调和过表达 YAP 的慢病毒载体，包装

病毒感染脑胶质瘤细胞，获得高感染效率的

下调或过表达 YAP 的胶质瘤细胞。3、在体

外培养的细胞中，应用 EdU、MTT、集落形

成实验检测 YAP 对细胞增殖的影响；应用 W

B 和 RT-PCR 检测 YAP、β-catenin 蛋白与

核酸水平变化及其下游靶基因 CyclinD1 水

平。4、利用立体定向技术，将下调 YAP 的

U87 细胞与正常对照组细胞，分别注入裸鼠

大脑右侧纹状体内，待裸鼠出现肿瘤形成相

应症状（偏瘫、精神萎靡、恶病质等）时处

死，做以下处理：1）、经心脏灌注固定后取

鼠脑，冰冻切片，采用苏木素-伊红（HE）染

色，观察核分裂象，比较两组是否具有差

异；利用 ImageJ 软件测量瘤体长、短径，计

算肿瘤体积，评估 YAP 对胶质瘤生长的影

响。2）、分析裸鼠生存时间，绘制生存曲

线。3）、进行 Ki67 免疫荧光染色，分析 YA

P 对胶质瘤细胞增殖的影响。  

结果  1、在人脑胶质瘤手术标本中，YAP 的

蛋白与核酸水平明显高于非瘤脑组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2、在 U87、U25

1 细胞中下调 YAP 后细胞增殖能力明显下

降。3、HE 染色显示下调 YAP 组裸鼠肿瘤体

积较对照组体积缩小。4、来源于下调 YAP 

组的裸鼠，生存时间较对照组延长。5、下调

YAP 组裸鼠，肿瘤瘤体 Ki67 阳性率降。6、

下调 YAP 后，β-catenin 的核酸与蛋白的水

平均降低，其下游靶基因 Cyclin D1 的蛋白水

平亦降低；过表达 YAP 后，β-catenin 及其

下游靶基因 Cyclin D1 的蛋白水平则明显增

加。  

结论  1、YAP 在人脑胶质瘤组织中呈高表

达；2、下调 YAP 可抑制脑胶质瘤细胞的增

殖；3、YAP 影响 β-catenin 的核酸与蛋白水

平，YAP 影响胶质瘤细胞增殖的作用可能与 

调节 β-catenin 有关。  

 
 
PO-2952 

GOLPH3 对裸鼠脑胶质瘤生长影响及对吉非

替尼的增敏作用 

 
王兆浩 周秀萍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观察下调或过表达 GOLPH3 的人脑胶

质瘤细胞在裸鼠原位移植模型中的生长情

况，明确 GOLPH3 对脑胶质瘤细胞增殖的影

响；观察过表达 GOLPH3 的细胞对 EGFR 抑

制剂吉非替尼（gefitinib）的增敏效应，为 E

GFR 抑制剂治疗 GOLPH3 高表达的恶性胶质

瘤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包装本室已构建的下调与过表达 GOL

PH3 的慢病毒质粒，感染 U87 胶质瘤细胞，

荧光检测 EGFP 细胞表达率，判断感染效

率；WB 检测 GOLPH3 蛋白水平。2.将下调

或过表达 GOLPH3 的脑胶质瘤细胞，通过立

体定向注射技术，植入裸鼠右侧纹状体，构

建裸鼠的脑胶质瘤原位移植模型。3. GOLPH

3 下调及其对照组裸鼠，或者过表达 GOLPH

3 及其对照细胞所致的裸鼠原位胶质瘤模型

上，于 18 天起，分别隔日腹腔注射 EGFR 抑

制剂吉非替尼或 mTOR 抑制剂雷帕霉素（rap

amycin），30 天处死，经心脏灌注固定，取

脑，冰冻切片，HE 染色观察原位移植胶质瘤

大小、分裂指数（MI）；免疫荧光染 Ki67 观

察增殖指标；染 Cleaved Caspase3 观察凋

亡指标；染 CD31 观察血管形成情况；EGFP

荧光观察研究细胞侵袭性的变化。  

结果  1. 下调或过表达 GOLPH3 的细胞，慢

病毒感染效率几乎达到 100%，WB 显示 GO

LPH3 下调效率为 64%，过表达的效果非常

明显。2.裸鼠脑胶质瘤原位移植模型构建成

功，可观察到颅内肿瘤形成、核异型性、核

分裂像等恶性胶质瘤特征性病理征象。3. GO

LPH3 下调细胞所形成的原位胶质瘤较对照细

胞成瘤体积减小了三分之一、增殖减慢 4

7%、凋亡增加一倍；而侵袭性、血管生成无

差异。4. GOLPH3 过表达细胞形成的原位胶

质瘤较对照成瘤体积增大 1/4、增殖加快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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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凋亡减少超过一半。5. GOLPH3 过表

达的细胞所成肿瘤对雷帕霉素与吉非替尼的

敏感性增高，瘤体积明显减小甚至消失，增

殖受到抑制，凋亡增加。  

结论  1. GOLPH3 能促进脑胶质瘤的细胞增

殖，抑制其凋亡；2. GOLPH3 并不影响裸鼠

原位移植瘤的微血管形成；3. GOLPH3 促进

脑胶质瘤增殖、抑制凋亡的作用可能是通过

增强 EGFR 信号的作用来实现的。  

 
 
PO-2953 

Nrdp1S 调节脑胶质瘤细胞增殖的作用及机制

研究 

 
吴雨璇 施恒亮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人脑胶质瘤预后差，生存时间短，常规

手术、放化疗效果不理想，因 此近年来关于

胶质瘤的分子治疗研究成为胶质瘤治疗领域

中的热点。我们的实验 关注了 Nrdp1 的截短

体 Nrdp1S 蛋白，检测了人脑胶质瘤中 Nrdp1

S 的表达情况， 探讨 Nrdp1S 对胶质瘤 U251

 细胞增殖的作用及其可能的机制。  

方法  （1）组织蛋白提取并进行 WB 实验检

测正常脑组织和脑胶质瘤组织中 Nrdp1S 的

表达。（2）慢病毒侵染构建稳定过表达 Nrd

p1S 细胞系。（3）检测 Nrdp1S 是否可以被

泛素化并通过蛋白酶体降解。（4）在 U251 

细胞中，通过 EdU 实验、MTT 实验、集落形

成实验检测 Nrdp1S 对脑胶质瘤细胞增殖能

力。（5）Co-IP 实验检测 Nrdp1 和 Nrdp1S 

是否存在相互结合，结合后是否可以影响 Nrd

p1 对底物 ErbB3 的泛素化。  

结果  （1）Nrdp1S 在人脑正常组织中表达，

而在脑胶质瘤组织中表达缺失；（2）构建了

稳定表达 Nrdp1S 的 U251 细胞系；（3）Nr

dp1S 可以被泛素化并通过蛋白酶体降解；

（4）通过 EdU 实验、MTT 实验、集落形成

实验证明：在 U251 细胞中过表达 Nrdp1S 后

细胞增殖能力明显减弱。（5）Nrdp1S 可以

增强 Nrdp1 对底物 ErbB3 的泛素化；（6）C

o-IP、WB 实验证明 Nrdp1 和 Nrdp1S 存在相

互结合，结合后可以增加 Nrdp1 的稳定性。  

结论  Nrdp1S 是一个肿瘤抑制因子，可以抑

制胶质瘤 U251 细胞增殖，机制为与 Nrdp1 

形成异源二聚体影响 Nrdp1 的自身泛素化，

增加 Nrdp1 的稳定性，增强 Nrdp1 对底物 

ErBb3 的降解。  

 
 
PO-2954 

Hippo 信号通路核心分子在脑胶质瘤组织中

表达情况及相关性研究 

 
高健 周秀萍 于如同 

徐医附院脑科医院 221003 

 

目的  研究脑胶质瘤中 Hippo 通路核心蛋白 M

st1，Lats1/2，Yap，pYap，Taz，pTaz 的表

达情况、亚细胞定位，分析它们与脑胶质瘤

的相关性及这些分子间的相关性。  

方法  免疫组化观察 45 例人脑胶质瘤组织中

各分子的表达情况及亚细胞定位。ImageJ 软

件进行计数，染成棕黄色细胞数为阳性细胞

数，阳性细胞率进行统计。  

结果  1. Yap 和 Taz 在胶质瘤组织中表达量较

非肿瘤脑组织高，其表达量随肿瘤级别增高

而增高,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Yap 和 Taz 均主

要定位于细胞核中。2. Lats2、Mst1、pYap

和 pTaz 在脑胶质瘤组织中表达量降低，其表

达量随肿瘤级别增高而降低，Lats2、pYap

和 pTaz 定位于细胞浆，Mst1 定位于细胞核

中。Lats1 定位于细胞浆中，在脑胶质瘤组织

中表达量降低。3. 应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

显示，人脑胶质瘤组织中 Mst1 与 Lats1 表达

呈正相关（r=0.789），与 Lats2 表达也呈正

相关关系（r=0.568）。Lats1 与 pYap 的水平

存在正相关关系（r=0.630），与 pTaz 表达

亦呈正相关关系（r=0.558）。 Lats2 与 pYa

p 的水平呈正相关（r=0.652），与 pTaz 的表

达也呈正相关关系（r=0.537）。而 Mst1，L

ats1/2 分别与 Taz、Yap 的表达没有相关性。 

结论  1. Yap 和 Taz 在脑胶质瘤组织中表达水

平升高，且主要定位于细胞核中。2. Lats1 在

脑胶质瘤组织中表达水平降低，定位于细胞

浆中。3. Lats2、Mst1、pYap 和 pTaz 在脑

胶质瘤组织中表达水平降低，Lats2、pYap

和 pTaz 分子亚细胞定位于细胞浆，Mst1 定

位于细胞核中。4. Mst1 与 Lats1 表达呈正相

关，Mst1 与 Lats2 表达呈正相关，Lats1/2 分

别与 pTaz、pYap 存在正相关关系，综上，

脑胶质瘤中存在 Hippo 信号通路的上下级级

联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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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55 

EGFR 介导 FRK 抑制 β-catenin 入核影响脑

胶质瘤细胞凋亡作用的研究 

 
张道为 石琼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研究 FRK 是否通过 EGFR 抑制 β-cate

nin 入核，从而影响胶质瘤细胞的凋亡。  

方法  1.将 FRK 质粒转染入脑胶质瘤 U251 细

胞中，WB 检测过表达 FRK 对细胞浆，细胞

核和整个细胞中 β-catenin 水平的影响。2. W

B 检测过表达 FRK 对 EGFR 和 EGFR-Y1173

磷酸化水平的影响。3.转染 EGFR(WT)和 EG

FR(Y1173F)质粒，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

情况。4. 共转 FRK 和 EGFR(WT)、EGFR(Y

1173F)质粒，分别检测细胞浆，细胞核和整

个细胞中 β-catenin 水平，验证 FRK 是否通

过影响 EGFR-Y1173 磷酸化从而抑制 β-cate

nin 入核。5. 共转 FRK 和 EGFR(WT)、EGF

R(Y1173F)质粒，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的凋亡

情况，检测 FRK 是否通过影响 EGFR-Y1173

磷酸化从而促进胶质瘤的凋亡。  

结果  1. 与对照组相比，过表达 FRK 降低细

胞核内 β-catenin 蛋白水平，降低约 70%，但

不改变细胞内总的 β-catenin 蛋白水平。2. 与

对照组相比，过表达 FRK 增加 EGFR-Y1173

磷酸化水平，增加约 200%，而对 EGFR 总

蛋白水平无影响。3. 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

过表达 EGFR(WT)、EGFR(Y1173F)质粒，

细胞凋亡均减少，分别减少了 25%和 75%。

4. 与对照组相比，过表达 FRK 抑制了 β-cate

nin 的核转位，EGFR 促进了 β-catenin 的核

转位，且转染 EGFR（Y1173F）质粒组的作

用比转染 EGFR（WT）的效果更明显，此

外，转染 EGFR（Y1173F）质粒逆转了过表

达 FRK 对 β-catenin 核转位的抑制作用。5. 

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过表

达 FRK 促进了细胞凋亡，EGFR 抑制了细胞

凋亡，且转染 EGFR（Y1173F）质粒组的作

用比转染 EGFR（WT）的效果更明显，此

外，转染 EGFR（Y1173F）质粒可逆转过表

达 FRK 对胶质瘤细胞的促凋亡作用。  

结论  FRK 可以通过促进 EGFR-Y1173 磷酸

化抑制 β-catenin 入核，从而促进胶质瘤细胞

凋亡。  

 
 
 
 

PO-2956 

FOXR2 在人脑胶质瘤细胞增殖中的作用研究 

 
王大成 刘雪娇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探讨 FOXR2 对人神经胶质瘤 U251 细

胞增殖能力的影响，为基因治疗胶质瘤增殖

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方法  1.Westen blot、免疫组化实验检测脑组

织及胶质瘤内 FOXR2 表达情况；2.构建稳定

小干扰及过表达 FOXR2 的胶质瘤细胞系；3.

 Edu 增殖实验及 CCK8 试验检测 FOXR2 对

胶质瘤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4.集落形成实验

检测 FOXR2 对 U251 细胞克隆形成能力的影

响。4.WB 检测下调 FOXR2 后与增殖相关的

信号通路中重要蛋白的表达情况（AKT/P-erk

等增殖相关蛋白），初步探索可能的作用机

制。  

结果   1. 免疫组化和蛋白质印迹检测结果显

示，FOXR2 在胶质瘤细胞及组织中均有分

布，且肿瘤组中表达明显高于非肿瘤组（**P

<0.01）； 2. 利用慢病毒系统成功构建稳定

过表达 FOXR2 的 U87 细胞及稳定下调 FOX

R2 的 U251 细胞。 3.Edu/CCK8 实验显示稳

定上调 FOXR2 的 U87 细胞的增殖能力明显

高于 GFP 空载体组（**P<0.01）；相反，稳

定下调 FOXR2 的 U251 细胞的增殖能力低于

对照组（*P<0.05）,表明 FOXR2 对脑胶质瘤

细胞的增殖能力有促进作用。4. 细胞集落形

成实验显示稳定下调 FOXR2 的 U251 细胞的

克隆形成能力降低，表明 FOXR2 对脑胶质瘤

细胞的克隆形成能力有促进作用（***P<0.00

1）。5. WB 结果显示，在胶质瘤细胞中下调

FOXR2，P-ERK 的表达随之下降（***P<0.0

01），表明 MAPK/ERK 通路可能参与 FOXR

2 对胶质瘤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  

结论  1.FOXR2 于胶质瘤中表达量明显较正

常组织高；2 .成功建立了稳定下调及上调 FO

XR2 的胶质瘤细胞株；3. FOXR2 对胶质瘤细

胞的增殖能力起促进作用；4.FOXR2 可能通

过 MAPK/ERK 通路来促进胶质瘤细胞的增

殖。  

 
 
PO-2957 

FRK 通过 EGFR 介导的 ERK 信号通路对脑

胶质瘤细胞增殖作用的研究 

 
金戈 石琼 于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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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研究 FRK 是否通过 EGFR 抑制 ERK 

信号通路进而影响脑胶质瘤细胞 的增殖，为

脑胶质瘤的基因治疗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治

疗靶点。  

方法  1.在培养的脑胶质瘤 U251 中，转染 FR

K 质粒，WB 检测转染效率，EDU 实验观察

对脑胶质瘤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2.在培养的

脑胶质瘤 U251 细胞中，Western blot 实验检

测过表达 FRK 对 P-ERK、ERK，EGFR-Y11

73 蛋白水平的影响。用 ERK 抑制剂 PD9805

9 处理 U251 细胞，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细

胞中 FRK、P-ERK、ERK 的蛋白水平，EDU

 实验观察脑胶质瘤细胞增殖能力的变化。 3.

在培养的脑胶质瘤 U251 中，WB 检测共转 F

RK 质粒、EGFR 野生型质粒和 EGFR（Y11

73F)型质粒的效果，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

共转效果及 ERK 的活性变化，并以 EDU 实

验观察胶质瘤细胞增殖能力的变化。  

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WB 显示 FRK 质粒转

染成功，且过表达 FRK 使 U251 细胞增殖能

力降低（P<0.01）。2. 与对照组相比，过表

达 FRK 降低了 P-ERK 的蛋白水平（P<0.0

1），并增加 EGFR-Y1173 磷酸化水平（P<0.

01）。与对照组相比，转染 ERK 抑制剂 PD9

8059 降低了 ERK 的活性（P<0.01）和 U251

 细胞的增殖能力（P<0.01），但对 FRK 的

蛋白水平无明显影响。3. 共转实验显示：与

对照组相比，过表达 FRK 抑制了 ERK 的活

性，EGFR 提高了 ERK 的活性，且转染 EGF

R（Y1173F）质粒组的作用比转染 EGFR

（WT）的效果更明显，此外，转染 EGFR

（Y1173F）质粒逆转了过表达 FRK 对 ERK 

活性的抑制作用。EDU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

相比，过表达 FRK 抑制了 U251 细胞的增

殖，EGFR 促进了 U251 细胞的增殖，且转

染 EGFR（Y1173F）质粒组的作用比转染 E

GFR（WT）的效果更明显，此外，转染 EG

FR（Y1173F）质粒逆转了过表达 FRK 对 U2

51 细胞增殖能力的抑制作用 结论 FRK 可以

通过 EGFR-Y1173 抑制 ERK 的活性，从而

调节 U251 细胞 增殖。  

 
 
PO-2958 

Hugl-1 在脑胶质瘤 U251 细胞侵袭、迁移中

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朱贤龙 周秀萍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阐明 Hugl-1 对人脑胶质瘤细胞侵袭、

迁移的影响，探讨其潜在的作用机制。  

方法  1. 胰酶消化实验检测过表达 Hugl-1 对

U251 细胞株贴壁能力的影响。2. WB 检测 E-

cadherin、Integrinβ1 蛋白水平。3.鬼笔环肽

标记 F-actin 检测正常培养和无血清饥饿及饥

饿后给予血清刺激不同时间的细胞形态的改

变及恢复情况。.WB 检测 N-cadherin 和 β-ca

tenin 蛋白水平；4. Transwell 侵袭实验检测

过表达 Hugl-1 对胶质瘤 U251 细胞侵袭能力

的影响。5. WB 及 GST-Pulldown 实验检测 R

hoA 总、浆、膜及活性 RhoA 的变化。6. 细

胞株中转染 RhoA-siRNA，Transwell 实验检

测侵袭能力的影响。7.细胞株中转染 N-cadhe

rin 质粒或 N-cadherin siRNA，WB 检测转染

稳定性及表达；划痕实验检测细胞迁移能力

的影响。  

结果  1. 稳定表达 Hugl-1 的 U251 细胞抵抗

胰酶消化能力更强，但两组 E-cadherin、Inte

grinβ1 蛋白水平无明显差别。2. GFP、Hugl-

1 组细胞分别在 180 min、90 min 时能基本恢

复到细胞在全血清下的形态。3.与对照组相

比，过表达 Hugl-1 可显著增加 U251 细胞的

侵袭能力。4. 稳定表达 Hugl-1 的 U251 细胞

株与对照组 GFP 细胞相比，RhoA 的上膜

量、活化的 RhoA 均增多，胞浆中 RhoA 的

表达减少。5.在细胞株中下调 RhoA 后可以降

低 U251 细胞的侵袭能力，且可逆转 Hugl-1

对 U251 细胞侵袭能力的增加。6. 细胞系中

N-cadherin、β-catenin 蛋白表达水平在正常

培养的情况下，GFP 与 Hugl-1 组蛋白表达水

平无明显差别，而无血清饥饿 24h 后蛋明显

低于 GFP 组。7.在稳定表达 Hugl-1 的 U251

细胞株中过表达 N-cadherin 后可降低 U251

细胞的迁移能力；下调 N-cadherin 后结果相

反。  

结论  1. Hugl-1 参与对 U251 细胞粘附能力的

调节。2. RhoA 部分介导 Hugl-1 促进胶质瘤

U251 细胞的侵袭。3. Hugl-1 通过抑制 N-cad

herin 的表达促进 U251 细胞的迁移。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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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59 

Rab5 介导 GOLPH3 对脑胶质瘤细胞增殖作

用的研究 

 
焦云琦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探讨 Rab5 与 GOLPH3 促进胶质瘤细

胞增殖的具体机制。  

方法  1. 慢病毒技术构建稳定下调的 GOLPH

3 的细胞系，EdU 检测稳定下调 GOLPH3 对

U251 胶质瘤细胞增殖的作用。2. Co-IP 检测

GOLPH3 是否与 Rab5 直接相互作用，GST-

pulldown 检测下调 GOLPH3 后 Rab5 活性的

影响。3. 干扰 GOLPH3 后，WB 检测 Rab5 

总蛋白的变化；同样干扰 Rab5 后，WB 检测

GOLPH3 总量的化。4. 免疫荧光检测 GOLP

H3 与 Rab5 相互作用及共定位。5.转染 Fla

g、Flag-Rab5WT、GFP 和 GFP-Rab5DN 四

种质粒检测 AKT、p-AKT 及 GOLPH3 的蛋白

水平，并采用 EdU 方法验证两种质粒对细胞

增殖的作用。  

结果  1. 成功构建稳定下调的 GOLPH3 细胞

系。2. GOLPH3 与 Rab5 可相互作用，下调

GOLPH3 后明显的增加 Rab5 的活性量。3. 

干扰 GOLPH3 后，Rab5 蛋白变化不明显；

干扰 Rab5 后，GOLPH3 蛋白变化不明显。4.

 免疫荧光检测发现 GOLPH3 与 Rab5 共定位

于核周。5. 分别转染 Rab5 的两种质粒即 Fla

g-Rab5WT 和 GFP-Rab5DN，验证转染效

果。6. 转染 Flag-Rab5WT 后，GOLPH3 蛋

白水平与转染 Flag 组相比未发生变化，但 p-

AKT 蛋白水平降低；同样在 U251 细胞中转

染 GFP-Rab5DN 后，GOLPH3 蛋白水平未

发生变化，但 p-AKT 的蛋白水平增加。7. 转

染 Flag-Rab5WT 和 GFP-Rab5DN 两种质粒

48h 后，细胞的增殖能力较阴性对照组分别

降低和增加。  

结论  1. 在 U251 胶质瘤细胞中，GOLPH3 

和活化的 Rab5 都可能促进胶质瘤细胞的增

殖。2. GOLPH3 与 Rab5 相互作用进而改变

了 Rab5 的活性。 3. GOLPH3 促进胶质瘤细

胞增殖可能是通过调节 Rab5 的活性进而影

响 AKT 的磷酸化实现的。  

 
 
PO-2960 

Hugl-1 在裸鼠原位模型中对胶质瘤增殖与凋

亡的影响 

 
马鹏 周秀萍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1.建立稳定表达 Hugl-1 的胶质瘤细胞裸

鼠原位模型；2.研究 Hugl-1 对神经胶质瘤细

胞增殖及凋亡的影响，为胶质瘤的基因治疗

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方法  1.培养稳定转染 pEGFP-C1-Hugl-1 或 p

EGFP-C1 的 U251 细胞，通过 Westernblot

（WB）分别检测 Hugl-1 蛋白的表达水平；2.

36 只裸鼠随机分为 2 组，通过立体定向技

术，于纹状体注射相同数量的稳定转染 pEGF

P-C1-Hugl-1 或 pEGFP-C1 的 U251 细胞，

待裸鼠出现肿瘤形成相应症状（偏瘫、精神

萎靡、恶病质等）时处死，做以下处理：1).

灌注固定后取鼠脑，冰冻切片，采用苏木素-

伊红（HE）染色，观察成瘤情况、核分裂

像，比较两组裸鼠颅内肿瘤细胞成瘤率的差

异；2).利用 ImageJ 软件测量瘤体长、短

径，计算肿瘤体积，评估 Hugl-1 对胶质瘤生

长的影响；3).分析裸鼠的生存时间，绘制生

存曲线；4).进行 Ki67 免疫荧光染色，分析 H

ugl-1 对胶质瘤细胞增殖的影响；5).进行 clea

vedcaspase-3 免疫荧光染色，分析 Hugl-1 对

胶质瘤细胞凋亡的影响。  

结果  1.胶质瘤裸鼠颅内原位模型建立成功，

可以观察到肿瘤形成、核异性、核分裂像等

肿瘤形成的特性；2.过表达 Hugl-1 后，裸鼠

颅内 U251 细胞成瘤率较对照组降低(P<0.0

5)；3.HE 染色显示来源于 Hugl-1 组裸鼠肿瘤

体积较对照组体积缩小(P<0.01)；4.来源于 H

ugl-1 组裸鼠，生存时间较对照组延长（P<0.

01）；5.来源于 Hugl-1 组裸鼠，肿瘤瘤体 Ki

67 阳性率降低(P<0.01)；6. 来源于 Hugl-1 组

裸鼠，瘤体 Cleavedcaspase-3 阳性率升高(P

<0.01)。  

结论  过表达 Hugl-1 后肿瘤体积缩小，裸鼠

中位生存时间延长，促进细胞的凋亡,提示在

在体水平，Hugl-1 能够抑制胶质瘤生长。  

 
 
PO-2961 

Plumbagin 对脑胶质瘤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

及其机制研究 

 
蔡卫 刘雪娇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检测 Plumbagin 对人脑胶质瘤细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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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迁移及侵袭的影响；探讨 Plumbagin 抑

制胶质瘤细胞生长的作用机制；在体水平研

究 Plumbagin 对胶质瘤细胞生长的影响及其

作用机制。  

方法  1.采用 MTT 法、EdU、集落形成实验检

测 Plumbagin 对脑胶质瘤细胞增殖的影响。2.

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Plumbagin 对脑胶质瘤细

胞的细胞周期及凋亡的影响。3.采用细胞划痕

实验、Transwell 实验检测 Plumbagin 对脑胶

质瘤细胞迁移及侵袭的影响。4.分别应用实时

定量 PCR、WB﹑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技术检

测 Plumbagin 处理后对 FOXM1 的表达及其

转录活性的影响。5.WB 检测 Plumbagin 对 F

OXM1 下游与细胞周期相关的靶效应蛋白表

达水平的影响。6.转染 FOXM1siRNA 及 FOX

M1 的过表达质粒通过逆转实验进一步检测 F

OXM1 在 Plumbagin 抑制胶质瘤细胞生长中

的作用。7.裸鼠胶质瘤皮下移植模型中应用 H

E、免疫荧光、WB 等技术探究 Plumbagin 在

体内对胶质瘤细胞生长的影响及机制。  

结果  1.Plumbagin 可以显著抑制脑胶质瘤细

胞的增殖能力；2.Plumbagin 处理后 SHG-44

细胞周期阻滞于 G2/M 期，并促进其凋亡；3.

Plumbagin 可显著抑制脑胶质瘤细胞的侵袭

和迁移；4.在胶质瘤细胞中，Plumbagin 可下

调 FOXM1mRNA 表达、蛋白表达及其转录活

性；5. Plumbagin 可显著降低 FOXM1 下游

靶基因 CyclinD1、Cdc25B、Survivin 的表达

量，而增加 p21 和 p27 的表达。6.逆转实验

结果显示，Plumbagin 对脑胶质瘤细胞生长

的抑制作用部分是通过下调 FOXM1 的表达

和活性实现的。7.在体实验进一步表明 Plum

bagin 可以抑制胶质瘤的生长、显著降低 Ki6

7 的表达量，并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8.与体

外实验结果一致，Plumbagin 可降低肿瘤组

织中 FOXM1 的表达，并影响其下游基因的

表达。  

结论  1.Plumbagin 可以降低人脑胶质瘤细胞

增殖、迁移以及侵袭能力，阻滞细胞周期，

促进胶质瘤细胞凋亡；2.Plumbagin 对脑胶质

瘤生长的抑制作用部分是通过下调 FOXM1

的表达和活性来实现；3.在体实验进一步证实

Plumbagin 可以通过降低 FOXM1 的表达抑制

胶质瘤细胞生长，促进胶质瘤细胞凋亡。  

 
 
PO-2962 

CD44s 介导 GOLPH3 对人脑胶质瘤细胞迁

移和侵袭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丁志君 张旭 于如同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研究 GOLPH3 对人脑胶质瘤细胞迁移

和侵袭能力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

制。  

方法  1.免疫印迹、IHC 检测 GOLPH3、YB1

及 CD44s 蛋白人脑胶质瘤组织中表达情况，

了解 GOLPH3、YB1 及 CD44s 与人脑胶质

瘤发生的相关性；TCGA 检测胶质瘤组织中

GOLPH3、YB1 及 CD44s 的 mRNA 表达情

况及其相关性；2.分别应用细胞划痕实验和 T

ranswell 侵袭实验检测 GOLPH3、YB1 及 C

D44s 对 U87 及 U251 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

影响；3. Western blot 检测下调或过表达 GO

LPH3 后，GOLPH3、YB1 及 CD44s 在 U87

及 U251 细胞中的水平；4.采用 YB1 siRNA

和 CD44s siRNA 下调 YB1 及 CD44s 的蛋白

表达后，Western blot 检测 GOLPH3、YB1

及 CD44s 在 U87 及 U251 细胞中的水平；5. 

Western blot 检测过表达 GOLPH3 并下调 Y

B1 的蛋白表达后，GOLPH3、YB1 及 CD44

s 在 U87 及 U251 细胞中的水平；同时应用细

胞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侵袭实验检测此共转

实验对 U87 及 U251 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

影响。  

结果   1. GOLPH3、YB1 及 CD44s 在非瘤脑

组织与各级别人脑胶质瘤组织中均有表达，

且人脑胶质瘤组织中 GOLPH3、CD44s 的蛋

白表达水平与人脑胶质瘤的病理分级呈正相

关；2.下调 GOLPH3 能够抑制 U87 及 U251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过表达 GOLPH3 能

够增强 U87 及 U251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

力；3.下调 YB1 能够抑制瘤 U87 及 U251 细

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4.下调 CD44s 能够抑

制 U87 及 U251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5. 

GOLPH3 通过 YB1 调控 CD44s 的蛋白表

达，调节 U87 及 U251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

力；  

结论   1. 胶质瘤组织中 GOLPH3、CD44s 的

蛋白表达水平与胶质瘤的病理分级呈正相

关，三个基因的蛋白及 mRNA 表达水平两两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 GOLPH3 通过 Y

B1 调控 CD44s 的蛋白表达，并调节胶质瘤

U87 及 U251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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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63 

TCTN1 调控髓母细胞瘤细胞增殖的实验研究 

 
荆俊杰 赵清爽 鹿松松 应建彬 张建鹤 王守森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结构蛋白家族 1(tectonic family me

mber 1，TCTN1)调控髓母细胞瘤细胞增殖的

分子机制，为髓母细胞瘤的临床诊断和治疗

提供新的方向。 

方法  在 Sigma 网站上搜索已验证过敲减效率

的 TCTN1siRNA 序列，合成后两端加上酶切

位点，合成双链 DNA oligo，成为含干扰序列

的具对应粘性末端的 shRNA 表达框架。将其

插入到慢病毒表达载体 pFH-L 中，该载体含

GFP 基因作为报告基因。以无沉默 shRNA

作为对照。重组载体与脂质体混合后转染 HE

K293T 细胞，收取转染后 72 小时的上清液，

经过浓缩、纯化，获得 shRNA 慢病毒颗粒。

将该慢病毒颗粒转染人髓母细胞瘤细胞系 Da

oY 后，分别以 MTT 法检测细胞生存情况，

以 Western blot 检测 TCTN1 蛋白表达量，以

qPCR 检测 TCTN1 mRNA 表达量，以流式细

胞仪检测细胞周期，以克隆形成试验检测细

胞增殖情况。 

结果  MTT 结果显示 TCTN1 基因敲减后的 D

aoY 细胞增殖能力显著下降，克隆形成试验

显示其体外成瘤能力显著下降，TCTN1 的蛋

白表达量及 mRNA 表达量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基因敲减组

在 G2/M 期明显高于对照组，S 期明显低于对

照组，凋亡水平显著增加。 

结论  在人髓母细胞瘤 DaoY 中，敲减 TCTN

1 基因后，细胞增殖能力显著下降，提示 TC

TN1 可能通过一定的分子机制促进髓母细胞

瘤的增殖。 

 
 
PO-2964 

NDRG2 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发挥神经保护

作用和机制的研究 

 
郭航 1 李燕 3,2 马亚群 1 熊利泽 2 

1.北京军区总医院麻醉科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科 

3.第四军医大学基础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目的  明确 NDRG2 对小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的影响，探索 NDRG2 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保护作用的机制。 

方法  构建 NDRG2 基因缺失的转基因小鼠

（Ndrg2-/-），以其同窝野生型小鼠（WT）做

对照。建立 MCAO 模型，缺血 60 min 后再

灌注 24 hr，通过 Longa 神经功能学评分、T

TC 染色、NeuN 染色明确 NDRG2 对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的影响。微透析定量检测脑内细

胞外液谷氨酸的含量，星形胶质细胞对谷氨

酸清除实验、Westernblot 方法检测 NDRG2

谷氨酸转运和转运体表达的影响。免疫共沉

淀方法检测星形胶质细胞内 NDRG2 与 Na+-K
+-ATPase β1 的相互作用，病毒转染、Weste

rnblot 方法、谷氨酸清除率实验检测 Na+-K+-

ATPase β1 对 NDRG2 调节的谷氨酸转运和

转运体表达的影响。 

结果  NDRG2 缺失可以增加小鼠神经功能学

评分和脑梗死容积（p < 0.01），NeuN 阳性

神经元数减少（p < 0.01），脑内细胞外液谷

氨酸浓度增加（p < 0.01），星形胶质细胞对

谷氨酸的摄取和清除能力降低（p < 0.01），

EAAT1 和 EAAT2 蛋白质表达水平降低（p < 

0.01）。NDRG2 慢病毒可以逆转上述现象

（p < 0.05）。星形胶质细胞内源性的 NDRG

2 可以与 Na+-K+-ATPase β1 相互作用。Na+-

K+-ATPase β1 慢病毒可以显著上调 EAAT1

和 EAAT2 蛋白质的表达水平（p < 0.01），

提高 Ndrg2-/-星形胶质细胞清除谷氨酸的能力

（p < 0.05）。 

结论  NDRG2 可以通过与 Na+-K+-ATPase

相互结合，调节星形胶质细胞上 EAAT1 和 E

AAT2 的表达，促进谷氨酸再摄取，从而发挥

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神经保护作用。 

 
 
PO-2965 

钙离子/钙调素依赖性蛋白激酶 II 在多形性胶

质母细胞瘤中对酸感受离子通道 1 的调节作

用 

 
孙旭 胡韶山 蒋传路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五病房 15008

6 
 

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 (GBM) 是人脑胶质瘤中

最恶性的一种，表达数种表皮钠通道/退化因

子基因家族（epithelial sodium channel (ENa

C)/Degenerin family）的成员，其中就包括酸

感受离子通道（acid sensing ion channel, AS

ICs）。在多形性胶质母细胞中可以检测到自

发性激活的特异性阿米洛利（amiloride）敏

感阳离子电流，并且此种电流从未在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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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星型细胞或低级别胶质瘤细胞中被检测

到。 

目前有研究发现，隶属于 ASICs 家族成员的

质子门控阳离子通道 ASIC1 在胶质瘤细胞的

迁移行为中起重要作用。已有研究报道，在

各种 ASIC 亚基中仅有 ASIC1a 对钙离子具有

通透性，但钙离子/钙调素依赖性蛋白激酶 II

（CaMKII）在多形胶质母细胞中是否对 ASI

C1 通道有调节作用至今还未知。 

我们证实了 ASIC1 与 CaMKII 在多形胶质母

细胞的胞膜上形成有功能的复合体，并且多

形胶质母细胞在加入 CaMKII 的特异性阻断剂

AIP（autocamtide-2 related inhibitory peptid

e，AIP）或 ASIC1 的特异性阻断剂 PcTX-1

（psalmotoxin 1）后，细胞的迁移能力得到

抑制，并且这两种阻断剂在共同应用时对细

胞的迁移能力有叠加效果。此外这两种阻断

剂对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在 ASIC1 敲除的多

形胶质母细胞中得以降低，共同作用时的叠

加作用也有着特异性的减弱。 

另外我们在多形胶质母细胞中应用全细胞膜

片钳技术记录到阿米洛利敏感的全细胞电

流，此电流可被 PcTX-1 或 AIP 所抑制；而且

在 ASIC1 敲除的多形胶质母细胞中，此电流

的强度有着轻度特异性降低，并且进而应用

AIP 也未能进一步减弱此电流的强度。 

以上实验结果表明 ASIC1 与 CaMKII 在多形

胶质母细胞的胞膜上形成有功能的复合体，C

aMKII 对 ASIC1 通道的活性有调节作用，并

且 ASIC1 通道的活性与细胞的迁移作用是密

切相关的。以上结论为多形胶质母细胞瘤的

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验依据。 

 
 
PO-2966 

EPO 通过下调核型凝集素表达抑

制颅脑创伤后神经元凋亡 
 
唐兆华 孙晓川 霍钢 廖正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通过观察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

in，EPO）对大鼠颅脑创伤后神经元凋亡及核

型凝集素（nuclear clusterin, nCLU）表达的

影响，探讨 EPO 在颅脑创伤后的脑保护机

制。 

方法  78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 n = 6)

 、 颅脑创伤组( n = 36) 及 EPO 治疗组( n = 

36) 。采用改良 Feeney 法制造重型大鼠颅脑

创伤模型，EPO 组大鼠伤后即刻及每天腹腔

内注射 rhEPO(5000U/kg)，颅脑创伤组给予

等量生理盐水。Western Blots 法检测各组大

鼠创伤灶周边 nCLU 蛋白的表达变化；TUNE

L 试剂盒检测各组大鼠创伤灶周边神经细胞凋

亡情况；mNSS 法观察各组大鼠神经功能损

伤情况。 

结果  Western Blots 法检测发现大鼠创伤后

创伤灶周边 nCLU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

<0.05），TUNEL 检测显示创伤灶周边神经

细胞凋亡数量显著增高（P<0.05），且与 nC

LU 蛋白表达水平呈正相关性。EPO 治疗可显

著抑制大鼠创伤灶周边脑组织中 nCLU mRN

A 及蛋白的表达，降低神经细胞凋亡细胞数

量，显著改善大鼠细神经功能（均 P<0.0

5）。 

结论  nCLU 高表达可能是促进大鼠颅脑创伤

后神经细胞凋亡的重要因子，EPO 可能以通

过抑制 nCLU 的高表达，降低神经细胞的凋

亡率，达到改善大鼠的神经功能的神经保护

作用。 

 
 
PO-2967 

VEGF、MMP-1、MMP-2、MMP-9 在伴有脑

膜尾征脑膜瘤中的表达及意义 

 
文敏 胡亮 郑伟明 王成德 诸葛启钏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目的  脑膜瘤出现脑膜尾征的概率达 70%，然

而脑膜瘤脑膜尾征形成的机制仍不清楚。脑

膜瘤绝大多数为良性肿瘤，但其容易复发，

其机制尚不清楚，多数专家认为脑膜尾征可

能与复发有关，因此研究其病理性质及形成

机制对提高脑膜瘤全切除后降低手术复发率

有重要意义。本课的目的研究脑膜瘤形成机

制。 

方法  收集脑膜瘤组织标本 40 例，根据术前

增强 MRI 上是否出现脑膜尾征分为两组，切

除研究组 22 例的脑膜瘤患者的肿瘤组织及肿

瘤周边 MRI 上强化的脑膜尾征及硬脑膜组

织，及对照组 18 例的脑膜瘤患者的肿瘤组

织，并收集正常硬脑膜 6 例（取材来自颅脑

外伤患者减压手术留下的硬膜组织），对研

究组和对照组脑膜瘤肿瘤组织及脑膜尾征、

正常硬膜进行病理学（HE 染色）及免疫组织

化学观察，包括 VEGF、MMP-1、MMP-2、

MM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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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资料，研究组所有硬脑膜脑膜尾征

标本都观察到了肿瘤细胞侵入（22/22,10

0%）；研究组肿瘤组织(Mstu)的 MMP-1、M

MP-2、MMP-9 与 VEGF 均高于对照组肿瘤

组织（Mctrl）（p<0.05）；研究组肿瘤与硬

膜交界处组织（Ta）中 VEGF 的表达高于研

究组肿瘤组织(Mstu)及研究组脑膜尾征（D

T）（p<0.05）；研究组肿瘤与硬膜交界处组

织（Ta）的 MMP-1、MMP-2、MMP-9 表达

高于研究组肿瘤组织(Mstu)和研究组脑膜尾征

组织（DT）（p<0.05），有统计学意义；研

究组肿瘤与硬膜交界处组织（Ta）VEGF、M

MP-1、MMP-2、MMP-9 表达均高于正常硬

膜（p<0.05）。 

结论  研究组有脑膜尾征的脑膜瘤均观察到有

肿瘤细胞侵润硬膜，因此手术必须切除脑膜

尾征，以减少脑膜瘤手术以后复发，对临床

上手术治疗脑膜瘤有重大指导意义；脑膜尾

征的形成可能与 VEGF、MMP-1、MMP-2、

MMP-9 相关，其相互作用可能是形成脑膜尾

征的重要机制。 

 
 
PO-2968 

电刺激 Meynert 基底核对 AD 转基因小鼠保

护作用的研究 

 
黄筑忆 1,2 马羽 3 左焕琮 3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2.清华大学医学中心 

3.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神经外科 

 

目的  目前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

e, AD）主要依靠药物治疗，但现有药物的疗

效有限。脑深部电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

on, DBS）是通过轻度连续性电脉冲对脑内特

定核团进行慢性神经调控电刺激。近年来，

有关于 DBS 治疗 AD 患者的个案报道，取得

较好疗效。本课题主要探讨 DBS 对 AD 动物

模型治疗的最佳刺激模式，并进一步研究 DB

S 治疗 AD 的相关机制。 

方法  选用 APP/PS1 双转基因小鼠，以 Meyn

ert 基底核（NBM）为刺激靶点。首先采用不

同刺激强度（10 Hz，50 Hz，100 Hz，130 

Hz）、刺激开始时间（4 月龄，6 月龄，9 月

龄，12 月龄）及刺激持续时间（7 天，14

天，21 天，28 天），应用水迷宫实验来确定

DBS 治疗 AD 的最优化参数。同时用尼氏及

NeuN 染色标记神经元，TUNEL 及 Hoechest

染色标记凋亡细胞，Western blot 法检测凋亡

相关蛋白，相关试剂盒检测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

活性、丙二醛（MDA）含量及乙酰胆碱酯酶

（AChE）、乙酰胆碱转移酶（ChAT）活

性，以探讨 DBS 治疗 AD 的相关机制。进一

步检测磷酸化各信号通路因子并应用相关信

号通路抑制剂来验证 DBS 治疗 AD 可能的信

号转导通路。 

結果  本课题结果显示，以 NBM 为靶点，早

期（4 月龄）开始持续 21 天的高频（100 H

z）DBS 可增加 APP/PS1 小鼠海马组织神经

元存活，减轻细胞凋亡，下调凋亡相关蛋白 c

aspase-3、caspase-8 及 Bid 表达，但不影响

caspase-9，Bax 及 Bcl-2 表达。同时，DBS

显着增加 APP/PS1 小鼠 SOD、GSH-Px 活

性，下调 MDA 含量，并使 ChAT 活性增加，

AChE 活性下降。DBS 显着上调磷酸化 Akt，

并下调磷酸化 ERK 水平。且 ERK 抑制剂 U0

126 及 PI3K 抑制剂 LY294002 均可削弱 DBS

对 APP/PS1 小鼠缩短逃避潜伏期，增加穿越

象限/平台时间及次数，以及下调 Aβ 的效

应。 

结论  早期（4 月龄）开始持续 21 天的高频

（100 Hz）DBS 可通过激活 PI3K/Akt 通路并

抑制 ERK 通路，发挥对 AD 小鼠改善认知功

能、增加神经元存活、减少细胞凋亡、减轻

氧化应激及调节 ACh 系统的效应。本研究提

示 NBM-DBS 对 AD 有潜在的疗效,可望成为

一种新的 AD 治疗手段。 

 
 
PO-2969 

替莫唑胺联合 NHE1 抑制剂对胶质母细胞瘤

治疗作用的研究 

 
丛大忞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钠氢交换体一亚型（NHE1）对多种肿

瘤细胞的生存和侵袭迁移都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是一种新的肿瘤治疗靶点。然而，NHE1

在胶质母细胞瘤中的作用，以及其表达与化

疗药物替莫唑胺对肿瘤发展进程的协同作用

目前仍不清楚。 

方法  检测胶质母细胞及胶质瘤异体移植组织

中 NHE1 的表达情况，观察 NHE1 介导的 H+

排出对胶质瘤细胞内 pH 值的影响。观察替莫

唑胺治疗胶质瘤细胞不同时间点对细胞内 pH

值的影响及这种变化与 NHE1 蛋白表达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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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研究 NHE1 在胶质瘤细胞侵袭伪足的

表达情况，探讨与肿瘤细胞迁徙迁移的相关

性。通过 HOE642 选择性的抑制 NHE1 的活

性，观察 替莫唑胺治疗引起的胶质瘤细胞迁

徙能力的影响。进而通过抑制 NHE1 的活性

观察介导细胞存活的 ERK 通路中相关蛋白的

表达变化，探讨 NHE1 对胶质瘤细胞凋亡的

作用。 

结果  胶质瘤通过上调 NHE1 蛋白的表达来维

持肿瘤细胞必须的细胞内 pH 值。联合替莫唑

胺和 NHE1 抑制剂的治疗可以抑制胶质瘤细

胞的迁徙和迁移，同时也能增强替莫唑胺诱

导的细胞凋亡。 

结论  这些结果充分的表明了 NHE1 对胶质瘤

细胞的保护机制，并且为胶质瘤的治疗提供

了抑制 NHE1 联合替莫唑胺化疗的新策略。 

 
 
PO-2970 

不同光线下年龄、性别与瞳孔变化临床研究 

 
铁兴华 1 荔志云 1 

1.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2.甘肃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讨不同光线下年龄、性别与瞳孔直径

及反应速率变化的关系。 

方法  1）一般资料 选取 2015-02~2015-12 在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就诊的患者及其家属 41

0 例（820 眼），以年龄分为低年龄组(6-40

岁) 、中年龄组(41-60 岁)和高年龄组（61 岁

以上），其中低年龄组 145 例（290 眼），

男 85 例（170 眼），女 70 例（140 眼），

平均年龄 22.56±11.23 岁；中年龄组 150 例

（300 眼），男 80 例（160 眼），女 70 例

（140 眼），平均年龄 44.73±5.36 岁；高年

龄组 115 例（230 眼），男 54 例（108

眼），女 56 例（112 眼），平均年龄 64.36±

4.56 岁。2）纳入标准 ：（1）观察对象依从

性好，无其他眼部疾病及不适，且眼部检查

未见任何明显异常，双侧瞳孔对光反射正

常；（2）全身状态良好，既往无眼部疾、神

经系统疾病、头颅（CT）或颅脑磁共振成像

（MRI）检查无颅内肿瘤、颅内高压及颅脑外

伤史等颅脑疾病；（3）一月内无任何眼部用

药史；（4）年龄 0-80 岁，性别不限；（5）

均为就诊的汉族同胞；（6）无影响瞳孔变化

的疾病如糖尿病等；3）排除标准 ：（1）多

器官功能衰竭（MOF）或恶性体质；（2）眼

部有疾病或外伤史；（3）在观测过程中出现

烦躁不安，不能按时测量瞳孔直径及反应速

率；（3）近一个月内使用对瞳孔直径变化具

有影响的药物；4）观察方法 观察者均记录在

同一时间段 8、10、12、15、18、20、22 时

的瞳孔直径及反应速率的数值。5）在上述时

间段下分别测得光线为 150-300lux、300-750

lux、750-1500 lux、400-850 lux、450-900 l

ux、75-150 lux、30-75 lux，分为暗视（20 l

ux 以下）、低光照度（30-300lux）、中光照

度（300-750 lux）、高光照度（750-10000 l

ux）。 

结果  同一光线下男、女性别之间瞳孔直径，

反应速率差别无显著性（P＞0.05）；同一光

线下低年龄组、中年龄组、高年龄组两两比

较，发现随着年龄增高，瞳孔直径，反应速

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光线的

增强，瞳孔直径，反应速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不同光线下瞳孔直径及反应速率变化与

年龄，性别相关，密切观察瞳孔及反应速率

变化对临床医生观察就诊者病情及转归具有

指导性意义。 

 
 
PO-2971 

经鼻入路蝶窦外侧壁和海绵窦内侧壁的显微

解剖 

 
薛亮 王守森 魏梁锋 郑和平 鹿松松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17315 

 

目的  研究经鼻入路视角下蝶窦外侧壁和海绵

窦内侧壁的显微解剖特征，为相关手术提供

形态学依据。  

方法  10 例防腐尸颅按经鼻路径在显微镜下进

行解剖，观测视神经、颈内动脉和蝶窦外侧

壁的关系，测量前鼻棘与视神经管眶口、颈

内动脉隆凸最凸点之间的距离，以及与鼻底

平面的角度。  

结果  颈内动脉和视神经在蝶窦外侧壁上形成

隆凸，两者之间呈“＞”字形，前鼻棘与颈内动

脉隆起最凸点之间的距离为（62.18±5.12）m

m，与鼻底平面的夹角为（36.8±3.4）°，与

视神经管眶口的距离为（69.24±3.95）mm，

与鼻底平面的夹角（41.4±3.0）°。颈内动脉

海绵窦段可分为鞍旁部和斜坡旁部，鞍旁部

与垂体外侧壁关系最为密切，鞍旁部至中线

的距离为（9.06±1.34）mm。海绵窦内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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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鞍旁部和蝶窦旁部组成。  

结论  熟悉蝶窦外侧壁和海绵窦内侧壁的解剖

学特点，对于术中定位，安全处理海绵窦病

变有重要意义。  

 
 
PO-2972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erythroproie
tin promots the proliferation of glioblasto
ma though upregulation of cyclinD1 

 
Tang Zhaohua,Huo Gang,Sun Xiaochuan,Wang We
ntao,Liu Zili,Wang Haiqua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

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6 
 

Background  Erythropoietin (EPO) is one of
 the most efficient known neuroprotective ag
ents. It offers protection against many differe
nt types of injuries to the central nervous sys
tem, which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associat
ed with tumorigenesi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identify a concrete mechanism 
of Akt/beta-catenin pathway regulation by E
PO in glioma.  
Methods  Quantitative reverse-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was conduct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CyclinD1. The cell 
proliferation rate, colony formation, doubling 
time and cell cycle kinetics were detected usi
ng Cell Counting Kit-8(CCK-8) assay, Colon
y formation assay, and flow cytometry. Furth
ermore, the relevant molecules regulating pr
oliferation were examined using Western blo
t analysis and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Results  We first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
n of CyclinD1 was elevated in EPO treatmen
t glioblastoma cells. Furthermore, down-regu
lation of CyclinD1 triggered growth inhibition 
and  suppressed proliferation of glioma in vitr
o and in vivo. RT-PCR and Western blot ana
lysis revealed that CyclinD1 is a  downstrea
m signaling molecules of EPO. Interdict expr
ession of CyclinD1 inhibited glioblastoma pro
liferation. Mechanistic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CyclinD1 block suppressed beta-catenin
/TCF-4 transcription activity by targeting EP
O.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identify a role for 
CyclinD1 in glioma proliferation after activati
on of akt/beta-caten in signaling via EPO.  
 
 
 
 

PO-2973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Honokiol pr
ovides neuroprotection and improves fun
ctional recovery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t
hrough cell cycle inhibition 

 
Tang Zhaohua,Sun Xiaochuan,Huo Gang,Wang Hai
quan,Wang Wentao,Liu Zili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

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6 
 

Recently, increasing evidence has shown th
at cell cycle activation is a key factor of neur
onal death and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Honokiol, a cell c
ycle inhibitor, on attenuating the neuronal da
mage and facilitating functional recovery afte
r TBI in rats, in an attempt to unveil its underl
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in TBI. This stud
y suggested that delayed intravenous admini
stration of Honokiol could effectively amelior
ate TBI-induced sensorimotor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s. Meanwhile, Honokiol treatment
 could also reduce the lesion volume and inc
rease the neuronal survival in the cortex and
 hippocampus. The neuronal degeneration a
nd apoptosis in the cortex and hippocampus 
were further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by Hono
kiol treatment. In addition, the expression of 
cell cycle-related proteins, including cyclin D
1, CDK4, pRb and E2F1, was significantly in
creased and endogenous cell cycle inhibitor 
p27 was markedly decreased at different tim
e points after TBI. And these changes were 
significantly reversed by post-injury Honokiol
 treatment. Furthermore, the expression of s
ome of the key cell cycle proteins such as cy
clin D1 and E2F1 and the associated apopto
sis in neurons were both remarkably attenua
ted by Honokiol treatment. These results sho
w that delayed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Honokiol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functi
onal recovery and attenuate the neuronal cel
l death, which is probably, at least in part, att
ributed to its role as a cell cycle inhibitior. Thi
s might give clues to developing attractive th
erapies for future clinical trials. 
 
 
PO-2974 

岩藻黄素对胶质母细胞瘤迁徙、侵袭的影响

及机制探讨 

 
戴宜武 刘钰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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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

（神经外科） 100700 

 

目的  观察岩藻黄素即 Fucoxanthin 对胶质母

细胞瘤 U87 细胞迁移、侵袭的影响，并探讨

及可能机制。 

方法  未经处理的 U87 细胞作为对照组，不同

浓度岩藻黄素处理的 U87 细胞作为实验组，

比较各组划痕修复率、Transwell 迁徙和侵袭

率及细胞中迁徙、侵袭蛋白 uPA、MMP2、M

MP9，信号通路蛋白 p38、p-p38、ERK、p-

ERK、JNK、p-JNK 的表达。结果  与对照组

相比，25、50 μmol/L 岩藻黄素处理组划痕修

复率、Transwell 迁徙率、Transwell 侵袭率

随药物浓度降低，P 均＜0.05；与对照组相

比，25、50 μmol/L 岩藻黄素处理组 uPA、M

MP2、MMP9、p-p38 显著降低，P 均＜0.0

5，p38、ERK、p-ERK、JNK、p-JNK 表达

量无统计学差异；进一步验证岩藻黄素通过 p

38-MMP-2/9 信号途径抑制 U87 细胞迁徙、

侵袭，加入 p-38 抑制剂(SB203580)进一步证

明，发现 Fucoxanthin+ SB203580 组 p-p38

表达量最低，p38 信号通路下游蛋白 MMP-

2、MMP-9 相对去其他组表达量最低。 

讨论  胶质瘤是常见的颅内原发性肿瘤（约 6

0%），具有浸润生长的生长特性，岩藻黄素

具有共轭基团和羟基基团，具有诱导抑制增

殖，抑制侵袭、迁徙的作用。研究证明抑制 p

38-MMP-2/9 信号途径可以抑制 U87 细胞迁

徙、侵袭。结论 岩藻黄素通过抑制 p38-MMP

-2/9 信号途径诱导 U87 细胞迁徙、侵袭。 

 
 
PO-2975 

岩藻黄素对胶质母细胞瘤增殖及自噬的影响

及机制探讨 

 
戴宜武 刘钰罡 秦家振 张鹏 高兵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观察岩藻黄素即 Fucoxanthin 对人胶质

瘤细胞 U87 增殖及自噬的影响。 

方法  未经处理的 U87 细胞作为对照组，不同

浓度岩藻黄素处理的 U87 细胞作为实验组，

比较各组细胞生存率、细胞凋亡率及观察自

噬发生水平和细胞亚显微结构、LC3 II/I、Be

clin1 的表达水平。 

结果  12.5、25、50、75 μmol/L 岩藻黄素处

理组细胞生存率随药物浓度升高而降低，与

对照组相比，25、50、75 μmol/L 岩藻黄素处

理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P 均＜0.05；25、5

0 μmol/L 岩藻黄素处理组细胞凋亡率分别为 1

2.00%±0.56%、31.97%±1.83%，对照组为 2.

97%±0.21%，岩藻黄素处理组于对照组比

较，P 均＜0.05；与对照组相比 25、50 μmol

/L 岩藻黄素处理组细胞，LC3-GFP 所示自噬

小泡、自噬体数目随药物浓度的升高而增

加；50 μmol/L 岩藻黄素处理组 U87 细胞可

见大量的自噬小泡、自噬体及自噬溶酶体，

其中可见尚未降解线粒体结构；与对照组相

比 25、50 μmol/L 岩藻黄素处理组细胞 LC3II

/I 比率及 Beclin1 随药物浓度增加而升高，P

＜0.05。 

讨论  胶质瘤是常见的颅内原发性肿瘤（约 6

0%），岩藻黄素具有共轭基团和羟基基团，

具有诱导抑制增殖，诱导凋亡的作用。自噬

被称第二类程序性死亡，被证明是杀死肿瘤

的有效途径。岩藻黄素处理组自噬相关蛋白 L

C3II、Beclin1 表达升高，LC3-GFP 蛋白转移

至自噬体膜并呈斑点状分布于细胞质内，且

斑点数目随药物浓度身高而增加。透射电子

显微镜观察，岩藻黄素处理中大量自噬体、

自噬溶酶体。 

结论  岩藻黄素可有效抑制 U87 细胞增殖并诱

导自噬的发生。 

 
 
PO-2976 
HO-1 Signaling Activation by Pterostilben
e Treatment Attenuates Mitochondrial Oxi
dative Damage Induced by Cerebral Ische
mia Reperfusion Injury 

 
Yang Yang1,4,Wang Jiayi1,Li Yue3,Fan Chongxi5,Jia
ng Shuai1,Zhao Lei1,Di Shouyin5,Xin Zhenlong1,Wan
g Bodong1,Wu Guilin1,Li Xia1,Li Zhiqing2,Gao Xu2,D
ong Yushu2,QU Yan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外科 

2.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3.解放军 463 医院空军后勤部 

4.第四军医大学生物工程系 

5.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胸外科 

 

目的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PTE on cerebral IRI
 and to elucidate potenti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ose effects.  

方法  Mouse brains and cultured HT22 neuro

n cells were subjected to IRI. Prior to this pro
cedure, the brains or cells were exposed to 
PTE in the absence or presence of the HO-1
 inhibitor ZnPP or HO-1 small inter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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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 (siRNA).  

结果  PTE conferred a cerebral protective eff

ect, as shown by increased neurological scor
es, viable neurons and decreased brain ede
ma as well as a decreased ion content and a
poptotic ratio in vivo. PTE also increased the
 cell viability and decreased the lactate dehy
drogenase (LDH) leakage and apoptotic rati
o in vitro. ZnPP and HO-1 siRNA both block
ed PTE-mediated cerebral protection by inhi
biting HO-1 signaling and further inhibited tw
o HO-1 signaling-related antioxidant molecul
es: NAD(P)H:quinone oxidoreductase 1 (NQ
O1) and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s (GSTs), 
which are induced by PTE. PTE also promot
ed a well-preserved mitochondrial membran
e potential (MMP), mitochondria complex I a
ctivity, and mitochondria complex IV activity, 
increased the mitochondrial cytochrome c le
vel, and decreased the cytosolic cytochrome
 c level. However, this PTE-elevated mitocho
ndrial function was reversed by ZnPP or HO-
1 siRNA treatment.  

结论  In summary,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

hat PTE treatment attenuates cerebral IRI by
 reducing IR-induced mitochondrial oxidative
 damage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HO-1 sign
aling.  
 
 
PO-2977 
Intraperitoneal administration of thioredo
xin decreases brain damage from ischemi
c stroke 

 
Wang Bin1,2,Tian Shilai1,Wang Jiayi1,Han Feng1,Zha
o Lei1,Wang Rencong1,Ning Weidong1,Chen Wei1,Q
u Yan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外科 

2.第四军医大学航医系 

 

目的  Recent studies demonstrate that Thior

edixin (Trx) possesses a neuronal protective 
effect and closely relates to oxidative stress 
and apoptosis of cerebral ischemia injury. Th
e present study was conducted to validate th
e neuroprotective effect of recombinant hum
an Trx-1 (rhTrx-1) and its potential mechanis
ms against ischemia injury a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CAO) in mice. 

方法  rhTrx-1 was administrated intraperiton

eally at a dose of 5, 10 and 20 mg/kg 30 min
 before MCAO in mice, and its neuronal prot
ective effect was evaluated by neurological d
eficit score, brain dry–wet weight, 2,3,5-triph

enyltetrazolium chloride (TTC) staining. The 
protein carbonyl content and HO-1 were det
ected to investigate its potential anti-oxidativ
e and anti-inflammatory property, and the an
ti- apoptotic ability of rhTrx-1 was assessed 
by casepase-3 and TUNEL staining. 

结果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rhTrx-1 

significantly improved neurological functions 
and reduced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apoptoti
c cell death at 24 h after MCAO. Moreover, r
hTrx-1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c
arbonyl contents and HO-1 against oxidative
 stress, which turned to be fast reduction duri
ng the first 24 h and tended to be stable from
 24 h to 72 h after MCAO. 

结论  The study shows that rhTrx-1 exerts an

 neuroprotective effect in cerebral ischemia i
njury. The anti-oxidative, anti-apoptotic and 
anti-inflammatory properties of rhTrx-1 are m
ore likely to succeed as a therapeutic approa
ch to diminish oxidative stresS- induced neur
onal apoptotic cell death in acute ischemic st
roke. 
 
 
PO-2978 
Neuropilin-1 (NRP-1)/GIPC1 pathway med
iates glioma progression 

 
zhang guilong1,Chen Lukui1,Sun Kouhong2,Khan Ah
san Ali 1,Yan Jianghua3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Zhongda Hospita

l， School of Medicine， Southeast University 

2.Nanjing zoonbio biotechnology 

3.Cancer Research Center， Xiamen University 

 

Background  Glioma occurs due to multi-ge
ne abnormalities. NRP-1 as a transmembran
e protein involves in glioma proliferation, inv
asion and migration, as well as tumor angiog
enesis. The cytoplasmic protein GIPC1 as a 
novel cancer-associated antigen could regul
ate the clathrin-vesicles trafficking and recycl
ing. Our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interaction o
f NRP-1 and GIPC1 in gliomas for the first ti
me, an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NRP1-
GIPC1 pathway in gliomas. 
Methods  We firstly constructed the full-leng
th recombinant plasmids: pcDNA-NRP1-Flag
 and pcDNA-GIPC-HIS, and based on the ful
l-length sequence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the special recombinant plasmids: pcDNA-N
RP1-deleted SEA-Flag and pcDNA-GIPC-de
leted PDZ-HIS (by deleted the SEA motif of 
NRP-1 or the PDZ domain of GIPC1,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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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ly). Then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NRP-1 
interacts with GIPC1 in glioma cells by doubl
e labeling immunofluorescence imaging and 
co-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s. Next we exa
mined the influence of GIPC1 on glioma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survival by MTT, tr
answell test and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An
d finally, we detected the expression of scaff
old proteins APPL1 and p130Cas and the do
wnstream signaling proteins KRAS-ERK by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Here we showed that NRP-1 co-loc
alizes and co-immunoprecipitates with GIPC
1, and via the C-terminal SEA-COOH motif o
f NRP-1 interacts specially with the PDZ do
main of GIPC1 in glioma cells. Knockdown o
f GIPC1 by siRNA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p
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glioma cells in vitr
o, and increases its apoptosis. And si-GIPC1
 prevents the action of adaptor proteins APP
L1 and p130Cas, inhibits the downstream K
RAS-ERK signaling pathway. Furthermore, a
fter combined siRNA GIPC1with NRP1 MAb,
 a definite synergistic action was evident in t
his experiment.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NRP-1/GIPC1-A
PPL1/p130CaS-KRAS/ERK pathway plays c
rucial role in glioma progression. GIPC1 and 
NRP-1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novel target
s in glioma treatments. Currently, single gen
e therapy cannot effectively treat tumors in cl
inical practice; future study should focus on 
multigene combined therapeutics . 
 
 
PO-2979 

甲基泼尼龙琥珀酸钠在小鼠脑出血模型中的

脑保护作用 

 
程世奇 张焱 祝新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究甲基泼尼龙琥珀酸钠对于小鼠脑出

血后脑保护作用。 

方法  选取 6-8 周雄性 C57/BL 小鼠 90 只，分

为假手术组，甲基泼尼龙琥珀酸钠干预组，

对照组及假手术组，每组各 30 只。应用干湿

重法测定脑水含量，EB 测定血脑屏障渗漏，

Westernblot 法检测 Occludin，ZO-1，Bcl-

2，Bax 表达，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紧密连接

蛋白（Occludin）表达，ELISA 法检测 IL-1β,

 TNF-α,IL-6 表达。 

结果  甲基泼尼龙琥珀酸钠有效减少脑出血后 

水含量及 EB 渗漏，上调 Occludin，ZO-1，B

cl-2 及下调 Bax 表达，减少炎症因子（IL-1β, 

TNF-α,IL-6）表达。 

结论  在小鼠脑出血模型中，甲基泼尼龙琥珀

酸钠通过抑制炎症反应，从而减轻脑水肿及

血脑屏障损伤，减轻继发性脑损伤，并减少

神经凋亡，共同发挥脑保护作用，为脑出血

的治疗提供新方法。 

 
 
PO-2980 
O6-methylguanine-DNA Methyltransferas
e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Determine
s Inverse Role of YKL-40 in Glioblastoma 
Stem Cells through RAS-MEK-ERK Pathw
ay 

 
Zhang Wei1,Chen Wei-jun1,Zhang Xiang1,Liu Wei-pi
ng1,Li Bin1,Jiang Xiao-fan1,He Xiao-sheng1,Ji Xi-tua
n1,Gao Da-kuan1,Cheng Guan1,Lin Wei1,Fei Zhou1,
Mao Xing-gang1,Han Hua2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Xijing Hospital，T

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Medical Genetics and Developmen

tal Biology，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ims  Heterogeneity is the major challenge 
exhibited in tumor recurrence and treatment 
resistance. Cells from the same tumor harbo
r different mutations or epigenetic states. O6
-methylguanine-DNA methyltransferase (MG
MT) promoter methylation was identified as 
a significant prognostic marker for survival a
nd response to alkylating agents in Glioblast
oma multiforme (GBM) patients. But the mec
hanism involved remains obscure.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YKL-4
0 both in GBM stem-like cells (GSCs) culture
 in vitro and in orthotopic mouse model in viv
o. Self-renewal and proliferation assay were 
conducted to observe the biological abilities 
caused by overexpressing or gene silencing 
of YKL-40 or/and MGMT in GSCs. Quantitati
ve-PCR and Western blot methods were app
lied to detect molecular changes of stemnes
s and pathway involved in. RNA-Seq was us
ed to identify molecular subtypes of GSCs. 
MSP method was performed to measure MG
MT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The sensiti
vity to temozolomide (TMZ) of GSC series w
as explored by Brdu assay. DNA damage re
sponse was confirmed by western blot. The 
survival of athymic mice bearing GSCs was 
analyzed by Kaplan-Meier method. 
Results  MGMT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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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ermined the inverse role of YKL-40 gene 
in IDH1/2 wild type GSCs through RAS-MEK
-ERK pathway, regardless of YKL-40 gene e
xpression level in corresponding epigenetic c
ontext. YKL-40 was a tumour promoter gene
 in MGMT promoter unmethylated GSCs, wh
ereas a tumour suppressor gene in MGMT p
romoter methylated GSCs.  
Conclusions  To date, this is the first eviden
ce to uncover that epigenetic status could re
verse a gene function in GBMs. Gene expre
ssion quantification based molecular classific
ation could be substituted by epigenetic subt
ypes in cancer research. All functional explor
ations should be investigated according to di
fferent context of epigenetic status in the futu
re. Therefore, it not only moves a big step for
ward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GBM, but also f
avours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ther
apeutic strategies for all cancer patients in cli
nic. 
 
 
PO-2981 

癫痫模型的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改变的研究 

 
游宇 

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检测癫痫发作模型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

是否存在髓鞘改变，进而探讨其可能的发生

机制。  

方法  分别建立青霉素 SD 大鼠急性癫痫模型

和戊四氮 SD 大鼠慢性癫痫点燃模型，以行为

学和脑电监测结果确定造模成功后，通过 We

stern Blot 方法检测模型大鼠海马与大脑皮层

的髓鞘碱性蛋白（MBP）表达水平，进而评

价模型大鼠中枢神经系统髓鞘的情况。对髓

鞘存在破坏的模型，进一步检查并观测少突

胶质细胞、血脑屏障及自身抗髓鞘抗体。  

结果  青霉素急性癫痫模型大鼠中髓鞘未受到

影响。戊四氮诱导的大鼠慢性癫痫模型大鼠

中髓鞘发生破坏。并且，戊四氮慢性癫痫模

型大鼠脑内的少突胶质细胞无明显异常；而

血脑屏障通透性却明显增高，且外周血液循

环中产生针对大鼠自身中枢神经系统的抗 

MBP 抗体。  

结论  急性单次癫痫发作不足以继发中枢神经

系统的髓鞘改变，但是反复的癫痫发作可以

导致神经髓鞘的破坏。同时慢性癫痫模型大

鼠的髓鞘破坏不是来源于少突胶质细胞的破

坏，而很有可能是由于慢性癫痫发作所引起 

的自身免疫反应造成的。 

 
 
PO-2982 

eNOS 基因转染在兔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

管的表达 

 
伍伟俊 李伯和 黄国兵 刘文星 张小军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336000 

 

目的  通过血管内转染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

（eNOS）基因的方法，结合脑动脉病理学观

察，探讨 eNOS 基因转染对蛛网膜下腔出血

后脑血管痉挛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  

方法  采用枕大池二次注血法建立兔蛛网膜下

腔出血后迟发性脑血管痉挛模型。通过颈动

脉微泵持续滴注方法进行基因转染。45 只兔

随机分为对照组、SAH 组、AdeNOS 组。各

组分别于造模 7 天后进行灌注固定取脑动脉

行病理学观察；测量大脑中动脉直径，同时

免疫组化检测 eNOS 的表达。  

结果  枕大池二次注血法造模后，血液广泛聚

积于蛛网膜下腔，以基底池为主；免疫组化

证实 AdeNOS 组第 7 天重组 eNOS 基因表

达，重组 eNOS 主要表达于内皮层。  

结论  采用颈动脉微泵持续滴注方法转染 eNO

S 基因至兔脑动脉可缓解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迟

发性脑血管痉挛，且这一效应可能通过增加

内皮细胞重组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表达水平

而实现。  

 
 
PO-2983 
5-LOX inhibitor zileuton reduces inflamm
atory reaction and ischemic brain damag
e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PI3K/Akt signa
ling pathway 

 
涂献坤 石松生 杨卫忠 梁日生 陈春美 WangChunhua

 ZhangHuabin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Objec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I3K/Akt pat
hway was involved in zileuton’s anti-inflamm
ation and neuroprotection against brain  
damage following stroke.  
Methods  Sprague-Dawley rats underwen
t MCAO, then received treatment with zileuto
n.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s, cerebral infarc
t volume and cerebral water content were as
sessed. The enzymatic activity of myelopero
xidase (MPO) was measured, expres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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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t and COX-2 in ischemic brain were det
ermin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5-LOX inhibitor zileuton significantl
y reduces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s, cerebr
al infarct volume and MPO, which were aboli
shed by LY294002. Zileuton significantly up-
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p-Akt, down-regu
lates the over-expression of NF-κB p65 and 
COX-2, and attenuates the release of TNF-a,
 all of which were disminished by LY294002.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zil
euton attenuates ischemic brain damage by i
nhibiting inflammatory reaction through the a
ctivation of PI3K/Akt pathway. 
 
 
PO-2984 
Repetitive ischemic preconditioning atten
uates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brain da
mage after focal cerebral ischemia in rats:
 involvement of PI3K/Akt and ERK1/2 sign
aling pathway 

 
涂献坤 石松生 杨卫忠 梁日生 陈春美 王春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Object  To explored the best scheme of rep
etitive ischemic preconditioning to protect rat
 brain against ischemic damage and the und
erlying mechanisms in RIPC’s neuroprotecti
on. 
Methods  Adult rats underwent IPC or (and) 
MCAO.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s, cerebral i
nfarct volume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
ic were detected. MPO was measured 24 h. 
Expression of p-Akt, t-Akt, p-ERK1/2, t-ERK
1/2, NF-κB p65 and COX-2 were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IPC2×5min significantly reduces ce
rebral infarct volume,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
res and MPO activity, were disminished by L
Y294002 or (and) PD98059. IPC2×5min sign
ificantly up-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p-Akt
 and p-ERK1/2, which were inhibited by LY2
94002 or (and) PD98059.  
Conclusions  IPC2×5min is the best schem
e of RIPC, it attenuates brain damage in rats,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inhibition of neuroin
flammation through modulating PI3K/Akt an
d ERK1/2 signaling pathway. 
 
 
 
 
 

PO-2985 

大黄素甲醚联合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对创

伤性颅脑损伤大鼠 NSE、GFAP 的表达 

 
李长栋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通过研究大黄素甲醚联合人脐带间充质

干细胞 (hUC-MSCs)植入创伤性脑损伤(TBI)

大鼠体内后,特异性神经元表达的影响，探讨

大黄素甲醚联合 hUC-MSCs 移植治疗颅脑损

伤的可行性依据。  

方法  将 40 只 2-3 月龄，体重 200-250g，清

洁级 Wistat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 (10

只)、TBI 组 (10 只)、HUC-MSCs 移植组(10

只)、（联合组）HUC-MSCs 移植+大黄素甲

醚组 (10 只)。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神经元特

异性烯醇化酶(NSE)、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

AP)的表达。  

结果  与模型组比较, hUC-MSCs 移植组、联

合组大鼠脑组织中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

E)、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的表达增强，

联合组表达更为显著。  

结论  hUC-MSCs 移植入 TBI 大鼠脑组织后能

够存活,并在大鼠脑组织中移行、分化为神经

细胞, 可表达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

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大黄素甲醚组表

达更为显著。  

 
 
PO-2986 

MARK2 在 Nogo-66 抑制轴突生长中作用的

体外研究 

 
熊南翔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Nogo-66 是目前研究神经再生的热点蛋白,在

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蛋白激酶 B（PK

B）和糖原合成酶激酶 3β（GSK-3β）参与了

Nogo-66 抑制轴突生长的机制。在神经元发

育过程中，调控微管相关蛋白的激酶不仅只

有 GSK-3β，还有其它激酶也参与了调控。如

微管亲和力调节激酶 2. MARK2 受多种激酶

调控。MARK2 在神经再生方面的研究却极为

少见，其参与轴突生长的机理并不十分清 

楚，与 Nogo-66 的关系更是未见报道。  

研究方法  1. N2a 细胞感染 MARK2-AAV、sh

RNA MARK2-AAV 后，应用 western-blot 检

测 MARK2 对于微管相关蛋白 tau、p-S262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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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和 MAP1-b 表达量的影响。 2.体外原代培

养大鼠皮层神经元细胞，根据转染病毒的不

同（EGFP-AAV 或 MARK2-AAV）及培养基

有无 Nogo-66（DMSO），将神经元分为 4

组：HK+DMSO,OE+DMSO,HK+Nogo-66,O

E+Nogo-66。应用免疫荧光显微镜拍照、测

量每组神经元轴突长度，进行统计学分析。 3.

通过感染 MARK2-AAV，在 N2a 细胞中过表

达 MARK2, 应用 western-blot 和免疫荧光法

检测 N2a 细胞内酪氨酸化和乙酰化 α-微管蛋

白的表达量变化。 

结果  1. 通过过表达 MARK2 或干扰 MARK2

表达，western-blot 结果显示 MARK2 显著影

响 tau、p-S262 tau 和 MAP1-b 的表达，呈明

显正相关关系（P<0.05)。 2. 而经过 MARK2

-AAV 预处理的神经元加入 Nogo-66 后（OE+

Nogo-66 组），能够明显减弱 Nogo-66 对轴

突的抑制作用，轴突长度为 66.8 ± 9.4 μm

（与 HK+Nogo-66 组比较，P<0.05)。 3.过

表达 MARK2 后检测酪氨酸化 α-微管蛋白和

乙酰化 α-微管蛋白，结果显示 MARK2-AAV

显著提高酪氨酸化的 α-微管蛋白水平(P<0.0

5)，乙酰化 α-微管蛋白无明显变化。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Nogo-66 显著降低总

MARK2 蛋白表达及 Ser212 位点磷酸化程

度，MARK2 通过调控 tau 及 MAP1-b 参与 N

ogo-66 的抑制信号通路；MARK2-AAV 通过

提高酪氨酸化 α-微管蛋白水平促进轴突的生

长；MARK2-AAV 能够显著减弱 Nogo-66 对

轴突生长的抑制作用。 

 
 
PO-2987 

Necrostatin-1 对小鼠癫痫持续状态后凋亡及

自噬的影响 

 
梁日生 徐建红 王春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350001 

 

目的   细胞的凋亡与自噬在癫痫的发病机制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Nec-1（Necrosatin-1）是

新发现的细胞死亡类型-程序性坏死的特异性

抑制剂。最新研究表明，Nec-1 除抑制程序性

坏死外，还可通过影响另外两种程序性死亡

凋亡及自噬）发挥神经保护作用。本研究旨

在探讨 Nec-1 对癫痫小鼠海马神经细胞的影

响。  

资料与方法   25-30g 雄性 ICR 小鼠腹腔注射

海人酸（12mg/Kg）,构建癫痫持续状态（stat

us epilepticus SE）模型，于腹腔注射前 15 

min 经单侧侧脑室给予干预剂 Nec-1 1ul（2.6

ug/ul）。实验分为对照组、模型组以及 Nec-

1 干预组，每组动物各 10 只。于 24h 后取小

鼠双侧海马组织进行 western blot、qPCR 检

测,观察小鼠海马组织 Bcl-2、Beclin-1 蛋白及

mRNA 表达的变化。  

结果   与对照相比，模型组抗凋亡蛋白 Bcl-2

表达水平较低，促进自噬活化蛋白 Beclin-1

表达量增加(p<0.05)；与模型组比较，Nec-1

干预组能够激活 SE 后抗凋亡蛋白 Bcl-2 表达

增加以及降低自噬活化蛋白 Beclin-1 表达量

(p<0.05)。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 Bcl-2mRN

A 表达水平较低，Beclin-1mRNA 表达增加(p

<0.05)，与模型组比较，Nec-1 干预组能够上

调 Bcl-2mRNA 及下调 Beclin-1mRNA 的表达

(p<0.05)。  

结论  Nec-1 通过其抑制凋亡及自噬的潜能对

海人酸诱导 SE 后海马神经元的神经损害具有

保护作用，可为临床治疗癫痫提供新的靶点

及理论支持。  

 
 
PO-2988 
Atorvastatin protects against aneurysmal
 degeneration in a rat mode 

 
Yu Huijie,Wang Dehui ,Wang Dong,Jiang Rongcai ,
Yue Shuyuan ,Zhang Jiangning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10100931 

 

Background  Endothelial injury is the early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cerebral aneurysm 
(CA) formation. Atorvastatin (ATR), beyond li
pid-lowering activity, reportedly promote vas
cular repair by moblizing endothelial progenit
or cells (EPC). We sough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TR on vascular degeneration after 
CA induction in rats.  
Methods  Adult male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re groups: co
ntrol (CTR) group, CA group and CA+ATR tr
eatment group. 3 months after CA induction, 
circulating EPC level, hematological and lipid
 profiles were measured. Verhoeff-Van Gies
on staining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
copic observation were performed to assess 
pathological change of artery wall. RT-PCR 
was also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expressi
on of inflammation-related genes in aneurys
mal wall.  
Results  ATR significantly restor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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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ired level of circulating EPC without cha
nging hematological and lipid profiles 3 mont
hs after CA induction. ATR markedly inhibitte
d endothelial injury, media thinning and CA e
nlargement, which was accompanied by red
uced vascular inflammation.  
Conclusions  Our preliminary results demo
nstrated that the mobilization of EPC and im
provement of endothelial function by ATR m
ay contribute to the prevention of anueyrsma
l degeneration. Further studies are warrante
d to investigate the detailed mechanism.  
 
 
PO-2989 

大鼠腰动脉结扎后脊髓缺血形态与功能的早

期变化 

 
傅超锋 1,2 陈春美 1 庄源东 1 王春华 1 赵伟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组 

2.福建省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建立 SD 大鼠全腰动脉结扎腰髓缺血模

型，观察腰髓形态与功能早期变化特点。 

方法  将 66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 A、B 两组，

A 组 12 只(仅腰动脉分离），B 组 54 只（全

腰动脉阻断）。术后 48h 内行 BMS 评分，腰

髓 TTC 染色。分析后肢功能与面染色面积的

关系。 

结果  术后 BMS 评分，A 组由（8.33±0.52）

分恢复至（9.00±0.00）分，B 组由（0.25±0.

41）分恢复至（8.83±0.41）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A 组与 B 组 TTC 染色对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SD 大鼠全腰动脉结扎将造成腰髓缺

血、功能缺失，48h 内腰髓血供逐渐恢复，后

肢功能随之恢复，适于短期脊髓缺血损伤与

恢复研究。 

 
 
PO-2990 
A reproducible model of intramedullary s
pinal cord tumor in rats bearing RG2 cells 
 
Zhuang Yuandong 1,2,Chen Chunmei1,Zhang Weiqia
ng1,Wei Hao1,Huang Xinming 2,Cai Gangfeng1,Fu C
haofeng1,Wang Chunhua1,Chen Quan1,Wang Rui1,
Shi Songsheng1,Yang Weizhong1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Affiliated Union Hosp
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ffiliated Union H
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Background  Intramedullary spinal cord  

tumors (IMSCTs) are complicated to treat ow
ing to their high recurrence rate and limited tr
eatment options. Lack of adequate animal m
odels has hampered the development of ne
w treatment.  
Objective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we seek t
o establish a rodent intramedullary glioma m
odel and study functional progression, neuroi
maging and histopathological characterizatio
n of the rodent model.  
Methods  Twenty Fischer 344 rats were ran
domized into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of 10 
rats each. Rats in the first group received a 5
 μl intramedullary implantation of RG2 gliom
a cells. Rats in the second group received a 
5μl intramedullary injection containing Dulbe
cco’s modified Eagle medium (DMEM). The 
neurological state of each rat was evaluated 
daily using the Basso, Beattie and Bresnaha
n (BBB) scal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
g (MRI) was conducted for detection of tumo
r preoperatively and weekly postoperatively. 
When BBB score was equal to or less than 5
 or if paraparesis had not occurred by 40 day
s, rats were sacrificed for histopathological e
xamination.  
Results  Rats implanted with RG2 glioma ce
lls had an average onset of hind limb paraple
gia at 20 days. Neuroimaging and H & E cro
ss  sections confirmed intramedullary RG2 gl
ioma invading the spinal cord. Control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o
r histopathological findings.  
Conclusions  Rats implanted with RG2 cells
 regularly develop severe hind limb paraplegi
a in a reproducible manner. The invasive ch
aracteristics of intramedullary spinal cord gli
omas in RG2 rats are similar to the features i
n humans. This model is a practical media to
 use for future research for IMSCTs. 
 
 
PO-2991 

F 波在兔坐骨神经损伤急性期的变化 

 
赵伟 1 陈春美 1 宋启民 2 张健 2 费昶 2 戴超 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2.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模仿经椎弓根置钉引起的急性腰骶部神

经根损伤，探讨下肢胫后神经 F 波连续监测

对发现兔急性神经根损伤敏感性及其对神经

功能的预测价值。 

方法  12 只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 3 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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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n=4）用于排除麻醉和手术对 F 波的影

响，实验组（n=4）随机分为 1 个血管夹组和

2 个血管夹组，应用血管夹夹压坐骨神经后连

续记录 F 波 2h，观察坐骨神经受夹压急性期

F 波的变化特点，并记录 F 波稳定后的波幅

与基线波幅比值，分析 F 波的波幅变化与坐

骨神经夹压后 2d 后下肢运动功能的相关性。  

结果  对照组麻醉和手术后不同时间 F 波的波

幅和潜伏期经方差分析 P＞0.05，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F 波的波幅和潜伏期均对坐骨神经根

部夹压损伤敏感，实验组血管夹压损伤前后

的 F 波波幅和潜伏期经 t 检验比较 P＜0.05，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wave 的波幅变化与

坐骨神经夹压后 2d 后运动功能经 Pearson 相

关性分析 r=0.871，差有统计学意义（P＜0.0

1）。  

结论  F 波对发现急性神经根损伤敏感，可以

在神经根损伤的急性期（5min 内）发现神经

根损伤，从而可以采取保护性措施预防不可

逆性神经根损伤的发生。建议应用于腰骶椎

内固定术中补充 IEM 来联合监测运动神经根

的功能。 

 
 
PO-2992 

公兔 SMEP 在骶髓缺血损伤急性期的变化 

 
沈超雄 1 陈春美 1 赵伟 1 宋启民 1 张健 1 程彦昊 1 费

昶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2.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公兔骶髓运动诱发电位(Spinal Mot

or Evoked potentials,SMEP)在公兔不同程度

骶髓缺血损伤动物模型急性期的变化特点及

SMEP 波幅变化与骶髓病理损害程度的相关

性。 

方法  30 只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 6 组，对 

照组（n=5）用于排除麻醉和手术对公兔 SM

EP 的影响，实验组随机分 5 组（n=5）分别

沿尾头方向结扎左肾动脉和动脉分叉间不同

水平的腰动脉，腰动脉结扎后连续记录 SME

P 2h，观察公兔 SMEP 在脊髓缺血急性期的

变化特点，并分析公兔 SMEP 急性可逆期的

波形变化与脊髓病理损害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  麻醉和手术本身不会对公兔 SMEP 结果

造成影响；结扎 1 根组结扎后未见公兔 SME

P 波形变化；结扎 2 根组、3 根组、4 根组和

5 根组血管结扎后公兔 SMEP 很快开始变

化，表现为潜伏期即刻开始延长和波幅即刻

开始降低，分别经过（0.2±0.2）、（0.4±0.

3）、（0.3±0.2）和（0.4±0.2）min 波形平

稳；公兔 SMEP 的波幅变化与结扎 2d 后脊髓

病理损害程度均呈正相关，r=0.939，P＜0.0

1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公兔 SMEP 波对骶髓缺血性损伤敏感，

可以在骶髓缺血可逆期内发现缺血性损伤，S

MEP 波幅变化能够反应骶髓病理损害程度。 

 
 
PO-2993 
Meta-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of 
Neural Stem Cells therapy for experiment
al ischemic stroke in preclinical studies 

 
Chen Lukui1,Zhang Guilong1,Gu Yuchun2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Zhongda Hospital Sc
hool of Medicine Southeast University 
2.Molecular Pharmacology Laboratory Institute of M
olecular Medicine Peking University 
 

Background  Neural stem cells (NSCs) ther
apy is promising in the treatment of neurolog
ical diseases due to its safety and effectiven
ess. Transplanted NSCs can promote brain t
issue repair and neuron functional recovery. 
The purpose of current study is to evaluate t
he preclinical studies, which used NSCs tran
splantation therapy in experimental ischemic
 strok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size of NSCs 
therapy and its correlations with different clin
ical measures. 
Methods  We searched literatures to identify
 studies of NSCs therapy in animal cerebral i
schemia models. Furthermore, we calculated
 the quality score of studies, and assessed t
he effect size of NSCs therapy relative to be
havioral and histologic endpoints by meta-an
alysis. Finally, the effects of study characteri
stics were evaluated to seek potential public
ation bias. 
Results  A total of 37 studies and 54 indepe
ndent treated interventions were used for sy
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he med
ian quality score was 5 of 10 (interquartile ra
nge, 4-6). 36 studies (53 intervention arms) r
eported functional outcome, 22 studies (34 i
ntervention arms) reported structural outcom
e. After adjusted by subgroup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the mean effect sizes were improve
d by1.35 for mNSS, 1.84 for rotarod test, 0.6
1 for cylinder test, and 0.84 for infarct volum
e. Low study quality was correlated to overe
stimate the effect size of NSCs administ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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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Furthermore, effect size had a certain inte
raction with clinical variables, for example ea
rly NSCs therapy (first 24 hours poststroke). 
The NSCs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effective
 outcomes in homologous species. 
Conclusions  Our analysis in the preclinical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transplanted NSC
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outcomes (both func
tional and structural outcome) in ischemic str
oke. It is suggested that future preclinical ani
mal model studies of stroke should improve 
study quality validity and reduce potentially c
onfounded publication bias.  
 
 
PO-2994 
DNA hypomethylation of CD133 promoter
 is associated with recurrent glioma 

 
Shi Jinlo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26001 
 

Gliomas are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intrins
ic brain tumor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
n adults, and are highly aggressive and inse
nsitive to treatment. Current treatment strate
gies have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long-ter
m survival of patients and elapse is inevitabl
e.Brain tumor stem cells (BTSCs) are hypoth
esized to initiate tumor growth and recurrenc
e. The stem cell surface antigen cluster of dif
ferentiation (CD)133 is a marker used to ide
ntify and isolate BTSCs. Recent evidence su
ggests that DNA methylation of promoters 2 
(P2) plays a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CD133 
expression.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P
2 methylation and gene expression of CD13
3 in pairs of primary and recurrent human gli
oma specimens from 24 patient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s of CD133 
associated with glioma recurrence. 
 
 
PO-2995 
Facial-hypoglossal end-to-side neurorrha
phy: exploration of the source of axonal s
prouting 

 
Liao Chenlong,Zhang Wenchuan,Zhong Wenxiang,
Liu Pengfei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Objectiv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nd-to-
side (ETS) neurorrhaphy is under debate par
tly due to a lack of consensus on the source 

of axonal sprouting. A thorough understandi
ng of the origin of sprouting axons and the ro
le played by axonal transection in ETS neuro
rrhaphy may renew operational concepts an
d improve surgical outcomes. This study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origin of sprouting 
axons in ETS neurorrhaphy, and the efficacy
 of ETS neurorrhaphy was compared with en
d-to-side (ETE) neurorrhaphy.  
Methods  Twenty-four rats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sham operation, facial-hypoglossa
l ETS and end-to-end (ETE) neurorrhaphy. E
lectrophysiological tests were employed to d
etect the evoked compound muscle action p
otentials (CMAP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the latencies and maximal amplitudes of the
 CMAPs recorded were compared to provide
 clues in exploring the source of axonal spro
uting. Fluorescence retrograde tracing studie
s, hematoxylin and eosin (HE) staining and i
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of growth-ass
ociated protein 43 (GAP-43) were performed.
 The number and the diameter of myelinated
 axons proximal and distal to the coaptation 
sites were measured.  
Results  Electrophysiological tests  In test 1,
 reinnervation of whisker pad muscles by hy
poglossal nerves in both the ETS and ETE g
roups were confirmed via electrophysiologic
al study 12 weeks after surgeries. In test 2, t
he CMAPs of both the lingual muscles and w
hisker pad muscles could be recorded when 
the stimulating electrode was placed on the f
ollowing 3 sites: the proximal and distal sites
 of hypoglossal nerve, and the distal site of f
acial nerve (3 mm distal to the coaptation sit
e). The CMAPs of the lingual muscles could 
barely be detected when the stimulating elec
trode was placed on the more distal site (5 m
m distal to the coaptation site) of the facial n
erve. However, as the stimulating electrode 
on the facial nerves was moved toward to th
e coaptation site, the CMAPs recorded from 
the lingual muscles became detectable albeit
 at lower amplitudes. Both the maximal ampli
tudes of the lingual CMAPs recorded upon st
imulation of the proximal (6.31±0.90 mV, P=
0.007) and distal (6.69±0.41 mV, P<0.01) sit
es of hypoglossal nerves were significantly h
igher than those recorded upon the stimulati
on of the distal sites of (3 mm distal to the co
aptation site) facial nerve (4.92±0.62 mV). W
hen the stimulating electrode was placed on 
the distal site of hypoglossal nerve, the maxi
mal amplitudes of the whisker pad CMAP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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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6 mV)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
se recorded upon stimulation of the proximal
 site of hypoglossal nerve (0.75±0.16 mV, P
<0.01), the distal (0.80±0.08 mV, P<0.01) an
d more distal sites of (0.84±0.12 mV, P<0.01)
 sites of the facial nerve. 

Morphometry：Number of myelinated axon

s  The number of myelinated axons distal to t
he ETE coaptation site in the facial nerve (31
30.00±274.16) was more than those in the c
ontralateral side (2443.38±83.20, P<0.01), c
ontrol group (2478.50±77.59, P=0.004) and 
ETS group (2535.00±124.07, P<0.01). 
In the hypoglossal nerve, the numbers of my
elinated axons proximal to both the ETE (22
76.25±162.40) and ETS (2387.75±143.45) c
oaptation sit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alateral side (1908.25±103.30, P<0.01; 
1961.38±77.47, P<0.01) and the control gro
up (1921.00±63.80, P=0.008, P=0.004). A hi
gher number of myelinated axons were foun
d proximal to the ETS coaptation site compa
red with sections that were distal to the ETS 
(1997.88±128.84, P<0.01) coaptation site. 
Morphometry: Diameter of myelinated axons 
In the facial nerves, the diameters of the my
elinated axons distal to the ETE (3.06±0.39 
μm) and ETS (2.71±0.54 μm) coaptation site
s were small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
p (6.33±0.68μm, P=0.004, P=0.004) and the 
contralateral sides (6.29±0.64μm, P<0.01, 5.
99±0.68μm, P<0.01). Distal to the ETE coapt
ation site, the diameter of the myelinated axo
ns in the facial nerves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
tly from that of those distal to the ETS neuror
rhaphy (P=0.105). In the hypoglossal nerve, 
the diameters of the myelinated axons proxi
mal to the ETE coaptation site (5.23±0.35μm,
 P=0.007, P=0.004) as well as proximal (4.6
3±0.37 μm, P<0.01, P=0.004) and distal (4.5
8±0.28μm, P<0.01, P=0.004) to the ETS coa
ptation site were smaller than the diameters 
of those on the contralateral side (6.29±0.68
μm, 6.26±0.60μm) and in the control grou
p (6.24±0.39 μm).  
Histology of the coaptation site  With a sche
matic diagram, a representative photomicrog
raph of an HE-stained ETS neurorrhaphy tha
t was also immunolabeled for GAP-43 is sho
wn. The photomicrograph illustrates that ner
ve fibers crossed the coaptation site into the 
facial acceptor nerve from locations both pro
ximal and distal to the hypoglossal donor ner
ve. Positive GAP-43 staining indicates a stat
e of ongoing regeneration following the ETS 

neurorrhaphy. In the ETE group, the fibers w
ere not positive for GAP-43, indicating that th
e nerves were no longer in an activated rege
nerating state after 12 weeks.  
Retrograde neuronal tracing FB/Dil–double-l
abeled neurons were found within the hypogl
ossal nuclear areas in the ETS neurorrhaph
y group, indicating collateral sprouting from t
he hypoglossal donor nerves into the facial r
eceptor nerves. FB-labeled neurons were ob
served within the hypoglossal nucleus in all 
8 rats in the ETE neurorrhaphy group, demo
nstrating that regenerating axons repopulate
d across the ETE coaptation sites into the fa
cial nerve.  
Conclusion  Both spontaneous collateral sp
routing and regenerative sprouting of axons 
coexisted following ETS neurorrhaphy, whic
h represent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perip
heral nerve reconstruction. 
 
 
PO-2996 

视神经腔室效应：颅内压与视神经蛛网膜下

腔压力之间的关系 

 
侯若武 1 王宁利 2 张亚卓 3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2.北京市眼科研究所 

3.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颅内压与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压力之

间的关系，明确低颅压降低导致视神经损害

的可能机制。 

方法  8 条比格犬在麻醉状态下，分别把测压

探头植入到左侧侧脑室、左眼视神经蛛网膜

下腔、左眼前房和腰大池，同时测量颅内

压、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压力、眼内压和腰大

池脑脊液压力。通过侧脑室外引流逐渐梯度

降低颅内压，同时监测上述压力的变化。 

结果  在正常状态下，颅内压大于腰大池压力 

而腰大池压力大于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压力，

但这三个压力彼此相关（P<0.001）。跨筛板

压力差在眼内压减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压力时

最大，次之为眼内压减腰大池压力，最小的

是眼内压减颅内压（P<0.001）。在脑脊液逐

渐引流过程中颅内压呈梯度下降，颅内压与

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压力关系曲线呈现为颅内

压依赖区、分界点和颅内压非依赖区三部

分。 

结论  颅内压与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压力在颅内 

压依赖区呈线性相关，当颅内压降低到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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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下进入到颅内压非依赖区，颅内压与视

神经蛛网膜下腔压力之间不在呈现线性相

关，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压力保持相对稳定的

压力值。此时，脑脊液无法从颅内蛛网膜下

腔流入到视神经蛛网膜下腔，从而导致“腔室

效应”的产生和视神经损伤。 

 
 
PO-2997 

阿曼托双黄酮对癫痫大鼠空间记忆能力的影

响 

 
张震 1,2 孙涛 1,2 王峰 1,2 吴楠 1,2 王连坤 1,2 

1.宁夏医科大学 

2.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观察阿曼托双黄酮灌胃处理对匹罗卡品

诱导的癫痫大鼠空间记忆能力的影响。 

方法  1．动物选择与分组：SPF 级雄性 SD

大鼠，5—6 周龄，体质量 280～320g，随机

分为 5 组：双黄酮预处理组（AF 组）、双黄

酮治疗组（AT 组）、丙戊酸钠治疗组（VPA

组）、癫痫组（EP 组）、空白对照组（Cont

rol 组）。2．建立匹罗卡品大鼠癫痫模型：实

验前一天氯化锂（3mEq/kg, ip）预处理；实

验当天给予匹罗卡品（30mg/kg, ip），匹罗

卡品处理前 30min 给予阿托品（1mg/kg, i

p）。发作强度按 Racine 分级达到Ⅳ或Ⅴ级

为致痫成功。3. 药物干预：AF 组于匹罗卡品

注射前连续 5d 给予 AF 25 mg/kg，q.d.灌

胃；AT 组和 VPA 组于匹罗卡品注射后 1h 分

别给予 AF 25mg/kg 和 VPA 20mg/kg 灌胃，

癫痫持续状态(SE)后继续给药；EP 组和 Con

trol 组于相同时间点分别给予等量生理盐水灌

胃。SE 2h 后，地西泮终止发作。4.空间记忆

行为学的测试：实验采用一种最新的检测动

物认知功能的监测系统 IntelliCage（NewBeh

avior, TSE, 德国）。它能够自动记录动物自

发行为和空间学习能力，通过设定不同实验

程序，可以自动监测大鼠自发探索、空间辨

别和一系列逆转学习等能力。在大鼠颈部皮

下埋植感应芯片，术后恢复 1 周，将大鼠移

至 IntelliCages，混合饲养。适应阶段：自由

探索、熟悉环境 5 天。所有门都能被打开，

并可从任何水瓶中饮水。鼻戳适应阶段：共 2

天，关闭所有门，大鼠必须用鼻子主动碰触

感应器才能开门饮水。位置学习阶段Ⅰ-Ⅳ：

每阶段 7 天，分别将角落 1-4 编程为“正确”。

全部大鼠能鼻戳全部角落，但仅当鼻戳“正确”

角落，门才能被打开并饮水。通过计算大鼠

失误率测量位置学习能力。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重复测

量数据的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AF 组大鼠的空间记忆能力与 EP 组相比

明显得到改善(P<0.05)，EP 组在模型制备后

出现空间记忆能力损伤(P<0.05)，AT 组和 V

PA 组对此无明显改善(P>0.05)。 

结论  阿曼托双黄酮预处理能够有效改善匹罗

卡品癫痫大鼠空间记忆能力的损伤。 

 
 
PO-2998 

丹红注射液抑制 SD 大鼠雪旺氏细胞凋亡和

促进 BDNF 分泌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 

 
杨文强 于炎冰 张黎 

中日友好医院 10194968 

 

目的  探讨丹红注射液（DH）抑制 SD 大鼠雪

旺氏细胞的（Schwann cell，SC）凋亡和促

进 SC 分泌脑源性神经因子（brain-derived n

eurotrophic factor, BDNF）的作用机制。 

方法  将 SD 大鼠周围神经 SC 进行抑制凋亡

实验和测定 SC 分泌的 BDNF mRNA 的实时

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RT-PC

R ）实验。凋亡实验中将 SC 分成正常对照

组、加入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1000m

g/ml）组、5%DH+ AGEs 组，培养 48h 后将

SC 细胞数进行 SPSS 统计分析；RT-PCR 实

验中 SC 加入 DH、PKC 的抑制剂 Calphostin

 C 0.1 μM、PI3K 的阻滞剂 LY294002 10μM

和 PKA 的阻滞剂 H89 10 μM、MEK 的抑制

剂 U0126 5μM、ERK 的抑制剂 FR180204 5

00nM 以及 p38 的抑制剂 SB203580 10μM，

1h 后加入 DH， 24h 后提取 BDNF mRNA 进 

行 RT-PCR 检测。  

结果  1、AGEs 组 SC 数量较对照组明显减少

（P<0.05）, DH+ AGEs 组较 AGEs 组 SC 数

量明显增加（P<0.01）。2、DH 组较对照组

SC 分泌 BDNF 的含量明显增高(P<0.01)。

3、与对照组相比 DH+Calphostin C 组 BDNF

 mRNA 表达量明显减少(P<0.01) ，而 DH+L

Y294002、DH+H89 组无明显变化（P>0.0

5）。4、DH+U0126、 DH+ FR180204、 D

H+SB203580 三组 BDNF mRNA 的表达量较 

对照组均明显减少(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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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DH 可有效抑制 AGEs 导致的 SC 的凋

亡；明显提高 SC 分泌 BDNF 的含量；DH-P

KC-EK-ERK-p38 通路促进 SC 分泌 BDNF 可

能的信号传导通路。 

 
 
PO-2999 

不同范围的跗管减压术对糖尿病大鼠胫后神

经病变的影响研究 

 
张黎 于炎冰 杨文强 梁剑峰 李放 刘江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探讨不同范围的跗管减压术对糖尿病大

鼠周围神经病变(DPN)的影响。  

方法  采用 STZ 腹腔注射制备糖尿病大鼠模

型，继续饲养 8 周后，随机将造模成功的 DP

N 大鼠分为模型对照组(I)、跗管常规减压组(I

I)、跗管扩大减压组(III)。手术后 24 周，对比

不同手术方式对 DPN 大鼠足迹步态参数、胫

后神经传导速度、神经病理形态的影响并进

行分析。  

结果  (1)足迹步态参数：与 I 组相比，II 组和 I

II 组 PL(后足跟至前足趾之间的距离，print le

ngth)、TS(第一足趾至第五足趾间的距离，to

e spread)、ITS(第二足趾至第四足趾间的距

离，intermediate toe spread)均有改善，差异

存在统计学显著性意义(P<0.05)；与 II 组相

比，III 组 PL、TS 和 ITS 均明显改善，差异

有统计学显著性意义(P<0.05)。(2)神经传导

速度：与 I 组相比，II 组和 III 组的胫后神经传

导速度增快，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意义(P<0.

05)；III 组对比 II 组，胫后神经传导速度增

快，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意义(P<0.05)。(3)

病理学检查：与 I 组相比，II 组大鼠胫后神经

髓鞘肿胀、节段性脱失，轴索萎缩的现象有

所改善；与 II 组对比，III 组胫后神经髓鞘肿

胀较轻，轴索萎缩、消失的现象减少。  

结论  跗管扩大减压术可以有效改善糖尿病大

鼠的胫后神经周围神经病变，其作用优于常

规神经减压术。 

 
 
PO-3000 

REST 显著调节基因对选择神经母细胞瘤敏

感性药物的作用研究 

 
梁剑锋 张黎 于炎冰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神经母细胞瘤是小儿最常见的颅外神经

系统肿瘤，其肿瘤异质性强，有待研发适宜

个体差异的治疗药物。神经元限制性沉默因

子(REST)在神经母细胞瘤中的作用尚未明

确，本研究探讨根据 REST 显著调节基因的

表达量选择神经母细胞瘤敏感性药物的方

法。  

方法  神经母细胞瘤细胞株的基因表达信息和

药物敏感性数据从 Genomics of Drug Sensiti

vity in Cancer 数据库获得，应用生物信息学

技术分析 REST 显著调节基因的表达量和 IC

50 的关系。 

结果  29 种神经母细胞瘤细胞株可根据 REST

显著调节基因的表达量（REST score）进行

分类，Bryostatin.1 和 NVP.BEZ235 对 REST

 score 高的神经母细胞瘤细胞株作用效果明

显，而 ABT.263 和 Sunitinib 对 REST score

低的神经母细胞瘤细胞株作用明显。 

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可以根据 REST 显著调

节基因的表达量的不同选择对神经母细胞瘤

敏感的化疗药物，为神经母细胞瘤的个体化

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PO-3001 

周围神经减压术联合丹红注射液治疗痛性糖

尿病下肢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研究 

 
杨文强 于炎冰 张黎 徐晓利 任鸿翔 刘江 刘红举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探讨周围神经显微减压术联合丹红注射

液治疗痛性糖尿病性下肢周围神经病变的临

床疗效。  

方法  28 例接受周围神经减压术治疗的痛性糖

尿病性下肢周围神经病变患者，分为实验组

与对照组，均行腓总神经、腓深神经、胫后

神经主干及其分支显微减压术，术后实验组

应用丹红注射液实验，对照组应用甲钴胺治

疗，观察两组疗效差异。  

结果  对照组患者获得 50%以上和 30%以上

疼痛缓解率者分别占 47.0%和 64.7%，实验

组为 72.2%和 94.4%；实验组腓总、胫后神

经感觉传导速度改善 5m/s 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72.2%和 83.3%，优于对照组 47.1%和 70.

6%；TCSS 评分改善实验组（ 6.71±1.98）

同样优于对照组（4.93±2.50）。 

结论  周围神经显微减压术是治疗痛性糖尿病

性周围神经病变的有效方法，术后辅以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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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液可获得更佳疗效。 

 
 
PO-3002 
Glioma initiating cells contribute to malig
nant transformation  of host gilal cells du
ring tumor tissue remodeling possibly via
 PDGF signaling 

 
Chen Yanming,Dong Jun,Lan Qing,Huang Qiang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205410 

 

Introduction  Glioma initiating cells (GICs) p
lay important roles in tumor initiation and pro
gression. However, interactions between tu
mor cells and host cells of local tumor micro
environment kept largely unknown. Besides 
GICs and their progeny cells, whether adjac
ent normal glial cells contribute to tumorigen
esis during glioma tissue remodeling deserv
e further investigation. 
Methods  Red fluorescence protein (RFP) g
ene was stably transfected into human GIC
s cells lines SU3 and U87, then were transpl
anted intracerebrally into athymic nude mice 
with whole-body 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GFP) expressi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ICs and host cells in vivo were observed d
uring tissue remodeling processes initiated b
y hGICs.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o
st glial cells with high proliferation capability 
cloned from the xenograft were further assay
ed. 
Results  In SU3 initiated dual-fluorescence x
enograft gliomal model, part of host cells clo
ned from the intracerebral tumors were foun
d acquiring the capability of unlimited prolifer
ation. PCR and FIS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
alignant transformed cells were derived from
 host cells, cell surface marker analysis sho
wed these cells expressed murine oligodend
rocyte specific marker CNP, and oligodendro
cyte progenitor cells (OPCs) specific marker
s PDGFR-αand NG2. Chromosomal analysis
 showed these cells were super tetraploid. In
 vivo studies showed they behaved high inva
siveness activity and nearly 100% tumorigen
ic ratio. Compared with SU3 cells with higher
 PDGF-B expression, GICs derived from U8
7 cells with low level of PDGF-B expression, 
failed to induce host cell transformation. 
Conclusions  Primary high invasive GICs S
U3 contribute to transformation of adjacent n
ormal host glial cells in local tumor microenvi
ronment possibly via PDGF/PDGFR signalin

g activation, which deserved further investig
ation. 
 
 
PO-3003 

氢气饱和生理盐水对大鼠蛛网膜下腔出血后

脑血管痉挛的实验研究 

 
刘灵慧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510630 

 

目的  探讨氢气饱和生理盐水（Hydrogen sat

urated saline, HS）对脑血管痉挛缓解作用的

时间窗及对脑功能的保护作用。 

方法  55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三组：氢气饱和

生理盐水（HS）治疗组（n=25）、生理盐水

（NS）治疗组（n=25）、正常(Normal)对照

组（n=5）。前两组又进一步分为 1d 组、2d

组、3d 组、5d 组、7d 组(每小组 5 只)。于建

模成功后第 1d、第 2d、第 3d、第 5d、第 7d

处死动物，脑组织切片后行 HE 染色及尼氏染

色。采用两样本 t 检验方法分析大鼠神经功能

评分及基底动脉（近、中、远端）直径和厚

度变化，同时观察海马区神经元形态及数量

的改变。 

结果  HS 治疗组与生理盐水治疗组比较，能

明显提高神经功能评分（p﹤0.05）；且在第

3d 氢水治疗能明显缓解血管痉挛（p﹤0.0

5），而第 1d、2d、5d、7d 各项数据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海马尼氏染色结果显

示，在第 2d 和 5d HS 治疗组正常神经元数目

明显多于 NS 治疗组，且 NS 治疗组神经元细

胞水肿明显。 

结论  HS 注射能显著改善蛛网膜下腔出血后

早期血管痉挛，对脑血管痉挛高峰期无明显

缓解作用，但是对痉挛高峰期的脑功能有保

护作用。 

 
 
PO-3004 

基于 TBSS 方法的轻度颅脑损伤患者脑网络

的纤维束成像研究 

 
张栋 钱若兵 傅先明 夏春生 李顺利 彭楠 林彬 牛朝诗 

汪业汉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应用功能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技术构建

轻度颅脑损伤患者大脑白质纤维网络，发现

细微结构损伤并探讨其改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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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8 例诊断为轻度颅脑损伤的患者组于伤 

后 3 至 4 周内接受磁共振扫描，获得弥散张

量成像（DTI）的数据，同期招募 18 名资料

匹配的健康人予以相同的磁共振扫描，利用

基于示踪束的空间统计（TBSS）方法通过计

算大脑白质纤维束的部分各向异性分数（F

A）构建纤维束网络骨架，研究轻度颅脑损伤

患者大脑白质纤维束的损伤，探讨其是否存

在异常。   

结果  轻度颅脑损伤患者脑白质纤维束的胼胝

体膝部和体部、双侧前放射冠、左侧丘脑后

辐射（包括视辐射束）和右侧外囊等区域 FA

值降低，且与对照组相比较，患者组未发现 F

A 值明显增高的区域。   

结论   TBSS 方法发现轻度颅脑损伤患者大脑

白质纤维束的细微结构异常，可能与脑震荡

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存在关联。 

 
 
PO-3005 

ABCB1 和 ABCG2 限制多种 EZH2 抑制剂渗

透入脑 

 
张平 1,2 Olaf van Tellingen2 李刚 1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荷兰癌症研究所 

 

目的  EZH2 是新近发现的一个非常有前途的

治疗脑胶质瘤的靶点。然而由于血脑屏障（Bl

ood-brain barrier，BBB）的存在，尤其是内

皮细胞所表达的外排转运蛋白的存在，严重

限制了化疗药物渗透入脑达到有效治疗浓

度。本研究探讨 5 种结构非常相似的 EZH2

特异性抑制剂（EPZ005687，EPZ-6438，U

NC1999，GSK343 和 GSK126）与 BBB 内

皮细胞表达的最主要的两个外排转运蛋白（A

BCB1 和 ABCG2）的相互作用。以期能从中

筛选出 BBB 通透性良好的一种或两种抑制

剂，为进一步利用 EZH2 抑制剂治疗脑胶质 

瘤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  我们首先在体外，利用六个肾脏内皮细

胞系和 Transwell 实验检测了这五种化合物与

人或鼠的 ABCB1 和 ABCG2 的亲和力。接

着，我们从中挑选出有前途及代表性的三种

化合物（EPZ005687，EPZ-6438 和 GSK12

6），利用 ABCB1 或 ABCG2 基因敲除鼠，

进一步在体内筛选及验证它们体内药代动力

学及的渗透入脑能力。 

结果  虽然 GSK126 非常低的膜穿透力导致体 

外实验难以检测其与转运蛋白的亲和力，但

是结合体内实验结果，我们发现所有的 EZH2

抑制剂均可以被 ABCB1 和 ABCG2 转运。在

体内，ABCB1 和 ABCG2 都限制了 EPZ0056

87 和 GSK126 的 BBB 穿透力，而 EPZ-6438

在脑内的累积仅受 ABCB1 限制，并且 ABCB

1 和 ABCG2 特异性抑制剂-依克利达可以完

全抑制其针对 EPZ-6438 的外排作用。另

外，在本实验所用的基因敲除小鼠体内存在

一个未探明的因素，它明显延长了 EPZ0056

87 和 EPZ-6438 在敲除鼠血浆内停留时间，

而这种现象并没有在 GSK126 相关的体内实

验中发生。在 WT 小鼠中，所有组织内 GSK

126 的组织-血浆比低于 EPZ005687 或 EPZ-

6438 的组织-血浆比。此外，GSK126 在 WT

小鼠的口服生物利用度仅为 0.2%，在 Abcb1;

Abcg2 基因敲除小鼠这一数值仅增加至 14.

4％。 

结论  虽然本实验所检测的 EZH2 抑制剂都是

ABCB1 和 ABCG2 的转运底物，这一特性限

制了这些化合物进入脑实质的能力和潜在的

脑胶质瘤治疗效果，但是我们认为 EPZ-6438

是这一系列化合物中最适合用于治疗脑胶质

瘤的 EZH2 抑制剂。而 GSK126 较差的膜渗

透性导致严重限制了其临床有效性。 

 
 
PO-3006 

胶质母细胞瘤 MGMT 启动子甲基化阈值确定

及其临床意义 

 
袁国强 牛亮 王晓清 周旺宁 潘亚文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方法  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GBM)）

患者服用替莫唑胺化疗时会遇到药物耐受的

挑战。在这一过程中，MGMT 启动子甲基化

的改变发挥重要作用。MGMT 启动子区 CpG

甲基化岛甲基化水平可以用来预测 TMZ 对何

种 GBM 患者产生疗效。尽管焦磷酸测序被证

实具有快速准确检测 MGMT 启动子甲基化的

能力，这种方法依然未用于临床常规检测，

主要原因是决定“甲基化”和“未甲基化”的阈值

未达成普遍共识。在本研究中，采用焦磷酸

测序检测 48 例 GBM 患者 MGMT 外显子 1C

pGs76-79 4 个位点，结合受试者工作特征（r

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

计算 ROC 曲线下面积（the area under the R

OC, AUC）和理想阈值，进而确定 MGMT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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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子甲基化理想阈值。同时，分析 CpGs76-7

9 平均甲基化水平是否可以用来评价 GBM 患

者预后。 

结果  ROC 分析结果显示理想阈值为 10.5%

（敏感度：52.2%；特异性：66.7%）。根据

这一阈值，在 48 例 GBM 患者中，甲基化比

率为 66.7%。CpGs76-79 平均甲基化水平与

患者总生存期存在相关性，MGMT 启动子甲

基化的 GBM 患者比未甲基化的患者成存期长

(log-rank test, P=0.017)。 

结论  ROC 曲线是一个可靠的办法，决定 MG

MT 启动子甲基化，焦磷酸测序检测的 MGM

T 启动子甲基化水平可以用来评价患者预后。 

 
 
PO-3007 

基于 VBM 方法的轻度创伤性脑损伤患者脑网

络研究 

 
钱若兵 傅先明 张栋 夏春生 李顺利 彭楠 林彬 牛朝诗 

汪业汉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应用功能磁共振影像技术，探讨轻度创

伤性脑损伤（mTBI）患者大脑灰质体积的变

化及其意义。 

方法  23 例出现脑震荡综合征临床表现的轻度

创伤性脑损伤患者，伤后 4 周左右接受高分

辨率 T1 像磁共振扫描，同时对 25 名资料匹

配的健康人予以相同的磁共振采集，采用基

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VBM）方法构建大脑

结构网络并计算大脑灰质体积的异常变化，

研究脑震荡综合征患者灰质皮层的变化。  

结果  轻度创伤性脑损伤患者脑灰质体积减小

的区域主要位于：左侧额下回、左侧颞下

回、左侧罗兰氏岛盖区、左侧壳核和右侧额

直回。  

结论  VBM 中脑震荡综合征患者大脑灰质体

积的细微变化，可能与脑震荡综合征的临床 

表现存在关联。 

 
 
PO-3008 

基于静息态 fMRI 功能连接方法的轻度创伤性

脑损伤患者的脑网络研究 

 
张栋 钱若兵 傅先明 夏春生 李顺利 彭楠 林彬 牛朝诗 

汪业汉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采用多模态功能磁共振神经影像技术，

应用静息态 fMRI 功能连接的分析方法，探讨

脑震荡综合征患者大脑功能连接的变化及其

意义。  

方法  对 23 例轻度创伤性脑损伤组成患者组

和 25 例资料匹配的健康人组成的对照组予以

高分辨率 T1 磁共振和静息态 fMRI 序列扫

描，基于前期的 VBM 研究结果，分别以灰质

体积减小的区域为感兴趣区（ROI）进行与全

脑的功能连接分析。  

结果  轻度创伤性脑损伤患者大脑灰质体积减

小部位与全脑的功能连接均发生了异常变

化，范围涉及多个脑区。  

结论  轻度创伤性脑损伤患者大脑功能和结构

网络的异常变化，可能与脑震荡综合征的临

床表现存在关联。 

 
 
PO-3009 

脑震荡后记忆障碍患者楔前叶与各认知功能

脑区功能连接改变研究 

 
夏春生 钱若兵 傅先明 张栋 彭楠 李顺利 林彬 牛朝诗 

汪业汉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基于静息态 f-MRI 探讨脑震荡后综合征

（PCS）伴记忆障碍患者楔前叶与各认知功

能脑区功能连接改变及其意义。 

方法  PCS 伴记忆障碍患者及健康对照（H

C）者各 16 例，采集并处理静息态 f-MRI 数

据，分别选取双侧楔前叶内部靠近顶额联合

区、中扣带回、后扣带回及顶枕联合区的 5

个不同位置为核心，半径为 5mm 的球形种子

点（Seeds），与全脑做功能连接计算，并将

结果做相应统计学检验，从而得到左右各 5

个 Seeds 与全脑功能连接有改变的脑区。 

结果  分别以左右侧楔前叶 5 个球形区域为 S

eeds 分析发现 PCS 组与 HC 组被试各个 See

ds 分别与各自相邻近功能脑区功能连接呈正

性连接状态(P<0.05)。在两组数据统计比较

后，PCS 组左 Seeds1:与顶额联合区、前额

叶功能连接增强，且体素值较大，与颞叶中

回功能连接减弱；右 Seeds1:结果与左侧基

本一致。 左 Seeds2:与中扣带回及后扣带回

前部功能连接增强，与额叶及枕叶相关脑区

功能连接减弱；左 Seeds2:与中扣带回后部

功能连接增强。左 Seeds3 与 Seeds4:两个种

子点与其相邻后扣带回呈明显功能连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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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未见明显减弱脑区；右 Seeds3 与 See

ds4:结果与左侧无明显差异。 左 Seeds5:两

组数据比较该种子点与顶枕联合区功能连接

状态无明显改变；右 Seeds5:结果与左侧基

本一致。 (P<0.05)。  

结论  静息状态下 PCS 患者楔前叶前部、中

下部分别与顶额联合区和中后扣带回功能连

接增强，是外伤后各种认知信息在楔前叶内

部加工整合效应增强的现象，可能是记忆障

碍的代偿效应之一；楔前叶后部与紧邻枕叶

皮质功能连接未见明显变化，表明视觉相关

信息可能和外伤后记忆障碍关联性不显著。 

 
 
PO-3010 

应用细胞应力加载系统建立 HT-22 细胞损伤

模型 

 
于泽奇 衣泰龙 涂悦 杨小飒 徐忠伟 程世翔 张赛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

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

00162 
 

目的  应用细胞应力加载系统建立 HT-22 细胞

损伤模型。 

方法  采用 Bioflex 细胞培养板体外培养 HT-2

2 细胞，待细胞融合度达 90%后，应用细胞

应力加载系统（FX-5000TFL，美国 Flexcell

公司）进行牵张损伤（形变率 13.4%、频率 5

Hz）。分别用激光全息显微镜和全自动酶标

仪检测损伤 6、12、24 

h 后细胞数量、形态、平均面积以及乳酸脱氢

酶释放量的变化，同时采用台盼蓝染色法、C

ountess 细胞计数仪和流式细胞术测定细胞存

活率和细胞周期改变，用于评估细胞损伤程

度。 

结果  激光全息显微镜动态监测显示，随着损

伤时间的延长，HT-22 细胞数量减少、平均

面积缩小，细胞不规则聚团增加，尤以 6h 后

损伤程度最重，而 12h 和 24h 有所恢复；损

伤后 6h 细胞上清液中乳酸脱氢酶含量增高，

而损伤 12h 和 24h 后有所降低；Countess 细

胞计仪检测，损伤后细胞存活率较对照组下

降，其中损伤后 6h 细胞存活率最低，12h 和

24h 较其有所恢复；流式细胞术检测表明，损

伤后 6h 较对照组 Sub-G1 峰显著增高，G1

峰显著降低，12h、24h 较 6h Sub-G1 峰有所

下降，G1 峰有所升高，提示 6h 细胞损伤程

度最重。 

结论  应用细胞应力加载系统建立的 HT-22 体 

外细胞损伤模型重复性好、操作简便，适于

模拟颅脑创伤体外神经细胞机械性损伤的研

究。 

 
 
PO-3011 

RIPK3/NF-κB/HIF-1α 为轴的信号通路引发细

胞损伤后的继发性损伤 

 
衣泰龙 涂悦 廖吉连 程世翔 张赛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

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

00162 
 

目的  探讨 SH-SY5Y 细胞损伤后继发性损伤

的分子机制。 

方法  将 SH-SY5Y 接种于 BioFlex 六孔板，

培养 24 h 后，应用 CIC II 型细胞损伤控制器

进行打击建立细胞损伤模型。损伤后 12 h

后，对细胞进行转录组学测序，并通过 RT-P

CR、数字化 PCR 和 Western Blot 验证。 

结果  细胞损伤 12 h 后，与损伤修复相关的

信号通路发生显著变化。通过生物信息分析

我们发现了以 RIPK3/NF-κB/HIF-1α 为轴的信

号通路：细胞损伤后，RIPK3 被激活，活化

的 RIPK3 通过抑制 NF-κB 的活性降低了 HIF-

1α 的表达，最终导致 HIF-1α 转录调控的 EP

O、VEGF 等基因的下调，进一步加剧了细胞

损伤。 

结论  RIPK3/NF-κB/HIF-1α 为轴的信号通路

是引发细胞损伤后继发性损伤的重要因素。 

 
 
PO-3012 

RIPK3 蛋白对 SH-SY5Y 细胞损伤-修复相关

基因表达的调节作用 

 
张国禄 衣泰龙 程世翔 张赛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

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

00162 
 

目的  本实验采用 SH-SY5Y 细胞作为主要研

究对象，通过上调细胞内 RIPK3 分子表达水

平，检测细胞内损伤-修复相关基因表达变化

情况。 

方法  通过质粒转染构建对照组和实验组细

胞，通过 MTT 与 Westernblot 实验验证外源

性 RIPK3 表达情况，通过 RNA 测序（RNAs

eq）和数字化 PCR（ddPCR）法检测细胞内 

分子表达水平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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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实验组细胞内稳定表达外源性 RIPK3-G

FP 融合蛋白(分子量为 85kDa)。MTT 试验

中，实验组细胞增殖活性低于对照组，提示

外源性 RIPK3-GFP 在细胞内具有生物学活

性。将测序结果录入 IPA 进行数据分析获得

了转录水平发生明显改变的信号通路。包

括：HIF1-α 及其相关基因 UBC、VHL、TCE

B1、VEGFA；ZFP36 及其相关基因 VEGF、

DCP2、BDNF、TNF；mTOR 及其相关基因

SREBP、S6K、Eif4B、eEF2K、ULK。ddP

CR 结果采用 ddPCR 检测信号通路中核心信

号分子：HIF1-α、ZFP36 以及 mTOR 表达水

平的变化情况。结果提示三种信号分子表达

水平的改变趋势与 RNAseq 结果基本一致。 

结论  本论文对 RIPK3 表达水平发生上调后 S

H-SY5Y 细胞内基因转录情况进行的检测及分

析，初步确认了 RIPK3 下游可能存在的效应

信号通路，为我们进一步研究 RIPK3 在神经

系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机制确定了方

向。 

 
 
PO-3013 

转录因子 ZFP580 调控活性依赖的神经保护

蛋白 ADNP 的相关机制研究 

 
张磊 孙世中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

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

00162 
 

目的  研究转录因子 ZFP580 调控活性依赖的

神经保护蛋白 ADNP 的相关机制。 

方法  对大鼠星型胶质细胞分别给予 0ng/ml、

0.1ng/ml、1ng/ml、10ng/ml 的 TGF-β1 及 S

B431542 刺激 6h 后，收集细胞，利用 RT-P

CR 及 Westernblot 方法检测不同浓度 TGF-β

1 及 SB431542 对 ZFP580 和 ADNP 表达的

影响。③对大鼠星型胶质细胞分别给予 0h、

0.5h、2h、4h、8h、12h 的相同浓度的 TGF-

β1 及 SB431542 刺激，利用 RT-PCR、West

ernblot 方法检测 TGF-β1 及 SB431542 诱导

对 ADNP 和 ZFP580 表达的影响。⑥对大鼠

星型胶质细胞分别转染携带 ZFP580 小干扰

RNA 慢病毒载体（Lenti-RNAi-ZFP580）和

携带绿色荧光的慢病毒空载体（Lenti -GF

P），利用荧光显微镜观察转染效率，收集细

胞后利用 RT-PCR 和 Westen-blot 技术检测

ADNP 和 ZFP580 的表达变化。 

结果  TGF-β1 刺激大鼠星型胶质细胞中 ADN

P 与 ZFP580 的表达，呈时间、剂量依赖

性；SB431542 阻滞大鼠星型胶质细胞中 AD

NP 与 ZFP580 的表达，呈时间、剂量依赖

性；转染 Lenti-RNAi-ZFP580 和 Lenti-GFP

的大鼠星型胶质细胞，在 mRNA 和蛋白水平

ADNP 与 ZFP580 的变化趋势一致。 

结论  转录因子 ZFP580 在调节神经胶质细胞

分泌 ADNP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作用机制

可能通过活化 TGF-β1/ALK5/Smad2/3 通

路。 

 
 
PO-3014 
An Integrated mRNAseq and microRNAse
q data analysis for glioma Prognosis 

 
Dai Junqiang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730030 

 

Objectiv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classification distinguishes four grad
es for gliomas. The grade III gliomas, as a br
ain malignant brain tumors with variable biol
ogical behavior and propensity has been not 
widely investigated.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
dy is to identify a molecular signature for gra
de III gliomas prognosis. 
Material and Methods  The clinical and mR
NAseq and miRNAseq data for 83 patients w
ith III grade glioma was downloaded from LG
G cohort. The correspondent normal cohort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5 TCGA GBM norm
al control patients. We used the TCGA-Asse
mbler download level-3 RNASeqV2 gene ex
pression data, miRNA-seq data of samples a
nd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those patients. The
n we selected the raw_count mRNAseq data
 of 83 III grade glioma patient and raw_read 
miRNA data of 5 GBM control normal patient
s.Compared the normal group with grade III 
gliomas, we used the “DESeq” package in R 
software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 expressed g
enes and miRNAs. We deleted expressed d
ata close to zero, and selected round numbe
rs of all array. With foldChange=1,padj=0.05,
 we found the all different expressed genes. 
Then we identifi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t ex
pressed mRNAs and miRNAs with log2Fold
Chang>foldChange. The WGCNA was empl
oyed to find the co-expression modules. WG
CNA is implemented in the Bioconductor pac
kage ("http://bioconductor.org/biocLit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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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19918 genes are clustered into five modu
les, as is showed in the (figure 1). In addition,
 we build the co -expression network of differ
ent expressed genes by the weight gene co-
expression network analysis and visualized 
with Cytoscape software (figure 2). As is sho
wed in the network, SLC12A5, MAL2, VSNL
1, A2BP1, EPB49, SULT4A1, TMEM130, AD
AM11, SNAP25, C1orf115, DNM1, SYT1 are
 on the central of regulatory network. We can
 hypothesize that those genes are the hub g
enes of high grade LGG pathological proces
s.  
Results  2029 mRNAs and 51 miRNAs were
 confirmed by “DESeq” package in R. We sh
ow the some of mRNAs that |log2foldchange
|>4 and miRNAs with |log2foldchange|>2 in t
able1 and table2. Used the “clusterProfiler” p
ackage of Bioconductor, the function of the g
enes were annotated by gene ontology (GO)
 and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
omes (KEGG). We display the top 10 GO bio
logical process (table 3), either KEGG (table 
4). The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combin
ed many nervous system physiologic proces
ses. Besides, the KEGG enrich the MAPK si
gnaling pathway (figure 3, P<0.01, count=4
7). Finally, combining the clinical data of thos
e patients in TCGA, we established the life c
urves of those patients with those hub genes
 or some different expressed genes. C1orf11
5, CACS5, CDC45, DLL3, EPR1, HOXD9, KI
F20, KIF4A, KIF14, KLK7, MELK, NCAPG, P
BK, RASL1, SGOL1, SNAP25, SULT4A1, T
MEM130, TSHR, VEPH1 intensively related i
n clinical survival time (figure 4,P<0.05). We 
also believe some genes may related with L
GG patients’ prognosis (0.05<p<0.1), such a
s A2BP, AURKB, CRHR2, HIPK4, HJURP, 
MIK67, MYBL2, RRM2, SPARC, TOP2A, VS
NL1. 
Conclusion  Malignant gliomas are the most
 common and lethal primary intracranial tum
ors, such as anaplastic astrocytoma, anapla
stic oligodendroglioma, glioblastoma. Until s
o far, many efforts to be made to identify the 
key regulation genes or molecules in those 
malignant tumors. However, to our knowledg
e, few studies have been made to grade III g
liomas prognosis, and no reliable biomarkers
 for the detection and risk stratification of glio
mas have been identified. Recently, we dem
onstrated the different expressed genes in gr
ade III gliomas. Besides, we find the hub gen
es and build the co-expressed network by W

GCNA. By the system biostatistics analysis, 
we may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 way to fi
nd the mechanisms of LGG tumorigenesis. 
Our result may predict that, first step in the gl
ioma deterioration process, the downregulat
ed genes play a vital character, besides som
e of those mRNAs have intensively related t
he clinical prognosis. 
 
 
PO-3015 

人参果总皂苷对失眠症的临床疗效研究 

 
张余 赵永青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

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

00162 
 

目的  评价人参果总皂苷治疗失眠症患者的临

床疗效，为人参果总皂苷在失眠症患者的临

床应用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60 原发性失眠症患者，随机分为

两组，单纯人参果总皂苷治疗组(R，30 例)，

人参果总皂苷治疗+基础用药组(RJ，30 例)，

同时选择 30 例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健康成人为

对照组(C 组)。对 90 例患者分别给予 SSR 检

测，同时给予 PSQI、SAS、SDS、生活治疗

量表 SF-36、MMSE 测评。60 例失眠症患者

服用中药振源胶囊(所含成份为人参果总皂

苷)，0.5g，口服，每日 3 次，饭前服用，连

续服用 30 天。治疗 30 天，失眠症患者复

诊，再次进行 SSR 检测及 5 个量表的测评，

记录两次数值和评分，行统计学分析比较。 

结果  治疗前，60 例失眠症患者 SSR 异常率

为 90%，30 例对照组(C 组)健康成人的 SSR

异常率为 11.7%，治疗 30 天 60 例失眠症患

者的 SSR 总的异常率为 63.3%，其中潜伏期

较前缩短，波幅较前增高；失眠症患者 PSQI

评分、SAS 评分、SDS 评分治疗 30 天后与

治疗前比较均降低；SF-36 评分治疗 30 天后

与治疗前比较增高；MMSE 评分治疗前后无

明显变化。 

结论  人参果总皂苷对失眠症患者睡眠效率、

睡眠质量、自主神经功能的异常、焦虑抑郁

情绪、生活质量有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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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016 

帕金森病模型中丹酚酸 B 的 Nrf2 依赖性神经

保护作用研究 

 
周杰 屈晓东 荔志云 季玮 刘奇 马义辉 贺敎江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丹酚酸 B（SalB）对帕金森病（P

D）病理模型的潜在神经保护作用及其可能机

制。 

方法  对原代培养的神经元细胞、小胶质细胞

和星形胶质细胞施加脂多糖（LPS）和 1-甲

基-4-苯吡啶（MPP+）处理因素构建体外帕

金森病细胞模型，Western blot 分析； 小干

扰 RNA（siRNA）对 Nrf2 表达进行干扰；M

PTP 诱导帕金森病动物模型；观测丹酚酸 B

对多巴胺能神经元（DA）的影响，对抑制神

经炎性损伤的作用以及对胶质细胞源性神经

元营养因子(GDNF)表达的改变。 

结果  丹酚酸 B 降低了 LPS 和 MPP+导致的

多巴胺神经元毒性损伤，并且这种保护作用

呈剂量依赖性；抑制小胶质细胞释放促炎细

胞因子，并且可以促进胶质细胞对 GDNF 的

表达和释放；Western blot 分析显示 SalB 可

以促使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2（Nrf-2）的表达

和核转移；通过小干扰 RNA （siRNA）对 Nr

f-2 表达进行干扰，可以逆转丹酚酸 B 对 GD

NF 的诱导作用和抗炎作用；在 MPTP 诱导的

帕金森病动物模型中，丹酚酸 B 可以缓解多

巴胺能神经元（DA）的丢失，抑制神经炎性

损伤，增加 GDNF 表达，保护动物的整体功

能。 

结论  丹酚酸 B 在帕金森病病理过程中可以保

护 DA 神经元，这一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 Nrf-

2 介导的抑制小胶质细胞活化释放神经炎症因

子和促进星形胶质细胞 GDNF 释放的双重作

用实现的。 

 
 
PO-3017 

放射外科治疗颅内肿瘤前后肿瘤细胞凋亡的

研究 
 
潘隆盛 1 孙璐 1 张锦明 2 凌至培 1 余新光 1 王伟君 1 

1.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2.解放军总医院核医学科 

 

目的  利用新型凋亡示踪剂 2-(5-氟-2-戊基)-2-

甲基丙二酸(18F-ML-10)行 PET-CT 凋亡显

像，对比颅内肿瘤患者经 Cyberknife（CK）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前及治疗后早期肿瘤细胞

凋亡变化情况，分析治疗前和治疗后早期细

胞凋亡变化和治疗后 2-4 个月肿瘤体积变化

的相关性。初步探讨 18F-ML-10 凋亡显像 P

ET-CT 用于早期评价颅内肿瘤放射治疗疗效

的可行性。 

方法  选取解放军总医院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影像学诊断或病理确诊

为颅脑肿瘤并拟行 CK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病

人 29 例，受试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严格按照纳入、排除标准选取入组患

者。入组患者分别于 CK 放疗前和放疗后早期

（48 小时内）行 18F-ML-10 PET-CT 凋亡显

像扫描。把带有靶区数据的 MRI 图像传至 MI

M 软件，与 PET 图像融合配准，并采集治疗

前后 PET 图像上靶区中每个体素单位放射性

活度值（单位：bq/ml），计算其治疗前后变

化率。将治疗前后 PET-CT 进行基于体素的

图像减影以便视觉分析放射治疗引起的细胞

凋亡变化情况。于治疗后 2-4 个月复查头颅

MRI，采集治疗前及治疗后复查 MRI 所示病

变体积值。分析病变放射性活度变化率和病

变体积变化率的相关性。 

结果  最终完成试验 29 人，共 30 个病变。患

者行 CK 放射治疗，照射剂量 14-24Gy，分 1

-3 次完成。凋亡显像 PET-CT 图像显示颅内

肿瘤清晰易辨认，解剖学定准确，治疗前后

PET-CT 剪影图像可明确显示肿瘤细胞凋亡变

化情况，并可观察到肿瘤内部空间异质性的

存在。颅内肿瘤放射性活度值变化率（X）和

肿瘤体积变化率（Y）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呈直线相关关系，Pearson 相关系数为：r=0.

862，p<0.05。得到回归方程式为：Y=1.018*

X-0.016。研究期间及随访期间患者未出现相

关药物毒性及并发症等不良事件发生，未出

现放射相关并发症及脑功能损害。 

结论  采用 18F-ML-10 PET-CT 凋亡显像检

查，颅内肿瘤特异性显像较好，正常脑组织

对示踪剂摄取较低，易于肿瘤组织的辨认，

解剖学定位准确。可明确鉴别肿瘤组织及其

周边水肿。18F-ML-10 PET-CT 凋亡成像可

用于早期预测 CK 放疗疗效，肿瘤内部的体素

放射性活度变化率和肿瘤体积变化率之间存

在显著的相关性。CK 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

颅内肿瘤效果较好，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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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018 

高压氧增加尼莫司汀抗胶质瘤的敏感性：在

荷人脑胶质瘤荧光裸小鼠模型中的研究 
 
陆朝晖 1 马加威 1 刘兵 2,2 马笑宇 2 董军 1 兰青 1 黄强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新区医院 

 

目的  目前对包括胶质瘤在内的癌症患者在

放、化疗过程中的高压氧治疗(HB0T)有争议,

本文旨在用实验证实 HB0T 联合化学药 ACN

U 治疗荷人脑胶质瘤裸小模型中增加 ACNU

敏感的作用。 

方法 用鼠间传代胶质瘤组织块接种于裸小鼠

皮下,随机分为四组：A 为对照组；B 为单独

HBOT 组；C 为单独 ACNU 组； D 为 HBOT

联合 ACNU 组。实验期间测小鼠体重及肿瘤

体积变化；实验结束后取移植瘤组织用免疫

组化方法测相关分子蛋白表达；取移植瘤组

织做 HE 染色切片，测量肿瘤坏死区域面积和

浸润的炎性细胞光密度值，并用 ipp6.0 软件

进行分析；进 KEGG 网站对检测的高表达蛋

白进行分子信息调控网络分析与绘图。 

结果 实验结束时的肿瘤质量 A，B，C，D 组

的值分别为 6.03±1.47，4.13±1.82（P=0.03

1）,2.39±0.25（P=0.005）,1.43±0.38（P=0.

000）；抑瘤率：B 组，C 组和 D 组分别为 3

1.51%，43.79%和 76.29%； TNF-α，MMP

9，HIF-αVEGF,NF-kB，IL-1β 表达水平和炎

性细胞浸润光密度值与肿瘤抑制率一致。 

结论 HBOT 能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和炎性细

胞浸润，还对 ACNU 治疗起增敏作用，这是

与 HBOT 能使肿瘤组织中的低 PO2变成高 P

O2，从而诱导 HIF-1α，TNF-α，IL-1β， VE

GF，MMP9 和 NF-κB 等低表达有关。 

 
 
PO-3019 

长链非编码 RNA ASLNC18814 在胶质母细

胞瘤中的异常表达及其靶向性基因治疗对胶

质瘤生长抑制作用的研究 

 
董伦 张恒柱 魏民 李育平 严正村 佘磊 王杏东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应用 lncRNA 微阵列芯片研究胶质母细

胞瘤的 lncRNA 的表达谱,检测出在胶质瘤发

生的重要通路上，鉴定出明显下调的 ASLNC

18814 与 MDM2 表达密切相关，研究 ASLN

C18814 过表达对胶质瘤细胞特征及功能的影

响探讨其靶向性基因治疗的生物学效应。 

方法 采用长非编码 RNA 阵列芯片对胶质母细

胞瘤（ GBM）和正常脑组织样本中 lncRNAs

进行检测，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鉴定出

明显下调的 ASLNC18814 与 MDM2 表达密

切相关。首先构建慢病毒表达载体，转染 AS

LNC18814 至胶质瘤细胞中，实现对胶质细

胞 lncRNA 过表达，然后流式细胞分析细胞感

染效率和细胞周期分布，Western blot 检测胶

质瘤细胞 MDM2 及 Ki-67、P53 等蛋白表达

水平，分析蛋白表达水平的变化，最后高通

量测序平台对转染 ASLNC18814 前后的胶质

瘤 U251 细胞表观组学进行了初步研究，检测

细胞增值率及 p53-MDM2 信号转导通路的关

键基因表观遗传学的变化。从生物学过程、

分子功能、和亚细胞组等方面，明确 ASLNC

18814 在胶质瘤中细胞活性中的功能，然后

通过探索其对 MDM2 可能的表观遗传学作用

机制。 

结果 首先构建 ASLNC18814 慢病毒基因过表

达载体，转染至胶质瘤细胞中，发现 MDM2

的表达下降，细胞增殖率下降，显示在胶质

瘤的发生通路 MDM2/p53 信号转导通路上有

重要影响。我们也发现 ASLNC18814 也主要

分布于细胞核内，提示其可能在细胞核内发

挥作用，明确其细胞定位对于其功能与机制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高通量测序平台对转染

ASLNC18814 前后的胶质瘤 U251 细胞表观

组学进行了初步研究发现 MDM2 的甲基化水

平发生了明显变化，揭示了 MDM2 甲基化在

胶质瘤的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中起到重要作

用，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结论 基因靶标预测 ASLNC18814 其与 MDM

2 表达有密切相关性，ASLNC18814 过表达

对胶质瘤细胞的生长有抑制作用。我们认为

提出并实验系统论证“ASLNC18814→MDM2

→细胞生物学效应-抑制细胞活性”这一假说具

有重 

要意义。 

 
 
PO-3020 

BMSCs 抑制活化小胶质细胞的吞噬、增殖及

炎性因子的分泌 

 
闫可 张恒柱 董伦 严正村 王晓东 佘磊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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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不同的实验检测方法，判断小胶质

细胞的增殖、分泌、吞噬、凋亡等细胞基本

功能是否因 BMSCs 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并研

究导致这些变化的可能机制。 

方法 1、 依据传统的震荡法，提取高纯度的

大鼠 BMSCs。获取大鼠 BMSCs 条件培养

基。2、 提取高纯度大鼠小胶质细胞。3、 实

验分组：（1）空白对照组；（2）脂多糖（L

PS）刺激组；（3）条件培养基（CM）组；

（4）LPS+CM 组。4、 用 CCK-8 试剂分析

不同实验组的小胶质细胞在 12、24、48、72

小时的增殖活性变化。5、 分别用 ELISA 法

和 Bio-Plex Pro Assays 法，分析不同实验组

的小胶质细胞分泌变化。 

结果 1、 CCK8 结果显示，在设定的时间

点，LPS 刺激的小胶质细胞相对于空白对照

组的小胶质细胞，其增殖能力明显增高。但

是条件培养基组的小胶质细胞相对于空白对

照组的小胶质细胞，其增殖能力明显降低。

结果发现，小胶质细胞经过 LPS 刺激后，其

分泌促炎因子如 TNF-α 和 IL-1β, 趋化因子如

RANTES 和 MIP-2 的含量，相对于空白对照

组明显升高；但在条件培养基组，这些因子

的分泌相对于空白对照组，却明显减少。实

验也分析了条件培养基组和空白对照组分泌

功能的差异，发现条件培养基组含有更多的 I

L-6、IL-10、 MCP-1 和 VEGF，提示 BMSC

s 分泌了大量的这四种因子。此外，四组上清

液中几乎没有 IL-4、INF-γ 和 IL-17 的分泌。

3、 乳胶微粒吞噬实验结果显示，LPS 刺激

组的小胶质细胞吞噬最多数量的乳胶微粒，

条件培养基组的小胶质细胞吞噬乳胶微粒比

空白对照组的小胶质细胞明显减少。LPS+C

M 组的小胶质细胞相对于 LPS 刺激组的小胶

质细胞，其吞噬乳胶微粒的数量明显减少。

4、用 TUNNEL 法检测凋亡细胞，结果显

示，LPS 刺激组凋亡的小胶质细胞占细胞总

数的 1.8%，不同于空白对照组的 4.5%。条

件培养基组的凋亡细胞数量占细胞总数的 11.

2%。Annexin V/propidium iodide (PI)染色结

果与 TUNEL 染色结果相一致。 

结论 本实验证明了 BMSCs 具有维持小胶质

细胞静息状态并抑制其激活的能力。通过产

生可溶性的调节因子，BMSCs 不仅抑制小胶

质细胞的增殖，而且显著抑制小胶质细胞的

吞噬能力和分泌功能。 

 
 
 

PO-3021 

NO 介导的人羊膜间充质干细胞（AMSCs）

抑制小胶质细胞的活性状态和迁移能力 

 
闫可 张恒柱 董伦 严正村 王晓东 佘磊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研究人 AMSCs 对大鼠小胶质细胞活性

状态及迁移能力的影响，并研究 NO 是否参

与了这些影响。 

方法 1、提取高纯度的人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并

检测其纯度，获取人羊膜间充质干细胞条件

培养基。2、提取高纯度大鼠小胶质细胞。

3、实验分组：（1）空白对照组；（2）脂多

糖（LPS）刺激组；（3）条件培养基（C

M）组；（4）LPS+CM 组。4、用 MTT 试剂

分析不同实验组的小胶质细胞在 12、24、4

8、72 小时的增殖活性变化。5、分别用划痕

实验和 Transwell 实验。6、用流式细胞仪分

析小胶质细胞表达 CD11b 和 CD68 的变化。

7、 用 NO 抑制剂 SMT 抑制人羊膜间充质干

细胞中 NO 的分泌，通过 Transwell 实验，分

析抑制前后小胶质细胞的迁移能力的变化，

判断 NO 在人羊膜间充质干细胞抑制能力中

是否起到主要作用。 

结果 1、MTT 结果显示，在设定的时间点，L

PS 刺激的小胶质细胞相对于空白对照组的小

胶质细胞，其增殖能力明显增高。但是条件

培养基组的小胶质细胞相对于空白对照组的

小胶质细胞，其增殖能力明显降低。此外，L

PS+CM 组的小胶质细胞，相对于仅 LPS 刺

激组的小胶质细胞，其增殖能力也大大降

低。2、通过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实验，我

们发现，LPS 刺激的小胶质细胞，其迁移能

力明显增强，3、在不同的培养基孵育小胶质

细胞 48 小时后，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小胶质细

胞表面受体的变化。4、我们分析人 AMSCs

对小胶质细胞活性产生影响的原因,首先用 N

O 抑制剂 S-甲基异硫脲硫酸盐（S-methylisot

hiourea sulfate， SMT）抑制人 AMSCs 上清

液中 NO 的含量,然后用这些上清液培养小胶

质细胞，CM 组增殖能力明显下降，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本实验证明了人 AMSCs 对激活的小胶

质细胞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

是通过分泌到胞外的抑制性物质所实现的。

人 AMSCs 不仅抑制了活化的小胶质细胞的增

殖和迁移能力，而且也抑制了其表面活性受

体的表达。这种抑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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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由于小胶质细胞过度激活所带来的中枢

神经系统损害，这可能是人 AMSCs 治疗及缓

解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原因，也提示了人 AM

SCs 可以作为治疗由小胶质细胞激活导致的

疾病的一种有前途的治疗工具。 

 
 
PO-3022 
Hemicraniectomy for Malignant Middle Ce
rebral Artery (MCA) Stroke 

 
Li Yuping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hemicranie
ctomy has been found to reduce mortality of 
severe intracerebral infarction. However, the 
long-term functional outcome of infraction of 
middle cerebral artery (MCA) is still undefine
d. We evaluate the use of hemicraniectomy 
versus medical treatment for efficiency and r
elevant prognostic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se
vere infraction of MCA.  
Methods  A systematicsearch of multiple ele
ctronic databases (MEDLINE, 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CBM, VIP, CNKI, and Wan
Fang data base)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ra
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and prosp
ective control trails applying hemicraniectom
y for the patient with severe MCA infarction. 
We applied the Cochrane Reviewer′s Handb
ook 5.0.0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the include
d trials, and the RevMan 5.1 software to anal
yses the data. 
Results  Nine RCTs including 489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search. The odds rati
o (OR)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
nces between the surgical group and the con
trol group (medicine) in terms of mortality at 
30 days after onset (OR,0.13, 95%CI: 0.05-0.
31; p< 0.00001), at 6 months (OR, 0.20, 9
5%CI: 0.13-0.31; p< 0.00001), at 12 months 
(OR, 0.16, 95%CI: 0.10-0.26; p<0.00001), th
e mRS ≤ 3 at 6 months (OR, 3.07, 95%CI: 1.
54-6.13; p=0.001), at 12 months (OR, 2.26, 
95%CI: 1.24-4.11; p=0.008), and the mRS ≤ 
4 at 3 months (OR, 3.86, 95%CI: 1.47-10.10;
 p=0.006), at 6months (OR, 3.78, 95%CI: 2.5
3-5.65; p< 0.00001), at 12 months (OR, 5.19,
 95%CI: 3.20-8.44; p< 0.00001).  
Conclusions  Hemicraniectomy might  
reduce the mortality,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MCA infraction, while 
this also influenced by some other factors, in

cluding age, surgery timing, initial GCS, initia
l NIHSS score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
n these factors and prognosis of hemicraniec
tomy need further study to confirm. 
 
 
PO-3023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expressio
n of JAK2 and STAT5 in meningiomas 

 
Li Yuping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Objective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
stigate the janus kinase 2/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5 (JAK2/STAT5)
 expression in human meningiomas, and clar
ify the role of JAK2 /STAT5 signaling pathwa
y in the formation and progression of intracra
nial meningiomas. We are interested in eval
uating the importance, if any, of the JAK/ST
AT pathway in the biology, etiology and pote
ntial therapy for these tumo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195 meningioma s
pecimens were collected from 195 patients t
hrough operation. The normal meningeal tiss
ues were used as controls. We analyze JAK
2 and STAT5 expression in different type of 
meningiomas by tissue microarray with imm
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①The expression of JAK2 and ST

AT5 were detected in normal human normal 
meningeal tissues, which mainly expressed i
n the nucleus; while immunoexpression of m
eningomas are mainly expressed in the cyto
plasm. In addition, in the tumor tissue, the ex
pression of JAK2 was main identified in cyto
plasm, whereas the expression STAT5 was i

dentified in the nucleus. ②Immunoexpressio

n of JAK2 in the cytoplasm was identified in 
46 of 195 meningiomas, accounting for 23.5
9%.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t of the JA
K2 expression between meningioma group a

nd control group (P = 0.05). ③there were 11

7 of 195 specimens (65%) with positive STA
T5 expression in the cytoplasm, and there w
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TAT5 expressio
n comparing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0
1).  
Conclusion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STAT
5 was expressed in most of meningioma tiss
ues,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cidence of
 meningioma. In meningiomas, JAK / STAT s
ignaling pathway does not play a major rol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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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he STAT5 activation. That means there is 
some other pathway to activate the STAT5 si
ngnal. Further investigations are required to 
broaden the mechanism of STAT5 pathway 
activation in human meningiomas. 
 
 
PO-3024 
Bevacizumab for Newly Diagnosed Gliobl
astoma Multiforme (GBM): A System Revi
ew and Meta Analysis 
 
Li Yuping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Background and Purpose   Bevacizumab 
(BV)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FDA for recu
rrent glioblastoma, depending on clinical ben
efits seen from randomized phase II studies. 
Combined chemotherapy with BV, however, 
for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glioblasto
ma multiforme (GBM), comparing with single
-agent, has not been addressed in randomiz
ed trials (RCTs). Therefore, the authors perf
ormed this meta-analysis to assess the effic
acy and safety of bevacizumab compared wi
th placebo combination of standard therapy f
or newly diagnosed GBM.  
Methods  A systematic search of electronic 
databases (PubMed, EMBASE, OVID, We
b of Science, The Cochrane Library, were pe
rformed to identify related studies published f
rom 1970 to 2014.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
als (RCTs) comparing BV with combined che
mo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newly diagno
sed GBM were included. The quality of the in
cluded trials was assessed and the RevMan 
5.1 software was applied to conduct meta-an
alysis.  
Results  Three RCTs with a total of 2, 009 p
atients were included. Patients treated with 
BV had a high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
S) rate at 6 month (OR 3.04, 95 % CI 2.74-4.
31, p< 0.00001), at 12 month (OR 2.01, 95
 % CI 1.46-2.46, p< 0.00001), and at 18 mon
th (OR 1.31, 95 % CI 1.01-1.71, p=0.04) co
mpared with placebo. The median PFS in th
e BV group was higher than placebo group p
ooled hazard ratio 0.71, 95 % CI 0.64-0.78, 
p< 0.00001).  
Conclusion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combi
nation of BV with standard therapy for newly 
diagnosed GBM did not improve the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but result in longer median P
FS, maintain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functio

nal status. However, the BV give rise to the i
ncreasing of adverse event incident and neu
rocognitive decline rate, and we need to kno
w how and when we used this therapy for G
BM through the result of ongoing and future t
rials. 
 
 
PO-3025 

直接谱系重编技术构建黑色素瘤源性类神经

元模型研究 

 
魏民 张恒柱 董伦 严正村 王晓东 佘磊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探索慢病毒载体介导 Ascl1（A）、Brn2

(B)、Myt1l(M)、Neurod1(N)、hBDNF(h)转

化因子对人源性黑色素瘤细胞重编程类人神

经元细胞的影响。 

方法  黑色素瘤细胞分为对照组、单因子组

(M)、4 因子组（ABMN）和 5 因子组（ABM

N+h-BDNF），利用慢病毒载体将上述各个

因子集合转染各组原始细胞，观察各组转化

因子对黑色素瘤细胞重编程的影响。采用 RT

-PCR 技术检测各组细胞 4 周内神经特异性表

达产物 MAP-2、TUBB3、NEUN、SYN1 和

人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h-BDNF）的表达水

平，并同时针对黑色素瘤标记物进行安全性

检测，通过膜片钳平台验证诱导类神经元细

胞的电生理功能。 

结果 初步建立了人黑色素瘤细胞源性类神经

元模型。4 因子组和 5 因子组大部分黑色素瘤

细胞高效表达神经元特异性标志物，降低原

始细胞的恶性度，能够发放神经元细胞动作

电位，成功地向类神经元细胞转化。 

结论 利用不同慢病毒因子集重编程人源性黑 

色素瘤细胞诱导类神经元细胞，成功建立能

够持续分泌大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的类神经

元模型，为研究神经疾病、肿瘤建模、药物

筛选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初步探索了肿瘤细

胞重编程的方法。 

 
 
PO-3026 

活血开窍法联合醒脑静对重型颅脑损伤大鼠

脑组织水肿凋亡及 AQP4 表达的影响 

 
魏民 张恒柱 董伦 严正村 王晓东 佘磊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观察活血开窍法联合醒脑静对重型颅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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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大鼠脑组织水肿、凋亡及水通道蛋白 4( 

AQP4) 表达的影响， 探讨其治疗重型脑损伤

性脑水肿凋亡的机制。 

方法 SD 大鼠 92 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12

只)， 模型组(20 只)， 活血开窍法治疗组(20 

只)，醒脑静治疗组(20 只)，活血开窍法联合

醒脑静治疗组(20 只)，采用改良后 Feency 方

法建立大鼠重型颅脑损伤模型。分别在 1

天，2 天，3 天，7 天 4 个时间点每组各取 5 

只测定脑组织含水量、HE 染色观察脑组织变

化情况、TUNNEl 法观测并采用免疫组化方法

检测脑组织 AQP4 的表达，通过 RT-PCR 和

WesternBlot 验证治疗后 AQP4 表达下调。 

结果 模型组大鼠重型颅脑损伤后各时间点脑

组织含水量、损伤灶周围细胞凋亡数及 AQP

4 的表达均高于假手术组(P＜0．05)， HE 染

色观察发现模型组的脑组织肿胀水肿明显; TU

NNEl 法可见损伤部位周围细胞凋亡增多，活

血开窍法治疗组各时间点细胞凋亡水平与模

型组无明显降低(P＞0．05)，细胞水肿及 AQ

P4 表达较模型组明显下降（P＜0．05），醒

脑静组及联合治疗组各时间点脑组织含水

量、AQP4 表达水平、细胞凋亡水平均比模

型组有降低(P＜0．05)，RT-PCR 及 WB 支

持以上结果，HE 染色观察发现与模型组相

比，脑组织水肿情况有所改善及细胞再生明

显。 

结论 活血开窍法联合醒脑静组可改善重型颅

脑损伤后引起的脑水肿及细胞凋亡。其作用

可能与抑制 AQP4 在损伤脑组织中的表达、

减轻脑细胞损害有关。 

 
 
PO-3027 

乳突后锁孔入路的内镜解剖学研究 

 
庞陆军 张恒柱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本研究利用神经内镜的观察优势，在头

颅标本上模拟乳突后锁孔入路手术，观察并

标记入路中重要的解剖标志，描述其显露范

围，测量相关解剖数据。探讨该入路处理后

颅窝病变时的优点与不足之处，为其在临床

应用提供解剖学依据。 

方法 10%福尔马林固定的成人头颅标本 8 个

（16 侧），模拟神经内镜下乳突后锁孔手术

入路。于乳突尖后内侧 2cm，作长约 4cm 直

切口，上端起自枕骨粗隆和乳突根部连线水

平。暴露定位星点后磨钻钻孔，取直径 2.5c

m 圆形骨窗，上方需显露横窦下缘水平，少

量磨除乳突根部显露横窦乙状窦移行处。半

弧形切开硬脑膜翻向乙状窦并悬吊。显露小

脑半球后，脑压板轻轻将小脑半球向后内侧

推开。沿小脑半球与岩骨背面间隙导入神经

内镜，仔细分离蛛网膜，显露桥小脑角区（C

PA）；自岩骨嵴后 0.5~1.0cm 切开小脑幕，

增加幕上解剖结构显露的范围。在内镜下观

察并标记上述区域内的重要解剖标志，记录

相关解剖数据。 

结果 1.模拟入路中所见解剖结构及标志：模

拟内镜下乳突后锁孔入路手术过程中所见关

键性结构作为解剖标志。包括星点、横窦乙

状窦移行处、面听神经、三叉神经、后组颅

神经、岩静脉、外展神经、内耳门、Meckel’ 

s 囊内口等。2.内镜下该入路对 CPA、脑干腹

外侧、小脑幕切迹间隙外侧均有很好的显

露；切开小脑幕后显露范围增加的解剖结构

包括：动眼神经、滑车神经、大脑后动脉及

其分支。3.测量结果：①横窦乙状窦移行处后

缘至 Meckel’ s 囊内口、内耳门、舌咽神经、

舌下神经的距离分别为：(48.03±2.34)mm、 

(36.90±2.10)mm、(37.39±3.02)mm、(47.71

±3.08)mm。②乙状窦后缘中点到上述结构距

离分别为：(45.35±2.35)mm、 (32.49±2.55)

mm、(34.59±2.39)mm、(41.25±2.80)mm。 

结论 神经内镜下经乳突后锁孔入路除了可以

清晰的显露 CPA、脑干腹外侧等区域，切开

小脑幕后还可以增加对小脑幕切迹间隙外侧

的显露。该入路运用神经内镜充分利用颅底

“自然间隙”，配合锁孔骨窗，能够以较小的副

损伤，实现上述区域内病变的切除，是一种 

简捷、安全、有效的微创手术入路。 

 
 
PO-3028 

乳突后锁孔入路 磨除部分岩骨显露中颅窝的

内镜解剖学研究 

 
庞陆军 张恒柱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利用神经内镜扩大显露的优势，观察乳

突后锁孔入路磨除部分岩骨显露中颅窝解剖

结构，描述其显露范围，并测量相关解剖数

据。探讨乳突后锁孔入路磨除部分岩骨后增

加中颅窝的适应证及可行性，为其在临床推

广提供解剖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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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0%福尔马林固定的成人头颅标本 8 个

（16 侧），模拟内镜下乳突后锁孔入路磨除

部分岩骨显露中颅窝解剖结构。于乳突尖后

内侧 2cm，作长约 4cm 直切口，上端起自枕

骨粗隆和乳突根部之间的连线水平。暴露定

位星点后磨钻钻孔，取直径 2.5cm 圆形骨

窗，上方需显露横窦下缘水平，少量磨除乳

突根部显露横窦乙状窦移行处。半弧形切开

硬脑膜翻向乙状窦并悬吊。暴露小脑半球外

侧后，脑压板轻轻将小脑半球向后内方推

开。沿小脑半球与岩骨背面间隙导入神经内

镜，仔细分离蛛网膜，显露并辨别桥小脑角

区（CPA）解剖标志；自岩骨嵴后 0.5~1.0c

m 切开小脑幕，增加对动眼神经、大脑后动

脉等幕上结构的显露。在三叉神经、面听神

经之间磨除内听道上结节及岩尖骨质，观察

并标记中颅窝的重要解剖结构。记录相关解

剖数据并予以分析。 

结果 1.沿途所见解剖结构及标志：模拟内镜

下乳突后锁孔入路手术过程及磨除部分岩骨

过程中所见关键性结构作为解剖标志。  

结论 神经内镜下经乳突后锁孔入路除了可以

清晰的显露 CPA、脑干腹外侧、小脑幕切迹

间隙等广泛区域，磨除部分岩骨后还可以有

效的显露中颅窝后内侧解剖结构。该入路充

分利用“自然间隙”和沟通中后颅窝的骨窗，能

够处理上述区域内病变。不断提高手术效果

的同时，也提供了扩大手术适应证的可能。 

 
 
PO-3029 

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外周血中 miRNA 特异性表

达的诊断性应用研究 

 
董伦 张恒柱 魏民 李育平 严正村 佘磊 王杏东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微小 RNA （miRNA）在健康人和胶质

母细胞瘤（GBM）患者外周血中均发现有高

度稳定的表达的特性。本课题目的为检测 GB

M 患者外周血中 miRNA 的异常表达，并拟找

出几个特异性表达的 miRNA 为 GBM 患者的

特异性诊断标记物，为胶质瘤的分子诊断及

基因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利用基因芯片分析 GBM 患者和正常对

照者血清中 miRNA 的表达量，然后进一步利

用 GO 分析、pathway 分析及基因网络分析

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对特异性靶基因的进

行筛选鉴定。 

结果 研究结果初步显示 miRNA 芯片在血清

中 GBM 组和正常对照组的外周血 miRNA 表

达有明显差异。752 种 miRNA 中 ， 

GBM 组有 115 种 miRNA 表达上调，24 种表

达下调。(倍数≥2.0 , P<0.01)。 通过深入分

析，我们发现 GBM 患者 miR -576-5p、miR -

 340 和 miR- 626 过表达，但 miR- 320 、let-

7g -5p、miR-7-5p 低表达。进一步相关生物

信息学分析，我们发现，他们在脑胶质瘤信

号通路的调控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结论 胶质母细胞瘤患者与正常人比较，初步

筛选发现 miR -576-5p、miR - 340 和 miR- 6

26、miR- 320 、let-7g -5p、miR-7-5p6 这种

miRNA 在 GBM 患者外周血中有显著差异。

外周血中 miRNA 表达谱中的这 6 种特异性表

达的 miRNA 可作为高特异性和灵敏度地诊断

胶质母细胞瘤的新靶向标志物。 

 
 
PO-3030 

眶上“锁孔”硬膜外入路视神经管减压术显微

镜解剖学研究 

 
王晓东 吴巍 张恒柱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通过对眶上“锁孔”硬膜外入路视神经管

减压术的显微镜解剖学进行研究，来改进传

统的经颅视神经管减压术。 

方法 选用福尔马林固定的成人尸头 20 具，根

据大体标本的测量结果，采用德国 LEICA 显

微镜模拟眶上锁孔硬膜外入路行视神经管减

压术。 

结果 1.测量结果：从颅口到眶口，视神经管

向外下方走行，关键点至视神经管口距离为 5

9.11±2.63mm（左侧）、59.53±1.96mm（右

侧），视神经管颅口上缘中点至颈内动脉的

距离为 3.66±0.89mm（左侧）、3.90±1.02m

m（右侧）。眼动脉的走行：眼动脉走行于视

神经管内，本研究眼动脉入颅处与视神经的

毗邻关系外下方占 70%（左侧）、80%（右

侧），下方占 30%（左侧）、20%（右

侧），眼动脉出眶处与视神经的毗邻关系外

下方占 80%（左侧）、50%（右侧），外侧

方占 10%（左侧）、20%（右侧），下方占

10%（左侧）、30%（右侧）。2.眶上“锁孔”

硬膜外入路应用显微镜完全可以独立完成视

神经管减压术，该入路中可观察到的定位标

志，即“路标”主要为额底骨嵴、蝶骨嵴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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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突和镰状韧带。 

结论 眶上锁孔硬膜外入路视神经管减压术相

对于传统入路所涉及到的重要血管及神经很

少，可避免对额叶不必要的损伤及牵拉，符

合现代神经外科的微创理念。眶上锁孔入路

利用先进的深部光线照明、清晰的成像及灵

活的多角度观察等优越的条件，增大术野范

围，局部放大颅内结构，清晰地显示视野内

细微的神经、血管等解剖结构，明显增加手

术操作的精确性和安全性。 

 
 
PO-3031 
Affective circuits involving the prefrontal 
cortex: an optogenetic study in mice 

 
Yang Chen1,Ikemoto Satoshi2,Qu Yan1,Gao Guodo
ng1 

1.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2.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ational Institu

tes of Health， Baltimore，US 

 

Objective  To examine possible circuits invo
lved in affective function of the prefrontal cort
ex. 
Methods  C57BL/6J mice received adeno-a
ssociated viral vectors encoding the opsin ch
annelrhodopsin-2 (AAV-ChR2) into one of pr
efrontal cortical areas, including the DP,intral
imbic, prelimbic, medial orbital, lateral orbital,
 and premotor areas and adjacent olfactory c
ortices of the dorsal and ventral tenia tecta, 
and then optic fibers were implanted in these
 areas for subsequent photostimulation.  To 
determine possible rewarding effect of the ac
tivation of local neurons, these mice were giv
en the opportunity to press on a lever, an act
ion that resulted in cortical stimulation with 8 
light pulses (3 ms duration) delivered at the 
25-Hz frequency. Each test session lasted 3
0 min, and sessions were repeated for 5 con
secutive days.  To determine which brain reg
ions mediate reward signals triggered by DP 
stimulation, the AAV-ChR2 was injected into 
the DP, and optic fibers were implanted at o
ne of DP’s projection areas, including the me
dial caudate-putamen (mCPu), nucleus accu
mbens shell (Acb), mediodorsal thalamic nuc
leus, and lateral hypothalamic area.   
Results  Mice quickly learned to self-stimula
te neurons located in the medial part of the p
refrontal cortex including the DP, intralimbic, 
prelimbic, medial orbital areas.  By the 5th s
ession, they responded over 1,000 times in 3

0 min. On the other hand, areas located in ju
st dorsal, lateral or ventral to these medial ar
eas did not support as vigorous self-stimulati
on behavior.  The mCPu and Acb supported 
most vigorousself-stimulation with more than
 500 times in a 30-min session, while the me
diodorsal thalamic nucleus and lateral hypot
halamus supported around 200 times.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found that a
ctivation of neurons localized in medial areas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 is rewarding. Interest
ingly, connectivity data indicate that the DP, i
ntralimbic, prelimbic, and medial orbital area
s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sug
gesting that they form a functional unit for aff
ective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present stud
y found that the medial part of the striatal co
mplex, Acb and mCPu, mediates reward sig
nals processed in the DP.  In particular, it wa
s unexpected to find that the stimulation of th
e DP-mCPu circuit is as rewarding as that of 
the DP-Acb circuit.  Thus, our investigation s
uggests a novel circuit involving mCPu for p
ositive affective process mediated by the pre
frontal cortex. These findings would stimulat
e further research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ci
rcuits through which the prefrontal cortex me
diates affective functions.  
 
 
PO-3032 

Tau 蛋白磷酸化在 CVS 中机制研究 

 
李嘉杰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30003 

 

目的  tau 蛋白是一种微管相关蛋白，其基本

功能是促进微管蛋白组成微管并近一步稳定

已经组装的微管。Tau 蛋白有位于 17 号染色

体上的 tau 基因经选择性剪切表达，形成六种

同工异构体， tau 蛋白其 C 端是由高度保守

的氨基酸序列构成，N 端是由一个或者两个 2

9 个氨基酸长度的插入序列，决定了 tau 蛋白

的不同同工异构体组成。tau 属于磷蛋白,它们

处于不同的磷酸化水平。磷酸化是蛋白转录

后的修饰,它是调控细胞信号转导的主要方式,

通过蛋白激酶和蛋白磷酸化酶的相互作用,控

制着细胞内过程。当细胞中磷酸化蛋白质表

达失调以及蛋白质磷酸化功能异常时，会引

发一系列疾病的发生。适度的磷酸化有利于

细胞 tau 蛋白功能的发挥,过磷酸化或脱磷酸

化均可抑制 tau 的功能。研究磷酸化和去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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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探明 tau 功能与特定

的生物过程之间的联系。本实验利用质谱技

术分析蛛网膜下腔出血（SAH）后脑血管痉

挛（CVS）中 tau 蛋白发生磷酸化的氨基酸

位点，并利用相应的磷酸化位点抗体对其磷

酸化水平进行分析，利用缝隙连接阻断剂及

脑血管造影技术探讨其磷酸化 S272 位点是否

与 CVS 密切相关，我们利用磷酸化信号通路

PKC 抑制剂研究了其 S272 位点可能的磷酸

化信号途径。本研究将为我们深入研究 tau 蛋

白磷酸化参与脑血管蛛网膜下腔出血（SA

H）后脑血管痉挛（CVS）的机制奠定坚实的

基础 

方法  通过枕大池二次注血建立兔体内 CVS

模型，再利用磷酸化蛋白富集试剂盒富集兔

CVS 模型脑基底动脉中的磷酸化蛋白，磷酸

化蛋白经电泳后行考马斯亮蓝染色后在 26 位

置将含有磷酸化 tau 蛋白的 SDS-PAGE 胶条

切下，行质谱技术鉴定 tau 蛋白的磷酸化位

点，再利用其相应位点抗体（272 位点）分析

脑血管痉挛中 tau 蛋白 S272 位点磷酸化水平

的变化，并通过数字剪影技术（DSA）观察

脑基底动脉直径变化情况，利用磷酸化信号

通路的 PKC 抑制剂研究 tau 蛋白 S272 位点

磷酸化的信号通路。 

结果  通过质谱技术成功鉴定出 tau 蛋白的 2

个磷酸化位点，分别为 Y262、S368；利用

Western blotting 技术发现脑血管痉挛中 tau

蛋白 S272 位点磷酸化水平升高；经 PKC 抑

制剂作用后脑血管痉挛中 tau 蛋白 S272 磷酸 

化水平降低。 

结论  tau 蛋白 S2728 位点磷酸化与脑血管痉

挛密切相关，且蛋白激酶 PKC 途径可能为脑

血管痉挛中 tau 蛋白 S272 位点的磷酸化信号

途径。 

 
 
PO-3033 

缝隙连接蛋白重构在 CVS 中的研究 

 
李嘉杰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30003 

 

目的 研究缝隙连接蛋白（Cx43、Cx40、Cx3

7、Cx45） 

方法 通过枕大池二次注血建立兔体内 CVS 模

型，利用免疫组化方法观察 CVS 中缝隙连接

蛋白 Cx43、Cx40、Cx37、Cx45 的分布变

化，通过 Western blotting 和免疫共沉淀技术

分析其表达量及表达类型的改变，利用数字

剪影技术（DSA）观察脑基底动脉直径变化

情况。 

结果 表达量的改变：Cx43、Cx45 蛋白表达

在 SAH 后 1d、3d、5d、7d、14d 均高于 0d

(P<0.05),并呈时相性变化，且 Cx45、Cx43

蛋白表达的时相性变化与 SAH 后基底动脉直

径存在直线关系（P＜0.05）。Cx40、Cx37

蛋白表达在 SAH 后与正常组比较均有小幅上

调，其中，Cx40 蛋白表达的时相性变化与 S

AH 后基底动脉直径的时相性变化不存在直线

关系（P>0.05）,而 Cx37 蛋白表达的时相性

变化与基底动脉直径的时相性变化存在直线

关系（P<0.01）。表达类型的改变：Cx43 与

Cx43、Cx45 与 Cx45、Cx37 与 Cx37 形成的

同型缝隙连接通道在 SAH 后较正常组增加。

Cx40 与 Cx40 形成的同型缝隙连接通道在 S

AH 后较正常组减少。Cx37 与 Cx45、Cx37

与 Cx43、Cx45 与 Cx43 形成的异型缝隙连

接通道在 SAH 后较正常组增加。Cx37 与 Cx

40、Cx40 与 Cx43、Cx40 与 Cx45 形成的异

型缝隙连接通道在 SAH 后较正常组减少。 

结论 SAH 后脑血管痉挛中缝隙连接蛋白 Cx4

3 、Cx40、Cx37、Cx45 在表达量，表达类

型及表达分布上发生了重构，这种重构可能

与脑血管痉挛密切相关 

 
 
PO-3034 

丙戊酸对大鼠创伤性颅脑损伤后炎症反应的

影响 

 
陈峻严 魏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研究丙戊酸(valproicacid VPA)对大鼠创

伤性颅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后脑水肿、神经功能及炎症反应的影响,以探

讨丙戊酸对大鼠创伤性颅脑损伤的保护及机

制。 

方法 采用改良 FeeneyDM 法建立大鼠创伤性

颅脑损伤模型, 将 54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 3

组（n=18）：假手术（Sham）组，颅脑损伤

（TBI）组，颅脑损伤+丙戊酸处理（TBI+VP

A）组。分别于颅脑损伤后 1、3、7d 采用改

良神经功能评分(modified neurological severi

ty scores，mNSS)对大鼠进行运动(肌肉状

态、异常动作)、感觉(视觉、触觉、平衡觉)

和反射功能检查进行神经行为学评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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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湿重法测量损伤区脑组织脑水含量；免疫

荧光法测定脑组织中巨噬细胞特异标志物 ED

-1 的表达水平变化；蛋白免疫印迹(Westerrn 

blot)检查脑组织炎症因子 γ 干扰素（INF-

γ）、肿瘤坏死因 α（TNFα）、白介素-6（IL-

6）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 与假手术（Sham）组比较，颅脑损伤

（TBI）组，颅脑损伤+丙戊酸处理（TBI+VP

A）组脑水含量和神经功能损伤评分均明显升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脑组织

巨噬细胞侵润程度，炎症因子 INF-γ、TNF

α、IL-6 表达水平上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颅脑损伤（TBI）组比较,颅

脑损伤+丙戊酸处理（TBI+VPA）组大鼠创伤

后脑组织水含量降低，尤其在颅脑损伤 3 天

后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神经功能评分改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颅脑损伤+丙戊酸处理（TBI+

VPA）组挫裂伤脑组织中巨噬细胞阳性率低

于颅脑损伤（TBI）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脑组织中炎症因子 INF-γ、TNFα、I

L-6 表达水平也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本研究证明丙戊酸能减轻大鼠创伤性颅

脑损伤后脑水肿的程度,改善伤后神经功能行

为，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是通过

抑制伤后脑组织中巨噬细胞侵润，降低炎症

因子 INF-γ、TNFα、IL-6 的表达水平，减轻

伤后继发的炎症反应。 

 
 
PO-3035 
Effects of adjustable impinging flow on th
e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layer in a modi
fied T chamber 

 
Zhao Jian-Lan,Li Mei-Hua,Jia Lei,Zhang Lu-Ling,Wa
ng Xiao-Bin,Rong Wei-Lin,Jiang Jin-Wen,Lia Mei-H
ua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Objective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respons
e of endothelial cells (ECs) to impinging flow 
hemodynamics that occurred at arterial bifur
cation, where intracranial aneurysm usually f
orm. This study sought to design an improve
d vitro devices to mimic fluid enviroment of t
he human vascular system to explore endoth
elial physiology.  
Methods   We designed a T chamber  
system to mimic a arterial bifurcation.  

Confluent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
ells were exposed to an impinging flow in the
 T chamber. The flow rate was set at 250ml/
min and 500 ml/min. The morphology of ECs
 was examed after 3, 6 and 12 hours. 
Results  At 250 ml/min, ECs remained confl
uent, with no signs of damage, no gaps, no r
ounding up of cells detected in 3 and 6 hours,
 but decreased in the stagnation point, while 
moved and crowed in downstream after 12 h
ours. At 500 ml/min, ECs were over confluen
t and crowed at the stagnation point, while g
aps between cells were enlarged and the nu
mber of cells decreased in the region with a 
high wall shear stress (WSS=20.8 Pa) and w
all shear stress gradient (WSSG1000 dynes/
cm3) after 12 hours, while ECs were over co
nfluent and crowed in downstream, but were 
highly elongated and aligned as the direction
 of flow. 
Conclusion  Hemodynamics with high WSS
 and WSSG predisposes an aneurysm-prom
oting enviroments. Significance: Our designe
d modified T chamber system can mimic the 
aneurysm-promoting flow environments at bi
furcation apices in different hemodynamic co
nditions, and was convenience and practical. 
 
 
PO-3036 

MMP-2、MMP-9 在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

者脑血管痉挛中的相关研究 

 
王楠斐 1 刘文星 1 周小兵 2 赵业禹 1 

1.宜春市人民医院 

2.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在我国所有脑血管

疾病中仅次于脑梗塞和高血压脑出血，是神

经外科常见的高致死、致残性疾病，在所有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SAH）患者的并发

症中，脑血管痉挛（CVS）排在首位，但目

前为止临床仍缺乏有效的诊断方法，我们通

过分析基质金属蛋白酶类（MMP-2、MMP-

9）在 SAH 患者外周血中的表达情况，并行

经颅多普勒检测，同时与正常人外周血中 M

MP-2、MMP-9 进行比较，以探讨 SAH 患者

脑血管痉挛的发病原因及机制，并希望能给

后期的干预治疗寻找一种新的手段。 

方法  采用明胶酶谱法对 35 例颅内动脉瘤破

裂 3 天内经手术治疗脑动脉瘤（开颅夹闭术

和介入栓塞术）患者和 15 例门诊健康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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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8、10、12、14 天）进行连续采

外周血样本进行分析，用 Carestream 蛋白条

带分析系统定量分析，同时实验组和对照组

行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测，判断脑血管痉挛程

度并与 MMP-2、MMP-9 表达水平进行比

较。 

结果  不管是选择脑动脉瘤夹闭术还是脑动脉

瘤栓塞术的样本，其脑血管痉挛的程度均与

MMP-9 的浓度有相关性（P＜0.05），从第 4

天起 MMP-9 浓度逐渐升高，第 6-8 天达到高

峰，随后降低，2 周左右 MMP-9 浓度基本降

至正常范围，与同时进行的经颅多普勒超声

检测脑血管痉挛状态是大致相符的；在分别

以年龄、性别、动脉瘤个数和动脉瘤手术方

式为参考因素时，不同因素的样本其 MMP-9

的表达并无明显差异（P＞0.05），即在 SA

H 后脑血管痉挛患者中，他们的脑血管痉挛

程度并不因年龄、性别、动脉瘤个数或手术

方式的不同而有差异。 

结论  MMP-2、MMP-9 与 SAH 患者脑血管痉

挛密切相关，并且 MMP-9 浓度与脑血管痉挛

程度呈正相关，可能在脑血管痉挛的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 

 
 
PO-3037 

Rac1‑WAVE2‑Arp2/3 信号通路对 Cofilin-1

的 表达调控及对胶质瘤放射敏感性的影响 

 
阎华 周涛 王成汉 孙文博 杨坤 刘宏毅 

南京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210029 

 

目的  胶质瘤是最常见的颅内原发肿瘤，其恶 

性进程导致患者预后不良。患者在接受手术

切除肿瘤后，放化疗是重要的辅助治疗手

段，肿瘤细胞的放射耐受性将增加治疗难

度。我们的前期研究发现丝切蛋白-1（cofilin-

1）可能参与了肿瘤的放射耐受发生。本研究

通过抑制人胶质瘤 U251 细胞中 Rac1?WAV

E2?Arp2/3 通路表达，检测其对 Cofilin-1 蛋

白表达水平的影响，并观察胶质瘤细胞放射

敏感性改变 

方法  1、建立放射抵抗的 U251 胶质瘤细胞

系；2、以 NSC23766 抑制 Rac1 表达，筛选

短发夹 RNA（shRNA）抑制 WAVE2 表达，

通过 CK666 抑制 Arp2/3 表达。3、通过 MTT

方法检测细胞活性，划痕实验检测细胞迁移

能力，Transwell 小室法检测细胞侵袭能力，

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 Cofilin-1 表达水平。 

结果  1、通过 NSC 23766, shRNA?WAVE2 

或 CK?666 对 Rac1?WAVE2?Arp2/3 信号通

路的抑制，U251 胶质瘤细胞及 RR-U251 细

胞在细胞活性、细胞迁移能力及细胞侵袭能

力方面均有减弱；2、 Rac1?WAVE2?Arp2/3

信号通路抑制后，Cofilin-1 表达同步下调；

3、与普通 U251 细胞相比，RR-U251 细胞中

Cofilin-1 表达明显增高。 

结论  Rac1?WAVE2?Arp2/3 信号通路参与对

胶质瘤细胞中 Cofilin-1 的表达调控，进而影

响肿瘤细胞的放射敏感性，是潜在的改善胶

质瘤放射敏感性治疗靶点。 

 
 
PO-3038 

Homer1a 蛋白通过抑制容量性钙内流减轻神

经元氧化应激损伤 

 
饶维 张磊 费舟 

第四军医大学 710032 

 

背景：钙动态平衡是神经元发挥正常生理功

能的基础，其动态失衡与神经元氧化应激损

伤密切相关.容量性钙内（SOCE）是维持细

胞钙动态平衡的重要机制。我们的前期研究

发现，Homer1a 蛋白，作为一种重要的突触

后支架蛋白，广泛参与神经元钙信号的调

控，包括代谢性谷氨酸受体、离子型谷氨酸

受体等。然而，Homer1a 是否参与调控神经

元 SOCE 并影响神经元氧化应激损伤，目前

尚不明确。 

目的  （1）明确氧化应激损伤后，神经元 SO

CE 主要构成分子及 Homer1a 的时空变化规

律；（2）阐明 Homer1a 及 SOCE 在神经元

氧化应激损伤中的作用；（3）探讨 Homer1

a 调控神经元 SOCE 的机制。 

方法  在经典的谷氨酸诱导的 HT-22 细胞氧化

应激损伤模型中，采用 Western Blot、免疫

荧光检测相关蛋白分子的表达；采用钙成像

检测细胞内钙信号的改变；采用 CRISPR/CA

S9 基因敲除技术敲除 STIM1 表达；采用线粒

体氧化报告基因监测线粒体氧化应激水平；

采用免疫共沉淀检测蛋白分子间相互作用。 

结果  （1）氧化应激损伤后，Homer1a 蛋白 

水平明显上调；与 Homer1a 不同， STIM1

蛋白表达并无明显改变，但其斑块数及细胞

膜定位明显增加。（2）上调 Homer1a 表达

可明显减轻氧化应激所引起的细胞活力下

降、LDH 释放、晚期细胞钙超载及线粒体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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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应激水平；而下调 Homer1a 可明显加重氧

化应激所引起的细胞损伤。（3）SOCE 抑制

剂或 STIM1 基因敲除可明显下调 SOCE 所介

导的钙内流，并减轻氧化应激所引起的细胞

活力下降及 LDH 释放。（4）上调 Homer1a

表达可明显抑制神经元 SOCE，然而下调 Ho

mer1a 并无明显作用。（5）免疫共沉淀发现

Homer1a、STIM1 和 Orai1 蛋白分子间存在

相互作用。上调 Homer1a 表达可明显减少氧

化应激所引起的 STIM1-Orai1 蛋白分子间的

相互作用。 

结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Homer1a 可减轻神经

元氧化应激损伤。同时，Homer1a 可通过减

少 STIM1-Orai1 蛋白分子间相互作用负性调

控神将元 SOCE。因此，Homer1a 可能通过

抑制 STIM1-Orai1 蛋白复合体介导的 SOC

E，从而减轻氧化应激所引起的细胞内晚期钙

超载及线粒体氧化应激，最终促进神经元存

活。 

 
 
PO-3039 

MLN8237 对 SHG-44 胶质瘤细胞系抑制作用

的体外研究 

 
房芳 鄢伟 肖华 陈隆益 何永生 黄光富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用 MLN8237(Alisertib)刺激 SHG-44 胶

质瘤细胞系为模型，通过观察 SHG-44 胶质

瘤细胞系活力、凋亡及对 Aurora-A mRNA 表

达来反应 MLN8237 对 SHG-44 胶质瘤细胞的

作用，为 MLN8237 在临床中的应用提供一定 

的理论依据。 

方法  将 SHG-44 胶质瘤细胞系接种到 6 孔和

96 孔培养板，培养至对数生长期进行如下实

验。设 DMSO 组，MLN8237 1～7 组（MLN

8237 浓度分别为 0.5uM， 1uM， 5uM， 10u

M， 25uM， 50uM， 100uM）。通过瑞氏染

色观察 SHG-44 胶质瘤的细胞形态；通过 CC

K-8 试剂盒来检测细胞增殖情况；细胞周期试

剂盒用来测定细胞凋亡，FQRT-PCR 测定 Au

rora-A mRNA 的表达。用 SPSS 20.0 对数据

进行分析，评价 MLN8237 与各项指标的相关

性。 

结果  （1）瑞氏-姬姆萨染色：MLN8237 组

与 DMSO 组相比，细胞形态发生明显变化，

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大，细胞数量逐渐减少，

细胞形态逐渐不规则，细胞核皱缩及脱落。

染色质浓缩、边缘化，核膜裂解。（2）CCK

-8 结果显示：MLN8237 用药组与对照组 DM

SO 组相比，细胞数量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而

明显减少，P﹤0.05。（3）细胞周期测定提

示：MLN8237 组与 DMSO 组相比，随着药

物浓度的增大，细胞凋亡增多，P﹤0.05。

（4）RT-PCR 提示 MLN8237 组与 DMSO 组

相比，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大，Auorora-A mR

NA 的表达逐渐减少，P﹤0.05。 

结论  实验从形态学、肿瘤增殖能力改变两方

面显示 MLN8237 对 SHG-44 胶质瘤细胞系有

确切的抑制作用；该抑制作用与 MLN8237 浓

度呈正相关；该抑制作用可能与肿瘤细胞 Aur

ora-A 激酶被抑制，增加诱导细胞凋亡有关。

Aurora-A 激酶选择性抑制剂 MLN8237 可能

是胶质瘤靶向治疗的重要的研究方向。 

 
 
PO-3040 

miR-98 通过 IKKε 调控 NF-κB 通路在胶质瘤

侵袭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范阳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 miR-98 介导 IKKε/NF-κB 通路的调

控机制及与脑胶质瘤侵袭性生物学行为的关

系，以期为胶质瘤的防治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1.检测脑胶质瘤组织、细胞中的 miR-98

与 IKKε、NF-κB p65 的表达，分析三者表达

的相关性。2.荧光素酶实验检测 miR-98 与 IK

Kε 之间的关系。3.转染 miR-98 mimics 后对

脑胶质瘤细胞侵袭的影响及 IKKε/NF-κB 表达

的研究 a.转染后检测 IKKε、NF-κB p65、MM

P-9 表达 b.检测细胞侵袭、迁移能力的改变。 

4.研究脑胶质瘤中 IKKε 及 NF-κB p65 在 miR

-98 调控中的作用的体外研究 a. IKKε 质粒与

miR-98 mimics 共转染后，检测 IKKε、MMP-

9、NF-κB p65 的表达水平及细胞侵袭、迁移

能力的改变。b. IKKε siRNA 与 miR-98 mimic

s 或 miR-98 inhibitor 共转染后，检测 MMP-

9、NF-κB p65 的表达水平。c. NF-κB p65 质

粒与 miR-98 mimics 共转染胶质瘤细胞，检

测 NF-κB p65 的表达水平及细胞侵袭、迁移

能力的改变。 

结果 1、miR-98 表达水平与脑胶质瘤组织病

理级别呈负相关；IKKε、NF-κB P65 表达水

平与脑胶质瘤组织病理级别呈正相关。miR-9

8、IKKε、NF-κB p65 在脑胶质瘤中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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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相关。2、荧光素酶实验证实： IKKε 是

miR-98 下游靶基因。3、上调 miR-98 表达能

够有效抑制脑胶质瘤侵袭与迁移能力。b. 上

调 miR-98 能够抑制 IKKε 的表达水平及 NF-κ

B p65 的核转移，从而调控 NF-κB 通路及 M

MP-9 的表达水平，而不影响 NF-κB p65 的总

含量。4、上调 IKKε 表达水平能够恢复因转

染 miR-98 mimics 而降低的脑胶质瘤侵袭与

迁移能力，上调 IKKε 表达能恢复 NF-κB p65

的核转移从而调控 NF-κB 通路及 MMP-9 的

表达水平。抑制 IKKε 表达后 miR-98 对 NF-κ

B p65 的核转移及 MMP-9 的表达无影响 5、

上调 NF-κB p65 能够恢复因转染 miR-98 mim

ics 而降低的脑胶质瘤侵袭与迁移能力 

结论 miR-98 可以通过 IKKε 调控 NF-κB 通

路，影响脑胶质瘤细胞的侵袭、迁移能力。m

iR-98 在胶质瘤中作为一个抑癌基因并可做为

潜在治疗脑胶质瘤的分子靶点。 

 
 
PO-3041 

NUSAP1 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以及对胶质瘤

细胞 LN229 功能的影响 

 
罗正祥 徐拓野 于震男 赵鹏来 杨纶先 张岩松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核仁纺锤体相关蛋白 1(NUSAP1)在

脑胶质瘤样本的高表达,以及沉默 NUSAP1 对

胶质瘤细胞系 LN229 细胞功能的影响。 

方法 收集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30 例胶

质瘤手术标本以及 10 例癫痫病灶手术样本，

荧光实时定量(qRT-PCR)和 Western blot 技

术检测 40 例样本中 NUSAP1 的表达情况，

用 lentivirus 和 siRNA 干扰 LN229 细胞系中

NUSAP1 表达后，采用 CCK-8 法，流式细胞

仪法检测其对细胞增殖，凋亡，细胞周期的

影响。 

结果 NUSAP1 在胶质瘤组表达量明显高于癫

痫组（对照）。NUSAP1 表达被干扰后。脑

胶质细胞 LN229 功能降低。 

结论 NUSAP1 在脑胶质瘤中高表达，干扰其

在 LN229 细胞株表达后，LN229 增殖能力下

降。细胞 G2/M 期停滞。提示 NUSAP1 可能

成为一个新的治疗靶点。 

 
 
PO-3042 

基于近红外光无损实时颅内压监测在高血压

脑出血治疗中应用效果的评估 

 
陈新生 1 钱志余 2 王绍波 2 周和平 1 唐剑 1 施正生 1 

查正江 1 方晖 1 李志宏 1 

1.安徽省安庆市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医院 

2.江苏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 

 

目的  基于近红外光反射光谱技术，利用生物

组织光谱特性，探索一种无创、实时、客观

反映颅内压（Intracranial pressure  ICP）的

方法。 

方法  用有创颅内压监测，即反映颅内压的“金

标准”作对照参考。同时将近红外光扫描器置

于患者前额，通过从前额扫描器发射的近红

外光，穿透至颅内，然后返回的带有颅内组

织变化的生物信息，做定性定量分析，同比

分析近红外光优化散射系数（μs，）与 ICP

间的相关性。 

结果  患者在翻身、吸痰、脱水治疗等影响颅

内压时，μs，呈相应改变，与 ICP 变化呈线

性关系。 

结论  近红外光谱技术能实时、无创监测 IC

P，其与有创 ICP 监测结果呈线性相关，在翻

身、吸痰、脱水治疗等干预时，能客观反映

出相应的变化数据，灵敏度较高，是一种可

行的研究方向。 

 
 
PO-3043 
Transcriptome profiling of the subventric
ular zone and the dentate gyrus in a parki
nsonian animal model 

 
Bao Xinjie,Zuo Fuxing,Wang Renzhi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Objective and methods  Adult neurogenesi
s in the subventricular zone (SVZ) as well as
 in the subgranular zone (SGZ) contributes t
o brain maintenance and regeneration. In th
e adult brain, dopamine (DA) can regulate th
e endogenous neural stem cells (NSCs) with
in these two regions, while DA deficit may aff
ect neurogenesis. Notably, the factors that re
gulate in vivo neurogenesis in these subregi
ons have not been fully characterized, partic
ularly after DA depletion. Here we performe
d RNA-sequencing (RNA-Seq) to investigate
 transcriptomic changes in the SVZ and dent
ate gyrus (DG) of mice in response to 1-met
hyl-4-phenyl-1,2,3,6-tetrahydropyridine (MPT
P).  
Results  This analysis identified differential 
genes which were involved in regulation of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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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cription, immune response, extracellular r
egion, cell junction, and myelination, etc. Th
ese genes partially displayed different tempo
ral profiles of expression, some of which mig
ht participate in the metabolic switch relate
d to neurogenesis. Additionally, the 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 signaling pa
thway has been positively regulated in the S
VZ, while negatively impacted in the DG afte
r MPTP administration.  
Conclusion  Overall,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
at MPTP exposure may exert different influe
nces on transcriptome profiling between the 
SVZ and DG. 
 
 
PO-3044 
Porf-2 inhibits neural stem cell proliferati
on through Wnt/β-catenin pathway by its 
GAP domain 

 
Huang Guohui,Feng Dongfu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201900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of porf
-2 and its effect on neural stem cell proliferati
on, and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mech
anisms. 
Methods  Neural stem cells (NSCs) were cul
tured from the hippocampus of E18 mice in t
he study.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was us
ed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of porf-2 in N
SCs in vivo and in vitro. Porf-2 overexpressi
on plasmid and three domain-mutant plasmi
ds, together with shRNA knock-down plasmi
ds of porf-2 were constructed and packaged 
into lentivirus by gene cloning technology. N
eurosphere formation and Edu assay were u
sed to observe NSC proliferation. The diame
ter of each neurosphere was measured after
 lentivirus infection for 7 days. The Edu positi
ve cells were counted and normalized to tota
l. Upon porf-2 overexpression, a few classica
l signaling protein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
n Blotting and β-catenin nuclear translocatio
n was measur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an
d Western Blotting. The in vivo assay of NS
C proliferation was performed by AAV-ShRN
A injection and Ki67 staining. 
Results  The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sh
owed that porf-2 is expressed in Nestin+ and 
GFAP+/Sox-2+ cells. All the plasmids were c
onstructed successfully. Knockdown of porf-
2 resulted in larger size neurosphere and hig
her percentage of Edu positive cells in comp

arison to control. While, overexpression of p
orf-2 exhibited smaller size neurosphere and
 decreased Edu positive cells. Meanwhile, th
e diameter of neurosphere and percentage o
f Edu positive cells in ΔGAP-porf-2 (GAP do
main deleted porf-2) group was back to contr
ol level. The protein level of β-catenin in nucl
eu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porf-2 over
expression. Consistently, β-catenin mostly e
xpressed in cytoplasm instead of nucleus aft
er porf-2 overexpression by immunofluoresc
ence. In vivo, the number of Ki67 positive cel
ls was higher in shporf-2 group compared to 
control.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po
rf-2, a new member of RhoGAPs, is highly a
nd specifically expressed in NSCs and inhibit
s the proliferation of NSCs  in vivo and in vitr
o. In addition, porf-2 inhibits NSCs proliferati
on through its GAP domain. We surveyed a f
ew classical pathway on NSC proliferation a
nd found that porf-2 inhibits NSC proliferatio
n by suppressing the β-catenin nuclear trans
location. Taken together, we show for the firs
t time that porf-2 inhibits NSC proliferation th
rough Wnt/β-catenin pathway by its GAP do
main 
 
 
PO-3045 

AZD1152 (Barasertib) 对胶质瘤 SHG-44 细

胞系抑制作用的体外研究 

 
肖华 房芳 陈隆益 何永生 黄光富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体外实验观察 Aurora-B 特异性抑制剂

AZD1152 (Barasertib) 对于亚洲人种胶质瘤

SHG-44 细胞系增殖活力、凋亡情况以及细胞

中 Aurora-B mRNA 的表达评价 AZD1152 对

胶质瘤 SHG-44 细胞的作用，为胶质瘤靶向

治疗提供实验数据与理论依据。 

方法  将对数生长期胶质瘤 SHG-44 细胞系进

行如下实验：设置空白对照组、DMSO 组以

及不同浓度的 AZD1152 组为药物干预组。

（1）通过 CCK-8 比色法检测细胞增殖和药

物抑制情况；（2）通过荧光染色观察和流式

细胞技术检测细胞凋亡情况；（3）通过 RT-

PCR 测定 Aurora-B mRNA 的表达。采用 SP

SS 20.0 统计软件分析，评价 AZD1152 干预

后各项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1）CCK-8 显示：空白对照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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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SO 组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可将 DMSO 组

用作实验对照组；AZD1152 药物干预组与 D

MSO 组对比，当药物浓度达到 1.0nM 以后，

两组间均有统计学差异。且细胞数量随着药

物（AZD1152）浓度的增加而逐步减少，P﹤

0.05。当药物浓度达到 1000nM 时，产生极

其明显的细胞毒性。（2）荧光染色结果和流

式细胞术结果测定显示：AZD1152 组与 DM

SO 组对比，药物干预组的细胞凋亡情况有着

明显差异，即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大，细胞染

上红色荧光的数量和发生早期凋亡的细胞数

量逐渐增多，当药物浓度达到 5.0nM 之后，

实验组与对照组间对比具有明显统计学差

异，P﹤0.05。（3）Real-Time PCR 提示：

AZD1152 组与 DMSO 组对比，随着药物浓

度的增大，Auorora-B mRNA 的扩增表达量

逐渐减少，当药物浓度达到 5.0nM 之后，实

验组与对照组间对比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本次实验通过对胶质瘤 SHG-44 细胞的

培养，观察其在体外条件下的生长习性，实

验结果提示：（1）脑胶质瘤 SHG-44 细胞体

外培养是增殖能力非常强的恶性肿瘤细胞；

（2）本实验从肿瘤细胞增殖、凋亡、靶基因

复制三方面证实 AZD1152 对胶质瘤 SHG-44

细胞系有确切的抑制作用；（3）其抑制作用

与药物浓度呈正相关的量效关系；（4）该抑

制作用可能与 Aurora-B 被抑制，从而诱导细

胞凋亡有关。综上所述我们推测：Aurora-B

特异性抑制剂 AZD1152 可能是神经胶质瘤靶

向治疗的重要研究方向，具有进一步深入跟

踪研究的价值。 

 
 
PO-3046 

低氧微环境对人脑胶质瘤 U251 干细胞增殖

影响的体外研究 

 
涂芸琥 何永生 吴波 陈隆益 刘卫东 黄光富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分别于常氧、3%O2 和 1%O2 条件下培 

养 U251 胶质瘤细胞系，（1）研究不同低氧

微环境对 U251 胶质瘤干细胞增殖的影响；

（2）验证 HIF-1α 基因是否在低氧培养胶质

瘤干细胞的增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临

床药物研究制备及探讨更为恰当的治疗方式

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将胶质瘤细胞球分为三组，分别置于常 

氧、3%O2 和 1%O2 条件下悬浮培养并进行

以下实验：（1）悬浮培养 24h、48h 及 72h

后,流式细胞术检测 CD133+、Nestin+细胞比

例，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活力，Real Time-

qPCR 技术测定 HIF-1αmRNA 水平变化，We

stern Blot 法测定 HIF-1α 蛋白表达水平。

（2）软琼脂克隆形成实验检测各组细胞的克

隆集落形成能力。（3）采用 siRNA 技术建立

HIF-1α 敲除细胞球；培养两种细胞球 24h、4

8h 及 72h 后,流式细胞术检测 CD133+、Nest

in+细胞比例，CCK8 法检测细胞活力。（4）

常氧培养胶质瘤细胞球 24h，3%O2 和 1%O

2 培养胶质瘤细胞球及敲除 HIF-1α 细胞球 24

h 后，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及凋亡情况。

经统计分析评价不同低氧处理各项指标的相

关性。 

结果 （1）3%O2 组 CD133+、Nestin+细胞

比例、细胞活力和 HIF-1α 蛋白表达均明显上

升，依次高于常氧组、1%O2 组，P 值＜0.0

5；HIF-1α mRNA 表达无差异。（2）3%O2

组细胞克隆形成能力依次优于常氧组、1%O2

组，P 值＜0.05。（3）流式细胞仪显示，3%

O2 组细胞球中处于增殖期（S＋G2）的比例

依次高于常氧组、1%O2 组；而 3%O2 组细

胞的凋亡率依次低于常氧组、1%O2 组，P 值

＜0.05。（4）3%O2 组培养敲除 HIF-1α 胶

质瘤细胞球 24h、48h 后 CD133+、Nestin+

细胞比例、细胞活力明显下降，依次低于 1%

O2 组、常氧组，P 值＜0.05。 

结论 (1)适度低氧微环境（3%O2）可促进胶

质瘤干细胞增殖和自我更新,提高干细胞中 HI

F-lα 蛋白的表达。（2）通过 siRNA 干扰 HIF

-1α 基因，可显著降低低氧微环境中胶质瘤干

细胞的增殖和细胞活力，提示 HIF-1α 基因可

能在该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3)适度低氧微

环境可以促使胶质瘤干细胞突破 G1/S 阻滞点

进入 S 期,促进其增殖；而 HIF-1α 基因敲除

以后，可能造成胶质瘤干细胞 G2/M 期阻

滞，从而抑制细胞增殖。 

 
 
 
PO-3047 

胶质瘤干细胞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恶性转

化的实验研究 

 
董军 陈金生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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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在双色荧光示踪移植瘤模型中探究作为

肿瘤间质细胞的外源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BMSCs)和

胶质瘤干细胞(Glioma Stem Cells,GSCs)相互

作用，并分探究其与端粒酶逆转录酶(Telome

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TERT)表达的联

系。 

方法 1.Balb/c 裸小鼠辐射后，尾静脉移植源

于 EGFP 裸小鼠骨髓细胞，建立骨髓损毁重

建模型；2.将表达红色荧光蛋白(RFP)人胶质

瘤干细胞(SU3-RFP)接种于重建鼠颅内，从

移植瘤中克隆出高增殖力 EGFP+细胞，分析

其生物学特征；3.体外获得稳定表达 TERT

的 BMSCs(TERT-BMSCs)，比较研究 TERT-

BMSCs 和 EGFP+细胞的生物学特征。  

结果 1.SU3-RFP 致瘤率为 100%（7/7），高

增殖力 EGFP+细胞表达 BMSCs 标记蛋白—

CD44、CD90、CD29，不表达 CD45，具备

强增殖能力和侵袭力，高表达 TERT，其致瘤

率为 100%（5/5），将其命名为已转化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transformed Bone Mesenchy

mal Stem Cells,tBMSCs)； 2.tBMSCs 增殖

力、侵袭能力和致瘤率(5/5,100%)均最强(P﹤

0.05)； 3.TERT-BMSCs 增殖力、侵袭能力

较强，略低于 tBMSCs，致瘤率(2/10,20%)明

显低于 tBMSCs(P﹤0.01)；4.BMSCs 增殖

力、侵袭能力远低于 tBMSCs 及 TERT-BMS

Cs，且不致瘤。   

结论 1. 胶质瘤干细胞可诱导 BMSCs 发生恶

性转化，后者参与肿瘤重构并高表达 TERT

基因； 2.tBMSCs 恶性转化机制与 TERT 基

因过表达高度相关，但其转化后的恶性表型

应还包括其他基因异常参与。 

 
 
PO-3048 

AQP4 与先天性脑积水的相关性研究 

 
赵彬 刘军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21 

 

目的 研究水通道蛋白 4（AquaporinS-4， 

AQP4）在脑积水鼠中的遗传规律，探讨 AQ

P4 在脑积水遗传中的作用。 

方法 (1)通过随机挑选未见脑积水 AQP4 敲除

雄鼠 AQP4 敲除雌鼠交配,用其 F1、F2、F3

代建立遗传图谱，研究其遗传规律。（2）提

取大脑组织总 RNA,制作基因芯片研究其在遗

传中的作用。 

结果 AQP4 基因敲除表型的是可遗传的且与

性别无关，同时并非单基因遗传，且为常染

色体遗传；小鼠全基因芯片表明在 AQP4 敲

除的背景下脑积水表型的发生有其它遗传基

因的参与。 

结论 通过制作遗传图谱以及小鼠基因芯片，

证明 AQP4 在先天性脑积水发病机制有重要

作用，并为进一步筛查和研究水通道蛋白在

人类先天性脑积水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奠定基

础。 

 
 
PO-3049 

Annexin A2 与釉质细胞型颅咽管瘤增殖，侵

袭，复发及药物敏感性的相关性研究 

 
邓佼娇 王跃龙 周良学 刘翼 游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 610041 

 

目的  寻找与釉质型颅咽管瘤复发相关的蛋白

分子，为临床个体化靶向药物治疗釉质型颅

咽管瘤提供依据。  

方法  1.收集 4 例釉质型颅咽管瘤组织标本，

通过双向电泳实验分析筛查在颅咽管瘤组织

中表达，且可能与该肿瘤生长，侵袭特性相

关的蛋白分子。2.收集 46 例原发和 19 例复

发釉质型颅咽管组织标本，通过免疫组织化

学方法分析肿瘤 AnxA2 表达和复发的相关

性。3.选择其中 11 例新鲜颅咽管标本进行原

代培养，通过 Western Blot 筛选 AnxA2 表达

分别为阳性（AnxA2+）和阴性（AnxA2-）的

细胞，并对传至第三代的细胞进行 SV40T 慢

病毒载体转染，建立能够稳定传代的细胞

株。通过细胞 MTT 实验，侵袭实验，实时荧

光定量 PCR，流式细胞技术等实验方法，分

别对 AnxA2+和 AnxA2-细胞的增值，迁移及

侵袭特性进行对比。4.EGFR 靶向药物吉非替

尼作用于 AnxA2+，AnxA2-细胞后，通过流

式技术分别检测两种细胞系凋亡率，并检测

两种细胞系 AnxA2 下游相关通路 p-EGFR，p

-AKT 等蛋白分子变化。 

结果  1.通过双向电泳对 4 例釉质型颅咽管瘤 

及正常人脑组织进行对比研究，蛋白组学分

析结果表明: 钙离子相关膜连蛋白 AnxA2 在

釉质型颅咽管瘤组织中表达。2.通过对 46 例

原发和 19 例复发釉质型颅咽管组织标本的研

究中，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AnxA2 蛋白

表达程度与肿瘤复发呈正相关。3.对转染 SV

40T 慢病毒载体的原代细胞进行鉴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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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传代培养，western blot 实验，成功筛选

出稳定表达 FLAG, cytokeratin-7 及 β-catenin

的 AnxA2+及 AnxA2-细胞株。4.体外细胞培

养及药物敏感实验显示，对于 AnxA2 表达阳

性的细胞，其增值，迁移，侵袭性及对 EGF

R 靶向药物吉非替尼的敏感性均明显高于 An

xA2 表达阴性的细胞。 

结论  1.钙离子相关膜连蛋白 AnxA2 在釉质型

颅咽管瘤组织中表达。AnxA2 表达与釉质型

颅咽管瘤的复发相关，同时 AnxA2 可通过对

下游 EGFR,AKT 通路的调控促进肿瘤细胞增

殖及迁移。2.AnxA2 表达高低可预测肿瘤组

织对 EGFR 靶向药物吉非替尼的敏感性，为

临床上颅咽管瘤术后辅助治疗的决策提供了

新的选择。3.吉非替尼抑制效应能够通过 Anx

A2 对下游 p-EGFR，p-AKT 等相关靶点的调

控而发挥作用。 

 
 
PO-3050 

研究 Mitofusin2 促进自噬发生进而在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中的作用 

 
彭程 费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首次通过阐明 Mitofusin2（Mfn2）通过

调节自噬进而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中发挥的

具体作用，为研究缺血再灌注（I/R）损伤的

病理机制提供的新的理论依据和研究靶点，

并为临床治疗的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方法  首先，我们在小鼠原代皮层神经元上采

用氧糖剥夺再复氧（OGD/R）模型来模拟 I/R

损伤。接下来，我们通过 western blot、Real

-time PCR 以及扫面电子显微镜等技术对自噬

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检测，另外还借助于 LC3

双荧光病毒载体（mRFP-GFP-LC3）对自噬

流的变化进行了检测追踪。然后结合自噬相

关激动剂和抑制剂，通过 TUNEL 和细胞活力

实验初步阐明了自噬在 I/R 中的具体作用。通

过慢病毒载体对 Mfn2 进行过表达和干涉，进

而研究其在 I/R 损伤中的作用。最后，在 I/R

损伤后，对 Mfn2 进行干预，通过对自噬相关

指标进行检测，逐步阐明 Mfn2 与自噬之间的

具体关系及机制。 

结果  首先，我们阐明了 I/R 损伤后自噬激

活，并且自噬流过程发生改变，具体包括：

自噬的发生增多和自噬溶酶体降解受阻（自

噬溶酶体堆积增多）。然后，TUNEL 和细胞

活力结果显示，I/R 损伤后，促进自噬的发生

可减轻神经元损伤，而自噬流降解受阻可加

重神经元损伤。Mfn2 表达变化检测结果表

明，I/R 损伤早期，Mfn2 表达略有上调，但

是随着再灌注时间的增加，Mfn2 表达明显下

调。接着我们又证明了，Mfn2 在 I/R 损伤中

也具有保护性作用。最后实验结果表明，Mfn

2 可能是通过促进自噬的发生进而在 I/R 损伤

中发挥的保护性作用，并且我们还证实，过

表达 Mfn2 并不会增加 I/R 所引起的自噬溶酶

体堆积。 

结论  本研究不仅详细阐明了 I/R 损伤后自噬

流过程的具体改变，还进一步证明了自噬流

每一环节改变对 I/R 损伤的影响。更重要的是

在证明了 Mfn2 通过促进自噬的发生进而在 I/

R 损伤中发挥保护性作用，并且不会引起自

噬溶酶体的堆积增多。研究不仅阐明了自噬

在 I/R 损伤中的作用，更进一步指出 Mfn2 这

一线粒体融合蛋白在 I/R 损伤中与自噬之间的

重要作用，不仅为自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机

制，更为临床中缺血性脑疾病的研究提供了

新颖的理论基础。 

 
 
PO-3051 
AVM model Mice generated with conditio
nal Alk1 alleles using CRISPR/Cas9-medi
ated gene targeting 

 
Xu Hongzhi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Aim  This study aimed to generate mutant m
ice containing the Alk1 gene flanked with Lo
xP sequences to allow the conditional deletio
n of Alk1 by the LoxP/Cre system. Such mic
e might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brain ar
teriovenous malformation (BAVM) models. 
Methods  CRISPR/Cas9 technology was us
ed to edit Alk1. Two single guide RNAs (sgR
NAs) with recognition sites on introns 3 and 
8 and a donor vector that was homologous w
ith the targeted gene and contained two Lox
P sequences were designed and constructe
d. The in vitro-synthesized sgRNA, Cas9 mR
NA and donor vectors were injected into mo
use zygotes, which were then transferred int
o pseudopregnant mice. 
Neonatal mutant mice were identified by gen
otyping the PCR products and sequencing. 
Results  Two mice with a floxed Alk1 allele 
were successfully generated at a success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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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f 8.7%. The target mice, which were healt
hy and fertile, could be obtained through inte
rbreeding. 
Conclusion  CRISPR/Cas9 is a reliable gen
e-editing tool, and it was able to efficiently m
odify Alk1 and create the target mice, which i
s a starting point for developing BAVM mode
ls. 
 
 
PO-3052 

人脑胶质瘤细胞裸鼠原位移植双荧光模型的

建立 

 
谭国伟 于宁 李张昱 高鑫 陈四方 郭剑峰 朱宏伟 叶永

造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建立裸鼠的人胶质瘤原位移植双色荧光

模型，为进一步探讨脑胶质瘤发病机制及其

治疗研究提供良好动物模型。  

方法  1.细胞培养：U87 细胞复苏后分装于底

面直径为 10cm 加入 DMEM 培养液的培养皿

中，置于 37℃、5% CO2 的恒温恒湿培养箱

中培养。在细胞处于对数生长期大约  80%

时，以 0.25%的胰酶消化，收集消化液后离

心并除去上清液，以不含血清的 DMEM 液吹

打后，以 DMEM 液制成所需浓度（108/ml）

的细胞悬液。置于碎冰上以待接种。 2.模型

制作：10%的水合氯醛腹腔注射麻醉后，于

立体定向头架固定，75%的酒精消毒后，在

头顶双侧眼裂连线处横向切开头皮，暴露前

囟颅骨标志,，前囟中点前 1mm, 矢状缝旁开

2mm 处用牙科钻钻一骨孔，以 10ul 的微量注

射器抽取细胞悬液 5ul 后固定于立体定向仪，

晶骨孔垂直进针至颅骨下 3.7mm，回退 2m

m，于 20min 内将细胞悬液注射完，注射完

毕后留针 5min，缓慢退针，用骨蜡封闭骨

孔，1 号丝线缝合皮肤切口 ,观察至麻醉苏

醒。  3.活体荧光成像动态观察肿瘤生长情

况：移植术后裸鼠饲养 2 周，自由饮食。成

像时裸鼠用异氟烷持续吸入麻醉，俯卧位放

于活体成像仪配备的黑色胶垫上，在 Lumina 

II 成像系统下行活体荧光成像。图像以 IVIS 

分析，在 Radiance 模式下测量荧光强度。连

续照射两周，观察瘤体的变化及转移情况。 

4.大体观察和荧光显微镜观察：四周后，处死

裸鼠，用生理盐水经心脏行器官灌注后断头

取脑，观察肿瘤的大体生长情况和转移情

况。将脑组织置于 10%的多聚甲醛固定液中

固定 24h 后，石蜡包埋、切片，荧光显微镜

下观察肿瘤细胞与宿主基质细胞的关系。  

5. HE 染色：将裸鼠的脑组织石蜡切片行 HE

染色，在显微镜下观察肿瘤的组织病理学特

征。  

结果  成功的构建了双荧光的胶质瘤动物模

型。该双荧光模型肿瘤成瘤率高，颅内生长

稳定，肿瘤组织病理学特性与人脑胶质瘤相

似，通过荧光成像技术，能够动态的观察肿

瘤的生长，并能区分混杂的肿瘤细胞与宿主

基质细胞。  

结论  成功建立的双色荧光胶质瘤动物模型，

可作为脑胶质瘤研究较理想的动物模型，对

深入研究脑胶质瘤的发病机制及其临床治疗

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PO-3053 
B-Cell Depletion Reduces the Maturation 
of Cerebral Cavernous Malformations in 
Murine Models 

 
Shi changbin1,2,Shenkar Robert2,Zeineddine Hussei
n A2,Girard Romuald2,Fam Maged D2,Austin Cecilia
2,Moore Thomas2,Lightle Rhonda2,Zhang Lingjiao 2,
Wu Meijing2,Cao Ying2,Gunel Murat3,Louvi Angeliki3,
Rorrer Autumn4,Gallione Carol 4,Marchuk Douglas A
4, Awad Issam A2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Harbin， Hei

longjiang Province， China 

2.Neurovascular Surgery Program， Section of Neu

rosurgery， Biological Sciences Division， The Univ

ersity of Chicago Medicine，USA 

3.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Yale University Sc

hool of Medicine， New Haven， CT， USA 

4.Molecular Genetics and Microbiology Departmen

t， 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Durham， N

C， USA 

 

Objective  Cerebral cavernous malformation
s (CCMs) are relatively common vascular m
alformations,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ed Rh
okinase (ROCK) activity, vascular hyperper
meability and the presence of blood degrada
tion products including non-heme iron. We ai
me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suppressing th
e immune response on the formation and ma
turation of CCM lesions, as well as lesional ir
on deposition and ROCK activity.  
Methods  Two murine models of heterozygo
us Ccm3 (Pdcd10), which spontaneously de
velop CCM lesions with severe and milder p
henotypes, were either untreated or re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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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mouse BR3 to deplete B cells.Flow cyto
metry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were adop
ted to detect the level of B cells and T cells a
nd ROCK activity. Perl Prussian blue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non-heme iron depo
sition. 
Results  Brains from anti-mouse BR3-treate
d mice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fewer mature C
CM lesions and smaller lesions compared to 
untreated mice. B cell depletion halted the pr
ogression of lesions into mature stage 2 lesi
ons but did not prevent their genesis. Non-h
eme iron deposition and ROCK activity was 
decreased in lesions of B cell depleted mice. 
Conclusion  This represents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therapeutic benefit of B-cell depletion i
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CCMs,
 and provides a proof of principle that B cell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CCM lesion genesis an
d maturation. These findings add biologics to
 the list of potential therapeutic agents for C
CM disease.  
 
 
PO-3054 

水蛭素对胶质瘤 U87 细胞的抑制作用及机制 

 
蔺兴 李安民 宋少军 李军旗 高海平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311 

 

脑胶质瘤是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原发肿

瘤，肿瘤细胞具有侵袭性，手术治疗复发率

高，平均生存期不到 2 年。胶质瘤往往对抗

肿瘤药物具有抵抗性，治疗效果差。 

水蛭素，一种传统中药，在 1905 年首次从水

蛭中提取出来，1975 年证实其为凝血酶特异

性抑制剂，在临床用于血瘀症、血小板增多

症及脑出血等。近年来，发现其在抗肿瘤方

面有显著作用。国内有文献报道水蛭素在体

外实验中有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

胞的增殖、转移及血管内皮细胞生长的作

用。国外曾有研究表明水蛭素对胶质瘤细胞

的增殖有抑制作用，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清

楚，其对胶质瘤是否有治疗作用及作用机制

已引起关注。 

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是降解细胞外基质

的水解蛋白酶，尤其是其中的 MMP-2、MMP

-9 在许多恶性肿瘤细胞的转移及侵袭中发挥

中重要作用，与胶质瘤的迁移、侵袭也密切

相关。现在已知与胶质瘤生长相关的分子信

号通路有 RaS-Raf-MEK-ERK/MAPK 信号通

路。其中 Ras 和 ERK 是这条通路中的关键蛋

白。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研究水蛭素对胶

质瘤 U87 细胞的迁移、侵袭及 Ras、ERK 等

表达的作用，探讨其对胶质瘤的抑制作用及

机制。 

目的 探讨水蛭素对 U87 胶质瘤细胞的迁移、

侵袭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 U87 细胞，分别用 0、10、5

0、100、200、400μmol /ml 作用 0h、12h、

24h、48h、72h，测定细胞增殖活性；流式

细胞学检测细胞周期；利用划痕修复实验、T

ranswell 小室模拟体外迁移、侵袭模型，观察

水蛭素对 U87 胶质瘤细胞的迁移、侵袭能力

的影响；利用基于荧光抑制的明胶的酶动力

性实验检测水蛭素对 U87 胶质瘤细胞的基质

金属蛋白酶-2、9 活性的改变；运用免疫组化

的方法分别检测 Ras、ERK1/2 以及 p-ERK1/

2 表达情况。 

结果 各浓度水蛭素培养 24h，U87 细胞的增

殖活性均受到抑制。10、50μmol /ml 显著抑

制。水蛭素在 10、50μmol /ml 浓度时对 MM

P-2、MMP-9 的表达有促进作用，抑制 Ras

及 p-ERK1/2 的表达。 

结论 1.水蛭素能够抑制胶质瘤 U87 细胞的增

殖，该抑制作用可能与抑制 RaS-ERK/MAPK

通路相关。 

2.水蛭素对 U87 胶质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能

力的调节可能是双向的，并且不只与 MMP-2

和 MMP-9 的表达相关。 

 
 
PO-3055 

膜联蛋白 Annexin1 对大鼠脑出血后血脑屏

障损伤保护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 

 
陈周青 王中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评估膜联蛋白 Annexin1（ANXA1）在

脑出血（ICH）后血脑屏障破坏及继发性脑损

伤（SBI）方面的潜在治疗价值及其作用机

制。  

方法 1、体内、外 ICH 模型建立：在成年雄 

性 SD 大鼠建立 ICH 胶原酶活体模型；在人

脑微血管内皮细胞中建立 ICH 体外模型。2、

通过活体 ICH 模型分为 6h, 12 h, 24 h, 48 h, 

72 h 及 1w 六个时间点实验组及 1 个假手术

组，取血肿周围脑组织切片，用免疫荧光分

析脑血管内皮 ANXA1 的表达与分布及 Weste

rn blot 分析脑血肿周围脑组织蛋白中 ANX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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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量、血清的 ANXA1 的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 ANXA1 分泌量的检测；通过免疫荧光及

Western blot 检测分析体外脑血管内皮细胞在

氧合血红蛋白的刺激下 ANXA1 变化情况。

3、活体 ICH 尾静脉注射人重组 ANXA1（rhA

NXA1）低、中、高及对照四个组进行分析：

免疫荧光分析脑组织切片的血管内皮细胞 AN

XA1 的表达，TUNEL 及 FJB 染色检测细胞凋

亡及坏死情况，脑伊文思蓝染色含量、脑水

肿系数及脑组织白蛋白测定脑水肿情况；监

测体外过表达 ANXA1 的脑血管内皮细胞（B

MVECs）暴露于 ICH 刺激物血脑屏障功能改

善情况。4、免疫共沉淀分析 ANXA1/FPR2

及 ANXA1/β-actin 的相关性；ANXA1 两个定

点氨基酸磷酸化后监测血脑屏障的完整性及

细胞间渗透情况。  

结果 1、大鼠脑血管内皮的免疫荧光及 West

ern blot 的 ANXA1 的表达量、血清的 ANXA1

的 ELISA 试验 ANXA1 分泌的量在 ICH 后 24

h 检测 ANXA1 值达最低。2、活体 ICH 尾静

脉注射较高剂量 rhANXA1 的大鼠脑切片坏

死、凋亡情况较 ICH 组改善，高剂量治疗组

较 ICH 组的脑组织伊文思蓝含量低、脑水肿

程度轻及白蛋白含量少；体外过表达 ANXA1

的脑血管内皮细胞在暴露于 ICH 刺激物较低

表达组血脑屏障完整性高。3、通过点突变确

定两个磷酸化位点：1）ANXA1 的苏氨酸-24

磷酸化与细胞骨架的肌动蛋白相互作用；2）

ANXA1 的丝氨酸-27 与 ANXA1 的分泌及 AN

XA1/FPR2 相互作用相关；这两者对维持细

胞骨架的完整性和细胞间通透性必不可少。  

结论 通过 ANXA1 的苏氨酸-24 和丝氨酸-27

的磷酸化可以防止脑出血后引发的血脑屏障

功能障碍。脑出血后 ANXA1 的磷酸化是脑血

管内皮细胞的一种可能的自我修复策略。 

 
 
PO-3056 
Study on Proliferation and Chemoresista
nt Characteristics of CD133 Positive Canc
er Stem Cells Isolated from the U251 Mali
gnant Glioblastoma Cell Lines 

 
Bi Changlong,Zhu Guiying,Fang Jiasheng,Yang Zhu
anyi ,Zhang Mingyu, Chen Fenghua,Liu Jingfang, W
ang Yanjin 
The Neurosurgery Department of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78， PR China 410008 

 

Gliomas represent the most common cancer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Unfortunately,
 it is practically impossible to cure them by s
urgery and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due to 
a small population of tumor initiating cells (TI
Cs) or cancerstem cells (CSCs) possessing 
stem-cell properties. It is believed to leave tu
morigenic stem cells behind, which might be 
an important mechanism of resistance to tra
ditional chemotherapy. Recently, some rese
arches reveal the ATP-binding cassette (AB
C) drug transporters have been observed on
 overexpression to protect CSCs from chem
otherapeutic agents or toxin. Some evidence
s show CD133 is a special marker for CSCs 
isolated from glioma.CD133 positive (CD133
+) CSCs will alter remedial opinion and provi
de the novel target of the malignant glioma. 
However, the mechanism of the drug resista
nce to chemotherapy is still unknown. In this 
present study, we successfully isolated the C
SCs called CD133 (+) cells by FACS analysi
s from the U251 malignant gliobalstoma cell l
ines,which were found to innately limitless pr
opagation managed by serum-freeDMEM/F1
2 medium. CD133 (+) cells express higher le

vels of MRP、LRP、TopoⅡα and MGMT on

 gene and protein level. Furthermore, these 
cells showed more strongly anti-apoptotic ab
ility and were significantly resistant to traditio
nal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including Vm-2

6、BCNU and DDP compared to autologous

 CD133 negative (CD133-) cells. 
 
 
PO-3057 

Mitofusin2 可通过调节线粒体功能和线粒体

凋亡信号通路进而减轻缺氧性损伤 

 
彭程 费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通过研究 Mitofusin 2（Mfn2）在缺氧损

伤中的改变、作用以及机制，试图阐明并找

寻缺氧损伤与线粒体动力学之间的关系，从

而为临床治疗脑缺氧性疾病的研究提供新的

依据和靶点。 

方法 首先，我们在体外 HT22 细胞系中，建

立氯化钴模拟低氧损伤模型，并在检测了 Mf

n2 的表达变化，更在体内大脑中动脉栓塞模

型中验证了 Mfn2 的改变。然后，在用慢病毒

过表达及干涉 Mfn2 的基础上，通过对 TUNE

L 以及细胞活力的检测，明确了 Mfn2 在缺氧

模型中的作用。在机制探究时，我们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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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线粒体形态及功能的相关指标对 Mfn2 在

缺氧诱导的线粒体损伤中的作用进行了检

测；同时还用 western blot 检测了 Mfn2 对于
Bcl-2/Bax——cyt c——Cleaved caspase 3

这一信号通路的影响。最后，我们还借助于

磷酸化 ERK 抑制剂进一步明确了 Mfn2 在磷

酸化 ERK 通路中的作用。 

结果 首先我们第一次证明了体内外缺氧损伤

中 Mfn2 的下调改变，并阐明了 Mfn2 在缺氧

损伤中具有明显的保护性作用。接着线粒体

相关实验结果表明：Mfn2 可以重塑缺氧诱导

的线粒体形态改变，并且 Mfn2 还可以通过减

少 ROS 产生、抑制线粒体膜电位的降低以及

增加 ATP 合成进而减轻缺氧引起的线粒体功

能损伤。信号通路结果提示，在缺氧损伤

中，过表达 Mfn2 可以增加 Bcl-2/Bax 比值、

减少 cyt c 的释放以及减少 Cleaved caspase 

3 的表达。另外，过表达 Mfn2 还可以抑制磷

酸化 ERK 的形成。 

结论 Mfn2 在缺氧损伤中具有明确的保护性作

用。这种保护性作用可能是因为 Mfn2 具有重

塑线粒体形态以及保护线粒体功能的作用。

另外，Mfn2 还可能通过线粒抑制体凋亡通路

以及抑制磷酸化 ERK 通路，进而在缺氧损伤

中发挥作用。研究所得 Mfn2 在缺氧损伤中的

作用及机制不仅为以后研究脑缺氧性疾病提

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治疗靶点，更提示我

们，线粒体动力学在缺氧性疾病中可能具有

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PO-3058 

泌乳素微腺瘤围手术期糖皮质激素替代治疗

的探讨 

 
宋少军 李安民 李军旗 蔺 兴 高海平 

海南省肿瘤医院 570311 

 

目的 探讨经蝶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垂体泌乳素

微腺瘤技术与围手术期激素变化的相关性及

补充治疗的必要性。 

方法 将 89 例垂体泌乳素微腺瘤病人随机分

组，对照组(n=30)：术前及术后均不使用激

素；术前激素组(n=30)：术前常规使用激

素，术后不使用；围手术期激素组(n=29)：

术前及术后常规使用激素。所有病人行导航

(或)内镜辅助经蝶窦显微切除术，术后随访及

收集资料并进行分析。 

结果 平均随访 12 个月，组间术前、术后 

3 d、术后 1 个月、术后 3 个月血清皮质醇未

见统计学差异(P<0.05)，随访未见垂体功能低

下。 

结论 垂体 weishoushuqi 经蝶窦基于假性包膜

外显微切除，手术并发症少，对正常垂体功

能干扰小，围手术期是否常规激素补充还值

得进一步探讨。 

 
 
PO-3059 

AIP 基因在国人复发性垂体瘤中的突变及意

义 

 
胡业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00038 

 

目的  通过研究国人原发性及复发性垂体瘤中

AIP 基因的突变，分析该基因的突变及与垂体

瘤复发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病理证实的国人原发性垂体瘤 38

例及复发性垂体瘤 29 例，对所有标本进行 D

NA 提取，然后进行 PCR 扩增及 DNA 测序比

对，并对该基因的突变与垂体瘤复发的相关

性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原发性垂体瘤中 AIP 基因突变率为 13.

2%，而在复发性垂体瘤中 AIP 基因突变率为

40.7%。经过统计学卡方检验，两组样本中的

突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国人原发性及复发性垂体瘤中 AIP 基因

均出现突变，但在后者中的突变率更高，可

见 AIP 基因的突变与垂体瘤复发存在相关

性，提示对 AIP 基因的研究可能发现一种能 

早期诊断及治疗垂体瘤复发的新途径。 

 
 
PO-3060 

AIP 基因中与国人侵袭性垂体瘤相关的突变

及突变位点的分析 

 
常永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00038 

 

目的 通过研究国人垂体腺瘤中 AIP 基因的突

变及突变位点，分析突变与垂体腺瘤侵袭性

的相关性及该基因突变位点的特异性。 

方法 选取 2009-2012 病理证实的垂体腺瘤标

本 58 例，按照 Knosp 分级分为侵袭性垂体腺

瘤 28 例及非侵袭性垂体腺瘤 30 例，对所有

标本进行 DNA 提取，进行聚合酶链反应（P

CR）及 DNA 测序比对，然后对该基因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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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垂体腺瘤侵袭性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

析，并对该基因突变位点与国外已报的位点

进行验证对比。 

结果 58 例标本中共发现 3 个突变位点，分别

为 Exon4 序列中的一处 C 突变为 T 和 Exon6

序列中的两处的 G 突变为 C；其中 28 例侵袭

性垂体腺瘤中有 12 例标本发生突变，AIP 基

因的突变率为 42.8%，而 30 例非侵袭性垂体

腺瘤中有 5 例标本发生突变，突变率为 16.

7%。经过统计学卡方检验，两组样本中的突

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P<0.0

5）。 

结论 国人垂体腺瘤中 AIP 基因的 3 个突变位

点与国外已报道的十余个位点不同；国人侵

袭性及非侵袭性垂体腺瘤中 AIP 基因均出现

突变，但在前者中的突变率更高，提示 AIP

基因的突变与垂体腺瘤侵袭性存在相关性。 

 
 
PO-3061 

虚拟可视化技术在颅底肿瘤精准手术中的应

用 

 
陈素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00038 

 

目的 探讨 Destroscope 虚拟现实系统在颅底

肿瘤个体化精准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分析我院 2013 年 9 月-2015 年 9 月应用

Destroscope 虚拟可视化技术做术前计划治疗

的颅底肿瘤患者，术前均行 CTA 以及增强 M

RI 检查，原始数据通过 Destroscope 虚拟可

视化系统中进行三维重建、模拟操作并设计

个体化手术方案，指导治疗，将术前虚拟数

据与术中所见精心对比分析。 

结果 所有患者均成功地实现了肿瘤及其周围

重要结构的三维立体虚拟影像的重建，并成

功进行虚拟现实的手术模拟与手术设计，所 

得虚拟影像以及数据近乎真实手术现场。 

结论 Destroscope 虚拟虚拟可视化能够清楚

的呈现并量化肿瘤以及周围重要结构的关

系，有助于实现颅底肿瘤的精准切除，提高

治疗效果。 

 
 
PO-3062 

Destroscope 虚拟现实系统在颅内动脉瘤诊

疗中的应用体会 

 
寸恩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00038 

 

探讨 Destroscope 虚拟现实系统在颅内动脉

瘤诊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应用虚拟现实术

前计划系统对 20 例颅内动脉瘤进行术前评估,

 观察解剖结构, 进行手术模拟, 指导手术方式,

 并结合术中情况与术前计划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20 例颅内动脉瘤病例均成功地实现了颅

骨及颅内血管的三维立体虚拟现实影像的重

建。其中 18 例与 CTA 报告结果一致，2 例 C

TA 报告可疑，在虚拟现实影像上清晰显示动

脉瘤。20 例患者均成功进行虚拟现实的手术

模拟与手术设计，所得 3D 影像与手术所见一

致。结论: Destroscope 虚拟现实系统能够清

楚地显露动脉瘤大小、位置，并可量化与周

围结构的关系，有助于颅内动脉瘤的诊断及

手术方案的选择，对提高手术安全性有意

义。 

 
 
PO-3063 
LGR5/GPR49 is implicated in motor Neur
on Sepecification in Nervous System 
 
Song Shaojun,李安民 ,李军旗 ,蔺 兴 ,赖 敏  

Hainan Cancer Hospital 570311 
 

The biological roles of stem cell marker LGR
5, the receptor for the Wnt-agonistic R-spon
dins, for nervous system are poorly known.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in normal human brai
n tissues revealed that LGR5 is closely relat
ed with neuron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s. I
nterestingly, LGR5 and its ligands R-spondin
s (RSPO2 and RSPO3) are specifically highl
y expressed in projection motor neurons in t
he spinal cord, brain stem and cerebral. Inhi
bition of  Notch activity in neural stem cells 
(NSCs) increased the percentage of neurona
l cells and promoted LGR5 expression, while
 activation of  Notch signal decreased neuro
nal cells and inhibited the LGR5 expression. 
Furthermore, knockdown of  LGR5 inhibited t
he expression of neuronal markers MAP2, N
euN, GAP43, SYP and CHRM3, and also re
duced the expression of genes that program 
the identity of motor neurons, including Isl1, 
Lhx3, PHOX2A, TBX20 and NEUROG2. Our
 data demonstrated that  LGR5 is highly expr
essed in motor neurons in nervous system a
nd is involved in their development by regula
ting transcription factors that program motor 
neuron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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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064 

3T 磁共振结合 3D-slicer 软件对颅内未破裂

动脉瘤形态评估的研究 

 
王华伟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100853 

 

目的  结合 3D-slicer 软件对颅内动脉瘤 3T T

OF MRA 数据进行三维重建，测量瘤颈、瘤

体横径及顶径距这三个形态学指标，以 DSA

作为参照，评估两种检查方法之间的差异。  

方法  16 例颅内未破裂动脉瘤患者行 DSA 和

MRA 检查，分别在 DSA 和 MRA 上测量瘤

颈、瘤体横径及顶径距这三个参数。将三个

参数分别进行统计分析，判断两种检查是否

存在统计学差异。  

结果  瘤颈平均值：DSA 为 9.29±4.04mm，

MRA 为 8.93±4.72m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19，P=0.234＞0.05，r=0.968）；瘤

体横径平均值：DSA 为 12.65±6.86mm，MR

A 为 12.91±6.83mm，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88，P=0.379＞0.05，r=0.933）；顶

颈距平均值：DSA 为 14.23±0.95mm，MRA

为 13.86±0.96mm，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48，P=0.14＞0.05，r=0.499）。  

结论  3T 磁共振结合 3D-slicer 软件是评估动

脉瘤形态的有效检查。  

 
 
PO-3065 

人工气道气囊压力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张茹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监护室 710038 

 

人工气道指将导管经口／鼻或气管切开处插

入气管内建立的气体通道， 可纠正患者的缺

氧状态，改善通气功能。气管导管设置气囊

这一装置的目的在于封闭气道，固定导管， 

保证潮气量的供给， 预防口咽部分泌物进入

肺部， 从而减少肺部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 

现临床使用可吸引式气管导管进行持续或间

断声门下吸引是一种新的可靠的预防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VAP） 的方法。 

人工气道是危重症患者生命支持的一项重要

措施，在实行机械通气时，需将气管导管或

气切套管气囊充气以封闭气道，保证有效通

气。 

气 囊 压 力 过 低 会 出 现 气道漏气， 影响呼

吸机通气， 导致口咽部病原菌自由地进入下

呼吸道. 气囊压力过低时不能保证气囊与气管

壁间的密闭性， 降低潮气量引起通气不足，

增加 VAP 发生的危险性。气囊过度充气则可

引起气管黏膜缺血性损伤甚至黏膜坏死、咽

喉肿痛、声嘶、气管狭窄等。由使用人工气

道的病人自身条件以及所  处的临床环境复

杂，影响人工气道气囊 内压力 的因素很多,保

持一个恒定的气囊压力是非常有益的，但是

维持气管插管病人适度的气囊压力，是护理

工作中一项艰巨的任务。气管内导管的气囊

及压力的研究已成为许多体外动物实验和临

床研究的焦点，气管内气囊压力的影响因素

很多，国内外学者都对这一方面也也做了相

关研究， 现将影响因素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参考. 

 
 
PO-3066 

大鼠面神经干局部脱髓鞘动物模型制作 

 
杨敏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外科 200092 

 

目的  模拟面肌痉挛面神经损伤病理，制作 S

D 大鼠面神经干局部脱髓鞘动物模型。  

方法  应用定量损伤镊，分别应用 20g 力、50

g 力和 80g 力对大鼠面神经颅内段主干进行

局部定量损伤，制作 SD 大鼠面神经颅内段局

部脱髓鞘动物模型。并通过行为学检测（面

神经功能评分）和神经电生理学检测（面神

经电图）对面神经功能，是否出现面神经麻

痹现象进行评估；通过神经组织学检测（HE

染色和电镜观察）对面神经损伤程度和脱髓

鞘程度进行鉴定。  

结果  应用定量损伤镊，分别应用 20g 力、50

g 力和 80g 力对 SD 大鼠面神经颅内段主干进

行局部定量损伤。面神经功能评分发现，当

应用 80g 力损伤时大鼠面神经功能评分>3

分，即出现面神经麻痹表现。神经电生理检

测（面神经电图）结果发现，当使用 50g 定

量损伤力时，患侧变性的神经纤维的百分数

约为 38.6%，当使用 80g 定量损伤时，患侧

变性神经纤维的百分数约为 61.2%；记录 CA

MP 复合动作电位中 M 波潜伏期与正常对照

侧无显著性差异，而 F 波潜伏期比正常对照

侧明显延迟。神经组织学检测 HE 染色结果显

示，在 20g 力组病理表现为 I 级损伤为主，当

使用 50g 力时出现明显的脱髓鞘病理表现，

以 Sunderland II-III 级损伤为主，但当损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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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80g 时，损伤面神经出现神经束膜断离

等 Sunderland IV 级及以上表现，尚未达到 V

级。面神经电镜结果显示 20g 力损伤组，神

经纤维髓鞘结构尚完整、板层结构略松散，

有轻度脱髓鞘、不明显，细胞器丰富；50g 力

损伤组，神经纤维肿胀，中度脱髓鞘，髓鞘

结构松散，部分呈空泡状改变,并有瓦勒氏变

性后脱落的髓鞘；80g 力损伤组，髓鞘结构几

乎完全破坏，呈空泡状改变，仅有少量瓦勒

氏变性后脱落的髓鞘。  

结论  应用周围神经定量损伤镊，在 50g 定量

外力作用下，可成功制作大鼠颅内段面神经

干局部脱髓鞘动物模型。该动物模型能够从

临床表现、组织学以及电生理等多方面准确

体现面肌痉挛面神经脱髓鞘损伤改变但又不

出现面神经麻痹的特点，该模型稳定可靠，

可重复性好。  

 
 
PO-3067 

脑海绵状血管畸形（CCM）中存在免疫复合

体和原位 B 细胞克隆扩增 

 
石长斌 1 Robert Shenkar2 Andrew Kinloch3 Scott G. 

Henderson3 Mark Shaaya3 Anita S. Chong4 Marcus 
R. Clark3 Issam A. Awad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芝加哥大学医药生命科学系神经外科中心 

3.芝加哥大学医药生命科学系风湿免疫中心 

4.芝加哥大学医药生命科学系移植中心 

 

目的  脑海绵状血管畸形（CCM）由大量扩张

的薄壁血管组成的异常血管团，易发生出血

性卒中和癫痫；这些都与血脑屏障的缺陷、

不同年龄段的出血以及大量的炎性细胞侵润

密切相关。本实验拟探讨在 CCM 病变中，

T、B 细胞是否存在协同关系，从而介导了抗

原驱动下的 B 细胞的克隆扩增、抗体产生以

及局部抗体依赖的补体的激活。 

方法  收集 10 例 CCM 病人的标本，利用免疫

荧光法检测 CCM 标本中 IgG 和膜袭击复合体

（MAC）在内皮细胞的沉积情况；免疫组化

法检测 B 细胞和 T 细胞间的协同关系；利用

激光捕获纤维切割技术（Laser Capture Micr

odissection， LCM）、RT-PCR 以及序列分

析等方法研究 CCM 病变中局部 IgG 的沉积产

生部位以及抗原驱动下的体突变的特性。 

结果  我们在 CCM 病变区域，首次证实存在 I

gG 和膜袭击复合体（MAC）（补体激活的终

端产物）在病变的内皮细胞上共同沉淀以及

CD4+和 CD8+T 细胞与 CD20+的 B 细胞互相

聚集。并且 IgG 组分分析实验提示 CCM 病变

中 B 细胞是在原位被克隆选择的以及抗原驱

动的体突变； 

结论  这些结果提示 CCM 疾病可能是一种自

身反应性疾病，并且作为潜在的治疗靶点尚

需进一步研究。 

 
 
PO-3068 

抑制由 Hsp27 导致的 AKT 活化能否增强 t-A

UCB 的诱导胶质瘤细胞凋亡作用 

 
李如军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验证 t-AUCB 处理细胞后导致的 Hsp27

磷酸化是否引起 AKT 的磷酸化，抑制 AKT 磷

酸化水平能否促进 t-AUCB 诱导胶质瘤细胞凋

亡。 

方法  采用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系 U251 和 LN4

43，用药分组为 DMSO 对照组、t-AUCB

组、Hsp27 抑制剂 KRIBB3 组、AKT 抑制剂 I

V 组、KRIBB3 联合应用 t-AUCB 组、IV 联合

应用 t-AUCB 组，以及 KRIBB3 与 IV、t-AUC

B 联合应用组，细胞增殖能力通过 CCK-8 试

剂盒进行检测；流式细胞技术分析不同组别

细胞凋亡率的差异；western blot 法检测 AKT

磷酸化水平；RNA 干扰技术下调 Hsp27 的基

因表达，以判断 AKT 磷酸化水平是否依赖于

Hsp27 的磷酸化激活。实验数据均采用 t 检验

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Hsp27 与 AKT 在 U251

中的磷酸化水平在 200μM t-AUCB 作用 48 小

时后明显升高，然而 10μM KRIBB3 预处理 1

小时后联合应用 200μM t-AUCB 作用并没有

明显的促进 Hsp27 和 AKT 的磷酸化。LN443

细胞中 200μM t-AUCB 作用后，原先的 Hsp2

7 与 AKT 的磷酸化水平均有所增加，但是无

论是否使用 t-AUCB 处理，Hsp27 的 siRNA

均能够显著降低 Hsp27 磷酸化水平。单用 20

0 μM t-AUCB，细胞凋亡不明显，U251 凋亡

率 10.5±1.5%，LN443 凋亡率 9.7±1.2%；单

独使用 0.5μM AKT 抑制剂 IV 作用也没有显示

出明显的细胞凋亡率改变，U251 凋亡率为 1

2.1±1.3%，LN443 凋亡率为 11.8±1.2%；而

0.5μM AKT 抑制剂 IV 预处理 1 小时后联合应

用 200μM t-AUCB 作用 72 小时后，U251 凋

亡率增至 24.5±2.1%，LN443 凋亡率增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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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00μM t-AUCB 对细胞增殖有抑制

作用，而 KRIBB3、AKT 抑制剂 IV 与 t-AUC

B 联合作用下 U251 和 LN443 细胞增殖受到

更强的抑制，Akt 抑制剂 IV 和 KRIBB3 联合

预处理组与单独预处理组相比，t-AUCB 的细

胞增殖抑制作用被明显增强。 

结论  磷酸化 Hsp27 介导的 AKT 磷酸化能够

引起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对 t-AUCB 诱导凋亡的

抵抗。抑制 Hsp27 和/或 AKT 的磷酸化或活

性，能显著减弱细胞对 t-AUCB 的抵抗，从而

促进 t-AUCB 对胶质瘤细胞的诱导凋亡作用。 

 
 
PO-3069 

犬穿通性颅脑枪弹伤模型的改进 

 
范涤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对现有犬穿通性颅脑枪弹伤模型进行改 

进，延长动物模型的存活时间，为颅脑枪弹

伤的病理、生理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提供更加

完善的平台。 

方法  雄性杂种犬 19 只：A 组为传统模型（n

=5）；B 组为改进的模型，暴露脑组织后致

伤（n=9）；C 组仅予开颅手术（n=5）。连

续记录心率、血压、呼吸，伤后 30min 记录

血气分析、血糖及肝、肾功能。伤后 6h 取标

本，光镜、电镜下观察；统计学处理采用 t 检

验及方差分析。 

结果  B 组伤后呼吸暂停时间和存活时间均延

长（P<0.01）；伤后平均动脉压出现快速而

短暂的升高，继而于伤后 10min 大幅度降低

至波谷，后期逐渐回升至接近正常值水平；

伤后心率立即下降，伤后 10min 回升达峰

值，之后再次缓慢下降。伤后 30min 致伤犬

除血糖增高（p<0.05）外，其他生化指标差

异不显著。光镜和电镜下，神经元、星形胶

质细胞及血脑屏障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变。 

结论  该模型存活时间明显延长，其伤情具有

明确的脑枪弹伤特征，有利于进行更为深入

的病理、生理和分子生物学研究。  

 
 
PO-3070 

IDH1 R132H 突变对 U87MG 细胞增殖抑制作

用的体内外研究 

 
梁锐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32000 

 

目的  通过体内外实验明确 IDH1 mut（R132

H）对 U87MG 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增殖的影

响。 

方法  通过表达 IDH1 mut（R132H）的慢病

毒浸染胶质瘤细胞，利用 RT-PCR 验证转染

效率并通过细胞计数验证其对细胞增殖的影

响；通过人为加入 IDH1 mut（R132H）代谢

产物 2-HG，细胞计数方法验证其对细胞增殖

的影响；表达 IDH1 mut（R132H）的慢病毒

浸染胶质瘤细胞后，NOD/SCID 小鼠皮下注

射建立动物模型，观察肿瘤生长情况，测量

并记录，提取肿瘤组织 RNA 验证 IDH1 mut

（R132H）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并利用免

疫组织化学染色法对肿瘤组织中 Ki-67 蛋白的

表达进行检测。 

结果  RT-PCR 验证 IDH1 mut（R132H）和 I

DH1 wt 表达于 U87MG 胶质瘤细胞中；其细

胞增殖速度慢于 IDH1 wt 和空白对照组；2-H

G 能抑制细胞的增长；动物体内实验再次证

实,表达 IDH1 mut（R132H）的肿瘤生长速度

慢于 IDH 1 wt，并且 Ki-67 的表达在 IDH1 m

ut（R132H）肿瘤少于 IDH1 wt。  

结论  IDH1 R132H 突变对 U87MG 胶质母细

胞瘤细胞增殖起到抑制作用。 

 
 
PO-3071 

枕下远外侧入路对颈静脉孔区的显微解剖研

究 

 
杨虎 潘亚文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经枕下远侧入路对颈静脉孔区进行显微

解剖研究，为经枕下远侧入路对颈静脉孔区 

病变切除提供形态学基础。 

方法  在手术显微镜下在 5 例福尔马林固定的

成人头颈部标本上模拟枕下远侧入路对颈静

脉孔区进行显微解剖和观测。 

结果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 68%的标本中右侧颈

静脉孔通常比左侧大，12%两侧等大，20%

右侧小于左侧。舌咽通道和迷走通道被 0.5-4.

9mm 厚硬膜分割隔开。在硬膜下舌咽神经唯

一能与迷走神经完全分开的位置在硬膜间隔

的近侧。大约 30%的副神经沿颈内静脉的内

侧面而非外侧面下降。颈内动脉在颈外动脉

的后方和颈内静脉的前内侧向上几乎直行，

到达颈动脉管。颈外动脉在颈内动脉的前方

上行。椎动脉在上行到达和经过寰椎横突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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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位于颈静脉孔的下方和后面。乙状窦是

注入颈静脉孔的最大静脉管道。颈静脉孔还

接受来自岩下窦和颈静脉岩部汇合静脉的回

流。 

结论  熟练掌握颈静脉孔区的显微解剖有利于

此区域病变的影像学诊断和病变切除时对该

区域神经、血管的保护。 

 
 
PO-3072 

白介素-18 在人垂体腺瘤中的表达 

 
王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白介素-18(IL-18)是公认的多向性促炎

细胞因子，本实验是为探究 IL-18,IL-18Ra, R

b,IL-18BP mRNA 在各类型人垂体腺瘤（包括

无功能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型（ACTH

型）、泌乳素型（PRL 型）、生长激素型

（G H 型）以及促甲状腺激素型（ T S H

型））中的表达。 

方法  选取 36 例垂体腺瘤病人的肿瘤组织，

其中无功能型 10 例、ACTH 型 8 例、GH 型

8 例、PRL 型 6 例以及 TSH 型 4 例。IL-18, I

L-18BP,IL-18Ra and 

IL-18Rb mRNA 的表达水平使用实时 PCR 技

术定量分析。 

结果  相比无功能型垂体腺瘤，IL-18, IL-18 R

b, IL-18BP mRNA 在 ACTH 型、GH 型、PR

L 型垂体腺瘤中的表达均明显升高，而 IL-18

Ra mRNA 在各类型垂体腺瘤中的表达均未见

明显升高。 

结论  当前结果显示，IL-18 可能与垂体腺瘤

的发病相关。 

 
 
PO-3073 

小鼠全脑缺血后抑制小胶质细胞 CSF1R 对神

经元恢复的影响 

 
侯博儒 1,1 张胜祥 1 任海军 1 

1.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 

 

目的 在正常的小鼠脑内，小胶质细胞具有免

疫活性，处于静息态，对周围的组织起着监

测和保护作用，其存活依赖细胞集落刺激因

子受体 CSF1R。CSF1R 主要在小胶质细

胞，巨噬细胞等细胞中表达，缺乏 CSF1R

后，小胶质细胞在脑内密度大量减少。脑中

风后，小胶质细胞形态结构发生变化，但小

胶质细胞的形态特征在缺血条件下的变化规

律仍然研究的不是很清楚，其形态变化是否

受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受体 CSF1R 调控，同时

在脑中风后，小胶质细胞对神经元是否具有

保护作用仍然不清楚。  

方法 本项研究采用双侧颈总动脉结扎法建立

小鼠全脑缺血中风模型，结合药理学干预以

及共聚焦成像等研究方法，观察了全脑缺血

后抑制 CSF1R 后对小胶质细胞、神经元树突

棘以及小鼠行为的影响。  

结果 实验发现缺血 1 h 恢复供血 3 d 后，对

小胶质细胞骨架化分析发现，其一级突起部

分重新伸出，末端突起大量出现，密度增

多，恢复至正常水平；而采用药物抑制 CSF1

R 后，小胶质细胞分支数和突起数目和手术

组相比显著下降；同样在全脑缺血 1 h 恢复供

血 3 d 后，皮层第五层神经元树突棘和假手术

相比，密度显著下降，而药物干预后，神经

元树突棘密度进一步下降。同时，对小鼠行

为研究发现，中风后小鼠行为均显著下降，

随着重灌流时间的延长，行为逐渐恢复，而

药物抑制后，小鼠行为和手术组相比显著下

降，其恢复能力和手术组相比，显著下降。  

结论 在全脑缺血再灌注中风模型中，小胶质

细胞结构具有很高的可塑性，其突起在缺血

时出现损，但恢复供血后可恢复正常；中风

后小胶质细胞形态学依然受 CSF1R 调控，抑

制 CSF1R 后，小胶质细胞密度显著下降，同

时突起显著收缩。中风后，小胶质细胞对神

经元具有保护作用，神经元树突棘在全脑缺

血后数目明显下降，药物干预小胶质细胞形

态和密度后能进一步减少树突棘密度；同

时，中风后小鼠行为水平下降，而药物干预

小胶质细胞后，小鼠行为进一步降低，进一

步说明小胶质细胞在全脑缺血后具有保护作

用。 

 
 
PO-3074 

底丘脑核深部脑刺激改善帕金森病模型大鼠

自发跑轮行为的研究 

 
潘琪 1,2,3 张旺明 2 徐如祥 3 肖宗宇 4 罗非 5 

1.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3.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 

4.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5.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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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底丘脑核深部脑刺激能否改善 6－

羟基多巴胺偏侧帕金森病模型大鼠自发跑轮

行为。 

方法  将 35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实验组 24 只

和对照组 11 只。实验组大鼠右侧内侧前脑束

内注射 12μg 6-OHDA，对照组注射相同体积

的生理盐水。采用前肢使用不对称测试和自

发跑轮行为测试检测毁损前、毁损后和毁损

后给予底丘脑核深部脑刺激（STN-DBS）时

的大鼠运动障碍表现。 

结果  从 24 只大鼠中获得了 17 只成功帕金森

病大鼠模型。前肢使用不对称测试结果：与

毁损前相比，模型大鼠毁损后的不对称指数

显著增大。与毁损后未给予 STN-DBS 时比

较，给予 STN-DBS 后不对称指数显著下降

（P=0.038）。自发跑轮行为测试结果：模型

大鼠毁损前、毁损后和毁损后给予 STN-DBS

时的跑动次数分别为 33.444±5.842、18.111

±3.826 和 30.222±4.923。与毁损前相比，毁

损后的跑动次数显著减少。与毁损后未给予

STN-DBS 时比较，给予 STN-DBS 后跑动次

数显著增加（P=0.032）。模型大鼠毁损前、

毁损后和毁损后给予 STN-DBS 时的跑动距离

分别为 36.544±5.732 米、18.344±4.313 米

和 30.276±5.616 米。与毁损前相比，毁损后

的跑动距离显著减少。与毁损后未给予 STN-

DBS 时比较，给予 STN-DBS 后跑动距离显

著增加（P=0.03）。模型大鼠毁损前、毁损

后和毁损后给予 STN-DBS 时的平均峰速度分

别为 36.140±1.872 米/分、26.747±2.095 米/

分和 33.432±2.368 米/分。与毁损前相比，毁

损后的平均峰速度显著减小。与毁损后未给

予 STN-DBS 时比较，给予 STN-DBS 后平均

峰速度显著增加（P=0.035）。模型大鼠毁损

前、毁损后和毁损后给予 STN-DBS 时的从跑

动开始到峰速度的平均时间分别为 1.464±0.1

25 秒、2.629±0.131 秒和 1.604±0.142 秒。

与毁损前相比，毁损后的从跑动开始到峰速

度的平均时间显著增大。与毁损后未给予 ST

N-DBS 时比较，给予 STN-DBS 后从跑动开

始到峰速度的平均时间显著减小（P=0.00

1）。 

结论  底丘脑核深部脑刺激能够改善 6－羟基

多巴胺偏侧帕金森病模型大鼠的前肢使用不

对称行为和自发跑轮行为，自发跑轮行为测

试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于筛选抗帕金森病药物

或其他治疗方法。  

 

PO-3075 

PPAR-γ 对大鼠脊髓损伤后神经功能影响的

研究 

 
孙高令 1 王法臣 1 江慧 2 张伟 1 白云安 1 钟波 1 

1.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2.青州中医院 

 

目的  观察 PPAR-γ 对大鼠脊髓损伤后 GFAP

(胶质纤维酸性蛋白)及新生星形胶质细胞表达

的影响。 

方法  SD 大鼠 108 只，分成损伤组、PPAR-γ

激动剂及拮抗剂治疗组。损伤后观察 BBB 评

分、GFAP 及新生星形胶质细胞的表达。 

结果  激动剂治疗组 BBB(BBB 运动功能评分)

及 GFAP 表达较损伤组 GFAP 的表达在 1w~

2w 时间点内表达增加（P<0.05），拮抗剂治

疗组 GFAP 的表达较脊髓损伤组 GFAP 的表

达在 1w ~ 4w 时间点内表达减少（P<0.0

5）。激动剂组新生星形胶质细胞在 1w~2w

明显增加（P<0.05），而拮抗剂治疗组表达

明显减少（P<0.05），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PPAR-γ 激活后促进 GFAP 及星形胶质

细胞的表达，起到神经保护作用。 

 
 
PO-3076 

6-羟基多巴胺偏侧帕金森病大鼠模型丘脑腹

内侧核放电活动改变的研究 

 
潘琪 1,2,3 张旺明 2 徐如祥 3 肖宗宇 4 罗非 5 

1.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3.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 

4.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5.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目的 探讨 6-羟基多巴胺偏侧帕金森病大鼠模

型丘脑腹内侧核神经元放电活动。 

方法 实验使用 12 只 SD 大鼠。利用立体定向

的方法将记录电极埋入两侧丘脑腹内侧核（v

entromedial thalamic nucleus，VM），用于

注射 6－羟基多巴胺的套管埋入右侧内侧前脑

束。右侧内侧前脑束内注射 12μg 6-OHDA 建

立 6-羟基多巴胺偏侧帕金森病大鼠模型。用

清醒动物神经元单位放电多通道同步记录技

术记录造模前和造模后两侧丘脑腹内侧核神

经元放电活动。黑质酪氨酸羟化酶免疫组化

染色检测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毁损程度。尼

氏染色确定电极尖端位置。平均放电频率比

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放电模式数据毁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276 

 

损前后比较采用配对卡方检验。VM 放电模式

数据左右侧比较采用成组卡方检验。 

结果 从 12 只大鼠中获得了 9 只成功的 PD 大

鼠模型。在 9 只成功模型大鼠的左侧 VM 记

录到 46 个神经元，右侧 VM 记录到 54 个神

经元。成功帕金森病大鼠模型毁损侧黑质致

密部内酪氨酸羟化酶免疫阳性细胞显著丧

失。毁损后左右侧 VM 平均放电频率分别为 1

5.5287±0.57269Hz 和 5.6981±0.2791Hz，相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5.431，P=0.0

00）。与毁损前相比较，毁损侧 VM 毁损后

平均放电频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06.701，P=0.000）。与毁损前相比，

毁损后毁损侧 VM 内爆发放电神经元比例显

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毁

损后，与健侧 VM 比，毁损侧 VM 内爆发放

电神经元比例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2=8.355，P=0.004）。 

结论 6－羟基多巴胺偏侧帕金森病模型大鼠丘

脑 VM 核平均放电频率显著降低，而且爆发

放电神经元比例升高，丘脑 VM 核可能在帕

金森病病理生理改变中起到重要作用。 

 
 
PO-3077 
Receptor interacting protein kinases med
iate hemin induced necrotic cell death in 
HT22 hippocampal neuronal cells. 

 
Su Xingfen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350005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is a devastat
ing neurological injury associated with signifi
cant morbility and mortality. After ICH, a com
plex performance of pathophysiologic proces
ses occur in brain parenchyma, including he
matoma formation, brain edema, and releas
e of cytotoxic blood components, oxidative st
ress and inflammation. The synergistic actio
ns of these pathological events lead to neura
l cell death and subsequent neurological dys
function.  Necroptosis is a newly identified ty
pe of programmed necrosis initiated by the a
ctivation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Necr
optosis is regulated by the kinase activity of r
eceptor interacting protein kinase 1 (RIP1) a
nd its interaction with RIP3 after TNF-a or Fa
s stimulation. Necrostatin-1 (Nec-1), a specifi
c small molecule inhibitor of necroptosis spe
cifically inhibits RIP1 kinase activity and RIP
1-RIP3 interaction. Evidences have demonst

rated the importance of necroptosis in neuro
nal cell death. 
Glutamate induced exicitoxicity causes cell d
eath in ischaemia stroke, and evidence has 
shown that glutamate also participate in brai
n injury after ICH. Glutamate exerts its toxic 
effects through receptOR-mediated excitotox
icity and non-receptor mediated oxidative tox
icity. Hemin, oxidized heme, is a lipophilic cy
totoxic oxidant and kills brain cells adjacent t
o the hematoma. Cell culture experiments ha
ve shown that hemin is sufficient to kill neuro
ns and astrocytes within 24 hours. However,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hemin or glutamat
e causes toxicity in cortical astrocytes and H
T22 cells are not fully understood.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d whether RIP1 an
d RIP3 pathways participate in hemin or glut
amate induced necrotic cell death in HT22 c
ells,and the potential therapeutic strategies t
hat can be employed to prevent brain damag
e. In our study, we analyzed the mechanism
s involved in hemin and glutamate induced c
ell death in HT22 cells. We demonstrated th
at RIP1 inhibitor necrostaticn-1 blocked hemi
n or glutamate induced cell death. And reacti
ve oxygen species (ROS) accumulation was 
responsible for necrotic cell death induced b
y hemin or glutamate in HT22 cells. Further
more, we found that silencing of receptor int
eracting protein 3 (RIP3) using siRNA attenu
ated hemin or glutamate induced necrotic cel
l death in HT22 cells.  
Taken together, our data suggested that reg
ulation of neroptosis pathways including RIP
1 and RIP3 might represent novel therapeuti
c targets after ICH. 
 
 
PO-3078 

胶质瘤干细胞诱导树突状细胞恶性转化及相

关分子机制的初步研究 

 
董军 王德林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观察胶质瘤干细胞（GSCs）与树突状

细胞（DC）体外相互作用，并对胶质瘤干细

胞诱导恶性转化的树突状细胞生物学特征进

行分析，并比较转化前后的分子差异，为初

步探讨其分子机制奠定基础。 

方法 取表达绿色荧光蛋白(EGFP)的小鼠骨髓

腔冲洗细胞，从中诱导培养树突状细胞，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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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表达红色荧光蛋白(RFP)的人胶质瘤干细

胞 SU3 共培养, 观察二者间的相互作用，从

中单克隆增殖能力强的共表达 EGFP 和 RFP

双阳性细胞，检测相关分子标志物，并行染

色体分析和致瘤试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分析转化的 DC 与正常 DC 基因表达谱水平的

差异。 

结果 转化的共表达 EGFP 和 RFP 细胞形态

符合树突状细胞特征，DC 标志蛋白 CD11

c、CD80、信号调节蛋白 α（SIRP-α）均高

表达，此外表达鼠源性细胞标志物 β-肌动蛋

白；且兼具高增殖、高侵袭力和强致瘤的能

力;染色体核型为异倍体，条数为 93±10 条。

转化后的 DC 与正常 DC 相比，全基因组表达

谱数据分析显示，三倍以上差异变化基因 37

34 个，其中上调 2216 个，下调 1518 个；K

EGG 通路共涉及 72 条。其中经 RT-PCR 验

证，涉及 TAK1、IGF1 的 AKT-FOXO 信号通

路参与到了 GSCs 诱导的 DC 恶性转化相关

过程。 

结论 胶质瘤干细胞 SU3-RFP 体外可诱导 DC

发生恶性转化，恶性转化后的 DC 保留了树

突状细胞的分子标记物，比 SU3-RFP 具有更

强的增殖能力和侵袭能力；AKT-FOXO 信号

通路与 DC 的恶性转化相关。 

 
 
PO-3079 

GBE 对 SHR 血管外膜成纤维细胞表型转化

的影响 

 
崔晟华 廖勇仕 梁日初 段永红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21001 

 

目的  探讨 GBE 对 SHR 血管外膜成纤维细胞

表型转化的影响。 

方法  自发性高血压雄性大鼠的血管成纤维细

胞经培养 4-6 代后用于本次试验，以不同时

间（6h、12 h、24 h、48 h）和不同浓度（2

5mg/L、50mg/L、100mg/L）的银杏叶提取

物刺激成纤维细胞，观察银杏叶提取物对成

纤维细胞 a-SAM mRNA、a-SAM 蛋白、Ⅰ型

胶原蛋白表达的影响和对成纤维细胞增殖的

影响。 

结果  成纤维细胞 a-SAM 的表达随着刺激时

间的增加而升高；与空白对照组比较，不同

浓度的 GBE 刺激成纤维细胞后 a-SAM 、mR

NA 和 a-SAM 蛋白表达明显降低，且随着 GB

D 浓度的升高 a-SAM 表达逐渐降低，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空白对照组

比较，不同浓度的 GBE 刺激成纤维细胞后Ⅰ

型胶原蛋白表达量明显降低，且随着 GBD 浓

度的升高Ⅰ型胶原蛋白表达量逐渐降低，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银杏叶提取物能明显抑制 SHR 大鼠的

血管外膜成纤维细胞 a-SAM 表达，从而抑制

其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并且抑制成纤维细

胞Ⅰ型胶原蛋白的分泌。 

 
 
PO-3080 

癫痫状态下干预自噬对海马区 TNF-α、TGF-

β 分泌的影响及意义 

 
胡忠波 1 李建民 2 吴淑华 2 

1.滨州医学院 

2.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癫痫大鼠海马内肿瘤坏死因子-α（T

NF-α）和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的分泌

情况，观察自噬调节剂干预自噬后 TNF-α 和

TGF-β 的表达水平以及对癫痫状态的影响，

分析两者的相关性及其意义。 

方法 制作癫痫大鼠模型并随机分为致痫对照

组、3MA 干预组及 RAPA 干预组三组，设正

常大鼠为正常对照组。观察并记录各组行为

学及脑电图变化，应用 HE 及 Nissl 染色观察

神经元的损伤情况，应用 Western blot 检测

自噬标记物 LC3、促炎因子 TNF-α 及抗炎因

子 TGF-β 的表达。 

结果 行为学观察及脑电图检测显示 3MA 可降

低大鼠癫痫发作等级，而雷帕霉素无癫痫治

疗作用。神经元计数显示各模型组与正常对

照组相比，损伤神经元数目明显增多，正常

神经元数目明显减少，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RAPA 干预组与致痫对照组相

比，损伤神经元数目明显增多，正常神经元

数目明显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3MA 干预组与癫痫对照组、RAPA 干

预组相比，损伤神经元数目明显减少，正常

神经元数目明显增多，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Western blot 显示致痫对照组

大鼠海马 LC3II/ LC3I 的比值、TNF-α 蛋白的

表达较正常对照组均有明显增加(P＜0.05)，

而 TGF-β 蛋白的表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3MA 干预组较致痫对照组 LC3

II/ LC3I 的比值、TNF-α 蛋白的表达均有明显

降低（P＜0.05)，TGF-β 较其明显增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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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而 RAPA

干预组与致痫对照组相比，LC3II/ LC3I 的比

值增加（P＜0.05），TGF-β 表达减少（P＜

0.05），而 TNF-α 的表达无明显变化（P＞0.

05）。 

结论 癫痫过程中存在自噬激活现象，阻断自

噬活性能够促进颅内抗炎因子的分泌而减少

促炎因子的释放，降低癫痫的发作程度，延

缓癫痫的进程；增强自噬后，颅内抗炎因子

分泌进一步减少而促炎因子仍大量分泌，加

重癫痫的发生发展。 

 
 
PO-3081 

HMGB1 在 SAH 后炎性反应中的表达及甘草

酸抑制作用的实验研究 

 
王强平 马俊鹏 游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建立 Sprague-Dawley(SD)大鼠 SA

H 模型，论证 HMGB1 在 SAH 炎性损伤中的

作用。同时通过建立空白对照，探索 GA 对 S

AH 后 HMGB1 介导的炎性信号通路的阻断作

用及脑损伤的保护效果。 

方法  本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1)、SAH 动

物模型的建立及 SAH 后大鼠神经功能评估；

2)、通过动态观察 SAH 模型不同时间点血

清、脑组织 HMGB1 水平以及脑组织病理变

化，并与正常大鼠对照，论证 HMGB1 在 SA

H 炎性损伤中的作用；3)、通过与空白组对

照，观察 GA 干预后 SAH 大鼠 HMGB1 水平

及脑组织病理变化，探索 GA 对 SAH 后 HM

GB1 介导的炎性信号通路的阻断作用及脑损

伤的保护效果。 

结果  1）、视交叉池注血法制作 SAH 模型总 

体成活率约 83.3%，模型稳定性较高。2）、

免疫组化及荧光染色观察到 SAH 大鼠模型中

脑组织中活化小胶质细胞数量增加，并出现

神经元变性、坏死、凋亡。3）、蛋白印迹分

析及荧光定量 PCR 发现 SAH 大鼠脑组织 H

MGB1 蛋白水平、基因表达明显增高。4)、

蛋白印迹分析及荧光定量 PCR 发现甘草酸治

疗组额底脑组织 HMGB1 的表达水平明显降

低。 

结论  1）、应用脑立体定向仪经微量注射器

注入自体血方法制作大鼠 SAH 模型操作较为

简单，术后成活率高，模型效果稳定可靠。

2）SAH 大鼠模型脑组织中活化小胶质细胞数

量增加，并出现神经元变性、坏死、凋亡，

提示 SAH 后存在炎性反应介导的脑损伤。

3）、SAH 大鼠脑组织 HMGB1 蛋白水平、基

因表达明显增高，提示 HMGB1 可能在 SAH

后脑损伤中发挥关键作用。4)、甘草酸可能通

过抑制 HMGB1 的表达，从而抑制 HMGB1

介导的神经炎性信号通路，发挥神经保护作

用。 

 
 
PO-3082 

P2X7 受体介导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在大鼠

脑出血后脑损伤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陈祎招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神经外科 510282 

 

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CH）

是脑卒中最严重的类型，有着高发病率和高

死亡率。然而，由于我们对脑出血后脑损伤

机制的认识不足，目前临床上缺乏满意的药

物治疗手段。因此，为了探索有效的治疗方

法，我们急需阐明本疾病的病理生理机制。 

 
 
PO-3083 

不同生物材料替代兔硬脑膜的早期炎症指标

分析 

 
荆尧 陈世文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335 

 

目的  建立兔硬脑膜缺损模型，应用不同材料

进行修补，检测修补后脑脊液相关炎性指标

的变化，探讨引起炎性改变的主要原因，证

明细菌纤维素膜是一种较为优良的硬脑膜替

代材料。 

方法  成年雄性新西兰兔共 50 只，随机分为

5 组（Ⅰ、 Ⅱ、 Ⅲ、Ⅳ、Ⅴ），每组各 10

只，Ⅰ组不做任何处理，为空白对照组，余

各组手术去除兔双侧额顶部骨瓣及Ⅲ、Ⅳ、

Ⅴ组硬脑膜。Ⅱ组为假手术组，保留自身完

整硬脑膜，Ⅲ组为未修补组，Ⅳ组行市售人

工硬脑膜修补，Ⅴ组予以细菌纤维素膜修

补。分别于手术后第 3，7，14，30，90 天

应用经皮枕大池穿刺的方法采集脑脊液，进

行脑脊液培养，排除阳性实验动物，余利用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实验检测相关炎症指标的

变化-IL-1β，IL-6，TNF-α。 

结果  所有动物均成功提取脑脊液。未修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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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术后 7 天出现一只新西兰兔的脑脊液培养

结果为阳性，其余各时间点各组动物的培养

结果均为阴性；阳性动物予以排除，与对照

组相比，3 种炎症因子的含量在假手术组中变

化不大，在未修补组和市售修补组中明显增

高，在细菌纤维素膜修补组中，除术后 90 天

的 IL-6 外，余各时间点均增高。与未修补组

相比，市售修补组在术后 3 天和 7 天的 IL-1

β，IL-6 和 TNF-α、术后 14 天的 IL-1β、术后

90 天的 IL-6 含量以及细菌纤维素膜修补组在

术后 3 天和 7 天的 IL-1β，IL-6 和 TNF-α、术

后 14 天和 30 天的 IL-1β、术后 90 天的 IL-6

含量均较低；市售修补组与细菌纤维素膜修

补组相比，IL-1β 在术后 3 天，IL-6 在术后 3

天，7 天，90 天和 TNF-α 在术后 3 天，7

天，14 天的含量，细菌纤维素膜修补组明显

较低。 

结论  细菌纤维素膜用于修补兔硬脑膜缺损，

恢复硬脑膜的完整性，未见中枢性感染，与

脑组织粘连轻微，具有良好的组织相容性，

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生物硬脑膜替代材料。 

 
 
PO-3084 

应用品管圈模式提高手术间术后规范化整理 

 
刘美彤 姜雪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品管圈在手术间术后规范化整理的

应用与效果。 

方法  成立品管圈，按品管圈实施步骤对手术

间术后整理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术后整理存

在的问题原因，制定改进计划、对策并实

施。 

结果  开展品管圈活动后，手术间术后规范化 

整理率提升，圈员的能力得到提高。 

结论  手术室规范化整理是手术室护理工作中

一项重要内容，品管圈活动提高手术间术后

规范化整理率不仅为下台手术的顺利进行创

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也为病人赢取宝贵的

抢救时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全体合作、集思广益，按照一定的活动

程序，活用科学统计工具及品管手法，来解

决工作现场、管理、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问

题及课题。我院神经外科手术室自发组建名

为"守护圈"的 QCC 小组，针对手术间术后规

范化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

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讨论出相关对策，并 

加以改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方法。 

 
 
PO-3085 

颈椎椎板复位术后颈椎生物力学改变的研究 

 
司雨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比较椎板复位术、椎板切除术、对照组

颈椎生物力学特征的差异。 

方法  该实验将 21 只羊随机分为 3 组，A 组

为空白对照组（7 只），不进行任何手术干

预，B 组实施 C3-C6 4 节段椎板复位术（7

只），C 组实施 C3-C6 4 节段椎板切除术（7

只）。分别实施在体实验和离体实验。然后

对不同术式的颈椎进行稳定性的生物力学测

定。 

结果  对于颈椎术后 24 周的活动度，C 组颈

椎在后伸及总屈伸状态下的活动度明显高于

B 组和 A 组，C 组颈椎在前屈状态下的活动

度明显高于 B 组，C 组在其余状态下的活动

度与 B 组和 A 组没有明显差异；B 组和 A 组

在各个活动状态下的活动度均无明显差异。

2、对于颈椎术后即刻的活动度，4 节段椎板

切除术后伸的活动度明显大于 4 节段椎板复

位术， 4 节段椎板切除术与 4 节段椎板复位

术和空白对照组在其余状态下的活动度没有

明显差异；4 节段椎板复位术和空白对照组在

在各个活动状态下的活动度均无明显差异。

3、2 节段、3 节段、4 节段椎板复位术术后即

刻在屈伸、侧弯、旋转各个状态下的活动度

均没有明显差异。 

结论  与椎板切除术相比，椎板复位术能更好

的恢复术后脊柱的后部结构，降低颈椎术后

不稳定的发生。  

 
 
PO-3086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

C6 胶质瘤定向迁移及相关调控机制研究 

 
高志强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00 

 

目的  观察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对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体外趋化迁移的

影响，探讨 PDGFBB 影响 BMSCs 趋化迁移

的可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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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密度梯度离心法和贴壁法分别分离 BM

SCs，体外培养、传代纯化并通过免疫组化等

方法进行鉴定。应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

T-PCR）及免疫组化方法，对 C6 细胞表达 V

EGF 和 BMSCs 表达 VEGF 受体 VEGF R 进

行证实，利用 Transwell 小室建立体外趋化迁

移模型观察一定浓度条件下 VEGF 孵育预处

理对 BMSCs 定向迁移能力的影响，应用 RT-

PCR 及免疫荧光方法，检测 VEGF 孵育预处

理对 BMSCs 表面的 VCAM-1 表达以及粘附

能力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利用 PI3K 抑制

剂 LY294002 应用 RT-PCR 及免疫荧光方法

研究 PI3K 与 BMSCs 定向迁移过程中细胞内

信号转导以及粘附因子 VCAM-1 表达变化之 

间的关系。 

结果  1、利用密度梯度离心法和贴壁培养法

均可培养 BMSCs；表面标志鉴定结果显示 B

MSCs 对 CD44、CD54、CD105 呈阳性表

达，CD34、CD45 呈阴性表达；经流式细胞

仪检测大于 70%以上的细胞处于 G0/G1 期，

仅少数细胞处于 S 和 G2/M 期，符合干细胞

的特点；经 β-巯基乙醇诱导后实验中所获得

的 BMSCs 能够分化成为神经元样细胞。2、

RT-PCR 和免疫组化方法检测结果证实 C6 胶

质瘤细胞表达 VEGF，大鼠 BMSCs 表达 VE

GF 受体 VEGFR。3、体外趋化迁移实验结果

显示 C6 细胞培养上清及 VEGF 均可诱导 BM

SCs 定向迁移。在 C6 培养上清内加入 VEGF

中和型抗体后，通过聚碳酸酯膜发生迁移的

细胞数量减少。4、VEGF 可以上调 BMSCs

对 VCAM-1 的表达，增强 BMSCs 的迁移和

粘附能力。5、阻断 PI3K 后 VEGF 诱导的 B

MSCs 迁移以及对 VCAM-1 的上调表达受到

抑制。 

结论  1、密度梯度离心法和贴壁培养法所分

离、培养的细胞具有间充质干细胞的表型和

功能特点。2、在体外 C6 细胞培养上清具有

诱导 BMSCs 向其定向迁移的作用。3、VEG

F 是导致 BMSCs 向 C6 胶质瘤细胞趋化迁移

的细胞因子之一。VEGF 可以上调 BMSCs 对

VCAM-1 的表达，增强 BMSCs 的粘附能力以

及向 C6 细胞的迁移能力；PI3K 是此过程相

关信号转导通路中重要的信号分子之一。 

 
 
PO-3087 
Culture the Diffuse Astrocytoma Cells an
d Establish Nude Mice Model 

 

Sun Jianju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Peking University Th

ird Hospital 100191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whet
her the Notch pathway is involved in the dev
elop-ment of diffuse spinal cord astrocytoma
s. BALB/c nude mice received injections of C
D133+ and CD133? cell suspensions prepar
ed using human recurrent diffuse spinal cord
 astrocytoma tissue through administration in
to the right parietal lobe. After 7–11 week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as performed
 weekly. Xenografts were observed on the s
urfaces of the brains of mice receiving the C
D133+ cell suspension, and Notch-immunop
ositive expression was observed in the xeno
grafts. By contrast, no xenografts appeared i
n the identical position on the surfaces of the
 brains of mice receiving the CD133? cell su
spension, and Notch-immunopositive expreS
-sion was hardly detected either. Hematoxyli
n-eosin staining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t
aining revealed xenografts on the convex sur
faces of the brains of mice that underwent C
D133+ astro-cytoma transplantation. Some s
poradic astroglioma cells showed pseudopo
dium-like structures, which extended into the
 cerebral white matter. However,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the sub-cortex xenograft wi
th Notch-immunopositive expression was fou
nd in the fourth mouse received injection of 
CD133? astrocytoma cells. However, these f
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Notch pathway play
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astroc
ytomas, and can be considered a novel treat
-ment target for diffuse spinal cord astrocyto
ma. 
 
 
PO-3088 
miR-200/Wnt/β-catenin regulatory circuitr
y sustains glioma progression 

 
赵岩 庞恒元 李洋 郑永日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111225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lication of miR-20
0 in the progression of glioma.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miR-2
00 was underexpressed in glioma specimen
s and glioma cell lines, compared with norm
al brain tissues and cell lines. 
ResultsThe expression of miR-200 levels is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urvival of pa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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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s after surgery. Overexpression of miR-20
0 by an adenoviral vector sup- pressed the p
roliferation and colonyformation of gliomacell
s. The in vivo tumorigenicity of U-87 MG cell
s was also greatly compromised by restoring
 miR-200. miR-200 suppressed the activatio
n of Wnt/β-catenin pathway in glioma cells.  
Conclusions Interestingly, Wnt/β-catenin si
gnaling conversely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
f miR-200 in glioma cells, maybe in a hepato
cyte nuclear factor (HNF)-dependent mecha
nism. Taken together, we revealed that there
 is a miR-200/Wnt/β- catenin regulatory circu
itry existing in glioma cells that con- tributes t
o glioma progression. 
 
 
PO-3089 

人脑动静脉畸形血管团血管内皮细胞原代培

养的新方法 

 
郝强 1 陈晓霖 1 马力 1 马万东 2 叶迅 1 王昊 1 李明涛 1

 赵元立＊1 

1.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天坛医院 

2.河北医科大学 

 

目的  通过改进动静脉畸形团血管内皮细胞原

代培养的方法，为研究人动静脉畸形发生以

及发展机制提供新的高效的内皮细胞原代培

养方法。 

方法  选择进行手术切除治疗动静脉畸形的 2

0 名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10 名患者，

对照组为胶原蛋白酶消化组，新方法的实验

组为胰蛋白酶消化组，胶原蛋白酶消化组使

用浓度为 0.1% II 型胶原代白酶消化 10 分

钟，胰蛋白酶消化组使用浓度为 0.25% 的胰

蛋白酶消化 20 分钟，将消化液中和，之后使

用 0.45 微米的滤器将其过滤，滤出的细胞溶

液以 1000 转每分的速度离心 5 分钟，之后使

用血管内皮细胞培养基将细胞悬浮并接种于

层粘连蛋白溶液包被的 24 孔板中，7 天后，

通过观察细胞形态以及流式细胞仪检测 CD31

 表达率，比较两组产生原代内皮细胞的产出

率以及产生原代内皮细胞后内皮细胞的纯

度。  

结果  在两组处理组中均培养出了鹅卵石样形

态的细胞，并且这些细胞为 CD31 阳性细

胞，胶原蛋白酶消化组中，10 例动静脉畸形

团中有 3 例成功培养出了原代血管内皮细

胞，产出率为 30%；胰蛋白酶消化组中 10 

例动静脉畸形血管中 9 例成功培养出了原代

血管内皮细胞，产出率为 90%；而且在培养

出原代内皮细胞的组别中，胰蛋白酶消化组

中内皮细胞的比例为 3.51 ± 0.94%，胶原蛋

白酶消化组中内皮细胞的比例为 0.87 ± 0.5

6%；在胰蛋白酶消化组中，发现未成年患者

中（ < 15 岁）培养出血管内皮细胞（3 例）

的迁移速度高于成年患者（  > 1 5 岁，6

例）。 

结论  在人动静脉畸形血管团中血管内皮细胞

原代培养的过程中，利用胰蛋白酶对其进行

消化的新方法可以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产出

率以及血管内皮细胞的纯度，且在低龄患者

中的血管内皮细胞的迁移速度高于成年患

者，进而为动静脉畸形的发生以及小儿患者

易复发的机制研究提供有效的细胞基础以及

理论依据。 

 
 
PO-3090 
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 1α dynamicall
y mediates saccular aneurysm remodelin
g in rabbits 

 
Li Zifu,Liu Jianmin,Yang Pengfei,Zhao rui,Huang Qi
nghai 

Shanghai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a

nghai Hospital 200433 
 

Aims  Inflamm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p
athophysiological process of intracranial ane
urysm. Stromal-cell-derived factor 1α (SDF-1
α) is a vital cytokine related to aneurysm pat
hogenesis. However, the characteristic of S
DF-1α express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
neurysm remodelingremain largely unknown. 
Methods  Saccular aneurysm was induced b
y porcine pancreatic elastase in New Zealan
d White rabbits. On postoperative day 1, 3, 7,
 14, 21 and 30, morphological indices were 
measured including aneurysm size on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and endothelial-like
 cells on aneurysm wall. Levels of SDF-1α in
 aneurysmal wall and serum were examined 
at each follow-up time point. In vitro, the und
erlying mechanism were explored with adher
ence molecular expression and migration as
say. In vivo, endothelial-lineage cells mobiliz
ation and its role for reendothelialization of a
neurysm wall were investigated by SDF-1α s
timulation. 
Results  Aneurysm sacs were filled with thro
mbosis within 3 days after model induction, s
ignificantly enlarged on day 14 and bec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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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ured on day 21. Serum SDF-1α levels in
creased in a bimodal fashion on day 1 and 1
4 while SDF-1α expression in aneurysm wall
 reached a maximum on day 14. VE-cadheri
n was up-regulated after SDF-1α stimulation 
and down-regulated by its ligand blocker AM
D3100,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 migration 
was enhanced by SDF-1α and blocked by A
MD3100. After in vivo administration in sacc
ular aneurysm model, SDF-1α promotes end
othelial-lineage cells mobilization into periph
eral blood and reendothelialization of aneury
sm wall. 
Conclusions  SDF-1α expression level in p
eripheral blood and local aneurysm wall corr
elates with aneurysm remodeling process in 
rabbit elastase-induced saccular aneurysm. 
SDF-1α facilitates aneurysm wall remodeling
 by up-regulating VE-cadherin expression an
d mobilizing endothelial-lineage cells. 
 
 
PO-3091 

气管切开患者吸痰前润滑与非润滑吸痰管的

临床效果比较 

 
易汉娥 乐革芬 

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神经外科 430022 

 

目的 探讨气管切开患者吸痰前润滑与非润滑

吸痰管的临床效果比较。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我

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50 例重度颅脑损伤初期建

立人工气道的患者为对照组，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50 例重

度颅脑损伤初期建立人工气道的患者为实验

组。纳入标准：①经头颅 CT 或 MRI 检查确

诊的各种颅脑损伤患者, 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Gl

asgowComa Sore GCS≤8 分）； ②年龄≥18

岁； ③建立气管切开不超过 7 天的患者，凝

血功能正常。排除标准: ①无任何咳嗽反射者,

 合并肺挫伤、气胸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c

uterespiration defuse syndromes ARDS）；

③近一年有吸烟史、既往患有慢性肺部疾病

者和已有肺部感染者；④气管切开后 7d 内死

亡者。两组在性别、年龄、术后入组时间

（d）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具有可比性。实验组主要是在吸痰前

不使用无菌生理盐水润滑吸痰管前段，对照

组采用常规吸痰法-无菌生理盐水润滑吸痰管

前段。比较吸痰后两组患者吸痰效果、不良

事件如刺激性呛咳、气道粘膜损伤、肺部感

染指标。临床上不恰当的吸痰方式不仅不能

有效清除气管及深部支气管坠积物，还会造

成多种并发症，如呼吸道黏膜损伤，出血和

感染，增加肺部气体交换障碍机会，甚至出

现痰液堵塞引起窒息危及患者的生命。因

此，及时有效吸痰，保持呼吸道通畅是颅脑

损伤气管切开患者气道管理的重要措施。 

结果 气管切开患者吸痰前非润滑吸痰管吸痰

效果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

5）。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实验组吸痰前不经无菌生理盐水润滑，

一方面可以简化操作步骤，减少吸痰法的操

作时间，此外，还可以减少将有菌的异物带

入气道的可能性，减少感染发生的机会，保

证人工气道的安全化管理。 

 
 
PO-3092 

MicroRNA-10a/10b 通过靶向协同作用 HOX

D10 调控 MMP-14 和 MMP-2 促进胶质瘤细

胞的侵袭 

 
范立刚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目的  探讨 MicroRNA-10a/10b 与胶质瘤细胞

侵袭性的关系。微小 RNA（MicroRNAs）是

一类小分子调控 RNA,他们在转录后水平通过

降解或抑制靶信使 RNA 对蛋白质表达发挥负

性调节作用。目前，有些微小 RNA 的致癌和

抗癌作用已经得到初步研究，但 miR-10a/10

b 促进肿瘤的侵袭和转移的作用还不是十分明

确。最近已经证实 miR-10a/10b 在胰腺癌细

胞中高表达，并可以促进细胞的侵袭和转

移，然而目前尚无 MicroRNA-10a/10b 协同

作用与胶质瘤细胞侵袭性的的相关研究报

道。 

方法  本研究应用：1、荧光定量 PCR 技术测

定了 22 例胶质瘤标本和 4 种胶质瘤细胞系中

miR-10a/10b 的表达水平；2、免疫组织化学

法检测了以上 26 例标本中 MMP-14,MMP-2 

和 HOXD10 的蛋白表达水平；3、脂质体包

被 miR-10a/10b 反义寡聚核苷酸（miR-10a i

nhibitors）转染到胶质瘤细胞系中，流式细胞

仪检测细胞凋亡和周期； transwell 侵袭实验

检测 miR-10a/10b 对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的影响；Western blot 检测干预后胶质瘤细胞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283 

 

中 MMP-2、MMP-9 的蛋白表达量；4、荧光

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检测 miR-10a 下游靶 mRN

A 结合位点；5、将含有 HOXD10 的质粒转

入胶质瘤细胞中，Western blot 检测干预后胶

质瘤细胞中 MMP-2、MMP-9 的蛋白表达

量，transwell 侵袭实验检测 miR-10a/10b 对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 

结果  和正常脑组织相比，miR-10a/10b 在胶

质瘤细胞中的表达水平明显增高，并和胶质

瘤级别呈正相关。miR-10a/10b 对胶质瘤细

胞的凋亡和周期无明显影响，而对胶质瘤细

胞的侵袭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miR-10a/10b

协同促进胶质瘤侵袭性的作用是通过上调 M

MP-14,MMP-2 的表达量实现的。miR-10a/10

b 的下游靶点是 HOXD10，而 HOXD10 可以

抑制 MMP-14,MMP-2 的表达。 

结论  MicroRNA-10a/10b 通过靶向协同作用

HOXD10 调控 MMP-14 和 MMP-2 促进胶质

瘤细胞的侵袭，miR-10a/10b 在胶质瘤的病

理机制上起到重要作用，可能对胶质瘤的诊

断和治疗有指导意义。 

 
 
PO-3093 

Hsp27、MGMT 和 Oct4 在人脑胶质瘤中的

表达及临床意义 

 
李如军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通过检测 Hsp27、MGMT 和 Oct4 在胶

质瘤临床标本中的表达，分析临床病理级别

与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在已知 MGMT 临床应

用的前提下，探讨 Hsp27 和 Oct4 在胶质瘤

临床治疗中可能的应用价值。  

方法  1、40 例星形细胞瘤，其中 WHOⅡ级

12 例，WHOⅢ级 12 例，WHOⅣ级 16 例。

2、SP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对标本进行染

色，半定量法评估免疫组化结果。3、采用 S

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用 χ2 检验

或 FISH 精确检验法分析 Hsp27、MGMT 以

及 Oct4 三种分子标志物在不同级别肿瘤中的

表达差异及其与患者性别、复发、放化疗的

临床病理因素之间的关联；Spearman 等级相

关分析用于研究三种指标在胶质瘤中表达的

相关性。  

结果  Hsp27、MGMT 和 Oct4 在高级别星形

细胞瘤（WHOⅢ/Ⅳ级）表达率分别为 85.

7%、53.6%和 75%，低级别星形细胞瘤（W

HOⅡ级）表达率分别为 16.7%、16.7%和 2

5%。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高级别星形细胞

瘤（WHOⅢ/Ⅳ级）与低级别星形细胞瘤（W

HOⅡ级）相比，其 Hsp27、MGMT 以及 Oct

4 的表达率明显增高；Hsp27 的表达与患者性

别、是否行放化疗无关，但是与肿瘤复发与

否显著相关；MGMT 的表达与患者性别、肿

瘤复发、放化疗均无关；Oct4 的表达与患者

性别无关，但与肿瘤复发、放化疗显著相

关；星形细胞瘤中 Hsp27 与 Oct4 的表达有

明显正相关。  

结论  Hsp27 与 Oct4 均在恶性胶质瘤中高表

达，且两者的表达呈正相关，两者可能在胶

质瘤的发生发展或者其耐受抗肿瘤药物过程

中存在联系，为进一步研究两者在胶质瘤的

发生发展及两者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PO-3094 

颞下锁孔硬膜下入路的内镜解剖学研究 

 
许恩喜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0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模拟颞下硬膜下入路的可

行性和适应证。 

方法  成人尸头湿标本 8 具（16 侧），模拟

神经内镜颞下锁孔硬膜下入路。取耳屏前 1c

m，颧弓上 5cm 的切口，紧贴颅中窝底直径

约 2.5cm 骨窗，上抬颞叶下回，打开颅中窝

硬脑膜，在神经内镜下观察并记录暴露的结

构。 

结果  神经内镜下可显露弓状隆起、滑车神

经、动眼神经、后床突等解剖结构，打开硬

脑膜后可暴露三叉神经、岩浅大神经、棘

孔、卵圆孔、圆孔、眶上裂及海绵窦外侧

壁。 

结论  神经内镜颞下锁孔硬膜下入路能够清晰

地暴露中颅窝、海绵窦外侧壁、上岩斜区及

小脑幕切迹间隙。理论上能够处理发生在上

述部位的肿瘤、动脉瘤等病变。 

 
 
PO-3095 

脑出血大鼠早期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的最佳

时间窗的研究 

 
黄伟龙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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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干细胞作为可能治疗出血性脑卒中的方

法之一，早期动物实验证实神经干细胞移植

可产生脑保护性作用，促进神经功能恢复，

参与免疫调节，但其移植治疗的最佳时间窗

尚不清楚，本研究探讨神经干细胞早期原位

移植入脑出血大鼠模型的最佳时间点。 

方法  （1）选择青年雄性 SD 大鼠作为模型

动物，利用立体定向仪向大鼠尾状核注射Ⅳ

型胶原酶建立脑出血模型.（2）鼠胚胎源性神

经干细胞培养传代，利用相差显微镜观察神

经干细胞的生长和分化形态，通过 nestin 染

色荧光利用显微镜鉴定神经干细胞，用 map2

标记神经元及 GFAP 标记星形胶质细胞来鉴

定神经干细胞的分化能力。（3）实验分组：

A 组 单纯脑出血组, B 组 神经干细胞移植对照

组，C 组 神经干细胞移植组：脑出血后 3 小

时、1 天、3 天、5 天、7 天移植神经干细

胞。（4）观察神经干细胞移植对脑出血大鼠

的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5）应用免疫荧光

技术观察神经干细胞在脑出血大鼠脑内的存

活情况。（6）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脑

出血和神经干细胞移植后大鼠脑组织与血液

中相关细胞因子的变化。 

结果  （1）IV 胶原酶建立的脑出血模型脑内

血肿形态规则，血肿大小稳定，边界清楚，

对侧肢体功能障碍明显。（2）培养过程中，

神经干细胞增殖形成大量的神经球，nestin 染

色阳性证实为神经干细胞，经诱导分化后 ma

p2 或者 GFAP 染色阳性，表明神经干细胞可

进一步分化为神经元或神经胶质细胞。（3）

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脑出血大鼠后，可以促

进大鼠神经功能缺损的恢复，以 3 天移植改

善最为显著。（4）神经干细胞原位移植治疗

脑出血大鼠，14 天时，在颅内可以检测到成

活的 GFP-NSCs，其中 3 天移植组和 5 天移

植组中，GFP-NSCs 在形态上、数量上明显

占优势。（5）GFP-NSCs 原位移植增加了脑

组织中大鼠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大鼠

表皮生长因子、大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

达，其中 3 天移植治疗组中， bFGF、EGF

的表达显著多于其他移植治疗组，VEGF 的

表达在各治疗组中无明显差异。（6）GFP-N

SCs 原位移植增加了脑组织中大鼠神经生长

因子、大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大鼠睫状

神经营养因子、大鼠胶质细胞系来源的神经

营养因子的表达，其中 3 天移植组中，上述

四个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其他 4

个移植治疗组。 

结论  脑出血后第三天，是早期神经干细胞移

植的最佳时间点。 

 
 
PO-3096 
The mechanism of Gamma-glutamylcyclo
transferase prometes the proliferation an
d migration of glioma cells 

 
Shen Shanghang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Objectives  Glioma is one of the most malig
nant solid tumors with the highest mortality. 
Gamma-glutamylcyclotransferase has been r
eported to be diagnostic biomarkers in multip
le cancer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
p between Gamma-glutamylcyclotransferase
 and glioma, we would carry out the research
 in cellular, molecular and clinical level, and i
nvestigate the function and related mechanis
m of how Gamma-glutamylcyclotransferase 
exerts its role in glioma.  
Methods  In the research, we first investigat
ed the gene expression level of 3 glioma and
 3 their adjacent non-glioma fresh frozen sa
mples by using the Human Whole genome e
xpression profiling Microarray. Differentiall
y expressed genes were analyzed and the fu
nctions were annotated with bio-information 
analysis. After the further validation of signifi
cantly expressed genes by real time PCR, G
GCT was selected to be the candidate. Real 
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 was applied to d
etermin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GGCT in gli
oma tissues and cell lines (T98G, U251). By 
applying RNA interference and over expressi
on method, combined with MTT, colony form
ation assay, transwell and scratch healing as
say and so on, we investigated the proliferati
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capability of gliom
a cell in experiment and control groups. At la
st, we further applied itraq, Western Blot and
 Notch-Akt signaling pathway inhibitor MK-07
52 intervention techniques to i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how GGCT exerts i
ts function. 
Results  The Whole genome expression pro
filing microarray demonstrated total 1189 diff
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in glioma sample
 group compared with adjacent sample grou
p significantly. 732 genes were up regulated 
and 457 genes were down regulated. Real ti
me PCR and Western Blot determine that G
GCT was significantly highly expressed in 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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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a tissues and cell lines, compared with co
ntrol group. The MTT, transwell assay result 
indicated that GGCT promotes glioma cell pr

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At las，itr

aq result demonstrated that Notch signaling 
pathway was significantly enriched. WB and 
MK-0752 treatment showed that GGCT exert
 the function via the activation of Notch-Akt s
ignaling pathway. 
Conclusions  The novel oncogene GGCT is
 significantly highly expressed in Glioma, an
d promotes the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
gration capability of glioma cells via the activ
ation of Notch-Akt signaling pathway. GGC
T might become a novel target for the potenti
al diagnosis and precision clinical interferenc
e of glioma.  
  
 
PO-3097 

长链非编码 RNA FOXD3-AS1 在脑胶质瘤中

的表达及意义 

 
蒋磊 陈振华 胡国汉 

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 RNA FOXD3-AS1 在

脑胶质瘤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初步探索 F

OXD3-AS1 在胶质瘤中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收集 2010 年至 2013 年我院 44 例不同

级别胶质瘤手术切除标本及 6 例正常脑组织

标本，qRT-PCR 检测 FOXD3-AS1 在其中的

表达情况，分析 FOXD3-AS1 表达水平与患

者各临床指标间的关系；设计并合成 FOXD3

-AS1 干扰序列，将其转染至胶质瘤细胞系，

分别用 CCK-8 法、流式细胞仪（FCM）、Tr

answell 试验检测对胶质瘤细胞增殖、迁移和

侵袭能力的影响；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寻找 F

OXD3-AS1 可能的靶基因，qRT-PCR、免疫

组织化学和蛋白印迹法检测其在上述标本中

的表达情况，并分析其与患者临床指标间的

关系；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法分析 FOX

D3-AS1 和 FOXD3 在胶质瘤组织中表达量的

相关关系，并观察胶质瘤细胞系中干扰 FOX

D3-AS1 以后 FOXD3 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  高级别胶质瘤组织中 FOXD3-AS1 的表

达水平显著高于正常脑组织和低级别胶质瘤

（P<0.01），临床病例资料统计分析结果显

示 FOXD3-AS1 的表达水平与胶质瘤级别呈

正相关（P=0.003），Kaplan–Meier 生存分

析显示 FOXD3-AS1 的表达水平与患者总生

存时间呈负相关（P<0.001）；干扰胶质瘤细

胞系 U251 和 A172 中 FOXD3-AS1 的表达

后，其增殖、迁移、侵袭能力均明显受到抑

制；FOXD3-AS1 与 FOXD3 在基因序列中位

置相关，FOXD3 在高级别胶质瘤组织中的表

达水平显著高于正常脑组织和低级别胶质瘤

（P<0.05），临床病例资料统计分析结果显

示 FOXD3 的表达水平与胶质瘤级别呈正相关

（P=0.026），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显示

FOXD3 的表达水平与患者总生存时间呈负相

关（P<0.01）；FOXD3-AS1 与 FOXD3 在胶

质瘤组织中表达呈正相关（r=0.771，P<0.0

1），在 U251 和 A172 细胞中下调 FOXD3-A

S1 可以抑制 FOXD3 的表达。 

结论  FOXD3-AS1 在高级别胶质瘤中显著高

表达，与患者预后负相关，并可促进胶质瘤

细胞的增殖、迁移、侵袭能力，FOXD3-AS1

是胶质瘤发生、发展过程中潜在的致癌分

子，并可能通过调节 FOXD3 的表达而起促癌

作用。 

 
 
PO-3098 

ApoE 通过上调 Dab1 磷酸化水平促进小鼠皮

层神经元的轴突再生 

 
黄志坚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 ApoE 蛋白（Apolipoprotein E，A

poE）对离体神经元轴突再生的影响及可能机

制。 

方法  取新生 C57BL/6 鼠和 APOE 基因敲除

鼠大脑皮层，进行原代皮层神经元培养，在

培养后第 5 天构建离体神经元轴突划断模

型，分为三组：野生鼠组、APOE 敲除鼠

组、伤后立即给予外源性人重组 ApoE3 蛋白

的野生鼠+ApoE3 组，对神经元轴突和生长锥

进行免疫荧光染色，通过光镜和激光共聚焦

显微镜观察伤后 24h 轴突再生的数量、长度

和生长锥密度；Western blot 检测伤后衔接蛋

白（disabled1，Dab1)、轴突生长相关蛋白 4

3（growth associated protein 43，GAP-43）

的表达。然后在培养后第 1 天，通过慢病毒

转染 shRNA 沉默野生鼠皮层神经元 Dab1 基

因，第 5 天建立轴突划断模型，伤后立即给

予外源性人重组 ApoE3 蛋白，分为慢病毒阴

性对照+ApoE3 组、Dab1 shRNA 组、Dab1 

shRNA+ApoE3 组，观察各组伤后 24h 轴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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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和相关蛋白表达变化。 

结果  野生鼠组神经元划伤后 24h 轴突再生的

数量和长度以及生长锥密度均高于敲除鼠组

（P<0.05），低于野生鼠+ApoE3 组（P<0.0

5），野生鼠组 Dab1 磷酸化水平、cdc42 活

性水平和 GAP43 表达水平均高于敲除鼠组

（P<0.05），低于野生鼠+ApoE3 组（P<0.0

5）； Dab1 shRNA+ApoE3 组轴突再生的数

量、长度和生长锥密度低于阴性对照+ApoE3

组，高于 Dab1 shRNA 组（P<0.05）；Dab1

 shRNA+ApoE3 组 cdc42 的活性、GAP43 的

表达低于阴性对照+ApoE3 组，高于 Dab1 sh

RNA 组（P<0.05）。 

结论  ApoE 通过促进 Dab1 磷酸化，激活 

cdc42 活性，增加 GAP43 蛋白的表达，从而

促进小鼠皮层神经元轴突再生修复。 

 
 
PO-3099 

Rac1 的表达沉默抑制体外胶质瘤细胞 SNB1

9 的侵袭和迁移能力 

 
周华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研究 Rac1 小干扰 RNA（Rac1siRNA）

沉默 Rac1 的表达后对黏着斑周转和胶质瘤细

胞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 

方法  免疫组化染色检测正常脑组织及胶质母

细胞瘤标本中 Rac1 蛋白的表达。选取胶质瘤

细胞系 SNB19 作为研究对象，将实验分为三

组：即 control 组、siRNA-NC（阴性对照

组）和 Rac1siRNA 组。Rac1siRNA 在脂质

体 lipofectamineTM 3000 介导下转染体外常

规培养的 SNB19 胶质瘤细胞。Western 

blotting 法验证 Rac1siRNA 的干扰效果。细

胞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细胞侵袭实验评价三

组细胞的运动能力。免疫荧光法观察不同处

理组黏着斑的变化情况。 

结果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Rac1 蛋白在正常脑

组织中不表达，而在胶质母细胞瘤中表达明

显升高。成功转染 Rac1siRNA 的肿瘤细胞，

 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 Rac1 蛋白表达明

显下降(P<0.01)。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细胞

侵袭实验显示 Rac1siRNA 组创面愈合率、侵

袭细胞数较 siRNA-NC 组和 siRNA-N 组均明

显下降，差异显著(P<0．01)。 免疫荧光法显

示，与 control 组和 siRNA-NC 组相比，Rac1

siRNA 组拥有大黏着斑的的细胞数明显增多 

(P<0．01)。 

结论  Rac1 在胶质母细胞瘤中的表达较对照

脑组织明显升高。Rac1 的表达沉默可有效抑

制胶质瘤细胞 SNB19 的侵袭和迁移，提示 R

ac1 可能成为脑胶质瘤的新的治疗靶点。 

 
 
PO-3100 

人胶质瘤组织中瘦素受体表达与血管生成拟

态的相关性研究 

 
韩国胜 王来兴  

上海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研究人胶质瘤组织中瘦素受体（ObR） 

表达与血管生成拟态（Vasculogenic mimicr

y，VM）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人胶质瘤患者石蜡组织标本及血清

标本，分别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组织中 CD3

1、PAS、ObR 表达及 ELISA 法检测血清中

瘦素（Leptin）浓度，分析 ObR 及 Leptin 与

VM（CD31-/PAS+）的相关性；采用免疫组

化法检测胶质上皮转化（Glial to mesenchym

al transition，GMT）分子表达，分析与 VM

及 ObR 的相关性，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

胶质瘤干细胞（Glioma stem cells，GSCs）

分子与 ObR 共表达情况；最后采用 Kaplan-

Meier 分析 VM、ObR 表达与胶质瘤患者生存

期的相关性，进一步明确胶质瘤组织中微血

管密度（Microvascular density，MVD）与 V

M 的关系。 

结果  以 CD31-/PAS+标记的 VM 与人胶质瘤

组织中 ObR 表达及血清中 Leptin 浓度均成正

相关，而且 VM、ObR 与组织中 GMT 相关分

子表达也具有一定相关性，表明形成 VM 的

ObR+胶质瘤细胞可能具有 GMT 表型，由于

发生 GMT 的细胞具有干细胞特性，因此 Ob

R 与 GSCs 的共表达进一步证实了前期研究

结果。胶质瘤组织中与 GMT、CSCs 相关的

ObR 表达及 VM 均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而

且在 ObR 高表达组织标本中 VM 与 MVD 呈

互补趋势，表明 ObR 与胶质瘤的两种供血方

式均密切相关。 

结论  人胶质瘤组织中 ObR 参与 VM 形成，

且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其原因可能与 ObR+

胶质瘤细胞具有 GMT 及 CS 

Cs 表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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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01 
Inhibition of Human Glioma Cell Proliferat
ion Caused by Knockdown of Utrophin U
sing a lentiviruS-Mediated System 

 
Shen Shanghang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Obejectives  Glioma is the most devastating
 brain tumor worldwide. Previous studies sho
wed that UTRN (utrophin) was related to can
cers, but its role in glioma cells remains unco
vered. In this research, we would carry out th
e research in cellular, molecular and clinical l
evel, and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 and related
 mechanism of how UTRN exerts its role in g
lioma. 
Methods  RNAi was used to knockdown UT
RN in U251 cells using lentivirus system. Th
e knockdown efficiency was validated by real
-time quantitative PCR. Cell proliferation,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progression were deter
mined by MTT, colony formation analysis, an
d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Furthermore, som
e apoptotic markers were examined by West
ern blot assay. 
Results  Most cells were infected. Cell prolif
eration and colony formation ability were sup
pressed in U251 cells lacking UTRN. Moreov
er, there was an obvious increase in cell per
centage in the G2/M phases and a significan
t apoptosis in U251 cells after UTRN silencin
g. Further investigation demonstrated that U
TRN knockdown activated caspase and PAR
P pathways. 
Conclusions  Knockdown of UTRN expressi
on by shRNA evidently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
tion and promoted cell apoptosis in glioma c
ells. 
 
 
PO-3102 
Increased Notch Signaling Enhances Rad
ioresistance of Malignant Stromal Cells In
duced by Glioma Stem 

 
Zhang Jinshi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Objective  When orthotopically inoculating g
lioma stem/progenitor cells into nude mice, it
 is found that tumor stromal cells from host a
re more radiation-resistant than glioma stem/
progenitor cells after malignant transformatio
n. This paper is aimed at conducting a resea

rch on this discovery and its molecular mech
anism.  
Methods  Malignant Stromal Cells Induced b
y Glioma Stem/ Progenitor Cells  (GSC-indu
ced host Brain Tumor Cells, ihBTC2) were is
olated and identified from the double colOR-
coded orthotopic glioma nude mice model. C
ontrast with glioma stem/progenitor cell line 
SU3 and its radiation-resistant sub-strain SU
3-5R and C6 cells, survival fraction at 2 Gy 
(SF2) was tested to measure the resistance t
o radiation of ihBTC2.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Notch 1 and Hes1 mRNA before and after
 the 4Gy radiation of the related cell were det
ected by qPCR. The protein of Notch 1, pAkt
 and Bcl-2 were investigated via Western blo
t. Finally, Notch pathway blocker gamma sec
retase inhibitor (GSI) was used to verify its fu
nctions in radiation resistance of ihBTC2.  
Results  ihBTC2 had such malignant phenot
ypes as infinite proliferation,hyperpentaploid 
karyotype, tumorigenesis in nude mice and e
xpressed protein markers of oligodendroglia 
cells. SF2 of SU3, SU3-5R, C6 and ihBTC2 
cells were separately 0.35±0.07, 0.50±0.06, 
0.51±0.02, and 0.75±0.03, among which the 

SF2 of ihBTC 2 is the highest (P＜0.05, n=3

＝. Notch 1 and Hes1 mRNA of ihBTC2 afte

r radiation were separately 2.30±0.16 times 
(p<0.01) and 3.31±0.19 times of those befor
e radiation; Notch 1, pAkt and Bcl-2 proteins 

elevated obviously after radiation (P＜0.05, 

n=3). GSI markedly enhanced the radiosensi
tivity of ihBTC2 and the sensitization enhanc
ement ratio (SER) of GSIs was 1.47.  
Conclusions  In orthotopic glioma model, th
e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of host stromal c
ells can be induced by glioma stem/progenit
or cells. IhBTC2 is more radiation-resistant t
han glioma stem/progenitor cells by activatin
g Notch signal pathway. This shows that, in t
he microenvironment of transplantation  tum
ors, the malignant tumor stromal cells are ea
sier to survive after radiotherapy and are ne
w target cells in the research on radiotherap
y resistance of tumors after tumor stem cells. 
 
 
PO-3103 

转化生长因子-β1/Smad3 信号转导通路在脑

挫裂伤大鼠神经功能再生修复中的作用 

 
王旭阳 陈世文 王敢 高文伟 郭衍 田恒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1028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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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

h factor，TGF)-β1/Smad3 信号转导通路对脑

挫伤大鼠神经功能再生修复的影响，并探讨

其内在机制。   

方法   12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 4 组：假手术

组、手术组、手术+HSV-GFP 载体注射组和

手术+HSV-shRNA-TGFβ1-GFP 干扰载体注

射组。采用改良 Feeney 自由落体撞击装置制

备大鼠皮质运动区脑挫伤模型，术后 1 天、3

天、7 天、14 天、28 天根据不同分组时间点

需求，分别行改良神经功能缺失表（NSS）

评分，观察动物运动和平衡功能缺损与恢复

情况；或免疫组化及组织荧光双标染色技术

检测周围脑组织神经元存活再生和星型胶质

细胞分化改变；Wetern Blot 及 RT-PCR 技术

观测 RNA 沉默干扰后，TGF 基因和 TGFβ1

下游信号传导通路中关键蛋白 Smad3 的表达

水平。  

结果   1）与假手术组比较，脑挫伤组大鼠于

伤后即出现不同程度的抽搐、瘫痪和平衡功

能的缺失，NSS 评分明显升高，并随时间推

移有所降低，术后 1 天、7 天、14 天皆有显

著差异（P<0.01）；RNA 沉默干扰组，术后

1 天、7 天、14 天则无显著差异，直到术后 2

8 天，NSS 评分显著升高，差异显著（P<0.0

5）。2）免疫荧光组化显示手术后 14 天，周

围脑组织 TGFβ1 表达阳性神经元减少，同时

阳性星形胶质细胞增多，术后 7 天组与假手

术组比较，则无明显差异；RNA 敲减后，术

后 14 天与对照组比较，神经元及胶质细胞 T

GFβ1 表达阳性数量皆明显下降（P<0.0

5）；3）同时调查术后 3 天、14 天 Smad3

的表达水平，RT-PCR 和 Wetern Blot 皆提示

同对照组比较，mRNA 与蛋白表达水平都明

显降低（P<0.01）。  

结论  TGFβ1/Smad3 信号转导通路在脑挫裂

伤大鼠神经功能再生修复中起重要作用，可

能通过调控下游通路中 Smad3 的表达，促进

胶质细胞增生，保护神经元存活，改善脑挫

伤大鼠神经功能障碍，为临床应用分子靶向

治疗脑外伤提供了重要的实验证据。  

 
 
PO-3104 

胶质瘤干细胞的放疗抵抗性与放疗后细胞周

期分析 

 
刘俊峰 谢涛 刘羽 叶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从胶质瘤干细胞放疗后细胞周期变化和

细胞周期相关蛋白的表达研究胶质瘤干细胞

的放疗抵抗特性。 

方法  将 U87 细胞用无血清培养基进行成球培

养为 U87-sph，并鉴定 U87-sph 的干细胞标

记物的表达。用 Annexin V-FITC/PI 凋亡试剂

盒测定不同剂量放疗后 U87-sph 和 U87 的凋

亡率，并测定放疗后不同时间点 U87 与 U87-

sph 的 caspase-3 的活性。用细胞周期试剂

盒测定不同剂量 X 线照射后 U87 和 U87-sph

细胞周期随时间的变化。用 western blot 分析

8Gy X 线照射后 U87 和 U87-sph 中细胞周期

相关蛋白 p-ATM，p-Chk1，Cdc25c， p-Cdc

25c，Cdc2，p-Cdc2，CyclinB1 在照射后不

同时间点的表达变化。 

结果  免疫荧光表明 U87-sph 中干细胞标记物

CD133，nestin，Sox-2 表达较普通 U87 细

胞明显增加，流式结果表明 U87-sph 中 CD1

33 阳性细胞的比例(13.79±1.52) %明显高于

U87 细胞(1.21±0.41) % 。凋亡分析表明放疗

后 48h，U87-sph 的凋亡率要明显低于 U87

细胞。U87-sph 在 4Gy 和 8Gy 的 X 射线照射

后的 Caspase-3 的活性要明显低于 U87 细

胞，而在 2Gy 射线照射后，U87 和 U87-sph

的 Caspase-3 活性没有明显差异。在 4Gy 和

8Gy 射线照射后，U87 细胞出现明显的 G2/M

期阻滞，特别在照射后 12h 和 24h 最为明

显，而 U87-sph 照射后 G2/M 期比例没有明

显变化，但在 8Gy 剂量照射后 24h，U87-sp

h 中的 S 期比例轻微增加。Western blot 结果

表明放疗后 U87-sph 中 p-ATM，p-Chk1 表

达随时间明显增加，且表达量均明显大于 U8

7。在 U87 中，放疗后 p-Cdc25c 表达增加，

Cdc25c 表达量降低。Cdc2 和 CyclinB1 的表

达均降低，而 p-Cdc2 的表达是增加的。在 U

87 中，这些细胞周期相关蛋白的变化在放疗

后 12h 至 36h 最为明显。U87-sph 在放疗后

细胞周期蛋白 Cdc25c， p-Cdc25c，Cdc2，

p-Cdc2 和 CyclinB1 均无显著变化。但在 U8

7-sph 中总 Cdc25c 表达量明显较 U87 细胞

高。 

结论  胶质瘤干细胞对放疗诱导的凋亡具有抵

抗性。放疗后胶质瘤干细胞中很少发生细胞

周期阻滞，可能与总 Cdc25c 高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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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05 

miR-124 对大鼠神经干细胞 Nogo-A 的影响 

 
王向宇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510630 

 

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后，有许

多抑制性因子产生抑制了轴突生长，其中 No

go 蛋白对轴突再生的抑制能力最强。miR-12

4 是神经系统特异表达且富含的一种 miRN

A，促进了祖细胞向神经元方向的分化，miR-

124 是否能够影响到 Nogo-A 的表达? 围绕这

一问题，我们就做了如下一些相关的研究。 

目的  探索体外 microRNA-124（miR-124）

对骨髓源神经干细胞（NSCs）中 Nogo-A 表

达的影响。 

方法  提取 SD 大鼠骨髓间充质细胞（BMSC

s），采用全骨髓贴壁法分离出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进行传代培养至第三代时进行鉴定，

证实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后加入诱导培养基

（DMEM/F12+20ng/mlEGF+20ng/mlbFGF+

2%B-27），将 BMSCs 诱导成神经干细胞

（NSCs）并鉴定。然后对部分神经干细胞转

染 miR-124 作为实验组，对照组为未转染的

神经干细胞。运用 qPCR 和蛋白免疫印迹

（Western  blot，WB）检测试验组和对照组

中 Nogo-A 的变化，结果运用 SPSS13.0 统

计学软件，计量资料采用两本 t 检验，以 P＜

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qPCR 结果（2-ΔΔCt）进行统计分析，

显示实验组 Nogo-A 基因的表达与对照组相比

有显著的降低（P=0）。WB 结果显示转染 m

iR-124 后的神经干细胞中 Nogo-A 蛋白表达

均比未转染组低。 

结论  实验中采用全骨髓贴壁法提取 BMSCs

方法可靠，分离纯化方法可行，获得的 BMS

Cs 纯度较高，活力强；BMSCs 经 DMEM/F1

2、EGF、bFGF 和 B-27 诱导后可以定向分

化为 NSCs；在体外，miR-124 对神经干细胞

中 Nogo-A 具有抑制作用，这对 miR-124 联

合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 SCI 的机制提供了一

种可能的假说，还需要在动物实验中进一步

验证。 

 
 
PO-3106 

小胶质细胞在不同离体脑损伤模型活化差异

对比研究 

 
尧小龙 丁卫 胡峰 谢蕊繁 张华楸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小胶质细胞在不同离体脑损伤模型

中活化特点和炎症反应差异，为小胶质细胞

在外伤性脑损伤中作用的研究提供更佳的离

体模型。 

方法  以小胶质细胞系 BV2 为研究对象，通

过不同离体的脑损伤模型（星形胶质细胞损

伤刺激和脑皮质损伤刺激），并和经典小胶

质细胞活化刺激模型（LPS 刺激）对比，检

测小胶质细胞在刺激和恢复的不同时间点分

型标记物(NOS2、Arg-1、BDNF、IGF-1、IL

-10)和炎症因子的表达情况（TNF-a、IL-1

β）。 

结果  三种离体损伤刺激模型中，小胶质细胞 

介导的炎症因子与 M1 型标记物（NOS2、T

NF-a、IL-1β）的 mRNA 表达在刺激后快速

增加并随着刺激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强。其

中 LPS 刺激导致的反应最强烈(P<0.05)，其

次分别为脑皮质损伤刺激和星形胶质细胞损

伤刺激。小胶质细胞 M2 表型标记物和相关因

子（Arg-1、BDNF、IGF-1、IL-10）的 mRN

A 表达则随着时间延长而缓慢增强，且能存在

较长时间。在恢复至正常培养基后 M1 表型标

记物和炎症因子（TNF-a、IL-1β）的 mRNA

表达随着恢复时间的延长而下降(P<0.05)。M

2 表型标记物和修复相关因子（Arg-1、IGF-

1、IL-10）的 mRNA 表达随着恢复时间的延

长而升高且能持续至 48 小时(P<0.05)。 

结论  3 种离体损伤刺激模型均能诱导小胶质

细胞的活化和分型改变，但在刺激强度上略

有不同。在刺激后早期小胶质细胞在向 M1 型

极化占主导，但亦存在少量的 M2 型转化。在

刺激后的恢复过程中大量 M1 型小胶质细胞明

显向 M2 型极化。上述结果为更合理的在体外

模拟脑外伤提供了基础，并对体外研究小胶

质细胞 M1 型的炎症损伤和 M2 型的神经修复

作用有重要意义。 

 
 
PO-3107 
Wnt/β-catenin pathway involvement in io
nizing radiation-induced invasion of U87 
glioblastoma cells 

 
Dong Zhen,Zhou Lin,Han Na,Zhang Mengxian,Guo 
Dongsheng,Lei Ti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ongji Hospital， To

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

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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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Radiotherapy has been found 
to promote the invasion of various kinds of c
ancer cells including GBM. Ionizing radiation
 (IR) activates multiple signalling pathways in
 tumour cells, which modulate several cellula
r functions and induce the secretion of growt
h factors and chemokines, resulting in increa
sed migration and invasiveness of cancer cel
l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that underlie IR-induced invasio
n and radiation resistances of GBMs may pr
ovide new possibilities in terms of targeted th
erapeutic strategies. In this study, we exami
ne the pro-invasive effects of irradiation on U
87 cells and the involvement of the Wnt/β-ca
tenin pathway, and discuss the possible  
underlying mechanism. 
Methods  U87 cells were irradiated with 3 G
y or sham irradiated in the presence or abse
nce of the Wnt/β-catenin pathway inhibitor X
AV 939. Then, cell invasion was determined 
by an xCELLigence real-time cell analyser a
nd matrigel invasion assays. The intracellula
r distribution of β-catenin in U87 cells with or
 without irradiation was examined by immun
ofluorescence and western blotting of nuclea
r fractions. We next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irradiation on Wnt/β-catenin pathway activity
 using TOP/FOP flash luciferase assays and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aly
sis of β-catenin target genes. The expressio
n levels and activities of two target genes, m
atrix metalloproteinase (MMP)-2 and MMP-9,
 were examined further by western blotting a
nd zymography.  
Results  U87 cell invasiveness was increase
d significantly by ionizing radiation. However,
 pre-treatment with XAV 939, an inhibitor of 
Wnt/β-catenin signalling, reversed the pro-in
vasive effect of irradiation. In contrast, inhibit
ion of non-irradiated U87 cell invasion by XA
V 939 was not significant. β-Catenin is a key
 component of the Wnt/β-catenin signalling p
athway. Therefore, we next examined the ac
tivity of β-catenin in irradiated GBM cells. Int
erestingly, ionizing radiation induced nuclear
 transloc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β-catenin.
 Moreover, we found increased β-catenin/TC
F transcriptional activities, followed by up-re
gulation of downstream genes in the Wnt/β-c
atenin pathway in irradiated U87 cells.  Amo
ng β-catenin target genes, MMP-2 and MMP
-9 have been reported to be major contributo
rs to GBM invasion. Consistent with the mR
NA levels, the results of western blotting sho

wed that the protein levels of MMP-2 and M
MP-9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3 Gy 
irradiation, together with the increased activit
ies of MMP-2 and MMP-9 which were confir
med by gelatine zymography. Importantly, in
hibition of the Wnt/β-catenin pathway by XA
V 939, which promotes degradation of β-cat
enin, significantly abrogated the pro-invasion
 effects of irradiation. Mechanistically, XAV 9
39 suppressed ionizing radiation-triggered u
p-regulation of MMP-2 and MMP-9, and inhi
bited the activities of these gelatinase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have demonstrate
d a pivotal role of the Wnt/β-catenin signallin
g pathway in IR-induced invasion of U87 GB
M cells, indicating that β-catenin is a potenti
al therapeutic target to overcome evasive ra
dioresistance. Because targeted inhibition of 
canonical Wnt signalling has long been com
plicated by the lack of pathway components t
hat are amenable to pharmacological inhibiti
on, the availability of XAV 939 as a potent an
d selective inhibitor may assist drug discover
y and provide a radiosensitizer for more effe
ctive radiotherapy of GBM. 
Thus, further in vivo experiments and pre-cli
nical trials are warranted. 
 
 
PO-3108 

一个新的参与神经胶质瘤转移和增殖的基因
GBP1 

 
李明 1 兰青 2 

1.苏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实验中心 

2.苏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BM）是最常见

和致命的原发性脑肿瘤，而基因突变和染色

体变异是其重要的致病原因。EGFR 是 GBM

中一个最常见的致癌基因，大约在 40-60%的

胶质母细胞瘤中发生了扩增或过高表达，而

且是 GBM 经典亚型的标志基因。此外，GB

M 中还发现了许多 EGFR 突变体，最重要的

一个称为 EGFRvIII，即缺失了外显子 2-7，

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可持续激活的突变体。EG

FRvIII 参与了胶质瘤的增值、侵袭并和肿瘤细

胞的放化疗抗性密切相关，但其分子机制仍

然不清楚。为进一步研究 EGFR 的生物学功

能，我们希望通过找到新的受 EGFR 调控的

效应分子来找到 EGFR 行使其致癌基因功能

的新机制。 

方法  我们运用基因芯片技术来鉴定新的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291 

 

EGFR 靶基因；采用遗传学和化学的方法研

究了 EGFR 通过何种信号通路来调控靶基因

的表达；运用 EMSA 和 Reporter assay 以及

Chip-PCR 的方法来鉴定调控靶基因表达的转

录因子；此外我们还利用体外培养的细胞系

和裸鼠皮下及原位模型探讨了靶基因的生物

学功能。 

结果  我们利用基因芯片技术， 发现了一个受

EGFR 调控的新基因－GBP1(鸟苷酸结合蛋

白 1) 。采用遗传学和化学的方法，我们发现

EGFRvIII 主要通过 p38 MAPK／YY1 信号通

路来调控 GBP1 的表达。GBP1 作为一个效

应分子参与了 EGFR 所介导的细胞转移和增

值。我们的小鼠模型实验表明，GBP1 本身过

表达可通过调节金属蛋白酶 1（MMP1)的表

达和调节细胞的增值及凋亡从而促进胶质瘤

细胞的转移和致瘤性。此外，胶质瘤病人样

本分析表明，GBP1 的表达与 EGFRvIII 的表

达呈正相关关系，而且 GBP1 的表达水平与

胶质瘤病人的预后呈负相关关系。 

结论  这些结果表明 GBP1 是一个新的受 EG

FRvIII 调控的胶质瘤致癌基因，有望作为胶质

母细胞瘤治疗的一个新靶点。 

 
 
PO-3109 

听神经瘤手术听力保留的显微解剖基础 

 
李建荣 陈铮立 魏雨雨 王鑫 叶世泰 王树超 

杭州解放军 117 医院 3100004 

 

目的  手术显微镜 SXP—25（*10）下观察前

庭蜗神经在桥脑小脑角、内耳道的显微外科

解剖及血供，为听神经瘤手术保留听力提供

显微外科解剖基础。 

方法  采用头颅标本 20 例，对 40 侧脑桥小脑

角部位的前庭蜗神经进行了显微外科解剖观

察。 

结果  1、前庭蜗神经在内听道内先后分出蜗

神经、前庭上神经、前庭下神经；蜗神经，

面神经、中间神经、、前庭上神经和前庭下

神经在内听道内的排列位置比较恒定。2、 迷

路动脉 1-3 支，多起始于 AICA 内耳门前段及 

内耳门段；  

结论  熟悉前庭蜗神经在脑桥小脑角及内耳道

的显微解剖，有助于听神经瘤术中定位蜗神

经及其供血，提高听神经瘤手术听力保留

率。  

 
 

PO-3110 

LRIG2 调控 PDGFRβ 信号通路促进胶质母细

胞瘤细胞周期进展的机制 

 
肖群根 郭东升 王宝峰 雷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富含亮氨酸重复序列免疫球蛋白样蛋白

（leucine-rich repeats and immunoglobulin-li

ke domains, LRIG）基因家族包括 LRIG1，

2，3 三个成员，其编码跨膜蛋白包括 1 个信

号肽，15 个连续的富含亮氨酸的重复序列，3

个免疫球蛋白类似区，1 个跨膜段及胞内段。

LRIG2 在胶质瘤中的功能研究甚少，本研究

探讨 LRIG2 对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周期的影响

及其机制。 

方法  慢病毒法建立过表达 LRIG2 及 LRIG2

干扰的 GBM 细胞株；细胞计数法检测细胞增

殖；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将 LRIG2 干

扰组及其对照组 U87 细胞系（U87-scr,U87-L

RIG2sh）行裸鼠皮下成瘤实验，免疫组化检

测裸鼠皮下肿瘤中增殖及细胞周期相关蛋

白；磷酸化酪氨酸激酶受体蛋白芯片检测磷

酸化 PDGFRβ 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信号

通路相关蛋白表达。 

结果  在 PDGFBB 刺激下，LRIG2 过表达 U8

7 细胞细胞增殖明显高于对照组细胞，加入 P

DGFR 抑制剂 STI571 后，过表达 LRIG2 的

促增殖效应明显减弱。在 PDGFBB 刺激下，

LRIG2 过表达组 S 期及 G2/M 期细胞数明显

高于对照组细胞，LRIG 干扰组 S 期及 G2/M

期细胞数明显低于对照组细胞。LRIG2 干扰

组裸鼠皮下肿瘤体积明显小于对照组，免疫

组化检测裸鼠皮下肿瘤中增殖指标示 LRIG2

干扰组 Ki67,PCNA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

组，细胞周期蛋白 CyclinB1, CyclinD1 在 LRI

G2 干扰组的表达水平也明显低于对照组。磷

酸化酪氨酸激酶受体蛋白芯片检测 LRIG2 过

表达组细胞中磷酸化 PDGFRβ 表达水平明显

高于对照组。在 PDGFBB 刺激下，Wester

n blot 检测 LRIG2 过表达组 P-PDGFRβ，P-

Akt，P-Stat3，CyclinB1, CyclinD1 表达水平

明显高于对照组，LRIG2 干扰组 P-PDGFR

β，P-Akt，P-Stat3，CyclinB1, CyclinD1 表

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LRIG2 激活 PDGFRβ 及其下游 Akt，St

at3 信号通路，促进细胞周期蛋白 CyclinB

1, CyclinD1 表达，进而促进胶质母细胞瘤细

胞周期进展，发挥癌基因作用，有望成为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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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母细胞瘤新的分子治疗靶点。 

 
 
PO-3111 

白介素 6 在胶质瘤干细胞和 TAMs 相互作用

中的作用及机制 

 
胡峰 雷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是胶质瘤

微环境中的主要免疫细胞，而胶质瘤干细胞

则是胶质瘤复发、耐药的重要机制之一，这

两种细胞中的相互作用可能在肿瘤的生长、

侵袭及肿瘤干细胞特性维持中发挥重要作

用。 

方法  以 CD133 阳性的肿瘤细胞、原代培养

的小鼠小胶质细胞和人胶质瘤样本为材料，

采用流式细胞分析、磁珠分选法、实时 PC

R、多荧光免疫染色、脑片培养和小鼠脑内种

植肿瘤等多种分子生物学方法和模型，探讨

肿瘤干细胞与 TAMs 的相互作用机制。 

结果  相对于 CD133-的肿瘤细胞，CD1330+

的胶质瘤干细胞可明显上调 TAMs 的 IL-6 而

非其他常见的免疫因子（如 IL-10 等），并且

这一现象是通过 TLR4 这一受体发挥作用。

在 IL-6 敲除的小鼠中，肿瘤干细胞成瘤能力

明显减弱；而在人的胶质瘤样本中，相对于

肿瘤细胞，TAMs 是肿瘤组织中 IL-6 的主要

来源。 

结论  胶质瘤干细胞可通过 TLR4 来上调 TAM

s 中 IL-6 的表达来调控干细胞特性的维持，

从而对肿瘤生长发挥重要作用。阻碍这一通

路可能成果胶质瘤治疗的新靶点。 

 
 
PO-3112 

Platycodin D 通过抑制 IL-6-STAT3 信号通

路诱导胶质瘤细胞 U87 和 U251 凋亡 

 
欧阳佳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采用人胶质母细胞瘤细胞株 U87 和 U2

51，研究桔梗皂苷 D（Platycodin D）抑制人

胶质母细胞瘤增殖并促进其凋亡的作用及分

子机制。 

方法  1、不同浓度 Platycodin D 处理 U87 和

U251 细胞 24h，MTT 检测 Platycodin D 对 U

87 和 U251 生长增殖的影响。2、0、16、25

μm Platycodin D 分别处理 U87 和 U251 细胞

24h，检测 Platycodin D 对 U87 和 U251 凋

亡的影响；real-time PCR、western blot 检测

凋亡相关分子表达。3、0、16、25μm Platyc

odin D 分别处理 U87 和 U251 细胞 24h，we

stern blot 检测 Platycodin D 对 STAT3 活性

的影响； 4、0、16、25μm Platycodin D 分

别处理 U87 和 U251 细胞 24h，收集上清，E

lisa 法检测上清中 IL-6 的表达；收集细胞提 R

NA，real-time PCR 检测 IL-6 及 IL-6R 的表

达。5、Platycodin D 处理 U87 细胞 24h 后加

入 IL-6 因子，观察 IL-6 是否能逆转 Platycodi

n D 引起的现象。 

结果  1、0、16、25μm Platycodin D 处理 U

87、U251 细胞 24h，MTT 结果提示 Platyco

din D 能抑制 U87、U251 细胞增殖。2、0、

16、25μm Platycodin D 处理胶质母细胞瘤细

胞 24h，流式细胞仪检测发现不同浓度的 Pla

tycodin D 处理 U87 和 U251 24 小时促进胶

质瘤细胞凋亡，且促进作用具有浓度剂量依

赖。3、0、16、25μm Platycodin D 作用 U8

7、U251 24 小时对 STAT3 的活性及其下游

分子 cyclinD1、survivin、bcl-2 表达有抑制作

用，并存在浓度剂量依赖关系。4、0、16、2

5μm Platycodin D 作用 U87、U251 24 小时

对胶质瘤细胞中 IL-6 及 IL-6R 的表达具有抑

制作用。5、IL-6 能逆转 Platycodin D 所引起

胶质瘤细胞的凋亡及 STAT3 活性变化。 

结论  Platycodin D 通过调控 IL-6-STAT3 信

号通路的表达抑制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增殖并

促进胶质瘤细胞的凋亡。 

 
 
PO-3113 

Porf-2 介导的 Ephb1 信号通路抑制神经元轴

突的生长发育 

 
黄国辉 冯东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201900 

 

目的  探讨视前区调控因子-2 (Preoptic regula

tory factOR-2, porf-2)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对轴

突生长发育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分子机

制。 

方法  首先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 porf-2 在各

个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免疫荧光法观察 p

orf-2 在神经元中的定位。采用分子克隆技术

构建 porf-2 的 shRNA 敲减质粒、porf-2 全长

及各个功能域突变的过表达质粒。采用质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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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染技术将 porf-2 的敲低、过表达及突变质

粒分别转染至体外培养的海马原代神经元及

NG108 细胞系，观察并统计不同时间点神经

元轴突的长度、神经元轴突末端（生长锥）F

-actin 的形态变化。采用 pull-down 实验检测

porf-2 全长及突变质粒过表达后对 Rac1 活性

的影响。免疫共沉淀（CO-IP）结合质谱分析

技术筛选与 porf-2 结合的蛋白分子，进而体

内外 CO-IP 证实其结合。Ephrin-Fc 刺激后，

检测 porf-2 与 EphB1 的结合情况。培养野生

型及 EphB1-/-的海马神经元，转染 porf-2 过

表达质粒，统计神经元形态相关指标，证实 p

orf-2 是否可挽救 EphB1 对轴突生长的影响。 

结果  WB 结果表明 porf-2 在大脑(尤其是海

马、皮层)存在高表达，在其他各个组织表达

极低甚至不表达；porf-2 与 tuj1、Tau、F-act

in 存在共定位，而不与 GFAP 不共标; 在海马

神经元及 NG108 细胞系，shRNA 敲低 porf-2

后轴突的长度显著增长，过表达 porf-2 后轴

突长度显著降低；然而过表达 GAP-porf-2 后

则失去了其对轴突长度、F-actin 形态的抑制

功能，神经元形态回到正常水平。CO-IP 证

实 porf-2 可与 EphB1 相互作用，并响应 Eph

B1 的信号传递；过表达 porf-2 可挽救 EphB1

对神经元轴突的作用。 

结论  1、porf-2 高表达在中枢神经系统，尤

其是海马和皮层。porf-2 特异性的表达在神经

元而不表达在胶质细胞，尤其高表达在轴突

及轴突末端；2、porf-2 对神经元的轴突生长

发育及生长锥的形态维持是必须的，且在神

经元发育过程中起着限制轴突、生长锥生长

的作用；3、porf-2 通过其 GAP 功能域失活

Rac1 从而发挥轴突抑制作用；4、porf-2 作

为 EphB1 的下游分子，结合并响应 Ephrin-E

ph 信号通路，进而将轴突生长发育的跨膜信

号传递至骨架蛋白； 

 
 
PO-3114 

反全式维甲酸（ATRA）协同肿瘤坏死因子相

关凋亡诱导配体（TRAIL）诱导胶质瘤 U251

细胞凋亡的研究 

 
邢德广 顿志平 王成伟 孙中正 樊明德 满琦 张安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神经外科 250033 

 

目的 探讨反全式维甲酸（ATRA）对肿瘤坏

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TRAIL）诱导胶质

瘤 U251 细胞凋亡作用的影响及其可能的机 

制。 

方法 MTS 法检测不同浓度的 ATRA（1、1

0、50、100 μM）、TRAIL（0.1、0.2、0.

5、1、2）和 ATRA/TRAIL 联合用药对 U251

细胞的抑制作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不同给药

方案对 U251 细胞凋亡的影响；Western blot

检测 ATRA/TRAIL 联合用药对 U251 细胞凋

亡相关蛋白 TRAIL 受体 DR4 和 DR5 表达的

影响。 

结果 ATRA 和 TRAIL 对 U251 细胞的增殖均

有抑制作用且呈浓度依赖性；ATRA/TRAIL

联合用药组对 U251 细胞的增殖抑制率和细胞

凋亡率均大于单独给药组（P < 0.05），有显

著协同作用（CDI < 1）。ATRA/TRAIL 联合

用药可显著上调 DR4 表达水平（P < 0.0

5），而 DR5 表达无明显变化。 

结论 ATRA/TRAIL 联合用药可显著抑制胶质

瘤 U251 细胞增殖，并可通过上调 DR4 的表

达增强肿瘤细胞对 TRAIL 的敏感性而促进细

胞凋亡。 

 
 
PO-3115 

胶质瘤干细胞新功能研究 

 
董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15004 

 

目的 胶质瘤干细胞（GSCs）除了作为种子

细胞繁衍后代以维持或重建肿瘤外，还有哪

些功能？与其微环境中的各类细胞如何相互

作用？目前仍然未明确或者仍存争议。  

方法 从各类胶质瘤手术标本原代培养肿瘤干

细胞，建立不同级别原发或复发国人胶质瘤

干细胞系并转染红色荧光蛋白（RFP）基

因，分别研究其体外或体内干性差异、分化

特征、向肿瘤血管内皮转分化能力、与绿色

荧光蛋白（GFP）转基因裸鼠来源的各类宿

主细胞（脑胶质细胞、骨髓来源的树突状细

胞 DC、巨噬细胞、间充质干细胞）在体外及

体内的相互作用等。  

结果 不同来源的肿瘤干细胞干性差异较大，

均具有不完全分化能力，部分分化的祖细胞

有逆分化为干细胞能力；源于高度恶性胶质

瘤的干细胞有转分化为血管内皮样细胞并构

筑有流通功能的肿瘤血管的能力；胶质瘤干

细胞可诱导宿主胶质细胞恶性转化，并能使

骨髓来源的系列免疫细胞失能并恶变，进而

参与肿瘤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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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RFP/GFP 双色荧光示踪的体外共培养及

体内原位胶质瘤干细胞动物模型为人脑胶质

瘤干细胞功能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可视

化平台。研究发现 GSCs 具有不完全分化、

拟血管内皮转分化、高侵袭性、融合宿主细

胞和诱导宿主细胞癌变的功能，对进一步研

究胶质瘤干细胞在胶质瘤组织重构进程中的

作用和靶向治疗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PO-3116 

去铁胺改善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认知功能障碍

的实验研究 

 
黄伟 于家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00 

 

目的  建立大鼠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

id hemorrhage, SAH）模型，探讨去铁胺对

SAH 大鼠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 

方法  取 64 只健康成年雄性 SD 大鼠，随机

分为以下四组：假手术组、SAH 组、安慰剂

组及去铁胺治疗组。经大鼠股动脉抽取新鲜

自体动脉血 300μl，注入视交叉前池，建立实

验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动物模型。假手术组给

予相同手术操作但不注血。去铁胺治疗组于

SAH 模型建立后 15 分钟开始腹腔注射去铁胺

溶液（30mg/kg），每 12 小时注射 1 次，连

续注射 5 天。安慰剂组则于相同时间点腹腔

注射等量生理盐水。记录所有大鼠每日体重

变化。取每组一半数量大鼠于造模后第 2 天

开始进行 Morris 水迷宫实验测试其认知功

能。另取每组剩余半数大鼠于造模后第 5 天

处死，灌注取脑留取标本，脑组织切片作尼

氏染色观察海马神经元损伤情况，并取海马

组织作生化检测：用分光光度法检测组织铁

含量、化学荧光法检测活性氧（ROS）含

量、硫酸代巴比妥酸法测丙二醛（MDA）含

量、黄嘌呤氧化酶法检测超氧化物歧化酶（S

OD）活性。 

结果  假手术组大鼠全部存活，SAH 建模大鼠

总体死亡率为 25.6%，去铁胺治疗组与安慰

剂组死亡率无差异（P>0.05）。SAH 大鼠造

模后第 1~2 天体重下降明显低于假手术组（P

<0.05）。Morris 水迷宫实验中，与假手术组

相比，SAH 组学习记忆能力明显下降（P<0.

05），去铁胺治疗组相对于安慰剂组学习记

忆能力明显改善（P<0.05）。大鼠脑组织尼

氏染色可观察到 SAH 大鼠大量海马神经元丢

失，经去铁胺治疗后神经元丢失数目相对减

少。海马组织生化检测结果显示：SAH 后大

鼠海马组织的铁含量、ROS 及 MDA 含量明

显增加，SOD 活性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去铁胺治疗组与安慰剂

组相比，铁离子含量明显降低（P<0.05），

ROS 含量明显降低（P<0.05），SOD 活性

明显增强（P<0.05），而 MDA 含量无统计学

差异（P>0.05）。 

结论  1、SAH 大鼠存在认知功能障碍；2、

蛛网膜下腔出血后出现的铁超载加重了脑组

织的氧化应激损伤可能是导致出现认知功能

障碍的机制之一；3、去铁胺可能通过清除超

负荷铁离子，缓解氧化应激损伤，从而改善

SAH 大鼠的认知功能障碍。 

 
 
PO-3117 

病毒介导 CD-TK 融合基因转染 NSC 治疗 C6

胶质瘤体外研究 

 
邢春阳 

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自杀基因的表达可将无毒的酶前体药物

转换成有毒的产品来杀死肿瘤细胞。神经干

细胞作为载体具有迁移性及嗜瘤性，其本身

分泌的一些因子也对肿瘤细胞有杀伤作用。

本实验中我们将慢病毒介导的 CD-TK 融合基

因导入 Wistar 大鼠神经干细胞（NSC），与

C6 胶质瘤细胞体外共培养来，观察其对 C6

胶质瘤生长的抑制作用。 

方法  构建稳定携带 CD-TK 基因的 NSC 细胞 

系；MTT 实验检测神经干细胞增殖活性。免

疫荧光技术检测转染后神经干细胞 GFAP、N

SE 表达。于体外实验中将 C6 胶质瘤细胞与

转染 NSC 联合前体毒性药物共同培养，实验

共分 4 组，每组 8 孔，分组如下：组 1：CDg

lyTK-NSC+ GCV/5-Fc：C6 细胞和 CDglyTK-

NSC 共培养，再添加 10 ng/ml GCV 和 20μg/

ml 5-Fc；组 2：CDglyTK-NSC：单纯 C6 和

CDglyTK-NSC 共培养；组 3：NSC+ GCV/5-

Fc：C6 和 NSC 细胞共培养，再添加 10 ng/

ml GCV 和 20μg/ml 5-Fc；组 4：对照组：未

添加细胞和药物。MTT 法检测 C6 胶质瘤细

胞增值率，流式细胞仪检测其凋亡率；分析

了 CD-TK 融合基因转染神经干细胞的肿瘤抑

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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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MTT 结果显示 CD-TK 融合基因转染对

神经干细胞增殖无影响（P >0.05）；免疫荧

光结果显示：神经干细胞 Nestin 标记阳性，

CD-TK 融合基因转染后神经干细胞，NSE 及

GFAP 均表达阳性。MTT 法检测 C6 细胞活

力，CDglyTK NSC +GCV／5-FC 组低于其他

实验组（P＜0.05）。同时细胞凋亡率较高，

与其他组相比（50.6%，P＜0.05）具有明显

差异，其他三组间细胞增值率和凋亡率无统

计学意义。 

结论  实验中，转染 CD -TK 融合基因的神经

干细胞联合丙基鸟苷（GCV）和 5 氟胞嘧啶

（5－FC）双前体毒性药物对 C6 胶质瘤细胞

起到明显的抑制生长、促进凋亡作用。 

 
 
PO-3118 

脑肿瘤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张红波 1 穆林森 2 孙彦辉 3 李杰飞 3 李梦凯 3 黄博渊 3

 申辉 3 郭世超 3 袁飞 3 

1.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新华

医院）、湖北省脑科中心神经外科  

2.广州市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脑肿瘤患者围手术期认知功能障碍

的临床特点。 

方法 采用蒙特利尔认知量表对 140 例脑肿瘤

患者进行手术前后认知功能评估。分析比较

手术前后不同部位和不同病理类型认知功能

状况及临床特征。 

结果 140 例脑肿瘤患者中术前认知障碍病例

数及患病率为 83 例（59.2%），评分均值 24.

16±2.43。术后认知障碍病例数及患病率为 1

13 例（80.7%），评分均值 20.50±4.08。手

术前后所有受试者认知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术后认知评分较术前明显降低（P＜0.0

5）。手术前后良恶性组与幕上下脑肿瘤患者

组术后认知障碍患病率分别明显高于术前（χ

2=9.14，P＜0.05；χ2=10.44，P＜0.05；χ2

=14.53，P＜0.05；χ2=4.72，P＜0.05）。 

结论 脑肿瘤患者术前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认

知功能障碍。恶性及幕上脑肿瘤者术后早期

认知功能障碍较术前加重。 

 
 
PO-3119 

miR-95-3p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及对其生物学

功能的影响 

 
焦保华 樊博 卢圣奎 杨建凯 郭成永 杨亮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了解 miR-95-3p 在人脑胶质瘤及非肿瘤

脑组织样本中的表达情况，研究其对于胶质

瘤生物学特点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35 例人脑胶质瘤样本及 15 例非肿瘤样

本均采集自外科切除。qRT-PCR 检测 miR-9

5-3p 相对表达量，Western blot 检测蛋白表

达量。培养 U87 和 U251 细胞系用于体外功

能学实验。转染 miR-95-3p 反义寡核苷酸

（miR-95-3p ASO）以降低细胞内 miR-95-3

p 的表达。进行 MTT、流式细胞仪和 Transw

ell 小孔实验研究 miR-95-3p 对胶质瘤细胞增

殖、凋亡及侵袭能力的影响。通过 Targetsca

n 与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寻找并验证 miR-95-

3p 的作用靶点。最后进行复活实验证实 miR-

95-3p 对胶质瘤的影响是通过对 CELF2 的靶

向作用而引起。 

结果 细胞内 miR-95-3p 的表达水平随着胶质

瘤级别的升高而升高。降低胶质瘤细胞内 mi

R-95-3p 表达后，细胞增殖能力降低，侵袭能

力降低、凋亡水平增高。双荧光素酶报告实

验结果提示 miR-95-3p 可与 CELF2 的 3’UTR

区域结合，并且在胶质瘤细胞中二者表达量

呈负相关。复活实验中，降低 CELF2 的表达

后，miR-95-3p ASO 的抑癌作用发生逆转。 

结论 细胞内 miR-95-3p 的表达水平同胶质瘤

级别呈正相关。miR-95-3p 的下游作用因子为

CELF2。miR-95-3p 在增殖、凋亡及细胞侵

袭方面可对胶质瘤产生影响，此过程是通过

靶向作用 CELF2 完成的。miR-95-3p 可成为

潜在的治疗靶点，CELF2 为其一个下游调控 

的抑癌基因。 

 
 
PO-3120 

局部缺氧和微血管对胶质瘤干细胞特性的作

用研究 

 
谢蕊繁 万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胶质瘤干细胞（GSCs）具有自我更新

及多向分化潜能并表达干细胞标志物，因此

被认为是胶质瘤发生发展的根源。在 GSCs

的局部微环境中，缺氧和微血管对维持 GSC

s 干细胞特性、促进其放化疗抵抗具有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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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研究旨在探讨缺氧和血管内皮细胞对

人脑胶质瘤干细胞特性是否存在协同作用，

比较两种因素的效应差异并研究其潜在联

系。 

方法 采用 0.4μm 孔径的 Transwell 小室，将

胶质瘤干细胞和人脑微血管内皮细胞分别接

种于上下室共同培养，另取胶质瘤干细胞单

独置于 1.5%氧浓度条件下，或将上述共培养

细胞予以同法缺氧处理，7 天后收集胶质瘤干

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 CD133 表达率，次代

球形成实验测定自我更新能力，CCK-8 细胞

增殖实验检测替莫唑胺处理后细胞的存活

率，实时定量 PCR 法测定 HIF-1α 水平，胶

质瘤组织切片免疫荧光染色检测干细胞标志

物的分布。 

结果 共培养与缺氧双因素处理组的胶质瘤干

细胞 CD133 表达率、化疗抵抗和自我更新能

力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但与上述单因素处

理组比较则无明显差异。就单因素影响而

言，共培养组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显著强于

缺氧组细胞，而两组间的 CD133 表达率和化

疗抵抗能力则无统计学差异；双因素处理组

与单因素缺氧组中 HIF-1α 的 mRNA 水平显

著高于共培养组。组织切片免疫荧光则提示

Nestin 在血管周围的表达量显著高于坏死

区。 

结论 胶质瘤干细胞特性受缺氧和血管内皮细

胞两种因素的影响，但二者之间无协同效

应；血管内皮细胞对胶质瘤干细胞的促进作

用可能强于缺氧所产生的效应，与坏死区相

比，胶质瘤干细胞更倾向于分别在血管周围

以维持其干细胞特性。 

 
 
PO-3121 

银杏叶提取物对大鼠创伤性颅脑损伤后 MMP

-2 和 MMP-9 的影响 

 
陈祥荣 骆良钦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362000 

 

目的 探讨银杏叶提取物对大鼠创伤性颅脑损

伤后脑水肿及蛋白 MMP-2、MMP-9 表达的

影响。 

方法 采用 Feeney 法建立大鼠创伤性脑损伤

模型。80 只健康雄性成年 SD 大鼠，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 4 组（n=20）：假手术组

（Sham 组）、创伤性颅脑损伤组（TBI

组）、TBI+银杏叶提取物处理组（TBI+ EGB

组）和 TBI+MMP 非特异性抑制剂强力霉素

组（TBI+ DOX 组）。于建模后 1、3、7、14

d 进行神经行为学评分（mNSS）；采用干湿

重法测损伤区脑组织脑水含量；免疫荧光和

Westerrn blot 测定脑组织中 MMP-2、MMP-9

蛋白表达变化。 

结果 与 Sham 组比较，其余 3 组脑水含量和

神经功能损伤评分升高，脑组织中 MMP-2 和

MMP-9 蛋白表达上调（P<0.05）；与 TBI 组

比较，TBI+ EGB 组和 TBI+ DOX 组脑水含量

和神经功能损伤评分降低，脑组织 MP-2 和 

MMP-9 蛋白。 

结论 银杏叶提取物可减轻大鼠创伤性颅脑损

伤后脑水肿，改善伤后神经功能，其机制可

能与抑制伤后脑组织 MMP-2 和 MMP-9 的表

达相关。 

 
 
PO-3122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Aquapori
n Protein in Sprague-Dawley Rats after E
xperimental In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 

 
Gu Weiting,Li Feng,Zhang Weifeng,Jia Pifeng 

Rui Jin Hospital North，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

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00 
 

The AQP4 protein in Sprague-Dawley (SD) r
ats was expressed after experimental intrave
ntricular hemorrhage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
ble pathogenesis of chronic posthemorrhagic
 hydrocephalus. Seventy SD rats were rando
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 sham-operated
 group (n=35) and experimental group (n=3
5). Saline and citrated autologous blood wer
e injected into the lateral ventricle of the SD r
ats in the two groups, respectively. The rats i
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
o seven subgroups based on different time p
oints at 3 h, 6 h, 12 h, 1 d, 3 d, 5 d and 7 d. 
The change of expression of AQP4 protein a
t different time of bleeding were detected by i
mmumohistochemical techniques and mRN
A of AQP4 was observed by in situ hybridiza
tion. It was found that 75% rats in experimen
tal group suffered from chronic hydrocephalu
s at 12 h after in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 H
igh protein expression of AQP4 was observe
d in the apical of cuboidal epithelium of chor
oids plexus.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AQP4
 gradually weakened in experimental group a
fter 3 days of in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 an
d dropped to the minimum at the 7th day,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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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trol
 and operative groups (P<0.05). The mRNA 
expression of AQP4 was weaker than the pr
otein expression, and the locations of expres
sion were generally in agreement with each 
other. 
 
 
PO-3123 
Erythropoietin stimulates endothelial pro
genitor cells to induce endothelialization i
n an aneurysm neck after coil embolizatio
n by modulating VEGF 

 
刘佩玺 1 周英杰 1 安庆祝 1 宋雅颖 2 陈曦 1 杨国源 2,3 

朱巍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3.上海交通大学 Med-X 研究院 

 

目的 颅内动脉瘤的血管内弹簧圈栓塞治疗由

于具有种微创、快速和高效等特点，已经成

为当今动脉瘤最重要的治疗模式之一。然而

其远期复发率高达 20-42%，远远高于开颅手

术。复发后再出血的风险和再治疗的费用已

成为限制血管内栓塞治疗的重要因素。如何

防止脑动脉瘤栓塞治疗后远期复发问题是目

前介入治疗中最为值得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重

要问题，也是防止动脉瘤栓塞后再出血的关

键因素。目前，已有多项研究表明动脉瘤栓

塞后复发不仅与患者生活习惯（如吸烟）相

关，同时也与动脉瘤自身（大小、位置、瘤

颈宽度、顶颈比）和手术技巧（如栓塞密

度、弹簧圈选择等）有重要相关性。然而即

便在技术上已经达到理想的完全栓塞的常规

动脉瘤，其复发率仍居高不下，高于手术病

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动脉

瘤栓塞后瘤颈自身内皮化的进程，并认为瘤

颈内皮化修复能力的缺失直接与动脉瘤内血

流再通有关。本研究中，我们期望探索一种

新的方式：通过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加

强对骨髓内内皮祖细胞（EPC）的动员，进

而提升外周 EPC 水平，从而加强动脉瘤颈的

内皮化，达到防止和减少动脉瘤复发的效

果。 

方法 选取 90 只成年雄性 SD 大鼠用于动物实

验，其中 60 只通过显微手术的方式进行栓塞

后的动脉瘤模型的制备，并提前评估了 EPO

对于外周血的副作用；通过 EPO 进行治疗，

并使用流式细胞术评估外周血 EPC 水平，免

疫荧光、扫描电镜等方式评估动脉瘤颈内皮

化程度，对 EPO 的治疗效果和促内皮作用进

行评估。另外 30 只大鼠用于分离、培养骨髓

来源 EPC，通过体外细胞实验对细胞因子的

定量分析和基因的相关测定，进而分析 EPO

可能的作用机制。 

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 EPO 的短期使用对于大鼠

外周血无明显影响，同时，EPO 提升了动脉

瘤栓塞后大鼠外周循环血的 EPC，并促进了

动脉瘤栓塞后瘤颈的完整性和内皮化。免疫

荧光的结果表明，瘤颈处的 KDR 阳性细胞在

EPO 治疗组出现明显升高。进一步研究表

明，EPO 在体外细胞实验中能够明显增强 E

PC 活性，这样的促进作用可能主要通过调节

VEGF 来达成。 

结论 EPO 可以通过调节 VEGF 从而促进 EP

C，增强瘤颈的内皮化。EPO 的内皮化促进

作用为未来脑动脉瘤介入栓塞后，远期复发

的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 

 
 
PO-3124 
Plasma microRNA-16-5p is a biomarker fo
r diagnosis, stratification, and prognosis 
of hyper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Tian Chun-ou1,2,Li Zi-fu1,Yang Zhi-gang1,Huang Qin
g-hai1,Liu Jian-min1,Hong Bo1 

1.Neurosurgery Department， Changhai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

433， China 

2.Neurosurgery Department， Number 422 Hospital

 of PLA， Zhanjiang province， Guangdong 52400

5， China 

 

Objectives Indices for diagnosis of hyperac
ute stroke and prediction of prognosis are es
sential for subsequent management in patie
nts with hyper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HACI).
 MicroRNAs(miRNAs) regulating gene expre
ssion following stroke have potential use as 
prognostic markers and would enable timely 
and appropriate treatment of patients during 
the first, key hours after stroke.Here, we expl
ored whether concentrations of circulating mi
RNAs could be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outco
mes and thus form the basis of a system of s
troke stratification. 
Methods Plasma samples from patients with
 HACI (n = 7) and age-matched healthy volu
nteers (HVT,n = 4) were screened by microa
rray to find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which were further verified by quantitative re
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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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qRT-PCR) (HACI:HVT = 33:23). The targ
et genes of the miRNAs with verified differen
tial expression were investigated by GO and 
KEEG analysis. Using the TOAST (OCSP) c
riteria and the 3-month modified Rankin Scor
e (mRS),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xpressi
on patterns of specific miRNAs, stroke stratifi

cation，and clinical prognosis were determin

ed. 
Results The microarray analysis revealed 1
2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including 
11 up-regulated and one down-regulated in t
he HACI group (fold change >2, P < 0.01). A
mong seven selected miRNAs verified with q
RT-PCR, miR-16 expression in the HACI gro
up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
he HVT group (P < 0.01). Bioinformatics ana
lysis showed that the potential target genes 
of miR-16 were mainly involved in programm
ed cell death and the p53 signaling pathway
s.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showed th
e significance of miR-16 expression in HACI 
patients(OR, 1.669; 95% CI 1.071-2.602). R
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
sis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miR-16 was 0.775 (sensitivity 69.7% and 
specificity 87%) and 0.952 (sensitivity 100% 
and specificity 91.3%) in overall patients and
 patients with large artery atherosclerosis (L
AAS),respectively. Elevated miR-16 expressi
on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stroke subtype of
 LAAS, total anterior circulation infarction (T
ACI), partial anterior circulation infarction (P
ACI), and poor prognosis (P < 0.05). 
Conclusion A diagnostic method based on r
apid measurement of plasma miR-16 has po
tential to identify hyperacute cerebral infarcti
on with LAAS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
city, which would inform and improve early tr
eatment decisions and disease management. 
 
 
PO-3125 
The involvement of chronic hypoxia-hype
rcapnia in 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
nsition pore opening and cytochrome c r
elease in mice brain mitochondria in vivo 
and in vitro 

 
Zou Hai1,Cheng Zujue2,Li Jianghao2 

1.浙江省人民医院 

2.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Chronic hypoxia-hypercapnia (CHH) is asso
ciated with brain dysfunction. The effect of m

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nsition pore (MP
TP) opening during CHH on brain dysfunctio
n is not established. We designed a model of
 hypoxia-hypercapnia in isolated mitochondri
a in vivo and in vitro measuring simultaneou
sly MPTP opening, mitochondrial membran
e potential (MMP) change, cytochrom C (Cyt
o-C) expression and cell death in order to es
tablish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percentage of brain mitochondria exhibit
ing MPTP opening and Cyto-C production in
crease during CHH, measured by colorimetri
c method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and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i
n histologic section and isolated mitochondri
a from mice brain. Experiment that hypoxia o
n isolated mitochondria from mice brain prod
uced the same effect that was increasing mit
ochondrial Cyto-C expression and MPTP op
ening.These ?ndings demonstrate that MPT
P opening preceded apoptosis factor Cyto-
C release, MPTP opening and MMP decreas
ing during CHH. 
 
 
PO-3126 

“基膜-周细胞”系统在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血脑

屏障损伤过程中的作用及研究进展 

 
陈渝杰 1 李强 1 John H. Zhang2 冯华 1 

1.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2.美国罗马琳达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 

 

目的  既往研究提示血管内皮基膜与周细胞之

间的存在双向功能联系是，对整体血脑屏障

单元稳定及功能维持至关重要。 

方法  本项目以蛛网膜下腔出血（SAH）为疾 

病模型，探讨“基膜-周细胞”系统在血脑屏障

损伤与修复中的作用。 

结果  我们发现 SAH 后微血管密度、周细胞

形态、周细胞表型变化以及微血管收缩情

况，进一步在离体细胞及脑片模型上研究了

周细胞的微循环调控作用与血红蛋白诱导的

NO/cGMP 信号抑制有关。针对 Norrin 蛋

白、P2X7 受体等关键靶点进行干预，能够显

著改善 SAH 后血脑屏障损伤程度。我们应用

青蒿琥酯、草麻黄提取物、左旋龙脑等成分

明确的传统中药单体，能够有效修复血脑屏

障损伤、调控血脑屏障功能。梳理蛛网膜下

腔出血研究历史并结合我们的研究成果，我

们提出“血管-神经元-胶质细胞”三元模型，期

望能够揭示血管神经网络在维持颅内血液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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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及神经功能稳态中的关键作用。 

结论  从周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特点、周

细胞的调节信号分子以及周细胞在蛛网膜下

腔出血后的功能变化的多能性等方面进行了

探讨，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脑损伤的药

物治疗及基础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 

 
 
PO-3127 

静脉系统在急性脑损伤中的作用及病理生理

机制 

 
冯华 1 陈渝杰 1 John H. Zhang2 

1.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2.美国罗马琳达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 

 

目的  既往神经保护策略均集中在减轻神经元

功能障碍和损伤上，而忽略了血管损伤，以

至于在缺血性卒中、创伤性脑损伤和脊髓损

伤等急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转化研究

中没有获得理想结果。 

方法  而目前神经血管单元研究的焦点集中在

毛细血管以及直接接触包绕毛细血管的相关

细胞上，而忽略了毛细血管上游的小动脉和

微动脉，以及毛细血管下游的小静脉和微静

脉。动脉和静脉均对控制血管舒缩功能、调

节血液供应量起关键作用，而且它们还能够

影响毛细血管和血液引流。 

结果  因此，我们新近提出了血管神经网络这

个新概念，与我国传统中医的“活血化瘀”有异

曲同工之妙，均强调了在急性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中维持动脉和静脉血流量的平衡。目前

的临床实践中，静脉回流对于急性颅脑损伤

病理生理过程的影响常常被忽视，这可能是

由于大家对于静脉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没有

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探讨了已知或者可能与

急性颅脑损伤相关的静脉形态及功能的改

变，希望能够改变急性颅脑损伤救治中仅仅

强调“再灌注”概念的现状，推动大家认识“调

节血流平衡”这个理念 

 
 
PO-3128 

丝素/胶原蛋白支架联合雪旺细胞及脂肪干细

胞共培养修复大鼠坐骨神经缺损 

 
张振辉 

郑州市骨科医院 450052 

 

目的  本研究为了最大程度上地模拟机体再生

微环境，我们选择共培养雪旺细胞和脂肪干

细胞作为种子细胞，并进一步地将它们引入

丝素/胶原蛋白神经支架中，以此来构建组织

工程化神经。 

方法  1.分离培养大鼠雪旺细胞（SCs）及脂

肪干细胞（ADSCs），按 2∶1 比例进行共培

养，每天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变

化。培养 14 天后，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检测 M

AP2、 NeuN 和 GFAP 神经特异标志物表达

情况； 

2.制备丝素/胶原蛋白神经支架；将共培养的

雪旺细胞-脂肪干细胞引入丝素/胶原蛋白神经

支架构建组织工程化神经，扫描电镜（SE

M）观察支架内部结构及细胞在内部的生长增

殖情况；采用 Instron5865 力学试验机测其力

学性能； 

3.大鼠坐骨神经缺损模型的建立及不同神经移

植物修复神经缺损：单纯丝素/胶原支架移植

组 (Scaffold 组)，组织工程化神经移植组 (TE

NC 组)，自体神经移植组 (Autograft 组)，未

手术对照组（Normal 组）；术后 12 周行再

生神经大体观察、免疫学检测、电生理学检

测、形态学计量学分析。 

结果  1.成功分离及纯化大鼠雪旺细胞及脂肪

干细胞；雪旺细胞-脂肪干细胞共培养 14 天

后可见原本呈梭形的脂肪干细胞以胞核为中

心收缩，胞体折光性增强，胞体伸出多个长

而粗的突起，同时旺细胞细胞体积增大、周

围突起增粗。免疫荧光染色检测神经细胞标

记物 MAP2、NeuN 和 GFAP 不同程度阳性

表达。2. 扫描电镜可见组织工程化神经相通

性好，在支架三维的孔隙中和表面上有许多

神经元样细胞生长且伸出长的突起黏附于支

架，细胞生长状况良好。支架最大和平均弹

性模量分别为 10.8 ± 0.3 MPa，8.14 ± 0.2 M

Pa。3. 各组实验动物都不同程度上实现缺损

神经的再生修复。但从实验动物神经修复效

果来讲，组织工程化神经移植组和自体神经

移植组都较为相似，都优于单纯丝素/胶原蛋

白支架移植组。 

结论  1. 雪旺细胞与脂肪干细胞共培养，两者

不仅能够共生，而且雪旺细胞能显著促进脂

肪干细胞向神经元样细胞分化。2.丝素、胶原

作为两种优异的天然可降解材料，以合适的

配比混合，集足够的力学性能、良好的生物

相容性及适宜的降解性于一体，为组织工程

化神经提供理想的载体。3.丝素/胶原蛋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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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支架联合雪旺细胞-脂肪干细胞共培养所构

建的组织工程化神经具有初步正常神经样结

构，并对坐骨神经缺损的修复具有良好的桥

接和促神经生长作用。 

 
 
PO-3129 

裸小鼠脉络膜丛移植瘤模型的建立及其由细

胞融合产生的肿瘤异质性分析 

 
秦汝渭 王之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九龙医院 215000 

 

目的  细胞异质性是公认的恶性肿瘤特征，但

产生的原因存在争议，利用脉络膜丛特有的

乳头状细胞形态、特异性标志蛋白（TTR）

和被接种的肿瘤细胞融合后容易鉴别的特

点，从建立双色荧光示踪胶质瘤细胞定植脉

络膜丛生长模型着手，来探讨肿瘤细胞异质

性生长特征。 

方法  借助小鼠立体定向仪，将转红色荧光蛋

白基因的大鼠胶质瘤细胞 C6,小鼠胶质瘤细胞

GL261,人脑胶质瘤干细胞 SU3 和未转红色荧

光蛋白基因的人视网膜黑色素瘤细胞 92.1 接

种于 GFP 裸小鼠脑室，致瘤后取全脑作切

片，H-E 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别在白光

和荧光显微镜下观察胶质瘤细胞定植脑室脉

络膜丛的生长情况。 

结果  接种的 40 只小鼠全部致瘤，肿瘤细胞

首先定居在脉络膜丛上生长，而定植在脉络

丛上的肿瘤细胞刚开始时对脉络膜丛进行重

构,从单层柱状上皮细胞变成多层，细胞核深

染，异形明显, 核分裂相易见, 血管丰富，容

易坏死出血, 基本符合恶性脉络膜丛乳头状瘤

的特征。在荧光显微镜下，因肿瘤细胞发红

光, 脉络膜丛发绿光, 就能清楚显示出两者的

位置关系。根据这一特征，观察了从刚接种

时聚集在脑室内, 到早期局限在脉络膜丛，晚

期侵及脑室壁和脑实质全过程。再根据脉络

膜丛上皮细胞高表达 TTR，肿瘤细胞高表达

Nestin 而在免疫组织化学荧光染色片上找到

了两种亲本分子共定位细胞。92.1 细胞存在

丰富的黑色素，因此在晚期移植瘤大体标本

上就能见到肿瘤细胞的广泛性播散，在传统

病理切片上也因肿瘤细胞为黑色，移植瘤组

织的再培养，结果表明，在白光和荧光显微

镜下见到初代培养的细胞分绿色，黑色和深

棕色三类，深棕色的虽然为数不多，但在 Me

rge 像上显示出是绿色和黑色双定位细胞，有

的还是多核细胞，表明这就是两类细的融合

细胞。说明接种的肿瘤细胞与脉络膜丛细胞

发生了融合反应。 

结论  不同类型的肿瘤细胞定植在脉络膜丛上,

建立的脉络膜丛移植瘤模型,在同一个细胞中

保留着接种的肿瘤细胞和脉络膜丛细胞双亲

特征，既表明移植瘤细胞异质性不受人和鼠

种属差异和肿瘤细胞类型的限制，又表明肿

瘤异质性可由细胞融合产生。 

 
 
PO-3130 

BQ788 结合放疗对胶质瘤样干细胞的作用研

究 

 
刘羽 刘俊峰 谢涛 叶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究 BQ788 对 GSCs 的诱导分化作

用，并与放疗相结合探讨 BQ788 对放疗的增

敏作用，进而评价 BQ788 治疗恶性胶质瘤的

可行性。 

方法  应用不同浓度的 BQ788 处理人胶质瘤

瘤干细胞系 NCH-421k 以及 NCH-644 两组细

胞，48 小时后应用 CCK-8 检测其生长状态。

将人胶质母细胞瘤干细胞系 NCH-421k 以及

NCH-644 两组细胞分别用 75umol/L 的 BQ78

8 培养基培养 1 周，诱导其分化为 NCH-421k

-dif 及 NCH-644-dif。用流式细胞术以及免疫

荧光染色的方法鉴定干细胞和分化细胞特征

性分子标记物的表达。对普通胶质瘤干细胞

系（NCH-421k）及其放疗抵抗胶质瘤干细胞

系（NCH-421k-IR）分别进行单纯应用 BQ78

8 处理、单纯应用放疗处理，应用 BQ788 及

放疗联合处理，检测他们在放疗（放疗剂量

为 2Gy）后的凋亡率和细胞周期的变化情

况。并用 western blot 检测 BQ788 药物处理

组、放疗处理组以及 BQ788 联合放疗处理组 

的细胞凋亡指标 pro-casp3。 

结果  BQ788 药物对胶质瘤干细胞的作用表现

出剂量依赖性，当 BQ788 浓度＜50umol/L

时，则无抑制 GSCs 的生长作用；而当 BQ7

88 浓度＞50umol/L，即 75umol/L、100umol

/L 时则表现为抑制 GSCs 生长的作用。单纯

应用 BQ788 药物处理、单纯应用放疗处理、

BQ788 联合放疗分别处理 NCH-421k 及 NCH

-421k-IR 两组细胞后，与对照组对比，凋亡

率均明显增高，而 BQ788 联合放疗组凋亡率

最高，BQ788 药物处理组次之，单纯放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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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低。比较放疗抵抗细胞 NCH-421k-IR

与普通胶质瘤细胞 NCH-421k 两组细胞分别

在单纯应用 BQ788 药物处理、单纯放疗处理

以及 BQ788 联合放疗处理的条件下的凋亡

率，前者的凋亡率均低于后者。 

结论  1. BQ788 具有诱导 GSCs 分化的作 

用。2.较高浓度的 BQ788 具有诱导 GSCs 发

生细胞凋亡的作用，而对 GSCs 细胞周期无

明显影响。3.BQ788 可以提高 GSCs 放疗敏

感性。 

 
 
PO-3131 

过表达 LRIG3 慢病毒质粒的构建，鉴定及稳

定株筛选 

 
杨洪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

030 
 

目的  构建 LRIG3 基因过表达质粒,慢病毒法

感染人胶质瘤细胞株 U87 和 U251，观察目

的基因 LRIG3 表达水平,为探讨 LRIG3 基因

对人脑胶质瘤细胞生物学行为的调控机制奠

定前期研究基础。 

方法  双酶切法切取 pEGFP-LRIG3 质粒中 L

RIG3 序列，并与 pLVX-DsRed-Monomer-N1

质粒载体相连接，以 pLVX-DsRed-Monomer

-N1 空白质粒作为空白对照，同时转化感受态

大肠杆菌，抽提重组质粒，经由鉴定，并经

DNA 测序确定正确克隆，经慢病毒质粒包装

并感染脑胶质瘤细胞株 U251 和 U87，RT-P

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两种细胞中 LRIG3

基因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重组过表达 LRIG3 质粒通过限制性内

切酶 EcoR1 和 Xma1 双酶切法和基因测序证

实构建成功，经慢病毒法感染胶质瘤细胞株

U87 和 U251，并证实 LRIG3 基因表达水平

上调。 

结论  成功构建了针对 LRIG3 慢病毒表达载

体，并筛选得到稳定细胞株，为探讨 LRIG3

基因调控人脑胶质瘤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奠定

基础。 

 
 
PO-3132 

山茱萸环烯醚萜苷对 EAE 小鼠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和 NGF 表达降低的保护作用 

 
郑娜 1,2,3 屈赵 1,2,3 张一帆 1,2,3 王奇 3 尹琳琳 1,2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物研究室 

2.北京市老年病医疗研究中心 

3.广州中医药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补益药物山茱萸的主要

有效部位山茱萸环烯醚萜苷（Cornel iridoid g

lycoside，CIG）对拟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

clerosis，MS）实验动物模型--实验性自身免

疫性脑脊髓炎（experimentally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EAE）小鼠脊髓组织神

经营养因子表达的保护作用。 

方法  雌性 C57BL/6 小鼠，8-10 周龄，小鼠

经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多肽片段 MOG35

-55 造模后，每天灌胃给予生理盐水及受试药

物 CIG(25、50 或 100mg/kg)连续 32 天，灌

胃体积按 10ml/kg 给予，正常对照组和正常+

CIG50mg/kg 给药组按相同方法给予等体积的

生理盐水(pH=7.4)。每日监测小鼠 的行为学

改变并详细记录每只动物的行为学评分。在

免疫后第 33 天取材，收集各组小鼠脊髓组织

样本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结果  行为学评分显示，CIG 能够显著降低模

型组实验动物行为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组

织病理学染色结果显示：EAE 模型小鼠脊髓

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和神经生长

因子(NGF)的表达显著降低，CIG 给药组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对抗这种降低；提示 CIG 对神

经营养因子的保护作用可能参与了其抗多发

性硬化的作用。 

结论  CIG 通过抑制脊髓内 BDNF、NGF 的缺

失降低了疾病的严重程度，提示 CIG 对包括

MS 在内的脱髓鞘疾病可能具有积极的治疗作

用。 

 
 
PO-3133 

MARK2 在脊髓损伤后对轴突再生作用的体内

研究 

 
熊南翔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在受损的中枢神经髓鞘组织中，有一些

因子阻碍了神经元突起的生长，如:Nogo-A，

目前关于 SCI 研究的主要焦点是如何使得神

经轴突再生。我们采用基因技术，将过表达

MARK2 的腺病毒注入 SCI 动物模型,进一步

在 SCI 大鼠体内检测 MARK2 在轴突再生中

的作用，以期为应用 MARK2 治疗 SCI 提供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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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检测 SCI 后 MARK2 体内表达量的变化

(采用免疫组化和蛋白印迹试验)；立体定向注

射 MARK2-AAV 治疗 SCI；2.2.5 大脑皮层感

觉运动区立体定向注射给药；大脑皮层立体

定向注射 BDA；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下观

察神经轴突生长情况。 

结果  1、SCI 后 MARK2 水平及其在 Ser212

位点磷酸化程度的变化。我们分别在 SCI 后

不同时间点（SCI 后 1 天, 3 天, 7 天，14 天, 

21 天）处死大鼠，取出损伤区及对照区脊

髓，用 western-blot 方法检测 MARK2 及 p-S

er212 变化。过人工提高 MARK2 水平来促进

轴突生长。2、立体定向注射 BDA 标记神经

元轴突的传导 在胼胝体区有大量神经轴突

（NF）经过，另外还有 BDA 标记的神经轴突

(BDA)，Merge 后呈现黄色，表示存在共定位

情况（BDA+NF）。结果证明：立体定向注

射皮层运动区注射位点准确无误，并且神经

元吸收 BDA 之后沿神经束向下传导。3、过

表达 MARK2 促进脊髓损伤区神经轴突再生

在脊髓全横断区域，过表达 MARK2 组可以

使神经元轴突穿过损伤区的长度达到 600 μ

m，而在空载腺病毒组和生理盐水组神经元轴

突穿过损伤区的长度最大为 500μm。两组比

较有显著性差异(P< 0.05)，而空载腺病毒组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无明显差异；在 BDA 标记

的轴突增生的不同长度值中，在 200μm，30

0μm 和 400μm 点，MARK2-AAV 组增生轴突

的数量要显著高于空载腺病毒组及生理盐水

组(P< 0.01)。这些结果表明 MARK2 在体内

也能够显著促进轴突的生长，这也是第一次

体内研究证实感觉运动区皮质立体定向注射

MARK2-AAV 能够促进脊髓损伤后的轴突再

生。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脊髓损伤后，M

ARK2 及其磷酸化程度均显著下降；在皮层的

感觉运动区通过立体定向注射 MARK2-AAV

的方法能够促进受损伤的轴突再生。体内实

验进一步证明了神经元细胞内 MARK2 在 No

go-66-NgR 调控轴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PO-3134 

阳极氧化和微弧氧化表面改性技术对成骨细

胞功能影响和修复兔股骨缺损的效果研究 

 
刘帅 张剑宁 程岗 

北京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采用两种表面改性方法处理钛合金试

样，通过将试样与大鼠成骨细胞体外共培养

和植入兔股骨髁部进行体内观察，以评价两

种表面改性技术对成骨细胞功能的影响和动

物体内早期成骨能力及骨修复效果，从而初

步评价其临床应用前景。 

方法  采用阳极氧化法和微弧氧化法两种技术

对钛合金试样进行改性处理，并设立未处理

的试样为对照组；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

E-SEM）观察试样表面形貌特征，并检测其

表面晶相结构、水接触角和表面能；评价成

骨细胞(osteoblasts，OB)在试样表面贴附、

增殖和分化的能力；将试样植入兔股骨髁部

缺损，在不同时间点行大体观察、荧光电镜

观察、组织学分析和内植物推出实验。 

结果  采用阳极氧化技术能够成功构建具备不

同管径的 TiO2-NT 形貌，XRD 测试结果表

明，阳极氧化试样表面的 TiO2-NT 结构由无

定形 TiO2 组成；阳极氧化组与 MAO 组和对

照组相比，其水接触角明显减小，表面能显

著提高(p < 0.05)；成骨细胞在阳极氧化组（7

0nmTiO2-NT）试样表面的粘附、增殖和分化

能力均显著优于其它两组 (p < 0.05)；荧光电

镜观察结果显示：试样植入 4 周时在阳极氧

化组试样表面被致密均匀的新生骨组织覆

盖，并且看到桔红色标记物的出现；组织学

分析结果示：随试样植入时间的延长各组试

样表面新生骨组织不断增加，阳极氧化组试

样表面覆盖生长了更为致密并且均匀分布的

新生骨组织；内植物推出实验结果表明：试

样植入 2 周、4 周和 12 周时，阳极氧化组试

样的最大推出载荷及剪切强度均显著高于其

它两组 (p < 0.05)。 

结论  通过阳极氧化技术能够在医用钛合金材

料表面制备不同管径（20-100nm）的 TiO2-

NT 形貌特征，其中 70nmTiO2-NT 可以显著

提高内植物表面的生物学活性，能够显著促

进内植物周围早期成骨，并且具有更理想的

内植物-骨组织界面稳定性，为医用钛合金内

植物表面 TiO2-NT 涂层在临床上的初步应用

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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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35 
Protective effects of erythropoietin on ast
rocytic swelling after oxygeneglucose de
privation and reoxygenation: Mediation th
rough AQP4 expression and MAPK pathw
ay 

 
Tang Zhaohua,Liao Zhengbu,Huo Gang,Liu Zili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Recent in vivo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ryth
ropoietin (EPO) offers strong protection agai
nst brain edema. However, the intracellular a
nd molecular mechanisms behind this benefi
cial effect have not been specifi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whether huma
n erythropoietin (rhEPO) reduces the astrocy
tic swelling created by oxygeneglucose depri
vation followed by reoxygenation (OGD/Reo
x) in vitro and whether this effect can be med
iated through the modulation of aquaporin4 
(AQP4) expression in the plasma membrane
 (PM) and phosphorylation of the mitogen-ac
tivated protein kinase pathway (MAPK) path
way.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OGD/Reox pro
duced increase in cell volume, morphological
 swelling, and mitochondrial swelling. These 
change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upregulati
on of AQP4 in PM and the over-activation of 
MAPK. Silencing AQP4 expression using sm
all interfering ribonucleic acid for AQP4 was f
ound to block astrocytic swelling. Inhibition o
f the overactivation of MAPK mitigated the P
M AQP4 overabundance and cellular swellin
g. As expected, treatment with rhEPO signifi
cantly reduced the OGD/Reox-induced incre
ase in cell volume, morphological  swelling, 
and mitochondrial swelling as well as the up-
regulation of AQP4 in PM. In addition, cultur
es treated with the neutralizing anti-EPO anti
body worsened the PM AQP4 abundance an
d cellular swelling, abolishing the protective 
effects mediated by rhEPO treatment. Furthe
rmore, the over-activation of these MAPK aft
er OGD/Reox was attenuated by rhEPO trea
tment significantly. In conclusion, our data st
rongly suggest that rhEPO can protect astro
cytes from swelling caused by ischemia and 
reperfusion-like injury. This neuroprotective c
apacity is partially mediated by diminishing t
he MAPK-activity-dependent overabundance
 of AQP4 in PM. 
 
 
 

PO-3136 

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对线粒体功能的调节及

分子机制研究 

 
蔡志标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在帕金森病（PD）模型中研究分子伴

侣介导的自噬（CMA 自噬）对线粒体形态和

功能的调节及分子机制研究。 

方法  在 SN4741 细胞内通过转染 LAMP2A

过表达质粒或者感染 shRNA-LAMP2A 慢病

毒，过表达或者下调 LAMP2A，特异性调节

CMA 自噬活性；用 1-甲基-4-苯基吡啶（1-m

ethyl-4-phenylpyridinium，MPP+）处理细

胞，构建 PD 细胞模型。采用 Mitotracker 染

色检测线粒体的形态；采用 TMRE 和 CM-H2

DCFDA，分别检测 MMP 和 ROS。在 PD 细

胞模型中通过特异性上调或者下调 CMA 自噬

活性，同时敲除或者过表达 DJ-1，利用 Mitot

racker、TMRE 和 CM-H2DCFDA 染色，检

测 DJ-1 在 CMA 自噬调节线粒体形态和功能

中的作用。      

结果  在 PD 模型中过表达或者下调 LAMP2A

可以有效的上调或者下调 CMA 自噬的活性；

在正常生理条件下，上调 CMA 自噬活性对线

粒体 ROS 生成没有影响，下调 CMA 自噬活

性引起 ROS 生成增多，但是对线粒体形态和

MMP 没有影响；MPP+可以导致线粒体碎片

增多，MMP 下降和 ROS 生成增多；上调 C

MA 自噬活性可以减轻 MPP+对线粒体形态和

功能的损害，表现为线粒体碎片减少、MMP

降低减少、ROS 生成减少；下调 CMA 自噬

活性加剧 MPP+对线粒体形态和功能的损

害，表现为线粒体碎片进一步增多、MMP 下

降和 ROS 生成更加显著。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CMA 自噬参与调控线粒体的形态和功能。为

进一步探索其分子机制，我们在特异性调节

CMA 自噬的活性的同时特异性上调或者敲除

DJ-1。我们的研究发现敲除 DJ-1 可以显著抑

制上调 CMA 自噬对线粒体形态和功能的保护

作用；过表达 DJ-1 可以显著减轻下调 CMA

自噬对线粒体形态和功能的损害。 

结论  在 PD 模型中，上调 CMA 自噬活性参

与保护线粒体的形态和功能；下调 CMA 自噬

活性加剧神经毒物对线粒体形态和功能的损

伤；DJ-1 是 CMA 自噬调控线粒体形态和功

能的关键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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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37 

改良颞下经小脑幕锁孔入路解剖基础与临床

应用 

 
邵君飞 黄进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  通过神经导航下颞下经小脑幕锁孔入路

的解剖和手术方案研究，探讨该入路临床应

用效果。 

方法  应用成人头颅标本 12 例（24 侧），模

拟颞下经小脑幕锁孔入路，观察暴露的岩斜

区解剖结构；利用神经导航技术定位标本岩

骨内部结构，最大限度磨除岩尖，观察斜坡

鞍后区，上、中斜坡区等结构；利用该入路

切除 11 例临床颅底肿瘤，探讨该入路的安全

性和实用性。 

结果  神经导航辅助下颞下经小脑幕锁孔入

路，我们将“U”切口改良为弧形，缩小骨窗的

范围，可暴露中颅窝底、小脑幕及小脑幕裂

孔。到达中颅窝底及横窦上缘切开硬脑膜，

顺脑沟打开脑表面蛛网膜下腔、环池和脚间

池缓慢并充分释放脑脊液，待脑压明显下降

后，轻轻抬起颞底，即可清楚地暴露中颅窝

底、海绵窦外侧壁和小脑幕切迹的肿瘤；自

动牵开器向上方牵开颞叶皮层显露小脑幕切

迹，此时应注意保护 Labbe 静脉，用剥离子

牵起小脑幕切迹，探查下方滑车神经走行，

将其从小脑幕下方分离，在滑车神经入小脑

幕游离缘点后 1 cm 处切开小脑幕 ，不仅可

使上斜坡、脑干前方和侧方、基底动脉及其

最高的分支得以充分暴露，还能让术者清楚

看到第Ⅲ ～Ⅳ颅神经以及斜坡的中下区域，

进入后颅窝，可从不同视角处理位于小脑幕

下肿瘤；小脑幕切开暴露幕下及斜坡区域肿

瘤：沿滑车神经入小脑幕夹层后方切开幕缘

及岩上窦，形成以小脑幕缘为底边三角形视

野，进一步处理幕下肿瘤，能最大程度暴露

蝶岩斜区病变，神经导航辅助下耳蜗、内听

道等结构定位准确，头颅标本岩尖磨除后耳

蜗内侧缘岩尖剩余最大骨质平均厚度 0.8±0.1

9mm，内侧视角较非导航入路增加 8°±2.5°,

后外侧视野增加了 25°±3.2°，获得 3.3±0.4 c

m2 硬膜显露，明显扩大了后颅窝的暴露范

围。临床病例资料肿瘤全切除 6 例，次全切 3

例，大部分切除 2 例，手术时间与既往相比

缩短 1-1.5h，术后新增脑神经损害症状或原

有脑神经损害症状加重 3 例，无长期昏迷及

手术相关死亡病例。 

结论  颞下经小脑幕锁孔入路可完全暴露鞍旁

区，通过海绵窦外侧壁的手术三角可对累及

海绵窦内外病变进行直视手术；神经导航辅

助下耳蜗、内听道等结构定位准确，可有效

扩大了后颅窝的暴露范围，有利于提高肿瘤

的全切率和术后疗效。 

 
 
PO-3138 
Exogenous Hydrogen Sulfide Attenuates 
Neuronal Injury Induced by Vascular Dem
entia Via ERK1/2 and CREB Pathway in R
ats. 
 
Zhang haohao1,2,Du henghua1,Jiang yan1,Sun zhiga
ng1,zhang yan1,2,Bao jinsuo1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2.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ackground  Neuronal damage in the hippo
campal formation which is more sensitive to i
schemic stimulation and easily injured will ca
use severe learning and memory impairment.
 Therefore, inhibiting hippocampal neuron inj
uries is the main contributor for learning and 
memory impairment during vascular dementi
a. Many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cyto
protective effects of hydrogen sulfide (H2S) i
n vitro and/or in vivo ischemic injury.H2S inhi
bits hippocampal neuronal damage, reducin
g learning and memory impairment. Howeve
r, this molecular mechanism has not been el
ucidated clearly. 
Methods  VD was induced by the 2 vessel-o
cclusion (2-VO) model.We randomly divided 
36 male Wistar rats (250–300 g) into three gr
oups:the sham group (saline,i.p.), the VD + 
NaHS group (NaHS, 5.6 mg/kg/day, i.p.)and 
the VD group (saline, i.p.).A kind of H2S don
or, was administered intraperitoneally (5.6 m
g/kg/day) for 3 weeks.The MWM test was us
ed to examine the rats’ capacity of the spatia
l learning and memory after 3-week post-inju
ry.H2S content in plasma was evaluated. NR
2A , NR2B expression was analyzed by imm
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In addition,We m
easured NR2A , NR2B , p-ERK1/2 and p-CR
EB protein levels using western blotting.All st
atistical analyses were carried out by ANOV
A and LSD t-test as implemented by the SP
SS 17.0 software. 
Results  In the VD + NaHS group, administr
ation of NaHS resulted in increasing of H2S. 
Moreover, administration of NaHS resulte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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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p-regulation of NR2A and NR2B protein e
xpressions which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syna
ptic plasticity, as well as p-ERK1/2 and p-CR
EB protein levels.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pport previous fin
dings that hydrogen sulphide can prevent Va
scular Dementia injury. This treatment cause
d an up-regulation of NMDA receptors, as w
ell as an elevation in p-ERK1/2 and p-CREB 
protein levels. Thus, hydrogen sulphide may 
provide neuro-protective effect through activ
ating the pro-survival ERK1/2 and CREB sig
naling pathway. 
 
 
PO-3139 

BMF 是组蛋白脱乙酰化酶抑制剂 FK228 和

CBHA 诱导细胞凋亡的潜在介质 

 
张豫滨 

哈医大一院 150001 

 

组蛋白脱乙酰基酶（HDAC）抑制剂修饰选择

基因的转录并最终诱导细胞凋亡。然而，它

们促凋亡活性的分子机制还不清楚。此处我

们证明了 HDAC 抑制剂 FK228 和 CBHA 优

先正相调节了大范围肿瘤细胞中的 BH3-only

蛋白 Bmf。相反，HDAC1 的过表达明显减少

了 Bmf 的表达。FK228 诱导组蛋白 H3 和 H4

 Bmf 启动子区域的乙酰化而不是 3’端，表明

组蛋白的超乙酰化导致 Bmf 转录激活。敲除

Bmf 转录子可以使细胞避免 FK228 和 CBHA

诱导的细胞死亡、线粒体膜电位（ΔΨm）的

破坏以及 DNA 断裂。总之，FK228 和 CBHA

通过组蛋白在启动子区域的超乙酰化激活 Bm

f 的转录，而抑制这一行为则降低它们的促凋

亡活性，借此强调了 Bmf 在 HDAC 抑制剂介

导的细胞凋亡过程中的轴心作用。 

 
 
PO-3140 
The study of the optimal time widow for G
FP-NSCs early transplantation treatment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ic rats 

 
Huang Weilong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Object   Transplantation of the Stem cells is 
likely to be one of the method to treat the he
morrhagic stroke. Although theprevious anim
al experiment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neur
al stem cells transplantation can play a prote

ctive role in the brainsystem through immune
 regulation, and finally promote neural functi
on restoration, the optimal time-window of tr
ansplantation remains controversially unclea
rAs to this problem, the intracerebral hemorr
hagic rat model will be used to findthe optim
al time-window for the early neural stem cell 
in situ transplantation. 

Methods（1）Model making： Young male 

SD rats (280-320g) were used as model ani
mal, and the ICH model were induced by inje
cting the collagenase IV into the caudate nuc
leus of rat through high precision Stereotaxic.
 Here,We evaluated the stability of the model
 with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coronal sec
tions of brain tissue samples, MRI examinati
on, neurological function outcome. The secti
ons and MRI examination were used to asse
ss the location, size and shape of the hemat
oma, and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outcome 
was used to assess the severity of neurologi
cal deficits.(2)The cultivated of NSCs:The pri
mary mouse embryonic neural stem cells fro
m Cyagen Biosciences were cultivated and p
assaged, and the cell growth and differentiat
ed morphology was observed , meanwhile th
e character of neural stem cells was assese
d by the immunofluorescence marker of Nest
in, the differentiation capacity of neural stem 
cells was determined by Map2 and GFAP.(3)
Groups: group A were intracerebral hemorrh
agic rats (ICH),group B were rats treated wit
h neural stem cells as control(SHAM), and gr
oup Cwer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ic rats tre
ated with neural stem cells (ICH+GFP-NSCs) 
after 3 hours, 3 days, 5 days and 7 days of i
ntracerebral hemorrhage.(4)Behavior:The eff
ects of the restortion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s were observed after the transplantation of 
neural stem cells.(5)Immunofluorescence:An
 immunofluorescence technique were used t
o assess the survival of neural stem cells in r
at brains.(6)ELASA:Enzyme-linked immunos
orbent assay (ELASA) were used to detect t
he change of relevent factors in the brain tiss
ue and blood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d a neur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Results  (1)Th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ic m
odels induced by collagenase IV presented i
ntracerebral hematoma of regular morpholog
y, stable sizes, clear margins, and significant
 contralateral limb dysfunction. (2)In culture, 
neural stem cells proliferated into amounts of
 neuroshperes which  were confirmed to be 
neural stem cells by Nestin-positive . Afte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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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ed differentian, these cells were Map2 or 
GFAP positive, which indicated their further 
differentiations into neurons or neuroglia cell
s. (3)In th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model, 
the restoration of neurological dyfunction will
 be improved by the neural stem cells transpl
antation. Interestingly, the group treated 3da
ys later after ICH showed the most significan
t improvement. (4)Survival GFP-NSCs were i
ntracranially detected on the14th day after th
e treating with neural stem cell in situ transpl
antation in ICH rats, with those treated 3 day
s or 5 days after ICH having presented domi
nantly significance in morphology and amou
nt of GFP-NSCs.(5)GFP-NSCs in situ transpl
antation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s of basic f
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GF), rat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GF), rat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in brain tissues. As to 
the group treated 3 days later after ICH, bFG
F and EGF were expressed significantly high
er than others, while, the VEGF had no signif
icant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each treatment 
groups. (6)GFP-NSCs in situ transplantation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s of rat nerve growt
h factor (NGF), rat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
c factor (BDNF), rat ciliary neurotrophic facto
r (CNTF), rat glial cell line derived neurotrop
hic factor (GDNF). Significantly, as to the gro
uptreated 3 days later after ICH, the four abo
ve neurotrophic factors were expressed  hig
her than the other four transplantationtreatm
ent groups. 
Conclusion  three days later after ICH is the
 optimal time point for early neural stem cell t
ransplantation treatment. 
 
 
PO-3141 
Embolization-induced apoptosis in menin
giomas       -- immunohistochemical and u
ltrastructural study 

 
Zhen Yunbo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0 

 

Abstract  Preoperative embolization of meni
ngiomas is performed to decrease blood loss
 at surgery. While it is also observed to prod
uce necrosis and apoptosis in embolized tu
mors, very little has been described about th
e immunohistochemical and ultrastructural st
udy on apoptotic tumor cells after embolizati
on of meningiomas.  In this study we pick out
 four definite embolized meningiomas cases 

(male 2, female 2, age from 37 to 67)from fo
urteen cases which embolization was perfor
med before operation. In these four cases e
mbolization materials in tumOR-feeding bloo
d vessel are observed in paraffin section of 
HE staining. The operations were performed 
in fifth, fifth, eighth and twelfth day respectiv
el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and trans
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were su
bmitted to observe meningiomas cells variati
ons after embolization. The apoptosis is dete
cted in these four cases by electron microsc
ope and transferase -mediated dUTP nick en
d labeling (TUNEL) staining. The percentage
 of apoptosis cells is 48 %, 65 %, 74%, 60%,
 respectively and average 61 %. The percent
age of apoptosis cells is conspicuously highe
r than control group. The amount of vacuoliz
ations can be observed and some of typical 
apoptotic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cluding 
nuclear fragmentation, cytoplasm shrinkage 
and decrease of cell volume, were also mani
fested by TEM. Our conclusion is that the ap
optotic morphological changes is not clear b
y HE staining, but immunohistochemical and
 ultrastructural studies show a definite apopt
otic features in the embolized meningiomas. 
 
 
PO-3142 

高原地区颅内血管 CT 值与血红蛋白含量的相

关性分析 

 
魏林节 文朝远 胥全宏 张顺立 王飞 范应磊 叶东平 朱

静 

解放军第一一五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860000 

 

目的  探讨高原地区颅内血管 CT 值与血红蛋

白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6 月～2016 年 5 月

收集 78 例患者，年龄 20～40 岁；分组为:血

红蛋白≤180g/L（A 组）38 例，血红蛋白＞1

80g/L 组（B 组）40 例，两组在基础病、年

龄、性别、民族等方面无明显差别（P＞0.0

5）；分析方法：（1）A 组：统计所有患者

血红蛋白数值；每位患者进行头部 CT 螺旋扫

描并测量双侧大脑中动脉和上矢状窦的 CT

值。（2）B 组：统计所有患者血红蛋白数

值；每位患者进行头部 CT 螺旋扫描并测量双

侧大脑中动脉和上矢状窦的 CT 值。 

（ 3 ）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血红蛋白浓

度与双侧大脑中动脉平均 CT 值、上矢状窦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307 

 

CT 值的关系。 

结果  血红蛋白浓度： A 组：(173.45±20.58) 

g/L；B 组: (194.54±30.12) 

g/L；颅内血管 CT 值情况: A 组：双侧大脑中

动脉平均 CT 值(42.51±7.52), 上矢状窦的 CT

值(48.11±9.32)；B 组：双侧大脑中动脉平均

CT 值(53.29±9.03), 上矢状窦的 CT 值(55.72

±6.98) ；A 组与 B 组双侧大脑中动脉平均 CT

值、上矢状窦 CT 值有明显差异（P＜0.0

5）；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血红蛋白浓

度与双侧大脑中动脉平均 CT 值双变量相关系

数(0.81，P＜0.05)，血红蛋白浓度与双侧大

脑中动脉平均 CT 值呈直线正相关；血红蛋白

浓度与上矢状窦 CT 值双变量相关系数(0.7

9，P＜0.05)，血红蛋白浓度与上矢状窦 CT

值呈直线正相关。 

结论  高原地区血红蛋白浓度与颅内血管 CT

值呈正相关性 

 
 
PO-3143 
Prognostic role of Long Non-Coding RNA
 UCA1 in various carcinomas: a meta-ana
lysis 

 
Wang Xiaoxiong,Peng Fei,Yang Guang,Zhang Dami
ng,Liu Jiaqi,Zhao Shiguang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150001 

 

Objective  Long non-coding RNAs are exhib
ited distinctly different expression in various 
cancers and recognized as potential valuabl
e prognosis and diagnosis biomarkers includ
ing UCA1. The aberrant expression of UCA1
 was identified in several types of malignanci
es. This meta-analysis aimed to summarize r
ecent advances of UCA1 and analyze the pr
edicting role of UCA1 as a biomarker in the s
urvival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cancer.  
Methods  Eligible studies were filtered by m
ultiple systematic searches of UCA1 in differ
ent cancer from 2006 to 2016 in PubMed, E
mbase, Cochrane Library and Web of Scienc
e databases. Data were extracted from studi
es involved in UCA1 expression, overall surv
ival and clinicalpathological features in patie
nts with malignant cancer.  
Results   Pooled hazard ratios with 95% con
fidence intervals were calculated to summari
ze the effect. A total of 13 eligible papers (11
66 participants) with overall survival and 12 
available clinicalpathological studies (1004 p
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global met

a-analysis. Elevated UCA1 expression was s
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oor OS (pooled 
HR = 1.81, 95% CI 1.52-2.15, p < 0.01) and 
higher grade cancer (pooled OR = 2.70, 9
5% CI 2.07-3.53, p < 0.01).  
Conclusion  Overexpression of UCA1 may 
be a novel predictive factor for poor prognosi
s in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tumor.  
 
 
PO-3144 
Serum exosomal miR-301a as a potentiall
y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biomarker fo
r human glioma 

 
Yue Xiao1,Lan Fengming2 
1.Tianjin Huanhu Hospital 
2.Tianjin Hospital 
 

Objects  Exosomal microRNAs (miRNAs), a
n important factor in cell-cell communication 
have attracted major interests as potential di
agnostic and prognostic biomarkers for vario
us cancer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
o determine the significance of exosomal mi
R-301a extracted from the serum in glioma p
atients. 
Methods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was u
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exosomal mi
R-301a. Kaplan-meier method, Cox regressi
on model and ROC working curve were appli
ed to analyze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v
alues of miR-301a in glioma patients. 
Results  Initially, serum exosomal miR-301a
 from GBM patients was biologically active in
 vitro and promoted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va
sion of H4 Cells. Furthermore, we confirmed 
that serum exosomal miR-301a was significa
ntly up-regulated in human glioma patients c
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Additionally, t
he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serum exosomal 
miR-301a was correlated with ascending pat
hological grades and lower Karnofsky Perfor
mance Status (KPS). Importantly, the serum 
exosomal level of miR-301a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of pr
imary tumors and increased at the reoccurre
nce time, suggesting that miR-301a is secret
ed by glioma cells. Finally, the Kaplan-Meie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malignant glioma pati
ents with high miR-301a level tend to have p
oorer overall survival (OS). Both univariate a
nd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es rev
ealed that serum exosomal miR-301a was in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308 

 

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OS. 
Conclusions  Serum exosomal miR-301a c
ould reflect cancer-bearing status and pathol
ogical changes of glioma patients and be a n
ovel and valuable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
s of glioma and prognostic factor for advanc
ed grades. 
 
 
PO-3145 
The impact of delivery routes on the adip
ose-derived stem cell-based therapies du
ring stroke 

 
Li lixian,Zhao Kai 
The first affiliate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
y 150001 
 

Introduction  Stroke caused by poor blood fl
ow to the brain, can lead to high rate of deat
h and disability, which has become a serious
 public health problem. Recently, several stu
dies using rodent model of stroke have dem
onstrat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of adipose-
derived stem cells (ADSCs) or ADSC-related
 products (cellular protein extract or soluble 
products) can substantially improve the neur
al defect symptom by reducing neuronal injur
y, limiting pro-inflammatory immune respons
es and promoting neuronal repair, which ma
ke ADSC-based therapy an attractive approa
ch for treating stroke. However,the optimal d
elivery routes for ADSCS-based therapies ar
e yet to be determined. 
Methods  Using either ADSCs or protein ext
ract from ADSCs (ADSC-E), we compared i
mpact of different delivery routes (intravenou
s (IV), intracerebral (IC) and intraperitoneal (I
P)) on ADSCS-based therapies in treating ra
t temporary middle cerebrum artery occlusio
n (tMCAO). Modified neurological severity sc
ores (mNSS) and TTC staining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the clinical outcome and brain is
chemic lesion.TUNEL staining were used to 
measure apoptotic neuron within the ischemi
c lesion. 
Results  We found that both IV and IC injecti
on of ADSCs significantly improve neurologi
cal severity but with little impact on the area 
of ischemic lesion. Administrating ADSC-E t
hrough IV and IC but not IP improve the clini
cal symptom. Interestingly, IV injection of AD
SC-E remarkably reduces the ischemic lesio
n and number of apoptotic neurons as comp
ared to other routes. 

Conclusions  Together these data provide t
ranslational evidence for choosing the delive
ry route on the different ADSC based therapi
es. 
 
 
PO-3146 
Liposomes modified with P-aminophenyl-
 a - D -mannopyranoside: A carrier for tar
geting cerebral functional regions in mice 

 
Hao Zhongfei 

哈医大二院 150086 

 

Targeting of intracerebral functional regions 
has been limited by the inability to transport 
drugs across the blood–brain barrier (BBB) a
nd by poor accumulation in these regions. T
o overcome these hurdles, lip- osomes modif
ied with P-aminophenyl- a - D -mannopyrano
side (MAN) were used as a fluorescent dye c
ar-rier through the BBB and used the specifi
c distribution of liposomes (LIP) modified wit
h MAN (MAN–LIP)to target various functiona
l regions of the brain. An in vitro BBB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evaluate the transendoth
elial ability of MAN–LIP, and liposomes upta
ke by C6 glioma cells was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live cell imaging. Liposome ta
rgeting was evaluated using in vivo and ex vi
vo imaging.After MAN–LIP administration, th
e transendothelial ability and the delivery of f
luorescent dye to the brain significantly incre
ased. MAN–LIP concentrated in the cortex at
 4 h, shifting distribution to the cer- ebellum a
nd brainstem at 12 h. The fluorescence inten
sity in the hippocampus and pontine nuclei r
emained high and stable over a period of 12 
h.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MAN–LIP is 
able to enhance cellular uptake in vitro and a
lso promotes penetration through the BBB a
nd accumulation in the brain with a distinct s
patio-temporal pattern. 
 
 
PO-3147 

甘草酸二铵对急性脑缺血再灌注后细胞凋亡

及损伤修复作用的研究 

 
赵立文 张鹏飞 汪子文 唐铸 何一川 赵文可 于耀宇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300162 

 

目的  观察 SD 大鼠大脑中动脉闭塞（MCA

O）后再灌注模型给予甘草酸二铵后的病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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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指标变化，探究急性脑动脉闭塞后缺血

再灌注的病理机制及甘草酸二铵神经保护作

用的机制。 

方法  选取健康成年 SD 大鼠 120 只，分为正

常组 n=16，假手术组 n=16，缺血 2h 后再灌

注（IR）组再分为 IR 2h 组 n=16，IR 6h 组 n

=16，IR 12h 组 n=16，缺血 2h 后再灌注同

时尾静脉注射甘草酸二铵（DG）组再分为 D

G 2h 组 n=16，DG 6h 组 n=16，DG 12h 组

n=16。所有组 SD 大鼠在各自时间点分别行

多聚甲醛灌注取脑，留取标本制作病理切片

行免疫组化染色，检测凋亡蛋白 Caspase-

9， Erk-MAPK3 表达及分布。 

结果  免疫组化各组蛋白指标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凋亡蛋白 Caspase-9：IR 

2h 组显著高于 DG 2h 组（P<0.05），IR 6h

组显著高于 DG 2h 组（P<0.05），IR 12h 组

显著高于 DG 12h 组（P<0.05），IR 2h 组显

著低于 IR 6h 组（P<0.05）, IR 12h 组显著低

于 IR 6h 组（P<0.05）; Erk-MAPK3：各组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R 2h 组显著

低于 DG 2h 组（P<0.05），IR 6h 组显著低

于 DG 2h 组（P<0.05），IR 12h 组显著低于

DG 12h 组（P<0.05）。 

结论  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病理机制可能与 C

aspase-9 相关的凋亡通路有关, Caspase-9

的表达呈现随缺血进展先上调后下调的过

程，Erk-MAPK3 可能在缺血再灌注损伤后起

促进增殖分化的修复作用；甘草酸二铵可通

过上调 Erk-MAPK3 的表达，下调凋亡蛋白 C

aspase-9 的表达，实现抗凋亡以及损伤后促

进增殖修复作用。 

 
 
PO-3148 

甲硫氨酸与胱氨酸双重剥夺介导 ROS 与自噬

抑制胶质瘤增殖的研究 

 
王开开 刘怀垒 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150001 

 

目的  肿瘤细胞的生长与增殖高度依赖甲硫氨

酸和胱氨酸。但是肿瘤细胞对甲硫氨酸与胱

氨酸依赖的分子机制尚未研究清楚。本实验

的目的即是探索剥夺甲硫氨酸与胱氨酸对胶

质瘤细胞增殖的影响。 

方法  我们用 MTT 实验检测剥夺甲硫氨酸、

胱氨酸后 U87、U251 细胞的增殖情况；流式

细胞仪技术检测剥夺甲硫氨酸、胱氨酸后 U8

7、U251 细胞 ROS 的水平；用 Western blot

检测自噬相关蛋白 LC3（I 和 II）的表达水

平；用电镜观察自噬溶酶体的形成情况。 

结果  甲硫氨酸、胱氨酸双重剥夺后的胶质瘤

细胞增殖明显受到抑制，同时细胞 ROS 水平

增高，体内和体外实验中自噬相关蛋白 LC3- 

II 表达水平升高、自噬溶酶体的形成增加。 

结论  我们的实验证明了甲硫氨酸、胱氨酸双

重剥夺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是通过 ROS 和自

噬完成的。 

 
 
PO-3149 

留置尿管病人的护理 

 
刘超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综述了留置导尿病人引流装置的选择、引流

装置的更换、留置导尿常见的护理问题及措

施等，为更好地进行留置导尿病人的护理提

供依据。 

留置导尿是将导尿管插入尿道的一种侵入性

护理操作，适用于尿失禁、尿潴留、昏迷等

病人。但留置导尿也可引起一系列并发症，

如：尿路感染、尿管阻塞等。因此采取有效

的方法预防留置导尿并发症的发生显得更加

重要，而对于引流管的护理则是留置导尿的

一个重要方面。以下是近年护理同仁对留置

导尿引流护理措施的研究。 

 
 
PO-3150 
The expression of Caspase-3 and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and a
poptosis in the hippocampus of rats afte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Zhu Licang,Zhao Dong,Tang Shijun,He XueJun,Wa
ng Yezho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

ospital of Shihez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

hihezi， Xinjiang 832008 832008 

 

Objective In this experiment, the expression
 of Caspase-3 and apoptosis of hippocampa
l neurons was detect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spase-3 and apoptosis of neuron
s afte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 was
 discussed.  
Methods 48 male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
vided into two groups, 6 rats in the blank g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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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and 42 ra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T
he experimental groups were then randomly 
divided into 1h, 3h, 6h, 12h, 24h, 48h,72h an
d Each subgroup of 6. 
Results The results of HE staining showed t
hat there were more red blood cells in the su
barachnoid space . Subarachnoid hemorrha

ge groups 1h（16.50±0.55）、3h（15.80±0.

41）、6h（15.33±0.52）、12h（14.50±0.5

5）、24h（13.67±0.52）、48h（14.10±0.4

1）、72h（15.00±0.63）had lower neurolog

ical score and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

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17.83±0.4

1）(P＜0.05). The neurological behavior sco

res of rats in the SAH group showed a trend 
of first decrease, and the 24h was the lowes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UNE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o
ptosis of SAH cells increased at first and the
n decreased. 1H began to appear in the cell 
apoptosis, 1H and 3H apoptosis cells were l
ess, 6h increased, and the apoptosis reache
d the peak at 24. The apoptosis of 48h and 7
2h decreased graduall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aspa
se-3 protein expression: 3h, 6h, 12h, 24h, 48
h, 72hSAH, 1H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
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
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1), 1H group
 SAH began to rise, 6h rose rapidly, 24 hour
s to reach the peak, 72h, 48h began to decli
ne,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re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
tween Caspase-3 and neuronal apoptosis (r
=0.730, P <0.05).  
Conclusions Caspase-3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 of early  
brain injury after SAH. 
 
 
PO-3151 

体外血瘤屏障模型的建立及性能分析 

 
魏峰 田新华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外科 361004 

 

目的  体外血瘤屏障模型对研究治疗药物颅内

肿瘤转运机制，药物筛选，药效研究，寻找

有效的促进药物透过血瘤屏障方法等均有重

要意义。体外血瘤屏障模型构建方法各不相

同,但与体内环境具有高相似的度的体外血瘤

屏障模型是研究者们追求的难题。本实验旨

在寻找一种亲本性高的血瘤屏障(BBTB)模型 

构建方法。 

方法  取脑胶质母细胞瘤（WHO Ⅳ级）患者

的肿瘤细胞进行裸鼠皮下移植,取移植瘤细胞

进行纯化、传代培养，并通过 EGFR 检测证

实其具有高度侵袭性；取 SD 乳鼠脑皮质，通

过机械分离、胶原酶消化和密度梯度离心等

方法原代提取 SD 乳鼠脑血管内皮细胞（BC

EC）和脑星型胶质细胞（AC），进行纯化、

传代培养，并通过内皮细胞Ⅷ因子单克隆抗

体及星形胶质细胞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

抗体分别对其进行荧光免疫鉴定；之后利用

纯化后的 BCEC、AC 和脑胶质瘤细胞借助 Tr

answell 细胞小室在体外构建三种细胞接触共

培养 BBTB 模型、BCEC 和脑胶质瘤细胞两

种细胞共培养 BBTB 模型，采用免疫荧光法

检测模型中肌腱蛋白-C（TN-C）的表达，比

较两种体外 BBTB 模型的形态功能。 

结果  经 EGFR 抗体检测，人脑胶质瘤细胞裸

鼠皮下种植后具保持较高的侵袭性。本实验

提取、培养的 BCEC 阳性细胞率达到 97.

5%，星形胶质细胞阳性细胞率达到 97.9%。

免疫荧光染色，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见 BCE

C、AC 和人脑胶质瘤细胞三种细胞接触共培

养 BBTB 模型肌腱蛋白-C，呈有间断“拉链样”

分布；BCEC 和人脑胶质瘤细胞两种细胞接

触共培养 BBTB 模型无明显肌腱蛋白-C 表

达。 

结论  通过人脑胶质瘤细胞、BCEC、AC 三

种细胞共培养 BBTB 模型具有较好的体内外

相关性,是一有效的高亲本性体外 BBTB 模

型，为体外血瘤屏障的研究提供了一可靠的

研究平台。 

 
 
PO-3152 

丙戊酸在颅脑损伤大鼠中的抗神经细胞凋亡

作用 

 
金保哲 张新中 周文科 马鹏举 常海刚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检测丙戊酸（valproic acid, VPA）干预

颅脑损伤大鼠不同时间点脑组织内神经细胞

凋亡、HSP70 和 caspase-3 蛋白表达情况，

探讨丙戊酸对颅脑损伤大鼠的抗神经细胞凋

亡作用。 

方法  将健康 SD 雄性大鼠 90 只随机分成正

常对照组、单纯损伤组、VPA 治疗组，建立

大鼠闭合性颅脑损伤模型并应用丙戊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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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应用原位末端转移酶标记技术（TUNE

L）检测颅脑损伤后不同时间点各组大鼠脑损

伤区皮层内神经细胞凋亡情况；运用免疫组

织化学染色法(SP 法) 检测各组不同时间点内

脑组织中 HSP70 和 caspase-3 蛋白含量，并

作统计学分析。 

结果  单纯损伤组与 VPA 治疗组大鼠脑损伤

区皮质各时间点凋亡阳性细胞数均高于正常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VP

A 治疗组各时间点凋亡阳性细胞数均低于单纯

损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VP

A 治疗组相同时间点 HSP70 平均灰度值明显

低于单纯损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VPA 治疗组相同时间点 caspase-3 平均

灰度值明显高于单纯损伤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丙戊酸钠可能通过调控 HSP70 和 casp

ase-3 的表达发挥抗神经细胞凋亡作用。 

 
 
PO-3153 

Tat-TTAl-PEG 共修饰明胶-硅氧烷纳米粒跨

血脑屏障及对胶质瘤的靶向性研究 

 
林晓宁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外科 361004 

 

目的  观察经 Tat 多肽、适配体 TTAl、聚乙二

醇(PEG)联合修饰的新型纳米载体明胶硅氧烷

纳米粒子(GS NPs)跨血脑屏障及靶向到达胶

质瘤的能力。     

方法  通过两步溶胶-凝胶法合成 GS NPs，然

后在其表面依次修饰上 PEG、TTA1 和 Tat，

并以荧光染料 Cy5.5-NHS 标记。建立胶质瘤

裸鼠原位模型 20—25 只，分为空白对照组，

GS NPs 组，PEG-GS NPs 组，TTAl-PEG-G

S NPs 组，Tat-TTAl-PEG-GS NPs 组。尾静

脉注射各种修饰的纳米粒子，观察其在大鼠

体内分布情况；将裸鼠处死后取脑、  肝、

脾，观察纳米粒子在各器官的分布。     

结果  活体成像及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TTAl- 

Tat-PEG-GS NPs 在脑部的荧光强于 Tat-PE

G-GS NPs、PEG-GS NPs、GS NPs 组，且

在肿瘤部位的荧光强于脑内其他部位，而在

肝脏脾脏的荧光弱于其他 3 组。         

结论  TTAl-Tat-PEG-GS NPs 能够逃逸内皮

网状吞噬系统的吞噬，还能跨过血脑屏障，

而且对胶质瘤具有靶向性，是一种潜在的胶

质瘤治疗基因及药物的靶向载体。  

PO-3154 

Survivin 对贝伐珠单抗导致的胶质瘤侵袭性

的影响 

 
王鹏 

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医院 100048 

 

目的 探讨 surivivn 对贝伐珠单抗处理后肿瘤

细胞侵袭性的影响。方法：构建强制表达 sur

vivin 的人脑胶质瘤细胞 U87-sur、U251-su

r，以及干扰 survivin 表达的人脑胶质瘤细胞

U87-sur(-)，U251-sur(-)；之后经贝伐珠单抗

处理。MTT 法观察各组细胞增殖，流式细胞

仪检测各组细胞凋亡及细胞周期，划痕实验

评价各组细胞的迁移能力，transwell 试验检

测各组细胞的侵袭性。real-time PCR 检测各

组细胞 NMM-9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mRNA 的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细胞

NMM-9 蛋白表达。 

结果 经贝伐珠单抗处理后，与各自亲代细胞

相比，U87-sur(-)和 U251-sur(-)的增殖明显

降低(P<0.01)，凋亡率明显增多(P<0.01)，G

1 期细胞比例明显增加 (P<0.01)。经贝伐珠

单抗处理后，与各自亲代细胞相比，U87-sur

和 U251-sur 的增殖明显增多(P<0.01)，凋亡

率明显下降(P<0.01)， G1 期细胞比例下降 

(P<0.01)。经贝伐单抗处理后，与各自亲代细

胞相比，U87-sur(-)和 U251-sur(-) 的迁移和

侵袭能力明显减弱(P<0.01)；与各自亲代细胞

相比，U87-sur 和 U251-sur 迁移和侵袭能力

明显增强(P<0.01)。经贝伐珠单抗处理后，与

各自亲代细胞相比，U87-sur 和 U251-sur 中

NMM-9 mRNA 明显增多(P<0.01)，NMM-9

蛋白表达明显增加(P<0.01)；与各自亲代细胞

相比，U87-sur(-)和 U251-sur(-)中 NMM-9 m

RNA 表达减少(P<0.01)，NMM-9 蛋白表达下

降(P<0.01)。 

结论 抑制 survivin 可明显提高贝伐珠单抗抑

制胶质瘤细胞的效果，这种作用可能与细胞

周期阻滞及促进细胞凋亡相关；抑制 suriviv

n，可降低贝伐珠单抗导致的肿瘤细胞侵袭性

增加，这种作用可能与抑制 MMP-9 表达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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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55 
Monosialoteterahexosyl ganglioside indu
c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t
o neuron-like cells 

 
Zhao Zongmao,Nan Chengrui,Ma Shucheng,Lu She
ngkui,Lan Haitao,Liu Liqia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Second Hospita

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050000 
 

Objective After isol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
d immortalization,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
enchymal stem cells (hUMSCs) were investi
gated for their potential to be induced to diffe
rentiate in vitro into neuron-like cells by GM
1.  
Methods  Mononuclear cells were obtaine
d by digestion of umbilical cords from full-ter
m caesarean section patients with collagena
se and cultivated in vitro. The surface antige
n expression profile was monitored by flow c
ytometry. After amplification, cells of the 4t
h passage were divided into four experiment
al groups (A, B, C and D) which were treate
d with L-DMEM culture medium containing G
M1 at 50, 100, 150 and 200 μg/mL, respectiv
ely. The control group (E) contained L-DME
M only. The inductive effect of GM1 on hUM
SCs to differentiate into neuron-like cells wa
s observed by monitoring the cell morphologi
cal changes every hour with an inverted pha
se contrast microscope for 6 h. Expression l
evels of 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2 (M
AP-2), neurofilament protein (NF-H) and glia
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 were measur
ed after 6 h of induction by immrnohistoche
mistry, and the proportion of positive cells w
as determined.  
Results 1) Most of the primary cells were ad
herent 12 h after exposure to GM1. The cell
s first appeared as diamond or polygon shap
es. They gradually grew into long spindle sh
apes and finally exhibited a radiating or swirli
ng pattern. The cells maintained a strong pro
liferative capacity after continuous passag
e. 2) By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cultured hU
MSCs in the 3rd, 5th and 10th passages exp
ressed CD73, CD90 and CD105 but not CD1
1b, CD1, CD34, CD45 or HLA-DR. 3) Afte
r 6 h of induction, neuron-like cells were pres
ent in all experimental groups with oval-shap
ed cell bodies and protruding neurites. Thes
e neuron-like cell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 were positive for MAP-2, NF-H but negativ

e for GFAP expression. Group C (150 μg/m
L GM1) had the highest positive expression r
ate of MAP-2 and NF-H, while no changes i
n these markers were found before and afte
r induction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GM1 induced hUMSCs to differ
entiate into neuron-like cells effectively, wit
h the optimal concentration at 150 μg/mL. 
 
 
PO-3156 
Tetramethylpyrazine induces differentiati
on of 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
nchymal stem cells into neuron-like cells 
in vitro 

 
Zhao Zongmao,Nan Chengrui,Ma Shucheng,Liu Liqi
ang,Lan Haitao,Lu Shengkui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Second Hospita

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050000 
 

The present study evaluated the ability and o
ptimal concentration of tetramethylpyrazine 
(TMP) to induce 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
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UMSCs) to dif
ferentiate into neuron?like cells in vitro. Hum
an umbilical cords from full?term caesarean 
section patients were used to obtain hUMSC
s by collagenase digestion after removal of t
he umbilical artery and vein. The surface anti
gen expression profile of cultured hUMSCs 
was monitored by flow cytometry. After ampli
fication, cells of the 5th passage were divide
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s A?C treated with 
TMP at 4.67, 2.34 and 1.17 mg/ml, respectiv
ely, in low glucose?Dulbecco's Modified Eagl
e's Medium (L?DMEM) (induction medium), 
while group D (control) was exposed to L?D
MEM culture medium only. Differentiation of 
hUMSCs into neuron?like cells and morphol
ogic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every 0.5 h w
ith an inverted phase contrast microscope fo
r 6 h. After the 6?h induction period, proporti
ons of cells expressing neuronal markers ne
uron?specific enolase (NSE), neurofilament 
protein (NF?H) and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
in (GFAP)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
mistry. The optimal concentration of TMP wa
s selected on the basis of neuron?like cell po
sitive rate. Western blotting and RT?polymer
ase chain reaction were appli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NSE, NF?H, and GFAP of the
 group of optimal concentration in each point?
in?time.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primary c
ells were adherent 12 h after seeding and f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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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appeared as diamond or polygon shapes. 
Thereafter, they gradually grew into long spi
ndle?shaped cells and finally in a radiating o
r swirling pattern. The cells maintained a stro
ng proliferative capacity after continuous pas
sage.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of cultured hU
MSCs at the 3rd, 5th and 10th passages exp
ressed CD73, CD90 and CD105, but not CD
11b, CD19, CD34, CD45 or human leukocyt
e antigen?DR. After 6 h of TMP treatment, ty
pical neuron?like cells with many protrusions
 connected into a net?like pattern were obse
rved in all experimental groups. These neuro
n?like cells were positive for NSE and NF?H,
 but negative for GFAP. Among the tested tr
eatment groups, group A with TMP at 4.67 m
g/ml had the highest expression of NSE and 
NF?H. By contrast, no change was found aft
er inductio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mRNA 
expression of cells expressing neuronal mar
kers as well as GAPDH was observed, with t
he relative NSE transcript levels of 0, 1.303±
0.031, 1.558±0.025, 1.927±0.019 and 2.415
±0.033 after 0, 1, 2, 4 and 6 h of treatment, r
espectively; the mRNA expression of NH?F 
was 0, 1.429±0.025, 1.551±0.024, 1.930±0.0
42 and 1.398±0.014 after 0, 1, 2, 4 and 6 h o
f treatment,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expr
ession of GFAP before or after induction and
 all the groups showed high expression of G
APDH at each time point. Protein expression
 was also observed on cells expressing neur
onal markers as well as GAPDH at each tim
e point.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NSE was 
0, 0.717±0.097, 0.919±0.056, 1.097±0.143 a
nd 1.157±0.055 in proper order; the protein e
xpression of NH?F was 0, 0.780±0.103, 0.97
3±0.150, 1.053±0.107 and 0.753±0.094 in pr
oper order. There was no expression of GFA
P before or after induction, and all the group
s showed high expression of GAPDH at eac
h tested time point.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d that TMP can induce hUMSCs to differenti
ate into neuron?like cells effectively with the 
optimal concentration of 4.67 mg/ml. After in
duction, the NSE and NF?H of the neuron?li
ke cells were positive, but the GFAP?2 was 
negative. 
 
 
PO-3157 

 入手微处，匠心独运，浅谈赫尔辛基手术策

略  

 

曹鹏 梁国标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近年来，以芬兰 Juha Hernesniemi 教授为代

表的赫尔辛基大学中心医院(HUCH)神经外科

在脑血管病、脑肿瘤方面已成为国际一流中

心。笔者自 2015 下半起赴 HUCH，跟随 Juh

a Hernesniemi 及其继任 Mika Niemela 教授

学习。本文结合全军神经医学研究所沈阳军

区总医院神经外科既往单中心手术经验，分

析与 HUCH 神经外科不同的手术方式，以点

带面，体会其所提倡的“Simple Fast Clean w

hile Preserving Normal Anatomy”显微神经外

科手术理念。 

 
 
PO-3158 

光化学法联合凝血酶注射构建大鼠颅内静脉

窦血栓形成模型的研究 

 
陈成伟 汪求精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目前国内外现存的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

（CVST）动物模型的制备手段及病理生理研

究结果有较大的差异性，迄今为止仍然缺乏

稳定的 CVST 动物模型。本课题旨在通过光

化学法联合凝血酶注射的方式构建一个可用

于基础、临床试验研究的大鼠上矢状窦-皮层

静脉血栓模型，从而提供一个有利于深入 CV

ST 基础研究及治疗效果评估的平台。 

方法  将 143 只 Wistar 成年大鼠随机分为模

型组，假手术组，控制对照组，在不同分组

中根据研究的时间点分为第 1 天、第 2 天、

第 7 天 3 个亚组。在模型组中，Wistar 成年

大鼠麻醉后，进行静脉置管并通过脑立体定

向固定。在外科显微镜观察下，用高速颅骨

钻钻开骨窗，暴露上矢状窦、皮层静脉及部

分脑皮层。将孟加拉玫瑰红溶液以 1mg/kg/mi

n 的速度经尾静脉缓慢注射，即通过全固态半

导体激光器，采用波长 532nm、功率密度 15

mw/mm2、直径 1mm 光斑的激光束照射距后

囟 0.5mm 的上矢状窦尾端处及距前囟 0.5mm

的上矢状窦头端及尾端，各持续 10min，观

察到照射处血管形成棕黑色血凝块。随后穿

刺上矢状窦头端，缓慢注射凝血酶，持续 10

min 后拔出穿刺针，通过血管荧光造影法检测

血栓形成范围。随后检测其血脑屏障完整

性、脑含水量、神经功能、脑梗死体积、梗

死部位的血管及神经胶质细胞的动态变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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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结果  血管荧光造影证实了大鼠形成了广泛的

上矢状窦-皮层静脉血栓。与假手术组及控制

对照组相对比，实验组大鼠大脑皮层处血脑

屏障及神经功能在术后第 1 天时受损，且在

第 2 天时损伤程度加重，同时伴随着脑水

肿，然而在第 7 天时，血脑屏障完整性、脑

含水量及神经功能逐渐恢复正常；TTC 染

色、HE 染色及 MAP-2 免疫组化显示大鼠在

术后第 1 天出现脑梗死，在第 2 天时脑梗死

体积达到最大，同时可见脑缺血坏死、出

血、脑水肿等病理改变，随后在第 7 天时梗

死体积逐渐缩小；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微血管

数量在术后第 1 天、第 2 天保持恒定，而星

形胶质细胞的数量在第 1 天、第 2 天时显著

减少，但在第 7 天时，微血管及星形胶质细

胞数量明显多于正常组及模型组。 

结论  证实了通过光化学法联合凝血酶注射构

建的大鼠 CVST 模型能够模拟人体 CVST 的

病理生理改变，通过探索大鼠 CVST 模型不

同疾病发展阶段的病理生理改变，为临床治

疗提供了干预契机，从而减少致残率及死

亡。 

 
 
PO-3159 

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实施现状及建设 

 
王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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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新农合医疗政策在减轻农民看病负担、

避免因为疾病导致贫穷的难题上起到了关键

作用，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

等关键词检索 CNKI、万方和维普等数据库，

检索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农村中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政策实施状况良好。本文通过综述我国

新农合医疗政策开展情况，来找出该政策在

施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析问题出现的根

本原因，进一步从明确制度、扶持基层医疗

卫生等方面提出利于新农合政策长远发展的

建议。  

方法 

 

 
结果  从 2003 年全国各地试点实行农村医疗

合作政策至今，整体上来看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政府、医疗卫生机

构和农民均有所获益。政府部门密切了与村

民的关系，基层服务卫生部门的年就诊人

数、病床周转速度、服务质量有所上升；农

民看病就医的费用压力得到直接缓解。尽管

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但也不可否认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

在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并加以改

进。  

结论  基于博弈论，及时了解与新农合政策相

关的各利益群体的想法和认识，对于发现政

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产生问题的根

源和机制，从而进一步完善政策具有重要作

用。新农合政策从出台到实施过程，表明了

不同利益群体在不断博弈。在新农合政策过

程中，农民是最终的受益者，但是只有政策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医疗保障的问题，需

要政府、医疗机构、医药公司各方面的相互

协调，相互促进，农民医疗才能得到根本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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