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外科医学窑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4 月第 59 卷第 11 期

扩大翼点入路手术治疗额颞对冲性颅脑损伤的
效果及预后的改善
李

波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袁山东菏泽

274000

[摘要] 目的 分析额颞对冲性颅脑损伤渊HI冤行扩大翼点入路手术的价值与预后情况遥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间来院治疗的 132 例 HI 患者遥 以随机法为基准袁A 组 67 例袁手术入路选用扩大翼点法袁B 组 65 例袁
直接选择开颅手术遥 对比整体化疗效遥 结果 A 组的良好痊愈率为 61.19%袁高于 B 组的 43.08%曰A 组的死亡率为
2.99%袁低于 B 组的 15.38%袁两组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A 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4.48%袁低于 B 组

的 16.92%袁两组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术后各个时间点袁A 组的颅内压值低于 B 组袁两组比较袁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术后次日袁A 组的患者状态评分均高于 B 组渊P约0.05冤遥 结论 为 HI 患者实行扩大翼点入
路形式的手术治疗可改善预后袁而且能够最大化减少不良事件袁降低患者的颅内压袁疗效理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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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and prognosis of the extended pterional approach operation for frontotempo鄄

ral contradictory craniocerebral injury(HI). Methods A total of 132 patients with HI(frontotemporal contrecoup) admit鄄
ted in the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objects and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method. The group A (67 cases) used the extended pterion operation approach, and the group B selected
direct craniotomy. The overall efficacy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excellent cure rate of group A was 61.19%, which

was higher than 43.08% of group B. The mortality rate of group A was 2.99%, which was lower than 15.38% of group
B.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probability of adverse events in

group A was 4.48%, which was lower than 16.92% in group B.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At various time points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intracranial pressure value of group A was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B,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On the next day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patient status scores in group A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B(P<0.05). Conclusion Extended

pterional approach operation for patients with HI can improve the prognosis, maximize the reduction of adverse events,
and reduce the patient's intracranial pressure, which has an ideal effect.

[Key words] Extended pterional approach operation; Frontotemporal contrecoup craniocerebral injury; Prognosis; Ad鄄
verse events; Intracranial pressure

额颞对冲伤的致伤原因是脑组织在外力因素下袁
前中颅窝底部位的骨嵴明显凸起袁且脑部结构或颅腔
血管受暴力因素影响会发生移动变化袁从而使额颞部

脑皮质出现严重挫伤 遥 其高发部位在额颞顶面袁常合
[1]

术难以高效治疗合并脑疝患者袁其病灶暴露程度有

限袁而且减压效果欠佳[2]遥 而翼点入路能够完全暴露病
灶袁经颅内的大量瘀血及时清除袁解除颅内血肿表现袁

可显著维持脑功能袁降低患者的残疾风险遥 本研究选

并血肿袁是神经外科的频发性疾病遥 患者的症状为呕

取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间来院治疗的 132 例

后可以明确检出遥 其基础疗法是手术治疗袁传统开颅

析扩大翼点入路对于手术预后的影响遥

吐尧头痛与意识不清袁经相关体征与 CT 等综合性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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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 outcome scale袁GOS冤测评预后效果袁满分为 5 分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间 HI 患者共

132 例遥 诊断标准院根据意识状态尧感觉异常尧有无脑

1 分为死亡袁2 分为长期性的植物生存状态袁伴正常的

睡眠周期袁而且眼部活动正常曰3 分为重度残疾袁无法
自理生活曰4 分为中度残疾袁 需在协助下进行基本生

脊液漏尧生命体征尧小脑体征尧眼部征象尧损伤因素和

活曰5 分为良好痊愈袁可正常生活袁仅轻微残疾[4]遥 利用

显挫伤遥 纳入标准院损伤至入院时间短于 3 d袁意识清

者状态袁满分为 15 分袁0~2 分为死亡袁3~8 分为重度昏

头颅 CT 等综合因素进行诊断袁发现额颞顶脑可见明

晰袁合并瞳孔散大等体征袁对研究全程已知情曰排除合

格拉斯哥昏迷指数渊Glasgow coma scale袁GCS冤测评患

迷袁9~12 分为中度昏迷袁13~14 分为轻度昏迷袁15 分

并其他系统重大损伤尧伴手术禁忌证尧伴意识或精神

为意识清晰[5]遥 观察硬膜下积液尧重度脑水肿尧血肿与

后准许开展遥 随机法分组院A 组 67 例袁男 37 例袁女 30 例曰

天与第 6 天的颅内压数值遥

类障碍患者[3]遥 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以
年龄 19~67 岁袁平均渊40.26依5.71冤岁遥 B 组 65 例袁男
35 例袁女 30 例曰年龄 20~64 岁袁平均渊40.51依5.68冤岁遥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
可比性遥

脑梗死等不良事件发生率遥 记录术前尧术后次日尧第 3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袁 计量资料

采用 t 检验袁计数资料采用 字2 检验袁P约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遥

1.2 方法

B 组选用开颅手术袁全麻操作袁切口位置在耳屏

偏前约 1 cm 处袁将其延至顶骨的正中线处袁星形切开
硬脑膜袁清除脑组织的坏死部分袁将颞肌筋膜缝合后
术毕遥 而后行抗感染等基础性疗法遥

A 组的入路方式为扩大翼点袁切口的起始位置在

耳屏之前约 1 cm 处袁 不可超颧弓以下的 1 cm 部位遥

朝前下位置翻皮瓣袁适度向上/后延伸切口袁将颅骨额
有效暴露袁直至眉弓遥 皮瓣分离袁并将额骨颧部暴露出
来袁再暴露颞骨的颧部袁完整翻开颞肌筋膜袁且额骨骨
膜也需保留完整袁翻至颞底袁钻孔位置在额眉弓偏上尧
额骨颧突和颞部遥 颅底暴露后袁对颞肌骨瓣行游离处

2 结果
2.1 两组预后效果比较

A 组良好痊愈率尧中度残疾率更高袁死亡率更低

渊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2.2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A 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4.48%袁B 组为 16.92%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2.3 两组颅内压数值比较

术后各个时间点袁A 组的颅内压数值均低于 B 组

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2.4 两组患者状态评分比较

术后次日袁A 组的评分高于 B 组渊P约0.05冤遥 见表 4遥

理袁将其翻至颞侧袁将额极作为骨窗前界袁乳突前方作
为后方袁平颧弓作为下方遥 有效暴露颞窝袁并露出蝶骨
平台袁将硬脑膜进行多边弧形切开操作袁使额叶前中
部暴露出来袁并露出外侧裂与颞叶底部袁将额极/颞极
底部所出现的挫裂伤病灶完全清除袁并清除血肿遥 术
后疗法同 B 组遥

3 讨论

HI 的病因多为交通事故或跌伤袁经 CT 等技术诊

断后可鉴别受伤部位和病型[4]遥 额颞对冲性渊HI冤的病
因是瞬间负压使颅底结构发生变化袁损伤部位多在额

1.3 观察指标

随访时间为 9 个月袁利用格拉斯哥结局评分渊Glas鄄

前端或侧脑裂区袁症状多为脑血肿和颅内压升高[5-6]遥 开
颅手术可以挽救生命袁但其存在局限性袁如骨窗过小

表 1 两组预后效果比较[n渊%冤]
组别
A组
B组

字2 值

n

67
65

良好痊愈

中度残疾

41渊61.19冤

13渊19.40冤

4.341

5.162

28渊43.08冤
0.037

P值

重度残疾
7渊10.45冤

A组
B组

字2 值
P值

2渊2.99冤

14渊21.54冤

9渊13.85冤

10渊15.38冤

0.023

0.082

0.129

0.013

3.034

n

硬膜下积液

重度脑水肿

血肿

65

1渊1.49冤
4渊6.15冤

1渊1.49冤

1渊1.49冤

67

4渊5.97冤

死亡

4渊6.15冤

表 2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n渊%冤]

组别

植物生存

3渊4.62冤

3渊4.62冤

2.305

脑梗死
0

1渊1.54冤

6.138

发生率
3渊4.48冤

11渊16.92冤
5.390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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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颅内压数值比较渊x依s袁mmH2O冤
n

组别
A组

67

B组

65

t值

术前

术后第 3 天 术后第 6 天

480.19依24.95 368.48依16.47 320.48依13.01 265.79依11.57
0.327
0.745

P值

术后次日

481.62依25.34 305.75依15.66 261.75依14.05 227.49依10.30
22.430
0.000

24.900

20.102

0.000

0.000

n

A组

67

B组

65

t值

术前

14.52依1.32

0.682

17.768

0.497

P值

管压迫扭曲袁可通畅静脉回流袁因此对于脑水肿等改
善效果更佳袁能够尽快降低颅内压[15]遥

总之袁扩大翼点入路可作为额颞对冲性渊HI冤患者

术后次日

7.44依0.52
7.50依0.49

能够充分暴露外侧裂池袁充分减压侧裂血管袁防止血

的首选术式袁其安全效益和远期预后更佳遥

表 4 两组患者状态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究选择的骨窗位置较低[14]袁且对蝶骨嵴进行咬除处理袁

10.25依1.44
0.000

和额极与颞极暴露不足等袁难以彻底止血或清除病

灶遥为此袁临床建议采取扩大翼点入路的新型手术法[7]遥
其优势为院淤骨窗能够露出颞极或前颅窝底等部位袁
可将血肿以及挫伤等脑组织彻底清除袁进而缓解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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