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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的临床表现及治疗方法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圆园园缘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远 月收治的 员园 例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病例的临床资料及随访情况遥 圆 例行颈动脉压迫治疗袁源 例经
动脉入路采用 韵灶赠曾 栓塞治疗袁源 例经静脉入路栓塞治疗袁 其中 员 例采用单纯微弹簧圈栓塞袁员 例采用单纯 韵灶赠曾 栓塞袁圆 例采用

韵灶赠曾 结合微弹簧圈栓塞遥 所有患者随访 远 个月耀猿 年遥 结果院圆 例压颈治疗患者症状体征完全消失袁远 个月后复查 阅杂粤 见瘘已消

失袁源 例经动脉入路治疗患者瘘口完全闭塞袁源 例经静脉入路患者中 猿 例瘘口完全闭塞袁员 例有轻度残留袁但症状好转遥 结论院海

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的临床表现以眼部症状为主袁易误诊遥 供血单纯尧流量低的患者可通过压颈治疗治愈遥 血管内栓塞治疗
安全尧效果好袁应根据 阅杂粤 表现个体化选择栓塞入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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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渊糟葬增藻则灶燥怎泽 泽蚤灶怎泽 凿怎鄄

疗方法袁每天压迫 源 次袁每次压迫时间 员缘 皂蚤灶 以上遥

静脉瘘的一种类型袁发病率仅次于侧窦区硬脑膜动

估计微导管可以到达瘘口的患者经动脉途径栓塞遥

则葬造 葬则贼藻则蚤燥增藻灶燥怎泽 枣蚤泽贼怎造葬袁悦杂阅粤灾云冤 是颅内硬脑膜动
静脉瘘袁占颅内硬脑膜动静脉瘘的第 圆 位袁由于海绵
窦特殊的解剖特点袁悦杂阅粤灾云 的诊断和治疗有其特
殊性袁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二院神经外科从 圆园园缘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远 月收治 员园 例海绵窦区硬脑膜动
静脉瘘患者袁现报告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员园 例患者袁男 圆 例袁女 愿 例袁年龄 猿员耀苑园 岁袁平均

缘园援愿 岁袁均无明确颅脑外伤病史遥 表现为眼球充血 怨

例袁源 例伴有轻度突眼袁猿 例有颅内杂音袁复视 源 例袁视
力下降 猿 例袁员 例有左眼上睑下垂及左眼外展受限袁
无颅内出血或鼻腔出血遥 病程为 圆耀员园 个月袁平均 源援缘

个月遥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渊阅杂粤冤表现院按照 月葬则则燥憎 分
型 袁悦 型渊单纯颈外动脉供血冤缘 例袁阅 型渊兼有颈外
咱员暂

对 源 例以颈外动脉供血或以颈外动脉供血为主袁且

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袁远云 导引导管送入目标血管袁
全身肝素化袁 根据 阅杂粤 表现选择合适动脉入路袁猿 例
选择脑膜中动脉分支入路袁员 例选择脑膜副动脉入

路袁经导引导管将 耘糟澡藻造燥灶员园渊耘灾猿袁美国冤或 皂葬则葬贼澡燥灶
渊耘灾猿袁美国冤微导管超选至接近瘘口处袁并楔入供血

动脉袁导引导管退至颈总动脉作路图监测袁以防 韵灶赠曾
经危险吻合进入颈内动脉袁 采用注射原弥散原凝固原停

顿原注射的方法缓慢注入 韵灶赠曾员愿渊耘灾猿袁美国冤进行栓

塞袁对双侧颈动脉供血的患者可在对侧颈动脉同时放
置造影管以术中造影监测瘘口栓塞情况遥对于 源 例兼
有颈内尧颈外动脉供血袁特别是双侧供血的患者袁采用
经静脉入路栓塞袁均采用经岩下窦入路遥 气管插管全
身麻醉后股动脉及股静脉分别置入 远云 导管鞘袁 造影
管插入颈外或颈内动脉术中实时选择性造影监测袁导
引导管插至颈内静脉颈静脉球近心端袁耘糟澡藻造燥灶员园 微

动脉及颈内动脉脑膜支供血冤缘 例遥 引流方式院所有患

导管经岩下窦进入海绵窦袁员 例早期病例采用可脱性

并岩下窦引流 远 例袁合并皮层静脉引流 员 例遥

填充海绵窦袁圆 例采用 耘阅悦 结合 韵灶赠曾 栓塞遥 所有患

者均有眼静脉引流袁单纯眼静脉引流 猿 例袁眼静脉合
员援圆

方法

本组病例均经 阅杂粤 确诊为 悦杂阅粤灾云袁所有病例

均行双侧颈内尧颈外动脉及双侧椎动脉正侧位造影袁
明确供血动脉尧瘘流量尧引流静脉情况遥 对 圆 例供血
单纯尧流量低的病例采用压迫颈动脉 员耀圆 个月的治

微弹簧圈渊耘阅悦冤填塞海绵窦袁员 例病例单独注射 韵灶赠曾
者术后门诊临床随访 远 个月耀猿 年袁 有 远 例患者术后
猿耀远 个月复查 阅杂粤遥
圆

结 果
圆 例压颈治疗患者 圆 个月后症状体征消失袁远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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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后复查 阅杂粤 瘘口已完全闭塞袁无静脉早显袁完全

入路治疗患者术后即刻瘘口完全闭塞渊图 员冤袁源 例经

眼球充血患者在术后 员 周内充血消退袁突眼在 圆 周

微弹簧圈栓塞患者有轻度残留袁猿 年后复查 阅杂粤 左

治愈遥 猿 例有颅内杂音患者术后杂音即刻消失袁怨 例
内消退袁猿 例复视患者术后 圆 月缓解袁员 例复视未缓

解袁视力减退不同程度好转遥 阅杂粤 提示 源 例经动脉

静脉入路患者中 猿 例瘘口完全闭塞袁员 例早期采用

颈内动脉造影仍有轻度海绵窦早显袁 但左上睑下垂
及左眼外展受限缓解袁无突眼及眼球充血渊图 圆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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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院术前左颈外动脉造影可见左侧脑膜中动脉及颌内动脉终末支主供血的 悦杂阅粤灾云曰月院右颈外动脉造影也可见静脉早显曰悦院右颈内动脉脑

膜支也参与供血曰阅院经左侧脑膜动脉入路 韵灶赠曾 栓塞术后左颈外动脉造影见瘘已闭塞曰耘院栓塞术后右颈外动脉造影见瘘已消失曰云院栓塞术后右
颈内动脉造影见瘘已消失遥

图员

猿

讨

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患者经动脉入路采用 韵灶赠曾 栓塞前后 阅杂粤 图像

颌内动脉分支以及颈内动脉海绵窦段脑膜支袁 主要

论

经海绵窦前部向眼静脉引流袁或经岩下窦引流袁很少

颅内硬脑膜动静脉瘘渊阅粤灾云冤以侧窦区最为常

见袁海绵窦区为其第二好发部位 袁约占 阅粤灾云 的
咱圆暂

员员援怨豫遥 海绵窦区结构复杂袁有多组颅神经穿过袁硬
脑膜结构有丰富的动脉吻合和静脉交通袁临床表现

和治疗比较复杂遥 月葬则则燥憎 将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

瘘分为 源 型 遥 粤 型即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袁不
咱员暂

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袁月尧悦尧阅 型即本文所讨论的海
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袁又称间接型颈动脉海绵窦

瘘袁月 型为单纯颈内动脉脑膜支供血袁 比较罕见袁本
组病例仅有 悦尧阅 型患者袁男颐女比例为 圆颐愿袁年龄平
均 缘园援愿 岁袁符合文献所述以绝经期及妊娠期女性多

见的特点袁提示 悦杂阅粤灾云 的发病可能和性激素水平
有关 遥 本组 悦杂阅粤灾云 供血动脉主要为颈外动脉的
咱猿暂

向软脑膜静脉引流袁 故无明显颅高压及颅内出血症
状袁临床表现以眼部症状为主袁表现为结膜充血尧突

眼尧复视等袁部分病例表现为颅内杂音遥悦栽粤 及 酝砸粤
在部分病例可见眼上静脉增粗早显及海绵窦早显袁
可提示 悦杂阅粤灾云袁 但 悦栽粤 及 酝砸粤 阴性并不能排除
悦杂阅粤灾云袁阅杂粤 仍是确诊此病的唯一可靠手段咱源暂遥

悦杂阅粤灾云 的治疗以介入栓塞为主袁 一般不考虑

开颅手术治疗遥 对于临床症状轻微袁瘘流量小袁无危
险引流的患者可以通过压颈治疗治愈袁 本组 圆 例选
择压颈治疗患者均为单侧脑膜中动脉分支供血尧单

纯眼静脉引流且瘘口小流量低袁 症状仅为球结膜充
血袁经正规压颈治疗均取得临床及影像学治愈遥但当
患者有眼压增高尧皮层静脉或深静脉引流尧急性脑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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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院术前左颈外动脉造影见左脑膜中动脉主供血的 悦杂阅粤灾云曰月院左颈内动脉脑膜支也参与供血袁海绵窦早显扩张曰悦院右侧颈动脉造影时左

侧海绵窦也有早显曰阅院经静脉入路 耘阅悦 栓塞 猿 年后复查袁左颈外动脉造影未见瘘显影曰耘院左颈内动脉造影见仍有轻度海绵窦早显袁但临床症
状缓解曰云院右颈内动脉造影未见海绵窦早显遥

图圆

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患者经静脉入路栓塞前后 阅杂粤 图像

中或神经功能障碍尧顽固性复视尧颅内杂音尧严重头
痛等情况或压颈治疗无效袁则需进一步介入栓塞治
疗遥

本文认为 月葬则则燥憎 分型 悦 型或以颈外动脉供血

为主的 阅 型患者可以经动脉途径栓塞袁对于经静脉

慢袁 避免过度反流和推注时压力过大袁 适当停顿使

韵灶赠曾 逐渐被推入瘘口袁 不能只单纯栓塞供血动脉袁
否则栓塞效果差且易复发曰 盂特别要防止 韵灶赠曾 经

危险吻合进入颈内动脉系统产生脑栓塞的严重并发
症袁推胶前微导管造影可明确有无危险吻合存在袁术

途径微导管无法进入海绵窦的患者也适合经动脉途

中要严密监视 韵灶赠曾 的铸型情况袁 发现可疑要立即

型袁员 例为 阅 型但以颈外动脉供血为主袁微导管超选

侧供血的患者可在对侧颈动脉放置造影管术中实时

径栓塞遥 本组 源 例经动脉入路栓塞患者 猿 例为 悦

进入接近瘘口的供血动脉袁其中 猿 例选择脑膜中动

脉分支入路袁员 例选择脑膜副动脉入路袁 均采用

颈内动脉造影明确 韵灶赠曾 有无接近颈内动脉曰 榆双
造影监测瘘口闭塞情况遥

近年来袁 经静脉入路填塞海绵窦成为治疗 悦杂鄄

韵灶赠曾员愿 栓塞袁术后立即造影即可见瘘已闭塞袁无明

阅粤灾云 的首选治疗方法 咱苑暂袁本文认为静脉入路主要

动脉入路往往仅能栓塞供血动脉袁由于侧枝循环存

量的 悦杂阅粤灾云袁且岩下窦发育良好者袁尤其是双侧供

显并发症遥 早期由于栓塞材料及微导管的限制袁经
在易导致瘘复发袁瘘口闭塞率相对较低遥 近年来袁由
于微导管及栓塞材料的进步以及 韵灶赠曾 的良好非黏
附特性袁 采用 韵灶赠曾 经动脉入路有较多栓塞成功的
报道

遥 采用动脉入路应注意院淤由于存在反流的

咱缘原远暂

风险袁一般不选择颈内动脉脑膜支入路袁尽量选择较
为平直易进入的颈外动脉硬脑膜分支作为微导管进
入途径曰于微导管头应尽量接近瘘口袁推注时要缓

适用于 阅 型袁兼有颈内尧颈外系统供血的复杂高流
血者袁以及 月 型患者遥 若经动脉入路微导管无法成

功超选接近瘘口袁也可改行静脉入路遥主要途径为经
岩下窦或经面静脉原眼上静脉入路袁 特别是经股静
脉原颈内静脉原岩下窦入路是经静脉入路的重要途

径 咱愿暂遥 本组 源 例均为 阅 型患者袁 经股静脉原颈内静
脉原岩下窦入路袁栓塞材料采用 韵灶赠曾尧微弹簧圈或二

者结合遥经静脉入路需要注意的是院术前应充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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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下进行袁韵灶赠曾 应从最远端开始注射袁 注射时尽量

咱员暂

缓慢袁必要时停顿袁再注射袁让 韵灶赠曾 在海绵窦内充

分弥散袁尽量在海绵窦内形成铸型袁否则可能形成新
的皮质静脉引流袁增加颅内出血风险遥 对高流量的
瘘可应用微弹簧圈在海绵窦内形成野骨架冶再注入

咱圆暂

韵灶赠曾袁以防止 韵灶赠曾 进入引流静脉遥 栓塞过程中可通
静脉入路的并发症主要是海绵窦内颅神经受压及填
塞物直接刺激可能造成颅神经功能障碍袁导管尧导丝
插入时可能造成岩下窦穿破遥 本组除 员 例在注射
韵灶赠曾 时引起一过性心动过缓外袁 未出现其他并发

症遥 经静脉入路栓塞的治疗难点在于由于海绵窦内

咱猿暂
咱源暂

完全栓塞袁但术后突眼尧复视等临床症状缓解袁猿 年
后复查阅杂粤 左颈内动脉造影时仍可见少许海绵窦

咱缘暂
咱远暂

早显袁临床症状无复发袁阅杂粤 表现无恶化袁若采用微
弹簧圈结合 韵灶赠曾 栓塞也许效果更佳遥

综上所述袁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的临床表

咱苑暂

现以眼部症状为主袁易误诊袁但预后较好遥供血单纯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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