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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研究脑挫裂伤组织的血流变化遥 方法院对 猿员 例脑外伤患者通过普通 悦栽 检查发现的脑挫裂伤病灶袁分 猿 个部

位进行研究院出血核心区尧周围低密度区尧外围密度正常区袁并选取挫裂伤对侧半球镜像区脑组织作为对照袁进行 悦栽 灌注扫描袁

分析脑 悦栽 灌注参数院局部脑血流量尧局部脑血容量尧平均通过时间遥 并以局部脑血流量约 园援员缘 皂造 辕 渊早窑皂蚤灶冤作为严重缺血的阈
值袁分析 猿 个区域的脑灌注值及严重缺血发生率遥 结果院普通 悦栽 检查共发现 源圆 处脑挫裂伤袁从挫裂伤出血核心区到外围密度
正常区脑灌注呈阶梯状逐步升高袁出血核心区和周围低密度区脑灌注较对侧镜像区明显降低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出血核心区全部发生

严重缺血袁低密度区严重缺血发生率为 缘怨援缘豫渊圆缘 辕 源圆冤袁密度正常区未发现严重缺血遥 结论院脑挫裂伤病灶区脑灌注明显降低袁出

血核心区和周围低密度区容易发生缺血坏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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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挫裂伤是脑外科的常见疾病袁挫裂伤及周围
水肿组织会引起颅内压升高而导致手术袁手术中如
何界定存活组织袁保护脑功能袁是临床医生需要考虑
的问题遥 本研究采用 悦栽 灌注扫描 渊悦栽 孕藻则枣怎泽蚤燥灶袁
悦栽孕冤对脑挫裂伤及周围组织进行研究袁从脑灌注角
度探讨这一问题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选取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神经
外科 圆园员员 年 猿 月耀圆园员猿 年 猿 月入院的脑挫裂伤患者
进行研究遥入选标准院郧悦杂渊早造葬泽早燥憎 糟燥皂葬 泽糟葬造藻冤臆愿分曰
年龄 员愿 岁以上曰无严重复合伤的单纯脑挫裂伤曰无心
脑血管病史遥 入院后均立即进行常规脑 悦栽 检查袁需要
开颅手术的立即手术袁所有患者均进重症监护病房进
行治疗袁待病情稳后 员 周内进行 悦栽孕 检查遥 共 猿员 例袁
男 圆缘 例袁女 远 例袁年龄 圆员耀缘愿 岁袁平均渊猿苑援愿猿 依 员园援猿愿冤
岁袁入院 郧悦杂 猿耀愿 分袁平均渊缘援愿远 依 员援苑缘冤分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悦栽孕 检查
采 用 杂陨耘酝耘晕杂 第 二 代 双 源 螺 旋 悦栽 渊杂韵鄄
酝粤栽韵酝 阅藻枣蚤灶蚤贼蚤燥灶 云造葬泽澡冤袁 先进行普通 悦栽 扫描袁然
后经患者肘静脉以 缘 皂造 辕 泽 高压注射非离子型对比
剂 苑园 皂造袁随后进行连续动态扫描袁层厚 缘 皂皂袁管电
压 愿园 噪灾袁管电流 员圆园 皂粤袁所获得图像装载到工作
站袁人工选择感兴趣区渊则藻早蚤燥灶 燥枣 蚤灶贼藻则藻泽贼袁砸韵陨冤袁避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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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 血 管 和 脑 沟 袁 使 用 悦栽 灌 注 处 理 软 件 渊晕藻怎则燥
孕悦栽冤袁 计算出局部脑血流量 渊则藻早蚤燥灶 糟藻则藻遭则葬造 遭造燥燥凿
枣造燥憎袁则悦月云冤尧 局部脑血容量 渊则藻早蚤燥灶 糟藻则藻遭则葬造 遭造燥燥凿
增燥造怎皂灶袁则悦月灾冤和平均通过时间渊则藻早蚤燥灶 皂藻葬灶 贼则葬灶泽蚤贼
贼蚤皂藻袁则酝栽栽冤遥
员援圆援圆 脑挫裂伤区的研究
对普通 悦栽 发现的脑挫裂伤病灶袁 在挫裂伤范
围最大的层面袁人工选择 猿 个部位测量 则悦月云尧则悦月灾
和 则酝栽栽咱员暂院淤挫裂伤出血核心区渊悦栽 典型表现为天女
散花状高低密度混杂区袁 避开大片高密度血肿区冤曰
于挫裂伤周围的低密度区曰盂低密度区外缘 员 糟皂 内
密度正常的脑组织区域遥 同时选取挫裂伤对侧半球
镜像区脑组织作为对照袁如果对侧区域有挫裂伤袁则
在远离挫裂伤部位正常脑组织区域进行测量遥
员援圆援猿 两组低密度区严重缺血的阈值
以 则悦月云约 园援员缘 皂造 辕 渊早窑皂蚤灶冤 作为发生严重缺血
的阈值咱圆暂袁观察 猿 个区域严重缺血的发生率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收集所有感兴趣区和镜像区的 悦栽孕 数值进行
统计分析袁计量资料以均值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
各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贼 检验袁 数据使用
杂孕杂杂员愿援园 软件包进行分析袁孕臆园援园缘 认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悦栽孕 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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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低密度区灌注值
与密度正常区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密

周围低密度区袁脑灌注值较镜像区明显降低渊孕 约

度正常区灌注值与对侧镜像区比较袁 差异无统计学

园援园缘冤袁表现为 则悦月云 降低袁则悦月灾 降低袁则酝栽栽 延长渊表
员冤遥 脑组织灌注从挫裂伤出血核心区到周围密度正
悦栽孕 参数
则悦月云咱伊员园原圆 皂造 辕 渊早窑皂蚤灶冤暂
则悦月灾渊伊员园原圆 皂造 辕 早冤
则酝栽栽渊泽冤

学

常区逐步升高渊图 员冤袁出血核心区灌注值与低密度区

伤遥 进行 悦栽孕 的时间为伤后当天至 缘 凿袁平均 圆援源远 凿遥
悦栽孕 检查发现袁 在脑挫裂伤出血核心区和挫裂伤

表员

大

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圆援圆 脑挫裂伤 猿 个区域严重缺血的发生率

脑挫裂伤及周围组织脑灌注的 悦栽孕 参数

出血核心区
猿援园苑 依 圆援怨苑鄢裕
园援远远 依 园援圆愿鄢裕
愿援圆苑 依 员援愿圆鄢裕

周围低密度区
员愿援远圆 依 愿援圆苑鄢吟
园员援源员 依 园援怨缘鄢吟
园远援园圆 依 猿援源源鄢吟

与镜像区比较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曰与周围低密度区比较袁裕孕 约 园援园缘曰与密度正常区比较袁吟孕 约 园援园缘遥

周围密度正常区
源猿援缘猿 依 源援愿缘
园猿援园员 依 园援源源
园猿援怨员 依 园援猿愿

粤

渊x 依 s冤

镜像区
源圆援远苑 依 缘援愿源
园猿援员缘 依 园援圆怨
园源援园圆 依 园援猿员

月

粤院普通脑 悦栽袁脑挫裂伤病灶各区域的划分遥葬院挫裂伤出血核心区曰遭院挫裂伤周围低密度区曰糟院挫裂伤周围密度正常区域遥月院脑血流量图袁可

见从出血核心区到周围密度正常区袁脑血流逐步升高遥

图员

猿愿 岁男性患者受伤后 猿 凿 普通 悦栽 和脑血流量检查结果

源圆 处脑挫裂伤灶的出血核心区全部发生严重
缺血袁 周围低密度区严重缺血发生率为 缘怨援缘豫渊圆缘 辕
源圆冤袁周围密度正常区未发现严重缺血遥
猿 讨

论

脑外伤后脑组织发生低灌注对治疗和预后有重
要影响咱猿暂遥 目前对脑挫裂伤后挫裂伤及周围组织的
血流变化尚缺乏深入研究遥 为此袁 本研究采用 悦栽孕
对脑挫裂伤病灶区进行研究遥 通过检查发现袁在脑
挫裂伤的出血核心区和周围低密度区袁脑灌注有显
著降低袁从挫伤出血核心区到周围密度正常区袁脑灌
注呈阶梯状逐步升高遥 在核心区袁则悦月云 非常低袁平均
只有渊猿援园苑 依 圆援怨苑冤伊员园原圆 皂造 辕 渊早窑皂蚤灶冤袁在挫裂伤周围
组织脑灌注也明显降低袁随着离核心区的距离加大袁
脑灌注逐步升高袁在周围正常密度区恢复正常遥
引起挫裂伤周围组织低灌注的原因很复杂袁在
挫裂伤周围袁由于受伤脑胶质细胞肿胀和白细胞堵
塞袁造成微血管堵塞袁会引起血流降低咱源暂袁同时颅内
损伤出血后继发的血肿分解产物刺激炎症反应尧补

体反应等因素会造成严重的继发性损伤袁 导致脑组
织代谢降低袁也会引起脑血流减少咱缘原愿暂遥
脑挫裂伤及周围组织灌注降低的水平是否达
到了缺血坏死袁同样是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遥 如何
界定脑挫裂组织缺血坏死的阈值袁一直是讨论的话
题咱圆袁苑袁怨暂遥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袁与脑梗死相似袁在脑
挫裂伤中同样存在野外伤性半影区冶袁在半影区内组
织存在低灌注袁面临继发性缺血损伤风险咱远原苑袁员园暂遥 脑
挫裂伤后袁正确判断脑组织的灌注状况袁对治疗和预
后有巨大的价值遥
在既往的挫裂伤缺血研究中袁 多采用脑梗死研
究中的生理数据作为参数咱员员原员圆暂遥 虽然梗死和挫裂伤
有一些相同的机制袁如炎性反应等袁但两种机制是不
尽相同的遥 脑梗死是大脑大动脉或终末动脉支发生
急性堵塞袁造成脑组织急性缺血袁在缺血中心区数分
钟内就会发生神经元死亡袁 通常导致边界很清的缺
血区和周围半影区遥 而脑挫裂伤组织由于机械性损
伤和继发性损伤导致脑灌注下降袁 但同时在挫裂伤
周围组织氧代谢严重抑制袁此时虽然灌注降低袁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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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一定有脑缺血咱愿暂遥 相反袁如果由于兴奋性毒性

物质导致代谢升高袁则即使灌注正常袁也可能发生脑
缺血遥 所以袁把梗死中的脑血流阈值简单移植于脑
挫裂伤并不十分恰当遥
对脑挫裂伤灌注阈值已有一些研究袁但结论尚
不统一咱怨暂遥 悦怎灶灶蚤灶早澡葬皂 等咱圆暂指出对脑挫裂伤组织可

以采用 则悦月云约 园援员缘 皂造 辕 渊早窑皂蚤灶冤 作为不可逆性缺血
损伤的阈值袁这虽然牺牲了一定的敏感度渊源猿豫冤袁但
有较高的特异度渊怨缘豫冤遥 脑挫裂伤常涉及很多脑功
能区袁以 园援员缘 皂造 辕 渊早窑皂蚤灶冤为阈值可以减少误诊率袁

特别是在确定手术范围时袁本研究也以此作为严重
缺血的阈值遥 检查发现袁在脑挫裂伤的出血核心区袁
脑组织均处于严重缺血状态袁而在挫裂伤周围的低
密度区袁严重缺血发生率为 缘怨援缘豫袁说明挫裂伤周围

有相当多的脑组织也处于严重缺血状态遥
脑挫裂伤周围组织是否存在缺血性损伤袁目前
仍有争议咱员猿原员源暂遥 悦澡蚤藻则藻早葬贼燥 等咱员猿暂认为在挫伤周围组织
中发生严重缺血的比率不高袁而且脑灌注会随着时
间逐步恢复袁因而提出手术只要清除出血核心即可袁
周围低密度组织是水肿性的袁是有活力的袁不必切
除遥 本研究未进行 悦栽孕 的动态检查袁但根据以往的
研究袁挫裂伤周围组织由于血块分解产物尧自由基尧
炎症反应等引起的继发性损伤袁产生恶性循环袁导致
脑挫裂伤区域随着时间延长逐步扩大咱员袁远暂遥 所以对脑
挫裂伤周围组织的灌注变化应高度重视袁如果发现
严重的脑缺血损伤袁必要时应及时手术切除挫伤周
围无活力组织袁这有助于减少毒性物质的释放袁阻断
恶性循环袁减轻继发性损伤袁从而保护有活力的组
织遥 增燥灶 韵藻贼贼蚤灶早藻灶 等咱员缘暂发现袁随着离挫裂伤核心区的
距离增大袁脑血流量会逐步上升至正常袁在距挫裂伤
出血核心区外 员 糟皂袁 脑血流量达到 园援员缘 皂造 辕 渊早窑
皂蚤灶冤袁这提示手术仅切除出血灶是不够的袁在挫裂伤
出血核心区外缘 员 糟皂 区域内仍是缺血坏死的发生
范围袁手术时用这个值作为指导袁可以在尽可能保留
脑组织的同时去除坏死病灶袁减轻继发性损伤袁对患
者有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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