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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比较脑磁图渊酝耘郧冤和脑电图渊耘耘郧冤在癫痫诊治中的价值及影响因素遥方法院回顾性分析 源员 例临床诊断的癫痫患者袁

源员 例患者均行 酝耘郧尧耘耘郧 检查袁比较两种检查方法的阳性率及影响因素遥 结果院酝耘郧 检出癫痫波阳性率为 苑猿豫渊猿园 辕 源员冤袁耘耘郧 检出

癫痫波阳性率为 猿苑豫渊员缘 辕 源员冤曰病程跃缘 年的 酝耘郧 阳性率渊怨圆豫冤明显高于病程约缘 年的 酝耘郧 阳性率渊源猿援苑缘豫冤曰发病年龄约猿园 岁的

酝耘郧 阳性率渊怨园援缘豫冤明显高于年龄跃猿园 岁的 酝耘郧 阳性率渊缘缘豫冤曰年龄约猿园 岁的 耘耘郧 阳性率渊缘苑援员豫冤明显高于年龄跃猿园 岁的
耘耘郧 阳性率渊员缘豫冤曰特发性癫痫与继发性癫痫的 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曰采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方法分析显示年龄
是 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性率的独立影响因素袁年龄越小袁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性率越高遥 结论院酝耘郧 检测阳性率明显较 耘耘郧 高曰罹患癫痫

的病程长短对 酝耘郧 阳性率有影响袁 但对 耘耘郧 阳性率没有影响曰 患者发病年龄对 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性率均有显著影响袁 年龄是

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性率的独立影响因素曰而癫痫病因分类对 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性率无显著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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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磁图渊酝耘郧冤和脑电图渊耘耘郧冤通过记录电生理
结果来确定异常放电的存在和部位袁酝耘郧 是目前公
认最灵敏的无创性致痫灶定位技术袁它的灵敏度及
精确度高于 耘耘郧咱员暂遥 目前关于 酝耘郧 与 耘耘郧 定位癫
痫灶敏感性报道不一袁影响其敏感性因素的探讨较
少遥 本研究对南京脑科医院尧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
京医院尧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圆园员员耀圆园员圆 年收治的
源员 例癫痫患者的 酝耘郧 和 耘耘郧 资料进行总结袁评估
其在癫痫诊断中应用价值袁 初步探讨 酝耘郧尧耘耘郧 的
影响因素遥
员 资料与方法
员援员 资料
收集 圆园员员耀圆园员圆 年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
医院尧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尧江苏省省级机关
医院神经内科门诊及住院治疗的 源员 例癫痫患者的
临床资料曰对所入选资料行回顾性分析遥 本组共 源员
例患者袁所有患者的病史均详实袁所有患者均行头颅
核磁共振渊酝砸陨冤尧耘耘郧 及 酝耘郧 检查袁所有患者的诊
断及发作类型均由经验丰富的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或主任医师确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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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所有患者均由西门子公司的 猿援园栽 酝砸陨 行头颅
酝砸陨 平扫遥 患者均行 耘耘郧 检查袁 按 员园 辕 圆园 系统安置
员远 导联以上头皮 耘耘郧袁 其中 员源 例同时加做蝶骨
电极描记曰以棘波尧尖波尧棘渊尖冤原慢复合波和爆发
性高幅慢波节律尧棘节律尧快节律波为癫痫波遥 源员
例患者均行 酝耘郧 自发性脑生物电磁信号描记袁并
将 酝耘郧 结果与 酝砸陨 数据叠加重建袁生成磁源性影
像渊皂葬早灶藻贼蚤糟 泽燥怎则糟藻 蚤皂葬早蚤灶早袁酝杂陨冤袁对发作间期棘波
进行采集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各因素对检测方法阳性率的影响采用 字圆 检验袁多
因素分析采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袁采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软件
包处理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一般资料
本组癫痫患者共 源员 例袁其中男 猿员 例袁女 员园 例袁
年龄渊猿员援远 依 员远援苑冤岁遥 痫性发作病史 猿 澡耀圆圆 年袁发
作频率 员园耀员园园 余次 辕 月遥
圆援圆 临床诊断
本组患者中袁特发性癫痫 员怨 例袁继发性癫痫 圆圆
例曰其中袁海马硬化 源 例袁外伤性癫痫 员 例袁松果体
瘤 员 例袁脑胶质瘤继发癫痫 猿 例袁脑膜瘤继发癫痫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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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袁 海绵状血管瘤继发癫痫 愿 例袁 囊肿继发癫痫 圆
例袁脑发育不良 圆 例遥
本组患者按发作类型分院单纯部分性发作 猿 例尧

单纯部分性发作继发全身性发作 源 例尧复杂部分性
发作 猿 例尧 复杂部分性发作伴全身强直原阵挛性发
作 怨 例尧 全身强直原阵挛性发作 员苑 例尧 强直发作 员
例尧肌阵挛发作 员 例尧失神发作 员 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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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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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字圆 越 远援缘远苑袁孕 越 园援园员冤曰同样袁发病年龄对 耘耘郧 阳性

率有显著影响袁发病年龄越小袁耘耘郧 阳性率越高渊字圆越
苑援愿源圆袁孕 越 园援园园缘袁表 圆冤遥
圆援猿援猿

癫痫病因对 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性率的影响
经行列表卡方检验提示院 特发性癫痫与继发
性癫痫之间 酝耘郧 阳性率无显著差异 渊字圆越 圆援员怨愿袁孕越
园援员猿愿冤曰同样袁特发性癫痫与继发性癫痫之间 耘耘郧 阳

圆援猿 酝耘郧 与 耘耘郧 检出癫痫波的阳性率及影响因素

性率无显著差异 渊字圆越 园援源远缘袁孕越园援源怨缘袁表 猿冤遥

性检出率 猿苑豫遥
圆援猿援员 病程长短对 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性率的影响

多因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袁 结果显示袁 年龄是 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性率的的独立影响因素 渊孕 均 约 园援园缘袁表

本组 源员 例患者中袁猿园 例患者 酝耘郧 检出癫痫
波袁 阳性率为 苑猿豫曰员缘 例患者 耘耘郧 检出癫痫波袁阳
经行列表卡方检验提示院 病程长短对 酝耘郧 阳
性率有显著影响袁病程越长袁酝耘郧 阳性率越高渊字圆 越
源援缘园源袁孕 越 园援园猿源冤曰 而病程长短对 耘耘郧 阳性率没有
显著影响渊字圆越 园援猿圆圆袁孕 越 园援缘苑园袁表 员冤遥
圆援猿援圆 发病年龄对 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性率的影响
经行列表卡方检验提示院 发病年龄对 酝耘郧 阳
性率有显著影响袁 发病年龄越小袁酝耘郧 阳性率越高
表 2 MEG 及 EEG 阳性率与发病年龄关系 [n渊%）]
项目
MEG
EEG
表4
因素
性别
年龄
病因
病程

猿 讨

结果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30 岁
02（9.50）
19（90.50）
09（42.90）
12（57.10）

>30 岁
09（45.00）
11（55.00）
17（85.00）
03（15.00）

MEG 与其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n渊%）]
B
-1.897
-0.119
-4.214
0.150

S.E.
1.554
0.056
2.729
0.097

P值
0.222
0.033*
0.123
0.125

OR
0.150
0.888
0.015
1.162

95% CI
0.007～3.153
0.796～0.990
0.000～3.112
0.960～1.406

论

作为不同的神经电生理技术袁耘耘郧 和 酝耘郧 能
直接测量神经活动的电磁信号袁记录与某一特定事
件相关的脑电事件相关电位和脑磁事件相关磁场袁
具有毫秒级的高时间分辨率优势袁能够提供其他神
经影像技术不能获得的神经生理学资料遥 耘耘郧 能进
行长时间的描记袁并能检测到睡眠和清醒期的脑电
活动曰而 酝耘郧 仅能行发作间期的检查渊即测定棘波
源区冤袁难以在发作期进行检查遥 酝耘郧 和 耘耘郧 对于
探测发作间期癫痫波是互补的袁酝耘郧 选择性检测大
脑神经元顶树突渊切向冤细胞内电流偶极子所产生的
磁场袁而 耘耘郧 对检查辐射向电活动更具优势遥

圆援猿援源

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性率的影响因素
将发病年龄尧性别尧病程长短尧病因进行非条件

源尧缘冤遥 年龄越小袁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性率越高遥

表 1 MEG 及 EEG 阳性率与病程关系 [n渊%）]
项目
MEG

结果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EEG
表3

EEG

因素
性别
年龄
病因
病程

>5 年
02（8.00）
23（92.00）
15（60.00）
10（40.00）

MEG 及 EEG 阳性率与癫痫发作类型关系 [n渊%）]

项目
MEG

表5

≤5 年
09（56.25）
07（43.75）
11（68.75）
05（31.25）

结果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特发性癫痫
03（15.80）
16（84.20）
11（57.90）
08（42.10）

继发性癫痫
08（36.40）
14（63.60）
15（68.20）
07（31.80）

EEG 与其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n渊%）]
B
0.147
-0.072
-0.116
-0.029

S.E.
0.864
0.036
0.741
0.059

P值
0.865
0.042
0.875
0.620

OR
1.158
0.930
0.890
0.971

95% CI
0.213 ～6.297
0.868～0.997
0.208～3.805
0.865～1.090

临床研究表明 酝耘郧 定位致痫灶灵敏度高咱员原源暂遥
与 耘耘郧 相比袁酝耘郧 的突出优点是定位致痫灶更为
直接和准确袁因为脑电数据受颅骨和各种脑组织的导
电性和形状的影响很大袁而 酝耘郧 测量的感应磁场却
能基本不受干扰地穿过颅骨和脑组织到达表面遥 耘耘郧
发作间期棘波检出的阳性率不高袁 其原因为头皮
耘耘郧 检测受颅骨和各种脑组织的导电性和形状的影
响很大袁 大脑镰两侧近中线皮层额叶底面皮层及脑沟
中的癫痫波不易检测到曰此外 耘耘郧 检测阳性率与病灶
体积大小有关袁 通常皮层病灶在 远耀员园 糟皂圆 时 耘耘郧 阳
性率较高咱缘原远暂袁而 酝耘郧 可定位皮层 猿耀源 糟皂圆 的病灶咱苑暂遥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 源员 例临床诊断癫痫患者中
仅 猿园 例 患 者 酝耘郧 检 查 发现 癫痫 波 袁 阳 性 率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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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变荣等院脑磁图与脑电图阳性率的影响因素探讨

苑猿豫袁 与国外文献报道的 酝耘郧 阳性率基本吻合咱苑暂遥

员员 例临床诊断癫痫患者 酝耘郧 检查未检测到癫痫
波遥 其一袁可能与 酝耘郧 检查记录时间短袁在记录过

程中没有发作间期棘波放电有关曰其二袁临床实践中
很难应用 酝耘郧 记录发作期脑电活动袁而 酝耘郧 在发
作期定位敏感性明显优于发作间期咱愿暂遥 酝藻凿增藻凿燥增泽噪赠

等咱苑暂发现袁耘耘郧 检出癫痫波阳性率大约 源远豫袁癫痫中
心的研究显示院癫痫患者首次出现常规 耘耘郧 记录有

圆怨豫耀缘缘豫发现癫痫样放电袁定期复查 耘耘郧袁至第 源
次脑电图检查时袁怨园豫可发现癫痫样放电咱怨暂遥 本研究
显示 耘耘郧 检查发现癫痫波阳性率为 猿苑豫袁与前人研
究结果相符咱苑暂遥 本结果提示袁酝耘郧 在时间和空间分
辨上更具优势咱远袁员园暂遥
本研究提示袁 罹患癫痫的病程长短对 酝耘郧 阳

性率有影响遥 病程跃缘 年的 酝耘郧 阳性率渊怨圆豫冤明显
高于病程约缘 年的 酝耘郧 阳性率渊源猿援苑缘豫冤曰即癫痫病
程越长袁酝耘郧 阳性率越高遥 而病程长短对 耘耘郧 阳性
率没有显著影响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 发病年龄对 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
性率均有显著影响遥 约猿园 岁发病的患者 酝耘郧 阳性率
渊怨园援缘豫冤 明显高于跃猿园 岁发病的患者 酝耘郧 阳性率
渊缘缘豫冤曰约猿园 岁发病的患者 耘耘郧 阳性率 渊缘苑援员豫冤明
显高于跃猿园 岁发病的患者 耘耘郧 阳性率渊员缘豫冤曰提示
患者发病年龄越小袁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性率越高遥 采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 归 方 法 分 析 结 果 表 明 年 龄 是 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性率的独立影响因素袁 年龄越小袁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性率越高遥 刘晓燕等咱怨暂认同儿童癫痫脑电图阳
性率普遍高于成人袁癫痫样放电的发生与脑发育的不
成熟密切相关袁 儿童比成人更易出现癫痫样放电袁本
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遥
本研究提示袁 癫痫病因分类对 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
性率的影响不大遥 而癫痫综合征及不同癫痫发作类
型是否影响 酝耘郧 及 耘耘郧 阳性率袁 因为本研究涉及
样本数偏少袁暂未做统计学分析遥
总之袁耘耘郧 与 酝耘郧 在癫痫的诊断中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曰而阳性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遥深入

认识影响 耘耘郧 与 酝耘郧 阳性率的因素袁 有助于使该
检查在癫痫诊疗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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