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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程视频脑电图监测对睡眠相关性癫痫的诊断价值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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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神经内科袁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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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员园园圆怨冤

咱摘 要暂 目的院分析长程视频脑电图渊增蚤凿藻燥 藻造藻糟贼则燥藻灶糟藻责澡葬造燥早则葬皂袁灾耘耘郧冤监测对睡眠相关性癫痫的诊断价值遥 方法院对 圆园员猿年
苑 月要圆园员源 年 员员 月收集的 员员怨 例睡眠相关性癫痫患者的 灾耘耘郧 及常规脑电图渊则燥怎贼蚤灶藻 藻造藻糟贼则燥藻灶糟藻责澡葬造燥早则葬皂袁砸耘耘郧冤进行回顾

性分析遥 结果院本组患者 砸耘耘郧 监测的总异常检出率为 猿猿援远员豫袁灾耘耘郧 监测的总异常检出率为 怨愿援猿圆豫袁两种方法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字圆越员园怨援愿猿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遥 砸耘耘郧 监测的痫样放电检出率为 员愿援源怨豫袁灾耘耘郧 监测的痫样放电检出率为 愿缘援苑员豫袁两种方法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圆越员园苑援苑缘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遥 砸耘耘郧 监测本组患者无临床事件发生袁灾耘耘郧 监测中有 源圆 例患者记录到临床事
件遥 结论院灾耘耘郧 监测显著提高痫样放电的检出率袁更好地监测睡眠中的痫样放电尧发作期脑电及发作期临床表现袁对睡眠相关
性癫痫的诊断及明确发作类型具有重要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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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释的尿失禁袁睡眠期间异常运动曰于苑缘豫的癫痫

以上的癫痫患者 遥 睡眠觉醒节律对癫痫发作有明

在睡眠期间发生曰盂至少包含 圆 项特征性表现曰榆没

眠有关遥 由于临床症状不典型尧常规脑电图渊则燥怎贼蚤灶藻

不能满足任何其他睡眠障碍遥 入组的全部病例均无

咱员暂

显影响遥 临床上约 圆缘豫的癫痫患者的癫痫发作与睡

藻造藻糟贼则燥藻灶糟藻责澡葬造燥早则葬皂袁砸耘耘郧冤的局限性等诸多因素袁
睡眠相关性癫痫常被误诊为睡眠障碍尧抑郁症等其

他疾病袁延误了抗癫痫治疗遥 本研究收集了 圆园员猿 年

有躯体或精神障碍可以解释这些症状曰 虞这些症状
躯体和精神障碍及睡眠障碍等既往史遥

入组的 员员怨 例符合睡眠相关性癫痫诊断的患者

中袁男 远源 例袁女 缘缘 例袁年龄 源耀苑苑 岁袁起病年龄 员耀苑远 岁袁

苑月要圆园员源 年 员员 月在南京脑科医院神经内科诊治的

病程 员 个月耀源员 年遥 对所有病例的 灾耘耘郧 及 砸耘耘郧

藻造藻糟贼则燥藻灶糟藻责澡葬造燥早则葬皂袁灾耘耘郧冤监测及临床资料袁分析

员援圆

员员怨 例睡眠相关性癫痫患者的长程视频脑电图渊增蚤凿藻燥
灾耘耘郧 在睡眠相关性癫痫诊断中的价值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采用 圆园员猿 年 苑 月要圆园员源 年 员员 月就诊于南京

医科 大学 附 属 脑 科 医 院 神 经 内 科 尧 并 且 行 圆源 澡

监测结果进行分析遥
方法

采用澳大利亚康迪渊悦燥皂责怎皂藻凿蚤糟冤视频脑电监

测系统对所有患者进行至少 圆源 澡 的 灾耘耘郧 监测袁严

格按照国际 员园原圆园 系统电极法安放电极袁选择耳电
极或乳突电极为参考电极遥 监测开始时嘱患者安静
闭目坐位袁记录背景脑电遥 员园 皂蚤灶 后进行睁闭眼试

验尧过度换气试验及闪光刺激袁每次试验均待背景脑电

灾耘耘郧 监测袁 符合睡眠相关性癫痫诊断的 员员怨 例患

恢复后进行遥诱发试验均结束后袁记录患者安静闭目坐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燥枣 杂造藻藻责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袁粤粤杂酝冤修订的睡眠障

录结束后袁嘱患者平卧袁进行至少 圆源 澡 的 灾耘耘郧 监

燥则凿藻则泽袁陨悦杂阅冤 修订版对睡眠期间癫痫发作制定详细

床表现及发生时间袁 监测过程中至少包含 员 次完整

者 遥 根 据 圆园园员 年 由 美 国 睡 眠 医 学 协 会 渊粤皂藻则蚤糟葬

碍国际分类 渊i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c造葬泽泽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 燥枣 s造藻藻责 d蚤泽鄄

位状态下 猿园 皂蚤灶 的 砸耘耘郧袁作为自身对照遥 砸耘耘郧 记

测遥 患者或患者家属记录监测过程中出现的异常临

的诊断标准 院淤有下列主诉之一院夜间突然觉醒袁无

的睡眠周期袁 监测完毕后由从事癫痫专病临床诊治

咱基金项目暂

属记录的临床症状进行分析遥

咱圆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渊愿员源苑员猿圆源冤曰南京市医学

科技发展项目渊201108002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造蚤凿燥怎圆园园缘岳员圆远援糟燥皂

鄢

及脑电图分析工作的医师对脑电图尧 视频数据及家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用 杂孕杂杂员怨援园 统计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袁对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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赟袁葛剑青袁王凌玲袁等援长程视频脑电图监测对睡眠相关性癫痫的诊断价值咱允暂援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袁圆园员远袁猿远渊员员冤院员猿苑远鄄员猿苑愿袁员猿愿愿

砸耘耘郧 和 灾耘耘郧 检测的发作间期异常率进行比较袁

分析两组异常率有无差别曰并对发作组及无发作组
的痫样放电构成比进行比较袁分析两组痫样放电的
构成有无差别遥 对于 灶跃源园 且 栽跃缘 的数据采用 字 检
圆

验曰灶跃源园 且 员约栽约缘 的数据采用校正 字 检验曰对于 字
圆

圆

窑员猿苑苑窑

棘 波 的 儿 童 良 性 癫 痫 渊遭藻灶蚤早灶 藻责蚤造藻责泽赠 憎蚤贼澡 糟藻灶鄄

贼则燥贼藻皂责燥则葬造 泽责蚤噪藻泽袁月耘悦栽冤遥 员员怨 例患者 灾耘耘郧 监测中
有 源圆 例患者在监测过程中记录到临床事件袁其中 员 例
为临床下放电袁源员 例为痫性发作遥 对所有发作病例
的发作时间进行分析袁远 例在醒尧睡各期均监测到癫

圆

值接近 字 界值时袁 以 云蚤泽澡藻则 确切概率法进行统计遥

痫发作袁猿源 例仅在睡眠期监测到发作遥源圆 例中袁仅清

圆

果

眠芋期尧郁期冤监测到癫痫发作有 缘 例渊员员援怨豫冤袁浅

P 臆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结

圆援员

醒期监测到癫痫发作的有 圆 例渊源援愿豫冤袁深睡期渊睡
睡期渊思睡期尧睡眠玉期尧睡眠域期冤监测到癫痫发作

灾耘耘郧 和 砸耘耘郧 发作间期的比较

发作间期的异常脑电图包括背景异常及棘波尧

有 猿缘 例渊愿猿援猿豫冤袁此组病例的癫痫发作高峰时段表

现在浅睡期遥

尖波尧棘原慢复合波尧尖原慢复合波尧多棘慢波尧爆发

圆援源

脑电图 源园 例袁异常检出率为 猿猿援远员豫曰灾耘耘郧 监测到

件袁将 员员怨 例患者分为发作组及无发作组袁统计两组

性高波幅节律等痫样放电遥 本组 砸耘耘郧 监测到异常
异常脑电图 员员苑 例袁异常检出率为 怨愿援猿圆豫曰两种方法

灾耘耘郧 监测结果分析

依据 灾耘耘郧 监测过程中有无出现临床发作事

痫样放电构成比遥 监测到临床发作事件的 源圆 例为发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 越员园怨援愿猿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表 员冤遥

作组袁灾耘耘郧 共记录到痫样放电 源园 例渊怨缘援圆豫冤袁源 例

脑电图仅表现为背景异常袁 痫样放电检出率为

测到临床发作事件的 苑苑 例为无发作组袁灾耘耘郧 共记

圆

砸耘耘郧 监测中出现痫样放电 圆圆 例袁 另有 员愿 例异常

出现于睡眠期袁猿远 例醒尧睡各期均有痫样放电遥 未监

员愿援源怨豫曰灾耘耘郧 监测中出现痫样放电 员园圆 例袁 另有

录痫样放电 远圆 例 渊愿园援缘豫冤遥 其中 苑 例出现于清醒

率为 愿缘援苑员豫曰两种方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 越

电遥 比较两组患者 灾耘耘郧 监测到的痫样放电构成

员缘 例异常脑电图仅表现为背景异常袁痫样放电检出
圆

员园苑援苑缘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表 圆冤遥
表员

砸耘耘郧 和 灾耘耘郧 发作间期脑电图异常检出率的比较
咱灶渊豫冤暂

检测方法
砸耘耘郧
灾耘耘郧

异常
园源园渊猿猿援远员冤
员员苑渊怨愿援猿圆冤

字圆越员园怨援愿猿袁孕 越 员援园远伊员园原圆缘遥

表圆

圆援圆

痫样放电
园圆圆渊员愿援源怨冤
员园圆渊愿缘援苑员冤

字圆越员园苑援苑缘袁孕 越 猿援园源伊员园原圆缘遥

比袁结果有统计学意义渊孕越园援园圆圆冤袁痫样放电更易出
现于发作组渊表 猿冤遥
表猿

发作组和无发作组发作间期痫样放电比较
咱灶渊豫冤暂
组别
痫样放电
无痫样放电
发作组
源园渊怨缘援圆冤
圆渊源援愿冤
远圆渊愿园援缘冤
员缘渊员怨援缘冤
无发作组

正常
苑怨渊远远援猿怨冤
园圆渊员援远愿冤园

砸耘耘郧 和 灾耘耘郧 发作间期脑电图痫样放电检出率的

比较
检测方法
砸耘耘郧
灾耘耘郧

期袁源 例出现于睡眠期袁缘员 例醒睡各期均有痫样放

咱灶渊豫冤暂
非痫样放电
怨苑渊愿员援缘员冤
员苑渊员源援圆怨冤

灾耘耘郧 中发作间期痫样放电出现的时相

本组 员员怨 例患者的 灾耘耘郧 中袁 有 愿苑 例醒睡各

期均可见到痫样放电袁愿 例痫样放电主要出现在睡

眠期袁苑 例痫样放电主要出现在清醒期袁员缘 例仅表现
为背景异常袁圆 例发作间期表现阴性遥 睡眠期出现发

字圆越源援苑怨袁孕越园援园圆怨袁因接近 琢 值袁故用 云蚤泽澡藻则 确切概率法计算 孕越

园援园圆圆遥

猿

讨

论

睡眠周期与痫样放电及癫痫发作有着非常密切
的关系袁其对癫痫的诱发作用已受到普遍关注遥随着
人们对癫痫与睡眠关系研究的不断进展袁 睡眠相关
性癫痫的诊断及治疗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咱猿暂遥

有研究报道袁约 缘园豫的部分性癫痫患者及绝大

多数睡眠相关性癫痫患者的发作都出现在非快速眼
动渊灶燥灶则葬责蚤凿 藻赠藻 皂燥增藻皂藻灶贼袁晕砸耘酝冤睡眠期袁且局灶

作间期痫样放电更多见于思睡期尧睡眠玉期尧睡眠域

性癫痫患者的发作间期痫样放电也以睡眠期更为多

样异常放电出现频率显著减少遥

发作咱源暂遥 然而袁目前关于睡眠对癫痫影响的机制尚未

期袁快速眼动渊则葬责蚤凿 藻赠藻 皂燥增藻皂藻灶贼袁砸耘酝冤睡眠期痫

圆援猿

临床发作事件

员员怨 例患者的 砸耘耘郧 监测均未记录到临床事

件袁 其中有 远 例经 灾耘耘郧 监测诊断为有中央原颞区

见袁尤其是 晕砸耘酝 期袁而 砸耘酝 睡眠期则会抑制癫痫
得到详细阐述遥有研究表明与以下因素相关院淤神经
元广泛同步化院 由于睡眠时丘脑原皮层网状上行激
活系统对大脑皮质和边缘系统的作用减弱袁 使丘脑

窑员猿苑愿窑

南

京

医

科

皮质同步化增强袁更易出现痫样放电咱缘暂袁但清醒期的

发作间期痫样放电发生率较低袁尤其是首次发作的
初诊患者遥 癫痫灶的神经元在睡眠期对兴奋性突触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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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大 降 低 了 阳 性 检 出 率 遥 灾耘耘郧 的 记 录 时 间 较

砸耘耘郧 明显延长袁 可以记录到患者清醒要睡眠要觉
醒的完整自然周期袁 显著提高了发作间期痫样放电

的同步化神经传入是超敏的遥 在 晕砸耘酝 期袁已高度

的检出率遥 本组中袁灾耘耘郧 检出发作间期痫样放电患

入冲动介导的大脑皮质弥散性同步化为特征袁神经

出率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遥

兴奋的皮质有活化癫痫活动的倾向遥 以丘脑皮质传
元的同步化和过度兴奋是癫痫由发作间期状态转化

者 员园圆 例渊愿缘援苑员豫冤袁显著高于 砸耘耘郧渊员愿援源怨豫冤的检

由于睡眠相关性癫痫通常于夜间发作袁 不便于

为发作状态的主要因素袁同时丘脑对皮质神经元过

发现及观察袁发作症状常常不典型袁砸耘耘郧 的阳性率

度活动的应答反应也影响了睡眠纺锤波对痫样放电

不高袁诊断手段较为局限袁常被误诊为夜间发作性的

的抑 制作 用

遥 于神 经递 质院 睡眠期 乙酰 胆碱

咱缘原远暂

渊葬糟藻贼赠造 糟澡燥造蚤灶藻袁粤糟澡冤释放逐渐减少袁降低了 酌原氨基

睡眠行为障碍尧 原发性睡眠障碍或睡眠运动障碍等

非痫性发作性疾病遥 灾耘耘郧 监测不仅可以监测到一

丁酸渊早葬皂皂葬鄄葬皂蚤灶燥 遭怎贼赠则蚤糟 葬糟蚤凿袁郧粤月粤冤在 晕砸耘酝 期

个昼夜的脑电变化袁为临床提供阳性率较高的脑电

生超极化作用袁抑制了正常的网状核 郧粤月粤 能神经

床表现袁为发作类型尧发作起源的判断提供了有效

的调节作用袁 并使丘脑原皮层网状上行激活系统产

元遥 而其他单胺类神经递质对丘脑原皮层网状上行

激活系统也有类似作用遥例如袁背侧中缝核在 晕砸耘酝
期活力减低渊其在 砸耘酝 期几乎是静止的冤袁也会使
丘脑和皮层的 缘原羟色胺释放减少遥 这些神经递质的
变化对于睡眠期丘脑原皮层网状上行激活系统的调
节非常重要

遥 盂腺苷院睡眠期腺苷水平的变化也

咱苑原怨暂

和癫痫密切相关遥 腺苷具有一定抗癫痫作用袁而腺

数据袁还可以通过同步视频监测捕捉到发作期的临
的视频数据遥 如本组 源圆 例 灾耘耘郧 记录到临床事件

的患者中袁员 例为临床下放电袁源员 例为痫性发作袁
其中部分继发全面性发作 员缘 例尧复杂部分性发作

圆园例尧简单部分性发作 猿 例尧肌阵挛发作 员 例尧全面
性发作 员 例尧 部分继发全面性发作垣复杂部分性发
作 员 例遥

综上所述袁 对于睡眠相关性癫痫患者袁 尤其是

苷激酶渊葬凿藻灶燥泽蚤灶藻 噪蚤灶葬泽藻袁粤阅运冤则具有相反作用咱员园暂遥

砸耘耘郧 阴性的患者袁灾耘耘郧 可以更好地监测睡眠中

苷水平显著降低遥 由此可能导致睡眠玉期及域期阶

性癫痫患者的诊断尧治疗尤为重要袁极大避免了漏诊

段癫痫发作的阈值降低袁更易出现癫痫发作遥 而在

及误诊的发生遥

在正常情况下袁入睡后 粤阅运 水平显著升高袁同时腺

砸耘酝 期袁丘脑皮层的同步化作用受到抑制袁半球间

的冲动通过胼胝体的传播强度减弱袁导致了痫样放
电传播的抑制和骨骼肌的松弛袁使癫痫发作及发作
间期放电受到抑制咱缘暂遥 此外袁褪黑激素咱员员暂尧皮质醇尧生

长激素和催乳素等呈昼夜节律分泌的内分泌激素也
和癫痫发作有一定相关性咱员圆暂遥

由此可见袁 记录完整的睡眠周期 耘耘郧 对于夜间

发作的睡眠相关性癫痫的诊断尤为重要遥孕葬增造燥增葬 等咱员猿暂
用动态脑电图监测患者癫痫发作时间袁发现额叶癫

的痫样放电尧发作期脑电图及临床表现袁对睡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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