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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神经颅内段的血液供应
文红波１，袁贤瑞２
（１益阳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湖南益阳４１３０００；２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０８）
摘要：

目的本研究通过对三叉神经（颅内段）血供的观察，为与三叉神经相关的疾病的手术及术中止血

提供临床解剖学资料。方法在手术显徽镜下对２０傩成人尸头标本进行三叉神经颅内段的显徽解剖研究．观察
其血供。结果三叉神经（颅内段）的血供来源广泛，其中三叉神经根的血供主要来源于小脑前下动脉（占７０％）、
脑桥上外侧动脉（占５５％）、小脑上动脉（占４５％）、脑桥下外侧动脉（１５％）；三叉神经节的血供主要来自海绵窦下
外侧动脉（占７５％），当下外侧动脉不发达或缺如时，则主要来自脑膜垂体干的外侧支（占３０％）；眼神经近段血供
主要来自海绵窦下外侧动脉后支（占５５％），远段主要来自海绵窦下外俩动脉前支（占７５％）；上顾神经近段血供主
要来自海绵窦下外侧动脉，远段来自上颁动脉的分支翼腭动脉和颞深中动脉、脑膜中动脉；下颌神经主要由颈外动
脉的分支脑膜中动脉和颡深中动脉供血。结论三叉神经根的滋养动脉主要来源于基底动脉的分支，三叉神经节
和其三大分支可同时接受颈内、颈外动脉分支供血，在涉及三叉神经的手术时，既要防止损伤其滋养动脉，又要考
虑病灶血供来源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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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神经是人体内仅次于视神经的第二大颅神

全程（颅内段）的血供研究较少，为正确处理三叉神

经，其行程十分复杂。因三叉神经行程长、分支多、
分布广、解剖复杂…，因而出现病变的机会较其他

经本身或其周围结构的病变以及在颅底手术时防止
损伤三叉神经，本研究对三叉神经血供作了较为详

颅神经多见。以往文献对三叉神经血供的报道以根

尽的应用显微解剖学探讨。

部的解剖多见【２～“，而对结合颅底外科的三叉神经
１材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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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３例），动脉用红色乳胶灌注，沿盾弓至枕骨粗隆
上方１ ｃｍ处锯去颅顶，并去除双侧大脑半球，保留
中脑以下结构，在放大８～１６倍手术显微镜下，剖开
Ｍｅｃｋｅｌ腔，向近端追踪三叉神经根，向远端追踪三

眼神经近段的血供主要由海绵窦下外侧动脉后
支供血共１１侧，远段由下外侧动脉前支供血共１５
侧。当下外侧动脉缺如时，由脑膜垂体干的外侧支
供血共３侧；另有一侧由眼动脉的返支负责眼神经

个分支，用磨钻磨开眶上裂、圆孔、卵圆孔及翼腭窝，
观测三叉神经颅内段的血供情况，并拍照保存。标

的全程血供。

本由衡阳医学院和温州医学院解剖教研室提供。

共１１侧；其他分别来自后支的共５侧、外侧支的共

上颌神经的近段主要接受下外侧动脉前支供血
４侧；远段血供主要来自上颌动脉的分支翼腭动脉

２结果

的共８侧，其他有来自颞深中动脉３侧、脑膜中动脉
６侧、下外侧动脉的外侧支３侧、脑膜垂体动脉的分

三叉神经颅内段粗大，跨中、后颅窝，其血液供
应来源广泛。

支３侧。
下颌神经主要由来自颈外动脉的脑膜中动脉及

三叉神经根的滋养动脉主要来源于基底动脉的

颞深中动脉共同供血共１１侧，由脑膜中动脉单独供

分支（见表１），供血动脉分支大多集中在根部近段，

血的共６侧，由脑膜副动脉供血的共１侧，由颞深中

远段少见．有时有长的分支沿三叉神经根向远段延
续，甚至有极少数长的分支供应三叉神经节的血供

动脉与脑膜副动脉共同供血的２侧。

（１侧）。

３讨论

表１三叉神经根的供血动脉出现的侧数及比例

随着颅底外科和显微神经外科的不断发展，许
多海绵寞区、中颅窝底、岩斜区及桥小脑角区的疾病
获得了根治，而这些区域的手术大多要涉及三叉神
经的解剖。
三叉神经根的滋养动脉主要来源于基底动脉的
分支，１９２５年Ｆ“ｘ和Ｈｉｌｌｅｍａｎｄ第一次描述了基底
动脉脑桥支供应三叉神经根。国内徐慧君等Ｌ５ Ｊ报
道三叉动脉起自基底动脉脑桥支、小脑下前动脉和

三叉神经节的滋养动脉主要来自海绵窦下外侧
动脉，当下外侧动脉不发达或缺如时，则主要来自脑
膜垂体千的外侧支，另外三叉神经节还有部分血供
来源于脑膜中动脉、天幕动脉、颞深中动脉及脑桥下
外侧动脉的外侧支，还有一侧标本三叉神经节的部
分血供来源于眼动脉的返支（见表２）。
表２三叉神经节的供血动脉出现的侧数及比例

小脑下中动脉。Ｍｄｎｋ耐ｃ等Ｌ６ｊ研究认为三叉动脉
起源于脑桥上外侧动脉（８９．６６％）、脑桥后外动脉
（２０，６９％）、小脑上动脉（１０、３４％）、脑桥下外侧动脉
（２４．１４％）、小脑下前动脉（３．４５％）。国内王辅
等【４Ｊ研究认为三叉动脉主要起源于脑桥上外侧动
脉（８３．８８％）、小脑下前动脉（５４．８４％）、脑桥下外侧
动脉（５ｌ，６１％），各家报道不一。本组观察结果表
明，三叉神经根供血动脉主要起源于小脑前下动脉
（７０％）、脑桥上外侧动脉（５５％）、小脑上动脉
（４５％）、脑桥下外侧动脉（１５％）、还有２侧来源于颈
内动脉的海绵窦下外侧动脉（１０％），其在半月节深
面发支，向后行至三叉神经根远侧部供血。了解三
叉神经根的供血特点，可为临床上手术提供帮助，如

、

在行微血管减压治疗三叉神经痛时，既要尽可能分
离压迫三叉神经根的责任血管，又要避免损伤其滋

ｆ

养动脉，以免术中术后缺血、术后复发或产生感觉运
动障碍【４·‘’…。另外三叉神经痛的发病机制尚不清
楚，有学者认为可能与其皿液供应障碍有关，故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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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护好三叉神经根的滋养动脉。在切除后颅窝的
三叉神经鞘瘤时，＿『解其血供特点，对减少术中出血

麻痹。
中颅窝底前部或外侧发生脑膜瘤或神经鞘瘤往

有一定意义。

往与神经粘连广泛有关，涉及半月节及其三大分支，

三叉神经节的血供来源广泛。吴建东等“…研

这时肿瘤血供除来源于脑膜垂体干和海绵窦下外侧

究认为三叉神经节内侧部接受海ｈ冀下外侧动脉后
支和脑膜垂体干的天幕动脉供血，中部接受下外侧

动脉的分支（脑膜中动脉、颞深中动脉、脑膜副动脉、

动脉的前外侧支供血，外侧部由下外侧动脉的前外

翼腭动脉），这些分支的直径大多在０．５

侧支或脑膜中动脉供血。本组研究结果为：三叉神
经节的滋养动脉主要来自下外侧动脉共１５侧，但分

直径在１

动脉分支外，主要可能来源于颈外动脉发出的上颌
Ｈ１丌ｌ～

１．０破间，尤以脑膜中动脉和颞深中动脉较粗，

ｍ～１．２ ｍｍ左右，术中出血往往较多，

Ｏ

区并不明显，下外侧动脉的发育并不恒定，粗细不

要注意止血，如肿瘤血运特别丰富，术前或术中可结

等，有的甚至缺如。当下外侧动脉不发达或缺如时，

扎或栓塞颈外动脉，对减少术中出血有一定意

则往往脑膜垂体干发育较粗，其外侧分支负责三叉

义［５·１１＿。

神经节的供血，本组标本中由脑膜垂体干外侧支负

三叉神经根的滋养动脉主要来源于基底动脉的

责主要供血的有６侧（占３０％），另有三叉神经节的

分支，三叉神经节和其三大分支血供来源广泛，可同

少部分血供来源于脑膜中动脉、天幕动脉、颞深中动
脉，还有一侧标本的部分血供来源于基底动脉的脑

时接受颈内、颈外动脉分支供血，在中颅窝底或海绵

桥下外侧动脉分支，一侧标本部分血供来源于眼动

动脉，又要考虑病灶血供来源的复杂性，必要时可在

脉的返支，在处理与三叉神经节或Ｍｅｃｋｅｌ囊有关的

术前或术中栓塞或结扎颈外动脉，对减少术中出血
有一定意义。

窦区涉及三叉神经的手术时，既要防止损伤其滋葬

脑膜瘤、三叉神经鞘瘤时，要注意其供血血管可能来
源于海绵窦下外侧动脉、脑膜垂体干分支、脑膜中动
脉、颞深中动脉（此两者为颈外动脉的分支）、甚至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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