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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底圆孔外口神经切断术治疗三叉神经Ⅱ支痛
崔广学，邓风坤，李光清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口腔领面外科，内蒙古赤峰０２４０００）
［摘要］目的：提高手术撕脱治疗三叉神经痛的效果，减少术后复发。方法：采用经上领窦颅底圆孔外口
上领神经切断术治疗三叉神经痛。结果：经上领窦在颅底圃孔外口处高位切断上领神经，经１３例术后ｌｏ～
４２个月的随访，无效１例，余１２例未见复发。结论：该治疗方法手术径路新，创伤小，视野清楚。术后恢复
快。治疗效果好。
［关键词］三叉神经Ⅱ支；三叉神经痛；手术；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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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三叉神经痛是口腔科常见的一种神经源性

４例，射频治疗术后复发３例。放射部位：以颧颞部

疾病，尤其好发于中老年人。三叉神经痛虽然不像

多见，此外有内眦、上睑。其它治疗：所有病人都服

肿瘤那样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但日常生活中吃饭、

用过卡马西平，初期治疗效果较好，随着服药时间的

喝茶、洗脸、刷牙等，随时都可能诱发出难以忍受的
剧痛，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以及社交活

延长，药物作用减弱甚至无效；有的服过中药，有的
针炙过，有的封闭过。

动。原发性上颌神经痛是三叉神经痛的一种，由于

１．２方法

三叉神经痛病因至今不清楚，尽管国内外专家经多
年研究在治疗上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缺乏一种对

口，手术从患侧侧切牙远中至第一磨牙近中上前庭

各种病例都理想的治疗方法。为了解除三叉神经痛

沟作黏骨膜全层切口，骨膜剥离器向上全层分离至

病人的痛苦（第１１支），减少复发，我们采用了颅底
圆孔外口神经切断术治疗上颌神经痛１３例，取得了

眶下孔水平，充分显露尖牙窝，彻底止血，在尖牙窝

很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临床资料
性别与年龄：男性５例，女性８例；年龄２７～７７

患者全身麻醉，健侧腔插管，患侧口腔前庭切

稍上方、眶下孔下方，用骨凿凿开上颌窦前壁，形成
左右径２．５ ｅｒｎ，上下径１．５ ｃｍ的窦前骨窗。将上
颌窦顶壁黏膜向下分离至上颌窦后端，暴露上颌窦
后顶壁。用骨凿凿开后壁，形成１．５ ｃｍ×１．５ ｅｍ的
窦后窗，进入翼腭窝，然后寻找上颌神经翼腭窝段，
后上止血钳，并用电刀热凝破坏神经，然后切断神

岁。部位：右侧９例，左侧４例；伴有Ⅲ支４例，单纯

经。同时尽量撕脱远心端的上牙槽后、中、前神经

９例。病程最长１８年。最短６年。发作次数：最多
的２０～３０次／ｄ，最少１０余次／ｄ；持续时间１０～２０
Ｓ，最长达３０ ｍｉｎ。既往手术史：眶下神经撕脱复发

及眶下神经。术中注意保护上颌动脉，防止血管损
伤破裂造成难于控制的大出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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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结果

１３０９

３．２经颅底圆孔外口切断上颌神经的优点
翼腭窝为一狭窄的骨性缝隙，解剖位置恒定，其

手术病例全部经过电话或患者来医院复诊，随

前为上颌窦的后壁，其后壁至圆孔外口距离近。准确

访时间１０～４２个月，术后无效ｌ例，余无复发，远期

打开上颌窦后壁即可显示圆孔外口，手术径路近。
该手术与其它手术方法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口腔前

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３讨论

庭手术切口，面部不留疤痕，不影响面容；手术能够
在高位（圆孔外口）切断神经；经上颌窦径路，上颌窦
内组织少，视野也较清楚，上颌窦后壁一打开，可直

３．１三叉神经痛（第Ⅱ支）手术治疗现状
三叉神经上颌神经痛，常见的手术治疗方法有：

接在翼腭凹的圆孔外口处找出上颌神经；创伤小，术

经眶下孔的眶下神经撕脱术。该法虽具有简

后恢复快，完善了上颌神经痛的手术治疗方法，较好

单、安全可靠，可使疼痛缓解的优点，但由于疼痛的

的解快了上牙槽后神经及腭神经等引起的三叉神经

发生可来自该神经的任何一个分支，对于来自上牙

痛。为三叉神经痛患者，特别是老年患者安度晚年，
解除了神经痛的后顾之忧。

槽中神经、上牙槽后神经、蝶腭神经者无效，且术后
疼痛复发率高。

３．３应用该手术的注意事项

经上颌窦的眶下神经撕脱术。该法虽在上颌窦

上颌窦后壁开窗位置正确与否决定神经寻找的

内对眶内段以及眶外段神经进行了撕脱，手术效果

难易。圆孔的外口在翼腭窝，其前方为上颌窦后壁，

远较经眶下孔法好，复发率大为降低，但对来自上牙

即相当于上颌窦的顶后壁，此处骨壁一般菲薄，去除

槽后神经及蝶腭神经者仍然无效。

１．ｏ～１．５

经眶底三叉神经第Ⅱ支撕脱术。该术式具有以
下优点：①撕脱出的神经干较一般为长，被撕断的部

软组织，即可找到神经。上颌窦后壁开窗不宜过高，
否则容易进入眶底，损伤下直肌，引起术后暂时性复

位在翼腭窝圆孔附近，因此效果更好一些；②因眶下

视。开窗位置也不宜过低，否则容易损伤在翼腭凹

管已被凿开，软组织可填充，使该神经几乎不可能再
接通，故复发的机会减少；③本术式操作简单、安全、

的上颌动脉的终末支，血管破裂出血影响手术视
野ｆ ４】。

术后并发症少。但也具有以下缺点：①对自上牙槽
后神经和蝶腭神经者效果不确切；②面部遗留疤痕。

出蝶腭神经节、蝶腭神经等，位置较高，如果上颌窦

ｃｍ的骨组织，即可进入翼腭凹。轻轻分离

神经组织的处理。上颌神经出圆孔以后。即分

射频温控热凝术。其机理是在射频电流通过有

后壁开窗位置准确，一般可在圆孔外口找到上颌神

一定阻抗的神经组织时离子发生振动，与周围质点

经的主干，并可见圆孔外口的骨组织，但上颌神经的

发生摩擦，在组织内产生热，而不是在电极里产生

分支较多，有时蝶腭神经和从上颌神经主干分出的
眶下神经分支在翼凹处都较粗，为了防止神经切断

热：通过电极尖端的热敏电阻，即可测量到针尖处的
组织温度。在组织内形成一定范围蛋白质凝固的破
坏灶；而实验证明传导痛觉的无髓鞘细纤维较传导
触觉的有髓鞘粗纤维对热敏感性更高，故在一定温

位置偏低、或遗留如上牙槽后神经、腭神经分支，在
切断眶下神经后，在神经断段的远端结扎并作为标
记。在翼腭凹处试行神经倒抽术，如果眶下神经易被

度下可以只破坏痛觉而相对能保留触觉纤维。该法
自国际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内８０年代应用以来，

抽出，应考虑神经切断位置不够高。手术后腭部痛

由于其具有效率高、复发率低、可重复治疗、相对开

神经外口时。应注意探查器械不宜向眶上裂方向探

颅手术安全的优点，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但此法的

及，否则有可能损伤动眼神经，致动眼神经麻痹，其
主要表现为瞳孔缩小。眼球相对固定…５。

缺点是操作技术及设备均较复杂，并发症及不良反

觉存在与否也决定于神经切断位置的高低。在探查

在翼腭凹，上颌神经往往与上颌动脉终末支伴

应较多，文献报道的严重并发症有颅内出血，其他脑
神经损伤、颅内感染等。此外，尚有报道误穿入颈静

行，在寻找神经时，其动脉一般在神经的外下方，故

脉孔、眶下裂、蝶窦、破裂孔、翼静脉丛等处致面颊部

寻找神经时应该注意二者之间的关系，必要时可结

血肿或外耳道、咽腔出血等，也可因第１支损伤造成
角膜反射减退、麻痹性角膜炎致角膜云翳甚至失明；

扎血管。
分支诊断要准确。眼神经和上颌神经在鼻、眦

常发生咀嚼功能减退（因损伤三叉神经运动支所致）

部感觉支配相交织，上颌神经和下颌神经感觉支配

但多数可在３个月内恢复。术后耳内不适、耳鸣、耳
胀、耳聋等症状亦时有发生【２ Ｊ。

在颊部相交织，故当神经痛板机点在鼻、眦、颊部时
尤其要重视诊断性封闭，以准确诊断神经痛是哪一

颅内三叉神经感觉根切断术及微血管减压术。

分支，确保手术的成功。本组１３例手术患者中，失

虽然治疗效果较好，但有１８％～３９％的复发率和较

败的１例后来分析可能就是诊断错误所致，该患者

严重的术后昏迷、癫痫甚至引起死亡，患者不愿接

自述疼痛发作时从鼻翼始向同侧眉头部放射，作者

受【３ｌ。

在未行封闭诊断的情况下就主观认为是上颌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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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按此诊断行圆孔外口上颌神经切断术，结果手术
无效，实际上该患者是三叉神经１支眼神经分出的
鼻旁神经痛。教训深刻，仔细诊断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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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伴有肾功能

衰竭的多器官功能衰竭
赵晓毅，于晓明，孟雅哲，慈永丰，张智力，尹爱华，赵红梅，宝莉莉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肾内科、儿科，内蒙古赤峰０２４０００）
［摘要】目的：探讨连续性血液净化（ＣＢＰ）治疗伴有肾功能衰竭的多器官功能衰竭（ＮｏＤＳ）的疗效。方
法：回顾性分析５２例经ＣＢＰ治疗的合并肾功能衰竭的ＭＯＤＳ患者临床资料。结果：ＣＢＰ清除了患者的尿
毒症毒素，较快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平衡失调，使血压回升，中心静脉压下降，５２例患者总死亡率４２．３１％，
病死率与脏器衰竭数目相关。３个以上器官衰竭病死率近８７．５％。结论：ＣＢＰ能明显改善伴有肾功能衰竭
的ＭＯＤＳ患者的血液动力学及血液生化指标。降低２～３个器官衰竭患者的病死率。
［关键词］连续性血液净化；肾功能衰竭；多器官功能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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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血液净化（ＣＢＰ）已成为救治多器官功能
衰竭（ＭＯＤＳ）的重要方法。我院自２００３年５月～

１资料与方法

２００８年２月对５２例合并肾功能衰竭的ＭＯＤＳ患者

１．１一般资料

进行治疗，现报道如下。

本组５２例合并肾功能衰竭的ＭＯＤＳ患者，男
３０例，女２２例；年龄１３～８１岁，平均（５２±１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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