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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经脐静脉侧脑室门静脉分流治疗
脑室腹腔分流失败后的脑积水
刘家传 王金标 张永明 张星 杨艳艳 马涛 周治民 疏龙飞
【摘要】 目的
积水中应用。

探讨经脐静脉侧脑室门静脉分流治疗脑室腹腔分流(VPS)失败后的创伤性脑

方法

回顾分析解放军第 105 医院神经外科于 2011 年 2 月至 2013 年 11 月收治的 8

例创伤性脑积水患者行多次脑室腹腔分流失败后的临床资料，改用经脐静脉侧脑室门静脉分流
术，观察术后分流效果及临床症状改善情况，结合有关文献总结手术经验与技巧。

结果

术后

患者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未出现分流管堵塞、感染、血栓等并发症，随访 10~18 个月，复查头颅 CT，
患者脑积水均有不同程度改善。

结论

创伤性脑积水行多次 VPS 失败后改行经脐静脉侧脑室

门静脉分流术，
可取得较好疗效。
【关键词】 脑积水； 脑室腹腔分流术； 门静脉； 颅脑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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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ventricular-hepatoportal shunt via the

umbilical vein for treatment of traumatic hydrocephalus after failure of Ventricular-hepatoportal shunt
(VP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eight patients treated via the umbilical vein ventricular-hepato-

portal shunt for traumatic hydrocephalus in our department after previous multiple VP failure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 effects and clinical improvement symptoms after operation were
observed, and related literature were reviewed to summarize the surgical experiences and skills.
Results

The clinical symptom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surgery, and no significant

complications as tube blockage, infection, blood clots occured. We follow- up the patients 10~18
months, the brain CT showed that the hydrocephalus got well improvement.

Conclusion

Traumatic

hydrocephalus after failures of previous multiple ventricular- peritoneal shunt via the umbilical vein
ventricular-hepatoportal shunt can receive better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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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 室 腹 腔 分 流 术 (ventriculoperitoneal shunt，

上矢状窦等分流术，但都有一定的禁忌症和并发

VPS)仍是目前治疗创伤性脑积水的首选方法，其操

症。解放军第 105 医院神经外科于 2011 年 2 月至

作简便、安全、疗效肯定；但其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2013 年 11 月采用了经脐静脉侧脑室门静脉分流术

高，目前对脑室腹腔分流失败后的创伤性脑积水多

治疗 8 例多次 VPS 失败后的创伤性脑积水，取得了

采用再次分流或改用脑室心房、腰大池腹腔、脑室

良好的临床效果，现总结如下。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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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并发交通性脑积水，其中行开颅手术 7 例，1 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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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治疗后并发脑积水。首次分流至分流失败后病

针长度使其置入门静脉内长度 2~3 cm，环形结扎分

程 20 d~2 年，平均(1.1±0.2)年，行 VPS 两次 6 例，三

流管及脐静脉断端并将其固定在腹壁下。为确认

次 2 例；予以更换分流管 4 例，剖腹探查 3 例，剖腹探

分流管周围端置入门静脉内的长度，可在 B 超引导

查+更换分流管 1 例，所有患者本次术前处理脑积水

下定位出门静脉末段分流管置入长度，或术中经分

的方式均为 VPS，行头颅 CT 或 MRI 检查提示进展

流管注入造影剂，DSA 下观察分流管置入门静脉内

性脑积水或其他严重的难以控制的并发症。其中，

的位置及分流走行是否通畅。

分流管梗阻 4 例，分别包括腹腔包裹积液 2 例，肠粘

三、术后观察

连梗阻 2 例；肝包膜下积液 1 例；分流管梗阻合并感

本组 8 例患者手术后均给予阿司匹林 0.1 g 口

染 1 例。

服 1/日抗凝治疗 4 周，并坚持早晚按压分流阀各 50

二、
手术方法

次，8 例患者在术后 3~7 d 复查头颅 CT 提示，脑积水

术前 3 例患者因选用不可调压的分流管，根据

症状得到很好控制，相关并发症减退或消失，腰椎

腰椎穿刺结果，予以更换阀门，改为可调压型，压力

穿刺提示颅内压力在 110~160 mmHg 之间，腹部分

设在 100 mmH2O。另 5 例可调压分流管患者，1 例

流管行门静脉 CT 或超声检查提示分流管位于门静

因颅内感染症状严重予以更换分流管，余 4 例未更

脉内 2~3 cm。

换引流管，游离出腹端分流管经脐静脉直接置入门

结

静脉内。脑室端分流手术基本同经典 VPS，腹腔端

果

手术可先在 B 超引导下定位肝圆韧带，多位于腹部

本组 1 次行分流操作成功 7 例，另有 1 例术中置

正中脐上约 5 cm 向右上走形，平肝圆韧带水平沿腹

入门静脉内过长导致末端屈曲，予以在 B 超引导下

部旁正中切口向上标记约 6 cm 长切口线，常规碘伏

调整后分流通畅，术后 3~7 d 行腰椎穿刺提示颅内

消毒腹部切口线 4 遍，铺单。沿腹部标记线切口皮

压力在 110~160 mmHg 之间，行门静脉 CT 或超声检

肤，仔细分离皮肤、皮下组织、筋膜及腹直肌，打开

查提示分流管周围端位于门静脉内 2~3 cm。本组

腹膜，在靠近腹直肌缘、腹膜缘仔细探查，在近肝脏

切口均Ⅰ期愈合，8 例患者在术后复查头颅 CT 提示

左、右半肝分叶处腹壁可触及条索状肝圆韧带，将

除 1 例脑室大小较术前无明显变化外，其余脑积水

其提起，靠近脐周予以离断，在断端的中央可见一

症状得到很好控制，腹部包裹积液吸收，肠梗阻症

潜在的腔隙即闭锁的脐静脉；用胆道探针(直径为 3

状缓解，感染症状得到控制。近期有效率 100%，随

mm)插入脐静脉腔内，向右上方探至脐门静脉结合

访 10~18 个月，8 例患者愈后良好，暂未出现脑室扩

处约 8~12 cm 时有阻力感，轻柔钝性用力至一突破

大及其他严重并发症。

感，退出胆道探针，回抽有门静脉血液或向腔内滴

图 1 所示为一例例患者 VPS 后出现反复持续腹

注生理盐水通畅，表明脐门静脉间的间隔已打通；

痛，考虑是脑脊液刺激大网膜形成包裹积液所致，

将分流管远端用 1∶l00 的肝素生理盐水冲洗后，沿

为防止再次包裹，患者曾二次开腹将分流管固定在

脐静脉腔隙缓慢向门静脉方向置入，依据穿刺时探

肝膈面下，但术后新发肝包膜下巨大积液，患者出

A

B

C

A：
腹腔出现包裹积液后调整分流管置肝膈面下出现肝包裹下积液；
B：分流管置于门静脉后肝包膜下积液循环吸收；C：术后分流管与门静脉
的位置关系 (箭头表分流管位置)

图 1 VPS 术后患者出现肝包裹积液的 CT 表现及调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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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严重的腹痛及发热症状最后经脐静脉侧脑室门

险。行 VPS 腹腔端分流管易引起胃肠功能紊乱，加

静脉分流成功。

重腹腔内感染的风险，而本术式分流管位于脐静脉
讨

固有的腔内，无外来液体的刺激，胃肠功能也很少

论

发生紊乱，减少腹腔内感染的风险。

分流管阻塞是脑积水行 VPS 失败最常见的原

文献报道生理状态下经皮肝脏穿刺正常门静

因之一，占 VPS 再手术病例的 80%以上 。对 VPS

脉压力测量值多在 8~18 cmHg[10]，创伤性脑积水患

后反复感染的患者，须拔除分流管，排除因分流管

者术前行腰椎穿刺检测可以提示颅内压力常大于

或脑脊液引起的刺激症状。若发生急性脑积水，可

180 mmHg，较正常门静脉压力高，该术式能够在引

行腰大池持续外引流并行抗感染治疗控制症状，但

起分流的同时避免脑脊液过度分流的低颅压症

即使控制感染后再次行 VPS，其发生黏连包裹堵塞

状。但本手术也有一些禁忌症，如肝硬化、肝功能

[1]

[2]

分流管或腹腔感染的几率也进一步增高 。此外，

不全导致门脉高压时而不能选用。总之，随着分流

对脑积水 VPS 失败后反复调整或更换分流管的患

管材料的改进对多次 VPS 失败的创伤性脑积水患

者，每次恢复程度均难以达到调整前的状态。因

者，无明显禁忌症时可采取经脐静脉侧脑室门静脉

此，对于 VPS 失败的患者，选用其他合适替代的分

分流术治疗脑积水。

流方法，
已成为神经外科医生特别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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