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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22 例肥胖脑积水患者的脑室腹腔分流
临床特点及其分析
刘磊 王光明 李文臣 韩彦武 付双林
【摘要】 目的

分析在腹腔镜监视下应用新型腹腔穿刺针行脑室腹腔分流术治疗肥胖脑积

水患者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创伤外科自 2012 年 3 月

至 2014 年 10 月共收治的 22 名肥胖脑积水患者治疗数据，分析新型腹腔穿刺针联合腹腔镜将脑室
腹腔分流管腹腔端置入肝膈间隙内的手术方法及注意事项。

22 例 VPS 患者手术操作时

结果

间平均为(27±5.2) min，腹腔镜监视下置入分流管腹腔端时间平均为(10±1.5)min。术后 1 周内 22 例
患者恢复均较好，术后随访并未出现感染及分流管堵塞等并发症。术后 1 周检查头部 CT 示脑室系
统恢复良好 16 例，好转 4 例，无变化 2 例。术后 1 个月症状明显好转 15 例，基本恢复至正常 7 例。
应用新型腹腔穿刺针联合腹腔镜进行脑室腹腔分流术(VPS)腹腔端置入治疗肥胖脑积水患

结论

者，具有较多优势，
如创伤小、操作方法简便、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等。
【关键词】 脑积水； 腹腔镜； 腹腔分流术； 腹穿针； 肥胖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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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hydrocephalus in obese patients.
by VPS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VPS on the treatment to
Methods

Twenty- two cases of hydrocephalus in children treated

between 2012 and 2014 in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a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All the cases underwent successful surgerys and got access to uneventful recovery with no infection and blockage of shunt valve during hospitalization.

Conclusion

Our novel approach may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isk of malfunction complications in the obes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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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积水是脑脊液产生和循环吸收过程发生障

其治疗也相对困难，特别在 VPS 中分流管腹腔端的

碍而致颅内脑脊液量蓄积，使正常的脑脊液循环系

置入过程中。传统的 VPS 用剖腹来置入分流管腹

统扩大，产生一系列相应的颅内压增高及神经系统

腔端，目前还有应用腹腔镜辅助置入分流管的腹腔

损 伤 的 疾 病 的 总 称 ，脑 室 腹 腔 分 流 术 (the

端，但这些方法不能避免置入困难，术后感染、分流

ventriculo-peritoneal shunt，VPS)是治疗脑积水的主

管堵塞及创伤大等 VPS 的缺点[2-3]，特别是在肥胖的

要方法之一，但存在较高的并发症，文献报道脑室

脑积水患者中。为探讨最佳的治疗方案，在腹腔镜

腹腔分流术的并发症约在 5%~37%，而绝大多数发

监视下采用新型腹腔穿刺针辅助 VPS 治疗肥胖脑

生在 VPS 后的腹腔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

积水患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1]

活水平的提高，肥胖人口的比例也越来越高，而肥

资料与方法

胖脑积水患者缘于其腹壁有较厚的脂肪层的特点，
一、一般资料

本组病例男 12 例，女 10 例，年龄 23~67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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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型腹腔穿刺针刺入腹腔内；B：
穿刺镰状韧带；C：拔出针蕊，
分流管腹腔端顺入腹穿针套管的硬通道；
D：
脑室腹腔分流管腹腔端穿过肝镰
状韧带的穿刺孔内

图 1 腹腔镜监视下分流管腹腔端的置入过程

34 之间。头颅 CT、MRI 显示均有脑室系统不同程

23~38.5 min，平均为(27±5.2) min，腹腔镜监视下置

度 的 扩 大 ，包 括 三 脑 室 、四 脑 室 呈 圆 钝 形 改 变 ，

入分流管腹腔端时间平均为(10±1.5)min。术后 1 周

Evan’ s 指数＞0.3，其次为额角、枕角等室周区在 CT

内 22 例患者恢复均较好，脑积水症状出现不程度的

上显示低密度水肿影或在 MRI T2 像上显示为高信

缓解，其中，头痛减轻 4 例，明显减轻 8 例，步态不稳

号水肿影。通过 CT、MRI 检查及腰穿放液试验等排

好转 4 例，明显好转 6 例，认知功能改变 2 例，明显改

除掉缺血性或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患者，例如

进 4 例，尿失禁好转 2 例。术后随访并未出现感染

Alzheimer's 病、Binswanger's 病。所有患者术前常规

及分流管堵塞等并发症。术后 1 周检查头部 CT 示

检查均正常。根据术前腰穿测压情况，术中用美国

脑室系统恢复良好 16 例，好转 4 例，无变化 2 例。术

产 Medtronic 牌可调压分流管或低压抗虹吸分流管。

后 1 个月复查头部 CT 全部患者脑室系统恢复正常，

二、
新型腹腔穿刺针

室旁脑组织内水肿影像消失。术后 1 个月症状明显

新型腹腔穿刺针由套管及针芯两部分组成，整

好转 15 例，基本恢复至正常 7 例。术后复查腹部平

体 全 长 13 cm，套 管 外 径 0.15 cm，针 芯 直 径 0.13

片可见分流管腹腔端从剑突下进入腹腔，穿过镰状

cm。套管为半封闭状，侧壁上有一贯穿套管壁全长

韧带后，走行肝膈间隙内(图 2)。术后随访，脑室腹

宽约 0.13 cm 缺口 。

腔分流管工作均正常，无分流管腹腔内粘连及移出

[4-5]

三、
手术方法

皮面等并发症。

患者常规全麻，消毒，分流管脑室端以侧脑室
枕角为穿刺点，通过颈、胸、腹皮下遂道至剑突下 2~
3 cm 处，将通条顶起的腹部皮肤切开 0.5 cm，使通条
穿出腹部皮肤，然后行枕角穿刺，置入并固定分流
管脑室端及分流泵，顺通条导出分流管腹腔端。用
CO2 建立气腹，压力在 1.07~1.33 kPa，在脐内切开一
0.5 cm 切口，导入观察用腹腔镜。在腹腔镜监视下，
以新型腹腔穿刺针穿破肝镰状韧带，将分流管沿腹
腔穿针套管的硬通道顺入镰状韧带穿刺孔内，腹腔
内留置长度为 25~30 cm(图 1)，退出腹穿针，在腹腔
镜监视下按压脑室腹腔分流泵，确认脑室腹腔分流

图 2 分流管腹腔端走行于肝膈间隙内

[4-5]

管工作正常后缝合切口 。
四、
临床评估

讨

论

术后随访 10~16 个月，平均(13.5±0.3)个月。术

脑积水是脑脊液产生或(和)循环吸收过程发生

后神经系统检查由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及一名康复

障碍而致颅内脑脊液过量蓄积，颅内压力随之相应

科医生共同完成 ，并行 CT 或 MRI 影像学检查。

改变，使正常的脑脊液循环系统扩大，产生一系列

[2]

结

果

22 例 VPS 患者术中经过顺利，手术操作时间
146

相应的颅内压增高及神经系统损伤的疾病总称。
脑积水是神经外科常见的疾病之一，分流手术是常
见的、也是公认的有效的治疗方法，目前常用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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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方法 VPS，脑室心房分流术，脑室上矢状窦分流

腹腔镜进行 VPS 腹腔端置入，以患者自身的镰状韧

术，其中 VPS 最为常用。传统的 VPS 手术是于腹壁

带为分流管腹腔端的固定物，避免丝线等固定异物

行 5 cm 切口的剖腹，而后逐层分离腹壁组织至腹膜

可能带来的感染及其相应的腹腔操作造成的腹腔

腔来完成分流管腹腔端的置入，这不仅创伤相对较

粘连，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分流管堵塞的发生率。另

大，而且导致了相对的操作困难，术后感染、分流管

外基于肝膈间隙本身的解剖学特点，此处远离网膜

堵塞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目前仍有一些学者

结构，将分流管腹腔端置入此处可以有效的避免分

采用穿刺针的置入或腹腔镜辅助置入，但这种将分

流管腹腔端被大网膜包裹的可能性[7]。回顾性地分

流管置入下腹部或盆腔的方法，仍不能解决脑室腹

析了新型腹腔穿刺针与腹腔镜联合置入脑室腹腔

腔分流管移位、感染或堵塞等问题。由于社会经济

分流管腹腔端取得了良好效果 [8]。另外，随着近年

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人群所占的比例

来分流管材料的改进，手术室无菌条件的改善，术

越来越高，在肥胖的脑积水患者中，由于其肥厚的

者操作的熟练程度的改进都有可能是减少术后并

腹壁脂肪垫，不仅为手术操作带来了较多困难，而

发症发生的原因。笔者采用新型腹腔穿刺针在腹

且也增加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因此，针对于肥胖

腔镜的监视下完成分流管腹腔端的置入，不仅明显

的脑积水患者，寻找有效的合理的分流管腹腔端的

简化了手术操作，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手术相关创

置入方法成为神经外科医生亟待解决的问题。近

伤，手术视野开阔，且大大降低了手术并发症的发

年来，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发展，借助腹腔镜辅助下

生，特别适应于肥胖的脑积水患者。

行侧 VPS 治疗肥胖的脑积水成为神经外科医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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