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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最大横径以及与软脊膜关系对脊髓室管膜瘤患者术后肌力的影响 ----------- 彭林,陆云涛,周强等 130

PU-141

脊柱转移性肿瘤的治疗策略 ------------------------------------------------------------ 曹依群,陈鑫,李德亨 等 131

PU-142

显微手术治疗硬脊膜动静脉瘘 51 例临床疗效分析 ---------------------------------------------------- 高文伟 131

PU-143

脊髓髓内肿瘤显微手术治疗 --------------------------------------------------------------------------------- 高文伟 132

PU-144

旁正中单侧入路治疗胸腰椎椎旁肿瘤的应用价值探讨 ------------------------------ 陈鑫,李德亨 ,陈磊等 132

PU-145

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体会 --------------------------------------------------------------- 高文伟 133

PU-146

脊柱微创可扩张通道系统在腰椎病变中的应用 ----------------------------------------- 孟伟,王淳良,李美华 133

PU-147

椎体成形术治疗脊柱多发椎体恶性肿瘤的临床价值 -------------------------------- 李德亨,曹依群,陈鑫等 134

PU-148

Nora’s 病致神经功能障碍及相关知识学习--------------------------------------------------- 王秋实,唐晓平 134

PU-149

破坏脊柱结构的椎管肿瘤治疗策略 ----------------------------------------------------------- 谢嵘,陈功,车晓明 134

PU-150

哑铃型椎管肿瘤切口并发症分析 ------------------------------------------------------------------------------ 张宇 135

PU-151

联合入路手术治疗椎管哑铃型肿瘤 --------------------------------------------------------------------------- 张宇 135

PU-152

经单侧半椎板显微切除椎管内髓外良性肿瘤的临床应用 --------------------------------------------- 冯开明 136

PU-153

颈髓髓内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王向东,李建红 136

PU-154

Pediatric intramedullary schwannoma with syringomyelia ------------------------------------ Wang Keda 137

PU-155

显微手术切除脊膜瘤体会 -------------------------------------------------------------- 李天栋,王国良,白红民等 137

PU-156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tumorectomy of a Lumbar
Epidural Schwannoma via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A Case Report ----------------------- Zhou Maochao,Chen Shaoxiong,Zhang Xianbin etc. 138

PU-157

一例胸段椎管包虫合并胸部包虫手术治疗体会 ----------------------------------------------------- 翁宇,仁增 138

PU-158

小切口半椎板入路切除椎管内肿瘤 -------------------------------------------------- 贾云峰,郑云锋,高海亮等 139

PU-159

CT 重组技术在观察肿瘤与相邻周围神经关系的应用研究---------------------------- 吕喆,哈婷婷,张滨等 139

PU-160

集束化护理措施降低脊柱神经外科患者术后留置尿管复插率的研究 ----------------------- 杨文,王丽娟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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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1

不同剂量布托啡诺联合舒芬太尼用于
小儿肿瘤患者术后镇痛效果的临床研究 -------------------------------------------- 任益锋,郑孝振,陈程哲等 140

PU-162

Exactrac X 线图像引导系统 在 3-14 岁儿童颅内神经肿瘤 SRS 中的应用 --------------- 肖青,周巧敏 141

PU-163

改善非典型畸胎样/横纹肌样瘤的综合治疗 ------------------------------------------------------- 沈文俊,李昊 141

PU-164

化疗在儿童室管膜瘤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 沈文俊,李昊 142

PU-165

小儿垂体瘤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 刘文娟,赵欣 142

PU-166

小儿后颅窝常见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 李天栋,王国良,邹宇辉等 143

PU-167

小剂量化疗在婴幼儿鞍区低级别胶质瘤， DS 综合征治疗中的探索 --------------------------------- 施伟 143

PU-168

Necroptostic astrocytes contribute to maintaining the
stemness of relapsed medulloblastoma through CCL2 secretion -------------- 刘海龙,孙有良,马强等 144

PU-169

化疗在颅内生殖细胞瘤诊断及治疗中的应用体会 -------------------------------------------- 王俊华,张玉琪 144

PU-170

目标性护理干预对改善髓母细胞瘤患儿术后小脑缄默症的影响 ----------------- 王晓静,张艳蓉,任学芳 145

PU-171

婴儿颅内肿瘤的手术治疗 -------------------------------------------------------------------------- 郭二坤,吕中强 145

PU-172

85 例儿童颅内原发性生殖细胞肿瘤-----单中心回顾性分析研究 ----------------- 董晓书,孟玮,王佳甲等 146

PU-173

髓母细胞瘤分子分型方法建立及临床应用 ----------------------------------------------- 赵赋,李春德,刘丕楠 146

PU-174

中国大陆多中心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横断面研究
—CNOG 多中心临床报告----------------------------------------------------------------------------- 韩一芃,马杰 147

PU-175

儿童颅内非生殖细胞性生殖细胞瘤的诊断和综合治疗 -------------------------- 荆俊杰,赵清爽,应建彬等 147

PU-176

儿童髓母细胞瘤血浆外泌体 microRNAs 的筛查及初步验证-------------------------------------------- 李昊 148

PU-177

外泌体来源的 miR-101-3p 及 miR-423-5p
抑制髓母细胞瘤 DAOY 肿瘤细胞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 李昊 148

PU-178

髓母细胞瘤外泌体来源的 miR-101-3p
和 miR-423-5p 在的体外机制及体内功能初步探索 ------------------------------------------------------- 李昊 149

PU-179

影响儿童室管膜瘤预后的临床及分子生物学因素分析 ----------------------------------------- 余建忠,李昊 149

PU-180

FHOD3 在儿童髓母细胞瘤发病中的作用及其表达对预后的影响 --------------------------- 余建忠,李昊 150

PU-181

婴儿期颅内肿瘤手术治疗 ------------------------------------------------------------------------------------ 郭二坤 150

PU-182

儿童脑肿瘤放疗前认知功能状态研究 -------------------------------------------------- 李娟,赖名耀,胡清军等 151

PU-183

心理干预减少 5 岁以下儿童神经肿瘤放疗中
镇静/麻醉药物使用的回顾性研究 ------------------------------------------------------- 张星,何嘉欣,赖名耀等 151

PU-184

精细化护理模式在小儿脊髓脊膜膨出手术配合的应用效果 ----------------------------- 李杨,姜雪,潘卓等 152

PU-185

Microsurgical treatment of fourth ventricle tumors in children ------------------- 乌萨马,马辉,孙胜玉等 152

PU-186

癫痫相关性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肿瘤(DNET)的外科治疗及疗效分析 -------------------------- 王超 153

PU-187

138 例儿童颅内肿瘤立体定向活检诊断的临床报告---------------------------------------------------- 王亚明 153

PU-188

鞍区斜坡少罕见占位性病变诊治汇报 -------------------------------------------------- 周良学,蔡博文,姜曙等 154

PU-189

颅内外血运重建术在复杂颅底肿瘤手术中的应用与研究 ----------------------- 赵黎明,栗超跃,孙玮良等 154

PU-190

直切口颞下岩前入路在切除岩尖部位肿瘤中的应用 -------------------------------- 栗超跃,赵黎明,高涛等 155

PU-191

颅底中央区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 张军,张家墅,姚安会等 155

PU-192

海绵窦壁的解剖及在开颅与内镜手术中的意义 --------------------------------------------------------- 赵天智 155

PU-193

枕下乙状窦后人路切除听神经瘤的手术策略和面神经保护 ----------------------------------- 刘俊,蒋秋华 156

PU-194

Surgical Treatment of Trigeminal Schwannomas Arising
Cavenous Sinous and Pterygopalatine Fossa
with Trans-Zygomatic Transcranial Approach ---------------- Wu Yiqun,CHENG Huayi,FAN Baohua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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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5

经口咽入路治疗斜坡及颅颈交界区肿瘤的围手术期护理策略 ------------------------------------------ 李宁 157

PU-196

血管介入技术在复杂颅底肿瘤手术中的意义 ----------------------------------------- 伊志强,李良,鲁润春等 157

PU-197

多模态面神经联合监测在大型听神经瘤手术中的应用 ----------------------------- 蒋伟超,陈曦,杨晓翠等 158

PU-198

The benefits of multi-model intraoperative monitoring of facial nerv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preservation during giant vestibular schwannomas
surgery: a retrospective study ----------------------------------------------------------- 蒋伟超,陈曦,杨晓翠等 159

PU-199

Phosphaturic mesenchymal tumor (mixed connective tissue variant) (PMT-MCT) occurs
simultaneously in clivus and temporal bone --- A case report ---------------------- 王琦,李锐,杨文强等 159

PU-200

大型听神经瘤手术中面神经的保护探讨 ----------------------------------------------------------- 陈曦,王占祥 160

PU-201

环枕区及颈椎管内外哑铃型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 谭国伟 160

PU-202

经眶上锁孔入路颅底病变手术治疗的再探讨 ------------------------------------------------------------ 谭国伟 160

PU-203

岩前入路硬膜内外的选择与比较 --------------------------------------------------------------------------- 李朝晖 161

PU-204

经海绵窦外侧壁入路切除巨大海绵窦海绵状血管瘤的手术体会 ----------------------- 李欢,张斌,王亮等 161

PU-205

经枕下乙状窦后-内听道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大型听神经瘤 ----------------------------------------------- 吴波 162

PU-206

侵及中后颅底肿瘤的处理策略 ------------------------------------------------------------------------------ 孙晓枫 162

PU-207

大型听神经瘤术前影像学参数与术后面神经功能保留情况的相关性研究 ------------------------ 惠旭辉 163

PU-208

听神经瘤大小与术后面听神经功能预后的相关因素分析 ----------------------------------- 毕云科,楼美清 163

PU-209

638 例巨大听神经瘤显微外科治疗体会--------------------------------------------------------- 兰志刚,张跃康 164

PU-210

内镜下经鼻至岩尖区的临床应用解剖学研究 ------------------------------------------------------------ 汤文龙 164

PU-211

三步吞咽康复法在颅底肿瘤术后吞咽障碍患者
护理实施的临床应用及效果观察 ------------------------------------------------------------------------------ 闫莹 165

PU-212

鞍结节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 李勇刚,雪亮,苏少波等 165

PU-213

内镜辅助联合手术切除颅底沟通肿瘤的治疗分析 ----------------------------------- 马宁飞,马辉,孙胜玉等 166

PU-214

内镜经单鼻孔鼻中隔入路切除鞍区占位性病变 ------------------------------------------------------------ 黄毅 166

PU-215

经 Dolenc 入路处理鞍旁病变的临床体会 ------------------------------------------------ 王林,王勇杰,谷驰等 167

PU-216

眉弓锁孔入路治疗鞍区、前颅底占位的临床体会 -------------------------------- 王业忠,姬云翔,柯炎斌等 167

PU-217

个体化处理内听道在听神经瘤手术中的运用 ----------------------------------------------------- 贾锋,张晓华 168

PU-218

全 VITOM 外视镜下枕骨大孔区肿瘤切除体会 --------------------------------------------------- 王东,岳树源 168

PU-219

扩大前颅底入路切除颅鼻眶沟通瘤及前颅底缺损重建方法 -------------------------------- 肖绍文,廖兴胜 169

PU-220

垂体细胞瘤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方式探讨（附 10 例报告） ------------------------ 唐勇,樊友武,吴鹤鸣等 169

PU-221

改良翼点入路处理岩斜区肿瘤的解剖学基础及临床应用 -------------------------- 唐勇,王汉东,樊友武等 169

PU-222

听神经瘤分型与显微外科治疗 ------------------------------------------------------------------------------ 李世亭 170

PU-223

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切除听神经瘤的手术策略和疗效 -------------------------- 陈菊祥,卢亦成,丁学华等 170

PU-224

复杂的颅颈交界区肿瘤外科治疗体会 -------------------------------------------------- 李天栋,王国良,杨欢等 171

PU-225

额颞眶颧入路：经典与变化 -------------------------------------------------------------------------- 昝昕,徐建国 171

PU-226

神经外科幕下占位患者气管切开时机与预后关系的研究 ----------------------- 张国滨,黄华玮,周建新等 172

PU-227

三叉神经鞘瘤的手术治疗策略 ----------------------------------------------------------------- 徐铭,徐健,黄翔等 172

PU-228

枕部经小脑幕入路改良及在松果体区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 张治元,王汉东 173

PU-229

前庭功能检查在判断听神经瘤起源和预后中的应用研究 --------------------------------------------- 贺宇波 173

PU-230

乙状窦后锁孔入路切除听神经瘤术后
脑脊液漏分析及预防（附 14 例临床分析） --------------------------------------------------- 陆天宇,倪红斌 174

PU-231

颈静脉孔区神经鞘瘤的手术治疗 --------------------------------------------------------------------------- 苏少波 174
- 10 -

PU-232

神经内镜在颅底手术中的临床应用体会 ----------------------------------------------------------- 高鹏,程宏伟 175

PU-233

颞下岩骨前入路切除蝶岩斜区脑膜瘤的手术体会 ----------------------------------------- 徐健,钟平,徐铭等 175

PU-234

无牵开器动态微牵拉技术在巨大听神经瘤手术中的应用 --------------------------------------------- 夏成雨 176

PU-235

远外侧入路切口设计及暴露范围选择的策略分析：
附 18 例枕骨大孔腹侧病变病例报告 ---------------------------------------------------------------------- 刘雪松 176

PU-236

耳后“C”型切口及全程动态牵拉在治疗
大型听神经瘤手术中的运用及疗效评价 ------------------------------------------------------------------ 刘雪松 177

PU-237

侧颅底肿瘤的手术治疗策略 -------------------------------------------------------------- 莫立根,邓腾,陈海南等 177

PU-238

听神经瘤显微外科治疗中黏连因素分析 ----------------------------------------------- 吴近森,李鹏飞,夏雷等 178

PU-239

颅中窝底内外沟通性三叉神经鞘瘤的治疗 --------------------------------------------------------------- 万经海 178

PU-240

枕骨大孔区脑膜瘤的外科治疗 ------------------------------------------------------------------------------ 岳树源 179

PU-241

神经电生理监测+30°神经内镜辅助下大型听神经瘤的手术治疗 --------------------------- 王志刚,殷鑫 179

PU-242

显微手术切除大中型听神经瘤的面神经保留 ----------------------------------------------------- 王志刚,殷鑫 180

PU-243

枕下远外侧入路切除颅颈交界区腹侧
及腹外侧肿瘤的临床研究及应用 ------------------------------------------------------ 高宝成, 张永发,太柏等 180

PU-244

神经导航辅助内镜经眶上外侧入路
切除鞍区及前颅底肿瘤的临床分析 ------------------------------------------------------------------------ 冯开明 181

PU-245

颞下入路切除岩斜脑膜瘤的手术体会 ----------------------------------------------- 赵新利,赵树鹏,马继伟等 181

PU-246

Investigate the method of precise locating the keypoint in craniotomy of
Retrosigmoid Keyhole approach ----------------------- Chen Gang,Sheng MInfeng,Wang Zhongyong 182

PU-247

硬膜下颞下岩前入路相关骨性结构的精确定位方法 ----------------------------------- 陈刚,盛敏峰,王中勇 182

PU-248

基于解剖学研究的枕下乙状窦后入路精准开颅技术探讨 ----------------------------- 陈刚,盛敏峰,王中勇 183

PU-249

两端相向汇聚法显微切除大型、
巨大型听神经瘤的局部解剖特点和手术要点 --------------------------------------------------------------- 符荣 183

PU-250

儿童鞍区恶性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一例并文献复习 ----------------------------- 刘志远,刘晓阳,章佳曜等 184

PU-251

斜坡脊索瘤的临床分型及内镜经鼻手术治疗 ------------------------------------------------------------ 王义宝 184

PU-252

岩斜脑膜瘤：手术入路的选择及治疗体会 ----------------------------------------------------- 吴鹏飞,王运杰 185

PU-253

双镜联合 Endoport 技术在大脑深部肿瘤手术中的运用 -------------------------------------------------- 胡荣 185

PU-254

Postoperative application of two modes for placing lumber external
catheter

in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tumor ---------------------------------------------------------- Zhang Ji 186

PU-255

显微镜下无牵拉技术在颅内肿瘤中的临床应用体会 -------------------------------- 肖顺武,续岭,刘胜远等 186

PU-256

锁孔手术治疗廉幕区脑膜瘤 --------------------------------------------------------------------------------- 薛洪利 187

PU-257

扩大经鼻内镜颅底手术中 ICA 的保护标志 -------------------------------------------- 黄广龙,张喜安,漆松涛 187

PU-258

神经导航与内镜辅助下扩大经鼻蝶入路切除颅底肿瘤应用体会 -------------- 叶新运,蒋秋华,赖文焘等 188

PU-259

腰穿脑脊液 ctDNA 对脑干肿瘤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初步研究 ------------------- 泮长存,陈新,肖雄等 188

PU-260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的手术入路策略 ------------------------------------------------------------------------ 贺世明 188

PU-261

经乙状窦后入路“包膜”下分离技术切除听神经瘤的体会（附 87 例报告） ------------------- 王彬彬 189

PU-262

多点立体定向活检——弥漫内生性桥脑胶质瘤诊治中安全有效的操作 --------- 赵阳,韩一芃,孟玮 等 189

PU-263

妊娠合并脑干肿瘤患者 1 例及文献回顾 -------------------------------------------------- 汪惊涛,高鹏,程宏伟 190

PU-264

弥散型脑干胶质瘤显微手术的临床意义 ----------------------------------------------------------- 张跃康,杨翔 190

PU-265

中脑顶盖胶质瘤的手术疗效分析 --------------------------------------------------------------------------- 楼美清 191

PU-266

ERAS 优化护理措施在神经外科肿瘤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 高丽娟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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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7

中脑顶盖胶质瘤的手术及疗效分析

附 12 例病例 ------------------------------ 楼美清,薛亚军,毕云科等 191

PU-268

Inhibitory Effect of Melatonin on Proliferation and Angiogenesis
in Glioblastoma via Repressing the EGFL7-EGFR Pathway ---------------- Wang Feiyifan,Li Xuejun 192

PU-269

节细胞胶质瘤的诊断与治疗 -------------------------------------------------------------- 潘灏,王汉东,孙康健等 193

PU-270

基质硬度通过 YAP 促进脑胶质瘤细胞上皮-间质转化和血管生成拟态形成 ------------ 安吉洋,周丽丽 194

PU-271

小脑转移瘤肿瘤切除术加术中放疗一例报道 ------------------------------------------------------------ 李长宇 194

PU-272

脑神经胶质瘤病的诊断和治疗 --------------------------------------------------------------------------------- 祝福 195

PU-273

人脑胶质母细胞瘤中 IDH1 与 Ki67 表达和磁共振
灌注成像特征关系的实验研究 ----------------------------------------------------------- 闫晓鹏,陈胜利,刘凯等 195

PU-274

颞叶胶质瘤患者的脑结构与功能代偿机制及其
在外科术中认知保护的指导价值 ----------------------------------------------------------- 陈玖,胡新华,刘永等 196

PU-275

双靶向核磁-光声-近红外荧光纳米探针
在脑胶质瘤诊疗过程中的应用研究 ----------------------------------------------------- 黄琦,王苟思义,王坤等 196

PU-276

胶质瘤神经介入治疗的质量控制 --------------------------------------------------------------------------- 沙龙金 197

PU-277

多模态导航联合术中磁共振技术

PU-278

高频单极电刺激在运动区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 吴赞艺,康德智 198

PU-279

Saracatinib 对 EGFRvIII 阳性胶质瘤干细胞的抑制作用 ------------------------ 李学涛,周幽心,李学涛等 198

PU-280

H3F3A 基因 K27 突变对成人丘脑胶质瘤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 郝淑煜,冯洁,万虹等 199

PU-281

The prognostic role of preoperative 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辅助手术治疗脑深部胶质瘤的疗效分析 ------------------------------------------------- 计颖,贺虎,程传东等 198

index and albumin/globulin ratio 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high-grade glioma --------------------- Liang Ruofei,Li Junhong,Tang Xiaoping etc. 200
PU-282

REST gene signature predicts patient survival
and therapeutic response for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 Liang Jianfeng 200

PU-283
PU-284

胶质瘤的“根治性”手术实践 -------------------------------------------------------------------- 郑志明,王国栋 201
Enhanced Expression of the Kin17 Protein in Human Glioma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Poor Prognosis ----------- Wu xiujie,Yang Chuanchao,Cheng Yanhao etc. 201

PU-285

靶向 BET 蛋白抑制胶质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和致瘤性 ------------------- 陶震楠,周幽心,李学涛等 202

PU-286

MRS-supported Stereotactic Biopsy in the Diagnosis of Glioma:
Comparison of Biopsy and Surgical Resection Specimen --------------- wang peng,Zhang Jianning 202

PU-287

Up-regulated Expression of FOXC1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in Human Glioma
an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 Yang Chuanchao,Cheng Yanhao,Zhao Yayun etc. 203

PU-288

Perfusion MRI to differentiate post treatment radiation effect from
recurrent high-grade glioma with histopathologic evidence ------------- Wang Peng,Zhang Jianning 203

PU-289

土贝母苷甲-1 抑制胶质细胞瘤细胞增殖及迁移的分子机制研究 -------------------------- 曹蒋军,崔红娟 204

PU-290

FKHRL1 通过转录激活 SIRT6 抑制胶质母细胞瘤沃伯格效应 ---------------------- 董振,钟晓霞,雷倩等 205

PU-291

TROP2 通过 JAK2/STAT3 信号通路调控胶质母细胞瘤的增殖和迁移 ------------------ 侯建兵,崔红娟 205

PU-292

TRIP13 promot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of glioblastoma through FBXW7-c-MYC axis ---------------------------- 张光辉,崔红娟 206

PU-293

Cancer/Testis Antigens CEP55: "Smart"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Glioblastoma. ----------------------------------------------- 李重阳,崔红娟 206

PU-294

JMJD8 基因对胶质母瘤细胞增殖和迁移的影响 ---------------------------------------------- 谭梦琴,崔红娟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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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5

贝母乙素对胶质瘤细胞迁移侵袭能力影响研究 ----------------------------------------------- 赵博贤,赵世光 207

PU-296

大脑主要白质联络、投射纤维束
及核心区的形态解剖、影像学重建以及争论 ----------------------- 周培志,Juan C.Fernandez-Miranda 207

PU-297

荧光素钠引导下复发胶质瘤显微手术临床应用研究 --------------------------------------------------- 苗增利 208

PU-298

贝母素乙对胶质瘤瘤周脑水肿的影响 ----------------------------------------------------------- 赵博贤,赵世光 208

PU-299

RND3 在胶质母细胞瘤凋亡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刘宝辉,陈谦学 209

PU-300

转录因子 CUX-1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冯帆,吴秀杰,程彦昊等 209

PU-301

人脑胶质瘤 IDH1 基因突变与临床病理类别的关系 --------------------------------------------- 陈曦,王占祥 210

PU-302

荧光模式下脑胶质瘤显微手术切除体会 ------------------------------------------------------------------ 谭国伟 210

PU-303

Meg3 induces EMT and invasion of glioma cells via autophagy---------------------------- 杨志豪,赵兵 211

PU-304

LncRNA SNHG3 enhances the malignant
progress of glioma through silencing KLF2 and p21 ---------------------------------------------------- 费帆 211

PU-305

应用 PARP 抑制剂联合替莫唑胺治疗胶质母细胞瘤的研究 -------------------------------- 刘珈杞,赵世光 212

PU-306

胼胝体胶质瘤的手术治疗 -------------------------------------------------- 周庆九,库格鲁克·亚力坤,付强等 212

PU-307

BRCA1 调节胶质瘤 DNA 损伤修复的研究 ----------------------------------------------------- 刘珈杞,赵世光 213

PU-308

大脑深部恶性胶质瘤的瘤组织间液化疗 ------------------------------------------------------------------ 李安民 213

PU-309

贝伐珠单抗经脑动脉介入治疗胶质瘤的低耐药性研究 ------------------------------------------------ 李安民 214

PU-310

荧光素钠在脑胶质瘤手术中的应用 -------------------------------------------------------- 叶永造,刘希尧,高鑫 214

PU-311

Systemic analysis of tumor purity in glioblastoma --------- Xiong Yi,Xiong Zujian,Wanggou Siyi etc. 215

PU-312

老年胶质瘤也应当积极治疗 -------------------------------------------------------------- 欧阳辉,俞磊,李伟光等 216

PU-313

FAK-Cortactin-Arp2/3 调控侵袭性伪足介导胶质瘤细胞侵袭运动的研究 ------------------ 孙健,于圣平 217

PU-314

大脑中线结构小体积胶质瘤的瘤组织间液放疗的临床研究 ------------------------------------------ 李安民 217

PU-315

复发性脑胶质瘤的免疫导向放疗 临床试验研究和长期随访 ----------------------------------------- 李安民 218

PU-316

经脑动脉介入给药的药代经济学 --------------------------------------------------------------------------- 李安民 218

PU-317

唤醒麻醉状态下切除脑功能区胶质瘤 19 例分析 ---------------------------------------------------------- 陈曦 219

PU-318

影像组学指导下基于 FDG PET 的脑胶质瘤
MGMT 启动子甲基化情况预测 ------------------------------------------------------- 孔梓任,李龙飞,李佳桐等 219

PU-319

成人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的诊治和长期随访结果 -------------------------------- 李志勇,黄广龙,易国仲等 220

PU-320

幕上脑肿瘤术中快速病理诊断为小圆细胞
恶性肿瘤的结果分析和应对建议 ----------------------------------------------------- 李志勇,黄广龙,易国仲等 220

PU-321

基于 mRNA 转录后剪切的胶质母细胞瘤 scRNA-seq 分析 -------------------- 杨淇,王苟思义,刘宏伟等 221

PU-322

Microvascularity detection and quantification in glioma:
a novel deep-learning based framework ---------------------------------------------- 庄骐源,毛颖,汤奇胜等 221

PU-323

包载卡氮芥的 T7-PEG-PLGA 纳米粒子靶向治疗 胶质瘤的实验研究 ----------------- 郑智星,赵世光 222

PU-324

ALA 荧光引导手术切除复发高级别胶质瘤中疗效的 mate 分析 ------------------------------------- 陈晓丰 222

PU-325

硝唑尼特抑制晚期自噬并促进 ING1 介导的胶质瘤细胞周期停滞 --------------- 王枭雄,滕雷,杨铭春等 223

PU-326

免疫检查点分子 PD-L1 和 B7-H4 在胶质瘤中的互斥
表达模式及对应免疫微环境特征的研究 ----------------------------------------------- 陈弟,李高鹏,纪春霞等 224

PU-327

间充质干细胞在胶质瘤治疗中的应用 ----------------------------------------------------------- 赵文洋,赵世光 224

PU-328

MiR-212-3p 通过靶向调控 SGK3 蛋白表达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 ------------------------ 刘怀垒,赵世光 225

PU-329

长链非编码 RNA TUG1 对恶性肿瘤临床及预后意义：
系统性评价及 Meta 分析 ------------------------------------------------------------------ 王枭雄,陈晓丰,陈鑫等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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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0

雷公藤通过抑制 EMT 负向调控胶质瘤 --------------------------------------------------- 舒梦婷,钟晨,赵世光 226

PU-331

多模态影像融合技术辅助治疗功能区脑肿瘤 -------------------------------------- 吴炳山,代兴亮,李庆新等 226

PU-332

全程清醒开颅切除语言功能区胶质瘤 --------------------------------------------------------------------- 孙国柱 227

PU-333

Matrine 通过 PI3K/AKT 通路诱导胶质瘤凋亡 ---------------------------------------- 舒梦婷,王新庄,赵世光 228

PU-334

1H-MRS 联合 DWI 在脑胶质瘤分级诊断中的应用探讨 ------------------------------------- 胡旭磊,夏鹤春 228

PU-335

甲硫氨酸与胱氨酸剥夺依赖 ROS
和自噬具有共同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的作用 -------------------------------------------------- 刘怀垒,赵世光 229

PU-336

ARHI 能下调癌基因 Ras 并通过 Ras/Akt/Mtor
通路诱导胶质瘤细胞自噬的研究 -------------------------------------------------------------------- 钟晨,赵世光 229

PU-337

高级别胶质瘤磁敏感加权成像与分子病理表达的对比分析 -------------------- 田海龙,危兆胜,祖玉良等 230

PU-338

氯喹协同过表达 ARHI 显著抑制胶质瘤增殖的研究 --------------------------------------------- 钟晨,赵世光 230

PU-339

p68 RNA 解旋酶通过负调节 DUSP5 促进胶质瘤细胞的侵袭 ------------------ 滕雷,陈晓丰,杨铭春等 231

PU-340

低级别胶质瘤的临床特点及诊疗体会 -------------------------------------------------------------- 李德坤,赵兵 231

PU-341

目视教育在脑胶质瘤术后抬高床头的效果 -------------------------------------------------------- 唐运姣,谢琴 231

PU-342

ATB promotes TGF-β-induced glioma cell
invasion through NFκB and P38/ MAPK pathway ----------------------------------------------- 汤锋,赵兵 232

PU-343

DNA 甲基化转移酶抑制剂 DC_517 对胶质瘤细胞增殖和侵袭的影响 ---------------------- 徐雅娣,赵兵 232

PU-344

甲硫氨酸剥夺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和周期抑制的实验研究 -------------------------------- 王开开,赵世光 233

PU-345

低级别胶质瘤发生恶性转化为高级别胶质瘤的危险因素及预后分析 ------------------------------ 孙荣辉 233

PU-346

LncRNA UCA1/miR-182/iASPP 通路在调节
脑胶质瘤细胞增殖和侵袭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何宗泽 234

PU-347

LncRNA UCA1 介导 miR-182 调控
脑胶质瘤细胞的增殖与侵袭相关性研究 ------------------------------------------------------------------ 何宗泽 235

PU-348

神经内镜下松果体区胶质瘤切除术 1 例 -------------------------------------------------- 吴永刚,张诚,杨小朋 235

PU-349

外泌体介导的 LncRNA SNHG12 传递

PU-350

胶质瘤患者主要照顾者术前心理障碍及其相关因素的临床研究 -------------------------- 陈超逸,杨昌美 237

PU-351

快速康复外科管理模式在胶质瘤患者中的的效果研究 -------------------------------------- 刘闻捷,陈茂君 237

PU-352

双色荧光示踪胶质瘤起始细胞融合宿主间质细胞恶性转化机制研究 -------------- 代兴亮,程宏伟,兰青 238

PU-353

新型天然小分子活性化合物 trichobotrysin B 通过 IL-6

在胶质瘤耐药中的过程及其机制研究 ----------------------------------------------- 陆晨飞,尹建星,张卓然等 236

介导的 STAT3/JAK 通路抑制胶质瘤增殖和促进凋亡------------------------------- 代兴亮,吴炳山,程宏伟 238
PU-354

LncRNA UCA1 在脑胶质瘤组织中的表达及 对细胞增殖和侵袭的影响 --------------- 何宗泽,陈隆益 239

PU-355

去水卫矛醇 (VAL-083) 联合放疗治疗具有甲基鸟嘌呤-DNA 甲基转移酶 (MGMT)
基因未甲基化启动子的新确诊的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
(GBM) 患者的开放性 I/II 期临床研究中期汇报 ------------------------------------- 郭琤琤,杨群英,赛克等 239

PU-356

MPC1 基因缺失与 GBM 预后不良的相关性研究 ------------------------------------------------ 柴毅,张玉琪 240

PU-357

脑胶质瘤标准病例信息库的构建及意义 ----------------------------------------------- 徐江龙,徐灿,谭艳丽等 240

PU-358

FK506 结合蛋白 5 抑制胶质细胞的增殖
及促进肿瘤细胞凋亡 的机制探讨 ----------------------------------------------------------------------------- 杨辉 241

PU-359

健康教育在胶质瘤患者术后患者康复护理的应用 -------------------------------------- 樊毅,郭小叶,贾江利 241

PU-360

SNHG12 与肿瘤预后及临床病理关系的 Meta 分析 ----------------------------------------- 王新庄,赵世光 242

PU-361

利用金纳米粒子提高胶质瘤化疗效率 ----------------------------------------------------------- 郑智星,赵世光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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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2

Study on the Expression of TAG1/APP gene and protein
in Glioma Stem Cells and ordinary glioma cells ------------------------------------------------ 颜涛,赵世光 243

PU-363

基于 GEO 数据库及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胶质瘤相关的差异表达基因及通路 --------- 叶君毅,赵世光 243

PU-364

microRNAs 协同调节神经胶质瘤细胞 ------------------------------------------------------- 刘震东,赵世光 244

PU-365

C-erbB-2 与 BCRP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及与临床分期的关系

PU-366

长非编码 RNA LINC00526 通过与 AXL 形成

---------------- 杜鹏,张晶晶,木依提 244

双负反馈环来抑制神经胶质瘤进展 ----------------------------------------------------- 严剑,徐春华,李有平等 245
PU-367

IDH-1、MGMT 和 Ki-67 与胶质瘤病理分级和预后的关系 ------------------------------------ 郭忠祎,马辉 245

PU-368

外泌体传递 miR-1238 增强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性 ------------------------------ 尹建星,曾爱亮,张卓然等 246

PU-369

炎性因子评分对老年胶质母细胞瘤预后的影响 ----------------------------------------- 宋昆,陈峻叡,徐浩等 246

PU-370

磁共振弥散成像在鉴别胶质瘤复发与放射损伤中的作用 ----------------------------- 李聪,刘洁,吕晓飞等 247

PU-371

脊髓内胶质瘤节段多寡的临床对比分析 -------------------------------------------- 孙建军,谢京城,李振东等 248

PU-372

Molecular and clin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Galectin-9 in glioma
through 864 samplescular and clin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Galectin-9 in glioma through 864 sampl ------------------------------------------------------- 苑锋,杨学军 248

PU-373

靶向纳米载药系统治疗人源化胶质母细胞瘤裸鼠模型的实验研究 ----------- 罗承科,刘志雄,李书旺等 249

PU-374

缺氧微环境下胶质瘤干细胞源性外泌体
选择性运载 miR-30b-3p 调控胶质瘤化疗耐药 ------------------------------------ 尹建星,曾爱亮,张卓然等 249

PU-375

外泌体介导的 circRNA PTPN22 传递在胶质瘤耐药中的过程及其机制研究 --------------------- 魏裕天 250

PU-376

颞叶胶质瘤的解剖分类及手术策略 -------------------------------------------------- 马春晓,李治晓,屈洪彬等 250

PU-377

基于癌症基因组图谱挖掘 PDK1 在胶质母细胞瘤中的分子和临床特点 -------------------- 苑锋,杨学军 251

PU-378

Value of Navig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nTMS) on Brain
tumors Resection in Preserving Vital Function Areas:
A Meta-Analysis involving 1,104 subjects -------------------------------------------------------- 苑锋,杨学军 252

PU-379

FBW7 is associated with prognosis, inhibits malignancies

PU-380

基于全外显子检测结果的高级别胶质瘤的精准治疗 ----------------------------------------- 周江芬,蔡林波 253

PU-381

二氢青蒿素联合替莫唑胺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和诱导凋亡的研究 ----------------- 莫立根,严峻,陈海南 253

PU-382

MRI 在裸鼠原位移植人脑胶质瘤细胞 U87MG

and enhances temozolomide sensitivity in glioblastoma cells ------------------------ 贺华,林靖,卢亦成 252

建立脑胶质瘤模型中的应用 ----------------------------------------------------------- 刘国浩,莫靖欣,陈梅容等 254
PU-383

LINC01198 在胶质瘤中的主要功能研究-------------------------------------------- 陈威霖,陈鸿锦,侯国强等 254

PU-384

胶质瘤术后的观察和护理 ------------------------------------------------------------------------------------ 王城越 255

PU-385

胶质瘤干细胞 IL-33 表达对溶瘤效应的影响 ------------------------------------------ 田海龙,姜彬,郭文佳等 255

PU-386

以去泛素化酶 UCH37 为靶点治疗恶性脑胶质瘤的分子机理研究 --------------- 王洪祥,黄麒霖,严勇等 255

PU-387

探讨鸡尾酒式 TMZ-LEV-IFN 方案对胶质瘤生长的抑制作用 ------------------------ 倪向荣,曲悦,王静等 256

PU-388

放疗后缺氧微环境促进胶质瘤干性维持和复发 -------------------------------------------------- 张所军,万锋 257

PU-389

OPPD 构建的脑胶质瘤双向给药系统介导的光热化学药物联合治疗 -------------------------------- 施炜 257

PU-390

游离 DNA 定量检测在早期鉴别胶质瘤复发与放射性脑坏死中的价值 ------------------------ 施炜,陈建 258

PU-391

列线图模型预测低级别胶质瘤术后患者预后 ------------------------------------------------------------ 赵业禹 258

PU-392

HOXA10: a novel biomarker for gliomas ---------------------------------------------------------------- 颜成睿 259

PU-393

电生理监测下颞叶侵及基底节区巨大胶质瘤的手术治疗策略 ----------------------- 伍军,霍雷,方加胜等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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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4

缺氧诱导的脯氨酸羟化酶 P4HA2 通过基质重塑
和 PI3K/AKT 信号轴 调控胶质瘤恶性生物行为 ---------------------------------------- 林靖,仇冠中,金卫林 260

PU-395

B7H3 与 NF-κB 的相互调控激活 AQP1、MMP9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研究 -------------------------------------------------------------------- 田海龙,孟宪兵,王志刚 260

PU-396

m6A 去甲基化酶 ALKBH5 介导长链非编码 RNA SOX2OT

PU-397

基于体素的颅内胶质瘤的几何特征的影像组学研究 ----------------------------- 孙崇然,窦章琪,吴家伟等 261

PU-398

LncRNA CDKN2B-AS1

调控 SOX2 表达促进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的机制研究 ----------------------------- 刘伯杨,周建,王晨阳等 261

对恶性胶质瘤细胞增殖与侵袭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 李舜,唐晓平,王远传等 262
PU-399

颅内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PXA）的临床、
组织病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特点以及预后分析 -------------------------------------------- 马成鑫,冯睿,陈宏等 263

PU-400

脑胶质瘤患者围术期细胞免疫水平变化与术后感染相关性研究 -------------- 段虎斌,高卫勤,郝春艳等 263

PU-401

脑胶质瘤中 HIF-1a 与 PD-L1 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 贾丁,王春红 264

PU-402

2 例病程差异巨大的复发高级别胶质瘤的
临床全外显子组测序（CWES）结果的比较分析 ----------------------------------- 邱天明,吴帅,庄冬晓等 264

PU-403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 Apicidin 对脑胶质瘤细胞系中 Oct-4 基因表达的影响 ----- 李仲颖,程宏伟 265

PU-404

Alisertib induces cell cycle,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human glioma cells -------------------- 刘诤 266

PU-405

CA11 is a negative modulator of neuronal
activity-dependent growth of gliomas --------------------------------------------------------- 陶帮宝,李世亭 266

PU-406

CYB561D2 up-regulation activates STAT3 to
induce immunosuppression and aggression in gliomas --------------------------------------------- 陶帮宝 267

PU-407

LncRNA PVT1 通过招募 COPS6 去泛素化
稳定 TRIM24 促进胶质瘤的发生发展 ----------------------------------------------------- 吕涛,冯海忠,张晓华 267

PU-408

联合抑制 mTOR 及旁路激活通路治疗胶质母细胞瘤 ---------------------------------- 吕涛,韩硕,徐天启等 268

PU-409

MGMT contributes to glioma cell resistance

PU-410

脑胶质瘤患者术前心理人格特征研究 -------------------------------------------------- 王科,付婉瑞,程海洋等 269

PU-411

脑胶质瘤患者术前心境障碍与正常脑区脑血流灌注改变的相关性研究 ----------- 王科,付婉瑞,孙皓等 269

PU-412

PGK1 通过调节 CIN 和 CFL1 影响胶质瘤细胞放射敏感性 ----------------------- 赵梦洁,刘宇驰,肖红等 270

PU-413

探讨恶性脑胶质瘤患者治疗后血清 TGF-β

to temozolomide treatment via regulation of glycolysis ------------------------------ 何川,芦山,王崇丞等 268

和 GFAP 浓度的变化对其预后的影响 ----------------------------------------------------------- 田志华,茹小红 270
PU-414

HIF1α 调控胶质瘤细胞高氧化疗增敏分子机制研究 --------------------------------------- 汪攀,吴南,冯华 271

PU-415

抑制 RhoA-RockII-CFL1 通路的细胞运动调节因子 ROCKII，可增强
U251 胶质瘤细胞放疗敏感性并下调 CFL1 的表达---------------------------------- 赵梦洁,肖红,邹元杰等 271

PU-416

胶质瘤患者血浆游离 DNA 全外显子组测序分析 ------------------------------------ 施金龙,陈建,沈剑虹等 272

PU-417

低级别胶质瘤及神经元混合胶质瘤相关癫痫的手术治疗策略 ------------------------------------------ 华刚 273

PU-418

Immunogenomic analysis reveals LGALS1 contributes
to the immune heterogeneity and immunosuppression in glioma ------------------------------------ 陈群 273

PU-419

显微手术与传统开放手术对脑胶质瘤患者认知功能、生活能力及神经肽水平的影响 ------------ 孙青 274

PU-420

功能磁共振技术在脑胶质瘤综合治疗中的疗效监测与注意事项 ------------------------------------ 李庆新 274

PU-421

胶质瘤患者抑郁、焦虑及认知障碍与炎症因子改变的相关性研究 ----------------- 宋利,王科,王颢润等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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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2

Gelfoam Padding， an innovative surgical technique
improving the total resection rate of cystic gliomas --------------------------------------------------- 李庆新 275

PU-423

SSH1/SSH2 下调通过抑制 Cofilin-1
再激活增强胶质瘤细胞放疗敏感性 ----------------------------------------------------- 肖红,仲钰婕,赵梦洁等 276

PU-424

QKI deficiency activates the Hedgehog signaling pathway to maintain glioma

PU-425

高级别胶质瘤的临床疗效分析 -------------------------------------------------------------------- 周文科,周文科 277

PU-426

单一原发性神经胶质肉瘤的预后因素：使用 SEER 数据库进行监测，

stemness via regulating translation of the GLI1 mRNAs ---------------------------- 蔡金全,韩博,蒋传路 276

流行病学和预后情况的研究 1973- 2013 ---------------------------------------------------- 陈斌,刘彬,吴超等 277
PU-427

Nur77 promotes glioma invasion and progression via CXCR4 -------------------------- 戴宇翔,倪红斌 278

PU-428

神经导航联合“黄荧光”技术在胶质瘤手术治疗中的初步应用 -------------- 叶新运,蒋秋华,杨瑞金等 278

PU-429

胶质瘤术后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的相关因素分析 --------------------------------------------------- 王冬梅 279

PU-430

外泌体传递的 lncRNA SBF2-AS1
对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性的影响 ----------------------------------------------------- 张卓然,尹建星,陆晨飞等 279

PU-431

G 蛋白欧联受体激酶-5（GRK5）通过靶向调控
NF-κB 信号通路促进胶质瘤细胞增殖和侵袭---------------------------------------------------- 杨洋,牛朝诗 280

PU-432

语言传导束示踪成像和术中电刺激定位技术
在语言功能区胶质瘤手术中的应用 ----------------------------------------------------- 杨建凯,宋剑,孙国柱等 281

PU-433

脑脊液 NGS 检测在复发胶质母细胞瘤个体化治疗中的应用 ---------------------------------------- 周士振 281

PU-434

TERT 启动子突变对原发性胶质母细胞瘤中小胶质
细胞/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 ------------------------------------------- 杨孝燕,王春红,杨孝燕 Yang 282

PU-435

蛋白激酶抑制剂 Bortezomib 通过
下调 FOXM1-Survivin 轴抑制脑胶质瘤的研究 ------------------------------------------------ 唐军海,吕胜青 282

PU-436

成人幕上脑胶质母细胞瘤治疗经验与体会（附 767 例报告） -------------------- 蒋海辉,任晓辉,崔勇等 283

PU-437

Supratentorial high-grade astrocytoma with leptomeningeal
spread to the fourth ventricle: a lethal
dissemination with dismal prognosis ---------------------------------------------- 李铭孝,任晓辉,蒋海辉等 284

PU-438

Prognostic implications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variant III expression and nuclear translocation
in Chinese human gliomas --------------------------------------------------------------- 杨凯元,林松,任晓辉等 284

PU-439

磁共振报告、三次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均不支持的幕上
低级别胶质瘤手术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陈新,朱美,张传玲 285

PU-440

脑胶质瘤微环境中相关间充质干细胞亚群的不同生物特性的研究 -------------------- 付朋,项炜,张庆等 285

PU-441

低级别胶质瘤伴局灶性脑皮质发育不良癫痫患者手术治疗体会 -------------- 吴海洋,张新定,史雪峰等 286

PU-442

TRIM59 promotes gliomagenesis by inhibiting TC45
dephosphorylation of STAT3 ----------------------- Feng Haizhong,Youzhou Sang,Weiwei Zhang etc. 286

PU-443

人工硬膜修补材料在胶质瘤中的应用 --------------------------------------------------------------------- 钟兴明 287

PU-444

miR-454-3p 是一种外泌体生物标记物在胶质瘤中发挥抑癌功能 -------------------------------------- 支枫 287

PU-445

基于大脑类器官模型研究胶质母细胞瘤药物的作用及其机制 ----------------------- 刘方琨,黄兢,刘志雄 288

PU-446

人参皂苷 Rg3 抑制胶质母细胞瘤 MGMT 表达和上皮-间质转化 ------------------------------------ 郑学胜 288

PU-447

IDH2 gene mutations are common
in oligodendrogliomas --------------------------------------------- Wang Leiming,Li Zhuo,Cai Yanning etc.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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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8

High expression of the transcriptional coactivator TAZ
is associated with a worse prognosis and affects
cell proliferation in patients with medulloblastoma ----------------------------------------------- Wang Hao 289

PU-449

Hypoxia-regulated exosomal miR-210 is a potential noninvasive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glioma ------------------------- Yue Xiao,Lan Fengming 290

PU-450

ACT001 通过靶向 STAT3 信号通路抑制
U87-MG 胶质瘤干细胞的成球能力及干性维持 ----------------------------------------------- 李佳博,杨学军 290

PU-451

阿帕替尼靶向治疗成人复发胶质母细胞瘤的单臂临床Ⅱ期研究 ------------------------------------ 张俊平 291

PU-452

58 例脑胶质瘤患者术后生存分析 ---------------------------------------------------------------- 赵晓军,安艳玲 291

PU-453

胶质瘤诊断、预测复发和评估治疗效果的潜在新策略：
应用多肽微阵列技术监测患者血清 MGMT 自身抗体 ---------------------------------------- 吴海滨,周幽心 292

PU-454

GBP2 在神经胶质瘤中的生物学功能及分子机制研究-------------------------------------------- 李明, 兰青 293

PU-455

经鼻蝶内镜手术治疗垂体瘤卒中的效果研究 ----------------------------- 黄源欣（黄星）,姜晓兵,刘祯等 293

PU-456

第三脑室周围病变的内镜手术策略 ----------------------------------------------------- 肖顺武,续岭,刘胜远等 294

PU-457

神经导航辅助神经内镜 endoport 技术在脑室病变中的应用体会 ---------------- 肖顺武,续岭,刘胜远等 294

PU-458

神经内镜技术临床应用体会 -------------------------------------------------------------- 肖顺武,续岭,刘胜远等 294

PU-459

内镜手术治疗导水管区占位性病变继发脑积水 -------------------------------------------- 宋明,杨刚,王勇等 295

PU-460

经颅神经内镜技术在神经外科中的临床应用 -------------------------------------------------- 吴鹏飞,王运杰 295

PU-461

内镜下经鼻蝶手术围手术期颅内感染防治监测与分析 -------------------------------------- 王小峰,衡立君 296

PU-462

特发性正常压力性脑积水的外科治疗 --------------------------------------------------------------------- 王新生 296

PU-463

内镜经鼻上颌窦入路切除颅内外沟通神经鞘瘤（附 2 例报道） -------------------- 周律,王斌,洪文明等 297

PU-464

内镜技术在神经外科的临床应用及拓展 --------------------------------------------------------------------- 陈建 297

PU-465

Endoport 辅助下神经内镜下经后纵裂-楔前叶/或顶上小叶切除侧脑室三角区肿瘤---------------- 施炜 298

PU-466

侧脑室三角区手术新入路的临床运用及探讨 ----------------------------------------------------- 张晓彪,谢涛 298

PU-467

针对不同特点的鞍上肿瘤神经内镜下经鼻扩大入路的手术个性化策略选择 ------------------------ 王宇 299

PU-468

完全神经内镜下经侧脑室额角或三角区
穿刺治疗脑室内病变（附病例分析） -------------------------------------------------- 王斌,程宏伟,洪文明等 299

PU-469

扩大经鼻入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 -------------------------------------------------------------------- 祝新根,吴雷 300

PU-470

鞍底重建技术在经鼻内镜手术中的重要性及相关要点分析 -------------------------------- 毕云科,楼美清 300

PU-471

Artis Zeego 杂交手术室在经鼻内镜颅底手术中的应用-50 例报告 --------------------------------- 冯思哲 301

PU-472

神经内镜辅助显微手术治疗侵犯相
关颅底孔道的桥小脑角病变的安全性和可行性分析 ----------------------------------------- 王志刚,危兆胜 301

PU-473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垂体瘤的手术体会和疗效分析 ----------------------------- 王中勇,陈刚,兰青 302

PU-474

神经内镜治疗颅底相关疾病手术 42 例临床分析 --------------------------------------------- 孙凯颉,李英斌 302

PU-475

完全内镜经鼻和经颞下入路切除 Meckel 区病变初步临床结果 ------------------------------ 顾晔,张晓彪 303

PU-476

内镜经颅技术应用 --------------------------------------------------------------------------------------------- 姜晓兵 303

PU-477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XRCC4 gene on radiosensitivity
of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 ZHENG ZHIMING,WANG GUODONG 304

PU-478

颅内肿瘤的伽玛刀治疗 --------------------------------------------------------------------------------------- 陈海宁 305

PU-479

125I 籽粒间质内放疗治疗复发胶质母细胞瘤的效果分析 -------------------------------------- 王鹏,张剑宁 305

PU-480

下调 miRNA-612 表达提高原代培养
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对替莫唑胺的敏感性 -------------------------------------------- 顾文韬,寿佳俊,顾士欣等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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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1

藤黄酸抑制细胞自噬及间质上皮转化抑制人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生长 -------------------- 赵文洋,赵世光 306

PU-482

Angiopepe-2 靶向修饰脂质-聚合物纳米载体递送
TMZ 联合放疗实现协同治疗脑胶质瘤的实验研究 ------------------------------------- 王臻,肖勇,赵梦洁等 307

PU-483

微导管介入化疗肺癌小脑转移瘤的近期疗效研究 -------------------------------------------------- 陈谦,任敬 307

PU-484

多周期替莫唑胺联合贝伐单抗治疗复发胶质母细胞瘤 --------------------------------------------------- 洪洋 308

PU-485

Cyberknife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复发或残留颅内血管外皮瘤 -------------------------------- 黄立超,潘隆盛 308

PU-486

伽玛刀治疗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的临床研究 -------------------------------------------------------- 陈兢,刘富均 309

PU-487

伽玛刀治疗颅内多发性脑膜瘤的临床研究 ----------------------------------------------------------- 陈兢,陈伟 309

PU-488

肺癌脑转移伽玛刀治疗后生存 18 年一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廖洪飞,吴高峰,唐轶等 310

PU-489

基于系统药理学靶点“钓钩”策略
对瓜蒌活性成分中针对神经肿瘤治疗的研究 --------------------------------------------------------------- 张轩 310

PU-490

低能 X 射线术中放射治疗在原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治疗中的应用 ----------------- 张洪俊,韩小弟,傅兵等 311

PU-491

Tailored treatment options for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es
by a relocatable frame system with Gamma Knife radiosurgery ------------------------------ 叶科,童鹰 311

PU-492

松果体瘤立体定向术下近距离内放射治疗 ----------------------------------------------- 朱毓科,杨大祥,王鹏 312

PU-493

miR-448 increases radio-sensitivity by inhibiting glycolysis in glioma----- Yue Xiao,Lan Fengming 312

PU-494

Novel predictive epigenetic signature for temozolomide
in non-G-CIMP glioblastomas ------------------------------------------- Yin Anan,He Yalong,Liu Yuhe etc. 313

PU-495

一例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全胃切除术后患者应用中的的护理体会 --------------------------------- 唐云云 314

PU-496

ECRS 法在 NICU 患者下呼吸道感控管理流程中的应用 ----------------------------------- 詹昱新,杨中善 314

PU-497

神经外科患者行肠内营养支持预防误吸的最佳证据总结 ----------------------------- 詹昱新,杨中善,黄娜 315

PU-498

基于循证的住院患者肠内营养护理质量四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詹昱新,杨中善,黄娜等 315

PU-499

基于循证的住院患者肠外营养护理质量四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詹昱新,杨中善,黄娜等 315

PU-500

替莫唑胺治疗髓母细胞瘤患者综合护理干预的临床观察 ------------------------------------------------ 贾蓓 316

PU-501

听神经瘤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 王静 316

PU-502

神经外科吞咽障碍患者 护理需求分析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 ---------------------------------- 张珍,陈璐 317

PU-503

ERAS 标准操作规程在显微血管减压手术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 姜雪 317

PU-504

“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在神经肿瘤科护理实践中的效果分析 ------------------------------------ 张扬琼 318

PU-505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身体约束流程规范化的应用效果评价 -------------------------------------- 牟芷惠,王毓 318

PU-506

乙状窦后入路大型听神经瘤术后并发症的早期护理观察 ------------------------------------------------ 郑敏 319

PU-507

基于文氏图原理进行科室护理一级质量管理的探讨 ------------------------------------------------------ 郑敏 319

PU-508

“三位一体”模式在垂体瘤术后留置尿管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杨春玲,王芳 320

PU-509

加速康复护理模式在颅脑肿瘤患者术后管理中的应用 ------------------------------------------------ 赵彬芳 320

PU-510

鼻咽癌放疗患者营养干预期间放疗前中后
体重变化规律的研究分析 ----------------------------------------------------------------- 杨华君,张杨琼,蔡林波 321

PU-511

经鼻蝶垂体瘤术后患者经口留置胃管的方法探索与研究 --------------------------------------------- 孙亚萍 321

PU-512

集束化护理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人工气道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 贺欣 321

PU-513

鼻咽癌放疗患者在营养干预期间
放疗前中后体重变化规律的研究分析 -------------------------------------------------- 杨华君,张扬琼,蔡林波 322

PU-514

医护一体化品管圈在降低神经外科腰大池持续引流缺陷率 中的应用研究 -------------------------- 慕彬 322

PU-515

运用 PDCA 降低神经外科输液泵输液相关缺陷发生率 -------------------------------------------------- 慕彬 323

PU-516

神经外科下肢静脉血栓预见性护理流程的构建与应用 ------------------------------------------------ 王雪娇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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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7

加速康复外科护理在预防听神经瘤术后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应用 --------------------------------- 李成聪 324

PU-518

新型动脉血压监测固定器用于有创血压监测患者的效果观察 -------------------------------- 李媛媛,赵欣 324

PU-519

医用黏胶相关性皮肤损伤的研究进展 ------------------------------------------------------------------------ 王婷 324

PU-520

中等长度导管与静脉留置针在神经外科住院患者中的应用比较研究 ----------------------- 王晓庆,王婷 325

PU-521

加速康复护理干预对神经外科手术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 李明娟 325

PU-522

颅底肿瘤的术后护理 --------------------------------------------------------------------------------------------- 宋悦 326

PU-523

脑膜瘤术后护理 --------------------------------------------------------------------------------------------------- 许可 326

PU-524

脑胶质瘤的术后护理 ------------------------------------------------------------------------------------------ 孙浩婷 327

PU-525

I131 经 OmmaaYa 放疗囊放射治疗脑恶性肿瘤的护理 ----------------------------------------------- 黄桂芳 327

PU-526

一例乳癌脑转移瘤术中放疗护理分享 ----------------------------------------------------------------------- 王华 328

PU-527

脑胶质瘤经股动脉灌注术护理 ------------------------------------------------------------------------------ 王海丽 328

PU-528

胶质瘤的护理 ------------------------------------------------------------------------------------------------------ 薛梅 329

PU-529

椎间孔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 --------------------------------------------------- 简红利 329

PU-530

椎管内肿瘤患者术前使用不同灌肠的方法与效果分析 ------------------------------------------------ 贺玉林 330

PU-531

颈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 罗盈 330

PU-532

心理干预对于神经胶质瘤患者不良情绪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 冯小燕 331

PU-533

1 例外伤性脑积水术后腹腔感染患者的护理体会 ---------------------------------------------------------- 罗盈 331

PU-534

综合模式的一级质控模式在神经外科护理质量中的应用效果 --------------------------------------- 徐敏宁 332

PU-535

加速康复指导下开颅患者术后早期拔除尿管的护理实践 ------------------------------------------------ 马琳 332

PU-536

电生理监测在经眉弓锁孔入路肿瘤切除手术中的配合 ------------------------------------------------ 刘明泽 332

PU-537

NICU 患者误吸的原因及护理对策 ---------------------------------------------------------------------------- 张新 333

PU-538

正念减压疗法对神经外科护士职业压力影响 ----------------------------------------- 韩晓旭,颜红波,关玉仙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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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01

颅底复杂肿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张俊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颅底解剖复杂，肿瘤部位深在，和神经血管结构及脑干等关系密切，手术切除难度较大，伴
较高的致残率及死亡率，为神经外科领域中较为棘手的难题。若肿瘤累及海绵窦，岩斜区，腹侧枕
大孔区，及颈静脉孔区，手术风险则更高，难度显著增加。目前对于颅底肿瘤治疗，无可替代治
疗，仍以手术为主，尽可能最安全程度上最大范围切除肿瘤，降低肿瘤负荷，并保留神经功能及生
活治疗。本组回顾 10 年期间治疗的颅底复杂肿瘤，并为改善预后和减少并发症提供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北京天坛医院颅底脑干病房 10 年期间治疗的颅底复杂肿瘤临床数据，随访并分析其预
后。
结果 10 年期间总收治颅底复杂肿瘤 5500 例，主要包括颅底脑膜瘤 1587 例，神经鞘瘤 687 例，及
表皮样囊肿，颈静脉球瘤，血管外膜细胞瘤，血管母细胞瘤，骨性肿瘤等。术前完善 MRI/CT 检
查，部分巨大肿瘤行复合手术血管介入栓塞。常规手术入路包括额颞翼点入路，颞下岩前入路，乙
状窦后入路，乙状窦前入路，远外侧入路，及后正中入路等。术后根据患者神经功能症状进行对症
治疗，本组死亡率为 0.5%，术后患者致残率及并发症率均较低。大部分患者术后可正常生活或功
能。
结论 颅底复杂肿瘤手术难度较大，对术者要求较高。通过常规手术入路，熟悉解剖结构，采取相
应手术技术可取得良好手术效果。

PL-002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手术治疗
黄光富,吴波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手术治疗技术及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2 例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手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手术治疗技术及治疗效果；本
组 22 例其中男 12 例、女 10 例；年龄 10-53 岁；中脑 4 例，桥脑 13 例，延髓 5 例；显著的 1 次
出血 16 例、2 次出血 6 例；出血后 3 天内手术 4 例、2 周左右手术 18 例
结果 手术入路：中脑采用颞下 2 例、经胼胝体穹窿间三脑室入路 2 例；桥脑经颞下 4 例、乙状窦
后 7 例、四脑室底桥脑背侧入路 2 例 ；延髓经枕下后正中 4 例、远外侧入路 1 例。手术全切病变
20 例，残留 2 例均再次手术切除残留肿瘤；手术后早期 3 例颅神经、5 例运动和感觉功能障碍加
重，一月左右都恢复到手术前，其余病例手术后病情较手术前好转；无死亡及手术所致病情长期加
重病例
结论 中青年非高血压脑干出血要考虑海绵状血管瘤，手术治疗可以解除脑干占位、并切除病变避
免再次出血。选择正确的部位切开脑干、保留已有的胶质增生带可以减少或避免神经功能的进一步
损害，提高手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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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

多模态影像融合技术在运动区脑膜瘤切除中的应用
屈建强,刘重霄,郭振宇,黄廷钦,董全,王睿智,周任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应用多模态影像融合技术实现脑膜瘤患者 T1WI 和 DTI 、T1WI 和 BOLD 等多种影像的融合，
用以指导涉及主要功能纤维束和运动区的功能区脑膜瘤的手术切除，以期在最小神经功能损伤的前
提下达到最大程度的肿瘤切除。
方法 回顾分析在 2014 年 8 月-2018 年 11 月，我院神经外科 36 例运动区脑膜瘤在多模态影像融合
技术（T1WI 和 DTI、T1WI 和 BOLD 的融合）和神经导航指导下的显微手术情况，并抽取同期在
神经导航辅助下显微手术切除的 31 例中央区脑膜瘤作为对照组。分析两组手术在肿瘤全切率、术
后神经功能（以肌力评估为主）、平均住院时间和术后 3 月预后等方面的差异。
结果 研究组平均手术时间 4.7±1.1 h，对照组平均 4.8±1.3h，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研究组平均住院时间 19.35±3.29 d，对照组 22.57±5.15 d，研究组平均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
（P<0.05）。研究组肿瘤全切除 28 例（77.8%），次全切除 8 例（22.2%）；对照组全切除 22 例
（70.9%），次全切除 9 例（29.1%），研究组肿瘤全切除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
术后 1d 对侧肢体肌力减退 11 例（30.6%），未变化或好转 25 例（69.4%）；对照组术后 1d 对侧
肢体肌力减退 13 例（40.9%），无变化或好转 18 例（59.1%），研究组肢体肌力无减退率显著优
于 对 照 组 （P<0.05 ）。术 后 3 月的 KPS 评 分， 研 究 组 平均 为 89.02±10.35 分， 对 照 组为
76.35±16.01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 T1WI 和 DTI 、T1WI 和 BOLD 等多种影像融合技术指导下的显微手术，可显著提高运动区
脑膜瘤的全切除率，同时有效降低患者术后致残率，提高临床疗效。

S-002

侵及静脉窦脑膜瘤的手术治疗
吕中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静脉窦是脑膜瘤常侵袭的结构，并可导致静脉窦的部分或全部闭塞，对此类肿瘤的切除程
度及静脉窦的处理存在一定争议。通过回顾性研究，为侵及静脉窦脑膜瘤的手术治疗策略提供参
考。
方法
选取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静脉窦受侵袭的脑膜瘤
患者 46 例。分析术前影像资料，根据肿瘤侵及静脉窦窦壁的程度不同将本组病人分为 3 型；并据
肿瘤闭塞静脉窦的不同位置，如上矢状窦（前、中、后 1/3）及其他静脉窦（下矢状窦、横窦、乙
状窦、直窦、窦汇）进行了分析。通过回顾病史、电话回访等方式收集患者术前、术后 KPS 及
ZPS，进行体力状况评分。所有数据均不符合正态分布，方差齐，选用配对样本比较的 Wilcoxon
秩和检验。以此结果为依据，讨论侵及静脉窦脑膜瘤的不同分型、不同位置的手术策略和静脉窦的
处理原则。
结果
46 名侵及静脉窦的脑膜瘤患者中，Ⅰ型 14 例、Ⅱ型 10 例、Ⅲ型 22 例。手术前后
KPS、ZPS 均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中闭塞（封堵或缝扎）局部静脉窦的 23 例患
者，手术前后 KPS、ZPS 均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手术治疗可改善侵及静脉窦脑膜
瘤患者术后 KPS、ZPS。静脉属支的建立和代偿充分，是术中闭塞局部静脉窦的必要选项。
结论
通过对本组病例的回顾性研究，全组患者术后 KPS 及 ZPS 较术前均改善；单独分析术中
离断局部静脉窦的患者，术后 KPS、ZPS 也较术前有改善；手术切除 SimpsonⅠ-Ⅱ级更能使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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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静脉窦处理不同分型有所区别：Ⅰ型仅灼烧静脉窦窦壁；Ⅱ型、Ⅲa 型酌情可考虑闭塞局部
静脉窦；Ⅲb 型可放心的闭塞局部静脉窦。肿瘤位置不同，关注点也不尽相同：上矢状窦：前
1/3，必要时可以封闭；中 1/3，主要考虑功能区的保护；后 1/3，注意视觉皮层的保护。其它静脉
窦，要结合静脉系统评价，慎重选择静脉窦封闭。静脉窦的修补和成型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
成熟的显微操作理念、适当的静脉窦处理技术必不可少。以上述原则为基础，认为没有必要行静脉
的转流、搭桥手术。

S-003

脊髓肿瘤诊断治疗中若干问题的讨论与思考
王振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应用精准理念指导脊髓肿瘤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 回顾大宗脊髓肿瘤临床资料，剖析诊断和治疗中的一些特殊问题和理念。
结果 脊髓肿瘤的准确诊断是精准手术的基础，是减少误诊误治的重要方面，术中的精细操作、预
见性的预防措施和术中监测是减少手术并发症的重要保证。
结论 精准理念有益于脊髓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提高治疗效果。

S-004

椎管肿瘤术后脊柱稳定性的重建—华山医院的经验
谢嵘,陈功,车晓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椎管肿瘤术后脊柱稳定性的重建日益受到重视，但是重建指征以及方法仍无统一的标准，本
研究拟通过分析相关病例，探讨椎管肿瘤术后脊柱稳定性重建的指征及方式。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3-2018.1 在华山医院神经外科脊柱脊髓亚专业组收治并手术的椎管肿瘤切
除同时行脊柱内固定的病例 123 例，其中良性肿瘤 103 例，包括神经鞘瘤 65 例，脊膜瘤 28 例，
海绵状血管瘤 6 例，囊肿及其他 4 例；恶性肿瘤 20 例，包括室管膜瘤 15 例，脊索瘤 3 例，血管
外皮瘤 2 例。病灶位置位于颈段 25 例，颈胸结合部 31 例，胸段 8 例，胸腰段 27 例，腰段 32
例。所有患者术前除常规检查及影像学检查外，均行三维 CT 重建、X 正侧位及动力位片评估脊柱
的稳定性，并据此将所有患者分为已有脊柱失稳 18 例、术后潜在失稳 64 例、术后估计无稳定性问
题 41 例；术后潜在失稳的标准包括；病灶位于颈胸或胸腰结合部，病灶累及 3 个节段或以上，手
术中需大范围剥离肌肉、韧带，如剥离 C2 的深部肌肉群、儿童需行全椎板切除等。对于已有脊柱
失稳和术后潜在失稳病例，在切除肿瘤同时应重建脊柱稳定性，包括钉棒系统内固定或前路 ACDF
联合钢板内固定；对潜在失稳者也可采取微创入路，如通道辅助、内镜辅助或半椎板入路。对于术
后估计无稳定性问题患者，可直接采取全椎板入路切除肿瘤+随访，或采用保护脊柱结构的微创入
路。
结果 本组所有患者肿瘤切除及临床近期效果均满意；术前存在脊柱失稳者术后均恢复了其稳定
性。术前无脊柱失稳者切除肿瘤后亦未出现脊柱失稳的情况。
结论 椎管内肿瘤切除术后保护和重建脊柱稳定性的方式较多，神经外科医师应在全切肿瘤同时，
充分考虑脊柱稳定性的问题，我们的原则：1、已有脊柱性破坏的患者必须牢靠的进行内固定及稳
定性的重建。2、对有潜在脊柱失稳患者，优先选择半椎板入路、通道及内镜手术方式，避免不必
要的内固定；或者在切除肿瘤后进行牢靠的内固定。3、对术后估计无稳定性问题患者，可直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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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全椎板入路切除肿瘤+随访，或采用保护脊柱结构的微创入路。4、充分认识到脊柱内固定的并发
症，如 ASD，加速退变、脊柱活动度丢失等。

S-005

颅内巨大肿瘤锁孔微创手术切除技术探讨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了解锁孔微创入路下颅内巨大肿瘤切除的可行性及技巧。
方法 颅内肿瘤最大径大于 5cm 的患者 31 例，包括脑膜瘤 14 例，垂体瘤 2 例，神经鞘瘤 12 例，
胶质瘤 1 例，小脑半球转移癌 1 例，第四脑室胆脂瘤 1 例。锁孔手术入路：眉弓 3 例、颞下 4 例、
枕下正中 1 例、乳突后 15 例、颞部 2 例，枕部、顶部、枕下旁正中、翼点、经纵裂、颞顶联合入
路各 1 例。
结果 肿瘤全切除 22 例（71%），次全切 9 例（29%），包括脑膜瘤 2 例，垂体瘤 1 例，听神经瘤
4 例，三叉神经鞘瘤 2 例。次全切原因均非锁孔入路显露问题。无手术死亡或重残，出院时遗有手
术并发症者 8 例，均为颅神经功能受损。
结论 在有效设计及合理选择后，采用单一或联合锁孔入路切除颅内深部巨大肿瘤可取得良好效
果。术前行腰大池引流降低颅内压；采用沿肿瘤长轴设计手术入路，利用手术残腔，分块全切肿
瘤；采用射频刀、CUSA、激光刀等进行肿瘤快速分块切除减压后，再分离与重要结构相邻处，可
减少神经、血管结构的损伤。必要时，可打开内听道后壁，磨除前床突、鞍结节，切开大脑镰、小
脑天幕，达到肿瘤的充分显露及全切除。

S-006

前床突磨除的临床应用体会
屈延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前床突磨除技术是神经外科实用技术之一，常用于处理侵犯视神经管和眶上裂前部的鞍结节
脑膜瘤、颈内动脉-眼动脉动脉瘤等肿瘤性和血管性病变。前床突磨除只有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步骤
进行才能达到安全、高效。我们拟结合先前报道的前床突磨除方法和实际操作体会，提出在有限硬
膜外空间高效磨除前床突的适宜推荐方法。
方法 蝶骨小翼、视神经管顶和视柱是前床突的三个主要支撑结构。1985 年 Dolenc 报道了经翼点
入路磨除前床突的十步法，该方法未从下外方暴露前床突。随后，其他专家提出了打开眶脑膜带、
分离眶上裂骨膜层、暴露前床突下外侧、进而顺时针处理蝶骨小翼、视神经管顶和视柱的顺行法前
床突磨除技术。我们在实践中比较了在 11 例颅内肿瘤手术中应用经典十步法和顺行法磨除前床突
的安全性和效率。
结果 两种方法均未发生医源性颈内动脉、视神经和 III-VI 颅神经损伤。但顺行法能够显著增加硬膜
外磨除前床突的效率。同一术者按顺行法经硬膜外磨除前床突，较使用经典法，省时 1/3。
结论 按照经典法和顺行法行硬膜外前床突磨除术处理肿瘤性病变均是安全的。应用顺行法对提高
手术效率更加有益。
or-fareast;mso-hansi-font-family:Calibri;mso-hansi-theme-font:minor-latin'>颅神经损伤。但顺行法
能够显著增加硬膜外磨除前床突的效率。同一术者按顺行法经硬膜外磨除前床突，较使用经典法，
省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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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7

颅底肿瘤手术所致面神经损伤后的功能重建
李世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总结和介绍后颅窝肿瘤手术所致面神经损伤后的功能重建方法
方法 详细介绍 20 例接受颅底肿瘤切除术并导致同侧完全性面神经瘫痪的患者，重点介绍不同患者
中面神经功能重建方法选择与具体的手术技术，并总结手术结果。
结果 采用的面神经功能重建方法包括端端直接吻合重建、耳大神经颅内外桥接重建、部分舌下神
经替代移植重建、部分副神经替代移植重建、部分颞肌转移术、多种联合手术等，面瘫后连带运动
的手术技术包括后颅窝面神经梳理术以及颅外面神经粘连松解及神经梳理术。
结论 选择合适的面神经功能重建手术能够有效重建面神经的功能。

S-008

颅底脑膜瘤的手术体会及预后
吴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探讨颅底脑膜瘤手术治疗策略及功能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至 2017 年在天坛医院颅底病房手术治疗的 1546 例颅底脑膜瘤。评估临
床数据，影像学资料，并进行随访获取远期临床预后。
结果 本组纳入男 394 例（25.5%）和女 1152 例（74.5%），平均及中位年龄分别为 49.3 岁和 50
岁。既往手术或放疗病史 104 例（6.7%）。术前平均病程 28.0 月，首发症状包括非特异性症状
698 例（45.1%）、颅神经症状 580 例（37.5%）、锥体束征 70 例（4.5%），其中 64 例无任何不
适主诉。最常见首发症状为头痛（462 例，29.9%）、头晕（201 例，13.0%）、视力下降（188
例，12.2%）及面部感觉减退（114 例，7.4%）等。术前、术后及随访 KPS 分别为 80.5、73.3 及
81.4。病灶分布前中后颅窝分别为 63 例、355 例、及 1128 例，其中岩斜区脑膜瘤 531 例
（34.3%）最多，其次为鞍区 155 例（10.0%）、枕大孔区 149 例（9.6%）及蝶骨嵴 143 例
（9.2%）等，平均大小为 3.6cm。手术入路依病灶部位而定，包括耳前颞下经小脑幕入路 323 例
（20.9%），额颞入路 264 例（17.1%），乙状窦前入路 187 例（12.1%），及乙状窦后入路 171
例（11.1%）等。全切（Simpson I-II 级）1162 例（75.2%），近全切（Simpson III-IV 级）336 例
（21.7%），和部分切除（Simpson III-IV 级）48 例（3.1%）。手术并发症率 24.7%，术后 1 个月
和 3 个月内手术死亡 6 例（0.4%）和 9 例（0.6%）。术后放疗 72 例（5.2%），平均随访 58.2 个
月，复发 83 例（6.0%），随访期间死亡 48 例（3.5%），因肿瘤复发死亡 32 例（2.3%）。1、
3、5 和 10 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99.4%、97.9%、94.6%、及 90.0%。总体生存率分别为
99.8%、99.4%、97.0%及 92.1%。
结论 颅底脑膜瘤行手术治疗预后较好，依据病灶生长部位及影像学特性，选择个体化治疗策略实
现最大程度切除及降低并发症。对于非全切病例需密切随访，若复发则可考虑在手术或放疗以控制
肿瘤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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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9

颅底中线区脑膜瘤的手术治疗
潘亚文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个体化入路对前中颅底中线区脑膜瘤的切除程度、相关颅神经保护的临床、解剖研究
方法 回顾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006 年~2019 年 61 例前中颅底中线区脑膜瘤的不同手术方
式，比较不同手术方案对肿瘤的切除程度、颅神经保护、显露范围并结合解剖研究，评估不同入路
对病变的治疗效果。
结果 通过将额部侧方入路、前颅底中线入路比较，侧方入路的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手术显露
效果、术后并发症等反面明显优于额底中线入路
结论 通过对额外侧入路的熟练运用，前中颅底中线区脑膜瘤均可以满意切除，手术时间明显缩
短、术后并发症轻

S-010

岩斜坡区脑膜瘤的分型与手术入路选择探讨
刘庆,袁贤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岩斜区脑膜瘤（Petroclival Meningiomas）指肿瘤基底位于后颅窝上 2/3 斜坡和内听道以内
岩斜裂的脑膜瘤，跨岩尖向中颅窝发展，可侵犯海绵窦。由于位置深、神经结构复杂，全切率低，
死残率高，仍然是最富挑战的领域之一。且因起源和累及范围不同，分型和手术入路选择很难统
一。本文探讨岩斜区脑膜瘤的分型与手术入路选择，并分析基于此的显微手术治疗效果及影响患者
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0 年至 2018 年 71 例岩斜区脑膜瘤临床资料并进行随访，采用 Karnofsky
生存质量评分（KPS 评分）标准对患者术前术后状况进行评估，通过组间 χ2 检验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对患者预后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结 果 手 术 主 要 采 用 枕 下 乙 状 窦 后 （ 经 天 幕 ） 入 路 （ 65 例 ， 91.5% ） ， 术 前 KPS 评 分
（68.6±11.3）分，肿瘤大小为（44.4±11.3）mm，肿瘤全切除 48 例（67.6%），术后死亡 1 例
（1.4%），术后 KPS 评分（73.2±15.6）分。术后有效随访 64 例，平均随访（60.7±47.5）月，
随访 KPS 评分为（83.2±13.4）分，肿瘤复发 6 例，进展 8 例，死亡 7 例。患者预后 KPS 与肿瘤
切除程度、脑干受挤压程度、肿瘤是否包裹神经血管、肿瘤质地及患者性别等因素显著相关，具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基于肿瘤生长方向和手术入路选择的分型，有利于岩斜坡区脑膜瘤的个体化治疗；
乙状窦后（经小脑幕）入路：经颅神经间隙切除幕下肿瘤；切开天幕后可切除向幕上生长的肿
瘤，可有效切除大部分岩斜坡区脑膜瘤；
乙状窦前或乙状窦后联合天幕上入路：可切除岩斜蝶区脑膜瘤，对向下斜坡枕骨大孔方向生长
的肿瘤显露欠佳，有损伤Labbe’s静脉之虞；
扩大翼点入路：对切除天幕下肿瘤有一定困难，有损伤穿通动脉的风险，需结合经海绵窦、经
岩骨前入路切除斜坡区肿瘤。
肿瘤切除程度、脑干受挤压程度、肿瘤是否包裹神经血管、肿瘤质地及患者性别等因素是影响患
者预后（术后生存质量）的独立因素。围绕手术入路的选择、肿瘤的切除程度、瘤周神经血管结构
的保护及围术期的处理策略制定合理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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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1

听神经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祝新根,沈晓黎,涂伟,肖兵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对我医疗小组 2018 年 20 例听神经瘤手术患者进行分析总结，探讨听神经瘤的显微手术技
巧。
方法 对 20 例听神经瘤显微手术患者进行研究，总结听神经瘤显微手术中辨析面神经与肿瘤界面的
重要意义。所有患者均采用侧俯卧位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取耳后直切口，骨瓣开颅，术中采用面神
经监测仪，配合使用超声刀瘤内切除肿瘤。术后采用 House-Brackmann(HB) 分级方法对面神经功
能进行评价，对患者进行随访，观察肿瘤切除率及脑干、面神经功能的情况。
结果 20 例患者中，听神经瘤全切 17 例(85％)，次全切 3 例(15％)；有 1 例发生后组脑神经损害，
出院时明显改善；1 例术后出现脑脊液漏及切口感染，经腰大池引流和抗炎后治愈；术后面神经解
剖保留 18 例(90％)，面神经功能 I～III 级 18 例(90％)。
结论 在听神经瘤显微手术中，根据术前影像判断肿瘤长入内听道情况个体化磨除内听道，同时在
电生理监测下分别从脑干端及内听道内辨析面神经与肿瘤的界面，显著提高面神经保护率。

S-012

大型听神经瘤面神经走行特点及术中保护
张喜安,黄广龙,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讨 Koos 分级 IV 级听神经瘤面神经走行特点及术中保护要点。
方法 对 2014 年 9 月至 2019 年 1 月由第一作者本人主刀显微手术治疗的 114 例未经既往手术或立
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的 Koos 分级 IV 级听神经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手术均为显微开
颅手术，术中采用电生理监测，部分患者采用 30 度神经内镜辅助手术，对术中观察的面神经走行
特点进行分类，对采用这一面神经走行特点分类方法的患者的术后面神经功能进行总结。
结果 114 例患者中，男 47 例，女 67 例，平均年龄 44.9 岁（21-75 岁），合并神经纤维瘤病者 7
例，术前面神经功能正常者 100 例，不同程度面瘫（HB 2-4 级）者 14 例；手术切除的肿瘤位于左
侧 55 例，右侧 59 例；肿瘤最大径 3.1-7.0cm，其中 3.1-4.0cm 53 例，4.1-5.0cm 39 例，5.1cm 以
上 22 例；肿瘤呈实性者 53 例，伴有不同程度囊性变者 61 例；手术中观察及术后影像学复查显示
肿瘤全切除 103 例（90.4%），次全切除 11 例（9.6%），残余肿瘤均位于内听道或岩骨内；术中
观察面神经前下型者 40 例（35.1%），前上型者 45 例（39.5%），上方型者 27 例（23.7%），
后方型者 1 例（0.9%），穿肿瘤型 1 例（0.9%）。术中面神经解剖保留 105 例（92.1%），2 例
面神经断裂位于脑池内的患者术中行一期面神经显微吻合；术后 2 例（1.8%）患者分别因术区血
肿 和 颅 内 感 染 死 亡 ； 其 余 112 例 患 者 术 后 1-2 周 时 面 神 经 功 能 良 好 （ HB 1-2 级 ） 52 例
（46.4%），可接受（HB 3 级）16 例（14.3%），差（HB 4-6 级）44 例（39.3%）；58 例
（ 51.8% ） 患 者 有 随 访 结 果 ， 随 访 时 间 平 均 8.9 月 （ 1-42 月 ） ， 面 神 经 功 能 良 好 41 例
（70.7%），可接受 4 例（6.9%），差 13 例（22.4%）；在常见的三种面神经走行中，术后早期
及随访中面神经功能良好率前下型最高，上方型最差。
结论 大型听神经瘤面神经走行方式最常见的三种走行方式依次是前上型、前下型和上方型，在术
中可根据面神经脑干段和内听道端面神经的走行方向对面神经走行方式进行预判和相应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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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3

海绵窦区肿瘤的手术治疗
徐建国,昝昕,姜曙,蔡博文,周良学,刘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采用各种海绵窦入路提高累及海绵窦病变手术的安全性和全切率，减少相关并发症。
方法 经硬膜外或硬膜内开放海绵窦上壁和外侧壁，融合利用海绵窦各个解剖三角，切除垂体腺
瘤、三叉神经鞘瘤、海绵状血管瘤、脑膜瘤等。同时术中结合神经电生理监测、Doppler 超声等技
术提高手术安全性，减少神经相关并发症。
结果 2016 年至 2019 年初开展经硬膜外入路切除海绵窦病变 16 例，硬膜下入路 10 例，硬膜内外
联合入路 2 例，经鼻经颅联合入路 1 例。病变全切除 23 例，次全切除 2 例，部分切除 3 例，活检
1 例。根据病变的不同生长方式采用不同的入路，充分利用海绵窦的各个三角空间，切除病变。同
时术中结合神经电生理监测、Doppler 超声等技术可以提高手术安全性，减少神经相关并发症。对
于复杂的累及海绵窦及周边多个结构的病变，采用 MDT 诊疗模式，联合耳鼻喉科、颌面外科等相
关科室协同诊治，能获得更加完善的术前评估，术中更为彻底的肿瘤切除和更为全面的术后管理。
结论 海绵窦区肿瘤的手术是颅底外科中非常富有挑战性的类别，术中对神经功能的保护尤为重
要。根据病变的不同生长方式和侵及范围，采用硬膜外或硬膜下入路，以及经鼻联合入路能够获得
更好的手术疗效和患者预后。

S-014

海绵窦区病变的显微外科治疗策略
蒋宇钢,彭雍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目的 探讨海绵窦区肿瘤的临床特征，影像特点及显微手术治疗。
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8 年 10 月在我院行显微手术治疗的海绵窦区病变患者的临
床表现、影像特征，手术方法及治疗结果。一共 72 例患者，所有患者均行显微手术治疗。手术采
用改良眶-翼点开颅,其中以硬膜下入路手术者 42 例，硬膜外入路手术者 13 例，硬膜外与硬膜下入
路相结合手术者 17 例。
结果 结果 通过硬膜下入路手术者全切 36 例,次全切除者 5 例,大部切除者 1 例。通过硬膜外手术者
肿瘤全切除 10 例，次全切除 2 例，部分切除 1 例。硬膜外与硬膜下入路相结合者 17 例,其中全切
除 12 例，次全切除 3 例，部分切除 2。术后随访 4 个月至 5 年,原有的神经系统症状有所恢复者 48
例。加重或新出现的神经系统症状主要为三叉神经麻痹 12 例、动眼神经麻痹 4 例及外展神经麻痹
7 例，本组无手术死亡病例。
结论 结论 合适的手术入路和精细的显微外科技巧，根据病理进行综合，可显著提高治疗效果、降
低致残率。

S-015

枕下经天幕入路显微切除松果体区病灶
谭源福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枕下经天幕入路显微切除松果体区病灶的经验和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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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枕下经天幕入路显微切除松果体区病灶 17 例，男 10 例女 7 例，年龄 3--33 岁，松果体
区肿瘤 11 例（伴脑积水 7 例），海绵状血管畸形并出血 6 例。（手术方法：左（或病灶对侧）侧
俯卧位，屈颈固定，在枕中部跨横窦骨瓣，穿刺脑室后角，松弛脑压下牵开枕下直至近中线天幕切
迹缘，切开天幕，向下牵开小脑，显露松果体区或中脑背侧，解剖松果体蛛网膜，显露病灶后极，
局部灶周分离后进入病灶内，先行内减压，然后渐进灶周分离、最大安全切除病灶。最后严密止
血、入路重建。）
结果 均获较佳显露，全切除 15 例，次全切除 2 例。滑车神经损伤 1 例，颅内感染 3 例均获控制，
无手术死亡和颅内血肿并发症，术后随访 1 个月至 3 年，完全治愈（恢复健康）9 例，病情显著改
善 6 例，稳定或略有好转 2 例，积水需 V-P 分流 1 例。
结论 枕下经天幕入路能较好显露松果体区病灶并予显微切除，手术创伤较小，并发症可控，治疗
预后较好。

S-016

脑胶质母细胞瘤扩大切除术的理论与实践
尤永平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脑胶质母细胞瘤扩大切除术自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为此，本研究拟探索
脑胶质母细胞瘤扩大切除术的理论基础和临床依据。
方法 我们结合国内外最新进展和本团队工作，总结脑胶质母细胞瘤扩大切除术的临床意义、生物
学基础以及手术技术与体会。
结果 胶质母细胞瘤手术切除程度与患者预后关系密切，切除程度越高，患者生存期越长。与全切
术相比，扩大切除术显著提高患者生存时间，但两者并发症相似。进一步发现，瘤周水肿程度越
高，患者预后越差。胶质母细胞瘤术后复发多数位于瘤周水肿区。针对胶质母细胞瘤不同区域（中
心区、边缘强化区、瘤周水肿区）进行细胞学和分子检测，提示瘤周水肿区具有更强的放化疗抗
性。最后，多种辅助技术（神经导航、术中超声、术中 MR、术中荧光、术中唤醒与电生理监测等
技术），将有助脑胶质瘤扩大切除术的实施。
结论 综上所述，胶质母细胞瘤扩大切除术，是功能保护前提下脑胶质瘤手术的新探索。

S-017

多模态辅助下疑难复杂胶质瘤的手术治疗
马晓东,张猛,孙国臣,李昉晔,刘嘉霖,崔萌,余新光,许百男,周定标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 探讨以术中核磁为代表的多模态辅助行高难度手术治疗疑难复杂胶质瘤的策略。
方法 分析跨多脑叶、岛叶（优势半球）、富血供、功能区、深部及复发弥散等复杂难治胶质瘤病
例的特点，在术中磁共振、电生理监测、神经功能导航以及唤醒或清醒开颅等辅助措施下，个性化
地进行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
结果 岛叶（优势半球）病例常累及锥体束、侧裂血管，尤其在优势半球，与运动区关系密切，手
术困难，功能障碍发生率高。为达到较好的手术效果，本研究中采用导航、电生理监测及术中磁共
振，经侧裂或皮层入路，对 Broca 区、Wernicke 区、弓状束、锥体束和侧裂血管，尤其是豆纹动
脉进行重点保护，同时最大化切除肿瘤，达到完全切除和保留功能的效果；跨中线蝴蝶形病变，在
多模态辅助下双侧开颅，在保护好大脑前动脉、丘纹静脉和锥体束、语言区、弓状束等结构的前提
下，达到肿瘤完全切除，功能保持良好；富血供肿瘤，视其部位、大小和血供来源，依然在多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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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采取尽可能整块切除、先阻断重要血供等措施来进行肿瘤切除，达到了全切肿瘤、保留功能的
结果；对于一些弥散、复发、累及多处的病变，仔细分析影像学特点，结合受累的重要结构，采取
最大化地肿瘤切除，同时再辅助综合性治疗措施，达到较好且最大化地延长生存和保留功能的作
用。
结论 以术中磁共振为代表的多模态辅助技术个性化地手术治疗疑难复杂胶质瘤，是尽可能保护病
人功能、最大化地延长病人生存的有力保障。

S-018

胶质瘤治疗的临床细节问题
陈忠平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目的 通过分析胶质瘤治疗过程中一些细节问题，引起临床工作中重视。
方法 胶质瘤是神经肿瘤最常见也是最复杂的肿瘤，治疗模式和预后差异很大，WHO I 级的胶质瘤
大多可以完全治愈，而 GBM 的 5 年生存还不到 10%。 由于参与治疗的临床医生涉及各个不同领
域， 如果治疗不当，必定影响患者预后，所以多学科团队（MDT）协作十分重要。在临床诊疗具
体工作中，治疗计划上既要在整体治疗上遵循规范的治疗指南， 又需要考虑患者的个体差异；治
疗实施过程中既要计划最佳治疗方案，又要关注措施是否细致落实到位。
结果 本报告就胶质瘤临床诊疗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的问题结合本人实践进行讨论，主要包
括：1， 群体患者共性与个体患者的异质性；2，患者的疾病个体与社会分子；3，各种治疗措施
（手术、放疗、化疗、临床试验性治疗）实施过程中的注意点。
结论 临床工作中注意一些细节问题，可以进一步提高胶质瘤患者治疗效果。

S-019

丘脑胶质瘤的手术治疗：附 102 例报告
毛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概括和分析成人丘脑胶质瘤的临床特点，并探讨总生存期的相关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至 2017 年在我院神经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成人丘脑胶质瘤患者的临床特
点和生存结果等资料。
结果 共纳入 102 例接受手术的成人丘脑胶质瘤患者，其中男 56 例，女 46 例。年龄范围 18-68
岁，中位年龄 41 岁。高级别胶质瘤 88 例 (84.1%)，低级别胶质瘤 44 例 (15.9%)。所有患者均接
受手术治疗，采用无牵拉手术方式进行丘脑手术，手术入路分别为：经穹隆间三脑室入路；经颞叶
三角区入路；经顶叶三角入路。全切/近全切 46 例 (45.1%)，次全切 50 例 (49.0%)，以及部分切除
6 例 (5.9%)。所有患者总生存期为 1 周-75 月，中位生存期为 13.6 月。Cox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最
大化安切除(GTR/NTR)以及低级别肿瘤患者生存期更长，切除程度是总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子。
结论 丘脑肿瘤手术入路选择需根据肿瘤的具体相对位置以及保护重要结构来决定。外科手术切除
能够安全实施且有效延长患者总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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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0

智慧外科信息交互系统在神经外科手术中的应用及展望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全数字智能外科信息交互系统整合了当今最先进的云技术、一键式 3D 重建、3D 显示、全息
显示和触摸控制，也可以选择 IP 地址登录服务器，可帮助医生运用任何移动或固定 PC，笔记本，
甚至平板电脑，实现 CT/MR/PET 等不同模态影像的 3D 重建及影像浏览。基于医院网络的手术室
术野和术中影像数据共享技术，实现了手术室和医生办公室的无缝连接。而随着医联体政策及远程
会诊需求的提升，节约医生奔波于医疗会议、医学讨论、多学科会诊等工作场地所耗费的时间成为
外科专家的迫切需求。MAXHUB 会议平板，能够将连接 PACS，HIS，手术计划工作站等信息的电
脑内容无线投屏到大屏上，对患者影像学信息进行批注，勾画靶区，并可通过生成二维码，将会议
内容通过手机扫码下载保存及分享，会诊记录方便、简洁。通过音视频会议软件，分享患者影像学
信息，可实现院内多科室会诊及院外远程诊疗，无需专家远程奔波即可立即参与病例讨论，制定诊
疗方案。一系列新技术的整合打造了现代化的智能外科，为临床医生提供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工作模
式。
方法 将智慧外科信息交互系统用于神经外科手术实践。
结果 通过智慧外科信息交互系统的应用，可以实现大型手术直播以及手术室和科室之间数据和影
像的互动。可整合手术室的日程安排，患者数据，以及麻醉、监护信息，或者第三方工作站，方便
值班护士远程监控，集中管理。主刀医师可以借用任意连接医院内网电脑登录系统，在手术前获得
完整的患者术前准备信息和完全直观的 3D 影像数据，提高手术效率。在术中，手术医师也可以非
常便捷地和上级医生联系，同步传输患者所有的术中数据，得到上级医师的指导和协助。
结论 智慧外科信息交互系统整合了手术室所有数字化信息和影像，并同步传输、交互，使得手术
室更加高效，也可协助医生获得更加直观的 3D 影像。目前已经实现功能：1、手术室一屏中控 2、
手术室和医生办公室信息共享 3、术前计划云平台 4、医生办公室和院外信息共享 5、显微镜镜下
导航&超声导航。未来有望增加功能：1、术中 MR/CT/DSA 导航 2、手术导航机械臂 3、触摸控制
设计/智能计划软件 4、显微镜镜下 AR 导航 5、3D 显示/全息显示。

S-021

多种微侵袭技术在脑胶质瘤显微外科治疗中的应用体会
王业忠,姬云翔,柯炎斌,李伟,高修众,陀永华,张时真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目的 探讨术中荧光造影、靶点病理活检、神经电生理监测、神经导航技术在脑胶质瘤显微切除术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近年来我科在脑胶质瘤显微外科切除术中应用术中荧光造影、靶点病理活检、神经电生
理监测、神经导航等多种微侵袭技术，进行肿瘤边界判定、瘤体切除，术后 3 天内常规行 MRI 增
强扫描，根据强化范围估算切除程度，与既往常规手术病例进行对比。
结果 两组病例结果多种微侵袭技术应用组肿瘤全切率,79.1%，传统手术组肿瘤全切率为 52.8%，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多种微侵袭技术能有效的辅助脑胶质瘤术中肿瘤边界判定，提高瘤体切除率、最大限度保留
神经功能，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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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2

垂体性 Cushing 病术后不缓解/复发的再手术
卞留贯,孙青芳,孙昱皓,周薇薇,苏颋为,宁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垂体性 Cushing 病第一次术后复发或未缓解的再手术对垂体神经外科医生来说是一种挑战，
通过回顾再手术的垂体性 Cushing 病，探讨手术适应症、手术技巧。
方法 回顾分析 2006.1-2018.12 间在本中心再次手术的垂体性 Cushing 病 50 例（初次手术后不缓
解 18 例、复发 32 例）（同期手术 366 例），再次手术前内分泌评估仍然是垂体性 Cushing 病；
均采用经蝶手术，术中鞍底广泛暴露、鞍内探查广泛，有肿瘤者选择性肿瘤切除，同时肿瘤周边垂
体低功率电凝电灼；没有明显肿瘤者，在原有肿瘤测半垂体切除；若原有病理提示垂体增生或正常
垂体，做次全/全垂体切除。
结果 术后缓解 30 例（60%），其中复发患者再次手术的缓解率 71.9%（23/32），前次手术不缓
解再次手术的缓解率 38.9%（7/18），不缓解与复发患者、再手术前垂体 MRI 是否发现肿瘤之间
的缓解率没有差异。
结论 复发/不缓解垂体性 Cushing 病再手术前的内分泌评估很重要，再次手术是治疗的选择，但建
议治疗在特殊的垂体中心进行。

S-023

经鼻神经内镜治疗巨大侵袭性垂体瘤体会
陈隆益,唐健,何宗泽,胡俊亭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目的：探讨神经内镜手术经鼻治疗侵袭性垂体瘤的临床疗效。
方法 方法：回顾分析近 2 年我科收治的 21 例 knosp3-4 级巨大腺瘤，肿瘤最大径 5.2cm，平均
4.7cm，全部患者均行经鼻内镜下肿瘤切除。手术方式：经双鼻孔入路，一侧鼻腔制备粘膜瓣，术
中暴露部分颈动脉岩骨段，用以控制可能发生的颈动脉出血，切除海绵窦内肿瘤时应寻找到海绵窦
内侧壁的破口。
结果 结果：本组病例无死亡，术后 1 天—3 月复查 MRI 平均随访时间 9 月，肿瘤全切 14 例，全切
率 66.6%，所有患者术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尿崩，经对症治疗后好转，2 例患者发生颅内感染、1
例合并脑脊液漏，经治疗后好转，全部患者术后视力均有不同程度改善，术后垂体功能减退需要继
续激素替代。
结论 结论：内镜下经鼻切除巨大侵袭性垂体瘤，在处理海绵窦内和鞍上肿瘤具有更多的优势，能
够提高肿瘤的全切率，同时保护正常垂体组织和下丘脑，内镜下制备的鼻腔粘膜瓣在修补鞍底缺
损，防止脑脊液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肿瘤质地是影响肿瘤切除的重要因素。

S-024

基于海绵窦硬膜和韧带的侵袭性垂体瘤分类和手术方式选择
楼美清,薛亚军,毕云科,李鸿蝉,刘剑琴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侵袭性垂体瘤形式多种多样，手术风险大，其中一种亚型是进入海绵窦，除和水平段颈内动
脉关系密切外，还继续突破各种间隙生长，研究海绵窦硬膜、韧带的间隙和侵袭性垂体瘤的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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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否有助于理解并提高垂体瘤的手术治疗效果
方法 对 100 例各种方向侵袭性突破生长的垂体瘤，利用 Medtronic MRI 三维重建软件模型，对侵
袭性垂体瘤的生长方向和指向加以辨认，并对海绵窦内水平段颈内动脉的关系加以分析，在手术中
对照辨认，同时探讨经鼻内镜手术和经颅手术切除海绵窦侵袭性垂体瘤的手术通道及可行性。
结果 以肿瘤大小区分，1-2cm 有 6 例，2-3cm 有 31 例，大于 3cm 有 63 例，向斜坡和蝶窦方向生
长的肿瘤 37 例；向颈内动脉水平段后上间隙生长有 63 例，其中，动眼神经三角、后床岩韧带和
Gruppo 韧带之间及 Parkinson 三角是薄弱区是最常被突破的区域，动眼三角突破有 23 例，
Parkinson 三角突破有 11 例，大脑脚方向突破有 9 例。动眼神经三角突破可以通过开颅手术或经
鼻内镜手术扩大动眼神经三角间隙将肿瘤切除，大脑脚方向可以通过颈内动脉水平段内侧间隙或开
颅手术向后方切口海绵窦上壁将肿瘤切除，Parkinson 三角方向突破可以通过开颅手术切开海绵窦
外层硬膜将肿瘤切除。
结论 侵袭性垂体瘤形式多种多样，手术复杂，要详细分析侵袭性垂体瘤和颈内动脉水平段的相互
关系，以及突破的方向，根据肿瘤生长方向和突破方式，选择不同的手术入路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
果。

S-025

神经内镜经鼻巨大垂体腺瘤手术策略
肖顺武,续岭,刘胜远,代垠,犹春跃,李毅,张平,谢明祥,王培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巨大垂体瘤的手术策略并观察临床效果。
方法 总结神经内镜神经鼻双鼻孔入路治疗巨大垂体腺瘤 26 例，占同期垂体瘤的 31.7%其中 1 例混
合型垂体巨大腺瘤、1 例生长激素巨腺瘤，其余均为无功能腺瘤，术前患者均行垂体 MRI 平扫+增
强；副鼻窦 CT 冠状位平扫+三维重建，均采用全麻神经内镜双鼻孔入路切除肿瘤，不规则肿瘤及
术中怀疑可能出现高流量脑脊液漏患者取带蒂鼻中隔粘膜瓣，最近 5 例病变采用鞍底缝合技术，2
例合并梗阻性脑积水患者均行内镜下透明隔造+脑室外引流术，双人三手（机械臂）或双人四手操
作，术后随访 3-6 个月，复查垂体 MRI 及垂体激素。
结果 26 例患者中肿瘤影像全切 19 例，1 例混合性腺瘤、6 例质地较韧的无功能腺瘤及 1 例侵袭型
垂体腺瘤海绵窦少量残留，1 例混合性腺瘤泌乳素未恢复正常，1 例 GH 巨大腺瘤临床缓解，无永
久尿崩病例，术后脑脊液漏漏 1 例经腰大池外引流治愈，1 例出现术后高钠，无颅内感染病例，无
死亡病例。
结论 巨大垂体腺瘤手术难度高，风险大，有效的术前策略及多角度镜及多角度吸吸引器内镜下直
视操作是提高全切率，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关键。

S-026

完全内镜幕下小脑上入路切除松果体区病变
张晓彪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讨完全内镜幕下小脑上入路切除松果体区病变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分析完全内镜幕下小脑上入路切除松果体区病变病例，病人体位为侧俯卧位，采用后正
中或旁正中入路，在内镜下使用双手显微技术切除病变。
结果 2014-2018 年共有 23 例病人纳入统计。男性 18 例，女性 5 例，平均年龄 36.5 岁（10-69
岁），症状包括头痛呕吐、头晕、步态不稳、双眼胀痛、肢体麻木、昏迷。病变平均长径 3.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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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4cm）。术前脑积水 12 例，其中 7 例行术前三脑室底造瘘、1 例行外引流、2 例行术中终
板造瘘，2 例未处理。全切 21 例，次全切除 2 例，病理结果包含生殖细胞肿瘤 8 例（生殖细胞瘤
3 例、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 4 例、成熟畸胎瘤 1 例），胶质瘤 7 例（WHOI 级 2 例、III 级 2 例、IV
级 3 例），松果体细胞瘤 2 例，脑膜瘤 2 例，海绵状血管瘤 2 例，淋巴细胞浸润 1 例，1 例病理会
诊中。早期术后结果全部好，无神经系统并发症。术后行放化疗 10 例，随访中 3 例病人复发（胶
质瘤 III、IV 级各 1 例、混合性生殖细胞瘤 1 例）。
结论 完全内镜幕下小脑上入路切除松果体区病变是安全可行的，可以作为切除此区域病变的另一
种手术方式。

S-027

颅咽管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探讨
舒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探讨并总结颅咽管瘤的临床特点、显微外科手术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组自 2012 年-2018 年收治的 34 例颅咽管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病史资料、
影像学资料、手术视频、术后随访资料等。术前根据 MRI 影像对肿瘤进行分型，根据影像学分型
选择经翼点入路或单侧额外侧入路或纵裂胼胝体入路，所有患者在全麻下切除肿瘤。出院后 3-6 个
月门诊常规复诊，并行头颅增强 MRI 检查评估肿瘤切除程度，检查视力视野、检验垂体激素等以
评估神经功能。
结果 术后复查 MRI 显示 31 例患者肿瘤全切除，肿瘤全切除率为 91.2％。21 例患者视力视野较术
前好转，11 例患者与术前比无明显好转，2 例加重。无手术死亡病例。随访时间 3-67 月，平均
36.5 月，随访期内肿瘤全切组未见复发病例。
结论 术前进行影像学分型有助于术中实现肿瘤全切，提高对神经功能的保护。

S-028

婴幼儿第三脑室巨大生殖细胞肿瘤的综合治疗
张玉琪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目的 探讨婴幼儿颅内生殖细胞肿瘤的手术全切除和合理的化疗方案。
方法 经额部胼胝体～透明隔间隙～穹窿间入路切除第三脑室内的肿瘤。
结果 11 例 3 岁以下婴幼儿第三脑室内巨大肿瘤，男孩 6 例，女孩 5 例。术前肿瘤标记物（AFP 和
HCG）阳性有 8 例。肿瘤前后径 8.5 厘米～3.5 厘米，上下径 6.5～3 厘米。3 例术前化疗一次。11
例肿瘤全切除。病理结果：畸胎瘤 3 例，未成熟畸胎瘤 2 例，胚胎癌 1 例，混合型生殖细胞瘤 6
例。8 例术前肿瘤标记物阳性的病例行术后化疗 4～6 个疗程。随访：最长随访 5 年，最短 2 个
月，均存活。
结论 手术全切除和围手术期的化疗是治疗婴幼儿脑室内生殖细胞肿瘤的最佳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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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1

经单侧额外侧入路显微切除鞍区脑膜瘤的手术策略
舒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分析鞍区脑膜瘤（包括鞍结节脑膜瘤和鞍隔脑膜瘤）病例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和手术治
疗效果，并探讨经单侧额外侧入路显微外科切除鞍区脑膜瘤手术技巧及经验总结。
方法 收集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行手术治疗的鞍区脑膜瘤病例，其中
经单侧额外侧入路切除者有 35 例。回顾性分析 35 例鞍区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随访资料，总结
鞍区脑膜瘤的临床特征、影像学特征、手术治疗结果、并发症等，总结经单侧额外侧入路显微外科
切除鞍区脑膜瘤手术技巧及经验体会。结合文献报道，探讨不同手术入路（翼点入路、额外侧入
路、纵裂入路）切除鞍区脑膜瘤的利弊。
结果 肿瘤全切除(Simpson I、II 级) 27 例，近全切除（Simpson III 级）5 例，大部切除 3 例，术中
去骨瓣减压 1 例。无手术死亡病例。术后视力视野改善 23 例，无变化 7 例．恶化 5 例。术后出现
不同程度尿崩症 7 例。术后早期出现同侧动眼神经麻痹 8 例，滑车和外展神经功能障碍 7 例，对侧
肢体轻瘫 3 例。未达到完全切除的 8 例患者术后有 7 例行放射治疗。随访时间 3-116 个月，平均
50.2 月。随访中，动眼神经麻痹恢复 4 例，滑车和外展神经功能恢复 5 例，肢体活动障碍恢复 1
例。27 例全切除病例中有 2 例随访中发现复发。
结论 鞍区脑膜瘤经单侧额外侧入路显微外科切除，可以充分显露手术野，并发症少，预后良好。

OR-002

静脉窦阻塞的矢状窦旁脑膜瘤的手术策略及实践
王守森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 医院

目的 探讨肿瘤侵袭静脉窦生长方式的不同在静脉窦阻塞的上矢状窦旁脑膜瘤（PSM）手术治疗中
的应用价值。
方法 连续纳入 2013 年 08 月至 2018 年 08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原福
州总医院神经外科）行手术治疗且由王守森主任主刀的 PSM 患者 52 例。术前对患者行 MR 静脉
成像（MRV）检查，其中静脉窦全部阻塞或次全阻塞的患者占 30 例，评估该组肿瘤患者的位置及
侧支循环分级。根据术前静脉循环状态及肿瘤侵袭静脉窦的形态制定手术策略。回顾性分析患者的
预后。
结果 30 例患者中，脑膜瘤位于上矢状窦前、中、后 1/3 段者分别有 4、21、5 例。未形成侧支循环
（0 级）2 例，1 级侧支循环 1 例，3 级 11 例，4 级 16 例。肿瘤在静脉窦两侧分部对称的 5 例，
25 例肿瘤呈偏侧；上矢状窦离断 12 例，重建 5 例，电凝 13 例。术后随访 5~65 个月。术后 1 例
因静脉窦血栓形成，最终死亡，其余未见神经功能障碍加重，1 例部分切除，未见明显肿瘤复发病
例。
结论 术前评估上矢状窦阻塞的 PSM 相关的静脉侧支循环状态以及肿瘤与静脉窦两侧形态的分布，
制定手术方案，可指导术中静脉窦处理策略，对患者的预后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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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3

前颅底脑膜瘤的经颅与经鼻神经内镜手术
吴南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颅入路与扩大经蝶入路切除前颅底脑膜瘤的疗效对比。
方法 我科从 2014 年开始广泛开展神经内镜手术，共完成前颅底脑膜瘤内镜手术 42 例，其中鞍结
节脑膜瘤 36 例，嗅沟脑膜瘤 8 例。经颅内镜采用眶外侧锁孔处理鞍结节脑膜瘤 17 例，眉间锁孔处
理嗅沟脑膜瘤 4 例。扩大经蝶入路完成前颅底脑膜瘤 23 例，采用多重修复与带蒂鼻中隔粘膜瓣修
复颅底缺损。
结果 42 例肿瘤中 40 例全切。鞍结节脑膜瘤术后视力恢复情况：眶外侧锁孔入路 23 只眼好转，8
只眼维持；扩大经蝶入路 32 只眼视力好转，4 只眼视力维持。嗅沟脑膜瘤嗅觉保留：眉间锁孔 2
例嗅觉保留，扩大经鼻 1 例嗅觉保留。脑脊液漏状况：经颅内镜无术后脑脊液漏。扩大经蝶术后脑
脊液漏 3 例，再次手术修复。随访 6-13 月未见肿瘤复发。
结论 扩大经蝶由于阻断肿瘤血供，手术出血少，对颅神经的干扰小，但是有术后脑脊液漏的风
险。前颅底脑膜瘤的入路选择应根据肿瘤的不同特点，来选择恰当的手术入路，才能充分发挥神经
内镜的优势。

OR-004

Low TGF-β3 expression predicts tumor malignancy
in cranial meningiomas
马骏鹏,李达,陈雨佳,张猿,宋莱荣,王亮,吴震,张力伟,张俊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TGF-β3 in
meningiomas.
Methods We analyzed the expression of TGF-β3 at the mRNA level in 38 frozen meningioma
samples. Clinical data collection, follow-up, correlations and surviv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WHO grade I meningiomas showed an average expression level of 2.55,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WHO grade II (average of 1.50 ) and WHO grade III (average of 0.21 ). For
meningiomas with history of surgery, the mean TGF-β3 expression level was 0.71,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primary meningiomas with a mean value of 2.55. According to the Kaplan-Meier
analysis and univariate Cox analysis, WHO grade, history of surgery, tumor volume, preoperative
KPS, peritumoral brain edema,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degree of resection and TGF-β3
expression were prognostic factors for tumor recurrence. In addition, WHO grade, history of
surgery, preoperative KPS, peritumoral brain edema,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bone invasion
and TGF-β3 expression were prognostic factors for mortality.
Conclusions Low TGF-β3 expression predicts tumor recurrence and mortality in cranial
meningiomas.

16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OR-005

经蝶和开颅手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的疗效比较：
一项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
杨程显,包新杰,王任直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鞍结节脑膜瘤的手术入路选择存在一定争议：经蝶和开颅手术入路哪一种治疗效果更好？对
此，我们进行系统回顾并做了荟萃分析，比较两种手术方式的治疗效果和术后并发症情况。
方法 通过检索 Pubmed 和 Embase 数据库（建库至 2018 年 6 月 21 日）进行文献检索，关键词包
括 ： tuberculum sellae ， meningioma ， endoscopy ， endoscopic ， endonasal ， minimal
invasive，transsphenoidal，transcranial 和 craniotomy。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有 8 篇，包括 550
例鞍结节脑膜瘤病人。
结果 对于鞍结节脑膜瘤，经蝶和开颅手术入路在肿瘤全切率、复发率、术后感染、颅内出血和术
后内分泌功能紊乱方面无显著差异。经蝶手术入路更利于术后视功能的改善（OR 3.39；95%CI
1.59-9.71），但是显著增加了脑脊液漏（OR 4.68；95%CI 1.92-11.44）、嗅觉减退（OR 2.93；
95%CI 1.12-7.72）风险。
结论 如果鞍结节脑膜瘤较小（直径小于 30mm）且视神经管侵犯较少，经蝶手术可以作为开颅手
术以外的重要选择。

OR-006

3D 打印技术指导下显微手术切除蝶骨嵴脑膜瘤
李天栋,王国良,邹宇辉,公方和,战俣飞,白红民,王伟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采用 3D 打印技术指导下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显微切除手术的作用意义。
方法 选择经影像学诊断为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的病例，按照 3D 打印技术的要求再进行必要的影像
资料重建，包括薄层螺旋 CT 扫描，CTA 血管重建，增强 MRI 扫描等，根据肿瘤与血管关系，按
1：1 的比例 3D 打印出颅骨、血管与肿瘤的模型，直观的观察肿瘤与这些重要结构的关系，手术全
程关注指导切除肿瘤，保护重要结构，显微镜下分块切除肿瘤。
结果 肿瘤全部切除，未造成血管及重要结构的损伤，术后恢复良好，无新的症状体征。
结论 3D 打印技术指导下的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切除，提高术前谈话的针对性，促进医患沟通，提
高手术切除准确性，大大减少相关血管及重要结构的损伤，大大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并不增加手
术时间及风险，值得推广。

OR-007

矢状窦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根治性治疗
林国中,杨军,孙建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显微外科手术根治性切除累及矢状窦脑膜瘤的方法。
方法 对 12 例累及矢状窦的脑膜瘤，采用显微外科手术进行根治性切除，切除范围包括肿瘤附着的
矢状窦壁，肿瘤切除后妥善修补矢状窦。术中尽可能保留引流静脉，保护功能区皮层。观察其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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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
结果 肿瘤均达到 SimpsonI 级切除，手术时间 120～210 分钟，平均 150 分钟；术后住院时间 5～
10d，平均 7.33d。术后病理均为脑膜瘤，WHOI 级。术后无感染、脑脊液漏，无死亡病例，无神
经功能障碍加重。
结论 显微外科手术是治疗矢状窦脑膜瘤的主要手段，可积极采取 SimpsonI 级切除，最大限度的降
低术后复发率。术中充分保护好功能区和引流静脉是治疗成功的关键。

OR-008

涉及运动区脑膜瘤迟发性肢体运动障碍因素分析
刘茂唐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涉及脑皮质运动区的脑膜瘤术后发生迟发性肢体运动障碍的相关因素，以对该临床问题
机制的研究和防治工作起到指导借鉴作用。
方法 通过统计分析本院自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月 6 月于我科行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颅脑 MRI 显
示占位为上矢状窦中 1/3 范围内（冠状缝为前界，人字缝为后界），接触或邻近中央前后回的窦
旁、大脑镰旁及凸面脑膜的单发占位性病变的 90 例患者（窦旁脑膜瘤 45 例，大脑镰旁脑膜瘤 10
例，凸面脑膜瘤 35 例），其中男 15 例，女 75 例，年龄 19-75 岁，平均年龄 53 岁，住院时间 1349 天，平均住院时间（24±5）天。根据迟发性肢体运动障碍的诊断标准，即患者术前无明显肢体
运动障碍(肌力不低于 4 级)，术后立即检查对应肢体肌力提示正常或较术前好转者，即可确定术中
瘤周运动区皮层无直接损伤，在已有此正常或改善肌力记录后，若患者肢体肌力出现迟发异常降
低，即可确定为迟发性肢体运动障碍。将患者分为迟发性肢体运动障碍组（n=48）和非迟发性肢
体运动障碍组（n=42），分别用单因素分析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两组患者的年龄、水肿指数、水肿
最大径、肿瘤大小、肿瘤位置、肿瘤类型、引流静脉的牵拉损伤、对上矢状窦的处理等因素，给予
以上因素量化及赋值，作因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对迟发性肌力减弱的影响，做计数资料的卡方
检验，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 α=0.05 为检验水准，若因素有统计学意义，则行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判断相关因素为保护因素或危险因素。
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两组间年龄（=12.279，P<0.001），水肿指数（=7.814，P=0.02），水
肿最大径（=8.282，P=0.016），引流静脉的牵拉损伤（=17.123，P<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Logistic 回归分析以上因素提示年龄（OR=6.971，P=0.002），水肿指数（OR=2.233，
P=0.025），引流静脉的牵拉损伤（OR=10.596，P=0.000）为术后迟发性肢体运动障碍的相关因
素。
结论 年龄、水肿指数及术中引流静脉的牵拉损伤是涉及皮质运动区脑膜瘤术后迟发性肢体运动障
碍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做好患者术前瘤周引流静脉及上矢状窦的评估，做好肿瘤病理及对蛛网膜
界面侵蚀程度的评估，通过最适合患者情况的手术方案，术中减少引流静脉及窦的牵拉损伤并保护
神经功能，可降低术后迟发性肢体运动障碍的发生率。

OR-009

大型前床突脑膜瘤手术切除与相关血管神经的保护
苏少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前床突脑膜瘤与视神经、动眼神经、海绵窦、颈内动脉及其分支关系密切。特别是大型前床
突脑膜瘤对重要血管神经的报告和侵犯使得这类肿瘤的手术在目前仍充满挑战。本研究的目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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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大型前床突脑膜瘤合理而实用的切除程序及对相关血管神经识别、分离和保护的方法
方法 结合作者本人的经验体会、回顾性手术录像分析和手术病人的随访结果，探讨大型前床突脑
膜瘤的术前影像学评估、手术计划的制定和手术策略，着重分析肿瘤切除过程中血管和神经保护的
手术技巧和策略
结果 对于大型前床突脑膜瘤均行 DSA 检查，条件允许时尽量行术前肿瘤供血动脉栓塞。可应用三
维多融合容积成像技术将 MRI、CT、DSA 不同的容积数据融合在一起进行术前计化。大型前床突
脑膜瘤由于对视神经，动眼神经、颈内动脉树等重要血管神经的侵犯甚至包裹，使得这类肿瘤的手
术切除策略和技巧对于病人的预后至关重要：对于大型肿瘤的切除应遵循尽早阻断肿瘤血供，先易
后难的原则。在广泛解剖侧裂，显露侧裂池内肿瘤后，以颈内动脉和大脑中动脉为标志，可以将一
个大型的前床突脑膜瘤分解为前、后、内、外几个不同的部分。根据各部位切除的难易和危险程
度，按照先安全后危险，先易后难，重要血管神经先定位后处理的原则，可高效而安全的切除肿瘤
结论 前床突脑膜瘤与前循环血管和视神经及动眼神经关系密切，选择合适的手术切除策略和切除
程序，术中辨认肿瘤与重要结构的蛛网膜界面，是保护血管和颅神经并安全切除肿瘤的重要保证

OR-010

多驱动变异脑膜瘤：基因景观与临床关联
李畅 1,Evgeniya Tyrtova2,Mark Youngblood2,Daniel Duran2,Julio Montejo2,Süleyman Coşkun2,
Danielle Miyagishima2,Kaya Bilguvar2,Murat Günel2,李学军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Yale University

目的 脑膜瘤的发病机制和临床表现与其驱动变异(driver alteration)有紧密的联系。约 50%的脑膜有
NF2 功能缺失，包括 NF2 基因突变和所在 22 号染色体缺失。另外约 30%的脑膜瘤则有 TRAF7、
POLR2A、KLF4 等非 NF2 基因突变。大量研究发现，这些驱动变异间存在共存或互斥关系，如
NF2 与大多数非 NF2 突变互斥，却可与 SMARCB1 突变共存。因此，以往研究认为脑膜瘤中有以
下 几 种 相 互 独 立 的 驱 动 变 异 ： NF2, TRAF7, KLF4(+/-TRAF7), PI3K 通 路 (+/-TRAF7), Sonic
Hedgehog 通路, SMARCB1/SMARCE1(+/-NF2), POLR2A。然而，我们发现部分脑膜瘤同时有以
上多个“独立互斥”的驱动变异，特别是同时有 NF2 和非 NF2 突变，尚未有深入的报道和研究。我
们的目的是探索这些“多驱动突变脑膜瘤”的遗传学特征及其临床联系。
方法 利用 MIPS 测序（molecular inversion probe sequencing）对已知驱动突变靶向测序，并用
Sanger 测序验证；利用 qPCR 检测 22 号染色体缺失。最终筛选出具有多个驱动变异的脑膜瘤。收
集相关临床数据，包括患者性别，手术时年龄，肿瘤生长部位，是否为复发，WHO 分期，病例组
织亚型等，并建立数据库。最后利用统计学工具进行描述、分类和关联性分析。
结果 在 2400 个检测到已知驱动变异的脑膜瘤中，约有 2%有多个驱动变异。多驱动变异脑膜瘤比
数据库中其他脑膜瘤有更高比例的复发，更高的 WHO 级别，提示临床恶性程度较高。其解剖位置
和组织病理型分布也与其他脑膜瘤明显不同。遗传特征上，多驱动变异脑膜瘤 NF2 功能缺失变异
高达 77%，远高于其他脑膜瘤（54%）。解剖位置上，同时具有 NF2+非 NF2 的多驱动变异肿
瘤，比仅有 NF2 变异的脑膜瘤有更高比例的颅底肿瘤。我们进一步发现，其携带的非 NF2 突变类
型，与这些肿瘤的临床和组织学特征有明显的关联性。如同时具有 NF2+KLF4 的脑膜瘤比仅具有
KLF4 脑膜瘤有更高的 WHO 分期，类似的规律也发现在 NF2+TRAF7 和 NF2+KLF4 的多驱动变异
脑膜瘤中。
结论 多驱动变异的脑膜瘤其独特的遗传学特征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总体来说，这些脑膜瘤有更
高比例的复发，更高的临床分期。

19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OR-011

Clinical Features and Surgical Outcomes of
High-grade Spinal Meningiomas: Report of
19 Cas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贾文清,张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Objective To elucidated these problems by using the data of our institution, and provide an
update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enrolled patients with high-grade SMs from 2008-2015. The
patients’ data were evaluated on demographics characteristics, imaging features, tumor
pathology, follow-up data, recurrence and neurological status.
Conclusions The mean (range) number of affected spinal levels was 2 ± 1 (1-3). Simpson grade
II and III resection were achieved in sixteen (80.0%) and four (20.0%) tumors respectively. During
a mean follow-up of 75.6 ± 35.9 (range: 40-134) months, three tumors recurred (15.0%).
Excellent outcome was achieved in fourteen cases, three remained stable, one deteriorated and
one died.
Results High-grade SMs is a rare with an incidence of 5.7%. They tend to affect younger patients,
with atypical meningioma being the major pathological subtype. Aggressive surgical manage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total resection is the initial treatment goal and should be recommended. Close
observation is warranted after operation for the recurrence rate is about 15.0%. For recurrent
patients, they can still benefit from the second surgery.

OR-012

颈椎哑铃型肿瘤的分型与手术策略
黄思庆,陈海锋,刘家刚,马骏鹏,胡喻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颈椎哑铃型肿瘤的临床分型及手术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8 年 3 月在我院采用外科手术治疗的 97 例颈椎哑铃型肿瘤患者
的临床资料。根据影像学表现分为 4 型：I 型以椎管内为主型(51 例)，II 型以椎管外为主型(14
例)，III 型椎管内外型（无骨质破坏）（13 例），IV 型椎管内外型（有椎管骨质破坏）（19
例）。根据肿瘤分型分别采用不同的手术入路一期切除肿瘤，其中 I 型采用颈后正中入路、半椎板
切除，Ⅱ型采用颈外侧肌间隙入路，Ⅲ 型采用颈外侧肌间隙+颈后正中半椎板联合入路，IV 型采用
颈后远外侧入路或后正中入路半椎板切除、椎管内外肿瘤切除+枕颈内固定或颈椎后路内固定植骨
融合。
结果 一期手术完全切除 94 例，次全切除 3 例，术后三维 CT 显示 I、II、III 型均能通过精准的手术
技术充分利用组织间隙来显露和切除肿瘤，保障横突上下关节突完好无损伤。术后随访 1～5(平均
3.3)年，肿瘤全切病例均无复发，次全切病例复发 1 例。随访期间患者临床症状改善 95 例，加重 2
例，无发生脊柱畸形的病例。
结论 颈椎哑铃型肿瘤的临床分型对手术入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I 一Ⅲ型肿瘤切除过程中
避免了对横突和关节突关节的损伤，无需内固定，Ⅳ型肿瘤切除后需行枕颈或颈椎后路植骨融合内
固定。根据肿瘤分型采用相应的手术入路不仅能够提高肿瘤一期切除的全切率，降低复发率，而且
有助于维护颈椎及其附近解剖结构及生理功能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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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3

骶骨肿瘤切除后的外科重建策略
江伟,李维新,王鹏,左威,程超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骶骨肿瘤切除术后个性化重建方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8 月至 2018 年接受手术治疗的 11 例骶骨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肿
瘤类型包括脊索瘤、神经源性肿瘤、骨巨细胞等肿瘤，对所有病例的临床表现、解剖特点、临床分
类、手术入路、内固定结构重建和预后进行了分析评价
结果 对于骶骨肿瘤的个体化选择合适的治疗策略，对于提高手术成功率至关重要；11 例骶骨肿瘤
中，术中肿瘤全切 9 例，大部分切除 2 例，结果满意，肿瘤侵蚀性改变影响腰骶稳定性均给予个性
化内固定结构重建，随访局部复发 2 例，未发现钉棒松动、断裂。
结论 骶骨肿瘤多数患者临床症状为疼痛、神经损害的表现，手术要综合考虑肿瘤性质、患者全身
情况、骶骨及骶髂关节侵犯范围、神经功能损害程度等因素，个性化切除及重建方案保证手术成
功，减少出血、尽可能保留马尾神经功能以及骨盆环的重建是手术的重点。

OR-014

室管膜瘤的外科治疗及疗效分析
刘进平,冯海龙,陈隆益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髓内肿瘤的临床特点、手术策略及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四川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从 2014 年 6 月到 2018 年 6 月收治的经手术治疗的 138
例脊髓髓内肿瘤患者的病例资料。
结果 138 例患者中男性 51 例，女性 57 例。年龄最小者 12 岁，最大者 77 岁，平均年龄 47.5 岁。
病理检查结果显示室管膜瘤 129 例、星形细胞瘤 6 例、其他 3 例。所有病例术前均完善 MRI 平扫
加增强扫描，术中通过采用显微外科技术、术中超声吸引等技术，肿瘤全切 102 例（73.9%），近
全切除 36 例（26.1%）。仅 1 例患者于术后发生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经治疗后痊愈。其余病例未
见术后出血等情况的发生。术后出现神经功能障碍加重 13（9.4%）例。无死亡病例。取得了良好
的临床疗效。
结论 术前充分的影像学评估，有利于详细的手术规划。通过采用显微外科技术、术中超声吸引
器，可以有效地减少术中对脊髓组织的牵拉，减小手术对肿瘤周围脊髓组织的医源性损伤，减少术
后并发症的发生。

OR-015

脊柱内镜应用于椎管内病变活检的手术效果评价
张雷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目的 探讨脊柱内镜微创手术系统应用于椎管内病变活检的手术效果
方法 回顾性总结脊柱内镜微创手术系统完成椎管内病变活检手术的诊断阳性率及并发症
结果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脊柱内镜微创手术系统共行椎管内病变活检患者 17 例，其中男
性 11 例，女性 6 例。年龄 16~ 72 岁，平均 36.3 岁。手术时间为 40 ~70min，平均 45 min ；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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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量为 3 ~ 10 ml，平均 5 ml ；手术切口长度 6 ~ 8 mm，平均 7 mm ；17 例脊柱内镜椎管内病
变微创活检手术均明确病理诊断,诊断阳性率为 100%。无感染、血管及神经损伤、脑脊液漏等手术
并发症发生。
结论 脊柱内镜微创手术系统应用于椎管内疑难病灶的活检，手术时间短、创伤小，恢复快、活检
阳性率高。解决了传统开放椎管病变活检，手术时间久，损伤大，恢复慢的问题。

OR-016

脊膜瘤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及预后因素分析
--来自华山医院 2003-2013 年的数据
华领洋,朱宏达,谢清,宫晔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M and identify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worse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and neurological function outcome.
Methods Clinical information was retrieved from483 SM and 9806 cranial meningioma cases who
were operated between 2003 and 2013. 194 SM patients who were followed were used for
prognostic analyses.
Results Females were predominant.High grade tumors were not common, while the clear cell
subtype was frequent within grade II SMs (6/14, 42.9%). GTR was achieved in all SMs (Simpson
grade I, 30.9%; grade II, 65.5%; grade III, 3.6%) with a low complications rate (4.6%) and
provided neurological improvement in 80 patients (41.2%). Recurrence was seen in 9 cases
(4.6%)and associated with high WHO grade, male, prior recurrence, and Simpson grade III. High
WHO gradeand high Ki-67 index were identified to be independent factors predictive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deterioration.
Results Our analysis of the largest SM cohort in scale offers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M, revealing the biology of SM distinct from its cranial counterparts, and
providing guidance to improve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M.

OR-017

脊神经根袖套的构成及其在椎管内外哑铃型
神经鞘瘤手术中的应用
陆云涛,张立,辛宗,周强,彭林,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明确脊神经根鞘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结构及其分布特点，探讨其在哑铃型神经鞘瘤手术中的临
床意义。
方法 取 7 例成人脊柱标本，解剖观察脊神经根鞘的硬膜囊开口方式，并制成组织切片后显微镜下
观察神经根鞘的结构。收集 2015 年 1 月至今的 64 例椎管内外哑铃型神经鞘瘤，手术均采用整块
全切除，术中对肿瘤和周围膜性结构进行观察和记录。
结果 脊髓硬膜囊和蛛网膜在脊神经根表面形成囊鞘结构，其神经根袖套下腔隙终止于神经节。脊
神经根鞘存在 1 孔和 2 孔两种硬膜囊开口方式；且根据前、后根之间有无双层袖套结构分为Ⅰ型和
Ⅱ型。哑铃型神经鞘瘤往往造成神经根袖套口扩大明显，切除时需将袖套一并切除，同时对于 II 型
袖套构成，往往能分辨出腹侧根神经；而 I 型根鞘则比较困难，需切开肿瘤包膜，找到可能残留的
神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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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脊神经根鞘存在 I 型和 II 型的不同构成，了解其构成有利于椎管内外哑铃型神经鞘瘤的全切
除，和残留神经根的保护。

OR-018

颅底原发性淋巴瘤的诊断和治疗
万经海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颅底原发性淋巴瘤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病理学类型、治疗方案及预后。
方法 回顾了 2008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2 月我院治疗的 8 例颅底原发性淋巴瘤患者，从临床表现、
影像学特点、病理类型、治疗方案和预后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8 例患者，男女各 4 例（M/F 1:1）；平均发病年龄 55.1±16.2 岁(中位年龄 53.5 岁)；平均发
病时间 3.1±1.5 月(中位发病时间 3 月)。疼痛为最常见的首发症状（7/8），颅神经功能受损
（8/8）为发病后期的主要症状。常见发生部位包括蝶岩斜区和中颅底-颞下窝-翼腭窝区，海绵窦均
受累(8/8)；在 MRI 上，受累海绵窦段颈内动脉被肿瘤包裹、而少有移位或狭窄是主要的影像学特
点。8 例患者均经鼻蝶或上颌窦入路完成活检；病理类型均为非霍奇金淋巴瘤，以弥漫大 B 细胞淋
巴瘤为主；术后均行化疗和局部放疗。患者中位生存时间 52 月；完全缓解率为 62.5%。
结论 颅底原发性淋巴瘤是一类临床罕见的颅底肿瘤，以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为主；多为中老年发
病，发病时间短，常累及海绵窦、蝶岩斜区、中颅底-颞下窝-翼腭窝区。手术活检、化疗和局部放
疗联合的多学科综合治疗，是目前主要的治疗策略。

OR-019

颞前经海绵窦硬膜外入路切除三叉神经鞘瘤
郭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颞前经海绵窦硬膜外入路切除三叉神经鞘瘤的技巧及手术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室 2015.01-2018.01 经颞前经海绵窦硬膜外入路切除的 18 例三叉神经鞘瘤
（主体位于中颅窝）患者临床、影像及手术资料。采用 Ali F. Krisht 的方法额颞瓣开颅，保留颧
弓，磨钻轮廓化眶上、外侧壁后缘，部分磨除床突，充分显露颞部硬膜与眶骨膜结合的皱褶，于圆
孔处辨认上颌神经，自眶上裂外侧剪开硬膜皱褶，沿颞部硬膜与眶骨膜结合处向近心端逐步锐性分
离，显露肿瘤外侧壁及海绵窦外侧各三角，在充分辨认周围结构后，于肿瘤最突出部位切开肿瘤包
膜，减压后，沿包膜切除海绵窦部分；如肿瘤向其它部位延伸，沿被肿瘤破坏的岩骨或圆孔、卵圆
孔及眶上裂形成的通道向后颅窝及颅外探查，切除肿瘤。
结果 16 例患者术中全切肿瘤，2 例少量残留，术后随访期内未见肿瘤复发及残留肿瘤增大。术前
症状除 2 例复视，1 例咀嚼肌萎缩未能明显缓解，2 例患者出现颜面部麻木加重，其余患者术前症
状均不同程度恢复。
结论
硬膜外入路尽管操作稍困难，颅骨及硬膜出血较多，但脑组织保护良好，可直视下充分显露肿瘤外
侧壁及海绵窦外侧各个三角，并可向颅外及后颅窝探查，在处理主体位于中颅窝的三叉神经鞘瘤有
一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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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0

Resection of Skullbase Giant Cell Tenosynovial Tumor
and One Stage Reconstruction of TMJ with
Intracranial Approach
Yiqun Wu,BAOHUA FAN,Huayi CHENG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his series of 36 cases with skullbase GCTT invaded infratemporal fossa and TMJ are
surgically treated from 2008 to 2018. To improve the function of mastication the cranial bone flap
or artificial material was applied to reconstruct the TMJ.
Methods All patients were demonstrated by CT and MRI imaging and were 36.4 years old in
average. A transzygomatic approach was applied and the tumor totally removed via intracranially.
The cranial bone flap or artificial material and part of temporal muscle were applied to reconstruct
the TMJ acetabulum.
Results Total tumor remove was archived in all case. No mortality and other surgical
complication. The function of reconstructed TMJ is nearly normal status. The follow up of this
series of patient shows no recurrence of tumor.
Conclusions Total resection of middle cranial fossa GCTT invaded TMJ acetabulum and
infratemporal fossa is safe and efficient using transzygomatic intracranial approach. There is
good result of one stage reconstruction of TMJ using cranial bone flap or artificial material.

OR-021

经硬膜外入路手术切除鞍旁间隙肿瘤
王林,王勇杰,谷驰,陈高,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迷路入路是处理累及岩骨病变的经典手术入路，相对于耳鼻喉科医师而言，神经外科医师对
此入路可能会更加陌生。本文从神经外科医师的视角探讨经迷路入路切除听神经瘤的临床适应症和
优缺点；
方法 回顾 2018 年本医疗组采用经迷路入路切除的听神经瘤病例，总结分析本组病例的临床资料特
点、影像学特征及术后并发症情况；
结果 本组病例无死亡，无肿瘤残留病例，术后脑脊液漏一例、面神经功能障碍一例。
结论 迷路入路可作为部分听神经瘤切除的选择，可以更好的处理内听道内的肿瘤和神经，应常规
进行颅底重建预防脑脊液漏的发生；术前应充分评估颈静脉球瘤位置，以及术中注意面神经走形的
变异。

OR-022

枕骨大孔区脑膜瘤（FMM）手术治疗策略
王运杰,吴鹏飞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枕骨大孔区脑膜瘤的手术治疗策略
方法 首先对枕骨大孔区脑膜瘤(Foramen Magnum Meningioma, FMM)的分型进行归类研究，并回
顾性分析了从 2010 年 1 月到 2018 年 3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住院并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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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1 例枕骨大孔区脑膜瘤患者资料，所有患者术前常规行头 MRI+C 检查，同时行颅颈交界区
3DCT 及脑血管 3DCTA 或 MRA 检查，必要时需行脑血管 DSA 检查。临床表现主要有：颈部及后
枕部疼痛 25 例，肢体肌力下降、感觉减退 21 例，吞咽困难及饮水呛咳 11 例，颅内压增高 6 例，
共济失调 5 例，呼吸困难 3 例。并采用 Karnofsky 功能状态(KPS 评分)评价患者功能状态。同时对
枕骨大孔区其他病变与脑膜瘤进行鉴别诊断。采用 Simpson 分级法评价肿瘤切除程度，术后随访 4
到 96 个月。
结果 根据枕骨大孔区脑膜瘤与脑干的位置关系分为枕骨大孔区腹侧面肿瘤，其次为前外侧面、后
外侧面和背侧面；根据 FMM 与椎动脉的关系将 FMM 分为椎动脉上型、椎动脉下型和混合型，其
中最常见的为椎动脉下型。本研究 71 例患者中男性 23 例（32.4%），女性 48 例（67.6%），年
龄 23～72 岁，平均 48.8 岁。均行手术治疗，术中需注意枕下三角（SOT）、VOT 三角、JVV 三
角和 TVV 三角的解剖位置与关系的识别和其内容物的保护。术后肿瘤全切除（Simpson I、II）61
例，次全切除或部分切除（Simpson III、IV）10 例，该 10 例肿瘤均与脑干有不同程度粘连，肿瘤
全切率为 86%。术后病理均为脑膜瘤（WHO I 级）。枕骨大孔区脑膜瘤的鉴别诊断主要包括：神
经鞘瘤、延髓背侧实性血管母细胞瘤、脉络丛乳头状瘤、室管膜瘤、髓母细胞瘤、转移癌、表皮样
囊肿等，患者术后临床症状均得到不同程度改善。10 例未能全切肿瘤的患者术后行伽马刀治疗，
随访未见肿瘤明显进展。术后 KPS 评分平均值为 88.3±11.6 分，较术前明显改善（P=0.031）。
结论 枕骨大孔区脑膜瘤周边结构重要，要根据具体情况适时选择手术入路，鉴别诊断也很重要；
枕骨大孔区脑膜瘤分区分型是分辨枕骨大孔区脑膜瘤手术难度的客观指标，应熟练掌握并并认识其
分区的特点及实效性，对于术前评估及预后分析有重要作用；术区的四个“三角”包含了枕骨大孔区
所有重要的神经及血管，熟练掌握其内容物及其与肿瘤的相互位置关系与变异解剖结构，对于手术
成败意义重大。

OR-023

枕骨大孔区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王中,虞正权,周幽心,崔岗,李向东,张世明,周岱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枕骨大孔区肿瘤的显微手术技巧及术中与术后可能并发症及预防。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0.12-2018.06 收治的 124 例枕骨大孔区肿瘤的临床资料，对术前影像
学资料、手术入路、手术技巧、术中注意事项及术后并发症进行分析。
结果 手术入路分别采用枕下旁正中、枕下正中及改良的枕下正中三种。124 例肿瘤术后病理证实为
脑膜瘤 61 例，胶质瘤 18 例，神经鞘瘤 13 例，血管母细胞瘤 17 例，海绵状血管瘤 10 例、巨大动
脉瘤 5 例。肿瘤大小为 2.1-6.3cm，肿瘤全切除 117 例，部分切除 7 例；术后 2 例有后组颅神经不
全麻痹，脑脊液漏与颅内感染各 1 例，均经对症处理后治愈，死亡 1 例，死于术后肺部并发症；
109 例随访 6 月-4 年，5 例患者出现复发，余病例未见复发。
结论 枕骨大孔区肿瘤多数为良性，尽可能做到全切除，由于解剖结构复杂，有脑干、后组颅神
经、椎动脉、颈静脉丛等重要结构，术中需注意保护。

OR-024

枕骨大孔区脑膜瘤的手术治疗策略
吴波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个体化磨除枕骨髁-颈静脉结节在远外侧入路切除枕骨大孔区脑膜瘤（FMMs）中的应用

25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以及肿瘤切除与神经血管保留的策略。
方法 回顾分析四川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010 年 9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间采用远外侧入路手术切
除 39 例 FMMs 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前 MRI 和术中见，本组 FMMs 轴位上分为腹侧型、腹外侧
型；矢状位上分为椎动脉（VA）上型、下型和两侧型。
结果 本组病例女性 28 例，男性 11 例，年龄 42~67 岁，肿瘤最大径 1.5~4.2cm（平均 2.9cm），
其中腹侧型 17 例、腹外侧型 22 例；VA 上型 21 例、VA 两侧型 16 例、VA 下型 2 例；脑膜尾征阳
性 25 例（23/37, 62.2%），14 例阴性（14/37, 37.8%）。本组病人均显露 VA-V3 段，但无 1 例行
VA 硬膜孔处环形切开移位 VA，其中经部分枕髁入路 27 例，硬膜外磨除枕髁后内分近 1/3，3 例硬
膜下磨除部分颈静脉结节；枕髁后入路 12 例。术中证实脑膜尾征阳性者肿瘤基底部广宽且富含血
供，阴性者肿瘤基底部窄小；VA 两侧型肿瘤常累及 VA 腋下间隙（VA-V4 段近端前方的间隙），
尤其腹外侧型。35 例肿瘤全切除，4 例次全切除，2 例肿瘤包裹后组颅神经根部，2 例包裹 VA-V4
段近端，无脑脊液漏、枕颈失稳及手术死亡率。术后并发症主要是颅神经功能障碍（14/39,
35.9%），7 例新发舌下神经损害，2 例新发后组颅神经损害，5 例术前后组颅神经功能障碍术后一
过性加重。随访 7~78 月（平均 39.2 月）35 无肿瘤复发，4 例肿瘤残余稳定。
结论 远外侧入路是切除 FMMs 的理想入路，术中可根据肿瘤基底部与 VA 硬膜孔的关系、肿瘤大
小及脑膜尾征采取个体化磨除枕髁-颈静脉结节。肿瘤全切除是首选目标，但对于侵袭性生长包裹
甚至侵犯周围重要神经血管结构者，肿瘤次全切除是可取的策略。为提高肿瘤全切除率，磨除枕骨
大孔侧壁骨质适用于①VA 两侧型肿瘤累及 VA 腋下间隙者；②小型肿瘤尤其脑膜尾征阳性者；③
大型肿瘤脑膜尾征阳性-基底宽广者，其中向上累及中斜坡者进一步磨除部分颈静脉结节。

OR-025

大数据时代下中、小型听神经瘤的诊治策略探讨
赵建华,张永发,太柏,欧阳劲松,高宝成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理工大学附属昆华医院）

目的 探讨 Koos 分级 1 级和 2 级的中小型听神经瘤的诊治策略；
方法 通过对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诊治的 49 例患者进行回
顾性分析，总结两种治疗方式（动态观察及开颅显微手术）后其有用听力保留率、面神经解剖和功
能保留率、肿瘤控制率的差异。
结果 动态观察组（14 例），有 42.9%的患者的肿瘤生长，诊断时听力良好（A 级、B 级）患者随
访时有效听力保留率为 67.7%；开颅微创手术组（乙状窦后入路 19 例、中颅窝底入路 5 例，经迷
路入路 11 例），肿瘤全切率为 100%，面神经解剖保留率为 100%，功能保留率 84.3%，保听手
术（乙状窦后入路及中颅窝底入路）患者术前听力 A 级、B 级患者术后有效听力保留率分别为
67.3%和 51.7%。
结论 肿瘤直径≦1.5cm 的中小型听神经瘤生长缓慢，随访观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策略，但存在显著
听力丧失的风险；微创手术后患者面听神经功能保留率高，是中小型听神经瘤的最佳、最正确的治
疗方案，但需依据肿瘤的大小、术前面听神经的功能等采取合适的手术入路，且术前严重听力功能
障碍患者可经迷路入路切除肿瘤的同时，并行电子耳蜗置入术。术中熟悉听神经瘤的膜性解剖、采
用术中电生理检测，结合精湛的手术技巧，才能提高患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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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6

面神经监测动作电位微小电流刺激阈值
在听神经瘤手术中的应用
黄翔,钟平,徐健,徐铭,陈明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面神经监测动作电位刺激阈值是预测听神经瘤术后面神经功能预后的方法之一。我们将刺激
阈值小于或等于 0.05 毫安定义为微小电流，通过建立前瞻性研究队列探讨微小电流刺激阈值对术
后面神经功能预后与恢复速度的预测价值。
方法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单一教授（颅底手术）组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收治的
103 例听神经瘤患者纳入前瞻性队列研究。所有患者均在肿瘤全切除后以面神经监护仪分别刺激面
神经脑干起始段、脑干段和内听道之间及内听道内面神经，记录引出面神经动作电位的最小毫安数
即为面神经刺激阈值。根据术中电流刺激阈值的不同分为微小电流组（≤0.05 毫安）与对照组
（>0.05 毫安）。依据 House-Brackmann（HB）分级标准对所有患者进行术后第 1 月、3 月、6
月、12 月随访面神经功能评估，采用二项和有序逻辑回归分析比较两组之间术后面神经功能恢复
的差别，使用线性回归拟合回归曲线比较两组面神经功能恢复速度的差异。
结果 103 例听神经瘤患者中，微小电流组 81 例，对照组 22 例。肿瘤全切 103 例（100％），面
神经解剖保留 103 例（100％），随访到 103 例，随访率 100％。在控制变量肿瘤 Samii 分级、最
大直径、术前 HB 分级后，二分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微小电流组在术后第 1 月，3 月，6 月和
12 月的预后良好者（HB I-II 级）所占的比例均明显优于对照组（42.0% VS 4.5%，P=0.015；
64.2% VS 31.8%，P=0.024;72.8% VS 40.9%，P=0.021；84.0% VS 45.5%，P=0.002）。对于
术后第 1 个月 HB 起始分级为 III 级的患者：微小电流组与对照组的恢复速率没有明显的差异
（P=0.8271）。对于起始分级为 HB IV 级的患者：微小电流组的面神经功能的恢复速率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03545）。
结论 术中面神经监护微小电流刺激阈值能较好的预测听神经瘤术后面神经功能的早期及长期预
后；对于术后起始 HB 分级在 IV 级及以上患者而言，微小电流刺激阈值预示着较快的面神经功能
恢复速度

OR-027

大型/巨大型听神经瘤的显微手术及面神经保护
王来兴,陈超,韩国胜,李莉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目的 探讨大型/巨大型听神经瘤的手术治疗技巧和面神经的电生理监测及保护。
方法 回顾分析了我院 2012~2018 年以来收治的 68 例大型/巨大型听神经瘤的临床资料、手术经过
及预后情况，手术均采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切除肿瘤，术中均通过电生理监测面神经功能。术后通
过 House-Brackmann(H-B)分级法评价患者面神经功能。
结果 肿瘤全切除 57 例，次全切除 11 例；术中面神经解剖保留 61 例，出院时面功能保留完全正
常 12 例，功能良好 43 例。无手术死亡。
结论 正确细致的显微操作是肿瘤全切的关键；熟悉内听道内面听神经与肿瘤的解剖关系，结合术
中电生理监测，是提高面神经解剖和功能保留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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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8

半坐位切除 Koos4 级听神经瘤体会
梁建涛,鲍遇海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探讨半坐位手术体位切除大型听神经瘤（Koos 分级 4 级； Samii 分级 4 级）的利弊。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8 年 8 月共 72 例大型听神经瘤的治疗策略及其治疗效果。半
坐位手术中采用心前区多普勒超声、经食道超声及呼气末 CO2 来监测、判断气栓发生的有无及其
严重程度。
结果 肿瘤全切 56 例，面神经解剖保留 94%，术后短期和长期面神经功能良好率为 82.8%和
91.0%。气栓发生率 91%，重度气栓的发生率为 12%，因气栓死亡 1 例，术中由半坐位改为侧卧
位 1 例，需要外科处理的脑脊液漏 1 例。
结论 半坐位下颅压低，脑组织松弛，血液脑脊液可以自行流出，有利于术者双手精细分离瘤脑界
面，有利于全切肿瘤及面神经的功能保留。术中静脉气栓是半坐位手术的主要弊端，需要神经外
科、麻醉科、手术室团队密切合作，加强防范。

OR-029

乙状窦后入路下听神经瘤手术中面神经的保护策略
陈保东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目的 总结乙状窦后入路在大型听神经瘤手术中面神经的保护策略。
方法 收集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2018 年 8 月-2019 年 2 月接受手术治疗的的大型听神经瘤病例 25
例，所有患者均采用乙状窦后入路开颅切除肿瘤。观察肿瘤与蛛网膜的空间关系，根据患者临床病
史资料、肿瘤与脑干粘连程度、术中电声理监测情况综合决策肿瘤的切除范围及程度，术中采用蛛
网膜包膜内切除技术切除肿瘤，观察患者术后面听神经功能的保留情况。
结果 所有患者在术后 1 周临床症状较术前均得到改善，无死亡病例。80%（20 例）患者获得影像
学全切除，20%（5 例）患者因肿瘤与脑干粘连紧密而采取大部分切除或近全切除，面神经功能解
剖保留率达 88%,术后面神经功能满意率达 84%。
结论 采用包膜内切除技术，术中根据肿瘤与脑干粘连程度、术中电声理监测情况综合决策肿瘤的
切除范围及程度是安全有效的手术策略。

OR-030

额角造瘘经脉络裂入路与经胼胝体穹隆间入路
切除三脑室后部肿瘤的远期疗效分析（附 65 例报告）
张宏伟,宁威海,张明山,曲彦明,任铭,谷春雨,王浩然,于春江
北京市三博脑科医院

目的 探究额角造瘘经脉络裂入路与胼胝体穹窿间入路切除三脑室后部肿瘤的远期疗效。
方法 对 2008.8-2015.05 期间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二病区由同一术者应用前述的两
种手术入路切除的 65 例三脑室后部肿瘤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2008.8-2012.2 期间主要采用经胼
胝体穹隆间入路；2012.2-2015.5 期间主要采用额角造瘘经脉络裂入路），比较两种入路的远期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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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其中经脉络裂入路的患者同时经室间孔行三脑室底造瘘术，经胼胝体穹隆间入路中仅 15 例行
三脑室底造瘘术。
结果 ①男女比例接近 2：1,发病率占前四位的依次为生殖细胞瘤、松果体细胞瘤、混合生殖细胞
瘤、星形细胞瘤；②14 例松果体细胞瘤、6 例混合生殖细胞瘤、4 例成熟及恶性畸胎瘤、2 例少枝
星形细胞瘤、1 例皮样囊肿镜下全切除；近全切除 15 例；大部切除 5 例；部分切除 18 例（生殖细
胞瘤），未手术期无死亡病例。③经胼胝体穹隆间入路 31 例（其中 15 例同时行三脑室底造瘘
术），平均随访时间 57.8 个月，失访 5 例，死亡 4 例；额角造瘘经脉络裂入路 34 例，平均随访时
间 25 个月，失访 3 例。④ 经胼胝体穹窿间入路远期患者主诉记忆力有下降者 10 例，占比
45.6%；经脉络裂入路记忆力有下降者 7 例，占比 21.1%，两组间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⑤ 经胼
胝体穹窿间入路中，未同时行三脑室底造瘘者 7 例，术后行 V-P 分流 2 例，占比 28.6%；同时行
三脑室底造瘘者 15 例，术后行 V-P 分流 1 例，占比 6.7%，两组间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⑥术前 9
例视物重影、视物模糊者全部好转，但其中 2 例出现斜视。
结论 经额角脉络裂入路切除三脑室后部肿瘤同时经室间孔行三脑室底造瘘术是治疗三脑室后部肿
瘤较为理想的选择。

OR-031

岩斜脑膜瘤术后眼动神经功能的临床研究
王亮,翁建聪,张擎,吴震,贾旺,张力伟,张俊廷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眼动功能障碍是岩斜脑膜瘤切除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然而，动眼神经和外展神经麻痹
的发生率及相关因素，恢复速率，以及眼动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尚不清楚。
方法 对 31 例符合入选标准的岩斜脑膜瘤患者进行前瞻性临床研究。根据肿瘤位置的分区，采用适
当的手术入路对所有患者进行肿瘤切除。术前、术后一天、一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分别用
针对性评估表半定量评价动眼神经和外展神经的功能。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计算了肿瘤最大直
径、肿瘤体积、肿瘤是否侵犯第 3 区或第 4 区、手术间隙、神经表面蛛网膜是否完整等因素对于瞳
孔光反射、眼球和眼睑活动的相关性。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确定其中对动眼神经和外展神经
损伤有直接影响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男性 4 例，女性 27 例，平均年龄 49.4 岁，平均肿瘤体积 59.7cm3。24 例（77.4%）患者采
用岩前入路，20 例（64.5%）患者完成肿瘤全切除。27 例（87.1%）中实现了术中颅神经完全保
留。在 8 例（25.8%）术后新发瞳孔光反应障碍的患者中，6 例在术后随访 6 个月内出现功能恢
复，平均恢复时间为 4.03 个月。在 10 例（32.3%）术后新发上睑下垂&眼球内收功能障碍，其中
8 例在随访 6 个月内出现恢复，平均恢复时间为 2.43 个月。在 12 例（38.7%）术后新发外展神经
麻痹中，10 例在术后 6 个月内恢复，平均恢复时间 2.5 个月。肿瘤侵入第 3 区是瞳孔光反应
（p=0.001）和上睑下垂&眼球内收功能障碍（p=0.002）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术中使用三叉
神经下间隙（ITRII）是眼球外展运动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P=0.004）。
结论 虽然动眼神经和外展神经功能紊乱是岩斜脑膜瘤手术切除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但大部分可在
术后 6 个月内部分或完全恢复。肿瘤累及第 3 区是动眼神经麻痹的独立危险因素。通过动眼神经的
两个评估量表比较，我们发现动眼神经的外功能（上睑下垂&眼球内收）比内功能（瞳孔光反应）
变化更敏感。术中使用三叉神经下间隙是外展神经麻痹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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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2

VHL-血管母细胞瘤的基因诊断及分型和靶向治疗的现状
马德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VHL-血管母细胞瘤（hemangioblastomas, HBs）是一种基因性疾病，能在家族中遗传但当前
的临床诊断标准并不完全可靠，该病对一个家族来说往往是灾难性的，诊断的“金标准”理应属基因
诊断； 另一方面，VHL-血管母细胞瘤常常多发和术后易复发，临床处理也极为棘手，迄今除外科
干预暂时缓解外，仍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并且其也是 VHL 病早期死亡的最重要原因。本研究探讨
基因诊断在该遗传性疾病的诊断及分型的应用和意义，并结合文献分享其靶向治疗的现状。
方法 本研究运用基因检测手段对临床血管母细胞瘤患者，总计对 11 例血管母细胞瘤患者（含组织
标本和血液标本）进行整个外显子基因测序，和 23 例血管母细胞瘤患者以及所有 18 例高危人群进
行了 VHL 基因检测。
结果 所有 18 例高危人群中发现了 5 例 VHL 基因缺陷遗传，纳入我们的随访管理系统；13 例未
VHL 突变遗传者免除了繁琐和昂贵的年度检查（其中一例发现颅内血管母瘤来手术治疗）。34 例
HBs 患者中，临床诊断为散发 HBs 13 例中发现 3 例为 VHL-HBs（VHL 突变）；21 例临床诊断为
遗传性 HBs 中，11 例发现了 VHL 基因突变，7 例未发现 VHL 基因突突，3 例 VHL 无 VHL 基因突
变但经表观学检查发现并确定了一种新的 VHL 基因印记（genetic impriting）亚型。强力建议 VHL
基因印记这种非孟德尔遗传现象也是 VHL-HBs 新亚型的重要标志物，预示着新的诊断、分型，新
的治疗方法和可能较好的预后。并结合文献，将 VHL-血管母细胞瘤分为三种类： mosaic 亚型、基
因印记亚型（genetic impriting）和基因突变亚型（含点突变、插入、删除等）分享各种亚型的
VHL-血管母细胞瘤的靶向治疗的现状。
结论
基因诊断能有效地提高 VHL-血管母细胞瘤（VHL 病）的早期精准诊断率，减少漏诊率（与临床诊
断标准相比较），是该疾病的早期精准诊断、密切随访监控和适时临床干预临床措施的重要步骤，
值得推荐。早期精准诊断有利于建立 VHL-血管母细胞瘤（VHL 病）这种遗传性疾病规范化诊疗和
预防监控体系，推动有利于病人健康医学模式的转化；并且对 VHL-血管母细胞瘤进行基因分型，
有助于按其基因分型来探索其将来的靶向治疗。

OR-033

颞下经岩前入路颅底病变的显微手术切除 103 例汇报
姚国杰,龚杰,杨铭,伍杰,韦可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验证经改良的颞下入路（颞下经岩前入路 ，ATPA）切除岩斜区及脑干病变的优势。
方法 2010 年来，我们采用颞下经岩前入路，对 103 例颅底病变进行手术切除，手术中进行神经电
生理监护。包括岩斜区脑膜瘤脑膜瘤 47 例，三叉神经鞘瘤 31 例，胆固醇样肉芽肿 3 例，桥脑海绵
状血管瘤 14 例，脑干胶质瘤 5 例，脑干腹侧胆脂瘤 13 例。使用耳前弧形皮肤切口，小骨窗。电凝
小脑天幕和岩骨尖硬脊膜, 然后切开并充分暴露岩尖骨。在硬膜下磨除岩尖骨，磨除范围从三叉神
经压迹开始，横向不超过 1.5 厘米，距岩脊后端不超过 8 毫米, 距岩骨表面深度不超过 8 毫米。为
了减小对颞叶的损害伤，我们用了如下方法：①降低肺气道压力，术中低于 16 厘米，②使用 250
毫升 20%甘露醇，③对巨大肿瘤的患者，术前腰椎置管脑脊液引流。引流静脉损伤往往是与术后
出血和颞叶严重水肿的高风险相关联的。因此，所有的颞叶引流静脉应尽可能保护。若颞下引流静
脉进入颅中窝硬脑膜，应沿静脉走向剪开硬脑膜以获得静脉动力。如果海绵窦内肿瘤且粘连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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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会紧紧附着周围的颅神经和血管，建议次全切除或部分切除。
结果 81 例肿瘤被完全切除，18 例次全切除，3 例部分切除。暂时性的神经功能缺损包括 2 例的轻
微动眼神经麻痹，5 例外展神经麻痹，1 例语言障碍和 5 例轻度偏瘫。6 名患者在术后面部麻木加
重，六个月后改善。没有死亡案例。改进的 ATPA 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治疗大型或巨型的位于耳
道中间或内侧的 PCMS，且并发症的风险较低。
结论 改进的 ATPA 具有以下优点： （1） 它可以使位于岩斜区中部和上部、和 IAM 中部的 PCMs
充分暴露。(2) 比常规 ATPA 更充分暴露颅中窝底。(3) 神经外科医生更熟悉这个过程，相比常规
ATP，颞肌萎缩和术后面神经麻痹和 CSF 渗漏的风险更小。(4)不需要其他手术以获得脂肪组织来
修复颅底。

OR-034

颅底孤立性纤维瘤
钱海鹏,万经海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目的 孤立性纤维瘤（Solitary fibrous tumor SFT）是一种少见的来源于间叶组织的梭形细胞肿瘤。
颅底及颅内 SFT 临床极少见，多为个案报道，本研究通过总结我科收治颅底 SFT 患者资料，阐明
颅底及颅内 SFT 的临床特点。
方法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神经外科自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颅底 SFT 患者 9 例，
女性 6 例，男性 3 例，年龄 17～68 岁，平均 48.2±17.4 岁。其中恶性 4 例，占 44.4%，3 例发生
在颈静脉孔区，3 例发生在脑膜，2 例在中颅窝，1 例发生在咽旁间隙。
结果 颅底 SFT 多起源于硬脑膜，具有脑外肿瘤的特点，如基底部紧贴脑膜生长，出现皮质扣压征
等。当病灶较大或阻塞邻近静脉回流则可导致周围脑组织的水肿。病变可发生于颅底多个部位，以
天幕走行区较为多见，其次好发于颈静脉孔、中颅窝底、桥小脑角区、后颅窝。SFT 通常呈类圆
形，部分形态不规则，其边缘多呈分叶改变。
CT 增强扫描表现为明显均匀或不均匀强化。与脑膜瘤常伴有邻近颅骨的反应性增厚不同，SFT 容
易引起周围骨质压迫吸收。磁共振下 SFI'的 T2WI 信号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与脑膜瘤比较均质不
同，大部分 SFT 的 T2WI 信号不均匀，通常呈高、低信号混杂，部分病灶内可出现明显低 T2WI 信
号。由于其信号对比明显，形成特殊的“阴阳征”，此征被认为是 SFT 的特征性表现。
SFT 主要是手术治疗为主，术后可辅助放疗，化疗是否有效有待进一步探讨；其预后与肿瘤性质及
治疗方案相关。由于 SFT 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绝大多数 SFT 患者无法在术前明确诊断，穿刺诊
断率也极低。大多数 SFT 为良性肿瘤，预后较好，手术完整切除多能保证患者长期存活，虽其复
发和转移比较少见，但仍需长期随访。对于恶性或去分化型肿瘤，手术完整切除尤为重要，术后及
时辅助放疗很有必要。
结论 孤立性纤维瘤是颅底及颅内的少见病变，施行完整的手术切除及术后长期随访对于良性或恶
性 SFT 来说是最理想的治疗方式。

OR-035

血管内介入技术在 234 例脑脊髓富血运肿瘤诊疗中的应用
陈功 1,徐斌斌 1,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分院普陀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管内介入技术在脑脊髓富血运肿瘤（RVT)诊疗中的应用，包括适应症、栓塞方法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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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风险。
方法 统计近 10 年 234 例肿瘤患者，男女相当，平均年龄 40.2±13.8 岁。肿瘤部位：颅内肿瘤 156
例（66.7％），颅底肿瘤 36 例（15.4％），颅外肿瘤 31 例（13.2％），脊髓肿瘤 11 例
（4.7％）。瘤谱：血管母细胞瘤 56 例（23.9％），脑膜瘤 54 例（23.1％），颈鼻咽部纤维血管
瘤和脊膜瘤各 22 例（9.4％），胶质细胞瘤 16 例（6.8％），颈静脉球瘤 11 例（4.7％）、血管外
皮瘤和松果体肿瘤 8 例（3.4％），其他肿瘤 37 例（4.7％）。均先经过影像学（CT，MRI，CTA
或 MRA）初步评估为 RVT，再经 DSA 确诊，进一步评估其血供和血管构筑等，并根据 Manelfe
法进行分型。对术前栓塞的 RVT，评估其栓塞效果（分优、良、一般、差四个等级）和相关并发
症及手术中出血量。
结果 DSA 的 Manelfe 分型：Ⅰ型，65 例（27.7%），主要是颅底和颅外肿瘤（脑膜瘤）；Ⅱ型，
72 例（30.7%）；Ⅲ型，28 例（12%）；Ⅱ和Ⅲ型主要是颅底和颅内肿瘤（脑膜瘤，血管外皮
瘤）；Ⅳ型，69 例（29.1%），主要是颅内肿瘤（血管母细胞瘤和松果体肿瘤）。确诊为 RVT 需
栓塞者共 178 例（76%, 178/234），其中：栓塞 127 例 RVT（71.3％,127/178），没有适合栓塞
的血管构筑的 RVT51 例（28.7%,51/178）。栓塞总体优良率为 75.5％，栓塞效果与术中出血呈负
相关。单纯 DSA 无相关并发症，早期栓塞患者有 3 例出现并发症（2.4%）：脑栓塞 1 例，颅神经
短暂损伤 2 例。
结论 血管内介入技术（造影、栓塞）对 RVT 的诊疗是安全、有效的。而选择合适的适应症、术中
正确评估（如“危险吻合”）、仔细操作和栓塞技术的提高，以及栓塞术者与术者术前沟通是防止并
发症的关键。新材料如 septer 球囊导管、sonic 导管及 apollo 可解脱微导管的运用，可提高栓塞效
果，降低了相关并发症，再结合术中电生理监测、多模态导航融合以及复合手术室的应用，脑脊髓
RVT 的疗效将越来越好。

OR-036

神经外科复合手术
郭衍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复合(hybrid)手术室在治疗神经外科疾病的应用经验，评价复合手术在神经外科手术中的
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015 年 6 月至今应用复合手术
技术行手术治疗的病例共计 32 例。
结果 采用的复合手术方式包括：动脉瘤夹闭并术中脑血管造影，导航下内镜及显微手术，导航下
神经内镜及显微外科联合手术，术中均行头颅 CT 检查。术后随访 3 个月至 10 月。其中 28 例恢复
良好，2 例有轻度神经功能障碍，1 例重残，1 例死亡。
结论 复合手术室将多种影像设备、临床信息系统与神经显微外科及内镜手术有机地整合到常规手
术室中，为神经外科医生提供复合手术操作平台。可为病人制定个体化诊疗方案，通过多种技术平
台的有效联合使病变定位、手术操作更加精确，降低了手术损伤和风险。可以缩短总体住院时间，
有效降低了治疗费用。总之，复合手术室能提高手术质量、减小手术风险进而改善病人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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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7

危重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急诊放疗疗效及预后因素分析
赖名耀,周兆明,李娟,胡清军,周成,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急诊放疗在颅内生殖细胞肿瘤的潜在价值及分析影响预后相关因素。
方法 纳入急诊放疗标准：KPS 小于等于 50 或 GCS 小于等于 14，无神经外科干预机会（如宗教信
仰、治疗意愿，病情等）；2007 年至 2018 年本中心符合纳入分析标准病人共 27 例，其中女性 6
例，男性 21 例；年龄范围 5 岁-28 岁，中位年龄 15 岁；生殖细胞瘤 11 例，非生殖性生殖细胞瘤
16 例；单发病灶共 17 例，其中位于松果体区 9 例，鞍区 5 例，基底节区 3 例，多发病灶 10 例。
治疗采用急诊放疗或同步放化疗；急诊放疗前 GCS 评分 3~15 分，中位值 11 分，KPS 评分
10~90 分，中位值 30 分；急诊放疗前合并脑积水 11 例，合并腺垂体功能减退 10 例，合并肿瘤卒
中 5 例。
结果 急诊放疗结束后 GCS 评分 15 分，KPS 评分 10~90 分，中位值 80 分；治疗前后 GCS 评分
平均改善 4.1 分，KPS 评分平均改善 49.1 分；治疗后 1 月 MRI 影像学评价：完全缓解（CR）13
例，部分缓解（PR）10 例，肿瘤进展（PD）1 例，3 例不详；全组病人中位生存时间 38 个月。
分层分析：急诊放疗前 GCS 评分≤12 患者与 GCS 评分＞12 患者生存差异显著，5 年生存率分别
为 63%和 100%（P<0.05）；急诊放疗前 KPS 评分≤20 患者与 KPS 评分＞20 患者存在显著生存
差异，5 年生存率分别为 57%和 100% （P<0.05）。急诊放疗前合并有肿瘤卒中与无肿瘤卒中患
者生存差异显著，5 年生存率分别为 26%和 86%(P<0.01）。
结论 急诊放疗可作为迅速缓解或消除颅内生殖细胞瘤占位效应治疗手段之一，急诊放疗前 GCS 评
分、KPS 评分与患者预后明显相关，治疗前 GCS 评分 12 或 KPS20 是提示预后的分界点，上述结
论需大样本的回顾性分析及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

OR-038

ERAS 在神经外科的应用
贺世明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术后加速康复（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是一系列重要的围手术期治疗方
法的整合，其核心是在术前、术中、术后应用各种已被证实有效的措施，减少患者心理和生理的创
伤应激，减少术后疼痛和并发症，使患者从手术创伤中快速恢复。目前，ERAS 主要集中在普通外
科，还有泌尿外科、胸腔外科、妇科等在开展，但在神经外科领域开展寥寥无几，缺乏统一、规范
化、询证医学支持的神经外科 ERAS 治疗规范和标准。
目的 探讨 ERAS 在神经外科开颅手术中的效果及安全性。
方法 制定“神经外科开颅手术加速康复临床实验方案”、“神经外科开颅手术 ERAS 规范流程（外
科、麻醉、护理、手术护理、营养）”，随机对照纳入实验组及对照组各 50 例，严格按照术前术中
术后规范流程进行操作。对照分析，住院天数，KPS 评分、术后下床时间、满意度评分、并发症
发生率等等一系列参数，评估实验效果及安全性。
我们的 ERAS 优化措施主要包括：术前不完全禁食水（禁食进饮）、不剃发、局麻加全麻、可吸收
线皮内缝合、不放置引流管、深静脉血栓评估预防、黏膜应激病变预防、术后呕吐评估预防、呼吸
道感染预防、疼痛管理，压疮评估预防、液体管理，等等。
结果 住院天数、并发症发生率、术后下床时间均显著缩短，满意度评分、KPS 评分显著提高。
结论 ERAS 在神经外科应用是非常安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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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9

中枢神经系统毛细血管瘤
汪海,陈明宇,钟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毛细血管瘤的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和影像学特点，治疗方案与随访结果等，
结合文献回顾，探讨原发中枢神经系统的毛细血管瘤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 收集 2006 年到 2016 年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术后病理证实为中枢神经系统毛细血管瘤的病例，
收集该组患者的病史资料、病理切片、影像学资料，随访患者术后继续治疗情况，术后恢复情况、
术后复查情况等信息纳入分析。检索所有关于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毛细血管瘤的病例报道与文献综述
纳入本组临床资料总结表进行进一步分析。
结果 本组病例结果：2006 年-2016 年我院神经外科手术后病理诊断为毛细血管瘤的病例共 20 例。
中位年龄 46 岁（10-72 岁），男性女性各 10 例。肿瘤直径平均 2.3cm（0.3-5cm）。影像学表现
为 CT 平扫密度轻度增高，MRI 平扫 T1WI 等或低信号，T2WI 高信号，增强后明显强化。椎管内
11 例，其中 8 例全切除病例术后随访无复发，3 例次全切除患者均辅以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达到
肿瘤控制。颅内 9 例，其中 5 例全切除，术后 4 例无复发，1 例毛细血管瘤位于蝶窦内患者术后 2
年复发，但未见神经功能障碍；3 例次全切除患者均辅以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达到肿瘤控制；1
例失访。文献复习结果：共收集文献报道毛细血管瘤病例 146 例，平均年龄 40 岁（0.01-82
岁）。男性 94 例，女性 52 例。椎管内 102 例，均行手术治疗，完全切除 73 例，其中 1 例术后复
发；次全切除 16 例，1 例行放射治疗达到肿瘤控制，另 15 例未描述后续治疗及随访情况；13 例
未描述肿瘤切除程度。颅内毛细血管瘤病例 44 例，43 例行手术治疗，其中完全切除 21 例，术后
无复发；次全切除 13 例，其中 7 例辅以放疗或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肿瘤控制，2 例行类固醇和 α-干
扰素药物达到肿瘤消退无复发，余 4 例未描述后续治疗及随访情况；9 例未描述肿瘤切除程度。1
例为初始诊断颅内占位者，死亡后尸检确诊毛细血管瘤。肿瘤大小较多文献未描述无法统计。
结论 毛细血管瘤是一类病理诊断明确的真性血管源性肿瘤，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毛细血管瘤罕见报
道，其原因可能与病理诊断标准不确定有关。其影像学表现无特异性，术前难以准确诊断，确诊仍
有赖于病理学诊断。治疗方法仍以手术切除为主，肿瘤多血供丰富，大型肿瘤结合术前介入栓塞有
助于控制术中出血；在多种原因不能全切除时可辅以放疗或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均能达到肿瘤控
制，药物治疗仍处于试验阶段；无症状患者也可随访，但目前暂无自然消退报道。

OR-040

TGF- 信号通路在颅底脊索瘤致病机制中的研究
王亮 1,管晓楠 2,吴震 1,陈伟 2,胡庆涛 2,张俊廷 1,曾长青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目的 脊索瘤是由脊索残余组织沿脊柱恶变形成的一类罕见骨肿瘤，其中颅底脊索瘤约占 30%。由
于样本稀少并缺乏对照，并且体细胞突变率较低，脊索瘤也是人类知之最少的肿瘤之一。虽然增长
较为缓慢，脊索瘤对传统放、化疗不敏感，除手术或辅以射线治疗目前尚无其他有效手段。并且由
于位置多近脑或脊髓等重要组织，手术不仅使患者遭受极大痛苦，风险也极高并根除困难。因此，
解析脊索瘤致病机制，寻找有效靶向治疗药物刻不容缓。
方法 比较脊索瘤（2 例）和胎儿脊索（2 例）的转录组和 miRNA 组学数据，确定脊索瘤发生的关
键基因和信号通路。通过细胞增殖和凋亡、侵袭转移等实验，研究候选基因及通路对脊索瘤细胞表
型的影响。通过 qPRC、基因敲低、蛋白印记、动物实验等解析和验证候选基因及其功能。
结果 1）与胎儿脊索转录组相比，脊索瘤样本中 TGF- 信号通路明显被抑制，其上游的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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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FB3 表达量下调显著，同时调节 TGFB3 表达的 miR-29 family 具有普遍的拷贝数增加和表达上
调。2）在斑马鱼中，敲低 tgfb3 会导致脊索部位的异常增生。3）在脊索瘤细胞系增殖实验中，外
源 TGF- 3 通过上调 CDKN2B 的表达，将细胞周期阻滞在 G0/G1 期，从而抑制脊索瘤细胞的增
殖。4）在 Transwell 实验中，外源 TGF- 3 抑制脊索瘤细胞的侵袭转移，但在 A549 等其他肿瘤细
胞系中外源 TGF- 3 促进侵袭转移。miR-182 在脊索瘤细胞中下调但在其他肿瘤细胞中上调表明
TGF- 信号通路的 Smad7 负反馈调控在脊索瘤中仍然保持活性。
结论 TGFB3 的下调表达是导致颅底脊索瘤发生的重要原因，这主要由调控 TGFB3 表达的 miR-29
family 的拷贝数增加导致。不同于其他肿瘤细胞，在脊索瘤中 Smad7 负反馈调节通路没有被破
坏，外源的 TGF- 不仅能抑制脊索瘤细胞的增殖还抑制其侵袭转移。综上表明，通过上调 TGFB3
的表达设计治疗方案可能是提高颅底脊索瘤疗效和治愈率的新策略。

OR-041

PARP 抑制剂联合化疗抑制脊索瘤的进展
曹晓昱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脊索瘤是预后不良的恶性肿瘤，对于传统放疗及化疗方案不敏感。我们试图探索肿瘤对于化
疗不敏感的机制及探寻可能的联合治疗方法。
方法 这项课题利用三种人源性脊索瘤细胞系来探寻针对化疗不敏感的分子机制。利用药物筛选试
验进行细胞模型研究结合小鼠的活体试验来找到新的治疗方法。
结果 研究发现脊索瘤细胞系对单纯的化疗不敏感且没有表现出 DNA 损失的聚集。PARP 的 DNA
损伤修复通路在化疗抑制方面发挥着作用。通过化疗药物筛选证实了 PARP 的抑制剂能够显著提升
脊索瘤细胞系的化疗疗效。通过使用 FDA 的药物 Olapraib 联合化疗能够引发肿瘤的 DNA 损伤，
影响细胞周期以及引发凋亡。同时利用小鼠的体内试验证实了这一结果。
结论 通过利用化疗联合 PARP 抑制剂治疗为脊索瘤的综合治疗提供了新的有效的方法。

OR-042

FSRS 联合辅助贝伐单抗治疗高剂量放疗后
原位复发脑转移瘤的疗效及安全性评估
关运,诸华光,王朝壮,李晶,徐雯倩,孙磊,潘力,戴嘉中,汪洋,王恩敏,王鑫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目前对于复发脑转移瘤的最佳治疗方案尚存争议。近期研究表明分次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
（FSRS）作为挽救性方案，治疗复发的大体积脑转移瘤及胶质瘤反应率较高，且安全性可耐受，
研究认为其原因主要是 FSRS 的高“治疗比”（肿瘤细胞受照射数与正常组织照射毒性比例）。挽救
性再照射主要不良反应是放射性脑坏死及水肿，贝伐单抗可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治疗相
关不良反应。本研究目的是评估对于治疗高剂量照射后原位复发脑转移病人，FSRS 联合辅助贝伐
单抗作为挽救性方案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该前瞻性单臂研究，入组局部复发脑转移患者，既往接受过全脑放疗联合 SRS 或单纯 SRS
治疗。根据复发病灶的体积、位置、既往受照剂量，进行个体化挽救性 FSRS 方案，剂量为 9.5 到
29Gy，分次 2 到 5 次，等剂量曲线 62-75%。所有患者在 FSRS 治疗后 24 小时内，行第 1 程贝伐
单抗辅助治疗，5mg/kg，3 周方案，共 4 个周期。疗效评估包括磁共振，KPS 评分。主要研究终
点为挽救治疗后的总生存期，次要研究终点包括临床反应（KPS），影像学反应（MRI）及治疗相
关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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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从 2009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本中心共入组 24 名患者，其中 9 名接受过全脑放疗加
SRS，15 名患者既往接受 SRS。挽救性治疗后 1 年中位生存 87.5%。23 名患者出现影像学评估的
病灶退缩，退缩体积 6 到 22cm3（p=0.032，配对 t 检验），治疗后 KPS 评分提高（p<0.05，配对
t 检验），1/2 级不良反应包括疲劳（8 名，33%），其他 1/2 级不良反应有头痛、高血压、恶心。
3 级不良反应为头痛、疲劳，发生 1 例。无 4 级不良反应。
结论 挽救性 FSRS 联合早期辅助低剂量贝伐单抗治疗既往接受过高剂量放疗后原位复发的脑转移
瘤患者，显示出较好的临床及影像学反应的疗效，同时毒性可耐受。对于挽救性治疗后的局部复发
及放射性脑坏死鉴别诊断值得进一步研究。

OR-043

伽玛刀挽救性治疗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疗效分析
孙君昭,张剑宁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目的 评估伽玛刀挽救性治疗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PCNSL)的疗效。
方法 分析 2014 年 8 月～2018 年 8 月期间 23 例经立体定向穿刺活检（21 例），开颅手术（2 例）,
病理证实为 PCNSL 的患者，经过以大剂量甲氨蝶呤（MTX）为基础的联合化疗后复发，采用伽玛
刀治疗,并对其临床资料、影像特征、治疗方法和随访结果作一回顾性分析。
结果 23 例患者,男性 17 例，女性 6 例，平均年龄 58 岁（16-88 岁）；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21
例，2 例患者未能进行分类。从确诊到首次伽玛刀治疗的间隔时间平均为 13 个月（1-55 个月），
其中 3 例患者因肿瘤复发行两次伽玛刀治疗，两次治疗间隔分别为 9 个月、12 个月和 28 个月，均
为新发肿瘤接受治疗。54 处肿瘤接受了伽马刀治疗， 4 例患者伽玛刀前接受了全脑外放疗，DT：
40Gy/10f。所有病例均接受了以甲氨蝶呤为基础的化疗。其中联合替莫唑胺（TMZ）+利妥昔单抗
（Rituximab）16 例。伽玛刀治疗情况：平均周边剂量 14.4Gy（11-18Gy），平均等剂量曲线
51.2%（50%-60%），平均肿瘤体积 2.87cm3（0.1-36.9 cm3）。随访 6～54 个月，治疗后一个月
因化疗副作用死亡 2 例,尽管影像学复查肿瘤明显缩小，另外 21 例术后 1～3 周临床症状均明显改
善。卡氏评分平均提高 15 分。伽玛刀后 6 个月时评估：完全缓解(CR)11 例,部分缓解(PR)7 例,疾
病稳定（SD）2 例,疾病进展（PD）1 例。客观缓解率为 85.7%。至随访结束时，23 例患者中死亡
6 例,存活 17 例；有 4 例患者肿瘤复发，接受化疗。本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9.5 月。
伽玛刀后水肿明显加重 3 例，癫痫发作 2 例，无其他明显毒副作用。
结论 伽玛刀挽救性治疗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痛苦小，安全有效，为大剂量甲氨蝶呤
（MTX）为基础的联合化疗后复发患者重要的挽救性治疗方法。

OR-044

疑难复杂胶质瘤的 Cyberknife 补救治疗
潘隆盛,黄立超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 结合核磁 3DASL 序列勾画复发胶质瘤靶区，并用该序列评价复发胶质瘤射波刀再程放疗的效
果。
方法 2014 年至 2018 年之间对 10 例同步放化疗之后再次复发的胶质瘤接受射波刀再程放疗，年龄
32-58 岁，所有患者都曾接受过外科手术切除，术后进行同步放化疗。术后经灌注序列及 MRS 诊
断复发。我们结合 3DASL 序列勾画靶区，将该序列再 MIM 软件与增强图像融合，配准，比较增强
区域及高灌注区域的差异，治疗后进行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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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0 例患者核磁增强图像明显略大于高灌注区域，结合 3DASL 序列，可以减少无效靶区，降
低周边剂量。治疗后随访灌注区域明显呈低灌注，效果明显。
结论 3DASL 可以作为复杂复发胶质瘤再程放疗靶区勾画的指导，并可用来评价射波刀治疗后的效
果。

OR-045

松果体区肿瘤的治疗策略和手术体会（附 24 例病例报告）
马原
西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松果体区域肿瘤的手术治疗具有一定的挑战性，通过病例回顾，结合手术入路解剖，探讨不
同手术入路的关键技巧，评价松果体区肿瘤不同手术的优势和缺陷，统计分析病理类型和临床效
果。
方法 2013 年 1 月-2017 年 8 月，本单位收治松果体区占位性病变患者 26 例，其中 2 例影像诊断生
殖细胞瘤，患者拒绝手术，直接实施诊断性放射治疗，其中 1 例合并梗阻性脑积水，放疗前先行脑
室腹腔引流术；其余 24 例不能明确的患者采用手术切除，其中枕下经天幕（Poppen）入路 11 例
（46%），幕下小脑上（Krause）入路 13 例（54%）。出院前行 MRI 检查和 KPS 评价，评估手
术结果和脑脊液循环情况，术后 3 个月至半年定期随访。
结果 24 例手术患者年龄 4 岁-80 岁，平均年龄 26+5.7 岁，儿童 11 例（45.8%），成人 13 例
（54.2%）;术后病理检查结果：胶质瘤 5 例、生殖细胞瘤 5 例、松果体瘤 3 例、血管病变 3 例、
脑膜瘤 3 例，其它 4 例；疗效评估：手术全切 14 例（58.3%），近全切除 9 例（37.5%），部分
切除 1 例（4.2%）。
结论 松果体区肿瘤病理分布复杂，手术不仅明确病理性质，尽可能充分切除肿瘤，同时通过脑室
后方造瘘，重建脑脊液循环，解除梗阻性脑积水，避免行脑室腹腔分流手术。枕下经天幕
（Poppen）入路和幕下小脑上（Krause）入路是较理想的松果体区手术方式，能够处理绝大多数
病例，而且术后神经功能废损程度轻微，术后并发症少。

OR-046

药物靶向性分子诊断联合尼卡地平
在难治性胶质瘤化疗中的应用
赵耀东 1,吴从严 1,胥程明 1,楼美清 1,黄强 2
1.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胶质瘤是颅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治疗效果欠佳。随着精准医疗的提出以及分子诊断在临床
上的广泛应用，结合分子诊断开展化疗逐渐得到认可，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近十余年来，随着癌
症干细胞理论的提出，胶质瘤干细胞（glioma stem cells，GSC）被认为是胶质瘤的种子细胞，是
胶质瘤耐药的根源，因此如能结合 GSC 理论与分子诊断联合开展化疗，理论上应能取得更好的效
果。本研究拟利用分子诊断技术结合 GSC 耐药分子 ABCG2 的抑制剂尼卡地平（佩尔）联合治疗
复发胶质瘤，并观察临床疗效。
方法 纳入研究患者标准为：1，恶性胶质瘤术后复发者；或者为不适宜手术切除，通过活检证实为
恶性胶质瘤者；2，病理为间变型胶质瘤或胶质母细胞瘤；3，患者不愿意接受再次手术或无法手术
者；4，就化疗方案向患者或家属沟通说明并取得同意者。治疗方案：化疗药物（参考分子诊断结
果，结合胶质瘤治疗指南确定）+佩尔地平 10mg/天×6 天（遇有明显血液毒性者不加用佩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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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自 2016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共按照该方案收治患者 12 例。治疗过程中复查头颅 MRI，对
比化疗前后 MRI T1 增强相显示的肿瘤体积，评价治疗效果。观察化疗的副作用。随访记录患者生
存时间。
结果 在入组的 12 例患者中，缓解 7 例，稳定 2 例，恶化 3 例。目前 12 例患者患者中，存活者 4
例，已经去世的患者中末次术后平均生存时间为 15.4±11.0 月，化疗开始后的平均生存时间为
9.3±4.3 月。该化疗方案主要的副作用是血液毒性，而且有血液毒性的患者生存时间较短。
结论 对于难治性恶性胶质瘤患者开展针对化疗药物靶分子的分子诊断，结合相应的结果选择化疗
药物，并联合尼卡地平，或能提高化疗效果。

OR-047

干扰 RNA 沉默 tpd52 基因对胶质瘤细胞的作用
戴宜武,秦浩,苏辉,秦家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目的 探究沉默 tpd52 基因表达后对胶质瘤 U87 细胞增殖、周期及凋亡的影响。
方法 将携带着 shRNA-tpd52（抑制 tpd52 的核苷酸序列）、shRNA-NC（阴性对 照的核苷酸序
列）的慢病毒体外转染胶质瘤细胞系 U87。在转染 48 h 后荧光显微镜下观察表达 GFP 细胞数量，
采用荧光定量 PCR、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 tpd52 mRNA 及蛋白表达量，MTT 检测细胞增殖能
力，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分布，AnnexinV 和 PI 双染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
结果 U87 细胞转染率>90%，与 shRNA-NC 组及空白对照组相比较，shRNA-tpd52 组细胞
TPD52 mRNA 及蛋白表达量明显减少(P<0.01)，而且细胞增殖能力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细胞周期被阻滞在 G0/G1 期、细胞凋亡比例明显增加（P<0.05）。
结论 沉默胶质瘤细胞中 tpd52 基因表达后，可以有效抑制细胞增殖，阻滞细胞周期，促进细胞凋
亡。

OR-048

成人癫痫相关的幕上低级别胶质瘤术后癫痫
复发的相关因素分析
张晓东,张毛松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成人癫痫相关的幕上低级别胶质瘤术后癫痫复发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 112 例癫痫相关的幕上低级别胶质瘤成年病人的临床资料，统计分析
术后癫痫复发的可能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癫痫发作类型、癫痫病
程（手术治疗距首次癫痫的时间）、肿瘤的部位、切除程度、病理级别、病理类型、增殖指数
（ki-67）放化疗与否等
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癫痫病程、肿瘤切除程度、增殖指数（ki-67）、放疗与否对于成
人癫痫相关的幕上低级别胶质瘤术后癫痫复发有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癫痫发作类型、肿
瘤的部位、病理级别、病理类型、化疗与否对于成人癫痫相关的幕上低级别胶质瘤术后癫痫复发无
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1.197，P<0.05，95%CI：0.0620.630 ） 、 癫 痫 病 程 （ OR=0.498 ， P<0.05 ， 95%CI ： 0.308-0.805 ） 、 肿 瘤 切 除 程 度
（ OR=0.297，P<0.05 ，95%CI：0.105-0.893）、 增殖指 数（ki-67）（OR=0.155 ，P<0.05 ，
95%CI：0.044-0.540）是成人癫痫相关的幕上低级别胶质瘤术后癫痫复发的危险因素。
结论 对于影像学提示为幕上低级别胶质瘤的癫痫成年病人应尽快行手术治疗，术中在不影响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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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前提下应尽量全切肿瘤，减少肿瘤负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术后癫痫复发的概率。

OR-049

“蝴蝶型胶质瘤”的治疗策略和手术相关解剖研究
柳夫义,祝向东,赵学群,陈高,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累及双侧额叶和胼胝体（蝴蝶型）的胶质瘤病理类型往往为胶质母细胞瘤，手术并发症多，
预后差，因而对于其治疗策略存在一定争议。近期的一些研究发现开颅肿瘤切除较之单纯活检更能
使得患者获益。但是手术具有很高的并发症发生率，尤其是术后无动性缄默和患者意志力丧失状态
较为常见。这种并发症术前即可不同程度存在，术后往往显著加重，可能与默认模式网络的结构基
础即扣带回皮层损伤有关。本研究旨在从尸头解剖的基础上探讨安全切除蝴蝶型胶质瘤的标志性解
剖学结构和需要重点保护的关键性结构。并结合临床病例探索其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 首先通过尸头的显微解剖比较研究半冠状切口单侧额部开颅和冠状切口双侧额部开颅切除额
叶的显露范围及其对深部结构的保护和损伤；其次通过回顾分析作者近 3 年 17 例蝴蝶型胶质瘤的
手术效果和并发症情况探讨其手术要点
结果 尸头解剖发现半冠状切口单侧额部开颅在切除同侧部分额叶组织后切开大脑镰可以同样显露
对侧额叶，较之双侧开颅，单侧开颅可以活动类似的显露范围，更利于保护对侧额夜组织，避免双
侧额叶损伤。解剖研究发现保护扣带回及其深部纤维束的标志性结构为胼缘动脉和胼周动脉；而胼
胝体膝部以及前动脉则为隔区皮层、伏隔核以及下丘脑的重要解剖标志，嗅束则为前穿质的重要标
志。侧脑室体部即额角需要尽早显露以便与确定尾状核头、室间孔、透明隔、穹窿柱等重要结构，
以便于确定额叶和胼胝体的切除范围。对于侵犯对侧额叶的肿瘤如通过切除胼胝体不能很好显露可
切开大脑镰在保护好对侧扣带回的前提前通过额叶内侧皮层造瘘进一步切除肿瘤。病例回顾分析发
现蝴蝶型胶质瘤预后情况较差，具有很高的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术后不同程度的缄默是最常见的手
术相关并发症，单侧入路，术中注意保护扣带回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术后缄默的发生。最大限度安
全手术切除后结合术后放疗和化疗，本组病例中 3 例（17.6%）无进展存活 2 年以上，6 例
（35.1%）无进展存活 1 年以上。
结论 单侧额部开颅切除仍是蝴蝶型胶质瘤的主要治疗策略 ，术中注意保护扣带回脑组织可显著减
少术后缄默等并发症。

OR-050

弥漫性中线胶质瘤伴 H3K27M 突变的临床诊疗及预后分析
梁博,梁庭毓,曹杨,李培亮,王小永,冯恩山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目的 探讨弥漫性中线胶质瘤患者的临床特点、病理学特征、治疗方法及 H3K27M 突变对于预后的
影响。
方法 回顾性纳入 2012 年 6 月至 2019 年 1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24
例弥漫性中线胶质瘤患者，分析其发病年龄、发病部位、术前 KPS 评分、是否合并脑积水、合并
其他分子变异情况、手术方式、术后治疗方法以及 H3K27M 突变对于患者术后生存期的影响。
H3K27M、IDH1、MGMT、Oligo-2、ATRX 等分子变异情况均应用免疫组化方法进行检测。通过
描记 K-M（Kaplan-Meier）曲线显示出各组间生存期的差异。
结果 24 例患者的年龄在 3.4～60 岁之间，其中 H3K27M 突变 13 例（54.2%）。肿瘤位于幕上 14
例（58.3%），分布于丘脑、胼胝体、鞍区、侧脑室；位于幕下 10 例（41.7%），分布于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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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脑蚓部和脊髓。13 例患者行肿瘤全切术，其余 11 例行肿瘤部分切除或活检术，6 例合并脑积水
的患者均行脑室-腹腔分流术。术前 KPS 评分>80 分有 14 例，≤80 分有 10 例。通过描绘 K-M 曲线
得出合并 H3K27M 突变患者的生存期较 H3 野生型明显缩短，而在幕上组患者中，H3K27M 突变
对于预后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H3K27M 作为一个新的胶质瘤分子亚群，严重影响弥漫性中线胶质瘤患者的预后，以幕下肿
瘤更为明显。

OR-051

光动力靶向综合治疗恶性脑胶质瘤二十年经验总结
胡韶山 1,岳武 2,丛大忞 1,张儒有 1,李永哲 1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哈尔比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 通过长期随访观察 1998 年以来开展的光动力辅助显微手术综合治疗功能区恶性脑胶质瘤的临
床疗效，总结临床经验与体会。
方法 ：本研究共对比研究了二组病例，第一组收集了 1998 年至 2001 年期间病例 64 例，光动力
综合治疗组（显微手术+光动力）34 例，对照组 30 例（常规显微手术加放疗）；病理类型 WHO34 为主，部位包括幕上及幕下不同部位；第二组为 2009 年至 2012 年以来我院功能区恶性脑胶质瘤
病例 45 例，光动力靶向综合治疗组（显微手术+光动力+替莫唑胺）25 例，随机选取同期非光动力
治疗的高级别功能区胶质瘤病人 20 例，作为对照组；病变部位：功能区不同部位。病理类型：间
变星形细胞瘤 6 例，间变室管膜瘤 3 例、间变少枝胶质细胞瘤 1 例、多形胶质母细胞瘤 15 例。各
组皆有影像学及病理证实。第一组病人术前 5 小时静脉应用光敏剂（血啉甲醚，5mg/kg）,开始避
光护理，首先进行显微外科手术近全切除肿瘤，残腔进行激光照射，100J/cm2 ;对可能残留部位充
分照射；第二组所有入组病人术前 40 小时左右静脉应用光敏剂（photosan，1-2mg/kg）,开始避光
护理，首先显微镜下近全切除肿瘤后，残腔进行激光照射，100J/cm2 ;对可能残留部位充分照射，
术后第一天开始口服替莫唑胺（75-150mg/m/d）,连续 5 天。各组术后常规病理及影像学复查,建立
随访档案，及时记录临床表现、影像学及生存时间的相关资料。
结果 各组病例，术后病人临床症状改善良好，近期 Kanofsky 评分改善率良好；第一组病例 2 年生
存率达到 53%；第二组生存率明显提高（ 2 年生存率 88.0%、3 年生存率 72.0%），组内许多患
者生存超过了 5 年，生存时间和生存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和相关报道数据。所有在组生存病人正在
进一步随访中。
结论 利用光动力杀伤抑瘤效应、免疫增强机制和开放血瘤屏障作用，结合显微手术和替莫唑胺，
在杀伤残存肿瘤同时，使化疗药物有效到达肿瘤组织，选择性杀伤肿瘤，更有效的发挥抗肿瘤作
用，实现了“去干”、“拔根”、“改土”。光动力靶向综合治疗脑胶质瘤是综合治疗脑胶质瘤的有益探
索，并且临床取得了显著效果。

OR-052

DTI 神经纤维束走形及相关虚拟现实技术
在功能区胶质瘤手术中的应用探讨
杨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 DTI 神经纤维束三维重建及虚拟现实技术在功能区胶质瘤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年来患者采用 DTI 神经纤维束三维重建及多模态虚拟现实技术做术前计划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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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胶质瘤手术患者，对手术时间、肿瘤切除程度、症状改善情况以及术后 1 月、3 月、6 月 KPS
评分与同术者同时期常规手术患者做统计学分析，
结果 将 DTI 神经纤维束重建结合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功能区胶质瘤手术，三维重建肿瘤、动脉、
静脉、纤维束、脑组织等结构，通过三维解剖研究及手术模拟评估肿瘤血供、引流静脉、纤维束位
移与重塑等，并用于术中指导，患者肿瘤切除程度、术后神经功能改善均得到很大提高。
结论 虚拟现实技术在功能区定位、手术入路选择、重要血管的定位与保护、肿瘤切除范围确定、
预判术中风险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优势。

OR-053

胶质肉瘤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因素分析
张国滨,黄华玮,任晓辉,崔勇,林松,王永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探讨胶质肉瘤的临床特点及其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纳入 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行手术治疗
的 188 例胶质肉瘤患者，占同期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 5.15%（188/3 647）。术后采取临床随访和
影像学随访，了解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和肿瘤复发转移的情况。采用单因素
Log-rank 分析和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
结果 188 例胶质肉瘤患者中，全切除 143 例，近全切除 37 例，部分切除 8 例。其中 169 例术后接
受放、化疗，13 例仅行放疗，6 例未行放、化疗。中位随访时间为 15 个月(3～28 个月)。中位 OS
为 15 个月，中位 PFS 为 8 个月。单因素 Log-rank 分析显示，年龄、肿瘤切除程度以及是否进行
术后辅助放化疗均为 OS 和 PFS 的影响因素(均 P ＜ 0.05)；性别、术前 Karnofsky 功能状态评分
(KPS)以及 MGMT 启动子甲基化均非 OS 及 PFS 的影响因素(均 P ＞ 0.05)。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肿瘤切除程度以及术后辅助放化疗均影响患者 0S 和 PFS(均 P ＜ 0.05)。
结论
胶质肉瘤临床罕见且预后极差。年龄＜60 岁、手术全切除肿瘤以及术后辅助放化疗者生存期明显
延长。

OR-054

AI 技术辅助下准确预测低级别胶质瘤继发性癫痫
王引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癫痫发作是低级别胶质瘤最常见的首发症状。癫痫的出现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且影响
是深远的。由于经验有限，一般医生通过脑肿瘤的磁共振影像，很难准确预测肿瘤相关癫痫的发生
风险。人工智能技术可通过学习大量脑肿瘤患者的磁共振影像和临床信息特点，深度挖掘其中关
联，从而获得医生难以获得的诊断经验。癫痫发作是低级别胶质瘤最常见的首发症状。本研究拟构
建低级别胶质瘤继发癫痫风险的 AI 预测模型，辅助临床医生预测低级别胶质瘤继发性癫痫。
方法 作者首先使用手工标记的肿瘤感兴趣区和 T2 加权图像来生成一个肿瘤立方体，覆盖肿瘤区
域。然后，根据肿瘤的大小，提取三组定量特征。采用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以年龄、性
别、组织病理学和影像组学特征为依据。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分类模型，应用训练集数据中构建
了癫痫预测模型，并在独立测试集上验证。
结果 通过机器学习构建脑胶质瘤继发癫痫预测模型，该模型在训练集中 AUC = 0.8754，在验证集
中 AUC = 0.8162，具有较高的判别能力。通过图像展示的结果也说明了影像组学特征可以用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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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预测低级别胶质瘤病人发生癫痫的精度。该模型可以通过病例的肿瘤影像学特征，实现个体化地
预测肿瘤引起患者癫痫发作的风险。
结论 通过影像组学特征提取和机器学习技术，我们首次构建出低级别胶质瘤继发癫痫风险的 AI 预
测模型。该模型使神经外科医生能够准确地和个体化地预测低级别胶质瘤患者发生癫痫的风险。

OR-055

侧脑室胶质瘤的诊断及手术治疗
王翔,杨渊,刘艳辉,毛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侧脑室胶质瘤的种类较多，术前影像诊断不易。根据其起源，侧脑室胶质瘤可发生于侧脑室
壁、室管膜及室管膜下组织、透明隔、穹窿、胼胝体以及脉络丛等。脑室内肿瘤，位置深在，周围
毗邻重要的血管神经，手术风险大，术后脑积水等并发症多。本研究探讨侧脑室不同胶质瘤的影像
学特点以及无牵拉手术在侧脑室胶质瘤切除中的应用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5 年 3 月至 2019 年 2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诊治及手术的侧脑室胶质
瘤病人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纳入标准包括纳入标准：①MRI 证实肿瘤完全位于侧脑室内。②手术
均采取经侧脑室无持续牵拉技术，术中不使用脑固定牵开器或者脑压板持续牵拉。③术后病理证实
为神经上皮肿瘤（胶质瘤）。排除标准：术前因脑积水有意识障碍的病人，或术前已行脑室外引流
的病人。共有 105 例病人纳入本项研究，男 60 例，女 45 例；中位年龄 37.5 岁（15~82 岁）。临
床症状：头痛 62 例， 记忆力减退 36 例， 反应力减慢 24 例，另外有情绪低落等精神症状 12 例。
肿瘤平均直径 4.5 cm（2～10cm）。肿瘤主体可生长侧脑室各个部位（额角、室间孔、体部、枕
角、三角部以及颞角）。32 例肿瘤侵及侧脑室壁，12 例可见脑室周围脑实质明显水肿及侵润。手
术经皮质侧脑室入路 91 例，经纵裂胼胝体入路 14 例。手术过程中不使用脑自动牵开器或者脑压
板持续牵拉。术毕严密止血，行透明隔造瘘。脑室内不放置止血纤丝，尽量不放置脑室外引流。
结果 根据中枢神经系统 WHO2016 版分类，术后病理诊断包括：星形/少突胶质细胞瘤 26 例，中
枢神经细胞瘤 43 例，室管膜瘤 15 例，室管膜下瘤 11 例，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 8 例，脉络
丛乳头状瘤 2 例。术后核磁共振证实手术全切 93 例，有残留者为 9 例星形细胞瘤，及 3 例中枢神
经细胞瘤。术后神经功能损伤，主要包括偏瘫 12 例、反应减慢 20 例、记忆力下降 21 例。偏瘫在
术后 2 周明显恢复，反应及记忆力下降在术后 1 个月逐步好转。另外术后再次发生脑积水 6 例
（5.6%），发生时间分别是术后 1 个月及 2 个月，均未行分流手术，观察 3 个月自行缓解。无脑
内血肿、硬膜下积液和皮下积液发生。
结论 脑室内胶质瘤种类多样，有各自的影像学特点。采用无牵拉手术技术在处理脑室内胶质瘤等
脑深部病变中是可行的，通过减少对脑深部结构包括脑室壁及其脑室内静脉的牵拉继发损伤，降低
术后神经功能障碍的概率。综合利用脑室内手术的技巧，可以减少术后脑积水等并发症，改善病人
预后。

OR-056

复发胶质母细胞瘤免疫靶向联合治疗的初步探讨
杨溪,邱永明,缪亦锋,张晓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目的 分析靶向药物依维莫司(Everolimus)、维罗非尼(Vemurafenib)及安维汀（avastin）与 PD-1 抑
制剂（keytruda）在复发胶质母细胞瘤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及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7-08-26 到 2018-07-27，病理诊断明确，术后常规放疗同步化疗+后续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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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的复发性右侧颞顶枕叶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 1 例，确认其心、肺、肝、肾脏功能良好，无血液
系统疾病，无骨髓抑制，淋巴细胞计数及分类正常水平，无自身免疫性疾病，按照病情进展及肿瘤
治疗反应分阶段联合应用靶向药物 Everolimus、Vemurafenib 及 avastin 与 PD-1 抑制剂 keytruda
等各种必要治疗措施：开始整体方案前检查头颅 MRI 平扫加增强+MRS，外周血样本作为基线，开
始下一轮治疗前复查 MRI 评估肿瘤体积，若有头痛等颅压改变症状，急诊行头颅 CT 检查。患者入
组后，根据手术分子病理及患者对药物的反应综合考虑，单用四种药物中的一种或联合其中两种同
时用药，评估各药分阶段联合应用的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是否能达到部分或完全缓解来延长
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同时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结果 患者术后总生存期 10.7 个月，其中无进展生存期 3.7 个月。术后 7.1 个月时因复发肿瘤占位
效应明显、颅高压症状严重，行第二次肿瘤切除术。第二次术后 1 个月时（术后 8.1 个月）出现手
术切口愈合不良导致破溃，颅骨外露。术后 9.7 个月时右侧颞顶叶肿瘤无明显生长，但延髓处小脑
蚓部出现肿瘤生长。后期呼吸及循环不能维持，最终死亡。
结论 由于 GBM 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基于基因分析的胶质瘤合理化治疗还任重道远；分析胶质
瘤的基因信息需要进行个体化、数据化；未来肿瘤免疫信息分析，将是指导肿瘤治疗决策的主要方
法。

OR-057

胶质肉瘤的临床及分子特征
-单中心回顾性分析（附 36 例报道）
王樑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胶质肉瘤是一种罕见的胶质母细胞瘤组织病理学变体，其最显著的病理特征为双相性组织病
理学成分，即临近区域内包含胶质瘤和肉瘤成分。今年来学者逐步关注到胶质肉瘤独特的分子学表
型特征，但其蕴含的潜在预后意义尚不清楚。同时，目前针对胶质肉瘤的治疗方案，通常采用与胶
质母细胞瘤相同的标准化方案，但由于病例罕见，所以支持证据并不充分。
方法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 2006-2016 年间于我院接受治疗的，经病理诊断为胶质肉瘤的 36 例患者信
息。通过信息分析，描述了本组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分子表型特征、治疗模式及预后结果。同时，
通过配对分析，比较了同时期内 263 例 IV 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与胶质肉瘤患者间生存率的差异。
结果 本研究共确定 36 例胶质肉瘤患者，其中，原发性胶质肉瘤 29 例，继发性胶质肉瘤 7 例，分
别占原发性胶质母细胞瘤的 11.0%和 2.7%。诊断的中位年龄为 61.5 岁（IQR 46.5-69.2 岁），诊
断时平均 KPS 为 80%，最常见的发病位置为颞叶（61.1%）。所有患者均接受最大限度的安全手
术切除，大体全切除（占 66.7％）、次全切除（16.6％）及活检（16.7％）。69.4%的患者接受接
受联合 TMZ（63.6％）的同步放化疗。12 例患者（41.4%）的患者接受了复发后的再次手术。7
例继发性胶质肉瘤患者先前均接受放射治疗（6 名患者原发肿瘤为胶质母细胞瘤，1 名继发于少突
胶质细胞瘤）。继发性胶质肉瘤的中位转化时间 12.7 个月，诊断为继发性胶质肉瘤后的中位生存
期为 4.6 个月。
结论 原发性胶质肉瘤患者和原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之间没有显着的中位生存差异（10.7 VS 13.2
个月）。组织标本分子表型检测发现，所有胶质肉瘤患者 IDH-1 均为野生型（100％），MGMT 未
甲基化的比例为 88.9％及野生型 EGFR 比例为 100％。胶质肉瘤的病理诊断，患者年龄，术前
KPS 评分，RPA 分级，辅助放疗，放疗剂量，接受替莫唑胺化疗，切除范围和再次手术切除可作
为胶质肉瘤患者潜在的预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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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8

脑胶质瘤手术治疗的临床实践及思考
张庆林,于锐,王成伟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脑胶质瘤被称为颅内最富有挑战性的的恶性肿瘤，原因在于其最常见，最难彻底治疗，预后
差，因此胶质瘤的治疗一直是神经外科的难点问题。我们总结了自 1973 年以来的 3000 余例胶质
瘤病例资料，考虑对非功能区胶质瘤的切除原则应是力争在肿瘤区周围 1～2cm 一并切除肿瘤及周
围脑组织，且在肿瘤残腔各壁搔刮并分别送病理检查，彻底切除肿瘤的同时亦能根据病理结果指导
放疗方案制定，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方法 1973 年至 2003 年期间，共行脑胶质瘤切除手术 3000 余例，术后均由病理证实为胶质瘤，胶
质瘤切除程度Ⅰ级或Ⅱ级，GOS 评分 4 分或 5 分，其中经随访证实的 WHOⅢ-Ⅳ级患者术后存活
期超过 10 年以上者 50 余人。本文以 6 例典型病例进行阐述。6 例病例中，男 4 例，女 2 例，年龄
4-50 岁，平均 24 岁。临床表现：偏盲 1 例，头痛头晕及偏盲 1 例，头痛进行性加重 2 例，发作性
意识丧失并肢体抽搐 2 例。2 例通过脑血管造影定位，4 例通过 CT 定位。病灶分别位于枕叶 2
例，颞叶 1 例，额叶 2 例，小脑 1 例。均行开颅手术切除肿瘤，术中全切肿瘤，并切除肿瘤周围
1～2cm 脑组织。术后分别行病理检查，定期随访复查。
结果 Ⅱ级星形细胞瘤 2 例，少突胶质细胞瘤 1 例，Ⅲ级星形细胞瘤 2 例，髓母细胞瘤 1 例。术后
随访 15-39 年不等，患者均未复发，GOS 评分 5 分。
结论 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的关键在于尽量切除肿瘤，并在延长生存期的前提下保护脑功能。切忌存
有“脑胶质瘤切多切少一个样”的错误理念，最大限度地切除肿瘤是提高疗效和延长生存期的基础。
有经验的神经外科医生要善于用肉眼（镜下）观察加以区分，更要在使用吸引器、剥离子、电凝镊
子时用手感进行分辨，使用吸引器切除肿瘤时力度的强弱、方向和深度的调节恰到好处是至关重要
的。对非功能区胶质瘤的切除原则是力争在肿瘤周围 1～2cm 切除肿瘤及周围脑组织。针对脑功能
区或脑深部胶质瘤的切除，尽量避开并保留功能区皮层，采取从非功能区“潜入式”切除为宜，可取
得肿瘤高切除率和低致残率的效果。肿瘤切除后形成的残腔壁上仍可能有显微镜下无法辨别的肿瘤
细胞残留，应在残腔 5 个壁（前、后、内、外及底壁）应用刮匙轻柔搔刮并分别留取病理送检，一
方面可提高肿瘤切除的彻底性，另一方面可根据病理结果指导放疗方案的制定。具备了手术条件，
熟练掌握手术技能，神经外科医生还必须具有认真、负责、仔细、轻柔的操作和爱心、信心、耐
心、细心、沉着、冷静的修养。

OR-059

胶质瘤术后影像学上强化灶的随访与性质判定
吴南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胶质瘤手术后强化灶的性质分类与变化规律。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4 年 3 月到 2016 年 6 月手术切除的 270 例胶质瘤患者的手术资料。其中完整
随访 119 例。术后 3 月开始行磁共振增强扫描复查，共发现 45 例强化病灶，对这些病灶进行复查
随访，了解其变化特点，判断其性质。
结果 影像学上强化灶主要包括残留灶，卫星灶，放射性坏死灶与疤痕炎性灶。25 例残留灶与卫星
灶早期影像学复查即可出现，一旦出现体积增大，肿瘤快速复发。7 例放射性脑坏死灶出现较晚有
逐渐体积增大，然后体积缩小的趋势。13 例疤痕炎性灶长期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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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胶质瘤术后影像学上强化灶的随访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残留灶与卫星灶，早期病理学恶
性程度较低，一旦随访期间体积增大，建议尽快手术切除。

OR-060

侧方非功能区入路切除功能区脑胶质瘤
孙建军,于涛,张嘉,林国中,吴超,张一博,杨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侧方非功能区入路切除功能区脑胶质瘤可行性和临床意义。
方法 2018 年 8 月~2019 年 2 月，序列收治 20 例功能区脑胶质瘤患者：额叶运动区 5 例，胼胝体
内囊前支 5 例，顶（枕）叶 6 例，（颞）顶叶 4 例。20 例患者，部分术前行 DTI 扫描，部分应用
导航定位，但均采用侧方避开功能区皮层的手术入路，应用 GOS 评估术后神经功能状况。统一行
相关病理组织染色，并按 WHO 最新标准分级。个别患者接受基因检测，并指导后续放、化疗等辅
助治疗方案。
结果 冠状缝前 2cm 的额前入路 10 例，颞侧入路 4 例，三角区入路 3 例，枕后纵裂侧入 3 例。因
脑胶质瘤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全切，10 例患者获得近全切，7 例患者或次全切，3 例患者获大部
切除。胶质母细胞瘤 10 例，星形细胞瘤 II-III 级 6 例，少突胶质细胞瘤 II 级 2 例，间变形胶质瘤 2
例。GOS 评分 5 分 16 例，4 分 4 例，术后出现伤口积液者 3 例，分别予以抽液和加压包扎等对症
处理后好转。20 例患者术后常规行外放射治疗，III 级以上胶质瘤常规替莫唑胺化疗，根据基因检
测提示的敏感程度，服用疗程长短不一。
结论 侧方非功能区入路切除功能区脑胶质瘤是明智的选择，可有效避免患者术后致残，很大程度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OR-061

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临床与基础研究的关注，
看中国恶性脑胶质瘤临床实践的发展与创新
杨学军 1,于圣平 1,明浩朗 1,任炳成 1,林雨 1,张恺 2,朱蒙 3,海龙 4,李涛 1,童鹿青 1,易立 1,刘沛东 1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2.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青岛大学附属医院；4.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恶性胶质瘤临床诊治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子研究和脑功能知识的积累。我们将临床
和基础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和提高临床诊治的精准诊治水平。
方法 为了更好的理解肿瘤进展机制，我们分析了关键的信号分子和通路，研究了胶质瘤起始细胞
在侵袭中的作用及其与微环境的关系；为了更好地保护脑功能切除功能区肿瘤，我们采用 BOLDMRI、导航经颅磁刺激(nTMS)和近红外光谱研究皮层映射和皮层下连接，DTI 跟踪包括重要功能区
的皮层下纤维；为了最大限度的安全切除恶性胶质瘤，在唤醒手术中，我们根据 nTMS、BOLDMRI、DTI 及直接皮质和皮质下刺激进行术前和术中脑定位，采用 MET-和 FDG- PET/CT 确定肿瘤
的代谢边界；为了诊断并划分肿瘤亚型，我们整合了肿瘤的组织学和分子信息，并确定了潜在的靶
向候选药物，与此同时，也积极开展一些创新性药物临床试验。
结果 1. 胶质瘤起始细胞（GICs）常出现在坏死区域和微血管周围，经典型 GICs 在微血管环境中
表现出增殖状态，间质亚型 GICs 在坏死区周围表现为迁移状态；GICs 的“走或留”受 miR451 的表
观基因调控；Notch 通路在 GICs 中处于激活状态，靶向 Notch1 可以抑制 NF-κB (p65)信号抑制胶
质瘤细胞的增殖并诱导凋亡，CXCR4 是 Nocth1 介导的侵袭迁移的关键信号分子；DLL1 在 GICs
迁移过程中维持 Notch1 通路的激活。靶向调控胶质瘤细胞迁移的关键分子，可以有效抑制其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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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2. 利用 nTMS 和近红外光谱技术对大脑皮层和皮层下纤维的连接进行了描述，为指导手术和诱导
神经可塑性提供有效信息。
3. 在 MRI 和 PET/CT 勾画肿瘤边界，结合神经导航和术中电生理检测功能皮层和皮层下的边界
后，我们提出了脑功能区最大范围安全切除的实施步骤，那就是从代谢边界向功能拓扑边界切除肿
瘤。
4. 在国际合作中，我们参与了创新临床试验系统 GBM AGILE 计划以及 ACT001、ABT-414、
Boruitinib 等药物的临床试验。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资助下，研制了胶质瘤病灶及周围脑功能区精
确定位的设备，指导手术中的切除和功能保存。
结论 恶性胶质瘤的治疗任重而道远。神经外科医生和神经肿瘤学家应积极参与临床和基础研究，
紧跟恶性胶质瘤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规范和优化自身临床诊治，正确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
实践，从临床角度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OR-062

Human Glioblastoma-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
to Pericytes Transition and Angiogenic Capacity
in Glioblastoma Microenvironment
Peng Fu,Dongye Yi,Wei Xiang,Hongyang Zhao,Qing Zhang,Yongcun Cen,Qing Su,Fangcheng Zhang,Yinping Lu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22， China

Objective Tumor vascular formation and maintenance are crucial events in glioblastoma
development.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have been shown to differentiate
into pericytes and contribute to neovascularization in the glioma microenvironment.
Moreover,glioblastoma-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gb-MSCs), which consist of CD90MSCs and CD90+MSCs, are a subpopulation of MSCs that are more active in glioma
vascularization.
However, the functions of gb-MSCs and the microRNA (miRNA) modifcations in the glioblastoma
microenvironment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elucidated. Here, we focus on the pericyte
differentiation potential of gb-MSCs and miRNA modifcations in gb-MSCs during new vascular
formation and glioblastoma growth.
Methods In vitro, surface markers of gbMSCs were detected by ﬂow cytometry; the differentiation
potential was evaluated by Oil Red O staining, Alizarin Red staining and Alcian blue staining;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gb-MSCs in different conditioned media were analyzed by the cck8
test and wound-healing assay, respectively; gb-MSC to pericyte transition was detected by
immunoﬂuorescence staining and western blot assay; angiogenetic capacity was analyzed by
tube formation assay; and levels of cytokines in different supernatant were determined by ELISA.
Additionally, RNA was isolated from gb-MSCs, and miRNA modifcation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RAffymetrix miRNA microarray.
Results We showed that glioblastoma-conditioned medium increased gb-MSC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and was capable of inducing gb-MSC differentiation into
pericytes. Glioblastoma secreted angiogenic factors and gb-MSCs incubated in malignant
glioblastoma-conditioned medium formed more tube-like structures, and these cells also adhered
to tube-like vessels formed by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HUVECs) on Matrigel to
maintain tumor vascular structure in vitro. miRNA expression were also modifed in gb-MSCs
cultured in malignant glioblastoma-conditioned medium in vitro.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provide new insight into the functional effects of a subpopulation of
MSCs in glioblastoma and may help in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therapies for solid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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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3

靶向肿瘤干细胞新方案治疗耐药/复发胶质瘤的临床研究
董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替莫唑胺（TMZ）是目前临床治疗高级别脑胶质瘤的一线化疗药，但对六氧甲基鸟嘌呤 DNA
甲基转移酶(MGMT)启动子区未甲基化的耐药患者、或已完成规范化治疗后仍复发的患者疗效差，
目前仍无有效的治疗方案。在体外及动物模型靶向胶质瘤干细胞（GSCs）系列研究基础上，我们
制定了靶向封闭 GSCs 标志物膜蛋白 ABCG2、并诱导肿瘤干细胞分化的靶向 GSCs 化疗方案，并
评估该方案在耐药/复发高级别胶质瘤的安全性及临床疗效。
方法 首先分析美国癌症基因图谱（TCGA）数据库及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手术标本胶质瘤组织
ABCG2 表达水平及与患者生存期的相关性，并检测 MGMT 表达水平及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初发
高级别脑胶质瘤术后患者，若肿瘤组织 ABCG2 阳性且 MGMT 甲基化阴性，及规范化治疗后复发
的高级别脑胶质瘤、经评估无再手术可能者，实施丙戊酸钠（VPA）诱导分化和尼卡地平封闭
GSCs ABCG2 蛋白的联合用药方案辅助 TMZ（靶向肿瘤干细胞的化疗方案）。采用 KPS 评分、
WHO 肿瘤客观疗效评定及患者生存期等指标评估疗效及临床应用的安全性。
结果 TCGA 数据分析显示，高表达 ABCG2 的 GBM 患者生存期低于低表达者（p<0.05），国人各
级别胶质瘤中 ABCG2 的表达水平与肿瘤级别正相关。共入组 23 例，完成全部治疗 17 例。治疗后
KPS 缓解值为-20~40；根据颅脑 MRI 增强扫描评估客观疗效，完全缓解（CR）3 例，部分缓解
（PR）5 例，疾病稳定（SD）4 例，疾病进展（PD）5 例（其中 3 例死亡），平均生存期 19.4
月，无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
结论 TMZ 联合 VPA 及尼卡地平靶向 GSCs 的化疗方案对耐药及复发高级别脑胶质瘤有一定疗效，
且安全性佳，值得深入临床验证。

OR-064

HIF1α 调控胶质瘤细胞缺氧逆分化
形成肿瘤干样细胞分子机制研究
汪攀,吴南,冯华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 HIF1α 缺氧下调控胶质瘤细胞缺氧逆分化分子机制
方法 1.单个 CD133-/CD15-/Nestin- 细胞种植于 96 孔板内，常氧、缺氧培养 0,3,7,14,21d，观察
细胞生长情况；2.缺氧处理分选细胞后行荧光染色、RT-qPCR 及 Western blot 鉴定干细胞标记蛋
白。 流式细胞 仪检测细胞缺 氧培养 后 CD133+/CD15+/Nestin+比例 ；3.CD133-/CD15-/NestinGL261-Luc 细胞体外常氧、缺氧培养 14d 后颅内荷瘤，观察小鼠成瘤；4. C57 小鼠随机分为 2
组，均荷瘤体外常氧培养 CD133-/CD15-/Nestin-GL261-Luc 细胞，分别常氧、低氧饲养，予 5、
10、15、20 及 25d 后检测小鼠肿瘤形成；RT-qPCR 及 WB 检测肿瘤干细胞标记蛋白。5. ShRNAHIF1α U87, U87-Vector, 未干扰 U87 单细胞缺氧培养 21d，予观察细胞成球情况。6.以 HIF1α 未
干扰及 U87-Vector 细胞为对照，观察 ShRNA-U87 细胞缺氧培养 12d 后 CD133+/CD15+/Nestin+
细胞比例
结果 1.单个 CD133-/CD15-/Nestin-胶质瘤细胞缺氧培养呈悬浮球样生长，常氧组仍为单个细胞，
即缺氧培养组成球率高于对照组（P≤0.001）。2. 荧光检测表明干细胞标记蛋白在缺氧处理 48h 后
高 表 达 ； qRT-PCR 及 Western blot 检 测 同 样 证 实 （ P<0.05 ） 。 随 着 缺 氧 时 间 延 长 ，
CD133+/CD15+/Nestin+细胞比例逐渐升高（P<0.05）。3.小鼠活体成像显示体外缺氧培养细胞颅
内荷瘤后更易形成肿瘤，且生存期更低（P<0.05）。4. 小鼠活体成像显示缺氧饲养组可见明显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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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形成，常氧饲养组无肿瘤形成；生存期显示缺氧组小鼠平均生存期为 22.5 天，生存率低于常氧
饲养组（P<0.05）。5. 以 U87-Vector 及未干扰 U87 细胞为对照，ShRNA-HIF1α U87 缺氧培养
21d 后, 成球能力显著下降（P<0.05）。6. 以 U87-Vector 及未干扰 U87 细胞为对照，ShRNAHIF1α U87 缺氧培养 12d 后, 其 CD133+/CD15+/Nestin+细胞比例显著下降（P<0.05）
结论 缺氧可诱导 CD133-/CD15-/Nestin-胶质瘤细胞逆分化形成肿瘤干样细胞，HIF1α 调控胶质瘤
细胞缺氧逆分化

OR-065

荧光素钠“黄荧光”导航辅助高级别
胶质瘤手术治疗的临床意义
王超超,王志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目的 研究“黄荧光”模式下高级别胶质瘤的肿瘤实质、肿瘤边界和瘤周水肿的荧光显影程度及各自病
理，探讨荧光素钠辅助高级别胶质瘤手术治疗的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神经外科收治
并最终经病理证实为高级别胶质瘤的患者 83 例，对肿瘤不同部位的荧光显影程度和分子病理进行
比较，对患者进行长期术后随访。
结果 “黄荧光”下肿瘤与周围脑组织分辨良好，83 例患者中 74 例患者达手术全切，9 例次全切。肿
瘤实质的荧光程度强于边界及水肿组织（P<0.05）。同一患者的肿瘤不同部位的病理结果可能不
同，显微镜自然白光下判定为水肿的脑组织可检出肿瘤成分。
结论 YELLOW560nm 下荧光素钠导航有助于识别肿瘤与脑组织的边界，利于肿瘤全切。高级别胶
质瘤不同部位的荧光程度及病理结果可能不同。

OR-066

中央沟神经电生理定位在中央沟附近胶质瘤切除术的应用价值
杜鹏,张晶晶,木依提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评估中央沟附近胶质瘤切除术中中央沟定位神经电生理技术的临床价值及安全性。
方法 选择 2014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 62 例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住院诊断为中
央沟附近胶质瘤患者，在实施中央沟附近胶质瘤切除术过程中，依据神经电生理定位中央沟技术差
异分为：应用皮质体感诱发电位（Co-SEP）行术中中央沟定位，为对照组（25 例）；应用 CoSEP 及皮层直接电刺激术(CO-ST)行术中中央沟定位，为观察组（７例）。两组患者术中均接受全
麻术中唤醒治疗。比较两组患者肿瘤切除情况以及术后肢体功能障碍恢复情况的差异。随访 4 年，
比较两组患者生存率及平均生存期的差异，比较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差异。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在电生理技术定位中央沟基础上实施手术切除术后肿瘤切除情况以及
术后肢体功能障碍恢复情况方面均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均无手术死亡病例，唤醒程度无
差异（P<0.05）。随访２年，研究组的生存率及平均生存期均高于对照组（均 P<0.05）。两组患
者的癫痫、脑膨出、寒战及疼痛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差异（均 P<0.05）。
结论 用中央沟附近胶质瘤切除术中通过 Co-SEP 和 CO-ST 神经电生理技术联合进行中央沟定位，
对术后临床疗效及预后效果更佳且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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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7

唤醒麻醉在脑功能胶质瘤手术的研究进展
吴秋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对唤醒麻醉在脑功能区胶质瘤手术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方法 通过指南的更新为临床护理操作配合提供依据。
结果 通过术前评估，术中操作技术，术后评价及随访，唤醒麻醉下实施功能区脑胶质瘤切除术能
减少永久性神经功能损伤，提高患者术后社会生活质量
结论 进一步完善唤醒状态下切除脑功能区胶质瘤手术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同时为临床护理操作配
合提供依据。

OR-068

多学科团队合作的进食管理模式
在神经外科吞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柏晓燕,陈璐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吞咽障碍是后颅窝肿瘤、重型颅脑损伤、脑血管意外等神经外科患者常见并发症之一，是导
致神经外科患者误吸、吸入性肺炎甚至窒息、营养不良、脱水等主要原因，同时由于摄食障碍，还
可能导致术后伤口的愈合不良，使患者焦虑、抑郁、食欲下降，甚至拒绝进食，严重影响患者的恢
复，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增加经济负担。国外学者认为针对吞咽障碍患者需要各学科紧密合作才
能获得满意疗效，在此基础上，我科通过组建多学科团队合作的进食管理模式，对神经外科吞咽障
碍患者开展进食管理，并评价有效性
方法 选取我院神经外科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发生吞咽障碍患者 82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1 例。对照组 遵医嘱给予脱水、降颅压、营养神经治疗；由康复师对评定有吞
咽障碍的患者制定康复训练计划，给予吞咽功能康复的基础训练及摄食训练：包括舌肌训练、颊肌
咀嚼肌训练、构音训练及呼吸训练等，每日 2 次，每次 30 分钟；同时予安全摄食及饮食种类、餐
具的选择指导；责任护士负责配合康复师的训练，做好防病情观察，观察进食情况，防止误吸。观
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参考中国吞咽障碍康复评估与治疗专家共识(2013 年版），认为吞咽障碍
的评估和改善需要多专业人员参与并密切合作。
结果 对照组吞咽功能改善总有效率为 63.41%，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82.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重视对神经外科吞咽障碍患者的干预，并积极开展早期干预，能有效改善吞咽功能，提高患
者生存质量，多学科团队合作的进食管理模式更加有助于神经外科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的恢复，
多学科团队合作的进食管理模式在我科的应用还处在初始向成熟过度阶段，仍存在一些需要继续改
进的地方，如有专业的心理治疗师的加入，音乐治疗对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影响的效果评价，
关注国内外有利于吞咽功能恢复的最新研究，努力寻找更适合神经外科患者吞咽功能恢复的技术和
方法，进行康复效果评价，相信我们的努力可以让更多的神经外科吞咽障碍患者尽早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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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9

急诊放疗绿色通道的建立
在危重颅内肿瘤患者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丁娟,程俊杰,孙常伟,向源茂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急诊放疗绿色通道的建立在危重颅内肿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取 2008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就诊于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肿瘤
科的危重脑肿瘤患者 100 例与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0 月就诊的危重脑肿瘤患者 100 例进行对
比，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100 例。观察组的颅内肿瘤患者采用急诊绿色通道给予放疗，对照
组的颅内肿瘤患者给予常规流程的放疗。观察两组患者放疗所需时间、生活质量 ADL 得分、营养
状况 NRS2002 得分、功能状态 KPS 得分 、体力状况评分（ZPS）得分、患者放疗风险、护理服
务满意度。采用 SPSS17.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方差齐性检验、两独立样本 t 检验、X2 检验。
结果 男 133 例、女 67 例，年龄 35～68（平均 45）岁，观察组放疗所需时间为 24.34min，与对
照组的放疗时间 40.45min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放疗前生活质量量表得分为
（22.21±10.76）分、放疗后生活质量量表得分为（25.19±11.89）分，对照组放疗前生活质量得分
（ 13.17±12.06 ） 分 、 放 疗 后 生 活 质 量 得 分 （ 14.00±10.46 ） 分 ，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X2=5.25，P<0.05）; 观察组患者营养状况 NRS2002 评分≥3 分（存在营养风险）51.90%与对照
组营养状况 NRS2002 评分≥3 分（存在营养风险）52.34%，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10.39，
P>0.05）；观察组的 KPS 评分增加≥30 分为 79 例与对照组的 KPS 评分增加≥30 分为 56 例，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9.62，P<0.05）；观察组 ZPS 得分为与对照组 ZPS 得分，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X2=10.08，P<0.05）。观察组患者放疗风险与对照组患者放疗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服务满意度与对照组患者护理服务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急诊放疗绿色通道的建立能够有效缩短患者放疗时间、有助于提高患者的功能状态和体力状
况、患者放疗过程中风险降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护理服务满意度，可在临床推广应用，
提升临床和护理工作满意度。

OR-070

鼻空肠管在神经外科肿瘤患者营养支持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牟芷惠,王毓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鼻空肠管营养支持在神经外科肿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神经外科肿瘤患者进行肠内营养支持的 148 例患者随机等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鼻胃管进行肠内营养，观察组采用鼻空肠管进行肠内营养。比较两组
患者肠内营养支持的耐受性、目标喂养量达标率、APACHEⅡ评分、营养支持 10 d 后的白蛋白、
前白蛋白水平改变、住院时间、以及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肠内营养支持的耐受性、目标喂养量达标率、APACHEⅡ评分、营养支持 10 d 后的白
蛋白、前白蛋白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 ＜0．05)，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P ＜0．05)，呕吐、误吸、
腹胀、胃潴留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鼻空肠管营养支持能够提高肿瘤患者肠内营养的耐受性，尽快达到目标喂养量，改善患者营
养状况。且能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减轻患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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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1

胶质瘤患者疾病获益感的质性研究
窦雯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深入了解胶质瘤患者的疾病获益感体验，为胶质瘤患者的心理护理提供新的方法指导。
方法 方法：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访谈 15 名胶质瘤患者，利用 colaizzi 分析程序进行分析、归纳、
提炼和萃取主题。
结果 结果:胶质瘤患者的疾病获益感可以归纳为 4 个主题：人生哲学的改变(领悟生命的意义、形成
新的生活哲学)；个人能力的提升（主动学习的能力提升、自我调控能力的提升）；健康相关行为
的改善；感谢社会和同伴支持。
结论 结论：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引导患者从疾病中感知益处，发挥疾病获益感的积极心理作
用，为胶质瘤患者的心理护理指出了新的方向。

OR-072

渐进式放松训练对缓解经鼻蝶垂体瘤患者
术后疼痛及焦虑的效果评价
任琳,李海娟,杨玉蛟,赵丽丽,郑香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西院）

目的 探讨渐进式放松训练对对缓解经鼻蝶垂体瘤患者术后疼痛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9 月在复旦大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住院的经鼻蝶手术入
路的垂体瘤患者 100 例,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术前术后按常规进
行手术知识讲解、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指导患者进行渐进式放松训练。采用疼
痛数字评分法和焦虑自评量表评价两组患者术后 1-7 天的疼痛及手术前后的焦虑水平。
结果 观察组患者术后 1-7 天的疼痛数字评分及术后 3 天与出院时的焦虑自评量表得分均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渐进式放松训练能有效降低鼻蝶垂体瘤患者术后的疼痛水平,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

OR-073

排尿训练操在颅内肿瘤手术患者术后排尿管理中的应用体会
蒋紫娟,邓娟,朱晓娟,齐玉娟,陈媛,张晓红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排尿训练操在颅内肿瘤手术患者术后排尿管理中的影响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2 月在我院神经外科行颅内肿瘤择期手术的住院患者符合纳排标准
的共 221 例，（1）纳入标准：年龄≥18 岁；首次入院经头颅 CT、MRI 检查确诊为颅内肿瘤患
者；确定拟择期手术治疗者；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次研究者。（2）排除标准：既往患有严重心
肺疾病；既往排尿训练史；急诊手术者；前列腺肥大等原因导致的尿道梗阻者；泌尿系统感染者；
精神、认知、视听有障碍，无法正确表达自己意愿者。采用统计学随机数字表法对患者进行分组，
制作随机数字卡，密封于信封中，信封上编号与内含卡片序号相同，卡上写有组别、具体的指导方
法，由专人保管。当符合试验研究纳入标准的受试者进入本研究时，按其进入顺序拆开序号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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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根据卡片进行分组。分为排尿操训练组（实验组）和常规组（对照组），本研究实验组 82
例，对照组 103 例，因病情变化自动退出 36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在常规护理基础
上，制定标准化排尿训练流程、制作排尿训练操图册与视频，护士在术前三天指导患者进行排尿训
练操训练，并记录训练结果。观察两组患者手术后尿管拔除时间、第一次排尿时间、二次留置尿管
率、尿路感染发生率、患者镇静-躁动评分、尿管非计划拔管发生率。
结果 实验组患者术后尿管拔除时间 7.77±0.7836 小时，明显小于对照组时间 43.54±3.476 小时，P
﹤0.0001；实验组患者术后镇静-躁动评分 4.0854±0.322 分，对照组 4.1942±0.3975 分，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拔除尿管后第一次排尿时间对比实验组 1.69±0.1496 小时，对
照组 1.44±0.1138 小时，P﹥0.05，无显著差异。对照组二次导尿率 2.91%，尿路感染发生率
0.97%，实验组无二次导尿和尿路感染发生。两组均未发生尿管非计划拔管。
结论 排尿训练操可操作性强，有利于颅内肿瘤手术患者术后早期拔除尿管，恢复患者正常排尿功
能；减轻术后患者不适，利于术后患者安全管理。

OR-074

思维导图在颅咽管瘤术后并发症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贺昂,吴玉燕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运用思维导图对颅咽管瘤术后并发症护理中尿崩症，中枢性高热，癫痫，意识障碍的应用和
效果分析。以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满意度为目的。
方法 2.1 组建思维导图工作小组共 6 名，由护士长担任总组长，组员为科室各小组组长及各组护
理成员。小组成员经查阅文献并讨论既往颅咽管瘤切除术后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并发症的种
类、特点等。在专科医师的指导下，设计完成颅咽管瘤切除术后并发症护理思维导图。2.2 思维导
图将“颅咽管瘤术后并发症护理”作为中心关键词，围绕关键词发散出第一级分支：尿崩症，中枢性
高热、癫痫，意识障碍。每种并发症分别分出四个第二级分支，分别包含早期表现、早期观察、原
因分析、急救处理、预防。2.3 按照设计好的思维导图，积极开展知识培训，主要内容为手术治疗
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由护士长负责，对科室所有护理人员进行思维导图介绍并组织学习，对并发
症的防治关键环节，问题进行详细讲解，指导护士进行模拟演练。让各小组护士按照操作程序实施
演练，内容为准确评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分析原因－有效预防－总结。针对实际情况积极开
展颅咽管瘤切除术后专科护理操作讲解与演示，提高护理思路与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逐步提高
护理质量。要求所有参与护士全部掌握。2.4 将制作完成的思维导图放在各组移动护士工作站操作
台下。针对患者的具体并发症情况实施相应的处理，对于术后已经发生的并发症予以严密观察。由
护士长组织，以思维导图为依据，对护士的工作质量进行考核。针对存在的问题，帮助其分析原因
并指导不断修改，以提升护理质量。2.5 观察指标，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各项并发症发生率及患者住
院满意度。
结果 运用思维导图后患者住院并发症发生率，研究组为 8.1%，明显低于对照组 20%，研究组患
者住院满意度（100%）高于对照组（92.3%）
结论 通过思维导图在颅咽管瘤术后并发症护理中的应用可以有效提升护理水平，降低并发症发生
率，提高患者生命质量及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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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5

肠内营养不耐受风险因素评估量表
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汪芳,陈璐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脑卒中（stroke）是一种由各种诱发因素引起脑内动脉狭窄、闭塞或破裂而造成的突发性脑血
液循环障碍性疾病，又称脑血管意外.肠内营养(enteral nutrition, EN)是脑卒中患者营养支持的首选
途径，而肠内喂养不耐受（feeding intolerance, FI）是其实施过程中常见的临床问题，发生率高达
30.5%～75%，其中约 38%的患者表现为持续不耐受，易造成患者达不到目标喂养量，住院时间延
长，增加败血症和多器官功能衰竭的风险，造成病死率升高。因此，加强早期对脑卒中肠内营养不
耐受风险因素识别，采取有效针对性预防措施，降低肠内营养不耐受发生率，提高肠内营养实施达
标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但目前临床上尚缺乏针对耐受性有效评估与干预量表应用的系统性研
究。本科室依据脑卒中肠内营养发生的风险因素,设计脑卒中肠内营养风险因素评估表并应用于我
院神经外科脑卒中患者，取得较好效果。
方法 通过文献回顾、问卷调查、专家函询制定脑卒中肠内营养不耐受风险因素评估量表并进行临
床应用。选取我院神经外科 2018 年 01 月～2018 年 10 月收治的 60 例脑卒中患者，按入院时间先
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30 例。对照组采用临床常规方法评估，观察组运用自行设计
的脑卒中肠内营养不耐受风险因素评估量表进行评估，针对评估结果实施相应的干预措施，比较两
组患者肠内营养不耐受发生率、肠内营养达标率。
结果 观察组肠内营养不耐受发生率为 16.67%，低于对照组的 4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5) ；观察组 肠内营养 达标率 为 83.33%，高于 对照组 的 56.67%，差异 有统计学 意义
（P=0.024）。
结论 肠内营养不耐受风险因素评估量表的应用降低了脑卒中患者肠内营养不耐受发生率，提高了
肠内营养达标率，有利于护理人员全面、系统评估患者风险，提高患者对肠内营养不耐受危险因素
识别能力，提高护理质量。

OR-076

颅内肿瘤术后患者早期肠内营养达标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司娇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颅内肿瘤术后患者早期肠内营养达标情况及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调查 2016.2~2018.2 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ICU 住院
并进行肠内营养的颅内肿瘤术后患者，运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共纳入 176 例患者。
结果 颅内肿瘤术后患者营养达标率为 63.57%，不达标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合并症(p <0 .05 ,OR
=1.852 ， OR 95%CI 1.013~4.256 ） 、 急 性 生 理 与 慢 性 健 康 评 分 (APACHE ‖)(p <0.05 ， OR
=1.331 ， OR 95%CI 1.015~2.066) 、 低 蛋 白 血 症 (p <0.05 ， OR =2.334 ， OR 95%CI
1.583~4.886)，既往肠内营养史为保护因素(p <0.001，OR=0.152，OR95%CI 0.052~0.469)。达
标对患者近期结局无显著影响，但达标组蛋白水平增高及 APACHE ‖评分改善更为显著，同时 ICU
住院时间更短。
结论 颅内肿瘤术后患者早期肠内营养达标率较低，影响因素众多，同时对患者疾病恢复有利，需
进行综合干预以提高肠内营养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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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7

垂体巨腺瘤的手术策略：内镜 or/and 显微镜
王清,鲁晓杰,汪璟,谢振兴,吴学潮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运用神经内镜经鼻扩大入路、显微开颅手术和内镜和显微镜相结合个性化治疗垂体巨大
腺瘤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手术治疗的巨大垂体腺瘤 l8 例，男性 8 例 ，
女性 10 例 ；平均 66．7 岁；平均病程 6．2 年；肿瘤直径为 40~55mm；视力视野减退 17 例，垂
体功能低下 10 例，脑积水 3 例，颅神经功能障碍 2 例；向前方及额叶底部生长 12 例，向侧方生
长包绕海绵窦 6 例，向后方斜坡方向生长 5 例。11 例患者均采用神经内镜经鼻扩大入路，4 例采用
翼点开颅，3 例采用内镜和显微镜相结合额颞开颅切除巨大垂体腺瘤。
结果 全部切除肿瘤 l2 例，次全切除 6 例；无功能性垂体腺瘤 17 例，GH 腺瘤 1 例；术后 2 例出现
一过性脑脊液鼻漏，多尿和电解质紊乱 3 例，无死亡。随诊 2 个月至 4 年，肿瘤复发 1 例，再次经
蝶手术，术后放射治疗 2 例。
结论 采用神经内镜经鼻扩大入路、显微开颅手术和内镜和显微镜相结合个性化治疗垂体巨大腺瘤
可提高肿瘤的切除率，各项技术的综合运用可让垂体巨大腺瘤的治疗更加安全.

OR-078

Long-term Outcomes of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for Cushing’s Disease
冯铭,范阳华,刘小海,卢琳,王任直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Objective To display the long-term outcomes of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for CD in 602 patients
and to assess for the correlation of tumor features with long-term remission.
Methods Medical records were reviewed for patients with CD undergoing TSS from 1978 to
2017 . We analyzed tumor size, pathological and MRI results, tumor invasiveness, and the
expression of P-53 and Ki-67 and correlated these with long-term remission status.
Results There were 602 patients with < 1-year follow-up reviewed in our study. The immediate,
1-year, 3-year, and 5-year remission rates were 73.9%, 68.0%, 64.9%, and 60.2%. The 1-year, 3year, and 5-year recurrence rates were 17.8%, 25.6%, and 31.4%. Microadenoma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higher immediate (p < .001) and 1-year (p = .02) remission rate than
macroadenomas. Surgically (p = .002) and pathologically (p = .02) confirmed tumors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1-year remission rate. Tumor invasiveness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immediate remission (p = .007).
conclusions TSS for CD is of high immediate remission rate. As the follow-up time increases,
the remission rate decreases and the recurrence rate increases.

OR-079

临床难治性垂体腺瘤的相关因素分析
宁威海,曲彦明,张明山,任铭,谷春雨,王浩然,张宏伟,于春江
北京市三博脑科医院

目的 垂体腺瘤是源于垂体前叶的良性肿瘤，约占所有颅内肿瘤的 10%~15%，在人群中的患病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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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0/10 万~90/10 万，尽管被认为是良性肿瘤，但是多达 25%~55%的垂体腺瘤呈侵袭性生长,并
且一些腺瘤在临床上表现为难治性，临床上发现这类难治性的腺瘤即使经过手术、药物、放射等治
疗仍会复发,我们将其称为临床难治性垂体腺瘤。这类肿瘤与侵袭性腺瘤不同，以易于复发和缺乏
治疗反应为特征。如何早期预测这类难治性的垂体腺瘤，以便通过密切随访和多学科协作改善患者
预后，是临床上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通过回顾性研究 264 例垂体腺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探究
影响临床难治性垂体腺瘤的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2011 年 2 月到 2012 年 10 月行手术治疗的 264 例垂体腺瘤
患者的病历资料、影像学资料及术后随访资料，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统计方法包括
秩和检验、卡方检验和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
结果 共随访到 186 例患者，其中临床难治性垂体腺瘤 11 例，纳入标准为满足以下三条标准中的任
意一条：①至少经过近全切除标准的手术治疗后 6 个月内复发；②未达到近全切除但是经过正规的
药物治疗或放射治疗后 1 年内显著进展，需再次行手术治疗；③5 年内至少行 3 次手术治疗。患者
年龄、肿瘤是否为侵袭性、Ki-67 指数、有无核分裂相与临床难治性垂体腺瘤的发生相关(p＜
0.05)。p53 与临床难治性垂体腺瘤无明显相关性(p＞0.05)。患者年龄 β 值＜0，Exp（β）＜1，说
明年龄是临床难治性垂体腺瘤的保护因素，肿瘤呈侵袭性生长、Ki-67 指数较高、病理见核分裂相
β 值＞0，Exp(β)＞1，说明这三个因素是临床难治性垂体腺瘤的危险因素。
结论 年龄是临床难治性垂体腺瘤的保护因素，肿瘤呈侵袭性生长、Ki-67 指数较高、病理见核分裂
相是临床难治性垂体腺瘤的危险因素，p53 与临床难治性垂体腺瘤无明显相关性。

OR-080

海绵窦内侧壁的微细解剖、术中保护及切除策略
在内镜下垂体腺瘤全切手术中的意义
周培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垂体腺瘤压迫和完全侵入海绵窦较为多见，而海绵窦内侧壁在垂体瘤侵袭海绵窦过程具有重
要意义。本课题通过对海绵窦内侧壁及相关微细结构关系的解剖描述基础上，研究内镜手术下对海
绵窦内侧壁的不同处理方式—保护与切除对垂体腺瘤全切的影响。
方法 通过内镜下对尸头颅底尤其是海绵窦的精细解剖，展示海绵窦内侧壁的附着以及相关动脉、
纤维条索等结构，并在内镜手术中根据垂体腺瘤与海绵窦内侧壁的不同关系，分别进行有目的的保
护或者切除策略，评估对垂体腺瘤全切率的影响。
结果 针对压迫海绵窦内侧壁的肿瘤，有目的地充分利用肿瘤假包膜以及海绵窦内侧壁，严格保护
这两层膜性结构，提高全切率和内镜手术安全性；针对侵入海绵窦或者累计海绵窦内侧壁的肿瘤，
采取主动有步骤切除海绵窦内侧壁的方法，提高全切率。
结论 充分认识并利用海绵窦的精细解剖，针对不同累及程度的垂体腺瘤，对海绵窦内侧壁采取不
同处理策略，可提高手术安全性和全切率。

OR-081

机器学习在鞍区肿瘤临床研究中的应用
乔霓丹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对鞍区疾病进行临床研究有可能构建更可靠的辅助诊断工具，并提供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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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决策支持。但由于机器学习的复杂性和可重复性的必要，这些方法提出了特别的挑战。该系
统评价旨在汇编关于利用机器学习方法研究鞍区疾病的现有文献。
方法 搜索 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 以确定相关研究。记录数据，质量评估包括五个类别：未满
足的需求，可重复性，稳健性，普遍性和临床意义。
结果 总共纳入 17 项研究，包括垂体肿瘤，肢端肥大症，库欣病，颅咽管瘤和生长激素缺乏症。
82.3％的研究任意选择一种或两种机器学习模型。两项研究选择了模型的集合，一项研究比较了几
种模型。 47.1％的研究没有提供模型训练的程序或平台，大约一半研究没有提供参数或超参数。
58.8％的研究提供了至少一种有效的方法来对抗过度拟合，但只有五项研究报告了验证统计数据的
统计学分布。只有一项研究在外部数据库中验证了算法。四项研究报告了如何解释预测因子，大多
数研究（58.9％）提出了如何在临床中应用所开发的机器学习算法。
结论 机器学习方法被用于预测鞍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结果。虽然大多数研究都提出了未满足的需
求并提出了可能的临床应用，但其结果的可复制性，稳健性和普遍性是当前研究的主要限制。

OR-082

ADAM12 诱导垂体腺瘤细胞 EMT 促进腺瘤侵袭的分子机制
舒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探讨去整合素金属蛋白酶 12（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inase 12, ADAM12）在垂体腺瘤
侵袭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方法 随机收集 76 例人垂体腺瘤手术标本，按照术前影像学及术中观察证据分为两组：侵袭性和非
侵袭性垂体腺瘤组，采用 RT-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两组中 ADAM12 的表达差异，分析
ADAM12 在垂体腺瘤侵袭中的作用。通过进一步细胞及动物试验，探讨 ADAM12 促进垂体腺瘤侵
袭的潜在分子机制。
结果 ADAM12 在人侵袭性垂体腺瘤中的表达显著高于非侵袭性垂体腺瘤，其表达强度与垂体腺瘤
侵袭性特异性相关，同时，我们发现 ADAM12 在人垂体腺瘤内的表达与间质表型标志物（Ncadherin、Fibronectin）的表达呈正相关，而与上皮表型标志物（E-cadherin）的表达呈负相关，
提示 ADAM12 在垂体腺瘤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 to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细胞实验发现，ADAM12 可通过 EGFR/ERK 信号通路诱导垂体腺瘤细胞
发生 EMT，进而增强垂体腺瘤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但对垂体腺瘤细胞的凋亡无明显影
响。随后，动物实验证实下调 ADAM12 的表达可显著抑制垂体腺瘤细胞移植成瘤。
结论 ADAM12 在垂体腺瘤侵袭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下调 ADAM12 表达可显著抑制垂体腺
瘤侵袭。ADAM12 有望成为侵袭性垂体腺瘤的全新生物标志物及药物治疗靶点。

OR-083

多模态技术辅助神经内镜下切除复发侵袭性垂体大腺瘤
田海龙 1,洪涛 2,刘斌 1,危兆胜 1,钟原 1,王志刚 1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2.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神经导航血管融合重建和神经电生理监测等技术神经内镜下经鼻扩大入路切除复发
垂体侵袭性大腺瘤的手术体会，并观察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 例复发侵袭性垂体大腺瘤病人的临床资料，均行多模态技术辅助下内镜经蝶入
路手术。术前行鞍区薄层 CT 及 MRI 与 MRA/CTA 融合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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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通过导航准确定位病变，肿瘤全切除 6 例，次全切除 3 例;2 例发生颈内动脉破裂并成功夹闭
破口；1 例视力轻度下降，左侧颞侧视野缺损，1 例无变化，2 例好转，余 5 例恢复正常。1 例性功
能障碍恢复，2 例月经恢复，泌乳状态消失，余 6 例无内分泌功能障碍;短暂脑脊液鼻漏 3 例，尿崩
4 例，均对症治疗后缓解。无颅内感染、出血及手术死亡
结论 术前详尽的影像评估联合神经导航技术，对术中确定鞍底开窗范围、辨认颈内动脉位置、评
估患者前后交通 A 开放情况及预判肿瘤切除程度有重要意义；多模态技术导引下，经鼻扩大入路内
镜下入路，可以更加彻底切除复发的侵袭性垂体大腺瘤，并且更好保护颈内动脉、海绵窦、鞍区周
围颅神经及垂体相关结构

OR-084

库欣病经蝶窦入路手术术后复发的预测：
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建模
刘怡钒 1,刘小海 1,洪新宇 1,刘芃昊 1,包新杰 1,姚勇 1,幸兵 1,李言生 2,
黄逸 2,朱慧娟 1,卢琳 1,王任直 1,冯铭 1
1.北京协和医院
2.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目的 库欣病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分泌腺瘤。经蝶窦入路手术是库欣病的首选治疗方案。
但其术后库欣病的复发率相对高，为 15-66%。目前，对库欣病的复发没有有效的预测指标和预测
模型。机器学习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的数据分析方法，使计算机通过迭代等方式从数据中学习、建
模。本研究旨在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建模，以更准确预测库欣病术后复发。
方法 我们回顾了 2000 年至 2017 年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首次接受经蝶窦入路手术且术
后随访超过 12 月的库欣病患者，共 354 名。我们选取了 5 个具有代表性的监督性机器学习算法，
即随机森林、决策树、GBDT、AdaBoost 和 XGBoost。此外，我们还采用了 2 个传统方法，即
Logestic 回归和朴素贝叶斯。共 17 个变量纳入了模型，包括年龄、性别、BMI、病程、肿瘤大
小、Knosp 分级、肿瘤侵袭性、术前和术后 7 天内的内分泌检查结果、免疫组化和病理的结果。首
先基于上述 7 种算法，利用所有 17 个变量建立库欣病术后复发的预测模型。之后基于各个算法，
利用对该算法贡献最大的 3/6/9/12/15 个变量分别建立预测模型。我们采用了 5 折交叉验证的方法
进行训练和测试。不同模型的预测效果通过 ROC 曲线下面积（AUC）进行比较。
结果 所有 354 名患者随访时长的平均数±标准差为 43.80±35.61 月，总复发率为 13.0%。与未复发
的患者相比，复发的患者年龄显著更年轻（p < .001）、术后晨血皮质醇（p = .002）和 ACTH 水
平（p < .001）显著更高、术前 ACTH 水平显著更高（p = .04）。所有模型中，使用 8 个变量构建
的 RF 模型预测效果最好（AUC = 0.781），其预测效果显著优于 Logestic 回归（p = .008）及朴
素贝叶斯（p = .009）模型，且显著优于单独使用术后晨血皮质醇判断复发（p < .001）。
结论 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建模预测库欣病经蝶术后复发是可行的，且随机森林模型的预测效果最
好。大多数基于机器学习模型的预测效果都优于传统模型（如 Logestic 回归模型）。此外，随着
变量的增加，机器学习模型的预测效果可以维持不变甚至增加，而传统模型的预测效果会逐渐降
低。今后，随着电子病历的使用，数据量逐渐增大，而机器学习方法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来综
合处理多个变量，构建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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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5

内镜下 Knosp 分级 III-IV 级
垂体大腺瘤的手术切除策略和血管风险预警
王志刚 1,洪涛 2,田海龙 1,刘斌 1,危兆胜 1,钟原 1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2.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扩大经鼻蝶入路 Knosp 分级 III-IV 级垂体大腺瘤的手术策略和针对颈内动脉破
裂的风险预警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 例 Knosp 分级 III-IV 级侵袭性垂体大腺瘤病人的临床资料，均行多模态技术辅
助下内镜经蝶入路手术。术前行鞍区薄层 CT 及 MRI 与 MRA/CTA 融合重建，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
并实时神经导航引导
结果 通过导航准确定位病变，肿瘤全切除 16 例，次全切除 3 例（全部为复发病例）;2 例发生颈内
动脉破裂并成功夹闭破口；3 例视力轻度下降，合并视野缺损，3 例视力视野无变化，余好转。1
例性功能障碍恢复，3 例月经恢复，泌乳状态消失，余 6 例无内分泌功能障碍;短暂脑脊液鼻漏 5
例，尿崩 9 例，均对症治疗后缓解。无颅内感染、出血及手术死亡
结论 术前影像学检查及血流代偿评估对预防和处理颈内动脉损伤至关重要；血管肿瘤影像融合有
助于明确颈内动脉与肿瘤的具体关系；术中颈内动脉破裂，是否行动脉夹闭，依赖神经电生理监测
的结果；准确识别鞍底颈内动脉管和视神经管隆起等解剖结构，可以更加安全切除侵袭性垂体大腺
瘤

OR-086

神经内镜下扩大经鼻-翼突外侧入路处理
蝶窦侧隐窝/翼腭窝病变临床运用体会
施炜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翼腭窝及蝶窦侧隐窝由于解剖位置深在且临近重要的神经血管，该部位的病变少见但往往难
以处理：包括主体位于翼腭窝的三叉神经鞘瘤（TS）或者位于蝶窦侧隐窝的自发性 Sternberg 脑脊
液漏(SSCFR)。我们尝试神经内镜下采用扩大经鼻-翼突外侧入路切除位于翼腭窝海绵窦旁的 TS 及
修补 SSCFR 并探讨神经内镜下处理上述部位病变的意义所在。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 年 10 月-2015 年 5 月间收治的 2 例翼腭窝海绵窦旁 TS 及 4 例 SSCFR，均采
用神经内镜下扩大经鼻-翼突外侧入路。
结果 内镜下扩大经鼻-翼突外侧入路可暴露翼管，通过磨除部分翼突打开翼管，进一步打开蝶窦并
可暴露位于翼管神经上方颈内动脉斜坡段及蝶窦外侧隐窝内的结构；同时打开上颌窦可以直视下暴
露位于上颌窦后方 PPF。本组中 2 例翼腭窝海绵窦旁 TS 均获得内镜下全切除，4 例患者经神经内
镜手术修补瘘口均获得成功，术后随访未发现有脑脊液鼻漏。
结论 采用神经内镜手术采用扩大经鼻-翼突外侧入路无论是切除位于 PPF 中的肿瘤或者修补源自于
蝶窦外侧侧壁上 SSCFR 具有其自身独特优势：可在完全实现直视下进行手术，保护好诸如颈内动
脉斜坡段等重要结构，同时该入路创伤小，实际手术效果满意。需要指出的是该入路不同于传统的
经鼻蝶中线入路，需要对该外侧入路所涉及的解剖结构十分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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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7

神经内镜经颅侧颅底肿瘤切除术
胡志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在侧颅底肿瘤手术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电生理监测和电测听评估神经内镜在侧颅底肿瘤手术中对颅神经和血管是否会造成医源
性热损伤和机械性损伤。并评价神经内镜在神经的解剖保留和功能保留，以及切除残留肿瘤和预防
脑脊液漏发挥的作用。
结果 神经内镜手术过程中没有监测到明显的神经电生理改变。神经内镜的应用可详尽的显露侧颅
底的解剖结构，并可以探查到肿瘤切除的完整性。本研究 16 例患者中 15 例侧颅底瘤被完整切除，
1 例患者部分切除。所有患者面神经在解剖学上得以保留。H-B 分级中Ⅰ~ Ⅱ级有 8 例患者；Ⅲ ~
Ⅳ有 5 例患者；Ⅴ ~ Ⅵ有 3 例患者，有 3 例患者听力得以保留或恢复，所有患者均未出现脑脊液
瘘。
结论 尽早的使用神经内镜可以更详尽的了解是否有肿瘤残余，以及是否有脑脊液漏的发生，清楚
显露肿瘤与神经的关系。神经内镜在侧颅底肿瘤手术中的应用安全可靠，并不导致热源性以及机械
性血管或神经损伤，神经内镜手术效果与术者的神经内镜技术及经验有关。

OR-088

经颅内镜技术治疗脑室内肿瘤的手术策略分析
赵澎,李储忠,王新生,桂松柏,张亚卓,白吉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治疗脑室内肿瘤的手术策略及并发症分析。
方法 总结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从 2009 年 2 月至 2016 年 7 月收治的 25 例脑室内肿瘤通过神经
内镜操作治疗的临床资料。分析治疗方法、治疗结果和并发症及相关手术危险因素分析。
结果 25 例脑室内肿瘤病人均行神经内镜辅助或者单纯神经内镜治疗，治愈 20 例，好转 5 例。手
术后并发症主要包括发热 14 例，术后脑室出血 2 例，切口处皮下积液 5 例。全部病例 1 年随访症
状明显改善，仅有 1 例肿瘤复发，行二次手术治疗。手术危险因素分析对于肿瘤的大小，血供及术
中软硬度与肿瘤切除程度，病人的预后有明显关系。
结论 应用神经内镜治疗部分脑室内肿瘤较传统的开颅手术有较大的优势，其优点在于手术创伤
小、安全、有效、并发症少。发热、脑室出血、肿瘤复发为其主要并发症。对于体积较大的肿瘤，
质地较硬且供血丰富，神经内镜的使用会使手术操作困难，手术时间延长，需要手术提前预警。

OR-089

扩大终板入路在颅咽管瘤外科治疗中的应用及体会
虞正权,翟伟伟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颅咽管瘤是鞍区、下丘脑区域代表性肿瘤，是鞍区最常见的先天性肿瘤，是发生于垂体窝至
三脑室底的中线深部肿瘤，生长过程与下丘脑、垂体柄关系密切。是良性肿瘤、但具备恶性生物学
行为，故彻底全切则有机会治愈。2007 版漆氏外科分型将颅咽管瘤分为：鞍膈下起源向鞍上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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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Q 型）；鞍上三脑室外型（S 型）；鞍上三脑室内外型（T 型）。近年来，我们发现利用 A1
段前后间隙显露、分离、切除颅咽管瘤（尤其 S 型和 T 型）具有诸多优点，并取得满意的外科全
切和，较好的预后，本文旨在探讨和分析扩大终板入路在颅咽管瘤外科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分享手
术体会。
方法 目前颅咽管瘤的主要手术入路包括经翼点入路、额下入路、前纵裂入路、经胼胝体-穹隆间入
路和经鼻蝶入路，以及其他根据肿瘤生长方向和大小对上述入路的改良入路。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我们利用上述手术入路切除颅咽管瘤共 35 例，男 24 例，女 11 例，年龄 9 岁-74 岁，
平均年龄 49.7 岁。所有患者术前均行增强 MRI 检查，明确肿瘤起源和生长方向，并针对性地选择
合适的手术入路。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虞正权医疗组目前对于 S 型（鞍上脑室外型）和
T 型（结节漏斗型）颅咽管瘤倾向于选择翼点/额下/前纵裂联合扩大终板入路，经术病例获得满意
的外科切除和较好的预后。即开颅后选择翼点/额下/前纵裂等入路到达肿瘤部位后，再向终板方
向，寻找颈内动脉顶端分叉，寻找 A1 段利用 A1 段前后间隙显露、分离，可于直视下肿瘤处理肿
瘤起源处和三脑室下部肿瘤部分。目前利用该方法切除颅咽管瘤患者 17 例，男 12 例，女 5 例；
28 岁-74 岁，平均 49 岁。均为 S 型或 T 型病例。
结果 所有患者获得镜下全切，有术后 MRI 证实的患者共 12 例，无围手术期死亡，1 例术后一个月
因心衰死亡。术后不同程度中枢性尿崩 9 例，口服弥凝片可控，术后新发垂体功能低下 6 例，予以
替代治疗。
结论 我们发现向三脑室生长的颅咽管瘤的选择翼点/额下/前纵裂联合扩大终板入路（主要利用 A1
段前后间隙进行操作）可获得较为理想的暴露和外科切除效果。本入路可直达 S 型、T 型肿瘤起源
处，对三脑室前下部肿瘤能很好地直视下处理。术中需熟悉 A1 段区域分支血管并进行妥善保护；
注意血管和视神经的牵拉，降低血管痉挛和神经损伤的发生率。此外，肿瘤常起源于垂体柄，经过
长期的肿瘤浸润，其正常结构和功能可能已受损。但术中尽可能保留垂体柄，利于避免术后严重的
并发症。

OR-090

积极手术策略下儿童松果体区 NGGCTs 的综合治疗
宋烨,方陆雄,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松果体区非生殖细胞瘤性生殖细胞肿瘤(NGGCTs) 的临床特点、治疗和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我科 2000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经病理证实的 81 例 NGGCTs 患者的临床特
点、治疗方法及预后。所有患者均行枕部经小脑幕(Poppen)入路显微手术切除肿瘤，及放化疗等综
合治疗。
结果 术后病理示成熟畸胎瘤 17 例，未成熟畸胎瘤 18 例，畸胎瘤恶性变 3 例，胚胎癌 3 例，卵黄
囊瘤 3 例，绒毛膜上皮癌 8 例，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 29 例。随访时间 6 个月至 15 年，1 年生存率
为 97%，5 年生存率为 72%。
结论 多数松果体区 NGGCTs 根据临床表现、影像学资料和肿瘤标记物可在术前定性，以手术为主
术后辅以化疗和放疗的综合治疗可以获得良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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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91

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 1136 例临床总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单中心分析
韩一芃,赵阳,江峰,李奇峰,王保成,张晨冉,马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是最常见的儿童实体肿瘤，其年发病率稳固占据儿童恶性肿瘤第二位，仅
次于儿童白血病，2001-2010 世界人口学研究数据中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 ASR 为 28.2/百万，占
儿童恶性肿瘤 17.2%-26.3%。亚洲主要黄种人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大陆中人群中，
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 ASR 为 15.0-24.9/百万，占儿童肿瘤整体的 14.0%-23.0%。根据流行病学
结果，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高发病率和差预后都值得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本文就本中心
11 年来所收治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临床特征信息进行分析。
方法 回顾性采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神经外科 2006 年至 2017 年间收治的中枢
神经系统肿瘤患儿病例。就患儿年龄特征、肿瘤类型、发病部位等临床特征进行分析，阐明儿童中
枢神经系统肿瘤的特征和发病特点。
结果 本科 2006 年至 2017 年间共手术收治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患儿 1136 例，其中男性患儿 712
例，女性患儿 424 例，男女比为 1.68：1；按年龄分，婴儿期（1 岁以下）患儿占 9.33%，幼儿期
（ 1-3 岁 ） 患 儿占 26.32% ， 学 龄 前 （ 3-7 岁）患 儿 占 35.30% ， 学 龄期 （ 7-15 岁） 患 儿 占
27.11%，少年（15 岁以上）患儿占 1.94%。按肿瘤级别，低级别（WHO I-II）肿瘤患儿共 437
例，高级别肿瘤患儿（WHO III-IV）392 例。幕上肿瘤 548 例，幕下 441 例。肿瘤类型中最常见的
为 168 例髓母细胞瘤（占 14.79%），其次为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 166 例（占 14.61%）。
结论 根据我科手术收治患儿资料，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在各个年龄段中的男女患儿比例稳定，男性
多于女性。肿瘤级别在各年龄组中均为低级别多于高级别，而在低龄患儿中幕上肿瘤多于幕下。肿
瘤类型中髓母细胞瘤较多，其次为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我科儿童中枢神经系统的发病年龄、部位
和肿瘤类型与国际报道有一定差异，可能与国情和就诊患儿特征相关。

OR-092

小儿颅咽管瘤积极手术切除技巧与疗效--附 256 例报告
周忠清,石祥恩,杨扬,孙玉明,钱海,刘方军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目的 目的：探讨小儿颅咽管瘤积极手术切除的技术要点与治疗效果。
方法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8.4 至 2017.12 期间 256 例小儿颅咽管瘤的临床资料，全部病人均接受
积极的手术切除治疗。男 149 例，女 107 例；年龄 1--15 岁。中位年龄 8 岁。病人分两组：原发组
和复发组。原发颅咽管瘤组 116 例，复发颅咽管瘤组 140 例。手术入路设计：针对肿瘤的位置、
体积、生长方向，选择最佳的手术入路，其中经额底纵裂入路 217 例（84.7%）；经纵裂入路联合
侧裂入路或额下入路 19 例（7.4%）；翼点入路 10 例（3.9%）；额下入路 7 例（2.7%）；经额角
皮质造瘘 1 例；经额角皮质造瘘经室间孔及经脉络膜裂联合入路 1 例；双额开颅 1 例。为了在直视
下完全切除肿瘤，58 例病人磨除鞍结节，2 例病人磨除前床突。随访 217 例，统计分析两组病人
的肿瘤全切除率、肿瘤复发率、病死率。
结果 结果：256 例病人围手术期死亡 3 例，死亡率 1.2%。肿瘤全切除率 92.5%（237/256)。原发
组 116 例颅咽管瘤中 114 例肿瘤得到完全切除（98.2%）；复发组 140 例颅咽管瘤中 123 例完全
切除（87.8%），肿瘤全切除率有统计学差异（卡方检验，ｐ<0.01））。 原发组随访 98 例，肿
瘤复发 11 例（复发率 11.2%）；复发组随访 119 例，肿瘤复发 28 例（复发率 23.5%），两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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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肿瘤复发率有统计学差异（卡方检验，ｐ<0.05）；随访期原发组病死率 2.0%（2/98）；复发组
病死率 6.7%（8/119），两组病死率之间无统计学差异（卡方检验，ｐ>0.05）。
结论 结论：小儿颅咽管瘤采用积极手术切除可以取得满意的疗效，第一次手术应争取完全切除肿
瘤。

OR-093

儿童视路胶质瘤的综合治疗
赵清爽,荆俊杰,应建彬,王守森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 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视路胶质瘤的临床影像特点、诊断和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 9 月收治的 15 例视路胶质瘤患者临床资料,结合相关
文献分析儿童视路胶质瘤的特点和诊治策略。
结果 本组患者平均年龄 7.6 岁(10 个月～13 岁) ，均不合并 NF-1。所有病例均接受手术部分切除
肿瘤，平均随访 4.5 年，1 例术后残余部分进展并进一步行放射治疗及化疗控制，2 例术后单纯行
放疗后稳定，3 例术后肿瘤进展予化疗控制肿瘤生长，9 例术后肿瘤稳定无进展（60%）。
结论 视路胶质瘤部分切除减压后可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部分病例术后进展可根据情况行放疗或
化疗控制肿瘤生长。

OR-094

儿童小脑肿瘤的临床特点与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余建忠,李昊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通过对儿童小脑肿瘤的临床特点、病理类型、治疗方法和患者预后关系的研究，探索影响儿
童小脑肿瘤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收集 2004 年 1 月-2016 年 6 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手术且术后病理证实为小
脑 肿 瘤 的 病 史 资 料 ， 详 细 记 录 其 临 床 相 关 资 料 及 随 访 信 息 。 通 过 对 所 收 集 数 据 使 用 SPSS
Statistics19.0 软件进行 Kaplan-Meier 法生存分析，并应用 Log-Rank 检验分析差异的显著性，最
后采用 COX 回归多因素分析，考察影响儿童小脑肿瘤预后的相关因素。
结果 52 例患儿中, 男 33 例，女 19 例，男女发病比约为 1.74：1；发病年龄最小为 10 个月，最大
13 岁，平均发病年龄为 50±5.2 月，其中 3 岁以下发病 18 例（34.6%），3 岁及以上发病 34 例
（65.4%）。从发病到就诊的平均时间为 48±10 天。52 例小脑肿瘤中：髓母细胞瘤 27 例
（51.9%），室管膜瘤 13 例（25.0%），星形细胞瘤 12 例（23.1%）；按 WHO 病理学分级：ⅠⅡ级 14 例（26.9%），Ⅲ-Ⅳ级 38 例（73.1%）。肿瘤位于小脑蚓部 35 例（67.3%），小脑半球
17 例（32.7%）。临床表现以步态不稳（23 例）为首发临床表现就诊者最为常见，占 44.2%；其
次是以头痛、呕吐等颅高压症状（19 例）就诊，占 36.5%。手术全切 42（80.8%）例，次全切 10
（19.2%）例，因伴发梗阻性脑积水住院期间行脑室-腹腔分流术 22 例。术后放疗 16 例，化疗 15
例。分别对患儿性别（男 vs 女）、年龄（＜3 岁 vs≥3 岁）、肿瘤的部位（小脑蚓部 vs 小脑半
球）、手术切除程度（全切 vs 次全切）、脑室-腹腔分流术（有 vs 无）、肿瘤病理类型（髓母细
胞瘤 vs 室管膜瘤 vs 星形细胞瘤）、肿瘤 WHO 分级（Ⅰ-Ⅱ级 vsⅢ-Ⅳ级）、术后放疗（有 vs
无）、术后化疗（有 vs 无）等因素对患儿总体生存时间的影响进行分析，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
果均提示肿瘤部位、肿瘤病理类型以及肿瘤 WHO 分级是影响患儿总体生存时间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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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小脑肿瘤好发于中线部位的小脑蚓部，高级别肿瘤居多，其中以髓母细胞瘤发病率最
高；疾病预后与肿瘤病理类型密切相关，星形细胞瘤预后最好，室管膜瘤次之，髓母细胞瘤最差；
肿瘤 WHO 分级与预后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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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

神经内镜经双鼻孔入路治疗垂体腺瘤的应用
肖顺武,续岭,刘胜远,代垠,犹春跃,李毅,唐怀波,岳翔,谢明祥,王培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双孔鼻孔蝶窦入路手术治疗垂体腺瘤的技巧并观察临床效果。
方法 总结神经内镜神经鼻双鼻孔入路治疗垂体腺瘤 82 例，其中泌乳素腺瘤 17 例，生长激素腺瘤
10 例，促肾上腺激素腺瘤 2 例，促甲状腺腺瘤 2 例，无功能腺瘤 47 例,混合型腺瘤 4 例，其中微
腺瘤 12 例，大腺瘤 44 例，巨大腺瘤 26 例，术前患者均行垂体 MRI 平扫+增强；副鼻窦 CT 冠状
位平扫+三维重建，均采用全麻神经内镜双鼻孔入路切除肿瘤，鞍内鞍上沟通幸及鞍上型垂体瘤采
用扩大经鼻入路，不规则肿瘤术中怀疑可能出现高流量脑脊液漏患及扩大入颅患者取带蒂鼻中隔粘
膜瓣，双人三手（机械臂）或双人四手操作，术后随访 6-12 个月，复查垂体 MRI 及垂体激素。
结果 82 例患者中肿瘤影像全切 69 例，2 例混合性腺瘤、7 例质地较韧的无功能腺瘤及 4 例侵袭型
垂体腺瘤海绵窦少量残留。功能性垂体腺瘤除 1 例混合性腺瘤泌乳素未恢复正常，1 例斜坡海绵窦
侵犯泌乳素腺瘤泌乳素未恢复正常，1 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腺瘤和 1 例 GH 大腺瘤临床缓解，其余
均激素水平均恢复正常，无永久尿崩病例，术后脑脊液漏漏 7 例，1 例因腰大池穿刺部位感染逆袭
颅内，余无颅内感染病例，近期 10 患者采用鞍底缝合后无脑脊液漏病例，无死亡病例。
结论 神经内镜双鼻孔入路在达到安全暴露的同时，可提高手术精准度及安全性、更加符合显微操
作习惯；鞍底缝合技术的使用可以明显减少术后脑脊液漏的发生。

PU-002

经鼻蝶神经内镜和显微镜垂体瘤切除术的疗效对比分析
赵鹏 1,赵亮 1,刘晓杨 2,洪勇智 3,尤永平 1
1.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南京市中医院
3.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目的 对比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切除术和显微镜切除术对垂体瘤的临床疗效差异。
方法 选取本院 2016 年 8 月-2018 年 4 月期间 71 例垂体瘤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 40 例患者行经鼻
蝶神经内镜垂体瘤切除术，31 例行显微镜垂体瘤切除术。患者术后通过影像学和内分泌检查评价
手术切除率，观察术后患者激素水平变化和视觉恢复情况，统计两组术式术后并发症情况。
结果 内镜手术组中 38 例（95%）患者肿瘤被完全切除，2 例（5%）患者肿瘤次全切除，显微镜组
中 23（74.19%）例患者肿瘤完全切除，8 例（25.81%）患者肿瘤次全切除，内镜组肿瘤全切率相
比于显微镜组较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患者泌乳素（PRL）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水平内镜组相较于显微镜组降低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生长激素
（GH）水平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术后 1 周患者加权视野指数（VFI）较术前升高，视
野平均缺损（MD）、模式标准差（PSD）降低，内镜组视觉改善效果优于显微镜组，差别有统计
学 意 义 （ P<0.05 ） 。 内 镜 组 术 后 并 发 症 发 生 率 相 比 于 显 微 镜 组 较 低 ， 差 别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
结论 相比于传统显微镜切除术，经鼻蝶神经内镜垂体瘤切除术能够达到较高全切率，在改善多项
激素水平和视觉障碍方面有明显优势，同时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安全性高，值得作为主流手术
方式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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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3

H19 通过 mTORC1 信号通路抑制垂体瘤发生发展的机制研究
吴泽睿,吴哲褒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为了探索明确 H19 介导的 mTORC1 信号通路调控在泌乳素瘤中发生发展的具体机制。
方法 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PCR)验证 H19 在人垂体瘤及正常垂体中的表达水平；MTS 法和细胞
平板克隆形成实验检测垂体瘤细胞系各组细胞增殖活性能力;大鼠原位成瘤实验检测 H19 在体内对
垂体瘤的抑制作用；Western blot 实验验证 AKT-mTORC1 信号通路关键蛋白的表达量；蛋白质免
疫沉淀及 RNA 免疫沉淀实验验证 H19 调控 4E-BP1 和 Raptor 的结合关系；35S-Met 翻译实验及
M7-GTP pulldown 实验验证 H19 对蛋白质翻译效率的影响。
结果 以上实验结果显示：H19 在各类垂体瘤中表达显著下调，并且细胞增殖实验及细胞克隆实验
证明 H19 能够有效在体外抑制泌乳素瘤细胞的增殖，大鼠原位成瘤实验证明，过表达 H19 能够抑
制原位泌乳素瘤的生长。另外，机制研究发现，H19 能够特异性的抑制 mTORC1 底物 4E-BP1 的
蛋白磷酸化，从而影响蛋白质的翻译，最终抑制肿瘤生长。进一步研究，蛋白质免疫沉淀和 RNA
免疫沉淀实验证明，H19 能够抑制 4E-BP1 与其上游激酶 Raptor 的结合，从而影响 4E-BP1 的蛋
白磷酸化，各类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H19 能够有效抑制垂体瘤的发生发展，并且 H19 能够抑制 4E-BP1 与 Raptor 的结合，进而抑
制 4E-BP1 磷酸化，抑制 mTORC1 信号通路，最终抑制蛋白质翻译引起细胞死亡。

PU-004

GIPA 术前依据 MRI 对残存垂体的判断
及术中其辨识 与保护的临床实践（附 84 例报告）
宁威海,沈阳,曲彦明,张明山,任铭,谷春雨,王浩然,于春江,张宏伟
北京市三博脑科医院

目的 通过对 84 例巨大侵袭性垂体腺瘤 MRI 对残存垂体的判断，探究术中识别及对下丘脑保护的临
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自 2011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手术治疗的
84 例巨大侵袭性垂体腺瘤患者的临床疗效，并初步探究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
结 果 84 例 患 者中 ，肿瘤 全 切 13 例 （15.5%） ， 近全 切 40 例 （ 47.6% ） ，次 全切 31 例
（36.9%），肿瘤海绵窦侵袭程度（p=0.036）、肿瘤质地（p= 0.018）是限制肿瘤切除程度的独
立 危 险 因 素 。 头 痛 缓 解 71 例 （ 100% ） ， 视 力 好 转 38 例 （ 56.7% ） ， 脑 积 水 缓 解 11 例
（91.7%），垂体功能低下恢复 20 例（62.5%）。视力下降 9 例，脑脊液漏 6 例，新发腺垂体功
能低下 15 例。75 例获得随访（89.3%），随访时间 15-83 个月，平均随访时间 45.5 个月；术后
行伽马刀 23 例。肿瘤复发/进展 14 例，11 例再次手术；肿瘤切除程度（p= 0.037）是肿瘤复发/进
展的保护因素，病理见有丝分裂（p= 0.003）是肿瘤复发/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围手术期死亡 0
例；术后 3 个月死于手术严重并发症 2 例（2.4%）。
结论 ①手术治疗巨大侵袭性垂体腺瘤可有效缓解患者临床症状，但肿瘤全切率低，部分患者需联
合内分泌科、放疗科等多学科诊疗，以期满意控制肿瘤，缓解内分泌症状。②巨大侵袭性垂体腺瘤
对下丘脑、残存垂体的保护对手术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术中残存垂体柄的辨认及保护对患者有积
极的意义；③综合治疗策略的制定，应以患者的生活质量为第一出发点，放疗宜慎重；④手术治疗
的基本原则：一是视神经、垂体的充分减压，二是下丘脑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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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5

巨大垂体瘤不同术式的手术效果及手术并发症 134 例临床分析
吴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回顾性比较分析我科内镜和显微镜两种手术方式治疗垂体大腺瘤或巨大腺瘤的手术效果及手
术并发症的差异。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的
134 例垂体大或巨大腺瘤（>3cm）手术患者，收集所有相关的临床资料，比较内镜（80 例）和显
微镜（54 例）两种方式的手术效果（手术切除率、视力症状改善、功能性腺瘤生化缓解），并统
计重要手术并发症（大血管损伤、脑脊液漏、颅内感染、垂体功能低下、术后尿崩）的发生率，使
用 SPSS 19.0 软件统计分析，以此系列结果比较内镜及显微镜两种手术方式对手术效果及手术并
发症的影响。
结 果 内 镜 垂 体 瘤 切 除 术 的 瘤 体 切 除 率 （ p=0.017 ） 优 于 显 微 镜 ； 但 视 力 症 状 的 缓 解 效 果
(p=0.850) 、功能性腺瘤生化缓解率（p=0.305），平均住院天数（p=0.780）无统计学差异；手术
并 发 症 方 面 ， 内 镜 手 术 组 患 者 出 现 脑 脊 液 漏 (p=0.102) 、 垂 体 功 能 低 下 (p=0.290) 、 颅 内 感 染
(p=0.469)、严重颅内动脉损伤 (p=0.355) 的风险均无统计学差异，内镜术后一周内出现尿崩的比例
较显微镜组高（p=0.005），随访 3 个月后仍有尿崩的患者比例与显微镜组无差异（p=0.653）。
结论 大垂体瘤患者内镜手术组的整体手术效果优于显微镜组，且两种术式在主要的手术并发症风
险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PU-006

经鼻蝶与经颅入路分期手术治疗巨大垂体腺瘤
舒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探讨经鼻蝶入路与经颅入路分期手术切除巨大垂体腺瘤（肿瘤最长径>4cm）的手术策略、技
巧及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组自 2010 年-2018 年收治的 23 例行分期手术治疗的巨大垂体瘤患者的临床资
料，包括病史资料、影像学特点、手术视频及记录、术后随访资料等。23 例患者首次均行经鼻蝶
垂体瘤显微切除术（切除至蝶骨平台水平），术后 3 月复查 MRI 显示残余肿瘤未见明显移位或下
降不满意，二期选择经颅手术（翼点入路或额下入路）切除残余垂体腺瘤。出院后 3-6 个月门诊常
规复诊，并行头颅增强 MRI 检查评估肿瘤切除程度，检查视力视野、检验垂体激素等以评估神经
功能。
结果 术后复查 MRI 显示 22 例患者肿瘤全切除，1 例次全切除。无死亡病例及严重并发症发生。二
次手术间隔时间 3-12 月不等。随访期内肿瘤全切组未见复发病例。
结论 对于巨大垂体腺瘤须因人施策，根据病史资料和影像学特点（肿瘤形态、生长方式、累及解
剖结构等），适宜的分期手术策略可获得最佳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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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7

神经内镜和显微镜手术治疗垂体巨腺瘤效果
及手术并发症 119 例临床分析
罗津奇,吴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我科神经内镜和显微镜两种手术方式针对垂体巨腺瘤的手术效果及手术并发症的
影响。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的
119 例垂体大或巨大腺瘤（>3cm）手术患者，收集所有相关的临床资料，比较内镜（73 例）和显
微镜（46 例）两种方式的手术效果（手术切率、视力下降好转、视野缺损好转、功能性腺瘤生化
缓解），并统计重要手术并发症（颅内血管损伤、脑脊液漏、颅内感染、垂体功能低下、术后尿
崩、脑积水）的发生率，使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以此系列结果比较内镜及显微镜两
种手术方式手术效果及手术并发症的差异。
结果 手术疗效方面，神经内镜手术治疗垂体巨腺瘤的总体切除率（p=0.001）、分层比较切除率
（p=0.002）优于显微镜；功能性腺瘤生化缓解率（p=0.648）、视力症状的缓解效果(p=0.346)无
统计学差异；手术并发症方面，内镜手术组患者出现脑脊液漏(p=0.019)、术后尿崩(p=0.017)的风
险均高于显微镜手术组；两种手术方式下出现垂体功能低下(p=0.346)、颅内感染(p=0.139)、严重
颅内动脉损伤 (p=0.535) 的风险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大垂体瘤患者内镜手术组的整体手术效果优于显微镜组，但出现手术相关并发症的风险则显
著高于显微镜组。

PU-008

探讨整体护理在垂体瘤患者术后护理的效果分析
张妮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运用整体护理提高垂体瘤患者术后护理水平，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对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12 月期间在我科进行手术治疗的 50 例垂体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研究。在这 50 例患者手术后，我科对他们进行了整体护理。包括体位护理、情绪护理、
气道护理、电解质及尿量的观察、预防感染。
结果 经过护理，这 50 例患者发生低钠血症、尿崩症、高钠血症、脑脊液漏和意识障碍这些并发症
的几率分别为 4%（2 例）、2%（1 例）、4%（2 例）、 2%（1 例）和 4%（2 例）。这些出现并
发症的患者经治疗和护理后有 7 人康复出院，1 人死亡。
结论 对行手术治疗的垂体瘤患者实施整体护理可有效地降低 其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同时能促进
发生并发症患者病情的康复。此护理方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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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9

经鼻碟垂体瘤切除手术患者术后脑脊液漏的护理体会
张妮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经鼻蝶垂体瘤切除手术患者术后脑脊液鼻漏的护理经验和治疗方法。
方法 对我科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80 例经鼻蝶垂体瘤切除术后的患者进行回顾
分析。
结果 10 例脑脊液鼻漏的患者经过有效的护理措施及感染的治疗措施，7～10d 痊愈。
结论 做好术后观察、适当的体位指导、妥善的呼吸道护理以及正确有效的腰大池置管引流，有利
于促进脑脊液漏口的愈合。

PU-010

保守治疗可治愈伴有动眼神经麻痹
和视神经受压的老年垂体卒中患者
范阳华,包新杰,王任直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保守治疗或手术治疗是否是垂体卒中（PA）最合适的治疗方法存在争议。通常，如果发生严
重的压迫症状，例如动眼神经麻痹，则需要进行神经外科手术以减轻 PA 对附近解剖结构的压迫。
方法 一名 79 岁男子因头晕垂体发现患有鞍内意外瘤。两个月后，他突然出现头痛，左眼肌麻痹，
视力下降，严重的上睑下垂和复视。他被诊断出患有 PA 和低皮质醇血症，他的动眼神经麻痹和视
神经受压症状严重，但他的视力下降是非进展性的，并且已经通过保守治疗可以改善他的激素水
平。由于这位老年患者的身体状况不佳和严重的冠心病，我们继续保守治疗，并密切关注患者病情
的任何变化。
结果 保守治疗 6 个月后，患者的动眼神经麻痹，瞳孔和视力障碍症状完全消失，未出现新的并发
症。重复 MRI 检查显示 PA 病变逐渐好转。用低剂量氢化可的松口服补充剂可以完全缓解患者的低
皮质醇血症。
结论 对于有手术禁忌症的老年 PA 患者，即使有压迫症状，根据国际指南，如果保守治疗有效且病
情没有进展，可以密切监测患者的病情，并继续保守治疗，这可能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PU-011

侵袭海绵窦大型及巨大型垂体腺瘤 109 例疗效分析
肖凯,张丰启,吴长武,袁健,袁贤瑞,刘庆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探讨侵袭海绵窦大型及巨大型垂体腺瘤临床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 2010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109 例侵袭海绵窦大型
及巨大型垂体腺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随访。
结果 109 例侵袭海绵窦大型及巨大型垂体腺瘤患者中，除 4 例侵袭性泌乳素型垂体腺瘤实行溴隐
亭药物治疗，肿瘤迅速缩小甚至消失外，其余均行手术治疗，其中行单纯扩大显微经蝶窦手术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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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单纯开颅手术 26 例，开颅结合扩大显微经蝶窦手术 4 例，肿瘤全切除 86 例，次全切除 17
例，大部分切除 2 例，术后并发症包括，新增颅神经麻痹 10 例，其中动眼神经麻痹 7 例，外展神
经麻痹 3 例；2 例术前神经功能麻痹加重，均为动眼神经；短暂性尿崩 19 例，电解质紊乱 23 例，
无永久性尿崩、脑脊液漏及颅内感染病例，无术后新发视力视野障碍及视力视野障碍加重病例。
结论 合理的临床治疗策略和恰当的显微外科手术入路的选择可使侵袭海绵窦大型及巨大型垂体腺
瘤患者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PU-012

垂体胶样囊肿患者神经内镜治疗护理 ERAS
简红利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垂体胶样囊肿患者神经内镜治疗护理 ERAS 临床意义。
方法 用氯霉素滴鼻液滴鼻、鼻腔冲洗器冲洗鼻腔、有效的术前锻炼、专业的护理联和治疗 46 例拉
克氏囊肿患者康复出院。
结果 通过专业的快速康复护理明显减少患者平均住院日，减少费用的同时增加康复率。
结论 护理 ERAS 配合治疗拉克氏囊肿患者可合理运用。

PU-013

神经内镜联合显微镜下经鼻蝶入路
手术切除垂体腺瘤的临床疗效
王晓斌,何承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京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联合显微镜下经鼻蝶入路手术切除垂体腺瘤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经鼻蝶手术治疗的 64 例垂体
腺瘤患者，随机数字法分为改良的神经内镜联合显微镜组（n=34 例）和单纯神经内镜组（n=30
例），神经内镜联合显微镜组简要手术操作过程：先显微镜代替神经内镜常规内镜下操作方法打开
蝶窦，暴露肿瘤组织，后置入神经内镜切除肿瘤组织。单纯神经内镜组：全程神经内镜下常规操
作。观察 2 组患者术后临床症状改善、肿瘤切除率、术后并发症、手术时间及出血量。
结果 神经内镜联合显微镜组在临床症状改善、肿瘤全切率、术后并发症方面不优于单纯神经内镜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手术时间（65.35+15.65min）、出血量（45+5.6ml）方
面优于单纯神经内镜组（81.23+16.98min，69+5.2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9.78,t=16.45；
P<0.05）。
结论 神经内镜联合显微镜下经鼻蝶入路手术切除垂体腺瘤，术中出血少，手术时间短，临床疗效
确定，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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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4

垂体瘤内镜手术中如何区别假包膜与正常垂体
刘卫平,伊西才,闫志强,郑新瑞,董秋峰,高大宽,周跃飞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目的 本文通过对 502 例内镜下垂体瘤手术的分析，探索垂体瘤手术中如何区别假包膜与正常垂
体，以提高切除程度、减少手术后垂体功能低下的发生。
方法 本文总结了 2014 年 5 月至 2018 年 1 月内镜下 502 例垂体腺瘤手术。患者年龄 18~77 岁，男
性 221 例，女性 281 例。术前症状以头痛、闭经、溢乳、视力下降、肢端肥大、向心性肥胖、恶
心、呕吐、视野障碍为主，均进行了蝶鞍 CT、垂体 MRI、头颅 CTA 或 MRA 检查。垂体功能低下
者术前补充激素。根据颜色、质地、结合术前 MR 预判正常垂体组织位置，术中内镜抵近观察，必
要时通过潜水技术进一步放大局部，避免误切，保护其血供。难以辨认正常垂体时，对可疑组织取
活检通过 HE 染色病理检查验证。术后 1 周评估垂体功能，术后 2 月复查垂体 MRI 评估垂体瘤切
除程度及正常垂体是否保留。
结果 肿瘤全切除 463 例，肿瘤次全切除 39 例。术中辨认出正常垂体 380 例，活检的病例（23
例）中结果为正常垂体 16 例，被肿瘤侵袭的垂体 3 例，肿瘤 4 例。术后 1 周垂体功能低下 17
例，13 例于术后 2 月恢复正常，4 例术后 2 月未恢复，仍需服药。
结论 内镜下垂体瘤切除手术视野清晰、潜水操作方便，有利于术中辨认及保护正常垂体，尤其可
减少对假包膜的误判。

PU-015

内镜经鼻蝶斜坡病变的手术治疗
郭衍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采用经鼻入路内镜手术治疗斜坡肿瘤的手术经验。
方法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1 月期间，对 3 例斜坡病变患者行内镜经鼻手术，其中脊索瘤 1
例，脑膜瘤 1 例，肠源性囊肿 1 例。首先切除鼻中隔后部，开放蝶窦，暴露蝶鞍和斜坡，电钻磨除
鞍底和斜坡的骨质。通过术中导航注意辨认及保护视神经管和颈内动脉管等重要结构。术中取双侧
粘膜瓣覆盖颅底防止脑脊液漏。
结果 2 例患者术后影像学检查显示肿瘤完全切除。所有病例随访，术后并发脑积水 1 例，无颅内感
染病例。
结论 内镜经鼻治疗斜坡病变较传统手术不仅创伤小，而且可以更好地辨认深部结构，暴露病变的
范围更大。并且可以更直接及快速地显露斜坡区域。因此内镜经鼻入路对于斜坡病变是一种较好的
入路选择。

PU-016

术前使用生长抑素类似物对于
初治肢端肥大症的影响：一项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
杨程显,包新杰,王任直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垂体生长激素大腺瘤术后内分泌缓解情况尚不理想，尤其是对于伴有侵袭的大腺瘤。既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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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术前使用生长抑素类似物治疗肢端肥大症对手术效果影响的研究存在病例数量较少的问题，研究
结果存在部分差异。
方法 我们通过 Pubmed、Emase 和 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建库至 2018 年 11 月 1 日）进行文
献检索。采用的关键词包括： acromegaly，somatostatin analogue，octreotide，lanreotide，
pasireotide，medical treatment，transsphenoidal，transcranial 和 surgery。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章
有 12 篇，包括了 924 例肢端肥大症病人，其中术前用药组 445 例子，未用药组 479 例。
结果 对于垂体生长激素大腺瘤，术前使用生长激素类似物可以显著改善术后短期缓解率（OR
2.06；95%CI 1.19-3.57），但是对术后长期缓解率（OR 1.49；95%CI 0.95-2.32）无显著作用。
对于侵袭性大腺瘤，术前生长抑素类似物可以显著改善术后短期缓解率（OR 4.33；95%CI 1.5711.90）。术前使用生长抑素类似物对于术后并发症无影响（OR 1.14；95%CI 0.62-2.10）。
结论 术前使用生长抑素类似物可以改善垂体生长激素腺瘤术后短期内分泌缓解率，但是长期作用
不明确。长期疗效的观察有待进一步研究。

PU-017

内镜经蝶显微手术对分泌生长激素
脑垂体腺瘤患者的治疗效果分析
郭爱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经蝶显微手术对分泌生长激素脑垂体腺瘤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入选病例为我院 2016 年 8 月~2018 年 8 月期间分泌生长激素脑垂体腺瘤患者 68 例。随机分
为对照组、观察组。对照组采用经蝶显微手术治疗，观察组术中以神经内镜配合。就病灶切除效果
以及术前、术后生长激素水平进行对比。
结果 观察组脑垂体瘤病灶完全切除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术前两组患者
生长激素水平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术后观察组生长激素水平改善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内镜经蝶显微手术对分泌生长激素脑垂体瘤患者的治疗效果确切，在提高病灶彻底切除率，
改善生长激素水平等方面效果优于常规术式，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PU-018

关于显微镜经鼻蝶手术对比内镜经鼻蝶手术的荟萃分析
李杰,李臻琰,丁威,黄正,谢博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最近的研究报道了经内窥镜和经蝶显微手术治疗垂体腺瘤的术后并发症，本研究旨在为垂体
肿瘤的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因此我们对近年来有关垂体腺瘤的经蝶显微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的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
方法 对电子数据库 pubmed、cochrane 数据库、embase 数据库进行系统检索。检索年限从 2015
年至 2018 年的合格的研究，包括回顾性或前瞻性设计，研究内容评估经鼻蝶内镜和显微镜下治疗
垂体腺瘤的优劣势。我们的研究对象包括平均住院时间、大肿瘤切除、脑脊液泄漏、糖代谢异常和
其他并发症。
结果 11 项回顾性研究共 2615 例，其中内镜下经鼻蝶入路 834 例，显微镜下经鼻蝶入路 1781 例。
荟 萃 分 析 结 果 表 明 ， 内 镜 下 经 蝶 手 术 与 显 微 经 蝶 手 术 相 比 ， 总 切 除 率 更 高 （ OR:1.97 ；
95%CI:1.10-3.52；P=0.02）。此外，两种技术在脑脊液漏方面无差异（OR:0.82；95%CI: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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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P=0.30），而且与显微经蝶手术相比，内窥镜经蝶手术对视力损害的风险较小，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经蝶显微手术显著降低了鼻出血的风险（OR:2.15；95%CI:1.07-4.31；P=0.03），两
种方法在糖代谢异常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内窥镜组平均住院时间明显短于显微镜组，在固定效应模
型下（P<0.00001），但随机效应模型下这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
结论 本研究表明内窥镜经蝶入路治疗垂体腺瘤比显微组在某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由于缺乏高
质量的证据，其置信度较低，因此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随机前瞻性研究来证实这一发现。

PU-019

Preoperative high fasting C-peptide acts as a promising
predictor for improvement of glucose intolerance in
patients with acromegaly after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64 cases
from a large pituitary center in China
王子豪,幸兵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for determining impaired glucose metabolism before
surgery in patients with acromegaly, and to explore the predictors for improvement of
preoperative glucose intolerance after surgery.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64 patients receiving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for
acromegaly. GH, IGF-1 and glucose metabolism were assessed before, immediately after, and 3
months after surgery.
Results Postoperatively, improvement of glucose tolerance status was observed in 71.2% (37/52)
of patients with preoperative glucose intolerance. Increase of insulin sensitivity, decrease of β-cell
function and IR were obtained in most patients after surgery, regardless of acromegaly cure.
Through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ROC analyses, preoperative fasting C-peptide (FCP) > 2.445
ng/ml was determined as the best independent predictor for improvement of glucose tolerance
status after surgery.
Conclusion Preoperative high FCP is a promising predictor for improvement of glucose
intolerance in acromegaly patients. OGTT and HbA1c should be monitored regularly after surgery,
and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should be timely adjusted.

PU-020

鞍区肿瘤术后电解质紊乱的观察和护理
王城越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目的：探讨鞍区肿瘤术后电解质紊乱的护理经验和治疗方法。
方法 方法：对我科 2017 年 3 月-2018 年 5 月收治的 50 例鞍区占位患者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 结果：9 例鞍区肿瘤术后电解质紊乱的患者通过术后对血钠严密监测，及时纠正和有效的护
理，均得到有效的控制。
结论 结论：术后对血钠的严密监测，并针对临床出现的症状和病情特点进行观察和护理，可有效
控制电解质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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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1

Bromocriptine and cabergoline induce cell death
in prolactinoma cells via the ERK/EGR1
and AKT/mTOR pathway respectively
唐超,马驰原
东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是治疗垂体泌乳素腺瘤的一线用药，临床应用最多的主要为溴隐亭和卡麦
角林，两种药物都能有效的缩小肿瘤体积及恢复性腺功能。但是有部分垂体泌乳素腺瘤患者对两种
药物存在敏感性差异，目前导致这种药物敏感性差异的机制还不明确。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从细胞水
平探究垂体泌乳素腺瘤患者对于两种药物存在敏感性差异的机制，为指导临床用药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1.应用 CCK8 检测两种药物对垂体泌乳素腺瘤 GH3 和 MMQ 两种细胞系的药物敏感性。2.透
射电镜及自噬相关蛋白检测两种药物分别诱导 GH3 和 MMQ 两种细胞系的细胞自噬。3.流式细胞
仪及凋亡相关蛋白检测两种药物分别诱导 GH3 和 MMQ 两种细胞系的细胞凋亡。4.基因芯片筛选
两种药物分别诱导 GH3 和 MMQ 两种细胞系差异基因的表达。5.基因沉默技术及裸鼠皮下移植瘤
实验验证靶基因的表达。
结果 1. GH3 细胞对溴隐亭的药物敏感性要高于卡麦角林，MMQ 细胞对卡麦角林的药物敏感性要
高于溴隐亭。2. 溴隐亭和卡麦角林均可诱导垂体泌乳素腺瘤细胞自噬的产生。3. 溴隐亭和卡麦角
林均可诱导细胞凋亡。4. 溴隐亭诱导垂体泌乳素腺瘤细胞死亡主要以细胞凋亡为主，卡麦角林诱导
细胞死亡主要以自噬性细胞死亡为主。5.溴隐亭诱导两种垂体泌乳素腺瘤细胞主要通过 ERK1/2EGR1 信号通路诱导细胞凋亡，卡麦角林主要通过抑制 AKT/mTOR 信号通路诱导细胞自噬性细胞
死亡。6. 裸鼠移植瘤实验表明溴隐亭处理组的肿瘤体积（control：689±113.15mm3 vs 溴隐亭:
65.58±17.85mm3; P<0.001）及质量（control：1.29±0.13g vs 溴隐亭: 0.28±0.03g; P<0.001）均
明显小于对照组。实验组 TUNEL 染色阳性率，EGR1、ERK1/2 的阳性表达率均要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 P<0.05, P<0.05)。
结论 溴隐亭通过 ERK1/2-EGR1 信号通路诱导垂体泌乳素腺瘤细胞凋亡，卡麦角林通过抑制
AKT/mTOR 信号通路引起垂体泌乳素腺瘤细胞自噬性细胞死亡。

PU-022

Dynamic distribution between facial and abdominal
adipose tissue correlate with surgical
treatment in acromegaly
谢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increased amount of aSAT, the fSAT amount was decreased after
successful surgical treatment. The inconsistency of this phenomenon did not showed in the
nonfunctional pituitary adenoma control subjects. The abdominal adipose (aSAT, VAT, IHL) were
growing overall after successful surgical treatment. However, The VAT and IHL experienced a
down and up trend at longitudinally follow-up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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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3

生长激素垂体腺瘤合并空蝶鞍的内镜手术治疗
胡昌辰,张世渊,吉宏明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手术治疗生长激素垂体腺瘤合并空蝶鞍的手术方法和疗效.
方法 2017 年 7 月-2018 年 2 月在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手术治疗生长激素垂体腺瘤合并空蝶鞍患者
4 例.术前完善 GH 检查，IGF-1 检查以及 OGTT 抑制试验，术后行常规激素及增强核磁检查。
结果 所有病例无术后病死.肿瘤全切除 3 例,次全切除 1 例；术后 3 例患者的 GH 水平＜1.0 μg/L；
所有病例术后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所有术后患者未出现脑脊液鼻漏，有 1 例患者术后出现抗利尿激
素分泌异常综合征引起的低钠血症。
结论 生长激素腺瘤术前检查需完善，包括：GH 检查，IGF-1 检查以及 OGTT 抑制试验；神经内
镜下经蝶手术可以迅速消除肿块的占位效应和降低 GH/IGF-1 水平；达到影像学治愈和内分泌学治
愈；对于生长激素腺瘤合并空蝶鞍的患者，导航辅助神经内镜下手术有助于垂体瘤的全切并减少并
发症的发生。

PU-024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中
脑脊液鼻漏修补方法的要点
王志刚,危兆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中脑脊液鼻漏修补方法的要点的分析，促进脑脊液
鼻漏修补的有效性，防止发生脑脊液漏造成感染等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神经内镜下修补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中发生的
脑脊液鼻漏的患者 20 例，术中所采用的修补方法为自体组织“三明治法”结合鞍底尿管注水支撑，
即尽量清除鞍底杂质并使用自体脂肪、阔筋膜和肌浆进行修补，人工硬脑膜贴附，最后带蒂粘膜辦
封堵，方形止血纱及猪纤维蛋白原胶粘合边界组织，碘仿纱条及充水尿管头支撑鞍底，术后采用腰
大池引流等措施预防造成颅内压升高的因素。
结果 19 例患者结合腰大池引流等措施均一次性修补成功，治愈率为 95％，无继发性颅内感染发
生，１例患者术后随访 2 个月后出现脑脊液鼻漏，予以卧床休息后鼻漏消失，未再行鞍底修补，未
见脑脊液鼻漏复发。
结论 对于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中发生的脑脊液鼻漏，采用“三明治法” 结合鞍底尿管支撑的方
法具有便捷、确实、高效的优点，合理使用多种不同组织来源的自体修补 材料可提高手术的成功
率，减少颅内感染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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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5

利用影像组学特征预测垂体腺瘤
对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的敏感性
贾健 1,2,应建有 1,2,袁滔洋 1,2,金路 1,2,宋贵东 3,李储忠 1,2,张亚卓 1,2
1.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使用影像组学方法，通过放疗前垂体腺瘤 T1-CE 影像特征建立预测模型，对垂体
腺瘤的伽马刀放疗敏感性做出无创预测。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总结了 93 名患者（训练集 69 例/测试集 24 例），收集了基本临床信息、伽马
刀放疗前 T1-CE 影像及放疗后 3-6 个月的 T1-CE 影像判断肿瘤对放疗的敏感性，出现肿瘤缩小或
肿瘤体积无增长判断为对伽马刀放疗敏感性。使用影像组学方法对放疗前 T1-CE 影像提取肿瘤图
像特征共 1208 个。首先采用 Z-score 标准化方式对所有特征向量进行预处理，在不改变特征分布
的前提下达到加快模型训练的目的。同时对样本集进行随机划分（约 3:1）。在训练集上求 1208
个特征相对于标签的皮尔森相关系数，选出 p<0.05 的特征 223 个，而后在训练集上求此 233 个特
征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将 abs(r)>0.8 的特征分为一组，每组再取其中相对于标签 p 值最小的特
征，此时得到 99 个特征。结合线性 SVM（支持向量机）模型，利用 RFE（递归特征消除）方法
并在训练集上采用三折交叉验证，对 99 个特征再次筛选，得到最优的一组 5 个特征。再采用三折
交叉验证及 GridSearch 方法对 C 参数进行自动调节，最终建立预测模型。在本研究中，对患者性
别 和 放 疗 敏 感 性 做 卡 方 检 验 （ p>0.05 ） ， 无 显著 差 异 ； 对 患 者 年 龄 和 放 疗 敏 感 性 做 t 检 验
（p>0.05），无显著差异；对病灶比表面积和放疗敏感性做 t 检验（p>0.05），无显著差异。
结果 本研究采用 ROC 曲线对模型效果进行评估。训练集上，交叉验证 AUC 值为[0.915, 0.977,
0.846]，整体 AUC 值为 0.914。测试集上，AUC 值为 0.85。可以达到较为满意的无创分类预测效
果。
结论 本研究关注于使用影像组学方法对放疗前影像特征分析，预测立体定向放射外科对垂体腺瘤
的反应。所开发的分类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性能，表明了影像组学在放疗前预测垂体瘤对放射外科
手术治疗的敏感性方面具有良好的潜力。

PU-026

药物治疗泌乳素腺瘤的疗效分析
刘志勇,刘浩,周良学,蔡博文,姜曙,徐建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泌乳素腺瘤是最常见的垂体腺瘤，多见于育龄期女性，临床上病人往往就诊妇科或眼科而延
误诊断，同时常由于不恰当治疗给患者带来严重后果。该研究的目的为探讨不同大小泌乳素腺瘤的
临床特点及药物治疗的疗效，为临床治疗泌乳素腺瘤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经溴隐亭药物治疗的泌乳
素腺瘤患者病历、实验室及影像学资料，并进行随访；
结果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共经药物治疗泌乳素腺瘤患者 156
例，年龄在 14-78 岁，男 33 例，女 123 例，泌乳素 53.16-65230ng/ml,肿瘤直径 2.5-6.8mm。其
中微腺瘤 91 例，均为女性，年龄 14-47 岁，肿瘤平均直径 6.8±2.28mm，血清泌乳素水 53.16386.5ng/ml,主要症状月经紊乱、泌乳等；大腺瘤 51 例，男性 15 例，女性 36 例，年龄 16-72 岁，
肿瘤平均直径 16.8±6.9mm，血清泌乳素水平 152.6-18768ng/ml 主要表现为月经紊乱、泌乳、头
痛 视 力 障 碍 等 ； 巨 大 腺瘤 14 例 ， 男性 9 例 ，女 性 5 例 ， 年 龄 48-65 岁 ， 肿 瘤 平 均 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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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6.96mm,血清泌乳素水平 8727-65230 ng/ml，主要症状表现为头痛、视力视野障碍。所有患
者均经溴隐亭治疗，其中微腺瘤组溴隐亭剂量为 4.6±2.18mg/日，大腺瘤组 6.6±2.36mg/日，巨大
腺瘤组为 9.5±2.95mg/日。所有病人经 10-46 月随访，微腺瘤组有 88 例泌乳素水平降至正常，86
例症状明显改善，48 例病变缩小或者消失，42 例无变化，1 例增大；大腺瘤组 46 例泌乳素水平恢
复正常，47 例病人症状得到改善， 39 例病变减小或消失；巨大腺瘤组 12 例病人泌乳素恢复正
常，13 例病人病变缩小或消失，11 例患者症状改善。统计结果表明三组病人年龄、性别、主要临
床表现、泌乳素水平、溴隐亭剂量以及治疗后肿瘤大小变化随着肿瘤大小的不同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溴隐亭对于不同大小的泌乳素腺瘤都具有很好的疗效，其症状缓解率和泌乳素水平控制
率高，能明显控制病变生长，缩小病变。同时药物治疗能恢复育龄期女性生育功能恢复率高。因此
药物治疗应作为不同类型泌乳素腺瘤的首选治疗方法。

PU-027

鞍结节骨质磨除对神经内镜
经鼻蝶入路垂体大腺瘤全切除率的影响
肖爵贤,程祖珏,吕世刚,祝新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鞍结节骨质磨除但不剪开该处硬膜对神经内镜经鼻入路垂体大腺瘤全切除率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采用神经内镜经鼻入
路手术切除的 65 例垂体大腺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28 例术中未磨除鞍结节骨质（为未磨除
组），37 例术中磨除鞍结节骨质（为磨除组）。术后对所有患者行临床随访，随访内容包括复查
头颅/垂体 MRI 平扫+增强扫描，功能型垂体瘤患者则复查激素水平。比较两组患者的肿瘤全切除
率、临床症状缓解率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65 例患者手术均成功，未出现神经、血管损伤、颅内感染病例。其中肿瘤全切除 43 例，未
全切除 22 例。磨除组的全切除率高于未磨除组（分别为 78.4%、50.0%， P＜0.05），但磨除组
的尿崩症发生率高于未磨除组（分别为 73.0%、46.4%，P=0.029）。未磨除组和磨除组间临床症
状缓解率（分别为 89.3%、91.9%）、脑脊液漏（分别为 7.1%、8.1%）和新发垂体功能低下发生
率（分别为 3.6%、5.4%）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分析提示垂体大腺瘤的
全切除率与肿瘤质地、Hardy 分级及磨除鞍结节骨质相关。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磨除鞍结
节骨质对提高垂体大腺瘤的全切除率具有独立作用（OR:4.5,95% CI:1.3,15.1, P=0.016）。所有患
者随访 3 个月至 24 个月，平均（7.8 ± 4.5）个月，肿瘤全切者未见肿瘤复发。8 例肿瘤残留的患
者于术后 0.5～1 年再次行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全切除肿瘤。所有患者垂体功能皆大致恢复正
常，无延迟性和永久性脑脊液漏患者，无永久性尿崩症患者，无死亡病例。
结论 鞍结节骨质磨除，是提高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垂体大腺瘤全切率的重要因素。

PU-028

经鼻蝶入路神经内镜切除垂体腺瘤 161 例临床分析
洪文明,王斌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经鼻蝶窦入路神经内镜下手术治疗垂体腺瘤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经鼻蝶窦入路神
经内镜下手术治疗垂体腺瘤 161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161 例患者中男性 76 例，女性 85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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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3(45.3)岁。垂体腺瘤最大径 1.8～5.3cm。Knosp 分级 l～2 级 82 例，Knosp3 级 59 例，
Knosp4 级 20 例。无功能垂体腺瘤 75 例，功能型垂体腺瘤 86 例。患者术中均接受神经导航辅
助。术后进行神经影像、内分泌及视力检查进行随访评估。统计分析内镜治疗垂体腺瘤的手术疗
效，观察分析其肿瘤切除情况、手术并发症及其手术安全性等等情况，以明确神经内镜经鼻蝶手术
是否适合垂体腺瘤。
结果 本组患者，内镜手术全切 145 例(90.07％),大部切除 13 例(8．07％)；部分切除 3 例
(1．86％)。术后短暂脑脊液鼻漏 2 例，无永久性脑脊液鼻漏。短暂性尿崩 5 例，无永久性尿崩。
无死亡。
结论 经鼻蝶窦入路神经内镜下切除垂体腺瘤是一种安全可靠并有效的方法。

PU-029

MDT 多学科联合治疗库欣病
蔡博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ACTH 分泌型垂体微腺瘤（库欣病）对病人造成的危害巨大，患者从发病到死亡的平均时间
为 4.7 年。目前，对于库欣病的药物及放射治疗尚无显著的突破，疗效不佳、副反应大等特点使外
科手术切除成为了库欣病的一线治疗方案。然而，因病变微小术中定位难、入路需要经过的海绵间
窦出血凶猛、要达生化缓解需全切肿瘤等，加之其发病率低、诊断相对较为困难而受重视程度不
够，导致该病的手术治疗一直是国内外神经外科的难点。近几年，华西医院已建立逐步建立成熟的
复杂垂体疾病多学科联合诊治团队（MDT），探索研究多学科联合治疗库欣病。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今经 MDT 多学科联合诊断并行神经导航辅助下经蝶显微手术治疗的库欣
病患者，观察并统计患者术后临床症状及术前合并症（高血压、糖尿病等）改善情况，术后即刻、
1 月至半年内分泌学检查及实验评估结果，综合评估库欣病患者的完全缓解率。同时，收集患者术
后 3 天内、术后 3 月、6 月、一年、两年头部蝶鞍区增强 MRI，与术前 MRI 进行对比，评估肿瘤
切除及复发情况。
结果 2015 年 1 月至今，经 MDT 多学科团队共诊断并行神经导航辅助下经蝶显微手术切除库欣病
患者 63 例。所有患者术后 3 月头部蝶鞍区增强 MRI 显示病变均完全切除，其中 3 例病理结果为
“垂体增生”， 57 例患者达到内分泌学完全缓解，完全缓解率约为 90%。随访至今，所有患者未见
影像学复发。
结论 MDT 多学科联合有利于在术前利用内分泌功能检测、影像学以及岩下窦采血等对垂体 ACTH
微腺瘤进行精确诊断以及初步定位，提高了术前诊断的准确率，为手术提供坚实的基础。在具有丰
富经蝶手术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常规经鼻蝶手术入路、海绵间窦止血技术、神经导航辅助以及
微腺瘤假包膜外切除技术等，即能实现肿瘤全切以及绝大部分患者内分泌学完全缓解。团队中内分
泌科积极参与术后管理及随访，有利于患者术后的激素管理及内分泌学评估。

PU-030

神经内镜手术治疗垂体生长激素腺瘤的学习曲线
仲春宇,马驰原,唐超,丛子翔,杨进,朱俊豪,乔梁
东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垂体生长激素腺瘤导致的肢端肥大症有着显著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而手术切除肿瘤是一线治
疗方法，神经内镜相较于显微镜应用于经鼻蝶垂体腺瘤切除术有着显著优势，不仅微侵袭理念更进
一步，更重要的是在内镜下肿瘤全切率显著提高。然而在神经内镜技能掌握却有着陡峭的学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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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本文将通过记录一位高级显微神经外科医师从首例神经内镜经鼻蝶切除生长激素腺瘤到术后激
素缓解率达到国际水平来展示神经内镜的学习曲线
方法 回顾从首例经由神经内镜手术治疗的共 60 例肢端肥大症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一名高级神经
外科医生的神经内镜经鼻蝶手术。记录肿瘤体积大小，knosp 分级以及 hardy 分类以评估侵袭性。
术后检测早期 GH 水平和随访 12 周后的 IGF-1 水平，生化缓解率为 OGTT 实验后 GH<1.0
ng/ml，年龄和性别均符合正常的 IGF-1。并发症包括术后脑脊液（CSF）渗漏、尿崩症、感染和
电解质紊乱。
结果 在研究中，根据手术日期将患者分为三组，每组 20 人。根据 2010 年肢端肥大症治疗共识，
各组的术后 GH 缓解率分别为 25%、50%和 65%（第 1 组与第 2 组，p=0.191；第 1 组与第 3
组，p=0.025；第 2 组与第 3 组，p=0.523）。术后 12 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的术后缓
解率分别为 15%、40%和 45%（1 组与 2 组比较，P=0.077；1 组与 3 组比较，P=0.038；2 组与
3 组比较，P=0.749）。各组侵袭性肿瘤（Knosp>2 级）占比分别为 25%、55%和 45%。在并发
症发生率方面，尿崩症、腰椎引流、感染和电解质紊乱无明显差异，特别是术后第 1 组和第 3 组的
脑脊液漏例数（P=0.08）。
结论 这项研究表明，在激素缓解率达到国际水平之前，大约要经历 40 例肢端肥大症手术的学习曲
线。神经内镜下手术治疗肢端肥大症有着显著的优越性，无论是激素缓解率还是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率。随着手术病例的积累，生化缓解率逐渐增加，因此神经外科医生应通过学习曲线来获得理想的
手术疗效。

PU-031

经鼻蝶入路神经内镜切除复发性垂体腺瘤 29 例临床分析
王斌,程宏伟,洪文明,周律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经鼻蝶窦入路神经内镜下手术治疗复发或再生长性垂体腺瘤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经鼻蝶窦入路神
经内镜下手术治疗复发或再生长性垂体腺瘤 29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29 例患者中男性 11 例，女性
18 例。年龄 32～69(45.3)岁。垂体腺瘤最大径 1.8～4.7cm。Knosp 分级 l～2 级 13 例，Knosp3
级 9 例，Knosp4 级 7 例。无功能垂体腺瘤 15 例，功能型垂体腺瘤 14 例。患者术中均接受神经导
航辅助。术后进行神经影像、内分泌及视力检查进行随访评估。统计分析内镜治疗垂体腺瘤的手术
疗效，观察分析其肿瘤切除情况、手术并发症及其手术安全性等等情况，以明确神经内镜经鼻蝶手
术是否适合复发性或再生长性垂体腺瘤。
结果 随访时间 1～32(15.3)个月。本组患者，内镜手术全切 19 例(65．5％)，大部切除 7 例
(24．1％)，部分切除 3 例(10．4％)，术后患者视力改善率 76．5％(13／17)，内分泌治愈率
35.7％(5／14)。术后短暂脑脊液鼻漏 2 例，无永久性脑脊液鼻漏。短暂性尿崩 5 例，无永久性尿
崩。无死亡或者植物生存等严重并发症。
结论 经鼻蝶窦入路神经内镜下切除复发或再生长性垂体腺瘤是一种安全可靠并有效的方法。

PU-032

神经内镜下经蝶垂体瘤手术鼻腔填塞的护理体会
王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近年来,随着微侵袭神经外科的飞速发展,内镜技术的引入和应用,我国神经外科医生也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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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采用这种手术方式,并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手术时通过鼻腔这个生理通道,经最短的路径,到
达手术部位.但此类手术操作,会对鼻腔黏膜及结构有一定的损伤,并且术后鼻腔与颅内相通,极易造成
颅内感染的严重并发症.同时术后鼻腔填塞改变了患者的呼吸方式,由此带来饮食、睡眠等系列护理
问题.总结经神经内镜下经鼻蝶窦入路垂体瘤切除术鼻腔护理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收治的垂体瘤患者 60 例.男 33 例,女 27 例；年龄
18-62 岁,平均 40.3 岁.病程 0.5～7 年,平均 3.5 年.其中闭经或月经紊乱 20 例次,泌乳 18 例次,视力
下降,视力视野改变 27 例次,肢端肥大 8 例次,向心性肥胖、痤疮 3 例次,合并糖尿病 5 例次,尿崩 3 例
次,其中 3 例为复发性垂体瘤.60 例患者均行 MRI 及 CT 检查,肿瘤大小 1.0～4.2 cm.手术方式均采
用内镜下经鼻腔蝶窦入路切除垂体瘤,术毕鼻腔填塞碘仿纱条或膨胀海绵一根,其中颅底重建患者术
后填塞碘仿纱条,一般 7 天左右拔除.其他患者填塞膨胀海绵,术后 2 天左右拔除.60 例患者中 55 例填
塞膨胀海绵,5 例患者填塞碘仿纱条.术前进行鼻腔的评估,滴药备皮,呼吸的训练；术后对鼻腔渗液的
观察及填塞带来的气道的影响,睡眠,营养,感染等护理问题进行护理干预,以及出院前鼻腔护理指导的
方法.
结果
60 例采用内镜下经蝶垂体瘤切除术患者,术前术后对鼻腔填塞产生的护理问题进行干预,术
后完全恢复 49 例,尿崩症 6 例,脑脊液漏 5 例,经二期硬脑膜漏修复,术后完全恢复,未发生术后死亡病
例.未有 1 例因鼻腔护理不当发生鼻腔出血,颅内感染等相关并发症.
结论
神经内镜经蝶窦入路垂体腺瘤切除手术是先进的技术,该术式具有损伤小、手术时间短、
并发症少及术后康复时间短等优点.手术的成败与护理配合质量密切相关,我们必须熟悉鼻腔及蝶鞍
区解剖结构,充分做好患者术前、术后鼻腔的护理,预防并发症,促进患者早日痊愈.

PU-033

pituitary adenomas invading the cavernous sinus
耿素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Objective To validate the utility of endoscope in endonasal endoscopic surgery for nonfunctioning pituitary adenomas invading the cavernous sinus.
Methods We performed 9 endonasal endoscopic operations for non-functioning pituitary
adenomas invading the cavernous sinus( Knosp grade Ⅰ - Ⅱ 4 cases, Knosp grade Ⅲ - Ⅳ 5
cases).we operated through the postero-superior and/or anterolateral
corridor of the cavernous carotid artery (CCA) to remove pituitary adenomas invading the
cavernous sinus.
Results Near total resection (90–95% volume removed) in 2 cases, and gross total resection
(>950% volume removed) in 7 cases. Pre-operative cranial neuropathies and visual field defects
were improved in all patients.

PU-034

MR850 湿化系统对经鼻蝶入路垂体瘤
切除术后患者氧疗效果观察
于倩
天津市环湖医院

目的 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后患者鼻腔填塞物较多，普遍存在呼吸困难，由于不习惯经口呼
吸，术后呼吸舒适感较差，同时存在血氧饱和度下降，严重者导致低氧血症及脑缺氧，影响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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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加温湿化高流量气道方式（HHHF）通过非密闭面罩将经过加温湿化空氧混合气体以最佳流量
直接送达口鼻腔，提高患者血氧浓度，改善缺氧症状，减轻肺感染，及早康复。
方法 选用费雪 MR850 湿化系统，分别随机选取 2018 年 50 例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后患者作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给予 HHHF 吸氧方式给予面罩湿化高流量氧疗，对照组采用传统面罩
吸氧，配合常规围手术期护理，观察患者血氧指标及肺功能情况。
结果 两组氧疗 72 小时后 PaO2、SpO2、胸片及痰液情况比较，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
结论 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后患者给予面罩 HHHP,可以很好的改善术后患者通气，氧分压及
血氧饱和度可维持较高水平，患者痰液有效减少，降低肺感染。

PU-035

禁食进饮在神经外科 ERAS 护理中的应用
曹娅妮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禁食进饮在神经外科 ERAS 患者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减少创伤应激、减少并发症，
加速康复器官功能。
方法 不彻夜禁食、术前 6 h 禁食固体饮食，术前 2 h 禁食清流质，手术 2 h 前饮用 400 ml 含
12.5%碳水化合物的饮料，术后 4h 进水，术后 6h 进食，建立系统化的健康教育项目，提高患者
ERAS 治疗的依从性和有效性，准确的患者营养评估，保证饮食调整的准确以及不良反应的观察与
护理。
结果 32 例患者中 28 例术后 3-4 天出院，4 例 7 天出院。
结论 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指为使患者快速康复，在围手术
期采用一系列经循证医学证据证实有效的优化处理措施下，以减轻患者心理和生理的创伤应激反
应，从而减少并发症，缩短住院时间，降低再入院风险及死亡风险，同时降低医疗费用。

PU-036

顿服中等剂量溴隐亭在非急症性
泌乳素型垂体腺瘤患者的疗效分析
王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顿服中等剂量溴隐亭（bromocriptine BRC）对非急症性泌乳素型垂体腺瘤患者治疗的意
义。
方法 入组病例为诊断明确泌乳素型垂体腺瘤，临床上排除其他疾病导致泌乳素变化。均予前一天
18 时顿服溴隐亭 5mg，分别于服药后 2h、3h 和 12h 检测血 PRL 水平，运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
分析。
结果 所有患者均按时服药并按照设计时间采血检测 PRL 数值。其中 2h 后 PRL 下降率≥50% 26
例、PRL 达正常 1 例，3h 后 PRL 下降率≥50% 35 例、PRL 达正常 9 例，12h 后 PRL 下降率
≥50%40 例、PRL 达正常 19 例；其中女性患者在各个时间段的 PRL 下降率≥50%和 PRL 达正常例
数均高于男性患者，PRL 初始值大小对于药物疗效有一定影响。
结论 顿服中等剂量溴隐亭后观察泌乳素的变化规律对于早期判断口服溴隐亭治疗非急症性泌乳素
型垂体腺瘤的临床疗效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有利于患者个体化治疗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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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7

垂体瘤合并未破裂动脉瘤的临床特点和治疗策略探讨
张庆九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分析垂体瘤合并动脉瘤患者的临床特点并对其治疗方法进行探讨。
方法 对于垂体瘤合并颅内未破裂动脉瘤患者，先于神经外科血管介入组行血管内介入治疗颅内动
脉瘤，再经神经内镜专业组分期行经鼻蝶垂体腺瘤切除术。
结果 9 例患者均顺利进行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垂体腺瘤切除术，8 例肿瘤予以全切，1 例次全切。9
例无严重并发症发生，尤其是无颈内动脉瘤破裂导致的大出血的发生。1 例介入治疗后发生支架内
血栓形成，及时予以溶栓处理，后复查头颅 ct 提示一侧基底节梗死，造成患者肢体偏瘫，经对症
治疗后好转。患者在等待垂体瘤切除手术期间，无不良肿瘤相关并发症发生。最短手术间隔期为 3
天，最长为 3 个月，中位间隔时间为 3 天。
结论 对于垂体瘤合并未破裂动脉瘤患者，先行动脉瘤弹簧圈栓塞术然后行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垂体
瘤切除手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

PU-038

单纯神经内镜辅助下经鼻蝶鞍区占位病变手术切除范围扩展探讨
危兆胜,王志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分析单纯神经内镜辅助下扩大经鼻蝶入路切除鞍区、鞍上区及斜坡后占位的可行性。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2018 年 12 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收治的鞍区及鞍上区占位性病变
25 例，均经颅脑 MRI 检查证实，并经单纯神经内镜辅助下扩大经鼻蝶入路切除占位，25 例患者术
后均行 MRI 或 CT 复查，其中 20 例为常规经鼻蝶入路即可切除的鞍区病变，5 例为需通过扩大蝶
窦，切除筛窦，磨除鞍结节、蝶骨平台、双侧视神经管、颈内动脉隆起，达双侧视神经-颈内动脉
外侧隐窝，暴漏海绵窦或视交叉及三脑室底部，进而切除肿瘤，分析疗效，结果及并发症情况。
结果 25 例患者中，20 例为常规经鼻蝶入路可切除病变的鞍区占位，术后占位切除完全，1 例发生
术区出血，2 例发生脑脊液漏，无颅内感染及死亡。5 例为复杂鞍区或鞍上区占位病变，1 例为巨
大垂体瘤，侵入双侧海绵窦，包裹颈内动脉；1 例为侵入单侧海绵窦垂体瘤；1 例为多次手术后复
发侵入海绵窦垂体瘤；1 例为经额颅咽管瘤切除术后复发颅咽管瘤（纯三脑室型）；1 例为巨大囊
实性颅咽管瘤，自垂体柄生长至三脑室达丘脑以上。该 5 例均行扩大经鼻蝶入路，并取大腿肌筋膜
修补鞍底。术后复查 MRI 肿瘤切除干净，3 例发生脑脊液鼻漏，腰大池引流后痊愈，1 例损伤颈内
动脉，无颅内感染及死亡。
结论 当前鞍区占位病变治疗大部分采用外科治疗方式，由最初的开颅手术发展至经蝶入路，在治
疗效果上显著提升，神经内镜可以“贴近”全景式观察，其对细微结构的观察更为细致、清晰，并且
“绕过”神经、血管结构，观察其后的结构，在临床应用中可提高手术疗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而
现今单纯神经内镜辅助下的治疗范围不断扩展，经临床实践证明，扩大经鼻蝶入路切除鞍区占位安
全可行，并依仗其独特的优势，可重点观察重要组织，做到严密的保护的同时，不遗留视野死角，
可对肿瘤进行良好的暴漏和切除，对肿瘤清除效果好，并发症少，故单纯神经内镜辅助下鞍区病变
的切除可达鞍上区、额低、三脑室内、斜坡后，甚至通过软镜和手术器械的发展，达到更深层面的
切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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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9

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治疗侵袭性垂体腺瘤
杨坤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77 例头颅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诊断为 IPA 患者
的相关临床资料，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 77 例影像学诊断为 IPA 患者的临床资料。男 39 例，女 38 例：年龄 31～69 岁，平均 42.7
岁。病程 3～26 月，平均 11.2 月。临床表现：⑴视力视野损害：70 例，均有视野缺损；⑵内分泌
异常：月经异常 7 例；性功能障碍 31 例；停经泌乳 2 例；甲状腺功能亢进 1 例；肢端肥大 14
例；⑶其他：头痛或伴有头晕 13 例。术前影像学诊断标准：根据头颅 MRI，采用 Hardy-Wilson 分
级、分期标准（Ⅲ、Ⅳ级、C～E 期可诊断为 IPA）和 Knosp 分级标准（3 级、4 级为 IPA）。
手术方法：显微镜或神经内镜经鼻蝶窦入路切除垂体腺瘤；术中观察肿瘤与周围组织结构的关系；
肿瘤组织常规行病理学检查。肿瘤切除程度肿瘤切除程度依照术后 1 天 MRI 平扫及增强影像结果
评判，全切除为未见肿瘤残留，次全切除为残留肿瘤小于原肿瘤 10%，部分切除为残留肿瘤超过
10%。分析其中 75 例经鼻蝶手术治疗病例的影像资料、术中所见、病理结果及治疗效果。
结果 影像学：Hardy-Wilson 分级、分期：3 级 15 例，4 级 7 例，C 期 4 例，D 期 1 例，E 期 73 例
（见表 1）；Knosp 分级：2 级 4 例，3 级 67 例，4 级 6 例（见表 2）。手术所见：经鼻蝶手术治
疗 75 例。Knosp3 级患者中，12 例为单纯压迫海绵窦；4 例 Knosp4 级患者均侵犯海绵窦。肿瘤切
除程度：肿瘤全切除 56 例，次全切除 17 例，部分切除 2 例。病理检查结果：59 例患者 Ki67 增值
指数＞3%：Knosp2 级 3 例，Knosp3 级 52 例（术中诊断 Knosp 3 级的有 49 例），Knosp4 级 4
例。其他治疗及随访：2 例 Knosp4 级病例为泌乳素（prolactin，PRL）腺瘤，药物治疗。术后伽
马刀治疗 13 例（次全切除者 11 例，部分切除者 2 例）。随访 6～36 月，复发 13 例，均为 Ki67
增值指数＞3%病例，再次手术：全切除 2 例，次全切除 9 例（3 例曾行伽马刀治疗），部分切除 2
例。
结论 IPA 的诊断，应综合影像学检查、术中所见和病理学结果判定；其手术全切率偏低，术后复发
率较高，治疗应采取手术切除，结合放射治疗和药物治疗，严密随访。

PU-040

粘膜瓣制作及颅底脑膜缝合在垂体大腺瘤经鼻内镜手术
合并术中脑脊液漏患者鞍底重建中的效果评价
续岭,肖顺武
遵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手术治疗垂体大腺瘤合并低到中流量脑脊液漏，采用粘膜瓣制作
或颅底脑膜缝合在鞍底重建中的效果评价。
方法
总结我院神经外科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8 月我科采用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手术治疗垂体大腺
瘤，术中合并低到中流量脑脊液漏，早期采用粘膜瓣制作用于鞍底重建 48 例，后期熟练掌握缝合
技术后采用颅底脑膜缝合鞍底重建 29 例，术前患者均行垂体 MRI 平扫+增强、副鼻窦 CT 及相关
激素检验，采用全麻下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切除肿瘤，双人四手操作。
结果 术后两组患者均无术后鼻腔大出血、无颅内感染、无术区出血、无视力下降。粘膜瓣组患者
嗅觉明显减退或鼻部不适有 13 例，脑脊液漏 2 例；颅底脑膜缝合组嗅觉明显减退及鼻部不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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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脑脊液漏 1 例。3 例脑脊液漏患者经腰大池置管引流 7-10 天拔管后脑脊液漏停止。
结论 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手术治疗垂体腺瘤可充分暴露肿瘤，肿瘤切除满意，粘膜瓣制作及颅底
脑膜缝合在鞍底重建中效果满意，手术时间无差异，术后并发症少，但粘膜瓣组术后可能会引起明
显的鼻部不适，颅底硬膜缝合在垂体大腺瘤手术合并低到中流量脑脊液漏患者中进行鞍底重建是较
为可靠的。

PU-041

SSTA 疗效与 PKCδ 相关信号通路的相互作用
及其与 gsp 癌基因的关系
陈曦,王占祥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究 SSTA 疗效与 PKCδ 相关信号通路因子的关系，及其与 gsp 癌基因的联系
方法 使用 SSTA 干预原代培养的人垂体 GH 腺瘤细胞，GH-Elisa 检测各实验分组细胞分泌 GH 水
平变化，CCK-8 检测各实验分组细胞活性变化，Western blot 检测 PKCδ、CREB、ERK1/2 蛋白
磷酸化水平变化。同时筛选 20 例体内及体外 SSTA 抑制效果一致的垂体 GH 腺瘤患者资料，通过
PCR 法检测 gsp 突变情况。
结果 20 例样本中，SSTA 有效 13 例，其中 gsp 癌基因阳性 6 例，阴性 7 例；无效 7 例，均为
gsp 癌基因阴性。gsp 癌基因（+）病例组 GH 分泌抑制效果优于 gsp 癌基因（-）病例组，但进一
步行 χ2 检验示 p 值 >0.05，提示 gsp 阳/阴性样本间 SSTA 有效率差别无统计学差异。使用 SSTA
干预原代培养的人垂体 GH 腺瘤细胞后，细胞 GH 分泌及活化增殖水平下降，同时 p-PKCδ、pCREB 以及 p-ERK1/2 均呈不同程度下降趋势
结论 SSTA 作用于原代培养的人垂体 GH 腺瘤细胞后，细胞的 GH 分泌及增殖活性下降水平存在
个体差异，同时 p-PKCδ、p-CREB 以及 p-ERK1/2 均呈不同程度下降趋势。使用 SSTA 药物后，
gsp 癌基因（+）病例组 GH 分泌抑制效果优于 gsp 癌基因（-）病例组，但就本组病例而言，尚不
能认为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鉴于不同原代样本间存在较大个体差异，上述结论尚需扩充例数
以便进一步研究证实。

PU-042

Evaluation of Surgical Freedom for One-and-a-half
Nostril, Mononostril and Binostril Endoscopic
Endonasal Transsphenoidal Approaches
杨进 1,文国道 2,马驰原 1
1.东部战区总医院
2.东莞市东华医院

Objective To determine which of the one-and-a-half nostril(OETA), mononostril(META) and
binostril(BETA) endoscopic endonasal transsphenodial approach provide a superior flexibility
during surgery
Methods The three approaches were measured orderly under neuronavigation system on 10
silicon-injected cadaveric heads to assess surgical freedom and attack angle for sella
Results The OETA offered greater surgical exposed area and flexibility at pituitary center, the
right medial optic carotid recess (R-mOCR), the left mOCR, the medial intersection of the right
cavernous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and upper margin of clivus (R-mICC) than that of the META,
similar to that of the BETA. For sagittal angle of attack to the R-mOCR, R-mICC, and L-mO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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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ETA can provide better angular freedom for surgeon than the META. The OETA had the
same axial attack to pituitary center with the BETA
Conclusion The OETA has similar exposed area, surgical freedom and attack angle for most
anatomic targets to the BETA, and obviously superior to the META

PU-043

侵袭海绵窦垂体腺瘤的神经内镜手术
吴南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鼻切除侵袭海绵窦垂体腺瘤的方法与疗效。
方法 从 2014 年至今共完成垂体腺瘤神经内镜手术 669 例，术前根据影像学上 Knosp 分级 195
例。其中 I 、 II 级 137 例，III 、 IV 级 58 例。术中切除肿瘤并判断海绵窦侵袭状况，术后复查磁共
振判断切除程度。
结果 Knosp I 、II 级影像学上与术中判断的海绵窦侵袭差异加大，39.4%患者仅为海绵窦推挤或仅
累及海绵窦内侧壁。有真性海绵窦侵袭者采用沿肿瘤侵入通道切除、打开海绵窦内侧壁、打开海绵
窦前壁等策略切除，总体全切率 51.3%，侵袭海绵窦外侧间隙者全切率低。术后脑脊液漏 1 例，颅
神经损伤 1 例，未出现颈内动脉破裂者。
结论 根据影像学 Knosp 分级 I 、 II 级判断垂体瘤海绵窦侵袭不完全可靠。神经内镜下经鼻入路通
过打开海绵窦侧壁与前壁切除真性海绵窦侵袭的垂体腺瘤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PU-044

神经外科住院垂体腺瘤数据库及预后相关性分析
何永生 1,张孙鑫 2,1,陈隆益 1,唐健 1,陈勇 1,黄光富 1
1.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2.遵义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手术切除与伽玛刀治疗后垂体腺瘤的疗效、并发症及相关因素，为合理个体化外科治疗
提供资料。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四川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手术切除或（和）伽玛刀
治疗的垂体腺瘤的临床与随访资料。
结果 （1）495 例垂体腺瘤男女比为 0.86:1，且女性平均发病年龄早于男性（P=0.041）；以非功
能 腺 瘤 （ 44.04% ） 和 PRL 瘤 （ 23.23% ） 为 主 ； 神 经 压 迫 症 状 常 见 ； 影 像 学 上 以 小 腺 瘤
（41.62%）和大腺瘤（37.58%）为主，男性平均直径大于女性（P=0.002），Knosp 0 级为主
（ 48.48% ） ， 视 路 受 压 多 见 （ 72.73% ） ； （ 2 ） 伽 玛 刀 治 疗 79 人 ， 术 后 肿 瘤 有 效 控 制 率
92.40%，视觉改善率 63.64%，内分泌缓解率 63.27%，术后并发症率 7.59%，以垂体功能低下
（6.33%）为主。（3）手术治疗 416 人，术后视觉改善率 56.39%，内分泌缓解率 76.74%，术后
并 发 症 率 33.89% ， 依 次 为 垂 体 功 能 低 下 （ 18.27% ） 、 尿 崩 症 （ 12.02% ） 和 脑 脊 液 漏
（7.93%），手术后并发症率（P=0.039）、住院费用（P=0.000）及住院时间（P=0.000）均高于
伽玛刀；（4）经蝶内镜手术较经蝶显微手术术后垂体功能低下、尿崩症、脑脊液漏、颅内感染的
发生率和住院天数及费用相对较高，但内镜组术前垂体功能低下和侵袭性肿瘤较多（P<0.05）；
（5）年龄、瘤体大小和瘤体破坏周围骨质是视力视野改善的影响因素。（6）术前垂体功能低下和
瘤卒中是外科治疗后垂体功能低下的危险因素。
结论 （1）垂体腺瘤女性多于男性，以非功能腺瘤和 PRL 瘤为主，多表现为压迫症状，以小腺瘤
和大腺瘤为主，男性肿瘤大于女性，Knosp 分级以 0 级为主，但肿瘤压迫视交叉多见；手术和伽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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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均可有效控制肿瘤体积并降低激素水平，改善患者视觉障碍，手术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住院费用
及住院天数均高于伽玛刀患者；（2）功能性腺瘤手术治疗视觉障碍、较大肿瘤、瘤卒中和囊变较
伽玛刀多见，其尿崩症和脑脊液漏发生率、住院时间和费用较高；（3）经蝶内镜手术较经蝶显微
手术术后垂体功能低下、尿崩症、脑脊液漏、颅内感染的发生率和住院天数及费用相对较高；
（4）年龄小、瘤体直径小及瘤体未破坏周围骨质的患者视力视野改善佳；（5）术前垂体功能低下
和瘤卒中者容易出现术后垂体功能低下；（6）垂体瘤合理个体化治疗与智能优化有待进一步研
究。

PU-045

术中 MRI 辅助神经内窥镜下经鼻蝶手术切除大型垂体腺瘤
李杰,王汉东
东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内窥镜作为一种微创外科技术在经鼻蝶垂体瘤手术中的应用逐渐增多, 但在蝶窦腔异常发育、
大型侵袭性垂体腺瘤的病例中进行内窥镜经鼻蝶手术仍有一定难度，容易出现术中定位错误，向鞍
上、鞍旁、海绵窦发展、边界不规则的肿瘤术中容易残留。而术中磁共振成像（intraoperativ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iMRI)系统是先进神经外科手术辅助设备，能够提供更为客观的术
中评估信息，是一种很好的术中质量控制手段，可在术中有效判断肿瘤的切除程度及病变与周围功
能结构的毗邻关系。能否利用 iMRI 影像导航实现最大限度切除垂体腺瘤且对周围正常组织功能损
伤最小的目标，值得期待。本文总结应用 iMRI 辅助引导内窥镜下垂体腺瘤手术经验，探讨运用
iMRI 辅助大型垂体腺瘤内窥镜下手术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本组 26 例，男 11 例，女性 15 例，首次发现垂体腺瘤 22 例，手术后复发或残留垂体腺瘤 4
例。按照术前ＭＲＩ提示的肿瘤形态，根据Ｋnosp－Steiner 的颈内动脉连线分类法诊断侵袭性垂
体腺瘤 10 例，非侵袭性垂体腺瘤 16 例。肿瘤最大径 14-50 mm，其中，最大径≤3０mm 14 例，
最大径＞3０mm 12 例。均在 iMRI 系统辅助下行肿瘤内镜下切除术。手术操作流程与常规经鼻蝶
内窥镜手术基本相同。内镜下磨开蝶窦,显露鞍底。鞍底开窗后,切开硬脑膜,分别以刮匙、吸引器或
组织钳清除肿瘤并严密止血。对鞍隔下降不满意或有囊变者则将内窥镜伸入术腔检查有无残留垂体
腺瘤，并切除残余肿瘤。术中行 MRI 扫描 1~2 次，如术中扫描提示肿瘤残留，则借助 iMRI 定位并
指导手术，将内窥镜伸入术腔再次切除残余肿瘤。
结果 iMRI 扫描发现肿瘤残留者 10 例，其中 8 例(30.7%)做进一步切除；经 iMRI 再次扫描证实其
中 5 例达全切除，另 3 例达次全切除；最终 21 例肿瘤获全切除，5 例肿瘤达次全切除，肿瘤的全
切率从 61.5％提高到 80.7％，未发现与 iMRI 相关的并发症。
结论 iMRI 与内窥镜技术结合，可减少术中肿瘤残余，避免术中损伤鞍区周围的重要血管神经结
构，从而在提高手术的精确性和安全性的同时，提高肿瘤的全切率；iMRI 导航技术与神经内镜技
术两者相辅相成，将成为微侵袭神经外科一个新的亮点。

PU-046

内镜扩大经鼻入路切除三脑室颅咽管瘤的临床应用
周跃飞,高大宽,刘卫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颅咽管瘤多位于中线结构，肿瘤进展较为缓慢，症状常常隐匿而不易被察觉，临床表现复杂
多样，主要表现为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异常。手术切除仍是目前的首选治疗方式,也一直是现
代神经外科挑战性手术之一。总结分析我科采用内镜扩大经鼻入路切除三脑室颅咽管瘤的效果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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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探讨经鼻入路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5.02～2018.08 采用扩大经鼻入路切除三脑室颅咽管瘤病例资料 6 例。采
用经蝶骨平台和鞍结节入路，通过视交叉上、终板间隙切除肿瘤，术后采用原位骨瓣行颅底重建，
统计分析肿瘤切除程度、术后尿崩症、电解质紊乱、垂体功能低下、脑脊液漏、颅内感染、生活质
量和视力变化等情况。
结果 术后所有病理证实均为颅咽管瘤，肿瘤完全切除，术中垂体柄完全保留，术后早期电解质紊
乱 4 例，尿崩 5 例，垂体功能减退 3 例，甲状腺功能减退 4 例。术后均未行腰大池置管，未见颅内
感染的发生。
结论 通过切除中鼻甲、蝶窦前壁和后组筛窦，充分磨除颅底骨窗能更加有效的切除鞍上池肿瘤。
通过视交叉上、终板造瘘可以顺利切除纯三脑室内的颅咽管瘤。扩大经鼻入路切除三脑室内病变在
切除率和术后并发症方面显示出一定的优势。采用人工生物膜、原位骨瓣和带蒂鼻中隔黏膜瓣多层
修补，可以有效减少脑脊液漏的发生，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加速康复。内镜扩大经鼻入路颅咽管
瘤术后，颅底原位骨瓣是一种有效的重建方式，临床应用前景好，可以尝试临床推广。

PU-047

神经内镜扩大经蝶入路治疗成人鞍上颅咽管瘤
邓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分析神经内镜下扩大经蝶入路治疗成人鞍上颅咽管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该研究回顾性分析了从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本中心 33 例神经内镜扩大经蝶入路治疗
成人鞍上颅咽管瘤的病例。颅咽管瘤均为鞍上，30 例为初治病例，3 例为复发病例，术中采用神经
内镜扩大经蝶入路手术，切除肿瘤后均用脂肪栓子+多层修补法进行颅底重建。术者均为同一组有
经验的神经外科医生。
结果 手术效果：肿瘤全切除率 31/33（93.9%），其中初治组 30/30（100%），复发组 1/3
（33.3%）。视力视野改善 21/33（63%），术后视力下降 2/33（6.06%），术后颅内感染 2/33
（6.06%），术后脑脊液漏需再次手术修补 1/33（3.03%）。 2 例在随访期复发。
结论 神经内镜扩大经蝶入路治疗成人鞍上颅咽管瘤的安全性、有效性是可靠的。复发的颅咽管瘤
手术效果明显较初治病例下降。

PU-048

额底纵裂入路与翼点入路切除鞍上型颅咽管瘤的临床比较
张小广,方树民,赵德昌,马建功,任虹宇,司昊天,王晓斌,何承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经额底纵裂入路和翼点入路，比较两种手术入路对鞍上型颅咽管瘤的治疗，为切除鞍上
型颅咽管瘤提供治疗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6 例经额底纵裂入路手术和 16 例经翼点入路的鞍上型颅咽管瘤病人的临床资
料。其中男 19 例，女 13 例；年龄 9～48 岁，平均 28.6 岁。复发时间 10 个月～3.6 年。均行 CT
或 MRI 平扫+增强检查，7 例行 CTA。均经手术和病理检查确诊。
结果 全部病例均在全麻下进行，额底纵裂入路全切肿瘤 12 例（75%），次全切肿瘤 3 例
（18.75），囊内减压 1 例（6.25%）；翼点入路全切肿瘤 10 例（62.5%），次全切除肿瘤 5 例
（31.25%），囊内减压 1 例（6.25%）；视力改善比较，额底纵裂入路 15 例（93.75%），翼点
入路 14 例（87.5%）；术后尿崩比较，额底纵裂入路 15 例（93.75%），翼点入路 1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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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5%）；术后电解质紊乱比较，额底纵裂入路 12 例（75%），翼点入路 11 例（68.75%）。
结论 经额底纵裂入路与翼点入路均为显微外科手术，是鞍上型颅咽管瘤主要的手术方式，能够改
善患者视力、视野等情况，可阻止患者内分泌水平的进一步恶化，但一部分患者的内分泌已有症状
改善不明显。额底纵裂入路与翼点入路在鞍上型颅咽管瘤手术全切率比较存在差异（P=0.049），
但在术后并发症发面无明显差异。可能与额底纵裂入路显露的鞍区结构要优于经翼点入路， 具有
手术视野盲区少、重要结构显露充分、安全性高等有关，在鞍上型颅咽管瘤手术中，额底纵裂入路
较翼点入路更有优势。

PU-049

基于颅咽管瘤 QST 分型的内镜经鼻手术治疗
樊俊,刘忆,潘军,彭玉平,彭俊祥,聂晶,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评价内镜下经鼻扩大经蝶入路在治疗颅咽管瘤中的应用。
方法 2017 年 1 月自 2018 年 6 月，共 18 例患者在南方医院神经外科行内镜下经鼻扩大经蝶入路颅
咽管瘤切除术。所有患者均为原发肿瘤，患者术前常规行术前检查，包括视力视野评估、内分泌评
估。术前 3 天患者予以鼻腔准备，同时予以泼尼松 15mg/日进行激素补充。手术均由同一术者完
成，采用双人三/四手技术。术后麻醉苏醒后进神经外科 ICU 进行进一步治疗。术后第二天评估患
者内分泌水平，同时每天复查两次血电解质水平，并详细记录每日出入量和每小时尿量。
结果 18 例患者，其中男 10 例，女 8 例。年龄 3.5-68 岁。术前根据 QST 分型对肿瘤进行分类，其
中 Q 型肿瘤 6 例，S 型肿瘤 4 例，T 型肿瘤 8 例。肿瘤最大直径 2.1-5.9cm。肿瘤分型与患者年龄
具有相关性，其中 Q 型肿瘤多为儿童及青少年患者。Q 型肿瘤症状主要以生长发育迟缓为主，S 型
肿瘤主要以视力改变为主，T 型肿瘤主要以脑积水、下丘脑功能障碍为主。所有手术均达到全切
除。手术时间 280 分钟至 418 分钟。手术时长与肿瘤大小、肿瘤类型有关，其中 T 型肿瘤切除平
均时间最长。所有患者术中经过均较顺利，未发生血管破裂出血等意外。术中 4 例儿童颅咽管瘤患
者未留置鼻中隔粘膜瓣，采用自体筋膜和脂肪进行鞍底修补。其余患者均采用鼻中隔粘膜瓣联合人
工材料进行鞍底修补。术后除 4 例儿童患者外，所有患者常规留置腰大池引流。术后脑脊液漏发生
率 16.7%（3/18），其中 2 例再次行脑脊液漏修补。4 例儿童颅咽管瘤患者未见脑脊液漏。术后颅
内感染发生率为 11.1%（2/18），均通过持续引流脑脊液以及抗生素治愈。术后所有患者均出现单
轴或多轴垂体功能低下，其中 T 型肿瘤多轴垂体功能低下最为常见。术后所有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
电解质紊乱，早期以高钠血症为主，中晚期以低钠血症为主。电解质紊乱的时长 T 型肿瘤最长，S
型肿瘤最短。术后 2 例患者因脑积水为缓解，进一步行脑室腹腔分流术。出院前对所有患者视力进
一步评估，未出现视力较术前下降的患者。所有患者均顺利出院，平均住院时间 16.8 天，S 型平
均住院时间最短，T 型最长。
结论 内镜下经鼻扩大经蝶入路切除颅咽管瘤效果良好，主要风险为脑脊液漏、颅内感染等，QST
分型可以很好的对手术难度和预后进行预测。

PU-050

内镜下扩大经蝶鞍结节蝶骨平台入路颅咽管瘤手术
张川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颅咽管瘤是由外胚叶形成的颅咽管残余上皮细胞发展起来的一种颅内常见的先天性肿瘤。颅
咽管瘤可以起源于垂体-下丘脑轴的任何部位。肿瘤易复发。病理类型：成釉细胞型、乳头状鳞状

87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细胞型。临床表现为视力、视野障碍；内分泌症状；颅内压增高。手术治疗目前是首选治疗方式，
首次手术全切除肿瘤是临床医生努力的方向。随着近年来内镜技术和设备的进步，内镜下扩大经蝶
鞍结节蝶骨平台入路切除颅咽管瘤成为越来越多医生的选择。
方法 随着近年来内镜技术和设备的进步，内镜下扩大经蝶鞍结节蝶骨平台入路切除颅咽管瘤成为
越来越多医生的选择。优点：1.视角广、视角多、视野清晰、照明好，能躲开视神经、视交叉和颈
内动脉的遮挡，沿肿瘤长轴分离切除。2.可抵近观察、辨别重要解剖结构，重要结构显示清楚。3.
避免开颅对脑组织和颅神经的损伤，创伤小。缺点：1.污染通道手术，感染风险，颅内感染。2.脑
脊液漏，完善颅底重建技术。3.手术操作空间、自由度较小，需要内镜技术熟练。4.体积较大、偏
离中线 4cm 以上、复发和放疗后粘连的肿瘤切除困难。术前评估肿瘤与视神经、视交叉、颈内动
脉、垂体柄、下丘脑、脑干的关系；肿瘤与鞍隔、鞍结节、蝶骨平台的关系；蝶窦气化程度；视交
叉和垂体间距离；肿瘤质地，钙化情况；复发肿瘤非常重要。颅底修复是手术重要部分，多层重
建，带蒂鼻中隔粘膜瓣，碘仿纱条填塞支撑，腰大池引流。
结果 我们认为除三脑室内型和向中线旁延伸过远的颅咽管瘤，均可内镜扩大经鼻手术。
结论 内镜下扩大经蝶鞍结节蝶骨平台入路切除颅咽管瘤 j 将成为越来越多神经医生的选择。

PU-051

神经内镜下扩大经鼻入路切除
颅咽管瘤的临床研究（附 21 例临床报告）
贾艳飞,董志强,高振山,杨强,雒晓东,史哲,何栋钢,潘亚文,张新定,李强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经鼻扩大入路切除颅咽管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1 例在神经内镜下扩大经鼻入路切除颅咽管瘤的患者临床资料，结合国内外文献
对其肿瘤切除率、术中操作要点、术后并发症等进行研究。
结 果 21 例 患 者 中 术 后 死 亡 1 例 （ 4.8% ） ， 肿 瘤 全 切 16 例 （ 76.19% ） ， 次 全 切 5 例
（23.81%）。11 例（52.38%）术后患者未出现任何并发症，3 例(14.28%)出现脑脊液漏，保守治
疗后病情好转；2 例((9.52%))出现水钠电解质紊乱；4 例(19.04%)术后出现一过性尿崩，给予口服
弥凝后尿量控制良好。1 例(4.8%)术后感染，给予抗生素治疗控制良好。对 20 例出院患者随访发
现，18 例（90%）正常生活，1 例（5%）复发，1 例（5%）可疑复发，无出院后死亡患者。
结论 神经内镜下扩大经鼻蝶窦入路切除颅咽管瘤的安全、有效，强调显微外科操作、术中保护肿
瘤周围重要结构、术后积极防治并发症对提高患者手术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PU-052

神经内镜下联合神经导航扩大经鼻蝶入路
切除鞍上型及单纯脑室内型颅咽管瘤的可行性分析
王志刚,危兆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结合神经导航辅助下切除鞍上及单纯脑室内型颅咽管瘤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6 月-2018 年 12 月神经内镜联合导航下切除鞍上型及单纯三脑室内型颅
咽管瘤 13 例，术前均行 MRI 检查，结合术中影像及术后病例，明确为颅咽管瘤。其中 9 例为鞍上
型，4 例为单纯三脑室型。
结果 9 例鞍上型颅咽管瘤切除干净，术后未见脑脊液鼻漏，无颅内感染，4 例患者术后出现一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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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崩，口服弥凝后好转；4 例单纯三脑室内型颅咽管瘤切除干净，并全部寻找到肿瘤起源，术后未
见脑脊液鼻漏及脑脊液鼻漏，其中 1 例为经额颅咽管瘤切除术后 3 个月复发，再次内镜完整切除，
术后出现长期尿崩，予以长期口服弥凝。
结论 神经内镜下联合导航扩大经鼻蝶窦入路切除单纯脑室内型颅咽管瘤在完善的术前准备和精确
的定位下，可准确寻找手术入路，并识别肿瘤起源，可切除肿瘤起源，避免肿瘤复发，结合国内外
该入路治疗颅咽管瘤的文献及相关解剖进行讨论。颅咽管瘤的类型，内镜下分型：鞍内型、鞍内鞍
内型、鞍上型、鞍后型和单纯三脑室型，单纯三脑室内颅咽管瘤为内镜切除的禁忌症，因无进入脑
室内的自然通道，需打开终版，可能损伤神经及丘脑等组织，脑室内型颅咽管瘤推荐经额切除，但
是显微镜下容易因“死角”问题，不能做到肿瘤的全切，且很难准确判断肿瘤的起源地，造成肿瘤残
余，导致肿瘤复发。但是根据术者不同的经验及内镜技术的发展，结合神经导航的辅助下，可准确
识别视神经管/颈内动脉隆起/且更好的识别丘脑内侧缘，可避免在下丘脑-肿瘤界限区域盲目切除，
避免上述结构的破坏，且可根据肿瘤与视神经和漏斗的位置，选择不同的手术入路，极大的避免损
伤重要组织的可能性。颅底重建技术的发展极大降低术后脑脊液漏发生率,为手术提供了支持与保
障。其安全性、有效性均比较乐观。

PU-053

立体定向囊内注射干扰素 α 治疗颅咽管瘤的临床研究
于新,胡晨浩,刘辉,邹扬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经 Ommaya 囊注射干扰素（INFɑ）治疗颅咽管瘤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为临床治疗囊性颅
咽管瘤提供新的选择。
方法 2014 年 0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按照入选标准与排除标准共收治 116 例囊性颅咽管瘤患者，男
/女为 65/51，年龄为 42.32±21.09 岁。其中 92 例患者接受干扰素囊内治疗（实验组），24 例患者
行囊液抽吸术（对照组）。所有患者均行 Ommaya 囊植入术，实验组行渗漏试验后开始进行干扰
素囊内治疗，治疗后临床观察指标主要包括神经功能、视力视野、垂体内分泌、下丘脑功能、治疗
副反应、肿瘤控制率及无进展生存期。
结果 随访时长为 3—29 个月。整个研究组的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为 16.4(95%CI: 15.8-17.8)个月。
实验组 PFS 为 17.2（95%CI:15.8-19.6）个月，对照组 PFS 为 8.7（95%CI ：6.7-10.7）个月，两
组之间具有对比具有统计学差异。在实验组中 ACP 患者 PFS 为 17.1（95%CI:15.1-19.2）个月，
PCP 患者 PFS 为 17.4（95%CI：15.3-19.5）个月，但两组之间并无统计学差异。实验组中年龄
≤20 岁的患者(儿童组)与＞20 岁患者（成人组）进行比较，儿童组经干扰素治疗后 PFS 为 20.9
（95%CI ：17.9-23.9）个月，成人组经干扰素治疗后 PFS 为 16.5（95%CI ：15.0-18.0）个月，
两组之间对比无统计学差异。实验组中男性患者经干扰素治疗后 PFS 为 18.1(95%CI:16.0-20.1)个
月，女性患者经干扰素治疗后 PFS 为 16.5（95%CI：14.6-18.4）个月，两组之间对比无统计学差
异。实验组患者治疗前 N-CCSS、V-CCSS、P-CCSS、H-CCSS 及 E-CCSS 得分别 1.60±0.878、
2.41±0.721 、 1.23±0.597 及 2.01±0.457 ， 治 疗 后 为 1.58±0.64 、 2.19±0.794 、 2.64±0.899 、
1.23±0.597 及 1.77±0.786。本实验组中干扰素囊内注射治疗颅咽管瘤的肿瘤控制率为 75%，治疗
过程中最常见的副作用为发热、食欲不振及全身疲劳，但均为自限性。
结论 随访结果表明干扰素（INFɑ）囊内治疗囊性颅咽管瘤可获得较为理想的肿瘤控制率和可接受
的副反应发生程度和发生率，因此可作为一种有效，安全的治疗选择，但远期疗效尚需要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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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4

立体定向囊内注射干扰素 α 治疗颅咽管瘤的实验研究
邹扬帆,胡晨浩,刘辉,于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CCK-8 试验验证干扰素对体外颅咽管瘤细胞的抑制作用；探索干扰素对颅咽管瘤炎症反应的
影响
方法 胰酶消化法培养出颅咽管瘤肿瘤细胞后将其分为三个实验组，加入含 100U/ml、200U/ml 及
300U/ml 干扰素的培养液，对照组加入不含干扰素的培养液。观察不同时间细胞的凋亡；Elisa 法
测定不同时间 20 例干扰素治疗颅咽管瘤患者及 10 例未行干扰素治疗患者囊液中 α 防御素浓度(单
位：ug/L)
结果 干扰素组颅咽管瘤细胞较对照组细胞 OD 值减小，且药物浓度越高，OD 值越小；术前实验
组囊液中 α-防御素总浓度为 204.9±10.6,α 防御素 1、α 防御素 2、α 防御素 3 浓度为 112.8±12.5、
62.4±10.4、29.4±10.8。1 个月后 α-防御素总浓度为 29.7±3.7，α 防御素 1、α 防御素 2、α 防御素
3 浓度为 14.5±2.7、11.6±3.9、3.5±1.7。2 个月后 α-防御素总浓度为 13.7±4.5,α 防御素 1、α 防御
素 2、α 防御素 3 浓度为 8.3±4.2、3.3±0.8、2.0±0.5。3 个月后 α-防御素总浓度为 13.5±4.0,α 防御
素 1、α 防御素 2、α 防御素 3 浓度为 8.6±4.0、3.0±1.0、2.1±0.5。注射干扰素前与注射干扰素后
囊液后 α-防御素浓度具有统计学差异。对照组患者术前囊液中 α-防御素总浓度为 210.0±10.8,α 防
御素 1、α 防御素 2 及 α 防御素 3 浓度分别为 126.4±6.6、63.7±6.2、19.8±4.6 。1 个月后 α-防御
素总浓度为 105.9±15.2, α 防御素 1、α 防御素 2、α 防御素 3 浓度为 58.3±9.4、29.9±14.9、
17.6±5.3。2 个月后 α-防御素总浓度为 88.0±11.3,α 防御素 1、α 防御素 2、α 防御素 3 浓度为
49.4±8.6、24.7±10.3、13.9±5.2。3 个月后 α-防御素总浓度为 90.5±11.0,α 防御素 1、α 防御素
2、α 防御素 3 浓度为 51.6±7.5、26.3±8.8、12.7±5.2。统计结果 说明干扰素治疗后患者的 α-防御
素浓度低于未经干扰素治疗的患者
结论
培养液中干扰素浓度越高，颅咽管瘤细胞的增殖活力越弱；干扰素抑制肿瘤细胞分泌 α-防
御素证明其可减轻肿瘤与脑组织间的炎症反应，也证明干扰素对颅咽管瘤细胞具有抑制作用

PU-055

立体定向 125I 间质内放疗治疗胶质细胞瘤的临床研究
于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近年来立体定向 125I 籽粒间质内放射治疗胶质细胞瘤取得了肯定的疗效，但存在肿瘤靶区剂量
分布不合理及最佳治疗剂争议等，本研究目的为设计一套立体定向 125I 间质内放射治疗计划系统
(TPS)并进行临床应用研究。
方法 2008 年至 2015 年应用立体定向 I25 间质内放射治疗对 331 例胶质瘤病人。男 130 例，女
118 例。年龄 0.75-81 岁，平均 41.7 岁。病程：0.1~240 个月，平均 21.27。KR 评分：50-100
（平均 81.1）。低恶度星形细胞瘤（AS）97 例，间变性星形细胞瘤(AA)114 例，胶质母细胞瘤
(GBM)119 例。肿瘤体积 0.4-93.4 cm3(平均 26.0 cm3)。穿刺道数 1－4 个(平均 1.5 个)。每病灶
125I 籽粒数 1-27(平均 8.5 个)。肿瘤周边剂量 32-80Gy。
结果 术后 125I 籽粒位置不佳或移位 7 例；手术相关并发症 7 例：颅内出血 2 例，术中癫痫发作 1
例；神经系统症状加重 4 例。随访期 3-48 个月（平均 18.4 个月）。6 个月内肿瘤有效反应率为
100%，12 个月时 AS，AA 和 GBM 的局部肿瘤控制率分别为 76.5%，45.0%和 52.6%。肿瘤控制
率与肿瘤病理性质处方剂量和肿瘤体积具有相关性。患者的平均生存时间为 29.7 月（95%CI 为
25.7-33.8 月），其中：AS,AA 和 GBM 的平均生存时间和 95% CI 分别为 22.1 个月和 19.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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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21.7 个月和 18.9-24.5 个月、25.8 个月和 17.2-34.5 个月。
结论 本研究中应用的立体定向 125I 籽粒植入间质内放射 TPS 完全满足临床需求。立体定向 125I 籽
粒内间质内放疗治疗胶质细胞瘤可获得较为理想的局部肿瘤控制率和生存时间，并发症发生率较
低，因此是有效和安全的。疗效影响因素包括胶质瘤的病理性质，处方剂量和肿瘤体积。

PU-056

Determination of tumor stem-like cells and their
path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adamantinomatous
craniopharyngioma
刘忆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Objective To study whether nuclear β-catenin-containing cells in human ACP poss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umor stem cells
Methods Primary ACP cells were cultured from 12 ACP samples. ACP stem-like cells (CSLC)
showing CD44 positivity were isolated from the cultured primary ACP cells by performing
magnetic-activated cell sorting. Tumor sphere formation ,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 stemness marker
expression , and multi-differentiation potential of the primary ACP cells and CSLC were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primary ACP cells, the cultured human CSLC formed tumor spheres
and expressed CD44 and CD133, Moreover, these cells showed nuclear translocation of βcatenin. Furthermore, the CSLC showed osteogenic and adipogenic differentiation capacities
compared with the primary ACP cells. The CSLC also showed tumor initiation capacity in human–
mouse xenografts.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SLC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CP development,
calcification, and cystic degeneration.

PU-057

颅咽管瘤患者围手术期护理
柳丽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讨论颅咽管瘤患者围手术期的临床表现，术后病情观察及护理
方法 采用显微镜技术行颅咽管瘤切除术患者 20 例，术后监测患者的神志，瞳孔，体温，记录 24h
出入量，观察患者口角及四肢抽搐。
结果 20 例患者顺利康复出院，生活质量好，术后恢复佳
结论 积极采取护理措施观察并发症及病情变化，有效患者的治疗效果

PU-058

影响鞍区颅咽管瘤外科手术疗效的相关因素（附 71 例报告）
王彬彬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影响鞍区颅咽管瘤手术治疗效果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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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8 月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71 例鞍区颅咽管瘤
患者的资料信息，包括患者的性别、年龄、首发症状、是否初发病例、肿瘤影像学特征、病理分
型、内分泌指标、手术入路、术中情况、术后并发症以及随访情况。手术均在显微镜下进行，其中
经翼点入路 40 例，经额下入路 14 例，经鼻蝶入路 7 例，经眶上外侧入路 5 例，经纵裂胼胝体穹
窿间入路 3 例，经眉弓锁孔入路 2 例。结果肿瘤全切除 47 例(66.2%)，次全切除 23 例(32.4%)，
部分切除 1 例(1.4%)。采用不同显微手术入路者术后并发症无明显差异(P >0 .05)。术中垂体柄保
留完好 16 例，术中未能识别或因肿瘤侵犯垂体柄将其一并切除 55 例。32 例患者术后视力明显改
善，39 例视力相仿或下降，术后尿崩 62 例，水电解质紊乱 42 例，内分泌功能紊乱 56 例，中枢性
高热 23 例，同侧动眼神经麻痹 6 例，意识障碍 10 例。随访 3~34 个月，平均 23.5 个月，无死亡
病例。肿瘤复发 13 例。
结果 在术前详细评估肿瘤位置、大小、生长方式及形态特征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进行
显微外科手术对颅咽管瘤患者是安全有效的。熟练的鞍区解剖及显微外科操作，重视视丘下部的保
护，是取得良好手术疗效的根本。
结论 在术前详细评估肿瘤位置、大小、生长方式及形态特征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进行
显微外科手术对颅咽管瘤患者是安全有效的。熟练的鞍区解剖及显微外科操作，重视视丘下部的保
护，是取得良好手术疗效的根本。

PU-059

颅咽管瘤的临床特点与显微手术治疗
吴喜跃,王硕彬,陈剑舞,梅文忠,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颅咽管瘤的临床特点与显微手术治疗。
方法 顾性分析 117 例经病理证实颅咽管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以探讨颅咽管瘤的临
床特点与治疗原则。
结果 117 例颅咽管瘤患者，14 岁及以下 35 例(29.9%)，14 岁以上 82 例（70.1%）；女性 46 例
（39.3%），男性 71 例（60.7%）。在显微手术下，全切除肿瘤 86 例（73.5%），次全切除 31
例（26.5%）。
结论 颅咽管瘤为胚胎残余组织肿瘤，文献多数报告儿童多见，但此组病例成人多见，男性多见。
诊断依据肿瘤 MRI、CT 特点，术前多数可明确诊断。颅咽管瘤首选显微手术切除，根据肿瘤生长
特点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熟练的显微手术操作技能是手术关键；预后与肿瘤是否全切除、是否并
发症相关；最常见并发症：尿崩症，电解质紊乱，垂体功能减退。

PU-060

In Situ Bone Flap（原位骨瓣）
在内镜扩大经鼻入路颅底重建中的应用
杨刚,王晓澍,霍钢,陈松,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In Situ Bone Flap（原位骨瓣）在内镜扩大经鼻入路颅底重建中的应用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87 例内镜下扩大经鼻入路手术的临床资料，对比是否采用原位骨瓣以及采用原位
骨瓣修补颅底中有无阔筋膜的使用情况，从术后脑脊液发生率、腰池引流的应用、颅底骨缺损大小
和影像学特征等方面分析原位骨瓣修补颅底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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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87 例经内窥镜扩大蝶窦手术患者术后脑脊液总漏率为 9.2%（8／87）。在最初 47 例未使用
ISBF 进行修复的患者中，术后 CSF 漏发生率为 14.8%（7/47）；采用 ISBF 修复颅底骨后，术后
CSF 漏发生率降至 2.5%（1/40），与最初 47 例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在 40 例使用 ISBF 患者
中，18 例患者无阔筋膜的患者均未发生术后脑脊液漏，与同时行 ISBF+阔筋膜瓣（1/22）的患者
统计无显著性差异。随访 2～28 个月，经矢状位和冠状位 CT 扫描显示 ISBF 逐渐愈合，无移位。
无与 ISBF 相关的神经血管并发症，如颈内动脉损伤、假性动脉瘤、视神经损伤或视力下降。
结论 在内镜扩大经鼻入路手术中，In Situ Bone Flap（原位骨瓣）重建颅底是安全、可靠的。有助
于进一步减少内镜扩大经鼻入路术后脑脊液漏以及颅内感染，尽可能恢复颅底解剖结构。

PU-061

神经内镜经鼻扩大鞍结节入路切除颅咽管瘤
王清,鲁晓杰
无锡市第二人民院

目的 初步探讨内镜扩大经鼻鞍结节入路切除颅咽管瘤的手术技巧，分析影响肿瘤切除程度、术后
并发症及内分泌缓解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二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8 例颅
咽管瘤的临床资料，所有病例均采用内镜扩大经鼻鞍结节入路。随访时间 6-34 个月，平均
（23±3.5）个月对术前影像、内分泌功能，术中内镜手术情况、术后视力、脑脊液鼻漏和垂体功能
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18 例患者中男性 8 例，女性 10 例，年龄 6-67 岁，平均 47.8 岁；视力视野障碍 12 例，垂体
功能低下 6 例；多尿 4 例；开颅术后复发者 4 例，肿瘤起源鞍下型 1 例，鞍内 3 例，起源垂体柄
11 例，起源于漏斗部 3 例；术前 CT 示钙化 12 例，囊性变 7 例；术中明确垂体柄保留 12 例，无
法辨认后切除垂体柄 6 例。内镜下证实完全切除肿瘤 12 例，大部分切除 6 例。术后 3 个月磁共振
检查完全切除肿瘤 15 例，大部分切除 3 例；在 11 例视力障碍患者中，8 例明显好转，2 例无明显
改善，1 例出现视力减退；在 10 例垂体功能低下的患者中，术后垂体功能改善者 5 例，术后仍垂
体功能低下者 5 例；1 例新发垂体功能低下患者。术后一过性颅神经障碍 2 例，术后 6 个月随访明
显好转；尿崩 2 例，予以药物维持控制良好；水电解紊乱 1 例，术后 6 个月明显改善；无脑脊液鼻
漏和其它并发症。
结论 神经内镜经鼻扩大鞍结节入路切除颅咽管瘤是一种可以选择的微创手术方法，该方法创伤
小，术中出血少，并发症发生率低；良好的团队协作是保证手术成功的重要因素。肿瘤钙化、肿瘤
位置和起源是影响切除的重要因素；术中垂体柄的保留与否不是影响术后多尿的决定因素；注意鞍
下型颅咽管瘤的鉴别诊；带蒂粘膜瓣的颅底重建可明显减少术后脑脊液漏的发生；术后垂体功能的
重建需多学科的协作。

PU-062

立体定向治疗脑积水
张振江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各种方法对颅咽管瘤治疗效果。方法;手术，伽玛刀 内、外放疗、随访，参考文献。结
果：有效率 80%以上。结论：颅咽管瘤的综合治疗效果更佳。
方法 本组 48 例中,男 32 例，女 16 例。年龄 6~50 岁，平均 18.3 岁。术前症状头痛 42 例，视力
下降 31 例，生长发育障碍 13 例， 经额开颅肿瘤切除术 12 例，脑室腹腔分流术 20 例，伽玛刀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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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18 例，外放疗 22 例，内放疗 24 例。其中经额底手术入路 7 例，经侧脑室额底联合入路 3 例，
经纵裂视交后入路 2 例，术后伽玛刀治疗 7 例，脑室腹腔分流加立体定向胶体 32P 注射内放疗 16
例。同时行外放疗 12 例。
结果 术后全切 2 例，近全切 5 例，大部切除 5 例，死亡 1 例，视力好转 26 例，一侧失明 1 例，头
痛好转 36 例，术后一过性尿崩症 7 例，经治疗恢复正常。精神异常 2 例。随访 6~36 个月，病情
稳定 37 例，一例因视力恶化去外院手术死亡，6 例单纯行内放疗出现囊液明显增加，又行外放
疗。精神异常 2 例，6~8 个月后恢复。术后身高明显增加 7 例，性发育好转 2 例。复查 CT 和或
MR，肿瘤完全消失 14 例，明显缩小（50%以上）21 例，轻度缩小 5 例，复发 6 例。总有效率
83.3%。
结论 颅咽管瘤是组织学上属于良性，但临床上常表现为恶性经过。手术全切除率仍较低，术后复
发率和死亡率仍较高。手术死亡率约 2%~18%(1)。囊性颅咽管瘤约占颅咽管瘤的 68%~85%，虽然
有囊变者较实质性肿瘤手术难度低，手术全切率较高，但仍有部分患者术后复发，复发率
25%~50%。颅咽管瘤与邻近重要结构常有粘连，又可向鞍旁及后颅窝侵犯，手术一般不能全切
除。但对射线比较敏感，体外照射会造成瘤腔囊液增多，瘤体急剧膨胀，脑受压症状加重而出现急
性并发症，固多采用次全切后放疗。立体定向穿刺，囊液排出，胶体 32P 注入内放疗治疗囊性颅咽
管瘤，手术创伤小，并发症少，32P 辐射范围限制，避免了周围组织的损害(2)。儿童颅咽管瘤首次
全切是关键。本组中治疗思路是安全，有效，减少复发。原则①肿瘤为实性，<3cm，距视神
经>2cm，首选伽玛刀。②肿瘤为囊性，定向穿刺排液胶体

32P

注入术，然后常规放疗。③肿

瘤>3cm 或较小但压迫视神经者需手术治疗。全切者随访，次全切者行伽玛刀或常规放疗(5) (7)。④
囊实性，囊变为主，定向穿刺排液内放疗同时行伽玛刀。⑤复发者一般行伽玛刀或内放疗或常规放
疗。

PU-063

桥小脑角区巨大脑膜瘤的手术治疗（附 9 例临床分析）
张双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目的 探讨桥小脑角巨大脑膜瘤的手术方法及治疗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2104 年 6 月来手术治疗 9 例桥小脑角区直径超过 5cm 巨
大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价其手术治疗方法、疗效以及并发症与预防
结果 本组 9 例患者，男性 2 例，女性 7 例，术前 MR 影像测量肿瘤体积 5.9±0.6cm，均存在幕上
脑积水，术前均行 DSA 检查，行供血血管栓塞 7 例，9 例患者均行侧脑室外引流，采用枕下乙状
窦 后 入 路 在 神 经 电 生 理 监 测 下 显 微 手 术 切 除 肿 瘤 ， 9 例 桥 小 脑 角 脑 膜 瘤 均 （ SimpsonI 或
SimpsonII）全切，术后随访 3 月-3 年 5 月，2 例术后呛咳，行鼻饲进食；2 例患者面部麻木；1 例
患者眼球活动受限
结论 术前准确评估，脑血管造影及针对供血血管有效栓塞，神经电生理监测，熟练的颅底显微手
术技术，是实现肿瘤成功全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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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4

3D slicer 与 Freesurfer 软件
在凸面脑膜瘤术前计划中的联合运用
侯小林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应用 3D Slicer 及 Freesurfer 软件研究分析凸面脑膜瘤术前定位及与周边解剖结构关系。
方法 收集选择 13 例凸面脑膜瘤患者头颅 CTA（GE Discovery CT750 HD），3.0T 磁共振 3DFSPGR(GE DISCOVERY MR750）扫描数据,应用 3D slicer 软件以 MRI 数据为参考像，行 CT 与
MRI 数据精确配准后，将肿瘤及血管进行三维结构重建，利用 Volume clip 工具对原始 MRI 数据进
行肿瘤剔除，得到新的 MRI 数据并导入 Freesurfer 软件进行脑组织结构三维重建及功能分区染
色，最后将脑组织三维结构导入 3D Slicer 软件（利用 3D Slicer 对有缺损模型进行修正），与肿
瘤、血管结构进行叠加融合，观察肿瘤具体位置及与周边脑组织、血管关系。利用 Curve Maker 工
具及 Sina 手机 app 定位肿瘤位置。
结果 13 例患者术前均成功行脑组织三维结构重建，清晰辨认肿瘤具体位置及其与周边脑组织、血
管的关系，定位精确，术中观察其真实结构与虚拟三维重建结果一致。
结论 基于 3D Slicer 及 Freesurfer 软件可以对凸面脑膜瘤进行术前三维结构重建，能清晰辨认肿瘤
具体位置及其与周边脑组织、血管的关系，指导医师手术。

PU-065

Vascular Protection in Meningioma Surgery
李骁雄,熊文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Objective The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vascular importance in meningioma surgery
Methods In the past 3 years, the authors have operated on 150 meningiomas, some are skull
base, some are convexity, some are large in size, while some are relatively small. After thorough
pre-operative investigation, all these meningiomas are operated on through microsurgical
technique. The important arteries and veins are well protected.
Results No death in all our 150 cases, and no long term neurological deteriaration after
operation. In most cases, the neurological symptoms improved after operation.
Conclusion In the microsurgical treatment of meningiomas, artery and vein protection is of vital
importance.

PU-066

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在桥小脑角区脑膜瘤中的应用
黄广龙,张喜安,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在桥小脑角区脑膜瘤手术中的作用，同时结合数字解剖分析该区域脑
膜瘤的解剖特点及生长形式。
方法 通过对我院自 2001 年 12 月到 2015 年 12 月 53 例采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的桥小脑角区脑膜
瘤手术病例进行分析，复习手术录像，根据术中影像分析肿瘤生长特点及与周围结构关系，总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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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肿瘤的影像学特点、临床症状、手术疗效及术后神经功能。
结果 该组病例肿瘤全切 48 例，次全切除 5 例，术后症状和体征完全消失 32 例，症状较术前减轻
7 例，颅神经损害症状同术前 3 例，出现新神经功能障 11 例。对肿瘤的是生长形式进行分类，分
析该区域脑膜瘤的生长形式及解剖特点，对手术入路的选择提供依据。
结论 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是处理桥小脑角区病变的经典手术入路，该入路可以获得对桥小脑区神经
血管良好的暴露，手术创伤小，患者恢复快，术后并发症少。肿瘤的生长形式是手术入路选择的主
要考量依据。

PU-067

颅内脑膜瘤复合手术一期治疗临床分析
徐剑峰,刘阳,曾令勇,吴贵强,张海,高阳,邓李,张波,任林强,刘藻滨,曹辉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 探讨颅内脑膜瘤一期复合手术治疗技术及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神经外科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9 月收治的 6 例在复合手术间一期行供瘤血管
介入栓塞术及开颅手术切除术的颅内脑膜瘤患者临床及随访资料。全部患者均术前行头颅 CT 及头
颅增强磁共振检查确诊为颅内脑膜瘤。6 例颅内脑膜瘤病例中最大径大于 7cm 的巨大脑膜瘤有 2
例，根据解剖部位不同包括有额部凸面脑膜瘤 1 例，颞部凸面脑膜瘤 1 例，额颞部凸面脑膜瘤 3
例，额颞部蝶骨嵴脑膜瘤 1 例。所有患者均在我院复合手术间实施一期治疗。治疗时均采用气管插
管全麻，右侧股动脉穿刺置鞘，首先行全脑血管造影（DSA）检查评估肿瘤供血动脉情况，确认颈
外动脉参与肿瘤供血，无危险吻合血管。后置入 6F 导引导管，路图模式引导下，微导丝导引，
2.7F 微导管超选择性到达脑膜中动脉参与肿瘤供血各分支血管，再次选择性造影评估，后注射混
合有造影剂的 300-500um 或 500-700um 栓塞微粒球，观察有无造影剂停滞或者反流现象。术中造
影评估栓塞满意后即刻实施开颅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给予脱水、激素等常规治疗。
结果 6 例患者均成功地一期实施了肿瘤供血动脉的颈外动脉供血支栓塞治疗及肿瘤切除手术。术中
造影发现 6 例患者中根据 Manelfe 分型包括有Ⅰ型 1 例，Ⅱ型患者 4 例，Ⅲ型患者 1 例。其中 1 例
Ⅲ型患者仅选择性栓塞一支较小颈外动脉的肿瘤供血动脉，开颅术中给予输血治疗，其余患者术中
均未输血治疗。手术中切除肿瘤程度按照 Simpson 分级有 1 级者 3 例，2 级者 2 例，3 级者 1 例，
4 级者 1 例。术后其中 1 例巨大脑膜瘤患者发生术区再次出血脑疝形成，再次行开颅减压手术，康
复治疗后病情好转，6 月随访 GOS 达 3 分，其余 5 例患者随访 3 个月～1 年恢复良好，GOS 评分
均达 5 分，未见明确复发征象。
结论 颅内脑膜瘤因其血供丰富，在直接开颅切除手术中出血较多，增加了手术的难度及患者的围
手术期风险。术前造影评估并实施颅内脑膜瘤的颈外动脉供血分支介入栓塞术，为开颅手术切除肿
瘤大大的降低了风险，传统方式往往分两期实施这几种治疗步骤。近年来复合手术间的出现为一期
实施肿瘤供血动脉介入栓塞术及开颅脑膜瘤切除术提供了条件，在降低患者手术出血等风险的同时
提高了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值得推广。

PU-068

枕骨大孔区脑膜瘤的手术治疗策略附 31 例报告
李翔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枕骨大孔区脑膜瘤（Foramen Magnum Meningiomas, FMMs）是枕骨大孔区最常见的良性肿

96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瘤。由于枕骨大孔附近有延颈髓、后组颅神经、椎动脉等重要结构，该处手术对神经外科医生仍然
是不小的挑战。本文就我院近 2013 年来收治的 31 例 FMMs 作一回顾性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从 200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共收治的 31 例 FMMs 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
患者均接受显微手术治疗，其中 14 例采取枕下后正中线入路，8 例采取远外侧入路，9 例采取枕下
入路。
结果 术后肿瘤全切除 27 例，次全切除 4 例；术后病理证实均为脑膜瘤，其中内皮型 14 例，纤维
型 9 例，砂粒体型 4 例，混合型（内皮型+砂粒体）2 例，不典型型 2 例。术后死亡 1 例，该例患
者术后并发急性梗阻性脑积水、呼吸衰竭，虽行脑室外引流术、气管切开、呼吸机控制呼吸等抢救
治疗，仍于术后 24 天因肺部感染、呼吸衰竭死亡。其余并发症包括后组颅神经功能障碍，枕颈部
疼痛、肢体麻木、行走不稳等。
结论 充分熟悉枕骨大孔区的解剖结构，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采用娴熟的显微外科技术，是治疗
枕骨大孔区脑膜瘤的关键。

PU-069

复杂颅底肿瘤的显微切除体会

---四年的经验总结

刘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复杂颅底肿瘤的显微切除是神经外科医生面临的巨大挑战，手术难度大，手术并发证多，死
亡的风险高；为了改善对复杂颅底肿瘤的手术治疗效果，作者分享在复杂颅底肿瘤手术治疗过程中
的经验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术者在 2015 年 6 月-2019 年 2 月的复杂颅底肿瘤手术病例，纳入标准（符合其中
1 条即可）：1 肿瘤最大直径>6cm；2 包绕重要的血管；3 与重要颅神经关系；4 与下丘脑或者脑
干关系密切；5 海绵窦或者岩斜区。分析术前术后影像学资料，手术入路，以及手术录像。
结果 总共切除复杂颅底肿瘤 35 例；其中嗅沟脑膜瘤 6 例；颅眶沟通性肿瘤 2 例；骨纤维异常增生
2 例，蝶骨脊脑膜瘤 6 例，鞍结节 4（其中鞍膈型脑膜瘤 1 例）；颅咽管瘤 6 例；海绵窦内海绵状
血管瘤 1 例；跨中后颅底鞘瘤 4 例；岩斜区脑膜瘤 5 例；听神经瘤 8 例；枕骨大孔区脑膜瘤 1 例。
术后出血 4 例，2 例为嗅沟脑膜瘤，1 例为颅咽管瘤，1 例为听神经瘤；动眼神经麻痹 1 例，面瘫
2 例；围手术期死亡 4 例（自动出院算死亡），嗅沟脑膜瘤 1 例，鞍结节脑膜瘤 1 例，听神经瘤 2
例。2018 年以前手术并发症比 2018 年以后的要高
结论 颅底肿瘤早期手术切除、选择恰当的手术入路、更多的磨除颅底骨质、严格的肿瘤内操作、
保留正常蛛网膜界面是影响颅底肿瘤手术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

PU-070

The CREB-Binding Protein Inhibitor ICG-001 Underlying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Strategy in
NF2-associated Meningioma
邓佼娇,宫晔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Objective Neurofibromin 2 (NF2)-associated meningiomas often cause severe neurologic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ithout clearly effective medical treatments.
Methods A 20-agent library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meningioma relevant targets and
pathological processeswas screened with malignant meningioma cell lines.Therapeutic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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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iological mechanisms of the lead compound, ICG-001, in NF2-associated meningiomas
were characterized in vitroand in patient-derived xenograft (PDX) models.
Results Loss of merlin expression in high-grade meningioma cells renders to a CREB-biding
protein inhibitor, ICG-001, in vitro and in vivo. Mechanically, ICG-001 interfere mitotic cell cycle
phase transition of NF2-associated meningioma cells. We also found low merlin ex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meningioma proliferation and poor clinical outcomes.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 a rationale for the clinicalevaluation of CBP inhibitors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NF2-associated meningiomas.Our findingsuncover a novel mechanism
of Merlin/FOXM1/β-Catenin pathway to reduce cellular growth through therapeutic administration
of ICG-001 in meningiomas.

PU-071

脑膜瘤继发癫痫的危险因素分析
张鹏 1,张恒柱 1,李育平 1,王晓东 1,严正村 1,佘磊 1,汤灿 1
1.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扬州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2.大连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脑膜瘤继发癫痫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纳入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48 例脑膜瘤
患者。根据有无癫癫痫发作史分组，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确定脑膜瘤癫痫发
作的危险因素.
结果 入院时术前癫痫发作 36 例(24.32%)，术后癫痫发作 32 例（21.62%），其中痫性新发 18 例
（16.07%）、痫性再发 14 例（38.89%）。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最
大径(OR=4.611, 95%CI:1.350～15.748, P=0.030)是脑膜瘤术前发生癫痫的独立危险因素；饮酒
(OR=8.492, 95%CI:2.392 ～ 30.145, P=0.001) ， 肿 瘤 强 化 (OR=4.611, 95%CI:1.350 ～ 15.748,
P=0.015)，硬脑膜尾征(OR=3.412, 95%CI:1.051～11.075, P=0.041)，肿瘤最大径(OR=7.898,
95%CI:2.427～25.700, P=0.001)，水肿程度(OR=7.198, 95%CI:2.237～23.159, P=0.001),肿瘤粘
连(OR=3.647, 95%CI:1.084～12.268, P=0.037)等是术后癫痫发作的独立危险因素。亚组分析示：
饮 酒 (OR=4.371, 95%CI:1.032 ～ 18.509, P=0.045) ， 肿 瘤 最 大 径 (OR=5.562, 95%CI:1.587 ～
19.495, P=0.007)，水肿程度(OR=7.912, 95%CI:2.107～29.701, P=0.002),肿瘤粘连(OR=3.775,
95%CI:1.048～13.592, P=0.042)均是术后痫性新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肿瘤最大径(OR=42.178,
95%CI:1.878 ～ 947.017, P=0.018) ， 术 前 癫 痫 发 作 类 型 (OR=14.915, 95%CI:1.068 ～ 208.310,
P=0.045)是术后痫性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脑膜瘤患者癫痫发作与多种危险因素有关,包括饮酒，硬脑膜尾征，肿瘤不均匀强化，肿瘤最
大径＞6cm，水肿程度＞1cm,肿瘤粘连严重及术前癫痫大发作，但各种危险因素在不同癫痫发作特
点的患者间存在差异。临床上应予以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提高脑膜瘤的管理，确保治疗的有效性及
安全性。

PU-072

前床突脑膜瘤的显微外科切除体会
陈菊祥,卢亦成,孙克华,严勇,徐涛,王洪祥,龚振宇,黄麒霖,洪帆,李峰,张旭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前床突脑膜瘤是高难度、高危险性的挑战性手术。本文探讨前床突脑膜瘤的临床特征及显微
外科操作技巧，以提高全切除率和降低致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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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97 例前床突脑膜瘤的临床表现、影像特征、显微操作、切除程度、术后功能和术
后随访资料。
结果 所有病例均在显微镜下切除肿瘤，肿瘤最大 6*5 *5cm，最小 1.0×1.0×0.6cm。58 例（60%）
肿瘤达到 Simpson 1 或 2 级切除，39 例肿瘤达到 Simpson 3-4 级（40%）切除。随访时间 3 个月
~9 年(平均 4.5 年)。其中 39 例术前视力有障碍者术后 23 例（59%）术后视力较术前改善，13 例
（33%）与术前相同，3 例（8%）术后加重，死亡 3 例（3%），因肿瘤复发再次手术 6 例。随访
时 88%的患者可进行正常生活。
结论 除侵犯海绵窦及与动脉无蛛网膜界限的病例外，前床突脑膜瘤的全切除是可能的，术前视力
受损的病人中，有 50%的人的视力可望提高，但失明的病人则不然。在不完全切除肿瘤的情况
下，手术后应立即使用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防止肿瘤继续增大。

PU-073

50 例颅脑特大型脑膜瘤的手术治疗效果研究
王鹏,杨大祥,朱毓科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目的 对颅脑特大型脑膜瘤患者采取不同的手术入路治疗措施，并探讨其临床疗效。
方法 抽取 2016 年 3 月-20196 年 3 月本院收治的 50 例颅脑特大型脑膜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据
患者的病症特征以及体质情况，对其采取不同的手术治疗措施，观察患者的手术治疗效果、术后并
发症的发生情况以及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
结果 50 例患者均手术成功，术后其恶心呕吐、头痛等临床病症消失，肿瘤压迫导致的神经系统病
症也大大改善，达到了较好的预后；50 例患者经手术治疗后均得到了较好的康复质量，术后感染
共 1 例（2%）；手术治疗前对患者进行生活质量评分的调查，其评价得分为（36.4±3.5）分，治
疗后对患者进行评估调查可知其得分为（55.3±4.1）分，治疗后明显高于治疗前，组间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T=24.791，P＜0.05）。
结论 对颅脑特大型脑膜瘤患者采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方式安全可靠，不良病症的发生率较低，值
得积极推广。

PU-074

桥小脑角区脑膜瘤的分型及显微外科治疗
张治元,王汉东
东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桥小脑角区脑膜瘤的分型及显微外科治疗。
方法 对 2008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间收治的 76 例桥小脑角区脑膜瘤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按分型
选择不同的手术方式。术后随访 1-10 年。临床表现为头痛、头晕(28 例)、共济失调(16 例)、颅神
经损害(32 例)。内听孔前型 31 例；内听孔后型 17 例；大型联合型 28 例。手术入路的最终选择取
决于肿瘤基底、肿瘤体积、肿瘤生长方向。主要采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根据肿瘤与岩骨、内听孔
和小脑幕的关系，在手术过程中进行适当调整。73 例使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2 例使用颞下入路，
1 例使用翼点入路。
结果 本组肿瘤全切除 71 例，次全切除 5 例，全组死亡病例 2 例，术后出现新增神经功能障碍 15
例。
结论 显微手术切除桥小脑角区脑膜瘤可获得满意效果及良好预后。扩大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可满足
绝大多数桥小脑角区脑膜瘤切除的需要；颅神经、岩静脉及重要动脉的保护和处理在桥小脑角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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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瘤显微外科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

PU-075

额外侧入路显微手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的临床分析
陈超,韩国胜,王来兴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目的 总结经额外侧入路显微手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的临床效果和手术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至 2018 年间我科收治的 26 例鞍结节脑膜瘤并行经额外侧入路手术切除病
例的临床资料、手术经过及预后情况，采用 Simpson 分级法评估手术切除效果。
结果 26 例患者中 Simpson I 级切除 10 例，Simpson II 级切除 14 例，Simpson III 级切除 2 例。
16 例术后视力视野障碍改善，10 例无明显变化。无患者新发视力视野障碍或眼球活动障碍。术后
并发脑出血 1 例、尿崩/内分泌紊乱 1 例、颅内感染 2 例。无死亡病例。术后随访 1 月~3 年，复查
头颅增强 MRI，所有患者均无肿瘤复发。
结论 额外侧入路对鞍结节脑膜瘤有较好的手术治疗效果。与传统的双侧额下入路相比，减轻了手
术创伤，符合微侵袭理念。

PU-076

高级别复发矢状窦旁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田海龙,刘斌,危兆胜,钟原,郭文强,王超超,王志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目的 探讨显微外科治疗高级别复发矢状窦旁脑膜瘤的临床疗效，并进一步总结此类肿瘤的治疗经
验及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4.01～2018.06 年 8 例显微外科手术切除的高级别（WHOII-III 级）复发
矢状窦旁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矢状窦受侵犯程度：6 例侵犯矢状窦腔和矢状窦壁，其中 5 例矢状窦未完全闭塞，2 例仅侵犯
矢状窦壁和大脑镰；肿瘤切除程度：侵犯矢状窦腔和矢状窦壁的 6 例，4 例 Simpson 2 级切除，2
例 Simpson 3 级切除，仅侵犯矢状窦壁和大脑镰的 2 例，其中 1 例 Simpson 1 级切除，1 例
Simpson 2 级切除；术后病理：不典型性脑膜瘤 4 例（WHOII 级），脑膜瘤伴横纹肌样特征 1 例
（WHOIII 级），脊索样脑膜瘤 1 例（WHOII 级），间变型脑膜瘤 2 例（WHOIII 级）。随访结
果：间变型脑膜瘤 1 例术后 2 月由于脑脊液感染死亡，余 7 例全部行常规放射治疗，随访 4 月～
48 月，其中 1 例随访 11 月时再次复发，再次手术后辅助放射治疗。术后出现偏瘫者 2 例，随访
12 月完全恢复 1 例，余 1 例部分恢复
结论 显微手术切除矢状窦旁复发高级别脑膜瘤，术前做好周密的手术计划、术中应用神经电生理
监测技术，保护好与复发肿瘤明显粘连的引流静脉和脑组织，处理好肿瘤与上矢状窦的关系；术后
辅助放疗的作用需要扩大样本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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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

神经导航血管融合成像辅助显微手术切除矢状窦旁脑膜瘤
田海龙,危兆胜,钟原,刘斌,王超超,王志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血管融合成像技术辅助显微外科手术切除矢状窦旁脑膜瘤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6.01-2018.06 神经导航血管融合成像技术辅助显微外科治疗的 31 例累及矢
状窦的脑膜瘤患者的手术效果和预后情况
结果 切除程度：Simpson 1 级切除 16 例，占 51.61%；Simpson 2 级 10 例，占 32.26%；
Simpson 3 级 4 例，占 12.91%；Simpson 4 级 1 例，占 3.22%；肢体麻木无力改善 12 例，2 例无
改善，2 例加重；2 例头痛症状持续，余 5 例症状消失；2 例癫痫症状完全缓解，余 1 例需持续口
服抗癫痫药物控制；体检发现肿瘤的患者术后无神经功能障碍。Simpson 1 级切除病例的病理分级
全为 WHO 分级 I 级；Simpson 2 级切除中，2 例为 WHO 分级 II 级，余 8 例为 WHO 分级 I 级；
Simpson 3 级切除中，3 例为 WHO 分级 II 级，1 例为 WHO 分级 III 级；Simpson 4 级切除的 1 例
为 WHO 分级 III 级；未达到 Simpson 1 级切除的患者术后予以常规放射治疗。中位随访时间 15.6
月，复发 1 例，为 WHO 分级 II 级，予以再次手术治疗，术后已随访 4 月，未见复发
结论 对肿瘤及肿瘤基底部硬膜全切，术后有较低复发率，神经导航血管融合成像技术可指导术前
手术计划、切口范围，为掌握肿瘤基底部矢状窦特征，术中处理矢状窦附着处肿瘤提供积极的参考
依据，提高手术安全性，有较高推广应用价值

PU-078

神经电生理监测下显微切除老年功能区矢状窦旁巨大脑膜瘤
田海龙,危兆胜,刘斌,郭文强,张红英,王超超,王志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目的 探讨显微手术联合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切除老年矢状窦旁巨大脑膜瘤的临床效果
方法 对我院 2014.01-2018.06 显微手术治疗的 32 例年龄>60 岁（中位年龄 63.4±2.5 岁，最大年龄
78 岁）、累及功能区皮层的矢状窦旁巨大脑膜瘤（瘤径>5cm）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了解神经电生理监测联合显微外科技术的手术效果，总结治疗方法及手术技巧
结果 术前合并高血压 11 例、冠心病 5 例、糖尿病 8 例、颅内血管狭窄 4 例、脊髓空洞 2 例；手术
全程进行运动/感觉诱发电位监测；Simpson I 级切除 11 例，Simpson II 级切除 9 例（其中 2 例为
复发脑膜瘤），Simpson III 级切除 9 例（其中 3 例为复发脑膜瘤）,Simpson IV 级切除 3 例（其中
2 例为复发脑膜瘤）。对 WHO 病理分级 II 级、III 级和肿瘤残留、肿瘤细胞呈增生活跃状态的 I 级
脑膜瘤，术后常规进行放射治疗。随访 4-43 月，其中 1 例随访 11 月时复发，再次手术后辅助放射
治疗。术前以偏瘫、偏身感觉障碍为主要表现 14 例，经治疗后恢复 12 例，术前无偏瘫术后出现偏
瘫 3 例，其中 1 例并发肺炎，治疗后在 7-21 天内恢复；以癫痫为主要症状 8 例患者术后口服抗癫
痫药物，均未再出现癫痫发作
结论 显微手术切除功能区老年矢状窦旁巨大脑膜瘤，术中强调使用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保护功
能区皮层组织和引流静脉；老年患者术后并发症多,影响术后整体治疗质量,围手术期必须高度重视
合并症和并发症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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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9

小脑幕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邹鹏,赵建伟,苏海洋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小脑幕脑膜瘤的临床特点，手术入路选择及显微手术技巧，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及显微
手术方法能提高小脑幕脑膜瘤的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山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期间住院手术治疗的 35
例小脑幕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影像学检查。依据小脑幕脑膜瘤的基底附着处和肿瘤生长方向的
不同选择不同的手术入路。小脑幕上脑膜瘤 12 例，均采用枕部入路；小脑幕下脑膜瘤 20 例，采用
后正中幕下小脑上入路 15 例，采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 5 例；小脑幕上下脑膜瘤采用幕上下联合入
路 3 例。所有患者术前均行全脑血管造影，明确肿瘤供血动脉，其中 26 例行肿瘤供血动脉栓塞
术。
结果 本组患者中小脑幕脑膜瘤全切除（Simpson 一级和二级）31 例，次全切除 3 例，部分切除 1
例。术后术区出血 3 例，经积极二次手术治疗；术后并发脑积水 2 例行脑室腹腔分流术。本组手术
患者无术后死亡病例。病理结果显示血管型脑膜瘤 10 例，纤维型脑膜瘤 8 例，混合型脑膜瘤 11
例，过渡型及恶性脑膜瘤 6 例。其中过渡型及恶性脑膜瘤 6 例均给与辅助放射治疗。本组患者均给
与随访。
结论 小脑幕脑膜瘤适宜积极的手术治疗，合适的手术入路及显微手术方法能提高治疗效果。术前
行全脑血管造影及肿瘤供血动脉栓塞对手术有益。

PU-080

分泌型脑膜瘤（SM）的临床特点及预后
分析-附 149 例病例回顾
陶晓刚 1,吴震 2,魏新亭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分泌型脑膜瘤是脑膜瘤中的罕见类型，WHO I 级，由于发病率低，目前相关报道较少，对此
亚型的认识也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回顾性分析了 149 例分泌型脑膜瘤的临床、影像学、病理学资
料，希望提高对此亚型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因素的理解和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08-2017 年 12380 例颅内脑膜瘤患者的临床、影像学、病理学资料，诊断为
分泌型脑膜瘤的为 149 例，约占 1.2%。
结果
该组患者的平均年龄 51.0 岁，以女性为主(112 例女性，37 例男性)。影像学检查提示：49 例
(32.9%)患者术前有显著的瘤周水肿。全切除 115 例(77.2%)。中位随访时间 35 个月(4-109 个月)，
其中 6 例肿瘤复发，1 例死于肿瘤复发。5 年无进展生存率为 95.9%，5 年总生存率为 99.3%。肿
瘤位于颅底和直径≥3.5 厘米与短期预后显著相关，且为次全切除的独立危险因素。肿瘤位于颅底是
瘤周水肿的唯一独立的危险因素。
结论 SM 是一种罕见的脑膜瘤亚型，以女性为主，复发率低。我们分析了短期和长期预后的危险
因素，可用于选择治疗和预测预后。由于肿瘤体积较大和对神经血管结构的包裹，颅底 SM 的显微
外科治疗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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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1

增强 MRV 及三维重建在矢旁镰旁脑膜瘤
手术中的应用及预后分析
陈明宇,钟平,徐健,徐铭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将增强 MRV 及三维重建技术应用于矢旁镰旁脑膜瘤手术病例，评价矢状窦通常情况，肿瘤和
皮层静脉关系，更好地指导手术医生制定手术计划。
方法 2016 年-2018 年，本医疗小组每一例矢旁和镰旁脑膜瘤手术前均行头颅增强 MRV 检查，并
行三维重建，评价矢状窦通常情况，肿瘤和皮层静脉关系。手术中评估肿瘤和皮层静脉关系，肿瘤
切除程度，皮层静脉保留情况。手术后定期随访头颅 MRI 增强，观察肿瘤复发及残余肿瘤情况。
结果 2016 年-2018 年，本医疗小组共收治矢旁镰旁脑膜瘤 103 例，其中 70 例达 Simpson I 级切
除，28 例达 Simpson II 级切除，5 例达 Simpson IV 级切除。经过 1-3 年的随访，未见病例肿瘤复
发及残余肿瘤增大。经过手术，KPS 评分从 81.2±7.8 提高为 92.4±4.8。
结论 通过将增强 MRV 和三维重建技术应用于矢旁镰旁脑膜瘤，我们能够更准确的评价肿瘤和皮层
静脉的关系，设计手术入路和骨瓣，提高手术疗效，改善病人预后。

PU-082

脑胶质瘤术中急性脑膨出
林清松,康德智,林元相,王灯亮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脑胶质瘤术中急性脑膨出的常见原因及应对措施。
方法 本研究报道 2 例脑胶质瘤术中急性脑膨出的病例，并复习相关文献，总结脑胶质瘤术中急性
脑膨出的常见原因和注意事项。
结果 病例 1：女，30 岁，40kg，头痛 1 个月，术前 MRI：右额叶深部、尾状核头部胶质瘤（最大
径 4cm）。手术采用头架固定，头偏向左侧约 15 度，半冠状切口入路右额中回造瘘切除肿瘤。肿
瘤质地软，血供丰富，部位深在，在邻近肿瘤全切除前（吸引器已深达皮质下 9cm）突发术腔空间
变小，脑组织进行性膨出，脑压极高，紧急停止手术，术中 B 超未见邻近部位血肿，双手按压脑组
织约 90min 后松开。松开后再发脑组织急剧娩出，遂切除娩出脑组织，紧急关颅。术后复查颅脑
CT 见同侧远隔部位巨大硬膜外血肿并后颞顶枕部硬膜下血肿，枕顶叶移位至额部。经积极抢救，
患者呈植物生存状态。病例 2：男，28 岁，头痛、呕吐 20 余天，术前 MRI：右额叶巨大囊实性占
位（最大径 8.2cm），累及胼胝体并侵入对侧，考虑胶质瘤。手术采用右额颞“？”型切口，术中见
头皮、颅骨板障血供极其丰富，出血凶猛。铣开颅骨后见额骨后缘内板导血管出血凶猛，经骨蜡封
闭、明胶填塞及硬脑膜悬吊后未再渗血。剪开硬脑膜后，见脑组织进行性膨出，颅压高，经穿刺抽
吸 40ml 囊液后脑压下降明显，约 2min 后再次出现脑膨出，高于颅骨外板，遂停止手术，并探查
颞后方向硬膜外间隙，即见硬膜外血肿，经扩大骨窗，清除硬膜外血肿后顺利完成肿瘤切除。术后
CT 见顶枕部硬脑膜外残留少量血肿。术后患者恢复良好（KPS 评分：100）。
结论 远隔部位硬脑膜外血肿是脑胶质瘤术中急性脑膨出的常见原因之一；颅骨切缘导血管止血不
彻底、术中造瘘通道太深致脑组织坍陷引起硬脑膜剥离、凝血功能障碍（出血较多、体质较差）、
头皮钉穿破内板、硬脑膜外隙填塞物致硬脑膜剥离是出现远隔部位硬膜外血肿的常见原因，术中需
注意避免；脑胶质瘤术中急性进行性脑膨出，若病因无法明确，需常规探查远隔部位硬脑膜外间
隙，以排除远隔部位硬膜外血肿，避免脑组织娩出；术中 CT/MRI 可有效帮助明确病因，值得推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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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3

一例巨大桥小脑角区脑膜瘤门诊随访的病例报告
林清松,吴喜跃,梅文忠,陈剑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绝经后女性巨大桥小脑角区脑膜瘤的手术指征。
方法 本研究报道 1 例绝经女性巨大桥小脑角区脑膜瘤患者，经门诊 5 年随访治疗，效果满意。本
研究复习了相关文献资料，总结探讨绝经后女性桥小脑角区脑膜瘤的手术指征。
结果 女，83 岁，7 年前因头晕就诊，磁共振提示左侧桥小脑角区巨大脑膜瘤，最大直径约 6cm，
脑干受压移位，四脑室受压变小，侧脑室稍大。因年龄大，症状轻，该患者选择保守治疗，定期门
诊随访。3 个月前复查颅脑 MRI 见肿瘤较前稍大，最大直径约 6.3cm，侧脑室较前相仿，患者无明
显头晕、行走不稳等表现，Kanofsky 评分：100 分。文献报道的绝经后桥小脑角区巨大脑膜瘤患
者建议手术治疗，只有小/中脑膜瘤患者，无明显症状，无脑干和脑室受压影像表现的患者，可建
议门诊随访治疗。
结论 高龄女性患者，因脑萎缩使脑空间变大，绝经后脑膜瘤生长变缓，即使肿瘤巨大，若患者无
明显症状体征，可考虑定期随访观察治疗。

PU-084

非典型脑膜瘤术后复发危险因素分析
（附单中心 247 例病例报告）
郭付有,王方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单中心 247 例非典型脑膜瘤术后复发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对 2009 年 2 月至 2018 年 9 月我院神经外科病理证实的 247 例非典型脑膜瘤进行回顾性分
析。其中男 93 例（37.7%），女 154 例（62.3%），年龄 20-85 岁，中位年龄 51 岁，肿瘤直径
12-98mm ， 平 均 肿 瘤 直 径 44.6 ； 肿 瘤 部 位 ： 凸 面 脑 膜 瘤 85 （ 34.4% ） ， 镰 旁 窦 旁 79 例
（32%），颅底脑膜瘤 71 例（28.7%），侧脑室 12 例（4.9%）。病程 0.1-240 月，中位病程 3 个
月；首发肿瘤 218 例，继发肿瘤 29 例；有明显瘤周水肿 140 例，无明显水肿 107 例；脑侵袭 95
例 ， 骨 侵 袭 59 例 ； 首 发 症 状 头 痛 头 晕 143 例 （ 57.9% ） ， 肢 体 感 觉 活 动 感 觉 障 碍 40 例
（16.2%），颅神经损伤 34 例（7.2%），癫痫 14 例（2.9%），体检发现 12 例（2.5%），记忆
力下降及精神障碍 4 例（0.8%）。术前 KPS 中位值 80，其中≥80 为 143 例，＜80 为 104 例。采
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Kaplan-Meier 法行单因素分析，Log-rank 法检验差异显著性。
Cox 回归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247 例患者随访 6-180 月，平均 56 月。依据年龄、性别、部位、大小、病程、是否继发肿
瘤、瘤周水肿、脑侵袭、骨侵袭、症状、术前 KPS、切除等级、肿瘤是否有坏死、Ki-67、S100、术后放疗共计 16 项临床病理特征行单因素多因素生存分析，单因素分析显示 ki-67＞10%、
肿瘤不完全切除、脑侵袭、瘤周明显水肿、继发肿瘤、肿瘤直径＞44.6mm 的非典型脑膜瘤复发风
险增加(P＜0.05)，而多因素分析显示只有 Ki-67,、切除等级、骨侵袭、肿瘤大小、继发肿瘤为影响
肿瘤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P＜0.05）。
结论 继发非典型脑膜瘤、脑或颅骨存在侵袭、肿瘤直径＞44.6mm、Ki-67＞10%的非典型脑膜瘤
患者术后肿瘤复发风险较高。对术前术中考虑非典型脑膜瘤的患者，为降低复发率，应尽量行肿瘤
完全切除，术后放疗对预防非典型脑膜瘤术后复发无明显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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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5

巨大海绵窦脑膜瘤显微手术策略和技巧
谭源福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巨大海绵窦脑膜瘤的手术策略和技巧
方法 2009 年 1 月至 2019 年 2 月作者依据海绵窦脑膜瘤分型采用相适宜的手术策略（附后），经
翼点入路显微下行最大安全切除，残瘤行伽玛刀治疗，共计治疗 13 例巨大脑膜瘤（最大径
≥4cm)。统计分析其临床特征和治疗预后。
海绵窦脑膜瘤分型与手术策略技巧：
海绵窦脑膜瘤分三型：1 窦外型，2 窦内窦外型，3 窦内型
1 窦外型：肿瘤基底硬膜完整，可先沿肿瘤基底硬膜离断，阻断肿瘤血供，然后行瘤内减压，最
后行瘤周显微分离，全切肿瘤而神经血管损伤少。本组 4 例均获全切除。
2 窦内窦外型：肿瘤包裹窦内神经和颈内动脉，窦内切除时易致神经血管损伤。切除时宜先切窦
外后部分，然后分离窦外内后部，明确进入瘤内的 3、4、6 颅神经走向，然后在避开颅神经和血管
下切除肿瘤，窦内分离切除困难则宜残留。本组 9 例，获全切 1 例。
3 窦内型：单纯窦内型很少见，不适宜手术。本组无。
结果 共计 13 例，原发 11 例，复发 2 例；男 4 例，女 9 例；平均年龄 51.3 岁（5--67 岁）；最大
直径 40--62mm; 窦外型 4 例，窦内外型 9 例；全切除 5 例，次全切除 7 例，大部分切除 1 例；残
留伽玛刀治疗 8 例。肿瘤病理均为良性 1 级。术后新发神经功能损伤 12 例，随访 1--139 个月，永
久神经功能损伤 5 例。无死亡和重残。无复发进展。
结论 巨大海绵窦脑膜瘤按最大安全切除策略和技巧，残瘤行伽玛刀的治疗策略，手术预后较为满
意。

PU-086

5 例侧脑室内间变性脑膜瘤的报道及文献回顾
陈虹旭,徐建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侧脑室内间变性脑膜瘤非常罕见，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阐明其临床特征、影像学特点，最佳
治疗方式及长期预后结果
方法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从 2008 年 9 月到 2017 年 9 月的 5 例侧脑室内间变性脑膜瘤患者被纳入研
究，回顾性分析他们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治疗策略及预后。
结果 本研究包括 5 例患者(均为女性；平均年龄 48.8 岁；范围 33-61 岁)。最常见的症状是颅内压
增高引起的非特异性症状。平均病程 6.7 个月(2 周~2 年)。肿瘤最大直径 3.0~6.2 cm，平均 4.98
cm。所有病例均确诊为间变性脑膜瘤。5 例患者均获得全切，所有患者术后症状均得到改善。仅 2
例出现复发和进展。最后一次随访时，平均无复发生存期为 13 个月(范围 7~21 个月)，平均总生存
期为 16.25 个月(范围 8~21 个月)。一名病人失访。
结论 我们病例中以女性和右侧三角区为主。较短的症状持续时间、不规则的肿瘤形态、瘤周水肿
和不均匀强化可能提示侵袭性特征。对于侧脑室内间变性脑膜瘤患者，最大限度的安全切除加放射
治疗可能是最好的治疗策略。建议进行长期的临床随访和影像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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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7

13 例上矢状窦完全闭塞型脑膜瘤的显微手术切除
赵琳,王守森,尚明超,裴家生,李军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 医院

目的 探讨一种改良的上矢状窦完全闭塞型脑膜瘤的切除手术策略。
方法 本文总结 2015 年 2 月至 2018 年 12 月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矢状窦中、后 1/3 矢状窦脑
膜瘤，MRV 证实肿瘤完全闭塞矢状窦的 13 例患者，其中男性患者 5 例，女性患者 8 例，年龄最大
74 岁，最小 32 岁。在手术前进行详细完善的术前检查，包括临床症状、体征、增强 MRI+MRV、
薄层 CT 扫描结果甚至 DSA 检查，仔细分析肿瘤大小、位置、矢状窦闭塞情况、引流静脉代偿情
况，静脉与肿瘤位置关系制定手术计划。手术时对于肿瘤位于中央沟静脉前方患者采用仰卧位，肿
瘤位于中央沟静脉的患者后方采用俯卧位。头部均抬高 30°（头部过屈或过伸）。采用跨中线矢状
窦的“马蹄”型切口，骨瓣应足够大。掀起骨瓣时要注意肿瘤有无颅骨的侵犯及避免静脉湖的损伤。
采取“先中央，后周边”的手术策略。纵行剖开已闭塞的矢状窦，切除矢状窦内的肿瘤，在矢状窦的
前后两端用 5 个“0”的无损伤缝线将矢状窦缝扎。在缝扎矢状窦时对于凝血功能亢进的病人需要用
肝素盐水冲洗。然后根据肿瘤形态及走行方向，仔细小心向外侧剪开硬脑膜，切除被肿瘤侵犯的矢
状窦外侧壁、大脑镰及窦外肿瘤。分离肿瘤与静脉间隙时，以锐性分离为主，分块切除肿瘤，最后
再探查切除“脑膜尾”征。对于肿瘤与静脉壁粘连紧密者，以保护静脉为主，不追求肿瘤的全部切
除。
结果 本组 13 例中无手术死亡，术后 MRI 及 MRV 检查提示肿瘤消失，侧枝静脉基本同术前。病理
类型内皮型脑膜瘤 6 例,成纤维型脑膜瘤 4 例,血管型脑膜瘤 1 例,混合型脑膜瘤 l 例。2 例术前偏瘫
患者术后均不同程度有所恢复，3 例患者术后出现一过性偏瘫，在术后 2 周内恢复。全部病例随访
2 个月至 3 年，1 例患者在术后 3 个月 MRI 复查发现肿瘤复发，行伽马刀治疗。
结论 “先中央，后周边”的手术策略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好因上矢状窦闭塞引起代偿增粗的上引流静
脉，同时可以最大限度的做到肿瘤的完全切除手术治疗，提高手术疗效，减少手术并发症及远期肿
瘤的复发

PU-088

蝶骨嵴内侧脑膜瘤显微手术治疗体会
刘云诗
攀枝花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蝶骨嵴内侧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 年至 2018 年收治 46 例蝶骨嵴内侧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原发
性 44 例，复发性 2 例。
结果 46 例患者均采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显微镜下脑膜瘤全切除,硬脑膜附着处及异常颅骨一并切
除 36 例（78.26%）；显微镜下脑膜瘤全切除,硬脑膜附着处电凝 5 例（10.87%）；显微镜下脑膜
瘤全切除,硬脑膜附着处及增生的骨质未处理 3 例（6.52%）；2 例颈内动脉包裹紧密，难以分离，
未能全切（4.35%）。没有出现手术死亡案例。随访 7 年-6 月。复视 3 例，均在 3 月后恢复；动眼
神经麻痹 1 例，6 月后恢复正常；1 例复发征象，结合定向放射治疗，未见明确进展。1 例高龄
（78 岁）患者复发脑膜瘤切除术后智力障碍。2 例术后影像复查有肿瘤残留，结合立体定向放射治
疗，分别随防 4 年和 2 年零 6 个月，肿瘤进展不明确。
结论 蝶骨嵴内侧脑膜瘤位置深在，血供丰富，毗邻或侵及重要血管、神经及功能结构。显微外科
技术，能够保证与肿瘤毗邻或粘连的血管、神经、功能结构的充分显露，使肿瘤最大限度地进行切
除治疗，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对不能全切的患者，在术后配合定向放射治疗，也能够减少肿瘤的
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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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9

天幕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刘恩渝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分型天幕脑膜瘤的临床特点、显微手术切除效果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间住院手术的 16 例天幕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
料，依据肿瘤生长部位分为外侧型（包含中部及后部两亚型）、内侧型（包含镰幕部及窦汇部两亚
型）及天幕游离缘型 3 型（Biroli A, Talacchi A,2016），分析各型天幕脑膜瘤显微手术切除的效果
及预后；对侵及静脉窦或肿瘤体积较大（>5cm）病例均行术前 DSA 造影并尝试行介入栓塞。
结果 本组患者中外侧型天幕脑膜瘤 6 例，其中 1 例侵及横窦（术前行介入栓塞），Simpson I 级切
除 4 例(66.6%)，Simpson II 级切除 1 例(33.4%)，6 例患者术后均恢复良好无功能障碍；内侧型 5
例，其中窦汇部 1 例（术前行介入栓塞），镰幕部 3 例（3 例行 DSA，2 例行介入栓塞），
Simpson I 级切除 3 例(60.0%)，Simpson II 级切除 2 例(40.0%)，术后 1 例出现皮质盲康复 3 月后
恢复，1 例出现肢体偏瘫康复治疗 4 月后恢复，其余 3 例无功能障碍；天幕游离缘型 5 例，
Simpson I 级切除 3 例(60.0%)，Simpson II 级切除 2 例(40.0%)，术后 1 例出现滑车神经功能障
碍，余 4 例恢复好无功能障碍。
结论 天幕脑膜瘤适宜积极的显微手术治疗，其中外侧型及天幕游离缘型显微手术全切程度更高，
术后并发症相对更少，内侧型天幕脑膜瘤因与镰幕、多处静脉窦及深部静脉、视觉皮层关系紧密全
切难度相对较高，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可能较大，需要更为充分的手术策略准备、更高的显微手术技
巧和及时的术后康复治疗。对于累及静脉窦的复杂镰幕脑膜瘤术前 DSA 有助于判断肿瘤供血来源
及静脉窦侧枝循环，有利于设计手术方案，而术前介入栓塞可有效减少肿瘤血供、提高全切率、降
低手术风险。

PU-090

不同类型蝶骨嵴脑膜瘤显微手术治疗策略及预后
吴喜跃,陈尚斯,王硕彬,陈剑舞,王晨阳,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总结不同类型蝶骨嵴脑膜瘤临床特点、显微外科手术的技术及预后，并进一步探讨脑膜瘤的
生物学、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08 月到 2017 年 02 月 72 例经病理证实蝶骨嵴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表现、
影像学特点、手术入路及切除程度、术后神经功能、复发情况。
结果 72 例，男 25 例，女 47 例；前床突型 35 例，蝶骨小翼型 11 例，蝶骨大翼型 26 例；肿瘤最
大径从 2.2～8.2mm 不等，平均 4.8cm。全切除率(Simpson I 级和Ⅱ级)为 79.1％（57/72），其中
7 例做到 Simpson I 级切除，均为蝶骨大翼型；15 例次全切除。WHOI 级脑膜瘤 51 例，占
70.8%；WHOII 级脑膜瘤 19 例，占 26.4%；WHOIII 级脑膜瘤 2 例，占 2.8%。术后 14 例患者症
状加重，其中 4 例蝶骨大翼型，肿瘤最大径不小于 5.8cm；10 例为均前床突型，肿瘤最大径均不
小于 5cm。60 例获随访，随访 5 个月～8 年，复发 15 例；其中次全切除 12 例中 7 例复发；全切
除 48 例，复发 8 例。WHOI 级全切除复发率低，次全切除 50%复发，皮细胞型复发时间短。
WHOII 级，Simpson I 级切除不易复发，Ⅱ级切除 37.5%复发，次全切除很快就复发；复发后肿瘤
会进展为生长更活跃肿瘤，甚至为间变型，即使再次手术，手术风险增加，且生存期仅为 1 年左
右。WHOIII 级患者，术后 1 年内都再次复发后死亡。
结论 蝶骨嵴脑膜瘤主要症状为视力障碍，磁共振可明确诊断，CTA 可提示肿瘤的供血动脉及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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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还能明确肿瘤与颈内动脉及其分支的关系。有症状肿瘤首选手术治疗。术后症状加重多见于
前床突型及巨大型肿瘤。肿瘤无法全切除，主要因肿瘤与颈内动脉及分支、海绵窦粘黏。次全切除
肿瘤容易复发，尤其是生长活跃 WHOII；WHOIII 级术后一年内均复发；皮细胞型复发时间较其他
WHOI 级肿瘤短。复发后肿瘤，往往会进展为更活跃、更具侵袭性类型，再次手术后，也很快复
发、最终危及生命，预后差；所以减少或延缓肿瘤复发是关键。WHOI 级肿瘤，争取全切除，但安
全第一；皮细胞型肿瘤次全切除，因复发时间短，术后可追伽马刀治疗；其他类型 I 级肿瘤次全
切，残余肿瘤少，可选择定期随访，肿瘤有增大再行伽马刀或再次手术。对于 WHOII、WHOIII 级
肿瘤，应争取全切，最好 Simpson I 级切除；这两类，除了 Ki-67 小于 5%全切 WHOII 肿瘤，术后
均应追加放射治疗。

PU-091

探讨心理干预对脑膜瘤患者术前的影响
林玉娟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对脑膜瘤患者术前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神经外科脑膜瘤患者 50 例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干预组和常规组，常规组的患者
实施常规的临床术前护理，干预组患者则在常规组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采取个体心
理疏导，举办病友会，指导家属家庭支持等方法进行患者心理护理的干预，采用 HAMD（汉密顿抑
郁量表）和 HAMA（焦虑量表）方法对两组患者心理状况进行评价，比较心理干预后患者状况及影
响。
结果 心理干预组焦虑、抑郁状况明显减轻，而常规组焦虑、抑郁状况反而加重，
两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干预组患者食欲不振、疲乏无力失眠状况明显改善.积极配合手术。
结论 在脑外科疾病当中,脑膜瘤属于一种较为普通的疾病。目前,其治疗方法基本依靠手术治疗。但
患者常常担心脑部手术的复杂与危险,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与痛苦，脑膜瘤术前采用积极的心理
护理对患者心理状况能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针对手术前患者心理压力问题应当实施针对性的心理
护理,尽最大的努力消除患者术前所 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从而让患者积极地配合手术,来获得更好的
效果。对脑膜瘤患者术前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具有显著的效果，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PU-092

凸面脑膜瘤切除术中硬脑膜水密缝合
与贴覆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对比分析
高铭,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开颅行凸面脑膜瘤切除术时，通常需要将硬脑膜进行重建，硬脑膜重建通常有两种方式：1 水
密缝合，2 贴覆，两种方式不同，水密缝合是切除肿瘤后进行彻底止血，放入适当的止血材料后，
将硬脑膜与人工硬脑膜紧密缝合，水密缝合后硬脑膜的密闭性良好，注入生理盐水后无溢出。贴覆
硬脑膜是将人工硬膜直接贴覆在自体硬脑膜上，未进行缝合，应用的止血材料相对较多，贴覆的人
工硬脑膜由于密闭性差，脑脊液及血液可以渗到硬膜外隙，也根据患者脑膜瘤不同部位而选择不同
的硬脑膜处理方式，在这我们将探讨这两种方式对于患者术后并发症对比分析。
方法 我们选取开颅凸面脑膜瘤切除术患者入组 68 例分为两组，第一组 38 例，行硬脑膜水密缝
合，第二组 30 例，行硬脑膜贴覆。在相同护理条件和用药时评价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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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术后由于应用的抗生素及其他药物基本相同。术后出现发热、皮下积液等并发症结果显示：
第一组患者术后出现轻度发热、皮下积液等并发症为 1 例，第二组组患者出现轻度发热 5 例，皮下
积液 1 例。
结论 从以上两组患者并发症显示：水密缝合硬脑膜患者术后出现轻度发热、皮下积液等并发症情
况很少，而贴覆硬脑膜患者发生轻度发热、皮下积液等并发症相对较多。水密缝合与贴覆硬脑膜相
比，水密缝合的患者术后出现轻度发热、皮下积液等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因此，无特殊情况下，尽
量将硬脑膜进行水密缝合，减少手术后的并发症。

PU-093

窦镰旁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王向东,任新亮,王彦宏,李建红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目的 探讨窦镰旁脑膜瘤的显微手术策略，提高肿瘤切除率和手术效果。
方法 对 12 年内手术治疗 15 例上矢状窦镰旁脑膜瘤进行了回顾性研究，分析了临床、影像学和手
术资料，并对患者进行了随访。
结果 15 例中，SimpsonII 级切除 10 例，Simpson III 级切除 5 例，没有 Simpson I 级切除。术中所
有病例矢状窦及中央沟静脉保护完好，皮层供血血管未损伤。随访 1 年～6 年，失访 1 例，肿瘤复
发 2 例，复发者再次手术治疗。无死亡病例。
结论 显微镜下肿瘤分块切除、保护好中央静脉、处理好矢状窦、避免脑皮质损伤是提高肿瘤切除
率、保护神经功能的最佳方法。

PU-094

鞍区肿瘤眶上锁孔入路手术治疗策略和疗效分析
赵卫国 1,蔡瑜 1,2,濮春华 1,李宁 1,杨文磊 1,卫永旭 1,尚寒冰 1,吴哲褒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目的 总结应用眶上锁孔入路（supraorbital keyhole approach，SOKA）切除鞍区肿瘤的经验和疗
效分析，探讨 SOKA 应用的适应症及优缺点。
方法 2000 年 3 月至 2018 年 12 月，81 例鞍区肿瘤选择应用 SOKA 手术切除。术前诊断：鞍结节鞍隔脑膜瘤 58 例；垂体瘤 13 例；颅咽管瘤 6 例，复发 Rathek 裂囊肿 4 例。全部病例符合下述特
点：一. 肿瘤直径<4 cm。二.患者有显著视力视野障碍。术中常规置管腰池引流降颅压有利入路便
捷。术中引流量 30~100ml。皮切自眶上切迹外侧缘沿眉弓弧型向外至额颧突，切口外侧端沿骨嵴
用电刀切断颞肌附着点并向外下方推开颞肌。皮瓣下游离，在眉弓上 1.5cm 处弧型切开帽状腱膜，
翻向眶侧。在额骨颧突后方钻孔后用铣刀沿前颅底作一约 3×2.5cm 的骨瓣。磨钻磨平骨窗下缘内
板达前颅底平面。内侧若开放额窦则将窦内黏膜下推，骨蜡封闭。切开硬膜悬吊后用脑压板探入，
自持牵开器固定。显露肿瘤后首先电灼肿瘤基底部或囊内分块切除充分减压。在瘤囊壁塌陷后分离
周围重要的神经血管结构。
结果 术后病理全部符合术前诊断。全部病例肿瘤均获满意切除。术前视力下降者术后均有不同程
度提高。3 例有局部皮下积液，抽吸加压包扎后痊愈，无手术相关严重并发症。手术出血量<
200ml,术中均未需输血。
结论 鞍区肿瘤根据其症状、病变性质和生长方向可以选择不同手术入路。如经典的经蝶入路，翼
点入路，纵裂入路，终板入路等等。眶上锁孔入路为鞍区肿瘤手术提供一种更直接、更接近颅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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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微创的手术方法。随着颅骨和硬脑膜修补材料的发展，SOKA 应用后面部美容方面的缺陷可以降
到最低限度。病人术后恢复快。术中腰池引流可促颅压降低，减少硬膜破损及及便于手术入路。由
于前颅底侧方较为平坦，直线距离与肿瘤较为接近，可以很好暴露鞍区肿瘤。并可能保留嗅神经。
由于患者术前无须剃发，对心理影响小。切口隐藏在眉毛内，术后不影响面容。

PU-095

脑膜瘤术前栓塞的临床分析
李世泽
柳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术前栓塞对脑膜瘤治疗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年至 2018 年收治肿瘤最大径>3.5cm 的脑膜瘤患者 82 例，术前 MRI 均强化明
显，血供丰富,术后病理为脑膜瘤，术前栓塞组 34 例和对照组（未栓塞组）48 例，栓塞组行 PVA
颗粒栓塞，对照组未予以栓塞，两组均常规行手术治疗；比较两组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脑膜
瘤切除程度(Simpson 分级)、术后并发症，住院费用及住院时间。
结果 栓塞组术中出血量及手术时间均少于对照组(P=0.009＜0.05;P=0.159＞0.05)，脑膜瘤切除程
度及住院时间好于对照组( P=0.000＜0.05,P=0.048＜0.05)，并发症发生率少于对照组(P=0.874＞
0.05)，但住院费用多于对照组( P=0.000＜0.05)。
结论 术前栓塞辅助脑膜瘤手术治疗，可减少术中出血及相对缩短手术时间，提高脑膜瘤切除程
度，减少住院时间，但需考虑有术后并发症可能及费用高等。

PU-096

术前诊断为小脑幕脑膜瘤的实性血管网织细胞瘤一例
王向东,任新亮,王彦宏,杨涛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目的 报道一例术前诊断为小脑幕脑膜瘤的实性血管网织细胞瘤。
方法 对一例术前诊断为小脑幕脑膜瘤的实性血管网织细胞瘤的病例进行了回顾，分析了临床、影
像学和手术资料，并对患者进行了随访。
结果 术前初步诊断为小脑幕脑膜瘤，术中发现肿瘤与小脑幕无粘连，考虑为实性血管网织细胞
瘤，术后病理支持血管网织细胞瘤。
结论 显微镜下肿瘤整块切除、保护好局部血管，脑干等重要结构。术中按照实际观察调整手术方
案，对于疑似实性血管网织细胞瘤者，手术前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以保证手术安全。

PU-097

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
汪惊涛,高鹏,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12 月应用神经内镜
经鼻蝶入路手术治疗 10 例鞍结节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后对所有患者行门诊随访，随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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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复查鞍区增强 MRI 了解肿瘤是否复发，检查患者的视力、视野改善情况。
结果 10 例患者术后复查垂体 MRI 平扫＋增强扫描，其中 8 例完全切除，2 例次全切除。术后 8 例
患者视力改善，1 例无明显改善，1 例视力变差。所有患者术后均无脑脊液鼻漏、颅内出血、视力
恶化、嗅觉障碍及垂体功能低下等并发症发生。10 例患者的随访时间为 1～41 个月，平均
(13.3±11.2)个月。10 例全切除患者中，随访期间仅 1 例(术后 41 个月)出现鞍结节区硬膜的轻度强
化，其余 10 例均未见术区硬脑膜强化及肿瘤复发；1 例次全切患者术后放疗肿瘤缩小，现继续随
访。随访期间所有患者的视力、视野同术后。
结论
神经内镜经鼻蝶入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可提高全切除率和减少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

PU-098

人血白蛋白在大脑半球凸面脑膜瘤术后脑水肿的临床应用
郭宇宏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大脑半球凸面脑膜瘤术后常发生严重脑水肿，少部分患者术中即弃去骨瓣，大部分患者在术
后一周左右出现严重脑水肿，出现意识及肢体功能障碍，严重者有生命危险，需要加大脱水剂量，
联合使用人血白蛋白，甚至行去骨瓣减压术。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单用甘露醇与甘露醇联合人血白蛋
白治疗脑水肿来探讨人血白蛋白在临床治疗的价值。
方法 收集山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从 2017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收治并手术的大脑半球
凸面脑膜瘤患者 35 例，术后均发生脑水肿，根据患者治疗中是否使用人血白蛋白分为常规组和联
合组。两组除使用白蛋白外，其余治疗无特殊差别。收集患者年龄、性别、肿瘤位置、大小、病理
类型、术后 CT 水肿最大层面面积、中线偏移程度、术后是否行去骨瓣减压以及 3 个月随访格拉斯
哥预后评分。用统计学方法对常规组及联合组以上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共收集患者 35 例，其中常规组 19 例，联合组 16 例，男性 15 例，女性 20 例，平均年龄
52.8±15.3 岁，最小肿瘤体积为 2.6cm*2.8cm*2.3cm，最大肿瘤体积为 6.0cm*7.0cm*6.0cm，病理
WHOI 级 31 例，WHOII 级 4 例，术后 CT 水肿最大层面面积 10.7cm*5.8cm，中线最大偏移
1.1cm，术后 1 例患者行去骨瓣减压术。
结论 人血白蛋白联合甘露醇较单用甘露醇对于大脑半球凸面脑膜瘤术后脑水肿更有效，同时缩短
住院时间，降低患者住院费用。但不能降低 3 月后死亡率及致残率。

PU-099

应用内镜技术切除颅内不同部位脑膜瘤的手术探讨
张世渊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本组探讨了应用内镜技术手术切除颅底和小脑幕及大脑镰旁脑膜瘤，是根据脑膜瘤生长部位
选择最微创的手术入路和手术方式，首先阻断肿瘤血供，切除受肿瘤侵袭的颅骨和硬膜，内镜下切
除肿瘤组织，符合脑膜瘤的病理生长特点，使手术更加微创，肿瘤切除更加彻底，治疗效果更好。
方法 本组应用内镜技术手术治疗颅底及小脑幕和大脑镰旁脑膜瘤共 19 例，其中经鼻蝶手术切除嗅
沟脑膜瘤 9 例、鞍结节脑膜瘤 3 例，开颅内镜下手术切除小脑幕脑膜瘤 2 例，经肿瘤对侧大脑镰入
路内镜下切除大脑镰旁脑膜瘤 5 例。手术中首先阻断肿瘤基底部血供，然后内镜下微创全切肿瘤组
织和受侵袭的硬脑膜及颅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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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 19 例病人肿瘤全部切除，术后发生颅内感染 2 例给予抗生素抗感染治疗，脑脊液鼻漏 1
例给予及时二次手术重新修补颅底，19 例病人全部治愈，无伤残和死亡病例。
结论 应用神经内镜技术经鼻蝶切除嗅沟和鞍结节脑膜瘤、经颅切除小脑幕脑膜瘤和经肿瘤对侧的
大脑镰旁入路切除大脑镰旁脑膜瘤，手术更加微创，肿瘤切除更加彻底，效果令人满意。

PU-100

电生理监测显微手术治疗大型斜坡脑膜瘤
张明广,陈旦麒,丁兴华,钟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大型斜坡脑膜瘤往往累及岩斜区及中下斜坡，上起岩斜区下至枕骨大孔腹侧或腹外侧，推移
脑干和多组颅神经以及椎-基底动脉及其主要分支，尽管发病率不高，但其手术治疗极具挑战性。
本文目的是研究电生理监测下显微外科手术治疗大型斜坡脑膜瘤的方法和手术效果。
方法 自 2014 年 5 月至 2018 年 12 月, 我们共收治 23 例大型斜坡脑膜瘤，其中男 14 例，女 9
例；年龄 32-49 岁，平均 41.3 岁；病程 2-4 个月，平均 2.2 个月。主要表现为头痛，头晕，复
视，听力下降，行走不稳等。MRI 上 17 例肿瘤长径累及上中下斜坡，肿瘤从岩斜区沿斜坡向枕骨
大孔腹侧生长，轴位 MRI 可见几乎所有肿瘤均偏向一侧，其中 13 例偏左，10 例偏右，肿瘤强化
明显。手术入路采用一侧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或联合远外侧经髁入路，电生理监测面神经和迷走神
经。显露肿瘤以后可见三叉神经、面听神经及后组颅神经位于肿瘤表面，外展神经往往被肿瘤包裹
难以发现。首先切除肿瘤上端，然后在神经间隙由上而下分块切除肿瘤，CUSA 可以明显缩短手术
时间；肿瘤血供丰富，质地较软，从岩斜区到枕骨大孔腹侧沿途均可见肿瘤基底及硬脑膜供血；肿
瘤可向内听道和颈静脉孔内生长。电生理监测可以提供神经准确定位以保护神经，并有利于肿瘤全
切除。
结果 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其中 22 例一期 Simpson II 类全切除，1 例次全切除，颈静脉孔内
少许残留，没有手术死亡。其中 5 例有破裂孔破坏，19 肿瘤不同程度向内听道生长， 15 例肿瘤向
颈静脉孔内生长，11 例肿瘤下端位于枕骨大孔腹侧或腹外侧。外展神经被肿瘤包裹，术中难以辨
认。术后常见并发症为颅神经症状：其中 21 例出现外展神经损伤表现，其次三叉神经症状包括面
部感觉异常和带状疱疹，面听神经和后组颅神经损伤较轻。没有脑干和大动脉损伤表现。病理诊
断：17 例上皮细胞型, 6 例纤维细胞型。随访 3-56 月，2 例早期复发者接受射波刀治疗，颈静脉孔
内少许残留者接受伽马刀治疗，随访期内稳定。常见后遗症外展神经麻痹，个别患者可见轻度面
瘫。
结论 一侧枕下乙状窦后入路联合远外侧经髁入路可以充分显露大型斜坡脑膜瘤，在神经间隙内分
块切除肿瘤可以一期全切除肿瘤。电生理监测可以明显保护被监测神经；外展神经难以辨认常被损
伤。

PU-101

经额下入路切除鞍结节和鞍隔脑膜瘤与传统翼点入路的对比
姚国杰,杨铭,龚杰,韦可,伍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鞍结节和鞍隔脑膜瘤的手术切除有翼点、额下、额外侧诸多入路。手术的三个难点：视神经
损伤；肿瘤基底的残留；下丘脑及垂体柄的损伤。本文目的是比较经额下入路与传统的翼点入路在
控制并发症方面的优势。
方法 额下入路要点：钻孔取下骨片后，将残余的骨片上的额窦内粘膜刮除，以骨蜡封闭额窦骨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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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损。术毕脑膜缝合后再翻转头皮的帽状腱膜瓣将额窦破口彻底封闭。处理额窦黏膜的器械不应继
续在术中适用。硬脑膜可采用“U”形切口翻向中线处的皮层流向失状窦的引流静脉。部分向额底牵
开。术中要点：先探查侧池裂，缓慢充分地放除脑脊液，使脑组织自然回缩，待有充分空间后，沿
侧裂向中线探查，找到视神经为解剖标志。额底面以棉条铺满，避免造成脑损伤。该入路牵拉脑组
织，应注意：不可用力强拉，待脑脊液充分放出，脑压下降后，自脑底牵开。不可反复置入、取出
脑压板，否则易造成脑挫伤。脑压板不可过深，脑压板的顶端不应超过视交叉后方，以防损伤下视
丘和垂体柄。嗅神经处理 额底入路时有嗅神经被拉断的可能，可事先电灼嗅神经，将筛板出血处
压以海绵。也可先将嗅神经自额底面游离后保护之，唯此法较费时，且手术过程也可能会将其损
伤。回顾性分析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200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手术治疗的 50 例鞍 结节脑膜瘤,
按翼点入路及额下入路分为两组,比较两组不同手术入路病例的手术全切率、术后视力，下丘脑损
伤。
结果 50 例肿瘤总体全切率 75％,额下入路手术全切率高于翼点入路,术后视力改善情况额下入路高
于翼点入路，且下丘脑损伤情况明显低于后者。
结论 从解剖上看额下入路较翼点入路缩短距离约 1cm (5.1:6.1)；眼动脉的分支筛后动脉常为肿瘤
的供血动脉，额下入路有利于切除肿瘤前阻断；有利于受累脑膜和颅骨的切除；更充分地暴露双侧
视神经视交叉和颈内动脉外侧；更直观地显露垂体柄、鞍隔孔，所以有明显得优势。但是有其缺
点：额窦打开容易感染；嗅神经损伤可能性大；额叶静脉保护不好，额叶挫伤创面较大，容易皮下
积液，术后额颞部软组织肿胀明显。

PU-102

比较术前栓塞与单纯手术治疗脑膜瘤疗效的 Meta 分析
陈磊,曹依群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术前栓塞自开展以来用于辅助肿瘤切除，以减少术中出血和手术时间。但对于脑膜瘤的术前
栓塞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意见，同时也没有一项相关的 meta 分析。本文的目的是对术前栓塞和单
纯手术治疗脑膜瘤进行系统回顾和 meta 分析，以期找到术前栓塞对治疗脑膜瘤有效性的证据。
方 法 本 meta 分 析 根 据 PRISMA 流 程 进 行 。 按 照 关 键 词 “preoperative” ， ”emboization” ，
“meningiomas”，对 Pubmed 和 EMBASE 两个数据库进行筛选。纳入标准为：1）随机对照研究，
病例对照研究或队列研究；2）术前栓塞组和单纯手术组均至少包括以下一种变量：并发症，术中
出血量，手术时间；3）术前栓塞组需通过血管途径行栓塞术，且每组均包含病例数不少于 10 例；
排除标准：1）病例报告和系列研究；2）综述，述评，信函，技术报告。数据由 2 名作者独立提
取。Meta 分析采用 RR 值评估总体并发症发生率，MD 值评估出血量及手术时间。分别采用考克蓝
相关的评估方法对 RCT 和非 RCT 研究进行文献质量评估。I2 用于估计 meta 分析的异质性检验。
结 果 自 1990 年 1 月 至 2017 年 12 月 ， 按 照 关 键 词 “preoperative” ， ”emboization” ，
“meningiomas”，对 Pubmed 和 EMBASE 两个数据库进行筛选，共筛查出 153 篇文献，排除重复
以及非对比性研究 118 篇。对剩余 35 篇文献进行全文回顾，27 篇文献不能满足纳入标准，最终纳
入 8 项研究，其中 1 项 RCT 研究，7 项非 RCT 研究，共有 510 例脑膜瘤患者符合纳入标准。研究
发现：4 篇文献报道了总体并发症，术前栓塞组总体并发症和手术组总体并发症率发生率分别为
29%和 28%。与单纯手术相比术前栓塞并没有增加脑膜瘤患者的总体并发症发生率（RR = 0.92,
95% CI：0.61 to 1.38）。与单纯手术相比术前栓塞组能够明显减少术中出血（MD = –65.10, 95%
CI: –124.76 to –20.82）和手术时间（MD = –38.48, 95% CI: –64.03 to –12.93）。本项 Meta 分析
未观察到明显的发表偏移。
结论 本 meta 分析认为并支持术前栓塞治疗脑膜瘤是一项有用的辅助技术手段。这项技术能够使得
在手术切除脑膜瘤时减少术中出血和手术时间。

113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PU-103

侵蚀主要静脉窦型脑膜瘤的治疗策略
刘永,阚文武,王冉,肖勇,杨坤,邹元杰,刘宏毅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侵蚀静脉窦型脑膜瘤的手术往往具有导致静脉血栓、梗死、出血等风险，手术具有较高难度
和复杂性，且学术界存在切除程度及术后治疗方案的争议。本组探讨手术切除侵蚀静脉窦型的脑膜
瘤的手术策略及治疗方法。报道最近我们手术治疗不同侵蚀程度静脉窦的脑膜瘤的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 月至 11 月术者手术切除侵蚀主要静脉窦型的脑膜瘤 8 例。临床采集资
料包括：性别、年龄、部位、影像资料、病理类型、随访结果等。根据肿瘤侵蚀窦的程度以及肿瘤
与桥静脉的引流关系决定手术的策略。随访时间 3 月至 1 年。
结果 本组资料 8 名脑膜瘤（WHO I 级）患者中女性 6 例，男性 2 例。年龄 46-75 岁。病程 3 天-4
年。影像学检查肿瘤侵蚀矢状窦 5 例，侵蚀横窦 2 例，窦汇区 1 例。肿瘤直径大小 2-7cm。按照
Sindou’s 分级，其中 III 型 3 例，IV 型 3 例；VI 型 2 例。2 例 VI 型脑膜瘤采用结扎切除侵蚀的窦；
3 例 IV 型脑膜瘤采用肿瘤大部分切除，尽量切除突入窦内的肿瘤。1 例 III 型脑膜瘤采用仅剥除硬
膜的外层，保存硬膜的内层。术后影像复查：近全切除（>90%）7 例，全切除 1 例。1 例患者术后
3 天出现癫痫，并伴有左侧肢体肌力下降，术后 1 周肌力逐渐恢复正常。所有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未出现皮下积液、感染、切口愈合不佳等现象。随访 3 月至 1 年，所有患者预后良好，影像学检查
未见残余肿瘤的生长。
结论 侵蚀静脉窦型脑膜瘤具有较高的手术风险。对于 VI 型脑膜瘤采用在桥静脉汇入矢状窦的前方/
后方结扎窦然后切除，IV 型脑膜瘤采用肿瘤大部分切除，尽量切除突入窦内的肿瘤。III 型脑膜瘤
采用仅剥除硬膜的外层。对少量肿瘤残余的患者建议随访观察。

PU-104

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的手术治疗
叶永造,刘希尧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的显微手术方法及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2016 年我院收治并手术的 16 例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患者，其中男性 9
例，女性 7 例，年龄 25～63 岁，平均 47 岁，病程 6 个月～5 年，平均 23 个月。所有病例均采用
显微神经外科技术治疗。术前完善 MR 及 CTA 等检查，并在术中对肿瘤与周围重要结构的关系进
行评估，通过离断肿瘤供应血管，缩小肿瘤体积，分离肿瘤与毗邻血管及神经间隙等方法切除肿
瘤。术后随访 8 月～6 年。
结果 肿瘤全切 9 例，次全切 4 例，部分切除 3 例。术前视力明显减退 12 例，术后 8 例明显好转，
2 例无改善，2 例恶化。术后 7 例动眼神经麻痹，经治疗好转。全部患者无死亡。术后随访 8 月～6
年，肿瘤切除程度 Simpson I、II 级者（13 例）术后未见复发，Simpson III 级（3 例）切除后均行
放疗或 γ 刀治疗。其中 2 例复发再次行手术治疗。
结论 术前影像学检查结合及术中情况精细评估肿瘤与毗邻重要结构的关系，根据评估结果指导分
离、切除肿瘤是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彻底切除的关键，且积极手术切除肿瘤对控制肿瘤及恢复视力
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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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5

中央区窦镰旁脑膜瘤术中静脉保护的临床意义
王斌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中央区的矢状窦旁和大脑镰旁脑膜瘤，常累及矢状窦、中央沟静脉等引流静脉，术中易损伤
静脉而导致术后肢体瘫痪等并发症。本文探讨中央区窦镰旁脑膜瘤术中静脉保护的方法及意义。
方法 2016 年 03 月～2017 年 10 月，我科采用显微手术切除中央区矢状窦旁脑膜瘤 35 例、大脑镰
旁脑膜瘤 16 例。术前均行 MRI 平扫+增强及 MRV 检查。从剪开硬脑膜至缝合硬脑膜的所有操作均
在显微镜下进行，充分显露肿瘤与大脑镰、矢状窦及中央沟静脉等重要引流静脉的关系，妥善保护
重要的引流静脉；利用蛛网膜界面锐性分离肿瘤，保护功能区皮质；术中尽量不电凝烧灼引流静
脉，对于静脉性出血，采用明胶海绵或速即纱+脑棉贴敷；严格保护中央沟静脉及瘤周大的引流静
脉，如静脉与肿瘤黏连紧密、无法分离时，可残留少许肿瘤；位于纵裂深部的镰旁脑膜瘤，避免过
度牵开脑皮质，采用瘤内减压、对侧入路、必要时切除非功能区的脑组织增加显露；对于重要静脉
位于肿瘤表面时，分块切除其前后方的肿瘤组织，待肿瘤体积缩小、回流静脉张力降低时，再小心
切除；对中段矢状窦的处理，警惕窦腔假性闭塞，只有术中证实完全闭塞、周围静脉回流代偿良好
者，才行肿瘤+受累静脉窦全切。
结果 按 Simpson 切除分级：Ⅰ级切除 15 例，Ⅱ级切除 28 例，Ⅲ级切除 8 例。术中回流静脉出血
6 例，余均保护完整；手术切除闭塞矢状窦 2 例，修补破损窦壁 5 例，电灼侧壁 25 例。术后 6 小
时内头颅 CT2 例示瘤腔内渗血，余均正常。术后 24～48h 内复查 MRI 增强，6 例示脑皮质水肿较
术前加重。8 例术后肢体运动障碍较术前加重，1 月内恢复。无手术死亡。随访 49 例，时间 3 个
月～2 年，无肿瘤复发。
结论 通过术前评估、术中对静脉系统的保护，可以减少中央区矢状窦旁和大脑镰旁脑膜瘤的手术
并发症。

PU-106

多技术融合在脑功能区肿瘤微手术中的应用
张宇,叶盛,鲁祥和,夏雷,郑伟明,诸葛启钏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fMRI、DTI 和皮层电生理监测技术辅助在脑功能区肿瘤显微手术中的应用及
效果。
方法 回顾分析 2017 年 1 月～2019 年 1 月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80 例脑功能区的肿瘤患者，按手术
方法分为技术辅助组与常规对照组，每组各 4O 例。功能区病变涉及到脑膜瘤、星形细胞胶质瘤、
胶质母细胞瘤、转移瘤、海绵状血管瘤。常规对照组采用常规显微手术，技术辅助组在此基础上加
用神经导航、fMRI 、DTI 及术中皮层神经电生理监测。比较两组患者肿瘤定位误差、切除程度、
治疗效果及并发症情况。
结果 技术辅助组术前行 fMRI、DTI 成像，完成融合图像信息，术中结合神经导航仪成功标定肿瘤
及功能区，肿瘤切除率(83．33％)明显高于常规对照组；技术辅助组患者术后生存质量评分与运动
功 能改 善情况 优于 常规对 照组 (P<0 ．05) ；技术辅 助组 fMRI 扫描时 间明 显高 于常规 对照 组
(P<0．05)；技术辅助组随访过程中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对照组(P<0．05)。
结论 fMRI、DTI 技术和术中皮层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结合神经导航辅助手术治疗可准确判断病变
与脑功能区关系，明确肿瘤切除范围，实现手术方案个体化，有利于提高大脑功能区肿瘤全切率，
改善患者术后机体功能状态，保护大脑功能区，同时最大范围切除肿瘤。

115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PU-107

显微镜辅助可撑开通道系统半椎板入路
与常规全椎板入路椎管肿瘤切除的比较分析
李如军,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分析比较应用 Caspar 可扩张通道系统显微镜下半椎板入路手术切除椎管肿瘤与常规全椎板椎
管肿瘤切除术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我科椎管内肿瘤患者 25 例，行半椎板入路，同期骨科椎管内肿瘤 24 例，行常规全椎板
椎管肿瘤切除，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术后并发症及脊柱稳定性、住院时间及费用
的差异。
结果 两组患者肿瘤均获全切除,患者症状和体征术后均明显改善. 其中全椎板入路患者均行内固定
术，与半椎板入路组相比,全椎板入路组手术时间长、术中失血量多、住院时间长、住院费用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均无明显并发症与脊柱畸形发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显微镜下半椎板入路较全椎板入路创伤更小,不增加手术风险与并发症，对脊柱稳定结构破坏
小，无需内固定。

PU-108

1 期手术切除结合内固定术治疗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疗效分析
高鲁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1 期手术结合脊柱内固定技术治疗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的手术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20 例椎
管内外沟通性肿瘤，均行 1 期显微镜下切除手术结合脊柱内固定技术治疗。其中颈椎管肿瘤 6 例，
4 例为侧块螺钉固定，2 例为侧块和椎弓根螺钉固定；胸椎管肿瘤 8 例，腰椎管肿瘤 6 例，均采用
椎弓根螺钉固定。
结果 手术全切率 100%，术后磁共振复查肿瘤无残留。术后病理报告均为神经鞘瘤。术后 1 周 20
例患者较术前均有改善，术后随访 3 月,20 名患者均恢复正常工作,生活，无加重及复发病例。3 月
复查内固定及脊柱稳定性维持良好。
结论 1 期手术切除结合内固定术对于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在全切肿瘤的同时避免 2 期手术的损伤，
维持脊柱的稳定性，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09

半椎板入路显微手术治疗椎管内肿瘤疗效分析
肖哲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脊髓肿瘤又称椎管内肿瘤，占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 15%，手术治疗是治疗脊髓肿瘤最有效的
方法。既往多采用全椎板入路手术，对脊柱损伤较大，并破坏了脊柱的稳定性，可形成局部瘢痕黏
连，影响远期临床治疗效果。半椎板入路手术是近年来治疗脊髓肿瘤的一种较新的微创手术，手术
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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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我科最近的经半椎板入路手术治疗脊髓肿瘤 3 例病例进行探讨，评价经半椎板入路显微手
术治疗脊髓肿瘤的手术效果、优缺点、临床疗效及对脊柱稳定性的影响。 应用回顾性分析对经半
椎板入路手术治疗脊髓肿瘤的术后恢复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半椎板入路手术达到肿瘤全切除，可早期下床活动，术后住院时间短。半椎板入路术后脊柱
稳定性良好，未发生脊柱后凸或侧凸畸形，术后并发症少。
结论 半椎板入路在治疗脊髓肿瘤上有以下优点：手术创伤小，可早期下床活动，术后住院时间
短，近期临床疗效显著，脊柱稳定性得到充分保留，虽有暴露受限的缺点，但应用显微镜行分块切
除肿瘤组织，手术操作空间已经足够，可适用于全脊柱各部位的髓外硬膜下肿瘤的手术切除，特别
是肿瘤较小、边界清楚的肿瘤。

PU-110

神经电生理辅助脊髓内室管膜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刘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内室管膜瘤的临床特征，手术策略及影响预后的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8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神经外科收治的 42 例脊髓内室管膜瘤患者的临床表现、显微外科操作、切除程度和术后随访资
料。采用 Klekamp-Samii（KS）评分评估术前及术后脊髓功能。
结果 髓内室管膜瘤好发于颈段，最长累及颈椎 6 个节段，38 例（90.5%）肿瘤全切，余大部分切
除。术后随访至少 6 月，采用 KS 评分评估脊髓功能，其中 35 例患者术后感觉和运动功能较术前
有改善或与术前相似，加重 7 例，无死亡病例。
结论 脊髓内室管膜瘤患者，利用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应用正确的手术策略和精细的显微操作能
够提高肿瘤全切率并保留神经功能。

PU-111

高颈段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的手术策略（附 26 例报告）
刘俊,冯开明,蒋秋华
赣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高颈段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的临床特征及显微操作技巧,以提高全切除率和降低致残率.方
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收治 26 例脊髓血管母细胞瘤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显微手术操作、切除
程度及术后随访情况。26 例患者均采取后正中入路行椎管内占位切除术，术中辅以荧光造影明确
占位病变的供血动脉及引流静脉，术后组织病理检查确诊。术后 3 个月观察肿瘤的切除情况及脊髓
功能障碍改善情况，行 McCormick 脊髓功能分级评估。
结果 26 例患者实现肿瘤全切，肿瘤体积最大为 18.0cm×2.0 cm×2.0 cm,最小为 1.0 cm×1.5 cm
×0.5 cm,.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 3 ～108 个月,平均(23.0±18.5)个月.19 术后感觉和运动功能较术前
改善或与术前.相同,加重 2 例(20.8％)；.McCormick 分级Ⅰ级 17 例(56.6％),Ⅱ级 6 例(26.4％),Ⅲ级
2 例，Ⅳ级 1 例。
结论 高颈段脊髓血管母细胞瘤临床表现无特殊性，MRI 对其诊断具有一定特异性。对于大多数患
者，结合术中荧光造影，通过娴熟的显微外科手术技巧及正确的手术策略，能够全切肿瘤并可获得
良好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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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2

神经电生理监测与影像塑形在椎管内肿瘤的应用
闫晓鹏,贾贵军,吉宏明,吴昊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电生理监测与影像塑形在椎管内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分析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采用后路手术，结合影像、塑形技术及电生理监测治
疗椎管内肿瘤 60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手术前行影像评估、三维塑形模拟、日本骨科协会(JOA)评
分。术中应用体感诱发电位及肌电图监测，并根据术后 JOA 评分和影像学改变评价疗效。
结果 术后影像学显示：肿瘤全切 52 例，肿瘤近全切除 5 例，肿瘤大部切除 3 例；患者术后均不同
程度临床好转，无围手术期死亡。随访时间 3～6 个月，JOA 评分平均分与术前分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椎管内肿瘤手术结合影像评估、塑形及电生理监测，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及精确度，临床效
果满意。

PU-113

电生理监测复合技术辅助显微手术治疗
多节段颈脊髓髓内肿瘤的临床病例分析
王林,何芳,夏成雨,傅先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目的 探讨显微手术结合多指标电生理监测复合技术在多节段颈脊髓髓内肿瘤治疗中的应用和预后
分析。
方法 结合最新文献回顾性分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专业组近一年来
应用显微技术结合多指标电生理监测复合技术在 13 例多阶段颈脊髓髓内肿瘤切除手术中的应用经
验教训分析。
结果 所有病例术前均完善影像学（CT、MR）和电生理（肢体肌电图和体感诱发电）检查。13 例
颈脊髓髓内肿瘤的病例中长度占 2-3 个节段 4 例、≥4 个节段 9 例；显微镜下全切除 11 例、次全切
除 2 例；术中脊髓皮层电极描记辨别后正中沟，切除肿瘤过程中电生理监测预警 2-5 次不等，其中
大部分为 SEP 预警、结合 MEP 监测指导术者手术方案调整。术中椎板复位 11 例、去椎板减压 2
例；术后出院前脊髓功能不同程度改善 10 例、无改善 2 例、加重 1 例；随访 3-12 月脊髓功能均不
同程度改善；无肿瘤复发病例。
结论 颈段脊髓髓内肿瘤危害大、手术风险高。目前显微手术切除肿瘤仍然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术中多手段电生理监测复合技术应用给手术医生提供保护脊髓功能前提下尽可能全切肿瘤的可靠参
考。大多数髓内肿瘤可以做到显微镜下全切除，患者预后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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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

电生理监测辅助显微技术“会师”手术
切除脊髓腹侧方脊膜瘤的临床病例分析
王林,何芳,傅先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目的 探讨位于脊髓腹侧方的脊膜瘤治疗的手术技巧、预后及电生理监测以及脊柱稳定性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总结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专业组收治的
11 例位于脊髓腹侧方的脊膜瘤患者的治疗和随访资料。所有患者术前行椎管 X 线、CT 及 MR 检
查，肿瘤全部位于胸椎管脊髓正腹侧，手术行后正中全椎板入路，术中实时电生理监测，其中 7 例
术后行椎板棘突韧带复合体复位。
结果 手术切除 Simpson 分级Ⅰ级 7 例、Ⅱ级 3 例、Ⅲ级 1 例，无手术死亡患者。术后脊髓功能明
显较术前好转，随访 6~36 月，无复发病例，脊髓功能持续恢复好转，无明显脊柱畸形不稳表现。
结论 脊髓腹侧方脊膜瘤由于位置关系手术损伤脊髓风险极大，肿瘤全切除困难。电生理监测辅助
显微技术“会师”手术切除位于脊髓腹侧方脊膜瘤疗效确切，术中脊髓保护至关重要。

PU-115

位于脊髓圆锥部位髓内恶性胶质性肿瘤(WHO4 级)
临床诊治分析并文献复习（附 2 例病例）
王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目的 结合相关文献总结分析临床少见的脊髓圆锥部位髓内恶性胶质瘤临床特点及诊治。
方法 总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近半年来诊治的 2 例位于脊髓圆锥部位髓内恶
性胶质瘤的诊治过程及预后，结合复习相关文献进一步了解髓内恶性胶质瘤的发病、诊断、治疗和
预后；
结果 2 例患者均为青少年，肿瘤均位于脊髓圆锥部位，一例术前诊断室管膜瘤，术中显微镜下全
切除，术后病理诊断胶质母细胞瘤（WHO4 级）；另一例术前诊断星形细胞瘤，术中显微镜下次
全切除，术后病理诊断弥漫性中线胶质瘤（WHO4 级）。术后参照脑胶质瘤治疗方案进行正规放
化疗，随访 1 年期间肿瘤一例复发。
结论 位于脊髓圆锥部位髓内肿瘤手术并发症多，恶性胶质性肿瘤预后更差。电生理监测结合显微
技术大部切除肿瘤并椎管减压手术，术后进行正规放化疗有一定疗效，总体预后差。

PU-116

颈段髓内支气管源性囊肿病例回顾及临床分析
张喆 1,王贵怀 2
1.郑州人民医院
2.清华大学北京长庚医院

目的 通过对椎管颈段髓内支气管源性囊肿的病例总结进一步分析该肿瘤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郑州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椎管髓内支气管源性囊肿的临床资料并行文献复习，对其
流行病学、临床表现、病理类型、诊治经过和预后随访等进行对比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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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病例术中包膜完整全切肿瘤，病理免疫组化：椎管内囊肿，被覆呼吸上皮，局部伴鳞状化
生，IHC:CK+、CEA-、GFAP-、S-100-、CR-、Ki-67-，诊断为支气管源性囊肿。术后病人痊愈出
院，随访 3 个月，未遗留任何神经系统症状。
结论 椎管内支气管源性囊肿的临床表现与其他椎管内良性囊肿相似，如脊髓神经受压程度未超过
脊髓神经的承受极限，可无临床表现，偶有 MRI 检查无意发现。MRI 上椎管内支气管源性囊肿为
长 T1WI 长 T2WI 信号 ，难与表皮样囊肿 、肠源性囊肿 、神经源性囊肿等鉴别，确诊靠病理检
查。关于椎管内支气管源性囊肿的治疗，手术切除最有效。位于髓内的椎管内支气管源性囊肿，手
术切除难度大，多不能切净；治疗原则上尽早发现、尽早全切肿瘤。

PU-117

椎旁神经肿瘤的手术治疗
齐向前,毕云科,侯典琦,沈上杭,薛亚军,楼美清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椎管旁神经源性肿瘤的显微手术技术和脊柱稳定性。
方法 回顾分析近 2 年手术治疗的 10 例椎旁肿瘤的围手术期临床资料和随访结果，其中神经源性肿
瘤 7 例。
结果 肿瘤位于颈段 4 例，胸段 5 例，腰段 1 例。肿瘤全切除 9 例，次全切除 1 例；其中 1 例采取
胸腔镜手术，3 例患者采取了术中椎弓根或侧块螺钉内固定。病理结果：神经鞘瘤和神经纤维瘤 7
例，肌结缔组织良性肿瘤 1 例，骨巨细胞瘤 1 例，血管瘤性病变伴慢性炎症反应 1 例；所有病例均
随访，术后症状均显著改善，1 例患者出现一过性下肢力弱，术后肿瘤无复发。
结论 椎管外神经源性肿瘤以神经鞘瘤和神经纤维瘤最为常见，手术切除能改善患者症状并提高其
生活质量。手术原则是充分了解并暴露解剖出瘤体及其周围毗邻重要血管、神经、组织、器官等，
在保障神经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全切肿瘤，对于脊柱的稳定性破坏较大需要采取内固定。

PU-118

基于 SEER 数据库的成人脊髓室管膜瘤发病率流行病学研究
满韦韬 1,2,王贵怀 2,1
1.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2.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目的 室管膜瘤是成人最常见的脊髓原发性肿瘤之一，本研究拟通过基于人口的大样本量数据，分
析成人脊髓室管膜瘤的发病率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 提取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监测、流行病学和结果”数据库（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 SEER ） 1973-2015 年 确 诊 的 ， 年 龄 ≥20 岁 的 脊 髓 室 管 膜 瘤 患 者 病 例 ， 用
SEER*Stat8.3.5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根据 2000 年美国普查 P25-1130 人口分布计算年龄调整发
病率及 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分析不同病理类型的发病率及性别、种族、年
龄对发病率的影响，并计算年龄调整发病率的年度百分比变化(annual percentage change，APC)
评估发病率趋势。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共 纳 入 成 人 脊 髓 室 管 膜 瘤 患 者 1224 例 ， 其 中 男 性 682 例 （ 55.7% ） ， 女 性 542 例
（44.3%），不同病理类型的构成比分别为：粘液乳头状室管膜瘤 351 例（28.7%），间变性室管
膜瘤 18 例（1.5%），乳头状室管膜瘤 6 例（0.5%），室管膜瘤 849 例（69.4%）。年均发病率为
0.16/十万（95%CI 0.15-0.17），其中室管膜瘤年均发病率最高，为 0.11/十万，其次为粘液乳头
状室管膜瘤，为 0.047/十万。男性年均发病率 0.19/十万（95%CI 0.17-0.20），高于女性 0.14/十
万（95%CI 0.13-0.14）。白种人年均发病率为 0.18/十万（95%CI 0.17-0.19），高于黑种人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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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95%CI 0.07-0.12）及其他种族 0.10/十万（95%CI 0.08-0.13）。40-49 岁年龄段年均发病
率为 0.25/十万（95%CI 0.22-0.29），高于其他年龄段发病率。总体年龄调整发病率的 APC 为
5.15（P＜0.01），男性、女性及白种人分别为 5.13（P＜0.01），4.95（P＜0.01），5.36（P＜
0.01）。
结论 本研究分析了 SEER 数据库中 42 年的成人脊髓室管膜瘤流行病学特点，得出成人脊髓室管膜
瘤的总体年均发病率为 0.16/十万，以室管膜瘤、粘液乳头状室管膜瘤居多，且男性、白种人及 4049 岁年龄段发病率较高，总体发病率、男性、女性及白种人的发病率均呈增长趋势。

PU-119

《椎管内原发性黑色素细胞肿瘤临床分析（附 4 例报告）》
张喆 1,王贵怀 1,2
1.郑州人民医院
2.清华大学北京长庚医院

目的 通过对近年发现的椎管内原发性黑色素细胞肿瘤的病例总结进一步分析该肿瘤的临床特点。
方法 对 2011 年 11 月至 2014 年 05 月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发现的 4 例椎管内黑色素细胞肿瘤病
人的临床资料分析并结合文献对其流行病学、临床表现、病理类型、诊治经过和预后随访等进行对
比讨论。
方法 对 2011 年 11 月至 2014 年 05 月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发现的 4 例椎管内黑色素细胞肿瘤病
人的临床资料分析并结合文献对其流行病学、临床表现、病理类型、诊治经过和预后随访等进行对
比讨论。
结果 本组男 3 例女 1 例；年龄 23-51 岁，平均 41.25 岁；肿瘤单发 3 例、多发 1 例；髓外 3 例，
髓内 1 例；肿瘤位于颈段 3 例，位于胸腰段 1 例；病理诊断为恶性黑色素瘤 1 例，黑色素细胞瘤 3
例；6-28 个月的随访生存 3 例、死亡 1 例。
结论 椎管内 PMN 临床表现缺乏特征性，影像学表现不典型，临床诊断较易误诊为神经鞘瘤、脊膜
瘤等，明确诊断需要依靠病理诊断，尽早诊断黑色素细胞肿瘤并运用显微手术全切除有助于获得良
好预后，术后应根据不同的病理类型采取适宜的放疗措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PU-120

黏液乳头型室管膜瘤:广泛转移的一例病例报告
黄建军,白永文,王勇,张素勤,王俊平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目的 探讨黏液乳头型室管膜瘤手术治疗经验。
方法 患者，男，41 岁。19 年前因 T12~L4 室管膜瘤行肿瘤切除术。术后恢复良好，能正常工作。
1 年前出现左下肢痛温觉减退和后背部疼痛。入院检查：马鞍区痛觉减退、双侧腹壁和肛门反射消
失, 肌力、肌张力正常。左下肢的膝反射、跟腱反射消失。影像学检查：右侧桥小脑角区和右侧大
脑镰旁各见一个不规则占位性病变，边界较清楚，注入造影剂后病灶明显强化（见图 1A）。硬膜
内肿瘤呈腊肠样，从 C7 主体延伸到 S2 的圆盘水平，充满蛛网膜下腔及椎管腔内，脊髓受压移
位，马尾与肿瘤分界包绕，但分界不清；腰骶段肿瘤侵犯骨质，骨质破坏明显（见图 1 B,C），长
度的累积 48 厘米。临床诊断：脊髓室管膜瘤蛛网膜下腔广泛播散转移。
结果 患者在全麻下行脊髓肿瘤切除术，共咬开 15 个椎板 C7~T11 和 L5 ~S2 （T12 ~L4 椎板 19 年
前手术已切除）。在显微镜下分块切除，术中肿瘤呈紫红色，供血丰富，部分肿瘤囊变，呈灰红色
或胶冻状。位于腰骶部的肿瘤，侵润到松质骨内，血供极为丰富。由于切除肿瘤时大量出血，手术
输血量为红细胞 12 单位，血浆 3480 ml。病理诊断：复发黏液乳头型室管膜瘤。手术后患者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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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感觉障碍缓解，根性疼痛消失。同时给予患者行全脑全脊髓放疗（40Gy）。术后 4 年随访：患
者恢复良好，能从事非体力劳动，McCormick 评分为Ⅰ级。MRI 检查显示无疾病进展或新的脊髓
病变（见图 2）。
结论 脊髓黏液乳头型室管膜瘤容易复发和播散转移，手术沿肿瘤与蛛网膜界面显微剥离是全切肿
瘤关键，肿瘤富含黏液基质与圆锥马尾粘连和包绕是手术的难点，避免肿瘤沿蛛网膜下腔播散，术
后辅以放疗是避免复发转移的主要措施。

PU-121

脊髓圆锥马尾部室管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体会
张素勤,白永文,马喜,李力波,张国清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圆锥、马尾部室管膜瘤的显微手术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圆锥马尾部室管膜瘤 20 例，分析其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和显
微手术治疗方法。
结果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 MRI 检查，肿瘤全切除 17 例，次全切除 3 例。术前 15 例伴疼痛症状患
者，术后 13 例疼痛症状消失、2 例明显改善；2 例出现肢体局部麻木，出院时麻木均明显减轻；3
例患者肿瘤部分位于圆锥内部，术后出现尿潴留，出院 1 周后拔除尿管能自行排尿，未见复发病
例。病理结果显示有 10 例为粘液乳头型室管膜瘤，其余为室管膜瘤。
结论 圆锥马尾部室管膜瘤少见，无特异性临床表现，易误诊，及早行 MRI 检查以明确诊断，显微
手术治疗是有效治疗方法。

PU-122

骶神经刺激器植入治疗圆锥马尾区肿瘤切除术后尿潴留 1 例
黎军,陈琳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圆锥马尾区髓内肿瘤的手术治疗及术后膀胱、尿道、肛门括约肌的功能恢复
方法 采用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切除脊髓圆锥区髓内肿瘤 1 例，术后患者有排尿困难、轻度排便困
难，经康复治疗效果不佳。采用植入式骶神经电刺激器治疗。
结果 患者尿储留、排尿困难、排便困难症状消失。
结论 切除脊髓圆锥畸胎瘤后，对遗留膀胱、尿道、肛门括约肌功能障碍的患者，采用骶神经电刺
激能有效改善圆锥马尾区术后括约肌功能。是改善脊髓肿瘤患者预后的一种治疗思路。

PU-123

C7 椎管外神经鞘瘤的手术切除
沈上杭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外周神经的神经鞘瘤属于神经系统常见的良性肿瘤，手术切除肿瘤是目前最为有效的治疗方
法，可达到治愈疾病的目标。但肿瘤大小的生长位置，往往给手术治疗造成了一定的手术难度。本
文通过介绍一例大型胸腔内 C7 椎管外胸腔内神经鞘瘤的全切除，探讨经颈部入路切除胸腔内上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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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和下颈段椎管前方神经鞘瘤的手术技术。
材料 回顾分析我科一例 47 岁男性 C7 神经鞘瘤患者，经前方入路，自颈部肌群间隙进入达肿瘤，
全切肿瘤的过程、技术特点、及入路优点。
方法 患者肿瘤生长于左侧胸腔上部，肺尖后上方，椎管外，C7 神经出椎管处，并有椎间孔内部分
肿瘤，肿瘤大小约 7*7*7CM，左侧 C7-T1 椎间孔扩大明显。根据肿瘤位置和大小，给予选择经颈
部进入，切开锁骨，并给予向下推移，获得局部足够空间，经颈部肌群间隙深入，最终经前斜角肌
和后斜角肌间隙进入到达肿瘤。沿肿瘤边缘，分块切除椎管外肿瘤及椎间孔内肿瘤。内固定锁骨，
缝合手术切口。
结果 全切除肿瘤，周围神经血管组织保存完好，手术顺利便捷，出血少，创伤小，与术前相比，
术后神经功能无变化。患者恢复快，迅速出院。
结论 经前方锁骨上、颈部肌群间入路，切除下颈段及上胸段椎管外神经鞘瘤，入路便捷，通过断
开锁骨，移位锁骨的方法，可以向下方获得更大的手术空间，足够切除该部位椎管外紧贴胸腔后壁
的大型神经鞘瘤。并且具有组织间自然生理明显，容易分离进入，神经血管组织结构清晰，手术创
伤小，术后恢复快的有点。值得推广。

PU-124

半椎板技术切除腰椎椎管内病变
仰鹏志,王洪亮,赵兵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使用半椎板技术切除腰椎椎管内病变的临床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1 年 1 月至 2018 年 8 月利用半椎板技术切除腰椎椎管内病变 42 例，其
中神经鞘瘤 25 例，脊膜瘤 6 例，椎管狭窄 3 例，硬脊膜外血肿 5 例，椎间盘突出症 3 例。皮肤切
口长度以能够显露病变相对应的椎板节段为原则，同侧半椎板及棘突基底部开窗扩大视野，必要时
磨除对侧椎板内板，术中按需调整手术显微镜角度和患者体位，病变切除采用标准的显微外科技
术。
结果 31 例椎管内肿瘤全切，其中 3 例病人因瘤化神经根切断出现相应运动感觉障碍，随访 3-72
个月，其中 2 例完全恢复，另 1 例恢复不完全。腰椎退变及硬脊膜外血肿患者术后随访 6-24 个
月，其中 2 例硬脊膜外血肿神经功能恢复欠佳，其余患者神经功能较术前改善。所有病人未见术后
腰椎不稳和畸形。
结论 对于腰椎椎管内髓外病变，半椎板技术手术创伤小，提供足够手术视野，可以顺利切除病
变，患者术后恢复快。

PU-125

颈椎髓内肿瘤显微手术治疗
黄威,李奇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脊髓髓内肿瘤由于位于重要功能区，一直为神经外科外科医生所顾忌。尤其是高颈段髓内肿
瘤，存在术后呼功能障碍的风险。随着肿瘤患者的病情进展，患者疼痛、麻木、运动障碍不断加
重，有迫切的手术要求。我院在神经电生理监测配合下，实施了一组颈椎髓内肿瘤切除手术。取得
良好的效果。
方法 统计 2018 年颈椎髓内肿瘤行手术治疗病例 14 例，男 8 例，女 5 例。年龄 24-62 岁,平均 41.3
岁。其中星形细胞瘤 4 例，室管膜瘤 9 例，少突胶质细胞瘤 1 例，海绵状血管瘤 1 例。髓内病灶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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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表现多为脊髓膨大，混杂密度，不均匀强化。手术采取侧卧位或俯卧位上头架，后正中切口。
根据术前磁共振定位及术中观察脊髓膨大处沿脊髓后正中切开，显微下均全切除肿瘤。术中采用神
经电生理监测，如有体感波幅下降 50%以上则暂停操作。病变与正常脊髓组织均有不同程度的边
界，仔细辨认下严格沿边界分离，尽可能保护血管，减少电凝烧灼或用低微功率电凝。肿瘤切除后
如有脊髓肿胀，可用人工生物膜减张缝合。
结果 术后多数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基本不变或稍有降低，无呼吸功能改变。1 例患者出现四肢运动功
能障碍，经康复治疗 3 个月后恢复拄拐杖行走。感觉异常较为常见，表现为部分肢体麻胀不适，触
觉减退。
结论 颈椎髓内肿瘤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严格沿肿瘤边界分离切除，多能达到肿瘤全切，术前颈
部疼痛症状缓解，安全性较高，效果良好。

PU-126

椎管内肿瘤与脊柱稳定性的思考
江伟,李维新,王鹏,程超,左威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椎管内肿瘤与脊柱稳定性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自 2013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 300 例椎管内肿瘤手术分别采用椎板切除、半
椎板切除、椎板成形术、椎板切除+内固定术、通道辅助下肿瘤切除等手术方式，对比分析椎管内
肿瘤与脊柱稳定性的相关因素
结果 对椎管内肿瘤切除术后脊柱稳定性重建个体化选择合适的治疗策略，对提高脊柱远期功能至
关重要。目前椎管内肿瘤术后脊柱失稳的高危因素包括：手术方式、手术累计的椎体节段和长度、
年龄、术前脊柱失稳情况、椎管内肿瘤自身对脊柱稳定的影响。
结论 椎管内肿瘤切除术后保护和重建脊柱稳定性的方式多样化，神经外科医生应重视脊柱生物力
学，按肿瘤生长的解剖部位进行临床分类，根据其特点，做到脊髓功能的良好保留，同时应高度重
视脊柱结构和功能的重建与保护。

PU-127

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治疗---固定还是非固定
贾贵军,吉宏明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目的 探讨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手术治疗策略，术中内固定治疗与非内固定治疗的选择，怎样
既能全切肿瘤，又能维护和保证术后脊柱稳定性。
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随访完整的，采用显微手术结合脊柱内固定技
术和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治疗的 32 例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以及非内固定治疗的
58 例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硬膜下椎间孔内外沟通型 23 例，硬膜外椎间孔
内外沟通型 51 例，椎旁巨大型 16 例。对肿瘤影响到脊柱稳定性及根据手术需要可能要破坏脊柱稳
定的病例，在切除肿瘤的同时，行相应节段椎体重建和(或)椎弓根、侧块（颈椎）固定融合手术。
结果 结果 手术全切 85 例，近全切除 5 例；切除肿瘤后同时行脊柱内固定手术 32 例，其中 1 例行
颈前路椎体重建及固定融合术，31 例行经椎弓根及侧块（颈椎）后路脊柱内固定术。术后病理：
神经鞘瘤 65 例，神经纤维瘤 9 例，脊膜瘤 6 例，节细胞神经瘤 3 例，畸胎瘤 2 例，脊索瘤 2 例，
其他恶性肿瘤 3 例。术后神经功能较术前改善 85 例，症状同术前 4 例，加重 1 例。无手术感染、
瘫痪及死亡病例。术后随访 6—36 个月，平均 14.5 个月；其中 145 例良性肿瘤患者均恢复正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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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生活，无加重及复发病例。3 例恶性肿瘤患者中，1 例死亡。
结论 结论 治疗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关键是在全切肿瘤同时，术前应注意脊柱稳定性评估，对肿瘤
影响到脊柱稳定性及依据手术需要可能破坏脊柱稳定的病例，行相应的椎体重建和脊柱内固定手
术，才能更好地维护脊柱稳定性，巩固手术治疗效果。

PU-128

椎板复位骶管重建术治疗症状性骶管囊肿
王先祥,张科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椎板复位骶管重建对骶管囊肿手术的意义
方法 自 2015 年 3 月到 2019 年 3 月期间，我院接受显微外科治疗的 59 例有明显相应症状的骶管
囊肿患者，男性 21 例，女性 38 例。术中用铣刀或细的椎板钳将相应节段的骶管的椎板整块取下，
显微镜下发现有 52 例囊肿内有神经根穿过，7 例神经根附着在囊肿壁的内侧，没有发现有单纯型
的骶管囊肿。术中显微镜下找到囊肿漏口，切除多余的囊肿壁,重叠缝合重建神经根袖，保留骶神
经根，再用自体脂肪、肌肉、明胶海绵填塞残腔，钛连接片行骶椎椎板复位。术后 1 月开始，采用
改良 JOA 评分方法，评估患者术前后评估神经功能状态，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数
据评估。
结果 最长随访 36 月个月，囊肿未见复发，术前改良 JOA 评分 21.23±2.91,术后改良 JOA 评分
24.71±2.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79,P=0.001)。1 例患者 JOA 评分较术前低，考虑系术脂肪填
塞过多所致，术后没有脑脊液漏，无切口感染病例，局部皮肤无内凹。
结论 骶管囊肿神经根鞘重建的手术方法已经是共识。但骶管椎板复位，文献报道不多。为了保持
骶管的完整性，也有报道用钛网的。我们采用椎板复位的方法有以下特点，第一：操作不困难，无
特别技术难度，只是个理念问题；第二：用患者的自身结构达到解剖复位,恢复患者的解剖结构，
局部切口平整，美观；第三：由于椎板的覆盖和适度加压可以减少术后脑脊液漏的发生，第四：由
于骶骨椎板将骶尾部的肌肉和骶管隔开，可以防止术后肌肉的瘢痕黏连，避免术中症状加重。因此
神经根袖套重建+囊肿腔脂肪填塞+骶骨椎板复位是手术治疗症状性囊肿的有效防范之一（附图片）

PU-129

Ⅰ期显微手术切除复杂椎管肿瘤
王先祥,张科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Ⅰ期切除复杂椎管肿瘤（椎管内外沟通，椎管外部分巨大型；椎体破坏的）手术方法
方法 分析 2016 年 3 月到 2019 年 2 月期间，我科 1 期显微手术治疗的 26 例复杂的椎管内肿瘤，
男性 14 例，女性 12 例。24 例肿瘤的起源是于髓外硬膜下，2 例病变（颈段）起源于硬膜外。颈
段肿瘤通过椎间孔长至椎管外的 15 例；胸段通过椎间孔长入胸腔的 8 例，腰椎长出椎管外至椎旁
的 3 例。所有病例均Ⅰ期后路肿瘤显微切除。颈段的肿瘤，切除相应节段的患侧病变节段上关节突
（侧块关节），打开椎间孔，切除椎间孔外肿瘤，再打开同侧椎板（对侧椎板保留），再切开硬
膜，切除椎管内髓外硬膜下的肿瘤。将肿瘤全切除后，再行侧块内固定，对侧椎板间植骨融合。对
于胸段长入胸腔的肿瘤，后正中入路，打开患侧椎板，分离显露相应节段的肋骨根部，切除椎板、
关节突、肋骨根部，分别切除椎管内和突入胸腔内肿瘤。再行胸椎后路固定，对侧椎板间植骨融
合。腰椎通过椎间孔长出椎管外的，同样打开关节突关节，显露椎间孔，全切除肿瘤，再行后路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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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融合。1 例肿瘤同时侵犯腰 4、5、骶 1 的，在切除肿瘤后，切除被肿瘤侵犯的椎体，行椎体重建
和后路骶髂钉棒固定、植骨、融合
结果 26 例肿瘤全部 1 期切除。病理结果：24 例是神经鞘瘤，2 例颈段硬脊膜外的，考虑肉芽肿性
炎。术中内固定无血管和脊髓神经损伤，置钉效果满意，最长随访 3 年没有复发，术后无切口感
染、脑脊液漏、钉棒断裂等并发症发生。术后脊髓神经功能障碍无加重病例。
结论 对于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如果椎管外不多，传统的神经外科可以Ⅰ期切除。但对于椎管外
部分肿瘤巨大的，Ⅰ期后路很难切除，以往需要普外科、胸外科等科室行Ⅱ期手术或同期再开胸、
开腹等，增加了患者的创伤和经济负担。我们结合脊柱脊髓神经外科的技术特点，通过切除颈椎侧
块、胸段肋骨等手术方式，基本可以 I 期切除绝大部分椎管内外沟通性，长入胸腔、腹腔内的肿
瘤，手术对于脊柱稳定性的影响可以同期内固定的方式予以补救，并取得满意的效果。

PU-130

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的临床分型及显微手术治疗
马骏鹏,黄思庆,陈海锋,刘家刚,胡喻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的临床分型及显微手术切除的疗效及手术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8 年 3 月在我院显微手术治疗的 28 例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的影像
学特点、手术方式及预后。根据肿瘤与脊髓的影像学关系将脊髓血管母细胞瘤分为 3 型：髓内型、
髓外型及嵌入型。根据术前分型，直径≤1cm 的 5 例偏侧髓外型和嵌入型血管母细胞瘤采用半椎板
入路切除肿瘤，其余均采用全椎板切开复位术式切除。所有手术均在电生理监测下进行，显微镜下
沿肿瘤边缘锐性分离，逐步探查肿瘤供血动脉及引流静脉，电凝并离断供血动脉，最后离断引流静
脉，完整切除瘤体。
结果 28 例脊髓血管母细胞瘤均在显微手术下全切，其中髓内型 13 例、髓外型 9 例、嵌入型 6
例。术后 1 周：髓内型症状改善 5 例，无变化 4 例，加重 4 例。髓外型症状改善 6 例，无变化 3
例。嵌入型术后症状改善 3 例，无变化 3 例。术后随访 1～3 年：髓内型症状改善 9 例，无变化 3
例，加重 1 例。髓外型症状全部改善。嵌入型术后症状改善 5 例，无变化 1 例。所有患者随访期间
均未见肿瘤原位复发。
结论 显微手术是治疗脊髓血管母细胞瘤的有效方法，可以通过显微镜下全切得到治愈，并能明显
改善症状。髓外型和嵌入型肿瘤疗效优于髓内型。术前的影像学评估及分型有助于选择手术方式和
评估患者的预后。手术需要在电生理监测下沿肿瘤边缘逐步分离和离断血供。运用熟练的显微手术
技术时刻保持术野的绝对清亮是保护脊髓功能的前提。

PU-131

颈 2-6 椎管内血管外皮细胞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陶存山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椎管内血管外皮细胞瘤。
方法 结合病例复习椎管内血管外皮细胞瘤。
结果 本病例病理结果示：(颈 2-6)血管外皮细胞瘤。术后 1 年随访右上肢无力、麻木症状均较术前
好转。
结论 椎管内血管外皮细胞瘤诊断困难，与常见的脊膜瘤或神经鞘瘤较难鉴别，诊断主要依靠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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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免疫组化。手术切除是椎管内血管外皮细胞瘤的首选治疗方法。椎管内血管外皮细胞瘤具有高复
发性及远距迁移性，所以应进行长期随访。

PU-132

显微手术治疗椎管肿瘤 153 例临床分析
吕世刚,程祖珏,何伟,肖爵贤,祝新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椎管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方法，分析在临床治疗椎管肿瘤过程中的相关策略。
方法 回顾随访我院神经外科 2015 年 12 月-2018 年 6 月收治的椎管肿瘤手术患者 153 例，利用半
椎板、全椎板及椎板关节突开窗方式行显微镜下肿瘤手术切除。
结果 本组随访病例术后无完全截瘫及死亡等重大并发症；术后随访 6-38 个月，3 例髓内胶质瘤半
年后复发行放射治疗，1 例颈髓内肿瘤患者术后出现颈椎后凸畸形行再次手术矫形；术前术中判断
脊柱稳定性的破坏程度，其中 52 例病例行脊柱内固定，所有内固定患者无钉棒脱位、拔钉；随访
病例手术后脊髓功能评分明显优于术前。
结论 显微手术治疗椎管肿瘤复发率低、预后好、并发症少；采取有效的方案对于减少椎管肿瘤术
后的并发症至关重要。

PU-133

半椎板锁孔入路治疗椎管内肿瘤的临床分析
马宁飞,马辉,孙胜玉,邹有瑞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探讨采用半椎板锁孔入路治疗椎管内肿瘤的临床效果。
方法 收集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8 月期间 12 例经半椎板锁孔入路
手术切除椎管内肿瘤患者为观察组，收集同期行半椎板或全椎板入路 14 例患者为对照组，统计并
比较 2 组的平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平均住院时间、临床疗效、并发症等，总结该术式的临床
优势。
结果 2 组患者手术均获得成功，观察组中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平均住院时间分别为
（ 2.42±0.11 ） h 、 （ 56.32±13.43 ） ml 、 （ 5.3±0.63 ） d ， 与 对 照 组 （ 3.31±0.78 ） h 、
（178.83±34.85）ml、（14.34±3.45）d 比较，P<0.05。术后随访 1 年，患者均存活，观察组术后
并发症与对照组相比较，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半椎板锁孔入路治疗椎管内≤3cm 的肿瘤临床效果显著，有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并发症
少等优势，但对于肿瘤较大（≥3cm）的患者，通过锁孔治疗效果不佳，仍需行半椎板或全椎板切
除。

PU-134

脊膜瘤的诊断与显微手术治疗
王硕彬,陈剑舞,吴喜跃,林元相,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椎管内脊膜瘤的诊断与显微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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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91 例经病理证实椎管内脊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以探讨脊膜瘤的
诊断与治疗原则。
结果 91 例椎管内脊膜瘤；女性 76 例（83.4%），男性 15 例（16.6%）；间变型脊膜瘤 1 例，非
典型脊膜瘤 4 例；C 17 例（18.7%），C-T 9 例（9.9%），T 58 例（63.7%），L7 例（7.7%）；
在显微手术全切除肿瘤 84 例，次全切除 7 例。
结论 椎管内脊膜瘤多见于女性，胸段多见。脊膜瘤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诊断主要依据肿瘤 MRI
特点。有症状的脊膜瘤首选显微手术切除；脊髓压迫严重或肿瘤较大，手术风险较大，可借助电生
理监测。尽量全切除肿瘤，受累的硬脊膜无法切除，可给予电凝或切除内层脊膜；预后跟术前脊髓
功能、肿瘤位置、大小、病理类型、切除程度等相关。

PU-135

脊髓室管膜瘤的诊断与显微手术治疗
陈剑舞,王硕彬,吴喜跃,王晨阳,林元相,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室管膜瘤的诊断与显微手术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4 例经病理证实脊髓室管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以探讨脊髓室管
膜瘤的诊断与治疗原则。
结果 54 例脊髓室管膜瘤；女性 32 例，男性 22 例；室管膜瘤Ⅱ级 39 例，间变室管膜瘤 7 例，粘
液乳头状室管膜瘤 8 例；C 19 例，C-T 9 例，T11 例，L-S 16 例；在电生理监测下，显微手术全
切除肿瘤 50 例，次全切除 4 例。
结论 脊髓室管膜瘤多位于髓内，少数位于髓外，腰骶部多为粘液乳头状室管膜瘤。脊髓室管膜瘤
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诊断主要依据肿瘤 MRI 特点。有症状的脊髓室管膜瘤首选电生理监测下显
微手术切除，熟练的显微手术操作技能是手术关键，预后跟术前脊髓功能、肿瘤性质、大小、位
置、切除程度等相关。

PU-136

Solitary fibrous tumor/hemangiopericytoma of
spinal cord: a study of 16 cases
舒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Objective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our experience in the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olitary
fibrous tumor/hemangiopericytomas (SFT/HPCs) of the spinal cord.
Methods 16 cases with SFT/HPCs of the spinal cord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Data on clinical
presentation, radiological findings, surgical treatment, adjuvant therapy, and prognosi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Result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linical data demonstrated that age, gender, tumor location, tumor
size, medullary compartment location and KI-67 index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recurrence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p>0.05). However, WHO III grade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recurrence (p<0.01). Gross total resection (GTR) and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significantly
reduced recurrence (p<0.01 and p<0.05), but only GTR showed remarkable benefits to improve
OS (p<0.05).
Conclusion The extent of resection, WHO grade and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might be
predictive factors for recurrence. Complete tumor resection should be strived whenever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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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djuvant radiotherapy is recommended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A regular and long-term
follow up is mandatory to monitor recurrence.

PU-137

微通道在椎管肿物手术中的应用
林国中,杨军,马长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微通道在椎管内肿瘤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17 年 2 月～2018 年 9 月，对 36 椎管内肿物，采用微通道联合半椎板切除术或半侧椎板间
开窗技术进行手术。观察其临床效果。
结果 肿瘤均得到全切除，手术时间 60～120 分钟，平均 88 分钟；术后住院时间 3～7d，平均
5.5d。术后病理为神经鞘瘤 26 例，皮样囊肿/表皮样囊肿 3 例，单纯囊肿 3 例，脊膜瘤 2 例，脱出
髓核 2 例。术后无感染、脑脊液漏，无神经功能障碍加重。术后随访 3~12 个月，平均 6.5 月，未
见不稳定或畸形，未见肿瘤复发或残留。按 McCormick 分级，均为 I 级。
结论 两个节段以下的髓外肿瘤（脊髓腹侧肿瘤除外）通过微通道技术可Ⅰ期全切。微通道技术有
利于保留脊柱的正常结构和肌肉附着，有利于保持脊柱的完整性及稳定性。

PU-138

脊髓髓内神经鞘瘤的显微微创治疗
林国中,杨军,王振宇,谢京城,刘彬,马长城,陈晓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髓内神经鞘瘤的显微微创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 16 例髓内神经鞘瘤的临床资料。临床症状包括疼痛
12 例，肿瘤所在节段以下感觉障碍 12 例，肢体无力 11 例（其中截瘫 2 例，伴二便功能障碍）。
首发症状为疼痛 10 例，麻木 3 例，肢体无力 3 例。肿瘤位于颈脊髓 9 例，颈胸交界区 3 例，胸脊
髓 4 例。长度 0.5~2.5cm，于显微镜下切除髓内外肿瘤。
结果 16 例肿瘤均获得完整切除，病理均证实为神经鞘瘤。术后 3 例肌力减退，5 例深感觉障碍，9
例载瘤神经支配区麻木。术后随访 6 个月~7 年，中位数 3 年。术后新出现的症状均恢复正常。12
例疼痛患者疼痛均消失；12 例感觉减退患者中 7 例完全恢复，5 例残余轻度感觉减退；11 例肌力
减退者 7 例恢复正常，有 4 例仍有肌力下降，其中 2 例截瘫患者可拄拐行走。所有患者复查 MRI
未见肿瘤复发。
结论 脊髓髓内神经鞘瘤与脊髓关系密切，显微镜下精细操作，微创手术后预后大多较好。

PU-139

腰椎管内移动性血管网状细胞瘤一例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程祖珏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Objective Context: Cases of migratory spinal tumors have been reported since 1963.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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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 spinal schwannomas, which are benign tumors of the lining of nerve cells. We report
a rare case of a mobile spinal hemangioblastoma, which is a type of benign vascular tumor.
Methods A 50-year-old man visited the hospital for painful swelling in his lower back. An
MRI scan indicated that a lesion was at the L5 vertebral level. Two weeks later,
however, an enhanced MRI showed that the lesion had migrated to the L4 vertebral level.
During surgery, the location of the lesion remained consistent with the enhanced MRI reviewed.
The histopathological diagnosis was hemangioblastoma.
Results This is the first known report of a mobile spinal hemangioblastoma. Mobile
spinal hemagioblastoma requires careful preoperative and intraoperative evaluation of its
real-time location to avoid performing surgery at the wrong vertebral level.
Conclusion This is the first known report of a mobile spinal hemangioblastoma. Mobile spinal
hemagioblastoma requires careful preoperative and intraoperative evaluation of its real-time
location to avoid performing surgery at the wrong vertebral level.

PU-140

肿瘤最大横径以及与软脊膜关系
对脊髓室管膜瘤患者术后肌力的影响
彭林,陆云涛,周强,李俊杰,辛宗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脊髓室管膜瘤边界与形态规则者多能全切除并术后顺利康复，但是几乎与脊髓等粗、边界不
清晰、形态不规整、与脊髓软膜紧密粘连的肿瘤往往造成困扰——如果肿瘤切除不全则容易术后复
发，勉强切除潜在不可逆功能损害的高风险，在当前医疗环境下成为一道摆在脊髓脊柱亚专科医生
面前的难题。本文拟探讨室管膜瘤最大横径及其肿瘤表面与脊髓软膜关系对患者术后肌力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08-01 至 2019-01-30 在南方医院神经外科住院且由同一组医生手术治疗的脊髓室
管膜瘤患者，根据术前 MRI 显示的肿瘤形态并测量肿瘤最大横径与对应节段的脊髓横径比，结合
术中显微镜下所见肿瘤表面与脊髓软膜的关系，分析和评估患者术后脊髓功能状态与前述测量指标
之间的关系。
结果 22 例中 12 男 10 女，年龄 19-67 岁，平均 42.82 岁。肿瘤分布在延髓-颈髓 2 例，颈髓 7 例，
胸髓 3 例，圆锥 2 例，终丝 3 例；长度 1-9 节段；髓内肿瘤最大横径与脊髓横径比约 0.50-0.98。
随访 0.5-40 月，平均 17.52 月；术后脊髓功能状态与肿瘤/脊髓横径比的关系是：<0.80 者几乎无
脊髓功能损害表现；0.80-<0.94 早期有脊髓功能减退，术后 3-4 月内多能康复；≧0.94 者脊髓功能
康复不全，见于 1 例颈胸髓青年患者，其肿瘤太长（9 节）且脊髓太菲薄术后肌力恢复不佳，可以
短距离步行，但外出需要代步车。而另外 2 例上颈段或颈胸段肿瘤的中老年患者，肿瘤与脊髓最大
横径比>0.90，且形态不规则、肿瘤荚膜不完整而致部分边界模糊、瘤体与脊髓腹侧软膜有紧密粘
连，术后无有效肌力，遗留永久性显著脊髓功能障碍。
结论 肿瘤/脊髓最大横径比大、肿瘤形态不规则、边界不清晰者术后可能出现脊髓功能减退。最大
横径比<0.94 功能障碍或许是可逆的，当横径比≧0.94 就可能遗留永久性脊髓功能障碍；当肿瘤形
态不规则、荚膜不完整而致其部分边界模糊、特别是瘤体与脊髓腹侧软膜有紧密粘连者不可勉强切
除，以免引起灾难性后果。因病例有限，仅为作者的初步认识，尚需大宗样本深入研究。

130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PU-141

脊柱转移性肿瘤的治疗策略
曹依群,陈鑫,李德亨 ,陈磊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方法治疗脊柱转移瘤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神经外科 2017 年 6 月-2018 年 10 月采用外科治疗的脊柱转移瘤
患者 100 例，男 58 例，女 42 例，平均年龄 57.8 岁，平均随访 10.5 个月。按照原发灶分为：肺癌
39 例，乳腺癌 26 例，甲状腺癌 12 例，前列腺癌 8 例，肠癌 6 例，肾癌 4 例，未知 5 例。颈椎 14
例，胸椎 42 例，腰椎 37 例，骶椎 7 例。所有患者术前均有不同程度的疼痛，部分患者伴有神经功
能障碍。术前根 Tomita 评分、Tokuhashi 评分预测患者生存期及选择治疗方法。外科治疗方法包
括：肿瘤部分切除姑息减压内固定术、肿瘤刮除+植骨内固定术、肿瘤切除+椎体重建+植骨内固定
术等，部分手术同时联合骨水泥强化技术。观察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并发症情况。
采用 VAS 评分、Frankle 分级、ECOG 评分评价患者疼痛、神经功能、生活功能状态。术后根据病
理结果并结合原发灶情况酌情进行放疗、化疗等辅助治疗。
结果 所有患者顺利完成手术，临床症状改善明显。平均手术时间 176±59 分钟、平均出血量
490±272 毫升、平均术后住院时间 7.9±3.1 天。VAS 评分由术前 7.91±2.78 降至术后 2.65±1.75
（P＜0.05）及末次随访 1.85±1.26（P＜0.05）；Frankle 分级术后改善率 88.37%（76/86）、末
次随访改善率 94.19%（81/86）；ECOG 评分术后改善率 88.42%（84/95）、末次随访改善率
93.68%（89/95）。胸膜破裂 2 例，1 例患者术后出现血气胸，给予胸腔闭式引流后治愈。脊髓损
伤 2 例，术后予以药物及康复治疗。随访期间内死亡患者 6 例，均为姑息性手术患者；复发 5 例，
其中 4 例未行放化疗等辅助治疗。随访期间内固定在位有效，未见断钉、断棒、钛笼沉降塌陷等并
发症。
结论 脊柱转移瘤治疗方法多样，以外科手术为主结合放化疗等辅助治疗的多学科综合治疗
（MDT）是目前治疗脊柱转移瘤的主要手段。手术前应对病情充分评估，合理选择手术适应证的情
况下能够获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PU-142

显微手术治疗硬脊膜动静脉瘘 51 例临床疗效分析
高文伟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 2011-2017 年收治 SDAVF 患者 51 例资料，总结其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手术治疗方
法及预后。
方法 本组 51 例病例均为 2011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1 月就诊于我院神经外科的硬脊膜动静脉瘘患
者。其中男性 44 例，女性 7 例。年龄最小 40 岁，最大 78 岁，平均年龄 55.5 岁。入院前病程最短
1 个月，最长 13 个月，平均病程 6 个月。所有患者均表现为进行性下肢无力伴麻木，其中 35 例合
并大小便功能障碍。入院时双下肢肌力，19 例患者为Ⅳ至Ⅴ级，23 例患者为Ⅱ至Ⅲ级，9 例患者
为 0 至Ⅰ级。所有患者均有感觉平面存在，其中 35 例伴有深感觉障碍。根据改良 Aminoff-Logue
神经功能评分标准，入院时评分 8 分 13 例、7 分 9 例、6 分 10 例、5 分 5 例、4 分 6 例、2 分 8
例。本组 51 例患者均接受了显微手术治疗。手术采取全麻后俯卧位，背部正中切口，术中 C 臂机
透视定位，切除瘘口附近相邻的 2 个椎板。纵行剪开硬脊膜，在显微镜下找到瘘口向脊髓表面走行
的引流静脉，烧灼硬脊膜瘘口以及硬脊膜外神经根袖套附近的小血管团。
结果 本组 51 例患者中，除 5 例入院时呈完全性截瘫的患者术后未有改善外，其余 46 例患者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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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运动功能及感觉障碍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术前存在括约肌功能障碍的 35 例患者中有 32 例术后
能自主排尿。46 例患者的术后改良 Aminoff-Logue 神经功能评分分值减少 0～5 分不等，术后改善
46 例（90.2%），无变化 5 例（9.8%）。38 例患者术后进行了脊髓血管 DSA 造影复查，显示患
者的 SDAVF 瘘口及引流静脉均消失。13 例患者术后进行了脊髓血管 MRA 检查，显示脊髓周围血
管流空影消失或注射造影剂后髓周围血管流空影早期不显影，并且显影较术前明显延迟。
结论 本病预后和病程长短、术前神经功能损伤程度及治疗方法直接相关。全脊髓血管造影早期明
确诊断及正确治疗是治疗本病的关键。SDAVF 瘘口夹闭术要将瘘口精确定位。确认瘘口及引流静
脉后，在穿硬膜处与扩张的冠状静脉丛之间将引流静脉电灼切断，随后将硬膜处的瘘口电灼。

PU-143

脊髓髓内肿瘤显微手术治疗
高文伟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脊髓髓内肿瘤显微手术方法技巧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经显微手术切除 78 例脊髓髓内肿瘤的临床资料
及随访结果。
结果 本组 78 例髓内肿瘤，全切 61 例，次全切除 9 例，大部分切除 5 例，部分切除 3 例。室管膜
瘤 48 例均全切，术后脊髓功能均为 McCormickⅠ级。星形细胞瘤 13 例，次全切除 8 例，大部切
除 2 例，部分切除 3 例，其中 6 例术后脊髓功能无明显变化，1 例死于术后感染。脂肪瘤 1 例全
切，5 例次全切除，3 例大部切除，2 例术后脊髓功能恶化。血管母细胞瘤 5 例全切，3 例术后脊髓
功能好，海绵状血管瘤 5 例全切，术后脊髓功能均改善。恶性神经鞘瘤 2 例，全切，预后好。术后
随访平均 1．35 年。
结论 显微手术切除是治疗脊髓内肿瘤的重要方法，室管膜瘤、海绵状血管瘤手术效果满意，术前
脊髓功能 McCormick 评级是决定手术方案，判断预后的重要因素。

PU-144

旁正中单侧入路治疗胸腰椎椎旁肿瘤的应用价值探讨
陈鑫,李德亨 ,陈磊,曹依群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旁正中单侧入路治疗胸腰椎椎旁肿瘤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神经外科 2017 年 8 月-2018 年 10 月采用旁正中单侧入路
手术切除治疗的胸腰椎椎旁肿瘤患者 30 例，男 17 例，女 13 例，平均年龄 51.2 岁，平均随访时间
11.8 个月。神经鞘瘤 22 例，转移瘤 4 例，淋巴瘤 2 例，骨软骨瘤 1 例，骨肉瘤 1 例。参照 Eden
分型，III 型 18 例，IV 型 12 例。临床症状以疼痛多见，部分患者伴有神经压迫症状。手术方式
为：旁正中单侧入路+椎旁肿瘤切除+单侧椎弓根螺钉内固定。观察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术后住院
时间，分析手术并发症。采用 VAS 评分、ASIA 分级、Karnofsky 评分评价患者疼痛、神经功能、
生活功能状态。术后根据病理结果酌情进行放疗、化疗、靶向治疗等辅助治疗。
结果 所有患者顺利完成手术，手术时间平均 121 分钟，术中出血平均 270 毫升，术后住院时间平
均 5.3 天。术后患者疼痛改善率 84.62%（22/26），VAS 评分由术前 5.66±2.58 降至术后
1.72±1.65（P＜0.05）及末次随访 1.55±0.71（P＜0.05）；神经功能 ASIA 分级改善率分别为
90.91%（10/11），生活功能状态 Karnofsky 评分改善率 90.48%（19/21）。术中硬膜损伤脑脊液
漏患者 4 例，其中 1 例术后出现伤口感染，给予二期清创术后愈合。胸膜破裂患者 3 例，1 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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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出现血气胸，给予胸腔闭式引流后治愈。术中未出现血管损伤。随访期间内固定在位有效，无
断钉、断棒，无脊柱畸形等并发症。所有手术未见心肺、脑并发症。
结论 旁正中单侧入路治疗胸腰椎椎旁肿瘤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合理选择手术适应症的情
况下能够获得较好的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PU-145

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体会
高文伟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椎管内外沟通性肿瘤常呈“哑铃”状结构，通过椎间孔向椎管外生长，约占椎管肿瘤的 15%38%，有部分肿瘤可引起椎体及其附件骨质的破坏，故手术难度较大。本文分析 2015-2017 年收
治 65 例患者资料，总结其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手术治疗方法及预后。
方法 本组 65 例病例均为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就诊于我院神经外科的患者。其中男性 48
例，女性 17 例。年龄最小 20 岁，最大 79 岁，平均年龄 52.6 岁。入院前病程最短 1 个月，最长
24 个月，平均病程 4 个月。临床表现为不同部位疼痛者 60 例，包括腰腿痛 16 例、上肢痛 9 例、
颈部痛 25 例和胸背痛 10 例，受累神经根分布区域麻木感或肢体麻木感者 5 例，上下肢肌力减弱者
37 例，轻度大小便障碍者 9 例。所有患者人院后均行 MRI 检查，以明确肿瘤性质、累及范围及其
与脊髓和血管等重要解剖结构之间的关系。肿瘤累及椎体节段分别为颈椎 30 例、胸椎 10 例、腰椎
16 例、骶椎 9 例。本组 65 例患者均接受了显微手术治疗。手术采取全麻后俯卧位，背部正中或旁
正中切口，充分利用病理性扩大的间隙切除肿瘤。
结果 本组 65 例患者中，全切除 58 例。术后病理：神经鞘瘤或神经纤维瘤 48 例，血管脂肪瘤 7
例，淋巴瘤 3 例，节细胞神经瘤 3 例，脊膜瘤 2 例，脊索瘤 2 例。术后无感染、瘫痪或死亡病例。
术后肢体运动功能及感觉障碍明显改善 59 例，无明显变化 6 例。
结论 大多数椎管内外沟通性“哑铃”形肿瘤均可以通过显微手术同期全切除。选择适宜的手术入路，
充分显露肿瘤并能维持术后脊柱稳定性为其手术要点。术前因肿瘤侵蚀破坏骨质或术中显露肿瘤而
行椎间孔切开者，同时需实施内固定融合以维持脊柱的稳定性。

PU-146

脊柱微创可扩张通道系统在腰椎病变中的应用
孟伟,王淳良,李美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总结 2014 年 3 月-2019 年 2 月采用脊柱通道系统治疗腰椎病变 24 例。
方法 使用脊柱通道系统治疗腰椎椎管内肿瘤，腰椎管内椎间盘突出，椎间孔区肿瘤，椎间孔外肿
瘤。其中椎管内肿瘤 6 例，腰椎间盘突出 11 例，，椎间孔区 5 例，椎间孔外肿瘤 2 例。
结果 通道系统对于单节段的肿瘤切除效果满意，手术切口小，出血少，创伤小，患者住院周期
短，并发症少。
结论 脊柱微创可扩张通道系统可以应用在微创脊柱脊髓肿瘤的手术，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微创的治
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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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7

椎体成形术治疗脊柱多发椎体恶性肿瘤的临床价值
李德亨,曹依群,陈鑫,陈磊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评价椎体成形术治疗脊柱多发椎体恶性肿瘤的安全性及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神经外科 2017 年 1 月-2018 年 8 月使用椎体成形术治疗的脊柱多
发椎体恶性肿瘤患者 52 例。男性 29 例，女性 23 例，年龄 28-76 岁，平均 53.6 岁。单纯经皮椎体
成形术（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PVP）28 例，开放手术联合椎体成形术 24 例。单纯 PVP
患者仅有疼痛症状，开放手术患者均有疼痛及神经压迫症状。胸椎 30 例，腰椎 22 例，均采用单侧
注射，骨水泥注入 3-4ml，同时行活检术。病理提示转移瘤 38 例，原发肉瘤 6 例，骨髓瘤 5 例，
未知 3 例。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价疼痛缓解情况。Frankle 分级评
价神经功能恢复情况。观察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并分析手术并发症。
结果 所有患者顺利完成手术，术后患者疼痛均较术前明显缓解，平均随访 7.5 个月。单纯 PVP 手
术时间平均 32 分钟，手术出血量平均 8.8ml，术后住院时间平均 1.8 天。VAS 评分由术前
7.11±1.21 分（P＜0.05）降至术后 1.86±0.56 分（P＜0.05）。开放手术联合椎体成形术手术时间
平均 118 分钟，手术出血平均 372ml，术后住院时间平均 7.2 天。VAS 评分由术前 7.34±1.85 分
（P＜0.05）降至术后 2.05±0.56 分（P＜0.05）。Frankle 分级改善率 87.50%（21/24）。单纯
PVP 出现 11 例（39.29%）渗漏，开放手术患者出现 7 例（29.17%）渗漏，未见明显骨水泥渗漏
并发症。随访期间内固定在位有效。所有患者无明显心肺、脑器官并发症。
结论 椎体成形术治疗脊柱多发椎体恶性肿瘤创伤小，恢复快，不仅可以行单纯 PVP，也可以与开
放手术相结合，在合理选择手术适应症的条件下能够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PU-148

Nora’s 病致神经功能障碍及相关知识学习
王秋实,唐晓平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 的 通 过 汇 报 一 例 位 于 胸 椎 的 奇 异 性 骨 旁 骨 软 骨 瘤 性 增 生 病 （ bizarre parosteal
osteochondromatous proliferation,即 BPOP,或 Nora’s 病）病例，学习 Nora’s 病知识要点。
方法 对胸椎段 Nora’s 病进行影像学、术中大体观及病理检查分析。
结果 Nora’s 病常起病隐匿，常见于手、足的小管状骨，且文献中大多数骨病变都是描述的成年患
者，病变常由骨、钙化性软骨及纤维组织构成，常依赖于奇异性软骨细胞及“蓝骨”表现进行诊断和
鉴别诊断。本病例报告了一例小儿患者位于胸椎且引起严重神经功能症状的 Nora’s 病。
结论 Nora’s 病是一种较少见的骨软骨瘤样病变，良性但复发率高，诊断主要依赖于病理检查结合
影像学分析。

PU-149

破坏脊柱结构的椎管肿瘤治疗策略
谢嵘,陈功,车晓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部分椎管肿瘤、尤其是椎管内外沟通肿瘤可不同程度破坏脊柱的结构，如椎体、椎弓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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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节突等，此类肿瘤往往同时累及椎管内外，手术切除具有一定的难度；同时肿瘤亦可影响脊柱
稳定性，对患者产生较大的危害。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回顾相关病例，探索该类破坏脊柱结构的椎管
肿瘤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1-2018.10 在我科脊柱脊髓亚专业组收治并手术的破坏脊柱结构的椎管肿瘤
病例 30 例，其中神经鞘瘤 17 例，脊索瘤 4 例，血管外皮瘤 4 例，转移瘤 2 例，嗜酸性肉芽肿 2
例，其他 1 例。病灶位置位于颈段 12 例，腰段 6 例，腰段 12 例；30 例均累及椎管内外。病灶累
及 1 个节段的 4 例，2 个节段 16 例，3 个节段 10 例。术前症状：感觉异常 12 例，运动障碍 10
例，根性疼痛 16 例。手术方式采用病灶切除+脊柱稳定性重建。病灶切除中：6 例经颈前路，2 例
内镜下经鼻蝶入路，2 例经口入路，其余均通过后路切除病灶。脊柱稳定性重建：2 例经颈前路行
植骨融合+钢板内固定，4 例行颈前路联合后路内固定，其余均通过后路进行重建，其中 Harms 内
固定（C1 侧块螺钉+C2 椎弓根螺钉内固定）7 例，双侧钉棒系统内固定 13 例，单侧钉棒系统内固
定 4 例。术前术后均对脊柱稳定性进行评价。
结果 本组 30 例的病灶均获得全切除，并重建脊柱稳定性。术后检查未发现脊柱失稳。临床近期效
果均满意，术后患者症状，包括 Mccormick 评分、JOA 评分、VAS 评分均较术前改善。随访 3 月2 年，未见肿瘤复发及脊柱失稳。
结论 破坏脊柱结构的椎管肿瘤往往呈椎管内外沟通生长，并造成脊柱失稳。切除该类肿瘤需要掌
握一定技巧，同时由于肿瘤破坏脊柱结构，手术时要充分考虑保护和重建脊柱的稳定性，力争使得
患者脊髓及脊柱功能获得最佳保留，达到最佳的手术效果。

PU-150

哑铃型椎管肿瘤切口并发症分析
张宇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总结哑铃型椎管肿瘤术后切口并发症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我院 2015.7—2017.6 间手术切除治疗的 42 例哑铃型椎管肿瘤中，有切口并发
症的 9 例。肿瘤位于颈段 5 例、胸段 2 例、腰段 2 例。哑铃型椎管肿瘤 I 型 6 例、II 型 2 例、III 型
1 例；全椎板手术入路 2 例、半椎板入路 7 例。和头颈外科联合入路 1 例、和胸外科联合内镜辅助
手术 1 例。
结果 术后切口感染 5 例、瘤腔出血合并感染 1 例、切口脑脊液漏 2 例、切口软组织脑脊液积聚 1
例。术后行腰大池持续引流 8 例，单纯多次腰椎穿刺 1 例。出院后发生的 2 例，其中 1 例经腰大池
持续引流后无效而行二次手术清除脑脊液积聚和硬脊膜修补。
结论 哑铃型椎管肿瘤相较单纯椎管内肿瘤更易发生切口并发症；腰大池持续引流是处理哑铃型椎
管肿瘤术后切口并发症的重要有效手段；硬脊膜严密缝合是关键，但因肿瘤从椎间孔长出的病例，
必要时取自体筋膜做修补。

PU-151

联合入路手术治疗椎管哑铃型肿瘤
张宇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联合入路手术治疗椎管哑铃型神经鞘瘤的疗效。
方法 针对部分椎管哑铃型肿瘤，其中颈椎节段由椎管向颈侧前方侵犯的肿瘤 4 例，胸椎节段由椎
管并向胸腔侵犯的肿瘤 2 例。术前常规 CT、MRI，颈椎加做 CTA，术前均考虑为神经源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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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胸椎分别联合胸外科、头颈外科和神经外科，采用颈后正中联合颈前侧入路或胸椎后正中联
合胸腔入路的会师手术。其中 1 例由胸外和神经外科联合使用内镜下肿瘤会师手术。根据术前的影
像学经患侧半椎板或全椎板入路，磨钻磨开相应部分椎板，形成骨窗，处理椎管内肿瘤，再由胸外
或头颈外科处理椎管外部分最后会师；关闭则先由椎管外开始，最后关闭椎管。
结果 所有患者均一次完整切除肿瘤，一例患者出现迟发性血肿，经抗炎吸收后恢复，所有患者术
后未出现神经并发症，颈椎稳定良好，复查 MRI 未出现残留。
结论 针对椎管哑铃型肿瘤椎管外部分突入胸腔或有颈前方侵犯的肿瘤，联合胸外科或头颈外科和
神经外科，采用双切口一次性联合会师手术，后路手术可以直接切除肿瘤解除脊髓、神经根压迫，
椎管外部分由相应科室切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初步尝试内镜在联合会师手术中的应用，不仅体
现了多学科合作的理念，同时也处理过去需要分期处理的病变。

PU-152

经单侧半椎板显微切除椎管内髓外良性肿瘤的临床应用
冯开明
赣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单侧半椎板显微手术在治疗椎管内髓外良性肿瘤的优缺点及适应证。
方法 回顾性分析赣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于 2014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采用单侧半椎板显微手术
治疗的 28 例椎管内髓外良性肿瘤的临床资料。
结果 经单侧半椎板开窗显微手术切除的 28 例患者中，27 例术后症状与体征明显好转，随访脊柱
稳定性好，1 例由于肿瘤经椎间孔向外生长，与周围组织关系密切行部分切除。术后随访 3-9 个
月，平均 6 个月，没有发现肿瘤复发或是脊柱畸形。
结论 经单侧半椎板结合显微神经外科技术，手术创伤小，脊柱的三柱结构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
有利于脊柱的稳定性，术后反应轻微，远期疗效好，对椎管内髓外良性肿瘤的治疗是良好的适应
证。

PU-153

颈髓髓内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王向东,李建红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目的 探讨颈髓髓内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疗效。
方法 对 12 例颈髓髓内肿瘤的临床、影像学表现，显微手术治疗方法、疗效等方面进行回顾性总结
分析。
结果 全组无手术死亡;2010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共 12 例，全部采用显微外科手术切除，其中肿
瘤全切除 9 例，占 75％，大部切除 3 例。随访 6 个月至 8 年，失访 4 例，实际随访 8 例。随访病
例中存活 6 例，存活病例均为室管膜瘤，均能自理生活，死亡的 2 例均为星形细胞瘤。
结论 利用显微外科技术切除脊髓髓内肿瘤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能明显提高肿瘤的全切除
率。术后定时随访并指导复查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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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4

Pediatric intramedullary schwannoma
with syringomyelia
Keda Wang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pediatric intramedullary schwannoma.
Methods We presented a case of intramedullary schwannoma with syringomyelia treated
surgically in an 9-year-old boy and reviewed cases reported before.
Result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showed an well-demarcated intramedullary lesion
located at the level of T8 vertebra with isointensity on T2WI and hypointensity on T1WI, which
was homogeneous enhanced after gadolinium injection. There was associated syringomyelia
extending from T7 down to the level of T10. A mild scoliotic deformity was also observed.
The patient experienced nearly complete recovery with tumor totally resected; However, a
progressive postoperative spinal kyphosis was observed during 3 years of follow-up.
Conclusions Although extremely rare and un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syringomyelia,
schwannomas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preoperative diagnosis of solitary intramedullary
tumors in children as total resection can be achieved improving surgical outcome; Pediatric
patients should be monitored close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inal deformity following resection
of intramedullary schwannoma, particularly possessing preoperative scoliotic deformity and/or
tumor-associated syringomyelia.

PU-155

显微手术切除脊膜瘤体会
李天栋,王国良,白红民,公方和,邹宇辉,战俣飞,王伟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常见的椎管内脊膜瘤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治疗方法，特别是脊膜瘤的显微外科手术
治疗经验与技巧, 以提高其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外科自 2008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38 例椎
管内脊膜瘤患者，分析其临床表现、影像学资料、手术方式、术后病理及术后恢复随访情况，并复
习相关文献。
结果 所有病例均行显微外科手术切除，术后病理检查均确诊为脊膜瘤，术后随访最长 10 年，复发
者均再行手术切除。统计随访结果显示大部分恢复良好，少数效果一般，2 例效果不佳，无手术死
亡病例。
结论 手术切除是治疗椎管内脊膜瘤的根本方法，MRI 检查能清楚地显示脊膜瘤与周边组织关系，
利于手术方式的选择，是最佳的检查手段；采用显微手术切除脊膜瘤治愈率高，术后并发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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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6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tumorectomy of a Lumbar
Epidural Schwannoma via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A Case Report
Maochao Zhou,Shaoxiong Chen,Xianbin Zhang,Chunmei CHEN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lthough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technique has been routine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disk herniation, there are few reports on its applic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intraspinal tumors. We present a case report of lumbar epidural Schwannoma that was totally
removed by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technique.
Methods Five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Schwannoma by imaging examination were actualized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tumorectomy. Beginning of the operation, a 5mm incision was made,
the puncture needle pass through the skin, subcutaneous tissue and the deep fascia, vertebral
muscles, and reached relevant intervertebral foramen area finally. Followed by insertion of a
working cannula into the lesion area. Foraminotomy was completed by trephine and microscopic
power drill, if the Intervertebral foramen stenosis existed. Lesion was exposed under the
endoscopic system, and the tumor tissue was totally removed piecemeal. After probing the nerve
foramen and the nerve root satisfactorily, remove the working cannula and sutured incision. And
pathologic examination confirmed the diagnosis of schwannoma.
Results Tumor were removed successful in 5 patients diagnosed Schwannoma. There was no
relapse of the patient’s symptoms and imaging examination at average 1-year follow-up
examination.
Conclusions This case report provide a new technique for noninfiltrating extradural lumbar
tumor treatment, and feasibility and security of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tumorectomy
was confirmed.

PU-157

一例胸段椎管包虫合并胸部包虫手术治疗体会
翁宇,仁增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包虫病病例分享
方法 一、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35 岁，牧民。患者于 2017 年 11 月起无明显诱因出现腰部无力、腰部束带感、腰部以
下感觉迟钝。发病呈进行性加重，发病时自觉弯腰困难。2018 年 4 月出现腰部以下感觉完全丧
失，不能行走，伴有行走二便障碍，无午后低烧，盗汗，纳差及消瘦史。心、肺、腹无阳性发现。
肋缘以下深、浅感觉消失，双侧上肢肌力正常，双侧下肢肌力 1 级，肌张力增高。双膝反射亢进，
双侧踝反射存在，对称，双侧踝阵挛（-），髌阵挛（+），Babinski（-）。胸椎 MRI 提示（图
一）：胸段占位病变。胸椎级胸部增强 CT 检查报告：胸 6-7 椎体层面后纵膈（右侧椎旁）占位性
病变，病灶突入邻近椎管，形成哑铃状改变，脊髓受压变扁左移，性质待定，包虫？邻近肋骨骨质
信号不均，骨质破坏可疑。临床初步诊断为：胸 6-7 椎管内占位，胸腔占位。我科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联合胸科行后入路胸 6-7 椎管内占位切除术+右侧胸腔内占位切除术。在切除椎板后发现椎管
内有包虫子囊溢出，在右侧椎间孔处可见扩大，局部骨质破坏。将脊髓推向对侧，使脊髓变扁，将
其病灶彻底清除，并将用 3%的双氧水处理后，再用大量的生理盐水冲洗。待我科手术结束后，胸
科继续行胸腔包虫切除术。手术后病理结果证实为细粒棘球蚴病。手术后患者双侧下肢肌力恢复，
达 3 级，肌张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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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包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地方性寄生虫病，在人体好发于肝脏、肺脏,而骨包虫病例少见，
占人体包虫病的 0. 5%～2%。脊柱包虫病多为血行感染，因脊柱的血液循环丰富，血流缓慢，在
骨包虫病中发病率较高。占骨包虫病的 50%。脊柱包虫病的诊断依赖于放射学、生物学及血清学
方面的检查。骨的破坏在影像学上没有特异性，可以有溶骨性的破坏，可以出现椎体畸形，也可以
仅仅侵害肋骨，并且这些变化在胸段较为突出。椎管内包虫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脊髓压迫或神经
根压迫的症状,甚至可以发生截瘫。椎管内的包虫病一旦明确诊断。在治疗上仍以手术治疗为主，
药物治疗为辅。手术目的是:彻底清除病灶、死骨及子囊,解除脊髓及神经的压迫。对骨破坏严重者,
植骨、融合,加强脊柱的稳定性。术中应保护手术野,对术野及残腔用双氧水、生理盐水或高渗盐水
反复冲洗。
结论 我国是包虫病高发国家之一，尤其以西藏地区为主。包虫病又称“虫癌”，危害极大。对于椎管
内包虫的治疗，手术治疗为唯一有效疗法。手术原则是早发现，早治疗，手术中做到全切除，防止
包虫破裂。

PU-158

小切口半椎板入路切除椎管内肿瘤
贾云峰,郑云锋,高海亮,张远征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小切口半椎板入路显微手术切除椎管内肿瘤。
方法 回顾分析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0 月应用小切口半椎板入路显
微手术切除的 10 例椎管内肿瘤资料，其中颈椎 1 例,胸椎 4 例,腰椎 5 例。肿瘤均位于椎管的侧
方。术前准确定位，磨钻、超声骨刀和椎板咬骨钳结合切除半椎板，必要时切除相邻椎体的部分椎
板,保留棘突和对侧肌肉的完整性,保留小关节。
结果 10 例肿瘤全切,术后神经功能恢复，没有新增的神经功能损害。早期即可下地活动，术后脊柱
稳定性无影响。病理报告：神经鞘瘤 6 例，脊膜瘤 3 例，蛛网膜囊肿 1 例。
结论 脊柱前中后三柱结构保证了脊柱的稳定性，后柱主要由关节突、关节囊、黄韧带、椎板、棘
突、棘间韧带和棘上韧带组成。半椎板入路仅切除一侧椎板和黄韧带，对后柱影响微小，对脊柱的
整体稳定性几乎无影响。术前准确定位,使得手术切口更小。半椎板入路手术微创，术后恢复快,尤
其适用于偏侧的椎管肿瘤

PU-159

CT 重组技术在观察肿瘤与相邻周围神经关系的应用研究
吕喆,哈婷婷,张滨,史也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目的 应用 CT 多曲面重组技术（CPR）观察肿瘤与相邻周围神经关系，并初步探讨其在手术治疗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10 月间 13 例与周围神经关系密切的肿瘤及肿瘤样病例，术前应
用 CPR 技术观察病灶与相邻周围神经的关系，根据其影像特点得出结论（是否有压迫，粘连，侵
犯，或无关系），并与术中所见对照。采用 Philips 64 排螺旋 CT 机进行增强扫描，扫描范围按照
各部位的标准范围扫描，电压 100~120kV，电流 160~280mA，层厚 5mm，层间距 5mm，对比剂
注射 45~55s 后行增强扫描。容积数据传入工作站（IntelliSpace Portal 5.0），薄层重建为层厚
1mm，层间距 0.5mm 标准算法的容积包，采用软组织窗对神经进行多曲面重组（CPR）。
结果 CPR 重组后神经呈连续的条索状结构（坐骨神经在不同切面呈条索状或条片状结构），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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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周围肌肉密度，增强扫描无明显强化，正常神经边缘清晰、光滑。14 例（4 例转移瘤、3 例骨肉
瘤、3 例脊索瘤、1 例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1 例骨转移瘤、1 例血管源性肿瘤、1 例骨化性肌炎）
病例中有 12 例可以清晰显示病灶与相邻神经的关系，并能作出影像诊断，其中有 10 例与术中所见
相符。累及神经包括：腰神经、坐骨神经、闭孔神经、股神经、足底内侧神经、臂丛神经及尺神
经。
结论 基于 CPR 技术得到的神经重组图像，可以帮助临床医生了解病灶与相邻神经的关系、明确损
伤及位置、指导术式的选择、减少术中神经损伤的风险，增强扫描可以帮助判断神经是否受到侵
犯。但对体积较大的病灶及骶管内（骶 2 水平以下明显）病变观察效果欠满意。

PU-160

集束化护理措施降低脊柱神经外科
患者术后留置尿管复插率的研究
杨文 1,王丽娟 2
1.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山西护理学院

目的 探讨采用集束化护理措施对降低脊柱神经外科患者术后留置尿管复插率的临床效果及应用价
值。
方法 制定脊柱神经外科患者术后留置尿管的集束化护理体系，将 2017 年 3 月---2018 年 4 月脊柱
神经外科手术后留置尿管患者 73 例，为研究对象实施集束化护理措施，将 2016 年 4 月—12 月脊
柱神经外科手术后留置尿管患者 74 例，以常规护理及传统拔除尿管的方法为对照组。
结果 研究组的尿管复插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复插率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集束化护理措施对降低脊柱神经外科患者术后留置尿管的复插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
值，是值得推广应用的。

PU-161

不同剂量布托啡诺联合舒芬太尼
用于小儿肿瘤患者术后镇痛效果的临床研究
任益锋,郑孝振,陈程哲,洪道先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不同剂量的布托啡诺在小儿肿瘤患者术后镇痛效果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为临床合理用药
提供指导。
方法 选择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18 月于我院行原发性肿瘤治疗术的儿童 48 例，采用计算机随机
分组，在术后将 56 例患儿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19 例，两组术后均行护士控制镇痛( Nurses
controled analgesia, NCA) 。S 组(舒芬太尼 2μg/kg)、SB1 组(舒芬太尼 2μg/kg+布托啡诺 0. 05
mg/kg)、SB2 组(舒芬太尼 2μg/kg+布托啡诺 0. 1 mg/kg)。入室后，面罩吸氧，开放外周静脉通
路。监测心率（HR）、无创动脉血压（NIBP）、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三组患者分别给予
药物后后，三组均给予舒芬太尼 0. 5 μg/kg、顺阿曲库铵 0. 2 mg /kg，充分肌松后完成气管插管，
连接麻醉机行机械通气，呼吸机参数设定为：潮气量 6~8 ml/kg，呼吸频率为 12~15 次/min。术中
通过持续泵注丙泊酚（100~200μg·kg-1·min-1 ）和瑞芬太尼（0.02~1.00μg·kg-1·min-1）维持麻
醉。本研究采用盲法，行麻醉诱导的麻醉医生对预注药名称不知情。术后记录患儿一般情况，采用
Comfort-B 疼痛评分和 Ramsay 镇静评分分别对术后 2h、6h、12h、24h 及 48 h 三组患儿的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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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镇静效果进行评估; 记录 3 组患儿 NCA 的次数和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结果 术后 2 h SB1 组和 SB2 组的镇痛起效速度均高于 S 组，SB1 组和 SB2 组各时点的 Comfort-B
评分均显著低于 S 组，三组在术后 2h、6h、12h、24h 及 48 h 疼痛评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 05)。SB1 组和 SB2 组 Ramsay 镇静评分在 24 h 内相对稳定,在 48 h 开始降低，且术后 2h、
6h、12h、24h 及 48 h 各时间点均显著高于 S 组，SB2 组 Ramsay 评分高于 SB1 组(P <0. 05)。
SB2 组和 SB1 组 NCA 次数明显少于 S 组(P <0. 05)。三组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0. 05)。
结论 布托啡诺 0. 05 mg/kg+舒芬太尼 2μg/kg 用于小儿肿瘤患者术后镇痛，能显著降低小儿肿瘤患
者的术后疼痛程度，提供更为舒适的术后镇痛，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PU-162

Exactrac X 线图像引导系统 在 3-14 岁
儿童颅内神经肿瘤 SRS 中的应用
肖青,周巧敏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研究 3-14 岁儿童颅内神经肿瘤无框架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SRS）治
疗在 Exactrac X 线图像引导系统应用下的摆位精度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2019 年 1 月 37 例 3-14 岁儿童颅内神经肿瘤患者，经红外线标记自动摆
位后，采用 Exactrac X 线图像引导系统拍摄双侧斜位交叉射野照片，并与计划系统数字重建的射
野图像进行比对配准修正后，得到 LAT(X 方向)，LNG(Y 方向)，VRT(Z 方向)3 个方向的平移精度
误差及相应的旋转精度误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扩展分析。
结果 37 例 3-14 岁儿童经 Exactrac X 线图像引导系统配合六维床摆位后测得 LAT，LNG，VRT3
个方向的精度误差值分别为（0.26±0.13），（0.17±0.13），（0.15±0.11）mm，其对应的 3 个旋
转精度分别为（0.21±0.15）、（0.18±0.15）、（0.18±0.14）°，空间矢量误差为（0.32±0.16）
mm,平移精度误差均小于 0.5mm，旋转精度误差均小于 0.5°，均小于 SRS 治疗的要求。
结论 Exactrac X 线图像引导系统配合六维床修正后可明显提高 3-14 岁颅内神经肿瘤 SRS 治疗精
度，是一种值得应用在儿童颅内神经肿瘤中的技术。

PU-163

改善非典型畸胎样/横纹肌样瘤的综合治疗
沈文俊,李昊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非典型畸胎样/横纹肌样瘤（AT/RT）是一类少见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好发于儿童期。随着
2016 年 9 月最新版 WHO 脑肿瘤诊断标准的颁布，标志脑肿瘤分子时代的到来。包括手术、放疗
和化疗在内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已经成为标准模式，但是长期以来国内治疗效果有限，五年生存率一
般在 30%左右。
方法 由于该病发病率低，一直以来很难组织有效的临床试验探索更好的综合治疗方案。近年来随
着哈佛大学 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的治疗方案问世，该病的五年生存率提高到 70%，疗效
的重大突破迅速受到小儿神经外科界的重视。
结果 自 2017 年下半年开始，复旦大学儿科医院对 AT/RT 患者施行 DFCI 方案综合治疗，取得了满
意的效果。目前将初步体会和全国同道交流共享，具体介绍该方案，希望造福更多的儿童脑肿瘤患
者。我们认为足量用药、鞘内化疗及同步放疗均是该方案成功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中国孩子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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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耐受国外的方案。
结论 中国小儿神经外科加强与国际主流化疗方案的规范统一进程，既能在全国范围内整体水平上
进一步提高儿童脑肿瘤疗效，又为日后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基础。

PU-164

化疗在儿童室管膜瘤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沈文俊,李昊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长期以来儿童室管膜瘤治疗棘手，容易复发，平均复发期限是 18 个月，预后较差。影响室管
膜瘤预后的因素包括肿瘤的部位、组织学类型、切除程度和年龄等。
方法 儿童期室管膜瘤颅内比例相对高，有着更多的间变型。不同肿瘤病理级别在转移播散上也有
显著差异，大约 20%的高级别室管膜瘤出现椎管内播散种植，而低级别肿瘤出现播散转移的比例
为 9%。间变性室管膜瘤预后较差，复发率高约 68%，并易沿脑脊液播散，为 25%－40%。10 岁
以下患者平均生存期为 2 年，而 15 岁以上患者平均生存期达 4.3～6.0 年。手术切除程度对于预后
是至关重要的，近全切除组存活率有显著的提高，50%～60%的肿瘤全切除患者 5 年内未见肿瘤复
发，而次全切除者仅 21%。传统上术后的综合治疗中放疗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45Gy 以上的术后
放射剂量可有效控制肿瘤生长。幕上肿瘤与幕下肿瘤的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35%与 59%。
结果 化疗既往承担着避免或者推迟放疗的作用，但是随着复发病例的增多化疗也逐渐得到重新定
位。一、进一步加大放疗的指针，从 3 岁提前到 18 个月。二、针对不同基因背景，个体化予以化
疗方案治疗。三、PD-L1 可能是下一阶段工作的热点。四、新发播散的病例化疗对改善预后的左
右。五、复发的病例中化疗方案的选择。
结论 结合儿童室管膜瘤的最近进展，参照北美和欧洲的指南，让我们重新梳理化疗对改善预后的
作用。

PU-165

小儿垂体瘤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刘文娟,赵欣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目的：探索小儿垂体瘤围手术期患儿在基础护理的同时增加科学的护理干预措施，观察治疗
和护理效果，分享护理体会，讨论提高治愈率和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的有效方法。
方法 方法：本次选择在 2016 年 1 月 16 日至 2019 年 1 月 16 日期间选取小儿垂体瘤 40 例患者，
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20 例，对照组 20 例，在围手术期，给予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给予观
察组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增加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如（术前）：影像学检查内分泌检查、评估及
治疗，完善垂体前叶激素水平测定，脏器功能及手术耐受性评估（儿科，内分泌，影像科多学科会
诊），术后：术后床旁监测，内环境检测：术后 3d 内，每 12-24 小时检查电解质和血生化，24h
尿钠水平，垂体功能检测，术后影像学检查，术后常见问题的管理。观察两组护理措施对小儿垂体
瘤患者围手术期的影响，进行治愈率和满意度的对比。
结果 结果：对照组的 20 例患儿中治愈 12 例，治愈率为：60.00%，对照组患者家属对治疗和护
理的满意度为：82.00%，观察组的 20 例患儿中治愈 18 例，治愈率为：90.00%，观察组患者家属
对治疗和护理的满意度为 98.00%。两组治愈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家属
对治疗和护理的满意度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结论：小儿垂体瘤围手术期护理中，有效的术前心里护理、术前准备、多学科联合会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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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严密的术中配合及细致完善的术后护理，给予常规护理加上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手术的成功
率得到有效的提高，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和满意度，患者的康复得到促进，可以明显降低病死率和致
残率，围手术期的生活质量得到了保障。

PU-166

小儿后颅窝常见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李天栋,王国良,邹宇辉,公方和,白红民,张小鹏,王玉宝,王伟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后颅窝常见多发的肿瘤，主要是髓母细胞瘤及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的病理特点、临
床特征、影像学表现和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后颅窝肿瘤 116 例，其中经病理证实的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 30 例，髓
母细胞瘤 75 例，室管膜瘤 6 例，少突胶质细胞瘤 3 例，其它 4 例。主要分析其临床资料特点，综
合分析其影像学特征及术中所见和预后情况。
结果 所有病例均接受显微外科手术，全部选择后正中入路，骨瓣或骨窗开颅，均全切除或次全切
除。对于恶性肿瘤术后进行放疗及化疗等综合治疗。随访 6 月至 10 年，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者均
无复发。而髓母细胞瘤的手术全切除与次全切除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64.4%及 27.3%。
结论 儿童后颅窝肿瘤由于不同的病理性质而预后差异极大。良性的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若能全
部切除病变，无需辅助治疗，效果良好，预后极佳。而髓母细胞瘤预后则较差，手术后辅以放化疗
是标准治疗选择，总体预后较前明显改善，手术切除程度及年龄与总体预后相关。

PU-167

小剂量化疗在婴幼儿鞍区低级别胶质瘤，
DS 综合征治疗中的探索
施伟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鞍区低级别胶质瘤，DS 综合征多发生于 1 岁左右的婴幼儿，临床罕见，治疗棘手。本研究的
目的是对此类病患采用 10 个周期的小剂量化疗，非手术治疗的方法，达到病情稳定，临床症状改
善，从而为日后放疗争取时间。
方法 分析我院近 3 年来收治的 4 例鞍区低级别胶质瘤，DS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治疗转归。4 例患
儿，男性 2 例，女性 2 例。年龄 6 月-2 岁 10 月，平均 16 个月。临床表现为生长发育迟缓，消瘦 4
例，欣快感，烦躁 3 例，眼球震颤 3 例，纳差 2 例。全部病例经 CT，MRI 检查证实鞍区实质性占
位，无钙化，肿瘤平均体积 3.8×4.5×4.8cm 大小。根据影像，临床症状诊断为鞍区低级别胶质瘤，
DS 综合征。全部病例均未行手术切除及活检（1 例病例因脑积水严重，先行 V-P 分流），仅行 10
个周期的小剂量顺铂（25mg/m2 天 1-3 天）及依托泊苷（100mg/m2 天 1-3 天）化疗，并辅以营养
支持等对症治疗。化疗前完善全面激素及电解质检查，化疗期间每 3 个周期随访激素水平变化，每
4-5 个周期随访 MRI。
结果 全部病例均顺利度过 10 个周期的小剂量化疗，无明显化疗副反应。临床症状均较前改善，体
重均较前增加约 50%左右；欣快感，烦躁症状缓解 3 例，眼球震颤缓解 2 例，纳差缓解 2 例。复
查 MRI 鞍区肿瘤无进展 3 例，较前略缩小 1 例。甲状腺，生长激素水平较化疗前无明显变化，1 例
化疗前有低钠血症，经化疗后电解质正常。
结论 鞍区低级别胶质瘤，DS 综合征患儿往往因肿瘤较大，病患营养状况差，无法耐受手术及手术
切除率低，术后并发症高而导致预后不佳。我院采取小剂量化疗的非手术治疗方法，可以使此类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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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病情稳定，临床症状缓解，为日后放疗争取时间。当然，由于病例数较少，小剂量化疗的优缺点
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去证实。

PU-168

Necroptostic astrocytes contribute to maintaining
the stemness of relapsed medulloblastoma
through CCL2 secretion
刘海龙 1,孙有良 2,马强 4,赵振宇 1,于春江 3,余新光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3.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4.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目前复发性髓母细胞瘤仍缺乏有效治疗手段，患者预后不良，而且肿瘤复发或播散的机制尚
不明确。深入研究复发性髓母细胞瘤微环境中星形胶质细胞的状态及决定肿瘤干性维持的因素，阐
明源于星形胶质细胞的 CCL2 调控肿瘤干性进而促进肿瘤复发或播散的分子机制，为改善复发性髓
母细胞瘤治疗提供思路。
方法 我们留取 60 例复发性髓母细胞瘤患者肿瘤组织标本及临床资料，通过免疫组化分析其 CCL2
表达，并分析多因素条件下 CCL2 表达与复发性肿瘤增殖及患者临床预后相关性。通过免疫组化染
色方法明确复发性髓母细胞瘤中肿瘤干细胞比例及肿瘤相关星形胶质细胞浸润情况，并明确 CCL2
的细胞来源。通过髓母细胞瘤干细胞与肿瘤相关星形胶质细胞共培养、肿瘤活体组织切片培养等方
法研究来源于肿瘤相关星形胶质细胞对肿瘤干细胞增殖及干性维持的作用。通过建立复发性髓母细
胞瘤异种异体原位移植瘤模型，处理 CCL2 抑制剂等方法明确抑制 CCL2 后对肿瘤复发及播散的影
响。通过免疫印迹、免疫共沉淀、Luciferase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等技术研究星形胶质细胞分泌
CCL2 的具体分子机制及 CCL2/CCR2 通路活化对髓母细胞瘤干细胞内下游通路的影响。
结果 髓母细胞瘤复发或播散时肿瘤干细胞进一步增多并且星形胶质细胞广泛浸润，并且星形胶质
细胞因放化疗刺激可发生坏死性凋亡，释放高水平 CCL2。CCL2 表达与复发性肿瘤增殖及转移能
力明显相关，且高表达 CCL2 组患者肿瘤更易发生早期转移。当抑制肿瘤相关星形胶质细胞分泌
CCL2 或干扰其对髓母细胞瘤干细胞作用时，能够明显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并促进其分化。干扰
CCL2 通路可抑制 Notch 信号通路介导的肿瘤复发过程中的干性维持。并且通过坏死性凋亡抑制剂
阻断其发生后，介导的星形胶质细胞分泌 CCL2 将显著减少，其在调控髓母细胞瘤干细胞干性特点
持并促进肿瘤复发或播散中具有重要作用。
结论 放化疗诱导肿瘤微环境中的星形胶质细胞发生坏死性凋亡释放大量 CCL2 等细胞因子，参与
维持 MBSCs 干性，从而进一步促进复发性肿瘤增殖及播散转移。

PU-169

化疗在颅内生殖细胞瘤诊断及治疗中的应用体会
王俊华,张玉琪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化疗在颅内生殖细胞瘤诊断及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0 月—2018 年 6 月期间，清华大学玉泉医院高度怀疑生殖细胞瘤患者，
均通过临床特点、试验性化疗及后期治疗随访结果获得诊断，试验性化疗采用顺铂+依托泊苷标准
剂量方案，仅实施 1 个疗程，结束后 10～14 d 行 MRI 复查，参考 WHO 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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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效果。明确诊断后继续化疗或化疗后减量放疗，后续化疗方案均采用试验性化疗方案，化疗剂
量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终止治疗后每 3 个月复查肿瘤标记物，每 6 个月复查头增强核
磁。对以上患者进行随访和临床分析。
结果 高度怀疑生殖细胞瘤患者 27 例，经试验性化疗及后期治疗随访结果临床诊断为生殖细胞瘤者
23 例，平均年龄 8 岁（最小 1.5 岁，最大 18 岁），局灶性生殖细胞瘤 14 例，播散性生殖细胞瘤 9
例，23 例患者均为 1-2 化后获得 CR。接受单独化疗 3 疗程者 2 例，单独化疗 4 疗程者 10 例，单
独化疗 6 疗程者 5 例，化疗 4 疗程+减量放疗者 6 例。共化疗 100 人次，无严重化疗不良事件发
生。随访时间自肿瘤消失算起，随访 3～62 个月,平均 34 个月。2 例患者 2 年内复发，1 例为仅接
受 3 次减量化疗者原位复发，1 例为单独化疗 4 次者脑干转移，2 例复发患者给予原方案化疗后再
次获得缓解，缓解后行补救放疗。其余 21 例无复发。
结论 生殖细胞瘤对化疗极度敏感，对于高度怀疑生殖细胞瘤患者，试验性化疗可助确诊。单独化
疗治疗生殖细胞瘤可取得满意疗效并避免放疗不良反应。对于单独化疗后复发患者再次选择原方案
化疗仍可获得缓解，缓解后可进行补救放疗。化疗初治获得缓解后联合减量放疗可获得良好预后。

PU-170

目标性护理干预对改善髓母细胞瘤患儿术后小脑缄默症的影响
王晓静,张艳蓉,任学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探索目标性护理干预对改善髓母细胞瘤患儿术后小脑缄默症的影响，，为临床护理提供依
据。
方法 选取 2016 年 9 月-2018 年 6 月 A 区和 B 区的髓母细胞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病区分为两组，
每组 16 例。对照组患者术后采用常规护理，包括病情观察，饮食护理，健康宣教等。观察组患者
术后采用制定的目标性护理干预措施进行护理。干预后采用标准吞咽功能评估表（SSA）、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进行评估，比较干预效果。
结果 术后 14d 观察组的 AAS（20.00±1.32）分、Barthel（60.31±9.03）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为 2.312、9.401；P ＜0.05）。
结论 目标性护理干预对髓母细胞瘤患儿术后小脑缄默症影响效果明显，可提高患儿生活自理能
力，改善口咽肌肉功能，促进患儿进食，适合临床推广。

PU-171

婴儿颅内肿瘤的手术治疗
郭二坤,吕中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治疗婴儿颅内肿瘤的成功要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手术治疗的 1 岁内婴儿 14 例颅内肿瘤的临床资料，
男 9 例，女 5 例，年龄 4～12 个月，平均 9 个月。病程 4 d 一 15d，平均 7 d。临床表现：头围增
大 12 例，恶心、呕吐 9 例，嗜睡 3 例，有易激惹 3 例，抽搐 3 例。体格检查前囟张力高 14 例，
头围增大 12 例，肢体肌力下降 4 例。在充分的术前准备后，采用显微外科手术方法，依据肿瘤的
位置、大小，对肿瘤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对肿瘤进行全部切除及部分切除，术后根据 MRI 扫描判
定切除程度
结果 根据手术者术中观察及术后强化 MRI 检查，13 例行肿瘤全部切除，部分切除 1 例，患者的临
床症状改善 13 例，加重 1 例，术后病理病理回报髓母细胞瘤 4 例，大脑半球室管膜瘤 2 例，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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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脉络丛乳头状瘤 3 例，小脑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 1 例，大脑半球神经节细胞胶质瘤 1 例，颅咽管
瘤 1 例，三脑室后部畸胎瘤 1 例，松果体区海绵状血管瘤 1 例，术后主要并发症：幕下肿瘤：皮下
积液 3 例，其中 2 例术后仍合并脑积水，给于脑室-腹腔分流手术，术后改善；1 例给于腰大池引
流及枕部加压包扎治愈；小脑缄默症 1 例，颅内感染 2 例。 幕上肿瘤：水电解质紊乱 1 例，,为颅
咽管瘤术后；硬膜下积液 4 例，为侧脑室内脉络丛乳头状瘤及神经节细胞胶质瘤，无症状，给于观
察，无手术死亡。 随访 1 年~6 年，复发 5 例，其中：3 例髓母细胞瘤术后未常规行化疗；1 例颅
咽管瘤（部分切除）；1 例间变室管膜瘤。死亡 4 例。
结论 对婴儿颅内肿瘤应在充分准备的条件下，手术治疗能有效缓解患儿的临床症状，为后续医疗
创造有效的缓解时间，是婴儿颅内肿瘤的有效治疗方法。

PU-172

85 例儿童颅内原发性生殖细胞肿瘤-----单中心回顾性分析研究
董晓书,孟玮,王佳甲,杨建,韩一芃,赵阳,马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对在我院治疗的儿童颅内原发性生殖细胞肿瘤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评价治疗效果，确定最
佳治疗策略。
方法 收集新华医院 2007 年 1 月到 2018 年 11 月 85 名儿童颅内原发性生殖细胞肿瘤的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平均年龄为 8.7 岁。发病高峰期为 8～9 岁。随访时间中位数为 26.7 个月（4 个月至 12
年）。预后最好的是生殖细胞瘤和成熟畸胎瘤患儿，中位疾病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分别为
8.80±0.44 年 ， 8.24±1.47 年 （ p <0.0001 ） ； 中 位 总 体 生 存 时 间 （ OS ） 为 8.80±0.45 岁 ，
8.60±1.29 岁（p < 0.0001）。生殖细胞瘤患儿 5 年生存率和生存率分别为 81.8%（9/11）和
81.8%（9/11）。卵黄囊瘤、未成熟畸胎瘤和混合生殖细胞瘤的中位 PFS 分别为 1.15±0.41 年、
5.07±1.18 年、4.04±0.96 年，中位 OS 分别为 1.77±0.61 年、6.9±1.15 年、5.66±1.04 年（p
<0.0001）。
结论 儿童颅内原发性生殖细胞肿瘤中男孩发病率高于女孩，松果体区多见，其次是鞍区。术后放
射治疗和化疗对其有重要意义。生殖细胞瘤和成熟畸胎瘤患儿预后最好。肿瘤对辅助治疗反应良
好。对儿童颅内生殖细胞肿瘤应进行严格规范的治疗。

PU-173

髓母细胞瘤分子分型方法建立及临床应用
赵赋,李春德,刘丕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探讨多种技术手段确定髓母细胞瘤分子亚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方法 纳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经病理学确诊为髓母细胞瘤的患者 412 例，分
别采用表达谱芯片、QGP、RT-PCR、免疫组化方法及头部增强核磁共振分析，分别对髓母细胞瘤
的样本进行分子亚型分析，并比较不同分子亚型髓母细胞瘤临床因素及预后的差异。
结果 采用 QGP 和 RT-PCR 方法诊断分子分型的准确率超过 95%，采用目前免疫组化方法对于
SHH 和 WNT 的诊断能达到 100%，而 Group 3 和 Group 4 亚型的诊断较困难。采用影像学分析方
法，分子分型的准确性为 70%以上，对 SHH 亚型准确率超过 90%。
结论 低通量的多基因转录组分析，能有效确定髓母细胞瘤分子分型。而采用多种分子分型方法，
能够更有效的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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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4

中国大陆多中心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横断面研究
—CNOG 多中心临床报告
韩一芃,马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是儿童最常见的实体瘤，占儿童肿瘤的 25-30%，并且由于其在不同年
龄段的发病特征、种类繁多的肿瘤类型、各不相同的分子特征，使得临床诊治工作困难复杂。目前
尚无中国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医疗地域差异和多中心肿瘤疾病谱的报告。
方法 自 2017 年中国儿童脑肿瘤协作组（Children’s Neuro-Oncology Group, CNOG）成立，协作
组即开展全国性中国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病例资料收集，向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
会小儿神经外科学组单位和 CNOG 单位分发统计问卷。根据 WHO2016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指
南，回顾性收集 2016 年医疗机构诊治的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患儿数量和该机构从事小儿神经外
科工作医师情况。
结果 本研究收集了来自 17 个省市自治区共 47 家医疗机构提交的有效问卷，统计分析明确中国儿
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 WHO 分型疾病谱与世界人口学研究结果相似。2016 年共诊治儿童中枢神
经 系 统 肿 瘤 患 儿 3644 例 ， 其 中 髓 母 细 胞 瘤 （587 例 ， 16.11% ） 和 星形 细 胞 瘤 （ 520 例 ，
14.27% ） 是儿 童 最常 见的 中 枢 神 经系 统 肿 瘤，生 殖 细 胞 来源 肿 瘤 比例高 于 欧 美 （397 例 ，
10.89%）。从事儿童神经系统肿瘤的神经外科医师远远少于诊治成人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神经外
科医师，尤其在偏远地区更为显著。在西北地区，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诊治数量最少，其可能
不仅仅由人口比例所致，也可能与从事小儿神经外科工作的医护人员限制相关。
结论 本项全国性横断面研究提示，我国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疾病谱与世界人口学结果相似但又
具有我国特征。目前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诊治现状不容乐观；未来的医疗卫生工作规划中，需
要重视提供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诊治医疗服务的发展。

PU-175

儿童颅内非生殖细胞性生殖细胞瘤的诊断和综合治疗
荆俊杰,赵清爽,应建彬,陈业煌,王守森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 医院

目的 根据 2013 国际生殖细胞瘤诊疗共识，对颅内非生殖细胞性生殖细胞瘤（NG-GCT）进行标准
化的诊疗，并评估疗效。
方法 1、根据 2013 年国际共识，将生殖细胞性肿瘤中的除单纯生殖细胞瘤外的类型，统称为 NGGCT，包括：畸胎瘤、卵黄囊瘤、绒毛膜癌、胚癌、混合型生殖细胞瘤。2、诊断标准：a 病理证
实含有 NG-GCT 成分，b 血清/脑脊液 AFP>7，或者 hCG>50，无论病理是什么；符合二者之一即
可诊断。3、治疗：按照共识意见，除畸胎瘤首选手术切除外，其他 NG-GCT 均按照化疗-放疗-必
要时手术顺序进行；化疗采用 ICE 方案（顺铂、依托泊苷、异环磷酰胺，ISPN 推荐方案），放疗
采用 30-36Gy CSI+18 Gy Boost。4、术前合并脑积水的，在化疗开始前行 V-P 分流术。5、本组
11 例病例均为本院 2013 年 12 月~2018 年 9 月年收治并诊疗，血清和/或脑脊液 AFP>7，或者
hCG>50；其中男：女=4:7，年龄 1m-20y，平均 10.8 岁；头颅 MRI 显示肿瘤部位：鞍区及鞍上区
4 例，松果体区 3 例，侧脑室内 3 例，后颅窝 1 例。治疗方案：单纯手术 1 例，手术+放化疗 3
例，放化疗+手术 2 例，化疗+放疗 5 例。
结果 全组病例随访 5m-5y，1 例单纯手术的 1 月余患儿术后未行放化疗，术后 1 年复发，再次行手
术切除；1 例脑室内卵黄囊瘤患儿手术+放化疗后 1 年出现椎体转移，给予局部放疗后未再复发。
结论 颅内 NG-GCT 的综合性治疗可有效的改善患儿预后，减少复发，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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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6

儿童髓母细胞瘤血浆外泌体 microRNAs 的筛查及初步验证
李昊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通过高通量测序方法筛选儿童髓母细胞瘤患者血浆外泌体中的差异 miRNAs 表达谱，探讨其
作为诊断指标的可行性。
方法 收集 4 例髓母细胞瘤患者和 4 例匹配的正常对照儿童的外周血，进行血浆外泌体分离、鉴
定 ， 并 通 过 高 通 量 芯 片 进 行 microRNA-sequencing ， 通 过 生 物 信 息 学 分 析 ， 筛 选 差 异 表 达
miRNAs，并进行临床验证
结果 1. 通过超速离心法进行血浆外泌体的分离，电子显微镜下鉴定外泌体的形态，Westernblot 检
测外泌体表面特异表达 marker 分子，所提取外泌体符合进一步测序的标准；2. 通过生物信息学方
法计算两组样品之间的 p-value 以及 fold change，首先基于 fold change 大于 1.5 筛选发现在肿瘤
患者中 35 条上调表达 miRNA 分子以及 6 条下调表达 miRNA 分子，进一步加入 p-value＜0.05 的
条件，将范围进一步缩小至 6 条上调表达 miRNA 分子和 1 条下调表达 miRNA 分子，分别是 hsamir-101-1 ， hsa-miR-1-2 ， hsa-mir-320b-1 ， hsa-mir-320b-2 ， hsa-mir-novel-chr9_24633 ， hsamir-423-5p 及 hsa-20a-5p。；3. 利用软件绘制 miRNA 聚类图，并利用 miRNA 靶基因预测软件预
测 top 10 差异 miRNA 的靶基因，同时进行靶基因的 GO 和 Pathway 分析；4. 对筛选出来的
miRNA 分子进行初步的功能验证，在 DAOY 和 D283 两株细胞系中进行细胞增殖实验，miR-1013p 和 miR-423-5p 确定为候选研究分子。
结论 1. 通过高通量测序方法筛选出血浆外泌体差异表达 miRNA 表达谱，在髓母细胞瘤的发生发展
过程可能起作用；2. miR-101-3p 和 miR-423-5p 为差异表达显著分子，抑制细胞增殖作用，可作
为候选研究分子。

PU-177

外泌体来源的 miR-101-3p 及 miR-423-5p 抑制
髓母细胞瘤 DAOY 肿瘤细胞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李昊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探讨外泌体来源的 miR-101-3p 及 miR-423-5p 对 DAOY 细胞肿瘤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方法 1. 临床样本验证血浆外泌体 miR-101-3p 及 miR-423-5p 的表达情况，同时检测肿瘤组织及瘤
旁组织 miR-101-3p 及 miR-423-5p 的表达情况；2. 外泌体与肿瘤细胞共同孵育，通过 qRT-PCR、
激光共聚焦方法验证外泌体能够携带 miRNA 分子进入到肿瘤细胞中发挥作用；3. 在髓母细胞瘤经
典细胞系 DAOY 细胞中进行 miR-101-3p 及 miR-423-5p 的体外功能研究，通过 mimics 过表达
miR-101-3p 和 miR-423-5p，进行 CCK-8 细胞增殖、平板克隆形成、划痕实验、细胞迁移、细胞
侵袭及细胞凋亡等实验。
结果 1. 通过 q-PCR 验证，发现 miR-101-3p 和 miR-423-5p 是肿瘤患者外周血血浆外泌体中显著
升高的两个分子(肿瘤=22 例，正常=18 例，p<0.05)，而在肿瘤组织中 miR-101- 3p 和 miR-423-5p
为低表达(肿瘤=25 例，瘤旁组织=17 例，p<0.05)；2. 外泌体与肿瘤细胞 DAOY 共同孵育 12 小时
后，qRT-PCR 检测 DAOY 细胞中 miR-101-3p 及 miR-423-5p 的表达水平上调（p＜0.05），激光
共聚焦拍照显示染色的外泌体进入到肿瘤细胞中；3. 在 DAOY 细胞中过表达 miR-101-3p 和 miR423-5p，与对照组 NC 相比较，实验组细胞增殖能力、克隆形成数目及大小、细胞迁移能力及侵袭
能力均受到抑制，而细胞凋亡数目明显增多，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148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结论 1. 儿童髓母细胞瘤患者血浆外泌体中 miR-101-3p 及 miR-423-5p 显著高表达；2. miR-101-3p
及 miR-423-5p 抑制 DAOY 肿瘤细胞生物学特性。

PU-178

髓母细胞瘤外泌体来源的 miR-101-3p
和 miR-423-5p 在的体外机制及体内功能初步探索
李昊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对髓母细胞瘤中的 miR-101-3p 和 miR-423-5p 进行体外机制及体内功能的初步探索。
方法 1. 通过靶基因预测网站对 miR-101-3p 和 miR-423-5p 的靶基因进行预测，并通过 qRTPCR、Westernblot 及 Luciferase 双荧光素酶基因报告实验验证靶向关系；2. 在 DAOY 细胞中对靶
基因进行功能验证，包括细胞增殖、克隆形成、细胞迁移、侵袭及凋亡等肿瘤生物学特性实验；3.
构建过表达慢病毒，感染 DAOY 细胞，对 5w 大小裸鼠进行皮下成瘤实验，观察 miR-101-3p 和
miR-423-5p 的体内效果。
结果 1. 通过 Targetscan 及 RNA22 等靶基因预测网站分别对 miR-101-3p 及 miR-423-5p 进行靶基
因预测，绘制韦恩图，发现 6 个共同靶基因，其中 FOXP4 与胚胎发育密切相关，故选定其作为候
选靶基因分子，通过 qRT-PCR、Westernblot 及 Luciferase 双荧光素酶基因报告实验确定 FOXP4
与 miR-101-3p 及 miR-423-5p 均存在靶向关系；2. 在肿瘤组织及瘤旁组织中检测 FOXP4 的表
达，发现肿瘤组织中表达明显上调，利用 siRNA 敲低 DAOY 细胞中 FOXP4 的表达，发现肿瘤细
胞的增殖、克隆形成、迁移、侵袭能力受到抑制，细胞凋亡明显增多，提示 FOXP4 本身发挥促癌
基因的作用；3. 与对照组相比较，过表达 miR-101-3p 的 miR-423-5p 的两组裸鼠皮下成瘤曲线、
大小、重量均受到抑制，肿瘤组织中 FOXP4 及 Ki-67 表达均减弱。
结论 1. FOXP4 作为 miR-101-3p 和 miR-423-5p 的共同功能靶基因；2. FOXP4 在髓母细胞瘤中发
挥促癌基因的作用；3. miR-101-3p 和 miR-423-5p 抑制裸鼠肿瘤成瘤的能力。

PU-179

影响儿童室管膜瘤预后的临床及分子生物学因素分析
余建忠,李昊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通过对儿童颅内室管膜瘤的临床及分子生物学特点、病理分级、治疗方法和患者预后关系的
研究，探索影响儿童颅内室管膜瘤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1.收集 2008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治手术且术后病理证实为颅内室
管膜瘤的病史资料，通过对所收集数据使用 SPSS Statistics19.0 软件进行 Kaplan-Meier 法生存分
析，并应用 Log-Rank 检验分析差异的显著性，最后采用 COX 回归多因素分析，考察影响儿童室
管膜瘤预后的相关临床因素。2.全外显子组测序分析儿童室管膜瘤中基因突变（发现 ASXL1 基因
突变），免疫组化法检测室管膜瘤样本中 ASXL1 表达情况，根据不同表达情况进行分组，K-M 生
存分析法分析不同 ASXL1 表达对生存时间的影响。
结果 37 例患儿中, 男 25 例，女 12 例，男女发病比约为 2：1；其中 3 岁以下发病 18 例
（48.6%），3 岁及以上发病 19 例（51.4%）。病理按 WHO 分级：Ⅰ-Ⅱ级 6 例（16.2%），Ⅲ级
31 例（83.8%）；肿瘤分布于幕上 11 例（29.7%），幕下 26 例（70.3%）。临床表现以头痛、呕
吐等颅高压症状（30 例）为首发临床表现就诊者最为常见，占 81.1%。手术全切 3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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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次全切 5（13.5%）例。术后放疗 12 例，化疗 7 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患儿年龄，肿瘤切
除程度，术后是否放疗是影响患儿总体生存时间的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认为患儿年龄及肿瘤切除
程度是影响患儿总体生存时间的独立因素。借助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我们发现 37 例室管膜瘤组
织中有 4 例存在 ASXL1 基因突变，并经过 sanger 验证。荧光定量 PCR 技术及免疫组化检测发现
ASXL1 在室管膜瘤组织中的表达较癌旁脑组织降低，当下调室管膜瘤 SHG44 细胞中 ASXL1 表达
后，SHG44 细胞增殖及迁徙能力显著增强；这些数据表明 ASXL1 在室管膜瘤中发挥抑癌基因的角
色，在 37 例儿童室管膜瘤石蜡标本中 ASXL1 低表达患儿总体生存时间要短于高表达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这提示 ASXL1 低表达患儿预后更差。
结论 儿童颅内室管膜瘤以男童多见，肿瘤位于幕下者多于幕上，年龄越小患儿预后越差，手术切
除是主要的治疗手段，肿瘤的切除程度与患儿预后呈正相关，是影响预后的主要因素，术后放疗是
改善患儿预后的一个手段。ASXL1 在儿童室管膜瘤中发挥抑癌基因的角色， ASXL1 低表达的患儿
预后较差。

PU-180

FHOD3 在儿童髓母细胞瘤发病中的作用及其表达对预后的影响
余建忠,李昊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研究 FHOD3 在儿童髓母细胞瘤中的作用及表达情况，分析 FHOD3 的表达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1.全外显子测序分析儿童髓母细胞瘤中基因突变位点（发现 FHOD3 错义突变）2. RNAi 敲减
FHOD3 分析癌细胞增殖迁移侵袭行为改变。3.免疫组化方法检测样本中 FHOD3 表达情况，根据
不同表达情况进行分组。3. K-M 生存分析法分析不同 FHOD3 表达对生存时间的影响。
结果 本课题组在前期的研究中，借助外显子组二代测序技术，对 64 例髓母细胞瘤组织标本进行了
肿瘤相关基因的外显子测序，结果发现多个儿童髓母细胞瘤发病相关的基因发生突变，经蛋白预测
软件 SIFT 和 Polyphen2 预测，其中 8 例为 FHOD3 基因的致病性突变。荧光定量 PCR 及免疫组
化检测发现 FHOD3 在髓母细胞瘤中的表达较正常脑组织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MTT 实验表明
当敲减髓母细胞瘤 Daoy 细胞中 FHOD3 基因后，Daoy 细胞增殖能力显著提高。划痕实验表明当
敲减 Daoy 细胞中 FHOD3 基因后，Daoy 细胞迁移能力显著增强。Transwell 实验表明当敲减
Daoy 细胞中 FHOD3 基因后，Daoy 细胞侵袭能力显著增强。上述实验结果提示 FHOD3 在髓母细
胞中可能发挥肿瘤抑制因子的角色。通过结合免疫组化及生存分析数据，结果表明在 40 例儿童髓
母细胞瘤石蜡标本中 FHOD3 高表达病例组总体生存时间较低表达病例组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HOD3 低表达患儿生存时间显著缩短，不受年龄、性别、肿瘤位置及病理类型等临床因素影响。
结论 FHOD3 在髓母细胞瘤中发挥抑癌基因的作用，FHOD3 低表达的儿童髓母细胞瘤预后较差，
FHOD3 的表达程度可大致反映儿童髓母细胞瘤预后，其表达与儿童髓母细胞瘤的预后呈正相关。

PU-181

婴儿期颅内肿瘤手术治疗
郭二坤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治疗婴儿颅内肿瘤的成功要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手术治疗的 1 岁内婴儿 14 例颅内肿瘤的临床资料，
在充分的术前准备后，采用显微外科手术方法，依据肿瘤的位置、大小，对肿瘤采取个体化的治
疗，对肿瘤进行全部切除及部分切除，术后根据 MRI 扫描判定切除程度。

150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结果 根据手术者术中观察及术后强化 MRI 检查，13 例行肿瘤全部切除，部分切除 1 例，患者的临
床症状改善 13 例，加重 1 例，术后病理病理回报：髓母细胞瘤 4 例，大脑半球室管膜瘤 2 例，侧
脑室脉络丛乳头状瘤 3 例，小脑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 1 例，大脑半球神经节细胞胶质瘤 1 例，颅咽
管瘤 1 例，三脑室后部畸胎瘤 1 例，松果体区海绵状血管瘤 1 例，术后患者出现积液 2 例，脑积水
1 例，硬膜下积液 6 例，随访 1-6 年，术后死亡 4 例，生存 10 例。
结论 对婴儿颅内肿瘤应在充分准备的条件下，手术治疗能有效缓解患儿的临床症状，为后续医疗
创造有效的缓解时间，是婴儿颅内肿瘤的有效治疗方法。

PU-182

儿童脑肿瘤放疗前认知功能状态研究
李娟,赖名耀,胡清军,张星,何嘉欣,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观察放疗前儿童脑肿瘤的认知功能情况。探讨可能影响儿童脑肿瘤初始认知功能的临床因
素。
方法 对放疗前儿童脑肿瘤患者进行儿童韦氏智力量表及适应性行为量表的评估。其中韦氏智力量
表包括韦氏语言评分、韦氏操作评分、总评分及对应相应人群百分位。比较不同病理诊断，不同位
置，是否合并癫痫、是否存在脑积水、是否合并垂体功能低下的患者间的认知功能状态是否有差
异。
结果 共纳入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放疗前儿童脑肿瘤病人 128 例，男女比
例为 82:46，年龄范围为 4-14 岁，中位年龄 8.7 岁。其中生殖细胞瘤 38 例（29.7%），髓母细胞
瘤 32 例（25%），神经胶质瘤 44 例（34.4%），其他肿瘤 14 例（10.9%）。肿瘤位于鞍上区、
松果体区等中线共 63 例（49.2%），大脑半球肿瘤 14 例（10.9%），小脑、四脑室肿瘤 40 例
（31.3%），脑干肿瘤 11 例（8.6%）。肿瘤累及基底节区 17 例。既往合并癫痫患者 7 例
（5.6%），35 例合并脑积水（27.6%），25 例合并垂体功能低下（19.5%）。全组儿童韦氏智力
量 表 中 语 言 部 分 得 分 为 36-128 分 ， 均 值 83.7±20.8 分 ， 相 应 百 分 位 数 为 0.1-97.3 ， 均 值
27.699±30.3；韦氏智力量表中操作部分得分为 30-126 分，均值 82.83±20.5 分，百分位数分布于
0.00-96，均值为 26.6±29.1；韦氏总量表得分为 0-128 分，均值 81.4±21.7 分，百分位数分布为 097，均值为 25.5±28.5，ADQ 为 32-164 分，均值 95.1±29.4。使用单因素分析与认知功能相关的
临床因素表明：病灶累及基底节区的操作部分得分均值为 76±16 分，百分位数为 15.1±19.6，韦氏
总量表百分位为 75.29±15 分，对比未累及基底节区组操作部分得分均值为 84±20.7，百分位数
28±19.1 韦氏总量表百分位为 82.4±22 分，P 值分别为 0.031、0.018、0.046，存在显著差异。
结论 儿童脑肿瘤患者在放疗前认知功能已存在低于正常儿童的现象；在语言、操作及适应行为中
获取分数的百分位均在正常人群的平均值以下。在侵犯基底节的脑肿瘤患儿中由于影响肢体的操作
灵活性使这部分患儿的操作得分及整体得分低于其他患儿。传统观念中认为影响认知的脑积水、继
发癫痫等临床因素，由于样本量较少暂未观察到对认知有明显影响。

PU-183

心理干预减少 5 岁以下儿童神经肿瘤放疗中
镇静/麻醉药物使用的回顾性研究
张星,何嘉欣,赖名耀,胡清军,罗日顺,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探索心理干预在 3-5 岁神经肿瘤患儿放疗中减少镇静/麻醉药物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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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符合入组标准：KPS≧60 分、GCS≧15 分、3 岁≦年龄<6 岁、医疗恐惧、知情同意自愿接受
心理干预的神经肿瘤患儿进行系统心理干预，干预方式：放疗宣教、游戏模拟、心理脱敏、心理强
化等；干预时间：7 天；干预失败采用镇静/麻醉药物辅助放疗。
结果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儿童神经肿瘤中心共收治符合入组条件患儿
53 人，心理干预成功 49 人（92.46%）；3 岁≦年龄<4 岁组，共 19 例，3 例干预无效，镇静/麻醉
使用率 15.79%（3/19）；4 岁≦年龄<5 岁组，共 17 例，1 例干预无效，镇静/麻醉使用率 5.88%
（1/17）；5y≦年龄<6y 组，共 17 例，全部心理干预成功，0 人麻醉；轻度医疗恐惧患儿，心理干
预平均时间 1.5 天(1-3 天)；中度医疗恐惧患儿心理干预平均时间 4 天（3-5 天）；重度医疗恐惧患
儿心理干预平均时间为 6 天（5-7 天）。
结论 心理干预能有效减少 3-5 岁患儿放疗中镇静，麻醉药物使用；年龄、医疗恐惧程度对心理干
预效果有显著影响。

PU-184

精细化护理模式在小儿脊髓脊膜膨出手术配合的应用效果
李杨,姜雪,潘卓,李佳,程莎莎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总结小儿脊髓脊膜手术配合采取精细化护理模式，探讨其在临床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法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收治的 36 例脊髓脊膜膨出手术患儿，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n=16） 对照组（n=20）。对照组患儿给以予常规护理，而观
察组患儿在实施常规护理上实施了精细化护理服务的模式。评价两组患者术后麻醉苏醒时间、平均
住院时间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者术后麻醉苏醒时间，平均住院时间和护理满意度显著优于对照组（均 p<0.01）。
结论 脊髓脊膜膨出患儿在实施精细化护理模式后能有效缩短患者术后麻醉苏醒时间，缩短患者平
均住院时间及提高对手术室护理满意度的评分，值得推广。

PU-185

Microsurgical treatment of fourth ventricle
tumors in children
乌萨马,马辉,孙胜玉,邹有瑞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surgical method and clinical effects of microsurgery for the
treatment of fourth ventricle tumors in pediatric patient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made of 15 cases of fourth ventricle tumors in children
(under 16 years old)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at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8. The operative approach used
was trans-cerebellomedullary fissure (CMF) approach.
Results Total resection was performed in 10 cases, near-total resection in 2 cases, subtotal
resection in 3 cases, and no operative deaths occurred. Postoperative pathology confirmed 13
cases of medulloblastoma and 2 cases of ependymoma.
Conclusions It was found that microneurosurgical treatment is the first choice of treatment for
pediatric fourth ventricular tumors. Appropriate surgical approaches and precise microsurgery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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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achieve safe total and/or near total resections of tumors with reduce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PU-186

癫痫相关性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
皮肿瘤(DNET)的外科治疗及疗效分析
王超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肿瘤(DNET)的临床特点、治疗方案及效果。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 8 月至 2018 年 12 月手术治疗 DNET 患儿 9 例，其中颞叶 3 例、额叶 2
例、顶叶 4 例，男 6 例，女 3 例，年龄 3~15 岁，患儿均伴随有癫痫发作，病程 3 个月~2.5 年，且
口服抗癫痫药物效果不佳。手术方法采取术中皮层脑电监测(ECoG)辅助下行肿瘤及致痫灶切除
术。所有患者术后口服抗癫痫药物 2~3 年，无发作患者且脑电图复查无明显异常可减药或停药。
结果 8 例患儿肿瘤全切，1 例患儿因肿瘤与功能区关系密切，行大部切除。所有患儿术后病理均证
实为 DNET，患者术后随访 0.5~4 年，4 例停药后癫痫发作消失，1 例停药后仍有癫痫发作，发作
形式同术前，发作频率明显降低，4 例仍在服药，癫痫无发作。MRI 随访至少 2 年肿瘤无复发。
结论
DNET 是一种以顽固性癫痫发作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良性肿瘤，手术效果较好，即使未能完全切
除，也能有较好的癫痫控制效果。在术中皮层脑电监测下行肿瘤加致痫灶扩大切除可获得良好的疗
效。

PU-187

138 例儿童颅内肿瘤立体定向活检诊断的临床报告
王亚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儿童颅内病灶种类繁多，“同病异像、异病同像”的现象广泛存在，组织病理学仍旧是诊断的金
标准，立体定向脑内病灶活检是获得组织标本的最好的微创方法。
方法 回顾分析 1987 年 12 月～2009 年 1 月期间在我科行立体定向脑组织活检术的 138 例 1 4 岁以
下儿童患者的病历资料，有框架立体定向引导活检 48 例，CAS-型无框架立体定向机器人引导活检
90 例，所有无框架立体定向活检患者均采用基础静脉全麻、塑性枕固定头部，全部定向手术规划
均采用立体定向手术软件对病灶三维重建，设计靶点和穿刺取材路径。
结果 在 138 例儿童颅内病变患者中，男性 84 例（占 60.9%），女性 54 例（占 39.1%）；年龄
1～14 岁，平均 8.9 岁；其中颅内单发病灶 88 例（63.7%），多发病灶 32 例（23.2%），弥漫性
半球多脑叶浸润病灶 18 例（13%）；活检靶点根据影像学上病灶最明显部位选定，其中单靶点取
材 119 例，双靶点取材 14 例，三靶点取材 5 例；162 个靶点分布：额顶枕脑叶半卵圆中心 32
个，颞叶 14 个，基底节、丘脑 37 个，鞍区、三脑室旁 14 个，胼胝体 7 个，脑室侧壁、脑室内 18
个，小脑半球 6 个，桥脑、桥臂、脑干 25 个，松果体区 9 个。104 例（75.4%）获得各种肿瘤学
病理诊断，其中神经上皮起源肿瘤 65 例，生殖细胞瘤 28 例，白血病脑内侵犯 4 例，原发性淋巴瘤
4 例，松果体细胞瘤 1 例，黑色素瘤 1 例，卵黄囊瘤 1 例。不能明确组织病理学诊断者 8 例（占
5.79%），总活检阳性诊断率达 94.20%。活检出血导致的直接相关死亡 1 例，为松果体区病灶活
检（占 0.7%），靶点少量渗血形成小血肿无神经功能障碍 6 例（血肿体积<5ml）；大血肿需要外
科处理（置管和开颅血肿清除）4 例，没有严重颅内感染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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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先进影像技术引导的立体定向脑组织活检术是一种安全、可靠、微创的脑内病灶组织病理学
取材手段，能为小儿神经科疾病的明确诊断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PU-188

鞍区斜坡少罕见占位性病变诊治汇报
周良学 1,蔡博文 1,姜曙 1,陈铌 1,2,徐建国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归纳总结鞍区斜坡罕见病诊治经验，提高对该区域罕见病的认识以及治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华西医院内镜组 2014 年 8 月-2019 年 2 月诊治的少罕见病患者，收集临床资料、
影像学特点、治疗方案、病理学特点、随访等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复习总
结。
结果 鞍区及斜坡病变多种多样，除常见的各种垂体细胞来源肿瘤以及相对常见的颅咽管瘤、
Rathke 囊肿外，其他病变包括脊索瘤、生殖细胞瘤、下丘脑胶质瘤、错构瘤、垂体癌、鼻咽癌、
转移瘤、淋巴瘤（浆细胞淋巴瘤、大 B 细胞淋巴瘤）、Langerhan’s、软骨肉瘤、骨瘤、骨纤维结
构不良、骨性增生（肥大）、原发鳞癌、AT/RT、动脉瘤（真性动脉瘤，假性动脉瘤）、鞍内型颅
咽管瘤、垂体卒中、脓肿、淋巴细胞性垂体炎、炎性病变、侵袭性颅内外生长的脑膜瘤、碰撞瘤，
等。对一些特征性不强的肿瘤，常常误诊，术中也不容易与常见肿瘤进行区分，即使常规病理检查
也可能无法确诊，需要做一些特殊的染色，甚至进行测序等工作才能帮助确诊。绝大多数肿瘤手术
切除是首选，或者术中活检获得病理诊断，为后续治疗提供参考。此区病变如为肿瘤性病变，特别
是恶性肿瘤，常需要术后放疗；如为血液系统肿瘤，常需要选择靶向生物治疗。
结论 鞍区斜坡病变病种繁多，临床表现及特点差异性小，影像学上常无特征性异常，容易导致误
诊；治疗上以手术切除为首选、如是肿瘤性病变术中最好都行冰冻切片帮助制定后续切除方案、肿
瘤性病变常需要辅以放疗和/或化疗，部分病例采用生物治疗手段后可以获得较好预后。

PU-189

颅内外血运重建术在复杂颅底肿瘤手术中的应用与研究
赵黎明,栗超跃,孙玮良,梁浩,高涛,孙玮良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颅内外血运重建术在累及颅底血管肿瘤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颅底肿瘤病患 4 例，
在根治性切除同时实施保护性颅内外血管搭桥术，术前、术后采用 PWI、CTA/DSA 评估脑灌注及
血流重建情况，术前采用 NIHSS 量表对患者进行评估，并在术后第 7d 再次用 NIHSS 量表对患者
进行评估。术后随访 3 个月至 1 年。具体操作方法为：患者取仰卧位，采用改良翼点入路，先分离
患者颞浅动脉额支及顶支作为供体血管（额支＞12cm、顶支＞8cm），根据肿瘤大小和受累血管
侵及血管范围的不同，分别选则大脑中动脉 M3、M4 段作为受体血管先行单支或双支保护性血管
搭桥，术中荧光造影（ICG）证实血管通畅后，进行根治性颅底肿瘤切除术；
结果 4 例患者均成功实施手术，均未出现明显的术后并发症及不良结局，术后复查 CTA 检查显示
供体血管通畅。术后 3 个月复查 DSA 显示：2/4 血管新生代偿形成，2/4 桥血管闭塞，但 4 位患者
均无缺血症状。患者术前/术后 NIHSS 评分，分别为 8/4 分、3/3 分、1/0 分、1/1 分。
结论 累及颅底血管的肿瘤是外科治疗的难题，在切除瘤体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骚扰甚至损伤血
管，产生一系列并发症。脑血运重建术虽然具有一定的难度及风险，但对于累及颅底血管的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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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保护性低流量血管搭桥可在肿瘤完全切除下尽可能低的降低缺血并发症，对预后起积极作用。

PU-190

直切口颞下岩前入路在切除岩尖部位肿瘤中的应用
栗超跃,赵黎明,高涛,刘阳,孙玮良,梁浩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一种改良的颞下岩前入路——直切口颞下岩前入路切除岩尖区肿瘤的手术方法及临床特
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1 例直切口颞下岩前入路切除岩尖区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分析其临床表
现、手术方法、影像学分型和随访结果。
结果 全切 19 例（90％），近全切 2 例（10％），术前 KPS 评分为 80.2±11.4，随访 3～36 个
月，随访最近的 KPS 评分为 82.2±9.2，术前与随访的 KPS 评分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107）。
结论 直切口颞下岩前入路适用于累及内听道以内的中上斜坡及骑跨中后颅窝的岩斜区肿瘤，为切
除岩尖区肿瘤提供了一种简便有效的入路选择

PU-191

颅底中央区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张军 1,张家墅 1,姚安会 1,2,姜燕 1,余新光 1
1.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2.解放军第 153 医院

目的 颅底中央区脑膜瘤位置深在、毗邻重要神经结构和血管，手术难度大，术后并发症多。本文
旨在探讨颅底中央区脑膜瘤的手术治疗策略及降低术后并发症技术。
方法 回顾性分析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颅底中央区脑膜瘤 56 例，根据肿瘤的不同部位分
类，其中鞍结节及鞍上脑膜瘤 10 例，前床突、蝶骨嵴内侧脑膜瘤 15 例，岩斜区或蝶岩斜区脑膜瘤
20 例，海绵窦脑膜瘤 6 例、斜坡脑膜瘤 5 例. 手术入路采用额下外侧入路、翼点入路、改良颞下
经岩前入路、幕上下联合入路、枕下乙状窦后入路、远外侧入路。神经导航、术前多模态影像学评
估及神经内镜用于辅助手术切除肿瘤。
结果 Simpson I 、II 级切除 36 例，Simpson III 级切除 12 例，Simpson IV 级切除 8 例。术后早期
并发症发生率 12%。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人。术后病理结果 WHO I 级脑膜瘤 52 例，WHO II 级 4
例。累及海绵窦内的脑膜瘤为避免颅神经损伤仅做部分切除。
结论 术中熟练的显微神经外科操作、重要颅神经、脑干和血管的保护是保证术后患者神经功能的
关键因素。神经导航及内镜能够安全有效辅助手术，提高手术的疗效。患者神经功能的保护是手术
的主要目的，肿瘤全切除为次要目标，残余肿瘤可行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以控制肿瘤生长。

PU-192

海绵窦壁的解剖及在开颅与内镜手术中的意义
赵天智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结合海绵窦壁的解剖特点观察和分析海绵窦肿瘤的临床特征、手术方式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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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 24 例海绵窦旁肿瘤的手术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依据海绵窦肿瘤的生长特点，分别采用开颅硬膜外入路（14 例）、硬膜下入路（7 例）以及
经鼻内镜入路（3 例）切除肿瘤。24 例中三叉神经鞘瘤 13 例，脑膜瘤 3 例，海绵状血管瘤 2 例，
表皮样囊肿 3 例，血管周细胞瘤 2 例，鳞癌 1 例。全切除 19 例，次全切除 3 例，大部切除 2 例。
术后患者均恢复良好，无死亡病例。术后新发颅神经损害 5 例，其中动眼神经损害 3 例(其中 2 例
3-6 月后明显改善)，三叉神经损害 1 例，外展神经损害 1 例。
结论 海绵窦肿瘤依据肿瘤类型不同在海绵窦内的生长特点亦不相同，海绵窦壁为海绵窦肿瘤的手
术提供了良好的保护屏障，合理的治疗方案和良好的显微手术技能可明显提高肿瘤切除率，减少手
术并发症。

PU-193

枕下乙状窦后人路切除听神经瘤的手术策略和面神经保护
刘俊,蒋秋华
赣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切除听神经瘤的效果及术中对面神经保护。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8 月赣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89 例听神经瘤患者
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采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切除肿瘤，切开硬膜后释放枕大池或脑桥小脑上池
脑脊液促使小脑组织塌陷，创造手术操作空间。探查肿瘤与其周围蛛网膜的关系，找出分界面。术
中利用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探查面神经后先囊内分块切除肿瘤或释放囊液缩小肿瘤体积，然后磨除
内听道后唇，利用面神经在内听道内的定位，结合面神经刺激仪定位面神经，切除内听道内和岩骨
面附近的肿瘤。进一步缩小肿瘤体积后，处理肿瘤脑干面，寻找面神经出脑干端，采取两端向中心
的方法逐步确认面神经的位置，最终安全切除肿瘤。术后采用 House—Bmckmann 面神经功能分
级(简称 H-B 分级)评估术后面神经功能.
结果 肿瘤全切除 83 例，近全切除 6 例。面神经保留 79 例；术后 l 周面神经功能 H-B 分级：l 级 23
例，2 级 35 例，3 级 25 例，4 级 16 例。术后门诊随访 3-30 个月，术区皮下积液 4 例，饮水呛咳
1 例，口唇疱疹 2 例，无死亡病例。
结论 采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术中利用小脑自然间隙，在不牵拉或少牵拉脑组织的情况下，可以
达到手术操作所需的空间，术中辅以神经电生理监测连合显微外科技术，可安全、有效切除听神经
瘤，降低脑组织、神经、血管的牵拉损伤风险，可以改善患者面听神经保留情况，临床疗效满意。

PU-194

Surgical Treatment of Trigeminal Schwannomas Arising
Cavenous Sinous and Pterygopalatine Fossa with
Trans-Zygomatic Transcranial Approach
Yiqun Wu,Huayi CHENG,Baohua FAN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Schwannomas of Pterygopalatine Fossa are the benign tumors that mostly arise from
trigeminal nerve. The tumor might protrude into middle cranial fossa and even the cavernous
sinus. Several approaches such as trans-mandibular ramus, trans-maxillar and transnasal
endoscopy can access to this region but their limitations are also obviously. We present a series
of 49 cases of schwannomas arising pterygopalatine fossa that removed with trans-zygomatic
transcrani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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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In this series, the average age of patients is 42.4 years old with 9 males versus 12
females. And the diagnosis was demonstrated by CT and MRI scanning. Preoperative needle
puncture biopsy pathological studies were obtained in all patients. All procedures applied trans
zygomatic and transcranial extradural and the mandibular and facial nerve were kept intact.
Results The total tumor remove was archived in all cases including the cases that tumors
protruding into the cavernous sinus. The function of facial nerve and mandibular were fully
preserved. And the trigeminal nerve was anatomical preserved successfully in near fifty percent
of patients (23/49). No complication was found in our limited experience.
Conclusions Although it has remaining a little bit risk in the surgical procedure with
craniotomy, the trans zygomatic and transcranial extradural approach applied to resection of
pterygopalatine fossa schwannoma presented its own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other surgical
approach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lesion was sufficient even with the giant tumor lower down to
the level of parotid gland so as to accessing to cavernous sinus and preserving the trigeminal
nerve and its branches. It also can avoid injuring the mandibular or maxillary bone structure and
facial nerve. And the procedure meets the patient’s concern of cosmetic well as the incision is
hided mostly in hair.

PU-195

经口咽入路治疗斜坡及颅颈交界区肿瘤的围手术期护理策略
李宁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经口咽入路治疗斜坡及颅颈交界区肿瘤的围手术期护理方法及要点。
方法 回顾性纳入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6 例经口咽入路手术治疗的斜坡及颅颈交界
区肿瘤患者，分析其临床资料及护理方法，总结临床护理经验。
结果 本组 6 例患者中 4 例肿瘤全切除，1 例次全切除，1 例大部分切除。术后无死亡和新发残疾，
无切口感染、脑脊液漏、出血等严重并发症，未发生非计划再次手术。6 例患者术后均未出现压
疮、坠积性肺炎、泌尿系感染、下肢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
结论 高质量的围手术期护理对于保障经口咽入路手术的安全实施，提高手术效果，促进患者康复
具有重要意义，是确保手术成功的重要一环。

PU-196

血管介入技术在复杂颅底肿瘤手术中的意义
伊志强,李良,鲁润春,李春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评价血管介入技术在复杂颅底肿瘤手术中的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血管介入辅助诊疗的 30 例复杂颅底肿瘤患者资料。术前均行全脑血管造影检
查。主要评价颈内静脉及静脉窦的通畅性，评估术中必要时可否牺牲患侧颈内静脉、横窦及乙状窦
等。评价颅底 Willis 环的发育情况，对于颈内动脉受累患者，行压颈试验，观察代偿情况，必要时
可进一步行球囊闭塞试验；评价术中能否牺牲受累颈内动脉，是否需要搭桥。评价肿瘤供血情况，
对于富血运肿瘤，行术前栓塞准备，探讨栓塞的必要性、栓塞要点及并发症预防。
结果 自 2015 年至 2018 年，30 例复杂颅底肿瘤行术前介入诊疗。其中脑膜瘤 11 例，神经鞘瘤 9
例，颈动脉体瘤 4 例，颈静脉球瘤 3 例，青少年鼻咽纤维血管瘤 2 例，粘液样间叶源性肿瘤 1 例。
30 例患者均行全脑血管造影检查，全面评估动脉、静脉、静脉窦以及肿瘤供血情况。行球囊闭塞
试验 6 例，肿瘤术前栓塞 15 例。2 例青少年鼻咽纤维血管瘤栓塞后经内镜安全分块切除。1 例粘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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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间叶源性肿瘤患者因术后颈动脉岩骨段破裂出血急诊行患侧颈内动脉弹簧圈闭塞术。肿瘤栓塞后
术中出血明显减少，典型病例中可见脑膜瘤呈乳白色胶冻样改变。包绕颈动脉的颈动脉体瘤可做到
分块切除，瘤体无明显出血。颈静脉球瘤分块切除瘤体无明显出血，经造影评估后，受累颈内静脉
可安全结扎，乙状窦可用止血材料填塞封闭。该组患者 3 例患者出现一过性颅神经麻痹，无其他介
入诊疗相关并发症及死亡病例。
结论 自 2015 年至 2018 年，30 例复杂颅底肿瘤行术前介入诊疗。其中脑膜瘤 11 例，神经鞘瘤 9
例，颈动脉体瘤 4 例，颈静脉球瘤 3 例，青少年鼻咽纤维血管瘤 2 例，粘液样间叶源性肿瘤 1 例。
30 例患者均行全脑血管造影检查，全面评估动脉、静脉、静脉窦以及肿瘤供血情况。行球囊闭塞
试验 6 例，肿瘤术前栓塞 15 例。2 例青少年鼻咽纤维血管瘤栓塞后经内镜安全分块切除。1 例粘液
样间叶源性肿瘤患者因术后颈动脉岩骨段破裂出血急诊行患侧颈内动脉弹簧圈闭塞术。肿瘤栓塞后
术中出血明显减少，典型病例中可见脑膜瘤呈乳白色胶冻样改变。包绕颈动脉的颈动脉体瘤可做到
分块切除，瘤体无明显出血。颈静脉球瘤分块切除瘤体无明显出血，经造影评估后，受累颈内静脉
可安全结扎，乙状窦可用止血材料填塞封闭。该组患者 3 例患者出现一过性颅神经麻痹，无其他介
入诊疗相关并发症及死亡病例。

PU-197

多模态面神经联合监测在大型听神经瘤手术中的应用
蒋伟超 1,陈曦 1,杨晓翠 2,林立慧 3,朱治 1,陈四方 1,谭国伟 1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神经电生理室
3.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药学部

目的 探讨多模态面神经联合监测在大型听神经瘤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纳入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013 年 3 月至 2018 年 1 月行手术治疗的 58 例
巨大听神经瘤患者（肿瘤直径≥3 cm），术中采用多模态面神经联合监测 28 例（设为监测组），
未应用多模态面神经联合监测 30 例（设为对照组），比较两组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肿
瘤大小、肿瘤囊实性、肿瘤侧别）、手术时长、术后面神经解剖和功能（采用 House-Brackmann
分级进行评估）保留情况以及并发症情况。
结 果 两 组 一 般 资 料 的 差 异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均 P ＞ 0.05 ） 。 监 测 组 的 平 均 手 术 时 长 为
（413.4±166.1）min，对照组为（499.7±159.6）min，两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19，
P=0.048）。监测组 28 例肿瘤均全切除；对照组全切除 28 例，次全切除 2 例，两组全切除率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49）。监测组和对照组的面神经解剖保留率分别为 100%（28/28）和 90%
（27/30），两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9）。比较术前与术后 1 周、3 个月面神经 HouseBrackmann 分级情况，结果显示，监测组较对照组能更好地保留面神经功能（术后 1 周：
P=0.043，术后 3 个月：P=0.039）。
结论 在大型听神经瘤手术中，熟练应用多模态面神经联合监测能够有效缩短手术时长，提高面神
经解剖和功能的保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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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8

The benefits of multi-model intraoperative monitoring
of facial nerv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preservation
during giant vestibular schwannomas surgery:
a retrospective study
蒋伟超 1,陈曦 1,杨晓翠 2,林立慧 3,朱治 1,陈四方 1,谭国伟 1,王占祥 1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神经电生理室
3.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药学部

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 for resection of giant vestibular
schwannomas under intraoperative multi-mode facial nerve monitoring, and provide evidence for
further technical and surgical refinements.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55 patients with giant vestibular schwannomas who underwent the
microsurgical resection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 rate of tumor resection,preservation
rates ofthe facial nerv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evaluate by House-Brackmann scale) were
collec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H-B classification scores of the monitoring group at the first-week(P=0.039) and
third-month (P=0.003) after surgery follow 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comparison to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s Intraoperative multi-mode facial nerve monitoring effectively increased the
preservation rate of the facial nerve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while maintaining good clinical
outcomes.

PU-199

Phosphaturic mesenchymal tumor (mixed connective
tissue variant) (PMT-MCT) occurs simultaneously
in clivus and temporal bone --- A case report
王琦,李锐,杨文强,于炎冰,张黎
中日友好医院

Objectives The phosphaturic mesenchymal tumor (mixed connective tissue variant) (PMT-MCT)
is a very rare tumor. It always leads to paraneoplastic syndrome known as tumor-induced
osteomalacia (TIO) manifested with hypophosphatemia, muscle pain and multiple fractures.
Intracranial occurrence of this tumor is extremely rare.
Methods Here we report a case of a large PMT-MCT occurs simultaneously in the clivus and
temporal bon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atients complained of bone pain throughout the body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a gradually worsened hearing loss in the left ear for 3 years. Serum test
revealed a low phosphate level. MRI scan demonstrated an enhanced lesion in the clivus and left
temporal bone. After subtotal resection, the patient was referred to Gamma Knife radiotherapy.
Histopathological sections of the tumor confirmed a diagnosis of PMTMCT.
Results 3 months following the section of the tumor, the patient’s serum phosphorus level
normalized and bone pain was significantly relieved.
Conclusions Previous publications and our case indicate complete resection or subtotal
resection followed by radiotherapy could provide good prognosis of the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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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0

大型听神经瘤手术中面神经的保护探讨
陈曦,王占祥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大型听神经瘤手术中面神经保护技术及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1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采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显微手术切除的 48 例大
型听神经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手术疗效，术后随访面神经功能。
结果 全组病例肿瘤全切 31 例（64.6%），次全切 11 例（22.9%），部分切除 6 例（12.5%）。
术中面神经均获得解剖保留，术后 1 周面神经功能 I~II 级 20 例（41.67%），III~IV 级 27 例
（56.25%），V~VI 级 1 例（2.08%）；术后 3 月面神经功能 I~II 级 21 例（43.75%），III~IV 级
27 例（56.25%），V~VI 级 0 例（0.00%）。随着肿瘤直径的增大，术后面神经 H-B 分级越高，
功能预后越差（p<0.05）。
结论 精细的显微手术操作、完善的神经电生理监测对术中面神经保护具有重要价值，术前肿瘤体
积可作为术后面神经功能预后的预测指标。

PU-201

环枕区及颈椎管内外哑铃型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谭国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探讨颈段椎管及环枕区哑铃型肿瘤的显微手术方法。
方法 本组病例共 56 例，其中环枕区肿瘤 12 例，颈椎管内髓外硬脊膜下肿瘤 44 例，肿瘤均自椎管
内经椎间孔向椎管外呈哑铃型生长。手术分别采用改良枕下远外侧入路和颈后中线入路显微镜下行
肿瘤切除。对位于环枕区及上颈段腹侧及腹外侧哑铃型肿瘤采用改良远外侧入路，根据肿瘤的部位
和大小确定对相应的椎板或半椎板、寰椎后弓、枕骨的切除范围，必要时予以磨开横突孔及磨除部
分枕骨髁，通常情况下用超声刀即可切除椎管外椎间孔部分的肿瘤。对于椎间孔外部分较大的肿
瘤，可通过横断椎旁肌改善肿瘤的显露，沿肿瘤边界予以肿瘤全切除。而对于颈髓背侧或背外侧的
哑铃型肿瘤通常采用后正中入路，切开相应椎板，显露椎管内肿瘤，予以切除，然后用超声刀将椎
间孔内肿瘤切除而不必咬除其小关节突，开放椎间孔来显露椎间孔内肿瘤。如果椎管外肿瘤较大，
则横行切断一侧颈后肌群，扩大椎管显露，沿肿瘤边界仔细分离，再将椎管外肿瘤完全切除。
结果 肿瘤全切除 51 例，次全切除 4 例，无手术死亡病例。随访 0.5 ~ 5 年，所有患者均恢复良
好，无椎管狭窄、脊柱后凸畸形及不稳定等脊柱手术后并发症。4 例次全切除病例病情稳定，余无
肿瘤复发病例。
结论 经改良枕下远外侧入路和颈后正中线入路手术是治疗环枕区及颈段椎管内外哑铃型肿瘤的一
种较理想方法，具有术野开阔、肿瘤显露充分、全切率高且保持了良好的脊柱稳定性等优点。

PU-202

经眶上锁孔入路颅底病变手术治疗的再探讨
谭国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总结经眶上锁孔微创手术入路治疗颅底肿瘤的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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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56 例颅前窝底及鞍区肿瘤患者经眶上锁孔入路显微镜下行肿瘤切除的手术经验
与体会，其中鞍区肿瘤 141 例, 颅前窝肿瘤 115 例，病变大于等于 3cm 者 192 例，病变小于 3cm
者 64 例。均采用经眶上锁孔入路病变切除术。病变大于 3cm 者骨窗的外侧缘向颞部稍扩大，以利
于开放外侧裂池充分释放脑脊液，病变小于 3cm 者骨窗外侧缘以 keyhole 位置为界。
结果 病变全切除 245 例（95.7%），次全切除 11 例（4.3%）。135 例术前视力障碍病人中, 术后
1 周内视力改善者 125 例（92.6%）。术后出现暂时性尿崩 65 例（25.4%），经保守治疗后恢复。
69 例功能性腺瘤病人中, 术后 1 周内分泌恢复正常水平 42 例（60.9%），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
结论 经眶上锁孔入路对于前颅底及鞍区病变的手术治疗是一种安全、有效可行的微创手术入路，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在临床上推广应用，但是手术方案的制订应该根据病变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
合理设计，以实现真正微创的手术效果。

PU-203

岩前入路硬膜内外的选择与比较
李朝晖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岩前入路经硬膜外及硬膜下磨除岩骨的利弊，对不同患者采用个体化术式的临床应用及
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4 例岩尖区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的肿瘤性
质、部位、起源、大小等选择经硬膜外或硬膜下手术方式。观察操作时间、术中出血量、视角、视
野范围及术后并发症等情况。
结果 24 例患者无一死亡。平均手术时间，硬膜下入路明显缩短；术中未出现大出血，出血量约
600~800ml；无重要神经血管损伤。
结论 岩前经硬膜外及硬膜下入路的选择，需把握指征，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做出选择，甚至两者可
联合应用。

PU-204

经海绵窦外侧壁入路切除巨大海绵窦海绵状血管瘤的手术体会
李欢,张斌,王亮,张俊廷,张力伟,吴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海绵窦海绵状血管瘤（CSH）是一种罕见的肿瘤。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是目前治疗小海绵窦海
绵状血管瘤的有效方法。治疗巨大（>4cm）CSH 的最佳方法仍有争议，手术全切仍是合适的选
择。本研究探讨硬膜下经海绵窦外侧壁入路切除巨大 CSH 的优势和并发症。
方法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对 15 例巨大 CSH 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所有病例均行 MRI 扫
描，组织病理学确诊。所有患者均采用硬膜下经海绵窦外侧壁入路。术中取额颞切口，断颧弓，充
分暴露中颅窝底和海绵窦外侧壁，纵行切开海绵窦外侧壁，于三叉神经与滑车神经之间隙内切除肿
瘤，辨别肿瘤包膜于包膜下界面切除肿瘤避免神经损伤。术后评估颅神经功能。分析患者的临床表
现、影像学特点、手术技术及预后。
结果 头痛是最常见的首发症状，其次是视力下降和复视。术后 MRI 显示 13 例患者全部切除。两例
患者术前均发生同侧视力完全丧失数年，所有左侧患者术前视力减退视力均有改善。早期最常见的
神经功能缺损是展神经麻痹，9 例患者(60%，5 例新发缺损)出现这种情况。但在长期随访中，仅
有 2 例(13.3%)出现永久性并发症。动眼神经功能障碍术后早期发病率为 33.3%(5 例)，仅有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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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为永久性。术后面部轻度麻木 4 例(26.7%)。
结论 对于巨大 CSH，手术全切除是首选治疗方式。对于硬膜外入路难以充分暴露的巨大 CSH，硬
膜下经海绵窦外侧壁入路是切除巨大 CSH 的一种合理选择。

PU-205

经枕下乙状窦后-内听道入路显微手术切除大型听神经瘤
吴波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磨除内听道后唇显微手术切除大型听神经瘤的手术方法和技巧，以
提高肿瘤全切除率和面神经功能保留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四川省人民医院自 2015 年 9 月至 2018 年 12 月经枕下乙状窦后-内听道入路切除
的 117 例大型听神经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术中常规神经电生理监测，充分磨除内听道后壁，部分病
例采用神经内镜处理内听道病变。分离肿瘤-面神经策略：内听道段-脑池段-脑干端面神经与肿瘤包
膜相对游离，采用包膜外钝锐性分离；内耳门部面神经与肿瘤包膜粘连紧密者采用包膜下锐性分
离，无粘连者采用包膜外锐性分离。分离肿瘤-脑干策略：粘连紧密者采用包膜下锐性分离，无粘
连者采用包膜外锐性分离。肿瘤全切除标准-术中肿瘤全切，影像学无肿瘤残余；近全切除标准-在
神经表面残留小片肿瘤，影像学无肿瘤残余。术后 3 月常规复查增强 MRI 明确肿瘤切除程度，以
House-Brackmann 面神经功能分级评估术后早期（2 周）及远期（6 月、1 年）面神经功能。
结果 本组女性 61 例，男性 56 例，年龄 25~83 岁，肿瘤最大径 3.2~6.0cm。117 例肿瘤均达到全
切除或近全切除，其中全切除 87 例（74.4%），近全切除 30 例（25.6%），面神经解剖保留率
94.0%（110/117），无死亡率。面神经解剖未保留的 7 例中 3 例术中行面神经端-端吻合，另 2 例
术后行面-舌下神经吻合术。术后早期面神经功能：I-II 级 28 例（23.9%），其中 I 级 4 例、II 级 24
例；III-IV 级 75 例（64.1%），其中 III 级 53 例、IV 级 22 例；V-VI 级 14 例（12.1%），其中 V 级
8 例、VI 级 6 例。术后 6 月面神经功能：I-II 级 65 例（55.6%），其中 I 级 24 例，II 级 41 例；IIIIV 级 45 例（38.5%），其中 III 级 29 例、IV 级 16 例；V-VI 级 7 例（6.0%），其中 V 级 5 例、VI
级 2 例。术后 1 年面神经功能 I- III 级（眼睑闭全）104 例（88.9%）。随访 3~39 月 MRI 未见肿瘤
复发。
结论 神经电生理监测下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充分磨除内听道后唇显微手术切除听神经瘤安全有
效。术中遵循恰当的神经-肿瘤分离界面与技巧有助于提高肿瘤切除程度与面神经解剖保留率。全
切除肿瘤并保留神经功能是首选目标，但对肿瘤-神经血管粘连严重者，近全切除肿瘤不失为理性
选择。神经内镜对直视下处理内听道病变有价值，尤其内听道骨质破坏显著者。

PU-206

侵及中后颅底肿瘤的处理策略
孙晓枫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侵及中后颅底肿瘤切除的最佳手术入路。
方法 回顾分析 2015～2019 年河北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处理侵及中后颅底肿瘤 29 例的经验，讨论侵
及中后颅底不同部位病变手术入路特点，以求选择最好的手术入路彻底切除肿瘤,同时尽量保护颅
底、颅内重要结构,减少并发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结果 患者年龄 19～78 岁,平均 43.8 岁。其中三叉神经鞘瘤 11 例、表皮样囊肿 4 例、脑膜瘤 8
例、海绵窦肿瘤 5 例、脊索瘤 1 例。根据病变大小及侵及范围采用不同的手术入路切除肿瘤，①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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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窦后入路适用于桥小脑角区病变，肿瘤偏一侧，主要位于内听道外侧，没有向中颅窝生长。②颞
下入路适用于单纯中颅窝病变。③乙状窦后入路+颞下入路。④颞下经小脑幕入路适合后颅窝病变
小，仅靠小脑幕下的肿瘤。⑤颞下经小脑幕-岩骨入路（Kawase 入路）适合后颅窝病变大，接近面
听神经水平的肿瘤。肿瘤全切 19 例、大部切除 7 例、部分切除 2 例、活检 1 例。无手术死亡及严
重颅脑并发症。3 例并发脑脊液漏，1 例出现迟发脑脓肿。
结论 最佳手术入路的选择应相对于颅底不同部位的肿瘤,针对特殊的解剖结构而选择,可以根据以下
几个因素综合考虑:①肿瘤部位及累及的范围;②安全、充分地切除肿瘤;③正常功能结构及外观影响
小;④便于可靠有效地修复。

PU-207

大型听神经瘤术前影像学参数与术后面神经功能
保留情况的相关性研究
惠旭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首次建立并使用脑干径、脑干端夹角指标，探讨大型听神经瘤（直径≥3cm）患者术前核磁共
振图像（MRI）参数与术后面神经功能保留情况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1 月我院经术后病理证实的大型听神经瘤患者，收集并测
量相关术前 MRI 参数，我们规定内听道开口的中点到脑干方向最长的连线为脑干径，肿瘤前后径
端点与脑干径脑干段端点之间形成的夹角为脑干端夹角，其余影像学参数包括肿瘤最长径，体积，
生长方向，信号的均匀性，周围水肿程度，肿瘤的形态，是否伴有脑积水及内听道扩张程度等。以
术后一年患者面神经功能作为研究对象，面神经功能按 House - Brackmann 分级，采用单因素及
多因素回归分析各 MRI 参数对面神经功能的影响。
结果 共 108 例患者纳入本研究，所有病人均为乙状窦后入路，术后一年面神经 功能 House Brackmann 分级从 I - IV 级分别为 48（44.4%）例，36（33.3%）例，11（10.2%）例，13
（12.0%）例，无 V 级和 VI 级出现。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的形态、头尾径、囊实性、瘤周水肿
及内听道的扩张程度对术后面神经功能保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肿瘤的最长径、体积、前后径、
内外径、脑干径、脑干端夹角及是否伴有脑积水对术后面神经功能保留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
素分析显示，脑干径和脑干端夹角的大小是影响听神经瘤患者术后面神经功能的独立的危险因素。
结论 本研究首次提出并发现大型听神经瘤向脑干端方向凸出的程度是影响其术后面神经功能恢复
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影像学参数对术前预测大型听神经瘤术后面神经功能的恢复情况有重要的辅
助作用。

PU-208

听神经瘤大小与术后面听神经功能预后的相关因素分析
毕云科,楼美清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听神经瘤大小与术后面、听神经功能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单一术者行
听神经瘤切除术的患者临床资料，共 52 例。所有患者均进行了 1-12 月的随访，统计包括性别、年
龄、肿瘤大小、术前面听神经功能、术后听力及术后第 2 天及第 6 个月的面神经功能等，分析肿瘤

163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大小与面、听神经功能预后的相关因素。
结果 52 例均成功完成手术，无死亡；枕下乙状窦后入路 51 例，中颅底硬膜外入路 1 例。肿瘤全
切除 51 例（98.1%），次全切（1.9%）。52 例中，中小型 30 例（小型 7 例，中型 23 例），大
型 17 例，巨大型 5 例。面神经功能（排除 3 例术前已面瘫者）：49 例中，根据 HouseBrackmann 分级，术后面神经功能Ⅰ-Ⅲ级保留 42 例（85.7%）。其中，中小型听瘤Ⅰ-Ⅱ级保留
27 例，占中小型听瘤的 90.0%。7 例小型听瘤面神经功能均为Ⅰ级（100%）；23 例中型听瘤术后
第 2 天面神经功能Ⅰ-Ⅱ级 22 例（95.7%），术后 6 个月时面神经功能由Ⅱ级转为Ⅰ级者 2 例；17
例大型听瘤术后第 2 天面神经功能Ⅰ-Ⅱ级 11 例（64.7%），术后 6 个月时面神经功能由Ⅱ级转为
Ⅰ级者 5 例；5 例巨大型听瘤术后第 2 天面神经功能Ⅰ-Ⅱ级 2 例（40.0%），术后 6 个月面神经功
能无明显改善。听神经功能（排除 7 例术前已丧失听力者）：45 例中，按 GRMHC 分级，术后能
听到声音（Ⅰ-Ⅳ级）42 例，听力保留率约 93.3%。保留有效听力（Ⅰ-Ⅱ级）有 12 例，分别是：
小型 2 例，中型 7 例，大型 3 例。术后第二天听力较术前好转的有 4 例，术后 6 个月随访显示有 2
位患者听力由Ⅱ级转为Ⅰ级。
结论 影响听神经瘤患者术后面神经、听神经功能的众多因素中，肿瘤大小是独立危险因素。中小
型听神经瘤的面听神经功能保留率较大型、巨大型明显增高，这提示我们听神经瘤患者如早期发
现，要尽早手术处理。

PU-209

638 例巨大听神经瘤显微外科治疗体会
兰志刚,张跃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总结 638 例巨大听神经瘤的显微治疗疗效，探讨巨大和超大听神经瘤治疗的手术技巧，面神
经保护要点及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本中心从 2009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期间的所有接受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听神经瘤患
者资料，均采用乙状窦后入路，术中全程行面，三叉神经及脑干诱发电位监测，术后随访时间 6 月
-5 年。
结果 过去十年中共有 1245 例听神经瘤患者在本中心接受显微外科治疗，其中巨大听神经瘤共 686
例，失访 48 例，638 例随访病例中肿瘤全切 606 例（95.9%），次全切 32 例（5.1%），术中面
神经解剖保留 587 例（92%），功能保留 542 例（85%），耳蜗神经功能保留 247 例（39%）。
结论 显微外科手术是巨大听神经瘤的首选治疗方法，听神经瘤的治疗策略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个体
化选择，术中可靠的电生理监测和娴熟的显微外科技巧是提高巨大听神经瘤切除率及面神经保留率
的关键。患者长期高质量的生存是最终目的。

PU-210

内镜下经鼻至岩尖区的临床应用解剖学研究
汤文龙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目的 通过对岩尖区及其周围结构的解剖学研究，为临床内镜下经鼻至岩尖区的手术提供解剖学依
据。
方法 选取 5 例新鲜成人灌注尸头标本和 10 例干性成人颅骨标本，分别进行内镜解剖研究和骨性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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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解剖结构测量。（1）在 5 例（10 侧）新鲜成人灌注尸头标本上行内镜下经鼻至岩尖区的解剖暴
露观察；（2）在 10 例（20 侧）干性成人尸头标本上进行颅底岩尖区周围解剖标志的辨认，并从
颅底外面观分别测量两侧卵圆孔內缘、棘孔內缘、破裂孔內缘、破裂孔外缘、咽鼓管口、颈动脉管
前界及后界的內缘至中线的距离。
结果 （1）通过对岩尖区进行内镜下及显微镜下解剖操作，辨认出岩尖区及其邻近重要结构、了解
颈内动脉在岩尖区的走行，为临床内镜下经鼻至岩尖区的手术提供参考依据；（2）两侧卵圆孔內
缘至正中线的距离分别为 22.75±0.47 mm、22.82±0.30 mm；两侧棘孔內缘至正中线的距离分别为
30.74±0.42mm 、 30.58±1.04mm ； 两 侧 破 裂 孔 內 缘 至 正 中 线 的 距 离 为 11.87±0.23mm 、
11.72±0.44mm；两侧破裂孔外缘至正中线的距离为 19.65±1.28mm、19.39±1.45mm；两侧咽鼓
管口至正中线的距离为 31.94±0.88mm、31.80±1.20mm；两侧颈动脉管前缘的內缘至正中线的距
离 为 26.65±0.89mm 、 26.53±0.78mm ； 两 侧 颈 动 脉 管 后 缘 的 內 缘 至 正 中 线 的 距 离 为
30.47±0.48mm、30.13±0.63mm。
结论 内镜下经鼻至岩尖区是一条安全有效的手术径路，该径路的优势在于避免了传统侧方经颞骨
入路潜在的丧失听力和面瘫的风险，并为岩尖区病变提供了一条自然、直接的引流通路。

PU-211

三步吞咽康复法在颅底肿瘤术后吞咽障碍患者
护理实施的临床应用及效果观察
闫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探讨三步吞咽康复法在颅底肿瘤术后吞咽障碍患者护理实施的临床应用及效果。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在北京某三甲医院行颅底肿瘤手术治疗的
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在常规护理
措施的基础上辅以三步吞咽康复法。分别于术前一天、术后第一天、第三天、第六天和第十天记录
两组患者的洼田饮水试验结果，比较两组患者吞咽功能恢复情况。
结果 观察组术后第三天的吞咽功能恢复有效率为 62.5%,高于对照组的 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术后第六天的吞咽功能恢复有效率为 87.5%，高于对照组的 30%，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术后第 十天的吞咽功能恢复有 效率为 100%，高于对照组 的
7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颅底肿瘤术后患者实施三步吞咽康复法，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吞咽障碍，促进患者术后吞
咽功能的恢复。

PU-212

鞍结节脑膜瘤的显微外科治疗
李勇刚,雪亮,苏少波,张川,岳树源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鞍结节脑膜瘤的方法和疗效，探讨各种手术入路的适应症和优缺点及治疗体会。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 32 例病理明确为鞍结节脑膜瘤病人的临床资料，其中女性病人 26 例，男性病
人 6 例，术前均有头痛及视物模糊表现，均行头颅 MRI 平扫及强化，提示鞍区占位性病变，完善
相关检查后行经眶上锁孔入路 12 例，经额外侧入路 8 例，经额底纵裂入路 5 例，经眉间锁孔入路
4 例，经鼻蝶窦入路 3 例，部分病例术中先行腰大池引流，切除肿瘤时辅助神经内镜或全程神经内
镜治疗，术后常规对症支持治疗，观察病人术后病情转归，对比手术前后头部 MRI 等影像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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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结合术后临床症状改善情况以及术后并发症出现的情况，总结对各手术入路显微神经外科
技术的疗效进行评估。
结果 此 32 例病人手术顺利，均行 simpson2 级切除，复查头部 MRI 疗效满意，其中 9 例术前头
痛及视物模糊症状均有好转，1 例术后仍有视物模糊，视力一度下降，后予以神经营养药物治疗，
随访 3 个月后症状好转，目前情况稳定，术后病理回报全部为脑膜瘤，术后 3 例病人出现皮下积
液，经治疗后好转出院；1 例经鼻蝶窦入路病人出现一过性脑脊液鼻漏，予以腰大池持续引流后症
状好转，其余病人无脑脊液漏及术后感染，术后随访 10-18 月，均未见肿瘤复发。
结论 鞍结节脑膜瘤常引起视力减退等病症，根据肿瘤累及的范围确定手术入路的选择。经额外侧
入路和经眶上锁孔入路为此疾病常用的手术入路，对于累及双侧蝶骨平台范围较大的肿瘤，可以选
用经眉间锁孔入路；对于肿瘤较大，向上累及三脑室胼胝体等结构，可以选用经额底纵裂入路；对
于蝶窦气化良好，位于双侧视神经之间的肿瘤，可以采用经鼻蝶窦入路，术中结合神经内镜可以对
肿瘤进行满意的治疗。

PU-213

内镜辅助联合手术切除颅底沟通肿瘤的治疗分析
马宁飞,马辉,孙胜玉,邹有瑞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辅助下联合手术切除颅底沟通肿瘤的治疗效果。
方法 收集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8 月期间 14 例颅底沟通性肿瘤患者首次行
神经内镜辅助联合手术切除为观察组，收集同期行颅面联合手术切除颅底沟通瘤 15 例为对照组，
统计并比较 2 组的平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肿瘤切除率、平均住院时间、临床疗效等。
结果 2 组患者手术均取得成功，2 组患者的平均手术时间分别为（4.57±0.84）h、（4.44±0.92）
h ， P>0.05 ，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观 察 组 术 中 出 血 量 、 肿 瘤 切 除 率 、 平 均 住 院 时 间 分 别 为
（ 164.63±67.56 ） ml 、 （ 88.6±3.65 ） %、 （ 9.65±1.43 ） d ， 与 对 照 组 （ 231.21±34.53 ） ml 、
（69.4±2.54）%、（11.486±1.87）d 相比较，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神经内镜辅助下联合手术切除颅底沟通肿瘤，可随术者操作习惯改变术区范围，内镜下操作
具有局部放大作用，视野清晰，相对于常规颅面联合切除术，可以观察到肉眼及显微镜下不能直视
的盲区，这对于完全暴露肿瘤组织、确认血管神经走形、切除病灶、减小创伤等均具有积极作用，
可最大限度切除肿瘤，改善患者预后。

PU-214

内镜经单鼻孔鼻中隔入路切除鞍区占位性病变
黄毅
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鞍区占位性病变的内镜微创技术，对鼻中隔入路的手术方式进行探索。
方法 2017 年 1 月-2018 年 9 月间采用经单鼻孔孔鼻中隔入路对 25 例鞍区占位性病变患者进行手术
治疗。
结果 结果 占位完全切除 19 例，80%切除 4 例，部分切除后二次手术全切 2 例。术中脑脊液漏修
补患者 3 例，术后均无脑脊液漏及颅内感染，术后均随访 3 个月以上，25 例患者均无明显嗅觉下
降。病例报告符合垂体腺瘤 20 例（其中泌乳素瘤 13 例，生长激素性腺瘤 4 例，无功能腺瘤 3
例），laketh 囊肿 4 例，鞍区脓肿 1 例。
结论 传统的经蝶窦入路有 利于 形 成 带 蒂 粘 膜 瓣 ，但蝶窦开口附近血运丰富，可能造 成血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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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断 较 多 ，位置掌握不好易损伤蝶腭动 脉及其分支 ，并 易 破 坏鼻腔结构，进而造成术中出
血。况且经蝶窦前壁入路位置深，手术通路狭窄，器械和内镜在进出过程中易损伤鼻中隔和中鼻甲
粘 膜 引 起 渗 血 ，沾 染 镜 头 造 成视野模糊影响操作 ，为保持术野清晰，不得不电凝出血粘膜
再次造成粘膜损 伤 。为了扩大械蝶窦鞍内的活动范围 ，要将后方骨性鼻中隔 及 其双侧表面粘膜
切 除 。鼻 腔 狭小时可能要将中鼻甲切 除 。上述操作必将 成鼻 腔 结构破坏，引起不同的鼻腔并
发症。况且蝶窦前壁入路术中对于中线定位并不直接，有存在迷路的可能。我们采用鼻中隔入路，
在平中鼻甲前缘（中隔结节)处，下鼻道上方约 1.5 cm 纵行切开鼻中隔黏膜，直接推开黏膜，折断
骨性鼻中隔并咬除，在两侧鼻中隔黏膜之间置入牵开器，显露蝶窦前壁。我们在采用本手术方法时
体会到：经鼻中隔入路切开范围小，血管损伤少，分离鼻中隔黏膜后，直接暴露蝶窦前壁 ，避免
损伤黏膜及蝶窦开口附近血管，失血少；切口较蝶窦前壁入路距离鼻孔短 ，容易置入器械和操
作；切口处粘骨膜容易完整保留，通道宽 敞，沿中线入路不易迷路；由于鼻腔结构微创，术后粘
膜很快修复，粘膜损伤极小，术后切口双侧粘膜可行解 剖性复位，鼻腔结构保护好，极大的减少
了鼻腔并发症的发生几率。经单鼻孔鼻中隔入路对大多数鞍区占位性病变具有微创可靠、并发症少
的优点，值得临床应用和推广。

PU-215

经 Dolenc 入路处理鞍旁病变的临床体会
王林,王勇杰,谷驰,陈高,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 Dolenc 入路在临床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
方法 回顾了近两年我们利用 Dolenc 入路切除累及海绵窦的颅底病变及血管病手术的病例，其中包
括：特殊类型的动脉瘤、海绵窦肿瘤、侧颅底肿瘤等；根据不同病例的特点，每例病人加用眶颧入
路、去除前床突、硬膜内外相结合等不同步骤，对于小型病变，我们也采用了经眉弓锁孔的 miniDolenc 入路。
结果 病理包括：鞘瘤、脑膜瘤、海绵窦海绵状血管瘤、脊索瘤、胆脂瘤等，无死亡病例，部分出
现颅神经功能障碍，最常见的为三叉神经功能障碍。
结论 Dolenc 入路从硬膜外磨除骨质，可以获得更多的手术空间，而且更容易辨别重要的神经、血
管结构而加以保护，使手术更加的安全，部分病例可以采用经眉弓的 mini-Dolenc 入路，能够做到
更微创。

PU-216

眉弓锁孔入路治疗鞍区、前颅底占位的临床体会
王业忠,姬云翔,柯炎斌,李伟,高修众,陀永华,张时真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经眉弓锁孔入路治疗鞍区、前颅底占位的手术技巧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分析近年来我科经眉弓锁孔入路治疗鞍区、前颅底占位的一般资料、手术方法、随访情
况，探讨总结该类手术的操作技巧、临床疗效。
结果 54 例患者，其中鞍结节脑膜瘤 21 例，垂体瘤 16 例，嗅沟脑膜瘤 8 例，Rathke 囊肿 3 例、
颅咽管瘤 6 例。41 例术前视力下降患者，术后均不同程度好转。术后切口皮下积液 2 例、电解质
紊乱 9 例、一过性尿崩 11 例，经治疗后均治愈。2 例术后并发脑积水行脑室腹腔分流术。6 例次全
切患者接受伽玛刀治疗。无死亡病例。所有患者出院 6 个月后复查随访良好。
结论 眉弓锁孔入路手术是一种有效、安全的治疗鞍区、前颅底占位的方法。具有开颅时间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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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少、视野好、并发症少等优点，但对手术者要求高、适应症选择严格。该类技术的应用，对改善
患者预后有重要意义。

PU-217

个体化处理内听道在听神经瘤手术中的运用
贾锋,张晓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听神经瘤患者内听道个体化处理方法，并对基于组织病理学特点的分离技巧保
护内听道内面听神经的手术经验和技巧进行讨论，以提高肿瘤的全切率和面听神经的保留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本单位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听神经瘤手术患者 107
例（其中 2016 年 50 例常规方式手术，2017 年 57 例个体化治疗手术）。根据患者临床表现、体
征、影像学和电生理检查等相关信息，术前制定患者的手术入路、内听道处理的先后顺序、内听道
扩大的角度和深度，内听道内肿瘤剥离的方式、内听道修补等个体化预案。同时结合基于组织病理
学特点的肿瘤分离技巧和常规的术中电生理监测。
结果 追踪随访 12 个月，肿瘤全切率提高了 8.92%。面神经保瘤率增加 9.21%，听神经保留率增加
11.2%。（2017 年较 2016 年）
结论 术前充分认识内听道与其内的面听神经、肿瘤以及周围的迷路，颈静脉球等结构的病理解剖
关系，建立成熟的个体化手术预案，并熟练掌握基于组织病理学特点的肿瘤分离技巧结合术中监
测，对肿瘤全切除和面听神经功能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PU-218

全 VITOM 外视镜下枕骨大孔区肿瘤切除体会
王东,岳树源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神经显微成像设备的更新使用，促进神经外科手术进一步向精细、微创的方向发展。本文就
近年来出现的 VITOM 外视镜成像系统首次应用于枕骨大孔区肿瘤切除进行描述，并探讨它的优势
及局限性。
方法 应用外视镜技术与设备，包括 STORZ 公司 VITOM 外视镜、高清显示系统、气动臂，完全于
外窥镜下完成枕骨大孔区肿瘤切除。定量和定性分析数据，通过 2 例典型患者手术视频展示，并结
合术者中心应用外视镜的临床经验，分析该全新手术方式的优势及缺点，同时比较与该区域肿瘤传
统显微镜手术方式的异同，探讨其临床应用前景。
结果 枕骨大孔区脑膜瘤及复发副节瘤患者手术全程使用外视镜顺利完成，患者术后恢复良好，症
状较术前明显缓解额，无严重手术并发症出现。外视镜手术提供了极好的放大的、清晰明亮、高景
深的手术视野，并且在很多方面认为优于或等同于 OM，比如：VITOM 外视镜系统可以提供高达
200-750mm 范围区间的工作距离，带来 35 到 100mm 可变景深区间；配合气动臂使用时体积小
巧、操作灵活，特殊场景下便于术中快速进行神经内镜切换；宽泛的景深带来了整体术野内各个组
织神经血管的清晰呈现，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手术过程中重新定位和对焦的操作；满足大角度、多
方向观测病变的同时，能保障提供给术者一个相对舒适的体位，并减轻对小脑脑干神经和血管的牵
拉；提供给助手及手术室其他辅助人员相同的清晰视野以利于手术配合。 主要的局限性体现在目
前使用的 VITOM 外视镜系统为二维图像，进行复杂肿瘤神经血管操作时存在深度判断及建立立体
视觉困难等情况；需要术者及助手有娴熟显微操作、内镜操作基础。
结论 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采用娴熟的显微外科技术，并积极引入先进的显微手术设备、技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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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是提高枕骨大孔区肿瘤外科治疗效果的保障。尽管外视镜目前具有一定局限性，但全新的
VITOM 外视镜设备可以看做是传统显微镜的进化。随着 3D 技术的升级，外视镜可能将成为可视化
显微神经外科最具潜力的工具，并成为下一代基于数字图像的神经外科学奠定基础。

PU-219

扩大前颅底入路切除颅鼻眶沟通瘤及前颅底缺损重建方法
肖绍文,廖兴胜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总结经扩大前颅底入路切除颅鼻眶沟通瘤 32 例及前颅底缺损重建经验
方法 介绍经额鼻筛眶扩大额下硬膜外入路切除前颅底沟通瘤手术技术。包括：体位、切口、骨
瓣、分离、显露、切除病变技巧和颅底重建要领、注意事项、并发症预防经验。
结果 近年采用经扩大前颅底入路切除颅鼻眶中线部位沟通瘤及前颅底重建手术技术一期处理大型
中线前颅底沟通瘤，收到良好治疗效果。
结论 经扩大前颅底入路切除颅鼻眶中线部位沟通瘤及前颅底重建手术技术，方法实用、效果良
好。

PU-220

垂体细胞瘤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方式探讨（附 10 例报告）
唐勇,樊友武,吴鹤鸣,李翔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垂体细胞瘤的临床诊断要点并探讨外科治疗方式及术后并发症的防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0 例垂体细胞瘤患者的临床资
料，对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内分泌学和组织病理学特征、手术治疗、术后并发症及随访结果
进行归纳统计，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10 例均行显微外科手术治疗，肿瘤全切除 6 例，次全切除 4 例。术后并发症主要为尿崩、电
解质紊乱及视力影响，1 例儿童患者术后出现颅内感染，硬膜下积液，给予行分流手术。随访 9 例
患者，均存活，其中 1 例女性患者术后 2 年出现复发，再次手术。
结论 垂体细胞瘤较为罕见，无特异症状及影像学表现，明确诊断主要依靠病理。手术切除是垂体
细胞瘤主要治疗方式。严重而持久的低钠血症和尿崩是垂体细胞瘤患者最多见的术后并发症。少部
分肿瘤与下丘脑、垂体柄粘连紧密，很难完成全切，术后有再次复发的可能。

PU-221

改良翼点入路处理岩斜区肿瘤的解剖学基础及临床应用
唐勇 1,王汉东 1,2,樊友武 1,吴鹤鸣 1,李翔 1
1.南京市第一医院
2.东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通过使用改良翼点入路进行岩斜区的解剖学基础研究，来量化改良翼点入路在岩斜区的显露
范围及优势，进一步应用于临床。
方法 在 5 例（10 侧）成人湿性头颅标本上分别模拟改良翼点入路和传统颞下入路的手术操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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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软件计算出两种入路所涉及的岩斜区特点范围的面积参数，并进行统计学分析，同时回顾性分析
76 例经改良翼点-经颞叶-经小脑幕入路切除的岩斜区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两种入路在中颅窝显露范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但相比较于传统颞下入路，改良翼点-经颞叶经小脑幕入路在后颅窝显露范围显著增加。76 例岩斜区肿瘤患者中，脑膜瘤 59 例，三叉神经鞘瘤
17 例，肿瘤全切除 46 例（61%），次全切除 30 例（39%），死亡 2 例。主要术后并发症为动眼
神经、滑车神经损伤。
结论 改良翼点-经颞叶-经小脑幕入路对于处理累及中、后颅窝、部分突入幕上或高于鞍背水平的岩
斜区肿瘤有良好的适应症，但应熟悉解剖结构，熟练显微操作，尽量减少颞叶的牵拉和牺牲，同时
注意保护动眼神经及滑车神经功能。

PU-222

听神经瘤分型与显微外科治疗
李世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探讨听神经瘤的临床分型、手术方式选择、术中面听神经保护、围手术期电生理学监测以及
内听道后壁磨除对手术结果的影响。
方法 总结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外科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 46 例听神经瘤的临床
资料，重点分析术前 CT、MRI 的扫描结果并对听神经瘤进行分型，记录与分析手术前后肿瘤切除
程度、面神经解剖保留与功能水平、听神经解剖保留与功能水平。
结果 我们将听神经瘤分为 A 型（A1 型与 A2 型）、B 型（B1 型与 B2 型）、C 型三种，其中 A1
型指肿瘤起源并位于桥小脑角，A2 型指肿瘤起源于桥小脑角并向内听道内生长，B1 型指肿瘤起源
并位于内听道，B2 型肿瘤起源于内听道并向桥小脑角生长，C 型肿瘤指弥漫性侵犯桥小脑角和内
听道的肿瘤。肿瘤全切除 41 例（89%），次全切除 5 例（11%）。术中面神经解剖保留 44 例
（96%）、面神经意外断裂并直接行端端吻合 2 例（4%），听神经解剖保留 28 例（61%），有效
听力保留 11 例（24%）。围手术期无患者死亡，无脑脊液漏及颅内感染。随访 3-64 月（平均 22
月），随访期内见肿瘤复发 2 例，均接受了再次手术治疗。
结论 显微外科手术仍然是治疗各类听神经瘤的主要方法，术中磨除内听道后壁有助于全切肿瘤，
术前准确识别肿瘤分型有助于选择正确的手术方案，术中持续电生理学监测是定位面神经和降低并
发症的关键。

PU-223

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切除听神经瘤的手术策略和疗效
陈菊祥,卢亦成,丁学华,胡国汉,严勇,徐涛,王洪祥,黄麒霖,洪帆,龚振宇,李峰,张旭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探讨评价枕下乙状窦后经内听道，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下切除听神经瘤大宗病例的疗效，以
进一步提高听神经瘤的诊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1~2018.6 上海长征医院神经外科诊治的 331 例听神经瘤病例资料，对流行
病学、临床症状、手术方式、术后并发症、术后面神经功能、肿瘤复发率等临床指标进行统计和随
访。331 例均采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显微外科手术切除，术中均对眼轮匝肌、口轮匝肌的动作电位
进行术中全程神经电生理监测。
结果 331 例中全切 302 例（91.2%），次全切除 29 例（8.8%）。肿瘤大小：≥5cm 63 例
（19.0%），4~5cm 95 例（28.7%），3~4cm 102 例（30.8%），1.5~3 cm 56 例（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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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m 15 例（4.6%）。肿瘤有囊变 204 例（61.6%），无囊变 127 例（38.4%）。术后无并发症
230 例（69.5%），颅内感染 42 例（12.7%），肺部感染 14 例（4.2%），泌尿道和消化道等其他
部位感染 13 例（3.9%），颅内出血 11 例（3.3%），饮水呛咳 10 例（3.0%），低钠血症 2 例
（0.6%），脑积水 6 例（1.8%），脑脊液漏 10 例（3.0%），共济失调 1 例（0.3%），癫痫 1 例
（0.3%），死亡 3 例（0.9%）。术后出院前面神经功能：I 级 99 例（29.8%），II 级 113 例
（33.2%），III 级 89 例（27.6%），IV 级 30 例（9.4%）。术后 3~6 个月随访面神经功能：IV 级
16 例（5.8%），III 级 27 例（9.9%），II 级 79 例（28.8%），I 级 152 例（55.5%），失访 57
例。随访期间肿瘤复发 5 例，死亡 1 例。术后长期随访 84.3%的患者可保留面神经功能（HouseBrackman 分级 I~II 级）。
结论 经枕下乙状窦后内听道入路，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结合显微外科技术，可安全有效切除各大
小类型听神经瘤，疗效满意确切，复发率低。

PU-224

复杂的颅颈交界区肿瘤外科治疗体会
李天栋,王国良,杨欢,邹宇辉,高寒,公方和,白红民,战俣飞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分析探讨颅颈交界区肿瘤的外科治疗策略。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颅颈交界区肿瘤的病例资料，病理性质包括脑膜瘤、神经鞘瘤等。重点分析
其临床表现、手术入路选择及术中注意事项、颅脊固定方式及术后注意事项。
结果 全部病例均在显微外科技术下全切除肿瘤，未出现新的症状及体征，术后恢复良好。
结论 颅颈交界区肿瘤的治疗具有非常明显的个体差异性，必须坚持个体化原则，根据个体情况制
定手术入路及治疗策略。

PU-225

额颞眶颧入路：经典与变化
昝昕,徐建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采用额颞眶颧入路(Frontotemporal orbitozygomatic approach, FTOZ)治疗各种颅底肿瘤，以
达到增加病变的显露，包括增加手术的视角和手术器械的自由度，同时减少对脑组织的牵拉。
方法 采用 FTOZ 中的不同术式治疗颅底肿瘤。包括 one-piece 和 two-piece 的经典 FTOZ 入路，以
及 three-piece、迷你眶上入路、外侧经眶入路、经眶板入路等对经典入路的改良和变化。
结果 应用 FTOZ 入路治疗各种颅底肿瘤共 31 例。针对不同的病变性质、累及范围和质地，我们采
用不同的 FTOZ 其中 one-piece 5 例，two-piece 10 例，three-piece 3 例，外侧经眶入路 2 例、经
眶板入路 9 例，额颞眶颧骨质全切一期重建 2 例。病变全切除 26 例，次全切除 2 例，部分切除 2
例，活检 1 例，术中重建满意，术后患者面容恢复良好。其中 two-piece FTOZ 入路以开颅方式较
为简单快捷，显露充分，对眶板牺牲少而最常使用。而 three-piece 在不明显减少手术显露的前提
下，手术步骤比前者更为简捷，且应用灵活，可以根据术中情况决定是否开眶骨瓣。经眶板入路可
以避免对眶缘骨质的操作，而依然获得良好的手术显露，是处理常见颅眶沟通病变的有效方式。
结论 FTOZ 入路病变显露充分，可获得更低的手术视角，手术器械的自由度增加，明显减少脑组织
牵拉，适合处理各种颅眶沟通、外上象限的眶内病变，以及上下径较高的颅底病变，或者需要更低
手术视角的病变。而对于不同部位和性质的病变，可以针对性的采用不同的 FTOZ 入路变化制定个
体化的手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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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6

神经外科幕下占位患者气管切开时机与预后关系的研究
张国滨,黄华玮,周建新,吴震,张俊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幕下占位患者气管切开时机对临床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纳入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重症医学
科（ICU）行气管切开的 253 例幕下占位切除术后患者，按照术后至气管切开时间，将患者分为早
期气管切开组（≤7 天，共 128 例）和晚期气管切开组（＞7 天，共 125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机
械通气时间，肺部感染发生率，ICU 停留时间以及住院天数。
结果 相对于早期气管切开组，晚期气管切开组患者的肺部感染发生率显著增加（88% vs. 33.5%，
P<0.01），总机械通气时长（10.2±13.3 vs. 3.6±5.4，P<0.01）、ICU 停留时间（22.1±11.6 vs.
10.4±4.8，P<0.01）以及住院天数（35.3±14.6 vs. 21.8±7.6，P<0.01）皆显著延长，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于幕下占位术后患者群体，早期（≤7 天）行气管切开可以减少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缩短机
械通气时间，ICU 停留时间以及住院天数。

PU-227

三叉神经鞘瘤的手术治疗策略
徐铭,徐健,黄翔,陈旦麒,陈明宇,钟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三叉神经鞘瘤是颅内常见的神经鞘瘤，发病仅次于前庭神经鞘瘤。肿瘤可以起源于三叉神经
不同的部位，表现出不同的生长方式，因此三叉神经鞘瘤的手术往往需要根据肿瘤不同的类型，采
取相应的手术治疗策略。本研究的目的是回顾分析三叉神经鞘瘤的手术疗效，探讨不同类型的三叉
神经鞘瘤的手术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颅底外科亚专业组 2013 年-2018 年收治的三叉神经
鞘瘤病例，复习病例资料、影像学资料和手术资料（包括文字记录或录像资料），根据肿瘤的发生
部位和生长方向进行分类，进行临床和影像学随访，分析手术疗效和并发症。
结果 按照三叉神经鞘瘤的发生部位和生长方向，将其分为：中颅窝型、后颅窝型、哑铃型、周围
型和混合型。对中颅窝型和周围型三叉神经鞘瘤，采用中颅底硬膜外入路进行手术；对后颅窝型三
叉神经鞘瘤，采用枕下乙状窦后入路进行手术；对哑铃型和混合型的三叉神经鞘瘤，需要结合肿瘤
的生长特点和患者的临床特点，采用中颅底硬膜外入路或颞下经天幕入路进行手术。对哑铃型三叉
神经鞘瘤，如果 Meckel's 囊扩大明显、后颅窝肿瘤不大，采用中颅底硬膜外入路可完成对中、后
颅窝肿瘤的全切除；如果 Meckel's 囊扩大不明显、后颅窝肿瘤较大、或者患者曾经接受过伽马刀
等治疗导致肿瘤边界不清楚，颞下经天幕入路比中颅底硬膜外入路更有利于对后颅窝肿瘤的全切
除。
结论 根据三叉神经鞘瘤不同的类型，结合其影像学特征和临床表现，采用相应的手术入路，可获
得满意的疗效，减少手术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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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8

枕部经小脑幕入路改良及在松果体区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张治元,王汉东
东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总结枕部经小脑幕入路改良及其在松果体区肿瘤外科手术中的应用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8 例松果体区肿瘤的临床资料，均采用改良枕部经小脑幕入路显微手术切除肿
瘤。
结果 肿瘤全切除 92 例，次全切除 12 例，部分切除 4 例。术后病理检查：良性肿瘤 42 例，恶性肿
瘤 66 例。术后并发硬膜外血肿 7 例，同向偏盲 6 例，Parinaud 综合征加重 6 例，复视加重 4 例，
短暂性意识障碍加重 3 例，视力下降加重 3 例。本组随访 91 例，时间 1 0 月～10 年，均复查
MRI。术后正常生活 35 例，生活自理 14 例，生活需要照顾 3 例。多数病人临床症状不同程度改
善。
结论 采用改良枕部经小脑幕入路扩大了其应用范围，显微手术切除松果体区肿瘤效果良好，手术
并发症较少，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PU-229

前庭功能检查在判断听神经瘤起源和预后中的应用研究
贺宇波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应用前庭功能检查术前判断听神经瘤的起源，即起源于前庭上神经或前庭下神经，并与术中
结果相对比，同时确定肿瘤起源是否与听力的保留有关联。
方法 选取 2012 年 9 月至 2018 年 9 月山西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前庭神经鞘瘤患者 106 例，其
中，男性 37 例，女性 69 例，平均年龄（49.3±14.6）岁。所有患者均接受以下检查：纯音听阈测
定、温度试验、前庭诱发肌源性电位（VEMP）以及核磁共振（MRI），分别于术前、术后一周、
术后三个月以及术后六个月进行检查和随访。根据术前 VEMP 和冷热试验检查结果，将 106 例患
者分为三组，前庭上神经起源组，前庭下神经起源组，无法预测起源组：对于前庭上神经以及前庭
下神经起源组，同时预测术后听力保留情况。所有患者均接受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的肿瘤切除术，
术中确定肿瘤起源于前庭神经的哪个分支，与术前预测结果作对比，术后应用前庭功能检查及听力
检查，判定神经功能保留情况，与术前预测结果作对比。
结果 106 例前庭神经鞘瘤患者中，术前应用前庭神经功能检查，预测 14 例起源于前庭上神经，10
例起源于前庭下神经，82 例无法预测神经起源。术中有 68 例患者可明确神经起源，38 例患者无
法判断神经的起源。68 例可确定神经起源的患者中，26 例患者肿瘤起源于 SVN，42 例患者肿瘤
起源于 IVN，前庭功能检查术前预测肿瘤神经起源的特异度为 94.7%，灵敏度为 32.4%，误诊率为
5.3%，漏诊率为 67.6%，总的符合率为 54.8%，Kappa=0.216，P=0.001<0.05，有统计学意义。
对于术中无法判断神经起源的 38 例患者不再作进一步的评价。肿瘤起源的部位不同，即起源于
SVN 或起源于 IVN，冷热试验和前庭诱发肌源性电位结果有显著性差异。在听力保留方面，起源于
SVN 的 26 例前庭神经鞘瘤患者，其中 16 例患者听力得于保留，占总数的 61.54%；而在起源于
IVN 的 42 例前庭神经鞘瘤患者，其中仅有 7 例患者听力得于保留，占总数的 16.67%，这与术前的
预测结果相一致。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前庭功能检查的两种方法，冷热试验和前庭诱发肌源性电位，在术前预测
前庭神经鞘瘤的起源方面（即起源于 SVN 或者 IVN）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应用术前前庭功能检
查，可预测术后蜗神经功能的残留情况，并能够更好的预测前庭神经鞘瘤患者术后的听力保留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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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0

乙状窦后锁孔入路切除听神经瘤术后脑脊液漏分析及预防
（附 14 例临床分析）
陆天宇,倪红斌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评价经乙状窦后小脑下入路切除桥小脑角区听神经瘤术后脑脊液漏的发生因素及发病特点，
根据临床病例分析此并发症的原因并以预防。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自 2008 年 01 月到 2018 年 01 月收治的接受乙状窦后小脑下锁孔入路切除桥
小脑角区听神经瘤患者相关资料，术前行影像学检查明确肿瘤大小、部位、内听道侵犯情况及后颅
窝间隙情况等，应用幕下乙状窦后入路经小脑外侧入路，锁孔下切除肿瘤，术中严密缝合硬脑膜，
常规修补颅骨，并严密缝合肌肉层，术后切口局部加压包扎。对 14 例术后发生脑脊液漏患者分析
术中可能因素，并应用二次修补、腰大池引流等辅助方法处理，总结预防及处理脑脊液漏的方法。
结果 随访时间 1 年~10 年，平均 4.6 年，随访患者共 169 例，共发生脑脊液漏 14 例（8.28%），
其 中 切 口 局部 脑 脊 液漏 11 例 （6.51% ）， 脑 脊液 耳 漏 2 例 （ 1.17% ）， 脑 脊 液 鼻漏 1 例
（0.59%）。其中，局部加压包扎并加强切口换药后痊愈 7 例（4.14%），加压包扎+腰大池引流
后 2 例（1.17%），均为切口漏患者；上述方法处理后仍有症状者 5 例（2.96%）最终采用二次手
术修补。本组患者最终均未再持续漏液，无颅内感染及死亡等严重并发症发生。
结论 锁孔技术在乙状窦后入路切除听神经瘤中应用效果确切，脑脊液漏为其并发症之一，处理不
当可导致严重颅内感染，合理的硬脑膜切开方式、气房处理方法、硬脑膜修补方法及术后切口加压
包扎可避免此类并发症发生，腰大池引流及二次修补手术对其处理有一定意义。

PU-231

颈静脉孔区神经鞘瘤的手术治疗
苏少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颈静脉孔区神经鞘瘤的治疗策略、术前计划、手术入路设计和显微外科手术技
巧。方法：回顾分析经作者本人治疗的 26 例颈静脉孔区神经鞘瘤的临床和随访资料，重点总结分
析手术入路设计和显微外科手术技巧等方面的经验。
方法 回顾分析经作者本人治疗的 26 例颈静脉孔区神经鞘瘤的临床和随访资料，重点总结分析手术
入路设计和显微外科手术技巧等方面的经验。
结果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 MRI 平扫及强化、MRA、MRV、颅底薄扫 CT 检查，部分病人同时行 DSA
检查。影像学资料输入手术计划工作站，进行三维多模式影像融合，制定手术计划。按照 KayePellet 分型将 26 例颈静脉孔区神经鞘瘤分为 4 型。A 型：原发于颅内的肿瘤，仅有少许向骨管内
扩展；B 型：肿瘤主体位于骨管内，有或没有颅内扩展；C 型：肿瘤主体位于颅外，有或没有骨管
内或颅内扩展；D 型：哑铃型肿瘤同时包括颅内外两部分。到达颈静脉孔区的手术入路概况为以下
四种基本入路：后方入路：如外侧枕下乙状窦后、远外侧经髁或髁窝、乙状窦后经颈静脉孔上扩
展。后外侧入路：如经静脉突联合或不联合经髁入路。上外侧入路:如迷路下入路。下外侧入路:如
上颈部入路，联合或不联合部分乳突切开术 。根据肿瘤的生长方式、侵犯范围以及术者的经验和
爱好，对不同的肿瘤可以采用单独或联合应用上述不同的手术入路。手术入路的选择需要个体化，
可联合应用不同入路中合适的部分而不能拘泥于固定的模式。
结论 利用现代影像学手术计划技术、颅底外科技术，对不同生长形式和累及方位的颈静脉孔区肿
瘤采用不同的手术策略。手术方式的选择必须个体化。详尽的手术计划和精细的显微外科手术技巧
仍是获得良好治疗效果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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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2

神经内镜在颅底手术中的临床应用体会
高鹏,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神经内镜在颅底病变治疗中的优势和不足，探究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在 2017 年 11 月-2019 年 2 月期间某病区收治的 42 例经全神经内镜治疗的颅
底病变患者信息，其中垂体瘤观 35 例，脑膜瘤 3 例，MVD4 例。分析该组患者的肿瘤切除率、并
发症发生率和术后生活质量随访。
结果 38 例肿瘤患者中，全切 35 例（92.1%），大部切除 3 例（7.9%）；功能性疾病 4 例，治愈 4
例（100%）。并发症发生情况：术后感染 2 例（2.4%），脑脊液鼻漏 1 例（1.2%），术区渗血 1
例（1.2%）
结论 神经内镜在颅底病变的治疗中在术区视野、肿瘤全切率、深部病变方面具有较大优势，整体
并发症发生率在较低水平，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PU-233

颞下岩骨前入路切除蝶岩斜区脑膜瘤的手术体会
徐健,钟平,徐铭,陈旦麒,黄翔,陈明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回顾性研究本组近两年的蝶岩斜区脑膜瘤病例，对经颞下岩骨前入路切除蝶岩斜区脑膜瘤的
手术效果进行探讨。
方法 入组病例共 18 例，男 4 例，女 14 例，年龄分布 26-61 岁，平均 42 岁，单纯岩尖型 4 例，
累及中颅底，海绵窦和岩斜区 6 例，累及海绵窦和岩斜区 8 例。术前完善增强 MRI，颅底骨窗位
CT 和 CTA 检查，明确病灶周边重要血管走行及患者岩骨受累情况。
结果 术后 12 例达 Simpson I 类或 II 类全切，5 例次全切除，1 例部分切除。颞叶挫伤 1 例，无脑
脊液漏病例。3 例患者术后 KPS 评分下降，其中 2 例通过康复训练后好转。患侧动眼神经麻痹 4
例，后组颅神经受损 1 例。
结论 本组颞下岩骨前入路均采用耳前直切口，术前留置腰大池引流，骨窗下缘平中颅底。硬膜剪
开后先分离蛛网膜间隙释放脑脊液，再开放腰穿引流至脑压控制满意后牵开颞叶暴露天幕游离缘，
注意保护颞叶表面的重要引流静脉。从肿瘤后缘切开天幕，前缘至海绵窦后缘。根据肿瘤基底，确
定岩尖及 Kawase 三角的暴露和磨除范围，控制在岩浅大神经内侧。岩尖骨质磨除后骨蜡严密封
闭，局部以明胶及纤维蛋白粘合剂封闭。动眼神经一般位于肿瘤内下方，锐性分离天幕游离缘蛛网
膜，瘤内充分减压后再分离动眼神经。基底在海绵窦，上斜坡的肿瘤，三叉神经多在肿瘤外侧；基
底在岩尖和小脑幕的肿瘤，三叉神经多位于肿瘤内侧。肿瘤内侧面及下方的血管需在肿瘤充分减压
后再游离。肿瘤与脑干面有粘连时，不强行分离。海绵窦内肿瘤不追求全切，以减少对重要神经血
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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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4

无牵开器动态微牵拉技术在巨大听神经瘤手术中的应用
夏成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总结分析无牵开器动态微牵拉技术在巨大听神经瘤手术临床运用价值及经验。
方法 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颅底肿瘤亚专科自 2016 年 6 月至-2018 年 12 月
使用无牵开器手术治疗的 35 例巨大听神经瘤（肿瘤直径≥4cm）患者临床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研
究。分析术中控制颅压措施、患者术中出血、手术时间、肿瘤切除率、面神经保留率、术后面神经
功能、术后脑损伤发生率、住院时间等相关资料。
结果 35 例巨大听神经瘤患者中合并脑积水 19 例（54.3%），除 1 例患者术前因脑积水导致昏迷留
置侧脑室外引流管外，所有患者术前均不常规放置腰大池引流管及侧脑室外引流管。手术由同一术
者采用乙状窦后入路。术后出现脑损伤 1 例（2.9%），无二次手术及死亡病例。肿瘤镜下全切 33
例（94.2%），面神经解剖保留 34 例（97.1%）。术后 1 周面神经功能 H-B Ⅰ-Ⅱ级 11 例
（31.4%）、H-B Ⅲ级 15 例（42.9%）、H-B Ⅳ-Ⅵ级 15 例（25.7%）。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及
住院时间未见明显增加。
结论 通过合适的入路选择、术中甘露醇运用、过度通气、脑脊液释放等综合措施，采用无牵开器
动态微牵拉技术治疗巨大听神经瘤的手术在达到满意的肿瘤全切、面神经解剖保留及术后良好面神
经功能的基础上，能够明显减少术后脑挫伤、脑梗死、脑内血肿的发生率。

PU-235

远外侧入路切口设计及暴露范围选择的策略分析：
附 18 例枕骨大孔腹侧病变病例报告
刘雪松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远外侧入路作为神经外科一种较为复杂的手术入路主要运用于下斜坡及枕骨大孔腹侧区域病
变的手术治疗。目前针对于远外侧入路的手术切口设计、颈部肌肉分离方法、椎动脉暴露及颅底骨
质磨除范围等与暴露范围相关的问题有多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本研究通过分析本组 28 例下斜坡及
枕骨大孔腹侧病变的治疗，探讨远外侧入路切口设计及暴露范围的相关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组 2015-2019 年 28 例下斜坡及枕骨大孔腹侧病变的手术治疗情况。28 例患者
均采用耳后长“C”型切口，颈部肌肉整体游离翻向背侧暴露椎动脉及 C1 横突和椎板。根据病变与脑
干和椎动脉的关系，决定磨除枕髁的范围、是否切除 C1 横突及游离椎动脉硬膜环。
结果 9 例患者切除 C1 横突及部分椎板，磨除近 1/3 枕髁并游离椎动脉硬膜环处理病变，19 例患
者仅切除 C1 部分椎板并磨除小部分枕髁处理病变。28 例病变均全切。术后无神经功能障碍。
结论 耳后长“C”型切口和颈部肌肉整体游离暴露椎动脉的开颅策略较传统 Rhoton 远外侧入路切口
及分层游离颈部肌肉的开颅方法创伤更小，暴露椎动脉的安全性更高，同时速度更快。根据病变与
脑干和椎动脉的关系，采取相应的处理枕髁、C1 横突及椎动脉硬膜环的策略能够更安全的全切病
变并保护患者神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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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6

耳后“C”型切口及全程动态牵拉在治疗
大型听神经瘤手术中的运用及疗效评价
刘雪松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耳后“C”型切口及全程动态牵拉在治疗大型听神经瘤手术中的运用，并通过与耳后直切口
及全程持续牵拉的传统手术方式进行对比，分析此方法的优缺点并进行疗效评价。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2018 年共 76 例大型听神经瘤（直径>4cm）患者的手术治疗情况及治疗效
果。其中 37 例采用传统耳后直切口及术中全程持续牵拉，39 例采用耳后“C”型切口及全程动态牵
拉。对比两种方式治疗的患者术后肿瘤全切率、术后面神经功能、术后小脑水肿及挫伤、术后小脑
血肿、术后短期颈部疼痛及不适、平均住院日、皮下积液及脑脊液漏等方面的差异。
结果 两组患者在肿瘤全切率、术后面神经功能保护率、术后小脑血肿发生率上无统计学差异
（P>0.05）。在术后小脑水肿及挫伤发生率、术后短期颈部疼痛不适发生率、皮下积液及脑脊液
漏发生率及平均住院日上，耳后“C”型切口及全程动态牵拉组优于传统方式治疗组（P<0.05) 。
结论 耳后“C”型切口及全程动态牵拉在治疗大型听神经瘤手术中的运用有利于肿瘤的暴露及小脑的
保护从而减少术后小脑肿胀及挫伤的发生。在暴露相同范围乙状窦后区域时，耳后“C”型切口对比
传统方式能大大减少对颈部肌肉的分离和干扰同时使病变变浅有利于术者操作切除，从而降低术后
颈部疼痛不适的发生。耳后“C”型切口在关颅时能分层交错缝合且缝合张力较小有利于减少术后皮
下积液及脑脊液漏的发生。以上优势导致患者平均住院日较传统手术方式缩短。

PU-237

侧颅底肿瘤的手术治疗策略
莫立根,邓腾,陈海南,武平华,严峻,黄乾荣,田敏,于亚男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侧颅底肿瘤的手术入路及其修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2 年至 2018 年共收治侧颅底肿瘤 45 例的手术经验，根据不同部位病变特
点，选择不同的手术入路彻底切除肿瘤，同时尽量保护颅底、颅内重要结构，减少并发症。
结果 45 例中良性肿瘤 25 例，恶性肿瘤 20 例。经颈切开入路 16 例、经颈合并下颌骨切开外旋入
路 9 例、经颈合并耳后 C 形切口入路 7 例、上颌骨切开外旋入路 8 例、额颞颈联合入路 5 例。颅
底修复 21 例，其中采用帽状腱膜或颞肌筋膜瓣 11 例，颈部带蒂肌瓣 3 例胸大肌皮瓣 2 例，采用
邻近头皮瓣、脂肪、植皮、钛网等修复 5 例。脑脊液漏 2 例、面神经麻痹 1 例、软腭裂瘘 1 例、皮
瓣部分坏死 2 例、感染 1 例，无手术死亡及严重颅脑并发症。恶性肿瘤 3 年生存率
55.0%(11/20)。
结论 侧颅底肿瘤最佳手术入路的选择应根据不同部位的肿瘤，针对特殊的解剖结构而选择，手术
入路应便于安全、充分地切除肿瘤，对正常功能结构及外观影响小以及便于可靠有效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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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8

听神经瘤显微外科治疗中黏连因素分析
吴近森,李鹏飞,夏雷,苏志鹏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影像学资料分析听神经瘤在外科治疗中的黏连程度，并提出准确性较高的指标用于判断
瘤周黏连。
方法 通过对 2012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我院神经外科共收治的 151 例听神经瘤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
及术后的随访记录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和总结。导致听神经瘤黏连常见因素有：肿瘤大小、肿瘤
囊实性、肿瘤周围蛛网膜下隙范围和宽度等。术前，通过头颅 MRI、CT 测量听神经瘤直径，观察
肿瘤周围的蛛网膜下隙是否存在及其囊实性。所有病例均在全麻下行乙状窦入路肿瘤切除，术后通
过手术医师直接反馈或手术记录划分肿瘤与周围组织黏连程度。根据肿瘤大小、囊实性、蛛网膜下
隙是否明显来分组，通过比较术中瘤周黏连程度得出准确性较高的指标用于判断瘤周黏连。
结果 （1）按肿瘤大小：小型听神经瘤 8 例，重度黏连 0 例；中型听神经瘤 53 例，重度黏连 10
例；大型听神经瘤 90 例，重度黏连 66 例。（2）按蛛网膜下隙：明显范围≥50%：49 例，重度黏
连 5 例；30%≤明显范围＜50%：48 例，重度黏连 20 例；明显范围＜30%：54 例，重度黏连 51
例。（3）按肿瘤囊实性：实性 72 例，重度黏连 23 例；囊性 79 例，重度黏连 54 例，其中多囊性
11 例，重度黏连 11 例；囊性肿瘤中有液平现象 24 例，均与周围组织重度黏连。将三个组纳入
ROC 曲线分析，结果 P 值均＜0.05，有统计学意义。将所有数据划分成为二类序列变量后再纳入
二分类 Logistic 归元分析，囊实性组 P 值＞0.05，无统计学意义。肿瘤直径和蛛网膜下隙组 P 值＜
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蛛网膜下隙范围、肿瘤直径、肿瘤囊实性对瘤周黏连程度的影响力依次下降，单独作为判
断黏连程度指标缺陷明显。
2. 肿瘤直径≤30mm、且蛛网膜下隙范围≥50%时，基本排除出现重度黏连情况。
3. 肿瘤直径≤30mm、且蛛网膜下隙范围＜50%时，瘤周出现重度黏连的概率约 32.8%。
4.肿瘤直径＞30mm、且蛛网膜下隙范围≥50%时，瘤周出现重度黏连的概率约 25.7%。
5.肿瘤直径＞30mm、且蛛网膜下隙范围＜50%时，瘤周出现重度黏连的概率高达 83%。
6.特殊类型肿瘤如“多囊型”、具有“液平现象”需特殊对待，其基本均为重度黏连。
7.蛛网膜下隙明显，可提高术中面神经

PU-239

颅中窝底内外沟通性三叉神经鞘瘤的治疗
万经海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颅中窝底内外沟通性三叉神经鞘瘤的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6 月至 2016 年 7 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8 例经手
术及病理证实的颅中窝底内外沟通性三叉神经鞘瘤的临床表现、影像学、治疗方法及随访资料。
结果 患者均一期全切肿瘤。其中神经内镜下经上颌窦入路 2 例，上颌骨掀翻入路 12 例，中颅底硬
膜外入路 4 例。术后出现新的颅神经功能障碍 2 例,脑脊液漏 2 例，减压性硬膜外血肿者 1 例，伤
口渗血者 3 例，颅内感染 2 例，均治愈；未出现上颌骨骨坏死。病理结果示神经鞘瘤，良性者 14
例，恶性者 4 例，恶性率为 22.2%（4/18）；良性者予恢复神经功能治疗，恶性者均转放疗科行放
射治疗。术后平均随访 31．4 个月，恶性者死亡 1 例，复发 2 例并再次行手术治疗，1 例失访；良
性者无复发。
结论 颅中窝底内外沟通性三叉神经鞘瘤常瘤体巨大，肿瘤主体于颅内者选择中颅底硬膜外入路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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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主体于颅外者选择上颌骨掀翻或颅底内镜手术切除。其恶性率较高，应尽量根治性切除；恶性
者术后应放疗，以减少肿瘤复发。

PU-240

枕骨大孔区脑膜瘤的外科治疗
岳树源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总结枕骨大孔区脑膜瘤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治疗经验，总结各种入路于不同临床情况时的适
应症、安全性和疗效，并介绍全新的外视镜下枕骨大孔区肿瘤切除方式。
方法 纳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颅底专业组 2011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经枕大孔后缘入路
包括枕髁远外侧入路、枕下后正中入路 和 经口入路，应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枕大孔区脑膜瘤典
型病例 24 例，并结合术者临床经验分析影响枕大孔区脑膜瘤的手术入路的选择和影响预后的因
素。
结果 远外侧入路肿瘤切除 20 例（其中经全外视镜切除 2 例，可以多角度提供良好的、舒适的术区
照明及体位），后正中入路 2 例，前路经口入路 2 例。24 例患者行肿瘤全切除 20 例，次全切除 4
例。患者术后出现暂时性神经功能障碍大部分随时间推移得到缓解；亦有部分患者因肿瘤与神经包
裹、与脑干粘连、血管损伤所致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2 名患者因围手术期并发症死亡；3 例患者
术后出现颅内感染，经过药物保守治疗后痊愈。本文总结了枕骨大孔区脑膜瘤的常见手术入路、治
疗方式及入路选择、显微手术中避免损伤血管神经的操作要点和术后处理,以引起神经外科医师的
重视,促进枕骨大孔区脑膜瘤疗效的不断提高。
结论 枕骨大孔区脑膜瘤因与椎动脉关系密切,周围毗邻延髓、颈髓和后组颅神经,手术切除难度大,术
后并发症多,仍然是神经外科难题之一。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采用娴熟的显微外科技术，并积极
引入先进的显微手术设备、技术理念，是提高枕骨大孔区脑膜瘤外科治疗效果的保障。

PU-241

神经电生理监测+30°神经内镜辅助下大型听神经瘤的手术治疗
王志刚,殷鑫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目的 探讨大型听神经瘤的显微手术技巧、效果及术中面神经的保护。
方法 回顾性分析神经电生理监测下采用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98 例大型听神经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
中 28 例应用 30°神经内镜辅助。男性 58 例,女性 40 例；年龄 19～71 岁；病程 3 个月～2 年。主
要临床表现为桥小脑角综合征和颅内压增高征,首发症状表现为耳鸣、听力下降 55 例,头痛、恶心、
呕吐 21 例,行走不稳 4 例,面部麻木 5 例,三叉神经痛 3 例,面瘫 10 例。98 例根据肿瘤术前影像特
征，采用显微镜或 30°神经内镜经乙状窦后入路或迷路-乙状窦后联合入路行显微手术切除肿瘤,术
中均行面神经监测,术毕刺激面神经脑干端对术后面神经功能进行预测。
结果 本组 98 例大型听神经瘤全切除 93 例,次全切除 4 例,部分切除 1 例。术中面神经全部解剖保
留，功能保留 90 例(96.93%),1 例患者放疗后行显微手术治疗，术后出现远隔部位血肿并死亡。肿
瘤切除后,面神经刺激阈值的大小与术后面神经功能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刺激阈值越小,术后面神经
功能越好。
结论 熟练地采用显微外科技术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可明显提高肿瘤的全切除率和面神经的解剖及
功能保留率。30°神经内镜辅助显微镜处理内听道内残余肿瘤能克服显微手术某些解剖区域的死角,
最大限度切除肿瘤。术中应用面神经监测技术,能有效地保护桥小脑角周围的重要结构及面神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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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并可预测术后面神经功能。放射治疗可影响听神经瘤手术疗效。

PU-242

显微手术切除大中型听神经瘤的面神经保留
王志刚,殷鑫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目的 探讨显微手术切除大、中型听神经瘤术中面神经的解剖、功能保留相关技术。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59 例大、中型听神经瘤病人的临床资料， 159 例均采用电生理经监测辅助乙状
窦 后 入 路 行 显 微 手 术 切 除 ， 59 例 术 中 应 用 内 镜 辅 助 切 除 内 听 道 内 肿 瘤 ， 术 后 应 用 HouseBrackmann（HB）分级对面神经功能进行随访。
结果 肿瘤全切除 152 例(95.6%)，次全切 7 例(4.4%)。面神经解剖保留 149 例(93.7%)，术后 1 年
面神经功能状态 HB 分级Ⅰ～Ⅱ级 100 例（62.9%），Ⅲ～Ⅳ级 47 例 (29.8%)，Ⅴ～Ⅵ 级 12 例
(7.3%)。
结果 肿瘤全切除 152 例(95.6%)，次全切 7 例(4.4%)。面神经解剖保留 149 例(93.7%)，术后 1 年
面神经功能状态 HB 分级Ⅰ～Ⅱ级 100 例（62.9%），Ⅲ～Ⅳ级 47 例 (29.8%)，Ⅴ～Ⅵ 级 12 例
(7.3%)。
结论 恰当的手术策略和熟练的显微外科技术是面神经保留的关键。术中电生理监测可提高面神经
保留率, 并可评价面神经功能预后。

PU-243

枕下远外侧入路切除颅颈交界区腹侧
及腹外侧肿瘤的临床研究及应用
高宝成, 张永发,太柏,周帅,欧阳劲松,赵建华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枕下远外侧入路在颅颈交界区肿瘤切除术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自 2012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采用枕下远外侧治疗的 17 例颅颈交界区肿
瘤的资料，其中经髁后入路 14 例，部分经髁入路 3 例，总结病灶特点与术中磨除枕髁的程度、肿
瘤切除策略等的关系，评价术后并发症、肿瘤切除程度等临床效果；
结果 17 例患者术中均暴露良好、充分， 14 例全切，2 例脊索瘤及 1 例骨源性肿瘤次全切除；主要
并发症为：后组颅神经功能障碍、颅内感染及脑脊液漏；无临床死亡病例。
结论 枕下远外侧入路是切除颅颈交界区肿瘤的安全、有效的方法，可依据患者的病灶情况采取个
体化的术式，良好的暴露、沿蛛网膜界面切除肿瘤可明显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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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4

神经导航辅助内镜经眶上外侧入路
切除鞍区及前颅底肿瘤的临床分析
冯开明
赣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辅助神经内镜经眶上外侧入路切除鞍区及前颅底肿瘤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014 年 10 月-2018 年 4 月我院接诊的 30 例鞍区及前颅底肿瘤患者纳入本研究，对照组患
者行传统开颅手术（经翼点入路或额下入路），观察组患者行神经导航辅助神经内镜经眶上外侧入
路，比较两组患者肿瘤切除率、术后下丘脑功能（尿崩、电解质紊乱、高热）评估及 KPS 预后评
估。
结果 肿瘤全切除 26 例，次全切除 4 例，无颅内感染、无手术死亡，术前颅神经症状均获不同程度
改善；随访６～24 个月，次全切除患者术后 20 个月复发；两种入路术后肿瘤切除率和下丘脑功能
紊乱的百分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采用神经导航辅助神经内镜经眶上外侧入路切除鞍区及前颅底肿瘤能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
中出血、提高肿瘤全切除率、减少患者术后并发症及致残率，值得临床推荐。

PU-245

颞下入路切除岩斜脑膜瘤的手术体会
赵新利,赵树鹏,马继伟,申法政,张新中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手术中遇见的问题及处理的方法，总结岩斜区脑膜瘤的临床特点并提炼手术技巧，以提
高肿瘤全切除率并降低术后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1 例岩斜区脑膜瘤病例资料，肿瘤直径 ≥3 cm 9 例， ＜3 cm 12 例。手术方
法 全麻，侧卧位，采用颞下入路，显微镜下手术。左侧手术，首先放置腰穿置管引流脑脊液。手
术切口：切口线于耳屏前 1 cm ，平颧弓根下缘，沿发际内弯曲向上向后，至颞线。撑开肌皮瓣，
围绕颧弓根铣开骨窗，部分磨除颧弓根，硬膜瓣切开牵向颅底，腰穿管释放脑脊液（左侧），缓慢
抬起颞叶，保护 Labbe 静脉分支，缓慢释放环池脑脊液。仔细观察周围解剖结构，保护周围脑神
经。滑车神经入天幕缘处后方切开天幕，灼烧切断岩上窦，沿三叉神经节外缘切开麦客氏囊，内听
道压迹内侧、岩浅大神经后内侧岩骨局部硬膜切开，部分磨除岩尖骨质，先处理肿瘤基底，后分块
切除肿瘤，以减少对脑组织牵拉。术中小心游离与动脉、脑神经及脑干紧密黏连处的肿瘤组织。
结果 肿瘤切除达到 Simpson Ⅰ 级 17 例， Ⅱ 级 3 例， Ⅲ 级 1 例，无死亡病例。术后 3 个月内三
叉神经障碍 8 例，动眼神经障碍 5 例，展神经障碍 1 例。术后随访 2~4 年，平均 3.4 年，三叉神
经障碍 4 例，动眼神经障碍 1 例。
结论 岩斜区脑膜瘤通常累及岩尖、海绵窦、上斜坡及桥小脑角，局部解剖涉及展神经、动眼神
经、三叉神经、滑车神经、颈内动脉岩骨段及岩浅大神经，结构复杂，位置深在，手术视线岩骨脊
遮挡，肿瘤基底处理困难，瘤体不易完全切除，术后容易并发眼球活动障碍、面部感觉障碍、面瘫
与听力障碍等。颞下入路结合 Kawas 三角磨除是骑跨岩尖型脑膜瘤最经典、最常用的手术入路。
肿瘤基底的早期处理，瘤内减容和分块切除，重要神经血管的锐性分离保护，是手术核心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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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6

Investigate the method of precise locating the keypoint
in craniotomy of Retrosigmoid Keyhole approach
Gang Chen,MInfeng Sheng,Zhongyong Wang
Second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oochow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cise location of the keypoint in craniotomy of retrosigmoid keyhole
approach.
Methods Thirty cadaveric specimens (twenty dry and ten wet) were used in the study. On the
inner surface of dry skulls, mark the point of inferior margin of transverse sinus-posterior margin
of sigmoid sinus junction (TSJ), then the correspondence point on the external surface was the
keypoint (point D). Measure the length (AD) between keypoint and the top point of digastric
groove (point A), the length (BD) between keypoint and mastoidale (point B) and the length (CD)
between keypoint and asterion (point C). Imitate the retrosigmoid keyhole approach on the wet
cadaveric specimens to verify the previous observations in the dry skulls.
Results In the dry skulls, value of AD was on average by 16.98 ± 3.58 mm on the left, and 15.37
± 3.25 mm on the right. Value of BD was on average by 34.48 ± 3.77 mm on the left and 33.57 ±
3.30 mm on the right. Value of CD was on average by 18.48± 3.64 mm on the left and 20.88±
4.88 mm on the righ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sides. In the wet
cadaveric specimens, value of AD was on average by 15.74 ± 2.78 mm on the left and 15.92 ±
2.64 mm on the right. Value of BD was on average by 34.25± 4.82 mm on the left and 33.90±
4.53 mm on the right. Value of CD was on average by 21.93 ± 4.00 mm on the left and 22.73±
6.69 mm on the righ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oth sides (p>0.05). Simultaneously,
CD on the dry cadaveric specimens was smaller than the wet cadaveric specimens on the left
side (p<0.05).
Conclusions In order to precisely locate TSJ in the craniotomy of retrosigmoid keyhole approach,
the keypoint could be exactly oriented according to the top point of digastric groove. This method
could insure safe, accurate and rapid craniotomy with a good vision and avoid the injury to vein
sinuses.

PU-247

硬膜下颞下岩前入路相关骨性结构的精确定位方法
陈刚,盛敏峰,王中勇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在硬膜下颞下岩前入路中精准定位 kawase 三角区范围的方法。
方法 在 14 具干性颅骨上标记颅底内表面弓状隆起最高点(A)、岩骨嵴外侧缘-横窦前缘交汇点(J)、
岩尖(P)、岩浅大神经沟最外侧缘点(B)、棘孔最外侧缘点(C)、卵圆孔最外侧缘点(D)、三叉神经压
迹最外侧缘点(E)和破裂孔的最外侧缘点(F)。以 J 点为参照点，测量 JA、JB、JC、JD、JE、JF 的
距离；以 J 点与 P 点之间的连线(JP)作为基线，测量 JA、JB、JC、JD、JE、JF 连线与基线形成
的角度。
结果 左侧、右侧颅骨 JA、JB、JC、JD、JE、JF 的距离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左侧、
右侧颅骨 JA、JB、JC、JD、JE、JF 连线与基线 JP 形成的角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以 J 点为参照点，以 JP 为基线，可以精准定位硬膜下颞下岩前入路中相关骨性结构，确定
Kawase 三角区范围，实现快速、精准、安全磨除岩前骨质，显露岩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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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8

基于解剖学研究的枕下乙状窦后入路精准开颅技术探讨
陈刚,盛敏峰,王中勇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索应用颅骨表面解剖标记指导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安全、精准、快速开颅。
方法 选取 15 具成人颅骨标本和 8 具尸头标本，研究颅骨标本解剖标记间的关系，制定安全、精
准、快速的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开颅技术，并在临床手术中验证，评价此开颅技术的精准性、安全
性、快速性、微创性。
结 果 1.解 剖研 究及 尸头 验 证： 关 键点 与 二腹肌 沟 顶点 距 离左 侧为 16.09±2.97mm 、 右 侧为
15.94±2.85mm，关键点与星点距离左侧为 22.08±4.37mm、右侧为 23.67±6.55mm，关键点与乳
突尖的距离左侧为 34.78±5.30mm、右侧为 33.92±4.97mm，关键点与星点的距离左右侧间存在统
计学差异。运用此技术应用于 8 例湿性头颅，无一例出现静脉窦损伤，钻孔骨孔中心点均位于横窦
-乙状窦移行处后下方。2.临床应用：15 例患者进行开颅技术验证，12 例横窦乙状窦暴露充分，3
例经适当磨除骨质后均都到充分暴露，切开硬膜后颅内术区局部显微解剖结构显露满意，无一例钻
孔所致静脉窦破损，平均开颅时间为 23.5±2.1 分钟，骨瓣 1.8*2.5cm，骨窗直径 1.8-2.5cm，术中
骨瓣复位。
结论 以眶下缘与外耳道上缘连线为基线，过二腹肌沟顶点作基线的垂直线，在垂直线上定位二腹
肌沟顶点上方 12mm 点，确定此处为钻孔骨孔中心点并形成骨孔，可以获得满意的术区显露，避
免静脉窦的损伤，为临床安全、精准、快速开颅提供依据。

PU-249

两端相向汇聚法显微切除大型、
巨大型听神经瘤的局部解剖特点和手术要点
符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目的：研究两端相向法显微切除大型、巨大型听神经瘤的手术技巧和手术效果，探讨手术涉
及的内听道及其局部解剖特点和技术要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9-2015.12 我科 65 例采用两端相向法显微切除大型、巨大型听神经瘤病
人，分析术前影像学评估，患者症状及体征，肿瘤切除手术技巧及术中面神经保护要点。
结果 65 例病人肿瘤全切，面神经解剖保留率 100%。无手术死亡，小脑出血一例。
结论 大型、巨大型听神经瘤是神经外科医生面临的巨大挑战。两端相向汇聚法显微外科切除的技
术特点是：首先确定 TÜbingen 线，以此线为解剖标志，磨开内听道，切除内听道内肿瘤，利用神
经电生理技术，显露并确定内听道面神经。然后利用超声刀，沿内听道口向脑干端方向进行肿瘤内
切除，缩小体积。利用瘤-面听神经蛛网膜界面，分离肿瘤脑干界面，寻找面神经出脑干处。从内
听道和脑干两处瘤脑界面两端相向切除肿瘤，利用蛛网膜界面边切除肿瘤边分离瘤-面神经界面。
最后全切瘤，保瘤面神经。熟练掌握内听道底的解剖结构和特点以及 TÜbingen 线并揭示其与内听
道的关系，有助于在乙状窦后入路手术过程中磨除内听道后壁。术前全面分析掌握内听道底的解剖
和影像资料，有助于磨开内听道厚壁的深度和宽度，神经电生理监测及术中牵拉瘤壁有助于保护脑
干、面神经及后组颅神经。
结论：采用两端相向汇聚法显微外科技术切除大型、巨大型听神经瘤充分利用空间，不需用力牵拉
小脑，能最大限度保留面神经并减少对脑干的牵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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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鞍区恶性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一例并文献复习
刘志远 1,刘晓阳 2,章佳曜 1,赵鹏 3,鲁艾林 3
1.南京医科大学
2.南京市中医院
3.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颅内生殖细胞瘤（intracranial germ cell tumors ,ICGCTs）的临床表现、诊断方法和治疗
方案。 对比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切除术和显微镜切除术对垂体瘤的临床疗效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一例鞍区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患者的临床资
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者表现为多饮多尿、视物模糊、视野变窄，垂体 MR 示鞍区及鞍上区见类圆形混杂信号
影，行颅底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证实为恶性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绒毛膜癌+生殖细胞
瘤），患者术后一个月开始辅助放疗，现已放疗结束，累积放疗剂量 DT 40Gy/20f。随访 3 个月，
患者症状明显好转。
结论 ICGCTs 症状随部位有所不同，瘤标、诊断性放化疗在其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治疗方案视组
织类型而定，单纯生殖细胞瘤预后较好。

PU-251

斜坡脊索瘤的临床分型及内镜经鼻手术治疗
王义宝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一种相对简单实用的的斜坡脊索瘤临床分型，总结不同临床分型的发病特点、手术要
点，进而提高斜坡脊索瘤的手术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5 月和 2018 年 12 月之间在我科行神经内镜下手术治疗的 80 例颅底斜坡
脊索瘤患者，以斜坡脊索发生走形为基础，结合肿瘤生长特点及斜坡解剖将颅底斜坡脊索瘤分为：
Type I-A（中上斜坡背侧型-硬膜外型），Type I-B（中上斜坡背侧型-硬膜下型），Type II(中上斜
坡腹侧型），Type III-A（下斜坡硬膜外型)，Type III-B（下斜坡硬膜下型）及类型 IV（旁中线-偏
侧型)。
结果 其中 Type I 和 Type III 根据肿瘤是否突入硬脑膜下分为 Type I-A（21 例）、Type I-B（13
例）及 Type III-A（14 例）、Type III-B（8 例），Type II（16 例）及 Type IV（8 例）。所有患者
均行内镜下经鼻斜坡脊索瘤切除术，其中全部切除者 47 例，大部分切除者 28 例，部分切除者 5
例。其中 53 例为首次手术，27 例为复发手术，在首次手术当中，Type-1 的全切率在 62%，Type1 的主要残留部位是海绵窦内及部分突入垂体及鞍背后上方的肿瘤，后者的残留主要发生在早期病
例中，通过鞍底、鞍后及鞍背骨质的充分磨除，加强术野显露及垂体移位，可以避免后者的残留。
在复发病例中，Type-1 全切率为 42%，主要残留部位是海绵窦内。在首次病例中，Type-II 全切率
为 80%，在复发病例中，Type-II 全切率为 66.6%，Type-II 的主要残留部位是斜坡 ICA 背外侧岩骨
尖部肿瘤，首次手术中 Type-III 全切率为 78%，复发手术为 12%，Type-IIIA 的主要残留部位主要
是咽旁间隙特别是咽部颈内动脉周围及突入 C1-2 背侧的肿瘤，III-B 患者肿瘤与末组神经粘连也是
造成不能全切的重要原因。从我们的数据看，复发二次手术跟首次手术全切率有统计学差异，组内
比较看，复发 Type II 脊索瘤有着较高的全切率，而复发的 Type III 型脊索瘤全切率非常低。
附图：分型方法及典型病例（见附图）
结论 现有斜坡脊索瘤分型不能满足神经内镜下切除斜坡脊索瘤的需要，本篇根据其起源、生长行
为方式结合颅底解剖及手术经验总结出新的分型方法可以指导神经内镜下斜坡脊索瘤的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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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斜脑膜瘤：手术入路的选择及治疗体会
吴鹏飞,王运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岩斜脑膜瘤（Petroclival Meningiomas；PCM）手术入路的选择及治疗体会。
方法 岩斜脑膜瘤是指起源于岩上窦、岩下窦之间岩斜裂的脑膜瘤，其基底附着于岩斜裂及其内
侧，即凡是起源于斜坡上 2/3 和起于岩斜区联结处三叉神经内侧的脑膜瘤皆归属于岩斜区脑膜瘤。
根据岩斜脑膜瘤肿瘤主体的生长位置及累及区域不同，我们选用不同的手术入路予以切除。手术入
路主要包括：颞下入路、颞下经小脑幕入路、颞下经岩骨（Kawase）入路、额颞-耳前经颞下窝
（扩大翼点改良）入路及经小脑幕或经岩骨入路以及乙状窦后入路、乙状窦后经小脑幕入路、乙状
窦后经内听道上入路等。
结果 岩斜脑膜瘤肿瘤主体位于中颅窝底小脑幕切迹中间隙时，适宜采取颞下入路，同时结合颞下
经小脑幕或 KAWASE 入路；岩斜脑膜瘤肿瘤主体位于中颅窝底并向小脑幕切迹前间隙累及时，适
宜采取额颞-耳前颞下窝入路（扩大翼点），同时结合小脑幕切开或经岩骨入路；岩斜脑膜瘤肿瘤
主体位于小脑幕切迹后间隙下方（后颅窝）时，适宜采取乙状窦后入路，同时结合小脑幕切开或经
内听道上入路，手术在后颅窝 5 个间隙内进行，除了累及海绵窦及与脑干粘连紧密的肿瘤外，基本
可以达到全切或次全切肿瘤组织。上述各手术入路均可联合神经系统导航、电生理、神经内镜手术
（EAM 技术或经颅内镜技术）等多模态技术，能够减少或避免骨质（ KAWASE 三角）的磨除，
减少对脑的牵拉，避免对颅底结构的过度破坏，使神经外科手术更加微创。
结论 岩斜区脑膜瘤涉及的范围较广，手术入路多，单纯选用一种手术入路来解决所有岩斜区脑膜
瘤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故应根据肿瘤主体的位置，肿瘤大小及累及方向和患者的具体情况来个体
化决定手术入路的选择。

PU-253

双镜联合 Endoport 技术在大脑深部肿瘤手术中的运用
胡荣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研究大脑深部肿瘤的手术治疗方法，探讨双镜（神经内镜+显微镜）联合 Endoport 技术在大
脑深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及优越性。
方法 根据术前诊断开颅后确定肿瘤的位置通过透明鞘管建立通道，应用神经内镜及显微镜技术对
丘脑的 12 例大脑深部肿瘤患者进行手术治疗。
结果 12 例病例均无明显并发症；症状均明显改善，截止随访日期病情均无进展，KPS 评分均为
80 分以上。
结论 颅内深部肿瘤是临床常见疾病，临床上常因病变位置深在，周围均为重要血管、神经结构，
即使术中扩大开颅范围，手术时也难以充分显露病变，其深部视野也不理想，导致病变不易根除，
术后遗留各种严重并发症，并有一定的致残率及死亡率。应用神经内镜技术彻底根除病变，减少手
术并发症，降低致残率和死亡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通过建立双镜联合 Endoport 技术手术治
疗颅内深部肿瘤，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医源性损伤、最有效地根除病变，达到比常规显微手术更完美
的治疗效果，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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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operative application of two modes for placing lumber
external catheter in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tumor
Ji Zha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Guangzhou， China

Objective Postcraniotomy aseptic meningitis in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tumors is a universal
complication in neurosurgery. Continuous lumbar drainage as a method for administrating aseptic
meningitis proves effective and safe. This study compared the incidence of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leakage and infec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catheter placed through two different ways.
Methods The study enrolled 140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aseptic
meningitis mainly manifesting headache and fever managed by lumbar external drainage (LED)
between June 2014 to July 2018. From June 2014 to Jan 2016, a ELD catheter was set in a
conventional fashion without subcutaneous tunnel. From Feb 2016 to July 2018, we adopt a
modified mode of placing LED catheter with a subcutaneous tunnel. The drain-related CSF
leakage and infection were analys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Postoperative aseptic meningitis resolved after LED. The incidence of drain-associated
infection and CSF leakage was 20% and 7.14% in group 1, and 7.14% and 4.28% in group 2,
respectively. The CSF leak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patients in the "modified placement"
group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fashion" group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these
complications rose as the time that the drain remained in place goes by.
Conclusions Application of the new technique in LED lessens the risk of CSF leakage and offers
a ideal alternative to continuous CSF drain. The duration of catheterization and placement
method are risk factors for drain-associated infection and CSF leakage. The potential benefit of
the modified way still involves prolonged drainage.

PU-255

显微镜下无牵拉技术在颅内肿瘤中的临床应用体会
肖顺武,续岭,刘胜远,代垠,犹春跃,李毅,石贵新,申昊,谢明祥,王培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无牵拉技术在神经系统肿瘤中的应用。
方法 对我科近年收治的 16 例鞍区及前颅底病变（其中颅咽管瘤 5 例，视丘下部胶质瘤 1 例，鞍结
节脑膜瘤 4 例，嗅沟脑膜瘤 5 例，鞍旁软骨瘤 1 例，海绵窦脑膜瘤 1 例）；5 例蝶骨脊内侧型脑膜
瘤；4 例大脑镰深部巨大脑膜瘤采用无牵拉技术，肿瘤大小 2-8cm，术中通过体位、麻醉、甘露
醇、释放脑脊液等处理降低颅内压；鞍区及前颅底病变采用采用眶上外侧入路、蝶骨脊内侧脑膜瘤
采用扩大翼点入路，大脑镰深部巨大脑膜瘤采用一侧纵裂入路；根据患者术后影像学检查及其神经
系统症状改善情况，评价该技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结果 除 1 例海绵窦脑膜瘤部分残留外其余所有患者均影像学上全切，颅咽管瘤术后尿崩经静脉及
口服抗尿崩药物治疗后好转，无严重电解质紊乱及垂体功能低下病例，无切口感染及脑脊液鼻漏发
生，1 例海绵窦脑膜瘤及 1 例蝶骨脊内侧脑膜瘤出现动眼神经麻痹,无死亡及偏瘫病例。
结论 显微镜下无牵拉技术具有创伤小，并发症少等优点，术中通过各种手段降低颅内压扩大手术
暴露空间是减少医源性脑组织损伤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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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孔手术治疗廉幕区脑膜瘤
薛洪利
沈阳东北国际医院

目的 目的 探讨锁孔微创手术对廉幕区脑膜瘤手术的效果。
方法 方法 对 7 例直径在 3.0cm～6.0cm 以内的廉幕区脑膜瘤进行锁孔手术治疗。在肿瘤侧顶部，
于中线旁 1.0cm 直切口。在设计切口时，要注意皮层引流静脉的走行，尽量避开之。在矢状窦（中
线）旁作一个 4.0cm×2.0cm 骨窗。“工”形切开硬脑膜达矢状窦边沿。牵开相应部位的脑叶，注意牵
拉脑叶时用力要适当，不要伤及引流的桥静脉，否则易造成脑挫裂伤。必要时采用过度换气和使用
甘露醇、地塞米松降低颅内压。肿瘤显露满意后（一般不用需完全显露，能满足手术即可）。尽可
能先电凝、切断肿瘤基底部。如困难，可先电凝肿瘤表面， 取瘤钳、剪刀或 CUSA 分块切除肿
瘤。手术中仔细观察大脑大静脉、基底静脉和直窦与肿瘤以及脑干与肿瘤的关系（尤其肿瘤较大
者）。除了保护好周围脑组织外,必须保护好大脑大静脉、基底静脉和直窦以及脑干。对于与肿瘤
粘连的大脑大静脉、基底静脉和直窦，不要牵拉血管进行分离，而是小心的自血管壁上锐性切除肿
瘤，使血管游离于肿瘤之外。必要时为保全病人的功能可以残留小许肿瘤于血管壁上。肿瘤一般与
脑干粘连不重，大多可分离切除，且不会伤及脑干。
结果 结果 7 例患者的肿瘤均达到 Simpson I、Ⅱ级切除，术后恢复顺利，按期出院，目前均健康生
存。
结论 结论 对于直径 6.0cm 以下、向上生长的廉幕区脑膜瘤，锁孔微创手术切除是损伤少、安全、
有效的方法。

PU-257

扩大经鼻内镜颅底手术中 ICA 的保护标志
黄广龙,张喜安,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经鼻内镜颅底手术因减少脑组织和神经的牵拉，具有更好的视野，获得抵达病变更短的手术
距离，提供了直达中线的手术通道及多手操作的平台，在设备获得突破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由
于操作空间局限，手术过程中大血管的辨识与保护显得极其重要，特别是颈内动脉（ICA）的保
护。寻找在扩大内镜颅底手术中可用于定位 ICA 的可靠易辨认的解剖结构。
方法 5 个新鲜的灌注标本用于模拟经鼻内镜手术的解剖，采用经上颌窦入路、经翼颚窝入路、扩大
经蝶入路模拟经鼻内镜手术，选取了翼内板、翼外板、鼓板、蝶骨棘及破裂孔外嵴等作为解剖标
志，并对其与 ICA 的距离及周围相关结构作了测量。
结果 翼内板、翼外板、鼓板、蝶骨棘及破裂孔外嵴可作为扩大经鼻内镜颅底手术中 ICA 的定位标
志。在蝶骨棘与颈动脉孔之间有一个恒定的从骨性咽鼓管口到颈动脉孔的骨脊位于鼓板的内侧，蝶
骨棘与颈动脉孔之间的空隙= 5.7mm (3.5-7.4mm)。
结论 鼓板、碟骨嵴与破裂孔外嵴作为扩大经鼻内镜颅底手术中确定 ICA 位置的有效易用的解剖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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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8

神经导航与内镜辅助下扩大经鼻蝶入路切除颅底肿瘤应用体会
叶新运,蒋秋华,赖文焘,黄观林
赣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系统与神经内镜技术在经鼻蝶入路颅底肿瘤切除术中的应用及价值。
方法 2016 年至 2018 年赣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应用神经导航与神经内镜技术对 128 例颅底肿瘤
患者实施经鼻蝶入路手术治疗（其中垂体腺瘤 82 例，颅咽管瘤 16 例，脑膜瘤 11 例，Rathke 囊肿
10 例、脊索瘤 5 例（其中合并脑脊液漏 2 例），嗅神经母细胞瘤 3 例，畸胎瘤 1 例）。术前将患
者影像信息导入神经导航系统进行三维重建，术中结合内镜对手术入路，周围重要解剖结构及肿瘤
准确定位后逐步切除肿瘤。
结果 本组 128 例患者中，肿瘤全切 118 例，次全切除 10 例（其中侵袭性垂体腺瘤 6 例，脑膜瘤
2 例，颅咽管瘤 1 例，畸胎瘤 1 例），术后 57 例头痛头晕消失或减轻,52 例视力、视野缺损改善，
47 例出现一过性尿崩，10 例发生脑脊液鼻漏，其中 3 例经再次经鼻内镜下修补后好转，3 例发生
颅内感染，抗感染后治愈，1 例发生术后 1 月迟发性鼻腔大出血，经介入栓塞后救治成功。
结论 神经导航系统与神经内镜的联合应用,在经鼻蝶入路，特别是扩大经蝶入路颅底肿瘤切除手术
中能准确、实时定位肿瘤与周围重要解剖结构,并引导进行安全、准确手术操作，减少术中损伤，
实现最大范围切除，最终提高手术疗效。

PU-259

腰穿脑脊液 ctDNA 对脑干肿瘤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初步研究
泮长存,陈新,肖雄,耿一博,王一,左鹏程,谷国灿,吴震,张俊廷,贺欣,张力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分子诊断已经成为指导脑干肿瘤，尤其是胶质瘤精准诊疗的必要依据。通过手术或活检获取
肿瘤组织进行分子病理诊断具有创伤大和存在取材偏倚的缺点，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分子诊断已经
成为指导脑干肿瘤，尤其是胶质瘤精准诊疗的必要依据。通过手术或活检获取肿瘤组织进行分子病
理诊断具有创伤大和存在取材偏倚的缺点，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分子诊断已经成为指导脑干肿瘤，
尤其是胶质瘤精准诊疗的必要依据。通过手术或活检获取肿瘤组织进行分子病理诊断具有创伤大和
存在取材偏倚的缺点，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分子诊断已经成为指导脑干肿瘤，尤其是胶质瘤精准诊
疗的必要依据。通过手术或活检获取肿瘤组织进行分子病理诊断具有创伤大和存在取材偏倚的缺
点，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

PU-260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的手术入路策略
贺世明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由于具体位置不同，必须采取个体化手术入路，先确定二级入路，再确
定一级入路，根据脑干安全区域的原则切开脑干，以避免对脑干的医源性损害。
目的：探讨不同部位脑干海绵状血管瘤采取不同手术入路的治疗效果。
方法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根据其位置，起源、大小，距离脑干表面的距离，以及结合核磁 DTI，
先确定肿瘤距离脑干最薄范围的安全区域，确定二级入路，再根据二级入路确定一级入路，根据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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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手术入路，包括经鼻内镜入路、前纵裂入路、后正中入路、乳突后入路、颞底入路等等。结合
术中电生理监测，进行手术切除。评估切除效果、并发症情况。
结果 采取不同个体化手术入路，死亡率 0，全切 100%，并发症发生率极低。
结论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的个体化手术入路能极大提高手术效果。经鼻内镜入路是目前该疾病手术
治疗的重要补充。

PU-261

经乙状窦后入路“包膜”下分离技术
切除听神经瘤的体会（附 87 例报告）
王彬彬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文旨在探讨基于“包膜”下分离的技术理念，并结合术前影像学资料、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等
手段，在经乙状窦后入路听神经瘤手术中取得的面听神经功能保护效果。
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颅底亚专业组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实施的
87 例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锁孔开颅听神经瘤显微手术，所有手术均在电生理监测保护下完成，术
中针对不同的面神经形态学分型，采取相应的“包膜”下分离技术对面听神经进行保护。
结果 肿瘤全切除 83 例(93.1%)，次全切除 4 例(6.9%)。术中面神经解剖保留 82 例(94.3%)。术后
1 周面神经功能 House-Brackmann 分级，Ⅰ～Ⅱ级 59 例(67.8%)，Ⅲ～Ⅳ级 22 例(25.3%),Ⅴ～Ⅵ
级 6 例(6.9%)，其中 8 例 HB III-IV 级患者，术后半年随访面神经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术
后出现颅内感染 5 例、后组颅神经症状加重 4 例、脑脊液漏 1 例，无长期昏迷及死亡病例。该组患
者术后随访 6 个月至 4 年，5 例残留复发。
结论 熟练掌握桥小脑角区的解剖以及娴熟的显微操作技巧是取得良好手术疗效的根本。针对不同
大小、性质的肿瘤，面神经的位置和形态变化导致术中神经功能保护困难，然而配合电生理监测，
并严格遵循面神经或听神经“包膜”下分离的操作理念，能够提高听神经瘤手术面听神经功能的预
后。

PU-262

多点立体定向活检——弥漫内生性桥脑
胶质瘤诊治中安全有效的操作
赵阳,韩一芃,孟玮 ,王梓璇 ,王保成 ,张晨冉 ,马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弥漫内生性桥脑胶质瘤(Diffuse Intrinsic Pontine Glioma, DIPG)是一种发自桥脑的高度恶性肿
瘤。其在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中约占 10%，并且预后级差，2 年生存率低于 10%。临床上根据
影像学诊断是目前诊断标准，但随着基础研究需要和提高未来临床真挚效果，安全有效的活检再次
开始成为西方国家对本病诊断和研究的首选方法。
方法 回顾性采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神经外科 2006 年至 2018 年收治的 DIPG
患儿病例，评估多点立体定向穿刺肿瘤活检。就患儿年龄特征、肿瘤分子特征 H3K27M 情况等临
床特征进行分析，比较接受立体定向穿刺活检患儿和开放活检患儿术前术后情况和预后，阐明儿童
DIPG 的临床特征和分子生物特点。
结果 本科 2006 年至 2018 年间共手术收治 DIPG 患儿 66 例，其中男性患儿 35 例，女性患儿 31
例；其中立体定向活检 35 例（全部获取肿瘤病理），开放活检 31 例（4 例病理未报肿瘤）。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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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KPS 评分为 50-80 分，中位 60 分。55 例患儿为 H3K27M 阳性，9 例为阴性。生存分析明确患
儿性别、活检方法和是否接受化疗均对患儿预后无显著影响。3 例患儿术后 KPS 评分下降，其术
前 KPS 评分均低于 40 分，1 例为开放活检，2 例为穿刺活检。多点活检病理上呈现不同的肿瘤特
点，包括细胞密度、肿瘤血管含量和坏死情况。
结论 DIPG 是一类预后级差的高度恶性肿瘤。立体定向穿刺活检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诊断操作，并且
可以提供肿瘤标本用于进一步明确其分子生物学特征，为靶向治疗药物的开发提供基础。

PU-263

妊娠合并脑干肿瘤患者 1 例及文献回顾
汪惊涛,高鹏,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妊娠期合并颅内肿瘤患者的围手术期管理。
方法 回顾性 2018 年安医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妊娠期合并脑干肿瘤患者，患者孕中期
(13～28 周)、由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产科、麻醉科及儿科共同制定手术、麻醉及新生儿管理方
案，在我科行神经外科行手术治疗，继续妊娠至足月行剖宫产手术。
结果 多学科协作、围手术期个体化管理是提高妊娠合并脑干肿瘤患者母胎安全的合理治疗方案。
结论 多学科协作、围手术期个体化管理是提高妊娠合并脑干肿瘤患者母胎安全的合理治疗方案。

PU-264

弥散型脑干胶质瘤显微手术的临床意义
张跃康,杨翔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在精准神经外科大背景下，弥散型脑干胶质瘤的标本获取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模式的立体定
向取活检，更是拓展至开颅活检术甚至通过显微手术干预弥散型脑干胶质瘤；本文旨在通过神经电
生理监测、术中导航及功能磁共振等技术的辅助下，探讨弥散型脑干胶质瘤显微手术的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4 月-2018 年 9 月期间在我院通过显微手术治疗的 50 例弥散型脑干胶质
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病变主体均位于桥脑，显微手术前均完成功能磁共振并行脑干纤维束
重建；均在术中导航及神经电生理监测的辅助下完成显微手术。
结果 在 50 例患者中，7 例（＞18 岁）成人，43 例为儿童；年龄段为 4 岁-33 岁（平均年龄 12
岁）。入院时主要症状表现为颅神经废损及对侧偏瘫；22 例患者在增强 MRI 上表现为病灶部分强
化，13 例患者伴有脑积水。28 例患者术中接受外 1/3 小脑切除，13 例脑积水患者有 7 例同时接受
终板造瘘术，1 例术后行 V-P 分流术；5 例患者出现新的神经功能损害，包括术后拔管失败、后组
颅神经症状及面瘫。术后病理证实：星形细胞瘤 II 级 9 例，间变型星形细胞瘤 III 级 8 例，胶质母
细胞瘤 IV 级 33 例；其中引入 H3K27M 检测后其阳性率表达 23 例（2015 年开始检测）。术后接
受标准放化疗患者为 13 例；随访时间计划在术后 3、6、12、15 月；患者生存时间为 3-13 月（平
均时间为 9.6 月）。
结论 在精准的全方位评估及监测下，显微手术治疗弥散型脑干胶质瘤具有可行性，相比于活检，
能在安全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切除脑干胶质瘤，获取足够的标本达到精确的病理诊断为后续放化疗提
供依据并能同时为基础研究提供标本源泉；我们发现：通过手术，少数患者在术后随访中残留肿瘤
在影像学上呈现出局限型改变并能沿着脑干切开处呈外生型生长，能为再次手术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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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5

中脑顶盖胶质瘤的手术疗效分析
楼美清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中脑顶盖是视觉的整合中枢，也是视盲调节中枢，对人的眼球活动、意识状况有很大的影
响，该区域的胶质瘤历来是手术的禁区，是否能够直接手术切除该部位的肿瘤。
方法 本文通过中脑顶盖不同性质、影响范围的 12 例病例做回顾性分析，术前病人行 DTI 检查，
手术方式为：先行三脑室底造瘘，一周后在内镜下经幕下小脑上入路肿瘤切除术，术后在监护室生
命体征监护稳定后转出，术后 9 天出院。随访时间：3 月-2 年，对于 WHO 3 级的胶质瘤术后放疗
+化疗。WHO 2 级的胶质瘤术后 6 个疗程替膜唑安化疗。
结果 病变累及上丘有 2 例， 下丘有 1 例，上下丘均累及 2 例，两侧上丘有累及有 4 例，双侧上下
丘均累及有 3 例， 肿瘤切除手术 12 例，病理结果提示：星形细胞瘤 I 级有 3 例，神经元肿瘤有 1
例，弥漫星形 2 级有 3 例，松果体细胞瘤 1 级 1 例，松果体细胞瘤 2 级 1 例，间变型星形细胞瘤
WHO2 级有 2 例，未成熟畸胎瘤 1 例，生殖细胞瘤 2 例，肿瘤手术切除
病变累及一侧上丘或一侧下丘，患者眼球活动没有影响；如病变压迫双侧上丘引起眼球上视障碍，
术后即恢复，如病变侵犯双侧上丘，术前病人眼球活动障碍，术后肿瘤切除后可恢复，在年轻患者
可在术后 3 月内恢复，年龄大者不能恢复。如果双侧上、下丘全部受侵犯破坏，术后早期对患者意
识状况、眼球活动都有影响。
结论 累及或侵犯中脑顶盖的病变，可以通过手术安全切除，病人可取得良好的疗效。手术方式可
选择幕下小脑上入路切除，通过三脑室底造瘘和内镜下肿瘤切除手术安全，病人恢复好。

PU-266

ERAS 优化护理措施在神经外科肿瘤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高丽娟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究 ERAS(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0)理念在神经外科开颅手术围手术期护理的临
床实用性。
方法 我院于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5 月，选取连续入组的开颅手术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随机
将共 140 例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手术前分别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手术后分别记录患者的各
项指标、并发症发生情况，通过记录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的护理优化措施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情
况。
结 果 实 验 组 ERAS 流 程 的 患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显 著 下 降 （ P<0.001 ） ， 住 院 总 费 用 降 低
（P=0.001），而并发症发生率并未增高，与对照组类似，保持在较低水平。
结论 患者满意度明显提高，ERAS 在神经外科的应用安全、效果显著。

PU-267

中脑顶盖胶质瘤的手术及疗效分析 附 12 例病例
楼美清,薛亚军,毕云科,李鸿蝉,刘剑琴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中脑顶盖是视觉的整合中枢，也是视盲调节中枢，对人的眼球活动、意识状况有很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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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该区域的胶质瘤历来是手术的禁区，是否能够直接手术切除该部位的肿瘤。
方法 本文通过中脑顶盖不同性质、不同影响范围的 12 例病例做回顾性分析，术前病人行 DTI 检
查，手术方式为：先行三脑室底造瘘，一周后在内镜下经幕下小脑上入路肿瘤切除术，术后在监护
室生命体征监护稳定后转出，术后 9 天出院。随访时间：3 月-2.8 年，对于 WHO 3 级的胶质瘤术
后放疗+化疗。WHO 2 级的胶质瘤术后 6 个疗程替膜唑安化疗。
结果 病变累及上丘有 2 例， 下丘有 1 例，上下丘均累及 2 例，两侧上丘有累及有 4 例，双侧上下
丘均累及有 3 例， 肿瘤切除手术 12 例，病理结果提示：星形细胞瘤 I 级有 3 例，神经元肿瘤有 1
例，弥漫星形 2 级有 3 例，松果体细胞瘤 1 级 1 例，松果体细胞瘤 2 级 1 例，间变型星形细胞瘤
WHO2 级有 2 例，未成熟畸胎瘤 1 例，生殖细胞瘤 2 例，肿瘤手术切除
病变累及一侧上丘或一侧下丘，患者眼球活动没有影响；如病变压迫双侧上丘引起眼球上视障碍，
术后即恢复，如病变侵犯双侧上丘，术前病人眼球活动障碍，术后肿瘤切除后可恢复，在年轻患者
可在术后 3 月内恢复，年龄大者不能恢复。如果双侧上、下丘全部受侵犯破坏，术后早期对患者意
识状况、眼球活动都有影响。
结论 累及或侵犯中脑顶盖的病变，可以通过手术安全切除，病人可取得良好的疗效。手术方式可
选择幕下小脑上入路切除，通过三脑室底造瘘和内镜下肿瘤切除手术安全，病人恢复好。

PU-268

Inhibitory Effect of Melatonin on Proliferation and
Angiogenesis in Glioblastoma via Repressing
the EGFL7-EGFR Pathway
Feiyifan Wang,Xuejun Li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EGFL7 activates EGFR signaling in promotion of
glioma proliferation and angiogenesis. To study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of melatonin blocks
activation of EGFR in GBM. Testing melatonin for the challenge of glioma treatment and
evaluating its efficacy in combination with nimotuzumab.
Methods EGFL7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in U87 and U251 cell lines, and was comparable with
expression in GBM tumor tissues by western blot. The activity of the EGFR signaling pathway
was detect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and endothelial cell tube assays. Co-immunoprecipitation
(Co-IP) assay was used to assess interferes effect of melatonin on EGFL7-EGFR binding. The
computational biology used to find out the exactly 3D blocking site of melatonin in EGFL7. The
EGFR phosphorylation level was up/down regulate after blocking EGFL7 binding ability by
melatonin. Then transwell assay, cell wound healing assay and CCK8 assay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biological activity of both U87 and U251 glioma cells. Xenograft model performed by
Balb/c mice with intracranial injected U87 cells. Kaplan-Meier analysis and log-rank test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melatonin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drugs in Xenograft
model. Gene profiling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either BRB-Array Tools or Gene Pattern
softwar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were determined using Student's t-test.
Results The Co-immunoprecipitation (Co-IP) and reverse Co-IP experiments between EGFL7
and EGFR illustrated the combination of two can be disturbed by melatonin. Then conducted
molecular docking for melatonin against the EGFL7 protein using the AutoDock program running
Lamarckian genetic algorithm shows the competitive inhibition mechanism of EGFL7-EGFR
complex with melatonin induced.
We show that the antioxidant indolamine melatonin inhibits growth of U87 and U251 GBM cells in
vivo. We found that millimolar concentrations of this indolamine reduced cell growth of U87 and
U251 GBM cells by 70% after 72 hours of treatment, inhibiting cell invasion and proliferation. In
transwell, cell wound healing and CCK8 assay, we provide evidence that EGFL7-triggered
invas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glioma cells involves activation of EGFR signaling. Increas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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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L7 expression levels in glioma promoted the EGFR-PKM2-mediated oncogenicity and
angiogenesis. Blocking EGFL7 with melatonin can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invasive movement of
glioma cells in vitro. Meanwhile, the CCK8 assay shows that cell prolife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suppressed after adding exogenous melatonin.
In orthotopic xenograft models, the group intraperitoneal administration of 15 mg/kg body weight
of melatonin reduces tumor growth by 50% 2 weeks after the intracranial injected U87 GBM cells.
And inhibition of cell growth does not depend on melatonin membrane receptor activation
whereas it seemingly relates to the reduction of EGFR pathway activity levels by 60%. The group
injected with U87+EGFL7 recombinant protein had the shortest life expectancy, followed by the
U87 control group, and then by the melatonin treatment group. The melatonin+nimotuzumab
treatment group had the best survival rate.
Conclusions Here, we show that melatonin, an indolamine derived from I-tryptophan, mainly
inhibited viability and self-renewal ability of glioblastoma accompanied by a decrease of
angiogenesis markers. Our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competitive combination effect of melatonin,
blocking the EGFL7-EGFR pathway, i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nti-proliferative and antiangiogenesis effect of human glioblastoma. Melatonin attenuated EGFR levels through inhibition
of the EGFL7 binding activity to hinder human glioblastoma cell invasion and proliferation,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melatonin for human glioblastoma, and justify
future large-scale, prospective studies to substantiate its validity.

PU-269

节细胞胶质瘤的诊断与治疗
潘灏,王汉东,孙康健,牛文浩,王强,纪祥军
东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节细胞胶质瘤属于 CNS 少见肿瘤，仅占颅内肿瘤的 0.3-1.3%，目前认为其属于神经元与胶质
细胞的混合来源肿瘤。其诊断与治疗临床经验相对欠缺，故结合我科相关病例并复习相关文献，对
节细胞胶质瘤的诊断与治疗进行探讨。
方法 结合我科 2000-2018 年期间收治的节细胞胶质瘤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就性
别、年龄、级别、肿瘤部位等一般情况进行分析，就肿瘤级别、切除程度及放化疗与否等进行危险
因素分析，并检索 pubmed 中节细胞胶质瘤相关文献进行复习，以探讨节细胞胶质瘤的诊断与治疗
经验。
结果 共回顾性分析 62 例节细胞胶质瘤病例，其中男性 32 例，女性 30 例，年龄分布以 40-50 岁多
见，部位以额颞叶多见，其中节细胞胶质瘤（WHOII 级）占绝大多数。完整随访病例共 27 例，危
险因素分析发现级别与患者无进展生存期明显相关，但与总生存期无明显相关。而肿瘤切除程度与
患者无进展生存期及总生存期均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放化疗与二者均无相关性。结合文献复习发
现，早期手术有利于控制肿瘤相关性癫痫。对于部分切除的肿瘤，放疗有利于肿瘤的局部控制。对
于放化疗不敏感的节细胞胶质瘤，靶向治疗可能是新的治疗选择方向。
结论 节细胞胶质瘤属于颅内少见肿瘤，其治疗仍以手术切除、放疗、化疗的综合治疗为主要手
段。目前各类指南对于这类少见肿瘤的关注度稀少，结合文献及我们的病例结果来看，针对节细胞
胶质瘤，手术仍是重要的治疗手段。早期手术有利于肿瘤相关性癫痫的控制，全切除肿瘤有利于延
长患者，尤其是高级别节细胞胶质瘤患者的生存期。对于部分切除的患者，应进行术后放疗、化
疗，以进一步控制肿瘤的生长，延长无进展生存期及总生存期。对于放化疗不敏感的患者，应积极
进行全外显子检测，寻找适合的靶向药物，以期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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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0

基质硬度通过 YAP 促进脑胶质瘤细胞上皮
-间质转化和血管生成拟态形成
安吉洋,周丽丽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肿瘤微环境信号与细胞内源性因素相互作用促进肿瘤进展、侵袭。力学信号是当前研究较少
的微环境参数。胶质瘤常表现为较高的组织压力。增强的组织硬度可以通过调节增殖、侵袭、细胞
凋亡逃避、耐药性、血管形成、代谢和促生长信号通路等促进恶性进展。本研究探讨基质硬度通过
YAP 促进胶质瘤细胞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及血管生成拟态
（vasculogenic mimicry，VM）的机制。
方法 在不同基质硬度条件下培养人脑胶质瘤 U87 细胞系，0.2、16 和 64 kpa 三种硬度分别代表正
常大脑、神经胶质瘤硬度和极度僵硬。免疫荧光检测 YAP 细胞定位的改变，实时定量 PCR 检测
YAP 靶基因 CTGF、CRY61 的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 YAP 及细胞增殖信号 Akt、ERK1/2 磷酸
化表达。CCK8 检测细胞增殖活性。免疫荧光和 Western blot 检测 EMT 相关蛋白 Vimentin、Ecadherin、Twist 的表达。软硬基质 3D 培养下检测 VM 形成。慢病毒转染 shYAP 后，检测对细胞
增殖、间质蛋白表达、VM 形成的影响。
结果 胶质瘤细胞在 0.2、16 和 64 kpa 三种硬度条件下培养，随着基质硬度增高，胶质瘤细胞 YAP
核转位增加，磷酸化 YAP 表达逐渐减低，YAP 靶基因 CTGF 和 CRY61 的 mRNA 表达逐渐增加。
细胞增殖活性及增殖信号通路 Akt、ERK1/2 磷酸化表达增加。免疫荧光及 Western blot 检测 EMT
元件 Vimentin、Twist 表达增高、上皮标志 E-cadherin 表达减低。软硬基质 3D 培养下 VM 显著不
同，硬基质条件下 VM 管样结构形成增多。干扰 YAP 表达可以减低基质硬度促进胶质瘤细胞增
殖、间质蛋白表达及 VM 形成的作用。
结论 基质硬度通过 YAP 促进胶质瘤细胞增殖、EMT、和 VM 形成，靶向调控基质硬度和 YAP 可
以作为胶质瘤治疗的新策略。

PU-271

小脑转移瘤肿瘤切除术加术中放疗一例报道
李长宇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开展低能 X 线术中放射治疗脑恶性肿瘤，杀灭术后瘤床残留的肿瘤组织，抑止肿瘤复发，提
高患者生存质量，延长患者平均生存期。
方法 吴某某，女、60 岁。病史：患者于 10 年前在某省人民医院行左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术后行
化疗 1 周期，（具体方案不详）后因不耐受停止化疗，1 年前发现右侧额叶、肺转移瘤，行脑肿瘤
切除，5 个月前因头痛到某省人民医院就诊，再次发现脑转移瘤复发，行再次手术治疗。3 个月前
开始在我科行紫杉醇+赫赛汀方案化疗 4 周期。10 天前患者出现头疼头晕，走路不稳，伴有恶性呕
吐，并逐渐加重，卧床，无法走路，门诊以"脑转移瘤"收入院。入院查体： 一般状态欠佳，生命体
征平稳，神志清楚，可言语，精神状态欠佳，双侧瞳孔等大同圆，直径约 3.0mm，对光反射灵
敏。左侧上肢肌力 0 级，左侧下肢肌力Ⅲ级，左侧 Babinski 征阳性。无法行走，左侧指鼻试验阳
性，左乳腺缺如，可见横行切口瘢痕长 15CM 愈合良好。头部核磁：右侧顶叶、左侧小脑半球及右
侧半卵圆中心多发异常结节与肿块，小脑肿瘤体积增大，约 3.8×3.8×2.8CM，四脑室受压变形。脑
干受压。诊断： 1.乳腺恶性肿瘤 2. 右侧顶叶、左侧小脑转移瘤。术中切除肿瘤达 90%以上，采用
2CM 施用器术中放疗 10Gy（2mm），术后四周采取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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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术后出院时患者切口愈合良好，患者头疼头晕及恶性呕吐症状明显缓解，精神状态明显好
转。术后十天复查头部核磁，未见明显水肿。两个月后复查头部核磁：左侧小脑半球未见强化病
灶。
结论 此例术中放疗患者暂时无放射性水肿的发生，切口愈合良好，术中放疗技术是在手术中肿瘤
切除满意后立刻进行，单次大剂量的局部照射可以有效抑制残留肿瘤细胞的增殖，并且避免了对头
皮伤口等敏感区域的照射。避免了放疗导致的切口愈合不良等并发症。开展低能 X 线术中放射治疗
脑恶性肿瘤，杀灭瘤床残留的肿瘤组织，再结合术后体外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可最大程度的的抑止
肿瘤复发，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延长患者平均生存期。

PU-272

脑神经胶质瘤病的诊断和治疗
祝福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脑神经胶质瘤病的临床特征及其诊断与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 例经开颅手术或定向活检证实为脑神经胶质瘤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资料及治
疗效果。
结果 9 例均有颅内高压表现，CT 扫描共发现 23 个病灶，其中病灶累及 3 个脑叶者 5 例，累及 2
个脑叶者 4 例。CT 平扫病灶呈高密度 5 个，等密度 5 个，低密度 13 个，大多数病灶强化不明
显，瘤周轻中度水肿。4 例行 MRI 检查发现胼胝体肥大 2 例。9 例均获得 6 个月以上随访。
结论 脑神经胶质瘤病 CT 扫描易误诊为转移瘤，MRI 扫描对脑神经胶质瘤病的诊断有一定的价值，
确诊有待于病理检查。手术切除程度是决定预后的重要因素，术后分割放疗是控制肿瘤生长及延迟
复发的重要辅助治疗手段。

PU-273

人脑胶质母细胞瘤中 IDH1 与 Ki67 表达
和磁共振灌注成像特征关系的实验研究
闫晓鹏,陈胜利,刘凯,吉宏明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具有高侵袭性的恶性肿瘤，也是成年人中最常见的，发病率最高的原发
性恶性脑瘤。通过灌注成像所得的成像生物标志物对于这种患者的预后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信息。相
对于无异柠檬酸脱氢酶 1(IDH1)突变的胶质瘤患者来说，IDH1 突变的患者会有更好的预后。我们
的目的是调查是否可以使用核磁灌注成像来预测胶质母细胞瘤的 IDH1 突变状态。
方法 我们回顾性研究了近 2 年来 30 名野生型 IDH1 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和 30 名突变型 IDH1 的
胶质母细胞瘤患者。采用病理图像分析系统做定量测量每张切片随机取 5 个视野分别测定 Ki67 增
值指数，使用 DCE-MRI 和 DSC-MRI 数据测量肿瘤的 Ktrans 值、Ve 值、rCBF 值、rCBV 值。我
们采用 t 检验的方法比较了 IDH1 野生组和 IDH1 突变组胶质母细胞瘤的灌注数据 Ki67 增值指数与
Ktrans、Ve 值、rCBV 与 rCBF 值肿瘤分型的差异性。应用 ROC 曲线，我们可以分析并获得
Ktrans 与 Ve 值，以及 rCBV 与 rCBF 值鉴别野生型和突变型胶质母细胞瘤的最佳阈值，同时可判
断其特异性和敏感性。
结果 野生型 IDH1 患者的 Ki67 增值指数、Ktrans 值、Ve 值、rCBF 值、rCBV 值显著高于那些突
变型 IDH1 患者(P<.05)，其中 Ki67 的增值指数随肿瘤恶性度增加而增大。
结论 灌注核磁影像对于的预测 IDH1 突变状态与 Ki67 增值指数是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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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4

颞叶胶质瘤患者的脑结构与功能代偿机制
及其在外科术中认知保护的指导价值
陈玖 1,2,胡新华 1,2,刘永 1,2,胡官杰 1,刘东明 1,刘宏毅 1,2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脑功能影像研究所

目的 探讨颞叶胶质瘤伴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大脑结构与功能代偿机制及其在外科手术中认知功能
保护的指导价值。
方法 对术前和术后 6 例颞叶脑胶质瘤伴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和 8 名健康对照的进行临床评估、多维
度认知功能评估、弥散张量成像（DTI）和静息态功能核磁共振（fMRI）扫描。基于自动解剖标记
（AAL）脑图谱模板均分别计算其结构网络和功能网络，进一步分析其结构和功能全脑属性拓扑学
特征（如集聚系数、局部效率、全局效率、特征路径长、节点度和小世界属性），探讨胶质瘤患者
结构和功能代偿脑区。接着进一步基于结构和功能代偿脑区进行确定性纤维追踪分析，探讨其与脑
胶质瘤的关系，从而确定其手术中认知功能的保护价值。
结果 （1）脑胶质患者多维度认知功能异常（见图 1）。（2）基于 AAL 模板的结构网络和功能网
络分析发现两个代偿脑区：内侧前额叶皮质和前扣带回脑区（见图 2）。（3）结构和功能全脑属
性拓扑学特征比较显示术前脑胶质瘤患者与健康对照没有显著差异（见图 3）。（4）结构和功能
代偿脑区与肿瘤存在实质的纤维连接（见图 4）。（5）与术前相比，术后胶质瘤患者的全局效率
和局部效率降低、小世界属性显著升高（见图 5）。
图 1 脑胶质瘤患者与健康对照的认知功能比较
见附件
图 2 术前脑胶质瘤患者与健康对照的结构网络和功能网络比较
见附件
图 3 术前脑胶质瘤患者与健康对照的全脑属性拓扑学特征比较
见附件
图 4 结构和功能代偿脑区与肿瘤的关系
见附件
图 5 术前与术后胶质瘤患者的全局效率、局部效率、小世界属性比较
见附件
结论 证实了脑胶质瘤伴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存在代偿机制。提示临床手术中应基于代偿机制对认知
功能进行保护，避免进一步损害患者认知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PU-275

双靶向核磁-光声-近红外荧光纳米探针
在脑胶质瘤诊疗过程中的应用研究
黄琦 1,王苟思义 1,王坤 2,田捷 2,李学军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分子影像重点实验室

目的 手术是脑胶质瘤治疗的首选和基石，手术切除的程度与患者的生存和预后息息相关。当前，
由于成像模态单一、靶向造影剂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不足，术前准确勾勒肿瘤边界和术中识别癌灶残
留仍然是一个极具挑战的难题。本实验的目的在于探究 EGF/SEC61G 双靶向纳米探针的核磁-光声
-近红外荧光成像效果及其脑胶质瘤诊疗过程当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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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合成一种能够特异靶向结合表达有 EGFR 和 SEC61G 的肿瘤细胞且具备核磁-光声-近红
外荧光造影效果的多功能纳米探针（EGF/SEC61G 双靶向纳米探针），于体外通过流式细胞仪和
激光共聚焦等验证其对 U87 肿瘤细胞的靶向结合能力，以及在体 U87 移植肿瘤模型的不同模态的
成像效果。
结果 应用 cBioportal 对 TCGA 中 GBM 测序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发现：EGFR 和 SEC61G 在胶质瘤
病人上存在共同表达的趋势；而且 SEC61G 同样可作为 GBM 患者的一个独立预后因子。经验证，
和未/单偶联蛋白组比较，以此为靶标构建的双靶向纳米探针在体外的靶向结合能力和在体的多模
态成像效果均显著提升。在体外，激光共聚焦和流式细胞术结果表明双靶向纳米探针与 U87 肿瘤
细胞的结合比例高达 63.8%，而 EGF 和 SEC61G 单靶向组分别为 37.5%和 48.2%；而在体内，
与非靶向组相比较，双靶向组的近红外荧光成像在 24h 信背比达到最大 1.90，核磁 T2 增强造影效
果提升 34.3%，光声信号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强。
结论 EGF/SEC61G 双靶向纳米探针多模态成像能够为脑胶质瘤患者提供更加全面和准确的信息，
在辅助脑胶质瘤的术前诊断、手术规划以及术中引导切除过程中具有临床应用前景。

PU-276

胶质瘤神经介入治疗的质量控制
沙龙金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通过对 210 例复发交胶质瘤介入靶向治疗及介入化疗患者分析，了解治疗效果。
方法 通过介入靶向及介入化疗质量控制，优化手术效果，使灌注药物合理进入靶血管，减少并发
症，达到最佳疗效。造影质量的控制：除了股动脉穿刺、常规血管造影质量控制。
术前查看磁共振资料了解肿瘤部位大小及供血血管情况，了解有无侧脑室、四脑室及脊髓、小脑播
散，制定灌注计划，包括应用药物名称及剂量分配，灌注靶血管名称。多根血管供血需制定剂量分
配比例。压迫对侧颈内动脉，及患侧眼球以延长循环时间，增加眼动脉压力，减少视力损伤。对于
反复治疗者，熟悉血管造影情况，熟悉手术记录，血管特点。对于主动脉弓变异，进管困难者，牢
记导管进入困难原因及解剖变异并在病历中记载。术前行颈内动脉、椎动脉彩超检查，提前了解血
管斑块情况及动脉尤其是椎动脉开口情况。
结果 手术参与者需详细了解手术程序，术者重复手术过程，与第一助手、台下巡回护士核对，减
少遗忘手术过程，比较容易遗忘的程序包括半肝素化，甘露醇的应用，地塞米松的应用，压迫颈内
动脉，压迫眼球，药物剂量应用错误。微导管的应用：避免眼动脉损伤、注入药物
避免微导管移位，微导管移位多见于注入药物时，下肢异动，注意避免导致微导管移位，固定好病
人下肢，避免下肢移位导致微导管移位，及时发现微导管移位，微导管注入药物浓度不宜过高。如
病人出现跨越眼动脉注入药物眼球疼痛，给予示踪了解微导管位置，如有移位，给予校正。病人术
前出现癫痫、意识障碍等病情变化时，及时复查颅脑 CT，避免术中被动。
麻醉的选择：对于不能配合的患者，请麻醉科会诊，选择合适的麻醉。退出导管前，造影了解有无
血管痉挛。
结论 210 治疗患者治疗效果佳。结论：通过细化介入靶向治疗及介入化疗程序，保证良好治疗效
果，手术并发症控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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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7

多模态导航联合术中磁共振技术辅助手术
治疗脑深部胶质瘤的疗效分析
计颖,贺虎,程传东,夏养华,朱浩,牛朝诗,傅先明
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分析多模态导航联合术中磁共振技术在脑深部胶质瘤辅助手术中的疗效。
方法 选择经多模态导航联合术中磁共振技术辅助手术治疗的 21 例脑深部胶质瘤患者，对其全切
率、切除程度及术后神经功能进行评估。
结 果 21 例 患 者 运 用 多 模 态 导 航 联 合 术 中 磁 共 振 技 术 辅 助 手 术 治 疗 ， 初 次 全 切 率 23.81%
（5/21），初次切除程度（73.28%±27.57%）。最终全切率 71.43%（15/21），最终切除程度
（92.37%±16.37%）。95.24%（20/21）的患者无明显神经功能损害加重，1 例患者因瘤腔出血病
情较术前加重且出现永久神经功能损害。
结论 多模态导航联合术中磁共振技术辅助手术治疗能显著提高脑深部胶质瘤的切除程度，并改善
患者预后。

PU-278

高频单极电刺激在运动区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吴赞艺,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高频阳极单极刺激在大脑运动皮质或附近的肿瘤手术中的安全性及可行性。
方法 19 例患者在手术期间接受高频阳极单极刺激，行运动诱发电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
MEP）监测。麻醉诱导后没有肌肉松弛剂。在整个手术过程中通过重复高频高频单极刺激（频率
250～500 Hz；训练 4～9 脉冲；脉冲持续时间 0.2～0.7 毫秒）定位运动皮层及皮质下运动传导通
路。MEP 持续监测以评估其潜伏期、变化持续时间和振幅。
结果 高频单极电刺激触发时间锁定的运动诱发电位波形，其具有确定的潜伏期和容易量化的波
幅。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用电极刺激阈值来评估电流- 距离关系。可为外科医生提供了到皮质脊
髓束的剩余距离的估计，使得外科医生能够在接近皮质脊髓束时调整切除速度。该刺激技术与术中
癫痫发作的发生率较低有关，允许持续刺激。
结论 单极映射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连续动态描记策略的一部分，单极探针能够可靠地提供关于运动
功能的连续反馈。

PU-279

Saracatinib 对 EGFRvIII 阳性胶质瘤干细胞的抑制作用
李学涛 1,周幽心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EGFRvIII 是胶质母细胞瘤中最常见的突变，具有促进胶质母细胞瘤进展的多种活性。本研究
旨在通过体内外实验揭示 SRC 家族激酶抑制剂 Saracatinib 对 EGFRvIII 阳性胶质瘤干细胞的抑制
作用。
方法 体外构建过表达 EGFRvIII 的慢病毒载体，然后将其转染入人脑胶质瘤干细胞（原代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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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过 Western-blot 和免疫荧光法检测 EGFRvIII 在胶质瘤干细胞中的表达，建立稳定表达
EGFRvIII 的胶质瘤干细胞；
Transwell 试验检测 EGFRvIII 阳性的胶质瘤干细胞的侵袭能力，同时采用 western-blot 检测侵袭相
关蛋白的表达；
二次成球实验及免疫荧光法分析 EGFRvIII 通过活化 SRC 家族激酶促进胶质瘤干细胞的干性特征；
我们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与 EGFRvIII 密切相关的基因表达，发现在胶质母细胞瘤中 EGFR 的
突变与 SRC 的活化（磷酸化）密切相关，进一步采用 western-blot 方法及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聚
合酶链式反应（qRT-PCR）检测检测 SRC-NOTCH1 相关信号通路的分子表达情况，如 src，psrc，NOTCH1，NICD，SOX2 等；同时在体内外使用 SRC 抑制剂 Saracatinib 杀伤 EGFRVIII 阳
性的胶质瘤干细胞并分析效果。
结果 在本研究中我们成功建立了表达 EGFRvIII 阳性的胶质瘤干细胞，通过 transwell 试验发现
EGFRvIII 可以明显促进胶质瘤干细胞的侵袭能力，同时二次成球试验结果显示 EGFRvIII 阳性的胶
质瘤干细胞具有更强的自我更新能力。免疫荧光法检测干性标记物的结果显示 EGFRvIII 可以调控
干细胞标志物（OCT4，Nanog）的表达，从而促进胶质瘤干细胞的生长；进一步的分子机制研究
揭示 EGFRvIII 可以通过活化 SRC，从而调控 NOTCH1 信号通路促进胶质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
体外实验中 Saracatinib 可以有效抑制 EGFRvIII 阳性胶质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体内试验中
Saracatinib 可以明显延长荷瘤鼠的生存期。
结论 EGFRvIII 可能通过活化 SRC 信号通路来影响胶质瘤干细胞的侵袭能力以及自我更新和分
化，本研究为使用 Saracatinib 治疗 EGFRvIII 阳性 GBM 提供新的科学依据。

PU-280

H3F3A 基因 K27 突变对成人丘脑胶质瘤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郝淑煜 1,2,冯洁 2,万虹 2,季楠 1,高之宪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成人丘脑胶质瘤与遗传基因异常的相关性研究报道甚少。本研究将观察成人丘脑胶质瘤
H3F3A 和 IDH1 基因突变情况，并进一步观察 H3F3A 基因 K27 突变对成人丘脑胶质瘤患者临床预
后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 例成人丘脑胶质瘤；通过基因测序检测 H3F3A 基因和 IDH1 基因突变情况；通过基
因表达芯片检测携带 H3F3A 基因 K27 突变的成人丘脑胶质瘤之间的基因表达差异；通过统计学方
法观察 H3F3A 基因 K27 突变对患者生存期的影响。
结果 在成人丘脑胶质瘤中 H3F3A 基因突变的频率是 40%，且在成人丘脑胶质瘤中未发现 IDH1 基
因突变。在携带 H3F3A 基因 K27 突变的成人丘脑胶质瘤存在 86 个差异基因，其中在成人丘脑胶
质瘤中 56 个基因上调，30 个基因下调。在成人丘脑胶质瘤中未发现 H3F3A 基因 K27 突变对患者
预后的影响。
结论
尽管在成人丘脑胶质瘤中 H3F3A 基因 K27 突变频率较高，未发现携带 H3F3A 基因 K27 突变的患
者预后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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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1

The prognostic role of preoperative 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 and albumin/globulin ratio 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high-grade glioma
Ruofei Liang1,Junhong Li2,Xiaoping Tang1,Yanhui Liu2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2.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Preoperative 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 (SII) and the albumin/globulin ratio
(AGR) have been used as prognostic markers in many malignancie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reoperative SII and AGR in high-grade glioma (HGG)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69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HGG were enrolled in the current study.
Overall survival (OS) of these patients was estimated by Kaplan-Meier analyses.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S
and prognostic variables in patients with HGG.
Results
The cut-off values for SII and AGR were 324.38 ×109/L and 1.35, respectively. An invers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SII and AGR. The Kaplan-Meier survival analyses
demonstrated that high SII and low AGR were associated with poor OS of patients with HGG
(P=0.001 and P=0.009, respectively). Multivariate analyses revealed that both SII (HR 1.527,
95% CI: 1.002-2.327; P=0.049) and AGR (HR 0.527, 95% CI: 0.313-0.888; P=0.016) were
independent predictive indicators of OS of HGG patient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high SII and low AGR values may serve
as promising prognostic markers to identify HGG patients with poor prognosis.

PU-282

REST gene signature predicts patient survival and
therapeutic response for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Jianfeng Liang
Peki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Hospital

Objective Proper regulation of neuronal gene expression is crucial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e transcriptional repressor REST (repressor
element-1 silenc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is a key regulator in differentiation of pluripotent stem
cells to neuronal progenitors and mature neurons. Dysregulated REST activity has been
implicated in various diseases. However, its function in glioblastoma is rarely studied.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REST roles in glioblastoma.
Methods We collected data from GDSC, COSMIC, GEO and TCGA datasets. ANOVA was used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EST and GBM molecular subtypes and Tukey’s hone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HSD) test was used for subsequent post-hoc analysis. Log-rank test was
used to test if REST score was associated with overall survival. Cox regression was used to
estimate hazard ratio (HR) for both binary and continuous covariates.
Results Although originally aimed to capture REST activity, REST score was found to be a
prognostic factor for overall survival. Further, cell lines with enhanced REST activity was found to
be more sensitive to IGF1R, VEGFR and ABL inhibitors. In contrast, cell lines with low REST
score were more sensitive to cytotoxic drugs including Mitomycin, Camptothecin and Cisplatin.
Together, our work suggests that therapeutic targeting of REST provides a promising opportunity
for GBM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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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direct therapeutic relevance of REST targeting in
glioblastoma. Prognostically, enhanced REST activity was correlated with reduced overall
survival in both our primary dataset and two independent validation sets. Therapeutically, we
identified several drugs being more sensitive to REST enhanced preclinical cell line models
including Linsitinib, Pazopanib, and Ponatinib. For cell lines with low REST activity, cytotoxic
drugs including Mitomycin, Camptothecin and Cisplatin appeared to be more effective. The
differential sensitivity based on REST activity suggests REST is a promising biomarker to stratify
GBM patients into different risk groups for individualized cancer treatments.

PU-283

胶质瘤的“根治性”手术实践
郑志明,王国栋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胶质瘤是成人最常见的原发颅内恶性肿瘤，易复发、致残率高。经标准方案治疗的患者复发
后，目前没有可以延长患者总生存期的有效的治疗方案。过去 20 年，神经影像学及神经显微技术
快速发展，但胶质瘤死亡率仍居高不下。然而，其他系统恶性肿瘤，如肺癌、乳腺癌和结直肠癌，
历经多次手术理念的变革，死亡率大幅下降，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审视胶质瘤手术的原则和
策略，提出胶质瘤根治性手术理念。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生对根治
性手术的定义也有所不同。我们回顾性分析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外科非功能区胶质瘤病例的临床特点
及术后随访，对额叶、颞叶、枕叶、小脑、脑室内胶质瘤（占所有胶质瘤患者的 54.6%）可以采取
根治性手术，既最大限度的切除了病灶，又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脑功能。胶质瘤根治术的实施取决于
术者对解剖的精确掌握、术者手术操作的娴熟程度、术者对患者的长期随访及跟踪治疗。

PU-284

Enhanced Expression of the Kin17 Protein in Human
Glioma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Poor Prognosis
xiujie Wu,Chuanchao Yang,Yanhao Cheng,Jian Zhang,Xueyuan Heng
Linyi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Kin17 in glioma.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Kin17 expression in tumor tissues and cell lines, as well as its
association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y western blot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Meanwhile, we further confirm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in17 expression and patient survival
by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Kin1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umor tissues than that in normal
brain tissue(P<0.05). Meanwhile, Kin17 expression was up-regulated in glioma
cell lines(U251, SF295, CRT, A172, TJ905) compared to normal astrocyte cell HA1800. The
similar results were certifi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Besides,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over-expression of Kin17 in
glioma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WHO
grade(P=0.009), Ki-67 expression(P=0.005) and poorer disease-specific survival of glioma
patients(P=0.001), irrespective of gender, age, tumor size,tumor location, and karnofsky
performance score. The multivariate Cox’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Kin17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marker for disease specific survival in glioma(P=0.015;
95％CI=0.178-0.830).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Kin17 was a novel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glioma, in addition to being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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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5

靶向 BET 蛋白抑制胶质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和致瘤性
陶震楠,周幽心,李学涛,王浩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胶质瘤干细胞是恶性胶质瘤复发及难治的重要原因。因此，寻找有效的抑制胶质瘤干细胞干
性特征的靶向治疗方式，是目前研究的热点。本课题研究的 BET 家族蛋白在肿瘤重要的信号分子
转录过程中起重要调节作用。有研究发现，BET 家族蛋白 BRD4 能够通过调节 Notch1 通路配体
Jagged1 的转录激活，影响 Notch1 通路活化，继而影响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迁移。本课题的研究目
的在于，在胶质瘤干细胞中，靶向 BET 家族蛋白能否通过抑制 Notch1 通路活化来影响胶质瘤干细
胞的干性特征，如果假设成立，并研究 Notch1 通路变化的分子机制。
方法 1.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 BET 家族蛋白 BRD2，BRD3，BRD4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情况，并评估
不同级别分组中 BRD2，BRD3，BRD4 和患者预后的关系；
2.通过 WB，IF，PCR 检测靶向 BET 家族蛋白后，Notch1 通路相关蛋白 Jagged1，Notch1，
NICD，Hes1 等表达；
3.通过 Chip-PCR 技术检测 BET 家族蛋白 BRD2，BRD3，BRD4 对 Jagged1，Notch1 启动子转录
活性的影响；
4.通过成球实验，增殖实验，极限稀释实验检测靶向 BET 家族蛋白后，胶质瘤干细胞干性特征的
变化；
5.通过 WB，IF，PCR 检测干性标记物 CD133，Nestin，Sox2 的表达；
6.建立裸鼠原位种植瘤模型，通过小动物活体成像，生存曲线分析，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等方法，研
究靶向 BET 家族蛋白对胶质瘤干细胞致瘤性的影响。
结果 1.BET 家族蛋白 BRD2，BRD3，BRD4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较其他肿瘤高，且表达高低和患者
预后具有相关性；
2.靶向 BET 家族蛋白后，Notch1 通路相关蛋白 Jagged1，Notch1，NICD，Hes1 等表达明显被抑
制；
3.Chip-PCR 结果提示靶向 BET 家族蛋白 BRD4，抑制了 Jagged1，Notch1 启动子转录活性；
4.成球实验，增殖实验，极限稀释实验结果提示靶向 BET 家族蛋白后，胶质瘤干细胞干性特征被
抑制；
5.靶向 BET 家族蛋白后，干性标记物 CD133，Nestin，Sox2 的表达被抑制；
6.靶向 BET 家族蛋白后，胶质瘤干细胞致瘤性被抑制。
结论 靶向 BET 家族蛋白通过抑制 Jagged1，Notch1 启动子转录活性，抑制 Notch1 通路活化；并
抑制了胶质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和致瘤性。这为恶性胶质瘤的临床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PU-286

MRS-supported Stereotactic Biopsy in the Diagnosis
of Glioma:Comparison of Biopsy and Surgical
Resection Specimen
peng wang,Jianning Zhang
Chinese PLA Genenal Hospital Sixth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OBJECTIVE: Histopathological diagnosis is very important both in treatment decision
and evaluation of prognosis. Stereotactic biopsy is a frequently performed histopathological
diagnostic procedure. While tumor heterogeneity, which may result in inaccurate diagnosis during
the procedure, have led to a desire to use adv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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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biopsy. The purpose of our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brain glioma
biopsy with and without use of 1H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1H-MRS) for target
selection.
Methods METHODS: Thirty-four patients suspeceted with cerebral gliomas underwent biopsy
only assisted by conventional MRI, and 19 patients underwent 1H-MRS supported stereotactic
biopsy. All patients underwent subsequent open craniotomy within 30 days.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biopsy was evaluated by tumor resection. Comparison of diagnostic accuracy of
biopsy with and without use of 1H-MRS for target selection was performed.
Results RESULTS: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in 1H-MRS support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MRIguided group (94.7% and 67.6%, 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38).
Conclusions CONCLUSIONS: In the stereotactic biopsy, 1H-MRS can provide a means of
selecting target and increas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PU-287

Up-regulated Expression of FOXC1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in Human Glioma an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Chuanchao Yang,Yanhao Cheng,Yayun Zhao,Jian Zhang
Linyi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Forkhead box C1(FOXC1), a member of forkhead box transcription factors family, is
an important transcriptional regulator for the progression of multiple solid tumors.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FOXC1 in glioma.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FOXC1 expression in tumor tissues and cell lines, as well as its
association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of glioma patients. Meanwhile,
we
aim
to
seek
interaction
genes
with
FOXC1 and
the potential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s through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FOXC1 was evidently elevated in glioma
tissues and human glioma cell lines，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WHO grade, P53 status and
Ki-67 expression. The multivariate Cox’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FOXC1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marker for disease specific survival in glioma. Further
GO/KEGG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FOXC1 might promote the progression of
glioma via TGF-β signaling pathway.
Conclusions High FOXC1 protein expression was an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 for poor
prognosis in glioma patients.

PU-288

Perfusion MRI to differentiate post treatment radiation
effect from recurrent high-grade glioma with
histopathologic evidence
Peng Wang,Jianning Zhang
Chinese PLA Genenal Hospital Sixth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BACKGROUND AND PURPOSE: Diagnosis and determination of post treatment
radiation effect (PTRE) and glioma recurrence are very important both in treatment decision and
evaluation of prognosis. While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may result in
inaccurate diagnosis due to the two entities sharing a similar appearance with conven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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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g. The purpose of our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dy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 (DSC-MRI) perfusion MRI in distinguishing PTRE from glioma recurrence.
Methods MATERIALS AND METHODS: Sixty-three patients (39 male and 24 female; 22–75
years old; mean age, 59.4±12.6 years) suspected of PTRE or glioma recurrence underwent DSCMRI and stereotactic biopsy. The tissue specimens were taken randomly from the enhancing MR
imaging lesions, and the relative cerebral blood volume (rCBV) values of specimen locations
were calculated. The tissue specimens were determined as glioma recurrence or PTRE with
histopathologic evidence. A receiver operating curve (ROC) analysis of the rCBV values and
his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mens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threshold of
the rCBV to separate tumor recurrence from PTRE.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and accuracy of
the rCBV for identifying PTRE from tumor reucrrence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RESULTS: One hundred thirty four stereotactic biopsy samples was collected from the
63 subjects. The rCBV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umor recurrence than that of PTRE (P
= 0.000). ROC analysis demonstrated a threshold of 0.865 for rCBV value to provid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91.0% (91/100) and 97.1%(33/34) in distinction PTRE and tumor recurrence,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CONCLUSIONS: The rCBV value of tumor recurrence was significantly high than
PTRE. Perfusion MRI is helpful in distinguishing PTRE from recurrent glioma.

PU-289

土贝母苷甲-1 抑制胶质细胞瘤细胞增殖及迁移的分子机制研究
曹蒋军 1,2,3,崔红娟 1,2,3
1.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重庆市蚕丝生物材料与再生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西南大学肿瘤生物学与转化工程研究中心

目的 探究土贝母苷甲 1 对胶质瘤增殖迁移的影响
方法 1.通过对 LN229 和 U87 生长曲线的测定，探究土贝母苷甲 1 对细胞增殖的影响。2.利用流式
细胞仪分析药物对细胞周期的影响。3.通过划痕实验以及 Transwell 实验，检测土贝母苷甲 1 对胶
质瘤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4.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加药组，增殖迁移关键蛋白的变化。5.利
用 IP 实验，检测胶质瘤细胞中关键癌基因 MET 的泛素化水平。6.利用 Soft Agar 实验以及皮下成
瘤实验检测土贝母苷甲 1 对小鼠体内成瘤能力的影响。7.通过免疫组化实验检测小鼠肿瘤组织中蛋
白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 土贝母苷甲 1 能够显著抑制神经胶质瘤细胞的增殖能力，并且与浓度梯度呈正相关；土贝母
苷甲 1 能将神经胶质瘤细胞抑制在 G2/M 期；土贝母苷甲 1 能够显著抑制神经胶质瘤的迁移侵袭能
力；土贝母苷甲 1 能通过泛素化降解 MET 从而抑制 AKT，MEK/ERK 通路的活性。土贝母苷甲 1
能够抑制小鼠体内肿瘤的生长并且抑制小鼠肿瘤组织中 MET 和 Ki-67 的表达。
结论 MET 作为一种重要的癌基因，在多种肿瘤细胞中都出现显著的高表达以及扩增。在神经胶质
瘤中亦是如此。目前已经有许多靶向 MET 基因的药物运用于临床阶段，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本课题发现，由传统中药土贝母块茎中提取的获得量最高的活性成分土贝母苷甲 1 能够通过泛素化
降解 MET 的表达水平从而抑制神经胶质瘤细胞的增殖以及迁移能力，并且能够减弱小鼠皮下肿瘤
的生长能力。无疑为治疗神经胶质瘤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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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0

FKHRL1 通过转录激活 SIRT6 抑制胶质母细胞瘤沃伯格效应
董振 1,2,3,钟晓霞 1,2,3,雷倩 1,崔红娟 1,2,3
1.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重庆市蚕丝生物材料与再生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西南大学肿瘤生物学与转化工程研究中心

目的 细胞代谢与肿瘤病理进展密切相关，本课题旨在探索胶质母细胞瘤（GBM）中沃伯格效应调
控的分子机制，解析 FKHRL1 在 GBM 细胞代谢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通过数据库分析 FKHRL1 与胶质母细胞预后及病理分级的关系，并在临床样本中分析其表达
与沃伯格效应相关基因及其调节因子 SIRT6 之间的关系。然后在胶质瘤细胞系中通过免疫印迹实
验验证干涉或者过表达 FKHRL1 后 SIRT6 的变化情况。通过干涉 FKHRL1 后上调 SIRT6 表达和
过表达 FKHRL1 后下调 SIRT6 表达，检测葡萄糖吸收、葡萄糖消耗、乳酸生成、乳酸脱氢酶活性
等验证 FKHRL1-SIRT6 调控轴对沃伯格效应的调控作用。通过染色质免疫共沉淀和双荧光素酶实
验验证 FKHRL1 对 SIRT6 的转录调控作用。最后，通过 MTT 实验和裸鼠成瘤实验检测 FKHRL1SIRT6 调控轴在肿瘤体内外增殖的效应。
结果 FKHRL1 与胶质母细胞瘤预后和病理分级呈正相关，且与 SIRT6 表达呈正相关，而与 SIRT6
调控的沃伯格效应关键基因表达呈负相关。FKHRL1 上调后 SIRT6 上调，而 FKHRL1 下调后
SIRT6 下调。FKHRL1 下调后细胞中的沃伯格效应增强，而恢复 SIRT6 表达后则挽救了此效应；
与此一致，FKHRL1 上调后细胞中的沃伯格效应降低，通过在 FKHRL1 上调的细胞中下调 SIRT6
的表达则逆转了此效应。进一步验证发现 FKHRL1 能够结合在 SIRT6 的启动子区域，从而促进其
转录。在体内外实验中，SIRT6 过表达同样逆转了 FKHRL1 下调引起的肿瘤细胞的增殖和生长。
结论 FKHRL1 通过转录调控 SIRT6 的表达，抑制了 GBM 细胞中的沃伯格效应，从而抑制肿瘤的
生长。

PU-291

TROP2 通过 JAK2/STAT3 信号通路
调控胶质母细胞瘤的增殖和迁移
侯建兵 1,崔红娟 1,2,3
1.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重庆市蚕丝生物材料与再生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西南大学肿瘤生物学与转化工程研究中心

目的 探索胶质母细胞瘤中 TROP2 对增殖和迁移的调控作用，并探索 TROP2 调节 JAK2/STAT3
信号通路的分子机制。
方法 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mmunohistochemistry, IHC)和临床预后数据库分析 TROP2 的表达与
胶 质 母 细 胞 瘤 病 人 预 后 的 关 系 。 构 建 TROP2 的 干 涉 及 过 表 达 载 体 ， 通 过 细 胞 生 长 曲 线 和
Transwell 实验验证 TROP2 上调或者下调对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增殖和迁移能力的影响。通过
Western blot 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分析 TROP2 上调或者下调后与增殖及迁移相关蛋白的表达情
况。 随后，通过加入 JAK2/STAT3 信号通路抑制剂 WP1066 确定 TROP2 对 JAK2/STAT3 信号通
路的调控作用。最后，通过细胞生长曲线、Transwell 和小鼠体内成瘤实验验证 TROP2-JAK2STAT3 信号通路对胶质母细胞瘤增殖、迁移及成瘤能力的调控作用。
结果 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实验发现 TROP2 在胶质母细胞瘤组织中的表达显著高于癌旁组织。临
床预后数据库分析进一步发现高表达 TROP2 与胶质母细胞瘤病人的预后差密切相关。通过细胞生
长曲线和 Transwell 实验发现 TROP2 显著促进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的增殖、迁移作用。进一步通过

205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Western blot 以及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分析发现发现在 TROP2 下调后，JAK2/STAT3 信号通路发
生明显变化。随后在过表达 TROP2 的肿瘤细胞中加入 JAK2/STAT3 信号通路抑制剂 WP1066 之
后，发现 TROP2 对胶质母细胞瘤增殖和迁移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进一步体内实验也表明
TROP2 可以通过调控 JAK2/STAT3 信号通路影响胶质母细胞瘤的成瘤能力。
结论 TROP2 在胶质母细胞瘤中显著高表达，且可通过 JAK2/STAT3 信号通路调控胶质母细胞瘤的
增殖和迁移。

PU-292

TRIP13 promot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of
glioblastoma through FBXW7-c-MYC axis
张光辉 1,2,3,崔红娟 1,2,3
1.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重庆市蚕丝生物材料与再生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西南大学肿瘤生物学与转化工程研究中心

Objectives Thyroid hormone receptor interactor 13 (TRIP13) is an AAA+-ATPas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itotic checkpoint. It is reported that TRIP13 is highly expressed in lung
cancer and colorectal cancer and promotes tumo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However, the
biological effect of TRIP13 in GBM is unclear.
Methods We constructed a GBM cell model with over-expression and silencing of TRIP13 by
lentivirus-mediated over-expression and RNAi technology in GBM cells.
Results We found that overexpressed TRIP13 promotes the metastasis and proliferation of GBM
cells. Knockdown or overexpression of TRIP13 in GBM cells, the expression of level TRIP13 was
found to be positively connected to the cell proliferation and oncogenesis of tumor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RIP13 plays an oncogene role in GBM. TRIP13FBXW7-c-MYC pathway might act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GBM patients.

PU-293

Cancer/Testis Antigens CEP55: "Smart"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Glioblastoma.
李重阳 1,2,3,崔红娟 1,2,3
1.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重庆市蚕丝生物材料与再生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西南大学肿瘤生物学与转化工程研究中心

Objectives The cancer-testis specific gene centrosomal protein 55 (CEP55) is a testis-specific
gene that is reactivated in many human cancers, but its functions in glioblastoma remain unclear.
Methods Tumorigenicity potential was investigated in orthotopic tumour models, and
immunoprecipitation,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and luciferase assays were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Results Compared with Scramble cells, cells in which CEP55 was knocked down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reduced proliferation, metastasis, colony formation and tumorigenicity abilities,
whereas CEP55 recovery enhanced these abilities.
Conclusions In short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CEP55 promotes glioblastoma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suggesting that CEP55 is a potential target for anti-cancer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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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4

JMJD8 基因对胶质母瘤细胞增殖和迁移的影响
谭梦琴 1,2,3,崔红娟 1,2,3
1.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重庆市蚕丝生物材料与再生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西南大学肿瘤生物学与转化工程研究中心

目的 JMJD8 属于 JMJC 结构域家族，参与调节细胞发育、分化和增殖的许多信号转导途经，研究
发现其通过与丙酮酸激酶 M2 相互作用参与血管生成和细胞代谢，并有研究证明 JMJD8 是 TNF 诱
导的 NF-κB 信号传导的正调控因子。然而，JMJD8 在胶质母瘤细胞中未有相关研究报道，本文旨
在探究 JMJD8 基因对胶质母瘤细胞增殖和迁移的影响。
方法 数据库分析 JMJD8 基因表达量与病人预后的关系。选取 LN-229 和 U-87 MG 两种胶质母瘤细
胞系，运用慢病毒介导的 shRNA 干扰技术，以 shGFP 为对照组，sh JMJD8 为实验组，通过 MTT
实验检测生长曲线情况、BrdU 检测细胞增殖能力、体外及体内成瘤实验检测 JMJD8 对胶质母瘤细
胞成瘤性的影响、细胞划痕和 Transwell 实验检测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
结果 数据库分析显示 JMJD8 基因在胶质母瘤中表达量高于正常脑组织，低表达的病人预后良好生
存率较高，高表达的病人预后差生存率较低，且其表达量与胶质母瘤分级呈正相关。敲低 JMJD8
基因后细胞生长受到抑制，BrdU 阳性细胞显著减少，体外细胞克隆能力和体内成瘤能力均显著降
低，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明显下降。
结论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敲低 JMJD8 基因后能显著抑制胶质母瘤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能力。JMJD8
基因有望成为胶质母瘤靶向治疗的新型靶点。

PU-295

贝母乙素对胶质瘤细胞迁移侵袭能力影响研究
赵博贤 1,2,赵世光 1,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中俄医学研究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

目的 探讨贝母乙素对人胶质瘤细胞 U251 的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
方法 体外培养 U251 细胞,加入佛波脂诱导,明胶酶谱法和 Transwell 小室分别观察不同浓度贝母乙
素对其 MMP 表达水平及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贝母乙素显著降低 U251 细胞的 MMP-2、MMP-3、MMP-9 酶活性及迁移、侵
袭能力,且呈一定量效关系。
结论 通过抑制 MMP 酶活性,贝母乙素可有效抑制人胶质瘤细胞 U251 的迁移侵袭。

PU-296

大脑主要白质联络、投射纤维束
及核心区的形态解剖、影像学重建以及争论
周培志,Juan C.Fernandez-Miranda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大脑白质的联络纤维束在脑内交错排列，在脑内肿瘤手术及功能神经外科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脑内手术中保护白质纤维束在很大程度上比保护脑皮层难度更大且更有意义。国内开展大脑白

207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质纤维解剖极少，本项目利用高质量的脑组织进行精细分层次解剖，以高质量及更直观的解剖图片
进行展示，解决目前书面文字及影像学重建难以理解和记忆的难题，以期对神经外科医生更好理解
白质纤维束的三维解剖关系。
方法 利用特殊方法处理新鲜人脑，显微镜下分层次解剖大脑主要联络白质纤维束的全程，主要解
剖的纤维束包括：上纵束 II、上纵束 III，下纵束、中纵束、勾束、弓状束、锥体束、丘脑辐射及视
辐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示大脑核心区的主要核团和投射纤维的相互关系，并对某些争议性问
题进行初步阐述。
结果 通过对大脑标本的实地解剖，更加直观显示了大脑主要白质联络纤维、投射纤维及大脑核心
区，分层次、立体展示可更助于神经外科医生对大脑纤维束联系的认识，助于提高脑手术质量。
结论 大脑纤维束联系的立体定位较为复杂，脑内手术需要同时保护大脑灰质和白质纤维束方能达
到保护功能的目的。通过实地解剖展示可提高神经外科医生对白质纤维束的相互位置关系的认识深
度，助于真正提高脑内手术的手术入路设计和功能保护。

PU-297

荧光素钠引导下复发胶质瘤显微手术临床应用研究
苗增利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荧光素钠引导下显微切除复发胶质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我科手术治疗的复发性胶质瘤 46 例患者的临床资
料，其中 21 例患者术中在荧光素钠引导下确定肿瘤边界显微切除肿瘤，25 例患者常规显微切除肿
瘤，所有患者术后行 MRI 增强扫描明确肿瘤的切除范围。
结果 在荧光显微镜下复发的胶质瘤呈现黄荧光，术后病理结果提示黄色荧光区含有大量的胶质瘤
细胞，术后 MRI 增强扫描检查结果显示肿瘤切除比较彻底，肿瘤确切率为 91.7%，传统手术组肿
瘤全切率为 65.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荧光素钠引导下显微切除复发胶质瘤可以很好的判断肿瘤的范围，提高肿瘤切率，保护正常
脑组织。

PU-298

贝母素乙对胶质瘤瘤周脑水肿的影响
赵博贤 1,2,赵世光 1,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中俄医学研究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

目的 瘤周脑水肿是胶质瘤在神经系统中细胞损害的最早征兆，而这种脑水肿引起的继发性神经元
损伤常常十分危险。随着细胞内、外容积的变化，脑水肿必然影响局部或全脑的血液循环和代谢，
甚至产生致命的脑组织挤压。本文旨在研究贝母素乙在大鼠胶质瘤模型中脑组织水蛋白表达及脑水
肿形成中的影响。
方法 制备大鼠颅内 C6 胶质瘤模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贝母乙素治疗组，分别于造模成功后尾静脉
注射生理盐水和贝母乙素 2.5mg/kg/只/天。治疗一周对大鼠进行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采用干湿比重
法测定瘤周脑组织含水量、Western blot 检测肿瘤周边区脑组织水蛋白及相关通路表达。
结果 贝母素乙组与对照组相比，瘤周脑组织含水量低，周边脑组织中 MAPK 通路被抑制，各种水
蛋白表达下降。
结论 贝母素乙可以通过抑制 MAPK 通路降低水蛋白表达改善瘤周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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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9

RND3 在胶质母细胞瘤凋亡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刘宝辉,陈谦学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 RND3 在人脑胶质母细胞瘤中的作用及具体分子机制
方法 本实验使用人脑胶质瘤标本、胶质瘤细胞系 U251,U87 及裸鼠脑原位种植肿瘤模型作为研究
对象，使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免疫印迹、免疫共沉淀、泛素化、荧光定量 PCR，荧光双染等方
法检测 RND3 在人脑 GBM 标本、GBM 细胞及 GBM 原位种植肿瘤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结果 在人脑胶质母细胞瘤标本中，免疫印迹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 RND3 蛋白表达水平与
裂解的半胱天冬酶 3 的表达呈正相关。TUNEL 染色结果显示，RND3 表达与 TUNEL 阳性细胞呈
正相关。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高表达 RND3，细胞凋亡率增高，敲低 RND3，细胞凋亡率降低，
免疫印迹结果显示，高表达 RND3，cleaved-caspase3 表达量升高，Bcl-2 表达量降低，BAX 表达
量升高；在脑内原位种植肿瘤中，TUNEL 染色结果显示，过表达 RND3， TUNEL 阳性细胞数量
增加， BAX 表达量升高，BCL-2 表达量降低；在机制研究上，免疫印迹及荧光定量 PCR 结果显
示，高表达 RND3，IL-8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量降低，P65 蛋白表达量降低。mRNA 无明显改
变，敲低 RND3，IL-8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量升高，P65 蛋白表达量升高。mRNA 无明显改变，
共聚焦显微镜结果显示，RND3 与 P65 在 U251 细胞内表达位置相同，免疫共沉淀结果显示，
RND3 与 P65 相互结合，泛素化结果显示，高表达 RND3，p65 泛素化增加，敲低 RND3，p65 泛
素化降低，逆转实验结果显示，使用泛素化酶抑制剂后，RND3 对 p65 及细胞凋亡的作用消失。
结论 RND3 通过与 P65 直接结合，促进其泛素化，降低 P65 蛋白表达量，进而抑制 NF-kb 信号通
路，最终促进 GBM 细胞凋亡

PU-300

转录因子 CUX-1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冯帆,吴秀杰,程彦昊,衡雪源,张健
临沂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转录因子 CUX-1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情况及其对临床病理参数和患者预后的意义，同时探
讨 CUX-1 在胶质瘤中可能参与的生物学过程。
方法 运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在 TCGA 数据库中对 CUX-1 在胶质瘤和正常脑组织中的表达特征进行回
顾性分析。运用蛋白印迹实验检测 CUX-1 在不同级别脑胶质瘤组织及细胞系中的表达情况。之
后，对 46 例胶质瘤组织样本进行免疫组化染色，进一步验证 CUX-1 在不同级别胶质瘤组织中的表
达情况，t 检验分析其与多种临床病理指标间的相关性。用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和 Cox 回归分析
评价 CUX-1 对胶质瘤患者预后的作用。通过 GO/KEGG 富集分析获得 CUX-1 相关基因的功能和可
能参与的信号通路。
结果 基因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 CUX-1 在胶质瘤中表达显著上调，且 CUX-1 高表达明显缩短患者
生存期。蛋白印迹实验证明 CUX-1 的表达量随病理级别而逐渐升高，同时 5 株胶质瘤细胞系中
CUX-1 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胶质细胞系。免疫组化染色结果也证明 CUX-1 随肿瘤 WHO 分级的升
高而显著上调（P<0.05），且 CUX-1 与胶质瘤 WHO 分级及增殖指标 Ki67、P53mut 显著相关
（P<0.05）。Kaplan-Meir 分析示 CUX-1 低表达患者生存期显著长于高表达者（P<0.01），多因
素 Cox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 WHO 分级和 CUX-1 的表达量是影响胶质瘤患者生存期的独立因
素（P<0.05），可用于预后判断。GO/KEGG 富集分析示转录因子 CUX-1 可能通过调控 JAKSTAT、RAP1 和趋化因子信号通路参与胶质瘤细胞的细胞周期调控，增殖，炎性应答和化疗耐药
等生物学过程。

209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结论 CUX-1 在胶质瘤中显著上调，且与肿瘤增殖密切相关，同时 CUX-1 高表达提示患者预后较
差。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也为下一步探究 CUX-1 在胶质瘤进展中的分子机制做了前期准备并指明
了研究方向。综上，CUX-1 有望作为胶质瘤预后判断的分子标志物及潜在的治疗靶点。

PU-301

人脑胶质瘤 IDH1 基因突变与临床病理类别的关系
陈曦,王占祥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究不同病理类型和级别的胶质瘤病例中异柠檬酸脱氢酶 1（IDH1）基因突变情况及其临床
意义。
方法 选取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收治并实施手术的胶质瘤
患者 76 例，通过免疫组化检测并鉴定各病理组织样本中 IDH1 基因突变情况，分析不同病理类
型、不同 WHO 级别和不同年龄患者 IDH1 基因突变率。
结果 76 例胶质瘤标本中，共检出 37 例 IDH1 基因突变，总突变率 48.68%。各种病理类型突变率
由高至低分别为：弥漫性星形细胞瘤（71.43%）、间变型少突星形细胞瘤（71.43%）、少突胶质
瘤（66.67%）、少突星形细胞瘤（66.67%）、间变型星形细胞瘤（63.64%）、胶质母细胞瘤
（34.62%）。IDH1 基因突变型的年龄普遍较野生型更小，其中，弥漫性星形细胞瘤、少突星形细
胞瘤、间变型星形细胞瘤、间变型少突星形细胞瘤及胶质母细胞瘤样本中，IDH1 基因突变型患者
平均年龄均低于野生型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IDH1 基因突变在 WHOⅡ、Ⅲ级胶质瘤中的发生率较高，并在胶质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
重要作用。

PU-302

荧光模式下脑胶质瘤显微手术切除体会
谭国伟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用荧光素钠标记的荧光模式下确定脑胶质瘤边界，显微手术切除脑胶质瘤的安全性及可
靠性。
方法 本组共 15 例脑胶质瘤患者，根据术前临床症状、体征及影像学资料，临床诊断为脑胶质瘤，
术中应用 Zeiss Pentero 900 显微镜，结合荧光素钠标记的荧光模式根据术中黄荧光判断肿瘤组织
范围及边界，取不同荧光强度肿瘤组织做病理学检查以确定肿瘤边界的准确性。在荧光模式下行肿
瘤显微手术切除，术后 72 小时内行头部 MRI 平扫+增强复查，判断肿瘤手术切除程度。
结果 脑胶质瘤在注入荧光素钠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被激发出黄荧光，而正常脑组织不发光。病理检
查结果显示强黄荧光区域含有大量胶质瘤细胞及增生的血管内皮细胞，而淡黄色区域仅见少量胶质
瘤细胞。术后 MRI 平扫+增强检查证实本组 15 例胶质瘤患者中 10 例达到肿瘤影像学全切除，5 例
近全切除。
结论 荧光模式下荧光素钠标记胶质瘤组织能够帮助确定肿瘤边界，保护正常脑组织，提高肿瘤全
切除率，降低术后肿瘤复发率，改善患者预后和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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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3

Meg3 induces EMT and invasion of glioma
cells via autophagy
杨志豪,赵兵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Objectives Maternal expression gene 3 (Meg3) encodes non-coding RNA (ncRNA) pla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cancers. However, the role of Meg3 in
glioma cells remains largely unclear.
Methods RT-qPCR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were used for detecting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related genes respectively. Transwell assay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MEG3 on glioma cell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was used to
characterize related protein distribution.
Results In this paper, we foun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Meg3 induced EMT,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glioma cells, while Meg3 overexpression induces autophagy of glioma cells. More
importantly, the inhibition of autophagy impaired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glioma cells. In
addition, Meg3-induced EMT, migration and invasion could be partially reversed by autophagy
inhibitors, Chloroquine (CQ) and Lys05, in glioma cells.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importance of Meg3 in the molecular
etiology of glioma, which can also show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Meg3 in the treatment of
glioma.

PU-304

LncRNA SNHG3 enhances the malignant progress
of glioma through silencing KLF2 and p21
费帆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Objectives we determin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SNHG3 in glioma tissues and cells and
evaluated the effect of SNHG3 expression on the prognosis of glioma patie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Patients’ samples
60 pairs of glioma tissue specimens and the matched adjacent healthy tissues were provided by
Hospital of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nd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All patients’ tissue specimens were promptly frozen in liquid nitrogen and
maintained at –80°C for the isolation of RNA and proteins later.
Results Highly expressed SNHG3 in glioma tissues and cells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Conclusions the mechanistic assays disclosed that SNHG3 facilitated the malignant
progression of glioma through epigenetically repressing KLF2 and p21 via recruiting EZH2 to the
promoter of KLF2 and p21. Generally, it was exposed that SNHG3 might function as an
oncogene in glioma and could be explored as a potential prognostic biomarker and therapeutic
target for gli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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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5

应用 PARP 抑制剂联合替莫唑胺治疗胶质母细胞瘤的研究
刘珈杞,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研究联和应用 PARP 抑制剂与替莫唑胺治疗胶质母细胞瘤，探究 PARP 抑制剂在胶质母细
胞瘤治疗的中的增敏作用机制。
方法 收集临床样本检测 MGMT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水平并建立 PDX 动物模型。对 MGMT 启动子未
甲基化组的实验动物采取替莫唑胺、PARP 抑制剂、替莫唑胺联合 PARP 抑制剂三种治疗方案。取
材对瘤体进行测量、称重并运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肿瘤组织内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运用 RTqPCR 技术检测相关基因转录水平变化，运用免疫组化技术检测肿瘤对瘤旁组织的浸润情况。
结果 MGMT 基因启动子未甲基化的 PDX 小鼠经 PARP 抑制剂联合替莫唑胺治疗后，肿瘤在体内
生长缓慢，对周围组织浸润程度最小；PARP 抑制剂联合替莫唑胺治疗后肿瘤组织内 MGMT 蛋白
表达下降；PARP 抑制剂联合替莫唑胺治疗后肿瘤组织内 MGMT 的 mRNA 水平未出现变化。
结论 PARP 抑制剂联合替莫唑胺治疗能够提高胶质母细胞瘤的化疗敏感性；PARP 抑制剂能够影响
MGMT 蛋白在胶质母细胞瘤内的水平；PARP 抑制剂联合替莫唑胺治疗后能够限制胶质母细胞瘤
对瘤周组织的侵袭。

PU-306

胼胝体胶质瘤的手术治疗
周庆九,库格鲁克·亚力坤,付强,李绍山,刘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胼胝体胶质瘤的临床特点，以及肿瘤的手术切除方法。
方法 收集整理 2013 年至 2018 年期间，于我院住院并手术治疗的 46 例胼胝体胶质瘤患者的临床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37 例原发于胼胝体，9 例是附近的胶质瘤侵犯胼胝体（结合术中所见）；其中胼胝体前部胶
质瘤 34 例、胼胝体中部胶质瘤 10 例、胼胝体后部胶质瘤 2 例，手术全切 32 例，次全切 14 例。
术后癫痫发作 7 例（后得到控制），瘫痪 7 例，1 例因术后脑水肿及大面积脑梗塞死亡，31 例术后
恢复良好。
结论 1，根据 MRI 设计理想的手术入路；2，单侧开颅时，骨瓣要到达中线；双侧开颅时，根据肿
瘤大小，取过中线单骨瓣；3，术中寻找最佳的暴露位置，用术中超声帮助定位，纵裂入路时，用
自动撑开器牵开脑组织（或者不用），皮层开窗时，不需要脑压板（用明胶海绵和棉片阻挡亦
可）；4，用明胶海绵保护大脑表面重要的引流静脉和肿瘤周围重要的神经结构，重点保护大脑前
动脉的胼周动脉（肿瘤巨大时还需保护胼缘动脉），避免动脉开窗，注意动脉主干和分支的保护，
重要血管的保护是手术成功的关键；5，追求肿瘤全切，因为是双侧病变，手术时间长，需要更加
耐心，坚持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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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7

BRCA1 调节胶质瘤 DNA 损伤修复的研究
刘珈杞,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究 BRCA1 调节胶质瘤 DNA 损伤修复及放疗增敏的机制；阐明 BRCA1 在胶质瘤内调节
DNA 损伤修复的类型。
方法 在胶质瘤内敲除或过表达 BRCA1 后进行放疗，检测胶质瘤细胞的集落形成能力；应用 HR 报
告系统分别检测敲除或过表达 BRCA1 后胶质瘤细胞的 DNA 损伤修复效率；胶质瘤敲除或过表达
BRCA1 后进行放疗，运用共聚焦技术检测相关蛋白质的核内定位情况；运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
测相关损伤修复蛋白的入核水平。
结果 敲除 BRCA1 联合放疗，胶质瘤集落形成能力下降，DNA 损伤修复能力下降，相关修复蛋白
的核定位减少，入核水平下降；过表达 BRCA1 联合放疗，胶质瘤集落形成能力升高，DNA 损伤修
复能力升高，相关修复蛋白的核定位增高，入核水平上升。
结论 BRCA1 促进胶质瘤内 DNA 损伤修复能力；BRCA1 是胶质瘤内同源损伤修复的关键调节因
子；BRCA1 影响胶质瘤放疗后集落形成能力；BRCA1 促进胶质瘤内 DNA 损伤修复蛋白的核定
位。

PU-308

大脑深部恶性胶质瘤的瘤组织间液化疗
李安民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大脑深部的恶性胶质瘤因手术的医源性损伤过于严重；经颅放疗有效的放射剂量不足以对瘤
细胞形成有效的杀伤；口服或静脉化疗进入瘤区-瘤内的药物浓度极低，不足以对瘤细胞形成致死
性化学杀伤，以上三点主要因素使大脑半球深部及中线结构的恶性胶质瘤的治疗成为世界性的难
题，在全球追求精准治疗的理念下，作者对大脑深部复发性恶性胶质瘤进行瘤组织间液化疗，在实
现对肿瘤的精益治疗，现将 18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小结如下。
方法 自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间，作者对 18 例大脑半球深部复发性恶性胶质瘤进行了瘤组
织间液化疗，患者年龄 36-52 岁，平均年龄 42±1.2 岁，其中男性 10 人，女性 8 人，复发病史病史
平均 5 个月，最短仅 15 天。
治疗方法：在全麻下以 BrainLab 神经导航仪辅助下，精确规划手术路径将 Ommaya 囊或 lianmin-I
型囊植入大脑深部肿瘤中央，其头端尽量靠近中线结构。术后 3 天即可经头皮穿刺置于头皮下的囊
体，将伊立替康 50mg/2.5ml、福莫司汀 105mg/2ml，间隔 1 周，分别以微量泵恒速泵入囊体，转
流至肿瘤的瘤体中心，实现将化疗药直接泵入肿瘤的瘤体核心，在瘤组织间液代谢过程中完成对瘤
细胞直接的杀灭作用。在治疗中患者反应轻微，应用伊立替康的患者 50%出现呕吐、胃纳差等反
应，经预先和治疗后的处理，患者可迅速缓解。福莫司汀没有出现消化道症状发生。
结果 本组患者瘤组织间液化疗对患者的骨髓移植轻微，本组患者无发生骨髓严重抑制，在口服替
莫唑胺造成的骨髓移植基础上均能完成瘤组织间液化疗。术后以 MRI 作为疗效的监控依据，18 例
患者在瘤组织间液化疗联合贝伐珠单抗经脑动脉介入化疗的治疗下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患者的瘤
体明显缩小、肿瘤血供显著匮乏、瘤体的惰性化生长为其突出的标志
结论 大脑半球深部复发性恶性胶质瘤的再治疗一直困扰着全球的神经外科、神经肿瘤医师们，复
发后手术抉择的艰难、术后患者生存质量的衰退、首次传统治疗形成的大脑患侧大脑半球的放射性
损害和化疗药造成的骨髓抑制使得复发后的再治疗几乎束手无策。作者开展的瘤组织间液化疗和前
期完成的 27 例 I-131 瘤组织间液放疗能在患者再复发后在微创治疗的原则下，利用占脑容积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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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的脑组织间液作为药物携带的载体足以担负起将高浓度小体积的化疗药泵入组织间液，在瘤组
织间液代谢过程中直接杀灭瘤细胞。能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是一项有别于精准外科治疗的更有临
床疗效的精益外科治疗。

PU-309

贝伐珠单抗经脑动脉介入治疗胶质瘤的低耐药性研究
李安民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贝伐珠单抗（Bevacizumab，商品名 Avastin）是重组人源化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单
克隆抗体，作为恶性肿瘤的第四种治疗方法-抗肿瘤血管靶向治疗的主要用药，已被 FDI 批准为复
发性胶质瘤治疗的靶向类治疗药物。但 Avastin 在多次临床应用药后由于人源性抗体产生的自体免
疫反应而降低药物疗效的耐药性问题是国内外目前公认的缺点，作者采用经脑动脉介入瘤侧载瘤血
管内给药的方法，统计治疗的 213 例次患者的介入治疗中-长期随访未发现有明显的抗药性，报道
如下：
方法 自 2016 年 8 月-2018 年 12 月共完成经脑动脉介入给药治疗胶质瘤 213 例次，其中首次接受
治疗 32 人，复发后接受治疗 96 人，累计治疗人均 2-4 次。
治疗方法：经股-颈内及/或椎-基底动脉穿刺置管，置管成功后甘露醇 40ml 动脉内推注（开放血脑
屏障）5 分钟后将总剂量 100-200mg Avastin 稀释至 80ml 分别推入载瘤动脉内。介入治疗的围手
术期管理与常规的治疗相同。
结果 128 例患者的 213 例次给药后均在临床症状 3-8 天内迅速缓解，8-10 天复查 MRI96%患者瘤
体明显缩小、惰性化生长明显，原瘤
结论 作者所治疗的 213 例次患者无产生明显的副反应（切口愈合、消化道出血等严重副反应），
仅 54%的患者治疗后第二天出现一过性的血压增高。介入给药最成功的优势是多次给药治疗中没
有观察到明显的耐药性。可能的原因：
在国内作者是首次探讨了经脑动脉介入给药方法的临床安全性，给药总剂量由静脉给药的 4-5 支减
少至脑动脉给药的 1-2 支。用药总剂量减少 25%-40%,应用总剂量的减少，消弱了免疫器官的高敏
反应,由于免疫器官（肝、脾、骨髓）和免疫细胞主要在流速低的静脉系统，因此 Avastin 刺激免疫
系统的概率明显降低。
介入给药是在脑动脉内流入而完成首次循环，部分药物通过开放的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间液，减少
了经脑静脉流入脑循环的药物总剂量，同时也消弱了体内的免疫系统的识别阈值。
经脑动脉介入给药在脑动脉内完成的短循环，避免了体循环的静脉池内有机成分对 Avastin 的吸附
与反应。
作为胶质瘤的第四种治疗不可否认的是 Avastin 在缓解细胞毒性、放射性脑水肿的影像学改变和临
床症状迅速缓解过程的同时完成对肿瘤血管内皮细胞增殖的明显抑制综上所述，经脑动脉介入应用
贝发珠单抗治疗脑胶质瘤应是一种有效、安全、经济且无明显抗药性产生的治疗方法。

PU-310

荧光素钠在脑胶质瘤手术中的应用
叶永造,刘希尧,高鑫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研究荧光素钠在脑胶质瘤手术中的定位应用。
方法 将 34 例脑胶质瘤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荧光组,荧光组术中应用荧光素钠定位,2 组术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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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切除率对比,术后 3 个月按照 Karnofsky 量表进行对比,术后 6 个月复查 MRI 了解肿瘤复发情
况。
结果 对照组肿瘤全切 8 例,次全切 9 例;荧光组肿瘤全切 12 例,次全切 5 例。术后 3 个月按照
Karnofsky 量表(KPS)评分:对照组有效率 26.5%,荧光组有效率 72.3%;16 例患者术后随访 12 个月,
行 MRI 复查,对照组肿瘤复发 6 例,荧光组 2 例肿瘤复发。
结论 应用荧光素钠作为胶质瘤术中的荧光指导,术中可以实时、直观地判断肿瘤边界,有助于缩短手
术时间,提高肿瘤全切率,且经济、方便,为后期综合治疗提供基础,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PU-311

Systemic analysis of tumor purity in glioblastoma
Yi Xiong,Zujian Xiong,Siyi Wanggou,Xuejun Li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umor purity is defined as the proportion of cancer cells in the tumor tissue. The noncancerous components of a tumor sample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ancer biology. In this
study, we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the impact of tumor purity on glioblastoma (GBM)
prognosis, genetic profiling, as well as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Methods Clinical, transcriptomic, whole exon sequencing (WES) data from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n=583). Consensus purity estimation (CPE) of each
tumor sample was inferred based on ABSOLUTE, ESTIMATE, LUMP and IHC method. Surviv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illustrate the impact of tumor purity on prognosis. The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was performed in the transcriptomic data to identify the possible molecular subtypes of
GBM that were associated with tumor purity. The somatic variants were further analyzed to unveil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affecting tumor purity. The analysis of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in the
tumor was performed to illustrate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affecting the prognosis.
Results Kaplan–Meier analysis of overall survival in GBM showed that low purity GBM samples
conferred a worse prognosis. Among all samples (n=583), increased tumor purity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IDH-mutant samples or MGMT-promoter-methylated samples. In the
three molecular subtypes based on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we found that tumor purity predictions
based on CP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GBM classified as MES (Student’s t-test p-value =
0.007) in the GBM RNA-seq gene expression dataset, while thi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AffyU133a gene expression dataset. Furthermor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CGA RNA-Seq data between low and high purity groups divided by median purity.
Genes with false discovery rate <0.05 in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analysis were further accessed
using 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 (GSEA). We identified several immunity-related pathways by
performing KEGG, which showed the high enrichment scores in the low-purity group. Additionally,
Reactome pathway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hich showed activated immunity-related pathways
in the low-purity group. To unveil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affecting tumor purity, genomic data
including the mutation profile of TCGA dataset were further analyzed. The mutation profiling
show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count of mutations of genes in two groups of tumor purity. In the high
purity group, the top frequently mutated genes were TP53, TTN, EGFR, PTEN, while PTEN, TTN,
EGFR, TP53 were frequently mutated in the low purity group.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umor pur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matic mutations (R=0.254, p<0.001). Tumor
mutational burden (TMB) is a genomic biomarker with the potential to mak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andscape of cancer immunotherapy, which showed the possible benefits for high-purity
group undergoing immunotherapy. Finally, the population abundance of tissue-infiltrating immune
and stromal cells was estimated in both the RNA-seq gene expression and AffyU133a gene
expression dataset. As immune cells composed the major non-tumor proportion of
microenvironment, the proportion of immune cell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purity. The
linear model for tumor immunity and tumor purity showed that T cells and monocytic lineage cells
were good markers for explaining the variance in tumor purity. Additionally, the express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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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mmunotherapy-associated markers (PD-1, PD-L1, CTLA-4, and TIM-3) was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purity in RNA-seq dataset.
Conclusions We used the computational method that combined several purity estimation
methods to estimate the tumor purity more accurately. We found that low tumor purity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overall survival. Increased tumor purity was associated with
IDH-mutant samples, MGMT-promoter-methylated or the MES subtype. The mutation burden in
high purity GBM was significantly heavier than low purity GBM. The analysis of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in the tumor showed that microenvironment changing was related to tumor
purity. The immunity-related pathways were highly enriched in the low-purity group. Tumorinfiltrating immunity cell population showed the potential benefits for immunotherapy of low-purity
group. To conclude, in this study, w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landscape
of transcriptome, genome, and immunity in the low-purity and high-purity groups of glioblastoma.

PU-312

老年胶质瘤也应当积极治疗
欧阳辉,俞磊,李伟光,李志勇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老年胶质瘤发病率高，国内外（尤其是国内）未引起足够重视；老年胶质瘤患者的治疗方案
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持及“指南”的明确指引，故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治疗方案对老年高级别胶质
瘤患者预后获益的情况，以倡导积极治疗老年胶质瘤。
方法 回顾分析 2010.07-2018.07 于我院行手术治疗的新诊断老年高级别胶质瘤患者 128 例，对性
别、年龄、起病时间、术前 KPS、相关基础疾病、肿瘤体积、肿瘤部位、是否位于优势半球、切
除程度、辅助治疗、手术至接受同步放化疗间隔时间、免疫组化结果等因素进行生存分析及 COX
风险模型分析。并以 KPS 为分层条件分别分析不同术前功能状态下手术切除程度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 本组平均年龄 69.4±4.8 岁，总 OS 16.4 月，MR 影像学全切除（T1 增强肿瘤实质+水肿带）
19.7 月，次全切除（T1 增强实质+部分水肿带）15.7 月，仅 T1 增强像切除（仅肿瘤实质）12.6
个月，部分切除（仅部分 T1 增强像切除）6.8 个月，不同切除程度 OS 有统计学差异（P＜
0.01）。对于术后放化疗，经比较结果分析出：接受短程同步放化疗联合 TMZ 辅助治疗组平均生
存期显著提高（p=0.002），与单纯短程放疗组相比差异性最大（p=0.001），而单纯短程放疗和
单纯 TMZ 辅助治疗组之间 OS 无统计学差异（P＞0.05）。COX 风险模型提示无 2 型糖尿病、术
前 KPS 评分越好、切除程度越大（P＜0.001）、有短程同步放化疗联合 TMZ 辅助化疗的患者预
后更好；当术 前 KPS＞70 分(平均 OS 19.5 月)，不同手术切除程度间 整体比较生存预后均具有统
计学差异（P＜0.001）；但术前 KPS≤70 分时 影像学全切除(平均 OS 14.2 月)与仅 T1 增强像切
除(平均 OS 12.6 月)组间两两比较未见显著差异（P=0.062）。
结论 首先医生应当加强对老年胶质瘤的认识、对积极治疗充满信心和爱心。影响老年胶质瘤患者
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有：术前 KPS 评分、手术切除程度、是否有短程同步放化疗联合 TMZ 辅助化
疗，术前是否合并糖尿病等，其中是否能手术切除是最重要的因素，年龄并不是决定老年患者生存
预后的最重要因素；术前功能状态是决定老年患者能否通过扩大切除获益最重要的条件，术前合并
糖尿病的老年患者预后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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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3

FAK-Cortactin-Arp2/3 调控侵袭性
伪足介导胶质瘤细胞侵袭运动的研究
孙健,于圣平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恶性胶质瘤侵袭运动的关键一步是发出侵袭性伪足降解细胞外基质，对调控侵袭性伪足形成
中的 FAK-Cortactin-Arp2/3 信号轴进行研究，寻求抑制的潜在靶点。
方法 U251、U87、SNB19 及胶质瘤标本中检测 FAK、Cortactin、Arp2/3 的表达。包被了绿色荧
光基质的玻片培养胶质瘤细胞，观察侵袭性伪足的形成及对基质胶的降解。荧光双染、免疫共沉
淀、抑制试验检测 FAK、Cortactin、Arp2/3 之间的相互关系。侵袭迁移实验及水凝胶实验研究侵
袭性伪足介导的胶质瘤细胞的侵袭运动，及抑制各靶点的效果。
结果 U251、U87、SNB19 高表达侵袭性伪足，胶质瘤细胞及标本高表达 FAK、Cortactin、
Arp2/3 ， FAK-Cortactin-Arp2/3 介 导 了 侵 袭 性 伪 足 的 形 成 ， 促 进 了 胶 质 瘤 细 胞 的 运 动 。 抑 制
Cortactin、Arp2/3 可以破坏侵袭性的作用。
结论 FAK-Cortactin-Arp2/3 调控侵袭性伪足的形成介导胶质瘤细胞侵袭运动，抑制侵袭性伪足的形
成可以达到抑制胶质瘤侵袭的目的。

PU-314

大脑中线结构小体积胶质瘤的瘤组织间液放疗的临床研究
李安民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和总结大脑旁中线结构区域的小体积（≤３cm）恶性脑胶质瘤，在无法实施无手术治疗的
情况下，进行瘤组织间液放疗新技术的临床应用体会和疗效。
方法 总结 2006 年 1 月–2017 年 5 月，对 27 例为与大脑旁中线结构区域（内囊、丘脑、侧脑室
壁）的小体积恶性脑胶质瘤，在充分与患者和家属进行手术治疗会形成偏瘫、失语和手术后肿瘤复
发的基础上。先采取脑立体定向肿瘤活检，后于瘤体中心或对瘤体完成 V 型夹角置入自己研制的转
流装置（Lianmin 囊）将 2ml(30 毫居里）液态 131I 核素恒速微量缓慢泵入瘤体内，在瘤区组织间
液的更新过程中，对瘤细胞进行的近距离放疗。接受瘤组织间液放疗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估以定期的
MR 影像为依据。
结果 临床疗效依据 WHO 判定实体瘤的疗效评定, 治疗后中位生存期达 22 个月，27 例中 CR 9 例
（33.3%），PR 12 例（44.4%），SD 4 例（15%），PD 2 例（7.4%）。2 年生存率 52.9%， 3
年生存率 47.0%。27 例中 10 例影像学治愈。常见并发症是甲状腺损害后的功能低下，临床治疗以
左甲状腺素钠进行替代治疗，对生存期和生命质量没有明显的影响。
结论 在治疗胶质瘤理念和治疗选择中，忽略了重要的脑组织细胞外液的载体-瘤组织间液。脑组织
间液占脑容量体积的 15%，而被用于常规的治疗载体--血浆仅占脑重量体积的 5%。如果能利用脑
组织间液中瘤组织间液作为药物/液态核素治疗脑内肿瘤的载体具有对瘤细胞杀伤直径短、瘤区的
药物浓度/液态核素放射活度、能够实现对瘤细胞的直接杀伤等突出优势。对脑旁中线结构区域的
小体积恶性脑胶质瘤是无法通过手术治疗控制肿瘤的增殖和改善生存质量的该部位的手术治疗，对
内囊和丘脑的医源性损伤反而会恶化生存质量。作者在临床开展的利用 I131 的放射特性，在转流装
置的辅助下对旁中性结构区域的小体积胶质瘤进行瘤组织间液放疗，实现了对瘤细胞进行近距离放
射性杀伤的独特疗效，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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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15

复发性脑胶质瘤的免疫导向放疗 临床试验研究和长期随访
李安民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人鼠嵌合型 TNT 抗体标载 131 （131I-chTNT）在治疗复发性恶性脑胶质瘤的免疫导向放
疗（Immune Targeted Brachytherapy ITB）疗效和毒副作用。
方法 总结 2001 年 9 月到 2003 年 3 月完成 131I-chTNT 的 II 期和 III 期临床试验的 71 例复发性恶
性脑胶质瘤患者治疗的临床资料。比较鞘内给药（第 1 组）、经股动脉-颈内动脉/椎-基底动脉插管
的介入给药（第 2 组）、术后瘤内局部给药（第 3 组）3 种不同给药方法的特点与疗效的关系和 7
年的长期随访
结果 临床疗效依据 WHO 判定实体瘤的疗效评定，第 1 组 8 例患者中 CR 0 例（0.0 %），PR 1 例
（12.5 %），SD 2 例（25.0%），PD 5 例（62.5%）。第 2 组 7 例中 CR 1 例（14.3 %），PR 2
例（28.6 %），SD 2 例（28.6 %），PD 2 例（28.6 %）。第 3 组 56 例中 CR21 例（37.5%），
PR24 例（42.8%），SD7 例（12.5%），PD4 例（7.1%）。2010 年在临床试验结束后 7 年的随
访中第 3 组仍有 3 例（5.3%）存活，且肿瘤影像学治愈。
结论 单克隆抗体标载的 131I 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病理科前主任 Epstein AL 教授长期实验研究和临床
应用的抗细胞核的单克隆细胞抗体。比抗细胞膜单抗在胶质瘤的应用具有规避多异质性、弱免疫原
性的突出优点。作者是国内最早一批与其合作进行临床试验研究之一，在临床试验和临床应用过程
中，作者比较 3 种途径给药方式的疗效与毒副作用后，认为鞘内给药实际上是蛛网膜下腔的近距离
放疗，核素不能进入瘤区杀伤瘤细胞；经脑动脉介入给药是瘤区血管床内近距离放疗；瘤内局部给
药是对瘤细胞的零距离放疗。后者是临床疗效好、毒副作用轻微的给药方式，在周良辅院士牵头的
全国协作组论证会上，作者依据临床的 3 种用药途径的影像学、临床资料进行陈述后，建议采用瘤
内局部给药的给药途径为最佳选择，目前已作为中国的给药的统一方法。

PU-316

经脑动脉介入给药的药代经济学
李安民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通过治疗新技术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是作者多年来经脑动脉介入给药用于治疗胶质瘤的探
索。既然是探索，胶质瘤治疗过程中的治疗经济学对国人仍是重要的医患双方共同担当的责任和义
务。
方法 自 2016 年 8 月-2018 年 12 月共完成经脑动脉介入给药治疗胶质瘤 213 例次，其中首次接受
治疗 32 人，复发后接受治疗 96 人，累计治疗人均 2-4 次。
治疗方法：
贝伐珠单抗（Avastin）的经脑动脉介入给药：经股-颈内及/或椎-基底动脉穿刺置管，置管成功后
甘露醇 40ml 动脉内推注（开放血脑屏障）5 分钟后将总剂量 100-200mg Avastin 稀释至 80ml 分
别推入载瘤动脉内。
福莫司汀（Fotemustine）的经脑动脉介入给药：福莫司汀的给药剂量为 100mg/m2 。
结果 128 例患者的 213 例次给药后均在临床症状 3-8 天内迅速缓解，8-10 天复查 MRI96%患者瘤
体明显缩小、惰性化生长明显，原瘤周的水肿区小时或显著改善。
结论 脑动脉给药是经静脉给药的 50-400 倍，作者则选择是静脉给药的 50 倍，是药代经济学的计
量标准。
（1） Avastin 的经脑动脉介入的次治疗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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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8 元/1 支×50 倍= 103900 元－3900 元（经脑动脉介入治疗费）
= 100 000 元
(2)Avastin 的经静脉的次治疗经济分析：
2078 元×4-5 支= 8 12-10390 元
8312-10390 元×20%（进入脑动脉的比例）=1662.4-2078 元
1662.4-2 078 元 ×1/3（进入载瘤动脉的比例）=548-685 元
进入瘤体内的药物浓度折合费用更低。
（3）Fotemustine 的经脑动脉介入的次治疗经济分析：
1040 元/1 支×2/3(成人剂量 100mg/m2，大脑为 1.3-1.4m2)=139mg
=694 元×50 倍= 3 4700 元
（4）Fotemustine 的经静脉的次治疗经济分析：
1 040 元/1 支×2/3 支（成人剂量 100mg/m2）=139mg=694 元
= 694 元×20%=138.8 元
= 138.8 元×1/3=46.27 元
综上所述，经脑动脉介入给药 Avastin 和 Fotemustine 单独或联合给药的单药经济学及/或协同给药
经济学均是非常惊人的数据，也是取得良好疗效的根据。

PU-317

唤醒麻醉状态下切除脑功能区胶质瘤 19 例分析
陈曦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唤醒麻醉状态下切除脑功能区胶质瘤的手术技巧与方法。
方法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自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综合应用全麻术中唤醒、术
中直接电刺激、神经导航及术中超声等技术，行显微外科切除手术治疗脑功能区胶质瘤患者 19
例，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和疗效。
结果 术中 18 例(94.74%)患者唤醒程度较好，能够配合功能区定位及术中任务；18 例(94.74%)患
者刺激出功能区皮质，其中 17 例(89.47%)患者定位出运动区；6 例(31.58%)患者定位出感觉区；
12 例(63.16%)患者定位出语言相关的功能区皮质；术后 2~3 个月复查 MRI 显示脑功能区胶质瘤全
切除 5 例(26.32%)，次全切除 9 例(47.37%)，部分切除 5 例(26.32%)；术后出现短暂性语言功能
障碍患者 7 例(36.84%)，运动功能障碍患者 4 例(21.05%)，经治疗后恢复；1 例(5.26%)患者出现
永久性肢体运动障碍。
结论 综合使用全麻术中唤醒、术中直接电刺激、神经导航及术中超声技术，能够在术中明确肿瘤
与脑功能区的关系，最大范围安全切除脑功能区胶质瘤。

PU-318

影像组学指导下基于 FDG PET 的脑胶质瘤
MGMT 启动子甲基化情况预测
孔梓任 1,李龙飞 2,李佳桐 1,王雅宁 1,王月坤 1,程欣 1,刘振宇 2,王裕 1,田捷 2,马文斌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目的 O6-甲基鸟嘌呤-DNA 甲基转移酶（MGMT）启动子的甲基化状态对胶质瘤治疗方案选择及患
者预后预测有重要意义。然而，MGMT 甲基化水平主要通过术后基于肿瘤样本的焦磷酸测序或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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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化特异性聚合酶链式反应确定，检测周期相对较长，检测结果受到肿瘤异质性的影响，且不适用
于没有手术指证的患者。本研究利用影像组学技术，通过脑胶质瘤患者氟代脱氧葡萄糖（FDG）正
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数据预测胶质瘤患者 MGMT 启动子甲基化状态。
方法 121 例原发脑胶质瘤患者被纳入研究，并以 2:1 的比例随机分配到训练集（n = 80）和验证集
（n = 41）。MGMT 启动子甲基化状态通过焦磷酸测序进行判定。将 FDG PET 的原始数据转化为
标准摄取值（SUV）图后，提取肿瘤区域高通量的影像组学特征，并使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L1
正则化的多元线性逻辑回归、递归特征消除三种算法进行筛选特征，通过支持向量机算法建立影像
组学的预测模型。本研究还构建了基于临床数据的临床模型、混合临床与影像组学数据的组合模
型，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三个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的表现。
结果 研究共提取了 1561 个影像组学特征，并筛选出其中的 12 个特征用以构建影像组学预测模
型。影像组学模型、临床模型、组合模型在训练集中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7、
0.64、0.84，在验证集中的 AUC 分别为 0.75、0.61、0.74。此外，影像组学模型分别可将患者预
后分为具有显著差异的两组（p=0.01）。
结论 基于 FDG PET 的影像组学技术可以被用于评估脑胶质瘤 MGMT 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并预测
患者预后，为个体化诊疗计划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PU-319

成人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的诊治和长期随访结果
李志勇,黄广龙,易国仲,张喜安,宋烨,王海,俞磊,方陆雄,刘亚伟,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总结一组成人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APA）的影像表现、手术切除程度和长期随访结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3 例 APA 的临床资料，总结其发病部位、影像学特征，根据术前术后 MRI 评
估手术切除程度，根据长期随访结果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 103 例 APA 中位于幕上 55 例（53.4%），幕下 39 例（37.9%），髓内 9 例（8.7%）；术前
MRI 诊断绝对准确仅有 33 例，占比 32.0%；所有病例均行显微神经外科切除手术，根据术前术后
MRI 评估手术切除程度 77 例（74.8%）达到全切除，26 例（25.2%）达到次全切除；术后随访
11-173 个月，平均 77.8 个月。随访期间共 34 例（33.0%）患者肿瘤复发，其中 10 例（占
29.4%）经历过全切除手术，经历次全切除术为 24 例（占 70.6%）（P<0.001）。
结论 APA 并不多见，应当按胶质瘤切除的原则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最大范围切除肿瘤，大多数病
例将从全切除手术中获益，复发多见于次全切除手术。

PU-320

幕上脑肿瘤术中快速病理诊断为小圆细胞
恶性肿瘤的结果分析和应对建议
李志勇,黄广龙,易国仲,张喜安,宋烨,王海,俞磊,刘亚伟,欧阳辉,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总结幕上脑肿瘤手术中快速病理诊断为小圆细胞恶性肿瘤的常规病理结果、操作方法和应对
建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6 例术中快速病理诊断为小圆细胞恶性肿瘤的幕上脑肿瘤手术的临床资料，根据
最终病理结果进行分析，提出应对建议。
结果 36 例幕上脑肿瘤最终病理结果分别为淋巴瘤 10 例，胶质母细胞瘤 6 例，中枢神经细胞瘤 5
例，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 3 例，转移瘤、松果体细胞瘤、室管膜母细胞瘤、WHO II 级胶质瘤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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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垂体瘤、血管周细胞瘤、嗅神经母细胞瘤、促纤维组织增生性小圆细胞肿瘤各 1 例，病理结果
复杂多样；其中共 33 例有我院完整的术前 MRI 影像诊断报告，术前影像诊断绝对准确仅有 8 例，
占比 24.2%；所有病例均行手术切除范围评估，31 例（86.1%）达到 MRI T1 增强像全切除，5 例
达到次全切除。
结论 幕上脑肿瘤手术中如遇到快速病理诊断为小圆细胞恶性肿瘤的情况，应当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最大范围切除肿瘤，大多数病例将从手术中获益，从而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PU-321

基于 mRNA 转录后剪切的胶质母细胞瘤 scRNA-seq 分析
杨淇,王苟思义,刘宏伟,李学军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通过单细胞 RNA-seq(scRNA-seq)数据中的 RNA 剪切模式，对胶质瘤内部不同细胞亚群的演
化过程进行解析。具体的说，在 NGS 的 Reads 比对时，将 Reads 分为两类，只在参考基因组的
转录本内，或者是跨越参考基因组的转录本有一部分在内含子里面，这两类 Reads 分别能代表
mRNA 前体及成熟 mRNA,估算两类 RNA 丰度。假设细胞转录后修饰 mRNA 前体、成熟 mRNA 降
解速率恒定，那么 mRNA 前体及成熟 mRNA 丰度比值就能反映基因的状态，是稳定表达还是正在
上调或下调。同时，根据各个细胞的速度矢量，对细胞在高维向量空间中的运动轨迹进行建模。
方法 scRNA-seq 数据获取自 GEO（GSE57872），将测序文件比对到参考基因组并进行定量，根
据标准化后的表达量数据对细胞进行 t-SNE 及 PCA 降维；根据 mRNA 剪切模式对细胞高维空间中
的速度矢量进行推算；根据细胞高维空间中的速度矢量对细胞运动轨迹进行推算。
结果 对分别来自五个 GBM 患者的五个肿瘤样本及两个原代样本 scRNA-seq 结果的分析发现：tSNE 降维到二维，k-means 聚类后不同患者来源的胶质瘤样本在高维空间中处于不同的位置，说
明胶质母细胞瘤存在患者之间的异质性，来自 MGH26,MGH28,MGH31 三名患者的样本在高维空
间中分裂为两个小亚群, 说明胶质母细胞瘤内部也存在异质性；对五个样本在高维空间中的速度矢
量进行推算并使用 PCA 降维，在 PC1-PC2，PC3-PC4，PC4-PC5 分别组成的二位坐标系中，来
自五个样本的细胞呈现出一致的速度方向，即各个基因的速度合矢量方向相同，说明胶质瘤可能存
在宏观上的内部基因调控的一致性，在 PC2-PC3 中大部分细胞方向相同，少部分细胞呈现出“涡
流”状，说明胶质瘤内部可能存在一些具有周期性的亚群；PCA 降维到两维后，GBM 细胞呈现出集
中趋势，说明胶质瘤内部单细胞层面的运动轨迹可能存在固定的模式。
结论 scRNA-seq 结合细胞速度分析，可以解析 GBM 不同亚群之间的发展历程及距离关系，找到
不同时间阶段的标志性基因及差异基因。阻断这些基因表达，将有可能影响 GBM 细胞的生存及增
殖。

PU-322

Microvascularity detection and quantification in glioma:
a novel deep-learning based framework
庄骐源 1,毛颖 1,2,汤奇胜 1,李协力 2,余锦华 2,史之峰 1,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复旦大学

目的 作为最重要的组织学特征之一，微血管与胶质瘤的分级和亚型高度相关。微血管的准确定量
分析有助于开发抗血管生成的靶向治疗。作为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分割和检测模型，深度学习算法能
够在 H＆E 染色标本获得的巨大图像中定位和识别复杂的微血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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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自动深度学习的方法来检测和量化胶质瘤中的微血管，并将其应用于多
种临床分析。共有 350 名胶质瘤患者参加了我们的研究，我们对 H＆E 染色的载玻片进行了数字化
成像评估，进行了分子诊断并进行了部分随访研究。根据其组织学，分子和预后信息比较微血管特
征。此外，微血管被视为生物标志物，以分组具有不同预后的患者。后续实验证明了我们模型的有
效性。
结果 微血管密度，微血管面积和其他血管生成特征在组织学类型（密度 95％p <0.001，面积
170％p <0.001），TERT-mut 和其他分子类型之间观察到显着增加的微血管密度，微血管面积和
其他血管生成特征（密度为 68％p <0.001，面积为 54％p <0.001）和预后情况下的长总生存期和
短期总生存期（密度为 83％p <0.001，面积为 155％p <0.001）。生存分析显示，微血管特征将病
例分为两组，存活期不同（危险比[HR] 2.843，log-rank <0.001）。
结论 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将为临床常规实践提供简单的辅助工具，用于精确诊断和抗血管生成治
疗。

PU-323

包载卡氮芥的 T7-PEG-PLGA 纳米粒子靶向治疗
胶质瘤的实验研究
郑智星 1,2,赵世光 1,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哈尔滨医科大学中俄医学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

目的 为了治疗胶质瘤，提高化疗效率。我们用 T7 短肽修饰 PEG-PLGA/BCNU，使其能够靶向胶
质瘤进行化疗，并利用体内体外实 验对其肿瘤杀伤作用及靶向性进行检测。
方法 建立 T7-PEG/PLGA 载药平台，包载 BCNU。测量 T7-PEGPLGA/BCNU 的表征等。以人胶
质瘤细胞系 U87MG 和人脑血管上皮细胞 BCECs 为研究对象，利用 MTT 比较游离 BCNU，PEGPLGA/BCNU，T7-PEG-PLGA/BCNU 的肿瘤杀伤作用，利用香豆素作为模型药物，测量 T7-PEGPLGA/BCNU 的载药率 及包封率，并且利用流式细胞仪，比较各个纳米粒子的释药率及体外药物
半衰期； 利用荧光显微镜及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对药物细胞摄入率进行比较。
结果 T7-PEG-PLGA/BCNU 粒径 83.31 ± 0.52 nm，远远小于血脑屏障。PEG-PLGA 释药率最大为
78%，而 T7-PEG-PLGA 为 80%，且持续 24 小时以上。在模型药物实验中，T7-PEG-PLGA 具有
良好的肿瘤靶向性，细胞摄入率高，且细胞摄药率与浓度成正比。MTT 实验显示：游离 BCNU，
PEG-PLGA/BCNU, T7PEG-PLGA/BCNU 的 IC50 分 别 是 15.22 mg/L ， 7.351 mg/L ， 3.902
mg/L，说明 T7PEG-PLGA 能够增强 BCNU 的抗肿瘤作用。荧光显微镜结果显示：T7-PEGPLGA
几乎不聚集于正常脑组织内，显示了更好的肿瘤靶向性。
结论 1.T7-PEG-PLGA/BCNU 表征为脂溶性，正电位，直径<140 nm, 能够穿透血脑屏障。2.粒子
载药率及包封率符合实验标准，具有稳定的释药率。2.T7PEG-PLGA 可增强 BCNU 的杀伤肿瘤作
用。3.经实验证实，T7PEG-PLGA/BCNU 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肿瘤靶向性及抗肿瘤作用，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PU-324

ALA 荧光引导手术切除复发高级别胶质瘤中疗效的 mate 分析
陈晓丰
The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目的 ALA 荧光引导手术已广泛用于原发脑胶质瘤的治疗，并且的切除程度及改善预后上较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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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但是 ALA 荧光引导手术对复发胶质瘤的治疗应用效果如何，缺少系统性的分析。
方法 我们对从 Pubmed、Web of science、Emabse、Medline、及 Cochrane Library 等 5 个数据
库中检索的 1145 篇 5-ALA 荧光引导手术相关文献中筛选出与 5-ALA 荧光引导复发胶质瘤切除术
的 9 篇文章，分别从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分析结果显示，5-ALA 荧光引导复发胶质瘤切除术平均全切率为 96.53%、平均肿瘤切除程度
为 96.95%，并且患者术前和术后平均 KPS 评分无明显差别（78 和 73）。5-ALA 荧光引导复发胶
质瘤切除术患者预后与对照组相比，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7.8 个月和 5.0 个月、总生存时间分别为
22.0 个月和 14.3 个月、无疾病进展时间分别为 8.85 个月和 7.0 个月。
结论 5-ALA 荧光引导复发胶质瘤切除术可明显提高肿瘤全切率和切除程度，并明显改善复发胶质
瘤患者的预后，推荐作为复发胶质瘤患者常规治疗手段。

PU-325

硝唑尼特抑制晚期自噬并促进 ING1 介导的胶质瘤细胞周期停滞
王枭雄 1,2,滕雷 1,2,杨铭春 1,2,赵世光 1,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中俄医学研究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

目的 胶质母细胞瘤是成人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恶性侵袭性原发脑肿瘤。对于胶质母细胞瘤的治
疗，新药物的设计和开发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难题。最近研究表明硝唑尼特作为抗原虫药物在感染性
疾病参与自噬调节等多种生物学进程。另外，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硝唑尼特对多种肿瘤具有新的
化学治疗作用。可是，硝唑尼特相关自噬是否具有抗胶质母细胞瘤化疗作用目前尚不清楚。本实验
的目的在于探讨硝唑尼特在胶质母细胞瘤化疗中的作用和潜在机制，为揭示硝唑尼特的抗肿瘤作用
提供进一步的实验依据，为临床上治疗胶质母细胞瘤提供可靠的药物选择和治疗靶点。
方法 噻唑蓝实验、集落形成实验和 Ki67 免疫荧光用以检测筛选适合的药物作用浓度及细胞的增殖
与活性。流式细胞仪用以检测细胞周期分布情况。高通量转录组测序用以检测硝唑尼特治疗后改变
的差异基因及信号通路。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分析细胞自噬及细胞周期相关蛋白。透射电镜用以检
测细胞内自噬小体。GFP-RFP-LC3 双荧光慢病毒标记法用以监测自噬流变化。裸鼠皮下异体移植
瘤模型用以检测和评价硝唑尼特体内抑瘤效果。
结果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硝唑尼特通过上调具有良好毒性的 ING1 表达抑制细胞生长并诱导胶质
母细胞瘤细胞周期停滞。 Nitazoxanide 通过阻断晚期溶酶体酸化来抑制自噬，导致 ING1 的切割减
少。与氯喹或 Torin1 的组合增强或削弱了硝唑尼特在胶质母细胞瘤细胞中的化学治疗作用。总
之，这些发现表明硝唑尼特作为自噬抑制剂通过上调的 ING1 诱导细胞周期停滞，这是由于转录增
加和后期自噬抑制导致的翻译后降解减少。
结论 硝唑尼特作为自噬抑制剂通过转录激活和转录后晚期自噬降解抑制增加 ING1 表达水平，从而
诱导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周期 G0/G1 期停滞。这项研究为硝唑尼特在胶质母细胞瘤治疗中提供了新
的化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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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6

免疫检查点分子 PD-L1 和 B7-H4 在胶质瘤中的互斥
表达模式及对应免疫微环境特征的研究
陈弟 1,李高鹏 2,纪春霞 3,陆琦琪 3,戚赢 1,唐超 1,3,熊佶 4,Jian Hu5,Dave S.B. Hoon6,张焱 2,姚瑜 1,3,周良辅 1,3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2.深圳大学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
3.复旦大学神经外科研究所免疫室
4.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病理科
5.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癌症生物学系
6.约翰韦恩癌症研究所转化分子医学系

目的 免疫检查点分子在肿瘤微环境中的表达模式可指导制定个性化免疫疗法及优势人群的筛选。
本研究旨在分析 PD-L1 和 B7-H4 两个 B7 家族协同刺激分子在胶质瘤中的共表达模式以及对应胶
质瘤亚群的免疫微环境特征。
方法 我们收集了 505 例新诊断弥漫性胶质瘤组织切片（WHO II 级–IV 级），通过免疫组化检测
PD-L1 和 B7-H4 的蛋白表达水平。同时，胶质瘤转录组公共数据库用于建立 PD-L1/B7-H4 共表达
模型，包括测试集（TCGA）和验证集（CGGA）：通过相关系数分析，在测试集里确定了分别与
PD-L1 和 B7-H4 正相关的模型基因群，随后依据 PD-L1/B7-H4 模型基因群表达水平进行聚类分
析，分别在测试集和验证集中建立 PD-L1/B7-H4 共表达模型。利用生物信息学技术分析 PDL1/B7-H4 共表达亚群间免疫细胞浸润的差异。
结果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胶质瘤 PD-L1 阳性率和高表达率分别为 61%和 23%，B7-H4 阳性率和高表
达率分别为 54%和 20%，其中只有 2%的胶质瘤同时高表达 PD-L1 和 B7-H4 分子。公共数据库的
共表达模型可划分为三类主要的 PD-L1/B7-H4 共表达亚群：PD-L1 单高亚群（PD-L1 模型基因高
表达且 B7-H4 模型基因低表达），B7-H4 单高亚群（B7-H4 模型基因高表达且 PD-L1 模型基因低
表达）以及 PD-L1/B7-H4 双低亚群（PD-L1 和 B7-H4 模型基因同时低表达），未发现 PD-L1/B7H4 双高亚群（PD-L1 和 B7-H4 模型基因同时高表达）。PD-L1 单高亚群的胶质瘤免疫细胞浸润较
多，包括浸润性 T 淋巴细胞（TIL）；而 B7-H4 单高亚群的胶质瘤缺乏 TIL 的浸润，更贴近“冷肿
瘤”特性。
结论 虽然大部分胶质瘤都表达 PD-L1 和 B7-H4 分子，但是缺少同时高表达 PD-L1 和 B7-H4 分子
的胶质瘤亚群。共表达模型中的 B7-H4 单高亚群显示具有更少的 TIL，提示 B7-H4 和相关的通路
可能抑制了 T 淋巴细胞浸润至胶质瘤微环境中。本研究发现只有小部分胶质瘤高表达 PD-L1，所以
对于大部分低表达 PD-L1 的胶质瘤亚群寻找替代性的免疫检查点分子是应对 PD-1/PD-L1 免疫检查
点抗体耐药的关键，而 B7-H4 分子是一个潜在的候选分子。同时，在胶质瘤中 PD-L1 和 B7-H4 或
许介导了两种不同的免疫逃逸形式，值得后期进一步深入分析。

PU-327

间充质干细胞在胶质瘤治疗中的应用
赵文洋,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胶质母细胞瘤是恶性程度最高的神经系统肿瘤，目前手术切除、术后放射治疗并替莫唑胺辅
助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方法，但多数患者预后仍较差。多项研究表明间充质干细胞对肿瘤组织间质
中，能够发生迁移，具有向远部侵蚀性肿瘤的趋向运动能力。能够保护治疗性药物或分子免受免疫
作用的清除。能够携带较多的治疗性药物，并且对其肿瘤趋向性没有显著影响。有研究表明成熟间
充质干细胞对胶质瘤细胞具有趋向性，但具体的分布特点并不十分清楚，本研究探讨间充质干细胞

224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对胶质瘤趋向性及分布特点。
方法 全骨髓全骨髓贴壁法分离获取充质干细胞，培养扩增，流式细胞术检测 CD34、 CD44 和
CD29 的表达率。第二代按 PKH26 细胞标记程序进行细胞标记。 U251 胶质瘤细胞系体外培养，
体外应用跨膜培养系统检测间充质干细胞对胶质瘤细胞的趋向性。体内建立胶质瘤颅内动物模型，
3 天后 PKH26 标记的间充质干细胞尾静脉注射，注射后 7 天、 14 天、 21 天后荧光显微镜检测胶
质瘤细胞分布情况。
结果 在体外，间充质干细胞主要分布于胶质瘤克隆周围，在其他部位分布稀少。在体内间充质干
细胞在肿瘤部位分布明显增多，随时间延长向肿瘤周围细胞浸润部位迁移
结论 间充质干细胞对胶质瘤细胞具有一定的趋向性，可作为载体用于胶质瘤的治疗。

PU-328

MiR-212-3p 通过靶向调控 SGK3 蛋白表达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
刘怀垒,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阐明 MiR-212-3p 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的分子机制
方法 （1） qRT-PCR 分别检测 miR-212-3p 和 SGK3 在胶质瘤细胞和胶质瘤组织中的表达；
（2）MTT 法或原代细胞成球实验检测 miR-212-3p 或 SGK3 对细胞增殖的影响； （3）Luciferase
实验证实 miR-212-3p 与 SGK3 的 3’UTR 靶向结合位点； （4）利用裸鼠皮下模型的实验证实
miR-212-3p 对胶质瘤生长的影响。
结果 (1) QRT-PCR 的实验数据表明 miR-212-3p 在胶质瘤组织中低表达，而 SGK3 则是高表达，
线性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两者的表达水平在胶质瘤组织中呈负相关。(2) 在胶质瘤细胞中过表达
miR-212-3p 或沉默 SGK3 能显著抑制胶质瘤细胞的增殖。(3) 在胶质瘤细胞中过表达 miR-212-3p
抑制 SGK3 的蛋白和 mRNA 的表达，Luciferase 实验证实 miR-212-3p 能够直接靶向结合 SGK3
的两个结合位点，抑制其翻译，进而阻止 SGK3 的蛋白表达。(4)在胶质瘤细胞内恢复 SGK3 的表
达能逆转由 miR-212-3p 导致的细胞增殖抑制，利用裸鼠皮下胶质瘤模型证实 miR-212-3p 在体内
抑制胶质瘤细胞的生长。
结论 (1) MiR-212-3p 与 SGK3 的表达水平在人源胶质瘤组织中呈负相关，
(2) MiR-212-3p 过表达或 SGK3 沉默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
(3) SGK3 在胶质瘤细胞内是 miR-212-3p 的直接靶向结合位点，
(4) MiR-212-3p 抑制胶质瘤生长。

PU-329

长链非编码 RNA TUG1 对恶性肿瘤临床及预后意义：
系统性评价及 Meta 分析
王枭雄 1,2,陈晓丰 1,2,陈鑫 1,2,赵世光 1,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中俄医学研究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

目的 长链非编码 RNA TUG1 的表达异常广泛存在于多种人类实体恶性肿瘤中。现今越来越多的研
究表明，TUG1 的上调是包括胶质瘤在内的多种恶性肿瘤的预后独立指标。本研究旨在进一步探讨
长链非编码 RNA TUG1 在各种类型癌症中上调的预后和临床意义。
方法 通过筛选 PubMed，Embase，Medline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共纳入 12 篇符合预后条
件的文章，其中包括 2013 年至 2017 年发布的 246 条文献中的 1303 个组织样本，涉及 9 种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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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同时，总共收集了 14 个临床病理学研究，其中包含 1228 个组织标本的临床分期和淋巴转
移数据，其中包括 12 种恶性肿瘤。本研究通过合并风险比 HR 和比值比 OR 来评估长链非编码
RNA TUG1 与总生存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结果 荟萃分析结果表明长链非编码 RNA TUG1 过度表达上调 1 与癌症患者的不良总生存率显着相
关（pool HR= 1.63, 95％ CI：1.29-2.06）。高表达长链非编码 RNA TUG1 与高级别病理分级
（pool OR= 4.41, 95％CI：3.07-6.43）和淋巴转移（pool OR= 2.00, 95％CI：1.31-3.06）之间也
存在显著正相关。
结论 综上，上调的长链非编码 RNA TUG1 与不良患者临床病理学特征和预后相关，表明长链非编
码 RNA TUG1 上调 1 可以作为多种恶性肿瘤患者的新型生物学预测标志物。

PU-330

雷公藤通过抑制 EMT 负向调控胶质瘤
舒梦婷,钟晨,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具有不受控制的细胞增殖，抗凋亡，区域性坏
死，广泛的血管形成，细胞侵袭，以及多基因改变等特点。尽管采取手术联合放化疗的治疗方案，
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仍仅有 12-15 个月，预后极差。由于胶质瘤具有迁移侵袭性，仅凭手术无法将其
彻底切除。已有证据表明胶质瘤细胞侵袭及迁移的重要机制之一为上皮间充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雷公藤能诱导胶质瘤的凋亡，但尚未有研究证明雷公藤会影响
胶质瘤细胞的 EMT 过程。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讨雷公藤是否会负向调控胶质瘤细胞的 EMT，从而
抑制其迁移及侵袭。
方法 胶质母细胞瘤 U251 及 U87 细胞系利用 DMEM 培养基进行培养，分为雷公藤 0.5 μM 药物处
理组；雷公藤 1μM 药物处理组；雷公藤 2 μM 药物处理以及对照组四组。1. 细胞增殖实验
（MTT）检测雷公藤对细胞活性的影响。2. 倒置相差显微镜定时观察记录细胞的形态学变化。3.划
痕实验及 Transwell 实验分别观测 U251 及 U87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4.Western blot 检测 EMT
相关标志蛋白，波形蛋白(Vimentin)、E-钙黏蛋白(E-Cadherin)及 N-钙黏蛋白( N- Cadherin)水平。
结果 1. 与对照组相比雷公藤 0.5 μM 及 1 μM 组对 U251 及 U87 细胞生存增殖无影响，雷公藤
2 μM 组细胞生存活性降低，本实验主要为了研究雷公藤对胶质瘤 EMT 的影响所以选取对照组、雷
公藤 0.5 μM 及 1 μM 进行研究。2.雷公藤药物处理组相比于对照组细胞发生了形态表型改变，细胞
变圆，细胞伪足消退，细胞间连结增强；且呈现浓度依赖性。3. 雷公藤药物处理组相较于对照组迁
移和侵袭能力减弱；且呈现浓度依赖性。4. 雷公藤药物处理组相比于对照组间质 U251 及 U87 细
胞标志物 N- Cadherin 和 Vimentin 表达减少，而上皮细胞标志物 E-Cadherin 表达增多；且呈现浓
度依赖性。
结论 雷公藤可以下调胶质瘤细胞的 EMT 过程，抑制胶质瘤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这可能成为胶质瘤
的潜在治疗方向。

PU-331

多模态影像融合技术辅助治疗功能区脑肿瘤
吴炳山,代兴亮,李庆新,洪洋,王卫红,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利用多模态影像数据融合技术重建脑肿瘤及其周围的解剖影像结构，为脑肿瘤手术术前方案
制定及术中治疗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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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8 例功能区脑
肿瘤患者，采用头颅 CT、MRI 对患者术前进行数据采集，对影像数据三维重建，术前输入导航系
统，进行多模态整合，结合利用术中超声，术中电生理等技术，行肿瘤切除手术。
结果 对 18 例患者的脑肿瘤及其周围组织的进行三维重建，清晰显示肿瘤的大小、位置、形状以及
肿瘤与周围结构尤其是血管和神经传导束的解剖关系，从而在手术切口设计、手术入路和肿瘤切除
方式的选择等方面发挥辅助作用，结合术中实时超声技术，实现肿瘤切除最大化并保护神经功能。
结论 采用多模态影像融合技术能直观地显示肿瘤与周围血管、神经传导束、颅骨等组织的解剖关
系，提供大量的可视化信息，指导神经外科手术设计切口、选择手术入路以及切除肿瘤，并在脑功
能的保护、减少术后并发症方面发挥作用，结合利用神经导航技术，术中超声技术，术中电生理等
技术，有助于最大化切除肿瘤，减少神经功能损伤。

PU-332

全程清醒开颅切除语言功能区胶质瘤
孙国柱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尽管国内外权威专家共识认为最大限度地安全切除肿瘤是脑胶质瘤的手术原则，然而由于语
言功能区定位复杂而且变异性大，故此对于切除语言功能区胶质瘤而言如何精准实现上述原则仍面
临着巨大挑战。本文探讨全程清醒开颅切除语言功能区胶质瘤的可行性以及对语言功能的保护效
能。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收治的语言功能区胶质瘤患者 16 例，均为右利
手，男 10 例，女 6 例，年龄 45-62 岁，主要症状为头痛 8 例、Jackson 癫痫发作 8 例、一过性语
言不利 3 例，不完全性运动性失语 2 例，MRI 均提示为左侧病变，位于额叶中下回 9 例，颞叶中上
回 7 例。术前常规进行神经影像、神经心理学等评估，详细向病人及家属交待全程清醒开颅手术的
相关事宜。采用 0.25%罗哌卡因头皮神经干组织（眶上神经、耳颞神经、耳大神经和耳小神经）、
三枚头钉头皮放置部位和皮肤切口浸润麻醉，同时硬膜也应用相同浓度药物浸润麻醉，术中持续泵
注右美托咪定 0.5 μg/kg 和瑞芬 0.06μg/(kg.min)镇静、镇痛，在肿瘤切除过程中进行数数、图片命
名任务，并采用术中皮质及皮质下直接电刺激技术进行语言功能区定位和界定切除最大范围。肿瘤
切除后对患者语言功能区再次进行评估后，可加大右美托咪定和瑞芬泵注剂量，常规关颅。
结果 全程清醒开颅手术整个过程麻醉满意，患者成功完成数数、图片命名任务，无特殊疼痛或麻
醉不适反应。术中 1 例患者出现短暂语言停顿，2 例患者出现癫痫发作，经应用冰生理盐水冲洗而
缓解，其他病例均顺利完成手术过程。16 例患者肿瘤全切 13 例，次全切除 3 例。术后 2 例患者出
现轻度不完全性运动性失语，出院前恢复正常，术前不完全性运动性失语 2 例患者术后语言障碍未
加重，出院前明显好转，其他患者均未出现语言功能障碍。术后病理证实：胶质瘤 WHOⅠ-Ⅱ11
例，WHOⅢ-Ⅳ 5 例。
结论 头皮神经干组织麻醉结合镇静、镇痛能够达到手中无痛、清醒状态下配合完成术中任务并完
成肿瘤切除的要求；皮质与皮质下交替进行电刺激，是确保语言功能连接组学完整的重要保证；对
于语言功能区胶质瘤，全程清醒开颅结合皮质及皮质下直接电刺激技术是最大程度切除肿瘤又能有
效保护语言功能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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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3

Matrine 通过 PI3K/AKT 通路诱导胶质瘤凋亡
舒梦婷,王新庄,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尽管采取手术联合放化疗的治疗方案，患者的中
位生存期仍仅有 12-15 个月，预后极差。已有证据表明下调 PI3K/AKT 信号通路，会导致胶质瘤细
胞活性降低且凋亡增加。苦参碱（matrine）能诱导胶质瘤的凋亡，但具体机制未明。本研究主要
目的是揭示 matrine 诱导胶质瘤细胞的凋亡机制及其与 PI3K/AKT 信号通路的相互关系。
方法 胶质母细胞瘤 U251 及 U87 细胞系利用 DMEM 培养基进行培养，分为 matrine 药物处理组；
PI3K 抑制剂 LY294002 联合 matrine 药物处理组；AKT 抑制剂 Perifosine 联合 matrine 药物处理
组；对照组四组。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 p-PI3K、PI3K 、p- AKT、AKT 及凋亡相关蛋白水平；流
式细胞检测凋亡率；Hoechst 染色观察凋亡细胞形态改变。
结果 Matrine 药物处理组相比于对照组的 p-PI3K 和 p-AKT 降低，U251 及 U87 细胞凋亡大量增
加；PI3K 抑制剂 LY294002 联合 matrine 药物处理组相较于单独 matrin 药物组的凋亡显著增加；
AKT 抑制剂 Perifosine 联合 matrine 药物处理组与 PI3K 抑制剂 LY294002 联合 matrine 药物处理
组相的结果类似。
结论 Matrine 通过下调 PI3K/AKT 信号通路，促进胶质瘤细胞的凋亡，这可能成为胶质瘤的潜在治
疗方向。

PU-334

1H-MRS 联合 DWI 在脑胶质瘤分级诊断中的应用探讨
胡旭磊,夏鹤春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评估联合应用多体素氢质子磁共振波谱成像(1H-MRS)中相关代谢物的比值及磁共振弥散加权
成像(DWI)的表观弥散系数(ADC)、相对弥散系数(rADC)在脑胶质瘤分级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可疑脑胶质瘤患者多体素 1H-MRS 的 Cho/NAA、Cho/Cr、NAA/Cr 比值和 DWI 中
肿瘤实质、健侧镜像区脑组织 ADC 值及 rADC 值。依据术后病理，按照 WHO(2016)标准，将病例
分为两组: 低级别胶质瘤组(I～II 级 , 26 例)和高级别胶质瘤组(III～IV 级 , 30 例)，比较两组中
Cho/NAA、Cho/Cr、NAA/Cr、ADC 值及 rADC 值，并作统计学分析。
结果 高级别胶质瘤组 Cho/Cr、Cho/NAA 比值(3.58±2.04 , 3.93±2.47)均高于低级别胶质瘤组
(2.13±0.59 , 2.14±0.6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高级别胶质瘤组 NAA/Cr 比值、肿瘤实
质 ADC 值及 rADC 值(0.54±0.32 , 1.14±0.25 , 1.46±0.32)均低于低级别胶质瘤组(0.87±0.33 ,
1.48±0.22 , 1.91±0.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高级别胶质瘤组健侧镜像区脑实质 ADC
值(0.78±0.06)低于低级别胶质瘤组(0.78±0.0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由受试者工作特征
曲线可知，Cho/NAA、Cho/Cr、NAA/Cr、ADC 及 rADC 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26、0.752、
0.793、0.846 及 0.838，均大于 0.5，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H-MRS 及 DWI 均可用于脑胶质瘤的分级诊断。1H-MRS 联合 DWI 在进行胶质瘤的分级诊断
时，DWI 可以补充 1H-MRS 的不足之处，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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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5

甲硫氨酸与胱氨酸剥夺依赖 ROS
和自噬具有共同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的作用
刘怀垒,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阐明甲硫氨酸与胱氨酸剥夺对胶质瘤细胞增殖的作用和分子机制
方法 本课题将胶质瘤细胞系和分离的人原代胶质瘤细胞作为实验对象，利用体外和体内构建的裸
鼠载瘤动物模型，在应用 MTT, 电镜等技术基础之上研究甲硫氨酸与胱氨酸剥夺对胶质瘤细胞增殖
的潜在作用及分子机制。
结果 (1)甲硫氨酸与胱氨酸剥夺显著抑制 U87，U251 及人源胶质瘤细胞的增殖，并且两者一起剥
夺具有协同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的作用。(2)甲硫氨酸与胱氨酸剥夺在体外激活了肿瘤细胞内的
ROS 水平，并且两者在激活 ROS 水平方面具有协同作用。（3）甲硫氨酸与胱氨酸剥夺触发了胶
质瘤细胞内的自噬水平，抑制肿瘤细胞自噬能促进甲硫氨酸与胱氨酸剥夺对肿瘤细胞增殖的抑制。
（4）甲硫氨酸与胱氨酸剥夺在体内抑制了肿瘤细胞的生长，同时在体内激活了自噬的表达。
结论 甲硫氨酸与胱氨酸剥夺依赖 ROS 和自噬具有共同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的作用

PU-336

ARHI 能下调癌基因 Ras
并通过 Ras/Akt/mTOR 通路诱导胶质瘤细胞自噬的研究
钟晨 1,2,赵世光 1,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中俄医学研究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

目的 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具有高度异质性的颅内恶性肿瘤，具有复杂的起源，形成多种亚
型，即便是放在目前的医疗水平之下也很难诊断和治疗。纵然接受系统化的治疗，患者的预后也难
达期望。ARHI 是一个著名的抑癌基因，对乳腺癌、卵巢癌在内的多种肿瘤有抑制作用，但在胶质
瘤中却鲜有报道。本研究发现，在胶质瘤细胞中过表达 ARHI，可以抑制肿瘤的增殖，降低肿瘤细
胞的成瘤性，并且可以诱导胶质瘤细胞产生自噬性死亡。
方法 细胞过表达 ARHI 通过转染 over-expressing ARHI 质粒或慢病毒来实现。细胞活性用 MTT 实
验检测，与自噬相关的细胞形态学改变用透射电子显微技术及自噬双标荧光技术检测，应用垂直凝
胶电泳技术以及免疫荧光和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来检测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在体外试验中，ARHI 无论在人胶质瘤组织中或是胶质瘤细胞系中均普遍低表达，并且 ARHI
的表达随着胶质瘤的级别升高而降低。另外，我们尝试研究其诱导自噬的内在机制过程中，发现过
表达 ARHI 能够在胶质瘤中抑制 Ras-Akt-mTOR 信号通路，从而在胶质瘤细胞中引起自噬
结论 过表达 ARHI 能够在胶质瘤中抑制 Ras-Akt-mTOR 信号通路，从而在胶质瘤细胞中引起自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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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7

高级别胶质瘤磁敏感加权成像与分子病理表达的对比分析
田海龙,危兆胜,祖玉良,杨志成,刘斌,王志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目 的 对 比 分 析 术 前 磁 敏 感 加 权 成 像 （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 与 高 级 别 胶 质 瘤
（WHOIII-IV 级）的分子病理诊断结果，探讨不同磁敏感指数的高级别胶质瘤其分子病理表达的变
化，为高级别胶质瘤的诊断手术治疗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对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磁共振扫描成像平扫+增强序列新诊断的高级别胶
质瘤，完成磁敏感 SWI 检查和显微手术治疗，光镜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确诊的病例行肿瘤分子病
理的检测。对磁敏感血管结构半定量评分与分子病理表达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38 例接受手术治疗，术后病理证实 33 例为高级别胶质瘤，包括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 19 例,巨
细胞胶质母细胞瘤 3 例、间变星形细胞瘤 8 例，间变少枝胶质细胞瘤 2 例，混合间变性星形细胞瘤
1 例。血管结构半定量评分根据 ITSS 分级，其中 0-3 分分别为 3 例、4 例、11 例和 15 例，免疫组
织化学检测结果提示，不同血管结构半定量评分的肿瘤组织，P53 和 GFAP,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25,0.49），CD28、Ki67 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不同血管结构半定量评分的高级别胶质瘤组织，其分子病理的表达不同；综合分析高级别血
管结构半定量评分和分子病理表现，有助于从影像诊断角度分辨高级别胶质瘤浸润范围和预后判断

PU-338

氯喹协同过表达 ARHI 显著抑制胶质瘤增殖的研究
钟晨 1,2,赵世光 1,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中俄医学研究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

目的 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具有高度异质性的颅内恶性肿瘤，具有复杂的起源，形成多种亚型，即
便是放在目前的医疗水平之下也很难诊断和治疗。纵然接受系统化的治疗，患者的预后也难达期
望。ARHI 是一个著名的抑癌基因，对乳腺癌、卵巢癌在内的多种肿瘤有抑制作用，但在胶质瘤中
却鲜有报道。本研究发现，在胶质瘤细胞中过表达 ARHI，可以抑制肿瘤的增殖，降低肿瘤细胞的
成瘤性，并且可以诱导胶质瘤细胞产生自噬性死亡。而且加入自噬晚期抑制剂氯喹之后能协同放大
ARHI 的抑癌作用。为胶质瘤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思路。
方法 细胞过表达 ARHI 通过转染 over-expressing ARHI 质粒或慢病毒来实现。细胞活性用 MTT 实
验检测，细胞增殖情况用克隆形成实验来检测。与凋亡相关的细胞形态学改变用 Tunel 荧光染色技
术来检测。凋亡定量分析通过细胞流式分选技术完成。应用垂直凝胶电泳技术以及免疫荧光和免疫
组织化学技术来检测蛋白的表达情况。在裸鼠皮下利用 ARHI-LN229 细胞衍生实体肿瘤以观察体内
影响。
结果 在体外试验中，ARHI 无论在人胶质瘤组织中或是胶质瘤细胞系中均普遍低表达，并且 ARHI
的表达随着胶质瘤的级别升高而降低。在胶质瘤细胞系中过表达 ARHI 能够诱导 LN229 及 T98 细
胞发生自噬性死亡，并且在晚期阶段阻断自噬，能够显著增强 ARHI 的抗肿瘤能力。
结论 ARHI 有望在胶质瘤中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抑癌基因。而氯喹作为胶质瘤治疗中的辅助化疗药品
能够增强 ARHI 的抗肿瘤作用，本研究为胶质瘤的治疗新思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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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9

p68 RNA 解旋酶通过负调节 DUSP5 促进胶质瘤细胞的侵袭
滕雷,陈晓丰,杨铭春,王枭雄,董宇,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胶质瘤是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具有快速增殖，高侵袭能力和不良预后的恶性特征。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 p68 RNA 解旋酶在胶质瘤细胞中过度表达，并与胶质瘤分化程度密切
相关，同时是胶质瘤患者预后不良的生物靶向指标。p68 的下调显著抑制了胶质瘤细胞的增殖。此
外，我们发现 p68 基因通过激活 NF-κB 信号通路促进胶质瘤细胞生长，但其潜在的下游分子机制
仍未完全明了。
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微阵列分析发现 DUSP5 是 p86 的下游靶基因，表明 p68 可以调节
DUSP5 的表达。此外我们还通过利用侵袭、迁徙实验来评估 p68 影像下的 DUSP5 的表达。
结果 在稳定表达 DUSP5 的细胞系（U87 和 LN-229）中，我们发现上调 DUSP5 抑制胶质瘤细胞
的增殖，侵袭和迁移，这与 p68 影像下的 DUSP5 的下调结果一致。此外，上调的 DUSP5 抑制
ERK 磷酸化，而下调的 DUSP5 祛除了 ERK 的磷酸化水平，这表明 DUSP5 能够负调节 ERK 信号
传导。接下来我们通过免疫组化发现 DUSP5 与胶质瘤的病理级别呈现负相关。
结论 结果表明 p68 诱导的 DUSP5 负调节促进了胶质瘤细胞的侵袭并介导了 ERK 信号通路的激
活。

PU-340

低级别胶质瘤的临床特点及诊疗体会
李德坤,赵兵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 WHO 分级为Ⅰ-Ⅱ级的胶质瘤患者的临床特点，初步总结其诊断要点及治疗体会。
方法 回顾整理 93 例术后病理证实为 WHO 分级Ⅰ-Ⅱ级胶质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临床表现，影
像学特征，手术中所见。
结果 低级别胶质瘤多见于青壮年，本组患者平均年龄 37.5±2.7 岁；无明显性别差异；癫痫起病 45
例，头痛，头晕起病 38 例，肢体乏力者 7 例，无症状 3 例；肿瘤多位于额叶（57 例），其次是颞
叶（21 例），幕下者罕见（0 例）；MR 常表现为等 T1 稍长 T2，DWI 高信号，近半数无明显强
化，MRS 有助于明确诊断；术中肿瘤血供大多不丰富，肿瘤质地较正常脑组织坚韧。
结论 目前手术仍是低级别胶质瘤的主要治疗手段，切除策略包括肿瘤全切除或扩大切除( 非功能
区)、最大安全范围切除肿瘤(累及功能区)；术中辅助应用神经导航、MR 或超声、多模态技术及荧
光造影等，可提升手术效果；有肿瘤残留和有高危因素( 年龄＞ 40 岁或肿瘤未全切除) 者术后应辅
以放射治疗或化学治疗。

PU-341

目视教育在脑胶质瘤术后抬高床头的效果
唐运姣,谢琴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探讨目视健康教育在脑胶质瘤患者手术后保持床头抬高 15°~30°的效果,以提升神经外科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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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10 月 100 例脑胶质瘤手术患者，按照随
机数字法，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50 例。对照组给予口头教育护士抬高床头 15°~30°。实验组给
于目视教育，指导患者家属按床头标示抬高床头 15°~30°。（即在床头抬高 15°、30°对应的床头高
度用不同颜色的不干胶标示，15°用黄色不干胶标示，30°用红色不干胶标识，15°~30°之间用绿色
不干胶标识，在床头悬挂 0°、15°、30°对应颅内压值卡。）比较两组患者术后 72h 内抬高床头
15°~30°的依从率、患者满意度。
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 72h 内抬高床头 15°~30°的依从率（P 值=-0.00<0.01）、患者满意度（P=0.008<0.01））差异具有显著意义（P<0.01）。
结论 目视健康教育具有形象、直观、传递信息快的特点，其应用于指导脑胶质瘤患者术后抬高床
头效果显著，家属易掌握且配合度高，能有效提高健康宣教效率，减少护士工作量。

PU-342

ATB promotes TGF-β-induced glioma cell invasion
through NFκB and P38/ MAPK pathway
汤锋,赵兵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Objectives We have previously showed that ATB promoted the glioma cells invasion. However,
whether ATB is involved in TGF-β-mediated invasion of glioma cells are still unknown. This study
aims to determine the role of ATB in TGF-β-induced glioma cells invasion.
Methods RT-qPCR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were used for detecting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related genes respectively. Transwell assay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ATB on TGF-β-induced glioma cell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was
used to characterize related protein distribution.
Results TGF-β up-regulated ATB expression in glioma LN-18 and U251 cells. Overexpression of
ATB activated NFκB pathway and promoted P65 translocation into the nucleus, thus facilitated
glioma cells invasion stimulated by TGF-β.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ATB promotes TGF-β-induced glioma cell
invasion through NFκB and P38/ MAPK pathway and had a detailed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way how ATB performed its function in TGF-β-mediated glioma invasion.

PU-343

DNA 甲基化转移酶抑制剂 DC_517
对胶质瘤细胞增殖和侵袭的影响
徐雅娣,赵兵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 DNA 甲基转移酶( DNMTs)抑制剂 DC_517 对人胶质瘤 LN18 细胞增殖和侵袭能力的影
响。
方法 用不同浓度的 DC_517 对胶质瘤细胞系处理不同时间，采用 CCK8 法检测胶质瘤细胞增殖；
Transwell 实验检测胶质瘤细胞迁移和侵袭；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肿瘤细胞增殖、侵袭相关蛋
白表达。
结果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1μM 的 DC_517 处理 LN18 细胞 48h 后显著抑制细胞增殖、迁移
侵袭(P<0.05) ；用不同浓度 DC_517 处理 LN18 细胞 48h 后,与对照组相比，DC_517 对细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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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迁移侵袭能力的抑制呈现浓度依赖性（P<0.01）；此外，与对照组相比， 1μM 的 DC_517 处
理 LN18 细胞 48h 后显著抑制增殖相关蛋白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和 G1/S-特异性周期蛋白D1（Cyclin D1）及迁移侵袭相关蛋白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的表达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用不同浓度 DC_517 处理 LN18 细胞 48h 后,与对照组相比，DC_517 对
PCNA、Cyclin D1 和 MMP9 蛋白表达的抑制呈现浓度依赖性（P<0.01）。
结论 DC_517 通过调控增殖及侵袭相关蛋白的表达抑制胶质瘤细胞株 LN18 细胞的增殖侵袭。

PU-344

甲硫氨酸剥夺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和周期抑制的实验研究
王开开,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代谢异常是肿瘤的主要特征之一，肿瘤细胞短时间内进行的极大规模的增殖需要十分丰富的
营养物质进行维持，因此限制机体对肿瘤细胞的物质供应是癌症治疗的潜在的有效性方法之一。肿
瘤细胞选择性地易受特定氨基酸包括甲硫氨酸、精氨酸、亮氨酸、丝氨酸等缺乏的影响。必需氨基
酸甲硫氨酸的消耗在体外试验中可抑制细胞周期进程并诱导癌细胞凋亡，并且在不同肿瘤类型的临
床前模型中抑制肿瘤体内生长。虽然甲硫氨酸在许多生化途径中如蛋白质和多胺合成、核酸和蛋白
质的甲基化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许多肿瘤“甲硫氨酸依赖”的分子机制仍然知之甚少。本实验研
究将探索由甲硫氨酸剥夺引起的代谢重编程对胶质瘤增殖的影响，并对其潜在的分子机制进行探
究。我们从胶质瘤细胞是否对甲硫氨酸敏感入手，明确甲硫氨酸对胶质瘤细胞在体内及体外增殖中
所起到的作用.
方法 在本实验中首先用正常和甲硫氨酸剥夺的培养液确定甲硫氨酸剥夺对原代胶质瘤体外增殖的
影响；用肿瘤原位动物模型确定甲硫氨酸剥夺对原代胶质瘤细胞体内增殖的影响；运用 H&E 染色
技术确定胶质瘤细胞颅内增殖情况；利用 MTT 技术检测胶质瘤细胞系 LN229 和 A172 细胞系处理
后的细胞活性；利用 KI67 免疫荧光技术探索甲硫氨酸剥夺对胶质瘤细胞系 LN229 和 A72 细胞的
增殖的影响；利用流式细胞仪检测胶质瘤细胞系 LN229 和 A172 细胞各细胞周期分布情况；运用
Tunel 检测细胞死亡情况；Western-Blot 检测周期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1. 在体外试验中甲硫氨酸剥夺可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
2. 在体内试验中甲硫氨酸剥夺可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
3. 在体外试验中甲硫氨酸剥夺可诱导胶质瘤细胞 G1/S 细胞周期停滞；
4.在体内试验中甲硫氨酸剥夺可诱导胶质瘤细胞 G1/S 细胞周期停滞；
结论 甲硫氨酸剥夺可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和诱导胶质瘤细胞周期停滞，这可为针对代谢重编程如
甲硫氨酸剥夺引起的代谢重编程治疗胶质路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也为胶质瘤的基础和临床转化提供
新的思路。

PU-345

低级别胶质瘤发生恶性转化为高级别
胶质瘤的危险因素及预后分析
孙荣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低级别胶质瘤发生恶性转化为高级别胶质瘤，显著影响胶质瘤患者的生存期，然而导致其发
生的原因尚未明确，本文通过对该类患者进行临床数据分析，探讨低级别胶质瘤发生恶性转化的危
险因素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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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统计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自 2012 年至 2018 年间，低级别胶质瘤发生
恶性转化为高级别胶质瘤的患者 15 例，平均随访时间为 66 月。分析患者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
等）、手术切除程度、病理类型、放化疗治疗方案、复发类型及间隔时间、术后 KPS 评分、复发
前后 Ki67 表达阳性率和预后情况，将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以评估低级别胶质瘤恶性转化的危险因
素及预后。
结果 根据数据统计，男性 8 例，女性 7 例，年龄分布范围为 19-58 岁，15 例均经两次手术病理证
实病理类型，其中 2 例行 3 次手术。1 例行活检证实病理性质，复发后行开颅肿瘤切除术，14 例行
两次开颅肿瘤切除术，其中 12 例手术切除程度满意，2 例手术切除后部分残留。星形细胞瘤 7
例，少突胶质瘤 7 例，室管膜瘤 1 例。3 例患者未行放化疗，6 例患者行标准放化疗，3 例仅行适
形放疗，3 例行伽玛刀及化疗。复发间隔时间为 6 月至 10 年，平均复发时间为 41 月。8 例患者为
原位复发，7 例患者为弥漫多发病变。9 例患者复发后 Ki67 表达阳性率明显升高，6 例患者复发前
后 Ki67 表达阳性率变化不明显。9 例患者第二次术后 KPS 评分明显下降，8 例下降不明显。预后
良好 4 人，一般 6 人，不佳 2 人，死亡 3 人。
结论 分析数据发现，低级别胶质瘤发生恶性转化为高级别胶质瘤的危险因素包括手术切除程度、
术后 KPS 评分下降程度、复发后 Ki67 表达阳性率升高水平、复发类型、放化疗治疗情况，这些因
素明显影响患者预后。而患者性别、年龄、胶质瘤分类与低级别胶质瘤发生恶性转化无明显相关
性，并且对预后无明确影响。该结论尚待继续增加样本量以进一步验证。

PU-346

LncRNA UCA1/miR-182/iASPP 通路在调节
脑胶质瘤细胞增殖和侵袭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何宗泽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LncRNA UCA1 与微小 RNA -182(microRNA-182, miR-182)相互作用并通过靶向调节
p53 凋亡刺激蛋白抑制因子(Inhibitor of Apoptosis-Stimulating Protein of p53,iASPP)进而影响脑胶
质瘤细胞增殖与侵袭的分子机制。
方法 通过在线预测 miR-182 与 iASPP 相互作用的潜在结合位点，并采用双荧光素活性实验进一
步验证。Western blot 实验验证转染 miR-182 mimics 或 inhibitor 后 iASPP 的蛋白表达变化。应用
qPCR 方法检测脑胶质瘤组织和瘤周脑组织中 miR-182 以及 iASPP 的表达情况，统计学分析三者
之间的表达相关性。
结果 生物信息学预测及双荧光素酶活性检测实验结果表明 miR-182 可靶向结合 iASPP 的 3’-UTR
区域，并抑制 iASPP 的表达。在脑胶质瘤细胞中过表达 miR-182 可抑制 iASPP 的蛋白表达，抑制
miR-182 可促进 iASPP 的蛋白表达；沉默 LncRNA UCA1 后， iASPP 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
在 U251 细胞中下调至（0.370±0.062），在 SHG44 细胞中下调至（0.727±0.070）。qPCR 结果
显示与瘤旁正常组织相比，在脑胶质瘤组织中 miR-182 表达下调了 2 倍，而 iASPP 表达上调了
1.7 倍；在组织中 LncRNA UCA1 与 miR-182 的表达呈负相关（r=-0.6083，P<0.01），miR-182
和 iASPP 的表达也呈负相关（r=-0.6013，P<0.01），而 LncRNA UCA1 和 iASPP 的表达呈正相
关（r=0.7260，P<0.01）。
结论 LncRNA UCA1 可促进脑胶质瘤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而 miR-182 则抑制脑胶质瘤细胞的增
殖和侵袭，因此可推测在脑胶质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LncRNA UCA1 可能通过抑制 miR-182 的表
达 进 而 上 调 iASPP ， 最终 促 进 脑 胶 质 瘤 的细 胞增 殖 与 侵 袭 ， 深 入研 究 LncRNA UCA1/miR182/iASPP 通路调控脑胶质瘤细胞增殖与侵袭的作用机制，将为脑胶质瘤的基因靶向治疗提供科学
依据。

234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PU-347

LncRNA UCA1 介导 miR-182 调控
脑胶质瘤细胞的增殖与侵袭相关性研究
何宗泽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LncRNA UCA1 与微小 RNA -182(microRNA-182, miR-182)相互作用进而影响脑胶质
瘤细胞增殖与侵袭的分子机制。
方法
通过生物信息学技术预测 LncRNA UCA1 的潜在靶向 miRNAs，采用 qPCR 实验验证
LncRNA UCA1 对 miR-182 的表达影响。采用双荧光素酶检测实验鉴定 LncRNA UCA1 与 miR182 的靶向结合位点。转染 miR-182 mimics 或 inhibitor 后，MTT 技术检测细胞增殖情况，
Transwell 实验检测细胞侵袭能力变化。
结果
结合生物信息学预测和之前报道，发现 miR-129，miR-182，miR-184，miR-124，miR143，miR-18a，miR-214 可能与 LncRNA UCA1 发生相互作用；沉默 LncRNA UCA1 后 qPCR 检
测到 miR-182 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上调约 3.6 倍；在脑胶质瘤细胞中转染 miR-182 mimics 后
LncRNA UCA1 表 达 在 U251 细 胞 中 下 调 至 （ 0.399±0.155 ） ， 在 SHG44 细 胞 中 下 调 至
（0.654±0.126），转染 miR-182 inhibitor 后 LncRNA UCA1 的表达上调，在 U251 细胞中上调至
（1.790±0.101），在 SHG44 细胞中上调至（1.766±0.112）。双荧光素酶检测实验证实 LncRNA
UCA1 与 miR-182 存在结合位点。在 U251 细胞和 SHG44 细胞中，miR-182 mimics 组相比较于
NC mimics 对照组，细胞增殖及侵袭能力显著降低（P<0.01）；miR-182 inhibitor 组相比较于 NC
inhibitor 对照组，细胞增殖及侵袭能力升高（P<0.05）。
结论 （1） LncRNA UCA1 可以调控 miR-182、miR-124、miR-143、miR-214 和 miR-18a 的表
达，其中以调节 miR-182 最为明显；（2） LncRNA UCA1 1692-1695 位点可以与 miR-182 结合
并相互调节表达；（3） 过表达 miR-182 可抑制脑胶质瘤细胞 U251 和 SHG44 的增殖和侵袭；抑
制 miR-182 可促进脑胶质瘤细胞 U251 和 SHG44 的增殖和侵袭。

PU-348

神经内镜下松果体区胶质瘤切除术 1 例
吴永刚,张诚,杨小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松果体区胶质瘤主要为星形细胞瘤，也可见胶质母细胞瘤，主要起源于松果体周围的脑实
质，少数也为起源于松果体腺的纤维星形细胞瘤。单从影像特征很难与松果体本身实质肿瘤区别。
本文报道 1 例临床罕见的松果体区胶质母细胞瘤，并简要探讨其临床表现、影像学和病理学特征、
治疗方式。
方法 患者 45 岁男性，以“视物模糊 4 月”为主诉入院。患者于 2018-05-04 出现双眼视物模糊，伴头
晕，当时就诊于于我科，完善脑 MRI 考虑松果体瘤？生殖细胞瘤？因患者手术风险大，未行手术
治 疗 ， 后 患 者 就 诊 于 北 京 某 医 院 ， 查 肿 瘤 标 记 物 提 示 ： 甲 胎 蛋 白 ： 4.31ng/ml ， 癌 胚 抗 原 ：
3.15ng/ml，B-HCG：<0.1mIU/ml，考虑生殖细胞瘤可能性大，建议患者诊断性放疗，于 2018-0625 开始在我院行诊断性放疗，计划为：GTVtb：松果体区病变，PGTV：GTVtb 外扩 0.2cm，剂量
为：PGTV：10Gy/5f,2Gy/f，5f/w，患者治疗结束 1 周后复查脑 MRI 提示：松果体区占位，考虑松
果体肿瘤？生殖细胞瘤？较前片无明显变化，右侧小脑幕可疑强化，脑膜转移待查。故到我科就
诊。患者高血压病病史 5 年，目前血压控制在 120/70mmHg 左右。查体：生命体征尚平稳，全身
浅表淋巴结未明显扪及肿大，双眼上视稍受限，双眼视力、视野正常，双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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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肌力、肌张力正常。入院后完善相关检验、检查，排除禁忌症后于 2018-07-22 在全麻下行
“后旁正中入路神经内镜下松果体肿瘤切除术+硬脑膜修补术+颅骨修补术”，患者取左侧卧位，取后
旁正中切口长约 5cm，切口位于左侧中线旁 2cm、上至枕外隆凸上 2cm、下至枕外隆凸下 3cm，
铣下骨瓣后沿幕下小脑上自然间隙进入神经内镜，于松果体区见肿瘤，肿瘤大小约 2*2cm，肿瘤呈
灰白色、质韧、血供丰富、与周围脑组织边界不清，分块切除肿瘤，肿瘤完整切除。
结果 术后病检提示：松果体区胶质母细胞瘤（WHO IV 级）。术后患者恢复良好，双眼仍上视稍受
限，双眼视力、视野正常，肌力、肌张力正常。
结论 神经内镜下行松果体肿瘤切除术具有视野清晰、创伤小、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少
等优点，值得大力推广。

PU-349

外泌体介导的 LncRNA SNHG12 传递
在胶质瘤耐药中的过程及其机制研究
陆晨飞,尹建星,张卓然,魏裕天,曾爱亮,尤永平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手术切除肿瘤辅以术后放疗和替莫唑胺化疗是目前治疗恶性脑胶质瘤的国际一线治疗方法，
但是替莫唑胺耐药已成为临床棘手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外泌体作为肿瘤微环境中细胞间通讯的重要
媒介，其包含的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对肿瘤恶性表型改变具有重要作用。在本项研究中，
我们致力于探讨胶质瘤中 lncRNA SNHG12 对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的影响，及其潜在的分子机制。
方法 1.通过数据库分析，qRT-PCR 及 FISH 分析 lncSNHG12 在胶质瘤细胞及组织中的表达和对患
者预后的影响。2.集落生成实验、tunel、western blot、流式细胞术检测凋亡及裸鼠皮下成瘤实验
验证 lncSNHG12 对胶质瘤细胞替莫唑胺耐药的作用。3.MSP、BSAS、CHIP 用于检测启动子区
CpG 岛甲基化水平对 lncRNA SNHG12 表达水平的影响。4.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RIP、免疫荧
光、western blot 用于检测 lncRNA SNHG12 吸附 miR-129-5p，间接调控 MAPK1 及 E2F7 的表达
水平。5.超速离心、电镜及功能试验用于检测替莫唑胺耐药胶质瘤细胞外泌体中 lncRNA SNHG12
对靶细胞耐药表型的影响。6.颅内原位成瘤实验用于体内验证外泌体传递的 lncRNA SNHG12 在胶
质瘤替莫唑胺耐药中的作用。7.超速离心、qRT-PCR、生存分析用于探究血清外泌体中 lncRNA
SNHG12 作为诊断标志物的潜力。
结果 1.lncRNA SNHG12 在耐药胶质瘤组织及细胞系中高表达，并与患者预后相关。2.高水平
lncRNA SNHG12 可以促进胶质瘤细胞替莫唑胺耐药。3.lncRNA SNHG12 启动子区甲基化水平降
低，从而导致 lncRNA SNHG12 表达水平升高。4.lncRNA SNHG12 通过吸附 miR-129-5p，导致
MAPK1 及 E2F7 表达水平升高，激活 ERK 通路同时使细胞周期从 G1 期向 S 期转变，进而导致胶
质瘤细胞耐药。5.替莫唑胺耐药胶质瘤细胞外泌体中 lncRNA SNHG12 可以促进靶细胞替莫唑胺耐
药。6.外泌体传递的 lncRNA SNHG12 可在体内促进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7.外泌体 lncRNA
SNHG12 与病人预后相关，具备作为诊断标志物的潜力。
结论 我们的实验表明 lncRNA SNHG12 可以作为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的潜在治疗靶点，血清外泌
体 lncRNA SNHG12 可以作为复发胶质瘤的诊断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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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0

胶质瘤患者主要照顾者术前心理障碍及其相关因素的临床研究
陈超逸,杨昌美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脑胶质瘤患者主要照顾者术前焦虑抑郁的发生率及其临床特点，明确其主要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11 月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
胶质瘤患者的主要照顾者 70 例。术前 2 ~ 3 天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对患者及照护者进行评估，并采用自制问卷收集照顾者一般人口学资料、手术信息知晓情
况及家庭功能状态等。先对数据进行单因素分析，再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方法分析影响脑胶质瘤
患者主要照顾者术前 HAMA、HAMD 评分的临床因素。
结果 根据 HAMD 和 HAMA 量表的评分标准，11 名照顾者(15.7%)术前可能有抑郁，14 名照顾者
(20% ） 有 焦 虑 。 患 者 术 前 抑 郁 (t=7.451, p=0.006;t=5.225,p=0.022) 及 照 顾 者 性 别
(t=5.775, p=016; t=6.305, p=0.012)与照护者术前抑郁焦虑在统计学上有意义。照顾者与患者的关
系和照顾者术前抑郁在统计学上有意义(t=-2.081, p=0.037)。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患者术前
抑郁(β= 2.079,t = 2.079,p = 0.018;β= 1.666,t = 4.939, p = 0.026)和照顾者的性别(β= 1.819,t =
4.205, p = 0.040;β= 1.957,t = 6.071, p = 0.014)均为术前照顾者抑郁焦虑的危险因素,且患者术前抑
郁与照顾者的心理障碍呈正相关。
结论 胶质瘤患者的主要照护者在术前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心理障碍，且研究发现患
者术前抑郁和照护者的性别是照护者术前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因此，医护人员在术前应着重观察
患者的心理状态，可通过对其进行疾病知识宣教或借助同伴教育，以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同时可
制定个体化的护理措施，有针对性的解决患者实际问题，帮助其以良好的心态面对疾病和手术。当
患者的抑郁情绪得到改善后，将有助于减轻照顾者的焦虑抑郁，从而提高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和护理
质量。此外，本次研究的主要照顾者以男性为主，与国外研究发现女性照顾者存在较高的焦虑抑郁
结果不一致，这可能与男性照顾者不善表达，总是独自承担压力，从而导致心理负担加重有关。未
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以探究不同性别的照顾者发生心理障碍的差异，为临床提供有效的
指导。

PU-351

快速康复外科管理模式在胶质瘤患者中的的效果研究
刘闻捷,陈茂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快速康复外科管理模式在胶质瘤患者术后康复效果中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纳入 2018 年 1~12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单个医疗组收治的 90 例胶质瘤患者(快速康
复组),采用快速康复外科管理模式进行管理；纳入 2017 年 1~12 月同一个医疗组收治的 86 例胶质
瘤患者(传统组),采用传统的围术期护理方式进行管理,比较两组患者术后 72h 内疼痛解救次数、首
次下床活动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平均住院时间、术后 30 天非计划再入院及患者满意度等指标。
结果 快速康复组术后 72h 内疼痛解救次数少于传统组 P<0.05），首次下床活动时间早于传统组
（P<0.05），并发症发生率小于传统组（P<0.05），平均住院时间短于传统组(P<0.05)，患者满
意度高于传统组；两组患者术后 30 天非计划性再入院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快速康复外科管理模式可促进胶质瘤患者术后早期康复,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缩短住院时间,改善
患者就医体验,提升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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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2

双色荧光示踪胶质瘤起始细胞融合
宿主间质细胞恶性转化机制研究
代兴亮 1,程宏伟 1,兰青 2
1.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异种移植瘤中宿主来源间质细胞恶性转化已有报道，但是对恶变的机制知之甚少。本研究旨
在使用双色荧光示踪的体内模型研究宿主来源肿瘤间质细胞的恶性转化并探讨可能的机制。
方法 将稳定转染红色荧光蛋白基因（RFP）的人脑胶质瘤起始细胞（GICs-RFP）接种到带有绿光
的裸鼠体内，建立具有两种荧光的动物模型，通过激光共聚焦观察移植瘤的荧光表达，流式细胞仪
检测和分选各种荧光细胞，包括 EGFP 细胞，RFP 细胞和表达这两种荧光的融合细胞，体外亚克
隆得到具有恶性肿瘤细胞特征的同时表达 EGFP/RFP 的两种荧光的融合细胞，体外鉴定细胞来
源、表面标记物和恶性特征，裸鼠皮下移植验证融合细胞致瘤特性。
结果 GICs-RFP 在 EGFP 裸小鼠的体内致瘤率均为 100%（14/14），动物移植瘤模型中均可观察
到融合细胞，分选、克隆到的融合细胞不仅共表达 EGFP 和 RFP，而且共表达 GICs-RFP 标记物
Nestin 和 MSCs 标记物 CD105；融合细胞在体外表现出高度增殖活性，更具侵袭和迁移特征，融
合细胞（1×105 个/只）在无胸腺裸小鼠的致瘤率为 100%（4/4）。
结论 GICs-RFP 自发融合宿主 MSCs 并诱导恶性转化，为肿瘤异质性的细胞来源提供了新的双色
荧光示踪的证据。

PU-353

新型天然小分子活性化合物 trichobotrysin B
通过 IL-6 介导的 STAT3/JAK 通路抑制胶质瘤增殖和促进凋亡
代兴亮,吴炳山,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胶质瘤是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具有破坏性增殖和侵袭性生长的特征。药物辅助
化疗是胶质瘤术后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但是当前针对胶质瘤的有效化疗药物缺乏，探索新型有效
的化疗药物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方法 从中国南海海鞘真菌 Trichobotrys effusa SYSU-MS4729 中提取了特特拉姆酸衍生物，
trichobotrysin B。通过 CCK-8、流式细胞检测等研究 trichobotrysin B 对胶质瘤细胞增殖、细胞周
期和凋亡的作用；蛋白印记证实凋亡相关蛋白剪切型 Caspase 9（c-Caspase 9）、剪切型
Caspase 3（c-Caspase 3）和促凋亡蛋白 BAX 和抗凋亡蛋白 Bcl-2 表达；进一步研究不同剂量和
处理时间 trichobotrysin B 处理后的 STAT3 磷酸化及 JAK2 活化的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通过 CCK-8、流式细胞检测等研究发现 trichobotrysin B 具有显著的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诱
导细胞周期阻滞和凋亡的特征；蛋白印记证实凋亡相关蛋白剪切型 Caspase 9（c-Caspase 9）、
剪切型 Caspase 3（c-Caspase 3）和促凋亡蛋白 BAX 显著上调（p<0.05），抗凋亡蛋白 Bcl-2 显
著下调；进一步研究发现 trichobotrysin B 抑制胶质瘤增殖和促进凋亡与（IL-6 介导的）STAT3 磷
酸化及 JAK2 活化密切相关，并且具有剂量和时间依赖性。
结论 本研究表明新型小分子活性化合物 trichobotrysin B 通过 IL-6 介导的 STAT3 磷酸化及 JAK2
活化抑制胶质瘤增殖和诱导凋亡，提示 trichobotrysin B 具有潜在的抗胶质瘤效果，这为探索胶质
瘤化学药物治疗提供新的潜在方向，为探索具有抗癌作用的新型小分子化合物药物提供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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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4

LncRNA UCA1 在脑胶质瘤组织中的表达及
对细胞增殖和侵袭的影响
何宗泽,陈隆益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LncRNA UCA1 在脑胶质瘤细胞中的增殖和侵袭过程的作用。
方法 收集 80 例原发性人脑胶质瘤标本及需扩大切除的瘤周组织，通过 qPCR 技术检测脑胶质瘤组
织和瘤周脑组织中 LncRNA UCA1 表达情况；检测 U373MG、T98MG、SWO38、U251 和
SHG44 五株细胞中 LncRNA UCA1 的表达情况，筛选出合适的模式细胞。应用 shRNA 干扰技术
沉默 LncRNA UCA1 在脑胶质瘤细胞系 U251 和 SHG44 的表达，MTT 和 Transwell 等方法检测细
胞增殖及侵袭能力的变化。
结果
在 脑 胶 质 瘤 组 织 与 瘤 周 组 织 中 ， LncRNA UCA1 的 表 达 分 别 为 （ 2.165±0.670 ） 和
（1.168±0.486），即 LncRNA UCA1 在脑胶质瘤中呈现高表达；sh-UCA1 转染组相较于 sh-NC
转染组，沉默 LncRNA UCA1 的表达后，细胞增殖及侵袭能力显著降低。
结论 （1）在人脑胶质瘤组织中，相对于瘤旁组织，肿瘤组织中 LncRNAUCA1 呈现高表达；
（2）相对于人脑星形胶质细胞 HEB，五种人脑胶质瘤细胞株
U373MG、 T98MG、 SWO38、 U251、 SHG44 中 LncRNA UCA1 均呈现高表达水平；（3）在
人脑胶质瘤细胞株 U251 和 SHG44 中干扰 LncRNA UCA1 可抑制细胞的增殖和侵袭。

PU-355

去水卫矛醇 (VAL-083) 联合放疗治疗具有甲基鸟嘌呤-DNA 甲基
转移酶 (MGMT) 基因未甲基化启动子的新确诊的多形性胶质母
细胞瘤 (GBM) 患者的开放性 I/II 期临床研究中期汇报
郭琤琤,杨群英,赛克,王翦,蒋小兵,柯超,陈正和,张继,陈银生,林富华,李德培,牟永告,陈忠平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目 的 胶质 母细 胞瘤 (GBM)存在 O6-甲 基鸟 嘌呤 -DNA 甲 基转 移酶 （ O6-methylguanine-DNA
methyltransferase, MGMT）启动子非甲基化的患者生存获益更差，且对替莫唑胺耐药。去水卫矛
醇（DAG，1,2:5,6-二去水卫矛醇，VAL-083）是一种己糖醇衍生物，通过现有或衍生的环氧基团
使 DNA 链交联，从而实现双官能团的 N7 DNA 烷化。前期研究表明 VAL-083 安全有效，且疗效
独立于 MGMT 甲基化状态，既往在美国已证实对 MGMT 非甲基化的 GBM 作为三线疗法用于治疗
在手术、放疗、TMZ 和贝伐单抗 (Avastin®) 治疗失败后的复发性 GBM)患者中是安全有效的。本
研究拟进一步了解中国人群中 VAL-083 在初治 MGMT 非甲基化的 GBM 患者中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18-70 岁、KPS≥70，经过手术确认为 MGMT 非甲基化的 GBM 患者入组本研究。患者于术后
七周以内开始放疗同步 VAL-083 治疗。第 1 部分为队列剂量递增方案，以确定 VAL-083 与放疗联
用时的最佳剂量。分别招募 60 mg/m2、90 mg/m2 、120 mg/m2 剂量级各 1、3、6 名患者。第 2
部分为扩展阶段，以不高于 MTD 的 VAL-083 剂量级入组 20 名受试者。治疗方案将包含：1)诱导
期，患者接受为期 42 天的放疗的同时每 3 周接受 VAL-083 治疗；之后 2) 单独使用 VAL-083 进行
辅助维持治疗，每 3 周内连续三天每天 IV 给药。本研究一共招募 30 名患者。所有患者在第一周
期第 1 天确定其药代动力学 (PK) 特性和剂量暴露关系。
结果 自 2018-12-13 至 2019-2-20 已入组患者 15 人，11 名已完成 1 次以上疗效评估的患者中，5
名患者(45.5%，5/11)达完全缓解(CR) ，6 名患者(54.5%，6/11)为疾病稳定（SD）。其余 4 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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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1 名因疾病进展死亡，3 名患者仍在治疗中未行首次评价。截止至 2019 年 2 月 14 日，
12/15 名患者仍存活，中位无进展时间为 160 天（42-362 天）。与既往的研究一致，最常见的不
良反应为骨髓抑制。其中分别在 120 mg/m2 与 90mg/m2 剂量级出现剂量限制性毒性（IV°血小板
下降）各 1 名。
结论 VAL-083 联合放疗治疗 MGMT 未甲基化启动子的新确诊的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是安全且有效
的，中期分析显示 VAL-083 有可能可以提高 MGMT 非甲基化 GBM 患者的无进展生存。

PU-356

MPC1 基因缺失与 GBM 预后不良的相关性研究
柴毅 2,1,张玉琪 1,2
1.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目的 线粒体丙酮酸载体(MPC)基因 MPC1 和 MPC2 形成转运体复合物，控制丙酮酸通过线粒体内
膜的限速转运。MPC1 在肿瘤代谢产物和生物合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研究 MPC1 基因
对胶质母细胞瘤(GBM)病人预后的影响。
方法 我们从 UCSC 中获取并收集 TCGA 数据集中 631 例 GBM 病人的基因组和临床数据。临床数
据集包含人口学、生存率、组织学和病理学信息。通过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分析 MPC1 基因
拷贝数片段与 GBM 患者总生存率的关系。Kaplan-Meier 生存分析采用 R2 进行分析，以确定最佳
生存时间的 MPC1 拷贝数值。采用 GraphPad Prism 7 比较各组和亚型之间 MPC1 基因拷贝数的差
异。p<0.05 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我们发现当 MPC1 拷贝数段≤-0.00245,GBM 病人中位生存期为 406 天;而对于 MPC1 拷贝数
段> -0.00245 的病人，中位生存期则提高到 448 天，结果呈显著性相关（p<0.05）。随后我们发
现 MPC1 转录本在 TCGA-GBM 数据集中的表达值与 GTEx 数据集不同。最后相关分析表面 MPC1
拷 贝 数 片 段 与 o -6- 甲 基 鸟 嘌 呤 dna 甲 基 转 移 酶 （ MGMT ） 拷 贝 数 片 段 存 在 显 著 相 关 性
（p<0.05）。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MPC1 除了作为 GBM 的药物靶点外，还可以作为其生存预后的分子标志
物。

PU-357

脑胶质瘤标准病例信息库的构建及意义
徐江龙 1,徐灿 2,谭艳丽 1,田少辉 1,乔晓霞 1,谢英彬 2,张学浩 2,方川 1
1.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2.河北大学

目的 建立脑胶质瘤标准病例信息库及胶质瘤组织标本库，探讨其在胶质瘤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中
的意义。
方法 保证病理诊断基础上，术中多点取材收集胶质瘤患者的新鲜肿瘤组织，留取福尔马林固定组
织以及相应患者的血样和脑脊液标本，病例涵盖 WHO 分类的所有病理类型，随访资料完备，且患
者均接受标准化治疗，建立脑胶质瘤组织标本库。根据 NCCN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指南（2018 年第
1 版），通过以下措施构建胶质瘤标准病例信息库：（1）标签信息登记--系统化提取患者姓名，性
别，年龄，住院号等标签信息。(2)信息关联--自动化双向数据绑定，利用信息关联向各分布式子系
统共享患者基础资料信息。(3)逻辑运算--智能统计生成患者生存期、住院天数、GCS 评分情况；
（4）单患者资料库建立--完整提取并储存患者完整病例信息，包括影像资料，检验信息，放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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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病理报告和病理图片，分子生物学诊断结果，随访资料等重要信息。（5）异构数据转换-将胶质瘤分级，手术部位，切除程度，主诉，利手情况等异构数据转换为可统计数据，并对数据进
行有效性限定。制作影像学评估程序，量化 kps 评分等便于初学者统计（6）建立随访管理系统-自动化生成随访日期，随访次数，当日随访任务等，标准化记录患者预后情况，提高登记及随访效
率，加强患者依从性，指导后续诊疗。（7）链接生物样本库--病例资料与患者血样，脑脊液，病
理组织等相关生物样本无缝链接，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疾病相关的发生、发展机制奠定基础。（8）
信息云端管理--保证病例资料及随访信息安全存储，实时更新，便于团队成员共建共享。
结果 病例搜集完整性、规范性，病情评估量化、标准化、可统计性，随访工作长期性、有效性、
便捷性等较传统模式均有较大提高。胶质瘤病例信息库与生物样本库相结合，完善云端共享-数据
化信息库-生物样本库技术框架，可为较好的为后续胶质瘤科研工作提供研究基础。
结论 构建胶质瘤病例标准信息库，能更全面及可量化的掌握胶质瘤患者的发生发展、诊疗经过及
预后情况等信息。同时，也对患者制定个体化、标准化诊疗方案，评估患者预后，指导后续治疗均
有重要意义，最终提高患者的生存率。为较好的为后续胶质瘤科研工作提供研究基础。

PU-358

FK506 结合蛋白 5 抑制胶质细胞的增殖
及促进肿瘤细胞凋亡 的机制探讨
杨辉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市立医院、徐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目的 既往的研究发现，FK506 结合蛋白 5（FK506-binding protein 5，FKBP5）作为 Akt 的脚手架
蛋白可以通过促进 AKT 丝氨酸 473 位磷酸化位点的去磷酸化进而抑制胰腺癌的生长。然而，其他
的研究却显示，在其他肿瘤细胞中 FKBP5 可以通过调节 NF-κB 信号通过促进肿瘤的生长和化疗药
物的抵抗。在本研究中，我们试图阐明 FKBP5 在胶质瘤细胞中调节肿瘤的增殖和凋亡中的作用及
机制。
方法 培养胶质瘤 U251 细胞，分别转染质粒 pCMV6-XL5-FKBP51 和 FKBP51 siRNA，于不同时
间点收集细胞。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Western Blot 检测 FKBP51、AKT、p-AKT（Ser473）、
Bax 和 Bcl-2 的蛋白表达以及 Caspase-3 和 Caspase-9 的活化情况。
结果 FKBP5 过表达显著抑制了 U251 细胞的增殖，却促进了 U251 细胞的凋亡(p< 0.05)。另外，
FKBP5 过表达抑制了 AKT Ser473 的磷酸化，减少了 Bcl-2 的蛋白表达，增加了 Ba、剪切的
caspase-9 和 caspase-3 的表达(p< 0.05)。相反的，抑制 FKBP5 的表达可以增加 U251 细胞的增
殖，显著促进 AKT 的磷酸化，增加 Bcl-2 的蛋白表达，显著抑制 Bax、剪切的 caspase-9 和
caspase-3 的蛋白表达(p< 0.05)。
结论 FKBP51 可通过抑制 AKT 的活性，促进线粒体细胞凋亡路径的活化进而抑制胶质瘤 U251 细
胞的增殖，促进细胞凋亡，FKBP5 可能是将来基因治疗胶质瘤的新的靶点。

PU-359

健康教育在胶质瘤患者术后患者康复护理的应用
樊毅,郭小叶,贾江利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为了有效实现胶质瘤患者在手术的预后情况得到良好的改善，分析健康指导在胶质瘤患者术
后康复护理的应用，从而提高胶质瘤患者的治疗效果及有效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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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8 月—2018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 98 例患者，按照随机分配的原则将患者分为
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患者各 49 例，其中男性患者 59 例；女性患者 39 例，年龄为 39——82
岁，平均年龄在（58.17±15.89）岁。并且患者在入院时昏迷人数为 20 例，意识朦胧人数为 51
例，意识清醒人数为 27 例。经过比较发现，两组患者在性别、体重、身高等一般资料比较上无明
显差异，P＜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的护理方法，而实验组患者在常
规护理方法的基础上实施康复指导、心理护理及疗效判定标准,根据患者的实际治疗情况，将临床
治疗效果分为显效、有效、无效三个等级。显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消失，病情好转并出院；有效：
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有效改善，但出现了一定的并发症；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没有发生改变，甚
至出现死亡情况。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结果 两组患者在术后康复护理之后，对照组 49 例患者中显效人数为 10 例（20.41%），有效人数
为 26 例（53.06%），无效患者人数为 13 例（26.53%），护理总有效率为 73.47%；而实验组 49
例患者中显效人数为 20 例（40.82%），有效人数为 27 例（55.10%），无效患者人数为例 2
（4.08%），护理总有效率为 95.92%。经过比较发现，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胶质瘤患者术后康复护理中应用健康指导能够有效促进患者康复，起到了降低患者胶质瘤
手术后产生并发症的积极作用，缩短住院日，得到患者和家属的认可，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PU-360

SNHG12 与肿瘤预后及临床病理关系的 Meta 分析
王新庄 1,2,赵世光 1,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中俄医学研究所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

目的 长链非编码 RNA SNHG12 是长度超过 200bp 的核苷酸序列，不具有翻译、蛋白质编码功
能。但广泛参与细胞调节通路。目前，关于 SNHG12 在肿瘤的临床治疗、肿瘤进展及分子机制等
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其与肿瘤的确切关系仍不十分清楚,本研究通过大样本分析 SNHG12 在肿
瘤中异常表达情况，系统评价其异常表达与肿瘤患者预后、肿瘤分期、病理分级以及淋巴转移之间
的相关性，然后讨论长链非编码 RNA SNHG12 能否成为治疗肿瘤的潜在药物靶点，以期为临床治
疗肿瘤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使用“主题词+自由词”在 PubMed 数据库、Medline 数据库、Ovid 数据库、Cochrane 数据库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搜索，时间从 2016 年 3 月到 2018 年 12 月 25 号。遵照 MOOSE（2000
版) 系统规范化的评价流程，对所纳入各个 Retrospective (回顾性研究)的信息进行筛选，用 Stata
软件定量计算、定性总结分析。用合并 HR 值、OR 值、95% CI 值等来评估统计的结果，用 Q 检
验以及 Chi2 检验来评定不同样本间的异质性，用 egger 法定量以及漏斗图定性上分别评估各组之
间的发表偏倚。
结果 （1）肿瘤组织中的 SNHG12 表达水平与患者整体生存期 OS 相关(HR=1.633，95%CI：
1.14-3.37，P=0.004)。（2）肿瘤组织中的 SNHG12 的表达与淋巴结转移 LNM 具有显著相关性
(OR=3.02，95%CI：2.19-5.39，P<O.0OO1)。（3）SNHG12 的表达水平与肿瘤晚期分期相关
(OR=3.40, 95% CI: 2.21-5.04 ， P<0.00001) 。 （ 4 ） SNHG12 的 表 达 水 平 与 肿 瘤 分 级 相 关
(OR=1.789，95%CI：1.279-2.260，P<0.0001)。
结论 SNHG12 表达水平与肿瘤临床分期、病理分级、LNM 淋巴转移以及患者的 OS 相关，与恶性
肿瘤大小、远处转移无显著相关性。SNHG12 表达水平愈高，肿瘤临床分期或病理分级或 LNM 愈
高，OS 愈短，提示恶性肿瘤具有更差的预后。 SNHG12 可作为筛查临床肿瘤标志物，为肿瘤的早
期诊断提供了依据。并且为我们提供靶向治疗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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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1

利用金纳米粒子提高胶质瘤化疗效率
郑智星 1,2,赵世光 1,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哈尔滨医科大学中俄医学研究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

目的 为提高胶质瘤化疗效率，利用金纳米粒子构建载药平台，治疗胶质瘤
方法 选取替莫唑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 MTT 比较载药平台与单纯药物的抗肿瘤效率；同时利用荧
光成像技术，比较两者之间的药物摄取效率。
结果 MTT 显示，相较于单纯替莫唑胺组，金纳米粒子能够增强化疗药物的抗肿瘤作用，并能够提
高药物被肿瘤组织的摄取效率。
结论 金纳米粒子作为载药平台，能够提高替莫唑胺的抗胶质瘤作用。

PU-362

Study on the Expression of TAG1/APP gene and protein
in Glioma Stem Cells and ordinary glioma cells
颜涛,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Objective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role of the expression of TAG1/APP
signaling pathway in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glioma stem cells.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took glioma stem cell line we preserved in our laborato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RT-PCR explored the expression of TAG1 and APP gene,and Western
blotting explored the expression of TAG1 and APP protein.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ordinary glioma cells, the expressions of TAG1 and APP in glioma
stem cell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ar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s（t1=-3.427,P=0.018；t2=-4.201,P=0.032）；The results of Western-Blotting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s of TAG1 and APP protein in glioma stem cell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rmal human glioma cell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t3=-3.49,P=0.021；t4=-9,782,P=0.012）。
Conclusions The expression of TAG1/APP signaling pathway in glioma stem cells is abnormal，
and the expression of TAG1/APP gene and protein in glioma stem cell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ormal glioma cells, which may promote the growth of glioma stem cells

PU-363

基于 GEO 数据库及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胶质瘤
相关的差异表达基因及通路
叶君毅 1,2,赵世光 1,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中俄医学研究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

目的 基于 GEO 数据库及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胶质瘤相关差异表达的基因以及相关通路和蛋白
方法 从 GEO 数据库下载 4 个不同胶质瘤数据库，筛选出所需样本，使用 perl 脚本分别得到 4 个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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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胶质瘤样本相比正常脑组织差异表达的基因，分为上调和下调，使用 Venny 2.1 分别找出 4 个
样本中共同上调和共同下调的基因，使用 KOBAS 3.0 网站得到上调和下调基因相关的通路及蛋白
相互作用网络。
结果 在 GEO 数据库中获得 GSE4290、GSE15824、GSE50161、GSE1165204 个芯片数据，得
到共同上调基因 143 个，共同下调基因 116 个。这些基因参与的生物学过程有代谢、刺激反应、
细胞黏附、细胞再生及免疫过程。
结论 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能有效分析基因芯片数据。胶质瘤的发生是多基因共同参与的结果, 为寻
找胶质瘤相关靶标提供新思路。

PU-364

microRNAs 协同调节神经胶质瘤细胞
刘震东,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神经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的癌症类型之一。由于缺乏胶质瘤特异性治疗，胶质瘤患
者死亡率极高。标准的治疗方案是手术治疗联合放化疗。但是由于胶质瘤细胞呈浸润性生长往往治
疗效果欠佳。因此提高胶质瘤的治疗成为了面前的研究重点。许多报道指出 microRNAs 可以广泛
的调节胶质瘤的生长包括：细胞的增殖、迁移、凋亡、血管形成等等。通过分析胶质瘤组织与正常
脑组织之间的 microRNAs 表达差异包括 miR-21、miR-16、miR-15a 在内的多 microRNAs 表达异
常增高。因此我们提出假说可能多种 microRNAs 协同作用调节胶质瘤的增殖以及凋亡。
方法 收集临床各级别胶质瘤患者组织样本通过 PCR 检测 miR-15a，miR-16、miR-20a、miR21、miR-26a、miR-222、miR-7 和 miR-195 等的表达水平。MTT 法检测细胞活力，TUNEL 和流
式细胞技术检测细胞的凋亡，生物信息方法分析多种 microRNAs 之间的协同作用。
结果 在 U87 细胞中有 9 种 microRNAs 的表达异常增高、通过 MTT 实验显示 miR-21 和 miR-26a
抑制 U87 细胞的活性，通过 TUNEL 和流式细胞技术分析显示 miR-21 和 miR-26a 增加 U87 细胞
的凋亡。然而通过两者治疗的协同作用可以更为明显的抑制细胞的活性，促进细胞的凋亡。
结论 多种 microRNAs 协同作用调节胶质瘤细胞的增殖和凋亡，本研究中 miR-21 和 miR-26a 两者
结合可以更好地抑制 U87 细胞的活性促进其凋亡，从而为非编码 RNA 治疗预防和治疗胶质瘤提供
了依据。

PU-365

C-erbB-2 与 BCRP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及与临床分期的关系
杜鹏,张晶晶,木依提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脑胶质瘤患者组织中原癌基因 C-erbB-2、乳腺癌耐药相关蛋白（BCRP） 的表达及临床
意义。
方法 选择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８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收住院诊断为胶质瘤
患者手术切除的脑胶质瘤标本 62 例作为观察组，另选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同期收
住颅脑外伤术中正常脑组织 12 例为对照组。应用免疫组织化学 SP 法检测两组标本中的 C-erbB-2
和 BCRP 的 阳性率表达，分析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结果 观察组 C-erbB-2、BCRP 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41.94％(26/62)和 46.77％(29/62)，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脑胶质瘤组织 C-erbB-2 与 BCRP 阳性率与患者病理分期、分化程度具有关联性，病理分
期越高，C-erbB-2 和 BCRP 阳性率越高；而分化程度越低，C-erbB-2 和 BCRP 阳性表达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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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0.05）。
结论 脑胶质瘤组织中 C-erbB-2 和 BCRP 均呈高表达,，其表达水平与患者病理分期呈正相关。

PU-366

长非编码 RNA LINC00526 通过与 AXL 形成双负反馈环
来抑制神经胶质瘤进展
严剑,徐春华,李有平,唐斌,谢申浩,曾而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胶质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肿瘤，预后极差，目前很多研究已经开始揭示涉及神经胶质瘤
的长非编码 RNA（lncRNA）的意义，然而，大多数 lncRNAs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作用和分子机制
仍然未知，本研究中发现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 lncRNA LINC00526，它在胶质瘤中的表达率极低，
旨在研究 lncRNA LINC00526 在胶质瘤增值迁移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通过在胶质细胞中抑制和过表达 lncRNA LINC00526，检测肿瘤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能
力，并进一步探究其上下游作用机制。
结果 功能测定显示 LINC00526 的异位表达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 LINC00526 沉默
促进胶质瘤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在机理上，我们发现 LINC00526 直接与 EZH2 相互作用，抑
制 EZH2 与 AXL 启动子的结合，减弱 EZH2 在 AXL 上的转录激活作用，因此抑制 AXL 表达。通过
抑制 AXL，LINC00526 进一步抑制 PI3K / Akt / NF-κB 信号传导。有趣的是，我们发现 NFKB1 和
NFKB2 直接结合 LINC00526 启动子并抑制 LINC00526 转录。我们进一步发现，通过激活 NF-κB
信号传导，AXL 抑制 LINC00526 转录。因此，LINC00526 / EZH2 / AXL / PI3K / Akt / NF-κB 在神
经胶质瘤中形成反馈回路。 TCGA 数据分析显示，LINC00526 的表达与胶质瘤组织中 AXL 的表达
呈负相关。此外，数据显示 LINC00526 的肿瘤抑制作用依赖于 AXL 的负调节。
结论 我们的数据表明：LINC00526 通过与 AXL 形成双负反馈回路可以作为脑胶质瘤的肿瘤抑制因
子，同时数据还表明 LINC00526 是胶质瘤的潜在预后生物标志物和治疗候选物。

PU-367

IDH-1、MGMT 和 Ki-67 与胶质瘤病理分级和预后的关系
郭忠祎,马辉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联合分析胶质瘤异柠檬酸脱氢酶 1（IDH1）突变、MGMT 与 Ki-67 的表达水平，评估患者的
预后。
方法 脑胶质瘤患者 110 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病理标本中 IDH1 突变、MGMT 甲基化和
Ki- 67 蛋白的表达情况，并对此部分患者进行长期随访，从而分析这 3 种分子标志物的表达与胶质
瘤分级及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110 例脑胶质瘤中 IDH1 总突变率为 33.64%，WHOII 级、 WHO III 级、 WHOIV 级的 IDH1
突变率分别为 55.55%、32%和 10%。MGMT 甲基化阳性率为 38.18%，WHOII 级、 WHO III 级、
WHOIV 级的 MGMT 甲基化率分别为 33.33%、44%和 40%。 MGMT 甲基化率在不同级别胶质瘤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MGMT 甲基化者中位生存时间高于未甲基化者。不同级别胶质瘤中 Ki67 均呈阳性表达，高级别胶质瘤中 Ki- 67 的表达率较低级别胶质瘤明显升高。IDH1 突变组和
IDH1 野生型组高表达的 Ki-67 比率分别为 8.11%和 12.99%，低 Ki-67 表达在 IDH1 突变组和 IDH1
野生型组中的比例分别为 78.38%和 55.84%。MGMT 甲基化的中位生存时间明显高于未甲基化患
者. IDH-1 突变主要累及额叶和颞叶，而 IDH-1 野生型胶质瘤在一定程度上顶叶和枕叶. 在低级别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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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瘤中无论 MGMT 甲基化与否，主要累计额叶和颞叶，而在高级别胶质瘤中，累计顶叶和枕叶的
比例明显增高.低 Ki-67 低表达主要累计额叶和颞叶，而随着 Ki-67 表达的增高，顶叶和枕叶的累积
率逐渐增高。另外，各项分子病理指标中高级别胶质瘤的 Cho/Cr 比值显著高于低级别胶质瘤，其
中 Ki-67 低表达组胶质瘤的 Cho/Cr 比值显著低于 Ki-67 高表达组，然而 IDH-1 突变组的 Cho/Cr 比
值低于 IDH-1 野生型组。MGMT 甲基化组与未甲基化组的 Cho/Cr 比值之间无明显差别。但三组指
标高级别胶质瘤的 Cho/Cr 比值均高于低级别胶质瘤组。
结论 IDH1 突变、MGMT 和 Ki67 表达与胶质瘤病理分级、恶性程度及预后密切相关.

PU-368

外泌体传递 miR-1238 增强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性
尹建星,曾爱亮,张卓然,施祝梅,颜伟,尤永平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胶质瘤的替莫唑胺耐药性是胶质瘤临床治疗中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但其潜在分子机制仍不
明确。在本实验中，我们证实替莫唑胺耐药细胞来源的外泌体 miRNA 是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性的
关键调控因素。
方法 收集纯化替莫唑胺耐药细胞系外泌体并通过透射电镜进行鉴定。miR-1238 的表达水平分别在
胶质瘤细胞系、外泌体、临床组织、临床血清样本中通过 qRT-PCR 进行测量。体内和体外实验证
实了 miR-1238 在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中的作用。Co-ip 和 western blot 实验用于阐述 miR1238/CAV1 轴对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调控的分子机制。
结果 miR-1238 在胶质瘤耐药细胞系和耐药外泌体中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在胶质瘤病人的血清样本
中 miR-1238 的水平相比正常人更高。敲低 miR-1238 通过靶向 CAV1/EGFR 通路使耐药胶质瘤细
胞化疗敏感。此外，miR-1238 可以被替莫唑胺耐药胶质瘤细胞外泌体所装载，随后被敏感细胞系
摄取，进而传递替莫唑胺耐药性
结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 miR-1238 对胶质瘤获得性耐药的重要作用。外泌体 miR-1238 可以在肿瘤微
环境中传播替莫唑胺耐药性。这些结果说明，循环中 miR-1238 可以作为替莫唑胺耐药胶质瘤的生
物标志物和潜在治疗靶点

PU-369

炎性因子评分对老年胶质母细胞瘤预后的影响
宋昆,陈峻叡,徐浩,陈灵朝,秦智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术前 NLR（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P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和纤维蛋白原与多种
中枢外肿瘤预后有关。本文旨在研究术前炎性因子的综合评分与老年（≥60 岁）胶质母细胞瘤患者
预后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89 名 2010-2017 年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经病理诊断为胶质母细胞瘤的老
年（≥60 岁）患者临床特征。队列人群均进行了手术治疗（全切或非全切），其血液检测结果于术
前 1 周内获得，无感染，血液病或自身免疫性疾病病史，86.5%患者接受了术后放化疗。 参考文献
结果，我们把术前纤维蛋白原、NLR 和 PLR 和的分界点分别定义为 400g/L、4 和 180。F-NLRPLR 评分是基于术前纤维蛋白原、NLR 和 PLR 评分的综合：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大于或等于
400g/L 定义为 0 分，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小于 400g/L 定义为 1 分；大于或等于 NLR 和 PLR 临界
值定义为 0 分，小于则定义为 1 分，F-NLR-PLR 评分是术前纤维蛋白原、NLR 和 PLR 评分的累
积，根据分析结果将 F-NLR-PLR 0 或 1 定义为 F-NLR-PLR A，F-NLR-PLR 2 或 3 定义为 F-N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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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R B。
结果 队列人群的平均年龄为 66.32 ± 4.82 岁( 60-82)，中位 OS 和 PFS 分别为 18 个月和 12 个
月，与成人胶质母细胞瘤（<65 岁）结果相似，接受全切（GTR），术后放化疗的患者具有较好的
预后，而肿瘤位置，大小，病灶数与预后无关。本研究中我们发现 NLR 与纤维蛋白原和 PLR 相关
（P=0.016，P<0.001），而与年龄，性别，肿瘤位置，大小，病灶数无关。纤维蛋白原水平、
NLR 和 PLR 高的患者 OS 较短（P=0.006, P=0.004 , P=0.001），此现象在 PFS 中同样存在
（P=0.020, P=0.016, and P=0.002）。在多因素分析中, F-NLR-PLR AB 评分 在 OS (HR for FNLR-PLR A: 1.970, 95% CI 1.267-3.064, p=0.003) 和 PFS (HR for F-NLR-PLR A:1.698, 95% CI
1.01-2.620, p=0.017).中皆为独立的预后因素。
结论 术前 F-NLR-PLR AB 评分是老年胶质母细胞瘤的独立预后因素，可用于确定高危人群并指导
临床实践中的个体化治疗。

PU-370

磁共振弥散成像在鉴别胶质瘤复发与放射损伤中的作用
李聪 1,刘洁 2,吕晓飞 1,陈银生 1,鞠雪 1,吕衍春 1,吴垠 2,陈忠平 1
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2.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目的 初步探讨磁共振弥散成像成像在胶质瘤复发与放射损伤中的鉴别作用。
方法 纳入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诊治，既往颅内肿瘤经手术病
理证实为胶质瘤且术后行放射治疗（总剂量＞50Gy）的患者，怀疑肿瘤进展复发时，查颅脑 MR
时加行磁共振弥散成像（DWI）序列，并对图像行病灶和对侧皮层表观弥散系数 ADC 定量分析，
计算相对表观弥散系数 rADC（rADC=ADC 病灶-ADC 对侧皮层）。肿瘤复发与放射损伤的标准为
再次术后病理证实或长期的影像学随访（肿瘤复发：在 6 个月之内至少连续 2 个月以上 MR 随访检
查中，强化灶范围进行性增大；放射损伤: 在 6 个月以上连续的 MR 随访检查中病灶范围缩小或消
失，或者病灶范围无变化，临床表现稳定或好转）。
结果 共收集 28 位患者的磁共振图像，其中男性 14 例，女性 14 例。WHOⅡ级 9 例，WHO Ⅲ级 8
例，WHO Ⅳ级 11 例。怀疑肿瘤复发时扫描 MR 时距离手术时的平均时间为 46.75±8.24 月，距离
放疗结束的平均时间为 42.00±8.51 月，平均放疗剂量为 58±2.53 Gy。其中 10 例患者后续随访提
示 为 放 射 性 损 伤 ， ADC 病 灶 值 为 1.72±0.13 ， ADC 对 侧 皮 层 值 为 0.84±0.05 ， rADC 值
为,0.88±0.12。 18 例患者后续随访提示为肿瘤复发，ADC 病灶值为 1.36±0.25，ADC 对侧皮层值
为 0.79±0.02，rADC 值为 0.57±0.06。肿瘤复发与放射性损伤两组之间的 ADC 病灶值（t=-2.90，
p=0.007＜0.05）、rADC 值（t=-2.57，p=0.016＜0.05）具有统计学差异。ADC 病灶值、rADC 值
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6（p=0.024＜0.05）和 0.75（p=0.031＜0.05）。ADC 病灶值取阈
值 1.5 时,诊断的敏感性为 70%，特异性为 72.2%，或当 rADC 值取阈值 0.72 时，鉴别诊断的敏感
性为 70%，特异性为 72%。
结论 磁共振弥散成像成像有助于胶质瘤复发与放射性损伤的鉴别诊断，ADC 病灶值和 rADC 值具
有一定的鉴别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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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1

脊髓内胶质瘤节段多寡的临床对比分析
孙建军,谢京城,李振东,刘彬,马长城,陈晓东,于涛,张嘉,林国中,韩芸峰,
司雨,王振宇,杨军,吴超,张一博,王涛,殷淑珍,赵薇,常青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分析髓内胶质瘤累及节段多寡的影响因素，并对比分析节段多寡不同的髓内胶质瘤患者围手
术期神经功能状况和远期预后有何差异。
方法 单中心前瞻性收集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六年间 135 例脊髓内肿瘤患者的临床数据，其
中 81 例（60%）为髓内胶质瘤患者，均行手术治疗，病理明确排除多发性硬化和炎症等非肿瘤性
病变。根据髓内肿瘤增强部分累及节段数统计受累节段，受累 1~2 个节段者为少节段、受累 3 个以
上节段者（≧3）为多节段。围手术期神经功能以 IJOA 评分系统进行评价，2016 年 12 月对所有术
后患者采取横断面集中随访，原则上随访期限在一年以上，但术后患者在一年之内去世的，随访期
限截止逝世日。以 SPSS13.0 软件对所有参数或非参数资料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和 Mann-Whitney
检验分析，P〈0.05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81 例患者中，26 例少节段、55 例多节段髓内胶质瘤患者。因累及节段多寡不同，髓内胶质
瘤患者手术前后神经功能状况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术前神经功能状况（IJOA 评分）差异显
著（p=0.01）：少节段组 17.2±1.89 分，多节段组 15.2±3.64 分；术后两周神经功能状况（IJOA
评分）差异显著（p=0.02）：少节段组 16.6±2.04 分，多节段组 14.5±4.05 分；少节段髓内胶质瘤
围手术期神经功能状况较好。但远期预后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55），说明多节段髓内肿瘤术
后较差的神经功能状况，经过康复，远期可获良好的改善。髓内胶质瘤累及椎体节段多寡和肿瘤发
生部位密切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多节段髓内胶质瘤多发生在延颈、颈胸、颈和
胸段，少节段髓内胶质瘤多见于脊髓圆锥。长期随访发现，髓内胶质瘤患者存活情况和肿瘤病理性
质、切除程度和是否复发密切关联，差异非常显著，有统计学意义。死亡的患者多罹患恶性胶质瘤
（4/7）、弥漫性星形细胞瘤（2/7），存活者多罹患室管膜瘤（50/64）。死亡患者肿瘤多被部分
切除或减压（6/7），存活患者肿瘤多被全切或近全切（60/64）。患者死亡多因肿瘤复发或再增长
（6/7），存活患者（59/64）未见肿瘤复发或再增长。
结论 少节段髓内胶质瘤多累及脊髓圆锥，围手术期神经功能状况较好；多节段髓内胶质瘤多累及
脊髓上部，围手术期神经功能状况稍差，但远期神经功能状况逐渐改善。

PU-372

Molecular and clin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Galectin-9
in glioma through 864 samplescular and clin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Galectin-9 in glioma
through 864 sampl
苑锋,杨学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Objectives Galectin-9, a ligand for TIM3 (T-cell immunoglobulin mucin 3), has shed a new light
on treatment of malignant glioma. However,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of Galectin-9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Methods By CGGA (Chinese Glioma Genome Atlas) and TCGA(The Cancer Genome Atlas)
datasets, The Database for Annotation, Visualization, and Integrated Discovery (DAVID) was
used to perform GO analysis to identify potential functional annotations related to Galectin9.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survival analy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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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Galectin-9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GBM compared to normal tissues and
LGG, ROC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suggests that Galectin-9 has good
predictive value for mesenchymal subtypes. GO analysis revealed that Galectin-9 was closely
related to immune response and lymphocyte activation, especially T cell activation.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patients with Galectin-9 overexpression had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overall survival in glioma,
Conclusions Galectin-9 served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to fight glioma, especially GBM.

PU-373

靶向纳米载药系统治疗人源化胶质母细胞瘤裸鼠模型的实验研究
罗承科,刘志雄,李书旺,戴子喻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胶质母细胞瘤（GBM）是神经系统的恶性程度最高的肿瘤，传统手术放化疗治疗效果也不满
意 ， 平 均 生 存 期 仅 为 9-12 个 月 。 研 究 表 明 ， 30-60% 的 GBM 过 度 表 达 表 皮 生 长 因 子 受 体
（EGFR），所以 EGFR 成为靶向治疗的热点。然而，研究表明目前的抗 EGFR 单抗对胶质母细
胞瘤的临床疗效不显著，需要另辟蹊径增强疗效。
方法 我们制备了纳米氧化石墨烯修饰西妥昔的靶向纳米载药系统，它能增强西妥昔结合 EGFR 的
能力，更重要的是能直接杀伤胶质母细胞瘤。
结果 它通过 F-actin 和 EGFR 信号通路，上调 PI3K-Akt-mTOR 通路，启动自噬性死亡杀伤肿瘤细
胞。给胶质母细胞瘤裸鼠荷瘤模型静脉注射该化合物，可以明显延长小鼠的生存率，而没有修饰的
西妥昔不能延长。治疗期间，小鼠没有毒副反应。
结论 靶向纳米载药系统可以治疗 EGFR 阳性的人源化胶质母细胞瘤小鼠模型，有望成为治疗胶质
母细胞瘤的新药物。

PU-374

缺氧微环境下胶质瘤干细胞源性外泌体选择性
运载 miR-30b-3p 调控胶质瘤化疗耐药
尹建星,曾爱亮,张卓然,魏裕天,陆晨飞,尤永平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胶质瘤干细胞（Glioma stem cell,GSC），是从胶质瘤中分离出来的具有无限增殖和多分化潜
能的一类细胞。GSC 对常规放化疗不敏感是胶质瘤易复发的重要原因，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
GSC 对改善胶质瘤化疗现状意义重大。外泌体作为肿瘤微环境中细胞间通讯的重要媒介，可促进
化疗抗性的传播。在本项研究中，我们致力于探讨胶质瘤干细胞对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的影响，及
其潜在的分子机制。
方法 1、通过收集常氧和缺氧微环境中 GSC 上清用来培养胶质瘤细胞，探究不同微环境中 GSC 对
胶质瘤细胞耐药性的影响。2、超速离心法提取常氧和缺氧外泌体，分别孵育胶质瘤细胞，探究不
同微环境来源的 GSC 外泌体对胶质瘤细胞耐药性的影响。3、二代测序发现常氧和缺氧外泌体中差
异表达的 miRNAs。4、探究 HIF1A 及 hnRNPA2B1 对 miR-30b-3p 的转录调控及分拣作用。5、探
究 miR-30b-3p 下游靶基因及其促耐药机制。6、收集临床血液和脑脊液样本，分析其中 miR-30b3p 与预后关系。
结果 1、缺氧 GSC 上清更能促进胶质瘤细胞化疗抵抗。2、缺氧 GSC 上清促胶质瘤细胞化疗抵抗
主 要 通 过 外 泌 体 传 递 实 现 。 3 、 miR-30b-3p 是 缺 氧 外 泌 体 促 胶 质 瘤 细 胞 化 疗 抵 抗 的 关 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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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4、HIF1A 可促进 miR-30b-3p 胞浆表达，并通过 hnRNPA2B1 分拣被分泌至外泌体。5、
miR-30b-3p 可通过靶向 NEDD4 泛素化调控 Notch1 降解，进而调控 Notch 通路的激活影响胶质瘤
细胞化疗抵抗。
结论 缺氧微环境中 GSC 可通过外泌体包裹的 miR-30b-3p 促进胶质瘤细胞化疗耐药。

PU-375

外泌体介导的 circRNA PTPN22 传递
在胶质瘤耐药中的过程及其机制研究
魏裕天
南京医科大学

目的 烷化剂替莫唑胺是治疗恶性脑胶质瘤的国际标准一线化疗药，但是替莫唑胺耐药及所致肿瘤
复发已成为临床棘手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外泌体作为肿瘤微环境中细胞间通讯的重要媒介，其包含
的环状 NRA（circRNA）对肿瘤恶性表型改变具有重要作用。在本项研究中，我们致力于探讨外泌
体包含的 circRNA PTPN22 对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的影响，及潜在的分子机制。
方法 1.qRT-PCR、FISH、胶质瘤数据库分析 circRNA PTPN22 在胶质瘤细胞及组织中的表达和对
患者预后的影响。2.集落生成、tunel、western blot、流式细胞术检测凋亡及裸鼠皮下成瘤实验验
证 circRNA PTPN22 对胶质瘤细胞替莫唑胺耐药的作用。3.CHIP、qRT-PCR 用于检测转录因子正
向调控 circRNA PTPN22，参与胶质瘤细胞耐药进展。4.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RNA 结合蛋白免疫
沉淀、免疫荧光、western blot、彗星实验用于检测 circRNA PTPN22 通过分子海绵吸附 miRNA
进而调控胶质瘤细胞 DNA 损伤修复。5.超速离心、电镜及功能试验用于检测替莫唑胺耐药胶质瘤
细胞外泌体中 circRNA PTPN22 对靶细胞耐药表型的影响。6.颅内原位成瘤实验用于体内验证外泌
体传递的 circRNA PTPN22 在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中的作用。7.超速离心、qRT-PCR、生存分析
用于探究血清外泌体中 circRNA PTPN22 作为诊断标志物的潜力。
结果 1. circRNA PTPN22 在胶质瘤组织及细胞系中高表达，并与患者预后相关。2. circRNA
PTPN22 可以促进胶质瘤细胞替莫唑胺耐药。3.转录因子通过结合 circRNA PTPN22 启动子正向调
控 circRNA PTPN22。4. circRNA PTPN22 通过吸附 miRNA 负向调控下游 miRNA 表达，促进胶
质瘤细胞 DNA 损伤修复。5.替莫唑胺耐药胶质瘤细胞外泌体中 circRNA PTPN22 可以促进靶细胞
替莫唑胺耐药。6.外泌体传递的 circRNA PTPN22 可在体内促进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7.外泌体
circRNA PTPN22 与病人预后相关，具备作为诊断标志物的潜力。
结论 我们的实验表明 circRNA PTPN22 可以作为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的潜在治疗靶点，血清外泌
体 circRNA PTPN22 可以作为复发胶质瘤的诊断标志物。

PU-376

颞叶胶质瘤的解剖分类及手术策略
马春晓,李治晓,屈洪彬,左争辉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颞叶胶质瘤手术因其解剖的复杂性和手术入路的多样性而颇具有挑战性。本研究根据手术解
剖学对颞叶肿瘤进行分类。并基于解剖、功能和血管的考虑，分析不同手术入路的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河南省人民医院于 2013 年至 2017 年间收治的颞叶胶质瘤患者，按入路将肿瘤分
为四种主要类型：Ⅰ型-外侧型：经皮质；Ⅱ型-颞极型：经翼点/皮质；Ⅲ型-中央型：经侧裂/经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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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IV 型-内侧型：经侧裂/经颞下（IVA 型-更前方)，和经皮质/枕下(IVB 型-更后方)。患者的临床
特点、影像资料、手术记录、病理报告及预后随访资料均予以评估。
结果 共收集分析低、高级别胶质瘤 120 例。其中星形细胞瘤 36 例，间变型星形细胞瘤 9 例、胶质
母细胞瘤 56 例、少突胶质星形细胞瘤 12 例、间变性少突星形细胞瘤 5 例、少突胶质-星形细胞瘤
2 例。患者平均年龄 46.6 岁，平均随访 3 年。78%的病例以癫痫为首发症状。Ⅰ型、Ⅱ型、Ⅲ和
Ⅳ型分别占肿瘤的（41%）、（16%）、（30%）和（13%），大部分病变与岛叶关系密切。Ⅰ/
Ⅱ型肿瘤，经皮质/颞极入路可切除。Ⅲ型肿瘤，经侧裂切除 16 例，经颞盖皮质切除 20 例。对于
大部分的Ⅳ型肿瘤（12 例，占Ⅳ型 75%），我们经颞中回和(或)颞下回皮质切除肿瘤。为寻找最
安全的皮质切除通道，86%的左侧肿瘤患者进行了语言定位。52%的病例进行了皮质运动定位。
低、高级别切除的平均体积范围肿瘤分别为 87%和 90.0%。随访 3 个月时，癫痫缓解率 71%，12
例(10%)有神经功能障碍，大部分为视野缺损。7 例左侧肿瘤(占优势病变的 11%)在术后出现感觉
性失语，但其中 3 例 1 年后完全缓解。
结论 依据颞叶肿瘤手术解剖类型选择手术入路进行个体化手术，总切除率为 89%。神经外科并发
症发生率低于 10%。结合语言定位及皮质定位经皮质可安全积极切除大部分颞叶肿瘤。

PU-377

基于癌症基因组图谱挖掘 PDK1
在胶质母细胞瘤中的分子和临床特点
苑锋,杨学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利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计划数据库胶质瘤标本信息，分析在 PDK1 在胶质母细胞瘤
（GBM）中的分子及临床特点。
方法 在 TCGA 数据库中提取 1208 例胶质瘤标本中基因表达量数据及患者的临床数据，R 软件被用
来作为统计分析和图形工作的主要工具，用 STRING 构建关键基因蛋白相互作用网络，用 DAVID
对关键基因进行功能富集分析，再用 GEPIA 对关键基因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 相对于正常对照，PDK1 在胶质瘤中高表达，且级别越高表达越高，并发现高表达 PDK1 的
患者预后较差；在 GBM 患者中发现与 PDK1 表达密切相关（Pearson |R|> 0.4）的基因共 182
个；蛋白互相作用关系中可信度最大的前 7 位基因，得到前 10 个功能富集数据结果提示：PDK1
在 GBM 中糖酵解代谢途径、核苷酸代谢途径、ATP 合成及缺氧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生存分析结
果显示 7 个基因与患者的生存预后关系。
结论 基于癌症和肿瘤基因图谱挖掘数据是一种有效的寻找治疗靶点的生物信息手段；PDK1 表达与
胶质瘤患者预后有关，并且与糖酵解代谢途径、核苷酸代谢途径、ATP 合成及缺氧微环境密切相
关，提示其可作为潜在的预后及治疗的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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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78

Value of Navig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nTMS) on Brain tumors Resection in Preserving
Vital Function Areas: A Meta-Analysis
involving 1,104 subjects
苑锋,杨学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Objectives Surgeries of brain tumors are conducted to achieve maximum tumors removal with
preservation the preservation of vital functions. The usefulness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nTMS) has not been addressed in randomized trials. This study aims toevaluate the
value of nTMS in glioma surgeries.
Methods Six researches published from 2013 to 2016 are included after a systematic screen of
literature. Meta-analysis with random or fixed effects models determined gross total resection rate
as well as postoperative Motor status and Complications.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is used to
explore the heterogeneity among studies.
Results The percentages of radiologically confirmed gross total resections were 75% with nTMS
and 58% without nTMS. motor function loss were observed in 3.4% of patients after resections
with nTMS, and in 8.2% of patients after resections without nTMS.
Conclusions Using nTMS brain tumors resections are connected to surgery outcomes with fewer
motor function loss and more extended resection. This indicates that nTMS can be adopted as
valuable addition of care for brian tumor surgery.

PU-379

FBW7 is associated with prognosis, inhibits malignancies
and enhances temozolomide sensitivity in
glioblastoma cells
贺华,林靖,卢亦成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Objectives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of FBW7 with glioma pathology and prognosis, and
examine its affect in glioma malignancies and temozolomide(TMZ)-based therapy.
Methods Clinical tissue and TCGA database analysis revealed FBW7 expression was correlated
inversely with glioma histology and positively with patient survival time. Lentivirus transfectioninduced FBW7 over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suppressed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U251 and U373 cells.
Results Most importantly, expression level of FBW7 was found to affect chemoresistance of TMZ
resistant glioma cell line, and combined TMZ with FBW7 overexpression notably increased the
cytotoxicity than TMZ treatment alone. Moreover, fluorescence activated cell sorting (FACS)
showed increased G2/M arrest and apoptosis rate in those cell lines.
Conclusions Finally, mechanistic study found FBW7 overexpression downregulated Aurora
B, level in a time-dependent pattern and this expression suppression was independent of TMZ
induction. These findings collectively demonstrated the critical role of FBW7 as a prognostic
factor and a potential target to overcome chemoresistance of glioblast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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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0

基于全外显子检测结果的高级别胶质瘤的精准治疗
周江芬,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全外显子检测技术能将高级别胶质瘤分出不同的分子表达谱，筛选药物，根据检测结果可进
行更精准的治疗。
方法 我科于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共进行了 15 例高级别胶质瘤的全外显子检测，我们选择
了除 stupp 方案外的其它治疗。下面对这 15 例病人临床资料、治疗方式及治疗效果进行总结。
结果 15 例病人中男:女为 10:5；中位年龄 46（14-56）岁；1 例产后 8 月。病理：GBM 11 例，其
中 3 例为上皮样 GBM；间变星型细胞瘤和间变少突胶质细胞瘤各 2 例；诊断时有脊髓转移 1 例。
免疫组化 IDH1 状态：10 例阴性 3 例阳性 2 例 NA；MGMT 表达：4 例阳性 9 例阴性 1 例不详。12
例行 1 次手术，3 例复发后先行第二次手术，其中 1 例第一次病理为多形性黄色星型细胞瘤，第二
次为上皮样 GBM；另 2 例两次病理均为 GBM；首次手术切除程度：全切 6 例部分切除 7 例活检 2
例;3 例行二次手术均为部分切除。全外显子检测显示：11 例 GBM 中 GBM-NOS 7 例，GBM-PXAlike 2 例，GBM-Mesenchymal 1 例，GBM-RTK Ⅱ 1 例；2 例间变少突均为 IDH1、1p/19q、
TERT 三阳型；2 例 BRAF-V600E 阳性。术后行局部调强放疗 14 例，剂量 54-60Gy；1 例明确有
全中枢播散的行 CSI36Gy 后局部推量至 60Gy；放疗期间均同步 TMZ 75mg/m2 化疗。同步放化疗
中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 3 例，其中 2 例因影像强化和水肿有增大，1 例全外显子检测有 CCND2，
SOX2，MUC 家族蛋白变异，提示肿瘤侵袭强。随访至 2019 年 2 月，肿瘤进展 7 人，中位 PFS 4
（1-11）月，1 例单纯化疗，2 例化疗联合贝伐珠单抗，1 例化疗失效后行维莫非尼靶向，1 例拒绝
维莫非尼靶向，1 例行阿帕替尼再次进展后行安罗替尼靶向，1 例同步放化疗中即出现进展联合贝
伐珠单抗靶向。3 例已死亡，OS 分别为 3、20、28 月，1 例 2018 年 6 月后失访问。
结论 全外显子检测对高级别胶质瘤的临床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因其检测费用高昂、检测
周期长，在临床中仍未广泛应用。Stupp 方案仍为目前高级别胶质瘤的标准治疗，根据全外显子检
测结果对部分病例进行精准治疗。

PU-381

二氢青蒿素联合替莫唑胺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和诱导凋亡的研究
莫立根,严峻,陈海南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二氢青蒿素(DHA)联合替莫唑胺（TMZ）对胶质瘤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方法 细胞增殖/毒性试剂盒（CCK-8）检测胶质瘤细胞增殖和细胞活性；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
亡；免疫印迹检测凋亡相关蛋白表达。
结 果 DHA 对 4 株 胶 质 瘤 细 胞 的 IC50 值 分 别 是 （ U251MG ： 4.87±0.08μg/ml ， U87MG ：
5.10±0.11μg/ml, SHG44：7.75±0.18μg/ml 和 A172：10.57±0.81μg/ml），U87MG 作为后续实验
对象，DHA 协同 TMZ 抑制 U87MG 细胞增殖，其凋亡率分别是:对照组(3.05 ± 1.78)%；DHA 组
(10.20 ±1.76)%; TMZ 组(25.90 ±2.06)%; DHA+TMZ 组(34.37 ±6.98）%，DHA+TMZ 组诱导了最
高量的凋亡性死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8.221,P=0.000）；DHA+TMZ 组联合治疗能下调丝裂
原细胞外激酶（MEK）和细胞外信号调节蛋白激酶（ERK）蛋白磷酸化水平及上调肿瘤抑制因子
p53；下调 B 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Bcl_2)和髓样细胞白血病-1(Mcl-1)的蛋白表达，而对 B 细胞淋
巴瘤／白血病-2 相关 X 蛋白(bax)的表达没有影响。
结论 DHA 联合 TMZ 治疗能抑制 U87MG 细胞增殖和诱导凋亡，其机制可能与抑制 ERK 信号通路
（Raf / MEK / ERK 信号通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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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2

MRI 在裸鼠原位移植人脑胶质瘤细胞 U87MG
建立脑胶质瘤模型中的应用
刘国浩,莫靖欣,陈梅容,李明新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应用不同数量的 U-87MG 细胞接种裸鼠脑内，建立裸鼠脑胶质瘤模型，利用临床型高场强
MRI 确认是否移植成功，并观察其生长速度和生长特性。
方法 将 28 只裸鼠随机分为 4 组，使用小鼠颅脑立体定向仪，采用微量注射的方法将体外培养人脑
胶质瘤细胞 U-87MG 混悬液注入 21 只裸鼠脑内的右侧基底节区，注射浓度分别为 5×104/μL（A
组），6×104/μL（B 组），7×104/μL（C 组），注射剂量为 5μL；另外 7 只作为假手术组，在相
同位置使用相同方法注入 Hanks 液 5μL。在注射后的测量的 14 天、21 天和 28 天进行 MRI 扫描
（T1WI、T2WI 以及 T1WI 增强），确认是否移植成功，以及测量肿瘤的最大径，并在 28 天时获
取裸鼠的全脑标本进行 HE 染色和免疫组化，并检查其它主要脏器是否有转移灶。
结果 有 6 只裸鼠死于注射肿瘤细胞过程中，1 只死于 MRI 扫描过程中。假手术组剩余 6 只裸鼠；A
组剩余 5 只裸鼠，4 只造模成功，成瘤率为 80.00%；B 组剩余 6 只裸鼠，4 只造模成功，成瘤率为
66.67%；B 组剩余 4 只裸鼠，3 只造模成功，成瘤率为 75.00%；各组间成瘤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所有移植肿瘤成功裸鼠标本均未发现转移征象。MRI 扫描阳性病灶病理学检查符合人脑胶质瘤
细胞的形态学特征，免疫组化 GFAP 和 S-100 蛋白呈阳性表达。
结论 1.人脑胶质瘤细胞 U-87MG 建立裸鼠原位移植模型成瘤率较高，与人脑胶质瘤病理学及影像
学特征相似，为研究胶质瘤的发病机制、生物学特性以及探寻有效的治疗措施提供可靠的动物模
型；2. 注射浓度为 5×104/μL，6×104/μL 以及 7×104/μL 均可，注射剂量为 5μL；临床高场 MRI 是
裸鼠模型建立过程中活体监测的有效手段，为保证成像质量，应使用小动物专用线圈；3.裸鼠造模
过程中的关键是注意裸鼠的保温，麻醉剂量使用要合理，这样可以有效降低裸鼠的死亡率；4.注射
之后留针时间要尽可能长，退针要慢，防止注射的混悬液溢出也是实验成功的关键。

PU-383

LINC01198 在胶质瘤中的主要功能研究
陈威霖,陈鸿锦,侯国强,葛建伟
上海交通大学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目的 近期研究表明，胶质瘤中存在众多长链非编码 RNA 的下调，然而，它们在这一复杂疾病中担
任的角色与具体的机制却仍旧不甚明了。本研究旨在探究长链非编码 RNALIN01198 在胶质瘤的增
殖与替莫唑胺耐药性中所承担的功能。
方法 通过 qRT-PCR 检测胶质瘤组织标本与对照的正常组织标本中 LINC01198 的表达量。应用
CCK-8 实验验证 LINC01198 对胶质瘤细胞增殖以及替莫唑胺耐药性的影响。结合患者术后随访资
料，用统计学方法评估 LINC01198 的表达量跟胶质瘤临床病理特性及患者预后情况的相关关系。
结果 LINC01198 在胶质瘤组织中表达量升高，并且与不良的预后有关。当 LINC01198 被敲减后，
胶质瘤细胞的增殖及其替莫唑胺耐药性均受抑制；过表达 LINC01198，则可促进胶质瘤细胞的增
殖及其替莫唑胺耐药性。
结论 通过本研究，阐明了具有致癌性的 LINC01198 在胶质瘤的增殖性与替莫唑胺耐药性方面承担
的功能，这使其有望成为胶质瘤治疗中的又一有效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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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4

胶质瘤术后的观察和护理
王城越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总结脑胶质瘤切除术后的观察和护理要点。
方法 选取 2017-2018 年实行胶质瘤切除手术 60 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60 例术后由于术后注重并发症护理,仅发生癫痫发作 5 例,均及时发现，给予有效的护理，其
余恢复良好。
结论 对脑胶质瘤切除术后患者给予高度的重视以及严密的观察，可及时发现并降低并发症和病死
率,提高生活质量

PU-385

胶质瘤干细胞 IL-33 表达对溶瘤效应的影响
田海龙 1,姜彬 1,郭文佳 1,2,郭文强 3,孟宪兵 1,刘斌 1,王志刚 1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2.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肿瘤防治研究所
3.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

目的 检查培养成功的脑胶质瘤干细胞 IL-33 表达水平，进而评价干细胞 IL-33 表达对溶瘤病毒溶瘤
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选择培养成功的 29 例脑胶质瘤干细胞，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western blot 以及免疫细胞
化学染色等方法分别检测干细胞 IL-33 蛋白表达情况；应用 Luminex 进行多种细胞因子的测定。应
用 AlarmaBlue, 第二代神经球体生成实验等方法检测溶瘤病毒对 IL-33 表达干细胞的细胞活性以及
增殖情况等
结果 我们发现大约 42.3% 培养成功的脑胶质瘤干细胞 有中等和高水平的 IL-33 蛋白表达， 同时我
们发现，其 IL-33 蛋白表达水平与脑瘤的恶性程度并不完全相关。我们进一步发现溶瘤病毒对高表
达 IL-33 的脑胶质瘤干细胞 具有更高敏感性
结论 这项研究初步证实了脑胶质瘤干细胞有 IL-33 高表达，并且 IL-33 改变了脑胶质瘤干细胞的微
环境，促进了溶瘤病毒的治疗效果，从而为胶质瘤的溶瘤病毒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PU-386

以去泛素化酶 UCH37 为靶点治疗恶性脑胶质瘤的分子机理研究
王洪祥,黄麒霖,严勇,徐涛,李峰,洪帆,龚振宇,张旭,陈菊祥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脑胶质瘤是最常见的原发神经系统恶性肿瘤，治疗困难，患者预后极差，急需寻找新的治疗
方案。去泛素化酶广泛参与肿瘤增殖、侵袭等恶性进程，是潜在的抗肿瘤靶点。本项目旨在研究去
泛素化酶 UCH37 在胶质瘤中的核心功能和作用机制，探讨其抑制剂治疗胶质瘤的潜能。
方法 收集正常脑组织及胶质瘤样本，制备组织芯片，免疫组化检测 UCH37 表达，统计学分析表达
水平与肿瘤病理级别及患者预后的相关性。建立胶质瘤原代细胞株，稳转 UCH37 过表达和
CRISPR-CAS9 敲除质粒，利用 CCK-8、EdU 染色、流式细胞术等检测细胞表型。构建裸鼠原位
成瘤模型，观察肿瘤体内生长及动物存活情况。通过数据库预测，结合表达相关性检测、双荧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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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素酶实验、CHIP-PCR 验证 UCH37 上游调控转录因子。利用酵母双杂交系统、免疫共沉淀、
Western Blot、蛋白位点突变、蛋白酶体抑制、亚细胞定位、功能回复实验等，明确 UCH37 泛素
化调控的蛋白。通过表达谱芯片检测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 UCH37 下游调控的信号通路。利
用 UCH37 特异性抑制剂 b-AP15 在细胞及动物水平检测胶质瘤细胞功能、肿瘤生长、UCH37 信号
通路等变化，判断 b-AP15 靶向 UCH37 抑制胶质瘤发生进展的潜能。
结果 与正常脑组织相比，胶质瘤显著上调 UCH37 基因表达，其表达水平随肿瘤级别增加而升高，
并且 UCH37 高表达预示着患者较短的生存期。体内外实验证实 UCH37 明显促进胶质瘤生长，抑
制肿瘤细胞凋亡，缩短荷瘤小鼠生存时间。机制研究表明 UCH37 通过去泛素化作用稳定 SESN1
蛋白，影响 p53 信号途径，调控下游凋亡信号通路，最终促进胶质瘤进展。UCH37 特异性抑制剂
b-AP15 显著抑制 UCH37 功能，逆转细胞凋亡逃避，明显减缓肿瘤生长。
结论 胶质瘤中去泛素化酶 UCH37 表达明显增加，并通过 UCH37-SESN1-P53 通路发挥促癌功
能。靶向抑制 UCH37 可为胶质瘤治疗方案制定，患者预后改善提供新的选择和希望。

PU-387

探讨鸡尾酒式 TMZ-LEV-IFN 方案对胶质瘤生长的抑制作用
倪向荣,曲悦,王静,陈芙蓉,蔡海平,于燕姣,陈忠平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目的 探讨替莫唑胺（TMZ）-抗癫痫药左乙拉西坦（LEV）-干扰素（IFN）鸡尾酒式化疗方案对裸
鼠皮下胶质瘤模型的治疗效果。
方法 我们选择 30 只 4 周龄的裸鼠右侧肩胛皮下注射 1×106 个细胞，构建 U138、U251 胶质瘤动物
模型，按照肿瘤大小均匀分为 5 组：对照组、TMZ 单药组、TMZ+IFN 组、TMZ+LEV 组及
TMZ+LEV+IFN 组，每组 6 只。U138 胶质瘤的给药方案如下：①对照组：生理盐水 0.1 mL/只，皮
下注射。②TMZ 单药组: TMZ 50 mg/kg，腹腔注射。③TMZ+IFN 组: IFN 2×105 IU/只，皮下注
射；TMZ 50 mg/kg，腹腔注射。④TMZ+LEV 组：LEV 150 mg/kg，腹腔注射；TMZ 50 mg/kg，
腹腔注射。⑤TMZ+LEV +IFN 组：IFN 2×105 IU/只，皮下注射，LEV 150 mg/kg，腹腔注射，TMZ
50 mg/kg，腹腔注射。上述所有药物每天给药 1 次，连续 5 天给药。U251 动物模型给 TMZ 的药
物减少至 12.5 mg/kg，其余与 U138 相同。给药后观察荷瘤裸鼠的一般状况及移植瘤生长情况，从
第 6 天开始，每隔 2 天测量一次移植瘤长度(a)和宽度(b)，待肿瘤体积达到 2000 mm3 时观察结
束。根据公式计算肿瘤体积 V（mm3）= a×b2/2，绘制肿瘤生长曲线，观察结束时脱颈处死裸鼠，
取瘤组织称重。根据各药物组肿瘤体积及重量分析各组抑瘤效果。
结果 U138 和 U251 胶质瘤的生长曲线显示，与对照组相比，TMZ 单药组、TMZ+IFN 组、
TMZ+LEV 组及 TMZ+LEV+IFN 组的肿瘤生长均被显著地抑制，其中 TMZ+LEV+IFN 组肿瘤体积增
长最慢（P<0.05）。各给药组的肿瘤重量也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对于 U138，其中
TMZ+LEV+IFN 组 平 均 瘤 重 最 低 且 显 著 低 于 TMZ+IFN 组 、 TMZ+LEV 组 、 TMZ 单 药 组
（P<0.05）；对于 U251，TMZ+LEV+IFN 组的肿瘤重量显著低于 TMZ 单药组、TMZ+LEV 组
（P<0.05），但 TMZ+LEV+IFN 组平均瘤重虽低于 TMZ+IFN 组，但二者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IFN 及 LEV 具有增敏 TMZ 治疗胶质瘤的效果，TMZ-LEV-IFN 鸡尾酒式化疗方案表现出最好
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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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8

放疗后缺氧微环境促进胶质瘤干性维持和复发
张所军,万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胶质母细胞瘤标准治疗方案中，放疗仍然发挥关键作用。但胶质瘤放疗抵抗和放疗对肿瘤细
胞的生物学效应仍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究放疗诱导的肿瘤缺氧微环境对胶质瘤干性维持和放疗抵
抗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 通过影像学分析胶质瘤放疗术后局部缺氧分布情况；体外模拟放疗后缺氧微环境培养胶质瘤
细胞，对比检测缺氧对胶质瘤细胞自我更新，干性标志物表达，放疗敏感性提体内成瘤的影响：分
析缺氧诱导因子 HIF-1α 与胶质瘤干性关联并检测抑制 HIF-1α 对胶质瘤干性维持和放疗敏感性的影
响及其机制。
结果 胶质瘤放疗导致瘤周局部缺氧微环境存在。缺氧预处理减弱放疗诱导的肿瘤细胞凋亡。体外
模拟缺氧促进胶质瘤成球（自我更新）潜能，增加干性标志物 CD133 和 Nestin 表达，降低分化标
志物 GFAP 表达，增强裸鼠颅内致瘤能力。缺氧微环境下 HIF-1α 高表达，与胶质瘤干细胞特性正
相关。体外抑制 HIF-1α，降低成球能力和干性标志物表达，敏感放疗治疗，降低缺氧微环境下肿
瘤细胞分泌 VEGF 和 TGF-β1。HIF-1α 和 TGF-β1 通路协同促进胶质瘤干性获取；机制上 HIF-1α
通过与 TGF-β1 启动子区域结合，并能与 TGF-β1 通路下游核心因子 SMAD4 结合发挥作用。通过
抑制剂联合抑制 HIF-1α 和 TGF-β1 通路降低胶质瘤干性维持和放疗抵抗，延长载瘤裸鼠存活。
结论 胶质瘤放疗后缺氧微环境促进胶质瘤细胞逆分化和放疗抵抗。缺氧微环境下，HIF-1α 和 TGFβ1 通路协同促进胶质瘤干性维持，联合靶向 HIF-1α 和 TGF-β1 通路降低胶质瘤干性维持和放疗抵
抗。

PU-389

OPPD 构建的脑胶质瘤双向给药系统
介导的光热化学药物联合治疗
施炜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氧化纳米材料介孔碳（OMCN）包裹聚乙二醇（PEG）并连接 Pep22 多肽后制成的以低
密度脂蛋白受体（LDLR）为靶点的携带阿霉素（DOX）的靶向递药系统 OPPD（OPPD）作为药
物载体在胶质瘤靶向光热治疗中的机制及治疗效果。
方法 药物载药性能以及半数致死量等药理学测试，验证 OPPD 作为新型载药系统的载药量高以及
副作用；病理组织芯片（TMA）结果验证 LDLR 在人胶质瘤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生存率的相关
性。动物活动荧光实验验证 OPPD 的跨越血脑屏障能力，并观察其是否影响胶质瘤细胞中 DOX 的
细胞摄取量。磁共振成像（MRI）检查观察和比较 OPPD 治疗组和 OPD 组治疗后的肿瘤大小。免
疫荧光结果验证，比较 OPPD、OPD 两治疗组细胞凋亡的诱导及细胞增殖情况。近红外光热试验
（NIR）验证 OPPD 达到肿瘤有效杀伤温度的时间；以及 LDLR 含量对 OPPD 的治疗效果的影
响。OPD 在本实验中作为对照组。
结果 药理学相关检测显示，OPPD 能够大量携带化疗药物 DOX，并且能够持久有效的在胶质瘤区
域释放。TMA 结果显示，LDLR 在人胶质瘤组织中存在过表达，并且患者中 LDLR 的高表达与生存
率有关。与 OPD 比，OPPD 能够更好的跨越血脑屏障，靶向神经胶质瘤细胞以及血脑屏障，并显
显著增强胶质瘤细胞中 DOX 的细胞摄取，而正常大脑不受影响。MRI 检查显示，OPPD 治疗组治
疗的含胶质瘤的大鼠肿瘤，远小于 OPD 治疗组的肿瘤大小。免疫荧光结果表明，OPPD 治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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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D 治疗相比，诱导了更多的细胞凋亡和更少的细胞增殖。NIR 结果表明，OPPD 能够更快的达
到肿瘤有效杀伤温度。并且，当 LDLR 含量降低时，OPPD 的治疗效果也会相对应减弱。
结论 OPPD 不仅可以有效识别血脑屏障靶以及胶质瘤中过表达 LDLR，
从而将 DOX 更多的输送到胶质瘤中，而且能够在近红外射线的照射产生热效应杀伤肿瘤细胞，从
而能够更有效的诱导抗胶质瘤作用。

PU-390

游离 DNA 定量检测在早期鉴别胶质瘤复发
与放射性脑坏死中的价值
施炜,陈建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放射治疗在原发性脑胶质瘤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放射治疗后的局部复发及放射性坏死仍然
十分常见。为实现对脑胶质瘤复发与放射性坏死的早期无创鉴别诊断，本研究分析了两种大鼠模型
血液和尿液游离 DNA 中 B1 重复序列及线粒体 DNA（mt-DNA）的变化，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利用直线粒子加速器及脑立体定位仪分别建立放射性坏死大鼠模型、胶质瘤复发大鼠模型及
健康对照大鼠（每组 5 只），对大鼠进行 MRI 扫描/活体荧光拍摄验证模型建立。分别在不同时间
点收集大鼠血液、尿液标本（1W、2W、4W、8W、12W）,采用血浆及尿液专用试剂盒对血浆、
尿液样本进行游离 DNA 分离提取，利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分别检测血浆中 B1 重复序列及尿液中
mt-DNA 的水平，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在各时间点对大鼠脑组织做 HE 染色观察病理
变化，评价该检查方法的应用价值。
结果 在放射性坏死模型大鼠中，接受 60Gy 单次照射 24h 后，尿液游离 mt-DNA 水平显著上升，
达正常水平的 2.29 倍（p<0.001），随后 mt-DNA 水平逐渐恢复正常；第 6W 后，尿液游离 mtDNA 再次显著升高，达正常水平的 1.50 倍（p<0.01），并于第 8W 达到峰值（为正常水平的
10.92 倍，p<0.001）；血浆游离 B1 重复序列与尿液游离 mt-DNA 变化趋势大致相同，于照射 4W
后显著上升（为正常水平的 2.15 倍），至 10W 时到达峰值（为正常水平的 6.56 倍）；
在胶质瘤复发模型中，尿液游离 mt-DNA 及血浆游离 B1 重复序列水平均未见明显变化。
结论 检测血浆游离 B1 重复序列及尿液游离 mt-DNA 水平，对放射性坏死的早期诊断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胶质瘤复发模型中游离 DNA 无显著变化，故可以此作为标志物对放射性坏死与胶质瘤复
发进行早期鉴别诊断。

PU-391

列线图模型预测低级别胶质瘤术后患者预后
赵业禹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建构一个可验证的列线图模型去预测低级别胶质瘤术后患者预后
方法 选取 1973 年-2013 年 SEER（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数据库中接受
手术治疗低级别胶质瘤患者 1827 例。随机分成两组，建模组 1278 例，验证组 548 例，采用单因
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临床变量筛选显著预后因素(p＜0.05)，然后根据显著预后因素构建列线图模
型。C-index 和校正曲线去检验列线图模型的有效性
结果 多因回归分析得出六个临床变量是独立预测因素，分别是年龄，性别，肿瘤位置，肿瘤大
小，病理组织学，放疗(p＜0.05)。在建模组中用这六个变量构建列线图模型预测低级别胶质瘤患者
术后 5 年和 9 年生存率。内验证 C-index 是 0.723(0.451-0.994)；外验证 C-index 是 0.695(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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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4)。在建模组与验证组两者中，真实观察值与列线图模型预测值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结论 列线图模型能够为低级别胶质瘤术后进一步治疗提供咨询及风险评估。

PU-392

HOXA10: a novel biomarker for gliomas
颜成睿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Objectives Homobox (HOX) genes are well-known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regulation of
significant biological processes during vertebrate embryogenesis, including cell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migration. Recently, multiple evidences described their aberrant expression
patterns in several cancers. HOXA10, a member of the HOXA gene cluster, has been reported to
associate with shortened survival in ovarian, gastric, endometrial and oral cancer. However,
alteration of HOXA10 expression has not been interpreted.
Methods Clinical samples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five gene expression-profiling glioma cohorts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the Chinese Glioma Genome Atlas (CGGA, http://www.cgcg.org.cn),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https://cancergenome.nih.gov), REMBRANDT and GSE16011.
Results HOXA10 was overexpressed in high-grade glioma tissues.
Conclusions HOXA10 was overexpressed in high-grade glioma tissues.

PU-393

电生理监测下颞叶侵及基底节区巨大胶质瘤的手术治疗策略
伍军,霍雷,方加胜,宋涛,黄天翔,张隆伯,何彦庆,刘志强,马玉杰,王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研究颞叶侵及基底节区巨大胶质瘤与侧脑室颞角、内囊、基底节、海马、脑干及大脑中动脉
各段之间解剖关系，探讨电生理监测下颞叶巨大胶质瘤的手术切除范围、手术要点和技巧，力求做
到最大限度的切除肿瘤，减少术后运动功能损伤及认知功能的下降。
方法 对我科收治的 67 例颞叶侵及基底节区巨大胶质瘤病例进行分析，术前均进行神经功能评估，
根据术前多模态 MRI 评估肿瘤的浸润生长方向、与邻近侧脑室颞角、内囊、基底节、海马及脑干
之间的关系，结合 CTA 明确肿瘤与大脑中动脉各段的关系，选择扩大翼点手术入路。术中先分离
侧裂离断颞叶浅部血运、切除表浅部分。逐渐分离显露大脑中动脉各段后离断肿瘤供血动脉，前方
切除至颞极、下方至中颅窝底、下内侧至天幕缘（海马受累者切除至海马）、后方扩大切除至瘤周
正常脑组织。最后处理侧脑室颞角上内侧，在电生理监测下对部分瘤化的侧脑室颞角上内侧壁、浸
润生长累及基底节内囊的肿瘤做最大范围的切除。
结果 67 例颞叶侵及基底节区巨大胶质瘤患者（左侧颞叶 29 例，右侧 38 例）。大脑中动脉主要分
支被肿瘤包裹或粘连 13 例，推压移位 54 例。海马瘤化者 10 例。全部病例均经扩大翼点入路。术
前影像学分析及术中均证实肿瘤起源于颞叶深部或颞角上内侧壁并浸润至基底节、内囊区域。全切
63 例，次全切除 4 例。术后偏瘫 2 例，短暂轻瘫 3 例，短暂命名性失语 1 例。除 1 例遗留偏瘫
外，术后 1 月神经功能均恢复正常。肿瘤位于左侧患者术后认知功能较术前均有所下降，术后半年
内均恢复至术前水平。
结论 术前多模态 MRI 精准定位侧脑室颞角、内囊、基底节、海马、脑干与肿瘤的关系，结合 CTA
判断大脑中动脉各段与肿瘤的位置关系。经扩大翼点入路，结合术中电生理监测，保护内囊、基底
节、脑干等重要神经结构，保护大脑中动脉及重要分支血管，提高了肿瘤的全切率，降低了术后神
经功能障碍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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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4

缺氧诱导的脯氨酸羟化酶 P4HA2 通过基质重塑
和 PI3K/AKT 信号轴 调控胶质瘤恶性生物行为
林靖 1,仇冠中 2,金卫林 3
1.西部战区空军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60 医院
3.上海交通大学纳米医学工程研究所

目的 脯氨酸-4-羟化酶亚单位 2(P4HA2)是胶原蛋白合成修饰的关键酶，与赖氨酸加氧酶 PLODs 以
及 LOXs 一起参与细胞内胶原的翻译后修饰、分泌以及细胞外胶原纤维的交联沉积。该基因在缺氧
条件下受 HIF1α 诱导表达显著上调，而缺氧微环境是胶质瘤的典型特征，因此本研究拟明确
P4HA2 在胶质瘤基质重塑和恶性生物行为中的关键作用，为开发以该分子为靶标的靶向治疗提供
理论和实验依据。
方法 搜集 58 例 WHO II/III/IV 级胶质瘤和 6 例正常脑组织石蜡标本，行免疫组化染色，查询 TCGA
转录组数据库，分析 P4HA2 表达差异及与临床预后的关系。构建 shRNA 转染慢病毒，通过 MTT
实验、transwell 实验、划痕实验以及免疫印迹法观察 P4HA2 对细胞增殖、侵袭迁移和 EMT 转化
等表型的影响，裸鼠成瘤实验观察敲减 P4HA2 的体内抑瘤作用。利用基因富集分析、激动剂补救
实验分析 P4HA2 关联的信号通路和调控机制。
结果 1. 缺氧培养下胶质瘤细胞株 P4HA2 表达明显上调。TCGA 数据和标本染色分析显示 P4HA2
转录和蛋白水平均随胶质瘤病理级别增加而增高，两者与患者生存时间呈负相关。2. shRNA 敲减
P4HA2 后 U251 和 U87M 细胞 72h 至 120h 增殖水平，72h 侵袭能力，48h 迁移能力较转染 GFP
的对照细胞均明显减少；转录组分析显示 P4HA2 与 EMT 相关分子 twist1、slug、snail 以及 CDH1
具有显著相关性，P4HA2 抑制后促 EMT 蛋白表达下调伴 EMT 抑制蛋白上调；P4HA2 敲减的裸鼠
成瘤生长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并伴有肿瘤增殖标志 Ki-67 染色下调。3. 通路富集分析显示基质
ECM 和 PI3K-AKT 信号通路与 P4HA2 显著关联，进一步的蛋白分析表明抑制 P4HA2 后 Col I/Col
III/Col IV 以及 p-PI3K/AKT 等关键通路分子明显下调。4. 在 P4HA2 敲减的细胞株中使用 Akt 激动
剂 SC79，胶质瘤增殖、侵袭迁移能力明显回复，促 EMT 的分子表达上调。
结论 脯氨酸羟化酶 P4HA2 与胶质瘤病理级别和患者预后显著相关；缺氧诱导后抑制 P4HA2 能够
在体内和体外抑制胶质瘤细胞增殖、侵袭、迁移以及上皮间质转化；P4HA2 对基质胶原蛋白以及
基质-细胞受体-PI3K/AKT 信号轴的调控是其发挥促瘤作用的可能机制。

PU-395

B7H3 与 NF-κB 的相互调控激活 AQP1、MMP9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研究
田海龙 1,孟宪兵 2,王志刚 1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2.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胶质瘤中 B7H3、NF-κB、AQP1 和 MMP9 的表达和相互调控机制。
方法 应用免疫组化和 Western blot 明确胶质瘤及对照脑组织中 B7-H3、AQP1、MMP9、NF-κB 的
表达与肿瘤恶性程度关系。Western blot 检测 siRNA B7H3 质粒转染组、对照组 U251 细胞中
B7H3 表达情况。Western blot 分析 siRNA 沉默 B7H3 对 U251 细胞中 NF-κB、AQP1、MMP9 表
达的影响；随后应用 JSK-23 特异性抑制 U251 细胞 NF-κB 活性，检测 B7H3、MMP9 和 AQP1 表
达的影响

260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结果 免疫组化及 Western blot 表明 B7-H3 在脑胶质瘤组织中表达显著增高，其表达水平与肿瘤恶
性程度呈正相关，而正常脑组织中 B7H3 的含量较低，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P＜0.05）；
Western blot 显示 AQP1、MMP9 和 NF-κB 表达趋势与 B7H3 表达相同，随肿瘤级别增高而成递增
趋势，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P＜0.05）。B7H3 在 U251 细胞系中高表达，siRNA 沉默 B7H3
显著下调 NF-κB、MMP9 和 AQP1 表达，表明 B7H3 调控胶质瘤中 NF-κB、MMP9 和 AQP1 表
达。JSH-23 特异性阻断 NF-κB 活性，U251 细胞系中 AQP1 和 MMP9 的蛋白表达明显下调，NFκB 调控 AQP1 和 MMP9 的表达；而 B7H3 表达也相应下调，表明 NF-κB 和 B7H3 存在相互调控关
系
结论 B7H3 与 NF-κB 的相互调控激活 AQP1、MMP9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研究

PU-396

m6A 去甲基化酶 ALKBH5 介导长链非编码 RNA SOX2OT
调控 SOX2 表达促进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的机制研究
刘伯杨,周建,王晨阳,付曌,练昌林,黄琼珍,廖陈昕,杨召,曾慧君,徐宁波,郭洪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神经外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教育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脑功能修复与再生重点实验室

目的 替莫唑胺（TMZ）耐药是导致临床治疗失败的重要原因，寻找参与耐药的调控因子及临床逆
转分子靶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旨在明确长链非编码 RNA SOX2OT 参与 TMZ 耐药进
程，并探讨 m6A 去甲基化酶 ALKBH5 介导 SOX2OT 调控 SOX2 表达在胶质瘤 TMZ 耐药中的作用
及潜在机制；
方法 通过体外渐次增加培养基中 TMZ 浓度构建耐药细胞株 U87TR 与 U251TR，经 LncRNA 表达
谱分析筛选差异出高表达 SOX2OT 及生信分析预测其靶基因 SOX2；应用 CCK8 法与流式细胞术
检测沉默 SOX2OT 后耐药细胞株对 TMZ 敏感性及细胞增殖与凋亡的变化情况；FSIH 实验分析
SOX2OT 亚细胞定位；采用 Pulldown 及 RIP 技术验证 SOX2OT 与 ALKBH5 蛋白结合情况；应用
CHIP 与 EMSA、MeRIP 技术分别分析 ALKBH5 与 SOX2 的启动子区域结合情况及甲基化区域
m6A 修饰水平变化；应用 m6A 定量法检测沉默 ALKBH5 后耐药细胞 SOX2 的 m6A 修饰水平改
变；
结果 CCK8 与流式结果显示 sh-SOX2OT 显著增强耐药细胞对 TMZ 敏感性，细胞凋亡率增加，进
一步功能回复实验证实 SOX2OT 调控 SOX2 参与耐药进程；FISH 实验表明 SOX2OT 在胞质与胞
核中均丰富表达，并且 Pulldown 与 RIP 实验证实核内定位的 ALKBH5 与 SOX2OT 相互结合；
CHIP 结果还证实 ALKBH5 与 SOX2 启动子区域结合促进 SOX2 转录表达，同时 MeRIP 结果表明
ALKBH5 催化 SOX2 的 m6A 去甲基化修饰，m6A 定量结果显示沉默 ALKBH5 后耐药细胞 m6A 修
饰水平明显增加，SOX2 表达量增加。
结论 本研究证实长链非编码 RNA SOX2OT 调控 SOX2 参与 TMZ 耐药，m6A 去甲基化酶
ALKBH5 与 SOX2OT 结合并催化 SOX2 的 m6A 去甲基化修饰，介导 SOX2OT 调控 SOX2 高表达
促进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

PU-397

基于体素的颅内胶质瘤的几何特征的影像组学研究
孙崇然,窦章琪,吴家伟,蒋飚,李百周,许晶虹,陈高,沈宏,张建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研究颅内胶质瘤的几何特征与生物学性状和临床特征的联系，建立一种不依赖扫描参数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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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预测胶质瘤生物学性状和临床特征的影像组学方法。
方法 收集浙医二院 2012-2017 年经病理证实的颅内胶质瘤患者的影像学数据。用 Matlab 2014b 版
SPM（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组件对患者影像学数据进行标准化，均一化患者头颅形
状、扫描角度。用 3d-slicer 4.8.1 半自动化描记肿瘤范围。MRIcroN 做每种性状或临床特征的叠加
统计图，用 Fisher 精确检验法计算每一对性状的统计图每个体素的 p 值，并用不同颜色标记 p 值
小于 0.05 的体素的热图。用 Matlab 2014b 版计算肿瘤的体积和肿瘤的个数。
结果 1）胶质瘤的级别越高，越倾向分布在偏尾端方向；2）少突成分的胶质瘤多分布在额叶；
3）较低级别星形细胞瘤的病理级别具有左右偏侧性，左侧级别偏高，右侧级别偏低； 4）MGMT
甲基化特征也具有左右偏侧性，甲基化患者的肿瘤更倾向于分布在左侧； 5）IDH 突变的胶质瘤倾
向于分布在较前的部位； 6）EGFR 非扩增的胶质母细胞瘤往往分布在非典型的位置（如 IV 脑室
周围；）7）额叶肿瘤的体积较其他部位的大。
结论 影像组学的几何特征（肿瘤的位置、体积、个数等）不依赖于扫描参数，可进行可靠的均一
化。胶质瘤的影像组学的几何特征同生物学性状和临床特征具有明确联系，可以通过几何特征预测
颅内胶质瘤的生物学特征和临床特征。

PU-398

LncRNA CDKN2B-AS1 对恶性胶质瘤细胞增殖
与侵袭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李舜,唐晓平,王远传,赵龙,段军伟,彭华,杨彬彬,旷仁钊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检测 lncRNA CDKN2B-AS1 在恶性胶质瘤组织与瘤周正常脑组织中的表达差异，研究其在胶
质瘤细胞系的增殖及侵袭过程中的生物学功能及潜在分子机制。
方法 收集 63 例恶性胶质瘤组织样本及其中 20 例切除的瘤周正常脑组织样本。通过 qRT-PCR 实
验检测两组织样本中 CDKN2B-AS1 的表达差异；并分析其差异表达与胶质瘤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
预后生存周期的相关性；分别利用 siRNA 干扰技术敲减 CDKN2B-AS1 及慢病毒系统构建稳定过表
达 CDKN2B-AS1；同时予以 SMAD 磷酸化诱导剂-人重组 TGF-β1 试剂处理过表达 CDKN2B-AS1
的 U251、U87MG 胶质瘤细胞系；通过 MTT 实验检测各组细胞的增殖能力，Transwell 实验检测
各组细胞的侵袭能力，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各组细胞 TGF-β/SMAD 通路相关蛋白 p-SMAD2、pSMAD3 以及 p15、p21 的蛋白表达变化。
结果 qRT-PCR 结果表明，胶质瘤组织中 CDKN2B-AS1 的表达水平较正常脑组织中显著升高，但
其表达水平与患者年龄、性别及肿瘤位置均无相关性。Kaplan-Meier 生存分析表明，CDKN2BAS1 高表达患者的总体生存率明显低于 lncRNA CDKN2B-AS1 低表达患者。siRNA 干扰敲减
CDKN2B-AS1 后， U251、U87MG 细胞的增殖及侵袭能力均明显下降，细胞中 p-SMAD2、pSMAD3、p15、p21 蛋白表达水平均上调；慢病毒系统稳转过表达 CDKN2B-AS1 后，U251、
U87MG 细胞的增殖及侵袭能力均明显增强，细胞中 p-SMAD2、p-SMAD3、p15、p21 蛋白水平均
下调；人重组 TGF-β1 处理细胞后，p-SMAD2、p-SMAD3 以及 p15、p21 的蛋白表达水平上调，
同时能够部分逆转 CDKN2B-AS1 对恶性胶质瘤细胞増殖、侵袭能力的促进作用。
结论 恶性胶质瘤中异常高表达的 CDKN2B-AS1 与胶质瘤患者的 WHO 病理分级及预后生存周期紧
密相关，其可能是胶质瘤恶性进程中重要的致癌分子及预后标志物；CDKN2B-AS1 可能通过抑制
TGF-β/SMAD 通路来促进胶质瘤细胞的增殖及侵袭能力；有望将其作为今后临床抗胶质瘤治疗的
另一潜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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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9

颅内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PXA）的临床、组织病理学
和分子生物学特点以及预后分析
马成鑫 1,冯睿 1,陈宏 1,N. U. Farrukh HAMEED1,阿卜杜米吉提·艾拜杜拉 1,宋艳艳 2,吴劲松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以往在华山医院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诊断中包含“多形性黄色星形细
胞瘤（Pleomorphic xanthoastrocytoma, PXA）”的患者，按照 WHO 最新的诊断标准将所有 PXA
患者分为非间变性（WHO II 级）与间变性（WHO III 级）两大类，对比分析二大类不同级别 PXA
患者的组织病理学特点、分子生物学指标以及预后相关因素的异同，以增进对此罕见病的了解，从
而利于临床诊治。
方法 本研究属罕见病的回顾调查性研究，将通过数据检索和筛选，选取华山医院神经病理数据库
中 1999 年-2016 年 3 月间所有病理诊断中包含“PXA”的 10056 例患者，通过石蜡切片复核组织病
理诊断，根据最新 WHO 诊断标准将所有确诊病例划分为 WHO II 级和 WHO III 级两大类，再进一
步进行分子测序（BRAF V600E，IDH1/2，H3F3A，TERT），并且获得随访（如放化疗信息、预
后信息等）数据，对比分析两大类不同级别 PXA 的临床病理学、分子生物学及预后相关的差异。
结果 证实了 BRAF V600E 突变是预后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具有 BRAF V600E 突变的患者年龄
一般年轻于那些未突变的患者（27.9 ± 15.4 岁 vs 37.1 ± 17.0 岁, p=0.054）。TERT 的突变概率在
间变性 PXA 中要相对高一些（28.6% vs 4.4%，p=0.083）。另外，本研究发现了一例具有 IDH2
突变的 PXA 患者，没有发现 IDH1 和 H3F3A 突变。在生存预后方面，间变性 PXA 患者与 PXA 患
者相比，有着明显更短的总体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35.0 月 vs 未随访到, p<0.0001）和
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29.0 月 vs 61.0 月, p<0.0001）。在 PXA 患者
中 ， 与 肿 瘤 未 全 切 的 患 者 相 比 ， 肿 瘤 全 切 的 患 者 有 着 更 长 的 OS （ 未 随 访 到 vs 60.0 月 ,
p=0.0221）和 PFS（未随访到 vs 60.0 月, p=0.0232）。
结论 本研究中发现的这些 BRAF V600E， TERT 和 IDH2 等分子生物学特点可以增进我们对这一
罕见疾病的了解，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上的诊断、治疗和预后判断。另外，实现肿瘤全切的 PXA
患者的生存预后一般较佳。

PU-400

脑胶质瘤患者围术期细胞免疫水平变化与术后感染相关性研究
段虎斌,高卫勤,郝春艳,段升强,范益民,王宏勤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检测不同级别脑胶质瘤患者手术前后细胞免疫水平变化，探讨其与术后感染的关联性，为临
床判断病情及预测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我院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9 月收治的行手术治疗、经病理确诊的脑胶质瘤初次罹患患
者 53 例为研究对象，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级标准分为低级别组（WHO I～Ⅱ级 21
例），高级别组两组（WHO I～Ⅱ级 32 例），抽取实验对象术前 1d、术后 1d、术后 7d 外周血，
检测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分析不同级别胶质瘤患者细胞免疫指标差异；对术后感染患者，分析免
疫水平与感染发生的关系，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
结 果 高 级 别 组 术 前 、 术 后 外 周 血 CD3+ 、 CD4+ 、 CD4+/CD8+ 均 较 低 级 别 组 更 低 ， CD8+ 、
CD4+CD25+Foxp3+ 高于低级别组（p＜0.05）；较术前 1d，术后 1d 两组患者 CD3+ 、CD4+ 、
CD4+/CD8+均降低，CD8+、CD4+CD25+Foxp3+升高（p＜0.05）；较术前 1d，术后 7d 两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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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3+、CD4+、CD4+/CD8+水平升高，CD8+、CD4+CD25+Foxp3+降低（p＜0.05）。53 例患者，8
例术后发生感染，感染率为 15.09% ；年龄（χ2 =8.097 ， p=0.024）、手术时间（χ2 =10.957 ，
p=0.000）、病理分期（χ2 =11.716，p=0.001）、术中是否输血（χ2 =15.375，p=0.000）等构成
脑胶质瘤术后颅内感染的独立性危险因素。
结论 外周血细胞免疫功能水平与胶质瘤级别相关；手术切除胶质瘤体可减轻细胞免疫受抑制程
度。强调临
床免疫细胞检测或对胶质瘤患者术后颅内感染的预测预防有积极意义。T 淋巴细胞亚群测定或可作
胶质瘤患者恶性程度及预后的评价指标之一。

PU-401

脑胶质瘤中 HIF-1a 与 PD-L1 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贾丁,王春红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胶质瘤是指起源于神经胶质细胞的肿瘤。有研究显示异柠檬酸脱氢酶突变作为预后良好标志
普遍存在于Ⅱ级和Ⅲ级胶质瘤以及继发性胶质母细胞瘤。肿瘤细胞免疫逃逸是目前的研究热点，程
序性死亡因子 1 及其配体程序性死亡因子配体 1 是参与肿瘤免疫逃逸的重要分子，在多种肿瘤中高
表达。缺氧是实体瘤微环境的重要生物学特征，广泛存在于大多数实体瘤中的缺氧诱导因子是一种
转录调节因子。缺氧诱导因子 1α 为 HIF-1 上的亚单位。其在调节肿瘤细胞对缺氧环境适应过程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实验拟通过免疫组化法分析临床脑胶质瘤组织标本中 PD-L1、HIF-1α 表
达相关性，并利用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数据库验证组化结果，
探究脑胶质瘤中 HIF-1α 对 PD-L1 表达的相关性。
方法 标本取自在我科手术治疗且术后病理诊断为胶质瘤的患者。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 44 例
脑胶质瘤组织中 HIF-1α、PD-L1 的表达；利用 TCGA 数据库分别分析 98 例脑胶质瘤患者数据组
中的 HIF-1α、PD-L1mRNA 表达的相关性。
结果 脑胶质瘤组织中 HIF-1α 阳性表达呈棕黄色细颗粒，染色定位于细胞核。PD-L1 阳性表达呈棕
褐色颗粒，染色定位于细胞膜和（或）细胞质。44 例脑胶质瘤组织中 HIF-1α 的阳性率分别为 IDH
突变组 18.18%(4/22)、IDH 野生组 40.90%(9/22)；PD-L1 阳性率分别为 22.72%（5/22）/59.09%
（13/22）。spearman 相关分析法分析免疫组化结果显示，脑胶质瘤中 HIF-1α 表达和 PD-L1 表达
正相关（ｒ＝0.325，P＜0.01）。进一步分析 TCGA 数据库中 98 名脑胶质瘤患者中 HIF-1α 和
PD-L1mRNA 表达水平，发现与组化结果一致。
结论 结论 本研究发现在临床脑胶质瘤组织标本中 HIF-1α 和 PD-L1 表达正相关，进一步在 TCGA
数据库中验证了脑胶质瘤中 HIF-1α 和 PD-L1mRNA 表达正相关。提示了脑胶质瘤肿瘤缺氧微环境
导致肿瘤免疫逃逸产生的相关性。

PU-402

2 例病程差异巨大的复发高级别胶质瘤的
临床全外显子组测序（CWES）结果的比较分析
邱天明,吴帅,庄冬晓,初曙光,陈宏,盛晓芳,吴劲松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探讨两例病程差异巨大的复发高级别胶质瘤的临床全外显子组测序（CWES）结果的差异，
分析临床预后不同的分子病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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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两例复发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的临床资料以及分子病理结果。一例患者从发现到死
亡仅数月，另一例患者存活 32 年仍继续存活。收集两例患者所有的临床资料，包含影像学、病
史、手术切除以及术后的综合治疗情况。两例患者的肿瘤标本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以及临床全外显
子组测序（CWES）。通过比较两者的 CWES 结果，并按不同分型方法进行分型，分析两例患者
巨大临床预后的分子病理基础。
结果 第一例患者组织病理诊断为胶质母细胞瘤 （GBM）WHO IV 级。CWES + Panel 检测结果
为：IDH 野生型； 1p19q 未联合缺失； TERT 启动子区突变；MGMT 启动子甲基化阴性；EGFR
扩增。按 2016 年版 WHO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型为 IDH 野生型 GBM；依据 2015 年 Cancer Cell
可分为单 TERT 突变型；依据 2017 年 Nat Rev Clin Oncol 可分为 RTK II 经典型。突变谱总结发
现：100 个肿瘤基因突变（TMB），0.37%微卫星不稳定性（MSI），3.44%染色体拷贝数改变
（CNV）。该患者第一次手术虽经肿瘤全切除、放化疗、电场治疗、巨噬细胞免疫治疗，以及再次
手术，但仍快速复发且死亡(附件：图 1)。第二例患者组织病理诊断为间变少突胶质细胞瘤。
CWES + Panel 检测结果为：IDH 突变型； 1p19q 联合缺失； TERT 启动子区突变；MGMT 启动
子甲基化阳性（66.25%）。按 2016 年版 WHO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型为间变少突胶质细胞瘤
（WHO III 级），依据 2015 年 Cancer Cell 可分为“三阳性”胶质瘤。突变谱总结发现：97 个肿瘤基
因突变（TMB），0%微卫星不稳定性（MSI），5.52%染色体拷贝数改变（CNV）。该患者第一
次手术虽只作了部分切除，但时隔 31 年再复发，复发后再次手术及放化疗，病情无进展(附件：图
2)。
结论 不同分子病理基础的复发高级别胶质瘤其生物学行为、肿瘤进展、对放化疗及其它辅助治疗
的反应也完全不同。临床全外显子组测序可有助于了解胶质瘤的分子病理基础，帮助整合诊断、预
测肿瘤的进展、指导肿瘤治疗。

PU-403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 Apicidin
对脑胶质瘤细胞系中 Oct-4 基因表达的影响
李仲颖,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 Apicidin 对脑胶质瘤 U87 细胞增殖相关标记因子 Oct-4 的调控
作用
方法 用不同浓度 Apicidin 药物处理胶质瘤 U87 细胞后，通过 RT-PCR 和 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
Oct-4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改变；MTT 检测细胞增殖能力；流式细胞仪、DAPI、Annexin-V，PI
染色检测凋亡；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的影响
结果 MTT 结果显示，Apicidin 对胶质瘤 U87 细胞生长出现显著地抑制，并呈成时间、剂量依赖
性，48 小时内细胞增殖的半数抑制浓度（IC50=1.74±0.13μmol/L）；Western blot 和 RT-PCR 检
测 发 现 ， 经 不 同 浓 度 Apicidin 处 理 后 ， Oct-4 的 mRNA 和 蛋 白 水 平 表 达 水 平 明 显 降 低
（P<0.01）；流式细胞仪分析显示，细胞随着药物浓度的升高，S 期细胞在细胞周期中所占比例明
显增加，而 G1、G2 期细胞明显减少，细胞滞留在 S 期；DAPI 染核发现 Apicidin 药物处理后，
U87 细胞核出现核固缩等凋亡样改变
结论 Apicidin 可以显著抑制 U87 胶质瘤细胞系生长，诱导细胞周期阻滞和凋亡产生，其机制可能
与抑制干细胞标志性基因 Oct-4 的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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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4

Alisertib induces cell cycle,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human glioma cells
刘诤
1.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宁夏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

Objectives Alisertib (ALS), a second-generation selective Aurora kinase A (AURKA) inhibitor,
Methods ALS preferentially bound AURKA over AURKB via hydrogen bond formation, charge
interaction, and π-π stacking. ALS also bound key regulating proteins of cell cycle,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 5’-adenosine 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 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 beclin 1, 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 (PTEN), and 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light chain 3 (LC3).
Results ALS also induced PI3K/Akt/ mTOR and p38 MAPK signaling pathways while activating
the AMPK signaling pathway.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LS exerts a potent inhibitory effect o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s mitochondria-dependent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PI3K/Akt/mTOR- and p38 MAPK-mediated signaling pathways in DAOY cells. ALS is a promising
anticancer agent for GBM treatment.

PU-405

CA11 is a negative modulator of neuronal activitydependent growth of gliomas
陶帮宝,李世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Objectives CA11 and CA10 are secreted synaptic proteins which function as neurexin
ligands, and the gene encoding CA11 is part of a gene signature associated with radiotherapy
and prognosis in gliomas.
Methods we report that CA11 secreted by depolarized cultured neurons within conditioned
medium (CM)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glioma cell lines. CM from depolarized neurons inhibited
CA11 expression in glioma cell lines via the Akt signaling pathway. Consistently, CA11
expression was also reduced in clinical glioma samples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high
histological grade.
Results CA11 knock-down promoted cell growth, clone formation, and migration, inhibited
apoptosis, and increased tumor size in xenografted nude mice. Similarly, CA10 and
CA10 secreted by depolarized cultured neurons also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glioma cell lines.
Conclusions CA11 and CA10 negatively regulate neuronal activity-dependent glioma growth and
inhibit glioma aggression. Thus, CA11/CA10 may represent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gli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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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6

CYB561D2 up-regulation activates STAT3 to induce
immunosuppression and aggression in gliomas
陶帮宝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Objectives We recently used bioinformatics data-mining to identify a novel 5-gene signature
which is predictive for the prognosis of gliomas and CYB561D2 is one of these novel candidate
genes.
Methods CYB561D2 expression was measured in 35 cases of gilomas and 7 cases of normal
tissues using western blot,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The effects of
CYB561D2 knock-down on tumor behaviors were measured in in-vitro and in-vivo assays. Our
key findings were cross-validated by expression data from REMBRANDT gliomas dataset (total
n=524), TCGA GBM dataset (total n=454) and GSE4412 (n=83).
Results CYB561D2 up-regulation and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of CYB561D2 with PD-L1, CCL2
and TDO2 expression were cross-validated in REMBRANDT gliomas and TCGA GBM datasets.
Conclusions CYB561D2 up-regul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munosuppression and
aggression of gliomas and CYB561D2 is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gliomas.

PU-407

LncRNA PVT1 通过招募 COPS6 去泛素化
稳定 TRIM24 促进胶质瘤的发生发展
吕涛,冯海忠,张晓华
上海仁济医院

目的 探讨 LncRNA PVT1-COPS6-TRIM24-STAT3 调控轴影响胶质瘤进展的内在机制。
方法 通过分析 GEO 和 TCGA 数据库研究 LncRNA PVT1 在胶质瘤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与胶质瘤患
者不良预后的相关性。利用 RT-qPCR 检测我院临床样本与不同胶质瘤细胞系中 LncRNA PVT1 的
表达水平。体外在 U251 和 U373 胶质瘤细胞系中敲减 LncRNA PVT1，观察其对胶质瘤细胞生长
的影响。利用 WB 检测相关蛋白表达水平的变化。利用 RNA pull-down 实验和 RNA 结合蛋白免疫
沉淀实验，研究 LncRNA PVT1 与 TRIM24 和 COPS6 的相互作用。利用免疫共沉淀技术研究
TRIM24 和 COPS6 的相互作用。利用原位种植瘤模型，体内观察干扰 LncRNA PVT1 和相关基因
后对胶质瘤细胞生长的影响。
结果 LncRNA PVT1 在胶质瘤中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并与胶质瘤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在 U251 和
U373 胶质瘤细胞系中敲减 LncRNA PVT1 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克隆形成和体内成瘤。体外
LncRNA PVT1 与 TRIM24 蛋白表达水平呈正相关。LncRNA PVT1 通过 EXON5 和 EXON6 与
TRIM24 蛋白 HP1 结构域相互作用，体外过表达 LncRNA PVT1 WT，TRIM24 蛋白稳定性升高。
高通量筛选去泛素化酶家族发现 COPS6 与 TRIM24 相互作用，COPS6 表达水平与 TRIM24 蛋白
表达水平呈正相关。COPS6 与 TRIM24 相互作用依赖于 LncRNA PVT1，敲减 LncRNA PVT1
后，COPS6 与 TRIM24 相互作用减弱，同时 TRIM24 泛素化水平降低。下调 LncRNA PVT1 显著
降低 p-STAT3 表达水平，过表达 TRIM24 能够逆转下调 LncRNA PVT1 对 p-STAT3 的抑制作用。
结论 LncRNA PVT1-COPS6-TRIM24-STAT3 调控轴在胶质瘤的进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生物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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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08

联合抑制 mTOR 及旁路激活通路治疗胶质母细胞瘤
吕涛,韩硕,徐天启,张晓华,缪亦锋
上海仁济医院

目的 探讨联合抑制 mTOR 及旁路激活通路对胶质瘤 U87 和 U251 细胞增殖，成瘤的影响以及相关
的内在机制。
方法 体外构建稳定敲低 mTOR 的 U87 和 U251 的胶质瘤细胞系，采用 RT-qPCR、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 mTOR mRNA 和蛋白表达量，验证细胞系是否构建成功。利用 RNA-seq 检测敲低
mTOR 后，发生差异表达的基因，同时通过 GO,KEEG 分析敲低 mTOR 后旁路激活的通路。采用
RT-qPCR 验证旁路激活通路中关键基因的表达水平。在敲低 mTOR 的胶质瘤细胞系中利用高通量
药物筛选寻找敏感的旁路激活通路抑制剂。利用 CCK8，克隆形成，Transwell 实验和原位种瘤模
型观察联合 mTOR 抑制剂依维莫司和旁路激活通路抑制剂对胶质瘤细胞生长的影响。同时采用
RT-qPCR、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相关基因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变化。
结果 在稳定敲低 mTOR 的 U87 和 U251 的胶质瘤细胞系中，mTOR mRNA 和蛋白表达量明显降
低(p < 0.01)。敲低 mTOR 后，RNA-seq 检测分析发现共有 320 个基因表达水平升高，38 个基因
表达水平下降（Fold change > 2 倍，p < 0.05）。KEEG 分析发现表达上调的基因主要分布于
Notch，Wnt，Ras，Jak-Stat，cAMP，MAPK，TNF，HIF-1 和 IL Receptor 等信号通路中，RTqPCR 检测发现上述通路中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明显上升(p < 0.01)。高通量药物筛选发现敲低
mTOR 的胶质瘤细胞系对 Notch，Wnt，Ras，Jak-Stat 和 IL Receptor 等通路的抑制剂敏感。联合
mTOR 抑制剂依维莫司和 Notch 通路抑制剂与单用依维莫司相比可明显抑制胶质瘤细胞的生长。
结论 联合抑制 mTOR 通路和旁路激活通路可有效抑制胶质瘤细胞的生长，对胶质瘤患者化疗方案
和临床治疗策略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PU-409

MGMT contributes to glioma cell resistance to
temozolomide treatment via regulation of glycolysis
何川,芦山,王崇丞,王选重,王雷,徐志,王震川,葛鹏飞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Objectives We investigated its role in regulation of TMZ-induced changes of glycolysis in glioma
cells.
Methods Glioma cell lines cultured in vitro and nude mice with xenografted glioma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TMZ-induced expression of MGMT, HK II，PKM2, and AIF were analyzed. ATP and
pyruvate were assayed by using commercial kit.
Results Both in vivo and in vitro studies revealed that MGMT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by
TMZ, which was accompanied with downregulation of HK II and PKM2 and decreases of ATP
and pyruvate. However, when the cells were pretreated with the specific MGMT inhibitor
lomeguatrib, TMZ-induced upregulation of MGMT was obviously prevented. Meanwhile, ATP and
pyruvate were both decreased further, as well as the protein levels of HK II and PKM2. Similar
results could be found when MGMT was knocked down with SiRNA. These indicated that MGMT
prevented TMZ-induced glycolysis dysfunction in glioma cells.
Conclusions MGMT contributed to glioma cells’ resistance to TMZ treatment via reversion of
TMZ-induced glycolysis dysfunction and nuclear translocation of A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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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0

脑胶质瘤患者术前心理人格特征研究
王科,付婉瑞,程海洋,李慎杰,向伟,明扬,陈礼刚,周杰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脑胶质瘤患者术前的基本心理人格特征，并探讨肿瘤临床特点与其心理人格特征相关
性。
方法 应用明尼苏达多项个性调查表(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MMPI)回顾性分
析 66 名胶质瘤患者和 42 名健康对照者的心理人格特征，并联系其临床特点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胶质瘤组在 F、K、Hs、D、Mf、Pt、Sc、Si 量表中的 T 分与对照组的差异存在统计学差异；
男性胶质瘤患者在 F、K、Hs、D、Pt、Sc、Si 量表中的 T 分与男性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女性胶质瘤患者在 L、F、Hs、D、Mf、Pt、Sc、Si 量表中的 T 分与女性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女性胶质瘤患者在 F、Pd、Mf、Ma 量表中的 T 分与男性胶质瘤患者的差异有统计意义；月收
入≤2000 元的胶质瘤患者在 F、Hs、D、Pt 量表中的 T 分与月收入＞2000 元的胶质瘤患者的差异
有统计学差异；KPS 评分≤80 分胶质瘤患者在 Hs、Hy 与 KPS 评分＞80 分胶质瘤患者的差异有统
计学差异；肿瘤病理级别与 Ma 轻躁狂量表、额颞叶肿瘤与 D 抑郁量表呈正相关关系。
结论 胶质瘤患者总体上有逃避、躯体化障碍、情绪抑郁、紧张、焦虑等问题,且女性较男性更明
显；收入、KPS 评分、肿瘤级别和部位与其心理人格特征有一定相关性。

PU-411

脑胶质瘤患者术前心境障碍与正常脑区脑
血流灌注改变的相关性研究
王科,付婉瑞,孙皓,李慎杰,向伟,明扬,陈礼刚,周杰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脑胶质瘤患者术前心境障碍与正常脑区局部脑血流灌改变的相关性。 通过评
估脑胶质瘤患者术前抑郁与焦虑症状并检测胶质瘤患者术前脑血流灌注请客，探讨心境障碍与脑血
流灌注的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胶质瘤患者术前心境障碍的机制，为脑胶质瘤患者术前心境障碍的
及时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1 月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行手术治疗、术
后病理明确且临床资料完整的脑胶质瘤患者。最终纳入 40 例，其中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年龄
47.6（15~83）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分级，Ⅰ级 2 例，Ⅱ
级 12 例，Ⅲ级 10 例，Ⅳ级 16 例。所有患者术前均配合并接受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 HAMA）评估并行头颅灌
注 CT 检查。利用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 ROI）法分别测量双侧额叶、双侧颞叶、双侧顶
叶、双侧丘脑、双侧枕叶、双侧海马、双侧内囊的脑血流容积（Cerebral blood volume, CBV）、
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 CBF）、平均通过时间（Mean transit time, MTT）、达峰时间
（Time to peak, TTP）、表面通透性（Permeability surface, PS）。以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或秩和检验。
结果 40 例脑胶质瘤患者中，有术前抑郁 16（40%）例，有术前焦虑 19（47.5%）例。单因素分析
显示，胶质瘤患者中抑郁组与非抑郁组在左侧额叶 CBV、右侧颞叶 CBV、左侧海马 MTT 上存在统
计学差异（均 P＜0.05），在右侧额叶、双侧丘脑、左侧颞叶、双侧枕叶、双侧内囊、右侧海马、
双侧顶叶的 CBV、CBF、MTT、TTP、PS 上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胶质瘤患者中焦虑组
与非焦虑组在左侧海马 CBV、右侧海马 PS 上存在统计学差异（均 P＜0.05），在双侧额叶、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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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脑、双侧颞叶、双侧枕叶、双侧内囊、双侧顶叶的 CBV、CBF、MTT、TTP、PS 上无统计学差
异（均 P＞0.05）。
结论 脑胶质瘤患者术前存在较明显的心境障碍，其发生可能与额颞叶及海马区域的脑血流灌注改
变相关。

PU-412

PGK1 通过调节 CIN 和 CFL1 影响胶质瘤细胞放射敏感性
赵梦洁 1,刘宇驰 2,肖红 1,肖勇 1,王臻 1,刘宏毅 1
1.南京脑科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

目的 磷酸甘油酸激酶 1（PGK1）在多种恶性肿瘤中被检测到过表达，并且通常与肿瘤发生、治疗
抵抗和存活率差相关。 我们之前的研究表明，PGK1 在临床放射抵抗的星形胶质细胞瘤样本中显著
上调并与 cofilin-1（CFL1）表达呈正相关。本研究旨在探索 PGK1 与 CFL1 之间的关系及其调节
胶质瘤细胞放射敏感性的作用机制。
方 法 在 本 研 究 中 ， 通 过 免 疫 共 沉 淀 和 免 疫 荧 光 实 验 分 析 PGK1 ， CFL1 和 CFL1 磷 酸 酶
chronophin(CIN)之间的功能性相互作用。连续辐照正常胶质瘤细胞系（U251 和 U373）建立放射
抵抗胶质瘤细胞系（RR-U251 和 RR-U373），分别在正常和放射抵抗胶质瘤细胞上转染 shRNA
和 pcDNA3.1 质粒以沉默或过表达 PGK1 或 CIN。利用 Western-blot 方法研究 PGK1 对 CIN 和
CFL1 表达水平的影响; 而 PGK1 及 CIN 对胶质瘤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是通过辐照后胶质瘤细胞
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来评估的。
结果 与正常细胞相比，RR-U251 和 RR-U373 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显着增加，表明放射
抵抗胶质瘤细胞模型的成功建立。 体外免疫共沉淀和免疫荧光实验显示 PGK1 和 CIN 共定位，
PGK1 能够特异性与 CIN 结合，而与 CFL1 没有相互作用。与正常细胞相比，PGK1 在放射抵抗细
胞中表达水平显著升高，蛋白印迹分析显示在正常和放射抵抗细胞中 CFL1 和 CIN 表达与 PGK1
表达水平呈现正相关。分别沉默 PGK1 和 CIN，胶质瘤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显著降低，表
明放射抵抗细胞的放射敏感性得到改善。
结论 我们的研究提示 PGK1 通过 CIN 介导调节 CFL1 表达水平，从而改变了正常尤其是放射抵抗
神经胶质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这些发现有助于阐明胶质瘤细胞放射抵抗的潜在机制，为进
一步研究和提高胶质瘤临床放射敏感性提供依据。

PU-413

探讨恶性脑胶质瘤患者治疗后血清 TGF-β
和 GFAP 浓度的变化对其预后的影响
田志华,茹小红
晋城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与分析恶性脑胶质瘤患者治疗后血清 TGF-β 和 GFAP 浓度的变化对其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收治的恶性脑胶质瘤患者 56 例作为观察组，另选择
同时期收治的健康体检者 58 例作为对照组，对观察组患者采用手术联合术后放化疗治疗，分别采
用双抗体夹心法对观察组术前、观察组术后 1 周、观察组放化疗后及对照组患者的血清 TGF-β 和
GFAP 浓度水平进行测量。另外进行了为期 1 年的随访，按照观察组生存期的情况分为预后良好组
（生存期为 3 年及以上）及预后不良组（生存期少于 3 年），对比预后良好组与预后不良组血清
TGF-β 和 GFAP 浓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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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手术前的血清 TGF-β 和 GFAP 浓度水平均明显高于手术后 1 周、放疗后的血清 TGF-β
和 GFAP 浓度水平（P<0.05），也同时高于对照组的血清 TGF-β 和 GFAP 浓度水平，观察组手术
后 1 周血清 TGF-β 和 GFAP 浓度水平要明显高于放疗后及放疗后的血清 TGF-β 和 GFAP 浓度水平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放化疗后与对照组血清 TGF-β 和 GFAP 浓度水平相比
无明显差异（P>0.05）。 观察组预后不良组与预后良好组相比血清 TGF-β、GFAP 浓度水平相比
均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恶性脑胶质瘤患者的血清 TGF-β 和 GFAP 浓度要明显升高，且患者在经过手术以及常规放化
疗后这两项指标可呈现出降低的趋势，血清 TGF-β 和 GFAP 浓度与患者的预后具有一定的关系。

PU-414

HIF1α 调控胶质瘤细胞高氧化疗增敏分子机制研究
汪攀,吴南,冯华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讨 HIF1α 调控胶质瘤细胞缺氧化疗耐受及高氧化疗增敏分子机制
方法 1.1%O2、21%O2、95%O2 培养胶质瘤细胞 24h，免疫荧光检测相关标记蛋白表达；2. 胶质
瘤细胞不同氧浓度培养后 WB 等检测标记蛋白表达；3.单个 CD133-/CD15-/Nestin- 细胞种植于 96
孔板内，1%O2、21%O2、95%O2 培养 0,3,7,14,21d，观察细胞生长及成球情况；4.免疫荧光、
RT-qPCR 检测缺氧所成球标记蛋白表达；5.缺氧所成球不对称分裂检测；5.缺氧所成球不同氧浓
度培养后成球率检测，免疫荧光、WB、RT-qPCR 检测标记蛋白表达；6.普通胶质瘤细胞及干细胞
不同氧浓度培养后周期、凋亡及 IC50 检测；7. 普通胶质瘤细胞及干细胞不同氧浓度培养后 HIF1α
表达检测；8.敲低或过表达 HIF1α 后检测替莫唑胺对胶质瘤细胞的凋亡及 IC50
结果 1.胶质瘤细胞经 1%O2 培养 24h 后高表达 CD133，CD15，Nestin，ABCG2 及 MGMT，经
95%O2 培养 24h 后几乎不表达上述蛋白（P<0.05）. 2.胶质瘤细胞随着氧浓度的提高 CD133,
CD15, Nestin, ABCG2 及 MGMT 表达逐渐降低（P<0.05）；3.单个 CD133-/CD15-/Nestin-胶质瘤
细胞缺氧培养后呈悬浮球样生长，常氧组仍为单个死亡细胞，即缺氧培养组成球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01）. 4.缺氧所成球高表达 CD133, CD15, Nestin, ABCG2 及 MGMT 并呈不对称分裂；5.
缺氧所成球在 1%O2 培养仍为悬浮成球样生长，并高表达 CD133, CD15, Nestin, ABCG2 及
MGMT；在 95%O2 环境下细胞逐渐死亡，其相关蛋白表达逐渐降低. 6.普通胶质瘤细胞缺氧培养
后表现为周期阻滞于 G0/G1 期，其 IC50 值显著高于高氧组；同浓度 TMZ 处理胶质瘤细胞后，高
氧组凋亡率显著高于低氧组.7.缺氧培养胶质瘤细胞后高表达 HIF1α，高氧抑制 HIF1α 表达；8. 胶
质瘤细胞 HIF1α 敲低后降低 IC50，并促进肿瘤细胞凋亡；胶质瘤细胞 HIF1α 过表达后提高 IC50，
并抑制肿瘤细胞凋亡
结论 HIF1α 低氧环境下促进胶质瘤细胞逆分化而化疗耐受，高氧环境下促进胶质瘤干细胞分化而
化疗增敏

PU-415

抑制 RhoA-RockII-CFL1 通路的细胞运动调节因子 ROCKII，
可增强 U251 胶质瘤细胞放疗敏感性并下调 CFL1 的表达
赵梦洁,肖红,邹元杰,胡新华,钱春发,肖勇,王臻,刘宏毅
南京脑科医院

目的 我们前期研究发现，在手术切除的放疗抵抗的胶质细胞瘤中 cofilin1（CFL1）表达上调，并与
胶 质 瘤 细 胞 放疗 抵 抗 性正 相 关 。 本 研究 中 ， 我们 研 究 了 CFL1 上 游 的经 典 调 节 因 子， 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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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II、PAK1 和 MRCKα，并检测 CFL1 的表达水平，旨在阐明 CFL1 介导的放疗抵抗的潜在机
制，寻找新的分子靶点来增强 U251 胶质瘤细胞放疗敏感性。
方法 使用 60Co 射线，5Gy 连续照射 U251 细胞累积至 60Gy 建立放疗抵抗 U251 细胞系（RRU251）。细胞的放疗敏感性通过放疗后细胞活力、侵袭和迁移实验评估。
(1) 用 Y-27632 抑制正常 U251 和 RR-U251 细胞中的 ROCKII，评估放疗敏感性和 CFL1 表达水
平。
(2) 用 LipofectaminTM 2000 将 PAK1-shRNA 转染到正常 U251 和 RR-U251 细胞中沉默 PAK1，
评估放疗敏感性和 CFL1 表达水平。
(3) 将 MRCKα-shRNA 转染到正常 U251 和 RR-U251 细胞中沉默 MRCKα，评估放疗敏感性和
CFL1 表达水平。
结果 (1) 筛选出 20 μmol/L Y-27632，抑制正常 U251 和 RR-U251 胶质瘤细胞的 ROCKII，两种细
胞中 CFL1 水平均降低。给予 Y-27632 后，通过辐射处理两种细胞。RR-U251 细胞的细胞活力、
迁移能力和侵袭能力显著降低，与 U251 组显著不同。
(2) PAK1-shRNA 转染细胞后，用辐射处理正常 U251 和 RR-U251 细胞，两种细胞的细胞活力、
迁移能力和侵袭能力都显著降低。但 Western Blot 显示，当正常 U251 和 RR-U251 细胞中 PAK1
表达明显受到抑制时，CFL1 表达水平无显著差异。
(3)转染 MRCKα-shRNA 抑制 MRCKα 表达后，用辐射处理正常 U251 细胞和 RR-U251 细胞。尽
管两种细胞 CFL1 表达水平没有明显下降，但细胞活力、迁移能力和侵袭能力显著降低。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抑制 ROCKII 可以提高胶质瘤细胞的放疗敏感性，同时下调 CFL1 的表达。此
外，抑制 PAK1 和 MRCKα 的表达提高了正常和放疗抵抗的胶质瘤细胞的放疗敏感性，而对 CFL1
的表达没有调节作用。总之，本研究发现 ROCKII 参与了 CFL1 介导的放疗抵抗，为进一步提高临
床放疗效果提供潜在的生物标志物。

PU-416

胶质瘤患者血浆游离 DNA 全外显子组测序分析
施金龙,陈建,沈剑虹,周文武,施炜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采用高通量二代测序技术检测胶质瘤患者血浆游离 DNA（cf-DNA）外显子序列，并与人类基
因组及肿瘤的体细胞突变比对分析，为胶质瘤的临床检测探索无创检测方法。
方法 选取 2015 年至 2016 年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胶质瘤患者 6 例，分离提取血浆、血白细胞及肿瘤
组织 DNA，针对外显子区域进行捕获建库，利用 HiSeq X Ten 平台测序。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进
行分析，同时与 COSMIC、TCGA 数据库比对。针对血浆样本中获得的高频基因突变位点和胶质
瘤相关热点基因的突变位点设计引物，在肿瘤组织 DNA 中进行 PCR 扩增并测序；用 NCBI 在线核
酸比对工具对扩增的组织 DNA 序列与 cf-DNA 突变位点进行比对分析。
结果 胶质瘤患者血浆 cf-DNA 全外显子区域与人参考基因组外显子组覆盖度大于 98%。患者血浆
cf-DNA 测序共获得 12462 个基因的 33173 个突变位点；与 COSMIC 数据库对比发现，cf-DNA 中
共有 442 个基因的 655 个突变位点与数据库中收录的癌症突变基因相同；在与 TCGA 数据库中胶
质瘤基因突变位点进行比对发现，仅在两位患者血浆 cf-DNA 中各发现两个突变位点与 TCGA 中胶
质瘤的体细胞突变吻合，但并未在组织检测中发现相同位点的基因改变。在患者血浆 cf-DNA 的突
变基因中筛选出突变频率高和（或）胶质瘤相关热点基因的共 62 个基因 191 个突变位点在肿瘤组
织中未发现相同变异。
结论 在胶质瘤患者中，血浆 cf-DNA 中肿瘤相关突变可能不能直接反应胶质瘤组织相关体细胞突
变。但是，对于血浆 cf-DNA 中存在肿瘤数据库中所收录癌症相关突变的来源尚不清楚，仍需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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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7

低级别胶质瘤及神经元混合胶质瘤相关癫痫的手术治疗策略
华刚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总结低级别胶质瘤及神经元混合胶质瘤相关癫痫的手术治疗策略
方法 对我院癫痫中心 2011 年至 2017 年手术治疗的 171 例低级别胶质瘤及混合神经元胶质瘤相关
癫痫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男性 103 例，女性 68 例。年龄 1 岁 7 个月至 62 岁不等，平均约 25 岁。病程：半个月至 44
年不等，平均为 6 年 9 个月。病变位于额叶 36 例，位于额中央区 5 例，位于颞叶 102 例，位于颞
枕 6 例，位于顶叶 7 例，位于枕叶 2 例，位于扣带回 3 例，位于右颞顶 5 例，位于右额颞 2 例，位
于左额颞岛、左顶枕、右颞岛各 1 例。169 例患者在无创Ⅰ期评估后行术中皮层电极监测下手术治
疗，2 例患者通过 SEEG 监测技术明确致痫灶范围后再开颅手术治疗。肿瘤性病变累及功能区的患
者在术中唤醒配合下进行手术。其中肿瘤次全切 32 例，仅行肿瘤全切除 6 例，其余病人的切除范
围均较肿瘤性病变扩大。病理结果显示：星型细胞瘤 13 例，其中符合 FCD3b1 例，少突胶质细胞
瘤 29 例，符合 FCD3b3 例，多性黄色星型细胞瘤 10 例，符合 FCD3b2 例，节细胞胶质瘤 75 例，
符合 FCD3b32 例，毛细胞星型细胞瘤 9 例，符合 FCD3b1 例，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瘤 34
例，符合 FCD3b9 例，血管中心胶质瘤 1 例。所有患者未出现神经功能障碍、颅内感染、血肿等
手术并发症。常规服用抗痫药物，经过 1 年到 7 年的随访，EngleⅠ级 149 人，EngleⅡ级 19 人，
EngleⅢ级 1 人，EngleⅣ级 2 人。
结论 低级别胶质瘤及神经元混合胶质瘤相关癫痫的手术治疗是癫痫外科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应
该按照癫痫外科的术前评估流程进行合理细致的评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的治疗策略包括：
1、电极植入明确致痫灶后再开颅手术；2、直接开颅后皮层电极监测下的裁剪式切除；3、皮层电
极监测失败后至少扩大 1.5 厘米的切除策略。可以提高患者的预后，更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PU-418

Immunogenomic analysis reveals LGALS1
contributes to the immune heterogeneity and
immunosuppression in glioma
陈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胶质瘤是颅内最常见的原发恶性肿瘤，占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 50％以上。目前临床治疗以手
术切除为主，同步放化疗为辅。然而，胶质瘤（WHO IV）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仍仅为 12-14 个月，
5 年生存率仍不足 10%。患者预后差的主要原因涉及肿瘤微环境形成、肿瘤细胞增殖侵袭能力强、
替莫唑胺化疗抵抗等。肿瘤细胞与周围微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加速了胶质母细胞瘤的起始，进展，
化疗抗性和免疫抑制。然而，迄今为止尚未完全阐明胶质母细胞瘤的免疫抑制机制。
方法 我们纳入了 6 个肿瘤微环境的特征来鉴定胶质瘤微环境相关基因。ssGSEA、ESTIMATE 算
法、Gene Ontology 分析、Pathway 等功能富集分析被用来挖掘胶质瘤微环境基因相关的免疫抑制
功能。在胶质瘤中，我们利用体外和体内实验验证 LGALS1 基因的免疫抑制功能。
结果 我们从胶质瘤数据库中筛查出了 8 个胶质瘤微环境相关的基因并且发现了一个与胶质瘤预后
密切相关且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关键基因 LGALS1。在胶质瘤中，不同的 LGALS1 表达水平表现
出不同的基因组表达谱。 免疫抑制是高级别胶质瘤的主要特征，具有 LGALS1 的高表达。 敲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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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ALS1 可以抑制胶质瘤细胞分泌棉衣抑制因子从而下调 M2 型巨噬细胞和骨髓来源的抑制性细胞
（MDSC）。
结论 我们的结果提示肿瘤微环境调控胶质瘤恶性生物学行为，并发现 LGALS1 有助于脑胶质瘤免
疫抑制微环境的形成，靶向 LGALS1 可以抑制胶质瘤的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形成。

PU-419

显微手术与传统开放手术对脑胶质瘤患者认知功能、
生活能力及神经肽水平的影响
孙青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比较显微手术与传统开放手术对脑胶质瘤患者认知功能、生活能力及神经肽水平的影响。
方法 将 2015 年 9 月-2018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58 例脑胶质瘤患者纳入研究对象，患者根据术前
CT、MRI 检查结果选择手术方式，分为显微手术组和开放手术组，各 29 例，开放手术组患者行常
规大骨瓣开颅手术，并根据瘤体类型选择全切或次全切术，显微手术组患者在显微镜下行全切或次
全切术。于术后 12 个月分别评估两组患者的认知功能[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和简
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分]和生活能力[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分]，术后 6、12 个月测
定脑脊液中神经肽（β-内啡肽、催产素、生长抑素、神经降压素及精氨酸加压素）水平，并观察术
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结果 术后 12 个月，显微手术组患者的 MoCA 评分、MMSE 评分、ADL 评分均显著高于开放手术
组（P＜0.05）。术后 6 个月，显微手术组患者的 β-内啡肽、催产素、生长抑素、神经降压素及精
氨酸加压素水平均显著高于开放手术组（P＜0.05），术后 12 个月，两组患者的 β-内啡肽、催产
素、生长抑素、神经降压素及精氨酸加压素水平均明显高于术后 6 个月，且显微手术组患者的 β-内
啡肽、催产素、生长抑素、神经降压素及精氨酸加压素水平均显著高于开放手术组（P＜0.05）。
显微手术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31.04%）与开放手术组相比（20.6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应用显微手术治疗脑胶质瘤在改善患者认知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能
力，恢复神经肽水平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PU-420

功能磁共振技术在脑胶质瘤综合治疗中的疗效监测与注意事项
李庆新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索功能 MRI 技术在脑胶质瘤综合治疗过程中的疗效评价和注意事项，以期进一步提高其有
效性和准确性。
方法 选择我中心 2017、6 月-2019、1 月收治的 16 例脑胶质瘤术后病人（均完成正规放、化疗，
部分进行过靶向治疗），通过完善头颅 MRI、多体素 MRS、3D-ASL 及 PWI 等检查，监测颅内病
情的进展，并通过二次手术的组织病理验证该结果的准确性。
结果 通过综合各种功能 MRI 图像数据（Cho/NAA、Cho/Cr、Lip&Lac、rCBV、rCBF 等伪彩
图），其对颅内病情进展的评估准确率为 81.3%（13/16）；其余 3 例患者皆因感兴趣区（ROI）
选取不当，或包含脑脊液、静脉窦、颅骨（或人工植入材料）、头皮等，致“组织污染”或“伪影干
扰”，引起“图像失实”。
结论 功能 MRI 技术在脑胶质瘤综合治疗过程中的疗效评价，较常规结构 MRI 更加准确、更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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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但应用过程中需根据病灶的体积和位置选择合适范围的 ROI，并不断总结经验，以期更加准确
地反应病变内部的病理学特点、进一步提高其临床应用价值。

PU-421

胶质瘤患者抑郁、焦虑及认知障碍与炎症因子改变的相关性研究
宋利,王科,王颢润,向伟,李慎杰,周杰,陈礼刚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胶质瘤患者术前抑郁、焦虑及认知障碍与炎症因子的相关性。通过评估胶质
瘤患者术前抑郁、焦虑和认知障碍，并检测胶质瘤患者术前血液炎症细胞和炎症因子的情况，进而
探讨胶质瘤患者术前精神及认知障碍的病理生理机制，为临床医师及时干预提示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进行手术治疗，
术后病理结果明确且临床资料完整排除基础疾病及免疫、感染性疾病的患者 36 例，其中男性 21
例，女性 15 例，年龄 47.6（15~83）岁。所有患者术前均配合并接受专业心理医生的面对面访
谈，以评估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简易智能量表，并在术
前用 EDTA 管收集患者血样本。以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 X2 检验或秩和检验。
结果 36 例胶质瘤患者中，有术前抑郁 11 例，焦虑 12 例，认知障碍 9 例。有精神认知障碍组与无
精神认知障碍组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的结果相比不存在统计差异（P
＞0.05），但有精神认知障碍的各项炎症细胞均较正常有明显升高的趋势。血浆样本蛋白芯片结果
显示：精神认知障碍阳性/阴性比值：IL-1F1=2.67，IL-1 F2=2.68，IL-2=4.05，TNF beta=2.29，
IL-1 R2=8.87，IL-12 P40 =13.30。
结论 胶质瘤患者术前存在较明显的各种精神认知障碍，其发生可能与炎症因子的改变相关。

PU-422

Gelfoam Padding， an innovative surgical technique
improving the total resection rate of cystic gliomas
李庆新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Objectives The cystic gliomas are extremely difficult to be totally removed with craniotomy,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have flimsy cyst walls. We attempted to resect them via an innovative
surgical technique, “Gelfoam Padd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otal resection rate and patients’
prognosis.
Methods Fifteen patients suffering cystic gliomas underwent surgical intervention via
“Gelfoam Padding” technique between 2015 and 2018. Total resection rate of tumors as well the
recurrence rate of cysts, pre- and postoperative KPS of the patients, the complications after
surgery were also record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ccording to MRI performed within 72 hrs after surgery, total resection of the tumors was
achieved in all patients, and no case suffering a recurrence of the cyst was found during the
follow-up from 3 to 36 months. In addition,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this surgical
technique were much less in these cases.
Conclusions The cystic glioma with the flimsy wall was the best applied indication of this
technique, which could not only improve the total resection rate of tumors, but also decrease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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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3

SSH1/SSH2 下调通过抑制 Cofilin-1
再激活增强胶质瘤细胞放疗敏感性
肖红 1,仲钰婕 2,赵梦洁 1,王臻 1,肖勇 1,刘宏毅 1
1.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

目的 脑胶质瘤为临床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其侵袭性强，术后复发率高。目前放射治
疗已成为胶质瘤术后最重要的治疗方法之一。 然而，胶质瘤细胞表现出的放射抵抗性大大限制了
其治疗功效，但其中具体机制至今尚未阐明。 Slingshot（SSH）磷酸酶家族是 Cofilin-1（CFL-1）
激 活 的 有 效 调 节 剂 ， 对 肿 瘤 细 胞 的 迁 移 侵 袭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索 SSH 磷 酸 酶
SSH1/SSH2 对胶质瘤细胞放射敏感性的调节作用。
方法 通过对正常人神经胶质瘤 U251 和 U373 细胞连续累计辐照 60Gy，建立了放射抵抗胶质瘤
Radioresistant-U251（RR-U251）和 Radioresistant-U373（RR-U373）细胞株。分别在正常和放
射抵抗细胞上使用 shRNA 沉默 SSH1/SSH2 表达，蛋白印记分析 SSH1/SSH2 对 CFL-1 的调节作
用，通过对肿瘤细胞增殖、迁移、侵袭以及凋亡能力的评价研究 SSH1/SSH2 在胶质瘤放射抵抗中
的影响。
结果 结果显示 SSH1 和 SSH2-shRNA 均有效地提高胶质瘤细胞对放疗的敏感性，致敏增强率
（SER）为 1.01-1.73。 在 SSH1 沉默的细胞中，与对照细胞相比，辐射后的细胞活力，迁移和侵
袭能力显著降低，并且辐射诱导的细胞凋亡明显增强。 在 SSH2 沉默的细胞中，变化无显著差
异。 此外，蛋白印记结果表明，SSH1/SSH2 沉默引起的放射增敏作用是通过抑制磷酸化 CFL-1
的再活化来介导的。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SSH1 沉默通过抑制 CFL-1 再活化进而起到胶质瘤放疗增敏的调节作用。
提示 SSH1 不仅在正常胶质瘤细胞尤其是在放射抵抗胶质瘤细胞中都有望成为有效的放射增敏靶
标，这启示了一种新的提高胶质瘤患者放疗效果的治疗策略。

PU-424

QKI deficiency activates the Hedgehog signaling
pathway to maintain glioma stemness via
regulating translation of the GLI1 mRNAs
蔡金全,韩博,蒋传路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Objectives Glioblastoma (GBM) stem cells (GSCs) are the main cause of glioblastoma malignant
progression. The theory of how GSCs maintain their stemness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Public data base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QKI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stemness markers. CRISPR-Cas9 technology was used in generation of QKI knockout GBM
cell lines. RIP assays were used to verified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QKI and GLI1 mRNA.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xenografting, and neurosphere formation assays were assessed.
Results Through public glioma databases, QKI is found to be a potential regulator of GSCs. We
found that QKI could inhibit the SLCs stemness and prolong survival time in mice. Mechanistically,
QKI knockout increased GLI1 mRNA level which is essential for maintaining GSCs self-renewal.
QKI knockout activated the Hedgehog signaling pathway via disrupting TGE-specific manner in
GLI1 mRNAs.
Conclusions Up-regulation of GLI1 induced by QKI deficiency maintained the GSCs stem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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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hances invasiveness of GBM cells, suggesting a new therapeutic direction in GBM.

PU-425

高级别胶质瘤的临床疗效分析
周文科 1,周文科 1
1.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高级别胶质瘤的手术+术后放化疗的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6 例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均采用手术、术后同步放化疗及 6 个周期以
上的替莫唑胺化疗，对其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进行评价分析。
结果 56 例手术全切除 10 例（17.8%），次全切除 35 例（62.5%），部分切除 11 例（19.6%）。
随访过程中 13 例未见明显复发；35 例复发；8 例出现放射性脑坏死（病例 3），其中 3 例再次手
术减压，5 例保守治疗。12 个月、24 个月及 36 个月总生存率分别为 66%、50%和 32%；无进展
生存率分别为 57%、39%和 25%。Ⅲ级患者的总生存率和无进展生存率明显高于Ⅳ级患者。
结论 目前，高级别胶质瘤的总体治疗效果不佳，需要进一步研究，使胶质瘤的治疗更加精准和个
体化。

PU-426

单一原发性神经胶质肉瘤的预后因素：使用 SEER 数据库进行
监测，流行病学和预后情况的研究 1973 - 2013
陈斌,刘彬,吴超,王振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原发性胶质肉瘤（PGS）是一种罕见的恶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由于它们的稀有性，迫切需
要进行大样本量的研究，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其预后情况。因此我们的研究目的是使用 SEER 数
据库进行监测，流行病学和预后情况的研究（1973-2013），分析患者一般情况，肿瘤和治疗特征
以及影响生存的预后因素。
方法 我们统计了 SEER 数据库中 ICD 编码的胶质肉瘤，胶质母细胞瘤 NOS，混合胶质瘤和巨细胞
胶质母细胞瘤的完整数据。根据我们建立的排除标准，确定了单一原发性神经胶质肉瘤患者。 对
这些患者的一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进行了分析，使用 Kaplan-Meier 进行生存分析和
对数秩检验，并且利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所有因素。
结 果 单 一 原 发 性 神 经 胶 质 肉 瘤 在 颞 叶 多 发 （ 35.2 ％ ） 。 所 有 患 者 的 平 均 诊 断 年 龄 为
60.07±14.161。 白 种人（ 87.8 ％） 及 男性 （ 61.5 ％ ） 占主 导 地位 。 肿瘤 大 小 在 “41-60mm”组
（32.4％）和“21-40mm”组（26.6％）的患者较多。77.8％患者的肿瘤位于一侧并且没有穿过中
线。大部分患者接受了手术。6 个月，1 年，2 年和 5 年整体生存率分别为 55.40％，29.58％，
10.01％，2.73％。诊断年龄被证明是总体生存的重要预测因子（p <0.001）。 50-60 岁，60-70
岁和 70 岁以上的患者死亡风险明显增加（HR = 1.602,95％CI = 1.182-2.173; HR = 2.273,95％CI
= 1.679-3.079; HR = 3.315,95％ CI = 2.436-4.510）。种族，婚姻状况或性别没有显着差异。手术
在整体生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根治性切除，大切除，部分切除（与无手术相比）与较高的生存率
相关（HR = 0.491,95％CI = 0.296-0.813; HR = 0.500,95％CI = 0.294-0.852; HR = 0.462,95 ％CI
= 0.282-0.755）。手术后的放疗是单一原发性神经胶质肉瘤总生存率的另一个独立预测因子（p
<0.001）。与手术后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相比，未接受放疗患者死亡率（HR = 1.908,95％CI =
1.495-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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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是单一原发性神经胶质肉瘤的第一个大样本研究，完善了我们对其预后因素的理解。
随着患者年龄的增长，单一原发性神经胶质肉瘤的预后变得更差。手术干预和放射治疗是有益因
素。

PU-427

Nur77 promotes glioma invasion and progression via
CXCR4
戴宇翔,倪红斌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Objectives Glioma is the most common primary brain tumor. It is prone to progress and have
high mortality regardless of radiation or chemotherapy due to its invasive growth features.
CXCL12/CXCR4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ancer metastasis, but its role in the progression of
glioma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Methods The correlation of CXCR4 expression and overall survival in glioma patients was
investigated. Wound healing assay and transwell invasion assay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glioma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estern blot and qRT-PCR were conduct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CXCR4 and markers of invadopodiium. CXCR4 activator and inhibitor were utilized to activate
or attenuate CXCR4 in glioma. Knock down and inhibitor of Nur77 were appli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ur77 on CXCR4. Xenograft model was utiliz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XCR4 on
glioma in vio.
Results CXCR4 was overexpressed in glioma. The expression of CXCR4 was correlated with
patients’ overall survival. Inhibitor of CXCR4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markers of
invadopodium, leading to decrease cell invasion and migration. Knock down of Nur77 remarkably
decreased CXCR4 expression and reduced glioma cell invasion and migration. The reduction of
glioma cell invasion and migration were observed after Nur77 inhibitor treatment. Mice xenograft
model demonstrated Nur77 knock out mice had a better overall survival.
Conclusions CXCR4 is critical in glioma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hibition of Nur77 reduces
CXCR4 related cancer progression.

PU-428

神经导航联合“黄荧光”技术在胶质瘤手术治疗中的初步应用
叶新运,蒋秋华,杨瑞金,冯开明,赖文焘,刘俊
赣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联合荧光素钠术中荧光显像辅助切除脑胶质瘤的技术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赣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 53 例
胶质瘤患者，其中男 30 例，女 23 例。年龄 28～70 岁，平均 48 岁。所有患者术前应用神经导航
系统定位设计手术切口和手术入路，同时于肿瘤暴露前 90～120min 给予静脉推注荧光素钠注射液
（5mg/kg)。术中配合实时导航、电生理监测及使用带有荧光素钠荧光显像模块的手术显微镜
（Leica M530 OHX ）进行肿瘤荧光显像并指导肿瘤切除。本组病例于术后 1、3、6 个月随访，随
访时常规进行临床及影像学检查并评价此技术对肿瘤切除的程度影响。
结果 本组 53 病例,术中均能在荧光模式下清楚地观察到肿瘤荧光，并辅助进行肿瘤切除。无患者
出现荧光素钠注射相关不良反应。术中肿瘤荧光素钠的显像信号强度与肿瘤的病理学特征密切相
关，恶性程度越高，荧光显像信号越明显。术后无颅内感染，脑脊液漏等相关并发症。随访期内无
死亡病例。肿瘤全切 48 例（90.56%），次全切 5 例（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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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初步证实了荧光素钠术中荧光显像辅助切除脑胶质瘤的安全性和可行性,同时联合应用
神经导航系统、电生监测技术等，能更好的设计手术切口和手术入路，术中配合荧光显像，避开功
能区，可达到减少功能损伤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切除肿瘤，提高疗效。

PU-429

胶质瘤术后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的相关因素分析
王冬梅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索胶质瘤术后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的相关因素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8 年 9 月于我院接受胶质瘤手术患者的 164 例术后照顾者为研究对
象，收集所有术后患者照顾者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评估胶质瘤术后患者照顾者的创伤后成长评
分、心理弹性评分以及应对方式评分，对可能影响胶质瘤术后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的因素进行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 果 胶 质 瘤 术 后 患 者 照 顾 者 的 创 伤 后 成 长 评 分 为 （ 65.35±8.61 ） 分 、 心 理 弹 性 评 分 为
（28.43±5.98）分。积极应对评分为（20.36±4.37）分以及消极应对评分为（12.38±5.19）分，均
处于中等水平。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宗教信仰、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心理弹性以及应对方
式各占比具有显著差异，数据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心理弹性、积极应对以及消极应对是影响胶质瘤术后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
长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胶质瘤术后患者照顾者在患者恢复过程中能够产生创伤后成长，心理上获得正向改变，临床
护理人员应多鼓励患者照顾者对生活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以积极应对的方式正面面对创伤事件所
带来的不良影响，提高患者照顾者的创伤后成长水平，提高患者照顾者的生活质量。

PU-430

外泌体传递的 lncRNA SBF2-AS1
对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性的影响
张卓然,尹建星,陆晨飞,魏裕天,曾爱亮,尤永平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烷化剂替莫唑胺是治疗恶性脑胶质瘤的国际标准一线化疗药，但是替莫唑胺耐药及所致肿瘤
复发已成为临床棘手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外泌体作为肿瘤微环境中细胞间通讯的重要媒介，其包含
的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对肿瘤恶性表型改变具有重要作用。在本项研究中，我们致力于探
讨外泌体包含的 lncRNA SBF2-AS1 对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的影响，及潜在的分子机制。
方法 1.qRT-PCR、FISH、胶质瘤数据库分析 lncRNA SBF2-AS1 在胶质瘤细胞及组织中的表达和
对患者预后的影响。2.集落生成、tunel、western blot、流式细胞术检测凋亡及裸鼠皮下成瘤实验
验证 lncRNA SBF2-AS1 对胶质瘤细胞替莫唑胺耐药的作用。3.CHIP、qRT-PCR 用于检测转录因
子 ZEB1 正向调控 lncRNA SBF2-AS1，参与胶质瘤细胞耐药进展。4.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RNA
结合蛋白免疫沉淀、免疫荧光、western blot、彗星实验用于检测 lncRNA SBF2-AS1 通过调控
miR-151a-3P 进而调控胶质瘤细胞 DNA 损伤修复。5.超速离心、电镜及功能试验用于检测替莫唑
胺耐药胶质瘤细胞外泌体中 lncRNA SBF2-AS1 对靶细胞耐药表型的影响。6.颅内原位成瘤实验用
于体内验证外泌体传递的 lncRNA SBF2-AS1 在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中的作用。7.超速离心、qRTPCR、生存分析用于探究血清外泌体中 lncSBF2-AS1 作为诊断标志物的潜力。
结果 1.lncRNA SBF2-AS1 在胶质瘤组织及细胞系中高表达，并与患者预后相关。2.lncRNA SB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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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1 可以促进胶质瘤细胞替莫唑胺耐药。3.转录因子 ZEB1 通过结合 lncRNA SBF2-AS1 启动子正
向调控 lncRNA SBF2-AS1。4.lncRNA SBF2-AS1 通过负向调控 miR-151a-3p 促进胶质瘤细胞
DNA 损伤修复。5.替莫唑胺耐药胶质瘤细胞外泌体中 lncRNA SBF2-AS1 可以促进靶细胞替莫唑胺
耐药。6.外泌体传递的 lncRNA SBF2-AS1 可在体内促进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7.外泌体 lncSBF2AS1 与病人预后相关，具备作为诊断标志物的潜力。
结论 我们的实验表明 lncRNA SBF2-AS1 可以作为胶质瘤替莫唑胺耐药的潜在治疗靶点，血清外泌
体 lncRNA SBF2-AS1 可以作为复发胶质瘤的诊断标志物。

PU-431

G 蛋白欧联受体激酶-5（GRK5）通过靶向调控 NF-κB
信号通路促进胶质瘤细胞增殖和侵袭
杨洋,牛朝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GRK5（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kinase-5）是 GRKs 家族中研究最多的成员之一，参与包
括肿瘤在内的多种病理过程。值得注意的是，GRK5 可以与 NF-κB 信号通路相互作用，并影响 NFκB 的表达。然而，目前 GRK5 在胶质瘤中的相关研究还很少。本课题组检测了 GRK5 在各级别人
胶质瘤组织中的表达，并探讨了 GRK5 与 NF-κB 通路的内在机制。
方法 首先，本研究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检测胶质瘤中 GRK5 的 mRNA 水平表
达；通过免疫印迹实验（western blot）检测胶质瘤中 GRK5 的蛋白水平表达；免疫组化和免疫荧
光双染检测 GRK5 和相关指标（Ki-67, CD34 及 CD133）；然后通过慢病毒包装干扰质粒建立
GRK5 敲减的 U251 稳转细胞系；并利用 transwell 实验和划痕实验分别检测 GRK5 敲减后细胞的
侵袭力和迁移能力的改变；CCK-8 和裸鼠皮下移植瘤实验检测了胶质瘤细胞在体内外的增殖能力
变化；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了 GRK5 敲减后胶质瘤细胞凋亡率的变化；本研究还进一步通过
western blot 实验，利用调节 GRK5 表达和 NFκB 激动剂—PMA，探讨了 GRK5 和 NFκB 信号通路
的内在关系。最后，通过 ELISA 定量试验检测了胶质瘤细胞分泌的 NFκB 下游因子 CCL2, IL6 和
IL8 在条件培养基中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 本研究发现：GRK5 在人胶质瘤组织中显著高表达，GRK5 与 Ki-67 的表达呈正相关，且与胶
质瘤级别呈正相关性，此外，GRK5 在高级别胶质瘤的肿瘤血管周围富集分布，并且与血管标记物
CD34 亦呈正相关性表达。免疫荧光双染提示 GRK5 与肿瘤干细胞标记物 CD133 存在共表达，尤
其在 WHOⅣ级胶质瘤中分布较多。通过敲减 GRK5 的表达，课题组发现胶质瘤细胞的侵袭和迁移
力显著下调，而细胞凋亡显著增加，体内外实验研究表明 GRK5 下调抑制了胶质瘤细胞的增殖能
力。进一步研究显示，GRK5 和 NFκB 通路在胶质瘤细胞中存在相互作用，GRK5-NFκB 信号通路
介导胶质瘤的恶性进展。ELISA 的结果亦提示 GRK5 下调可抑制 NFκB 下游肿瘤相关细胞/趋化因
子（CCL2, IL6 和 IL8 等）的分泌。
结论 GRK5 的表达改变影响胶质瘤细胞的生物学活性，GRK5 在胶质瘤中的高表达诱导并激发了
NFκB 的表达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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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2

语言传导束示踪成像和术中电刺激定位技术
在语言功能区胶质瘤手术中的应用
杨建凯,宋剑,孙国柱,由艳红,史学芳,吕中强,王立群,焦保华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语言传导束示踪成像和术中电刺激定位技术在顶下小叶区（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PL）胶质瘤手术中的应用，以及对于提高切除程度、全切率和保护患者语言功能的作用。
方法 前瞻性收集 21 例病例，病变累及优势半球 IPL 胶质瘤患者，术前应用高角度分辨率扩散显像
（high angular resolution diffusion imaging，HARDI）和术中皮层、皮层下电刺激定位技术,
HARDI 图像进行影像融合重建，术中导航定位，引导下行皮层或皮层下电刺激。通过专业人员对
纳入该研究的患者在术前、术后进行语言功能评估，并比较术后发生和未发生语言功能障碍患者的
临床资料，分析得出影响语言功能的危险因素。
结果 共分析了 21 名患者。HARDI 可清晰显示瘤周水肿区的纤维，而 DTI 显示不完整。其中，6 名
患者（28.6%）出现了术后永久性语言功能障碍，2 例术前已有言语困难，4 例是术后的新发症
状。8 例患者术前已有语言功能障碍，其中 6 例术后恢复正常。所有患者均在术中采用直接电刺激
进行脑功能区定位：对 16 名患者（76.2%）进行术中清醒麻醉下的脑皮层语言功能区定位，4 名
患者（25.0%）明确了阳性的语言功能皮层位点；5 名患者（23.8%）进行了术中清醒麻醉下的皮
层下语言功能区定位，4 名患者（80.0%）发现了阳性的皮层下语言功能位点。脑皮层语言功能区
定位阳性的 4 例患者中，3 例术后出现永久性言语困难；12 例皮层语言功能区定位阴性患者中，仅
1 例术后出现永久性言语困难，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虽然皮层下语言功能区定位阳
性的患者比阴性者表现出更高的永久语言功能障碍比例（分别为 75.0%和 0.0%），但差异并无统
计学意义（p=0.46）。另外，肿瘤级别、年龄也是影响患者术后语言功能损伤的危险因素，高龄患
者、高级别胶质瘤是重要的损伤风险（p＜0.05）。
结论 术前就出现语言功能障碍的 IPL 胶质瘤患者中，该方法能够改善其语言功能。然而，术前语
言功能正常的患者中，也可能会导致新发的、轻中度或永久性语言功能障碍，尤其是弥漫性、高级
别肿瘤患者。因此，优势半球的 IPL 胶质瘤切除术并不是无风险的，但它是安全的，可以采用语言
传导束示踪成像和皮层、皮层下电刺激定位技术来降低语言功能障碍的风险。语言传导束示踪成像
和术中功能区定位技术联合应用能够降低该类患者术后语言功能障碍的发生率，该技术具有临床指
导意义。

PU-433

脑脊液 NGS 检测在复发胶质母细胞瘤个体化治疗中的应用
周士振
山东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短期、不能手术的复发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的治疗方案，根据患者基因组、分子分型及影
像学检查制定个体化精准治疗方案并前瞻性临床验证和推广。
方法 选取半年内、复发高级别胶质细胞瘤患者（WHO 3/4 级），收集患者的病理分级，肿瘤组织
分子生物标记物检测，基因组学（NGS）检测，影像学，整合相关数据，制定个体化的化疗＋靶向
治疗方案，治疗后评价患者 3 个月、6 个月的无进展生存期、 总生存期，治疗有效率、疾病控制
率，毒副反应。
结果 20 例患者均完成治疗，化疗中位疗程数为 8( 6-12)个。20 例病人均有明显的疗效，其中
CR13 例，PR4 例，SD2 例，PD1 例。全组病人客观有效率(CR+PR)为 85%，疾病控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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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R+SD)为 95%。
结论 根据患者基因组、分子分型及影像学检查制定个体化精准治疗方案，效果好，副反应较小，
大样本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

PU-434

TERT 启动子突变对原发性胶质母细胞瘤中小胶质细胞/肿瘤相关
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
杨孝燕,王春红,杨孝燕 Yang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在原发性胶质母细胞瘤中，TERT 启动子突变率高、M2 型小胶质细胞/肿瘤相关巨噬细胞
（TAMs）分布广泛，且 TERT 启动子突变、M2 型 TAMs 均与胶母侵袭性生长及患者预后相关，
那么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关系呢？一项关于酒精性肝炎的研究证明 TERT 通过调控核因子 κB
（NF-κB）影响巨噬细胞的极化方向（向 M1 或 M2 表型极化）从而引起炎性反应。本研究拟初步
探讨在原发性胶质母细胞瘤中 TERT 启动子突变对小胶质细胞/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2018 年于山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手术治疗、病理诊断为原发性胶质母细胞瘤
的标本石蜡切片共 79 例。首先送领星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 TERT 启动子基因检测，根据 TERT 启动子突变否将原发性胶母组织标本分为 TERT 启动子
突变组（43 例）与 TERT 启动子野生组（36 例）；然后选取 M1 型细胞的标记物为诱导型一氧化
氮合酶（iNOS），M2 型细胞的标记物为精氨酸酶 1（Arg-1），两组分别用免疫组化 SP 方法检测
Arg-1、iNOS 的阳性细胞表达数，后于 400X 显微镜下随机选取 10 个视野，计数胞质或胞核黄染
或棕黄色染色的阳性细胞数。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计量资料 Arg-1、iNOS 的
阳性细胞数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及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用 x+-s 表示，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Arg-1、iNOS 阳性表达均为胞核、胞浆染色。而 Arg-1 表达与血管关系密切——有明显在血
管壁、血管内、血管周表达倾向。无论 TERT 启动子突变组还是 TERT 启动子野生组镜下观 iNOS
阳性细胞（M1 型 TAMs）数明显多于 Arg-1 阳性细胞（M2 型 TAMs）数。TERT 启动子突变组的
Arg-1 阳性细胞（M2 型 TAMs）数（22.85 10.33）较 TERT 启动子野生组（2.85 1.70）多，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突变组的 iNOS 阳性细胞（M1 型 TAMs）数（394.20 118.74）比野生组
（356.34 68.32）多，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80。
结论 TERT 启动子突变促使小胶质细胞/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向 M2 型极化

PU-435

蛋白激酶抑制剂 Bortezomib 通过下调
FOXM1-Survivin 轴抑制脑胶质瘤的研究
唐军海,吕胜青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本研究将深入探究 Bortezomib 单独使用或与替莫唑胺联合使用时对恶性脑胶质瘤的治疗效果
及其分子机制，为发掘治疗恶性脑胶质瘤的新化疗药物和新方案奠定实验基础。
方法 利用 MTT 实验和细胞球生长实验分别检测 U251 和 U87 在二维贴壁生长和三维立体生长条件
下的细胞活性和增值速度；细胞球生长实验检测 U251 和 U87 在三维立体生长条件下的细胞活性和
增值速度；利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分布；采用 RT-PCR 技术检测目标基因
（ FOXM1, Survivin, OCT4, Nanog ） 的 mRNA 表 达 水 平 ， 采 用 蛋 白 印 迹 实 验 （ FOX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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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in ） 、 细 胞 免 疫 荧光 技 术 （ FOXM1, Survivin, SOX2 ） 和 免 疫 组 织化 学 技 术 （ FOXM1,
Survivin）检测目标分子的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1）Bortizomib 处理使 U251 和 U87 增值生长被抑制、细胞凋亡显著增加、细胞周期出现
G1 期阻滞，且这些效果表现为剂量和时间依赖性。（2）当与替莫唑胺联合使用时，Bortezomib
使 U251 和 U87 对替莫唑胺的敏感性显著提高。（3）Bortezomib 处理使 U251 和 U87 干性标志物
Oct-4/SOX2 的表达水平降低、细胞克隆形成能力减弱、以及干性培养条件下形成的干细胞球明显
减少。（4）Bortezomib 处理使 FOXM1 及其下游基因 Survivin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下
调。（5）替莫唑胺耐受细胞株的 FOXM1、Survivin、Oct-4 和 SOX2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
细胞系，提示 Bortezomib 很可能通过下调 FOXM1-Survivin 轴和抑制肿瘤细胞干性特征来增强替
莫唑胺的化疗效果。（6）FOXM1 和 Survivin 在脑胶质瘤组织中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高
于癌旁组织，FOXM1 表达水平与肿瘤级别正相关，FOXM1 表达水平较高的患者其平均生存时间
更短。（7）在胶质母细胞瘤组织样本，Survivin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癌旁组织，
Survivin 与 FOXM1 的表达水平正相关。
结论 本研究发现，蛋白激酶抑制剂 Bortizomib 通过下调 FOXM1-Survivin 信号轴和减弱肿瘤细胞
干性特征抑制脑胶质瘤细胞生长和增强替莫唑胺化疗效果；该研究的结果为继续深入探究
Bortizomib 作为脑胶质瘤的化疗药，尤其是与替莫唑胺联合用药时的临床效果奠定了一定的实验基
础。

PU-436

成人幕上脑胶质母细胞瘤治疗经验与体会（附 767 例报告）
蒋海辉,任晓辉,崔勇,李铭孝,林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总结过往 12 年北京天坛医院神经肿瘤四病区脑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GBM）患者治
疗效果，探讨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至 2018 年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治疗的 767 例 GBM 患者临
床资料。采用 Kaplan-Meier 法分析不同治疗时期、治疗方案、临床因素对 GBM 患者生存期的影
响。应用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法筛选独立预后因子。
结果 从 2007 至 2018 年，随着年份推移，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和总体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均显著提高（c2=15.08 和 13.97，P=0.001）。20072010、2011-2014、2015-2018 三组患者的中位 PFS 和 OS 分别为 8.3 个月、10.0 个月、12.0 个
月和 16.0 个月、20.0 个月、23.5 个月。不同化疗方案针对 GBM 患者的治疗效果不同（PFS：
c2=12.35 ， P=0.002 和 OS ： c2=10.73 ， P=0.005 ） 。 尼 莫 司 汀 （ ACNU ） 联 合 替 莫 唑 胺
（Temozolomide, TMZ）和 TMZ 单药的化疗效果均显著优于 ACNU 单药组（PFS：c2=6.99，
P=0.008 和 c2=10.78，P=0.001；OS：c2=7.60，P=0.006 和 c2=8.22，P=0.004）。Cox 多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年龄、切除程度、放疗和肿瘤远隔播散为独立预后因子（P<0.05）。
结论 随着临床治疗方案不断更新，国内 GBM 患者治疗效果已有明显改观。最大程度安全切除联合
术后放化疗是 GBM 的标准治疗方案。肿瘤远隔播散是幕上 GBM 患者的独立预后因子，往往提示
预后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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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7

Supratentorial high-grade astrocytoma with leptomeningeal
spread to the fourth ventricle: a lethal dissemination
with dismal prognosis
李铭孝,任晓辉,蒋海辉,杨凯元,黄伟,余克富,陈红艳,董格红,崔勇,林松
首都医科大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Objectives The incidence and prognostic merit of leptomeningeal spread to the fourth ventricle
(LSFV) from supratentorial high-grade astrocytoma (HGA)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Methods A consecutive cohort of 175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HGA was enrolled.
LSFV was defined as radiological occupation in the fourth ventricle at the moment of initial
progression. Archival data were analyze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GA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LSFV
Results 18 of 175 (10.3%) HGAs were confirmed with LSFV. The difference of survival rate
between patients with LSFV or not was significant in both overall survival (OS) (14.5 vs. 24
months, P=0.0007) and post progression survival (PPS) (6.0 vs. 11.5 months, P=0.0004), except
time to progression (TTP) (8.5 months vs. 9.5 months P=0.6795). Ventricle infringement of
primary tumor and higher Ki-67 index were risky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SFV in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P=0.006, P=0.01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LSFV severely shortened patients’ PPS and OS instead of TTP. It’s never too
cautious to alert this lethal event when tumor harbored ventricle infringement and higher Ki-67
index in routine clinical course

PU-438

Prognostic implications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variant III expression and nuclear
translocation in Chinese human gliomas
杨凯元 1,林松 1,任晓辉 1,陶立元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中心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the prognostic implication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variant III (EGFRvIII) expression and EGFRvIII nuclear translocation in Chinese
human glioma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examined EGFRvIII expression and EGFRvIII nuclear translocation
us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specimens of 240 Chinese patients with glioma.
Results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atient age, tumor grade, EGFRvIII
nuclear translocation, 1p/19q codeletion, and IDH mutation (p < 0.05)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OS. Patients with a high level of EGFRvIII nuclear translocation (≥7%) had both
significantly shorter OS (HR 1.920, 95% CI 1.228-3.003, p = 0.004) an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times (HR 1.661, 95% CI 1.116-2.471, P= 0.012) than those with a low level of EGFRvIII
nuclear translocation (＜7%).
Conclusions A high level of EGFRvIII nuclear translocation in glioma is an independent factor
indicating a poor prognosis, but EGFRvIII expression is not an independent clinical prognostic
factor. The level of EGFRvIII nuclear translocation may be a novel and crucial prognostic
biomarker in gli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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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9

磁共振报告、三次快速冰冻病理检查
均不支持的幕上低级别胶质瘤手术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陈新,朱美,张传玲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福建省人民医院）

目的 报告 1 例因“癫痫”入院、术前磁共振报告与术中三次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均不支持的幕上低级别
胶质瘤手术病例。
方法 通过综合分析患者近期无感染史、脑脊液常规与细菌学检验均阴性、影像学无脓肿典型表
现、术中探查性脑组织穿刺阴性结果特点等，坚持病灶切除术但切除范围略有控制。
结果 术中三次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分别回报“良性病变”、“脑组织与部分坏死组织，未见肿瘤成分”；
术后未使用抗生素患者体温正常、无感染表现，未予抗癫痫药物治疗未再癫痫发作，复查影像学示
病灶切除、中线回位；组织石蜡切片加免疫组化检测最终病理诊断为“弥漫型星形细胞瘤(WHO II
级)”；后续同步放化疗（适形放疗加替莫唑胺化疗）。
结论 成人幕上低级别胶质瘤有时不易与早期脑脓肿鉴别，术前有否相关感染病史对于鉴别诊断至
关重要；近年功能磁共振技术的发展有助于胶质瘤术前定性诊断甚至于分级诊断，并在此基础上结
合常规组织学病理学、分子基因遗传病理学诊断，形成了“胶质瘤综合诊断”的概念；治疗仍以积极
手术为首选，术中磁共振、术中超声以及术中荧光染色等技术有助于安全、彻底地全切病灶；术后
应进行同步放化疗，适形放疗与替莫唑胺化疗效果较好。本例三次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均为阴性结果
的可能原因：（1）取样不当，误把瘤周水肿、坏死组织当做肿瘤组织送检；（2）送检组织过少，
而送检组织是否足够多，将直接影响病理检查的漏诊率；（3）实际瘤体较小，虽连续取样均但并
未获得；（4）肿瘤尚属瘤变的早期，分化不典型难以单纯从细胞形态学直接辨认，最终须依靠免
疫组化才能做出诊断。

PU-440

脑胶质瘤微环境中相关间充质干细胞亚群的不同生物特性的研究
付朋,项炜,张庆,赵洪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人脑胶质瘤相关间充质干细胞(glioma-associat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gaMSCs)是肿瘤
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恶性胶质瘤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最近的研究表明，gaMSCs
包括 CD90+gaMSCs 和 CD90- gaMSCs 两个不同的亚群。然而不同亚群在胶质瘤进展中的作用尚
未阐明。
方法 根据细胞表面标志物 CD90 的表达水平，通过免疫磁珠分选方法将 gaMSCs 分离出两种亚
群：CD90high gaMSCs 与 CD90lowgaMSCs。首先比较两种亚群的表面标记物，增殖，粘附，迁徙
和分化潜能，同时比较了它们参与肿瘤血管，促进肿瘤增殖和迁移的能力。其次建立脑胶质瘤小鼠
原位模型证实了 CD90high gaMSCs 和 CD90lowgaMSCs 亚群促肿瘤的增殖和血管形成能力的差
异。另外分析脑胶质瘤患者组织标本中 CD90 表达分布特点。为了进一步揭示了潜在的机制，采用
ELISA 测定不同亚群上清液中细胞因子分泌情况，并采用 RAffymetrix GeneChip® Clariom D 芯片
分析了不同亚群中 LncRNA 和 mRNA 的差异表达。
结果 本课题证实了 gaMSCs 根据 CD90 的表达差异存在 CD90highgaMSCs 与 CD90lowgaMSCs 两
个不同亚群，两个亚群具有类似的表面标记物和分化潜能，但在自身增殖，粘附，迁徙等能力存在
差异。进一步体内体外模型中证实了它们在胶质瘤进展中扮演不同的角色。CD90high gaMSCs 亚群
显著增加了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而 CD90lowgaMSCs 亚群通过向周细胞转化参与肿瘤血管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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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同时两个细胞亚群在 LncRNA， mRNA 水平的差异差异表达提示了可能的分子机制。
结论 脑胶质瘤微环境中存在 CD90highgaMSCs 与 CD90lowgaMSCs 两个不同亚群，它们在脑胶质
瘤的进展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些结果为将来脑胶质瘤以 gaMSCs 亚群的治疗靶向提供了新的
策略。

PU-441

低级别胶质瘤伴局灶性脑皮质发育不良癫痫患者手术治疗体会
吴海洋 1,2,3,张新定 1,2,3,史雪峰 1,2,3,刘亚丽 1,2,3,史哲 1,2,3,兰正波 1,2,3
1.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2.兰州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
3.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神经外科实验室

目的 应用多模态评估体系指导低级别胶质瘤伴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癫痫患者的手术。
方法 我们提出了多模态癫痫评估体系，在胶质瘤伴局灶性脑发育不良所致难治性癫痫患者的手术
治疗上，于整个围手术期采用多学科讨论、多种影像结合、多种方法评估的手段，以期提高致痫灶
全切除率，达到发作完全缓解的目的。选择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行手术治疗并术后病理证实为低级
别胶质瘤合并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的患者 5 例临床资料，围手术期评估均采用多模态评估体系。
随访 2 月以上，根据 Engel 评估方法将 EngelⅠ级定义为预后良好，EngelⅡ-Ⅳ级定义为预后不
佳。
结果 5 例患者术后病检显示 4 例为节细胞胶质瘤，1 例为弥漫性星形细胞瘤，均伴有局灶性皮质发
育不良的改变。其中 2 例术后术区少量出血，出院时均已消失。1 例病灶定位左侧枕叶皮质，1 例
位于额叶上回，2 例位于颞叶及海马，1 例位于岛叶。5 例癫痫灶切除术后随访 2-10 个月，无发
作，均为 Engle 评级 I 级。
结论 多模态评估体系可以提高低级别颅内肿瘤伴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癫痫患者预后。在制定肿瘤
继发癫痫患者手术策略时不应只关注肿瘤本身。肿瘤周围可能伴有发育不良病灶，往往是致痫的根
本原因。

PU-442

TRIM59 promotes gliomagenesis by inhibiting TC45
dephosphorylation of STAT3
Haizhong Feng1,Sang Youzhou1,Zhang Weiwei1,Li Yanxin2
1.Ren 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127， China

Objective Aberrant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signaling is a common driver of
glioblastoma (GBM) pathogenesis, however, the downstream effectors that sustain this
oncogenic pathway remain unclarified.
Methods Transcriptom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RNA-seq. Survival of glioma patient and
mice bearing-brain tumors was analyzed by Kaplan–Meier survival analysis. Protein interactions
were evaluated using immunoprecipitation and Western blotting assays.
Results EGFR signaling led to TRIM59 upregulation through SOX9 and enhanc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IM59 and nuclear STAT3, which prevents STAT3 dephosphorylation by the nuclear
form of T cell protein tyrosine phosphatase (TC45), thereby maintaining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and promoting tumorigenesis. Silencing TRIM59 suppresses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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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otopic xenograft brain tumor formation of GBM cells and glioma stem cells (GSCs).
Evaluation of GBM patient samples revealed an association between EGFR activation, TRIM59
expression, STAT3 phosphorylation, and poor prognoses.
Conclusions We demonstrate that tripartite motif-containing protein 59 (TRIM59) acts as a new
downstream effector of EGFR signaling by regulating STAT3 activation in GBM, suggesting
TRIM59 as a new regulator of oncogenic EGFR/STAT3 signaling and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GBM patients with EGFR activation.

PU-443

人工硬膜修补材料在胶质瘤中的应用
钟兴明
1.浙江省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湖州师范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湖州师范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为了解人工硬脑膜修补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对其安全性、可靠性、有效性进行了临床试
验研究。
方法 对在本院 2015.6－2018.12 年间住院手术的 16 例胶质瘤患者，这些患者因脑压高术中需减张
缝合硬膜，或复发胶质瘤、硬膜不完整及其它原因致硬脑膜缺损，均应用人工硬脑膜进行修补
结果 16 例患者均恢复良好，体温、血常规及血生化指标均正常。未发生脑脊液漏、皮肤切口及颅
内感染或者皮下积液。所有患者术后均进行了随访
结论 明胶海绵是一种理想的人工硬脑膜,可安全、有效地用来修补硬脑膜,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但
其远期效果及迟发并发症有待进一步观察。

PU-444

miR-454-3p 是一种外泌体生物标记物在胶质瘤中发挥抑癌功能
支枫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胶质瘤是成人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脑瘤。虽然在胶质瘤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的进
展，但是胶质瘤患者的预后仍然不太乐观，因此迫切需要早期诊断和新的治疗策略来提高胶质瘤患
者的生存率。我们前期的研究工作发现血浆 miR-454-3p 可能在胶质瘤预后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对
于 miR-454-3p 在胶质瘤中的临床意义和调控机制，尤其是在循环和组织 miR-454-3p 的关系方面
尚未进行系统的研究。
方法 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qRT-PCR）技术分析了 miR-454-3p 在胶质瘤患者血清和组织中的
表达水平。采用 CCK-8、划痕、侵袭、凋亡和免疫荧光检测等方法，评价 miR-454-3p 在胶质瘤肿
瘤细胞中的功能。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 miR-454-3p 的靶基因。通过荧光素酶报告试验和免疫
印迹分析进一步验证 ATG12 与 miR-454-3p 的关系。在本研究中，我们旨在鉴定 miR-454-3p 在外
泌体和组织中的表达模式，并评估其作为一种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可能作用，以便更好地监测患者。
结果 miR-454-3p 在肿瘤组织中显著下调，而在同一胶质瘤患者的外泌体中显著上调。外泌体 miR454-3p 在胶质瘤诊断中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8663。外泌体 miR-454-3p 在术后血清中明显
低于术前血清。外泌体中 miR-454-3p 高表达或组织中 miR-454-3p 低表达与预后不良相关。miR454-3p 的恢复表达抑制了胶质瘤细胞的增殖、迁移、侵袭和自噬。ATG12 被确认为 miR-454-3p
的直接靶点。过表达 ATG12 可以部分逆转 miR-454-3p 抑制的作用。
结论 miR-454-3p 在胶质瘤细胞生长过程中发挥抑癌功能。miR-454-3p 可能作为一种外泌体生物标
志物，并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胶质瘤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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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5

基于大脑类器官模型研究胶质母细胞瘤药物的作用及其机制
刘方琨 1,黄兢 2,刘志雄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胶质母细胞瘤（GBM）是一种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属于 WHO IV 级，进展迅速，
预后很差。GBM 治疗药物的筛选和研究需要合理有效的模型。大脑类器官模型于 2013 年在
Nature 杂志上首次报道，能够在体外模拟人脑内源性发育过程。与动物模型和细胞培养等研究手
段相比，它的结构和遗传特性与人脑更为相似，具有各种类型的人类神经细胞与不同的大脑分区。
这种模型为我们研究 GBM 的生长和药物作用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方法 我们使用特制的培养系统将人类多能诱导干细胞先后逐步培养成为胚胎体，神经外胚层和神
经上皮组织，最终产生具有 3D 结构和脑室样形态的类脑组织。通过细胞标志物蛋白进行鉴定，证
明了它具有大脑特定结构和分区的蛋白表达。我们将 GBM 细胞系或者病人来源的 GBM 细胞使用
红色荧光标记，移植到大脑类器官中，建立了类器官内 GBM 培养体系。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和免疫
学分析比较移植到大脑类器官中 GBM 细胞与原始肿瘤标本的基因突变和组织特性的区别。进一步
使用替莫唑胺和 HIF-2 抑制剂 PT2385 分别处理该体系，研究药物对 GBM 的生长和侵袭的影响，
并研究下游通路的改变。
结果 GBM 细胞系或者病人来源的 GBM 细胞在大脑类器官中融合并稳定长期生长，呈现出浸润性
生长的特点。该体系中 GBM 细胞与原始肿瘤标本的基因突变、表观遗传学突变和组织结构都很相
似。替莫唑胺和 HIF-2 抑制剂 PT2385 对 GBM 的生长和侵袭发挥了有效抑制作用，PT2385 抑制
了类器官内 GBM 的 HIF-2 靶向基因 IGFBP3, SERPINE1, VEGF, CCND1 的表达。
结论 类器官内 GBM 培养体系可以在体外实现 GBM 细胞的长期培养并保持组织和基因特性，可用
于研究 GBM 药物作用及下游通路的影响。

PU-446

人参皂苷 Rg3 抑制胶质母细胞瘤 MGMT 表达和上皮-间质转化
郑学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替莫唑胺 (TMZ) 是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主要化疗药物，然而许多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对 TMZ 耐
药，主要通过 MGMT 介导。MGMT 基因的表达受 Wnt/β-catenin 通路的调控。我们拟筛检可以抑
制胶质母细胞瘤 MGMT 表达的中药单体。
方法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探讨了天然化合物 20 (S)-Rg3 对 MGMT 的调节作用。我们用胶质瘤细
胞系，原代细胞菌株（包括 T98G、U118 和 GBM-XX；均为 MGMT-阳性胶质瘤细胞系）和异种
移植胶质瘤模型，以检查 20 (S)-Rg3 是否增加对 TMZ 的敏感性并揭示其潜在机制。
结果 我们发现 20 (S)-Rg3 通过 Wnt/β- catenin 通路调节 MGMT 在胶质瘤细胞系中的表达，并且
TMZ 耐药性被显著逆转。20 (S)-Rg3 在其有效剂量下无明显细胞毒性，在体内耐受性良好。另
外，我们发现 20 (S)-Rg3 显著地抑制胶质瘤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 (EMT) 进程，从而抑制肿瘤细胞
的侵袭性。
结论 人参皂苷 Rg3 抑制胶质母细胞瘤 MGMT 表达和上皮-间质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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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7

IDH2 gene mutations are common in oligodendrogliomas
Leiming Wang,Zhuo Li,Yanning Cai,Dehong Lu,Yueshan Piao
Xuanwh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pathological and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lower grade gliomas that carry IDH2 mutations.
Methods Data from a total of 238 adult patients with lower grade glioma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he status of IDH1/2 gene, TERT promoter mutations, MGMT promoter
methylation, 1p/19q co-deletion and the expressions of ATRX and P53 was evaluate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and overall survival were calculated via Kaplan-Meier estimation, and
group comparisons were conducted using the log-rank test.
Results 71% (169/238) were positive for IDH mutations, including 12 cases (5%, 12/238)
harboring mutations in IDH2. Among the 12 cases with IDH2 mutations, 10 cases (83.3%)
harbored the R172K mutation. Of these, 11 tumors (91.7%, 11/12) occurred in the frontal lobe
and showed a morphology typical of oligodendroglioma. Among all IDH2 mutant-gliomas, the
proportion grade II tumors (66.7%, 8/12)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rade III tumors (33.3%, 4/12).
IDH2 mutations were frequently associated with TERT promoter mutations (75%, 9/12), 1p/19q
co-deletion (91.7%, 11/12) and MGMT promoter methylation (90%, 9/10), but mutually exclusive
with loss of ATRX and p53 overexpression. IDH2 mutat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better
outcomes compared with IDH wild-type gliomas (p<0.05). However, the PFS and OS did not
differ from that of IDH1 mutant patients (p=0.95 and p=0.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In our sample, IDH2 mutations were more frequent in oligodendrogliomas, which
may segregate in distinct histological, genetic and molecular sub-types of gliomas and may merit
routine investigation.

PU-448

High expression of the transcriptional coactivator TAZ is
associated with a worse prognosis and affects cell
proliferation in patients with medulloblastoma
Hao Wa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Army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clarify the clinical and b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AZ expression in
human medulloblastoma.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for TAZ was performed on tissue samples from 72
medulloblastoma and 3 normal brain tissues.
Results The high rate of expression of TAZ was detected in 65.28% of medulloblastoma tissues,
whereas low expression was found in the normal brain tissues. TAZ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medulloblastoma recurrence. However, the expression of TAZ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gender, age, tumor location, tumor maximal diameter and tumor histology. Furthermore, both
the overall survival and tumor-free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high levels of expression of TAZ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of patients with tumors expressing low levels of TAZ. In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es, TAZ expression was an importa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medulloblastoma patients. Functionally, downregulation of TAZ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and
tumor formation of medulloblastoma cells and cell-cycle associated proteins in Daoy cells.
Conclusions The conclude that high expression of TAZ may serve as a prognostic marker for
medulloblastoma patients and suggests that TAZ could be a potential target for medulloblastoma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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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49

Hypoxia-regulated exosomal miR-210 is a potential
noninvasive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glioma
Xiao Yue1,Fengming Lan2
1.Tianjin Huanhu Hospital
2.Tianjin Hospital

Objective Exosomal miRNAs tha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ell to cell communication have
attracted major attentions as potentially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biomarkers for various cancer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serum exosomal
miR-210 in glioma patients.
Methods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serum exosomal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210.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as low or high miR-210. Kaplan-Meier survival
analyses, Cox regression analyses and ROC working curve analyses were applie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values of miR-210 in glioma patients. Data on hypoxia biomarkers were
available for comparison.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serum exosomal miR-210 levels a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human glioma patient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and the up-regulation correlates with
ascending pathological grades. Additionally, serum exosomal miR-210 levels are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of the primary tumors and increased again at reccurrence,
suggesting that miR-210 is secreted from the tumor cells. Importantly, we found by Kaplan-Meier
analysis that malignant glioma patients with a high exosomal miR-210 expression level tend to
exhibit a poorer overall survival (OS). Both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es
revealed that the serum exosomal miR-210 expression levels a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OS. Finally, High serum exosomal miR-210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high HIF-1a protein
and reflected hypoxia in glioma patients.
Conclusions Our data indicate that serum exosomal miR-210 levels may reflect the cancerbearing status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glioma patients. Serum exosomal miR-210 expression
may serve as a novel biomarker for glioma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hypoxia.

PU-450

ACT001 通过靶向 STAT3 信号通路抑制 U87-MG
胶质瘤干细胞的成球能力及干性维持
李佳博,杨学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究 ACT001 对 U87-MG 胶质瘤干细胞的成球能力及干性维持的影响。
方法 应用生物信息学分析 STAT3 在基因表达水平上与人脑胶质瘤不同级别之间及患者总生存期之
间的关系。免疫磁珠法分选获得 U87-MG 细胞株 CD133 阳性的胶质瘤干细胞（GSCs）。免疫荧
光染色技术鉴定 GSCs 细胞球干性标志物 CD133、CD44 及 Nestin 的表达。CCK-8 细胞增殖-毒性
检测 ACT001 对 U87-MG 胶质瘤干细胞增殖活性的影响。通过单细胞成球实验观察 ACT001 对
U87-MG 胶 质 瘤 干 细 胞成 球 能 力 的 影 响 。Western Blot 检 测 ACT001 不 同 药 物 浓 度 处 理 组
STAT3、p-STAT3 、CD133 及 CD44 等蛋白的表达。
结果 通过对 CGGA、TCGA 和 GEO（GSE4290、GSE16011）数据库中 1477 名胶质瘤患者的数
据 进行分 析， 结果显 示随 着脑胶 质瘤 级别的 升高 ，STAT3 在基 因表达水 平上的 表达 量越高
（P<0.05）；且 STAT3 的表达与患者的总生存期呈负相关，STAT3 高表达水平组的患者预后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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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相较于传统细胞培养，STAT3 在神经球培养及干性细胞系的 mRNA 表达量越高
（P<0.05）。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GSCs 细胞球中的 CD133 及 Nestin 均呈阳性表达。CCK-8
细胞增殖-毒性检测结果提示，随着 ACT001 浓度的增高，U87-MG 胶质瘤干细胞的抑制率逐渐升
高。单细胞成球实验结果显示，随着 ACT001 药物浓度的升高，各组的成球数目及细胞球体积逐渐
降低，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 U87-MG GSCs 的成球能力降低。免疫荧光染色
结果显示，与溶媒对照组相比，加药组的 GSCs 细胞球干性标志物 CD133、CD44 及 Nestin 的表
达降低。Western Blot 结果提示，随着 ACT001 药物浓度的升高，干性标志物 CD133、CD44 的
蛋白表达量减低。且 STAT3 的蛋白表达量无明显差异，而 p-STAT3 的蛋白表达量降低。
结论 ACT001 通过靶向 STAT3 信号通路，从而抑制了 U87-MG 胶质瘤干细胞的成球能力并且降低
了其干性维持。

PU-451

阿帕替尼靶向治疗成人复发胶质母细胞瘤的单臂临床Ⅱ期研究
张俊平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目的 替莫唑胺治疗失败的成人复发胶质母细胞瘤无标准化疗方案，如何克服替莫唑胺耐药、增强
化疗敏感性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临床前研究表明，下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EGFR-2）明
显提高胶质瘤对替莫唑胺的敏感性。阿帕替尼是高度选择性 VEGFR-2 抑制剂，可能增加胶质瘤化
疗敏感性。本研究探索阿帕替尼联合替莫唑胺化疗对成人复发胶质母细胞瘤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
应。
方法 这是一项前瞻性的单臂临床 II 期研究，对经过手术及标准放疗后复发的成人胶质母细胞瘤患
者采用阿帕替尼（500mg，每天一次）联合替莫唑胺（50 mg/m2/d，每天一次，28/28 方案）化
疗，分析联合化疗方案的疗效及不良反应。主要研究终点为 6 个月无进展生存率（6m-PFS），次
要研究终点为客观反应率、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中位生存期（OS），12 个月生存率
（12m-OS）及不良反应。根据 RANO 标准评价疗效，按照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CTCAE）4.0
版评价不良反应。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40 例患者，20 例（50%）肿瘤伴有播散，25 例（62.5%）肿瘤≥3cm，23 例
（57.5%）MGMT 无甲基化。3 例患者自行退出，3 例因不良反应退出。可评价疗效 31 例，其中
CR 2 例，PR 6 例，SD 16 例，PD 7 例，客观有效率为 25.8%，疾病控制率为 77.4%。中位随访
时间为 6.5 个月。6m-PFS 为 51.9%，优于替莫唑胺的历史对照。12m-OS 为 41.4%，中位 PFS
为 6.1 个月，中位 OS 为 8.4 个月。可评价不良反应的有 34 例，共完成化疗周期数 157 次，其中
3/4 级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主要为骨髓抑制 11 次（7%）、高血压 10 次（6.4%）、手足综合征
8 次（5.1%）、蛋白尿 7 次（4.5%）、转氨酶升高 5 次（3.2%）、心率改变 2 次（1.3%）。
结论 阿帕替尼联合替莫唑胺化疗能延长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及 6 个月无进展生存率，阿帕替
尼可提高替莫唑胺的敏感性。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大部分患者可耐受。本研究为成人复发胶质瘤提
供了有效治疗方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452

58 例脑胶质瘤患者术后生存分析
赵晓军 1,安艳玲 1,2
1.山西省肿瘤医院；2.山西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目的 目的 探讨影响脑胶质瘤患者生存质量及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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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 2011 年 3 月～2012 年 11 月期间山西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病房收治的原发性脑胶质瘤
住院患者 60 例，均有完整病历记录，其中获得 58 例脑胶质瘤患者的随访资料进行生存分析。资料
分析在 SPSSl3.0 中完成。定量变量资料满足正态分布条件要求，采用均数±标准差 ，不满足条件
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进行统计描述；统计推断采用 t 检验或非参数检验等。分类变量资料计
算率或构成比。两组率和构成比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术后及随访资料，以 KPS 分
数低于 70，认为治疗无效，KPS 分数高于或等于 70，认为治疗有效。以患者手术时间为观察起
点，术后及随访过程中出现 KPS 分数＜70 分为观察终点，记录为生存时间，取检验水准为 0.10，
按协变量特征采用分层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曲线分析，采用 Log-rank 检验进行生存率比较；
多因素分析采用 COX 回归，变量筛选采用后退法（backward stepwise），引入变量水准取
0.10，剔除水准取 0.20。
结果 术前 KPS 评分、年龄及肢体功能状态、手术切除程度及病理诊断与脑胶质瘤患者的疗效评价
有关。由 COX 回归模型分析可见，年龄、癫痫、肢体活动障碍、肿瘤切除程度、病理结果、Ki67
值、术前 KPS 评分是影响脑胶质瘤细胞瘤患者术后生存质量与时间分析的重要因素。。
结论 结论 年龄、术前症状，MRI 影像学特征、病理诊断等是影响胶质瘤患者术后生存质量和预后
的主要因素；年龄、病理分级，是影响胶质瘤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KPS 评分既是预测患者
生存质量与预后的影响因素，又是疗效评价的指标；肿瘤的切除程度是影响胶质瘤患者生存质量与
预后的独立相关因素

PU-453

胶质瘤诊断、预测复发和评估治疗效果的潜在新策略：
应用多肽微阵列技术监测患者血清 MGMT 自身抗体
吴海滨,周幽心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MGMT 自身抗体作为胶质瘤诊断、预测复发和评估治疗反应的新型生物标志物的临
床应用价值，并通过 MGMT 多肽芯片检测 MGMT 多肽作为 B 细胞自身抗原的免疫原性。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180 例不同级别胶质瘤患者血清样本和 311 例健康志愿者血清样本。并将胶质
瘤患者血清样本按照不同时间点分为三组，分别是术前、术后 30 天和胶质瘤复发时 3 个时间点。
首先采用多肽微阵列芯片检测 67 例胶质瘤术前血清样本和 311 例健康志愿者血清中 MGMT 自身
抗体的响应情况，探讨胶质瘤血清中是否存在 MGMT 自身抗体及寻找在胶质瘤人群中具有高响应
的抗 MGMT 多肽自身抗体。再根据初筛时鉴定的优势多肽自身抗体，我们通过分析在不同时间点
胶质瘤血清中 MGMT 响应情况，探讨 MGMT 自身抗体的变化规律及在胶质瘤诊断、预测复发和评
估治疗效果中的潜在价值。
结果 在胶质瘤患者血清中能检测到抗 MGMT 多肽自身抗体，通过和健康对照组比较，我们鉴定出
5 条优势多肽自身抗体。为了了解这 5 条优势多肽自身抗体的诊断价值，我们应用 ROC 分析，结
果显示，与单个自身抗体多肽相比，5 种多肽联合诊断胶质瘤的诊断效力最高，AUC=0.81，灵敏
度和特异性分别是 75%和 83%，尤其是在高级别胶质瘤组，AUC 达到了 0.84，对应的灵敏度和特
异性分别是 75% 和 89%。我们还发现在术后第 30 天，MGMT 自身抗体水平下降，当肿瘤复发时
又升高，达到术前水平。通过单变量和多变量生存分析，我们发现术前抗 MGMT-02 肽自身抗体与
无复发生存率独立相关。术前血清阳性(SNR 值 5.5-20)患者比术前血清阴性患者复发时间短，我们
认为对替莫唑胺化疗或放化疗耐药的可能性大。监测术前血清 MGMT-02 肽自身抗体水平，有助于
鉴别胶质瘤患者，预测高危复发和治疗效果。我们将预测的 B 细胞表位与 5 条优势多肽自身抗体的
氨基酸序列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每个肽段有 12 个以上连续氨基酸序列相同。
结论 通过这些临床研究，我们观察到 MGMT 自身抗体有助于胶质瘤的诊断、评估治疗效果和监测
胶质瘤是否复发。我们发现 5 条优势多肽可能是针对 MGMT 不同表位的新型单克隆抗体和并对肿
瘤多肽疫苗的开发有潜在价值。

292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PU-454

GBP2 在神经胶质瘤中的生物学功能及分子机制研究
李明, 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了鸟苷酸结合蛋白 2（GBP2）在神经胶质母细胞瘤（GBM）的生物学功能及分子机制。
方法 利用 TCGA 数据库及收集的 GBM 病人样本和细胞系分别从 mRNA 和蛋白水平分析了 GBP2
的表达情况。体外实验研究了 GBP2 的生物学功能，包括划痕实验检测细胞运动， WST-1 法检测
细胞增殖水平，侵袭实验检测细胞的侵袭能力。通过 qRT-PCR Array 检测与细胞运动、侵袭相关
基因的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验证并检测信号通路中的纤连蛋白（FN1）以及 STAT3 的磷酸化
水平。裸鼠皮下和颅内成瘤实验研究 GBP2 对肿瘤生长和侵袭的影响及对荷瘤鼠的生存时间的影
响。
结果 GBP2 在 GBM 肿瘤尤其是间充质分子亚型中异常高表达，且其表达水平与病人预后负相关。
过表达 GBP2 能促进 GBM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沉默 GBP2 能抑制 GBM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GBP2 表达在体外对 GBM 细胞生长无明显影响。GBP2 诱导 Fibronectin(FN1)在 mRNA 和蛋白水
平明显增高。GBP2 表达可以激活 STAT3 通路。用 STAT3 抑制剂 Wp1066S 抑制 STAT3 活性
后，FN1 表达降低，细胞侵袭能力降低，表明 STAT3 参与 GBP2 调控的 FN1 介导的细胞侵袭作
用。裸鼠皮下成瘤实验表明 GBP2 在体内能明显促进神经胶质瘤的生长，颅内成瘤实验表明 GBP2
在体内也能促进细胞的生长与侵袭，GBP2 表达能明显缩短荷瘤裸鼠的生存时间（P<0.05）。
结论 GBP2 在 GBM 特别是间质亚型中异常过表达，在体外能够促进神经胶质瘤细胞的运动与侵
袭，其机制和 FN1/ STAT 3 信号通路激活有关，并且 GBP2 在裸鼠体内能促进神经胶质瘤的生长
和侵袭能力并缩短裸鼠的生存时间，提示 GBP2 可能是一个新的潜在的胶质瘤诊疗靶标。

PU-455

经鼻蝶内镜手术治疗垂体瘤卒中的效果研究
黄源欣（黄星）,姜晓兵,刘祯,王旋,王海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垂体瘤卒中是临床中较为少见的疾病，其治疗方式也一直存在争议。随着内镜技术的不断发
展，其在鞍区疾病的治疗上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本文从内镜技术应用方面探讨内镜下经鼻蝶入路手
术治疗垂体瘤卒中患者的临床疗效及手术经验。
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 2013 年 10 月到 2016 年 3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接受内
镜经鼻蝶手术治疗的 21 例垂体瘤卒中患者的资料，详细记录患者性别、年龄、影像学表现、临床
表现，手术视频，术后并发症等。
结果 纳入了 13 名男性与 8 名女性患者，所有患者通过术前临床表现、术中内镜下观察和病理结果
综合诊断为垂体瘤卒中，头痛伴有视力下降、视野缺损患者 8 例, 头痛伴视野缺陷患者 4 例，头痛
伴呕吐及视力下降患者 6 例,头痛伴视力下降及眼睑下垂患者 2 例, 无症状患者 1 例。 20 例患者肿
瘤全切，全切率达到 95.2%，1 位患者行次全切术。17 例患者诊断为非功能性垂体腺瘤，2 例为
PRL 型垂体腺瘤，1 例为 GH 型垂体腺瘤，1 例为 FSH 型和 LH 型垂体腺瘤。术后脑脊液漏患者 1
例，垂体功能减退患者 1 例，短暂性尿崩症患者 3 例，无一例患者出现脑膜炎、颈动脉损伤及死亡
病例。
结论 内镜下经鼻蝶入路手术治疗垂体瘤卒中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治疗方式，可迅速改善患者
严重头痛、视力下降等症状，同时在内镜手术中有效的处理鞍隔塌陷对于鞍区肿瘤全切具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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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6

第三脑室周围病变的内镜手术策略
肖顺武,续岭,刘胜远,代垠,李毅,犹春跃,谢明祥,王培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第三脑室周围病变的内镜处理策略。
方法 将三脑室周围病变分为三脑室前部、室间孔周围、三脑室后部；病变包括颅咽管瘤、室间孔
肿瘤及松果体肿瘤；颅咽管瘤采用神经内镜扩大经鼻入路、侧脑室、室间孔、三脑室附近肿瘤采用
神经内镜 endoport 技术、三脑室后部肿瘤采用神经内镜幕下小脑上入路；从手术体位、手术技
术、术后管理进行讨论分析，手术病例均无严重并发症发生，效果满意，
结果 手术病例均无严重并发症发生，效果满意
结论 三脑室周围病变位置深在，神经内镜技术在该区域有独特的的优势，根据具体部位采用个性
化的手术入是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关键。

PU-457

神经导航辅助神经内镜 endoport 技术在脑室病变中的应用体会
肖顺武,续岭,刘胜远,代垠,犹春跃,李毅,赵洪新,谢明祥,王培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 endoport 技术在脑室病变的应用。
方法 总结 12 例神经内镜 endoport 脑室病变，其中 2 例室间孔、第三脑室胶样囊肿并梗阻性脑积
水、1 例侧脑室、室间孔室管膜下巨型星形细胞瘤，2 例第三脑室脉络从乳头状瘤、2 侧脑室室管
膜瘤，3 例侧脑脑室三角区肿瘤，2 例侧脑室中枢神经细胞瘤。术前行 MRI 平扫+增强，术中神经
导航辅助，全内镜下切除肿瘤，室间孔及第三脑室肿瘤行水环境脑室镜下行第三脑室底造瘘术。
结果 12 例病例均在全内镜 endoport 入路切除，手术效果好，侧脑室三角区手术术后出现视野缺
损，其余部位肿瘤无并发症发生。
结论
神经内镜 endoport 技术对侧脑室及室间孔肿瘤可以做到无死角切除，机械臂或气动臂下可以实现
双手操作；利用 endoport 通道更换脑室镜在水环境下行第三脑室底造瘘，脑脊液循环更有保障。

PU-458

神经内镜技术临床应用体会
肖顺武,续岭,刘胜远,代垠,犹春跃,张永,杨朝志,谢明祥,王培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技术的临床应相关问题。
方法 总结神经内镜手术治疗病例 121 例病例资料，经鼻子内镜病变类型包括垂体腺瘤、鞍结节脑
膜瘤、颅咽管瘤、拉克氏囊肿、鞍区蛛网膜囊肿、蝶窦囊肿、额窦囊实性脑膜瘤、鼻颅底、侧颅底
肿瘤、脑脊液漏、视神经损伤、额底脑膜膨出、额窦筛窦骨蜡致额部不愈窦道；经颅内镜类型包括
幕上深部肿瘤、第三脑室胶样囊肿、侧脑室、室间孔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型细胞瘤、第三脑室脉络从
乳头状瘤、侧脑室室管膜瘤、侧脑室中枢神经细胞瘤、松果体成熟畸胎瘤、松果体混合型生殖细胞
瘤、嗅沟巨大脑膜瘤、巨大前颅底脑膜瘤，鞍结节脑膜瘤、MVD、听神经鞘瘤等，循序渐进，逐
步扩大神经内镜临床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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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除巨大嗅沟脑膜瘤和前颅底脑膜瘤内镜辅助眶上外侧入路手术外其余患者均在全内镜下完
成，术中双人三手+机械臂或双人四手操作，鞍区及鼻颅底、侧颅底病变采用双鼻孔入路；幕上深
部病变采用直切口入路；侧脑室、第三脑室病变采用导航辅助 endoport 技术；松果体肿瘤采用幕
下小脑上入路；前颅底病变采用眶上外侧入路；视神经管减压经筛窦-经蝶入路。1 例采用眶上外侧
入路巨大垂体腺瘤术后出现脑血管痉挛，偏瘫，经治疗后好转，其余肿瘤及病变手术效果满意，患
者预后好，无死亡病例。
结论 神经内镜具有视野宽、多角度抵近观察病变的优势,通过合理、有效的内镜训练，可以更加有
效、更安全地切除颅底及颅内病变，经颅内镜需循序渐进，逐步开展。

PU-459

内镜手术治疗导水管区占位性病变继发脑积水
宋明 1,杨刚 2,王勇 3,苏宁 4,张亚卓 5
1.北京市三博脑科医院
2.重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河南省医院
4.内蒙古自治区医院
5.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内镜手术治疗导水管周围占位性病变合并脑积水可行性和疗效。
方法 2011 年 3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导水管周围占位性病变合并脑积水 15 例，其中男 9 例，女 6
例，平均年龄 22. 7 岁。
结果 单纯内镜下第三脑室底造瘘术８例，内镜下第三脑室底造瘘术+肿瘤活检术 1 例，内镜下第三
脑室底造瘘术+肿瘤活检或部分切除术+导水管成形术３例，内镜下第三脑室底造瘘术+肿瘤活检术
+导水管成形术+导水管支架植入术 1 例，内镜下第三脑室底造瘘术+内镜下肿瘤大部切除术+导水
管成形术＋分流管拔除术 2 例，术后病情好转，无明显并发症。７例获得病理诊断，星形细胞瘤 2
例，少枝星形细胞瘤 1 例，胶质细胞增生 2 例，胶质瘤１例。
结论 内镜手术可成为治疗导水管区占位性病变继发脑积水的新选择。

PU-460

经颅神经内镜技术在神经外科中的临床应用
吴鹏飞,王运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并总结经颅神经内镜技术在神经外科中的临床应用体会。
方法 应用神经内镜联合显微镜（EAM）技术分别对 12 例（12 侧）尸头标本进行后颅窝底基本远
外侧入路（B-FLA）、经髁远外侧入路（T-FLA）、髁上远外侧入路（S-FLA）；对 6 例（12 侧）
尸头标本进行中颅窝底颞下入路、KAWASE 入路、乙状窦前入路、乙状窦后入路；对 6 例（12
侧）尸头标本进行前中颅窝底翼点入路、额眶颧入路（FOZ）、颞下入路进行各颅底解剖学研究，
得出相关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分析。同时将该技术应用到临床，应用经颅神经内镜技术及神经内镜联
合显微镜（EAM）技术分别对岩斜脑膜瘤、后颅窝胆脂瘤、丘脑病变、松果体区病变、脑转移癌、
蛛网膜囊肿、前颅窝底肿瘤、脑脊液漏等病变进行手术治疗。
结果 在前颅窝、中颅窝及后颅底应用解剖中，神经内镜的使用能够使术野更广，尤其是抵近观察
更能够放大细微组织以达到精准定位和切除，能够提供更广泛的颅底可视面积；结合改良手术器械
的应用可以增加水平和垂直运动的活动范围，更广泛的手术视野和更加灵活的手术机动性成正比；
神经内镜手术治疗的疾病种类从传统的脑室、脑池到经鼻蝶手术以及扩大经鼻蝶手术，逐渐延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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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颅颅底肿瘤等疾病的治疗，现已扩展至几乎覆盖神经外科的各个领域，个别病种已经趋于经颅全
程神经内镜治疗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对神经外科显微镜技术及颅脑颅底解剖学的熟练掌握仍是
经颅神经内镜进一步发展的雄厚基础；神经内镜技术不仅能够减少对脑的牵拉，而且能够减少或避
免骨质的磨除，避免对颅底结构的过度破坏，能够体现神经外科微创的趋势，微创并不是仅仅体现
在切口小，神经血管特别是深部解剖结构的良好保护更是微创理念的精髓所在。
结论 经颅神经内镜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替代显微镜技术进行部分颅内病变的手术，该技术与神
经外科显微镜技术、经鼻蝶神经内镜技术、神经内镜联合显微镜 EAM 技术优势互补、取长补短，
为能够更加微创、省时、高效地治疗颅脑疾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PU-461

内镜下经鼻蝶手术围手术期颅内感染防治监测与分析
王小峰 1,衡立君 1
1.渭南市中心医院
2.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总结分析内镜经鼻蝶手术围手术期颅内感染的防控方式，尤其是通过颅内感染病例的诊治经
过分析总结如何更好的避免及诊断、治疗、监测颅内感染，同时注重评价颅内感染的感染监测指标
及相关问题。
方法 通过分析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2018 年间经鼻蝶手术后发生颅内感染患者病例的研究分析，总结
并分析术前、术中及术后关于感染的防控方式，同时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估及监测。
结果 经鼻蝶术后颅内感染发生率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同时分析出手术时间长、术前鼻毛清理不
当、术中国出血较多及术后颅内积气等情况下容易发生颅内感染，感染后不建议防治腰大池引流
管，而建议每日行腰椎穿刺放脑脊液并行常规、生化及培养，同时注意血常规及同期血糖的监测，
对抗感染治疗效果进行监测及评价，同时根据药敏试验结果行抗生素治疗。
结论 对于术后体温升高患者应注意连续监测血常规，关注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及时行腰穿化验
并培养脑脊液、明确诊断，培养结果未明之前应经验性用广谱抗生素；脑室或者鞘内注射抗菌药物
的成人推荐每日剂量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多黏菌素 E、万古霉素；经鼻蝶术后（尤其是扩大入
路）患者应避免及防护其他系统感染，以免造成诊治困扰。

PU-462

特发性正常压力性脑积水的外科治疗
王新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特发性正常压力性脑积水（iNPH）具有步态失调，认知功能障碍和尿失禁的特征。现有两种
主要的治疗方法供选择：脑室腹腔分流术（VPS）和内镜下三脑室底部造瘘术（ETV）。 然而，
目前对哪种方式更先进和采用哪种类型的压力阀门仍有争论。 本文旨在总结前期评价 iNPH 治疗方
法的研究结果和临床证据，从临床治疗效果中得出参考结论。
方法 在 1960 年至今的国际医学文献数据库（包括 Medline，Embase，Scielo 和 Lilacs 数据库）
上对 iNPH 治疗效果的文献进行检索。进一步整理和筛选有参考价值的研究结果，获得关于 iNPH
治疗的临床研究数据。比较保守观察和不同方式的外科治疗效果。
结果 针对 iNPH 的治疗分三种类型：保守治疗，ETV 和 VPS。 在各种研究表明，外科治疗后取得
良好结果，保守的方法已被淘汰。随着技术的发展，ETV 治疗 iNPH 的研究在近些年不断出现，总
体上看，ETV 是一种可接受的治疗模式。VPS 是传统公认的 iNPH 治疗方式，其在该疾病治疗中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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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明显，故目前仍被认为是该疾病治疗的金标准。
结论 针对 iNPH 的外科治疗研究中，具有高级别证据的相关临床研究仍然很少。目前，治疗 iNPH
的金标准是 VPS 方法。

PU-463

内镜经鼻上颌窦入路切除颅内外沟通神经鞘瘤（附 2 例报道）
周律,王斌,洪文明,程宏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和讨论神经内镜下经鼻上颌窦入路切除颅内外沟通神经鞘瘤手术结果，探讨手术方法及
适应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1 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住院接受
神经内镜下经鼻上颌窦入路颅内外沟通肿瘤切除手术 2 例患者病例资料。其中男性和女性各一例，
年龄分别为 53 岁和 39 岁。分别因头面部麻木疼痛和外伤后检查无意中发现入院，手术前均接受鼻
窦 CT 和头颅 MRI 平时+增强扫描。采用全身麻醉及神经内镜下经鼻上颌窦入路进入翼腭窝和颞下
窝切除肿瘤。手术后组织病理学确诊为神经鞘瘤。术后定期复查头颅 MRI 随访观察。
结果 2 例患者均实现手术完整切除。分别随访 16 个月和 3 个月。1 例患者术后出现短暂脑脊液漏
症状，予以抗感染及持续卧床治疗痊愈，术后头面部麻木疼痛症状明显好转，另 1 例无不适出现。
结论 神经内镜下经鼻上颌窦入路切除颅内外沟通肿瘤，创伤小，深部视野良好，能安全且完全切
除累及翼腭窝及颞下窝的肿瘤。

PU-464

内镜技术在神经外科的临床应用及拓展
陈建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和分析内镜技术在神经外科临床应用范围的拓展，充分揭示神经内镜技术在神经肿瘤手
术临床应用的美好前景。
方法 分析总结自 2011 年来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开展神经内镜技术的临床应用病例；以及近
年来努力拓宽内镜在神经外科临床应用的范围。
结果 共完成各类内镜手术 430 余例，1.经鼻（蝶）内镜技术，主要完成颅底中线和中线旁区域的
病变手术；2. 经颅（脑）内镜技术，主要完成脑室内肿瘤、颅内外沟通肿瘤等方面内镜下的微创手
术；3 经脊柱（脊髓）内镜技术，主要完成椎管内肿瘤，双内镜技术对巨大哑铃型椎管肿瘤具有极
佳的微创价值。
结论 神经内镜技术在经鼻蝶经典入路应用的基础上，我们所开展的其它类型病变的手术同样取得
了满意的效果，临床应用广泛前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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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5

Endoport 辅助下神经内镜下经后纵裂
-楔前叶/或顶上小叶切除侧脑室三角区肿瘤
施炜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侧脑室三角区肿瘤传统手术入路包括经颞后侧副裂皮层造瘘、经颞枕交界皮层造瘘、经外侧
裂-岛叶后部入路，但这些手术入路均可能导致程度不等的神经功能损伤。近年来由于神经内窥镜
技术迅速发展，通过 Endoport 辅助下神经内镜切除侧脑室三角区肿瘤，手术效果良好。通过本组
7 例手术的初步结果，我们分析神经内镜下经后纵裂-楔前叶或顶上小叶切除侧脑室三角区肿瘤的优
势及不足，探讨这一手术方式的手术适应症，从而为其临床运用进行探索。
方法 回顾分析 2017 年 2-11 月间收治的 7 例侧脑室三角区肿瘤，其中 2 例脑膜瘤及 1 例室管膜瘤
采用 Endoport 同侧后纵裂-楔前叶内镜下切除；1 例脑膜瘤、2 例脉络丛乳头状瘤、1 例胶质母细胞
瘤经顶上小叶入路 Endoport 内镜下切除。手术均通过神经导航确定同侧楔前叶或顶上小叶，经皮
层脑沟以 Endoport 分离皮层组织达侧脑室三角区，内镜下暴露位于侧脑室三角区肿瘤。肿瘤多实
行分块切除，分离肿瘤周边，给予瘤内充分减压后再进一步分离肿瘤边界，肿瘤的血供多起源于侧
脑室三角区的脉络丛，可内镜直视下给予电凝切断，Endoport 内镜下手术可清晰暴露并保护好脑
室壁。
结果 本组中 7 例侧脑室三角区肿瘤均获得内镜下全切除，术后复查 MRI 显示肿瘤切除满意，3 例
患者术后有脑室内积血，2 例术后有发热及颅内感染，经术后腰穿排放血性脑脊液及运用抗菌素等
治疗后好转，7 例患者术后与术前比较无视力下降，2 例术后术区周围水肿明显导致术后患者术后
对侧上下肢肌力下降Ⅱ-Ⅲ级，给予脱水等治疗后逐渐好转，术后 3 个月肌力恢复至Ⅳ级。
结论 无论是采用同侧后纵裂-楔前叶、或经顶上小叶入路切除侧脑室三角区肿瘤，其主要目的为避
开视放射、颞上回、角回、Labbe’s 静脉等重要结构，避免术后出现视力视野受到影响、或发生失
语、失用等神经功能障碍。但同侧后纵裂-楔前叶、或经顶上小叶入路对于侧脑室三角区的暴露路
径较颞下或颞枕入路要长，手术范围深在。而神经内镜具有抵近观察，对脑深部结构暴露清晰的优
点，因此采用后纵裂-楔前叶、或经顶上小叶入路切除侧脑室三角区肿瘤时，虽然部位深在、径路
较远，但借助于神经内镜同样可以实现直视下操作，对脑室壁及周围静脉、脉络丛等结构暴露清
晰，从而保证了手术安全。

PU-466

侧脑室三角区手术新入路的临床运用及探讨
张晓彪,谢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讨侧脑室三角区手术新入路的利弊,总结临床经验及技术关键。
方法 回顾性分析使用新入路处理侧脑室三角区病变的临床资料，着重分析不同手术新入路对于手
术操作范围，以及视力视野等神经功能的影响，比较各新入路手术所需器械及技术装备条件。
结果 随访我科自 2012 年起采用新手术入路治疗的有完整术前后临床资料的侧脑室三角区病变患者
22 例。手术入路分布为对侧后纵裂经大脑镰、楔前叶入路（A 组）13 例，神经内镜下幕下小脑上
经颞底入路（B 组）5 例，Endoport 辅助下经顶上小叶入路（C 组）4 例。平均肿瘤最大经 4.26cm
（其中 A 组 4.4 cm；B 组 2.68 cm； C 组 5.7 cm）。病理提示脑膜瘤者 13 例（其中 WHO I 级 10
例，II 级 1 例，III 级 2 例 ），胶质母细胞瘤者 3 例（WHOIV 级），海绵状血管瘤者 1 例，转移瘤
3 例，脉络丛乳头状癌 2 例。术后影像学全切者 16 例，次全切除者 6 例。随访 3 月-60 月，视力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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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3 例有改善（A 组病例）、9 例有恶化（其中 A 组 2 例，B 组 3 例，C 组 4 例）。肿瘤复发者 7
例，1 例行再手术治疗。恶性病例中有 8 例患者死亡。
结论 新近发展的侧脑室三角区手术新入路是对既往手术入路的补充。对侧后纵裂经大脑镰、楔前
叶入路虽可提供更大的手术视角和外侧方向的暴露且对视放射的干扰少但亦存在双侧视皮层、深部
静脉及窦损伤的潜在可能，对于显微操作技术要求高。神经内镜下幕下小脑上经颞底入路虽不需牵
拉脑组织，切开脑组织少，最短距离暴露肿瘤但亦存在操作空间较小，解剖标志不清晰等缺点且要
求熟练的内镜下的双手显微操作。Endoport 辅助下经顶上小叶入路操作步骤简易，Endoport 可提
供恒定的操作通道，操作范围及空间广但存在着视放射及其他脑功能的影响。总之，入路的选择因
“瘤”、“人”而异。

PU-467

针对不同特点的鞍上肿瘤神经内镜下
经鼻扩大入路的手术个性化策略选择
王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目的 神经内镜下经鼻扩大入路手术入路近年来发展迅猛，在鞍上肿瘤特别是鞍上型的垂体瘤、鞍
上型颅咽管瘤，鞍结节脑膜瘤，脊索瘤，胶质瘤，生殖细胞瘤，Rathke 囊肿等各类病变手术中普
遍开展，其高清晰的影像，宽广的视野，对视交叉、垂体柄、下丘脑等神经血管重要细微结构的直
视下显露和保护优势明显。经鼻扩大暴露鞍上结构的同时，脑脊液漏和颅内感染的风险也在同步增
加，往往成为决定最终手术成败的关键。此文探讨如何合理的选择和改良运用经鼻扩大入路的范
围，在全切肿瘤的基础上，更有助于减少手术的并发症，达到微创的目的。
方法 选择鞍上生长的鞍上型垂体瘤，鞍上型颅咽管瘤，鞍结节脑膜瘤，脊索瘤，胶质瘤，生殖细
胞瘤，Rathke 囊肿等各类病变，针对不同肿瘤的质地，生长基底的部位和特点，分别选择性的采
用由单纯的鞍底通道，鞍底-鞍膈扩大通道、简单和充分暴露的鞍结节蝶骨平台扩大入路通道，在
足够清晰显露的基础上全切除肿瘤。
结果 合理鞍上扩大范围的缩小，在不影响手术视野显露的基础上，减少了不必要的正常结构的过
多暴露和暴露于鼻腔污染环境的时间，均明显有助于患者并发症的减少。
结论 窄通道的经鼻手术，在通过扩大入路显露鞍上病变时，维持术区尤其是硬膜下干净的术野加
上助手的默契配合，内镜的充分抵近观察，术者娴熟的内镜下操作，均是在有限暴露范围得到清晰
观察视野，保障微创手术的关键。

PU-468

完全神经内镜下经侧脑室额角或三角区
穿刺治疗脑室内病变（附病例分析）
王斌,程宏伟,洪文明,周律,单明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单纯在神经内镜下经额角或三角区穿刺切除脑室内病变的方法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我科于 2015 年上半年完全在神经内镜下经额角及枕角穿刺，对 40 例脑室内病变进行切除，
包括 5 例鞍上池囊肿；1 例双侧额角间囊肿；4 例侧脑室体部囊肿；3 例侧脑室三角区囊肿；2 例三
脑室囊肿；3 例透明膈后部囊肿；2 例室间孔处囊性脉络膜肿瘤；1 例侧脑室枕角囊性脉络膜肿
瘤；2 例侧脑室枕角实性脉络膜脑膜瘤；5 例三脑室后部生殖细胞瘤；1 例三脑室后部胶质瘤；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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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室间孔区间胶质瘤；1 例左侧额角胶质瘤；2 例三脑室后部中脑导水管开口处炎症（堵塞中脑
导水管）；1 例右侧侧脑室室间孔炎性堵塞；3 例实质性脉络膜乳头状瘤；1 例脑室内复发胆脂瘤
内；1 例脑室内出血机化并堵塞室间孔；1 例额叶出血术后脑脓肿破入脑室并堵塞室间孔。40 例均
有不同程度脑积水，症状分别有头痛、恶心、精细动作差及行走不稳，脑室内出血机化和脓肿病人
昏迷等。方法手术于右侧额角或三角区钻孔后，使用工作通道造瘘或四通道神经内镜直接穿刺进入
侧脑室，于室间孔处、透明膈后部及三脑室后部发现病变。鞍上池囊肿手术方式尽可能切除囊肿
壁、显露中脑导水管、三脑室底（囊肿底）造瘘。异位颅咽管瘤则切除病变及行透明膈造瘘。透明
膈后部囊肿则切除部分囊壁，开放囊肿腔。三脑室后部占位取病理活检后再行三脑室底造瘘
结果 40 例患者中，其中 1 例三脑室后部胶质瘤患者术前在外院行脑室腹腔分流术后三月，因腹膜
炎后分流管堵塞后行病理活检及三脑室底造瘘术，后并发颅内感染其家人放弃治疗自动出院。其余
39 例术后颅内高压症状完全消失，术前在外院鞍上池囊肿患者精细动作及行走不稳较术前明显好
转；2 例昏迷患者术后遵嘱动作；异位颅咽管瘤患者术后第四天出现剧烈头痛及高热，考虑系术中
囊液释放刺激引起，腰穿三次，一周后症状完全消失。35 例患者术后及随访影像学资料示脑室明
显缩小或正常，脑沟及各脑池无受压迹象
结论 完全在神经内镜下经额角穿刺切除脑室内各种病变是一种微创，以往显微镜下不可完全替代
的显微外科技术，术者应充分熟悉脑室内各显微解剖结构及相应脑室结构的头皮映射部位，掌握一
手持镜，一手操作的显微技巧，最好具备丰富的显微临床经验。严格掌握内镜下治疗脑室内病变的
适应症，减少术中副损伤，便可最大程度地获得脑室内病变切除的最佳治疗效果

PU-469

扩大经鼻入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
祝新根,吴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扩大经鼻入路切除鞍结节脑膜瘤的安全性、有效性，并总结手术技巧及并发症的防治手
段；
方法 总结分析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0 月选择该入路切除的 15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影像学资
料，手术录像以及随访情况；
结果 15 例患者 14 例 Simpson I 级切除；病例无死亡；术中无垂体、垂体柄及下丘脑损伤情况发
生；术后无明显内分泌障碍及颅内感染；术后视力 1 例左眼失明外全部有所好转；1 例患者出现脑
脊液漏，经二次修补后好转；除 2 例患者疑似嗅觉部分恢复外均嗅觉丧失；
结论
在解剖显露、鞍区重要结构保护及手术切除程度等方面，扩大经鼻入路优势明显，但这种优势建立
在嗅觉丧失的可能性基础之上。

PU-470

鞍底重建技术在经鼻内镜手术中的重要性及相关要点分析
毕云科,楼美清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鞍底重建技术在经鼻内镜手术中的重要性及相关要点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017.01-2018.01 行经鼻内镜手术的患
者临床资料，共 102 例。其中，前颅底肿瘤 11 例，鞍区 78 例，斜坡 13 例。所有患者均进行了为
期 1 年的随访，统计包括性别、年龄、肿瘤大小、术中脑脊液漏情况及术后第 5 天及第 1 个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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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月的是否有脑脊液漏及粘膜瓣愈合情况等，分析鞍底重建技术在经鼻内镜手术中的重要性及相
关要点。
结果 102 例均成功完成手术，无死亡。11 例前颅底肿瘤患者术后无脑脊液漏，1 例存在长期垂体
功能低下，予以激素替代治疗；78 例鞍区肿瘤包括 62 例垂体瘤，7 例 Rathke 囊肿，9 例颅咽管
瘤。62 例垂体瘤中，Knosp 分级四级 28 例，全切 51 例，8 例次全切，3 例部分切除。脑脊液漏 2
例，1 例卧床休息后自愈；1 例行经鼻内镜脑脊液漏修补。7 例 Rathke 囊肿全切，无脑脊液漏。9
例颅咽管瘤肿瘤全切，无脑脊液漏。90 例患者术后 1 月入院探查，鞍底粘膜瓣愈合良好 88 例，2
例存在粘膜瓣缺血坏死。85 例患者术后 3 个月入院行鼻腔探查示全部鞍底粘膜瓣愈合良好。
结论 鞍底硬膜缝合及硬性支撑等技术对于鞍底修复极为重要，对于术中及术后有可能发生脑脊液
漏的患者大有裨益。

PU-471

Artis Zeego 杂交手术室
在经鼻内镜颅底手术中的应用-50 例报告
冯思哲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 Artis Zeego 杂交手术室在经鼻内镜颅底手术中的作用。
方法 总结我科在 Artis Zeego 杂交手术室应用经鼻内镜治疗颅底手术的治疗经验。其中颅底肿瘤
47 例，大部分为侵袭入海绵窦的垂体瘤（21 例）。其它包括：筛窦内复发脑膜瘤 1 例，嗅沟脑膜
瘤 2 例，鞍结节脑膜瘤 1 例，脊索瘤 2 例，胆脂瘤 1 例，下丘脑错构瘤 1 例，海绵窦海绵状血管瘤
1 例，海绵窦淋巴瘤 1 例，斜坡淋巴瘤 1 例，骨纤维结构不良 1 例，三叉神经鞘瘤 1 例，颅咽管瘤
1 例，颅颈交界肿瘤 2 例，颅底异物拔出 2 例，视神经管减压 2 例，脑脊液鼻漏修补 7 例，海绵窦
动脉夹层夹闭加栓塞 1 例。额窦感染异物取出加引流 3 例。患者术前均行 MRI 平扫+增强扫描以及
颅底薄层三维 CT 扫描，充分了解鼻腔和颅底骨质情况。垂体瘤患者均行内分泌检查。术中根据情
况行 Dyna-CT 了解颅底骨质和肿瘤切除情况以及解剖关系等，或者行 DSA 造影术明确颈内动脉位
置关系，一旦发生颈内动脉破裂行介入栓塞治疗。
结果 经鼻颅底肿瘤手术中，垂体瘤全切率提高，可以达到镜下全切和 CT 影像上全切。前颅底肿瘤
均全切。其它肿瘤大部分切除，起到了减压和明确病理性质等手术目的。其它手术均效果良好，患
者满意。1 外伤异物拔出患者因术后颅内感染死亡。
结论 神经内镜虽然具有高清和视野广等优点，但是，结合 Artis Zeego 可以术中采用 Dyna-CT 定
位功能可以提高手术中颅底骨质磨除范围的精度，而且，结合术中造影等功能可以提高判断颈内动
脉位置，如果有破裂可以应用介入方法保证手术的安全性

PU-472

神经内镜辅助显微手术治疗侵犯相关
颅底孔道的桥小脑角病变的安全性和可行性分析
王志刚,危兆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辅助下单纯乙状窦后入路同期显微手术切除桥小脑角区及侵入相关颅底孔道病
变的实用性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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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6 月-2018 年 12 月本院 9 例桥小脑角区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3 例为听神
经瘤，2 例神经纤维瘤病，2 例桥小脑角区表皮样囊肿，2 例颈静脉孔区神经鞘瘤，术前均行颅脑
MRI 及脑干薄层 MRI 检查，明确桥小脑角区占位病变，同时病变不同程度侵犯颅底孔道，如内听
道/颈静脉孔等，上述病变均行单纯乙状窦后入路在神经内镜辅助下扩大相关孔道，并结合显微镜
行显微切除桥小脑区病变及同期切除侵犯颅底孔道肿瘤。
结果 9 例桥小脑区占位病变中，3 例听神经瘤包括内听道内肿瘤均全切除,全切率达 100%，术后面
神经功能Ⅰ级 3 例，听力较术前无明显变化；2 例侵入内听道的桥小脑角区神经纤维瘤病,无神经功
能障碍;2 例表皮样囊肿,全切除，术后未发生发热及脑积水等并发症；2 例颈静脉孔区神经鞘瘤，单
纯乙状窦后入路切除桥小脑角及颈静脉孔区肿瘤。术后随访 6 个月-12 个月均未见肿瘤复发
结论 对于桥小脑角区肿瘤,神经内镜与手术显微镜结合,单纯乙状窦后入路，有助于扩展手术视野,提
高手术的精细程度,扩大磨除肿瘤侵犯孔道后，结合神经内镜 0°-30°观察镜，可减少显微镜下的手
术死角,从而使视野更加清晰,准确的观察内听道及颈静脉孔区等颅底孔道的内部结构，同时可观测
到小脑幕下及基底动脉对侧区域，对于切除侵犯性较强的表皮样囊肿及侵入相关颅底孔道较深的肿
瘤，具有明显优势，避免损伤重要神经和血管，避免多次手术及联合手术入路，使手术更加微创,
疗效明显,手术并发症少，肿瘤切除干净。

PU-473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切除垂体瘤的手术体会和疗效分析
王中勇,陈刚,兰青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经鼻蝶手术入路治疗垂体肿瘤的手术技巧及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垂体瘤手术病例 102 例，
统计术中鞍膈破损情况、术后肿瘤残留程度、激素功能情况、视力视野、嗅觉、尿崩、电解质紊
乱、出血、脑脊液鼻漏、感染等情况，进行 12-36 个月的随访。
结果 内镜下肿瘤全切 71 例，大部分切除 22 例，部分切除 9 例；鞍膈破损及脑脊液漏 14 例，12
例经术中修补及腰大池置管引流脑脊液后治愈，2 例经再次内镜手术修补后治愈；激素功能缓解 62
例；术后 6 月仍有嗅觉障碍 10 例；一过性尿崩及电解质紊乱 18 例；严重肺部感染 1 例治疗无
效，自动出院后死亡。
结论 神经内镜治疗垂体瘤手术视野清晰、创伤小、术后并发症少，对肿瘤切除彻底特别是侵袭性
垂体瘤切除率高、激素功能恢复快，临床疗效显著，是较为理想的垂体瘤手术方式。术前系统阅
片、术中仔细分辨正常垂体和鞍膈可减少肿瘤残留和脑脊液漏的发生率，随着手术技巧的不断提
高、内镜配套器械设备的改进完善，神经内镜经鼻蝶手术已逐步成为垂体瘤手术首选方案。

PU-474

神经内镜治疗颅底相关疾病手术 42 例临床分析
孙凯颉,李英斌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下治疗颅底相关疾病的技巧及临床效果观察。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3 年 7 月至 2018 年 12 月我院同一术者开展神经内镜治疗颅底相关疾病的
病例资料，总结手术技巧，观察临床术后效果。其中垂体瘤 29 例，脑脊液鼻漏 6 例，听神经瘤 3
例，桥小脑角占位 2 例，Rathke 囊肿 1 例，枕大池蛛网膜囊肿 1 例。术前完善准备，经鼻蝶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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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常规行氧氟沙星滴鼻。手术均采用双人四手操作，术中均行严密的硬膜修补。常规术后 2 天拔
除鼻腔纱条，术后 1 周拆线。术后 3 月门诊复查恢复情况，随访 6-12 月。
结果 29 例垂体瘤患者中，肿瘤全切 22 例，5 例术前有视神经压迫症状的患者因垂体瘤跨域橫隔行
肿瘤次全切除，2 例复发垂体瘤因鼻蝶内结构粘连破坏行次全切除。13 例术前激素正常的患者术后
出现 1 例需口服激素治疗。16 例术前激素水平异常患者术后 15 例术后激素水平均恢复正常，出现
1 例需口服优甲乐治疗继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2 月后复查甲状腺功能正常后停用优甲乐。9 例术
前存在视神经压迫症状患者 8 例术后视力恢复正常，1 例因复发垂体瘤行次全切除，术后视力改善
轻微。术后出现脑脊液漏 2 例，行头高位，腰大池引流等处理后 2 例于 1 周内脑脊液漏完全消失。
术后出现尿崩症 3 例，予去氨加压素治疗后，1 周内尿崩症均好转。术后出现动眼神经压迫症状患
者 1 例，随访半年后好转。本组 6 例行经鼻蝶内镜下脑脊液瘘修补手术，术后均未再次出现脑脊液
鼻漏。2 例听神经瘤行内镜下听神经瘤切除术，术后听力下降均不同程度恢复。3 例桥小脑角占位
行内镜下桥小脑角占位切除术，术后听力下降均不同程度恢复。1 例 Rathke 囊肿性经鼻蝶内镜下
囊肿切除手术，术后出现脑脊液漏及感染症状，行腰大池引流后脑脊液漏、感染完全消失。1 例枕
大池蛛网膜囊肿术后恢复良好。
结论 神经内镜治疗颅底疾病如垂体腺瘤、听神经瘤、桥小脑角占位等满意，对于结构破坏轻，手
术安全有效，可在直视下最大限度下治疗颅底相关疾病。且术后并发症少，住院天数短，治疗效果
满意。

PU-475

完全内镜经鼻和经颞下入路切除 Meckel 区病变初步临床结果
顾晔,张晓彪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讨完全内镜经鼻和经颞下入路切除 Meckel 区病变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分析完全内镜下切除 Meckel 区病变，采用经鼻入路或颞下入路，在内镜下使用双手显微
技术切除病变。
结果 完全内镜下切除 Meckel 区病变 5 例。男性 1 例，女性 4 例，平均年龄 48.8 岁（40-53
岁），症状包括面部麻木、咀嚼无力。2 例病人行内镜经鼻入路手术，全切 1 例，次全切 1 例。3
例病人行颞下入路（其中 1 例为复发病人），全切 3 例。4 例全切病人病理皆为神经鞘瘤，术后面
部麻木症状改善但未完全缓解。次全切除的 1 例病人转移性低分化鳞状上皮细胞癌。术后行鼻咽部
穿刺活检诊断为鼻咽癌，接受放疗。
结论 完全内镜经鼻和经颞下入路切除 Meckel 区病变是安全可行的，可以根据病变的大小以及和三
叉神经的位置关系选择手术入路。

PU-476

内镜经颅技术应用
姜晓兵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手术全程使用内镜观察镜或者外视镜完成各种经颅手术，探讨内镜在经颅手术中应用的可行
性和优缺点。
方法 原经显微镜手术的各种病例全部采用内镜观察镜（深部手术）或者外视镜手术（浅部手术）
进行手术。
结果 使用内镜技术完成各种经颅手术 48 例，其中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 13 例，面肌痉挛微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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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 17 例，CPA 脑膜瘤 3，胆脂瘤 5 例，小脑血管网织细胞瘤 1 例，松果体胶质瘤 1 例，侧脑室
脉络丛乳头状瘤 2 例，胶质瘤 2 例，chiari 畸形 2 例，鞍结节脑膜瘤 1 例，垂体瘤 1 例，入路涉及
乙状窦后入路、幕下小脑上入路、眉弓锁孔入路、纵裂入路、枕后正中入路，endport 经皮质造瘘
入路等，均在全内镜下顺利完成手术，无死亡病例，术后颅内感染 1 例，复视 1 例，面肌痉挛 1 例
部分好转，其余均治愈，三叉神经痛全部完全治愈，其中有 2 例延迟治愈，CPA 脑膜瘤 1 例大部
分切，其余肿瘤均影像学上全切。
结论 全内镜下完成经颅手术在技术上可行的，内镜具有近距离观察，视野广，死角少，图像清晰
等优点，而且一般在 2-3 厘米的操作空间内即可完成相关手术，具有微创锁孔特点。内镜经颅技术
也存在一定缺点，譬如立体感不强，特别是早期阶段，给手术操作带来一定的困扰，不过，这种立
体感可以通过一定时间的训练而逐渐增强。另外内镜还有“镜后盲”缺点，会影响器械的进出，该缺
点可以通过空间立体感训练和沿镜体进出器械来克服。结论：对于颅内深部手术采用观察镜，浅部
手术采用外视镜可以顺利地在全内镜下完成，并具有视野广、死角少、图像清晰和锁孔微创等特
点，是值得尝试的一种微创技术手段。

PU-477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XRCC4 gene on
radiosensitivity of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ZHIMING ZHENG,GUODONG WANG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bjective Radiotherapy is one of the leading approaches for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
treatment, however, the intrinsic radioresistance of tumor cells limit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radiation therapy. Therefore, discovering a new appoach to improve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GBM is
essential to maximally sensitize tumor cells to radiation-induced killing.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mechanism of XRCC4-mediated radiosensitization effects of GBM cells in
molecular, cellular, and the overall levels.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will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XRCC4 knockdown on the
radiosensitization of GBM cells using clonogenic surviving assay and xenograft tumor nude mice
model in vitro and in vivo. We will also detect the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by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FCAS) and Annexin V/PI, DNA double strand breaks by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of γH2AX and 53BP1, DNA damage and repair by comet assay,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by DCFH-DA fluorescent probes and chromosomal aberrations changes by chromosome analysis.
Furthermore, the protein level of genes involved in cell cycle, apoptosis and DNA repair singaling
pathway were evaluated by Western blot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vitro and in vivo.
Results This study confirmed that amiR-XRCC4 can effectively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XRCC4
gene in vitro and in vivo, could efficiently sensitize the human GBM cells to ionizing radiation (IR)induced killing by 2 to 3 times. Inhibition of XRCC4 did not change the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levels of glioblastoma cells, bu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level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γ-H2AX and 53BP1.
Conclusions The mechanism of XRCC4-mediated radiosensitization effects of GBM cells will
provide new ideas and avenues for the radiothrapeutic of GBM as well as other types of cancers
in molecular, cellular, and the overal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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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8

颅内肿瘤的伽玛刀治疗
陈海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伽玛刀对颅内各型肿瘤的治疗效果。
方法 我院自 2016 年 11 月—2019 年 2 月采用 OUR—XGD(AP)伽玛刀治疗各型颅内肿瘤患者 264
例，其中：脑膜瘤 92 例，男：35 例，女：57 例，年龄最大 75 岁，最小 24 岁，最大周边剂量为
14Gy，最小 8Gy；术后残留或术后复发垂体瘤 32 例，男：17 例，年龄最大 74 岁，最小 24 岁，
女：15 例，年龄最大 76 岁，最小 38 岁，周边剂量最大 22Gy，最小 8Gy；听神经瘤 41 例，男 21
例，女 20 例，年龄最大 73 岁，最小 38 岁，周边剂量最大 14Gy，最小 8Gy，；三叉神经鞘瘤 8
例，男 5 例，女 3 例，年龄最大 75 岁，最小 19 岁，周边剂量最大 14Gy，最小 12Gy，；转移瘤
46 例，男 28 例，女 18 例，周边剂量最大 20Gy，最小 16Gy；动静脉畸形 19 例，男 13 例，女 6
例，年龄最大 69 岁，最小 16 岁，周边剂量最大 20Gy，最小 18Gy ;海绵窦区海绵状血管瘤 10
例，男 5 例，女 5 例，周边剂量最小 8Gy，最大 12Gy；松果体区肿瘤 6 例，男 5 例，女 1 例，周
边剂量最大 14Gy，最小 10Gy；胶质瘤 5 例，男 3 例，女 2 例，周边剂量最小 11Gy，最大
17Gy；颅咽管瘤 2 例；恶性淋巴瘤 1 例；神经纤维瘤病 1 例。
结果 所有病人均在伽玛刀治疗后 3 个月、半年、1 年、2 年分别在门诊复查随访，结果显示：除 3
例恶性肿瘤（1 例转移瘤，1 例恶性脑膜瘤，1 例胶质瘤）未获控制外，其余 261 例病人的肿瘤生
长全部得到有效控制，部分病人的肿瘤出现萎缩，无并发症，无死亡率。
结论 伽玛刀是神经外科治疗颅内肿瘤的重要手段之一，具有创伤小、并发症低、恢复快、住院时
间短、不受病人身体状况和年龄限制，病人容易接受等优点，特别是对于颅内直径在 3.0cm 以下的
位置较深、手术困难或术后复发再手术难以彻底切除的肿瘤，具有明显的优势。对于高龄、全身情
况差而难以耐受手术的病人，更加具有明显的优势。

PU-479

125I 籽粒间质内放疗治疗复发胶质母细胞瘤的效果分析
王鹏,张剑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评估 125I 籽粒间质内放疗治疗复发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效果。
方法 自 2012 年至 2016 年，在海军总医院采用 125I 籽粒间质内放疗治疗的 143 例复发胶质母细胞
瘤患者，其中 69%的患者同期接受替莫唑胺辅助化疗。评估手术相关并发症，临床结果，无症状
生存期，总生存期。
结果 立体定向间质内放疗手术未导致患者死亡，出现一过性和永久性并发症患者的比例分别为
4.5%和 1.6%。从植入籽粒之日起算，患者的无症状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分别为 5.8 个月和 11.3 个
月。多变量分析提示，卡式评分（Karnofsky performance score）、年龄、替莫唑胺辅助化疗是影
响预后的独立因素（均为 p < 0.01）。
结论 125I 间质内放疗结合替莫唑胺辅助化疗是治疗复发胶质母细胞瘤安全且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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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0

下调 miRNA-612 表达提高原代培养胶质
母细胞瘤细胞对替莫唑胺的敏感性
顾文韬,寿佳俊,顾士欣,刘晓东,李金全,孙仕锋,车晓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胶质母细胞瘤是神经外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临床预后差。替莫唑胺作为首选化疗药物，但仍
有部分患者表现对化疗耐药。本研究旨在研究 miRNA-612 与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对替莫唑胺敏感性
的调节作用，为改善患者的临床预后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方法 使用 QRT-PCR 方法检测 20 例胶质母细胞瘤组织标本中 miRNA-612 的表达情况，并分析与
患者临床预后的关系。在原代培养的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系中，分成 miRNA-612 mimic， antimiRNA-612、Mock 和空白对照四组，加入不同浓度的替莫唑胺，CCK-8 方法检测细胞的 IC50，
计算不同 miRNA-612 浓度下替莫唑胺对于胶质母细胞瘤的细胞毒作用。
结果 miRNA-612 在胶质母细胞瘤组织标本中表达存在差异，其中 12 例组织 miRNA-612 高表达，
8 例低表达，其中高表达组生存时间（14.1±2.5 月）较低表达组（18.2±3.0 月）差。在细胞毒实验
中，anti-miRNA-612 组对替莫唑胺的 IC50 低于 mock 组和 miRNA-612 mimic 组（P＜ 0.05 ）
结论 胶质母细胞瘤中 miRNA-612 者倾向于较差临床预后，下调 miRNA-612 的表达能增强原代培
养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对替莫唑胺的敏感性。

PU-481

藤黄酸抑制细胞自噬及间质上皮转化
抑制人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生长
赵文洋,赵世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自噬是一种重要的生物学过程，它能帮助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克服细胞内或环境上的压力，包
括缺氧、营养缺乏和药物效应。上皮-间质转化（EMT）表型改变与胶质母细胞瘤（GBM）的进展
和侵袭密切相关。藤黄酸具有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影响。
方法 MTT 法检测细胞活力。细胞集落形成试评估细胞增殖。透射电镜检测自噬形态学变化。
Transwell 及划痕实验检测细胞迁移侵袭能力。 Western blot、免疫荧光和免疫组化染色检测蛋白
表达。 U87 异体移植瘤进行藤黄酸在体内的研究。
结果 藤黄酸抑制胶质瘤细胞的生长。自噬通量在治疗神经母细胞瘤细胞脱水穿心莲内酯抑制。藤
黄酸抑制侵袭、迁移能力及胶质瘤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表型。最后，藤黄酸抑制 U87 胶质瘤异体
移植模型中的生长。
结论 藤黄酸抑制脑恶性胶质瘤，包括自噬，侵袭的治疗作用，迁移能力和上皮-间质转化表型，这
可能为胶质母细胞瘤治疗的未来临床应用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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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2

Angiopepe-2 靶向修饰脂质-聚合物纳米载体递送 TMZ
联合放疗实现协同治疗脑胶质瘤的实验研究
王臻,肖勇,赵梦洁,邹元杰,肖红,刘宏毅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构建具有靶向、低氧响应和放疗增敏功能的纳米载体 PMTZ-Lecithin-ANG，包载替莫唑胺
(TMZ)，克服 BBB、降低放疗抵抗，改善胶质瘤预后。
方法 1. 核磁共振检测 PMTZ 是否合成成功。2. TEM 观察 PMTZ-Lecithin-ANG 在缺氧环境下的形
貌变化；Malvern Zetasizer Nano 研究 PMTZ-Lecithin-ANG 在缺氧环境下的粒径和电位变化。
3. ELISA 研究缺氧环境下 PMTZ-Lecithin-ANG 的硝基咪唑基团是否发生翻转、PMTZ-LecithinANG/TMZ 包封率。4. 克隆集落实验研究 PMTZ-Lecithin-ANG 对原代胶质瘤细胞株放疗增敏效
应。5. 构建原代胶质瘤细胞裸鼠原位模型；研究 PMTZ-Lecithin-ANG/TMZ 能否在脑胶质瘤组织内
有效聚积；活体成像仪研究 PMTZ-Lecithin-ANG/TMZ 靶向能力。6. 监测模型裸鼠肿瘤的变化；记
录生存状态。
结果 1. PMTZ 合成成功。2. PMTZ-Lecithin-ANG 呈圆形结构；水力学直径呈正态分布，为 74.69
± 5.73 nm；在缺氧环境中基本结构破坏，水力学直径增大。3.缺氧环境中 PMTZ-Lecithin-ANG 在
325nm 处特征性吸收峰消失。PMTZ-Lecithin-ANG/TMZ 的包封率为 10.23%。4. PMTZ-LecithinANG 组细胞克隆形成率显著下降(P＜0.01)，SERD0 为 1.31。5. 裸鼠原位肿瘤模型构建成功；
PMTZ-Lecithin-ANG/TMZ 脑靶向良好，可在胶质瘤组织中有效聚积(P＜0.01)。6. PMTZ-LecithinANG/TMZ+ RT 组荷瘤裸鼠的肿瘤最小，生存期最长(P＜0.01)。
结论 构建了高效纳米放疗增敏剂 PMTZ-Lecithin-ANG，可包载 TMZ，实现放化疗协同增敏治疗脑
胶质瘤，改善预后。

PU-483

微导管介入化疗肺癌小脑转移瘤的近期疗效研究
陈谦,任敬
天津市泰达医院

目的 通过对微导管介入化疗肺癌小脑转移瘤患者的近期疗效进行观察研究，对微导管技术在颅内
肿瘤介入治疗中的应用进行评价。
方法 选取 17 例肺腺癌小脑单发转移患者采用微导管技术进行动脉内介入化疗，每 4 周进行一次，
连续治疗 2 次，4 周后复查头部强化 MRI 并根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进行近期疗效评价。同时评价
患者的化疗药物不良反应和脑血管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17 例患者均完成 2 次治疗，完全缓解病例 4 例（23.53%），部分缓解 5 例（29.41%），疾
病稳定 7 例（41.18%），疾病进展 1 例（5.88%）。颅内病灶治疗有效率 52.94％（9/17），疾病
控制率 94.12％（16/17）。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11.76%(4 人次/34 人次)，无 3 级及以上不良反应
发生，脑血管并发症发生率 8.82％（3 人次/34 人次），经治疗后无明显后遗症。
结论 采用微导管技术进行的颅内小脑转移瘤介入化疗具有可靠的近期疗效，不良反应轻微且可
控，是颅内转移瘤治疗可供选择的有效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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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4

多周期替莫唑胺联合贝伐单抗治疗复发胶质母细胞瘤
洪洋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胶质母细胞瘤是颅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治疗效果差，复发率高，平均生存周期 14 个月。目
前关于复发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仍无定论，本文拟研究应用多周期（超过常规 start 方案）的替莫
唑胺化疗及贝伐珠单抗联合治疗复发的胶质母细胞瘤，研究患者的有效生存时间级无症状生存时
间。
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胶质瘤治疗中心 2016-2019 年间采用多周期的替莫唑
胺化疗及贝伐珠单抗联合治疗复发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 8 例，均为病理学证实为胶质母细胞瘤，经
二次手术病理或术后影像学诊断复发胶质母细胞瘤后予以替莫唑胺（150-200mg/m2 体表面积 d1-5,
间隔 3 月）及贝伐单抗(5mg/kg，间隔 2 周)。研究患者的生存时间和无症状生存时间。
结果 8 名患者平均生存时间 16 个月，无症状生存时间 10 月，应用贝伐单抗可明显改善患者的无
症状生存时间，但难以延长患者的总体生存时间，
结论 应用多周期（超过常规 start 方案）的替莫唑胺化疗及贝伐珠单抗联合治疗复发的胶质母细胞
瘤，可有效的提高患者的无症状生存时间，对于难以耐受或不能手术的病人采取此方案有利于患者
的治疗。

PU-485

Cyberknife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复发或残留颅内血管外皮瘤
黄立超,潘隆盛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 血管外皮瘤是一种以复发为特征的侵袭性肿瘤。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价应用射波刀立体定向放
射治疗复发或残留颅内血管外皮瘤的作用。
方法 我们收集了 2014 年至 2018 年之间 10 例（19 例肿瘤）复发或残留颅内血管外皮瘤患者的数
据，这些患者在我们的研究所使用射波刀进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其中包括 4 名男性和 6 名女性，
年龄在 32-58 岁。所有患者都曾接受过外科手术切除。总共 19 个肿瘤的初始体积在 0.84-38.5 立
方厘米之间，平均 8.51 立方厘米。肿瘤的中位边缘和最大放射治疗剂量分别为 21 戈瑞和 28.12 戈
瑞。平均随访时间为 24.7 个月，范围为 3-60 个月。根据诊断图像的变化，我们评估了赛博刀立体
定向放射外科的作用。
结果 10 例患者中，19 例肿瘤体积是在使用射波刀进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计算出来的。术后磁共
振图像显示肿瘤体积范围为 0-17.25 立方厘米，平均 3.73 立方厘米，与治疗前相比明显降低。随
访影像学研究显示，19 例肿瘤中 4 例（21.0%）肿瘤消失，10 例（52.6%）肿瘤减少，3 例
（15.7%）肿瘤稳定，2 例（10.5%）肿瘤复发，1 例（5.2%）肿瘤转移。19 例肿瘤中 17 例
（89.4%）的肿瘤控制。肿瘤控制的体积平均减少率为 65.44%，复发率为 129%，总肿瘤体积平
均减少率为 44.96%。我们治疗后没有发现并发症。
结论 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尽管是初步的，但对于复发性或残留性颅内血管外皮瘤，使用射波刀
进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是一种有效和安全的选择。长期密切的临床和影像随访是必要的，因为局部
复发和远处转移的概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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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6

伽玛刀治疗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的临床研究
陈兢,刘富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分析伽玛刀治疗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及影响其临床疗效的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我院伽玛刀中心治疗的脑干海绵状血管瘤 97 例（其
中男性 49 例，女性 48 例）。平均年龄 44 岁。伽玛刀治疗时病灶体积（0.076—5.49）cm3，平均
体积（0.99±1.20）cm3；边缘剂量（5.0—13.0）Gy，平均剂量 11.05 Gy。患者完成伽玛刀治疗
后进行定期复查，将患者最近一次随访（包括临床症状、影像学及年出血率）结果作为评价依据，
进行伽玛刀治疗前后比较。并分析可能影响疗效的因素。
结果 伽玛刀治疗后共有 97 例患者获得了临床随访和影像学随访，病例随访资料均完整可靠。平均
临 床 随 访 时 间 49.25±26.62 月 。 临 床 症 状 好 转 者 有 72 例 （ 74.2% ） ， 症 状 稳 定 者 15 例
（15.5%），出现新症状或者原有症状加重 10 例（10.3%），伽玛刀治疗后临床症状控制不佳与
术 后 再 次 出 血 及 术 前 出 血 次 数 相 关 （ P ＜ 0.05 ） 。 影 像 学 随 访 资 料 中 ， 平 均 随 访 时 间 为
（31.79±22.14）月，病灶缩小者 31 例（32%）,病灶体积变化不明显者 54 例（55.7%），病灶体
积增大者 12 例（12.3%）。伽玛刀治疗后病灶总体控制率为 87.7%。 在影像学随访期内，12 例病
灶体积增大者中有 11 例发生伽玛刀术后再次出血，（其中 9 例为症状性出血， 2 例为无症状性出
血），1 例患者于伽玛刀治疗术后出现病灶周围脑水肿。统计分析显示术后再次出血与病灶体积增
大相关（P＜0.05）。伽玛刀治疗前年出血率为 31%，伽玛刀术后 2 年内年出血率为 4.5%，伽玛
刀术后 2 年以后的年出血率为 1.4%。
结论 1、 伽玛刀可以作为重要治疗方式治疗有症状且有出血史的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是安全有效
的；
2、对于脑干部位的海绵状血管瘤采用接近 11Gy（5-13Gy）的边缘剂量治疗是安全的，应该根据
患者综合情况选择剂量；
3、伽玛刀治疗脑干海绵状血管瘤可以降低再出血率；
4、术前出血次数、术后再次出血与伽玛刀治疗后症状控制不佳相关

PU-487

伽玛刀治疗颅内多发性脑膜瘤的临床研究
陈兢,陈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评估分析伽玛刀治疗颅内多发性脑膜瘤的安全性与有效性，探讨伽玛刀治疗的适应症、治疗
剂量的选择以及影响其临床疗效的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期间在我院伽玛刀中心治疗的 42 例（其中男性 7 例，
女性 35 例）颅内多发性脑膜瘤患者。伽玛刀治疗时的肿瘤，平均体积（1.72±2.05）cm3；照射剂
量（9.0—16.0）Gy，平均剂量（12.58±1.08）Gy。患者完成伽玛刀治疗后进行定期复查，将患者
最近一次随访（包括临床症状与影像学）结果作为评价依据，进行伽玛刀治疗前后比较。并分析可
能影响疗效的因素。
结果 伽玛刀治疗后共有 41 例患者（97.6%）获得 6.5—94.7 个月的临床随访，平均随访时间
45.21 个月；38 例患者（90.5%）获得影像随访，其中 31 例患者（73.8%）中的 69 个肿瘤，影像
随访时间在 1 年以上。在这 31 例患者中，其影像随访时间 12.0—89.0 个月，平均 44.58 个月。临
床随访结果显示：12 例患者（29.3%）的临床症状得到改善，21 例患者（51.2%）仍无临床症状
或原症状无变化，8 例患者（19.5%）出现一过性或短暂性的头痛、头晕。影像学方面：27 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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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4 个病灶（92.7%）得到有效控制；4 例患者中 5 个病灶（7.3%）出现进展。3 例患者
（9.7%）出现新的肿瘤周围水肿或原水肿加重，1 例患者（3.2%）出现肿瘤假性进展。统计学分
析发现肿瘤周围水肿与患者出现临床加重相关（P＜0.001），其余因素与患者临床症状和影像学疗
效关系尚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伽玛刀可作辅助或首要治疗方式治疗颅内多发性脑膜瘤，尤其适用于术后剩余、残留或复
发的患者以及不宜或不能行手术治疗的患者。
2、伽玛刀治疗颅内多发性脑膜瘤在短期（5 年内）是安全有效的。
3、采用 12Gy 左右的边缘剂量治疗颅内多发性脑膜瘤能取得较为满意的肿瘤控制效果，同时并发
症可接受，边缘剂量 12-15Gy 可能作为伽玛刀治疗颅内多发性脑膜瘤的最佳治疗窗。

PU-488

肺癌脑转移伽玛刀治疗后生存 18 年一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廖洪飞,吴高峰,唐轶,雷进,廖述才,梁文能,熊艳丽
泸州医学院附属成都三六三医院头部伽马刀室

目的 通过 1 例肺癌脑转移患者伽玛刀治疗后随访 18 年的病例分析和文献复习，了解脑转移瘤伽玛
刀后长期随访的变化
方法 病例分析以及文献复习
结果 随访提示该例患者长期生存，生活质量较高；文献提示脑转移瘤不同预后评估系统有其不同
的特点及优势；脑转移瘤放射外科的相关指南不断的发展；远期发生放射性脑损伤的可能因素分
析。
结论 肺癌脑转移头部伽玛刀治疗后生存 18 年实属罕见；远期可能发生的放射性脑损伤值得重视。

PU-489

基于系统药理学靶点“钓钩”策略对瓜蒌活性成分
中针对神经肿瘤治疗的研究
张轩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系统药理学方法预测中药瓜蒌的活性成分和药理作用，探索其对于神经系统肿瘤治疗的
作用。
方法 利用系统药理学方法，构建瓜蒌分子数据库，以“钓钩”策略筛选出活性成分及对应靶点，在
UniProt 数据库中获取靶标的基因名称并于 TTD 数据库中获取基因相对应的疾病；用网络可视化软
件 Cytoscape，构建成分―靶点―疾病网络；借助 Metascape 工具进行瓜蒌有效成分蛋白质群的
基因本位论(GO) 分析和靶蛋白作用通路（KEGG）的富集分析。
结果 筛选瓜蒌活性分子 80 个，构建了由 27 个候选化合物分子和 95 个作用靶点和 16 类疾病关系
组成的网络图，其疾病涉及心脑血管和肿瘤等六大系统。其靶点与神经肿瘤的发生与发展等多种生
物学过程的信号转导密切相关。
结论 基于活性成分“靶点”疾病网络，系统地阐述了瓜蒌在神经肿瘤发挥药理作用的基础理论，进
而筛选出针对脑血管及神经肿瘤的治疗靶点，从而进一步探索其治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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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0

低能 X 射线术中放射治疗在原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治疗中的应用
张洪俊 1,韩小弟 2,傅兵 1,闵思明 1,郭腾显 1,马骥 1
1.天坛普华医院
2.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原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恶性程度极高，手术后辅助同步放射治疗、化学治疗可以延长患者生存
期，但治疗效果仍很差，生存期短。胶质母细胞瘤术后放射治疗最佳时机为尽早开始，由于对手术
切口愈合的影响，一般最早为术后 2 周，最迟不超过术后 6 周。本文探讨将放疗时机前移，与手术
同步，评估低能 X 射线术中放疗对原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治疗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 年 5 月至 2017 年 11 月行术中放疗联合术后常规放化疗的原发性胶质
母细胞瘤患者生存期，且该患者为初次发病后于我院就诊并手术治疗。
结果 回顾周期内共纳入 22 例初诊原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并于我院行开颅手术且行术中放疗，
术后常规行同步放化疗。其中男性 15 例，女性 7 例，年龄 34-75 岁，所有病例肿瘤均位于小脑幕
上，肿瘤显微镜下全切除。术后病理诊断均为胶质母细胞瘤、IDH 野生型，MGMT 甲基化率为
17.1%。低能 X 射线术中放疗设备为 INTRABEAM(PRS 500)，采用的放射剂量为 10Gy／2
mm(距离球形施用器表面 2 mm 的脑组织接受的放射剂量为 10Gy)，术后按照 Stupp 方案行同步放
化疗。统计患者中，目前仍有部分存活者。截止 2018 年 12 月最后一次随访日期，按 Kaplan—
Meier 生存分析统计平均无进展生存期 14.1 个月。因部分患者仍存活，统计平均生存期为 22 个
月。其中 12 个月生存期 100%，24 个月生存期达 20%。治疗期内无白细胞减少、切口不愈合及颅
内血肿的病例，无癫痫发作病例，无恶性脑水肿需要手术病例；脑膜炎 2 例，经腰穿治疗后痊愈；
放射性脑坏死 2 例，经贝发珠单抗治疗后好转。患者死亡原因为肿瘤进展、原位肿瘤复发且肿瘤突
发出血、肺炎致呼吸衰竭、脑积水等。
结论 在原发性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中，应用低能 X 射线术中放疗技术直接照射肿瘤瘤床，可以将
放射治疗的时机提前至与手术同步，治疗效果较好，明显延长术后生存期，且不良反应较轻。但由
于术中放射治疗花费较大且早期病例基因检测的不普及，研究样本数量少，对研究结果可能会有影
响。

PU-491

Tailored treatment options for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es by a relocatable frame system
with Gamma Knife radiosurgery
叶科,童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Objectives To report on our experience with the Elekta Extend system, a relocatable frame
system utilized in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es for single-session, multiple-session or staged
multiple-session Gamma Knife radiosurgery (GKRS); and the evaluation of its efficacy.
Methods From March 2014 to September 2016, 856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es underwent
GKRS at our hospital. Out of 856, 35 patients who were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d, were
selected for treatment with GKRS using the relocatable Elektra Extend system.
Results The mean radial setup difference from the reference measurements was 0.50±0.16mm.
The median OS time was 12 months (95% CI: 6.43-17.57). The 1-year and 2-year OS rates were:
48.6% (95% CI: 32.1%-65.1%) and 34.6% (95% CI: 17.9%-51.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Elektra Extend system can maintain sub-millimetric accuracy and provide noninvasive head fixation with reasonable tumor control, and good survival benefits in s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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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with new or recurrent brain metastases.

PU-492

松果体瘤立体定向术下近距离内放射治疗
朱毓科,杨大祥,王鹏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目的 探讨松果体瘤颅脑立体定向术下近距离内放射治疗(SIRBT)的价值。
方法
在 MR 引导下对 8 例松果体瘤实施 SIRBT。肿瘤平均直径为 3.6cm。利用 MR 确定肿瘤的
边界和空间几何，贯穿肿瘤生长轴的理想穿刺道。全麻下行后装导管肿瘤内置入术，术后第二天行
后装 192Ir 肿瘤内放疗，放疗量 1500rads,放疗时间 16 分钟。术后第三天行二次内放疗，放疗量、
范围、持续时间与上次相同。
结果
后装管留置与术前计划符合。内放疗后肿瘤均迅速缩小，内放疗后肿瘤平均缩小为
84%(76～94%)，所有病人临床体症均有迅速减轻。
结论
立体定向术下内放疗对脑组织创伤小，并可以达到传统手术难以达到的深处。立体定向术
下内放疗是治疗松果体瘤理想的选择。

PU-493

miR-448 increases radio-sensitivity
by inhibiting glycolysis in glioma
Xiao Yue1,Fengming Lan2
1.Tianjin Huanhu Hospital
2. Tianjin Hospital

Objective Glycolytic reprogramming is a typical feature of many cancers; however, key
regulators of glucose metabolism reengineering are poorly understood, especially in glioma.
Methods Bioinformatic analyses,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biochemical assays, and
subcutaneous tumor establishment were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signaling pathways of miR-448
in response to radiation treatment. Glucose consumption, LDH activity and cellular ATP were
measured to determine glycolysis ability of glioma cells.
Results Firstly, miR-448 is identified to be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in glioma tissues and cell
lines. Interestingly, our studies indicated that miR-448 acts as a tumor suppressor and inhibits
glycolysis in glioma by negatively regulating HIF-1α and its downstream glycolytic regulators,
HK1, HK2 and LDH-A. Overexpression of miR-448 enhanced the sensitivity of glioma cells to Xradiation. Finally, in vivo experiments with xenografts confirmed that high expression of miR-448
in tumor cells increased radio-sensitivity via inhibiting glycolysis.
Conclusions miR-448 promotes radio-sensitivity by negatively regulating glycolysis in glioma. A
newly identified miR-448-HIF-1α axis acts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approach to overcome radioresistance for glioma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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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94

Novel predictive epigenetic signature for temozolomide
in non-G-CIMP glioblastomas
Anan Yin1,2,Yalong He1,Yuhe Liu2,Amandine Etcheverry3,Jill Barnholtz-Sloan 4,Wei Zhang1,Xiang Zhang1
1.Xijing Institute of Clinical Neuroscience， Xijing Hospital， Air Force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The 88th Hospital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aia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3.Université Rennes1， UEB， UMS 3480 Biosit， Faculté de Médecine， Rennes F-35043， France
4.Case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Cleveland， Ohi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bjective Glioblastomas (GBMs) were clinically heterogeneous groups of refractory diseases
with invariably dismal prognosis. Unfortunately, the tumors were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variable responses to TMZ.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of the O-6-methylguanine-DNA
methyltransferase (MGMT) has been so far the most informative predictive biomarker for TMZ
outcome in GBMs. However this single-gene methylation status still had limitations for clinical
utility, especially for guiding TMZ choice in unmethylated tumors. Therefore, novel predictive
biomarkers that have high predictive value independent of MGMT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could be most helpful.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 novel 7-CpGs signature from genome-wide
DNA methylation data which could confer predictive information complementary to MGMT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Further studies on the epigenetically regulated gene HSBP2
provided additional biological and clinical evidence.
Methods Different cohorts of primary non-G-CIMP GBMs and lower-grade gliomas (LGGs) with
genome-wide DNA methylation microarray data were included for discovery and validation of
multi-marker signature, combined using a RISK-score model. A multi-step selection strategy was
employed for predictive probe selection. Different statistical analyses and in vitro functional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for clinical and biological validation. A local cohort of 54 formalinfixed paraffin-embedded (FFPE) IDH1R132H wild-type GBMs was also included for additional
validation. All the calculations were done within SPSS statistics (SPSS Software Inc.) and R
software, with two-side p-values ≤ 0.05 for significance.
Result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predictive 7-CpGs signature for TMZ outcome
According to the strict selection strategy (Figure 1A), we identified a panel of seven CpGs from
the discovery cohorts (Table 1); each CpGs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OS of non-G-CIMP
GBMs with RT/TMZ, but not RT alone, which was also independent of age, MGMT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and other CpGs. The 7-CpGs panel was combined using a RISK-score model
as follows: risk score = (1.095 × β value of cg23904249) + (1.575 × β value of cg07490776) + (1.365 × β value of cg24035962) + (-1.574 × β value of cg01980222) + (-1.248 × β value of
cg01980222) + (-1.120 × β value of cg15227610) + (-0.975 × β value of cg13784557). The RISKscore signature predicted OS in two discovery cohorts with RT/TMZ, but not in discovery cohort
with RT alone (Figure 1B). Correlation with known clinical or molecular features in TCGA samples
showed that the risk subgroups appeared to be not correlated with gene expression subtypes,
DNA methylation clusters, MGMT methylation status, gender and age subgroup (Figure 1C). The
RISK-score signature was further validated in three validation cohorts of non-G-CIMP GBMs with
RT/TMZ, and one validation cohorts of BM-like LGGs without IDH mutations and 1p/19q codeletion (Figure 2). ).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ISK-score signature with the two conventional risk
factors could also provide optimized risk classification in non-G-CIMP GBMs (Figure 2).
Multivariate Cox analyses demonstrated the RISK-score signature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to MGMT methylation status among non-G-CIMP GBMs with RT/TMZ (Table 1).
HSPB2 appeared to be epigenetically regulated by non-CpGs island methylation and be
associated with TMZ resistance in GBM cell lines
HSPB2 methylation was consistently and significantly in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its expression
(Figure 3).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ethylation and protein levels was also observed in
a local cohort of FFPE samples (Figure 3). Demethylation treatment with 5-Aza-dC show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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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BP2 expression was increased in GBM cells with original hypermethylated CpGs, e.g., U373
and U251, but not in cells with hypomethylated CpGs, e.g., U87 (Figure 3). HSPB2
overexpression by lentivirus infections was conducted and confirmed by western blot (Figure 4),
which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alterations in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Figure 4).
However, HSPB2 overexpression did confer resistance to TMZ treatment in GBM cells regardless
of MGMT expression (Figure 4). The single-CpGs methylation of HSPB2 by pyrosequencing
predicted OS in patients with RT/TMZ (log-rank p=0.0245) but not in those with RT alone (logrank p=0.7733; Figure 4).
Conclusions Clinically informative biomarkers predictive of the likely benefit from specific
treatment we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guiding precision medicine towards cancer patients.
Development of powerful predictive indicator that could take advantage of multi-marker
information and provide complementary information to MGMT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would
be greatly helpful for improving current clinical decision. In this study, we have proposed a RISKscore signature of 7 CpGs and a single-CpGs methylation of HSPB2, both with promising
predictive values to TMZ outcome in non-G-CIMP (or IDH wild-type) GBMs, which could provide
complementary information to the current best MGMT-based predictor. Future prospective
studies are needed to justify definitive conclusions.

PU-495

一例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全胃切除术后患者应用中的的护理体会
唐云云
海南医学院

目的 分析讨论在快速康复理念下全胃切除术后患者的观察要点及疗效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并总结 1 例在应用快速康复理念的全胃切除术后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病情及
护理过程。
结果 患者在快速康复理念下，全胃切除术后 5h 进食，4h 肛门排气，术后 1 天下床活动，拔除引
流管，术后 3 天出院，经随访未有并发症的发生，恢复良好。
结论 由于全胃切除术后创伤性较大，手术治疗过程中会产生多种应激反应，故术后存在发生并发
症的风险较高，需要的恢复时间较长。经研究，将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应用于全胃切除术患者，能够
有效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促进患者恢复，减少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费用，加快住院周转率。

PU-496

ECRS 法在 NICU 患者下呼吸道感控管理流程中的应用
詹昱新,杨中善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 ECRS 法在 NICU 患者下呼吸道感控管理流程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7 月—2018 年 6 月我科开放气道患者 502 例为观察组，成立流程再造小组，优
化工作流程及内容，并运用 ECRS 法对下呼吸道患者进行管理，并且对以往的护理管理流程进行
分析，总结出新流程，观察组由 ECRS 气道护理流程重组小组进行专科护理，分析其效果。
结果 在实施 ECRS 法后，神经外科的气道护理流程得到简化，开放气道感染发生率由 49.69%下降
至 43.03%、开放气道多重耐药感染发生率由 31.34%下降至 25.30%、护士痰培养采集正确率由
73.33%上升至 96.15%、医生满意度由 69.05%上升至 90.90%、护士手卫生执行率由 72.3%上升
至 9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神经外科 ICU 实施 ECRS 法极大地提高了气道护理管理质量，提高了护士的专业水平及医生

314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满意度，促进护理专科的发展。

PU-497

神经外科患者行肠内营养支持预防误吸的最佳证据总结
詹昱新,杨中善,黄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检索、评价、提取并总结神经外科患者行肠内营养支持预防误吸的最佳证据，为神经外科
ICU 相关科室医护人员临床实践提供参考，以降低患者误吸发生率。
方法 首先运用 PIPOST 模式确立问题，其次使用计算机按“6S 证据模型”检索肠内营养支持预防误
吸的相关研究，采用英国 2012 年更新的《临床指南研究与评价系统》（AGREEII）评价指南、
AMSTAR（assessment of multiple systematic review）评价系统评价、澳大利亚 JBI 循证卫生保
健中心的文献质量评价工具对各类原始研究及专家共识进行质量评价，并对证据进行级别评定。
结果 共纳入 12 篇文献，包括临床决策 3 篇，证据总结 1 篇，指南 3 篇，系统评价 3 篇及专家共识
2 篇。总结了 15 条最佳证据，分别为团队管理、早期评估与识别危险因素、喂养方式的选择、药
物预防、体位管理、口腔卫生、气道管理和临床监测 8 大类别。
结论 建议临床相关科室医务人员使用最佳证据对行肠内营养支持患者进行误吸预防，降低误吸发
生率，提升护理质量。

PU-498

基于循证的住院患者肠内营养护理质量四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詹昱新,杨中善,黄娜,李昭慧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构建肠内营养护理质量四级评价指标体系，为提高临床护士执行力提供理论依据，最终提高
肠内营养护理质量。
方法 基于循证方法学结合本院临床数据分析，成立课题小组，确定问题，检索证据，形成函询问
卷，制定指标筛选标准，应用德尔菲法对 20 名专家进行两轮函询，确定各指标内容及及重要性，
结合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结果 确定了基于过程质量的肠内营养规范符合率下的 4 项三级指标，分别为营养风险护理评估落
实率、肠内营养护理评估落实率、肠内营养溶液配制落实率和肠内营养输注护理落实率，每项三级
指标下属四级指标依次为 3 项、2 项、3 项、13 项，共 21 项四级指标。
结论 肠内营养护理质量四级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行性，可有效指导护士规范操
作行为，准确评价肠内营养护理质量。

PU-499

基于循证的住院患者肠外营养护理质量四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詹昱新,杨中善,黄娜,李昭慧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基于循证构建住院患者肠外营养护理质量四级评价指标体系，指导护士行为标准，确保肠外
营养安全执行，促进患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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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系统检索中国指南网、Up To Date、美国肠外肠内营养学会（ASPEN）、欧洲肠外肠内营养
学会（ESPEN）、Joanna Briggs Institute(JBI)等数据库，严格筛选、评价文献，综合证据，结合
本院近两年临床数据分析，形成初始问卷。应用德尔菲法对 30 名专家进行两轮函询，确定各指标
内容及重要性，结合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结果 共纳入 9 篇文献，其中临床决策 2 篇、证据总结 1 篇、指南 2 篇和专家共识 4 篇。经过两轮
专家函询后，得到一项一级指标即过程质量、一项二级指标即肠外营养规范符合率、四项三级指标
即营养风险护理评估落实率、肠外营养护理评估落实率、肠外营养溶液配制落实率和肠外营养输注
护理落实率、十七项四级指标。
结论 住院患者肠外营养护理质量四级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实用性，能有效指导护
士正确行为、评价肠外营养护理质量。

PU-500

替莫唑胺治疗髓母细胞瘤患者综合护理干预的临床观察
贾蓓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替莫唑胺治疗髓母细胞瘤患者实施神经外科专科护士参与的综合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2014 年 1 月 5 日至 2017 年 11 月 5 日收治的髓母细胞瘤术后进行替莫唑胺化疗治疗的患
者 108 例，按照入院先后顺序依次交替归属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54 例，分别接受常规的化
疗患者护理措施和有神经外科专科护士参与的综合护理措施。回顾性比较 2 组患者之间的焦虑程
度、恶心呕吐等胃肠道不适症状的发生率的差异。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焦虑人数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焦虑人数[3.7%(2/54）比 16.7%（9/54）]，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X2=4.960，P<0.05。观察组患者的胃肠道耐受性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胃肠道耐
受性（完全耐受 52/40，部分耐受 2/8，不耐受 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0.565，P<0.05。
结论 综合护理方式可有效的舒缓患者的焦虑心情，提高髓母细胞瘤术后替莫唑胺药物治疗患者的
胃肠道耐受性，值得在临床护理中进行推广。

PU-501

听神经瘤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王静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听神经瘤系原发于第八神经鞘膜上的肿瘤，多起源于神经的前庭部分，很少部分来源前庭神经
纤维本身，又称之为前庭神经鞘瘤。发病率占颅内肿瘤的 8%～10%，好发于中年人，高峰年龄
30～50 岁，属良性肿瘤。其生长特点为沿内听道扩展，出内耳门向桥脑小脑角发展。在其生长过
程中可对周围神经结构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出现听神经、三叉神经、后组颅神经及脑干、小脑的功
能障碍，脑脊液循环受阻而发生颅内压升高。由于肿瘤位于桥脑小脑角，邻近脑干，手术难度大，
术后易出现并发症，故手术护理非常重要。
目的 强化听神经瘤围手术期护理，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患者术后康复。
方法 我院近期收治听神经瘤患者 28 例，其中男 18 例，女 10 例，年龄 25～66 岁之间，患者均已
耳鸣、听力下降、头痛、颜面部麻木、行走不稳等症状为主。其中耳鸣、听力减退或消失 15 例，
不同程度的头痛 20 例，面部麻木 18 例，行走不稳 8 例，面部麻木、面部感觉减退 12 例，术中行
肿瘤全切 24 例，次全切除 4 例，经过术前有效的心理干预、生活护理及术后体位、并发症的预
防、有效的护患沟通、严密的病情观察及早期的康复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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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8 例病人术后继发性颅内血肿 l 例，脑水肿 1 例，气管切开 2 例．均治愈后出院。
结论 注重心理护理、加强病情的动态观察、早期进行康复治疗、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是听神经瘤病
人护理的重点。

PU-502

神经外科吞咽障碍患者 护理需求分析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
张珍,陈璐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吞咽障碍是指由于下颌、双唇、舌、软腭、咽喉、食管等器官结构和(或)功能受损，不能安全
有效地把食物输送到胃内的过程，是神经系统疾病[1]患者常见的临床症状，调查神经外科吞咽障碍
患者的护理需求，并分析其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1 月-2017 年 10 月我院神经外科住院治疗伴有吞咽障碍的患者 118 例，采用
自行设计的吞咽障碍护理需求量表进行调查，同时收集临床因素，分析影响因素。采用问卷调查
法，问卷由一般资料问卷和护理需求问卷组成，先由２名接受培训的护理人员采用洼田实验法进行
筛查，阳性患者进一步给予问卷调查，如患者不能自行填写，由护理人员解读询问，选择合适答
案。所有问卷当场回收并及时核查，若有缺漏项提醒患者及时补充。发放问卷均有效回收
结果 神经外科吞咽障碍患者护理需求总分为(39.80±3.70)分，对于安全需求和技能需求较高；而患
者年龄和吞咽障碍程度是影响患者护理需求的独立因素(P＜0.05)。
结论 神经外科吞咽障碍患者的护理需求较高，尤其是安全和技能需求方面，年龄和吞咽障碍程度
是护理需求水平的影响因素，对于高龄和吞咽障碍程度重的患者应提高护理等级，以满足患者护理
需求。

PU-503

ERAS 标准操作规程在显微血管减压手术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姜雪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 ERAS 标准操作规程在显微血管减压（MVD）手术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104 例显微血管减压手术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51 例，观察组 53 例。对照组按照手术室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 ERAS 理念
进行手术护理。融入 ERAS 理念的具体护理措施有：（1）术前访视。术前一日巡回护士查看病
历，做出相应的心理干预，交代术前禁食水时间，术前 6h 禁食固体食物，术前 2h 禁饮，且在术前
2 小时可口服营养液。为使术前访视更加科学化、标准化、人性化，制作了 IPAD 术前访视软件并
应用。（2）术中压疮预防。设计压疮风险评估表、手术患者压疮预防流程图、患者术中预防压疮
操作规范，根据患者压疮风险评估结果实施针对性的护理。（3）术中低体温预防。调整室温至
20—25℃；术中使用充气式加温毯；使用体温探头实时监测腋温、肛温；术中输注液体、血液或
冲洗水冲洗时加温至 36—37℃；保持切口周围干燥，防止敷料被血液、冲洗水浸湿，减少散热；
手术结束后通知病区提前做好接手术患者准备；在转运患者过程中，盖好盖被注意保暖。（4）术
中静脉炎预防。选择型号合适的留置针和穿刺部位；加强巡视，避免输液速度过快，输注高浓度、
刺激性液体时选择深静脉或肘部静脉，避免选择远端小静脉，严格配伍禁忌，严密观察输液部位及
血管状况，定时巡视，严格与病房护士交接留置时间。（5）术中下肢静脉血栓预防。遵医嘱使用
间歇式充气压力仪；密切观察患者出入量，出血多时及时补充血容量。（6）术中感染控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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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S 手术用物准备卡以确保手术用物准备充分，防止术中手术人员频繁出入，使用可吸收性抗菌
缝线。
结果 观察组术后下床时间、平均住院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0.05），住院满意度较对照组明
显提高（P<0.05），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显微血管减压手术中应用 ERAS 标准操作规程，可缩短患者住院时间，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提高患者住院满意度。

PU-504

“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在神经肿瘤科护理实践中的效果分析
张扬琼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在肿瘤科护理实践中的效果。
方法 2018 年 4 月至 2018 年 12 月，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肿瘤科采用“医护一体化”的护理模式，成立
医护工作小组，形成相对固定的医生、护士组合（医生：护士=1：1）；实施患者全程管理模式，
主管护士全程跟踪及负责患者入院到出院治疗情况；实施二重查房模式，早上由护士长带领主管护
士、夜班护士进行查房，下午由医护工作小组共同查房；实现人力资源优化，取消治疗班护士岗
位，增加主管护士岗位，患者的所有治疗由主管护士负责，改变以往护理工作流水作业现象；实施
分层级培训学习，根据职称、年限建立个人资料本，每层级有相关内容要求。记录患者满意度调查
表及护士工作满意度调查表得分，运用卡方检验（SPSS 21.0）分析实施“医护一体化”后取得的效
果。
结果 采用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后，患者满意度及护士工作满意度明显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开展后，护士与医生更加密切交流患者信息，能有利于高效进行临床工
作，更加明显的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PU-505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身体约束流程规范化的应用效果评价
牟芷惠,王毓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规范身体约束流程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随机抽我院 2018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 收治的 4737 例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按时
间段分成对照组 (2065 例 )：使用规范化身体约束流程，和观察组 (2672 例 )：常规身体约束流
程。比较两组的身体约束率、约束时间、约束相关并发症、非计划性拔管发生率、家属满意度。
结果 实验组身体约束率、约束时间、约束相关并发症、非计划性拔管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家属
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规范身体约束流程可降低患者身体约束率、缩减约束时间、减少并发症及非计划性拔管发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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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6

乙状窦后入路大型听神经瘤术后并发症的早期护理观察
郑敏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对乙状窦后入路大型听神经瘤患者术后常见并发症进行护理观察，总结评估预后情况，探讨
早期护理观察的重要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4 月～2017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大型听神经瘤手术患者，对 36 例乙状窦后
入路大型听神经瘤术后并发症及护理观察进行分析、其随访 6 个月、12 个月并功能疗效评定
（GOS 评分和 MRS 评分）。
结果 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并及时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可降低和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与术前比较，患
者术后 12 月的面神经优良率 67.6%（术前 72.2%），GOS 评分和 mRS 评分均较术前改善，且有
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对大型听神经瘤应积极手术治疗，术后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可降低患
者致死致残率，能明显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U-507

基于文氏图原理进行科室护理一级质量管理的探讨
郑敏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索应用文氏图原理进行护理质量管理，即人人成为管理者，同时每个人都被管理。利用该
模式将质控项目系统化，分工明确,使得科室护理一级质控内容得到有效落实，数据化的结果使得
效果分析更准确。为护理质量管理提供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方法 1、在医院三级质控的大框架下，优化科室内部质控分工，依据文氏图原理将科室内所有护理
组成员依据年资、工作能力、个人优势等方面分为 3 级，并每月设有 1 名监督员，即护士长为三级
质控员，各小组质控组长为二级质控，各小组质控员为一级质控。2、各质控小组制定质量管理评
价标准、检查方法以及评分标准。3、实时质控：护士长发现问题直接告知质控组长并用红笔在院
一级质控本记录，质控组长发现问题直接告知当事人并用蓝笔在院一级质控本记录，一级质控员每
日下班前检查自我工作质量，发现问题及时在科室一级质控记录，各质控项目间设有重叠部分以便
互相监督 4、周质控：质控组长根据检查表每周抽查最少 5 样本进行检查，并汇总检查结果。最终
将本月质控内容汇总。5、由监督员负责质控本书写质量检查，并负责每月质控内容汇总，在每月
质控会上进行汇报，组织讨论解决方案及效果追踪。
A：表示质控员 B:表示质控组长 C:表示护士长 D:表示监督员
结果 结果见表 1，表 2
结论 多方面、全员质控是增强满足病人要求和服务要求能力的有效活动。改善护理服务质量和提
高质量管理体系过程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基于文氏图原理进行护理质量管理将工作重点放在对全员
质控以及全面质控的分析研究、对整改措施有效性的跟踪评价。
基于文氏图原理进行护理质量管理是现代护理管理的新突破，系统性地用文字形式总结整改效果
并推广应用。利于调动全员工作积极性、提高护理质量、同时系统性的结果方案有利于质量控制数
据库的建立。综上所述,基于文氏图原理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有效地更新了质量观念,减少了护
理缺陷，提高了护理质量，更重要的是建立了质控体系促进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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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08

“三位一体”模式在垂体瘤术后留置尿管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杨春玲,王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垂体瘤是来源于垂体的良性肿瘤，肿瘤直径＜10mm 为微腺瘤，10-30mm 为大腺瘤，＞
30mm 为巨大腺瘤。垂体瘤手术多涉及下丘脑，对垂体后叶及垂体柄有所影响，可能导致神经功能
受损，术后尿崩症发生率高，病人出现多饮多尿，因此准确记录尿量对此类患者尤为重要。“三位
一体”模式是以患者为中心，由医师、护士、家属共同参与对患者的治疗护理服务,近年来在糖尿
病、骨科、肝胆疾病患者中进行使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方法 选择垂体瘤术后留置尿管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n=50 例）和对照组（n=50 例）。
实验组患者在术前一日由医师、护士共同对患者和家属进行留置尿管护理宣教，告知患者术后留置
尿管必要性及尿管刺激的不适感，最终由医师、护士和家属共同对患者留置尿管进行干预。对照组
患者直接由护士对患者或家属进行留置尿管的护理宣教。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对尿管刺激的耐受性及
护理满意度。
结果 实验组患者对尿管刺激的耐受性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护理满意
度高于对照组。
结论 本研究发现“三位一体”模式能有效提高患者术后对留置尿管的耐受性，降低相关并发症发生。
本研究发现当医师、护士、家属共同参与对患者的治疗与护理时，能够提高护理综合满意度，家属
参与可增加家庭亲密度，同时医师护士合作也提高了工作效率。“三位一体”模式是以患者为中心，
医师-护士-家属共同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及心理疏导等全程无缝隙的专业护理，能够减轻患者恐
惧、紧张等不良情绪，使患者处于良好的心理及生理状态，有利于术后的康复。

PU-509

加速康复护理模式在颅脑肿瘤患者术后管理中的应用
赵彬芳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加速康复护理模式在颅脑肿瘤患者术后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纳入 2016 年 9 月-2018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140 例颅脑肿瘤患者，按前后对照研究分为观察组
70 例（ERAS 实施后）和对照组 70 例（ERAS 实施前）。对照组按照神经外科开颅术后常规护
理，观察组在加速康复护理模式下进行术后管理，包括组建加速康复协作团队、对小组成员进行
ERAS 知识培训、ERAS 管理措施的实施及质量控制。比较两组患者术后首次进食时间、首次下床
活动时间、拔除尿管时间、术后住院天数、患者满意度及加速康复护理模式实施前后护士职业认同
感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术后首次进食时间分别为（9.6±5.3）h、（21.5±3.3）h，首次下床活动时间
分别为（1.6±0.4）d、（2.8±0.7）d，术后住院天数（4.8±1.8）d、（6.5±1.6）d 等实验室指标，
患者满意度、舒适度观察组优于对照组，ERAS 实施后护士职业认同感高于实施前，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加速康复护理模式应用于颅脑肿瘤患者术后是安全可行的，可加快患者康复，对护理团队产
生积极正向的影响，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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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0

鼻咽癌放疗患者营养干预期间放疗
前中后体重变化规律的研究分析
杨华君,张杨琼,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营养干预期间鼻咽癌患者放疗前，放疗中及放疗后体重变化规律，更好地为鼻咽癌患者
提供合理有根据的营养支持。
方法 收集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于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肿瘤综合治疗中心收治的鼻咽癌患者共
32 例，根据肿瘤患者营养干预指南，鼻咽癌患者入院后统一全面进行营养筛查，营养评估以及给
以相应的营养干预，营养干预贯穿整个放疗过程，记录放疗前，放疗期间以及放疗后患者体重，运
用广义相加混合模型法分析营养干预期间的鼻咽癌患者在放疗过程中体重的变化趋势。
结果 营养干预期间鼻咽癌患者随着放疗剂量、次数的增加，体重仍呈普遍下降趋势。经过营养干
预的患者的体重，在放疗时剂量约 10GY，放疗次数约 5 次，放疗天数约 1 周前患者体重变化较平
稳，未出现明显下降；在放疗时剂量约 10GY 到 53GY，放疗次数第 5 到 25 次，放疗天数在第一
周后到第 5 周期间，患者体重开始直线下降，平均每周下降 0.1kg，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5）；此时期之后，患者体重变化不再明显下降，趋于平稳。
结论 根据营养干预期间的鼻咽癌患者放疗过程中体重下降的特点，进一步探讨放疗期间营养干预
的方法和措施，为指导临床营养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PU-511

经鼻蝶垂体瘤术后患者经口留置胃管的方法探索与研究
孙亚萍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索经鼻蝶垂体瘤术后患者经口留置胃管的方法。
方法 选取我科经鼻蝶垂体瘤术后因继发颅内出血、脑梗、垂体危象等并发症后出现意识障碍导致
不能经口进食的患者 14 例，给予经口留置胃管。为防止患者咬扁或咬断胃管，放置牙垫，将胃管
固定于牙垫边缘，再用高举平台法将胃管固定于面颊。观察胃管固定情况，记录患者每日胃肠入
量。
结果 经口留置胃管固定妥当，无脱出例数，能有效满足机体的营养需求。
结论 经鼻蝶垂体瘤术后患者经口留置胃管操作方法简单，安全可行，值得临床推广。

PU-512

集束化护理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人工气道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贺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方案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的人工气道管理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 2017 年 6 月~2018 年 6 月入院的神经外科重症患者合并留有人工气
道的患者 100 例，根据 spss 产生的随机数字随机分为两组各 5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
组采用集束化护理方案，比较两组患者肺部感染率、患者舒适度以及平均住院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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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患者肺部感染率为 8%，低于对照组的 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患者舒适率为 64%，高于对照组的 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平均住院天
数为（14.34±2.88）天，低于对照组的（17.28±2.70）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实施集束化护理方案进行人工气道管理，能够有效减少患者肺部感染的发
生，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减少了患者的住院时间，促进了患者康复，值得推广。

PU-513

鼻咽癌放疗患者在营养干预期间放疗
前中后体重变化规律的研究分析
杨华君,张扬琼,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经过营养干预期间后的鼻咽癌患者在放疗前，放疗中以及放疗后体重变化的规律，更好
地为鼻咽癌患者提供合理有根据的营养支持。
方法 收集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于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肿瘤综合治疗中心收治的鼻咽癌患者共
32 例，入院时全面对鼻咽癌患者进行营养筛查，营养评估，并相应给予营养干预。记录患者放疗
前，放疗期间以及放疗后患者体重，运用广义相加混合模型法分析营养干预期间的鼻咽癌患者在放
疗过程中体重的变化趋势。
结果 营养干预期间鼻咽癌患者随着放疗剂量、次数的增加，体重仍呈普遍下降趋势。经过营养干
预的患者的体重，在放疗时剂量约 10GY，放疗次数约 5 次，放疗天数约 1 周前患者体重变化较平
稳，未出现明显下降；在放疗时剂量约 10GY 到 53GY，放疗次数第 5 到 25 次，放疗天数在第一
周后到第 5 周期间，患者体重开始直线下降，平均每周下降 0.1kg，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5）；此时期之后，患者体重变化不再明显下降，趋于平稳。
结论 根据营养干预期间的鼻咽癌患者放疗过程中体重下降的特点，进一步探讨放疗期间营养干预
的方法和措施，为指导临床营养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PU-514

医护一体化品管圈在降低神经外科腰大池
持续引流缺陷率 中的应用研究
慕彬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神经外科行腰大池持续引流患者中应用医护一体化品管圈诊疗护理模式与传统管理模
式的效果进行比较,探讨医护一体化品管圈活动在降低神经外科患者腰大池持续引流缺陷率中的应
用价值。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筛选 2017 年 4 月-9 月我科行腰大池持续引流患者 77 例作为研究对象,
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其中 2017 年 4 月 31 例患者为对照组,2017 年 8 月~9 月 46 例患者为干预组,
干预组实施医护一体化品管圈诊疗护理模式,对照组实施围手术期常规诊疗护理模式。 根据二八法
则，以每小时引流量过多、穿刺点敷料渗湿作为本次品管活动的改善重点，以行腰大池持续引流期
间，影响引流效果及与之相关的异常情况，包括每小时引流量过多、穿刺点敷料渗湿、置管区域皮
肤黏膜损伤、连接口断开、管路断开、引流管移位为缺陷观察指标。评价医护一体化品管圈活动对
在神经外科患者腰大池持续引流缺陷率的影响。
结果 数据分析显示干预组患者腰大池持续引流缺陷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组患者腰大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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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流管每小时引流量过多、穿刺点敷料渗湿、置管区域皮肤黏膜损伤等情况的发生明显低于对照组,
干预组患者出院满意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医护一体化品管圈诊疗护理模式应用于神经外科行腰大池持续引流患者中,可显著改善神经外
科目前腰大池持续引流的现状，降低神经外科患者腰大池持续引流缺陷率，保障血性或感染性脑脊
液通过引流装置从腰大池持续、匀速、缓慢地引流至体外，促进脑脊液代谢、加快病人治疗进程、
缩短治疗时间。

PU-515

运用 PDCA 降低神经外科输液泵输液相关缺陷发生率
慕彬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根据 PDCA 循环法原理对神经外科住院患者输液泵输液开展规范化管理，降低临床使用输液
泵过程中，输液流速控制异常、输液泵故障、液体外渗等缺陷对患者的病情造成的不良影响，保障
患者安全。
方法 依据我院《患者给药制度》、《患者告知制度》对临床输液泵输液流程中各环节的要求设计
查检表，使用查检表对 2018 年 4 月～ 2018 年 6 月在我科使用输液泵输液患者 68 人 1151 例次的
各个环节进行检查登记，查找我科输液泵输液主要缺陷。针对输液泵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提前完成和
输液未按时完成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找出导致输液泵输液速度不准确发生的原因，针对占有
80%的 5 个真因，运用 5W1H 制定了持续改进对策，加以改进。所有项目实施后，再次运用查检
表对 2018 年 7 月至 2018 年 9 月使用输液泵输液患者进行查检，共计 62 人 1088 例次，对比输液
泵输液相关缺陷的发生率改善效果，并加以总结。
结果 输液泵输液相关缺陷的发生率由 10.17%下降至 2.85%，降低了 71.98%，改善效果显著，达
到本次质量改善目的。
结论 PDCA 循环管理在神经外科输液泵使用及管理中应用效果显著，通过持续改进，梳理、修订
了科室输液泵相关管理制度及流程，规范了使用输液泵输液观察护理的要求，从而保证药物能够速
度均匀，药量准确并且安全地进入患者体内发挥作用，使临床质量管理沿着标准化、科学化循环体
系发展。

PU-516

神经外科下肢静脉血栓预见性护理流程的构建与应用
王雪娇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建立神经外科双下肢深静脉血栓预见性护理流程并比较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8 年 2 月-2018 年 10 月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意识障碍（GCS 评分≤8 分）的 46 例患
者，分为预防组与常规组并分别给予不同的护理措施，比较两组护理效果及患者满意度
结果 预防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为 0.0%，患者家属满意度为 96.95%，与常规组的 26.08%、
80.54%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建立较为完善的预见性护理流程，并应用于实际可降低神经外科患者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
并提高患者家属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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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17

加速康复外科护理在预防听神经瘤术后
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应用
李成聪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加速康复外科（ERAS）理念在降低术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中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听神经瘤手术 4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0 例，两组患者均行手术。对照组采用神经外科常规
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结合 ERAS 理念进行护理，选用 PCL-C 量表评估两组患者
PTSD 症状阳性率、水平。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术后 1 周、3 个月患者 PCL-C 量表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
组与对照组术后 6 个月患者 PCL-C 量表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术后 6 个月患者
PTSD 三大症状重体验、警觉性增高、回避/麻木阳性率观察组分别为 12.0%、22.0%、11.4%，对
照 组 分 别 为 15.0% 、 28.0% 、 15.0% ， 观 察 组明显 低 于 对 照 组 ， 差 异具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0.01）。
结论 听神经瘤围手术期采用 ERAS 理念能有效降低病患 PTSD 症状阳性率发生，减少 PTSD 症状
水平。

PU-518

新型动脉血压监测固定器用于有创血压监测患者的效果观察
李媛媛,赵欣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新型有创血压监测固定装置在有创血压监测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按随机数字法表法将 160 例入住神外 ICU 平诊术后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80 例，观察
组采用新型有创动脉血压装置，对照组采用传统固定方法，比较两组应用效果
结果 观察组置管后留置时间，穿刺肢体末梢循环，置管周围皮肤发红，管道堵塞，意外拔管，渗
出等情况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带管舒适度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新型有创动脉血压固定装置科提升患者置管侧肢体舒适度，减轻护理工作量，降低相关并发
症的发生，减少非计划行拔管。

PU-519

医用黏胶相关性皮肤损伤的研究进展
王婷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旨在为临床预防和护理此类皮肤损伤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文章针对医用黏胶相关性皮肤损伤的定义、发生的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综述，并从实施风险
评估、选择适宜黏胶、正确的黏贴技术、提高皮肤屏障功能、强化认知 5 个方面论述了医用黏胶相
关性皮肤损伤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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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为临床预防和护理此类皮肤损伤提供参考依据。
结论 为临床预防和护理此类皮肤损伤提供参考依据。

PU-520

中等长度导管与静脉留置针在神经外科
住院患者中的应用比较研究
王晓庆,王婷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中等长度导管在神经外科住院患者静脉输液中的应用优势。
方法 回顾性分析神经外科收治的病人的相关资料，描述并分析中等长度导管（MC）和外周静脉留
置针(PIV)患者各类特征的构成情况，观察两组病人置管后疼痛情况，置管后并发症情况，并采用
单因素、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等方法，探讨影响患者疼痛及置管后操作无关性并发症发生的影响因
素。
结果 PIV 组患者疼痛率明显高于 MC 组。MC 组的总并发症和操作无相关性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
PIV 组，经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操作无相关性并发症的危险因素为高白细胞和凝血酶原时间缩
短。
结论 中等长度导管用于神经外科病人有明显的优势，留置时间能满足病人的输液要求，MC 置管相
比于 PIV 穿刺具有更低的疼痛发生率，而操作并发症的发生与置管方式无统计学意义，与高白细
胞、凝血酶原时间缩短有关，从降低患者疼痛和并发症发生率的角度考虑，建议神经外科住院患者
使用 MC。

PU-521

加速康复护理干预对神经外科手术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李明娟
1.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加速康复护理干预对神经外科手术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科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治的 116 例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各 58 例。观察组患者在围手术期实施加速康复护理干预措施，对照组患者在围手术期采
用常规护理方法。通过比较术后早期进食时间、拔除尿管时间、早期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及术
后 KPS 评分；调查问卷分别从总体服务、病区管理、健康宣教、人文护理、医护协作方面以评价
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早期进食时间、拔除尿管时间、早期下床活动时间均提前，住院时间明显少于
对照组，术后 KPS 评分及满意度也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护理满意
度为 85.6%，观察组为 96.4%；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通过对围手术期患者实施加速康复护理干预措施，可以促进患者早日康复，提高生活质量，
还可以显著提高手术后患者满意度，改善医患关系，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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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2

颅底肿瘤的术后护理
宋悦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疾病在治愈后还是需要进行悉心护理的。如果没有把护理做好，那么之前的治疗就很可能会
变成是白费心机了。而颅底肿瘤这种比较严重的疾病，在成功治疗后，患者可能都会吁了一口气。
但是此时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其术后还是需要进行护理的
方法 1、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a.前颅窝底肿瘤患者在切除手术后可能出现嗅觉丧失、脑脊液鼻漏的现象。
b.海绵窦肿瘤的患者在术后可能出现动眼神经、外展神经等麻痹的症状。
c.小脑脑桥角及颈静脉孔区肿瘤患者在切除手术后可能会出现三叉神经、面神经、听神经损害，发
生吞咽困难、呛咳等后组颅神经症状等。
d.斜坡和枕大孔区肿瘤术后可能出现典型的呼吸功能障碍的症状。
专家提醒，对已经出现的并发症，一定要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方式，加强护理措施，应用神经营养药
物等积极治疗。
2、颅底肿瘤患者在手术完成完全清醒后，发现咳嗽反射时再拔除气管插管。如果后组颅神经功能
障碍的症状明显，应积极施行气管切开术。如发现呼吸不规律，潮气量不足应用呼吸机来辅助患者
呼吸。
3、对气管切开病人试行堵管，应在患者神志清醒、呼吸平稳并有咳嗽反射明显、体温正常的情况
下进行。堵管一天以后没有异常情况发生，才可以施行拔管。无论是否有气管切开，只要患者痰多
或较稠者都应采取雾化吸入，进行翻身拍背来协助排痰，通过这些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呼吸道通畅。
4、颅底肿瘤的术后护理中要注意，术后 3 天，病人常规禁食水。第一次进食、水应由主管医生亲
自试喂。3 到 7 天后仍没有明显缓解的患者应放置胃管给予鼻饲饮食。
5、出院时主治医生应向病人及其家属清除交待出院的注意事项，3 个月复查磁共振成像。
结果 虽然患者在颅底肿瘤手术治疗后不进行护理也不会使疾病复发，但是就会引出并发症。不管
那些并发症是严重的还是不严重的，患者患肿瘤疾病本来就已经让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了，如果并
发症再来一击，那么患者的生命就可能会受到威胁。
结论 颅底肿瘤患者不仅需要积极治疗疾病，疾病治疗后也需积极进行护理。

PU-523

脑膜瘤术后护理
许可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脑膜瘤手术治疗效果越来越理想，术后护理尤为重要。脑膜瘤是神经
系统常见疾病之一,直接危害神经系统的日常运作。
方法 全麻患者在麻醉未清醒之前取平卧位，头转向健侧。麻醉清醒后血压平稳者头部可抬高 30°左
右。手术日禁食，第二天可进食流食或半流食或根据医嘱。病情观察尤为重要：例如颅内压增高的
症状和体征：头痛的时间，程度进展；视神经乳头水肿是颅内压增高的重要的客观体征；呕吐是否
呈喷射状态，是否伴有恶心。另外还有出现视力减退，黑朦，复视，头晕，摔倒，意识障碍，大小
便失禁，血压升高等。局灶性症状和体征，脑部不同部位的肿瘤产生不同定位症状和体征，如精神
症状病变主要在额叶，癫痫发作主要病变也为额叶较多，顶叶感染机会较多，运动障碍一般是肿瘤
对侧肢体或肌力减弱或上运动神经元完全性瘫痪，失语症病变一般在大脑半球，视野范围改变病变
一般在枕叶或颞叶多见。故须观察意识、瞳孔、脉搏每小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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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观察过程中如有异常发现及时与医生联系。注意切口引流情况，引流管是否通畅，放置高
度是否正确，引流液的色和量要认真观察，准确记录，并及时汇报医生。保持术区敷料干燥，拔出
引流管后须注意有无脑脊液漏，发现漏者及时通知医生。
结论 术后护理需要医生，护理人员及患者家属共同努力配合

PU-524

脑胶质瘤的术后护理
孙浩婷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胶质细胞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约占所有颅内原发肿瘤的一半，广义是指
所有神经上皮来源的肿瘤，狭义是指源于各类胶质细胞的肿瘤。对神经胶质瘤的治疗以手术治疗为
主，但由于肿瘤浸润性生长，与脑组织间无明显边界，除早期肿瘤小且位于适当部位者外，难以作
到全部切除，一般都主张综合治疗，即术后配合以放射治疗、化学治疗等，可延缓复发及延长生存
期。并应争取作到早期确诊，及时治疗，以提高治疗效果。
方法 1、脑胶质瘤术后癫痫护理
脑胶质瘤术后一旦发现癫痫发作，首先应解除呼吸道阻塞。保持呼吸道通畅，同时充分给氧，防止
脑组织缺氧。如有舌坠，应用舌钳将舌头拉出，并使患者头偏向一侧，以防呕吐物误吸而发生窒
息。
2、脑胶质瘤术后意识障碍护理
意识障碍主要是丘脑下部受损或颅内压增高引起。颅内压增高原因有术后血块阻塞导水管致脑积
水；手术止血不彻底引起硬膜下血肿或硬膜外血肿；手术刺激或电解质紊乱引起继发性脑水肿等。
在观察瞳孔、神志的改变，观察患者的表情与姿势，尤其术后 72 小时内要观察患者有无恶心、呕
吐及伤口张力增加、颈强直等症状，保持引流管畅通，注意观察引流液颜色、性质及量。
3、脑胶质瘤术后发烧护理
术后要把体温控制在 38℃以下，如患者体温超过 38C，应采取积极有效的降温措施，如大动脉处
用酒精擦浴、头部置冰帽、冰枕、冰冻输液、电冰毯等，必要时也可口服退热药物。脑胶质瘤术后
出现发烧高热原因可能是手术时下丘脑功能受损，引起体温调节功能障碍；高热时用抗生素一般无
效，这是因为体温调节中枢受损，解热药难以对其产生影响，所以不产生降温的临床效果，但用冬
眠疗法及冷敷会比较有效。
结果 高钠血症一般表现为口渴、尿少、尿比重高、口唇干燥、皮肤弹性降低
结论 因此，术后因及时做电解质检查。采用 5％的葡萄糖或注射用水补液，过量时有出现溶血的危
险。鼓励意识清醒的患者尽量经口摄人，不能口服者，给予静脉滴注，补液速度切勿过快；昏迷患
者每隔 2 小时胃内注入温开水 200ml，并限制患者钠的摄人，必要时要求无盐饮食。作为辅助治疗
手段，可以选用一些补益元气，增强机体免疫力和抵抗力，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增殖，诱导癌细胞向
正常细胞转化，这样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命期限。

PU-525

I131 经 OmmaaYa 放疗囊放射治疗脑恶性肿瘤的护理
黄桂芳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观察 I131 经 OmmaaYa 放疗囊放射治疗脑恶性肿瘤并配合相关护理的效果，总结 I131 治疗脑恶
性肿瘤的护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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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30 例脑恶性肿瘤患者行 OmmaaYa 放疗囊植入术后囊内注入 I131 进行近距离放射治疗的患
者的护理要点进行分析、总结，密切观察 I131 植入 OmmaaYa 放疗囊后患者的生命体征、意识及瞳
孔变化，加强并发症的观察及处理要点。
结果 30 例患者中有 26 例未出现不良反应，3 例患者出现严重头晕头痛症状，1 例患者出现高热症
状。20 例肿瘤无进展，5 例肿瘤呈惰性化生长，2 例半年内影像学治愈，疗效显著。
结论 I131 经 OmmaaYa 放疗囊放射治疗脑恶性肿瘤近期疗效显著，是治疗恶性肿瘤脑膜转移的有
效途径一，但因 I131 的放射源辐射的特性，应用 I131 后要求对患者进行相对隔离 3 周，尤其在应
用一周后应尽量避免与旁人近距离接触，因此在术前术后应做好对患者及家属的护理宣教，防护重
点及护理要点，同时做好精细化护理，能够保证治疗安全、连续进行。

PU-526

一例乳癌脑转移瘤术中放疗护理分享
王华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近年术中化疗放疗逐渐应用于肿瘤治疗，并取得不错的效果。我科学习新技术应用于脑肿瘤
治疗，其相关护理学习探讨更加完善新技术的最佳疗效。
方法 我科首例术中放疗为一名乳腺脑转移瘤患者，术中放疗，精确重击脑转移肿瘤，术后治疗效
果良好，其术后关注一般基础护理的同时，着重观察并发症：脑水肿治疗及护理，脑压异常观察护
理，感染观察与护理等，保证较少并发症，及早发现护理问题，正确护理评估，诊断，措施，护理
效果评价。关注神外术后常规细节护理，加强专科新技术运用促进疗效显著。
结果 患者脑肿瘤肿瘤切除后有效控制，在治疗方案计划内顺利出院，一个月复查效果更加显著。
结论 此例脑转移瘤的术中放疗治疗成功，相应的术后护理也趋向全科护士的认真学习方向，加强
相关护理是值得科里护理团队以及科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PU-527

脑胶质瘤经股动脉灌注术护理
王海丽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研究脑胶质瘤经股动脉灌注化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50 例脑胶质瘤患者通过局部麻醉经股动脉灌注（进）贝伐珠单每次 200mg 和福莫司汀每次
208mg，灌注时间约 2 小时，一般三周一个疗程，术前一日给予患者备皮，备皮范围为：肚脐下至
大腿上 10cm，术前一日给予开塞露 40mg 清洁灌肠，心理护理，床上训练大小便，准备术后用
品：湿纸巾，大小便器，吸管，水杯。灌注术后右下肢伸直制动 24 小时，给予右下肢保护性约
束，每 2 时观察约束部位血运情况，给予沙袋压迫 2 小时，每小时观察足背动脉及腹股沟穿刺点情
况及生命体征监测和中心吸氧。穿刺点三天内给予纱布包扎，不要用水擦拭及用手挠抓。
结果 患者未出现头痛恶心呕吐，足背搏动良好，穿刺点未出现出血等不良反应。生命体征正常。
结论 经股动脉灌注治疗脑胶质瘤具有疗效好，简便，经济，创伤小，患者愿意接受，术后护理出
现不良反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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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28

胶质瘤的护理
薛梅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介绍胶质瘤的危害，术后并发症等症状。通过术后的合理护理手段，使得患者得到有效地恢
复，病情得到控制。
方法 向手术医生了解术中肿瘤的大小、出血及脑水肿的情况。 全麻未清醒者去枕平卧，头偏向健
侧，清醒后血压平稳者头部抬高 30°左右，减轻颅内压。严密观察病情：观察患者的神志瞳孔、生
命体征及血氧饱和度的变化，并详细记录。保持头部引流管通畅，观察伤口敷料有无渗血，引流液
的颜色、性质和量。观察体温的变化，如高热应给予及时的物理降温和药物降温。饮食护理：手术
当日禁食，第二日可给予流质，以后逐渐过渡到半流质、普食。给予高蛋白、高维生素、高纤维素
的饮食。常规护理：吸氧、吸痰、保持呼吸道通畅，按时翻身叩背，会阴护理，保持导尿管通畅，
保持床单位整洁干燥平整。
结果 1、注意饮食。饮食的护理对术后的胶质瘤病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手术后病人的身体相对
会比较虚弱，因此在饮食上需要多加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氨基酸，要多吃鸡蛋，猕猴桃，火龙
果，香蕉，青菜，紫甘蓝等水果蔬菜，同时禁忌吃腌制食品和烧烤食品。
2、注意心情的护理。胶质瘤病人的心情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心情，好的心态可以起到辅助
治疗胶质瘤的效果，因此需要在术后多陪胶质瘤患者聊天，化解患者心中的害怕，悲伤等不良情
绪，积极同胶质瘤疾病做斗争。
结论 在患者高度重视与护士的精心护理下，通过一系列的手段以及合理的注意事项，通过术后病
人的合理饮食、心情保持愉悦、积极地配合治疗，使得患者的生命得到最大的延长。

PU-529

椎间孔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
简红利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利用微创的椎间孔镜技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
方法 手术均采取硬膜外局部麻醉。术前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术前训练（翻身训练、床上大小便
训练、术后特殊动作活动训练、佩戴腰围）等准备；术后护理：1、常规护理在。2、术后并发症的
护理：①术后椎间隙感染；②术后切口感染；③术后下肢放射痛加重；④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
成。3、做好出院指导。
结果 通过利用最新椎间孔镜技术对患者实施手术和有效的对患者进行护理及健康教育指导，患者
并发症明显减少，住院周期缩短，既节省了医疗资源，又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结论 减少患者对传统手术的恐惧心理，降低患者手术费用，减少住院日。利用患者等待手术期
间，将术后需要配合的问题，术前给予指导，使患者有了充分的准备，术后便能够更好的配合，既
减少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又有效的提高了患者健康教育知晓率和患者满意度，也减少了患者因知
识缺乏带来的紧张等心理问题，使患者尽快的恢复健康，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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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0

椎管内肿瘤患者术前使用不同灌肠的方法与效果分析
贺玉林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椎管内肿瘤患者术前使用不同灌肠的方法与效果分析。
方法 将我科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椎管内肿瘤的患者 200 例，根据住院单双号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各 100 例，针对不同节段的肿瘤选用不同的清洁肠道的方法，观察对比两组的灌肠时使
用时间、灌肠后的便意感、腹部疼痛程度、灌肠问卷调查表满意率等。
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灌肠时使用时间、灌肠后满意率、灌肠后的便意感、腹部疼痛程度较对照组有
明显差异(P<0.05)。
结论 针对椎管内不同节段肿瘤患者采用不同灌肠方法较传统低压灌肠有明显效果。

PU-531

颈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罗盈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 62 例颈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方法 选择 2015 年 8 月-2018 年 8 月我科收治的颈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62 例，男 32 例，女 28 例，
年龄 27-77 岁。术前均行颈椎正侧位和双斜位片、CT、MRI 检查确诊。其中单节段 10 例 , 多节段
52 例；中央型 50 例，混合型 12 例。主要临床症状：颈肩疼痛 23 例，肢体无力 28 例、肢体麻木
32 例，头痛、头晕 5 例；单一症状 22 例，同时存在 2 个以上症状者 40 例。通过保守治疗 6 例；
手术治疗 56 例，手术均采取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显微镜下行椎间盘椎间盘摘除减压植骨融合内固
定术，经前路入路 34 例；经后路入路 20 例；经前后联合入路 2 例。通过椎间植骨、钢板内固定增
加了颈椎的稳定性[1]。术前通过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术前训练（推压气管食管训练、翻身训练、
床上大小便训练）等准备；术后通过：1、常规护理 2、神经功能的观察；3、疼痛的护理；4、术
后活动指导。5、术后并发症的护理：脊髓神经根损伤。
结果 统计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住院周期，通过对患者进行护理及健康教育指导，患者并发症发生
率明显减少，住院周期缩短，既节省了医疗资源，又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结论 患者对健康知识和健康技能的需求也随着疾病的治疗和康复而增加，健康教育的效果直接影
响患者的治疗与康复。利用患者等待手术期间，将术后需要配合的问题，术前给予指导，使患者有
了充分的准备，术后便能够更好的配合，既减少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又有效的提高了患者健康教
育知晓率和患者满意度，也减少了患者因知识缺乏带来的紧张等心理问题，使患者尽快的恢复健
康，节省了医疗资源，又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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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2

心理干预对于神经胶质瘤患者不良情绪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冯小燕
海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神经胶质瘤成为常见的高复发率和高病死率的难治性疾病，对于患者对的生活质量和绪产生
许多负性的影响。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研究表明心理干预对于神经胶质瘤患者的不良情绪和生活质
量起到重要作用。
方法 运用 PDCA 法将神经胶质瘤患者分为心理干预组和常规治疗组。郭月平采取随机分组方式将
88 例神经胶质瘤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加上了心理干预。对两
组干预后的 zung 氏抑郁自评量表（SAS）和焦虑自评量表（SDS）评分进行比较，并对于患者生
活质量和满意度进行评定。
结果 （1）李虹彦，刘靖等运用 PDCA 循环法对神经胶质瘤患者心理干预，结果显示心理干预组与
治疗组患者焦虑和抑郁情况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2）郭月平随机调查显示干预后观察组
患者 SAS 和 SDS 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干预后患者生活质量综合
评估问卷评分(CQOC-74)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满
意度（85%）明显高于对照组（81.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综上可知无论采用 PDCA 循环证法还是随机分组对照法。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对于患者生
活质量和不良的情绪产生了许多正性作用。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心理干预越来越受到重视，即患
者护理全过程中，护理人员应用医学心理知识，对神经胶质瘤患者心理负担及疑难问题进行疏异和
沟通，减轻负性心理情绪对疾病的影响，增加患者自信心，使患者心理健康。

PU-533

1 例外伤性脑积水术后腹腔感染患者的护理体会
罗盈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总结 1 例脑积水术后腹腔感染患者的护理经验。
方法 脑积水临床上按照形成机理分为原发性脑积水和继发性脑积水，继发性脑积水是由于各种炎
症、外伤、肿瘤和出血后粘连引起脑脊液循环受阻导致脑脊液在颅内大量积聚,脑室进行性扩大,大
脑功能受损的临床综合征。目前是脑积水外科治疗的方法有：脑室腹腔分流、脑室心脏包膜分流、
脑室脑室分流、以及脑室静脉窦分流和脑室心房分流，以及最新的经腰大池腹腔分流术。首选最常
用方法,脑室腹腔分流术，脑室腹腔分流术（V-P）是将脑室内积存的脑脊液引导到腹腔吸收，使脑
脊液的分泌与吸收得到平衡，从而达到治疗脑水肿的目的。适用于各种类型脑积水的治疗。但受多
种因素影响,并发症发生率相对较高,文献报道脑积水相关并发症包括分流管相关性感染、过度分
流、分流管堵塞、分流管皮下隧道破溃、脑实质或脑室出血等。我科于 2017 年 9 月 23 日收治了
一例脑积水术后腹腔感染患者，患者住院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并发症，住院期间对患者采取积极的
治疗和精心护理。关注点：1.疼痛的评估与控制。2. 发热护理。3. 预防非计划拔管。4.人文关怀及
心理支持。5.并发症的护理： 癫痫发作的急救及护理。‚多重耐药菌感染的治疗与护理：严格实施
隔离措施 、严格执行手卫生、合理使用抗生素 。ƒ 肠梗阻的治疗及护理。④低钠血症的观察及护
理。
结果 拔出脑室腹腔分流管，住院期间停止使用脱水药物 10 天，症状无明显加重。经过 184 天，
患者出院。
结论 对于脑积水的患者，我们要严格把握手术指征，术后发现感染时，要分析原因，不能保留
的，要尽早拔除，以免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负担。护理方面要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饮食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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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做好标准预防，防止交叉感染。并发症的预防也尤为重要，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可以减轻患
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PU-534

综合模式的一级质控模式在神经外科护理质量中的应用效果
徐敏宁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索全面、有效、可行的临床科室护理一级质量控制方法,促进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方法 建立护士长领导下的质量控制小组，病区采用三级质控式质控并结合小组式、授权式、全员
参与式、责任制等多种质量管理模式，提高病区护理工作质量。比较模式改变前后护士对质量标准
掌握情况及科室护理质量情况。
结果 通过对模式改变前后科室护理质量情况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护士主动完成
一级质控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得到明显提高。护理质量明显提升。
结论 以往一级质控是由护士长及高年资护士负责完成，导致部分存在护理质量问题未能及时发
现，问题反复出现，得不到根本解决。综合的质量管理模式要求人人参与，责任到人，护士长授权
于质控组长，检查护理质量问题。极大调动了护理人员的积极性，每个人的管理水平得到提高，科
室的凝聚力增强。

PU-535

加速康复指导下开颅患者术后早期拔除尿管的护理实践
马琳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观察围手术期早期拔除尿管理念在加速康复开颅手术患者中临床应用的效果。
方法 将 100 例开颅患者随机分为快速康复组 50 例和对照组 50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尿管护理，加
速康复组术后 6h 拔除尿管。
结果 加速康复组比对照组术后离床早，恢复快，术后住院时间缩短，治疗费用减少。
结论 早期拔除尿管在加速康复开颅手术患者中应用是安全、经济有效，有利于患者术后早日康
复，提高护理质量。

PU-536

电生理监测在经眉弓锁孔入路肿瘤切除手术中的配合
刘明泽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电生理监测在经眉弓锁孔入路肿瘤切除手术中的配合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5 例经眉弓锁孔入路肿瘤切除手术中术中监测，监测内容：躯体感觉诱发电位
（SSEP）、运动诱发电位（MEP）。
结果 25 例患者中其中一例出现波幅下降 20%，术后 1-3 天患者出现右下肢肌力下降，随后逐渐恢
复，其余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结论 经眉弓锁孔入路手术切口小，术后反应轻，术后并发症少。但手术切口小导致手术空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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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提高了术者操作难度，神经电生理监测在经眉弓锁孔入路手术中，为术者在狭小的手术操作空
间里提供了手术安全保障，使神经外科手术在微创、美容领域中提供了精准治疗。

PU-537

NICU 患者误吸的原因及护理对策
张新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NICU 收治的患者多数患有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误吸现象常有发生，若不能进行及时有效
的治疗，可能会导致患者肺部感染，更严重时直接导致死亡。讨论误吸发生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
策，从而在护理工作中能做到有效避免患者误吸现象的发生。
方法 误吸是指患者在进食或者非进食时，在吞咽过程中，有数量不一的液体或者固体食物（甚至
包括分泌物和血液）进入声门以下的气道。NICU 做为一个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收治的病人是脑出
血、脑外伤、动脉瘤、脑肿瘤及脊柱肿瘤术后的危重患者，患者发病急、病情重，患者均有不同程
度的意识障碍，患者留有气管插管、气管切开、留置鼻胃管，是诱发患者误吸的高危因素。当误吸
物不能被及时完全有效的清除而进入肺内，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肺部炎症，重者可发展为呼吸窘迫综
合征，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增加患者的住院费用，也可增加患者死亡率。首先对患者进行圭田
饮水实验。对常规手术后患者，拔除气管插管术后 6 小时禁止进食，测试为 1 级患者可经口进食；
2-5 级患者应对患者进行吞咽功能训练，增强其进食能力，增强患者的营养，减少吸入性肺炎的发
生。对于带有人工气道的患者，定时进行人工气道的监测，优先使用带有声门下吸引的管道。留置
胃管的患者，胃管插入深度在传统插入长度上增加 8~10cm，可以减少患者食物的反流、吸入性肺
炎及窒息的发生率，其次对胃管进行妥善固定防止脱管。对于长期昏迷的患者，患者胃肠蠕动减
慢，胃内容物增加，为减少患者呕吐引起误吸，给予患者行鼻肠管置管。
结果 通过对患者误吸发的原因分析，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大大降低了误吸的发生率。
结论 多数重症患者发生误吸的现状不明显，不易察觉，容易耽搁治疗，从而增加患者入院治疗时
间，更严重者增加患者死亡率。通过对患者发生误吸的原因进行讨论分析，可以有效做好预防对
策，同时，医护工作者也应具备高度责任心和沉着、冷静的工作作风，做好患者护理工作，杜绝误
吸的发生。大大降低患者平均住院时间和费用，有限较低患者的死亡率。

PU-538

正念减压疗法对神经外科护士职业压力影响
韩晓旭,颜红波,关玉仙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正念减压疗法对神经外科护士职业压力的影响。
方法 通过正念减压疗法对神经外科 25 名护士进行 12 周的干预，在干预前后采用护士工作压力源
量表进行评价。
结果 正念减压疗法后，护士在护理专业及工作、病人护理、管理及人际关系 3 个维度分数较干预
前降低（p＜0.05），工作环境与资源、工作量及时间分配两个维度干预前后分数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对神经外科护士进行正念减压疗法干预，可降低职业压力，有益于护士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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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39

在 NICU 护属关系中规范化护士礼仪的应用效果评价
张蕾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规范化护士礼仪培训在 NICU 护属关系中的应用方法和效果。
方法 自 2018 年 11 月至 12 月对 NICU48 名护士进行规范化护士礼仪培训，培训者为 NICU 护士
在职护士 48 人，年龄 22-43 岁，工作 1-3 年 14 人，工作 3-8 年 20 人，工作 8 年以上 14 人，培
训方式由全国护士基础礼仪师资培训班毕业的老师对科室护理人员礼仪基础知识授课及现场示范，
针对各年资护士进行小组练习，一对一指导，制定考核评分标准，对所有人员进行考核。培训对仪
容要求：淡妆上岗，不留过长指甲，服饰要求：燕尾帽戴正戴稳，护士服应和体、干净、平整，保
持衣扣完整，无破损，无污迹。仪态要求：目光自然亲切，不卑不亢地适度对视，面带微笑。语言
要求：语音要清晰、大小适度，语速要相行姿对缓慢，语气要亲切。电话礼仪要求：面带微笑及时
接听，响铃不超过 3 声，接听时应首先自报家门，合理使用礼貌用语，语言要文明。姿态要求：分
为站姿、蹲姿、坐姿、都按规定进行具体规范。日常姿态礼仪要求：递送名片及握手礼时双方距离
适宜，身体微向前倾，面带微笑目光注视对方，握手力度及时间适宜。指引时姿势正确，到位，面
带微笑，目光注视指引方向；打招呼及行进间问好时，步幅步速适宜，问候距离适宜，方法正确。
开关门时动作要轻，表情适宜，运用礼貌用语。工作姿态礼仪要求：动作协调，优雅，不能有过大
相响声，动作要轻、要稳。在礼仪培训过程中，丙定期向家属发放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表，对我们
护理人员实际工作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 护士职业礼仪不仅是护士精神面貌、素质修养的外在表现，也是护士职业道德的具体表现，
通过规范化护士礼仪培训在 NICU 的实施，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比培训前显著提高。
结论 我科 NICU 病房是层流洁净病房，实行无陪护制度，患者与家属完全隔离无法沟通，家属无
法见到患者而产生焦虑心里。规范化礼仪的应用与家属进行有效沟通，减少矛盾产生，良好的护士
形象，增进了护属之间的信任，提高了患者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同时也为优质护理服务奠定
了基础。

PU-540

运用 Bobath 理论护理在脑卒中患者功能重建中的影响
韩佩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脑卒中已成为成年人残疾的首要原因，很多存活者遗留不同程度的肢体活动障碍，给家庭和
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然而随着脑卒中的治疗技术不断完善，早期康复介入能降低脑卒中的死亡
率，改善大部分患者的肢体功能，提高其生活质量，早日回归家庭及社会，把 Bobath 理论运用到
脑卒中的临床护理中，观察早期介入以 Bobath 理论为基础的康复护理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的影
响。
方法 用 FIM 功能独立量表对有完整住院病历的 50 例脑卒中患者，将其分为对照组及干预组。干
预组用 Bobath 理论进行护理。4 周后进行康复效果评价。采集 2015 年到 2016 年的 50 位缺血性
脑卒中患者，无认知障碍。并有完整的病例记录。并用随机法分为两组。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
照组住院时间为 39 d。研究对象 25 例，男 13 例，女 12 例；年龄 50～70 岁，平均 58.5 岁；住院
时间为 42 d。干预组 25 例，男 11 例，女 14 例；年龄 50～70 岁，平均 60.2 岁；两组同时都给予
常规的药物治。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干预组运用 Bobath 理论进行护理。主要有良肢位摆放（抗
痉挛体位），预防患者后期的异常模式；早期教会患者床上桥式运动，激活核心肌力，进而控制患
者的姿势，形成正确的姿势控制，避免出现异常运动模式；有系统化理论，把患者的恢复看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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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不是单纯的针对健侧的康复护理，从而达到双侧肢体的协调；对患者心理进行疏导，树立
信心，促进患者积极参与康复锻炼。
结果 两组都有进步，但干预组的各个肢体运动功能较对照组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Bobath 理论护理对于改善脑卒中患者肢体活动障碍有很大帮助。早期 Bobath 理论的康复护
理可以极大的激发了患者的潜能，打破了患者只能在恢复期才锻炼。把锻炼时期提前到急性期。早
期护理需要家属患者护士的配合。缩短了康复时间，也预防了并发症。让患者能早日回归家庭，回
归社会，甚至回归工作岗位。

PU-541

神经外科危重患者院内转运风险评估模式的构建与成效
张晓阳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构建神经外科危重患者院内转运风险评估模式，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护理
干预措施以提高患者的转运安全及护理质量，并评价该模式的应用成效。
方法 成立专业研究团队，构建出科学实用的院内转运风险评估模式，形成 I PASS ABCDE 流程模
式图。转运前及转运后--身份确认（Identity）：确定转运患者的身份信息；患者资料（Patient）：
根据病史病情资料，评估患者是否适合转运并确定转运类型；转运仪器设备药物（ Apparatus）：
评估转运所需的各类仪器设备的性能和抢救药品质量；表单（Sheet）：填写各类转运风险评估表
单，综合评估当前情况，确定转运风险等级和转运高危风险因素，针对性的实施有效护理防控措
施，预计转运时间。贯穿于整个院内转运--情景（Situation）：气道（Airway），评估患者气道情
况，是否有人工气道，及时清理呼吸道分泌物；呼吸（Breath），评估患者的呼吸频次和深浅；现
状（Current），评估患者意识、瞳孔及各项生命体征；药物及引流（Drug Drainage）：评估患者
药物使用情况和携带引流管数量及引流情况，用药情况；事件（Event）：评估是否存在发生不良
事件的高危因素。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 2018 年 4-6 月转运的 60 名危重患者为对照组，实施常规转运模式；选取
2018 年 7-9 月转运的 60 名危重患者为实验组，实施神经外科危重患者院内转运风险评估模式。
结果 实验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实验组转运时间分别
为 CT 室、MRI 室、手术室、介入室、普通病房和其他专科病房的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医护人员对于神经外科危重患者院内转运风险评估模式的满意度高
于常规转运模式。
结论 新型院内转运风险评估模式的运用是将动态评估贯穿于整个转运过程，将转运方案形成闭合
回路，将“结果导向”转变为“过程导向”，注重转运流程每个阶段的持续、动态、全面评估。同时构
建的 I PASS ABCDE 的流程模式，契合临床实际，可达到有效风险把控。

PU-542

护理风险管理培训在手术室年轻护士培养中的应用
程莎莎,姜雪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究分析护理风险管理培训在手术室年轻护士培养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我院脑外科专科手术室 2016 年 2 月至 2018 年 9 月参加工作的年轻护士 20 名实施风险
管理培训，成立风险管理小组。对年轻护士的急救技能、专科业务水平、风险教育等进行针对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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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培训，对护理前后相关评分进行对比，观察不良事件发生率以及医生满意度。
结果 年轻护士操作考核以及理论考核成绩分别为（79.50±4.01）分、（75.46±5.56）分，管理后
分别为（86.50±4.35）分、（81.46±5.15）分，培训管理前后差异显著，且 P<0.05；护理管理前
不良发生事件 9 例，管理后不良发生事件 1 例，前后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管理前医生
（25 例）满意度为 72.00%（18/25），管理后为 96.00%（24/2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通过护理风险管理对年轻护士进行培训后可使得护理风险明显降低，同时还可提高护士自身
综合业务水平以及护理质量，临床上可针对性实施培训。

PU-543

核心能力教学模式在神经外 N3 级护士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王婷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索核心能力教学模式(COPA)在神经外科 N3 级护士培训中的应用效果，以提高神经外科分
级培训中 N3 级护士的培训质量。
方法 选取神经外科 N3 级护士 100 名，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0 名，对照组采用传统
的教学模式（讲授法），实验组采用 COPA 教学法进行培训，比较两组护士的培训效果。
结果 实验组护士在综合能力方面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分级培训中应用 COPA 教学法，提高了 N3 级护士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提高了分级综
合实践培训的质量。

PU-544

单周期新辅助化疗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策略
王晓艳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讨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患者行单周期新辅助化疗后手术的护理干预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总结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22 例颅
内生殖细胞肿瘤患者行单周期新辅助化疗后手术住院期间的护理经验。临床上予 1 个周期规范的
EP（顺铂+足叶乙甙）方案化疗后在病变稳定或进展期行开颅手术切除肿瘤，术后再辅以放、化
疗。护理上术前做好化疗期间的口腔清洁预防口腔感染后导致术后肺炎机率增加，加强意识观察及
时发现病情变化，床旁备脑室引流包做好急诊穿刺准备，监测出入量及时了解水、电解质是否平
衡，及时评估营养不良的风险，术后 72 小时内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及时发现颅内出血和脑疝的先兆
症状，及时准确的脑科观察，加强营养支持，落实防跌倒的安全防范措施，全程关注患者和照护者
的心理变化并给予心理支持。
结果 22 例患者中肿瘤全切除 21 例，次全切除 1 例，术后无一例死亡或致残，无肿瘤残留，所有
患者的临床症状均得到了减轻或缓解。
结论 单周期新辅助化疗后行开颅手术的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患者一次住院期间经历化疗和手术两种
治疗，患者的身体和心理及照护者的心理均需要强大的承受力，护理难度也随之加大，因此对此类
患者护理上要更加精心和专业，保证患者的安全，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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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5

6S 管理在神经外科 ICU 感染预防与控制中的价值研究
王丽娜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将 6S 管理用于神经外科 ICU 感染预防与控制实践中，研究其在神经外科 ICU 中的价值。
方法 具体方法：2.1 成立 6S 管理小组：组长：科室主任，副组长：科护士长，组员：一名感控医
生，2 名感控护士。首先小组成员学习 6S 管理，掌握其核心知识、实施与评价方法，制订相关制
度、工作考核标准和考核细则。2.2 全员教育培训 充分利用晨会交班时间、业务学习的机会及微信
平台进行 6S 管理相关知识培训宣教。 2.3 明确 6S 内容，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
全，对各项内容进行细化要求 2.4 评价指标（1）手卫生依从率：依据手卫生规范的要求，对医务
人员接触病人前后，无菌操作前后，接触病人的血液、体液后，手卫生执行情况进行观察。观察人
员为科室感控小组成员，自制手卫生依从性暗访调查表，每周隐蔽式观察医护人员 2-5 月与 9-12
月手卫生依从性状况，认真填写调查表，并统计依从率，即应实际手卫生次数除以应进行手卫生次
数，结果按百分比计算。(2)感染率：感控医生每月汇总科室病例感染率，即每月感染例次数除以
同期住在 ICU 的患者总数，结果用百分比计算，对比使用 6S 管理前后 4 个月的感染率，并分析。
结果 开展 6S 管理后，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率明显升高，感染率显著下降。
结论 通过开展 6S 管理，提升了 ICU 护士的安全意识，明显的降低了科室感染率，有效规避了护
理风险，确保临床医疗安全，对提升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PU-546

营养干预对肺癌脑转移患者放化疗后生活质量及耐受性的影响
丁娟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营养干预对肺癌脑转移患者放化疗后生活质量和耐受性的影响，为肺癌脑转移患者个体
化营养护理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12 月在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完成放化疗的肺癌脑转移患者 347 例，采用
PG-SGA、NRS2002、QLQ-C30 生活质量量表和耐受性情况对患者进行营养评估，将有营养风险
的 300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15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营养护理，观
察组放化疗前 3 天在常规营养护理的基础上给予营养干预。营养干预 4 周后再次对两组患者进行营
养评估和生活质量的测评，比较营养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营养变化情况和生活质量的变化、耐受性
的变化。采用 SPSS21.0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计量资料
采用 t 检验和方差分析
结 果 营 养 干 预 前 ： 观 察 组 NRS2002 量 表 得 分 为 （ 1.67±0.997 ） 分 、 生 活 质 量 量 表 得 分 ：
（ 68.85±16.69 ） 分 ； 对 照 组 NRS2002 量 表 得 分 为 （ 1.75±0.965 ） 分 、 生 活 质 量 得 分 为
（69.01±17.02）分；营养干预后：观察组的总体生活质量与躯体功能维度均优于对照组，症状维
度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营养干预前 PG-SGA 评估结果：B 级观
察组 66 例、对照组 63 例；C 级观察组 20 例、对照组 17 例。营养干预后 PG-SGA 评估结果：观
察组的 PG-SGA 分级评定明显优于干预前（B 级：40 例、C 级 10 例），而对照组干预前后变化不
明显（B 级：18 例、C 级：18 例）。营养干预前：观察组与对照组的营养生化指标和 BMI 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营养干预后，观察组的营养生化指标和 BMI 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肺癌脑转移患者采取针对性的营养干预后，可显著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和对疾病的耐受性，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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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7

保洁员规范化培训在 ICU 感染防控中的应用
王红红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总结保洁员规范管理经验，为保持医院环境卫生清洁舒适，预防医院感染的发生提供进一步
的保洁安全。
方法 分析保洁员与医院感染相关因素，探讨培训和精细化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对提高保洁员素质的
作用。具体方法为： 2.1 危险因素分析。1）保洁员大多缺乏手卫生意识。认识不到手卫生的重要
性。多数保洁员不能正确运用 7 步洗手法洗手，洗手质量差。2）缺乏消毒隔离意识。不知道消
毒、灭菌的含义，不知道污染区、清洁区的概念，无法正确进行消毒液的配制。3）缺乏自我防护
意识。在处理患者血液、医疗废弃物、清洗消毒污染物品时不能落实个人防护措施，不重视职业安
全，防护措施不愿执行，增加了自身感染的机会。4）质量考核机制的缺乏，缺乏量化考核方案。
5）缺乏岗位稳定性。2.2 管理对策。1）加强培训。要求保洁人员上岗前需进行岗前培训和月培
训。培训以采用多种形式，如讲课、现场演示、图片等。2）实行精细化管理。本科室感控护士每
周至少进行一次追踪保洁员工作。制作标识及图片，如消毒液配制方法，每位保洁员必须熟练掌握
其配置方法。清洁用具上标上记号，起到醒目提醒保洁人员污染区及清洁区分区使用的目的，每个
拖把标上相应标记上用途。邀请医院感染预防控制科专职人员来我科现场指导，以提高保洁员的工
作效率和质量。3）强化质量考核并纳入绩效管理。制定考核细则，考核方式分为现场操作、理论
考核这两种方式。4）保洁人员福利待遇偏低，通过人性化的关怀来留住人员。提高他们的工资待
遇，关心他们的需求，及时给予帮助。
结果 本科室保洁员对医院的卫生认识程度和工作责任心有大幅提高。
结论 保洁员工作在医院感染防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好保洁员的规范化培训，使其工作符
合医院感染管理及防控尤为重要。本科室采取的加强保洁员理论知识培训，加强实际操作技能及精
细化管理模式可大幅提高保洁员工作质量，值得推广。

PU-548

高颈段椎管内巨大肿瘤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关玉仙,韩晓旭,颜红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高颈段椎管内巨大肿瘤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
方法 对 8 例高颈段椎管内巨大肿瘤患者的手术治疗、护理过程进行总结，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
强术前患者及家属的心理护理、功能锻炼指导，术后严密监测意识及瞳孔变化、保持呼吸道通畅与
观察呼吸模式变化、正确轴式翻身及规范使用颈托、做好尿道护理、饮食护理、早期开展运动功能
锻炼、并发症预防与处理。
结果 8 例患者经过手术治疗与针对性护理后，6 例痊愈，2 例症状好转，术后均无并发症发生。
结论 高颈段椎管内巨大肿瘤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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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49

NICU 常见生命管道固定维护的临床实践研究与标准化流程建立
吴玉燕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通过对神经外科监护室常见 12 种生命管道固定维护标准流程的建立与实施，达到降低管道的
相关并发症，减少非计划性拔管，提升导管护理质量，保证患者安全，提高护理工作效率，减轻护
理人员心理压力的目的。
方法 首先成立管道维护小组，其中 1 名组长，5 名组员，均为工作 5 年以上骨干护士。主要负责
临床管道日常维护方法的调查、修改、效果评价、反馈、质量改进等，形成系列标准化固定、维护
流程，并组织人员培训、考核，人人掌握。具体方法：2.1 通过对 NICU 临床常见的颅内引流管、
胸腔闭式引流管、气管插管、气管切开、PICC 导管、CVC 导管、鼻胃管、尿管等生命管道原有固
定、维护方法的评估、筛查，在临床积极探索新的固定方法及维护标准。2.2 针对临床反复出现单
一方法难以解决临床问题：如气管插管口唇糜烂、误吸；脑室引流管无法动态调节、引流不准确等
问题。利用 PDCA、QCC 等科学的质量改进工具，寻求意外拔管、固定不牢固、局部压伤等临床
真因，拟定有效对策，形成系列标准化固定及维护流程。2.3 将各类管道的固定、维护流程标准
化，并制作成册，图文并茂，对维护每一步进行标准化解释说明，明确质量标准及防范重点，有效
规范指导临床护理人员。2.4 将导管风险评估、维护记录，形成标准护理模板，督促落实，记录准
确。2.5 每周安排专人进行临床督导、纠偏，指导，逐渐形成安全、统一、规范。
结果 生命管道标准化流程建立后，各种导管非计划拔管发生数由 2015、2016 两年的 53 例次降至
2017 年的 7 例次。管道固定规范率、标识 规范使用率，护理人员对意外拔管紧急处理掌握合格
率，首次置管护理文件书写记录合格率，临床口唇挤压伤、误吸风险明显降低。研制的专科引流固
定装置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并在临床应用，大大提高了护士对专科引流管固定的精确率，并做到
动态调节，提高引流有效性。
结论 NICU 生命管道标准化固定维护的建立提高了临床护理人员管道护理的规范性，提升护理人
员护理各种导管的评估和维护能力，减少非计划性拔管的风险，保证了患者管道护理安全，促进患
者康复，降低并发症及平均住院日。

PU-550

探讨 ICU 不同实习阶段护生的心理特点及带教体会
冯阳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 ICU 护理实习生在不同实习阶段的不同的心理特点以带教体会，并针对性给予相应的临
床指导，帮助护生减轻心理负担，使学生更好的完成学习任务，平稳度过 ICU 特殊的护理单元实习
期为目的。
方法 通过制定好 84 份调查表，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打钩选择，调查的结果显示不同阶段的
护生心理特点各不相同，针对不同阶段的护生心理特点及表现，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具体方法
为：2.1 第 1 阶段（实习 1-2 个月）护生对医院环境较为陌生，对来到 ICU 这个特殊的护理单元，
患者病情危重，工作难度大，更增加了适应的难度，实习生紧张害怕，缺乏信心，担心被老师批
评。2.2 干预措施（1）缓解他们的紧张心理，消除压力。向他们介绍 ICU 病区环境，疾病种类，
ICU 专科护理特点及各班工作流程，使护生尽快熟悉和适应新的环境。（2）加强基本功训练，严
格要求护生，培养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2.3 第 2 阶段（实习 3-8 个月）1.心理特点及表现：此
期护生经过几个月的实习，渐渐适应了临床护理实习工作 ，情绪进入稳定，自信心得到提高，学
习热情高涨，想迫切掌握熟练的技术,缺乏临床经验，心理素质未稳定健全 2.4 干预措施（1）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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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教重点是强化基础操作，大胆放手，做到放手不放眼。（2）培养护生自我调节能力。（3）加
强人文关怀教育，带教老师应与护生交朋友，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她们更多的支持，使护生保持积
极的心态和稳定的情绪。2.5 第 3 阶段（实习 9-10 个月）心理特点及表现：实习接近尾声，护生易
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精力会放在找工作和职业资格考试上，对未来感到迷茫。在医院实习中出现
浮躁、学习兴趣下降的心理特点。2.6 干预措施（1）在找工作和考试方面，给学生最大的理解和支
持，并给予指导（2）教导学生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断提升自己。
结果 不同学历、不同性别、不同实习阶段，护生都存在不同的心理变化
结论 带教老师应全面分析影响护生心里变化的各项因素，并针对性解决，提高带教满意度，使学
生更好完成实习任务。

PU-551

荧光导航下颅内肿瘤切除术护理体会
颜红波,关玉仙,韩晓旭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荧光导航下脑肿瘤的围手术期护理。
方法 对 2018 年 9 月至 12 月在我科行荧光导航下颅内肿瘤切除术的 44 例患者，术前访视、心理
护理、行过敏试验，术中护理与观察，术后加强生命征监测、并发症观察及护理。
结果 肿瘤全切率 90.9%，77.27%患者术后出现皮肤、巩膜、粘膜黄染，尿液呈明亮黄色，1-2 天
后症状自然消失，未出现由注射荧光素钠引起的并发症。
结论 荧光导航手术更精准定位肿瘤边界，提高全切率，做好围手术期护理是保证手术成功的关
键。

PU-552

6S 联合分组管理模式在 ICU 患者物品管理中的效果研究
徐群鸽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应用联合分组管理法在 ICU 患者物品管理中的应用与效果为目的。
方法 运用 6S 联合分组管理法对科室患者物品进行管理，比较实施前（2018 年 2—5 月）与实施
后（2018 年 6-9 月）护理人员满意度、护理人员工作效率、管理效果。具体方法为： 2.1 分组管
理方法 我科共有 24 张床，1—6 床为责 1 组，7—13 床为责 2 组，14—20 床为责 3 组，21—24
床为责 4 组，责 4 组为感染患者放置的专用床位，每组设立小组长一名，组员 10 名，白班由组长
及组员共同完成包干到人，夜间如有新入病人由本组值班护士完成。2.2 成立 6S 管理小组 我科于
2018 年 2 月成立 6S 管理小组，小组由护士长、分组组长、组员组成。护士长担任小组组长，分组
组长担任副组长，由组长对科室护理人员进行 6S 相关知识的培训，在培训过程中鼓励大家踊跃发
言，并针对患者的物品管理进行讨论，制定流程及管理的方法。2.3 收纳袋的制作方法 将家用壁挂
式收纳袋进行改良，1 收纳袋口采用塑性条设计，2 采用透明 16 格收纳袋，为 4 层 4 格设计，将收
纳袋自上而下分为 4 层，在第一、第三层长面背侧上角的两端缝制直径约为 1CM 的红色钮扣，在
第四层长面背侧下角缝制直径大于 1CM 的松紧钮环，3，此处向下 3CM 处缝合树脂暗扣的另一
半，树脂暗扣相扣，挂于两个粘钩上。2.4 实施 应用 6S 管理对患者的物品进行分类整理。2.5 评
价指标，我科自行设计护士满意度调查表，统计护士对 6S 联合分组管理模式在 ICU 患者物品管理
中的满意度，满分 100 分，80-100 分为满意，70-79 分一般满意，70 分以下不满意，满意率为满
意加一般满意在总人数中的比值，发放问卷 46 份，回收 46 份，回收率 100%,对实施前后管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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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护士工作效率等进行比较。
结果 实施 6S 联合分组管理法后护理人员满意度、护理人员工作效率、管理效果均高于实施前
（p<0.05）
结论 将 6S 联合分组管理法运用到 ICU 患者物品管理中，能够提高护理人员满意度及工作效率，
从而减轻护理人员的工作量，进而提高护理质量。

PU-553

立体定向脑深部电刺激治疗药物成瘾的手术护理
侯利利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立体定向脑深部电刺激治疗药物成瘾的手术护理要点。
方法 立体定向手术是微创手术，应严格执行无菌技术，密切注意手术进程，严密观察生命体征变
化。总结 22 例药物成瘾患者行立体定向双侧脑深部电刺激植入术的术前、术中护理经验总结。
结果 22 例共植入 44 根电极，术后有一例穿刺道旁出血并发症，无任何神经功能损伤，通过对本
组患者术前访视、术中的心理护理及细节护理和术后的随访，均使患者对手术室的各项护理服务达
到了比满意的效果
结论 护理要点要注意患者心理观察，重点保护管患者的隐私。完成手术要求护士责任心强，专业
技术水平高。充分的术前准备、术中娴熟的配合技巧是保证手术顺利完成的关键。

PU-554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破裂出血的预防与处理
陈四方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颅内动脉瘤术中动脉瘤破裂出血的危险因素及应急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两个医疗中心 331 例颅内动脉瘤患者开颅显微手术夹闭动脉瘤的临床资料，第一
组病例为术者年均动脉瘤夹闭手术例数大于 100 例/年，第二组术者年动脉瘤手术例数 20-40 例/
年。结合文献对术中发生动脉瘤破裂出血的预防、处理经验和技巧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第一组病例术中有 6 例动脉瘤发生术中破裂，其中 1 例为未破裂动脉瘤。第二组病例术中有
13 例动脉瘤发生术中破裂，其中 1 例为未破裂动脉瘤。统计学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术前 HuntHess 分级为 0～3 级患者术中破裂出血的发生率为低于 Hunt-Hess 分级为 4～5 级患者，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χ2=6.034，P=0.014）。颈内动脉背侧壁血泡样动脉瘤和大脑后动脉瘤术中破裂出血
率显著高于其它部位动脉瘤术中破裂发生率，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破裂动脉瘤的术中破
裂 出 血 发 生 率 高 于 未 破 裂 动 脉 瘤 的 术 中 破 裂 出 血 发 生 率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χ2=9.700 ，
P=0.002）。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动脉瘤出血病史为影响术中动脉瘤破裂出血的危险因
素(P<0.001)，有出血病史的患者发生术中动脉瘤出血的风险是无出血病史患者的 10.518 倍。术中
破裂出血的患者与未发生术中破裂出血的患者之间愈后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手
术经验组之间术中动脉瘤破裂出血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isher 检验，P>0.05）。第一组
中无打开硬膜前发生动脉瘤破裂出血的病例，但发生在动脉瘤分离过程中破裂比例高于第二组，第
二组发生在夹闭过程中的破裂率高于第一组，但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26（Fisher 检
验）。
结论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中破裂出血的危险因素为动脉瘤的既往出血病史。术中破裂出血如能得到
及时恰当的处理，并不影响患者的愈后。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动脉瘤术中破裂出血仍难以完全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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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经验的积累无法完全避免其发生率，经验较少的术者通过严格的指征把握和合理地选择病例，
亦可降低术中破裂出血的发生率。

PU-555

经纵裂对侧大脑镰入路切除镰旁肿瘤
刘永,肖勇,邹元杰,刘宏毅,杨坤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经纵裂对侧大脑镰入路切除镰旁病变的可能性、有效性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7 月术者采用经纵裂对侧大脑镰入路切除肿瘤的临床资
料，包括肿瘤的性质、大小、位置以及相关的桥静脉解剖。病灶位于前 1/3 的患者术中采用仰卧
位，取直切口，骨窗大小约 4cmｘ5cm，骨瓣过中线。肿瘤位于中 1/3 的患者取侧卧位，上身抬高
30 度，头向上抬 20 度，使视角平行于大脑镰。切口可以取直切口亦可以取马蹄形切口，骨窗亦过
中线，术前留置腰大池引流，在切开硬膜前释放脑脊液 30ml 术中根据脑组织的压力调节释放脑脊
液的量。中 1/3 的病变，其纵裂的表面往往有较粗大的桥静脉阻挡，进入纵裂之前需将桥静脉周围
的蛛网膜松解，最大程度地游离桥静脉。进入纵裂后先电凝大脑镰，然后锐性剪开，阻断肿瘤的血
供，然后分块切除肿瘤。再将肿瘤的囊壁从周围剥离。
结果 术者尝试采用经纵裂经对侧大脑镰入路切除镰旁肿瘤，本组资料共 4 例患者，其中男性 1
例，女性 3 例，平均年龄 42 岁；病理提示：表皮样囊肿 1 例，脑膜瘤 3 例.病灶位于纵裂前 1/3 的
2 例，中 1/3 的 2 例。肿瘤最大直径约 5cm，最小直径约 3cm，所有肿瘤均达到完全切除，其中脑
膜瘤均达到 Simpson 1 级切除，术后随访 3-6 个月复查未见肿瘤复查。术后患者恢复良好，其中一
例患者术后出现短暂性对侧下肢无力，1 周后肌力恢复正常，无其它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
结论 经纵裂经对侧大脑镰入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入路，该入路术中对大脑皮层牵拉较轻可以
首先处理肿瘤的基底，减少血供；对处理中 1/3 病变，采用侧卧位利用脑组织自身重力减少脑组织
牵拉，降低脑组织的挫伤，手术视角较好，更利于处理瘤脑界面。此入路是一种可靠的、有效的处
理镰旁肿瘤手术入路。

PU-556

经膜髓帆入路切除第四脑室肿瘤
刘宏毅,刘永,邹元杰,杨坤,何升学,章文斌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经膜髓帆入路切除第四脑室肿瘤的方法和临床疗效，评价根据肿瘤特点决定打开膜髓帆
的范围对四脑室肿瘤切除的效果
方法 复习膜帆入路的相关解剖，回顾性分析南京脑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21 例采用经膜髓帆入路
切除第四脑室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手术方法：采用枕下正中切口从枕外粗隆至 C4-5 水平，严格
沿正中线逐层切开，减少肌肉出血。用撑开器向两侧牵开，显露枕骨和 C1 后弓。先在枕外粗隆的
下方 1.5-2.0cm 处钻孔 1 枚，然后用铣刀形成一个约 4cm×5cm 大小的骨瓣，咬除枕骨大孔边缘。
根据矢状位 MRI 上小脑扁桃体或肿瘤与枕骨大孔下缘的关系，决定是否咬除 C1 后弓。如果提示小
脑扁桃体或肿瘤疝入枕骨大孔应将 C1 后弓咬除，否则不必咬除。分离扁桃体延髓裂和扁桃体蚓垂
裂：在显微镜下“Y”型剪开硬膜并悬吊，暴露双侧小脑扁桃体、小脑蚓下部。锐性分离扁桃体延髓
裂和扁桃体蚓垂裂，小脑后下动脉及其分支走行于此裂，分离时应充分予以保护。然后用自动牵引
器向外上方牵拉蚓垂和对侧扁桃体，以更好地显露脉络膜带、下髓帆、第四脑室底、Magendie 孔
和侧隐窝。根据肿瘤的大小、位置和生长方向决定剪开膜髓帆的范围。当肿瘤位于髓纹下方时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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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单侧的脉络膜；如果病变向对侧隐窝生长时需打开双侧脉络膜。肿瘤位于髓纹上方或向中脑导
水管开口方向生长时可切开下髓帆增加显露。
结果 本组 21 例患者中 18 例采用单侧入路其中 12 例(66.67%)仅打开脉络膜，6 例(33.33%)打开脉
络膜和下髓帆；3 例采用双侧入路其中 2 例打开双侧脉络膜，1 例打开一侧膜髓帆和对侧脉络膜。
21 例病人中肿瘤全切除 17 例（80.95 %）, 次全切除 4 例（19.05 %）。术后病理诊断: 室管膜瘤
12 例,海绵状血管瘤 3 例，血管网织细胞瘤 2 例，髓母细胞瘤 2 例，胆脂瘤 2 例。术后患者的头
痛、头晕症状缓解。脑积水的患者术后脑室有不同程度的缩小。本组无手术死亡病例。术后发生颅
内感染 1 例，经抗感染和腰大池置管治疗后好转；2 例患者术后有不同程度的外展神经功能障碍；
1 例患者有后组颅神经障碍；3 例共济失调患者症状术后加重。随访 2 个月-2 年，患者恢复良好，
无远期手术相关并发症。
结论 经膜髓帆入路无需切开小脑蚓部即可以很好地显露第四脑室。对于大多数肿瘤只需打开单侧
脉络膜即可。利用脑组织本身的解剖间隙，最大程度地减少组织的损伤，可有效避免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

PU-557

神经电生理辅助下经乙状窦后
入路手术切除桥脑外侧海绵状血管瘤
姚国杰,龚杰,杨铭,韦可,伍杰,杜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临床上不少见，多因出血就诊，以桥脑多发。因伽马刀疗效不确切，寻求
显微手术全切除成为临床医生的追求目标。手术入路可采用 颞下，枕部后正中或者乙状窦后，幕
下小脑上，等。术中采用神经电生理监护为手术保驾护航。
方法 自 2013 年 3 月至 2019 年 1 月我科在神经神经电生理监护下显微手术切除桥脑外侧海绵状血
管瘤 12 例，其中两例累及桥臂。手术要点：①脑干切口位置应选择在三叉神经入脑干的后方和面
神经入脑干的上方区域（桥脑外侧区域），该部位神经纤维少，避开血管、网状结构及神经核团②
切除肿瘤时动作轻柔、准确，避免牵拉与挤压脑干，应用双极电凝要调小功率，随时喷水降温防止
热传导损伤，小的出血用止血纱布轻轻填压即可。③必须保留引流静脉，否则容易引起灾难性的后
果。
结果 12 例均获全切。1 例遗留轻微面瘫 经治疗后康复，无死亡。
结论 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手术治疗原则为尽可能全切除病变以及最大限度的保护正常脑干组织，为
此，正确的手术入路及安全的脑干皮层切口的选择以及恰当的手术技巧、手术辅助设施的应用尤为
重要。对于桥脑外侧的海绵状血管瘤，乙状窦后入路更有利于保护面神经核和运动纤维。且入路为
大家熟悉，容易推广。术中注意保护岩静脉及其属支。术中电生理监护是目前切除脑干海绵状血管
瘤的标配。

PU-558

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在中央沟区肿瘤手术治疗中的应用
白永文,殷金珠,王勇,黄建军,庄国涛,刘春生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总医院

目的 研究旨在探讨体感诱发电位在中央沟区肿瘤的手术中的应用,提高毗邻脑瘤切除手术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

343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神经外科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治疗的 20 例中央沟区肿瘤患者的临床资
料，经功能磁共振成像初步定位功能区；术中采用皮层体感诱发电刺激（CSEP)进行中央区定位，
通过 P20-N25 波所在电极位置定位运动区皮层(中央前回),以皮质体感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电位进
一步确定脑功能区、脑电图明确致痼灶位置，手术时避开功能区进行切除病灶和（或）致痼灶。
结果 术后 6 个月有患者出现新发神经功能障碍 1 例，术后神经功能障碍无明显加重 15 例，神经功
能障碍改善 4 例；肿瘤全切 7 例，次全切 12 例，部分切除 1 例。所有患者均未出现新发神经功能
障碍。
结论 采用术中神经电生理学监测方法定位功能区及致痼灶，可在保留功能的情况下，最大程度指
导切除中央回及其毗邻部位病变，能有效提高手术效果，保障手术安全。

PU-559

颅内转移瘤性出血伴脑疝的神经外科治疗
任力,胡光东,徐豪,魏子龙,刘超博,王之涵
上海市浦东医院

目的
一.脑转移瘤预后较差：1.不治者平均生存期为 4 周。2.多死于颅内高压引起的脑疝和脑干受压
二.颅内转移瘤的发生率因诊断方法改进和人类寿命的延长，癌症病人的生存率提升相应增加
三.脑转移瘤占脑瘤手术总数的比例也在增加（10-20%）
四.肺癌、胃肠道癌、乳腺癌致死数和发生于颅内、脑内转移数最多，以每种肿瘤发生颅内和脑转
移的频率看，依次为黑色素瘤、乳腺癌和肺癌。
五.颅内转移瘤好发于 40～60 岁，约占 2/3。
六.探讨急诊转移瘤脑出血的诊治方法与手术技巧，以及术后综合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近 3 年我科急诊手术处理脑出血伴转移瘤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及影像学表现，手术技
巧及病理诊断，术后治疗方法及转归。
结果 25 例转移瘤伴出血脑疝患者均进行急诊血肿及肿瘤切除术，根据术中病理行去骨瓣减压。均
愈合出院进行综合治疗。随访三月到六月均生存。
结论 1.急性脑出血的转移瘤因素需要结合病史及影像学检查综合考虑
2.急诊增强 CT 或 MRI 对术前明确诊断有帮助。
3.术中血肿清除与肿瘤切除对降低颅内压及患者预后有益
4.术前术中及术后的医患沟通对治疗有保障。

PU-560

47 例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患者死亡原因相关因素分析
赖名耀,李少群,李娟,山常国,洪伟平,周成,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分析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患者死亡原因及相关因素，为颅内生殖细胞肿瘤临床诊疗提供依据。
方法 本院 2005 年至 2018 年共收治的颅内生殖细胞肿瘤 320 例，其中 47 例患者死亡男性 30 例，
女性 17 例；10 岁及以下患者 10 例，11~20 岁患者 25 例，21 岁及以上患者 12 例。纯生殖细胞瘤
（germinoma）18 例，非生殖细胞性生殖细胞瘤（non-germino- matous germ cell tumors ,
NGGCTs）29 例；肿瘤位于松果体区 19 例，鞍区 16 例，松果体合并鞍区 3 例，基底节区 2 例，
颅内其他部位 7 例；单发病灶 33 例，多发病灶 14 例。采用 Kaplan-Meier 法和 Log Rank 检验对
上述 47 例患者进行单因素生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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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者年龄大小，是否放疗，是否使用 X 刀局部推量,AFP 值等因素与患者生死亡相关。1. 年龄
≤10 岁患者与＞10 岁患者生存差异显著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0 和 50%，p<0.001。2. 年龄≤10 岁患
者中，影像学出现明显脊髓播散征象的患者与无明显播散征象的患者生存差异明显，1 年生存率分
别 为 0 和 62.5% ， p<0.05 ； 年 龄 ＞ 10 岁 患 者 中 ， 治 疗 前 血 液 AFP ＞ 1.5ng/ml 患 者 与
AFP≤1.5ng/ml 患者生存差异显著，5 年生存率分别为 25%和 66%，p<0.05。3. 未接受放疗与接受
放疗患者生存差异明显，5 年生存率分别为 0 和 46%，p<0.0001。在放疗患者中，未使用 X 刀治
疗患者与使用 X 刀治疗患者生存差异显著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29%和 62%，p<0.01。
结论 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患者死亡因素与年龄大小、放疗与否、X 刀治疗推量与否、AFP 值大小、
脊髓转移与否等相关。

PU-561

巨大胼胝体表皮样囊肿 1 例报道及手术入路反思
刘庆国,宋志斌,高建伟,白江,汤文龙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目的 胼胝体表皮样囊肿非常少见，结合我院神经外科近期收治的一例巨大胼胝体表皮样囊肿患者
的诊治情况，探讨巨大胼胝体表皮样囊肿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 患者，女性，32 岁。主因间断头痛 2 年入院。2 年前出现间断头痛，伴头晕。期间出现加重
3 次，加重时伴视物不清，休息后可缓解。查体：眼底检查可见双侧视神经乳头水肿，其余未见异
常 体 征 。 MR 检 查 显 示 胼 胝 体 上 方 和 后 方 可 见 长 T1 、 长 T2 占 位 ， 大 小 约 为
7.5cm×7.2cm×6.9cm，双侧侧脑室、三脑室明显受压，蝶鞍扩大。2018 年 12 月 29 日在全麻下行
开颅肿瘤切除术。术前拟经纵裂入路，但开颅后发现脑组织肿胀极严重，无法安全分离纵裂。从左
侧额中回皮层造瘘，皮层下 3cm 见有约 10ml 淡黄色清亮囊液流出，但脑组织仍肿胀，仍无法分离
纵裂。略扩大皮层造瘘口，切开肿瘤包膜，可见肿瘤内容物为白色豆渣样组织，小心用显微剥离子
分离肿瘤，并用吸引器吸除，用该方法切除前、后、左、右之肿瘤，肿瘤底部明显压迫胼胝体，小
心切除底部肿瘤。肿瘤包膜和周围脑组织粘连紧密，因担心强行切除造成严重损伤，故残留部分包
膜，微弱电流双极电凝处理，随后神经内镜检查未见肿瘤内容物残留。
结果 术后患者并发不全运动性失语，无其它神经功能障碍，术后 3 周接近完全恢复。
结论 胼胝体巨大表皮样囊肿非常少见，主要表现为颅内压增高和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术前应和
皮样囊肿、畸胎瘤等鉴别。手术入路如果可能，应尽量采取纵裂入路。本例患者因脑组织肿胀，采
取了额中回皮层造瘘入路，可能是术后发生不全运动性失语的原因。需要反思的是，如果先作一个
小的额中回造瘘口，应用神经内镜切除肿瘤，或者应用神经内镜切除大部分肿瘤，脑组织压力下降
后，再经纵裂切除剩余肿瘤，可能创伤更小。

PU-562

松果体区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
陈峰,骆纯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探讨松果体区肿瘤的临床特点及显微外科治疗方法及手术技巧。
方法 对本治疗组自 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共收治的 19 例病例，分别采用 Poppen 入路（13
例）和 Krause 入路（6 例）进行回顾性研究。
结果 全切除 13 例，次全切除 3 例，部分切除 3 例；无手术死亡病例；其中胶质瘤 6 例，脑膜瘤 4
例，生殖细胞瘤 4 例，畸胎瘤 3 例，松果体细胞瘤 2 例。术后随访 3 个月~10 年，其中 12 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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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2 例肿瘤复发后放弃治疗，1 例行放疗，4,例死亡。
结论 显微手术切除是治疗松果体区肿瘤的首选方法，切除程度与病人的预后呈正相关。手术的关
键是选择合理的手术入路，利用膜性结构，注意静脉系统的保护。

PU-563

肺癌脑膜转移患者临床特征及疗效分析
甄俊杰,肖霄,李少群,赖名耀,王立超,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分析肺癌脑膜转移的临床特征及疗效，探讨影响肺癌脑膜转移患者的临床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2018 年 59 例肺癌脑膜转移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随访资料,使用 R 软件，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对相关因互作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结果 59 例患者中男性 32 例（54.2%），女性 27 例（45.8%），中位年龄 56 岁（30-76 岁），入
院时中位 KPS 60 分（20-90 分），其中≤60 分 35 例（59.3%），>60 分 24 例（40.7%）。初诊
至脑膜转移的中位时间为 8 月（0-58 月）。原发灶的病理类型中腺癌为 48 例（81.4%），鳞癌为
7 例（11.9%），其它 4 例（6.8%）。有 31 例患者行原发灶基因检测，其中 EGFR 突变者 25
例，ALK 突变者 1 例，野生型 1 例。35 例患者行腰穿脑脊液检查，腰穿压力<180cmH2O 为 13 例
（37.1%），≥180cmH2O 为 22 例（62.9%），30 例（50.8%）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发现肿瘤细胞。
53 例（89.8%）患者头颅 MRI 显示脑膜强化，40 例（67.8%）合并脑实质转移，29 例（49.2%）
合并脊髓转移。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头痛（69.5%）、呕吐（30.5%）、头晕（25.4%）等。治
疗方法包括全脑放疗 35 例，全脊髓放疗 8 例，靶向治疗 28 例，化疗 31 例。治疗后中位 KPS 70
分（0-100），末次随访日期为 2018-12-31，中位随访时间 10 个月，全组患者中死亡 40 例，存活
19 例，中位生存期（OS）9 个月，95%CI（4-12），6 个月生存率 57.4%，12 个月生存率
37.8%，18 个月生存率 10.5%。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60 岁（P=0.005）、治疗后 KPS>60 分
(P=0.028)、奥西替尼治疗(P=0.005)是影响患者生存的有利预后因素。
结论 肺腺癌，尤其是 EGFR 突变患者更易发生脑膜转移。大部分患者存在高颅压，一般状态较
差，头痛是最多见的临床症状。综合治疗可改善患者的神经系统症状，延长生存。年龄≤60 岁、治
疗后 KPS>60 分、奥西替尼治疗是影响患者生存的有利预后因素。

PU-564

中枢神经系统原发性恶性黑色素瘤的预后因素分析：
基于 SEER 数据库的回顾性研究
满韦韬 1,2,王贵怀 2,1
1.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2.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目的 中枢神经系统原发性黑色素瘤（Primary melanoma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PMN）是一
种罕见的恶性肿瘤，本研究拟探讨 PMN 患者的预后因素。
方法 利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监测、流行病学和结果”数据库（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SEER）筛选 1973-2015 年初诊且病理确诊的 PMN 患者，回顾性分析病例资料，寿
命表法计算 1、2、3、5 年生存率，Kaplan-Meier 法绘制患者的生存曲线，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均
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分析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种族、肿瘤部位及大小、手术范围、是
否放疗及化疗。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共纳入 PMN 患者 84 例，其中男性 55 例（65.5%）、女性 29 例（34.5%）；≤19 岁 1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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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 、 20-59 岁 42 例 （ 50.5% ） 、 ≥60 岁 30 例 （ 35.7% ） ； 肿 瘤 位 于 颅 内 46 例
（54.8%）、椎管内 24 例（28.6%）；接受全切手术、部分切除手术、放疗、化疗治疗的患者比
例分别为 34.5%、20.2%、42.9%、23.8%。确诊后患者 1、2、3、5 年生存率分别为 89.3%，
75.6%，65.2%和 37.7%。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肿瘤部位及手术范围与预后相关(均 P＜0.05), 性
别、种族、肿瘤大小、放疗与化疗预后无明显相关性。多因素分析显示, 年龄≤19 岁（HR=2.37，
95%CI：1.11-5.07，P=0.03）、肿瘤位于颅内（HR=1.98，95%CI:1.04-3.77，P=0.04）与患者总
生存率下降有关，全切手术可以提高患者总生存率（HR=0.31，95%CI:0.15-0.66，P=0.002）。
结论 年龄、肿瘤部位及手术范围是 PMN 患者总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PU-565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手术治疗预后因素分析
张越琦,李学军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探究影响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brain metastasis, NSCLC-BM）手
术治疗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患者临床及病理检
查资料。分析患者性别、年龄、肿瘤数目、肿瘤大小、肿瘤位置、病理类型、手术切除程度、术后
放化疗情况、手术前后卡氏评分（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 , KPS）以及分子标记物包括表
皮 生 长 因 子 受 体 （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 ） ， 甲 状 腺 转 录 因 子 -1 （ 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 TTF-1）和 Ki-67 指数等与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共有 48 例患者纳入研究，中位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 OS)13.2 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
时间(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9.4 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年龄、病理类型、TTF-1
表达水平、术前 KPS 评分、手术切除程度与 PFS 和 OS 无显著相关性。肿瘤小于 3cm、肿瘤位于
幕上、术后 KPS 评分≥90 分、接受术后放化疗、EGFR 阴性、Ki-67 指数＜10%是预后较好的相关
因素。多因素分析发现 EGFR 阴性(P=0.012)和 Ki-67 指数＜10% (P=0.002)与较好的预后情况显
著相关。
结论 分子标志物 EGFR, Ki-67 的表达情况是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手术治疗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
但仍需多中心临床研究验证。

PU-566

医护一体加速康复模式对三叉神经痛显微血管
减压术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
王靖,张苗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通过研究医护一体加速康复模式在三叉神经痛显微血管减压术患者康复效果，为患者术后快
速康复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11 月在我院诊断为三叉神经痛，由同一手术组行显微
血管减压术的患者。其中传统组从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7 月, 共 51 例；加速康复组从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1 月, 共 53 例。记录并分析患者围术期相关指标。
结果 加速康复组与传统组在年龄、性别、BMI、焦虑、抑郁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加速康复组术
后疼痛评分明显低于传统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传统组、住院时间短于传统组，住院满意度
高于传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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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三叉神经痛行显微血管减压术患者在围术期实施加速康复措施干预, 可减轻术后疼痛、降低
术后并发症、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患者满意度。

PU-567

乳腺癌发生脑转移的临床及病理相关因素分析
邓跃飞,刘正豪,郑眉光,李文鹏,梅鑫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探讨乳腺癌患者发生脑转移的临床及病理相关因素，提高乳腺癌脑转移的早期诊治水平。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0 月期间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诊治的乳腺癌及乳腺癌脑
转移瘤患者共 449 例,其中，410 例乳腺癌患者，39 例已发生脑转移的乳腺癌患者。入选标准：1.
一般情况、影像学及治疗方法等临床资料完整；2.病理证实乳腺癌，且具有肿瘤穿刺或手术后免疫
组化检测资料。排除标准：1.临床或病理检测资料不完整；2.随访资料不完整。统计临床及病理相
关因素共 16 个：年龄、肿瘤最大直径、组织学分级、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ER、PR、HER-2、
P53、脉管癌栓、TOPO II、切缘、其他部位转移、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采用电话及患
者返院复查相结合的方式，末次随访时间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0 月。随访 3-36 个月，中位随访时
间 16 个月。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对患者临床及病理因素数据进行分析，建立 Logistic 回归
模型对统计变量进行单变量及多变量分析；所有结果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Logistic 单因素分析 对 16 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肿瘤最大直
径、TOPO II、化疗、放疗、靶向治疗 6 个因素对乳腺癌发生脑转移的影响在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
（P＞0.05）。组织学分级、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ER、PR、HER-2、P53、脉管癌栓、切缘、其
他部位转移、手术 10 个因素对乳腺癌发生脑转移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差异（P≤0.05），跟
脑转移的发生具有相关性。
2、Logistic 多因素分析 对单因素分析中影响乳腺癌发生脑转移具有显著差异的变量进行多因素分
析显示：组织学分级、ER、HER-2、脉管癌栓、合并其他部位转移 5 个因素对乳腺癌发生脑转移
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差异（P≤0.05），是乳腺癌发生脑转移的预测因素，组织学分级高、
ER 阴性、HER-2 阳性、脉管癌栓阳性、其他部位转移是乳腺癌发生脑转移的高危风险因素。
结论 在乳腺癌患者中，组织学分级高、ER 阴性、HER-2 阳性、脉管癌栓、其他部位转移是发生脑
转移的独立高危风险因素，可作为临床对乳腺癌发生脑转移的预测指标。

PU-568

Lesion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leukemia:
Pathological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eatures at presentation in 14 patients
Yaming Wa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Navy General Hospital of PLA， Beijing 100048， China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characterize the specific pathology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findings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leukemia with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lesions, and to determine their value in the management of such patients.
Methods Lesions of the CNS were observed during and following treatment of leukemia. The
data from stereotactic biopsy-proven pathology (12 patients) and MRI examinations (14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Proton-magnetic resonance-spectroscopy was performed in three
patients. Factors that predisposed to lesions of the CNS were reviewed from the patient medical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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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mong the 14 patients, eight had CNS leukemia, four had a CNS infection and two had
a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 (one leukoencephalopathy and one glial cell hyperplasia). The
clinical diagnosis based on clinical symptoms, signs and MRI features wa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in two patients. In one patient, the clinical diagnosis was a CNS infection;
however, the patient's pathological diagnosis was CNS leukemia. In the other patient, the clinical
diagnosis was CNS leukemia, but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was glial cell hyperplasia. CNS
lesions in leukemia have a wide range of causes. Apart from the relapse of leukemia in the CNS,
there are treatment-associated neurotoxicities and infections that are caused by
immunocompromised states.
Conclusions As numerous leukemia-associated CNS lesions are treatable, early diagnosis is
essential.

PU-569

Immunohistochemical profile an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in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analysis of 89 cases
Yaming Wa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Navy General Hospital of PLA， Beijing 100048， China

Objective Most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PCNSL) are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DLBCL) characterized by poor prognosis.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 profile of immunohistochemical markers and their potential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Methods The clinical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profile data of 89 immunocompetent patients
with PCNSL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Results In the present study,the expression of 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CD)10, B cell lymphoma
(BCL) ‑ 6, multiple myeloma ‑ 1 (MUM ‑ 1), BCL ‑ 2, CD138 and Ki ‑ 67 was analyz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89 Chinese PCNSL cases, and the potential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was evaluated. CD10, BCL‑6, MUM‑1, BCL‑2 and CD138 were positive in 16.9 (15/89), 51.7
(46/89), 92.1 (82/89), 73.3 (63/86) and 0% (0/65) of all cases,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Hans
algorithm, 71 patients (79.8%) were classified into the non‑germinal center B cell‑like (non‑GCB)
group, indicating a post‑germinal center origin of PCNSL. 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of 73
patients was 13 months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93‑15.08]. The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OS) time was 45.3 months (95% CI, 25.01‑65.59) and the 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time was 30.0 months (95% CI, 13.43‑46.57). Age (>60 years) was asso‑ciated with a
shorter OS time (P=0.009). Ki‑67 (cutoff point 90%) was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OS (P=0.037)
and shorter PFS (P=0.039) times. No other immunohistochemical markers were associated with
prognosis. On multivariate analysis, age(>60 years) was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OS time
(P=0.038), but immunophenotype and expression status of Ki‑67, CD10,BCL‑6 and BCL‑2 did
not predict prognosis. In conclusion,high Ki‑67 expression may predict poor prognosis in PCNSL.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high Ki‑67 expression may predict poor prognosis in PCNSL.The
present study was limited by its sample size and short
follow‑up time. This requires more evidence to further clin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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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70

复合技术在手术治疗功能区肿瘤的临床应用
杨瑞金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分析综合技术在手术治疗功能区肿瘤的临床应用的经验。
方法 回顾分析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012 年 3 月-2018 年 10 月收治功能区肿瘤 73 例患
者，癫痫发作 47 例，头痛 38 例，一侧肢体活动障碍 25 例，偏侧肢体及躯干麻木、感觉减退 11
例，语言不流利 10 例。病变部位：中央前、后回 49 例，额下回后部（ Broca 区）13 例，颞上回
后部（ Wernicke 区）8 例，枕叶视觉中枢 3 例。结合 MRI、fMRI、弥散张量成像（DTI）、弥散
张量纤维束成像（DTT）、视频脑电图（VEEG）制定手术方案，采用神经导航、术中电生理监测
（IOM）、术中唤醒麻醉技术、术中皮层电刺激技术定位感觉、运动、视觉和语言功能区，皮层脑
电图进（ECoG）监测定位致痫区，显微镜下切除病变及处理致痫灶。病理结果：星形细胞瘤 46
例（有癫痫症状 29 例），转移瘤 5 例，室管膜瘤 2 例，淋巴瘤例，脑膜瘤 18 例。
结果 镜下全切除 52 例，次全切除 11 例，大部分切除 6 例。本组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后功能
状态：有 27 例术后出现短暂功能障碍加重，其中 21 例 3 周内恢复，有 6 例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后
遗明显不全性失语和对侧肢体偏瘫无恢复，4 例症状加重，复查 MRI 均提示肿瘤复发。癫痫缓解情
况：47 例有癫痫发作患者中 EnglⅠ级 31 例，EnglⅡ级 12 例 EnglⅢ级 6 例。
结论 综合多种现代神经功能技术是手术治疗功能区肿瘤精准、安全、有效的方法。

PU-571

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致垂体增生的诊断与治疗
李杰,王汉东
东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甲状腺功能减退可以反应性导致垂体增生,进而引起垂体及其内分泌靶腺功能紊乱，容易误诊
为垂体腺瘤，延误治疗。本文研究目的是探讨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致垂体增生的诊断和治疗原
则。
方法 分别对 3 例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行垂体及靶腺功能和影像学检查,并在左旋甲状腺素替
代治疗 1-3 个月后行内分泌功能及 MRI 复查,回顾性分析 3 例确诊病人的临床资料。
结果
3 例均为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MRI 示垂体明显增大,垂体高度 1.5～2.0cm，信号及强化均
匀；左旋甲状腺素替代治疗 3 个月后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状消失,MRI 示垂体大小恢复正常 2 例，明
显缩小 1 例，血浆甲状腺素、促甲状腺素（TSH）和泌乳素（PRL）水平恢复正常。
结论 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病人可以伴有垂体增生，努力提高对其垂体增生 MRI 表现的认识,以避
免误诊;首选甲状腺素替代治疗，而非垂体手术。

PU-572

弥散张量成像对前庭神经鞘瘤患者面神经功能保护的可行性分析
王文雄,张刚利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对比术前行弥散张量成像患者与术中电生理监测患者术后发生面神经功能障碍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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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进而研究弥散张量成像是否可以替代电生理监测，对面神经在解剖上提供较准确定位，能描绘
面神经与前庭神经鞘瘤的相对位置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单侧通过乙状窦后入路手术治疗且
术后病理检验诊断为前庭神经鞘瘤患者 95 名，通过入组标准筛选出符合条件患者 80 名，根据单纯
行 DTI 检查与单纯术中行电生理监测分为两组，一组 35 名为术前行弥散张量成像检查，另一组 45
名为术中行电生理监测，术后一周根据 housebrackmann 分级，分为三组轻度（I-II 级），中度
（III-IV 级），重度（V-VI 级）。分别统计两组患者术后 1 周面神经功能分级人数，拟标准大于三
级为面神经功能障碍，根据 x2 检验，划分四方格，自由度 v=1，求出各组阳性率，当 p<0.05 时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根据 housebrackmann 分级，统计发现单纯行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监测组轻度（I-II 级）30 人，中度（III-IV 级）5 人，重度（V-VI 级）0 人；另一组电生理监测组轻
度（I-II 级）28 人，中度（III-IV 级）15 人，重度（V-VI 级）2 人；电生理监测组术后面神经功能
障碍明显高于术前 DTI 检查组。
结论 弥散张量成像可以较准确重建前庭神经鞘瘤与面神经位置关系，与电生理监测相比较，面神
经功能障碍发生率下降，对前庭神经鞘瘤患者术中面神经达到功能保留、保护面神经、提供较准确
影像学基础。

PU-573

男护士在手术室工作中的作用与优势
杨妮,姜雪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分析男护士在手术室工作中的作用与优势。
方法 选取时间段 2018 年 2 月-2019 年 1 月，以此时间内在手术室工作的男护士 7 名为观察组对
象，10 名女护士为对照组，分析男护士在手术中的作用及优势。
结果 相对比对照组，观察组心理状态、设备维修、护理安全、突发事件应对以及团队建设评分明
显高，数据经过对比检验，满足 P＜0.05；两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数据差异小，P＞0.05。
结论 相对比女护士，男护士在手术室工作期间作用更突出，优势更明显，而且加入优化护理团队
对打造和谐、高质量团队具有促进作用。

PU-574

浅谈颅脑手术脑血管的保护
李蕴潜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颅脑手术中脑血管保护策略
方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我院自 2011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收治的 476 例脑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40 例患者术后头颅 CT 示瘤腔内不同程度渗血或出血，可见条索状，三角状和圆形高密度
影。15 例行 MRI 检查示脑皮质肿胀，脑实质内血肿。10 例行去骨瓣减压术。死亡 2 例。3 例生活
不能完全自理。
结论 近年来颅脑手术对脑血管的保护越来越重视，虽然随着显微外科的发展和神经外科医师手术
技巧的提高，脑肿瘤患者手术疗效明显提高，但是术后仍然存在死亡风险。其中继发脑内或者瘤腔
内血肿为主要原因。考虑原因主要为术中过分损伤静脉致使血液回流障碍。一般肿瘤较大，血供丰
富，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动静脉短路，低压高流量盗血使病变周围低灌注区血管代偿性扩张，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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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终致血管麻痹；而肿瘤切除后，盗血得以纠正，加之患者颅内压力下降，脑灌注压增加，使大
量血流注入周围低灌注区，而麻痹的血管无力进行有效的反应性收缩，致使在正常灌注压下发生过
度灌注，血流突破毛细血管床引起出血。所以为了减少颅脑术后颅内出血及脑水肿等严重并发症的
发生，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对患者预后尤其重要：首先，手术操作是最重要的一环，术中一定要尽
量减少脑表静脉损伤，尤其较大静脉，尽量减少对静脉的烧灼和牵拉。手术中应减少肿瘤周围的血
管损害，与瘤体粘连的正常脑组织血管要仔细分离并加以保护。手术操作要轻柔，采用微侵袭操
作。其次，围手术期尤为重要，对术前可以做 MRI、MRV 及 CTA 检查，评估患者肿瘤与血管的关
系，另外对血小板聚集情况、血压等也要进行认真评估。从而在术前给与对症治疗减少术后出血的
发生。最后术中彻底止血对防止术后出血也具有重要意义，显微手术技术是彻底切除肿瘤及静脉保
护的重要手段。显微镜下操作由于视野放大，照明充足，肿瘤边界、供瘤动脉、中央沟静脉及瘤周
缘代偿回流静脉能清晰辨认，术中出血易于控制，引流静脉的保护更 易实现。由于引流静脉与脑
功能关系重大，故术中必须加以细心保护。特别是中央沟静脉及瘤周粗大引流静脉，以免损伤后发
生严重的脑水肿及静脉性出血造成对侧肢体偏瘫和感觉障碍，增加术后的致残率和病死率。术后血
压升高或波动，血压持续波动也是重要的诱因。如术中控制性降血压过低，术毕应在血压升高至正
常后，观察瘤腔和术野有无出血，以免术后血压波动过大，出现术后出血。呼吸道不通畅引起血压
波动，可再出血，故昏迷病人应尽早行气管切开术。

PU-575

术前放疗在脑室内肿瘤治疗中的理论与初步实践
鲁明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研究术前放疗对脑室内肿瘤手术切除的影响及疗效
方法 本组病例共 9 例，术前均接受了 1 周的放疗（总剂量 10Gy/5f）。通过对比放疗前后影像显
示的肿瘤体积、血流灌注及 ADC 值的变化来综合评估术前放疗对脑室内肿瘤的影响。放疗完成后
根据脑室内肿瘤大小、位置选择了不同入路的手术方式切除肿瘤。提取并对比分析放疗前后相关影
像数据，术后随访 3-36 个月。
结果 9 例在放疗后核磁共振 T1 增强像（T1C）上显示肿瘤体积均有不同程度的缩小。7 例在放疗
后弥散加权成像（DWI）上显示肿瘤的表观弥散系数值（ADC）增加，2 例在放疗后肿瘤的 ADC
值减小。3 例在放疗后核磁共振灌注成像上显示肿瘤的相对脑血流量( relative cerebral blood
flow，rCBF)减少，6 例患者在放疗后核磁共振灌注成像显示肿瘤的相对脑血流量( relative cerebral
blood flow，rCBF)无明显的减少。所有病例放疗后均根据肿瘤的大小、位置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切
除肿瘤，全部病例均无明显的手术并发症，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其中 1 例因严重的脑积水行放疗
前脑室外穿刺引流术，随访 3-36 个月，未见肿瘤复发病例。
结论 一些特定类型的脑室内肿瘤通过术前放疗能够减少肿瘤体积，并安全有效地提高肿瘤的切除
率。

PU-576

44 例最大径≥4cm NSCLC 脑转移瘤的疗效报道及预后因素分析
赖名耀,李娟,甄俊杰,周江芬,肖霄,胡清军,叶敏婷,李少群,王立超,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本文回顾性总结采用分次 SRS 治疗 44 例最大径≥4cm 的 NSCLC 脑转移瘤的疗效，并分析影
响预后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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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选取 200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在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治疗 44 例直径≥4cm 的
NSCLC 脑转移瘤患者，放疗结束后 3 月影像学评价采用 RANO 标准评价。采用 SPSS17.0 统计软
件进行生存分析，寿命表法计算 1 年及 2 年总生存率。单因素采用 Kaplan-Meier 方法分析 KPS 评
分、RPA 分级、转移瘤个数、最大病灶体积、系统治疗、手术对预后的影响,组间生存率差异采用
Log-rank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Cox 回归模型,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44 例放疗结束后 3 月影像学评价，5 例 CR，20 例 PR，12 例 SD，7 例 PD；中位无进展生
存期和总生存分别为 6 个月和 16 个月，1 和 2 生存率分别为 65.9%和 20.5%；单因素分析结果提
示 KPS、RPA 分级、转移灶个数、手术与生存预后无明显相关，而系统治疗及最大病灶体积小于
28.3cc 影响预后相关有利因素，P 值分别为 0.046、0.027；多因素分析显示最大病灶体积小于
28.3cc 影响生存独立预后因素，P 值为 0.035。
结论 最大径≥4cm 的 NSCLC 脑转移瘤行分次 SRS 是可行的，最大病灶体积大小与预后相关，联
合系统治疗如化疗或 TKI 治疗可能会改善病人预后，但还需进一步观察更多的病例。

PU-577

颅内动脉瘤的介入与手术治疗
赵兵,沈 杰,宗 钢 ,汪宇阳 ,张亿乐, 汤 峰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颅内动脉瘤是神经外科最常见的脑血管病之一，治疗的时机与方案选择与预后密切相关，本
研究总结我科近十年颅内动脉瘤治疗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009 年 9 月至 2018 年 12 月收治的颅内动
脉瘤患者临床资料。按手术方法分为开颅手术夹闭组和介入栓塞组。分析各组间年龄、部位，入院
时 H-H 分级，出院时 MRS 评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统计学差异，来分析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时
机，以及两种治疗方式的疗效和优缺点。
结果 2009 年 9 月至 2018 年 12 月，我科共收治颅内动脉瘤患者 981 例，所有患者术前均由头颅
CTA/DSA 检查诊断为颅内动脉瘤，并根据 3D 重建结果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其中手术夹闭组共
有患者 346 人，年龄 19-80 岁，平均年龄 57.4 岁，其中前循环动脉瘤 344 例，后循环动脉瘤 2
例，入院时 H-H 分级Ⅰ-Ⅴ人数为 0、252、67、24、3，术后发生出血及脑梗塞 11 人，出院时
MRS 评分平均为 1.3 分；介入栓塞组共有患者 635 人，年龄 21-82 岁，平均年龄 62.2 岁，前循环
动脉瘤 559 人，后循环动脉瘤 76 人，入院时 H-H 分级Ⅰ-Ⅴ人数为 0、509、84、37、5，术后发
生出血及脑梗塞 7 人，出院时 MRS 评分平均为 1.1 分。通过比对数据分析，年龄越大患者预后越
差；H-H 分级越高，预后越差；两种治疗方式患者的总体预后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总体
并发症的发生率介入治疗组低于开颅夹闭组。
结论 所有动脉瘤均应做 DSA 来了解动脉瘤、载瘤动脉及附近分支的三维形态。未破裂动脉瘤应充
分考虑治疗风险，破裂动脉瘤应该尽量在出血后 48 小时内进行治疗。血管内介入治疗应作为颅内
动脉瘤的首选治疗方式，尤其是高龄患者、后循环动脉瘤患者，开颅夹闭手术适应于颅内血肿量较
大造成脑受压、血管入路困难、无法超选到位的患者，或者栓塞时无法有效处理瘤颈、无法有效保
护邻近重要穿支血管的患者。两种治疗方式在颅内动脉瘤治疗中无法替代，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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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78

肺癌同时发生颅骨转移及脑转移一例报道
王向东,任新亮,王彦宏,李建红,赵志强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目的 报道一例肺癌同时发生颅骨转移及脑转移的病例。
方法 对一例肺癌同时发生颅骨转移及脑转移的病例进行了回顾，分析了临床、影像学和手术资
料，并对患者进行了术后随访。
结果 针对患者同时存在分别位于两侧的颅骨转移病灶和脑内转移病灶，制定手术计划，进行一次
手术先后两侧病灶切除，手术顺利，术后恢复良好。
结论 针对颅骨转移病灶和单发脑内转移病灶可以一次手术进行切除，建议先切除脑内病灶，再调
整头位，消毒铺巾，切除颅骨转移灶，颅骨缺损处择期修复。

PU-579

15 例中央沟区病变的发病特点和显微外科手术后疗效分析
杨孔宾,李春旭,蔡晓明,葛海涛,史龙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中央沟区病变直接显微外科手术之后，国内外报道短暂或者永久性功能缺失发生率分别高
达 20%–100%和 0%–47%，值得进行病例分析和手术总结。本文进行探讨中央沟病变的发病特点
以及直接显微外科手术后疗效总结，分析病变的病理特点和治疗后的手术结局、并发症及患者生活
质量等。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2019 年 1 月我院中央沟病变手术患者 15 例，分析病例，对其临床表现、
影像特点、显微手术方法及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显微外科手术均采用了脑沟入路、分块切除方
法，术中均结合使用 B 超。根据病理情况术中使用放射性粒子近距离治疗或者术后结合使用放疗、
化疗。采用 NIHSS 评分评定患者运动和感觉功能。
结果 发病年龄 3.5 岁-52.1 岁。术前患者均伴有临床症状，其中癫痫 7 例，功能障碍 10 例，其中
Jackson 癫痫 5 例。病变 1.5cm 以下 6 例，1.5-3.0cm2 例，3.0cm 以上 7 例。术中全切 12 例
（80%），次全切除 3 例。病理结果：星形细胞瘤 4 例，节细胞瘤 2 例，海绵状血管瘤 4 例，脑膜
瘤 3 例，血管畸形 1 例，脑囊虫 1 例。NIHSS 评分术后症状加重 2 例（13.3%），改善 10 例
（66.7%），无变化 3 例。术后新发癫痫 2 例术中放射性碘 125 粒子近距离放疗 1 例，为巨大星形
细胞瘤；术后放疗、化疗 4 例。
结论 中央沟依靠影像学和术中 hand knob 手结和扣带回的缘支进行定位安全、可靠，无需依赖
fMRI 或者神经电生理监测。中央沟区病变病变较小时多以 Jackson 癫痫发病，较大时引起运动或
者感觉障碍。中央沟区脑血管畸形存在复杂性，术后伴有一过性的功能障碍加重，以结合介入栓塞
治疗为佳。显微外科手术结合使用脑沟入路、分块切除方法，以锐性分离、切除为主，术中使用 B
超，可以获得优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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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80

颅内肿瘤术后出血临床分析
楚燕飞
洛阳市解放军 989 医院

目的 探讨颅内肿瘤术后出血原因及防治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05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收治的进行再次手术治疗的 13 例颅内肿瘤术
后颅内出血病人的临床资料。男 7 例，女 6 例，年龄 12-75 岁，平均 48.1 岁。听神经瘤 2 例，小
脑胶质瘤 2 例，颅咽管瘤 2 例，幕上脑膜瘤 2 例，大脑半球胶质瘤 2 例，小脑表皮样囊肿 1 例，小
脑血管母细胞瘤 1 例，侧脑室星形细胞瘤 1 例。1 例于术中探查发现，12 例行头颅 CT 检查。幕上
硬膜外血肿 5 例，术区出血 8 例。
结果 再次手术时间：术中 1 例，2 小时内 2 例，2-4 小时 4 例，4-8 小时 3 例，24-48 小时 2 例，
72 小时 1 例。随访 1-10 年，恢复程度根据 Karnofsky 功能状态评分标准， 100 分 3 例，60-90 分
7 例，30-50 分 2 例，死亡 1 例。运动性失语 2 例，不同程度偏瘫 4 例，走路不稳 2 例，周围性面
瘫 1 例，幕上颅骨缺损 4 例。
结论 颅内肿瘤术后出血对病人可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术前进行严格的术前检查和术前准备十分
必要，术中缓慢减压，彻底切除肿瘤，严格止血，控制血压等措施可预防颅内肿瘤术后出血的发
生，术后严密观察病情，特别是对意识恢复及生命体征的观测尤其重要，及时进行头部 CT 的检查
有助于及早发现术后出血，发现出血后采取果断措施及早手术能够挽救患者生命，改善预后。

PU-581

源于涎腺侵袭颅底脑转移瘤的临床分析
姚林,周幽心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源于涎腺侵袭颅底脑转移瘤的临床症状、病理特点、治疗方案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 例源于涎腺侵袭颅底脑转移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 3 例，女性 2 例，年龄 46
岁～70 岁，主要临床症状包括头痛、面瘫、听力下降和面部肿块，其中 3 例患者既往有涎腺恶性
肿瘤史。本组患者术前均行 CT 和 MRI 检查，颅内肿瘤最大直径为 3.0cm～8.0cm，肿瘤位于中颅
窝 1 例，后颅窝 3 例，骑跨中后颅窝 1 例，所有患者术前 CT 示颅底骨质均被肿瘤侵袭破坏。3 例
患者行开颅肿瘤切除术，其中 2 例患者被误诊为脑膜瘤或神经鞘瘤行手术治疗，术后结合患者病理
报告及术后 PET-CT 检查后考虑腮腺癌脑转移；1 例患者因颅内高压导致肢体活动障碍行手术治
疗；其余 2 例患者未手术治疗，行细针穿刺活检（FNAB）明确肿瘤病理类型。本组 5 例患者均行
放疗和化疗。
结果 所有患者均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其中腺癌 2 例，鳞癌 1 例，导管癌 1 例，腺样囊性癌 1 例。
所有患者根据肿瘤病理类型行规范化的放疗及化疗，放疗靶区为肿瘤区和临床靶区，主要的化疗方
案为铂类及紫杉醇类为基础的化疗药物。本组随访时间为 10～28 个月，1 例患者 24 个月后死亡，
其余患者随访期间未见肿瘤复发或增大。
结论
源于涎腺侵袭颅底脑转移瘤临床罕见，由于缺乏具体典型的临床症状和影像学表现，术前易被误诊
为脑膜瘤或神经鞘瘤，开展多学科诊疗模式有利于该疾病诊断。对于已有神经功能损伤的患者，最
佳治疗方案为手术切除，术后予以放疗，化疗方案应根据肿瘤的病理结果制定，但化疗效果目前较
差。尽管涎腺肿瘤脑转移的预后较差，但积极的治疗可以改善患者预后，延长生存时间。目前辅助
全身治疗以及靶向治疗需在前瞻性试验中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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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82

杂合生物制造神经分泌类组织体
代兴亮 1,徐弢 2,程宏伟 1
1.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清华大学

目的 结合挤出式 3D 生物打印和高分子纳米纤维静电纺丝技术体外制造神经分泌类组织结构。
方法 以具有分泌功能的嗜铬细胞瘤 PC12 作为细胞资源，以海藻酸钠/明胶/纤维蛋白原为基质成分
和支撑结构，以聚乳酸/明胶静电纺丝纳米纤维层层叠加包裹增加水凝胶支架的整体力学强度。观
察支架结构的电镜形态、力学特征、细胞毒性；验证组织活性，包括细胞活死、细胞增殖；ELISA
实验证实细胞分泌功能；动物体内移植实验证实杂合制造类组织体结构的体内组织相容性、炎症反
应和组织重构能力。
结果 体外杂合生物制造 3D 结构的神经分泌类组织体，复合制造的组织体力学强度显著增加
（p<0.05），3D 结构的 PC12 细胞存活率为（92.849±2.995）%，HE 病理切片可见细胞呈团生
长，MAP2 和 Tubulin-β 的表达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Elisa 检测可见 PC12 分泌
MEK 和 NE 的表达量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电镜可见细胞周围及细胞内有大量
分泌囊泡；动物体内移植可见 3D 类组织体中 PC12 细胞聚集呈团生长，保持较高活性。
结论 结合 3D 生物打印和高分子纳米纤维静电纺丝技术体外杂合生物制造的神经分泌类组织体模型
体外具有高度活性和保持分泌功能，体内移植展示高度活性和组织重构潜能，为神经分泌类组织体
的生物制造提供新的方法。

PU-583

颅内血管外皮细胞瘤的诊断及治疗
任鸿翔,于炎冰
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研究颅内血管外皮细胞瘤(HPC)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诊断、治疗、病理特征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近 6 年手术治疗的 12 例 HPC 的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病理结果、治疗及
预后。
结果 12 例患者中 10 例获得肿瘤全切除，2 例行次全切除。手术后 9 例术前症状好转，1 例术后死
于颅内出血并发症。术后获得随访 8 例，其中 5 例接受放射治疗；6 例恢复良好，2 例肿瘤复发，
其中 1 例行再次手术。
结论 颅内 HPC 是一类血供极其丰富的良性肿瘤，虽然生长较慢但是具有易复发的性质，因此手术
彻底切除肿瘤对改善预后具有决定性意义。术前应准备充足的血源，术后辅以放射治疗可以延缓复
发、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PU-584

颅内肿瘤术后继发性脑积水的危险因素
胡健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颅内肿瘤术后继发性脑积水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7.12-2018.12 150 例行颅内肿瘤手术患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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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分析术后继发性脑积水的危险因素，包括患者年龄、性别、肿瘤部位、性
质、大小、影像学表现、手术时间、肿瘤切除程度、术后是否合并颅内感染、SAH、颅内血肿等、
有无行腰椎穿刺、术后认知功能改变等。
结果 16 例病人在术后发生脑积水。单因素变量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肿瘤部位、性质、是否
合并颅内感染、SAH、有无行腰椎穿刺，对脑积水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而患者性
别、肿瘤大小、影像学表现、手术时间、肿瘤切除程度、术后认知功能改变等对术后脑积水的影
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肿瘤部位、性质、是否合并颅内感
染、SAH、有无行腰椎穿刺是颅内肿瘤术后脑积水的危险因素。
结论 对高龄、位于后颅窝、脑室内的恶性肿瘤、合并术后颅内感染、SAH 的患者，需注意术后可
能发生脑积水，应及时复查头颅 CT ，早期行腰椎穿刺或腰大池置管引流可有效预防脑积水的发
生。

PU-585

颅内巨大肿瘤术后腰大池引流辅助控制颅内压效果分析
林祺,薛飞,秦家骏,陈先震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目的 颅内巨大肿瘤病人术后常因术区再灌注脑水肿，脑组织顺应性下降而形成局部高颅压，术后
高颅压成为此类病人救治的一大难题。对此，本文拟研究颅内巨大肿瘤病人术后腰大池引流对颅内
压控制的辅助作用，进而为临床上控制颅内巨大肿瘤术后高颅压提供新的诊疗思路。
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收集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018 年 6 月至 12 月的颅内
巨大肿瘤患者，将术后放置颅内压探头、术后第三天放置腰大池引流的颅内巨大肿瘤病人设为试验
组。术后放置颅内压探头、术后第三天未放置腰大池引流者设为对照组。研究应排除术前心肺功能
障碍、术后发生急性脑疝死亡、术后颅内压不可控行去骨瓣减压术及术后颅内压探头故障病例。实
验组对照组两组患者在术后治疗过程除是否放置腰大池引流存在差异，其余治疗均无明显差异。采
集两组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及病种分布，监测两组术后五天内颅内压的变化情况，并绘制颅内压
变化曲线，进行比较分析。纳入研究患者均已签署患者知情同意书，符合临床试验伦理基本规范。
结果 纳入研究的两组病例各 10 例，两组病人年龄、性别及病种分布无明显差异。术后即刻到第三
天，两组患者的平均颅内压值无明显统计学差异。然而，试验组术后 3-5 天颅内压平均值较对照组
低 10mmHg，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试验组术后 3-5 天颅内压变化幅值较对照组
小。
结论 本文表明颅内巨大肿瘤患者术后放置腰大池可能有助于降低颅内压。腰大池放置后，试验组
颅内压的波动比未放置腰大池的对照组更容易控制，这可能有利于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缩短住院天
数，改善肿瘤患者预后。这一结论虽需要进一步试验的验证，但仍为我们减少此类病人术后高颅压
并发症提供了宝贵的治疗思路。

PU-586

脑转移瘤的手术治疗
夏建江,朱兆川,石向阳,孟宏武,安尼瓦尔,张丹,吕超
新疆塔城地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脑转移瘤的手术疗法.
方法 患者 63 岁,因头痛 8 月,右侧肢体无力一周,于 2019 年 1 月 19 日入院,检查;T36C0,P78 次\
分,Bp132\84mmhg,神志清楚,右上下肢肌力 2 度,肌张力增高,病理征阳性,颅脑 CT 左顶叶脑内三个
1cm 低密度病灶,周边大片水肿 图 1,2,既往有左肾切除和左顶叶转移瘤切除手术史,双肺转移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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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25 日再次行多发性脑转移瘤切除术,本拟局麻手术,怕病人不能耐受而行全麻,经原切口
入颅,切除左顶叶三个转移瘤及周边水肿软化的部分非动能区脑组织,病理切片检查为;肾透明细胞癌
脑转移,术后病情好转,10 天后肺癌扩散,并发大量胸水,导致心肺功能衰竭,亲属放弃治疗,自动出院.
结果 患者于 2011 年 5 月行左肾透明细胞癌切除手术,术后八年一直服用抗癌药物治疗,生活正常至
2018 年 8 月发现双肺,脑转移,开颅手术切除左顶叶转移瘤,术后好转,半年后脑内又出现转移灶,再次
开颅手术,切除左顶叶多发转移瘤,术后因肺癌恶化,继发大量胸水,呼吸循坏衰竭死亡.
结论 恶性肿瘤晚期,合并脑转移造成颅内压增高危及生命时,可返复多次行脑转移瘤切除手术,在不影
响脑功能的前提下,切除部分非功能区脑组织,达到脑减压的目的,既可减轻病人的痛苦,又能延长患者
的生命,脑复发瘤的再次手术,可在局麻下进行,因为脑组织松软无痛觉,肿瘤易于切除,本例手术,如能
在局麻下进行,有可能存活更长时间.不至于因插管全麻,导致肺癌扩散,出现大量胸水,呼吸循环衰竭
死亡.

PU-587

KPS≤40 分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挽救性放疗 10 例报道
山常国,艾茹玉,洪伟平,王辉,杨艳莹,赖名耀,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PCNSL）是颅内罕
见 的恶性 肿瘤，目 前无标 准治疗 方法。部 分复发 难治性 PCNSL 患 者 KPS（ 功能状态 评分
Karnofsky）评分差，或经过多线全身治疗后进展，更是临床治疗中的难题，本研究旨在评估挽救
性急诊放疗在 KPS 评分≤40 分的复发的或难治的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中的疗效。
方法 本文回顾性分析了本中心 10 例复发或难治的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病例，患者为经过多线
化疗或免疫治疗后进展，或活检后病情迅速进展，有严重神经功能受累或颅内肿瘤危及生命。就诊
时所有患者 KPS 评分均低于 40 分（平均 25.00 分），患者低功能状态均因颅内肿瘤进展所致。10
例患者均在就诊 24 小时内急诊接受全脑放疗（whole-brain irradiation，WBRT），分割剂量 1.82Gy/f/d，总剂量 30-40Gy，放疗后根据疗效继续局部加量 0-24Gy，总剂量 30-54Gy。放疗完成后
因肿瘤残留行 X 刀推量治疗 2 例，中心剂量 8-10Gy。
结果 10 例患者均通过活检或手术确诊病理为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DLBCL）。其中 5 例放疗前接受 1-7 线不同的方案全身治疗，5 例为活检术后病情进展，无法耐受
全身化疗，所有患者均接受急诊放疗。接受放疗后平均症状好转时间为 3.10±0.88 天。放疗后患者
KPS 明显改善，放疗前平均 25.00±5.27 分，放疗后平均 55.00±19.00 分，t=-5.379，P=0.000，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放疗后患者 GCS 评分明显升高，放疗前平均 GCS 评分 10.70±3.59 分，放疗后
14.10±1.37 分，t=-3.90，P=0.0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00%的患者症状得好较好的改善，疗效
评估 PR。随访 2-36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 9 个月，目前仍有 3 例患者存活，OS 最长为 36 个月，
中位 OS 为 9 个月。
结论 对于复发或难治性 PCNSL 患者，不能耐受化疗或目前状态无法等待化疗起效，抑或化疗无
效，病情进展者，全脑放疗可能是迅速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命的选择之一。确切疗效
还需要更大样本的临床研究进一步探讨。

PU-588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诊断与治疗
方泽鲁,曹国彬,肖仕印,曾思铭,钟金浩,邓德贤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原发性颅内淋巴瘤的临床特点及诊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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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00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收治的 63 例经病理确
诊为原发性颅内淋巴瘤且得到随
访的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63 例原发性颅内淋巴瘤患者，23 例多发病灶患者生存期为 22.3±12.2 个月,40 例单发病灶患
者生存期为 35.4±11.7 个月，p<0.05；该组患者中大于 50 岁者 35 例，生存期为 27.6±12.5 个月，
小于 50 岁者 28 例，生存期为 35.1±13.2 个月，p<0.05；该组患者病灶行手术全切除和近全切除
26 例，生存期为 29.6±11.7 个月，部分切除 18 例，生存期为 30.8±12.4 个月，立体定向活检 19
例，生存期为 32.2±16.4 个月；该组患者术后 37 例行联合放化疗，生存期为 34.5±13.5 个月，12
例行化疗，生存期为 27.5±11.3 个月，10 例行全脑放疗，生存期为 23.8±12.6 个月，4 例未行放化
疗，其中位生存期为 7 个月。
结论 原发性颅内淋巴瘤为恶性肿瘤，术前诊断困难，多发病灶及高龄是预后不良的因素，手术目
的主要在于明确病理性质，手术方式对患者的预后无显著影响，明确诊断后，积极行联合放化疗可
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PU-589

10 例罕见青少年颅内原发卵黄囊瘤报道
洪伟平,杨艳莹,山常国,赖名耀,王辉,艾茹玉,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 10 例颅内原发卵黄囊瘤（yolk sac tumor，YST）患者的临床资料，报道患者预
后，探讨最佳治疗模式。
方法 200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我科共收治 10 例术后病理确诊卵黄囊瘤，其中男性 9 例，女性
1 例，中位年龄 13 岁（3～22）。1 例术后放疗中放弃出院失访，其余 9 例患者均行部分切除，术
后行全中枢放疗后局部瘤床推量，放疗后辅助化疗。观察患者血清 AFP 下降至最低值（可异常）
或恢复至正常所需天数、治疗前后肿瘤卒中情况，及分析其生存状况 OS 及 PFS。
结果 随访至 2019 年 2 月，平均随访时间 25.44 个月，中位 OS 为 18 个月，1-y OS 为 77.8%，2y OS 为 22.2%，中位 PFS 为 7 个月，1-y PFS 为 22.2%，2-y PFS 为 11.1%，血清 AFP 下降至
最低值（可异常）或恢复至正常中位时间 144 天（0-382），平均 165.22±131.71 天。4 例存活至
随访时间；4 例死于肿瘤复发，1 例死于重症肺炎,1 例失访。2 例患者复发后行手术治疗，其中 1
例多次复发行 3 次手术后存活 17 月因肿瘤进展死亡，1 例 PFS1 为 3 月复发手术化疗后 PFS2 长
达 71+月。
结论 YST 发病率低，易复发，预后不良，手术切除联合放化疗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的价值有待进一
步研究。

PU-590

家族性血管母细胞瘤病的临床特征与治疗及文献综述
曹国彬,方泽鲁,肖仕印,曾思铭,钟金浩,邓德贤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希佩尔-林道(VHL)病临床特征及诊疗过程，以期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自 2005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收治的 4 个
家系中 8 例 VHL 病患者的病例资料，分析其临床、影像、病理学资料及治疗情况。
结果 8 例患者共行 11 次手术，均在神经导航下进行。5 例患者予手术病灶全切除；1 例患者第 1
次手术切除主要病灶后，于第 7、9 年残余病灶长大，均再次手术治疗；1 例患者第 1 次手术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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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病灶后，8 个月后残余病灶长大，再次手术治疗；1 例患者手术予较大病灶切除，术后 3 个月
行剩余病灶 γ 刀治疗。8 例患者的 11 次手术病理结果均为血管母细胞瘤。无手术死亡病例，出院
时症状较入院时均明显好转，8 例患者随访至今均无神经功能缺损症状，可正常工作生活。
结论 VHL 病临床罕见，诊断困难。目前手术治疗依然是首选方法，对于微小病灶放射治疗有效，
抗血管生成药物及基因治疗为 VHL 病的治疗带来新的思路。

PU-591

神经导航辅助下经鼻神经内镜切除斜坡脊索瘤的手术探讨
王斌,程宏伟,洪文明,周律,单明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经神经导航辅助经鼻神经内镜外科技术在斜坡脊索瘤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 2015 年 1 月-20018 年 12 月对 19 例脊索瘤行神经导航辅助经鼻内镜手术,其中 2 例是复发病
例。所有病例均有头痛；复视 16 例；视力障碍或失明 3 例；鼻塞、嗅觉减退或失嗅 4 例；面部麻
木 2 例。肿瘤同时侵犯海绵窦和颈内动脉 6 例；岩尖区 12 例；寰枢椎 1 例。随访时间 2-24 个月。
结果 11 例脊索瘤术中内镜下及术后影像学证实完全切除；6 例脊索瘤次全切除；2 例大部切除。术
后均行常规放疗，至随访期结束,16 例病人无复发。3 例带瘤生存。
结论 神经导航技术辅助经鼻内镜治疗斜坡脊索瘤可以更好地辨认深部结构,有效指导手术肿瘤切
除，提高肿瘤切除率。并有效保护颈内动脉等重要结构。是对斜坡脊索瘤是一种较好的手术方法。

PU-592

35 例听神经瘤手术治疗体会
刘宝来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双镜结合，乙状窦后入路切除听神经瘤的手术体会及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山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 35 例听神经瘤患者的手术
经验总结及术后神经功能状况，术后平均随访 24.5 个月（16-37 个月）所以患者术前均行头颅核
磁及颞骨薄扫 CT，手术均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显微镜与内镜结合进行。
结果 5 例病例中，肿瘤直径小于 3 公分病例为 23 例，大于 3 公分病例为 12 例，肿瘤全切除 28
例，次全切除 7 例。术中面神经均解剖保留，蜗神经解剖保留 18 例，(其中肿瘤大于 3 公分的病例
保留 15 例，肿瘤小于 3 公分病例保留 3 例)。术后 3 月随访时面神经功能为 House-Brackmann I
级或 II 级的患者为 29 例，有效听力保留为 11 例。
结论
对于听神经瘤患者，手术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首选治疗方法，显微镜及内镜结合，术中注意手术技巧
的把握，可以大大提高手术全切率及神经功能保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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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93

神经外科复合手术室术中护理配合和护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李佳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对我院神经外科复合手术室护理管理模式进行探索，总结神经外科复合手术室护理管理流程
与方法。
方法 回顾分析在复合手术室完成 85 例复合手术的临床资料，总结护理管理经验。
结果 通过对复合手术室护理管理模式的实践应用，制订了复合手术室使用规章制度，完善复合手
术配合流程及操作规范。培养专业护理人员，制订护理人员岗前培训计划，采用大轮转和小轮转相
结合的人员培养方式对护理人员进行合理化排班，使人力资源得到规范化管理。手术物品及高值耗
材启用专人负责式模式，避免手术物品与高值耗材出现丢失与漏费现象。通过该模式应用，提高了
医生与护士手术配合质量的满意度，合理的弹性排班方式，减轻了护理工作压力；尤其减少术中差
错事故的发生。实践中形成了完善的、规范的、标准化的配合方案，患者在手术中得到精细化、全
方位的护理，确保了患者术中的安全，提高了医护质量。
结论 优化复合手术流程，提高手术安全，注重复合手术室专业护理队伍的培养，是确保神经外科
复合手术顺利完成的有力保障。

PU-594

眶内肿瘤手术及神经保护的治疗分析
马宁飞,马辉,孙胜玉,邹有瑞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切除眶内肿瘤的手术方式及周围神经的保护。
方法 收集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 8 月期间 11 例眶内肿瘤患者为观
察组，收集同期眼科眶内肿瘤患者 15 例为对照组，统计并比较 2 组患者的平均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及术后视觉神经功能恢复时间、平均住院时间、临床疗效等。
结果 2 组患者手术均获得成功，2 组患者平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P>0.05；观察组中术后
视觉神经功能恢复时间、平均住院时间分别为（3.31±0.43）d、（8.79±0.86）d，与对照组
（4.37±0.76）d、（13.02±1.17）d 比较，P<0.05。术后随访 1 年，患者均存活，观察组术后并发
症与对照组相比较，P<0.05。
结论 眶内肿瘤切除是根据肿瘤的侵犯情况将眼眶的骨组织、软组织、眼球和眼睑不同程度地切
除，考虑患者术后功能恢复，切除肿瘤过程中应严格注意神经的保护，神经外科对于病变侵犯临近
颅底、累及视神经管及眶上裂、累及眶周骨质时，对眶内神经的保护比眼科的治疗更有优势。

PU-595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临床特征分析研究
刘诤,张鹏帅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PCNSL）是颅内
较为罕见的恶性肿瘤，由于 PCNSL 临床症状及各项影像学表现检查均不典型，导致 PCNSL 早期
诊断困难，且易被误诊，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影响患者的预后。本研究旨在通过对 PCNSL 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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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临床资料分析总结，为提高 PCNSL 的早期诊断提供指导。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2008 年 6 月至 2018 年 12 月病理确诊的 30 例
PCNSL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集患者的一般资料、临床表现、影像学资料、实验室检查、病理学
资料、治疗方案、随访结果等，对其进行系统性的归纳总结并加以分析。
结果 纳入的 30 例 PCNSL 患者中，男性较女性多见，其中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患者的年龄区
间分布在 16-77 岁，中位年龄 59 岁，平均年龄 56.03 岁，其中年龄＞60 岁 14 例，年龄≤60 岁 16
例。患者临床表现多样，多以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等颅内压升高及肢体功能障碍为主要症状。颅
脑核磁及 CT 提示单发病灶 23 例，多发病灶 7 例，幕上占 25 例，幕下占 2 例，幕上及幕下均累及
占 3 例。颅脑 CT 轴位平扫病灶以等密度及稍高密度影为主，颅脑核磁增强扫描多表现为均匀明显
强化，颅脑磁共振弥散均为高信号或稍高信号，磁共振波谱（MRS）均表现为典型的胆碱（Cho）
峰明显升高而肌酸（Cr）降低，乙酰天冬氨酸（NAA）峰降低，16 例患者出现脂质(Lip)峰或合并
乳酸（Lac）峰的表现。组织病理学检查 29 例患者为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1 例患者为 T 细胞来
源淋巴瘤。术前卡式（KPS）评分＞70 分者 21 例，≤70 分者 9 例。23 例患者手术行肿瘤全切或
次全切治疗，7 例患者接受立体定向活检术，13 例患者术后采取了放化疗综合治疗方案，8 例患者
采取术后单纯放疗方案，7 例患者采取术后单纯化疗方案，2 例患者仅接受单纯的手术治疗。入组
的 30 例患者中位生存期为 17 个月，生存期最长的可达 45 个月，最短的仅 1 个月。log-rank 法单
因素分析年龄、病灶数量、治疗方案的选择、ki-67 增殖指数是影响 PCNSL 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
结论 PCNSL 临床症状及影像学表现不典型，早期诊断困难，确诊依靠活检病理学分析。手术联合
放化疗可以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患者的预后。患者的年龄、病灶数量、治疗方案的选择及
Ki-67 的增殖指数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

PU-596

中枢神经细胞瘤术后脑积水的治疗体会
刘斌,田海龙,王志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

目的 总结中枢神经细胞瘤术后脑积水的预防和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 例术后病理证实的中枢神经细胞瘤患者的临床资料，2 例术后均并发脑积水、颅
内感染。1 例患者因双侧局限性脑积水连续 3 次行神经导航引导下脑室穿刺引流术，术后每天经引
流管行脑室内冲洗，吸出脑室内残渣，保持引流管通畅。该患者 2 月余后拔除全部脑室引流管，3
个月后再次入院行显微镜下脑室粘连松解术。另一例患者因急性脑积水行床旁脑室穿刺引流术，引
流半月后拔除引流管。
结果 2 例患者拔除引流管后脑室系统未再继续扩大，未诉头痛，均未行脑室-腹腔分流术。
结论 中枢神经细胞瘤术后脑积水发生率高，及时行脑室穿刺引流术可缓解急性颅内压增高，同时
行冲洗抽吸，可减少脑室内粘连残渣，有利于打通脑脊液循环，降低永久性脑积水的发生率。

PU-597

后颅窝肿瘤切除术术后发热患者的治疗策略研究
王艺达 1,李震 2,曹响元 1,周成丞 1,金毅 1
1.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靖江市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神经外科后颅窝(PCF)肿瘤切术术后发热患者的统计、一般情况、脑脊液(CSF)生化指标
与微生物培养结果、不同类抗生素的预防使用及患者预后的分析，研究手术相关脑膜炎与中枢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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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感染的相关性，探讨该类手术术后发热患者的传统抗生素应用策略，促进预防性抗生素的合理
使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81 例 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间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行 PCF 手术(后正中入路或乙状窦后入路)患者。进一步分析了 40 名发热患者的 CSF 生化指标、抗
生素使用、并发症、住院时间和花费、30 天随访结果，同时对比了初级抗生素(二代头孢)和高级抗
生素(三代头孢或以上)患者的转归。
结果 PCF 肿瘤切除术术后发热率为 49%(40/81)，术后 1 至 5 天内起热，多为不规则型发热。40
名发热患者，平均年龄 49 岁，平均体重 60KG，平均手术时长 5h，平均住院周期 21 天；其中，
23 名 患 者 术 后 出 现 轻 度 脑 膜 刺 激 征 ， 主 要 为 颈 肌 强 直 。 CSF 指 标 中 ， 平 均 白 细 胞 数 为
3049.63±2398.43×106/L，蛋白含量 2190.47±934.68mg/L，糖含量为 4.41±2.89mmol/L，所有发
热患者 CSF 微生物培养结果均为连续阴性，出院后 30 天内无患者出现不明原因发热、神经功能减
退及其他感染迹象。
初级抗生素组：发热率为 45.7%(16/35)，平均发热体温 39℃，发热时长 4 天，平均住院周期 19
天，平均花费 68699.7±24764.5 元；CSF 指标中白细胞数 2684.1±2178.2×106/L，蛋白含量
1992.3±848.1 mg/L，糖含量 4.1±3.6 mmol/L；高级抗生素组：发热率为 52.2%(24/46)，平均发热
体温 38.7℃，发热时长 3.7 天，平均住院周期 22 天，平均花费 88771.2±34294.2 元，CSF 指标中
白细胞数 3315.5±2513.5×106/L，蛋白含量 2334.6±967.8 mg/L，糖含量 4.5±2.2 mmol/L，除去住
院费用(P=0.002)，其余指标在组间均无显著差异。
结论 发热是 PCF 肿瘤切除术术后早期常见症状，在无其他感染危险因素下，术后颅内感染概率很
低；高热、异常的 CSF 指标及轻度脑膜刺激征症状并非术后颅内感染预测及升级预防性抗生素的
特异性指标；术后预防性初级抗生素和高级抗生素的使用在患者转归的比较中未见显著性差异，高
级抗生素增加住院费用。

PU-598

特殊类型影像学表现的颅内血管母细胞瘤的诊治及其临床意义
马德选,杜尊国,吕铁,谭海波, 杜固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探讨特殊类型影像学表现的颅内血管母细胞瘤的诊断和治疗，为临床干预策略及规范化管理
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5 月至 2018 年 4 月笔者收治的 8 例特殊类型影像学表现血管母细胞瘤患
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相关检查和组织病理学特征、手术情况及随访结果。
结果 血管母细胞瘤患者主要局部占位效应，均无家族史及其他相关部位病灶，这些特殊类型影像
学表现并不符合典型血管母细胞瘤典型影像学特征，术前诊断困难，本组中术前 MRI 诊断除 1 例
因多发病灶临床诊断 VHL-血管母细胞瘤外，其他 7 例术前均误诊为其他颅内肿瘤。影像学特征大
致可分为二类：1）囊性病灶无瘤结节仅瘤壁部分或环状强化；3 例为部分瘤壁强化和 1 例环状强
化而无明显的瘤结节（例 2 中另一病灶有明显瘤结节）。 2）实质性病灶伴有严重的瘤周水肿：4
例。全部 8 例均行显微外科手术治疗，全切除 8 例；手术及病理均证实为血管母细胞瘤，病理组织
无其特殊性。其中 4 例伴有周围严重水肿者术后经脱水完全消失。7 例经 VHL 基因检发现 3 例为
VHL-血管母细胞瘤（含多发病灶患者），纳入 VHL 病管理；随访时间为 3～50 个月，平均 32 个
月。全部患者复查 MRI 肿瘤未见复发。
结论 这类影像学表现不典型的特殊案例容易导致临床的误诊、术前诊断困难，应予以注意和重
视。MRS、PWI 、DWI（ADC）和 PET-CT 或对这些不典型颅内血管母细胞瘤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显微外科切除仍是其治疗的主要方法，增强的瘤壁需要完全切除而瘤周水肿在术后很快消失。
区分散发性或 VHL 病是必要的，VHL 基因检测被推荐，规范化管理 VHL 病是提高该类患者预期寿
命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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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599

立体脑电引导射频毁损治疗 下丘脑错构瘤所致癫痫
刘长青,程前,丁明增,关宇光,栾国明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立体脑电引导射频热凝毁损治疗下丘脑错构瘤(Hypothalamic hamartoma, HH)的安全性
及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总结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2017.1-2017.12 射频热凝毁损治疗 4 例下丘脑错构瘤
所致难治性癫痫的病例。其中男 2 例，女 2 例。年龄 9～27 岁。初发病年龄自出生后 1 岁～5 岁。
首发症状均为癫痫，4 例均存在痴笑性发作。其中 1 例女性患者痴笑伴有性早熟先后进行了两次手
术治疗，残余 50%的错构瘤没有切除。4 例患者均接受立体定向引导下脑深部电极植入术，根据颅
内脑电放电情况进行热凝毁损。毁损后观察癫痫发作情况并再次监测脑电，如仍有发作或放电再次
毁损，发作终止并错构瘤内无放电后拔除电极。
结果 4 例患者术后 3 月复查核磁共振错构瘤大部被毁损，均无并发症发生，3 例患者术后无癫痫发
作(Engel-I 级)，1 例癫痫发作减少 75%(Engel-III 级)。
结论 颅内错构瘤所致的癫痫是一种药物难治性癫痫。立体脑电引导射频热凝毁损术治疗下丘脑错
构瘤安全、有效，可减轻甚至能完全控制癫痫发作。

PU-600

HMGB1、TLR4、CD14、NF-κB
与脑内海绵状血管瘤伴发癫痫的关系
杨茂林,孙涛,王峰,宋子木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脑内海绵状血管瘤（CCM）是中枢神经系统常见的血管畸形，癫痫是其最常见临床表现，但
有关 CCM 所致癫痫发作的确切机理仍未完全明确。
近年有研究显示，TLR（toll 样受体）炎症信号通路在 CCM 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TLR4
由脑内免疫细胞、神经元和胶质细胞释放，是固有免疫的关键成分，能够被内源性危险信号蛋白
HMGB1 激活，CD14 作为 TLR4 的共受体，共同促进 CCM 的形成。此外，研究显示，TLR 炎症
信号通路在癫痫的发生中也起到重要作用。那么 TLR 炎症信号通路是否在也是 CCM 继发癫痫的重
要原因，TLR4、CD14 是否可能成为 CCM 诊断及手术治疗的一个生物学标志，目前尚未见研究报
道。本课题采集临床病人标本，通过 RT-qPCR、Western Blot 等检测 TLR 等基因、蛋白的表达，
对比研究其在 CCM 所致癫痫发作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我科手术治疗的 CCM 病人（伴发及不伴发癫痫发作患者），将手术切除病灶组织作为研
究组。对照组：①无癫痫发作的 CCM 患者病灶组织；②脑外伤手术患者相应部位的脑组织或入病
灶通路过程中的正常脑组织。RT-qPCR 检测 TLR4、CD14、HMGB1、NF-κB 基因表达情况，
Western Blot 检测蛋白表达。
结果 入组患者共 30 人，将其依据癫痫发作频率分为四个亚组：少数组：1-10 次/年；中度组：1-3
次/月；频繁组：4-14 次/月；很频繁组：≥15 次/月。RT-qPCR 及 Western Blot 研究显示，TLR4、
CD14、HMGB1、NF-κB 表达水平与癫痫发作频率密切相关，伴发癫痫发作频率越高的分组，相应
CCM 患者 TLR4、CD14、HMGB1、NF-κB 基因相对表达倍数越高，蛋白的相对表达量越高。
结论 TLR4 等在 CCM 所致的癫痫发作密切相关。炎症通路在 CCM 形成机制以及以癫痫为主要症
状的 CCM 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能成为 CCM 及其所伴癫痫治疗的一个重点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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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01

护理实习带教新模式应用于临床护理管理中
对考核成绩、实习生满意度的影响
李芳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临床护理管理中新的护理实践教学模式对考核结果和实习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对我院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 110 名护理实习生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教学
方案分为两组，每组 55 例。对照组：行传统带教模式。实施一对一的带教，每位教师对一位实习
生进行带教，仅负责自己所带学生。研究组：行护理实习带教新模式。
结果 两组考核成绩比较
组别护理技能操作理论知识
对照组 (n=55)70.25±5.1571.70±5.60
研究组 (n=55)86.32±7.3085.50±8.42
t 值 21.641 510.120 8
P 值<0.05<0.05
两组实习生满意度比较
组别知识掌握带教方式带教能力人际沟通业务水平
对照组 (n=55)68.30±4.2165.47±5.3066.58±5.4270.32±5.1871.80±6.51
研究组 (n=55)80.60±5.4181.51±5.5278.65±6.4083.54±7.3286.94±7.72
t 值 13.306 815.544 710.673 310.933 111.118 7
P 值<0.05<0.05<0.05<0.05<0.05
结果 实验组护理技能操作和理论知识得分分别为(86.32 7.30)和(85.50 8.42)，均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学生满意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将护理实践教学小组模式应用于临床护理管理中，可以提高护理实习生考核结果，提高实习
教学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602

立体定向松果体区病变活检 34 例回顾性分析
王登元 1,2,邹扬帆 1,汤其华 1,张雷鸣 1,白茫茫 2,张剑宁 1,王亚明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2.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立体定向松果体区病变活检的有效性、安全性及并发症的分析与处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期间行立体定向
松果体区病变活检病例 34 例，其中男 23 例，女 11 例，年龄分布 11 岁~82 岁，平均年龄 37.4
岁。所有患者均采用框架引导活检，局麻下安装 Leksell 定向框架，MRI 增强扫描引导活检，跟据
病灶大小、解剖位置、影像学特征设计靶点及穿刺轨迹，局麻下进行手术。
结果 32 例患者明确病理诊断，2 例未明确组织病理，活检阳性率 94.1%，其中生殖细胞瘤 11 例、
间变型星形细胞瘤 4 例、间变型少突胶质细胞瘤 1 例、弥漫型星形细胞瘤 1 例、星形细胞瘤
（WHO Ⅱ-Ⅲ）1 例，胶质母细胞瘤 1 例、松果体母细胞瘤 6 例、中分化松果体实质瘤 2 例、松果
体乳头状肿瘤 2 例、绒毛膜癌、室管膜瘤、转移瘤（肺来源）各 1 例。术后 CT 提示出血 3 例
（8.8%），其中无症状性出血 1 例（2.9%），症状性出血 2 例（5.9%），1 例行脑室外引流，1
例行保守治疗，无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无手术死亡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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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立体定向颅内病变活检术具有微侵袭、安全、可靠等特点，松果体区病变种类繁多，立体定
向松果体区病变活检是后续合理治疗方案制定的有效选择。

PU-603

中枢神经细胞瘤的病理特点及预后分析
陈旦麒,钟平,徐健,徐铭,黄翔,陈明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通过回顾性研究我院 2008 年至 2018 年中枢神经细胞瘤病例，对其病理特点及治疗方案进行
总结分析，评估影响中枢神经细胞瘤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收集 2008-2018 年我科中神枢经细胞瘤病例共 79 例入组。男 49 例，女 30 例，中位年龄 30
岁，其中 1 例病灶位于左颞叶，剩余 78 例均位于侧脑室。所有病例术后均行病理切片及免疫组化
分析。术后定期随访，并行头颅 MRI 增强检查，以评估病灶是否有复发。
结果 79 例病例的病理切片行免疫组化检测均发现 NeuN,Syn 和低水平 Ki-67 的阳性表达。随访过
程中死亡 4 例，其中一例为化疗药物并发肾功能衰竭，剩余 3 例均死于围术期相关并发症。69 例
行完全切除，10 例次全切除肿瘤。术后单纯放疗 20 例，放疗合并化疗 25 例，伽马刀治疗 1 例，
33 例未行放化疗。术后因肿瘤复发再次手术 2 例，均为第一次术后未行放化疗的病例。此类病例
的病理切片均提示肿瘤细胞存在核异形并伴有明显的血管内皮细胞增生及较高的增殖活性。
结论 中枢神经细胞瘤好发于侧脑室,治疗首选手术切除。术中全切肿瘤预后佳,对于未能全切，术后
复发或经病理证实有较高增殖活性的病例进一步联合放疗,可减少肿瘤的复发率,化疗效果有待进一
步研究。

PU-604

以三叉神经痛为表现转移瘤一例
贺中正
西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转移瘤引起三叉神经痛的临床表现及治疗效果。
方法 收治 1 例以左侧三叉神经为首发症状的肺癌脑转移患者，手术切除肿瘤，术后病理证实为腺
癌。
结果 患者三叉神经痛症状缓解，术后恢复良好，转胸外科进一步诊治。
结论 CPA 区转移瘤较为少见，神经鞘瘤及脑膜瘤较常见，但如患者长期吸烟、高龄、有咳嗽史患
者，需注意排除转移瘤。

PU-605

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肿瘤的诊断与治疗
（附三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肖国民,蒋泳,岑波,邱勇,胡飞
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

目的 探讨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肿瘤( DNT) 的临床、影像学特征、病理特点、治疗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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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结合文献，回顾性分析三例病人的临床、影像学及病理资料，以及术中所见。
结果 MRI 特点：表现为等或长 T1、长 T2 信号影，界限清楚，占位效应不明显。病变多呈以皮层
为底楔形或三角形，扇形或椭圆形和不规则形。镜下特征：可见大量体积均匀一致、核圆的少突胶
质细胞样细胞，并可见“特异性胶质神经元”成分“漂浮”在黏液基质中。
结论 DNT 属于良性肿瘤( WHOⅠ级) ，手术切除完整则预后良好。病理诊断须结合影像学特点及
免疫组化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PU-606

颅内肿瘤术后脑梗塞 12 例分析
朱毓科,王鹏,杨大祥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目的 分析探讨颅内肿瘤手术后脑梗塞的发生原因、机制及其预防措施。
方法
12 例患者经 CT 和或 MRI 证实颅内肿瘤术后出现脑梗塞，发生于颅底和脑深部肿瘤手术后
脑梗塞的 9 例，大脑半球肿瘤手术后的 3 例。肿瘤性质：脑膜瘤 5 例，胶质瘤 2 例，垂体腺瘤 1
例，神经鞘瘤 2 例，颅内转移瘤 2 例。大部分采取保守治疗，给予降颅压、改善脑循环、神经营养
及高压氧治疗。有 2 例患者因严重颅高压行再次手术去骨瓣减压。对梗塞发生时间、发生部位及治
疗后的效果进行总结。
结果 12 例脑梗塞患者中，死亡 1 例，重残 2 例，轻残 3 例，其余患者功能恢复良好。
结论
颅内肿瘤术后脑梗塞是由于血管损伤、脑牵拉伤、脑血管痉挛等因索引起脑灌注压下降、
脑血管闭塞所致。术中和术后采取积极预防措施可以明显降低脑梗塞的发生率。术后及时发现、积
极处理，大部分脑梗塞是能够预防或将其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患者术后持续昏迷，或随清醒，但
出现了手术及原发病无法解释的症状时均要考虑有术后脑梗塞的可能，应及时复查 CT 以明确诊
断，在梗塞初期的数小时内，CT 检查多呈阴性，头部 MRI 检查有利于发现 CT 不能诊断的早期梗
塞患者。

PU-607

囊性听神经瘤的显微外科手术与神经保护策略
舒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探讨囊性听神经瘤的临床特点、显微外科手术技巧和神经保护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组自 2010 年-2017 年收治的囊性听神经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病史资料、影
像学资料、手术视频、术后随访资料等。所有患者均行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听神经瘤显微切除术。术
中行脑神经及脑干诱发电位等神经电生理监测。所有患者术前及术后 1 周内均采用 HouseBrackmann 面神经功能分级系统进行面神经功能评估。出院后 3-6 个月门诊常规复诊，并行头颅增
强 MRI 检查评估肿瘤切除程度、面部神经及后组颅神经功能评估等。
结果 术后复查 MRI 显示肿瘤全切除率为 95.2％，面神经解剖保留率为 90.5%。术后 7 d HouseBrackmann 面神经功能良好的保留率为 76.1％。随访时间 1-107 月，平均 64.3 月，随访期内肿瘤
全切组未见复发病例。
结论 囊性听神经瘤有首发症状不典型、生长迅速、与周围组织结构易黏连等特点。显微手术中遵
循蛛网膜平面内肿瘤切除的原则，应用电生理监测辅助辨识神经结构，再加熟练掌握显微手术技
巧，对于囊性听神经瘤可取得肿瘤全切除、神经结构功能获良好保护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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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08

复发听神经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舒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探讨复发听神经瘤的临床特征及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至 2018 年 1 月行手术治疗的 33 例复发听神经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统计
分析患者的平均年龄、原发肿瘤最大径、复发肿瘤最大径、囊实性、手术间隔时间、术后面神经功
能（House-Brackmann 分级）等。
结果 肿瘤全切除 30 例，近全切除 2 例，次全切 1 例。术中面神经解剖保留 29 例，解剖保留率
（87.8%）。术后 House-Brackmann 面神经功能分级 I 级 3 例，II 级 12 例，III-V 级 18 例，功能
良好(I、II 级)的保留率为 45.4％(15/33)。
结论 在保护神经功能的前提下，争取初次全切是获得最佳临床疗效的首选。对于复发听神经瘤建
议早期积极手术。

PU-609

幕上脑室外室管膜瘤的临床特征分析与治疗策略
舒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目前有关幕上脑室外室管膜瘤的研究报道比较少。通过回顾性分析脑室外室管膜瘤病例及文
献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脑室外室管膜瘤的临床、影像和组织学特点，以及最佳治疗策略。
方法 自 2010 年 1 月-2015 年 6 月我科共有有 14 例患者符合幕上脑室外室管膜瘤诊断。回顾性分
析这些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病理组织学资料及治疗效果。在 Pubmed 数据库等检索脑
室外室管膜瘤相关文献，总结脑室外室管膜瘤的临床、影像、组织学特点以及治疗原则。
结果 共有 6 例女患者和 8 例男患者，平均年龄为 24.5±13.5 岁（3-48 岁）。肿瘤主要位于额叶和
颞叶（额叶 5 例，颞叶 4 例）。典型的影像学特征为：增强 MRI 表现为轻到中度的不均匀强化，
肿瘤边界清晰，部分呈“爆米花样”征象，以及无明显的瘤周水肿。术后影像学复查显示 12 例患者
实现肿瘤全切除，2 例患者次全切除。术后有 7 例患者进行了放射治疗。7 例患者诊断为 WHO II
级，另外 7 例患者诊断为 WHO III 级。术后随访时间平均为 22.6 月。有 3 例患者复发，2 例死
亡。
结论 幕上脑室外室管膜瘤有不典型的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呈多样化，组织学特征亦不均一。因
此，脑室外室管膜瘤的诊断相对困难。间变型脑室外室管膜瘤有更恶性地生物学行为，更容易复发
以及不良预后。初次手术肿瘤全切除或辅以放射治疗是最佳治疗选择。

PU-610

蛛网膜平面内听神经瘤显微手术面听神经的保存技巧
舒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 510 例听神经瘤的临床病例资料，总结分析听神经瘤显微外科切除手术中肿
瘤切除策略，以及面神经和听神经的保存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经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手术切除的 510 例听神经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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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资料，包括病史资料、影像学资料、术后随访资料等。术中均按照蛛网膜平面内的肿瘤切除
原则进行。术中行脑神经及脑干诱发电位等神经电生理监测。所有患者术前及术后 1 周内均采用
House-Brackmann 面神经功能分级系统进行面神经功能评估。听力学检查：术前、术后均由耳鼻
咽喉科医生测定纯音听阈(PTA)和言语识别率(SDS)。出院后 3 个月门诊常规复诊，并行头颅增强
MRI 检查评估肿瘤切除程度、面部神经功能评估等。
结果 术后复查 MRI 显示肿瘤全切除 485 例(95.1％)。面神经解剖保留 481 例(94.3％)。实用听力
153 例，统计显示，实用听力保存者是中小型听神经瘤（≦3cm），占 94.7%。术后 7 d HouseBrackmann 面神经功能分级 I 级 162 例，II 级 173 例，III-V 级 175 例，面神经功能良好的保留率
为 65.6％(335/510)。随访时间 1-107 月，平均 64.3 月。随访期内肿瘤全切组未见复发病例，未全
切组经伽马刀放疗后控制良好。
结论 术后复查 MRI 显示肿瘤全切除 485 例(95.1％)。面神经解剖保留 481 例(94.3％)。实用听力
153 例，统计显示，实用听力保存者是中小型听神经瘤（≦3cm），占 94.7%。术后 7 d HouseBrackmann 面神经功能分级 I 级 162 例，II 级 173 例，III-V 级 175 例，面神经功能良好的保留率
为 65.6％(335/510)。随访时间 1-107 月，平均 64.3 月。随访期内肿瘤全切组未见复发病例，未全
切组经伽马刀放疗后控制良好。

PU-611

基于 DIA 方法探索髓母细胞瘤转移脑脊液标记物
王玉元,姚瑜,钟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髓母细胞瘤出现远处转移后患者往往丧失了手术机会，预后很差。目前，很少有研究调查
随母细胞瘤转移的机制，因此在过去十年中髓母转移的评估没有显着进展。髓母细胞瘤
最常见转移至脊髓，其机制与脑脊液的循环相关，脑脊液中的一系列蛋白质水平生物过程推动着髓
母转移。本研究的采用先进的非数据依赖液态活检技术（data-independent-acquisition，DIA）来
鉴定脑脊髓液（CSF）中随母细胞瘤转移的可靠预测生物标志物。
方法 近几年，DIA 方法由于其全质谱扫描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寻找肿瘤的蛋白标记物。在确定
VGF 在转移患者脑脊液中含量显著减少后，我们用转移/非转移患者脑脊液用 ELLISA 方法进行了
验证，并在原发/转移肿瘤组织上进行了验证。本实验首次报道了基于 DIA 的定量蛋白质组学研
究，该研究使用 CSF 作为发现潜在髓母细胞瘤转移的蛋白标志物。
结果 在经过 DIA 的检测后，VGF，NPTXR，EPHA4 和 PENK 这 4 个蛋白作为潜在的转移生物标
志物候选物。 然后我们通过 ELLISA 在转移和非转移随母细胞瘤脑脊液中进行验证。 发现 VGF 含
量在转移患者脑脊液中显著减少。本实验首次报道了 VGF 导致髓母细胞瘤转移的机制：VGF 可直
接与 APP 和 GSK3B 相互作用，从而调节 PI3K/AKT 信号通路，从而促进髓母细胞瘤细胞的转移。
结论 本实验证明了基于 DIA 用于脑脊液的蛋白质组学研究的实用性，同时利用 DIA 液态活检技术
检测到髓母细胞瘤转移脑脊液蛋白标记物 VGF，在 IPA 的支持分析下，发现了 VGF 导致髓母细胞
瘤转移的内在机制，这是 VGF 促进髓母细胞瘤转移的分子机制的首次报道。同时，本实验利用

DIA 方法全肽段扫描的特点，建立了一个可以预测髓母细胞瘤转移的模型，AUC 值为
0.91，对于髓母细胞瘤转移的预测率达到 100%（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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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12

利用手机 POCO 相机双重曝光技术无创、快速定位颅内
病变、重要血管及功能区的临床研究
周开甲
福建省肿瘤医院

目的 利用手机下载 POCO 相机软件，并应用其中的双重曝光照相技术，首先摄入普通 MRI 片或
CT 片上颅内病变、颅内重要血管及功能区三维定位信息，接着将其与病人实际颅脑表面空间位置
信息重合，从而实现颅内病变、颅内重要血管及功能区的无创、快速定位。
方法 1、将普通 MRI 片或 CT 片的三维片（冠状位、矢状位、轴位）分别用手机中下载的 POCO
相机软件进行双重曝光的第一重曝光、拍照；第一重影像信息存留于手机屏幕上；2、将手机屏幕
中存留的普通 MRI 片或 CT 片的第一重三维片分别与病人实际颅脑表面空间位置相重合，进行理论
上的第二重曝光、拍照。冠状位、矢状位、轴位上各选择一帧图片即可，每帧图片仅包含图像上病
变最明显的一层面即可；3、在第二重曝光前调整手机的远近及左右、上下位置，使得手机屏幕上
存留的第一重曝光的 MRI 或 CT 影像周围特征性结构(如颅骨弧度、鼻根形状、眼眶形状等)与病人
实际颅脑周围相应结构重叠，即手机屏幕中存留的第一重图像周边与病人颅脑的边缘重叠；4、此
时 MRI 片或 CT 片上的颅内病变、重要血管、功能区均可以显示于病人实际颅脑表面，据此可以根
据颅脑表面显示的信息直接在颅脑表面画出颅内病变、重要血管、功能区位置图；5、根据画出的
颅内病变、重要血管、功能区位置图设计手术切口；6、开颅、进一步比对验证该方法的定位效
果、切除病变，对位于颅脑深部病变，则术中多层面逐层由浅入深投影，引导手术入路，最终探及
并切除肿瘤，随访手术效果
结果 1、开颅后直视下表浅的颅内病变、重要血管、功能区位置均符合真实位置（100%）2、深部
颅内病变经多层面投影引导后亦顺利找到并切除 3、术后头颅 CT 复查手术区域、范围切除满意，
随访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结论 利用手机 POCO 相机双重曝光技术可以无接触性、简易、快速定位颅内病变、重要血管及功
能区。该方法利用手机双重拍照，无创，可以重复、随时使用，且无直接接触病人，保证了无菌
性，对于手术中辅助定位极为有利，简易、低廉，病人零费用，而且快速、高效，定位准确，适合
于基层及急诊时的快速应用，有极广的应用价值。但对颅脑深部肿瘤的引导应用例数尚少，应用的
病人随访时间尚短，有待进一步探讨

PU-613

2 例后颅窝表皮样囊肿诊断与显微外科治疗体会
仁增,翁宇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 2 例后颅窝表皮样囊肿临床特点及诊断与治疗经验
方法 对 2 例后颅窝表皮样囊肿的临床表现、影像表现、显微手术方法及治疗结果进行总结
结果 本组 2 例均为 40 多岁中年人，临床表现以头痛、颅神经功能障碍为主；病灶位置：1 例位于
右侧 CPA 区，1 例位于四脑室内；影像检查：CT 均提示低密度；MRI：T1 加权像为低信号，T2
加权像为高信号，增强均为强化，DWI 显示高信号，病灶周围无脑水肿征象，幕上无脑积水；本组
例右侧 CPA 区病灶行枕下乙状窦后入路，1 例四脑室病灶行枕下正中入路，CPA 区肿瘤见三叉神
经、面听神经包绕在肿瘤中央，但粘连不紧，术中分块完全切除，四脑室肿瘤因病灶底部包膜与四
脑室底粘连较重，术中未做强行切除，故部分残留；术中肿瘤周围脑组织被脑棉做好保护，地米盐
水反复冲洗创腔至清亮，术后患者未发生严重无菌性脑膜炎或出血等并发症，患者恢复良好，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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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基本改善。
结论 后颅窝表皮样囊肿因肿瘤随蛛网膜下腔间隙生长，对周围脑组织压迫不明显，发现颅神经症
状或颅内高压症状时，肿瘤往往较大；核磁检查，特别是结合 DWI 等序列，术前基本可以明确诊
断；通过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是目前唯一治疗方案，且可获得良好的手术预后，应积极手术治疗。

PU-614

术中 B 超引导下颅内肿瘤切除术
白西民,姚胜,王小峰,杜春亮,段吉强,赵金安,党俊涛
渭南市中心医院

目的 20 世纪 90 年代神经外科导航系统问世后，给颅内肿瘤的精确定位带来极大的便利．成为微
侵袭神经外科的有力工具，它能精确显示颅内病灶的三维空间位置及其邻近重要神经和血管结
构．确保手术最精确定位和最小损伤。其缺点是由于重力作用脑脊液丢失、脑组织肿胀、病灶切除
等原因会导致脑组织移位，引起误差，影响导航精度。经典外科手术凭借术者对术前影像资料的理
解，以及术中显微镜下观察来实施肿瘤切除。
方法 进行术中 B 超检查在实时监测颅内肿瘤切除术中的应用，采用高清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专用术中小凸型探头，频率 3 一 6 MHz。术中常规开颅、去骨瓣，在探头表面涂祸合剂，外套无菌
薄膜套，直接在脑组织表面轻柔扫查。常规超声实时监测颅内实性肿瘤切除范围，显示颅内实性肿
瘤部位、大小、深度、回声、内部血流信号及毗邻组织，引导术者确认脑肿瘤位置及边界。肿瘤切
除后行超声检查，判断肿瘤切除后术腔周围有无残留肿瘤。同时在术腔四壁及底部取脑组织行病理
检查。将术中超声提示结果与术后病理诊断结果进行对照分析，术中 B 超可清晰显示颅内病灶，并
引导全切成功。
结果 术中 B 超引导下脑膜瘤切除术主要适用于颅内考虑颅内肿瘤，且肿瘤较大或部位位于脑功能
区，以及术中情况复杂，包括有重要组织血管及神经分布区域的肿瘤组织。超声主要取决于脑肿瘤
与正常脑组织之间不同的声学特性，依赖于肿瘤质量、密度与硬度相对于周边脑组织的回波差异。
超声显示正常的脑组织一般为均匀的低回声区。而液性成分如脑脊液，肿瘤囊性变则为无回声区液
性暗区)，恶性度高的肿瘤、大脑镰、天幕、颅底、脉络丛则为一般为高、中密度回声区。手术中
可能出现因为脑膜瘤供血动脉及引流静脉的粗大，而无法进行肿瘤尽早切除的，最终可能会引起出
血过多，造成不可避免的术中术后问题。术中因为具体情况而导致有重要的脑功能区、重大血管或
神经分布区域，造成的肿瘤难以全切等情况，导致肿瘤无法全切，但可能因此保护了临近重要组织
器官。
结论 超声对于囊性肿瘤或囊性病灶中包含的瘤结节及多房分隔、恶性度高的肿瘤容易发现：对于
由于颅底骨性伪影而使 CT 未能发现的肿瘤以及肿瘤侵犯静脉窦的情况超声也能发现；超声还能精
确发现邻近肿瘤的脑室和血管，特别在复发性胶质瘤包裹血管以及血管异位时更具临床优点。

PU-615

颅内罕见肿瘤病例分析
郭衍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颅内少见占位性病变的临床特点、诊断方法及误诊原因。
方法 回顾总结我院 2012 年 6 月至今颅内少见占位性病变 16 例，分析其临床、影像的特点及误诊
的原因。
结果 16 例以头痛、癫痫和高颅压的症状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其中中枢系统性血管炎、脑肿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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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低磷软骨病、假瘤型脱髓鞘病等影像特点均表现不同。
结论 颅内少见占位性病变因性质、部位、病程发展及个体差异的不同，以及医技检查缺乏特异性
等原因, 易造成误诊。

PU-616

精准医学时代脑转移瘤外科治疗策略及最新进展
龙浩,杨开军,王克万,王军,钱大棣,王洪筱,漆松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脑转移瘤，亦称颅内转移瘤，是成人最常见的颅内肿瘤。随着人口老龄化，影像学检查发现
微小病灶能力的提高及系统治疗的改善，脑转移瘤的发病率呈逐渐升高趋势。然而，脑转移瘤患者
的预后却不容乐观，目前对于脑转移瘤、特别是多发脑转移瘤仍无规范的治疗方法。在当前精准医
学时代，随着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手段的进步，脑转移瘤的治疗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为了
应对这一趋势，南方医院神经外科于 2015 年率先成立全国首家脑转移瘤专病诊疗机构——南方脑
转移瘤治疗中心。
方法 本文在南方脑转移瘤治疗中心成立 3 年多来完成 1000 余例脑转移瘤外科治疗的基础上，综合
近年来国内外手术、放疗、化疗、分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治疗脑转移瘤相关的临床研究及
2019 年版最新美国国立癌症综合网络(NCCN)指南，对当前脑转移瘤的规范化治疗进行探讨。
结果 传统的全脑放疗、基于原发肿瘤的全身系统化疗的地位已逐渐弱化，代表精准医学理念的立
体定向放射外科（伽玛刀）和分子靶向及免疫治疗取得了巨大突破，已成为当前治疗脑转移瘤的主
要治疗手段。此外，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对于导致严重颅内高压的脑转移瘤治疗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结论 脑转移瘤的治疗应个体化和多学科协作，对于携带某些特定驱动基因，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阳性的患者，采用分子靶向治疗结合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是
最佳的治疗手段，此类患者可以有较长的生存时间和较低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多数脑转移瘤
患者经过积极治疗可以取得满意的生存质量和治疗效果。

PU-617

幕上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cPNET）的手术治疗
袁帅,袁治,潘亚文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primitive neurotodermal tumour，PNET）是一种罕见的高度恶性神经
系统肿瘤，主要源于原始神经上皮未分化或低分化的前体细胞，该类肿瘤组织形态学上与小脑髓母
细胞瘤类似，都是由神经嵴衍生而来的恶性小圆细胞原始肿瘤，其具备向神经元细胞、室管膜细
胞、星形细胞、恶性黑色素细胞或恶性肌源细胞等细胞谱系分化的多向分化潜能。由于该类疾病总
体发病率偏低，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缺乏其特异性，目前确诊只能依据病理检验，临床容易误判
误诊。通过本文探讨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发病特点、组织学分类、影像学特征、临床表现及诊断治
疗方法和预后，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诊疗水平。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2 月由我科收治的 6 例最终经病理确诊的幕上原始神经外
胚层肿瘤患者病历资料，并查阅复习相关文献资料。
结果 6 例患者中男性 4 例，女性 2 例，平均年龄 40,8 岁，其中有 5 例行开颅肿瘤切除，1 例行立
体定向活检，术后肿瘤病理检验均确诊为幕上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WHO IV 级），术后随访 2-8
月，6 例患者最终全部因肿瘤复发或原有肿瘤加重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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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由于该类疾病总体发病率偏低，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缺乏其特异性，术前定性确诊难度
大，临床确诊仍以术后病理诊断为主要依据。目前手术切除仍是 PNET 首选治疗方式，术后辅助以
放疗、化疗等，有报道称 PNET 对放疗较为敏感。但是该类肿瘤恶性程度高，治疗难度大，综合治
疗效果差，患者总体存活率低，预后极差，应该引起重视，若能及早发现，早期治疗，或许可以延
长患者生存时间。

PU-618

原发性颅内淋巴瘤临床研究（附 29 例报告）
郭韬
河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免疫功能正常的 29 例原发性颅内淋巴瘤(primary intracranial lymphoma, PIL) 患者的磁
共振功能性成像：弥散加权成像(DWI)、灌注加权成像(PWI)及氢质子磁共振波谱(1H-MRS)的特征
表现及诊断价值，分析替莫唑胺（TMZ）联合放射治疗对 PIL 患者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
方法 21 例患者选择伽玛刀治疗 PIL，给予 11～16Gy。一周后补加全脑放疗 40Gy/20 次，5 次/
周，同步配合小剂量替莫唑胺化疗，TMZ 50 mg/(m2·d)，7 d/周。8 例患者应用三维适形放射治疗
PIL，全脑适形放疗 40 Gy/20 次，5 次/周，完成首程放射治疗计划后再次定位，PIL 区域缩野照射
20 Gy/10 次，5 次/周，治疗期间配合 TMZ 化疗，TMZ 50 mg/(m2·d)，7 d/周。患者放疗终止 28
天后，进行大剂量 TMZ 化疗：TMZ 1000 mg/(m2·d)，持续 5 天，28 天为 1 个周期，共 6 个周
期。
结果 病理确诊 B 细胞来源的 NHL21 例，18 例为 B 大细胞型，3 例为 B 小细胞型。T 细胞来源的
NHL2 例。6 例患者拒绝活检，根据临床表现及多项辅助检查诊断为 PIL。PIL 的 MRI T1、T2、
FLAIR 序列扫描显示，T1 加权像多为低信号，T2 加权像多为高信号，FLAIR 多为稍高信号。增强
扫描病灶有明显强化，可见“缺口征”、“尖突征”。1H-MRS 表现为 N-乙酰天门冬氨酸(NAA)峰中度
降低，胆碱(Cho)峰升高，肌酸(Cr)峰轻度降低，并可见巨大的脂质(Lip)峰。DWI 显示瘤体区域为
高信号，坏死区呈低信号。PWI 提示均为低灌注结节，即脑血容量(CBV)、脑血流量(CBF)下降，
平均通过时间(MTT)、达峰时间(TTP)延长。PIL 治疗后随访期 9 个月—5 年，完全缓解（CR）11
例(37.9%)，部分缓解(PR)9 例(31.1%)，有效率为 69%。稳定病灶(SD)4 例(13.8%)，进展性病灶
(PD)5 例(17.2%)。中位生存期 31.6 个月。不良反应Ⅰ~Ⅱ度 25 例（86.2%），Ⅲ~Ⅳ度 4 例
（13.8%）。
结论 常规磁共振成像与 DWI、1H-MRS、PWI 的联合应用可以提高磁共振对 PIL 的诊断准确率。
小剂量 TMZ 配合同步放疗，大剂量 TMZ 冲击化疗是治疗 PIL 安全、有效的方法。

PU-619

艾滋病相关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临床特点
与手术方式的选择及效果评价
冯恩山,梁博,梁庭毓,王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目的 探讨艾滋病相关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临床特点和手术获取组织病理对于确诊的必要
性及手术效果的评价。
方法 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神经外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 11 月收治的 14
例艾滋病相关淋巴瘤患者的临床表现、病灶部位、诊疗过程以及手术方式的选择及效果评价。所有

373

中华医学会 2019 全国神经肿瘤学术大会

论文汇编

患者中 13 例行病灶切除术，其中 7 例病灶全切除，6 例病灶部分切除，1 例行病灶穿刺+活检术。
2 例合并脑积水的患者同时行脑室-腹腔分流术，1 例合并枕骨大孔疝的患者行枕大孔减压术。6 例
患者行单纯化疗，1 例患者行单纯放疗，7 例患者术后未行任何治疗。所有患者术前、术后均接受
正规的药物治疗以及 HAART 治疗。
结果 14 例淋巴瘤患者中颅内病变 12 例，单发病变 7 例，多发病变 5 例，其中双侧多发 5 例，单
侧多发 0 例；幕上病变 10 例，幕下病变 2 例。椎管内占位 2 例，均位于硬脊膜外。所有患者术后
病理确诊为淋巴瘤，其中弥漫大 B 细胞性淋巴瘤 10 例，Burkitt 淋巴瘤 3 例，浆母细胞型淋巴瘤 1
例。术后 1 周内所有患者的病情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症状较前好转。7 例患者术后未行任
何治疗，6 例患者已死亡，术后生存时间为 15-114 天，1 例患者术后已存活 236 天。6 例患者行单
纯化疗，其中 4 例死亡，术后生存时间为 64-115 天；2 例仍然存活，术后分别已存活 161 天、
468 天。将单纯化疗患者与未行任何治疗患者进行对比，绘制 K-M 曲线，提示化疗治疗组较未行任
何治疗组的生存期延长。1 例患者行单纯放疗，患者术后已存活 396 天。
结论 艾滋病相关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一般表现为多发或单发的颅内占位性病变，多发生于
幕上脑室周围的白质及基底节区，也可见于小脑。其神经功能症状与正常人群颅内占位病变相比并
无特异性，其影像学表现复杂多样，无明显的特异性，组织病理学为确诊的金标准。在充分进行术
前评估并掌握适应症的情况下，手术方式的选择应根据患者的病情，术后尽早应用化疗或放射治疗
可有效控制本病的发展。

PU-620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术后脑转移高危因素
回归分析及风险模型建立
周开甲
福建省肿瘤医院

目的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建立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术后脑转移相关高危因素的数学模型，为将来
应用该模型预警肺癌脑转移提供理论支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6 例在我院行外科手术的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术后脑转移患者的临床特征、
病理情况及相关分子标记物表达情况,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分析其发生脑转移的高危因素,建立相关的
数学模型
结果 1、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脑转移相关高危因素（单因素分析）：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患者脑转移发生率与纵隔淋巴结转移数目、术前血清 CEA 水平、肿瘤病理类型、EGFR 基因突变
与否、VGFR/Ki-67 表达高低有关，纵隔淋巴结多发转移、术前血清 CEA 大于 10ug/l、腺癌、
EGFR 基因突变、VGFR/Ki-67 高表达为脑转移的高危因素，而脑转移的发生与年龄、性别、吸烟
史、肿瘤分化程度及手术方式、P53 表达情况无关，P>0.05。2、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术后脑转
移相关因素的高危数学模型（多因素分析） :logit(P ) =9.198 – 0.721×病理类型-0.892 ×纵 隔 淋 巴
结 阳 性 数- 0.639 ×术前血清 CEA 水平– 0.629 ×EGFR 基因型- 1.907×VGFR- 1.041×Ki-67。P =0.
48 时 , 敏感度与特异度最高(敏感度 =80 %, 特异度 =78 %)。 即当 P ≥0. 48 为脑转移高危 , P <0.
48 为脑转移低危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本数学模型对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术后脑转移高危患者的预测准确性较
好。通过对多个脑转移高危因素综合考虑，数字量化处理，能更加全面、准确地预测脑转移高危患
者，可作为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筛选脑转移高危患者的依据，为后续早期预防脑转移的治疗
提供证据支持。 但本数学模型纳入的因素较少，收集的病例数不多，其准确性及完整性有待扩大
样本量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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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621

经枕叶半球间经小脑幕入路（OITT 入路） 处理小脑上蚓部肿瘤
曹鹏,梁国标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总结经枕叶半球间经小脑幕入路（OITT 入路）处理小脑上蚓部肿瘤的经验、效果及技术要点
方法 自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12 月，17 例小脑上蚓部肿瘤患者在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肿瘤
病区接受外科治疗，其中血管网织细胞瘤患者 11 例,脑膜瘤患者 3 例,转移瘤患者 3 例，回顾性分析
病例并总结其临床特点、手术要点及预后
结果 17 例患者均采用 OITT 入路，其中肿瘤全切除 15 例,次全切除 2 例，术后 1 例出现偏盲,1 例
脑积水，无手术死亡病例。
结论 经枕叶半球间经小脑幕入路（OITT 入路）是处理小脑上蚓部肿瘤安全而有效的最佳入路之一,
侧卧手术体位利用重力牵拉枕叶，更有效的增加手术暴露，经脑生理间隙进入,肿瘤全切率高,手术
创伤小,失血及术后脑水肿更少，术后不可逆视野缺损发生率更低，可以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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