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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规范·
脑血管痉挛防治神经外科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

一、前言

的文献中报道的ａＳＡＨ后脑血管痉挛发生率差异很

脑血管痉挛（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ｖａｓｏｓｐａｓｍ）是神经外科的

大，介于２０％～８０％之间，其中症状性脑血管痉挛

常见临床问题，其基础和临床研究是目前国内外神
经外科领域内的热点问题之一，特别是动脉瘤性蛛
网膜下腔出血（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ａｌ

ｓｕｂａｍｃｈｎｏｉｄ ｈｅｍｏｎ＿ｈａｇｅ。

ａｓＡＨ）是致死、致残的重要原因。目前，ａｓＡＨ导致

的发生率大约是１０％～５０％。

颅脑损伤性ＳＡＨ（ｔＳＡＨ）后，脑血管痉挛的发生
率大约为２７％一５０％，特别是年轻病人以及入院时
Ｇｌａｓｇｏｗ Ｃｏｍａ

ｓｃａｌｅ（ＧＣｓ）评分较低的病人…。

的脑血管痉挛已经引起临床医生的普遍关注，但其

在脑血管疾病介入治疗过程中，脑血管痉挛的

他原因引起的脑血管痉挛尚未引起临床的足够重

发生率介于１７％～６０％之间心引。神经外科开颅手

视。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至

术，术后也可能出现脑血管痉挛，发生率在２２％～

２００８年３月邀请国内神经外科知名专家经数次讨

４９％之间，如果未能及时诊断和治疗，可能导致迟发

论达成共识后，提出《脑血管痉挛防治神经外科专

性脑缺血，严重影响手术疗效Ⅲ０｜。

家共识》，旨在促进国内神经外科医生对脑血管痉

三、脑血管痉挛病因、病理生理及分类

挛有更全面的认识，解决脑血管痉挛诊断、预防和治

１．脑血管痉挛的病因：位于脑底Ｗｉｌｌｉｓ动脉环

疗的规范化问题，以造福广大病人。

二、脑血管痉挛的定义及流行病学
１．脑血管痉挛的定义：１９２７年Ｍｏｎｉｚ首次进行

临床病人脑血管造影，１９３７年Ｄａｎｄｙ首次实施开颅

周围的颅内动脉瘤破裂常导致广泛的蛛网膜下腔出
血，流入蛛网膜下腔的血液及其降解产物是导致脑
血管痉挛的最主要原因。脑血管痉挛的发生率以及
严重程度多与蛛网膜下腔积血的多少密切相关。

手术夹闭颅内动脉瘤，１９５１年Ｅｃｋｅｒ首次根据脑血

颅脑损伤、颅脑手术或血管内介入治疗过程中，

管造影作出脑血管痉挛的诊断。脑血管痉挛即“颅

对血管的损伤、挤压和牵拉、血管内操作中的机械刺

内动脉的持续性收缩状态”。脑血管痉挛的诊断主

激、造影剂等化学物质以及手术中出血流入蛛网膜

要根据病人的临床症状体征及脑血管造影的影像，

下腔等因素也可导致脑血管痉挛。

如果仪在血管造影时发现血管处于痉挛状态，病人

根据文献报道，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诱发脑血

没有相应的神经功能缺损症状，称为无症状性血管

管痉挛，如结核性和化脓性脑膜炎、偏头痛、高血压

痉挛；如果病人出现神经功能缺损症状，则称为症状

性脑病。

性血管痉挛，又称迟发性缺血性神经功能障碍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ｎｅｕ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ｔ，ＤＩＮＤ）。

２．脑血管痉挛发生的病理生理机制：根据现有
研究成果，脑血管痉挛发生的病理生理机制与下列

２．脑血管痉挛的流行病学：ａｓＡＨ的发病率在

因素有关：（１）血液及手术器械对血管壁的机械性

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差异，总体发病率大约为ｌｏ·１０

刺激；（２）血块压迫、血管壁营养障碍等导致血管壁

万人～·年。１左右。由此推测。中国每年大约有超

结构破坏；（３）氧合血红蛋白氧化成高铁血红蛋白

过ｌｏ万个新发病例。ａＳＡＨ的最主要病因为颅内动

另有一些病例可能由其他少见原因所致，如脑血管

并释放氧自由基造成的损伤；（４）各种血管活性物
质，如５．ＨＴ、儿茶酚胺、血红蛋白及花生四烯酸代谢
产物的缩血管作用；（５）颅内压增高，过量脱水治疗
而不及时补充血容量；（６）血管壁的炎症和免疫

畸形、中脑周围非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反应。

（ＰＮＳＨ）、硬脑膜动静脉瘘、脊髓血管性病变、烟雾

以上各种理化因素均可导致血管壁平滑肌细胞
膜通透性改变，钙离子内流增加，同时细胞内钙库释
放增多，最终导致平滑肌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增加，促

脉瘤破裂，约占全部病例的８５％，这些病例除发病
后早期死亡者之外，大多数需要手术或介入治疗。

病、凝血机制障碍、肿瘤性出血、高血压、可卡因滥用
等。由于诊断方法不同以及地区和人种差异，不同

万方数据

主堡匡堂苤圭巡！生！旦！！旦箍！！鲞筮！！塑盟丝丛型』鱼ｂ皿：垒！胆壁！！。！鲤！。！业塑ｔ垡！：ｊ！
使血管平滑肌发生异常收缩，导致血管痉挛。因此，

痉挛本身并无典型的特异性临床表现，一般在ｓＡＨ

钙离子超载是目前公认的血管痉挛发生过程中最重

后３—５ ｄ，如果出现意识状态的恶化，甚至伴随新出

要的环节之一。

现的局灶定位体征，如偏瘫、偏身感觉障碍、失语，以

脑血管痉挛发生后，颅内循环系统出现血流动

及颅内压增高的表现，如头痛、呕吐等，临床除外电

力学障碍，导致局部或弥漫眭脑血流灌注不足，脑组

解质紊乱（高钠血症），ｃＴ检查除外继发性脑积水

织处于缺氧状态，如果未能及时纠正，可能出现一系

及颅内血肿等后，需高度怀疑脑血管痉挛的可能性。

列临床症状。因此，同时注意神经功能的保护有利

还有不明原因的体温升高、白细胞上升也需引起临

于改善脑血管痉挛的不良后果。

床重视，存在脑血管痉挛的可能性。

３．脑血管痉挛的分类：（１）根据病因，可分为４

２．临床分级：对于ａｓＡＨ，临床常用Ｈｕｎｔ

ａｎｄ

类。①自发性ａｓＡＨ；②ｔｓＡＨ；③一些医源性因素，

Ｈｅｓｓ分级和国际神经外科医生联盟（ｗＦＮＳ）量表来

如颅脑手术、脑血管造影以及血管内介入治疗操作

判断病情严重程度，表１。

等；④较少见的原因，如结核性和化脓性脑膜炎。

表ｌ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临床分级

（２）根据部位或者范围可分为３类：①弥漫性脑血
管痉挛，血管痉挛町同时涉及颈内动脉、椎基底动

脉、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的近段等多支颅内主要
血管，造影显示各血管显影不清，呈线状；②多节段
性脑血管痉挛，造影显示一支或数支颅内动脉呈粗
细不均的腊肠样或竹节样痉挛；③局灶性脑血管痉
挛，主要是发生于破裂动脉瘤所在的载瘤动脉的局
限性痉挛。（３）根据血管造影显示的管腔狭窄程

度，脑血管痉挛可分为３级：重度，管腔缩窄５０％或
以上；中度，管腔缩窄２５％～５０％；轻度，管腔缩

注：８有严重系统疾病（如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等）或ＪＩＩＬ管造影

窄＜２５％。（４）根据病程可分为早发性脑血管痉挛

证实严萤腑ｆＩｆＬ管痉挛者，加１级；可把未破裂动脉瘤归为０级，把仅

和慢性脑血管痉挛，后者也称为迟发性脑血管痉挛。

有颅神经麻痹而无急性脑膜刺激征者列为Ｉ

ａ

早发性脑血管痉挛多于出血后２４ ｈ内发生，急诊血

３．辅助检查：（１）数字减影血管造影（ＤｓＡ）：脑

管造影可发现，多为破裂动脉痛附近的单侧局灶性

血管造影（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是脑血管痉挛诊断

血管痉挛。传统的脑血管造影通常只能发现颅内大

的“金标准”，对动脉瘤和脑血管畸形的阳性检出率

血管的血管痉挛，采用正交极化光谱成像

高，可清晰显示脑Ｊ１１Ｌ管各级分支。其缺点是不便在

（ｏｎｈｏｇ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的方法，可

ＳＡＨ后多次重复检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怀疑

以定性和定蕈研究大脑皮层的微循环血流状况。

有血管痉挛者可考虑行血管造影¨引。如果血管造

２００３年一项研究发现，ａＳＡＨ后早期（夹闭术前）有

影证实病人存在严重的脑血管痉挛，也可以考虑同

超过５０％的病人发生ｒ节段性的微血管痉挛，血管

时行血管内介入治疗，或直接在痉挛部位行血管内

直径减少可多达７５％，由此引起一系列临床症状，

球囊扩张术。（２）经颅多普勒超声（ＴＣＤ）血流检

并最终影响临床转归Ｌ１１｜。因此，及时发现微血管痉

测：ＴＣＤ是目前检测脑血管痉挛的一种常用方法，

挛的发生并尽早防治，是提高脑血管痉挛疗效的关

如果ＴｃＤ发现局部脑血管的血流速度增快，则提示

键之一。

存在血管痉挛导致的血管狭窄。目前的常用诊断标

ｐ０１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典型的迟发性脑血管痉挛多在ｓＡＨ后第３～５

准为大脑中动脉血流流速峰值＞２００ ｃｎ∥ｓ和（或）

天开始出现，第７～ｌｏ天达高峰，持续２—３周后逐

平均流速＞１２０ ｃｍ／ｓ。这一指标与血管造影显示的

渐缓解一“。

严重血管痉挛基本相符。ＴＣＤ的主要优点是无创

四、脑血管痉挛的诊断

伤，可连续多次重复检测，可用于动态检测血管痉挛

１．临床表现：（１）病史：明确的颅内动脉瘤破裂

的病程以及评价治疗效果。需要注意的是，ＴＣＤ检

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病人有典型的剧烈头痛发作

测的特异性较高，敏感性相对较低，其测得数值的准

史。其他情况还包括颅脑损伤、血管内介入治疗、颅

确性与负责检测的医生的经验和技术有关，而且由

脑手术或其他颅脑疾病史。（２）典型症状：脑血管

于颅骨厚度的限制，一般只能测定某些特定的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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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节段。在开颅手术中，也可利用超声技术在直

监测，如出现临床症状，及时调整治疗方案。（３）血

视下直接检测颅内血管的流速，了解是否存在脑血

管造影或ＴｃＤ未发现脑血管痉挛，但病人有临床症

管痉挛，并及时采取针对性治疗措施，如罂粟碱或尼

状：也需要给予治疗，动态监测。（４）对于存在脑血

莫地平局部灌洗等。（３）ＣＴ：ＣＴ对于１２ ｈ之内发

管痉挛高危因素的病人，如自发性ａＳＡＨ、ｔＳＡＨ及大

生的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诊断准确率较高，根据

血管周围手术后等，尽管病人暂时没有临床症状，仍

ＣＴ显示ＳＡＨ颅内的部位，可以间接推测颅内动脉

需加强病情监测，并给予预防性治疗。（５）具体治

瘤的部位。但要注意ｓＡＨ检出率与出血后到接受

疗措施的原则包括改善血液动力学参数、恢复脑血

ＣＴ检查的时间、出血量和部位有关。ＣＴ检查距发

管自动调节机制、维持有效血容量、保持有效脑灌

病时间越长，敏感性越低。如果出血后７ ｄ行ＣＴ检

注、控制颅内压，预防脑水肿等。（６）一般性防治措

查，阳性率下降到仅５０％左右。少量出血可因ＣＴ

施的两个核心环节是血压和液体（血容量以及电解

层面范围偏差出现假阴性，另外对于贫血的病人

质平衡）的管理。

（ＨＣＴ＜３０％），ＣＴ检查也可出现假阴性结果。根据

２．病因治疗：对于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

ＳＡＨ后２４ ｈ内ＣＴ显示的出血量，可推测发生脑血

人，早期病因治疗是治疗成功的关键。应在病人就

管痉挛的危险性，即改良Ｆｉｓｈｅｒ分级【ｌ引，表２。（４）

诊后尽早行脑血管造影（或ＣＴＡ）检查，一旦证实为

ＣＴＡ、ＭＲＡ：目前ｃＴ和磁共振血管成像技术日益成

颅内动脉瘤破裂，视病人情况尽早开颅行动脉瘤颈

熟。高分辨率的ｃＴＡ、ＣＴ灌注成像能够准确诊断颅

夹闭手术或向Ｊ管内介入栓塞治疗。这样可以显著减

内主要血管，如颈内动脉、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

少动脉瘤再次出血危险，并为清除引流ＳＡＨ创造条

Ａｌ段和基底动脉的严重血管痉挛，但对于诊断小动

件，如病人来院时已超过最佳治疗时机，则应根据病

脉的血管痉挛，以及鉴别轻度和中度痉挛，尚有一定

人病情决定。
早期尽可能地清除蛛网膜下腔的积血是预防

局限性。

ＳＡＨ后脑血管痉挛的有效手段。在对动脉瘤等病
表２改良的Ｆｉｓｈｅｒ分级

因处理后，脑脊液引流可清除蛛网膜下腔积血及减
少其他致痉物质，降低颅内压，预防脐积水。常用的
方法包括反复腰穿引流血性脑脊液、脑池或脑室内
持续引流、腰椎穿刺置管持续引流。
在一般的颅脐手术，以及血管内介入操作中，也
要考虑尽町能减轻局部血管刺激和损伤、避免手术
中出血流入蛛网膜下腔，诱发脑血管痉挛。
３．药物治疗：（１）钙拮抗剂：通过阻止血管平

五、脑血管痉挛的防治

滑肌细胞的钙异常内流来降低脑ｍ管痉挛的发生率

１．脑血管痉挛的防治原则：以下关于脑血管痉

和严重程度，是临床防治脑血管痉挛的最常用的方

挛防治的主要循证证据多来自ａｓＡＨ，其他类型的脑

法。国内外多项循证医学研究结果均证实钙拮抗剂

血管痉挛可以此为参考，根据病人情况酣隋处理。

能够降低ａＳＡＨ血管痉挛所致的缺血性神经功能损

如前所述，脑血管痉挛一旦发生危害严重，没有

伤，减少病人死亡率，改善预后。在各种钙拮抗剂

特异性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各种主要辅助检查手段，

中，目前临床推荐使用的主要是尼莫地平。这是一

如ＤＳＡ、ＴｃＤ、ｃＴＡ等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而且脑

种具有颅内血管高度选择性的第２代二氧吡啶类钙

血管痉挛在Ｉ临床症状和血管造影的影像上常表现出

拮抗剂，对于颅内血管以外的其他血管扩张作用较

不一致性。此外，迟发性脑血管痉挛多发生于ＳＡＨ

弱。２００７年ｃｏｃｈｒａｎｅ中心的荟萃分析显示，尼莫地

后第３—５天并持续２—３周。因此，对于脑血管痉

平显著减少ａＳＡＨ后继发缺血症状，使脑血管痉挛

挛的防治原则应包括病因治疗、预防为主、全程治

所致的死亡和致残相对危险度均明显下降ⅢＪ。尼

疗、防治并发症等４个方面。（１）血管造影或ＴＣＤ

莫地半目前也是美国心脏协会（ＡＨＡ）¨８｜、加拿

提示脑血管痉挛，病人有临床症状：需要尽早治疗，

大。１９１及意大利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ａＳＡＨ诊疗

以及动态监测。（２）血管造影或ＴＣＤ提示脑血管痉

指南中推荐防治脑血管痉挛的首选药物。遵循早

挛，病人尚无临床症状：建议预防性治疗，同时动态

期、全程、足量、安全的原则，推荐尼莫地平的用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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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如下：①早期：ａＳＡＨ病人人院后应尽早开始给

挛发生。根据其使用说明，为避免诱发动脉瘤再破

予尼莫地平，建议静脉输注。《Ｊ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的荟萃

裂出血的危险性，应在导致ＳＡＨ的颅内动脉瘤被夹

分析证明，ａＳＡＨ患者在发现出血后预防性应用尼

闭或栓塞后再开始使用，而且用药时间不宜超过２

莫地平可显著减少脑血管痉挛引起的神经损伤和死

周，其剂型为静脉制剂。法舒地尔的推荐用法为每

亡Ｂ１｜。２００６年《Ｎｅｕｍｓｕｒｇ Ｒｅｖ》对脑血管痉挛防治

日２～３次，每次３０ ｍｇ静脉滴注３０

ｍｉｎ。

的综述表明，尼莫地平被用于大多数ａｓＡＨ患者脑

关于内皮素受体拮抗剂的临床试验证实它具有

血管痉挛的预防性治疗旧Ｊ。对听神经瘤手术的病

缓解血管痉挛的严重程度、降低脑缺血发生率的趋

人，２００７年《Ⅳｅｕｒｏ删．ｇｅｒｙ》上发表的随机临床对照试

势。

验表明，从开颅术前１ ｄ开始预防性使用尼莫地平

一些关于卒中的临床试验提示，他汀类药物也

注射液，预防术后神经功能缺损的疗效显著优于从

能降低脑血管痉挛的发生率，改善预后，目前尚处于

术中开始使用旧’。②全程：脑血管痉挛在ａｓＡＨ后

临床试验阶段。

４．血管内治疗：脑血管痉挛的血管内治疗有两

可持续２～３周，因此尼莫地平维持治疗至少需
１４～２ｌ

ｄ。《尤曼斯神经外科》（Ｙｏｕｍａｎｓ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ｇｅｒｙ）第５版中明确指出，处理蛛网膜下腔出血患

种常用方法：球囊血管扩张成形术和动脉内血管扩

张药物直接灌注。二者可单独或联合使用。

者脑血管痉挛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使用尼莫地平，疗

有研究表明，对于严重的节段性脑血管痉挛，球

程为２１ ｄＬ２４１。建议尼莫地平静脉滴注１４ ｄ，后改为

囊血管扩张术后数小时内，６０％一８０％病人的临床

口服序贯治疗。③足量：尼莫地平静脉输注的剂量

症状有明显改善。

依体重而定。体重低于７０蝇或血压不稳的病人：

球囊扩张技术的并发症与操作相关，包括造成

起始剂量为０．５ ｍｇ／ｈ，如耐受良好，２ ｈ后可增加至

急性动脉夹层、动脉瘤夹移位等。一般只适用于颅

１

ｍｇ／ｈ；体重＞７０ ｋｇ的病人：起始剂量为１ ｍｇ／ｈ，

内大动脉的局限性痉挛。

如耐受良好，２ ｈ后可增加至２ ｍｇ／ｈ。每天静脉给

５．血流动力学治疗：升高血压、扩容和血液稀释

药剂量为２４—４８ ｍｇ。尼莫地平半衰期约１．５ ｈ，静

合称为３Ｈ治疗，是临床较为常用的一种方法。如

脉给药建议采用输液泵持续给药，以便保持稳定的

果采用，必须有加强监护措施，即相应的动脉压、中

血药浓度。口服推荐剂量为６０ ｍｇ，每４

１次。④

心静脉压、血常规、生化等动态监测手段。目前一般

安全：２００７年ｃｏｃｈｒａｎｅ中心荟萃分析结果证明，尼

采用的具体措施为：（１）升高动脉压应该在颅内动

莫地平不增加ａＳＡＨ后再出血的发生率¨７］。国际

脉瘤手术或栓塞治疗成功之后开始，收缩压可维持

大规模临床试验证明尼莫地平对颅内压的影响与安

在１４０—２００

慰剂相似［２ ５｜。⑤术中局部灌洗汹］：将新配置的尼

据临床症状改善程度加以调整。升血压的常用药物

莫地平稀释液（１：１９尼莫地平注射液／林格氏液）加

为多巴胺，也可考虑采用多巴酚丁胺或肾上腺素

温至与血液温度相同后，于术中脑池滴注。（２）镁

（２）扩容治疗必须监测中心静脉压，维持在８～１０

剂：国内外一些临床研究证实，ＭｇＳＯ。，即硫酸镁，对

ｍｍ

脑血管痉挛有一定的防治作用。起始剂量为１０

ｋＰａ）。（３）血液稀释治疗可选用胶体溶液，降低红

ｍｇ／ｋｇ体重静脉滴注，维持剂量为３０ Ｈ晤·ｋｇ～·ｄ～。

细胞压积至３０％～３５％。

ｈ

ｍｍ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Ｈｇ（１

Ｈｇ，即１００～１３０

ｃｍ

Ｈ２０（１

ｃｍ

ｋＰａ）水平，根

Ｈ２０＝Ｏ．０００９８

目前镁剂防治脑血管痉挛尚未得到其他指南推荐。

在使用３Ｈ治疗时，要注意相应的并发症，如升

（３）罂粟碱：罂粟碱是一种血管扩张剂者，局部应用

高血压可增加心肌工作负荷，导致心肌缺血；循环容

可高选择性作用于痉挛动脉，缺点为作用时间短暂，

量增加可能导致肺水肿、血管源性脑水肿、低钠血

对老年病人的血管舒张作用下降。用法：ｏ．３％罂粟

症，血液黏稠度下降，血小板聚集能力减低可能诱发

碱溶液１００ Ｉｌｌｌ以０．１ ｍＬ／ｓ速度动脉内灌注。可用

出血等。禁忌证：破裂的动脉瘤尚未夹闭或栓塞；

于血管内介入治疗时动脉内灌注或开颅手术中局部

ＣＴ显示已经出现严重脑梗塞；颅内压明显增高，合

灌洗。具体使用方法请参照药品说明书。（４）其他

并严重脑水肿；病人合并严重的原发性心肾疾病等。

药物：法舒地尔是一种蛋白激酶抑制剂，主要通过抑

六、小结

制Ｒｈｏ激酶活性，减少血管平滑肌细胞对细胞内钙

脑血管痉挛是神经外科的常见问题之一，与自

离子浓度增高的敏感性。日本一项随机临床试验

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颅脑损伤、开颅手术以及血管

（２７５例ＳＡＨ病人）证实法舒地尔能减少脑血管痉

内介入治疗等密切相关，应引起广大医师的广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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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诊断和尽早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是
减少脑血管痉挛的发生、改善预后的关键环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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