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医学2018年1月第29卷第1期

椎基底动脉扩张延长症误诊为躯体形式障碍一例及文献复习
王永军，宋君

(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湖北 荆门 448000)

【关键词】 椎基底动脉扩张延长症；躯体形式障碍；误诊

【中图分类号】 R543.5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3—6350（2018）01—0136—02

·短篇报道·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8.01.046

通讯作者：王永军。E-mail：wyjsjmm@126.com

椎基底动脉扩张延长症(vertebrobasilar dolichoec-

tasia，VBD)是一种少见的基底动脉血管变异性疾病，表
现为椎基底动脉异常的扩张、延长及移位，临床表现复
杂，原因不明确，病死率及致残率很高，危害较大[1]。现
就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1例此类患者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总结如下：

1 病例简介

患者，男，37岁。因“双侧头部不适感伴睡眠差 2

年”于 2017年 3月 27日入院。既往否认高血压、糖尿
病及其他重大躯体疾病病史。否认外伤及家属遗传
病史。体格检查：体温 36.6℃，脉搏 68 次/min，呼吸
20次/min，血压113/63 mmHg (1 mmHg=0.133 kPa)，发
育正常，颈项无强直，浅表淋巴结未触及。心肺听诊
未见明显异常，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触
及。神经系统检查未见异常。精神检查：意识清楚，
定向力完整，接触一般，问话对答切题，交谈中语速、
语气适中，注意力较集中，未引出明显的缓解妄想，思
维逻辑连贯。自诉有双侧的颞部不适感，时有醉酒
感、踩棉花感，伴随夜间睡眠差，多次的求医史。情绪
略显焦虑，为自身躯体不适感担忧。反应尚协调，智
能无受损，意志活动减退，主动要求治疗，自知力完
整。实验室检查：血常规、血生化、甲状腺功能、凝血
功能等正常。入院诊断：躯体形式障碍。入院后予抗
焦虑、改善脑功能、心理治疗及支持对症处理，症状缓
解不明显。后行头颅MRA示基底动脉增粗、迂曲、延
长，双侧颈内动脉、大脑前中后动脉及Willis环显示清
晰，未见明显狭窄、扩张或血管畸形征象，其形态、走
行及分支无明显异常(图 1 和图 2)。经改善循环、护
脑、抗血小板聚集等治疗，患者症状部分改善。

2 讨 论

椎基底动脉扩张延长症是以椎基底动脉异常扩

张、延长及移位的影响学表现为依据，累及后组颅神

经及后循环血管病变为临床表现的一类罕见疾病。

因为其发病隐蔽、病程长、表现形式多样，且临床致

死率高、危害大，逐渐为大家所认识。目前，其发病

原因未完全明确，先天性或继发性或兼而有之，不一

而足。Brichaux 等[2]及 Passero 等[3]认为，VBD 可能是

血管壁内弹力层发育不良的结果；但后天因素也起

很大作用，由于高血压及动脉粥样硬化等因素的影

响，有先天性血管异常的血管更容易出现动脉壁弹

力层的破坏，加剧了动脉延长扩张的进程。因此，该

病原因可能是以先天性血管病变为基础，加上后天

的影响血管病变的因素，最终导致或加速了该病的

发生。

椎基底动脉扩张延长症临床表现多样，主要与扩

张、迂曲的动脉压迫神经和血管本身病变有关，最常

受压的神经为第Ⅶ和第Ⅴ对脑神经，尤其是第Ⅴ对脑

神经最易受累，表现为刺激或麻痹症状[4]。鲁明等[5]报

道，其他颅神经如展神经、听神经、舌咽神经可相继受

累；此外，如果延长明显，特别是波及第三脑室时，可

影响脑脊液的正常流动，继发脑积水，发生率高达

31%[6]。血管本身疾病主要为梗塞，特别是后循环梗

死，其次为脑出血，该病诊断主要依靠影像学方法，目

前检查方法有CT、MRI、DSA等。DSA被认为是诊断

VBD 的金标准，由于它对于血管和脑组织之间的关

图2 扩张延长的基底动脉

图1 扩张迂曲的基底动脉对脑干造成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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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不能清楚显示，并且有创性较大、费用较高，不推荐

首选。卢幸明等 [7]认为 CTA 能较好显示基底动脉的

走行及与邻近组织的关系，同时平扫能发现基底动脉

的钙化，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但不能发现附壁血栓；而

MRI/MRA则可清楚显示基底动脉与相邻组织的解剖

关系及附壁血栓，两者互为补充。高凤彤等[8]研究认

为，MRA 能清晰的显示血管的形态及走向、形象的

描述血管的延长及迂曲，建议作为首选检查，并根据

国人的特点制定了我国诊断标准：基底动脉管径>

4.6 mm，长度≥30.0 mm，但需进一步扩大样本以检验

其诊断价值。

本例患者误诊原因：一是症状不典型，以双侧颞

部不适、头昏、头晕为主要症状；二是行头颅MRI未发

现明显异常，辗转我市各大医院就诊，症状不能改善，

并发展到失眠，最后经建议来我院心理睡眠科以“躯

体形式障碍”收住院，给予黛力新、舒肝解郁胶囊抗焦

虑，改善睡眠等治疗，症状无缓解，后行头颅MRA检

查才确诊为椎基底动脉扩张延长症；最后，初诊医生

对该病认识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他们没有考虑到患

者颞部不适症状与扩张的血管压迫三叉神经有关，

血管本身病变导致头昏、头晕等后循环缺血症状，认

为患者年龄较轻，既往无高血压及糖尿病史，忽略了

脑血管病变可能，从而考虑为心理疾病。值得注意

的一点是，神经病变本身容易并发精神障碍，如王小

乐[9]报道了 46例老年脑卒中后伴发精神障碍的资料，

占同期脑卒中患者的比率高达 47.9%，两者混杂，掩

盖了原有的神经症状，误导临床医生把诊治重点放

在心理疾病上。庆幸的是我院行脑血管检查及时发

现了该病，明确了诊断，并做了相应的治疗，症状得

到了一定程度缓解。这提醒我们广大医务人员，特

别是基层医生，对一些神经症状较轻，持续时间长，

但诊断不明的患者，应拓宽诊断思路，行详细的检

查，尽量减少误诊的发生。

关于治疗，无有效治疗手段，主要以内科治疗为

主，可参照一般脑血管病治疗原则，如控制危险因素、

控制血压、调脂、预防血管硬化等。有报道称，VBD患

者需抗凝治疗，然而这类患者本身就存在出血风险，

故不应作为常规治疗。目前对于血管的扩张及迂曲，

外科治疗是一个方向。吴晔等[10]行微血管减压术，治

疗面肌痉挛，效果良好，随访20个月未见复发，是一种

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也有报道称，手术只能暂时缓解

症状，容易引起并发症。未来的治疗方向，能否行血

管支架或血管置换来解决现在的困境，目前没有相关

的报道，寄希望于医学能更进一步的发展，为广大患

者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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