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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合并脑血管病24例诊治体会
罗鹏，钱东翔，王智坚，郭炜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外科，广东 广州 510150)

【摘要】 目的 探讨妊娠合并脑血管病患者的临床诊治方法和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2009年7月至2017年7月收治的24例妊娠合并脑血管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发病原因、治疗措施，总结诊疗

体会。结果 24例患者中22例行头颅CT检查，16例接受DSA检查：阳性发现11例，其中颅内动脉瘤5例、动静脉

畸形4例、颅内静脉窦血栓2例，合并脑出血1例；另有5例阴性发现。余8例患者未行DSA检查，1例直接开颅手

术，术中确诊为颅内动静脉畸形出血合并脑肿瘤。所有患者中终止妊娠21例，2例拒绝终止妊娠，1例为产后两周

起病；经手术、介入及多科协作等综合治疗，24例患者中19例痊愈出院，1例好转，1例转院，3例死亡。结论 妊娠

合并脑血管病虽发病率低，但病因复杂、病情凶险，及时明确病因，早期处理原发病，可改善母婴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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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pregnancy suffered with cerebrovascu-

lar diseas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24 cases of pregnancy combined with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who admitted

to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College,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the clinical experienc-

es of these cases were summarized. Results There were 22 patients received skull computed tomography (CT) exami-

nation and 16 patients received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 examination, of which11 cases were diagnosed as

positive by DSA, which included 5 cases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 4 cases of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 (AVM), 2 cas-

es of cerebral venous sinus thrombosis (CVST), 1 case of cerebral hemorrhage, and 5 cases were diagnosed for negative.

The remaining 8 patients were not examined by DSA, one of them received open-skull operation immediately with the fi-

nal diagnosis for brain hemorrhage caused by AVM combined with brain tumor. There were 21 patients experienced termi-

nation of pregnancy, 2 patients refused termination of pregnancy and 1 patient suffered onset two weeks after the termina-

tion of pregnancy. After the combined treatment of surgery, intervention, and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mong of 24

cases, there were 19 case of fully recovering from illness, 1 case of improved better than before, 1 case of transferred to an-

other hospital, and 3 cases of dead. Conclusion Although the incidence of these diseases is low, the high risk and the

complicated etiopathogenesis results in high fatality. Understanding the etiopathogenesis of the disease in time, and heal-

ing the primary disease early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prognosis of mother and inf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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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妊娠期间，特别是妊娠中晚期，由于血容
量增加、血液黏稠、高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孕
产妇在妊娠期间较非妊娠期间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
数据显示这一概率约为 12.7倍[1-2]。且此类患者多发
病突然、进展快、易误诊，是涉及多学科的临床危急重
症，如处理不当，结果悲惨。目前的临床数据表明妊
娠期间合并脑血管病的病因不一，及时弄清楚病因、
及早处理原发病利于改善预后。关于妊娠合并脑血
管病的诊治新近的文献报道较少，本文回顾性分析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外科 2009 年 7 月至
2017年 7月收治的 24例妊娠合并脑血管病患者的临
床资料，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共 24例，年龄 21~37岁，平

均29.2岁，孕6~40周，以中晚期妊娠为主，孕6周1例，

孕 15周 1例，孕 25周 1例，孕 27周 1例，1例为产后两
周起病，其余均孕30周以上。24例患者中初次妊娠3

例，两次及两次以上妊娠21例。
1.2 临床表现 24例患者中2例因妊娠期间突发

眼睑下垂就诊，1例患者产后两周突发头痛起病，余21例
均于妊娠期间急性起病；所有患者中头痛13例，其中合
并呕吐6例，昏迷、神志不清7例，复视5例，其中4例合并
眼睑下垂，抽搐2例，偏瘫3例。24例患者中2例患者神
志清醒，余22例患者有不同程度意识障碍，其中格拉斯
哥 (GCS)评分3~5分2例，6~8分5例，9~12分12例，12~

14分3例，15分2例，脑膜刺激征阳性12例。
1.3 辅助检查 24例患者中22例急性起病患者

急诊行头颅CT检查，2例因动眼神经麻痹、眼睑下垂
怀疑颅内动脉瘤者直接行DSA检查。对经CT证实为
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叶内出血、脑叶出血破入脑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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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排除出血怀疑颅内静脉窦血栓的患者行 DSA 检
查，共有 16 例患者接受 DSA 检查，余 8 例患者中有 1

例虽经CT证实为顶叶出血，后因出血量大、脑疝形成
而直接行开颅手术。所有患者中，脑实质内出血14例
(基底节出血3例，2例破入脑室；额叶出血6例，4例破
入脑室；颞叶出血 1例；顶叶出血 1例；枕叶出血 3例，
其中 1例为肿瘤卒中)；蛛网膜下腔出血 6例(4例为动
脉瘤破裂出血，2例为动静脉畸形出血)；颅内静脉窦
血栓2例，其中1例合并出血；未破裂动脉瘤2例。

1.4 治疗方法 本组 24例患者中 2例动眼神经
麻痹平诊患者经DSA证实为后交通动脉瘤，其中1例
为双侧后交通动脉动脉瘤，但表现为一侧动眼神经麻
痹(图1)，经血管内栓塞治疗动脉瘤。对动脉瘤及动静
脉畸形致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意识障碍较轻者
(Hunt's≤3级)行血管内介入及保胎治疗，胎儿成熟后
行剖宫产终止妊娠；意识障碍较重者(Hunt's≥4级)先
行保胎及保守治疗，生命体征稳定行病因治疗，病情
恶化胎儿条件成熟行剖宫产术。蛛网膜下腔出血患
者行病因治疗后常规行腰大池引流。对脑叶内出血
患者，出血量大、达到开颅手术指征者行开颅手术治
疗，胎儿条件成熟，同时行剖宫产术；出血量小、未破
入脑室者行保守及保胎治疗；脑叶出血破入脑室，血
肿主要聚积于脑室系统者行单侧或双侧脑室外引流
术；脑叶出血破入脑室，脑叶及脑室内血肿量均较少
时行腰大池引流。1例确诊为颅内静脉窦血栓并出血

患者先行颅内静脉窦介入溶栓、机械碎塞、取栓，然后
埋置静脉窦导管持续药物溶栓，后复查CT示脑出血
广泛、加重，急性颅内压增高，再行双侧大骨瓣开颅去
骨瓣减压术。另1例产后两周起病的颅内静脉窦血栓
形成患者，经造影证实为上矢状窦闭塞，合并皮层静
脉及其他静脉窦的异常开放，经抗凝、抗纤等保守治
疗后患者痊愈出院。所有患者在治疗及住院过程中
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变化，积极预防并发症，动态监测
血压、脉搏、瞳孔、神志意识变化，预防子痫、维持血压
稳定，加强胎监及心理疏导，产科指导体位摆放及产
褥期相关操作、预防感染。

2 结 果

2.1 治疗结果 24 例患者中 19 例患者痊愈出
院，其中3例遗留肢体功能障碍，2例遗留一侧眼睑下
垂；死亡 3 例，其中 1 例为右侧大脑前动脉动脉瘤
(Hunt's 4级)患者，1例为矢状窦及皮层引流静脉广泛
血栓形成并出血患者(图2)，1例为顶叶动静脉畸形出
血合并出血部位脑肿瘤患者，经急诊开颅手术治疗，
术中见颅内动静脉畸形出血合并脑肿瘤，术后合并大
面积脑梗塞、脑膨出；1例病情好转后自动出院，1例转
院。所有患者中终止妊娠21例，其中19例行剖宫产(2

例平诊颅内动脉瘤患者经动脉瘤栓塞治疗后继续妊
娠至足月后行剖宫产，1例孕 15周颞叶脑出血患者处
理原发病后继续妊娠至38周后行剖宫产)，2例行清宫
术，1例拒绝终止妊娠。

图1 典型病例1
注：34岁，孕31周，主诉左眼睑下垂、复视；DSA示双侧后交通动脉动脉瘤(A，B)，行双侧后交通动脉动脉瘤栓塞术(C，D);术后继续妊娠至足月后

行剖腹产，胎儿发育良好，术后半年复诊左眼睑下垂明显改善，复视好转。

图2 典型病例2
注：21岁，孕6周，主诉突发抽搐、昏迷1 h；A，头颅CT示颅内多发散在出血、脑肿胀；B，DSA示上矢状窦、右侧横窦、乙状窦闭塞，左侧横窦部分闭

塞，皮层引流静脉闭塞；C，经接触性溶栓、碎栓、取栓后微导管造影矢状窦部分再通，但内壁毛糙、多龛影形成；D，矢状窦部分再通后，颈动脉

造影矢状窦部分显影，皮层引流静脉闭塞未见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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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随访 24例患者中除 3例死亡、1例转院外

失访外，余20例患者随访至今，母婴均健康，3例患者

遗留部分神经功能障碍，但生活能自理，余 17例患者

基本无神经功能障碍，可正常工作生活。

3 讨 论

3.1 病因分析 妊高征和子痫是妊娠合并脑血

管意外的主要原因，脑出血、脑梗死及蛛网膜下腔出

血是妊娠合并脑血管病的主要致病形式，特别是妊娠

中晚期，由于孕产妇血容量变化、激素水平的上升、血

液黏稠度的变化等，使得此期间容易并发脑血管意外

事件。妊娠相关脑血管意外发病率国内新近文献报

道为 58.7/10万人次[3]，美国的报道为 3.8~62.5/10万人

次[1]，并呈增高的趋势。一项对中国大陆314例妊娠相

关性脑卒中的临床治疗分析显示：脑出血、脑梗死和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妊娠期间脑血管病的主要致病表

现，脑出血发病最高(179/314，57%)，且多发于妊娠中

晚期，可能跟中晚期妊娠血容量明显增多相关；脑梗

死次之(110/314，35%)，多发于妊娠中期，与这期间高

凝状态相关；蛛网膜下腔出血相对较少(25/314，8%)，

多发于妊娠中晚期[4]。本组病例中脑出血最多(14/24，

58.33%)，发病率占比基本同文献报道，脑梗死最少(2/

24，8.33%)，均表现为颅内静脉窦的梗死，蛛网膜下腔

出血6例(6/24，25%)，另有2例早期发现尚未表现为蛛

网膜下腔出血的颅内动脉瘤患者(2/24)。本组病例与

上述大宗病例分析结果有同有异，相同的是致病形式

均有涉及，不同的是三种致病形式占比不同，可能跟

本组病例数相对较少有关，但三种致病形式的发病时

间的特点基本与上述报道相符，即脑出血与蛛网膜下

腔出血一般好发于妊娠中晚期，脑梗死一般发生较

早，亦可能在产褥期发病，本组就有1例产后两周发生

的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患者。此外，对妊娠期间突发

眼睑下垂的孕妇需警惕颅内动脉瘤的可能，因为特定

部位的颅内动脉瘤的发生可以直接机械性作用于动

眼神经引起动眼神经麻痹而导致眼睑下垂，本组两例

此类患者因早发现、早治疗，效果良好。

3.2 治疗策略选择 妊娠合并脑血管病死亡率

高，文献报道死亡率高达 26%[5]，及早弄清楚病因、针

对性治疗可改善预后。对此类患者治疗策略的选择，

在是否该积极干预还是保守治疗的抉择上，早期尚存

争议，目前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只要患者病情允许，在

保证胎儿安全及减少胎儿损害的情况下均应积极处

理原发病，而原发病的处理宜遵循专科指征及专科处

理方案，与一般群体患者无异。由于胎儿防护的需

要，血管内介入治疗多不被患者接受。有报道称：早

在 2000年，Meyers等[6]就报道了 3例通过介入治疗妊

娠期颅内动脉瘤患者，均取得良好效果，术后也未见

有胎儿放射性损害的报道。本组病例结果及随访显

示：妊娠合并颅内动脉瘤、动静脉畸形患者，在妊娠中

晚期、胎儿基本成形、致畸率小以及减少射线照射频

率、增加防护等前提下，可以考虑血管内介入治疗。

对脑室系统积血或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在积极处理

原发病后可早期行脑室穿刺引流或腰大池引流，及早

廓清血性脑脊液，减轻继发性损害。经治疗处理原发

病、但胎儿尚未足月的孕妇，鼓励患者继续妊娠至足

月后行剖宫产；对病情较重、估计预后不佳，在严密观

察病情进展的情况下，限期内终止妊娠。也有文献报

道：对妊娠期出血性脑血管病的处理应先终止妊娠，

再评估病情，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治疗方案[7]。本组病

例结果显示：对妊娠期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及早弄

清病因是有必要的，但是否需要先终止妊娠，需结合

每一例孕产妇患者实际病情及生育需求综合评估。

3.3 妊娠期预防及围手术期处理 (1)神志意识、

生命体征监测，适时监测胎心，保持血压稳定。血压太

高增加出血风险，血压太低易造成胎儿宫内缺氧。数

据表明：妊娠期间孕产妇平均动脉压超过 140 mmHg

(1 mmHg=0.133 kPa)时脑血管丧失自身调节能力，易致

脑出血[8]。(2)预防癫痫。妊娠早期使用抗癫痫药可致

畸胎，但癫痫发作可致孕妇和胎儿缺氧、甚至死亡、死

胎，因此，在对待每一个具体患者时应权衡利弊，对已

经出现癫痫的患者，抗癫痫药是必要的。(3)下肢静脉

血栓的预防。经介入治疗后的患者，下肢股动脉穿刺

点的压迫处理需松紧有度，压迫位置应准确，避免高

凝状态下的孕产妇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甚至肺栓塞等

不良后果。

3.4 预后 妊娠合并脑血管病原因众多，对于不

同原因所致的脑血管病，病情允许情况下宜先明确病

因再行指导治疗。妊娠合并脑血管病病情凶险、病因

复杂，及早弄清楚病因，在掌握本病治疗原则的前提

下，趋利避害，以求最佳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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