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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创伤性迟发性硬膜外血肿 12 例临床特征分析
亢崇仰 1，2，陆兆丰 2，陈悦华 1，2
【摘要】 目的
的认识。方法

分析 12 例创伤性迟发性硬膜外血肿（DTEDH）患儿的临床特征，以期提高临床对儿童 DTEDH

选取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4 年 4 月—2018 年 4 月收治的 DTEDH 患儿 12 例，回顾性分析其

临床特征，包括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治疗方法及预后等。 结果 （1）临床表现：头痛 7 例，呕吐 6 例，不同程
度意识障碍 4 例，单侧肢体肌力下降 4 例，脑脊液漏 2 例，癫痫 1 例。（2）影像学特征：12 例患儿入院后首次颅脑

CT 检查均未发现硬膜外血肿表现，发现颅骨骨折伴颅内积气 6 例，局部脑挫裂伤 2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1 例；常规

复查颅脑 CT 确诊 DTEDH 5 例，因症状加重急查颅脑 CT 确诊 DTEDH 7 例，CT 表现为梭形高密度影。（3）治疗方法：
3 例患儿血肿量分别为 10、10、15 ml，采用药物保守治疗；5 例患儿血肿量为 25~30 ml，行微创穿刺引流术治疗；4
例患儿血肿量为 30~50 ml，行开颅血肿清除 + 去骨瓣减压术治疗。1 例患儿由于合并严重贫血而进行输血治疗。（4）

预后：11 例好转出院，1 例因开颅血肿清除 + 去骨瓣减压术后并发肺部感染而死亡；11 例好转出院患儿随访 3~6 个月
均未遗留明显后遗症。结论

儿童 DTEDH 起病较隐匿，致死率、致残率较高，对于高度怀疑 DTEDH 的患儿，临床

医师应提高警惕并注意动态复查颅脑 CT，以早期明确诊断，合理选择治疗方法以改善患儿预后。
【关键词】

血肿，硬膜外，颅内；颅脑损伤；创伤和损伤；儿童；疾病特征

【中图分类号】

R 651.1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8-5971.2020.02.014

亢崇仰，陆兆丰，陈悦华 . 儿童创伤性迟发性硬膜外血肿 12 例临床特征分析［J］. 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

2020，28（2）：85-88.［www.syxnf.net］

KANG C Y，LU Z F，CHEN Y H.Clinical features of twelve children with delayed traumatic epidural hematoma［J］.

Practical Journal of Cardiac Cerebral Pneumal and Vascular Disease，2020，28（2）：85-88.
1.471003 河南省洛阳市，河南科技大学临床医学院
通信作者：陆兆丰，E-mail：352751591@qq.com

2.471003 河南省洛阳市，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2］李慧，郎文娟，孙元元，等 .Percheron 动脉闭塞所致双侧丘脑

梗死 9 例临床分析［J］. 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2016，33（7）：
639-641.

Stroke of the Artery of Percheron with Normal Initial MRI：a

Case Report［J］.Case Rep Med，2010，2010：425734.DOI：
10.1155/2010/425734.

［13］KUMRAL E，EVYAPAN D，BALKIR K，et al.Bilateral thalamic

［17］徐娟，李志宁，刘腾飞，等 . 不同剂量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

Neurol Scand，2001，103（1）：35-42.DOI：10.1034/j.1600-

［J］. 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7，25（3）：62-65.DOI：

［14］王树庆，韦骏 .CT、MRI 诊断 Percheron 动脉综合征（附 4 例报

XU J，LI Z N，LIU T F，et al.Comparative Study for Clinical Effect

infarction.Clinical，etiological and MRI correlates［J］.Acta

活剂静脉溶栓治疗急性脑梗死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的对比研究

0404.2001.00141.x.

10.3969/j.issn.1008-5971.2017.03.015.

告）［J］. 实用放射学杂志，2016，32（4）：648-650.DOI：

and Safety of Intravenous Thrombolytic Therapy for Acute Cerebral

10.3969/j.issn.1002-1671.2016.04.051.

WANG S Q，WEI J.CT and MRI diagnosis of Percheron
artery syndrome：4 cases report［J］.Journal of Practical

Radiology，2016，32（4）：648-650.DOI：10.3969/
j.issn.1002-1671.2016.04.051.

［15］张 沁 丽， 陈 育 英， 刘 红， 等 .Percheron 动 脉 梗 死 二 例［J］.

中 华 内 科 杂 志，2018，57（6）：454-456.DOI：10.3760/cma.
j.issn.0578-1426.2018.06.012.

［16］CASSOURRET G，PRUNET B，SBARDELLA F，et al.Ischemic

Infarction between Standard-and Low-dose rt-PA［J］.Practical

Journal of Cardiac Cerebral Pneumal and Vascular Disease，2017，
25（3）：62-65.DOI：10.3969/j.issn.1008-5971.2017.03.015.

［18］XU Z，SUN L，DUAN Y，et al.Assessment of Percheron infarction

in images and clinical findings［J］.J Neurol Sci，2017，383：
87-92.DOI：10.1016/j.jns.2017.10.033.

（收稿日期：2019-08-12；修回日期：2020-01-10）
（本文编辑：鹿飞飞）

·86·

PJCCPVD

February 2020，Vol.28

Clinical Features of Twelve Children with Delayed Traumatic Epidural Hematoma

No.2

http：//www.syxnf.net

KANG Chongyang 1，2，LU

Zhaofeng2，CHEN Yuehua 1，2

1.College of Clinical Medicine，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3，China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3，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LU Zhaofeng，E-mail：352751591@qq.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twelve children with delayed traumatic epidural hematoma

（DTEDH）. Methods A total of twelve children with DTEDH were selected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m April 2014 to April 2018，their clinical feature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mainly including
clinical manifestations，imaging characteristics，therapeutic methods and prognosis. Results

（1）Clinical manifestations：

7 cases performed as headache，6 cases as emesis，4 cases as varying degrees of disturbance of consciousness，4 cases
as unilateral limb decrease of myodynamia，2 cases as leakage of cerebrospinal fluid，1 case as epilepsy.（2）Imaging

characteristics：the first craniocerebral CT scanning results of the twelve children did not show epidural hematoma，but found

6 cases complicated with skull fracture and intracranial pneumatosis，2 cases with local cerebral contusion and laceration，
1 case with subarachnoid hemorrhage；5 cases confirmed as DTEDH after routine craniocerebral CT reexamination，7 cases
received emergency CT examination due to exacerbation of symptoms and then confirmed as DTEDH，the CT examination
results showed fusiform high density shadow.（3）Therapeutic methods：3 cases（hematoma volume was 10 ml，10 ml and 15

ml，respectively）received conservative medical treatment；5 cases with hematoma volume ranged from 25 to 30 ml received
minimally invasive puncture and drainage；4 cases with hematoma volume ranged from 30 to 50 ml received craniotomy for

hematoma clearance and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Besides，1 case received blood transfusion due to severe anemia.（4）
Prognosis：11 cases improved and discharged，1 case died due to pulmonary infection after craniotomy for hematoma clearance
and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11 cases discharged with improvement did not left any obvious sequelae during the 3- to

6-month follow-up. Conclusion Onset of DTEDH is relatively concealed，but its lethality rate and disability rate are relatively

high，thus clinicians should be on the alert and pay attention to dynamic craniocerebral CT reexamination when find children highly
suspected as DTEDH，to make a early definite diagnosis and reasonable choice of treatment to eventually improve the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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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创伤性脑损伤在急诊外科较常见，其中以轻型颅脑
损伤为多见［1］，而轻型颅脑损伤有演变为迟发性颅内血肿的
可能。创伤性迟发性硬膜外血肿（delayed traumatic epidural

hematoma，DTEDH）指创伤后首次颅脑 CT 检查未发现硬膜

外血肿表现或仅存在颅骨骨折、脑挫裂伤、颅内积气等表
现，但在创伤后一段时间（多为创伤后 24 h）出现的硬膜
［2-5］

外血肿

。DTEDH 相对少见，文献报道的各年龄段人群

DTEDH 发病率约为 30%［6］，病死率为 25%~48%［7］，但儿

童 DTEDH 发病率、病死率不详，尚缺乏相关研究报道。本研

究旨在分析 12 例 DTEDH 患儿的临床特征，以期提高临床对
儿童 DTEDH 的认识，为科学诊治儿童 DTEDH 提供参考。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4 年 4

月—2018 年 4 月收治的 DTEDH 患儿 12 例，其中男 8 例，女
4 例；年龄 2.4 个月 ~14 岁，平均年龄 5.7 岁；致伤原因：交

通伤 7 例，摔伤 3 例，暴力打击伤 2 例；就诊时间：伤后 1 h

内 5 例，6 h 内 2 例，1 d 内 3 例，1 d 后 2 例；入院至确诊时
间：6 h 内 2 例，6~24 h 6 例，24 h 后 48 h 内 3 例，48 h 后 1

例；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评分为 9~12 分者 4 例，
≥ 13 分者 8 例。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所有患儿的临床特征，包括临床表现、

影像学特征、治疗方法及预后等。

1.3
2

2.1

统计学方法
结果
临床表现

采用描述性分析。
12 例患儿中出现头痛 7 例，呕吐 6 例，不同

程度意识障碍 4 例，单侧肢体肌力下降 4 例，脑脊液漏 2 例，
癫痫 1 例。
2.2

影像学特征

12 例患儿入院后首次颅脑 CT 检查均未发

现硬膜外血肿表现，发现颅骨骨折伴颅内积气 6 例，局部脑
挫裂伤 2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1 例。常规复查颅脑 CT 确诊

DTEDH 5 例；因症状加重急查颅脑 CT 确诊 DTEDH 7 例，CT
表现为梭形高密度影，其中血肿位于颞部者 5 例，颞顶部者 3

例，后颅窝者 2 例（血肿位于幕上 1 例，骑跨横窦 1 例），
额顶部者 2 例。

2.3 治疗方法 12 例患儿中 3 例血肿量分别为 10、10、15 ml，
采用药物保守治疗，包括严密监测生命体征，给予脱水、降
颅内压治疗等；5 例（其中 1 例为后颅窝幕上血肿）血肿量为

25~30 ml，行微创穿刺引流术治疗，钻孔成功后严密监测生命

体征并 2 次 /d 向血肿腔缓慢注射尿激酶 5 万 U；4 例血肿量
为 31~50 ml，行开颅血肿清除 + 去骨瓣减压术治疗，其中 1

例血肿位于后颅窝且骑跨横窦，血肿量约为 30 ml，幕下血肿

量约为 10 ml，行保留骨桥开颅血肿清除 + 去骨瓣减压术治疗。
1 例患儿由于合并严重贫血而进行输血治疗。
2.4

预后

12 例患儿中 11 例好转出院，1 例因开颅血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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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 去骨瓣减压术后并发肺部感染而死亡。3 例采用保守治

合并颅骨骨折可能是颅骨骨折处或板障受损处 DTEDH 形成的

复查颅脑磁共振成像（MRI）示血肿消失；5 例行微创钻孔引

3.3

疗的患儿出院前复查颅脑 CT 示血肿基本吸收，出院后 1 个月

流术的患儿拔管前复查颅脑 CT 示残余血肿量 <5 ml，拔管后
自行吸收，出院后 1 个月复查颅脑 MRI 示血肿消失；3 例行

开颅血肿清除 + 去骨瓣减压术的患儿术后复查颅脑 CT 示血肿
完全清除，出院后 1 个月复查颅脑 MRI 示血肿消失。11 例好
转出院患儿随访 3~6 个月均未遗留明显后遗症。
3

3.1

讨论

儿童 DTEDH 发病特点

儿童 DTEDH 的早期诊断要点

诊儿童 DTEDH 最主要的检查手段

动态 CT 监测无疑仍是确

［4，5，13］

，结合文献报道及

临床经验，笔者分析认为以下儿童有形成 DTEDH 的可能：（1）
有明确的创伤史，虽首次颅脑 CT 检查未发现硬膜外血肿表现
但存在颅骨骨折并颅内积气，尤其是颞部骨折者；（2）颅脑
损伤至首次颅脑 CT 检查时间 <6 h 者；（3）首次颅脑 CT 检
查发现存在脑挫裂伤或蛛网膜下腔出血者；（4）就诊时表现

创伤性硬膜外血肿是颅脑损伤

所致颅内血肿的常见类型，约占所有颅脑创伤所致颅内血肿
的 30%

原因之一。

［8］

。创伤性硬膜外血肿是儿童颅脑损伤的常见并发症

和主要致死、致残原因，但儿童 DTEDH 早期较少出现典型创

伤性硬膜外血肿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表现，易被漏诊或误诊，
进而造成严重后果。本组 12 例 DTEDH 患儿中致伤原因为交
通伤者 7 例、摔伤者 3 例、暴力打击伤者 2 例，临床表现为头

为不同程度意识障碍者，且即使 GCS 评分较高也不能放松警

惕。对于高度怀疑儿童 DTEDH 者，需动态复查颅脑 CT，但
目前疑诊儿童 DTEDH 者最佳颅脑 CT 复查时机尚未定论，结

合文献报道及临床经验，笔者认为出现以下情况的疑诊儿童

DTEDH 者应及时复查颅脑 CT：（1）出现头痛加剧、频繁呕

吐且情绪较之前有较大波动，如不正常哭闹、情绪淡漠等；（2）
出现进行性意识障碍加重及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如偏瘫等；

痛者 7 例、呕吐者 6 例、不同程度意识障碍者 4 例、单侧肢体

（3）出现生命体征异常表现，如血压、血氧饱和度进行性降低。

2 例、癫痫者 1 例。研究表明，颅骨骨折、脑挫裂伤、颅内积

查颅脑 CT。通过收集大量临床资料并制作疑诊儿童 DTEDH

肌力下降者 4 例，脑脊液漏（表现为外耳道血性液体流出）者
气、脑脊液漏、蛛网膜下腔出血是 DTEDH 的危险因素

［2，9-10］

，

本组 12 例 DTEDH 患儿入院后首次颅脑 CT 检查均未发现硬
膜外血肿表现，但发现颅骨骨折伴颅内积气 6 例，局部脑挫
裂伤 2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1 例。
3.2

儿童 DTEDH 发病机制

急性硬膜外血肿的发病机制为

脑膜中动脉等动脉破裂、急性出血并快速形成血肿腔，可引
［8］

发神经功能缺损症状等

，但目前迟发性硬膜外血肿尤其是

儿童 DTEDH 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笔者分析认为其可能

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1）自我保护性填充。颅脑损伤患儿
由于继发性脑水肿而导致颅内压升高并压迫出血责任血管，
继而造成出血速度减慢［4，10］ 而暂时无法形成硬膜外血肿，
因此首次颅脑 CT 常出现阴性结果或仅出现头痛、呕吐等症

状；经脱水药物治疗后颅内压降低，受压迫的出血责任血管
重新开放并导致 DTEDH 形成［4］。本组 12 例 DTEDH 患儿中
4 例行开颅血肿清除 + 去骨瓣减压术，其中 3 例术中找到出
血原因，分别为颅骨板障静脉出血、静脉窦破裂、脑膜中动

脉或静脉破裂。（2）缺氧 - 葡萄糖剥夺效应（oxygen-glucose
deprivation，OGD）参与的血管因素［11］：部分颅脑损伤患儿
存在颅骨骨折并骨折处脑挫裂伤，而脑挫裂伤核心区域脑组

织氧化应激反应增强、耗氧量增加、供氧不足，如这一级联
反应得不到及时解除则可能诱发 OGD，进而导致炎性因子增

多，炎性保护反应增强，白介素 6、白介素 8 及肿瘤坏死因子

大量释放并造成紧密连接蛋白减少、血管通透性增加、内皮
细胞损伤及血管破裂，最终引发 DTEDH。本组 12 例 DTEDH
患儿中 2 例存在颅骨骨折并局部脑挫裂伤，均于伤后 24 h 内

在脑挫裂伤侧发现 DTEDH。（3）凝血功能异常：颅脑损伤后，
机体启动内外源性凝血机制并消耗大量凝血因子，可导致
机体出 - 凝血机制失衡，造成凝血功能紊乱、弥漫性血管

内凝血发生风险升高、血小板大量聚集、纤溶系统功能亢
进 等 ［4，5，10，12］， 因此，凝血功能异常 / 出 - 凝血机制失衡

此外，首次颅脑 CT 检查发现颅骨骨折及脑挫裂伤者应定期复
者颅脑 CT 复查时机评分表可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但本研

究样本量较小，颅脑 CT 复查时机评分表的制作等仍需进一步
收集相关病例。需要指出的是，本组 12 例 DTEDH 患儿中 1

例先前未发现神经功能障碍症状者在入院后第 4 天常规复查

颅脑 CT 时发现硬膜外血肿形成，急行开颅血肿清除 + 去骨瓣
减压术，术后好转出院，因此对于首次颅脑 CT 检查正常的疑

诊儿童 DTEDH 者，不能放松警惕，需密切观察其临床表现并
及时复查颅脑 CT，以减少 DTEDH 的漏诊、误诊，改善患儿
预后。
3.4

儿童 DTEDH 的治疗及预后

梁玉敏等［4］ 研究指出，

DTEDH 的治疗原则与硬膜外血肿相同，并建议有明显占位效
应的患者积极行手术治疗；本组 12 例 DTEDH 患儿中 3 例血

肿量较小、无明显中线移位及环池受压，经药物保守治疗而
好转出院，随访 3~6 个月均未遗留明显后遗症。儿童 DTEDH
的手术治疗方式主要包括微创穿刺引流术和开颅血肿清除 +

去骨瓣减压术，血肿量≤ 30 ml、GCS 评分 >9 分、无明显中

线移位或中线移位 <0.5 cm、无明显意识障碍但全身情况无法
耐受麻醉及开颅手术的患儿可采用微创穿刺引流术治疗，血

肿量 >30 ml、GCS 评分≤ 9 分、中线移位≥ 0.5 cm、意识障

碍进行性加重及全身耐受情况较差但存在生命安全威胁的患
儿，在征得患儿家属同意后应积极行开颅血肿清除 + 去骨瓣

减压术。本组 12 例 DTEDH 患儿中 5 例（其中 1 例为后颅窝
幕上血肿）血肿量为 25~30 ml，行微创穿刺引流术治疗，钻
孔成功后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并 2 次 /d 向血肿腔缓慢注射尿激

酶 5 万 U（采用 0.9% 氯化钠溶液稀释后注射，注射完成后采

用 0.9% 氯化钠溶液 2 ml 冲管，冲管后立即夹闭引流管并于
1.5 h 后重新开放引流），均好转出院且随访 3~6 月均未遗留
明显后遗症；4 例血肿量为 31~50 ml，行开颅血肿清除 + 去

骨瓣减压术，最终 1 例因术后并发肺部感染而死亡，3 例好转

出院且随访 3~6 个月均未遗留明显后遗症。此外，本组 1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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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EDH 患儿中还有 1 例因严重贫血而进行输血治疗。

鉴于儿童生长发育尚不成熟，对于血肿量较大、中线移

位≥ 0.5 cm 且病情危重的 DTEDH 患儿，应积极行开颅血肿

清除 + 去骨瓣减压术；鉴于儿童颅内代偿空间较大，对于血
肿量较少、开颅手术或微创引流术界限不好区分的 DTEDH 患

儿，应进一步结合其临床表现选择手术方式，并尽可能地选
择微创穿刺引流术，其中锥颅由于术前准备简单、可快速缓
解部分颅内血肿占位效应、对液化明显的血肿效果更佳等优
势而不失为一种理想的手术方式，并可考虑锥颅后向血肿腔
内注射尿激酶以达到理想引流的目的。

综上所述，儿童 DTEDH 起病较隐匿，致死率、致残率

较高，对于高度怀疑 DTEDH 的患儿，临床医师应提高警惕并
注意动态复查颅脑 CT，以早期明确诊断，合理选择治疗方法

以改善患儿预后；为避免患儿过多吸收 X 射线而导致不必要

的损伤，今后需继续收集相关病例以扩大样本量，继而确定
儿童 DTEDH 动态颅脑 CT 复查时机并制定出科学的动态颅脑
CT 复查时机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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