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比 段五 一场 , , ,陇

·继 续 教 育 园 地

颅内外大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的侧支循环

张雄伟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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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内外大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时 , 侧支循环开放的级

别 、途径和代偿能力各有不同 。临床上最常见的是颈内动脉

起始段 、大脑中动脉水平段起始部 、椎动脉起始段和锁骨下

动脉起始段的闭塞性病变 。

颈内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

颈内动脉起始段重度狭窄或闭塞 临床上多见 ,是动脉

粥样硬化性狭窄最好发部位 ,少见原因有夹层动脉瘤 、外伤 、

肿瘤压迫 、纤维肌发育不 良和放射治疗等 。此部位发生闭塞

胜病变时 ,多条侧支循环通路可分别在不同情况下开放 ,有

的起主要代偿作用 ,有的起补充代偿作用 。如果 环上

参与侧支循环的动脉发育良好且无狭窄性病变 ,首先即刻开

放的是一级侧支并为主要代偿途径 。当前交通动脉和后交

通动脉侧支均开放且代偿充足 、血流压力足够时 ,二级侧支

不会开放 ,患者可不出现颈内动脉系统缺血症状 。若一级侧

支代偿功能不足或仅开放 条侧支通路 ,血流压力不足以满

足远端供血时 ,眼动脉侧支 、大脑后动脉一大脑中动脉软脑膜

吻合侧支 、颈外动脉一颈内动脉岩段和海绵窦段侧支及脉络

膜前动脉侧支等二级侧支开放 ,对一级侧支起补充代偿作

用 ,患者可无或有颈内动脉系统缺血症状 。若一级侧支代偿

能力极差或均未开放 ,则眼动脉侧支和大脑后动脉一大脑中

动脉软脑膜吻合侧支成为主要代偿途径 ,其他侧支起补充代

偿作用 。因此 ,眼动脉逆向血流是 环代偿功能不足的

表现 ,也是强烈提示颈内动脉在眼动脉发出之前 ,存在闭塞

性病变的重要佐证 。另外 ,更重要的是 ,眼动脉侧支和大脑

后动脉一大脑中动脉软脑膜吻合属于二级侧支 ,重建侧支血

流需要一定的时间 。

颈内动脉颅内段 眼动脉发出之后 重度狭窄或闭塞 病

因多为 病 、颈内动脉夹层动脉瘤和动脉粥样硬

化 。眼动脉发出之后的颈内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时 ,血流到

达颈内动脉虹吸段后不能进人颅内 ,此时眼动脉是其惟一终

末血管 ,仍由颈内动脉供血 ,故血流方向正常 ,不参与侧支代

偿 ,颅内侧支循环主要依靠一级侧支和大脑后动脉一大脑中

动脉软脑膜吻合侧支 。单侧和双侧颈 内动脉闭塞患者的

环侧支循环方式有明显不同 。单侧颈内动脉闭塞患

者的主要代偿途径是前交通动脉侧 支 开放率为 肠一

,病变侧后交通动脉侧支开放率为 一 。而双

侧颈内动脉闭塞患者 一侧重度狭窄 、一侧闭塞者除外 ,由

一

作者单位 。。。 北京 ,第二炮兵总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 王磊 ,

于双侧颈内动脉的血流压力均降低 ,前交通动脉侧支不开

放 ,主要依靠双侧后交通动脉侧支 、眼动脉侧支和大脑后动

脉一大脑中动脉软脑膜吻合侧支代偿 。

颈外动脉闭塞

一侧颈外动脉起始段闭塞时 ,主要靠颅内动脉一颈外动
脉二级侧支代偿 ,侧支循环途径是病变侧颈内动脉血流经眼

动脉灌注到颈外动脉和 或 病变侧稚动脉寰枢段 ,血流经枕

动脉灌注到颈外动脉 。如一侧颈外动脉闭塞合并同侧颈内

动脉起始段重度狭窄 ,对侧颈外动脉血流 ,可经上领动脉侧

支吻合反向流人狭窄侧眼动脉 ,供应狭窄侧颈内动脉 。颈外

动脉起始段闭塞 ,一般不引起脑缺血症状 。

颈总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

颈动脉分叉处以下的颈总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时 ,代偿

主要来自一级侧支 。一级侧支代偿不足时 ,椎动脉一颈外动

脉一颈内动脉二级侧支通路开放 ,即病变侧椎动脉与颈外动

脉分支枕动脉之间的吻合支开放 ,血流从椎动脉寰枢段通过

吻合支经枕动脉供应颈外动脉干 ,颈外动脉主干血流逆转经

颈动脉分叉处向上供应颈内动脉 。此时 ,眼动脉仍 由颈内动

脉供血 ,故不出现逆向血流 ,仅血流速度减慢 。如果眼动脉

出现血流方向逆转 ,通常不考虑颈总动脉闭塞 。大脑后动

脉一大脑中动脉软脑膜吻合侧支也可不同程度的参与代偿 。

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

大脑中动脉水平段 段 起始部重度狭窄或闭塞 , 临

床上很常见 。由于 段处于 环之外 ,不能借此环建

立一级侧支 , 段起始部重度狭窄或闭塞时 ,主要启动二

级和三级侧支代偿功能 。大脑中动脉供血的皮质 区主要依

靠大脑前动脉一大脑中动脉和 或 大脑后动脉一大脑中动脉

软脑膜吻合侧支代偿 。因大脑前动脉与大脑 中动脉皮质支

间的吻合数量最多 一 支 、吻合区域范围大 ,故起主要代

偿作用 。此外 ,颈外动脉分支 脑膜中动脉等 血流通过硬脑

膜一软脑膜吻合供应大脑中动脉主干远端分支及皮质支 ,也

起一定的补充代偿作用 。大脑中动脉供血的深部区域 ,则依

靠豆纹动脉与其他穿动脉的吻合侧支和新生血管形成代偿 。

这些细小的新生血管 ,可能来自颈内动脉终段和 或 后交通

动脉 ,并沿大脑 中动脉主干走行或向纵深走行供应基底节

区 。动物实验结果表明 ,小鼠大脑中动脉闭塞 一 后 ,

缺血侧半球出现显著的血管扩张和大量的新生血管 。

段起始部闭塞性病变 ,也分为急性和慢性进展性

种 。急性闭塞多由心脏栓子或颈动脉斑块脱落的栓子 ,突然

阻塞大脑中动脉主干所致 而慢性进展性闭塞在临床上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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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 ,系由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基础上 ,狭窄逐渐加重最后

完全闭塞 。急性闭塞时 ,二级侧支不能即刻充分发挥代偿作

用 ,是患者脑梗死范围大 、临床症状重 的主要原因 。二级侧

支建立和充分发挥代偿作用的时间与患者脑梗死范围的大

小 、症状轻重和预后密切相关 。但目前有关二级侧支何时开

放 、何时充分发挥代偿作用 , 尚无明确 的结论 。慢性进展性

闭塞的患者 ,二级和三级侧支有足够时间发挥代偿能力 因

此可无缺血症状 、无脑梗死病灶或只出现短暂性脑缺血发

作 、片状脑梗死 。但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个体间差异很大 ,所

以同为慢性 段起始部闭塞 的患者 ,其是否 出现缺血症

状 、是否有脑梗死及梗死的范围大小 ,个体间差别也很大 。

大脑前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

一侧大脑前动脉交通前段 段 重度狭窄或闭塞 侧

支代偿主要来 自病变对侧 段 ,患者一般无缺血症状 。

两侧大脑前动脉 段重度狭窄或闭塞 大脑前动脉供

血的皮质区 ,主要依靠大脑中动脉一大脑前动脉和大脑后动

脉一大脑前动脉软脑膜吻合侧支代偿 大脑前动脉供血的皮

质下深部区域则通过阱周吻合由大脑后动脉代偿 ,

返动脉 、中央短动脉与其他穿动脉的吻合侧支和新生血管形

成 ,对大脑前动脉的深部供血区也有一定代偿作用 。

大脑后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

一侧大脑后动脉交通前段重度狭窄或闭塞 侧支血流主

要来 自病变侧颈内动脉 ,脉络膜前动脉侧支也可参与部分代

偿 。大脑后动脉交通后段重度狭窄或闭塞 大脑后动脉供血

的皮质区 ,主要依靠病变侧大脑中动脉一大脑后动脉和大脑

前动脉一大脑后动脉软脑膜吻合侧支代偿 大脑后动脉供血

的皮质下深部区域 ,则通过拼周吻合由大脑前动脉向大脑后

动脉交通后段供血 脉络膜后动脉 、丘脑膝状体动脉和丘脑

穿动脉与其他穿动脉的吻合侧支 ,对大脑后动脉的深部供血

区也有一定代偿作用 。

椎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

一侧椎动脉起始段重度狭窄或闭塞 基底动脉血液主要
由病变对侧椎动脉 血流速度代偿性增快及血流量增大 供

应 ,代偿充足者一般不需要二级侧支参 与 ,可不出现后循环

缺血症状 。如果病变对侧椎动脉代偿不充足 对侧椎动脉先

天发育不 良或狭窄或对侧锁骨·下动脉狭窄 ,则来 自病变侧

椎动脉横突孔段 和寰枢段的多条二级侧支 颈升动脉一椎动

脉侧支 、颈深动脉一椎 动脉侧支 、枕动脉一椎动脉侧支和咽升

动脉一椎动脉侧支 分别起 一定 的补充代偿作用 ,其 中枕动

脉一椎动脉侧支的代偿能力远大于其他二级侧支 。两侧椎动

脉起始段均有重度狭窄或闭塞 侧支代偿 只能依靠二级侧

支 ,患者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后循环缺血 。一侧椎动脉颅内段

重度狭窄或闭塞 基底动脉的血液主要由病变对侧椎动脉供

应 ,病变侧椎动脉颅内段以下的二级侧支失去代偿作用 。

值得注意的是 ,有极少数人永存原始颈内动脉与后循环

之间的血流通路 ,即永存三叉动脉 发生率 。 一 。 、

永存舌下动脉 发生率 。 一 。 和更为罕见的永存

内听动脉及寰前节间动脉 ,多为单侧发生 ,并伴后交通动脉

和椎动脉发育不良 。这些患者 ,一侧颈内动脉系统是后循环

供血的主要来源一 般无特殊的临床症状 。如果永存动脉侧

合并颈总动脉或颈内动脉起始部闭塞性病变 ,即可导致一侧

前循环和整个后循环的缺血 , 出现知暂性缺血发作 、脑梗死 ,

甚至更严重的致命后果 。

基底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

急性基底动脉闭塞 栓塞多见 临床症状轻重和预后 ,

取决于一级侧支能否迅速建立 。如果两侧后交通动脉和大

脑后动脉交通前段发育良好且无狭窄性病变 ,可即刻启动一

级侧支 后交通动脉侧支 ,若一级侧支不能建立或代偿不充

足 ,患者临床症状重 、病残率和病死率高 。

慢性基底动脉闭塞 动脉粥样硬化多见 后交通动脉侧

支供应基底动脉和大脑后动脉为主要代偿通路 。代偿欠充

足时 ,还可启动软脑膜吻合 大脑中动脉的颜后动脉一大脑后

动脉的颖下后动脉 ,大脑前动脉的顶上和顶下内侧动脉一大

脑后动脉的顶枕动脉 ,大脑前动脉的脐服体动脉一大脑后动

脉的阱既体背侧动脉 和脉络膜前动脉一脉络膜后外侧动脉

大脑后动脉的吻合侧支 ,补偿大脑后动脉供血的皮质区 。此

外 ,椎动脉一小脑下后动脉一小脑上动脉一基底动脉 ,脊髓前动

脉一椎动脉一小脑下后动脉一小脑下前动脉一基底动脉等吻合侧

支 ,也可向小脑半球和脑干代偿供血 。

锁骨下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

一侧锁骨下动脉起始段重度狭窄或闭塞 病变对侧椎动

脉起重要功能性代偿作用 ,也称之为锁骨下动脉窃血 。此椎

动脉一椎动脉侧支通路存在并代偿充分时 ,一般不需要其他

狈」支代偿 。当椎动脉一椎动脉侧支和基底动脉一椎动脉侧支

同时存在时 ,表明对侧椎动脉代偿不充足 ,可能对侧椎动脉

先天发育不良或狭窄或对侧锁骨下动脉狭窄 。如果仅存在

基底动脉一椎动脉和枕动脉一椎动脉一锁骨下动脉侧支 ,说明对

狈椎动脉失代偿 ,往往提示对侧椎动脉闭塞和 或 对侧锁骨

下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 。上述 种情况均有基底动脉参与

狈支代偿 ,故临床常出现后循环缺血症状 。如果基底动脉参

与侧支代偿的血流量过多 ,会影响到大脑后动脉血流 ,此时

大脑后动脉会有部分血流参与代偿 。

思考题

右侧颈内动脉起始段慢性闭塞 ,左侧大脑前动脉交通前段

极度发育不良 ,代偿血流主要来 自哪些侧支

左侧大脑中动脉主干起始部慢性闭塞 ,左侧大脑后动脉交

通后段重度狭窄 ,代偿血流主要来 自哪些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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