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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轻型创伤性脑损伤并发良性阵发性 
位置性眩晕的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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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红桥医院神经外科，天津 3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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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轻型创伤性颅脑损伤（mTBI）患者并发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t-BPPV）的临床特点
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探讨 t-BPPV 的发病规律。方法  选择天津市红桥医院神经内外科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收治的 mTBI 患者 106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有眩晕者 64 例，行眼震电图检查 41 例，最终入组 23 例患者，
诊断为 t-BPPV 13 例，非 t-BPPV 10 例。收集患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民族、户籍、吸烟情况、饮酒情况、职
业、生活环境等临床资料，比较两组上述指标的差异，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意义的指标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选出影响 mTBI 患者并发 t-BPPV 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t-BPPV 组患者年龄小于非 t-BPPV 组（岁：
54.00±14.68比65.90±9.84，P＜0.05），女性比例明显高于非t-BPPV组〔69.2%（9/13）比20.0% （2/10），P＜0.05〕。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性别是影响 mTBI 并发 t-BPPV 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OR）＝0.111，95% 可
信区间（95% CI）＝0.016～0.778，P＝0.027〕。结论  有眩晕症状 mTBI患者早期诊断，确定t-BPPV后早期治疗，
对于缓解患者病情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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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umatic 
benign paroxysmal positional vertigo  (t-BPPV)  in patients with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TBI), and  to explore  the 
pathogenesis of t-BPPV.  Methods  The 106 mTBI patients treated in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of Hongqiao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Among  them, 64 cases were vertigo, 41 cases 
were examined by electronystagmography. Finally 23 cases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13 cases diagnosed as t-BPPV and 
10 cases as non-t-BPPV. The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sex, age, marriage, nationalit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moking, 
drinking, occupation and living environment were collected,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dicators in single factor analysis were included in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mTBI complicated with t-BPPV were selected.  Results  The age of patients in t-BPPV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non-t-BPPV group (years old: 54.0±14.68 vs. 65.90±9.84, P < 0.05), and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n-t-BPPV group [69.2% (9/13) vs. 20.0% (2/10), P < 0.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the occurrence of  t-BPPV in mTBI 
patients  [odds ratio  (OR) = 0.11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 CI) = 0.016-0.778, P = 0.027].  Conclusio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mTBI patients with vertigo and the early treatment of t-BPPV is very important to alleviate the disease.

【Key words】  Vertigo;  Traumatic benign paroxysmal positional vertigo;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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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型创伤性颅脑损伤（mTBI）是临床常见疾病，

临床上也称脑震荡，是创伤性颅脑损伤（TBI）中程

度最轻的一种类型，占 TBI 患者的 80%～90%［1］。

mTBI 中有眩晕症状者占 63.04%［2］，患者常伴头痛、

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睡眠异常、焦虑、烦躁、情绪低

落等，合并创伤性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t-BPPV）

可加重患者的痛苦，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 t-BPPV 对

于缓解患者病情、促进机能恢复是非常必要的［3］。

回顾性分析本院收治的 mTBI 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

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mTBI患者并发 t-BPPV

的危险因素，为 t-BPPV 的早期诊断提供一定依据，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天津市红桥医院神经内

外科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收治的 mTBI 患者

106 例。

1.1.1  mTBI 诊断标准［4］：① 有头外伤病史；② 头

颅 CT、磁共振成像（MRI）检查无阳性表现；③ 无意

识障碍或有意识障碍＜30 min。

1.1.2  纳入标准［5］：① 相对于重力方向改变头位

后出现反复发作的、短暂的眩晕或头晕（通常持续

不超过 1 min）； ② 位置试验中出现眩晕及特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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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性眼震； ③ 眩晕症状出现在外伤后 3 d 内。

1.1.3  排除标准：① 年龄＜18 岁；② 有严重疾病

或无意识者；③ 发病前有明确内耳或中耳疾病、偏

头痛、脑血管疾病。

1.1.4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

本院伦理批准（审批号：2020-05-10），对患者采取

的治疗和检测均得到过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研究分组：106 例患者中有眩晕症状者 64 例，

行眼震电图检查 41 例，最终入组 23 例患者，诊断为

t-BPPV 13 例，非 t-BPPV 10 例。

1.3  指标收集：患者均行神经系统及耳科检查，应

用红外线视频眼动记录仪（VO425 视频眼震图，丹

麦国际听力公司）采集和记录变位性眼震发生情

况。所有患者行头颅 CT 或 MRI 检查排除颅内和

颞骨内病变。t-BPPV 的治疗按诊断累及责任半规

管进行管石复位法（CRP），治疗后 1 d、1 周、1 个月

复查评估疗效，随诊 3～6 个月。收集患者的性别、

年龄、婚姻状况、民族、户籍、吸烟情况、饮酒情况、

职业、生活环境等一般资料，比较两组上述指标的

差异；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 mTBI 患者并发

t-BPPV 的独立危险因素。

1.4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

示，采用 χ2 检验。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的指标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影

响mTBI患者并发t-BPPV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mTBI 并发 t-BPPV 和有眩晕症状非 t-BPPV 组

一般资料比较（表 1）：t-BPPV 组女性比例明显高于

非 t-BPPV 组，年龄小于非 t-BPPV 组（均 P＜0.05）。

两组婚姻状况、民族、户籍、吸烟和饮酒情况、职业、

生活环境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2  mTBI 并发 t-BPPV 和有眩晕症状非 t-BPPV 

mTBI 患者受伤部位及原因（表 2）：两组受伤原因及

受伤部位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3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 mTBI 合并

t-BPPV 的危险因素：mTBI 合并 t-BPPV 影响因素的

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赋值表见表3；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 性别是影响 mTBI 并

发 t-BPPV 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OR）＝0.111，

95% 可信区间（95%CI）＝0.016～0.778，χ2＝4.896，

P＝0.027，β＝ -2.197，Sx ＝ 0.993〕。

组别
例数
（例）

吸烟情况〔%（例）〕 饮酒情况〔%（例）〕 职业〔%（例）〕 生活环境〔%（例）〕

是 否 是 否 无职业 在职 退休 单独居住 与家人居住

t-BPPV 组 13 38.5 （5）  61.5 （8） 38.5 （5） 61.5 （8）  0.0 （0） 46.2 （6） 53.8 （7） 38.5 （5） 61.5 （8）
非 t-BPPV 组 10 40.0 （4）    60.0（6） 40.0 （4） 60.0 （6） 20.0 （2） 10.0 （1） 70.0 （7） 40.0 （4） 60.0 （6）

注：mTBI 为轻型创伤性颅脑损伤，t-BPPV 为创伤性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与 t-BPPV 组比较，aP＜0.05

表 1  mTBI 并发 t-BPPV 和有眩晕症状非 t-BPPV mTBI 患者一般资料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婚姻状况〔%（例）〕 民族〔%（例）〕 户籍〔%（例）〕

男性 女性 未婚 已婚 离异 丧偶 汉族 非汉族 本地 外地

t-BPPV 组 13 30.8（4） 69.2（9） 54.00±14.68 7.7（1） 76.9（10） 7.7（1） 7.7（1）   92.3（12） 7.7（1） 92.3（12）  7.7（1）
非 t-BPPV 组 10 80.0（8） 20.0（2） a 65.90±  9.84 a 7.7（1） 76.9（10） 7.7（1） 7.7（1） 100.0（10） 0.0（0） 90.0（ 9） 10.0（1）

表 2 mTBI 并发 t-BPPV 和有眩晕症状非 t-BPPV 患者受伤部位及原因比较

组别 例数
头部受伤原因〔%（例）〕 头部受伤部位〔%（例）〕

交通事故 跌倒 坠落 运动伤 攻击伤 额部 顶部 颞部 枕部

t-BPPV 13 53.8（7） 15.4（2）   7.7（1） 15.4（2）   7.7（1）   7.7（1） 15.4（2） 15.4 （2） 61.5 （8）
非 t-BPPV 10 20.0（2） 30.0（3） 20.0（2） 20.0（2） 10.0（1） 20.0（2） 20.0（2） 30.0 （3） 30.0 （3）

注：mTBI 为轻型创伤性颅脑损伤，t-BPPV 为创伤性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

表 3 mTBI 合并 t-BPPV 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变量赋值

变量 赋值

性别 0 ＝女性 1 ＝男性
婚姻状况  0 ＝未婚   1 ＝已婚 2 ＝离婚 3 ＝丧偶
民族  0 ＝非汉族 1 ＝汉族
户籍 0 ＝外地 1 ＝本地
吸烟情况 0 ＝否 1 ＝是
饮酒情况 0 ＝否 1 ＝是
职业 0 ＝无职业 1 ＝在职 2 ＝退休
生活环境 0 ＝单独居住1 ＝与家人居住
t-BPPV 0 ＝否 1 ＝是
头部受伤部位 0 ＝额部 1 ＝顶部 2 ＝颞部 3 ＝枕部
头部受伤原因 0 ＝交通事故1 ＝跌倒 2 ＝坠落 3 ＝运动伤 4 ＝攻击伤

注：mTBI 为轻型创伤性颅脑损伤，t-BPPV 为创伤性良性阵发性
位置性眩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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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BPPV）俗称耳石症，

是临床最常见的周围性眩晕，主要表现为在头位改

变时出现短暂眩晕发作，并有特征性眼震。BPPV

是由于椭圆囊中耳石脱落，聚集在半规管，并随头

位改变在半规管中移动而引起一系列临床表现的疾

病。按病因将 BPPV 分为特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其

中头部外伤是引起 BPPV 发作的一个常见原因，国

外文献报告 BPPV 的发病率较高，国内文献报告较

国外低，这可能与 BPPV 的诊断标准不同有关。但

至今尚无公认的 t-BPPV 诊断标准。有关 t-BPPV

的文献报道较少，报道病例数也不多，对 t-BPPV 认

识相对不足，特别是关于创伤与 BPPV 症状出现之

间的诊断时限尚未统一，国内研究采用的诊断时限

为 3 d［6］，也有研究采用 2 周作为诊断时限［7］，最长

时限至创伤后 3 个月内。近 2 年来，本院神经科、

急诊科、眩晕门诊相继收治 106 例 mTBI 患者，有

眩晕症状的达 60% 以上，眩晕症状极大影响了患者

的生活、工作、学习，给患者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

mTBI 本身可有眩晕症状，合并 t-BPPV 后眩晕症状

会更加严重。t-BPPV 尚未被临床医师重视，对于

有眩晕症状的患者也未进行相关检查，导致 t-BPPV

的漏诊率较高。本研究筛选 mTBI 病例，选取创伤

与出现 BPPV 症状的间隔为 3 d 者，回顾性分析了

mTBI 并发 t-BPPV 和有眩晕症状非 t-BPPV mTBI

患者的一般资料，结果显示，t-BPPV 组年龄明显低

于非 t-BPPV 组，t-BPPV 组女性比例明显高于非

t-BPPV 组。说明 t-BPPV 的发生年龄较低，女性更

易发生。本研究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一步表

明，性别是影响 mTBI 并发 t-BPPV 的危险因素，女

性高发。对于发生 t-BPPV 的男性和女性比例国内

外报道不一致。鞠骏等［7］报道，女性患者较男性患

者多，占 63.3%。国外 Pisani 等［8］的研究显示，受伤

原因为活动、体操运动、上颌骨面手术的女性发病

率高。国内也有男性和女性发病率相近的报道［3］。

  有研究报告 mTBI 的主要原因为交通事故［2］。

本研究入组病例受伤原因有交通事故、跌倒、坠落、

运动伤、攻击伤，运动伤中有足球运动中头球的损

害，工作中不注意撞击物体，结果显示，t-BPPV 组

交通事故的比例较非 t-BPPV 组高，但因病例数较

少没有得出有相关性的结果，今后需要进一步分析

受伤原因与 t-BPPV 的相关性。本研究患者受伤部

位为额部、顶部、颞部、枕部，以头部血肿或挫伤、

擦伤为主，t-BPPV 组和非 t-BPPV 受伤部位为枕部

的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t-BPPV 组受伤

部位以枕部最多，与 mTBI 并发脑震荡后综合征的

部位相同，目前尚无 t-BPPV 头部受伤相关方面的 

报道。

  有眩晕症状 mTBI 患者常伴有头痛、乏力、注意

力不集中、睡眠异常、焦虑、烦躁、情绪低落等，这些

症状加重了患者病情，因此应给予积极对症治疗，对

mTBI 合并 t-BPPV 患者的治疗效果不佳，早期诊断

t-BPPV，早期治疗，对于缓解患者的病情非常重要，

能使眩晕症状消失，同时减轻伴随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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