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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下转第 169 页）

0   引言
高血压性脑出血是神经外科常见疾病，病情凶险，病死

率、致残率高。我科自 2013 年开展微创软通道穿刺血肿外
引流技术治疗脑出血，疗效肯定，大大提高患者诊疗依从性，
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住我科高血压性脑出血患
者 210 例，男 133 例，女 77 例，年龄 42~87 岁，平均 65 岁，均
有高血压史，经 CT 检查证实为基底节区脑出血，其中破入脑
室者 51 例，出血量 20~80mL，CTA 初步筛查无动脉瘤、血管
畸形等。发病距微创手术时间 6h-3d。
1.2   治疗方法
1.2.1   手术适应症

①无凝血功能障碍。②病人或家属理解。③未形成脑疝。
④意识状态分级：I~IV 级。
1.2.2   手术相对禁忌症

①凝血功能障碍。②患者家属意见不统一。③意识状态
分级Ⅴ级。
1.2.3   操作过程 

根据颅脑 CT（听眦线扫描）计算血肿量，以病灶最大截
面的 CT 层面为引导，取其长轴与额部颅表的交点为穿刺点，
病灶长轴最远端 1cm 为置管终点，同时避开脑膜中动脉及
皮层重要功能区。入手术室常规消毒铺巾，局麻后作头皮小
切口，微扩后电钻接直径 4 毫米带定位器钻头，一次性钻穿
颅骨及硬脑膜，按预定方向缓缓插入带芯软管，拔出管芯，接
10mL 无菌针筒进行抽吸，一般首次抽吸出血肿量的 1/3~1/2
后外接引流装置，血肿腔内注入尿激酶 2 万 U，夹管 4h 开放
引流，可重复。术毕常规复查颅脑 CT 观察穿刺道及有无再
出血，术后第 2 天亦常规复查颅脑 CT 以观察残余血量及引
流管的位置，并以此调整引流管深度、方向及确定能否拔管。
破入侧脑室者同时行侧脑室穿刺引流术。

1.2.4   围手术期基础治疗
(1) 脱水降颅压；(2) 平稳调控血压；(3) 镇静镇痛；(4) 导尿、

通便；(5) 控制体温，预防感染等并发症；(6) 对症支持治疗。

2   治疗结果
血肿 3d 内完全清除 29 例，5d 内 112 例，7d 内 57 例，死

亡 12 例。其中 7 例死于再出血，2 例死于中枢性呼吸循环衰
竭，2 例死于肺部感染，1 例死于心律失常。肢体瘫痪 7d 内
明显恢复 20 例，14 天内明显恢复 69 例，1 月内明显好转 109
例 ( 见图 1)。

   

图 1  治疗图

3    讨论 
高血压性脑出血的治疗手段主要有常规开颅术、小骨窗

显微开颅、神经内镜技术、微创引流术等 [1、2]。常规开颅术能
挽救部分患者生命，但手术时间相对较长，费用高，对设备及
术者经验要求亦高，创伤较大，因经济及风俗等影响，部分家
属不愿积极治疗，或不愿接受大创伤操作。我科微创术式以
软通道穿刺为特点，创伤相对较小，操作快捷，费用低廉，方
便地市级医院开展，且疗效肯定。

我们认为：（1）微创与脑水肿：救治脑出血关键就是控制
颅内压，包括及时解除血肿占位、防止再出血、有效控制脑水
肿。研究发现 [3][4]：在脑出血发病 6-24 h 进行微创血肿清除
术，能有效清除血肿，减轻血肿的占位效应，部分抑制继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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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会导致神经元缺失、改变神经递质和损害脑功能，需要及
时治疗 [3-4]。

银杏达莫注射液主要活性成分有双嘧达莫、银杏黄酮，
白果内酯、银杏苦内酯等，可改善细胞代谢，对末梢血液循环
进行调节，对血栓素进行抑制，发挥良好的抗血小板聚集作
用，对血管张力进行调节，促使血液黏稠度和红细胞聚集度，
有保护大脑，缓解缺血和水肿，改善红细胞携氧能力和变形
能力，促使脑血液循环得到改善 [5-6]。

本研究中，对照组给予常规方案治疗，观察组则给予常
规方案联合银杏达莫治疗。结果显示，观察组好转率、眩晕
症状消失时间、血流速度检查正常时间、血液流变正常时间、
认知功能、脑血流速度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不
良反应和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0.05。

综上所述，常规方案联合银杏达莫治疗脑供血不足的疗
效确切，可有效改善认知功能、脑血流速度，促使各项指标恢

复正常，无严重副作用，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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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术前 KPS ≥ 70 分者中位 PFS 明显长于 <70 分者
（51.8vs43.6 个月，P=0.019）.

到目前为止已有许多的研究可证明替莫唑胺治疗低级别
胶质瘤可以改善患者生存状态，且未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低级别胶质瘤患者如果身体状态合适，应当建议患者采纳化
疗措施，以达到延长 PFS 的目的。对于替莫唑胺能否提高患
者 OS，由于低级别胶质瘤的病人的生存时间相对来说比较
长，约 5-10 年，因此化疗对低级别胶质瘤治疗效果的评价也
需较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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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水肿的始动环节，减轻凝血酶的瀑布样反应和血红蛋白分
解产物的延迟作用，从而缓解出血后颅内压升高。常规开颅
术可以通过颞极部分切除、去骨瓣减压以达到缓解颅内高压
的目的，但其对脑组织的再损伤亦可加重脑水肿。笔者的经
验是适时抽吸血肿，动态调整引流，配合高渗、镇静镇痛药物
控制颅内高压，必要时行侧脑室穿刺引流。（2）微创与再出血：
高血压所致脑出血，无论开颅、微创或是保守，都有再出血的
可能，而防止再出血的关键是控制血压。研究发现：微创术
中、术后颅内再出血的发生率是 4%-16%[5]，术后血压的波动
超过 20% 以及发病致手术时间 6h 以内是术后再出血的独立
危险因素 [6]，而微创在病后 6-24h 内进行，控制血压在稍高
于基础血压水平，可以减少再出血风险，同时尽可能减少神
经功能损伤 [7]。笔者的经验是：全程平稳控制血压，及时导尿
通便，保持呼吸道通常，必要时镇静镇痛。手术在出血 6h 以
后进行，术前根据颅脑 CT 确定穿刺点、穿刺方向及深度，带
芯软管穿刺过程中速度均匀、不可横向切割，首次抽吸近半
血肿后持续外引流，规范尿激酶应用，CT 监测，指征具备，尽

早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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