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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不同手术时机的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治疗急性脑出血的
效果研究

胥国峰
（乌海市乌达区中心医院，内蒙古  乌海  016040）

0　引言
急性脑出血为脑血管病领域常见重症，患者致残、致死

率均居较高水平，预后较差，实践表明，在发病 6 h 内，即

开展立体定向软通道微创血肿穿刺外引流术，可阻断脑组织

发生不可逆性的变性、坏死，最大程度改善脑神细功能 [1-2]。

本次研究选择相关病例，就不同手术时机对预后的改善作用

展开对比，旨在明确早期手术优势，为临床应用提供有力参

考依据，现回顾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急性脑出血患者 100 例，依据开展手术的

不同时间窗进行分组，其中 <6 h 50 例，设为观察组；≥6 h 50
例，设为对照组。观察组中，男 31 例，女 19 例，年龄 35-69
岁，平均（54.2±2.9）岁；出血量 32-55 mL，平均（45.5±3.8）

mL；对照组中，男 29 例，女 21 例，年龄 37-70 岁，平均（54.2±2.7）

岁；出血量 31-54 mL，平均（44.2±3.9）mL。组间一版资料

可比（P>0.05）。

1.2　 纳 入 与 排 除 标 准。 纳 入 标 准： ① 与 第 4 届 脑 血 管 病

学术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符合；②经 CT 扫描检查确诊；

③ GCS≥8 分；④出血量 30-60 mL；⑤患者均自愿签署本次

实验，并对知情同意书自愿签署，报经伦理学组织委员会批准。

排除标准：①有心肺功能障碍合并；②脑血管破裂出血或畸形；

③凝血机制异常。

1.3　方法。两组均采用立体定向软通道微创血肿穿刺引流术

方案治疗，观察组手术时间窗为 <6 h，对照组为 ≥6 h。手术

步骤：术前，行脑部 CT 检查，以准确定位血肿，并有效标

记，对定向钻口进行选取，应用锁孔器行锁孔操作，穿刺脑

膜，对手术通道予以扩张，将硅胶管于目标区中心位置置入，

应用注射器对出血抽取，与引流袋连接，加强对引流情况的

观察。术后常规应用抗生素行感染防控，并行抑酸、脱水等

治疗，对颅内 CT 定期复查，并指导患者开展早期功能锻炼，

以促日常生活能力恢复。

1.4　观察指标。①对比两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②对比两组

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改善情况，即采用 NIHSS 评分予以评

估，总分为 45 分，分值越低，缺损程度越轻。

1.5　疗效评定标准。恢复良好：有轻度残疾，但未影响生活；

轻度残疾：有残疾，但可自理；重度残疾：生活需他人辅助，

意识清楚；植物生存；死亡。有效为恢复良好和轻残。

1.6　 统 计 学 分 析。 涉 及 数 据 均 采 用 SPSS 13.0， 计 量 资 料

NIHSS 评分采用（ ±s）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总有效

率采用（%）表示，行 χ 2 检验，P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总有效率。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76%，明显高于对照

组 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总有效率对比 [n（%）]

组别 恢复良好 轻度残疾 重度残疾 植物生存 死亡 有效率

观察组
（n =50） 23（46） 15（30） 12（24） 2（4） 0（0.0） 76%*

对照组
（n =50） 11（22） 14（28） 16（32） 6（12） 3（6） 50%

注：*P < 0.05。

2.2　神经功能缺损情况。两组治疗前，NIHSS 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0.05），且观察组治疗后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见表 2。

表 2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s，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n =40） 28.6±3.9 16.2±3.1*

对照组（n =40） 28.8±4.2 18.9±2.8

注：*P < 0.05。

3　讨论

多项研究指出，急性脑出血患者病情同并发脑水肿的程

度存在密切相关性，在脑实质发生损害前，对颅内占位效应

进行解决，可使预后得到有效改善。有报道表明，脑出血病

发 30 min 内，即有血肿形成，出血呈停止显示，血肿范围在

3 h 后进一步扩大，损伤时间越长，越引起脑质细胞发生大量

坏死，进而引发不可逆性损伤 [3-4]。故临床便广泛开展了关于

超早期手术的研究，认为在病发 6 h 内实施手术，可使血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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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急性脑出血病例在不同时间窗开展立体定向软通道微创血肿穿刺外引流术治疗对预后的改善
作用对比。方法   选择急性脑出血患者 100 例，随机分组，均采用立体定向软通道微创血肿穿刺外引流术治疗，
并依据开展手术的不同时间窗进行分组，即 <6 h 50 例，设为观察组，≥6 h 50 例，设为对照组，对比两组预后情况。
结果   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76%，明显高于对照组 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治疗前，NIHS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观察组治疗后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针对临床收治的急性脑出血患者，在 <6 h 超早期时间窗内行
立体定向软通道微创血肿穿刺外引流术治疗，可显著提高临床效果，改善神经功能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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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主要包括卵巢癌、子宫内膜癌、

宫颈癌等疾病，对女性健康产生较大的威胁。而晚期妇科肿

瘤患者常会合并盆腔大肿块症状，对重要神经、重要血管、

重要器官等产生压迫，从而造成其他临床症状，导致患者痛

苦明显增加 [4]。因为大部分晚期妇科肿瘤患者需要综合放化

疗、手术等方式进行治疗，其 KPS 评分、身体状况极差，

无法开展再次放化疗治疗，临床治疗较为棘手。放射性碘

125 粒子植入治疗属于一种新型的肿瘤微创治疗方法，具备

毒副反应轻、创伤小、疗效准确等效果，该治疗方法可以持

续出现低能 γ 射线，对于肿瘤细胞 DNA 双链可持续不断的
破坏，使其增值能力有效消失，促进肿瘤细胞得到消灭，获

得彻底治疗的效果。放射性碘 125 粒子植入已经在肝癌、食

管癌、肺癌、头颈部肿瘤等疾病中获得较为广泛的应用，并

获得较为理想的效果 [5]。体外高频热疗属于一种新型绿色治

疗方法，被广泛的用于妇科肿瘤、腹部肿瘤的临床治疗中，

且获得较为理想的效果。据分析本组研究结果得知，观察组

患者采用联合方式进行治疗后，其治疗总有效率明显较高

（P < 0.05）；其疼痛评分、生存质量评分改善情况明显优于

对照组（P < 0.05）。由此可知，晚期妇科肿瘤合并大肿块患

者采用联合方式进行治疗，能获得较为理想的近期效果，可

显著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综上所述，放射性碘 125 粒子联合体外高频热疗进行治

疗，可促进患者治疗痛苦明显缓解，使其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可极大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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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有效清除，缓解周围脑组织受压迫的程度，颅内占位性

病变可短时间内解决，避免血肿成分出现崩解而诱导继发性

脑损伤，对脑组织受损范围具控制效果，可促局部脑血流最

大程度恢复，降低致残致死率 [5-6]。结合本次研究结果示，观

察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76%，明显高于对照组 50%，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治疗前，NIHSS 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且观察组治疗后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

综上，针对临床收治的急性脑出血患者，在 <6 h 超早期

时间窗内行立体定向软通道微创血肿穿刺引流术方案治疗，

可显著提高临床效果，改善神经功能恢复情况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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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肺部感染例数少有利于肺功能的恢复，并且降低了肺部

感染的风险，在腹腔镜的操作下，患者手术中的视野较为明显，

有利于手术的操作和完成，临床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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