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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康复治疗对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术后重型脑出血患者的
影响
江莉萍

（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江苏  南京  211300）

0　引言
对于重症脑出血的患者，致残率、病死率极高，严重威

胁患者的生命健康。故为了探讨康复治疗对颅内血肿微创清

除术术后重型脑出血患者，笔者特选取 80 例病例研究，报道

分析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我院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的 110
例 80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男 42 例，女 38 例；年龄 50-74
岁，平均（62.10±2.11）岁。纳入标准：经 CT 诊断为脑出血；

患者 GCS 评分 ≥5 分；颅内出血超过 30 mL。排除标准：有

脑卒中病史的患者；凝血机制障碍的患者。将上述患者随机

分为两组各 40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P >0.05）。

1.2　方法。对照组患者采取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观察组在

其基础上加强康复训练，具体如下。①超早期：密切观察患

者的生命体征，待体征稳定情况下经常更换体位，使肢体处

于良肢位，活动肢体关节，预防压疮、关节僵硬。②早期：

继续超早期的康复训练，对于脑水肿被有效控制者、穿刺针

拔除者，协助患者被动肢体训练。③相对稳定期：协助被动

肢体训练，逐渐增加活动量，可指导患者主动肢体训练。④

稳定期：鼓励患者进行主动肢体训练，比如桥式运动、重心

转移、Bobarth 法等。⑤恢复前期：加强穿衣、吃饭、洗漱、

上下楼梯等日常生活能力训练。⑥后遗症期：加强患者双手

协调训练、精细能力训练等，加强语言功能训练等。

1.3　观察指标

1.3.1　采用 NIHSS 评分（脑卒中量表）评价神经功能缺损

程度，评分越低，表明神经缺损程度越轻。采用 Fugl-Meyer
评分评价肢体运动功能康复情况，评分越高，表明运动能力

恢复越好。采用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量表（M0CA）评定

认知功能，M0CA 分值越高，表明患者认知功能越好，当评

分 <26 分即可判定为认知功能障碍。

1.3.2　GQOLI-74 量 表 分 物 质 生 活 状 态、 心 理 功 能、 躯 体

功能和社会功能等 4 个维度对生活质量作出评价。各项满分

100 分，分值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性。

1.4　统计学分析。数据以统计学软件 SPSS 20.0 处理。计量

资料以（ ±s）表示，t 检验，P <0.05 为差异有显著差异性。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的各项量表评分。干预前两组各项评分差

异不显著（P >0.05）。观察组 NIHSS 评分、Fugl-Meyer 评分、

MOCA 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5），具体见表 1。

2.2　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后的生活质量评分。干预后观察组生

活质量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5），具体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后的生活质量评分（ ±s，分）

组别 例数 物质生活
状态 心理功能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观察组 40 89.2±2.0 92.1±2.0 88.2±1.4 88.5±1.0

对照组 40 72.7±2.1 79.6±3.1 80.1±1.9 77.5±1.3

t - 35.985 21.429 21.706 42.418

P -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脑出血患病急，患者多于情绪激动、活动时发病，出血

前多无明显征兆，病情进展迅速，预后差。重症脑出血的致

残率、病死率更高 [1]。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手术时间短，创

伤性小，利于人工控制将血肿抽吸、冲碎和液化，避免一次

性大量清除血肿导致的中线以为和继发出血，救治成功率高。

辅以康复训练，疗效更佳。学者认为早期康复训练，能改善

患者的肢体功能、神经缺损功能、日常生活能力等 [2]。

观察组 NIHSS 评分、Fugl-Meyer 评分、MOCA 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综上所述，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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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比较两组患者的各项量表评分（ ±s，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NIHSS 干预后 NIHSS 干预前 Fugl-Meyer 评分 干预后 Fugl-Meyer 评分 干预前 MOCA 评分 干预后 MOCA 评分

观察组 40 28.4±1.2 9.0±1.6 54.1±1.2 93.0±1.2 24.2±1.1 27.9±1.0

对照组 40 28.2 ±1.3 14.2±2.0 54.4±1.0 82.1±2.1 24.3±1.0 26.2±0.4

t - 0.715 12.840 1.215 28.502 0.425 9.983

P - 0.238 0.000 0.114 0.000 0.33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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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均匀，溶液也十分清晰，不会产生较多的悬浮物。经研究，

利用喷雾干燥技术对共轭亚油酸进行微胶囊化，40 min 内溶

出率达到 90.17%，超过了 45 min 内药物溶出量超过标示量

70% 的药典要求。

4　中药溶出度研究存在的问题

化学制剂的成分和溶出指数十分清晰，中药制剂的成分相

对较为复杂、有效成分不是很准确，在人体内，它不是一种特

殊成分，常常作为特定成分或几种成分发挥作用，难以选择溶

出指数成分。还有，TCM 成分的确定方式不完善。固体制剂

质量标准的很大一部分没有合理选择，方法不够科学，无法有

效控制中药制剂的质量，中医的解散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2]。

5　溶出度测定发展趋势

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我国的药典不断引入，针对溶出

度的测试也在不断的摸索和改进中前进，各种检测设备也不

断改进，制剂的质量保证能力不断提高，80 年代至今，加上

了各种先进网络和传感技术等高科技技术的发展，分辨率检

测技术发生了重大飞跃 [3]。其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高度敏感、

快速、自动化，自动化成为了检测手段的主要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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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30710 表达受到抑制，肿瘤生长同样受到抑制。

5　HOTAIR 的表达与肿瘤细胞的抑制

Khalil 等人证明 [2-3] 通过 RNA 荧光原位杂交实验法证明

了 HOTAIR 定位于细胞核和细胞质当中。HOTAIR 长 2.2kb，

是第一个被报到的与多梳蛋白抑制符合物 2（PRC2）相关的

长链非编码 RNA，可反式抑制报批成纤维细胞中 HOXD 的转

录。细胞质中的 HOTAIR 具有诱导泛素介导蛋白水解酶的功

能。Zhou 等人证实 miR-124 通过 Notch1 通路，从而诱发上皮 -
间质转化（EMT）和肾间质纤维化（RIF）。采用单侧输尿管

闭塞（UUO）构建 RIF 大鼠模型。采用定量实时 PCR（qRT-
PCR）和 Western blot 检测 HOTAIR、miR-124 相关蛋白的

表达。结论，消除 lncRNA HOTAIR 可以上调 miR-124 以阻

断 Notch1 通路，从而缓解 EMT 和 RIF，提示 HOTAIR 是胃

癌治疗的潜在靶点。在临床上有一定的治疗价值。

6　CCHE1 在胃癌治疗中的作用猜测

XU 等 人 发 现 [4-6]， 在 癌 组 织 中，CCHE1 呈 现 高 度 表

达的情况，而在正常组织中 CCHE1 的表达明显下降。上调

CCHE1 的表达，可抑制细胞的凋亡，下调 CCH1 的表达则

相反。在 W 等人的研究中发现，CCHE1 是通过细胞外信号

调节激酶 /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ERK/MAPK）通路来推

进致癌作用的。同时，B 淋巴细胞瘤 -2 基因（Bcl-2），能够

通过孤核受体 Nur77 来抑制肿瘤细胞的增长，Bcl-2 作为抑

癌基因，其在 CCHE1 高度表达的情况下明显升高，但是其

基因家族中的免抗人单克隆抗体（Bax）却明显下降。目前

还未知其中的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

7　抑制 GClnc1 的表达，从而抑制胃癌细胞增长的可

能性

Sun 等人发现，GClnc1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远高于正

常的组织中。GClnc1 能上调癌细胞的表达，与胃癌的侵袭性，

转移性等息息相关。GClnc1 通过 WDR5（组蛋白甲基转移

酶的关键组成部分）和 KAT2A 组蛋白乙酰转移酶来定位并

且控制靶点 SOD2，进而改变胃癌细胞的生物现象。

8　GAS5 在胃癌中的表达

GAS5 作为肿瘤抑制类 LncRNA，拥有抑制胃癌的作用，

他们通过 qRT-PCR 和甲基化特异性 PCR（MSP）来进行检

查，发现在 GAS5 高度表达的情况下，癌细胞的增长速度明

显降低，细胞凋亡率也有一定的升高。在胃癌组织和癌细胞

系中，GAS5 的表达明显下调，并在多柔比星（ADM）耐药

细胞中进一步下调。SGC-7901/ADM 细胞的启动子甲基化

水平显著高于 SGC-7901 细胞。5-AZA-dC 治疗显著降低了

甲基化水平，恢复了 SGC-7901 和 SGC-7901/ADM 细胞中

的 GAS5 表达。SGC-7901/ADM 细胞具有强化的 GAS5 表达，

在 ADM 治疗后显著降低了生长速率，增加了凋亡率，GAS5
可以使胃癌细胞对 ADM 敏感，主要机制是推进甲基化。

9　小结与展望

LncRNA 作为新的研究热点，其在胃癌表达中控制上调

和下调都对癌细胞有明显的效果，这也让 LncRNA 应用在临

床治疗提供了广泛的前景。但是，LncRNA 的研究依然需要

进一步的深入，在其与传统已经运用在临床治疗上的靶点联

动上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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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治疗的重型脑出血患者，加强康复

训练，可改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改善运动、认知能力

和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罗春 ,付益 , 黎开谷.康复治疗对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术后重型脑

出血患者运动功能、神经功能、认知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

国老年学,2015(9):2412-2414.
[2]　张锦亮 ,靳国伟 , 杨杰民 ,等.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颅内血肿微创清

除术后早期康复治疗 [J]. 东南国防医药 ,2015,7(1):4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