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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微创双软通道引流术治疗大容积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疗效遥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79 例出血量超过 60 mL 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为研究对象袁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渊n=40冤
和对照组渊n=39冤袁其中试验组采用微创双软通道引流术治疗袁对照组采用锁孔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遥 对两组患者
首次血肿清除率尧血肿消除时间尧手术时间尧住院时间尧术后并发症尧两组术前及术后格拉斯哥意识障碍评分尧6 个
月后格拉斯哥预后量表评分等数据进行分析遥 结果 试验组的首次血肿清除率为 32.50%袁 低于对照组的
79.49%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两组患者的血肿消除时间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试验组患者的
手术时间为渊1.10依0.25冤h尧住院时间为渊22.1依2.12冤d袁均短于对照组的渊3.27依0.42冤h尧渊31.1依4.42冤d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渊P<0.05冤遥 试验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45.00%袁低于对照组的 58.97%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两
组术后 1 周 GCS 评分均较术前明显升高袁与各组术前比较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两组术后1 周 GCS
评分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病死率尧术后 6 个月格拉斯哥预后量表评分良好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渊P>0.05冤遥 结论 应用微创双软通道引流术联合尿激酶治疗出血量超过 60 mL 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袁能较快清
除血肿袁手术创伤小袁并发症少袁值得在基层医院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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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minimally invasive double soft channel drainage on pa鄄
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Methods A total of 79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with hemorrhage exceeding 60 mL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Sept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40) and the control group (n=39)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inimally invasive double soft channel
drainag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keyhole craniotomy and hematoma removal. The first hematoma
clearance rate, hematoma elimination time, operation time,hospitalization time,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Glasgow co鄄
ma scale (GCS)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of the two groups, Glasgow outcome scale (GOS) scores after 6 months,
average hospitalization days and other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first hematoma clear鄄
anc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32.50%, lower than 79.49%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fter examined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ematoma elimination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P>0.05). The operation time(1.10依0.25)hours and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22.1依2.12) day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3.27依0.42)hours and (31.1依4.42)days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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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45.00%, lower than 58.97%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fter 1 week of
operation, GC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operation, all with statistically sig鄄

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fter 1 week of operation,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C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ortality rate and good rate of GOS score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minimally invasive double soft channel drainage com鄄

bined with urokinase was used to treat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volume more than 60 mL. Mean鄄
while, it can quickly clear the hematoma, with less surgical trauma and fewer complications,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鄄
tion in grass-roots hospitals.

[Key words]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Keyhole craniotomy hematoma removal; Double soft channel drainage;
Urokinase

高血压脑出血渊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鄄
rhage袁HICH冤是高血压患者的常见并发症袁好发于基
底节区袁血肿形成后对周围组织的压迫可引起脑组织
缺血尧水肿尧坏死等一系列不良反应袁严重影响患者预
后[1]遥 对于大容积 HICH袁不同手术方式对患者的预后
起关键性作用遥 双软通道置入联合尿激酶冲洗引流
术[2-3]与锁孔开颅术[4]的临床效果各有特点遥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血肿量超过 60 mL
的 HICH 患者 79 例作为研究对象袁分别采用微创双
软通道引流术尧锁孔开颅术治疗袁对比两者的疗效袁现
报道如下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出
血量超过 60 mL 的 HICH 患者 79 例作为研究对象袁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两组袁其中试验组 40 例
采用微创双软通道引流术曰对照组 39 例采用锁孔开
颅血肿清除术遥 根据入院时头颅 CT 扫描数据袁采用
多田氏公式计算血肿体积遥 两组患者性别尧年龄尧出血
量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见
表 1遥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试验组

40

对照组
字2/t 值
P值

39

性别

年龄

男

女

21

18

23

17
0.213
0.471

渊x依s袁岁冤

63.18依2.32

出血量

渊x依s袁mL冤

20.18依5.22

64.32依3.72

86.25依18.37

0.525

0.736

0.562

0.623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淤符合高血压脑出血的诊断标准 [5]曰
于出血量大于 60 mL曰出血量参照多田氏公式 [6]计算袁
即 V=S伊L伊仔/6伊slice袁slice=层厚伊血肿的层数袁L 为血
肿最大层面处的最长径袁S 为位于该层面上与 L 相垂
直的最大宽径曰盂无手术禁忌证遥
22

1.2.2 排除标准 淤肝肾功能障碍者曰于深昏迷者曰盂
脑外伤出血者曰榆脑肿瘤卒中者曰虞动静脉畸形尧动脉
瘤尧血液病等所致脑出血者[7]遥
1.3 方法
1.3.1 试验组 采用微创双软通道引流术遥 手术步骤院
安装立体定向架[深圳安科 ASA-602S 型袁国食药监
械渊准冤字 2014 第 3540753 号]袁通过 CT 检查结果袁确
定线流靶点 a尧b 两点袁其中 a 靶点在血肿上 1/3 中心
点处袁b 靶点在血肿下 2/3 中心处遥 用蓝色油笔标定
a尧b 点在头皮上的穿刺位置袁注意避开脑内重要功能
区尧血管遥 手术步骤如下院常规消毒尧铺无菌巾袁利多卡
因局部浸润麻醉遥 头皮穿刺点作 0.6耀0.8 cm 长切口袁
分离头皮尧皮下组织达颅骨袁电钻钻穿颅骨袁脑穿针刺
破硬脑膜袁垂直置入带 14 号软通道引流管[山东大正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颅脑外引流器
套件袁国食药监械渊准冤字 2010 第 3661208 号]达血肿
靶点处袁见到暗红色血性液流出袁用注射器负压吸引袁
吸除部分血肿袁缝合头皮袁固定引流管在头皮上遥 引流
管接引流袋袁引流袋固定在床边持续引流遥 6 h 后袁交
替注入尿激酶渊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袁国药准字
H10920040袁 规格院10 万单位/瓶冤3 万 U/3 mL袁6 h 一次袁
定期复查头颅 CT袁 如脑内血肿约10 mL 或基本消失袁拔
除引流管遥
1.3.2 对照组 采用锁孔开颅血肿清除术遥 手术步骤院
插管全身麻醉袁经翼点入路袁颞部作一 4 cm伊5 cm 弧
形切口袁铣刀开颅形成 3 cm伊3 cm 小骨窗遥 悬吊硬脑
膜袁十字型切开遥 解剖侧裂袁排出脑脊液袁充分减压袁显
露岛叶袁切开岛叶袁电镜下清除血肿袁低电流电凝止
血袁确认无出血后覆盖止血纱遥 血肿腔留置引流管袁分
层关颅遥
1.3.3 术后处理 术后常规对症支持治疗遥 心电监护袁记
录 24 h 生命体征尧神志尧瞳孔变化袁定期复查头颅CT遥
1.4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4.1 手术指标 记录两组首次血肿清除率尧血肿消除
时间渊即术后复查头颅 CT 血肿量约10 mL 所需的时间冤尧
手术时间尧住院时间[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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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术后并发症 记录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袁包
括 肺 部感染尧 泌 尿系感 染 尧消 化道应激 性 出血尧 再
出血遥
1.4.3 格拉斯哥昏迷量表 渊Glasgow coma slale袁
GCS冤评分 分别记录两组患者术前尧术后 1 周 GCS
评分变化遥 8 分及以下为昏迷袁9耀11 分为中度意识障
碍袁12耀14 分为轻度意识障碍袁15 分为意识清醒[9]遥
1.4.4 格拉斯哥预后量表渊Glasgow outcome scale袁
GOS冤评分 随访 6 个月袁以 GOS 评分评价患者预后袁
5 分为恢复良好袁4 分为轻度功能障碍袁3 分为重度功
能障碍袁2 分为植物生存状态袁1 分为死亡遥 GOS 评分
1耀3 分为预后不良袁4耀5 分为预后良好[10]遥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袁计量资料
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曰计
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比较
两组手术方式均有效清除血肿袁达到减压目的袁
但试验组首次血肿清除率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渊P<0.05冤曰两组血肿消除时间比较袁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渊P>0.05冤曰试验组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明显短
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表 2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比较
组别

n

试验组

40

对照组
字2/t 值
P值

39

首次血肿清 血肿消除时

手术时间

住院时间

6.28依1.42

1.10依0.25

22.1依2.12

0.973

22.622

12.725

除[n渊%冤]

间渊x依s袁d冤

31渊79.49冤

5.73依0.52

13渊32.50冤
20.517
0.023

0.617

渊x依s袁h冤

3.27依0.42
0.021

渊x依s袁d冤

31.1依4.42
0.038

2.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试验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袁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两组均未见有颅内感染病
例遥 见表 3遥
2.3 两组患者术前尧术后 GCS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 GCS 评分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P>0.05冤遥 两组术后 1 周 GCS 评分比较袁差异无统计

表 3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渊%冤]
肺部

泌尿系

消化道应激

感染

感染

性出血

组别

n

试验组

40 8渊20.00冤

5渊12.50冤

39 11渊28.20冤 4渊10.26冤

对照组
字2 值

试验组
对照组
字2 值
P值

n

40
39

1分

15渊37.50冤
14渊35.89冤

2分

5渊12.50冤
4渊10.26冤

3渊7.50冤

6渊15.38冤

再出血

合计

2渊5.00冤 18渊45.00冤
2渊5.13冤 23渊58.97冤
5.247
0.036

P值

学意义渊P>0.05冤遥两组患者术后 1 周 GCS 评分均较术
前显著提高袁与同组术前比较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渊P<0.05冤遥 见表 4遥
表 4 两组患者术前尧术后 GCS 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t值
P值

n

40
39

术前

术后 1 周

6.35依1.60 11.20依1.85
6.25依1.31 11.13依1.29
0.972
0.691

0.721

t值

P值

4.722

0.021

4.485

0.023

0.537

2.4 两组患者术后 6 个月格拉斯哥预后分级渊GOS冤评
分比较
术后 6 个月随访袁试验组病死 15 例袁病死率为
37.50%袁对照组病死 14 例袁病死率为 35.90%曰两组死
亡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两组格拉斯
哥预后分级渊GOS冤良好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P>0.05冤遥 见表 5遥
3 讨论
HICH 为高血压患者的严重并发症袁是脑血管病
中病死率和致残率都很高的一种疾患遥 我国 HICH 年
发病率为 50.6/10 万人口耀80.7/10 万人口袁为脑卒中高
发国家袁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11]袁因此袁必须
引起重视袁不断探索对其有效防治的措施遥 手术治疗
HICH 是清除脑内血肿袁及时解除其对周围脑组织的
压迫袁恢复缺血半暗带的脑细胞活性袁促进神经功能
修复 [12]袁减轻病残程度袁改善患者生活自理能力的重
要方法[13]遥
随着神经外科微创技术的快速发展袁对 HICH 的
治疗袁临床学者越来越提倡微创手术治疗方式遥 目前
的微创手术方式主要有微创置管血肿引流术尧锁孔开
颅术尧经内镜高血压血肿清除术[14-15]遥 微创手术往往以
最短的路径进入血肿腔袁对皮质功能区尧深部脑组织
损伤较小遥 目前常用的软通道单管引流术操作简单袁

表 5 两组患者术后 6 个月格拉斯哥预后分级渊GOS冤评分比较[n渊%冤]
组别

著窑

3分

5渊12.50冤
7渊17.95冤

4分

14渊35.00冤
12渊30.77冤

5分

1渊2.50冤
2渊5.13冤

预后良好

15渊37.50冤
14渊35.90冤
0.183
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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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时间短袁创伤小袁适用于不能耐受全麻的老年患
者袁已在基层医院广泛开展[16]袁出血量在 30耀50 mL 多
采用软通道单管引流术袁 对于出血量超过 60 mL 大血
肿袁采用软通道单管引流存在引流缓慢袁置管时间过
长袁易并发颅内感染[17-18]遥 研究提示袁微创双软通道引
流术治疗大容积 HICH 疗效好袁且不增加不良反应[19]遥
本研究中 40 例出血量大于 60 mL 的 HICH 患者袁采
用微创双软通道引流术联合尿激酶的治疗方法袁该手
术方式手术时间尧住院时间显著短于锁孔开颅血肿清
除术曰血肿清除率及血肿消除时间与锁孔开颅血肿清
除术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提示微创双
软通道引流术与尿激酶联用治疗大容积 HICH 具有
血肿清除率高尧手术时间短的优势遥 这是由于采用立
体定向架定位精准袁手术创伤小曰根据血肿的形态袁双
靶点置管使不同部位的 2 条引流管均可及时清除引
流管周围液态或半凝固血肿袁提高血肿清除率 [20]袁及
时缓解血肿对正常组织的压迫袁从而保护血肿周围受
压而缺血的脑组织袁尽可能减轻继发性脑损害 [21]遥 在
出血急性期袁通过双靶点引流袁使清除血肿后局部压
力下降较缓慢袁避免局部压力下降过猛袁使破裂血管
周围的压力迅速降低袁诱发再出血[22]遥 由于使用特制
的脑科外引流套件袁尿激酶通过专用接头注入袁密闭
性能好袁避免气颅发生袁减少了颅内感染发生率遥
尿激酶属于外源性非特异性纤溶酶激活剂袁该药
物可直接作用于血肿表面纤维酶原袁促使纤溶酶的产
生袁进而可降解纤维蛋白原尧纤维蛋白凝块尧前凝血因
子等[23]遥 本组病例采用双软通道引流管尿激酶保留灌
注的方法治疗 HICH 发现袁可明显加快血肿的溶解速
度袁缩短了置管时间遥 使用 3 万单位尿激酶溶于 2耀4 mL
生理盐水注入血肿腔袁保留 3 h 可达到充分溶解血块
效果遥 应用微创双软通道引流术与尿激酶联用治疗老年
高血压脑出血袁两者协同作用袁可快速清除脑内血肿遥
综上所述袁应用微创双软通道引流术联合尿激酶
治疗出血量大于 60 mL 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袁能较快
清除血肿袁手术创伤小袁并发症较少袁值得在基层医院
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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