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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导引下微创碎吸术治疗高原地区高血压脑出血临床分析
魏林节，冯国君，董红让，李在全，苏正林，郭启平，贾锋涛，次 欧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5中心医院外一科，西藏 林芝 860000）

【摘要】 目的 探讨高原地区高血压脑出血微创碎吸术治疗方法，提高临床治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本院2004年1月至2012年1月收治的92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肿量30~60 ml，其中2004年1月至2008年2月

42例（前期组），根据头颅CT片在手术室行微创碎吸术；2008年3月至2012年1月50例（后期组），根据CT导引下

行微创碎吸术。结果 前期组成功率为 76.19%（穿偏 4 例，多次才穿刺成功 6 例），后期组一次穿刺成功率为

100%；前期组与后期组穿刺成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死亡率、头颅感染率、良好恢复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根据CT导引下行高血压脑出血微创碎吸术能够达到满意的穿刺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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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高血压脑出血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高血压脑
出血微创碎吸术因具有疗效确切、操作简单、创伤小
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基层医院。我院 2004 年 1 月至
2012年 1月收治 92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其中 50例
在CT导引下行高血压脑出血微创碎吸术治疗，取得
了满意的疗效，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4年1月至2008年2月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42例（前期组），其中男性28例，女
性 14 例；年龄 42~76 岁，平均 54 岁；2008 年 3 月至
2012年 5月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50例（后期组），其中
男性 33例，女性 17例；年龄 44～80岁，平均 56.5岁；
以上病例均有高血压病史并经头部CT确诊为典型高
血压出血，多田公式计算血肿量30~60 ml之间；前期
组与后期组入院时，血肿量、GCS评分、性别、年龄、
出血至手术时间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定位方法 前期组头颅CT按OM线扫描，
根据CT确定CT片上血肿穿刺位置，然后依据CT比
例确定血肿在头皮上的投影，用龙胆紫做出标记；后
期组血肿距头皮最近处放一个金属标记物，然后CT
扫描，移动金属标记物，直到确定血肿中心，同样用龙
胆紫做出标记。

1.3 微创碎吸术 前期组在手术室按上述方法
定位后头皮常规消毒、铺巾，2%利多卡因做局麻，选
择北京万福特公司生产的 YL-1 型颅内血肿粉碎穿
刺针，电钻驱动下穿进血肿中心，取出针芯，固定穿
刺针，侧孔接引流管抽吸血肿，不冲洗，然后直接注
入 5 U尿激酶，留置 2~4 h，再开放引流管，后期根据
复查头颅 CT 视血肿量清除情况使用尿激酶，术后
3~7 d 拔针；后期组在 CT 室按上述方法定位后操作
同前。

1.4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1.4.1 穿刺成功 选择头部CT片血肿最大平面

作为患者颅内血肿最大平面，穿刺成功标准是YL-1
型颅内血肿粉碎穿刺针针头到达或者接近（≤2 cm）
血肿最大平面中心。

1.4.2 穿偏 针头在血肿腔内但偏离最大平面
血肿中心＞2 cm。

1.4.3 穿刺不成功 指穿刺针头在血肿腔边缘
或者偏离血肿腔。

1.4.4 穿刺成功率 每组穿刺成功例数与该组
总例数之比。

1.4.5 死亡率 每组死亡例数与该组总病例数
之比。

1.4.6 功能恢复标准 术后 6个月采用ADL分
级法进行评定：Ⅰ级：完全恢复平时生活；Ⅱ级：部分
恢复或者可以独立生活；Ⅲ级：需要别人帮助，扶拐可
以行走；Ⅳ级：卧床，但是保持意识清醒；Ⅴ级：植物状
态生存。Ⅰ级和Ⅱ级视为功能恢复好，Ⅲ级、Ⅳ级和
Ⅴ级视为功能恢复差。

1.4.7 良好功能恢复率 每组ADL分级法Ⅰ级
和Ⅱ级病例数与该组总病例数之比。

1.4.8 头颅感染标准 头部穿刺针孔流脓性
液体。

1.4.9 头部感染率 每组头颅感染例数与该组
总病例数之比。

1.5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应用SPSS17.0统计
软件，穿刺成功率、死亡率、良好功能恢复率、头颅感
染率比较采用χ2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前期组一次穿刺成功32例，穿偏4例，多次穿刺6

例，死亡9例；术后6个月日常生活能力（ADL）评定：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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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14例，Ⅱ级10例，Ⅲ级5例，Ⅳ组3例，Ⅴ组0例；头
颅感染 1例。后期组一次穿刺成功 50例，死亡 9例；
术后6个月日常生活能力（ADL）评定：Ⅰ级16例，Ⅱ
级 13例，Ⅲ级 16例，Ⅳ级 4例，Ⅴ级 1例；头颅感染 1
例。见表1。

3 讨 论
高原地区特殊气候、地理、饮食习惯等原因易引

起高血压脑出血，它是高原地区较常见的一种疾病；
30 ml以上的脑出血内科保守治疗死亡率高达 50%~
60%[1]。高血压脑出血微创碎吸术具有疗效确切、操
作简单、创伤小等特点，在大多数医院开展，而且取得
了很好的疗效，如时慧洁等[2]报告血肿清除率为80%~
100%，存活率为92.5%。卫保林等[3]总结：微创穿刺组
生存率明显好于药物组，但是不同医院的操作方法有
所不同。由于高原地区高寒缺氧，脑水肿发生早而且
持久[4]。高原地区高血压脑出血微创碎吸要求比低海
拔地区高：1）要求引流效果好减少脑水肿程度；2）要
求一次穿刺成功率高，多次穿刺加重脑组织损伤从
而加重脑水肿。我院总结近几年来在 CT 导引下穿

刺成功率高等特点，从上述总结的病例来看，根据头
颅CT来定位穿刺成功率只有76.19%，可能由于以下
几点原因：1）定位出现偏差；2）由于血肿压迫脑组织
引起脑组织水肿，造成血肿漂移；3）CT扫描体位与穿
刺体位有差异。CT 引导下克服上述定位不准的因
素，穿刺成功率达 100%；从我们统计的病例数来看，
死亡率、良好功能恢复率、头颅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但是前期组穿偏4例，对血肿引流效果不好，需
要穿刺针放置时间延长，增加感染的风险；另外前期
组 6例多次穿刺才成功，增加患者痛苦，同时增加感
染、新出血灶的风险和重脑水肿的可能。笔者经验是
穿刺后吸出血肿不能使用生理盐水冲洗，应直接注入
尿激酶，这样溶血肿效果要好于生理盐水冲洗，尿激
酶能够降低血肿的负荷，减少死亡因素[5]。总之，CT
导引下行高血压脑出血微创碎吸术治疗，能达到很好
的穿刺成功率，减少反复穿刺带来的不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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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前期组与后期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前期组(n=42)

后期组(n=50)

χ2值

P值

一次穿刺成功

32（76.19）

50（100）a

27.27

＜0.01

死亡

9（21.43）

9（18.00）

0.287

＞0.05

良好功能恢复

24（57.14）

29（58.00）

0.20

＞0.05

头颅感染

1（2.38）

1（2.00）

0.000

＞0.05

注：a与前期组比较，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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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PCNL）现已逐渐取代开放性
肾盂切开取石术，成为治疗复杂性肾结石的首选方法，
倍受泌尿外科医生的推崇。它具有创伤小、疗效确切、
恢复快、可反复操作等优点，但微创并非无创，它仍可能

产生相应的并发症，给患者带来一定的创伤，术后大出
血是其严重并发症之一，需及时确诊并积极处理。2008
年9月至2011年12月，我院采用超选择肾动脉栓塞术治
疗PCNL术后大出血5例，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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