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率较高。将患者从卧位解放到坐位并早期下床功能

锻炼, 目前治疗方法趋向于手术内固定。术前根据

患者骨折类型 、全身状况和经济承受能力,选择创伤

小 、固定牢 、手术时间短的内固定方法是切合实际的

选择[ 4] 。目前治疗股骨粗隆骨折手术方法不一, 常

用的有 Ender钉 、Gamma 钉 、DHS 和人工关节置换

等[ 5] 。因此如何有效固定 、减轻患者疼痛 、缩短患

者卧床时间,以降低并发症为首选方法 。

3.2　经皮局麻易折钉治疗的优点及注意事项 　

( 1)经皮局麻易折钉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具有手术

时间短(平均手术时间 40 min) 、创伤小 、固定牢靠

等优点,适合在社区医院推广 。( 2)该手术方法对于

采用 Evan' s分类法 Ⅰ型 、Ⅱ型及 Ⅲa型适用, 对于

该分型中Ⅲb 、Ⅳ型骨折, 仍应选用更为牢靠的内固
定,如 DHS 及髋部解剖钢板等。 ( 3)易折钉的长度

应精确测量,过长影响髋关节活动,过短不能形成加

压 。易折钉螺纹部分必须过骨折线, 以便在两骨折

端加压, 使骨折处固定牢靠。拧入易折钉时不宜暴

力,以免加压时引起粗隆处骨折 。( 4)远段易折钉应

紧贴股骨矩上缘, 固定角度为 135°～ 140°,避免股骨

头倾斜及向内成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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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疗法治疗重型颅脑损伤 68例

褚　光,任　伟,许　波, 王舜尧

[ 摘要] 目的:探讨综合疗法治疗重型颅脑损伤的疗效。方法:对 68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采用包括及时或适时手术 、彻底减压 、

及时改善通气 、有效的监护和生命支持 、过度换气 、脱水 、大剂量激素 、脑血管解痉药物 、亚低温 、脑脊液引流 、颅内压监护 、高压

氧等综合疗法。结果:经综合疗法治疗, 预后明显改善,恢复良好 26 例,中等残疾 25 例, 重残 10 例,病死 4 例。结论:综合疗

法能够明显提高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抢救成功率和显著改善其生存质量。

[ 关键词] 脑损伤;综合疗法

[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R 651.15　　[文献标识码] A

　　重型颅脑损伤占颅脑损伤的 20%, 病死率高,

其治疗一直是脑外科的难题。2001 年 1 月 ～ 2004

年 1月,我们对 68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根据其病情

除分别行及时或适时手术清除血肿和去骨瓣减压 、

脱水剂 、激素应用外, 还采用及时改善通气 、过度换

气 、有效的监护 、亚低温 、高压氧等综合疗法, 以降低

患者重残及病死率,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现作报道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男 52例,女 12例;年龄 2 ～ 64岁 。

车祸伤 46例,坠落伤 16例,砸伤 6例。治疗前GCS

评分 3 ～ 5分 42例, 6 ～ 8分 26 例。治疗前双瞳孔

散大 26例, 单侧瞳孔散大 42例。硬脑膜外巨大血

肿 5例,脑挫裂伤合并硬脑膜下血肿 15 例, 脑挫裂

伤合并脑膜下及脑内血肿 22 例, 弥漫性轴索损伤

26例 。

1.2　治疗方法　手术治疗:急诊行双侧减压加血肿

清除 11例, 急诊行单侧减压加血肿清除 28例, 适时

手术 5 例, 侧脑室外引流 8 例 。保守治疗 16 例。

68例均及时行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以及生命体征

监测。大剂量激素应用:选择 36例伤后无明显应激

性溃疡患者, 6 h 内使用地塞米松 5 mg/kg 静脉注

射冲击, 6 h 后再给予 3 mg/kg 静脉注射 。49例均

在伤后 6 h或术后采用人工冰毯和冬眠合剂( 0.9%

生理盐水 500 ml+卡肌宁 200 mg 、氯丙嗪 200 mg 、

异丙嗪 200 mg, 以 20 ml/h 的速度, 用微量泵泵

入) ,使患者的体温控制在 32 ～ 35℃,颅内压控制在

20 ～ 30 mmHg,以度过脑水肿高峰期, 7 ～ 14天后逐

渐复温;54例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 。对于颅内压极

高的患者采用 20%甘露醇 125 ml与呋塞米 20 ～

40 mg, 每 2 h 交替使用;颅内压中等度增高者采用

20%甘露醇 125 ml与呋塞米 20 mg ,每 3 h交替使

用;颅内压较高者采用 20%甘露醇 125 ml与呋塞米

20 mg, 每 4 h 交替使用;以增加甘露醇在血液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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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有效浓度并降低其对肾脏的毒副作用。对于有

蛛网膜下腔出血和脑室内积血者确诊后即给予尼莫

通 10 mg/24 h微量泵持续泵入,维持 7 ～ 10天后改

为尼莫地平 40 mg鼻饲, 每 8 h 1次,以预防和治疗

脑血管痉挛 。57例患者均在伤后 3天至 2 周内在

排除高压氧禁忌证 、生命体征基本稳定 、呼吸道保持

通畅的情况下行 0.2 ～ 0.3 MPa高压氧治疗。

2　结果

　　恢复良好 26例;中等残疾 25例;重残 10例;病

死 4例;自动出院 3例。重残及病死率约 25%

3　讨论

3.1　手术治疗　对于急性颅内血肿有占位效应的,

应及时清除颅内血肿,能尽快解除脑受压,防止继发

性脑缺血和脑疝形成[ 1] 。若已有脑疝形成, 颅内压

较高,即开颅行去骨瓣减压,对于迟发性血肿或脑内

多发性血肿, 未形成脑疝的首先保守治疗, 根据

GCS 评分有无下降随时或伤后 6 、12 、24 、48 h 头颅

CT,随时或适时行开颅清除血肿或去骨瓣减压, 或

脑室外引流。

3.2　保持呼吸道通畅　对于所有重型颅脑损伤, 均

应行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 。因为此类患者绝大多数

都有呕吐 、误吸 、舌根后坠或合并颌面外伤 、颅底骨

折,且昏迷时间较长, 故改善通气 、防止吸入或坠积

性肺炎 、过度换气就显得尤为重要 。

3.3　激素的应用　我们选择伤后无明显应激性溃

疡患者,予以甲泼尼松龙 15 ～ 30 mg/kg 或地塞米

松3 ～ 5 mg/kg 。其作用为:( 1)抑制膜的脂质过氧

化反应;( 2)增加脑损伤区的血流量;( 3)稳定细胞膜

的离子通道,促进钙离子外移 。吴思荣[ 2]报道一组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伤后 6 h 给予甲泼尼松龙

30 mg/kg,结果明显降低患者病死率 。本组有 36

例使用大剂量激素疗法, 取得较好疗效,与文献报道

相符
[ 3]
。

3.4　亚低温疗法　亚低温( 28 ～ 35℃)能显著减轻

缺血后的脑损害, 促进神经功能恢复。主要机制是

降低耗氧量,维持正常脑血流和细胞能量代谢,减轻

乳酸堆积, 维护血脑屏障功能, 抑制白三烯 B4 生成,

减轻脑水肿,抑制内源性损害因子释放,减轻细胞损

害等。刘敬业等[ 4]报道 34℃亚低温治疗 28例, 严

重头部外伤后顽固性颅内高压,其中 19例颅内压降

低,患者存活 。而对照组 31例仅 19 例存活 。本组

49例采用亚低温疗法, 有 46例存活, 与文献报道相

符
[ 4]
。

3.5　脱水剂与脑血管解痉药的应用　甘露醇是国

内外治疗脑水肿应用最广泛的制剂, 主要作用机制

是提高血浆渗透压, 吸取血脑屏障完整的脑组织中

的水分,并通过利尿作用排出体外,从而减轻小脑水

肿和降低颅内压, 同时可通过降低血黏稠度使脑血

管收缩致颅内压降低, 甘露醇与呋塞米合用疗效增

加,副作用减少,但必须保持有效血容量。本组均在

维持有效血容量的同时,甘露醇与呋塞米交替使用,

并对大量使用甘露醇的患者行颅内压监护和全身功

能监测,根据颅内压的变化调整其用法 、用量和时

间 。易声禹等[ 5]认为对重型颅脑损伤中脑水肿的

防治,不宜单纯采用脱水治疗,更需要早期防治脑血

管痉挛,改善脑血流。国内外经验,尼莫地平早期合

理应用能改善脑水肿与脑血管痉挛, 本组均给予早

期应用尼莫通静脉滴注或鼻饲尼莫地平。

3.6　高压氧治疗　是指周期性呼吸 0.2 ～ 0.3 MPa

压力纯氧的治疗[ 6] 。高压氧治疗重型颅脑损伤的

机制:( 1)纠正脑缺氧, 维持脑细胞能量代谢 。在生

理条件下,脑细胞代谢和耗氧量均较其他组织高,平

时脑的储氧量极少,仅能维持脑生理功能 10 ～ 12 s,

由于脑细胞对氧有特殊的敏感性和依赖性,一旦脑

损伤后,可逆损伤细胞的恢复必须有赖于氧,而高压

氧能有效的增加氧的弥散力,增加组织对氧的利用,

从而恢复可逆损伤神经元的功能[ 7] 。重型颅脑损

伤后脑组织不同程度存在缺血缺氧, 无氧代谢增加,

加重脑损害 。( 2)促进昏迷苏醒,有助于神经系统功

能恢复,降低病死率。本组 57例均在排除高压氧禁

忌证 、生命体征基本稳定 、呼吸道保持通畅的情况

下,尽早行高压氧治疗,取得较好疗效 。

　　此外, 其他物理疗法 、康复治疗和功能锻炼措

施,维持内环境稳定, 改善营养 、促醒 、预防并发症,

也是促进神经系统功能的恢复 、改善预后和生存质

量必不可少的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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