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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治疗重型颅脑损伤24例分析

汤家才

[摘要]目的：探讨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治疗重型颅脑损伤的手术方法和疗效。方珐：回顾性分析采用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

术治疗24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疗效。结果：生存20例，生存率83．3％。病死4例，病死率16．7％。20例生存

患者。术后随访12个月以上，根据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分级法，I级9例，Ⅱ级7例，Ⅲ级2例，Ⅳ级I例，V级1例。瞎论：标准

外伤大骨瓣减压术是治疗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脑损伤；颅骨切开术；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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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ative effects of the standard large craniectom On severe brain injuries
TANG Jia—cai

(Department ofNeurosurgery，Laian People’5 Hospital，Laian Anhui 2392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surgical methods and curative efficacy of the standard large trauma cranieetomy on∞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ed patients．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and efficacy of standard large trauma craniectomy in 24 patients on severe

brain trauma from January 2005 to January 2008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Results：There were 20 patients who were survived in 24

patients，accounting for 83．3％．Four patients were died，the death rate wa．s 16．7％．A follow-up of more than 12 months were

conducted in the 20 survived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ADL)grading system，these patients who belongs tO grade

I，grade lI，gradeⅢ，gradeⅣ，and grade V were 9，7，2，1 and 1 respectively．Conclusions：The curative efficacy of standdard large

trauma eraniectomy oil severe brain trauma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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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颅脑损伤是颅脑损伤患者治疗的重点和难

点。2005年1月至2008年1月，我院收治重型颅脑

损伤24例，采用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治疗，取得

较好疗效，现作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组男19例，女5例；年龄18—82

岁。致伤原因：交通事故伤20例，坠落伤2例，打击

伤2例。受伤至入院时间0．5—24 h。损伤类型：开

放性颅脑损伤16例，闭合性颅脑损伤8例。着力部

位：额颞部16例，枕部6例，不详2例。合并肋骨骨

折、肺挫伤、血气胸2例，肝破裂l例，脾破裂1例，

四肢骨折4例，肾挫伤并腹膜后血肿1例。

1．2 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检查患者入院后Glasgow
昏迷评分3—5分20例，6～8分4例。双瞳孔散大

5例，单侧瞳孔散大17例，正常2例。有休克症状

和体征者6例，其中4例诊断性胸、腹腔穿刺抽到血

性液体，诊断为创伤性失血性休克。入院时呼吸异

常或不规则者8例。急诊行CT检查：单纯硬膜外

血肿4例，硬膜下血肿伴脑挫裂伤15例，多发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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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血肿伴脑挫裂伤5例；中线结构明显移位者

21例，轻度移位者2例，无明显移位者l例，环池及

四叠池完全消失者18例。

1．3手术方法24例全部采用标准外伤大骨瓣减

压术治疗，切El起自颧弓上耳屏前l cm，于耳廓上

方向后上方延伸至顶骨正中线，然后向前沿正中线

至前额部发际内2—3 cm。顶部骨瓣成形需旁开正

中线矢状窦2—3 cm，并常规咬除蝶骨嵴返折部及

额颞底侧骨板，骨窗大小为12 cm×14 cm。如病情

进展迅速，可在原先设计切口的基础上先行紧急颞

肌下减压术，迅速切开头皮，分离颞肌，颅骨钻孔，切

开硬脑膜，放出硬膜外或硬膜下血性液，然后再按原

设计切口行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开颅。硬脑膜敞

开，周边悬吊，并清除硬膜下血肿及部分失活脑组

织，对有脑内血肿者亦要予以清除，彻底止血。术中

5例发生急性脑膨出，经CT检查发现对侧迟发性血

肿2例，同侧迟发性脑内血肿l例，给予手术清除，

另2例急性脑膨出采用过度换气、手法压迫、快速静

脉滴注20％甘露醇等处理，脑膨出部分得到缓解。

骨瓣去除，硬脑膜充分减张缝合或不逢合，于硬脑膜

外、下置硅胶引流管引流。

1．4合并伤治疗入院时6例发生休克，其中4例

诊断性胸、腹腔穿刺抽出血性液体，6例先抗休克治

疗，包括补液、输血、扩容及止血等综合治疗，休克纠

 



正后再行颅脑损伤手术。2例剖胸、2例剖腹探查与

开颅清除血肿同时进行。4例合并四肢骨折者先行

石膏固定，其中2例在脑部病情稳定后择期骨折手

术复位。

2结果

24例生存20例，生存率83．3％；病死4例，病

死率16．7％。20例生存患者，术后随访12个月以

上，根据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分级法，I级9例，Ⅱ级

7例，Ⅲ级2例，Ⅳ级1例，V级l例。

3讨论

3．1 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的优点 重型颅脑损

伤患者死亡率及致残率很高，除了原发损伤和继发

损伤等因素外，手术方式的选择是影响患者预后的

重要因素，难以控制的颅内压增高仍然是造成重型

和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减压性手

术是目前国内外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常用的治疗手

段，小骨窗及常规减压骨窗难以明确出血来源．不能

充分暴露额极、颞极及脑的底部，难以彻底清除坏死

脑组织及对出血来源的止血，从而造成减压不充分，

导致恶性脑水肿、脑膨出、脑组织嵌顿而死亡。标准

外伤大骨瓣减压术能最大限度地控制颅内压增高，

尤其适用于对称性额颞顶脑挫裂伤患者¨J。关永

春等旧J也认为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的恢复良好

率显著优于常规骨瓣开颅术，其致残率、脑膨出发生

率也低于常规骨瓣开颅术。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

的优点是外减压充分，术野开阔，便于止血，能迅速

毹除侧裂区血管压迫，减轻脑干受压及利于脑疝复

位，能有效地降低患者的病死率和致残率。

3．2开颅术式的选择及手术时机重型颅脑损伤

患者预后与颅脑损伤的严重程度、年龄、合并伤、手

术时机及手术方式有关。对于单纯硬膜外血肿，血

肿量<80 ml者，采用常规骨瓣开颅清除血肿，同时

有脑挫裂伤者，术中应根据脑挫裂伤或脑肿胀程度

决定是否保留骨瓣；而血肿量80 nd以上。对于脑

挫裂伤严重伴硬膜下血肿，中线结构移位明显，环

池、四叠体池四显受压或消失者，应选择标准外伤大

骨瓣减压术开颅，清除血肿和失活脑组织，骨瓣去

赊，硬脑膜充分减张缝合或不缝合。重型颅脑损伤

患者手术时机的把握非常重要，及时有效的术前救

治，可使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通气、循环处于良好状

态，为手术创造条件。早期迅速开颅清除血肿与手

术时间延迟相比较，两者预后差别悬殊，前者预后多

良好，后者常为植物生存或死亡”J。一旦患者诊断

明确，有手术指征，应立即手术。还应加强脑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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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外科、骨科、血站等多科医生协作，争取时

间，处理合并伤，避免延误手术时机而耽误病情。

3．3术中急性脑膨出的原因及处理重型颅脑损

伤患者由于脑肿胀已相当明显，术中极易发生急性

脑膨出，处理起来很棘手。低氧血症和低血压是术

中急性脑膨出的诱发因素，导致术中急性脑膨出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迟发性血肿。而纠正低血压和低

氧血症，采用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手术清除迟发

性血肿，则对术中急性脑膨出预防和治疗有明显作

用。本组5例急性脑膨出，经上述方法积极处理，脑

膨出得到部分缓解。

3．4重视合并伤处理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往往有

合并伤存在，应引起高度重视。常见的合并伤有四

肢骨折、胸腹脏器损伤等。首先应处理危及生命的

合并伤。如创伤性血气胸、创伤性腹内脏破裂伴休

克者，极易发生早期急性呼吸、循环衰竭而危及生

命，应在补液、输血、扩容等抗休克的基础上先行剖

胸或剖腹探查等手术，术后要密切观察颅脑伤情，并

做好随日于开颅手术准备。如果颅脑损伤与合并伤同

样严重，伤者已有颅内血肿伴脑疝，同时又有胸腔大

出血或腹内脏器破裂大出血致休克，则应积极抗休

克的同时行开颅清除血肿及剖胸或剖腹探查手术止

血。本组入院时6例发生休克，先予抗休克治疗，再

行颅脑损伤手术。处理四肢骨折合并伤时，如患者

全身情况允许，骨折手术与脑部手术可同时或尽早

进行；如全身情况不允许，则延期骨折手术。本组

4例合并四肢骨折者先行石膏固定，其中2例等病

情稳定后择期骨折手术复位。

3．5 并发症防治本组术后未出现并发症，但防治

不容忽视。常见并发症有肺部感染、消化道出血、肾

功能不全、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外伤性癫痫、术后脑

梗死等。早期气管切开，保持呼吸道通畅，选择敏感

抗生素，能有效控制肺部感染。对吸氧不能改善缺

氧的患者尽早采用机械通气，有利于意识恢复H J。

早期置胃管，给予肠内营养，并使用奥美拉唑，可减

少消化道出血的发生率；避免或少用肾毒性药物；定

期生化检查，维持内环境稳定；预防癫痫；应用尼莫

地平等。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手术治疗的效果，与手术时

间、手术方式、年龄、原发伤情、合并伤的严重程度等

多种因素有关。外伤后急性脑肿胀的手术治疗价值

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导致手术疗效欠佳的主要原因

是术中脑组织膨出骨窗造成处理上的极大困难，术

后往往因脑组织的膨出、嵌顿加剧脑水肿。标准外

伤大骨瓣减压术能充分止血、减压以及对脑干有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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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脑出血102例治疗体会

董利

·临床医学·

[摘要]目的：探讨小脑出血合理治疗方法。方法：对102例小脑出血患者进行回顾性总结，内科治疗96例，手术治疗6例。嫱

果：102例中存活91例，病死1l例。ItCh：对于未出现昏迷fIl『症状较轻的小脑出血患者，保守治疗是一种安全措施，对于病情

恶化且出现意识障碍者则应紧急手术。

[关键词]脑出血；／b脑；体层摄影术，X线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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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f treatment for 102 patients with cerebellar hemorrhage
DONG“

(Department ofNeurology，Bengbu瓶涮People’5 Hospital，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treatment program for cerebellor hemorrhage．Methods：One hundred and sixty—two

cages of cerebellar hemorrhage were studied retrospectively，of whom 96 cases were treated by medicine and the other six wel'e received

surgical operation．Results：Of the 102 cases．91 were survived and the other儿patients were died．Conclusions：For the patients of

cerebellar hemorrhage with a mild symptom who ore not in a coma。conservative treatment with medicine is safe，whereas for those

patients whose conditions deteriorate and whose consciousness becomes blurred，the emergency operation must be taken．

[Key words]cerebral hemorrhage；cerebellum；tomography，X-ray computerized

小脑出血的临床表现复杂，随着CT、MRI广泛

应用于临床，小脑出血患者得以及时诊断和治疗。

本文收集了1994年8月至2008年7月在我科住院

经CT证实的小脑出血102例，现作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组男57例，女45例；年龄13～

78岁。其中，10～岁7例，40一岁20例，50～岁20

例，60～岁36例，70一岁19例。有高血压史70例

(有lO年以上高血压史56例)，其中13例过去有

“脑出血”史；8例有“脑血栓”史；冠心病史9例；高

脂血症16例；糖尿病15例；无明显疾病26例。从

事一般劳动51例，重体力劳动9例，脑力劳动22

例，平时主要休息20例。全部患者发病l小时至

lO天内就诊。

1．2临床表现急性(3天内)起病50例，亚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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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天)起病35例，慢性(超过7天)起病17例。

血压高于正常70例，最高240／130 mmHg。常见症

状和体征依次为恶心、呕吐、共济失调、眩晕、头痛、

眼球震颤等。首发症状：恶心、呕吐79例；共济失调

67例；眩晕60例；头痛44例；眼球震颤43例；肢体

轻瘫和(或)Babinski征(+)44例；颈项强直46例；

第V—X对颅神经损害6例；昏迷9例。病程中出

现意识障碍嗜睡19例，昏睡7例，昏迷16例。尿素

氮升高22例(16—26 mmol／L)，高血糖22例(8—
19 mmol／L)。心电图异常48例；其中缺血性改变

29例，窦性心动过缓和室性期前收缩各7例，房性

期前收缩5例。并发肺部感染20例，泌尿系感染

7例。

1．3 CT检查102侧均作了头颅CT扫描。病灶

位于小脑蚓部18例，破入脑室10例；左侧小脑半球

45例，破入脑室10例；右侧小脑半球39例，破入脑

室12例。7例合并少量脑干出血。出血量按多田

公式⋯计算0．8—14 ml。84例小脑半球出血量

O．8一14 rnl，其中52例出血量<5 ml；小脑蚓部出血

向减压作用，并有效地减少减压窗脑组织的嵌顿和

膨出。对有严重颅内压增高，已形成脑疝或有形成

脑疝趋势者，应争取标准外伤大骨瓣减压术治疗，从

而提高救治成功率，降低病死率和致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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