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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脑出血１０２例治疗体会
董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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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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脑出血的临床表现复杂，随着ＣＴ、ＭＲＩ广泛

（３～７天）起病３５例，慢性（超过７天）起病１７例。

应用于临床，小脑出血患者得以及时诊断和治疗。

血压高于正常７０例，最高２４０／１３０ ｍｍＨｇ。常见症

本文收集了１９９４年８月至２００８年７月在我科住院

状和体征依次为恶心、呕吐、共济失调、眩晕、头痛、

经ＣＴ证实的小脑出血１０２例，现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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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资料与方法

轻瘫和（或）Ｂａｂｉｎｓｋｉ征（＋）４４例；颈项强直４６例；

１．１一般资料本组男５７例，女４５例；年龄１３～

第Ｖ—Ｘ对颅神经损害６例；昏迷９例。病程中出

７８岁。其中，１０～岁７例，４０一岁２０例，５０～岁２０

现意识障碍嗜睡１９例，昏睡７例，昏迷１６例。尿素

例，６０～岁３６例，７０一岁１９例。有高血压史７０例

氮升高２２例（１６—２６ ｍｍｏｌ／Ｌ），高血糖２２例（８—

（有ｌＯ年以上高血压史５６例），其中１３例过去有

１９

“脑出血”史；８例有“脑血栓”史；冠心病史９例；高

２９例，窦性心动过缓和室性期前收缩各７例，房性

ｍｍｏｌ／Ｌ）。心电图异常４８例；其中缺血性改变

脂血症１６例；糖尿病１５例；无明显疾病２６例。从

期前收缩５例。并发肺部感染２０例，泌尿系感染

事一般劳动５１例，重体力劳动９例，脑力劳动２２

７例。

例，平时主要休息２０例。全部患者发病ｌ小时至

１．３

ｌＯ天内就诊。

位于小脑蚓部１８例，破入脑室１０例；左侧小脑半球

１．２临床表现急性（３天内）起病５０例，亚急性

４５例，破入脑室１０例；右侧小脑半球３９例，破入脑

ＣＴ检查１０２侧均作了头颅ＣＴ扫描。病灶

室１２例。７例合并少量脑干出血。出血量按多田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２－０６
［作者单位］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２３３０００

公式…计算０．８—１４ ｍｌ。８４例小脑半球出血量

［作者简介］董利（１９７０一），男，主治医师．

Ｏ．８一１４

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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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关永春，赵宅钢．大骨瓣开颅术与常规骨瓣开颅治疗重型颅脑
损伤的比较［Ｊ］．中华神经外科杂志，２００６，２２（９）：５３０－５３１．
［３］蔡宏新，王军，李先军，等．特霞型颅脑损伤早期救治体会

而提高救治成功率，降低病死率和致残率。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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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良军，江基尧．标准外伤大骨瓣开颅术治疗额颞顶广泛对冲
伤疗效分析［Ｊ］．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２００３，８（５）：３８４—

ｒｎｌ，其中５２例出血量＜５ ｍｌ；小脑蚓部出血

［Ｊ］．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２００７，１２（１２）：７５７—７５８．
［４］

闫仁福，周跃，徐荪荪，等．机械通气对重型颅脑损伤预后的
影响［Ｊ］．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２００３。８（１）：１３一１５．

５９３

量１．２—８ ＩＩＩｌ，其中１３例＜５
１．４治疗

ｍｌ。

３．３血压调节各家意见不一，持续性高血压应予

首先保持患者安静，避免不必要的搬

控制，笔者主张在保证脑灌注压前提下控制性降低

运。保持呼吸道通畅。严密观察意识、瞳孔、血压、

血压，可选用肌肉、静脉和（或）口服给药，使逐渐下

心律及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保持血压稳定和心

降至脑出血前原有水平或收缩压保持在１５０—１６０

功能正常。重视基础护理，防治呼吸道、泌尿道感染

ｒｎｍＨｇ，舒张压在９０～１００ ｍｍＨｇ。血压轻度增高是

及压疮等并发症。保持电解质平衡，维持营养及适

机体要维持正常的脑灌注压，对颅内压增高的一种

量的入水量。控制颅内压：应用２０％甘露醇，每

代偿机制，否则易加重脑水肿心】。

４—６

３．４

ｈ静脉滴注１２５～２５０ ｍｌ（或０．２５—０．５ ｇ／ｋｇ）；

降温措施有意识障碍者均给予头置冰帽，局

呋塞米２０～４０ ｍｇ静脉推注，每天２～４次；甘油果
糖５００ ｍｌ静脉滴注，每天１次。保护脑细胞。６例

部物理降温，使脑代谢率降低，耗氧量减少，有利于
脑细胞恢复和减轻脑水肿。

行血肿清除术，采用枕下开颅直接手术清除血肿方

３．５

法，合并有出血破人第四脑室、中脑导水管、第三脑

立即给予手术治疗。由于ＣＴ检查使一些轻型的小

治疗探索既往多主张小脑出血一旦确诊，应

室及侧脑室和梗阻性脑积水，同时做侧脑室引流术。

脑出血早期得到确诊，故多数患者可采取保守治疗。

康复期行语言训练、被动及主动肢体活动，针灸、体

对于未出现昏迷而症状较轻的小脑出血患者，采取

疗等。

保守治疗，指征为：（１）意识状态稳定，无临床恶化
或突然加重；（２）临床和ＣＴ扫描无脑干受压、脑积

２结果

水或脑室内出血征象；（３）血肿直径＜３ ｃｍ且主要

本组９例，起病急骤，发病６ ｈ内出现昏迷；其

位于小脑半球外侧者。如果病情恶化应立即进行紧

中小脑蚓部出血５例（出血量＞５ ＩＩｌｌ），小脑半球出

急手术，可能获得转危为安的效果，其指征为：（１）

血４例（出血量８一１４ Ｉｌｌｌ），且破入第四脑室、中脑

血肿半径Ｉ＿－３ ｃｍ，或小脑半球血肿量≥１０ ｍｌ；（２）血

导水管、三脑室及侧脑室。外科手术６例，其中小脑

肿位于蚓部或混合型，或蚓部＞６ ｍｌ；（３）四脑室明

蚓部出血４例（存活２例），小脑半球出血２例（存

显受压或侧脑室扩大；（４）血肿破人第四脑室或脑

活１例）。另３例未行手术均死于脑疝。９３例内科

池受压消失，出现脑干受压症状或急性阻塞性脑积

保守治疗，治疗过程中３３例出现意识障碍，其中

水征象者【３ ｏ；（５）病情进展急骤，意识障碍逐渐加重

７例昏迷，５例死于脑疝。本组５—１１天神志转清，

皆宜手术。对已发生脑疝的患者也不要轻易放弃手

住院ｌ～４０天。临床痊愈３２例，好转７例，４５例遗

术机会，可先行脑室外引流，解除脑疝，再行手术清

留症状轻微，７例有肢体运动受限，病死１１例，病死
率１０．７８％。

除血肿Ｈ．５】。宋广林等№１报道有２５例在上述情况

３讨论
３．１

下经手术治疗存活。本组内科治疗９６例，存活
８８例，病死８例。表明对于未出现昏迷而症状较轻
的小脑出血患者，保守治疗是一种安全措施；对于病

降颅压措施对于脑水肿颅内压高者积极降

情恶化且出现意识障碍者则应紧急手术。
［

颅压治疗，但甘露醇有加重心脏负荷及肾损害副作
用，故对心肾功能不全及高龄者用量减少或加用呋
塞米静脉注射，并经常复查肾功能，严密监测心功能

及颅内压力控制后，脱水治疗方可逐渐停用。
３．２并发症防治

小脑出血患者应强调绝对卧床

休息２—４周，并根据头颅ＣＴ复查决定。对精神紧
张或烦躁者应给予镇静剂，保持大便通畅，以防止再
出血。昏迷患者易发生感染及电解质紊乱，如保留
导尿，很容易引起逆行性尿路感染，故入院后即加强

预防感染治疗，监测电解质变化，并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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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本组有９例冠心病，２２例尿素氮升高，为防止
增加心脏负担及肾脏损害均用甘油果糖５００ ｍｌ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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