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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竭，分泌雌激素功能停止，体 内雌激素 明显下 

降 。而雌激素在骨代谢中起着重要作用，能维持 

成骨细胞的正常功能及减弱破骨细胞的活性。雌激 

素减低时，骨代谢失衡，骨吸收大于骨形成，骨量的 

丢失增多，造成骨质疏松。骨代谢失常引起骨质疏 

松，易发生骨折⋯。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是绝经后雌 

激素缺乏相关的常见并发症，多发生在绝经后 5～ 

10年，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公共健康问题。目前 

认为骨质疏松症的骨小梁变细、变薄，可以逆转，但 

骨小梁一旦明显纤细而断裂，就难以使其连接复原， 

因此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只有在中青年时期蓄积最 

大骨量，停经前维持最大骨量，停经后减缓骨量流失 

的速度，才能有效预防骨质疏松。目前 ，临床上诊断 

骨质疏松症主要通过双能 x线吸收法密度仪，被认 

为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可以早期、无症状时诊 

断骨质疏松 J。由于其价格昂贵，操作不便，不适 

于基层医疗机构开展。我们主要通过 x线摄片了 

解骨质疏松情况，通过拍胸腰椎正侧位、髋骨、跟骨、 

掌骨等部位，可清晰地显示骨小梁数量减少，排列改 

变，密度降低、变薄等骨质疏松改变。通过对本组 

22例绝经妇女的随访发现，绝经时间越长，骨质疏 

松越明显。 

3．2 骨折与骨质疏松 骨折是骨质疏松最常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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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并发症。据统计 J，在绝经妇女中预期有 

1／4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60岁以后，年龄每增加 5 

岁，骨质发生率将增加 1倍。郝永强等 通过对骨 

质疏松性骨折愈合的细胞超微结构观察发现，骨质 

疏松性骨折愈合时，成骨细胞的成骨能力降低，破骨 

细胞的骨吸收能力增强，骨质愈合质量差。老年妇 

女由于雌激素水平下降，引起心肺等功能下降，使得 

患者原本不同程度的慢性心血管、呼吸系统疾病在 

骨折后进一步恶化，形成恶性循环，更加促进骨折不 

愈合或延期愈合。本组病例中绝经时间 >10年者， 

临床骨愈合时间长于未绝经或绝经时间 <10年者。 

绝经后妇女随着绝经时间延长，骨质疏松严重，加之 

患者常患有全身性疾病，缺少体育锻炼，肢体功能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可见，绝经后妇女绝经时 

间越长，骨质疏松越严重，骨质疏松性骨折后临床骨 

愈合时间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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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颅血肿抽吸并侧脑室引流治疗 

高血压脑出血破入脑室 60例 

杜 海，丁 伟，吴晓东，吴义天，刘晓辉，王 斌 

·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总结应用锥颅血肿抽吸并侧脑室引流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破入脑室的经验。方法：对 60例高血压脑 出血破人脑 

室患者行锥颅血肿抽吸并侧脑室引流术。结果：54例存活，6例病死，其中4例死于多器官衰竭，2例死于二次出血。结论：手 

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破入脑室，效果满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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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脑出血好发于中老年人，具有高发病率、 

高病死率、高复发率等特点。脑出血锥颅血肿抽吸 

引流术具有立体定向手术与颅内血肿清除术的优 

点，避免因开颅引起的组织损伤和功能障碍，与立体 

定向手术相比，不需过于精确的定位，设备不太复 

杂，为脑出血的治疗开辟了广阔的前景。2002年 5 

月至2008年 1月，我科住院高血压脑出血破入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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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60例，行同侧锥颅血肿抽吸术和对侧脑室引流 

术治疗，术后经 CT证实脑出血及脑室内血肿清除 

较彻底，疗效满意，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60例患者均经头颅 CT证实为脑 

出血破入脑室，男 45例，女 15例；年龄 36—76岁； 

均有高血压史。脑实质内血肿量 (按多田公式计 

算)30～39 ml15例，40～49 ml 20例，50～60 ml 25 

例。按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3～7分 1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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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分 30例，13～15分 19例。原发出血部位：基 

底核33例，丘脑 16例，脑叶 11例。血肿破入单侧 

脑室20例，破入双侧脑室及第 3、4脑室40例。 

1．2 治疗方法 均常规予甘露醇、呋塞米脱水及对 

症治疗的同时，先行侧脑室穿刺外引流，按常规脑室 

前角穿刺进行，穿刺成功后，留置硅胶引流管，夹管 

备用。再行脑内血肿锥颅抽吸术，依头颅 CT确定 

血肿最大层面的颅表投影，避开重要血管及功能区， 

颅锥钻孔后，置人带针芯的脑室引流管至血肿腔中 

心位置，退出针芯后，用注射器抽取陈旧血凝块，约 

总量的 1／2。最后用生理盐水自脑室外引流管向脑 

室内冲洗至颜色变淡。于次日开始每天2次血肿腔 

与脑室内分别注人尿激酶2万 U，关闭引流管，外接 

闭式引流瓶，1 h后开放。引流 2～7天，复查头颅 

CT。血肿消失后，拔除血肿腔引流管及脑室外引流 

管。治疗过程中注意保持血压稳定，防治并发症。 

2 结果 

好转出院54例，有效率为90％；病死 6例，病 

死率为 10％。其中4例死于多器官衰竭，2例死于 

二次出血。存活患者按 日常生活能力分级法：社会 

生活能力正常11例；有自理生活能力25例；生活需 

要帮助，可扶行 l2例；卧床不起，有意识6例。脑内 

血肿消失时间2～4天，脑室内积血消失时间 3～ 

7天。 

3 讨论 

高血压脑出血致残率、病死率居脑血管疾病的 

首位  ̈。严重的脑出血破人脑室后可引起颅内压 

增高及继发性脑损伤，而且患者多数伴有心脏病、糖 

尿病等慢性病，故病死率极高。传统内科保守治疗 

方法不佳。因此，及时清除颅内血肿，保持脑脊液循 

环通畅，减轻出血后一系列的病理变化，打破危及生 

命的恶性循环，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 

高血压脑出血的手术治疗目前国内尚无统一标 

准，各学者根据患者的年龄、出血部位、出血量、术前 

GCS等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手术方案 -31。高血 

压脑出血多发于丘脑内囊等重要功能区，开颅血肿 

清除对丘脑内囊重要功能区损伤较大，并发症多。 

本组进行的锥颅血肿抽吸及侧脑室引流，辅以对侧 

脑室穿刺引流出血性脑脊液，创伤小，手术时间短， 

既能清除颅内血肿，又可以保持脑脊液循环通畅。 

通过反复注人尿激酶，可以加快原发血肿及脑室内 

血肿的溶解和吸收，能够早期解除血肿压迫，改善局 

部血液循环，减轻脑缺氧及脑水肿，控制颅内高压及 

急性梗阻性脑积水引起的病情恶化，避免脑疝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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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并发症。 

本组行锥颅血肿抽吸并侧脑室引流术治疗高血 

压脑出血破入脑室，病死率为 10％，较国内文献报 

道 低。我们体会到：(1)手术时期多偏向早期甚 

至超早期。脑出血后脑水肿形成与血肿本身释放的 

凝血酶、血红蛋白等物质有关，随着出血时间的延 

长，血肿周围脑组织损害加重，应在脑出血 6～48 h 

(特别是7 h内)清除血肿，迅速解除脑组织压迫，以 

有效保护神经功能，提高生存率及生活质量 J。本 

组由于多在早期即引流出积血，又行脑室外引流，患 

者生存率达到 90％，效果满意。(2)术中应注意准 

确定位，避开重要功能区及颅内主要血管。穿刺点 

的选择应尽量避开重要的血管，如外侧裂区血管、脑 

膜中动脉、颞浅动脉及其分支。尽量避开脑皮质的 

重要功能区 6。(3)尿激酶的应用。尿激酶是一种 

外源性非特异性纤溶酶原直接激活剂，可以催化纤 

溶酶原转变为纤溶酶，是溶解血肿的一种安全有效 

的生物学制剂，对正常脑组织不产生伤害及副作用， 

且价格低廉，已成功应用于临床多年。潘仁龙等 

研究证实，应用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后，实验 

大鼠脑组织含水量、血脑屏障通透性在 4 h升高最 

明显，以后逐步下降，这为早期(6 h)应用纤溶剂提 

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4)术后控制血压，保持呼 

吸道通畅，营养支持，预防消化道溃疡及出血、高血 

糖、急性肾功能衰竭及多器官功能衰竭、颅内感染 

等，结合康复治疗以及高压氧及针灸治疗，可进一步 

降低病死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总之，本疗法具有创伤小，术时短，简单安全，方 

便高效等特点。可明显缩短血肿吸收时间，加速康 

复过程，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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