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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4 神经内镜下血肿清除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研究 ----------------------------------------- 杜新亮,赵建春,武强 64 

PO-055 牧区摩托车事故致伤颅脑损伤 216 例分析 -------------------------------------------------------- 陈世荣,李栋 65 

PO-056 外伤血肿清除术中对侧急性出血致脑膨出治疗分析 ----------------------------------- 杨大祥,朱毓科,王鹏 65 

PO-057 老年颅脑损伤临床分析 --------------------------------------------------------------------------------------- 吴建宏 65 

PO-058 硬脑膜减张修补在去骨瓣减压术中的 64 例临床分析 --------------------------------- 王鹏,朱毓科,杨大祥 66 

PO-059 应用 3D-Slicer 软件导航下神经内镜辅助经额中 

 回入路微创治疗丘脑出血破入脑室 ----------------------------------------------------------------- 葛新,陈晓雷 66 

PO-060 脑植入剂干预脑出血术后铁超载研究 -------------------------------------------------- 罗甜甜,杨倩,郭廷旺等 67 

PO-061 软硬通道联合血肿碎吸引流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 -------------------------------------- 杨大祥,朱毓科,王鹏 67 

PO-062 大骨瓣减压术后皮瓣塌陷综合征原因分析及防治 -------------------------------------- 刘斌,曾利元,黄洪亮 67 

PO-063 小骨窗骨瓣复位经外侧裂微侵袭清除基底节区血肿 156 例分析 ------------------------------------ 张功义 68 

PO-064 自发性脑出血脑疝患者三种术式与预后的临 床研究（附 56 例报告） --------------------------- 申天喜 68 

PO-066 CT 监视下脑出血硬通道微创穿刺术血肿清除率的影响因素 ------------------------- 王庭忠,于剑,高飞等 69 

PO-067 clinical character of the blast-induc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 the 8-12 tianjin port explosion -------------------------- Huang Jinhao,Gao Chuang,Zilong Zhao etc. 69 

PO-068 血管重建手术与保守治疗出血型烟雾病的疗效分析 ------------------------------------------------------ 陈军 70 

PO-069 单双侧开颅手术治疗双侧额叶脑挫裂伤伴颅内血肿的疗效分析 ------------------------------------ 季泰令 72 

PO-070 皮层引流静脉保护在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术中神经功能恢复的意义 --------------------------------- 卢峰 72 

PO-071 经脑沟裂入路治疗脑出血的手术技巧及并发症的预防 -------------------------------------- 高文波,李泽福 72 

PO-072 神经导航在脑出血微创手术中的应用 ------------------------------------------------------------------------ 李龙 73 

PO-073 经额定向穿刺引流术与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基底节区脑出血未脑疝患者前瞻对照研究 --------- 官卫 74 

PO-074 自体筋膜加压修补治疗术中窦性出血致恶性脑膨出二例 --------------------------------------------- 徐勤义 74 

PO-075 外侧裂与角回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重型高血压丘脑出血并破入脑室临床疗效观察 ------------------ 江峰 74 

PO-076 重型、特重型颅脑外伤大骨瓣减压临床 

 （治疗附 256 例病例回顾性分析） -------------------------------------------------- 吕学明,辛国强,李育鑫等 75 

PO-077 重型颅脑损伤术中急性脑膨出治疗体会 ------------------------------------------------------------------ 喻敬国 75 

PO-078 钻孔引流手术治疗小儿急性硬膜外血肿 20 例体会 ---------------------------------------------------- 朱毓科 76 

PO-079 神经外科危重颅脑外伤的临床治疗分析 ------------------------------------------------------------------ 朱毓科 76 

PO-080 脑室外引流、尿激酶灌注治疗脑室内出血 --------------------------------------------------------------- 朱毓科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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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1 神经外科显微技术在高血压基底节区脑出血中的应用 36 例临床分析 ---------------------------- 朱毓科 77 

PO-082 低成本增强现实技术在深部脑内血肿精准定位的应用研究 ------------------------------------------ 谢国强 77 

PO-083 无牵拉技术辅助下经侧裂-岛叶入路显微手术治疗基底节区 高血压性脑出血 ------------------- 田海龙 77 

PO-084 经额锁孔入路手术治疗重型脑室出血疗效的初步探讨 ----------------------------- 王晓军,卞杰勇,路阳等 78 

PO-085 重型额叶脑挫裂伤间脑期手术分析 ------------------------------------------------------------------------ 关靖宇 78 

PO-086 后颅窝 CT 定位头皮标识引导下钻孔软通道引流术治疗小脑出血 ---------------------------------- 王平振 79 

PO-087 显示有漩涡征急性硬膜外血肿单中心回顾性手术治疗分析 ------------------------------------------ 王平振 79 

PO-088 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颅内急性出血病因及手术治疗 --------------------------------------------------- 张小林 79 

PO-089 枕部入路清除基底节脑出血的应用解剖及临床应用 ----------------------------- 王君玉,于明琨,卢亦成等 80 

PO-090 眉弓上锁孔入路清除基底节脑出血的应用解剖及临床应用 -------------------- 王君玉,于明琨,卢亦成等 80 

PO-091  儿童静脉窦区凹陷骨折的治疗 ---------------------------------------------------------------------- 于增鹏,梁平 80 

PO-092 DTI 在基底节区高血压脑出血手术入路选择中应用研究 ------------------------------------ 顾应江,侯小林 81 

PO-093 CT 辅助下立体定向穿刺引流术对基底节区脑出血患者的治疗分析 ------------- 张红波,穆林森,彭鹏等 82 

PO-094 神经内镜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疗效分析 --------------------------------------------------------------------- 单宏宽 82 

PO-095 高血压脑出血开颅手术流程及血肿清除技巧探讨 --------------------------------------------------------- 胡佳 83 

PO-096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方法的个体化选择 --------------------------------------------------------- 常会民  胡辉华 83 

PO-097 基底核区血肿在显微镜下经外侧裂-岛叶入路手术治疗体会 ----------------------------------------- 刘海兵 84 

PO-098 经透明撕开鞘神经内镜治疗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研究 ----------------------------------------- 费智敏,张珏 84 

PO-099 细孔钻颅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治疗老年人创伤性脑内血肿 ----------------------- 朱锡德,郑国栋,孟凡国 85 

PO-100 急性颅脑创伤双侧硬膜外血肿的手术治疗 -------------------------------------------- 朱锡德,郑国栋,孟凡国 85 

PO-101 血肿腔内照明辅助微创清除老年高血压病人基底节血肿 ----------------------------- 邹西峰,李兵,罗鹏等 85 

PO-102 显微血肿清除术及标准大骨瓣减压术治疗重症 

 大面积脑出血及早期颅骨修补的临床研究 ------------------------------------------------------------------ 王忠 86 

PO-103 计算机三维成像颅骨修补前后颅腔容积变化与相关并发症研究 ------------------------------------ 谢才兰 86 

PO-104 中医定向药透疗法对颅脑损伤的预后观察 --------------------------------------------------------------- 曾莉萍 87 

PO-105 创伤性脑损伤后低钠血症的临床分析 -------------------------------------------------- 史保中,曲智锋,李静等 87 

PO-106 脑外伤昏迷合并肺部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去抗生素临床研究 ------------------------------------------ 李改峰 87 

PO-107 Acute traumatic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occlusion:  

 simultaneous hemiparesis and pupil dilated -------------Yang Yun-Feng,Chen Zhi,Liu Xian-Jun etc. 88 

PO-108 脑出血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流行病学研究 ----------------------------------------------- 胡佳,刘建辉 88 

PO-109 D-二聚体判断颅脑外伤进展性颅内出血预后的临床价值 --------------------------------------------- 黄永东 89 

PO-110 自体颅骨成形远期随访 --------------------------------------------------------------------------------------- 苗雨露 89 

PO-111 集束化护理干预策略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气管 

 切开术后的应用 --------------------------------------------------------------------------------------------------- 王娟 90 

PO-112 脑苷肌肽注射液对大鼠大脑中动脉梗塞模型的脑保护作用研究 -------------------- 谭亮,李荣伟,马康等 90 

PO-113 成人颅脑损伤并发脑梗死的影响因素分析 ----------------------------------------------- 赵保,盛文国,李斌等 90 

PO-114 集束化干预措施在神经外科多重耐药菌感染管理中的应用探讨 ----------------- 詹昱新,乐革芬,欧阳燕 91 

PO-115 创伤性硬膜外血肿术后继发脑梗塞的危险因素评估 ----------------------------------- 张所军,王胜,舒凯等 91 

PO-116 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积水的发生及危险因素分析 --------------------------------------------- 田恒力 92 

PO-117 颅脑损伤合并脑梗塞疗效分析 ------------------------------------------------------------------------------ 朱毓科 92 

PO-118 颅脑损伤致应激性溃疡的临床分型及治疗分析 --------------------------------------------------------- 朱毓科 93 

PO-119 早期持续腰池引流治疗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应用分析 --------------------------------------------- 蒋铭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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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0 高压氧在外伤性硬膜下积液治疗中的应用 ------------------------------------------------------------------ 罗林 93 

PO-121 腰大池引流及腰大池内注射敏感抗生素治疗头皮颅骨脑膜/（脑）缺损 

 合并脑脊液漏及颅内感染（附 2 例报告） --------------------------------------------------------------- 周建军 94 

PO-122 高压氧治疗脑出血后遗症 69 例 疗效分析 ----------------------------------------------- 王鹏,杨大祥,朱毓科 94 

PO-123 脑出血过程中不同模式静压力对神经元细胞功能影响 ----------------------------- 郭廷旺,任鹏,郝石磊等 94 

PO-124 腰大池引流治疗高血压脑出血后交通性脑积水治疗分析 ----------------------------- 杨大祥,朱毓科,王鹏 95 

PO-125  EEG 以三相波-抑制为基本节律的特征性脑电图对昏迷病人的预后评估价值 --------------------- 杨慧 95 

PO-126 高压氧配合钻孔引流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临床研究 -------------------------------- 侯玉武,张龙,赵东宁等 95 

PO-127 重型颅脑损伤与神经源性肺水肿 ----------------------------------------------------------------- 黄劲超,付海涛 96 

PO-128 以颧弓为关键固定点颞肌外钛网修补额颞顶颅骨缺损 ----------------------------- 丁之明,杨春盛,徐桂兴 96 

PO-129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pairing of anterior skull base fracture with  

 cerebrospinal fluid rhinorrhea.  ---------------------------------------------------------- Gu Yingjiang,Xu Tao 97 

PO-130 队列分析 2000-2014 年脑出血患者临流行病学及临床治疗改变趋势 -------------------------------- 胡荣 97 

PO-131 早期气管切开对治疗脑出血的预后分析 --------------------------------------------------------------------- 胡荣 98 

PO-132 Deferoxamine reduces hydrocephalus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d the expressions of Wnt1 and Wnt3a in rat ------------------------------------ meng hui 98 

PO-133 3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并发症的分析 ------------------------------------------------------------------- 唐荣锐 99 

PO-134 Predicting posttraumatic hydrocephalus: deriva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risk  

 scoring system based o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 Chen Hao,Yuan Fang,Ding Jun etc. 99 

PO-135 脑外伤继发创伤性凝血病 10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张雷,周红军,刘江等 100 

PO-136 尿酸和白细胞水平与脑出血患者预后的关系 ------------------------------------------------------------ 苏优勒 100 

PO-137 以脑出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静脉窦血栓诊治分析 --------------------------------------------------------- 李卫 101 

PO-138 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早期营养支持治疗随机对照研究初步结果 -------------- 赖召攀,蒋周阳,胡荣等 101 

PO-139 自发性颅内出血并脑疝的早期救治体会 -------------------------------------------- 黄明火,熊学辉,魏小川等 102 

PO-140 成人幕上深部脑血肿手术治疗与保守治疗的临床疗效对比研究 ----------------------------- 曾梦非,朱继 103 

PO-141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脑出血合并肾功能不全 17 例临床分析 ------------------------------------------- 黄毅 104 

PO-142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β/δ, A Novel Regulator for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Phenotypic Modulation and Vascular Remodeling afte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in Rats------------------------------- Zhang Hongrong,Cheng Chongjie,Guo Zongduo etc. 104 

PO-143 急性颅脑损伤后进展性出血性损伤高危因素分析 -------------------------------- 李雪元,周少龙,王新军等 105 

PO-144 绝经对女性脑出血患者流行病学及临床治疗影响的回顾性研究 --------------------------------------- 张超 105 

PO-145 神经外科危重患者转运的规范化管理 ----------------------------------------------------------- 黄晓晖,陈慕媛 106 

PO-146 一例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合并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患者的护理 --------------------------------------- 王茜 106 

PO-147 急性脑出血伴中枢性高热的护理体会 --------------------------------------------------------------------- 王晓燕 107 

PO-148 1 例急性脑出血合并酮症酸中毒患者的护理体会 ---------------------------------------------------------- 王颐 107 

PO-149 1 例颅内血管畸形伴多发动脉瘤栓塞术后并发肺栓塞的护理体会 ------------------------------------- 杨欢 107 

PO-150 预见性护理在椎-基底动脉动脉瘤栓塞术后患者中的应用 ----------------------------------------------- 陈飞 108 

PO-151 脑血管介入术后应用盐酸替罗非班（欣维宁）的观察与护理 ------------------------------------------ 杨雪 108 

PO-152 应用 Hybrid 手术室 DSA 球囊辅助下开颅巨大 A 瘤夹闭术的手术护理 ------------------------------ 杜艳 108 

PO-153 神经外科医疗器具性相关压疮的预防研究进展 -------------------------------------------------- 霍可可,周蓉 109 

PO-154 4P 护理模式摘要 ----------------------------------------------------------------------------------------------- 鲜继淑 109 

PO-155 医护一体化管理降低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再出血发生率的实践摘要 --------------------------------- 鲜继淑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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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6 45 例气管切开患者合并吞咽功能障碍并发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 赖洪灿 110 

PO-157 多学科联合治疗 1 例重型颅脑外伤患者的术后护理 --------------------------------------------------- 张懿菲 110 

PO-158 17 例创伤性颅内动脉瘤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 孔玲 111 

PO-159 感染性心内膜炎并发颅内细菌性动脉瘤的个案报道 ------------------------------------------------------ 陈凤 111 

PO-160 66 份护理电子记录书写常见问题分析及防范对策 ----------------------------------------------------- 程晓利 111 

PO-161 持续颅内压监护在颅内肿瘤患者中的应用及护理 ------------------------------------------------------ 何芙蓉 113 

PO-162 大面积脑梗塞术后的血压管理 ------------------------------------------------------------------------------ 李琴芳 113 

PO-163 血管闭合器在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中的应用及护理 ------------------------------------------------------ 黄鑫 113 

PO-164 病情提示单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危重患者转运交接中的应用 --------------------------------------- 李红 115 

PO-165 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支架辅助动脉瘤栓塞术使用替罗非班的临床观察 ------------------------------ 刘晋 115 

PO-166  床旁移动 CT 对神经外科 ICU 术后患者的优越性及护理 ----------------------------------------------- 罗洋 115 

PO-167 一例复杂颅眶贯通伤致数粒枪弹异物滞留患儿的急救护理 ------------------------------------------ 苏春燕 116 

PO-168 多学科联合手术治疗 1 例颅脑异物贯通伤患者的护理体会 --------------------------------------------- 苏娥 116 

PO-169 一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通过民营航空成功转运的护理 ------------------------------------------------ 谭彬彬 116 

PO-170 颅内压监护在重型颅脑外伤患者中的应用及护理 ------------------------------------------------------ 谢丽娜 116 

PO-171 脑室联合腰池引流治疗脑室出血的护理 --------------------------------------------------------------------- 钟丽 117 

PO-172 2 例颅内动脉瘤造影栓塞术后压迫器移位造成皮下血肿的急救护理 ------------------------------- 王宁华 117 

PO-173 8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继发颅内出血患者的护理 ------------------------------------------- 陈颖 117 

PO-174 颅脑损伤并发中枢性尿崩的观察与护理 --------------------------------------------------------------------- 程果 118 

PO-175 振动排痰机对颅脑外伤患者预防肺部感染的效果观察 ------------------------------------------------ 管秀英 118 

PO-176 10 例小儿颅脑外伤并发癫痫的护理体会 ----------------------------------------------------------------- 秦波音 118 

PO-177 51 例脊髓髓内室管膜瘤围手术期的护理 -------------------------------------------------------------------- 石婷 119 

PO-178 1 例 L2 脊髓血管畸形并发截瘫患者的护理体会 ----------------------------------------------------------- 苏红 119 

PO-179 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再次气管插管的原因分析 ------------------------------------------------------------ 唐美英 119 

PO-180 颅脑外伤并发脑积水 25 例的护理体会 ------------------------------------------------------------------- 唐治菊 120 

PO-181 脑梗死患者 60 例护理体会 ------------------------------------------------------------------------------------- 刘慧 120 

PO-182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院内感染的危险因素与护理对策分析 ----------------- 曹少英,赖海燕,秦丽平等 122 

PO-183 纳洛酮对中型颅脑损伤的治疗分析 -------------------------------------------------------- 杨大祥,朱毓科,王鹏 122 

PO-184 创伤性后组颅神经损伤患者的饮食护理 ------------------------------------------------------------------ 田圳坤 122 

PO-185 高压混合氧治疗脑外伤后遗症 99 例临床研究 ------------------------------------------ 王鹏,朱毓科,杨大祥 123 

PO-186  间断面罩氧气湿化加定时盐酸氨溴索雾化湿化气道的效果观察 -------------------------------------- 杨文 123 

PO-187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焦虑影响因素的分析 ------------------------------------------------------------------ 赵宗欢 124 

PO-188 监护病房颅脑损伤病人的护理  ----------------------------------------------------------------------------- 简红利 124 

PO-189 神经外科急诊开颅手术配合及工作程序的分析 ----------------------------------------------------- 郑皛,肖华 124 

PO-190 颅脑损伤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的临床研究 ------------------------------------------------------------------ 刘静 125 

PO-191 静疗专职护理团队在神经外科输液管理中实施 --------------------------------------------------------- 王晓庆 125 

PO-192 颅脑外伤临床观察结合 D-二聚体动态监测对进展性颅内出血的意义与护理体会 -------------- 黄庆彬 125 

PO-193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压疮的护理干预 ------------------------------------------------------------------------ 罗庆莲 126 

PO-194 空气波压力治疗在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中的疗效观察 -------------------------------------------------- 肖 玲 126 

PO-195 延续性护理对颅脑损伤后吞咽障碍患者的研究 --------------------------------------------------------- 罗庆莲 127 

PO-196 延续性护理干预对脑外伤癫痫出院患者的研究 --------------------------------------------------------- 罗庆莲 127 

PO-197 无创脑水肿动态监护在颅脑损伤术后的临床价值评估 --------------------------------------------------- 江涌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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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8 体位变化对开颅术后不同时间段颅内压及脑灌注压的影响 ------------------------------------------ 冯秋月 128 

PO-199 颅内压监测，软通道穿刺的循证依据 --------------------------------------------------------------------- 钟兴明 128 

PO-200 aSAH 后早期脑损伤联合治疗临床研究 ------------------------------------------------ 杜鹏,木依提,栾新平等 128 

PO-201 The Importance of Monitoring and Curing in the “Silent Thirty-Nine  

 Percent”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 Feng Hua 129 

PO-202 磁敏感加权对弥漫性轴索损伤患者的预后评价 -------------------------------------- 吕学明,胡晓芳,袁绍纪 129 

PO-203 3-dimensional multimodal imaging and intraoperative  

 navigation in endoscopic skull base surgery ----------------------------------------------------------- 耿素民 130 

PO-204 血红蛋白水平对重度颅脑损伤术后早期脑代谢的影响 -------------------------- 车彦军,骆杰民,夏智源等 130 

PO-205 贫血程度及持续时间对重度颅脑损伤患者预后的影响 -------------------------- 车彦军,骆杰民,夏智源等 131 

PO-206 诱发电位对颅脑外伤非手术昏迷患者的病情评估作用 ------------------------------------------------ 宋启民 131 

PO-207 神经电生理术中监测在颅脑损伤去骨瓣减压手术中应用 10 例 ------------------------------------- 宋启民 132 

PO-208 有创颅内压和 TCD 监测在急性创伤性弥漫性脑肿胀救治中的意义 ---------- 龙连圣,辛志成,李夏良等 132 

PO-209 颅内压监测：数值，波形与参数分析 --------------------------------------------------------------------- 高国一 133 

PO-210 多模态监测联合程序化镇静的神经重症监护在高血压 

 脑出血围手术期的应用和临床意义 ------------------------------------------------------------------------ 田海龙 133 

PO-211 111 例弥漫性轴索损伤患儿的脑电图分析 --------------------------------------------------------- 梁平,苟若澜 133 

PO-212 持续有创颅压监测在高血压脑出血治疗中的应用 ------------------------------------------------------ 李雨泓 134 

PO-213 高原颅脑损伤的伤情特点与救治策略 ----------------------------------------------------------------- 冯华,李飞 134 

PO-214 血渗透压间隙（OG）在甘露醇应用中的指导意义 ----------------------------------------------------- 李呈龙 135 

PO-215 氢化可的松在前交通动脉瘤出血术后患者的应用研究 ------------------------------------------------ 李呈龙 136 

PO-216 小鼠蛛网膜下腔出血后大脑皮层长链非编码 

 RNA 及 mRNA 的表达谱研究 ------------------------------------------------------------ 彭建华,庞金伟,吴越等 136 

PO-217 Sirt3 confers protection against traumatic neuronal injury by inducing autophagy: 

  involvement of AMPK-mTOR pathway ------------------------- Chen Tao,Dai Shu-Hui,Qi Yi-Long etc. 137 

PO-218 PINK1/Parkin-mediated mitophagy protects against hypobaric  

 hypoxia induced brain injury ----------------------------------------------- Dai Shuhui,Ma Wenke,Fei Zhou 137 

PO-219 血小板反应素-1 在小鼠颅脑创伤中的神经保护作用 ----------------------------------------- 程崇杰,孙晓川 138 

PO-220 急性期血管因子 VEGF、Angiopoietin-1 和 G-CSF 动态变化 

 对颅脑创伤患者预后的影响 -------------------------------------------------------------------- 王毅,田野,孙健等 138 

PO-221 脐血源神经干细胞移植改善局灶性脑缺血大鼠神经功能障碍 --------------------------------------- 戴宜武 139 

PO-222 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脊髓损伤前后差异基因表达 ------------------------------------------------------ 戴宜武 139 

PO-223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早期应用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的临床研究 ----------------------- 步玮,赵庆林,赵大巍 140 

PO-224 The study of the optimal time widow for GFP-NSCs early  

 transplantation treatment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ic rats ---------------------------------------- 黄伟龙 140 

PO-225 Melatonin attenuated early brain injury induced by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via regulating  

 NLRP3 inflammasome and apoptosis signaling --------------------------- Dong Yushu ,Liang Guobiao 141 

PO-226 十二井穴刺络放血联合亚低温对急性创伤性 

 脑损伤脑保护作用的基础研究 -------------------------------------------------------- 赵明亮,程世翔,苗笑梅等 141 

PO-227 RIPK3/NF-κB/HIF-1α为轴的信号通路引发细胞损伤后的继发性损伤 ------- 衣泰龙,赵明亮,涂悦等 142 

PO-228 RIPK3 蛋白对 SH-SY5Y 细胞损伤-修复相关基因表达的调节作用 ----------- 赵明亮,张国禄,衣泰龙等 142 

PO-229 应用细胞应力加载系统建立 HT-22 细胞损伤模型 ----------------------------------- 于泽奇,衣泰龙,涂悦等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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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0 不同干预因素对糖氧剥夺诱导海马神经元 HT-22 细胞损伤的影响 -------------- 杨小飒,衣泰龙,张赛等 143 

PO-231 Neuroglobin and Nogo-A as Biomarkers for the Severity and Prognosis  

 of Traumatic Brain Injury -------------------------------------------- Chen Hao,Cao Heli,Chen Shiwen etc. 144 

PO-232 The assessment of  Cytotoxic edema After ICH in rats with diffusion-weighted  

 and T2-Mapping MRI study at 7.0T --------------------------- song li,Wang Chunhua,Zhang Ruzhi etc. 144 

PO-233 iTRAQ-based quantitative proteomics reveals the new evidence base  

 fo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reated with targeted  

 temperature management --------------------------- Cheng shi-xiang,Yi Tai-Long ,Sun Hong-tao  etc. 145 

PO-234 高渗盐水对中重型颅脑创伤患者治疗作用的研究 ----------------------------------- 涂悦,杨细平,彭定伟等 146 

PO-235 NeuroD1 基因过表达对大鼠神经干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 孙洪涛,张仁坤,李晓红等 146 

PO-236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急性颅脑创伤大鼠的实验研究 ----------------------- 赵明亮,商崇智,董化江 147 

PO-237 VEGF、MMP-1、MMP-2、MMP-9 在伴有脑膜尾征脑膜瘤中的表达及意义 ---------------------- 文敏 147 

PO-238 尿激酶有望成为微创手术联合纤溶清除脑出血的理想药物 -------------------------- 陈前伟,谭强,冯华等 148 

PO-239 NADPH 氧化酶抑制剂防治大鼠缺血再灌注后 

 颅内出血转化的 microRNAs 机制 ------------------------------------------------------- 陀泳华,刘忠,汪青园等 148 

PO-240 磁敏感成像（SWI）在重度颅脑损伤中应用价值的探讨 --------------------------- 刘磊,栾永昕,赵景伟等 149 

PO-241 脑出血并脑室出血-损伤机制与防治的系列临床前研究 ------------------------------- 陈志,陈前伟,谭强等 150 

PO-242 内镜外神经外科技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随机对照研究 ------------------------------------------------ 胡荣 150 

PO-243 伴有硬膜下出血的脑叶出血：脑淀粉样血管病术后出血的危险因子 -------------- 夏雷,文敏,吴近森等 151 

PO-244 A three-day consecutive Fingolimod administration improves neurological  

 functions and modulates multiple immune  

 responses of  CCI mice ----------------------------------------- Gao Chuang,Qian Yu,Huang Jinhao etc. 151 

PO-245 急性颅脑损伤病情评估统计图表的初步临床研究 ----------------------------------- 张海江,饶英华,罗富华 152 

PO-246 贝沙罗汀通过促进小胶质细胞向 M2 型转换和白质修复 

 改善创伤性脑损伤的长期预后 ----------------------------------------------------------- 何骏驰,程崇杰,刘汉等 152 

PO-247 在基层医院自发脑出血“个体化”治疗干预的策略 ----------------------------------- 王加充,周春良,符坤 153 

PO-248 颅脑损伤患者意识障碍变化规律的临床研究 ------------------------------------------------------------ 李继禄 153 

PO-249 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 HMGB1 的测定和意义 --------------------------------------------------------------- 肖哲 154 

PO-250 颅脑创伤的规范化治疗及颅内压监护仪的应用 -------------------------------------------------- 杨光辉,石斌 154 

PO-251 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对神经外科重症患者合并肺部 

 感染的早期诊断及临床应用 ----------------------------------------------------------- 张功义,孟庆勇,阮金成等 154 

PO-252 Resveratrol attenuates neurological deficit and neuroinflammation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 Cai Jiachen,Lei Chengxiang,Kong Wenbing etc. 155 

PO-253 大鼠脑损伤海水浸泡后神经炎症反应的病理变化 --------------------------------------------------------- 王伟 155 

PO-254 Inhibition of Blood Brain Barrier Disruption by an Apolipoprotein  

 E-Mimetic Peptide Ameliorates Early Brain Injury  

 in Experiment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 Pang Jinwei,Chen Yitian,Kuai Li  etc. 156 

PO-255 硬膜外血肿的 CT 密度及厚度是其进展需要手术治疗的危险因素 ---------------------------------- 孙远召 156 

PO-256 载脂蛋白 E 拟肽对创伤性脑损伤后神经元凋亡及自噬的影响 -------------------- 庞金伟,刘亮,陈礼刚等 157 

PO-257 光化学法联合凝血酶注射构建大鼠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模型的研究 -------------------- 陈成伟,汪求精 157 

PO-258 Homer1a 通过抑制容量性钙内流减轻神经元氧化应激损伤 ------------------------------------- 饶维,费舟 158 

PO-259 损伤控制治疗双额叶脑挫裂伤、脑内血肿的探讨 ------------------------------------------------------ 徐勤义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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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0 同期颅骨修补及脑室分流治疗颅骨缺损并 脑积水临床分析 ----------------------------------------- 仝振亚 159 

PO-261 侧脑室额角与腰大池同时置管持续外引流术 治疗自发性脑室出血 36 例 ------------------------ 仝振亚 159 

PO-262 Pterostilbene attenuates early brain injury following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via inhibition of the NLRP3 inflammasome  

 and Nox2-related oxidative stress ----------------------------------- Liu Haixiao,Zhao Lei,Yue Liang etc. 160 

PO-263 入手微处，匠心独运，浅谈赫尔辛基手术策略 ------------------------------------------------------------ 曹鹏 160 

PO-264 颅脑创伤与精准医学 ------------------------------------------------------------------------------------------ 田恒力 161 

PO-265 颅脑创伤患者预后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 田恒力 161 

PO-266 PTEN 对大鼠颅脑创伤后血脑屏障通透性及神经功能的作用 ---------------------------------------- 田恒力 161 

PO-267 基于入院临床特征建立创伤性颅内进展性出血风险评价系统 --------------------------------------- 田恒力 162 

PO-268 颅脑创伤常规 CT 复查的临床研究 ------------------------------------------------------------------------- 田恒力 162 

PO-269 颅脑创伤患者脑脊液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与损伤程度、病情变化及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 黄保胜,余万,李立新 163 

PO-270 EPO 通过调节 Akt 通路及细胞周期关键蛋白 CyclinD1 

 促进胶质母细胞瘤快速增殖 -------------------------------------------------------------- 唐兆华,霍钢,孙晓川等 163 

PO-271 EPO 通过下调核型凝集素表达抑制颅脑创伤后神经元凋亡 ---------------------- 唐兆华,孙晓川,霍钢等 164 

PO-272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Honokiol provides neuroprotection  

 and improves functional recovery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hrough cell cycle inhibition ------------------------------ Tang Zhaohua,Sun Xiaochuan,Huo Gang etc. 164 

PO-273 Protective effects of erythropoietin on astrocytic swelling after oxygeneglucose  

 deprivation and reoxygenation: Mediation through AQP4  

 expression and MAPK pathway --------------------------- Tang Zhaohua,Huo Gang,Liao Zhengbu etc. 165 

PO-274 蛛网膜下腔出血与脑出血丘脑应激反应差异性的动态观察临床研究 -------------------- 王广,罗超,彭形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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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 

对中国颅脑创伤与脑出血救治的寄语 

 
周定标 

301 医院 100853 

 

 
 
 
S-002 

硬脑膜 AVF 的革命性进步 

 
凌锋 

北京宣武医院  

 

 
 
 
S-003 

脑源性微粒与颅脑创伤 

 
张建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S-004 

脑出血国家十二五科技攻关项目总结 

 
游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S-005 

脑血管病的三个名称和三个时代 

 
Zhang John H 

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医学中心  

 

 
 
 



2016 年中华医学会颅脑创伤与脑出血大会                                                                                             论文汇编 

2 

 

S-006 

脑出血的转化研究与反向转化研究 

 
Guohua Xi 

美国 Michigan 大学  

 

 
 
 
S-007 

 颅脑火器伤救治  

 
冯东侠 

德州 A&M 大学医学院附属医学中心  

 

 
 
 
S-008 

脑网络组图谱及其应用 

 
蒋田仔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S-009 

加速康复外科技术进展 

 
任建安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S-010 

创伤性脑损伤（TBI）的影像学诊断路径 

 
马军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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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1 

缺血性脑损伤偏瘫的神经干细胞精准移植临床转化试验 

 
徐如祥 

陆军总医院 100700 

 

 
 
 
S-012 

神经创伤新进展 

 
张赛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00162 

 

 
 
 
S-013 

对颅脑创伤救治的思考 

 
费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S-014 

高血压脑出血的外科治疗——我们真的准备好了么？ 

 
胡锦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S-015 

急性脑损伤多模态监测的当下思考 

 
江荣才 张建宁 安硕 孙健 贾颖 魏盈胜 田野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300052 

 

神经重症最常遇到的急性脑损伤是脑外伤和脑出血。而对于脑外伤、脑出血的诊治，近年来多强调

多模态监测，包括颅内压、脑温、脑氧以及微透析等多种技术手段，也通称为多模态监测。实际上，

对于多模态监测的定义颇有争议。而上述的系列颅内多模态监测手段，在许多医院并没有真正开展，

部分项目还不是卫生部门同意的收费项目。本报告对国内外 NICU 监测进展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综

合多手段做好神经监测的广义多模态监测概念。还就急性脑损伤的病程演变特点，提出了根据疾病

进程而特异性的多模态监测实用方案，旨在推出一套可以在广大基层医院推广与实用的，符合我国

当下医学经济形势的急性脑损伤监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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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6 

神经内镜在高血压脑出血中的应用 

 
侯立军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S-017 

颅脑损伤单元探索与实践 

 
刘佰运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S-018 

中国颅脑创伤救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S-019 

创伤性颅内动脉瘤诊治的演变 

 
朱刚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目的   回顾性分析本科室收治的创伤性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情况, 结合相关文献对其诊断和治疗进行

探讨。 

方法   本组患者共 32 例，2000 年以前患者共 13 例，均因颅脑外伤行脑血管造影发现动脉瘤，其

中 10 例采取了开颅手术，3 例未手术。 2000 年以后患者共 19 例，其中 17 例有颅脑外伤史, 2 例

有颅脑手术史, 所有患者均行脑血管造影检查，1 例采取开颅手术, 18 例采取介入栓塞治疗，术后随

访（半年-12 年）治疗效果并行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 

结果   2000 年以前采取开颅手术患者有 2 例分别于伤后 8 天及 40 天死亡,随访有 6 例，其中 4 例恢

复正常学习或工作 GOS 评分 5 分，GOS 评分 3 分 1 例,2 分 1 例。3 例未处理动脉瘤患者中 1 例于

伤后 15 天死亡，2 例动脉瘤复查自行消失。 2000 年以后 19 例患者采用开颅手术或血管内栓塞后

均获得成功，随访 17 例，其中 12 例 GOS 评分 5 分，GOS 评分 4 分 3 例,3 分 2 例。 

结论   2000 年以前创伤性动脉瘤以开颅手术为主，而之后主要采取介入栓塞治疗, 开颅手术创伤大、

并发症多，因而逐渐被介入栓塞治疗所取代。随着神经介入水平的发展，创伤性动脉瘤患者将能得

到更及时准确的诊疗，治疗效果也将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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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0 

自发性脑出血外科治疗 现状与思考 

 
程远 黄琴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目的  通过回顾分析近年外科手术干预高血压脑出血的现状，提出一种新的外科手术方式治疗进展

性高血压脑出血； 

方法  在控制血压的基础上，采用去骨瓣减压，脑内血肿穿刺、抽吸、溶栓药局部注射及颅内压监

测，观察预后； 

结果   所有开颅减压后，病人预后恢复良好，颅内压监测均为超过 220mmH2O； 

结果  针对进展性高血压脑出血，采用去骨瓣减压，血肿穿刺、抽吸及溶栓药辅助治疗可有效增加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生存率，并提高生存质量。 

 
 
S-021 

警惕双额脑挫裂伤观察期间病情突然加重 

 
许民辉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 400042 

 

 
 
 
S-022 

MRI 新技术在神经重症脑白质损害中的临床应用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S-023 

儿童创伤性腔隙性脑梗塞 

 
梁平 张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儿童外伤性腔隙性脑梗塞的发病机制、临床特点、诊治经验总结。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于 1993 年 1 月～2015 年 1 月期收治的 106 例收治外伤性腔隙性脑梗塞患儿

的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治疗方法及预后。  

结果  本组共 106 例，男 64，女 42 例，年龄在 3 月~16 岁之间，其中 3 岁以下 65 例（61.3%）。

所有患儿在起病前均有轻微外伤史。临床表现：肢体运动障碍 90 例（84.9%），头痛 79 例（74.

5%），呕吐 57 例（53.8%），意识障碍 19 例（17.9%），局灶性癫痫发作 8 例（7.5%），中枢

性面瘫 22 例（20.8%），运动性失语 27 例（25.5%），偏身感觉障碍 12 例 （11.3%）。出现运

动障碍距离受伤的时间：≤24h 26 例（29%），24～72h 46 例（51%），＞72 小时 18 例（20%）。

病灶部位：左侧 52 例，右侧 42 例，双侧受累 12 例。头颅 CT 与 MRI 对腔隙性脑梗塞的检出率，

≤24h ：CT（57.1%）vs MRI（90.2%）（P＜0.05）；24～72h ：CT（94.7%） vs MRI（93.9%）

（P＞0.05）；＞72h CT（90.8%） vs MRI （89.2%）（P＞0.05）。部分患儿可发现基底节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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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钙化灶。急性期使用小剂量脱水剂、神经营养药物、钙离子拮抗剂、低分子右旋糖酐等治疗，恢

复期采用理疗及肢体功能训练治疗，部分患儿采用高压氧治疗。治疗后 3～6 月疗效：痊愈 87 例

（82%），轻度残疾 16 例（15%），重度残疾（3 例， 3%）。6 月～6 年：16 例轻度残疾患儿中

 14 例症状消失，3 例重度残疾中 1 例病情好转，2 例无明显改善。62 例行 MRI 或头颅 CT 检查：

48 例基底节区梗死灶消失，14 例缩小，表现为脑软化灶。  

结论  1. 起病前均有明确的轻型闭合性颅脑外伤病史。2.多数患儿于伤后迟发（1～3 天）出现一侧

偏瘫或全瘫，可伴有意识障碍、惊厥发作、面瘫等。3.受伤 24h 后头颅 CT 多可发现病灶，但需注

意基底节区薄层扫描；4.伤后 24h 内头颅 CT 阳性率显著低于头颅 MRI，故头颅 MRI 对早期诊断

有重要意义；5.部分存在基底节区钙化灶，值得进一步探究；6.经积极治疗多数预后良好。  

 
 
S-024 

颅内压监测：数值，波形与参数分析 

 
高国一 

上海仁济医院 200122 

 

目的   研究脑脊液降钙素原在颅脑创伤术后颅内感染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收集我科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11 月颅脑创伤术后颅内感染患者（30 例）和颅脑创伤术后

无颅内感染患者（30 例）的脑脊液和血液标本，检测脑脊液的降钙素原和白细胞、血液的降钙素

原和白细胞，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颅内感染患者（30例）均行正规抗颅内感染治疗 1周，根据治

疗结果分为有效组（25 例）及无效组（5例），检测颅内感染治疗前及治疗第 1、3、7 天的脑脊液

PCT，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颅内感染组脑脊液和血液降钙素原水平、脑脊液白细胞计数较非感染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血液白细胞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脑脊液 PCT 诊断颅内感染的敏感性较高（9

5%），特异性较高（90%）。 颅内感染患者中抗生素治疗有效组的脑脊液 PCT 逐渐下降，而无效

组中脑脊液 PCT 则不下降且逐渐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脑脊液降钙素原和白细胞、血液 PCT 在颅脑创伤术后颅内感染的诊断中均有意义，其中脑脊

液降钙素原敏感性更高，临床应用价值更大。另脑脊液降钙素原能监测颅内感染的变化趋势及评价

抗生素的疗效。 

 
 
S-025 

定向软管穿刺颅内血肿技术----定向软通道新技术 

 
孙树杰 

中国科学院上海临床中心 200031 

 

 
 
 
S-026 

解读美国第四版《重型颅脑创伤救治指南》 

 
江基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豆纹动脉以直角方式发出，具独特血流动力学特点和特殊的力学边界条件，此外豆纹动脉血供区有

众多的神经功能单元和复杂的功能网络。因此豆纹动脉可能是高血压脑出血研究独特的结构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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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理想的突破口。本项目拟从遗传、环境危险因素及血流动力学-血管偶联损伤参与豆纹动脉破

裂出血的角度，探讨豆纹动脉破裂出血后神经损伤机制及干预策略。首先我们建立了规范化的啮齿

类动物、大型动物和灵长类动物脑出血模型，并建立脑出血临床生物样本库。我们从整体、组织和

细胞等不同层次研究脑出血血肿应力变化规律，以人体大脑中动脉、豆纹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为参

考，发现血肿引起内囊区应力急剧增高，是造成白质纤维撕裂的关键因素。此外，我们确定了一批

豆纹动脉易破的遗传危险因素，发现 9 个新的线粒体基因突变位点；其中全基因组甲基化、miRNA

382 对脑出血可能具有预警价值。我们首次发现 TLR4 介导脑出血炎症损伤是通过与 TLR2 形成二

聚体的方式启动炎症损伤的关键机制，线粒体功能障碍通过激活 NLRP3 炎症小体，启动免疫应答

“第二信号”。在此基础上，我们以“豆纹动脉-神经复合体”理论为基础，发现了一批具有转化潜力的

靶点，分别针对靶向血液代谢产物和免疫损伤进行干预，能够显著改善脑出血后神经功能预后。在

总结前期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神经-血管-应力-胶质细胞”四元模型，以完善“豆纹动

脉-神经复合体”理论体系，指导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S-027 

以白质纤维束为保护靶标的高血压脑出血内镜下精准微创清除术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研究磁共振磁敏感加权成像（SWAN）技术对弥漫性轴索损伤（DAI）的诊断分级。 

方法  选取临床疑诊 DAI 的患者 50 例，常规行核磁 T1WI、T2WI、FLAIR、SWAN 扫描，将 SWA

N 序列扫描结果结合患者 GCS 评分对 DAI 进行分级，并用卡方检验证明 SWAN 影像结果影响分级

的相关因素。 

结果   MRI 常规序列 T1WI、T2WI 和 FLAIR 对颅内微小出血灶数目检出率较 SWAN 明显低。用 D

unnettT3 检验，SWAN 对 DAI 检出病灶数目高于 T1WI、T2WI 和 FLAIR，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1）。卡方检验，SWAN 检出的主要病灶累计部位、弥漫性脑水肿及脑干损伤等因素与 GCS 评分

分级正相关，与 GOS 评分负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SWAN 技术对 DAI 诊断的临床分级具有可靠地临床价值。 

 
 
S-028 

重型颅脑损伤的精准治疗及病例分享 

 
li lihong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2 

 

Objective  Store-operated calcium entry (SOCE), which is mediated by sensor proteins called str
omal interactive molecules (STIM) and also by Ca2+ release-activated Ca2+ channel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intracellular Ca2+ homeostasis and has been implicated in several n
eurological disorders.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is the most common neurological disease, and 
as such,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public health problem. However, the role and its exact mechani
sm of SOCE in TBI has not been elucidated. 
Methods   Primary cortical neurons and C57BL/6 mice were used in this experiment. TBI was mi
micked by a scratch model in vitro and a controlled cortex injury model in vivo. The changes in ST
IM1 and STIM2 mRNA expression and protein levels were determined using qRT-PCR and West

ern blot. LentiviruS-mediated STIM1 or STIM2-shRNA was used to downregulate to the expressio

n levels of both genes independently. After successfully down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STIM1 
or STIM2, the neuron injury was evaluated by lactate dehydrogenase leakage and TdT-mediated 
dUTP Nick End-Labeling staining assays. Change of intracellular, mitochondrial or endoplasmic C



2016 年中华医学会颅脑创伤与脑出血大会                                                                                             论文汇编 

8 

 

a2+ levels was determined by using Ca2+ fluorescence indicator or genetically encoded Ca2+ ind
icators. Mitochondrial morphology, ROS production, and mitochondrial damage were evaluated b
y a pMitoTimer Reporter Gene. Behavioral deficits were also assessed using a standard rotarod t
est. 
Results  We found that TBI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a calcium sensor protein called stromal
 interactive molecule 2 (STIM2); however, the levels of its homologue, STIM1, were unaffected. B
oth STIM1 and STIM2 are crucial components of SOCE, both in vivo and in vitro. Using shRNA, w
e discovered that downregulation of STIM2, but not STIM1, significantly improved neuronal surviv
al in both an in vitro and in vivo model of TBI, decreasing neuronal apoptosis, and preserving neu
rological function. This neuroprotec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alleviating TBI-induced calcium overl
oad and preserving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dditionally, downregulation of STIM2 not only inhibite
d Ca2+ release from the endoplasmic reticulum, but also reduced SOCE-mediated Ca2+ influx, d
ecreased mitochondrial Ca2+, restored mitochondrial morphology and improved mitochondrial fun
ction, including MMP, ROS production and ATP synthesis.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uncovered an important role of STIM2-mediated SOCE in TBI induced
 calcium overload and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Inhibition of STIM2, but not STIM1, protected ne
urons from TBI-induced injury. This neuroprotection might partially be due to a decrease in TBI-in
duced calcium overload and reservation dynamics, as well as a preservation of mitochondria func
tion. Therefore, STIM2 and STIM2-mediated SOCE might be an important intervention target in T
BI. 
 
 
S-029 

河南省重型颅脑损伤救治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报告 

 
王新军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S-030 

973 项目出血性脑卒中发生发展机制及防治的研究进展 

 
胡荣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背景  去除大骨瓣后，脑血流、脑自动调节功能、脑脊液循环发生病理改变，再加上各种并发症和

过度的脱水治疗使脑顺应性下降，脑脊液动力学发生紊乱，这些紊乱包括硬膜下积液和脑积水，目

前国内在治疗方面尚无共识，死亡率较高。阵发性交感亢进在重型颅脑外伤中发生率很高，而受到

重视较少，容易与感染、癫痫等疾病混淆，不加以纠正可导致严重生理紊乱，影响硬膜下积液的治

疗。 

目的  介绍一个成功治疗顽固性硬膜下积液的案例，并探讨去骨瓣减压术后患者发生脑脊液动力学 

障碍的综合治疗。 

方法与结果  男性，50 岁，车祸致头部外伤行右侧血肿清除及去骨瓣减压术，手术顺利，术后患者

清醒，第十天后逐步昏迷，CT 提示右侧额颞顶部硬膜下积液，中线左偏明显，行积液钻孔引流术

无效，伤后四十天转来我院，入院时右骨窗严重凹陷，结合 CT 脑干受压，考虑反常性脑疝，给予

头低脚高及大量补液后，患者神志好转，行颅骨修补术，术后积液基本消失，于 10 天后再次发生

同部位严重硬膜下积液，钻孔引流无效，硬膜下腔严重负压，考虑患者存在脑外伤后阵发性交感亢

进，长期过度通气，已有研究证实低二氧化碳分压会严重降低脑顺应性，给予深度镇静、机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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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并给予硝酸甘油扩张脑血管，次日，二氧化碳正常，硬膜下积液自行消失，同时脑室进一步扩

大，考虑正常压力脑积水行脑室腹腔分流，术后神志再次下降，逐步调高压力后神志恢复到术前。 

结论  去骨瓣减压术后硬膜下积液、反常性脑疝、脑积水往往同时出现。阵发性交感亢进会降低脑

组织顺应性，造成钻孔引流无法清除积液。治疗的根本方法除了尽早恢复颅骨的完整性外，纠正低

颅压、恢复脑组织的顺应性也非常重要。积液治愈后，由于脑顺应性无法完全恢复，呈现为脑室扩

大，这种脑积水无需分流。 

 
 



 

 

 

 

大会发言 
 

 

 

 



2016 年中华医学会颅脑创伤与脑出血大会                                                                                             论文汇编 

10 

 

OR-001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hematoma compression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Hao Shilei,Wang Bochu*,Wang Yazhou,Ren Peng,Guo Tingwang,Li Xiaofei 

Key Laboratory of Biorhe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ege of Bio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400040 

 

Objective  The methods of biomechanics may provide a new viewpoint for understanding natural 
history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especially in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emato
ma and around tissues in ICH. This paper presents results from a finite element study of the biom
echanics of ICH,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static stress distribution on different lengths of crac
k. Constitutive relations of brain tissue, having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research, are inconsisten
t due to the wide range of variation in experimental protocols and unsuitable to describe hematom
a forming and enlarging process which involves complex force and multiple pressure. So a new si
mulative intracranial experiment device which could aquire the variation of pressure magnitude ar
ound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hematoma was introduced.  
Methods  A two-dimensional finite model of human brain/ventricular system was developed and a
nalyzed under three preloading conditions. Nonlinear material properties of human brain tissue w

ere derived from previously reported, and Ogden’s theory was used to describe the stresS-strain r

elationship. The published strain-stress relationship of human brain tissue as material properties i
n our study have been adopted to determine the deformation and fracture threshold. The major co
mponents of the apparatus include a dismountable sealed container, one load cell, image acquisit
ion system and a controllable liquid injection system. The force (N) and volume (mL) data against 
time (s) should be recorded for the tissue experiencing the ?nite amount of perfusion. The outpu
t signals, including pressure signal from pressure transducer and force signal from the load cell, a
re captured simultaneously through the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DAS).  
Results  Relatively high tension stresses were focused around the both ends of crack position, an
d compression stress are mostly distributed around the larger cracked zone. There is no distinct d
ifference between three preload cases except for value. The load, which applied on the crack edg
es and resulted in destruction at the end of crack when stress attended its threshold value, decrea
sed with the crack length increasing. Stres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round the crack since the pre
ssure applying on the crack edges, and maximum stress located both ends of crack. The ventricle
 started to be impacted when the length of crack achieved 17.27mm but it never occurred that the
 area of ventricle declined significantly in all simulations. Except both ends of crack, the stress con
centration exhibited at the regions located on the ventricle side when the length achieved 41.22m
m. The expermental device passed the virtual test and evaluation, but the prototype is still under d
evelopment. 
Conclusion  Three distinct defined preloading conditions including no pressure applied,stable pre
ssure applied and nonlinear variational applied were performed. ABC/2 method, which is one of th
e common methods for estimating hematoma volume, was performed in order to obtain a rough in
cremental pressure change for hematoma volume estimat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load o
n the crack stress would gradually increase when preload increased but these change trends ar
e similar in various preloads. We found that the maximal stress focused on both tips of the crack i
n longitudinal axis direction, and it indicated that the direction of crack growth is related to initial-s
hape of crack on the premise of not considering anisotropy and inhomogeneity. It is interesting th
at Von Mises stress distribution in all simulations is similar to hematoma in CT or MRI images in t
heir geometry shape. It is known that most of medical images are generally acquired in 4 hours af
ter ICH ictus. In other words, the Von Mises stress distribution in our study may be contributing to 
the final shape of hematoma as medical images shown. Moreover, we used whole of the brain in 
our simulations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displacement of bilateral ventricular wall, but the area chan
ge only occurred in the ventricle close to the crack. This study can be useful for researchers to un
derstand the nature history after ICH ictus especially for early stage. Also it is helpful to investi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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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he mechanism of mechanical effect in ICH’s injury.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obtained by this stud
y 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hich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cell structural on functional damage when brain tissues have been subjected to compression 
under the pathology conditions, to determinate the degree of brain tissue damage. With further si
mulation studies, we hope to develop an FE model which more close to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by
 using our prototype device to collect data. 
 
 
OR-002 

Effects of Decompression Craniotomy after Failure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Zhang Luyi,Ge Shunnan,Jing Jiangpeng,Su Mingming,Guo Kang,Wang Xuelian,Gao Guodo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China.  

 

Background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spontaneous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
H) is controversial.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MIS)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very beneficial and s
af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huge hematoma and coma, MIS did not show its advantage. And 
puncture is not an open surgery, the rate of hematoma evacuation is low. In order to improve this 
rate, some investigators combine MIS with conventional craniotomy for huge hematoma pati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tients without cerebral hernia can maximize the benefit from early decomp
ression combined with MIS. Another research included 33 patients treated by decompression cra
niotomy (DC), hematoma evacuation, and external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drainage. The result
s suggested that the associated treatment was effective for severe ICH.Patients with GCS 7 to 8 
and HV 60 to 90 ml may have good outcomes.Apparently, the two surgeries may be effective at th
e same time. But if early MIS is fail,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go conventional craniotomy is
 not reported. Therefore, the present study focus on the patients who received the DC manipulatio
n after the failure of MIS treatment, and compare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who have a
 good short term improvement after DC and who do not have, which will help to predict the outco
me of the second craniotomy when the early MIS is failed 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necessar
y to undergo conventional craniotomy if the early MIS is failed.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a total of 53 ICH hospitalized patients from January 2
010 to August 2015 in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All of the 
53 patients treated by MIS firstly, but the deterioration of consciousness occurred after MIS, then t
hey received the DC with hematoma removal for a live-saving measure. Comparing the National I
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after MIS and NIHSS at discharge, if the NIHSS improve
d more than 8,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success group (Group S), otherwise, were assigned 
into failure group (Group F). The data recorded included the clinic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Glasg
ow Coma Scale (GCS) score, NIHSS, CT examination at admission and after each of the two sur
geries, biochemical examination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was analyzed the relations
hip with the prognosis. 
Result  There were 20 patients in the Group S and 33 patients in the Group F, which include 27 m
ale, 26 female. The average age of all the patients was 58.60±9.58 years, and twenty-eight patien
ts were older than 60 years. The mean GCS at admission of all the patients was 6.53±2.61 (range
 from 3 to 12),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94). Similarly, NIHSS at ad
miss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no difference (p=0.085). Hematoma volumes before MIS ran
ged from 30 to 165 ml with the mean volume of 63.51 ml.We also found that severe midline shift b
efore MIS often indicated a poor outcome (Group S: 0.71±0.39 and Group F: 1.01±0.42, p=0.012).
 Comparison with the group S, the level of basal cisterns obliteration before MIS in group F showe
d a more lines can't through the cisterns, especially when the obliterated lines were more than 0, 
compared with 1 to 3, the patients would be faced with a more probability poor prognosis (p=0.03
9). The midline shift of Group F after MIS was much higher than group S (p< 0.001). And the sig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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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ant difference of basal cisterns after MIS was found between them (p=0.020). The mean GCS o
f all the patients after MIS was 4.49±1.64 (range from 3 to 9), and the GCS after MIS of group F w
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group S (Group S: 3.91±1.21 and group F: 5.45±1.82, p=0.001). The ave
rage NIHSS after MIS of group F was rose to 37.21 (p=0.004). The average HV after DC was dec
reased to 19.15 ml, and the average rate of hematoma evacuation was 65.4%. The two groups di
d not absen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HV, midline shift and compression of basal cisterns afte
r DC (p=0.267; p=0.154; p=0.113). Time from drainage to DC of all patients ranged from 1 to 192 
hours, with a mean of 19.54 hours, however the patients in group S underwent DC earlier than th
e patients in group F (p=0.044).History of antiplatelet drug use was noted in 14 patients, among th
em, NIHSS at discharge increased more than 8 were 2 patients, while 12 patients’ NIHSS did not 
improve, 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two groups had obvious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P=0.035).pat
ients were identified with rebleeding after the puncture, among them, 16 (80%) patients were poor
 prognosis, 33 patients were not found this symptom when repeated the postoperative CT, 17 (51.
5%) of 33 patients were poor prognosis (p=0.038). In addition, the rebleeding rate of the 14 patien
ts who use antiplatelet drug was 85.7%, however the rate of the other 39 patients was 20.5%, the
refore, the long-term use of antiplatelet drug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bability of rebleeding (p
<0.001).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what we know, this is the first and systematic retrospective study about
 the predictors of DC after MIS failure. We conclude that DC is very effective and safe as a salvag
e procedure after fail of MIS. The patients without the compression of basal cisterns, midline shift 
less than 1 centimeter measured at admission and after MIS, GCS after MIS greater than 6 would
 have a better prognosis. Besides,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ar
e related to the prognosis, such as history of antiplatelet drug use, the rate of rebleeding, NIHSS 
before DC, and time from MIS to DC. 
 
 
OR-003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hematoma and  
peri-hematoma by DTI of 7.0 T MR 

 
Wang Chunhua,Song Li,Zhang Ruzhi,Gao Faba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610041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hematoma and peri-hematoma in intracerebral hem
orrhage (ICH) rats using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Methods  Twenty-nine male SD rats were infused with 40 μL autologous blood in right basal gang
lia and underwent 7.0 T MR (Biospec 70/30 USR, Bruker, Germany) with T2WI (additional day 0) 
and DTI sequences at days 1 (D1, n = 29), 3 (D3, n = 19), 7 (D7, n = 17), and 28 (D28, n = 6). Fift
een rats were injected with nothing as sham controls and six rats as normal controls. Contra-and i
psi-lateral mean diffusivity (MD) values were assessed by reconstructed MD maps. Abnormal MD
 volum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mean hematoma volume (VH) was 14.78 ± 8.02 μL at day 0 (D0). MD of Ipsilateral b

asal ganglia in ICH rats altered with hyPO-value zone (HVZ), with or without inner hyper-value zo

ne (IHVZ), and with or without outer hyper-value zone (OHVZ). Abnormalities with HVZ, IHVZ an
d OHVZ were presented in 22 (D1), 8 (D3), 6 (D7) and 2 (D28) ra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
nces in MD among the three abnormal zones at D1 (HVZ: 6.86 ± 0.99 x 10-4 mm2/s; IHVZ: 9.39 ± 
2.52 x 10-4 mm2/s; OHVZ: 9.56 ± 0.54 x 10-4 mm2/s), D3 (HVZ: 7.06 ± 1.07 x 10-4 mm2/s; IHVZ: 9.
54 ± 3.95 x 10-4 mm2/s; OHVZ: 10.24 ± 1.23 x 10-4 mm2/s), and D7 (HVZ: 6.50 ± 0.52 x 10-4 mm2/
s; IHVZ: 10.50 ± 2.48 x 10-4 mm2/s; OHVZ: 9.72 ± 1.23 x 10-4 mm2/s; all p < 0.05). The volumes of
 abnormal MD (VAM) were 38.64 ± 58.17 μL (D1), 51.44 ± 58.16 μL (D3), 28.66 ± 30.63 μL (D7), a
nd 9.2 ± 6.83 μL (D28), respectively. VAM at D1 and D3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VH (both 
p < 0.05; figure 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contralateral MD of ICH rat, tha
t of sham control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nd that of normal control (all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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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MD of DTI sequence has the potential to determine the abnormality of hematoma an
d peri-hematoma in experiment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OR-004 

中国创伤性脑损伤的流行病学特点 

 
刘伟明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背景  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 是目前中国一项需要急切关注的公共健康和社会

经济难题，因此监测和了解该病在中国发生的流行病学特点非常重要。 

方法  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我们检索了 Medline, Embase 以及中文的 CNK

I, 万方和维普中文文献数据库。检索词设定为：创伤性脑损伤（脑外伤，脑损伤，头颅损伤）、流

行病学和中国。不设定时间和语言的限制。收集入选研究中的相关数据，如性别比例、发病年龄、

致伤机制、轻重程度比例和死亡率。 

结果   共有 41 项研究入选，其中中文 38 篇和英文 3 篇，第一项 TBI 调查开始于 1982 年，最后一

项结束于 2014 年。综合各项研究结果，共有 119034 病例报告了性别，男性为 88166 例，男女比

例为 2.86：1。共有 120032 例报告了受伤机制，其中交通事故为最大致伤原因，占 52.34%，其他

原因还有坠落 12.80%，侵害 12.48%，跌倒 7.85%，其他 14.53%。共有 71656 个病例报告了创伤

的严重程度，轻型（GCS 13-15 分）占 53.29%,中型(GCS 9-12 分)占 23.65%，重型 GCS 3-8分）

占 23.06%。共有 76296 病例报告了年龄构成，其中 20（18）岁以下占 17.23%，21-40 岁占 47.7

2%，41-60 岁占 25.65%，60 岁以上占 9.29%。共有 96792 例患者统计了 TBI 的死亡率，共死亡

了 5781 例，总的死亡率为 5.97%。  

结论  研究报告大多是医院住院患者的数据，无法进行患病率的总结。已知的结果和西方发达国家

还有很多不同，如男性患病比例高，致伤原因中车祸和坠落伤所占比例高，而且老年人发病比例和

跌倒致伤也逐渐增多。说明中国的 TBI 有自己的特点，应该建立起有自己特点的救治体系。 

 
 
OR-005 

责任血管的控制在高血压基底节出血手术中的应用-附 26 例报告 

 
王君玉 韩凯伟 于明琨 卢亦成 白如林 孙克华 黄承光 侯立军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神经外科 200003 

 

目的  探讨责任血管控制在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疗中的潜在价值。 

方法  回归性分析上海长征医院神经外科 2014-2016 年中 26例采取控制责任血管手术方法治疗的高

血压脑出血患者临床资料，评价患者的手术效果及预后转归。 

结果   26 例患者手术入路方式：经颞叶皮层入路 14 例，经眉弓上锁孔 3 例，经枕部入路 4 例，翼

点经侧裂-岛叶入路 2例，经额冠状缝前锁孔入路 2例，去颅骨瓣减压 1例。本组手术病例中术后无

颅内感染患者，再出血 2 例，死亡一例；术后三个月存活 25 例。Barthel 指数评分结果： 生活基本

自理 14 例，中度功能障碍 6 例，重度功能障碍 3 例，完全残疾 2 例。术中定位明确责任血管者 20

例，术后留取病理 4 例，显示责任血管玻璃样变或存在炎症细胞浸润。 

结论  高血压基底节出血患者多存在明确的责任血管，在清除血肿的同时寻找责任血管并予以烧灼

或夹闭是一种可行的手术方法，能够减少再出血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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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6 

The synergic effects of TLR4 and NMDAR in hemin-induced 
activation of the NLRP3 inflammasome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Li L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rger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42 

 

Objective  Inflammat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secondary brain damage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
hage (ICH). However, the mechanisms of inflammatory injury following ICH are still unclear, partic
ularly the involvement of NLRP3 inflammasome, which are crucial to sterile inflammatory respons
es. In this study, we aim to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NLRP3 signaling pathway takes a vital positio
n in ICH-induced secondary inflammatory damage and detect the role of N-methyl-D-aspartic acid
 receptor 1 (NMDAR1) in this progress.  
Methods   ICH was induced in mice by microinjection of hemin into the striatum. The protein level
s of NMDAR1, NMDAR1 phosphorylation, NLRP3 and IL-1b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 The
 binding of NMDAR1 to NLRP3 was detected by immunoprecipitation.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NMDAR1, NMDAR1 phosphorylation, NLRP3 and IL-1b were rapidly i
ncreased after ICH. Hemin treatment enhanced NMDAR1 expression and NMDAR1 phosphorylat
ion, as well in cultured microglial cells treated by hemin. Hemin up-regulated NLRP3 and IL-1b lev
el, which was reversed by MK801 (NMDAR antagonist) in vitro. Hemin also promoted the binding 
of NMDAR1 to NLRP3.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NMDAR1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hemin-induced NLRP3-me
diated inflammatory damage through synergistic activation. 
 
 
OR-007 

创伤性颈动脉海绵窦瘘可否仍首选可脱球囊栓塞？ 

 
陈志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OR-008 

高血压脑干出血手术效果分析 

 
贺世明 张玉富 

唐都医院 710038 

 

高血压脑干出血死亡率致残率高，通常采取保守治疗的方式，我们采取积极的显微外科干预，取得

良好的治疗效果，术式我们采取了个体化入路，根据血肿的具体位置，距离脑干表面距离，已经破

溃位置选择手术入路。 

目的  探讨显微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干出血的临床效果。 

方法  显微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干出血 11 例，其中出血位于桥脑中脑 4 例、桥脑 5 例、桥脑延髓 2

例；术前 GCS 评分 3~5 分 6 例，6~8 分 4 例，9~12 分 1 例。 

结果   出血位于桥脑延髓 2 例住院期间死亡，其余 9 例生存患者出院后随访 3～18 月，根据日常生

活能力量表评价，良好 4 例、中度功能障碍 2 例、重度功能障碍 1 例、完全残疾 1 例、植物生存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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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显微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干出血能降低死亡率，改善生存质量。患者术后生活质量与出血部位、

术前 GSC 评分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OR-009 

Posterior cingulate crosS-hemispher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predicts the level of consciousness  
i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Wu Xuehai,Zhang Haosu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200040 

 

Background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are relate
d to changes in resting state activity in the default-mode network (DMN). Anatomically, the DMN c
an be divided into anterior and posterior regions. The anterior DMN includes the perigenual anteri
or cingulate cortex and other medial prefrontal cortical regions, whereas the posterior DMN includ
es regions such as the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 and the 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 (TPJ). 
Although differential roles have been attributed to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DMN regions, their ex
act contributions to consciousness levels remain unclea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specific role of the posterior DMN in consciousness levels.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20 healthy controls (7 females, mean age=33.6 years old) and 20 trau
matic brain injury (TBI) patients (5 females, mean age=43 years old) whose brain lesions were ma
inly restricted to the bilateral frontal cortex but retained a well-preserved posterior DMN (e.g., the 
PCC and the TPJ) and who exhibited varying levels of consciousness. Verio 3.0?T MRI scanner 
(Siemens, German ) with a standard head coil was used to scan the pati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of Huashan Hospital. The gradient-echo EPI images of the whole brain parameters 
were set as follows: 33 slices, repetition time/echo time [TR/TE] =2,000/35 ms, slice thickness = 4
 mm, field of view = 256 mm, flip angle = 90°, image matrix: 128× 128). In total, 200 scans (406 se
conds) were acquired in the resting run. All MR imaging data were analysed using Analysis of Fun
ctional Neuroimage (AFNI) software . Between- and intra-group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the intra-

 and crosS-hemispheric PCC-TPJ FCSs from patients and healthy subjects were performed. The

n, an intra- and between-group general linear mode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detect differences
 among the PCC-TPJ FCS patterns of the healthy and patient groups.  We conducted Spearman’
s correlation analyses between the PCC-TPJ FCSs and the GCS scores and between the PCC-T

PJ FCSs and the CRS-R scores. We investigated the intra- and crosS-functional connectivity stre

ngths(FCSs) between the right/left PCC and the right/left TPJ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conscious
ness levels.  

Results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both the intra- and crosS-hemispheric FCSs were observed in p

atien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consciousness levels was observed 

only for the crosS-hemispheric PCC-TPJ FCS but not for the intra-hemispheric PCC-TPJ FCS.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osS-hemispheric posterior DMN is relat

ed to consciousness levels in a specific group of patients without posterior structural lesions. We t

herefore propose that the PCC may be central in maintaining consciousness through its crosS-he

mispheric FC with the T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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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0 

创伤性脑积水脑室灌洗腹腔镜下脑室腹腔分流术临床研究 

 
姚洁民 

广西医科大学三附院 530031 

 

目的  创伤性脑积水是颅脑损伤后临床上常见的并发症，手术治疗并发症较多，我院将简单的分流

术精细化进行，通过灌洗脑室，改进术式流程，操作微创化，减少手术创伤，缩短住院日，降低费

用，最根本的是降低了手术并发症，有效的提高了医疗安全性及患者生活质量。 

方法  将腹腔镜作为一种微创工具应用于创伤性脑积水脑室腹腔分流术，同时术中进行脑室灌洗，

分析我院于 2009 年—2013 年 12 月使用腹腔镜操作未灌洗及灌洗脑室病例分组比较，结合文献，

总结分析其效果。 

结果  脑室灌洗腹腔镜下脑室腹腔分流术 25 例与单纯使用腹腔镜下脑室腹腔分流术 27 例比较，灌

洗组：1 例术后发生分流过度，1 例术后二月腹部切口感染，其他预后良好。单纯腹腔镜下脑室腹

腔分流术组：2 例创伤性脑积水出现腹腔内粘连，1 例发生近端堵管，2 例泵内絮状物阻塞，1 例儿

童留管过长出现不全肠梗阻现象。 

结论  创伤性脑积水脑室灌洗后腹腔镜下脑室腹腔分流术较单纯腹腔镜下脑室腹腔分流术患者比较，

脑脊液蛋白含量比较有显著的差异P≤0.001，手术并发症降低无显著差异，P=0.2667，可能与病例

数较少。但病程大大缩短，为临床提供了一种即简单便捷，创伤小，又能显著降低了手术并发症的

精细化手术方式，明显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应积极推广。 

 
 
OR-011 

弥漫性轴索损伤患者远期预后因素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姚顺 徐国政 宋健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430070 

 

目的  探讨弥漫性轴索损伤（DAI）患者远期生存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收治的 236 例 DAI 患者

的临床和 CT 影像资料，其中男性 186 例，女性 50例，平均年龄（37±17）岁。根据其伤后 6个月

的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将 DAI 患者分为预后不良组（GOS=1 ~ 3 分）和预后良好组（GO

S=4 ~ 5 分）。对 DAI 患者的各项临床指标和 CT 影像与远期预后，行 Pearsonχ2 检验的单因素分

析和 Logistic 回归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  236 例患者中，预后不良组共 89 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χ2= 17.646，P= 0.001）、

入院早期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χ2 = 17.113，P = 0.000）、运动评分（χ2= 43.474，P =

 0.000）、瞳孔反应（χ2= 30.204，P = 0.000）、CT 分级（χ2 = 26.488，P =0.000）、病理征（χ

2= 10.993，P = 0.004）、体温（χ2= 14.655，P = 0.000）、血糖水平（χ2= 4.050，P = 0.044）

与远期预后有关；性别（χ2= 2.859，P = 0.091）、受伤机制（χ2= 2.790，P = 0.425）、早期的

血压（χ2= 3.813，P = 0.149）及凝血功能（χ2= 0.828，P = 0.363）与远期预后无关。Logistic 逐

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 = 2.266，95%CI：1.419 ~3.618，P= 0.001）、运动评分（OR=

 0.374，95%CI：0.165 ~0.850，P= 0.019）、瞳孔反应（OR= 2.068，95%CI：1.182 ~3.616，P

= 0.011）和 CT 分级（OR = 1.744，95%CI：1.083 ~2.806，P= 0.022）是 DAI 患者远期预后的独

立影响因素。 

结论  与 GCS 相比，运动评分对预后的评估具有更高的灵敏性；年龄越大、运动评分越低、瞳孔异

常和 CT 分级越高，DAI 患者远期生存预后越差，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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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2 

原发性脑出血围术期强化降压与保守降压的疗效 

对比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李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成人原发性脑出血围术期强化降压与保守降压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连续纳入华西医院收治的原发性脑出血患者，采用最小化随机的方法，将符合纳入/排除标准

的患者随机分配至强化降压组或保守降压组。分配到强化组的患者在随机后 1 小时内将接受积极的

血压控制，目标是在术前将患者的血压控制在 120-140mmHg 范围内，术后返回病房后尽快进行血

压监测和管理，控制目标同术前；而分配到对照组的患者则按照指南推荐的血压管理方式，将术前、

术后血压控制在 140-180mmHg范围内。两组间术中血压均由麻醉医师控制于 90-140mmHg。随访

时间点设为术后 7 天，1 个月，3 个月。主要结局指标为术后 7 天内再出血。次要结局指标包括基

于改良 Rankin 量表评定的功能结局，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生活质量，并发症。 

结果  共纳入患者 201 例，其中强化降压组 100 例，保守降压组 101 例，最终 6 例失访（强化组 4

例，保守组 2 例）。两组间治疗过程中各时间点血压均于目标范围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

100 例患者中，11 例（11%）术后 7 天发生了再出血，对照组 101 例患者中，14 例（13.86%）术

后发生了再出血，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89）。强化降压组 7 天、1 月、3 月死亡率均低

于保守降压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累积死亡风险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11）。以 m

RS≥3 分为功能性预后较差的标准，强化组患者预后差的比例为 69.79%（67/96），对照组预后差

比例为 80.80%（80/99），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生活质量方面，两组间在各维度生活质量较

好的比例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生活质量总分两组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并发症方面，两组患

者之间术后 7 天内的脑缺血、心血管事件以及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并发症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本研究首次对原发性脑出血围术期强化降压与保守降压安全性与疗效进行对比的前瞻性随机

对照试验。结果发现，与保守降压相比,强化降压有改善患者预后的趋势。另一方面，本研究证实，

强化降压并不增加脑出血手术患者死亡率，同时不增加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有较好的安全性。

从各指标的绝对数值来看，强化降压治疗组均优于保守降压组，围术期的强化降压相比保守降压而

言可能存在一定优势。本研究结果提示，对于无绝对降压禁忌症的原发性脑出血患者，围术期应当

采用强化降压的血压管理方式。 

 
 
OR-013 

颅脑外伤合并多发伤的治疗 

 
符荣 周勇 杨海峰 李琦 余光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430022 

 

颅脑损伤合并多发伤涉及患者的多个脏器、部位损伤，对患者造成危害性高，因此临床上颅脑损伤

合并多发伤的救治难度大且复杂。颅脑损伤合并多发伤是各类创伤性损伤中致死和致残率最高的疾

病。患者在发生颅脑损伤合并多发伤会使得患者处于外伤应激状态，容易导致患者出现继发性损害。

对于颅脑损伤救治的原则是降低患者颅内高压状态，颅内高压是导致患者死亡以及致残的重要因素；

而对于多发伤的救治则主要是以救命为根本的治疗原则，采用损害控制，实施快速，分期手术策略

进行救治。本文主要是探讨颅脑损伤合并多发伤的急诊救治。 

目的  观察分析颅脑损伤合并多发伤急诊救治。 

方法  从２０１１ 年 11 月～２０１6 年 8 月收治的颅脑损伤合并多发伤患者中选取７８ 例。总结

颅脑损伤合并多发伤急诊救治方法。 

结果   本文的７８ 例颅脑损伤合并多发性伤患者中有１５ 例患者死亡，死亡率为１９．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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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良好痊愈有３２ 例，占４１．０％，总体的抢救成功率为６７．９％。 

结论  对患者的伤情进行及时准确地判断，救治策略的快速合理的选择以及处理好患者颅内高压是

颅脑损伤合并多伤急诊救治成功的关键。 

 
 
OR-014 

磁敏感加权技术对弥漫性轴索损伤患者的诊断分级 

 
吕学明 

济南军区总医院 250031 

 

目的  探讨分析老龄创伤性颅脑损伤（TBIE）患者的神经影像学特征及意义。 

方法  回顾性研究 94 例 TBIE 患者临床资料，重点结合老年患者神经生理学改变，对其神经影像学

特征予以总结及分析。 

结果  94 例患者中头颅 CT 阳性者 77 例，包括颅内血肿、脑挫裂伤和脑梗死等。其中伤后 2 小时 C

T 即有明显变化者 25 例。而且，还发现部分患者存在脑萎缩、陈旧性脑梗塞等病变。 

结论  1.CT 是 TBIE 后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具有便捷、快速和即可帮助判定伤情的优点；2.TBIE

患者早期即有颅内影像学改变、伤情进展迅速，容易发生外伤性脑梗死；3.对于轻型 TBIE ，要动

态进行头颅 CT 检查，必要时进行 MRI 检查，以明确脑的损害变化。 

 
 
OR-015 

Downregulation of STIM2 Improves Neuronal Survival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by Alleviating Calcium  

Overload and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饶维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比较我科近 10 年来重型脑外伤的发病特点、临床特征、并发症和预后等情况；颅内压监测技

术在重型脑外伤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的队列研究，两个队列分别为 2005 年 1 月 1 日---200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

1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于重庆西南医院神经外科住院治疗的重型脑外伤患者。纳入标

准：所有患者均有明确脑外伤病史，行头颅CT、CTA或 MRI明确脑外伤诊断， GCS评分 ≤ 8分。

排除标准为：在外院行手术治疗病例，原发性急慢性心肺功能异常 

。2005-2009 年病例均未行颅内压监测治疗，2011年-2015年入选病例行单纯颅内压监测或行开颅

手术+颅内压监测。收集数据：年龄、性别、发病到入院时间、受伤方式、临床症状、脑外伤严重

性、影像学资料、治疗方式、住院时间、并发症、出院时结局和发病后 3 月时结局（outcome）。

预后评估：通过格拉斯哥预后评分评分（GOS）评估患者 3 月时的预后。 

结果   比较两组病人的预后情况，评估颅内压监护的使用对两组病人预后的影响。 

结论  应用颅内压监护分析继发性脑水肿、颅内再出血、并发症以及预后情况分析。 

探讨持续 ICP 监测在病情监测，为降压治疗提供依据以及判断预后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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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6 

脑脊液降钙素原在颅脑创伤术后颅内感染中的临床应用 

 
蒋超超 陈立华  徐如祥 李运军 李文德 赵浩 高进宝 于斌  张洪钿 

解放军第 98 医院 313000 

 

目的  探讨原发性高血压脑干出血微创手术治疗的方法与手术技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7 月至 2013 年 12 月经微创手术治疗的 32 例原发性高血压脑干出血患者

的临床资料，总结分析手术指征和手术入路选择、手术技巧、治疗效果及随访资料。其中中脑出血

3 例，桥脑出血 22 例，延髓血肿 1 例，中脑-桥脑联合出血 4 例，桥脑-延髓血肿 2 例。血肿量 3.

6～21ml，平均 8.6ml。按出血量将脑干出血分为≤5ml、5.1-10ml、>10m 三组。术中采用神经电生

理监测 17 例，神经导航引导手术 25 例。三个月后按照格拉斯哥预后量表(GOS)评定治疗结果。 

结果  32 例均经微创手术成功清除血肿，其中 27 例血肿清除彻底，另 5 例大部分清除血肿，一个

月内无手术相关死亡。术后并发肺部感染 23 例，出现上消化道出血 11 例。结果术后三个月存活 2

8 例，死亡 4 例。术后随访 3 个月，按照 GOS 评价：5 分 3 例，4 分 9 例，3 分 12 例，2 分 4 例，

1 分 4 例。 

结论  采用微创显微神经外科技术，可明显改善原发性高血压脑干出血患者的疗效。选择正确的手

术入路和熟练的显微外科技巧可提高脑干出血手术治疗的成功率。 

 
 
OR-017 

基于治疗目的的分类诊断在颅脑创伤中的应用 

 
田恒力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建立一种基于治疗目的的颅脑创伤分类诊断系统，完善当前颅脑创伤分类方式。 

方法  通过建立颅脑创伤患者预后预测模型对脑外伤损伤程度进行分类，建立颅脑创伤后继发损害

预测模型对继发损伤进行发生风险分类。结合颅脑创伤病理生理机制分类，损伤程度分类，病理解

剖位置信息分类以及激发损害发生风险分类建立新的颅脑创伤分类诊断方式。 

结果  建立的颅脑创伤患者预后预测模型较传统的单纯以 GCS 评分为损伤程度评价方式更加准确，

ROC 曲线下面积由 0.6 上升到 0.8。通过建立颅脑创伤后继发损害预测模型成功将继发损害按照发

生概率分为低危，中危和高危组。基于以上基础，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颅脑创伤分类方式。首先将

颅脑创伤分为原发和继发损害。原发损害进一步又根据损伤程度，病理解剖部位，发病机制分类。

继发损害根据发生概率，发生类型，以及发生的高危因素进行分类。同时，我们开发的预测工具方

便了该分类系统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结论  我们建立的新的分类系统可以将颅脑创伤进一步区分，基于循证医学依据指导个体化的治疗，

和预后的判断。可以广泛应用到临床及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研究的纳入标准中。 

 
 
OR-018 

重型颅脑损伤脑疝 194 例治疗分析 

 
杨朝华 

杨朝华 610041 

 

目的  总结重型颅脑损伤脑疝的治疗经验，探讨脑疝去骨瓣减压的手术指证及预后因素。 

方法  收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住院治疗的 194 例重型颅脑损伤脑疝患者的资料，对患者的

伤情、手术治疗情况和结局等进行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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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 194 例，其中男性 150 例，女性 44 例，年龄 3 岁至 83 岁，平均 41 岁。受伤原因：车祸

伤 114 例，跌伤 32 例，坠落伤 34 例，打击伤 13 例，砸伤 1 例。GCS 评分 3 分 37 例，4 分 34

例，5 分 32 例，6 分 45 例，7 分 37 例，8 分 8 例。单瞳孔散大 142 例，双瞳孔散大 52 例。中线

移位<5mm 33 例，中线移位≥5mm 98 例，中线移位≥10mm 63 例。损伤类型分为硬膜外血肿 50

例、硬膜下血肿 88 例和脑内血肿 56 例，如果是多发血肿则按优势血肿分型。 

143 例去骨瓣减压，术后发生脑梗死 32 例；51 例保留骨瓣，术后脑梗死 1 例。其中双瞳孔散大者

有 46 例去骨瓣（46/52，88.5%），单瞳散大有 97 例去骨瓣（97/142， 68.3%）。GCS≤6 分的 1

48例，其中有 116例去骨瓣。硬膜外血肿有 18例去骨瓣（18/50,36%），硬膜下血肿有 81例去骨

瓣（81/88,92.4%），脑内血肿有 44 例去骨瓣（44/56,78.6%）。术后 ICP 监测有 106 例，根据 IC

P 平均值进行分级，ICP＜20mmHg 35 例，25＞ICP≥20mmHg 20 例，30＞ICP≥25mmHg 18 例，

40≥ICP≥30mmHg 23 例，ICP>40mmHg 10 例。 

以伤后 6个月 GOS 评定，死亡 59例，植物生存 46例，重残 23例，中残 14例，恢复良好 52例。

其中单瞳散大死亡率 16.9%，双瞳散大死亡率 67.3%，总的死亡率 30.4%。 

结论   GCS 评分低、双瞳孔散大、ICP≥30mmHg 等提示死亡率高预后不良。GCS≤6 分、双瞳孔散

大和术中脑膨出可作为颅脑损伤脑疝患者去骨瓣减压的手术指证参考。 

 
 
OR-019 

老龄创伤性颅脑损伤患者的神经影像学特点及意义 

 
雷鹏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OR-020 

原发性高血压脑干出血微创手术治疗 

 
陈立华 

陆军总医院 100700 

 

 
 
 
OR-021 

高原颅脑创伤研究进展 

 
李飞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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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2 

高原地区重度颅脑损伤的特点及救治体会 

 
马越 

青海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810007 

 

目的  高原地区重度颅脑损伤的特点及救治体会 

方法  一线治疗包括控制体温、防治抽搐、抬高头位，避免颅内静脉回流受阻、镇静、维持正常动

脉血氧分压(Pa02)、补充血容量维持 CPP＞70mmHg，ICP 监护，并作脑室 csf 引流。 应用甘露醇

降低颅内压。 排除外伤性颅内占位病变，手术治疗。 

 
 
OR-023 

神经导航辅助软通道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疗效对比 

 
吉磊 吉宏明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12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辅助软通道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疗效，探讨神经导航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我科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经神经导航辅助软通道及传统开颅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

血的病例，并分别按随机数字表进行编号，各抽取 40 例病例。病例纳入要求年龄在 30-60 岁之间

的高血压患者，行薄扫 CT 提示出血位于基地节区，且血量位于 30-60ml（根据多田公式 a×b×c×1/

2 计算血量）；且出血位于单一部位，血肿未侵及幕下及脑干，患者未发生脑疝；患者不伴有严重

其他器官的疾病；且术前未口服影响手术的药物，如“利血平”，“阿司匹林”等药物；排除非高血压

性脑出血；术前 GCS 评分大于 6 分。将抽取的神经导航辅助软通道组设为实验组，将传统开颅手

术组设置为对照组，统计两组的平均年龄、男女性别比例、平均颅内血肿量，记录两组的术后 GO

S评分、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颅内感染率、住院时间、住院总费用及术后随访 6个月KPS评分

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实验组平均年龄 51.2 岁，对照组平均年龄 47.3 岁；实验组男 22 人，女 18 人，对照组男 17

人，女 23 人；实验组平均颅内血肿量 47.37ml，对照组平均颅内血肿量 42.85ml。通过运用 SPSS

17.0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以均数±标准差描述计量资料，通过运用 t检验 P＞0.05，差别均无统计

学意义。术后 GCS 评分按清醒、轻度昏迷、中度昏迷、重度昏迷进行评分；利用秩和检验分析两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随访 6 个月的 KPS 评分按良好、轻度残疾、中度残疾、重度

残疾、植物状态及死亡进行评分，两组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实验组平均手术时间

1.83h，对照组平均手术时间 3.76h，两者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平均出血量 55.

25ml，对照组平均出血量 172.31ml，两者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住院时间、住

院费用及颅内感染率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神经导航辅助软通道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疗效显著，术中出血量少，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少，

并发症发生率少，生活自理能力明显改善。 

 
 
OR-024 

前颅窝底骨折伴视神经损伤的急症手术处理 

 
张文川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外科 200092 

 

前颅窝底骨折伴视神经损伤的急症手术处理 

手术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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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要领，体会 

影像学检查：颅底扫描，神经电生理检查 

手术方案， 

与内镜对比 

相关基础研究 

结论  高分辨率 CT （HRCT 2mm）扫描可提高对视神经管骨折的诊断水平(显示各个部位和不同类

型有骨折征象) ，为临床选择治疗方案提供可靠的影像诊断依据  

HRCT （2mm）:横断位扫描 \冠状位扫描 \矢状位  

尽早发现视神经管骨折，适时的进行视神经管减压术，可能挽救部分患者视力。一般主张尽早手术，

伤后 3 天内手术效果最好,而伤后 3 周以上手术效果就不理想。  

经颅视神经管开放减压术能将视神经管更完全开放 ,并能去除眶尖的碎骨片 ,是一种安全的手术方式,

特别是眶上壁大面积塌陷  

 
 
OR-025 

脑外伤后阵发性交感亢进合并反常性脑疝 

所致硬膜下积液一例治疗探讨 

 
冯毅 

解放军第一 o 一医院 214044 

 

 
 
 
OR-026 

马里恐袭中国维和官兵头面炸伤的紧急救治 

和跨国空运手术与体会 

 
董玉书 梁国标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6 

 

目的  对 5.31 马里暴恐袭击中头面炸伤的 5 名中国维和官兵的救护尤其是紧急救治进行分析，对 2

名重伤员跨国空运后送至塞内加尔国达喀尔中心医院的手术医治过程进行回顾，总结救治和后送伤

员的经验教训，为我军今后在国外执行类似任务时提供参考。 

方法  马里时间 2016 年 5 月 31 日晚 20 时 51 分，中国第四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营地遭受汽车炸

弹爆恐袭击，造成 1 人阵亡，6 人受伤。作者是马里维和医疗分队的神经外科军医兼空运后送组组

长，袭击发生后立即带领队员乘装甲救护车前接伤员，6 名伤员中 5 名是头面炸伤， 其中 1 名左颌

面左耳炸伤严重，左踝部开放性骨折，伤后立即包扎止血，接至我二级医院时意识淡漠，进行清创

包扎、抗感染、抗休克等治疗，严密观察病情。2 名头皮大面积炸伤，失血较多，伤时一过性意识

丧失，伤后立即包扎止血，到二级医院时进行头皮外伤清创缝合。另 2 名伤员离炸点相对近，双侧

耳膜穿孔，爆震性耳聋。由于我二级医院设备有限，没有 CT，不能明确伤员有无颅内出血，连夜

向联合国申请紧急医疗后送，次日晨作者乘坐联合国医疗专机，护送头面炸伤和另一名双下肢炸伤

的重伤员，经 4 小时飞行紧急空运后送至塞内加尔国达喀尔中心医院手术治疗。 

结果   到达后， CT 检查见颌面伤伤员右颞骨骨折，少量蛛网膜下腔出血，左下颌骨粉碎性骨折，

当夜在全麻下行左颌面炸伤的神经血管吻合，左耳廓缺损修复手术，左踝清创缝合、石膏外固定术，

住重症监护室，次日下午行上下颌牵引复位固定手术，术后予控制爆震性肺损伤，输血、抗感染等

治疗 25 天，病情逐渐稳定。2 名耳膜穿孔的伤员在马里治疗，未见明显好转。1 名头炸伤的头痛头

晕严重，6月8日随军委工作组专机回长春解放军208医院继续诊治，另1名头皮炸伤的恢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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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加奥继续维和。6月 26日颌面伤、耳膜穿孔、下肢炸伤的 4名伤员医疗遣返，在作者等人护送

下，乘坐阿联酋商业航班从达喀尔飞回北京陆军总医院进一步治疗。6月 30日，先期回国的头外伤

恢复良好，在作者护送下飞回马里加奥继续维和任务。 

结论  汽车炸弹等暴恐袭击中，头面伤占比高，需要及时确诊，因此有必要在维和部队二级医院投

入 CT 以尽早明确颅内伤情，这对制定救治方案、降低伤亡率至关重要；头面炸伤伤员要争取尽早

明确诊断，尽早后送至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手术等治疗；准确的病情评估、精心的前期准备，周密的

预案制定和专业的途中医护，是保障维和部队重伤员紧急跨国空运医疗后送成功的重要条件。 

 
 
OR-027 

护理科研选题及论文写作 

 
陈志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OR-028 

危重患者喂养不耐受的评估 

 
李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OR-029 

早期护理干预在重症颅脑损伤患者颅内压的影响 

 
王佩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讨论护理干预对重型颅脑创伤患者颅内压的影响效果。 

方法  选择 60 例重型颅脑损伤给予护理干预，针对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以及患者对颅内压相关知

识的认知度和接受能力，制定个体化护理干预计划，制定并实施个体化健康教育计划，包括基础护

理，常规护理，呼吸道护理，高热护理，饮食护理，预防泌尿系感染护理等，监测颅内压的动态变

化。 

结果   患者及家属尽早的掌握疾病相关知识，减少并发症，有效的提高护理质量(1)。 

结论  重型颅内损伤颅内压与预后密切相关，早期护理干预监测颅内压有利于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促进患者康复。 

 
 
 
OR-030 

肠内营养在神经外科昏迷患者营养支持中的作用 

 
高英 

重庆急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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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1 

高血压脑出血术后联合应用盐酸右美托嘧啶 

与盐酸尼卡地平临床效果观察 

 
王平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评价盐酸右美托咪定与盐酸尼卡地平联合应用于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的临床效果。 

方法  56 例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随机分为盐酸右美托咪定与盐酸尼卡地平组（A）组和盐酸尼

卡地平对照组（B）,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术后 3 天的平均动脉

压、颅内压及控制降压使血压稳定在目标血压时盐酸尼卡地平的剂量。 

结果   给药后 A 组平均动脉压和颅内压降低，A 组明显低于 B 组（P<0．0 5）；控制降压使血压稳

定在目标血压时盐酸尼卡地平的剂量,A 组低于 B 组约 25% （P<0．0 5）。 

结论  对于高血压脑出血术后的患者联合应用盐酸右美托咪定与盐酸尼卡地平可以镇静、镇痛、减

低心率血压，稳定血流动力学，减少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并具有脑保护的作用。 

 
 
OR-032 

急救护理小组模式在车祸致脑损伤病人中的应用效果 

 
陈颖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急救护理小组在祸致脑损伤病人抢救中的作用，提高车祸致脑损伤病人的抢救成功率，

降低致死率、致残率 

方法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我科接收的 51 例车祸致脑损伤病人为对照组；2014 年 1 月-2016

年 3 月我科接收的 68 例车祸致脑损伤病人为研究组，采用三级护士构成的急救护理小组模式；比

較两组病人护理措施完成时间、从接诊到确诊到接受治疗时间、致残率和死亡率，病人、家属及医

生对护士配合的满意度。 

结果   采用急救护理小组模式后，车祸致脑损伤病人的护理措施完成时间、从接诊到确诊到接受治

疗时间明显缩短，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病人、家属及医生对护士配合的满意度

均明显提高，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车祸致脑损伤病人急救是否正确及时是抢救病人成败的关键。车祸致脑损伤的病人具有病情

危重、合并伤多，变化突然、死亡率高的特点，快速而有效的急救，为病人的抢救赢得了时间，高

效、协调及护理人员的娴熟技能直接关系到抢救的质量。通过建立急救护理小组，将有限的人力合

理分工，使之处于各自特定的位置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功能。同时强化了护士专项护理技能，提高

护士的专业理论知识水平，使每一项护理措施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提高了车祸致脑损伤病人

救治的时效性，从而在整体上达到最优的抢救效果，降低致残率和死亡率的同时，病人、家属及医

生对护士工作的满意度也明显提高，值得在危重病人抢救中推广。 

 
 
OR-033 

重症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动态颅内压监护 

 
谭彬彬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连续动态颅内压监测在重症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术后的监护要点及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ICU 2010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8 月 94 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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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高血压性脑出血手术患者行颅内压监护的临床资料，通过对颅内压监护仪的正规操作，动态监测，

详细记录，绘制颅内压波动曲线，了解颅内压的变化。结合患者病情，排除影响颅内压波动的因素，

提前准确发现颅内高压。 

结果   94 例患者中，顺利恢复 56 例，发现颅内高压 25 例，行头颅 CT 示：继发出血 6 例，脑积水

3例，脑梗塞 5例，脑水肿 11例，均经积极手术及药物治疗，因病情危重持续颅内高压经抢救无效

死亡的 5 例，家属要求放弃治疗而自动出院的 8 例。 

结论  持续动态颅内压监护可及时准确反映病情，有效的将颅内压波动曲线结合病情变化可有效指

导治疗，促进病情的恢复，改善患者的预后。 

 
 
OR-034 

集束化护理在预防急性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中的应用 

 
王红红 吴玉燕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 710038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在预防急性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中的应用。  

方法   采用比较分析法，选取从 2015 年 01 月至 2015 年 06 月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收治的急性颅脑

损伤患者作为干预组，2015 年 01 月以前的类似病情且未实施集束化护理的患者作为对照组。对干

预组实施集束化护理措施，观察记录各个患者的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及治愈率。搜集对照组相关的

住院信息，对比分析两组数据。  

结果   本研究共选取 639 位患者，对照组 297 例，干预组 342 例。干预组的肺部感染率为 29.5%，

对照组为 49.1%；平均住院时间，干预组为 10.4 天，对照组 16.8 天；平均住院费用干预组和对照

组分别为 3.2 万元和 4.7 万元。  

结论   集束化护理管理模式指导下的护理干预措施在预防急性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中起到很大作

用：降低了我科室急性颅脑损伤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几率，有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缩短住院时间，

降低患者医疗费用；使患者更好更快的恢复健康、回归社会的同时也降低了院内感染的发生率。  

 
 
OR-035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镇静镇痛的观察及护理 

 
马丽萍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400037 

 

  
 
 
OR-036 

早期康复治疗对脑出血患者的影响 

 
张乐 谢莉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治疗对脑出血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50 例脑出血患者随机分为康复组和对照组,康复组在早期即给予运用早起康复治疗,至病程

一个月后结束;对照组不接受康复治疗,两组其它治疗基本相同,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神经功能

缺损程度、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进行评定。 

结果 康复治疗前两组在临床神经功能缺损、运动功能及 ADL 方面比较无显著性(P>0·05);治疗后

两组在这几方面均有改善,两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P<0. 05、P<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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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期康复对脑出血患者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可明显改善患者的临床神经功能缺损、运动

功能及 ADL。 

 
 
OR-037 

一例颈 1-2 椎管内及椎旁动静脉瘘反复蛛网膜 

下腔出血患者的护理 

 
陈晓英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总结了一例颈 1-2 椎管内及椎旁动静脉瘘反复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护理体会。在明确诊断后应高

度重视疾病凶险，严密监测生命体征，特别是呼吸的变化，重视患者主诉，预防再出血，密切观察

患者感觉、运动、植物神经功能的恢复情况，积极控制感染，加强气道管理，通过功能锻炼，促进

肢体功能恢复。经积极治疗与护理，住院 66 天后出院，患者意识清楚，四肢肌力 V 级，拔除气管

导管，经口进食，部分生活自理。 

 
 
OR-038 

ISbar 沟通模式在神经外科晨交班中的应用效果 

 
张群花 

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OR-039 

风险评估在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围手术期中的应用和效果观察 

 
杨雪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分析风险评估在高血压脑出血围手术期中的应用和效果观察，并探讨相关预防措施。 

方法  将 86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者各 43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关预防措施，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和患

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   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评估高血压脑出血围手术期的风险因素，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可以减少患者术后并

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护理满意度，从而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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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0 

早期离床活动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相关性肺炎的影响 

 
鲜继淑 杨雪  陈飞 田丰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早期离床活动对预防相关性肺炎（Stroke-associated pneumonia,SA

P）的效果。 

方法  将 84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按照计算机产生的随机数字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均给予

常规气道护理预防和控制肺部感染，实验组在患者生命体征稳定，神经系统症状不再进展 48-72h

后实施早期离床计划：①坐卧位患肢良肢摆放，患者关节被动活动，呼吸训练；②床头抬高坐位训

练.逐步抬高床头角度，让患者适应床上坐位；③当患者能在床上坚持坐位 30min 后，逐步训练患

者在床边练习坐位/站位平衡；④当患者能在帮助下坚持在床边坐 30min 以上，逐步帮助患者练习

到床边椅子上坐、靠墙站立（患侧下肢肌力达Ⅲ后）：⑤当偏瘫侧下肢肌力达Ⅳ开始进行步行训练。

对照组在患者生命体征稳定，神经系统症状不再进展 14d 后进行离床康复活动,方法同观察组。分

别在入院后 7d、14d、28d 评估患者相关性肺炎及其严重程度，并记录两组患者住院总天数。 

结果  两组 SAP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实验组 12 例，对

照组 22）；两组肺部感染评分(Clinical  Pulmonary Infection Score,CPI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两组患者住院天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早期离床活动可有效降低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相关性肺炎发生率，缩短康复进程。 

 
 
OR-041 

外伤性癫痫的处理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OR-042 

外伤性 CCF 的介入栓塞治疗 

 
陈礼刚 黄昌仁 江涌 彭汤明 刘亮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介入栓塞治疗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的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0 年 1 月到-2014 年 12 月经介入栓塞治疗的 37 例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

瘘，分析其发病与伤后时间差、受伤类型、单侧/双侧漏口、栓塞方法、栓塞材料、临床随访、影

像学随访、并发症及复发率等情况。 

结果  37 例患者中，31 例患者均为单侧 CCF，6 例为双侧 CCF。.主要的引流静脉为眼上静脉、基

底静脉、侧裂静脉、眼下静脉、岩上窦、岩下窦以及对侧海绵窦等.所有患者均采用动脉途径，术

后造影见所有 26 例患者的患侧颈内动脉均保持通畅,11 例患者闭塞颈内动脉。37 例患者中 32 例栓

塞治疗后瘘口完全闭塞,5例患者瘘口残留,经压颈试验 1-3周后瘘口均完全闭塞,其中球囊早泄 2例，

再次经颈内动脉途径采用球囊闭塞颈内动脉后瘘口完全闭塞.所有患者均在 6 月后行 DSA 复查，均

未见漏口复发。 

结论  介入栓塞治疗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疗效安全可靠，创伤小，并发症发生率低，是目前治

疗 CCF 的首选方法，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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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3 

陈旧性脊髓损伤修复治疗 

 
戴宜武 1吴月奎 1,2 马建华 1 易波 1 高兵兵 1 秦家振 1 杨志军 1 

1.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密云教学医院神经外科 

 

背景  随养医学的进步，脊髓损伤患者的预后未得到明显的改善，大部分患者常遗留严重的并发症。

如今，许多实验室和临床研究成果己经提示细胞治疗具有巨大潜能，特别是脐血干细胞在神经系统

疾病中的应用。 

目的  观察脐血源神经干细胞治疗陈旧性脊髓损伤的可行性和临床疗效。 

方法  无菌条件下采集新生儿脐血，在体外条件下分化成神经干细胞，制成细胞浓度为 109/L，的细

胞悬液，经腰椎穿刺（L3-L4或 L4-L5)注入蛛网膜下腔 3 mL。移植前和移植后 3 个月对脊髓损伤患

者行脊髓损伤神经学分类国际标准(ASIA)评分和膀肌残余尿量测定。 

结果与结论  脐血源神经干细胞移植后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移植后 3 个月 ASIA 各项评分较前提高，

膀肌残余尿量减少，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0.05)。可见脐血源神经干细胞移植作为一种新的治疗方

法，可以改善陈旧性脊髓损伤患者肢体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OR-044 

脑室外引流治疗高血压脑室出血的预后因素分析 

 
傅楚华 刘立军 陈波 王宁 谭志彬 党燕威 陈华云 刘晓 

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441000 

 

目的  探讨脑室外引流术（EVD）治疗高血压脑室出血（HIVH）患者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以指导

治疗。 

方法  收集 2014年 3月至 2016年 3月我院收治的高血压脑室出血行脑室外引流治疗的患者 67例，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根据术后 3 月 GOS 评分分为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以患者入院时

可能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为自变量，包括一般资料（性别、年龄、GCS、瞳孔大小及光反射、病理

征）、实验室检测（白细胞、血糖、NSE）和影像学特征（侧脑室血肿、三脑室血肿、四脑室血肿、

是否脑积水及 SAH、桥池、环池是否可见）。以预后为因变量，采用 t 检验及卡方检验筛选自变量，

行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 回归分析。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预后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有：伴有四脑室血肿并扩张（P=0.011）、入院 GCS（P=0.020）、

年龄（P=0.023）、伴有三脑室血肿并扩张（P=0.034）、NSE（P=0.034），其中以伴有四脑室

血肿扩张最为显著。 

结论  伴有四脑室血肿并扩张、入院时 GCS 低、年龄大、伴有三脑室血肿并扩张、NSE 高的 HIVH

患者采用 EVD 治疗预后不良；特别是对于伴有四脑室血肿并扩张的患者常规采用 EVD 治疗可能并

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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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5 

Severe intracranial infection with multidrug resistant 
bacteria: a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proposed management plan 

 
Liu Jinfang,Luo Xiangying,Chen Xin,Guo Yong,Bi Changlong,Lan So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Xiangya Hospiat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08 

 

Object  Intracranial infections are a major cause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ost of these patients suffer from multidrug resistant bacteria. The knowle
dge of infectious organisms is importan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he practical treatment is worthy of
 study.    
Methods  We present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31 cases of severe intracranial infection treated i
n the Neurotrauma Center at Xiangya Hospital between January 2014 and July 2016. All patients 
underwent external ventricular drainage infection control protocol. CSF culture and blood culture 
were performed in all cases. 
Results  In seven patients, intracranial infections caused by gram–positive coccus, among which 
two cases are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infection. There were 24 infections wer
e caused by gram-negative bacillus, only 5 of which were sensitive to meropenem. CSF leak is on
e of the risk factor for gram-negative bacterial intracranial infection. The majority of gram-negative
 bacterial infections were multidrug resistant. All thes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medication com
bination, prolonged administrational time and/or ventricular administration. Gram-negative bacteri
al infect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worse outcomes. 
Conclusions  The gram-negative bacterial infections is predominate in intracranial infection, the 
majority of which is multidrug resistant. The multidrug resistant bacterial infection is associated wit
h worse outcomes of TBI patients. A control protocol, included with medication combination and E
VD management, is benefit to prevent and treat with multidrug resistant bacterial intracranial infec
tion. 
 
 
OR-046 

CIRP 在脑损伤治疗的可行性研究 

 
张志文 刘爱军 李首春 张海涛 刘雨潇 刘嘉霖 薛菁晖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医学中心神经外科 100048 

 

目的  CIRP（cold inducible RNA binding protein）是一种冷休克蛋白，具体功能目前尚不清楚。

该蛋白和其他大多数蛋白不同，其表达在温度降低时反而增高。由于低温对于生物体组织细胞功能

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该蛋白表达与低温有高度关联，因此我们推测 CIRP 的生物作用具有一定的

临床应用价值。本研究主要方向为 CIRP 的作用和相关机制，以及临床应用前瞻。 

方法  建立低温大鼠模型，取脑组织分离神经细胞。常温和低温细胞培养。留取不同患者脑脊液标

本。在此基础上，经相应处理，运用免疫组化、western、RT-PCR、流式细胞检查、基因芯片、El

isa、电子显微镜观察等实验手段，定量或半定量检测 CIRP 或其 mＲＮＡ的表达变化，及其与各种

神经营养因子、caspase-3、caspase-9、Apaf1、Bak1、Bax、cyclin D1、c-myc、p-Ark、p-ERk

等的关系。结合临床患者脑脊液标本，初步探索颅内压、创伤严重程度及预后与 CIRP 的关系。 

结果  低温可以诱导 CIRP 在细胞中，在大鼠脑皮层、海马、下丘脑中表达明显增高；而且 CIRP 的

增高与 EGF 的表达存在一定的相关性。CIRP 高表达可以抑制细胞的凋亡，其作用机制与 CIRP 影

响 caspase-3、caspase-9、Apaf1、Bak1、Bax、cyclin D1、c-myc、p-Ark、p-ERk 等功能有关。 

结论  CIRP 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主要应用在两个方向：1、直接应用减轻细胞损伤，保护细

胞正常功能，但其安全性和量效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2、作为生物学指标，判断预后、指导

治疗，仍需要大量临床样本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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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7 

出血性脑卒中内镜手术治疗技术要点及疗效分析 

 
董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215004 

 

目的  现有研究表明在治疗出血性脑卒中方面外科手术较药物保守治疗没有明显优势。内镜手术治

疗高血压脑出血是一种新兴的微创手术方式，但因为内镜在血肿中的成像质量差而影响手术安全性

及疗效。基于内镜颅底外科技术和透明镜鞘的改良内镜手术，可在空气环境下清晰成像，改善了成

像质量，在降低手术创伤的同时，提高手术效率及安全性，从而有望提高疗效。  

方法  以改良内镜辅助器械，在气环境下对高血压基底节区出血、脑室出血、丘脑出血破入脑室形

成脑室铸型患者进行血肿清除手术。基底节区出血采取锁孔入路穿刺血肿腔后直接在镜下清除血肿，

对脑室出血及丘脑出血血肿破入脑室、形成脑室铸型且意识障碍深的患者，于全麻下选择丘脑血肿

同侧侧脑室额角入路，以自制镜鞘穿刺额角，随后置入内镜，于气环境下首先清除侧脑室额角、体

部及部分颞角的血肿，再经侧脑室体部外侧壁丘脑血肿破入处向外清除丘脑血肿，随后通过室间孔

清除三脑室内血肿。最后根据血肿清除程度及脑压水平决定是否加行三脑室底造瘘和/或切开透明

隔清除对侧侧脑室内血肿，术后脑室置管引流数日。临床疗效评估包括手术前后的 GCS 评分及 CT

检查、血肿清除率、血肿完全吸收时间、术前与术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比较、随访 6 个月并按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Barthel 指数，BI）。  

结果   神经内镜手术治疗出血性脑卒中患者 74 例，均于术后 24 小时内复查头颅 CT，平均脑内血

肿清除率为 84.5%，意识障碍程度明显减轻；未发现继发性出血，脑积水、术后无颅内感染，术前、

术后三天 GCS 评分分别为 6.85±2.63 分、10.1±1.97 分，血肿完全吸收时间为 11.42±2.69 天，术

后 3 个月无脑积水发生。术前与术后 2 周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分别为 33.32±4.70、22.7±4.75，

术后 6 个月对患者进行 Barthel 指数评分，优良 45%，重残 31%，疗效优于单纯药物治疗或常规手

术者。  

结论  神经内镜结合改良辅助手术器械，在气环境下清除脑实质内或脑室血肿，具有微创、直视、

高效等优点，同时减少并发症和死亡率，并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有望成为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新

选择。内镜下经脑室额角入路清除丘脑血肿可避开对丘脑及毗邻功能区的手术创伤，具有微创、高

效等优势，兼具术式简单、操作简便易行等优点，值得进一步研究应用。 

 
 
OR-048 

脑出血定向置管治疗中吸引管与颅脑相关血管 

构筑关系的初步探讨 

 
骆锦标 嘉志雄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0180 

 

目的  初步探讨应用简化式定向置软管吸引术救治脑出血中吸引管与颅脑相关血管构筑的关系，以

了解所有类似手术方法的科学性、安全性。 

方法  对 63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行简化式定向置软管吸引术治疗，术后病情稳定或血肿引流干净后，

拔管前行 CT 脑血管造影重建（CTA、CTV），了解吸引管血肿穿刺路径、吸引管与颅脑相关血管

构筑的关系。 

结果  对所有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在定向置管术后 CTA、CTV 分析发现，吸引管在穿刺血肿靶点路径 

中均可安全滑过相关颅脑动脉及静脉，吸引管位置准确，引流效果好，术后恢复快，未见置管及引

流过程中引流管明显损伤重要相关颅脑血管。 

结论  简化式定向置软管血肿吸引术中所选用的一次性软性引流管设计科学、合理，该手术是定向

准确、微创、安全有效、廉价简便的救治高血压脑出血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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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9 

不同弹速颅脑火器伤早期死亡原因分析 

 
鲁虎臣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210029 

 

目的  根据动能公式：E= 1/2 M V2 投射物的动能主要取决于质量和速度是两个因素，其中速度尤为

重要。我们通过运用改进的火药为发射动力的实验枪支研究创伤弹道学的机制，分析比较 5.56mm

小口径步枪弹的不同弹速颅脑火器伤后早期全身病理生理变化的异同点，探讨颅脑火器伤后早期死

亡时间点和死亡原因。 

方法  健康当地杂种猪，由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比较医学科实验动物中心提供，经适应性喂养不少

于一周后用于实验。动物 75 只根据实验致伤的初速度不同，随机分为 5 组：A 组初速度 110.5-12

1.8 米/秒致伤猪脑（n=20）；B 组初速度 202.4-234.6 米/秒致伤猪脑（n=20）；C 组初速度 309.3

-321.6 米/秒致伤猪脑（n=20）；D组初速度 408.4-424.5米/秒致伤猪脑（n=5）；E组初速度 510.

3-521.6 米/秒致伤猪脑（n=5）；F 组为对照组，仅予开颅手术（n=5）。致伤枪支所用弹头为完全

模 5.56mm NATO 标准弹：弹头质量 3.7g，弹速：分别调整为 110.5-121.8 米/秒、 202.4-234.6 米

/秒、309.3-321.6 米/秒、408.4-424.5 米/秒、 510.3-521.6 米/秒。PICCO 监测仪连续记录心率、

血压，动态观察伤后血流动力学参数、动脉血气、凝血参数及血常规。上述实验动物枪击致伤后快

速影像学检查，动物死亡后行伤道解剖观察。以上数据应用 SPSS17.0 软件，多组之间比较采用方

差分析。  

结果  动物枪伤后A组动物造成盲管伤，平均存活时间为6.83±1.15小时，2小时存活率为44.37%；

B 组动物造成盲管伤，平均死亡时间为 6.34±1.32 小时，2 小时存活率为 39.75%；C 组动物造成颅

脑贯通伤，平均死亡时间为 2.36±1.58 小时，2 小时存活率为 19.25%；D 组、E 组动物枪击后随即

出现类似癫痫样四肢抽搐，数分钟内死亡。观察并记录枪击后动物血流动力学变化、颅内压变化和

血液学分析。伤后快速影像为颅脑火器伤的诊断提供依据，动物进行尸体解剖发现主要死亡原因为

脑疝、恶性脑水肿和严重低血压、低心排血量综合症。  

结论  证实双侧额叶低速颅脑火器伤后动物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瞬时的颅内高压和广泛创伤所致

的创伤性休克引起。但枪伤动物致伤后生命体征不稳，存活时间过短，并不能统一动物伤情，也不

适合深入研究，有待进一步改进。 

 
 
OR-050 

外伤性脑膜脑膨出“五层垫片密封”颅底修补技术 

 
包义君 赵丹 黄小龙 张德威 陶山伟 吴安华 王运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110001 

 

目的  外伤性脑膜脑膨出在颅脑外伤中较少见且常备忽视。其主要症状为脑脊液漏，突眼，嗅觉损

伤，视力障碍，往往合并脑挫伤、脑内血肿等颅脑外伤表现，严重时可继发脑炎危机生命。目前外

伤性脑膜脑膨出手术治疗的指征尚不明确，没有治疗的规范化术式，治疗效果常不理想。本研究通

过外伤性脑膜脑膨出病例的观察研究分析典型临床症状，评估手术指征，提出新的手术治疗方法。 

方法  对 3例外伤性脑膜脑膨出病例进行的观察研究。3 例病人均为影像学诊断中度脑膜脑膨出。其

中 1 例原发脑外伤较轻，中度脑膜脑膨出无明显症状及阳性体征，保守治疗原发脑外伤 1 个月，跟

踪随访 1 年脑膜脑膨出无明显变化，未予手术治疗。1 例原发颅脑外伤极重，中度脑膜脑膨出伴突

眼、眼球爆裂、鼻漏等并发症，仅手术摘除爆裂眼球，未处理脑膜脑膨出，术后病人因原发重症颅

脑外伤死亡。1 例病人中度原发颅脑外伤，中度脑膜脑膨出伴双侧突眼及脑脊液鼻漏，保守治疗原

发颅脑外伤 4 周，双侧突眼及脑脊液鼻漏仍存在，影像学检查显示病人存在复杂颅底骨折及缺损，

提出新的“五层垫片密封”手术技术，成功切除疝出脑组织并运用此技术重建颅底，术后病人预后良

好突眼及脑脊液漏均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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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外伤性脑膜脑膨出无明显症状及阳性体征的病例无需手术治疗，但当脑膜脑膨出并发症状及

体征明显时建议手术治疗。手术治疗的时机为原发颅脑外伤平稳后在进行。对于复杂颅底骨折及缺

损导致的外伤性脑膜脑膨病例建议使用“五层垫片密封”手术技术。 

结论  应当重视外伤性脑膜脑膨的诊断和治疗。合理评估脑膜脑膨的手术指征及治疗时机。对于复

杂颅底骨折及缺损导致的外伤性脑膜脑膨病例建议使用“五层垫片密封”手术技术。 

 
 
OR-051 

急性神经重症患者进展为脑死亡的神经学预测评分 

 
徐桂兴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构建预测急性期神经重症患者在自主呼吸停止后进展为脑死亡时间的神经学评分。 

方法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前瞻性的收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潜在进展为脑

死亡的急性期神经重症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动态记录患者进展为脑死亡前的神经系统查体、实验

室检查和神经影像学检查中的相关参数。以患者自主呼吸停止的时间作为零点，记录患者进展为脑

死亡的时间。依据临床实践中的兴趣时间点，将纳入研究的患者，分为两组：≤7 天组和>7 天组；

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筛选与进展为脑死亡相关的参数；然后对筛选所得参数的不同亚分类进

行评分，构建 BD-N 神经学预测评分系统，最后对两组间与脑死亡相关的因素进行 Cox 回归统计分

析，构建 AUC 曲线。 

结果  依据纳入标准，共 104 例患者纳入研究。29 (27.9%) 患者在自主呼吸停止后 3-5 天内进展为

脑死亡；50 (48.1%) 患者在 5-7 天内进展为脑死亡；25 (24%) 患者在 7 天后进展为脑死亡。单因素

和多因素分析显示：瞳孔对光反射消失（OR=7.43, 95%CI 1.62-33.99, P=0.010），双侧瞳孔不等

大或散大（OR=6.25, 95%CI 1.21-32.22, P=0.028）；面部疼痛反应消失（OR=15.89, 95%CI 3.0

4-82.93, P=0.001）；头颅 CT 上环池消失（OR=11.96, 95%CI 1.59-89.78, P=0.016）和脑疝形成

（OR=16.28, 95%CI 2.25-117.73, P=0.006）与患者在 7 天内进展为脑死亡相关。基于相关因素构

建的 BD-N 神经学预测评分的 AUC 为 83.9%。进一步以 3 分作为分界点，将评分分为 1-2 分和 3-5

分两段，其中 3-5 分对于患者 7 天内进展为脑死亡的阳性预测率为 81.9%，1-2 分对患者 7 天内不

进展为隐性预测值为 80%。 

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 BD-N 神经学预测评分可以用于预测急性期神经重症患者在自主呼吸停止后进

展为脑死亡的时间，但结果还需要进一步前瞻性大样本研究验证。 

 
 
OR-052 

Melatonin Attenuates Early Brain Injury via the Melatonin 
Receptor/Sirt1/NF-κB Signaling Pathway Following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in Mice 

 
Zhao Lei1,Liu Haixiao1,Yue Liang1,Zhang Jingbo1,Li Xia1,Wang Bodong1,Lin Yan2,Qu Yan1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angdu Hospital，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China 

2.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 an， China 

 

Aims  Melatonin (Mel) has been reported to alleviate early brain injury (EBI) following subarachno
id hemorrhage (SAH). The activation of 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1 (Sirt1), a histone deacetylas
e, has been suggested to be beneficial in SAH. However, the precise role of Sirt1 in Mel-mediated
 protection against EBI following SAH has not been elucidated.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valuat

e the role of melatonin receptor/Sirt1/nuclear factOR-kappa B (NF-κB) in thi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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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endovascular perforation SAH model was used in male C57BL/6J mice, and melat
onin was administrated intraperitoneally (150 mg/kg). The mortality, SAH grade, neurological scor
e, brain water content, and neuronal apoptosis were evaluated.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acetylate
d-NF-κB (Ac-NF-κB), Bcl-2, and Bax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To study the underlying mech
anisms, melatonin receptor (MR) antagonist luzindole and Sirt1 small interfering RNA (siRNA) we
re administrated to different groups.  
Result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Mel improved the neurological deficits and reduced the brain w
ater content and neuronal apoptosis. In addition, Mel enhanced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and Bcl-2 
and de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Ac-NF-κB and Bax. However,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Mel were 
abolished by luzindole or Sirt1 siRNA.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Mel attenuates EBI following SAH via the
 MR/Sirt1/NF-κB signaling pathway. 
 
 
OR-053 

口服阿司匹林患者发生轻型颅脑外伤的风险评估 

 
江研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通过血栓弹力图对长期口服阿司匹林患者发生轻型颅脑外伤的病情进展风险进行评估。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08 年 2 月至 2016 年 4 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收治 319 例具有长期口

服阿司匹林的颅脑外伤患者，入院后常规检查患者的血栓弹力图，以通过花生四烯酸（AA）途径

诱导的血栓弹力图≥75%作为分组指标，比较不同类型颅脑外伤发生病情进展的风险可能。 

结果  经血栓弹力图检查 AA 途径血小板抑制率≥75%轻型颅脑外伤患者共有 121 例，其中发生病情

进展 33例 27.2%，死亡 9例。血小板抑制率<75%轻型颅脑外伤患者共有 198例，其中发生病情进

展共有 41 例 20.7%，死亡 7 例。 

结论  血栓弹力图作为长期口服阿司匹林患者发生轻型颅脑外伤病情进展的评估作用需要进一步研

究。但是对合并血肿的颅脑外伤，血栓弹力图的抑制率可做为病情进展的预测指标。 

 
 
OR-054 

高渗盐溶液在重度颅脑损伤中的应用 

 
别黎 付双林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重度颅脑创伤患者的总体预后不佳，围手术其治疗一直是临床救治的难点。高渗盐溶液在合

并弥漫性脑肿胀、失血性休克、肾功能不全的病例的救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方法  我们探索了 sTBT 患者子啊合并合并弥漫性脑肿胀、失血性休克、肾功能不全时，应用高渗

盐溶液和甘露醇的治疗效果。回顾性分析合并合并弥漫性脑肿胀、失血性休克、肾功能不全的 sTB

I 患者 42 例, 其中 22 例给予常规脱水治疗，20 例给予高渗盐溶液治疗。 

结果   患者的 ICU 住院天数、GOS 评分等评价指标，应用高渗盐溶液组明显优于常规应用脱水治

疗组。 

结论  高渗盐溶液在 sTBI 的治疗中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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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5 

细胞联合治疗对海水浸泡脑损伤大鼠的疗效分析 

 
王伟 

解放军第 306 医院 100101 

 

目的  探讨神经干细胞联合 γ-氨基丁酸能神经元立体定向移植治疗对海水浸泡颅脑损伤大鼠的神经

功能改善效果。 

方法  首先利用抗 Hes1 基因的寡核苷酸链将神经干细胞高纯度诱导分化为 γ-氨基丁酸能神经元细

胞。利用自由落体打击去骨瓣后的大脑致伤加海水 45 分钟浸泡建立动物模型。将重度脑损伤大鼠

随机分为 4 组：假损伤组：仅去骨瓣，不损伤及海水浸泡；单纯损伤组：建立海水浸泡脑损伤模型；

干细胞治疗组：建模后进行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联合治疗组：建模后神经干细胞与 γ-氨基丁酸能

神经元联合移植治疗。各治疗组于损伤后第 4 天行细胞移植治疗。各组分别于损伤前、损伤后 3、

7、14、21、31 天进行 mNSS，偏瘫实验，水迷宫实验的行为学观察，以评估其神经功能改善情

况。各组大鼠每隔 1 周随机选择 2 只处死，进行灌注取脑，切片，染色，观察脑损伤及移植细胞存

活情况。 

结果   1：两个细胞治疗组神经功能较单纯损伤组有较为明显的改善。2：联合治疗组与神经干细胞

治疗组相比，在第 14—31 天其 mNSS 要明显优于神经干细胞治疗组（P<0.05），在第 21 天后偏

瘫实验中损伤大鼠患侧前肢使用率明显优于神经干细胞治疗组（P<0.05），远期效果较好；而在

水迷宫实验中两组并未出现明显差异。 

结论  神经干细胞与 γ-氨基丁酸能神经元联合移植治疗对于海水浸泡脑损伤大鼠的运动功能恢复有

较好疗效，但对于其记忆功能恢复效果仍有待探究。 

 
 
OR-056 

创伤性脑损伤后进展性出血性损伤的危险因素分析 

 
陈军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后发生进展性出血损伤（progressive hem

orrhagic injury，PHI）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9 月~2015 年 8 月 132 例 TBI 患者颅内出血进展情况，41 例（31.1%）

进展为 PHI（PHI 组）。单因素分析包括性别、年龄、受伤原因、损伤类型、瞳孔大小、瞳孔对光

反应、入院时高血压（收缩压≥140 mm Hg）、受伤到首次 CT 检查时间、血肿部位、血肿类型、

是否合并脑挫裂伤、是否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以及入院首次凝血功能指标、血糖、血常规、肾功

能，出院时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cale，GOS），并应用 Logistic 回归进行多因

素分析。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损伤类型、入院时高血压、受伤到首次 CT 检查时间、合并脑挫裂伤、

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D-二聚体、RBC、血糖和出院 GOS 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

因素分析显示入院时高血压（OR=2.648，P=0.031），合并脑挫裂伤（OR=2.915，P=0.017）和

D-二聚体≥6500 μg/L（OR=5.638，P=0.000）是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TBI 患者若存在入院时高血压、合并脑挫裂伤和较高水平 D-二聚体（≥6500 μg/L）更易发生

PHI，需要加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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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7 

冠状切口双额大骨瓣减压术治疗双额颞叶重度脑挫裂伤 

合并脑中心疝及早期颅骨修补 

 
王忠 苏宁 张晓军 戚建军 赵卫平 张仲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10161828 

  

目的  探讨应用冠状切口双额大骨瓣减压术治疗重度双侧额颞叶脑挫裂伤及早期颅骨修补的效果。

方法  2008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应用冠切双额大骨瓣开颅手术治疗的 86 例重型双侧额颞叶脑挫

裂伤患者伴难治性高颅内压合并脑中心疝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GOS 评分：随访 6 个月以格拉斯哥预后量表(COS)评分判定疗效，恢复良好 53 例

（61.6%），轻残 22 例（25.6%），重残 5 例（5.8%），植物生存 3 例（3.4%），死亡 3 例

（3.4%）。恢复良好早期自体或塑形钛网颅骨修补术 38 例。 

结论  双额冠状切口大骨瓣减压术能有效解除或减轻双额颞叶脑挫裂伤患者颅内高压，在重型双侧

额颞叶脑挫裂伤的抢救中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能明显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致残率和病死率，改善

患者的预后。 

 
 
OR-058 

阿托伐他汀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临床效果分析 

 
辛志成 龙连圣 蒋超超 吴钟华 王伟 苏强 施顺孝 王聪 范顺志 章元 

浙江湖州市解放军 98 医院 400037 

 

目的   研究阿托伐他汀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1 月确诊的 44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

中 23 例行钻行引流术（对照组），另外 21 例予以口服阿托伐他汀 20mg 1/日（治疗组），3 个月

后根据临床症状及头颅 CT 结果评价疗效。有效：临床症状完全或部分缓解，硬膜下血肿完全或大

部分吸收；无效：临床症状未缓解，硬膜下血肿未减少或增多。 

结果   对照组有效 21 例，治疗组有效 18 例，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012, p ＞0.05）。对

照组出现继发出血并发症 1 例，治疗组出现较严重肝功能异常等并发症 2 例，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x2=0.007, p ＞0.05）。 

结论   阿托伐他汀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OR-059 

建立“脑血管病绿色通道”的经验总结 

 
石斌 1,2,3 杨光辉 2,3 李楠 2,3 

1.山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太原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3.太原市急救中心 

 

目的  总结本单位脑血管病绿色通道的建立和运行经验，探索建立一套脑血管病诊断、治疗、康复

的规范化流程。 

方法  回顾总结本单位近十年来由神经影像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神经介入科、神经康复科共

同建立的“脑血管病绿色通道”的实施和运行情况，并复习国内外相关资料。 

结果   脑血管病绿色通道使各类脑血管病的治疗效果有了明显提高。 

结论  该通道的建立解决了以往各科对脑血管病诊断、治疗及康复的认识差异。弥补了神经影像科、

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神经介入科、神经康复科等脑血管病相关科室之间衔接不足的问题，特别是

使神经内外科之间对脑血管病的诊断和治疗有了基本一致的标准，使得脑血管病患者得到了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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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时机及治疗方法。 

 
 
OR-060 

持续 ICP 联合 BIS 监测在颅脑外伤术后再次 

手术评估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董伦 张恒柱 陈浪 魏民 王杏东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分析脑电双频指数(BIS)及颅内压监测(ICP)在严重颅脑外伤患者术后再次手术评估及预后评估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5 年 6 月 30 我院 NICU 严重颅脑外伤患者术后 20 例脑外伤去骨瓣减

压患者，分为手术组与保守治疗组各 15 例，比较其预后、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术中常规行有创

颅内压监测，收集术后复查头颅 CT 提示大脑中线偏移≥1cm 及/或颅内迟发血肿≥25ml 患者的基本

信息，记录其颅内压值，颅内压值＜25mmHg，向患者家属交代病情，尊重家属决定。记录术后 2

4h 内的 GCS 评分， 连续监测 BIS 值及 ICP。每 8h 评价 GCS 评分，计算并比较平均值，并监测

患者的 ICU 住院时间及 21d 死亡率。 

结果   经 Spearman 秩相关法分析，BIS 与昏迷评呈正相关，与 ICP 值负相关，而且 BIS 值越高，

 ICP 值越低, 患者预后越好，反之越差。其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手术组与保守治疗组

比较，预后、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方面，手术治疗与保守治疗二者并无明显差异，进一步结果有待

进一步验证。 

结论  入院时病情越重，BIS 值越低，颅内压越高其预后越差。BIS、ICP 可以作为严重颅脑外伤患

者术后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判断的两个指标，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可帮助医师直观、可靠的评估

患者预后并指导治疗。 

 
 
OR-061 

婴幼儿自发性颅内出血病因及预后分析 

 
翟瑄 张为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婴幼儿自发性颅内出血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分析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 78 例婴幼儿期（≤3 岁）自发性颅内出血患儿的 

病因、影像学特点、并发症及预后。  

结果  1.共 78 例，占同期自发性颅内出血患儿的 41.94%，年龄 14 天～3 岁，平均 0.49 岁；病程 

8 小时～15 天，平均 3.45 天；2.主要临床表现为高颅压症状（74.4%）、意识障碍（56.4%）、偏

瘫（15.4%）、黄疸（11.5%）等；3.出血原因：⑴凝血功能障碍 61 例（78.2%），其中晚发型维

生素 K 依赖因子缺乏症致颅内出血 45 例，血友病 8 例，先天性凝血因子缺乏 3 例，嗜血细胞综合

征 1 例，急性白血病 1 例，其他不明原因凝血功能障碍 3 例；⑵脑血管畸形 13 例（16.7%），其

中动静脉畸形 10 例，动脉瘤 2 例，毛细血管瘤 1 例；⑶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 2 例；⑷肺吸虫脑

病 2 例。4.均由头颅 CT 和/或 MRI 检查明确诊断，脑内血肿（ICH）47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SA

H）41 例，硬膜下出血（SDH）38 例，脑室内出血（IVH）19 例。5. 19 例因疑诊脑血管畸形而同

时行增强 CT/MRI 扫描和 CTA 三维成像检查，CTA 检出脑血管畸形 13 例（16.7%），术后病检结

果证实准确率 100%，其中动静脉畸形 10 例（12.8%），动脉瘤 2 例(2.6%)，毛细血管瘤 1 例(1.

3%)，此 13 例中仅 3 例在增强 CT 或 MRI 扫描提示可疑脑血管畸形。  

6.出血后并发症：惊厥发作 55 例，其中继发性癫痫 43 例，单次抽搐/惊厥发作 11 例，惊厥持续状

态 1 例；贫血 32 例，其中轻中度贫血 16 例，重度贫血 16 例；脑疝 20 例；广泛脑水肿 15 例；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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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 14 例；脑梗塞 10 例；呼吸衰竭 8 例。本组患儿出现继发性感染 29 例，其中 11 例有较明显

的外周血免疫抑制表现。7.本组预后良好 20 例，轻残 35 例，重残 20 例，植物状态 2 例，死亡 1 

例。  

结论  婴幼儿期发生率较高，主要病因是凝血功能障碍和脑血管畸形；CTA 三维成像检测准确率较

高，安全、无创；脑疝、呼吸衰竭对预后有显著影响；易引发外周免疫抑制，导致后期继发感染；

经积极救治后预后较好。 

 
 
OR-062 

“基膜-周细胞”系统在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血脑屏障 

损伤过程中的作用及研究进展 

 
陈渝杰 1 冯华 1 李强 1 John H. Zhang2 

1.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2.美国罗马琳达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 

 

既往研究提示血管内皮基膜与周细胞之间的存在双向功能联系是，对整体血脑屏障单元稳定及功能

维持至关重要。本项目以蛛网膜下腔出血（SAH）为疾病模型，探讨“基膜-周细胞”系统在血脑屏障

损伤与修复中的作用。我们发现 SAH 后微血管密度、周细胞形态、周细胞表型变化以及微血管收

缩情况，进一步在离体细胞及脑片模型上研究了周细胞的微循环调控作用与血红蛋白诱导的 NO/c

GMP 信号抑制有关。针对 Norrin 蛋白、P2X7 受体等关键靶点进行干预，能够显著改善 SAH 后血

脑屏障损伤程度。我们应用青蒿琥酯、草麻黄提取物、左旋龙脑等成分明确的传统中药单体，能够

有效修复血脑屏障损伤、调控血脑屏障功能。梳理蛛网膜下腔出血研究历史并结合我们的研究成果，

我们提出“血管-神经元-胶质细胞”三元模型，期望能够揭示血管神经网络在维持颅内血液循环及神

经功能稳态中的关键作用；从周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特点、周细胞的调节信号分子以及周细胞

在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的功能变化的多能性等方面进行了综述，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脑损伤的药

物治疗及基础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 

 
 
OR-063 

颅内压监护在颅脑创伤救治中的应用 

 
邹德伟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OR-064 

高频超声检查在肘部尺神经损伤后的作用研究 

 
刘智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肘部尺神经损伤的治疗方法以及高频超声在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总结了自 2014-2016 年 8 月收治的肘部尺神经损伤的病人，共 43 例，所有病人术前均行高频

超声检查，并行手术治疗。 

结果  本组病人中男性 41 例，女性 2 例，年龄在 17-64 岁，平均为 39.8 岁。根据高频超声检查结

果明确肘部尺神经损伤原因，其中肘关节炎合并骨质增生 23 例，陈旧性骨折 8 例，神经部分或完

全断裂 3 例，尺神经沟内肱三头肌异位 3 例，手术继发损伤 1 例，另有 5 例未找到明确病因，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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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神经肿胀，外膜粗糙，考虑为运动过度或姿势不良。所有患者均行手术治疗，术中探查损伤原因

与超声完全吻合，其中肱三头肌异位患者行异常肌肉切除及尺神经减压，神经部分断裂的行神经吻

合，其余患者均根据情况行尺神经减压和皮下或肌下前移术。术后随访 1 年至 1 月，患者症状均有

不同程度的缓解。 

结论  高频超声检查能为肘部尺神经损伤患者的手术提供有价值的影像学依据，特别是在鉴别诊断

和查明损伤原因有重要意义。 

 
 
OR-065 

 颅压监测与手术指征不一致情况分类及探讨 

 
许毅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400000 

 

目的  目前的《颅脑损伤手术指南》主要根据血肿量及占位效应来决定是否手术，但随着颅内压监

测的普及，越来越多地发现颅内压监测与目前手术指征有不一致的情况发生。本例研究通过对既往

病例的回顾，力图寻找颅内压监测与手术指征发生不一致情况的类型、原因，并进而促进手术指征

的完善。 

方法  对既往5年颅脑损伤病例进行了回顾。其中324例占位效应明显，根据手术指南有手术指征；

206 例占位效应较轻，没有手术指征。通过研究这些病例中颅内压监测与手术指征不一致情况，进

而对其进行分类、寻找原因并完善手术指征。 

结果  在 324 例占位效应明显，根据手术指南有手术指征的病例中，有 39 例颅内压监测结果颅内压

不高或稍高，最终保守治疗成功。在 206 例占位效应较轻，没有手术指征的病例中，发现 21 例颅

内压不断升高或病情加重，最终需手术治疗。第一种情况（占位重，有手术指征，但颅压并不重，

最终保守治疗成功）常见于急性硬膜下血肿、急性脑肿胀、术后再出血等病例。其病例特点为：一

是其占位效应往往处于手术指征的临界状态，80%多的血肿量处于 30-40ml 之间，中线移位在 10

毫米以下。二是虽然占位效应较重，但意识障碍都不重，多数患者都没有昏迷，甚至是清醒的。考

虑其发生原因在于：不同个体，在一定范围内，对占位效应的代偿能力是不同的，这就造成了颅内

压力的差异，进而影响了手术指征。第二种情况（占位效应轻，没有手术指征，但颅内压力或病情

仍可能持续加重，最终需要手术治疗）常见于额颞叶底面、中线部位、脑干周围小出血灶及静脉窦

受压等情况。考虑其发生原因在于：这些部位的出血虽少，但因毗邻视丘下部、脑干等重要结构或

影响静脉回流，局部颅压增高后容易导致中央型脑疝，病情可出现急剧恶化，需要严密观察并及时

减压。 

结论  在不同病种，不同个体中，因为存在着占位效应与颅内压力不一致的情况，所以在颅脑创伤

手术指征判断上，将“意识+颅压+占位+病种特点”四者结合起来可能才是最科学的方法。 

 
 
OR-066 

血小板反应蛋白 2 在大鼠创伤性脑损伤后的神经保护作用 

 
吴精川 李辉 何骏驰 张洪荣 钟建军 黄志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研究血小板反应蛋白 2(THBS2)在大鼠创伤性脑损伤后伤灶周围脑组织中的表达量并探讨其对

TBI 后大鼠神经功能的保护作用。 

方法  取 40 只 240g SD 雄性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A）、假手术组（B）、脑创伤组（C），再

将 C 组分伤后 6h、1d、3d、7d、14d、28d 6 个亚组，各组分别取相同区域脑组织行 Western blot

发检测伤灶周围 THBS2 表达；另取 25 只 240g SD 雄性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A）、脑创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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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干预+脑创伤组（C），再将 C 组分为高表达组、低表达组、阴性对照组 3 个亚组，各组统

一在造模前和造模后 D1、D3、D7、D14 行 NSS 神经功能评分。 

结果   TBI 后伤灶周围脑组织中 THBS2 的表达逐渐升高，于 D14 达高峰；TBI 造模后 THBS2 高表

达组神经功能评分在各个检测时间低于其他分组。 

结论  蛋白定量和动物行为学实验分别证明 THBS2 在大鼠 TBI 恢复期高表达且 THBS2 高表达能够

帮助改善脑创伤恢复期的神经功能。 

 
 
OR-067 

The new mechanism underlying bexarotene's protective 
effects on mice TBI model: long noncoding RNA Neat1  

 
Zhong Jianju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016. 400016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underlying bexarotene's protective effects on mic
e suffered from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Methods   primary neurons, primary astrocytes, HT22 cell line and BV2 cell line were cultured. R
NA interference (RNAi) was used to knock down Neat1 lncRNA and Pidd1 mRNA, and the mRNA
 alteration induced by Neat1 knockdown was detected by next generation RNA sequencing. The p
roteins which directly bond to Neat1 were pulled down by Neat1 lncRNA, and the protein category
 of those pulled down proteins was identified by mass spectrometry.  
Results   bexarotene promoted Neat1 gene transcription through activating RXR, which could bin
d to Neat1promoter region. However, sole RXR-α could not start Neat1 transcription. In a normal 
culture condition, Neat1 knockdown by RNAi induced significant mRNA change (22 up-regulated 
and 571 down-regulated)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log 2(fold change)| > 1, P < 0.05. In a conditio
n where the oxygen and glucose were deprived, Neat1 knockdown induced a different mRNA cha
nge (121 up-regulated and 126 down-regulated) according to the aforementioned filter rules. Thos
e changed mRNAs were involved in many biological processes, including synapse formation and 
axon guidance. Neat1 could inhibit cell apoptosis and reduce inflammation through restricting key 
protein which could be directly pulled down by Neat1. The in vitro anti-apoptosis and anti-inflamm
ation effects of Neat1 were verified in TBI model of C57BL/6 mice, and those protective effects joi
ntly brought an improved neurological function.  
Conclusion  bexarotene is a promising candidate for TBI treatment, and Neat1 might play an indi
spensable role in this process.   
 
 
OR-068 

颅脑创伤后脑积水的若干问题探讨 

 
王启弘 

重庆医科大学大学城医院  

 

 
 
 
OR-069 

创伤型重性颅脑损伤颅骨减压窗范围探讨 

 
张云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4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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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0 

颈内动脉海绵窦瘘治疗策略探讨 

 
宋毅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10032360 

 

 
 
 
OR-071 

凝血功能障碍所致脑出血的临床特点分析 

 
张超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总结凝血功能障碍所致脑出血患者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于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住院

治疗的 31 例凝血功能障碍所致脑出血患者。 

结果  凝血功能障碍原因为：20例患者为服用抗凝药，2例为 rT-PA溶栓治疗，7例为肝硬化所致，

1 例为服用灭鼠药，1 例为血友病患者。17 例患者采取内科保守治疗，14 例患者采取手术治疗。1

6 例患者死亡；8 例预后较差；7 例患者预后较好。 

结论   凝血功能障碍所致脑出血患者的死亡率、残疾率均较高，个体化治疗是脑出血伴凝血功能障

碍患者治疗的有效措施。 

 
 
OR-072 

婴幼儿颅骨生长性骨折的早期诊治 

 
周建军 梁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婴幼儿颅骨生长性骨折一期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原则，总结其临床特点及防治原 

则。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2 例婴幼儿颅骨生长性骨折一期的患儿临床资料。  

结果  72 例患儿年龄为 1 -36 个月,坠落伤 45 例,车祸伤 21 例,砸伤 6 例，均为闭合性颅骨线性骨折。

主要临床症状：意识障碍，惊厥，呕吐，头部包块。骨折部位：额骨 21 例,顶骨 37 例,枕骨 14 例，

局部均有骨膜下血肿。骨折缝宽度 3～35mm，55 例 CT 提示骨折同一部位脑挫裂伤，38 例术前行

头皮血肿穿刺抽出有血性脑脊液、破碎脑组织诊断，22 例经术前 CT 或 MRI 发现有骨折缝有脑组

织疝诊断，12 例因行同一部分位的颅内血肿清除诊断；72 例均早期手术处理，术中均发现有硬脑

膜破裂；随访 6 月到 3 年，无颅骨生长性骨折发生。  

结论  婴幼儿颅骨骨折缝宽度大于 3mm，尤其伴有同一部分的脑挫裂伤的患儿应警惕颅骨生长性骨

折，通过 CT 或 MRI 提示有脑组织疝出或行头皮血肿穿刺抽出血性脑脊液、破碎脑组织早期诊断，

一期颅骨生长性骨折经诊断早期手术修补硬脑膜、骨折复位，可有效预防颅骨生长性骨折继续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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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3 

自发性小脑出血 12 例手术治疗分析报告 

 
吴军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院 401520 

 

目的  探讨自发性小脑出血手术治疗方法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2016 年手术治疗 12 例小脑出血病人临床资料，2 例行后颅窝开颅血肿清

除，去骨瓣减压术。6 例行单纯侧脑室外引流术及颅内压监测。2 例行小脑血肿穿刺外引流，侧脑

室外引流术及颅内压监测，注射尿激酶引流治疗。2 例行后颅窝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及侧

脑室外引流术颅内压监测。 

结果   病人 ADL 评定功能，死亡 4 例，卧床 2 例，生活自理 6 例。 

结论  早期诊断，依据出血量，（血肿直径》3cm 占位效应明显），有无四脑室受压及双侧脑积水，

意识障碍是否逐渐加重等指标，选择有效的手术方式及颅内压监测，是抢救小脑出血的关键，可提

高成功率，减少并发症，改善预后。 

 
 
OR-074 

颅面开放性多学科处理一例报告 

 
吴南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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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1 

双侧瞳孔散大的特重型颅脑损伤诊治体会 

 
林清松 康德智 方文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0 

 

背景与目的  双侧瞳孔散大的特重型颅脑损伤以往被认定为手术禁忌。我们报道一例经手术治疗的

双侧瞳孔散大的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并阐明超早期手术对挽救该类患者的重大意义。 

病例报道与文献复习：女，33 岁，骑电动车摔伤后人事不省 3 小时，神志中昏迷，GCS 评分： 

E1V1M3=5 分，右侧瞳孔 5mm，左侧瞳孔 3mm，对光反应均消失，无其他严重合并伤，颅脑 CT

平扫：脑疝，右侧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右侧颞叶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完善术前准备期间患

者出现双侧瞳孔散大，自主呼吸尚可，经家属同意后予急诊行“右额颞顶开颅硬膜下血肿清除+右颞

叶血肿清除+右颞极切除减压+去骨瓣减压术+左额钻孔脑室型颅内压探头置入术”。从发病到手术开

始的时间为 5 个小时。术中我们一组人员行右侧额颞顶开颅，一组人员行左额钻孔侧脑室外引流。

我们争取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最快最好的颅内减压，并术中实时监测颅内压的变化。我们发现颅骨掀

开前颅内压为 52mmHg，颅骨掀开后颅内压降至 26mmHg，硬脑膜剪开后颅内压进一步降至 12m

mHg，经内减压后颅内压为 1mmHg，缝皮后颅内压为 6mmHg。术后颅内压基本维持在 20mmHg

以内。术后半个月患者即能简单遵嘱动作。术后 1 个月，患者完全清醒，四肢肌力正常，语言、认

知受轻度影响。我们查阅了相关文献，绝大部分文献认为双侧瞳孔散大的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不宜

手术，认为手术死亡率高，术后长期植物生存的概率极高，因此不建议手术。然而，结合我们的经

验，我们认为发病时间短，双侧瞳孔散大持续时间不足 1 小时，自主呼吸尚存在的患者宜予超早期

手术治疗。 

结论  发病时间短，双侧瞳孔散大持续时间不足 1 小时，自主呼吸尚存在的双侧瞳孔散大型特重型 

颅脑损伤患者宜予超早期手术治疗。术中实时颅内压监测有助于指导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诊治。

制定术中实时颅内压参考值范围用于指导重症颅脑外伤手术方案的制定，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有

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PO-002 

儿童创伤性硬膜外血肿临床分析 

 
冯伟 周玉璞 

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451191 

 

目的   探讨儿童创伤性硬膜外血肿的诊断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0 年 10月～2015 年 10 月收治的 33例儿童创伤性硬膜外血肿临床特征、

影像学资料、治疗方法及预后。  

结果   非手术组给予药物保守 10 例，手术组 23 例，包括钻孔引流 11 例，开颅手术 12 例。恢复良

好 26 例，轻残 3 例，重残 2 例，死亡 1 例。 

结论  儿童创伤性硬膜外血肿的部位、血肿量及患儿意识变化是选择最佳治疗方案关键因素。 

 
 
PO-003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治疗方法的分析 

 
吴刚 

宜春市人民医院 336000 

 

目的  探讨救治高血压患者脑出血伴随高血压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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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 2014 年 12 月 13 日到 2016 年 7 月 2 日,我院有急性期的脑出血伴随高血压病状的人员

106 例，男性 57 例，女性 59 例。年龄：36 岁到 88 岁，平均（57.28±6.16）岁。为了使急性期的

脑出血伴随高血压病患者得到医治，对 106 例有高血压的急性期的脑出血者都予以救治，救治方式

包括：开颅血肿清除、微创置管引流，止血处理、感染防范与处理、脑细胞养护、颅内压监测，降

颅压、水电解质的处理。 

结果  通过急救，在 106 例有高血压的急性期的脑出血者中，有 92 例急性期的脑出血者急救成功，

有 14 例急性期的脑出血者救治效果不佳，自动离院或死亡。 

结论  对于高血压并急性期的脑出血者进行抢救时，救治方案要综合，手术介入时机需严格掌握，

进而减少致残人数、抢救无果而死亡的人数，使病人所受到的生命保护度得以提升及经济负担减轻。 

 
 
PO-004 

罕见经眶-后颅窝异物病例 1 例 

 
陆波 吴军 康睿 龙飞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院 401520 

 

病例资料；患者女，27 岁，因“骑车摔伤致头部及全身多处疼痛 2+小时”入院，入院查体：嗜睡，

部分对答，GCS 评分 12分，右眼上睑中分见约 5cm皮肤裂口，右眼瞳孔居中散大固定，光反射消

失。余神经系统查体阴性。头颅 CT 提示：小脑挫伤，右侧小脑低密度影，脂肪瘤可能？请眼科清

创缝合协助诊疗。同时予以对症处理，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入院后患者烦躁，行无创颅内压监测，

无颅内压增高表现。经治疗半月后病情渐好转，行头颅MRI提示右侧小脑异物伴出血。再次追问患

者受伤史，得知患者伤时有摩托车雨伞支刺伤右眼。进一步行头颅 CT 三维重建，提示右侧小脑异 

物，异物形态与伞帽类似。 

讨论：颅内异物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异物多为金属等硬物，在头颅 CT 上表现为高密度影，诊断多

无困难。但是，一些较松软的物质，如木头，塑料等非金属异物可以在复杂的外力下穿透眼眶、颞

骨鳞部等薄弱的骨质，在 CT 上表现为低密度影，对于此类患者如无颅内出血及其他脑损伤征象，

诊断较为困难，需高度重视，避免误诊。本例患者入院时未能准确提供病史，受伤机制复杂，且头

颅部未见明显伤口，异物影远离眼睑部创口达后颅窝，CT 上表现为低密度影，加之患者伤后烦躁，

不能配合完成头颅 MRI，故在病程早期不能准确诊断。在治疗半月后低密度影无变化，在患者意识

情况好转情况下，完成头颅MRI进一步诊断。同时在反复询问患者受伤病史后，得知患者伤时有摩

托车雨伞支刺伤右眼，进而进一步行头颅 CT 三维重建，很好的还原了伤道及异物形状，为病情诊

断提供了准确依据。该患者异物经眶上裂或视神经孔入颅，避开海绵窦及脑干，直达小脑蚓部，这

种损伤的严重性不仅在于视神经、动眼神经等眼功能的损害，更可能造成重要血管及脑组织的损伤，

处理不当将导致严重并发症而危及生命。总之，创伤性颅内异物的伤情复杂，病情各异，没有固定

模式可循。我们应详细询问患者病史，在患者病情允许情况下早期完善相关影像学检查，以便及早

做出正确诊断及治疗。 

 
 
PO-005 

气管切开术在急性颅脑损伤中的应用 

 
于戈 

新疆阜康市人民医院 831500 

 

目的  气管切开术仍是救治救急性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重要措施之一 

方法  76 例病人中行手术去骨瓣减压或颅内血肿清除术 56 例，保守治疗 20 例。均行气管切开术，

入院时及术前即行气管切开术 16 例，其余均在入院后 72 小时内切开。 

结果  根据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3~6个月随访，恢复良好12例，重残53例，植物生存3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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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12 例，亡病例中无呼吸道及并发症原因。 

结论  引起急性颅脑损伤患者呼吸道阻塞最常见原因是颅脑损伤后的病人处昏迷状态下咳嗽反射消

失，口腔内血性物、脑脊液、呕吐物等吸入呼吸道及口咽肌肉松弛舌根后坠阻塞喉口所致。另一种

情况则见于合并咽喉、颈脊髓、胸腹的损伤后，因直接或间接压迫呼吸道，呼吸乏力或呼吸麻痹等。

此外伤后或术后继发昏迷、高烧，水电解质紊乱，长期卧床，肺活量减少等更促使了呼吸道分泌物

的粘着力和聚集力，可阻塞主支气管引起病人窒息。呼吸道阻塞对急性颅脑损伤患者的损害是多方

面的，就颅脑损伤而言，它可使已经水肿的脑组织水肿再加重，也可使正常的脑组织发生水肿。它

将必导致颅内压增高，阻碍脑脊液循环，使颅内静脉回流受阻，动脉供血不足，颅内压更行升高，

部分病人虽能继续生存，但会遗留严重并发症。 

在保持呼吸道通畅多种措施中气管切开术的效果确实可靠，能有效的解决急性颅脑损伤患者的呼吸

道阻塞所造成的通气与供养问题。由于气管切开后的气体交换方式于正常情况近似，避免了过多的

二氧化碳蓄积对呼吸中枢的抑制作用。同时呼吸道阻力的降低，有利于增加气体交换，可保证有效

的呼吸量。此后，呼吸道分泌物亦易于清除，且因为又经常以直接借吸痰护理刺激引起咳嗽反射，

从而缓解和改善缺氧对脑组织的进一步损害。 

气管切开术的适应症范围较宽，但笔者认为就急性颅脑损伤而言下列情况应考虑尽早实施气管切开

术。1）合并有严重颌面损伤、或颈段脊髓损伤、颈部损伤、或胸部损伤而引起呼吸困难者。2）呼

吸道有大量分泌物、血液或食物滞留，严重脑脊液鼻漏者。3）重型颅脑损伤，无论是脑干损伤还

是脑挫裂伤或颅内血肿估计患者短时间不可能清醒者。4）60 岁以上老年伤者特别是有长时间吸烟

史或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者。虽然气管切开术的手术操做 并不复杂，但在具体情况下，需对伤

者进行全面估计加以选择，做好与病人家人的沟通及气管切开前的准备工作和术后护理有并发症预

防处置措施。人工气道多种多样，但气管切开术的许多优势是他法无法完全取代的。 

 
 
PO-006 

反恐条件下颅脑损伤特点及其救治进展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近年来战争形式发生了改变，战伤也发生了变化，以高新武器重型武器为主带来的现代战创伤有新

的临床特点和病理转归规律，但在恐袭、反恐等小规模作战，简易爆炸装置产生的爆震伤则有不同

的特点和新的临床预后，本文总结分析了近年来反恐和“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战争条件下颅

脑损伤的新特点，并与传统颅脑损伤的伤情与病理特点进行了对比分析。 

 
 
PO-007 

高血压幕上脑出血手术方式及时机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谈志辉 程波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 408400 

 

目的  探讨高血压幕上脑出血手术方式和时机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4 例高血压幕上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法分为骨瓣开颅血肿清除

术（开颅组）52例、小骨窗血肿清除术（小骨窗手术组）65例、微创血肿穿刺引流术（微创组）5

7 例，根据手术时机分为超早期组（出血后＜6h）79 例、早期组（出血后 6～24h）56 例、延迟期

组（出血后＞24h）39 例。 

结果  三种手术方式治疗高血压幕上脑出血预后良好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小骨窗

手术组、微创组术后ADL评分高于开颅组，NIHSS评分低于开颅组（P＜0.05）；小骨窗手术组、

微创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开颅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36.54%高于微创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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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P＜0.05），其余组间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超早期预后良好率为 81.

01%高于早期 60.71%、延迟期组 43.58%（P＜0.05），早期组预后良好率略高于超早期组，但组

间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超早期组治疗后 ADL 评分高于早期组、延迟期组，NIHSS

评分低于早期组、延迟期组（P＜0.05），早期组、延迟期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超早期采用个性化手术方案治疗高血压幕上脑出血可改善疾病预后。 

 
 
PO-008 

对冲性双额叶脑挫裂伤的救治体会 

 
黄乾亮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分析对冲性双额叶脑挫裂伤的临床特点及救治方法，探讨对冲性双额叶脑挫裂伤患者的治疗

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05 月至 2016 年 05 月 101 例对冲性双额叶脑挫裂伤患者的外伤情

况、临床特点、救治经过及预后。 

结果  71 例患者行开颅脑挫裂伤清除并去骨瓣减压术，30 例患者保守治疗，3 月后依据 GOS 评分

评估预后：良好 84 例（83.17％ ），中度残疾 9 例（8.91％），重度残疾 5 例（4.95％），死亡 3

例（2.97％）。 

结论  对冲性双额叶脑挫裂伤病情变化快，容易出现中心疝危机患者生命。密切监测患者病情及颅

内压变化情况，动态复查 CT，早期手术能有效地改善患者预后，降低死亡率。 

 
 
PO-009 

腰池引流在 aSAH 早期术后的应用 

 
何朝晖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目的  探讨持续腰池脑脊液外引流术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早期外科治疗后的临床意义。 

方法  将 87 例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分为腰池引流实验组和反复腰椎穿刺对照组，两组患

者均在早期行开颅瘤颈夹闭术，术后均给予常规内科药物治疗。49 例实验组在麻醉后行腰池置管

脑脊液外引流术，38 例对照组术后行反复多次腰椎穿刺释放脑脊液。比较两组在术后症状性脑血

管痉挛、脑积水、颅内感染发生率以及血性脑脊液廓清时间、住院时间差异、GOS 分级对两组疗

效评定。 

结果   实验组在术后症状性脑血管痉挛、慢性脑积水发生率分别为 13.8%、8.2%。对照组所对应的

指标分别为 44.7%、23.6%,均高于实验组（P=0.01，P=0.04）。实验组术后颅内感染的发生率为

8.2%，与对照组的 2.6%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 =0.40， P=0.27）。实验组血性脑脊液廓清

时间为 7±1.3 天，住院时间为 23±1.8 天；对照组分别为 11±1.2 天，28±2.3 天，均  

高于实验组（P<0.05）。两组在出院半年后随访时的 GOS 分级疗效评比上，实验组好于对照组，

恢复良好率为 81.6%。 

结论  腰池引流操作简单，脑脊液引流的速度及量可随时调整；能够显著降低破裂颅内动脉瘤早期

手术后的症状性脑血管痉挛、慢性脑积水发生率；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预后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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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0 

紧急床边微创外引流术在抢救脑疝患者中的应用 

 
孙翔宇 

费县人民医院 273400 

 

目的  探讨紧急床边锥颅减压联合开颅血肿清除及去骨瓣减压术抢救重型、特重型颅脑损伤合并脑

疝患者较传统手术方法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费县人民医院自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之间 40 例重型、特重型颅脑损伤合并脑疝

患者分为联合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治疗组患者在开颅血肿清除及去骨瓣减压术前采用紧急

床边锥颅减压治疗；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开颅血肿清除及去骨瓣减压术治疗。患者预后情况采用术

后 3 个月时采用 GOS 预后评分标准进行疗效评估。 

结果  联合治疗组患者术后 GOS 分级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紧急床边锥颅减压术能快速缓解重型、特重型颅脑损伤合并脑疝患者的颅内压 ，减轻继发性

脑干的损伤程度，有效降低死亡率及致残率，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O-011 

由于高速砂轮滑脱所致的颌面-颅底内外沟通性损伤一例 

 
李学刚 

重庆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颌面-颅底内外沟通性损伤的救治特点。 

方法  介绍一例由于高速砂轮滑脱所致的颌面-颅底内外沟通性损伤患者的救治经过。 

结果   患者康复出院，没有遗留任何与手术相关的后遗症或并发症。 

结论  1、高度警惕颅内血管损伤；2、颅底的重建与修补非常重要；3、异物的清创尽量彻底； 

4、抗感染及支持治疗非常重要。 

 
 
PO-012 

不同术式治疗自发性脑室出血伴脑室铸型的疗效分析 

 
张正保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402360 

 

目的  探讨保守治疗、单侧侧脑室外引流、双侧侧脑室外引流及经胼胝体入路开颅血肿清除术对自

发性脑室出血伴脑室铸型的疗效，通过各种治疗方式前后各项指标对比分析找出该类患者的最佳手

术方案。 

方法  选取我院 60 例自发性脑室出血伴脑室铸型的患者（均行头颅 CTA 或 DSA 排除血管畸形、动

脉瘤及其他血管性疾病引起脑出血）随机分为 4 组，通过对患者意识情况，GCS 评分、死亡率、

颅内感染率、拔管时间、住院时间、ADL 评分等临床指标比较，并连续随访 6 月，分析患者后期生

活自理能力与其治疗方式的相关性。 

结果   三种手术方式相对内科保守治疗均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及减少致残率（P<0.01）；后两种手

术方式颅内感染发生率及住院时间明显小于第一种手术方式（P<0.01）；三种手术方式再出血及

肺部感染、消化道出血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对于自发性脑室出血伴脑室铸型的患者积极进行外科手术干预尤为必要，开颅血肿清除术及

双侧侧脑室外引流术较单侧侧脑室外引流术可明显减少颅内感染发生率及缩短住院时间，对于该类

患者选取何种手术方式应根据术者的熟练程度及医院的设备设施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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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3 

慢性硬膜下血肿二次手术原因分析 

 
李学刚 

重庆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慢性硬膜下血肿二次手术原因，防治措施。 

方法  对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2011.1.1—2016.1.1 收治的 388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病人进行回顾性分 

析。 

结果   手术治疗 340 例，常规行钻孔引流术，其中 12 例行开瓣血肿清除术。有 16 例病人行二次手

术，死亡 2 例。二次手术中，6 例术后早期继发急性出血，10 例术后血肿复发或硬膜下积液。 

结论  认识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临床特点，提高手术质量，制定正确的手术方案，提高治愈率。 

 
 
PO-014 

妊娠期及产褥期合并颅内出血 12 例临床病例分析 

 
张之营 徐书刚 

德州市人民医院 253014 

 

目的  探讨妊娠期及产褥期合并颅内出血患者的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方法，研究其发病时间、病

因、高危因素及病人预后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1 月至 2016 年 7 月期间德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2 例妊娠期及

产褥期合并颅内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经颅脑 CT 明确颅内出血诊断，治疗过程中均行

头颅 CTA、CTV 或 MRA、MRV 及 DSA 明确出血原因。 

结果  12 例妊娠期及产褥期并发颅内出血患者中，7 例为基底节区脑出血( 4 例为单侧基底节区脑出

血，2 例为单侧基底节区脑出血破入脑室，1 例为双侧基底节区脑出血) ，4 例为脑动静脉畸形破裂

出血，1例为上矢状窦血栓形成并蛛网膜下腔出血。8例发生于妊娠期，4例发生于产褥期，临床症

状多表现为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视物模糊、不同程度意识障碍、肢体活动障碍及癫痫等等；

查体发现：收缩压在 140mmHg 以上 8 例，160mmHg 以上 6 例；9 例有不同程度意识障碍，3 例

发生瞳孔改变，9 例合并肢体肌力、肌张力异常及病理征阳性等。12 例孕产妇中 7 例合并妊高症，

 4 例重度子痫前期 / 子痫患者( 其中 2 例合并血小板减少，1 例合并胎盘早剥) ；4 例脑动静脉血管

畸形破裂，1 例妊娠期血小板减少合并巨幼红细胞贫血，1 例合并风湿性关节炎。3 例基底节出血

病人发生脑疝，急症行颅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1 例血管畸形破裂脑室铸型行双侧脑室引流

术，2例血管畸形行开颅切除术，1例血管畸形行部分栓塞术，1例血管畸形病人植物状态，未经手

术处理；余病例行药物保守治疗。12 患者中 5 例行剖宫产，3 例经阴道分娩，3 例晚期流产或引产，

1 例患者未终止妊娠死亡。2 例孕产妇死亡（一例为大面积基底节区出血，病人术前呼吸骤停；另

一例为上矢状窦血栓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弥漫性脑肿胀），1 例植物生存状态，余孕产妇治疗好

转出院，5 例留有不同程度偏瘫及失语 。 

结论  妊娠期及产褥期并发颅内出血多发生于围产期，对孕产妇危害极大，致死率及致残率高，妊

娠期高血压综合征、脑血管畸形、静脉窦血栓形成等是发病高危因素；密切观察临床症状，结合 C

T、MR 及血管影像检查有助于早期诊断及治疗；严格控制相关高危因素、个体化的神经外科手术

治疗及药物治疗对于合并颅内出血的孕产妇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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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5 

醒脑静治疗颅脑外伤的实验研究 

 
尹怡 谭亮 葛红飞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目的  当今我国颅脑外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的发病率已经超过 100/10 万人口，居于创

伤首位。具有极高的死亡率和残废率。目前的主要治疗手段是去骨瓣减压，尚无针对脑外伤明确有

效的神经保护药物。醒脑静由中医经典急救方剂安宫牛黄丸拆方而来，“开窍醒神、安神定志、清

热解毒、解郁行气”之功。本文拟研究醒脑静对颅脑创伤的神经保护作用。 

方法  1、采用打击杆自由落体脑外伤动物模型。2、给药剂量：按每只大鼠 10 ml/kg bid，腹腔注

射。3、实验分组：Sham-生理盐水组、Sham-醒脑静组、TBI-生理盐水组、TBI -醒脑静组，每组

再平均分为四组，即 TBI 后 6h、 24h、1 周、2 周观察相应指标。4、观察指标：① 醒脑静对 TBI

大鼠生存期的影响；② 醒脑静对TBI大鼠翻正反射、神经行为学评分和Morris水迷宫逃避潜伏期；

③ 醒脑静对 TBI 大鼠脑水肿的改善情况和 BBB 的保护作用；④HE 染色观察组织损伤情况。  

结果   10 ml/kg bid 腹腔注射组大鼠翻正反射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9.85±0.17 min  v.s. 10.32±0.10

min, P<0.05, n=10)，1 周时大鼠神经功能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17.375±0.40 v.s. 16.75±0.42, P<0.

05, n=8)，其余时间点神经功能评分无显著差异，实验组 Morris 水迷宫逃避潜伏期显著短于对照组

(P<0.05, n=10)；各组间脑含水量和 Evans Blue 渗出无显著性差异，但实验组细胞核固缩、变性，

神经元变性坏死轻于对照组。 

结论  醒脑静 10 ml/kg/d bid 腹腔注射对脑外伤大鼠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PO-016 

结构脂肪乳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蛋白质代谢 

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庆晓东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院 315100 

 

目的  探讨结构脂肪乳（STG）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蛋白质代谢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2009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我科 90 例重型颅脑损伤术后患者随机、双盲分为结构脂肪乳（S

TG）组和物理混合的中/长链脂肪乳（MCT/LCT）组。重型颅脑损伤术后 1-7 日接受等氮等热量肠

外营养。对比观察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氮平衡、血浆蛋白质水平、免疫功能状况等。 

结果   在行 7 日的肠外营养后，两组患者生命体征、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无显著性差异；术后

第 5 日，STG 组蛋白质水平恢复至术前水平，IgG、IgM、CD3 和 CD4 下降不显著；MCT/LCT 组

术后第7日蛋白质水平恢复至术前水平，IgG、IgM、CD3和CD4下降显著；术后第5日、第7日，

MCT/LCT 组纤维连接蛋白、视黄醇结合蛋白、转铁蛋白、前清蛋白、IgG、IgM、CD3 和 CD4 均

显著低于 STG 组；STG 组氮平衡明显优于 MCT/LCT 组。 

结论  STG 由于具有较好的节氮作用，能有效地改善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的蛋白质代谢，有利于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的免疫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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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7 

双侧脑室外引流术联合腰大池引流治疗脑室出血的疗效分析 

 
黄伟 胡荣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分析双侧脑室外引流联合腰大池引流治疗脑室出血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46 例脑室出血的患者根据治疗方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3 例，两组患者均行双侧脑室

外引流术，观察组在此引流术后再行腰大池引流。观察两组患者术后脑室血肿清除、脑室引流时间

及脑脊液恢复正常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及患者死亡率，日常生活能力（ADL）评分。  

结果  观察组术后 1 周及 2 周脑室血肿清除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脑室外引流时间及脑

脊液恢复正常时间比对照组缩短，颅内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及死亡率均比对照组减少，ADL 评分优

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  双侧脑室外引流联合腰大池引流治疗出血，能有效降低颅内压，帮助脑室内出血引流吸收，

可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和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缩短住院时间，改善预后，值得临床推广 

 
 
PO-018 

高龄慢性硬膜下血肿 129 例手术治疗体会 

 
李学刚 

重庆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高龄患者慢性硬膜下血肿的手术方式，提高疗效，减少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02-2016 年收治并手术的高龄（≧75 岁）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的临床资料，

总结手术经验及教训。 

结果   99 例完全治愈，28 例症状缓解，2 例死亡；钻孔引流 122 例，7 例行开颅血肿清除术；5 例

术后复发行二次手术；麻醉方式：73 例局麻，56 例全麻。 

结论  钻孔引流术治疗高龄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创伤小，疗效确切，是治疗的首选方法，尽量选择

局麻手术。 

 
 
PO-019 

脑出血偏瘫病人康复期护理 

 
刘文娟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通过研究建立适用于脑出血偏瘫病人康复期的护理方案，是否优于现用的常规护理方案。通

过对脑出血偏瘫病人康复期护理方案的实施，评价其对脑出血偏瘫病人治疗和康复的效果，为临床

研究提供资料。 

方法  选取 2014 年 2 月-2016 年 8 月，神经外科住院病人符合标准的脑出血术后偏瘫病人 86 例，

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其中干预组 30 例，对照组 56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组在常规

护理的基础上，术后 10 天开始采用良肢位的摆放和针灸治疗进行干预，干预后采用量表、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评定表，收集资料，用 SPSS17.0 对统计数据进行处理。 

结果  1、两组病人一般资料比较，通过对照组和干预组的年龄、性别、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医疗

支付方式、脑出血量等一般资料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干预后两组患者肢体活动情况用自理能力评分表评定，比较结果显示：干预前两组肢体活动情

况（P=0.75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两个月干预后，干预组较前明显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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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针对脑出血偏瘫病人术后早期 10 天开始良肢体位的摆放和针灸治疗、康复的措施，明显减少

致残率，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PO-020 

烟雾病的临床分析 

 
潘杰香 刘智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烟雾病的临床特点并通过各种影像学检查在烟雾病术前、术后的应用，观察脑硬膜动脉

血管融通术（EDAS）对烟雾病的治疗作用。  

方法  对我科 38 例烟雾病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本组病例年龄 7-52 岁，出血性脑卒中 13 例（34%），缺血性脑卒中 25 例（66%），本组 3

8 例患者行手术治疗(硬脑膜动脉血管融通术 encephalo-duro-arterio-synangiosis,EDAS)。最常见

临床表现为头痛呕吐、肢体麻木等。通过DSA、CTA、MRA获得诊断；以SPECT、MRI灌注成像

行术前评估，术后出血发病的病例均未出现再出血，25 例缺血发病的病例中症状明显缓解的 19 例，

6 例无明显变化。6 月、12 月分别复查 SPECT、MRI 灌注均可见脑血流灌注改善、脑血流贮备增

加。 

结论  烟雾病发病年龄轻，临床表现多样，以脑出血多见，烟雾血管和微小动脉瘤形成是主要原因。

DSA为烟雾病诊断最可靠方法，CTA、MRA可协助诊断。而SPECT、MRI灌注成像具有简单、快

速、无创等优点，尤其适合于烟雾病患者术前评估、手术指针的掌握及术后的随访。EDAS 手术是

治疗烟雾病的有效方法。 

 
 
PO-021 

矢状窦中后部损伤的手术处理 

 
杨理坤 冯毅 

解放军 101 医院 214044 

 

背景  顶枕部部硬膜外血肿有 25-50%与静脉窦损伤有关，因静脉窦损伤导致的硬膜外血肿死亡率非

常高。 

目的  介绍一个成功治疗矢状窦中后部外伤的病例，并探讨如何制定最优手术方案。 

方法与结果  患者男性，27 岁，“车祸伤致伤头部外伤 4 小时”入院。GCS5 分，左瞳直径 4mm，对

光反射消失，右瞳直径2.5mm，对光反射迟钝，顶部颅骨可及外凸畸形，右侧肢体肌力Ⅰ级，左侧

肢体肌力Ⅳ级。头颅 CT：左额顶脑挫裂形成脑内血肿，顶部硬膜外血肿，右侧硬膜下血肿，右顶

叶脑挫伤，顶骨广泛凹陷粉碎性骨折。入院诊断：全身多发伤，特重型内开放型颅脑伤、左额顶脑

挫裂脑内血肿。顶部硬膜外血肿、右侧硬膜下血肿、右顶叶脑挫伤、顶骨广泛凹陷粉碎性骨折。手

术步骤：术中设计冠状缝前 1cm 为前界，枕外粗隆上 5cm 为后界，沿正中线连接的 H 形手术切口,

切开头皮，完全显露骨折范围,铣刀形成骨瓣，小心游离骨瓣,压迫矢状窦及蛛网膜颗粒出血，悬吊

硬膜于周围骨窗缘,清理硬膜外血肿，并探查矢状窦损伤范围，清理矢状窦机械栓塞,翻转脑挫伤侧

硬膜修补矢状窦破损（超声探查）,清除颅内血肿，还纳右侧及矢状窦处颅骨，瞳孔散大侧去骨瓣

减压。患者恢复良好，术后 3 月随访，生活自理。 

讨论  对于矢装窦处凹陷性骨折伴出现，术前当充分评估，设计术中能扩大的皮瓣和骨瓣，切口需

跨中线，皮瓣覆盖足够手术野，兼顾头皮血供。矢状窦上方凹陷骨折，中间骨桥对矢状窦修补很有

帮助，术后对矢状窦有保护作用。碎骨片拼合后，尽可能回纳骨瓣。本病例使用的使用翻转的硬脑

膜瓣进行重建技术，在肿瘤手术中亦有报道，优点在于能迅速控制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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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矢装窦中后部损伤需要制定完善的手术策略，术中采用硬膜瓣翻转减少修补时间，尽最大可

能挽救患者生命。 

 
 
PO-022 

aSAH 的治疗不能只强调血管痉挛而忽视脑血流过度灌注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背景及目的  传统观点认为脑血管痉挛是导致 SAH 患者的迟发性神经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在诊疗

过程中强调早期足量全程的使用解痉药物预防痉挛。然而临床实践发现，过度灌注也是导致神经功

能障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本研究探讨 SAH 术后过度灌注的识别和处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1 年 10 月-2014 年 12 月 22 例颅内动脉瘤术后发生脑肿胀患者的临床资

料，包括基本资料、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治疗措施和预后转归。  

结果   头颅 CT 检查发现，22 例患者术前均无脑肿胀，18 例（81.8%）在动脉瘤术后 3 天内，4 例

（18.2%）在动脉瘤术后 4-7 天内，显示双侧脑室缩小，三脑室、环池和脑沟消失等继发性脑肿胀

征象，同时伴有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障碍。TCD显示主要供血区域存在过度灌注现象。停止静脉注

射尼莫地平或法舒地尔后，19例（86.4%）在3天内，3例（13.6%）在4-7天内脑肿胀逐渐减轻，

伴意识、肢体活动好转。无一例需要去骨瓣减压手术，未发现有因停用药物引起的局灶性缺血加重。 

结论  部分 aSAH 术后病情恶化并非源于脑血管痉挛，而是由脑血流过度灌注引起，临床上常被忽

视或误诊为血管痉挛，应重视二者的鉴别，解痉药物的使用要强调个体化治疗，避免一概而论。 

 
 
PO-023 

微创手术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的临床效果研究 

 
何华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研究并评价微创手术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136 名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入组，随机分配到对照组（68）和实验组（68）。对照组患

者接受传统的开颅血肿清除术，而试验组患者接受微创血肿清除术。比较两组患者术后的神经功能

损害评分、治疗效果及 Barthel 指数等指标，进而分析对比结果数据。 

结果  实验组的神经损害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

实验组平均手术时间（70.40±14.30 分钟）明显短于对照组（110.30±16.10 分钟）。尽管对照组首

次血肿清除量（69.50±11.20 (%)）高于实验组（46.10±7.90 (%)），然而实验组患者残存血肿吸收

时间（4.10±0.90 天）明显优于对照组（6.30±0.60）。上述数据在两组对比中存在显著差异（p < 

0.05）。另外，Barthel 指数在两组比较中，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  微创手术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临床效果及患者获益显著，应该被广泛推广应用于临床中，为

患者带来更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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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4 

血管内支架治疗继发脑出血 41 例临床分析 

 
黄毅 

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目的  回顾性分析 41 例血管内支架治疗继发脑出血病人，探讨血管内支架治疗后继发脑出血的危险

因素，以及针对性治疗方案的选择。 

资料与方法   41 例病人均行血管内支架植入手术（冠状动脉或颅内动脉），男性 15 例，女性 13

例，年龄 48—65 岁，平均年龄 59.8 岁，28 例行开颅血肿清除手术，13 例内科保守治疗。 

结果   手术组 15 例康复出院，死亡 13 例， 保守治疗组 8 例治愈，5 例放弃治疗后死亡。 

结论  1.随着血管内支架治疗患者数量逐年增加，术后继发颅内出血患者也随之增多，我们体会临

床上应严密观察患者意识、瞳孔及生命体征，有颅内压增高临床表现者及时行头颅 CT 检查及时及

时诊断，并根据血肿量及时行针对性治疗；2. 此类病人病情恶化迅速，医患矛盾突出，我们应做到

观察细致，处理及时，沟通到位，防患于未然。 

 
 
PO-025 

自发性小脑出血 64 例临床治疗与分析 

 
李兰 

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自发性小脑出血治疗方法，提高临床治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科 2008 年 2 月～2013 年 12月收治自发性小脑出血 64 例，经行血肿清除+后颅

窝减压+脑室外引流术、脑室外引流、DSA、保守治疗； 

结果   出血量小于 10ml24 例，手术治疗 2 例，保守治疗 22 例，死亡 0 例（0.00%），功能恢复良

好 23 例（95.83%）；出血量大于 10ml 40 例，手术 27 例，其中 3 例死亡（11.11%），功能恢复

良好 18 例（66.67%），保守治疗 13 例，其中 5 例死亡（38.46%），功能恢复良好 5 例（38.4

6%）。 

结论  小脑出血通过积极治疗能达到较好临床疗效。 

 
 
PO-026 

不同术式显微外科治疗基底节区脑出血的对比研究 

 
张宇 鲁祥和 叶盛 陈贤斌 苏志鹏 吴近森 郑伟明 诸葛启钏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目的  分析比较小骨窗入路与传统大骨瓣入路显微外科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间 483 例基底节区高血压脑出血采用小骨窗入路与传统大骨瓣入路进行显微

外科手术治疗的临床经验,其中男 309 例,女 174 例,年龄 36～77 岁,平均 53．2 岁；取入院时 GCS 

评分 6-12 分，其中脑疝者 68 例；105 例血肿破入脑室；血肿量 30～60ml 者 290 例,61～100ml 1

93 例。将 483 例基底节区脑出血患者随机分组的方式，分为小骨窗组和传统大骨瓣组，每组患者

基本均等。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小骨窗组患者手术时间短于传统大骨瓣组，且血肿清除率高于传统大骨瓣组而术后再出血情

况少于传统大骨瓣组（P＜0.05），组间比较差异具备统 计学意义。 

结论  在对高血压基底节区脑出血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运用小骨窗入路显微外科治疗能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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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缩短手术时间，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临床中可推广使用。 

 
 
PO-027 

脑内血肿清除术及去骨瓣减压术治疗高血压性 

脑出血 41 例疗效分析 

 
蒋周阳 赖召攀 黄毅 胡荣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00038 

 

目的  高血压性脑出血是一种高致死率、致残率疾病。去骨瓣减压术广泛应用于严重脑外伤、动脉

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以及大面积脑梗塞。然而，去骨瓣减压术在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中的作用仍不

明确。需要评价脑内血肿清除术及去骨瓣减压术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的效果。 

方法  我们回顾了 2015 年我科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治疗的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 41例，包括其

临床特征及影像学资料。 

结果  男性 23 例，女性 18 例，年龄范围 27-82 岁（均数：58 岁），术前 GCS 评分 3-12 分（均

数：7 分）。血肿体积：43.5-102.4ml（均数：84.3ml），出血部位：基底节区 30 例，脑叶 11 例，

合并脑室内积血者 15 例，去骨瓣减压术相关术后并发症：脑积水 9 例，颅内感染 3 例。12 例病人

结局良好；29 例病人结局不良，其中死亡 3 例。结局良好组与结局不良组比较，入院时 GCS 评分

高（P＜0.05）。 

结论  对于大量脑实质内血肿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是一种有效的外科干

预方法。 

 
 
PO-028 

脑室内注射尿激酶治疗脑室内积血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 

 
蒋周阳 黄毅 赖召攀 胡荣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00038 

 

目的  评价脑室内溶栓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回顾我科 2008 年 1月至 2012 年 12月脑室内注射尿激酶治疗脑出血合并脑室内积血的病例。

对脑室内积血患者合并脑积水行脑室外引流术，术后脑室内注射尿激酶，同期单纯脑室外引流患者

按 1:1 配对组成对照组。 

结果   本研究纳入 82 例患者，尿激酶组：42 人；对照组：42 人。在尿激酶治疗组与对照组，脑室

内积血溶解中位时间分别为 4 天及 9 天。对照组与尿激酶组堵管发生率为 35.7 %、11.9%,p＜0.0

5。对照组与尿激酶治疗组存活率为 42.9%、71.4%.p＜0.05。尿激酶治疗组与对照组颅内压增高分

发生率分别是 64.2%，21.4%,p＜0.05。两组均无出血并发症。 

结论  与单纯脑室外引流术比较，脑室内注射尿激酶可加速脑室内积血溶解，减少堵管发生率，减

低颅内高压发生，无出血并发症。 

 
 
PO-029 

脑出血标准去大骨瓣减压术快速开、关颅技术应用 

 
赖召攀 蒋周阳 胡荣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00038 

 

目的  脑出血通常需要紧急开关颅以缩短手术时间。描述脑出血标准去大骨瓣减压术快速开关颅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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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总结其安全性。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 2010-2016 年脑出血标准去大骨瓣减压术病例 312 例。对颅内控制困难的病例

行标准去大骨瓣减压术，开颅方法  全层切开头皮，头皮夹止血，用单极电刀切开颞肌、分离骨膜

形成皮瓣，铣刀切开颅骨。关颅方法  不缝合人工硬膜，对硬膜上渗血使用止血纱止血，使用免缝

合人工修补人工硬膜。收集手术时间和术后并发症。 

结果   所用病例均成功应用了快速开、关颅技术。开颅时间（20± 6 分钟）手术时间（80± 21 分钟）

并发症包括浅部切口愈合障碍（3%），皮下脓肿（0.5%），脑脊液漏（0.3%）。 

结论  在脑出血病人行标准去大骨瓣减压术应用快速开、关颅技术安全有效。手术时间短，不增加

手术并发症。 

 
 
PO-030 

青年蛛网膜囊肿合并慢性硬膜下血肿 11 例临床分析 

 
王毅 王东 孙健 雪亮 朱士广 江荣才 杨学军 岳树源 张建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探讨青年蛛网膜囊肿(AC)合并慢性硬膜下血肿(CSDH)患者(18~40 岁)的临床特点和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3 月至 2016 年 1 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AC 合并 CSDH

青年患者 11 例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采用颅骨钻孔硬膜下血肿引流术，不处理 AC，术后口服地

塞米松 4w，同时口服阿托伐他汀 8w。术后随访 6 至 18m。 

结果   11 例青年患者中 AC 位于中颅窝底 9 例，CSDH 均与 AC 位于同侧；枕大池 2 例，其中 1 例

为幕上双侧 CSDH。其主要临床表现为头痛(10/11，90.91%)、呕吐(6/11，54.55%)。10 例术后恢

复良好，1 例术后复发行再次手术，联合阿托伐他汀治疗后恢复良好。 

结论   AC 有可能是导致青年 CSDH 的一个重要诱因，颅骨钻孔血肿引流、不处理 AC 是首选治疗

方法，激素和他汀可以作为促进术后血肿腔内残血吸收的有效方法，是一种简单、安全、可靠的治

疗策略。 

 
 
PO-031 

脑损伤及去骨瓣手术处理对脑积水发生情况的影响 

 
苏俊 程波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 408400 

 

目的  探讨脑损伤及去骨瓣手术处理对脑积水发生情况的影响。 

方法  对 380 例颅脑损伤患者临床及随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共发生脑积水 63 例，其中行去骨瓣

减压术 62 例，发生脑积水 15 例，对脑积水与非脑积水患者脑损伤病情（性别、GCS 评分、脑挫

裂伤与否及其范围、蛛网膜下腔出血与否、脑室出血与否、硬膜下血肿与否、开放性颅脑损伤与否

等）、治疗情况（早期手术与否、双侧或单侧去骨瓣、骨窗高度、骨窗面积、二次手术、早期颅骨

修补术与否）进行整理比较，相关危险因素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脑损伤后脑积水与非脑积水患者在术前 GCS 评分、昏迷时间、蛛网膜下腔出血及其范围、脑

室出血、硬膜下出血、脑脊液漏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去骨瓣减压术后脑积水与

非脑积水患者在双侧去骨瓣减压、二次手术比例、骨窗高度及骨窗面积上比较差异显著（P＜0.0

5）；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脑损伤后脑积水发生独立危险因素包括术前 GCS 评分、昏迷时

间、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室出血、硬膜下血肿；去骨瓣减压术后脑积水发生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双侧

去骨瓣减压术、骨窗高度、骨窗面积、二次手术。 

结论  脑损伤后昏迷程度、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室出血、双侧去骨瓣减压术、二次手术等均为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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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脑积水发生危险因素，伴脑积水预后明显差。  

 
 
PO-032 

颅脑损伤术中脑膨出原因分析及救治策略 

 
黄乾亮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通过分析重型颅脑损伤术中脑膨出的原因，探讨有效的预防及治疗方案。 

方法  对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分 32 例重型颅脑损伤术中发生脑膨出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

系统性回顾性分析。 

结果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首次 CT 复查或二次手术证实手术同侧或对侧迟发性颅内血肿 19 例(其

中硬膜外血肿 10 例，硬膜下血肿 5 例，脑内血肿 4 例 )，急性弥漫性脑肿胀 6 例，创伤性伤性脑梗

死 7 例。 

结论  术前准确评估及术中及时发现并处理脑膨出，可减少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中脑膨出发生率及

改善术中脑膨出患者的疗效。 

 
 
PO-033 

一次性后路复位内固定治疗陈旧性齿状突骨折伴寰 

枢椎脱位――附 19 例报道 

 
储卫华 薛兴森 叶信珍 何光建 林江凯 

重庆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一次性后路复位内固定技术治疗因陈旧性齿状突骨折导致的寰枢椎脱位的方法及疗效。

 方法  对 2010 年 5 月-2015 年 12 月诊断明确的陈旧性齿状突骨折导致的寰枢椎脱位 19 例患者进

行一次性后路减压、撑开复位、螺钉-钛棒（板）系统内固定、植骨融合术，手术均为通讯作者林

江凯完成。术前、术后及随访行上颈椎 CT 薄层扫描、过伸过屈位三维重建了解寰枢椎脱位程度，

测量寰齿间距（Atlantodens interval，ADI）、硬腭枕大孔线（Chamberlain’s line，CL）及斜坡枕

骨大孔线（McRae’s line，ML）上方的距离，通过颈椎 MRI 测量延髓脊髓角（Cervicomedullary a

ngle，CMA）评价脊髓压迫程度，应用日本骨科协会评分（Japanese Orthopedic Association 

Scores，JOA）评价手术前后及随访中神经功能疗效及神经电生理检测神经传导功能改善情况的比

较，对一次性后路减压、撑开、复位、植骨融合的综合术式进行临床分析。  

结果  19 例患者中，男性 11 人，女性 8 人；平均年龄 40 岁，最小 7 岁，最大 73 岁；发病时间最

短 2 月，最长 10 年，平均 3.2 年；共随访 9～76 个月（平均 28.7 个月）。手术前 ADI （4.11±2.3

6）mm、CL（5.01±1.32）mm、ML（1.12±0.53）mm、CMA（125.13±8.25）°及 JOA（9.57±2.

13）分；手术后 ADI 为（2.06±1.13）mm、CL（3.27±1.25）mm、ML（0.36±0.23）mm、CMA

（138.52±9.24）°及 JOA（15.27±1.73）分，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术前神经电生理学检查异常 15 例患者中，术后有 13 例恢复正常。术后并发症有感染 1 例，无死

亡。 随访病情改善 15 例，病情稳定 4 例，植骨融合满意。  

结论   一次性后路减压、复位、螺钉-钛棒（板）系统内固定术治疗陈旧性齿状突骨折至寰枢椎脱位

效果优异，术后并发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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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4 

三例静脉窦血栓患者高压氧治疗效果总结 

 
刘洁 王泳 刘伟 陆敏杰 吴长伟 王裕行 刘月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00038 

 

目的 回顾 2010-2016年 3例经介入治疗及抗凝治疗后的颅内静脉静脉窦血栓患者高压氧治疗效果

并提出高压氧治疗颅内静脉血栓提高患者疗效的可能机理。 

方法 回顾 3 例患者临床资料、高压氧治疗疗效、是否再发出血各项指标。 

结果 1、3例患者中女性 2例，男性 1例，女性病因为产褥期及口服避孕药物，男性为容量不足引

发颅内压减低，符合颅内静脉血栓的流行病学规律；2、3例患者中 2例开始高压氧治疗时间为发病

后 30 天，1 例为发病后 15 天，发病后 15 天开始治疗患者治疗后 NISSH 评分较另 2 例患者更低；

 3、3 例患者高压氧治疗前后 NISSH 评分显著降低；4、3 例静脉窦血栓患者在抗凝治疗过程中进

行高压氧治疗均未见再发出血。 

结论  1、介入和抗凝治疗后早期高压氧治疗可以改善静脉循环，缓解静脉血液淤滞、减少有毒代谢

产物堆积，促进静脉性出血血肿吸收，从而促进患者神经功能缺损修复；2、早期进行高压氧治疗

疗效更佳；3、由于静脉窦血栓出血为静脉性出血，与动脉性出血发生机理不同，高压氧治疗联合

抗凝治疗不会增加再发出血的几率。  

 
 
PO-035 

原发性肝癌脑转移瘤卒中的治疗体会 

 
张风林 1 应奇 1 李仁利 2 

1.解放军第四一一医院神经外科    2.解放军第四一一医院放疗科 

 

目的  探讨原发性肝癌脑转移瘤卒中的发病机制及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解放军 411 医院收治的 21 例原发性肝癌脑转移瘤卒

中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血肿清除和转移瘤切除术。术前作头颅 CT 平扫或磁共振增强

扫描。检查凝血功能、凝血因子、血小板数量、血栓弹力图、肝肾功能。术后予以全脑放疗，部分

患者予以补充凝血因子、血小板、维生素 K1。利用 Karnofsky 评分评价术后恢复情况。 

结果  原发性肝癌脑转移瘤卒中患者影像学表现不同于高血压脑出血。21例病人中 17例位于幕上，

4 例位于幕下，出血量 8.5ml～44ml，平均 28.7ml。首次发现肝癌脑转移的患者有 15 例。伴有肝

癌肺转移的有 14 例。12例有烟酒嗜好。21 例患者术前均有不同程度的凝血功能障碍，血液检查提

示凝血时间延长、Ⅷ因子缺乏、血小板减少。术前 GCS 评分 6～15，平均 10.7 分。术后随访 2 个

月～4 年，至研究时，死亡 16 例，平均存活时间 2.3 年。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包括颅内转移病灶数

量与大小、是否合并有肺部等部位的转移、肝功能受损程度、出血量、术前 GCS 评分。 

结论  原发性肝癌脑转移瘤卒中有自身特点，虽然患者预后不佳，但通过手术等综合治疗能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延长存活时间。 

 
 
PO-036 

颅骨凹陷骨折压迫上矢状窦 26 例开颅手术治疗体会 

 
刘江 周红军 程飞飞 冯阳 许础 程媛媛 邓春燕 王乾成 刘成惠 张雷 沈光建 徐光艳 张云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疾病中心 401120 

 

目的  总结 26 例颅骨凹陷骨折压迫上矢状窦患者开颅手术治疗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期我院神经疾病中心收治的 26 例颅骨凹陷骨折压迫上矢状窦患者的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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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学特点及手术治疗效果，并结合相关文献分析这类患者的手术治疗技巧。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患者 26 例，术前共 22 例患者出现急慢性颅内压增高、偏瘫、癫痫、失语等并

发症。26 例患者术中均成功取出骨折碎片解除静脉窦压迫，止血良好，未出现致命性大出血。术

后复查 CTV 显示，26 例患者上矢状窦均通常；其中，16 例患者明显好转，6 例患者仍遗留并发症。 

结论  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治疗颅骨凹陷性骨折压迫上矢状窦的患者，可有效、快速接触颅内高压

及恢复矢状窦通畅性，降低手术风险，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存质量。 

 
 
PO-037 

中等量高血压脑出血的微创治疗 

 
胡学斌 赵洪洋 朱贤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微创穿刺术治疗中等量高血压脑出血的手术时机。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0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微创穿刺术治疗 1300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

临床资料,按发病至手术间隔时间分为 3 组。A 组,7h 以内手术者 551 例(超早期组);B 组,7～24h 以

内手术者 449 例(早期组);C 组,24h 手术者 400 例(延期组)。评价 3 组患者术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N

ID)、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住院期间的并发症及病死率。 

结果  (1)3 组患者住院期间的病死率差异无显著性(χ2=0.142,P=0.706;χ2=1.445,P=0.229;χ2=0.912,

P=0.340),各种并发症差异亦无显著性(P0.05);(2)治疗 14d时,3组间 NID评分[(29.98±6.87)vs(29.33

±6.49)vs(28.68±5.37)]及 ADL 评分[(4.03±0.48)vs(3.97±0.39)vs(3.98±0.41)]两两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P0.05);(3)治疗 3 个月时随访,患者 MRS 量表 3 组两两比较[(1.71±1.09)vs(2.43±1.13)vs(2.48±1.1

5)],A 组分别与 B、C 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B、C 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结论  超早期微创穿刺术可提高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生存质量。 

 
 
PO-038 

创伤性颅内动脉瘤的诊治经验 

 
缪洪平 

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目的  探讨创伤性颅内动脉瘤的诊断、治疗方式的选择及并发症的防治。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科室收治的 17 例创伤性颅内动脉瘤的资料。17 例患者中 15 例有颅脑外伤史，

2 例有颅脑手术史。所有患者均行脑血管造影检查，7 例采取开颅手术，10 例采取血管内栓塞治疗，

观察治疗效果并进行术后随访。 

结果  17 例患者经采用开颅手术或血管内栓塞后均获得成功，3 月-12 年随访 12 例患者，恢复良好

8 例，轻度残疾 2 例，死亡 2 例。 

结论  创伤性颅内动脉瘤是颅脑外伤及颅脑手术的少见并发症，但破裂出血后的死残率极高。提高

对创伤性颅内动脉瘤的认识，特别是提高医源性动脉瘤的认识，早期发现，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可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2016 年中华医学会颅脑创伤与脑出血大会                                                                                             论文汇编 

58 

 

PO-039 

经液氮深低温保存自体颅骨修补 985 例的临床治疗研究 

 
郑燎源 刘平 李宗平 

绵阳市中心医院 621000 

 

目的  探讨液氮深低温保存自体颅骨修补颅骨的临床疗效  

方法  总结我院自 1996 年开始实施的自体颅骨修补术 985例，对手术时间、费用、术后并发症进行

统计以及术后随访患者得到满意度。  

结果  我院 985 例自体颅骨修补术平均手术时间为（48±6min），费用 1.22±0.23 万元，术后并发

症总发生率为 6.70%，术后随访外观满意度为 98% 我院 67 例钛网颅骨修补术平均手术时间为 65±

7min，费用 2.02±0.32 万元，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10.4%，术后外观随访满意度为 87%。  

结论  液氮深低温保存自体颅骨修补术在手术时间、费用、术后并发症及外观美学上优于钛网材料，

值得推广使用。 

 
 
PO-040 

经膜髓帆入路手术治疗桥脑高血压相关性脑出血 

 
施辉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经膜髓帆入路手术治疗桥脑高血压相关性脑出血的适应症和围手术期处理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3 例桥脑背侧高血压相关性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均经膜髓帆入路行手术治疗。 

结果  23 例患者中，以头颅 CT 示脑干出血最大层面面积占该层脑干面积的百分比分组，小血肿组

（≤50%）5 例，大血肿组（＞50%）18 例，均行手术治疗。死亡 7 例，死亡率 30.4%（7/23）。 

结论   对于桥脑背侧高血压相关性出血患者，血肿量＞50%或虽≤50%但意识障碍及神经系统症状

进行性恶化或伴有急性梗阻性脑积水者应积极手术，膜髓帆入路是该部位出血手术治疗的理想入路，

围手术期的有效处理可以提升疗效。 

  
 
PO-041 

不同手术方式治疗外伤性脑内血肿的疗效分析 

 
况杭 王良池 赵继军 胡富裕 

丰都县人民医院 408200 

 

目的  探讨外伤性脑内血肿的手术方法，对比分析各个手术方法的临床疗效，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分别采用锥颅软通道血肿穿刺引流术、骨瓣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外伤性脑内血肿共 60 例，其

中开颅组 36 例常规开颅手术显微镜下清除血肿，锥颅组 24 例根据头颅 CT 定位选择血肿最大层面

进行锥颅软通道血肿穿刺+尿激酶冲洗引流。 

结果  锥颅组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术后 GCS 评分、手术费用上明显优于骨瓣开颅组，再出血率

锥颅组低于开颅组，术后神经功能恢复率高于开颅组，植物生存及病死率低于开颅组，两组致残率

接近。 

结论  锥颅软通道穿刺抽吸引流术不能取代传统骨瓣开颅术，但由于该法创伤小、操作简单、失血

少，局麻下即可操作、疗效安全有效，只要手术指征掌握得当，掌握穿刺要点，该法仍是治疗外伤

性脑内血肿的有效方法之一；特别适用于老年患者合并心肺功能不好，不能耐受全麻手术的患者，

适合在基层医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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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2 

多种改良可脱球囊技术治疗创伤性颈动脉海绵窦瘘 

 
陈志 牛胤 缪洪平 唐俊 冯华 朱刚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改良可脱球囊技术在颈动脉海绵窦瘘介入治疗中的效果和经验。 

方法  33 例患者中 20 例行单纯可脱球囊栓塞；5 例采用同时置入 2 枚可脱球囊，同时或交替解脱直

至闭塞瘘口；6 例患者行不可脱球囊辅助栓塞，发挥增加瘘口血流、防止球囊脱出及避免颈内动脉

狭窄等作用；2 例可脱球囊联合弹簧圈及 Oynx 栓塞。 

结果   所有患者首次栓塞术均选择性闭塞瘘口，颈内动脉瘤通畅；4 例患者术后瘘口再通再次栓塞；

1 例患者并发症状性假性动脉瘤行栓塞治疗。所有患者随访期间症状均改善或消失。 

结论  可脱球囊栓塞技术简便有效，采用并行双可脱球囊置入及不可脱球囊辅助等改良措施可进一

步提高疗效及安全性。 

 
 
PO-043 

自发性脑室出血手术治疗体会 

 
dinggenhua 

新余市中医院 338025 

 

目的  介绍自发性脑室出血手术治疗临床经验； 

方法  对我院 2008 年—2013 年自发性脑室出血 124 例回顾性分析， 

结果  124 例自发性脑室出血，其中 24 例脑室铸形，第四脑室梗阻进行脑室外引流术，完全恢复 1

2 例（50%），生活基本自理 6 例（25%）术后再出血后死亡 2例（8%），植物生存 4 例（16%），

无一例感染； 

结论  对自发性脑室内出血，脑室梗阻采用脑室外引流术，效果显著。 

 
 
PO-044 

内镜辅助经胼胝体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重度丘脑出血伴脑室铸型 

 
卞杰勇 

苏州市相城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15131 

 

目的  探讨内镜辅助下经胼胝体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重度丘脑岀血伴脑室铸型的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内镜辅助下经胼胝体入路显微手术治疗 22 例丘脑岀血伴脑室铸型的临床资料。 

结果  22 例患者均无术后颅内感染及术后再出血病例;术后随访 6 个月，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Ability i

n Daily Life，ADL)评分：Ⅰ级 2例，Ⅱ级 4例，Ⅲ级 5例，Ⅳ级7例, Ⅴ级4例，预后良好率 50%。
  

结论   内镜辅助下经胼胝体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重度丘脑岀血伴脑室铸型对于改善患者预后，降低患

者的病残率有较好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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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5 

硬膜外小血肿致横窦受压引起颅内高压 1 例 

 
施顺孝 

浙江湖州市解放军第九八医院 313000 

 

患者，女，15岁，未婚，因“车祸致伤头部并疼痛 2小时”于 2016-05-11 17:22入院。伤后有短暂昏

迷史，醒后感头痛、头昏，即送当地医院行 CT 检查提示：右颞枕部硬膜外血肿，左额部硬膜下血

肿，右额叶脑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右颞骨骨折，于 2016-05-11 19:50转我院，收住我科。查

体：体温：36.5℃，脉搏：78 次/分，呼吸：19 次/分，血压：130/80mmHg。神志清楚，呼之睁眼，

按吩咐运动，言语清晰，GCS14 分，右枕部头皮挫伤伴血肿，压痛明显。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

径约 3mm，对光反射灵敏。颈软，无抵抗。胸腹部无异常。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双侧巴氏征

阴性。入院头颅 CT 提示：右颞枕部硬膜外血肿，左额部硬膜下血肿，右额叶脑挫裂伤，蛛网膜下

腔出血，右颞枕骨骨折，右乳突骨折，右枕顶部头皮肿胀，环池显示清晰，脑室系统无受压，中线

结构居中（图 a）。 入院后给予止血、清除自由基、脑神经营养及能量支持等综合治疗，于 2 小时

后复查头颅 CT 示：右颞枕部硬膜外血肿较前进展，血肿量约 63ml，右侧脑室受压（图 b）。结合

患者精神状况较前变差，硬膜外血肿有明确手术指征，遂急诊在全麻下行“右颞部硬膜外血肿清除

术”。术中予清除右颞部硬膜外血肿后，并于颞部尖刀挑开硬脑膜约 3cm，清除少量硬膜下血肿，

取颞肌筋膜减张严密缝合硬脑膜，右颞部置入硬膜下颅内压监测探头 1 根，颅内压 5mmHg。术后

顺利拔除气管插管，安返病房，给予止血、预防感染、清除自由基、脑神经营养及能量支持等治疗。

术后前 3 天，意识清楚，头痛，颅内压波动于 20-30mmHg，复查头颅 CT 提示：右枕部少量硬膜

外血肿（图 c）。给予甘露醇及维持血钠 140-145mmol/L 水平渗透性降颅内压治疗。术后 6-8 天，

意识清楚，GCS14 分，头痛症状加重，颅内压波动于 30-41mmHg，复查头颅 CT 示：右枕部硬膜

外少量血肿，脑水肿肿胀，环池显示清晰，中线结构居中（图 d）。头部 CTV 提示：右侧横窦受压

（图 e）。给予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克赛）治疗后，查头颅 MRV 提示：右侧横窦受压变细（图

f）。使用低分子肝素钠后头痛等症状逐日缓解，颅内压有下降趋势，术后第 11 天予拔除颅内压探

头。术后第 23天复查 MRV 示：右侧横窦近乙状窦区受压较前明显好转，左侧颈内静脉、乙状窦、

横窦较对侧细小（图 g）。 

 
 
PO-046 

循证护理在多发性脑膜瘤患者术后的应用体会 

 
鞠林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循证护理在多发性脑膜瘤患者术后管理中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010 年 3 月-2011 年 4 月在我科行手术治疗的 8 例多发性脑膜瘤患者，应用循证护理的方

法，在充分评估患者病情的基础上，提出临床问题并检索相关原始文献，根据检索结果结合患者病

情和意愿制定并实施护理方案。 

结果   8 例患者手术后随访（平均值）2~3.5 年，效果较好，无 1 例复发。 

结论  多发性脑膜瘤实施循证护理可以促进患者术后康复和促进护理人员改善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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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7 

自发性（高血压）幕上脑出血个体化治疗的疗效观察 

 
孙怀宇 杜国新 田力 于世海 王越 刘少玥 刘波 张雷 张帅 

铁煤集团总医院 112700 

 

目的  探讨自发性（高血压）幕上脑出血根据意识障碍水平、出血量和肢体肌力差异选择不同治疗

方式--暨个体化治疗的治疗效果。 

方法  收集和分析 2011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所收治的自发性（高血压）幕上脑出血患者病例的临床

资料，通过术前患者的意识状态（GCS）、出血量、肢体肌力的差异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进行个体

化治疗。治疗方式包括非手术治疗、颅骨钻孔血肿腔置管尿激酶冲洗引流、小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

和经典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术后 3 个月观察随访并对患者采用 GOS 评分。 

结果  在所收集的 505 例临床患者中，非手术治疗 83 例（占总数的 16.4%），GOS 评价结果（GO

S 治愈率 79.5% ，死亡率 2.4%）。微创血肿腔置管尿激酶冲洗引流手术 190 例（占总数的 37.

6%），GOS 评价结果（GOS 治愈率 41.1%，死亡率 2.6%）。小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 173 例（占

总数的 34.3%），GOS 评价结果（GOS 治愈率 27.7%， 死亡率 4.0%）。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

压术 59 例（占总数的 11.6%），GOS 评价结果（GOS 治愈率 11.9%， 死亡率 42.3%）。四组治

疗方式疗效评价数据与国内外公开发布的评价数据对照。 

结论  对不同的意识障碍水平、血肿量和肢体肌力病人选择个体化治疗方案是可以提高治愈率和生

存率，降低死亡率。 

 
 
PO-048 

颅面部异物沟通伤的临床诊治体会 

 
王龙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目的   分析颅面部沟通伤的临床特点，总结治疗经验。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收治的 15 例颅面部异物沟通伤患者的临床特点、治疗方法及治疗效果。 

结果   本组病例中年龄最小 2 岁，最大 53 岁。火器伤 3 例，非火器伤 12 例。异物经眼眶入颅 10

例，经鼻窦入颅 2例，经面颊入颅 3 例。 异物为金属 8例，木质 3 例、石头 3 例，玻璃 1 例。其中

3 例先行 DSA 后再行开颅探查+颅内异物取出术，9 例行开颅探查+异物取出术，手术治疗的 12 例

恢复良好，2 例因异物小，位置深未行手术，随访恢复良好，1 例因异物刺入颈内动脉引起大面积

脑梗塞，未能手术死亡。 

结论  颅面部异物沟通伤需警惕颅内血管损伤，注意脑脊液漏、颅内感染等并发症，及时恰当的手

术处理可取得良好预后。 

 
 
PO-049 

神经内镜锁孔入路清除原发性脑室内血肿 

 
刘守跃 于静 刘军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锁孔技术在治疗原发性脑室出血的运用体会。 

方法  针对头部 CT 确诊的 28 例原发脑室出血患者应用神经内镜锁孔技术，从侧脑室额角入路清除

脑室内血肿。 

结果   术后无 1 例死亡，所有 28 名患者均获得随访，时间为 3 个月至 18 个月，达到 ADL1 级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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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 级 7 人，3 级 5 人。 

结论  神经内镜锁孔技术是治疗原发性脑室出血确实、有效的方法，损伤小、疗效佳，在有条件的

医院应做为首选。 

 
 
PO-050 

小骨窗与软通道微创手术治疗老年患者基底节区 

脑出血临床疗效观察 

 
张功义 张龙 侯玉武 孟庆勇 阮金成 赵庆 秦东旭 

解放军第一五二医院 467000 

 

目的  探讨老年高血压脑出血最佳手术治疗方案，以期患者有更好的治疗效果。 

方法  对 2012 年 2 月～2016 年 1 月科室收治的 92 例老年性基底节脑出血患者，考虑出血量、出血

部位、GCS 评分及相关的基础性疾病等因素，分别选用软通道及小骨窗显微手术治疗,对两组手术

历时、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再出血发生率、术后肺部感染及颅内感染发生率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结果  分析证明小骨窗方式手术用时长，但术后再出血率低、住院时间短、肺部感染及颅内感染发

生率均低于软通道组。 

结论  患者病情允许的中、大量基底节脑出血首选小骨窗显微手术治疗，其能及时清除血肿的占位

效应并直视下彻底止血；在相对长轴性中等量出血或患者病情较重时局麻下的软通道术式也是较好

的选择，尤其发病后 8-24h 时手术效果更佳，同时强调手术及后期溶血剂使用等操作中严格无菌操

作，以减少颅内感染的发生。 

 
 
PO-051 

小骨窗骨瓣复位经外侧裂微侵袭清除基底节区血肿的分析 

 
张功义 孟庆勇 秦东旭 张龙 

解放军第一五二医院 467000 

 

目的  探讨小骨窗经外侧裂入路，显微镜微侵袭操作清除基底节区血肿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4 月～2016 年 3 月经侧裂入路行显微手术清除高血压基底节区血肿的临

床资料。 

结果  123 例患者中，血肿完全清除 108 例，15 例血肿有部分残留，术后随访 3～12 个月，根据 A

DL 分级标准：Ⅰ级 33 例，Ⅱ级 43 例，Ⅲ级 40 例，Ⅳ级 6 例，Ⅴ级 1 例。 

结论  采用小骨窗或“锁孔”经外侧裂-岛叶入路清除基底节区血肿，熟悉解剖结构及显微镜下的微侵

袭操作是提高疗效的关键，术后局部水肿轻微且并发症少，能早期最大限度的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

复。 

 
 
PO-052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疗 104 例临床研究 

 
王鹏 杨大祥 朱毓科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神经外科 150076 

 

目的  探讨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疗的效果。 

方法  我们抽取 2014 年 8 月-2016 年 3 月本院收治的 104 例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疗患者的资料，其

中行开颅血肿清除术加去骨瓣减压术 18 例，直切口小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 17 例，微创血肿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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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69 例。观察比较三组患者手术疗效并与入院时 GCS 评分，出血量，手术时机的关系。 

结果   患者入院时 GCS 评分越高预后越好，血肿量较小者预后较好，患者在 6h 内及 6～24h 内手

术较 24h 后手术预后好。三组术式患者近期疗效指标（术后 2 周 GOS 评分）和远期疗效（术后 3

月 ADL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GCS 评分可用于判断 HICH 的严重程度和估计预后，超早期或早期手术能降低病死率，提高

手术疗效，不同的血肿量决定了患者的不同预后，不同的手术方法对预后无显著性差异。 

 
 
PO-053 

外伤性硬膜外血肿 58 例临床研究 

 
王鹏 朱毓科 杨大祥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150076 

 

目的  研究硬脑膜外血肿的临床特点，探讨治疗硬脑膜外血肿的有效、实用手术治疗方法。 

方法  对我科 2013 年 1 月～2016 年 3 月收治的行手术治疗的 58 例硬膜外血肿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痊愈 52 例，痊愈率为 89.65%；死亡 6 例，死亡率为 10.34%。 

结论  利用头颅 ct 能正确估计血肿量，结合临床表现，可采取最佳手术治疗方案。对术前患者神志

清楚，血肿量在 30 ml 左右，或者出血时间较长，病情相对稳定的，可行颅骨钻孔置管尿激酶注入

溶解引流或小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血肿量大于 40 ml 并有意识障碍者，则需行开瓣血肿清除术。 

 
 
PO-054 

神经内镜下血肿清除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研究 

 
杜新亮 赵建春 武强 

内蒙古包头市第四医院神经外科 014030 

 

目的  研究神经内镜直视下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   

方法  对我院新入院自发脑出血患者，有高血压病史，经 CT 及其他相关检查，排除颅内动脉瘤破

裂、动静脉畸形、烟雾病、血管淀粉样变等因素引起的出血，选幕上出血量为 30-60ml 之间，无脑

疝者，均入选本组。手术方法为出血后 6 小时后开始手术，应用自制透明套筒进行额中回或三角区

入路穿刺血肿腔，应用神经内镜直视下行血肿清除术。 

结果   共 21 例患者入选本组， 其中出血破入脑室者 8 例（包括脑室铸星型者 2 例）， 手术时间 1-

2小时，14例血肿腔彻底清除可达 90%以上，7例有少量血肿残留，但残留血肿量小于 25%。术后

经治疗出院后 2-12 个月随访依据 GOS 评分，恢复良好分 3 例，轻度残疾 8 例，重度残疾 9 例，植

物生存 0 例，死亡 1 例。 

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经神经内镜下血肿清除术手术治疗，手术效果满意。透明套筒血肿腔穿刺

建立工作通道，神经内镜下行血肿清除术手术空间满意，血肿腔显露好，具有创伤小、术中出血少、

术中止血满意、手术时间短等优势，术后患者住院时间缩短，因手术创伤小，能更大程度的促进神

经功能恢复。是高血压脑出血手术的有效术式，适合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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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5 

牧区摩托车事故致伤颅脑损伤 216 例分析 

 
陈世荣 李栋 

甘南州人民医院 747000 

 

目的  报告牧区摩托车致颅脑损伤的受伤特点和救治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总结我院 2005-2010 年 216 例摩托车事故致颅脑损伤的救治资料。 

结果  存活 199 例，根据 GOS 分级，恢复良好 148 例  中残 29 例，重残 18 例，植物生存 4 例；死

亡 17 例。开放性损伤 45%，闭合性损伤 55%。63%合并全身多部位损伤。 

结论  在重视院前急救的同时应根据摩托车致伤特点，充分分析和正确判断损伤程度，在 CT 动态观

察下决定治疗方法，并正确合理处理合并伤。 

 
 
PO-056 

外伤血肿清除术中对侧急性出血致脑膨出治疗分析 

 
杨大祥 朱毓科 王鹏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150076 

 

目的  研究探讨颅脑损伤颅内血肿清除术中，对侧再发血肿所致急性脑膨出的病因和发病机理，对

急性脑膨出的合理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本组 12 例颅脑损伤颅内血肿清除术中，对侧再发血肿所致的急性脑膨出均是由于对侧颅内再

发血肿和原有的血肿量快速增加引起。明确对侧颅内血肿的诊断后，立即行对侧血肿清除，去骨瓣

减压术。 

结果  通过及时明确诊断,清除对侧颅内血肿，急性脑膨出得到缓解，病人死亡率下降,生存质量提高。 

结论  颅脑损伤颅内血肿清除术中，对侧再发血肿是急性脑膨出的一个主要原因。必须尽快行再发

血肿清除，才能达到治疗目的。 

 
 
PO-057 

老年颅脑损伤临床分析 

 
吴建宏 

扬州市中医院 225009 

 

目的  探讨老年性颅脑损伤的临床特点及防治措施 

方法  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 60 岁以上颅脑损伤患者 78 例。其中男性 49 例，女性 2

9 例。年龄 60-88 岁。受伤原因分别是:车祸伤 41 例，跌伤 27 例，坠落伤 6 例，砸伤 4 例。入院时

格拉斯哥昏迷测量表（GCS）3-5 分 2 例，6-8 分 17 例，9-12 分 25 例，13-15 分 34 例。开放性颅

脑损伤 7 例，闭合性颅脑损伤 71 例。全部患者头颅 CT 检查提示;急性硬膜外血肿合并颅骨骨折 13

例，脑挫裂伤合并硬膜下血肿 23例，脑内血肿 11例，颅内多发性血肿 8例，单纯脑挫裂伤18例，

原发性脑干伤 5 例。78 例中手术治疗 34 例，非手术治疗 48 例。 

结果  按格拉斯哥预后分级（GOS）标准判断良 38 例，轻残 17 例，重残 10 例，死亡 13 例 

结论  老年性颅脑损伤有以下特点 (1)60 岁以上老年人出现脑萎缩，受伤时大块脑组织在相对较宽

的蛛网膜下腔移动和旋转运动，剪应力和脑干扭曲程度往往较重，多有较长时间的意识障碍。（2）

老年人退化萎缩的脑组织弹性减小，脆性增加，易损伤桥静脉，皮层血管等，引起颅内血肿。（3）

老年人多伴有不同程度的脑血管硬化，使血管弹性收缩力减低，出血常难以自行停止，常引起广泛

性脑挫裂伤和颅内多发性血肿。（4）由于增宽的蛛网膜下腔具有代偿性，临床症状出现较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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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可表现反应迟钝，智能减退，意识障碍和颅高压表现可不明显，早期易掩盖病情，临床上易延

误治疗。治疗方面（1）由于老年人脑萎缩颅腔容积相对扩大，有利于缓冲颅内出血引起的颅高压，

所以很多老年性颅内血肿病人可以通过保守治疗而治愈。由于老年人心肺功能，凝血功能及脑血管

弹性减弱，很难耐受手术打击。所以在决定治疗方案时，应尽量考虑保守治疗，必须手术时也应尽

量简单快捷。（2）老年人很多都伴有脑梗塞、冠心病等老年疾病，临床应用止血药控制出血时，

要考虑尽量减少使用可能可引起心脑血管梗塞的止血药。（3）当有颅高压需用脱水剂降低颅内压

时，我们的体会是首先考虑使用甘油果糖，必要时配合呋噻米、白蛋白，在脱水利尿降颅压的同时

能保护肾功能，减轻并发症。有关肺部并发症的防治：防治肺部并发症对提高老年人颅脑损伤的治

愈率极为重要。对考虑有肺部感染者，应及时做相关细菌培养，尽早使用敏感抗生素，防止病情加

重。掌握好老年性颅脑损伤的临床特点，早诊断，及时恰当治疗以及有效预防并发症，可降低死亡

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PO-058 

硬脑膜减张修补在去骨瓣减压术中的 64 例临床分析 

 
王鹏 朱毓科 杨大祥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150076 

 

目的  探讨硬脑膜减张修补在去骨瓣减压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分析 64 颅脑损伤在大骨瓣开颅硬脑膜减张修补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临床经验。 

结果  64 例人工硬脑膜减张修补术患者术后生存率高，并发症少。 

结论  颅脑损伤大骨瓣开颅人工硬脑膜减张修补手术效果好。 

 
 
PO-059 

应用 3D-Slicer 软件导航下神经内镜辅助经额中回 

入路微创治疗丘脑出血破入脑室 

 
葛新 陈晓雷 

辽宁省锦州市中心医院 121000 

 

目的  探讨应用 3D-Slicer 软件导航神经内镜辅助下经额中回入路微创治疗丘脑出血破入脑室的手术

方法和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锦州市中心医院 NICU 和神经外科使用 3D-Slicer 软件导航下应用神经内镜微创手术

治疗丘脑出血破入脑室 8 例病人的病例资料，评价该手术方法的可行性和疗效。 

结果   8 例病人均接受持续随访，随访时间大于 6 个月。7 例病人存活，1 例死亡。术后 24 小时复

查头 CT 显示血肿清除率平均为 95.65%，术后意识障碍程度明显减轻并有统计学意义。仅有 1 人

因脑积水需要进行脑室-腹腔分流手术。 

结论  通过 3D-Slicer 软件导航神经内镜辅助下经额中回入路清除丘脑血肿是可行的并有较好的疗效。

该入路具有微创，血肿清除率高等优点，值得进一步研究及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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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0 

脑植入剂干预脑出血术后铁超载研究 

 
罗甜甜 杨倩 郭廷旺 郝石磊* 王伯初* 

生物流变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400050 

 

目的  脑出血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具有较高的致残率与病死率。临床上采用的手术治

疗方式无法完全清除血肿，残留血肿内的红细胞裂解后会产生一氧化碳、铁离子和胆红素等有毒物

质，进而诱发继发性脑损伤。研究表明，脑出血后由铁离子催化的过氧化反应是造成脑组织损伤的

重要原因，因此对铁离子过载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损伤环节的干预可能成为今后对脑出血药物治疗

的重要方向。 

方法  我们构建了一种载铁离子螯合剂的角蛋白凝胶作为术后的原位治疗。首先通过向大鼠尾状核

注射自体全血建立大鼠脑出血模型。在出血后 1 和 3 天对大鼠的神经功能缺损进行评估并留取脑标

本行脑水含量、组织学、免疫组化和 Western Blot 检测；其次将建模后的实验动物分成空白组、静

脉注射组和治疗组，空白组不作处理，静脉组给予腹腔注射 0.5mL 米诺环素（5mg/mL），治疗组

进行血肿抽吸术后注射 10μL 载药凝胶。各组实验动物于 3 天后取脑标本供组织学检测。 

结果   单侧尾状核注血法成功建立大鼠实验性 ICH 模型，自体血注射能导致明显脑积水和神经功能

缺损，ICH 引起大鼠脑铁积蓄和 HO-1、Ferritin 表达升高。与尾部静脉注射组相比，载药凝胶可显

著减轻 ICH 后的脑积水和脑超载，HO-1、Ferritin 表达水平也相应降低。。 

结论  大鼠脑出血会导致明显脑积水，并伴有显著的脑铁积蓄和铁相关蛋白表达上调，给予载铁离

子螯合剂角蛋白凝胶治疗可显著减轻脑出血术后脑积水和铁积蓄并适度改善神经功能的缺损。 

 
 
PO-061 

软硬通道联合血肿碎吸引流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 

 
杨大祥 朱毓科 王鹏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150076 

 

目的   探索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的手术治疗 

方法  应用 LXS—Ⅱ型血肿碎吸器，碎吸后血肿腔内置入 12 号脑室外引流管，并行尿激酶间断溶

凝。 

结果  经一年随访,全部患者的血肿均完全消失,无血肿复发，疗效显著。 

结论  此种联合治疗方法安全有效，便于操作，术后并发症少，是基层选择可开展的治疗方法。 

 
 
PO-062 

大骨瓣减压术后皮瓣塌陷综合征原因分析及防治 

 
刘斌 曾利元 黄洪亮 

从化区中医院 510900 

 

近年来标准大骨瓣减压术已成为抢救重型颅脑损伤高颅压患者的常规术式，挽救了无数脑外伤患者

的生命。但大骨瓣减压术后出现的一些并发症已经引起颅脑创伤工作者的高度重视。皮瓣塌陷综合

征 （sinking skin flap syndrome ，SSFS)就是大骨瓣减压术后的并发症之一，虽不常见，但它不仅

有碍美观和安全，常有头昏、头痛、焦躁不安、忧虑、恐惧等颅骨缺损综合征的表现和心理障碍，

甚者可有局灶性神经系统症状体征，同时 SSFS 也给二期颅骨修补带来一定困难。目前对大骨瓣减

压术后出现 SSFS 的原因及防治仍有一些争议。我们从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共收治 6 例大

骨瓣减压术后 SSFS 患者并进行总结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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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颅脑损伤大骨瓣减压术后 SSFS 的形成原因及防治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 例大骨瓣减压术后 SSFS 患者的临床资料，对造成颅脑损伤的病因、大骨瓣减

压术中情况、是否使用人工脑膜、皮瓣塌陷开始时间、颅骨修补时间及颅骨修补的特殊性，如：皮

瓣坏死、颅内出血、皮下积液等。 

结果  6例大骨瓣减压术后 SSFS 患者在减压术后 1.5~6 月施行颅骨修补术，手术一次修补成功，术

后随访 3~24 个月，颅骨缺损综合征症状明显改善及消失，局灶性神经症状患者神经功能恢复。 

结论  实施大骨瓣减压术，减少脑组织与其他组织粘连是预防术后 SSFS 的关键环节，对合并有脑

挫裂伤者，须彻底清创止血，充分引流，脑组织创面覆盖明胶海绵，术中同时采用人工脑膜规范性

修复脑膜缺损及术后早期行颅骨修补术，有望进一步降低大骨瓣减压术后 SSFS 的发生，同时早期

颅骨修补还可以终止或逆转颅骨缺损造成的继发脑损害，更有助于此类患者神经症状改善、消失及

神经功能的恢复。目前，大多数学者主张将颅骨修补时间提前至去骨瓣减压术后 2~3 个月。关注 S

SFS 患者颅骨修补的特殊性，确保修补手术一次成功。加快 SSFS 患者颅骨修补术后患侧受压脑组

织复张，对其神经功能恢复也有积极的作用。(参考文献略) 

 
 
PO-063 

小骨窗骨瓣复位经外侧裂微侵袭清除基底节区血肿 156 例分析 

 
张功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52 中心医院 467000 

 

目的  探讨小骨窗经外侧裂入路，显微镜微侵袭操作清除基底节区血肿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4 月～2016 年 3 月经侧裂入路行显微手术清除高血压基底节区血肿的临

床资料。 

结果  156 例患者中，血肿完全清除 151 例，5 例血肿有部分残留，术后随访 3～12 个月，根据 AD

L 分级标准：Ⅰ级 31 例，Ⅱ级 49 例，Ⅲ级 65 例，Ⅳ级 10 例，Ⅴ级 1 例。 

结论  采用小骨窗或“锁孔”经外侧裂-岛叶入路清除基底节区血肿，熟悉解剖结构及显微镜下的微侵

袭操作是提高疗效的关键，术后局部水肿轻微及并发症少，能早期最大限度的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

复。 

 
 
PO-064 

自发性脑出血脑疝患者三种术式与预后的 

临床研究（附 56 例报告） 

 
申天喜 方有传 郭成军 郭彪 胡愿 胡刚 

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241000 

 

摘要  自发性脑出血致脑损害引起严重的临床症候群。在我国属常见病多发病。国内外流行病学调

查表明我国发病率10-80人/10万。CT问世后特别在80年代以后对自发性脑出血的诊断迅速准确。

出血量达到一定程度采用外科手术治疗，神经内外科医师意见基本趋于一致。对自发性脑出血继发

脑水肿，脑损害加剧，神经外科医师采取哪种手术方式成活率更高，致残率更低，尚难达成一致。

因此我科对自发性脑出血，出血量大，脑损害重，特别是脑疝形成的患者进行了临床对比分析。 

目的  手术血肿清除，降低颅内压，使受压的神经元恢复，打破危及生命的恶性循环。临床分析对

比自发性脑出血患者手术方式与预后的关系。探索三种手术方式的成活率与致残率，哪种手术方式

更有利于患者生存。 

方法  根据自发性脑出血患者的病情，亲属的要求‘采取常规去骨瓣减压血肿清除术，小骨窗（直径

3cm）血肿清除+引流术，单纯微创钻孔引流术+尿激酶局部注入三种手术方式，把患者同类型出 

血，同部位出血，同手术方式的成活率及致残率进行临床分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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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 56 例自发性脑出血患者，神志昏迷或深昏迷，均有脑疝形成。基底节区出血，血肿量

达 60-80ml 以上者 24 例，40-50ml 血肿量伴脑室铸型者 20 例，全脑室出血+脑干出血型 12 例。常

规去骨瓣减压血肿清除术 10 例，成活 6 例，死亡 4 例。小骨窗血肿清除+引流术 18 例，成活 15

例，死亡 3 例。微创钻孔引流术+尿激酶局部注入 28 例，成活 18 例，死亡 10 例。三种手术方式死

亡率分别为 40%、16%、35%。成活率分别为 60%、84%、65%。 

结论  自发性脑出血患者对出血量大，脑损害重，脑疝形成采用去骨瓣减压血肿清除术，成活率和

延长生命的时间疗效肯定。小骨窗血肿清除减压+引流术，成活率高，致残率低，肢体偏瘫恢复快。

微创钻孔引流术+尿激酶局部注入，血肿量少于 50ml 脑疝时间短，成活率高，且生命时间延长。但

对出血量大，脑疝形成时间长，且年龄 70 以上者，就诊时间长，微创钻孔引流术不能解决近期颅

高压和急剧脑肿胀脑损害症状加重趋势。 

 
 
PO-066 

CT 监视下脑出血硬通道微创穿刺术血肿清除率的影响因素 

 
王庭忠 于剑 高飞 赵宪林 季建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10032 

 

目的  硬通道脑出血微创穿刺术是我国学者自主研发并广泛开展的微创术式。由于其不开颅、不需

全身麻醉、操作简便等优点，深受基层医患迎。近二十年来救治脑出血患者已近百万。然而，与内

镜手术、小骨窗经外侧裂手术等开放微创术式相比，微创穿刺术不是直视手术，血肿清除率低是其

固有缺陷。基于本研究组十余年的 CT 监视下微创穿刺术经验，本文旨在探索该术式三个阶段中可

提高血肿清除率的影响因素。 

方法  在首次抽吸阶段，通过相关性分析研究 95 例患者的血肿 CT 值与血肿清除率的相关趋势。在

剩余血肿物理抽吸阶段，通过病例对照研究对比旋转抽吸组（23 例）与对照组（59 例）的血肿清

除率差异。在剩余血肿化学溶解阶段，通过病例对照研究对比术后脑脊液引出组（34 例）对照组

（58 例）的血肿清除率差异。 

结果  血肿清除率随血肿 CT 值的增高呈下降趋势，二者呈负相关（r =-0.95，p<0.01）。旋转抽吸

组的 3 天血肿清除率中位数为 70.12%，四分卫数为 66.34%、75.23%，高于对照组的 65.89%（5

9.01%，70.12%），p<0.01。术后脑脊液引出组的 3 天血肿清除率中位数为 82.37%，四分卫数为

75.23%、87.35%，高于对照组的 67.02%（60.44%，73.65%），p<0.01。 

结论  首次抽吸阶段，血肿 CT 值低者血肿清除率高。剩余血肿物理抽吸阶段，应用旋转抽吸法有利

于提高血肿清除率。剩余血肿化学溶解阶段，脑脊液引出有利于提高血肿清除率。上述因素在术前

效果预判、穿刺靶点的选择、术中抽吸技巧等方面均有应用意义。 

 
 
PO-067 

CLINICAL CHARACTER OF THE BLAST-INDUC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 THE 8-12  

TIANJIN PORT EXPLOSION 

 
Huang Jinhao,Gao Chuang,Zilong Zhao,Wang Peng,Jiang Rongcai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Object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is a leading cause of adults’ disability, and it’s also related to 
a long term consequences including physical, cognitive,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changes. Blast
-induc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bTBI) was getting more frequently in recent years. Heavy casualti
es caused by the 8.12 Tianjin Port Explosion in 2015 led to 8 missing, 798 injured and 165 death
s, which also led many people to the bTBI.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TBI and common traumati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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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 injury (cTBI)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We hypothesized that there may be something differe
nt in the process of disease between the two patient groups.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
ng of the difference, we collected the plasma from the patients with bTBI or cTBI, and collected th
e clinical data by reviewing medical records.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TBI and cTBI patients by evaluati
ng their plasma inflammatory factor and medical records in order to give reference for the treatme
nt of bTBI. The plasma and medical records of 26 bTBI and 30 cTBI were collected from Tianjin G
eneral Hospital, the Tianjin TEDA Hospital and the Tianjin Binhai Hospital at the same term. The 
plasma cytokine was assessed by the Cytokine Array and Elisa. Optical density was measured us
ing a spectrophotometer. The standard curves and  levels of PAI-1and SDF-1 in plasma were obt
ained using the program SPSS version 22.0. The Student t-test and chi-square test were used to 
compare variables between the bTBI and cTBI patient groups. P < 0.05 was considered to be stat
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In bTBI patients, the farther away from the center of the explosion, the higher GCS whic
h also led to the higher GOS at 2 months or 12 months after injury (P=0.019). Although there wer
e some patients close to the explosion, they were only minor wound. Most of the patients recover
ed to GOS 5 in 2 months while some recovered in 12 months because of the lower GCS and infec
tions (P<0.001). The inflammation factor  SDF-1 and PAI-1 were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bTBI com
pared to the patients with TBI  in cytokine array. Moreover, this result was validated by ELISA. Th
ere was about 10% more expression of SDF-1 in the bTBI than which in the cTBI (P=0.009) as we
ll as about 12% more expression of PAI-1 in the bTBI than which in the cTBI (P=0.001). 
Conclusions  We found the severity of bTBI, GCS and GO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distance fr
om the center of explosion. bTBI has a higher expression of the inflammation factor of PAI-1 and 
SDF-1 than cTBI which indicates that bTBI may have a stronger impact in inflammation reaction. 
The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PAI-1 in bTBI patients may be caused by the the explosion fire and p
romote the heal of the injury, and our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report that in burn 
patients the higher PAI-1 concentration in plasma the greater possibility to suffer from the burned 
sepsis. Ought to the PAI-1’s functio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should care more about the bTBI patie
nts’ coagulation function to avoid thrombosis. 
 
 
PO-068 

血管重建手术与保守治疗出血型烟雾病的疗效分析 

 
陈军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分析出血型烟雾病患者血管重建手术与保守治疗后的疗效，以确定治疗出血型烟雾病、减少

再出血率的适宜方法。   

方法  2002 年~2014 年月经 CT 检查及脑血管造影检查确诊为出血型烟雾病 82 例，其中脑内出血 1

8例(21.9%)，脑室出血 20例（24.4%)，脑内出血破入脑室 38例（46.3%），蛛网膜下腔出血 6例

(7.3%)。10 例(12.2%)合并动脉瘤。急诊行脑内血肿清除术 32 例，脑室外引流术 22 例，囊性动脉

瘤栓塞术 7例，21例对症止血降颅压治疗。病情稳定 3月后行血管重建术 48例，保守治疗 34例。

随访评估治疗效果根据 ADL 分级及患者的症状分为轻度（>60 分）、中度（40~60 分及重度(<40

分)功能障碍，并再出血、死亡情况。 

结果  82 例 2002 年至 2014 年随访 0.6~12 年(平均 7.8 年)，直接血管重建组 12 例(75.0%)好转，1

例无变化，3 例进展，无死亡及再出血；联合血管重建组 25 例(78.1%)好转，3 例无变化，4 例（1

2.5%）进展并再出血，其中 2 例死亡；保守治疗组 15 例(44.1%)好转，9 例无变化，10 例（29.

4%）进展并再出血死亡。 

结论  再出血是出血型烟雾病的预后不良和致死的主要原因。血管重建手术可减少再出血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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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9 

单双侧开颅手术治疗双侧额叶脑挫裂伤伴颅内血肿的疗效分析 

 
季泰令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31 

 

目的  探究不同入路开颅手术治疗双侧额叶脑挫裂伤伴颅内血肿。 

方法  选取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在 2006 年 2 月至 2015 年 9 月手术治疗的 51 例双侧额叶脑挫裂伤

伴颅内血肿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开颅手术方式不同分为单侧组（25 例）和双侧组（26 例）。单

侧组行单侧开颅术，双侧组行双侧开颅术。比较两组患者伤后不同时期的血清 NSE、S100β 蛋白

浓度，评估手术疗效及预后情况。 

结果  术后第 14 天单侧组患者的血清 NSE、S100β 蛋白浓度明显低于双侧组(P<0.05)；单侧组在

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嗅神经损伤和精神障碍的发生率方面均显著低于双侧组 (P<0.05)；单侧组 G

OS 评分判定为重残的明显低于双侧组(P<0.05)。 

结论  双侧额叶脑挫裂伤伴颅内血肿患者进行一侧开颅手术可以使手术时间减少，减少手术过程中

的出血量，提高安全系数，颅内血肿清除率高，并可以有效降低颅内高压，改善患者预后，值得在

临床推广应用。 

 
 
PO-070 

皮层引流静脉保护在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术中 

神经功能恢复的意义 

 
卢峰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 350000 

 

目的  探讨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术中皮层引流静脉保护在神经功能恢复中的意义。 

方法  回顾研究 2012 年 01 月～2014 年 08 月福建省立医院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手术治疗病例，根

据是否术中加行皮层引流静脉保护分为实验组 20 例和对照组 20 例。统计分析两组术后效果，包括

术侧水肿体积、ICP 监测值、并发症发生率（瘫痪、精神异常、癫痫发作、意识障碍发生率）以及

GOS 评分。 

结果  实验组术后复查 CT 所示水肿体积及术后三天 ICP 平均值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术后瘫

痪、意识障碍并发症发生率有明显区别，实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GOS 评分实验组明显

高于对照组。精神异常和癫痫发作的发生率两组间没有显著性差别。 

结论  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手术中骨窗边缘下塑造血管保护通道，减少重要皮层引流静脉受压，减

少静脉回流障碍，对减少并发症、改善患者预后有重要意义。 

 
 
PO-071 

经脑沟裂入路治疗脑出血的手术技巧及并发症的预防 

 
高文波 李泽福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56600 

 

目的  探讨经脑沟裂入路（主要经侧裂、小脑延髓裂及血肿对应的脑沟）的手术技巧及预防并发症

措施。 

方法  对经侧裂-岛叶、颞上沟、小脑延髓裂及中央沟入路显微手术治疗 21 例基底节脑出血、1 例四

脑室出血及 2 例顶叶出血(经血管造影排除血管畸形)的手术录像及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3 例基底节脑出血术中改为皮层造瘘，其中 2 例因为额、颞盖嵌顿且粘连严重，分离侧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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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额、颞盖软膜损伤严重，改为皮层造瘘,另 1例为小骨窗经侧裂入路，术中没有按照沿额部血管

颞侧及颞部血管的额侧分离侧裂及分离侧裂时脑压较高、脑组织顺应性差、额颞叶嵌顿严重以致没

有找到岛叶，于额盖处造瘘，清除血肿过程中大脑中动脉 M2 分支破裂出血，不得以将造瘘口扩大

改为皮层造瘘。其余 21例脑出血患者均经脑组织自然间隙实施手术治疗。1例术后出现额叶静脉梗

塞后出血，考虑早期分离侧裂时将侧裂静脉的额侧静脉属支切断相关，后期分离侧裂均采用静脉保

留技术（将包裹静脉的蛛网膜充分游离松解以增加其伸展性从而增加手术操作空间）。1 例术后出

现大脑中动脉供血区大面积梗塞，术中发现其大脑中动脉 M2、M3段粥样硬化明显，可能与术中牵

拉动脉以致粥样斑块脱落所致。2 例术中发生大脑中动脉 M2 分支破裂出血，考虑与岛叶表面的蛛

网膜小梁没有充分松解增加手术过程中对周围血管牵拉的阻力以及选择岛叶造瘘位于大脑中动脉 M

2 呈锐角的分叉处相关。 

结论  利用脑沟裂自然间隙入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是切实可行的，相对皮层造瘘操作技术要求高，

容易出现并发症，但掌握一定的手术技巧能够降低手术并发症。 

 
 
PO-072 

神经导航在脑出血微创手术中的应用 

 
李龙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探讨神经导航在脑出血微创手术中的应用，并与同期脑出血普通微创手术的疗效及预后进行

统计学分析。 

方法  脑出血是临床常见疾病，占急性脑血管病 20%～30%，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和病死率，急性期

病死率 30%～40%。及时清除血肿，解除其对正常脑组织的压迫，避免和减轻继发性脑水肿引起的

损害，这是脑出血的主要治疗目的。常见的手术方式有传统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小骨窗血

肿清除术及立体定向抽吸术等。神经导航在脑出血微创手术具有定位准确，术前制订穿刺计划及设

计穿刺路径，可以实时反映引流管尖端位置等优势，减少并发症，改善患者的预后。实行神经导航

脑出血微创手术的患者，术前仅需完成全脑 CT 检查（层厚 1mm，层间隔 0）。术前将 CT 检查图

像以光盘形式传输至导航系统中。全麻后，Mayfield 头架固定头部后，通过面部注册，即可开始实

施导航。制订穿刺计划，选定进针点，以及穿刺靶点。进针点通常定位于额叶，减少对功能区的损

伤。穿刺靶点通常选择于血肿最大层面中央处。利用美敦力导航系统自带的引流管放置组件，可实

时显示引流管尖端的位置。将引流管套于组件注册好的管芯上，从进针点沿设计的穿刺方向进针。

穿刺过程中，实时观察导航屏幕，严格按制订穿刺计划方向进行穿刺。导航显示到达靶点后，抽出

管芯，用注射器抽吸，可见陈旧血及血凝块，即认为穿刺成功。放置引流，每日尿激酶8-10万U，

血肿腔注射，3 天后复查 CT，视情况拔出引流管。在实践中，我们将磁敏感成像（SWI），MRA

及 DTI 等检查加入导航计划的制订中，术前制作 3D 模型，制订最合理、最安全的穿刺计划，避免

损伤血管、传导束等重要解剖结构。 

结果  目前共开展神经导航引导下血肿立体定向抽吸术 15 例，较同期普通手术的患者 53 例定位准

确，疗效显著，预后更佳。 

结论  神经导航引导下血肿立体定向抽吸术，以其创伤小，定位准，恢复快等优势，可以明显减少

患者住院时间，改善患者预后，在脑出血治疗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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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3 

经额定向穿刺引流术与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基底节区 

脑出血未脑疝患者前瞻对照研究 

 
官卫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比较穿刺引流术与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高血压基底节区脑出血的疗效，探讨高血压脑出血个

性化治疗方案。 

方法  采用前瞻对照研究，对符合入选标准的 68 例未发生脑疝的高血压性基底节区脑出血患者， 2

4 例采用经额定向穿刺引流术（穿刺组），44 例采用开颅血肿清除术（开颅组），比较两种手术方

式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症、术后 1 月死亡率及术后 6 个月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良好率。 

结果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出血侧别、血肿量、术前意识状态及手术时机等临床资料无明显差异。

穿刺组较开颅组手术时间短（42.29±11.32min vs. 172.23±45.25min，P<0.01），术后并发症少

（16.7% vs. 52.3%，P<0.01），其中局灶性脑梗死（0 vs. 22.7%，P<0.05）、肺部感染（16.7% 

vs. 45%，P<0.05）及气管切开率（4.2% vs. 40.9%，P<0.01）穿刺组均明显低于开颅组，术后 6

个月 ADL 良好率穿刺组高于开颅组（95.8% vs. 68.2%，P<0.01）。术区再出血（4.2% vs. 15.9%，

P>0.05）及术后 1 月内死亡率（0 vs. 13.6%，P>0.05）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结论  穿刺引流术具有便捷、微创、安全、疗效好等优点，应作为治疗尚未发生脑疝的基底节区脑

出血的首选术式。 

 
 
PO-074 

自体筋膜加压修补治疗术中窦性出血致恶性脑膨出二例 

 
徐勤义 

无锡市惠山人民医院 214044 

 

目的  重型颅脑伤患者在施行一侧硬膜下血肿、脑挫伤清除时，术中窦性出血导致特急性迟发硬膜

外血肿性导致恶性脑膨出是非常罕见的。这种迟发血肿往往是致命的。 

方法  我们共收治的 2 例患者，均为开颅术中发现脑膨出。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特征、术中特点及影

像学表现。 

结果  2 例病人均发生了恶性脑膨出，并行头颅 CT 复查均发现一例为窦汇区迟发性硬膜外血肿、另

一例为中失状窦迟发性硬膜外血肿。根据 GOS 评分判断愈后.恢复良好 1 例,中残 1 例。 

结论  窦性出血导致特急性迟发性硬膜外血肿是恶性脑膨出的元凶之一。头部外伤骨折，术中恶性

脑膨出及预后较差是典型的临床表现。这是一种少见的致命的并发症，术中及时复查 CT，早期的

诊断、快速的处理以及技术的改进，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PO-075 

外侧裂与角回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重型高血压丘 

脑出血并破入脑室临床疗效观察 

 
江峰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经外侧裂与角回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重型高血压丘脑出血并破入脑室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010 年 1 月至 2013 年 3 月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收治重型高血压丘脑出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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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入脑室的患者 15 例,给予外侧裂与角回入路显微手术治疗,术中打通血肿腔与脑室,颅脑外引流器

放置于血肿腔,观察患者术后预后情况。 

结果  经 CT 复查所有患者血肿清除未出现严重脑积水,随访 6 个月至 1 年,其中 9 例预后较好,1 例中

残,2 例重残,死亡 3 例。 

结论  经外侧裂与角回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重型高血压丘脑出血并破入脑室可有效清除血肿,减少严重

脑积水的发生,患者术后预后良好。 

 
 
PO-076 

重型、特重型颅脑外伤大骨瓣减压临床 

（治疗附 256 例病例回顾性分析） 

 
吕学明 辛国强 李育鑫 王天助 卢培刚 袁绍纪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重型 TBI 平均死亡率 30-40%，其中近 80%死于发病 1 周以内，主要死亡原因是由脑出血、

脑水肿或脑缺血引起的恶性高颅压。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研究表明大骨瓣开颅

术的良好效果，逐渐广泛，国内自 90 年代始开展。大骨瓣减压术是用于治疗重型颅脑创伤难治性

颅高压、脱水利尿等降颅压无效病人所采取挽救生命的最后手段和有效步骤，但其疗效存在争议。 

临床资料：时间：2012 年 8 月~2016 年 5 月我院收治重型、特重型颅脑外伤 256 例，男 176 例，

女 80 例；年龄 9~74 岁；受伤原因：坠落伤 67 例，车祸伤 129 例，摔伤 28 例，棍棒伤 22 例，其

他 10 例；入院时间：≤2h 80 例， 3~5h 59 例， ≥6h 117 例；入院瞳孔：无变化 56 例，单侧散大

173 例，双侧散大 27 例；CT 影像：原发脑干或轴索损伤 51 例，双侧广泛脑挫裂伤 112 例、弥漫

性脑肿胀 74 例，单侧多叶脑挫裂伤 130 例，单纯硬膜下或硬膜外血肿 52 例；合并其他脏器伤：胸

部外伤 41 例，腹部外伤 32 例，四肢部外伤 150 例。临床分级：重型：166 例，特重型：90 例。 

结果   152 例预后较好（59.37%），其中完全康复 104 例，轻度伤残 48 例；104 例预后较差（40.

61%），其中重残 44 例，植物状态 20 例，死亡 40 例；  

结论  大骨瓣减压是有效缓解危及生命的高颅压，增加 CPP，但是大骨瓣减压不能防止脑水肿和脑

挫裂伤，而且有引发出血等并发症。因此，术前和术后要积极防治这些并发症。 

 
 
PO-077 

重型颅脑损伤术中急性脑膨出治疗体会 

 
喻敬国 

河南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450000 

 

目的   探索讨论影响重型颅脑损伤开颅术中急性脑膨出的原因以及有效防止措施。 

方法  分析总结我们 2013-01----2016-06 收治的 24 例重型颅脑损伤术急性脑膨出采用新处理方法的

病例资料作为研究组，并选择 2010-01----2012-12 收治的 18 例重型颅脑损伤术急性脑膨出病例资

料作为对照组，分析 2 组的治疗效果。 

结果   研究组恢复较好患者 10 例，重残 10 例，死亡 4 例；对照组恢复较好患者 2 例，重残 6 例，

死亡 10 例。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术急性脑膨出，需排除迟发颅内血肿后采取控制降压、过度换气、脑室引流、

切除额叶脑组织等综合措施，能显著提高治疗效果，降低致残率及病死率。重型颅脑损伤非高血压

自发脑内血肿病因非常复杂，早期应明确诊断，积极治疗，以利于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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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8 

钻孔引流手术治疗小儿急性硬膜外血肿 20 例体会 

 
朱毓科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150076 

 

目的  探讨小儿急性硬膜外血肿的临床手术持点和预后。 

方法  对进行手术治疗 20 例小儿急性硬膜外血肿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0 例患儿均存活。 

结论  小儿硬膜外血肿常规手术较易形成颅骨缺损，钻孔引流可清除大部分血肿，达到减压目的，

不遗留颅骨缺损。 

 
 
PO-079 

神经外科危重颅脑外伤的临床治疗分析 

 
朱毓科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150076 

 

目的  分析神经外科危重颅脑外伤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41 月本院收治的 66 例神经外科危重颅脑外伤患者临床资料，

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各 33 例。两组患者均采取常规治疗措施，对照组在患者发病 4 周后开

始给予高压氧治疗，治疗组在患者发病 4 周内开始给予高压氧治疗，最后分析两组患者的治疗效

果。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GSC 评分、ADL 评分对比，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后，治疗组患者 GSC 评分、ADL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在神经外科危重颅脑外伤后的第一时间采取高压氧进行治疗，有利于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促

进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提高治疗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PO-080 

脑室外引流、尿激酶灌注治疗脑室内出血 

 
朱毓科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150076 

 

目的  探讨脑室内出血的治疗方法。 

方法  根据血肿部位及脑室铸型情况，采用相应的引流部位，辅助尿激酶灌注。 

结果  28 例治愈，15 例好转，3 例重残，1 例死亡。 

结论  脑室外引流，辅助尿激酶及透明质酸酶治疗脑室内出血是一种简便、有效的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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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1 

神经外科显微技术在高血压基底节区脑出血中的 

应用 36 例临床分析 

 
朱毓科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150076 

 

目的  探讨在超早期基底节区脑出血显微技术操作治疗方法及效果。 

方法 36 例高血压基底节区脑出血，出血时间 6 h 之内，做耳前上 10 cm 小切口，骨窗 3 cm×4 cm,

显微镜下经外侧裂或颓上回脑沟皮质，血肿完全清除，有效止血。 

结果  死亡 3 例。存活 33 例。ADL 分级：I 级 8 例，Ⅱ级 9 例，Ⅲ级 14 例，Ⅳ级 4 例，V 级 1

例。 

结论  损伤小，简便易操作，时间短，手术视野清晰，血肿清除完全。 

 
 
PO-082 

低成本增强现实技术在深部脑内血肿精准定位的应用研究 

 
谢国强 

陕西省核工业 215 医院 神经外科 712000 

 

目的   探讨低成本增强现实技术在深部脑内血肿精准定位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5 例高血压深部脑内血肿患者病历资料，通过应用 3D-slicer 免费软件对头颅 C

T 原始数据资料进行三维重建，结果导入 iPhone 智能手机，并应用 iphone 手机应用程序，精确描

绘深部脑内血肿体表投影，设定周边标记物，再次行头颅 CT 扫描观察血肿边界，评估增强现实的

可靠性。 

结果  所有深部脑内血肿患者应用三维重建结果联合低成本增强现实技术，均能较精确定位血肿位

置。 

结论   低成本增强现实技术可以为深部脑内血肿提供精准可靠的位置参考，为神经内镜微创脑出血

手术提供客观手术定位，提高手术成功率，并简单易行、代价较小。 

 
 
PO-083 

无牵拉技术辅助下经侧裂-岛叶入路显微手术 

治疗基底节区高血压性脑出血 

 
田海龙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神经外科 266000 

 

目的  探讨无牵拉技术辅助下经外侧裂-岛叶入路显微手术治疗基底节区高血压性脑出血的临床效果。
  

方法  对 2014 年 4 月～2015 年 12 月期间我院应用无牵拉技术经侧裂-岛叶入路显微手术治疗的 51

例基底节区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观察术后患者神经功能障碍的分级。
  

结果  术后随访 2-20 个月，平均 11 个月，预后良好 25 例，轻度残疾 11 例，重度残疾 10 例，持续

昏迷 3例，死亡 2例；51例患者，左侧优势半球血肿共 23例,术后语言障碍包括：运动性失语 4例;

感觉性失语 2 例;混合性失语 2 例;失读 1 例。  

结论   无牵拉技术辅助下经外侧裂-岛叶入路的显微手术治疗基底节区高血压性性脑出血，手术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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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效果确切，可有效保护患者神经功能。  

 
 
PO-084 

经额锁孔入路手术治疗重型脑室出血疗效的初步探讨 

 
王晓军 1 卞杰勇 1 路阳 1 于涛 1 周林强 1 石磊 1 曹海波 1 周岱 2 

1.苏州市相城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比较经额“锁孔”入路术和传统钻颅脑室外引流手术治疗重型脑室出血的临床疗效，探讨重

型脑室出血的有效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6 月～2015 年 6月来本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38 例脑室出血中 43 例重度脑

室出血的资料，27 例进行手术，其中 15 例病患采用经额“锁孔”入路手术，另 12 例使用了传统钻颅

脑室外引流手术,比较两组患者术后三脑室内血肿体积变化情况，患者意识好转时间、并发症发生

率以及患者预后的差别。  

结果  经额“锁孔”入路手术组患者在术后第 1 天、4±1 天、7±1 天、10±1 天复查头颅 CT 三、四脑室

积血体积明显少于钻颅脑室外引流手术组(P<0.05)。术后肺部感染、电解质紊乱、术后再出血和颅

内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后期交通性脑积水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GOS 评分“4～5 分”以及“1 分”患者较钻颅脑室外引流手术组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O

S 评分“2～3 分”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存活率高于传统钻颅脑室外引流手术组。  

结论  重型脑室出血后引起丘脑下部及脑干重要核团的压迫，而且严重梗阻脑脊液通路，形成梗阻

性脑积水，病死率很高，尽早清除第三脑室及中脑导水管积血被认为是影响治疗和预后的关键。传

统脑室穿刺外引流手术，术后脑室内较多残存血凝块不易被引流出，并且容易堵管，无法在短时间

内有效地消除第三脑室及中脑导水管内的血肿而改善患者预后。脑室穿刺外引流联合尿激酶灌注溶

解脑室内血肿以提高重型脑室出血的疗效，但在治疗时间上存在滞后性并且增加了颅内感染的风险，

早期经额“锁孔”入路手术治疗重度脑室出血相比传统脑室穿刺外引流手术治疗重度脑积水有以下优

势：1、超早期在直视下直接清除脑室血肿，并通过术中置管反复脑室灌洗，可冲洗掉三脑室和中

脑导水管内血肿；迅速解除三脑室和中脑导水管堵塞，恢复脑脊液循环，防止急性梗阻性脑积水形

成；2、该手术入路易定位，操作简便，副损伤小，止血满意；3、直视下置脑室外引流管，脑室引

流管深度或位置可放置满意；4、术后脑室引流管堵管几率大大下降，脑室外引流时间缩短，无须

在使用尿激酶，减少颅内感染的几率；5、减少术后甘露醇等药物的使用。  

 
 
PO-085 

重型额叶脑挫裂伤间脑期手术分析 

 
关靖宇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110015 

 

目的  探讨重型额叶脑挫裂伤间脑期显微手术治疗的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神经外科 2012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共 43 例额叶脑挫裂伤间脑期显微手术的病

例。  

结果   43 例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死亡 1 例，死于肺内感染。 

结论   重型额叶脑挫裂伤患者在处于间脑期积极性显微手术治疗可以获得良好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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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6 

后颅窝 CT 定位头皮标识引导下钻孔软通道引流术治疗小脑出血 

 
王平振 

河南省郸城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477150 

 

目的  探讨 CT 定位引导下后颅窝钻孔软通道引流术治疗小脑出血的临床疗效。 

方法  CT 定位引导下后颅窝钻孔软通道引流术治疗小脑出血 28 例，伴有急性梗阻性脑积水者先行

脑室外引流术，部分患者术后经引流管将尿激酶灌注血肿腔溶解引流残余血肿。 

结果   钻孔治疗小脑出血 28 例，同期与手术治疗 27 例，两组病人均于术后 3 个月采取格拉斯哥愈

后（GOS）评分评价治疗效果，4-5分为良好，2-3分重残，1分为死亡；患者术后 3个月格拉斯哥

愈后评分（GOS）显示：钻孔组 28 例，恢复良好 21 例，占 75%，重残 6 例，占 21.4%，死亡 1

例，占 3.6%。手术组 27 例，恢复良好 15 例，占 57.%，重残 9 例，占 33.3%，死亡 3 例，占 11.

1%。恢复良好率（4-5 分）钻孔组优于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CT 定位引导下后颅窝钻孔软通道引流术治疗小脑出血操作简便，手术安全，血肿清除率高，

为治疗小脑出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选择及治疗方法 

 
 
PO-087 

显示有漩涡征急性硬膜外血肿单中心回顾性手术治疗分析 

 
王平振 

河南省郸城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477150 

 

目的  分析伴“漩涡征”急性硬膜外血肿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 

方法  选择 36 例 CT 平扫显示有“漩涡征”的急性硬膜外血肿患者为观察组，选择同时间段无“漩涡征”

急性硬膜外血肿患者 50 例为对照组，均接受手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 GCS 评分，血肿出血量及预

后情况。 

结果  术前，观察组患者 GCS 评分显著降低，且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

5）。术中，观察组患者硬膜外血肿出血量较急诊CT术前评估显著增加，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对照组术前 CT 评估及术中测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

组共 11 例患者死亡，死亡率为 30.5%（11/36），对照组共 6 例患者死亡，死亡率为 12.0%（6/5

0），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 6个月，存活患者 ADL评分比较见表 2，

观察组 ADL 评分优良率为 64.0%，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84.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伴“漩涡征”的急性硬膜外血肿患者近期预后也显著差于无“漩涡征”的急性硬膜外血肿患者。研

究认为，早期手术可以提高急性硬膜外血肿患者的疗效，特别是伴“漩涡征”者患者病情呈进行性加

重，患者死亡率高，预后差，应该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PO-088 

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颅内急性出血病因及手术治疗 

 
张小林 

舟山医院 316021 

 

目的  探讨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颅内急性出血的原因与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 179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行钻孔引流手术患者中 4 例术

后出现颅内急性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出血病因及手术治疗。 

结果  对比患者术前术后 CT，出血类型为 1 例单纯硬膜外血肿，2 例单纯硬膜下血肿，1 例脑挫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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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伴硬膜下血肿。术中发现皮下引流管穿刺道头皮动脉血管出血 1 例，硬脑膜血管出血 1 例，桥静

脉破裂出血 1 例，脑皮层血管出血 1 例。 

结论  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颅内急性出血不多见，一旦发生，病情恶化迅速，均应积极手术治疗，

可明显改善患者预后。 

 
 
PO-089 

枕部入路清除基底节脑出血的应用解剖及临床应用 

 
王君玉 于明琨 卢亦成 孙克华 黄承光 白如林 侯立军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神经外科，上海市神经外科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外科研究所 200003 

 

目的  探讨经枕部入路清除基底节脑出血解剖学基础及临床应用。 

方法  10 例 20 侧成人头颅标本（第二军医大学解剖学教研室提供），模拟经枕部入路进入基底节

区手术入路解剖，测量相关解剖学数据。临床中选择基底节区脑出血呈长卵圆形，血肿偏向枕部的

患者采用枕部入路手术，评价手术效果及预后转归。 

结果   枕部入路中心点可选择枕外粗隆上 6-7cm，中线旁 4cm；穿刺定位方法  ：轴位，双侧中心

点-鼻根三点形成平面；矢状位，平行于正中矢状面。穿刺针走行方向为此两平面形成的线可定位

血肿。手术治疗患者血肿清除率 100%，术中可清晰观察血肿周围正常脑组织结构辨认责任血管。

术后患者恢复良好。术后无颅内感染、无再出血。三个月后随访生活基本自理。 

结论  经枕部入路适合基底节区主体偏向偏向枕部的长卵圆型血肿，术中沿长轴清除血肿，便于寻

找出血责任血管，更加适合内镜手术；术后通过低位引流便于清除渗血或处理再出血。 

 
 
PO-090 

眉弓上锁孔入路清除基底节脑出血的应用解剖及临床应用 

 
王君玉 于明琨 卢亦成 白如林 孙克华 黄承光 侯立军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神经外科，上海市神经外科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外科研究所 200003 

 

目的  探讨经眉弓锁孔入路清除基底节脑出血解剖学基础及临床应用。 

方法  10 例 20 侧成人头颅标本（第二军医大学解剖学教研室提供），模拟经眉弓锁孔入路，测量

眉弓上方至尾状核头、侧脑室前角、基底节区、岛叶等重要解剖结构的距离，为临床手术提供参考。

临床中选择基底节区脑出血呈长卵圆形，血肿偏向额部的患者采用眉弓上锁孔入路入路手术，评价

手术效果及预后转归。 

结果  获得了瞳孔中线处至侧脑室额角、尾状核头、壳核、岛叶峽部的距离。手术治疗患者血肿清

除率 100%，术中可清晰观察血肿周围正常脑组织结构辨认责任血管。术后患者恢复良好。术后无

颅内感染、无再出血。三个月后随访患者生活基本自理。 

结论  眉弓上锁孔入路适合基底节区主体偏向额部的长卵圆型血肿；特别适合内镜手术，对功能区

损伤小 

 
 
PO-091 

 儿童静脉窦区凹陷骨折的治疗 

 
于增鹏 梁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外科 400014 

 

目的   探讨位于静脉窦处的凹陷性颅骨骨折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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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儿童 14 例位于静脉窦处的凹陷骨折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及治疗方法。14 例

中，男 11 例，女 3 例。平均年龄 7.4 岁。致伤原因：车祸伤 4 例，高处坠落伤 8 例，砸伤 2 例。

入院时均神志清醒，无神经功能障碍。开放性损伤 7 例，闭合性损伤 7 例。经 CT 证实均有累及静

脉窦的颅骨凹陷性骨折，其中上矢状窦前 1/3 4 例，中 1/3 0 例，后 1/3 2 例，横窦及窦汇 8 例。颅

骨中线部位有不同程度的颅骨凹陷，深度从 1～2cm 不等。开放性损伤中 3 例我院急诊行清创、凹

陷骨折复位或去除术、静脉窦处理，1 例压迫横窦，2 例压迫上矢状窦前 1/3。1 例因头皮裂伤小我

院行一期清创，3 例外院行一期清创。4 例一期清创患儿及 7 例闭合性损伤患儿观察有无高颅压症

状及完善 CTA、腰穿、眼底检查。入院时凹陷骨折未处理 11 例患儿观察期间有 7 例（7/11）出现

高颅压症状，如精神差、头痛、头昏、呕吐，3例（3/7）有视物模糊、视力下降，2例（2/7）骨折

压迫上矢状窦后 1/3、5 例（5/7）压迫窦汇及横窦；腰穿 5 例（5/11）中 4 例增高，4 例均位于窦

汇区，另 1例位于上矢状窦前 1/3；3例视力模糊患儿眼底检查均有视乳头水肿，伴或不伴出血斑。

11 例骨折观察患儿后期均行凹陷骨折复位或去除术、静脉窦处理。手术均在全麻下进行，术前备

足血源，依凹陷骨折情况、开放性损伤的位置选择切口，切口尽量取大一些，充分显露静脉窦。开

放性损伤要对伤口进行反复冲洗与消毒。在去除凹陷骨折碎片时动作要轻柔，可先去除静脉窦外周

的骨片，最后才轻轻去除压在静脉窦处的碎骨片。14 例患儿静脉窦挫伤 7 例，破口《0.5cm 4 例，

0.5~1.5cm1 例，》1.5cm 2 例。静脉窦挫伤重、破口《0.5cm 采用明胶海绵外敷脑棉片压迫止血，

0.5~1.5cm 破口细线缝合、再予明胶海绵外敷脑棉片压迫，》1.5cm 直接缝合或取筋膜粘连缝合。 

结果  本组 14 例术后均行 CTA 检查，受压的静脉窦已恢复。本组病例中有 7 例保守治疗期间出现

颅内高压症状，3 例视力下降，通过手术治疗解除静脉窦的压迫后症状缓解。 

结论   静脉窦区凹陷骨折可通过 CT 三维重建了解凹陷骨折范围，CTA 了解静脉窦受压情况；可通

过临床症状、腰穿、眼底检查明确有无高颅压；对于伴有静脉窦压迫，引起高颅压症状的凹陷骨折，

手术治疗是目前首要选择。   

 
 
PO-092 

DTI 在基底节区高血压脑出血手术入路选择中应用研究 

 
顾应江 1 侯小林 1,2 

1.泸州医学院附属中医医院     2.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采用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densor imaging，DTI）对基底节区高血压脑出血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HICH)术后患者的皮质脊髓束（corticospinal tract，CS

T）及视辐射（Optic Radiation，OR）进行成像，根据神经纤维束损伤程度，评估手术入路优劣。 

方法  选择 50 例首次发病、CT 确诊为单侧高血压基底节区壳核出血患者，年龄 45-75 岁，平均 62

岁。入院时，计算血肿体积约 27-40ml，随机分为 A、B 两组。A 组（26 例）经外侧裂岛叶入路(T

S - TI approach)，B 组（24 例）行经颞叶入路（TS - TT approach）清除血肿；DTI 检查时间为术

后 5-8 天内，影像原始数据经 PHILIPS EMW 2.6.3.4（ Extended MR Workspace 2.6.3.4）软件进

行后处理，重建双侧 CST、OR，分别观察 CST、OR 损伤程度及其与血肿及手术入路关系。 

结果   A 组 DTI-CST 分级Ⅱ级 14 例，Ⅲ级 12 例，Ⅳ级 0 例；OR 分级Ⅰ级 7 例，Ⅱ级 13 例，Ⅲ

级 6 例；B 组 DTI-CST 分级Ⅱ级 8 例，Ⅲ级 11 例， Ⅳ级 5 例；OR 分级Ⅰ级 2 例，Ⅱ级 8 例，Ⅲ

级 14 例。两组 CST、OR 损伤分级数据行×列表卡方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CSTχ2 值=6.610，P

=0.037；ORχ2 值=7.10，P=0.029）。 

结论  利用 DTI 观察血肿病灶与 CST、OR 的三维立体关系, 可判断 CST、OR 受损程度，对评估患

者运动障碍及视野缺损有重要价值； TS-TI 入路在 HICH 手术中保护 CST、OR 方面优于 TC-TT 入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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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3 

CT 辅助下立体定向穿刺引流术对基底节区 

脑出血患者的治疗分析 

 
张红波 1 穆林森 3 彭鹏 1 郑虎 1 袁辉胜 1 

1.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湖北省广水市人民医院    3.广州市脑科医院 

 

目的  分析 CT 辅助下立体定向穿刺引流术对老年高血压基底节区脑出血患者的疗效和并发症情况  

方法  将 24h 内发病的 80 例高血性脑出血老年患者分为两组，研究组和对照组。分别采用 CT 辅助

下立体定向穿刺引流术和保守性药物进行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住院治疗时间、并发症、治疗后

的神经功能恢复情况，以及患者术前术后的神经功能评价。 

结果   对照组患者总并发症为 32.5%，研究组患者总并发症为 12.5%，且研究组的治疗时间和最终

NIHSS 评分为 17.6d 和 3.28 分，均优于对照组的 24.6d 和 4.00 分，研究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2.

5%优于对照组的 77.5%。 

结论  CT 辅助下立体定向穿刺引流术可以明显减少基底节区脑出血的各种并发症、创伤小、能缩短

患者的住院时间减少花费。与保守治疗组相比，能促进患者神经功能的早期恢复。 

 
 
PO-094 

神经内镜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疗效分析 

 
单宏宽 

山东省聊城市中心医院 252000 

 

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的病例选择和手术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9 月-2016 年 9 月应用神经内镜手术治疗的 22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男 14

例，女 8 例，年龄 39～85 岁，平均 61 岁，发病距手术时间 6-32 小时，平均 16.8 小时。既往有高

血压史者 19 例，占 86.4％，入院时血压均≥150/90 mmHg，排除其他脑血管疾病。全部病人均由

CT 确诊，血肿量估算应用多田氏公式。本组病例均为幕上血肿，基底节区血肿 18 例（含部分血肿

破入脑室 7 例），脑叶皮层下血肿 4 例，均大于 30ml，最多 72ml，平均 58ml。脑内血肿清除率=

（术前血肿量-术后血肿量）/术前血肿量×100%。 

结果  本组病例术前 CT 显示出血量＞30ml，术后 24h 内复查ＣＴ显示：血肿＞90%清除者 14 例，

占64％，80-90%清除者6例，占27％，60-80%清除者2例。平均脑内血肿清除率为90.5±6.3％；

无继发性出血。术后一周复查头 CT 示出血区周围轻度/无明显水肿，患者神清 15 例，嗜睡 4 例，

浅昏迷 3 例。术后 2 周，清醒 17 例，嗜睡 4 例，放弃治疗 1 例。术后随访 19 例，时间 6 个月，采

用 GOS 分级，5 分（恢复良好）4 例，4 分（轻度残疾）10 例，3 分（重度残疾）5 例，2 分（植

物生存）0 例。术后无颅内感染及二次手术、脑积水发生。 

结论  神经内镜手术适用于出血量 30-70ml、无明显脑疝症状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清除血肿及止

血方便可靠，具有微创、直视、高效等优点，同时减少并发症和死亡率，同时预防或减少手术对脑

组织医源性损伤，最大程度保留脑功能，有助于早期康复改善预后，，减少住院时间，降低费用，

符合神经外科发展的微创理念，可以成为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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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5 

高血压脑出血开颅手术流程及血肿清除技巧探讨 

 
胡佳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264008 

 

目的  探讨高血压脑出血需开颅手术清除血肿患者手术流程及术中手术技巧，以减少手术中及术后

常见的并发症。 

方法  将脑出血手术患者分为两组，常规组 58 例，采取常规手术流程及方法。改良组 34 例，采取

切开硬膜前首先穿刺抽吸部分血肿，术中沿血脑界面清除血肿，血肿清除完毕后人工硬膜减张缝合

方法。 

结果  常规组手术中 12 例发生脑组织被硬膜缘或是手术剪刀切割。12 例术后出现硬膜下或是皮下

积液，10 例术后发生骨窗缘卡压，8 例发生局部脑组织坏死，8 例术后复查发现血肿清除不彻底或

是新发血肿，6 例死亡。改良组术中 1 例发生脑组织切割，术后复查血肿均清除满意。术后 4 例出

现脑组织的骨窗轻微卡压，无局部脑组织坏死出现，4 例死亡。 

结论  通过适当安排手术流程，可以减少脑组织切割的发生，减少手术对脑组织的损伤。术中沿血

脑界面清除血肿可以获得血肿满意清除，最大限度减少双极电凝及牵拉对正常脑组织的损伤，且止

血彻底，术后无再出血发生。硬膜适度减张缝合可以避免术后骨窗卡压的发生，避免术后卡压对脑

组织的再次损伤。适当优化脑出血的手术流程并改进手术方法可以避免高血压脑出血并发症的发生。 

 
 
PO-096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方法的个体化选择 

 
常会民 胡辉华 

武警广东总队医院 510507 

 

目的   探讨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手术方法的个体化选择以便进行精准治疗提高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武警广东总队医院于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收治的 320 例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患者，

根据患者的出血量、部位、血肿的形态及全身状况等针对性选择下列手术方法：1．血肿置管引流

术。该方法又分为：单通道与多通道置管术、 软通道与硬通道置管术、软硬混合通道置管术等方

法；2.小骨窗开颅显微镜下血肿清除术；3.大骨瓣开颅显微镜下血肿清除术；4.脑干出血开颅血肿

清除术。术后 1 个月比较各组患者的死亡率及术后并发症，术后 3 个月比较各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

力（ADL）。 

结果  各组死亡率比较：小骨窗组与置管组死亡率无显著差异（x2=5.29，P＜0.05）,小骨窗组与大

骨瓣组死亡率有显著差异（x2=4.77，P＜0.05），置管组与大骨瓣组死亡率无显著性差异（X2=0.

40，P＞0.05）；大骨瓣组与脑干组死亡率无显著差异（x2=0.46，P＞0.05），其它各组因病情与

脑干组差距较大，未行比较。手术并发症比较：颅内再出血率方面。小骨窗组与置管引流组有显著

性差异（x2=4.40，P＜0.05），小骨窗组与大骨窗组和脑干组各组之间无显著差异。术后并发症

方面：颅内感染及脑脊液漏各组之间无显著差异；术后 3 个月 ADL 比较：小骨窗组与引流组差异

有显著性（x2=8.325，P＜0.05），小骨窗组大骨瓣组差异有显著性（x2=12.39，P＞0.05），置

管引流组与大骨瓣组差异有显著性（X2=3.27，P＜0.05 大骨瓣组与脑干组差异无显著性。 

结论  对高血压脑出血采用个体化手术治疗方法，可提高患者的疗效，小骨窗开颅显微镜下血肿清

除术效果最好应作为首选；对于脑干出血及脑疝患者积极的手术治疗，也能挽救部分患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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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7 

基底核区血肿在显微镜下经外侧裂-岛叶入路手术治疗体会 

 
刘海兵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外科 350025 

 

基底核区脑出血又称高血压性脑出血，一种高发病率、高致残率和高致死率的全球性疾病,并有年

青化趋势。是危害人类健康既常见又严重的疾病。我科近年来，对自发性脑内血肿采取多种手术方

式治疗，根据出血的部位、血肿量及病人神志状态、年龄及主刀医生手术技术特点，可采用显微镜

下及内镜下外侧裂-岛叶入路、经皮层造瘘、立体定向血肿穿刺术、神经导航下血肿穿刺术等。术

前仔细阅读头颅 CT，明确外侧裂形态，与血肿关系，是否适合经外侧裂入路。手术方法全部病例

均采用气管插管静脉复合麻醉，患者仰卧位，同侧肩部稍垫高，头略抬高，转向对侧约 30 度，根

据出血量及术前神志状态，分别取颞部直线捌形切口，常规开颅，骨窗大小约3.0cm×3.0cm；取翼

点为中心的额颞部弧形切口，常规开颅，骨窗大小 4.0cm×5.0 cm，双侧瞳孔散大者取标准大骨瓣，

骨窗大小约 9.0 cm×10.0cm，并咬除蝶骨嵴，骨窗下缘平中颅窝底以减轻术后肿胀的脑组织对脑干

的压迫。术后 24h 内常规复查头颅 CT，血肿清除量近全部 31 例（如图 2），>90% 14 例，>80% 

10例；再出血 1例，术后血肿腔内注射尿激酶 2次，基本完全清除。术后随访 6个月，根据日常生

活能力分级法:Ⅰ级（完全恢复）9 例，Ⅱ级（部分恢复或可独立生活）31 例，Ⅲ级（需人帮助，

扶拐可行）11 例，Ⅳ级（卧床，意识稍醒）4 例，Ⅴ级（植物生存）3 例；死亡 3 例，死亡率 4.

9%。死亡原因：2 例死于严重肺部感染，1 例因术前双侧瞳孔散大，术后脑干梗塞死亡。目前脑出

血手术目的固然是降低颅内压，防止或解除威胁生命的脑疝。防止血肿造成继发性损伤应该也是重

中之重。无论我们选用何种手术方式，都应该考虑到术中医源性损伤相关功能，也应是手术方式选

择考虑的重点，外侧裂-岛叶入路清除基底节区血肿是值得临床推广使用的。 

 
 
PO-098 

经透明撕开鞘神经内镜治疗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研究 

 
费智敏 张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目的   探讨经透明撕开鞘神经内窥镜微创手术治疗出血性脑卒中的新方法。 

方法  需行外科手术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30例，随机分成 2组各 15例，A组为传统开颅手术组；B 组

为经透明撕开鞘神经内窥镜微创手术治疗组，2cm 小直切口切开皮肤后钻孔，使用导针穿刺直达血

肿腔，逐步扩大造瘘口。置入新型透明鞘，按血肿深度撕开式透明鞘，固定于骨缘。在透明鞘内同

时置入神经窥镜和吸引器，吸引器操作按“extra”模式，转动透明鞘覆盖整个血肿范围，由浅入深清

除血肿，术中吸引器不出透明鞘，通过血肿的挤入作用，清除血肿，避免误损伤。整个手术过程中

可通过神经内镜直视术野，术中可清晰分辨周围脑组织和小血管；如术中见到明显的动脉性出血点

可使用特制的内镜型专用双极电凝止血。术后记录 CT 复查计算残存血肿量、血肿清除率指标、术

后入住 ICU 天数、平均住院天数以及住院总费用，以及 1个月、6个月的 Glasgow预后扩展量表，

经统计处理。 

结果  相对于 A 组，B 组在血肿清除率、Glasgow 预后扩展量表评分、术后入住 ICU 天数、平均住

院天数以及住院总费用等卫生经济学指标上有改善（P<0.05）。 

结论  经透明撕开鞘神经内窥镜微创手术治疗出血性脑卒中是微创、安全和有效的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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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9 

细孔钻颅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治疗老年人创伤性脑内血肿 

 
朱锡德 郑国栋 孟凡国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1 

 

目的  探讨应用细孔钻颅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治疗老年人创伤性脑内血肿的临床效果和经验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神经外科自 2006 年 4 月至 2015 年 12 月接受快速细孔钻颅微创颅内血肿清

除术的 35 例老年创伤性脑内血肿患者，对患者的临床特征、手术方法及早期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35 例老年患者均表现出迟发血肿或血肿扩大，16 例患者表现为血肿进行性扩大，11 例患者

出现临床症状加重，患者均在局部麻醉下行细孔钻颅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术后一般带引流管 1-3

天，拔除引流管前复查 CT 证实血肿大部分引出。本组预后良好 24 例，预后不良 11 例（包括死亡

6 例）。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显示，入院时及术前 GCS 计分影响预后（P<0.05）。 

结论  老年人颅脑创伤后出现脑挫裂伤者可合并脑内血肿并易出现血肿扩大，针对部分老年患者的

创伤性脑内血肿，采用细孔钻颅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可快速缓解血肿压迫症状，通过该术式部分患

者可获得良好预后，值得神经外科医师更多的关注与尝试。 

 
 
PO-100 

急性颅脑创伤双侧硬膜外血肿的手术治疗 

 
朱锡德 郑国栋 孟凡国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1 

 

目的  观察急性颅脑创伤导致的双侧硬膜外血肿的临床特点，分析双侧硬膜外血肿的形成机制，探

讨合理的手术时机及有效的手术治疗方法。 

方法  对 2004 年 8 月-2013 年 12 月收集的在我院手术的 54 例(男性 45 例，女性 9 例)急性颅脑创

伤双侧硬膜外血肿患者的临床影像资料、手术治疗方法及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54 例患者年龄 3 岁～66 岁，平均年龄 34.4 岁。其中双侧跨中线单个血肿 11 例，双侧不同部

位两个及两个以上血肿 33 例，一侧硬膜外血肿术后对侧迟发血肿 10 例。首次 CT 检查发现双侧硬

膜外血肿 25 例，另外 29 例通过复查发现对侧迟发血肿而形成双侧血肿。患者术前 GCS13～15 分

8 例，9～12 分 17 例，3～8 分 29 例。其中行双侧手术 34 例，单侧手术 20 例。住院期间死亡 6

例。 

结论  动态 CT 扫描是早期发现双侧硬膜外血肿并观察到血肿的变化、决定手术时机的重要手段；如

不合并严重原发脑损伤，术前未出现瞳孔散大，在患者昏迷前及时手术，双侧硬膜外血肿大多预后

良好。 

 
 
PO-101 

血肿腔内照明辅助微创清除老年高血压病人基底节血肿 

 
邹西峰 李兵 罗鹏 胡世颉 张磊 胡学安 吕超 费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外科 710032 

 

目的  报道应用自行设计的 LED 手术灯和血肿腔内照明辅助微创清除 4 例老年高血压患者基底节区

血肿的经验和效果。 

方法  在急诊科进行术前计算机断层扫描。所有病人借助 LED 手术灯和血肿腔照明进行微创清除基

底节血肿。 

结果  所有患者均能耐受血肿微创清除术。在这些病例中，血凝块的清除过程从15到20分钟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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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 1 周病人的意识从入院时的昏睡恢复到清醒。手术后半个月出血对侧肢体肌力从入院时的 0

级恢复到 2-3 级。手术后半年出血对侧肢体肌力从恢复到 2-4 级。 

结论  血肿腔内照明是一个新概念。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中，LED 手术灯的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

清除基底节血肿的血肿腔内照明工具。 

 
 
PO-102 

显微血肿清除术及标准大骨瓣减压术治疗重症 

大面积脑出血及早期颅骨修补的临床研究 

 
王忠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10161828 

 

目的  研究显微镜下血肿清除术及标准大骨瓣减压术治疗幕上重症大面积高血压脑出血合并脑疝形

成的手术方式以及早期颅骨修补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采用显微血肿清除术及标准大骨瓣减压术治疗的 106 例幕上大面积高血压脑出血

并脑疝形成患者的临床资料, 并对 3 个月后的病死率及疗效进行比较分析，恢复较好的患者，3 个

月内早期颅骨修补。 

结果   术后 72 小时内患者均行 CT 复查，血肿清除率 80％ ～96％，平均清除率 90％。死亡 12

例，病死率 11.32％。其余 94 例患者于术后 3 个月进行疗效评定，采用日常生活能力( ADL) 使用 

Barthe1 指数( Barthe1 index，BI 指数) 评定，分别为良好（BI ＞60 分） 45 例（47.87％），中度

残废 ( 40 ～ 60 分) 24 例（25.53％），重度残废( 20 ～40 分) 15 例（15.96％），完全依赖( ＜20 

分) 10 例（10.64％），总有效率 89.36％。 

结论  显微血肿清除术及标准大骨瓣减压术能迅速清除血肿，缓解颅内压增高，解除脑受压，促进

神经功能的恢复，可以降低患者死亡率，及致残率是治疗幕上高血压脑出血并脑疝形成的一种有效

治疗方法，早期颅骨修补，可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疗效满意，值得临床推广。 

 
 
PO-103 

计算机三维成像颅骨修补前后颅腔容积变化与相关并发症研究 

 
谢才兰 

广东省中山市陈星海医院 528415 

 

目的  分析研究计算机三维成像颅骨缺损修补前后颅腔容积变化与术后并发症的相关性。  

方法  对 2005 年 1 月～2011 年 8 月 65 例颅骨修补术患者按术前骨窗部位皮肌瓣内陷入程度分为

A、B 二组：A 组 (皮肌瓣内陷最深处≤1.0cm)56 例、B 组（皮肌瓣内陷最深处＞1.0cm）9 例，术

后随访修补效果和统计并发症。  

结果  随访 1.0～5.0 年，B 组颅内低压综合症、钛网下充填性积液、钛网变形外露、中线结构向手

术侧移位、颅内出血发生率明显高于 A 组。 

结论  B 组术后部分并发症与 A 组统计有显著性差异，可能与 B 组术前颅内压低及术后颅腔明显扩

大造成颅内压进一步降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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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4 

中医定向药透疗法对颅脑损伤的预后观察 

 
曾莉萍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观察中医定向药透疗法对颅脑损伤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科收治颅脑损伤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予常规治疗，治疗组在

此基础上予以中医定向药透疗法，观察两组患者 GCS 评分和 Barthel 指数评分。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GCS 评分和 Barthel 指数评分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后，观察组的

GCS 和 Barthel 指数评分均改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颅脑损伤患者进行中医定向药透疗法治疗，能有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对改善患者预后，

促进健康有积极意义。 

 
 
PO-105 

创伤性脑损伤后低钠血症的临床分析 

 
史保中 曲智锋 李静 马亚莉 孟晓峰 周江朝 徐东晓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71003 

 

目的   探讨创伤性脑损伤（TBI）后低钠血症的发生特点及其与年龄、性别、损伤类型、Glasgow

昏迷评分（GCS）、手术和头 CT 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136 例中、重度 TBI 患者的临床资料，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损伤类型、G

CS 评分、手术和头颅 CT 表现等。 

结果   136 例中、重度 TBI 患者中有 56 例发生低钠血症，其中因摄入不足或强力脱水利尿引起者 2

9 例，抗利尿激素分泌不当综合征 21 例，脑性盐耗综合征 6 例。经统计学分析，TBI 后低钠血症的

发生与患者的年龄、性别、损伤类型、是否开颅手术无关，而与患者的 GCS 评分、是否合并脑水

肿或颅底骨折关系密切。 

结论   TBI 后低钠血症的发生率较高。如患者有下列因素：GCS≤8 分、合并有脑水肿或颅底骨折者，

则易于发生低钠血症，需提前采取预防措施。 

 
 
PO-106 

脑外伤昏迷合并肺部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去抗生素临床研究 

 
李改峰 

河南省周口协和骨科医院神经外科 466000 

 

目的  探讨脑外伤昏迷合并肺部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去抗生素临床疗效。 

方法  对 72 例生命体征稳定的脑外伤昏迷者均经痰细菌学培养及药敏确诊为多重耐药菌感染 2 天转

至普通病房后随机分为两组。去抗生素组予以加强营养支持治疗，加强翻身扣背、及时吸痰等肺部

护理，进行病房隔离、注意室内通风；抗生素组在去抗生素组治疗的基础上应用敏感抗生素治疗。

两组于治疗第 5 天、第 10 天分别行痰细菌学培养及药敏试验，观察耐药菌群及药敏谱变化。对相

关数据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第 5 天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去抗生素组 36 例，耐药菌群增加 6 例（16.7%），无变化 16

例（44.4%），减少 10例（27.8%），消失 4例（11.1%）；抗生素组 36 例，耐药菌群增加 10 例

（27.8%），无变化 16例（44.4%），减少 8例（22.2%），消失 2例（5.6%）。两组耐药菌群例

数均以无变化和减少为主。将两组耐药菌群增加和消失例数对比分析，无明显差异（P>0.05）；



2016 年中华医学会颅脑创伤与脑出血大会                                                                                             论文汇编 

86 

 

同期耐药菌群及药敏谱均无明显变化。第 10 天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去抗生素组 36 例，耐药菌群

增加 2 例（5.6%），无变化 6 例（16.7%），减少 10 例（27.8%），消失 18 例（50%）；抗生素

组 36 例，耐药菌种类增加 20 例（55.6%），无变化 10 例（27.8%），减少 5 例（13.9%），消失

1 例（2.8%）。去抗生素组疗效均优于抗生素组，组间行耐药菌群增加和消失例数对比差异显著且

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期去抗生素组耐药菌群例数明显减少，敏感抗生素种类有明显增加；

而抗生素组耐药菌群例数增加明显，敏感抗生素减少明显或全部耐药。 

结论  治疗该类病人可以避免使用抗生素，同时优化病房环境、注意手卫生、加强肺部有效护理及

营养支持，有利于提高治愈率。 

 
 
PO-107 

Acute traumatic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occlusion: 
simultaneous hemiparesis and pupil dilated 

 
Yang Yun-Feng1,Chen Zhi2,Liu Xian-Jun1,Yang Hong-Jian1,Niu Yin2,Zhu Gang2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Sichuan Provincial Corps Hospital，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s， 

Leshan， 614000， P.R. China 

2.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Gaotanyan 29， 

Chongqing， 400038， P.R. China 

 

We present a rare case of a 52-year-old man with severe open craniocerebral injury. The first C
T scan of head shows traumatic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basilar skull fracture and massive pn
eumocephalus. Except for loss of consciousness for a few hours after accident, clinical assessme
nt did not detect neurological damage in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Forty-one hours later, the pa
tient presented the onset of left-sided weakness, slurred speech, and right-sided pupil dilated. A r
epeated cerebral CT scan demonstrated no intracerebral hematoma, cerebral contusion or infarcti
on obviously. However, CT angiography and perfusion study showing the acute traumatic internal
 carotid artery(ICA) occlusion. The patient refused endovascular treatment immediately and evolv
ed with an acute right cortical infarction. Clinical suspicion of ICA occlusion is determining in the a
cute management, especially in traumatic head injury associated with skull base fracture. Prompt 
treatment was needed to restore blood flow, similar to stroke management from acute ICA oc-clus
ion. Endovascular treatments offer a tailored approach to acute traumatic ICA occlusion manage
ment, such as intra-arterial thrombolysis, stent retriever, balloon angioplasty, balloon-expandable 
stent, and self-expanding stent et al. 
 
 
PO-108 

脑出血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流行病学研究 

 
胡佳 刘建辉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264008 

 

目的  了解脑出血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脑出血患者的病例资料，了解血栓发生特点及其易发因素。所有患者均在发病后

3、7、14、30 天行血二聚体检查，并行下肢深静脉超声检查了解血栓发生情况。 

结果  共统计脑出血患者 76 例，年龄 30-62 岁，平均 48.7±12.6 岁，其中男性 46 例，女性 30 例，

手术患者53例，保守治疗23 例。共发现下肢静脉血栓36例，其中中心型2例，为髂股静脉血栓，

周围型 34 例，肌内静脉血栓 28 例，腓静脉血栓 4 例，胫后静脉血栓 2 例。血栓发生时间分别为：

3 天以内 28 例，4~ 7 天 12 例，8~14 天 26 例，15~30 天 12 例，瘫痪侧肢体血栓 16 例，平均发现

时间 9.16 天，非瘫痪侧肢体血栓 12 例，平均发现时间 3.13 天，双侧血栓 8 例，平均发现时间 7.5

4 天。早期（3 天以内）发生血栓的患者二聚体升高明显，凝血检查多表现为高凝状态，而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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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天）发生血栓的患者则凝血检查多无明显异常，主要发生在瘫痪侧肢体为多。 

结论  脑出血后下肢静脉血栓存在较高的发生率，其中瘫痪侧发生率最高，发生时间相对较晚，主

要原因与肢体血流瘀滞有关，而非瘫痪侧发生率相对较低，但发生时间较早，主要原因与血液高凝

状态有关。因此脑出血发病后应该尽早采取血栓预防措施。早期血栓形成，建议采取药物预防及物

理预防并重的方法，晚期血栓的预防则主要以物理预防为主，避免血栓的发生。 

 
 
PO-109 

D-二聚体判断颅脑外伤进展性颅内出血预后的临床价值 

 
黄永东 丁锦根 潘智丰 王庆纶 石磊 魏祥皇 

福建省永安市立医院神经外壳 10281217 

 

目的  颅脑外伤进展性颅内出血（PHI）是指发生颅脑外伤后复查头部 CT 或经手术证实，与伤后首

次 CT 扫描结果相比其出血灶显著扩大或出现其他部位的出血灶。我们总结发现颅脑外伤进展性颅

内出血与 D-二聚体有较密切的关联性，动态监测 D-二聚体具有较高临床价值。 

方法  总结近年来 196 例颅脑外伤发生进展性出血 45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对照血清 D-二聚体

与颅脑外伤进展性出血病人预后的关联性，GOSⅠ-Ⅲ级为预后不良组，GOSⅣ-Ⅴ级为预后良好组，

比较颅脑外伤进展性颅内出血预后良好组、预后不良组预后与患者血清D-二聚体水平差异。患者入

院时立即抽血，随后在病情变化时、入院第一天、第三天、第七天清晨病人安静状态下分别一次性

抽取肘前静脉血注入枸橼酸钠抗凝管中及时送检。 

结果   PHI 组 D-二聚体的入院时平均浓度为（8.39±3.35）mg/L，对照组为（6.06±3.05）mg/L。两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显示 PHI 组 D-二聚体明显高于对照组。D-二聚体浓度高峰出

现于入院后第 24 小时左右，随后其浓度逐渐下降。我们总结血浆 D-二聚体浓度改变有如下特点：

（1）重型颅脑外伤患者脑外伤初期血清 D-二聚体浓度即有明显升高，说明发生颅内继发性出血的

可能性明显增高，并且随着病情恶化而同步增高；（2）D-二聚体含量越高，说明机体纤溶亢进越

重，病情变化越快；（3）D-二聚体含量增高与 GOS 呈负相关，含量越高，尤其入院后 24 小时左

右的 D-二聚体浓度高于 12mg/L 以上，则死亡率达 90%以上，浓度增高持续时间长，预后越差。D

-二聚体浓度 GCS 呈负相关，含量越高，其伤情越重。（4）动态监测比一次性监测 D-二聚体水平

更有临床意义，且抽取血标本时病人必须在安静状态下抽取固定血管的静脉血。 

结论  颅脑外伤患者血清中 D-二聚体可作为预测颅内进展性出血性损伤预后的重要依据，特别对儿

童及无法准确进行格拉斯哥（GCS）评分的病人更具有预测的价值。 

 
 
PO-110 

自体颅骨成形远期随访 

 
苗雨露 

深圳市龙岗区中医院 518112 

 

目的  探讨自体颅骨成形的远期效果。 

方法  随访 1997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间自体颅骨成形患者，第一次手术去除的自体颅骨骨瓣体外

保存，3 月后清洗、高温高压消毒，全麻下进行自体颅骨骨瓣原位回置，解剖复位修复颅骨缺损。

术后长期随访外观效果及患者满意度调查。 

结果   自体颅骨成形 62 例；随访 1 年 41 例，自体颅骨修复外形效果好，仅 1 例张口稍受限，余均

满意。随访 10 年以上 27 例，自体颅骨自溶凹陷畸形 4 例，咀嚼疼痛 1 例，颅骨不稳 1 例，皮瓣

下积液 1 例；总并发症 25.93%（7/27）。 

结论  自体颅骨修复颅骨缺损早期效果理想，远期有自溶等风险，建议颅骨修复慎用自体颅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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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1 

集束化护理干预策略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气管切开术后的应用

王娟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710032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气管切开术后应用集束化护理干预策略的临床效果观察。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2016 年 6 月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重型颅脑损伤气管

切开术后患者共 6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30 例和对照组 30 例，对照组行临床常规护理，观察组运

用集束化护理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病情发展，转归情况及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病情恢复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且两组

并发症发生率对比，观察组较对照组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结论  对临床中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气管切开术后应用集束化护理干预后，能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使患者病情恢复程度高，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应在临床工作中加大推广。 

PO-112 

脑苷肌肽注射液对大鼠大脑中动脉梗塞模型的脑保护作用研究

谭亮 李荣伟 马康 汪金玉 唐俊 陈前伟 刘昕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00038 

目的   研究脑苷肌肽注射液对大脑中动脉闭塞（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CAO）大鼠模

型的神经保护作用及预后影响，并比较其作为复合型神经营养药物与单纯神经节苷脂钠盐注射液

（施捷因）对脑梗塞的治疗效果。    

方法   225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 Sham 组，MCAO 组， MCAO+N1 组（脑苷肌肽 1ml/kg/d），MC

AO+N4 组（脑苷肌肽 4ml/kg/d），和 MCAO+GM-1 组（施捷因 1ml/kg/d），采用大脑中动脉线栓

法建立半球梗塞模型，术后连续给药 14d。观察记录动物死亡率，神经功能评分。运用 7.0T小动物

核磁共振及 TTC 染色进行 MCAO 后动物梗塞灶形态学观察并定量分析。免疫荧光法检测皮层神经

元增殖情况并电镜观察缺血侧海马神经元亚显微结构。    

结果   两种神经营养药物均不能显著降低 MCAO 大鼠的死亡率（59.62%/60.78% vs. 60.38%，P＞

0.05）。高剂量脑苷肌肽与施捷因治疗可以减轻 MCAO 造成的大鼠神经功能缺损（P＜0.05），同

时有效地减少 MCAO 所造成的缺血灶体积，高剂量脑苷肌肽和施捷因都可以促进神经干细胞在脑

梗塞区域的增殖分化，成为神经前体细胞取代坏死神经元。    

结论   高剂量脑苷肌肽注射液慢性治疗对 MCAO 大鼠具有明显的神经保护作用，其治疗效果与单纯

神经节苷脂钠盐注射液等同。  

PO-113 

成人颅脑损伤并发脑梗死的影响因素分析

赵保 盛文国 李斌 马强 韩瑞璋 

浙江湖州九八医院 313000 

目的   探讨成人颅脑损伤后并发脑梗死的发生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   对 580 例成人颅脑损伤患者损伤后发生脑梗死的发生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应用相关统计学

分析方法分析颅脑损伤后并发脑梗死与其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结果   580例颅脑损伤患者并发脑梗死者32例，发生率 5.5%；高龄、GCS＜8分、脑疝、低血压、

脑挫裂伤、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脱水剂及活血药物的使用与脑梗死的发生有密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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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P<0.05）。 

结论   成人颅脑损伤后脑梗死发生率高，高龄、GCS＜8 分、脑疝、低血压、脑挫裂伤、硬膜下血

肿、蛛网膜下腔出血、脱水剂及活血药物的使用为影响因素。  

 
 
PO-114 

集束化干预措施在神经外科多重耐药菌感染管理中的应用探讨 

 
詹昱新 乐革芬 欧阳燕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 430022 

 

目的  探讨集束化干预措施在神经外科 MDRO 感染管理中的应用效果。神经外科由于患者病情危重，

机体免疫功能低下，住院时间长，侵入性操作、置管多，大量使用抗生素，患者耐药性不断增强。

多重耐药菌的治疗难度高、易导致暴发流行，严重影响了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为了加强 MDRO

的管理，本科室至 2015 年在 MDRO 管理中运用了集束化干预措施，并探讨其运用效果。 

方法   在 MDRO感染管理中，我科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运用循证医学方法制定预防多重耐药菌定

植患者的集束化干预措施，比较干预前后神经外科的 MDRO 感染率等指标。干预措施包括：1.培

训，包括对医生、护士、以及辅助人员的手卫生、医院感染控制防范等相关知识的培训。2.严格实

施隔离措施，对所有患者实施标准预防措施。3.专人专职气道温湿化管理。4.其它部位感染的防控。

包括脑脊液、血标本和尿液感染的防控。5.加强日常消毒工作。6.多重耐药菌的监测，积极进行病

原学检测与药敏监测，提高送检率。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定时更换抗生素。7.严格落实各类人员管

理，加强进出监护室和探视管理制度。  

结果   1.2014 年共检出病原菌 634 株，MDRO 感染共计 239 株，其中 MRSA 有 102 株、CRAB 有

94 株、其它 43 株；2015 年共检出病原菌 507 株，其中 MDRO 感染有 212 株，其中 MRSA 有 88

株、CRAB有 87株、其它37株。在实施集束化干预措施后，神经外科的MDRO感染率显著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35.261，P 值<0.05）。2.医护人员预防感染相关知识包括手卫生执行率、

防护用品使用率、医疗废物处置合格率、院感知识知晓率均明显增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

均<0.05），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送检率包括所有患者的送检率、抗菌药物使用前送检率、限制

类抗菌药物使用前送检率、特殊类抗菌药物使用前送检率都有很大提高。 

结论   神经外科实施集束化干预措施能够有效降低 MDRO 感染发生率，极大地提高了 MDRO 管理

质量。本研究通过对 MDRO 感染率进行高危因素分析，进行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MDRO 感染控制

集束干预策略，使神经外科感染控制管理更加科学会、程序化和规范化。 

 
 
PO-115 

创伤性硬膜外血肿术后继发脑梗塞的危险因素评估 

 
张所军 王胜 舒凯 牛洪泉 雷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430030 

 

目的  创伤性硬膜外血肿大多预后良好，但对于少数继发脑梗塞患者，预后仍不甚理想。本研究旨

在统计创伤性硬膜外血肿的临床相关指标，分析其可能与术后脑梗塞发生的关联性，为临床防治提

供预测性依据。 

方法  回顾性统计了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2009 年 6 月至 2014 年 3 月收治的创伤性硬膜外血肿患者的

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受伤类型，血肿部位、血肿量、血肿最大层厚，中线移位、基底池形

态，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tSAH）、瞳孔、术前时间、术前 GCS和术后 GCS变化（?GCS），

 术中脑压等 14 项临床指标。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上指标与脑梗塞的相关性。 

结果  依据纳入与排除标准, 88 例创伤性硬膜外血肿患者纳入本组分析. 其中男 72，女 16 名，年龄

从 4 个月到 67 岁（平均 30.3 岁）。受伤类型以车祸伤为主（42 例）其他包括 39 例钝性脑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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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例坠落伤。血肿部位发生于 额部 11 例，颞部 26 例，顶部 37 例，其他部位 14 例。 平均受伤到

术前时间 10.9h（1-72h），10 例患者出现瞳孔散大。 通过 CT 分析手术患者血肿量平均 48.2 ml 

(20 to 150), 其中 57 例<50ml, 25 例 50-100 ml，6 例>100 ml.最大硬膜外血肿厚度平均 24.3 mm 

(9.1 to 45.2). 中线移位 68 例< 10 mm 15 例 10-15 mm ，5 例>15mm. CT 提示 11 例基底池受压，

19 例存在 tSAH。 88 例患者中 9例 CT 表明继发脑梗塞。单因素分析提示血肿部位、血肿量、血肿

最大层厚、中线移位、基底池形态、tSAH、瞳孔、术前 GCS、?GCS 和术中脑压可能与术后脑梗

塞存在相关。进一步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以上危险因素中，仅血肿量和基底池受压与术后脑梗塞相

关性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  创伤性硬膜外血肿术后继发脑梗塞并不高发，但对预后影响较大。统计学分析提示多向临床

因素可能与创伤性硬膜外血肿术后继发脑梗塞相关，但本项研究中仅血肿量和基底池受压最终提示

与继发脑梗塞最具临床相关性。限于病例数量，进一步的研究有待实施来评估本研究中的各项可能

危险因素。 

 
 
PO-116 

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积水的发生及危险因素分析 

 
田恒力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探讨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SAH)后脑积水的发生率及其发生的临床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1 例创伤性 SAH 病人的临床资料,记录病人 GCS 评分、年龄、性别、去骨瓣减

压术、SAH 特征等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创伤性 SAH 后发生脑积水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随访 2 个月,发生脑积水 36 例(11.96%)。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年龄、脑室内出血、SAH 厚

度和 SAH 分布是创伤性 SAH 后出现脑积水的独立危险预测因素;而性别、入院 GCS 评分、SAH 部

位、去骨瓣减压术与创伤性 SAH 后并发脑积水无明显关系。 

结论  脑积水是创伤性 SAH 后的常见并发症,高龄、脑室出血、SAH 严重程度是创伤性 SAH 后发生

脑积水的高危因素。 

 
 
PO-117 

颅脑损伤合并脑梗塞疗效分析 

 
朱毓科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150076 

 

 目的  探讨颅脑损伤后并发脑梗塞患者的治疗效果及防治措施。 

方法  回顾分析 58 例颅脑损伤后并发脑梗塞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治疗方法，并对 GOS 评分进行

统计。 

结果  恢复良好者 26 例，占 44.83%；中度残疾者 20 例，占 34.48%；重残 9 例，占 15.52%；持

续性植物状态 2 例，占 3.45%；死亡 1 例，占 1.72%。 

结论  颅脑损伤后并发脑梗塞具有高死亡率、高残疾率的特点，应在临床上给予足够重视，给予及

时且正确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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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8 

颅脑损伤致应激性溃疡的临床分型及治疗分析 

 
朱毓科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150076 

 

目的  对颅脑损伤患者并发应激性溃疡进行临床分型，从而指导临床进一步治疗。 

方法  对 32 例并发应激性溃疡的颅脑损伤患者进行系统分型，给予综合治疗措施，并进行回顾性分

析。 

结果  32 例颅脑损伤并发应激性溃疡的患者，除 1 例死亡外，余者均治愈。 

 
 
PO-119 

早期持续腰池引流治疗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应用分析 

 
蒋铭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医院 404400 

 

目的  探讨早期持续腰大池脑脊液引流治疗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效果。 

方法  将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 52 例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 26 例早期行持续腰大池脑脊液外

引流术，对照组 26 例采用常规腰穿治疗。对两组治疗后病情恢复及并发症发生率进行比较。 

结果  早期持续腰大池脑脊液引流患者病情恢复时间较对照组缩短，且发生颅内感染、硬膜下积液、

脑积水并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减少，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持续腰大池脑脊液引流治疗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PO-120 

高压氧在外伤性硬膜下积液治疗中的应用 

 
罗林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32000 

 

目的  探讨高压氧在外伤性硬膜下积液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0 月住院的有外伤性硬膜下积液并具备高压氧治疗适应症且无

禁忌症的患者 120 例为研究对象，患者根据随机数字分组划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60 例。对

照组采取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患者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高压氧治疗，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 

结果   观察组治愈 28 例（46.67%），好转 29 例（48.33%），无效 3 例（5.00%），总有效率为

95.00%；对照组治愈 14例（23.33%），好转 32例（53.33%），无效 14例（23.33%），总有效

率为 76.67%。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高压氧在外伤性硬膜下积液治疗中的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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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1 

腰大池引流及腰大池内注射敏感抗生素治疗头皮颅骨脑膜/

（脑）缺损合并脑脊液漏及颅内感染（附 2 例报告） 

 
周建军 

湖北省云梦县人民医院 432500 

 

目的   探讨头皮颅骨脑膜/（脑）缺损合并脑脊液漏及颅内感染的治疗方法。   

方法   将我科收治的 1 例头皮颅骨脑膜缺损及 1 例头皮颅骨脑膜脑缺损合并脑脊液漏及颅内感染的

病例加以分析，并针对其伤口久治不愈、修复手术操作复杂以及颅内感染难以控制的特点，选择行

腰大池引流及腰大池内注射敏感抗生素的方法加以治疗。  

结果  两例患者均治愈，1 例头皮颅骨脑膜缺损小儿患者遗留外伤性癫痫及轻度智障，1 例头皮颅骨

脑膜脑缺损成年患者遗留外伤性癫痫及轻度的右侧肢体和语言功能障碍。 

结论   用腰大池引流及腰大池内注射敏感抗生素治疗头皮颅骨脑膜/（脑）缺损合并脑脊液漏及颅内

感染，与常规的皮瓣转移等修复方法相比，其操作简单易行，术后恢复较好，值得推广。 

 
 
PO-122 

高压氧治疗脑出血后遗症 69 例 疗效分析 

 
王鹏 杨大祥 朱毓科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150076 

 

目的   探讨采用高压混合氧治疗脑外伤后遗症的效果。 

方法  我们抽取 2013 年 8 月-2016 年 3 月本院收治的 69 例脑出血后遗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据

患者的病症特征，采取高压氧治疗，观察患者治疗效果，以及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 

结果  痊愈 9 例，显效 24 例，好转 33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6%。 

结论  脑出血后形成出血灶周边可逆行性缺血、坏死“半影区”，该区的脑细胞结构完整，仍然存活，

但功能丧失。临床证实这一状态可持续 7-8 年。高压氧能改善该区的缺氧状态，促进新的侧枝循环

生成，使神经细胞的功能得以恢复。 

 
 
PO-123 

脑出血过程中不同模式静压力对神经元细胞功能影响 

 
郭廷旺 任鹏 郝石磊 王伯初* 

生物流变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400044 

 

目的  脑出血发生发展过程中，高血压及血肿和水肿产生的占位效应一直具有重要作用，二者可造

成神经细胞受到静压力的作用。从血管破裂，血液进入脑组织到红细胞的破裂，静压力在脑出血的

前 4 个小时内均具有显著的力学效应。本课题研究急性或慢性静压力是否对神经元细胞的生长以及

活性产生影响。 

方法  设计了密封的静压力加载装置，使用压缩气体（95%空气和 5% CO2）进行加压。使用 Hoec

hst 33342-PI，MTT 以及 CCK-8 三种方法检测加压后原代神经元细胞的凋亡和坏死情况。同时检

测凋亡和坏死相关基因（Casp-1, 3），神经元细胞结构相关基因（NeuN, MAP-2, Gpx1, NCAM-L

1,GAP-43）的表达。使用免疫荧光技术检测 Cleaved Caspase-3 以及轴树突相关蛋白（MAP-2 和

β-3 tubulin）的表达。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凋亡相关蛋白 Bcl-2 以及 Bax。 

结果   在模拟高血压组（25 kPa, 24 h）以及慢性脑出血组（25 kPa, 24 h-40 kPa, 4 h）中，原代

神经元细胞的凋亡及活性均无显著变化。通过免疫荧光检测结构蛋白 MAP-2 和 β-3 tubulin 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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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异。急性脑出血组（40 kPa, 4 h）显著地提高了 Casp-1, 3 基因的表达，同时显著地降低细

胞活性。凋亡与坏死相关蛋白 Cleaved Caspase-3，Bcl-2 和 Bax 表达均具有显著地升高。细胞结

构方面，在急性脑出血组中基因（NeuN, MAP-2, Gpx1, NCAM-L1 和 GAP-43）以及蛋白（MAP-2

和 β-3 tubulin）显著地降低说明了细胞数目以及轴树突均有不同程度地降低。 

结论  长时间较低压力以及随后不加入（25 kPa, 24 h）/加入较高压力（25 kPa, 24 h-40 kPa, 4 h）

对原代神经元细胞的活性，凋亡或坏死以及细胞结构均无显著影响。但较高压力组（40 kPa, 4 h）

短时间之内即可表现出显著作用。说明长时间的静压力对原代神经元细胞具有一定的驯化作用。 

 
 
PO-124 

腰大池引流治疗高血压脑出血后交通性脑积水治疗分析 

 
杨大祥 朱毓科 王鹏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150076 

 

目的  探讨高血压脑出血后脑积水的治疗方法。 

方法  将我院 48 例高血压脑出血后交通性脑积水病人随机分成 2 组，治疗组 24 例，给予腰穿，脑

脊液置换并鞘内注射地塞米松治疗。对照组 24 例，给予传统方法治疗，并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治疗组症状消失快，复查头部 CT 示脑室无继续扩大，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1）。 

结论  腰大池置管结合鞘内注射小剂量地塞米松治疗高血压脑出血后脑积水疗效好，病人痛苦小，

并发症少，容易掌握。 

 
 
PO-125 

 EEG 以三相波-抑制为基本节律的特征性脑电图 

对昏迷病人的预后评估价值 

 
杨慧 

重庆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以三相波-抑制为基本节律的特征性脑电图在昏迷患者预后评估中的意义。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近 10 年 8 例 EEG 以三相波-抑制为基本节律的昏迷病人的临床表现和预后。 

结果   男性 6例，女性 2例，年龄 38-87岁。缺血缺氧性脑病 4例，脑出血 3例（脑出血术后 1例，

未手术 2 例），脑肿瘤术后 1 例；其中 5 例病人在 1 周内死亡，2 例病人在 1 周-1 月死亡，1 例病

人 1 月后死亡。 

结论  以三相波-抑制为基本节律的特征性脑电图对判定昏迷病人预后不良的重要指标。 

 
 
PO-126 

高压氧配合钻孔引流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临床研究 

 
侯玉武 张龙 赵东宁 李艳培 

解放军第一五二医院 467000 

 

目的  探讨高压氧配合钻孔引流在慢性硬膜下血肿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将 202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的患者分为两组。A 组（钻孔引流+ 高压氧组）：术后常规治疗的

基础上行高压氧治疗 102 例。B 组（单纯钻孔引流）：术后常规治疗 100 例。依据 CT 扫描自动测

量法计算出残余血肿体积(V)。根据残余血肿体积值（ml），将血肿残余程度分为 4 级(Ⅰ级:V≤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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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Ⅱ级:10ml<V≤20ml，Ⅲ级:20ml<V≤30ml,Ⅳ级:V>30ml)。比较二个不同时期两组患者血肿残余程

度的差异。 

结果  一个月时两组血肿残余程度有明显差异（P<0.05)，二个月时两组血肿残余程度有明显差异

（P<0.01)。A 组残余血肿体积程度小于 B 组。 

结论  高压氧治疗能有效减少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残余，效果肯定。 

 
 
PO-127 

重型颅脑损伤与神经源性肺水肿 

 
黄劲超 付海涛 

包头市中心医院 014040 

 

1.NPE 是一种以急性呼吸困难、低氧血症为主要表现的非心源性肺水肿综合症。有人认为严重的颅

脑损伤、下丘脑损伤、或高颅压导致的下丘脑功能障碍造成大量的儿茶酚胺入血、周围血管痉挛、

肺血流动力学紊乱、肺血流骤增导致肺水肿。也有人认为颅脑损伤后，血液和肺部的组胺水平升高，

造成肺微血管通透性增高、肺表面活性物质下降，是导致 NPE 的重要原因，NPE 造成肺内氧弥散

障碍、形成低氧血症。长时间低氧血症可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 

急性重型颅脑损病人早起病情严重，有时可能伴有胸部创伤或其他呼吸系统损害，使病情更为复杂，

NPE 的早期诊断十分困难。 

2.表现：（1）在颅脑损伤救治过程中突然出现的呼吸窘迫、紫绀、气道有粉红色泡沫样痰，听诊

双肺有大量湿啰音。（2）血氧饱和度、动脉氧分压急剧下降。（3）胸片表现为肺泡性肺水肿，早

期有肺纹理增强、轻度间质改变，晚期可有大片云雾状阴影，边缘模糊。（4）无过快或过量输液

史，无心肺疾患史。肺水肿出现前可有心率加快、血压增高等先兆。 

3.诊断：根据临床表现、血气分压结果、胸片改变可以确立诊断，但是应该注意与胸部创伤、肺挫

伤、血气胸以及过快过量输液造成的急性左衰区别。 

4.治疗：（1）积极治疗原发病，解除高颅压危象。（2）采用头胸部太高的斜坡卧位，减少静脉回

流，减轻肺水肿。（3）保持呼吸道通畅，尽早行气管切开或气管插管。加强吸痰，做好呼吸道管

理。（4）氧气湿化瓶内使用 95%酒精，降低液体表面张力减少呼吸道分泌物的泡沫改善肺泡通气。

（5）尽早使用人工呼吸机，采用呼吸终末换气（PEEP），防止肺泡在呼气末萎缩，减轻肺充血

水肿，增加肺泡通气，改善气体交换。改善肺内分流和通气/灌流比值，消除低氧血症。（6）实时

监测血氧饱和度和血气分析，以便对呼吸机进行调整。（7）应用地塞米松，改善肺毛细血管通气

性，减少渗出。（8）适当应用镇静剂，降低皮质兴奋性。（9）应用血管扩张剂，减轻肺循环负荷，

减轻肺水肿。（10）防止并发症，积极处理休克、失血、水电紊乱等并发症。预防应急性溃疡、循

环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PO-128 

以颧弓为关键固定点颞肌外钛网修补额颞顶颅骨缺损 

 
丁之明 杨春盛 徐桂兴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原黄埔院区） 510700 

 

目的  探讨以颧弓为关键固定点颞肌外钛网修补额颞顶颅骨缺损手术的方法和疗效。并与目前临床

上常用的颞肌下修补术和传统的钛网下缘游离的颞肌外修补术进行分析比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5 月至 2015 年 4 月期间收治的 65 例额颞顶（枕）颅骨缺损患者，其中

男 48 例，女 17例; 年龄 14~68 岁，平均 42岁。65例患者中因颅脑外伤行去大骨瓣减压术 42例，

其中双侧额颞顶颅骨缺损 5例；高血压脑出血去大骨瓣减压术 23例。颅骨缺损面积为 10cm×12cm

~12cm×14cm, 其中1例额颞顶枕颅骨缺损患者缺损面积达14 cm×18cm。术前手工塑型三维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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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以超出缺损区前上后方 1cm 为宜，对于缺损前部接近眶部边缘者相应部位钛网大小宜适当缩

小，塑形的关键是在钛网的下部留有突出部分达到颧弓下缘处，以便术中以钛钉固定此部分于颧弓

上。手术经原切口于帽状腱膜下颞肌外分离皮瓣，向下分离直至暴露颧弓，分离颞肌深筋膜表面时

需将脂肪垫与皮瓣一同掀起，以避免损伤期内走行的面神经额支。将塑形好的钛网覆盖于骨窗和颧

弓表面，予以适当塑形贴合后以钛钉固定钛网下部突出部分于颧弓表面，再依次固定钛网其它边缘，

位于颞肌较厚部位处钛网不需钛钉固定。所有患者留置皮下负压引流。 

结果  术后第二天常规复查头颅 CT。24~48 小时左右拔除皮下引流管。10~12 天左右切口拆线。65

例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未出现切口感染、头皮坏死、皮下积液、脑脊液漏和钛网松动、移位、外露

和凹陷等情况。有 3 例出现面神经损伤均于术后 3 月左右恢复。患者和/或家人对塑形结果满意度

高。 

结论    本组病例的手术方式为国内首次报告。我们应用的以颧弓为关键固定点颞肌外钛网修补额颞

顶颅骨缺损不仅避免了颞肌下修补术分离颞肌时损伤下方的硬脑膜（或假性硬脑膜）、脑组织和侧

裂血管的风险，还能有效解决传统颞肌外修补术钛网下缘过高造成的修补不完全或下缘游离出现的

上翘或下陷卡压头皮或颞肌的不足，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进一步的发展可以通过使用数字化三维

成型技术精确量化颞肌和颧弓表面空间，从而塑型出达到手术要求的钛网，减少手术医师人工塑型

的工作量和个体差异。需要注意的是术中分离颞肌和皮瓣时要注意保护面神经额支。 

 
 
PO-129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pairing of anterior skull base 
fracture with cerebrospinal fluid rhinorrhea.  

 
Gu Yingjiang,Xu Ta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Hospital affiliated with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reconstruction and repairing of anterior skull bas
e fracture with cerebrospinal fluid rhinorrhea.  
Method  40 patients who suffered from fractures of anterior skull base with cerebrospinal fluid rhi
norrhea and accepted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pairing of anterior skull base in our hospital betwe
en 2010 and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clinical diagnosis, surgical treatment and clinica
l outcome were analyzed.  
Results  After the initial operation, 3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erebrospinal fluid rhinorrhea stoped 
(90%) and 4 patients still had cerebrospinal rhinorrhea (10%) . The 4 patient’s cerebrospinal fluid 
rhinorrhea stoped after the second time surgical repair and reconstruction. A total of 3 patients suf
fered from meningitis, 1 patients were cured after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antibiotics, and 2 patient
s died.  
Conclusio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pairing of anterior skull base is the effective treatment met
hod of anterior skull base fracture with cerebrospinal fluid rhinorrhea. The incidence of surgical co
mplications was low, and patients have good recovery effect. 
 
 
PO-130 

队列分析 2000-2014 年脑出血患者临流行病学 

及临床治疗改变趋势 

 
胡荣 

重庆西南医院 400038 

 

本研究共纳入 2098 例脑出血患者。2000-2004 年共纳入 860 例患者，平均年龄为 57±16 岁，2010

-2014 年共纳入 1238 例患者，平均年龄为 56±14 岁，两组之间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5-7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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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仍为脑出血的主要发病人群，占 69.6%；在 2000-2004 年男女发病比率为 1.85:1，在 2010-

2014 年比率为 2.20:1，有升高的趋势。高血压（60.7%）、吸烟（28.9%）、饮酒（23.3%）在 2

010-2014 年更为普遍（p<0.01），尤其是在男性患者中。发病到入院时间两组之间无差异。入院

时出血量在 2000-2004 年为：36.5±29.7ml，2010-2014 为：30.3±22.2ml，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深部脑出血仍是脑出血的主要发病部位，其次为脑叶，小脑、脑干的发生率降低。

在治疗方式选择上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住院治疗期间，肺部感染仍是主要的并发症，在 2000-

2004 年和 2010-2014 的发生率分别为 40.8%、61.8%，两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0.01），而且

呈现升高的趋势。消化道出血在 2000-2004 年的发生率为 12.5%，在 2010-2014 年为 6.0%，两组

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0.01），且呈现下降的趋势。2000-2004年患者住院时间平均为 17±19天，

2010-2014年患者住院时间平均为 22±24 天，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 2000-20

04 年，26.9%的病人死亡，35.6%的病人残疾，37.5%的病人预后较好，恢复到发病前状态。在 20

10-2014 年，18.9%的病人死亡，40.2%的病人残疾，40.9%的病人预后较好，恢复到发病前状态。

两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 

 
 
PO-131 

早期气管切开对治疗脑出血的预后分析 

 
胡荣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目的  早期气管切开对脑出血患者的临床预后进行研究。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于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住院

后行气管切开治疗的意识障碍的脑出血患者，同时 GCS 评分为 6-12 分。比较早期气管切开（入院

后 24 小时内）对脑出血患者预后的影响。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75 例气管切开的脑出血患者。16 例患者行早期气管切管。早期气管切开行气

管切开患者的死亡率、残疾率分别为：25%、69%；大于 24 小时行气管切开患者的死亡率、残疾

率分别为：52%、46%，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早期气管切开行气管切开患者的 ICU 住院天

数、总住院天数分别为：16±10 天、33±29 天；大于 24 小时行气管切开患者的 ICU 住院天数、总

住院天数分别为：18±11 天、41±38 天，两组比较总住院天数有统计学意义，而 ICU 住院天数无统

计学意义。 

结论  早期气管切开对意识障碍的脑出血患者具有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 

 
 
PO-132 

Deferoxamine reduces hydrocephalus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d the expressions of Wnt1 and Wnt3a in rat 

 
meng hui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Southwest Hospital of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38 

 

Object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deferoxamine on chronic hydrocephalus after intraventricular he

morrhage (IVH) and the role of Wnt（Wnt1 and Wnt3a）.  

Methods  A total of 130 Sprague Dawley male ra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4 groups: normal 
control group, sham-IVH group, IVH group and deferoxamine-treated group. The rats of subgroup
s except normal control group received an injection of autologous blood or saline into the right late
ral cerebral ventricle. Deferoxamine or vehicle was administered 3 hours after IVH and then every
 12 hours up to 7 days in IVH group and deferoxamine-treated group. Rats were euthanized at 1, 
7, 28 days for measurement, and the transverse diameter of the lateral ventricles were observe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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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evaluation of hydrocephalus. The expression of the Wnt1 and Wnt3a were measured by PT-PC
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At 28 days,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sham-IVH group developed no hydrocephalus,
 80 %( 12/15) of the rats in IVH group developed hydrocephalus, the rate was only 20 %( 3/15) in 
deferoxamine-treated group, which was much lower than IVH group; the Wnt1 mRNA expressed 
normal level in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shame-IVH group, and up regulated in IVH group, the ex
pression peaked at 28 days, an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shame-IVH group at 7days 
and 28days, after deferoxamine treatment, downregulation of Wnt1 mRNA were observed and we
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IVH group. The Wnt3a mRNA had similar trends, while expresse
d normal level in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shame-IVH group, and up regulated following IVH, the 
expression peaked at 28 days, an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shame-IVH group at 7da
ys and 28days, after deferoxamine treatment, downregulation of Wnt3a mRNA were observed an
d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IVH group; Accordingly, Wnt1 protein expressed normal lev
el in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shame-IVH group, and increased after IVH, at 7days and 28days, I
VH group were markedly higher than shame-IVH group, after deferoxamine treatment, Wnt1 prote
in reduced and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VH group. Wnt3a protein also expressed normal level in n
ormal control group and shame-IVH group, upregulation of the protein expression were observed 
following IVH at 28days, while downregulation was observed after deferoxamine treatment at 28d
ays.  
Conclusions  Deferoxamine could reduce the hydrocephalus after IVH, and Wnt pathway may pl
a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VH and effect of deferoxamine. 
 
 
PO-133 

3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并发症的分析 

 
唐荣锐 

1.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2.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慢性硬膜下血肿（chronic subdural hematoma,CSDH）钻孔引流术（burr-holeirrigation 

and drainage, BHID）后并发症发生的原因及其防治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01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间于我院接受 BHID 手术的 532 名患者，其中共出

现不同程度的术后并发症患者 43 例，选取其中较少见的 3 例特殊病患，并结合其它病人相关资料

进行比较分析，寻找导致慢性硬膜下血肿术后并发症的原因及术中、术后的防治措施。 

结果   通过回顾分析病例发现，部分并发症在发生前是有迹可寻的，并可通过积极措施减少其发病

几率的。 

结论  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是硬膜下血肿的首选治疗方案，但一旦发生并发症不仅给患者带来巨

大痛苦，并且往往预后不良，通过对过去手术病人回顾分析，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及经验总结，为减

少手术并发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PO-134 

Predicting posttraumatic hydrocephalus: deriva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risk scoring system based o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Chen Hao,Yuan Fang,Ding Jun,Guo Yan,Gao Wenwei,Wang Ren,Cao Heli,Tian Hengl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Background Posttraumatic hydrocephalus (PTH)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of traumatic brain inj
ury (TBI) and often has a high risk of clinical deterioration and worse outcomes. The incidenc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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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isk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TH after 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DC) has been assess
ed in previous studies, but rare studies identify patients with higher risk for PTH among all TBI pat
ients. This study aimed to develop and validate a risk scoring system to predict PTH after TBI. 
Methods Demographics, injury severity, duration of coma, radiologic findings, and DC were evalu
ated to determine th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PTH during hospitalization until 6 months followin
g TBI through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 risk stratification system was created by assigning a 
number of points for each predictor and validated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The model accura
cy was assessed by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Results Of 526 patients in the derivation cohort, 57 (10.84%) developed PTH during 6 months foll
ow up. Age > 50 duration of coma ≥ 1 w, Fisher grade III or VI, bilateral DC, and extra herniation a
fter DC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PTH. Rates of PTH for the low-, intermediate- and hig
h-risk groups were 2.51%, 17.82% and 44.76% (p < 0.0001). The corresponding rates in the valid
ation cohort, where 17/175 (9.71%) developed PTH, were 2.44%, 18.18% and 42.11% (p < 0.000
1). The risk score model exhibited good-excellent discrimination and good calibration in both coho
rts.  
Conclusions A risk scoring system based o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ccurately predicted PTH. Th
is model will be useful to identify patients at high risk for PTH who may be candidates for preventi
ve interventions, and to improve their outcomes.   
 
 
PO-135 

脑外伤继发创伤性凝血病 10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张雷 周红军 刘江 程飞飞 冯阳 许础 程媛媛 邓春燕 王乾成 刘成惠 沈光建 徐光艳 张云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疾病中心 401120 

 

目的  探讨脑外伤患者继发创伤性凝血病的诱因、病理生理变化与救治方法。 

方法  对我院近期收治的近 10 例脑外伤继发创伤性凝血病患者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其救治过程、

相关影像学资料和神话检查进行分析，并复习文献资料。 

结果  10 例患者均为车祸所致的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并急诊行开颅手术治疗。入院时 10 例患者均

存在明显凝血功能异常，其中 3 例患者因严重的创伤性凝血病而死亡，4 例患者经术前积极治疗后

凝血功能障碍及时纠正，手术中及手术后凝血功能良好，术后恢复良好，另外 3 例患者虽经过手术

前积极治疗，术中仍并发凝血功能障碍，但经积极治疗后凝血功能改善，恢复尚可。 

结论  诊断颅脑外伤继发创伤性凝血病的诱因，采取院前急救，可有效减少创伤性凝血病的发生，

而对于已经继发了创伤性凝血病的患者，诊断该病的病理生理变化，给予相应治疗，也可纠正患者

凝血功能障碍，提高患者生存率。 

 
 
PO-136 

尿酸和白细胞水平与脑出血患者预后的关系 

 
苏优勒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脑出血患者尿酸和白细胞与脑出血患者预后的相关性，为临床脑出血患者早

期评估预后、有效提高治疗率、降低致残率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通过观察我院 2014 年 03 月-2015 年 03 月神经外科治疗的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并经

CT 证实及符合纳入研究标准 86 例，其中男性 50 例，女性 36 例，平均年龄 59.13±8.95 岁。病人

入院后采集临床资料包括：危险因素信息记录、血样标本等指标；观察血样标本为 3、7、14d 的尿

酸及白细胞水平变化，并与 40 例健康人作对照；。入院 3 天后复查头颅 CT。于患病 90d 随访患

者，评定 NIHSS 评分及改良 Rankin 评分（MRS）以评估神经功能恢复情况及生活能力，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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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 评分将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2 分者）及不良组（>2 分者）。应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不符合者采用非参数检验，相关性

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  

结果  1.影响脑出血预后的危险因素：年龄、吸烟、饮酒、糖尿病、尿酸水平、白细胞水平是影响

脑出血预后的危险因素。 2.临床预后：86 例患者预后良好组（MRS 评分≤2 分）53 例，预后不良

组（MRS 评分>2 分）20 例，其中死亡 13 例，死亡原因 4 例为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2 例为多脏

器功能衰竭,7 例为颅内及肺部感染。 3.血清尿酸水平与预后关系：预后良好组与预后不良组的比较

在各个观察点均有显著统计学差异，血清尿酸水平越高，预后越差。4.白细胞水平变化与脑出血预

后关系：86 例患者入院 3d、7d、14d 的尿酸水平分别为 15.36±3.66×109/L、13.79±3.15×109/L、

12.98±3.47×109/L 预后良好组与预后不良组的尿酸水平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 值分别为 0.669、0.

573、0.507），白细胞计数水平各时间点的水平变化，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1.脑出血患者预后与年龄、吸烟、饮酒、高脂肪饮食、血糖水平、血压、尿酸、白细胞水平

等多因素相关。 2.血清尿酸水平与各监测时间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尿酸水平可以作为预测预后的独

立参考因素。 3.血清白细胞水平与脑出血预后无相关性。 

 
 
PO-137 

以脑出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静脉窦血栓诊治分析 

 
李卫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目的  对颅内静脉窦血栓(CVST) 形成并脑出血患者临床诊治进行分析，减少误诊，并探讨其治疗方

案。 

方法  回顾我院 2012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 7 例以脑出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静脉窦血栓患者，对其

临床资料及诊治经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7 例 CVST 患者，保守治疗 3 例，开颅血肿清除并去骨瓣减压术 2 例，转院 1 例，自动出院

1例。所有患者 3月后按格拉斯哥预后评分评估，恢复良好 4例，轻残 1例，重残 l例，死亡 1例。 

结论  以脑出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静脉窦血栓患者病情危重，积极手术及抗凝等治疗能改善患者预

后，促进患者病情恢复。 

 
 
PO-138 

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早期营养支持治疗随机对照研究初步结果 

 
赖召攀 蒋周阳 胡荣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早期营养支持治疗临床意义，分析不同营养支持方法的合理性。 

方法  对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术后病人（GCS 评分 6-8 分）随机分成 2 组，早期肠内营养支持治疗组

52 例，传统营养支持治疗组（对照组）54例，均在术后 24 小时后开始治疗。观察并比较营养状态

及营养不良相关并发症。 

结果   在治疗后 1 周，营养状态评价指标(血清白蛋白水平、血红蛋白水平)在肠内营养组优于对照

组（P＜0.05）。对照组营养不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高于肠内营养组（P＜0.05）。肠内营养组在

术后第 3 个月时 ADL 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重症高血压脑出血可通过术后早期营养支持治疗改善营养状态，减少营养不良相关并发症，

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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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9 

自发性颅内出血并脑疝的早期救治体会 

 
黄明火 熊学辉 魏小川 罗杰 

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 438000 

 

目的   探讨如何有效提高自发性颅内出血并脑疝的救治疗效  

方法   对手术救治 27 例此类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男 17 例，女 10 例，14 岁-66 岁，入院时神志清醒 4 例，昏迷 23 例，术前一侧或双侧瞳孔

散大及光反射消失，出血部位：基底节区 5 例，脑叶 16 例，丘脑中脑至 1 例，丘脑 2 例，硬膜下

血肿 3 例，破入脑室 5 例。除 1 例 10ml 左右外（近颅底颞叶内侧），均在 20-80ml。合并蛛网膜

下腔出血 5 例。采用去大骨瓣开颅减压清除血肿术式或血肿穿刺术，并术中术后针对不同的出血病

因进行相应的处理。根据术中判断及结合术后造影检查病检资料判定出血原因为：高血压性脑出血

12例，动静脉畸形破裂出血 7例，脑动脉瘤破裂出血 5例，抗凝药物相关 1例，产后相关性 1例。

原因不明 1 例。 治疗结果为死亡 7 例，植物生存 5 例，重残 3 例，中残 1 例，轻残 4 例，正常 7

例。 

结论   急救绿色通道的有效运行，术前及术中应迅速对各种可能出血原因进行分析，最快的速度开

颅并选择去大骨瓣术式开颅充分减压或血肿穿刺术，术中应用显微技术尽可能对出血的各种病因进

行相应的处理，对于抗凝药物相关性的脑出血，宜在开颅同时输注血浆或血小板。术后宜在适当时

机行血管造影，对一些病因不明的出血应进一步检查和进行相应的进一步治疗，这些措施有助于提

高救治存活率，降低死残率，从而提高救治效疗。 

颅内自发性出血并很快形成脑疝是一种极其凶险的紧急临床状态。我院近 3 年手术开颅救治了 27

例此类患者，现总结分析报告如下： 

临床资料： 

男，17 例，女 10 例，年龄：14 岁-66 岁，发病至入院时间：1h 内 22 例，3h 内 5 例。入院时神志

清醒 4 例，昏迷 23 例，Gcs 评分：3-5 分 13 例，6-8 分 10 例，9-14 分 4 例，术前一侧瞳孔散大及

光反射消失 17 例，双侧瞳孔散大及光反射消失 10 例，一侧肢体偏瘫 12 例，病例征阳性 18例，去

脑强直3例。呼吸停止2例。在颅脑CT显示出血部位，基底节区5例，脑叶（额叶、颞叶、颞顶）

16 例，丘脑中脑至 1 例，丘脑 2 例，硬膜下血肿 3 例，破入脑室 5 例。除 1 例 10ml 左右外（近颅

底颞叶内侧），均在 30-80ml。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 5 例。出血相关病史：高血压病史 19 例，抗

凝药物相关 1 例（心脏换瓣摸术后口服华法令半年），产后 1 月内 1 例。治疗方法  除 1 例丘脑三

脑室后部出血采用血肿穿刺术，另 1 例丘脑中脑至桥脑出血采用枕下正中入路开颅血肿清除外，其

它均采用去大骨瓣开颅减压，清除血肿术式，并针以对不同的出血病因进行相应的处理。其中有 1

例怀疑脑动脉瘤者术中探查阴性，术后 DSA 提示双侧大脑中动脉瘤行了介入栓塞手术。结果   1、

出血原因：根据术中判断及结合术后 CTA、DSA 、MRA、MRV 及标本病检资料，判定出血原因为

如下：高血压性脑出血 12 例，动静脉畸形破裂出血 7 例，脑动脉瘤破裂出血 5 例（其中后交通动

脉瘤 2 例，大脑中动脉瘤 3 例），抗凝药物相关性出血 1 例，产后相关性 1 例。原因不明 1 例（术

前疑似肿瘤卒中，术后病检阴性）。 2、治疗结果：死亡（含自动出院）7 例，植物生存 5 例，重

残 3 例，中残 1 例，轻残 4 例，正常 7 例。 

讨论： 

一、脑出血性疾病是一种凶险的、有较高死残率风险的高危严重性疾病。其发病原因较多，较常见

的是高血压性脑出血、动脉瘤破裂出血、血管畸形破裂出血、颅内肿瘤卒中、药物相关性脑出血等

等。二、对自发性颅内出血并因出血迅速形成占位效应而致脑疝的病人，对其进行正确及时有效的

治疗对于抢救生命，降低死残率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我们通过这类患者救治的分析，认为应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有助于提高救治成功率，降低死残率，并且其中部分病人会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1、

院前院内绿色通道的建立与有效运行、注重院前院内的急救处理；有利于缩短发病后到医院开颅清

除血肿，降低颅内压，去除病因有效止血的治疗时间窗，从而提高疗效。目前认为一侧瞳孔散大超

过三个小时预后不良。双侧瞳孔散大超过一个小时预后不良。所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能迅速降低颅压

解除脑疝、清除血肿、去除出血病因止血，对于急性进展性出血并很快形成脑疝的这类病人的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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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2、开颅术前可以采取一些除药物止血措施外，进行降低颅内压的一些处理

措施：如进手术室前可采取甘露醇 250ml 静脉注射。开颅前可以对脑内血肿进行颅骨钻孔穿刺，抽

吸部分血肿降低颅内减压，硬膜下血肿钻孔、放出和吸取部分血肿减压，或者快速锥颅侧脑室穿刺

引流脑积液降低颅内压，从而有效缓解颅内高压、脑疝，为开颅清除血肿，去除病因止血赢得宝贵

的时间。3、术前及术中应迅速对各种可能出血原因进行分析，对可能出血原因进行正确分析才能

更有针对性处理出血病因。4 以最快的速度行大骨瓣开颅手术或血肿穿刺术为基本术式：对脑叶基

底节区血肿术式宜去大骨瓣减压，这种病人多半出血迅速并呈进展性、出血量也可能较大，其对脑

组织的破坏性也较大，术后可能会显示出较重的脑损伤病灶、显示出较大片散在的小片状的出血、

低密度的改变及一定范围的脑梗死和随之而来较重的水肿反应等病损病理学改变的表现，去大骨瓣

开颅减压的术式，有助于充分减压，以免术后出现减压骨窗不够充分的情况发生。丘脑三脑室后部

出血采用血肿穿刺术比开颅要好，其创伤要小，文献报道丘脑出血采用穿刺术比开颅手术死亡率低。

本组 1例丘脑出血开颅术后 10天因脑水肿脑积水死亡。1例丘脑三脑室后部出血采用血肿穿刺术存

活，对丘脑中脑至桥脑出血宜采用枕下正中入路开颅血肿清除。5 清除血肿及术中术后对出血病因

处理：对开颅者应在显微镜下用显微技术清除血肿止血，在清除血肿的同时，应用显微技术对不同

出血病因进行手术处理，认真有效、确切的止血，以免术后因出血病因未处理致再发出血形成血肿

及需再次手术处理出血病因的情况发生。对高血压脑出血，常有细小的动脉断裂破裂，应进行认真

可靠的电凝止血。注意颞部较大的血肿，可能会对颞叶的细小动脉分支形成牵拉而引起较多的小血

管分支撕断出血，如止血不彻底术后可能会出现细小活动灶性出血而产生大小不等血肿，特别是在

高龄合并高血压者中。对于动静脉畸形破裂出血者，在进行电凝止血的同时，尽可能切除畸形的血

管团组织并术后送病检，同时应尽量注意保护深部重要结构不受损伤，以有利于术后神经功能的恢

复。怀疑脑动脉破裂出血者，在清除血肿的同时应探查有无怀疑的相应部位存在动脉瘤，如果是动

脉瘤破裂导致的出血，应仔细分离动脉瘤颈，选用合适的动脉瘤夹闭瘤颈，以免术后再出血。对肿

瘤卒中或怀疑肿瘤卒中出血者，宜清除血肿及将相应肿瘤病变组织或可疑异常病变组织切除并术后

送病检。对于抗凝药物相关性的脑出血，宜在开颅同时输注血浆或血小板。近些年，随着人口的老

龄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的上升，抗凝药物相关性的脑出血也逐步增加。对其

进行合理的处理应引起的临床医生的重视。对产后颅内自发出血的，术后宜尽早以磁共振血管造影、

CTA、DSA等血管造影，以早期确诊或排除颅内静脉窦血栓可能并进行术后相应治疗，有文献报道，

产后自发颅出血多由静脉窦血栓形成导致，本组一例产后自发出血者，但术后磁共振血管造影显示

阴性。总之，术后对一些病因不明的出血宜在适当时机行 CTA、MIA、MVA 及 DSA 等血管造影，

并进行相应的进一步治疗。 

总之，院前与院内急救绿色通道的有效运行，力争最短的时间内，清除血肿、降低颅压、去除病 

因，有效止血。术前采取一些临时、暂时性的降低颅内压、缓解颅高压和脑疝的措施：如脱水、颅

骨钻孔放出一些颅内血肿。最快的速度开颅并选择去大骨瓣术式开颅充分减压。术中用显微技术尽

可能对出血的各种病因进行相应的处理。术后宜在适当时机行行 CTA、MIA、MVA 及 DSA 等造影，

对一些病因不明的出血应进一步检查和进行相应的进一步治疗，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救治存活率，

降低死残率，从而提高救治效疗。 

 
 
PO-140 

成人幕上深部脑血肿手术治疗与保守治疗的临床疗效对比研究 

 
曾梦非 朱继 

重医附一院 400016 

 

目的  对成人幕上深部脑血肿（血肿量≥30mL，距皮层距离大于 1cm）手术治疗与保守治疗的疗效

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2013-01 至 2014-06 收治并诊断为高血压脑

出血的病人共 112 例，分为手术治疗组（55 例）及保守治疗组（57 例），分析和比较两组的死亡

率、预后转归及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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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评价死亡率方面，手术组与保守治疗组 3 周内的死亡率分别为 5.45%和 17.54%，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3 月内各组的死亡率分别为 16.36%和 22.81%，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在临床预后方面，3 月时 GOS 预后评分、改良 Ranking 量表评分及不良转归情

况，手术组均优于保守治疗组（P<0.05）；在并发症方面，手术组与保守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2

0.0%和 36.84%（P<0.05），各组出现并发症患者中，随访 3 月内的死亡率分别是无并发症者的 5.

00 倍和 3.86 倍。 

结论  对于血肿量≥30mL，距皮层距离大于 1cm 以上成人幕上深部脑血肿治疗后的早期死亡率、预

后转归、并发症的发生率方面，手术治疗均优于保守治疗。 

 
 
PO-141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脑出血合并肾功能不全 17 例临床分析 

 
黄毅  胡荣   蒋周阳  冯华 

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目的  寻找脑出血合并肾功能不全患者控制颅内高压、避免肾功能恶化的理想方法。 

方法  17 例脑出血合并肾功能不全患者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治疗前后不同时间,计算内生

肌酐清除率( CcR)，均行颅内压监护动态监测颅内压。 

结果   CRRT 治疗除 2 例肾功能明显恶化外，其他病人肾功能稳定,颅内压水平稳定。 

结论  CRRT 治疗脑出血合并肾功能不全可有效避免肾功能恶化、控制颅内高压，是有效治疗手段。 

 
 
PO-142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β/δ, A Novel 

Regulator for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Phenotypic 
Modulation and Vascular Remodeling afte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in Rats 

 
Zhang Hongrong,Cheng Chongjie,Guo Zongduo,Zhong Jianjun,Wu Jingchuan,He Junchi,Liu Han,Jiang Li,Sun 

Xiaochua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6 

 

Background and Purpose  Cerebral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VSMC) phenotypic modulatio
n is involved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vascular injury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SAH), and maybe responsible for cerebral vasospasm, whereas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und

erlying it remains largely speculative.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β/δ (PPARβ/δ) 

has been proved implicated in the modulation of vascular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vascular homeost
as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a potential role of PPARβ/δ in VSMC phenotypic s
witch following SAH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Methods  The cultured cerebral VSMCs were exposed to hemoglobin to mimic SAH in vitro. GW0
742, PPARβ/δ small-interfering RNA (si-PPARβ/δ), and adenoviruses PPARβ/δ (Ad-PPARβ/δ) w
ere administered to regulate PPARβ/δ expression. Then the SAH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endo
vascular perforation on male adult Sprague-Dawley rats, and the Ad-PPARβ/δ was injected via th
e intracerebroventriclebefore SAH. The expression of phenotypic markers and PPARβ/δ were me
asured by Western blots or immunofluorescence. Moreover, the diameter of basilar artery, thickne
ss of vessel wall and Serum Response Factor (SRF) nucleus localization was evaluated under flu
orescentmic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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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contractile marker proteins of α-smooth muscle actin (α-SMA) and smooth muscle 
myosin heavy chain (SM-MHC) decreased when synthetic marker proteins embryonic smooth mu
scle myosin heavy chain (SMemb) and osteopontin (OPN) increased in cultured cerebral VSMC a
fter hemoglobin treatment, representing typical phenotypic switch. Activation of PPARβ/δ by speci
fic agonist GW0742 and Ad-PPARβ/δ significantly induced the contractile proteins elevation and t
he synthetic proteins inhibition in VSMC. In addition, Ad-PPARβ/δ promoted Serum Response Fa
ctor (SRF) nucleus localization and Myocardin expression, which was highly associated with VSM
C phenotypic switch. However, the effects of PPARβ/δ on VSMC phenotypic switch were abolishe
d by LY294002, a potent inhibitor of Phosphatidyl-Inositol-3 Kinase-AKT (PI3K/AKT) activity. Con
sistently, Ad-PPARβ/δ also prevented VSMC phenotypic switch in SAH rats. Moreover, the thicke
ning of vessel wall and lumen stenosis in basilar artery following SAH was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by Ad-PPARβ/δ treatment. 
Conclusions  PPARβ/δ prevents the VSMC phenotypic switch and ameliorates vascular injury fol
lowing SAH, which is partially mediated by the PI3K/AKT activation and subsequent SRF nuclear 
localization. Hence, PPARβ/δ could act as a useful regulator for VSMC phenotypic switch and vas
cular remodeling following SAH, providing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to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PO-143 

急性颅脑损伤后进展性出血性损伤高危因素分析 

 
李雪元 周少龙 王新军 寿记新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急性颅脑损伤后进展性出血性损伤（PHI）相关的高危因素，为临床判断和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科收治的 398 例闭合性颅脑损伤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是否发生 PHI 分为 

进展组和非进展组。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年龄、性别比、受伤到首次 CT 时间、入院格拉斯哥昏迷（GCS）评

分、平均动脉压、合并颅骨骨折、合并硬膜外血肿、合并脑挫伤、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双侧伤、

意识障碍、瞳孔扩大、首次 CT 颅内血肿量大于 10ml、首次 CT 血肿量、首次复查 CT 血肿量、两

次 CT 血肿量差、血小板、血浆纤维蛋白水平、D－二聚体水平、住院总 CT 数、总住院天数为影响

因素（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受伤到首次 CT 时间、GCS<12 分、意识障碍、瞳孔扩大、首

次 CT 颅内血肿量大于 10ml、合并脑挫伤、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血小板、D－二聚体水平为 PHI

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急性颅脑损伤患者应及时进行头颅 CT 检查，对 GCS<12 分、意识障碍、瞳孔扩大、首次 C

T 颅内血肿度大于 10ml、合并脑挫伤、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血小板和 D－二聚体水平异常的患

者，应密切观察病情进展，尽早定时复查头颅 CT。 

 
 
PO-144 

绝经对女性脑出血患者流行病学及临床治疗影响的回顾性研究 

 
张超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总结绝经对女性脑出血患者的流行病学及临床治疗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于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住院

治疗的经头颅 CT、CTA 或 MRI 明确诊断为脑出血的女性患者。比较绝经后、正常育龄期女性脑出

血患者流行病学、临床特征的特点。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435 例女性脑出血患者。绝经后女性患者共 296 例，平均年龄 66±9 岁，育龄

期女性脑出血患者 139例，平均年龄 38±10岁，两组之间年龄具有统计学差异。而且绝经女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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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院率明显增加。高血压仍是脑出血的主要病因，在绝经女性患者中其次为动脉瘤、动静脉畸形、

肿瘤，凝血功能障碍所致的脑出血有增加的趋势，在育龄期女性患者中其次为动静脉畸形、肿瘤、

动脉瘤；既往病史中高血压（71.9%）、糖尿病（10.8%）、冠心病（10.8%）、卒中病史（11.

5%）在绝经女性患者中更为普遍（p<0.01）。入院时绝经女性患者的病情较重（GCS 评分，p<0.

05；NIHSS 评分，p<0.05）。入院时出血量在绝经女性患者为：28±21ml，育龄期女性患者为：2

4±16ml，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深部脑出血仍是脑出血的主要发病部位，其次

为脑叶，但是两组患者的构成比存在统计学差异。在治疗方式选择上，绝经女性患者（32.4%）采

取手术治疗的比例较育龄期女性（46.8%）减少，两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住院治疗期间，肺部感

染仍是主要的并发症，在绝经和育龄期女性患者的发生率分别为 66.9%、41.0%，两组之间有统计

学差异（p<0.01）。脑积水在绝经女性患者的发生率为 14.5%，在育龄期为 5.9%，两组之间有统

计学差异（p<0.01）。在绝经女性患者中，23.6%的病人死亡，27.1%的病人残疾，49.3%的病人

预后较好，恢复到发病前状态。在育龄期女性患者中，12.2%的病人死亡，19.4%的病人残疾，68.

4%的病人预后较好，恢复到发病前状态。两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女性绝经后，其脑出血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及预后发生了改变。绝经后脑出血患者的入院

率明显增加，死亡率增加，残疾率增加。我们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明确绝经后脑出血患者发病率、

死亡率高的原因。 

 
 
PO-145 

神经外科危重患者转运的规范化管理 

 
黄晓晖 陈慕媛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危重住院患者转运中意外伤害防范与管理。  

方法  对神经外科 260 例(对照组)危重患者在转运中发生意外伤害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如下问

题：专科知识、业务指引性不够；转运人员安全防患意识不强；转运人员专业经验不足(助理护士

承担)，转运中的突发事件缺乏护理急救经验，不善于发现潜在的护理风险；未建立转运专用急救

箱，急救器材药品准备不完善；未针对性地采用合适的运送工具；医患间沟通不到位；流程不通

畅。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上报医院护理质量管理小组，并存档记录。采用强化安全质量管理，建立改

进方案：成立由医生、注册护士、护工组成的转运小组，并对转运小组成员进行相关理论、专科知

识及相关安全制度培训；正确使用性能良好的运送工具，运送工具上不放玻璃器皿、注射器等锐器

用物；建立完善各种转运抢救预案及措施（如病情突然变化的抢救预案、防脱管预案、防坠车坠床

预案等）；建立标准的转运急救箱(包括抢救设备、仪器、药品等；结合临床工作实际及患者需求

构建出危重患者转运流程见图 1；建立持续质量改进制度。实施新方案经医院护理质量改进管理小

组讨论、论证新方案可行性后把方案在神经外科危重患者检查转动中实践。在 274 例(试验组)危重

患者转运中进行探索和实践，比较 2 组患者意外伤害情况。  

结果   试验组患者意外伤害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由原来的 9.61%降低到 1.44%），转运人员的

安全管理意识及工作能力增加（考核成绩由原来 80.61 分提高到 93.77 分），家属满意度明显提高

（由原来的 80.61%提高到 95.62%）。  

结论   对转运实施规范化管理能减少危重患者转运中意外事件的发生。 

 
 
PO-146 

一例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合并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患者的护理 

 
王茜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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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 1 例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合并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罕见患者的护理体会。行后颅窝减压与重

建术后，除常规护理外，应严密监测生命体征，特别是呼吸频率、节律的改变，预防术区出血及水

肿，制定抢救预案，及时发现和抢救呼吸窘迫，适当延长气管导管置管时间，加强气道管理，预防

误吸及肺部感染。住院 32 天后患者佩戴颈托康复出院，意识清楚，呼吸平稳，四肢肌力及肌张力

正常。 

 
 
PO-147 

急性脑出血伴中枢性高热的护理体会 

 
王晓燕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介绍急性脑出血伴中枢性高热的观察与护理措施。 

方法  对我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急性脑出血伴中枢性高热 30 例患者采用冰袋、冰

帽、酒精及温水擦浴，静脉输液降温及营养支持对症护理。 

结果  30 例中 26 例好转出院，4 例高热后病情加重，合并肺部感染等其他严重并发症自动出院。 

结论  对急性脑出血伴中枢性高热患者应采取综合降温措施，同时加强原发病的观察与护理。 

 
 
PO-148 

1 例急性脑出血合并酮症酸中毒患者的护理体会 

 
王颐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总结了一例急性脑出血合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的临床特点和护理经验。其护理要点包括：严密

监测意识、瞳孔、生命体征，特别是血压的变化，积极治疗原发疾病，控制血糖，预防感染，加强

心理护理及饮食护理，经积极治疗与护理，患者安全度过急性期及康复期，住院 42 天后康复出院。 

 
 
PO-149 

1 例颅内血管畸形伴多发动脉瘤栓塞术后并发肺栓塞的护理体会 

 
杨欢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总结了 1 例颅内血管畸形伴多发动脉瘤栓塞术后并发肺栓塞的护理体会。 

方法  脑血管疾病行介入栓塞治疗术后，应严密监测患者观察意识、瞳孔、肢体活动、生命体征，

特别是呼吸、血压的变化，警惕脑梗塞及使用抗凝药物期间再出血的风险，加强气道管理、体位护

理、饮食护理，加强医患沟通。 

结果  经积极治疗及护理，住院 45 天后患者治愈出院。 

结论  提高对肺栓塞的诊断意识，采用多学科规范化治疗，密切病情观察、及时评估，制定抢预案，

加强对危重患者及家属的心理支持，做好疾病健康教育，对降低血管栓塞术后并发肺栓塞的病死率

及促进康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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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0 

预见性护理在椎-基底动脉动脉瘤栓塞术后患者中的应用 

 
陈飞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椎-基底动脉动脉瘤行介入栓塞术后预见性护理方法。 

方法  选取我科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收治的 29 例行介入栓塞治疗的椎-基底动脉动脉瘤患者，

采用预见性护理方法，评估其术后出现的常见并发症，分析相关发生原因，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 

结果  29 例患者中出现脑血管痉挛 2 例，脑积水 2 例，颅神经功能麻痹致吞咽咳嗽功能障碍 2 例，

继发三叉神经痛 1 例，经积极对症治疗及精心护理均治愈或好转。 

结论  应用预见性护理的方法，可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缩短住院时间，促进患者康复,提高患者护理

满意度。 

 
 
PO-151 

脑血管介入术后应用盐酸替罗非班（欣维宁）的观察与护理 

 
杨雪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观察 20 例脑血管病变患者介入术后应用盐酸替罗非班的效果及不良反应。 

方法  对 20 例患者行脑血管介入术后给予盐酸替罗非班治疗。 

结果   20 例患者术后均无血栓生成，但出现 3 例血管不良事件。 

结论  使用盐酸替罗非班可有效防止血栓形成，但可增加出血危险，用药过程中应加强观察和护理。 

 
 
PO-152 

应用 Hybrid 手术室 DSA 球囊辅助下开颅巨大 

A 瘤夹闭术的手术护理 

 
杜艳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随着现代医疗水平的发展，现代化医疗设备的进步，使很多疑难病例得到迅速、准确、有效

的诊治。我院应用 Hybrid 手术室在 DSA 下放置球囊扩张后阻断供血 A，然后进行开颅巨大 A 瘤夹

闭术，通过手术室护士充分的手术物品准备及娴熟默契的手术配合，降低 A 瘤破裂的风险，使手术

顺利完成，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方法  术前半小时巡回护士将 DSA（全脑血管造影）所用无菌物品准备齐全，于单独器械台上，并

协助洗手护士提前刷手上台准备开颅所需物品，并清点准确。患者核对正确全麻插管后，置尿管，

取平卧位于 Hybrid 手术室（Hybrid 手术室是一个可以同时进行影像学检查，介入治疗和外科复杂

联合手术的特殊手术室）造影床上，巡回护士协助三点头架固定患者头部，右股 A 区及头颅常规消

毒、铺单，先于右股 A 穿刺置入 6FA 鞘管，备用并以无菌单覆盖，再行开颅手术，沿切口线局麻

后逐层切开、剪开硬膜后，显微镜下打开外侧裂，释放CSF，暴露A瘤，小心分离并暴露A瘤颈，

此时将开颅伤口用无菌中单覆盖，在 DSA 下于右股 A 预先滞留的 6FA 鞘内置入 6F 导引导管于供

血 A，并维持造影管内加压滴注，预防血栓，导入球囊，球囊扩张后可见无明显血流通过 A 瘤，记

录球囊扩张时间，并告之手术医生，然后迅速移开C型臂,显微镜下进行A瘤夹闭，见A瘤塌陷后，

再次在 DSA 下撤除球囊后造影可见供血 A 及其分支均充盈良好，A 瘤影像消失，（如在 DSA 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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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A 瘤破裂或夹闭不全，由于球囊扩张阻断供血 A 可减少出血风险，也便于手术抢救）。密切止

血、冲洗、物品清点无误后逐层缝合。右股动脉穿刺点封堵，加压包扎。 

结果  我院启用 Hybrid 手术室以来为 13 例患者进行 DSA 造影球囊扩张辅助下巨大 A 瘤夹闭术，有

1例患者在 DSA时发现 A瘤夹闭不完全，A瘤仍有造影剂显影，及时将球囊扩张再次调整 A瘤夹，

将 A 瘤夹闭完全，在手术室护士的密切配合下，均取得良好效果。 

结论  由于颅内巨大 A 瘤破裂风险较大，我院应用 Hybrid 手术室，DSA 造影下放置球囊扩张阻断供

血 A，便于减小 A 瘤张力，减少出血，降低手术风险，但要求在很短时间内夹闭 A 瘤，减少颅内缺

血时间，降低对颅脑损伤的风险，因此要求手术室护士有较高的职业素质，通过术前访视患者了解

掌握手术全过程并积极与手术医生沟通，充分的物品准备及娴熟的手术配合，和对手术间机器周围

环境的评估，使手术得以顺利进行，提高了患者的生命质量。 

 
 
PO-153 

神经外科医疗器具性相关压疮的预防研究进展 

 
霍可可 周蓉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30001 

 

目的  评估分析神经外科发生医疗器具相关性压疮发生的原因，并提出对策。 

方法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9 月对我科所有住院期间使用医疗器具的患者进行了追踪，由 QCC

小组成员 6 人每日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医疗器具相关性压疮的情况及发生的原因。 

结果   1344 例患者中，共发现医疗器具相关性压疮 145 例，发生率 10.78%。其中压疮分期以Ⅰ期

为主，发生部位最多的是耳廓，最严重的为Ⅲ期。145 例患者医疗器具相关性压疮发生部位排序依

次为：头面部>手指>足跟>四肢。造成压疮前三位的医疗器具是吸氧雾化面罩及系带、血氧探头、

支具（矫正器）。按照压疮预防指南给予干预处理后，142 例痊愈，愈合时间 0.5--9 天，平均（3±

1.45）d，1 例死亡，2 例自动出院。 

结论  医疗器具相关性压疮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患者正在使用的设备及与设备接

触的皮肤粘膜进行系统全面评估是预防的关键；对高发部位、高发因素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可以

有效的降低医疗器具相关性压疮的发生。 

 
 
PO-154 

4P 护理模式摘要 

 
鲜继淑 潘金玉 苏红 李翠红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4P”护理模式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神经外科住院患者 646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计算机产生的

随机数字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护理模式；观察组采用 4P 护理模式即：①1P 预测

（predict）：对患者全面的系统性评估后，判断/识别患者首要的现存护理问题及医护合作问题，

医疗并发症，预测患者潜在风险与病情变化；②2P 预防（prevention：针对患者现在/潜在的护理

问题，制定出护理干预措施；③3P 参与（participate：医护患一体共同参与风险控制。医护对合作

问题或医疗并发症等共同进行利弊分析，风险评估和控制，同时，让患者或家属共同参与其中，明

白疾病可能会发生的风险，以及应该做好的配合及防范措施；④4P个性化（personal）：任何患者

病情的评估、风险的预防，都要结合病人的个体情况进行个性化的系统评估、制定个性化的预防措

施，最大可能将风险降到最低。比较两组护理模式下的住院期间患者 NICU 重返率、死亡率；肺部

感染及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率，意外拔管、压疮等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医护患满意度的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重返 NICU 率、死亡率、并发症发生率、不良事件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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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实验组低于对照组；两组医护患的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患者

对疾病知识的掌握及对护士满意度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护士对自身工作的满意度及医生对护士工作

的认可度均高于对照组。 

结论   4P 护理模式有利于提升临床护理质量，降低住院患者安全风险。 

 
 
PO-155 

医护一体化管理降低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再出血发生率的实践摘要 

 
鲜继淑 谭彬彬 陈晓英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医护一体化管理降低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再出血发生率的成效。 

方法  成立医护一体化专项管理小组，分析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再出血发生原因并提出对策，医护人

员相互监督、协助，反馈，持续改进，对比实施医护一体化管理前后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再出血的发

生率。 

结果  实施前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再出血发生率为 10.94%，实施后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再出血发生率为

5.26%。实施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医护一体化管理可降低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再出血风险发生率，提升临床医疗与护理质量。 

 
 
PO-156 

45 例气管切开患者合并吞咽功能障碍并发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赖洪灿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气管切开患者合并吞咽功能障碍并发症的原因及护理。 

方法  对我科 2015 年 10月～2016 年 10 月收治的 45 例气管切开合并吞咽功能障碍患者进行回顾性

分析,针对患者气管切开合并吞咽功能障碍患者相关因素分析，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包括吞咽功

能障碍分级，吞咽功能障碍早期康复训练以及气道切开后的护理，并对其进行评价。 

结果  对于气管切开合并吞咽功能障碍患者应用针对性护理措施，采取早期康复训练，可以减少并

发症的发生和预防肺部感染，促进病人康复。 

结论  通过对 45 例气管切开患者合并吞咽功能障碍并发症的原因分析，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减

少了误吸的发生，从而预防肺部感染的发生。 

 
 
PO-157 

多学科联合治疗 1 例重型颅脑外伤患者的术后护理 

 
张懿菲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 1 例重型颅脑外伤患者并发高血压、II 型糖尿病、冠心病在多学科联合治疗下的相关护

理。 

方法  启动多学科团队综合性治疗的基础上，评估患者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根据患者治疗过程

中所发生的并发症分为术后早期、中期、康复期，针对三个时期不同的侧重点，制定相应的护理计

划；责任护士采用一对一进行护理，每日对患者进行病情评估，每周各个学科负责人进行联合会诊。 

结果  患者术后血压控制平稳、血糖稳定、各项指标正常，未发生相关专科并发症，术后恢复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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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采用多学科联合治疗，多方面评估患者，制定全面的护理计划，减少了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减少患者住院周期及医疗成本，促进康复。 

 
 
PO-158 

17 例创伤性颅内动脉瘤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 

 
孔玲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创伤性颅内动脉瘤的诊疗方法及护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 例创伤性颅内动脉瘤的诊治以及术前、术后的临床资料，17 例患者中 6 例采

取开颅手术，11 例采取血管内栓塞治疗，观察治疗效果并采取格拉斯哥结果评分进行术后随访。

围手术期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再出血的病情观察以及术后并发症的预防。 

结果   17 例患者经采用开颅手术或血管内栓塞后均获得成功，随访 12 例患者（3 个月-12 年）GCS

评分 5 分 8 例，4 分 2 例，1 分 2 例。 

结论  通过围手术期精心的护理，可有效减少创伤性颅内动脉瘤再出血以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可

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PO-159 

感染性心内膜炎并发颅内细菌性动脉瘤的个案报道 

 
陈凤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探讨 1 例感染性心内膜炎并发颅内细菌性动脉瘤的护理。 

方法   启动多学科综合治疗，制定详细的护理计划，给予全面的护理，结合有感染性心内膜炎病史

并发颅内动脉瘤，术前患者出血先兆的观察、体温的监测及高热的护理、栓塞的预防及护理，术后

的监测、穿刺部位的观察与护理、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 

结果  患者颅内细菌性动脉瘤已行介入栓塞术治疗成功，病情平稳转至心内科继续治疗。  

结论  多学科联合治疗及护理，提高诊疗效果，促进患者健康。 

 
 
PO-160 

66 份护理电子记录书写常见问题分析及防范对策 

 
程晓利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针对电子护理记录书写中存在的常见问题，探讨提高护理电子护理记录质量的对策。 

方法  抽查我科 2015 年 2 月～2015 年 5 月电子护理病历 66 份，进行逐项检查，对其中问题进行分

类、总结、分析。 

结果  发现有护理记录内容不完整，记录书写不及时、护理记录不一致、缺乏连贯性、客观性、真

实性等问题。 

结论  加强护士对护理电子记录书写规范及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重视护理电子病历记录的质量管

理，提高临床电子护理记录的书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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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1 

持续颅内压监护在颅内肿瘤患者中的应用及护理 

 
何芙蓉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研究数字化动态颅内压监测技术在颅内肿瘤的应用,通过颅内压监测提高神经外科的诊疗及护

理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3-2016 年采用有创颅内压探头植入术动态监测神经外科肿瘤患者 200 例

临床资料 ,其中桥小脑角肿瘤 23 例,侧脑室肿瘤 36 例,三脑室肿瘤 28 例,四脑室肿瘤 36 例,小脑肿瘤

77 例。术后持续动态监测颅内压(intracranial  pressure, ICP)，出现颅内高压 (intracranial  hyperte

nsion , I C H )大于 20mmHg，排除外界干扰，及时給予脱水剂或者复查头颅 CT 检查。 

结果   ICP 持续大于 35mmHg 的患者，预后效果变差，死亡率明显增高，ICP 值与患者的预后呈负

相关。 

结论   动态颅内压监测在颅内肿瘤术后可早期发现病情变化，减少并发症，及时采取相应治疗及护

理措施，并可有效指导临床脱水剂的使用。 

 
 
PO-162 

大面积脑梗塞术后的血压管理 

 
李琴芳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血压管理对大面积脑梗塞神经功能恢复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将对我院收治 50 名脑梗塞患者脉压差≥70mmHg 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脉压差控制在 60mmHg 以下的患者，病情有好转 37 例，死亡 5 例，出院后随访 1 年后生活

不能自理 6 例，应病情恶化自动放弃治疗而出院 5 例。 

结论  大面积脑梗塞患者脉压差进行合理的管制，能有效地降低患者病死率和致残率，可有效地改

善患者神经功能的恢复。 

 
 
PO-163 

血管闭合器在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中的应用及护理 

 
黄鑫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血管闭合器在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中有效性、安全性及护理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5 年 1 月-7 月 200 例使用人工压迫器患者的临床资料及 2016 年 1 月-7 月

190 例使用血管闭合器患者的临床资料，对两组患者的术后止血、下肢制动、住院时间、舒适度以

及并发症等指标进行分析，并探讨有效的护理措施。 

结果   血管闭合器组的止血时间、下肢制动时间、住院天数教人工压迫器组明显缩短(P< 0．O5)，

血管闭合器组术后舒适度明显增加,血管闭合器组患者术后未发生皮下血肿、假性动脉瘤及胶布撕

伤等并发症。 

结论  血管闭合器应用于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中安全有效 ，能缩短止血时间，术后恢复快，减少手

术相关并发症。 

 
 
  



2016 年中华医学会颅脑创伤与脑出血大会                                                                                             论文汇编 

111 

 

PO-164 

病情提示单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危重患者转运交接中的应用 

 
李红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病情提示单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重危患者转运交接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制定全面规范的病情提示单，2016 年 1 月至 8 月，在神经外科监护室患者管理时运用病情提

示单交接病人，规范危重病人交接内容。 

结果  运用病情提示单进行交接病人后，护士对交接内容全面性、病情重点、特殊治疗、阳性结果

的满意率均提高，分别达到 95%、98%、99%、99%、98%。 

结论  病情床头提示单在神经外科监护室危重病人交接中，规范了交接班内容，有效的提高了护士

对危重病人病情的掌握程度，床头单置于床头还可以方便医护人员及时了解病情。 

 
 
PO-165 

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支架辅助动脉瘤栓塞术 

使用替罗非班的临床观察 

 
刘晋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支架辅助动脉瘤栓塞术后静脉使用替罗非班预防血栓形成的护理观

察重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6 年 1 月-8 月 65 例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支架辅助动脉瘤栓塞术患者的临

床资料。 

结果    65 例患者术中及术后 24 小时均使用替罗非班预防血栓。本组患者术后发生脑梗塞 5 例，脑

出血 2 例，通过临床观察及时发现并调整药物治疗，4 例痊愈，1 例轻度偏瘫，1 例中度偏瘫，1 例

植物生存。 

结论  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支架辅助动脉瘤栓塞术后易并发脑梗塞，静脉应用替罗非班药物可有效

的预防血栓的形成，用药期间严密监测患者的意识，瞳孔，生命体征及肢体活动情况的变化，做出

早期预防及干预对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可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降低死亡率。 

 
 
PO-166 

 床旁移动 CT 对神经外科 ICU 术后患者的优越性及护理 

 
罗洋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床旁移动 CT 对于神经外科 ICU 术后患者的应用、护理以及它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ICU 2015 年 1 月 1 日 00:00-2016 年 8 月 22 日

00:00 术后使用床旁移动 CT 检查的 400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和检查过程中的护理，其中脑血管疾病

190 例、颅内肿瘤 110 例、颅脑创伤 60 例、功能神经外科疾病 30 例，颅内感热性疾病 10 例。结

果  400 例术后患者行床旁移动 CT 检查，检查一次成功率为 100%，无重复检查者，检查过程中无

不良事件、并发症的发生，检查的及时性和检查所用时间都得到了提高，图像结果清晰，辐射量对

于 ICU 工作人员也在安全剂量范围内，同时移动 CT 的使用也能对所在科室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 

结论  床旁移动 CT 能很好的运用于神经外科 ICU 术后患者的例行检查，它能在减少患者因搬运和

离开 ICU 的环境情况下发生的不良事件及并发症，同时也能及时了解患者术后的颅内情况，做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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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处置，提高患者的手术成功率和生存质量。 

 
 
PO-167 

一例复杂颅眶贯通伤致数粒枪弹异物滞留患儿的急救护理 

 
苏春燕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总结一例复杂颅眶贯通伤致数粒枪弹异物滞留患儿的急救护理体会。对患者行脑血管造影术及眼部

异物取出、清创术后，严密观察意识、瞳孔、生命体征，尤其观察癫痫发作先兆、视力视野变化，

积极控制感染，以及评估患儿心理状态，给予相应护理措施。经过积极诊治和护理，仍有散在枪弹

异物滞留，但未伤及重要神经、血管及脑组织，患儿病情平稳后出院。 

 
 
PO-168 

多学科联合手术治疗 1 例颅脑异物贯通伤患者的护理体会 

 
苏娥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 1 例经多学科联合手术治疗因切割机砂轮片破裂经上颌、鼻窦、眼眶斜飞入颅内致颅脑

贯通伤患者的护理。 

方法  经多学科联合整治，积极手术，结合患者存在的护理问题及易出现的并发症，制定详细的护

理计划，护理重点包括：鼻腔纱条填塞期间的气道管理，脑脊液漏的护理，左侧眼球摘除及颜面部

损伤的护理。 

结果  患者前后顺利通过 3 次手术及精心护理，经 56 天的诊治，现已恢复良好，出院。 

结论  多学科的联合治疗及制定全面详细的护理计划，探讨护理重点及难点，给予相应的护理措施，

可有效的提高治愈率，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患者的健康。 

 
 
PO-169 

一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通过民营航空成功转运的护理 

 
谭彬彬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总结一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空中转运的护理体会。对患者行小骨窗血肿清除与去骨瓣减压术。转运

前我院成立急救小组，制定转运计划及应急预案，备好急救物品及药品。转运途中严密观察患者意

识、瞳孔、生命体征、减压窗压力变化，确保氧源、医护人员配合、飞机起飞、降落的安全防护等。

该患者安全的通过此次转运，现已治愈出院。 

 
 
PO-170 

颅内压监护在重型颅脑外伤患者中的应用及护理 

 
谢丽娜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总结颅脑损伤病人进行颅内压监测的护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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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收治的重型颅脑外伤患者 52 例，持续进行动态颅内压监测，

观察颅内压与病人生命体征、临床表现和预后的关系，并给予相应的护理。 

结果   52 例患者中有 35 例术后出现不同程度的颅内压(intracranial  pressure, ICP)增高，所有患者

均在颅内压监测指导下合理使用脱水剂，效果良好。对 35 例术后患者用格拉斯哥预后量表进行评

估，恢复良好 18 例，轻残 10 例，重残 5 例，植物状态 1 例，死亡 1 例。 

结论  持续动态颅内压监测能及时准确地掌握颅脑外伤手术病人术后颅内压变化，有助于及早采取

有效的治疗和护理措施，提高治愈率，降低并发症，改善病人预后。 

 
 
PO-171 

脑室联合腰池引流治疗脑室出血的护理 

 
钟丽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总结 49 例脑室出血采用脑室联合腰池引流治疗的护理体会。 

方法  对我院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收治的 49 例脑室出血行单侧或双侧侧脑室联合腰池引流

术后的患者加强病情观察，做好脑室及腰池引流护理。 

结果  49 例患者随访 6 个月，治愈 29 例（59.20%）；中残 10 例（20.40%）；重残 6 例（12.2

4%）；植物生存 2 例（4.08%）；死亡 2 例（4.08%）。 

结论  脑室联合腰池引流治疗脑室出血，术后对患者的病情观察及做好双向引流的护理非常重要，

能明显降低病死率及病残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PO-172 

2 例颅内动脉瘤造影栓塞术后压迫器移位 

造成皮下血肿的急救护理 

 
王宁华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脑血管栓塞术后压迫器移位造成皮下血肿的发生原因及相关急救护理；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6 月我科两例经股动脉穿刺行脑血管造影栓塞术患者，对其发生的皮下血肿的

原因进行分析，总结相关的急救措施。 

结果   两例患者均为转运搬动病人造成压迫器以为形成皮下血肿。均给予紧急的穿刺动脉压迫止血，

效果明显，未见继发出血，患者恢复良好。 

结论  脑血管造影栓塞术后动脉压迫器易外力作用引起移位，致刺动脉压迫不良引起皮下出血，术

后护理重点：加强穿刺处的观察及患者穿刺侧肢体的制动，搬运患者的规范性。动脉出血的急救措

施是动脉指压止血。 

 
 
PO-173 

8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继发颅内出血患者的护理 

 
陈颖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总结 8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继发颅内出血患者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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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我科收治的 8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继发颅内出血患者

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8 例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继发颅内出血患者均愈后良好。 

结论  对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术后继发颅内出血的前期征兆和表现能够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

护理措施可大大降低患者致伤致残率，提高疾病的冶愈率，提高生活质量。 

 
 
PO-174 

颅脑损伤并发中枢性尿崩的观察与护理 

 
程果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颅脑损伤并发中枢性尿崩的原因及护理。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我科收治的 10 例颅脑损伤并发中枢性尿崩症病人的临床

资料。 

结果  7 例治愈，1 例好转后出院（出院时仍需继续口服去氨加压素），1 例好转后转院治疗（转院

时仍需继续皮下注射垂体后叶素），1 例并发肺部感染死亡。 

结论  积极处理颅脑损伤，及早发现尿崩、及时予以去氨加压素和（或）垂体后叶素治疗，有效的

控制尿量、补液、纠正水电解质紊乱、做好围手术期健康指导，是治疗颅脑损伤并发中枢性尿崩症

的关键。 

 
 
PO-175 

振动排痰机对颅脑外伤患者预防肺部感染的效果观察 

 
管秀英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观察机械振动排痰对预防颅脑外伤引发肺部感染的效果。  

方法  选取我科 2015 年 1 月-12 月脑外伤术后患者 5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 25 例，对照组 25 例，

分别采取机械振动排痰法和传统人工叩击拍背法。比较两组血气分析、血氧饱和度、动脉血氧分压、

排痰量、呼吸频率、呼吸音及肺部影像学结果。 

结果  实验组血氧饱和度、排痰量、呼吸频率、呼吸音及影像学结果都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机械振动排痰对预防颅脑外伤后肺部感染发生效果明显，提高护理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PO-176 

10 例小儿颅脑外伤并发癫痫的护理体会 

 
秦波音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总结小儿颅脑外伤并发癫痫的临床特点及护理措施。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2016 年 8 月我科收治的 10 例脑外伤并发癫痫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 

结果  经过临床对症治疗及精心护理，及时控制了癫痫病情的发展，患儿均未发生意外事件，1 例患

儿由于脑水肿导致病情加重，行外科手术治疗。1 例患儿由于肺部感染严重，行气管切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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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加强病情观察，床旁备好急救器材，便于实施快速有效的急救措施，及时给予患儿父母安全

护理及用药指导知识，可有效控制癫痫的发作，早期合理的护理干预有利于控制颅脑损伤诱发的癫

痫。 

 
 
PO-177 

51 例脊髓髓内室管膜瘤围手术期的护理 

 
石婷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总结脊髓髓内室管膜瘤围手术期护理方法。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科收治的 51 例脊髓髓内室管膜瘤患者，进行科学合理的围

手术期护理。 

结果  其中临床症状改善者47例，加重3例，1例死于继发延颈髓水肿。发生其他术后并发症7例，

其中肺部感染 2 例，脊髓水肿 3 例，尿潴留 2 例，伤口感染 1 例。 

结论  术前做好心理护理及功能训练，术后严密观察生命体征、肢体活动及感觉、大小便功能、伤

口愈合情况，尤其根据不同节段的脊髓髓内室管膜瘤的疾病特点给予针对性护理，有助于患者脊髓

功能的恢复以及最大限度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PO-178 

1 例 L2 脊髓血管畸形并发截瘫患者的护理体会 

 
苏红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 1 例 L2 脊髓血管畸形并发截瘫及骶尾部Ⅲ度压疮患者的护理。 

方法  行血管畸形栓塞治疗后，严密观察双下肢运动、感觉、植物神经功能恢复情况，加强皮肤管

理，控制感染，有效的心理沟通，早期功能锻炼，促进肢体功能的恢复。 

结果  经积极治疗，术后 24 天患者出院，左下肢肌力恢复到Ⅱ级，右下肢肌力Ⅰ级，间断行导尿，

骶尾部压疮已痊愈。 

结论  充分应用专科护理知识，全面、系统的病情观察，加强心理支持及皮肤管理，积极的肢体功

能锻炼，可有效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促进康复. 

 
 
PO-179 

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再次气管插管的原因分析 

 
唐美英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分析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发生再次气管插管的原因。 

方法  收集了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我科收治的 102 例高血压脑出血术后留置气管插管拔管患者

的病例资料，分析其中 15 例患者再次行气管插管的直接原因及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痰液阻塞、舌根后坠、胃内容物返流误吸及原发疾病加重是导致再次气管插管的直接原因；

与拔管成功者比较，再次气管插管患者格拉斯哥评分、肥胖、年龄、吸烟等情况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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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正确评估患者、严格掌握拔管指征，可以早期预见再次气管插管的可能性；对已经拔出气管

插管的患者，要积极做好气道护理，避免患者再次气管插管。 

 
 
PO-180 

颅脑外伤并发脑积水 25 例的护理体会 

 
唐治菊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颅脑外伤并发脑积水患者的护理方法。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我科收治的 25 例颅脑外伤并发脑积水患者进行病情（伤情）的

评估，GCS 评估，意识、神经功能评估，密切观察病情，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 

结果  根据 Salmon 标准,3 级(症状明显改善,一般情况正常)8 例,2 级(症状中度改善,仍遗有神经功能

障碍)10 例,1 级(症状改善较少)2 例,0 级(症状无变化)3 例,-1 级(症状恶化)1 例,-2 级(术后 2 个月内死

亡)1 例。 

结论  对患者全面评估充分了解病情，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实行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明显改善患

者神经功能症状，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早日康复，提高患者满意度。 

 
 
PO-181 

脑梗死患者 60 例护理体会 

 
刘慧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 250031 

 

目的  脑梗死患者的护理体会，了解临床护理干预在脑梗死患者康复过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性分析 2015-01~2016-07 在我院神经外科住院治疗的 60 例脑梗死患者的护理情况。对患者

的生命体征、心理护理、口腔护理、肢体和皮肤护理、排便护理、出院指导等护理措施及方法进行

总结归纳。患者入院后均密切观察病情变化、严密监测一般生命体征及意识情况，详细记录护理文

书并及时向主管医师报告病情，积极预防发生脑水肿、颅内高压等病情恶性进展。心理护理是患者

在治疗和恢复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要求在护理工作中具备高度的责任感、耐心和爱心，积极与患者

沟通，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促进患者病情康复。根据病情对患者进行口腔护理，保持口腔清

洁，使患者舒适，增进食欲，预防或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密切观察患者皮肤受压及血运情况，定

时翻身、更换体位，动作要轻柔，避免皮肤擦伤，按摩受压部位，温水擦浴，保证患者肢体处于功

能位，及时更换衣裤、床单和被褥，注意保温防止受凉。康复期鼓励患者多饮水，吃清淡易消化及

富含粗纤维食物，多做腹部按摩，防止便秘。积极宣教患者出院后注意事项，加强营养，增强机体

抵抗力，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严格遵医嘱按时服药，定期门诊复查。 

结果  60 例脑梗死患者经积极治疗和周密护理，56 例顺利度过急性期，进入康复期，神经系统症状

和体征得到改善，住院期间所有患者均未出现心理疾病、口腔溃疡、褥疮等问题。 56 例患者（93.

33 %）临床治愈出院；2 例患者（3.33 %）并发肺炎；2 例患者（3.33 %）死于脑疝。 

结论  脑梗死有较高的致残率，给患者的生活和家庭带来较大的痛苦和经济负担，精心有效的护理

可改变患者消极的心态，增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促进疾病康复，降低疾病的致残、致死率。更

加专业、优质、全面的护理能够促进患者康复，缩短平均住院日，提高院外生活质量，并促进构建

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提升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实施全面的护理计划，有助

于脑梗死患者日后康复，减少并发症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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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2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院内感染的危险因素与护理对策分析 

 
曹少英 赖海燕 秦丽平 蒙丹丹 韦颖 

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神经外科二病区 530021 

 

目的  探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院内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及预防措施。方料，对其中 161 例发生

院内感染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院内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护理对策。 

结果   本组资料院内感染发病率为 49.07%；其中机械通气时间、手术时间、留置各种导管等诸多

侵入性操作，使用制酸剂、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COPD)、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

分Ⅱ(APACHEⅡ)评分、再加上患者术后需长时间卧床，机体各项抵抗力下降均是导致院内感染发

生的常见危险因素。 

结论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有较高的院内感染发生率，影响院内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较多，需采

取综合性的护理措施来降低院内感染的发生。 

 
 
PO-183 

纳洛酮对中型颅脑损伤的治疗分析 

 
杨大祥 朱毓科 王鹏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150076 

 

目的   大剂量应用纳洛酮治疗中型颅脑损伤，减少病死率。 

方法   随机分为常规组及纳洛酮治疗组，伤后 10 天及 3 月随访，评估 GOS 评分结果。 

结果   早期应用钠洛酮能显著降低患者病死率，提高患者 GOS 评分，语言功能评分和生活质量状

况评分的结论。 

 
 
PO-184 

创伤性后组颅神经损伤患者的饮食护理 

 
田圳坤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后组颅神经包括面听神经、舌咽神经、迷走神经等。颅脑外伤是导致后组颅神经损伤的常见

原因之一。后组颅神经损伤患者可出现吞咽困难、饮水呛咳、声音嘶哑、咳痰反射差等症状，严重

者可导致误吸、肺部感染、水电解质紊乱、甚至危及生命。本研究分享了创伤性后组颅神经损伤患

者饮食护理体会。 

方法  临床资料：2013-2015 年之间 36 例创伤性后组颅神经损伤患者，男 20 例，女 16 例，不完全

损伤 25 例，完全损伤 11 例。 

护理要点：（1）做好宣教，向患者及家属耐心交代呛咳的危险性及注意事项，取得家属及患者配

合。（2）对于后组颅神经损伤患者，密切观察吞咽反射及咳嗽反射，对于出现饮水呛咳患者，应

早期留置胃管，避免发生误吸；（3）经胃管进食前应确认胃管位置，经胃管进食成分注意营养均

衡；（4）注意监测氧饱和度、生命体征，对于有误吸现象的患者应尽早进行相应处理；（5）部分

患者因胃管刺激可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者影响进食及营养状况，需要胃肠外营养支持。早

期可采取肠内营养粉等对胃肠刺激较小的营养制剂，在患者逐渐适应后更换为流食；（6）留置胃

管期间应注意排气排便情况，防止肠梗阻发生；（7）鼓励患者早期行康复锻炼，以恢复吞咽功能；

吞咽功能锻炼过程中，应耐心鼓励患者，可带胃管锻炼进口进食，进口饮食适应后可拔除胃管，并

密切观察吞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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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5 例不完全损伤患者中有 22 例在 2 周内恢复了一定程度的吞咽功能，出院前拔除了胃管，

还有 3 例未能拔除胃管；11 例完全损伤患者中 4 例出院前恢复了一定程度的吞咽功能，3 例未能拔

除胃管。出院后随访者，出院时未拔除胃管的 7 例患者在半年内均拔除了胃管，部分恢复了吞咽功

能。 

结论  患者后组颅神经损伤一般为单侧，出现的后组颅神经麻痹多是由于脑干或颅神经受损引起，

一般是暂时性的，多数可恢复。通过精心护理与宣教，在家属及患者积极配合下，大部分患者可不

依赖于胃管，恢复吞咽功能。 

 
 
PO-185 

高压混合氧治疗脑外伤后遗症 99 例临床研究 

 
王鹏 朱毓科 杨大祥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神经外科 150076 

 

目的   探讨采用高压混合氧治疗脑外伤后遗症的效果。 

方法  我们抽取 2013 年 8 月-2016 年 3 月本院收治的 99 例脑外伤后遗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据

患者的病症特征，采取高压混合氧治疗，观察患者治疗效果，以及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 

结果  痊愈 65 例（65.6%），显效 11 例（11.1%），有效 16 例（16.2%），无效 7 例（7%）。 

结论  合氧中 3%CO2 可刺激呼吸中枢及颈动脉窦等外周化学感受器，使呼吸加快、加深、肺通气

量增加，脑血管扩张，脑血流增多，同时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兴奋肾上腺皮质，使其分泌肾上腺素

和去甲肾上腺素，从而使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及排出血量增加，氧离子曲线右移，有利于脑组织得

到更多的氧以提高血氧浓度，达到治疗的目的。 

 
 
PO-186 

 间断面罩氧气湿化加定时盐酸氨溴索雾化湿化气道的效果观察 

 
杨文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30001 

 

目的  探讨间断面罩氧气湿化加定时盐酸氨溴素雾化湿化与持续面罩氧气湿化加定时盐酸氨溴素雾

化湿化和持续面罩给氧气道滴注湿化加定时盐酸氨溴素雾化对神经外科患者气道湿化的效果观察。 

方法  将该科气管切开患者 107 例（平均年龄在 22—83 岁之间  ，男 80 例，女 27 例）。随机分为

 观察组 36 例（间断面罩氧气湿化法：护士每两小时翻身拍背后，将 10ml 湿化液注入雾化面罩的

雾化罐内，将氧气流量开至 3-4l/分，每次时间为约 20 分钟 。）和对照组 1  35 例（持续面罩氧气

湿化法：面罩连接方法与研究组一样，湿化方法为不间断的持续保持雾化罐内有湿化液。）和对照

组 2  36 例（面罩给氧加气道内滴药湿化法：面罩吸氧雾化罐内不加湿化液，而采用将湿化液用微

量输液泵管缓慢滴注湿化），3 组患者均使用同一种成人气切面罩，同一种基础湿化液（灭菌注射

用水），同样在基础湿化的同时上给予加盐酸氨溴索 15mg+0.9%氯化钠溶液 20ml  q6h 雾化。比

较 3 组患者气道湿化满意度和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 1 的湿化满意度和并发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 2 的

湿化满意度和并发症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间断面罩氧气湿化加定时盐酸氨溴索雾化湿化气道可减少护理工作人员操作，使护理人员观

察更简洁细致。操作简洁可以避免减少出现交叉感染的概率，可提高护士的依从性有效的起到气道

湿化的良好效果。同时间断面罩氧气雾化湿化还可以用于未建立人工气道患者湿化，其效果也是良

好的，值得临床护理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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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7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焦虑影响因素的分析 

 
赵宗欢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调查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焦虑的影响因素。 

方法  应用一般情况调查表、焦虑自评量表对 650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进行调查问卷。 

结果  回归分析显示，紧张、月收入、心理承受和自我控制能力为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焦虑的影响因

素。 

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存在焦虑心理问题，我们临床护理工作中应及早发现，及时评估，并采取

相应的护理干预，鼓励患者康复，积极的面对治疗，促进康复，从而提高患者的满意。 

 
 
PO-188 

监护病房颅脑损伤病人的护理  
 

简红利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总结监护病房所护理过的 15 例颅脑损伤病人的护理，其中包括病情观察、基础护理、呼吸道的护

理、脑室引流的护理、腰大池引流管、硬膜外引流管、发热的护理、预 防压疮及预防坠积性肺炎

的护理等 。 

 
 
PO-189 

神经外科急诊开颅手术配合及工作程序的分析 

 
郑皛 肖华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通过分析神经外科急诊全麻开颅手术的特点及常见问题，总结神经外科急诊手术护理的术前

准备、术中配合及术后处理的要点，并探讨手术护理程序在急诊开颅手术中的合理有效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参与的我院神经外科 126 例急诊开颅手术患者的临床

资料，总结术前患者生命体征评估，正确摆放手术体位，巡回护士和洗手护士的手术配合以及术毕

送回重症监护室(neurosurgicalintensive care unit, NICU)途中的护理和注意事项。 

结果   126 例急诊手术患者术前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lasgow Coma Scale, GCS) 5～13 分，平均 9.

6±1.2 分，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手术时间 1.5～6h，平均 4.6±0.5 h，无手术室护理差错发生，

其中高血压脑出血 53 例（42.1%），急性颅脑外伤 44 例（34.9%），动脉瘤破裂性蛛网膜下腔出

血例 14 例（11.1%），血管畸形出血 8 例（6.3%），颅脑肿瘤卒中出血 4 例（3.2%），术后再出

血二次手术 3例（2.4%）。所有患者均安全送回重症监护病房接受后续治疗。随访患者术后一周，

神志清醒 85 例，昏迷 21 例，嗜睡 17 例，死亡 3 例。头部伤口感染共 3 例，颅内感染 6 例。 

结论  急诊全麻开颅手术患者病情复杂危重，护理人员要具有前瞻性及预见性，术前应严密监护病

患生命体征，配合抢救治疗，完善物品准备，并检查各种仪器设备性能完好，确保术中正常使用。

熟练掌握神经外科手术工作程序，可缩短手术准备时间，并提高与手术医师配合效率，为患者赢得

最佳救治效果。 

 
 



2016 年中华医学会颅脑创伤与脑出血大会                                                                                             论文汇编 

120 

 

PO-190 

颅脑损伤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的临床研究 

 
刘静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50101 

 

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在颅脑损伤患者出院后的应用效果和实施意义。 

方法  选取 32 例颅脑损伤患者进行随访，对患者出院后症状变化、并发症、康复锻炼、药物依从性、

转归、护患关系等方面进行指导和归纳总结。 

结果  通过实施延续性护理，患者出院后不适症状及压疮等并发症减少，药物依从性提高，家庭应

对增强，康复锻炼得到延续，护患关系得到改善。 

结论  延续性护理的开展是实施优质护理的深化和体现，延续性护理对颅脑损伤患者的后期治疗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PO-191 

静疗专职护理团队在神经外科输液管理中实施 

 
王晓庆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建立静疗专职护理团队，规范静脉输液优化流程，提高护理静疗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  

方法  分析科室静脉输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科室成立静疗专职团队，修订质控标准，

强化培训力度，建立机制，发挥团队职能，实施静脉输液风险管理，积极开展新技术新业务，培训

全体护理人员静脉治疗相关知识等方式，提高科室静疗治疗护理水平。 

结果  实施前后患者对输液的满意度；护士穿刺技术；穿刺时间与患者等待的时间等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均 p＜0.01）。 

讨论 临床中护理人员资质参差不齐，风险意识程度不同，专业技术水平不一，提供的服务质量不

一致。通过建立静疗专职护理团队，加强护士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职业保护意识及专业技能水平，

提高了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又为静疗护士提供了展示管理、教学和专业技术的平台，促进学科

的专业发展，更给患者提供了安全、有效、经济的服务，体现了专业护士的价值；同时充分发挥潜

能，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全面系统的健康教育，满足患者的服务的需求，为科室培养了专业人才。 

 
 
PO-192 

颅脑外伤临床观察结合 D-二聚体动态监测对进展性 

颅内出血的意义与护理体会 

 
黄庆彬 

福建省永安市立医院神经外科 366000 

 

目的  颅脑外伤进展性颅内出血（PHI）是常见神经外科急症。PHI 是指颅脑外伤后复查头部 CT 或

经手术证实与伤后首次 CT 扫描结果相比其出血灶显著扩大或出现其他部位的出血灶。因首次 CT

检查未发现或血肿已清除而易被忽视，发生再出血病情常很快恶化，死亡率和致残率极高。根据临

床特点密切观察病情变化，结合血清D-二聚体检测，及早发现，早期诊断，精心护理，可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此类病人的预后。 

方法  本组对象为我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救治的 196 例颅脑外伤患者，其中发生 PHI 45

例，占 0.23%，格拉斯哥评分（GCS）3-8 分 28 例，9-12 分 17 例，平均年龄 40.2 岁，所有颅脑

外伤病人入院时予抽取肘前静脉血，并在病人入院后病情变化时、入院第一天、第三天、第七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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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分别再抽取肘前静脉血送检，动态检测血清 D-二聚体浓度，分析 D-二聚体浓度对进展性颅内出

血的诊断价值。同时严密观察病人的意识，瞳孔，肢体活动及生命征等变化，针对此类病人具有病

情重，病情变化快的特点，应加强巡视，每 15-20 分钟必须巡查病人一遍，并抬高床头予低坡卧位，

保持呼吸道通畅，对出现瞳孔不等大，对光反射变迟钝，肢体偏瘫等脑疝表现者及时报告医生，复

查头颅 CT 发现 PHI 者及时处理。 

结果   本组PHI共45例，经临床仔细观察结合D-二聚体检查，绝大部分病人获得早期诊断和治疗。

PHI 组 D-二聚体的入院时平均浓度为（8.39±3.35）mg/L，非 PHI 组为（6.06±3.05）mg/L。两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显示 PHI 组 D-二聚体明显高于对照组。D-二聚体浓度高峰出现

于入院后第 24 小时左右，随后其浓度逐渐下降。 

结论  根据临床表现严密观察病人意识、瞳孔、生命体征及颅内压结合血清 D-二聚体浓度监测可有

效提高 PHI 病人的诊治成功率，降低病死率和致残率。 

 
 
PO-193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压疮的护理干预 

 
罗庆莲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针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进行合理、有效的护理干预，预防压疮发生。 

方法  98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采取针对内、外部因素、饮食、内环境等方面，进行科学、系统、有

效的综合性护理干预措施。 

结果   住院期间无 1 例患者有压疮发生，出院时与入院时比较 P<0.01。 

结论  型颅脑损伤患者自入院时即进行压疮预防性护理及系统化管理，可有效地避免压疮发生，从

而减轻患者痛苦，较少家庭负担。 

 
 
PO-194 

空气波压力治疗在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中的疗效观察 

 
肖 玲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646000 

 

目的  空气波压力治疗重症颅脑损伤昏迷患者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中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重症颅脑损伤昏迷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由护理人员采取常规预

防下肢深静脉形成的临床治疗措施（定时翻身、适当抬高下肢、肢体被动功能锻炼等）,并且严格

遵医嘱进行抗凝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法基础上加上空气波气压治疗. 

结果  组与观察组血液 D2 聚体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 2 例,

而对照组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 9 例,两组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波压力治疗在重症颅脑损伤昏迷患者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中有着显著疗效,有助于减轻患者痛

苦,提高医疗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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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5 

延续性护理对颅脑损伤后吞咽障碍患者的研究 

 
罗庆莲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对颅脑损伤后吞咽障碍患者的生存质量的影响； 

方法  收集我科 2012 年 1 月-2015 年 8 月 90 例因颅脑损伤入住我院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共计 90

例患者，平均分为 A 组与 B 组，A 组采用延续性护理方式，B 组采取非延续性护理方式，对护理之

后两组生存质量进行评分对比； 

结果  续性护理之前两组生存质量评分并无明显差异。实施延续性护理后，A 组生存质量评分明显

高于 B 组。由此可见，延续性护理对颅脑损伤后吞咽障碍具有明显效果； 

结论  延续性护理对颅脑损伤后吞咽障碍具有明显的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PO-196 

延续性护理干预对脑外伤癫痫出院患者的研究 

 
罗庆莲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干预在对脑外伤癫痫患者出院后遵医行为和癫痫复发的影响。 

方法  将 52 例脑外伤癫痫出院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出院患者采用常规出院健

康教育，而实验组除了用常规出院健康教育外，并通过各种方式（电话、QQ 和微信等）给予长达

2 年的个性化延续性护理，2 年后两组出院患者治疗依从性和癫痫发作情况进行对比。 

结果   2 年后，实验组出院患者治疗依从性均优于对照组，且癫痫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

5）。 

结论  延续性护理干预脑外伤癫痫出院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显著，不但能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而且

癫痫复发率明显降低，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197 

无创脑水肿动态监护在颅脑损伤术后的临床价值评估 

 
江涌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术后再出血和脑水肿是影响患者预后的主要因素。

颅内压监测技术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降低中重型颅脑损伤病死率，但有创颅内压监测可能导致出

血，感染等并发症，其临床应用仍存在一定争议。脑电阻抗法无创颅内压监测具有无创、简便、便

宜、连续、动态监测的优点并广泛运用于临床。本研究通过运用无创脑水肿动态监护仪连续观察颅

脑损伤开颅手术后双侧大脑半球脑电阻抗（cerebral electrical impedance，CEI）扰动系数的变化

并与有创颅内压监测对比，探讨其在开颅术后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42 例脑震荡患者作为正常对照组；106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作为观察组，手术时置入颅

内压探头，常规行有创颅内压监护。术后采用 BORN-BE 无创脑水肿动态监护仪连续观察双侧大脑

半球 CEI 扰动系数的变化。 

结果  1.正常对照组（脑震荡患者）左右两侧扰动系数值对侧且稳定，波动于 7～8 之间，两侧差值

小于 0.3；2.术后再出血一般发生于术后 24 小时内，出血侧表现出扰动系数的显著降低，且出血体

积与扰动系数呈负相关；3.术后脑水肿所致扰动系数改变与颅内压呈正相关，扰动系数随颅内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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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而升高，颅内压越高，扰动系数越大。 

结论   CEI 扰动系数变化能无创，简便，连续，动态反映颅内血肿和脑水肿变化过程，指导临床及

时有效的制定降低颅内压的方案：1.扰动系数显著降低而颅内压无显著改变时提示术后血肿形成

（体积一般小于 15 毫升），应避免使用脱水剂以免血肿迅速增大；2.扰动系数显著降低并伴颅内

压增高趋势出现部分分离现象时提示颅内大血肿形成，立即复查头颅 CT，应积极行手术准备；3.

扰动系数无显著改变或者增高并伴颅内压增高趋势时提示脑水肿形成，应适当予以脱水治疗；4.扰

动系数大于 11 时，提示脑水肿严重，应引起高度重视；大于 12 时，提示发生脑疝的可能性较大，

及时复查头颅 CT，加大脱水剂量，严密观察，必要时手术。 

 
 
PO-198 

体位变化对开颅术后不同时间段颅内压及脑灌注压的影响 

 
冯秋月 

四川省大竹县人民医院 635100 

 

目的  探讨开颅术后不同时间段不同头高位对颅内压(ICP)及脑灌注压(CPP)的影响。 

方法  对 63 例开颅术后安置 ICP 探头 96 小时以上的重症患者在术后第 24 小时内、24-72 小时和 7

2-96 小时三个时间段分别取三种不同头高位进行观察，比较各种体位 ICP、CPP 的变化。 

结果  术后 24 小时内 ICP 最低，24-72 小时 ICP 最高，术后第 72-96 小时 ICP 次高，且 ICP 与床

头抬高度数呈负相关关系；床头从 15°抬高至 30°时，CPP 随着床头抬高呈上升趋势，床头从 30°

抬高至 40°时 CPP 随着床头抬高而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并始终保持在 60-80mmHg 之间。 

结论  开颅术后不同时间段不同头高位可显著影响 ICP、CPP 的变化。 

 
 
PO-199 

颅内压监测，软通道穿刺的循证依据 

 
钟兴明 

浙江省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3000 

 

目的  为寻找在软通道手术的循证依据 

方法  在软通道手术中，加了一个颅内压监护 

结果  有颅内压监测的软通道手术病人因有了依据，无论从病人的恢复及药物的应用，比对照组有

明显的差异。 

结论  ICP 为软通道手术提供了颅内压变化的循证依据 

 
 
PO-200 

aSAH 后早期脑损伤联合治疗临床研究 

 
杜鹏 木依提 栾新平 苑杨 徐敬轩 张晶晶 杨岩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830063 

 

目的  回顾性收集我院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脑损伤早期联合治疗病情数据资料，评估早

期、联合依达拉奉和尼莫地平在早期脑损伤防治中的作用。 

方法  纳入 2010 年 1 月-2016 年 3 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动脉瘤患者 220 例，其中依

达拉奉和尼莫地平联合患者纳入观察组（140例），单纯尼莫地平治疗纳入对照组（80 例），收集

出血第 3天与第 1天 VMCA、VBA、VMCA/VICA、VBA/VVA、格拉斯记录差值以及 CBV、C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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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T、TTP、颅内压。 

结果  经过统计学分析，观察组的第 3 天与第 1 天 VMCA、VBA、VMCA/VICA、VBA/VVA、格拉

斯记录差值与对照组比较，P＜0.0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 CBV、CBF、MTT、TTP、颅内

压与对照组比较，P＜0.0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联合依达拉奉和尼莫地平可有效缓解颅内压、提高脑灌注、

减轻脑组织损伤，可有效预防早期脑损伤。 

 
 
PO-201 

The Importance of Monitoring and Curing in the “Silent 
Thirty-Nine Percent”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Feng Hua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death in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and remai
ns a major health-care problem worldwide. While the incidence of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s increasi
ng worldwide, the overall mortality rate has only slightly improved since 1990. Recently, multimod
al brain monitoring of cerebral function, including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ntracranial pressur
e (ICP), brain tissue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PbtO2), and cerebral microdialysis, has increasingly
 been used for TBI patients in advanced intensive-care units. Although these systems might provi
de a practical and feasible means for TBI assessment, there is a lack of standard of care criterion 
for brain monitoring. In this review, the critical care management of severe TBI will be discussed, 
with focuses on multimodal monitoring, the role of cerebral microdialysis in distinguishing cerebral
 ischemia from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and potential drugs for targeting and treating mitochond
rial dysfunction following TBI. 
 
 
PO-202 

磁敏感加权对弥漫性轴索损伤患者的预后评价 

 
吕学明 胡晓芳 袁绍纪 

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250031 

 

目的  研究磁共振磁敏感加权成像（SWAN）技术对弥漫性轴索损伤（DAI）患者的预后评价。 

方法  选取临床疑诊 DAI 的患者 50 例，常规行核磁 T1WI、T2WI、FLAIR、SWAN 扫描，将 SWA

N 序列扫描结果结合患者 GCS 评分及 GOS 评分，用卡方检验证明 SWAN 影像结果影响分级及影

响 GOS 评分的因素有哪些。 

结果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证明 GCS 评分分级与 GOS 呈负相关（P<0.05），GCS 评分分级越

高，GOS 评分越低、死亡风险值越大。将分级后的患者出院随访的生存时间绘制成生存曲线图，

可以直观的看出 DAI 预后呈两极分化状态；方差齐性检验校正后经 LSD 两两比较发现只有等级Ⅲ

与等级Ⅳ间才是有意义的（P<0.05）。 

结论  通过统计学分析证实，SWAN 技术对 DAI 预后评价具有可靠的临床价值。 

 
 



2016 年中华医学会颅脑创伤与脑出血大会                                                                                             论文汇编 

125 

 

PO-203 

3-dimensional multimodal imaging and intraoperative 
navigation in endoscopic skull base surgery 

 
耿素民 

Beijing Tiantan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0 

 

Objective  To validate the utility of 3-dimensional multimodal imaging (3D-MMI) and intraoperativ
e navigation (ION) in endoscopic skull base surgery. 
Methods  We performed 16 endoscopic skull base neurosurgical operations (pituitary adenomas,
 chordomas, chondrosarcomas and others) guided by 3D-MMI and ION techniques. 
Results  In all patients, the 3D-MMI and ION techniques enabled adequate visualization of the mi
crosurgical skull base anatomy (lesions, nerves, vascular structures, etc.) stereoscopically, especi
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sion and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ICA). It is convenient for doctors to
 locate surgical procedures and lesions. Thereby, allowing the surgeons to increase tumorresectio
n and avoid ICA injury during endoscopic skull base surgery. 
Conclusions  3D-MMI and ION techniques were found to behelpful for endoscopic skull base sur
gery. 
 
 
PO-204 

血红蛋白水平对重度颅脑损伤术后早期脑代谢的影响 

 
车彦军 骆杰民 夏智源 周珂 

江苏省靖江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14500 

 

目的  探讨血红蛋白(Haemoglobin Hb)水平对重度颅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术后早期脑

代谢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我院收治的符合入选标准的重度 TBI 患者 59 例，

随机分为两组：导管吸氧组和呼吸机辅助呼吸组，每组又根据血红蛋白水平分为 Hb≤70g/L、71g/L

≤Hb≤90g/L 和 Hb≥91g/L3 个亚组；所有患者于手术后 3 日内同时分别在股动脉和患侧的颈内静脉

采取血标本进行血气分析和血常规检查，并根据 Fick 公式分别计算动脉-颈内静脉血氧含量差(Da-j

vO2)、脑氧摄取率(CERO2)、颈内静脉-动脉血乳酸含量差(VADL)和脑葡萄糖摄取率(CMRGlu)；

所有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t 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59 例患者中合并贫血患者 52 例，占总例数的 88.14%；导管吸氧组中 Hb≤70g/L 和 71g/L≤H

b≤90g/L两个亚组的VADL和CMRGlu与Hb≥91g/L亚组相比较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

呼吸机辅助呼吸组中 71g/L≤Hb≤90g/L 亚组的 VADL 和 CMRGlu 与 Hb≥91g/L 亚组相比较差异无显

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而与 Hb≤70g/L 亚组相比较差异则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且呼

吸机辅助呼吸组中的 71g/L≤Hb≤90g/L 亚组的 PaO2、Da-jvO2 、CERO2 、CMRGlu 和 VADL 的

指标均优于导管吸氧组的 Hb 相同水平亚组。 

结论  贫血是重度 TBI 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在重度 TBI 术后患者中，当 Hb≤90g/L 时，脑组织中糖的

有氧氧化减少而无氧酵解增加；当 71g/L≤Hb≤90g/L 时，呼吸机辅助呼吸有助于改善脑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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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5 

贫血程度及持续时间对重度颅脑损伤患者预后的影响 

 
车彦军 骆杰民 夏智源 周珂 

江苏省靖江市人民医院 214500 

 

目的  探讨重度颅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患者伤后 7 天内贫血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对其预

后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2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31 日我院收治的符合入选标准的重度 TBI 患者 91 例，

其中男性 64 例，女性 27 例；年龄最大者 85 岁，最小者 14 岁；本研究以血红蛋白浓度等于 90g/L

作为分组的标准阈值进行分组：①Hb＜90g/L 组：入组的患者在重度 TBI 后 7 天内，每天检测血红

蛋白浓度，出现一次或以上 Hb＜90g/L者，入该组患者共 61例；②Hb≥90g/L组：入组的患者在重

度 TBI 后 7 天内每次检验的血红蛋白浓度均大于 90g/L，该组患者共 30 例。  

贫血程度的参数设定：本研究采用贫血面积参数(Anemia area index AAI)作为判断重度 TBI 患者贫

血程度的参数变量来进行研究，计算方法  将连续 7 天的血红蛋白浓度等于 90g/L 所绘制的曲线图

中的曲线下面积作为基础面积，减去重度 TBI 后 7 天内血红蛋白浓度低于 90g/L 的曲线下面积，其

差值即为 AAI。同时对于每一位入组的患者，均采集性别、年龄、入院当天最低 GCS 评分、受伤

后前 7 天每天的血红蛋白浓度值、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cale GOS)、KPS 远期生

活质量评分(Karnofsky performance scale KPS)等作为本研究的观察指标。所观察的数据采用本 t

检验、χ2 检验和 Spearman 相关检验、Pearson 相关检验等统计学分析。  

结果  （1）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和入院当天最低 GCS 评分无显著的统计学意义，两组之间具有

可比性。而两组的 GOS 预后评分和 KPS 评分经统计学分析，P 值均小于 0.05，有显著的统计学意

义，说明 Hb≥90g/L 组患者的 GOS 预后评分和 KPS 远期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 Hb＜90g/L 组。 

（2）Hb＜90g/L 组中贫血程度和持续时间与重度 TBI 患者预后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AAI 值与

GOS 预后评分和 KPS 评分均呈显著负相关，P 值均小于 0.05，有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重度 T

BI 患者的贫血程度越严重、贫血持续时间越长，预后越差。  

结论  重度 TBI 患者在伤后 7 天内的 Hb<90g/L 及其持续时间与其不良预后密切相关，Hb≥90g/L 有

利于改善其预后和远期生活质量。 

 
 
PO-206 

诱发电位对颅脑外伤非手术昏迷患者的病情评估作用 

 
宋启民 

临沂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76003 

 

 

目的   探讨皮层体感诱发电位（CSEP）脑功能评估对颅脑外伤非手术昏迷患者的预后评估作用；  

方法   21 例颅脑外伤非手术昏迷患者，本组患者头 CT 检查无明显的出血或挫伤，不需要手术治疗，

本组患者外伤后具有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对本组患者进行双侧的皮层体感诱发电位检查后进行双

侧皮层体感诱发电位 Cant 的分级，所有患者随访 3-6 月；  

结果  本组所有患者随访 3-6 月，双侧皮层体感诱发电位 Cant I 级患者 9 例，有 8 例清醒，1 例死

亡；双侧皮层体感诱发电位 Cant 2 级患者 7 例，有 5 例清醒，1 例死亡，1 例植物生存；双侧皮层

体感诱发电位 Cant 3 级患者 5 例，有 0 例清醒，4 例死亡，1 例植物生存；  

结论   颅脑外伤非手术昏迷患者的预后与诱发电位的检查情况密切相关，皮层体感诱发电位可以帮

助预测颅脑外伤非手术昏迷患者的预后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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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7 

神经电生理术中监测在颅脑损伤去骨瓣减压手术中应用 10 例 

 
宋启民  季祥举 朱锡德 郑国栋 李平均 刘焕亭 

山东大学附属临沂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10134619 

 

目的   探讨皮层体感诱发电位术中持续监测在重型颅脑损伤去骨瓣减压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10 例颅脑外伤患者在全麻下进行去骨瓣减压手术及颅内血肿清除手术，术中行双侧上肢正中

神经刺激皮层体感诱发电位持续监测和双侧下肢胫后神经刺激皮层体感诱发电位持续监测，观察手

术过程中不同阶段个诱发电位的波形变化情况；  

结果   本组 6 例患者手术过程中去骨瓣时术侧诱发电位波形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表现为波幅即刻升高

和潜伏期延长，剪开硬脑膜及清楚血肿后术侧的波幅进一步恢复，手术对侧的波幅也有不同程度的

恢复，经随访术后效果满意；本组另外 4 例患者，手术过程中未见波幅明显改善，经随访预后不满

意；  

结论   皮层体感诱发电位术中连续监测可以实时客观的反应手术过程中脑血流量及脑功能的恢复情

况，对预测减压效果及评估预后具有重要的作用。 

 
 
PO-208 

有创颅内压和 TCD 监测在急性创伤性弥漫性 

脑肿胀救治中的意义 

 
龙连圣 辛志成 李夏良 蒋超超 吴钟华 王伟 王聪 

浙江湖州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八医院 313000 

 

目的   探讨有创颅内压（ICP）和经颅多谱勒（TCD）监测对急性创伤性弥漫性脑肿胀救治的临床

指导作用及对预后的预测。 

方法   2013 年 3 月～2015 年 6 月解放军第 98 医院神经外二科在有创 ICP 和 TCD 监测下救治急性

创伤性弥漫性脑肿胀 42 例，分析入院时及伤（术）后 3 天的 ICP 值和搏动指数（PI）与预后的关

系。 

结果   按伤后 6 个月格拉斯哥预后分级（GOS），恢复良好 13 例，中残 17 例，重残 4 例，植物生

存 8 例，无死亡病例。将恢复良好和中残归为预后较好组，将重残、植物生存归为预后不好组。预

后较好组入院时 ICP[ (20.7±6.4) mmHg]显著低于预后不好组入院时 ICP[ (31.2±13.3) mmHg] (p＜

0.001)，预后较好组伤（术）后 3天的 ICP[ (14.8±5.4) mmHg]显著低于预后不好组伤（术）后 3 天

的 ICP[ (29.1±11.7)mmHg] (p＜0.001)。入院时预后较好组和预后不好组 PI 分别为 1.3±0.2 和 1.6±

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伤（术后）3 天预后较好组和预后不好组 PI 分别为 1.1±0.2 和

1.3±0.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入院时 PI 与伤（术后）3 天 PI 差值预后较好组和预后不好

组分别为 0.4±0.1 和 0.2±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有创 ICP及 TCD监测对急性创伤性弥漫性脑肿胀的临床救治有指导作用，能显著改善预后，

且对此类患者的预后有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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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9 

颅内压监测：数值，波形与参数分析 

 
高国一 

1.上海仁济医院神经外科     2.上海市颅脑创伤研究所 

 

目的   对重型颅脑损伤病人的颅内压规范化监测与分析进行探索。 

方法   采用脑室型颅内压探头植入的方式，对颅脑损伤病人行脑室型颅内压监测，建立颅内压数据

收集体系，观察书记及波形的变化，建立神经重症多参数收集分析体系，对颅内压，动脉压及相关

参数 RAP,IAAC，PRX 等进行分析。 

结果   对重型脑损伤病人进行脑室型颅内压监测具备技术上的可行性，穿刺成功率高。收集颅内压

数值，可以实时并回顾性分析颅内压波形。多参数分析体系可以回顾性分析颅内压相关参数变化，

从而定量分析颅内顺应性及脑血管自主调节功能。 

结论   1-颅内压数值监测有助于确定临床手术指证，制定手术方案，指导重症监护治疗。2-颅内压

波形分析有助于初步分析颅内病理生理特征，尤其是对脑顺应性的初步分析。3-颅内压与脑血流动

力学相关参数的联合分析，可以定量判断脑顺应性和脑血管自主调节功能的变化特征，是临床判断

病情严重程度、判断病人预后、指导治疗措施组合及强度的有效辅助手段。 

 
 
PO-210 

多模态监测联合程序化镇静的神经重症监护在高血压 

脑出血围手术期的应用和临床意义 

 
田海龙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266000 

 

目的  探讨多模态监测联合程序化镇静的神经重症监护（Severe neurological care with multi modal

ity monitoring combined with programmed sedation ,CMMS）模式在围手术期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抢

救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和意义。 

方法  对 2014 年 9 月～2016 年 03 月期间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显微手术治疗的 71 例高血压

性脑出血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34）和观察组（n=37），分别行常规神经重症

护理和 CMMS 护理，比较两组抢救时间、术后 GCS 评分、术后三月患者神经功能障碍的分级。 

结果   针对围手术期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应用 CMMS 神经重症监护模式，观察组患者的抢救时间均短

于对照组、术后 GCS 评分、术后三月患者神经功能障碍的分级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0５）。  

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应用 CMMS 可更好地实现镇痛镇静目标，促进术后意识障碍和神经功能恢

复。 

 
 
PO-211 

111 例弥漫性轴索损伤患儿的脑电图分析 

 
梁平 苟若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脑电图在弥漫性轴索损伤患儿临床诊治中的应用，为该病伤情严重程度评估、预后判断、

后期可能出现的认知损害以及惊厥发作提供参考，协助临床诊断和治疗。  

方法  收集 2013 年 07 月至 2015 年 09 月确诊的 111 例弥漫性轴索损伤患儿的资料，应用 GCS 评

分和昏迷时间进行伤情分级、3 个时间点（伤后≤1 周、2 周~2 月、3 月~1 年）的脑电图情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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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时 COS 评分、4.5 岁-16 岁患儿的韦氏智力测验，相关性分析采用秩相关检验、差异性分析采用

秩和检验，了解伤情严重程度与急性期 EEG 异常程度的相关性，不同时期 EEG 异常程度与 COS 

的相关性，不同时期 EEG 异常程度与韦氏测验结果的相关性，脑电图痫样放电与伤情严重程度的

相关性。  

结果  1. 轻型损伤 12 例，中型 23 例，重型 57 例，特重型 19 例；恢复良好 32 例、轻残 46 例、

重残 25 例、植物生存 7 例、死亡 1 例。42 例行韦氏智力测试，正常 6 例、边缘水平 12 例、轻度

低下 8 例、中度低下 12 例，重度低下 4 例。3.将 DAI 严重程度与急性期 EEG 异常程度进行秩相

关检验存在正相关。4. 不同时期脑电图异常程度采用秩和检验提示脑电图异常程度有差异。5. 三个

时期的 EEG 异常程度与 DAI 预后分级存在负相关。6. 不同时期 EEG 异常程度与韦氏评分进行秩

相关检验：恢复期 P=0.0244 有统计学意义（P＜0.05），rs 值为正数代表恢复期 EEG 异常程度与

韦氏存在正相关，急性期、随访期脑电图异常程度与韦氏评分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7. 将 

DAI 严重程度与脑电图痫样放电进行秩相关检验，rs 值=0.19886，P=0.0364，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者存在正相关。  

结论  1. DAI 伤情严重程度越重，急性期脑电图异常程度越高。2. 急性期脑电图异常率较高，随着

伤情的恢复，脑电图改变不断趋于好转或正常，任何时期的脑电图异常程度均能提示预后，异常程

度越高预后越差，持续性的脑电图异常提示预后不良。3. 恢复期脑电图异常程度越重，认知损害越

严重，急性期、随访期的脑电图与认知损害不相关。4. DAI 后癫痫发生与伤情严重程度有关，伤情

越重越容易发生创伤后癫痫，脑电图能发现亚临床惊厥发作并明确非癫痫发作的异常事件。  

   
 
PO-212 

持续有创颅压监测在高血压脑出血治疗中的应用 

 
李雨泓 

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通过有创颅压监测，动态观察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颅内压变化，探讨动态颅内压监测在高血

压脑出血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统计我科近 5 年内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筛选出符合要求的病例（筛选标准：1.均经头颅 CT

和临床诊断为高血压脑出血；2.20ml≤血肿量≤100ml；3.GCS3-12 分；4.30 岁≤年龄≤80 岁；5.有

明确的高血压病史；6.排除外伤、动脉瘤破裂、动静脉畸形、肿瘤卒中及脑干、小脑出血；患有其

他器质性疾病或者妊娠患者、早期无法明确诊断、后续治疗及相关检查明确诊断的，亦不纳入统计

范围）大体分为 ICP监护组和常规治疗组，每组随机抽取60人，ICP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根据 ICP 的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结果  ICP 监护组在脱水剂用量及并发症方面均低于常规治疗组，两组差异显著（P＜0.05），预后

优于常规治疗组（P＜0.05），住院时间也明显短于常规治疗组（P＜0.05）。 

结论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在治疗中行持续 ICP 监测能够有效指导脱水剂的使用，降低并发症、缩短

住院时间，并显著改善预后。 

 
 
PO-213 

高原颅脑损伤的伤情特点与救治策略 

 
冯华 李飞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高原颅脑损伤（plateau traumaticbrain injury）是指发生在海拔 3 000 m 以上地区的颅脑损伤。伤

者包括原居民，内地移居高原人群，急进高原旅游或执行任务的人员。高原颅脑损伤存在伤情易恶

化、救治难度高、持续时间长；并发症严重、恢复时间长等特点。高原颅脑损伤与平原颅脑损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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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血-脑脊液屏障损伤和脑水肿程度明显加重，具有出现时间早、持续时间长，程度重的特点；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显著升高，脑干听觉诱发电位Ⅰ、Ⅲ波潜伏期延长更明显；高原颅脑损伤组较平

原组全身抽搐、呼吸暂停比例明显升高；高原颅脑损伤后血氧分压（PO2）显著下降，脑组织氧分

压（PbtO2）在伤后 6~72 h 明显低于平原组，且持续时间更长；脑病理损伤也显著加重，光镜检

查发现高原致伤组可见大片细胞坏死，神经元和胶质细胞明显减少，残存神经元呈颗粒空泡变性，

胞核固缩或溶解，间质高度水肿，炎性细胞浸润，血管周围可见点片状出血和淋巴细胞浸润，而平

原致伤组病理损伤较其减轻。因此，对于高原颅脑损伤的现场急救、外科手术、术后康复等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以及与平原不同的救治策略。只有在充分了解不同情况下、不同人群高原颅脑损伤后的

病理生理过程及伤情特点后，才能制定出适合于高原颅脑损伤应用的救治指南、方案，才能有针对

性、个性化的对高原颅脑损伤病人进行有效的治疗，从而提高伤员的救治成功率，改善预后，提高

生存质量。 

 
 
PO-214 

血渗透压间隙（OG）在甘露醇应用中的指导意义 

 
李呈龙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12 

 

目的  甘露醇在在神经外科渗透性治疗上仍是最常推荐使用药物之一。无论在有或无颅内压监护的

情况下，及时准确判断甘露醇可否继续使用及用量的调整显得很重要。实验中，我们通过计算血渗

透压间隙（OG）来指导甘露醇的应用。为血渗透压间隙（OG）作为甘露醇应用的指标提供了理论

依据。 

方法  搜集我院从 2015 年 4 月至 2015 年 12 月的随机挑选 80 例（对照组：经验性给予甘露醇渗透

治疗）及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随机挑选 80 例（实验组：根据血渗透压间隙来调整甘露醇用

量）神经外科重症单元患者（GCS 在 5-12），目标维持渗透压在 300-310300mOsm/kgH2O。 

1.观察实验组及对照组术后 10 天内使用甘露醇用量；2.观察实验组及对照组术后 10 天内出现肾功

能损伤的发生率；3.观察实验组及对照组术后 30 天死亡率。 

结果  1.观察术后 10 天内使用甘露醇用量：实验组（99.49g/人/天）较对照组（124.52g/人/天），

P＜0.05，有明显统计学差异；2.观察术后 10 天内出现肾功能损伤的发生率：实验组 3.75%（3/8

0）及对照组 22.5%（18/80），P＜0.05，有明显统计学差异；观察术后术后 30天死亡率：实验组

1.25%（1/80）及对照组 3.75%（3/80），P＜0.05，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血浆晶体渗透压的计算 2（Na+mmol/L+K+mmol/L ）+GL(mmol/L)+BUN(mmol)，渗透压间

隙=测定血浆渗透压-计算的渗透压 正常值＜10mOsm/L。出现增加的渗透压间隙，可能是由于血浆

中有一个活一个以上不能测定渗透压活性物质有关 。OG 减少（血清水增加/低脂血症/低蛋白血症/

未测定阳离子或其它非电解质溶质减少）；OG 增加（血清水明显减少/高脂血/高蛋白血症/未测定

阳离子及其它非电解质溶质增加外源性溶质：甘露醇、乙醇、甘油；内源性溶质：氨基酸，乳酸，

丙酮酸，细胞溶酶体和线粒体损伤）；在明确电解质、血糖、血脂、蛋白、尿素氮及血渗透压的水

平，根据血渗透压间隙对应用甘露醇的用量进行调整，必要时联合或更换其他方式（浓盐、手术等）

降低颅脑压力。动态监测血浆渗透压间隙并及时调整其用量可明显降低术后 10 天内使用甘露醇用

量；术后 10 天内出现肾功能损伤的发生率；术后 30 天患者死亡率。还需更大样本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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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5 

氢化可的松在前交通动脉瘤出血术后患者的应用研究 

 
李呈龙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12 

 

目的  一些临床表明：前交通动脉路术后有较高的下丘脑综合征的发生率。而临床行垂体激素检查

未见明显异常。在实验中，我们通过研究氢化可的松在前交通动脉瘤术后的应用，了解氢化可的松

对下丘脑综合征发生率的影响及其并发症的发生率。为氢化可的松作为前交通动脉瘤术后激素治疗

及其进一步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方法  搜集我院从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7 月 86 例前交通动脉瘤术后未出现垂体激素明显异常，

术后积极给予肠内营养支持治疗及质子泵抑制剂。患者分为应用氢化可的松组 46 例及非应用氢化

可的松组 40 例。1.观察实验组及对照组术后 10 天出现乏力等精神症状的发生率；2.观察实验组及

对照组术后 10 天出现高钠血症的发生率；3.观察实验组及对照组术后 10 天出现消化道出血的发生

率。 

结果  1.观察术后 10 天出现乏力等精神症状的发生率：实验组 0.00%（0/46）及对照组 22.5%（9/

40），P＜0.05，有明显统计学差异，对照组术后出现精神症状后有 4 例给予氢化可的松治疗后症

状明显缓解，有 2 例逐渐缓解；2.观察术后 10 天出现高钠血症的发生率：实验组 6.52%（3/46）

及对照组 15%（6/40），P＜0.05，有明显统计学差异；3.观察术后 10 天出现消化道出血的发生

率：实验组 0.00%（0/46）及对照组 0.00%（0/40），P＞0.05，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前交通动脉瘤术后其出血及手术操作对下丘脑及垂体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即使未出现激素分

泌异常，也可能出现明显的下丘脑症状，经过试验研究证实前交通动脉路术后给予氢化可的松可明

显减低术后 10 天出现乏力等精神症状、高钠血症的发生率。而术后 10 天出现消化道出血的发生率

无明显差异。目前对关于氢化可的松作用于前交通动脉瘤术后患者的研究较少，还需进一步探索氢

化可的松对这类术后患者的作用机理，及更大样本量的研究。 

 
 
PO-216 

小鼠蛛网膜下腔出血后大脑皮层长链非编码 

RNA 及 mRNA 的表达谱研究 

 
彭建华 1 庞金伟 1 吴越 2 陈礼刚 1 孙晓川 2 江涌 1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后早期脑损伤中（early brain injur

y，EBI）大脑皮层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s）及 mRNAs 差异表达情况，寻求调控 EBI 的新机

制。  

方法  6 只 C57BL/6J 雄性基因野生型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及 SAH 组，采用血管内

穿刺法构建 SAH 模型。造模后 24 小时断头取脑，提取皮层总 RNA。质量检测合格后，PCR 扩增

建立 cRNA 文库，用 Illumina HiSeqTM 2500 测序。运用软件 Tophat2 比对转录本至小鼠基因组。

RPKM 法分别计算 IncRNAs 和 mRNAs 表达量。运用数据库 KEGG、GO 对差异表达的 mRNAs 进

行 pathway 分析，得到差异表达的 mRNAs 参与的生物学途径。RT-qPCR 对部分差异表达的 lncR

NAs 进行验证。 

结果  本研究首次应用 RNA-Seq 测序技术得到正常及 SAH 后小鼠大脑皮层 lncRNAs 及 mRNAs 表

达谱。3 对样本中均有差异表达的 lncRNA 共 617 种，103 种上调，514 种下调；均有差异表达的

mRNAs 共 444 种，其中 387 种上调，54 种下调。随机选取的 4 条 lncRNAs 的变化趋势通过 RT-q

PCR 得到了验证。GO 富集及 KEGG pathway 分析提示，差异表达编码基因涉及包括炎症在内的

多种生物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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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小鼠 SAH 后大脑皮层 lncRNAs 较正常脑组织存在明显差异，lncRNAs 也许可以成为 SAH 患

者病情及预后判断标志，以及潜在治疗靶点。 

 
 
PO-217 

Sirt3 confers protection against traumatic neuronal injury 
by inducing autophagy: involvement of AMPK-mTOR 

pathway 

 
Chen Tao1,2,Dai Shu-Hui1,Qi Yi-Long2,Jiang Xiao-Fan1,Fei Zhou1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Xijing Institute of Clinical Neuroscience，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123th Hospital of PLA 

 

Sirtuin3(Sirt3) is a member of 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2 (Sir2) family protein located in mitocho
ndria that influences almost every major aspect of mitochondrial biology, including ATP generatio
n an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production. Our previous data showed that Sirt3 exerts prot
ective effects against oxidative stress in neuronal cells.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Sirt3 in tr
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using a traumatic neuronal injury (TNI) model. Sirt3 was up-regulated b
y TNI and overexpression of Sirt3 by lentivirus transfec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d TNI-induced lacta
te dehydrogenase (LDH) release and neuronal apoptosis. These effects were accompanied by re
duced ROS production, enhanced ATP generation and preserved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
tial (MMP). The results of immunocytochemistry and electron microscope showed that Sirt3 increa
sed autophagy in TNI-injured neurons, which was also confirmed by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LC3 
and Beclin-1. In addition, the autophagy inhibitor 3-MA partially prevented the effects of Sirt3 on L
DH release and apoptosis after TNI. The results of western blot showe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Si
rt3 in cortical neurons markedly increased the phosphorylation of AMPK, whereas decreased the 

phosphOR-mTOR (p-mTOR) levels both in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TNI insult. Furthermore, 

pretreatment with the AMPK inhibitor compound C partially reversed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Sirt3.
 Taken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Sirt3 protects against TNI insult through inducin
g autophagy via regulating AMPK-mTOR pathway, and Sirt3 may be of therapeutic value in neuro
nal protection from TBI. 
 
 
PO-218 

PINK1/Parkin-mediated mitophagy protects against 
hypobaric hypoxia induced brain injury 

 
Dai Shuhui,Ma Wenke,Fei Zhou 

Neurosurgery Department，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2 

 

Due to the altitude hypoxia and depressio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happened on the high altitude a
rea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flatlands. Autophagy is a homeostatic process that degrades proteins 
and organelles in lysosomes to promote cellular health. Manipulation of autophagy via different ap
proaches, such as administration of drugs like rapamycin,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serves as a 
potential anti-injury therapy strategy. In this study, the effects of autophagic activity in cultured cor
tical neurons and mouse brain under hypobaric hypoxic conditions were evaluated. Sixty BALB/
c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plains control group (PC group) and a plateau altitude hypoxi
a group (AH group). The mice of AH group were exposed continuously to a simulated high altitud
e of 8000m for 1, 3, 7 and 14 days in an animal decompression chamber. We found that the spati
al reference memory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exposure to hypobaric hypoxia. The mice in AH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rain water content compared with the PC group. W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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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amycin to modulate autophagy,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apamycin increased the numbers
 of autophagosomes and lysosomes in both cortical and hippocampus neurons, which was further
 supported by electron microscopy. Rapamycin markedly attenuated the neural cell loss, reduced 
brain water content and improved behavioral outcomes. In addition, rapamycin enhanced the recr
uitment of PINK1 and Parkin to mitochondria under hypoxia conditions. Our in vitro studies also d
emonstrated that rapamycin reduced the aggregation of pro-apoptotic factors, and alleviated hypo
baric hypoxia induced protein damage to improve cell viability. In conclusion, our data suggest tha
t rapamycin-induced autophagy protects neurons against hypoxia injury and this protection was m
ediated by facilitating mitochondria homeostasis via promoting PINK1/Parkin-mediated mitophagy
 and reducing cellular levels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providing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
arget for hypobaric hypoxia induced brain injury. 
 
 
PO-219 

血小板反应素-1 在小鼠颅脑创伤中的神经保护作用 

 
程崇杰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400016 

 

背景及目的  血小板反应素-1（TSP-1）是一种由星形胶质细胞分泌的胞外基质蛋白，介导细胞间信

号转导。以往研究证实 TSP-1 能明显抑制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另一方面，也有体外研究证实 T

SP-1 具有促进突触生长的功能。血管再生和突触再生都是影响颅脑创伤功能恢复的重要环节，为

阐明 TSP-1 在颅脑创伤中的确切作用，本文拟研究 TSP-1 对神经损伤及修复再生的影响。 

方法  在小鼠体内建立精确皮质打击模型，伤后 1 天检测血脑屏障通透性（伊文思蓝染料渗出），

在伤后 21 天检测血管生成标记物（VEGF、Ang-1）、突触再生标记物（Synaptophysin）、神经

营养因子(BDNF)在脑皮质中的表达以及伤灶体积（H.E染色）。此外，伤后 3周内我们动态检测了

小鼠的行为学变化（神经功能评分，水迷宫）。 

结果  相对于野生型小鼠，TSP-1 基因敲出鼠伤后表现为：血脑屏障通透性显著增高；伤侧脑皮质

VEGF、Ang-1 表达增加，微血管密度无明显变化；健侧脑皮质中 Synaptophysin 和 BDNF 表达显

著降低；伤灶体积无明显变化；运动功能和记忆功能明显减退。 

结论  即使存在抑制血管生成的潜在风险，TSP-1 在颅脑创伤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修复作用，通过早

期维持血脑屏障稳定性和后期促进突触再生，最终促进神经功能恢复。 

 
 
PO-220 

急性期血管因子 VEGF、Angiopoietin-1 和 G-CSF 

动态变化对颅脑创伤患者预后的影响 

 
王毅 1 田野 1 孙健 1 王双林 2 付胜伟 3 张建宁 1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   2.天津医科大学空港国际医院神经外科   3.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颅脑创伤（TBI）急性期（14d 内）伤者血清 VEGF、Ang-1 和 G-CSF 的动态变化情况

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收集于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天津市三家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符合入组条件并完成随访

的 TBI 伤者 54 例，分别在 TBI 后第 1、4、7及 14d 取血检测血清 VEGF、Ang-1 和 G-CSF 水平，

与健康志愿者 39 例（对照组）比较，分析其变化情况，并据随访 3 个月后扩展的格拉斯哥预后评

分（GOSE）分为预后良好组（GOSE＞5 分）和预后不良组（GOSE≤5），分析 TBI 急性期 VEG

F、Ang-1 和 G-CSF 变化对伤者预后的影响。   

结果   TBI 急性期血清 VEGF、Ang-1 和 G-CSF 表达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均呈现升高趋势（均 P 

<0.05），预后良好组 TBI 后第 1d、4d、7d、14d 血清 VEGF、Ang-1 和 G-CSF 水平均高于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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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组，相同时间点两组分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

示 TBI 后第 1d 血清 VEGF 和 G-CSF、第 4d 血清 VEGF 和 Ang-1 以及 G-CSF、第 7d 血清 VEGF

和 Ang-1 水平是影响伤者预后的独立风险因素（均 P <0.05）。  

结论   VEGF、Ang-1 和 G-CSF 在 TBI 急性期脑组织损伤修复和血脑屏障（BBB）的修复过程中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高表达水平的血清 VEGF、Ang-1 和 G-CSF 有利于伤情的转归与结局，有可能

成为判定 TBI 预后的重要标志物。 

 
 
PO-221 

脐血源神经干细胞移植改善局灶性脑缺血大鼠神经功能障碍 

 
戴宜武 马建华 吴月奎 易波 张业森 田中秋 刘震 徐如祥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探讨脐血源神经干细胞移植对局灶性脑缺血大鼠神经功能障碍的修复改善作用。 

方法  无菌条件下收集脐带血，加人淋巴细胞分离液，进行梯度离心获取单个核细胞悬浮液，接种

于专用培养基中培养，进行传代，并对获得的细胞进行 nestin 染色鉴定。将造模成功的大脑中动脉

栓塞模型大鼠 60 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移植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只，分别于造模后 2d 从侧脑室

注射脐血源神经干细胞和磷酸盐缓冲液，同时腹腔注射 5-溴脱氧尿嘧啶核苷(BrdU)标记内源性神经

干细胞。分别于移植后 1 d，1 周、2 周对 2 组大鼠进行改良神经功能缺损评分(mNSS)；2 周时处

死全部大鼠，进行 TTC 染色观察脑梗死体积百分比，并进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及双肾上腺

皮质激素(DCX)、神经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免疫荧光染色观察。 

结果  在移植后 1 周、2 周时，移植组和对照组相比 mNSS 评分明显降低(6.88±0.35 vs 7.75±0.46；

4.38±0.52 vs 6.25±0.7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移植后 2 周时，移植组和对照组相比脑

梗死体积明显缩小(16.99%± 0.34%vs 34.16%±10.49%)，BrdU/DCX，BrdU/GFAP 双重标记阳性

细胞数量明显增多(72.50±2.72 vs 46.00±2.43； 63.14±2.18 vs 32.29±1.76), VEGF 表达量明显增

高(112.43±4.24 vs 64.95±3.8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脐血源神经干细胞移植能促进神经发生和 VEGF 分泌，对局灶性脑缺血大鼠神经功能障碍有

改善作用。 

 
 
PO-222 

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脊髓损伤前后差异基因表达 

 
戴宜武  吴月奎 王尚武 孙起军 霍铁军 马建华 秦家振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评估脐血源神经干细胞(UCBNSCs)移植治疗脊髓损伤(SCI)后大鼠后肢功能恢复情况，并通过

基因芯片筛选出移植治疗后对照组和实验组差异表达基因，分析相关基因与损伤脊髓功能恢复的关

系，以期为 SCI 的基因治疗打下基础。 

方法  50 只健康雌性 SD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n=10)，磷酸盐缓冲液(PBS)注射组(n=

20)。UCBNSCs移植组(n=20)。假手术组仅在显微镜下行 T9-11椎板打开，不做其他处理。后 2组

打开 T9-11 椎板后横断脊髓，制作大鼠脊髓全断模型。l 周后 UCBNSCs 移植组行 UCBNSCs(1 x 1

09/L细胞悬浮液 109/L)脑室穿刺移植，PBS注射组用PBS代替。移植术后 1 d、1周、2周、4周、

6 周、8 周分别对 3 组大鼠行血脑屏障(BBB)行为评分。第 8 周分别取 PBS 注射组和 UCBNSCs 移

植组各 7 只 SD 大鼠，取得 SCI 处组织样本，行基因芯片分析，筛选出差异表达基因。 

结果  PBS 注射组和 UCBNSCs 移植组造模后均出现了瘫痪、尾部活动障碍及排尿功能障碍等。随

着时间的延长，2组后肢功能均有所恢复，在术后 2周、4周、6周和 8周 2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芯片分析筛选出 24 个差异表达基因，其中表达上调有 20 个，表达下调有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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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UCBNSCs移植治疗大鼠SCI有确切疗效，通过基因芯片分析推测其可能通过分化为神经元、

增加损伤微环境中神经营养因子表达、抑制炎症反应和促进损伤局部的氧供等方式发挥作用。 

 
 
PO-223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早期应用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的临床研究 

 
步玮 赵庆林 赵大巍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51 

 

目的  研究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早期应用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的临床意义和效果。 

方法  选择自 2012 年 2 月至 2014 年 2 月我科收治的急性重型颅脑损伤患者（GCS 评分 3-8），随

机对照分成两组，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组是在传统治疗的基础上，采用早期（24-48h 内）应用连

续性血液净化（continuous lood purification CBP）治疗重型颅脑损伤，对照组应用传统疗方法治

疗重型颅脑损伤，随访 6 个月，对两组患者的生存率、生存质量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组，患者生存率、生存质量均高于单纯传统治疗组。 

结论  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通过连续稳定的等渗脱水、控制颅内压，调整滤液，纠正水电解质、

酸碱平衡紊乱及中枢高热，应用弥散、对流、吸附原理，清除体内毒素及炎性介质的损害，提高了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生存率及生存质量，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O-224 

The study of the optimal time widow for GFP-NSCs early 
transplantation treatment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ic rats 

 
黄伟龙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Object  Although theprevious animal experiment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neural stem cells trans
plantation can play a protective role in the brainsystem through immune regulation, and finally pro
mote neural function restoration, the optimal time-window of transplantation remains controversial
ly unclearAs to this problem, th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ic rat model will be used to findthe optim
al time-window for the early neural stem cell in situ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Young male SD rats (280-320g) were used as model animal, and the ICH model were i
nduced by injecting the collagenase IV into the caudate nucleus of rat through high precision Ster
eotaxic.  
Results  Th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ic models induced by collagenase IV presented intracerebr
al hematoma of regular morphology, stable sizes, clear margins, and significant contralateral limb 
dysfunction. 
Conclusion  three days later after ICH is the optimal time point for early neural stem cell transpla
ntatio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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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5 

Melatonin attenuated early brain injury induced by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via regulating NLRP3 

inflammasome and apoptosis signaling 

 
Dong Yushu ,Liang Guobiao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Command Area 110016 

 

Objective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 is a devastating condition with high morbidity and m
ortality rates due to the lack of effective therapy. Nucleotide binding and oligomerization domain-li
ke receptor family pyrin domain-containing 3 (NLRP3)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associated with th
e upregulation of apoptotic signaling pathway has been implicated in various inflammatory diseas
es including hemorrhagic insults. Melatonin is reported to possess substantial anti-inflammatory p
roperties,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early brain injury (EBI) after SAH. However, the molecular mecha
nisms have not been clearly identified. The curr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
e effects of melatonin against EBI induced by SAH and to elucidate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Methods   Endovascular perforation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model was established. The adult
 mice were subjected to SAH. Melatonin or vehicle was injected intraperitoneally 2 h after SAH. S
AH grade, neurological scores,  brain water content, blood brain barrier (BBB) disruption, brain m
alondialdehyde (MDA), glutathione (GSH) levels, NeuN and TUNEL assay was detected in four gr

oups. Western blot of apoptosiS-associated speck-like protein containing a caspase recruitment d

omain (ASC), interleukin-1β (IL-1β), NLRP3, the anti-apoptotic factor (Bcl2), the pro-apoptotic fact
or (Bim), and cleaved caspase-1 was analysed.  Cytokine of IL-1β and interleukin-6 (IL-6) was det
ermination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Results  Melatonin was neuroprotective, as shown by increased survival rate, as well as elevated
 neurological score, greater survival of neurons, preserved brain glutathione levels and reduced b
rain edema, malondialdehyde concentrations, apoptotic ratio, and blood brain barrier (BBB) disrup
tion. Melatonin also attenuated the expressions of NLRP3, ASC, cleaved caspase-1, IL-1β, and IL
-6; these changes were also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Bcl2 and reduction in Bim . 
Conclusion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melatonin treatment attenuates the EBI following SAH 
by inhibiting NLRP3 inflammasome-associated apoptosis. 
 
 
PO-226 

十二井穴刺络放血联合亚低温对急性创伤性 

脑损伤脑保护作用的基础研究 

 
赵明亮 程世翔 苗笑梅 衣泰龙 涂悦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00000 

 

目的  观察手十二井穴刺络放血联合亚低温对急性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大

鼠治疗效果，为临床应用十二井穴联合亚低温治疗颅脑创伤提供依据。 

方法  将 100 只雄性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Sham）、颅脑创伤组（TBI）、十二井穴刺络放血组

（Bloodletting，BL）、亚低温组（Mild-induced hypothermia，MIH）及十二井穴刺络放血联合亚

低温组（BL+MIH）等 5 组。采用电子脑皮质损伤撞击仪建立大鼠 TBI 模型，BL 组于伤后即刻行十

二井穴刺络放血，每日 2 次；MIH 组在伤后即刻采用亚低温（32℃）干预持续 6 h。伤后 48 h 分别

采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脑水肿变化、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观察行为学改变、干/湿重法测定脑含

水量、伊文思蓝染色检测血脑屏障通透性、HE 染色观察神经元及炎性细胞的变化及水肿情况、FJ

C 染色观察神经元坏死情况。 

结果  磁共振成像结果显示 TBI 组大鼠颅脑损伤处脑皮层有明显的挫伤，周围脑组织伴有水肿及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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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中线明显偏移，而 BL+MIH 组水肿面积减小，中线居中。mNSS 评分结果显示，与 TBI 组相

比，治疗组的评分均有明显下降（P<0.05）。脑水肿结果示与 Sham组比较，其他四个损伤组大鼠

在致伤 48 h 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脑水肿（P<0.05）。依文思蓝染色结果显示，与 Sham 组比较，T

BI 组 EB 含量明显上升（P<0.05），而三个治疗组血脑屏障通透性均较 TBI 组明显下降（P<0.0

5）。HE 染色显示与 Sham 组相比，TBI 组的神经元明显减少，而炎性细胞明显增多，细胞体积缩

小，并且细胞排列紊乱。FJC 染色显示与 Sham 组相比，TBI 组的坏死神经元明显增多。 

结论  十二井穴刺络放血和亚低温均可以改善大鼠神经功能缺损，减轻颅脑创伤大鼠脑水肿、改善

血脑屏障通透性，减轻细胞炎性反应，减少神经细胞坏死，对颅脑创伤大鼠有一定的脑保护作用，

并且联合效果更佳。 

 
 
PO-227 

RIPK3/NF-κB/HIF-1α 为轴的信号通路引发 

细胞损伤后的继发性损伤 

 
衣泰龙 赵明亮 涂悦 廖吉连 张赛 程世翔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00162 

 

目的  探讨 SH-SY5Y 细胞损伤后继发性损伤的分子机制。 

方法  将 SH-SY5Y 接种于 BioFlex 六孔板，培养 24 h 后，应用 CIC II 型细胞损伤控制器进行打击

建立细胞损伤模型。损伤后 12 h 后，对细胞进行转录组学测序，并通过 RT-PCR、数字化 PCR 和

Western Blot 验证。 

结果  细胞损伤 12 h 后，与损伤修复相关的信号通路发生显著变化。通过生物信息分析我们发现了

以 RIPK3/NF-κB/HIF-1α 为轴的信号通路：细胞损伤后，RIPK3 被激活，活化的 RIPK3 通过抑制 N

F-κB 的活性降低了 HIF-1α 的表达，最终导致 HIF-1α 转录调控的 EPO、VEGF 等基因的下调，进

一步加剧了细胞损伤。 

结论  RIPK3/NF-κB/HIF-1α 为轴的信号通路是引发细胞损伤后继发性损伤的重要因素。 

 
 
PO-228 

RIPK3 蛋白对 SH-SY5Y 细胞损伤-修复相关 

基因表达的调节作用 

 
赵明亮 张国禄 衣泰龙 程世翔 张赛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00000 

 

目的  本实验采用 SH-SY5Y 细胞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上调细胞内 RIPK3 分子表达水平，检测

细胞内损伤-修复相关基因表达变化情况。 

方法  通过质粒转染构建对照组和实验组细胞，通过 MTT 与Western blot 实验验证外源性 RIPK3 表

达情况，通过 RNA 测序（RNAseq）和数字化 PCR（ddPCR）法检测细胞内分子表达水平改变。 

结果  实验组细胞内稳定表达外源性 RIPK3-GFP 融合蛋白(分子量为 85 kDa)。MTT 试验中，实验

组细胞增殖活性低于对照组，提示外源性 RIPK3-GFP在细胞内具有生物学活性。将测序结果录入 I

PA 进行数据分析获得了转录水平发生明显改变的信号通路。包括：HIF1-α 及其相关基因 UBC、V

HL、TCEB1、VEGFA；ZFP36 及其相关基因 VEGF、DCP2、BDNF、TNF；mTOR 及其相关基

因 SREBP、S6K、Eif4B、eEF2K、ULK。ddPCR 结果采用 ddPCR 检测信号通路中核心信号分子：

HIF1-α、ZFP36 以及 mTOR 表达水平的变化情况。结果提示三种信号分子表达水平的改变趋势与

RNAseq 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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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论文对 RIPK3 表达水平发生上调后 SH-SY5Y 细胞内基因转录情况进行的检测及分析，初

步确认了 RIPK3 下游可能存在的效应信号通路，为我们进一步研究 RIPK3 在神经系统中所发挥的

重要作用及其机制确定了方向。 

 
 
PO-229 

应用细胞应力加载系统建立 HT-22 细胞损伤模型 

 
于泽奇 1 衣泰龙 1 涂悦 1 杨小飒 1 徐忠伟 2 程世翔 1 张赛 1 

1.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2.武警后勤学院中心实验室 

 

目的  应用细胞应力加载系统建立 HT-22 细胞损伤模型。  

方法  采用 Bioflex 细胞培养板体外培养 HT-22 细胞，待细胞融合度达 90%后，应用细胞应力加载

系统（FX-5000TFL，美国 Flexcell 公司）进行牵张损伤（形变率 13.4%、频率 5Hz）。分别用激

光全息显微镜和全自动酶标仪检测损伤 6、12、24 h 后细胞数量、形态、平均面积以及乳酸脱氢酶

释放量的变化，同时采用台盼蓝染色法、Countess 细胞计数仪和流式细胞术测定细胞存活率和细

胞周期改变，用于评估细胞损伤程度。 

结果  激光全息显微镜动态监测显示，随着损伤时间的延长，HT-22 细胞数量减少、平均面积缩小，

细胞不规则聚团增加，尤以 6 h 后损伤程度最重，而 12 h 和 24 h 有所恢复；损伤后 6 h 细胞上清

液中乳酸脱氢酶含量增高，而损伤 12 h 和 24 h 后有所降低；Countess 细胞计数仪检测，损伤后细

胞存活率较对照组下降，其中损伤后 6 h 细胞存活率最低，12 h 和 24 h 较其有所恢复；流式细胞术

检测表明，损伤后 6 h 较对照组 Sub-G1 峰显著增高，G1 峰显著降低，12 h、24 h 较 6 h Sub-G1

峰有所下降，G1 峰有所升高，提示 6 h 细胞损伤程度最重。 

结论  应用细胞应力加载系统建立的 HT-22 体外细胞损伤模型重复性好、操作简便，适于模拟颅脑

创伤体外神经细胞机械性损伤的研究。 

 
 
PO-230 

不同干预因素对糖氧剥夺诱导海马神经元 

HT-22 细胞损伤的影响 

 
杨小飒 1 衣泰龙 1 张赛 1 于泽奇 1 徐忠伟 2 涂悦 1 程世翔 1 

1.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2.武警后勤学院中心实验室 

 

目的  探究胰岛素、雌激素、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抑制剂 2-MeOE2 和脯氨酸羟化酶-2（PH

D-2）抑制剂 IOX2 对糖氧剥夺（OGD）诱导海马神经元 HT-22 细胞损伤的影响。  

方法  选取小鼠海马神经元 HT-22 细胞建立 OGD 模型，并采用四甲基偶氮唑蓝（MTT）法确定 O

GD 和复糖、复氧时间。在复糖、复氧阶段，将不同浓度胰岛素、雌激素、2-MeOE2 和 IOX2 作用

于经 OGD 处理的 HT-22 细胞，MTT 法检测不同干预因素对 HT-22 细胞损伤的作用。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OGD 组细胞活力和细胞存活率明显下降（P<0.01），复糖、复氧阶段的细胞

活力显著降低（P<0.01），生长速度在 9 h 内均低于对照组（P<0.01 或 P<0.05）。与 OGD 组比

较，胰岛素组和 0.1、1 μM 雌激素组细胞活力显著升高（P<0.01 或 P<0.05），IOX2 组细胞活力

无明显改善（P>0.05），而 2-MeOE2 组则显著降低（P<0.01）。 

结论  14 h 是 OGD 模型缺糖缺氧的最佳时间，复糖、复氧阶段药物干预的适宜时间段为 9 h 内。胰

岛素和低浓度的雌激素能够促进损伤细胞的恢复，而 2-MeOE2 对损伤细胞的生长有不利作用，IO

X2 则对损伤细胞的恢复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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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1 

Neuroglobin and Nogo-A as Biomarkers for the Severity 
and Prognosis of Traumatic Brain Injury 

 
Chen Hao,Cao Heli,Chen Shiwen,Guo Yan,Gao Wenwei,Tian Hengl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Backgroud Neuroglobin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neuroprotective agent when overexpressed in t
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Nogo-A has also shown an important role in axonal remodeling after T
BI, and therefore they have the potential to impact outcomes after TBI. Thus, we investigated earl
y changes in the concentrations of serum neuroglobin and Nogo-A after TBI and evaluated the rel
ations of both neuroglobin and Nogo-A to injury severity and prognosis.    
Methods Thirty-four patients with TBI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Serum samples were obtained 
on admission and at 6, 12, 24, 48, 72, and 96 h after injury.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neuroglobin 
and Nogo-A were measured by using the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method a
nd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bined with Glasgow Coma Scale (GCS) scores and the 6-month pro
gnosis of the patients were performe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used t
o appraise the value of serum neuroglobin and Nogo-A levels in predict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
ts with TBI.  
Results The serum neuroglobin concentrations increased for 48 h after injury and sharply decrea
sed thereafter, whereas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Nogo-A increased and reached a peak at 72 h, a
fter which it decreased gradually. The mean peak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neuroglobin and Nogo-
A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TBI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mild TBI (P<0.05).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peak serum neuroglobin and Nogo-A concentrations 
and a patient’s GCS score on admission (P<0.001). Compared with the better prognosis group at 
6 months after injury, the mean peak serum neuroglobin and Nogo-A concentrations were both si
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an unfavorable outcome (P<0.05). ROC curve analysis suggeste
d that the serum Nogo-A concentration had a significantly better predictive power for poor progno
sis.   
Conclusions Neuroglobin and Nogo-A levels in serum of patients with TBI increased obviously af
ter injury, and were suggested as biomarkers for predicting brain injury severity and poor prognosi
s.  
 
 
PO-232 

The assessment of  Cytotoxic edema After ICH in rats with 
diffusion-weighted  and T2-Mapping MRI study at 7.0T 

 
song li,Wang Chunhua,Zhang Ruzhi,Zhang Yu,Wang Lei,Wang Yu,Chen Yushu,Xu Ziqian,Gao Faba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Background and Purpose  Cytotoxic edema has been proposed as a potential source of second
ary damage after ICH. Few studies have concentrated on cytotoxic edema (CE) Changes in the p
erihemorrhagic zone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s(ICH).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cytotoxic edema  with an animal experimental MRI study at 7.0T.  
Methods   Experimental ICH was successfully  induced in 46 Sprague-Dawley rats by infusing 60
μl of autogenous tail blood into the right basal ganglia stereotaxically. T2-WI, T2-mapping and diff
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were performed repeatedly on days 1, 3, and 7  after surgery using
 7.0T MR scanner(BRUKER BIOSPEC 70/30, Ettlingen, Germany).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aps and T2 maps were calculated by the scanner software. Areas of increased DWI-b10
00-signal and reduced ADC value by >10% compared with the mirror region of interest were inter
preted as CE. ADC values and T2 values of  CE and other perihematomal edema(PHE) were me
asured at three timepoints in the same slice, and also measured in the normal group(n=8).  



2016 年中华医学会颅脑创伤与脑出血大会                                                                                             论文汇编 

140 

 

Results  CE appeared in all of the ICH rats. According to ADC values, CE areas was detected on
 day 1(P=0.000) and disappeared on day 3(P=0.129) and day 7(P=0.347). But by  detection of  T
2 values, CE areas were appeared on day 1(P=0.000) and still present on day 3(P=0.008), then d
isappeared on day7(P=0.453).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DWI and T2-mapping combination are accurate for the 
diagnosis of  CE after ICH . 
 
 
PO-233 

iTRAQ-based quantitative proteomics reveals the new 
evidence base fo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reated with 

targeted temperature management 

 
Cheng shi-xiang,Yi Tai-Long ,Sun Hong-tao ,Zhang Sai 

Institute of TBI and Neuroscience of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PAP)， Tianjin Key Laboratory of 

Neurotrauma Repair， Center for Neurology and Neurosurgery of Affiliated Hospital of Logistics University of PAP  

 

Background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targeted temper
ature management (TTM) for treatments of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Further investigations hav
e revealed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beneficial protective effects of TTM by showing that co
oling reduces multifactorial cell injury cascades after trauma. However, understanding of TTM whi
ch is believed to involve a network of interweaving molecular pathways that mediate cellular respo
nse is still scarce.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TTM modulation on TBI and the invo
lved new evidence base using quantitative proteomics technology. 
Methods  Neuroblastoma-derived SH-SY5Y and hippocampal-derived HT-22 cells in culture were
 subjected to moderate stretch injury using the Cell Injury Controller (CIC), followed by incubation 
at TTM (mild hypothermia, 32oC), or normothermia (37oC), and the real-time morphological chan
ges, cell cycle phase distribution, death, and viability in cells were evaluated. In agreement with th
e in vitro experiment, moderate TBI was produced by the controlled cortical impactor (CCI), and th
e effects of TTM on the neurological damage, neurodegeneration, cerebrovascular histopatholog
y, and behavioral outcome were also determined in in vivo settings. Then, we used the isobaric ta
g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quantitation (iTRAQ)-based 
proteomic method to meticulously analyze all pathways involved in experimental TBI, and the veri
fication of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in rat brains and human cerebral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we
re performed by western blot and ELISA, respectively. 
Results  Our findings showed that TTM treatment prevented TBI-induced neuronal necrosis in th
e brain, achieved a substantial reduction in neuronal death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reduced cortic
al lesion volume and neuronal loss, attenuated cerebrovascular histopathological damage, brain e
dema, and improved behavioral outcome. Using an iTRAQ proteomics approach, we have identifi
ed proteins that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TM in experimental TBI. Importantly, changes in
 four candidate molecules (plasminogen [PLG], Antithrombin III [AT III], fibrinogen gamma [FGG], 
transthyretin [TTR]) were verified using TBI rat brain tissues and TBI human CSF samples. 
Conclusion  This study is one of the first to investigate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TTM on the 
proteome of human and experimental models of TBI, providing an overall landscape of the TBI br
ain proteome and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further assessment of candidate molecules associate
d with TTM for the promotion of reparative strategies post-T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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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4 

高渗盐水对中重型颅脑创伤患者治疗作用的研究 

 
涂悦 杨细平 彭定伟 令狐海瑞 张赛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00162 

 

目的  探讨高渗盐水（HS）疗法对中重型颅脑创伤患者的治疗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方法  对我院 NICU 收治的中重型颅脑创伤患者 34 例进行前瞻性研究。入选患者随机分为 7.5%HS

治疗组及 3%HS 治疗组。两组患者除给予不同浓度的 HS 之外相同的治疗方案，观察其颅内压下降

的情况、凝血纤溶指标的改变以及预后情况。在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6h 及 24h 后从静脉分别采集

血液样本，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单核细胞表型偏移。体外

培养人单核细胞系（THP-1）、人 B 淋巴细胞系（Raji）及人 T 淋巴细胞系（A3），检测 lncRNAs

的表达谱，筛选出只在单核细胞表达或单核细胞优势表达的候选 lncRNAs。RT-qPCR 检测患者外

周血单个核细胞候选 lncRNAs 及受其调控的编码基因（TNF-α、IL-6、IL-1β、TGF-β、TM）的表

达。 

结果  7.5%HS 治疗可有效降低中重型颅脑创伤患者的颅内压，同时并不会破坏患者凝血功能的平

衡。7.5%HS 可明显抑制中重型颅脑创伤患者 CD14++CD16+促炎亚型单核细胞的增加，并且可抑

制中重型颅脑创伤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 lncRNA2448-11 和 lncRNA1403 的表达并影响其靶基因的

转录。 

结论  7.5% HS 可通过 lncRNA2448-11 和 lncRNA1403 影响单核细胞表型及细胞因子表达而降低颅

内压，维持中重型 TBI 患者凝血纤溶系统的平衡及稳态，从而减少继发性脑损伤。 

 
 
PO-235 

NeuroD1 基因过表达对大鼠神经干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孙洪涛 张仁坤 李晓红 陈星 王景景 涂悦 张赛 

天津市神经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武警部队脑创伤与神经疾病研究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医院 300162 

 

目的  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 cells，NSCs）是一群能自我更新并具有多种分化潜能的细胞，可

分化成神经元、少突胶质细胞和星形细胞。NSCs 分化受多种转录因子调控网络的影响，本实验旨

在研究神经分化因子 1（Neuronal differentiation1，NeuroD1）过表达对 NSCs 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方法  分离培养原代大鼠 NSCs，免疫荧光染色鉴定 NSCs。将携带 NeuroD1 基因的逆转录病毒转

染 NSCs，QPCR 检测 NeuroD1 过表达神经干细胞系的构建。QPCR 和 MTT 检测过表达 NeuroD1

对 NSCs 增殖和分化的影响；光镜下观察分化细胞形态变化。 

结果  第 3 代 NSCs 经免疫荧光染色证实所培养细胞为 NSCs，可分化为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Q

PCR 结果显示 NeuroD1 mRNA 在 NSCS-NeuroD1 组表达最高，与其它两组有统计学差异（P<0.0

5）。QPCR 结果显示 MAP2 在 NSCS-NeuroD1 组表达最高，与其它两组有统计学差异（P<0.0

5）。MTT 结果显示 NSCS-NeuroD1 组细胞增殖水平最高，与其它两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

光镜下可见 NSCS-NeuroD1 组细胞多分化为神经元细胞。 

结论  成功构建 NeuroD1 过表达神经干细胞系。NeuroD1 可促进 NSCs 增殖和向神经元方向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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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6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急性颅脑创伤大鼠的实验研究 

 
赵明亮 商崇智 董化江 

武警后勤学院脑科中心 300162 

 

目的  探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umbilical cord-matrix stem cells, UC-MSCs)移植治疗对急性颅脑创

伤（trauma brain injury，TBI）的脑保护作用。 

方法  SD 大鼠 30 只随机数字法分为 3 组：对照组和脑创伤模型组和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自由

落体方法复制 TBI 模型，经脑室途径输注 MSC，利用流式细胞术、HE 染色，免疫组化双染等检测

受损脑组织损伤情况、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 ）胶质纤维

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

actor, BDNF ）及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MVD）的变化。 

结果  行 UC-MSCs 移植术后 10 天，可在脑内检测到 MSCs 的存在，脑组织内 VEGF、GFAP、 B

DNF 表达显著强于对照组（P ＜0.05），神经损伤评分也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5），同时，与

对照组比较，干细胞移植组 MVD 高于对照组及模型组（均 P＜0.05），病理变化及神经损伤评分

优于模型组（P＜0.05）。 

结论  UC-MSCs 移植治疗大鼠急性 TBI 可增加 VEGF、BDNF 等基因的表达，有效改善损伤区域血

管重建，缓解神经损伤，促进受损脑组织损伤的恢复。 

 
 
PO-237 

VEGF、MMP-1、MMP-2、MMP-9 在伴有脑膜 

尾征脑膜瘤中的表达及意义 

 
文敏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目的  脑膜瘤出现脑膜尾征的概率达 70%，然而脑膜瘤脑膜尾征形成的机制仍不清楚。脑膜瘤绝大

多数为良性肿瘤，但其容易复发，其机制尚不清楚，多数专家认为脑膜尾征可能与复发有关，因此

研究其病理性质及形成机制对提高脑膜瘤全切除后降低手术复发率有重要意义。研究脑膜瘤脑膜尾

征形成的可能分子学机制，为临床上根治脑膜瘤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在温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膜瘤组织标本 40 例，根据

术前增强 MRI 上是否出现脑膜尾征分为两组，切除研究组 22 例（术前增强 MRI 上观察到脑膜尾

征）的脑膜瘤患者的肿瘤组织及肿瘤周边 MRI 上强化的脑膜尾征及硬脑膜组织，及对照组 18 例

（术前增强 MRI未观察到脑膜尾征）的脑膜瘤患者的肿瘤组织，并收集正常硬脑膜 6例（取材来自

颅脑外伤患者减压手术留下的硬膜组织），对研究组和对照组脑膜瘤肿瘤组织及脑膜尾征、正常硬

膜进行病理学（HE 染色）及免疫组织化学观察，包括 VEGF、MMP-1、MMP-2、MMP-9。 

结果   本组资料，研究组所有硬脑膜脑膜尾征标本都观察到了肿瘤细胞侵入（22/22,100%）；研究

组肿瘤组织(Mstu)的 MMP-1、MMP-2、MMP-9 与 VEGF 均高于对照组肿瘤组织（Mctrl）（p<0.0

5）；研究组肿瘤与硬膜交界处组织（Ta）中 VEGF 的表达高于研究组肿瘤组织(Mstu)及研究组脑

膜尾征（DT）（p<0.05）；研究组肿瘤与硬膜交界处组织（Ta）的 MMP-1、MMP-2、MMP-9 表

达高于研究组肿瘤组织(Mstu)和研究组脑膜尾征组织（DT）（p<0.05），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

肿瘤与硬膜交界处组织（Ta）VEGF、MMP-1、MMP-2、MMP-9 表达均高于正常硬膜（p<0.05）。 

结论  ①VEGF、MMP-1、MMP-2、MMP-9 在伴有脑膜尾征脑膜瘤中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而且有

脑膜尾征的脑膜瘤均观察到肿瘤细胞侵润硬膜及脑膜尾征，VEGF、MMP-1、MMP-2、MMP-9 可

能成为预测肿瘤细胞侵润硬膜的指标；②研究组有脑膜尾征的脑膜瘤均观察到有肿瘤细胞侵润硬膜，

因此手术必须切除脑膜尾征，以减少脑膜瘤手术以后复发，对临床上手术治疗脑膜瘤有重大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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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③脑膜尾征的形成可能与 VEGF、MMP-1、MMP-2、MMP-9 相关，其相互作用可能是形成脑

膜尾征的重要机制。 

 
 
PO-238 

尿激酶有望成为微创手术联合纤溶清除脑出血的理想药物 

 
陈前伟 谭强 冯华 陈志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脑血管病首次超越恶性肿瘤成为中国疾病第一大死因。特别

在农村地区，脑血管病致死率、致残率高居所有疾病之首。外科手术清除脑内血肿是目前重症脑出

血救治的主要方法，其中采用微创手术方式并联合纤溶药物液化清除血肿的手术方式具有手术时间

短、创伤小等优点。目前，国外常用的血块纤溶药物是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tissue-typeplasmo

gen activator, tPA），不仅价格较昂贵，并且近期有研究报道 tPA 可能引起迟发脑水肿以及神经损

伤，而另一种价格较便宜的常用纤溶药物尿激酶（urokinase-type plasmogenactivator, uPA）的疗

效还不够清楚。我科脑血管病课题组在国际上首先采用脑出血动物实验模型比较了 uPA 和 tPA 的

疗效及副作用。 

方法  采用成年雄性 SD 大鼠，行自体股动脉全血脑内注射模拟人体脑出血，术后 30 分钟给予生理

盐水、uPA、tPA 血肿内注射进行纤溶治疗。术后不同时间点，采用 7.0T 小动物核磁共振分析血肿

体积和血肿周围水肿，行为学实验评估大鼠运动功能的变化；然后留取大脑标本进行脑含水量、伊

文思蓝血管外渗出、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蛋白转录因子以及血脑屏障（BBB）紧密连接蛋白

表达水平检测；同时，还研究了核因子 κB（NF-κB）信号通路的表达变化。 

结果  uPA 和 tPA 注射均有效地减小了脑内血肿体积，但 uPA 更好地减轻了血肿周围脑水肿，改善

了大鼠运动功能。uPA 实现上述保护作用可能通过下调 NF-?B 通路，抑制 MMPs 表达和转录，减

少 BBB 紧密连接蛋白破坏，改善 BBB 通透性，进而减轻血肿周围脑水肿，改善脑出血大鼠的预后。 

结论  该研究在大鼠脑出血模型中进行了两种纤溶药物治疗的疗效对比，uPA 在脑水肿及神经保护

方面可能更具优势，提示 uPA 有望替代 tPA，成为将来脑出血患者纤溶治疗的理想药物之一。需要

大动物模型和开展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uPA在脑出血救治中的纤溶效果和安全性，尤其是与目前最

为常用的 tPA 进行对比。 

 
 
PO-239 

NADPH 氧化酶抑制剂防治大鼠缺血再灌注后颅内出血转化的

microRNAs 机制 

 
陀泳华 刘忠 汪青园 王进山 马浚宁 石忠松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510080 

 

目的  本研究在大鼠动物模型上探讨 NADPH 氧化酶(NOX)在急性缺血性卒中介入再通后颅内出血转

化中的作用，以及 NOX2/4 抑制剂是否通过调控 microRNAs 的表达减轻血管内再通后的颅内出血

转化。 

方法  建立血管内机械再通治疗后颅内出血转化模型。MCA 再通前 30 分钟，通过尾静脉注 VAS28

70。大脑缺血 24小时后取材。TTC 染色观察脑梗死情况，分光光度计定量分析颅内出血程度和 Ev

ans Blue 渗出指数，采用 DHE 探针和 TUNEL 染色分析活性氧表达和细胞凋亡程度。Western blot

和免疫荧光双标染色分析相关分子表达和分布情况。采用 miRCURYLNA Array 芯片检测机械再通

治疗组和假手术对照组的脑组织 microRNA 表达谱，qRT-PCR 检测 NOX2/4 基因相关的差异表达

microR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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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88只急性高糖血症大鼠用于本研究，其中假手术对照组 40 只、机械再通治疗组 106 只、机

械再通联合 NOX抑制剂治疗组 42 只。与单纯机械再通组相比，静脉内注射 NOX 抑制剂 VAS2870

组显著抑制了缺血脑组织中 NOX2 和 NOX4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的上调表达（P<0.01），显著减

轻了机械再通后的颅内出血量（P<0.001）和颅内血肿的发生率（P=0.008），显著降低了脑梗塞

体积（P<0.01）。VAS2870 减轻脑水肿和保持血脑屏障的完整性，改善了再通后的神经功能状态

（P<0.001）和降低了死亡率（P<0.001）。VAS2870 抑制了活性氧的上调表达、神经元凋亡和 N

F-KB 磷酸化水平。microRNA 芯片分析，发现机械再通后与 NOX2 基因相关的 12 个 microRNAs

和与 NOX4 基因相关的 18 个 microRNAs 发生显著下调表达，qRT-PCR 证实机械再通后给予 VAS

2870 抑制了 miR-29a，miR-29c，miR-126a 和 miR-132 的下调表达。 

结论  NOX2 和 NOX4 与血管再通后再灌注损伤和颅内出血转化的发生有关。机械再通前静脉给予

NOX 抑制剂 VAS2870 降低了缺血再灌注后的颅内出血转化，改善急性缺血性卒中治疗的预后，同

时调节了与NOX2和 NOX4基因相关的多个microRNAs表达。血管内介入取栓再通前给予NOX抑

制剂 VAS2870 可能是血管再通后神经血管保护的一种新策略。 

 
 
PO-240 

磁敏感成像（SWI）在重度颅脑损伤中应用价值的探讨 

 
刘磊 1 栾永昕 2 赵景伟 3 付双林 2 

1.寿光市人民医院    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3.吉林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在重度颅脑损伤（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sTBI）患者中通过比较磁敏感加权成像（S

usceptibility-Weighted Imaging，SWI）序列与 MR 常规序列（TIWI、T2WI、FLAIR、DWI）、CT

对脑组织中伤灶的显示情况，探讨 SWI 序列在重度颅脑损伤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科脑外伤患者群中重度颅脑损伤患者 40 例。其中男 28 例，女 12 例，年龄 3-74 岁，

平均 32.5 岁，分别为伤后 8 小时至 3 天行 SWI 序列、MR 常规序列扫描、选取同期时间间隔最短

的 CT 扫描。病例纳入标准：各种类型的脑外伤住院患者；拉斯哥昏迷评分（Glasgow outcome sc

ale，GCS）≤8 分；闭合性脑损伤；所需的影像学资料完整，图像清晰能诊断；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病情允许进行 MR 检查。排除标准：既往有 TBI、中枢神经系统病史、脑部手术史；有滥用药物、

酗酒、吸毒和精神疾病史；开放性 TBI；生命体征不稳，如需呼吸机辅助呼吸者；有危及生命的重

症损伤需紧急干预治疗者，如严重胸腹复合伤、四肢骨折或合并休克者；禁忌 MR 检查。其他不能

配合 MR 检查者。SWI 图像经后期重建得出图像后与 CT，MR 常规序列，一同进行分析，记录各

序列中出血灶的数量及所在部位。  

结果  CT、MR 常规序列、SWI 对于重度颅脑损伤病灶数目分别是 276，551，2338，其结果的显

示率分别为 100%，199.64%，810.87%。SWI 对于重度颅脑损伤患者颅内病灶数目的检出率明显

高于 CT 和 MR 常规序列，且在影像学伤成像更加清晰，伤灶分布及范围更加明确，更便于观察。 

结论  外伤患者群中重度颅脑损伤患者在 SWI 中发现的伤灶数量明显多于 MR 常规序列及 CT 中所

发现的伤灶，且伤灶体积最大、MR 常规序列次之、CT 最小。经本实验验证，SWI 对于深部脑组

织伤灶的检出更敏感。尤其是对深部脑组织微小伤灶的形态及其在颅内空间分布情况的显示更加清

晰、明了。综合比较三种检查手段后发现：SWI 对重度颅脑损伤患者颅内伤灶则检出具有 MR 常规

序列、CT 难以企及的优越性。因此可以说 SWI 对重度颅脑损伤患者的诊断及患者病情的科学评估

提供明确、精准的影像学依据，其在脑外伤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磁敏感加权成像在重度颅脑

损伤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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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1 

脑出血并脑室出血-损伤机制与防治的系列临床前研究 

 
陈志 陈前伟 谭强 冯州 冯华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利用多种相关动物模型，对脑出血并脑室出血后脑损伤和脑积水的发生机制以及潜在治疗手

段进行一系列的探讨。 

方法  首先建立原发性脑室出血大鼠模型，观察铁离子在脑室出血后损伤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其次，

建立脑出血破入脑室大鼠模型，进一步观察脑内血肿在脑室出血后慢性脑积水进展中的影响；然后，

建立原发性脑出血大鼠模型，比较两种纤溶酶原激活剂 uPA 与 tPA 的溶栓效果；最后，建立高磷

土脑积水大鼠模型，观察脑室内注射 uPA 对脑积水的防治效果。 

结果   脑室出血引起了脑铁蓄积、双侧侧脑室扩张和海马组织缺失，去铁敏（铁螯合剂）有效减轻

了脑室扩张和海马组织缺失；国际上首次建立了脑出血破入脑室大鼠模型，与原发性脑室出血大鼠

模型相比，新型的脑室出血模型急慢性脑组织损伤、脑铁沉积、纤毛损伤和慢性脑积水都更严重，

并且在去铁敏对减轻脑室扩张的治疗中获益更显著；尽管 uPA 与 tPA 在脑内血肿清除中的作用效

果相似，但 uPA 在减轻血肿周围水肿和改善神经症状中的表现更佳；uPA 脑室内注射没有引起脑

内组织出血，且有效减少了蛛网膜下腔纤维化蛋白沉积，减轻了脑室扩张，改善了神经认知功能。 

结论  1）.铁离子参与了脑室出血后脑损伤和脑积水的发生，去铁敏可能成为脑出血患者有效的治

疗药物；2）.脑出血破人脑室大鼠模型更好地再现了临床脑室出血的特征，有望成为脑室出血研究

的新模型；3）.脑出血破入脑室后，脑内血肿可能通过加重铁蓄积影响脑室出血后脑积水的进展；

4）.uPA 有望成为临床微创合并纤溶清除脑内血肿的理想药物之一；5）.uPA 可能成为多种疾病所

致交通性脑积水的有效干预药物。 

 
 
PO-242 

内镜外神经外科技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随机对照研究 

 
胡荣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400038 

 

目的   对比研究神经内镜微创血肿清除术与传统开颅血肿清除并去骨瓣减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

疗效。 

方法   2013.01—2014.07 入住我科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８9 例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随机分为神经

内镜微创血肿清除术组和传统开颅血肿清除并去骨瓣减压术组。对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血

肿清除率、颅内压变化、术后并发症（再出血、感染率）、平均住院时间、术后 3 个月死亡率、m

RS 评分、GOS 评分等进行统计分析以判断疗效。 

结果   神经内镜组平均手术时间为 1.3 小时，明显少于传统手术组平均 4.1 小时；神经内镜组术中

出血量明显少于传统开颅血肿清除组（120.7±72.4mLvs 483.8±257.7mL）；神经内镜组患者的平

均住院时间和肺部感染率也明显低于传统手术组；随访 3 个月的功能预后显示神经内镜组患者神经

功能恢复明显优于传统手术组。两组血肿清除率相当，术后两组再出血、脑积水、颅内感染、癫痫、

深静脉血栓和消化道出血发生率等无显著差异。术后神经内镜组颅内压波动范围比传统手术组稍高，

但均在 25mmHg 范围内。 

结论   神经内镜微创血肿清除术较传统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好，术后无颅内高

压风险，效果确切，是行之有效的一种微创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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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3 

伴有硬膜下出血的脑叶出血：脑淀粉样血管病术后 

出血的危险因子 

 
夏雷 文敏 吴近森 诸葛启钏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外科 325000 

 

目的  探讨伴有硬膜下出血的脑淀粉样血管病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手术效果。 

方法  98 例符合 Boston 诊断标准的脑淀粉样血管病患者入选。根据其脑叶出血是否伴有硬膜下出

血，这些患者被分成有硬膜下出血组和无硬膜下出血组。对该两组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进行回

顾性分析，并对其手术效果进行比较。 

结果   在无硬膜下出血组中，出血呈分叶状的占 24.2%，而在有硬膜下出血组中，血肿呈分叶状的

占 66.7% (p<0.05)。 在无硬膜下出血组中，伴有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占 8.1%，而在有硬膜下出血组

中，伴有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占 33.3% (p<0.05)。 在无硬膜下出血组中，发生术后出血的占 16.2%，

而在有硬膜下出血组中，发生术后出血的占 61.5% (p<0.05)。 

结论  伴有硬膜下出血的脑淀粉样血管病患者术后出血风险明显增高。这类患者的血肿常呈分叶状，

并伴有蛛网膜下腔出血。 

 
 
PO-244 

A three-day consecutive Fingolimod administration 
improves neurological functions and modulates multiple 

immune responses of  CCI mice 

 
Gao Chuang,Qian Yu,Huang Jinhao,Zhang Jianning,Jiang rongcai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300052 

 

Backgrond:Excessive inflammation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 is a major cause of seconda
ry TBI. Though several inflammatory biomarkers have been postulated as the risk factors of TBI, t
here has not been any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them. Fingolimod, a new kind of immunomo
dulatory agent which can diminish various kinds of  inflammations, has shown additional therapeu
tic effects in the treatment of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ICH), Ischemia, Spinal Cord Injury(SCI) a
nd many other CNS disorders. However, its therapeutic application has not been confirmed in TB
I. Thus, we hypothesize that Fingolimod can broadly modulate the inflammation system and impro
ve the outcomes of TBI. 
Methods   The C57/BL6 mice TBI model were established with the controlled cortical injury(CCI) 
system. In 3 consecutive days, Fingolimod was administered once a day. The Flow Cytometry, Im
munoflourence, Cytokine Array and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were 
all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immune cells and inflammatory markers in the injured brain. The neurol
ogical function of these TBI models was assessed by mNSS/Roat-rod and Morris Water Maze(M
WM). The brain water content and integrity of Blood-Brain Barrier(BBB) were also observed.  
Results  Fingolimod decreased infiltrated T lymphocytes and NK cells and attenuated as many as
 21 kinds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However, the percentage of regulatory T(Treg) cells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IL-10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ingolimod also notably attenuated the ge
neral activated microglia but augmented the M2/M1 ratio.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was improved
 after the Fingolimod treatment accompanied with alleviation of brain edema and BBB damage. 
Conclusions  We conclude that the 3-day consecutive Fingolimod administration extensively mo
dulates multiple immuno-inflammatory responses and improves the neurological deficits after TBI,
 and therefore it may be a new approach to the treatment of secondary T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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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5 

急性颅脑损伤病情评估统计图表的初步临床研究 

 
张海江 1 饶英华 1 罗富华 2 

1.广州市白云区人民医院    2.东莞市塘厦医院 

 

目的 量化分析急性颅脑损伤患者病情变化趋势形成病情评估统计图表，达到早期预警、选择手术

时机及合理用药，以提高颅脑损伤患者的救治成功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 年 5 月～2014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l67 例急性非脑干性颅脑损伤病例的

CPP、GCS、环池、瞳孔，绘制并分析同步单因素评分变化趋势图、综合因素评分变化趋势图。

依据综合因素评分变化趋势进行分组，分为：上升组（A）64 例，逐步下降至＞10 分手术组（B）

72 例，逐步下降至≤10 分手术组（C）31 例，比较 3 组的疗效。 

结果 随访 5～20 个月，平均 6 个月，按照 GOS 标准评定。A 组：病情恢复良好 57 例(89.1%)，

中残 7例(10.9%)，无重残，无植物生存。B组：病情恢复良好 56例(77.8%)，中残 10例(13.9%)，

重残 5 例(6.9%)，无植物生存，死亡 1 例(1.4%)。C 组：术后病情恢复良好 10 例(32.3%)，中残 5

例(16.1%)，重残 8 例(25.8%)，植物生存 2(6.5%)，死亡 6 例(19.35%)。三组结果存在显著性差异

(x2 P<0.001)。 

结论 使用该病情评估统计图表，能够及时发现急性颅脑损伤病人病情演变趋势。综合因素评分下

降至＞10 分的病例进行手术干预，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PO-246 

贝沙罗汀通过促进小胶质细胞向 M2 型转换和白质 

修复改善创伤性脑损伤的长期预后 

 
何骏驰 程崇杰 刘汉 孙晓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创伤性脑损伤（TBI）被认为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TBI 后白质损伤以轴突

损伤和少突胶质细胞死亡为特征，可破坏神经回路，损害神经功能。研究表明 M2 型极化的小胶质

细胞可通过过氧化物酶增殖物激活受体 γ（PPARγ）促进少突胶质细胞再生，保存白质完整性。贝

沙罗汀是 RXR 的激动剂，可以激活 RXR 和 PPARγ 组成的异二聚体。本研究旨在证明贝沙罗汀对

TBI 后白质损伤的修复和小胶质细胞向 M2 型极化的作用。 

方法  建立 C57BL/6 小鼠的控制性皮质损伤（CCI）模型。分为 4 组：假手术组（16 只），安慰剂

组（20只），贝沙罗汀组（20只），贝沙罗汀+T0070907 组（20只）。伤后每天通过腹腔注射贝

沙罗汀和 T0070907。T0070907 是 PPARγ 的选择性拮抗剂。用神经严重性评分（NSS）和莫里斯

水迷宫（MWM）试验来评估各组小鼠的神经功能。脑组织伤灶大小用石蜡切片苏木精-伊红（HE）

染色后测量和计算。用免疫荧光来观察白质损伤的修复。用免疫荧光和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

PCR）来观察小胶质细胞向 M1 型和 M2 型的极化。 

结果   贝沙罗汀明显改善 TBI 后小鼠 NSS 评分，而 PPARγ 抑制剂 T0070907 明显逆转了贝沙罗汀

的改善作用。水迷宫试验中，贝沙罗汀明显减少伤后小鼠的潜伏期，增加其在正确象限所花时间百

分比，增加其穿越平台次数，而 T0070907 明显抑制了贝沙罗汀的作用。与安慰剂组相比，贝沙罗

汀组脑组织伤灶体积明显减少，而贝沙罗汀+T0070907 组伤灶体积较贝沙罗汀组明显增加。免疫

荧光显示贝沙罗汀明显增加了 MBP 的表达，且明显增加了 BrdU+NG2+少突胶质细胞前体细胞的数

量，而T0070907明显抑制了贝沙罗汀的效果。与安慰剂组相比，贝沙罗汀组 Iba1+/CD16+M1型小

胶质细胞明显减少，Iba1+/CD206+M2 型小胶质细胞明显增加。而与贝沙罗汀组相比，贝沙罗汀+T

0070907 组 Iba1+/CD16+M1 型小胶质细胞明显增加，Iba1+/CD206+M2 型小胶质细胞明显减少。q

PCR 显示贝沙罗汀明显下调 M1 型小胶质细胞标志物的 mRNA 水平，明显上调 M2 型小胶质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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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物的 mRNA 水平。 

结论  贝沙罗汀可通过 PPARγ 促进 TBI 后小胶质细胞向 M2 型极化，从而促进白质损伤的修复，为

TBI 的治疗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PO-247 

在基层医院自发脑出血“个体化”治疗干预的策略 

 
王加充 1 周春良 2 符坤 2 

1.海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临高县人民医院外一科 

 

目的  研究在基层医院如何对自发脑出血进行个体化的治疗干预； 

方法  自 2015 年 8 月-2016 年 8 月在某县级医院 58 例脑出血“个体化”治疗患者作为研究组，前年同

期当地 49 例未执行“个体化”治疗脑出血患者作为对照组，评价指标：术前 GCS 评分、呼吸机使用

时间、重症住院时间、术后 1 月 KPS 评分及术后 1 月的住院费用等，两组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术前 GCS 评分、术后 1 月 KPS 评分无明显差异（Ρ﹥0.05），在呼吸机

使用时间、重症住院时间、术后 1 月的住院费用，两组间有明显差异（Ρ﹤0.05），对照组的呼吸

机使用时间、重症住院时间延长，住院费用高于研究组； 

结论  在基层医院，对自发脑出血患者进行“个体化”的干预治疗，前期会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

效益，但后期的康复能否进行“个体化”的治疗，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PO-248 

颅脑损伤患者意识障碍变化规律的临床研究 

 
李继禄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271000 

 

目的  探讨颅脑损伤患者意识变化的规律。 

方法  采用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动态曲线进行曲线回归分析。格拉斯哥昏迷分级计分动态曲线坐标设

计：（1）纵坐标表示 GCS，用 G 表示。（2）横坐标表示时间，用 T 表示。计分间断时间根据病

情而定。一般在 1~2h 间。需要时间可最短 0.5h，最长 4h 计分一次。（3）原点：由于 3 分是 GC

S 的最低值，将其作为纵坐标原点。将受伤时间看做“0”，作为横坐标原点。在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动

态曲线坐标内画出每位受试者昏迷过程的变化曲线。 

结果  本组共 1108 例颅脑损伤患者，其中男 862 例，女 246 例；年龄 17-74 岁，平均 38.6 岁。观

察时间 6h~14d，平均 94.5h。将资料进行归类，并行曲线回归分析，得出六条不同曲线：图 1：上

升变化曲线。本组 598 例，占 53.97%。除 2 例重要功能区皮层下少量血肿手术外，余者继发性脑

损伤未使昏迷加深，均保守治疗成功。图 2：昏迷-清醒-再昏迷曲线。本组 158 例，占 14.26%。其

中 152例手术治疗，6例保守，2 例死亡。图 3：昏迷-意识好转-再昏迷加重曲线。本组 124 例，占

11.19%。其中 122例手术治疗，2例保守，9例死亡。图 4：继发昏迷重叠曲线。本组 63例，占 5.

68%。其中 48 例手术治疗，15 例保守治疗，11 例死亡。图 5：清醒-昏迷变化曲线。本组 98 例，

占 8.84%。其中 92 例手术治疗，6 例保守，1 例死亡。图 6：水平变化曲线，本组 67 例，占 6.0

5%。其中 10 例手术治疗，57 例保守，27 例死亡。 

结论  轮脑损伤患者意识变化基本有六种规律：上升变化曲线、昏迷-清醒-再昏迷曲线、昏迷-意识

好转-再昏迷加重曲线、继发昏迷重叠曲线、清醒-昏迷变化曲线、水平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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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9 

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 HMGB1 的测定和意义 

 
肖哲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探讨人 HMGB1 与慢性硬膜下血肿（CSDH）发生发展的关系。本实验主要检测 HMGB1 水

平，通过比较该指标在血肿液与不同时期外周血的水平有无统计学差异，以推断其是否与CSDH的

发生发展有关，并探讨在临床实践中的指导应用。 

方法  利用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法（ELISA），测定 24 例符合实验要求的 CSDH 患者血肿液和不同时

期外周血中 HMGB1 的水平，测定 12 例健康人静脉血中 HMGB1 的水平作为对照。 

结果  1.CSDH 患者血肿液与各时间点静脉血中 HMGB1 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静脉血 HMGB1 水

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CSDH 患者血肿液和术中静脉血 HMGB1 水平相当，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3.CSDH 患者静脉血 HMGB1 水平于术后拔除头部引流管和出院时逐

渐下降（P 均＜0．05）。 

结论  HMGB1 在 CSDH 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PO-250 

颅脑创伤的规范化治疗及颅内压监护仪的应用 

 
杨光辉 1,2 石斌 1,2,3 

1.太原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2.太原市急救中心    3.山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总结颅脑创伤规范化治疗的经验及应用颅内压监护仪治疗的效果，同时提出了阶梯性降低颅

内压的新理念。 

方法  对本科室 5 年内收治的近 2000 余例颅脑创伤病例进行分类、比较、分析、总结。 

结果  规范化治疗颅脑创伤势在必行，但仍需逐渐完善。合理控制颅内压（本文提到的阶梯性降颅

压）效果可靠。应用颅内压监护仪对于病情变化的早期及时发现以及手术时机及适应症的精准掌控

均有很大的意义。 

结论  对于颅脑创伤患者，合理规范的治疗是控制病情的基本保证，但仍有改进完善的空间，阶梯

性降颅压效果可靠，简单易行，便于推广。颅内压监护仪的应用使颅脑创伤的治疗更加精准完善。 

 
 
PO-251 

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对神经外科重症患者合并 

肺部感染的早期诊断及临床应用 

 
张功义 孟庆勇 阮金成 侯玉武 张龙 宋莲淑 

解放军第一五二医院 467000 

 

目的  分析血清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对神经外科重症患者早期肺部感染的诊断

价值及临床应用。 

方法  研究对象为我科 2012 年 2 月～2016 年 3 月重症病房的 179 例患者，分别于入院后第 1、3、

5、7天抽取静脉血检测 PCT、C 反应蛋白，并根据胸部 CT 及痰培养结果分为肺部感染组、非肺部

感染组，判断两组指标对危重症患者继发肺部感染早期诊断及治疗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肺部感染组均于感染后早期确诊，血清 PCT、C 反应蛋白水平明显高于非肺部感染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神经外科重症昏迷患者较多，长期卧床增加肺部感染机会，PCT、C 反应蛋白能早期诊断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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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感染，结合影像学资料及痰培养结果，有助于感染的早期治疗并判断预后。 

 
 
PO-252 

Resveratrol attenuates neurological deficit and 
neuroinflammation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Cai Jiachen1,Lei Chengxiang2,Kong Wenbing1,Zhou Xinxuan1,Miao Peng1,Lu Fei3,Wang Yan1,Liu Wei1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East District of Qingdao Municipal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China 

2.Institute of Molecular Medicine，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China 

3.School of Chemical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of Pec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China 

 

Introduction  Resveratrol (RESV) has been shown to improve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mo
tor functional recovery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iseases. However,no one has ever explored its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in the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The ai
m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neuroprotective function of resveratrol after ICH.  
Methods   Male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SHAM+dimethyls
ulfoxide (DMSO) group, ICH+DMSO group and ICH+RESV group. Rats were intraperitoneally inje
cted daily after ICH. Neurologic examinations including rotarod treadmill tests and open field test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recovery of motor ability before and post to the surgery. Rats were sac
rificed after the last behavior test. Cellular injury and death in hippocampus region and secondary 
neuroinflammatory responses on microglia (Iba-1) activation in cortex were detected by nissl and i
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respectively.  
Results  Compared with ICH group, rats treated with resveratrol 2 weeks after ICH performed sig
nificantly better neural functional recovery on behavior tests. There were less neural damages in 
hippocampus region and the activation of microglia decreased.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arly intervention and full dose treatment of resveratrol a
re beneficial for ICH. Further researches on toxicology and potential clinical applications are still n
eeded. 
 
 
PO-253 

大鼠脑损伤海水浸泡后神经炎症反应的病理变化 

 
王伟 

解放军第 306 医院 100101 

 

目的  观察重度创伤性脑损伤合并海水浸泡后局部组织的炎症反应及中枢系统免疫反应中小胶质细

胞及巨噬细胞的活化，聚集，分布情况的病理变化。 

方法  实验组大鼠利用改良的自由落体打击模型对去骨瓣后的大鼠进行脑组织损伤，以此构建重型

创伤性颅脑损伤大鼠模型，于损伤处持续滴注海水 45 分钟。空白对照组仅进行去骨瓣后缝合头皮，

造模后大鼠放回笼内正常饲养。实验组及对照组大鼠分别于造模后第 24、48、72、96 小时随机选

取 4 只大鼠处死，进行灌注取脑。石蜡包埋后切片并进行常规 HE 染色及针对小胶质细胞的特异性

抗体 CD11b/c 和 CD68 的免疫组化 DAB 显色。 

结果   大鼠创伤性脑损伤合并海水浸泡后 48-72 小时神经炎症反应最为强烈：损伤处血细胞增多；

水肿不断加重；小胶质细胞不断聚集，活化，高倍荧光显微镜下可见此时间段小胶质细胞数量达高

峰，并有明显的吞噬行为。72-96 小时脑出血及水肿情况逐渐稳定，小胶质细胞数量减少。炎症反

应过程中 CD68 阳性细胞数目较 CD11b/c 阳性数目多，但其变化趋势同小胶质细胞。 

结论  1.脑损伤海水浸泡后 72 小时内炎症反应最为强烈，小胶质细胞及巨噬细胞大量聚集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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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6 小时后逐渐减弱并趋于平稳。2.脑损伤后外周巨噬细胞迅速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内参与炎症反

应。3.进行细胞移植治疗应在损伤 72h 后进行。 

 
 
PO-254 

Inhibition of Blood Brain Barrier Disruption by an 
Apolipoprotein E-Mimetic Peptide Ameliorates Early Brain 

Injury in Experiment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Pang Jinwei1,Chen Yitian2,Kuai Li 3,Yang Ping4,Peng Jianhua1,Wu Yue 5,Chen Yue 6,Michael P. Vitek7,Chen 
Ligang 1,Sun Xiaochuan 5,Jiang Yong1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medicine， Medical College of Soochow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4.Department of Vasculocardiolog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5.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6.Department of Nuclear Medicine，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7.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Medicine， Durham， North Carolina， USA 

 

Objective Apolipoprotein E (ApoE) mimetic peptides have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beneficial in 
secondary brain injury following experiment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 However, the mo
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se benefits in SAH models have not been clearly identified. Thi
s 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an ApoE-mimetic peptide affords neuroprotection in early brain injury
 (EBI) following SAH by attenuating BBB disruption.  
Methods SAH was induced by an endovascular perforation in young, healthy male wild-type (WT)
 C57BL/6J mice. Multiple techniques, including MRI with T2-weigted imaging, 18 FDG PET-CT sc
anning and histological studies, were used to examine BBB integrity and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 
in EBI following SAH. 
Results We found that SAH induc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BBB permeability and neuron apopt
osis, whereas ApoE-mimetic peptide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degradation of tight juncti
on proteins and endothelial cell apoptosis. These effects reduced brain edema and neuron apopto
sis, increased cerebral glucose uptake and improved neurological functions. Further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the ApoE-mimetic peptide inhibited the proinflammatory activators of MMP-9, includi
ng CypA, NF-κB, IL-6, TNF-α and IL-1β, thereby ameliorating 
BBB disruption at the acute stage of SAH.  
Conclusion Together, these data indicate that ApoE-mimetic peptides are a novel and promising 
strategy for EBI amelioration after SAH that are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PO-255 

硬膜外血肿的 CT 密度及厚度是其进展需要手术治疗的危险因素 

 
孙远召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223002 

 

目的  外伤性幕上硬膜外血肿的病例，入院时血肿量较小无手术指证，入院后进行性增加需要手术

清除并不少见，我们试图寻找外伤性幕上硬膜外血肿进展需要手术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3-1-1—2015-12-31 入院后由于暂无手术指证保守治疗的外伤性幕上硬膜

外血肿病例，其中部分病例保守治疗过程中血肿进展而手术治疗，应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识别

外伤性幕上硬膜外血肿进展需要手术相关的危险因素，并对血肿进展手术组与保守组的有统计学意

义的危险因素进行比较。    

结果   血肿的 CT 密度、厚度为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血肿部位、入院时 GCS、年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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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时收缩压无统计学意义；血肿进展手术组的血肿 CT 密度均为等低混杂密度或低密度，保守组

的血肿 CT 密度为高密度；血肿进展手术组的血肿厚度均超过 20mm，保守组的血肿厚度均在 20m

m 以下。 

结论  外伤性幕上硬膜外血肿的病例，入院时无手术指证，如果血肿的 CT 密度为低密度或等低混杂

密度，或厚度超过 20mm，应视为血肿进展需要手术的高危病例。 

 
 
PO-256 

载脂蛋白 E 拟肽对创伤性脑损伤后神经元凋亡及自噬的影响 

 
庞金伟 刘亮 陈礼刚 江涌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646000 

 

目的  创伤性脑损伤（TBI）后的神经元凋亡是影响患者神经功能预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研究拟探

讨运用外源性载脂蛋白 E(apoE)拟肽 COG1410 对 TBI 小鼠皮层神经元凋亡的影响及机制。 

方法  野生型健康成年雄性C57BL/6J小鼠 40只，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假手术对照组（Control）,

安慰剂组（TBI+Saline）和治疗（TBI+COG1410），运用控制性皮层撞击（CCI）方法建立小鼠

中度 TBI 模型。治疗组分为 2 个亚组并于伤后 30分钟内给予载脂蛋白 E 拟肽 COG1410 （1mg/kg.

d 和 2mg/kg.d）尾静脉注射治疗,以后每隔 24 小时给药一次，安慰剂组予以等量生理盐水替代。3

天后评估各组小鼠神经功能损伤情况并留取各组小鼠脑组织，运用 TUNEL 染色、免疫荧光染色、

蛋白免疫印迹等技术检测小鼠脑组织伤灶周围皮层神经元凋亡以及自噬变化情况。 

结果  TBI 后小鼠出现明显的神经功能障碍，转棒时间(Rotarod Latency)明显缩短，神经损伤严重性

评分（NSS)明显增加。而给予 COG1410 治疗后，小鼠神经功能明显恢复， 2mg 组较 1mg 组效果

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BI 后小鼠伤侧大脑半球自噬关键蛋白 Beclin-1 和 LC3 表

达明显增加，反应自噬活性的 LC3II/LC3I 的比值也明显增加,免疫荧光染色发现伤灶周围皮层神经

元自噬明显增加（p<0.05）；同时 TBI 后小鼠伤侧大脑半球凋亡相关蛋白 Bax、cleaved Caspase-

3 也明显增加，而抗凋亡蛋白 Bcl2 明显减少，神经元凋亡明显增加（p<0.05）。给予 COG1410 治

疗后，Beclin-1 和 LC3 明显减少，LC3II/LC3I 的比值降低，伤灶周围皮层神经元自噬明显减少；B

ax、cleaved Caspase3 也明显减少，而 Bcl-2 明显增加，从而导致神经元凋亡减少，2mg 组较 1m

g 组效果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研究发现 COG1410 可以明显促进 TBI 后

Akt 和 mTOR 的磷酸化水平，从而抑制了 TBI 后的过度自噬，减少了神经元凋亡和小鼠神经功能障

碍（p<0.05）。 

结论  载脂蛋白 E 拟肽可以剂量依赖性地减少实验小鼠 TBI 后的自噬水平，从而减轻 TBI 后的神经

元凋亡，其机制可能与调节 AKt/mTOR 相关通路有关。 

 
 
PO-257 

光化学法联合凝血酶注射构建大鼠颅内静脉窦 

血栓形成模型的研究 

 
陈成伟 汪求精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目前国内外现存的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CVST）动物模型的制备手段及病理生理研究结果有

较大的差异性，迄今为止仍然缺乏稳定的 CVST 动物模型。本课题旨在通过光化学法联合凝血酶注

射的方式构建一个可用于基础、临床试验研究的大鼠上矢状窦-皮层静脉血栓模型，从而提供一个

有利于深入 CVST 基础研究及治疗效果评估的平台。 

方法  将 143 只 Wistar 成年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假手术组，控制对照组，在不同分组中根据研究 

的时间点分为第 1 天、第 2 天、第 7 天 3 个亚组。在模型组中，Wistar 成年大鼠麻醉后，进行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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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管并通过脑立体定向固定。在外科显微镜观察下，用高速颅骨钻钻开骨窗，暴露上矢状窦、皮层

静脉及部分脑皮层。将孟加拉玫瑰红溶液以 1mg/kg/min 的速度经尾静脉缓慢注射，即通过全固态

半导体激光器，采用波长 532nm、功率密度 15mw/mm2、直径 1mm 光斑的激光束照射距后囟 0.5

mm的上矢状窦尾端处及距前囟 0.5mm的上矢状窦头端及尾端，各持续 10min，观察到照射处血管

形成棕黑色血凝块。随后穿刺上矢状窦头端，缓慢注射凝血酶，持续 10min 后拔出穿刺针，通过血

管荧光造影法检测血栓形成范围。随后检测其血脑屏障完整性、脑含水量、神经功能、脑梗死体积、

梗死部位的血管及神经胶质细胞的动态变化情况。 

结果   血管荧光造影证实了大鼠形成了广泛的上矢状窦-皮层静脉血栓。与假手术组及控制对照组相

对比，实验组大鼠大脑皮层处血脑屏障及神经功能在术后第 1 天时受损，且在第 2 天时损伤程度加

重，同时伴随着脑水肿，然而在第 7 天时，血脑屏障完整性、脑含水量及神经功能逐渐恢复正常；

TTC 染色、HE 染色及 MAP-2免疫组化显示大鼠在术后第 1天出现脑梗死，在第 2 天时脑梗死体积

达到最大，同时可见脑缺血坏死、出血、脑水肿等病理改变，随后在第 7 天时梗死体积逐渐缩小；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微血管数量在术后第 1 天、第 2 天保持恒定，而星形胶质细胞的数量在第 1 天、

第 2 天时显著减少，但在第 7 天时，微血管及星形胶质细胞数量明显多于正常组及模型组。 

结论  证实了通过光化学法联合凝血酶注射构建的大鼠 CVST 模型能够模拟人体 CVST 的病理生理

改变，通过探索大鼠 CVST 模型不同疾病发展阶段的病理生理改变，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干预契机，

从而减少致残率及死亡。 

 
 
PO-258 

Homer1a 通过抑制容量性钙内流减轻神经元氧化应激损伤 

 
饶维 费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外科，710032 710032 

 

背景 氧化应激是脑卒中神经元损伤的重要损伤机制，其与细胞内钙动态失衡关系密切。Homer1a，

作为一种重要的突触后致密物，广泛参与神经元钙通道功能调节。同时，容量性钙内流（Capacita

tive calcium entry, CCE）是神经元钙动态平衡的重要调节机制。然而，Homer1a 是否影响神经元

氧化应激损伤，CCE 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目前尚不清楚。 

目的  明确 Homer1a 及 CCE 在神经元氧化应激损伤中的作用；探讨 Homer1a 是否参与调节 CCE

及其具体作用机制。 

方法  在经典的谷氨酸诱导的 HT-22 细胞氧化应激损伤模型中，采用免疫印迹、免疫荧光检测相关

蛋白分子的表达；采用钙成像检测细胞内钙浓度的改变；采用 CRISPR/CAS9 基因敲除技术敲除基

质相互作用分子 1（Stromal interaction molecule 1, STIM1）表达；采用线粒体氧化水平报告基因

监测线粒体氧化水平；采用免疫共沉淀检测蛋白分子间相互作用。 

结果  （1）上调 Homer1a 表达可明显减轻氧化应激损伤、晚期细胞钙超载及降低线粒体氧化水平；

而下调 Homer1a 则加重氧化应激损伤和线粒体氧化水平；(2)氧化应激损伤后，STIM1 蛋白表达并

无明显改变，但其斑块数及细胞膜附近定位明显增加；(3)CCE 抑制剂或 STIM1 基因敲除可明显下

调 CCE 所介导的钙内流，并减轻氧化应激损伤；(4)上调 Homer1a 蛋白表达可明显抑制神经元 CC

E，然下调 Homer1a 表达对其并无明显作用；(5)免疫共沉淀发现 Homer1a、STIM1 和 Orai1 蛋白

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上调 Homer1a 表达可明显减少谷氨酸处理所引起的 STIM1-Orai1 蛋白分子

间的相互作用。 

结论  Homer1a 可能通过抑制 STIM1-Orai1 蛋白复合体形成，减轻 CCE 所介导的细胞内晚期钙超

载及线粒体氧化应激，最终促进神经元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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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9 

损伤控制治疗双额叶脑挫裂伤、脑内血肿的探讨 

 
徐勤义 

无锡市惠山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214187 

 

目的  探讨采用损伤控制的方案治疗双额叶脑挫裂伤、脑内血肿的疗效。 

方法  采用前瞻性的研究方法将 100 例双额叶脑挫裂伤、脑内血肿病人随机分组，对照组（n=50）

仅根据 CT 及临床表现采用保守或常规手术治疗，研究组（n=50）根据病情逐步采取保守治疗→IC

P 脑室型探头→单侧开颅手术入路清除双侧血肿→双侧开颅手术的手术方案手术。 

结果  根据伤后 6 个月 GOS 预后评分判断两组预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

研究组去骨瓣比例明显下降（P＜0.01），双侧开颅比例明显下降（P＜0.01），但保守治疗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损伤控制治疗双额叶脑挫裂伤、脑内血肿的手术方法由简单手术方案逐级到复杂手术过

度，能明显减少开颅及开颅带来的继发性损伤，减少脑中心疝的发生。 

 
 
PO-260 

同期颅骨修补及脑室分流治疗颅骨缺损并 脑积水临床分析 

 
仝振亚 

信阳信钢医院 464194 

 

目的   探讨同期颅骨修补及脑室腹腔分流治疗方法的治疗效果与预后。 

方法  将 58 例颅骨缺损并脑积水患者根据手术时机及方式不同，将其分为 2 组，治疗组（同期手

术）29 例；对照组（早期分流、延期颅骨修补）29 例，比较两组患者术后疗效及并发症。  

结果   治疗组疗效显著好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同期手术治疗颅骨缺损并脑积水疗效好，并发症低，值得临床推广。 

 
 
PO-261 

侧脑室额角与腰大池同时置管持续外引流术 

治疗自发性脑室出血 36 例 

 
仝振亚 

信阳信钢医院 464194 

 

目的   讨论自发性脑室出血单纯侧脑室额角外引流术与联合腰大池外引流术的治疗效果对比。 

方法  选取我院住院治疗的自发性脑室出血患者 63 例，随机分为两组，进行单纯侧脑室额角外引流

术与联合腰大池持续外引流术治疗效果对比。 

结果   治疗组预后明显好于对照组。 

结论   侧脑室额角联合腰大池外引流术治疗脑室出血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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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2 

Pterostilbene attenuates early brain injury following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via inhibition of the NLRP3 

inflammasome and Nox2-related oxidative stress 

 
Liu Haixiao1,Zhao Lei1,Yue Liang1,Wang Bodong1,Li Xia1,Guo Hao1,Ma Yihui2,Gao Li1,Deng Jianping1,Li 

Lihong1,Feng Dayun1,Qu Yan1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8， China 

2.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General Hospital of Lanzhou Military Area Command， Lanzhou 730050，  

 
Aim  Pterostilbene (PTE), one of the polyphenols present in plants such as blueberries and grape
s, has been suggested to have various effects, such as anti-oxidation, anti-apoptosis, and anti-ca
ncer effects.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 is a severe neurological event known for its high m
orbidity and mortality. Recently, early brain injury (EBI) has been reported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SAH.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TE could
 attenuate EBI after SAH was induced in C57BL/6J mice. We also studied possible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s   After PTE treatment, the neurological score and brain water content of the mice were a
ssessed. Oxidative stress and neuronal injury were also evaluated.NLRP3 inflammasome activity 
was assessed using western blot analysis.  
Result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TE treatment reduces the SAH grade, neurological score, an
d brain water content following SAH. PTE treatment also reduced NLRP3 inflammasome activatio
n. PTE alleviated the oxidative stress following SAH as evidenced by the dihydroethidium staining,
 superoxide dismutase activity, malondialdehyde content, 3-nitrotyrosie and 8-hydroxy-2'–deoxyg
uanosine levels, and gp91phox and 4-hydroxynonenal expression levels. Additionally, PTE treatm
ent reduced neuronal apoptosis.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PTE attenuates EBI following SAH possibly vi
a the inhibition of NLRP3 inflammasome and Nox2-related oxidative stress.  
 
 
PO-263 

入手微处，匠心独运，浅谈赫尔辛基手术策略 

 
曹鹏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近年来，以芬兰 Juha Hernesniemi 教授为代表的赫尔辛基大学中心医院(HUCH)神经外科在

显微神经外科方面独树一帜 

方法  本文笔者赴芬兰访问学者一年，结合全军神经医学研究所 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既往单中

心手术经验，分析与 HUCH 神经外科不同的手术方式，以点带面，体会其所提倡的“Simple Fast Cl

ean while Preserving Normal Anatomy”显微神经外科手术理念 

结果  分别从 1、坐位手术 风险 or 收益 ？2、经纵裂侧方胼胝体入路，三脑室內中前部占位的首选？

3、个体化前床突切除，基于病变的私人订制 4、水分离技术 5、经终板三脑室切开引流置管术 6、

改良 Paine’s 点穿刺 7、Sundt Clip Graft（“救命夹”）8、后床突--颅底入路选择的“灯塔”9、精准侧

裂暴露 10、TIVA 全静脉麻醉—slack brain 脑松弛起手式等方面，探讨赫尔辛基手术技术与作者单

位既往手术技术比较 

结论  Simple Fast Clean while Preserving Normal Anatomy 作为赫尔辛基所提倡的显微外科手术理

念值得学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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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4 

颅脑创伤与精准医学 

 
田恒力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2015 年 1 月 20 日，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了“精准医学计划”（PMI），2015 年 1 月

30 日奥巴马总统正式批准“精准医学计划”。2015 年 3 月，科技部举办首届国家精准医疗战略专家

会议并成立由 19 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计划在 2030 年前投入 600 亿元。目前精准医疗已被纳入

“十三五”重大科技专项，上升为国家战略。詹其敏院士认为，精准医疗是应用现代遗传技术、分子

影像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结合患者生活环境和临床数据，实现精准的疾病分类和诊断，制定具有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结合现代精准医学及我们的创伤救治经验试从以下几方面探讨颅脑创伤与精准

医学 1、创伤后颅内进展性出血（Progressive hemorrhagic injury, PHI）即如何精确评估 PHI 的发

生（预测）2、关于 CT 复查目前 CT 复查过多还是过少？ 如何更加合理又及时？及住院颅脑创伤

患者中早期头颅 CT 复查策略 3、颅内压监测与降颅压治疗：经验性治疗到目标性治疗并脑灌注压

维持。新的问题是去大骨瓣减压后颅腔失去原有正常结构，此时 ICP 探头位置、颅高压治疗阈值及

脑灌注压维持范围是否需要调整、此时是否存在颅内压力梯度变化、体位及头位改变的影响等需进

一步探讨。4、关于预后及伤情评价：以 GCS 评分及 Marshall CT 分级是否合理？是否需要建立与

预后更加相关的精确的伤情评价系统及如何建立。5、关于颅脑创伤的分子诊断及分子预测。 

 
 
PO-265 

颅脑创伤患者预后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田恒力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建立并验证预测脑外伤患者 30 d 内死亡率及 6 个月预后不良率的预测模型.  

方法  收集 1 016 例中重度脑外伤患者临床资料用作预测模型建立数据.系统分析入院相关危险因素

与预后关系,Logistic回归建立不同的预测模型,通过拟合优度检验和计算C统计值(ROC曲线下面积)

观察模型性能.内、外部验证模型并最终确定预测模型,开发脑外伤患者预后预测工具。 

结果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高龄、瞳孔对光反射消失、运动 GCS 评分下降、异常 CT 特征和异常

常规实验室检查是脑外伤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入院危险因素建立的预测模型性能良

好(拟合优度检验 P ＞0.05,C 统计值 0.709～0.882).内部验证表明模型无过度乐观,外部验证证实预

测模型外部适用性强(拟合优度检验 P＞0.05,C 统计值 0.844～0.992). 

结论  建立的预测模型可以早期、简单且准确地预测脑外伤患者的预后,脑外伤患者预后预测工具可

用于辅助临床决策的制定.  

 
 
PO-266 

PTEN 对大鼠颅脑创伤后血脑屏障通透性及神经功能的作用 

 
田恒力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探讨 PTEN 对大鼠 TBI 后血脑屏障通透性及神经功能的影响。 

方法  成年 SD 大鼠腹腔注射 PTEN 抑制剂 bpv(pic)或生理盐水，并制作液压脑损伤模型。以 West

ern blotting、RT-PCRuo 免疫荧光检测 PTEN、p-Akt 和 MMP-9 的表达情况。以 TUNEL 检测神经

元的凋亡情况。伊文氏蓝腹腔注射并检测渗出量判断血脑屏障通透性。动物神经损伤评分(NSS)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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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神经功能，并以 Kaplan-Meier 做动物生存分析。 

结果  TBI 后 PTEN 表达升高。Bpv(pic)处理后，p-Akt 表达较未处理组升高，并可明显降低血脑屏

障通透性，减少细胞凋亡数目。抑制 PTEN 可改善 TBI 后早期动物的神经功能。 

结论  以 PTEN 抑制剂 bpv(pic)处理动物，在 TBI 大鼠中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PO-267 

基于入院临床特征建立创伤性颅内进展性出血风险评价系统 

 
田恒力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分析创伤性脑损伤患者颅内进展性出血的临床特征及危险评价。 

方法  非手术创伤性脑损伤患者 468 例，根据颅内出血进展情况分为进展组和非进展组。比较两组

患者的年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受伤至首次 CT 检查时间（HCT1）、受伤至第二次 CT

检查时间（HCT2），入院时凝血功能指标，首次及复查 CT 血肿量。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颅内进

展性出血的危险因素，并基于入院特征风险因素分析建立颅内进展出血发生的风险评价系统。 

结果  两组患者的年龄、GCS、HCT1、凝血酶原时间（PT）、国际标准化比率（INR）、纤维蛋

白降解产物（FDP）、D-二聚体（DD）、血小板（PLT）计数及复查 CT 血肿量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FDP、INR 和 DD 为颅内进展性出血的危险因素

（OR>1，p<0.05）；GCS、HCT1 和 PLT 计数较低的患者发生颅内进展性出血的可能性较大（O

R>1，p<0.05）。 

结论  对于创伤性脑损伤患者，年龄、FDP、INR、DD、GCS、HCT1 和 PLT 为颅内进展性出血的

相关因素。  

 
 
PO-268 

颅脑创伤常规 CT 复查的临床研究 

 
田恒力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探讨创伤性脑损伤后常规复查 CT 的必要性及策略。 

方法  选择入院时未行急诊手术的创伤性脑损伤患者 103 例，随机分为常规复查组（n=53）和非常

规复查组（n=50）。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入院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受伤机制、

受伤至首次 CT 检查时间（HCT1）、损伤类型和部位、血肿量、入院时凝血功能指标、重症监护

病房（NICU）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出院 GCS 和治疗总费用。对进展性出血的相关因素进行 L

ogistic 回归分析。将常规复查组患者根据入院 GCS分为 3组（3-8分组、9-12分组、13-15分组），

评价各组有无必要进行常规 CT 复查。 

结果  两组患者出院 GCS、NICU 住院时间和总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治疗总费用无明显差异（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FDP、INR 和 DD 为进展

性出血的危险因素（OR>1，p<0.05）；入院 GCS、HCT1、PLT 越小越容易发生进展性出血（O

R>1，p<0.05）。在常规复查组中，53 例患者复查 161 次 CT；其中 25 例轻度创伤性脑损伤患者

中，仅 1 例（4%）发生进展性出血切改变了治疗方式；28 例中、重度创伤性脑损伤患者中，18 例

（64.3%）患者改变了治疗方式。 

结论  常规 CT 复查在中、重度创伤性脑损伤患者中具有一定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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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9 

颅脑创伤患者脑脊液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与损伤程度、 

病情变化及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黄保胜 1 余万 2 李立新 3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神经外科   2.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外科   3.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颅脑创伤后脑脊液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与脑损伤程度、病情变化及预后的关系。 

方法   选择急性颅脑创伤患者 70 例，根据 GCS 评分中度组（9~12 分）35 例，重度组（3~8 分）3

5 例，并选择 35 例正常体检者作为对照组。通过腰椎穿刺或脑室穿刺方法采集患者伤后 12h、24h、

2d、3d、5d脑脊液，以 ELISA 法测定 3组脑脊液 NSE 的含量，分析其与损伤程度的关系，并与实

时的影像学资料进行比较,进而判断病情及预后。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中、重度脑损伤组伤后脑脊液 NSE 浓度升高，并具有统计学意义。在中度脑

损伤组患者中，脑脊液 NSE 于伤后 12h 达高峰，24h、2d、3d 逐渐下降，至第 5d 时脑脊液 NSE

水平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别。重度脑损伤组患者脑脊液 NSE 于伤后 12h 即达第一次高峰，此后逐渐

降低，并于伤后 3d 再次升高至第二次高峰后迅速下降,于 5d 后降至最低。重度组脑脊液 NSE 在伤

后 12h 至伤后 5d 与对照组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并且在伤后 12h 至 3d 血清 UCH-L1 水平显著高

于中度脑损伤组。进一步研究发现患者脑脊液 UCH-L1 的变化与影像学改变密切相关，并与脑损伤

的预后呈负相关（r=-0.412，p < 0.05）。   

结论   颅脑创伤脑脊液 NSE 水平与脑损伤程度密切相关，对判断病情及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PO-270 

EPO 通过调节 Akt 通路及细胞周期关键蛋白 

CyclinD1 促进胶质母细胞瘤快速增殖 

 
唐兆华 霍钢 孙晓川 刘自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临床随访、病理标本及体内、外胶质母细胞瘤模型，研究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

hropoietin，EPO）促进胶质母细胞瘤快速增殖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检测不同级别的临床胶质瘤标本中 EPO 及其受体的表达情况，比较其与增值指数（Ki67）及

患者生存期的相关性；体外培养胶质母细胞瘤 U87 细胞株，分为对照组、EPO 处理组及 EPO+Akt

抑制剂组。检测各组肿瘤细胞的增殖速度，信号通路 P-Akt、β-Cantenin 及细胞周期关键蛋白 Cycl

inD1 的表达情况及肿瘤细胞的增殖周期。建立 U87 细胞株裸鼠皮下成瘤模型，分为对照组及 EPO

处理组，检测各组皮下成瘤的体积、重量、生长速度及裸鼠生存期，比较 EPO 及其受体表达水平

与 Ki67 及生存期的相关性。 

结果  临床实验：EPO、EPOR 表达随着临床胶质瘤病理级别的增高表达明显增强（均 P＜0.05），

并与 Ki67 呈正相关，与患者的生存期呈负相关。体外实验：EPO 处理后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生长速

度明显增快，P-Akt、β-Cantenin 及 CyclinD1 表达水平也明显上调，细胞增殖指数明显升高（均 P

＜0.05）；EPO+Akt 抑制剂处理使细胞 P-Akt、β-Cantenin 及 CyclinD1 表达显著被抑制， 细胞增

殖指数及增殖速度显著降低（均 P＜0.05）。裸鼠体内实验：EPO 处理后裸鼠的体内胶质母细胞瘤

生长速度、瘤体重量及体积明显增加（均 P＜0.05），EPO 及 EPOR 的表达量与 Ki67 呈正相关，

与裸鼠的生存期呈负相关。 

结论  本研究发现 EPO 及其受体与胶质瘤的病理级别、增殖速度患者生存期呈显著的相关性；EPO

可显著促进胶质母细胞瘤的增殖；激活Akt信号通路，上调细胞周期关键蛋白CyclinD1的表达，加

快肿瘤细胞增殖周期是其重要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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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1 

EPO 通过下调核型凝集素表达抑制颅脑创伤后神经元凋亡 

 
唐兆华 孙晓川 霍钢 廖正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通过观察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EPO）对大鼠颅脑创伤后神经元凋亡及核型凝集

素（nuclear clusterin, nCLU）表达的影响，探讨 EPO 在颅脑创伤后的脑保护机制。 

方法   78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 n = 6) 、 颅脑创伤组( n = 36) 及 EPO 治疗组( n = 36) 。

采用改良 Feeney 法制造重型大鼠颅脑创伤模型，EPO 组大鼠伤后即刻及每天腹腔内注射 rhEPO(5

000U/kg)，颅脑创伤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Western Blots 法检测各组大鼠创伤灶周边 nCLU 蛋白

的表达变化；TUNEL 试剂盒检测各组大鼠创伤灶周边神经细胞凋亡情况；mNSS 法观察各组大鼠

神经功能损伤情况。 

结果   Western Blots法检测发现大鼠创伤后创伤灶周边 nCLU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0.05），

TUNEL 检测显示创伤灶周边神经细胞凋亡数量显著增高（P<0.05），且与 nCLU 蛋白表达水平呈

正相关性。EPO 治疗可显著抑制大鼠创伤灶周边脑组织中 nCLU mRNA 及蛋白的表达，降低神经

细胞凋亡细胞数量，显著改善大鼠细神经功能（均 P<0.05）。 

结论   nCLU 高表达可能是促进大鼠颅脑创伤后神经细胞凋亡的重要因子，EPO 可能以通过抑制 n

CLU 的高表达，降低神经细胞的凋亡率，达到改善大鼠的神经功能的神经保护作用。 

 
 
PO-272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Honokiol provides 
neuroprotection and improves functional recovery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hrough cell cycle inhibition 

 
Tang Zhaohua,Sun Xiaochuan,Huo Gang,Wang Haiquan,Wang Wentao,Liu Zili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6 

 

Recently, increasing evidence has shown that cell cycle activation is a key factor of neuronal deat
h and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Honokiol, a cell cycle inhibitor, on attenuating the neuronal damage and facilitating func
tional recovery after TBI in rats, in an attempt to unveil its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in TB
I.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delayed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Honokiol could effectively amel
iorate TBI-induced sensorimotor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s. Meanwhile, Honokiol treatment could
 also reduce the lesion volume and increase the neuronal survival in the cortex and hippocampus.
 The neuronal degeneration and apoptosis in the cortex and hippocampus were further significantl
y attenuated by Honokiol treatment. In addition, the expression of cell cycle-related proteins, inclu
ding cyclin D1, CDK4, pRb and E2F1,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endogenous cell cycle inhib
itor p27 was markedly decrease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TBI. And these changes were signif
icantly reversed by post-injury Honokiol treatment. Furthermore, the expression of some of the ke
y cell cycle proteins such as cyclin D1 and E2F1 and the associated apoptosis in neurons were b
oth remarkably attenuated by Honokiol treatment.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delayed intravenous a
dministration of Honokiol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functional recovery and attenuate the neur
onal cell death, which is probably, at least in part, attributed to its role as a cell cycle inhibitior. Thi
s might give clues to developing attractive therapies for future clinical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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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3 

Protective effects of erythropoietin on astrocytic swelling 
after oxygeneglucose deprivation and reoxygenation: 

Mediation through AQP4 expression and MAPK pathway 

 
Tang Zhaohua,Huo Gang,Liao Zhengbu,Liu Zili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外科 400016 

 

Recent in vivo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rythropoietin (EPO) offers strong protection against brain
 edema. However, the intra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behind this beneficial effect have n
ot been specifi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whether human erythropoietin (rhEPO) 
reduces the astrocytic swelling created by oxygeneglucose deprivation followed by reoxygenation
 (OGD/Reox) in vitro and whether this effect can be mediated through the modulation of aquapori
n4 (AQP4) expression in the plasma membrane (PM) and phosphorylation of the mitogen-activate
d protein kinase pathway (MAPK) pathway.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OGD/Reox produced increas
e in cell volume, morphological swelling, and mitochondrial swelling. These changes were associa
ted with the upregulation of AQP4 in PM and the over-activation of MAPK. Silencing AQP4 expres
sion using small interfering ribonucleic acid for AQP4 was found to block astrocytic swelling. Inhibi
tion of the overactivation of MAPK mitigated the PM AQP4 overabundance and cellular swelling. 
As expected, treatment with rhEPO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OGD/Reox-induced increase in cell v
olume, morphological swelling, and mitochondrial swelling as well as the up-regulation of AQP4 in
 PM. In addition, cultures treated with the neutralizing anti-EPO antibody worsened the PM AQP4 
abundance and cellular swelling, abolishing the protective effects mediated by rhEPO treatment. 
Furthermore, the over-activation of these MAPK after OGD/Reox was attenuated by rhEPO treat
ment significantly. In conclusion, our data strongly suggest that rhEPO can protect astrocytes fro
m swelling caused by ischemia and reperfusion-like injury. This neuroprotective capacity is partiall
y mediated by diminishing the MAPK-activity-dependent overabundance of AQP4 in PM. 
 
 
PO-274 

蛛网膜下腔出血与脑出血丘脑应激反应差异性的 

动态观察临床研究 

 
王广 罗超 彭形 

重庆市中医院 400021 

 

目的  动态观察蛛网膜下腔出血及脑出血 β-内啡肽、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变化规律，探讨蛛网膜

下腔出血及脑出血丘脑应激反应的差异性。 

方法  试验分正常对照组，自发性脑出血组(ICH)、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组(SAH)，每组 20 例。正

常对照组于入院时采集血液，脑脊液，试验组分别于入院时、入院后 1 天、3 天、7 天、14 天、30

天采集血液及脑脊液，放射免疫分析法(RIA)，测定血浆和脑脊液中 β-内啡肽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

素(GnRH)的含量。 

结果  脑出血及蛛网膜下腔出血组入院时、入院后 1 天、3 天、7 天、14 天血液及脑脊液中 β-内啡

肽和 GnRH 含量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蛛网膜下腔出血组入院后 1 天、3 天血液及脑脊液中 β-

内啡肽和 GnRH 含量比脑出血组高(P<0.05)，而在发病后 30 天蛛网膜下腔出血及脑出血组血液及

脑脊液中 β-内啡肽和 GnRH 含量均恢复正常(P>0.05)。 

结论  β-内啡肽和 GnRH 参与蛛网膜下腔出血及脑出血丘脑应激反应，蛛网膜下腔出血与脑出血存

在明显差异，监测血液和脑脊液β-内啡肽和GnRH含量对判定脑损伤程度及评估预后有重要临床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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