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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脑静联合依达拉奉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分析

王伟伟,康 玲,田永青,霍金莲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神经内科,咸阳 712000)

摘要 目的:探讨醒脑静联合依达拉奉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2012年9月至2014年9月延安大学咸阳医

院收治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82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41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支持疗法联合依

达拉奉注射液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醒脑静注射液。治疗3周后,对比两组患者颅内血肿吸收情况、神经功能缺损

程度评分及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前,两组患者颅内血肿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患者颅内血肿

量较对照组明显减少,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研究组血肿完全吸收率为34.15%,高于对照组的21.95%,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研究组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1)。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85.37%,高于对照组的65.8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醒脑静联合依达拉奉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疗

效优于单用依达拉奉,能够改善患者神经功能,减少颅内血肿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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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是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且随着年龄的

增加,其发病率升高[1]。高血压可引起心脏病、中
风、肾功能衰竭、血管瘤等疾病,其中脑出血是高血

压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病情严重者可致残、致
死[2-3]。由于高血压常常导致大脑底部部分小动脉

发生病理性变化,使小动脉管壁上发生纤维样或玻

璃样变性以及局部性出血、缺血及坏死。患者情绪

激动、过度脑力或体力劳动等引起血压剧烈升高,会
导致脑血管破裂出血[4-5]。目前对于高血压脑出血

患者仍缺乏可明显改善预后的有效治疗手段。本研

究采用醒脑静联合依达拉奉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患

者,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9月至2014年9月

在延安大学咸阳医院门诊就诊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82例,其中男42例,女40例;年龄54~66岁,平均

(59.5±6.2)岁;发病时间2~34h,平均(19.7±
7.5)h;血肿量9~45mL,平均(21.45 ± 6.24)

mL。病例纳入标准:(1)均符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

南》(2005年修订版)中原发性高血压的诊断标准,

并经CT检查符合第4届全国脑血管会议关于脑出

血的诊断标准者;(2)年龄<75周岁者;(3)愿意配

合治疗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且获得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者。病例排除标准:(1)发病时间≥48h者;
(2)患有精神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史者;(3)合并心、
肺、肝、肾等内科疾病者;(3)严重躯体疾病或意识障

碍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

照组,每组41例。其中研究组男20例,女21例;年
龄55~66岁,平均(60.3±5.2)岁。对照组男22
例,女19例;年龄54~65岁,平均(59.7±5.3)岁。
两组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对症治疗,包括脱

水、控制血压、降颅内压、维持水电解质平衡、保护脑

功能及控制并发症等治疗。对照组在此基础上给予

依达拉奉注射液(吉林省博大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批号:20070051,规格:30mg/支):30mg/次,

2次/d,将30mg依达拉奉注射液加入100mL生理

盐水中,静脉滴注。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醒

脑静注射液(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20110058,规格:10mL/支):20mL/次,1次/d,将

10mL醒脑静注射液加入250mL生理盐水中,静
脉滴注。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3周。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

·544·
广 西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GUANGXIMEDICALUNIVERSITY 2017Mar
;34(3)



疗21d后头颅CT影像变化,同时进行神经功能缺

损程度评分,并计算颅内血肿量[6]:颅内血肿量=
0.5×最大面积长轴×最大面积短轴×层面数。完

全吸收为血肿全部吸收,部分吸收指血肿吸收1/3
以上。

1.4 疗效标准 参照1995年中华医学会第4届脑

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

缺损程度评分标准》评定疗效[7]。(1)治愈:神经功

能缺损评分减少91%~100%;(2)显效:神经功能

缺损评分减少46%~90%,病残程度为1~3级;
(3)有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18% ~45%,病
残程度为1~3级;(4)无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18%;(5)恶化: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未减少或增加

>18%。总有效率=(治愈+显效+有效)例数/总

例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进

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

(%)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颅内血肿吸收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
组患者颅内血肿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研究组患者颅内血肿量较对照组明

显减少,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研究

组血肿 完 全 吸 收 14 例(34.15%),对 照 组 9 例

(21.95%),两 组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颅内血肿吸收情况比较

组别 n
颅内血肿量/mL,췍x±s
治疗前 治疗后

血肿完全吸
收,n(%)

血肿部分吸
收,n(%)

研究组 41 21.33±6.32 6.12±2.44 14(34.15) 23(56.10)
对照组 41 20.78±7.58 9.28±2.12 9(21.95) 25(60.98)

t/χ2 0.432 7.573 1.511 0.201
P >0.05 <0.01 >0.05 >0.05

2.2 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
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减少,且研究组患者的神经功

能缺损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01),见表2。

2.3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的比较 治疗后,
研究组总有效率为85.3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65.8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2323,P <
0.05),见表3。

表2 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

组别 n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分,췍x±s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41 35.11±3.67 19.33±5.35*

对照组 41 34.85±4.21 25.35±4.54*

t 0.361 6.653

P >0.05 <0.01

  与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的比较[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恶化 总有效率(%)
研究组 41 10(24.39) 15(36.59) 10(24.39) 5(12.20) 1(2.44) 85.37▲

对照组 41 6(14.63) 8(19.51) 13(31.71) 10(24.39) 4(9.76) 65.85
        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脑出血是高血压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且随着

年龄增长,发病率呈升高趋势。脑出血的治疗难度

较大,具有发病迅速、致残、致死率高等特点,严重威

胁患者的生命健康[8-9]。脑出血后,血肿块会压迫脑

血管组织引起急性脑组织损伤,促使氧自由基大量

产生,导致血肿周边脑组织继发性损伤,加速缺血区

脑组织细胞的凋亡和病情的发展[10]。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研究组患者颅内血肿

量较对照组明显减少,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研究组血肿完全吸收率为34.15%,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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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的21.95%,但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提示醒脑静联合依达拉奉治疗高血压脑出血

能较好地改善患者脑出血状况。此外,研究组的治

疗总有效率为85.3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5.85%
(P<0.05),表明醒脑静联合依达拉奉治疗高血压

脑出血的临床疗效优于单用依达拉奉治疗。研究表

明,醒脑静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活血以及开窍醒脑的

功效。制成水溶性注射液后能透过血脑屏障而直接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改善病变部位的血液循环,促
使血肿区域炎症改善,并能够提高脑细胞耐缺氧能

力,减轻神经功能的缺损程度[11]。醒脑静因其副作

用小且安全性高,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急性脑出血

患者的治疗中。依达拉奉是一种小分子量的自由基

清除剂,具有良好的脂溶性,其血脑屏障穿透率高达

60%。依达拉奉可以通过清除氧自由基,抑制脂质

过氧化作用,保护神经细胞,减轻脑水肿,从而降低

对脑组织的损伤[12]。研究认为,依达拉奉可以有效

减轻脑水肿和脑细胞损伤,但无兴奋大脑皮质的作

用;醒脑静则能通过血脑屏障直接在中枢系统发挥

作用,兴奋中枢神经系统,增强大脑功能,缩短昏迷

时间,两者合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清除自由基,抑制脑

神经细胞凋亡,改善脑循环,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

复。

  综上所述,醒脑静联合依达拉奉治疗高血压脑

出血的临床疗效优于单用依达拉奉,能够改善患者

神经功能,减少颅内血肿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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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书写统计学符号须知

  根据国家标准BG3358-82《统计学名词及符

号》的有关规定,请作者书写统计学符号时注意:①
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췍x,不用大写췍X ,也
不用 Mean或 M(中位数仍用 M );②标准差用英文

小写s,不用SD ;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s췍x ,不用

SE;④t检验用英文小写t;⑤F 检验用英文F;⑥
卡方检验用希腊文χ2;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r;⑧
自由度用希腊文小写υ;⑨样本数用英文小写n;⑩
概率用英文P。以上统计学符号均用斜体。P 值后

应写出相应显著性检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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