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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颅内感染是颅脑手术后临床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如果不

能及时、有效地控制感染，可导致患者致残和死亡［1］。目前

治疗颅内感染的主要手段是给予敏感抗菌药物，如果经静脉

给药，则难以透过血脑屏障而达到有效的药物浓度；而经鞘

内、脑室内注射抗菌药物治疗颅内感染的有效性现已得到

普遍认可，但仍存在争议，主要是因为抗菌药物浓度难以控

制，且目前尚无权威的指南作为指导。人工脑脊液置换术已

用于临床治疗神经系统疾病且效果显著，并且可以预防血栓

形成［2］；而亚低温治疗具有肯定的脑保护作用［3］。近几年

本院开展低温疗法联合人工脑脊液置换治疗颅内感染疗效

满意，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病例的纳入和排除标准：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

择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8 月本院收治的开颅术后及开放

性颅脑损伤致颅内感染的患者。

1.1.1  纳入标准： ① 临床上有发热、喷射性呕吐、脑膜刺

激征阳性等症状和体征； ② 脑脊液浑浊或呈脓性，脑脊液

白细胞数＞10×106/L，以多核细胞为主，蛋白＞0.45 mg/L；  

③ 外周血白细胞计数＞10.0×109/L； ④ 脑脊液或颅内引流

液细菌培养阳性［4］。符合第 4 条标准即可确诊，否则需要综

合考虑患者病情进行诊断。

1.1.2  排除标准：已合并严重并发症，如心力衰竭、肝肾功

能异常及其他疾病。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患者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行侧脑室穿刺外引流术，保留脑室外引流

管，经脑室外引流管注入敏感抗菌药物（经脑脊液培养），注

入后夹闭引流管 2 h，再开放引流 30 min，记录人工脑脊液置

换前的颅内压值，然后将人工脑脊液（34～35 ℃）经脑室外

引流管用输液泵以 10 mL/h 匀速泵入脑室 10 mL，关闭脑室

引流装置 30 min（以利于人工脑脊液与脑室内脑脊液充分混

匀），缓慢放出脑脊液 20～30 mL 后再以上述方法持续置换

脑脊液。

  人工脑脊液的配置方法：以正常腰大池脑脊液成分

及含量为配置依据由本院药剂科配置，其成分是：氯化钠 

6.279 g，氯化钙 0.353 g，氯化镁 0.488 g，氯化钾 0.216 g，碳酸

氢钠 1.932 g，磷酸二氢钠 0.358 g，葡萄糖 0.6 g，蒸馏水加至

1 000 mL，配置后高压灭菌。

  治疗过程中随时观察颅内压的变化，并给予相应处理。

在注药及人工脑脊液置换期间同时进行亚低温冬眠治疗，采

用输液管外置可调温加热器控制温度在 34～35 ℃。

1.3  疗效判定［5］： ① 治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血常规及

脑脊液培养结果均正常； ② 有效：临床症状明显改善，血常

规及脑脊液培养结果均明显好转； ③ 无效：临床症状无改

善甚至加重，血常规及脑脊液培养结果均未见明显改善。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P 18.0 软件处理数据，呈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以例数

或率表示。

2 结 果

2.1  患者一般情况：符合纳入标准病例共 32 例，其中男性

19 例，女性 13 例；年龄 18～70 岁，平均（43.25±9.70）岁。

开放性颅脑损伤 13 例，颅底骨折合并脑脊液漏 6 例，颅内占

位性病变切除术后 5 例，脑出血行脑室外引流术后 8 例。所

有患者脑脊液蛋白和白细胞数均升高，脑脊液外观呈不同程

度的浑浊状。

2.2  治疗效果：32 例患者平均治疗 9 d，治愈 20 例（62.5%），

有效 6 例（18.8%），无效 3 例（9.4%），死亡 3 例（9.4%）。1 例

死于肺部感染、呼吸衰竭；2 例死于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合并

多器官功能衰竭。治疗期间所有患者未出现抽搐、脑膜或

蛛网膜下腔粘连、气颅、脑疝等颅内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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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亚低温冬眠治疗对神经系统保护作用的有效性［5］：亚

低温疗法主要通过减少脑组织中多种化学反应的发生及速

度来降低组织代谢率，减少兴奋性神经递质的释放和钙内

流，保护蛋白质生物合成，从而发挥神经系统保护作用［6］。

任何损伤机制均伴发一系列蛋白的表达上调或下降，亚低温

通过作用于上述分子调控的多个环节来保护受损的神经细

胞。亚低温还可以通过抑制炎症通路中递质的合成或降低

其表达水平，控制感染的进一步发展和神经损伤［7］。

3.2  人工脑脊液的安全性：本研究采用了人工脑脊液替代

以往的生理盐水进行脑室灌洗。从理论上讲，生理盐水进入

脑脊髓腔会造成脑组织的二次损伤。而应用成分类似于脑

脊液的人工脑脊液代替生理盐水进行置换，不仅可以达到冲

洗的作用，还不会对损伤的脑组织造成二次损伤。这是因为

人工脑脊液的离子浓度、pH值和渗透压与人类脑脊液相似，

故临床应用更加安全［8］。另外，本研究所用人工脑脊液灌洗

量每日不超过 500 mL，并采用输液管外置可调温加热器设

置温度为 34～35 ℃，严格控制了人工脑脊液的温度及抗菌

药物浓度，避免了对脑室产生不良刺激，从而提高其安全性。

3.3  脑室外引流脑脊液的重要性：颅内感染一经确诊，应尽

早行脑室外引流术，既可以引流脑脊液，又可以监测颅内压。

如果头颅 CT 提示脑室扩大，合并脑积水，脑室内有大量脓

块或严重颅内高压时，必须先行侧脑室穿刺外引流，降低颅

内压；同时监测颅内压，以免引发脑疝、急性硬膜下血肿、气

颅等严重并发症。在行人工脑脊液置换与脑室外引流治疗

过程中需注意： ① 保持脑室外引流管通畅，避免引流管扭

曲、受压或意外脱落。② 严密观察脑脊液颜色、量、性状，

正常情况下脑脊液每日可产生 400～600 mL［8］，因此每日引

流 100～300 mL 是安全的。③ 脑室外引流可增加颅内感染

的风险，一定要严格无菌操作，预防逆行性感染。④ 严密监

测患者意识、瞳孔及神经系统症状的变化并记录；准确测量

颅内压，根据颅内压及时调整人工脑脊液的置换速度及引流

量；严密观察患者血流动力学、脑灌注压、脑血流、皮肤色

泽、末梢循环及尿量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3.4  低温疗法联合人工脑脊液置换治疗颅内感染的可行

性：有调查显示，开颅术后颅内感染率约为 4%；致病菌以金

黄色葡萄球菌为主，约占 70.6%；抗药性病原菌种中革兰阴

性厌氧菌约占 25%。本研究采用的低温疗法联合人工脑脊

液置换术适用于颅脑术后感染、脑外伤引起的颅内感染以

及各种原因导致的颅内感染患者，既可以通过亚低温治疗降

低颅内压保护脑组织，又可以通过人工脑脊液置换治疗颅内

感染。本研究中有 3 例患者治疗无效，其中 1 例患者为脑死

亡，另外 2 例脑电波检查近于平坦波形。因此，对于呼吸衰

竭处于休克期以及脑死亡等患者应慎用此治疗方法，但并无

绝对禁忌证。3 例死亡患者中有 1 例死于肺部感染、呼吸衰

竭；2 例死于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提示

我们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应加强气道管理，不断探索特殊菌

群的控制及治疗方法，以提高治愈率和有效率。

  综上所述，颅内感染患者在行亚低温冬眠治疗的同时进

行人工脑脊液置换，在有效降低脑温以保护脑组织的同时又

可置换炎性脑脊液，从而控制颅内感染的进一步发展，改善

预后，且无明显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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