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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叶皂苷钠辅助亚低温治疗对急性重度颅脑损伤

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响及时机选择

祝晨何煜舟石莹王灵聪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杭州310006)

-论著-

【摘要】目的探讨七叶皂苷钠辅助亚低温治疗急性重度颅脑损伤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改变及时机选择。

方法选取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诊的90例急性重度颅脑损伤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将人选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伤后2、6、12 h治疗组，每组30例。各治疗组患者均给予七叶皂苷

钠和亚低温治疗，观察各治疗组患者脑脊液中谷氨酸、甘氨酸、牛黄酸含量和血流动力学变化、预后及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结果随着时间延长，3组入院1 d、7 d谷氨酸、甘氨酸、牛黄酸含量均较人院时明显降低，且均于

入院7 d达到最低值[谷氨酸(nmol／L)：伤后2h治疗组为130．31±35．63比550．12±101．28，伤后6 h治疗组为

301．06±97．46比723．16±152．71，伤后12 h治疗组为615．73±180．59比916．20±268．39；甘氨酸(nmol几)：伤

后2 h治疗组为512．03±120．10比1 152．10±320．12，伤后6 h治疗组为732．16±180．19比1 367．16±330．26，

伤后12 h治疗组为872．10±291．03比1 462．30±403．02；牛黄酸(nmol／L)：伤后2 h治疗组为423．15±105．10

比1 320．35±213．02，伤后6 h组为820．51±210．42比1 410．25±312．05，伤后12 h治疗组为942．03±238．51比

1 645．20±450．18]。伤后2 h治疗组手术开始后30 min、手术结束后30 min心率(HR)、平均动脉压(MAP)均

较术前30 min降低；伤后6 h治疗组、12 h治疗组手术开始后30 min、手术结束后30 min HR均较术前升高；

MAP均较术前降低；伤后6 h、12 h治疗组术前30 min HR均明显低于伤后2 h治疗组，手术开始后30 min、手

术后30minHR均明显高于伤后2 h治疗组；伤后2 h治疗组MAP均优于伤后6 h治疗组、12 h治疗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均P<o．05)。伤后2 h治疗组无致残和死亡患者出现；伤后6 h治疗组发生1例致残；伤后12 h

治疗组2例致残，1例死亡；随着时间延长，死残率明显升高，伤后12 h治疗组明显高于伤后2 h治疗组和伤后

6 h治疗组[10．0％(2／30)比0、3．3％(1／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3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O．05)。结论七叶皂苷钠辅助亚低温治疗急性重度颅脑损伤患者能够保持有效稳定

的血流动力学，且治疗时间越早越好。

【关键词】七叶皂苷钠；亚低温；重度颅脑损伤，急性；选择时限；血流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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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iective To study the time limit and the change of hemodynamics in patien【s with acute se～ere

brain iniury tIeated with sodium aescinate auxiliarv mild hvDothe册ia．IVIethods Ninetv pa“ents with acute severe

bmin injury admitted to the First A雎liated Hospital of Zhei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f南m Jllly 2014 to

July 2015 were enmlled，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2，6 and 12 hours after injury treatment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each 30 cases．The treatment舯ups were treated with sodium aescinate and mild

hypothe瑚ia therapy at appropriate time．The changes in山e cerebmspinal nuid of dutamic acid，glycine，taurine

contents and hemodvnamics were observed，and their pmgnosis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recorded

in the treatment groups． Results with time pml伽gation，the contems of出utamic acjd，dycjne，taurine on 1 day

and 7 davs after admission in the three P：muDs were obviouslv lower than those on the dav of admission，and on the

7 days after admission，all fhe values reached the lowest『dutamic acid(nmol，L)：130．31±35．63 vs．550．12±101．28 in

2 hours gIDup，301．06±97．46 vs．723．16±152．71 in 6 hours鼬’0up，615．73±180．59 vs．916．20±268．39 in 12 hours

gmup；glycine(nmol，L)：512．03±120．10 vs．1 152．10±320．12 in 2 hours gmup，732．16±180．19 vs．1 367．16±330．26

in 6 h ours group，872．10±291．03 vs．1 462．30±403．02 in 12 hours#，oup；taurine(nmol／L)：423．15±105．10 vs．

1 320．35±213．02 in 2 hours gmup，820．5l±210．42 vs．1 410．25±312．05 in 6 hours gmup，942．03±238．51 vs．

1 645．20±450．18 in 12 hours gmup]．In 2 hours gmup，heart rate(HR)and 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at 30 minutes

after the stan of the operation and 30 minutes after the end of the operation were both lowered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surgery；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operation，HR at 30 minutes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ration and

30 minufes after the end of operation in 6 hours and 12 hours gmups was increased，and MAP was reduced：HR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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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inutes before operation in 6 hours and 12 hours gmups was signm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2 hours gmup’but HR

at 30 minutes after the start of the operation and 30 minutes after the end of operation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2 hours gmup；in 2 hours gmup'MA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6 hours and 1 2 hours gmups，the difk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all P<0．05)．No disability and death occurred in the 2 hours gmup；1 case was disabled in the 6 hours gmup；

2 cases were disabled and l case died in t}Ie 12 hours gmup．The difrerences of death and disabiIity mtes枷ong the three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6cant【0，3．33％(1／30)，10．00％(3／30)，aU P<0．05]．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归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s of adverse reactions砌ong the three gmups(all P>0．05)． Conclusions Sodium

aescinate auxiliary mild hypothennia fo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severe bmin injury can maintain effectiVe and

stable hemodynamics，and its treatment time is the earlier the better．

【Key wor凼】 S0dium aescinate； Mild hypothemia； Severe bmin injury，acute； Time limit； HemodynalIIics

急性重度颅脑损伤是神经外科的常见疾病，

具有极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近年来其发病率逐渐

增加¨J。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治疗，恢复急性重

度颅脑损伤患者脑组织功能、减少并发症是提高

抢救成功率、改善患者预后的重要措施。目前临床

上常用的方法是亚低温治疗，通常采用药物和物

理的方法来达到降温的目的心1。有研究表明，七

叶皂苷钠有降低机体颅内压、减轻脑水肿的作用，

因此被用作治疗急性重度颅脑损伤’3 J。本研究探

讨七叶皂苷钠辅助亚低温治疗急性重度颅脑损伤

患者的时限及对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响，现报告

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设计和病例选择方法：采用前瞻I生随机单

盲对照研究方法，选择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

本院收治的急性重度颅脑损伤患者。

1．1．1入选标准㈠J：①伤后24 h内人院；②闭合

性颅脑外伤，未合并胸腹、四肢部严重多发创伤等；

③人院时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8分；④未合

并严重心功能不全及急慢性肝、肾功能衰竭；⑤未

合并严重中枢神经系统及全身感染；⑥既往无神经

系统损伤、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病史；⑦人院后均需

手术治疗。

1．1．2排除标准：脑出血引起的病变；患有精神疾

病；人院时GCS>8分。

1．1．3患者一般资料：将90例入选患者按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伤后2、6、12 h治疗组，每组30例。

3组患者性别、年龄、损伤类型等l艋床资料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表1)，说明两组资料

均衡，有可比性。

1．1．4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

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治疗及检测方法取得患

者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治疗方法：所有患者在人院时行头颅内CT扫

描、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于人院2、6、12 h采

表1各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删蒜罴。基。，9嚣嚣嘉淼蒜，
伤后2h 30 17 13 45．1±3．3

治疗组

伤后6h 30 19 11 47．1二3．6

治疗组

伤后12 h 30 18 12 45．01 3．4

治疗组

用冰毯降温，持续静脉滴注(静滴)冬眠合剂(生理

盐水500 mL、度冷丁100 mg、氯丙嗪500 mg、异丙嗪
500 mg)，然后静滴七叶皂苷钠10 mg，每日2次。

1．3观察指标和方法

1．3．1脑脊液中谷氨酸、甘氨酸、牛黄酸含量测定：

采用BAS微透折系统分别检测患者人院时和入院

1 d、7 d脑脊液中谷氨酸、甘氨酸、牛黄酸含量。

1．3．2 血流动力学变化：监测所有患者术前

30 min、手术开始后30 min、手术结束后30 min的血

流动力学变化。

1．3．3预后及安全性评价：观察各组病死率、死残

率及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生隋况。

1．4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 20．0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石±s)

表示，采用￡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采用

Y 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各组脑脊液中谷氨酸、甘氨酸、牛黄酸含量变

化比较(表2)：随着入院时间的延长，3组患者人院

l d和7 d的谷氨酸、甘氨酸、牛黄酸含量均较人院

时明显降低，且均于7 d达到最低值(均P<O．05)。

2．2各组血流动力学变化比较(表3)：伤后2 h治

疗组手术开始后30 min和手术结束后30 min心率

(HR)、平均动脉压(MAP)均较术前降低；而伤后

6 h治疗组、12 h治疗组手术开始后30 min和手术

结束后30 min HR均较术前升高；MAP均较术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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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伤后6 h治疗和12 h治疗组术前30 min HR均

明显低于伤后2 h治疗组，手术开始后30 min、手术

后30 min HR均明显高于同期伤后2 h治疗组；伤

后2 h组MAP均优于伤后6 h治疗组和12 h治疗

组(均P<0．05)。

表2各组患者入院后不同时间点脑脊液中

谷氨酸、甘氨酸、牛黄酸含量变化比较(i±s)

伤后2 h治疗组30 115210=32012 733．42±204 238 512 03±120．108

伤后6 h治疗组30 1 36716±330 26 95216±263 058“73216±180．19“

伤后12 h治疗组30 1 462 30±403．02 1 1()o 23±301．253。872．10±291．03“

注：与本组入院时比较，“Jp<0 05

i伤后6 h治疗组比较，‘P<005

表3各组患者手术前后血流动力学变化(至±s)

删 时间 篇㈤‰ 。兰，

注：与本组术前30 min比较．“P<0．05：与本组手术开始后30 nlin

比较，“P<0．05；与伤后2 h治疗组同期比较，‘P<O．05；与伤后6 h治

疗组同期比较，dP<o．05；1 mmHg=o．133 kPa

2．3预后及安全性评价(表4)：伤后2 h、6 h治

疗组无死亡病例，伤后12 h治疗组死亡1例，随着

时间延长死残率明显升高，以伤后12 h治疗组死

残率最高，明显高于伤后2 h和6 h治疗组(均P<

O．05)。3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P>0．05)。

表4 3组死亡数、死残率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篇蕊。琵蕊，篇篇不{荔篇半率

3讨论

急性重度颅脑损伤后会引起脑组织的损伤，使

脑脊液循环及血脑屏障破坏，患者会出现脑血管自

身调节功能障碍，表现为脑水肿、脑出血、颅内压增

高，伴有发热，呼吸功能不全，休克等，会造成患者脑

组织缺氧∞。6 J。有研究表明，颅内压增高和发热是

由于患者在受伤后脑部温度升高，脑代谢增加，进而

加速脑缺氧和脑细胞的损害o 7I。同时，当患者颅脑

损伤后其脑脊液中的谷氨酸、甘氨酸、牛黄酸就会异

常升高，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毒性作用∽o，若不及

时治疗，有极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严重威胁患者的

生命，可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9 o。

亚低温治疗是一种减少继发性脑组织损害的有

效疗法。亚低温通过药物和物理治疗，能降低脑组

织的代谢率，减少脑组织耗氧，减轻脑组织的酸中毒

程度¨0|，抑制内源性毒性物质释放，减少其对脑组

织的毒性作用¨1。1 2|；还能抑制氧自由基生成，从而

减轻脑水肿，恢复线粒体功能，减少钙离子流失¨3|。

因此，亚低温可作为治疗急性重度颅脑损伤的重要

手段‘14|。

有研究表明，七叶皂苷钠具有降低颅内压、改善

脑水肿的功能，并且其脱水作用相对缓慢温和，早期

治疗能恢复患者的脑细胞功能，是一种治疗急性重

度颅脑损伤的药物¨5|。本研究结果显示，七叶皂苷

钠辅助亚低温治疗能使颅脑损伤患者脑脊液中谷氨

酸、甘氨酸、牛黄酸含量降低，达到正常水平，血流动

力学得以改善，并且越早进行治疗其疗效越好，恢复

时间越短，预后良好，不良反应也越少；亚低温治疗

的时限为最晚不超过12 h，可以使患者的治愈率升

高。在本研究中伤后人院2 h进行治疗的患者其疗

效和预后不良反应均优于伤后人院6 h、12 h进行

治疗的患者，并且患者的病死率和致残率发生率也

较低，表明越早进行治疗其疗效越好。

综上所述，亚低温联合七叶皂苷钠治疗急性重

度颅脑损伤能使患者保持稳定的血流动力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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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患者的病情，且治疗时间越早效果越好，值得临

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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