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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ICH)后脑水肿是ICH引起

的病理生理反应，有多种因素参与，起病

急，病情进展快，严重者形成脑疝等危及

生命的并发症，常需要紧急的内外科治

疗。根据近年来国内外临床和实验室研

究结果，现将中西医结合药物治疗ICH

后脑水肿的进展进行综述，报告如下。

1西药治疗

1．1提高血浆渗透压的药物：提高血浆

渗透压，使之高于脑组织，在血浆与脑组

织之间形成渗透压梯度，水分子就逆渗

透压梯度移动，从脑组织移向血浆而使

脑组织脱水，脑体积缩小，颅内压(ICP)

降低。此外，通过血管的反射功能抑制脉

络丛的滤过和分泌功能，使脑脊液减少，

脑水肿减轻，ICP下降。由于血脑屏障

(BBB)已受损的病灶及其周围有渗透压

活性物质不断流入，不能形成促使水分

子迁移所必需的渗透压差。故脱水发生

于血一脑脊液屏障完整的脑组织。通常渗

透压活性物质仅能缓慢通过BBB，使血

浆和脑之间的渗透压差可维持相当长的

时问。故高渗脱水剂作用持续时间取决

于有效渗透压梯度能维持多久【1]。

1．1．1甘露醇：甘露醇为国内外临床疗

效肯定、应用最多的渗透性脱水剂。静脉

注射20 rain起作用，2～3 h达高峰，维

持4～6 h，ICP的降压率达43 oA～66％，

一般降至最低后逐渐回升。每次给予

20％甘露醇注射液125 ml，可使血浆渗

透压提高32．5 mmol／L，给药250 ml可

提高65．0 mmol／L。有人认为，血浆渗透

压大于330．0 mmol／L可因高渗损害神

经组织和肾功能，大于375．0 mmol／L

时细胞代谢中断。出现高渗昏迷、酸中毒

甚至死亡，尤其是糖尿病患者[1]。临床证

明，小剂量(半量)应用甘露醇与大剂量

应用疗效相同，并且可减小后者引起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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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的副作用【们。唐怀吉和薛平云n1研

究发现，甘露醇用量越大、越早则越容易

诱发肾功能衰竭。用1次甘露醇时脑组

织含水量下降，但用5次后。脑组织含水

量反而上升3％，可能是血管源性脑水

肿，随着BBB的破坏，甘露醇进入脑实

质使病灶组织中的浓度高于血液，导致

逆向渗透压梯度形成“]。目前研究认为，

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甘露醇的治疗效

果降低甚至脑水肿加重的原因之一可能

是由于水通道蛋白4(AQP4)表达上调

所致[5]。因此，甘露醇应短期使用，最好

是在ICP增高的早期。

1．1．2甘油和甘油果糖：常用10％甘

油盐水250 ml，0．8～1．0 g·kg_1·d“

静脉滴注(静滴)，降颅压率为75％；或

用50％甘油盐水50～60 ml口服，每日

4次，30～60 rain起作用，维持3～4 h，

降颅压率达50％；或甘油果糖250 ml静

滴，每日2～4次，降低ICP的作用起效

较缓，但持续时间较长。两种药物代谢后

可增加机体能量，副作用较小，不引起电

解质紊乱。甘油盐水输注过快有引起溶

血的可能，应引起注意。

1．1．3高渗盐水。高渗盐水可直接增加

尿钠及间接通过心钠素的释放而达到双

重利尿作用。国外较多报道指出治疗脑

水肿和顽固性颅内高压，尤其ICH后脑

水肿，常用7．5％～10．0％氯化钠溶液

(每次1．5～5．0 ml／kg)或23．4％氯化

钠溶液(每次0．5～2．0 ml／kg)静脉注

射(静注)30 rain以上，间隔时间无统一

规定，有报道能持续4 h有效降颅压，可

作参考，使用中需严密观察，预防可能并

发的心力衰竭、肺水肿、肾功能衰竭、溶

血、凝血功能异常等。血钠浓度快速变化

有导致惊厥和脑桥中央髓鞘溶解症的可

能[1]。小剂量应用7．2％氯化钠可快速

保持心血管系统稳定性，而在脑血管方

面，用于治疗脑外伤、ICH所致脑水肿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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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显著，可明显降低脑组织含水量【4】。用

甘露醇和利尿剂效果不佳时，用高渗盐

水有效。

1．1．4白蛋白：白蛋白可通过提高血浆

胶体渗透压，使水向脑组织渗出减少，从

而降低ICP，减轻脑水肿。常用20％白蛋

白每次10 g，每日1～2次；或浓缩血浆

每次100～200 ml，脱水作用维持时间较

长，降低ICP作用持久。研究认为，早期

脑水肿的发生与渗透压梯度有关，故首

选白蛋白。

1．2利尿剂

1．2．1呋塞米：呋塞米通过袢利尿作

用，使全身血容量减少，整个机体失水，

间接使脑组织脱水，降低ICP；亦可控制

Na+进入正常和病变脑实质内及脑脊液

中，从而减轻脑水肿程度，降低脑脊液生

成率(40％～70％)，使ICP进一步降低。

呋塞米常与甘露醇交替应用，呋塞米静

注5 rain起效，1 h发挥最大作用，维持

2～4 h。有人用大剂量呋塞米(250 mg)

加入250 ml林格液中1 h内静滴，24 h

后症状改善，作用持久，无反跳，为临床

实践较安全的药物[4]。

1．2．2乙酰唑胺：乙酰唑胺可抑制肾小

管的碳酸酐酶，使碳酸形成减少，肾小管

中H+和Na+交换率下降，大量水分子

随Na+排出而利尿；同时抑制脉络丛的

碳酸酐酶，使脑脊液的分泌减少，降低

ICP。长期服用可产生低血钾、酸中毒，

应注意纠正。有肾功能不全、肾上腺皮质

功能减退和肝性脑病者禁用。

1．3 Ca抖通道拮抗荆

1．3．1尼莫地平；尼莫地平属双氢吡啶

类药物，其减轻脑水肿的机制有：①选择

性作用于颅内血管Ca2+通道，扩张脑部

小血管，逆转血管痉挛，改善微循环，从

而减轻脑水肿带面积，促进水肿液和血

肿的吸收[钉I②拮抗5一羟色胺(5-HT)、

去甲肾上腺素、花生四烯酸、血栓索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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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脑血管痉挛，降低BBB通透性，减

少大分子物质渗出和水分子进入脑实

质；直接阻止神经元Ca”内流，抑制兴

奋性氨基酸释放，从而减轻脑水肿“]。

ICH急性期，血浆中神经肽Y(NPY)的

含量明显增高，病情加重后升高更明显，

针对NPY的作用机制与Ca2+内流有

关，及早应用尼莫地平可能有助于ICH

后脑水肿的预防和治疗[”。尼莫地平还

能保护神经元线粒体的完整性，增加脑

细胞对缺血、缺氧的耐受性，防止内皮细

胞Ca2+内流引起的内皮细胞收缩、细胞

间隙增大，从而减轻血管源性脑水肿[8]。

1．3．2氨氯地平：氨氯地平为新的二氢

吡啶类药物，可保护线粒体能量代谢，使

Na+、水进入细胞减少，并抑制自由基生

成，避免细胞膜及血管内皮的损伤‘43，适

用于ICH后伴高血压脑水肿者。

1．4激素治疗：有报道糖皮质激素可刺

激AQP4在脑内的表达，加重或诱发脑

水肿，应该禁用[9]。糖皮质激素的副作用

较多。而且临床研究证实无效，ICH患者

避免应用。

1．5缓激肽抑制剂：缓激肽可使细胞屏

障开放、血管扩张，导致血管源性脑水

肿，因此，使用缓激肽抑制剂抑肽酶可减

轻脑水肿，使脑组织水和Na+均减少。常

用抑肽酶500 kU加5％糖盐水250 ml

静滴，每日1次H]。

1．6自由基清除剂

1．6．1依达拉奉：依达拉奉是亲酯集团

的活性抗氧化剂，对BBB的通透性为

60％。依达拉奉通过清除ICH后血肿周

围组织中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

和神经细胞凋亡，防止血管内皮细胞损

伤，减轻脑水肿和抗缺血[1⋯。

1．6．2维生索C：大剂量维生素C可明

显增强血浆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有

效清除自由基，减轻脑水肿‘“。

1．7七叶皂苷钠：七叶皂苷钠是从中药

莎罗籽植物中提取，研究表明，其具有稳

定血管内皮细胞和清除自由基，恢复毛

细血管的正常通透性，改善微循环，促进

脑功能恢复，有效降低ICP和消除脑水

肿等作用，且作用持久，对正常脑组织无

脱水作用，停药后无反跳现象I同时也具

有清除白细胞介素一6(tL一6)、IL一1、肿瘤

坏死因子一a(TNF—a)等炎症细胞因子，

抑制炎症反应的作用，从而消除脑水

肿Ll。1“。目前认为，抗脑水肿的机制可能

是通过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一9)

的生成和表达，降低BBB通透性，从而

减轻脑水肿[1如l亦有人发现与降低脑内

精氨酸升压素含量有关[1“。

1．3凝血酶抑制剂

1．8．1水蛭素：水蛭素是从水蛭中提取

的、作用最强的凝血酶特异性抑制剂。水

蛭素可与凝血酶以1 t 1的比例非共价

键形成复合物，既阻断凝血酶的催化位

点，又占据阴离子结合位点。Lee等Ds]对

ICH后凝血酶的毒性进行研究发现，水

蛭素应用于ICH的治疗可明显减轻凝

血酶造成的BBB破坏，减轻脑水肿。有

学者研究认为，水蛭索阻止凝血酶所致

脑水肿的作用类似于肝素，但无肝素过

量会引起出血的副作用[1“。

1．8．2肝素类：肝素类药物与抗凝血酶

I具有较高的亲和性而形成复合物，抑

制凝血酶和其他凝血因子，具有增强脑

内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蛋白酶连接素1

(PN—1)以及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

(PAI一1)的作用HT]；还可增强补体C1抑

制物(C1INH)活性和抑制C3转化酶活

性，阻止补体的激活并减轻ICH后脑水

肿；亦能抑制IL一6等促炎介质所触发的

炎症“瀑布效应-[xs]，减轻炎症对脑部的

损害。

1．8．3阿加曲班：阿加曲班抑制凝血酶

I的作用可使其毒性减小，减轻ICH血

肿周围的水肿，但使用时机还有争议。

Kitaoka等n9]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剂量

(0．9 rag／h)或早期(3 h)给予阿加曲班

对减轻ICH后脑水肿有显著效果且没

有增加出血#小剂量(O．3 mg／h)或延迟

给药(24 h后)无效。Muteh等[20j的研究

则表明，出血后24 h给予阿加曲班仍可

减轻ICH后脑水肿，认为部分凝血酶可

持续作用到24 h以后，并与血肿周屡水

肿有关。

1．9法舒地尔：法舒地尔为Rho酶抑

制剂，抑制细胞骨架蛋白RhoA活性可

降低血管张力，缓解血管痉挛，促进侧支

循环，抑制炎性细胞募集、浸润及吞噬功

能，减轻炎症反应，可减少并清除氧自由

基[2“。从理论上讲，法舒地尔可抑制凝

血酶所致细胞骨架蛋白RhoA活化而引

起的细胞凋亡，减轻ICH后脑水肿，其

说明书却禁用于ICH患者，目前尚没有

临床报道用于ICH患者。

1．10 血红素氧合酶1(HO一1)抑制

剂[2“：锡原卟啉(SnPP)为Ho一1抑制

剂，可抑制氧化反应和减少代谢产物释

放，减轻血红素源性脑水肿，提供神经保

护作用。

1．11铁螯合剂[23]

1．11．1 去铁敏(DF0)：DFO主要与

Fe3+以1 t 1比例结合形成铁胺复合物。

肌肉注射DFO后30 rain血浆浓度达高

峰，在血浆中迅速代谢，并从尿和粪便中

排泄；能够防止体内铁超负荷以及铁在

各器官的病理性沉积，并阻止或逆转自

由基形成和脂质过氧化反应，从而减轻

溶血现象。

1．11．2康铁宁：康铁宁是一种口服活

性铁螯合荆，可与Fe”在pH值为7．4的

条件下以3·1比例结合形成复合物，能

快速通过细胞膜清除细胞内铁离子，也

可动员转铁蛋白中的铁离子。

1．11．3去铁胺：去铁胺在细胞内螯合

释放的铁离子可阻止脂质过氧化和溶

血，而在细胞外加用则不起作用。皮下注

射去铁胺后，可很快渗入BBB并在脑组

织内聚积到一定浓度；也可减弱铁离子

对Na+一K+-ATP酶活性的抑制[241’或

与铁离子结合从根本上抑制自由基的产

生，减轻脑水肿，提供神经保护作用[2“。

1．12神经节苷酯(GM一1)：GM一1是惟

一可通过BBB的一种神经节苷醋，通过

稳定细胞膜，恢复细胞膜Na+-K+一ATP

酶和Ca”一Mgz+一ATP酶活性，直接有

效降低神经细胞内含水量以减轻脑水

肿，并抑制Ca“内流和阻止Ca2+积聚I

尚可对抗兴奋性氨基酸和自由基的神经

毒性作用Czs]。

2中药治疗

近年来中药治疗ICH多以活血化

瘀治疗为主，其理论基础为ICH后启动

了凝血机制，血液处于浓、黏、稠、聚状

态，继发性出现脑缺血、脑梗死f主要病

机是血管壁的变化，与凝血机制无关。许

多医家认为，脑络瘀阻是出血性中风的

病理基础，血着于脑是出血性中风的病

理核心，故治疗重点应清除脑中瘀血。活

血化瘀法可以祛除瘀血，清除血肿，制止

再出血。间接降低ICP，消除脑水肿，调

节全身气血抗应激反应。

2．1血栓通：研究表明，血栓通有改善

脑部微循环，促进血肿吸收，减轻脑水肿

的作用[2”。

2．2复方丹参注射液：复方丹参注射液

能增加毛细血管网数目、改善微循环、促

进血肿吸收、降低ICP、调节组织修复和

再生；同时能抗氧化，对ICH红细胞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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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造成的大量自由基有清除作用，故能

保护BBB，减轻脑水肿和伴发的脑血管

痉挛‘2“。

2．3清开灵注射液：清开灵注射液具有

清热化痰、醒脑开窍之功效。现代研究认

为，清开灵作用于脑干上行网状激活系

统以醒脑，同时降低脑组织耗氧量。提高

缺氧条件下脑细胞的存活率，有较强清

除自由基的功能，对受损的脑细胞有较

好的保护作用，改善病变部位的血液循

环，促进血肿及坏死组织吸收，减轻脑水

肿，加快神经功能恢复心⋯。

2．4水蛭及其制剂：水蛭能清除体内自

由基和抑制神经细胞凋亡，防止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能消炎、抗渗出、促进淋巴

回流，改善血液循环和微循环，保护血管

壁，对ICH引起的脑水肿具有预防和明

显的治疗作用。水蛭胶囊能明显抑制脑

水肿的发生发展，降低血肿周围水肿带

对脑组织的损伤‘。“。陈贵海等Ⅲ3研究发

现，水蛭可减轻脑出血模型大鼠的脑水

肿，减少神经缺血坏死，大剂量治疗组作

用最明显。我们在前期研究中以水蛭为

主的通腑逐瘀汤治疗急性期出血性中风

也取得了较好疗效n“。

2．5补阳还五汤：有研究显示，补阳还

五汤能抑制ICH后MMP一9的表达，减

轻细胞外基质降解，从而加强内皮细胞

和细胞外基质之间的相互联系，增加内

皮管状结构的完整性[3“。亦有研究显

示，补阳还五汤可在ICH急性期改变血

液流变学，减轻脑水肿和炎症反应，并且

下调内皮素，改善血管收缩功能[3“。

此外，文献记载红花、川芎、川芎红

花注射液能够减轻ICH后脑水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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