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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醇联合无创监护方案在急性脑出血患者降低颅内压期间的应用*

王 华 孙文利1 孙 宁 袁连芳2△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1科 西安 710038)

摘要 目的:探讨急性脑出血患者降低颅压治疗期间采用甘露醇联用组无创监护方案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3年8月至

2015年7月于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急性脑出血患者210例,按照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单用组和联用

组,每组各70例。其中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单用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接受甘露醇静滴治疗,联用组在单用组的基础上应

用无创颅内压监测仪监测患者每日的颅内压,记录患者治疗前、后颅内压,对比分析3组患者肾功能指标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ADL)评分情况,单用组和联用组甘露醇使用量等情况。结果:联用组患者颅内压于治疗后第4天开始降低,出院时已降至正

常水平。与对照组比较,联用组患者的肾功能指标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单用组比较,联用组患者甘露

醇使用总量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单用组和联用组患者的ADL评分明显升高,且联用组患

者的ADL评分高于单用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甘露醇有明显降低急性脑出血患者颅内压作用,且联合采

用无创监护方案能够明显减少甘露醇使用量,有利于患者ADL的恢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急性脑出血;甘露醇;无创监护;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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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LINICALEFFECTOFNON-INVASIVEINTRACRANIALPRESSURE MONITORING
ONPATIENTSWITHACUTECEREBRALHEMORRHAGETREATEDWITHMANNITOL
WangHua,SunWenli,SunNing,YuanLianfang.(DepartmentofNeurology,theSecondAffiliatedHos-
pitalofXi’anMedicalUniversity,Xi’an71003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exploretheeffectofnon-invasiveintracranialpressuremonitoringonpatientswith
acutecerebralhemorrhagetreatedwithmannitol.Methods:210casesofpatientswithacutecerebralhem-

orrhagetreatedinourhospitalfrom August2013to
July2015wereselectedanddividedinto3groups(70
casesineachgroup):thecontrolgroupinwhichthe
patientsreceivedroutinetreatments,thesingle-drug
groupinwhichthepatientsreceivedmannitolonthe
basisofroutinetreatments,andthecombogroupin
whichthepatientsweretreatedasthesingle-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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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withtheadditionofnon-invasiveintracranialpressuremeasurement.Theintracranialpressurewas
recordedatpre-andpost-treatment.TheindexesofrenalfunctionandBarthelIndex(BI)werecompared
andanalyzedamonggroups.Thetotaldosageofmannitolwascalculatedandcomparedbetweenthesingle-
druggroupandthecombogroup.Results:Theintracranialpressureofthepatientsinthecombogroupbe-
gantodecreaseonthe4thdayaftertreatment,andrecoveredtothenormallevelwhendischargedfromthe
hospital.Therenalfunctionwassignificantlyimprovedinthecombogroup(P<0.05vs.control).The
totaldosageofmannitolinthecombogroupwasmarkedlylowerthanthatinthesingle-druggroup(P<
0.05).TheBIscoreofthesingle-druggroupandthecombogroupwassignificantlyelevatedwhencom-
paredwiththatofthecontrolgroup,whilethecombogroupshowedamoresignificantelevation(P<0.
05).Conclusion:Mannitolcaneffectivelyreducetheintracranialpressureinpatientswithacutecerebral
hemorrhage,andthedosageofmannitolcanbedecreasedwiththecombinationofnon-invasiveintracranial
pressuremonitoring.Thisapplicationmaycontributetotherecoveryofpatients’activitiesofdailyliving
andbeworthyofclinicalapplication.
Keywords acutecerebralhemorrhage;mannitol;non-invasiveintracranialpressuremonitoring;clinical
effect

  脑出血为临床上常见的脑卒中类型,具有起病急、病程

进展快和致死、致残率高等特点,是目前威害人类健康的主

要疾病之一[1]。研究显示,急性脑出血患者多伴有高血压和

动脉粥样硬化,且38%的患者出血血肿会逐渐扩大,甚至引

起患者发生二次出血[2]。甘露醇作为渗透性脱水剂主要用

于降低颅内压,近年来关于甘露醇是否适用于脑出血急性期

患者的治疗仍存在争议。控制颅内压是控制脑水肿和治疗

脑水肿的关键。传统的颅内压监测多为有创操作,对患者的

危害性较大。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无创颅内压监测逐步应用

于临床[3]。在本研究中,笔者就急性脑出血患者降低颅内压

期间采用甘露醇联合无创监护方案的临床效果进行了探讨,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13年8月至2015年7月于西安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急性脑出血患者210例,按照治

疗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单用组和联用组,每组各70例,

所有患者均符合第4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订诊断标准。

患者入院后经头颅CT或 MRI检查显示出血部位位于基底

节110例、丘脑70例、脑叶30例。其中对照组患者男45例,

女25例;年龄42~70岁,平均(57.4±2.5)岁;有高血压史患

者32例;单用组患者男43例,女27例;年龄40~70岁,平均

(56.8±2.1)岁;有高血压史患者30例;联用组患者男44例,

女26例;年龄40~68岁,平均(58.2±2.7)岁;有高血压史患

者30例。所有患者均无心脏病和肾脏病病史。3组患者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具有可比

性。

1.2 治疗方法: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治疗措施,包括常规监

测患者动脉血压,抬高床头,入院后6h内给予静脉滴注甘油

果糖或甘油盐水,必要时给予镇静和镇痛治疗等;单用组患

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接受甘露醇治疗,即患者入院后12h
后开始静脉滴注250mL20%甘露醇(黑龙江科伦制药有限

公司,H23020062,每6h或8h1次);联用组患者在单用组

的基础上接受无创监护方案,具体操作如下:患者入院后于

第1次应用甘露醇前采用 NIP-200型无创颅内压监测仪(重

庆海威康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对患者进行闪光视觉诱发电位

无创监测,患者取平卧位,将SFE-1型针刺电极置于患者枕

骨粗隆上3cm,左右侧相距约3cm,分别将参考电极和接地

电极置于患者前额中线的发际处和眉间,电极间阻抗均低于

50kΩ。以后每隔2d监测1次,直至颅内压降致某一稳定

值。

1.3 观察指标及测定方法:肾功能指标测定:所有患者于治

疗前和接受治疗后1周空腹状态下抽取静脉血测定肾功能

指标尿素氮和肌酐水平;采用改良的Barthel指数(BI)对患

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yofdailyliving,ADL)进行评

定,具体包括大小便、吃饭、如厕、修饰、穿衣、转移、步行、洗

澡和上、下楼梯10项,满分为100分,分数越高表明 ADL恢

复越快;记录单用组和联用组患者治疗期间的甘露醇的使用

总量(mL),记录联用组患者的左、右侧颅内压并计算平均颅

内压。

1.4 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SAS9.0分析

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SNK-q检验;P<0.05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联用组患者不同时间点颅内压变化情况:随着治疗时

间的延长,患者颅内血肿不断改变,颅内压值也在发生相应

变化。联用组患者的颅内压值在接受治疗后第4天开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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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出院时已降至正常水平,见表1。

2.2 3组患者治疗后血压变化情况:3组患者入院后接受常

规血压监测,3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血压均呈逐渐下降趋势;

单用组和联用组患者于接受治疗第4天开始,其收缩压和舒

张压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3 3组患者肾功能指标及单用组和联用组甘露醇使用总

量的比较:与对照组相比,联用组患者的肾功能指标明显改

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对照组与单用组之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与单用组相比,联用组

患者甘露醇使用总量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表1 联用组患者不同时间点颅内压变化情况(p/kPa,췍x±s)

项目 第2天 第4天 第6天 第8天 第10天 
左侧颅内压 25.58±1.40 27.23±1.49 24.53±1.19 20.28±0.88* 17.98±0.62**

右侧颅内压 25.49±1.31 26.93±1.44 24.28±1.20 19.65±0.82* 17.81±0.55**

平均颅内压 25.51±1.34 27.14±1.38 24.40±1.10 20.16±0.84* 17.94±0.68**

     注:与第2天比较,*P<0.05,**P<0.01

表2 3组患者治疗后血压变化情况(p/kPa,췍x±s)

治疗时间
对照组(n=70) 单用组(n=70) 联用组(n=70)

收缩压 舒张压 收缩压 舒张压 收缩压 舒张压

第2天 24.37±1.65 13.75±1.17 24.12±1.57 13.46±1.08 24.28±1.40 13.34±0.90
第4天 23.73±1.60 12.96±1.05 23.05±1.46* 12.27±1.02* 22.99±1.36* 12.16±0.91*

第6天 23.32±1.56 12.61±1.03 22.41±1.39* 11.75±0.96* 22.13±1.26* 11.68±0.87*

第8天 22.38±1.48 12.31±0.97 20.91±1.26** 11.22±0.87** 20.65±1.16** 11.00±0.83**

第10天 21.08±1.40 12.06±0.90 19.06±1.21** 10.72±0.80** 18.84±1.14** 10.59±0.81**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

表3 3组患者肾功能指标及甘露醇使用总量的比较(췍x±s)

组别 n
肾功能

尿素氮(cB/μmol·L-1) 肌酐(cB/mmol·L-1)
甘露醇使用总量
(V/mL)

对照组 70 135.72±7.41 9.17±2.55 —
单用组 70 132.64±6.89 8.93±1.83 4426.72±680.48
联用组 70 112.53±5.68* 6.49±1.63* 3241.50±552.36#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单用组比较,#P<0.05

2.4 3组患者ADL评分的比较:3组患者治疗前的 ADL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接受相应的治疗后,

与对照组相比,单用组和联用组患者的ADL评分明显升高,

且联用组患者的 ADL评分高于单用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4。

表4 3组患者ADL评分的比较(分,췍x±s)

组别 n
ADL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70 30.42±2.86 42.55±3.29*

单用组 70 29.87±3.04 58.40±4.05
** #

联用组 70 30.88±2.50 69.22±4.29**##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P<0.01;与对照
组治疗后比较,#P<0.05,##P<0.01

3 结 论

  脑出血是指脑实质内的血管发生破裂造成的出血,70%

~80%的脑出血发生于基底节部,其次为脑叶白质、脑桥和

小脑等部位[4]。脑出血的病因多样,其中合并高血压和动脉

粥样硬化是其最常见病因之一,约占所有病因的90%。其他

病因包括脑动脉瘤、脑血管畸形、血液病(白血病、血小板减

少性紫癜等)、淀粉样脑血管病、脑肿瘤侵袭血管壁破坏出血

或继发于脑梗死后出血等[5]。高血压所致脑出血的主要发

病机制为长期高血压使脑内动脉尤其是小动脉发生脂肪玻

璃样变,形成微小动脉瘤而造成破裂出血。此外,高血压还

可引起小动脉痉挛和远端组织缺氧坏死,出现点状出血,随
着时间延长而扩大出血范围[6]。脑出血是一种致死率及致

残率较高的疾病,一旦发生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将会

造成严重后果。

  甘露醇是临床上常用的渗透性脱水药,可以通过减少脑

组织含水量而降低颅内压,含水量的降低使得血浆渗透压升

高,从而形成血脑脊液渗透压差,脑组织及脑脊液中的水分

向血循环转移,最终达到降低颅内压和减轻脑水肿的目

的[7]。甘露醇还可能减少脑脊液的分泌并增加其吸收,有助

于降低颅内压[8]。目前临床工作中关于急性脑出血是否需

要应用甘露醇进行治疗的问题争议较大,主要焦点为甘露醇

对改善脑水肿是否有明显作用。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医院仍

将甘露醇应用于急性脑出血早期,临床医生认为急性脑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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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脑水肿,治疗原则上需应用脱水药。

甘露醇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引起机体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

紊乱,加重脑损伤,因此在治疗期间需要定期检查有关项目,

发现问题后及时调整用药剂量[9]。另外,肾功能损害和过敏

反应也是甘露醇的不良反应[10]。颅内压监测在颅脑损伤救

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监测方式是通过临床特征

和影像学的改变以及间断性腰穿测压来间接判断[11]。近年

来迅速发展起来的连续动态颅内压监测方法得到了临床工

作者的关注,其中有创技术由于要求高且并发症较多而导致

应用受 限。而 闪 光 视 觉 诱 发 电 位 无 创 颅 内 压 监 测 技 术

(FVEP—NIICPM)是目前临床理论研究最早且最完善的技

术。该技术主要通过检测视网膜到枕叶皮层视觉通路的完

整性而反映颅内压的改变。颅内压升高时,神经元及纤维组

织发生缺血缺氧导致代谢发生障碍,代谢产物的堆积阻滞了

神经电信号通路的传导,诱发电位发生改变,出血FVEP波

峰潜伏期延长。理论上,FVEP—NIICPM 在满足连续动态

观察需要的同时又避免了有创监测可能造成的损伤,在颅内

压极不稳定的重型颅脑损伤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但是其

实际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12]。

  本研究发现急性脑出血患者降低颅内压期间采用甘露

醇联合无创监护方案的临床效果显著,与没有采取无创监护

方案和仅采取常规治疗的患者相比,采用无创监护方案的患

者肾功能指标明显改善,甘露醇使用量减少。这可能与甘露

醇的总用量有关,过多的甘露醇可通过受损的血脑屏障进入

脑组织,降低了脑组织与血液间的渗透梯度,从而导致脱水

效果减弱。单用组和联用组患者于接受治疗第4天开始其

收缩压和舒张压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P<0.05),表明

甘露醇在控制患者血压方面具有优势。此外,本研究还发

现,单用组和联用组的ADL的恢复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这说明甘露醇治疗在有效控制血压的同时能够使受

损的神经功能得到恢复,这可能与甘露醇清除毒性较强且作

用广泛的羟自由基有关,从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综上所述,本组认为甘露醇有明显降低急性脑出血患者

颅内压的作用,且联合采用无创监护方案能够明显减少甘露

醇使用量,有利于患者ADL的恢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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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