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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ostatic Effect of Soluble Gauze in the Brain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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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luble gauze has been widely using in the clinical surgery that is difficult to stanch bleeding, for example
brain surgery and liver surgery, because of its good tissue compatibility and being absorbed by the body.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homeostatic effect of the domestic soluble gauze (Rong Xue Zhi) and import soluble gauze
in the brain surge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Not only the domestic soluble gauze (Rong Xue Zhi) but also the import soluble gauze could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bleeding time, bleeding volume and drainage time in the brain surgery, which had a statistical different with the gelatin sponge and normal gauze effect (all p < 0.05 or 0.01); 2) It was
not statistical different for the bleeding time, bleeding volume and drainage time between the domestic soluble gauze
(Rong Xue Zhi) and the import soluble gauze (p > 0.05); and 3) There were no side effects induced by the domestic
soluble gauze (Rong Xue Zhi), import soluble gauze, gelatin sponge or normal gauze following 3 months after the brain
surgery. The data suggested that the domestic soluble gauze (Rong Xue Zhi) played a role in homeostasis in the brain
surgery, which was same as the import soluble gauze in the homeostatic effect.
Keywords: Soluble Gauze; Homeostasis; Brain Su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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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可溶性止血纱布由于组织相容性良好，可体内吸收，临床上广泛应用于神经、肝脏等创面出血及渗血

不易停止部位的手术。本研究主要考察国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和进口可溶性止血纱布在脑外科手术中止血
效果。结果表明：1) 在脑外科手术中无论国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还是进口可溶性止血纱布均能显著缩短
出血时间，减少出血量，缩短术后引流天数，与明胶海绵组、普通止血纱布组和空白对照比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0.05 或 0.01)；2) 但是国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组和进口可溶性止血纱布组无显著区别(p > 0.05)；3)
术后随访 3 月，均未发现国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进口可溶性止血纱布、明胶海绵或普通止血纱布引发不
良反应。结果提示，脑外科手术使用国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止血效果良好，其效果与应用广泛进口名牌可
溶性止血纱布相当。
关键词：可溶性止血纱布；止血；脑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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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止血纱布组 30 例，明胶海绵组 28 例和普通止血纱布

解决好出血问题是脑外科手术成功的关键之一，
然而由于大脑结构复杂，功能完善，血管丰富，连接
紧密，常规止血方法不宜达到临床所需效果[1]，应用
于脑外科手术的止血纱布不断进步。自上个世纪 40
年代开始，各种止血材料如止血粉、明胶海绵、可溶
性止血纱布相继问世[2,3]。可溶性止血纱布由于可溶于
水，组织亲和力强，遇到血液时能快速吸收血液中水
分而溶解，形成胶体堵塞毛细血管末端，促进血液凝
固，达到止血目的，因此深受临床欢迎[4]，其中脑外
科是应用可溶性止血纱布最多的临床科室之一。据统

组 37 例。在脑外科手术中同时观察因手术需要，没
办法用任何止血材料处理的大脑手术区域自然止血
情况，作为空白对照组，共 42 例。手术中止血首先
遵守手术要求，止血材料不能替代手术中对动静脉活
动性出血的缝扎止血。
手术中先用生理盐水浸湿的普通止血纱布搽净
创面渗血后，直接覆盖国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
进口可溶性止血纱布、明胶海绵或普通止血纱布，并
按压 1 分钟，然后观察出血时间和出血量；部分病人
手术后安置了引流管，记录术后引流时间，即引流管
安置时间到引流管无引流液排出的时间。

计，国内可溶性止血纱布的市场长期进口品牌占领，
但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批准了国内唯一一
[5]

2.4. 出血时间测定

国内制药企业
个药用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上市 ，

待按压 1 分钟后取消按压，观察创面出血情况。

(河南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可溶性止血纱布

记录从取消按压至创面出血停止之间的时间，即为出

(荣雪芷)逐渐得到了临床医院的欢迎。本研究主要比

血时间，以秒(s)为单位。

较国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和进口可溶性止血纱
布在脑外科手术中止血效果，旨在为脑外科手术应用
可溶性止血纱布提供参考。

2.5. 出血量观察
取消按压后，在固定创面用直径 0.8 cm 的无菌滤

2. 材料与方法

纸吸取渗血，每片无菌滤纸约吸血量约 0.5 ml；待一

2.1. 材料

血，以吸血后滤纸数来计算出血量，以 ml 为单位。

国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购自河南凤凰制药

片无菌滤纸吸血完成后，换另一片无菌滤纸重新吸

2.6. 术后引流时间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新乡市)，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41025649；产品批号：110302；国内某名牌进口可
溶性止血纱布和明胶海绵(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32024096；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陵制药厂，
江苏省南京市)在医药公司购买。

2.2. 临床资料
本研究选用接受脑外科手术患者 116 例，包括男
性 67 例，女性 49 例，年龄 40.7 ± 11.3 岁(18~67 岁)，
其中颅内肿瘤手术 78 例，高血压脑出血手术 14 例，

部分患者脑手术后需要放置引流管，观察自放置
引流管至引流管无渗血的时间，即为术后引流时间，
以天为单位。

2.7.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平均值(Mean) ± 标准误(SEM)
表示，各组间采用多个样本均数比较的方差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进行统计学处理，p <
0.05 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颅脑损伤手术 24 例。

3. 结果

2.3. 实验分组

3.1. 可溶性止血纱布对出血时间的影响

本研究得到相关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手术

止血材料均能缩短脑外科手术后创面的出血时

前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将入选病例随机分成 4 进行，

间(p 均<0.05 或 0.01)，其中国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

即国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组 31 例，进口可溶性

芷)和进口可溶性止血纱布作用最为明显，明胶海绵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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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布(荣雪芷)和进口可溶性止血纱布止血，还是明胶

之，普通止血纱布略弱(表 1)。

海绵和普通止血纱布止血患者，均为发现刺激、过敏

3.2. 可溶性止血纱布对出血量的影响

和不吸收等与之相关的不良反应。

止血材料均能减少脑外科手术后创面的出血量(p
均<0.05 或 0.01)，其中国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

4. 讨论
在脑外科手术中采取有效的止血措施，保证创面

和进口可溶性止血纱布作用最为明显，明胶海绵次

的干净，是提高手术成功率，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关键。

之，普通止血纱布略弱(表 2)。

可吸收性止血材料如纤维蛋白胶、明胶海绵、胶原蛋

3.3. 可溶性止血纱布对手术后引流的影响

白海绵、氧化纤维素等[6]，在脑外科止血中扮演着重要

止血材料均能缩短脑外科手术后创口的引流时

角色。目前临床上使用的可溶性止血纱布基本上是离

间(p 均<0.05 或 0.01)，其中国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

子型纤维素衍生物(如羧基或羧基纤维素)和非离子型

芷)和进口可溶性止血纱布作用较为明显，明胶海绵略

纤维素衍生物(如羟乙基纤维素)，研究表明两种类型

弱(表 3)。

的可溶性止血纱布从止血性能和安全性相当，即明显
缩短创面出血时间，吸收良好，无急性毒性、过敏性

3.4. 可溶性止血纱布在脑外科手术中的
不良反应

和刺激性，对凝血时间无显著影响[7]。可溶性止血纱
布的作用原理是其溶解后带有大量负离子，可激活凝

脑外科手术后随访 3 个月，无论国产可溶性止血

血因子 XII，启动内源性凝血系统促使凝血酶的生成，

Table 1. Effect of soluble gauze on the bleeding time in the brain surgery
表 1. 可溶性止血纱布对脑外科手术出血时间的影响
统计学分析

组别

例数

出血时间(秒)

与明胶海绵比

与进口可溶性止血纱布比

国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

31

172.1 ± 17.8

p < 0.01

p < 0.01

p < 0.01

P > 0.05

进口可溶性止血纱布

30

187.9 ± 18.4

p < 0.01

p < 0.01

p < 0.05

p < 0.05

与空白对照比 与普通止血纱布比

明胶海绵

28

231.7 ± 19.6

p < 0.01

普通止血纱布

37

284.6 ± 23.5

p < 0.05

空白对照

42

385.7 ± 21.3

Table 2. Effect of soluble gauze on the bleeding volume in the brain surgery
表 2. 可溶性止血纱布对脑外科手术出血量的影响
组别

例数

出血量(ml/cm2)

国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

31

进口可溶性止血纱布

统计学分析
与空白对照比

与普通止血纱布比

与明胶海绵比

与进口可溶性止血纱布比

0.83 ± 0.15

p < 0.01

p < 0.01

p < 0.01

P > 0.05

30

0.87 ± 0.12

p < 0.01

p < 0.01

p < 0.01

明胶海绵

28

1.31 ± 0.13

p < 0.01

p < 0.05

普通止血纱布

37

1.75 ± 0.18

p < 0.05

空白对照

42

2.33 ± 0.19

Table 3. Effect of soluble gauze on the drainage time after the brain surgery
表 3. 可溶性止血纱布对脑外科手术术后引流时间的影响
组别

例数

引流时间(天)

国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

31

进口可溶性止血纱布

30

统计学分析
与空白对照比

与普通止血纱布比

与明胶海绵比

与进口可溶性止血纱布比

3.53 ± 0.28

p < 0.01

p < 0.01

p < 0.05

P > 0.05

3.31 ± 0.22

p < 0.01

p < 0.01

p < 0.05

p < 0.05

明胶海绵

28

4.65 ± 0.33

p < 0.01

普通止血纱布

37

5.72 ± 0.37

p > 0.05

空白对照

42

6.02 ±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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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在凝血酶的作用下，纤维蛋白原被水解，经纤维

止血纱布(荣雪芷)是否发生与美国强生公司的可溶性

蛋白稳定因子加固形成不溶性纤维蛋白多聚体，达到

止血纱布(商品名：Surgicel，速即纱)临床上不良反应，

[6]

止血、防止组织粘连和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 。

尚待进一步研究。

目前市面上可溶性止血纱布包括美国强生公司
(Johnson & Johnson)的可吸收性氧化再生纤维素(商
品名：Surgicel，速即纱)[4]和日本郡时公司(Gunze Co.,
Ltd.)的可吸收性聚乙醇酸修补材料(商品名：Neoveil，
奈维)。美国强生公司的 Surgicel 是以多糖作为原材料，
有一定的拉伸强度和弯曲性能，不易引起免疫反应[8]。
河南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可溶性止血纱布
(商品名：荣雪芷)，其成分是低分子聚合物——纤维
羧甲基醚钠盐[9]，这也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唯
一批准的药用可溶性止血纱布(国药准字
H41025649)[5]。本研究结果表明，在脑外科手术中国
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与应用广泛进口品牌可溶
性止血纱布止血效果相当，即显著缩短出血时间，减
少出血量，缩短术后引流天数，未出现不良反应，且
效果优于明胶海绵和普通止血纱布的止血效果。结果
提示，脑外科手术使用国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
与应用广泛进口名牌可溶性止血纱布一样，可发挥显
著止血效果[10]。
1998 年，日本学者 Nagamatsu 等人报道，可溶性
止血纱布氧化纤维素的酸性可能引起神经纤维变性
[11]

。2004 年，法国科学家 Abs 研究证实，脸部应用美

国强生公司的可溶性止血纱布(商品名：Surgicel，速
即纱)后引发皮肤坏死的案例[12]。虽然本研究证明了国
产可溶性止血纱布(荣雪芷)有很好的止血效果，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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