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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守门人制度与中国医药卫生改革（待续）
鲍勇，诸培红，王金柱，杜学礼

【摘　要】　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已成为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普遍共识。国外的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比较完备的体系，特别是其所建立的家庭医生制度以及家庭医生首诊制

度，使得健康守门人制度在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分级就诊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本文在回顾国内外关于健康守门人制

度的特点及实践基础上，阐述了建立健康守门人制度的意义。同时在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中，就如何加强社区卫生服务的

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守门人制度提出了政策建议，如规范社区卫生服务功能，推进社区卫生服务模式改革；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政策支持和财政补助；加强社区信息化网络建设等。

【关键词】　社区卫生服务；健康守门人；中国医疗卫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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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２０１２年２月８日全国医改办公室系统工作会
议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明
显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１３亿人，覆盖率
达到９５％，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政府补助标准从
２０１０年每人每年１２０元提高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００元，政策
范围内报销比例由６０％提高到７０％左右［１］。随着《国

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９〕１２号）的推进
告一段落，下一阶段中国的医改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如

何走，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题目。

１　大力发展健康守门人的意义
　　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是深化我国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实现卫生公平和效率的宏观目的地重要途径，也

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

众提供安全、有效、便捷、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的重要部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以其地缘优势

和社会亲切感，为所辖范围的居民提供健康管理、保健

咨询、医疗康复等服务，引导居民恰当地利用医疗服

务，逐步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职责［２］。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患者信任的医疗质量服务改进

研究（７０９７３０７８）；上海交通大学文理交叉基金：上海市家庭
医疗体系构建与医保支付制度衔接研究（１０ＪＣＹ０５）；上海交
通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专项基金项目：上海市家庭医疗

体系的构建研究（Ｚ１２０００３）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２５上海交通大学人文与卫生管理学院
通讯作者：杜学礼，电子信箱：ｄｘｌ０４０５＠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是深化城市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有效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重要举措，是

建立完善的医药卫生体系的必然趋势。国外的实践充

分证明，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能够有效的促使居民

合理利用卫生资源、降低医疗费用、改善全民健康状

况、满足社区居民追求健康生活的需求，有研究表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满足至少８０％的治疗需求［３］。

２　国外健康守门人制度的实践
　　英国等国家的实践表明，健康守门人制度不仅可
以大大提高卫生保健服务的公平性和效率，并且在控

制医疗费用增长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方面起到了显著

效果［４］。综合国外关于健康守门人的一些做法，大体

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计划管理方式为主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和以市场调节方式为主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正在不断

融合彼此的优势共同向前发展。如英国的社区卫生服

务体系国家计划性很强，但是近年来国家卫生主管部

门在卫生系统内建立“内部市场”机制，各级卫生机构

都可以投标开展社区卫生服务［５］。

第二，实行严格的社区首诊制和通畅的双向转诊

制。英国规定患者除急诊外，生病后一般必须先到家

庭医生那里进行初步诊治，只有遇到疑难病例或病情

严重，需住院检查治疗时，患者才会被介绍到地区医

院，英国的医院不直接接收非急诊患者；德国健康保险

制度规定居民就诊必须先找社区家庭 （下转第３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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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基础论著·

靶向 ＭＩＦ的 ｓｉＲＮＡ对大肠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徐慧鲜，吴礼浩，马伟钦，杨荣娇，王亚敏，王丽京，何兴祥

【摘　要】　目的　研究化学合成的靶向ＭＩＦ的ｓｉＲＮＡ干扰ＭＩＦ后，对大肠癌ＣＴ２６细胞增殖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机
制。方法　ＭＴＴ法检测细胞的增殖情况；ＥＬＩＳＡ检测培养上清液中ＭＩＦ蛋白的含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检
测ＭＩＦ、ＣＤ７４ｍＲＮＡ的表达；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细胞内ＭＩＦ和 ＣＤ７４蛋白的表达。结果　实验组 ＣＴ２６细胞的增殖与对
照组和空白组相比受到明显抑制（Ｐ２４ｈ；１００ｎｍｏｌ＝０．００３），呈时间－计量依赖关系；实验组培养上清液中ＭＩＦ蛋白的含量与
对照组和空白组比较显著减少（Ｐ＝０．０２）；实验组中 ＭＩＦ与 ＣＤ７４的 ｍＲＮＡ表达量与对照组和空白组相比显著下降
（ＰＭＩＦ＝０．００１；ＰＣＤ７４＝０．００１）；实验组ＭＩＦ、ＣＤ７４蛋白表达与对照组和空白组相比降低（ＰＭＩＦ＝０．００６；ＰＣＤ７４＝０．０１６）。结
论　化学合成的ＭＩＦｓｉＲＮＡ抑制了ＣＴ２６细胞的增殖，其可能机制是ＭＩＦｓｉＲＮＡ降低了ＣＴ２６细胞内ＭＩＦ与ＣＤ７４的表
达。

【关键词】　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ｓｉＲＮＡ；大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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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ｖｅｌｏ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Ｐ＝０．０２），ａｎｄｔｈｅｍＲ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ＩＦａｎｄＣＤ７４（ＰＭＩＦ＝０．００１；ＰＣＤ７４＝０．００１）．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ＭＩＦａｎｄＣＤ７４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ｅｖｅｌｒｅｄｕｃｅｄ（ＰＭＩＦ＝０．００６；ＰＣＤ７４＝０．０１６）．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ＩＦｓｉＲＮＡ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Ｔ２６ｃｅｌｌ．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ａｙｂｅＭＩＦｓｉＲＮＡ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ｍＲ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ＩＦａｎｄＣＤ７４；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ＩＦａｎｄＣＤ７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Ｆ；ｓｉＲＮＡ；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大肠癌是消化道肿瘤中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且
近年来发病率有升高趋势。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ＭＩＦ）是一种具
有多向性生物学功能的细胞因子，可以促进肿瘤的增

殖与肿瘤新生血管的生成［１－３］，本研究旨在观察靶向

ＭＩＦ的ｓｉＲＮＡ对大肠癌细胞ＣＴ２６增殖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来源　大肠癌细胞 ＣＴ２６购于美国 ＡＴＣＣ
公司，ＭＴＴ购于美国 Ｓｉｇｍａ公司，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购于
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ＲＴＰＣＲ购于日本东洋纺公司，柱式 Ｔｒ
ｉｚｏｌ总ＲＮＡ抽提试剂盒购于 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ＲＩＰＡ裂解
液购自碧云天公司，ＣＤ７４、ＭＩＦ一抗及二抗购自于美
国Ｓａｔａ公司。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细胞培养与分组　按１×１０５接种细胞，２４ｈ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０８Ａ０３０２０１００１）；广东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９２５１０６５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１）；广东省高等学校高
层次人才项目（粤教师函［２０１０］７９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６１２０１４３７）

作者单位：５１００８０广州市，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徐慧鲜，
吴礼浩，马伟钦，杨荣娇，王亚敏，何兴祥）；５１０００６广州市，广
东药学院基础实验楼血管生物学研究所（王丽京）

通讯作者：何兴祥，电子信箱：ｘ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ｈｅ＠ｍｅｄｍａｉｌ．ｃｏｍ．ｃｎ

后实验组、对照组分别加入 ＭＩＦｓｉＲＮＡ与非特异性的
ｓｉＲＮＡ，空白组只加与前面两组相同的培养液，置３７℃
含５％ ＣＯ２的培养箱中培养。
１２２　ＭＴＴ法检测细胞增殖　实验组分别加入１００
ｎＭ／ｍｌ、５０ｎＭ／ｍｌ、２５ｎＭ／ｍｌ、１２．５ｎＭ／ｍｌ、６．２５ｎＭ／ｍｌ
的ＭＩＦｓｉＲＮＡ转染细胞，对照组分别加入１００ｎＭ／ｍｌ、
５０ｎＭ／ｍｌ、２５ｎＭ／ｍｌ、１２．５ｎＭ／ｍｌ、６．２５ｎＭ／ｍｌ的非特
异性的ｓｉＲＮＡ转染细胞，空白组加入等量的培养液，继
续培养２４，４８，７２ｈ后，各组中分别加入２０μｌＭＴＴ，３７
℃孵育４ｈ，弃去培养液加入１５０μｌＤＭＳＯ，振荡摇床
１５ｍｉｎ，酶标仪检测。每组设 ３个复孔，重复实验三
次。

１２３　半定量 ＲＴＰＣＲ　使用柱式 Ｔｒａｖｅｌ总 ＲＮＡ抽
提试剂盒抽提总ＲＮＡ，使用日本东洋纺一步法试剂盒
检测ＭＩＦ与ＣＤ７４ｍＲＮＡ的表达。引物和反应条件如
下：ＭＩＦ正义链５’ＣＣＡＴＧＣＣＴＡＴＧＴＴＣＡＴＣＧＴＧ
３’，反义链５’ＡＧＧＣＣＡＣＡＣＡＧＣＡＧＣＴＴＡＣＴ３’；
ＣＤ７４正义链：５’ＣＣＡＣＴＧＧＡＣＡＴＧＧＡＡＧＡＣＣＴ
３’，反义链：５’ＧＡＣＴＴＣＡＴＴＴＧＣＣＧＴＧＴＣＣＴ３’；
ＧＡＰＤＨ正义链：５’ＡＣＣＡＣＡＧＴＣＣＡＴＧＣＣＡＴＣＡＣ
３’，反义链：５’ＴＣＣＡＣＣＡＣＣＣＴＧＴＴＧＣＴＧＴＡ３’。
反应条件ＭＩＦ：９４℃１ｍｉｎ后，９８℃１０ｓ；５１℃２ｓ；７４
℃ ３０ｓ，共３０循环，７４℃延伸１０ｍｉｎ；ＣＤ７４：９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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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后，９８℃ １０ｓ；５２℃２ｓ；７４℃３０ｓ，共３０循环，７４
℃延伸１０ｍｉｎ；ＧＡＰＤＨ：９４℃ １ｍｉｎ后，９８℃ １０ｓ；５３
℃ ２ｓ；７４℃３０ｓ，共３０循环，７４℃延伸１０ｍｉｎ。所得
产物用含７Ｍ尿素的１６％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硝酸
银染色，所有试验重复３次。用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ｎｅ软件分析
数据。

１２４　ＥＬＩＳＡ检测细胞培养液中 ＭＩＦ蛋白的含量　
收集实验组、对照组及空白组的细胞培养液，１２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去除细胞碎片，按照 ＥＬＩＳＡ检测试剂
盒说明进行测定。

１２５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细胞内蛋白的表达　用ＲＩＰＡ
裂解液按说明书抽提三组中总蛋白并上样，ＳＤＳＰＡＧＥ
分离后电转移至硝酸纤维素膜上，用含３％ＢＳＡ的封
闭液封闭２ｈ，加入１∶１０００稀释的兔抗鼠 ＭＩＦ、ＣＤ７４
单克隆抗体，４℃孵育过夜。加入辣根过氧化物酶偶
联的羊抗兔二抗（１：７５０，ＴＢＳＴ稀释），平稳摇动，室温
２ｈ，加入显影液，于暗室内显影，重复试验 ３次。用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ｎｅ软件分析数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用运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
件分析，采用Ｆ检验、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时间、浓度的ＭＩＦｓｉＲＮＡ对ＣＴ２６细胞增殖
的影响　靶向ＭＩＦ的ｓｉＲＮＡ抑制了大肠癌细胞ＣＴ２６
增殖，具有时间－计量依赖关系，实验组与对照组和空
白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空白组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

学意义，见表１、表２。
表１　不同时间的ＭＩＦｓｉＲＮＡ对ＣＴ２６细胞增殖的影响

分组 ２４ｈ ４８ｈ ７２ｈ

实验组 ０．０８±０．０３ ０．１５±０．０２△ ０．２９±０．０３△

对照组 ０．１７±０．０６＃ ０．３３±０．０３＃ ０．７６±０．１１＃

空白组 ０．１７±０．０１ ０．３４±０．０４ ０．７７±０．０４

　　注：与对照组及空白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空白组比
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不同浓度的ＭＩＦｓｉＲＮＡ对ＣＴ２６细胞增殖的影响

分组 １００ｎｍ／ｍｌ ５０ｎｍ／ｍｌ ２５ｎｍ／ｍｌ １２．５ｎｍ／ｍｌ ６．２５ｎｍ／ｍｌ

实验组 ０．０９±０．０１ ０．０９±０．０１ ０．１２±０．０１△ ０．１６±０．０１△ ０．１６±０．０１△

对照组 ０．１６±０．０２＃ ０．１６±０．０２＃ ０．１６±０．０２＃ ０．１７±０．０２＃ ０．１７±０．０２＃

空白组 ０．１７±０．０３

　　注：与对照组及空白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空白组比
较，＃Ｐ＞０．０５。

２２　ＭＩＦｓｉＲＮＡ处理大肠癌ＣＴ２６细胞后 ＭＩＦ、ＣＤ７４
的ｍＲＮＡ表达　ＭＩＦ、ＣＤ７４的ｍＲＮＡ在实验组中的表
达明显降低，与对照组和空白组比较有显著差异，空白

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表３　ＭＩＦｓｉＲＮＡ处理大肠癌ＣＴ２６细胞后ＭＩＦ、ＣＤ７４的ｍＲＮＡ表达

分组 ＭＩＦ ＣＤ７４

实验组 ０．８９±０．０３△ ０．８８±０．０８△

对照组 １．１１±０．１３＃ １．０８±０．０７＃

空白组 １．２０±０．１０ １．０９±０．０８

　　注：与对照组及空白组比较，△Ｐ＜０．０１；与空白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ＭＩＦｓｉＲＮＡ处理大肠癌 ＣＴ２６细胞后培养上清

中ＭＩＦ蛋白的含量　用秩和检验方法检测ＭＩＦｓｉＲＮＡ
处理大肠癌 ＣＴ２６细胞后培养上清中 ＭＩＦ蛋白的含
量，发现实验组较对照组和空白组明显减少（６．１２±
０．５７ｖｓ１０．２１±０．１２，６．１２±０．５７ｖｓ１０．２２±０．１４，
Ｐ＝０．０２），而对照组与空白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０．２２±０．１２ｖｓ１０．２２±０．１４，Ｐ＝０．８６）。
２４　ＭＩＦｓｉＲＮＡ处理大肠癌ＣＴ２６细胞后细胞内ＭＩＦ
与ＣＤ７４蛋白的表达　ＭＩＦｓｉＲＮＡ处理大肠癌 ＣＴ２６
细胞后，实验组细胞内 ＭＩＦ和 ＣＤ７４蛋白的表达较对
照组和空白组均显著降低，与对照组和空白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４。
表４　ＭＩＦｓｉＲＮＡ处理大肠癌ＣＴ２６细胞后细胞内ＭＩＦ与ＣＤ７４蛋白的表达

分组 ＭＩＦ ＣＤ７４

实验组 １９１３．８３±１１４．０６△ ２３１２．６７±３９６．０９△

对照组 ２２２６．６７±８４．３２＃ ２８００．３３±１８７．４１＃

空白组 ２１７０．３３±１１８．２４ ２７２７．８３±２６６．１１
　　注：与对照组及空白组比较，△Ｐ＜０．０１；与空白组比较，＃Ｐ＞０．０５。
采用秩和检验。

３　讨论
　　ＭＩＦ最初作为一种致炎因子被发现，但近年研究
发现ＭＩＦ在肿瘤发展和演进过程中起双重效应：它既
可通过自分泌途径调节巨噬细胞活性，直接杀伤肿瘤

细胞；又可通过旁分泌途径刺激肿瘤细胞的增殖、分化

以及抑制细胞凋亡。到目前为止，已发现若干肿瘤细

胞中有 ＭＩＦ的表达，如胃癌［４］、大肠癌［５］、黑色素

癌［６］，卵巢癌［７］、前列腺癌［８］等。

Ｋｒｏｃｋ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Ｍ等［９］研究发现，ＭＩＦ可以下调
ＮＫＧ２Ｄ，导致膀胱癌细胞免疫逃逸，进一步促进细胞
的增殖；ＴｏｈＭＬ等［２］同样证实ＭＩＦ在肿瘤细胞增殖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前期研究结果显示 ＭＩＦ多巴
色素互变异构酶活性抑制剂ＩＳＯ１能够抑制大肠癌细
胞ＭＩＦ的表达，从而降低大肠癌细胞的增殖［１］。本实

验用ＭＩＦｓｉＲＮＡ处理 ＣＴ２６细胞，发现 ＭＩＦ的 ｍＲＮＡ
和蛋白表达量均降低，并且细胞的增殖受抑制程度与

ＭＩＦｓｉＲＮＡ作用的时间呈正相关，与 ＭＩＦｓｉＲＮＡ的浓
度也呈正相关。

ＣＤ７４属于 ＭＨＣⅡ型跨膜蛋白，由２１６个氨基酸
组成，主要与ＭＨＣⅡ结合。近年来有研究发现 ＣＤ７４
与ＭＩＦ结合可以促进肿瘤细胞增殖［１０］。ＭｅｙｅｒＳｉｅｇｌｅ
ＫＬ等［８］研究发现，在前列腺癌中，ＭＩＦ与前列腺癌细
胞膜上ＣＤ７４结合，可以显著诱导ＭＩＦ信号转导途径，
促进细胞的增殖。而 ＳｔａｒｌｅｔｓＤ等［１０］研究发现，在 Ｂ
细胞中，ＭＩＦ与 Ｂ细胞膜上的 ＣＤ７４结合，导致 ＣＤ７４
膜内部分截短，进入到胞质溶浆内，诱导 ＢＣＬＸＬ和
ｃｙｃｌｉｎＥ转录，细胞进入 Ｓ期，本实验并没有应用降低
ＣＤ７４的抑制剂，为什么 ＭＩＦ下降后，ＣＤ７４亦会下降，
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实验用 ＭＩＦｓｉＲＮＡ处理 ＣＴ２６细胞，发现 ＭＩＦ
的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量均降低，并且 ＣＤ７４的 ｍＲＮＡ
和蛋白表达量也降低，ＣＴ２６细胞的增殖降低，呈时
间－计量依赖，提示 ＭＩＦ与 ＣＤ７４在 ＣＴ２６细胞增殖
中起重要作用，依据现有的文献推测其可能的机制是

ＭＩＦ与 ＣＤ７４的表达降低，导致 ＥＲＫＭＡＰＫ、ＮＦκＢ、
Ｒｈｏ等途径受到下调，细胞增殖受到抑制。

总之，当ＭＩＦｓｉＲＮＡ转染ＣＴ２６细 （下转第３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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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基础论著·

免疫磁珠法分离并鉴定前列腺癌类干细胞
秦亮，陈安民，郭风劲，宫晨，卞峰，姚斌，廖晖

【摘　要】　目的　利用免疫磁珠法分选并鉴定人前列腺癌类干细胞。方法　利用免疫磁珠法从人前列腺癌细胞株ＰＣ３
中分选ＣＤ１３３＋／ＣＤ４４＋细胞，通过免疫组化、流式细胞术、ＣＣＫ８、平板克隆形成实验及裸鼠成瘤实验鉴定其表面标志物
表达情况及肿瘤干细胞特性。结果　经免疫磁珠法分选所得 ＣＤ１３３＋／ＣＤ４４＋细胞比例为０．５０％；免疫组化及流式显示
其ＣＤ４４／ＣＤ１３３／整合素α２β１均高表达；其细胞增殖和克隆形成率高于 ＰＣ３细胞；以低密度注射时，其裸鼠体内成瘤率
明显高于ＰＣ３细胞。结论　利用免疫磁珠法可从人前列腺癌细胞株 ＰＣ３中高效的分选出具有肿瘤干细胞生物学特性
的前列腺癌类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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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前列腺癌发病率的逐年增高，且多以骨转移
为首发症状，故有关前列腺癌骨转移方面的研究成为

热点。近年来有研究表明，恶性肿瘤可能起源于肿瘤

干细胞（ｃａｎｃｅｒ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ＣＳＣｓ），其具有自我更新、无
限增殖、多向分化等干细胞特性［１］。目前已分别从乳

腺癌和脑肿瘤等肿瘤中分离出肿瘤干细胞，证实了肿

瘤干细胞的存在［２－３］。Ｃｏｌｌｉｎｓ等研究表明前列腺癌干
细胞表达正常前列腺上皮干细胞的表面标志物

ＣＤ４４＋／整合素 α２β１
ｈｉｇｈ／ＣＤ１３３＋，为前列腺癌干细胞

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４］。本研究拟通过免疫磁珠法

分选前列腺癌类干细胞，并鉴定其生物学特性，为今后

研究前列腺癌骨转移机制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来源　人前列腺癌细胞株ＰＣ３（中国典型培
养物保藏中心）；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Ｈｙｃｌｏｎｅ公司），胎
牛血清、牛血清白蛋白（Ｇｉｂｃｏ公司），兔抗人 ＣＤ１３３、
ＣＤ４４单克隆抗体（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公司），羊抗兔免疫磁珠
二抗及免疫磁珠分选 ＬＳ柱和分选架（Ｍｉｌｔｅｎｙｉ公司）；
免疫组化试剂盒、羊抗兔 ＦＩＴＣ及 ＣＹ３标记二抗、兔抗
人ｉｎｔｅｇｒｉｎα２β１抗体（博士德公司）；ＣＣＫ８试剂盒（碧
云天公司）。ＢＡＬＢ／Ｃｎｕ／ｎｕ雄性裸鼠（上海斯莱克实
验动物中心），鼠龄５～６周，体重１８～２０ｇ，在同济医
院实验动物中心内无特殊病原体条件下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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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分选及培养ＣＳＣｓ　ＰＣ３细胞用含１０％胎牛血
清的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在３７℃、５％ ＣＯ２条件下培养，
每３ｄ换液。细胞生长至８０％时，消化，吹打成单细胞
悬液后计数，重悬于 Ｂｕｆｆｅｒ（含０．５％牛血清白蛋白、２
ｍＭ乙二胺四乙酸，ｐＨ７．２的 ＰＢＳ缓冲液）中，加入兔
抗人ＣＤ１３３抗体后孵育，反复冲洗后再次重悬，加羊
抗兔磁珠二抗孵育。将分离柱置于磁场中润洗，Ｂｕｆｆｅｒ
重悬细胞后注入分离柱内，待悬液完全通过后用 Ｂｕｆｆ
ｅｒ冲洗分离柱，将阴性细胞洗脱；去除磁场后快速冲洗
分离柱，洗脱细胞为 ＣＤ１３３＋细胞；改用兔抗人 ＣＤ４４
抗体，重复上述步骤后得到 ＣＤ１３３＋／ＣＤ４４＋细胞，在
３７℃、５％ ＣＯ２条件下培养，每３ｄ换液。
１２２　表面标志表达检测　分选细胞爬片培养后，弃
上清，用ＰＢＳ漂洗３次，室温下４％多聚甲醛固定３０
ｍｉｎ。ＳＰ法分别检测分选细胞表面标志物 ＣＤ４４、
ＣＤ１３３和整合素α２β１的表达。

分别制备两种细胞的单细胞悬液。单标样本先分

别加入兔抗人 ＣＤ１３３、ＣＤ４４、整合素 α２β１抗体孵育后
再加入ＦＩＴＣ标记的羊抗兔二抗标记。双标样本先加
入兔抗人ＣＤ１３３抗体孵育后加入 ＣＹ３标记的羊抗兔
ＩｇＧ孵育，ＰＢＳ洗后加入兔抗人ＣＤ４４抗体重复上述步
骤用ＦＩＴＣ标记的羊抗兔ＩｇＧ标记ＣＤ４４。每组设一组
同型对照，置于４℃，避光反应３０ｍｉｎ，离心后重悬固
定，上机检测。

１２３　细胞增殖能力检测　将分选所得的前列腺癌
类干细胞和 ＰＣ３细胞分别按１×１０３／孔接种于９６孔
板，同步化后分别于第０天至第６天进行检测。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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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Ｋ８试剂盒说明操作，用酶标仪在４５０ｎｍ波长处检
测两组细胞的吸光度值，并绘制细胞生长曲线。

１２４　平板克隆形成实验　分别取前列腺癌类干细
胞与对照组 ＰＣ３细胞和分选所得的 ＣＤ１３３－细胞各
１００个分别接种于６０ｍｍ培养皿培养。１４ｄ后在倒置
显微镜下观察并计数直径大于７５μｍ或含有５０个细
胞以上的克隆数，计算克隆形成率（ｃｏｌｏｎｙｆｏｒｍｉｎｇ
ｒａｔｅ，ＣＦＲ）。ＣＦＲ＝细胞集落数／接种细胞数×１００％。
１２５　裸鼠皮下成瘤实验　将分选所得的前列腺癌
类干细胞和 ＰＣ３细胞消化计数后制成单细胞悬液。
将３０只ＢＡＬＢ／Ｃｎｕ／ｎｕ雄性裸鼠随机分为６组，每组
５只，分别于裸鼠腋下接种１×１０４、１×１０５、１×１０６个
ＣＳＣｓ和 ＰＣ３细胞。以皮下结节直径超过５ｍｍ作为
成瘤标准，ＳＰＦ条件下饲养。每周观察成瘤情况，观察
６周。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及计数资料间的两两比较分别采用ｔ
检验和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免疫磁珠分选后细胞生长状况和形态学观察　
经免疫磁珠法分选所得细胞约为５×１０４个，相当于分
选前的０．５％（图１，见封三）。分选后４８ｈ细胞生长
缓慢，细胞形态与分选前无明显差异，３ｄ后ＣＳＣｓ增殖
明显增快，而分选所得的ＣＤ１３３－细胞增殖缓慢。
２２　表面标志物表达情况　对 ＣＳＣｓ和 ＰＣ３细胞分
别行ＣＤ４４，整合素 α２β１和 ＣＤ１３３免疫组化染色，结
果提示前列腺癌ＣＳＣｓ组细胞中ＣＤ４４、整合素α２β１和
ＣＤ１３３均显强阳性表达（图２，见封三）。

经流式细胞术分析，分选后的前列腺癌类干细胞

ＣＤ４４／ＣＤ１３３双阳性细胞和整合素 α２β１阳性细胞的
比例分别为５２．２８％、５９．１６％，显著高于 ＰＣ３细胞的
１．９０％和２．６５％。
２３　ＣＣＫ８法检测细胞增殖能力　根据０ｄ６ｄ两组
细胞ＣＣＫ８法检测结果绘制细胞生长曲线，结果显示
分选所得的前列腺癌类干细胞的增殖能力稍高于 ＰＣ３
细胞。

２４　平板克隆形成实验　三组细胞分别在培养１４ｄ
后计数克隆数。前列腺癌类干细胞、ＰＣ３及分选后
ＣＤ１３３－细胞的 ＣＦＲ分别为 （１３．２５±５．４２）％、
（３．６８±１．７０）％和（２．７３±１．３８）％，结果显示前列腺
癌类干细胞组显著高于其它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ＣＳＣｓ组与其它两组比较ｔ＝２．９２，３．２５，Ｐ＜０．０５）。
２５　裸鼠皮下成瘤实验　饲养６周内无裸鼠死亡。
分选的前列腺癌 ＣＳＣｓ组在低浓度接种情况下（１０４

个）成瘤率显著性高于ＰＣ３细胞组（见表１）。

３　讨论
　　前列腺癌是男性泌尿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及生活习惯的改变，其在

我国男性泌尿生殖系统肿瘤的发病率中已跃升至第３
位［５］。前列腺癌患者多以骨转移症状就诊，严重影响

患者疗效。因此，早期诊断和预防前列腺癌骨转移是

提高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生存质量的重要途径。随着

肿瘤干细胞理论的提出以及相关证据的不断发现，表

明肿瘤干细胞是一群数量少、具有自我更新、无限增殖

和多向分化能力等特征的细胞，是肿瘤形成、复发和转

移的根源。故以肿瘤干细胞为研究对象，将为我们探

索前列腺癌骨转移的防治策略提供一条崭新的思路。

表１　裸鼠皮下成瘤实验

注射细胞量（个） ＣＳＣｓ ＰＣ３

１０４ ４（５） ０（５）
１０５ ５（５） ２（５）
１０６ ５（５） ５（５）

　　注：与ＰＣ３组比较，Ｐ＜０．０５（应用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计算前二组
Ｐ分别为０．０４８，０．１６７）。

　　快速、准确分离和鉴定前列腺癌干细胞是本研究
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目前，肿瘤干细胞的分离方法

主要包括流式细胞仪分选法、侧群细胞分选法、无血清

培养法及 ＭＡＣＳ等，各有其优缺点。ＭＡＣＳ具有纯度
高，回收率高，操作迅速、简便等优点，尤其是ＭＡＣＳ分
选后细胞活性好，可直接用于研究，其缺点是需要预先

明确特异性表面标志物。目前报道的前列腺 ＣＳＣｓ特
异性表面标志物包括 ＣＤ４４、Ｓｃａ１、ＣＤ１３３及整合素
等［６－７］。ＰａｔｒａｗａｌａＬ等［８］从前列腺癌中分离出的

ＣＤ４４阳性细胞具备成瘤性增加，成克隆能力增加及高
转移潜能等干细胞特性。而在前列腺癌中，整合素

α２β１
ｈｉｇｈ／ＣＤ１３３＋细胞展示出与胚胎干细胞相似的性

质［９］。基于肿瘤干细胞和正常干细胞具有某些相同表

面标志物的理论，Ｃｏｌｌｉｎｓ等使用前列腺上皮干细胞的
特异性标志物ＣＤ４４＋／整合素 α２β１

ｈｉｇｈ／ＣＤ１３３＋来分选
前列腺癌干细胞，分选所得的前列腺癌细胞具有自我

更新和多向分化等干细胞特征，其体外迁移能力和侵

袭能力明显高于其他表型的前列腺癌细胞［４］，故成为

当前前列腺癌干细胞较为公认的表面标志物。

为了简化分选步骤，避免过多次筛选对细胞造成

的损伤，本研究选用前列腺癌干细胞特异性表面标志

物ＣＤ４４＋／ＣＤ１３３＋作为免疫磁珠法的分选指标，从人
前列腺癌细胞系 ＰＣ３中分选具有干细胞表面标志物
特征的前列腺癌细胞。本文通过免疫磁珠双重分选，

获得占候选细胞总量约０．５％的 ＣＤ４４＋／ＣＤ１３３＋前列
腺癌细胞。免疫组化和流式细胞分析结果表明，分选

所得的前列腺癌细胞表达前列腺上皮干细胞特异性表

面标志物，即ＣＤ４４＋／ＣＤ１３３＋／整合素α２β１
＋。体内外

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分选所得的前列腺癌细胞的增殖

能力、克隆形成能力、裸鼠皮下致瘤能力均显著高于

ＰＣ３细胞。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我们证明分选所得的
前列腺癌细胞为前列腺癌类干细胞。本研究所得的

ＣＤ４４＋／ＣＤ１３３＋细胞比例达到５２．２８％，高于无血清培
养法的１．４３％［１０］和１３．９４％［１１］，而且 （下转第３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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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基础论著·

大鼠 ＨＯ１基因慢病毒载体的构建与鉴定
程轶，周中新，武维恒

【摘　要】　目的　构建携带大鼠血红素加氧酶１（ＨＯ１）的慢病毒表达载体。方法　构建 ＨＯ１基因表达质粒 ＧＶ２０８
ＥＧＦＰＨＯ１，并进行测序鉴定。重组质粒ＧＶ２０８ＥＧＦＰＨＯ１与两种辅助包装原件载体质粒通过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２０００共转
染２９３Ｔ细胞，培养４８ｈ后，收集细胞培养上清液，将病毒浓缩后测定病毒滴度。结果　成功构建 ＨＯ１基因表达质粒
ＧＶ２０８ＥＧＦＰＨＯ１，转化感受态ＤＨ５ɑ大肠杆菌。挑阳性单克隆ＰＣＲ得到１０７４ｂｐ的特异性条带，测序结果与目标序列
完全一致。将ＨＯ１基因过表达载体质粒与另外两种辅助包装原件载体质粒共转染２９３Ｔ细胞后在荧光显微镜下发出
明显绿色荧光。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观察到５８ｋＤ附近处有特征条带，其大小和目的基因融合蛋白相吻合。病毒原液滴度
为２×１０１２ＴＵ／Ｌ。结论　成功构建ＨＯ１的慢病毒表达载体，为研究ＨＯ１基因对缺血性心脏病的影响打下基础。
【关键词】　ＨＯ１基因；慢病毒表达载体；缺血性心脏病
【中图分类号】　Ｒ３４９．７　Ｒ７３７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３３８０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ＲａｔＨｅｍ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１（ＨＯ１）Ｇｅｎｅｓ　ＣＨＥＮＧ
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ｏｎｇｘｉｎ，ＷＵＷｅｉｈｅｎｇ．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Ｘｕｚｈ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Ｘｕｚｈｏｕ２２１０００，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ｌｅ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ｒａｔｈｅｍ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１（ＨＯ１）ｇｅｎ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ｆｏｒＧＶ２０８ＥＧＦＰＨＯ１ｗａ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ｂｙ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ＧＶ２０８ＥＧＦＰＨＯ１ａｎｄａｌｅｎｔｉｖｉｒ
ｕｓ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ｍｉｘｗｅｒｅｃ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ｏ２９３Ｔｃｅｌｌｓ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ｐａｃｋａｇｅｄｌｅｎｔｉｖｉｒｕ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ｂｙ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２０００．Ａｆｔｅｒ４８ｈｏｕｒｓ
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ｏ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ｆｏｒｖｉｒａｌｔｉｔｅ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ｌａｓｍｉｄｏｆＧＶ２０８
ＥＧＦＰＨＯ１ｗａ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ｌａｓｍｉ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ＤＨ５ɑ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Ｐｉｃｋ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ｎｏｃｌｏｎ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ＰＣＲ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１０７４ｂｐｓｔｒｉｐｅ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ｅｘａｃｔｌｙ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ｏ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ｍｉｘ
ｉｓｓｕｅｄｇｒｅｅｎ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ｕｎｄｅｒ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ｒｉｐｅｎｅａｒ５８ｋＤ，ｉｔｓｓｉｚｅ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ｓｔｏｔｈｅｇｅｎｅｆｕｓ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ｔｉｔｅｒｏｆｖｉｒｕｓ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ｉｓ２×１０１２ＴＵ／Ｌ．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ｌｅ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ＧＶ２０８ＥＧＦＰＨＯ１ｗａ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ＨＯ１ｇｅｎｅｏｎ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ｅｍ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１（ＨＯ１）ｇｅｎｅ；Ｌｅ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ｖｅｃ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

　　血红素氧化酶１（ｈｅｍ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１，ＨＯ１）又称血
红素加氧酶１，是血红素代谢的限速酶，可分解血红素
生成一氧化碳（ＣＯ）、胆红素和游离铁。ＨＯ１分布在
全身多处组织和器官中，生理情况下，哺乳动物体内呈

低水平表达，但可以被多种刺激物包括氧化损伤所诱

导［１］。既往研究表明，ＨＯ１具有抗炎、抗氧化、抗凋
亡、抗增生效应，能产生对伤害性刺激的适应和保护性

反应，在缺血性心脏病发生发展的病理生理过程中发

挥积极作用［２－３］。

慢病毒载体可以感染绝大多数细胞，包括分裂期、

非分裂期细胞，而且能够将外源性基因整合入宿主基

因组并长时间、稳定的表达。笔者在获取 ＨＯ１基因
的基础上，拟设计、构建和鉴定表达 ＨＯ１的慢病毒载
体，为后期研究 ＨＯ１基因对缺血性心脏病的影响打
下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ＤＭＥＭ、胎牛血清、胰蛋白酶、限制性
内切酶、Ｔ４ＤＮＡ连接酶（ＮＥＢ公司）、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

基金项目：江苏省徐州市科技局计划项目（ＸＦ１０Ｃ０４６）
作者单位：２２１０００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医学院心血管研究所，徐州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心内科（程轶，武维恒）；徐州医学院附属医

院胸外科（周中新）

通讯作者：武维恒，电子信箱：ｗｗｈｅｎｇ１１８＠１６３．ｃｏｍ

２０００（Ｉｎｖｏｔｒｏｇｅｎ公司），ＡｇｅＩ内切酶、大肠杆菌菌株
ＤＨ５α、包装细胞 ２９３Ｔ细胞株、慢病毒载体系统（由
ＧＶ２０８慢病毒载体系列、ｐＨｅｌｐｅｒ１．０载体和 ｐＨｅｌｐｅｒ
２．０载体三质粒组成，上海海吉凯基因化学技术有限
公司）、质粒ＤＮＡ提取试剂盒、凝胶回收试剂盒、ＤＮＡ
纯化试剂盒（Ｑｉａｇｅｎ公司）、包装细胞２９３Ｔ细胞株（上
海吉凯基因化学技术有限公司）、大肠杆菌菌株

ＤＨ５α、一抗ＭｏｕｓｅａｎｔｉＧＦＰ（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１∶４０００）、二
抗ＧｏａｔＡｎｔｉＭｏｕｓｅＩｇＧ（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１∶４０００）。
１２　ＨＯ１基因过表达质粒构建　将 ＧＶ２０８载体质
粒用ＡｇｅＩ内切酶进行酶切，得到线性 ＤＮＡ，琼脂糖凝
胶电泳检验。得到１０ｋｂ大小的片段，为所需的线性
ＤＮＡ。根据 ＧｅｎｅＢａｎｋ收录的大鼠 ＨＯ１基因 Ｈｍｏｘ１
（ＮＭ＿０１２５８０）的 ｍＲＮＡ序列设计 ＰＣＲ引物。①
Ｈｍｏｘ１／ＧＶ２０８＃１Ｐ１：ＧＡＧＧＡＴＣＣＣＣＧＧＧＴＡＣＣＧＧＴ
ＣＧＣＣＡＣＣＡＴＧＧＡＧＣＧＣＣＣＡＣＡＧＣＴＣＧＡＣ；② Ｈｍｏｘ１／
ＧＶ２０８ ＃ １Ｐ２： ＴＣＡＣＣＡＴＧＧＴＧＧＣＧＡＣＣＧＧＣＡＴＧ
ＧＣＡＴＡＡＡＴＴＣＣＣＡＣＴＧＣ［含交换配对碱基、酶切位点
（下划线标记的）、表达增强序列（下划双横线标记的）

以及目的基因 ５’端部分序列用于 ＰＣＲ钓取目的基
因］。ＰＣＲ扩增目的基因，扩增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
电泳并回收得到大小为９１３ｂｐ的基因片段，用ＡｇｅＩ进
行双酶切，酶切产物电泳回收。

将ＧＶ２０８载体质粒用 ＡｇｅＩ进行酶切后得到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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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ＤＮＡ与ＰＣＲ扩增的目的基因ＡｇｅＩ酶切产物进行
定向连接，其产物转化感受态 ＤＨ５α大肠杆菌。将
１５０μｌ已转化的感受态大肠杆菌转移到 ＡＭＰ抗性
（１００μｇ／ｍｌ）ＬＢ琼脂糖培养基上于３７℃培养。对长
出的单克隆菌落进行ＰＣＲ鉴定并测序（上海吉凯基因
化学技术有限公司），测序结果比对正确的克隆即为构

建成功的过表达质粒。

１３　慢病毒的包装、收获及浓缩　以 Ｑｉａｇｅｎ公司的
质粒抽提试剂盒提取慢病毒包装系统中 ３种质粒
ＤＮＡ（ＨＯ１基因过表达载体质粒、ｐＨｅｌｐｅｒ１．０载体和
ｐＨｅｌｐｅｒ２．０载体），３种质粒 ＤＮＡ分别溶于除菌的离
心管中，以紫外光吸收法测定其浓度及纯度，保证所提

质粒ＤＮＡ的Ａ２６０／Ａ２８０在１．８～２．０之间。
在转染前重新接种 ２９３Ｔ细胞，待细胞密度达

７０％～８０％时即可用于转染。转染前２小时将细胞培
养基更换为无血清培养基。将所制备的３种 ＤＮＡ溶
液（ＨＯ１基因过表达载体质粒２０μｇ，ｐＨｅｌｐｅｒ１．０载
体１５μｇ和 ｐＨｅｌｐｅｒ２．０载体１０μｇ），与相应体积的
ＯｐｔｉＭＥＭ混合均匀，调整总体积为２．５ｍｌ，室温温育５
ｍｉｎ。将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２０００试剂轻轻摇匀后吸取１００
μｌ在另一管中与２．４ｍｌＯｐｔｉＭＥＭ混合，室温温育５
ｍｉｎ。将稀释后的 ＤＮＡ混合液与稀释后的 Ｌｉｐｏ
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２０００于５ｍｉｎ内进行混合，混匀，室温下温育
２０ｍｉｎ后移至２９３Ｔ细胞的培养液中，混匀，在３７℃，
５％ ＣＯ２细胞培养箱中培养８ｈ。倒去含有转染混合
物的培养基，每瓶细胞加入２０ｍｌ的ＰＢＳ液轻柔洗涤，
弃洗液。每瓶细胞中加入含１０％血清的细胞培养基
２５ｍｌ，３７℃，５％ ＣＯ２细胞培养箱中培养。４８ｈ后收
集细胞培养上清液，４℃、４０００×ｇ离心１０ｍｉｎ，收集上
清液以０．４５μｍ滤器过滤上清液于４０ｍｌ超速离心管
中。４℃、４０００×ｇ离心１０～１５ｍｉｎ，后将病毒浓缩液
移出，分装后保存在病毒管中，－８０℃长期保存。取
其中一支进行病毒生物学滴度测定。该过表达病毒载

体可同时表达ＥＧＦＰ，用于判断转染效率。
１４　表达检测　ＨＯ１过表达载体质粒转染２９３Ｔ细
胞，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细胞荧光。收集细胞提取蛋

白，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ＧＦＰ蛋白。
１５　生物学滴度测定　测定前１天９６孔板铺板，每
孔加４×１０４个细胞，体积为１００μｌ。将待测病毒原液
以１０％比例梯度稀释为７个样品（每个稀释后样品的
体积为１００μｌ）。选取所需的细胞孔，吸去９０μｌ培养
基，丢弃。加９０μｌ稀释好的病毒溶液。放入培养箱
培养。２４ｈ后，加完全培养基１００μｌ，４ｄ后观察荧光
表达情况。根据荧光图片中 ＧＦＰ表达情况计算最大
稀释倍数孔中带有荧光的个数，计算病毒滴度（ＴＵ／
ｍｌ）＝（荧光细胞个数 ×转染时细胞数／１００×每孔加
入病毒稀释液体积）×１／稀释浓度。

２　结果
２１　ＨＯ１基因过表达质粒构建　ＧＶ２０８载体质粒用

ＡｇｅＩ内切酶进行酶切，得到线性ＤＮＡ。ＰＣＲ扩增得到
目的基因经ＡｇｅＩ内切酶进行双酶切得到９１３ｂｐ片段
产物。将其连入酶切载体ＧＶ２０８中转化感受态 ＤＨ５ɑ
大肠杆菌。挑单克隆ＰＣＲ得到１０７４ｂｐ的特异性条带
（见图１），送２００μｌＰＣＲ产物进行测序，测定结果与
目标序列完全一致（图２，见封三），表明 ＨＯ１基因过
表达质粒构建成功。

　
　　注：１为阴性对照（ｄｄＨ２Ｏ）；２为阴性对照（空载体自连对照）；３为
阳性对照（ＧＡＰＤＨ）；４为Ｍａｒｋｅｒ（自上而下依次为５ｋｂ、３ｋｂ、２ｋｂ、１．５
ｋｂ、１ｋｂ、７５０ｂｐ、５００ｂｐ、２５０ｂｐ、１００ｂｐ）；５～１２为 Ｈｍｏｘ１的１～８号转
化子。

　图１　ＰＣＲ阳性克隆鉴定

２２　慢病毒的包装、收获及浓缩　将 ＨＯ１基因过表
达质粒和慢病毒包装系统中另外两种载体质粒 ＤＮＡ
通过 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２０００共转染２９３Ｔ细胞后在荧光显
微镜下发出明显绿色荧光，说明ＨＯ１基因与ＥＧＦＰ融
合表达正常。经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可以观察到５８ｋＤ
附近处有特征条带，其大小和目的基因融合蛋白相吻

合（见图３）。根据计算，病毒原液滴度为２×１０１２ＴＵ／
Ｌ，说明已成功构建了高滴度的慢病毒载体，病毒包装
成功。

　
　　注：Ｍ为ｍａｒｋｅｒ；１为ＷＢ标准品———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３ＦＬＡＧＧＦＰ（分子
大小：４８ｋＤ）；２为２９３Ｔ细胞；３为目的基因质粒转染２９３Ｔ后样品（分
子大小：５８ｋＤ）。

　图３　ＨＯ１基因表达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结果

３　讨论
　　ＨＯ１是细胞的一种内源性保护酶，原是哺乳动物
体内催化血红素代谢的限速酶，近年来因发现其代谢

产物胆红素、离子铁和一氧化碳具有抗凋亡和抗氧化

功能，能够抗缺血 －再灌注损伤［４－６］和抗低氧损

伤［７－８］，可在缺血环境中产生细胞保护活性、抗氧化损

伤和血管调节作用而引起广泛重视。但是一些研究表

明［９－１０］，ＨＯ１仅在急性缺氧时升高，随着缺氧时间的
延长而逐渐降低，直至恢复至正常水平，说明 ＨＯ１为
急性应激反应蛋白，不能够维持稳定高表达。

慢病毒载体是以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为基础
发展起来的基因治疗载体，它对分裂细胞和非分裂细

胞均具有感染能力，可有效地感染神经元细胞、肝细

胞、心肌细胞、肿瘤细胞、内皮细胞、干细胞等，并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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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较长时间表达，而且安全性高，故越来越受到重

视。

慢病毒介导的基因过表达作用持续而稳定，与其

他病毒载体介导的基因治疗相比，存在容纳外源性基

因片段大、免疫反应小、感染细胞的范围有明显扩大等

优点，适用于体内基因治疗，为研究基因功能提供了更

强有力的工具。

笔者此次构建了 ＨＯ１过表达慢病毒载体，２９３Ｔ
细胞包装后产生了高滴度的病毒颗粒。若将该慢病毒

载体转染至心肌细胞或其他拟研究细胞内，通过基因

修饰，使心肌细胞或拟研究细胞能够稳定高表达

ＨＯ１，则为研究 ＨＯ１基因对缺血性心脏病的影响打
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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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需要住院服务的患者，由开业医生出具证明转诊

到医院，接受住院治疗［６－７］。当然，医院的服务也在不

断向社区延伸，医院帮助或参与社区保健和康复工作，

不仅及时向社区转诊患者，而且积极利用医院的诊疗

设备、病床等加强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联系。这些

做法不仅保证了社区卫生服务的质量，而且提高了家

庭医生的业务水平［８］。

第三，全科医生“全”中有“专”。一方面，在德国、

加拿大等国家，除了家庭医生外，还有１／３左右的专科
医生从事社区卫生服务；另一方面，有些医院专科医生

从业达到一定年限后，通过参加考试获得家庭医生资

格，开业后仍然可保留专科特色。

第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趋向联合协

同服务。国外的家庭医生联合开业的情况非常普遍，

他们非常注重发挥不同人员的特长，充分发挥家庭医

生之间，以及家庭医生与护士、药剂等辅助人员之间的

协作作用［８］。

第五，明确并严格落实社区卫生服务提供的基本

医疗服务内容［９］。各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提供基

本医疗的基础上，覆盖了居民健康管理的各个方面，如

澳大利亚家庭医生主要工作内容以医疗服务和一些慢

性病管理服务为主，包括疾病诊断及处置、健康咨询、

体检、转诊、家庭访视以及配合其它卫生机构开展专门

项目如慢性病管理、计划免疫等。

３　国内健康守门人制度的探索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逐渐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区卫生服务和健康守门人制度。上海市通过不断地

优化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在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方

面开展了数十种社区卫生服务形式，逐步建立起居民

健康守门人的制度。上海市试点的家庭医生制度在以

下几个方面探索建立居民健康和医疗费用的双重守门

人制度：①建立签约机制，制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确
定服务内容、方式、期限和双方责任义务等款项，通过

优惠政策、主题宣传等措施，形成家庭医生对社区居民

的签约服务机制；②推行预约服务制度，签约居民可在
约定时间段内优先享受其签约家庭医生提供的预约门

诊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③实施社区首诊和双向
转诊制度；④家庭医生充分依托社区资源，利用规范化
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签约居民提供综合性、连续性

和协调性的卫生服务。

我国台湾地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不断拓展

服务内容，提供无缝隙全覆盖的预防服务来建立健康

守门人制度，其特色举措包括：①提供常见病、多发病
的治疗，提供基本的治疗药物，与上级医院及其他医疗

单位合作；②开展家庭访视，建立家庭病床；③指导卫
生宣传、环境卫生、家庭卫生等工作；④指导幼儿园卫
生工作，培养儿童的卫生习惯，协助学校建立卫生保健

制度；⑤指导劳动卫生服务和职业病防治，定期开展职
工健康检查；⑥指导餐饮行业饮食卫生，防治食物中
毒；⑦做好预防接种工作和传染病报告、消毒隔离、传
染病患者访视及疫情处理；⑧进行生育教育及技术指
导和女性员工的劳动卫生保护以及经期、孕产期、哺乳

期、更年期教育。此外，他们还设立家庭医生照护制

度，通过疾病的个案管理、预防保健和疾病防治，实现

对居民心理卫生的干预和长期照护。（待续２０１３年第１１
卷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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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中国人呼出气一氧化氮（ＦｅＮＯ）正常值全国多中心研究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首都儿科研
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中国医科大学呼吸疾病研究所，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沈阳军区总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成都市儿童医院，中国
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山东省立医院，郑州市儿童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一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疆自治区中医医院，兰州大学
第一医院

【摘　要】　目的　调查中国人呼出气一氧化氮浓度（ＦｅＮＯ）正常值范围。方法　采用多中心对照研究，在２０个医学中
心同时期随机抽取符合健康标准的儿童９９３名（男４５７人，女５３６人）及成人２２２９名（男１００２人，女１２２７人），按美国胸
科学会推荐方法有效测定ＦｅＮＯ值，并探讨其与年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和区域等相关因素的关系。结果　中国健康
儿童及成人的ＦｅＮＯ值较国外报道偏高；健康儿童ＦｅＮＯ均值为１２ｐｐｂ，其９５％置信区间（偏态分布）为５～２４ｐｐｂ，与儿
童年龄分层、身高相关（Ｐ＜０．０５），而与性别、体重、体重指数（ＢＭＩ）及地区分布无关（Ｐ＞０．０５）。健康成人 ＦｅＮＯ均值
为１６ｐｐｂ，其９５％置信区间（偏态分布）为５～３０ｐｐｂ，与成人的年龄、性别及地区差异相关（Ｐ＜０．０５），而与身高、体重和
体重指数无关（Ｐ＞０．０５）。结论　中国健康儿童及成人的 ＦｅＮＯ值较国外报道偏高，２４ｐｐｂ及３０ｐｐｂ可作为中国健康
儿童和成人ＦｅＮＯ的正常界限值，但应根据影响因素不同，考虑年龄、性别及地区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结果为中国开
展ＦｅＮＯ测定的临床实践及基础研究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呼出气一氧化氮；多中心研究；正常值
【中图分类号】　Ｒ３１８．１３　Ｒ５６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３４１０５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ｔｕｄｙｏｆＦｅＮＯ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ｅｉ
ｊｉ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ＭＯＨ；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ｕｚｈｏ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ｇｉｏｎ；Ｎａｎｆ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ｅｎｇｊｉｎｇ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ｍｍａｎｄ；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ａｒｂ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Ｔｉａｎｊ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ＣＭ；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Ｕｙｇｕｒ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
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Ｌａｎ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ｔｈｉｓ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ＦｅＮＯ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ｕｌ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ｎｉｎｔｗｅｎｔ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ｓ；９９３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ｍａｌｅ
４５７，ｆｅｍａｌｅ５３６）ａｎｄ２２２９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ｄｕｌｔｓ（ｍａｌｅ１００２，ｆｅｍａｌｅ１２２７）ｗｅｒ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ＦｅＮＯｗ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ｕｌ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ｓｉｎｇｌｅｂｒｅａｔｈｏｎｌｉｎｅ，ｅｘｈａｌ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５０
ｍｌ／ｓ）ｗｉｔｈＮＩＯＸＥｘｈａｌｅ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ＮＩＯＸＭＩＮＯ，ＡｅｒｏｃｒｉｎｅＡＢ，Ｓｗｅｄ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ｇｅ，ｈｅ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ＮＯｌｅｖｅｌ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ｅＮＯｎｏｒ
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ｕｌ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ａｎｏｆＦｅＮＯｉｎ９９３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ｓ１２ｐｐｂ，ａｎｄ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ｋｅｗ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５ｔｏ２４ｐｐｂ．Ｆ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
ｉｎｇａｇｅａｎｄｈｅｉｇｈｔ（Ｐ＜０．０５）．Ｈｏｗｅｖｅｒ，ｇｅｎｄ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ＢＭＩ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ｉｄｎｏｔｐｒｏｄｕｃｅ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Ｆｅ
ＮＯｖａｌｕ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ａｎｏｆＦｅＮＯｉｎ２２２９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ｄｕｌｔｉｓ１６ｐｐｂ，ａｎｄ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ｋｅｗｅｄ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５ｔｏ３０ｐｐｂ．Ｆ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ｇｅ，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ＢＭＩｄｉｄｎｏｔｐｒｏｄｕｃｅ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ａｄｕｌｔＦｅＮＯｖａｌｕ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ｒａｎｇｅｓｏｆＦｅＮＯｗｅｒｅ５ｔｏ２４ｐｐｂａｎｄ
５ｔｏ３０ｐｐｂ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ｕｌ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ｉｇｈｅｒＦｅＮＯ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ａｄｕｌ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４ｐｐｂａｎｄ３０ｐｐｂｍａｙｂｅ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ｕｐｐｅｒ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ａｄｕｌ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ｇｅ，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ｍｕｓｔｂ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ｂａｓｉｓｆｏｒ
ＦｅＮＯ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ｈａｌｅ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ｔｕｄｙ；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气道炎症性疾病如支气管哮喘和嗜酸粒细胞性支
气管炎等是一类常见病、慢性病，长期以来，一直缺乏

一种有效的常规手段测定气道炎症用于指导临床诊断

和治疗。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ｏｎＬＥ等［１］于１９９１年首次报道从正
常人和动物呼出气中检测到一氧化氮（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
ｈａｌｅ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ＦｅＮＯ），ＡｌｖｉｎｇＫ等［２］于１９９３年首

基金项目：中国人ＦｅＮＯ正常值调查项目基金（ＣＭＡＡＢＳ０９１０７ＦＥＮＯ）
通讯作者：ＦｅＮＯ项目组
注：成人组牵头单位；＃儿童组牵头单位。

次发现支气管哮喘患者 ＦｅＮＯ比正常人明显升高。
１９９７年欧洲呼吸学会（ＥＲＳ）在国际上首次制订《一氧
化氮呼气测定技术标准》［３］，美国胸科学会（ＡＴＳ）在
１９９９年制订［４］，并于２００５年联合ＥＲＳ修订了《一氧化
氮呼气测定技术标准》［５］。继２００８年在欧洲变态反应
与临床免疫学会（ＥＡＡＣＩ）和美国变态反应、哮喘与免
疫学会（ＡＡＡＡＩ）共同编写的《儿童哮喘的诊断和治
疗：专家共识报告》中推荐 ＦｅＮＯ［６］，ＡＴＳ于２０１１年颁
布了国际首个《ＦｅＮＯ临床应用指南》［７］。２００８年中华
医学会呼吸病分会在其修订版《支气管哮喘防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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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８］、儿科分会在其修订版《儿童支气管哮喘防治指

南》中分别了介绍ＦｅＮＯ［９］。２０１２年国家发改委、卫生
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将 ＦｅＮＯ列入新版《全国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１０］。

ＦｅＮＯ的正常值选取对于临床判断和气道炎症评
估必不可少。目前欧美大部分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等均普遍采用依据Ｔａｙ
ｌｏｒＤＲ等推荐的儿童和成人正常值［１１］。鉴于ＦｅＮＯ在
哮喘等气道炎症性疾病的诊治上有较大应用价值，由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和儿科分会组织，对我国健康

儿童和成人的ＦｅＮＯ正常值进行全国性多中心研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多中心对照研究，于２０１０
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５月在华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西
北或西南行政区２０个研究中心进行。各年龄段分布分
别为儿童组：６～１４岁，成人组：１５～１９、２０～２９、３０～３９、
４０～５９和６０～８０岁。研究对象职业包括学生、工人、农
民、商业服务业、干部等，非重体力劳动者，非运动员。

健康受试者入选标准符合以下条件：年龄６～８０岁；体
重在正常范围内（ＢＭＩ＝１６～２６ｋｇ／ｍ２）；从不吸烟（一生
中吸烟总数不超过２０支），且近１年无吸烟者；肺功能
检查正常、过敏原检测阴性；测定前２周内无上、下呼吸
道感染史；既往无严重心肺和其他全身性疾病史，特别

是无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肺结核和胸膜炎等病

史；临床无确诊或根据医师经验排除以下疾病：支气管

哮喘、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慢性阻塞性肺病、遗传性过

敏症、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间质性肺病、呼吸睡眠障

碍综合征、支气管扩张症和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符合

以上条件者则列入 ＦｅＮＯ正常值统计范围。考虑到我
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有多达５６个民族，本次调查仅
限于汉族。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一般测量　测量在０８：００～１７：３０、饭后至少１
ｈ后进行。身高采用赤脚量身高，精确至０．５ｃｍ；轻衣
测体重，精确至０．５ｋｇ。年龄计算以实足年龄计：①若
出生日期一栏忘记准确月份者，以６月作记录；②若为
农历（旧历）则在原农历月份基础上 ＋１，如出生为农
历八月则记录为公历 ９月；③若忘记准确日期者，以
１５日作记录。
１２２　ＦｅＮＯ测量　ＦｅＮＯ的测量在室内进行。室内
无花木、明显灰尘、或来自家具、墙壁涂料及其他装饰品

的异味；测试前２ｈ内及测试期间室内禁止吸烟；室内保
持温度在２０～２８℃、相对湿度在２０％～６０％。受试者
在检测前１ｈ内禁食，禁喝咖啡、茶、碳酸和豆浆类饮料
或过冷及过热饮水，无剧烈运动，无主动或被动吸烟。

测量前技术员向受试者解释测量目的，并作必要的演

示，让受试者观看《呼出气体标本收集方法》录像。测定

仪器采用瑞典ＮＩＯＸ呼出一氧化氮测定系统（ＮＩＯＸＭＩ
ＮＯ，瑞典 ＡｅｒｏｃｒｉｎｅＡＢ）。测量方法根据２００５年 ＡＴＳ／
ＥＲＳ测定技术标准方法［５］和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检

测时受试者取坐位或站位，要求受试者坐直或站直，头

保持自然水平，口含 ＮＩＯＸ滤器时，舌头不能堵塞滤器
嘴，保证口角不漏气，并松解过紧的腰带、胸带和衣服

等。测量方法：①让受试者平静呼吸至少３个周期，最

后一次呼出时，尽量排空肺中气体；②用嘴紧含滤器，此
时不可呼气，若出现呼气动作，仪器将自动暂停，此时应

重复上述步骤①；③当呼出速度低于或超过５０ｍｌ±
１０％／ｓ时，引导受试者调整呼气力度，若呼出速度不在
要求的范围累计超过１．２ｓ时，仪器将自动暂停，重复上
述步骤①、②，若连续６次呼出速度均未满足测试要求，
则列入测试失败；④测定过程中若受到环境因素如强手
机信号或电磁波等干扰而仪器出现报警时，则重复上述

步骤①、②、③，此种情形不列入测试依从性差或测试失
败。测量结果以ｐｐｂ（ＰａｒｔｓＰｅｒＢｉｌｌｉｏｎ）单位表示。
１２３　肺功能测量　肺功能测量按要求在 ＦｅＮＯ测
量结束后１ｈ内进行，采用 Ｃｈｅｓｔ或 ＭａｓｔｅｒＳｃｒｅｅｎ肺功
能仪，按使用说明在每天开始前进行校正后测量。重

复测定３次，取 ＦＥＶ１和 ＦＥＶ１／ＦＶＣ最大值。肺功能
测量值在正常范围则列入健康人统计。

１２４　过敏原检测　采用 ＰｈａｄｉａＵｎｉＣａｐ１００进行过
敏原ＩｇＥ测定。北方地区（华北、东北、西北、华中）检
测常见吸入过敏原（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常见食物过敏原
（ｆｘ５Ｅ）和草（ｗ２２）；南方地区（华南、华东、西南）检
测常见吸入过敏原（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常见食物过敏原
（ｆｘ５Ｅ）和蟑螂（ｉ６）。以上过敏原检测结果均阴性者判
定为研究对象不合并特应性体质或变态反应，则列入

健康人统计。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因 ＦｅＮＯ值为偏态分布数据（≥５
ｐｐｂ），因此，统计计算中将ＦｅＮＯ值取对数后转换为正
态分布数据，正态性检验采用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法。
ＦｅＮＯ正常参考值计算采用２种不同的方法：①对数状
态下采用正态分析，其 ９５％置信区间为（２．５％，
９７．５％），计算数值经反对数转换为实测值；②对数状
态下计算９５％上限值，取反对数后计算出实际数值，
对应ＦｅＮＯ９５％上限值，即为测量值的正常值上限值
（偏态分布）。相关影响因素分析采用线性逐步回归

方法计算年龄、身高、体重、ＢＭＩ及地区差异等与自然
对数转换后 ＦｅＮＯ值的相关分析。组间、组内比较采
用ｔ检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身高、体重、ＢＭＩ和地区等
与ＦｅＮＯ的相关性。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被调查者在６个行政区参与多中心横
断面研究。儿童组完成调查１１９０例，其中１６０例至少有
１种过敏原血清学结果阳性（１３．５％），３７例儿童因不能
完成ＦｅＮＯ（１４例）、肺功能测量（１１例）或资料不全（１２
例）而排除。成人组完成调查２４７９例，其中２２９例至少
有１种过敏原血清学检查结果阳性（９．２％），２１例因拒
绝完成所有检查而放弃，故未能完成。因此，健康儿童

计入９９３名（６～１４岁；男性４５７人，女性５３６人）及健康
成人计入２２２９例（１５～８０岁；男性１００２人，女性１２２７
人）的ＦｅＮＯ测量，并取得相应的年龄、身高、体重和体
重指数等数据（见表１）。其中，儿童组及成人组各有６
例ＦｅＮＯ测量值小于５ｐｐｂ（结果显示为＜５ｐｐｂ），为便
于统计计算，计量为５ｐｐｂ。
２２　性别、年龄相关的 ＦｅＮＯ值　在儿童组，ＦｅＮＯ测
量的平均值为１２ｐｐｂ（９５％ＣＩ：５．０～２６．０ｐｐｂ）；其中
男性ＦｅＮＯ测量几何均值为 １２ｐｐｂ（９５％ＣＩ：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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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０ｐｐｂ），女性 ＦｅＮＯ测量的几何均值为 １３ｐｐｂ
（９５％ＣＩ：５．４～２６．０ｐｐｂ），两者 ＦｅＮＯ均值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在成人组，ＦｅＮＯ测
量的平均值为１６ｐｐｂ（９５％ＣＩ：６．０～３６．０ｐｐｂ）。其中
男性ＦｅＮＯ测量平均值为１８ｐｐｂ（９５％ＣＩ：８．０～４１．０
ｐｐｂ），女性ＦｅＮＯ测量的几何均值为１５ｐｐｂ（９５％ＣＩ：
６．０～３１．３ｐｐｂ），两者ＦｅＮＯ几何均值之间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成人组 ＦｅＮＯ值的总体
趋势随年龄增加而增加，在２０～３９岁之间保持稳定
（见图１）；在儿童组，ＦｅＮＯ值的总体趋势随年龄增加
而增加，每增加１岁，儿童 ＦｅＮＯ值约增加１ｐｐｂ。根
据年龄分层发现，成人组男女之间的 ＦｅＮＯ值在不同
年龄段之间皆有明显差异（见图２）；儿童组男女之间
的ＦｅＮＯ值在不同年龄段之间无明显差异（见图３）。

表１　健康儿童及成人一般情况

项目 儿童 成人

数量（人） ９９３ ２２２９
性别（男／女） ４５７／５３６ １００２／１２２７
年龄（岁） １０．４±２．５ ４０．２±１７．２
身高（ｃｍ） １４４．５±１４．７ １６５．７±７．９
体重（ｋｇ） ３８．３±１３．２ ６２．０±１０．６
体重指数（ＢＭＩ） １７．９±３．５ ２２．５±２．９

　　注：随年龄增长ＦｅＮＯ值升高。
　图１　健康成人ＦｅＮＯ观察值在不同年龄组分布

　　注：男性较女性明显偏高。
　图２　健康成人ＦｅＮＯ观察值在不同年龄组不同性别间的分布

２３　身高、体重及 ＢＭＩ相关的 ＦｅＮＯ值　在儿童组，
虽然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结果（仅考虑独立因素）提示年
龄、身高、体重等都和ＦｅＮＯ对数值有明显相关关系（ｒ
值分别为０．１９２，０．１７８，０．１２６，Ｐ均＜０．０１），多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提示性别、年龄、体重及 ＢＭＩ对应的 ＦｅＮＯ
对数值的均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然而，不同年龄分

层、不同身高对应的 ＦｅＮＯ对数值均数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００，Ｐ＝０．００２＜０．０１）。成人组在排除
其他因素的情况下，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结果（仅考虑独
立因素）显示与年龄、身高、体重及 ＢＭＩ明显相关关系

（ｒ值分别为：０．２４１，０．１３４，０．２０１，０．１６５，Ｐ均＜
０．０１），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身高、体重及 ＢＭＩ
和ＦｅＮＯ对数值均无相关性；而地区、性别和年龄等与
ＦｅＮＯ对数值表现出强相关性（Ｐ＜０．０１）。

　　注：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３　健康儿童ＦｅＮＯ观察值在不同年龄组不同性别间的分布

２４　地区相关的ＦｅＮＯ值　儿童组地区差异不明显，
且同一地区内儿童组性别差异也不明显（见表２）。在
控制年龄、性别、身高和体重等因素后，成人组 ＦｅＮＯ
测量值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其中西北地区ＦｅＮＯ
几何均值达到２１．３ｐｐｂ（９５％ＣＩ：９．０～５０．０ｐｐｂ），在
偏低的华北地区，ＦｅＮＯ几何均值为 １５ｐｐｂ（９５％ＣＩ：
５．０～２７．０ｐｐｂ，见图４）；同一地区内成人组性别差异
明显（见表２）。
表２　不同组别ＦｅＮＯ的几何均数、置信区间、均数范围及组内差异

组别 地区 性别（例） 几何均数 ９５％置信区间 ｘ±ｓ Ｐ值

成人组 华南
男（１６０）
女（２１２）

１８
１４

９，３７
６，３２

１９．５±７．６
１５．５±６．９

０．０００

华北
男（２１４）
女（２４９）

１６
１３

６，２８
６，２６

１６．３±５．９
１４．２±５．２

０．００１

华东
男（９９）
女（９９）

１８
１６

７．５，６１．５
５，４０．５

２０．８±１１．９
１７．１±８．７

０．００１

东北
男（１７１）
女（２１７）

１５
１３

７，４７．２
５．５，３１．５

１７．８±１１．７
１４．９±５．９

０．０１０

华中
男（２２０）
女（２３５）

１８
１５

９，２８
６，２７

１８．２±５．１
１５．３±５．４

０．００９

西北
男（１３８）
女（２１５）

２２
１８

１０．５，６４．２
９，４０．２

２３．７±１１．６
１９．８±８．５

０．００３

总计
男（１００２）
女（１２２７）

１８
１５

８，４１
６，３１．３

１７．３±１．５
１４．６±１．５

０．０００

总计 １６ ６，３４ １５．８±１．５ －

儿童组 华南
男（７２）
女（７２）

１４
１３

５．８，２４．８
５．７，２６

１４．５±５．１
１４．０±４．４

０．６４１

华北
男（７４）
女（１００）

１２
１３

５，３３．８
５．５，３０

１５．０±６．６
１４．４±５．３

０．８０６

华东
男（１０６）
女（１２２）

１０
１０

５，２６
５，２５

１１．７±７．５
１１．４±５．４

０．４２７

东北
男（６９）
女（８０）

１３
１２

６．８，３０
７，２５

１５．０±６．６
１４．４±５．３

０．１３６

华中
男（８１）
女（１０９）

１１
１５

５，２６．９
６，２５．３

１２．８±５．８
１５．４±４．９

０．０７９

西南
男（５５）
女（５３）

１２
１４

５．４，２８．８
５，３７

１４．０±５．９
１４．７±６．４

０．１６１

总计
男（４５７）
女（５３６）

１２
１３

５，２７
５．４，２６

１２．４±１．５
１２．７±１．５

０．８１３

总计 １２ ５，２６ １２．５±１．５ －

２５　ＦｅＮＯ正常值范围　将 ＦｅＮＯ值进行对数转换、
计算并取其反对数，考虑到 ＦｅＮＯ值分布为偏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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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故取测量值的单侧上限９５％区间，９５％上限
线健康儿童（男／女）及成人（男／女）的对应上限值分
别为２４ｐｐｂ和３０ｐｐｂ（见图５、图６）。结果表明，健康
儿童和成人９５％置信区间（偏态分布，上限值）ＦｅＮＯ
值分别为５～２４ｐｐｂ和５～３０ｐｐｂ。

　图４　健康成人ＦｅＮＯ观察值在不同地区的分布

３　讨论
　　本研究旨在研究中国健康儿童及成人呼出气一氧
化氮正常值，在排除吸烟、饮食、感染和变态反应等诸

多因素的情况下，分别选取中国６个行政区２０个医学
中心进行的正常人ＦｅＮＯ横断面研究。测量统一采用
瑞典 Ａｅｒｏｃｒｉｎｅ公司的 ＮＩＯＸ呼出一氧化氮测定系统，

方法为美国胸科学会推荐的标准方法［５］。

研究显示，在６～１４岁的健康儿童中，ＦｅＮＯ测量
的均值为１２ｐｐｂ（９５％ＣＩ：５．０～２６．０ｐｐｂ），其９５％置
信区间（偏态分布，上限值）ＦｅＮＯ正常值范围为５～２４
ｐｐｂ。ＦｅＮＯ均数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平均每年增加１
ｐｐｂ，该结果与ＢｕｃｈｖａｌｄＦ等［１２］的研究结果一致，且随

年龄增加趋势同其他一些小样本研究结果相似［１３－１５］。

到目前为止，ＦｅＮＯ升高的机制仍然不明，然而既往研
究认为，健康成人中，ＦｅＮＯ值并不表现出随年龄增加
趋势［１５］。本次调查得出不一样的结论：１５～１９岁成人
ＦｅＮＯ值明显较年龄更大者为低，而在４０岁以上成人，
其ＦｅＮＯ值渐次升高，且在本研究分组内ＦｅＮＯ值具有
明显差异。究其原因，健康儿童的年龄依赖性可能源

自于自身的发育成熟，儿童的肺容积及气道表面积增

加［１４］，气道面积依赖的呼吸道 ＮＯ弥散增加［１３］，或年

龄依赖的继发于反复的免疫刺激致使诱导性一氧化氮

合酶形成增加，皆有可能导致 ＦｅＮＯ的升高［１６］。后者

可能是导致成人 ＦｅＮＯ随年龄增加而升高的重要原
因。另外，本次研究对不同大小的气道均采用以 ５０
ｍｌ／ｓ的速度持续呼出气的方法，该呼气流速对儿童来
说较快，也可能是引起ＦｅＮＯ升高的原因之一［１７］。

　　注：虚线及其值表示每组９５％正常受试者的上限值。
　图５　健康男性儿童及女性儿童ＦｅＮＯ测量值分布图

　　注：虚线及其值表示每组９５％正常受试者的上限值。
　图６　健康男性成人及女性成人ＦｅＮＯ测量值分布图

　　在本研究中，排除体重、身高、ＢＭＩ等因素后，年龄
依然是影响 ＦｅＮＯ的因素之一。在健康儿童组，排除
其他因素以后，身高、体重及ＢＭＩ等都和ＦｅＮＯ有独立
的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较弱，在０．１２６～０．１９２之间。
然而考虑其他因素后，仅年龄分层、身高和 ＦｅＮＯ有明
显相关关系，这也部分解释了在健康儿童中 ＦｅＮＯ值
呈现年龄依赖性的问题，本研究中儿童随年龄增加，身
高变化较为明显。本研究结果显示，ＦｅＮＯ水平与儿童
身高呈正相关，与国内外相关报道结论基本一致［１８］。
ＭａｌｍｂｅｒｇＬＰ等［１９］对芬兰学龄儿童调查显示，身高是

ＦｅＮＯ最主要的独立影响因素。ＢｕｃｈｖａｌｄＦ等［１２］对４～
１７岁儿童的调查也发现，当年龄、特应质及种族条件
均一致时，美国儿童的 ＦｅＮＯ水平高于欧洲儿童，同时
美国儿童身高、体重亦明显高于欧洲儿童；这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解释美国儿童较欧洲儿童 ＦｅＮＯ水平偏高的
原因。有研究认为，儿童 ＦｅＮＯ水平可能具有性别差
异，其理论依据是，ＦｅＮＯ水平和气道表面积和直径相
关，女性气道腔隙较小，可能导致女性儿童 ＦｅＮＯ水平
较低［２０］，然而本研究未观察到此现象。儿童体重与
ＦｅＮＯ的相关性目前尚无定论，本研究未发现体重与
ＦｅＮＯ的相关性。也有研究认为，在身高相同的情况
下，体重与ＦｅＮＯ呈反相关［２１］；还有研究认为，儿童Ｆｅ
ＮＯ与ＢＭＩ呈负相关，且平均增加１个 ＢＭＩ单位则减
少１．５％ ＦｅＮＯ［２２］。然而，ＦｅＮＯ的影响因素多样，控制
外因素的变化可能导致结果可信度下降。

在健康成人组，排除其它因素的情况后，身高、体
重、ＢＭＩ等和ＦｅＮＯ有独立的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较
弱，在０．１３４～０．２４１之间。同样考虑其它因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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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地区、性别和年龄与 ＦｅＮＯ明显相关。ＦｅＮＯ测量的
均值为１６ｐｐｂ（９５％ＣＩ：６．０～３６．０ｐｐｂ），其中男性Ｆｅ
ＮＯ测量几何均数为１８ｐｐｂ（９５％ＣＩ：８．０～４１．０ｐｐｂ），
女性ＦｅＮＯ测量的几何均数为１５ｐｐｂ（９５％ＣＩ：６．０～
３１．３ｐｐｂ），其９５％置信区间（偏态分布，上限值）ＦｅＮＯ
正常值范围为５～３０ｐｐｂ。研究认为，成人 ＦｅＮＯ影响
因素复杂，吸烟或被动吸烟、饮食、污染和环境变化等

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成人 ＦｅＮＯ值。ＯｌｉｎＡＣ等［２３］报

道认为成人 ＦｅＮＯ水平可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究其原
因可能因为成人存在的亚临床呼吸道炎症、饮食和污

染空气暴露等因素有关［２４］。然而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ＰＪ等［１５］报

道成人年龄和ＦｅＮＯ值无明显相关性。张罗等［２５］的研

究亦未发现中国健康成人 ＦｅＮＯ水平与年龄相关。性
别是影响健康成人 ＦｅＮＯ的又一因素，研究发现男性
成人水平明显高于女性成人，其原因可能是男性患者

与吸烟者接触较多、自身环境暴露、生活习惯等导

致［２６］。地区环境因素是影响 ＦｅＮＯ的重要因素，污染
轻重、气候变化等皆可能对 ＦｅＮＯ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本研究发现，西北地区成人 ＦｅＮＯ水平最高，与其他各
地区皆有明显差异，是否提示气候因素和环境污染是

影响ＦｅＮＯ的重要原因之一仍值得关注。
本研究提出适合中国健康儿童及成人的 ＦｅＮＯ正

常参考值范围，儿童和成人分别为５～２４ｐｐｂ和５～３０
ｐｐｂ，此与ＴａｙｌｏｒＤＲ等［１１］研究推荐的欧美儿童（５～２０
ｐｐｂ）和成人（５～２５ｐｐｂ）比较均偏高，其原因可能与种
族有关。已有文献报道不同种族人群的 ＦｅＮＯ水平存
在差异，亚洲、非洲人 ＦｅＮＯ水平整体高于欧美人。
ＫｏｖｅｓｉＴ等［２７］对６５７名９～１２岁加拿大健康儿童的调
查显示，亚裔儿童 ＦｅＮＯ水平（均值为２２．８ｐｐｂ；９５％
ＣＩ：１７．９～２７．７ｐｐｂ）高于白人儿童（均值为１２．７ｐｐｂ；
９５％ ＣＩ：１１．８～１３．７ｐｐｂ）。ＷｏｎｇＧＷ等［１８］的小样本

调查也发现香港华人儿童 ＦｅＮＯ水平比欧美儿童要
高，推测ＦｅＮＯ水平可能与遗传、ＮＯＳ多态性和 ＩｇＥ水
平等有关，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志谢：本项目得到中国百赛联合（北京）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和瑞典 ＡｅｒｏｃｒｉｎｅＡＢ赞助；调查方案由广
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郑劲平教授协助起草、数据由北京
同仁医院变态反应诊治中心刘乘耀博士协助统计，特
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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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慢性胰腺炎合并胰管结石的诊断及手术治疗疗效分析
王烯冬，董宝珠，郑建华，夏医君，李利宁，辛瑞强，阿思根

【摘　要】　目的　探讨慢性胰腺炎合并胰管结石的诊断以及手术治疗疗效。方法　对６０例慢性胰腺炎合并胰管结石
患者的诊断过程以及手术、内镜治疗疗效进行分析。结果　采用两种以及两种以上影像学检查慢性胰腺炎合并胰管结
石的确诊率为１００％，内镜治疗疗效与手术治疗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在糖尿病的发生比较，内镜
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治疗后新发生例数分别为３例、６例、３例；手术组为４例、１１例以及７例；两组患者体重减轻情况
比较，内镜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治疗后新发生例数分别为９例、２例、１例，手术组为１０例、７例以及２例，两组患者比
较无差异性；对两组患者腹泻情况比较，内镜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治疗后新发生例数分别为４例、５例以及２例，手术
组为１１例、１７例以及８例，两组患者治疗后腹泻发生情况以及治疗后新发生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采用多种影像学联合检查可有效提高其确诊效果，内镜治疗可有效减少患者腹泻的发生可能，提高患者预后。
【关键词】　慢性胰腺炎；胰管结石；内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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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胰腺炎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胰腺组织结构以
及功能发生持续性损害，其临床主要表现为反复性发

作性腹痛，内分泌功能不全，从而表现出脂肪泻、糖尿

病等，胰管结石其作为慢性胰腺炎的并发症之一，由于

其临床较为少见，一般人群发生比例小于１％，而对于
慢性胰腺炎的患者其出现胰管结石的发生率高达

９０％［１－２］。目前对慢性胰腺炎合并胰管结石的治疗主

要采用外科手术治疗，但其术后结石复发较多［３］。为

探究慢性胰腺炎合并胰管结石的诊断以及治疗特点，

笔者对我院２００７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收治的慢性胰
腺炎合并胰管结石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旨在降低慢性胰腺炎合并胰管结石术后的复发，并对

慢性胰腺炎合并胰管结石的诊断以及治疗提供临床依

据。现将其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２００７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收
治６０例慢性胰腺炎合并胰管结石患者，其中男性３３
例，女性２７例，患者年龄为 ３２～７６岁，平均年龄为
（４１．２±１２．１）岁，患者病程为 １个月 ～２１年，平均
（５．４±１．２）年，其中有４８例患者其病史超过２年，其
中有明确的急性胰腺炎病史１９例，有既往饮酒史３２
例，有胆道疾病病史 ２４例。患者临床表现：间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１０ＭＳ１１２３）
作者单位：０１００１７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肝胆胰脾外科
通讯作者：王烯冬，电子信箱：ｌｘｈ８４１００５＠１２６．ｃｏｍ

歇性上腹痛５６例，腹痛伴随发热４例，合并出现消化
道出血４例，黄疸９例。实验室检查结果发现，尿糖、
血糖增高３１例，血、尿淀粉酶增高的为１９例，肝功能
异常的为４１例，血脂异常的为２２例。
１２　诊断以及分组　对本组患者均采用 Ｂ超或彩超
检查，其中有４９例患者确诊，患者均表现出胰管扩张、
胰管结石，其胰管直径在１．２～３．０ｃｍ之间。其中有
５４例患者进行了ＣＴ检验，其中确诊５１例，患者ＣＴ检
查结果提示其胰管扩张以及结石。对３１例患者采用
磁共振胰胆管造影检查，其中确诊２９例，其主要表现
为主胰管扩张，并表现出串珠样改变。对１４患者采用
逆行胰胆管造影，１２例患者确诊，其表现出胰管扩张
伴结石、主胰管扩张、串珠样改变。全组６０例患者共
有５７例患者行２项以及以上检查，其中确诊５７例，确
诊率为１００％。随机分为内镜组以及手术组，每组患
者均３０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疾病构成等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本临床研究具有可比性。

１３　治疗方法　对单发患者，且胰管未扩张，胰管结
石直径＜０．５ｃｍ，采用抑酸、镇痛、抗感染、低脂饮食等
进行治疗。本研究中，保守治疗的患者其结石主要集

中在尾部以及体部。内镜介入治疗：采用治疗性逆行

胆胰管造影，主要包括括约肌切开术、胰管清理、胰管

结石取出术以及主副乳头扩张术、胰管扩张术、肉毒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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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毒素注射、胰管支架置入术以及胰管结石取出术等。

手术治疗：部分患者采用引流术进行治疗，其主要包括

胰管空肠侧侧吻合术（Ｐａｒｔｉｎｇｔｏｎ法）、胰腺空肠吻合术
（Ｄｕｖａｌ法）、胰尾切除、胰尾脾切除术（ＰｕｅｓｔｏｗＧｌｉｉｅｓｂｙ
法）等。部分患者采用切除术进行治疗，主要以胰十二

指肠切除术（Ｗｈｉｐｐｌｅ术）、胰管空肠侧侧吻合术（Ｆｒｅｙ
法）、胰头中心部分切除进行治疗。

１４　疗效评价以及随访　对本研究的所有患者均进
行为期３个月 ～３年的随访，随访中对患者的并发症
进行记录，并进行相应的处理。根据文献［４］，治疗３个
月后对患者进行疗效评价。完全缓解：患者接受治疗

后其腹痛消失；未缓解或恶化：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其腹

痛加重或者未减轻；部分缓解：患者接受治疗后其疗效

介于完全缓解以及未缓解之间。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对本研究的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４．０进行分析，对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对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对两组患者临床资料
比较，结果提示，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史等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慢性胰腺炎合并胰管结石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例）

组别 ｎ 年龄（岁） 病程（年） 急性胰腺炎史 饮酒史 胆道疾病病史 间歇性上腹痛 腹痛伴发热 上消化道出血黄疸 血糖增高 淀粉酶增高肝功异常血脂异常

内镜组 ３０４１．４±１１．１ ５．１±１．１ １０ １６ １２ ２８ ３ ２ ４ １５ ９ ２０ １２
手术组 ３０４１．０±１３．１ ５．７±１．３ ９ １６ １２ ２８ １ ２ ５ １６ １０ ２１ １０

２２　两组患者并发症及糖尿病发生比较　内镜组患
者治疗前、治疗后、治疗后新发生例数分别为 ３例、６
例、３例；手术组为４例、１１例、７例；两组患者体重减轻
情况比较，内镜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治疗后新发生

例数分别为９例、２例、１例，手术组为１０例、７例以及２
例，两组患者比较无差异性；对两组患者腹泻情况比

较，内镜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治疗后新发生例数分

别为４例、５例以及２例，手术组为１１例、１７例以及８
例，两组患者治疗后腹泻发生情况以及治疗后新发生

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腹部疼痛情况比较　内镜组患
者治疗后完全缓解１８例，部分缓解９例以及未缓解或
恶化３例，外科手术组分别为１７例、８例以及５例。两
组患者缓解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目前，对胰管结石的形成机制尚不清楚，有学者研
究认为其可能与营养缺乏、酗酒、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慢性胰腺炎等有一定相关性，国内有报道研究认为可

能与寄生虫也有一定相关性［５－６］。ＩｔｏｉＴ等［７］对胰管

结石的机制研究发现，胰液中胰石蛋白（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ｓｔｏｎ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ＳＰ）对碳酸钙的活性的作用，从而抑制碳
酸钙成晶，并发生沉淀。

胰管结石早期症状不明显，故对其诊断存在较大

难度，郑明伟等［８］认为，对于出现慢性进行性上腹疼

痛、持续性腹痛以及消瘦、腹泻的患者应当注意胰管结

石的可能。在本研究中，通过对患者实施多种影像学

检查，结果提示，采用两种及以上影像学检查，确诊率

可达１００％。胰管结石合并慢性胰腺炎可导致胰腺周
围出现急性炎性反应，虽然严重程度较重症急性胰腺

炎轻，但主要表现为急性水肿性胰腺炎。常永春等［９］

对于胰管结石合并慢性胰腺炎的患者在早期主要采用

非手术治疗，多数患者不需要进行急诊手术。但本研

究中患者的病程均较长，且主胰管畅通情况差，结石部

位复杂，故选择内镜或者手术进行治疗。但对于急性

发作的胆管结石应当注意手术时机的选择，当患者表

现为急性胰腺炎发作、周边组织粘连严重以及胰腺的

完全暴露较为困难、胰腺水肿导致在进行组织分离时

易对重要脏器造成损伤。所以对于慢性胰腺炎合并胰

管结石的患者采用内镜治疗以及外科手术治疗，内镜

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机会明显低于外科手术组。笔者

认为内镜治疗可降低对患者胰腺的创伤，同时减少了

开腹手术导致了患者腹腔内组织脏器的粘连。ＨｏｎｇＪ
等［１０－１１］认为在慢性胰腺炎合并胰管结石患者的治疗

过程中应当注意对胰腺组织的保留，并降低大范围胰

腺的切除以及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应用，同时胰管结

石为一种良性疾病，故没有采用 Ｗｈｉｐｐｌｅ手术治疗的
必要。但对于胰管结石位于胰头且靠近壶腹的患者应

当实施胰石取出术、十二指肠乳头成形术等治疗，如患

者胰头结石较多且胰腺实质多，可考虑实施胰十二指

肠切除术。通过本研究笔者认为，对于慢性胰腺炎合

并胰管结石的患者可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具体分型

等考虑治疗方案，采用内镜治疗可低患者不良反应的

发生，提高患者术后生活水平。

综上所述，对于慢性胰腺炎合并胰管结石的患者，

我们应当结合多种影像学方法进行诊断，应用内镜治

疗可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并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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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加热疗的疗效分析
温本

【摘　要】　目的　观察新辅助放化疗、热疗联合腹腔镜手术治疗进展期直肠癌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住院治疗的８６例进展期直肠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本研究入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４３人，对照组患者进行新辅助放化疗联合腹腔镜手术治疗，而观察组患者则在术前新辅助放化疗和热疗后再行
腹腔镜手术治疗，比较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和放化疗反应发生情况，比较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局部复发的情

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７０．０９％）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５１．１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观
察组的放化疗反应并未较对照组患者明显增加（Ｐ＞０．０５）。结论　新辅助放化疗、热疗联合腹腔镜手术治疗进展期直
肠癌临床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少，明显改善患者的预后，远期疗效有待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　新辅助放化疗；热疗；腹腔镜手术；进展期直肠癌；局部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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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ｄｒｕｇ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Ｎｅｏ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ｙｐｅｒｔｈｅｒｍｉａ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ａｓｇｏｏｄ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
ｅｒｗｉｔｈｉｄｅ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ｌｉｔｔｌ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ｕｔｔｈｅ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ｏｕｔｃｏｍｅ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ｅｏ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ｙｐｅｒｔｈｅｒｍｉａ；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Ｌｏｃａｌ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直肠癌是最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该病具
有发病率高、术后复发率高和 ５年生存率低等特
点［１－２］。治疗上，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治疗规范，但

是，专家们一致强调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方案对其

进行治疗［３－４］。本研究笔者分别采用不同的临床治疗

方案对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８６例进展期直肠癌患者进行治疗，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我
院住院治疗的 ８６例进展期直肠癌患者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患者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政
司《中国常见肿瘤诊治规范》诊断进展期直肠癌的诊

断标准；②患者均为首次确诊患者；③患者在此次治疗
之前未接受任何治疗；④患者年龄均大于１８岁且小于
６５岁；⑤相关辅助检查示患者均为 Ｔ３及以上，淋巴结
阳性的直肠癌患者；⑥患者术前行肠镜加病理活检确
诊为进展期直肠癌；⑦患者为初中以上文化，能够与医
务人员进行有效沟通；⑧患者均自愿参加本研究且签

基金项目：广东省卫生厅课题（２０１１０３５３２１）
作者单位：５２４０３７广东省湛江市中心人民医院肿瘤科

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患者心肝肾等重要脏器
功能障碍无法承受手术；②患者存在言语交流障碍或
者智力障碍，无法与医务人员进行有效沟通；③患者术
前均无远处转移；④复发率很低的Ⅰ期患者；⑤患者为
过敏体质；⑥患者为精神疾病患者，无完全行为能力。
运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本研究入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在性别构成、年龄和病程等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患者的放疗前１天给予上海罗氏制
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卡培他滨（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７３０２４）
１２５０ｍｇ／ｍ２，分２次口服，不间断至手术前。而患者放
射治疗的范围包括瘤床和区域淋巴结的真骨盆，本研

究患者均使用我院大连奥瑞公司生产的９１５ＭＨｚ的微
波热疗机或 ＢＳＤ２０００热疗机热疗治疗，放射治疗采用
三维适形放疗技术达到４５～５０Ｇｙ，分次剂量为１．８～
２．０Ｇｙ／ｄ，每周放射治疗５ｄ，共５周左右完成。患者
在进行上述放化疗治疗期间，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均

给予积极对症支持和营养治疗。患者在上述放疗结束

后４周复查直肠指诊、盆腔 ＣＴ扫描、ＭＲＩ和大肠癌肿
瘤标志物等各项辅助检查，术者根据实验室和器械检

查的结果对肿瘤的治疗效果进行再次评价，重新对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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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进行分期，最终确定患者的手术方案，在放疗结束后

４～８周进行手术治疗，术后则给予化疗维持。而观察
组患者则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局部热疗，每次放

疗后３０ｍｉｎ进行，每周２次，每次１ｈ。
１３　临床疗效和毒副反应评价方法　患者放化疗临
床疗效按照 ＷＨＯ实体肿瘤评价标准（２０００年）分为
完全缓解（ＣＲ）、部分缓解（ＰＲ）、稳定（ＳＤ）和进展
（ＰＤ），患者的临床疗效需维持４周以上，以完全缓解
（ＣＲ）率＋部分缓解（ＰＲ）率为总有效率（ＲＲ）。两组
患者每２周期进行全面体格检查、影像学复查及肿瘤
病灶测量，对于已取得完全缓解（ＣＲ）或者部分缓解
（ＰＲ）的患者在４周后再做临床及影像学检查，测量肿
瘤病灶，如果仍然达到 ＣＲ或者 ＰＲ，则该 ＣＲ或者 ＰＲ
被确认。同时，毒副反应按照 ＷＨＯ（１９９８年）抗癌药
物毒副反应评价标准分为０～Ⅳ度［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各变量进
行正态性检验，数据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在对照组
４３例患者中，９例患者完全缓解，１３例部分缓解，治疗
总有效率为５１．１６％；而在观察组４３例患者中，１９例
患者完全缓解，１２例部分缓解，治疗总有效率为
７０．０９％，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进展期直肠癌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ｎ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总有效人数

对照组 ４３ ９（２０．９３） １３（３０．２３） ２２（５１．１６）
观察组 ４３ １９（４４．１９） １２（２７．９１） ３１（７２．０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放化疗反应比较　对照组
和观察组患者放化疗反应主要表现为以白细胞和血小

板减少为主的血液学毒性，均有可逆性。在对照组４３
例患者中，２１例患者出现腹泻，有８例患者出现白细
胞Ⅲ度以上抑制，５例患者出现血小板减少，而在观察
组４３例患者中，有６例患者出现白细胞Ⅲ度以上抑
制，１８例患者出现腹泻，３例患者出现血小板减少，１
例患者出现皮肤灼伤，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且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肝肾功能损害和胃肠道反应轻

微，无治疗相关性死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３　讨论
　　近年来，进展期直肠癌的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
趋势，给患者的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６－７］。直

肠癌是最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好发于中青年

人，具有发病率高、术后复发率高和５年生存率低等特
点［８－９］。治疗上，尚没有完全统一的治疗规范，但有一

点意见是一致的，专家们一致强调以手术为主的综合

治疗方案对其进行治疗［１０－１１］。作为肿瘤治疗的一种

新方法的新辅助放化疗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近年

来，热疗在肿瘤的治疗方面已经成为继手术治疗、化学

治疗、放射治疗和肿瘤的生物治疗后的又一种抗肿瘤

手段。热疗不仅直接对肿瘤细胞有治疗作用，而且热

疗与放化疗联合应用还具有一定的协同作用。大连奥

瑞公司生产９１５ＭＨｚ的微波热疗机作为一种热原对肿
瘤局部加热后，散热缓慢产生热聚集，使肿瘤区温度高

于正常组织５～１０℃，这一温度差对肿瘤细胞造成热
损伤，引起肿瘤细胞脱氧核糖核酸（ＤＮＡ）、核糖核酸
（ＲＮＡ）破坏，蛋白质合成抑制，细胞膜破裂，导致细胞
凋亡，所以通过透热可杀死癌细胞。另外通过加热使

肿瘤的血流量增加，使肿瘤中心的乏氧细胞进一步氧

合，增加肿瘤细胞对放射线的敏感性，配合放疗可消灭

肿瘤细胞，降低肿瘤的复发率。

本研究中笔者分别采用不同的临床治疗方案对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住院治疗的８６例进展期直
肠癌患者进行治疗。结果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

有效率（７０．０９％）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５１．１６％），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的放化疗反应
并未较对照组患者明显增加（Ｐ＞０．０５）。究其原因这
可能与新辅助放化疗和热疗具有以下优点有关：①新
辅助放化疗能够使原发病灶或转移病灶缩小，还能够

降低患者的肿瘤分期，使不能切除的进展期直肠癌可

以切除，从而明显提高治愈性手术切除率，降低进展期

直肠癌复发率；②新辅助放化疗能够控制术前存在的
微小癌和亚临床灶，控制患者由于手术操作引发的肿

瘤增殖刺激导致的医源性转移；③新辅助放化疗能够
防止进展期直肠癌远处转移；④新辅助放化疗能够帮
助术后选择化疗方案，为判定患者术后抗癌药物的选

择和预后评价提供参考依据；⑤新辅助放化疗时化疗
药物容易使肿瘤局部达到有效浓度，起到高剂量杀伤

作用；⑥热疗通过温差对肿瘤细胞造成热损伤，引起肿
瘤细胞脱氧核糖核酸（ＤＮＡ）、核糖核酸（ＲＮＡ）破坏，
蛋白质合成抑制，细胞膜破裂，导致细胞凋亡，所以通

过热疗能够直接杀死患者体内的癌细胞，而且可作为

放化疗的辅助治疗方法，提高细胞对放化疗的敏感性，

起到较好的协调作用，因而可以减少患者放化疗治疗

剂量，减少因放化疗损伤正常组织而引起的并发症。

可见，新辅助放化疗、热疗联合腹腔镜手术治疗进展期

直肠癌临床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少，明显改善患者的预

后，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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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地中海贫血筛查指标的分析评价
麦凤鸣，颜双鲤

【摘　要】　目的　评价红细胞检测中各个参数在产前筛查地中海贫血中的价值。方法　分别对确诊地贫的５０例孕妇
及同期非地贫的１０５３例孕妇的红细胞参数（ＭＣＶ、ＭＣＨ、ＲＤＷＣＶ、ＲＤＷＳＤ）进行比较，并作统计学分析。结果　地贫
孕妇和正常孕妇间ＭＣＶ、ＭＣＨ、ＲＤＷＣＶ、ＲＤＷＳＤ均有统计学差异。其中ＭＣＶ、ＭＣＨ、ＲＤＷＣＶ、ＲＤＷＳＤ灵敏度分别为
９３％、７５％、７１％、７３％，特异度分别为８１％、９２％、６６％、７５％。ＭＣＶ与ＲＤＷＳＤ平行联合判断灵敏度为６１％，特异度为
９８％，系列联合判断灵敏度为９４％，特异度为７７％。结论　ＭＣＶ灵敏度最高，平行联合判断可提高灵敏度，系列联合判
断可提高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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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ｅｓｔｏｆＭＣＶｗｉｔｈＲＤＷＳＤｗｅｒｅ９４％ ａｎｄ７７％．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ＣＶｉｓｗｉｔｈａｈｉｇｈｅｓ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ｅｓｔ
ｏｆＭＣＶａｎｄＲＤＷＳＤｃ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ｒｉ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ｅｓｔｃａｎｈｅｉｇｈｔｅ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ｔｈａｌａｓ
ｓｅｍ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ａｌａｓｓｅｍｉａ；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地中海贫血（ｔｈａｌａｓｓｅｍｉａｏｒｍｅｄｉｔｅｌｌｒａｎｅａｎａｎｅｍｉａ，
简称地贫）是人类最常见的一种不完全显性的单基因

遗传性血红蛋白疾病，在我国长江以南各省高发，广西

地贫基因携带率为１２．２２％ ～２３．０２％［１－３］，广东地贫

基因携带率为１１．０７％［４］。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确

定夫妻双方是否存在地贫基因是干预地贫患儿出生的

重要环节。但分子生物学技术要求及成本较高，在基

层医院尚未能普及。故 ＭＣＶ、ＭＣＨ以及 ＲＤＷ等操作
简单、成本低廉的试验可作为地贫筛查的方法。本文

通过对 ＭＣＶ、ＭＣＨ以及 ＲＤＷ进行对比分析，评价几
个指标单独以及联合分析的筛查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于广州市荔湾区妇幼保健院
住院，经血红蛋白电泳及地贫基因检测确诊地贫的孕

妇５０例，年龄介于２１～３５岁，中位年龄为２７岁，以及
同期非地贫孕妇１０５３例，年龄介于１９～３８岁，中位年
龄为２７岁。
１２　研究方法　对正常孕妇与地贫孕妇红细胞的
ＭＣＶ、ＭＣＨ、ＨＢＧ、ＲＤＷＣＶ以及 ＲＤＷＳＤ进行统计学
分析。①根据文献提供此数个指标的参考值，在其附
近取５～１０个值作为截断值，分别计算不同截断值对
地贫筛选的灵敏度及特异性。②根据阳性率及假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厅项目粤科社字［２０１１］１０６号；广州市荔湾区科
技局项目（２０１１１２１３０４３）

作者单位：５１０３７５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通讯作者：麦凤鸣，电子信箱：ｍａｉｆｅｎｇｍｉｎｇ＠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阳性率绘制 ＲＯＣ曲线，并根据 ＲＯＣ曲线选择最佳的
截断值。③结果分析：ＭＣＶ与 ＲＤＷＳＤ平行联合检
测，其中一个出现阳性即判断为平行检测阳性。ＭＣＶ
与ＲＤＷＳＤ进行系列联合检测，两者均为阳性才判断
为系列检测阳性。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绘制ＲＯＣ曲线，并
通过曲线下面积选取合适的截断值。

２　结果
２１　地贫患者与正常人的红细胞参数比较　地贫患
者与正常人的红细胞参数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地贫患者与正常人的红细胞参数比较

组别 ｎ ＭＣＶ（ｆｌ） ＭＣＨ（ｐｇ） ＲＤＷＣＶ（％） ＲＤＷＳＤ（％）

正常人 １０５３ ８１．７３±６．７４ ２８．４８±２．８４ １２．９４±１．５７ ４６．８０±４．７８
地贫患者 ５０ ６６．２３±７．３０ ２２．１５±２．７８ １４．０１±１．７４ ４０．８９±４．３２

２２　红细胞参数对地贫筛选的意义及 ＲＯＣ曲线　本
研究地贫孕妇和正常孕妇间 ＭＣＶ、ＭＣＨ、ＲＤＷＣＶ、
ＲＤＷＳＤ均有统计学差异。其中 ＭＣＶ、ＭＣＨ、ＲＤＷ
ＣＶ、ＲＤＷＳＤ灵敏度分别为９３％、７５％、７１％、７３％，特
异度分别为８１％、９２％、６６％、７５％。ＲＯＣ曲线见图１。
２３　ＭＣＶ与 ＲＤＷＳＤ以及两者平行联合、系列联合
对地贫筛选的意义　详见表２。

３　讨论
　　地贫患者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贫血，通过对孕妇产
前筛查以及产前诊断等方法是控制重型地贫胎儿出生

的唯一途径。分子生物学方法是目前 （下转第３８７页）

·０５３·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３月 第１１卷 第 ３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３　　



·全科临床论著·

探究 ＨｂＡ１ｃ对应激性与糖尿病性高血糖的鉴别作用
冯秋花，钱家乐

【摘　要】　目的　探讨应激状态下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测定是否能鉴别应激性高血糖与糖尿病性高血糖。方法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收治的有应激因素参与的高血糖患者１００例，将其作为临床研究对象。对１００例患者进
行ＨｂＡ１ｃ水平检测，２～３周后，所有患者待应激因素消除后，再做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若未达糖耐量异常
（ＩＧＴ）或糖尿病（ＤＭ）诊断标准（其中ＤＭ的诊断标准采用１９９９年ＷＨＯ国际通用标准），则为应激性高血糖。确诊患者
中应激性高血糖患者及糖尿病高血糖患者人数，将１例新发糖尿病、２例应激性高血糖患者归为糖尿病组。将再选取体
检人员６０例作为对照组，分别对糖尿病组高血糖患者、应激组高血糖（ＳＨ）患者与对照组进行空腹血糖及ＨｂＡ１ｃ水平检
测。观察并分析三组患者空腹血糖及ＨｂＡ１ｃ水平。结果　ＨｂＡ１ｃ诊断的结果与ＯＧＴＴ检测结果接近，在判断糖尿病高
血糖和应激性高血糖两者之间的准确性高。糖尿病组高血糖患者和应激组高血糖患者的空腹血糖浓度和 ＨｂＡ１ｃ水平
均较对照组提高，糖尿病高血糖患者的空腹血糖浓度和ＨｂＡ１ｃ水平较应激组患者高（Ｐ＜０．０５）。结论　ＨｂＡ１ｃ是鉴别
应激性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一个良好指标，可应用于临床鉴别ＳＨ与真性ＤＭ，值得在临床上广泛推广。
【关键词】　糖化血红蛋白；应激性高血糖；鉴别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８７．１　Ｒ４４６．１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３５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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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ｂＡ１ｃｉｓａｇｏｏ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ａｎｄ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ＧａｎｄｒｅａｌＤ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Ｓｔｒｅｓｓ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应激性高血糖（ｓｔｒｅｅ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ＳＨ）
是在严重创伤、脑血管意外、急性心肌梗死、感染性休

克等因素作用下，因人体处于应激状态，体内升糖激

素、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增加，同时伴胰岛素

抵抗，出现血糖升高的现象［１－２］。目前通用的糖尿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ＤＭ）诊断标准为口服葡萄糖耐量试
验（Ｏｒａｌ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ＯＧＴＴ），而 ＯＧＴＴ在应
激状态下是不能作为诊断依据的，故迫切需要一个其

他简便且切实可行的诊断工具来代替［３］。笔者通过对

应激状态合并高血糖的患者进行 ＨｂＡ１ｃ检测，及应激
过后的ＯＧＴＴ检测，以探讨 ＨｂＡ１ｃ在鉴别应激性高血
糖与糖尿病性高血糖中的作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住院
的高血糖（随机静脉血糖≥１１．１ｍｍｏｌ／Ｌ）患者１００例，
入选标准：①既往无明确 ＤＭ史；②测血糖前６ｈ内无
葡萄糖输入；③１周前未服用对血糖测定有干扰的药

基金项目：广西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桂科攻１０１６００４３）
作者单位：５３２８００广西崇左市天等县人民医院内二科（冯秋花）；５３００２１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钱家乐）

通讯作者：冯秋花，电子信箱：ｆｑｈ１３２５７７６４８４３＠１２６．ｃｏｍ

物。其中男性患者 ４６例，女性患者 ５４例。年龄在
２５～７１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６０．４±３．７６）岁。对照组
男性患者３６例，女性患者２４例。年龄在２１～６８岁之
间，平均年龄为（５３．７０±５．０３）岁。三组患者在性别、
年龄、检测方法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

性。

１２　检测方法　抽取随机静脉血５ｍｌ，２ｍｌ待测血加
入ＥＤＴＡＫ２抗凝管，采用酶法测定 ＨｂＡ１ｃ，试剂由美
康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３ｍｌ待测血加入干燥
试管，尽快离心分离血清，用葡萄糖氧化酶－过氧化物
酶法测定随机静脉血糖，试剂由北控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操作严格按试剂盒说明进行，仪器为日立

７０６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将 ＨｂＡ１ｃ＜６．５％者作为
ＳＨＧ的诊断标准，将ＨｂＡ１ｃ≥６．５％作为ＤＭ的诊断标
准［１］。ＨｂＡ１ｃ检测在应激因素消除后（２～３周内）进
行，ＯＧＴＴ为应激状态去除后（３个月）进行。以空腹血
糖（ＦＰＧ）≥７．０ｍｍｏｌ／Ｌ或 ＯＧＴＴ２ｈＰＧ≥１１．１ｍｍｏｌ／Ｌ
作为ＤＭ诊断标准。以ＦＰＧ６．１～６．９ｍｍｏｌ／Ｌ为空腹
血糖受损（ＩＦＧ），以ＯＧＴＴ２ｈＰＧ７．８～１１．１ｍｍｏｌ／Ｌ为
糖耐量异常（ＩＧＴ）。将ＩＦＧ和 ＩＧＴ均归为糖尿病患者
群。分别对糖尿病组高血糖患者、应激组高血糖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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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进行空腹血糖及 ＨｂＡ１ｃ水平检测。观察并
分析三组患者空腹血糖浓度及ＨｂＡ１ｃ水平。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经两种不同诊断后的 ＳＨ
和ＤＭ的人数情况及三组患者的空腹血糖及 ＨｂＡ１ｃ
水平的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进行分析，计
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１００例患者中ＳＨ和ＤＭ人数情况　经过 ＨｂＡ１ｃ
诊断，ＳＨ为６３例，糖尿病 ３７例。应激过后做 ＯＧＴＴ
诊断者，１００例患者中，６３例为ＳＨ（包括１例新发糖尿
病、２例 ＩＧＴ），３７例为糖尿病。将１例新发糖尿病、２
例ＩＧＴ患者归为糖尿病组，应激性高血糖患者６０例，
糖尿病高血糖患者４０例。两种检测方式的检出情况
相近，保持一致性，表明 ＨｂＡ１ｃ诊断对判断糖尿病高
血糖和应激性高血糖这两者的准确性高。

２２　三组患者的空腹血糖及 ＨｂＡ１ｃ水平的情况　糖
尿病组高血糖患者和应激组高血糖患者的空腹血糖浓

度和ＨｂＡ１ｃ水平均较对照组提高，糖尿病高血糖患者
的空腹血糖浓度和 ＨｂＡ１ｃ水平较应激组患者（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的空腹血糖及ＨｂＡ１ｃ水平的情况

组别 ｎ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Ｌ） ＨｂＡ１ｃ（％）

对照组 ６０ ５．８７±１．０２ ４．９８±２．６３
应激组高血糖 ６０ ８．９３±２．４１ ７．８４±１．６９
糖尿病组高血糖 ４０ １１．３７±１．９８ １０．７５±２．０４

　　注：与应激组高血糖患者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高血糖患者引起血糖升高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
由糖尿病引起，有的是受到应激后暂时性的高血糖，有

的是经ＯＧＴＴ检测时出现 ＩＧＴ情况。ＤＭ是一种以高
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主要是由于胰岛素分泌不

足或胰岛素作用障碍引起的。机体在遭遇创伤、感染、

缺氧、缺血等应激后常出现应激性高血糖症［４］。近年

研究发现，除葡萄糖产量增加外，胰岛素抵抗也是ＳＨＧ
的发病因素之一［５］。应激状态下，糖皮质激素、胰高血

糖素、儿茶酚胺、生长激素等升糖激素以及细胞因子的

大量分泌是产生ＳＨ的主要原因。胰岛素Ｂ细胞相对
血糖而分泌胰岛素功能不全，同时组织对胰岛素的敏

感性下降，存在应激期胰岛素抵抗现象［６］。通过上述

两种机制，使血糖升高，从而保证了应激时机体对能量

需求的增加作用。这种高血糖为特发性的，通常是短

暂的升高，不会引起持久高血糖，除非患者原来存在糖

耐量异常或隐性糖尿病。一般应激因素消除后（约２～
３周内），上述血糖及各种激素便可回归正常。所以
ＳＨＧ与ＤＭ高血糖有着本质的区别，诊断和治疗原则
均不尽相同。通用的ＷＨＯ的ＤＭ诊断标准对ＳＨＧ并
不适用［７］。虽恢复期测血糖、ＯＧＴＴ可鉴别，但因时间
延误太久，不能指导当时的治疗，而测 ＨｂＡ１ｃ可弥补
这一缺陷。与血糖这种急性指标相比，ＨｂＡ１ｃ是一项

反映 ＤＭ血糖控制良好的指标，更符合 ＤＭ的定义。
且检测方法简单易行，患者痛苦小，对于鉴别诊断有意

义。临床上常用此方法来评价糖尿病的患者的类型，

ＨｂＡ１ｃ可以反映患者过去２～３个月的平均血糖浓度
水平。若对于是否是初发 ＤＭ不明确，可等应激性情
况过后（６周以后）复查重新诊断。该研究表明，应激
状态下，虽血糖明显升高，但 ＨｂＡ１ｃ基本在正常范围
内［８－１１］；而ＩＧＴ或隐性 ＤＭ患者血糖高，ＨｂＡ１ｃ也高
出正常范围。而且早期采用 ＨｂＡ１ｃ来诊断，与应激过
后，用ＯＧＴＴ诊断，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见，
ＨｂＡ１ｃ对ＳＨＧ与ＩＧＴ及隐性ＤＭ具有鉴别诊断意义。
ＨｂＡ１ｃ是区分应激性高血糖与糖尿病性高血糖的快速
而敏感的指标。仅仅根据血糖的数值是不能尽快做出

判断是应激性高血糖或是糖尿病性高血糖，只有将血

糖及ＨｂＡ１ｃ结合起来判断，可以有效的鉴别两者，并
有利于隐性糖尿病的早期诊断。在治疗上，ＤＭ患者
应积极控制血糖，改善胰岛功能，防止并发症。ＳＨＧ
应积极治疗原发病，缓解或消除应激因素。现我院对

高血糖患者进行了空腹血糖浓度和 ＨｂＡ１ｃ水平的检
测，以上数据表明，糖尿病组高血糖患者和应激组高血

糖患者的空腹血糖浓度和 ＨｂＡ１ｃ水平均较对照组提
高，糖尿病高血糖患者的空腹血糖浓度和 ＨｂＡ１ｃ水平
较应激组患者高。对处于应激状态的患者进行ＨｂＡ１ｃ
水平检测，可以确诊患者是 ＳＨＧ还是 ＤＭ。及应激过
后对患者进行ＯＧＴＴ检测，进一步确诊 ＳＨＧ的人数及
假性ＤＭ与真性 ＤＭ。综上所述，ＨｂＡ１ｃ和血糖的检
测，对应激性高血糖和糖尿病高血糖的区分判断可以

准确区分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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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臀肌挛缩症的步态特征生物力学分析
叶斌，陈友燕，张胜年，余俊，张弛，张海林

【摘　要】　目的　为临床治疗与康复实施提供客观依据。方法　对臀肌挛缩患者常速及快速行走时的步态数据进行
采集与分析。结果　快速行走时臀肌挛缩症患者的步态周期小于正常人（Ｐ＝０．０３８９，Ｐ＜０．０５），步频大于正常人（Ｐ＝
０．０１２４，Ｐ＜０．０５）。患者在常速、快速行走时髋关节摆动相最大屈曲角度与正常人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０４９，
Ｐ＜０．０５）、（Ｐ＝０．０３２７，Ｐ＜０．０５）；常速及快速行走时臀肌挛缩患者髋关节向严重侧与向非严重侧的旋转角度差均大于
正常人（Ｐ＝０．０２３０，Ｐ＜０．０５）；快走时臀肌挛缩患者步态的支撑期膝关节屈曲角度大于正常人（Ｐ＝０．０３１４０，Ｐ＜０．０５）。
臀肌挛缩患者在常速行走时重心晃动与正常人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３７０，Ｐ＜０．０５）。结论　①臀肌挛缩患者行
走时步频小于正常人，下肢双支撑时间所占比例大于正常人。②患者行走时髋关节过度后伸，髋关节屈曲受限，向左右
两侧旋转不对称。

【关键词】　臀肌挛缩症；步态分析；臀肌松解术；下肢运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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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ｍ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Ｐ＝０．０３８９，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ｓｔｒｉｄ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ｗａ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Ｐ＝０．０１２４，Ｐ＜０．０５）．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ｈｉｐｆｌｅｘ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ｉｎｈｉｐｓｗｉｎｇｐｈａｓｅａｔ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ｗａｌｋｉｎｇ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０４９，Ｐ＜０．０５；Ｐ＝
０．０３２７，Ｐ＜０．０５）；Ｔｈｅｈｉｐ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ｔｏｂｏｔｈｓｅｒｉｏｕｓｓｉｄｅａｎｄｎｏｎｓｅｒｉｏｕｓｓｉｄｅａｔ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ｗａｌｋｉｎｇｉｎｇｌｕｔｅｕ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ｒ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Ｐ＝０．０３１４０，Ｐ＜０．０５）；Ｔｈｅｋｎｅ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ｎｃｅ
ｐｈａｓｅｏｆｇａｉｔａｔ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ｌｕｔｅａｌｍｕｓｃｌ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ｒｅｗａ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Ｐ＝０．０３１４０，Ｐ＜
０．０５）；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ｐｏｓｔｕｒａｌｓｗａｙａｔ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ｅｄｗａｌｋｉｎｇ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ｌｕｔｅａｌｍ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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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ｓｃｌ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ｒｅｉ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ｉｍｅｏｆ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ｂｓｉ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ａｒｅｕｓｕａｌｌｙｗｉｔｈｈｉｐｏｖｅｒ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ｈｉｐｆｌｅｘｉｏｎｉ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ａｎｄ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ｌｅｆｔｉｓ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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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运用红外自动跟踪技术，分别对臀肌挛缩
患者常速及快速行走时的步态数据进行采集，以对其

步态特点进行准确的界定。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文选取臀肌挛缩症患者８例，为实
验组，患者患病程度均为 Ｃ１型（Ｏｂｅｒ’ｓ征强阳性，髋
关节必须在强力极度外展位，才能同时屈膝、屈髋达

９０°，有严重的“尖臀”畸形；病理上除有明显臀大肌、
臀中肌及臀小肌纤维化外，还伴有阔筋膜、犁状肌及髋

关节后上部关节囊挛缩），均无治疗史。平均年龄

（２３．５±２．０）岁，平均身高（１．５９±０．１０）ｍ，平均体重
（５５．４±７．８）ｋｇ。选取上海体育学院２００８级运动人体
科学专业学生８名，为对照组，均要求体形匀称，走路
姿势正常，平均年龄（２３．０±０．５）岁，平均身高
（１．６０±０．２０）ｍ，平均体重（５５．０±６．４）ｋｇ。
１２　研究内容　本文分别对受试者进行静态、常速行
走、快速行走时的步态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以期获得

基金项目：上海市卫生局课题（沪卫科教２０１００４９２１７５）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９０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骨科（叶斌、陈友燕、张弛、张海

林）；２０００９０上海体育学院运动学院（张胜年）；２３３０００安徽
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研究生部（余俊）

通讯作者：陈友燕，电子信箱：ｃｙｙ５２７８＠ｙａｈｏｏ．ｃｎ

臀肌挛缩患者的步态特征，并对其微创治疗效果进行

评定。

１２１　静态　让受试者自然立于测力台中央，拍摄其
解剖学姿势。

１２２　常速行走　让受试者接近平时自然行走时的
速度走过１０ｍ长的走道。
１２３　快速行走　让受试者尽个人最大行走速度走
过１０ｍ长的走道。
１３　实验设备　英国 ＶＩＣＯＮ系统，摄像头为 ＭＸ１３，
采样频率：１２０Ｈｚ，软件版本：ＷＯＲＫＳＴＡＴＩＯＮ５．１。
１４　参数选择　本研究选取的步态运动学指标步态
特征：步态周期（ｓ）、步频指数、步态各时相所占百分比
等。下肢关节角度变化特征：髋关节角度（包括髋关节

支撑相最大伸角度、髋关节摆动相最大屈曲角度、髋关

节向严重侧与向非严重侧旋转的角度差）、膝关节指标

（包括支撑期膝关节屈曲角度、膝外展最大幅度）；重

心晃动范围等几个有代表性的特征值指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实验数据首先使用 Ｗｏｒｋｓｔａ
ｔｉｏｎ５．１分析软件、Ｖｉｓｕａｌ３Ｄ软件获得各标记点的三
维坐标，进而获得实验各参数。实验数据均用（ｘ±ｓ）
表示，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和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所得数
据进行统计学处理：患者与正常人群的比较采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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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ｔ检验，患者组间比较采用配对样本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步态周期的时相特征　患者在常速行走时其步
态周期为（０．９９±０．０５）ｓ，对照组为（０．９４±０．０３）ｓ，两
组间相比无统计学差异；快速行走时，患者的步态周期

时间为（０．７８±０．０３）ｓ，对照组为（０．８１±０．０９）ｓ，实验
组小于对照组。

２２　步长及下肢关节活动特点
２２１　髋关节各指标比较　常速行走时实验组的髋
关节摆动相最大屈曲角度为（１５０．５０±６．１０）°，对照组
为（１４３．９７±２．９１）°，两组间表现较大的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０４９，Ｐ＜０．０１）；快速行走时，实验组的髋关节
摆动相最大屈曲角度为（１４９．７２±５．９５）°，对照组为
（１３７．０２±１．１７）°，实验组大于对照组（Ｐ＝０．０３２７，
Ｐ＜０．０５）。
２２２　膝关节各指标比较　常速行走时患者与正常
人的支撑期膝关节屈曲角度无统计学差异；快速行走

时，实验组支撑期膝关节屈曲角度为（３７．６０±２．１８）°，
对照组为（３１．４６±１．２６）°，实验组大于对照组。
２２３　下肢三环节联合运动　通过观察臀肌挛缩患
者与正常人髋、膝、踝关节的运动曲线，可看出，臀肌挛

缩患者在下肢触地后膝关节的缓冲时间较长，患者的

踝关节在运动时出现过度的跖屈，且跖屈开始的时间

较早，在脚尖离地瞬间表现为“脚尖拖地”现象，髋、

膝、踝三关节运动不协调。

２３　躯干及重心晃动比较　常速行走时患者的重心
晃动为（０．０３６±０．０２０）ｍ，对照组重心晃动为
（０．０２９±０．００３）ｍ，两者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３７，Ｐ＜０．０５），患者的重心晃动明显大于正常人，
患者行走时能耗较高。

　　

３　讨论
３１　臀肌挛缩症患者步态周期的时相特征讨论　由
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常速行走时患者步频小于正常人，

而快速行走时患者步频大于正常人。

步态周期各时相方面，常速和快速行走时臀肌挛

缩患者的预摆动期所占百分比高于正常人，究其原因

是因为预摆动期为双侧支撑时间，由于臀肌挛缩患者

单侧腿承重能力降低，身体不稳定，患者单侧支撑的时

间变短，代之以双侧支撑时间延长。

３２　臀肌挛缩患者步长及下肢关节活动特点讨论
３２１　髋关节运动　常速和快速行走时，臀肌挛缩患
者髋关节支撑相最大伸展角度与正常人相比无统计学

差异。正常人体直立时，髋关节处于稳定状态，只需关

节囊和韧带就能起到稳定作用，此时臀肌处于伸展状

态［１］。臀部肌肉挛缩后，随着肌肉长度变短和弹性降

低，导致直立时挛缩带是紧张的，另外挛缩肌肉张力增

高，对骨盆和股骨产生很强的牵拉作用。临床上肌肉

注射的部位主要为浅层的臀大肌和深部的臀中肌，故

臀肌挛缩症主要波及的肌肉也是臀大肌和臀中肌［２］。

臀大肌和臀中肌的主要功能是后伸、外展、外旋髋关

节，其一旦发生挛缩就会失去正常的伸缩性，但是张力

并未降低，所以一般表现为屈曲、内收、内旋受限，并不

对髋关节后伸产生很大影响。髋关节摆动相最大屈曲

角度均大于正常人，患者步态特征表现为：在行走时患

者的髋关节屈曲角度范围较正常人小。由髋关节角度

的动态变化中可看出，在摆动期开始时，正常人髋关节

开始屈曲，以带动膝关节的屈曲，而臀肌挛缩患者在摆

动期开始时髋关节仍继续后伸，出现髋关节的过伸状

态，并且在摆动过程中，患者髋关节屈曲不明显，髋关

节屈曲角度较小，不同速度行走时患者的髋关节向严

重侧与向非严重侧旋转的角度差大于正常人，可认为

臀肌挛缩患者在行走时其髋关节的旋转呈现不对称状

态。

骨盆的回旋转动对步长和步态的平稳具有重要的

意义，有研究表明，步行能力（步速）与骨盆的旋转运

动显著相关［３］。在上述结果中我们看到，臀肌挛缩患

者在行走中其髋关节向严重侧与向非严重侧的旋转呈

现严重的不对称且存在极大的个体差异，究其原因，本

研究中的臀肌挛缩患者均为双侧臀部肌肉挛缩，且双

侧挛缩程度不同，两侧的挛缩带对骨盆的旋转产生的

牵拉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故造成患者在行走时骨盆旋

转出现不对称［４］。肢体的随意运动以近侧稳定性为基

础，骨盆的稳定性也是下肢随意运动的基础［５］。在本

研究中，从骨盆的运动来看，患者骨盆的精细动作消

失，代之以粗大而僵硬的动作，既增加能量消耗，又打

破了步行中各时期平滑而稳定的过渡。

３２２　膝关节运动　正常人站立期时膝关节先由屈
曲过渡伸展，到站立末期再由伸展过渡到屈曲，使步行

更协调。摆动期时，膝关节屈曲使下肢缩短，并使摆动

足在足趾离地后离开地面，并在摆动中期膝关节保持

屈曲，在下一次足跟触地前瞬间伸膝［６］，完成一个正常

的步态周期。快速行走时臀肌挛缩患者的支撑期膝关

节屈曲角度大于正常人。ＴｅｆｅｒｔｉｌｌｅｒＣ等［７］认为，膝关

节角度的变化可用于判断患肢失功能的水平。臀肌挛

缩患者的支撑期膝关节角度变化大于正常人。这与臀

肌挛缩患者的臀大肌和臀中肌挛缩病理特点有关［８］。

臀大肌发生挛缩后，患者屈髋功能受限，髋关节屈曲角

度减小，不能完成正常的屈髋、屈膝动作，因此只有通

过膝关节的过度屈曲来达到积蓄更多的能量的目的，

代偿髋关节屈曲的不足所造成的病理性步态特征。在

常速和快速行走时膝关节中心偏离重心水平位移患者

与正常人之间并均无显著性差异，但患者在行走时膝

关节中心偏离重心的水平位移均值是大于正常人的，

可能是由于本文的样本量偏少所致。在摆动期，臀肌

挛缩患者的膝关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外展（放松紧张

的挛缩带后）又内收，以完成一个步态周期，表现“划

圈步态”。

３３　臀肌挛缩患者重心位移讨论　在 （下转第４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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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全髋关节置换对伴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研究
王大民，邵楠，肖克明

【摘　要】　目的　探讨全髋关节置换对伴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 －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期间收入的诊断为髋关节骨性关节炎、髋关节严重功能障碍患者共５４例，对比患者手术前后双下肢长度，
髋、膝关节活动度，术后生活质量及ＶＡＳ评分。结果　患者手术前后髋关节、膝关节及双下肢长度差对比中显示，全髋
关节置换组患者手术前后膝关节活动度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髋关节活动度、双下肢长度差均有显著改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患者术后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均较术前有显著提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患者术后ＶＡＳ评分较术前显著降低，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人工
全髋关节置换术可以显著改善伴随有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患者髋关节活动度及双下肢不等长。在行髋关节置换术后半

年，明显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并降低疼痛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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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髋关节置换术已经被广泛用于严重髋关
节疾患的治疗当中，全髋关节置换术已在临床的实践

中取得理想的疗效［１］。膝关节骨关节炎是由于膝关节

炎症、损伤或者慢性劳损导致的膝关节软骨变性，一般

多发于中老年人［２］，由于髋关节或者膝关节的骨性关

节炎是导致关节功能障碍及疼痛的重要原因，当患者

行全髋关节置换术时是否会对同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产生影响，进而对患者术后生活质量产生影响目前仍

不清楚，本组研究通过观察全髋关节置换对伴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患者的术后生存质量影响，探讨全髋关节

置换因素对膝骨性关节炎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０
月期间收入的诊断为髋关节骨性关节炎、髋关节严重

功能障碍患者共５４例，入选患者同时伴随有不同程度
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其中男性 ３１例，女性 ２３例。
年龄５１～７８岁，平均（６４．５±９．３）岁。
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入选患者全部符合膝关节骨
性关节炎诊断标准，伴随有膝关节疼痛。具有人工髋

关节置换术的适应症，且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

准：已行同侧全膝关节置换术者；伴随有严重的腰部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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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者或者眼部疾病正在发作者；伴随有其他严重的肝

肾、心肺、免疫系统或者精神系统疾病者。

１３　治疗方法　患者取全麻侧卧位，于术前患髋正位
Ｘ片上初步测量并估计假体大小尺寸，采用非骨水泥
钛合金－聚乙烯内衬假体。患者使用后外侧切口，显
露髋臼并切除其周围残余的圆韧带及盂唇，清除髋臼

周围的骨赘，使用锉磨锉髋臼，使其与髋臼假体相匹

配，采用前倾１５°～２０°、外展４５°角度固定、安装髋臼
杯。安放试模满意后，安放假体头、假体柄，复位人工

关节，行屈曲、后伸及内旋髋关节活动度，检查髋关节

稳定性，术后缝合伤口，常规放置引流。

１４　观察指标　手术患者给予平均６个月的随访，测
量手术前后患者下肢长短，患者取仰卧位，标尺测量下

肢骨性标志物之间的距离。测量患者手术前后膝关节

及髋关节的关键活动性。对比患者手术前后 ＳＦ３６评
分的生存质量（ＱＯＬ）及视觉化模拟评分（ＶＡＳ）情况。
其中本组研究 ＳＦ３６评分参照万崇华描述的方法进
行，包括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活

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共８个项目。于术
前１周及术后６个月分别进行。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统计学检验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
软件处理，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计量资料采用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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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术后配对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患者手术前后髋关节、膝关节及双下肢长度差对
比　患者手术前后髋关节、膝关节及双下肢长度差对
比中显示，全髋关节置换组患者手术前后膝关节活动

度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髋关节活动度、双下肢长度

差均有显著改善，结果对比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见表１。
２２　患者手术前后 ＳＦ３６及 ＶＡＳ评分对比　患者手
术前后ＳＦ３６及ＶＡＳ评分对比中显示，术后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活力、社会功能、情感

职能均较术前有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患者术后 ＶＡＳ评分较术前显著降低，结果对
比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患者手术前后髋关节、膝关节及双下肢长度差对比

时间 髋关节活动度（°） 膝关节活动度（°） 双下肢长度差（ｃｍ）

术前 ９０．３±２４．５ ７６．５±７．１ ２．２±０．８
术后 ２１５．６±１６．７ ７８．８±７．４ ０．３±０．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患者手术前后ＳＦ３６及ＶＡＳ评分对比

时间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 活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ＶＡＳ评分

术前 ２７．８±５．３ １０．７±２．３ ３０．２±７．６ ５３．２±１０．３ ４９．２±９．２ ５１．５±８．１ １４．８±３．１ ５９．５±１１．４ ６．６±１．２
术后 ４５．５±８．７ ３２．４±６．８ ６５．２±１０．３ ８４．６±１２．３ ６８．９±１０．５ ７３．２±１１．３ ３３．４±７．５ ６５．３±１２．７ ２．９±０．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ＴＨＡ）能够显著缓解患者髋
部疼痛、改善髋关节功能，现已被临床广泛应用［３］。

ＭｅｒｘＨ等［４］学者数据显示，西方发达国家每１０万人
初次髋关节置换在５３～１３５人次之间。２００５年时全球
每年接受人工髋关节置换患者已超过５０万人次，我国
每年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高达５万人次左右，并
逐年呈上升趋势［５］。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对治疗强直

性脊椎炎、髋关节强直、髋部骨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

节炎以及某些髋部骨折均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能够

达到减轻或者解除关节疼痛并改善关节功能的目的，

从而极大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６－７］。此外，对于老

年患者或者有类风湿等系统性疾病的患者而言，下肢

多会伴发有骨关节炎，有的患者可能是多个关节共同

受累，有的是个别关节受累好改变形态学及生物力线，

而最终影响了其他关节的负荷功能，从而对下肢其他

关节产生影响［８－９］。本组研究中，我们选择伴随有膝

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并评估关节

活动度影响及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本组研究结果

显示，患者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半年内，髋关节功能均

有明显的改善，患者髋关节活动度从术前的（９０．３±
２４．５）°增加为术后的（２１５．６±１６．７）°，手术前后关节
活动度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表明全髋关节置

换术能够早期的恢复髋关节功能，具有显著疗效。而

膝关节功能活动度对比方面，术前膝关节活动度为

（７６．５±７．１）°，术后为（７８．８±７．４）°，两组患者膝关节
活动度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果表明在全髋关节

置换术后早期（半年以内）患侧膝关节功能变化并不显

著。双下肢长度差对比方面，髋关节置换后，患者双下

肢长度差距逐渐缩减。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ａＴｅｌｌｉｎｉ等［１０］对４０名髋关节骨性关节炎
的患者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并行手术前后 ＷＯＭＡＣ以
及ＳＦ３６的功能评分，研究结果显示术后 ＷＯＭＡＣ评
分及ＳＦ３６功能评分均较术前显著改善，结果对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ＫａｐｓｔａｄＨ等［１１］对骨性关节炎行全

髋关节置换术患者研究中显示，术后１年的 ＳＦ３６功
能评分显著高于手术前，结果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ＳＰ３６作为社会以及心理方面的综合评分，目前被临床
上广泛的应用［１２］。但多发性下肢骨性关节炎的应用

目前仍未及报道。本组研究显示，术后６个月，髋关节
置换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均显著提高，患者手术前后ＳＦ
３６术后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活
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均较术前有显著提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从上表我们也可以发现术后
患者躯体疼痛改善最为明显，同时 ＶＡＳ疼痛评分也表
明患者术后ＶＡＳ评分较术前显著降低，差异亦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本组研究发现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可

以显著改善伴随有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患者髋关节活

动度及双下肢不等长。在行髋关节置换术后半年，明

显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并降低疼痛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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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以胸痛为主诉的亚健康状态的临床鉴别及观察
曹萍，钟亚，沈丹

【摘　要】　目的　探讨以胸痛为主诉在心血管专科就诊的中青年亚健康状态患者的临床特点及鉴别诊断。方法　收
集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６月以胸痛为主诉在心血管专科门诊就诊的１８～４５岁的中、青年患者３３０例，分析其临床特点
及诊断，了解亚健康状态所占比例及其鉴别诊断。结果　以胸痛为主诉就诊的患者中，９１．２％的患者未发现器质性病
变，仅８．８％的患者检查发现器质性病变，分别为高血压病（２．４％）、反流性食管炎（１．５％）、壁冠状动脉（１．２％）、颈椎
病（０．９％）、带状疱疹（０．６％）、冠心病（０．６％）、心肌炎（０．３％）、心包炎（０．３％）、肺炎（０．３％）、胸膜炎（０．３％）、心肌病
（０．３％）。结论　以胸痛为主诉在心血管专科就诊的中青年患者中，绝大部分无器质性病变，结合其他一些非特异性症
状如失眠、多梦、精神紧张等，考虑为亚健康状态。当中青年患者以胸痛为主诉时，诊断亚健康状态应排除高血压、反流

性食管炎、壁冠状动脉、颈椎病、带状疱疹、冠心病等疾病。

【关键词】　中青年；胸痛；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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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由于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
亚健康状态［１］越来越引起医务人员的注意。在临床上

常遇到以胸痛为主诉而就诊的中青年人，在进行一系

列检查后，绝大部分患者可排除器质性心脏病。结合

患者其他相关症状，最终考虑为亚健康状态。对这部

分患者，笔者进行了相关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６月在本
院心血管专科门诊就诊的以胸痛为主诉的年龄１８～
４５岁的患者３３０例。其中男性１７３例，女性１５７例。
１２　检查项目　对患者行心电图、血糖、血脂、胸片等
检查，必要时行甲状腺功能检测、心脏彩超、颈动脉彩

超、颈椎片、运动平板试验、冠脉 ＣＴ等检查。结合患
者检查结果综合分析其病因。对无器质性病变的患者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７１武汉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综合医疗科
通讯作者：曹萍，电子信箱：ｃｐｌｉｈａｏ＠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进一步追问有无失眠、乏力、烦躁等其他相关症状，记

录并作进一步分析。同时，根据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排

除抑郁症患者［２－３］。

２　结果
２１　胸痛的病因　３３０例以胸痛为主诉在心血管专
科就诊的中青年患者中，有３０１例未发现器质性损害，
占９１．２％，余２９例（占８．８％）的患者可发现不同的疾
病存在。常见病因依次分别为高血压病 ８例（占
２．４％）、反流性食管炎５例（１．５％）、壁冠状动脉４例
（１．２％）、颈椎病 ３例 （０．９％）、带状疱疹 ２例
（０．６％）、冠心病２例（０．６％）、心肌炎１例（０．３％）、
心包炎１例（０．３％）、肺炎１例（０．３％）、胸膜炎１例
（０．３％）、心肌病１例（０．３％）。
２２　无器质性病变的患者的常见伴随症状　对３０１
例有胸痛症状，但未发现器质性病变的中青年患者，详

细追问其病史，发现他们同时伴有不同程度的其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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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症状，最常见的症状为胸闷气短、失眠多梦、精神紧

张、困倦乏力、头晕耳鸣等，且常常可多种症状并存。

其中，胸闷气短的有２９０例（占９６．３％）；失眠多梦的
有２７０例（８９．７％）；精神紧张的有２３０例（７６．４％）；
困倦乏力的有２００例（６６．４％）；头晕耳鸣的有１８０例
（５９．８％）；记忆力减退有５８例（１９．３％）；焦虑烦躁的
有４２例（１３．９％）；情绪低落的有３０例（１０．０％）；畏
寒肢冷的有３０例（１０．０％）。

３　讨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前苏联 Ｂｅｒｋａｎ教授通过研
究发现，除了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之外，人体还存在一

种非健康、非疾病状态的中间状态，即亚健康状

态［４－５］。许多学者认为：亚健康状态是机体无器质性

病变，仅有某些功能性改变的状态［６－７］。多数学者认

为：亚健康状态本质上主要是由社会、心理等非生物因

素引起的由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网络系统中介的一种

躯体和心理的失调或失常。可表现为植物神经功能紊

乱、内分泌功能改变及各器官的功能变化［８－９］。亚健

康状态的临床症状错综复杂，主要表现为精神、胃肠

道、心血管及肌肉四大方面的症状，患者常出现疲乏无

力、精神不振、头昏耳鸣、胸痛、胸闷、气短，心慌，腰痛、

多汗、失眠、焦虑、烦躁、肌肉紧张、食欲不振、记忆力减

退、反应力迟钝、甚至恐惧、抑郁等。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及工作。

笔者收集的病例主要是中青年（１８～４５岁）以胸
痛而就诊的患者。经过反复的心电图、胸片、心脏彩

超、颈动脉彩超、血糖、血脂等检查，部分患者根据需要

进行甲状腺功能测定、颈椎片、运动平板试验甚至冠脉

ＣＴ等检查，９１．２％的患者均未发现明显器质性病变。
追问病史，其中大部分患者还不同程度合并一些其他

非特异症状，如失眠多梦、困倦乏力、头晕耳鸣等。这

部分患者由于担心患心脏疾病而出现生命危险，因而

精神紧张，更明显加重了其他非特异性症状。医师如

能认真地帮他们进行各种疾病的排查，尤其是排除心

血管相关疾病，仔细地对他们进行分析、解释，常常能

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患者的多项临床症状，加上生活的

指导，心理的疏导，部分患者可以缓解或痊愈。

针对以胸痛为主诉的就诊患者，临床特别要注意

排除冠心病心绞痛、急性病毒性心肌炎、心包炎及食道

病变、肺部疾患等。中青年患者虽然冠心病发病率相

对较低，但对有家族史，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

胖、吸烟等病史的患者，详细询问胸痛的发生特点，持

续时间，缓解方式，并进行动态心电图检查和运动心电

图检查，必要时行冠脉 ＣＴ甚至冠状动脉造影，可确诊
有无冠心病；对于年轻且无明显冠心病家族史，无其他

相关危险因素的胸痛患者，如胸痛与活动有关，类似于

心绞痛的发作，应警惕壁冠状动脉的存在［１０］，动态追

踪心电图改变，必要时行冠脉 ＣＴ甚至冠状动脉造影
亦可及时确诊；高血压患者常以头昏、头痛为主诉，但

部分患者仅以一些非特异性症状而就诊，包括胸痛、胸

闷、气短、乏力、失眠等，反复的血压测量或进行动态血

压监测，即可检测出高血压的存在；另外有些患者出现

胸痛等症状，但心脏的相关检查及肺部检查均未发现

器质性病变，此时应关注有无返酸、嗳气等胃肠道症

状，并详细询问胸痛与体位的相关性，必要时行幽门螺

杆菌检查及胃、食道镜检查，以排除反流性食管炎及其

他消化道疾病；少数颈椎病的患者可出现胸部不适及

头昏、手麻等症状，行颈椎 Ｘ片等检查即可鉴别。另
外有少数患者，出现胸痛系由带状疱疹引起，详细的体

格检查即可发现皮损的存在。患者如果在近期患过急

性上呼吸道感染或胃肠道感染，出现胸痛时应警惕是

否为病毒性心肌炎，心电图及心肌损伤标志物检查可

助确诊。另外，心电图、心脏彩超、胸片的检查均可排

除其他一些可导致胸痛的疾病如肺炎、心包炎、胸膜

炎、心肌病等。

对任何一个以胸痛前来就诊的患者，笔者认为既

不应该盲目夸大病情的严重性，也不应该盲目忽视。

详细地询问病史，仔细地体格检查，根据一些临床迹象

进行相应的实验室检查，将会帮助医师对患者的病情

有全面的了解。虽然笔者发现，中青年患者，胸痛可能

更多是由于亚健康状态所引起，但是，认真地进行心血

管疾病及其他器质性病变的排除，将会给患者的临床

诊断提供更多的客观依据，使患者消除对疾病的疑虑

及恐惧，从而达到心理的安宁，最终消除躯体的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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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地佐辛在预防全麻苏醒期躁动的临床效果观察
牛江涛，高昌俊，孙绪德

【摘　要】　目的　观察地佐辛在预防全麻苏醒期躁动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全麻腹腔镜宫外孕手术５０例，年龄在
２５～３８岁之间，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Ａ组）和地佐辛组（Ｂ组），每组各２５例。两组均采用静吸复合麻醉，手术结
束前１５ｍｉｎ给予Ａ组上臂三角肌肌注生理盐水２ｍｌ，Ｂ组肌注地佐辛０．１ｍｇ／ｋｇ。观察每组患者拔管后５ｍｉｎ的疼痛及
躁动评分；从停药到患者清醒的时间；拔管后是否发生呼吸抑制、恶心呕吐、头晕、皮肤瘙痒等相关不良反应。结果　Ｂ
组患者术后躁动率明显低于Ａ组（Ｐ＜０．０５）；Ｂ组在镇痛评分显著低于 Ａ组（Ｐ＜０．０５）。两组在呼吸抑制、便秘、瘙痒
等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手术结束前１５ｍｉｎ肌注地佐辛镇痛可减少全麻苏醒期的躁动，且术后不良发生
率低。

【关键词】　地佐辛；术后躁动；全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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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旨在观察肌注地佐辛用于预防全麻手术苏
醒期躁动（ＥＡ）的效果及安全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５月间在
我院接受全麻腹腔镜宫外孕治疗的 ＡＳＡＩ～Ⅱ级择期
手术患者５０例。年龄２５～３８岁，体重５０～７６ｋｇ。采
取双盲对照研究，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２５例，即
地佐辛组和对照组。排除肝肾功能不全、哮喘、精神病

病史、严重心脑血管病病史及阿片类药物成瘾史。

１２　麻醉方法　麻醉诱导前 ３０ｍｉｎ静滴东莨菪碱
０．３ｍｇ，地塞米松１０ｍｇ；麻醉采用静吸复合全身麻醉。
诱导皆采用静脉注射咪达唑仑０．０５ｍｇ／ｋｇ，芬太尼３～
５μｇ／ｋｇ，丙泊酚１．５～２．０ｍｇ／ｋｇ和罗库溴铵０．６ｍｇ／
ｋｇ，气管插管后行机械通气，麻醉中连续监护血压、心
率和脉搏氧饱和度，术中麻醉维持吸人七氟烷

（２．０％～４．０％），并间断注射芬太尼和顺阿曲库铵维
持麻醉。手术结束前１５ｍｉｎ，两组分别在上臂三角肌
肌注生理盐水２ｍｌ，地佐辛０．１ｍｇ／ｋｇ。两组均于手术
结束前５～１０ｍｉｎ降低七氟醚吸入浓度，手术结束后
停止吸入七氟醚并将氧流量调至４～６Ｌ／ｍｉｎ进行洗
出，同时静注托烷司琼 ２ｍｇ。术毕常规新斯的明

作者单位：７１００３８西安市，第四军医大唐都医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孙绪德，电子信箱：ｓｕｎｘｕｄｅ＠ｆｍｍｕ．ｅｄｕ．ｃｎ

（０．０２ｍｇ／ｋｇ）和阿托品（０．０１ｍｇ／ｋｇ）拮抗残余顺式
阿曲库胺。拔管指征：自主呼吸恢复良好，潮气量

!

６
ｍＬ／ｋｇ，脱氧下自主呼吸 ＳｐＯ２! ９５％维持 ５ｍｉｎ以
上，ＰＥＴＣＯ２＜４５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咳嗽、
吞咽反射存在，呼之睁眼，按指令动作，吸痰后拔除气

管导管。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拔管后５ｍｉｎ躁动评分：无
任何动作为０分；无意识的肢体屈曲抬头等动作，持
续＜５ｍｉｎ为１分；不自主全身性动作，持续５～１０ｍｉｎ
为２分；严重全身性动作，需药物控制为３分。拔管后
５ｍｉｎ疼痛评分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ＡＳ）：０为完全
无痛，＜３良好，３～５基本满意，

!

５差，１０为不能忍
受之剧痛。记录停药后自主呼吸恢复及拔管时间，拔

管后５ｍｉｎ呼吸频率以及拔管后２０ｍｉｎ呼吸抑制、恶
心呕吐、头晕、瘙痒等不良反应。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统
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拔管后５ｍｉｎ术后躁动（ＥＡ）及疼痛视觉模
拟评分（ＶＡＳ）　患者苏醒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Ｂ组明
显优于Ａ组（Ｐ＜０．０５），同时 Ｂ组患者术后躁动评分
优于Ａ组（Ｐ＜０．０５），可见疼痛在患者苏醒期躁动起
主要作用。见表１。 （下转第４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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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的临床体会
李永昊，吴敏

【摘　要】　目的　观察人工全髋置换术在治疗髋关节疾病中的效果，为进一步的临床应用提供临床依据。方法　本研
究选取骨科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４０例人工全髋置换术治疗髋关节疾病患者，术后１年随访，复查髋关节屈曲活动度增加
（４０±１５）°，伸直活动度增加（１５±５）°，外展活动度增加（２０±５）°。结果　按Ｈａｒｒｉｓ方法进行评分，与术前Ｈａｒｒｉｓ评分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１年随访优良率达到９２．３％，满意率９７．５％。术后恢复均满意，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结论　人工全髋置换术治疗髋关节疾病效果好，能显著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关键词】　人工全髋置换术；髋关节；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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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２０±５）°．ＨａｒｒｉｓＨｉｐ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ｓｈｏｗ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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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ｅｖｅｄｇｏ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ｈｉｐ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ｐ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ｏｔａｌｈｉｐ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Ｈｉｐ

　　骨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股骨头无菌性坏死、
股骨颈骨折、骨质疏松和陈旧性髋臼骨折等髋关节疾

病，致残率较高，疾病后期常导致髋臼磨损和股骨头内

陷，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治疗上常采用人工全髋关

节置换手术。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是骨科临床中常用

的手术方式之一，是治疗严重髋关节疾病的手段，也是

目前最有效的外科治疗方法。本研究选取我院骨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４０例人工全髋置换术治疗髋关节疾病
患者，临床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骨科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４０例
人工全髋置换术治疗髋关节疾病患者。其中男性患者

２４例，女性患者１６例，年龄介于４５～７５岁，平均年龄
为 ５３岁。４０例患者中，股骨头无菌性坏死 １６例
（４０．０％），股骨颈骨折１５例（３７．５％），髋关节及股关
节疾病５例（１２．５％），骨质疏松和陈旧性髋臼骨折４
例（１０．０％）。所有患者均有疼痛、活动受限。Ｘ线片
显示股骨颈骨折或股骨颈坏死（见图１～４）。

　

图１　股骨颈骨折术前Ｘ线影像 图２　股骨颈骨折术后Ｘ线影像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骨科
通讯作者：李永昊，电子信箱：ｄｒｌｙｈ＠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１２　手术方法　手术在腰麻下进行。常规外侧切口
经大转子前沿着患侧髋关节入路，外旋切断关节前侧

关节囊，暴露髋关节。分离关节囊外的粘连，清理髋臼

前侧骨赘，外旋、屈曲脱位股骨头，应充分显露其前方、

上方以及下方，上至髋臼周边，下至大转子基底，切除

关节囊及股骨头，并切除髋后方残留的关节囊和滑膜。

如股骨头脱出，根据术前 Ｘ线片上确定股骨颈截骨平
面，从内向外作股骨颈截骨，截骨角度应与假体肩部的

倾斜角一致。内侧截骨一般在小转子上缘约１ｃｍ，到
大转子窝处截骨线转向大转子内侧壁，股骨颈的外侧

部分不应有任何残留。股骨颈截骨后并去除股骨头

后，进一步切除髋关节前方、后方关节囊。显露髋臼前

缘、后下缘及下缘软组织。切除髋臼周缘及髋臼窝内

的软组织和骨赘。然后用骨臼锉扩大髋臼内侧时应直

达髋臼窝底，不能超过窝底骨板。髋臼扩锉的目的在

于去除软骨或残存的软组织、显露软骨下骨出血面。

锉的大小应与选用的髋臼假体一致或略小，扩锉后应

留有足够的骨组织，以保持良好的骨性支持。髋臼假

体的正确安放，将准备好的植骨材料逐层填入髋臼，至

髋臼底恢复术前测定及设计的高度，并以合适髋臼锉

反向锉磨至髋臼弧线符合假体植入条件。装入合适人

工髋关节假体，保持前倾１５°～２０°、外倾４５°，使假体
与髋臼形成牢固的配合，应用定位器再次鉴定固定位

置无误，并用测探器检查假体与髋臼骨面是否密贴。

如有必要，可在安装位置均达到要求后加作螺钉内固

定［１］。反复冲洗伤口，牵引、内旋术肢使股骨侧假体的

球头进入臼假体。复位关节，检查髋关节屈曲内旋和

伸直外旋活动度，活动自由，证实关节稳定性良好后，

在关节深处及皮下各放置一根负压引流管，再将假体

周围软组织逐层逢合关闭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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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股骨头坏死术前Ｘ线影像 图４　股骨头坏死术后Ｘ线影像

１３　评价指标　术后１年随访，常规摄骨盆正位、患
髋侧位Ｘ片，分析评价髋臼底厚度，髋关节旋转中心
位置、髋臼环外展角度、植骨愈合以及假体松动情况。

按Ｈａｒｒｉｓ方法进行评分标准，从关节功能及关节活动
度、畸形几个方面进行评定。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检验。

２　结果
　　４０例术后均为Ⅰ期愈合，术后２周出院复查 Ｘ片
示：人工髋关节位置良好，双髋关节恢复正常活动，患

者住院期间均无严重并发症，患者均如期出院。术后

１年随访，复查髋关节屈曲活动度增加（４０±１５）°，伸
直活动度增加（１５±５）°，外展活动度增加（２０±５）°，
按Ｈａｒｒｉｓ方法进行评分，与术前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比较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 １年随访优良率达到
９２．３％，满意率９７．５％。

３　讨论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ｈｉｐｊｏｉｎｔｒｅｐｌａｃｅ
ｍｅｎｔ）已成为治疗老年患者髋部疾患、重建髋关节功能
最常用的手段之一。随着人工髋关节设计、制作、安装

技术的不断改进，其适应证和每年手术人数还在增加，

而近、远期疗效也逐年有所改善［１］。全髋关节置换术

目前被公认是理想的治疗髋关节疾患有效重建髋关节

功能的手术方式之一［２］。重建髋关节主要由人工髋关

节、骨材料、构筑、力学及骨量几个因素共同构成，在处

理髋臼时应尽可能多保留骨质［３］。静脉输液需要到患

者能够自己进食流质饮食为止。术后第１天鼓励患者
在床上坐起，卧床时多运动踝关节也有助于预防血栓

形成。鼓励患者术后早期运动和下床行走。术后应向

患者介绍预防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发生的方法及注

意事项，进食高蛋白、高维生素的粗纤维食物［４］。训练

床上排便习惯，并介绍进行上肢肌力增强训练方法、肺

功能锻炼方法［５］。术后１～３ｄ早期功能锻炼，鼓励患
者做股四头肌收缩训练和踝关节屈伸活动，按摩下肢，

以防深静脉栓塞，介绍术后正确卧位及肢体功能锻炼，

如患肢外展２０°～３０°。术后２～３ｄ后可起坐，逐渐增
大主动和被动范围，帮助患者床边站立，监督在助行器

协助下做站立位练习，包括外展和屈曲髋关节［６］。术

后７ｄ后卧位时可行有限的髋关节屈曲（＜６０°），髋关
节外展活动（＜４５°），３次／ｄ，每次１０个动作［７］。术后

１０ｄ拆线，术后４～６周可持拐下地行走。术后８周左
右可以由双拐到单拐到弃拐行走，但应避免屈曲髋

部［８］。

患者出院后主动锻炼，能更好地配合治疗和护理，

能提高关节活动度和坐位耐久性，并在疼痛程度上有

很大改善［９－１０］。对于双髋关节强直行双髋关节置换

患者注意加强双上肢肌力训练，以便术后应用助行器

及拐杖［１１］。髋关节磨损、髋臼损伤，具体可根据术前

ＣＴ测量的髋臼损伤深度确定植骨厚度，必要时术中可
进一步透视证实植骨髋臼底厚度，由于髋臼臼底大量

植骨，臼底的承压能力较正常骨质相对能力下降，常规

４５°的髋臼外展角将明显增加臼底植骨层压力，４５°以
上的外展角将使髋臼臼环的大部分承坐于植骨面上。

高龄患者骨质疏松较为普遍，对不稳定型股骨粗隆间

骨折，要重视局部骨折的处理，不要忽视对骨质疏松的

治疗。

本研究选取我院骨科４０例人工全髋置换术治疗
髋关节疾病患者，术后随访没有失脱患者，根据髋关节

功能进行评分并观察疗效。术后１年随访，复查髋关
节屈曲活动度增加（４０±１５）°，伸直活动度增加（１５±
５）°，外展活动度增加（２０±５）°，按 Ｈａｒｒｉｓ方法进行评
分，与术前Ｈａｒｒｉｓ评分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术后１年随访优良率达到９２．３％，满意率９７．５％。本
研究进一步表明，术后患者髋关节功能恢复良好，无关

节脱位，无术后感染等并发症，肌力恢复佳，关节稳定，

人工全髋置换术治疗髋关节疾病效果好，可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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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崔丽华，王凤霞，李丽，等．临床路径在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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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杨文红，蒋银芬，顾美珍，等．健康教育路径在全髋置换术后早期
康复护理中的应用研究［Ｊ］．中国实用护理杂志，２００７，２３（９）：５６
５７．

［９］　刘莉，孙向群．健康教育路径在全髋关节置换围手术期中的运用
［Ｊ］．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３１（２０）：３３２８３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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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术后康复效果的影响［Ｊ］．全科护理，２０１０，８（１８）：１６８５
１６８６．

［１１］　隋金颇，张元民，葛帮荣，等．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强直性脊柱炎
并髋关节强直（附２２例报告）［Ｊ］．山东医药，２０１０，５０（４６）：９５
９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２１）

·１６３·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３月 第１１卷 第３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３　　



·全科临床论著·

４０２例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发病状况及病原学分析
鲍中英，苑晓冬，王蕾

【摘　要】　目的　分析研究发热患者中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ＡＰ）的发病状况、病原学特点。方法　对北京世纪坛医院发
热门诊２００７年度就诊患者进行胸部Ｘ线摄片，采用统一诊断标准进行 ＣＡＰ诊断，记录年龄、性别、发热天数、咳嗽、咳
痰、外周末梢血常规检查和病原学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６５３９例发热门诊就诊患者中共诊断ＣＡＰ４０２例，总体患
病比例为６．１％，ＣＡＰ患病比例随年龄增大而逐渐升高，ＣＡＰ患者外周血白细胞计数不升高总体比例为５０．７％，无咳嗽、
咳痰的ＣＡＰ患者占到３６．８％。４０２例ＣＡＰ患者中共有１２１例病原学检测阳性，居前三位的病原体分别为肺炎支原体
２３．１％（２８例／１２１），肺炎链球菌２０．７％（２５／１２１例）、流感嗜血杆菌１１．６％（１４／１２１）。１２１例病原体阳性的 ＣＡＰ病例
中，发现混合感染１４例（１１．６％）。结论　在发热门诊患者中 ＣＡＰ患病比例随年龄增加而升高，无咳嗽、咳痰症状的
ＣＡＰ患者占３６．８％。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仍然是ＣＡＰ中的常见致病菌，但非典型病原体尤其是肺炎支原体感染
已占据首位，混合感染比率较高，以肺炎支原体混合细菌或病毒感染多见。

【关键词】　社区获得性肺炎；发热；发病率；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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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ｖｅｒ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４０２ｗｅｒ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ａｓＣＡ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６．１％．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ｇｅ．５０．７％ ｏｆ
ＣＡ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ｗｈｉｔｅ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ｃｏｕｎｔｗａｓｎｏｔ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Ｏｆｔｈｅ４０２ＣＡ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３６．８％（１４８／４０２）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ｎｏ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３０．１％（１２１／４０２）ｈａ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ｔｏｐ３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ｗｅｒｅ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２３．１％），ｓｔｒｅｐｔｏ
ｃｏｃｃｕｓ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１７．３％）ａｎｄｈａｅｍｏｐｈｉｌｕ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ｅ（９．１％）．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１２１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１４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
ｍｉｘ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ｅｖｅｒ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ＡＰ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ａｇｅ．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ａｎｄｈａｅｍｏｐｈｉ
ｌｕ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ｍｏｎ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ｉｎＣＡＰ，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ｄｏｃｃｕｐｉｅｄ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ｉｘ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ｓｈｉｇｈ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ＣＡＰ）；Ｆｅｖｅ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Ｅｔｉｏｌｏｇｙ

　　在过去４０年里，尽管医学已有很大进步，但社区
获得性肺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ＣＡＰ）的死
亡率几乎没有改变［１］。为探讨 ＣＡＰ的临床特点和病
原学分布，我们对发热门诊就诊的６５３９例患者进行胸
部Ｘ线检查，并按年龄分组后进行统计分析，现将结
果分析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８年
１月１日发热门诊就诊的初诊患者（全部患者最高体
温≥３７．５℃，年龄≥１０岁，并具有咽痛或咳嗽之一
者），进行胸部Ｘ线摄片检查，记录患者年龄、性别、发
热天数、呼吸道症状（咳嗽、咳痰等）、外周血白细胞计

数。ＣＡＰ诊断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２００６年
制定的《社区获得性肺炎临床诊断依据》的诊断标

准［２］。

１２　检测方法　应用日本 ＳｙｓｍｅｘＫｘ２１多项目自动
血球计数仪对外周末梢血进行检测。采集患者合格呼

吸道分泌物标本应用常规方法进行细菌分离鉴定。采

集患者急性期和恢复期（２～４周后）的双份血清标本，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３８北京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感染科
通讯作者：鲍中英，电子信箱：ｂａｏ６６ｚｈｏｎｇ＠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采用颗粒凝集法（ＰＡ）检测双份血清肺炎支原体抗体，
试剂盒系日本 Ｆｕｊｉｒｅｂｉｏ公司产品；采用微量免疫荧光
法（ＭＩＦ）检测双份血清肺炎衣原体 ＩｇＭ抗体，试剂盒
系美国Ｆｏｃｕｓ公司产品；采用间接荧光免疫法（ＩＦＡ）检
测双份血清抗嗜肺军团菌抗体ＩｇＧ，试剂盒系Ｍａｒｄｘ公
司产品。４０２例患者，行痰培养共６０２次，血培养１９８
次，同一患者的重复菌株，只计算１次。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采用χ２

检验及趋势检验，数据以（ｘ±ｓ）表示。

２　结果
２１　ＣＡＰ发病状况　年龄组患病比例从３．２％逐渐
依次升高至２５．７％，总体患病比例在６．１％，趋势检验
结果表明 ＣＡＰ患病比例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见表
１）。各年龄组 ＣＡＰ患者就诊时体温均值为（３８．４±
０．７３）℃，白细胞计数均值为（１０．９±４．７９）×１０９／Ｌ，
白细胞升高比例为４９．３％（１９８／４０２），无咳嗽、咳痰症
状的ＣＡＰ患者比例为３６．８％（１４８／４０２）。
２２　ＣＡＰ病原学检测结果　４０２例 ＣＡＰ患者中共有
１２１例病原学检测阳性，病原体阳性者占到３０．１％，其
中包括混合感染１４例次，居前３位的病原体分别为肺
炎支原体２８例，肺炎链球菌２５例、流感嗜血杆菌１４
例、其他为肺炎克雷白杆菌１０例，肺炎衣原体１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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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流感嗜血杆菌９例，金黄色葡萄球菌为８例，卡它莫
拉菌５例，铜绿假单胞菌和嗜肺军团菌均为４例，嗜麦
芽窄食单胞菌和白色念珠菌均为３例，热带念珠菌、大
肠埃希菌、副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均为２例，鲍
曼不动杆菌、光滑念珠菌、粪肠球菌和腺病毒各１例。
１２１例病原体阳性的病例中，发现混合感染１４例，混
合感染的病原至少有一种为非典型病原体。其中，肺

炎支原体混合细菌感染８例，分别是肺炎链球菌感染
３例，副流感嗜血杆菌２，流感嗜血杆１例，肺炎克雷白
杆菌１例，嗜肺军团菌１例，混合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
１例，肺炎衣原体混合细菌感染两例，分别是肺炎链球
菌１例，流感嗜血杆１例，支原体混合衣原体感染共３
例。

表１　ＣＡＰ患病比例与年龄的关联性分析

年龄组（岁） 患病比例（％） 患病相对比（ＰＲ）

１０～ 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０～ ３．９ １．２１８７
３０～ ４．５ １．４０６２
４０～ ６．０ １．８７５０
５０～ ６．２ １．９３７５
６０～ １０．３ ３．２１８７
７０～ １６．０ ５．００００
８０～ ２５．７ ８．０３１２

　　注：属单向有序列联表，χ２＝１６７．０７，Ｐ＜０．０１，表明 ＣＡＰ患病比例
与年龄有关；Ｃｏｃｈｒａ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趋势检验 Ｚ＝１２．９３，Ｐ＜０．０１，表明 ＣＡＰ
患病比例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３　讨论
　　成人ＣＡＰ的发病率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地区
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报道存在较大差异。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Ｆ
等［３］报道在地中海海岸地区总体ＣＡＰ发病率是１２／万
人，ＭａｉｋｅＳｃｈｎｏｏｒ等［４］报道德国吕贝克的每年ＣＡＰ发
病率在（３．７～１０．１）／１０００人之间，程克文等［５］报道上

海市宝山地区成人 ＣＡＰ年发病率为０．３５％，ＪａｅＨｏｏｎ
Ｓｏｎｇ等［６］在亚洲国家大样本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中

得出ＣＡＰ在亚洲的死亡率是７．３％。在本文中我们观
察到ＣＡＰ在发热病人中的总体患病比例为６．１％，比
例偏高的原因与本研究是在出现发热症状的患者人群

中筛检ＣＡＰ有关，分析发现在发热患者中的ＣＡＰ患病
比例随年龄的升高而升高，此情况与国内文献报道一

致［７］。因此对于年龄大于６０岁的老年发热患者，建议
应进行常规胸部 Ｘ线的检查。有研究认为 ＣＡＰ患者
中，约有３０％的患者可无任何呼吸道症状［８］，本组研

究中有３６．８％的 ＣＡＰ患者无咳嗽、咳痰症状，而只表
现为发热，发病时体温均值在３８．０℃以上，提示对发

热无咳嗽、咳痰病人在热程大于３ｄ且体温高于３８．０
℃而无明确其他原因可解释时，应进行胸部 Ｘ线的检
查，避免漏诊。本研究１２１例 ＣＡＰ病例居前三位的病
原体分别为肺炎支原体２３．１％，肺炎链球菌２０．７％、
流感嗜血杆菌１１．６％，显示肺炎支原体的感染率已超
过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成为首要病原体，与文

献报道的相符合［９－１０］。１２１例 ＣＡＰ患者中有１４例存
在混合感染，其中肺炎支原体合并其他病原体感染比

例高，提示应重视非典型病原体在社区获得性肺炎中

的作用，临床医生治疗ＣＡＰ时应注意我国病原体的特
点，选择适合国情的能够覆盖非典型病原体和常见致

病菌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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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腹腔镜疝修补与疝环充填式疝修补术的比较分析
王栓虎，姜从桥，傅军，程兴望

【摘　要】　目的　探讨腹腔镜经腹腹膜前腹股沟疝修补术（ＴＡＰＰ）与疝环充填式无张力疝修补术（Ｒｕｔｋｏｗ术式）的临床
应用。方法　对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所进行的２５例ＴＡＰＰ和７４例疝环充填式无张力疝修补术进行同期非随机
对照研究，随访时间６～２４个月。结果　ＴＡＰＰ和疝环充填式无张力疝修补术的手术时间、住院费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的术后住院天数、复发率、术后并发症（血清肿、神经感觉异常、阴囊积血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ＴＡＰＰ和疝环充填式无张力疝修补术在临床上各有优势，合理的选择可获得最佳的临床和卫生经济学效
益。

【关键词】　腹股沟疝；腹腔镜；疝环充填式疝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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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ｇｕｉｎａｌｈｅｒｎｉａ；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Ｍｅｓｈｐｌｕｇｔｅｎｓｉｏｎｆｒｅｅｒｅｐａｉｒ

　　经腹腹膜前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ｐｒｅ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ｈｅｒｎｉａｒｅｐａｉｒ，ＴＡＰＰ）是腹腔
镜疝修补术的经典术式，而疝环充填式无张力修补术

（Ｒｕｔｋｏｗ术式）在我国应用非常广泛，两者在手术入
路、视觉角度等方面均有一定差别，本文对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间接受这两种手术的腹股沟疝患者
进行同期非随机对照研究，探讨两种术式的适应症及

各自优劣。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我科进
行了２５例ＴＡＰＰ，７４例疝环充填式无张力修补术，术
式选择由术者和患者共同决定，术后９２例患者得到随
访，总随访率９２．９％，其中 ＴＡＰＰ组均得到随访，随访
时间６～２４个月。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比、体重指数
（ＢＭＩ）、疝类型及疝分型上基本相似，具有可比性。
１２　手术方法　ＴＡＰＰ采用全麻，补片选用１０ｃｍ×
１５ｃｍ的聚丙烯平片，采用 Ｄｉｏｎ技术，Ｒｕｔｋｏｗ术选择
椎管内麻醉，采用善释补片，采用Ｒｕｔｋｏｗ术式［１］，术后

留置导尿管２４～４８ｈ，术后６ｈ进流质，１ｄ后恢复正
常饮食。术前静脉预防性应用抗生素。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指标　ＴＡＰＰ组手术时间单侧（８６．２８±
１４．３５）ｍｉｎ，双侧（１５０．４８±２０．６４）ｍｉｎ，明显长于 Ｒｕｔ
ｋｏｗ组单侧（４５．５４±１０．５１）ｍｉｎ，双侧（８８．４３±１１．２１）
ｍｉ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主要与笔者刚
开始腹腔镜疝修补手术有关。ＴＡＰＰ组住院费用
（１１２２０．４±１２０１．４）元，明 显 高 于 Ｒｕｔｋｏｗ 组
（６５４６．５±９８８．３）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ＴＡＰＰ组费用增加主要是因为麻醉和腹腔镜设备方面。
两组在术后住院天数及复发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ＴＡＰＰ组术后无患者应用镇痛剂，Ｒｕｔｋｏｗ组有 １
例应用镇痛剂（见表１）。

表１　两组腹股沟疝患者术后评价指标

组别 手术例次（侧） 单侧（ｍｉｎ） 双侧（ｍｉｎ） 术后住院天数（ｄ） 应用镇痛剂人数（例） 住院费用（元） 复发（ｎ，％）

ＴＡＰＰ组 ２５／３０ ８６．２８±１４．３５ １５０．４８±２０．６４ ４．３２±１．０３ ０ １１２２０．４±１２０１．４ １（４．０）
Ｒｕｔｋｏｗ组 ７４／８０ ４５．５４±１０．５１ ８８．４３±１１．２１ ４．７１±１．３４ １ ６５４６．５±９８８．３ ２（２．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并发症率　术后尿潴留常为麻醉后并发症［２］，我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
通讯作者：姜从桥，电子信箱：１３８０５５２６８０８＠１３９．ｃｏｍ

院常规行留置导尿，遂无尿潴留发生，２４～４８ｈ即拔
除，并不增加患者住院天数。两组在血清肿、神经感觉

异常、阴囊积血等并发症发生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下转第４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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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１５２例幼儿期腭裂手术治疗的临床探讨
阿依努尔·达吾提，艾克拜尔·阿合买提，韩洁，莫红

【摘　要】　目的　探讨基层医院在幼儿期开展早期腭裂修复手术的可行性、安全性和成功率等。方法　分析新疆民政
康复医院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收治１５２例先天性腭裂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术前常规及辅助检查后均行
早期腭裂修复手术。手术年龄１１个月～４岁，手术方法单侧完全性腭裂采用两大瓣后推术，双侧完全性腭裂采用犁骨
瓣加两大瓣后推术，不完全腭裂采用兰氏术式。手术后给予全身抗炎治疗，局部每日漱口清洁，术后第２日给予０．９％
氯化钠注射液２０ｍｌ、地塞米松注射液３ｍｇ、庆大霉素注射液２ｍｌ雾化吸入，预防术后喉头水肿和切口感染。结果　１５２
例先天性腭裂患者中，治愈１４９例（９８．０３％），穿孔３例（１．９７％）所有病例均一期愈合出院，腭部愈合好，悬雍垂重建良
好，语言功能有不同程度改善，患儿家长均感满意。结论　先天性唇腭裂患儿饮食困难，体质差，手术患儿普遍年龄小在
具备可靠的手术麻醉与护理条件的医院收治腭裂患儿是可行的和安全的。在幼儿期开展早期腭裂修复术为临床上腭裂

手术的最佳时机。

【关键词】　腭裂；幼儿期；手术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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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性唇腭裂是口腔颌面部最常见的先天畸
形［１］，在我国其发生率达１．８２‰［２］，手术矫治是最佳

的治疗方法。先天性唇腭裂患儿饮食困难，体质差，手

术患儿普遍年龄小，在基层医院幼儿期开展早期腭裂

修复手术的安全性和成功率很重要。现对我院２００９
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期间腭裂修复手术的方法作回
顾分析，探讨幼儿期腭裂手术的可行性、手术安全性和

成功率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年龄在１１个月 ～４岁的所有腭
裂修复手术患儿共１５２例，平均年龄１．６岁，男８５例，
女６７例。单侧完全性腭裂６５例，双侧完全性腭裂３４
例，不完全性腭裂５３例。
１２　裂隙宽度　于手术开始前测得硬腭部裂隙最宽
处宽度为１．２～１．９ｃｍ，硬软腭交界处宽度为１．３～
２．３ｃｍ。

作者单位：８３００９４乌鲁木齐市，新疆民政康复医院五官科（阿依努尔·
达吾提，韩洁）；内科（莫红）；８３００５４乌鲁木齐市，新疆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外科（艾克拜尔·阿合买提）

通讯作者：阿依努尔·达吾提，电子信箱：２４３４６４７７１４＠ｑｑ．ｃｏｍ

１３　麻醉方法　病例均采用经口腔气管内插管全身
麻醉。

１４　手术方式　单侧完全性腭裂采用两大瓣后推术，
双侧完全性腭裂采用犁骨瓣加两瓣术式，不完全性腭

裂采用兰氏术式。

２　结果
　　１５２例腭裂患儿手术过程顺利，未发生麻醉意外
及术后并发症。１４９例患者伤口一期愈合，１例双侧完
全性腭裂患儿术后第５天发生硬腭部穿孔；１例单侧
完全性腭裂出院后第４天发现硬腭部穿孔；１例术后２
天出血伴感染，第７天发现软硬交接处穿孔。所有病
例经半年～１年随访，患儿生长发育良好，语音近正常
或家长认为较术前明显感觉清晰。

３　讨论
　　腭裂修复手术属于择期手术，无绝对的禁忌症和
适应症，但手术应在保证患儿的生命安全的前提下进

行。腭裂手术的主要目的是恢复腭部的正常解剖形态

和腭咽闭合的功能，使之具有正常的语音及语言的功

能，在全身其它情况允许的情况下腭裂修复术应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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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岁半左右完成。但在以下几种情况应慎重手术问

题。患儿同时患有小下颌、先天性心脏病、血液性疾

病、急慢性上呼吸道及肺部感染或其它不适于进行全

麻手术的疾患［３］。

３１　麻醉及手术风险控制　患儿体重和血红蛋白符
合正常标准后收住院。腭裂手术的安全，很大程度取

决于麻醉是否无痛、安静，手术条件良好，出血少，术毕

平稳苏醒并能及时进行气管拔管［４］。因此术前应详细

询问病史并对患儿做仔细的体格检查。腭裂患者有扁

桃体肥大和咽部增殖体一般不需处理。咽部增殖体可

有助于腭咽闭合并有利于发音的恢复［５］，对有呼吸、循

环系统疾病的患儿应请儿科，麻醉科医师术前会诊，作

出风险评估，制定麻醉、手术方案，以降低手术危险性

和麻醉意外的发生。

３２　施行腭裂修复术的合适年龄　对腭裂手术的最
合适年龄问题，目前国内外尚有争议。从笔者的观察

结果来看，具备一定技术设备条件的基层医院在幼儿

期开展早期腭裂修复术是可行的，手术安全性和成功

率很高。①缩小腭裂手术年龄，有利于患儿构建较正
常的语音。软腭行使其正常功能的时间越早，获得正

常语音的机会越大，早期手术可以在患儿语音形成前

恢复腭部正常的解剖形态，减少患儿的听力损害，有利

于语音发育，而出生后１２个月是语言形成期［６］，在此

前手术对语言恢复无疑是最佳时期。新疆总面积１６０
余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面积最大、交通线最长，少数民

族最多、经济欠发达的省区，贫困县占全省的４５．３％，
而贫困唇腭裂患者８９．９５％均在农牧山区中，若集中
到乌市手术治疗，绝大多数患者因交通、食宿经济能力

无法承受，且无条件完成术前正畸治疗。因此手术时

裂隙严重程度较国外同类患者严重，手术方式如仍沿

用较为古老的方法和操作步骤，则创伤大，出血多，术

后硬腭裸露骨面积也大。所以将对腭裂患者施术的原

则调整为裂隙愈轻，施术时间宜愈早；反之畸形愈重，

施术时间可相对延迟［７］。②有利于患儿生理、心理健
康。早期封闭口鼻腔间的裂隙，可以明显地减少，患儿

上呼吸道感染的机会，且早期手术矫正腭帆张帆解剖

及功能有助于改善咽鼓管功能，可以减少听力损害，并

缓解中耳炎的症状。早期修复还可以及早让患儿能与

正常儿童一起学习、生活、有助于改善其心理障碍［８］。

③省时、省力、经济负担小。采取同期手术患儿家长容
易接受，尤其适合于我国国情。

３３　幼儿期腭裂手术操作中的优势　幼儿期腭裂手
术因患儿年龄小、口腔小、术野小、对麻醉和手术操作

固然有其不利的一面，但亦具备诸多优势：幼儿腭瓣容

易剥离，血管细小，出血相对较小，术野更清晰。而且

因为腭瓣小，缝合针数亦少，相应减少了工作量，缩短

了手术时间。有研究显示，幼儿期腭裂手术，无论术后

反应、伤口处理及愈合均优于大年龄患者。

３４　对幼儿期腭裂手术的几点体会　①根据腭裂类
型尽可能选择简单的术式，尽量减少手术创伤。②对
于裂隙部宽（≤１．５ｃｍ）的腭裂，切口设计为窄腭瓣，
减少骨面裸露面积。③充分止血后，腭部松弛切口可
不填塞碘仿纱条，不“打包”压迫，暴露创面。④仅在
拔断翼钩处切口填入碘仿纱条，术后 ５～７ｄ即可抽
除，延长保留时间并无益处［９－１０］。⑤幼儿通常不合
作，术后换药困难，可于进食后喂饲少量清水冲洗，而

不必强求频繁换药，以免刺激患儿哭闹，反而不利于伤

口愈合［１１］。基于同样原因，术中可采用可吸收线缝

合，省却术后拆线。若用丝线缝合，不强求拆线，可任

其自行脱落。

３５　幼儿期腭裂术后语音功能训练的指导　绝大多
数患儿家长认为手术后即可恢复语音功能，实际上手

术只是使腭裂咽闭合，恢复其解剖结构，语音功能还需

加强训练。正确适时的功能训练与手术治疗同样重要

并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耐心和毅力［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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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哌卡因联合舒芬太尼鞘内注射分娩镇痛研究
陈睿，黄毅然，吴会红，娄镇

【摘　要】　目的　比较不同剂量罗哌卡因联合舒芬太尼蛛网膜下腔注射分娩镇痛的效果。方法　单胎头位足月初产
妇２４０例，随机分为３组（ｎ＝８０）：罗哌卡因１．５０ｍｇ组、罗哌卡因１．７５ｍｇ组、罗哌卡因２．００ｍｇ组。于Ｌ２～３行腰硬联合
阻滞，蛛网膜下腔注射相应剂量舒芬太尼，硬膜外腔置管，接硬膜外自控镇痛（ＰＣＡ）泵。记录起效时间、首次用药持续时
间、蛛网膜下腔给药后ＶＡＳ评分、局麻药总量、运动阻滞、各产程时间、分娩方式及产前宫缩素使用。整个产程持续监测
胎心、宫缩、血压、血氧饱和度、新生儿１ｍｉｎ、５ｍｉｎ、１０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与不良反应。结果　３组均获得良好的镇痛效果。
罗哌卡因１．７５ｍｇ组、罗哌卡因２．００ｍｇ组维持时间长，与１．５０ｍｇ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００ｍｇ罗哌
卡因组阴道器械助产率、产前宫缩素使用率比１．５０ｍｇ组、１．７５ｍｇ组高（Ｐ＜０．０５）。各产程时间、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各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罗哌卡因１．５０ｍｇ、１．７５ｍｇ、２．００ｍｇ联合舒芬太尼５μｇ蛛网膜下腔注射分
娩镇痛均安全、有效，尤以罗哌卡因１．７５ｍｇ、舒芬太尼 ５μｇ联合更佳。
【关键词】　分娩镇痛；罗哌卡因；舒芬太尼；蛛网膜下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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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哌卡因是一种纯左旋新型的酰胺类局麻药，中
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毒性低、作用时间长、安全、低浓

度时即能产生良好的感觉 －运动分离阻滞效果［１］；舒

芬太尼是脂溶性较芬太尼更高的阿片类药物，已成功

用于蛛网膜下腔麻醉［２］。罗哌卡因复合舒芬太尼腰

麻－硬膜外阻滞分娩镇痛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但目前
还没有一个标准的ＣＳＥＡ给药方案。本文旨在比较不
同剂量罗哌卡因联合舒芬太尼蛛网膜下腔注射分娩镇

痛效应，探讨合理的配伍方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与
患者及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选择２０１１年３月 －
２０１２年３月我院收入的要求分娩镇痛、无椎管内麻醉
禁忌症、无服用镇痛催眠药史、出凝血检查无异常、无

明显头盆不称、无产前子痫、ＡＳＡⅠ ～Ⅱ级拟行自然分
娩的单胎头位足月初产妇２４０例。年龄在２０～３３岁
之间，随机分为３组（ｎ＝８０）：罗哌卡因１．５０ｍ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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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哌卡因１．７５ｍｇ组、罗哌卡因２．００ｍｇ组。各组年
龄、身高、体重、孕周以及镇痛前 ＶＡＳ评分各组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镇痛方法　各镇痛组均于产妇产程进入活跃期，
宫口开至大于３ｃｍ时实施分娩镇痛。建立静脉输液
通道，患者取左侧卧位，选择 Ｌ２～３间隙行腰硬联合阻
滞，于穿刺成功后蛛网膜下腔按组别注入不同浓度药

物，硬膜外向头端置管３～５ｃｍ，之后接硬膜外ＰＣＡ泵
备用。镇痛后对产妇常规进行多参数心电监护，并用

胎儿电子监护仪监护胎儿情况。

１３　给药方式　蛛网膜下腔给药，按组别给予：罗哌
卡因１．５０ｍｇ、罗哌卡因１．７５ｍｇ、罗哌卡因２．００ｍｇ
（阿斯利康，批号：ＮＫ１９３１），均联用舒芬太尼５μｇ（德
国ＤＧＳＷＲｏｄｌｅｂｅｎ公司，批号：０６０３３８），各组蛛网膜
下腔注射。硬膜外腔给药：当产妇自觉宫缩痛，ＶＡＳ≥
３分时，开启ＰＣＡ泵，药物配方为０．１％ Ｒｏｐ＋０．４μｇ／
ｍｌ舒芬太尼，硬膜外腔给药持续输注４ｍｌ／ｈ，自控镇
痛每次给药４ｍｌ，锁定时间１５ｍｉｎ，当宫口开大至１０
ｃｍ时停止所有用药。
１４　观察指标及评分标准　①各组的起效时间；②首
次用药持续时间；③局麻药总量；④下肢运动功能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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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改良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标准：０级为下肢活动自如，１
级为下肢不能抬离床面但能屈膝，２级为下肢不能抬
离床面也不能屈膝但能屈踝，３级为下肢不能抬离床
面不能屈膝也不能屈踝；⑤疼痛程度采用视觉模拟镇
痛评分“ＶＡＳ”评分：疼痛程度分为 ０～１０分，０为无
痛，１～３分为表示轻度疼痛，４～６分中度疼痛，７～１０
分为重度疼痛，分别在给药后即刻测定以后每隔 ３０
ｍｉｎ测定１次。⑥第二、三产程时间和剖宫产率、分娩
方式、产前宫缩素使用量。⑦分娩后１，５，１０ｍｉｎ行新
生儿Ａｐａｇｒ评分。整个分娩期间维持监测胎心宫缩以
及孕妇的血压、心率、血氧饱和度。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包，计量
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

２　结果
　　３组产妇ＶＡＳ评分在蛛网膜下腔注药后各时相与
注药前均有显著差异，获得良好的镇痛效果。１．７５
ｍｇ、２．００ｍｇ组各产程ＶＡＳ评分均小于１．５０ｍｇ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罗哌卡因总用
量１．７５ｍｇ、２．００ｍｇ组明显少于 １．５０ｍｇ组（Ｐ＜
０．０５）；罗哌卡因１．７５ｍｇ、罗哌卡因２．００ｍｇ组起效时
间明显短于罗哌卡因１．５０ｍｇ组，且维持时间明显长
于１．５０ｍｇ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罗哌

卡因总用量１．７５ｍｇ、２．００ｍｇ组明显少于１．５０ｍｇ组
（Ｐ＜０．０５），见表２。３组产妇各产程分娩方式对比：
２．００ｍｇ组阴道器械助产率、催产素使用率明显高于
１．５０ｍｇ组、１．７５ｍｇ（Ｐ＜０．０５）。在蛛网膜下腔注药
后大部分肌力正常，共有９例产妇发生轻度运动神经
阻滞，其中 ２．００ｍｇ组改良 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 １级 ２例，
１．５０ｍｇ、１．７５ｍｇ组各１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新生儿１ｍｉｎ、５ｍｉｎ、１０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分娩过程及分娩后３组均未发现
恶心、呕吐、头痛等不良反应。

表１　３组产妇不同时点ＶＡＳ评分（ｘ±ｓ）

组别 ｎ 镇痛前 第一产程 第二产程 第三产程

１．５０ｍｇ组 ８０ ８．３１±１．２７ ４．７８±０．６０ ４．８１±０．７５ ４．７１±０．３１
１．７５ｍｇ组 ８０ ７．９５±１．６４ ２．５０±０．３３ ２．８３±０．５６ ２．７５±０．８２

２．００ｍｇ组 ８０ ８．０１±１．７３＃ ２．０３±０．７５＃ １．９１±０．３１＃ １．９８±０．２２＃

　　注：与１．５０ｍｇ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１．７５ｍｇ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三组产妇分娩镇痛起效时间、首剂持续时间、Ｒｏｐ用量比较（ｘ±ｓ）

组别 ｎ 起效时间（ｍｉｎ）首剂持续时间（ｍｉｎ）罗哌卡因总量（ｍｇ）

１．５０ｍｇ组 ８０ ４．５±１．３ ６６．１±１３．９ １９．１４±５．９３
１．７５ｍｇ组 ８０ ３．６±１．１ ８８．９±１３．１ １７．１５±８．３３

２．００ｍｇ组 ８０ ３．３±１．２＃ ９３．４±１５．３＃ １４．５１±９．１９＃

　　注：与１．５０ｍｇ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１．７５ｍｇ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三组产妇各产程时间、分娩方式、催产素使用率（ｘ±ｓ）

组别 ｎ 第一产程（ｍｉｎ） 第二产程（ｍｉｎ） 第三产程（ｍｉｎ）
分娩方式（例）

阴道顺产 阴道器械助产 剖宫产

催产素使用

（例）

１．５０ｍｇ组 ８０ １７３．８±６９．４ ３９．９±２４．７ ８．４±４．３ ７１（８８．７５） ６（７．５０） ３（３．７５） ２２
１．７５ｍｇ组 ８０ １７５．３±７０．５ ４０．１±２８．９ ９．４±２．９ ６８（８５．００） ８（１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５
２．００ｍｇ组 ８０ １７７．８±６６．７ ４１．３±２７．０ ９．８±３．２ ６０（７５．００） １７（２１．２５） ３（３．７５） ６３

　　注：与１．５０ｍｇ、１．７５ｍｇ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腰麻－硬膜外联合阻滞（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ｐｉｎａｌｅｐｉｄ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ＣＳＥＡ）已广泛用于分娩镇痛。罗哌卡因
（Ｒｏｐｉｖａｃａｉｎｅ，Ｒｏｐ）是一种新型长效酰胺类药物，脂溶
性低，对心脏和中枢神经系统毒性低，对运动纤维的阻

滞轻微，因此其低浓度时具有明显的“感觉和运动阻滞

分离”现象，此特性对于分娩镇痛至关重要［１］。罗哌卡

因对子宫和胎盘血流无明显影响，对胎儿影响小，安全

范围大［３］，但单用低浓度的罗哌卡因镇痛效果不理想，

需合用阿片类药物，联用阿片类药物可以减少局麻药

的用量［４］。舒芬太尼是新型高选择性阿片受体激动

剂，是芬太尼的衍生物，其镇痛活性、亲和力较芬太尼

强，两药合用能分别与神经纤维和脊髓背角的阿片受

体结合而产生协同镇痛作用［５］，这样使罗哌卡因镇痛

强度增加，起效时间明显缩短，且可减少罗哌卡因的用

量，减轻运动神经阻滞的程度，使产妇在产程早期可下

床活动，即所谓“ＷａｌｋｉｎｇＥｐｉｄｕｒａｌ”。罗哌卡因蛛网膜
下腔分娩镇痛时由于药物为单次注入，因此选择合适

的剂量尤为重要。本研究选取罗哌卡因１．５０ｍｇ、１．７５
ｍｇ、２．００ｍｇ联合５μｇ舒芬太尼蛛网膜下腔给药。本
研究中３组产妇均获得良好的镇痛效果，表明蛛网膜
下腔联合应用罗哌卡因和舒芬太尼分娩镇痛效果确

切。１．７５ｍｇ、２．００ｍｇ组镇痛起效快、维持时间长，罗

哌卡因总量明显减少，说明镇痛起效和维持时间、局麻

药总量与罗哌卡因首剂量之间存在相关性。罗哌卡因

１．７５ｍｇ、２．００ｍｇ组比较，起效时间、首剂维持时间、罗
哌卡因总量之间、运动阻滞例数虽无统计学意义，但

２．００ｍｇ组运动阻滞例数阴道器械助产率、催产素使用
率高，这是因为椎管内阻滞分娩镇痛可能增加缩宫素

的用量、延长产程、增加助产率［６］，也可能与２．００ｍｇ
组产妇由于较高浓度引起盆底和腹壁肌肉松弛、盆底

肌张力减轻或消失，导致产妇主动憋气用力的能力减

弱有关。国内有学者报道２．５０ｍｇ的罗哌卡因也可以
达到完善的分娩镇痛［７］。我们的研究结果与 Ｃａｍｏｒｃｉａ
Ｍ等［８］通过序贯法测得蛛网膜下隙 Ｒｏｐ的 ＥＤ５０为
２．９４ｍｇ，９５％可信区间为２．７３～３．１６ｍｇ数值明显偏
小。其可能原因：①因为本研究复合应用了舒芬太尼，
由于舒芬太尼本身有很强的中枢镇痛作用，能大大减

少局麻药的需要量，所以降低了罗哌卡因的浓度和剂

量；②东西方人体存在差异，而蛛网膜下腔用药的效果
与受试对象的体重及椎管长度有关。国内有报道 Ｒｏｐ
蛛网膜下隙分娩镇痛的 ＥＤ５０为１．５０ｍｇ，ＥＤ９５为２．９３
ｍｇ［９］，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对分娩镇痛的评价，应
以新生儿的良好结局为主要标准。３组新生儿１ｍｉｎ、
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均大于 ９分，组间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三种联合用药方法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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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斯皮仁诺治疗浅表真菌病１５２例疗效观察
韩洪方，曹慧，仇英芝

【摘　要】　目的　评价口服斯皮仁诺胶囊治疗手足癣、体股癣、花斑癣和念珠菌性龟头炎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选
取１５２例患者，给予斯皮仁诺口服，２００ｍｇ／次，１次／ｄ，共１周，饭后服用。角化型手足癣患者，２００ｍｇ／次，２次／ｄ，共７ｄ。
所有患者每周随访１次，共４周。全部病例在治疗结束后查血常规、尿常规和肝功能。结果　４周后，手足癣有效率为
８８．９％；体股癣有效率为９３．８％；花斑癣有效率为９５．６％；念珠菌性龟头炎有效率为９１．３％；总有效率为９２．８％。１５２
例中有３例出现胃肠道反应，治疗结束后不适症状消失，副作用发生率为２％。结论　斯皮仁诺治疗浅部真菌病疗效满
意。

【关键词】　斯皮仁诺；浅表真菌病；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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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菌病是由真菌引起的传染病。根据真菌入侵组
织深浅的不同，临床上把致病真菌分为浅部真菌和深

部真菌。浅表真菌病涉及表皮、毛发和指趾甲的感染，

由小孢子菌、发癣菌、念珠菌和马拉色菌感染引起。当

前，随着广谱抗生素、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在

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器官移植及导管技术的不断推广

普及，以及艾滋病、糖尿病等患者的增多，由各种病原

真菌引起的机会性感染的发生正在急剧上升［１］。真菌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
（韩洪方）；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皮肤科（曹
慧）；２５０００１山东省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仇英芝）

通讯作者：韩洪方，电子信箱：Ｃａｏｈｕｉ０１２８＠ｙａｈｏｏ．ｃｎ

病已成为影响人类生活质量、威胁生命健康的主要疾

病之一。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预计我国真菌感染的

发生仍然会呈上升趋势，引起真菌感染的新型病原菌

还将不断出现，给临床正确诊断和治疗带来很大困难。

伊曲康唑（斯皮仁诺）进入中国市场后，对医学真菌学

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真菌学家和皮肤科

临床医生对真菌病的流行病学、菌种分布研究，提高了

对各种真菌感染的临床表现的认识和诊治水平，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使广大真菌病患者受益［２］。因此，为了

进一步探讨斯皮仁诺治疗浅部真菌病的临床疗效，我

们 于２０１１年９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应用斯皮仁诺

新生儿是安全的。这与其他学者报导一致［１０］。

罗哌卡因１．５０ｍｇ、１．７５ｍｇ、２．００ｍｇ联合５μｇ舒
芬太尼蛛网膜下腔给药分娩镇痛均安全、有效，但１．５０
ｍｇ组起效慢，维持时间短，罗哌卡因用量大，运动阻滞
增加；而１．７５ｍｇ、２．００ｍｇ上述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但２．００ｍｇ催产素使用率高，因此综合评价蛛网膜
下隙注射分娩镇痛比较理想的联合用药是罗哌卡因

１．７５ｍｇ复合舒芬太尼５μ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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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了１５２例浅部真菌病患者，获得了满意的疗效，现
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门诊患者，经临床检查和真菌学
检查确诊为体股癣、手足癣、花斑癣、念珠菌性龟头炎

患者共１５２例。其中体股癣４８例，手足癣３６例，花斑
癣４５例，念珠菌性龟头炎２３例；男性８３例，女性６９
例；年龄最小１６岁，最大７９岁；病程最短７ｄ，最长２１
年。所有患者在用药前体检结果表明无肝、肾及精神

疾患。全部患者在服药１年内无口服抗真菌药物史，
治疗期间停止使用外用药。

１２　治疗方法　手足癣（水疱型）、体股癣、花斑癣、
念珠菌性龟头炎：２００ｍｇ，每日１次餐后口服，共７ｄ。
手足癣（角化型）：２００ｍｇ，２次／ｄ，共７ｄ。每周随访１
次，共４周。
１３　疗效判断标准　①痊愈：临床症状及皮疹完全消
退，真菌镜检及培养阴性。②显效：临床症状及皮损明
显改善或缓解（＞６０％），真菌直接镜检菌丝偶见，培
养阴性。③好转：临床症状及皮损有所改善（５％ ～
２０％），真菌镜检阳性。④无效：临床症状、体征及真菌
检查均无明显变化或加重。

１４　安全性评估　每次随访时记录不良反应发生的
情况及程度，全部病例在治疗结束后查血常规、尿常规

和肝功能。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斯皮仁诺治疗１５２例浅部真菌病的
结果，其治愈率为９２．８％，总有效率（治愈 ＋显效）为
９８％。３６例手足癣患者中，治愈３２例，显效３例，好转
１例，治愈率８８．９％；４８例体股癣患者中，治愈４５例，
显效３例，治愈率９３．８％；４５例花斑癣患者中，治愈４３
例，显效２例，治愈率９５．６％；２３例念珠菌性龟头炎患
者中，治愈２１例，显效１例，好转１例。总计１５２例浅
部真菌病患者，治愈１４１例，显效８例，好转２例，无效
１例，总治愈率为９２．８％。
２２　不良反应　全部病例在治疗结束后血常规、尿常
规和肝功能均未出现异常变化。１５２病例中有３例出
现胃肠道反应，主要表现为轻微恶心、胃疼，患者能够

耐受，不影响治疗，治疗结束后不适症状消失，副作用

发生率为２％。

３　讨论
　　真菌病根据感染层面分为：浅表、皮下和全身，浅
表真菌感染在临床皮肤病中最常见。手足癣是发生于

掌、跖与指、趾间皮肤的浅部真菌感染。致病菌主要有

红色毛癣菌、须癣毛癣菌和絮状表皮癣菌［３］。临床治

疗足癣一般都采用单纯外用药物，由于疗程过长，患者

依从性较差，致使足癣复发率较高［４］。徐楠等［５］调查

２２８名足癣患者平均每年复发４次。说明单纯用外用
药物治疗患者不易坚持、依从性差、对角化肥厚性病灶

较难渗透。体、股癣是临床常见的真菌病，其发病主要

是由皮肤癣菌感染光滑皮肤所致［６］。花斑癣俗称汗

斑，是由糠秕孢子菌所引起。此菌是寄生于浅表角质

层的细胞外和细胞内的常见菌群之一［７］。头皮及胸背

部的检出率可达７４％ ～１００％，属条件致病菌，仅在多
因素的特殊条件下，如具有家族易感性、表皮更替时间

延长、高温高湿、局部多脂多汗、不卫生、营养不良、慢

性感染等，糠秕孢子菌寄生密度增加，由腐生性酵母型

转化为致病性菌斑型而致病［８］。念珠菌为人体正常寄

生菌丛之一，为条件致病菌，当机体抵抗力下降或局部

环境变化，念珠菌生长转化为芽生酵母（假菌丝）和菌

丝相时，致病性增加。

伊曲康唑是三唑类抗真菌药物，能抑制真菌细胞

膜上的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酶，引起真菌麦角固醇合成障
碍，使真菌细胞膜受损，从而达到抗真菌的作用。该药

在体外针对酵母菌、皮肤癣菌和部分丝状真菌均有较

高活性［９］，是光谱口服抗真菌药物。伊曲康唑具有高

度亲脂性、亲角质性的特点，在皮肤组织浓度甚高，且

在角质层内的存留可持续１～４周以上，具有良好的药
物后效应，这一特点有利于药物在局部发挥作用，而且

药物在停药后也不会回漏到血浆中，同时，它在血浆中

排出较快，大大减少了药物的副作用［１０］。

笔者用斯皮仁诺治疗１５２例浅部真菌病患者，疗
效明显，有效率第４周为９２．８％，这表明斯皮仁诺治
疗浅部真菌病的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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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硬膜外麻醉和全身麻醉对高龄患者腹部术后谵妄的影响
吴莉，郭春燕，薛明明

【摘　要】　目的　探讨硬膜外麻醉和全身麻醉对高龄患者腹部术后谵妄的影响差异。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２
年１月进行腹部手术的患者１２０例，随机分为两组，硬膜外麻醉组６０例，其中男性３３例，女性２７例，手术时采用硬膜外
麻醉法。全身麻醉组６０例，其中男性３１例，女性２９例，手术时采用全身麻醉法。观察术中 ＥＣＧ、ＭＶ、ＭＡＰ、ＨＲ、ＳＰＯ２、
ＰＥｔＣＯ２，并观察术后１～３ｄ的谵妄发生率，比较二者差异。结果　结果显示，术中全身麻醉组ＭＡＰ显著升高，硬膜外麻
醉组无明显变化或略低，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全身麻醉组
术后谵妄发病率为５６．０％，高于硬膜外麻醉组（２６．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全身麻醉对于高龄患
者术后谵妄的影响较大，硬膜外麻醉影响较小，因此应该选取适宜的麻醉方法以降低术后谵妄的发病率。

【关键词】　硬膜外麻醉；全身麻醉；谵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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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谵妄又称急性脑病综合征（ＡＢＳ）或急性可逆性意
识障碍，其发病原因多与身体疾病有关，因此又称为急

性脑症状群，急性脑衰。谵妄是一种急性的、可逆的、

广泛的认识障碍的精神紊乱综合征，以波动性意识障

碍，注意力不集中，思维紊乱或者意识水平变化为特

征［１－２］。谵妄是综合医院中常见的一种脑器质性综合

征，在精神科临床中也并非少见。由于其病情表现较

重，具有一定的生命危险，所以应给予重视。可以引起

谵妄的感染性病因有急性脑膜炎或脑炎，或脑外的各

种感染，后者可能通过毒素的产生或导致发热引起谵

妄。肺炎（甚至不伴有供氧障碍者）、尿路感染、败血

症或病毒感染引起的发热，在易受伤害的大脑中，都可

以引起精神错乱。发展较慢的脓肿或机会性感染临床

诊断比较困难，在某些病例中可能需要脑组织活检来

正确判定。同时，手术麻醉也是引起术后谵妄的一种

重要原因。临床上尤以老年患者发病率最高，据美国

精神病协会报道老年人术后谵妄发生率可高达６１％，
发生后病死率达１０％［３－５］。研究表明，老龄、术前合

并肺心病、全身麻醉、长时间手术、剧烈疼痛是老龄术

后谵妄的独立危险因素，而麻醉方式不同是否能对其

发生率有影响，现今的研究结果却各不相同［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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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１２０例进行腹部手术的高龄患者为例，探讨硬膜
外麻醉和全身麻醉对术后谵妄的影响，为临床选择合

适的麻醉方式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本院２０１０年月－２０１２年１月进
行腹部手术的患者１２０例，随机分为两组，硬膜外麻醉
组６０例，其中男性３３例，女性２７例，年龄６８～８６岁，
平均年龄（７１．１±２．３）岁。全身麻醉组６０例，其中男
性 ３１例，女性 ２９例，年龄 ６９～８８岁，平均年龄
（７１．８±２．５）岁。其中，行直肠癌根治术２８例，胃癌根
治术３２例，肝癌切除术２１例，胰头癌行胰十二指肠根
治术１９例，胆道手术１７例，腹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３
例。

１２　麻醉方法　硬膜外麻醉组采用硬膜外麻醉法，采
取Ｌ２～３间隙穿刺施行硬膜外穿刺，加入麻醉药，麻醉平
面控制在Ｔ１０以下，全程鼻导管持续吸氧。全身麻醉组
采用全身麻醉法，术前肌肉注射术前药，静脉滴注麻醉

药后，继续气管插管维持吸入麻醉药达到全身麻醉的

效果。术后采取镇痛药止痛。

１３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及时给予调整水电解质紊
乱、给氧、镇静及营养支持，对症治疗等处理。

１４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术中及术后持续监测ＥＣＧ、
ＭＶ、ＭＡＰ、ＨＲ、ＳＰＯ２、ＰＥｔＣＯ２，并密切关注患者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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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图、有创或无创血压、脉搏血氧饱和度、输液量、出血

量、输血量、尿量等指标。手术结束当天，术后１，２，３ｄ
用谵妄评定法（ＣＡＭ）评估患者意识、认知、定向、思
维、精神运动等方面的变化，观察谵妄的发病率。ＣＡＭ
致力于一个实用、可靠的术后谵妄的评估方法，包含以

下指标：①精神状态的突然变化或波动；②意识的变化
程度；③注意散漫；④思想障碍。若符合上述特点①、
②或功能③或特性④，则诊断为谵妄患者。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
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术中各项指标变化　与麻醉前比较，麻醉后两组
患者ＥＣ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ＥＴＣＯ２均显著持续升
高（Ｐ＜０．０１），两组间无显著差异，且变化在正常值范
围，无临床意义；两组 Ｍ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麻醉后，全身麻醉组 ＭＡＰ显著升高（Ｐ＜
０．０５），而硬膜外麻醉组ＭＡＰ无明显变化或略低（Ｐ＞
０．０５），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ＨＲ、ＳＰＯ２无明显变化（Ｐ＞０．０５），两组间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麻醉方式术中各项指标的差异（ｎｉ＝６０）

组别
ＰＥＴＣＯ２（ｍｍＨｇ）
麻醉前 麻醉后

ＭＡＰ（ｍｍＨｇ）
麻醉前 麻醉后

ＨＲ（次／ｍｉｎ）
麻醉前 麻醉后

ＲＲ（次／ｍｉｎ）
麻醉前 麻醉后

ＳＰＯ２（％）
麻醉前 麻醉后

硬膜外麻醉组 ３５．０９±３．１１ ３８．９１±５．１５＃ ７７．２３±３．５７７４．８１±５．４３＃ ７１．５４±８．１２７１．５５±７．３１ １６．１１±２．３４１５．１３±１．４５＃ ９８．９９±２．３１９８．２１±１．８８

全身麻醉组　 ３６．１１±３．２３ ３８．３４±４．２１＃ ７８．１３±４．６５８２．９１±５．２１＃ ７２．０４±９．６１７２．５４±７．９８ １６．２１±２．１６１４．００±１．５６＃ ９８．３４±１．４３９９．１３±０．９３

　　注：与手术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组间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２２　术后谵妄发生率　根据 ＣＡＭ评定的结果可知，
硬膜外麻醉组精神状态的突然变化或波动者３例，注
意力散漫者５例，思想障碍者５例，硬膜外麻醉组术后
谵妄发生率为２６．０％（１３／５０），全身麻醉组精神状态
的突然变化或波动者１３例，意识变化者５例，注意力
散漫者５例，思想障碍者５例全身麻醉组术后谵妄发
生率为５６．０％（２８／５０），经 χ２检验，两组间比较，Ｐ＜
０．０５，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两组麻醉方式术后３ｄ的ＣＡＭ检测情况比较（ｎｉ＝６０，例）

组别 精神状态的突然变化 注意力散漫 思想障碍 意识变化 谵妄发生率（％）

硬膜外麻醉组 ３ ５ ５ ０ ２６．０
全身麻醉组 １２ ７ ４ ５ ５６．０△

　　注：与硬膜外麻醉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的进步，同时，随着老龄化
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老龄化人口会通过手术治疗

疾病，术后谵妄的结果会导致住院时间增长，成本上

升，死亡率增加。近年来，数据显示［７］，老龄患者术后

谵妄的发病率为１０％～５０％，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
老年患者术后谵妄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老年人

生理功能退化，尤其是大脑的神经变性，脑功能退化和

代偿能力减少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８－９］。随着年龄的

增大，中枢神经递质如乙酰胆碱、去甲肾上腺素、肾上

腺素、γ氨基丁酸的含量变化，脑内神经递质系统功能
障碍可能是谵妄的主要致病的基础。许多研究表明，

全身麻醉是老年患者术后谵妄的重要危险因素［１０－１１］。

本研究显示的结果，全身麻醉谵妄的发病率高达５６．
０％，比硬膜外麻醉患者术后谵妄的发生率（２６．０％）
高，并推断其原因可能是各种药物和各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为了防止和减少老年患者术后谵妄发生，应首选

生理干扰较少的椎管内或区域麻醉，即使选择全身麻

醉，应避免使用可能导致谵妄的麻醉药，使用可以迅速

恢复的麻醉药。若术后出现精神症状，必须明确诊断，

早期治疗，以免发生意外。如给予吸氧，完善有效的术

后镇痛，可有效防止谵妄的发生。同时，适当给予药物

如氟哌啶醇、奋乃静等治疗，监测生命体征，加强护理，

危重患者最好送 ＩＣＵ监护，以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和
减少术后并发症和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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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０８，１７（２０）：３１７３３１７５．

［６］　程向阳，顾尔伟．老年患者全麻联合硬膜外麻醉和全身麻醉效果

的比较［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０，８（５）：５４７５４９．

［７］　洪晓阳，湛红．麻醉手术后发生谵妄的影响因素及防治对策［Ｊ］．

现代医药卫生，２０１１，２７（２４）：３７７９３７８０．

［８］　ＴａｋａｓｈｉＫＭ，ＮａｒｉｔｏｓｈｉＭＭ，ＹｏｎｇＳＳ，ｅｔａｌ．Ｃａｕｄａｌｅｐｉｄｕｒ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ｆｏ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

ｇｅｓｉａａｆｔｅｒｔｏｔａｌｈｉｐ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Ｊ］．ＪＣｌｉｎｉＡｎｅｓｔ，２００７，１９（３）：２０４

２０８．

［９］　葛亚丽，郭芳，龙丰云．喉罩联合麻醉对老年全髋置换术应激反应

影响［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１，９（９）：１３６９１３７１．

［１０］　张承华，麻伟青，杨云丽，等．老龄患者术后谵妄的发生率及危险

因素分析［Ｊ］．昆明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３１（１１）：１３７１３９．

［１１］　葛铭华，陈肖．不同麻醉方式对老年病人术后谵妄发生率的影响

比较［Ｊ］．医药论坛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１３）：８１８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８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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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脑梗死与血 Ｈｃｙ及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探讨
许媛媛，冯敏，朱方方，赵宏

【摘　要】　目的　观察脑梗死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水平，并探讨其与颈动脉粥样硬化（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
ｔｅｒｙ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ＣＡＡ）的相关性。方法　检测５４例脑梗死患者的血清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血脂 ４项、空腹血糖
（ＦＢＳ）、血尿酸（ＵＡ），并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其颈动脉内膜 －中层厚度（ｉｎｔｉｍａｌｍｅｄｉａｌｗａｌ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ＩＭＴ），并与对
照组２５例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脑梗死组和对照组血清 Ｈｃｙ水平升高者分别有４０例和６例，占７４．０７％和
２４．００％，血清Ｈｃｙ水平分别为（２０．００±５．６７）μｍｏｌ／Ｌ和（１３．８０±２．１０）μｍｏｌ／Ｌ，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１）；Ｈｃｙ水平与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呈显著正相关性（ｒ＝０．３２９，Ｐ＜０．０５），与血脂、ＦＢＳ、血ＵＡ均无相关性（均Ｐ＞
０．０５）。结论　高Ｈｃｙ血症是脑梗死重要危险因素，且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密切相关。
【关键词】　脑梗死；同型半胱氨酸；颈动脉粥样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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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ｒｕｍ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
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ＸＵ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ＦＥＮＧＭｉｎ，ＺＨＵＦａｎｇ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ｎｇｂ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ｎｇｂｕ２３３０４０，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ｌｅｖｅｌ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ＣＩ）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
ｉｔ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ＣＡ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ｔａｌ５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Ｉｗｅｒｅｃｈｏｓｅｎａｓｔｈ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２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ｗｅｒｅｃｈｏｓｅｎ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Ｈｃｙｌｅｖｅｌ，ｆｏｕｒｉｎｄｉｃｅｓｏｆｂｌｏｏｄｌｉｐｉｄｓ，ｆａｓｔ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ＦＢＳ）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ＵＡ）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ｉ
ｍａｌｍｅｄｉａｌｗａｌ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ＩＭＴ）ｗｅ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ｂｙ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ｌｌｔｈｅｄ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ｕｍＨｃｙ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４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７４．０７％）ｉｎｔｈ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６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２４．００％）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ｅｒｕｍＨｃｙ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２０．００±５．６７）μｍｏｌ／Ｌｉｎｔｈ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１３．８０±２．１０）μｍｏｌ／Ｌｉ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Ｈｃｙ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ｗｉｔｈｂｌｏｏｄｌｉｐｉｄｓ，ＦＢＳａｎｄＵＡ（Ｐ＞
０．０５），ｂｕ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ａｒｏｔｉｄｉｎｔｉｍａｌｍｅｄｉａｌｗａｌ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ｒ＝０．３２９，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ｅｒ
ｕｍ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ｌｅｖｅｌｉｓａｍａｉｎ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ＣＡ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ＣＡ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１－２］表明，血浆Ｈｃｙ水平
升高与动脉粥样硬化及血栓形成密切相关。国外 Ｖａ
ｒｏｎａＪＦ等［３］研究发现，高Ｈｃｙ血症可能是造成动脉粥
样硬化性血管病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为此，笔者对

５４例脑梗死患者的血Ｈｃｙ水平进行观察，并探讨其与
颈动脉粥样硬化以及脑梗死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共有脑梗死患者 ５４例，均为
２０１１年２月 －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在本院神经内科住院患
者，其中男性４１例，女性１３例，年龄４８～８６岁，平均
年龄（６９．００±９．３８）岁，所有患者诊断均符合第４届全
国脑血管病会议制订的脑梗死的诊断标准，且５４例脑
梗死患者均经头颅 ＣＴ和／或 ＭＲＩ证实。对照组为本
科住院的同期非脑血管疾病患者２５例，男性２１例，女
性４例，年龄４９～８８岁，平均年龄（６９．３２±１０．７７）岁。
无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血液病、自身免疫

性疾病等。

１２　检验方法　所有脑梗死组及对照组患者均于入
院１～３ｄ内采取清晨空腹静脉血５ｍｌ，由本院检验科
检测。空腹血糖（ＦＢＳ）、血尿酸（ＵＡ）、甘油三酯
（ＴＧ）、胆固醇（ＴＣ）均采用酶法测定，低密度脂蛋白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许媛媛，电子信箱：ｆｅｎｇｍ１９７０＠１６３．ｃｏｍ

（ＬＤＬ）、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采用一步法测定，同型半
胱氨酸（Ｈｃｙ）采用循环酶法测定。采用日本日立公司
生产的ＨＩＴＡＣＨＩ７０８０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
试剂由德赛诊断系统（上海）有限公司提供。

１３　检查方法　颈动脉彩超检查采用美国 ＰｉｌｌｉｐｓＵｌ
ｔｒａｓｏｕｎｄ公司生产的型号为ＩＥ３３彩色多普勒超声仪进
行检测（探头频率为７～１２ＭＨｚ），分别扫描双侧颈总、
颈内、颈外动脉，并测量其 ＩＭＴ的厚度（ＩＭＴ是指颈动
脉超声检查中深部血管壁的“双线样”回声，分别代表

管腔和内膜间的界面及中膜和外膜间的界面，两条回

声线间的距离为动脉管壁的内膜 －中膜厚度）。将动
脉内膜光滑、ＩＭＴ＜１．０ｍｍ者为正常；内膜毛糙、１．０≤
ＩＭＴ＜１．２ｍｍ者为内膜增厚；内膜局部隆起增厚，向
管腔内突出，ＩＭＴ≥１．２ｍｍ者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进行 ｔ（或 ｔ’）检验，计数资料进行
χ２检验，Ｈｃｙ与 ＩＭＴ及其他因素的关系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检验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脑梗死组与对照组血 Ｈｃｙ、血脂、ＦＢＳ、血 ＵＡ水
平及颈动脉 ＩＭＴ的比较　脑梗死组的血脂、ＦＢＳ、血
ＵＡ及颈动脉 ＩＭＴ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脑梗死组和对照组血 Ｈｃｙ
浓度分别为（２０．００±５．６７）μｍｏｌ／Ｌ和（１３．８０±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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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ｍｏｌ／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７．０５，Ｐ＜０．０１），见表
１；血Ｈｃｙ水平升高分别为 ４０例（７４．０７％）和 ６例

（２４．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７．６２，Ｐ＜
０．０１）。

表１　脑梗死组与对照组血Ｈｃｙ、血脂、ＦＢＳ、血ＵＡ水平及颈动脉ＩＭＴ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Ｈｃｙ（μｍｏｌ／Ｌ） ＴＣ（ｍｍｏｌ／Ｌ）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ｍｍｏｌ／Ｌ） ＦＢＳ（ｍｍｏｌ／Ｌ） ＵＡ（μｍｏｌ／Ｌ） ＩＭＴ（ｍｍ）

脑梗死组 ５４ ２０．００±５．６７ ４．８４±１．２６ １．７９±０．５０ ０．９２±０．１７ ２．２９±０．６９ ６．５７±２．０１ ３４７．７６±８３．０７ １．１６±０．２９
对照组 ２５ １３．８０±２．１０ ４．３７±０．７７ １．４７±０．３４ １．０４±０．２１ １．９８±０．３６ ５．６７±１．２６ ３１７．１２±３９．２１ ０．７８±０．１０
ｔ值 ７．０５△ ２．０１△ ２．８５ －２．４６△ ２．５９△ ２．４３△ ２．２３△ ８．５３△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注：△示ｔ’值。

２２　血Ｈｃｙ水平与颈动脉 ＩＭＴ及其他指标的关系　
对血清Ｈｃｙ水平与颈动脉ＩＭＴ及其他指标进行直线相
关分析，显示血清Ｈｃｙ水平与颈动脉 ＩＭＴ呈显著相关

性（ｒ＝０．３２９，Ｐ＜０．０５），而与血脂及其他指标之间均
无相关性（均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血清Ｈｃｙ水平与ＩＭＴ及其他指标直线相关分析

Ｈｃｙ（变量） ＩＭＴ（ｍｍ） ＴＣ（ｍｍｏｌ／Ｌ）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ｍｍｏｌ／Ｌ） ＦＢＳ（ｍｍｏｌ／Ｌ） ＵＡ（μｍｏｌ／Ｌ）

ｐｅａｒｓｏｎ系数（ｒ） ０．３２９ ０．１４５ ０．１１３ －０．１６０ －０．０７０ ０．１３８ －０．０６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目前，多数学者［４－５］认为，脑梗死与血脂、血糖、血

尿酸等密切相关，是脑梗死发病的危险因素。本研究

结果显示，脑梗死组血脂、血糖、血尿酸水平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血脂、血糖、血尿酸水平的升高均是脑梗死的重要危险

因素之一，与上述文献报道相一致。

同型半胱氨酸是必需氨基酸蛋氨酸中间代谢产

物，其本身并不参与蛋白的合成。近年来国内外研

究［６－７］表明，Ｈｃｙ升高与脑梗死发生、发展存在着密切
关系，是脑梗死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其发病机制可能

为［８］：①内皮功能紊乱；②平滑肌细胞增生；③对凝血
系统的影响；④对血脂的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脑梗
死组Ｈｃｙ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ｔ＝７．０５，Ｐ＜０．０１），两
组血清Ｈｃｙ升高者分别占７４．０７％和２４．００％，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７．６２，Ｐ＜０．０１），提示 Ｈｃｙ水平
的升高是脑梗死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这与国外文

献［７］报道一致。

本研究结果还进一步表明，血清 Ｈｃｙ水平与颈动
脉ＩＭＴ呈显著正相关（ｒ＝０．３２９，Ｐ＜０．０５），表明血清
Ｈｃｙ升高可能是颈动脉 ＩＭＴ增加的一个危险因素，与
文献［１］研究一致。目前认为高Ｈｃｙ导致颈动脉硬化的
发病机制可能［９－１０］为：①直接损伤动脉壁；②促进动脉
粥样硬化（ＡＳ）；③由于Ｈｃｙ的代谢产物为同型半胱氨
酸巯基内酯，其可导致ＬＤＬ聚集，而后者属于致 ＡＳ脂
蛋白；④可使血小板聚集性及粘附性增加；⑤Ｈｃｙ在氧
化过程中释放出自由基，进一步影响血管内皮细胞一

氧化氮（ＮＯ）的活性［１１］，促进ＡＳ形成。
本研究结果还进一步显示，血清Ｈｃｙ水平与血脂、

ＦＢＳ、血ＵＡ均无显著相关性（均 Ｐ＞０．０５），这与国内
外文献［７，１２］报道一致。

本文研究表明，高 Ｈｃｙ血症是脑梗死新的独立危
险因素之一，且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呈明显相关性，因

此，在临床实际工作中，除需联合检测血脂、血糖、血尿

酸等脑梗死常见的危险因素外，还应积极检测血 Ｈｃｙ

及颈动脉ＩＭＴ，并采取积极有效的干预措施，对预防脑
梗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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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阴式与腹式子宫肌瘤切除术临床分析
肖成炜，许翔

【摘　要】　目的　比较经阴道子宫肌瘤剔除术（ＴＶＭ）和腹部子宫肌瘤剔除术（ＴＡＭ）之间的结果，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选择子宫肌瘤切除术的术式。方法　比较５４例腹部子宫肌瘤剔除术（ＴＡＭ）和６０例经阴道子宫肌瘤剔除术（ＴＶＭ）的
结果，包括手术时间、出血量、手术后排气时间、住院时间和盆腔感染率。结果　经阴道组平均手术时间（５８．３±７．７）
ｍｉｎ，显著缩短（Ｐ＜０．０５），ＴＶＭ组的术中平均出血量（９６．５±１７．８）ｍｌ少于ＴＡＭ组（１１２．４±３０．７）ｍｌ（Ｐ＜０．０５），术后排
气时间ＴＶＭ组（１８．９±６．８）ｈ比ＴＡＭ组（２５．１±７．１）ｈ短，住院时间ＴＶＭ组（６．５±１．３）ｄ和ＴＡＭ组（８．９±１．４）ｄ比较
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ＴＶＭ组盆腔感染率（１８．３％）高于 ＴＡＭ组（３．７％），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经阴道子宫肌瘤剔除术具有微创，出血少，术后恢复快，住院时间短。然而这两种方法有各自的优点和适
应症，它们不能完全替代对方。

【关键词】　子宫肌瘤切除术；经阴道；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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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在生育年龄妇女中的发生率大约为
２０％～５０％，近年来随着妇女自身保健意识的增强和
健康体检的普及，发病率似有增加的趋势。子宫肌瘤

剔除术作为一种传统术式，由于保留了患者的生育能

力，较能为患者所接受。子宫肌瘤剔除术传统的方法

是经过开腹手术完成的，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各种内

窥镜替代已广泛使用在去除肌瘤，包括腹腔镜和宫腔

镜，尤其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有

价值的治疗选择。近１０余年来，国内外文献［１］先后报

道了阴式子宫肌瘤除术。近年来对阴道子宫肌瘤剔除

术微创过程也进行了评估，临床实践认为该术式的入

路仅会造成微小的创伤，而且对子宫深肌层的缺损可

进行传统的开腹所能进行的分层缝合，弥补了腹腔镜

手术操作困难及缝合不牢固等不足［２］，而且腹腔干扰

少，真正做到美观、微创。虽然阴道子宫肌瘤剔除术有

较短的手术时间和更好的恢复，但仍然没有被广泛采

用。在我国，只有少数的妇科医生报告了他们的临床

经验，但是它的可行性和安全性与已公布的一些临床

试验有争议。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评估阴道子宫肌瘤剔

除术的可行性，并记录相关并发症。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０１１年３月本院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４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
通讯作者：肖成炜，电子信箱：ａｈｂｂｘｃｗ＠ｓｉｎａ．ｃｏｍ

进行子宫肌瘤切除术患者１１４例，其中开腹子宫肌瘤
剔除术５４例，经阴道子宫肌瘤手术６０例。阴式手术
患者平均年龄（３７．０±０．２）岁（２１～４６岁），已婚已育
５６例（９３％），有临床症状的 ５５例（９１％），肌瘤大小
（５．３±０．２）ｃｍ（４～７ｃｍ），单发的５１例（８７％）。术前
评估：①子宫活动度良好和足够的阴道松弛度；②子宫
大小相当于一个怀孕１２周和／或一个直径不超过子宫
肌瘤＜６ｃｍ；③肌壁间肌瘤或浆膜下肌瘤；④患者强烈
要求保留子宫；⑤术前超声显示没有附件区病变。术
前评估包括妇科检查、心电图、胸片及盆腔超声检查均

正常。患者术前被告知有关转换为开腹手术的可能和

子宫切除术的风险，以及有无法控制的出血的可能性。

１２　手术方式　采用腰硬联合麻醉，患者取膀胱截石
位［３］，常规消毒后牵引宫颈至阴道口，与肌瘤同侧弧形

切开宫颈与穹隆交接处阴道黏膜。若肌瘤位于前壁，

则于前穹隆处上推膀胱直视下切开子宫膀胱反折腹膜

入盆腔；若肌瘤位于后壁，则于后穹窿处上推直肠切开

子宫直肠反折腹膜入盆腔。探查肌瘤，于肌瘤突出部

位直视下纵行切开子宫肌瘤达假包膜，Ａｌｌｉｅｓ钳夹牵引
肌瘤并切除，大的肌瘤分块切除后取出。牵引子宫切

口切缘至接近于阴道口处以便于缝合，直视下用１号
微乔线连续或“８”字形缝合子宫切口，分两层缝合防
止血肿形成。再次用手探查子宫肌层，避免小的肌瘤

遗漏，生理盐水冲洗盆腔用微乔线连续缝合阴道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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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腹膜。阴道内留置碘仿纱团４８ｈ取出，放置１６号
气囊导尿管４８ｈ拔除，术毕。术后禁食６ｈ，常规应用
抗生素及催产素５～７ｄ，以防止感染和血肿；术后５～
７ｄ出院。术后１个月复诊，２～３个月 Ｂ超复查，３～
２４个月定期随访。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包，数据
用（ｘ±ｓ）表示，两两比较采用 Ｄｕｎｎｅｔｔ法，术后病率采
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手术结局　６０例中经阴道完成肌瘤切除５９例。
１例因术中检查肌瘤与侧盆壁严重粘连转开腹，余手
术均顺利通过阴式手术完成，共切除肌瘤９１个，无一
例子宫血肿及盆腔血肿发生。

２２　不同术式切除子宫肌瘤的术后效果　开腹、经阴
道切除子宫肌瘤的手术时间、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

排气时间与盆腔感染比较见表１。盆腔感染被定义为
术后２４ｈ内体温超过３８℃以上２次间隔至少６ｈ。腹
式组５４例中，盆腔感染２例，感染率３．７％，此２例肌
瘤较大，剔除时进入子宫腔。阴式组６０例中，盆腔感
染１１例，感染率１８．３％（１１／６０），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阴式组感染病例中术后阴道分
泌物细菌培养２例阳性，血培养细菌感染阳性１例。Ｃ
反应蛋白（ＣＲＰ）大于正常值。腹式组感染病例中术后
阴道分泌物细菌培养１例阳性。
表１　不同术式的手术时间、出血量与术后发病率、住院时间的比较

手术方式 ｎ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

（ｍｌ）
住院时间

（ｄ）
术后排气时间

（ｈ）
盆腔感染

（％）
开腹 ５４ ６５．２±０．３ １１２．４±３０．７ ８．９±１．４ ２５．１±７．１ ３．７
阴式 ６０ ５８．３±７．７ ９６．５±１７．８ ６．５±１．３ １８．９±６．８ １８．３

２３　阴式手术中不同大小肌瘤的手术效果　阴式子
宫肌瘤剔除病例中，肌瘤大小与手术时间、出血量的相

关性比较见表２。肌瘤部位与手术时间、出血量的相
关性比较见表３。所有病例随访２～２４个月，术后１个
月复诊。其中主诉阴道分泌物增多 ５９例（７５％），术
后２个月自然缓解，术前有临床症状的患者临床症状
均有所改善，１１例患者自然受孕并分娩，３例未育者在
避孕中。

表２　阴式手术患者不同大小肌瘤的手术时间、出血量的相关性

肌瘤大小 ｎ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ｍｌ）

＞６ｃｍ ３７ １０５．０±０．１ １５３．０±０．１
≤６ｃｍ ２２ ５２．５±０．１ ８８．７±０．２

　　注：与≤６ｃｍ比较，Ｐ＜０．０１。
表３　阴式手术患者不同部位肌瘤的手术时间、出血量的相关性

肌瘤部位 ｎ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ｍｌ）

浆膜下 ３１ ５８．２±０．２ ９１．１±０．１
肌壁 ６０ ７３．１±０．１ ９７．３±０．１

　　注：与浆膜下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经阴道子宫肌瘤切除术指征　子宫肌瘤如出现
临床症状或肌瘤生长迅速，为防止恶变应进行手术治

疗。经阴道子宫肌瘤切除术，由于腹部没有伤口而且

可以直接用手触摸子宫肌层，避免小肌瘤遗漏。并可

以直视下缝合子宫，止血效果确切。同时，阴式手术对

肠管刺激性较小［４］，盆腔干扰少、粘连少，术后肠功能

恢复快，可减少腹膜炎、肠粘连、肠梗阻等并发症；术后

疼痛轻，恢复快，缩短了住院时间；不依赖特殊器械和

设备，手术费用少；操作在阴道内进行，可减少肌瘤的

种植、播散机会［５］。但因操作空间限制，阴式子宫肌瘤

切除术适应证选择非常重要。手术成功的关键在于选

择病例，从表２和表３可看出手术难度、手术时间、出
血量及手术并发症与肌瘤大小、部位具有明显相关性。

本组１例中转开腹，２例术后高热，患者肌瘤直径均 ＞
６ｃｍ且为肌壁间肌瘤，剜肌瘤时进入宫腔。分析 ６０
例患者，符合下列条件者可选择经阴道切除子宫肌

瘤［６］：①单发、多发肌壁间或浆膜下肌瘤（肌瘤数目少
于３个）；②肌瘤直径≤６ｃｍ；③没有严重的盆腔粘连；
④有阴道分娩史，双合诊示阴道壁松弛度好。

对较大的子宫肌瘤，直径超过１０ｃｍ以上，有下腹
部手术史并盆腔重度粘连，阴道壁弹性差，阴道狭窄和

粘连，全身及盆腔的急性、亚急性感染，不适宜阴式子

宫肌瘤剥除术［７］。有报道［８］，对于特殊情况下子宫肌

瘤施行ＶＡＬＭ（阴式辅助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让
腹腔镜、阴式手术有机结合起来，拓展了手术适应证，

并可作为特殊情况下的一个补救措施，借助阴道这一

自然通道辅助完成手术，避免中转开腹。

３２　手术效果　经腹子宫肌瘤切除术是肌瘤切除术
的标准术式。从表１可看出，阴式手术与开腹手术在
手术时间与出血量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住

院时间明显短于开腹手术。对于单发、多发（数目少于

３个）中等大小的肌壁间或浆膜下肌瘤，经阴道切除子
宫肌瘤可以达到微创、术后恢复快，住院时间短，且术

中可用手触摸子宫肌层，防止小肌瘤遗漏，降低术后复

发率［９］。

３３　术中注意事项　电刀弧形切开宫颈阴道穹隆交
界处黏膜，侧角向阴道方向翘，扩大阴道切口。在直视

下切开腹膜防止损伤膀胱及直肠等。电刀纵形切开子

宫肌瘤假包膜，切除肌瘤。较大肌瘤可边减瘤边切除，

直视下分两层缝合子宫切口，术中务必探查子宫肌层，

防止小肌瘤遗漏［１０］。

３４　手术发展前景　由于本院开展阴式子宫肌瘤切
除术较晚，手术方式仅限于肌壁间肌瘤和浆膜下肌瘤。

武汉大学的林青等［１１］自２００５年开展了阴式黏膜下子
宫肌瘤剔除术，对于宫腔镜无法切除的子宫黏膜下肌

瘤采用阴式手术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阴式

手术由于需要借用女性天然腔隙阴道来完成手术，阴

式手术操作有一定的局限性，适应症掌握较严格，这也

就决定了需要严格的选择病例，如肌瘤体积不能太大，

阴道的伸展性较好等。目前，借助于腹腔镜完成阴式

辅助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ＶＡＬＭ）拓展了阴式手术
的范围。术者可根据腹腔镜技术熟练程度，对于较大

肌壁间、近黏膜下肌瘤，尤其合并囊性变、子宫内膜异

位症或子宫腺肌瘤，有生育要求病例，排除阴道畸形、

挛缩等过紧情况，均可考虑选择ＶＡＬＭ。
３５　术后复发率　子宫肌瘤切除术后总复发率
３０％。本组６０例，随访２～２４个月，无１例复发，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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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胸腔镜肺癌根治术手术前后多项指标变化研究
张靖

【摘　要】　目的　探讨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患者手术前后的血小板参数及血流变指标的变化。方法　选取２０１０年３
月－２０１２年８月进行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的２９例患者为观察组，同期的２９名健康人员为对照组，将观察组术前、术后
３ｄ、７ｄ和对照组的血小板参数及血流变指标进行比较。结果　观察组术前和术后３ｄＰＬＴ、ＰＣＴ、ＰＤＷ及血浆黏度、全
血黏度、血细胞比容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ＭＰＶ则显著低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术后７ｄ两组上
述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结论　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患者手术前后的血小板参数及血流变指标呈现
一定的波动，但最终可达到较为正常的状态，因此可有效反应疾病的变化。

【关键词】　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血小板参数；血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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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是临床中治疗肺癌的有效微
创术式，其治疗效果已经达到较佳的水平，同时其在减

小手术造成的机体应激性反应方面的效果也十分突

出［１］。较多研究［２－３］显示，肺癌患者存在明显的血小

板参数及血流变等指标的异常，因此为全面了解胸腔

镜手术的效果，我们就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患者手术

作者单位：４０９０００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胸外科

前后的血小板参数及血流变指标的变化进行研究，分

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８月进行
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的 ２９例患者为观察组，同期的
２９名健康人员为对照组。对照组的 ２９名健康人
员中，男性１９名，女性１０名，年龄４８～７６岁，平均

访时间短及术中用手触摸子宫肌层避免小肌瘤遗漏有

关；要求生育的１１例患者自然受孕并分娩，３例未生
育者术后在避孕中。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利用阴道这一天然腔隙，阴

道子宫肌瘤剔除术是可行和安全的低发病率的手术，

且有不可替代的优点：①它是一种微创手术，住院时间
短，术中出血少和术后迅速恢复；②更快的肠功能恢复
和术后疼痛轻；③花费少，患者的经济负担少；④子宫
肌瘤的复发是少见的；⑤在怀孕期间发生产科并发症
如子宫破裂是罕见的［１２］。所以，在一般情况下，阴道

子宫肌瘤剔除术是值得开展的大多数子宫肌瘤剔除术

临床手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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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３±５．４）岁。观察组的２９例肺癌患者中，男性２０
例，女性９例，年龄４８～７７岁，平均（６６．２±５．６）岁，其
中鳞癌１５例，腺癌１０例，其他４例；左肺手术１３例，
右肺手术１６例。两组人员的年龄和男女分别所占比
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手术方法　观察组采用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进
行治疗，患者麻醉后以健侧卧位进行手术，于腋中线

６～７肋间做切口及置入胸腔套管及胸腔镜，并在腋前
线和腋后线分别做切口，然后进行病灶切除及取出，然

后进行后期处理。然后将观察组术前、术后３ｄ、７ｄ和
对照组的血小板参数及血流变指标进行比较。

１３　检测方法　血小板参数检测指标为 ＰＬＴ、ＰＣＴ、
ＰＤＷ及ＭＰＶ，其采用 ＸＦＡ６０００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智能化全自
动血液细胞分析仪进行检测，而血流变检测指标为血

浆黏度、全血黏度及血细胞比容，均采用 ＺＬ９０００全自
动血流变分析仪进行检测及读数，血液标本均取患者

术前１ｄ及术后３ｄ、７ｄ的晨起空腹血，尽量降低其误
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文中年龄、血小板参数和血流变指
标均为计量资料，进行ｔ检验处理；男女分别所占比例
为计数资料，进行χ２检验处理，软件包为ＳＰＳＳ１６．０。

２　结果
２１　观察组术前、术后３ｄ、７ｄ和对照组的血小板参
数比较　观察组术前和术后３ｄＰＬＴ、ＰＣＴ、ＰＤＷ高于
对照组，ＭＰＶ则显著低于对照组，Ｐ均 ＜０．０５，而术后
７ｄ两组上述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术前、术后３ｄ、７ｄ和对照组的血小板参数比较

组别　 ｎ 时间 ＰＬＴ（×１０９） ＰＣＴ（％） ＰＤＷ（％） ＭＰＶ（ｆｌ）

观察组 ２９ 术前 ２６２．５６±３１．４５ ０．２６±０．０６ １７．１４±１．２３ ８．５６±０．９８

术后３ｄ ２４１．３８±２５．９６ ０．２２±０．０５ １６．８２±１．０５ ９．４９±１．０５

术后７ｄ ２１４．２１±２２．８３ ０．１７±０．０４ １５．５２±０．６６ １２．０９±１．１８
对照组 ２９ ２１２．０５±２２．６２ ０．１６±０．０３ １５．７４±０．６８ １２．１２±１．２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观察组术前、术后３ｄ、７ｄ和对照组的血流变指
标比较　观察组术前和术后３ｄ血浆黏度、全血黏度
及血细胞比容高于对照组，术后Ｐ均＜０．０５，而术后７
ｄ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观察组术前、术后３ｄ、７ｄ和对照组的血流变指标比较

组别　 ｎ 时间
血浆黏度

（ｍＰａ·ｓ）
全血黏度（ｍＰａ·ｓ）
高切 低切

血细胞比容

（％）
观察组 ２９ 术前 １．５９±０．１６ ６．４１±０．５４ １６．５４±１．８２ ４４．３５±２．９６

术后３ｄ １．６６±０．１８ ７．２９±０．５８ １８．８７±１．９０ ４６．８７±３．０２

术后７ｄ １．３０±０．１１ ５．４０±０．４９ １０．４５±１．２４ ３６．２０±２．１６
对照组 ２９ １．２８±０．１０ ５．３８±０．４８ １０．４２±１．２２ ３６．１５±２．１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随着人们对微创术式要求的不断提升，胸腔镜下
肺癌根治术不断发展及完善，日渐受到临床的肯定，其

除了具有手术创口微小的优势外，在保证手术治疗效

果方面的优势也日渐凸显。另外，较多研究显示，肺癌

患者存在明显的血小板的异常波动，主要表现在ＰＬＴ、
ＰＣＴ、ＰＤＷ的升高和 ＭＰＶ的降低［４－５］，故认为其可作

为疾病的诊断及发展转归的有利指标。另外，肺癌患

者还存在明显的血流变指标升高的情况，临床认为这

主要与恶性肿瘤导致的血液系统黏度升高有关［６］，而

当采用手术方式进行治疗时，手术性创伤对患者造成

一定的影响，故血液流变学指标可进一步出现升高的

情况，且这种升高与手术的创伤程度有较大相关

性［７－８］，因此对于研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治疗的

效果和手术性创伤的大小，从而间接地反映患者的康

复效果和速度。

本文中笔者就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患者手术前后

的血小板参数及血流变指标的变化进行观察，发现手

术前此类患者的血小板参数较健康人群表现出 ＰＬＴ、
ＰＣＴ、ＰＤＷ的升高和 ＭＰＶ的降低，这与临床其他研究
结果基本一致，而在术后３ｄ及７ｄ其呈现 ＰＬＴ、ＰＣＴ、
ＰＤＷ持续升高和ＭＰＶ持续降低的趋势，至术后７ｄ已
经基本与健康人群基本一致，因此肯定了胸腔镜手术

对疾病治疗的有效性，而血流变指标则呈现先升后降

的趋势，说明手术性应激反应在术后７ｄ已经得到有
效控制，也说明胸腔镜手术的不良创伤更小，故恢复较

快［９－１０］。综上所述，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患者手术前

后的血小板参数及血流变指标呈现一定的波动，但最

终可达到较为正常的状态，因此可有效反映疾病的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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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甲泼尼龙辅治大叶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疗效分析
陈国宏，樊志荣，乔丽丽，张小丽

【摘　要】　目的　观察小剂量甲泼尼龙辅助治疗小儿以大叶受累的肺炎支原体肺炎（ＭＰＰ）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４８
例胸部Ｘ线片表现为大叶受累的ＭＰＰ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小
剂量甲泼尼龙１～２ｍｇ／（ｋｇ·ｄ），３～５ｄ，比较两组退热、胸片大片阴影消退时间、住院时间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组
发热持续时间、胸片大片影消退时间及住院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患儿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结
论　小剂量甲泼尼龙辅助治疗大叶受累的ＭＰＰ，可有效的缓解临床症状，缩短发热和胸部大片影消退时间，从而减少住
院天数，并且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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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ｎｍｏｎｉａｅ，ＭＰ）近年来
发病明显增多，已成为小儿肺炎的重要病因之一［１］。

支原体肺炎胸部 Ｘ线改变主要表现为肺实质浸润和
间质浸润，病变呈多样性改变，但以大叶性肺炎改变者

较少见［２］。大叶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往往症状重、住院

时间长、疗效不佳［１］，给患儿带来巨大的痛苦。本研究

采用前瞻性的研究方法，使用小剂量甲泼尼龙辅助治

疗２４例以大叶受累的肺炎支原体肺炎（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ｐｅｎｕｍｏｎｉａｎ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ＭＰＰ）患儿，取得了较好的疗
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５月我院
住院的ＭＰＰ患儿４８例。纳入标准：①ＭＰＰ诊断符合
吴瑞平等主编《实用儿科学》标准［３］。②采用颗粒凝
集法（试剂由日本富士株式会社提供）检测血清 ＭＰ
ＩｇＭ滴度，急性期抗体滴度≥１∶８０，或恢复期较急性
期抗体滴度升高≥４倍或下降 ｌ／４为阳性。③入院当
天或次日摄胸片并经过两名放射科医师先后阅片同时

诊断为大叶受累。④普通痰、血细菌涂片及培养，结核
抗体，病毒抗体均为阴性。⑤近１周内未使用激素和
免疫调节剂。⑥排除有使用糖皮质激素禁忌症、家长
不同意激素治疗及治疗结束前退出者。采用住院先后

单双号机械随机抽样分为两组。观察组２４例，男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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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９例；年龄２～１４岁，平均（８．８５±３．１５）岁。对
照组 ２４例，男 １４例，女 １０例；年龄 ２～１２岁，平均
（７．８９±２．９５）岁。两组男女比例、年龄、病情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确诊后选用乳酸红霉素针
（大连美罗大，批号：６７１１０８０２）２０～３０ｍｇ／（ｋｇ·ｄ）和
（或）阿奇霉素针（东北制药沈阳第一制药，批号：

１００８０４）１０ｍｇ／（ｋｇ·ｄ）静脉输液治疗，症状体征控制
后改为口服大环内酯类药，总疗程３～４周。观察组：
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于入院后１～３ｄ给予用
甲泼尼龙针（比利时，批号：ｙ１０３７３）１～２ｍｇ／（ｋｇ·
ｄ），使用３～５ｄ。
１３　观察指标　①发热持续时间；②住院时间；③胸
部Ｘ线片；④不良反应。对两组患儿的年龄、性别、住
院时间、退热时间，两周胸片恢复例数进行比较。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正态分布者，组间比较采用两独

立样本ｔ检验，结果以（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儿治疗指标比较　两组患儿发热持续时
间及住院时间比较，治疗组患儿发热持续时间及住院

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１。治疗后两组患儿胸部Ｘ线吸收率比较，治疗２周后
复查胸部Ｘ线观察组２１例（占８７．５０％）炎症基本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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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对照组１５例（占６２．５０％）炎症基本吸收，两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０００，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患儿治疗指标比较

组别 ｎ 住院时间（ｄ） 发热持续时间（ｄ） 两周胸片恢复例数（ｎ，％）

观察组 ２４ １１．５６±１．５４ ７．４５±１．２８ ２１（８７．５０）
对照组 ２４ １３．５５±２．７６ ９．９６±２．１５ １５（６２．５０）
ｔ值 ３．０８５ ４．９１４３
χ２值 ４．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２２　不良反应　治疗组患儿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仅
１例输液过程中出现轻度胃不适，未予处理，输液完毕
后症状渐渐消失。

３　讨论
　　ＭＰ是一种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微生物，无细胞
壁结构，是小儿肺炎的重要病原体之一，近年来 ＭＭＰ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４］，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ＭＰ感染所致小儿下呼吸道感染的病理类型多变，但一
般表现为支气管肺炎和间质性肺炎，而大叶性改变较

少见。然而以大叶受累的ＭＭＰ近年有增多之势，俞珍
惜等［５］研究认为肺大叶性改变是 ＭＭＰ出现多种并发
症和后遗症的危险因素。此类肺炎往往症状重，多表

现为稽留高热、住院时间长，热程大多＞１１ｄ［６］。个别
急性期可发生严重肺损伤出现呼吸窘迫，虽经大环内

酯类抗生素治疗，但仍长期发热，咳嗽控制不佳，严重

者可发生肺坏死，肺实变，还有患儿表现为重症

ＭＭＰ［７］。
ＭＭＰ的发病机制目前公认主要为支原体直接损

害和感染后免疫反应［８］，有的学者观察到感染 ＭＰ后
如机体抗体滴度持续升高，则临床进展迅速，短期内可

迅速出现肺大面积受累，进而引起呼吸衰竭甚至全身

炎症反应综合征，因此提出 ＭＰ感染后机体产生了强
烈的免疫应答反应机制［９］。陶枫等［１０］研究也认为大

叶性ＭＰＰ的炎症反应较重。大叶性 ＭＰＰ常见于免疫
力较强的学龄期儿童，因此可推测大叶性ＭＭＰ的发病
机制仍然是 ＭＰ直接损害和感染后的免疫反应，只是
机体免疫反应更强烈，导致患儿症状和体征更加严重。

目前儿童支原体感染的抗生素治疗主要以大环内

酯类药物为主，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大叶性 ＭＰＰ有
效［７］，但治疗过程中的退热时间、住院时间较非大叶性

ＭＰＰ明显增长，两周胸片恢复例数则明显减少。
糖皮质激素是广泛应用的抗炎剂，可有效控制炎

症和抑制免疫反应。药理机制包括干扰花生四烯酸代

谢，抑制嗜酸粒细胞的趋化与活化，抑制细胞因子的合

成。对急性期病情发展迅速且严重的肺炎支原体肺炎

或肺部病变迁延而出现肺不张、肺间质纤维化、支气管

扩张或肺外并发症者，可应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１０］。

甲泼尼龙是一种脂溶性类固醇激素，系人工合成的中

效糖皮质激素，具有强大的非特异性抗炎、抗过敏作

用，能抑制免疫反应的各个环节，特别是抑制炎症细胞

趋化效应和炎症反应，稳定溶酶体膜，抑制炎症物质和

细胞因子的释放，减少炎症浸润性组织反应，从而减少

渗出［１１］。吴小兰等［１２］观察到甲泼尼龙可抑制 ＭＰ诱
导的Ａ５４９细胞ＴＮＦα的分泌，提示在 ＭＰ肺炎时，根
据ＴＮＦα的含量变化适当应用合理剂量的甲泼尼龙
可减轻炎症，可使气管、肺泡充血减轻及分泌物减少，

有效改善通气及换气功能，从而改善支原体肺炎患儿

的毛细支气管闭塞状态，有助于炎症的控制与吸收。

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具有强大的非特异性抗炎作用，在

支原体肺炎中抗炎也得到证实，ＬｉｎＪＪ等［１１］研究表明

甲泼尼龙能明显降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炎性细胞因

子。本资料显示，甲泼尼龙联合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

疗大叶性支原体肺炎能促进临床症状缓解，加快肺部

炎症的吸收，从而缩短住院时间。甲泼尼龙在体内可

迅速达到较高血药水平，与糖皮质激素受体的亲和力

最强，而盐皮质激素样作用微弱，治疗中未发现激素应

用后的明显不良反应。考虑与应用时间短、剂量小有

关，因此在治疗支原体肺炎时，尤其是大叶性支原体肺

炎患儿，适当小剂量应用甲泼尼龙疗效确切，安全，是

治疗大叶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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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喉鳞状细胞癌中 ＭＡＤ２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王玮，陈应超，何源平，戴一菲，杨继洲

【摘　要】　目的　探讨喉鳞状细胞癌（ＬＳＣＣ）组织中有丝分裂阻滞缺陷蛋白（ＭＡＤ２）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　采用
免疫组织化学ＥｌｉＶｉｓｉｏｎ二步法检测５５例ＬＳＣＣ组织、３０例癌旁正常黏膜组织中ＭＡＤ２蛋白的表达并分析其与ＬＳＣＣ临
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　ＭＡＤ２蛋白在ＬＳＣＣ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５８．２％（３２／５５），低于癌旁正常黏膜组织８６．７％
（２６／３０），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中、低分化组ＭＡＤ２阳性表达率为４７．１％（１６／３４），低于高分化组７６．２％
（１６／２１），淋巴结转移组ＭＡＤ２阳性表达率为３５．０％（７／２０），低于无淋巴结转移组７１．４％（２５／３５），两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ＭＡＤ２阳性表达与患者性别、年龄、吸烟、肿瘤原发部位、Ｔ分期及临床分期无相关性（Ｐ均 ＞
０．０５）。结论　ＭＡＤ２蛋白在ＬＳＣＣ的发生、分化及转移中可起重要作用，可作为ＬＳＣＣ诊断及预后的参考指标之一。
【关键词】　喉肿瘤；癌，鳞状细胞；有丝分裂阻滞缺陷蛋白２；免疫组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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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周期“质控机制”的最后关卡———纺锤体检
查点（ｓｐｉｎｄｌｅ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ＡＣ）的功能缺陷可
引起细胞染色体不稳定即形成非整倍体及多倍体，进

而引起细胞恶变，是当今肿瘤发生与治疗的研究热

点［１］。研究发现，有丝分裂阻滞缺陷蛋白２（ｍｉｔｏｔｉｃａｒ
ｒｅｓｔ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２，ＭＡＤ２）作为检查点的重要成员之一，其
表达异常与人类多种肿瘤如食管鳞癌［２］、卵巢癌［３］、

胃癌［４］、肺癌［５］等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而目前在

ＬＳＣＣ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采用免疫组织
化学ＥｌｉＶｉｓｉｏｎ二步法检测ＬＳＣＣ组织中ＭＡＤ２蛋白的
表达，探讨其与ＬＳＣＣ发生、发展的关系及潜在的临床
应用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６月我科
手术切除并经病理学检查确诊的原发性ＬＳＣＣ标本５５
例，所有患者术前均未接受放化疗及其他抗癌治疗。

５５例ＬＳＣＣ患者中，男性５０例，女性５例，年龄３９～８１
岁，中位年龄６１岁；根据原发部位，声门上型１５例、声
门型３７例、声门下型３例；根据１９９７年 ＵＩＣＣ制定的
ＴＮＭ分期标准，Ｔ１：１９例，Ｔ２：１９例，Ｔ３：１３例，Ｔ４：４例；
Ｎ０：３５例，Ｎ１～３：２０例；Ⅰ期１５例，Ⅱ期１７例，Ⅲ期１８
例，Ⅳ期 ５例。根据病理分级，高分化 ２１例、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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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１９例、低分化１５例。距癌组织至少１．０ｃｍ以上取
３０例癌旁正常黏膜组织作为对照组，所有的癌旁组织
均未发现癌细胞。

１２　试剂及方法　鼠抗人 ＭＡＤ２单克隆抗体购自
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公司，即用型免疫组织化学ＥｌｉｖｉｓｉｏｎＴＭｓｕｐｅｒ
试剂盒、ＤＡＢ显色剂等均购自福州迈新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所有组织标本均用１０％中性甲醛溶液固定，石
蜡包埋，制成厚４μｍ的切片，分别进行苏木精 －伊红
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二步法

按试剂盒操作说明进行，采用水煮法修复抗原，ＭＡＤ２
抗体的工作浓度为 １：５０，以已知阳性切片做阳性对
照，用ＰＢＳ代替一抗做阴性对照。
１３　结果判定方法　与阴性对照相比，以细胞质或细
胞核内出现淡黄色至棕褐色颗粒判断为ＭＡＤ２蛋白阳
性细胞。蛋白表达的评分方法：采用双盲法，每张切片

随机观察 １０个高倍镜视野（×４００），每个视野计数
１００个细胞，计算阳性细胞百分率，≤１０％为阴性
（－），１１％～２５％为弱阳性（＋），２６％ ～５０％为阳性
（＋＋），＞５０％为强阳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分析
处理，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

２　结果
２１　ＭＡＤ２在ＬＳＣＣ及癌旁正常黏膜组织中的表达　
ＭＡＤ２在 ＬＳＣＣ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 ５８．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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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ＭＡＤ２蛋白阳性着色主要位于 ＬＳＣＣ的胞质，少
部分位于胞核（图１～３，见封三），而在癌旁正常黏膜
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８６．７％（２６／３０），主要位于胞
质，极少位于胞核（图 ４，见封三）。结果表明，ＭＡＤ２
蛋白在 ＬＳＣＣ组织中的表达显著低于癌旁正常黏膜
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２　ＭＡＤ２的表达与 ＬＳＣＣ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中、低分化组ＭＡＤ２阳性表达率为４７．１％（１６／３４），低
于高分化组７６．２％（１６／２１），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淋巴结转移组 ＭＡＤ２阳性表达率为
３５．０％（７／２０），低于无淋巴结转移组７１．４％（２５／３５），
两组统计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ＭＡＤ２阳
性表达与患者性别、年龄、吸烟、肿瘤原发部位、Ｔ分期
及临床分期无相关性（Ｐ均＞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ＭＡＤ２的表达与ＬＳＣＣ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ｎ，％）

临床病理特征 ｎ
ＭＡＤ２

阳性 阴性
χ２值 Ｐ值

癌旁正常组织 ３０ ２６（８６．７） ４（１３．３） ７．２６７０．００７
ＬＳＣＣ组织 ５５ ３２（５８．２） ２３（４１．８）
性别 男 ５０ ２９（５８．０） ２１（４２．０） ０．００７０．９３１

女 ５ ３（６０．０） ２（４０．０）
年龄（岁） ＜６１ ２７ １５（５５．６） １２（４４．４） ０．１５００．６９８

≥６１ ２８ １７（６０．７） １１（３９．３）
吸烟 否 １９ １３（６８．４） ６（３１．６） １．２５１０．２６３

是 ３６ １９（５２．８） １７（４７．２）
生长部位 声门上、下型 １８ ８（４４．４） １０（５５．６） ２．０７５０．１５０

声门型 ３７ ２４（６４．９） １３（３５．１）
分化程度 高 ２１ １６（７６．２） ５（２３．８） ４．５２８０．０３３

中＋低 ３４ １６（４７．１）＃ １８（５２．９）
Ｔ分期 Ｔ１＋Ｔ２ ３８ ２４（６３．２） １４（３６．８） １．２５１０．２６３

Ｔ３＋Ｔ４ １７ ８（４７．１） ９（５２．９）
淋巴结转移 无 ３５ ２５（７１．４） １０（２８．６） ６．９４２０．００８

有 ２０ ７（３５．０）△ １３（６５．０）
临床分期 Ⅰ＋Ⅱ ３２ ２１（６５．６） １１（３４．４） １．７４２０．１８７

Ⅲ＋Ⅳ ２３ １１（４７．８） １２（５２．２）

　　注：与癌旁正常组织比较，Ｐ＜０．０１；与高分化比较，＃Ｐ＜０．０５；与

无淋巴结转移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在细胞有丝分裂的过程中有一个由多种蛋白组成
的纺锤体检查点（又称有丝分裂检查点），能准确地识

别纺锤体微管与染色体动粒的连接，从而保证染色体

的正常分离，染色体不稳定即形成非整倍体及多倍体，

是癌前细胞及癌细胞本质特征之一［１］。ＭｉｎｈａｓＫＭ
等［６］利用着丝粒和端粒荧光探针发现头颈部鳞癌细胞

染色体变异和断裂明显多于正常对照细胞，并且这些

头颈部鳞癌细胞同时存在纺锤体检查点功能缺陷，认

为正是检查点功能缺陷导致染色体不稳定性。ＭＡＤ２
蛋白是纺锤体检查点的重要成员之一，可通过磷酸化

和去磷酸化来调节纺锤体微管和染色体动粒的连接作

用，ＭＡＤ２的异常表达可能导致纺锤体检查点的功能
减弱或消失，无法监控肿瘤细胞内异常的微管与动粒

结合，使染色体出现异常分离，造成细胞非整倍体异常

而导致肿瘤的发生发展［７］。

本研究发现，ＭＡＤ２蛋白在ＬＳＣＣ组织中的阳性表
达显著低于癌旁正常黏膜组织（Ｐ＜０．０５），提示ＭＡＤ２
的表达缺失可能与 ＬＳＣＣ癌变的发生有关，这与一些
学者在食管鳞癌、卵巢癌等中的研究结果相似［２－３］。

而另外一些学者发现在胃癌、肺癌等中 ＭＡＤ２蛋白的
阳性表达显著高于正常组织［４－５］，此外 ＳｏｔｉｌｌｏＲ等［８］

在鼠体内实验发现，使鼠体内 ＭＡＤ２高表达后伴有较
高的非整倍体率，而通过 ＲＮＡ干扰ＭＡＤ２表达后亦出
现一定非整倍体率，ＭＡＤ２高表达的鼠体内更易患不
同类型肿瘤并伴较高非整倍体率。这些说明，一定量

的ＭＡＤ２是维持正常细胞有丝分裂所必需的，ＭＡＤ２
的上调或下调都可诱发染色体不稳定性而导致肿瘤发

生，ＭＡＤ２在人类肿瘤中的表达失衡（上调或下调）可
能与肿瘤的遗传学背景不同有关，但具体机制尚需进

一步研究。

本研究发现，ＭＡＤ２的低表达与ＬＳＣＣ组织分化相
关（Ｐ＜０．０５），组织分化程度低，恶性程度高，ＭＡＤ２
表达下降，提示 ＭＡＤ２在诱导 ＬＳＣＣ分化过程中可起
重要作用，姚伶俐等［２］研究也显示食管鳞癌中 ＭＡＤ２
的低表达与组织分化相关。本研究还发现，ＭＡＤ２的
低表达与ＬＳＣＣ淋巴结转移相关（Ｐ＜０．０１），随淋巴结
转移，ＭＡＤ２表达下降，提示ＭＡＤ２在ＬＳＣＣ发展，转移
中可起重要作用，王莉等［４］研究也显示伴淋巴结转移

的胃癌组中 ＭＡＤ２表达明显下降。此外 ＫａｔｏＴ等［５］

发现非小细胞肺癌中 ＭＡＤ２的高表达与组织分化、Ｔ
分期、吸烟、生存率密切相关，多因素分析认为 ＭＡＤ２
高表达可作为一个独立的预后指标。ＭＡＤ２的表达异
常可能会提高抑癌基因如 ｐ５３、Ｒｂ等的缺失率，导致
肿瘤的发生发展，其机制可能为纺锤体分离时产生的

非整倍体细胞，经Ｇ０期进入Ｇ１期，抑癌基因的缺失导
致细胞分裂无法阻止在Ｇ１期，使非整倍体细胞逃避了
凋亡并进一步发展［９－１０］。

总之，ＭＡＤ２蛋白在 ＬＳＣＣ中的表达缺失，且与组
织分化及淋巴结转移相关，其为 ＬＳＣＣ的早期诊断及
预后判断提供了新的参考，关于ＭＡＤ２蛋白参与ＬＳＣＣ
发生、发展的确切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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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检测联合 ＴＣＴ检测宫颈病变
陈钟玉，井水，郭双龙

【摘　要】　目的　比较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ＴＣＴ）联合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与单纯 ＴＣＴ检测在筛查宫颈病变中的意
义。方法　分析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在妇瘤科完成宫颈 ＨＰＶ检测联合 ＴＣＴ检查的患者５２３例，对３２６例宫颈
ＴＣＴ检查阳性患者行阴道镜检查，依据病理结果分析符合率。结果　ＡＳＣＵＳ２４例，ＬＳＩＬ２２６例，ＨＳＩＬ７６例，同时接受
ＨＰＶ检测阳性率分别为４１．７％（１０／２４），６９．０％（１５６／２２６），９０．８％（６９／７６）。ＡＳＣＵＳ组的 ＨＰＶ感染阳性率与 ＬＳＩＬ、
ＨＳＩ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ＣＴ阳性３２６人，病检阳性２２５人，符合率６９．０２％，ＴＣＴ及ＨＰＶ均阳性２３５人，
病检阳性２３２人，阳性符合率为９８．７２％。随病理级别升高，ＨＰＶ和ＴＣＴ均阳性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两组与病理检查符
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ＨＰＶ检测联合ＴＣＴ为减少宫颈高级别病变漏诊最有效的方法，用于宫
颈癌筛查，有效防治宫颈病变。

【关键词】　人乳头瘤状病毒；液基细胞学检查；宫颈高级别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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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ｎｄｃｕｒ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ＴｈｉｎＰｒｅｐＣｙｔｏｌｏｇｉｃＴｅｓｔ；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ｌｅｓｉｏｎｓ

　　子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我国宫
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约占世界的１／３。近４０年
宫颈细胞学筛查普遍应用使宫颈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明显下降。目前相关研究表明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是宫
颈癌的高危因素。ＨＰＶ持续感染使宫颈癌的相对危
险增加２５０倍。我院将 ＨＰＶ检测联合液基薄层细胞
学检查用以筛查宫颈癌，减少漏诊。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在我院妇
瘤科完成宫颈ＨＰＶ检测联合ＴＣＴ检查的患者５２３例，
年龄２４～６７岁，平均年龄３８．６岁。就诊原因：性交后
出血、白带异常、绝经后阴道出血等。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方法　先擦去宫颈表
面分泌物，再采用专用ＨＰＶ特制毛刷收集宫颈脱落细
胞，将毛刷和标本一起放在 ＨＰＶ保存液中送检，经
ＰＣＲ室检测并进行结果分析。高危型 ＨＰＶ病毒亚型
有１３种（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
５９，６８）。
１２２　ＴＣＴ方法　采样类似 ＨＰＶ，颈管刷插入宫颈
管，顺时针旋转３～５周收集宫颈脱落细胞，将颈管刷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立医院肿瘤外科
通讯作者：陈钟玉，电子信箱：ｃｚｙ８２２＠１６３．ｃｏｍ

在保存液中搅拌漂洗，将保存液送检，由病理科染色涂

片检查。诊断标准：ＴＢＳ分级系统，包括正常和炎症，
意义不明的不典型鳞状上皮（ＡＳＣＵＳ）及腺上皮（ＡＧ
ＣＵＳ），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ＬＳＩＬ）、高度鳞状上皮内
病变（ＨＳＩＬ）和鳞状细胞癌（ＳＣＣ）。ＡＳＣＵＳ及 ＡＧＣＵＳ
以上病变为阳性诊断。

１２３　病理组织学检查　ＴＣＴ≥ＡＳＣＵＳ和／或 ＨＰＶ
阳性者均行阴道镜下宫颈组织病理学多点活检或宫颈

搔刮。病理组织学检查诊断标准：子宫颈癌，高度鳞状

上皮内瘤变（ＨＳＩＬ）包括 ＣＩＮⅡ ～Ⅲ和原位癌，低度鳞
状上皮内瘤变（ＬＳＩＬ）包括ＣＩＮⅠ和ＨＰＶ感染。ＣＩＮⅠ
以上病变组织学诊断为阳性，其他非癌诊断包括炎症

等为阴性。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作为金标准［１］。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ＴＣＴ不同结果与ＨＰＶ检测的比较　有３２６例宫
颈 ＴＣＴ检查阳性患者，其中 ＡＳＣＵＳ２４例，ＬＳＩＬ２２６
例，ＨＳＩＬ７６例，同时接受ＨＰＶ检测阳性率分别为４１．
７％（１０／２４），６９．０％（１５６／２２６），９０．８％（６９／７６）。ＡＳ
ＣＵＳ组的 ＨＰＶ感染阳性率与 ＬＳＩＬ、ＨＳＩＬ之间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ＴＣＴ检测阳性与 ＨＰＶ＋ＴＣＴ均阳性分别与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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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阳性符合率比较　ＴＣＴ阳性３２６人，病检阳性２２５
人，符合率６９．０２％，ＴＣＴ及 ＨＰＶ均阳性２３５人，病检
阳性２３２人，阳性符合率为９８．７２％。随病理级别升
高，ＨＰＶ和ＴＣＴ均阳性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两组与病
理检查符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１　ＴＣＴ不同结果与ＨＰＶ检测的比较（ｎ，％）

ＴＣＴ ｎ
ＨＰＶ

阳性 阴性
χ２值

ＡＳＣＵＳ ２４ １０（４１．７） １４（５８．３）
ＬＳＩＬ ２２６ １５６（６９．０） ７０（３１．０） ７．２８
ＨＳＩＬ ７６ ６９（９０．８） ７（９．２） ２６．５３

表２　ＨＰＶ检测、ＴＣＴ检查与病理检查阳性符合率比较（ｎ，％）

组别 ｎ 病理（＋） ＣＩＮＩ ＣＩＮＩＩ ＣＩＮＩＩＩ ＳＣＣ

ＴＣＴ（＋） ３２６ ２２５（６９．０２） １４０（４２．９４） ６５（１９．９４） １５（４．６０） ５（１．５３）
ＴＣＴ（＋）ＨＰＶ（＋） ２３５ ２３２（９８．７２） ７６（３２．３４） ８６（３６．６０） ６２（２６．３８） ８（３．４０）

　　注：ＴＣＴ检测阳性与ＨＰＶ＋ＴＣＴ均阳性分别与病理检查阳性符合率比较，χ２＝７．９９，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宫颈癌的发生是个连续的过程，通常是由宫颈上
皮内瘤变（ＣＩＮⅠ→Ⅱ→Ⅲ）→原位癌→早期浸润癌→
浸润癌的连续发展过程。而据文献报道［２］，ＨＰＶ感染
的检出率在正常人群、ＣＩＮⅠ、ＣＩＮⅡ、ＣＩＮⅢ、宫颈癌组
中分别为４％、３０％、５５％、６５％、９９．８％。９０％以上宫
颈癌伴有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高危型 ＨＰＶ的持续感染
与宫颈高级别病变的发生密切相关。１９９６年，世界卫
生组织（ＷＨＯ）将ＨＰＶ确认为引发宫颈癌的根本性致
病因子［３］。ＨＰＶ具有高度接触传染性，通常通过不洁
性交，经受损的皮肤黏膜感染上皮，它是诱发宫颈癌的

主要原因［４］。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大量研究发现 ＨＰＶ
与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相关［５］。

目前发现的 ＨＰＶ的基因型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区
差异，但是全世界范围内共同的最常见高危型 ＨＰＶ病
毒感染亚型为ＨＰＶ１６型，１８亚型感染居为第２位。另
外还有低危型ＨＰＶ病毒亚型。ＨＰＶＤＮＡ阳性仅说明
是一种感染，而不是一种疾病，更不能说明必定会发生

宫颈癌，对 ＨＰＶ感染的忽视与过分恐惧均不适宜［６］。

８０％的初次感染者可通过机体自身免疫力清除病毒，
只有持续感染才会造成宫颈病变［７］。高危型 ＨＰＶ持
续感染导致最终演变为宫颈癌是个长期的过程，大约

需要１０年。而对于低危型 ＨＰＶ感染一般主要引起外
生殖器、肛门、阴道下端等部位的尖锐湿疣，而不会引

起宫颈癌。

子宫颈癌筛查的主要目的是早期发现、诊断和治

疗宫颈癌前病变（ＣＩＮ）和宫颈癌。ＨＰＶ检测的最大优
势之一在于发现高危型 ＨＰＶ阳性而细胞学涂片阴性
的妇女，因为这一人群 １０％会在 ４年内发展成 ＣＩＮ
Ⅲ［８］。同时ＨＰＶ检测的阴性预测值为９９％，可将筛查

间隔延长至３年１次，大大降低了检查成本［９］。目前

高危型 ＨＰＶ检测与细胞学诊断结合是推荐的宫颈癌
最佳筛查方法，对患者定期进行联合宫颈癌筛查，在宫

颈细胞学为 ＡＳＣＵＳ时，可用 ＨＰＶ检测作为有效的分
流方法，可极大的减少液基细胞学检查的假阴性结果，

提高宫颈病变的检出率，有助于及时发现早期宫颈癌

及癌前病变，可最大限度降低宫颈癌的漏诊率。对宫

颈高级别以上病变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进而通过技

术干预阻断宫颈浸润癌发展、并降低宫颈癌发病

率［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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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ＰＣＩ对非 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心功能的影响
孙洁，包宗明，吴士礼，于继英，王金婉

【摘　要】　目的　评价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ＰＣＩ）治疗与药物保守治疗对非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ＮＳＴＥＭＩ）患者左
心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ＮＳＴＥＭＩ患者３６例经ＰＣＩ治疗作为介入治疗组，同期２６例单纯应用药物治疗作为药物治
疗组，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情基本平衡。两组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３天及１个月测患者血浆 ＢＮＰ浓度并进行心脏
彩色多普勒检测，比较心脏左室舒张末内径（ＬＶＤｄ）、左室收缩末内径（ＬＶＤｓ）、左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及左室短轴缩短率
（Ｆｓ）的变化，依据临床表现比较两组患者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的改变。结果　两组患者血浆 ＢＮＰ浓度均下降，介入治疗
组ＢＮＰ下降水平高于药物治疗组，彩色多普勒检测各项左心功能指标均较治疗前有较明显的改善（Ｐ＜０．０５），且介入治
疗组术后３个月，其４项指标均优于药物治疗组：ＬＶＤｄ［（４５．２６±１２．８５）ｍｍＶＳ（４７．７１±１３．０９）ｍｍ］、ＬＶＤｓ［（２９．７５±
０．９１）ｍｍＶＳ（３１．０６±０．６１）ｍｍ］、ＬＶＥＦ［（５５．５２±５．２５）％ ＶＳ（４６．６２±６．５２）％］和 ＦＳ［（２６．２７±６．８３）％ ＶＳ
（２３．９８±３．０５）％］（Ｐ＜０．０５）。介入治疗组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亦优于药物治疗组。结论　ＰＣＩ较单纯药物保守治疗更
有利于保护ＮＳＴＥＭＩ患者左心功能。
【关键词】　非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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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ＣＩ）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ｎ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６ＮＳＴＥＭＩ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ＰＣＩｗｅｒｅａ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２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ｉｍｐｌ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ｕｇｓｔｏｔｒｅａｔ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ＮＳＴＥＭＩａｓｄｒｕ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ａｇｅ，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ｅｒｅｍａｔｃｈ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ｆｔｅｒ３ｄａｙｓａｎｄ１ｍｏｎｔｈ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ｐｌａｓｍａＢＮＰ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ＣＩ（ｏｒｐｒｉｏｒｄｒｕ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ｒｄｒｕｇｓ）ｆｏｒ１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ｄ３ｍｏｎｔｈ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ｂｙ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２ｇｒｏｕｐｓｏｆ
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ＬＶＤｄ），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ＬＶＤｓ），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ＬＶＥＦ）ａｎｄ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Ｆ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ＮＵＨＡ
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ｈｅａｒ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２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ｌａｓｍａＢＮＰ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ＮＰｉ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ｉｎｄｅ
ｘｅｓｏｆ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０．０５），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ａｒｃｈｆｏｕｒｔｈｉｎ
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ＬＶＤｄ［（４５．２６±１２．８５）ＶＳ（４７．７１±１３．０９）ｍｍ］、ＬＶＤｓ［（２９．７５±０．９１）ＶＳ
（３１．０６±０．６１）ｍｍ］、ＬＶＥＦ［（５５．５２±５．２５）％ ＶＳ（４６．６２±６．５２）％］和 ＦＳ［（２６．２７±６．８３）％ ＶＳ（２３．９８±３．０５）％］
（Ｐ＜０．０５）．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ＹＨＡｗａｓａｌｓｏ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ｓａｓｉｍ
ｐｌｅｄｒｕｇ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ＣＩｗａｓｍｏｒ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ＮＳＴＥＭＩｏｆｌｅｆｔｈｅａｒ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ｏｎ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ＰＣＩ；Ｈｅａｒ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非 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ｎｏｎ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ｌｅｖａ
ｔｉｏｎ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ＮＳＴＥＭＩ）患者的冠状动脉血
管病变以多支病变为主，多由富含血小板的白色血栓

栓塞冠状动脉所致，这种栓塞常常是非闭塞性的［１］。

ＮＳＴＥＭＩ患者往往伴有心功能不全，严重影响患者生
存质量和预后。ＰＣＩ治疗可以直接有效解决冠状动脉
的狭窄或阻塞，增加心肌灌注。本文比较 ＰＣＩ治疗和
药物保守治疗后ＮＳＴＥＭＩ患者心功能的变化，探讨ＰＣＩ
治疗对改善ＮＳＴＥＭＩ患者心功能的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２０１２年５月本
院心内科住院行 ＰＣＩ治疗的 ＮＳＴＥＭＩ患者３６例作为
介入治疗组，其中男性２２例，女性１４例；年龄（５７．２±
１１．６）岁。同期单纯应用药物治疗的 ＮＳＴＥＭＩ患者作
为药物治疗组，其中男性 １７例，女性 ９例；年龄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
通讯作者：包宗明，电子信箱：ｃｈｉｎａＢＺＭ＠１２６．ｃｏｍ

（６０．５±１２．７）岁。诊断标准：具有典型的缺血性胸痛
发作；心肌酶谱或肌钙蛋白升高，呈急性心肌梗死的酶

学改变；心电图无ＳＴ段抬高。
１２　治疗方法　所选患者确诊后均给予吸氧、阿司匹
林、氯吡格雷、阿托伐他汀、低分子肝素钠等药物治疗。

介入治疗组患者行冠脉造影检查，示主要冠状动脉直

径狭窄≥７０％时行 ＰＣＩ治疗。两组患者均于治疗前、
治疗后３ｄ及１个月后测血浆脑型利钠肽（ｂｒａｉｎｎａｔｒｉ
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ＢＮＰ）浓度并行心脏超声检查。超声心
动图检查（ＵＣＧ）采用美国ＨＰ５５００彩色超声多普勒诊
断仪，探头频率 ２．５ＭＨｚ进行标准长轴切面、短轴切
面、心尖二腔心和四腔心切面扫描，主要测量指标有左

室舒张末内径（ＬＶＤｄ）、收缩末内径（ＬＶＤｓ）、左室射血
分值（ＬＶＥＦ）及左室短轴缩短率（ＬＶＦＳ）。比较两组患
者术前、术后３个月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有关数据应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
件处理。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采用方差分析，计数
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χ２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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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介入治疗组与药物治疗组血清 ＢＮＰ水平比较　
介入治疗组术后３天及１月后血浆 ＢＮＰ水平较同期
药物治疗组更低。见表１。
２２　介入治疗组与药物治疗组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
比较　治疗１周、１个月后两组 ＬＶＤｄ、ＬＶＤｓ、ＬＶＥＦ及
ＬＶＦｓ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３
个月后，组内比较，两组各指标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

（Ｐ＜０．０５）；组间比较介入治疗组各指标优于药物治
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心肌梗死患者术前、术后血清ＢＮＰ水平的变化（ｘ±ｓ）

组别 ｎ
ＢＮＰ（ｐｇ／ｍｌ）

术前 术后３ｄ 术后１个月
介入治疗组 ３６ ５７６．１２±８９．７７５６０．５４±１６５．９８ １６０．１１±７２．３２

药物治疗组 ２６ ５４２．０２±７８．３４８１０．６１±２７３．５４ ３４０．３２±１８５．６６

　　注：与药物治疗组同时段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心肌梗死患者治疗前后超声心动图左心功能各项指标的变化（ｘ±ｓ）

组别 ｎ 时间　　　　 ＬＶＤｄ（ｍｍ） ＬＶＤｓ（ｍｍ） ＬＶＥＦ（％） ＬＶＦＳ（％）

介入治疗组 ３６ 治疗前　　　 ６１．９３±５．１１ ６１．９３±５．１１ ４２．１７±６．８３ ２０．６３±２．０１
治疗后１个月 ５６．１９±１２．０１△ ３３．４９±０．５０△ ４９．６２±２．３４△ ２８．１３±５．４３△

治疗后３个月 ４５．２６±１２．８５＃ ２９．７５±０．９１＃ ５５．５２±５．２５ ２６．２７±６．８３
药物治疗组 ２６ 治疗前　　　 ６８．５１±６．５１ ６２．５７±２．４５ ４１．３６±７．２４ １９．７４±２．５１

治疗后１个月 ５５．９１±１２．３３△ ３３．３７±０．６５△ ４４．２３±４．８１△ ２１．８９±５．２３△

治疗后３个月 ４７．７１±１３．０９ ３１．０６±０．６１ ４６．６２±６．５２ ２３．９８±３．０５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５；与同期药物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介入治疗组与药物治疗组患者治疗后 ＮＹＨＡ心
功能分级比较　两组治疗３月后心功能分级均有不同
程度的改善，介入治疗组改善更为明显（Ｐ＜０．０５）。
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的变化（例）

组别 ｎ 时间
ＮＹＨＡ分级

Ⅰ Ⅱ 合计

ＮＹＨＡ分级
Ⅲ Ⅳ 合计

介入治疗组 ３６ 治疗前　　　 ５ １０ １５（４１．６７％） １６ ５ ２１（５８．３３％）
治疗后３个月 １７ １５ ３２（８８．８９％） ３ １ ４（１１．１１％）

药物治疗组 ２６ 治疗前　　　 ５ ７ １２（４６．１５％） １１ ３ １４（５３．８５％）
治疗后３个月 ７ １２ １９（７３．０８％） ４ ３ ７（２６．９２％）

　　注：与同期药物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左心功能不全是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常见临床
表现之一，严重影响了患者的预后［２］。ＮＳＴＥＭＩ患者的
冠状动脉病变经历了反复缺血和侧支循环建立的过

程，相当部分的心肌进入顿抑或冬眠状态，它们的功能

受到抑制，但尚存活，两者的功能障碍均为可逆性。对

ＬＶＥＦ下降的ＮＳＴＥＭＩ患者而言，血运重建虽然不能挽
救缺血坏死的心肌，但可以使无收缩或收缩功能差的

存活心肌得到再灌注，促进梗死区及其周边的存活心

肌的收缩功能恢复［３－４］，有利于减少恶性心律失常和

心力衰竭加重引起的心源性死亡［５－６］。

ＢＮＰ主要由心室肌细胞分泌，轻度心室负荷增加
即可使ＢＮＰ的 ＲＮＡ表达增高，ＢＮＰ的合成增多。心
肌缺血可以增加局部室壁张力，即便血流动力学尚属

正常，也会刺激促使心室合成和分泌 ＢＮＰ。临床上把
它作为左室功能障碍敏感和特异性的指标［７］。反映心

室压力与容量负荷变化，超声心动图是目前临床上常

用的无创诊断患者心功能的主要手段［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介入治疗组术后３天内较同期
药物治疗组血浆ＢＮＰ下降更明显，表明介入治疗对患
者早期心功能的具有保护作用。术后１月介入治疗组
血浆ＢＮＰ浓度较药物治疗组更低。超声心动图显示，
术后１个月、３个月介入治疗组患者 ＬＶＤｄ、ＬＶＤｓ明显

下降，ＬＶＥＦ、ＬＶＦＳ等指标均有较明显提高，说明心脏
收缩功能得到改善。患者术后３个月ＮＹＨＡ心功能分
级亦好于同期药物治疗组，都说明介入治疗对保护

ＮＳＴＥＭＩ患者心功能、改善患者预后有较大益处。
目前血管造影的成功率很高，一般高于９５％。及

时的血运重建术能减轻梗死室壁节段的扩展，还能使

大量的冬眠心肌和顿抑心肌恢复收缩功能，避免心肌

结构损害，改善左心室泵血功能［９－１０］。因此建议除了

不能控制的严重充血性心力衰竭 ＮＳＴＥＭＩ患者（其为
介入治疗的相对禁忌证）外，ＮＳＴＥＭＩ患者在内科常规
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积极给予 ＰＣＩ治疗，实现血管再
通，改善血流供应，使得 ＮＳＴＥＭＩ患者心功能得到部分
或完全恢复，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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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地贫最可靠的手段，但因操作繁琐、费用高昂、实

验条件要求高等因素均制约了其应用。作为简单的筛

查手段，血细胞计数仪所提供的多种红细胞参数为地

贫的初步筛查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通过红细胞 ＭＣＶ、
ＭＣＨ、ＲＤＷＳＤ、ＲＤＷＣＶ等多个参数的初步分析，筛
选出可疑地贫患者，再通过更准确的实验手段进行确

诊，这种诊断策略比较合理而且更易为患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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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红细胞参数的ＲＯＣ曲线
表２　ＭＣＶ与ＲＤＷＳＤ以及两者平行联合、系列联合对地贫筛选的意义（％）

项目 灵敏度 特异度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ＭＣＶ ９３．８８ ８１．３９ ８１．３９ ８１．３８
ＲＤＷＳＤ ６３．２７ ９０．０３ ７３．２１ ７５．８０
ＭＣＶ与ＲＤＷＳＤ平行联合 ６１．２２ ９８．１２ ８５．７１ ６９．２３
ＭＣＶ与ＲＤＷＳＤ系列联合 ９４．００ ７７．２１ ６９．５６ ８５．１２

　　ＲＯＣ曲线（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
又称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是一种全面评价一个或是

一种全面评价一个或几个试验的诊断价值的良好工

具，它以敏感度（真阳性率）为纵坐标，１特异度（假阳
性率）为横坐标，依据连续分组测定的数据，分别计算

敏感和特异度并联成的曲线。距上角最近的一点，即

为正常值的最佳临界值，这一点下的曲线下面积最大。

用该点数值区分正常与异常，其敏感度和特异度都比

较高，而漏诊和误诊例数之和最小［５－６］。本研究通过

对地贫孕妇与非地贫孕妇的血液学指标进行对比，发

现两组 ＭＣＶ、ＭＣＨ、ＲＤＷＣＶ、ＲＤＷＳＤ灵敏度分别为
９３％、７５％、７１％、７３％，特异度分别为 ８１％、９２％、
６６％、７５％，与文献报道相近［７－９］。通过对以上指标绘

制ＲＯＣ曲线可看出 ＭＣＶ在筛选中的准确度最好，
ＭＣＨ次之。而ＲＤＷ中，ＲＤＷＳＤ优于ＲＤＷＣＶ。

ＲＤＷＳＤ和 ＲＤＷＣＶ均可反映红细胞大小的差
异，前者是在２０％频率水平上的分布宽度，其值仅受
红细胞体积大小的差异的影响，后者为除了体现红细

胞大小差异外，还会受到红细胞体积的影响。轻型地

贫患者红细胞体积与大小差异均降低，故 ＲＤＷＣＶ变
化不明显。而非轻型地贫患者 ＭＣＶ降低的程度大于
ＲＤＷＳＤ降低的程度，因此可以推断 ＲＤＷＣＶ在地贫
患者中的改变相当程度是由于ＭＣＶ的降低所引起的。

ＭＣＶ与 ＲＤＷＳＤ平行联合判断灵敏度为 ６１％，
特异度为９８％，系列联合判断灵敏度为９４％，特异度
为７７％。提示 ＭＣＶ灵敏度最高，平行联合判断可提
高灵敏度，系列联合判断可提高特异度［１０］。

红细胞参数中ＭＣＶ虽然最为敏感，但易受其它因
素影响，血糖、吸烟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因素均可引

起其改变。故在筛查时应注意对影响因素加以排除，

并配合多个指标进行联合判断方可得到更准确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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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２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骨质疏松的多因素分析
黄春，黄云飞，李洁，李青

【摘　要】　目的　分析２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在湛江中心
人民医院就诊的２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骨质疏松８３例作为观察组，同时选取同期来该院就诊的正常骨密度的２型糖尿病
患者７９例作为对照组，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糖尿病病程、体重指数（ＢＭＩ）、促卵泡生成激素（ＦＳＨ）、促黄体
生成素（ＬＨ）、雌二醇（Ｅ２）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糖尿病病程、ＢＭＩ、
ＦＳＨ、ＬＨ、Ｅ２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结论　女性、高龄、长期糖尿病病史、ＢＩＭ指数较低、低水平的ＦＳＨ、ＬＨ及Ｅ２都是２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应对这些危险因素进行预防，以减少２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骨质疏松的发生。
【关键词】　２型糖尿病；骨质疏松；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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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型糖尿病患者的骨质疏松发生率较非糖尿病人
群明显升高，骨形成下降而骨吸收增加，使椎体和非椎

体骨折发生率明显增加，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

量［１－２］。因此有必要对２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骨质疏松
进行多因素分析，以探讨２型糖尿病患者发生骨质疏
松的危险因素加以预防，减少２型糖尿病患者骨质疏
松的发生。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在我
院就诊的２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骨质疏松８３例作为观
察组，男性２６例，女性５７例，年龄为４６～７２岁，平均
年龄为（５８．６９±１３．０１）岁。选取同期来我院就诊的
正常骨密度的２型糖尿病患者７９例作为对照组，男性
４４例，女性３５例，年龄为（４４．３２±６．９５）岁。
１２　检测方法　空腹血糖（ＦＢＧ）、１ｈＢＧ（餐后１小时
血糖）及２ｈＢＧ（餐后２小时血糖）采用氧化酶法进行

测定，空腹胰岛素 （ＦＩＮＳ）、餐后 ２小时胰岛素
（２ｈＩＮＳ）、促卵泡生成激素（ＦＳＨ）、促黄体生成素（ＬＨ）
及雌二醇（Ｅ２）采用放免法进行测定。比较分析观察
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糖尿病病程、体重指数

（ＢＭＩ）、促卵泡生成激素（ＦＳＨ）、促黄体生成素（ＬＨ）、
雌二醇（Ｅ２）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统计学分析均在 ＳＰＳＳ１７．０
软件包上进行，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由表１可知，与对
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性别、年龄、ＢＭＩ、糖尿病病
程、ＦＳＨ、ＬＨ及Ｅ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ＦＢＧ
和ＦＩＮＳ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２型糖尿病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性别（男／女） 年龄（岁） ＢＭＩ 病程（月） ＦＳＨ（ｍＵ／Ｌ） ＬＨ（Ｕ／Ｌ） ＦＢＧ（ｍｍｏｌ／Ｌ） ＦＩＮＳ（ｍＵ／Ｌ） Ｅ２（ｐｇ／ｍｌ）

对照组 ４４／３５ ４４．３２±６．９５ ２６．０１±４．３６ ２９．１２±２７．４９ ２２．８５±２０．１８ ９．９８±７．８９ ８．３８±２．４１ １１．９１±７．８２ ３６．７８±４１．２５
观察组 ２６／５７ ５８．６９±１３．０１２１．４８±４．１２７６．１２±９１．４８ ３９．０１±２７．６８ １４．８９±１３．６７ ８．９１±３．１３＃ １１．３６±１０．６１＃ ２２．１５±１６．９８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２２　２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的发生与各指标的相
关性分析　由表２可知，年龄、性别、糖尿病病程、ＢＭＩ、
ＦＳＨ、ＬＨ及Ｅ２与２型糖尿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Ｐ均＜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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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的发生与各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指标 Ｒ Ｐ值 指标 ｒ Ｐ值

年龄 ０．３１ ０．００ ＢＭＩ －０．２６ ０．００
性别 ０．２７ ０．００ ＦＳＨ ０．２５ ０．００
病程 ０．２４ ０．００ ＬＨ ０．２１ ０．００
Ｅ２ －０．２６ ０．００ ＦＢＧ ０．０８ ０．２９
ＦＩＮＳ ０．０８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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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在世界范围内，糖尿病的发生率呈逐年升高趋势，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不易被早期发生的代谢骨骼疾病，

其致残率最高，主要引起患者功能障碍。因此有必要

对２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骨质疏松进行多因素分析，对
其加以预防，糖尿病患者高渗性利尿可使机体内丢失

钙、磷和镁［３－４］，从而使骨量减少，由胰岛素缺乏或不

足导致蛋白质合成障碍，使骨基质合成减少，最终引起

患者的骨密度下降［５－６］。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年龄较对照组明

显升高，且年龄与骨质疏松呈正相关，说明高龄是２型
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之一［７－８］。观察组女

性较对照组明显增多，且性别与２型糖尿病合并骨质
疏松的相关分析表明，二者呈正相关，说明女性是２型
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观察组患者的糖尿

病病程较对照组明显延长，且糖尿病病程与２型糖尿
病合并骨质疏松的相关分析表明，二者呈正相关，说明

长期的糖尿病病程是２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的危险
因素，原因可能是长期的糖尿病病程使患者出现较多

微血管并发症，从而使糖尿病骨量减少［９］。观察组患

者的ＢＭＩ较对照组明显降低，且 ＢＭＩ与２型糖尿病合
并骨质疏松的相关分析表明，二者呈负相关，说明较高

的ＢＭＩ是２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的保护因素，而较
低的ＢＭＩ是２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原
因可能是重力对骨骼系统的直接作用有关。观察组患

者的ＦＳＨ及ＬＨ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原因可能与观察
组患者的女性绝经的发生有关，且 ＦＳＨ及 ＬＨ与２型
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的相关分析表明，二者均呈正相

关，说明较高的ＦＳＨ和 ＬＨ水平是２型糖尿病合并骨
质疏松的危险因素［１０］。观察组患者的 Ｅ２水平较对照
组明显升高，且Ｅ２与２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的相关
分析表明，二者呈负相关，说明较高的 Ｅ２水平是２型
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的保护因素，而较低的 Ｅ２水平是

２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原因可能是雌
激素可与骨细胞内的雌二醇受体结合来加强成骨细胞

的骨形成作用，并且能通过白介素６（ＩＬ６）来达到破骨
细胞的活性［１１］，且可通过促进胰岛素样因子来增加骨

的形成。

综上所述，女性、高龄、长期糖尿病病史、ＢＭＩ指数
较低、低水平的ＦＳＨ、ＬＨ及Ｅ２都是２型糖尿病患者发
生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应对这些危险因素进行预防，

以减少２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骨质疏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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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３３３页）
本研究分选出的前列腺癌类干细胞形态学无明显改

变，增殖和克隆形成能力亦高于无血清培养法报道的

结果。以上表明采用免疫磁珠分选法不仅可以获得高

纯度的前列腺癌类干细胞，还能减少对其细胞生物学

特性的影响，为进一步研究前列腺癌干细胞的特性及

其在骨转移中的作用机制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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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降低血小板预防性输注阈值对 ＩＴＰ患者的影响
程利民

【摘　要】　目的　研究降低血小板预防性输注阈值对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的影响。方法　随机选择２００６年
３月－２０１２年３月在血液科诊断的ＩＴＰ（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住院患者，将符合ＩＴＰ诊断标准的２７２例按住院号进
行随机分组，住院号为单数的作为传统组，将血小板小于２０×１０９／Ｌ作为血小板预防性输注阈值，住院号为双数的作为
研究组，将血小板小于１０×１０９／Ｌ作为血小板预防性输注阈值。分别比较两组二级（ＷＨＯ分级）或二级以上出血率、不
良反应发生率及血小板输注率。结果　将研究组与传统组二级或二级以上出血率作比较，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均＞０．０５），而不良反应发生率及血小板输注率比较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降低血小板预防性输注
阈值对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出血风险无显著影响，但能减少血小板输注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关键词】　血小板；阈值；预防性输注；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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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出
血性疾病，是一种免疫介导的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约占

出血性疾病总数的３０％［１］。近年来，单采血小板一方

面由于血小板数目含量高，治疗效果好，输血不良反应

和经输血传播疾病发生率较低；另一方面它减少了献

血者红细胞和粒细胞的丢失，增加了献血安全性，已被

临床广泛应用［２］。血小板预防性输注通常是指临床无

明显出血倾向，皮肤仅有少许散在出血点，患者血小板

小于一定数值时即给予血小板输注，它是预防 ＩＴＰ患
者发生脏器出血的重要措施。目前血小板预防性输注

的临床应用量已占血小板应用总量的７０％以上［３－４］。

按照全国高等院校第７版内科学教材，基层医院医生
通常将血小板小于２０×１０９／Ｌ作为给 ＩＴＰ患者预防性
输注血小板的阈值。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 ＩＴＰ患
者血小板在（１０～２０）×１０９／Ｌ之间时，若无严重感染
及凝血功能障碍，患者一般不发生脏器出血。即使在

北美，血小板输注亦无统一的标准，与在活动性出血时

予以血小板输注相比，预防性血小板输注的疗效能否

提高患者的生存率，亦是一个不太肯定的问题［５］。血

小板输注由于ＩＴＰ患者体内存在血小板自身抗体，使
输入的血小板很快被破坏，且经常输注易产生同种抗

血小板抗体，导致血小板输注无效［６］。当我们做出预

防性血小板输注的决定时必须权衡危险与收益，因为

作者单位：４３２０００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院感办

过敏反应与细菌感染是血小板输注最为常见的并发

症［７］。本研究将血小板小于１０×１０９／Ｌ作为给 ＩＴＰ患
者预防性输注血小板的阈值，探讨其安全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择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３月
在本院血液科诊断（诊断标准参考张之南教授主编的

第３版《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为 ＩＴＰ的住院患
者。按照 ＷＨＯ关于出血的四级标准分为：一级，皮肤
或黏膜出血，排泄物／分泌物潜血检查呈阳性；二级，有
出血表现（如鼻出血、血尿等）但不需要红细胞输注；

三级，有出血表现，需要输注红细胞≥１Ｕ／ｄ；四级，大
量出血，血液动力学改变或重要脏器出血（如脑出

血）。本研究排除入院时即有二级或二级以上出血的

患者，排除同时有发热、感染或正在服用阿司匹林等影

响血小板功能的患者。将符合条件的２７２名患者按住
院号进行随机分组（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本院人体

试验委员会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分组征得受试对象

本人的知情同意），住院号为单数的作为传统组，住院

号为双数的作为试验组。最后统计传统组有１３２例，
男性５４，例女性７８例，中位年龄２８岁（１４～８２岁）；研
究组有１４０例，男性５９，例女性８１例，中位年龄３０岁
（１４～８３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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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的患者按张之南教授主编的第
３版《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做了相关的检查（如乙
肝丙肝检测、狼疮全套、甲免全套、血常规及肝功能等

血液化验、骨髓细胞学检查、胸部 Ｘ线检查、肝胆脾 Ｂ
超检查等），排除了继发性血小板减少而确诊为 ＩＴＰ。
在没有特殊禁忌情况下，两组患者一般均给予了地塞

米松静滴０．１５ｍｇ／（ｋｇ·ｄ），给予止血敏４．０ｇ／ｄ及维
生素Ｃ３．０ｇ／ｄ静滴，同时给予保护胃黏膜及维持水、
电解质平衡等处理；传统组患者，当血小板小于２０×
１０９／Ｌ时，即预防性给予１人份机采血小板输注处理，
第２天查血小板计数，直至血小板大于或等于 ２０×
１０９／Ｌ；试验组患者，仅当血小板小于１０×１０９／Ｌ时，才
给予输注１人份机采血小板处理，第２天查血小板计
数，直至血小板大于或等于１０×１０９／Ｌ。所输的血小
板均由孝感市中心血站提供，均为机采血小板。医务

人员每天对患者进行详细体检，收集实验室检测的数

据，记录两组患者出血级别（ＷＨＯ），记录两组患者输
注血小板当时及输注后２４小时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若输血小板时有严重不良反应（包括高热、休克及呼吸

困难等），除立即对症处理外，立即停止输血并报告输

血科和医务科。最后统计两组患者出血级别和发生

率、血小板输入率、不良反应发生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采样ＳＰＳＳＶ１２．０统计
软件录入，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研究组与传统组一级、二级或二级以上出血率相
应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两
组血小板输注率及血小板输注频率分别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１　两组ＩＴＰ患者出血级别及出血率比较（％）

组别 ｎ 一级出血率 二级出血率 三级出血率 四级出血率

传统组 １３２ １２８（９７．０） １９（１４．４） ２（１．５２） ０
研究组 １４０ １３５（９６．４） ２１（１５．０） ２（１．４３） 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ＩＴＰ患者血小板输注率比较

组别 ｎ 血小板输注人数 血小板输注份数 血小板输注率（％） 血小板输注频率

传统组 １３２ ９８ １４３ ７４．２ １．１０
研究组 １４０ ４７ ８２ ３３．６ ０．５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注：血小板输注人数表示有多少例患者输注了血小板，血小板输注
份数表示总共输注了多少人份血小板（孝感市中心血站一袋血小板为

一人份），血小板输注率表示血小板输注人数除以总人数所得数值，血

小板输注频率表示血小板输注总份数除以总人数所得数值。

表３　两组ＩＴＰ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组别 ｎ 发热 皮肤过敏 心悸 呼吸困难 休克

传统组 １３２ ９．８ １１．４ ３．０ １．５ ０
研究组 １４０ ５．０ ６．１ １．４ ０．８ 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长期以来，人们将预防性血小板输注阈值定于 Ｐｌｔ
２０×１０９／Ｌ。近１０年来，几组比较性的临床研究显示
将输注阈值降为 Ｐｌｔ１０×１０９／Ｌ同样也比较安全［８］。

ＩＴＰ的治疗目的是使患者的血小板计数提高到安全水
平，防止严重出血，降低病死率，而不是使血小板计数

达到正常［９］。本研究显示：ＩＴＰ患者在无发热、感染的
情况下，将血小板输注阈值降到１０×１０９／Ｌ，与传统的
输注值相比，患者发生二级或二级以上出血几率并没

有明显增加，降低预防性血小板输注阈值对特发性血

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出血风险无显著影响。但减少了

血小板的输注，减少了患者的医疗费用，节约了血液资

源。在过去十多年中，包括３个大规模临床对照试验
的大量研究表明：严格地将输注阈值定为Ｐｌｔ１０×１０９／
Ｌ，与阈值定在 Ｐｌｔ２０×１０９／Ｌ比较，结果一样安全，相
对保守地使用预防性血小板输注，结果同样有效［１０］。

另外本研究也显示血小板在（１０～２０）×１０９／Ｌ之间
时，发生三级出血的几率极小，没有发生四级出血。

ＳｌｌｉｃｈｔｅｒＳＪ等［１０］研究显示对于病情相对稳定的血小板

减少症患者，其血小板计数只要达到５×１０９／Ｌ便可起
到止血效果，满足止血需要。以上研究说明将血小板

输注阈值降到１０×１０９／Ｌ是安全的、是合理的。本研
究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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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早期应用 ＩＮＳＵＲＥ技术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的临床研究
刁诗光，何定鑫，王冬妹，刘晓燕

【摘　要】　目的　探讨早期应用ＩＮＳＵＲＥ技术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的疗效，安全性，可靠程度和操作性。方法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３５例经气管插管应用固尔苏（外源性肺表面活性物质，简称：ＰＳ），确诊后ＰＳ按２００ｍｇ／ｋｇ，单体
位一次性快速气管导管内注入。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Ａ组）２０例采用常规机械通气治疗；观察组（Ｂ组）１５例早期采
用ＩＮＳＵＲＥ技术治疗。观察两组患儿的临床转归和并发症的发生率，并监测在诊断确立（基础值）、治疗后２，６，１２，２４ｈ，
各个时间观察点的ＰａＯ２、氧合指数（ＯＩ）值。结果　Ｂ组患儿住院时间缩短，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等并发症显著降低。在
治疗后２４ｈ内的各个时间观察点ＯＩ显著低于Ａ组（Ｐ＜０．０５～０．０１），即Ｂ组氧合功能较Ａ组改善快。结论　早期应
用ＩＮＳＵＲＥ技术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的可提高疗效，缩短住院时间，显著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等并发症。
【关键词】　肺表面活性物质；ＮＣＰＡＰ；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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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
ｔｒｅｓ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ＮＲＤＳ）是指因缺乏肺表面活性物质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ＰＳ）引起的呼吸窘迫症。临床以
进行性呼吸困难为主要表现，多见于早产儿，胎龄越

小，发病率越高，胎龄 ＜２８周者 ＮＲＤＳ发生率为
６０％～８０％，３２～３６周者发生率为１５％ ～３０％，＞３７
周者发生率仅５％，病死率高。此病居早产儿病死率
的首位，占早产儿死亡原因的５０％ ～７０％，为提高抢
救成功率，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等早产儿呼吸系统

并发症的发生率，我们早期采用“ＩＮＳＵＲＥ”技术（气管
插管－使用ＰＳ－拔管使用ＮＣＰＡＰ）治疗新生儿呼吸窘
迫综合症，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新生儿科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共收治严重的 ＮＲＤＳ患儿３５例。新生儿呼吸窘
迫综合征，新生儿呼吸衰竭诊断标准、上呼吸机指征按

《新生儿机械通气治疗学》［１］。其中男 ２５例，女 １０
例；发病时间：＜６ｈ２７例，６～１２ｈ８例；出生体重：＜
１５００ｇ３例，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ｇ２８例，＞２０００ｇ４例；自然
分娩１５例，剖宫产２０例；１分钟 Ａｐｇａｒ评分：０～３分１
例，４～７分２８例，＞７分６例；围生因素：宫内窘迫１０
例，母亲患妊娠高血压综合征１０例，脐带绕颈１２例。

作者单位：５１２０２５广东省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儿科（刁诗光，王冬妹，刘
晓燕）；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医院儿科（何定鑫）

通讯作者：刁诗光，电子信箱：ｄｓｇ１６３１６８＠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１２　治疗方法　确诊ＮＲＤＳ的患儿３５例经气管插管
应用外源性肺表面活性物质（商品名：固尔苏），用量

２００ｍｇ／ｋｇ，经气管插管用无菌细硅胶管单体位一次性
快速气管导管内注入给药，同时用气囊加压给氧 １
ｍｉｎ。Ａ组２０例采用常规机械通气治疗；Ｂ组１５例入
院后立刻予 ＮＣＰＡＰ治疗，采用“ＩＮＳＵＲＥ”技术（气管
插管－使用ＰＳ－拔管使用ＮＣＰＡＰ）治疗。两组患儿均
接受相同常规治疗。设定潮气量６～８ｍｌ／ｋｇ体重，呼
吸频率 ３０～４０次／ｍｉｎ，Ｔｉ０．３～０．５秒吸气峰压 ＜
２０～２５ｃｍＨ２Ｏ（１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吸／呼气值１：
（１．０～１．５）。ＮＣＰＡＰ通气设定呼气末正压（ＰＥＥＰ）：
５～７ｃｍＨ２Ｏ。

给药方法：ＮＲＤＳ诊断确立后，固尔苏按２００ｍｇ／
ｋｇ一次性用药，用无菌注射器吸取已加温至３７℃左右
的药液，通过置于气管插管内、深达气管插管下口上１
ｃｍ的硅胶管一次性快速注入，气管插管定位在气管分
叉上１ｃｍ。
１３　监测指标　分别在诊断确立（基础值）、治疗后
２，６，１２，２４ｈ，动脉血气分析，测定气道平均压和吸入
氧浓度（ＦｉＯ２），计算氧合指数（ＯＩ），公式为：
ＯＩ＝（ＦｉＯ２×气道平均压×１００）／ＰａＯ２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
使用ＳＰＳＳ１１．５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２　结果
２１　治疗效果　３５例中无死亡病例，Ａ组１例患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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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胸，其余患儿均无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及其他严

重并发症发生。呼吸机使用时间平均１．５ｄ，最长者
４．５ｄ，仅有痰培养阳性２例，全部病例随访２个月 ～１
年，无明显后遗症。

２２　各个时间观察点 ＰａＯ２和氧合指数（ＯＩ）的动态
变化　两组患儿２４ｈ内各个时间观察点ＰａＯ２和氧合

指数（ＯＩ）的动态变化见表１。结果表明，两组患儿使
用固尔苏后氧合功能均明显提高，ＰａＯ２明显提高和氧
合指数明显改善，但在各个时间观察点和程度上采用

“ＩＮＳＵＲＥ”技术治疗组均明显好于常规机械通气组，具
体改善情况见下表。

表１　两组患儿２４ｈ内ＰａＯ２、ＯＩ的动态变化（ｘ±ｓ）

组别 ｎ
ＰａＯ２

通气前 ２ｈ ６ｈ １２ｈ ２４ｈ
ＯＩ

通气前 ２ｈ ６ｈ １２ｈ ２４ｈ
Ａ组 ２０ ４０．０６±４．２９ ５６．８９±１．７０ ８８．８８±１．３４＃ ９０．７３±３．４３＃ ９３．８０±２．３６＃ ８．１０±１．３３ ６．０３±１．００＃ ６．４０±０．９４＃ ５．９０±０．８３＃ ５．７３±１．００＃

Ｂ组 １５ ４０．２０±４．４９ ９８．５０±４．８３△ ９７．９５±２．４７＃△ １００．４０±２．２０＃△ １０３．５３±６．０１▲ ７．７５±０．９５ ５．４１±１．０８▲ ４．４２±１．０８＃△ ３．８０±１．１０＃△ ３．４６±１．２４＃△

　　注：与同组内通气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Ａ组同时刻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　讨论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ＮＲＤＳ）是ＮＩＣＵ常见病，
报道发病率２％ ～３％之间［２］。ＮＲＤＳ是由于肺发育
不成熟，其产生的肺表面活性物质（ＰＳ）不足，引起的
广泛肺泡萎陷和肺顺应性降低，是早产儿的易患病，

病死率高。且胎龄越小，发病率越高，是导致早产儿

发生慢性肺疾病的重要原因，严重影响早产儿的生活

质量，也是导致 ＮＩＣＵ中早产儿死亡的重要原因。外
源性肺表面活性物质（ＰＳ）的作用机制，首先，覆盖肺
泡表面，改善肺容量，肺灌注以及氧合，肺组织学改

善。在大多数病例表明 ＰＤＡ降低，肺血流增加，动脉
导管水平出现左向右分流。ＰＳ的第二个作用是与肺
泡Ⅱ型细胞结合，能为肺表面活性物质提供物质基
础，甚至刺激肺表面活性物质的产生［３］。

国内外循证医学资料表明 ＰＳ对减少 ＮＲＤＳ的发
病，减轻呼吸衰竭及降低病死率有明显作用。有资料

显示ＰＳ替代治疗可使 ＮＲＤＳ病死率降低３３％，无慢
性并发症的存活率增加１７％［４－５］。美国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通过大量的随机对照试验（ＲＣＴ）以及流行病学
证实，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可降低早产儿ＲＤＳ的死亡
率，肺表面活性物质用于 ＮＲＤＳ已成为早产儿监护的
标准治疗手段，但对如何最好地应用这项确实有效的

治疗措施仍面临很多争议［６］。目前 ＮＲＤＳ治疗方法
有２种常用方法，应用 ＰＳ联合常频、高频振荡通气支
持治疗［７］或应用 ＰＳ联合 ＮＣＰＡＰ支持治疗，这两种方
法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８］。ＰＳ
联合呼吸机治疗的方法常可能引起呼吸机相关性肺

炎、慢性肺疾病等并发症，尤其是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是早产儿感染败血症甚至死亡的重要原因，其原因可

能与以下因素相关：机械通气病原菌不经鼻道的过滤

而直接进入下呼吸道，抑制气道黏膜的纤毛运动，减

低呼吸系统的防御能力。由于气管插管导致上皮细

胞损伤、气道黏膜基底层破坏、病原菌被吸入后与上

皮细胞黏附而发生感染。机械通气时气管导管内气

体反复流动，使细菌反复接种于下呼吸道等，加重患

儿的呼吸道感染［９］。

ＤａｎｉＣ等［１０］的研究结果表明对胎龄 ＜３０周的早
产儿予ＰＳ治疗后，早期使用 ＮＣＰＡＰ可减少机械通气
的需要或减少呼吸支持的时间，而且可减少 ＰＳ的用
量和住ＮＩＣＵ的时间。２０１０版欧洲新生儿呼吸窘迫综
合征管理共识指南推荐：对有呼吸窘迫综合征危险的

早产儿，如胎龄 ＜３０周、不是必须使用机械通气者都
应使用 ＮＣＰＡＰ，直至临床状况被进一步评估；对已经
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早产儿，应早期使用 ＮＣＰＡＰ
并治疗性使用 ＰＳ以减少机械通气；因可减少气管插
管，应使用ＩｎｆａｎｔＦｌｏｗ样的短双鼻塞装置，对刚拔除气
管插管的早产儿，使用至少５ｃｍＨ２Ｏ的 ＮＣＰＡＰ以减
少拔管后近期再插管。机械通气时间过长易发生呼

吸道感染、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及呼吸机相关性肺损

伤。而早期联合 ＮＣＰＡＰ和 ＰＳ治疗可减少这些并发
症的发生，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

本研究结果表明，早期采用“ＩＮＳＵＲＥ”技术治疗
ＮＲＤＳ，在治疗后２４ｈ内的每一个时间观察点上采用
“ＩＮＳＵＲＥ”技术治疗组的氧合功能明显好于常规机械
通气组，且可以减少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慢性肺疾病

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无ＣＯ２潴留和反复呼吸暂停的
发生。缩短了住院时间，降低了住院费用，提高了患

儿的生存质量。

综上所述，早期应用 ＩＮＳＵＲＥ技术治疗新生儿呼
吸窘迫综合症疗效肯定，其治疗的安全性高，可操作

性强，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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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宫颈脱落细胞病变中 ＨＰＶＬ１蛋白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杨红

【摘　要】　目的　探讨ＨＰＶＬ１蛋白在宫颈脱落细胞病变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以非同位素标记核酸分
子杂交技术和免疫组织／细胞化学技术为基础，在同时采用核酸和免疫水平双重检测传染病病原体人乳头瘤病毒壳蛋白
抗体（ＨＰＶＬ１）的方法对１２４例妇科宫颈脱落细胞ＴＣＴ标本进行ＨＰＶＬ１蛋白检测。结果　ＨＰＶＬ１蛋白的总阳性率为
４４．３５％（５５／１２４）。其中轻度炎症的阳性率为６６．６７％（２６／３９）；中度炎症的阳性率为４１．９４％（１３／３１）；重度炎症的阳性
率为３７．５０％（６／１６）；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阳性率为３０．４３％（７／２３）；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阳性率为２０．００％（３／１５）。
ＨＰＶＬ１蛋白在轻度炎症的阳性表达率高于中度炎症和重度炎症，明显高于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和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３．６５，Ｐ＜０．０５）。结论　ＨＰＶＬ１蛋白的阳性表达与宫颈脱落细胞病变的类型密切相关，随着
宫颈脱落细胞病变的加深，ＨＰＶＬ１蛋白的阳性率逐渐减弱，ＨＰＶＬ１蛋白的丢失可能是宫颈病变进展的一个早期事件，
ＨＰＶＬ１蛋白的阳性表达与宫颈病变的生物学行为密接相关，可作为宫颈病变治疗预后的可靠理论依据。
【关键词】　宫颈脱落细胞病变；ＨＰＶＬ１蛋白；核酸和免疫水平双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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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颈病变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病变。宫颈癌
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对女性生命健康构成威胁的第二

大恶性肿瘤。近年来，我国临床宫颈癌的发病率呈现

出了上升的趋势，其发病的年龄也趋于年轻化［１］。约

９９％以上的宫颈癌发生与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
密切相关［２］。本文应用以同位素标记核酸分子杂交技

术和免疫组织／细胞化学技术为基础，在同时采用核酸
和免疫水平双重检测传染病病原体人乳头瘤病毒壳蛋

白抗体（ＨＰＶＬ１）的方法对１２４例宫颈脱落细胞 ＴＣＴ
标本进行ＨＰＶＬ１蛋白检测，旨在探讨ＨＰＶＬ１蛋白在
宫颈脱落细胞病变中表达情况及临床病理意义。

作者单位：４６７０００河南省平顶山市，河南省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病
理科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６月
妇科ＴＣＴ标本１２４例，其中轻度炎症病变３９例，中度
炎症３１例，重度炎症１６例，低级别上皮内瘤变２３例，
高级别上皮内瘤变１５例。上述所有标本均有妇产科
医师正规取材，选择已知 ＨＰＶＬ１蛋白阳性的组织作
为阳性对照观察，制成 ＴＣＴ液基薄层２张，分别做巴
氏染色和ＨＰＶＬ１蛋白染色，光镜观察。
１２　检测方法　以非同位素标记核酸分子杂交技术
和免疫组织／细胞化学技术为基础，同时采用核酸和免
疫水平双重检测传染病病原体人乳头瘤病毒壳蛋白抗

体（ＨＰＶＬ１）的方法，对１２４例患者宫颈脱落细胞 ＴＣＴ
片中ＨＰＶＬ１蛋白的进行检测。上述标本均经９６％酒
精固定，采用Ｇ液加热抗原修复３０ｍｉｎ。主要试剂：赛

［７］　刁诗光，邱燕玲，王冬妹，等．高频振荡通气在新生儿呼吸窘迫综
合症治疗中的应用［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１，９（４）：５５５５５７．

［８］　Ｒ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Ｒ．Ｏｐｔｉｎｕａ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ｐｒｅｔｅｒｍｌｕｎｇｓ［Ｊ］．Ｎｅｏｎ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９３（４）：３０２３０８．

［９］　李耘，吕回，卫巧贤．早产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病原菌分析［Ｊ］．中
国实用儿科杂志，２００３，１８（８）：４７２４７４．

［１０］　ＤａｎｉＣ，ＢｅｒｔｉｎｉＧ，ＰｅｚｚａｔｉＭ，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ｅｘ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ａｓａｌｃｏｎｔｉｎ
ｕｏｕ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ｉｒｗａ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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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０４，１１３（６）：ｅ５６０ｅ５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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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细胞／组织ＨＰＶＬ１蛋白检测试剂盒（购自美国艾迪
旺斯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ＨＰＶＬ１蛋白检测具
体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所有染色均用已知

阳性片做对照，Ｆ液代替一抗做阴性对照（Ｇ液、Ｆ液
均由ＨＰＶＬ１蛋白检测试剂盒提供），ＡＥＣ显色，Ｍａｙｅｒ
氏苏木素复染，水性封片剂封固，光镜观察。

１３　ＨＰＶＬ１蛋白阳性表达判断标准　在宫颈脱落细
胞ＴＣＴ片中只要有一个被染红的细胞核即可诊断为
ＨＰＶＬ１阳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采用采用 χ２检验，计算资
料用χ２检验计算器Ｖ１．６１。

２　结果
２１　ＨＰＶＬ１蛋白的阳性表达和定位情况　ＨＰＶＬ１
的阳性表达定位于细胞核，为红褐色颗粒（图１，见封
三）。

２２　ＨＰＶＬ１在宫颈病变中的表达情况　１２４例 ＴＣＴ
标本中５５例 ＨＰＶＬ１蛋白呈阳性表达，ＨＰＶＬ１蛋白
的总阳性率为４４．３５％（５５／１２４）。其中轻度炎症的阳
性率为 ６６．６７％（２６／３９）；中度炎症的阳性率为
４１．９４％（１３／３１）；重度炎症的阳性率为 ３７．５０％（６／
１６）；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阳性率为３０．４３％（７／２３）；
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阳性率为２０．００％（３／１５）。ＨＰＶ
Ｌ１蛋白在轻度炎症的阳性表达率高于中度炎症和重
度炎症，明显高于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和高级别上皮内

瘤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３．６５，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ＨＰＶＬ１蛋白在宫颈脱落细胞病变中的表达情况（ｎ，％）

宫颈脱落细胞病变类型 ｎ ＨＰＶＬ１蛋白阳性率

轻度炎症 ３９ ２６（６６．６７）
中度炎症 ３１ １３（４１．９４）
重度炎症 １６ ６（３７．５０）
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２３ ７（３０．４３）

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１５ ３（２０．００）

　　注：与轻度炎症比较，χ２＝１３．６５，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近年来，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是研究的热点。
研究表明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是引起子宫颈病变
ＣＩＮ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３］。ＨＰＶＬ１蛋白为主要衣
壳蛋白，分子量较大，占病毒表面的９０％，高度保守，
为各型ＨＰＶ病毒的特异性蛋白抗原［４］。病毒学家证

实了ＨＰＶ为宫颈癌的主要致癌因素，其中人乳头瘤病
毒（ＨＰＶ）Ｌ１壳蛋白为免疫杀伤 ＨＰＶ病毒的主要靶
位［５］。ＨＰＶＬ１衣壳蛋白是病毒感染细胞的靶位点，也
是机体免疫应答攻击病毒的靶位点。研究表明 ＨＰＶ
Ｌ１衣壳蛋白的阳性率与病理分级呈负相关［６］。本文

对１２４例妇科ＴＣＴ标本进行 ＨＰＶＬ１蛋白检测，结果

显示ＨＰＶＬ１蛋白的总阳性率为４４．３５％（５５／１２４），其
中轻度炎症的阳性率为６６．６７％（２６／３９）；中度炎症的
阳性率为 ４１．９４％（１３／３１）；重度炎症的阳性率为
３７．５０％（６／１６）；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阳性率为 ３０．
４３％（７／２３），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阳性率为２０．００％
（３／１５）。ＨＰＶＬ１蛋白在轻度炎症的阳性表达高于中
度炎症和重度炎症，明显高于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和高

级别上皮内瘤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３．６５，
Ｐ＜０．０５）。本文研究发现ＨＰＶＬ１蛋白的阳性表达与
宫颈脱落细胞病变的类型密切相关，随着子宫颈脱落

细胞病变病情的发展，ＨＰＶＬ１蛋白的阳性表达逐渐降
低，这与文献报道相符合［７］，这说明ＨＰＶＬ１蛋白的丢
失可能是子宫颈病变进展的一个早期事件。有学者认

为从高危型ＨＰＶ的持续感染到癌前病变并最终发展
为癌的自然演变大约需要５～１５年［８］，因此门诊 ＴＣＴ
标本进行检查同时进行 ＨＰＶＬ１蛋白的检测，这样为
患者节约资金同时对于早期发现和预防子宫颈病变治

疗有着很重要的指导价值。ＨＰＶＬ１蛋白是近年来研
究ＨＰＶ感染状态的有效指标［９］。有学者［１０］对８４例
ＣＩＮⅠ级患者随访了６～４６个月，观察了ＨＰＶＬ１阳性
率，结果发现，阳性者多数能够自行消退或缓解，而阴

性者疾病多数进展。因此，认为可根据 ＨＰＶＬ１阳性
率判断宫颈病变的预后。总之，ＨＰＶＬ１蛋白的阳性表
达与宫颈病变的生物学行为密接相关，可作为宫颈人

乳头瘤病毒感染治疗预后判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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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判定中的作用［Ｊ］．宁夏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３２（８）：６８８．

［６］　ＳｔａｎｌｅｙＭ．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Ｊ］．Ｖａｃｃｉｎｅ，
２００６，２４（Ｓｕｐｐｌ１）：１６２２．

［７］　姜晓曼，黄民主，李成华，等．ＨＰＶＬ１壳蛋白与ｐ１６ＩＮＫ４ａ的免疫
组化检查在宫颈病变诊断中的应用［Ｊ］．临床检验杂志，２０１０，２８
（１）：６６．

［８］　张露丹．ＨＰＶＬ１壳蛋白联合ＨＰＶ分型检测在诊断子宫颈病变中
的作用［Ｊ］．医药论坛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１９）：１７．

［９］　李春叶，孙立新．ＨＰＶＬ１蛋白和ＩＬ２宫颈病变中的表达及临床意
义［Ｊ］．中国医疗前沿，２０１２，７（４）：６．

［１０］　ＣａｎｔｏｒＳＢ，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ＥＮ，ＣａｒｄｅｎａｓＴｕｒａｎｚａｓＭ，ｅｔ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ｃｔａＣｙｔｏｌ，
２００５，４９（４）：４０５４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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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腋下小切口与标准后外侧切口肺癌根治术比较
郑志民

【摘　要】　目的　比较肺癌腋下小切口肺癌根治术与标准后外侧切口肺癌根治术的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０８年６月－
２００９年６月９２例肺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４６例患者采用腋下小切口肺癌根治术，对照组４６例患者采用标准后
外侧切口肺癌根治术，观察两组患者平均手术时间、平均开胸时间、平均关胸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患者３年生存率。结
果　观察组平均手术时间、平均开胸时间、平均关胸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种根治术患者１～３年生存率，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两种根治术
治疗后患者远期效果相当，但腋下小切口肺癌根治术创伤明显小于标准后外侧切口肺癌根治术，但要严格掌握手术适应

症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关键词】　肺癌；肺癌根治术；术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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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１－３ｙｅａｒｓｏｆ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ｅｑｕａｌ，ｂｕｔｔｒａｕｍａｗａｓｏｂｖｉ
ｏｕｓｌｙｌｅｓｓｉｎ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ｓｍａｌｌ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ｏｓｔｅｒｏ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ｅｓｉｒ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Ｒａｄ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为探讨两种不同根治术的效果，本研究选择我院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０年６月９２例肺癌患者分别采用标
准后外侧切口肺癌根治术与肺癌腋下小切口肺癌根治

术进行治疗，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２００９年６月 －２０１０年６月９２
例肺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４６例患者采用腋下
小切口肺癌根治术，其中男性２６例，女性２０例，年龄
３５～６７岁，平均年龄（５２．５±１７．５）岁；对照组４６例患
者采用标准后外侧切口肺癌根治术，其中男性２７例，
女性１９例，年龄３６～６６岁，平均年龄（５１．５±１５．５）
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ＰＴＮＭ分期等方面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所有入选者均为非小细胞未
分化癌，ＰＴＮＭ分期为Ⅰ、Ⅱ及ⅢＡ期，且具备肺癌根
治术的手术适应证的患者；同时排除重要器官包括心、

肝、肾功能不全者、有严重精神障碍无法配合术后观察

的患者。

１３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于手术前根据患者病情
进行各种基础治疗及放疗、化疗，择期行肺癌根治术。

１３１　观察组手术方法　本组４６例患者采用采用吸

作者单位：３６２２００福建省晋江市医院胸外科

入复合全身麻醉，行腋下小切口肺癌根治术。取健侧

卧位，垫高腋下，将患侧上肢向上悬吊于麻醉架上，于

乳腺下褶至腋下背阔肌下缘斜切入，切口长度为８～
１３ｃｍ，将背阔肌缘向后牵拉，根据ＣＴ确定的病变部位
切开肋间，钝性分开前踞肌纤维，经肋骨上缘贴骨有电

刀切开肋间肌进胸，视术野暴露情况，如暴露不佳时，

可将切口上缘的肋骨后端剪断，用两副开胸器交叉撑

开切口，暴露手术野进行手术操作，术毕常规放置引流

管，关胸。

１３２　对照组手术方法　本组４６例患者采用后外侧
标准切口，采用吸入复合全麻，自腋前线切入，切口长

２５～４０ｃｍ，常规切断背阔肌、前踞肌及１根肋骨经肋
骨床进胸手术。用大号开胸器撑开切口，暴露手术野

进行手术操作，术毕常规放置引流管，关胸。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平均手术时间、平均开
胸时间、平均关胸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患者 ３年生存
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

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术中相关指标比较　从两种根治术术中主要指
标显示，观察组平均手术时间、平均开胸时间、平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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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两种肺癌根治术术中相关指标比较

组别 ｎ
平均手术时间

（ｈ）
平均开胸时间

（ｍｉｎ）
平均关胸时间

（ｍｉｎ）
平均出血量

（ｍｌ）
观察组 ４６２．９５±１．３０ １４．８２±３．３３ １３．２８±３．７５ １３５．５±６０．５

对照组 ４６３．４３±１．１０ ２３．５１±６．５７ ３４．０３±５．８９ １９５．５±１０１．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治疗效果比较　比较两种根治术患者１～３年生
存率，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
表２。

表２　两种肺癌根治术治疗后远期疗效比较（ｎ，％）

组别 ｎ １年 ２年 ３年

观察组 ４６ ４０（８６．９６） ３２（６９．５７） １４（３０．４３）

对照组 ４６ ４１（８９．１３） ３３（７１．７４） １３（２８．２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原发性肺癌患者在可能的情况下仍以外科治疗为
主，到了晚期失去手术治疗机会的患者不得已才选择

保守治疗。一直以来，肺癌根治术的入路均选择胸部

后外侧切入的标准切口［１－３］。标准切口的优点是术野

暴露好，方便术者的操作，但由于该切口创伤大、术后

疼痛剧烈，患者往往失血较多，同时胸部后外侧切入对

肩关节功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冻结肩的发生率较

高［４－５］。减少术中出血量与缩小手术切口，使外科手

术尽量微创是外科医生探索的目标。腋下小切口肺癌

根治术应运而生［６］，从两种根治术中相关指标包括平

均手术时间、平均开胸时间、平均关胸时间、术中出血

量比较显示，腋下小切口肺癌根治术组时间明显短于

对照组，平均出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比较两组患者远期疗效，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结果提示腋下小切口肺癌根治术可以保证清

除病灶的基础上减小手术的创伤，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

腋下小切口肺癌根治术虽具有创伤小，疗效好的

优点，但要严格注意手术适应症的掌握，笔者通过临床

实践及查阅相关文献，总结出下列情况下不宜采用该

术式：①肺上沟癌及横膈膜与胸后壁肿瘤［７－８］；②有胸
腔手术史者及胸膜炎的患者［９］；③肺门血管处理困难
的患者；④需要行肺血管成形术与支气管成形术的患
者［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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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后，ＭＩＦｍＲＮＡ和蛋白的表达量下降，同时 ＣＤ７４的
ｍＲＮＡ和蛋白的表达量也下降，从而导致了大肠癌细
胞的增殖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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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合并心肌损害临床分析
唐红，杨晓，张立福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心肌酶的测定，了解心肌损害情况。方法　对１８３例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心
肌酶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同时把１８３例分成轻型组（血清胆红素水平 ＜３４２μｍｏｌ／Ｌ），重型组（血清胆红素水平 ＞３４２
μｍｏｌ／Ｌ），再对两组心肌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心肌酶高出正常值１４６例（占７９．８％），轻型组１２４例，心肌酶值
异常８７例（占７０．１％），重型组５９例，心肌酶异常５９例。两组心肌酶值进行比较，重型组明显高于轻型组（Ｐ＜０．０１）。
结论　高胆红素血症可导致心肌损害，且高胆红素血症越重，心肌受损程度越重，提醒临床医生在治疗高胆红素血症同
时，需要对受损心肌进行营养治疗。

【关键词】　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心肌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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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是新生儿时期最为常见的疾
病，也是我国大部分新生儿病室内最为常见的收治疾

病之一［１］。若不及时治疗，严重高胆红素血症可能导

致胆红素脑病，遗留后遗症，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

负担。同时，诸多文献也相继报道高胆红素血症也可

导致心肌损害。本文回顾性分析我科２００９年６月 －
２０１１年６月高胆红素血症住院患儿心肌酶结果，并与
正常心肌酶作比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８３例患儿胎龄≥３７周，血生化检查
提示高间接胆红素血症，且胆红素水平达到或超过美

国儿科学会（ＡＡＰ）指南的时龄－胆红素水平曲线低危
区和中低危区分界水平（即第４０百分位线）［２］。其血
清总胆红素水平为（２８９．３±７３．４）μｍｏｌ／Ｌ，轻型组（血
清胆红素＜３４２μｍｏｌ／Ｌ）１２４例，男７３例，女５１例，平
均日龄（８．０±７．５）ｄ。重型组 ５９例（血清胆红素 ＞
３４２μｍｏｌ／Ｌ），男３８例，女２１例，平均日龄（７．０±４．５）
ｄ。所有入选患儿均排除窒息、感染及患儿本身心肌有
疾患者。

１２　检测方法　所有患儿均于入院后１ｈ内采集静
脉血２ｍｌ，经罗氏６０００型（德国生产）全自动生化仪测
定肌红蛋白（ＭＹＯ）、高敏肌钙蛋白 Ｔ（ＴＮＴＨＳ）、肌酸
激酶ＭＢ（ＣＫＭＢ）、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所有心肌
标志物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均为德国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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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生产。正常参考值为：肌红

蛋白（ＭＹＯ）２７～７２μｇ／Ｌ，高敏肌钙蛋白 Ｔ（ＴＮＴＨＳ）
０～０．０１４μｇ／Ｌ，肌酸激酶ＭＢ（ＣＫＭＢ）０．１０～４．９４
μｇ／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以（ｘ±ｓ）表示，经 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包进行ｔ检验。

２　结果
　　１８３例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中，心肌标志物值高出
正常值１４６例（占７９．８％），心肌标志物值正常３７例
（占２０，２％），且均为轻型高胆红素血症患儿。轻型组
１２４例，心肌标志物值异常８７例（占７０．１％），重型组
５９例，心肌标志物异常５９例（占１００．０％）。两组心肌
标志物值进行比较，重型组明显高于轻型组（Ｐ＜
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不同程度高胆红素血症患儿致心肌损害值比较

组别 ｎ ＭＹＯ（μｇ／Ｌ） ＴＮＴＨＳ（μｇ／Ｌ） ＣＫＭＢ（μｇ／Ｌ）

轻型组 １２４ ７２．０７±２３．６１ ０．０４２±０．０２３ １２．２５±３．６８
重型组 ５９２３６．２４±１５．４８ ０．２６２±０．０９８ ３１．８０±１５．９２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论
　　新生儿黄疸是新生儿时期最常见的症状之一。根
据董小癑等的报道［３］，我国正常足月儿出生后胆红素

水平的峰值出现在日龄第４～５天。新生儿高胆红素
血症常见伴发疾病包括 ＡＢＯ溶血病、Ｇ６ＰＤ缺乏症、
败血症等，这和国外的流行病学资料一致［４］。新生儿

高胆红素血症在新生儿时期的发病率很高，可导致多

器官损害。临床文献报道较多的有合并脑损害，心肌

损害。本文对高胆红素血症患儿的心 （下转第４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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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改进心脏创伤早期救治策略的初步探讨
麻成方，陈亮，李志华，魏春勇，李绍鹏，洪琼川

【摘　要】　目的　总结心脏创伤的早期救治经验，探讨改进围手术期的处理策略，以提高生存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
９８例心脏创伤患者的资料，分为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两组，比较两组病例数、创伤分型、诊断手段、救治方法
及住院病死率等，并进行统计学检验。结果　两组心脏创伤病例数、创伤分型比较差异不明显，诊断手段、救治方法构成
有明显变化，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组较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组住院病死率明显下降（Ｐ＜０．０５）。结论　加强院前救治及转运，及时
诊断、及时开胸手术是心脏创伤早期救治的关键，心脏彩超是明确诊断的可靠手段，改进相关的救治策略可有效地提高

生存率。

【关键词】　心脏创伤；心脏彩超；开胸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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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创伤是严重威胁伤员生命的急危重症，病情
凶险且进展迅速，其死亡率相当高。大多数伤员首诊

的基层医院如能及时正确地诊治这类急症，可提高生

存率，获得满意的效果。笔者回顾性分析 １９９９年 ７
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间收治心脏创伤患者的临床资料，
分为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两组，总结并探
讨改进救治策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共有患者９８例，其中男性９４例，女
性４例；年龄（２９．２８±１２．５１）岁。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组４１
例，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组５７例。穿透性心脏损伤８６例，均
为锐器伤，伤后到院的时间为（４６±２１）ｍｉｎ。闭合性
心脏损伤１２例，其中撞击伤６例，挤压伤４例，高处坠
落伤２例，伤后到院的时间为３０ｍｉｎ～２ｄ。两组病例
数、创伤分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所
有患者均有心脏附近的胸腹部外伤史，诉胸痛、胸闷、

呼吸困难等，查体有贫血貌、血压下降、脉搏细速、口唇

紫绀、大汗淋漓、皮肤湿冷、颈静脉怒张、肺部音及心

音遥远等。胸部 Ｘ线或 ＣＴ检查有血气胸、心影增大
等表现；心脏彩超检查有心包积液、心脏搏动形态改变

及心内血流异常、心内异物等表现。

１２　诊治方法　伤者在入院前及急诊室即进行深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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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置管、输血、补液等抗休克治疗。两组伤者均根据临

床表现、胸部Ｘ线或 ＣＴ、心脏彩超等明确有手术指征
后，在急诊室或送手术室紧急剖胸探查，修补心肌裂伤

及心包开窗减压术。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组采用床旁彩超
检查有１３例（１３／４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组为５６例（５６／
５７）；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组采用急诊室开胸手术２２例（２２／
４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组为８例（８／５７），以上两组间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在气管插管静
脉复合全麻下进行，均未使用体外循环。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观察项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
计软件包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计数资料
采用例数和百分比表示，两个治疗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
验。

２　结果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组手术治疗３８例（３８／４１），其中心
脏修补止血术３２例，心脏取异物术５例，心包切开引
流术１例，死亡８例（占１９．５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组手
术治疗５６例（５６／５７），其中心脏修补止血术４６例，心
脏取异物术６例，心包穿刺引流４例，３个月后行体外
循下环室间隔修补术３例，死亡３例（占５．２６％）。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组病死率（１９．５１％）显著高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组病死率（５．２６％），Ｐ＜０．０５。主要死
因：早期为心脏压塞、失血性休克、严重室颤等，晚期为

左心衰、ＡＲＤＳ、ＭＯＤＳ等。所有存活患者出院时行彩
超检查均无心包积液，无脑损伤等并发症，随访３～１２
个月，均恢复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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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心脏创伤早期的正确诊断和处理是能否抢救成功
的关键。通过对９８例心脏创伤患者的救治，笔者总结
经验并对改进围手术期的救治策略作以下探讨。

３１　心脏创伤的早期诊断策略　心脏创伤分为穿透
性心脏损伤和心脏顿挫伤两大类，穿透性心脏损伤在

临床上较为常见，有特征性的 Ｂｅｃｋ’ｓ三联征（低动脉
压，高中心静脉压，心音遥远）结合外伤部位不难确诊，

须避免大量失血后心包压塞表现不明显而导致漏诊。

因此，凡有“心脏损伤危险区”（上至锁骨、下至肋弓、

两侧锁骨中线以内），以及颈根部、上腹部、腋部的穿透

伤，尤其是伤后短时间内出现严重休克或心包压塞、大

量血胸者，均应考虑心脏或大血管损伤而急诊手术［１］。

近年来国外报道心脏钝性损伤的发病率明显增

加，已占同期胸部挫伤的２５％［２］。心脏闭合钝挫伤因

多无体表伤口或骨折，易被忽略而贻误救治，甚至可在

其他创伤处理控制后死于不明原因的心衰、肺水肿和

心律失常等。本组 １２例心脏钝挫伤的病死率为
２５％，所以须提高对心脏顿挫伤的“疑诊”意识。其诊
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心悸、持续性胸痛、心脏杂音及

严重循环功能障碍等）、心电图、心脏超声、心肌肌钙蛋

白及心肌酶学等检查。临床可疑心肌挫伤者可针对心

衰和心律失常进行严密监护，早期处理。

３２　诊断手段的选择策略　在早年的救治中，笔者采
用的主要辅助检查手段为胸部 Ｘ线或 ＣＴ检查，胸片
可以初步判断有无血气胸及心影增大等，ＣＴ除了能清
楚地显示纵隔内的结构变化外，还可以发现胸部其它

创伤的情况。但 Ｘ线或 ＣＴ检查须搬动患者，耗时较
长，特异性较差，会延误抢救。自２００６年后笔者医院
急诊科配备了便携式彩色超声，床边心脏超声检查成

了首要的检查手段。心脏超声能直观、实时地显示心

脏的形态结构、瓣膜活动、心腔血流状态以及局部室壁

运动，应作为疑诊心脏创伤病例的首选辅助检查［３］。

便携式心脏超声具有无创、可床边迅速诊断和重复检

查、操作简便等诸多优势，急诊科医师只需接受短期培

训就能辨认出心包积液［４－５］。本组病例心脏彩超检查

所花费的时间为平均２．５ｍｉｎ，包括术前准备，从超声
检查到进入手术室平均耗时１５ｍｉｎ。因此笔者的经验
是床边超声诊断为明确诊断及指导决定性治疗赢得了

宝贵的时间，值得在基层医院推广。

３３　手术地点的选择策略　急诊室开胸手术（ｅｍｅｒ
ｇｅｎｃｙｒｏｏｍｔｈｏｒａｃｏｔｏｍｙ，ＥＲＴ）在抢救心脏创伤患者的
适应证掌握上尚有争议，早年笔者多选择在急诊室行

床旁开胸探查，但急诊室大多数医生都缺乏专科经验，

难于配合手术，加上专科器械和设备也缺乏，仅限于到

达医院后处于濒死状态或心跳、呼吸停止的患者，随着

近年抢救转运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从急诊室转送至

手术室的时间控制在３～５ｍｉｎ内，大部分患者选择了
手术室开胸（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ｏｏｍｔｈｏｒａｃｏｔｏｍｙ，ＯＲＴ），提高了
抢救成功率。ＷｉｓｅＤ等［６］认为对 ＥＲＴ的适应证应限

于胸部穿透伤且心脏停搏在１０ｍｉｎ以内者。钝性创
伤心脏已停搏者不主张进行ＥＲＴ；对有心跳的患者，建
议尽快送到手术室抢救，不宜轻易在急诊室开胸。因

此ＥＲＴ仍需严格掌握适应证。
３４　手术切口的选择策略　手术切口选择取决于胸
部伤口的部位及可能伤及心脏的部位，其原则是：能以

最快的速度达到心脏损伤区，不改变患者体位和不会

因搬动患者而干扰患者的血液动力学。根据这一原

则［７］，本组患者行左胸前外侧切口６８例，右胸前外侧
切口８例，胸正中切口１４例，均较好地完成了手术操
作。前外侧切口能以最短的时间进胸，对单侧心脏裂

口及后纵隔暴露较好，如合并腹部脏器损伤可切开隔

肌或加做腹部切口。胸正中切口能充分显露心脏，还

有便于建立体外循环的优势，但其开胸费时，需借助胸

骨锯等器械，限制了在急诊手术中的应用。因此，急救

处理时手术入路以前外侧切口为佳［８］。

３５　修补心脏裂口的策略　根据伤情选择切口进胸
后，迅速切开心包解除心脏压迫，寻找出血部位，多数

病例可用手指按压心脏裂口暂时止血，也可采用气囊

导尿管充水外拉临时堵塞止血，心脏裂口多采用间断

或“８”字缝合，裂口较大时可行连续缝合。一般多采
用带有小垫片的３０或者４０的无损伤缝线。冠脉附
近损伤可在其下面潜行缝合，以防结扎时阻断冠脉血

流。遇到心房、腔静脉损伤裂口较大（一般大于５ｃｍ）
者，很难用手指或器械钳夹止血，此时可临时阻断裂口

远侧的上、下腔静脉，进行快速的修补，但阻断时间不

宜超过２ｍｉｎ，否则会造成脑水肿、腹腔脏器等水肿［９］。

对于合并心内结构损伤的患者，如瓣膜撕裂、腱索断

裂、房室间隔穿孔等，一般留待后期处理，手术最佳时

机为伤后６～８周，届时心肌创伤反应已消失，裂口边
缘有疤痕形成，手术修补更为有利［１０］。若术后血流动

力学紊乱直接影响伤员存活者，则必须及早在体外循

环下进行手术治疗。

３６　术后的监护治疗策略　心脏创伤术后须注意低
心排出量综合征的发生，一旦出现低心排，除常规治疗

外，可采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ＩＡＢＰ）辅助循环，ＩＡＢＰ
可有效减轻心脏负荷、提高舒张压、增加冠状动脉、脑

和肾血流量，从而逆转病程［１１］。本组１例车祸挤压伤
致心肌两处破裂伴多处肺挫伤，术中一度心脏停搏，缝

补心肌裂口成功后出现低心排，经股动脉插管行ＩＡＢＰ
治疗后好转。在术后的监护中，还须全程采取脑功能

保护措施，因心脏复苏最终目的是脑复苏。具体的措

施有头部降温、应用适量的脱水剂、利尿剂、激素及能

量合剂等。本组病例经上述处理，均无神经系统并发

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近年来心脏创伤急诊出现了许多新特

点，只有不断地改进相应的救治策略，因地制宜地应用

各种现代化的诊治手段，才能不断的提高抢救成功率，

促进我国心脏创伤医学的发展。

·００４·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３月 第１１卷 第 ３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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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食管反流病患者黏膜糜烂与 ＨＰ感染相关性研究
江燕，宋澄跃，周亚伯，代子艳

【摘　要】　目的　通过电子胃镜及快速尿素酶试验对胃食管反流病患者进行检查，探讨阜阳地区食管黏膜糜烂型胃食
管反流病（ＧＥＲＤ）、非食管黏膜糜烂型胃食管反流病（ＮＥＲＤ）与幽门螺杆菌（ＨＰ）感染的关系，为胃食管反流病患者临床
治疗提供新的方法与思路。方法　收集阜阳市人民医院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门诊及住院部确诊为胃食管反流病
的患者２１０例，其中ＨＰ感染组１３５人，非ＨＰ感染组７５人。两组患者均进行电子胃镜分级和快速尿素酶试验。结果　
阜阳地区胃食管反流患者ＨＰ感染组食管黏膜糜烂占总数的百分比为８２％，非糜烂性食管炎占总数１８％。非 ＨＰ感染
组食管糜烂占总数的７４％，非糜烂性食管炎占总数２６％，ＨＰ感染组食管黏膜糜烂发生率高于非 ＨＰ感染组，Ｐ＜０．０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总发病人数中ＨＰ感染组占总发病比例６４％，非ＨＰ感染组占总发病比例３６％。两者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阜阳地区胃食管反流病发病率及胃食管反流病患者食管黏膜糜烂发病比例与ＨＰ感染
有明显的相关性。

【关键词】　胃食管反流病；胃镜分级；快速尿素酶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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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ｎｏＨＰ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ｍｏｒ
ｂｉｄｉｔｙ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ｃｏｓａ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ｏｆＧＥＲＤ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ＨＰ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ｕｙａ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ｒｅｆｌｕｘ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ｐｉｄｕｒｅａｓｅｔｅｓｔ

　　胃食管反流病（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ｒｅｆｌｕｘ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ＥＲＤ）是指胃或（和）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食管引
起的烧心等不适症状，既可引起食管黏膜的损伤，还可

导致咽喉、气道，肺等食管外的组织损害［１］。ＧＥＲＤ包
括三种类型：内镜检查有黏膜损害的糜烂性食管

（ＲＥ），内镜下无黏膜损害的非糜烂性胃食管反流病
（ＮＥＲＤ），及发病较少的Ｂａｒｒｅｔｔ食管（ＢＥ），ＢＥ是食管
腺癌的主要癌前病变［２］。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变

化，ＧＥＲＤ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临床治疗效果不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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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满意，影响因素较多，近年来研究表明 ＨＰ感染可能
是病因之一［３］。但是关于幽门螺杆菌（ＨＰ）感染与
ＧＥＲＤ患者的黏膜糜烂程度及发病比例之间关系的报
道较少，本实验通过患者的黏膜糜烂程度与 ＨＰ感染
之间的关系分析，希望为临床治疗ＧＥＲＤ病提供线索。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门诊及住院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２１０例，ＨＰ感染组
１３５例，男性７５例，女性６０例，平均年龄（５６．５±５．５）
岁，非ＨＰ感染组７５例，男性４５例，女性３０例，平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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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５４．６±４．５）岁。两组性别、年龄无差异。所有患
者均经过胃镜检查，胃镜不能确诊的行２４ｈｐＨ值测
定确诊，排除有报警症状、肿瘤、消化性溃疡等器质性

疾病。具体诊断标准参考《胃食管反流病治疗共识意

见》［４］。

１２　检查方法　所有患者均进行胃镜检查并行胃镜
分级，分级标准参考按照１９９４年洛杉矶会议标准将
ＲＥ分为Ａ、Ｂ、Ｃ、Ｄ４级：Ａ级食管黏膜损害 ＞１处，损
害长度 ＜５ｍｍ，相邻黏膜褶上的病灶不融合；Ｂ级食
管黏膜损伤＞１处，损伤长度＞５ｍｍ，相邻黏膜褶上的
病灶不融合；Ｃ级有 ＞１处黏膜损害，有２处相邻黏膜
褶上的病灶融合，但少于食管周径的７５％；Ｄ级食管
黏膜破损融合成全周，至少侵犯食管径的７５％。存在
Ｂａｒｒｅｔｔ食管或食管狭窄即列入 Ｄ级，且 Ｂａｒｒｅｔｔ食管经
病理证实。所有患者均行胃镜取胃窦部黏膜一块行快

速尿素酶试验快速尿素酶试纸（深圳市中核海得威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学软件，计数
资料应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ＨＰ感染组食管黏膜糜烂占总数的百分比为
８２％，非糜烂性食管炎占总数１８％。非 ＨＰ感染组食
管糜烂占总数的７４％，非糜烂性食管炎占总数２６％，
ＨＰ感染组食管黏膜糜烂发生率高于非 ＨＰ感染组，两
组比较χ２＝１０２．３，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总
发病人数中ＨＰ感染组占总发病比例６４％，见表１。非
ＨＰ感染组占总发病比例３６％。ＨＰ感染组反流性食
管炎发病比例明显高于非 ＨＰ感染组。这说明阜阳地
区的胃食管反流病患者食管黏膜糜烂及发病比例与

ＨＰ感染有明显的相关性。
表１　阜阳地区胃食管反流病患者黏膜糜烂程度与ＨＰ感染相关性

组别 ｎ
糜烂

Ａ级 Ｂ级 Ｃ级 Ｄ级
非糜烂

ＨＰ感染组 １３５ ２５ ３２ ３５ １９ ２４＃

非ＨＰ感染组 ７５ １２ １５ １７ １２ １９

　　注：与非ＨＰ感染组比较，χ２＝１０２．３，＃Ｐ＜０．０１。

３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习惯的改变，近年来，胃食管
反流病的发病率有逐年增长的趋势，严重影响了人们

的生活质量［５］。调查显示，大约有７％的人几乎每天
都会发生反流症状，而 １５％的人每月至少出现一
次［６］。所以食管反流病及其症状是非常普遍的。胃食

管反流病的症状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尽管随着临

床工作中电子胃镜检查及胃肠道钡餐的应用，对

ＧＥＲＤ检出率有所提高，但对ＮＥＲＤ较难诊断，目前对
ＮＥＲＤ的诊断是症状性诊断：典型反流症状为唯一或
主要主诉，内镜检查阴性，排除其他疾病［７］。对于一些

症状不典型者仍缺乏特异性手段确诊，特别是伴有食

管外症状的极易误诊和漏诊。发生食管外表现的可能

机制：一是反流的胃内容物直接引起的组织损伤；二是

反流物刺激引起的反射性反射［８］。胃食管反流病本身

发病机制也不是非常明确，特别是该病与 ＨＰ感染的
关系，目前仍不明确，临床工作中对胃食管反流病患者

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我们进行了此次试验，目

的在于为临床治疗反流性食管炎和探讨该病的发病与

ＨＰ感染相关性提供一定的线索。
ＨＰ感染在胃炎、胃溃疡、胃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

瘤中的致病作用得到公认。但 ＨＰ感染与胃食管反流
病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存在争议，Ｆａｌｌｏｎ等认为ＨＰ感染
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的保护因素。ＫｕｉｐｅｒｓＥＪ与关亚
杰等［９－１０］学者研究认为ＨＰ感染是胃食管反流病的发
病因素，本实验通过对２１０例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研究
发现与关亚杰等学者观点一致，ＨＰ感染患者占胃食管
反流病总发病率的６４％，非 ＨＰ感染患者非 ＨＰ感染
组占总发病率３６％。ＨＰ感染组食管糜烂占总数的百
分比为８２％，非糜烂性食管炎占总数１８％。非 ＨＰ感
染组食管糜烂占总数的７４％，非糜烂性食管炎占总数
２６％，ＨＰ感染组食管糜烂发生率高于非 ＨＰ感染组，
两组比较 χ２＝１０２．３，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实验说明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发病，食管糜烂与 ＨＰ
感染有明显相关，在常规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基础上

可以加用抗ＨＰ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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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癫痫患者的认知功能评估
陈珉，傅建梅

【摘　要】　目的　探讨癫痫患者的认知功能状况及其事件相关诱发电位在反映认知功能上的价值。方法　受试者分
为癫痫组（ｎ＝２６）及对照组（ｎ＝２３），均进行脑电图（ＥＥＧ）、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ＭＭＳＥ）和事件相关诱发电位
（ＥＲＰ）检测。结果　癫痫组ＭＭＳＥ总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Ｐ３００潜伏期显著长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且 Ｐ３００
潜伏期与ＭＭＳＥ总分呈显著负相关（ｒ＝－０．５１２，Ｐ＜０．０５）。结论　部分癫痫患者存在认知功能减退，事件相关诱发电
位在评价其认知功能方面起重要作用。结合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可进一步证实部分癫痫患者存在的认知功能

减退。

【关键词】　癫痫；认知；简易智能精神状态量表；事件相关诱发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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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癫痫是多种原因导致的脑部神经元高度同步化异
常放电临床综合征。在我国其患病率约５‰［１］。近年

癫痫患者的认知功能状况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

的关注［２－４］。我们应用事件相关诱发电位（ＥＲＰ）和简
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ＭＭＳＥ）相结合的方法检测
癫痫患者的认知功能状况，并探讨分析其相关因素。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
日在门诊确诊的癫痫患者（癫痫组）共２６例。男性１４
例，女性１２例，平均年龄（３２±１８）岁，平均受教育时间
（１１．７±１．９）年。依据２００１年国际抗癫痫联盟（ＩＬ
ＡＥ）癫痫发作分类，其中包括单纯部分性发作３例、复
杂部分性发作６例、单纯部分性发作继发全身性发作
２例、全身强直阵挛性发作９例、失神发作２例、肌阵
挛发作４例。查明病因者１１例（有头部外伤史２例，
颅内感染史３例，脑梗死史２例，结节性硬化症、头面
血管瘤病、颞叶局部钙化、脑穿通畸形各１例）。服药
情况：服２种及２种以上药物者８例，服１种药物者１３
例，尚未服药者５例。最常用的药物是丙戊酸钠，其次
是卡马西平、苯妥英钠、氯硝西泮、托吡酯等。脑电图

正常者１０例，中 －重度异常者 ４例，轻度异常者 １２
例。有家族史２例。文化程度：小学以下３例，中学２１
例，大学 ２例。对照组：选择同期在门诊经 ＥＭ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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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排除癫痫者２３例，男性１２例，女性１１例，平均年龄
（３３±１７）岁，平均受教育时间（１１．６±２．１）年。两组
在年龄、性别构成、受教育时间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认知功能评估方法
１２１　事件相关诱发电位（ＥＲＰ）　采用上海海军医
学研究所生产的 ＮＤＩ４００Ｆ肌的电图诱发电位仪。受
试者均先行预测试，待其明确方法后，在安静屏蔽室内

取舒适坐位、闭目，保持清醒状态和注意力集中，全身

放松。电极放置参照国际脑电图学会１０２０系统法，
记录电极置 Ｆｚ、Ｃｚ、Ｐｚ，双耳垂为参考电极，ＦＰｚ接地
极，电极与皮肤之间电阻 ＜５ｋΩ。给以双耳听觉 ｏｄｄ
ｂａｌｌ序列短音刺激，刺激频率 ０．７５Ｈｚ，刺激宽度 ５０
ｍｓ。以频率１ｋＨｚ、强度８０ｄＢ的音频作为非靶刺激，
概率为８０％；以频率２ｋＨｚ、强度９０ｄＢ的音频作为靶
刺激，概率为 ２０％。靶刺激叠加 ５０次，刺激频率为
０．５次／ｓ，带通０．５～３０．０Ｈｚ，分析时间１０００ｍｓ。受试
者需对靶刺激做按键反应，仪器自动记录反应时间及

命中率。Ｐ３００电位的识别：根据国际诱发电位电生理
会议提出的标准，以头顶 Ｃｚ点记录的 Ｐ３００为基本波
形，测量 Ｐ３００的潜伏期及波幅，而 Ｆｚ、Ｃｚ点记录的
Ｐ３００波作为辨认波形的参考。以 Ｃｚ点记录的 Ｐ３００
结果进行比较。

１２２　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ＭＭＳＥ）　受试
者均于上午０９：３０左右在一独立安静的房间内由同一
医师进行测试。该量表包括记忆力、定向力、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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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应用能力等５个方面认知功能检查。检查时注
意：①使患者感到舒适；②建立亲善的关系；③对成功
进行表扬；④对受试者感到困难的项目，避免给予过多
的压力；⑤检查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分数 ＜２７分为
认知功能减退。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包进行
处理。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Ｐ３００及ＭＭＳＥ比较　癫痫组的ＭＭＳＥ总分与对
照组比较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但未达到国内痴呆诊
断标准。癫痫组的 Ｐ３００潜伏期较对照组有明显延长
（Ｐ＜０．０５），波幅虽然较对照组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ＭＭＳＥ、Ｐ３００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ＭＭＳＥ（分）
ＥＲＰ的Ｐ３００

潜伏期（ｍｓ） 波幅（μＶ）
对照组 ２３ ２７．７±１．６ ３２３±３７ ８±３
癫痫组 ２６ ２４．８±１．６ ３９８±４０ ７±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Ｐ３００结果与认知功能评定的关系　癫痫组患者
的Ｐ３００潜伏期与 ＭＭＳＥ总分呈显著负相关（ｒ＝
－０．５１２，Ｐ＜０．０５），而 Ｐ３００的波幅与 ＭＭＳＥ总分无
相关性（ｒ＝０．２０４，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认知功能是指人们熟练运用知识的能力，包括记
住新知识的能力和从丰富的知识库中追忆知识的能

力，如计算能力、抽象思维、逻辑推理、词语理解、表达

能力、组织分析能力等。随着对癫痫诊治研究的深入，

癫痫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正逐步为人们所关注。有研

究发现：７０％左右的癫痫患者可出现慢性神经功能缺
损，大约１／５的成人癫痫患者出现较广泛的认知受损，
包括注意力、空间结构记忆、情景记忆、言语记忆、抗干

扰能力与精神运动速度等方面，这些患者以长短时间

记忆能力、抽象概念形成能力、数字推理能力、视觉空

间能力、一般知识注意力、视运动协调能力和计划判断

能力受损最为明显［５－６］。癫痫患者出现认知功能减

退，主要由于以下几种因素造成［７－９］。①发作类型：继
发性癫痫较原发性癫痫更易损害认知功能；②发作频
率、持续时间、严重程度都会影响认知功能；③反复发
作造成的神经病理生理的改变，也可长远影响认知功

能；④部分ＡＥＤｓ药物对认知功能有影响，包括氯硝西
泮、托吡酯、苯妥英钠、苯巴比妥等；⑤部分手术治疗也
可影响认知功能，如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颞叶切除术，常

表现为语言障碍、逆行性遗忘等；⑥异常放电和认知功
能之间互相影响，即异常放电会影响认知功能，而认知

活动也会影响异常放电频率。目前国内部分学者认

为：采用脑电监测联合术式进行外科干预难治性癫痫，

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同时可以不同程度改善认知功

能［１０］。近年有动物实验发现应用丹红注射液，可以减

少颞叶癫痫的发作频率，改善癫痫造成的脑组织损害，

可能对癫痫患者的认知功能具有改善作用［１１］。

长期以来，人们更多是应用各种量表评估癫痫患

者的认知功能障碍。近年来，随着电生理检查的应用，

使认知功能障碍的研究更进一步。ＥＲＰ是反映受试者
认知功能的诱发电位，其主要成分靶刺激Ｐ３波的潜伏
期在３００ｍｓ左右而被称为 Ｐ３００。海马和杏仁核被认
为在其起源上起着重要作用，这些部位对缺氧特别敏

感，其长期慢性损害是癫痫引起认知障碍的病理结构

基础。笔者认为癫痫患者 Ｐ３００潜伏期较正常人明显
延长，代表其大脑对刺激进行分析、编码与识别的速度

较正常人明显减慢，提示其可能存在某种认知功能障

碍。目前Ｐ３００已成为公认的衡量认知功能的重要指
标，尤其在评价痴呆早期认知功能障碍方面起着重要

作用。本研究发现，癫痫患者Ｐ３００潜伏期较对照组明
显延长，且Ｐ３００潜伏期与 ＭＭＳＥ总分呈显著负相关，
说明Ｐ３００潜伏期的延长程度与认知功能损害的程度
一致。两者结合可进一步证实部分癫痫患者存在的认

知功能减退。早期、合理的抗癫痫治疗，不但有助于改

善预后、预防发生难治性癫痫，也可减缓与之相关的认

知功能障碍的发生，进而改善癫痫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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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曲马多超前镇痛对妇科腹腔镜手术后疼痛的影响
朱开秀，韦建军，吕建勇

【摘　要】　目的　探讨盐酸曲马多超前镇痛对妇科腹腔镜手术术后疼痛影响及安全性，为妇科腹腔镜手术术后镇痛方
法的选取提供临床参考。方法　选取５０例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及对照组各２５例，实验组在切皮前５
ｍｉｎ给予曲马多静脉滴注，对照组不给予镇痛药物，观察镇静程度及不良反应。结果　实验组患者手术时间、麻醉停
药－苏醒时间、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术后有１例使用镇痛药物，对照组
８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在术后１ｈ、３ｈ、６ｈ、１２ｈ、２４ｈＡＶＳ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实验组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６８．００％，对照组为４４．０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妇科腹腔镜手术切皮
前５ｍｉｎ静脉给予盐酸曲马多能明显缓解术后疼痛，副作用少，是较好的手术镇痛方法。
【关键词】　盐酸曲马多；超前镇痛；腹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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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腔镜为微创手术，治疗妇科疾病具有术后恢复
快、术中创伤小等优点，但术后也存在术后疼痛等并发

症［１］，约有３０％～７０％的患者需要行术后镇痛［２］。盐

酸曲马多为中枢性镇痛药，常用于术后镇痛［３］。本院

对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采取曲马多超前镇痛，旨在探

讨盐酸曲马多超前镇痛对妇科腹腔镜手术术后疼痛影

响及安全性，以期能为妇科腹腔镜手术术后镇痛方法

的选取提供临床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期间
行妇科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５０例，ＡＳＡ分级为Ⅰ～
Ⅱ级，无严重心、肝、肾疾病，无精神病史及慢性疼痛
史，排除怀孕情况。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２５
例，实验组患者年龄（３０．４７±４．５２）岁，体重（５６．３８±
１４．４５）ｋｇ，ＡＳＡ分级Ⅰ级１０例，Ⅱ级１５例，包括１４例
子宫肌瘤剔除术、７例异位妊娠、４例附件囊肿剥离术。
对照组年龄（３１．０３±３．２６）岁，体重（５５．６８±１３．６０）
ｋｇ，ＡＳＡ分级Ⅰ级１４例，Ⅱ级１１例，包括８例子宫肌
瘤剔除术、１１例异位妊娠、６例附件囊肿剥离术。两组
在年龄、体重、ＡＳＡ分级、疾病类型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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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患者知情同意。

１２　麻醉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取气管插管下全麻。
术前半小时阿托品０．５ｍｇ、安定１０ｍｇ肌注，入室后常
规开通静脉通道，监测患者血压、血氧饱和度及心电图

等指标。以丙泊酚２ｍｇ／ｋｇ、舒芬太尼０．４μｇ／ｋｇ、琥
珀胆碱１．５ｍｇ／ｋｇ做静脉诱导麻醉，诱导麻醉常规后
行气管插管，术中麻醉维持以丙泊酚２．５ｍｇ／（ｋｇ·ｈ）
持续泵入，并根据情况给予阿曲库铵静脉滴注。实验

组在切开皮肤前５ｍｉｎ静脉给予曲马多１．５ｍｇ／ｋｇ剂
量，对照组在皮肤切开前不给予曲马多及其他镇痛药

物。

１３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定标准　观察两组患者手术
时间、麻醉停药 －苏醒时间、术后疼痛程度、镇静程度
及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术后疼痛以视觉模拟评分

法（ＶＡＳ）进行评估，共０～１０级。镇静程度以 Ｒａｍｓａｙ
评分法评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取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软件，计数
资料进行χ２检验，计量资料进行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麻醉停药 －苏醒时间、Ｒａｍ
ｓａｙ镇静评分、镇痛药物使用比较　实验组患者手术时
间、麻醉停药 －苏醒时间、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术后有１
例使用镇痛药物，对照组使用者８例，两组比较差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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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麻醉停药－苏醒时间、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镇痛药物使用比较

组别 ｎ
手术时间

（ｍｉｎ）
麻醉停药－苏醒
时间（ｍｉｎ）

Ｒａｍｓａｙ镇静
评分（分）

术后镇痛药物

使用（例）

实验组 ２５４９．４１±２７．８５ ２１．１６±４．９２ １．８３±０．５２ １
对照组 ２５５３．１７±３０．５３ １８．５４±５．３８ １．７７±０．４９ ８
ｔ／χ２值 ０．４６ １．８０ ０．４２ ４．８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程度比较　观察组在术后１
ｈ、３ｈ、６ｈ、１２ｈ、２４ｈＡＶＳ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
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点ＶＡＳ评分比较（ｘ±ｓ，分）

组别 ｎ １ｈ ３ｈ ６ｈ １２ｈ ２４ｈ

实验组 ２５ １．６２±１．２４ １．７９±１．４６ １．６８±１．４５ １．４９±１．２９ １．３０±１．１４
对照组 ２５ ３．９１±２．３６ ４．２６±２．５４ ３．７３±１．８７ ２．３７±１．７２ １．６１±１．２５
ｔ值 ４．３０ ４．２２ ４．３３ ２．０５ ０．９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实验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６８．００％，包括８例恶心、４呕吐、４
例头晕及 １例出汗等不良反应，对照组发生率为
４４．００％，包括３例恶心、２呕吐、５例头晕及１例出汗
等不良反应，统计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２．
９２，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手术虽可以去除患者病灶，但手术创伤的刺激会
导致机体炎症介质的释放，引起患者局部组织水肿及

血管扩张，使痛阈下降，并且炎症介质本身也具有致痛

效应［４］。腹腔镜下行妇科手术具有微创、术后恢复快

等优点，但需要形成人工气腹，气腹的刺激和二氧化碳

的弥散刺激腹膜往往导致患者术后发生膈肌下、腹部

胀痛和肩背痛，而这种疼痛的痛感往往超过切口局部

疼痛，因此术后大多数患者需要采取术后镇痛措施来

缓解疼痛［５］。

超前镇痛是在伤害性刺激作用于机体之前采取的

预防疼痛的措施，能有效的防止中枢或外周时间的敏

感化，因此起到消除疼痛的作用［６］。临床研究报道显

示超前镇痛对于缓解及预防术后疼痛有重要作用，效

果良好［７－９］。超前镇痛根据超前镇痛模式不同常用药

物有局部麻醉药、ＮＳＡＩＤ、阿片类、ＮＭＤＡ拮抗剂、α２
肾上腺受体激动剂、胆囊收缩素等。盐酸曲马多是人

工合成的非阿片类镇痛药，用于超前镇痛及术后镇痛

均显示效果较好，其镇痛机制［７，１０］：①阿片机制。阿片

受体是治疗疼痛的主要靶点，而曲马多是 μ受体激动
剂，能预防炎症介质引起的伤害性感受器增敏，并且减

少中枢或外周神经敏感化。②非阿片机制。曲马多能
通过对五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介质的抑制，影

响其调节脊髓背角神经元对传入的伤害性刺激反应的

传递，进而起到抑制疼痛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妇科腹

腔镜手术患者切皮前使用曲马多超前镇痛，观察在超

前镇痛中的效果及安全性，研究结果显示曲马多超前

镇痛缓解及降低术后疼痛效果明显。曲马多不良反应

主要为术后恶心、呕吐、头晕等，随用药剂量增加副作

用发生率会随之增加，而腹腔镜对膈肌和腹膜的刺激

亦会导致术后恶心等不良反应发生。曲马多用药安全

性本文也进行了研究，从研究结果看，使用曲马多超前

镇痛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６８．００％，而未用药的
患者为４４．００％，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所
以并不能说明曲马多超前镇痛会导致患者不良反应增

加。

综上所述，妇科腹腔镜手术切皮前５ｍｉｎ静脉给
予１．５ｍｇ／ｋｇ盐酸曲马多能明显起到缓解术后疼痛作
用，能减少术后镇痛药物的使用，是较好的手术镇痛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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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黄芪注射液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小板参数及氧化应激指标的影响研究
张智，黄禄勇

【摘　要】　目的　探讨黄芪注射液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小板参数及氧化应激指标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４月于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的５８例老年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治疗组）
和观察组（加用黄芪注射液组）每组各２９例，后将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１周、２周的血小板参数及血清 ＮＯ、ＮＯＳ、
ＳＯＤ、ＭＤＡ水平进行比较。结果　治疗后１周及２周观察组的 ＰＤＷ、ＭＰＶ、ＰＬＣＲ及 ＰＣＴ均低于对照组，血清 ＮＯ、ＮＯＳ、
ＳＯＤ均高于对照组，ＭＤＡ均低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黄芪注射液可有效改善老年高血压患
者的血小板参数及氧化应激指标，从而实现全面改善患者机体综合状态的目的。

【关键词】　黄芪注射液；老年高血压；血小板参数；氧化应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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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高血压患者因为年龄因素其机体的总体状况
处于相对较差的状态，因此其氧化应激能力受损，表现

出相应指标的异常，同时较多研究也认为此类患者的

血小板参数也处于相对较高的状态，因此对于此类患

者的治疗效果的评估可通过改善这些方面来体现［１］。

本文中我们就黄芪注射液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小板参

数及氧化应激指标的影响进行观察，具体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４月于本
院进行治疗的５８例老年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
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治疗组）和观察组（加用黄芪注

射液组）每组各 ２９例。对照组的 ２９例患者中，男性
１６例，女性１３例，年龄６０～７３岁，平均（６６．１±３．１）
岁，病程２．０～１２．５年，平均（５．３±０．８）年，其中１级
患者１２例，２级患者１７例。观察组的２９例患者中，男
性１７例，女性 １２例，年龄 ６０～７４岁，平均（６６．３±
３．０）岁，病程２．０～１３．０年，平均（５．４±０．７）年，其中
１级患者１１例，２级患者１８例。两组患者上述基本资
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治疗方案进行治
疗，主要为给予患者卡托普利进行治疗。观察组在对

照组的基础上加用黄芪注射液进行治疗，主要为将黄

作者单位：６１１１３０四川省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心内科
通讯作者：张智，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ｓｃｃｄ＠１６３．ｃｏｍ

芪注射液２０ｍｌ加入０．９％ ＮＳ中静脉滴注，１次／ｄ，连
续治疗２周。后将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１周、２
周的血小板参数（ＰＤＷ、ＭＰＶ、ＰＬＣＲ及 ＰＣＴ）及血清氧
化应激指标（ＮＯ、ＮＯＳ、ＳＯＤ及ＭＤＡ）进行比较。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两组患者的数据处理设计 ｔ检验
（计量资料的处理方法）和 χ２检验（计数资料的处理
方法），软件包选用ＳＰＳＳ１５．０。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小板参数比较　治疗前
两组患者的 ＰＤＷ、ＭＰＶ、ＰＬＣＲ及 ＰＣＴ比较，Ｐ均 ＞
０．０５，而治疗后 １周及 ２周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Ｐ
均＜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老年高血压患者治疗前后的血小板参数比较

组别 ｎ 时间 ＰＤＷ（ｆｌ） ＭＰＶ（ｆｌ） ＰＬＣＲ（％） ＰＣＴ

对照组 ２９治疗前　　 １７．７６±１．０８ １３．７８±１．１１ ３６．２５±４．１３ ０．３０±０．０６
治疗后１周 １６．２７±０．９３ １２．２４±０．９１ ３０．４３±３．１４ ０．２６±０．０５
治疗后２周 １４．１２±０．７５ １１．３５±０．７８ ２７．０６±２．６８ ０．２２±０．０４

观察组 ２９治疗前　　 １７．７８±１．０５ １３．８０±１．０８ ３６．２８±４．１１ ０．３１±０．０５
治疗后１周 １４．０５±０．８１ １０．１７±０．８０ ２５．３９±３．０６ ０．１９±０．０３

治疗后２周 １２．８９±０．６７ ９．４５±０．７２ ２１．３７±２．３４ ０．１４±０．０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氧化应激指标比较　治疗
前两组患者的血清 ＮＯ、ＮＯＳ、ＳＯＤ、ＭＤＡ比较，Ｐ均 ＞
０．０５，而治疗后１周及２周观察组均ＮＯ、ＮＯＳ、ＳＯＤ均
高于对照组，ＭＤＡ均低于对照组，Ｐ均＜（下转第４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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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７５例肝炎肝硬化及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期临床比较分析
张泽进，韦杏，陈自仁，吴朝文

【摘　要】　目的　比较肝炎肝硬化（ｖｉｒａｌ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ＶＣ）失代偿期及酒精性肝硬化（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ＡＣ）失代偿期临床
特征。方法　选择３８例为ＶＣ患者，３７例ＡＣ患者，观察两组患者血小板（ＰＬＴ）、肝功能［谷丙转氨酶（ＡＬＴ）、谷草转氨
酶（ＡＳＴ）、总胆红素（ＴＢｉｌ）、胆碱酯酶（ＣｈＥ）］、凝血功能［凝血酶原时间（ＰＴ）、凝血活酶时间（ＡＰＴＴ）、凝血酶时间（ＴＴ）、
血浆纤维蛋白原（ＦＩＢ）］及并发症等，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ＶＣ组患者 ＰＬＴ、ＡＬＴ、ＡＳＴ、ＣｈＥ、ＴＢｉｌ、ＰＴ、ＡＰＴＴ、ＴＴ、ＦＩＢ
及并发症等项目均较ＡＣ组较差。结论　ＶＣ失代偿期患者较ＡＣ失代偿期病情重，预后差。
【关键词】　肝炎肝硬化；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期；临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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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ｈｏｌｉｃ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ｌｉｖｅｒ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ｗａｓｂａ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ｉｖｅｒ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Ｄ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本文就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和酒精性肝硬化失代
偿期两者ＰＬＴ、肝功能、凝血功能及并发症等项目特征
及差异比较分析，以了解两者的差别。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６月在我
院住院诊断为肝炎肝硬化（ＶＣ）失代偿期或酒精性肝
硬化（ＡＣ）失代偿期患者７５例。ＶＣ失代偿期诊断依
据为：确诊为慢性乙型肝炎，有肝功能减退和门脉高压

表现，影像学检查提示肝硬化依据，有肝硬化失代偿期

的临床表现；ＡＣ失代偿期的诊断标准为［１］，有长期大

量饮酒史，平均每日摄入酒精量＞４０ｇ达５年以上，有
肝功能减退及门脉高压的表现，影像学检查提示肝硬

化依据，有肝硬化失代偿期的临床表现，无肝炎病史及

肝炎病毒标志物（甲肝、乙肝、丙肝及戊肝）阴性。行

抗线粒体抗体（ＡＭＡ）检查排除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血清铜蓝蛋白（ＣＰ）检查排除肝豆状核变性，血清蛋白
电泳、免疫球蛋白测定及自身抗体检测等检查排除自

身免疫性肝炎。ＶＣ组平均年龄（５６．６７±１１．８３）岁，
病程（１６．４６±８．３７）年，ＡＣ组平均年龄（５３．２１±
１２．６５）岁，病程（１４．９２±７．６２）年，并符合以下条件：
年龄在 ２５～７５岁，ＶＣ组患者无乙肝病毒（ＨＢＶ）复
制，无其他严重并发症，两组年龄及病程等一般情况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观察项目　观察两组患者 ＰＬＴ、ＡＬＴ、ＡＳＴ、ＴＢｉｌ、
ＣｈＥ、ＰＴ、ＡＰＴＴ、ＴＴ、ＦＩＢ及并发症及食管胃底静脉曲张
破裂出血等并发症项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
验和χ２检验。

２　结果
　　ＶＣ组较 ＡＣ组患者 ＰＬＴ、ＡＬＴ、ＡＳＴ、ＴＢｉｌ、ＣｈＥ较
差，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ＶＣ组较ＡＣ组患者ＰＴ、ＡＰＴＴ、ＴＴ明显延长，而 ＦＩＢ明
显下降，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２。

表１　ＶＣ组及ＡＣ组患者血小板、肝功能比较

组别 ｎ ＰＬＴ（１０９／Ｌ） ＡＬＴ（Ｕ／Ｌ） ＡＳＴ（Ｕ／Ｌ） ＴＢｉｌ（μｍｏｌ／Ｌ） ＣｈＥ（Ｕ／Ｌ）

ＶＣ组 ３８ ６２．１２±１８．３７ ９４．２９±３６．２８ １０５．４８±３３．７４ ６６．６３±２２．３７ ２２７４．４３±１２３６．５３
ＡＣ组 ３７ ７６．４３±１５．４１ ７７．６７±３１．６９ ８２．３５±２９．１３ ５２．３６±１６．６１ ２８７５．７２±１１５３．８７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９

　　ＶＣ组及 ＡＣ组并发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ｕｐｐｅｒ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ＨＧＢ）为 １８例及 ６例
（χ２＝８．３６，Ｐ＜０．０１）、肝性脑病（ｈｅｐａｔｉｃ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
ｔｈｙ，ＨＥ）为１５例及５例（χ２＝６．４６，Ｐ＝０．０１２）、自发

作者单位：５１８１１０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人民医院内二科
通讯作者：张泽进，电子信箱：ｗｘ１９７３＠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性腹膜炎（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ｅｒｉｔｏｎｉｔｉｓ，ＳＢＰ）为 １３
例及５例（χ２＝４．４０，Ｐ＝０．０４１）及肝肾综合征（ｈｅｐａｔｏ
ｒｅｎ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ＨＲＳ）为１０例及３例（χ２＝４．３３，Ｐ＝
０．０３９），提示ＶＣ组所有并发症均较ＡＣ组高。

３　讨论
　　肝硬化失代偿期主要表现为腹水、（下转第４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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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颅内动脉瘤合并心肌损伤机制及其防治的临床研究
吴高华，王学庆

【摘　要】　目的　探讨颅内动脉瘤并心肌损伤机制，寻找防治方法。方法　５９例颅内动脉瘤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心肌损
伤患者，分为实验组、对照组，颅内动脉瘤蛛网膜下腔出血无心肌损伤患者为空白对照组，实验组在手术治疗基础上应用

右美托咪定抗交感活性，对照组及空白对照组采用手术及常规治疗。实验前、后１，３，５，７ｄ动态测定血浆去甲肾上腺素
（ｎｏｒｅｐｉｎｅｐｈｒｉｎｅ，ＮＥ）、肾上腺素（ｅｐｉｎｅｐｈｒｉｎｅ，Ｅ）及脑型利钠肽（Ｂｒａｉｎ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ＢＮＰ）浓度。结果　与空白对照
组比较，颅内动脉瘤合并心肌损伤者，血浆平均 ＮＥ（４．８２±０．４１ｖｓ２．９０±０．５９，Ｐ＜０．０５）、Ｅ（４．２６±０．７１ｖｓ２．８７±
０．５７，Ｐ＜０．０５）浓度、ＢＮＰ（５３２９．６９±６１．４８ｖｓ１１０１．８４±５２．１９，Ｐ＜０．０５）均明显升高，右美托咪定干预治疗后，实验组
术后１ｄＮＥ、Ｅ、ＢＮＰ开始下降，３～５ｄ恢复正常，对照组术后３ｄ，ＮＥ、Ｅ、ＢＮＰ开始下降，５ｄ恢复正常，空白对照组则无变
化。结论　颅内动脉瘤并蛛网膜下腔出血合并心肌损伤与体内交感活性亢进有关，行抗交感治疗可改善心肌损伤。
【关键词】　颅内动脉瘤；心肌损伤；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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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ＢＮＰ）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１，３，５，７ｄ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ｂｏｔｒｅａ
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４．８２±０．４１ｖｓ２．９０±０．５９，Ｐ＜０．０５），Ｅ（４．２６±０．７１ｖｓ２．８７±０．５７，Ｐ＜０．０５）、ＢＮ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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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ｂｏｔｒｅ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ａｎ
ｅｕｒｙｓｍｓｗｉｔｈｓｕｂａｒａｃｈｎｏｉ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ｗａ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ｎｅｒｖ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ｔｉ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ｕｌｄ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ｊｕ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ｓ；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ｊｕｒｙ；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颅内动脉瘤蛛网膜下腔出血合并心肌损伤发病率
高，以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为主要特点，往往被外科

医师忽略，甚至采取溶栓、抗血小板、抗凝治疗等，给患

者带来不良后果［１－２］。其根本原因在于病理机制不

明、缺乏有效治疗办法，本文探讨动脉瘤、蛛网膜下腔

出血合并心肌损伤病理机制及其防治方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９月期间在我
院神经外科住院的９２例颅内动脉瘤蛛网膜下腔出血
患者，其中合并心肌损伤 ５９例，不伴心肌损伤者 ３３
例，所有患者均经心电图、心脏超声及血浆肌钙蛋白Ｉ、
脑型利钠肽测定证实，其中男性５７例，女性３５例，平
均年龄（４７．８±４．３）岁。临床表现：头痛、神志昏迷、
烦躁不安、癫痫、肢体抽搐、心悸、呼吸困难等。排除标

准：既往有冠心病 心律失常、各种原因心功能不全、肝

肾功能不全、重症感染、嗜铬细胞瘤、垂体疾病、肾上腺

皮质增生等。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研究分组及治疗方案　５９例颅内动脉瘤蛛网

作者单位：４４２１００湖北省房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吴高华）；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医疗公共关系部（王学庆）

通讯作者：王学庆，电子信箱：１３５９３７５１００９＠１３９．ｃｏｍ

膜下腔出血合并心肌损伤根据是否接受右美托咪定抗

交感治疗分为实验组（３２例）、对照组（２７例），另取动
脉瘤蛛网膜下腔出血不伴心肌损伤、不接受右美托咪

定治疗患者３３例为空白对照组。所有患者均行外科
手术治疗，治疗组在围术期接受右美托咪定抗交感活

性治疗（负荷量：１μｇ／ｋｇ×１０ｍｉｎ，维持量：０．５μｇ／
ｋｇ·ｈ），对照组、空白对照组不接受右美托咪定，其他
治疗一致。

１２２　血浆ＢＮＰ标志物检测　实验前后清晨空腹抽
取静脉血４ｍｌ，ＢＮＰ使用ＥＤＴＡ抗凝管；２ｈ内３０００ｒ／
ｍｉｎ，５ｍｉｎ分离血清，ＢＮＰ测定采用荧光免疫方法，见
表１。
１２３　血浆 ＮＥ、Ｅ浓度检测　清晨空腹取静脉血３
ｍｌ，肝素抗凝，即时离心５ｍｉｎ×２０００ｒ／ｍｉｎ，分取血浆，
加入０．２６ｍｏｌ／ＬＮａ２Ｓ３Ｏ５２０μｌ混匀，置－２５℃冰箱中
保存，采取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由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完成。

２　结果
２１　血浆ＢＮＰ浓度变化　实验组、对照组两组合并
心肌损伤患者，血浆 ＢＮＰ浓度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
说明动脉瘤合并心肌损伤者，存在心功能不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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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美托咪定治疗后，实验组、对照组血浆 ＢＮＰ浓度分
别在１，３ｄ开始下降，３，５ｄ恢复正常，两组间相比，实

验组１，３ｄ血浆ＢＮＰ浓度明显低于对照组，空白对照
组实验前后血浆ＢＮＰ无变化，见表１。

表１　３组颅内动脉瘤患者治疗前后血浆ＢＮＰ浓度变化（ｘ±ｓ）

组别 ｎ 术前 术后１ｄ 术后３ｄ 术后５ｄ 术后７ｄ

实验组 ３２ ５６４８．４１±４９．３８ ４７２１．５２±６７．０１＃ ９４５．７３±５９．６８＃ ６６３．２７±３８．６２ ４５８．４９±２７．６８
对照组 ２７ ５４７２．６３±５３．５１ ５５８４．３９±５１．２９ ３４２７．４９±５３．５７ ８７９．３８±４９．４８ ４７２．６９±３３．８３
空白对照组 ３３ １１０１．８４±５２．１９ １００２．４５±４３．４１ １０８９．８１±２２．８７ ９９７．２９±３３．４２ ９８１．３８±３６．８６

　　注：与同组术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血浆 ＮＥ、Ｅ浓度变化　动脉瘤合并心肌损伤患
者，实验前血浆ＮＥ、Ｅ浓度明显升高，与空白对照组差
异明显，接受右美托咪定治疗后，实验组、对照组血浆

ＮＥ及Ｅ浓度分别在１，３ｄ开始下降，３，５ｄ恢复正常，

空白对照组实验前后血浆ＮＥ、Ｅ无变化。说明动脉瘤
合并心肌损伤者，机体交感活性亢进，右美托咪定治疗

可抑制交感活性亢进，见表２。

表２　３组颅内动脉瘤患者实验前后血浆ＮＥ、Ｅ浓度变化（ｘ±ｓ，ｎｍｏｌ／Ｌ）

组别 项目 术前 术后１ｄ 术后３ｄ 术后５ｄ 术后７ｄ

实验组 ＮＥ ４．８１±０．６８ ３．９８±０．８９ ２．０９±０．１８＃ ２．０１±０．２１ １．９８±０．２０
Ｅ ４．９５±０．５８ ３．８１±０．６３ １．９８±０．７３＃ １．９７±０．６１ １．８９±０．７９

对照组 ＮＥ ４．９４±０．５３ ４．１１±０．６４ ３．０４±０．４２ ２．１１±０．５３ ４．８１±０．６８
Ｅ ４．８４±０．６１ ４．２３±０．６５ ３．１１±０．３２ ２．０９±０．２５ １．９５±０．３１

空白对照组 ＮＥ ２．９０±０．５９ ２．３１±０．６２ １．９９±０．７１ １．８９±０．６９ １．８１±０．６１
Ｅ ２．８７±０．５７ ２．２１±０．６１ １．８７±０．５８ １．７９±０．７１ １．７７±０．６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心肌损伤被认为是颅内动脉瘤并蛛网膜下腔出血
三大主要并发症之一，外科医师对术后并发癫痫、脑血

管痉挛等外科情况十分关注，对心肌损伤认识不够，往

往认为存在基础心血管疾病或急性冠脉综合症而进行

溶栓、抗血小板、抗凝治疗等，给患者带来不良后果。

正确认识动脉瘤合并心血管功能异常特点，避免误诊

误治。

本研究发现动脉瘤合并心肌损伤患者较无心肌损

伤者血浆ＮＥ、Ｅ、ＢＮＰ浓度明显升高，给予右美托咪定
抗交感活性治疗后，ＮＥ、Ｅ、ＢＮＰ浓度下降，说明动脉瘤
患者体内交感活性亢进与心肌损伤密切相关。分析原

因在于：①动脉瘤发生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机体应激，
交感神经张力增高，儿茶酚胺分泌增加，血浆 ＮＥ、Ｅ浓
度增加，激活β受体，心率增快，心肌耗氧量增高、诱发
和加重心肌损伤，心肌损伤临床标志物如肌钙蛋白、心

衰标志物血浆ＢＮＰ等指标升高［３－４］。②交感神经系统
激活本是心衰代偿机制之一，但在动脉瘤蛛网膜下腔

出血、心肌损伤时，交感神经系统失代偿，表现为儿茶

酚胺过度分泌，体内血浆ＮＥ、Ｅ浓度急剧增高，反过来
加重心肌损伤。③部分患者动脉瘤破裂出血累及下丘
脑时，下丘脑功能紊乱可导致交感神经活性亢进，血浆

ＮＥ、Ｅ水平升高［５－６］。④动脉瘤继发性颅内高压和脑
血管痉挛也可影响自主神经中枢，引起交感神经活性

增高，儿茶酚胺分泌增加［７］。

本研究证实，给予右美托咪定抗交感治疗后，可有

效降低血浆ＮＥ、Ｅ、ＢＮＰ浓度，说明右美托咪定通过拮
抗交感神经活性改善心功能状态。右美托咪定系 α２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美托咪定的右旋异构体，具有镇

静镇痛、抗交感等药理作用。动脉瘤并心肌损伤患者

应用后，通过激动突触前膜 α２受体，抑制 ＮＥ、Ｅ的释
放，终止了疼痛信号的传导，并通过激动突触后膜受

体，抑制交感神经活性而引起血压和心率的下降，进而

心肌毒性作用减轻，同时交感活性受抑，心率减慢，加

上右美托咪定镇痛镇静作用，机体因动脉瘤伴发的烦

躁、躁动不安而诱发心肌耗氧量增加情况得到纠正，故

心肌损伤、心衰情况随之改善［８－１０］。

本研究初步证实动脉瘤合并心肌损伤病理机制与

交感活性亢进密切相关，右美托咪定通过激动α２肾上
腺素受体产生抗交感作用发挥改善心肌损伤、缓解心

衰作用，治疗方式简单有效。同时，右美托咪定不影响

呼吸功能，对于昏迷、呛咳无力、痰多粘稠、气道管理困

难的动脉瘤、脑出血患者，应用安全，可在临床推广应

用［１１］。

参考文献

［１］　ＭａｒｃìＭ，ＳａｖａｔｔｅｒｉＰ，ＰｉｚｚｕｔｏＡ，ｅｔａｌ．Ａｃｕｔｅｃａｒｄｉａｃｉｎｊｕｒｙａｆｔｅｒｓｕｂ
ａｒａｃｈｎｏｉｄ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ｔｗｏ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Ｊ］．ＣａｓｅｓＪ，２００９（２）：９２９３．

［２］　ＨｅｏＷＪ，ＫａｎｇＪＨ，ＪｅｏｎｇＷＳ，ｅｔａｌ．Ｓｕｂａｒａｃｈｎｏｉ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Ｍｉｓｄｉａｇ
ｎｏｓｅｄａｓａｎＡｃｕｔｅＳ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Ｊ］．ＫｏｒｅａｎＣｉｒｃ
Ｊ，２０１２，４２（３）：２１６２１９．

［３］　ＭｅａｕｄｒｅＥ，ＪｅｇｏＣ，ＫｅｎａｎｅＮ，ｅｔａｌ．Ｂｔｙｐｅ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ｎｄ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ｆｉｌｌ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ｂｙ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ｙ
ａｆｔｅｒｓｕｂａｒａｃｈｎｏｉ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ｎｏｎｃａｒｄｉａｃ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２００９，１３（４）：１６３１７１．

［４］　胡再虎，陈节，崔明．前交通动脉瘤血管内栓塞治疗临床分析［Ｊ］．
安徽医学，２０１２，３３（２）：１８９１９１．

［５］　ＫｕｍａｒＰＶ，ＶａｎｎｅｍｒｅｄｄｙＰ，ＫｕｍａｒＤ，ｅｔａｌ．ＣａｒｄｉａｃｔｒｏｐｏｎｉｎＩｌｅｖｅｌｓ
ａｒｅａｍａｒｋｅｒｏｆ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ｂａｒａｃｈｎｏｉ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ｐｏｏｒ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ｏｕｔｃｏｍｅ［Ｊ］．ＪＬａＳｔａｔｅＭｅｄＳｏｃ，２０１１，
１６３（５）：２５７２６０．

［６］　ＳｕｇｉｍｏｔｏＫ，ＩｎａｍａｓｕＪ，ＨｉｒｏｓｅＹ，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Ｎｏｒｅｐｉｎｅｐｈｒｉｎｅ
ａｎｄ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ＣａｒｄｉａｃＷａｌｌＭｏｔｉｏｎ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ｕｂａｒａｃｈｎｏｉ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Ｊ］．Ｓｔｒｏｋｅ，２０１２，２３（２）：
２４１２４６．

［７］　练晓文，邱建东，马珊，等．颅内动脉瘤破裂并侧裂区血肿的早期
手术治疗［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０，８（４）：４５０４５１．

·０１４·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３月 第１１卷 第 ３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３　　



·全科临床论著·

心力衰竭患者血浆脑钠肽的变化及意义
高珍

【摘　要】　目的　探讨心力衰竭患者血浆脑钠肽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６２例心力衰竭患
者和３０例非心力衰竭患者的脑钠肽（ＢＮＰ）水平，并进行对比对照统计分析。结果　对照组血浆ＢＮＰ水平约为（４．３２±
０．８８）ｐｇ／ｍｌ，而不同程度心力衰竭患者（根据 ＮＹＨＡⅠ ～Ⅳ分级评判）的 ＢＮＰ水平：心力衰竭组Ⅰ级约为（１１４．４０±
１６．２０）ｐｇ／ｍｌ；心力衰竭组Ⅱ级约（３９６．４０±７２．２０）ｐｇ／ｍｌ；心力衰竭组Ⅲ级约为（６７０．１０±１７０．４０）ｐｇ／ｍｌ；心力衰竭组Ⅳ
级约为（１２６３．４０±２７０．２０）ｐｇ／ｍｌ。心力衰竭组血浆ＢＮＰ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Ⅰ、Ⅱ、Ⅲ、Ⅳ级组间平均血浆
ＢＮＰ水平依次显著性递增（Ｐ＜０．０１）。结论　心力衰竭患者血浆ＢＮＰ水平显著增高，血浆ＢＮＰ水平随病情严重程度加
重及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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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ＹＨＡｃｌａｓｓｅｓⅠ，Ⅱ，Ⅲ ａｎｄⅣ，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ｌａｓｍａＢＮＰ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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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ａｇｅｓｂｅ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ｌａｓｍａＢＮ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ｒａｉｎ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心力衰竭是心脏病的严重阶段，发病率高，５年存
活率低［１］。由于其高病死率及高住院率日益成为当今

社会最重要的健康问题之一。如何延长心力衰竭患者

生命和减少病死率及住院率成为当今研究的焦点。血

浆中脑钠肽（ＢＮＰ）水平的测定对于心力衰竭的早期发
现、疾病进程、疗效和预后评估具有重要的应用价

值［２］。为此，笔者自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测定了住院的心力
衰竭患者 ６２例和 ３０例非心力衰竭患者的脑钠肽
（ＢＮＰ）水平，以探讨血浆脑钠肽（ＢＮＰ）水平的变化在
心力衰竭患者诊治和病情中的评估临床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６２例心力衰竭患者，男性 ３５，女性
２７；年龄５０～７２岁；其中冠心病２７例，高血压性心脏
病２５例，风湿性心脏病２例，扩张性心肌病２例，肺部
疾病合并心衰６例。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Ⅰ级８例，Ⅱ
级２４例，Ⅲ级１４例，Ⅳ级１６例。对照组３０例，男性
１６，女性１４；年龄５３～７３岁，为同期入院的上呼吸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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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患者。

两组均已除外已知对血浆 ＢＮＰ有明显影响的其
它疾病，并已除外在入院前服用或可疑服用过对血浆

ＢＮＰ有明显影响的药物。
１２　检测方法　患者入院后次晨空腹在安静平卧时
取肘正中静脉血２ｍｌ，应用罗氏电化学发光法（ＥＣＬ）
检测血浆ＢＮＰ，批间及批内的变异系数（ＣＶ）为５．８％、
３．０％，正常人血浆ＢＮＰ浓度约３．６～４．２ｐｇ／ｍ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采用方差分
析和ｑ检验。

２　结果
　　心力衰竭组血浆 ＢＮＰ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随着ＮＹＨＡ分级的增加，血浆ＢＮＰ水平相应的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３　讨论
　　脑钠肽（ＢＮＰ）又称Ｂ型利钠肽（Ｂｔｙｐｅ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脑利钠肽，是由日本学者 Ｓｕｄｏｈ等于１９８８年
从猪脑分离出来因而得名，实际上它主要来源于心

［８］　王明光，费昶，孟凡国，等．颅内动脉瘤破裂伴颅内血肿的急性期
手术治疗［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０８，６（１０）：１０２３１０２４．

［９］　ＤｅｌｅｕＤ，ＫｅｔｔｅｒｎＭＡ，ＨａｎｓｓｅｎｓＹ，ｅｔａｌ．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ｉｃｓｔｕｎｎｅｄｍｙｏｃａｒ
ｄｉｕｍ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ｃｏｎｔｕｓｉｏｎ［Ｊ］．ＳａｕｄｉＭｅｄＪ，
２００７，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５．

［１０］　ＭｅａｕｄｒｅＥ，ＪｅｇｏＣ，ＫｅｎａｎｅＮ，ｅｔａｌ．Ｂｔｙｐｅ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ｒｅ
ｌｅａｓｅａｎｄ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ｆｉｌｌ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ｂｙ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ｙａｆｔｅｒｓｕｂａｒａｃｈｎｏｉ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ｉｎ
ｎｏｎｃａｒｄｉａ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２００９，１３（３）：Ｒ７６．

［１１］　ＬｉａｎｇＣＷ，ＣｈｅｎＲ，ＭａｃｒｉＥ，ｅｔａｌ．Ｐｒｅ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ｅｔａｂｌｏｃｋｅｒｓ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ｉｃＳｔｕｎｎｅｄＭｙｏｃａｒ
ｄｉｕｍｉｎ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ａｌＳｕｂａｒａｃｈｎｏｉ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Ｊ］．ＪＳｔｒｏｋｅＣｅｒｅｂｒｏ
ｖａｓｃＤｉｓ，２０１１，１８（２）：３２１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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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３］。ＢＮＰ具有重要的病理生理学意义，它可以促进
排钠、排尿，具较强的舒张血管作用，可对抗肾素 －血
管紧张素 －醛固酮系统（ＲＡＡＳ）的缩血管作用，是人
体抵御容量负荷过重及高血压的一个主要内分泌系

统。心功能障碍能够极大地激活利钠肽系统，心室负

荷增加导致 ＢＮＰ释放。心力衰竭时，心室壁张力增
加，心室肌内ＢＮＰ分泌增加，使血浆中ＢＮＰ水平升高，
其增高的程度与心衰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４］。为此，

血浆 ＢＮＦ水平可作为评定心衰的进程和判断预后的
指标［５］。

血浆脑钠肽（ＢＮＰ）水平可以为临床提供许多有用
的信息［６］，常用的方法主要有：放射免疫法（ＩＲＡ）、免
疫放射测量法（ＩＲＭＡ）、电化学发光法（ＥＣＬ）。电化学
发光法批间及批内的变异系数（ＣＶ）仅为５．８％、３％，
因此更为敏感、准确。
表１　Ⅰ、Ⅱ、Ⅲ、Ⅳ级心力衰竭患者及对照组血浆ＢＮＰ比较（ｘ±ｓ，ｐｇ／ｍｌ）

分组 ｎ ＢＮＰ

对照组 ３０ ４．３２±０．８８
心力衰竭组Ⅰ级 ８ １１４．４０±１６．２０

心力衰竭组Ⅱ级 ２４ ３９６．４０±７２．２０＃

心力衰竭组Ⅲ级 １４ ６７０．１０±１７０．４０＃▲

心力衰竭组Ⅳ级 １６ １２６３．４０±２７０．２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心力衰竭组Ⅰ级比
较，＃Ｐ＜０．０１；与心力衰竭组Ⅱ级比较，▲Ｐ＜０．０１；与心力衰竭组Ⅲ级比
较，△Ｐ＜０．０１。

　　心力衰竭是多种疾病的终末阶段，根据纽约心脏
病协会（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分成Ⅰ、Ⅱ、Ⅲ、Ⅳ级。本
组统计数据显示不同程度心衰患者（ＮＹＨＡ分级Ⅰ ～
Ⅳ）的血浆脑钠肽（ＢＮＰ）浓度随心功能分级升高，且在
Ⅲ和Ⅳ级患者中血浆脑钠肽（ＢＮＰ）值较正常增加
２００～３００倍。比较正常组和心衰组之间的血浆脑钠
肽（ＢＮＰ）水平，心衰患者血浆脑钠肽（ＢＮＰ）浓度明显
高于正常值［７－８］。由此认为心力衰竭患者心室合成和

分泌ＢＮＰ增加是导致血浆ＢＮＰ升高的部分原因，且随
心衰严重程度增加。

目前ＮＹＨＡⅡ ～Ⅳ级依据临床检查较容易诊断，
而ＮＹＨＡ分级Ⅰ级心功能实际上无临床心衰症状，可
称为左室功能不良（ＬＶＤ），却很难做到，但对 ＬＶＤ的
确诊很重要，近年来，关于脑钠肽（ＢＮＰ）的临床研究主
要集中在左室功能障碍（ＬＶＤ）方面，ＢＮＰ是否是这样
的一个标志物有很大潜力。同时脑钠肽（ＢＮＰ）水平在
心力衰竭预后和治疗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２，９］。

ＡｄｌｂｒｅｃｈｔＣ等［１０］认为血浆脑钠肽（ＢＮＰ）是心力衰竭
患者预后的重要标志物，其浓度和存活率密切相关。

ＹａｎｃｙＣＷ等［１１］认为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患者接受

脑钠肽治疗，能显著降低住院时间和死亡率，用于慢性

心衰患者的长期治疗安全，耐受性好，医院外生存时间

更长，其死亡／住院比值更好。
血浆脑钛钠（ＢＮＰ）与血流动力学改变之间的关系

已得到广泛的认同，血浆脑钛钠（ＢＮＰ）与心功能状态
密切相关，正常血浆脑钛钠（ＢＮＰ）浓度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否定存在心功能受损［１２］。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

血浆脑钛钠（ＢＮＰ）可以用于诊断多种疾病引起的
ＬＶＤ。但是，由于不同实验室条件不同，采取的测定方
法和研究方法不尽相同，所得到的正常值均有差别，还

需研究完善。而且要注意血浆脑钛钠（ＢＮＰ）不是特异
性的诊断工具，因为升高的血浆脑钛钠（ＢＮＰ）并不一
定由心衰引起，某些心肺疾病、肾衰、肝硬化等也可使

血浆脑钛钠（ＢＮＰ）水平升高，应结合临床资料进行鉴
别［１３］。

尽管受到一定限制，但血浆脑钛钠（ＢＮＰ）对于心
功能的诊断、预后判断及指导治疗已展示了良好前景。

在今后的应用中，还需要制定严格检测和判断标准。

总之，随研究深入，血浆 ＢＮＰ浓度测定很有可能作为
评估心功能的一项重要补充，成为一项简便易行的常

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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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器在困难气道患者中的应用
张进，何磊，王绍林

【摘　要】　目的　观察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器引导困难气管插管的临床效果。方法　术前评估为困难气道的患者３０
例，随机分为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器引导组（Ｃ组，ｎ＝１５）和双腔支气管导管盲探组（Ｓ组，ｎ＝１５）。Ｃ组将套有气管导
管的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器前端弯曲朝上，盲探送入会厌下端，观察刻度进入１０ｃｍ时，将气管导管顺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
阻塞器滑入声门。Ｓ组将带管芯的双腔支气管导管前端弯曲呈鱼钩形状，由会厌下端盲探送入声门。记录两组患者麻
醉诱导和气管插管期间心率、血压和ＳｐＯ２，同时记录第一、二次插管成功率，以及患者声门水肿、口咽部损伤、咽喉痛和
声音嘶哑等并发症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各时点血流动力学和ＳｐＯ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Ｃ、Ｓ两组第一次插管成
功率分别为８６．７％和４０．０％，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第二次插管成功率分别为 １３．３％和
２０．０％，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Ｓ组有７例患者拔管时气管导管粘血，而Ｃ组只有１例；Ｓ组术后咽痛
有９例，而Ｃ组咽痛只有１例；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器引导困难气管
插管能明显提高插管成功率。

【关键词】　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器；困难气道；盲探气管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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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难气道的发生率为１％ ～５％，在麻醉相关死亡
的病例中，７０％的死亡病例是困难气道所致［１］。对于

术中需单肺通气的困难气道患者，势必要接助纤维支

气管镜、视频喉镜等设备的应用，但对于没有这些设备

的医院或者术前没有预计到的困难气道，处理起来就

会相当棘手。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器作为单肺通气的
新型工具已逐渐应用于临床［２－３］，能否将其引导困难

气管插管，目前尚未见报道。本研究对术前评估为困

难气道的患者，通过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器引导气管
插管，观察其临床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自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６
月术前评估为困难气道的患者３０例，男性２１例，女性
９例，年龄２７～６６岁，体重５６～８７ｋｇ，身高１５２～１７０
ｃｍ，其中气胸９例，支气管扩张５例，肺癌５例，食道癌
８例，纵隔肿瘤３例。随机分为两组：Ｃ组（Ｃｏｏｐｄｅｃｈ

作者单位：２４１０００安徽省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王绍林，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ｓｈｌ７１１０２＠ｓｉｎａ．ｃｏｍ

支气管阻塞器组，ｎ＝１５）和 Ｓ组（双腔支气管导管组，
ｎ＝１５）。术前评估困难气道的标准为：Ｍａｌｌａｍｐａｔｉ分
级≥Ⅲ级；张口度 ＜３．５ｃｍ；甲颏间距 ＜６．５ｃｍ或不
足３横指；颈部活动＜１５°等。符合其中 ｌ项者即评估
为困难气道。两组患者性别、年龄、身高、体重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术前气道评估情况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１２　麻醉方法　所有患者术前常规禁食、禁饮。术前
３０ｍｉｎ肌肉注射苯巴比妥钠０．１ｇ。入室后给予心电
监护，监测心率（ＨＲ）、无创血压（ＳＢＰ、ＤＢＰ）、血氧饱
和度（ＳｐＯ２）和心电图（ＥＣＧ），开放外周静脉输液并开
始麻醉诱导。患者取“嗅物位”给予面罩吸氧，助手依

次缓慢静脉注射咪达唑仑０．１ｍｇ／ｋｇ，丙泊酚２．０ｍｇ／
ｋｇ，舒芬太尼０．５μｇ／ｋｇ和琥珀胆碱２ｍｇ／ｋｇ行麻醉诱
导，给氧去氮，待肌松完善后，采用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喉镜暴露
下行气管插管，同时记录ＣｏｒｍａｒｋＬｅｈａｎｅ分级，必要时
由助手适度按压环状软骨：Ｃ组将 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
塞器涂上石蜡油润滑，套入合适气管导管（男性８．０＃，
女性７．５＃），插管者将其前端弯曲朝上，盲探沿会厌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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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送入，观察刻度进入１０ｃｍ时，由助手将气管导管滑
入气管内，若遇阻力可轻柔旋转调整导管进入，当气管

导管距门齿深度为２２ｃｍ时，再送入 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
阻塞器调整位置。Ｓ组将带管芯的双腔支气管导管
（左３７Ｆｒ）前端弯曲呈鱼钩形状，沿会厌舌面盲探送入
声门，由助手将双腔支气管导管顺管芯送入气管内。

连接麻醉机通过呼气末二氧化碳波形判断导管是否在

气管内并通过双肺听诊法确定导管位置。所有操作均

由熟练掌握气管插管技术的同一麻醉医师实施。如果

一次插管失败且操作时间超过３０ｓ，面罩控制呼吸５
次后再次试插。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诱导前、诱导后、暴露
声门即刻、气管插管即刻和插管成功后 ５ｍｉｎ时的
ＨＲ、ＳＢＰ、ＤＢＰ和 ＳｐＯ２。记录第一、二次插管成功率，
以及患者声门水肿、口咽部损伤、咽喉痛和声音嘶哑等

并发症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运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用（ｘ±ｓ）表示，不同时点的组间比较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组内比较行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

较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所有患者各时点 ＳｐＯ２均在９７％以上，诱导后血
压、心率均有所下降，在喉镜操作和气管插管时上升，

插管结束后逐渐恢复到诱导后水平，两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Ｃ、Ｓ组第一次插管成功率分别为 ８６．７％和
４０．０％，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１。两组第二次插管成功率分别为１３．３％、２０．０％，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Ｓ组有２例第三次插
管成功，另有４例第三次插管失败后改用纤支镜引导
插管成功。

表１　两组患者插管情况比较（ｎ，％）

组别 ｎ
插管成功例数

第一次 第二次

Ｃ组 １５ １３（８６．７） ２（１３．３）
Ｓ组 １５ ６（４０．０） ３（２０．０）
χ２值 ７．０３ ０．２４
Ｐ值 ０．００８ １．０００

　　Ｃ组有１例患者拔管时气管导管粘血，咽痛１例；
Ｓ组有７例气管导管粘血，咽痛９例（见表２），两组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咽痛患者均给予雾
化吸入治疗，术后４８ｈ随访咽痛均好转，无其他不适
主诉。

表２　两组患者插管并发症比较（例）

组别 ｎ 咽痛 粘血

Ｃ组 １５ １ １
Ｓ组 １５ ９ ７
χ２值 ９．６０ ６．１４
Ｐ值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５

３　讨论
　　目前临床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困难插管设备，如视

频喉镜、视频喉罩和纤支镜等，处理困难气道方法的选

择也越来越多，提高了麻醉的安全性［４－６］。但是这些

设备价格昂贵，难以普及。大多数情况下，麻醉医师还

是不得不选择普通喉镜插管。在临床麻醉中，经常会

遇到患者术前气道评估正常，但在插管时发现属困难

气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往往不能及时得到上述可视

设备。因此我们需要寻求更简单、实用的方法，以提高

气管插管的成功率和安全性。

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器是一种新型支气管阻塞
器，导管长６５ｃｍ，外直径３ｍｍ，导管质地坚韧，弹性良
好，不易折断；其导管前端圆钝呈１３５°固定弯曲（图１，
见封三）。在纤维支气管镜的引导下可自由进入左、右

主支气管，甚至肺叶支气管［７］，特别适用于困难气道患

者的单肺通气［８－９］。

ＣｏｒｍａｒｋＬｅｈａｎｅ分级为Ⅲ、Ⅳ级的患者，声门位置
高，通过喉镜无法窥视，而 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器前
端固定的角度正好弥补了喉镜这一缺陷，理论上可以

提高盲探进入声门的成功率。本研究结果显示，Ｃｏｏｐ
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器引导组第一次插管成功率为
８６．７％，明显高于双腔支气管导管盲探组（４０．０％）。

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器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对声
门以及气道黏膜损伤小［１０－１１］。本研究 Ｃ组中只有１
例患者拔管时气管导管粘血，咽痛只有１例；而Ｓ组有
７例气管导管粘血，咽痛９例。说明在盲探插管时，利
用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器引导能明显减少插管相关
并发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器引导困难气管
插管能明显提高盲探插管成功率，而且插管相关并发

症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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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经皮穿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臭氧消融治疗
王胜军

【摘　要】　目的　探讨ＤＳＡ引导下经皮穿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臭氧消融治疗疗效及优势。方法　９５例腰椎间盘突出
症患者均有相应腰腿痛临床症状，并经ＣＴ或ＭＲＩ检查证实；其中椎间盘突出患者６３例，椎间盘膨出患者３２例，所有患
者均经８周以上保守治疗，疗效不佳且症状反复；其中部分患者还经其它微创方法治疗，但疗效仍令人不满意。所有患
者在ＤＳＡ引导下采用２１ＧＰＴＣ针经患侧后方小关节外侧缘入路穿刺成功后，于病变椎间盘内采用低压循环注射法注入
浓度为４７μｇ／ｍｌ臭氧气体２０～４０ｍｌ行椎间盘消融治疗，盘外及神经根周围注入同等浓度臭氧气体１０～２０ｍｌ；并于神
经根周围注入利多卡因５ｍｌ、得宝松１ｍｌ及甲钴胺０．５ｍｇ的混合液。结果　９５例患者均随访３个月。显效：５４例
（５６．８４％），有效：３２例（３３．６８％），无效：９例（９．４８％），总有效率９０．５２％，无严重并发症发生。结论　ＤＳＡ引导下经皮
穿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臭氧消融治疗能够达到精确的靶点注射，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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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临床比较常见的疾病，发
病率也在逐年攀升，将成为严重影响青、中年人生活质

量的常见病。目前外科手术治疗是一种重要方法，但

该方法风险大，费用高，故较多患者难以接受。意大利

ＭａｒｃｏＬｅｏｎａｒｄｉ教授首创的椎间盘臭氧分子消融术［１］

是一种最先进的微创治疗手段。我科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份引入该技术后，共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９５例，
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９５例患者，男性５８例，女性３７例，年
龄２０～６７岁，平均年龄４３．５岁。病程２个月 ～８年。
大多数患者有外伤或重体力劳动史。所有患者均经８
周以上保守治疗，症状反复，疗效不满意。所有病例均

经ＣＴ或ＭＲＩ检查，症状、体征、影像三者符合，诊断明
确。腰椎间盘突出位置：Ｌ３～４椎间盘１３例；Ｌ４～５椎间盘
６７例；Ｌ５～Ｓ１椎间盘５４例。术前完善血常规、血凝、
心电图等常规检查。

１２　治疗方法　术前半小时给予地塞米松５ｍｇ静推
以预防过敏反应。术中患者俯卧于 ＤＳＡ手术床，透视
下用注射针头标定病变椎间盘及穿刺点的体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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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消毒铺巾，２％利多卡因局麻；透视下正、侧位观
察，使用２１ＧＰＴＣ针穿刺病变椎间盘，使针尖位于病
变椎间盘中间（正位）和中后１／３处（侧位）；使用无菌
注射器从臭氧发生器取浓度为４７μｇ／ｍｌ臭氧，采用低
压循环注射法共注入２０～４０ｍｌ；退针至椎间孔附近回
抽无脑脊液流出后，在该处注入同等浓度臭氧气体

１０～２０ｍｌ及利多卡因５ｍｌ、得宝松１ｍｌ及甲钴胺０．５
ｍｇ的混合液后退针。术后患者平卧硬板床休息１ｄ，
并给予２０％甘露醇静滴脱水治疗２ｄ，抗菌素静滴２
ｄ，并给予营养神经药物口服２周。术后２４ｈ后可佩
戴护腰适度下床活动，２周后行腰背肌功能锻炼，术后
４周内以休息为主，２个月内禁止负重及剧烈运动。
１３　疗效标准　效果评定分三级，显效：腰腿痛症状
完全消失，恢复正常工作及生活；有效：腰腿痛症状明

显改善，偶有腰部胀痛及下肢放射痛；无效：腰腿痛症

状无改善。

２　结果
　　９５例患者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均随访 ３个月。
显效：５４例（５６．８４％）、有效：３２例（３３．６８％）、无效：９
例（９．４８％），总有效率９０．５２％，无严重并发症发生。
其中５８例患者３个月后行ＣＴ或ＭＲＩ复查，３５例原突
出椎间盘明显回缩或消失，１９例原突出椎间盘部分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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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４例原突出椎间盘略有缩小并伴有椎间盘真空症。
所有病例无神经根损伤症状及感染发生。

３　讨论
３１　臭氧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机理
３１１　臭氧氧化髓核内的蛋白多糖　臭氧治疗椎间
盘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意大利Ｓｉｅｎａ大学Ｂｏｃｃｉ教授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对臭氧的作用机理做了大量深入的
基础研究［２］。臭氧是一种无色、但有特殊臭味的极不

稳定的气体，具有强氧化性。椎间盘髓核由蛋白多糖、

髓核细胞和胶原纤维组成。臭氧可直接氧化髓核组

织［３］，从而使髓核渗透压降低，随后出现水分丢失、萎

缩、变性及坏死，使椎间盘突出部分回缩而缓解神经根

受压，从而解除腰腿疼症状。临床工作中遇到多例椎

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患者，在突出部位注入臭氧使椎

间盘回缩，可明显解除神经根受压，患者腰腿疼症状逐

渐消失，这可充分证实该点。

３１２　臭氧的抗炎、镇痛作用　突出的髓核及纤维环
对神经根周围的血管产生机械压迫作用，神经根周围

血液循环障碍，使局部组织出现渗出及水肿；纤维环破

裂后突出的髓核组织释放抗原物质引起自身免疫反

应，该免疫反应可造成机械性刺激伤害，降低疼痛感受

器阈值，同时可通过炎症介质造成神经炎性反应，严重

时发生局部组织粘连，从而使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产

生腰腿痛症状。此外退变椎间盘内肿瘤坏死因子

（ＴＮＦ）α可能是椎间盘突出致腰腿痛的重要原因［４］。

国内外研究表明［５－８］椎间盘内臭氧注射能使髓核原纤

维基质和胶原纤维细胞脱水及衰退，形成一种椎间盘

的“木乃伊化”，此现象可使突出的椎间盘体积缩小，

改善局部因压迫造成的淤血、缺氧状态。神经根对缺

氧状态非常敏感，因此注入臭氧后对疼痛有明显的治

疗作用。另外臭氧通过：①刺激抗氧化酶的过度表达；
②刺激拮抗炎症反应细胞因子和免疫抑制细胞因子的
释放；③刺激血管内皮细胞释放 ＮＯ及 ＰＤＧＦ等引起
血管扩张，从而达到促进炎症吸收、镇痛的作用。此

外，广泛分布在椎小关节面、椎间盘表面、邻近组织及

腰大肌内的神经末梢受炎症因子和突出的髓核所释放

的化学物质所激活，使局部腰肌痉挛而至腰背部疼痛，

臭氧可直接作用于该处而缓解疼痛。

３２　禁忌征和适应征的选择
３２１　适应征　临床有较典型的持续或反复发作的
腰腿痛，ＣＴ或ＭＲＩ检查有明显椎间盘突出，且突出椎
间盘边缘光滑，不超过椎管的１／２，经正规保守治疗８
周症状无改善或改善不明显者为臭氧消融术适应症；

椎间盘突出程度与临床症状不符者时有发生，需认真

查体并对照影像资料确定需治疗之椎间盘。

３２２　禁忌征　突出部分椎间盘钙化、黄韧带肥厚及
骨质增生所致椎管狭窄、侧隐窝狭窄、椎体滑脱、椎体

及椎管肿瘤、出血性疾病者均属臭氧治疗的禁忌征。

３３　臭氧治疗的优势　经皮穿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臭氧消融治疗不仅具有疗效肯定、费用低、并发症少、

患者住院时间短、痛苦小、操作简单等优点，还有其独

特优势：①臭氧是一种强氧化剂，本身具有消毒灭菌作
用，故术后椎间盘感染的几率大大降低；②臭氧对髓核
内的蛋白多糖作用强，但对神经根及椎旁软组织影响

甚小，故不会加重临床症状；③臭氧消融治疗不仅能解
除压迫症状，而且同时具有抗炎、解除疼痛的疗效，这

是该治疗手段的独特优势；④臭氧消融术可同时对多
个病变椎间盘治疗，并且不增加患者住院费用。⑤臭
氧消融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迅速，何晓峰等［９］

多中心研究结果表明，较高浓度的臭氧氧化髓核效率

高、治疗过程短、疗效可靠。显效病例术后第３天腰腿
痛症状明显缓解，３个月可达到最佳疗效［１０］。

腰椎间盘突出症传统的中医保守治疗因症状反

复，疗效不满意而困扰多数患者；外科手术治疗虽疗效

确切，但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多，手术费用较高而被多数

患者所拒绝。经皮穿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臭氧消融治

疗是一门新兴的微创治疗手段，因其疗效肯定、费用

低、并发症少而越来越被广大患者接受，具有良好的临

床应用、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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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患者５氨基水杨酸维持治疗复发的相关因素分析
赵纯成，周钢，李远洪，胡毅

【摘　要】　目的　分析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患者５氨基水杨酸维持治疗复发的相关因素。方法　收集２００３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１２例应用５氨基水杨酸进行维持治疗的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可能导致溃疡性结肠炎
复发的因素，包括性别、病程、病情、病变分型、是否应用激素药物、口服５ＡＳＡ的剂量及黏膜愈合情况，先行χ２检验进行
单因素分析，对有意义的指标再行ＣＯＸ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本组复发５０例，复发率为４４．６４％。溃疡性结肠炎缓解
期患者５氨基水杨酸维持治疗后复发与病程、病情程度、是否用过激素药物、口服药物的剂量及黏膜愈合情况有关（Ｐ
均＜０．０５）；ＣＯＸ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黏膜愈合情况及病情程度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复发高度相关（Ｐ均＜０．０５）。
结论　黏膜愈合情况及病情程度是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患者５氨基水杨酸维持治疗复发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５氨基水杨酸；复发；相关因素；溃疡性结肠炎；炎性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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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疡性结肠炎属于慢性非特异性炎性肠病的一
种，发病原因尚不清楚［１］。其临床表现为腹痛、腹泻、

黏膜脓血便，病情反复发作，尚缺乏特异性的治疗措

施，且存在癌变的危险。临床上多重视对溃疡性结肠

炎患者诱导缓解的治疗，往往忽视维持缓解治疗的重

要性［２］。５氨基水杨酸（５ＡＳＡ）是氨基水杨酸制剂中
的一类药物，是临床上常用的维持缓解治疗药物。但

在维持缓解治疗过程中，溃疡性结肠炎的复发率仍较

高［３］。为了提高５氨基水杨酸维持治疗的效果，本研
究对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患者维持治疗复发的相关因

素进行了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我院
就诊的溃疡性结肠炎１１２例，男性６６例，女性４６例；
年龄１７～６７岁，平均４０．５岁；病程０．５～２８年，均经
结肠镜活检检查确诊。根据病灶所在位置分为直肠型

２５例，直乙结肠型２５例，左半结肠型１３例，区域性结
肠型４例，全结肠型４５例；治疗前病情严重程度根据
Ｍａｙｏ疾病活动指数［４］分为轻度６６例，中度２０例，重
度２６例；经治疗后均达诱导缓解，其中仅采用５ＡＳＡ

作者单位：４０２２６０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消化内科
通讯作者：赵纯成，电子信箱：ｚｈａｏ．ｃ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治疗７４例，仅采用激素治疗９例，采用激素５ＡＳＡ、联
合治疗２７例，仅采用环孢素 Ａ治疗２例。诱导缓解
后，仅口服５ＡＳＡ制剂维持缓解治疗７５例，仅应用５
ＡＳＡ栓剂治疗１２例，口服与直肠联合应用药 ２５例。
临床症状缓解后，７０例患者行结肠镜复查。其中内镜
下显示黏膜愈合２５例，黏膜未愈合４５例（仅５例始终
维持缓解治疗）。

１２　分析方法　复发的判定标准为溃疡性结肠炎的
症状加重，需加大药量或需用其他药物控制；或出现并

发症，需行外科干预治疗［５］。收集患者可能导致溃疡

性结肠炎复发的因素，包括性别、病程、病情、病变分

型、是否应用激素药物、口服５ＡＳＡ的剂量及黏膜愈
合情况。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先用χ２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出有意义
的因素，然后在行ＣＯＸ多元回归分析。

２　结果
　　本组复发５０例，复发率为４４．６４％。
２１　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患者５氨基水杨酸维持治
疗复发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
患者５氨基水杨酸维持治疗后复发与病程、病情程度、
是否用过激素药物、口服药物的剂量及黏膜愈合情况

有关（Ｐ均＜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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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患者５氨基水杨酸维持治疗复发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ｎ，％）

相关因素 ｎ 复发

性别　男 ６６ ３０（４５．４５）
　　　女 ４６ ２０（４３．４７）
病程（年）　≤５ ５５ １８（３２．７２）
　　　　　＞５ ５７ ３２（５６．１４）
疾病分型　直肠型 ２５ １０（４０．００）
　　　　　直乙结肠型 ２５ １２（４８．００）
　　　　　左半结肠型 １３ ６（４６．１５）
　　　　　区域性结肠型 ４ ２（５０．００）
　　　　　全结肠型 ４５ ２０（４４．４４）
病情程度　轻度 ６６ １４（２１．２１）
　　　　　中度 ２０ １４（７０．００）
　　　　　重度 ２６ ２２（８４．６１）
是否曾用激素　是 ３６ ２２（６１．１１）
　　　　　　　否 ７６ ２８（３６．８４）
轻度患者口服药物剂量（ｇ／ｄ）　≤２ ３０ ８（２６．６７）
　　　　　　　　　　　　　 ＞２ ３６ ６（１６．６７）
黏膜愈合情况　愈合 ２５ １（４．００）
　　　　　　　未愈合 ４５ ４０（８８．８９）

２２　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患者５氨基水杨酸维持治
疗复发相关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ＣＯＸ回归多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黏膜愈合情况及病情程度与溃疡性结肠

炎的复发高度相关（Ｐ均＜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患者５氨基水杨酸维持治疗复发相关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值 Ｐ值 Ｅｘｐ

黏膜愈合情况 －２．６３４ １．０４４ ７．０２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２
病情程度 －１．１５４ ０．４０３ ７．１４６ ０．００６ ０．３５８

３　讨论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反复发作的慢性免疫性疾
病，经过药物诱导缓解治疗后，患者的症状及病理学检

查均可获得较大程度缓解，但病情仍较易反复。目前，

临床治疗中对溃疡性结肠炎多重视诱导缓解的治疗，

而容易忽视维持缓解治疗的重要性。有研究表明，长

期维持缓解治疗，可降低溃疡性结肠炎癌变的风险［６］。

国内外的共识是，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应长期维持缓解

治疗３～５年，甚至终生。近年来，为获得更理想疗效，
新的治疗目标更加关注溃疡性结肠的复发，而迅速诱

导缓解、长期维持缓解，最终达到内镜下黏膜愈合是降

低复发率的关键。

５ＡＳＡ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首选药物，也是其
维持缓解治疗的主要药物。５ＡＳＡ的作用机制是通过
干扰花生四烯酸代谢，且抑制白三烯与前列腺素的合

成，从而发挥其抗炎作用。多数指南推荐，溃疡性结肠

炎５ＡＳＡ维持缓解治疗剂量为２～４ｇ／ｄ［７－８］。有研究
显示，５００ｍｇ或１０００ｍｇ的５ＡＳＡ栓剂对直肠型患者
的维持缓解有效；对经５ＡＳＡ灌肠剂诱导缓解的直乙

结肠型、左半结肠型患者，应用５ＡＳＡ继续灌肠对维
持缓解有效［９］；口服 ５ＡＳＡ２．４～４．８ｇ联合灌肠治
疗，对于直乙结肠型患者的维持缓解更加有效［１０－１１］。

研究发现，大剂量的 ５ＡＳＡ并未增加不良反应发生
率，因此部分学者建议应用高剂量５ＡＳＡ行维持缓解
治疗。本研究发现，轻度溃疡性结肠炎口服５ＡＳＡ药
物剂量≤２ｇ／ｄ患者的复发率显著高于 ＞２ｇ／ｄ，与上
述观点相一致。因此，在进行维持缓解治疗时，选择较

大剂量的５ＡＳＡ更有助于降低复发率。另外，本研究
发现，病程≤５年患者的复发率低于 ＞５年者，曾经使
用激素类药物治疗者的复发率高于未使用者，黏膜达

到愈合患者的复发率低于未愈合者，提示溃疡性结肠

炎缓解期患者５氨基水杨酸维持治疗后复发与病程、
病情程度、是否用过激素药物及黏膜愈合情况有关（Ｐ
均＜０．０５）；ＣＯＸ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黏膜愈合
情况及病情程度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复发高度相关（Ｐ
均＜０．０５）。因此，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以及时诊断尽
早治疗，尽量减少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的使用，并定期采

用结肠内镜进行检查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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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热毒宁治疗小儿毛细支气管炎临床研究
侯春梅

【摘　要】　目的　探讨热毒宁治疗小儿毛细支气管炎的疗效。方法　将１１２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各５６例，两组均采用常规综合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热毒宁。结果　咳痰消失时间：治疗组
（４．６９±１．６３）ｄ，对照组（７．３５±１．９６）ｄ，Ｐ＜０．０１；喘鸣音消失时间：治疗组（６．５８±１．８５）ｄ，对照组（９．７６±２．２３）ｄ，Ｐ＜
０．０１；呼吸困难缓解时间：治疗组（３．６４±０．９９）ｄ，对照组（４．７６±１．１８）ｄ，Ｐ＜０．０５；治愈时间：治疗组（１２．１２±２．７７）ｄ，
对照组（１４．２４±２．４７）ｄ，Ｐ＜０．０５。结论　热毒宁能够有效缩短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及住院时间。
【关键词】　热毒宁；毛细支气管炎；小儿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２５．６　Ｒ９７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４１９０２

　　毛细支气管炎是一种婴幼儿较常见的下呼吸道感染，由不
同的病毒感染所致，呼吸道合胞病毒（ＲＳＶ）是最常见的病原，
临床上以喘憋、“三凹”征和气促为主要特点，多见于１～６个月
的小婴儿［１］，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肺炎，又称喘憋性肺炎。毛细

支气管炎的治疗主要是氧疗、控制喘憋、病原治疗和免疫治疗。

解除气道梗阻，改善通气，是提高毛细支气管炎疗效的关键。

笔者应用热毒宁注射液治疗小儿毛细支气管炎，通过对治疗组

与对照组的对比，发现其能明显改善患儿的临床症状，缩短患

儿的住院时间，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将我科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５月住院的１１２
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５６例，男２４例，女
３２例；年龄１个月～２．５岁。对照组５６例，男３０例，女２６例；
年龄２个月～２岁。入院前两组平均发病天数均为４．５ｄ，两组
年龄、性别、病情轻重程度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１１２例患儿
均符合２００５版《儿科急诊手册》中毛细支气管炎的诊断标
准［２］。

１２　临床表现　１１２例患儿均有明显的呼吸道感染症状，肺部
感染以发热、咳嗽、喘憋及呼吸困难等为主要临床表现。

１３　治疗方法　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①吸氧及雾化吸入：
给予持续性低流量低浓度吸氧，加用α糜蛋白酶雾化吸入，３～
４次／ｄ，２０ｍｉｎ／次，吸雾后要拍背吸痰；②控制感染：本病主要
由病毒感染，一般应用利巴韦林或阿昔洛韦静脉滴注；当少数

合并细菌感染时，加用三代头孢或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抗感染治

疗；③止咳、平喘：喘憋发作期间，用异丙嗪缓解支气管痉挛，烦
躁明显者与冬眠灵合用，同时应用氨茶碱静脉滴注控制喘憋；

④预防并发症：纠正酸碱平衡及电解质紊乱，合理补液。治疗
组在以上基础上加用热毒宁注射液（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０．６ｍｌ／（ｋｇ·ｄ），加入 ５％葡萄糖注射液 １００～２５０ｍｌ中
（２０～４０滴／ｍｉｎ），１次／ｄ，静脉滴注（由于热毒宁属于中药制
剂，该药不能与其他药物在同一容器内混合使用，且溶液配制

浓度不低于１∶４）。

２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加用热毒宁注射液后，治疗组患儿呼吸困
难缓解、时间、咳痰消失时间、喘鸣音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明

显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儿治疗后观察指标比较（ｘ±ｓ，ｄ）

组别 ｎ 咳痰消失 喘鸣音消失 呼吸困难缓解 治愈时间

治疗组 ５６ ４．６９±１．６３ ６．５８±１．８５ ３．６４±０．９９ １２．１２±２．７７
对照组 ５６ ７．３５±１．９６ ９．７６±２．２３ ４．７６±１．１８ １４．２４±２．４７
ｔ值 ７．２７ １５．３６ ２．６５ １．９９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作者单位：０１００１０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儿科

３　讨论
　　毛细支气管炎是婴幼儿期常见的下呼吸道疾病，仅见于２
岁以下婴幼儿，多数是１～６个月的小婴儿，发病与该年龄支气
管的解剖特点有关，婴幼儿气管、支气管相对狭小，支气管壁缺

乏弹力组织，纤毛运动功能差，肺部弹力组织发育差，婴幼儿发

生感染时，毛细支气管上皮细胞坏死，周围淋巴细胞浸润，黏膜

下充血、水肿，黏液分泌增多，细胞坏死物、纤维素堵塞，引起毛

细支气管腔狭窄甚至堵塞，喘憋较著，更易引起发绀、呼吸停

止、呼吸衰竭、心功能不全等而危及生命［３］。毛细支气管炎主

要由呼吸道合胞病毒（ＲＳＶ）引起，此外，副流感病毒、腺病毒、
鼻病毒等均可引起毛细支气管炎，非典型微生物也可引起本

病。近年有报道，该病与支气管哮喘有部分相同的发病机理，

在毛细支气管炎患儿气道分泌物及血中发现了大量类似哮喘

患者所特有的炎性物质如病毒特异性 ＩｇＥ、组胺样物质等。研
究表明，在ＲＳＶ感染时有大量的可溶性因子的释放（包括白介
素、白三烯、趋化因子）导致炎症与组织破坏［４］。ＲＳＶ感染后，
可促使支气管上皮细胞分泌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增加，促

进炎症性树突细胞生成，加重气道炎症浸润，使气道分泌物增

多，造成气道狭窄，气道阻力增加，形成持续性气道高反应性，

引起换气障碍，从而导致呼吸道痉挛，引起咳、痰、喘等表现。

治疗的关键是降低气道高反应性，减轻气道炎症反应，缓解平

滑肌痉挛。

小儿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ＲＳＶＰ）痰热闭肺证的病理特点
为小儿正气虚弱、感受风温邪毒，热与痰结，壅阻肺络，肺气闭

郁，宣肃失司，治法为解毒清热、泻肺活络，解毒开肺、凉血散

瘀。

热毒宁注射液系中药制剂，其主要成分由青蒿、栀子、金银

花等草药提取而成，该药采用进口膜分离设备有效去除了影响

药物稳定性的大分子物质，全程中药指纹图谱检测，保证了药

品质量的安全性和长期稳定性［５］。现代药理研究［６－８］显示，青

蒿具有明显的抗菌、解热作用；栀子具有镇静、镇痛、解热及抗

微生物的作用；金银花具有宣散风热、清热解毒的功效，该药用

于呼吸道感染（外感风热证）所致的高热、微恶风寒、头身痛、咳

嗽、痰黄等症。同时也具有抗感染、抗微生物等多重作用。有

研究证实［９－１０］，热毒宁注射液除可直接灭活及抑制 ＲＳＶ增殖，
还可抑制ＲＳＶ引起的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分泌增加，同时
具有抗菌、提高机体免疫。有研究表明，热毒宁也有抑制流感

病毒Ｈ１Ｎ１（ＦＭ１）致细胞病变作用，且其作用随着药物剂量的
增加而增强，呈明显的量效关系。也有研究证实［１１］用热毒宁

注射液结合利巴韦林，加强了利巴韦林的抗病毒作用，提高机

体免疫力，同时对ＲＳＶＰ的症状缓解有一定的疗效，且该药物毒
性低，副作用小，能够缩短住院时间，具有较优的效价比，值得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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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ｎ，％）

组别 血清肿（侧） 神经感觉异常（侧） 阴囊积血（侧）

ＴＡＰＰ组 １（３．３３） １（３．３３） ０
Ｒｕｔｋｏｗ组 ３（３．７５） ２（２．５０） １（１．２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１９９２年 Ｄｉｏｎ和 Ｍｏｒｉｎ报道了腹腔镜下经腹腔腹
膜前补片疝修补术（ＴＡＰＰ），该方法是在腹腔内打开腹
膜，进入腹膜前间隙进行解剖，将补片与 Ｃｏｏｐｅｒ韧带、
耻骨结节、腹直肌外缘和联合肌腱钉合，最后关闭腹

膜。１９８９年 Ｒｕｔｋｏｗ和 Ｒｏｂｂｉｎｓ首先开始用网状圆锥
形材料及补片开展疝环充填式无张力疝修补术。

ＴＡＰＰ是腹腔镜疝修补术的一种，国外的 ｍｅｔａ分
析［３］研究显示：ＴＡＰＰ术后伤口感染、神经损伤、慢性疼
痛的发生较 Ｒｕｔｋｏｗ术低（Ｐ＜０．０５）。在术后复发率
上两者没有差别（Ｐ＞０．０５）。我们的结果显示在临床
指标、复发率及并发症率方面 ＴＡＰＰ组与 Ｒｕｔｋｏｗ组相
近。但ＴＡＰＰ组手术时间明显长于 Ｒｕｔｋｏｗ组，这与我
们刚开始ＴＡＰＰ手术，正在经历学习曲线［４］，临床经验

尚且不足，ＳｏｌｔéｓＭ等［５］报道在操作３０例 ＴＡＰＰ手术
后手术时间会明显缩短，相信随着我们经验的积累以

及设备的改进，可以达到与开放手术时间相同甚至短

于开放手术。本组资料显示 ＴＡＰＰ组的住院费用较
高，主要增加在全麻、腹腔镜设备这两部分费用［６］。在

麻醉方面，国外有硬膜外麻醉下行的报道［２］，国内也有

术者开始尝试这种麻醉方式，本组所有的 ＴＡＰＰ均为
全麻，这也是ＴＡＰＰ组高于Ｒｕｔｋｏｗ组的最主要原因。

腹股沟疝的治疗有数十种方法，目前还没有公认

的“金标准”术式，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的特点。ＴＡＰＰ
是一种腹膜前修补方式，具有“后入路”、“可探查性”

和“直视下操作”的特点，能修复腹股沟部位的所有薄

弱区域，即耻骨肌孔，耻骨肌孔的内侧界为腹直肌外

缘，外侧界为髂腰肌，上界为联合肌腱，下界为耻骨梳

韧带，其内无肌层结构，当腹横筋膜薄弱时就会发生各

种疝，斜疝、直疝和股疝均发生在其中，ＴＡＰＰ特别适合
腹横筋膜薄弱的老年患者，而对于自身组织较好的斜

疝患者，这样的修补方式是否是过度的手术有一定的

争议。由于入路选择的不同，ＴＡＰＰ可以一定程度上避
开前入路形成的疤痕组织［７］，而在正常组织层面中操

作，易于解剖和分离。同时从腹腔内直视下审视整个

薄弱区域，使补片能直接完全的覆盖整个耻骨肌孔，将

复发机会进一步减少。双侧疝和复发疝可优先考

虑［８］，ＴＡＰＰ另具探查对侧及隐匿疝的独特优势。Ｒｕｔ
ｋｏｗ作为肌前修补，其特点是对腹股沟管后壁进行修
补，并未修复股环口，但手术操作相对简单，麻醉多选

择椎管内麻醉，对于部分患者也可选择局麻，学习曲线

较短［９－１０］。

随着腹腔镜技术的飞速发展及普及，相信腹腔镜

腹股沟疝修补术的病例会愈来愈多，但在腹股沟疝修

补手术中，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与开放无张力修补

手术一样作为手术方式，它不能替代开放手术，也不会

被开放手术所淘汰，应根据不同的患者选择不同的术

式，进行“个体化”治疗，以获得最佳的临床和卫生经

济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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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老年妇女不同体成分对其骨密度的影响研究
孔冬梅，王新宴，许波，张艺耀，王学良

【摘　要】　目的　探讨老年妇女不同体成分对其骨密度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０年９月 ～２０１２年７月进行体检的
１０２名老年健康体检妇女为研究对象，将所有研究对象根据 ＢＭＩ分为低体重组（ＢＭＩ＜２０ｋｇ／ｍ２组）３４名、正常体重组
（２０～２４ｋｇ／ｍ２组）３４名和超重组（＞２４ｋｇ／ｍ２组）３４名，然后将三组老年妇女多个部位的骨密度指标及骨代谢指标进
行检测及比较。结果　正常体重组多个部位的骨密度均大于低体重组及超重组，而 ＢＧＰ、ＡＫＰ及 Ｃａ／Ｃｒ均低于其他两
组，ＨＣＴ及骨硬度指数均高于其他两组，Ｐ均＜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老年妇女的体成分对其骨密度的影
响较大，且其骨代谢指标差异也较大。

【关键词】　老年妇女；体成分；骨密度；影响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８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４２１０２

　　老年妇女是骨质疏松的高发人群，因此对于此类人群的骨
密度的干预非常重要，另外，对于此方面的相关研究也较多，而

较多研究［１－２］显示，影响到老年妇女的骨密度的因素较多，因

此要做到有效降低不良情况的发生，对影响因素的全面了解是

必要前提。本文中我们就老年妇女不同体成分对其骨密度的

影响进行观察，现将结果进行总结并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９月 ～２０１２年７月于本院进行
体检的１０２名老年健康体检妇女为研究对象，将所有研究对象
根据ＢＭＩ分为低体重组（ＢＭＩ＜２０ｋｇ／ｍ２组）３４名、正常体重组
（２０～２４ｋｇ／ｍ２组）３４名和超重组（＞２４ｋｇ／ｍ２组）３４名。低
体重组的３４名人员中，年龄６０～７４岁，平均年龄（６７．２±２．７）
岁，其中经常运动者２０名，运动较少者１４名。正常体重组的
３４名人员中，年龄６０～７５岁，平均年龄（６７．３±２．５）岁，其中经
常运动者１９名，运动较少者１５名。超重组的３４名人员中，年
龄６１～７５岁，平均年龄（６７．４±２．６）岁，其中经常运动者 ２０
名，运动较少者１４名。三组人员均无影响骨密度及骨代谢的
疾病及其他因素存在，且在年龄及运动情况方面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均＞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将三组人员的多个部位的骨密度及骨代谢指
标进行检测及比较，采用意大利 Ｌ’ａｃｎ的 ＵＮＩＧＡＭＭＡ骨密度
仪进行骨密度检测，检测部位包括第２～４腰椎、大转子、股骨
颈及股骨 Ｗａｒｄｓ三角区；骨代谢指标包括 ＢＧＰ、ＡＫＰ、Ｃａ／Ｃｒ、
ＨＣＴ及骨硬度指数，ＢＧＰ、ＡＫＰ、ＨＣＴ均为将空腹静脉血采用博

研（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酶联免疫试剂盒（定量）进行检

测，Ｃａ／Ｃｒ则以美国 ＹＳＩ２９００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及计算分
析，骨硬度指数也采用骨密度仪进行检测及计算所得，后将上

述方面的检测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及比较。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文中的年龄及骨密度、骨代谢指标均为
计量资料，进行ｔ检验处理，而其他数据为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
验处理，以软件ＳＡＳ９．０进行数据处理。

２　结果
２１　三组老年妇女多个部位的骨密度比较　正常体重组第
２～４腰椎、大转子、股骨颈及股骨 Ｗａｒｄｓ三角区的骨密度均大
于低体重组及超重组，Ｐ均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１。

表１　三组老年妇女多个部位的骨密度比较（ｇ／ｍ２）

组别 ｎ 第２～４腰椎 大转子 股骨颈 股骨Ｗａｒｄｓ三角区

低体重组　 ３４ ０．９０±０．０８ ０．６３±０．０４ ０．７３±０．０７ ０．６１±０．０５
正常体重组 ３４ １．１５±０．１３ ０．８３±０．０７ ０．９５±０．１１ ０．８１±０．０９

超重组　　 ３４ ０．９９±０．１０ ０．６５±０．０５ ０．７５±０．０８ ０．６３±０．０６

　　注：与低体重组及超重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老年妇女的骨代谢指标水平比较　正常体重组老年
妇女的ＢＧＰ、ＡＫＰ及Ｃａ／Ｃｒ均低于其他两组，ＨＣＴ及骨硬度指
数均高于其他两组，Ｐ均＜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２。

表２　三组老年妇女的骨代谢指标水平比较

组别 ｎ ＢＧＰ（ｎｇ／ｍｌ） ＡＫＰ（Ｕ／Ｌ） Ｃａ／Ｃｒ（ｍｇ／ｇ） ＨＣＴ（ｐｇ／ｍｌ） 骨硬度指数

低体重组 ３４ ９．５２±１．２８ ９４．８７±７．７３ １８２．６３±４２．２３ ３６．１７±５．２９ ９２．２７±８．４３
正常体重组 ３４ ８．２３±１．１０ ８５．７５±６．２１ １４７．３６±３７．９１ ５０．１４±６．６４ １０５．１５±１２．３７

超重组 ３４ ９．４５±１．２２ ９２．０７±７．１７ １７０．４５±４０．５７ ４０．３３±５．６３ ９５．２３±９．７２

　　注：与低体重组及超重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老年妇女一般均为绝经后妇女，其是骨质疏松的高发人
群，而骨质疏松导致的骨折也是此类人群骨折的重要原因之

一，因此对于老年妇女的骨密度的监测非常重要。而要对此类

人群进行有效的干预，首要前提是对患者骨密度的影响因素进

行全面细致的了解［３］，从而为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另

外，骨代谢指标是有效反应骨状态的方面，对其监测也有较高

的临床价值，其中ＢＧＰ、ＡＫＰ、Ｃａ／Ｃｒ、ＨＣＴ及骨硬度指数是其中
较有代表性的指标［４－６］，可以有效反应被检测人员的骨质代谢

的情况。另外，近些年来，有研究［７－８］显示，体成分对机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４２北京市，空军总医院特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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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骨质状态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也有研究［９－１０］认为其对骨

密度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认为这方面仍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探讨。

　　本文中就老年妇女不同体成分对其骨密度的影响进行观
察研究，因ＢＭＩ是体成分中临床价值较高的指标，故在此对不
同ＢＭＩ指数人员的骨密度及骨代谢指标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
示，正常体重的老年妇女的第２～４腰椎、大转子、股骨颈及股
骨Ｗａｒｄｓ三角区的骨密度均大于低体重及超重的老年妇女，同
时其骨代谢指标中的 ＢＧＰ、ＡＫＰ、Ｃａ／Ｃｒ、ＨＣＴ及骨硬度指数也
均显著优于低体重及超重的老年妇女，由此说明对老年妇女进

行ＢＭＩ指数的干预及控制非常必要。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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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体成分对其骨密度的影响较大，且其骨代谢指标差异也

较大，故应加强对其体重指数的监测及控制，尤其对于绝经后

体重波动较大的妇女应加强骨密度的监测，以达到有效改善其

骨密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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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ＥＡ及ＶＡＳ评分（ｎｉ＝２５）

组别
ＥＡ评分

０分 １分 ２分 ３分
ＶＡＳ评分

无痛 满意 良好 差 剧痛

Ａ组 ２ ４ １５ ４ １ ２ ４ １３ ５
Ｂ组 １２ ９ ２ １ ６ １２ ４ ２ １

２２　两组苏醒期各项指标观察结果　两组停药后进
行高流量氧气洗出七氟醚观察患者自主呼吸恢复及拔

管时间（ｍｉｎ），拔管后５ｍｉｎＲＲ见表２。两组苏醒期
观察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苏醒期各项指标（ｘ±ｓ，ｎｉ＝２５）

组别 自主呼吸恢复（ｍｉｎ） 拔管时间（ｍｉｎ） 拔管后５ｍｉｎＲＲ（次／ｍｉｎ）

Ａ组 ６．３±４．５ ８．３±３．６ １５．２±２．４
Ｂ组 ６．５±４．２ ７．９±４．１ １４．８±３．１

２３　不良反应　拔管后１５ｍｉｎ，Ａ组４例恶心，头晕２
例，其中３例恶心，２例头晕可能因其ＥＡ评分高、剧烈
躁动行注射药物控制有关；地佐辛组恶心１例。其它
不良反应未观察到。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都较低，组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苏醒期躁动是一种“特殊”性麻醉并发症，危害较
大，可使患者出现交感神经兴奋，如心率增快，血压升

高，可增加患者循环系统并发症，特别是使原有高血压

病患者血压进一步升高，可使手术创面及薄弱的脑血

管破裂出血；躁动患者的体动与挣扎可使引留管、导尿

管、输液管及气管导管脱出，缝合伤口裂开等，也可发

生意外性伤害，如患者自伤及坠床等。全麻插管者在

苏醒期发生躁动的原因很多，国内、外均有学者做过这

方面的研究。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疼痛，其次是体内各

种导管如导尿管、气管导管、引流管等的刺激［１］，长时

间被动体位导致的肌肉酸痛［２］，还有麻醉药的残余作

用［３］，苏醒期躁动机制尚未明了。针对发生的原因采

取一定的措施可以减少苏醒期躁动的发生，如术中维

持适当的麻醉深度，根据情况减少镇静催眠药的用量，

加强术后镇痛镇静的持续性［４－５］，缩短苏醒时间，尽量

避免应用容易引起谵妄、躁动的麻醉药［３］。术毕充分

排出吸入的麻醉药，减少麻醉药残留；术后充分镇痛，

选择适当的时机拔管，避免各种有害刺激以减少苏醒

期躁动发生［６］。地佐辛（Ｄｅｚｏｃｉｎｅ）是阿片受体混合激
动－拮抗剂。经典的阿片类受体分为 μ、δ、κ三种，激
动κ受体和δ受体主要产生脊髓镇痛、镇静和轻度的
呼吸抑制；激动μ１受体主要产生脊髓以上镇痛，激动
μ２受体主要产生镇静和呼吸抑制、心率下降和依赖
性。地佐辛主要通过激动 κ和 μ１受体，镇痛效价与
吗啡相似，术后镇痛效果优于芬太尼联合曲马多［７］。

地佐辛给药后快速起效也是临床的一个优势［８］，肌肉

注射后３５ｍｉｎ血药浓度达峰值，持续时间稍短［９］。七

氟醚吸入维持的全麻手术结束前１５ｍｉｎ上臂三角肌
肌注地佐辛０．１ｍｇ／ｋｇ能通过有效镇痛减少苏醒期躁
动发生率［１０］，从而提高了全麻术后苏醒质量，且术后

不良发生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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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利福昔明治疗肠道易激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杨光，赵施竹，赵正焱

【摘　要】　目的　观察利福昔明治疗肠道易激综合征（ｉｒｒｉｔａｂｌｅｂｏｗｅ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ＢＳ）的效果及完全性。方法　采用双盲
随机对照研究。将无便秘的ＩＢＳ患者分为两组：Ａ组给予利福昔明５５０ｍｇ，Ｂ组给予安慰剂；每天３次连续用药２周，随
访时间１０周。主要终点：ＩＢＳ症状缓解人数。次要终点：ＩＢＳ相关腹胀缓解人数；腹痛、大便性质变化。结果　治疗后４
周，ＩＢＳ症状缓解患者数Ａ组４０．８％，Ｂ组３１．２％，Ｐ＜０．０１；腹胀缓解率Ａ组３９．５％，Ｂ组２８．７％，Ｐ＜０．０１；ＩＢＳ症状评
分Ａ组显著优于Ｂ组。两组不良事件相似。结论　无便秘的肠道易激综合征患者，应用利福昔明治疗２周显著缓解
ＩＢＳ症状，腹胀、腹痛、水样便得到改善。
【关键词】　肠道易激综合征；利福昔明；腹痛；腹胀；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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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道易激综合征（ｉｒｒｉｔａｂｌｅｂｏｗｅ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ＢＳ）是一种胃肠
道功能性异常疾病，其特征为反复出现腹痛、腹胀和肠道功能

障碍等症状而无结构、炎症或生物化学异常［１］。ＩＢＳ对现行治
疗反应较差，包括饮食调整，生活方式改变，补充纤维素、药物

等［２－３］。由于缺少可靠的生物或结构标志，药物治疗主要以患

者报告ＩＢＳ症状是否缓解来评价［４］。ＩＢＳ患者可能存在肠微生
物群改变［５－７］，虽然一些患者应用新霉素治疗可以得到改善，

但药物副作用限制了临床应用［８］。利福昔明是一种可口服、广

谱抗生素，可针对肠道菌群而细菌耐药危险性较低［９］。小样本

研究表明利福昔明治疗 ＩＢＳ有效［１０］。本研究采取双盲、大样

本、随机化对照方法观察利福昔明对ＩＢＳ的效果及其安全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７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６１２例无便秘
ＩＢＳ患者纳入研究。入选标准：年龄≥１８岁；２年内曾经进行过
结肠镜检查；符合ＩＢＳ诊断且有临床症状（根据ＲｏｍｅⅡ诊断标
准）［１１］；入组前２周内未用过药物。入选患者每天腹痛次数和
腹胀评分２．０～４．５（根据Ｌｉｋｅｒｔ评分系统：０＝无；１或２＝有时
有；３＝中度；４＝较多；５＝很多；６＝极多），大便性状评分≥３．５
（１＝非常硬；２＝硬；３＝成形；４＝松软；５＝水样）。排除标准：
便秘型ＩＢＳ［１１］；炎症性肠病；糖尿病；不稳定性甲状腺病变；腹
部手术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肾或肝疾病；正在服用阿洛

司琼；止痉药物、止泻剂、益生菌、镇静剂、抗生素等。所有患者

均知情同意。

１２　研究患者情况　全部患者均纳入意向性治疗分析。９５％
以上的患者完成为期１２周的研究和随访。研究患者的基本特
征：利福昔明（Ａ）组３０６例，年龄（４６．２±１５．０）岁；男性８８例
（２８．８％）；对照（Ｂ）组３０６例，年龄（４５．５±１４．６）岁；男性８６例
（２８．１％）。全部ＩＢＳ症状评分Ａ组（３．４±０．７）分、Ｂ组（３．４±
０．７）分；ＩＢＳ相关腹胀评分 Ａ组（３．３±０．８）分、Ｂ组（３．３±
０．６）分；腹痛和不适评分Ａ组（３．３±０．７）分、Ｂ组（３．３±０．５）
分；大便性状评分Ａ组（３．７±０．３）分、Ｂ组（３．６±０．５）分；肠活
动评分Ａ组（２．９±１．４）分、Ｂ组（３．０±１．３）分；大便紧迫感 Ａ
组（８１．３±２１．８）％、Ｂ组（８２．６±２０．７）％；ＩＢＳ病程 Ａ组
（１３．３±５．８）年、Ｂ组（１３．６±５．５）年。两组各变量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研究药物的依从率确定根据文献
［７］。
１３　治疗方法　患者筛查期为７～１４ｄ，将入选患者随机分为
两组：Ａ组给予利福昔明，Ｂ组给予安慰剂。随机代码由计算机
产生。完成１４ｄ的治疗期后，患者随访１０周以评价疗效。分

作者单位：４５８０００河南省鹤壁市，鹤壁煤业公司总医院急诊科（杨光）；
４５００３０河南省郑州市大桥医院内科（赵施竹）；４５０００３河南
省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内科（赵正焱）

通讯作者：杨光，电子信箱：ｐｐｚｚｑｑ＠ｓｏｈｕ．ｃｏｍ

别于１，７，１４，２８，８４ｄ进行诊查，４２，５６，７０ｄ进行电话监测。整
个研究期间采用交互语音响应系统评价治疗效果。

１４　效果和安全终点
１４１　主要终点　全部 ＩＢＳ症状得到充分缓解的患者比例。
采用下列问题调查形式：“关于 ＩＢＳ的所有症状，与治疗前相
比，在近７ｄ内是否得到满意的缓解？”。增加其他抗生素或研
究程序中禁止使用的药物２次以上者则认为对治疗无反应。
１４２　次要终点　初次评价期间 ＩＢＳ相关腹胀充分缓解的患
者比例，根据对问题“关于腹胀症状，与治疗前相比，近７ｄ内是
否得到充分的缓解？”的回答（是或否）判定。腹胀缓解起始和

时间每月评估１次。其他次要终点包括：患者症状缓解如腹
胀、腹痛、大便性状。无腹痛、腹胀计０分，轻度计１分，中度计
２分，重度计３分；无硬便计０分，有计１分，大便硬结（便秘）计
２分；大便为稀便计１分，糊状便计２分，水样便计３分；无黏液
便计０分，有计 １分。症状总评分 ＝腹痛评分 ×２＋腹胀评
分×１．５＋腹泻评分＋硬便评分＋黏液便评分［１２］。安全性评价

包括不良事件监测、临床实验室检查结果、体格检查和生命体

征。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效果及安全性分析均根据改良意向性
治疗人群进行分析，包括全部接受１次剂量研究药物的所有患
者。安全性资料应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计数资料采用频数

或百分率表示，组间差异比较应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ｘ±
ｓ）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ｔ检验或方差分析。统计学软件使
用ＳＰＳＳ１３．０。

２　结果
２１　效果分析　研究期内，ＩＢＳ全部症状充分缓解率利福昔明
组（４０．８％）高于对照组（３１．２％），Ｐ＝０．０１；根据ＩＢＳ症状的每
天评估情况，利福昔明组治疗应答率４２．７％，对照组为３０．６％
（Ｐ＜０．０１）。
２２　ＩＢＳ相关腹胀充分缓解比较　利福昔明组患者达到充分
缓解者为３９．５％，对照组为２８．７％（Ｐ＝０．００５）；根据每天评估
分析，利福昔明组达到缓解的比例（３９．２％）高于对照组
（３２．５％，Ｐ＝０．０５）。
２３　ＩＢＳ相关腹痛和稀或水样便缓解比较　利福昔明组腹痛
缓解率为４４．３％，对照组为３６．３％（Ｐ＝０．０４）；腹痛或不适、稀
或水样便组合终点评估显示，利福昔明组达到终点患者比例为

４６．６％，对照组为３８．５％（Ｐ＝０．０３）。
２４　安全性分析　利福昔明与对照组的安全性相似。严重不
良事件利福昔明组１０例，对照组１５例。无死亡病例。未见缺
血性结肠炎。主要不良事件包括：胸痛、胆囊炎、上呼吸道感

染、胃肠炎、蜂窝组织炎、肺炎、病毒感染等。

３　讨论
　　ＩＢＳ对于健康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可导致医疗费
用的增加和工作效率降低，因此对于ＩＢＳ的治（下转第４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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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阴道助产术与剖宫产术在足月妊娠临产胎儿宫内窘迫中的应用效果
杨建恩，刘圣英，黄艳莉

【摘　要】　目的　探讨阴道助产术和剖宫产术在足月妊娠临产胎儿宫内窘迫中的临床应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１
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光明新区人民医院收治的１４０例足月妊娠临产胎儿宫内窘迫的病例临床资料，按照手术方法分为
剖宫产组和阴道助产术组，分别采用剖宫术和阴道助产术进行分娩，比较两种手术方式的临床效果。结果　剖宫产组的
胎儿窘迫主要影响因素为胎膜早破１８例（２４．３３％）、脐带缠绕１６例（２１．６２％），阴道助产组的胎儿窘迫主要影响因素
为过期妊娠１６例（２４．２４％）、产程延长１４例（２１．２１％）；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结果，剖宫产组＞７分共４８例，占６４．８６％，显著
高于对照组３８例（５７．５８％），Ｐ＜０．０５；剖宫产组发生并发症４例，占５．４０％，显著低于阴道助产组１６例（２４．２４％），Ｐ＜
０．０５。结论　阴道助产术与剖宫产术在足月妊娠临产胎儿宫内窘迫中，剖宫产的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相对较高，并发症发
生率较低，临床效果优于阴道助产术。

【关键词】　阴道助产术；剖宫产术；足月妊娠胎儿窘迫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９．３　Ｒ７１９．８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４２４０２

　　胎儿宫内窘迫是妇产科妊娠分娩时较常见的并发症状，是
指胎儿在宫内缺氧或酸中毒的一种危急状况，临床表现为胎动

减少和胎心变化，羊水被胎粪污染，胎儿发育异常，是新生儿死

亡的主要原因，如不及时处理，可能会造成胎儿永久性神经中

枢后遗症，导致新生儿残废或智力发育不全，故及时有效的胎

儿宫内窘迫症处理方式尤为重要［１－２］。近年来随着医学手术

的快速发展，剖宫产成功率和安全性大幅度提高，已广泛用于

妊娠分娩。同时阴道助产术也是常用的手术方式之一［３］。本

研究对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我院收治的足月妊娠临产胎
儿宫内窘迫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阴道助产术

与剖宫产术在足月妊娠临产胎儿宫内窘迫中的临床效果，现将

研究结果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９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我院
收治的７０例足月妊娠临产胎儿宫内窘迫的病例临床资料，按
照手术方法分为剖宫产组和阴道助产术组，其中剖宫产组３７
例，年龄２０～４３岁，平均年龄（２７．８３±４．１８）岁，孕周（３５＋５～
４２＋３）周，４２孕周以上孕妇４例；阴道助产术组３３例，年龄１９～
４４岁，平均年龄（２８．１７±４．４２）岁，孕周（３５＋２～４２＋４）周，４２孕
周以上孕妇３例；所有病例均符合胎儿宫内窘迫的诊断标准。
两组产妇在年龄、孕周等一般临床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１２　研究方法　观察分析所有产妇随时间变化以胎儿宫内窘
迫为指征影响胎儿宫内窘迫的相关因素，并将新生儿症状与

Ａｐｇａｒ评分表对照，分析新生儿窒息的原因，并进行统计分
析［４］。

胎儿宫内窘迫的诊断标准：①羊水粪染程度Ⅱ ～Ⅲ度；②
宫缩间歇期听诊２次以上，胎心率 ＞１６０次／ｍｉｎ或 ＜１２０次／
ｍｉｎ；③胎心晚期出现减速、频发变异减速，ＮＳＴ基线率异常、变
异减少或消失，无反应型；④胎动 ＜３次／ｈ或较原来的次数增
加或减少一半以上。有以上几项中任一项出现即可诊断胎儿

窘迫。

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在出生后１，５，１０ｍｉｎ分别进行评分，
０～３分为重度窒息，４～７分为轻度窒息。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包进行处
理，计量资料组间进行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发生胎儿窘迫的影响因素　由表１可看出，剖

作者单位：５１８１０６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人民医院产科
通讯作者：杨建恩，电子信箱：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ｅｎｙｊｅ＠１６３．ｃｏｍ

宫产组的胎儿窘迫主要影响因素为胎膜早破１８例（２４．３３％）、
脐带缠绕１６例（２１．６２％），阴道助产组的胎儿窘迫主要影响因
素为过期妊娠１６例（２４．２４％）、产程延长１４例（２１．２１％）。

表１　两组产妇发生胎儿窘迫的影响因素（ｎ，％）

组别 ｎ 脐带缠绕 脐带过短 胎膜早破 羊水过少 过期妊娠 产程延长

剖宫产组 ７４ １６（２１．６２）１０（１３．５１）１８（２４．３３）１０（１３．５１）８（１０．８１）１２（１６．２２）
阴道助产组 ６６ ８（６．０６）１２（１８．１８） ６（９．０９）１２（１８．１８）１６（２４．２４）１４（２１．２１）
χ２值 ４．２１４ ０．７３４ ３．４６５ ０．７３４ ２．９３１ ０．８３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新生儿窘迫术后 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　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
结果，剖宫产组＞７分共２４例，占６４．８６％，显著高于对照组１９
例（５７．５８％），Ｐ＜０．０５；剖宫产组 ＜４分的重度窒息０例，显著
低于对照组２例（６．０５％），Ｐ＜０．０５，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新生儿窘迫术后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ｎ，％）

组别 ｎ ＞７分 ４～７分 ＜４分

剖宫产组 ７４ ４８（６４．８６） ２６（３５．１４） ０
阴道助产组 ６６ ３８（５７．５８） ２４（３６．３５） ４（６．０５）
χ２值 ２．２１４ ０．２５１ ２．４５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新生儿的并发症情况　剖宫产组的并发症发生 ４
例，占５．４０％，显著低于阴道助产组１６例（２４．２４％），Ｐ＜０．０５，
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新生儿的并发症情况（ｎ，％）

组别 ｎ 轻度窒息 重度窒息 头颅血肿 头部损伤 并发症发生率

剖宫产组 ７４ ２（２．７０） ０ ２（２．７０） ０ ４（５．４０）
阴道助产组 ６６ ６（９．０９） ４（６．０６） ４（６．０６） ２（３．０３） １６（２４．２４）
χ２值 ３．６８２ ３．０４１ ２．４６７ ２．８４２ ４．３９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胎儿宫内窘迫是指胎儿在子宫内由于缺氧引起的危急状
况，据文献报道［５－８］，影响胎儿宫内窘迫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①脐带缠绕，脐带是连接母体和胎儿的主要营养物质通
道，若脐带功能发生障碍，必定导致胎儿营养物质和供氧受到

影响，使胎儿发生宫内窘迫，脐带缠绕临床表现为脐绕颈、绕脚

和绕身，一方面使胎儿供氧不足，另一方面脐带缠绕阻止胎儿

从阴道分娩，脐带缠绕占胎儿宫内窘迫因素的１５％～２０％。另
外脐带过短、脐带扭转等也会引起胎儿宫内窘迫；②胎膜早破，
胎膜早破会使早产率上升，常会出现胎位异常，宫内压不均，引

起胎儿宫内窘迫；③过期妊娠，过期妊娠等会使胎盘血运受阻，
胎儿缺氧；④其他因素，产妇羊水过少、第二产程过长、母体贫
血、胎儿过大等都有可能加重胎儿的缺氧，导 （下转第４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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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输尿管导管在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中的应用
余勇军，盛波，祝存海，邓辉，马春清，陈晓春

【摘　要】　目的　探讨输尿管导管配合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的临床效果。方法　收集２００９年１２
月－２０１２年３月间在孝感医院泌尿外科接受输尿管导管配合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中上段结石患者３５例。
术中用３Ｆ输尿管导管引导输尿管镜抵达结石下方后，实时调整输尿管导管头端的位置，充分引流灌洗液，保证视野清晰
情况下处理输尿管结石（和息肉）。结果　本组３５例输尿管结石患者单次手术结石粉碎率９１．４％（３２／３５），平均结石排
净时间３ｄ，平均手术时间４８ｍｉｎ，平均术后住院时间５ｄ。术中输尿管穿孔１例，未见假道或断裂等；术后发热１例，经
对症治疗后缓解；３月后复查ＫＵＢ＋ＩＶＰ无输尿管狭窄。结论　输尿管导管配合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
石可在清晰视野下碎石，结石不易上移，手术时间短，疗效确切，并发症少，值得推广。

【关键词】　输尿管镜；钬激光；输尿管结石；输尿管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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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输尿管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手术技巧的不断提
高，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可以在腔内直视下碎石，疗效确切；

钬激光碎石效率高而且不受结石大小和成分的影响，输尿管镜

钬激光碎石术在临床上应用广泛［１］。对于输尿管中上段结石，

由于碎石过程中击起的石屑或输尿管黏膜息肉的损伤出血均

会导致输尿管镜视野不清，术者习惯性加大灌洗液以期视野清

晰，容易导致结石上移到肾盂，手术失败或术后残石的发生。

手术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失败。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１２年３月我
们用３Ｆ输尿管导管配合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
石，在视野清晰情况下处理输尿管结石，效果满意。现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３５例，男性２０例，女性１５例；年龄１５～
６６岁，平均３９岁；病程７ｄ到１５年；左侧输尿管结石１２例，右
侧１５例，双侧８例，输尿管中段结石７例，上段结石２６例；石阶
形成２例；结石最大为２．５ｃｍ×１．１ｃｍ，最小为０．６ｃｍ×０．７
ｃｍ。手术时间１６～６５ｍｉｎ，平均４８ｍｉｎ，全部患者术前均行腹
部平片（ＫＵＢ）、静脉肾盂造影（（ＩＶＰ）、ＣＴ证实。术后３ｄ复查
ＫＵＢ，根据复查结果情况决定２～４周是否复查 ＫＵＢ，超声或
ＩＶＰ观察排石情况；术后３个月复查超声或 ＩＶＰ了解肾积水或
输尿管狭窄情况。术前 ２４例患者尿常规白细胞（＋～＋＋
＋），取中段尿进行细菌培养及药敏检查，大肠埃希氏菌１０例，
白色葡萄球菌２例，变形杆菌３例，克雷伯杆菌１例，８例无细
菌生长。术前应用喹诺酮类，三代头孢抗生素治疗至尿常规白

细胞（０～＋）方可手术。血常规、尿常规正常患者术前３０ｍｉｎ
常规预防应用抗生素一次。

１２　方法　激光碎石选用科医人公司的６０Ｗ钬激光发生器，
采用ＷＯＬＦ８／９．８Ｆ硬质输尿管镜及其配套的电视影像监视系
统。依据患者情况选用连续硬膜外或／和腰部联合麻醉或气管
插管全麻。患者取截石位，液压灌注泵调至０．１，８号红尿管导
引下输尿管镜直视下进入膀胱，找到输尿管口后，将３Ｆ输尿管
导管置入输尿管镜下方操作通道进膀胱，插管进入相应的输尿

管口，在输尿管导管引导下输尿管镜内旋进输尿管，关闭或稍

开进水开关，在输尿管导管引导下输尿管镜推进到结石部位，

观察结石大小，位置，有无息肉包裹，周围炎症程度后，稍开进

水开关，将钬激光参数设置在（１～２）Ｊ／（５～１０）Ｈｚ，从结石边
缘“蚕食”样逐步将结石分层粉碎。如有息肉引起管腔狭窄或

结石粘连紧密时，可先碎石再择机处理息肉。碎石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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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大量石屑、息肉或输尿管黏膜渗血导致术野不清，可将

输尿管导管头端置于术野，不需加大灌洗液流量，数秒后即可

获清晰视野。不用时可将输尿管导管头端置于术野下方以引

流灌洗液。在输尿管镜进水通道和３Ｆ输尿管导管虹吸形成的
下水通道间形成循环状态，在清晰视野直视下精准碎石，将结

石粉碎成３ｍｍ以下的碎块。对结石形成的炎性息肉不需过多
处理，导管帮助下检查息肉内无残石可将息肉保留。如打通肾

盂通道后发现尿液为脓性，在低压灌洗下尽快碎石。

术后输尿管内留置双 Ｊ管３周左右。术后３ｄ复查 ＫＵＢ
以了解残石情况决定后期是否行体外冲击波碎石、双 Ｊ管等信
息。常规停留尿管３ｄ左右，给予静脉补液抗炎治疗５ｄ左右。

２　结果
　　本组３５例输尿管结石患者３２例采用本方法碎石成功。２
例输尿管口狭窄，角度太偏导致进镜失败而行开放手术，１例因
为结石上方输尿管腔过于宽敞致结石上移到肾盂，留置双 Ｊ管
后行体外冲击波碎石。单次手术结石粉碎率９１．４％（３２／３５），
平均结石排净时间３ｄ，手术时间１６～６５ｍｉｎ，平均４８ｍｉｎ。平
均术后住院时间５ｄ。术中输尿管小穿孔１例，未见假道形成
或输尿管断裂等；术后发生高热１例，经对症治疗后缓解；３月
后复查ＫＵＢ＋ＩＶＰ无输尿管狭窄病例，行Ｂ超检查肾脏积水减
轻，部分患者积水消失。

３　讨论
　　随着健康意识的普及和医保政策的大力支持，肾铸型结石
会日益减少，输尿管结石成为泌尿外科医生工作重点之一，有

研究表明输尿管镜碎石术的应用增加但是经皮肾手术有减少

迹象。

钬激光为脉冲式发射激光，它将一氧化碳激光的切割能力

与钬激光的凝固能力融为一体。钬激光具有两点特性，即自组

织穿透深度小于０．４ｍｍ，组织穿透深度浅，可用于精确的切割
和止血；高能脉冲式激光，发射时间极短（约０．２５ｍｓ），远低于
组织的传导热时间（约１ｍｓ），瞬间电压达１０～２０ｋＷ，可粉碎
任何成分和密度的结石。其对软组织具有切割和止血等功能，

对输尿管腔内出血、息肉、狭窄可同时进行处理［２－３］。自从

１９９５年Ｂａｇｌｅｙ首先报道应用钬激光腔镜治疗泌尿系结石以来，
腔镜技术和碎石器械不断完善以及腔镜手术经验的不断丰富

和完善，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已成为首选方

法［４］。但是碎石过程中的肾盂内压力在输尿管下中上段（操作

部位）是依次升高的，肾盂内高压会导致尿漏尿外渗等并发

症［５］。另外碎石过程中击起大量石屑及渗血导致术野模糊，往

往要频繁停止操作，加大灌洗流量，待石屑及渗血冲走后方可

继续操作。进水较小时操作困难，进水稍大容易在碎石过程中

结石上移入肾脏。输尿管镜与输尿管间无明显间隙，致使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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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４７例乳房手术并发症的临床分析及预防对策
陶友祥，李勋华，唐阳

【摘　要】　目的　探讨减少乳房手术常见并发症的预防措施。方法　回顾性分析１９８４～２０００年乳房手术４７例常见并
发症中的临床资料、手术方法与结果及主要原因。结果　４７例乳房手术并发症中，出现不同程度皮瓣坏死１２例，脂肪
组织液化７例，皮下积液２例，宽大疤痕２４例，患肢上肢水肿１例，胸长神经损伤１例。结论　通过术前规划设计好切
口，术中合理的、科学的使用电刀，充分游离皮瓣，使皮肤保持适度张力，保障良好血供，术后通畅、有效的引流，可良好预

防乳房手术中皮瓣坏死、脂肪液化、皮下积液、宽大疤痕等常见并发症。

【关键词】　乳房手术；并发症；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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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仍在增加，早期手术仍是治疗乳
腺癌的重要方法［１－２］。乳癌根治、乳房切除、副乳切除是普外

科常见的较为浅表手术，致死、致残率极低，可手术后常见并发

症并不少见，如皮瓣坏死、皮下脂肪组织液化、皮下积液、宽大

疤痕、患肢水肿、神经损伤等时有发生。笔者将１９８４～２０００年
间３１６例乳房手术中（乳癌根治术１２１例、单纯乳房切除术１１
例、副乳切除术１８４例）发生的常见并发症４７例分析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４７例出现并发症的患者均为女性，其中
１８～３０岁１４例、３０～４０岁８例、４０～５０岁１３例、５０～６０岁７
例、６０～７０岁４例、７０岁以上１例；皮瓣坏死１２例、脂肪组织液

作者单位：２３９０００安徽省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卫校校区）附属医院外科
（陶友祥，李勋华）；２３９０００安徽省来安县中医院外科（唐阳）

通讯作者：陶友祥，电子信箱：ｔｙｘｚｘｆ＠１６３．ｃｏｍ

化７例、皮下积液２例、宽大疤痕２４例（其中副乳手术致腋下８
例、乳房切除１例、乳癌根治术１５例）患肢上肢水肿１例、胸长
神经损伤１例。
１２　手术方法　采用乳癌根治术（包括根治术 －不保留胸肌
或改良根治术 －保留胸肌）。本组１２１例乳癌中，根治术１０８
例，改良根治术１３例；单纯乳房切除术１１例；副乳切除术１８４
例中（１４３例单侧，３９例双侧；男性 ２例）；手术切口梭形 ２９５
例，横行切口２１例。手术中切开表皮后极大多数都用电刀或
电凝止血进行手术操作。手术切口距离肿瘤外侧约４ｃｍ处，
健侧超过乳晕作环形切除；手术结束放置皮管负压引流。

２　结果
　　１２例不同程度皮瓣坏死患者经抗炎换药后二次缝合５例，
植皮７例后痊愈；脂肪组织液化７例，通过开放引流加换药而
伤口愈合；皮下积液２例，二次引流后痊愈；宽大疤痕２４例中
切除疤痕４例，其他未做处理；患肢上肢水肿１例，经脱水扩血

碎屑不易向下排出，引流不畅，高效灌洗液循环不能形成。因

此建立高效灌洗液循环是必要的。本研究单次手术结石粉碎

率９１．４％（３２／３５），术中输尿管小穿孔１例，未见假道形成或输
尿管断裂等，说明本手术方法是有效地；本研究平均手术时间

为４８ｍｉｎ，手术是安全的。Ｃｈｏｗ等报道输尿管镜处理输尿管上
段结石，２５％患者发生结石上移，本组仅一例，可能与我们部分
患者为输尿管中段结石有关。但主要原因是我们运用输尿管

导管配合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手术经验改

善有关：①输尿管镜进输尿管动作要轻柔，稳健。进入输尿管
口后要关小甚至关闭进水通道，依靠输尿管导管引导前行。如

遇输尿管明显迂曲或视野不清可以稍开进水开关或调整进镜

角度，保证在直视下进镜。如发现阻力不可强行操作，请麻醉

师配合待肌松后方可继续操作。②低压灌注：从进镜后保证低
压灌注。从进水通道进入的灌洗液到术野冲走石屑及渗血，随

输尿管导管的虹吸引流等效应排出，保证术中拥有清晰视野。

术中肾盂通道打通前高效灌洗液循环在结石下方完成，降低肾

盂内压。在肾盂通道打通后我们可以采用１５°～３０°的头高脚
低位，降低结石上移可能，另外定时开放出水通道，进一步降低

肾盂压，另下行水流可以带出肾盂内残石。③设定激光参数在
（１～２）Ｊ／（５～１０）Ｈｚ范围内，单次冲击力较小可做到精确“点
射”亦避免了以往频率较高击起的“石雾”干扰视野，降低结石

上移的风险。

我们在术中注重降低肾盂内压。进镜后保证低压灌注。

术中肾盂通道打通前高效灌洗液循环在结石下方完成；在肾盂

通道打通后我们可以采用１５°～３０°的头高脚低位，降低结石上
移可能，另外定时开放出水通道，进一步降低肾盂压。因此术

后因为肾盂高压所致尿漏尿外渗等并发症低。尿外渗可以导

致腰腹痛，水电解质紊乱、胸腔腹腔积液，外渗液吸收可以导致

高热寒战等［６－７］。本组患者术后发生高热１例，经对症治疗后

缓解。

输尿管黏膜及继发于结石的息肉出血可导致术野不清，息

肉的飘忽干扰视野也可导致输尿管穿孔。过多烧灼息肉可能

导致输尿管狭窄。本研究对息肉尽量不处理，是术后输尿管狭

窄几率低的重要原因［８－９］。

因此，输尿管导管配合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

结石可在清晰视野下碎石，结石不易上移，残石易冲出，手术时

间短，疗效确切，并发症少，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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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药物使用后水肿明显减轻；１例胸长神经损伤患者，先给制动
患肢后加入营养神经药物应用、加强锻炼、患肢功能恢复约有

８０％。

３　讨论
　　笔者在总结分析了并发症临床资料后发现，皮瓣坏死主要
原因可能为：①皮瓣张力过大［３－５］，缝合后创缘皮瓣，缺血、水

肿坏死；②术中受“无血手术”观念影响，过度依赖使用电刀，致
创缘毛细血管闭塞范围较大导致皮瓣缺血，水肿坏死；③皮瓣
缺血后继发感染；④包扎时加压太大引起皮瓣缺血。脂肪组织
液化主要原因可能是术中过度依赖使用电刀［６－８］，加上切割组

织，止血时使用电刀频率过高，时间较长；也可能是多次切割脂

肪或组织，使其为游离状态而无血供，又没有及时得到清除，留

在体内导致液化。皮下积液原因主要可能是皮下液体未及时

引出或引流不畅所致［９－１１］。宽大疤痕原因主要是指疤痕宽大

于０．５ｃｍ，明显高出皮面，较硬，而且术后１年内不软化缩小，
患者称为“蚂蟥样”疤痕。本组２４例宽大疤痕患者中２例为疤
痕体质，２２例中７例副乳及１５例乳癌手术，当切开表皮后均用
电刀切开真皮及皮下组织等，而当扩大切口处直接用电刀做全

层皮肤切开后疤痕明显宽大。患肢上肢水肿可能是主要淋巴

管损伤，淋巴回流受阻引起。胸长神经损伤后患者为“翼状

肩”，即为肩胛骨下角离开胸廓而突出皮下，患者突出表现为梳

头难，可能是术中使用电刀离胸长神经太近，热传导扩散间接

损伤胸长神经引起。综上所述，笔者提出以下针对性预防措

施。

３１　皮瓣坏死预防　乳房手术，特别是乳癌根治术手术切口
的规划与设计、皮瓣的张力、皮肤良好的血供是预防皮瓣坏死

的三大要素。术前要根据患者的体型、胖瘦、乳房大小、肿块大

小、位置来规划、设计切口形状与走向。笔者一般规划设计斜

梭形切口或斜横行切口，本切口优点是顾及腋下及胸前皮瓣易

游离；切除时以肿瘤为中心，先距肿瘤边缘５ｃｍ处做标记［１２］环

绕作一梭形切口。手术刀一次性切开皮肤全层，用叠好的长纱

布垫稍压２～３ｍｉｎ，待切开对侧切口后松开止血，此时大部分
皮肤毛细血管渗血已停止。对部分仍在出血者直接用血管钳

皮下钳夹上１～２个齿止血，并呈“一”字排形提起皮肤，也可以
用巾钳钳夹提起；游离皮瓣时用电刀边游离边止血，同时在皮

瓣下塞入纱布压迫，尽可能不依赖电刀反复电凝某一组织止

血。而电刀最好为一次性通过，明显活动性出血最好用止血钳

钳夹止血，不要直接用电凝止血；而去除部分的组织使用电刀

时可做到“无血手术”；皮瓣游离后对合张力较大时，可再做适

当游离或扩大切口，也可以在切口中段行１～２处“Ｕ”形减张
缝。对极少数条件实在不允许而中段张力较大的切口，可在中

段相对应的两个未游离皮瓣的外侧，分别切开两个平行于主切

口来做减张缝合，注意做减张切口不宜大，一般３～４ｃｍ。此时
皮瓣只行健侧游离，目的是充分保留皮肤血供。术毕放置皮片

引流，稍加压力包扎以消灭死腔即可；术后使用脱水剂２～３ｄ，
扩血管药５～７ｄ。
３２　脂肪液化预防　在使用电刀或手术刀切割组织时通常一
次性切割，不主张反复多次所谓“小鸡吃米”样切割组织，这样

易造成脂肪组织碎块化。笔者使用电刀止血频率一般在４０～
６０，时间一般在３～４ｓ。频率高、时间长，易使脂肪或组织呈焦
黄或焦煳状，最易致脂肪或组织坏死或液化。止血时根据周围

组织情况将电刀刺入出血处０．２～０．３ｃｍ左右效果较好。因为
组织被切割后血管回缩，浅表止血效果不佳。术毕时常规冲

洗，去除脂肪或组织碎屑，放置皮片后引流。

３３　皮下积液预防　放置引流时一般用皮片或半皮管引流
（皮管剪开），不用皮管负压引流。皮管负压引流易致引流不

畅，可能是由于负压力因素［１３－１４］（太小或太大），加上渗出的血

液、胶原蛋白较黏稠，易出现：①皮管时常堵塞；②皮肤易与皮
管内引流口因负压因素紧贴致引流不畅。所以笔者多采用皮

片或皮管多处、多头引流，从原切口下方最低处引出；术毕麻醉

期过后，一律半卧位，使液体尽早尽快引出体外，待几乎无液体

引出时拨出引流物。

３４　宽大疤痕预防　除疤痕体质患者外，宽大疤痕与皮肤张
力、手术刀、电刀使用关系密切，可能是使用电刀产热过度刺激

皮肤或者热传导扩散灼伤表皮或真皮，日后表皮、真皮过度增

生。故笔者体会切皮肤时将手术刀最好与皮肤平面垂直一次

性切开，切表皮或真皮时最好不用电刀切割。如果使用电刀做

皮肤止血，最好采取“点、快、平”方法止血。“点”就是看清出

血点，先压后松，对准出血点止血；“快”就是对准出血点快速止

血，效果不佳后改为钳夹止血；“平”就是电刀头尖端与皮面平

行，目的是减少热传导扩散而致皮损面积。缝合皮肤张力大时

应行减张缝合，皮肤缝合打结勿太紧，靠拢黏合即可。再者术

前应该了解患者有无疤痕体质病史，术前告知患者，很可能术

后发生宽大疤痕，使患者有思想准备，特别是腋下副乳患者术

后宽大疤痕会比较难看。女性腋下副乳患者最好不用电刀，缝

合皮肤时皮下组织用０号线缝合，皮肤最好用５×１７三角针缝
合，也可吸收线或皮肤胶。术后拆线２月后伤口即抹抗疤痕类
外用药，也可加用中药活血化瘀药物［１５］，可使疤痕变小而平

滑，不易被发现，女性夏季易接受短袖衣服。

３５　患肢上肢水肿预防　重点是乳癌根治术中清除腋下淋巴
结时注意勿损伤主要淋巴管，如术后发现肢体水肿应当即抬高

患肢，给脱水、扩血管药物使用等积极措施，防止病情加重，积

极主动指导患者早期功能锻炼［１６］。

３６　神经损伤预防　分清胸长、胸背两个神经，胸长神经在上
方，胸背神经在下方，并与腋动静脉呈“Ｔ”型行走，术中在距此
神经１ｃｍ内最好勿使用电刀，防电刀产热传导扩散伤此神经，
另外也可先找到神经，以防止血时钳夹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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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乌司他丁联合血液净化治疗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临床分析
何发标

【摘　要】　目的　探讨乌司他丁与血液净化联合治疗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临床效果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
析１４９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的一般资料，按照入院时间先后的原则分为观察组（８９例）和对照组（６０例），对照组
患者单用乌司他丁进行治疗，观察组患者采用乌司他丁与血液净化联合治疗，观察和比较两组患者住 ＩＣＵ时间、住院时
间，测定治疗前后血浆ＴＮＦα及ＩＬ６的变化情况。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住ＩＣＵ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ＴＮＦα及ＩＬ６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
组患者ＴＮＦα及ＩＬ６均有明显改善，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但观察组下降更为明显，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临床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采用乌司他丁与血液净化联合治疗效果
较好，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血浆炎症介质，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降低治疗风险，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推广应用。

【关键词】　乌司他丁；血液净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５９．５２　Ｒ５６３．８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４２８０２

　　近年来，我院采用乌司他丁与血液净化联合治疗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并与单用乌司他丁治疗进行对比研究，取得了较

好的研究效果，现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月收治的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１４９例，所有患者均经临床或病理确
诊，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制定的关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的诊断标准，排除糖尿病、高血压、严重心、肾功能不全患者及

对乌司他丁过敏患者［１］。按照入院时间先后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观察组８９例，男性５１例，女性３８例，年龄３８～５５岁，平
均年龄（４５．１±４．７）岁，致病原因包括重症肺炎患者３９例，胆
道手术患者２０例，重症胰腺炎患者１１例，多发伤患者８例，胸
部外伤患者６例，中毒患者５例；对照组６０例，男性３２例，女性
２８例，年龄３６～５６岁，平均年龄（４６．３±４．４）岁，致病原因包括
重症肺炎患者２２例，胆道手术患者１４例，重症胰腺炎患者１０
例，多发伤患者５例，胸部外伤患者５例，中毒患者４例。两组
患者平均年龄、致病原因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的治疗，包括呼吸机辅
助通气，使用激素抗感染及营养支持治疗，对照组患者加用乌

司他丁（广东天普生物化学制药有限公司）２００ｋＵ加生理盐水
４０ｍｌ静脉推注，每６ｈ一次，连用６ｄ［２］。观察组则采用乌司他
丁与血液净化联合治疗，乌司他丁用法与对照组相同，血液净

化则采用瑞典金宝公司生产的ＰｒｉｓｍａＣＢＰ机器，应用连续性静
脉血液滤过（ＣＶＶＨ）模式，滤器采用瑞典金宝公司的 Ｍ１００ｓ聚
砜膜滤器，置换量２．０Ｌ／ｈ，脱水速度为（２００±２０）ｍｌ／ｈ，精确记
录每ｈ液体出入量，在循环稳定基础上保持适当负平衡［３］。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和比较两组患者住ＩＣＵ时间、住院时间，
测定治疗前后血浆ＴＮＦα及ＩＬ６的变化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量资料用（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住 ＩＣＵ时间及住院时间的比较　与对照组相
比，观察组患者住ＩＣＵ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浆ＴＮＦα及ＩＬ６的变化比较　治疗
前，两组患者 ＴＮＦα及 ＩＬ６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ＴＮＦα及 ＩＬ６均有明显改善，与治疗
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但观察组下降更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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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住ＩＣＵ时间及住院时间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ｎ 住ＩＣＵ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观察组 ８９ ５．６±１．２ １１．９±２．４
对照组 ６０ ６．２±１．９ １２．９±２．８
ｔ ２．３６ ２．３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浆ＴＮＦα及ＩＬ６的变化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时间 ＴＮＦα ＩＬ６

观察组 ８９治疗前 １５．８±２．１ １３．３±１．２
治疗后 １１．９±１．５＃ １０．４±１．１＃

对照组 ６０治疗前 １５．４±２．６ １３．２±１．４
治疗后 １３．３±１．７ １１．４±１．８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０．０１。

３　讨论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是急性肺损伤发展到后期的典型表
现，是指患者肺内、外出现严重疾病从而导致一系列的肺病理

变化，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肺毛细血管弥漫性损伤且通透性增

强，出现肺水肿、透明膜形成等，肺血管内皮细胞上存在ＴＮＦ及
ＩＬ６受体，与相应配体结合后，可导致内皮细胞进一步活化，致
炎症介质的基因转录增加，合成更多炎症介质，进一步损伤肺

血管内皮细胞，使血管通透性进一步增加［４］。同时，患者会出

现呼吸窘迫和低氧血症等症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致病

因子主要为创伤、感染、休克及败血症等，疾病起病快，发展迅

猛，预后效果不佳，有文献报道，其死亡率高达５０％［５］。

以往，临床大多采用乌司他丁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

进行治疗，临床研究证实，乌司他丁具有特殊的药理作用，可以

从多个方面减轻对肺的损害，包括减少炎症细胞的迁移与聚

集，抑制ＴＮＦα、ＩＬ１的合成，抑制中性粒细胞的趋化和血小板
聚集、稳定溶酶体膜的作用，减轻肺内炎性反应，改善肺的缺血

再灌注，减轻肺充血、水肿和渗出程度，改善肺的氧合指数和肺

顺应性，从而有效地保护肺功能［６－７］。但临床实践也发现，由

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会出现感染、水电解质及酸碱紊乱等情

况，必须对患者的血流动力学进行调整，调控机体失控的炎症

反应，而乌司他丁在这方面并不能发挥作用，因此采用血液净

化对患者的血流动力进行改善有一定的必要性［８］。血液净化

是指将患者本身的血液引出体外后，通过血液净化装置将血液

中的某些致病物质及毒素排出，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患者通过血液净化后能够排出大量的肺血管水

分，纠正肺间质和肺泡水肿，改善氧合和组织供氧的情况，体外

循环所致的低体温，还可以减少ＣＯ２产生，降 （下转第４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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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腹腔镜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的疗效比较研究
魏玉华

【摘　要】　目的　比较腹腔镜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６月期间子宫肌
瘤患者９０例，随机将其分成腹腔镜手术和开腹手术组。开腹手术组给予传统的创口手术，腹腔镜手术组给予腹腔镜下
微创手术，并对其围术期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腹腔镜手术组患者的手术时间（６０．１２±１６．５４）ｍｉｎ、术中出血量
（８８．７９±６０．８２）ｍｌ、术后发热率１１．１１％、镇痛率３１．１１％、术后排气（２０．８７±５．２４）和住院时间（３．７５±２．３２）均明显少
于开腹手术组的（７５．３５±３５．２８）、（１３２．５６±７５．７３）、５３．３３％、７７．７８％、（３６．９０±６．１５）ｈ、（８．４１±３．０６）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腹腔镜手术组和开腹手术组均未呈现出脏器损伤和严重感染现象等相关并发症。结论　子宫肌瘤
剔除术应根据不同患者的实际病情等因素综合考虑后进行最优的术式选择，从而最终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关键词】　腹腔镜；开腹手术；子宫肌瘤剔除术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３３　Ｒ７１３．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４２９０２

　　子宫肌瘤（Ｈｙｓｔｅｒｏｍｙｏｍａ）是目前临床上女性生殖器较为
常见的良性肿瘤。其发病年龄多为３０～５０岁的中年女性，占
据整个发病人群的５０％ ～６０％［１］。由于子宫肌瘤的确切病因

尚未明确，故药物疗法维持时间短且多无显著效果。随着近年

来我国医疗水平的日益改进，医学影像技术的不断完善，以及

现代女性对生活质量要求的进一步提高，其腹腔镜操作技术也

被应用于此类疾病的治疗，使子宫肌瘤剔除术由传统的开腹手

术发展成为腹腔镜下微创手术［２］。因此，特对我院收治的子宫

肌瘤患者进行了腹腔镜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的比较研究，效

果显著，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１０年６月 －２０１１年６月期间收
治的子宫肌瘤患者９０例，年龄２４～５３岁，平均年龄（３５．８５±
７．２３）岁，所有入选病例均经子宫肌瘤临床诊断标准明确诊断。
其中单发肌瘤患者５５例，多发肌瘤患者３５例；肌瘤位于肌壁
间患者 ４８例，肌瘤位于浆膜下患者 ４２例。子宫肌瘤直径
２．３４～９．８７ｃｍ，平均直径（３．１４±１．６５）ｃｍ。所有病例均于术
前经系统的妇科检查，全面了解患者的子宫大小及其相关活动

情况，并就子宫肌瘤的位置和数目及类型进一步的明确。随机

将患者分成两组，即腹腔镜手术组和开腹手术组，每组患者４５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肌瘤类型、肌瘤数目等方面比较均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入选病例均通过相关体检以详细了解其
子宫肌瘤的具体情况，并于手术进行前严格排除心、肺、肝、肾

等相关疾病，继续应用气管内插管对患者行全身麻醉。开腹手

术组患者给予传统的创口手术疗法，即对患者行长约４．０～６．０
ｃｍ左右的切口，然后根据不同患者的实际情况分别选用剜除
或切除的方式彻底清除瘤体。腹腔镜组手术患者给予腹腔镜

下微创手术疗法，医护人员应取患者头低脚高位后排空膀胱，

并预先留置尿管。在患者的脐孔位置行气腹针穿刺，从而形成

ＣＯ２气腹，并使气腹压力始终维持在 １３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１３３ｋＰａ）左右，在患者脐孔的上缘或下缘皮肤纵行或横行长
约１０ｍｍ左右的切口，然后选用相同尺寸的套管针经该切口穿
刺进入腹腔，并将腹腔镜及时插入，同时在右下腹麦氏点和左

下腹的相应位置行５ｍｍ左右的穿刺并置入相关操作器械。在
宫底部注入２０Ｕ的缩宫素，然后沿子宫纵轴将肌瘤表面的浆
肌层切开后直达瘤体并完整剥除瘤块，电凝止血后采用可吸收

线分层缝合关闭瘤腔，并将切除的瘤块用旋切器粉碎后取出。

１３　评价指标　通过不同形式的手术治疗后，分别对两组患
者的术中和术后相关情况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等临床指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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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较和分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和分析，其中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的比较　腹腔镜手术组患者的手术时
间和术中出血量明显低于开腹手术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子宫肌瘤患者术中情况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腹腔镜手术组 ４５ ６０．１２±１６．５４ ８８．７９±６０．８２

开腹手术组 ４５ ７５．３５±３５．２８ １３２．５６±７５．７３

　　注：与开腹手术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情况的比较　腹腔镜手术组患者术后发热
率、镇痛率、术后排气和住院时间均明显少于开腹手术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子宫肌瘤患者术后情况的比较

组别 ｎ 术后发热率（％） 术后镇痛率（％） 排气时间（ｈ） 住院天数（ｄ）

腹腔镜手术组 ４５ ５（１１．１１） １４（３１．１１） ２０．８７±５．２４ ３．７５±２．３２

开腹手术组 ４５ ２４（５３．３３） ３５（７７．７８） ３６．９０±６．１５ ８．４１±３．０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的比较　两组患者均未呈现出
脏器损伤和严重感染现象等相关并发症，腹腔镜手术组发现１
例皮下气肿患者，且未经处理３天后症状自行消失。

３　讨论
　　子宫肌瘤的发生可能与体内雌激素水平过高，长期受雌激
素刺激有关［３］。由于子宫肌瘤生长较快，当供血不良时，可以

发生不同变性。肌瘤愈大，缺血愈严重，则继发变性愈多。子

宫肌瘤剔除术是指将子宫上的肌瘤摘除，而保留子宫的手术，

其主要分为开腹手术和腹腔镜微创手术两种。开腹手术往往

以其操作简单和容易掌握以及费用低廉的优势被大多数医院

所认可，与此同时，开腹手术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且在禁忌证

方面也无特殊要求［４］。尤其是对于粘连范围较大和怀疑有恶

性病变以及手术有可能伤及周围脏器和对生育有要求的患者

均具有显著的优势。

腹腔镜微创手术则是目前临床上治疗子宫肌瘤最为有效

的方式之一［５］，医护人员在患者的腹部隐蔽处开３个５ｍｍ左
右的小切口，然后放入腹腔镜及其相关操作器械。通过连接腹

腔镜的电视监视屏，可清晰的观察经过放大的腹腔内的情况，

然后操作留在患者体外的设备进行治疗。手术无需开腹，创伤

性小，患者恢复快，围术期状况显著改善，也不会降低患者自身

的免疫能力，不容易发生感染，也不会发生腹 （下转第４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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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人工股骨头置换与内固定治疗老年性股骨颈骨折
刘兴晖，谢正荣，卢回东，刘益华

【摘　要】　目的　观察人工股骨头置换与内固定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将７６例股骨颈骨折
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其中３６人接受髋关节置换，４０人采用内固定治疗。从麻醉时间、手术时间、出血量、下地时间、住院
费用及临床疗效进行评价。结果　人工股骨头置换的麻醉时间与内固定治疗股骨颈骨折组的麻醉时间相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人工股骨头置换组手术所用的时间、出血量、手术费用、下地步行时间以及临床疗效与内固定组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人工股骨头置换治疗股骨颈骨折的临床疗效优于内固定，是治疗老年性股
骨颈骨折的一种可行方法。

【关键词】　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内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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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交通事故的增加，全世界
股骨颈骨折的发病率一直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目前治疗股骨

颈骨折的主要策略多样，包括保守治疗，切开复位内固定，人工

髋关节置换以及人工股骨头置换［１］，治疗效果跟患者的身体素

质、年龄、骨折类型及骨折移位程度［２］。在所有人群中，老年人

因骨质疏松，股骨近端的强度和吸收能量的下降［３］，因此遭受

外力时很容易出现股骨颈骨折，而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跌倒摔

伤。ＡｂｏｌｈａｓｓａｎｉＦ等［４］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５０岁以上
７１％的股骨颈骨折患者是由于跌到摔伤所引起。因此预防老
年人股骨颈骨折主要是预防跌倒摔伤，提高骨质密度，加强运

动锻炼［５］。股骨颈治疗原则主要是提倡早期无创复位，恢复跨

越骨折线的血管，促使血管能迅速参与坏死骨的修复，避免股

骨头坏死。那么如何制订有效而恰当的治疗方法也成为广大

医务工作者尤其是骨科医生的研究重点。本文旨在评价关节

置换术和内固定治疗老年人移位型股骨颈骨折的疗效差异，为

临床决策提供最佳的证据，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５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在我院骨科
就诊的股骨颈骨折患者７６例，按照随机分配原则将上述患者
分为人工股骨头置换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ｆｅｍｏｒａｌｈｅａｄ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股骨颈ＡＯ空心加压螺钉内固定组。其中人工股骨头
置换组 ３６例，男性 ２０例，女性 １６例，年龄 ５８～７４岁，平均
（６６．５８±５．３５）岁。内固定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患者 ４０
例，男性１７例，女性２３例，年龄６０～７６岁，平均（６７．４６±５．１６）
岁。上述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骨折类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股骨颈骨折患者纳入标准　经Ｘ线明确诊断为移位型股
骨颈骨折的患者，年龄 ＞６０岁，不分性别和种族。排除陈旧性
股骨颈骨折，合并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或髓关节骨性关节炎以及

病理性骨折的研究。临床症状表现为畸形、疼痛、肿胀、功能障

碍。

１３　股骨颈骨折患者分类标准　依据 ＡＯ综合性骨折分类原
则进行分型［６］。按ＡＯ分型原则进行分型，股骨颈的部位编码
为３１Ｂ，在部位编码的基础上将股骨颈骨折的形态进一步分为
３１Ｂ１型、３１Ｂ２型、３１Ｂ３型。３１Ｂ１型指头下型骨折，无移位
或轻度移位；３１Ｂ２型指经股骨颈骨折伴移位；３１Ｂ３型指头下
型骨折伴移位。

１４　治疗方法　人工股骨头置换组：术前检查生命体征，连续
硬膜外麻醉，前（后）外侧入路，以大转子顶点为中心做（作髋关

节后外侧切口）一纵直切口，行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所有假体

中，非骨水泥型全髋１５例，骨水泥型全髋２１例。内固定组：连
续硬膜外麻醉，内固定患者采取平卧位，软枕垫于患侧以抬高

臀部，Ｃ型臂 Ｘ线透视仪监控是否复位，复位满意后根据内固
定材料类型选择合适手术入路，复位内固定。同时所有患者术

前术后均采用合理的健康教育，即结合患者及家属的健康需求

及医生治疗方案后制定健康教育路径表，由指定的责任护士严

格按照健康教育路径表实施护理［７］。

１５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麻醉时间、手术时间、出血量、下地
时间、住院费用以及临床疗效。

１６　统计学方法　实验结果均采用 Ｐｒｉｓｍ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５．０统计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处理，所有数据以（ｘ±ｓ）表示，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中及术后情况比较　术后对两组麻醉时间、
手术时间、出血量、住院费用及下地时间进行比较，人工股骨头

置换组与内固定麻醉时间没有统计差异、人工股骨头置换组手

术所用的时间、出血量、手术费用及下地步行时间与内固定组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股骨颈骨折患者考核指标之间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ｎ 麻醉时间（ｍｉｎ） 手术时间（ｍｉｎ） 出血量（ｍｌ） 手术费用（千元） 下地步行时间（ｄ）

人造股骨颈替换着 ３６ ８９．７±１４．１ １２５．７±２８．３ ４１７．６±５７．６ ４２．３５±４．７８ ９．８±２．３
内固定组 ４０ ８２．６±９．４ ４０．７±９．１ ２７８．１±３１．２ ２０．２１±３．４６ ４６．２±８．７

　　注：与人工股骨头置换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人工股骨头置换组优秀和良
好例数共３２例，优良率为８８．９％，内固定组优秀和良好例数共
２６例，优良率为６５．０％。两组优良率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３　讨论
　　股骨是人体最长最结实的长骨，股骨头下外侧的较窄的细

作者单位：４２２３００湖南省洞口县中医医院骨伤科
通讯作者：刘兴晖，电子信箱：ｌｐｚ１６８８＠１６３．ｃｏｍ

部为股骨颈。股骨颈骨折系指由股骨头下至股骨颈基底部之

间的骨折，绝大多数患者其骨折线在关节囊内，故又称为股骨

颈囊内骨折。股骨颈骨折是一种临床常见的骨折，尤其好发于

老年人群，女性发生率高于男性。其发病率约占全身骨折的

１１．６％，占髋部骨折的５０％［８］。股骨颈骨折的常见因素有两

种，一种是身体跌倒时，股骨大粗隆受到直接外界暴力的直接

撞击后传递至股骨颈而引起骨折；第二种因素是由于扭曲暴力

使身体向一方倾斜，后侧皮质撞击髓臼而引起股骨颈骨折。有

移位的股骨颈骨折，其不愈合比例和股骨头坏 （下转第４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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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双管喉罩与气管插管在四肢骨科手术中的临床应用
童陵

【摘　要】　目的　比较双管喉罩与气管插管对全身麻醉四肢骨科手术患者心率（ＨＲ）和血压（ＢＰ）变化。方法　选择
患者ＡＳＡ分级Ⅰ～Ⅱ的四肢骨科手术８０例，手术种类：四肢骨折内固定术、四肢内固定异物取出术。随机分为全身麻
醉气管插管组和双管喉罩置入组，每组分别４０例。全身麻醉诱导：经静脉推注咪达唑仑５ｍｇ、芬太尼０．００３ｍｇ／ｋｇ、依托
咪酯０．３ｍｇ／ｋｇ、维库溴铵０．１ｍｇ／ｋｇ，行气管插管和喉罩置入，术中采用静脉复合麻醉，瑞芬太尼和丙泊酚持续泵注，间
断给予维库溴铵维持，分别于诱导前、置管前、置管后和拔管后，记录 ＨＲ、ＳｐＯ２、ＭＡＰ、ＰＥＴＣＯ２。结果　双管喉罩组置入
和拔除时ＨＲ和ＭＡＰ均较气管插管组降低。结论　双管喉罩组置入和拔除时对全身患者的ＨＲ和ＭＡＰ的影响比气管
导管弱，更适合于四肢骨科手术的患者。

【关键词】　全身麻醉；双管喉罩；气管导管；四肢骨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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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罩（ＬＭＡ）是介于气管内插管和面罩之间的通气工具，与
气管内插管相比较，喉罩的刺激小，插入和拔除对心血管系统

反应较轻，术后较少发生咽喉部疼痛等并发症。单管喉罩存在

返流误吸的风险，双管喉罩（ＰＬＭＡ）有一通道与食道相通，可置
入胃管，使胃肠道得到有效减压，降低返流误吸的风险。本文

旨在观察双管喉罩与气管内插管在手术时间不超过３ｈ的四肢
骨科手术中对患者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探讨双管喉罩的应用效

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四肢骨科手术时间不长于３ｈ的患者８０
例，ＡＳＡⅠ～Ⅱ级，男性４７例，女性３３例，年龄１８～６０岁，随机
分成两组：全身麻醉气管插管（ＧＴ）组、全身麻醉双管喉罩置入
（ＧＬ）组，每组４０例，排除肺部疾病、严重高血压、冠心病和过度
肥胖的患者。患者的一般情况及插管和手术操作时间两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麻醉方法　术前３０ｍｉｎ肌肉注射鲁米那钠１．０ｇ，阿托品
０．５ｍｇ。入室后监测心率、脉搏、血氧饱和度、无创血压等生命
体征，全身麻醉诱导前开放静脉通道，输入复方羟乙基淀粉

１３０／０．４氯化钠注射液５００ｍｌ。给予全麻诱导，经静脉推注咪
达唑仑５ｍｇ、芬太尼０．００３ｍｇ／ｋｇ、依托咪酯０．３ｍｇ／ｋｇ、维库溴
铵０．１ｍｇ／ｋｇ诱导，面罩加压吸氧去氮，３～５ｍｉｎ后，气管内插
管（ＧＴ）组即行插管，双管喉罩（ＧＬ）组置入 ＰＬＭＡ。根据以下
标准，判断喉罩位置是否正确：①胸廓起伏，听诊两肺；②颈前
区是否有漏气音；③加压手控通气，气道压至２５～３０ｃｍＨ２Ｏ（１
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无漏气；④通过喉罩的食管通道置入胃管
通畅，无明显阻力；⑤呼气末二氧化碳波形稳定，峰值３５～４５
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所有患者均应用麻醉机机械
通气，设置呼吸频率１０～１２次／ｍｉｎ，潮气量８～１０ｍｌ／ｋｇ，吸呼
比１∶２。手术中采用丙泊酚和瑞芬太尼持续泵注，间断给予维
库溴铵，维持患者血压在基础值（诱导前）±１５％以内，ＨＲ≥６０
次／ｍｉｎ，收缩压（ＳＢＰ）≥９０ｍｍＨｇ，维持麻醉平稳，手术时间小
于３ｈ。
１３　监测记录　①两组分别于诱导前（置管前１ｍｉｎ，Ｔ０）、置
入喉罩或置管后１ｍｉｎ（Ｔ１）、拔管后１ｍｉｎ（Ｔ２）记录 ＨＲ、ＭＡＰ、
ＳｐＯ２、ＰＥＴＣＯ２。②两组的麻醉时间、手术时间，拔管时间
（ｍｉｎ），完全清醒时间（ｍｉｎ）。③插管操作时间从开始操作至套
囊充气完毕。④两组气管导管或喉罩，在置入和拔除前后及术
中是否出现体动、呛咳、误吸等；术后随访有无声音嘶哑、咽部

疼痛等并发症及术中知晓等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计量资料，数据以（ｘ±ｓ）表

作者单位：２３９２００安徽省来安县人民医院麻醉科

示，组间采用ｔ检验，组内采用配对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体征变化对比　两组患者在 Ｔ０、Ｔ１、Ｔ２时期的 ＨＲ、ＭＡＰ、
ＳｐＯ２变化情况见表１。两组Ｔ１时ＨＲ和ＭＡＰ均低于Ｔ０，ＧＬ组
ＨＲ低于ＧＴ组。Ｔ２两组 ＨＲ和 ＭＡＰ均显著高于 Ｔ０。ＧＬ组
ＨＲ和ＭＡＰ都低于ＧＴ组。ＳｐＯ２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１　两组患者在Ｔ０、Ｔ１、Ｔ２时期的相关指标变化情况（ｘ±ｓ）

组别 ｎ 时间 ＨＲ（次／ｍｉｎ） ＭＡＰ（ｍｍＨｇ） ＳｐＯ２（％）

ＧＴ组 ４０ Ｔ０ ７６．８±７．７ ８５．１±１１．４ ９７．８±１．２
Ｔ１ ７４．５±１１．２ ８１．９±１０．８ ９９．５±１．２
Ｔ２ ９３．８±１３．４ ９２．４±１０．１ ９７．２±１．１

ＧＬ组 ４０ Ｔ０ ７５．９±７．８ ８６．２±１０．５ ９７．２±１．１
Ｔ１ ６９．２±１０．８△ ７２．２±１５．５△ ９９．０±１．１
Ｔ２ ８８．５±１０．３△ ８７．０±１０．５△ ９６．９±１．０

　　注：与同组Ｔ０时比较，Ｐ＜０．０５；与ＧＴ组同时间比较，△Ｐ＜０．０５。
Ｔ０为诱导前（置管前１ｍｉｎ），Ｔ１为置入喉罩或置管后１ｍｉｎ，Ｔ２为拔管
后１ｍｉｎ。

２２　并发症对比　并发症Ｔ１时，ＧＴ组有３例呛咳，ＧＬ组无呛
咳，但无明显差异。Ｔ２时，ＧＴ组体动１５例，呛咳８例，ＧＬ组体
动３例，呛咳１例；ＧＴ组体动、呛咳发生率明显高于 ＧＬ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后咽喉痛、声音嘶哑发生率，ＧＴ组
（３２．５％），ＧＬ组（１２．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讨论
　　临床上四肢骨科手术患者麻醉，一般手术时间较短，通常
使用臂丛神经阻滞麻醉、蛛网膜下腔和硬膜外麻醉，但是，臂丛

神经阻滞麻醉和硬膜外阻滞麻醉经常出现阻滞不全［１－２］，蛛网

膜下腔阻滞麻醉可能出现神经损伤［３］。全身麻醉可有效控制

交感神经兴奋过度所致的神经紧张和心动过速等症状。气管

插管全麻能很好的保护气道，避免腹腔膨胀等因素造成的误

吸，但气管插管机械刺激咽喉部和气管的神经末梢可导致机体

发生强烈应急反应，改变机体的内分泌代谢和免疫功能［４］。而

喉罩通气是近年来全身麻醉中提倡使用的一种新型气道管理

工具［５］。与传统气管插管相比，其使用简单，安全性高，通气可

靠，对气管损伤小，术后较少发生咽喉部不适，对心血管系统的

刺激小，使得麻醉也更为平稳。食管引流型喉罩（双管喉罩，

ＰＬＭＡ）是一种改良的新型喉罩通气道，它不仅通过双套囊设计
改善了其与声门周围组织的密封性［６］，可耐受比普通喉罩平均

高１０ｃｍＨ２Ｏ的气道压
［７］，在机械通气时可以从食管引流管放

置胃管，使胃肠道得到有效减压，降低返流误吸等并发症发生

几率［５］。因喉罩需充气套囊紧贴咽部黏膜达到封闭效果，为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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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黏膜损伤，喉罩只可为不改变体位的３ｈ以内全麻患者提供
安全有效的气道维持。而四肢骨科手术，一般手术时间短、对

肌肉松弛效果要求不高，只需满足术中镇静，即可在自主呼吸

下维持麻醉。但是在应用 ＰＬＭＡ应注意以下问题：①置入 ＰＬ
ＭＡ相比气管内插管，其对咽喉部的刺激较小，虽然可缩短诱导
后置入时间，但也应在一定麻醉深度下进行。②根据患者的性
别、年龄和体重，选择 ＰＬＭＡ的型号，以减少漏气现象的发生，
同时也应注意套囊充气量过多，对咽部各种形状的适应性差，

产生漏气。③３号、４号或５号喉罩套囊充气量一般为１０～１５
ｍｌ，大多数患者在气道峰压值 ＜１５ｃｍＨ２Ｏ，可通气良好，如果
气道压＜１５ｃｍＨ２Ｏ，喉罩周围有漏气，再增加５～１０ｍｌ空气。
④ＰＬＭＡ对气管的刺激较小，拔出ＰＬＭＡ前可不给予吸痰刺激，
待患者清醒或在指令下能够自行张口时，拔除 ＰＬＭＡ。本组资
料显示双管喉罩置入组，在诱导期、术中和恢复期的血液动力

学波动较气管内插管组小，插入和拔除时对心血管系统影响也

低于气管内插管组。但ＰＬＭＡ不能完全密闭呼吸道，故不能绝
对避免返流误吸的发生，因此禁食时间低于６ｈ、禁水时间低于
２ｈ的患者不宜使用喉罩［８］。结果发现，双管喉罩技术可在四

肢骨科手术中应用，减轻传统全麻的气管插管对患者心率、血

压等生理状态的影响，降低患者的应激反应，使麻醉过程更趋

于平稳，是四肢骨科３ｈ内麻醉中安全有效的呼吸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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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ＶＣ组及ＡＣ组凝血功能比较

组别 ｎ ＰＴ（ｓ） ＡＰＴＴ（ｓ） ＴＴ（ｓ） ＦＩＢ（ｇ／Ｌ）

ＶＣ组 ３８ １９．４６±４．２２ ４３．３７±７．２７ ２０．５２±３．５０ １．８０±１．２６
ＡＣ组 ３７ １７．３１±３．５６ ３８．６６±４．８５ １７．１１±４．１９ ２．５０±１．３３
Ｐ值 ０．０４９ ０．４７０ ０．４４０ ０．４１０

血小板减少、凝血功能异常及出血倾向、肝功能异常及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等［２］。本研究以肝硬化常

见病因，病毒性肝硬化及酒精肝硬化的失代偿期为对

象，比较两者在 ＰＬＴ、肝功能、凝血功能及并发症等临
床方面差异。研究提示两组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ＰＬＴ
减少，ＶＣ失代偿期 ＰＬＴ减少更加明显，与报道相
似［３－４］。且随着肝硬化 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分级积分的增加，
ＰＬＴ降低程度将加重［５］，肝硬化失代偿期 ＰＬＴ减少的
原因主要为脾功能亢进对 ＰＬＴ的吞噬破坏作用，另
外，肝炎病毒导致人体免疫反应异常，产生 ＰＬＴ抗体
使补体激活，使 ＰＬＴ寿命缩短，破坏增加［６］，故 ＶＣ失
代偿期出血患者ＰＬＴ减少较ＡＣ失代偿期更明显，ＰＬＴ
减少程度与肝硬化病情严重性成平行关系［７］。另有研

究表明，失代偿期肝硬化并有消化道出血患者 ＰＬＴ较
无消化道出血患者 ＰＬＴ减少更明显［５］，ＶＣ失代偿期
的ＡＬＴ、ＡＳＴ、ＴＢｉｌ、ＣｈＥ等肝功能项目均较 ＡＣ失代偿
期重，原因未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常发生出凝血

障碍，随着肝硬化程度加重，凝血功能障碍也随着加

重［８］，ＶＣ失代偿期较 ＡＣ失代偿期凝血功能差，可能
与ＶＣ失代偿期较 ＡＣ失代偿期肝功能差，与报道相
似［９］，ＡＰＴＴ、ＰＴ分别反映内源性和外源性凝血因子水
平，ＴＴ反映血浆中肝素和类肝素抗凝物质，是病情预
后的敏感性指标［１０］，本研究结果 ＶＣ失代偿期凝血功

能较ＡＣ失代偿期差，也反映前者较后者病情重。ＶＣ
失代偿期合并 ＨＧＢ、ＨＥ、ＨＲＳ及 ＳＢＰ均较 ＶＣ失代偿
期高，与文献报道相似［１１］，总体而言，肝炎肝硬化失代

偿期的血小板、肝功能、凝血功能及并发症等项目均较

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期差，提示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

较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期病情重、预后差。

参考文献

［１］　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酒精性肝病

诊疗指南［Ｊ］．中华肝脏病杂志，２００６，１４（３）：１６４１６６．

［２］　中华医学会．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Ｊ］．中华内科杂志，２００６，４５

（２）：１６２１７０．

［３］　王潭枫，符永杰．肝硬化患者凝血酶原时间和血小板参数临床意

义［Ｊ］．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４（２２）：３９５９３９６０．

［４］　张莹兰，张，周祖发．肝硬化患者检测血小板参数的临床意义

［Ｊ］．临床消化病杂志，２００８，２０（５）：３０８３０９．

［５］　陶骅，汪明涛，沈晓峰．肝硬化患者血小板及其参数的临床意义

［Ｊ］．实用全科医学，２００７，５（１２）：１０６９１０７０．

［６］　陈斌，孔令晶，黄育华．２１４例慢性肝病患者血液参数与脾脏的变

化及临床意义［Ｊ］．临床内科杂志，２００９，１０（１１）：３９４０．

［７］　李展君．肝硬化患者血小板４项参数的检测及其临床意义［Ｊ］．广

东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２４（４）：３８４３８５．

［８］　陈仕银．肝硬化患者凝血功能相关指标的检测结果分析［Ｊ］．国外

医学·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学分册，２００４，２５（１）：８９．

［９］　王修石，袁亚军．对６２０例肝硬化患者血小板参数与凝血功能相

关指标的探讨［Ｊ］．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７（９）：７８９７９１．

［１０］　杨会霞，王长友．肝硬化患者 ＰＴ、ＡＰＴＴ、ＦＩＢ、ＰＬＴ检测分析［Ｊ］．

中原医刊，２００３，３０（９）：４８４９．

［１１］　周永莉，段志军．肝炎后肝硬化与酒精性肝硬化患者临床特征的

比较及防治［Ｊ］．世界华人消化杂志，２０１０，１８（３１）：３３１３３３１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２５）

·２３４·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３月 第１１卷 第 ３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３　　



·全科临床研究·

ＣＤＸ２、Ｓｙｎ、ＣｇＡ、ＮＳＥ在直肠腺癌中的表达与预后研究
吴秀贞，李秀凤，冯海华，刘敏，郭志岗，安朝

【摘　要】　目的　观察直肠腺癌组织中ＣＤＸ２、Ｓｙｎ、ＣｇＡ、ＮＳＥ（ＮＥＤ）的表达，探讨其在直肠腺癌恶性程度及预后判定中
的作用。方法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ＳＰ法检测１２０例直肠腺癌组织中ＮＳＥ、ＣｇＡ、Ｓｙｎ的表达，６０例直肠腺癌中ＣＤＸ２的
表达，将其表达情况与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①ＣＤＸ２的表达与患者性别、年龄、肿瘤大小无明显关系（Ｐ＞
０．０５），与肿瘤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Ｄｕｋｅｓ分期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②ＮＥＤ的表达在性别、年龄、肿瘤大小、浸润
深度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而在组织学类型、Ｄｕｋｅｓ分期及肿瘤转移中有显著性差异。结论　ＣＤＸ２可以作为判断直肠
癌的恶性程度及预后的评估指标。肿瘤转移、ＮＥＤ、肿瘤组织学类型也是影响直肠腺癌患者预后的因素。在直肠腺癌组
织中ＮＥＤ表达提示有较差的预后。
【关键词】　直肠腺癌；ＣＤＸ２；Ｓｙｎ；ＣｇＡ；ＮＳＥ；预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３７　Ｒ７３０．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４３３０２

　　直肠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呈上升趋
势。研究表明，直肠癌的形成和转移是一个多基因、多因子共

同作用的结果。探讨直肠癌的分子标志物与临床病理资料及

预后的关系，有助于更好的了解直肠癌的生物学行为。尾型同

源框基因ＣＤＸ２是一种特异性的核转录因子，它的表达与肿瘤
的恶性程度有关。神经内分泌分化（ＮＥＤ）广泛存在于良性肿
瘤及恶性肿瘤组织中，且恶性肿瘤中以腺癌多见。在直肠腺癌

中出现ＮＥＤ的意义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直
肠腺癌中出现ＮＥＤ预示着较差的预后。但也有学者认为直肠
腺癌中出现ＮＥＤ与预后没有明显关系。本研究观察直肠腺癌
组织中ＣＤＸ２、Ｓｙｎ、ＣｇＡ、ＮＳＥ的表达，探讨其在直肠腺癌中的恶
性程度及预后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收集我院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原发性直肠癌手术根
治切除标本１２０例。包括所选病例的各项临床病理资料：年
龄、性别、肿块大小、浸润深度、组织学类型、分级、淋巴结转移

情况、Ｄｕｋｅｓ分期等。
１２　检查方法　确诊直肠腺癌的组织蜡块，连续切片，常规
ＨＥ染色，观察直肠腺癌镜下组织结构特点。采用免疫组织化
学ＳＰ法检测直肠腺癌组织中ＣＤＸ２、ＮＳＥ、ＣｇＡ、Ｓｙｎ的表达，免
疫组化试剂均为中山公司产品。

１３　免疫组化染色结果判断　免疫组化染色阳性呈棕黄色细
颗粒，ＣＤＸ２表达于细胞核中，无阳性细胞为（－），阳性细胞 ＜
２５％为（＋），阳性细胞在２５％ ～５０％之间为（＋＋），阳性细
胞＞５０％为（＋＋＋）。３种神经内分泌标志物阳性表达在细
胞浆或细胞膜，其中一种标志物阳性表达均视为 ＮＥＤ阳性。
按神经内分泌阳性表达情况将本组样本分为 ＮＥＤ阳性组和

ＮＥＤ阴性组。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计算资料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免疫组化染色结果　ＣＤＸ２阳性表达在细胞核上，ＮＳＥ、
ＣｇＡ、Ｓｙｎ阳性表达在胞浆或胞膜，均呈棕黄色细颗粒。见图１～
４（见封三）。
２２　直肠腺癌ＣＤＸ２、ＮＥＤ的表达与临床资料的关系　结果见
表１、表２。根据免疫组化染色结果，结合所研究病例的临床资
料，统计结果分析中可以看出，ＣＤＸ２强表达（＋＋～＋＋＋）与
表达减少或不表达（－～＋）进行比较，ＣＤＸ２与患者年龄、性
别、肿瘤大小无明显关系。而在肿瘤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

Ｄｕｋｅｓ分期有明显差异。１２０例中 ＮＥＤ阳性 ５６例，阳性率
４７％。ＮＥＤ阳性组与 ＮＥＤ阴性组在年龄、性别、肿瘤大小、浸
润深度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在组织学
类型、Ｄｕｃｋｓ分期、肿瘤转移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表１　ＣＤＸ２的表达与其它临床参数的关系

临床参数 ｎ
ＣＤＸ２的表达

－ ＋ ＋＋ ＋＋＋ χ２值 Ｐ值

肿瘤大小 ＞５ｃｍ
＜５ｃｍ

３９
２１

３
９

２４
７

８
５

４
０

０．３２６ ＞０．０５

分化程度 高中分化

低分化

３７
２３

２
１２

２０
８

９
２

６
１

１０．３０６ ＜０．０５

淋巴结转移 无

有

１９
４１

３
９

５
２５

８
５

３
２

５．１０７ ＜０．０５

Ｄｕｃｋｓ分级 Ａ＋Ｂ期
Ｃ＋Ｄ期

１４
４６

２
９

４
２６

５
７

３
４

５．４７７ ＜０．０５

表２　直肠腺癌ＮＥＤ与其它临床参数的关系（例）

组别
肿瘤大小

≥５ｃｍ＜５ｃｍ
组织学类型

高分化腺癌 中分化腺癌 低分化腺癌 粘液腺癌

浸润深度

肌层 外膜层

淋巴结转移

有转移 无转移

Ｄｕｃｋｓ分级
Ａ＋Ｂ期 Ｃ＋Ｄ期

ＮＥＤ阳性组 ４４ １２ １６ ２４ ４ １２ ２０ ３６ ３２ ２４ ２４ ３２
ＮＥＤ阴性组 ４８ １６ １２ ４０ ８ ４ ２８ ３６ ２０ ４４ １６ ４８
χ２值 ０．２１３ ９．４８ ０．８０ ８．１５ ４．２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ＣＤＸ２是一种特异性的核转录因子，为尾型同源框基因家
族中的一员。能够调节肠上皮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对于肠上皮

细胞正常形态和功能的维持起一定的作用，主要用于肿瘤方面

的研究［１］。研究显示，ＣＤＸ２表达异常可预测肿瘤的恶性程度，
与浸润、转移、预后有关［２］。ＣＤＸ２是一种潜在的抑癌基因［３］，

作者单位：２６２６００山东省临朐县人民医院病理科
通讯作者：吴秀贞，电子信箱：ｗｈｙｗｘｚ６８８６＠ｓｉｎａ．ｃｏｍ

　　它的表达与肿瘤的恶性程度有关。ＣＤＸ２蛋白的表达强度
随癌细胞分化由好到差呈逐渐减少趋势变化［４］。于秀文等［５］

通过研究发现，与正常大肠组织不同，大肠腺癌患者的组织中

ＣＤＸ２呈显著低表达，ＣＤＸ２的下调表达可能参与了大肠腺癌的
发生、发展、浸润及转移，对临床判断预后具有较大的意义。此

外，刘艳等［６］通过研究发现，ＣＤＸ２与肿瘤分化程度呈正相关，
与肿瘤恶性程度呈负相关。本组研究结果显示ＣＤＸ２的低表达
与直肠癌患者的肿瘤分化程度、Ｄｕｃｋｓ分期、淋巴结转移有关。
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对ＣＤＸ２的检测有助于判断直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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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后。

肿瘤组织中的神经内分泌分化（ＮＥＤ）是指一些非内分泌
系统来源的肿瘤组织中部分肿瘤细胞出现ＮＥＤ现象，它不同于
一般神经内分泌肿瘤，肿瘤组织中这部分ＮＥＤ细胞是肿瘤组织
的一种伴随成分，同样也是肿瘤组织的一部分，其中以腺癌多

见。在结直肠癌中出现 ＮＥＤ的意义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
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结直肠癌中出现 ＮＥＤ预示着较差的预后。
ＡｔａｓｏｙＰ等［７］对５０例结直肠癌进行免疫组化（ＣｇＡ，ＮＳＥ，Ｓｙｎ）
染色，发现ＣｇＡ阳性与临床分级、分期及生存率下降呈正相关。
Ｉｎｄｉｎｚｎｉｍｅｏ等发现ＣｇＡ阳性和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ＮＥＤ的出
现预示着较差的预后。杨晓东等［８］报道在低分化结直肠癌中

具有ＮＥＤ的１年生存率为３８．５％，而无 ＮＥＤ的１年生存率为
７５％，这表明具有ＮＥＤ的结直肠癌恶性程度高，侵袭性强，转移
早。本组研究统计结果显示出直肠腺癌ＮＥＤ阳性组与ＮＥＤ阴
性组与预后相关性有显著差异，支持ＮＥＤ肿瘤细胞生物学行为
对预后的影响。本组研究显示伴神经内分泌分化的肿瘤与不

伴神经内分泌分化的肿瘤相比有着较差的预后，这与以前相关

的研究结论一致。本组研究表明 ＮＥＤ、肿瘤组织学类型、肿瘤
转移是三项独立的影响肿瘤预后的因素。恶性肿瘤伴 ＮＥＤ的
机理是复杂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实验为下一步直肠腺

癌肿瘤干细胞研究，寻求新的治疗方法，改善患者预后奠定了

基础。

恶性肿瘤的预后判断有许多影响因素，ＣＤＸ２的低表达、

ＮＥＤ阳性都是直肠腺癌预后的影响因素，ＣＤＸ２与肿瘤恶性程
度呈负相关。ＮＥＤ与肿瘤恶性程度呈正相关。但对预后影响
程度的判定还需要有统一的分类标准及技术指标并进行大样

本的队列研究，才有可能得到较为可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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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老年高血压患者治疗前后的氧化应激指标比较

组别 ｎ 时间 ＮＯ（ｍｏｌ／Ｌ） ＮＯＳ（Ｕ／ｍｌ） ＳＯＤ（ｎＵ／ｍｌ） ＭＤＡ（μ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２９治疗前　　 ８３．３６±５．７８ ３６．１２±２．１３ ６６．２９±５．１４ ６．８９±０．９７
治疗后１周 ８５．０６±６．３１ ３６．９１±２．２８ ７８．８５±５．８３ ５．２１±０．８０
治疗后２周 ８７．７４±６．５８ ３７．１９±２．３２ ８４．９６±５．９７ ４．１７±０．７３

观察组 ２９治疗前　　 ８３．３８±５．７２ ３６．１４±２．１１ ６６．３１±５．１１ ６．９１±０．９５
治疗后１周 ８８．９７±６．６９ ３８．７８±２．４３ ８５．５７±６．０５ ３．７２±０．６６

治疗后２周 ９０．２６±７．３４ ３９．９８±２．５２ ９０．２８±６．３４ ２．２１±０．５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老年高血压患者不同于中青年高血压患者，其机
体的功能状态处于相对较差的状态，因此其相关健康

指标也处于相对较差的状态，其中氧化应激指标作为

临床中较为有效地反映机体健康状态的指标，对其改

善可以作为机体总体状态改善的有效指标［２－３］。而较

多研究［４－６］显示，高血压患者普遍存在血小板参数异

常的情况，这主要与血小板异常可导致动脉损害的加

重，从而进一步影响血压有关，其主要原理为血小板活

化增强，聚集性加强，故促进血管收缩，导致平滑肌细

胞的增生及迁移，而血管的这种异常导致血压的异

常［７－８］。综合这些因素，我们认为氧化应激指标和血

小板参数可以作为监测高血压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

黄芪注射液具有益气养元，扶正祛邪，养心通脉的

功效，其可有效扩张血管，降低外周血管阻力，并可强

心利尿，从而实现降低血压的目的［９－１０］。本文中我们

就黄芪注射液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小板参数及氧化应

激指标的影响进行观察，以进一步了解其对高血压的

作用机制，研究显示，黄芪注射液在改善患者的血小板

参数及血清ＮＯ、ＮＯＳ、ＳＯＤ、ＭＤＡ水平方面的效果更优

于未采用黄芪注射液进行治疗的患者，说明其在改善

机体健康状态及血管受损情况中发挥着积极的作

用［１１］，从而全面改善了高血压患者的疾病状态。综上

所述，我们认为黄芪注射液可有效改善老年高血压患

者的血小板参数及氧化应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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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中药·

仙丹升血方用于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观察
李林，马春蓉，何秋莲，曾友志，谢雨洮

【摘　要】　目的　观察仙丹升血方治疗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ＩＴＰ）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６０例 ＩＴＰ门诊患
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０例，对照组给予维血宁颗粒，治疗组给予仙丹升血方，３个月为１个疗程，随访４
个月，观察紫斑、神疲乏力、五心烦热、口干、出血、血小板计数、巨核细胞等各项指标变化。结果　两组患者疾病疗效的
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１００．００％，对照组总有效率９６．６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６１８，Ｐ＜０．０５）；两组患者者症候
疗效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９６．６７％，对照组总有效率９５．０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０．２７０，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巨核细胞总数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０７０，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颗粒巨核细胞降低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ｔ＝－１．８５９，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产板巨核细胞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３．３２１，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血小板计数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１．７３６，Ｐ＞０．０５），两组患者随访结束血小板计数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３．１３８，Ｐ＜０．０５）；无一例患者发生药品不良反应。结论　仙丹升血方治疗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疗效好，无明显
毒副作用，值得推广使用。

【关键词】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紫癜病；仙丹升血方；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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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Ｘｉａｎｄａｎ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ｍｍｕｎｅ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
ｎ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６０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Ｗｅｉｘｕｅｎｉｎｇｇｒａｎｕ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Ｘｉａｎｄａｎ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Ｅａｃｈｐａｔｉｅｎｔ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ｆｏｒ３
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ｕｐｆｏｒ４ｍｏｎｔｈ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ｌ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ｉｔｕｄｅ，ｆｉｖｅｆｅｖｅｒｉｓｈｃｅｎｔｒｅｓ，ｄｒｙｍｏｕｔｈ，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ｂｌｏｏｄ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ｍｅｇａｋａｒｙｏｃｙｔ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１００％ ａｎｄ９６．６７％，
ｔｈｅＸｉａｎｄａｎ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Ｘｉａｎｄａｎ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
ＴＣＭ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ｕｒｐｕｒ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ｏｐａｔｉｅｎｔｈａ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ｄｒｕ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Ｘｉａｎｄａｎ
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ｍｍｕｎｅ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ｎｉａｈａｄｇｏｏｄ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ｗｉｔｈ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ｔ
ｗａｓｗｏｒｔｈ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ｍｍｕｎｅ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ｎｉａ；Ｐｕｒｐｕｒａｄｉｓｅａｓｅ；Ｘｉａｎｄａｎ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ｍｍｕｎｅ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
ｎｉａ，ＩＴＰ），既往称为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ｔｈｒｏｍ
ｂｏｃｙｔｏｐｅｎｉｃｐｕｒｐｕｒａ，ＩＴＰ），是一种免疫介导的血小板减少性疾
病［１］。流行病学数据表明，成人年发病率约为（５～１０）／１０６，主
要表现为慢性ＩＴＰ，常见于青年女性，男女比例为１∶３［２］。对
于成人ＩＴＰ的治疗尚无最佳的治疗方案，一般以肾上腺皮质激
素为首选药物。丙种球蛋白、达那唑、脾切除、免疫抑制剂作为

一线或二线药物，单用或者与肾上腺皮质激素合用，仍有２０％
患者无效［３］。利妥昔单抗、阿伦单抗指南推荐为治疗失败的二

线治疗药物［３］，但价格昂贵。中医药治疗成人 ＩＴＰ以辨证施治
为基础，急则治标，重在清热凉血，缓则治本，调整脏腑阴阳，扶

正固本。现代中药药理研究也表明，一些中药（如黄芪、牡丹

皮、墨旱莲等）具有调节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功能，抑制血小

板相关抗体，减少血小板的破坏。“仙丹升血方”是医院的经验

方，以滋阴清热止血为大法，用于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

治疗，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病例均为门诊患者，按取药顺序随机将
患者分成两组。治疗组３０例，男性６例，女性２４例；年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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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６２岁，最小１９岁。对照组３０例，男性７例，女性２３例，年龄
最大为６３岁，最小为２０岁。比较两组的年龄分布、性别、婚姻
状况、病程、病情严重程度、治疗前情况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１２　诊断标准
１２１　西医诊断标准　符合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血栓与止
血学组对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诊断标准［１］。中医诊断

标准：参照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紫癜病诊

断标准。

１２２　纳入标准　①符合原发免疫血小板减少症西医诊断
者。②符合紫癜病中医诊断者。③经一线、二线治疗恢复正
常，近期ＰＬＴ计数再次下降者。④ＰＬＴ计数能在２周内维持基
本稳定，且ＰＬＴ计数在（３０～１００）×１０９／Ｌ者。⑤年龄１８～６５
岁。

１２３　排除标准　①重度出血患者，包括颅内出血及急性大
出血。②合并使用其他影响血小板的药物者。③妊娠及意向
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④过敏体质者或对本药过敏者。⑤合并
心血管、肝、肾、脑等严重原发疾病者，精神病患者。

１３　治疗方法　治疗组：仙丹升血方，日一剂，每日服 ３次。
治则：清热凉血、化瘀止血兼补脾肾。为医院煎剂室提供的免

煎剂，由仙鹤草１２ｇ、牡丹皮１２ｇ、栀子６ｇ、黄芪９ｇ、当归３ｇ、
地黄９ｇ、墨旱莲９ｇ、虎杖９ｇ、三七１ｇ组成。对照组：维血宁
颗粒，口服，一次２０ｇ，３次／ｄ。３月为１个疗程，随访４个月，治
疗期间根据病情配合对症支持疗法。

１４　观察指标　紫斑、神疲乏力、五心烦热、口干、出血等相关
症状，各项治疗指标分数相加，得出患者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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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　紫斑　正常：０分；四肢肌肤散在斑点：２分；四肢肌肤
斑点密集或波及全身伴鼻衄、齿衄等：４分；四肢肌肤斑点密集、
波及全身，伴有内脏出血或大量鼻衄、血崩：６分。
１４２　神疲乏力　正常：０分；精神不振，可坚持体力劳动：１
分；精神疲乏，勉强坚持日常工作：２分；精神极度疲乏，不能坚
持日常工作：３分。
１４３　五心烦热　正常：０分；手足心热：１分；手足欲露衣被
外，时而心烦：２分；手足握冷物则舒，心烦不宁：３分。
１４４　口干　正常：０分；口微干：１分；口干少津：２分；口干时
欲饮水：３分。
１４５　出血　正常：０分；时有少量出血：１分；反复出血，量不
多：２分；反复出血，量多：３分。
１５　疗效判定标准
１５１　疾病疗效判定标准　显效：出血症状消失，血小板计数
恢复正常，持续３个月以上；维持２年以上无复发者为基本治
愈；良效：基本无出血症状，血小板数超过５０×１０９／Ｌ或较原水
平升３０×１０９／Ｌ，持续２个月以上；进步：血小板数有所上升，出
血症状改善，持续２周以上；无效：血小板计数及出血症状均无
改善或恶化。

１５２　证候疗效判定标准　临床痊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消
失或基本消失，证候积分减少≥９５％；显效：中医临床症状、体
征明显改善，证候积分减少≥７０％；有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
均有好转，证候积分减少≥３０％；无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无
明显改善，甚或加重，证候积分减少不足３０％。
１６　统计学方法　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α＝０．０５为检验水准。

２　结果
２１　疾病疗效判定　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疾病疗效的比较（例）

组别 ｎ 显效 良效 进步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３０ １８ １１ １ ０ １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３０ ９ １５ ５ １ ９６．６７
　　注：两组疗效比较，Ｚ＝－２．６１８，Ｐ＝０．００９＜０．０５。
２２　症候疗效判定　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症候疗效的比较（例）

组别 ｎ临床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３０ ５ ２０ ４ １ ９６．６７
对照组 ３０ ４ ２１ ３ ２ ９５．００
　　注：两组疗效比较，Ｚ＝－０．２７０，Ｐ＝０．７８７＞０．０５。
２３　巨核细胞改变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巨核细胞总数降低，
ｔ＝２．０７０，Ｐ＝０．０４３＜０．０５；颗粒巨核细胞降低，ｔ＝－１．８５９，
Ｐ＝０．０６８＞０．０５；产板巨核细胞增加，ｔ＝３．３２１，Ｐ＝０．００２＜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巨核细胞治疗前后的比较（ｎｉ＝３０，ｘ±ｓ，％）

组别 时间 巨核细胞总数（个） 颗粒巨核细胞 产板巨核细胞

治疗组 治疗前 １１８．４０±４１．２７ ７９．６０±６．６３ ７．５０±４．０５
治疗后 ４５．３０±２２．４７ ５６．９０±７．９３ ４０．４０±６．３４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１３．００±４６．１５ ８１．３０±６．１５ ９．４０±４．９８
治疗后 ６４．３０±２１．５６ ５２．８０±８．６１ ３５．１０±２．９７

２４　血小板计数变化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小板计数变化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１．７３６，Ｐ＝０．０８８＞０．０５）；两组患者随访
结束血小板计数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３．１３８，Ｐ＝０．００３
＜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血小板计数变化（ｘ±ｓ，×１０９／Ｌ）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随访结束

治疗组 ４３．１０±８．１６ １０８．４０±１２．８９ ９６．５０±９．９９
对照组 ４３．９０±１０．００ １０２．８０±１１．４０ ８６．５０±９．６５

２５　不良反应　在治疗期间试验组未发现不良反应，治疗前
后血、尿、便常规及肝、肾功能，心电图检查均正常。

３　讨论
　　传统中医认为，ＩＴＰ属“血证、发斑”范畴，《医学金鉴》称为
“肌衄”，《外科正宗》谓其“葡萄疫”，现代中医内科学言曰“紫

癜病”。究其病因可概括为外感和内伤，病理因素为虚、瘀、热，

病性可分虚、实，病位主要在肝、脾、肾三脏，病机大致可概括为

血热妄行、气不摄血、阴虚内热、脾肾阳虚、气血两虚、瘀血阻

络［４］。慢性ＩＴＰ多为病程较久，气阴耗伤，以阴虚火旺、气虚不
摄、血瘀内阻为辨证要点，而瘀血贯穿于该病始终。激素、免疫

抑制剂等一、二线药物均用于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治

疗，成人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诊治的中国专家共识（修

订版）认为ＰＬＴ＜３０×１０９／Ｌ为开始治疗的时机，同时规定成人
ＩＴＰ患者ＰＬＴ≥３０×１０９／Ｌ，无出血表现，发生出血危险性比较
小的患者，可予观察和随访［１］。中药作为辅助药物，与激素联

合增强疗效［５］或减少激素撤药综合征［６］。也有中药单独应用

取得与一、二线药物疗效相似的报道［７］，但样本量较小，扩大样

本量能否取得一致的结果，有待商榷。在实际的诊治过程中，

ＩＴＰ患者经一线或二线治疗 ＰＬＴ计数恢复正常，停药后再次下
降的情况很常见，这类患者多自行服用或经医生开具中药治

疗。本试验主要针对这部分患者而设，未见相似报道。

本院医师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通过长期反复的临床实

践，以滋阴清热止血为大法，拟定了仙丹升血方的基本方，方中

仙鹤草收敛止血补虚，牡丹皮清热凉血、活血散瘀、清透阴分伏

热，共为君药。三七散瘀止血、消肿定痛，栀子、虎杖、生地黄清

热解毒、凉血止血为臣药，地黄、墨旱莲滋补肝肾脾，当归补气，

黄芪补血。诸药相伍，方简意赅，丝丝入扣，切中病机，共同起

到清热凉血、化瘀止血兼补脾肾的作用。现代药理研究：仙鹤

草含有仙鹤草素，能促进血小板生成，加速凝血而达止血作

用［８］。仙鹤草水提液具有收敛止血的作用，仙鹤草有增加外周

血小板数目，提高血小板黏附性、聚集性或促进其伸展伪足，加

速血小板内促凝物质释放的作用。牡丹皮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丹皮酚可增强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能抑制血小板聚集［９］。

墨旱莲可提高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有止血作用，在临床或

动物实验中可用于血小板减少症的治疗［１０］。虎杖升高白细胞

及血小板、止血的作用。地黄多糖能促进环磷酰胺作用后的小

鼠骨髓粒系祖细胞恢复，具有补血作用。生地黄有皮质激素样

免疫作用，可以抑制动物免疫抗体形成，从而延长血小板的存

活期，提高体内血小板水平。三七对人骨髓 ＣＤ３４＋造血干／祖
细胞的刺激增殖和诱导分化的作用［１１］，黄芪多糖能促进小鼠

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增殖及外周动员作用［１２］。综上可知，此方

以升血小板为基础，改善机体免疫力为辅助，组方独特明朗，符

合中医理论，对于治疗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有非常好的理

论基础及临床药理基础。

维血宁颗粒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上市药品，

收载于《中国药典》，具较好的临床用药基础。其功能主治为滋

补肝肾、凉血清热，主要用于血小板减少症及血热所致出血等，

与仙丹升血方有相似的临床应用，故选为对照药。本研究显

示，仙丹升血方治疗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疾病疗效和症候

疗效均较显著，且在疾病疗效方面优于维血宁颗粒。仙丹升血

方可有效降低巨核细胞总数和颗粒巨核细胞，使产板巨核细胞

比例明显上升。在升血小板方面，仙丹升血方与维血宁颗粒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但随访４个月后，血小板的变化有统计学差
异。总之，仙丹升血方治疗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疗效好，

无明显不良反应，是治疗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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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气活血法防治表柔比星致心脏毒性的临床研究
姚诗清，戴小华，周兰

【摘　要】　目的　研究补气活血法防治表柔比星致心脏毒性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１００例含表柔比星化疗方案的肿
瘤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化疗前３天即予补气活血中药口服，１日１剂。对照组化疗的同时不使用心肌
保护药物。观察治疗前后心电图和心脏彩超的变化。结果　治疗组心电图异常的发生率（１２％）比对照组（３４％）要低
得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化疗后的左室射血分数、每搏指数、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收缩末期内径
和左室短轴缩短率分别与同组化疗前各项指标纵向比较，Ｐ＜０．０５；同时两组化疗后各项指标作横向比较，治疗组心功能
损害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补气活血法可有效防治表柔比星致心脏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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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蒽环类抗肿瘤药物是多种恶性肿瘤化疗的常用药，但其心
脏毒性限制了其临床应用范围。通过大范围多样本研究发现

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是监测其心脏毒性最有效的监测方法［１］。

目前针对蒽环类抗肿瘤药物心脏毒性的防治方法较多，但主要

局限于中成药的使用，少有对其中医证型的探讨，笔者通过临

床观察发现气虚、血瘀是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的基本证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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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文应用补气活血法，选用蒽环类抗肿瘤药物中较有代表性

的药物表柔比星作为观察对象，研究表柔比星化疗前后心电图

和心脏彩超的变化，以进一步验证气虚血瘀证在蒽环类药物导

致心脏毒性反应中广泛存在，以期对临床防治蒽环类药物心脏

毒性提供更为确切的方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期间入院，临
床诊断均经组织学或细胞学确诊，既往无心脏病史，心电图和

心脏彩超正常，接受以表柔比星为主的联合化疗的恶性肿瘤患

者１００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男性１１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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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增殖及动员作用［Ｊ］．基础医学与临床，２００３，２３（３）：３０６
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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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乳腺癌２２例，胃癌７例。对照组：男性１２例，女性３８例，平
均年龄５４．１岁；其中恶性淋巴癌２１例，乳腺癌２３例，胃癌６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的化疗方案中，表柔比星以５０ｍｇ／
ｍ２静脉注射，每３周重复１次，共６次。治疗组：化疗前３天即
以补气活血中药汤剂口服，每日１次，１５ｄ为１疗程，共６个疗
程。补气活血汤药主要成分：人参１０ｇ，黄芪３０ｇ，炙甘草１０ｇ，
麦冬１０ｇ，五味子１０ｇ，当归１５ｇ，丹参３０ｇ，桂枝１０ｇ，川芎１０
ｇ。对照组：在使用表柔比星为主的化疗方案同时不使用心肌
保护药物。连续观察６个疗程。
１３　观察方法　两组患者均于每次化疗前和化疗后描记常规
十二导联同步心电图，观察患者的心电图出现异常改变发生率

（非特异性 ＳＴＴ改变、ＱＲＳ低电压、ＱＴ间期延长以及心律失
常），有任一种变化即为异常改变，进行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均

在化疗前和６个周期总疗程结束后当天行心脏彩超检查，测定
左室射血分数、每搏指数、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收缩末期内径

和左室短轴缩短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心电图异常改变发生率比较　两组之间心电图异常
的发生情况在表柔比星积累量＞１００ｍｇ／ｍ２、＞２００ｍｇ／ｍ２时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用表柔比星为主的联合化疗同时给予补气

活血汤药的患者心电图异常的发生率（１２％）比对照组心电图
异常的发生率（３４％）要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
同表柔比星累积剂量时两组心电图异常改变发生率见表１。
表１　不同表柔比星累积剂量时两组心电图异常改变发生率（ｎ，％）

组别 ｎ ＜１００ｍｇ／ｍ２ ＞１００ｍｇ／ｍ２ ＞２００ｍｇ／ｍ２ 合计

治疗组 ５０ ０ １（２．０） ４（８．０） ６（１２．０）
对照组 ５０ １（２．０） ６（１２．０） １１（２２．０） １７（３４．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超声心动图检测结果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心功
能检查均为正常。在以表柔比星为主的联合化疗后，患者的左

室射血分数、每搏指数、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收缩末期内径和

左室短轴缩短率发生异常改变（Ｐ＜０．０５）；治疗组与对照组化
疗后比较，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化疗前后超声心动图检测结果 （ｎｉ＝５０，ｘ±ｓ）

组别 时间 ＬＶＥＦ（％） ＳＶＩ（ｍｌ／ｍ２） ＦＳ（％） ＬＶＤｄ（ｃｍ） ＬＶＤｄｓ（ｃｍ）

治疗组化疗前 ０．６９±０．０５ ４９．２３±８．５２ ０．４１±０．０６ ４．６１±０．４２ ２．８３±０．３４
化疗后 ０．６７±０．０８３ ４６．８２±７．２２ ０．４０±０．０５ ４．８７±０．４３２ ３．０２±０．３６１

对照组化疗前 ０．７０±０．０３ ４８．９１±８．３２ ０．４２±０．０３ ４．６８±０．４５ ２．８２±０．３７
化疗后 ０．６２±０．０５３ ４２．４４±９．２１３ ０．３７±０．０７４ ５．１５±０．３８２ ３．３６±０．３３２

３　讨论
　　表柔比星是蒽环类代表性药物，其心脏毒性的机制主要可
归纳为：表柔比星产生过量的自由基［２］，过量的自由基攻击心

肌细胞膜和线粒体膜，使线粒体膜的流动性下降和通透性增

加，导致心肌酶类的外流［３］；核酸和蛋白质合成的抑制［４］；钙超

载作用和能量代谢障碍亦参与心肌损伤过程［５］。

本研究中治疗汤药以人参、黄芪、炙甘草、麦冬、五味子、当

归、丹参、川芎、桂枝等为主要原料煎煮而成。人参的有效成分

人参皂甙有保护心肌、减少心肌酶的漏出量、增加心肌收缩力

的作用［６］。麦冬可以增加心肌血供，修复和保护缺氧的心肌细

胞，其含有皂苷、多糖等成分，有消除自由基作用［７］；五味子通

过加速谷胱甘肽氧化还原循环来降低药物导致的氧化应激［８］。

黄芪的主要成分黄芪皂甙能促进心肌细胞合成 ＡＴＰ，从而给心
肌提供能量，还可提高左室收缩功能［９］。炙甘草、桂枝可减轻

蒽环类药物对心脏左室射血分数的影响，减轻心脏的毒性损

害［１０］。当归、丹参、川芎有明显扩张冠脉，降低冠脉阻力，增加

冠脉血流量，增加心排血量的作用，能减轻蒽环类化疗药物的

心脏毒性的作用［１１］。从现代药理学研究不难发现，所配伍中

药能够针对表柔比星致心脏毒性的不同机制，通过各种途径进

行防护。

中医认为表柔比星所致心脏毒性可以归属于“心悸”“胸

痹”范畴。本方中人参、黄芪、炙甘草相配大补心气，麦冬、五味

子相伍滋心阴、充血脉，桂枝温心阳、通血脉，当归、丹参、川芎

合用活血补血化瘀行滞。诸药合用，温而不燥，滋而不腻，使气

血充足，血脉通利，阴阳和调，则心悸、胸痹自除。

本文结果显示：应用表柔比星为主的联合化疗同时，给予

补气活血法中药的患者心电图异常的发生率（１２％）比对照组
心电图异常的发生率（３４％）要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之间心电图异常的发生情况在表柔比星累积量大
于１００ｍｇ／ｍ２和大于 ２００ｍｇ／ｍ２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化疗后的左室射血分数、每搏指数、左心室舒
张末期内径、收缩末期内径和左室短轴缩短率分别与同组化疗

前各项指标纵向比较，Ｐ＜０．０５；同时两组化疗后各项指标作横
向比较，治疗组心功能损害小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明气虚血瘀证在蒽环类药物导致心脏

毒性反应中广泛存在，在肿瘤化疗早期应用补气活血法中药能

显著降低表柔比星致心脏毒性的发生率，减轻心脏损害的程

度，对保证化疗的治疗可持续性，有一定的辅助意义，值得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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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实践与体会
黄志平

【摘　要】　目的　总结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要做法。方法　夯实基础，配齐基本医疗设备，完善和提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环境；及早谋划，形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特色；规范管理，让群众认可社区基本医疗服务；改革机制，使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财务独立核算落到实处；部门支持，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保险服务全覆盖；对照标准，查漏补

缺，动员全体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全身心投入到创建工作中。结果　通过创建，观澜街道所辖共有２２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２０１１年就成功创建了１个国家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２个广东省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论　从已经取得
的成效看，观澜街道在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活动中的主要做法和体会，可以为以后其它类似工作提供借鉴与参

考。

【关键词】　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建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７．６９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４３９０２

　　深圳市观澜街道辖区总面积８９．８０平方公里，下辖１４个社
区工作站，常住人口９３万。目前，已建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２２
个，基本实现了１０分钟的社区卫生服务圈。在２０１１年开展创
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活动中，取得了成功创建１个国家级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２个广东省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好
成绩。本文通过对深圳市观澜街道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工作进行总结，以期为以后其它类似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１　主要做法
１１　夯实基础，基本设备齐全环境温馨　近年来，观澜街道积
极贯彻落实深圳市卫生局着力推进的“一大一小”战略［１］。把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作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

一项重要大事来抓。对辖区２２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严格按照
《深圳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功能及配置标准》的要求进

行设备配置。为配合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创建，２年来投
入１１２５万元进一步补充医疗设备。使观澜街道２２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医疗设备总值达到２５４５万元，万元以上医疗设备
达到１７７台套。同时，投入６５０万元，对业务用房进行适当的装
修和流程改造。使辖区２２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设备都
达到了深圳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置的要求；业务用房面积也

能满足业务需要，而且环境也较为温馨。

１２　及早谋划，公共卫生服务具有特色　宝安区卫生局的全
科医学是深圳市的重点专科，而观澜街道则是宝安区卫生局全

科医学重点专科的一个研究现场。为了配合相关研究工作，我

们多年来一直都与省内高校进行了一定范围的合作，聘请高校

的专家对我们街道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进行指导。早在２００９年
底，就从合作的专家处得到了卫生部在进行创建示范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相关研究的信息。２０１０年３月，我们就在２０１０年１
月１日《卫生部关于印发２０１０年卫生工作要点的通知》中，看
到了卫生部明确提出“开展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活动”。

虽然，此时我们并不了解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指标体系。

但是，我们认为公共卫生服务肯定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而从２００８年１月起，观澜街道牛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
卫生部社区卫生服务适宜技术试点验证监测点，对居民健康档

案、结核病等传染病防治、０～３６周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管理、
慢性病管理、老年健康管理、精神病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工作

都是按照卫生部社区卫生协会相关规范的要求进行，并且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当我们了解到卫生部明确提出“开展创建示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活动”后，我们及时将牛湖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这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做法在全街道２２个社区卫生服务

作者单位：５１８１１０广东省深圳市，广东医学院附属观澜人民医院社管中心
通讯作者：黄志平，电子信箱：１３５０９６４１３７２＠１３９．ｃｏｍ

中心进行了推广。并逐渐形成以首诊医师负责制为基础的慢

性病管理、以儿童体检与儿童计划免疫相结合［２］、以公共卫生

服务为导向的绩效考核［３－４］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特色。

１３　规范管理，基本医疗服务群众认可　为了加强社区卫生
服务工作质量的管理。首先，编制并印刷了《社区卫生服务管

理手册》，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值班与应急制度、交接班制

度、信息管理制度、考勤制度等行政管理制度；基本医疗方面的

核心制度，如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医疗安全重点环节管理

制度以及急诊抢救、转送、登记等报告制度编制成册，印发到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全体员工，做到人手一册。其次，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管理中心组织了医疗、护理、公共卫生各２位专家，每天
对所辖２２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检查督导。在检查督导过
程中发现的存在问题，及时在社区卫生服务管理平台上进行通

报，以引起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注意和重视。再次，狠抓急

救技术培训，做到人人过关。在岗员工通过急救技术培训后，

有２次考核机会。如果考核２次不合格者需要停职进行再培
训，直到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新入职员工，必须通过急救培

训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通过各种管理措施的落实，社区卫生

服务的质量得到群众的认可。２０１１年，全年２２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完成门诊量达到２２７万人次，占全街道公立医疗机构门
诊总量３５０万人次的６４．８６％，为实现“首诊在社区，康复在社
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５］。

１４　改革机制，财务独立核算落到实处　２００９年我们争取到
宝安区卫生局社区卫生服务运行机制改革的试点，开始按照深

宝卫［２００９］７０号文件《关于印发〈宝安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
成本核算方案〉的通知》的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相对独

立的财务账号，实行独立核算。使政府相关政策落实到位，所

有按照规定核拨的基本建设经费、设备购置费、人员经费、承担

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政策性亏损补助经费等都能及时拨

付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观澜街道２２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上级财政拨款总额分别为：２０５２万元和
２５８２万元，财政收入均超过总收入的２５．００％，明显高于宝安区
全区平均的２０．９０％。
１５　部门支持，医疗保险服务全部覆盖　有了政府的重视，相
关部门的配合也非常密切，为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当地社保部门不仅将辖区２２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
开通了医疗保险业务。同时，还将辖区内近４０万参加劳务工
医疗保险的员工，规定首诊只能选定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

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解决不了的问题，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

意后才能转诊到上级医院诊治。２０１１年观澜街道２２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完成的２２７万人次的门诊患者中，其中属于医疗保
险的患者达到了９７万人次，占４２．７３％。
１６　对照标准，查漏补缺力争达到高分　２０１１ （下转第４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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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潜江市高三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调查、分析及对策
鄢圣娟，黄显雄，卫兵，胡成伍

【摘　要】　目的　了解潜江市高三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分析影响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方法　采用中学生心理健康
量表对２１４３名中学生进行测试。结果　心理健康异常检出率７５８人（３５．４％），农村学生检查有心理问题人数多于城市
学生（Ｐ＜０．０５）。男生与女生心理问题发生率有显著不同（Ｐ＜０．０５），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容易受到心理问题困
扰。结论　性别、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是影响潜江市高三学生心理健康的社会家庭因素。焦虑、学习压力、情绪不稳
定、心理不平衡是最多见的心理问题。要积极利用潜江市高三学生心理的影响因素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降低心理障碍

的发生率。

【关键词】　心理健康；中学生；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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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ｘｉｅｔ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ｗｅｒｅ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
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ａ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ｙ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
ｔｏｒｓｏｆ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Ｃｉｔｙ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ａｌｅ

　　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但相当一部分学校仍以应试
教育为核心，同时家长的过高的期望值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据国内相关资料显示，高中学生中

约有２０％～３０％存在各种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１－２］。一

直以来，尚无资料对潜江市高三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

在２０１１年５～６月通过对潜江市城区高三学生进行的一次横断
面抽样调查，了解潜江市城区高三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分析

其影响因素，并提供相应的心理干预对策。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以潜江市城区４所高中的所有高三学生为研
究对象，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３６个班级的在读
学生 ２１８４人为调查对象，实际发放调查问卷 ２１８４份，收回
２１４３份。在２１４３名高三学生中，男生９８６人，女生１１５７人；居
住在城市的学生１５４３人，居住在农村的学生６００人；独生子女
人数１３７１人，非独生子女人数７７２人。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是否独生子
女、居住地（城市、农村），及采用信度、效度较高的中学生心理

健康量表（ＭＳＳＭＨＳ）。量表采用５级评分制（从不１分，偶尔２
分，有时３分，经常４分，总是５分）。各因素得分为每个因素
的６个条目得分之和除以６，总均分为６０个条目得分之和除以
６０。总均分及各因素得分 ＜２表示心理健康，得分≥２表示存
在心理问题。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使用统一指导语，统一发放

调查问卷施测，当场收回问卷。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问卷资料通过ＥｐｉＤａｔｅ３．１软件建立数
据库，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心理健康状况构成情况　２１４３名高三学生中１３８５人心
理健康，７５８人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其中男生３４０人，女生
４１８人。
２２　男、女生心理问题检出率比较　男、女生心理问题检出率
比较见表１。表中调查数据表明女生存在心理问题较男生突
出，主要表现在强迫、抑郁、焦虑、学习压力、适应不良。男、女

生心理问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潜江市高三学生不同性别心理问题（ｎ，％）

性别 ｎ 强迫 偏执 敌对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学习压力 适应不良 情绪不稳定 心理不平衡 总体

男性 ９８６２５０（２５．３５） １６２（１６．４３） １８０（１８．２６） １９３（１９．５７） １１９（１２．０７） ３２８（３３．２７） ３２６（３３．０６） ２１６（２１．９１） ２４５（２４．８５） ２３５（２３．８３） ３４０（３４．４８）
女性 １１５７２９４（２５．４１） ２１１（１８．２４） １９０（１６．４２） ２９２（２５．２４） １６１（１３．９２） ３８６（３３．３６） ３８２（３３．０２） ２５３（２１．８７） ３３１（２８．６１） ３４１（２９．４７） ４１８（３６．１３）
χ２值 ０．００ ３．６３ ９．７６ １．６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６２ ０．４２ ０．６３

　　注：Ｐ＜０．０５。
２３　潜江市不同居住地高三学生心理问题　潜江市不同居住
地高三学生心理问题比较见表２。表中调查数据表明居住于城
市的高三学生在敌对、适应不良心理问题方面较居住于农村的

基金项目：湖北省卫生厅基金项目（ＮＸ２０１１１８）
作者单位：４３３１００湖北省潜江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鄢圣娟，黄显雄，胡

成伍）；湖北省潜江市疾控中心（卫兵）

通讯作者：胡成伍，电子信箱：ｈｕｗａｎｎａｎ７９６＠１６３．ｃｏｍ

高三学生突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４　家庭结构对潜江市高三学生心理影响　家庭结构对潜江
市高三学生心理影响见表３，调查数据表明独生子女类高三学
生较非独生子女类高三学生心理问题突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主要表现在强迫、偏执、敌对、人际关系紧张与敏
感、焦虑、学习压力、适应不良和心理不平衡性方面。

３　讨论
３１　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潜江市高三学生心理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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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发生率（３５．２％），略高于罗天玉等［３］对长沙市八年级学

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的结果（３１．０２％）。而于凤玉等［４］

的研究表明高三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为５２．８７％，二者研究结

果相差较大可能为研究所采用的量表不同，于凤玉等研究采用

的为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但本次调查结果同样表明在高
三学生中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是有必要和可行的。

表２　潜江市不同居住地高三学生心理问题

地区 ｎ 强迫 偏执 敌对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学习压力 适应不良 情绪不稳定 心理不平衡 总体

城市 １５４３ ３８２（２４．７６） ２５９（１６．７９） ２５６（１６．５９） ３３９（２１．９７） １９２（１２．４４） ５０４（３２．６６） ５００（３２．４０） ３０８（１９．９６） ４０４（２６．１８） ４２４（２７．４８） ５０６（３２．７９）
农村 ６００ １６２（２７．００） １１４（１９．００） １１４（１９．００） １４６（２４．３３） ８８（１４．６７） ２１０（３５．００） ２０８（３４．６７） １６１（２６．８３） １７１（２８．５０） １７９（２９．８３） ２５２（４２．００）
χ２值 １．１５ １．４７ １４．９８ １．３７ １．８８ ０．８５ １．００ １１．９４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６．０１

　　注：Ｐ＜０．０５。
表３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类高三学生心理问题比较

地区 ｎ 强迫 偏执 敌对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学习压力 适应不良 情绪不稳定心理不平衡 总体

独生子女 １３７１３７３（２７．２１）２６５（１９．３３）２６３（１９．１８） ３３６（２４．５１） １８６（１３．５７）４６０（３３．５５）４７６（３４．７２）３２５（２３．７１）３９２（２８．５９）４１０（２９．９１）５２７（３８．４４）
非独生子女 ７７２１７１（２２．１５）１０８（１３．９９）１０７（１３．８６） １４９（１９．３０） ９４（１２．１８）２５４（３２．９０）２３２（３０．０５）１４４（１８．６５）１８３（２３．７０）１９３（２５．００）２３１（２９．９２）
χ２值 ６．６６ ９．７９ ９．８０ ７．６５ ０．８４ ０．４６ ４．８６ ７．３８ １．０６ ５．８８ １５．６７

　　注：Ｐ＜０．０５。
　　从调查结果来看，在学习压力方面存在心理问题人数较
多，说明高三学生的心理卫生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学习方面的问

题，此外较多见的问题是与情绪有关的问题如情绪不平稳、焦

虑、人际关系敏感等，这与多项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高三

学生正处于情感和意志相当脆弱的阶段，再加上繁重的学习任

务，精神上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继而导致学生心理失衡［５］。杨

碧秀等［６］研究认为与中小学生的个性和自我意识的不成熟有

关，另外可能与父母对他们的要求较高有关。因子分析显示，

女生在强迫、抑郁、焦虑、学习压力、适应不良上明显多于男生，

结果张柏芳等［７］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女生心理卫生问题较男生

更为突出，可能与青春期女生更为敏感，更易受到情绪、情感等

问题的困扰，较多女生在高中学习成绩不很理想 ，主要原因可

能是父母 、学校教师和社会对女生评价普遍比男生要低 ，使得

女生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不同居住地之间高中学习心理障

碍发生率及各因子相关分析大部分无差异，这与农村中学生心

理卫生问题发生率高于城市中学生的相关研究结果有差异，其

原因可能与近年来潜江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农村人群居住环

境、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城乡差距逐渐缩小有关。此次调查

发现于城市中学生适应不良较农村中学生，其原因可能为农村

中学生的父母多在外的工作，因而农村中学生从小独立自主性

较强。独生子女不仅在适应不良、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高于

非独生子女，而且心理障碍发生率也较非独生子女高，可能与

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方式有关。薛志杰［８］也指出我国家庭教

育的弊端，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教育普遍存在着“四过”（即过分

宠爱、过度保护、过多照顾、过高期望）和“四怕”（即一怕孩子学

坏，二怕孩子不成才，三怕孩子不孝顺，四怕孩子发生意外）现

象。这样必然造成某些独生子女行为上是“自我中心”，生活上

缺乏自理能力和劳动习惯，认识客观世界时缺乏主动性和独立

性，在人际关系上缺乏与同龄人相处的经验。

３２　对策
３２１　开设心理学专题课程，树立高三学生自信心　通过开设
心理学专题课程，可以让高三学生正确认识自我，也认识到高

考既是人生的机遇，也是对人生的自我挑战、自我超越，应当自

信、沉着应对。同时对女生的心理问题应更加关注，国内学者

姜桂芳［９］指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引导人关注积极情绪体验，

注重积极人格的塑造和积极环境的建设，通过增强人的积极力

量或积极品质来克服问题，对学生的心理问题有很好的效果。

因此，高中的教师要给予女生更多的关心，在学习和日常生活

中注意引导她们形成 良好的学习心态和自我概念，并教给她们

较为积极、有效的应对方法，帮助女生度过高中这个较为敏感

的时期。另外教师应认识到每个学生生活在不同的家庭，对学

生家庭环境的差异性必须认真了解，树立以人为本、人格平等

的观念，在学生中形成互相尊重的良好氛围。对独生子女学生

通过心理调节训练如社交技能、通情能力训练等，将心理问题

的不利因素转化为保护性因素。家长要随时注意高三学生的

心理动向，加强与孩子的思想沟通。作为家长，应当恰当的关

心孩子，及时发现孩子在学习、生活、生理和心理上的困惑与问

题，并有针对性的与孩子沟通，及时进行教育引导，帮助他们解

决心理上的困惑与矛盾，减轻他们的紧张、焦虑，引导他们热爱

生活，增强他们的责任感、独立性、承受力，养成乐观向上的精

神。

３２２　学校应以素质教育为主，培养高三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教育、教学的目的并不是培养学生去参加考试，而是培养

学生如何去适应社会。在教学中，学校应当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让高三学生树立起崇高的生活理想和社会目标，把注意

力集中在有价值的大事上。

３２３　定期对高三学生进行心理咨询与调节　对于农村留守
高三学生，已有文献研究指出父母教养方式与留守高中生心理

健康关系密切相关［１０］，因此更要依据其心理特点，建立心理咨

询与调节制度，建立学生心理档案，跟踪预防，及早发现存在心

理卫生问题的学生，及早给予心理预防和治疗，降低学生心理

健康问题的发生率。

总之，影响高三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错综复杂，学校、家

庭、社会、学生应四位一体，积极应对，提高学生自己的心理防

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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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母亲对儿童营养问题认知现状调查
任建立，何雪娟，于彩霞，张丽萍

【摘　要】　目的　了解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对儿童营养认知状况，为有针对性的营养宣教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问卷调
查方法对沧州市两所幼儿园５～６岁在园儿童的母亲２５９人进行有关营养认知状况调查。采用 ＳＰＳＳ软件进行统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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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是儿童的主要家庭膳食制作人和抚养人，对儿童健康
成长至关重要，母亲营养知识不充足，直接影响儿童的营养状

况［１］。为了解母亲对儿童营养相关知识的认知状况，２０１０年９
月我们对学龄前儿童母亲进行了有关儿童营养认知问卷调查。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沧州市区两所幼儿园５～６岁在园儿童的母
亲。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对母亲进行问卷调
查。内容包括婴儿期喂养方式、辅食添加时间和服维生素 Ｄ
（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ＶｉｔＤ）、补钙、多吃胡萝卜与预防佝偻病的关系等。
调查表在家长接孩子时发放，研究者使用统一的指导语，说明

调查目的及意义，要求答卷客观真实，母亲答完问卷后由班级

辅导员统一收回。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方法
为描述性分析和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２６６份，回收有效问卷
２５９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７．４％。其中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占
４９．０３％，高中及中专３２．８２％，初中及以下１８．１５％。
２２　婴儿期喂养情况
２２１　喂养方式　４～６个月内完全母乳喂养儿为２０６人，占
７９．５４％，部分母乳喂养儿为４１人，占１５．８３％，人工喂养儿１２
例，占４．６３％。
２２２　辅食添加　在４个月内开始添加辅食为０．７７％，４～６

基金项目：沧州市科技局立项课题（０８ＺＤ２３７）
作者单位：０６１００１河北省沧州市，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儿科教研室

（任建立，于彩霞，张丽萍）；预防教研室（何雪娟）

通讯作者：任建立，电子信箱：ｗｐｙｒｊｌ＠１６３．ｃｏｍ

月之间为６５．２５％，７～８个月为２４．３２％，９～１２个月为７．３４％，
６个月以上开始添加辅食占３３．９８％。１～３月、４～６月和７～
１２月婴儿辅食添加率与２００５年中国九市调查结果比较［２］，６
个月前辅食添加率明显低于九市城区及郊区（χ２１～３月 ＝２９．４２，
χ２４～６月 ＝３１７．５８，Ｐ值均＜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沧州市与２００５年中国九城市婴儿辅食添加率比较（％）

月龄 沧州市区 九市城区 九市郊区 χ２值

１～３ ０．８ １１．０ １１．４ ２９．４２
４～６ ６６．０ ８２．５ ６９．１ ３１７．５８
７～１２ ９７．７ ９８．９＃ ９６．８ ９９．８３

　　注：与九市城区、郊区比较，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２３　母亲营养认知现状　不知道 ＶｉｔＤ、钙及胡萝卜的营养意
义分别为３４．７５％、２３．１７％、４５．９６％，５．７８％母亲认为多吃胡
萝卜不能预防佝偻病。母亲文化程度与对 ＶｉｔＤ、钙、胡萝卜的
营养意义认知程度有关，文化程度低者认知程度相对较差，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在胡萝卜的营养意义认知上
５９．０６％高学历者存在误区，明显高于低学历者（Ｐ＜０．０１）。见
表２。

表２　母亲文化程度对三种物质预防佝偻病知晓情况（ｎ，％）

组别　　　调查数
服维生素Ｄ
能 不知道

补钙

能 不知道

多吃胡萝卜

能 不知道

大专及以上 １２７ １０１（７９．５３）２５（１９．６９） １１０（８６．６１）１６（１２．６０） ７５（５９．０６） ４１（３２．２８）
高中或中专 ８５ ４９（５７．６５） ３４（４０．００） ６５（７６．４７） ２０（２３．５３） ３３（３８．８２） ４５（５２．９４）
初中及以下 ４７ １６（３４．０４） ３１（６５．９６） ２３（４８．９４） ２４（５１．０６） １７（３６．１７） ３０（６３．８３）
合计　　　 ２５９ １６６（６４．０９）９０（３４．７５） １９８（７６．４５）６０（２３．１７） １２５（４８．２６）１１６（４４．７９）
χ２值 ３２．５２８ ４０．２０１ １５．０９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母乳喂养和科学辅食添加是婴儿期时期合理喂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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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是有机的统一体。纯母乳喂养可满足婴儿理想生长与发

育至６个月［３］。４～６个月是味觉发育的关键时期，此期开始添
加辅食，有利于味觉的发育，防止儿童偏食、挑食，也为断奶做

准备，因此，４～６个月添加辅食有利于婴幼儿健康发育［２－４］。

调查结果显示沧州市４～６个月内纯母乳喂养率为７９．５４％，高
于２００６年中国６个月内婴儿母乳喂养率［５］，超过《中国儿童发

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中提出的０～６个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
达到５０％以上的目标［６］，说明大部分母亲能够认识到母乳喂养

好处；首次添加辅食时间在６月以后者占３３．９８％，８月以后
９．６６％，６个月内婴儿辅食添加率低于九市城区与郊区，存在辅
食添加过晚的情况。

佝偻病是我国儿科重点防治的四病之一。城市患病率在

１０％～２０％左右，农村在２０％～３０％左右，以北方地区为甚，且
城市发病率有增加趋势［７］，９５％左右佝偻病是 ＶｉｔＤ摄入不足
所致，其在婴幼儿时期只要保证摄入适当量的ＶｉｔＤ是完全可以
预防的［８］，有部分小儿是单纯摄钙不足，或两者兼而有之。胡

萝卜含微量钙，对预防佝偻病作用甚微，因此，调查服 ＶｉｔＤ制
剂、补钙和多吃胡萝卜对佝偻病的预防作用可了解母亲对佝偻

病基本防治知识及有关儿童营养知识知晓情况。此次调查发

现母亲对ＶｉｔＤ、钙、胡萝卜的营养意义等知识知晓情况令人不
满意，３４．７５％母亲不了解 ＶｉｔＤ与佝偻病关系，从营养角度，大
部分母亲在佝偻病防治方面存在误区，认为佝偻病为缺钙所

致，与龚群等调查结果一致［９－１０］。近５０％的母亲认为多吃胡
萝卜能预防佝偻病，且与文化程度呈正相关，从而反应当地对

儿童营养的宣传教育水平较差。

综上所述，学龄前儿童母亲对有关儿童营养知识和喂养知

识认识不足，要提高母亲的营养知识水平，需要从最基本营养

知识的宣教抓起，进一步宣传母乳喂养好处，指导家长科学添

加辅食，此外，积极向母亲及看护人宣教营养缺乏病（如缺铁性

贫血、佝偻病）基本防治知识，消除误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

强科学育儿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度，是实现以预防为主的医学

目标重要措施，调查结果表明有关儿童营养知识的宣教需要长

抓不懈，循序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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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标志物作了回顾性分析，并对高胆红素血症患儿轻

型组和重型组的心肌酶值作了比较，结果显示大部分

高胆红素血症患儿（７９．８％）合并心肌损害，且黄疸程
度越重心肌损害程度越重，两组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高胆红素血症合并心肌损害的发
病机理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①干扰心肌细胞的能量
代谢：新生儿患高胆红素血症时，胆红素的升高可引起

心肌细胞结构发生改变，干扰细胞的正常代谢及功

能［５］。高胆红素血症时，血清中胆盐明显增高，而高胆

盐血症可抑制 ＡＴＰ活性，氧的摄取，蛋白质的合成及
对心肌细胞的毒性作用，致细胞内Ｎａ＋，Ｃａ２＋逆浓度进
出发生障碍，细胞内 Ｎａ＋，Ｃａ２＋，Ｃｌ－堆积，渗透压负荷
增加，水分子进入细胞，导致细胞损害。②当胆红素增
高超过肝脏的代谢能力时，也可作为氧自由基堆积体

内，造成心肌损害，心肌细胞膜及线粒体流失破坏，其

内的酶释放入血，而使血清心肌酶含量明显增高［６］。

③高胆红素血症时，血液高切变全血黏度值、低切变全
血黏度值、红细胞聚集指数、血浆黏度等指标均明显高

于正常组，血液黏度明显增高，造成心肌缺氧缺血，从

而导致心肌损害［７］。因此，在对高胆红素血症合并心

肌损害患儿进行退黄同时降低血液黏度有利于患儿的

康复，并改善预后。

心肌酶谱增高对心肌损伤的诊断虽然不是起决定

性作用，但其重要性不可忽视。我们认为测定心肌酶

谱对高胆红素血症引起心肌损害的早期诊断具有辅助

意义。有文献报道增高的血清心肌酶谱值，随着新生

儿高胆红素血症的治愈而降至正常，但不一定造成患

儿心肌细胞的不可逆损害［８－９］。如果早期给予光疗与

退黄治疗，可以避免产生心肌损害。在高胆红素血症

的治疗中，有文献报道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治疗新生

儿黄疸是安全而可靠的［１０］。因此，高胆红素血症对心

肌的影响应该给予高度重视，为儿科临床医生减少高

胆红素血症并发症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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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不同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人群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认知及需求程度影响的调查
殷瑛，王斌，王静

【摘　要】　目的　比较不同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人群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ＮＣＤ）认知现状及需求程度。方法　
选取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的２４０名普通居民为研究对象，将其中不同文化程度和社会支持程度人群对ＮＣＤ相关
知识掌握情况及知识需求程度进行比较。结果　大专及以上和高社会支持人群的ＮＣＤ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及知识需求
程度均高于大专以下和一般、低社会支持程度人群，Ｐ均 ＜０．０５。结论　不同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人群对 ＮＣＤ认
知现状及需求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关键词】　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认知现状；需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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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ｊｕｎｉｏ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ｎｄａｂｏｖｅ，ｈｉｇｈ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ｌｅｖｅｌｗｅｒｅａｌｌ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ｌｏｗｊｕｎｉｏｒｃｏｌ
ｌｅｇｅ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ｏｗ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ｌｅｖｅｌ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ＮＣＤｈａ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ｌｅｖｅｌ；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ｕｓ；Ｄｅｍａｎｄｄｅｇｒｅｅ

　　随着慢性非传染性疾病（ＮＣＤ）在人群中的发病率不断升
高，对于广大人群进行相关知识的干预成为日益引起重视的要

点，而要对人群进行有效干预，了解其对 ＮＣＤ的认知现状及相
关知识的需求程度情况是制定干预措施的必要前提和依

据［１－２］。本文中我们就不同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人群对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ＮＣＤ）认知现状及需求程度进行比较，现将
结果分析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选取２０１１年９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的２４０名普
通居民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１２５名，女性１１５名，年龄１８～７８
岁，平均年龄（４２．２±４．８）岁，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评估：高支持
８２名，一般支持９８名，低支持６０名；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４５
名，高中和中专７４名，初中和小学１２１名。
１２　调查方法　对２４０名普通居民采用调查问卷进行调查，
主要针对其对ＮＣＤ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及知识需求程度进行调
查，并将所有居民中不同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者的上述调

查指标分别归类及比较，然后将数据进行相关的统计学处理。

１３　评价标准　①居民对ＮＣＤ的相关知识掌握情况也采用知
识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评估，问卷上的问题包括对疾病发病、

预防、病因、治疗及相关影响因素等方面的评估，本问卷总分为

０～１００分，其中９０分及以上为优秀，７５～８９分为良好，６０～７４
分为一般，６０分以下为较差，其中优秀率和良好率之和为总优
良率。②居民对ＮＣＤ知识的需求程度的评估也采用问卷的形
式进行调查，问卷中包含四个选项，即需求非常高、较高、一般

及无需求等，其中总需求较高率为非常高率和较高率之和。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 χ２

检验。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７１北京市，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所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中心（殷瑛）；１０００７２北京市，总参谋部卫生防疫队（王斌）；
４３００７０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街办事处（王静）

通讯作者：殷瑛，电子信箱：ｙｉｎｙｉｎｇ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人群对ＮＣＤ相关知识掌握
情况比较　大专及以上和高社会支持人群的 ＮＣＤ相关知识掌
握优良率均高于大专以下和一般、低社会支持程度人群，高中

和中专、一般社会支持人群则高于初中和小学、低社会支持人

群，Ｐ均＜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人群对ＮＣＤ相关知识掌握情况比较（ｎ，％）

项目　　　　 ｎ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优良

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 ４５１５（３３．３３）２２（４８．８９）５（１１．１１） ３（６．６７） ３７（８２．２２）

高中和中专 ７４２２（２９．７３）３２（４３．２４）１２（１６．２２）８（１０．８１） ５４（７２．９７）△

初中和小学 １２１２４（１９．８３）３８（３１．４０）３５（２８．９３）２４（１９．８３） ６２（５１．２４）
社会支持程度 高支持　　 ８２２８（３４．１５）４１（５０．００）９（１０．９８） ４（４．８８） ６９（８４．１５）＃

一般支持　 ９８２７（２７．５５）４０（４０．８２）２０（２０．４１）１１（１１．２２） ６７（６８．３７）
低支持　　 ６０ ６（１０．００）１１（１８．３３）２３（３８．３３）２０（３３．３３） １７（２８．３３）$

　　注：与高中和中专、初中和小学比较，Ｐ＜０．０５；与初中和小学比
较，△Ｐ＜０．０５；与一般支持、低支持比较，＃Ｐ＜０．０５；与低支持比较，
$Ｐ＜０．０５。

２２　不同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人群对ＮＣＤ知识需求程度
情况比较　大专及以上和高社会支持人群对 ＮＣＤ知识需求程
度总较高率均高于大专以下和一般、低社会支持程度人群，高

中和中专、一般社会支持人群则高于初中和小学、低社会支持

人群，Ｐ均＜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人群对ＮＣＤ知识需求程度情况比较（ｎ，％）

项目　　　　 ｎ 非常高 较高 一般 无需求 总需求较高

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 ４５３４（７５．５６）８（１７．７８） ２（４．４４） １（２．２２） ４２（９３．３３）

高中和中专 ７４５１（６８．９２）１２（１６．２２） ７（９．４６） ４（５．４１） ６３（８５．１４）△

初中和小学 １２１５４（４４．６３）２６（２１．４９）２６（２１．４９）１５（１２．４０） ８０（６６．１２）
社会支持程度 高支持　　 ８２６３（７６．８３）１４（１７．０７） ４（４．８８） １（１．２２） ７７（９３．９０）＃

一般支持　 ９８６７（６８．３７）１５（１５．３１）１１（１１．２２） ５（５．１０） ８２（８３．６７）
低支持　　 ６０ ９（１５．００）１７（２８．３３）２０（３３．３３）１４（２３．３３） ２６（４３．３３）$

　　注：与高中和中专、初中和小学比较，Ｐ＜０．０５；与初中和小学比
较，△Ｐ＜０．０５；与一般支持、低支持比较，＃Ｐ＜０．０５；与低支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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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ＮＣＤ）是指长期的，不能自愈的，几乎
不能被治愈的疾病，当前临床主要指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

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精神心理性疾病等一组疾病，其

发生与吸烟、酗酒、不合理膳食、缺乏体力活动、精神因素等有

关［３－４］，即其与人群的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因此对

于本病的控制应从预防抓起，近年来随着本类疾病的发病率呈

现持续升高的趋势，对于其预防知识的调查及干预的研究也越

来越多［５－６］。而对影响人群预防知识及重视性等认知现状的

影响因素的调查显示，定期进行相关知识的宣教是较为有效的

方法，而要做到全面有效的宣教，对影响宣教效果因素的全面

了解是必要的前提之一［７－８］。

本文中我们就不同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人群对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ＮＣＤ）认知现状及需求程度进行比较，研究显
示，文化程度和社会支持程度较高的人群其对于相关知识掌握

的情况也相对更好，而对人群的疾病知识需求程度的调查则进

一步显示，较高文化程度和社会支持程度的人群对其需求程度

更高。分析原因，我们认为社会支持程度和文化程度较高的人

群，对于疾病预防的意识更高，经济、心理及时间方面更为宽

裕，对于相关知识接触的概率也相对更高［９－１０］，因此同样宣教

程度下对于此类患者的影响往往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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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４３９页）
年１月１３日卫生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活动的通知》后，我们认真学习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活动指导方案的要求和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考指标体

系。并对照标准，及时进行查漏补缺。通过对照示范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参考指标体系进行自查，将得分前３名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进行申报。

２　结果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连续３年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整体管理评估
中，获得 Ａ级质量的中心在 ５～６个之间，Ａ级率达到
２２．７３％～２７．２７％，远远高于全市１０．００％的Ａ级率，没有一家
是Ｃ级质量［６－８］。在２０１１年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活动
中，成功创建１个国家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２个广东省示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　讨论
３１　政府重视社区支持，是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前提［９－１０］　
宝安区政府成立了以副区长为组长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领导

小组，将社区卫生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社区建设规划

和政府年度工作目标，制订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规划》，

明确了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从而使社区卫生服务发展中存在

的主要困难都能得到较好的解决。例如，在业务用房方面。观

澜街道２２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业务用房中，有８个是由社
区股份公司无偿提供的、有３个是企业无偿提供的、有３个是
观澜人民医院自有的房子，这些业务用房的位置、面积都较为

适合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而且平均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业务用房面积达到１０００ｍ２以上。社区股份公司等企业能这
样大力度的支持社区卫生事业，没有当地政府的重视是做不到

的。

３２　较高素质人才队伍，是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关键　在当
地各级政府部门领导的重视支持下，近２年观澜街道２２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从全国各地招调了４３名副高以上专业技术人
员，引进了８名硕士毕业生，使人才结构得到较好的改善。１５６
名医生中，中级以上职称的有１３２人，占８４．６２％。正是有了这
样一支素质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使观澜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虽然，观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好成绩，

也得到领导的肯定。但是，距离群众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

我们将继续按照深圳市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的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的要求，把我们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工

作做得更好，为辖区群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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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广州市越秀区登峰街道流动儿童免疫接种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鲍建敏，胡红艳，任建华

【摘　要】　目的　了解广州市越秀区登峰街道流动儿童免疫接种状况，分析影响流动儿童接种率的因素，为流动儿童
免疫规划科学管理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典型抽样的方法，在流动儿童主要聚集地入户调查了流动儿童９８０名，调查内
容包括儿童及家长基本信息、疫苗接种情况及未接种的原因等。结果　流动儿童单苗接种率为７６．０２％～８１．９４％，“六
苗”全程接种率为６２．６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影响儿童疫苗接种的因素包括：母亲教育水平、家庭居住情况、家长传
染病与免疫预防知识得分、接种点与儿童居住地的距离。结论　登峰街道流动儿童疫苗接种率偏低，应加大预防免疫知
识的宣传力度，积极争取政府重视，加强部门间的合作，提高流动儿童疫苗接种率。

【关键词】　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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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作为广东省第一大城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制
造业和商业非常发达，由此吸引了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同时流

动儿童的健康问题也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１］。大多

数外来务工人员只知道有病应该治疗，但缺乏预防胜于治疗的

医学常识；同时，由于流动儿童的家长多数忙于生计，对儿童的

预防保健意识淡薄，从而导致了部分流动儿童漏建卡、漏接种

现象的发生［２］。目前，流动儿童的免疫预防接种管理问题已经

成为计划免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为了了解流动儿童的免疫

接种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并为进一步改善流动儿童免疫接种服

务质量提供依据，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广州市越

秀区登峰街道流动儿童的免疫接种情况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在广州市越秀区登峰街道流动儿童集中居住
区域，以典型抽样的方式选取在该地区连续居住时间大于３个
月，且年龄在６周岁以下的非广州市户籍的儿童及家长。排除
标准：患有预防接种禁忌症的儿童，孤儿院抚养的儿童，家长患

有认知障碍的儿童。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统一编制的《广州市越秀区登峰街道流
动儿童免疫接种实施情况及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流动儿童家

长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儿童及家庭基本情况、儿童免疫

接种情况、未接种或未及时接种的原因等。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导入 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统计分析。采
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筛选影响流动儿童免疫接种的因
素。

２　结果
２１　流动儿童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１０２０份，收

作者单位：５１００９１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登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通讯作者：鲍建敏，电子信箱：１９７８３０８８＠ｑｑ．ｃｏｍ

回有效问卷９８０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６．０８％。其中，省内户籍流
动儿童 ４９６名 （５０．６１％），省外户籍流动 儿 童 ４８４名
（４９．３９％）；男童４８６名（４９．５９％），女童４９４名（５０．４１％）；０～
岁组儿童２０８名（２１．２２％），１～岁组儿童 １６０名（１６．３３％），
２～岁组儿童 １３４名 （１３．６７％），３～岁组儿童 １８８名
（１９．１８％），４～岁组儿童１４４名（１４．６９％），５～６岁组儿童１４６
名（１４．８９％）。
２２　流动儿童基础免疫接种率　流动儿童卡介苗（ＢＣＧ）、脊
髓灰质炎疫苗（ＯＰＶ）、百白破疫苗（ＤＴＰ）、麻疹疫苗（ＭＶ）、乙
肝疫苗（ＨＢＶ）、乙脑（ＪＥ）的接种率分别为８１．９４％、８１．１２％、
７６．０２％、７９．０８％、８０．２０％、７９．８０％，均低于国家要求的单苗接
种率大于９０％的标准，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六
苗”全程接种率仅为６２．６５％。见表１。

表１　登峰街道流动儿童预防接种情况（ｎ，％）

疫苗类别 疫苗接种情况 Ｚ值 Ｐ值

卡介苗 ８０３（８１．９４） ６．０２１ ＜０．０１
脊灰疫苗 ７９５（８１．１２） ６．７７４ ＜０．０１
百白破疫苗 ７４５（７６．０２） １０．３８９ ＜０．０１
麻疹疫苗 ７７５（７９．０８） ８．１３１ ＜０．０１
乙肝疫苗 ７８６（８０．２０） ７．３７９ ＜０．０１
乙脑疫苗 ７８２（７９．８０） ８．０１２ ＜０．０１
“六苗”全程 ６１２（６２．６５） － －

　　注：流动儿童疫苗接种率与国家要求的单苗接种率的比较。
２３　未接种原因分析　登峰街道未全程接种“六苗”的流动儿
童３６８名，调查流动儿童家长未接种的原因，选择频次最多的
前３位原因分别为：“掌握的预防接种和传染病知识太少，不知
道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占３２．５４％；“疫苗接种不是１００％产生
抗体，担心接种后不产生保护作用”占２０．６３％；“预防接种时
间，刚好和我的上班时间一致，接种不方便”占１１．１１％。以上
是造成流动儿童免疫接种率较低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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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流动儿童免疫接种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以广州市越秀区
登峰街道流动儿童是否进行“六苗”全程接种作为因变量（进行

“六苗”全程接种：Ｙ＝１，未进行“六苗”全程接种：Ｙ＝０），各相
关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变量筛选方
法：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Ｒ，变量入选标准 ＝０．０５，剔除标准为０．１），筛选
影响流动儿童疫苗接种的相关因素。结果显示：“母亲教育水

平”、“家庭居住情况”、“家长传染病与免疫预防知识得分”、

“疫苗接种点的距离”是影响流动儿童接受疫苗接种的因素。

分析结果见表２。
表２　影响广州市登峰街道流动儿童疫苗接种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ｂ Ｓ．Ｅ Ｗａｌｄχ２ ＯＲ ＯＲ９５％ＣＩ Ｐ值

母亲教育水平 ０．７１４ ０．２９２ ５．９６９ ２．０４２ １．１５２～３．６２２ ０．０１５
家庭居住情况 ０．７７７ ０．１５９ ２３．７３８ ２．１７４ １．５９１～２．９７２ ０．００１
家长免疫预防知识得分 ０．４２２ ０．０５９ ９．８２９ １．５２５ １．３５７～１．７１３ ０．００２
疫苗接种点与居住点的距离 ０．７９４ ０．２６４ ９．０８２ ２．２１３ １．３２０～３．７１０ ０．００３

３　讨论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流动儿童基础免疫疫苗接种率为
７６．０２％～８１．９４％，“六苗”全程接种率为６２．６５％，各项免疫接
种指标均处于较低水平，存在部分免疫空白人群，这是目前免

疫规划工作面临的最大困难和挑战。由于流动人口流动性大，

居所不固定，导致流动儿童的迁入、迁出频繁难以进行有效的

预防接种服务及管理；同时，由于流动儿童家长文化程度普遍

较低、疾病预防意识淡薄，也影响了预防接种工作的正常开

展［３－６］。影响流动儿童家长未能或未及时为儿童进行免疫接

种的前３位原因分别为：“掌握的预防接种和传染病知识太少，
不知道疫苗接种的重要性”；“疫苗接种不是１００％产生抗体，
担心接种后不产生保护作用”；“预防接种时间刚好和我的上班

时间一致，接种不方便”。这些是造成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率较

低的主要原因，占６４．２８％。因此，要提高流动儿童的接种率，
首先要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加强医务部门和民政、公

安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实现信息资源的充分共享，切实改善

流动儿童的免疫服务现状。其次针对流动人口文化程度较低、

免疫预防知识缺乏这一现状，应当在劳动、社区等部门的配合

下选择适宜的宣传内容，消除流动儿童家长的疑虑，提高他们

的预防接种意识，使儿童家长主动接受免疫接种。同时要积极

争取政府重视，在流动儿童聚集地设立预防接种门诊或为流动

儿童提供上门服务［７－１０］。

调查结果还显示，母亲教育水平越高，流动儿童预防接种

率也越高，母亲是流动儿童的主要监护人，承担着照顾和教育

儿童的任务，母亲的文化程度直接影响了其预防接种知识的接

受和掌握程度，继而影响了儿童的预防接种行为。家长免疫知

识得分越高，儿童预防接种率也越高，家长的预防免疫知识得

分包含了家长对免疫接种的认识、态度以及预防保健意识，得

分越高越容易接受免疫接种。家庭居住条件越好的流动儿童

其预防接种率越高，可能是由于租用出租屋居住的儿童家庭，

流动性大，往往不能有效的接受全部的预防保健服务，致使预

防接种率较低。预防接种点与儿童居住地之间的距离越远，在

时间安排和路程花费上就越容易影响儿童预防接种的实施。

因此，在普及免疫预防保健知识的同时，应该根据不同的文化

程度、流动人口的特点采取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同时加强医

务部门与教育部门的密切合作，加强流动儿童入托、入学接种

证的查验工作，及时查漏补种，提高流动儿童疫苗接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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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步行过程中降低能耗的关键是减少重心的摆动。

人体重心的摆动幅度和频率反映人体运动的平衡能

力。行走过程中髋、膝、踝身体各部位的协调运动也是

为了减少重心的移动。正常步行时重心变化在矢状面

内表现为周期性上下移动，运动轨迹为正弦波；额状面

内表现为左右往复运动，轨迹同样形成正弦波［９］。综

上所述，臀肌挛缩患者的重心晃动大于正常人，其行走

的稳定性差于正常人，运动中能耗高于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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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２０１１年邹城市居民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
齐振标，赵公之，张俊琳

【摘　要】　目的　探讨邹城市居民恶性肿瘤的发病与死亡特征，为肿瘤综合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对邹城市肿瘤
登记处２０１１年恶性肿瘤的发病资料和死亡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邹城市２０１１年恶性肿瘤粗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
为２８６．２６／１０万（其中男性３５６．９１／１０万，女性２１０．４６／１０万）和１５７．９５／１０万（其中男性２０１．９９／１０万，女性１１０．６９／１０
万）。男性发病率是女性的１．８２倍。发病率居前５位的恶性肿瘤：肺癌、食管癌、胃癌、肝癌和乳腺癌；死亡率居前５位
的恶性肿瘤：肺癌、食管癌、胃癌、肝癌和结直肠癌。除了乳腺癌和宫颈癌外，主要恶性肿瘤的死亡率男性均高于女性。

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结论　肺癌是邹城市居民发病和死亡均居首位的恶性肿瘤，其
次是消化系统恶性肿瘤。肺癌等恶性肿瘤是危害邹城市居民健康和生命的主要因素，扩大防癌健康教育，做好高危人群

的早诊早治是邹城市今后肿瘤防控工作的关键。

【关键词】　恶性肿瘤；发病率；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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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ｔｕｍｏ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近年来，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世界范围内呈上升趋
势，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存的疾病之一，已经成为全球最

大的公共卫生问题［１－２］。为探讨邹城市恶性肿瘤发病及死亡

状况，为恶性肿瘤综合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笔者对２０１１年
邹城市居民恶性肿瘤的发病和死亡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监测对象为２０１１年邹城市户籍确诊为恶性
肿瘤发病和死亡病例，资料来自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和山东省慢病监测系统，人口资料由邹城市公安局提供。

１２　分析方法　根据《中国肿瘤登记工作指导手册》［３］，参照
国际癌症研究中心（ＩＡＲＣ）／国际癌症登记协会（ＩＡＣＲ）《五大
洲癌症发病率》对肿瘤登记资料的有关要求，对邹城市２０１１年
的肿瘤发病和死亡资料进行审核和整理，对数据质量的完整性

和可靠性作了评估；采用ＩＣＤ１０和ＩＣＤＯ３对所登记的肿瘤发
病资料和死亡资料进行编码和分类。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采用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
资料整理和数据分析。发病率和死亡率以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
据进行人口标化，标化率的比较采用二项分布的正态近似原理

作检验。

作者单位：２７３５００山东省邹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讯作者：齐振标，电子信箱：ｑｚｂｇｊ＠１６３．ｃｏｍ

２　结果
２１　死亡基本情况　邹城市 ２０１１年居民年平均人口
１１５７３３６人，报告死亡７１１２人，居民总粗死亡率６１４．５１／１０万，
其中恶性肿瘤死亡１８２８人，粗死亡率１５７．９５／１０万，占总死亡
数的２５．７０％，居各种死因的第１位；第２位为心血管疾病，占
２２．７４％；第３位为脑血管疾病，占２２，８５％；第４位是伤害，占
１２．１３％；第５位是呼吸系统疾病，占１１．９２％，以上５者共占全
部死亡人数的９３．３５％。
２２　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情况　由表１可见，２０１１年邹城市
居民恶性肿瘤报告发病３３１３例，粗发病率为２８６．２６／１０万，标
化发病率为２２０．１３／１０万，男女性标化发病率差别有统计学意
义（ｕ＝６．５１，Ｐ＜０．０５）；患肿瘤死亡 １８２８人，粗死亡率为
１５７．９５／１０万，标化死亡率为１２１．４６／１０万，其中男性标化死亡
率为１６４．１４／１０万，女性标化死亡率为８０．４９／１０万，差别有统
计学意义（ｕ＝５．３５，Ｐ＜０．０５）。
２３　恶性肿瘤发病率顺位　由表２可见，恶性肿瘤发病率前６
位为肺癌、食管癌、胃癌、肝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这６种恶性
肿瘤占全部恶性肿瘤的８０．８３％。其中，男性发病率前６位为
肺癌、食管癌、胃癌、肝癌、结直肠癌、膀胱癌：女性前６位为肺
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肝癌、子宫癌。

２４　恶性肿瘤死亡率顺位　由表３可见，恶性肿瘤死亡率前６
能为肺癌、食管癌、胃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占全部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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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死亡的８３．９７％。其中男性前６位为肺癌、食管癌、胃癌、
肝癌、结直肠癌、白血病；女性前６位为肺癌、食管癌、胃癌、乳
腺癌、肝癌、宫颈癌。

２５　男女年龄别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恶性肿瘤发病率从４５
岁组后上升明显，在５５岁组后达到平均水平，在７５岁组达到
高峰，男、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分别达到 ２５５６．９８／１０万和

１０７４．３３／１０万，而且男女间恶性肿瘤发病率的差异随着年龄的
增加而明显增大；恶性肿瘤死亡率从４５岁组后上升明显，直到
８５岁组达到高峰，男、女性恶性肿瘤死亡率分别达到２０２１．７７／
１０万和１１０８．４０／１０万。从６５岁组开始，死亡率加速上升，而
且男女间恶性肿瘤死亡率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明显增大。

表１　２０１１年邹城市居民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

性别 平均人口
发病情况

发病人数 粗发病率（１／１０万） 标化率（１／１０万）
死亡情况

死亡人数 粗死亡率（１／１０万） 标化率（１／１０万）
男 ５９９０３８ ２１３８ ３５６．９１ ２９０．０２ １２１０ ２０１．９９ １６４．１４
女 ５５８２９８ １１７５ ２１０．４６ １５３．０４ ６１８ １１０．６９ ８０．４９
合计 １１５７３３６ ３３１３ ２８６．２６ ２２０．１３ １８２８ １５７．９５ １２１．４６

表２　２０１１年邹城市居民前６位恶性肿瘤发病率

顺

位

男性

肿瘤

名称

发病率

（１／１０万）

女性

肿瘤

名称

发病率

（１／１０万）

全人群

肿瘤

名称

发病率

（１／１０万）
１ 肺癌　　 １２３．０３ 肺癌　　 ４８．１８ 肺癌　　 ８６．９２
２ 食管癌　 ６５．１０ 乳腺癌　 ３２．４２ 食管癌　 ４８．８２
３ 胃癌　　 ４８．５８ 食管癌　 ３１．３５ 胃癌　　 ３５．７７
４ 肝癌　　 ４４．０７ 胃癌　　 ２２．０３ 肝癌　　 ２９．８１
５ 结直肠癌 １７．３６ 肝癌　　 １４．５１ 乳腺癌　 １５．６４
６ 膀胱癌　 ８．５１ 宫颈癌　 １１．２８ 结直肠癌 １４．４３

表３　２０１１年邹城市居民前６位恶性肿瘤死亡率

顺

位

男性

肿瘤

名称

死亡率

（１／１０万）

女性

肿瘤

名称

死亡率

（１／１０万）

全人群

肿瘤

名称

死亡率

（１／１０万）
１ 肺癌　　 ６２．２７ 肺癌　　 ２４．９０ 肺癌　　 ４４．２４
２ 食管癌　 ３８．２３ 食管癌　 １９．１７ 食管癌　 ２９．０３
３ 胃癌　　 ３５．２２ 胃癌　　 １７．３７ 胃癌　　 ２６．６１
４ 肝癌　　 ３３．５５ 乳腺癌　 １０．７５ 肝癌　　 ２２．３８
５ 结直肠癌 ５．３４ 肝癌　　 １０．３９ 结直肠癌 ５．１８
６ 白血病　 ４．３４ 宫颈癌　 ６．４５ 乳腺癌　 ５．１８

３　讨论
　　邹城市位于山东省南部，地处泰沂南麓，是新兴能源工业
城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人均寿命

的延长，发生恶性肿瘤高年龄组人口比例显著增加；伴随工业

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环境的改变，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也增加了

人群恶性肿瘤发病的危险。邹城市２０１１年恶性肿瘤发病和死
亡分析结果显示：邹城市居民首位死因为恶性肿瘤，死亡率

１５７．９５／１０万；发病率为２２０．１３／１０万，说明恶性肿瘤已经成为
危害辖区居民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

邹城市男女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随着年龄呈递增

趋势，而且男性高于女性，提示恶性肿瘤对男性的危害可能大

于女性，与国内相关研究结果类似［２，４－６］。４５岁以后发病率和
死亡率显著增加，７５～８５岁达到高峰，因此，中老年人成为邹城
市预防恶性肿瘤的重点人群。

２０１１年邹城市男性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为３５６．９１／１０万，肺
癌发病率最高，为１２３．０３／１０万，其次是食管癌、胃癌、肝癌和结
直肠癌；女性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为２１０．４６／１０万，肺癌发病率最
高，为４８．１８／１０万，其次是乳腺癌、食管癌、胃癌和肝癌。男性
恶性肿瘤的死亡率为２０１．９９／１０万，肺癌死亡率最高，为６２．２７／
１０万，其次是食管癌、胃癌、肝癌和结直肠癌；女性恶性肿瘤的
死亡率为１１０．６９／１０万，肺癌发病率最高，为２４．９０／１０万，其次
是食管癌、胃癌、乳腺癌和肝癌。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的顺位

显示：肺癌是首位恶性肿瘤，男性肺癌发病率是女性的２．６倍，
这一结果与上海市［７］和哈尔滨市［８］的情况类似。因此，开展全

民戒烟运动预防肺癌等疾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食管癌、胃

癌、肝癌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肿瘤的发病与高脂、高胆固醇、

低维生素食品摄入量的增加［９］和体力活动的缺乏有关，女性乳

腺癌发病率居恶性肿瘤的第２位，死亡率为第４位，相关研究提
示，女性月经初潮年龄提前、婚育年龄和绝经年龄推迟，哺乳时

间缩短、肥胖等因素有关［１０－１１］，乳腺癌是被国际公认的可以通

过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降低死亡率的肿瘤之一［１２］。

开展乳腺癌筛查，早期发现，同时开展健康教育，降低乳腺癌的

发生。

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日趋增高，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

重的经济和疾病负担。开展全人群和高危人群防癌势在必行，

在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积极推荐恶性肿瘤的三级预防。倡导

健康生活方式，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加强环保、控制感染，普及

肿瘤防治知识，使居民正确对待肿瘤；对高危人群定期预防性

筛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降低或减缓病例的发生。促进邹城

市恶性肿瘤的防治措施的落实，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

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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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济南铁路系统员工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体检口腔健康状况调查
赵戈，赵佳

【摘　要】　目的　了解济南市铁路系统９２个单位部门１８～６０岁各年龄段查体职工口腔健康状况，收集体检者口腔常
见病检查结果的基线材料，进行统计分析。方法　根据第３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方案，对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
年度在我院进行查体的铁路系统各个部门１８～３０，３１～４０，４１～５０，５１～６０岁和６０岁以上５个年龄组人群的患龋、牙周
病、缺牙率及楔状缺损等常见病检出情况进行流行病学抽样调查。采用ＳＡＳ５．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牙结石，
牙周病（包括各类牙龈炎及牙周炎）患龋率、缺牙及修复情况、残根、残冠、楔状缺损作为统计指标。结果　通过统计资
料显示口腔常见病发生率占查体人数的９４．２６％，而其中生活环境，经济状况，卫生习惯相对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
体中患病率及严重程度要明显低于对照人群。结论　通过检查发现查体职工的口腔预防保健意识薄弱，尚未形成个人
有效口腔保健行为，应引起查体职工和口腔医务工作者的重视。

【关键词】　口腔健康检查；龋齿；牙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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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济南铁路系统职工的口腔常见病的发病情况，监测
患病趋势，掌握基线资料和铁路职工对口腔健康知识的认知情

况，我们对济南铁路系统职工进行口腔情况调查，并将调查数

据整理和分析，为医疗工作人员今后采取有针对性的口腔健康

教育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为济南铁路局运输系统各个基层工作单位及
机关行政部门来我院体检的干部和职工，年龄跨度为１８～６５
岁，共计５７６３４人，其中２０１０年口腔检查为２６７９７人，２０１１年
口腔检查为２７１７６人。
１２　调查方法　所有检查均由２人完成，采用世界卫生组织
口腔基本方法的标准，每位均由专业医师采用口镜、镊子、探针

在自然光线下进行检查并记录［１］。

１３　调查项目　①牙列情况：牙列缺损、缺失，龋齿，牙体疾
患。②牙周情况：牙结石，牙龈炎症情况，牙周袋和牙齿松动
度。③楔状缺损情况。④失牙、存留牙及义齿修复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ＡＳ５．０软件。

２　结果
２１　牙周情况　见表１。由表１可见２０１０年牙结石检出率高
于２０１１年，两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８１．３４％ ｖｓ７８．９２，Ｐ＜
０．０１）。而２０１０年及２０１１年牙周病患病率的水平相仿，差异无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００济南市，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口腔科（赵
戈）；济南市口腔医院（赵佳）

通讯作者：赵戈，电子信箱：ｘｒｎｄｄ＠１６３．ｃｏｍ

统计学意义。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济南市铁路系统职工体检口腔牙周状况（％）

年龄（岁）
２０１０年

牙结石检出率 牙周炎检出率

２０１１年
牙结石检出率 牙周炎检出率

２０～ ８３．９６ ８７．６７ ８５．０１ ８２．１１
３５～ ７５．４５ ８７．１３ ８０．９８ ８４．７４
５０～ ８２．５６ ８８．４７ ８４．５７ ８９．３１
６５～ ６９．３３ ８９．３２ ６４．２５ ８７．９６
合计 ８１．３４ ８３．９７ ７８．９２ ８３．２９

２２　龋病患病情况　见表２。由表２可看出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
查体人群的龋均随年龄增大呈上升趋势，两年间患龋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８３．７６％ ｖｓ７９．３７％，Ｐ＜０．０１）。而２年间残根残
冠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济南市铁路系统职工体检龋病患病情况

年龄（岁）
２０１０年

龋均 残根残冠比率（％）
２０１１年

龋均 残根残冠比率（％）
２０～ ２．８４ １６．７１ ３．０６ １８．３７
３５～ ５．２７ ２１．６８ ５．７９ １９．７６
５０～ ８．４５ ２５．９４ ７．６１ ２４．１７
６５～ １３．６２ ３９．４４ １４．３７ ４２．８９
合计 ６．４１ ２２．４５ ７．２２ ２２．７８

２３　楔状缺损情况　见表３。由表３可见２０１０年及２０１１年楔
状缺损患病率的水平相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４　失牙、存留牙及义齿修复情况　统计表明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１１
年人均缺牙数随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义齿修复率也呈上升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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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患龋情况　龋齿是牙齿在细菌、食物、宿主等因素的共同
作用下，其硬组织出现无机物脱矿，有机物破坏的一种疾病。

从检查结果看，平均患龋率为８１．５７％，平均龋均为６．８２，而且
由牙龈退缩后龋齿破坏到一定深度累及到所有牙面产生的根

面龋随年龄增长而明显增多［２－３］，各年龄组残根、残冠比率与

年龄有明显的正相关性，而龋齿充填率仅为１０．３２％，处于较低
的等级水平，这主要与口腔健康保健意识、口腔预防保健措施、

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糖的摄入及局部氟化物的应用有密切关

系［４］。

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济南市铁路系统职工体检口腔楔状缺损情况

年龄（岁）
２０１０年

楔缺牙均数 检出率（％）
２０１１年

楔缺牙均数 检出率（％）
１８～ ０．８７ １７．８７ ０．９２ １９．０４
３０～ ２．６２ ２０．８１ ２．６７ ２２．９１
４０～ ４．３１ ２２．３８ ４．７６ ２１．３５
５０～ ５．７６ ２４．２２ ５．８４ ２６．０９
６０～ ５．０９ ２１．６７ ５．４１ ２４．２６
合计 ３．７３ ２１．１４ ３．９２ ２２．３５

３２　牙周及牙结石情况　牙周病是指发生在牙支持组织的疾
病，包括仅累及牙龈组织的牙龈病和波及深层牙周组织（牙周

膜、牙槽骨、牙骨质）的牙周炎，病因分为局部因素包括：①菌
斑。②牙石，位于龈缘以下、龈袋或牙周袋内的根面上的龈下
牙石构成了菌斑附着和细菌滋生的良好环境。对牙龈组织形

成刺激［５］。③创伤性咬合，在咬合时，若咬合力过大或方向异
常，超越了牙周组织所能承受的合力，致使牙周组织发生损伤。

④其他包括食物嵌塞、不良修复物、口呼吸等因素也促使牙周
组织的炎症过程。⑤吸烟，目前大量研究普遍认为吸烟影响局
部的血运循环，影响体液免疫，细胞免疫［６］。⑥其他因素。从
检查结果看较高年龄段牙周病患病人数和严重程度远远高于

较低年龄组，同时通过问询发现，不良生活习惯和口腔保健意

识的缺乏是导致牙周病的重要因素。

３３　楔状缺损情况　楔状缺损是牙颈部硬组织在某些因素长
时间综合作用下发生的缓慢、进行性的缺损。其形成原因：①
刷牙。②牙颈部釉牙骨质界处的结构比较薄弱，易被磨去，有
利于缺损的发生。③酸的作用，龈沟内的酸性渗出物与缺损有
关。④牙体组织疲劳，于应力集中区出现破坏。检查发现高年
龄组楔状缺损不仅累计牙位多，严重程度和并发症也最高。常

引起牙髓、根尖周炎症、牙折和失牙等并发症。

３４　失牙、存留牙及义齿修复情况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存留牙数已成为衡量人们口腔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牙

列缺损，缺失的出现往往是不注意预防及治疗龋病，另一方面

严重的牙周病也是造成失牙的重要因素。当缺失牙占全口的

１／４以上时，就会影响口腔正常咀嚼功能，从而影响食物的消化
和吸收［７］。检查结果显示５０～６５岁年龄组的失牙数呈现明显
递增，统计数据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龋病和牙周病对口腔功能的

损害。多年来，义齿修复治疗是临床解决缺牙问题的常规方

法，但活动义齿存在缺乏感觉、咀嚼效率不高等缺点，从而造成

使用者不愿意戴用。有不少患者检查时没有使用义齿，多数原

因为戴用不舒服、不合适。

３５　其他情况　口腔黏膜异常患者共检出６２例，其中扁平苔
藓２９例，黏膜白斑１２例，口腔黏膜纤维化５例（３人有嚼槟榔
史），尚未确诊１６例，占口腔健康检查总人数的０．２２３％。２０１０
年度确诊毛细血管瘤１例，及时进行了手术切除，另一例海绵
状血管瘤以５％鱼肝油酸钠行注射治疗，效果显著［８］。２０１１年
度出现１例全口多数残根残冠并伴牙痛，牙周脓肿而全身症状
较轻，经单纯牙体牙周治疗未见改善，经摄全景片和穿刺检查

明确为牙源性上颌窦炎，进行了对症治疗，已痊愈［９］。其余疑

似肿物经确诊混合瘤３例，肿物待查２１例，占口腔健康检查总
人数的０．０８６％。

综合上述检查结果来看，铁路查体职工总人群的口腔预防

保健知识缺乏，无法形成良好的口腔保健行为。口腔健康行为

包括：①口腔卫生行为；②自我口腔保健行为；③采取预防保健
措施的行为；④口腔服务设施利用行为［１０］。从各单位口腔健

康检查结果比较来看，口腔常见病发生率占查体总人数的

９４．２６％，口腔健康状况无法令人满意，而生活环境、经济状况、
卫生习惯相对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机关单位职工的口腔健

康情况要明显好于基层单位职工，由此看来，只有使查体人员

深刻认识对口腔健康起危害作用的各种影响因素，才能更好地

帮助其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维护其口腔健康。同时口腔

医务工作者也应该不断提高自身医疗技术水平，为患者提供更

加完善的口腔预防措施，提高口腔医疗服务水平，为缺牙患者

提供高质量的义齿修复，只有口腔医务工作者和健康查体职工

共同努力，才能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真正实现“健康的

牙齿伴随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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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医改框架下社区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现况调查分析
张莉莉，李新，丁洪月

【摘　要】　目的　了解长春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力资源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方法　２０１１年对长春市１０１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力资源基本情况进行统一问卷调查，并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结果　１０１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有职
工２６８４人，院均２６．５７人。医师

!

床位比为１．０∶１．２６，护士
!

床位比为１．０∶１．５２，执业医师高、中、初级职称之比为
１．０∶３．８∶０．０８。注册护士年龄均以３５～岁组为主，占４２．９７％。学历、职称分别以中专学历、中级职称为主，分别为
５８．９７％、７７．７１％。结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数量不足，比例不合理，医护人员年龄偏高，学历、职称偏低，需进
一步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和总体素质，以适应医改框架下社区卫生服务，并满足居民社区卫生服

务的发展与需求。

【关键词】　社区卫生服务；人力资源；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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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人力资源是指经过卫生职业训练，能够根据群众需要
而提供卫生服务的人员，它是实现卫生服务目标最重要的资

源，对医疗机构乃至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调查通

过对２０１１年长春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力资源现状进行调查
分析［１］，旨在医改框架下对社区卫生服务整体水平进行全面掌

握，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以便更好地发挥社区卫生服务的作用，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服务能力，以适应医改的发展需要。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长春市１０１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下属卫
生站，其中市区２７８家，双阳区７家，农安县４家，九台市４家，
榆树市４家，德惠市４家。
１２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调查长春市１０１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的卫生人力资源现状。由长春市卫生局医学情

报所牵头，制定统一的调查问卷，召开会议统一培训相关调查

人员。问卷内容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业人员的数量、构

成、年龄、学历、职称及医护人员情况等。共发放问卷１０１份，
回收１０１份，剔除无效问卷２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８．０２％。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建立数据库，双轨录入并
进行逻辑审核，运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描述和
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基本情况　１０１家社区卫生服务

作者单位：１３００３１吉林省长春市吉柴医院护理部（张莉莉）；长春市，长
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卫生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李新）；长春

市经开区东方广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丁洪月）

通讯作者：李新，电子信箱：ｃｍｃｌｘ＠１６３．ｃｏｍ

中心（站）共有职工 ２６８４人，男性 ７１７人，占 ２６．７０％。院均
２６．５７人，其中城区１８１０人，农村８７４人，城区社区服务专业技
术人员占总人数的６７．４３％。专业结构以医生和护士所占比例
较大，分别占３４．５０％和２８．５８％，医护比为１∶０．８３。
２２　床位数与医护人员比例　１０１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实际开放床位数１１６５张，医师／床位比为１∶１．２６，护士／床位
比为１∶１．５２；其中榆树市医师／床位比、双阳区护士／床位比最
高。

２３　专业技术人员年龄、学历、职称结构　执业医师的年龄均
以３５～、４５～岁组为主，分别占４２．１２％和３０．３８％。学历以大
专为主，占 ３７．７０％，本科及以上学历和中专学历分别占
１７．６７％和２６．３８％。执业医师的职称以中级为主，占７７．６７％，
正高、副高级职称分别占３．８８％和１６．８３％，高、中、初级职称之
比为１∶３．８∶０．０８。注册护士年龄均以３５～、４５～岁组为主，
分别占４２．９７％和３１．８３％。学历以中专学历为主，占５８．９７％，
护士职称以中级职称为主，占７７．７１％（见表１）。
２４　医护人员工作年限情况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专业人
员工作年限偏长，２０年组构成比为３３．５４％。执业医师工作年
限以２０～年限组为主，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３１．７９％，１０～年
限组为次位。注册护士则均以２０～年限组为主，占４３．９４％。
位居二、三位为１０～、≥３０年限组，分别占人员总数的２０．１９％
和２０．０３％（见表２）。

３　讨论
　　本调查显示，１０１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有职工２６８４人，
院均２６．５７人。医师

%

床位比为１．０∶１．２６，护士
%

床位比为

１．０∶１．５２，执业医师高、中、初级职称之比为１．０∶３．８∶０．０８。
护理人员年龄以３５～岁组为主，占４２．９７％，以中专学历、中级

·２５４·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３月 第１１卷 第 ３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３　　



职称为主，分别为５８．９７％、７７．７１％。社区卫生服务专业人员
与配置标准尚有很大差距［２－３］，年龄偏大，医师人员中，３５～岁
组人员占比例为４１．４２％，护士比例３５～岁组占４２．９７％。承
担社区卫生服务岗位医护人员学历结构以大专、中专为主，分

别占３７．７０％和５８．９７％。基层医疗单位医床比（１∶１．２６），护
床比（１∶１．５２），构成具有明显的不同，低于全国一般水平（１∶
１．６～１．７），明显未达到标准，比美国洛杉矶州医院（１∶２．６０），
日本大阪大学附院（１∶１．２２）略低［４］。

表１　长春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卫生人员基本情况构成（％）

基本

情况
分组 总构成比

卫生技术人员（构成比）

执业医师 注册护士 药师 技师 其他

其他技

术人员
管理人员

年龄（岁） ＜２５ ３．２２ ０ ６．３ １．８６ １．０５ ７．１０ ７．０６ ０．９３
２５～ １４．０４ ９．７１ １３．８９ ８．７０１１．５８３３．１４ ３０．５９ １８．６９
３５～ ４２．１２ ４１．４２ ４２．９７ ３４．１６４７．３７３９．０５ ３４．１２ ４７．６６
４５～ ３０．３８ ３２．２０ ３１．８３ ４２．８６２５．２６１６．５７ ２３．５３ ２１．５０
５５～ ８．５７ １２．９４ ４．８５ １１．８０１４．７４ ２．３７ ４．７１ ９．３５
≥６０ １．６７ ３．７２ ０．１６ ０．６２ ０ １．７８ ０ １．８７

学历　　　 研究生 １．０４ １．６２ ０ ０．６２ ０ ４．１４ １．１８ ２．８０
本科 １６．６３ ３３．６６ ３．８８ ９．９４１２．６３１１．８３ １５．２９ ２５．２３
大专 ３７．１１ ３７．７０ ３５．０６ ３８．５１４０．００３９．０５ ５４．１２ ３９．２５
中专 ４３．２１ ２６．３８ ５８．９７ ４６．５８４２．１１４３．２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２３
高中 ２．０１ ０．６５ ２．１０ ４．３５ ５．２６ １．７８ ９．４２ ７．４８

职称　　　 正高 １．４４ ３．８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９３
副高 ７．８３ １６．８３ １．２９ ７．４５１０．５３ １．１８ ２．３５ １０．２８
中级 ７３．４７ ７７．６７ ７７．７１ ７９．５０６５．２６４４．３８ ４１．１７ ４６．７３
初级 １２．６６ ０．１６ １４．７０ １１．１８１６．８４４３．２０ ３８．８２ ２３．３６
未评 ４．６０ １．４６ ６．３０ １．８６ ７．３７１１．２４ １７．６５ １８．６９

表２　长春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卫生人员工作年限构成（％）

工作年限

（年）
总构成比

卫生技术人员（构成比）

执业医师 注册护士 药师 技师 其他

其他技

术人员

管理

人员

＜５ １１．０５ ８．０９ １０．６６ ６．２１ １２．６３２６．０４１５．２９６．５４
５～ ４．４９ ２．２７ ５．１７ ４．３５ ２．１１１１．８３１１．７６８．４１
１０～ ２６．４７ ２９．７７ ２０．１９ ２２．９８ ２６．３２３０．７７２３．５３２６．１７
２０～ ３３．５４ ３１．７２ ４３．９４ ２５．４７ ３０．５３１６．５７２８．２４３９．２５
≥３０ ２４．４５ ２８．１６ ２０．０３ ４０．９９ ２８．４２１４．７９２１．１８１９．６３

　　目前社区卫生服务各国均以职称结构作为衡量群体结构
水平高低主要标准［５－６］，本次调查显示：长春市县级社区卫生

服务人员数量与比例不均衡，年龄偏高，学历、职称偏低，影响

整个社区卫生服务的开展和服务水平。县级社区卫生服务岗

位承担着基本医疗救助工作，需重点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

业技术人员的数量和总体素质，以适应医改框架下社区卫生服

务，并满足居民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与需求。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①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人才建设。在
逐步增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数量的同时，更应重视专业人员专

业水平的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承担着基层常见病、多发病

的诊疗，为了使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更好地开展和服务水平进一

步提高，必须加快培养、引进和扶持具有高素质，能适应医改形

势需要的社区卫生服务人才。②稳定发展卫生人员总量，提高
整体素质。建立规划有序的在职人员培训机制以及专业人才

培养机制［７－８］，加强人员培训和专业建设，培养高素质的社区

卫生服务队伍，实施全科医学培训工程，在医改框架下适应社

区卫生服务持续健康发展考虑，重点加强对中专及和初级职称

医务人员的全科医学教育，不断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综合

素质［９－１１］。③适当调整医护队伍的各级人员比例，达到岗位、
人员的合理配置，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功能，切实解决长春市社

区卫生服务人才的迫切需要，合理安排专业队伍结构，在医改

框架下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整体发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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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或盆腔粘连，并能保全女性子宫等生殖器官的完整性，能保

全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和谐的夫妻生活［６－８］。

本研究结果表明，腹腔镜手术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

术后发热率、镇痛率、术后排气和住院时间均少于开腹手术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腹腔镜手术组和开腹手术组
均未呈现出脏器损伤和严重感染现象等相关并发症。由此可

见，子宫肌瘤剔除术应根据不同患者的实际病情和自身经济状

况等相关因素综合考虑后进行最优的术式选择，从而最终达到

治愈疾病的目的。

参考文献

［１］　王川红．两种子宫肌瘤剔除术的临床疗效比较［Ｊ］．中国医药导
报，２０１０，７（１６）：２４６２４７．

［２］　刘鑫，王晶，尚丽新，等．开腹与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的比较研

究［Ｊ］．人民军医，２０１１，５４（５）：３９９４００．
［３］　赵灵芝．腹腔镜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临床比较［Ｊ］．中国社区医

师，２０１１，１３（１４）：９７．
［４］　郎雁，王燕，段洁，等．开腹与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临床分析

［Ｊ］．实用预防医学，２０１１，１８（５）：８６３８６４．
［５］　王琳．开腹与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临床分析［Ｊ］．河南科技大学

学报，２０１０，２８（２）：１３０１３１．
［６］　肖风华，章汉望．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式探讨［Ｊ］．江西医学院

学报，２００６，４６（２）：１１５１１７．
［７］　曹立，汪艳．子宫肌瘤剔除术３种术式临床效果的比较［Ｊ］．安徽

医学，２００８，２９（７）：４２８４３１．
［８］　杨宁．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的临床观察［Ｊ］．河北医学，２０１１，１７

（７）：９１３９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１９）

·３５４·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３月 第１１卷 第３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３　　



·预防与保健·

多功能健康检查舱临床应用的效果评价
刘玉萍，帅平，苏茜，杨华，叶林，舒萍

【摘　要】　目的　了解多功能健康检查舱的检测效果、安全性及适用范围。方法　采用自身对照的方法对８７例受试
者分别用多功能健康检查舱（试验组）和常规医疗操作中使用的仪器或设备（对照组）检测身高、体重、体温、脉率、血氧

饱和度、血压和心电图。结果　试验组中体重和舒张压检测各有１例与对照组的差异超过误差范围，达标率９８．８５％。
试验组测量身高、体温、脉率、血氧饱和度及收缩压的达标率均为１００％。心电图检测试验组有２例与对照组结论不一
致，一致率为９７．６７％。实验中未发生不良事件。结论　多功能健康检查舱检测身高、体重、血压、脉率、血氧饱和度、体
温及心电图等指标安全准确，可用于社区和基层医院的临床筛查和健康体检。

【关键词】　多功能健康检查舱；效果评价；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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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健康意识日益增
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越来越重视。人们希望能早期预防

和早期发现各类疾病和症状，使疾病得到及时治疗。然而目前

面对庞大的卫生服务需求和紧张的医疗卫生资源，“看病难、看

病贵”的矛盾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缓解［１－２］。为满足广大群众

对医疗服务可及性、经济性和方便性的要求，一些新型健康检

测仪器应运而生。多功能健康检查舱就是一种将传统的医疗

设备与物联网技术相结合的新仪器，实现了技术低成本方案，

同时满足人们更加快捷方便检测自身基本健康状况的要求。

为了解该多功能健康检测舱的准确性及安全性，我们对该仪器

进行了临床验证并评价其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检查对象　随机选择我院健康体检中心年龄≥１８岁的健
康体检者及其陪同者，自愿参加该试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计划收集９０例，其中青年组（１８～３５岁）３０例，中年组（３６～５９
岁）３０例，老年组（≥６０岁）的３０例，性别不限。排除检测部位
有创口或急性炎症部位，有心、肝、肾或其他严重全身系统疾病

或恶性肿瘤者。

１２　设备及仪器　试验组采用多功能健康检测舱，该检测舱
由成都物联网传感技术集成有限公司生产，通过内部集成的医

疗模块完成对人体多个基本健康指标项目的检测，包括身高、

体重、体温、１２导联心电图、血压、血氧饱和度、脉率等。所有功
能均采用无创检测技术，在中文界面提示下进行自主测试，结

果具有检测数据的智能分析和异常结果提示功能。

对照组采用目前常规医疗操作中使用的仪器或设备，身高

用直尺人工测量；体重用杠杆型体重秤（无锡市衡器有限公司，

作者单位：６１００７２成都市，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健康管
理中心

通讯作者：帅平，电子信箱：ｓｈｕａｉｐｉｎｇ０１２＠１６３．ｃｏｍ

型号：ＲＧＩ１２０ＲＩ）；脉率用扪桡动脉一分钟计数；体温用水银温
度计（重庆日月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型号：１０ＰＣＳ）；血压用水银
血压计（鱼跃医疗，汞式血压计）；血氧饱和度用血氧饱和度测

量仪（美国ＮＯＮＩＮ９５００指夹式脉搏血氧仪）；心电图检测采用
１２导联心电图机（通用电气医疗系统信息技术公司，型号：
ＭＡＣ１２００ＳＴ）。
１３　检查方法　采用自身对照的方法对受试者分别用试验组
（多功能健康检查舱）和对照组（常规方法和设备）方法进行检

测。用交叉设计的方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Ａ组和Ｂ组。其
中进入Ａ组的对象先用试验组方法检查，再用对照组方法检
测。Ｂ组先用对照组方法，再用试验组方法检查。检查前受试
者均安静、静息５ｍｉｎ。

根据试验组和对照组检查结果的差异作为试验效果评价

的标准，要求测量误差：身高≤０．０１ｍ；体重：≤±０．５ｋｇ；脉率：
≤±２次／ｍｉｎ；血氧饱和度：≤ ±２％；体温：≤ ±０．４℃；血压：
≤±１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心电图由心电图专家判
读其基线稳定性、图像清晰度、波形、各段间期测值等，并判定

两组结果是否视为一致。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双人录入并查错，用ＳＡＳ９．１
软件进行资料整理和统计分析。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

述，定性资料用率／百分比描述。若试验组测量的结果与对照
的差异在可接受的误差范围内，认为测量结果达标，计算单项

达标率和总体达标率。采用ｃｌｏｏｐｅｒｐｅａｒｓｏｎ精确法计算相关率
的９５％可信区间。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共收集到９０例研究对象，因未带有效身份证
件等原因退出３例（年龄均≤３５岁），有效例数８７例，有效样本
率９６．６６％。其中男性４６（５２．８７％）例，女性４１（４７．１３）例，平
均年龄（４７．２９±１９．２６）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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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身高、体重、体温、脉率、血压和血氧饱和度结果　根据方
案所设定的测量误差范围，比较试验组与对照组检查结果的差

异。结果显示身高、收缩压、脉率、血氧饱和度和体温的单项达

标率均为１００％。体重检测达标８６例，达标率９８．８５％，９５％ＣＩ
为９３．７６％～９９．９７％。有１例受试者试验组和对照组的体重
差异超过范围，为 ０．６ｋｇ。血压测量达标 ８６例，达标率 ９８．

８５％，９５％ＣＩ为９３．７６％～９９．９７％。有１例受试者试验组和对
照组舒张压的差异超出误差范围，为－１２ｍｍＨｇ。

以身高、体重、收缩压、舒张压、脉率、血氧饱和度、体温的

检查结果计算总体达标率，８７例有效研究对象中，有２例的试
验组和对照组结果超过误差范围，总体达标率为９７．７０％，９５％
ＣＩ为９１．９４％～９９．７２％。详见表１。

表１　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各指标的达标情况

组别 ｎ 身高（ｃｍ） 体重（ｋｇ）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脉率（次／ｍｉｎ） 血氧饱和度（％） 体温（℃）

试验组 ８７ １６２．８３±７．７２ ６３．０９±１１．３２ １２４．８４±１５．６０ ７３．２２±９．２４ ７２．５９±１１．６２ ９７．１６±２．０８ ３６．２７±０．３９
对照组 ８７ １６２．９４±７．６６ ６２．９９±１１．３６ １２２．８１±１６．５６ ７３．３９±７．９７ ７２．０５±１１．６８ ９７．１６±２．０７ ３６．２８±０．３６
不达标数（％） ０ １（１．１５） ０ １（１．１５） ０ ０ ０
达标率（％） ８７（１００．００） ８６（９８．８５） ８７（１００．００） ８６（９８．８５） ８７（１００．００） ８７（１００．００） ８７（１００．００）

２３　心电图结果　有１例受试者多功能健康检查舱的心电图
数据缺失，估计是该受试者忘记检查，故有效的心电图检测为

８６例，有效样本率为９２．４％。其中试验组和对照组检查结果判
定一致的有８４例，不一致者 ２例，一致率为 ９７．６７％，达标率
９５％ＣＩ为９１．８５％ ～９９．７２％。不一致的２例受试者试验组判
定结果均为肢导联低电压，对照组判定为正常心电图。试验组

和对照组心电图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试验组与对照组心电图结果比较

性别 一致（ｎ，％） 不一致（ｎ，％） 一致率的９５％ＣＩ（％）

男性 ４５（９７．８３） １（２．１７） （８８．４７，９９．９４）
女性 ３９（９７．５０） １（２．５０） （８６．８４，９９．９４）
合计 ８４（９７．６７） ２（２．３３） （９１．８５，９９．７２）

　　此外，心电图医师认为试验组的图像线条较粗，若按仪器
给出的测值，各波段的时间、电压及心电轴在两组间差异均较

明显。但经人工检查后，两组差异明显减少，且基本接近。

２４　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实验中未发生任何不良事件和严重
不良事件。

３　讨论
　　多功能健康检查舱在检测身高、体重、血压、脉率、血氧饱
和度、体温等指标得到的数据与同一受试者采用常规医疗仪器

和方法测得的数据相比，误差基本均在规定范围内。用上述指

标计算总体达标率，有２例超过误差范围，总体达标率９７．７０％。
若以整组检测数据吻合率在９０％以上为可接受，可认为该多功
能健康检查舱检测身高、体重、血压、脉率、血氧饱和度和体温６
项指标准确可靠。该仪器在心电图检测中得到的结论与标准

仪器得到的结论相比，不一致者２例，一致率９７．６７％，检测吻
合率大于９０％。但心电图医师认为多功能健康检查舱的图像
线条较粗，仅根据仪器报告的检测值和结论，误差较大，建议该

仪器的心电图结论和报告由专业医师审核后填写。该仪器操

作较稳定，实验期间未发生任何故障，操作医生及受试者均未

发生任何不良事件，可认为该仪器安全性能良好。目前国内也

出现了诸如健康监护仪、健康信息监测仪等类似多功能健康检

查舱的新仪器［３－５］，但文献内容仅局限于仪器的设计方面，对新

仪器的临床应用验证和效果评价还未见报道。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城乡居民的卫生服

务需求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生活方式的转变，使高血压、糖

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迅速上升，疾病流行模式的

改变提示卫生服务需求的增加［６－７］。然而，当前我国８０％以上
的医疗卫生资源都集中在城市中的大中型公立医院。大医院

设施齐全，技术力量雄厚，人们蜂拥前往，造成挂号困难、候诊

时间长，对需要诊治和体检的患者带来极大不便。此外，大医

院的检查、药品和手术费用昂贵，患者无力支付或给其带来巨

大经济负担，对低收入人群或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更是困难重

重［８－９］。当前各项医改政策正引导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康

复类和预防保健类卫生服务转向社区医院［１０］。社区医院交通

便利，可及性好，费用低廉，候诊时间短，可有效缓解寻求基本

医疗服务的人群在大医院诊治中遇到的“看病难、看病贵”矛

盾［１０－１１］。本试验中的多功能健康检查舱设备庞大，在大中型

综合性医院中使用较占用体积，移动不方便，尤其在紧急医疗

情况下不便于使用。但该仪器的检查费用相对较低，操作使用

简单安全，对医护人员要求不高，人们可以方便及时地得到检

查和报告。本试验显示多功能健康检查舱在检测身高、体重、

体温、脉率、血氧饱和度、血压等项目结果准确。因此相比而

言，该仪器更适于在社区医院和基础医疗机构中使用，对普通

人群常见疾病的早期预防、早期发现和诊治具有积极意义。但

该仪器的心电图检测项目还有待进一步改进，目前心电图检测

还不能准确地自动阅读并出具相应报告，需由心电图医师人工

判读后出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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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血脂异常的非药物治疗研究若干进展
王炳银，刘峰

【关键词】　血脂异常；非药物治疗；治疗性生活方式改变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８９　Ｒ４５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４５６０２

　　将血脂控制在合理适当水平是降低冠心病发病率和死亡
率的重要措施，也是当前心血管病领域重主要任之一。近年，

提出了许多新的非药物治疗循证医学证据和新资料，我们收集

梳理，结合我国现状探讨血脂异常非药物综合干预措施，供同

行参考。

１　纠正血脂异常意义重大
　　全球每年约有近１７００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居首位。其
中最大比例是冠心病，其基本病理是动脉粥样硬化（ＡＳ）。基础
和临床研究均证实血脂异常是诱发和／或促进 ＡＳ和冠心病发
生、发展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纠正血脂异常可使心血管事件

减少２５％～５０％。临床试验表明血总胆固醇每降低１％，总死
亡率降低１．１％，心血管病死亡率降低１．５％。

从１９９０年起，心血管疾病居我国居民死因首位，且其死亡
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心血管疾病死亡构成比 ２００８已增加至
４０．２７％。据估计，目前我国每年新增高血压和血脂异常人数
达１０００万，１０年间城市糖尿病患病率上升４０％，超重和肥胖患
病人数增加１亿［１］。

２　正确解读血脂异常定义与治疗性生活方式改变（非药物治
疗）

　　所谓血脂异常通常是指血清总胆固醇（ＴＣ）＞５．２０ｍｍｏｌ／Ｌ
（＞２００ｍｇ／ｄ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３．３６ｍｍｏｌ／Ｌ
（＞１３０ｍｇ／ｄ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１．０３ｍｍｏｌ／Ｌ
（＜４０ｍｇ／ｄｌ），甘油三酯（ＴＧ）＞１．７０ｍｍｏｌ／Ｌ（＞１５０ｍｇ／ｄｌ）。
任何一项高／或低于这些值均可称血脂异常。需要强调说明的
是所列数值只是相对参考值，防治的目标是达到或接近理想水

准，即所谓“达标”。ＡＨＡ研究发现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美
国居民肥胖和糖尿病患病率增加１７％。于２０００年首度提出心
脏健康饮食指南，２００６年又提出饮食和健康生活方式建议，即
治疗性生活方式改变（ＴＬＣ）［２］。我国提出了“２００７中国成人血
脂异常防治指南”，并于２０１０年再度推出“提高临床血脂控制
达标率的专家建议”［１］。非药物治疗，目前广为赞同和提倡的

是ＴＬＣ，核心是实施科学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健康、营养饮
食，适度有规律的体育锻炼，戒烟，限盐，控制体重与血压等。

非药物治疗措施在纠正血脂异常，控制血脂在合理合适水平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是药物干预的前锋和不可或缺的辅助和补充

治疗措施。一系列大规模人群试验证实 ＴＬＣ在心血管疾病预
防和治疗中的重要价值［３－４］。

３　饮食疗法：合理膳食、科学营养
３１　平衡摄入总热量，低碳水化合物，保持健康体型和体重　
因人因地制宜，根据体力活动和消耗情况拟定摄入总热量，避

免超重和肥胖。大量证据表明摄入总热量过度可引起超重和

肥胖，导致血脂异常，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大大增加。

而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有利于肥胖者改善代谢，降低 ＴＧ，提升

作者单位：２１５０１２江苏省苏州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苏州九龙医院心
脏中心

通讯作者：刘峰，电子信箱：ｆｌｉｕ＠ｍｅｄｍａｉｌ．ｃｏｍ．ｃｎ

ＨＤＬＣ。哈佛ＦｕｎｇＴＴ等［５］２０１０年报告发现无心脏病、肿瘤和
糖尿病成人（８５１６８例女性观察随访２６年和４４５４８例男性观
察随访２０年），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加植物蛋白质和脂肪者，各
种原因的总死亡率显著降低，心血管死亡率也显著降低。

３２　多食蔬菜与水果　众所周知，大部分蔬菜与水果富含营
养，低热量和高纤维素。随机临床试验证实有利于降低血压，

改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２００８年麻省总医院 ＳｗａｉｎＪＦ等［６］对

１６１例高血压前期或Ｉ期高血压者进行了为期１９周的随机、交
叉设计的控制饮食试验表明，营养食谱使血压降低，总胆固醇

及ＬＤＬＣ水平降低。２０１２年德国的一组研究表明增加蔬菜和
水果摄入提高了健康，降低各种慢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死亡

危险性［７］。蔬菜不宜过度烹调和附加不必要的饱和脂肪、反式

脂肪酸及糖和盐。蔬菜汁、果汁中纤维素含量大大低于新鲜蔬

菜水果。

３３　挑选全谷物为主食，多吃富含纤维素食物　膳食纤维是
一种不能被人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分为非水溶性和水溶性纤

维两大类。纤维素可减少消化过程对脂肪的吸收，从而降低血

胆固醇、甘油三酯。大麦、豆类、胡萝卜、柑橘、亚麻、燕麦等食

物都含有丰富的水溶性纤维。多吃富含纤维素食物可有效降

低心血管病危险性。欧洲一组研究追踪随访了４０７５７例以蔬
菜水果、鱼类、五谷杂粮、豆类和橄榄油为主的成人１０余年，该
组人群冠心病的风险较低［８］。ＥｓｈａｋＥＳ等［９］调查了日本 ５８
７３０例成年男性和女性饮食与冠心病死亡危险度相关性，随访
追踪１４年。发现食入的纤维素与冠心病死亡危险度成负相
关。增加膳食纤维摄入量，特别是水果和谷物纤维素，可降低

冠心病死亡风险。ＡＨＡ建议至少有一半主食为全谷类。
３４　多吃含油脂鱼类，每周至少２次　３０多年前，学者们发现
大量摄食鱼类者心血管疾病患病率低。有研究观察到鱼油（单

独或联合）使总死亡率降低２０％，心脏性猝死降低４５％，心血
管死亡率降低３０％。鱼，尤其是含油脂深海鱼内脏含大量多聚
不饱和脂肪酸，ω３脂肪酸，主要为二十碳五烯酸（ＥＰＡ）和二十
碳六烯酸（ＤＨＡ）。ω３脂肪酸可以降低 ＴＧ水平和提高 ＨＤＬＣ
水平［１０］。有学者分析了 １１个临床试验资料，共 ３９０４４例患
者，随访２．２年。饮食补充ω３脂肪酸显著降低心血管死亡风
险，心源猝死，总死亡率及非致命性心血管事件［１１］。美国Ｍａｙｏ
医学中心ＬｅｅＪＨ等［１２］分析了３个大型随机试验（３２０００受试
者），ω３脂肪酸摄入使心血管事件减少１９％ ～４５％。日本学
者报告了３４个社区５７９７２例成人长达１２．５年的前瞻性研究。
增加鱼或ω３脂肪酸摄入可使心血管病死亡危险性降低１８％～
１９％［１３］。最近一个横断面多种族动脉粥样硬化研究（ＭＥＳＡ），
显示长链ｎ３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量与血浆炎症标志物浓度白
细胞介素６、基质金属蛋白酶３、Ｃ反应蛋白呈负相关［１４］。有人

分析了２１组研究报告，表明海洋 ω３脂肪酸有效地预防心血
管事件，心源性死亡和冠脉事件，尤其是在心血管疾病风险高

的人群［１５］。

ω３多不饱和脂肪酸影响心血管危险因素，涉及多种机制。
包括，影响类花生酸信号合成；改变细胞膜的流动性，影响酶反

应及受体结合；直接激活转录因子，调节影响从高脂血症到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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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数千个重要基因。ＡＨＡ建议大众多吃鱼，尤其是含油脂鱼
类，每周至少２次［２］。

３５　适量饮酒　大量流行病学和临床试验均证明每天适量饮
酒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２０１０年荷兰报告了探讨血管病患者
和糖尿病患者饮酒与特定血管事件和死亡率关系的ＳＭＡＲＴ研
究，发现适度饮酒不仅降低血管疾病患者和糖尿病患者死亡

率，也降低非致命性事件如冠心病、中风、截肢等的风险度［１６］。

美国ＫｉｎｇＤＥ等［１７］研究了中年人适量饮酒对预防心血管疾病

的重要作用，随访１０年。调查发现，６％的人在随访期间开始
适量饮酒，４年后适量饮酒者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比那些不饮
酒的人少３８％，饮用葡萄酒者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下降最明显。
适量、规律饮酒保护心血管的机理可能涉及：①使高密度脂蛋
白升高；②红葡萄酒含黄酮等多酚类抗氧化物，能抑制低密度
脂蛋白氧化；③抑制血小板凝集，调节血浆纤维蛋白原浓度；④
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扩张血管。适量饮酒，一般指葡萄酒 ＜
１５０～２５０ｍｌ／ｄ。

４　适度有规律的体育锻炼
　　适度有规律的运动对健康的俾益众所周知。充分证据表
明定期适量的运动锻炼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综合

性的。美国弗明汉的数据表明，适度增加体力活动，可使男性

和女性寿命延长１．５年。而较积极的体力活动可使男性和女
性寿命延长３．５年［１８］。杜克大学Ｒｉｆｌｅｒ等发现遵从 ＡＨＡ饮食
建议，接受严格监督的运动干预可显著纠正血脂质紊乱［１９］。

日本ＹｏｓｈｉｄａＨ等［２０］观察到每周２～３次有氧运动训练，体重
指数明显降低，ＶＬＤＬＣ降低５０％。

运动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每次２０～３０ｍｉｎ，每
周５ｄ。以不出现主观症状，不影响食欲和睡眠为原则，持之以
恒。适度有规律的运动对心血管裨益的可能机制涉及：①增加
热能消耗，改善脂质代谢；②改善自主神经张力与调节血压；③
增进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④促进血液溶纤反应，抑制血液
凝结；⑤运动增加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流量，并增加微血管血液
与心脏肌肉间氧气交换效率等。

５　结语期望———任重道远
　　心血管疾病始终居我国居民死因首位。纠正血脂异常，倡
导实施科学健康生活方式，非药物治疗措施在纠正血脂异常，

控制血脂在合理合适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是药物干预的前锋和

不可或缺的辅助和补充治疗措施。让我们再次温习世界卫生

组织《维多利亚宣言》所强调的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

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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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型钠尿肽与心血管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杨薛萍，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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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型钠尿肽又称脑钠尿肽（ｂｒａｉｎ／Ｂｔｙｐｅ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
ＢＮＰ）是心脏分泌的钠尿肽家族的一员，又名 Ｂ型利钠肽。
１９８１年ｄｅＢｏｌｄ等从鼠的心房组织中发现一种利尿利钠扩管的
小颗粒物质，１９８８年 ＳｕｄｏｈＴ等在猪脑中提取出 ＢＮＰ，随后国
内外进行了大量研究。目前，ＢＮＰ在心衰的诊断和治疗上起到
积极的作用，ＢＮＰ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１　ＢＮＰ的生物学特性
　　人类ＢＮＰ基因位于１号染色体短臂末端，转录后最先产生
ｐｒｅｐｒｏＢＮＰ，后分解产生ｐｒｏＢＮＰ，在心室容积扩张和压力负荷增
加基础上，ｐｒｏＢＮＰ被蛋白水解酶分解成无生物学活性的７６氨
基酸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有生物学活性的３２氨基酸 ＢＮＰ，ＢＮＰ拥有
一个特征性１７氨基酸环［１］。此环为 ＢＮＰ的功能域，可明显抑
制交感神经兴奋性，舒张血管平滑肌、减轻心脏后负荷；可以对

抗ＲＡＡＳ的缩血管作用，抑制肾素分泌增加肾血流量，利尿利
钠；被称为“内源性硝酸酯”，舒张冠脉；改善心肌重构，抑制心

肌细胞纤维化。ＢＮＰ的半衰期为 ２０ｍｉｎ，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为 １２０
ｍｉｎ，虽然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没有生物活性，但半衰期长，体外稳定性
强，不受日常活动和体位的影响，检测的有效时间长，在心衰患

者中的浓度较 ＢＮＰ高，有较高的准确性和灵敏度［１］。ＢＮＰ绝
大部分通过ＮＰＲＣ介导的胞吞和溶酶体降解，ＮＴｐｒｏＢＮＰ通过
肾脏代谢［１］。ＧｒｕｓｏｎＤ等［２］研究表明 ＢＮＰ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都是
由ｐｒｏＢＮＰ分解而来的，在心功能障碍时，ｐｒｏＢＮＰ比 ＢＮＰ的变
化更早、更明显，均可用于协助诊断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Ｃｈｒｏ
ｎｉｃ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ｖｅ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ＨＦ）。

２　ＢＮＰ的临床应用
２１　ＢＮＰ与急性心衰　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是诊断心衰的客观
指标，有助于心衰的诊断、鉴别、危险分层和评估预后。高琪乐

等［３］选取３个时间点观察 ＢＮＰ水平，并结合左室射血分数
（ＬＶＥＦ）、左室舒张末内径（ＬＥＶＤＤ）共同评价急性左心衰患者
院内预后，预后良好组，入院后２４ｈＢＮＰ水平较入院时基础值下
降显著，７２ｈ较 ２４ｈＢＮＰ水平亦有明显下降，平均下降率达到
３４％；预后不良组后２个时间点 ＢＮＰ水平下降差异无显著性；
死亡组３个时间点ＢＮＰ水平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另外个别
病例ＢＮＰ水平反而升高。研究［３］还发现 ＬＶＥＦ在预后良好组
治疗前后增加显著，其他两组前后差异不显著，而 ＬＶＥＤＤ在各
组间无显著差异。该研究［３］同时说明评价急性左心衰患者的

院内疗效重要的预后指标是多个时间点ＢＮＰ水平和ＬＶＥＦ。张
海峰等［４］报道ＢＮＰ水平可以精确地鉴别心源性及非心源性呼
吸困难，为急性心衰的诊断提供依据。

２２　ＢＮＰ与慢性心衰　心衰发生时，ＢＮＰ水平可反映左室收
缩功能障碍和心衰的严重程度，是反映心室功能和心衰的敏感

而又特异的指标。２０００年，ＢＮＰ首次通过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
局提议，诊断 ＣＨＦ时 ＢＮＰ诊断临界值是 １００ｐｇ／ｍｌ。随后，
ＥＳＣ、美国心脏病学会（ＡＣＣ）等先后在慢性心衰诊断指南中将
血浆ＢＮＰ水平纳入心衰的诊断和预后指标。研究［５］发现 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在有症状及无症状心衰者中都增高，且前者显著高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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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明早期诊断无症状心衰时，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使诊断的准确性和
灵敏度得到提高，治愈率增加。ＡＣＣ联合声明把 ＢＮＰ水平 ＞
１００ｐｇ／ｍｌ作为诊断心衰的分界值，特异性７６％，敏感性９０％。
ＢＮＰ水平还受到性别等其他因素影响。急性呼吸困难 ＢＮＰ＜
１００ｐｇ／ｍｌ时，心衰的阴性预测值９０％；ＢＮＰ＞５００ｐｇ／ｍｌ时，心
衰的阳性预测值９０％；ＢＮＰ处于１００～５００ｐｇ／ｍｌ时，有潜在心
功能不全发生的可能；ＢＮＰ水平正常或比预期值低的心衰患者
或许伴随突发性肺水肿。所以，ＢＮＰ可作为一重要指标，对慢
性心衰进行诊断、鉴别、判断疗效、评估预后以及危险分层。

２３　ＢＮＰ与ＡＣＳ　既往有报道评估了 ＢＮＰ在 ＡＣＳ患者预后
中的意义，阐述了 ＢＮＰ水平越高，心血管恶性事件越多。研
究［６］表明，ＢＮＰ水平，在不稳定型心绞痛（ＵＡ）／非ＳＴ段抬高心
肌梗死（ＮＳＴＥＭＩ）组中均有增高，ＵＡ／ＮＳＴＥＭＩ较稳定型心绞痛
组显著增高；稳定型心绞痛组较对照组亦有增高；单支血管病

变较多支血管病变 ＢＮＰ水平要显著降低。另有研究［７］指出

ＵＡ组ＢＮＰ水平要显著低于 ＮＳＴＥＭＩ组；ＢＮＰ水平与心肌缺血
范围及严重程度相关性大，但与冠状动脉病变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相
关性很小；预测冠脉左主干狭窄，ＢＮＰ水平高于３１０ｎｇ／Ｌ时有
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ＳＴ段抬高的急性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
中，ＢＮＰ水平与心肌缺血坏死程度呈正相关［８］。ＣｅｌｉｋＡ等［９］

证实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可反映心肌梗死后的左室重构，且ＢＮＰ浓
度比ＵＡ者高，ＳＴＥＭＩ者比ＮＳＴＥＭＩ者高。
２４　ＢＮＰ与心肌病　韩智红等［１０］研究发现，肥厚型心肌病

（ＨＣＭ）患者ＢＮＰ水平升高显著，梗阻型较非梗阻型显著增高。
扩张性心肌病（ＤＣＭ）患者 ＢＮＰ水平与心肌扩张度成正比，心
功能程度可以被 ＢＮＰ准确而敏感的反映，对早期 ＤＣＭ诊断有
帮助 ［１１］。限制性心肌病（ＲＣＭ）患者，ＢＮＰ水平较血流动力学
指标相似的缩窄性心包炎患者显著增高［１２］。也有学者［１３］认为

ＲＣＭ中除了舒张功能受损可引起 ＢＮＰ水平升高外，心腔压力
负荷过高可能也有关联。

２５　ＢＮＰ与心脏瓣膜疾病　近年来发现ＢＮＰ还可能成为判断
心脏瓣膜病变严重程度一个重要指标［１４］。主动脉瓣狭窄患者

ＢＮＰ可预测出大概出现症状的时间，其瓣膜狭窄程度最有力和
准确的预测指标是 ＮＹＨＡ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可评估其手术时机、
预后及随访［１５］。主动脉瓣反流心脏容量超负荷，ＢＮＰ的水平
与反流量成正比，还可反映慢性主动脉瓣反流左室重塑程

度［１６］。ＯｏｓｔｅｒｈｏｆＴ等［１７］研究显示二尖瓣狭窄右室容量超负

荷，ＢＮＰ水平相应升高，且程度较压力超负荷更大。ＢＮＰ可以
反映肺动脉压的变化和二尖瓣狭窄的严重程度，轻中度二尖瓣

反流者临床可无症状和血流动力学的变化，重度时 ＢＮＰ增多。
ＹｕｓｏｆｆＲ等［１８］研究显示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与 ＮＹＨＡ分级相关，与左
房、左室收缩末期和左室舒张末期容量负荷呈正相关。ＢＮＰ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均可作为ＵＣＧ的有力补充来反映左室重构及瓣膜
病变严重程度并预测预后。

２６　ＢＮＰ与房颤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无论左心室功能如
何，房颤发生时ＢＮＰ是由心房分泌的。吴少平等［１９］研究房颤

组ＢＮＰ水平较无器质性心脏病的窦性心律组要显著增高。Ａｎ
ｎａＤｅｍｏｐｏｕｌｏｓ等［２０］证明在非瓣膜性房颤患者中ＢＮＰ作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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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室充盈压的替代指标，可以独立于 ＣＨＡＤＳ２（心力衰竭、高血
压、年龄、糖尿病、卒中）评分、华法林、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的

影响更好的预测左心耳附壁血栓的形成。ＢＮＰ水平对预测房
颤复律的效果非常重要。

２７　ＢＮＰ与高血压病　高血压患者出现左室肥厚和ＢＮＰ水平
升高，表明心功能受损。高血压病患者ＢＮＰ水平明显高于对照
组，且高血压伴心肌肥厚者 ＢＮＰ水平更高［２１］。ＵＣＧ结合血浆
ＢＮＰ水平更能准确判断高血压心脏功能受损情况［２２］。ＢＮＰ升
高可作为高血压和高血压左室肥厚、心功能受损的诊断依据，

但目前国内外高血压病诊治指南尚未把 ＢＮＰ作为高血压病的
诊治指标。

３　ｒｈＢＮＰ的治疗
　　重组人脑钠利肽（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ｈｕｍａｎＢＮＰ，ｒｈＢＮＰ）属内源性
激素物质，国内制剂新活素，其氨基酸排序、空间结构和生物活

性与内源性 ＢＮＰ相同。其主要作用是补充内源性 ＢＮＰ的不
足，扩张动静脉，降低心脏前后负荷，利钠利尿，纠正血流动力

学紊乱状态，改善肾血流灌注，抑制ＲＡＳＳ和拮抗过度激活的神
经内分泌系统产生的心脏毒性，逆转心肌重构，无正性肌力和

正性心率作用，提高生存率。一项Ⅱ期临床研究［２３］提示，在血

流动力学上，ｒｈＢＮＰ能显著降低肺毛细血管楔压，缓解呼吸困
难，减少室性心律失常；在安全上，静脉输入新活素成倍增加血

液中ＢＮＰ水平，增加其负向调节，尚未发生严重的相关的不良
反应。ｒｈＢＮＰ已被急性心衰的治疗指南推荐应用。国外制剂奈
西立肽还是一种代偿性的心脏保护因子，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２４］。

４　ＢＮＰ的前景
　　随着ＢＮＰ应用的普及，更多人把它作为标准应用于其他研
究。有学者把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作为乳腺癌患者放疗后心脏损伤的
潜在生物标志物进行研究［２５］。研究人员利用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来检
测心脏手术后使用极化液能否对心脏起到保护作用［２６］。未

来，ＢＮＰ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广泛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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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ｓｃｉｎ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在妇科恶性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王彩，李英勇

【关键词】　Ｆａｓｃｉｎ；成束蛋白；妇科肿瘤；侵袭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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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疾病负担中的８５％以上发生于发展中国家，而其中
１３％是妇科恶性肿瘤［１］。妇科恶性肿瘤日趋明显的高发生率

以及患者的年轻化使其成为威胁全球女性的一大杀手。对于

妇科肿瘤方面的基因治疗一直是近些年的研究热点。Ｆａｓｃｉｎ，
又名成束蛋白，通过与Ｆ肌动蛋白结合，参与细胞骨架的构成，
促使细胞膜结构发生改变，从而降低细胞间的稳定性，增加细

胞的运动能力。研究发现，Ｆａｓｃｉｎ在人类多种肿瘤组织中表达
上调，与肿瘤的发生发展、侵袭转移以及患者的预后密切相

关［２］，有望成为肿瘤基因治疗的新靶点。现就 Ｆａｓｃｉｎ的概述、
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及在妇科肿瘤中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１　Ｆａｓｃｉｎ概述
１１　Ｆａｓｃｉｎ的定义　Ｆａｓｃｉｎ蛋白被发现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
Ｂｒｙａｎ第一次从海胆卵母细胞胞质中将其提取，并且发现，它独
特的结构特征使其可以与肌动蛋白稳定地结合，参与细胞骨架

相关蛋白的构成。２０年后，从人类畸胎瘤中克隆出的人类Ｆａｓ
ｃｉｎ基因有３种形式：脊椎动物 ｆａｓｃｉｎ（ｆａｓｃｉｎ１），即通常所说的
ｆａｓｃｉｎ，基因定位于染色体７ｐ２２，主要在脊椎动物的间质组织和
神经组织中表达；视网膜 ｆａｓｃｉｎ（ｆａｓｃｉｎ２），定位于染色体１７ｑ２，
主要在视网膜细胞中表达；睾丸ｆａｓｃｉｎ（ｆａｓｃｉｎ３），定位于染色体
７ｑ３１，可在睾丸组织中特异表达［３－４］。

１２　Ｆａｓｃｉｎ的生物学特点　人类的 Ｆａｓｃｉｎ基因编码产物是一
种细胞骨架蛋白，分子量是５５ｋｕ。Ｆａｓｃｉｎ蛋白具有高度保守的
特性，以其为核心与肌动蛋白组装，可以形成束状蛋白，从而影

响细胞的稳定性。其具体形式是形成各种棘突和伪足结构，这

些机构可以减弱细胞运动过程中的细胞膜延伸阻力，增强细胞

的转移能力。通过研究Ｆａｓｃｉｎ的基因序列，得出其产物包含有
４个β三叶草结构域，每个结构域又有 ６个双链 β发夹结
构［５］。已知Ｆａｓｃｉｎ主要通过３个作用位点发挥其作用，前２个
参与蛋白平行束的构成，分别是位于２７７与４９３残基间的结合
位点和位于第１个β三叶虫折叠区的２９与４２残基间的结合
位点，主要与肌动蛋白结合。另外一个位于三、四结构域的２３６
与４９３残基之间，通过与神经营养因子受体结合发挥作用。

Ｆａｓｃｉｎ结构之所以有高度保守的特性，是因为其 Ｎ端的一
段核苷酸保守序列。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位点位于３９位丝
氨酸。此位点既可以通过自身的磷酸化调节肌动蛋白和Ｆａｓｃｉｎ
的结合，促使与细胞移动有关的结构例如棘突、伪足等的形成，

又可以与蛋白激酶Ｃ结合，使其达到磷酸化［６］。说明Ｆａｓｃｉｎ蛋
白很可能在细胞的交流、细胞侵袭转移力等过程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７－８］。

２　Ｆａｓｃｉｎ与肿瘤发生的关系
２１　Ｆａｓｃｉｎ在肿瘤细胞中的表达　Ｆａｓｃｉｎ作为肌动蛋白的集
束调控蛋白，在不同的细胞类型中表达不均等，主要表达于神

经细胞和间叶组织中，在以细胞膜突起为特征的细胞以及活性

迁移细胞中表达，例如神经细胞和微血管内皮细胞，在 Ｔ细胞
和成熟的上皮细胞中不表达或者低表达。研究表明，Ｆａｓｃｉｎ在
多种肿瘤细胞中高表达，并且与肿瘤的侵袭和转移能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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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９］。另外，研究表明，Ｆａｓｃｉｎ在人类组织的表达有组织特异
性和时间特异性。

肿瘤对周围组织的侵袭转移依赖于细胞突破基底层并成

为单个转移细胞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肿瘤细胞侵袭转

移能力的提高。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结构对于上皮细胞的运

动性、细胞之间、细胞与细胞外基质之间的粘附作用有很大影

响［１０］。目前研究发现，Ｆａｓｃｉｎ在许多恶性肿瘤如食管癌、胃癌、
胰腺癌、结肠癌、肺癌、口腔鳞癌、甲状腺癌、子宫内膜癌、乳腺

癌、卵巢癌及皮肤恶性肿瘤等中表达上调，并且与肿瘤细胞侵

袭转移密切相关［１１－１３］。Ｆａｓｃｉｎ作为一项新的基因指标，因其与
恶性肿瘤细胞侵袭转移能力及预后的相关性，有可能成为基因

治疗的新靶点。

２２　Ｆａｓｃｉｎ在肿瘤细胞中的调节机制　Ｆａｓｃｉｎ蛋白为何在肿
瘤细胞中高表达，目前其分子机制尚不十分清楚。Ｇｒｏｔｈｅｙ等认
为ＣｅｒｂＢ２可能与Ｆａｓｃｉｎ的表达有关。ＣｅｒｂＢ２通过两个因子，
ＴＡＴＡ和核因子κＢ发挥作用，利用其自身的酪氨酸蛋白激酶
活性影响Ｆａｓｃｉｎ的转录。其研究结果证实，在人类的乳腺癌细
胞中，两者的表达存在正相关，Ｆａｓｃｉｎ极有可能是 ＣｅｒｂＢ２在参
与细胞骨架构成中的效应蛋白之一。还有学者认为 Ｆａｓｃｉｎ在
肿瘤中的高表达与雌孕激素受体缺失有关，从而增加肿瘤细胞

的侵袭能力。另外还有研究报道，ｍｉＲ１４５可以调节 Ｆａｓｃｉｎ基
因的转录，其在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类似于癌基因或抑癌

基因的作用，通过抑制 Ｆａｓｃｉｎ的表达，降低肿瘤细胞的转移
力［１４］。可以看出，Ｆａｓｃｉｎ在肿瘤细胞中表达上调可能与多种因
子有关，其分子机制仍待研究和明确。

３　Ｆａｓｃｉｎ在妇科恶性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３１　Ｆａｓｃｉｎ与宫颈癌　韩耀伟等［１５］应用免疫组化方法观察

ｆａｓｃｉｎ蛋白在正常宫颈上皮组织、宫颈上皮内瘤变及宫颈鳞癌
上皮组织中ｆａｓｃｉｎ的表达。结果表明，正常宫颈上皮组织不表
达，宫颈鳞癌和宫颈上皮内瘤变组织中ｆａｓｃｉｎ表达明显增强，其
表达阳性率分别为９５．４５％和６７．８６％。正常宫颈组分别与宫
颈上皮内瘤变与宫颈癌组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ａｓｃｉｎ
的表达上调与宫颈鳞癌浸润和转移有关，有助于对宫颈鳞癌转

移及患者预后的判断。高翔等［１６］研究了３０３例人类上皮性肿
瘤组织标本及８０例相应正常组织标本中 ＦＳＣＮ１蛋白的表达，
其中包括９例正常宫颈组织和３３例宫颈癌组织，结果表明正
常宫颈组织中不表达，宫颈癌中为９０．９％，两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研究还表明，ＦＳＣＮ１蛋白在正常上皮组织中的阳性表达
为６．３％，明显低于上皮性恶性肿瘤中的５８．７％，说明Ｆａｓｃｉｎ的
高表达可能与上皮细胞肿瘤的发生具有普遍的相关性。

３２　Ｆａｓｃｉｎ与卵巢癌　ＫｏｓｔｏｐｏｕｌｏｕＥ等［１７］研究了２３例囊腺
瘤、１５例卵巢交界性肿瘤和６２例卵巢癌的组织标本，结果表明
Ｆａｓｃｉｎ在囊腺瘤中表达较低，其次是交界性肿瘤，卵巢恶性肿瘤
中表达最高。Ｆａｓｃｉｎ在卵巢癌细胞中的表达与其组织低分化程
度和肿瘤侵袭能力呈正相关。由于 Ｆａｓｃｉｎ在正常卵巢上皮中
不表达，这有力地说明了Ｆａｓｃｉｎ的表达程度与肿瘤的侵袭转移
有关，使得Ｆａｓｃｉｎ作为一种判定卵巢癌侵袭转移的基因指标成
为可能。张殊等［１８］研究了１５例伴有盆腹腔转移灶的卵巢癌、
２８例卵巢上皮癌、１５例卵巢良性肿瘤和２５例 （下转第４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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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ＴＬＲ４的认识及其与前列腺癌研究进展
伍宏亮，张青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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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ｏｌｌ样受体（Ｔｏｌｌ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ＴＬＲｓ）是最近发现分布于免
疫细胞和大多数恶性肿瘤细胞通过识别配体启动激活免疫应

答并参与恶性肿瘤发病机制的一种受体［１］。ＴＬＲ家族（ＴＬＲ１
ＴＬＲ１３）中以ＴＬＲ４的肿瘤表达谱和表达丰度最高，因而 ＴＬＲ４
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备受关注［２］。ＴＬＲ４与肿瘤的生物学
行为密切相关，成为肿瘤免疫领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１　ＴＬＲ４的分子结构、分布、配体及其信号转导途径
１１　ＴＬＲ４的分子结构　ＴＬＲ４是由胞质区、跨膜区和胞外区
构成的一种Ⅰ型跨膜蛋白。胞质区存在一段与 ＩＬ１胞质受体
区的保守序列有高度同源性的序列区，称为Ｔｏｌｌ／ＩＬ１受体同源
区（ＴＩＲ）。ＴＩＲ区域由约２００氨基酸残基组成是 ＴＬＲ４与相关
信号转导分子作用的关键部位，这些信号分子包括蛋白激酶、

髓样分化蛋白 ８８（ＭｙＤ８８）和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活化因子 ６
（ＴＲＡＦ６）等。胞外区则由１８～３１个重复亮氨酸序列（ＬＲＲ）构
成，能特异性识别病原体及其产物。

１２　ＴＬＲ４的分布　ＴＬＲ４位于 ９ｑ３２３３，ｃＤＮＡ长度有 ３８１１
ｂｐ，由８７９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广泛分布于免疫细胞（包括 Ｂ、Ｔ
淋巴细胞等）、心肌细胞和呼吸道上皮细胞等以及绝大多数恶

性肿瘤细胞。

１３　ＴＬＲ４的配体　ＴＬＲ４识别的配体包括外源性配体和内源
性配体。外源性配体即病原相关分子模式（ＰＡＭＰ）包括呼吸道
合胞病毒融合蛋白、脂多糖（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ＬＰＳ）等［３］。除

了这些微生物来源的外源性配体外，最近还发现被称为损伤相

关分子模式（ＤＡＭＰ）的多种内源性配体。这些内源性配体在正
常生理情况下不暴露于机体免疫系统，由损伤或应激的细胞和

组织释放，在肿瘤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纤维蛋白原、

热休克蛋白６０、硫酸乙酰肝素、表面活性蛋白 Ａ及 β防御素２
等［２－４］。

１４　ＴＬＲ４的信号转导途径　ＴＬＲ４通过识别分子与其各种特
异性内外源性受体结合，使其发生同源或异源二聚化，通过

ＭｙＤ８８依赖途径和ＭｙＤ８８非依赖途径经多种衔接分子将信号
传至胞内，激活 ＮＦκＢ、Ｊｕｎ氨基末端激酶（ＪＮＫ）及 ＭＡＰＫｐ３８
等，继而参与下游信号转导，诱导免疫相关基因表达从而产生

一系列生物学效应。在ＭｙＤ８８依赖性信号转导中，同二聚化的
ＴＬＲ４通过ＭｙＤ８８适配样蛋白和 ＭｙＤ８８各自的 ＴＩＲ结构域相
互作用并导致其自身磷酸化，继而与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

子６（ＴＲＡＦ６）、转化生长因子 β活化激酶（ＴＡＫ１）、ＴＡＫ１结合
蛋白１（ＴＡＢ１）和ＴＡＫ１结合蛋白２（ＴＡＢ２）形成复合物，一方面
激活ＴＡＫ１／ＴＡＢ１／ＴＡＢ２复合体而活化 ＮＦκＢ诱导激酶使 ＮＦ
κＢ激活释放并转移至细胞核内，与其特异性结合位点结合，启
动相关基因转录和翻译，导致大量的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的释

放。另一方面，激活包括 Ｊｕｎ氨基末端激酶（ＪＮＫ）、ＭＡＰＫｐ３８
等ＭＡＰＫ家族，最终激活转录激活因子 ＡＰ１继而刺激细胞转
化、增殖。在不依赖于 ＭｙＤ８８信号转导中，含接头分子蛋白的
ＴＩＲ域ＴＩＲＡＰ和ＴＲＩＦ作用于ＴＬＲ４下游，通过激活丝苏氨酸蛋
白激酶、蛋白激酶Ｃ等许多信号分子并通过这些信号分子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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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激活ＮＦκＢ和ＩＲＦ３从而产生上述相同生物学效应。

２　ＴＬＲ４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革兰阴性细菌释放入血的ＬＰＳ结合单核／巨噬细胞表面的
ＣＤ１４并通过 ＣＤ１４对 ＬＰＳ的富集作用而活化 ＴＬＲ４。活化
ＴＬＲ４的胞浆作用域与衔接蛋白 ＭｙＤ８８末端互相作用，ＭｙＤ８８
用其死亡域募集下游同样含死亡域的丝／苏氨酸蛋白激酸酶，
在丝／苏氨酸蛋白激酶的三级酶联 ＭＡＰＫＫＫ、ＭＡＰＫ及 ＭＡＰＫＫ
作用下启动细胞内信号传递途径，激活蛋白酪氨酸激酶和

Ｐ３８ＭＡＰＫ进而活化ＮＦκＢ、ＡＰ１、ＡＴＦ２等转录因子进一步促进
效应细胞表达合成相关的炎症介质（ＩＬ１、ＩＬ６、ＩＬ８及 ＴＮＦ
α），它们互相作用导致炎症介质过度释放产生瀑布连锁样反
应，对机体生理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越来越多相关研究证

明，ＴＬＲｓ尤其是ＴＬＲ４与许多临床常见疾病发生发展有相当密
切联系如自身免疫性疾病、动脉粥样硬化、哮喘、炎症性肠病、

器官移植等［５］。

３　ＴＬＲ４在恶性肿瘤中的意义
　　前述ＴＬＲｓ尤其是ＴＬＲ４广泛表达于大多数恶性肿瘤细胞，
如前列腺癌表达 ＴＬＲ４、ＴＬＲ９，结直肠癌表达 ＴＬＲ２、ＴＬＲ３、
ＴＬＲ４、ＴＬＲ５、ＴＬＲ９，黑色素瘤表达 ＴＬＲ２、ＴＬＲ３、ＴＬＲ４。此外，
ＴＬＲ１到ＴＬＲ１０在人乳腺腺癌细胞中均有不同程度表达，尤其
以ＴＬＲ４表达丰度最高［６］。ＴＬＲ４亦表达于人头颈部鳞状细胞
癌中，且肿瘤分化程度与其表达强度存在密切相关性［７］。最新

研究表明［８］ＴＬＲ４在人胰腺癌细胞中表达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非肿瘤组织。ＴＬＲ４在幽门螺杆菌阳性的胃上皮不典型增生和
胃癌组织中高表达，通过活化ＮＦκＢ来上调炎性因子ＣＯＸ２和
前列腺素Ｅ２的表达进而促进胃癌发生发展，中和ＴＬＲ４信号转
导明显抑制胃癌细胞增殖并促进凋亡［９－１０］。此外 ＴＬＲ４还能
增强结肠癌、前列腺癌等多种肿瘤细胞侵袭能力［１１］。ｒａｐａｍｙ
ｃｉｎ可通过抑制ＴＬＲ４介导的前列腺素Ｅ２等细胞因子生成进而
抑制结肠癌远处转移［１２］。ＴＬＲ４通过信号转导通路活化ＮＦκＢ
而促进细胞因子（ＴＮＦα、ＩＬ６和 ＰＧＥ２等）以及金属蛋白酶
（ＭＭＰ）释放直接促进肿瘤生长和转移，更重要的是通过与配体
的相互作用影响肿瘤微环境，促进肿瘤细胞分泌大量免疫抑制

性因子和炎性蛋白，导致肿瘤逃避了机体免疫系统的监视和杀

灭作用，并增强肿瘤细胞抵抗化疗药物诱导的凋亡能力［１３１５］。

因此，通过阻断ＴＬＲ４信号活化的抗肿瘤生物免疫治疗存在着
理论依据并取得了初步成果［１６］。

４　ＴＬＲ４在前列腺癌中的作用
　　前列腺癌发病率占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第３位，我
国前列腺癌发病率有逐年升高趋势。前列腺癌的发生主要与

年龄、种族、家族遗传背景、地理位置和饮食等因素密切相关。

最新研究［１７］表明，前列腺癌发生发展及复发与 ＴＬＲ４高表达有
高度相关性。因此，ＴＬＲ４表达及其生物学意义在前列腺癌的
发生、发展及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ＴＬＲ４参与识别各种外源
性和内源性受体后启动信号转导途径，控制炎性介质和细胞因

子的分泌，调节细胞增殖、转化和死亡，在前列腺癌等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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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中表现为分泌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改善肿瘤细胞赖以生

存的微环境［１８］，而且还通过减少肿瘤细胞间粘附来增加其侵

袭力［１９］，进一步协助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以及远处转移。

ＴＬＲ４识别各种内外源性配体后通过活化激活ＮＦκＢ诱导细胞
因子表达并促进人前列腺癌细胞系 ＰＣ３增殖，相反的干扰
ＴＬＲ４表达则能明显抑制 ＰＣ３细胞增殖并促进细胞凋亡［２０］。

ＴＬＲ４在人前列腺癌 ＰＣ３细胞上呈功能性表达，在与各种相应
的特异性配体结合后可通过激活 ｐ３８ＭＡＰＫ和 ＮＦκＢ信号转
导通路进而促进ＩＬ８和ＶＥＧＦ的表达和分泌。ＶＥＧＦ不仅可使
肿瘤周围ＤＣ失去功能而抑制肿瘤细胞的成熟分化，而且引起
内皮细胞增生迁移而协助肿瘤组织周围血管生成。近来新研

究表明微环境中高浓度的 ＶＥＧＦ能促进肿瘤细胞逃避机体免
疫系统的免疫监视［２１］。因此 ＶＥＧＦ对肿瘤远处转移及免疫逃
逸具有重要作用。最初认为ＩＬ８是中性粒细胞趋化因子，后来
研究发现它还具有促进血管生成和有丝分裂的作用，与多种恶

性肿瘤的发生发展、浸润、转移以及预后密切相关，抑制ＩＬ８可
明显抑制肿瘤生长。ＭｕｒｐｈｙＣ等［２２］的研究表明前列腺癌组织

中的ＩＬ８及其受体 ＣＸＣＲ１和 ＣＸＣＲ２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前
列腺组织，且与前列腺癌的增生、迁移、进展及转移相关。研究

发现ＬＰＳ不仅刺激促进前列腺癌ＰＣ３细胞分泌ＩＬ８和ＶＥＧＦ，
而且还可上调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 ＴＧＦβ、ＭＭＰ３及 ＣＯＸ２的
表达，这可能是前列腺癌的免疫逃逸和远处转移重要机制之

一。

综上所述，ＴＬＲ４不仅表达于正常机体及免疫细胞，而且在
前列腺癌、胃癌、结肠癌、乳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中表达。ＴＬＲ４
及其信号转导途径不仅促进机体细胞分泌大量的炎症介质和

细胞因子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及多种临床常见疾
病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促进机体和肿瘤细胞分泌免疫抑制性因

子参与了恶性肿瘤的免疫逃逸机制，促进了前列腺癌等恶性肿

瘤的发生、发展、侵袭及转移。因此，研究展望 ＴＬＲ４可能作为
前列腺癌等恶性肿瘤的分子标记物，为前列腺癌等恶性肿瘤的

早期诊断提供依据，成为抗肿瘤免疫治疗的重要靶点，相信

ＴＬＲ４的研究深入有望使恶性肿瘤的治疗有个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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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疮的临床护理新进展
吴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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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压疮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但我国卫
生部在等级医院评审和质量检查中也将压疮作为衡量护理质

量的标准之一。因此，长期以来，它一直是护理专家研究的热

点。国外学者观点，压疮是能避免的，护理不当却能发生压疮，

但不能把全部压疮都归咎于护理不当［１］。压疮的久治不愈，发

生严重的感染，甚至败血症而危及生命。但通过有效的防治方

法，压疮是可以避免发生的。如何加强对压疮的风险的评估和

监控是防治压疮的关键。近年来在压疮临床护理方面研究有

了新的进展，现综述如下。

１　压疮的现状
１１　压疮定义的更新　２００７年，压疮的定义又更新为“压疮是
皮肤或皮下组织由于压力、剪切力或摩擦力而导致的皮肤、肌

肉和皮下组织的局限性损伤，常发生在骨隆突处”。即所谓的

“三力合说”（压力、剪切力或摩擦力）的联合作用，是形成压疮

的主要原因［２］。受累部位主要在骨隆突处。定义的更新可以

帮助护理人员，把骨隆突处发生的剪切伤及摩擦伤归类于压

疮。

１２　压疮的发生率　美国住院患者压疮发生率为 ３．０％ ～
６．０％，在日本住院患者中发生压疮有 ５．８％。其中２５．０％～
８５．５％发生率为脊髓损伤患者，１０．０％ ～２５．０％的发生率为住
院老年人。研究证实：在美国康复治疗时，２３．７％的截瘫和
３９．５％的四肢截瘫患者中，至少有一个部位发生压疮；在日本
８５．７％截瘫患者中有１７．９％发生难治性压疮［３］。国内外相关

报道，一般医院的压疮发生率为３．０％～１４．０％，住院老年人压
疮的发生率为１０．０％ ～２５．０％，危重症患者压疮发生率可达
１９．０％～２６．０％。

２　压疮分期的新概念
　　压疮的分期更新为６期［４］。①可疑深部组织损伤；②Ⅰ
期：皮肤完整但发红。③Ⅱ期：疼痛、水泡、破皮或小浅坑。④
Ⅲ期：不规则的深凹，可有潜行、坏死组织及渗液，基本无痛感；
⑤Ⅳ期：全层组织缺失，伴有骨、肌腱或肌肉外露，伤口床的某
些部位有腐肉或焦痂；⑥不可分期阶段：全层组织缺失，溃疡底
部有腐肉覆盖，或者有焦痂附着。聚集全美的教育和临床研究

领域的数百名专家意见，更新了压疮分期，它的描述有组织累

及深度和组织结构。澄清了临床上区分有困难的压疮，便于护

士更加精确、清楚、简洁的识别压疮，对临床有指导意义。

３　压疮形成的相关因素
３１　压力、摩擦力与剪切力因素　许多专家研究证实压力是
引起压疮的主要因素，并与压力持续的时间长短有关，研究已

证明，９．３３ｋＰａ的压力持续超过２ｈ，皮肤及皮下组织就发生不
可逆损害，引起压疮的发生［５］。其次关系密切的还有与体位有

关的剪切力，常发生在半卧位患者的骶尾部，还有患者仰卧抬

高床头时身体下滑倾向，坐轮椅患者的身体前移倾向，均能在

骶尾及坐骨结节部产生较大的剪切力。还有与护理不当有关

如床单位的不平整、有渣屑，搬动患者时推、拉、拖等不规范的

动作，产生的摩擦力也是造成压疮的因素。

３２　潮湿与温度　患者在潮湿的环境下，发生压疮的危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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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５倍［６］。患者发生潮湿的主要原因是大小便失禁、出汗、

渗出性伤口等，皮肤长期潮湿可降低它的屏障功能，尤其是大

小便失禁（更多的细菌和毒素）浸湿局部皮肤，促使压疮的发

生。此外，体温每升高１℃，组织代谢的氧需量增加１０％，体温
过低，机体末梢循环障碍，造成组织缺血、缺氧易发生压疮。

３３　其他因素　研究表明，老年及手术患者也是压疮发生的
高危因素［７］。另外，低蛋白血症是导致压疮发生、发展和难以

愈合的独立危险因素，是发生压疮的内因。水肿、皮肤异常、营

养不良、应激状态、认知障碍、不良生活习惯等增加了压疮形成

的危险性，贫血，肾损害，休克，心衰可改变血流而降低皮肤对

压疮形成的抵抗力。

３４　护理措施未到位　随着人民对健康越来越重视，住院率
大幅增加，病房加床普遍存在，从而增加了护士的工作量，护士

整天忙于完成大量的治疗任务，忽视了对患者的基础护理，再

加上压疮防范的意识不强，对压疮存在的危险因素关注不够等

种种因素导致压疮的发生或加重。

３５　患者或家属缺乏预防压疮护理知识　研究表明，院外压
疮的发生率相对较高［８］。这主要与患者或家属缺乏压疮相关

预防及护理知识，对预防压疮的重要性认识不充分有关。

４　压疮危险性评估工具
　　王彩凤等［９］用此３种评估表对住院老年人压疮预测能力
的比较研究，综合各项评价指标发现得出的结果，Ｗａｔｅｒｌｏｗ量
表的预测能力较理想；Ｎｏｒｔｏｎ量表对高危人群具有一定鉴别能
力；Ｂｒａｄｅｎ量表在该人群中的压疮预测能力最差；Ｗａｔｅｒｌｏｗ量
表对老年人院内压疮的预测效果较好，蒋琪霞等［１０］应用 Ｂｒａ
ｄｅｎ量表评分进行临床护理研究，也证实了其使用价值。王翠
茹［１１］报道对高危患者使用Ｂｒａｄｅｎ评分法，采取相应措施后，压
疮的发生率下降了５０％～６０％。笔者认为，不管使用何种压疮
风险评估表，都应对护士进行有关的培训，规范、统一标准，以

减少误差。尽管国内研究显示，压疮预测效果较好的Ｂｒａｄｅｎ评
估表（修订版），有专家建议应将缺氧一项纳入绝对因素，缺氧

患者远低于正常人对压力的耐受力，更容易发生褥疮。将来的

研究方向应着重于：在原有量表的基础上发展改进型量表，在

临床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改进，具有人群针对性、高预测性的评

估量表才是今后的奋斗目标。

５　压疮的评估时机
　　研究报道８３％的临床压疮是发生在疾病的早期。谢小燕
等［１２］对压疮的评估时间进行了研究，患者在入院后２周内发生
的压疮达８０％，３周内发生达９６％。因此，她们推荐评估时间
为：急性病患者人院即时进行评估，后每４８ｈ评估１次，在病情
变化时随时评估；长期护理的患者应在入院时进行评估，第一

个月内每周评估１次，之后每月至每季度评估１次，病情变化
随时评估。

６　压疮的预防
　　提高护理人员对压疮防范意识，及时评估患者情况是预防
压疮的关键。在入院后及时、定期或随时进行评估，关注高危

患者并重点防范。

６１　定时翻身重视宣教，科学指导　让患者及家属知晓压疮
发生的原理、后果及预防常识，保护皮肤干燥和清洁，减小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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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摩擦，加强营养。最早的、最主要的预防措施是减轻局部受

压，勤翻身是预防压疮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之一。翻身间隔一

般１～２ｈ。高业霞等［１３］研究发现，颅脑损伤患者在使用亚低温

治疗（设置温度为３３～３５℃）过程中翻身间隔时间可以延长至
８ｈ而不发生压疮。韦玉芳等［１４］使用布朗架行骨牵引时，用薄

软枕横放在患者臀部，１／３部分垫在布朗架低端，２／３部分垫在
骶尾部及臀部，翻身时间可延长３～４ｈ。何华英等［１５］将患者侧

卧位３０°能较好的分散了压力，是有效预防压疮的方法；笔者在
临床护理实践发现，对于强迫体位或脊髓伤截瘫、病情危重暂

不宜翻身的患者，局部应用过氧化脂肪酸酯涂抹或使用减压敷

贴，再实行抬臀（每１小时抬臀１５～３０ｍｉｎ），使臀部皮肤受到
过间隙性解除局部受压，对预防压疮有重要意义。

６２　减压用具的使用　采用各类的减压支持用具如软枕、水
枕、气垫床等，但传统的橡胶气圈和烤灯作为预防压疮和减压

用具，会导致受压部位局部组织更大的伤害，已被护理工作者

达成共识。方楚如等［１６］使用小型凉液垫垫于患者枕部、骶尾

部、肩胛部、足跟等压疮易发部位，预防压疮均取得理想效果。

国外研究提出减轻压力以气垫最好，水垫次之。陶新学等［１７］

自制多功能翻身固定带，用于长期卧床患者翻身和翻身后体位

的固定，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取得了满意效果。笔者观察到当前

临床所用减压，其减压效果不确定，如４～６ｈ以上不翻身，仍有
发生压疮的危险。在临床实践中证实具有压疮高危因素的患

者尽早使用气垫床，在翻身时喷洒赛肤润可以有效预防压疮的

发生。

６３　改善全身营养，增强机体抵抗力　营养不良是直接影响
压疮其愈合的因素。压疮患者的饮食原则应为高热量、高蛋

白、高维生素。积极改善患者的全身营养、血氧饱和度、循环状

况等情况。摄入丰富的蛋白质可以预防损伤、维生素的摄入可

以修复和促进损伤组织愈合。

７　压疮的治疗与护理
　　一般采取局部治疗为主，全身治疗为辅的综合治疗。预防
压疮的传统护理方法已逐渐被新的研究结果替代即湿性疗法。

７１　局部治疗
７１１　Ⅰ期的压疮　保持局部干燥，勤翻身，选用喷赛肤润外
涂局部受压处皮肤等方法，效果佳，在短期内就可治愈。侧卧

３０°有助于骨隆突部位压力分散和血液流动，从而预防压疮。
７１２　Ⅱ期压疮　通常出现水泡期，要避免破溃，保护皮肤的
完整性，这样能减少感染机会和缩短压疮愈合时。但在临床工

作中对于一些容易发生摩擦的水泡，破溃却难以避免，笔者采

用磺胺嘧啶银膏湿性换药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但在渗出期

如何保护创面，局部换药的间隔时间值得探讨。临床护理证

实，愈合过程中压疮新鲜创面对压力的耐受更小。因此，要避

免使用错误的局部减压方法如气圈、棉垫圈等影响局部血液循

环，更不要使用已被证实了的错误护理方法如局部灯烤、按摩

等。

７１３　局部氧疗　其疗效显著优于其他治疗措施的局部高浓
度氧疗配合激光及新型敷料治疗难治性压疮。氧流量为６～８
Ｌ／ｍｉｎ，每日１次。每次２０ｍｉｎ［１８］，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已得到证
实。

７１４　用各种敷贴治疗　对Ⅲ、Ⅳ期压疮护理原则：保持创面
清洁，除坏死组织，促进肉芽生长。根据创面选择胶片、泡沫、

水胶体敷料或水凝胶敷料，保持局部湿润，能有效治疗压疮。

洪俊平等［１９］研究的褥疮周围皮肤、创面先用０．５％碘伏依次进
行消毒，再用生理盐水冲洗，及时清除分泌物及坏死组织，再用

无菌纱布吸干，涂湿润烧伤膏范围超过创缘２ｃｍ，厚约２ｍｍ，
用８～１２层无菌纱布覆盖包扎，经过反复换药临床结果效果显

著。张燕等［２０］研究安普贴防治褥疮，可以延长患者晚间翻身

时间（由原来的每２～３ｈ延长至４ｈ一次），保证患者的睡眠质
量。

７２　手术治疗　对久治不愈的深度压疮，用点状植入植皮法
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治疗方法，对暴露的骨面或死腔覆盖剂填塞

都有良好的疗效。

８　压疮管理
　　首先对医务人员、患者及家属照顾者进行压疮预防和处理
的持续教育和培训。培训的内容应包括：压疮发生的病因及危

险因素，预防措施，提供特殊床垫和如何使用减压产品，以及外

在物理机械环境对压疮的影响。本院已成功实施压疮风险报

告和压疮护理会诊制度，建立压疮三级监控管理模式，由护理

部压疮管理小组成员会诊，提出会诊意见，并结合患者的具体

情况，制订出切实可行的预防压疮发生的护理措施，对压疮高

危患者进行床头交接班，建立床头翻身卡，对高危风险患者进

行护理干预，以最少的资源发挥最佳的效果，降低临床压疮发

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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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浆脑纳肽、Ｄ二聚体的检测与分析
刘芳，毋小玉

【摘　要】　目的　通过检测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患者血浆中脑钠肽又称Ｂ型利钠肽（ＢＮＰ）和Ｄ二聚体（ＤＤ）的含量，
探讨其二者与ＡＭＩ的相关性，分析它们在ＡＭＩ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为临床诊治ＡＭＩ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方法　
分别采用酶联免疫法和全定量金标法测定４５例ＡＭＩ患者和４７例健康对照者血浆中的ＢＮＰ和ＤＤ含量，将患者组与对
照组进行比较。结果　ＡＭＩ患者组血浆中ＢＮＰ含量（４５８．６±３９９．８）ｎｇ／Ｌ、ＤＤ含量（０．６４±０．１７）ｍｇ／Ｌ，对照组血浆中
的ＢＮＰ含量（２９．８±２０．３）ｎｇ／Ｌ，ＤＤ含量（０．２７±０．０６）ｍｇ／Ｌ，两者相比，ＡＭＩ患者组血浆中ＢＮＰ和ＤＤ含量都明显高于
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患者组ＢＮＰ含量、ＤＤ含量与正常组比较，Ｐ均＜０．０１。结论　ＢＮＰ和ＤＤ均参与了
ＡＭＩ的病理过程，检测急性心脑血管患者血浆中的ＢＮＰ和ＤＤ对ＡＭＩ的诊断和治疗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急性心肌梗死；脑钠肽；Ｄ二聚体；酶联免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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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ＢＮＰａｎｄＤＤ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ｓｗｉｔｈＡＭＩ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ＮＰａｎｄＤＤ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
ｔｈｅＡＭＩｏｎｔｈａｔｈａｐｐ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ｃｕｔ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Ｂｒａｉｎ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Ｄｄｉｍｅｒ；ＥＬＩＳＡ

　　急性心肌梗死（ａｃｕｔ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ＭＩ）是临床常
见疾病，其以发病急进展快为特征，严重威胁患者生命，是导致

人类心源性猝死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

范围性问题。动脉粥样硬化是ＡＭＩ的病理基础，而动脉硬化斑
块破裂及血栓形成是ＡＭＩ的直接原因。Ｄ二聚体（ＤＤ）是纤维
蛋白单体经活化因子交联后，再经纤溶酶水解产生的一种特异

性降解产物，是血管中纤维蛋白形成的敏感指标。血浆中 ＤＤ
升高反映凝血酶生成过多和继发性纤溶活性增强，可作为体内

高凝状态和血栓形成的间接指标之一［１］。脑钠肽又称 Ｂ型利
钠肽（Ｂｒａｉｎ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ＢＮＰ）主要在心室表达，同时也存
在于脑组织中。近年来关于 ＢＮＰ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研究
的比较多，ＢＮＰ检测已被广泛应用于心力衰竭的诊断、预后评
价及指导治疗之中。研究还发现ＢＮＰ在急性冠脉综合征、高血
压及心律失常等其他多种心血管疾病中亦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本文即通过检测ＡＭＩ患者血浆中 ＤＤ和 ＢＮＰ的含量进一步探
讨其二者与ＡＭＩ的相关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连续选取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０１１年８月在我院
急诊科就诊的 ＡＭＩ患者 ４５例，男性 ２９例，女性 １６例，年龄
３９～７７岁，平均（５４．５±５．６）岁。ＡＭＩ诊断符合内科学教材标
准。对照组４７例，男性３０例，女性１７例，年龄３５～６９岁，平均
（５１．４±６．５）岁，均经体检排除全身炎症、高血压、高血脂、冠心
病、糖尿病及肝肾疾病等。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标本处理　所有ＡＭＩ患者均在入院时采取平卧位静脉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００郑州市，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刘
芳）；４５０００３郑州市，河南省人民医院检验科（毋小玉）

通讯作者：毋小玉，电子信箱：４７５０９１９７＠ｑｑ．ｃｏｍ

采血５ｍｌ，２．７ｍｌ注入含有０．３ｍｌ柠檬酸钠抗凝剂试管中，余
血另装试管用肝素抗凝，两管均置高速离心机以３０００ｒｐｍ离心
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浆后１ｈ内检测完毕。
１２２　血浆 ＤＤ的测定　以柠檬酸钠抗凝的血浆采用挪威
Ａｘｉｓｓｈｉｅｌｄ公司的多功能全定量金标检测仪及配套试剂检测，
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１２３　血浆ＢＮＰ的测定　以肝素抗凝的血浆用酶联免疫法
（ＥＬＩＳＡ）检测 ＢＮＰ，试剂由法国 Ｃｏｕｌｔｅｒ公司提供，酶标仪为
ＣｌｉｎｉＢｉｏ１２８。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统计处理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计量
资料采用（ｘ±ｓ）表示，采用配对ｔ检验分析。

２　结果
　　ＡＭＩ患者血浆中ＤＤ与ＢＮＰ含量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ＡＭＩ组和正常对照组血浆检测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ＤＤ（ｍｇ／Ｌ） ＢＮＰ（ｎｇ／Ｌ）

ＡＭＩ ４５ ０．６４±０．１７ ４５８．６±３９９．８

对照组 ４７ ０．２７±０．０６ ２９．８±２０．３

　　注：ＤＤ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及血栓形成是急性心肌梗死的直
接原因，而纤溶－凝血系统异常又是血栓形成的重要因素。Ｄ
二聚体是交联纤维蛋白的特异性降解产物，只有在体内发生血

栓病变并继发纤溶亢进的情况下才有明显改变，武湘云等［２］在

对１１３例胸痛患者诊治过程中，确诊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
ｃｕｔ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Ｓ）患者８２例，并分组检测了其血浆
ＤＤ水平，表明 ＡＣＳ胸痛３～６ｈ组血浆 ＤＤ水平明显高于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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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组，ＤＤ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和病情变化密切相关。
作为ＡＣＳ的严重类型 ＡＭＩ，本研究结果也显示 ＡＭＩ患者血浆
ＤＤ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与国内外众多文献［３－５］报道一

致，提示ＡＭＩ患者体内存在着活动性血栓形成过程及继发性纤
溶亢进。笔者认为ＤＤ检测对于诊治ＡＭＩ有一定价值。

ＢＮＰ在１９９８年被提取成功后，在人体多处组织器官中检
出，其中以心脏含量最高。其生理作用主要有：扩张血管；利尿

排钠作用；保护心肌细胞和改善心肌重塑，抗纤维化作用；抑制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轴及交感神经兴奋性等。ＢａｓｓａｎＲ
等［６］研究发现，在ＡＭＩ、不稳定型心绞痛（ＵＡＰ）患者的 ＢＮＰ平
均水平分别是２０４ｎｇ／Ｌ、７８ｎｇ／Ｌ，其水平升高比传统的急性冠
脉综合症（ＡＣＳ）指标早，在肌钙蛋白升高的窗口期 ＢＮＰ＞１００
ｎｇ／Ｌ的胸痛患者，７０％明确诊断为心肌梗死，并与病变血管支
数心肌受损程度有明显的相关性。ＭｏｒｉｔａＥ等［７］的研究报道，

血浆ＢＮＰ水平于急性心肌梗死后约６ｈ明显升高，２４ｈ左右达
到高峰，４８ｈ内均明显升高，部分患者在心肌梗死后５ｄ左右形
成第２个高峰，此后可逐渐下降，但在心肌梗死后第４周仍明
显高于对照组。本研究只统计了 ＡＭＩ早期的 ＢＮＰ相关数据，
与报道基本一致。至于 ＡＭＩ患者 ＢＮＰ升高的机制，目前一种
观点［８］认为可能由于ＡＭＩ患者严重或频繁的心肌缺血缺氧使
室壁运动的张力增加，ＢＮＰ的合成和分泌增加，ＢＮＰ主要由梗
死区和非梗死区交界处和梗死区的存活细胞分泌，在 ＡＭＩ中
ＢＮＰ的释放与心肌酶不同，它不是由坏死细胞释放，而是心肌
存活细胞合成增加；它不表示损伤，而是表明功能代偿；另一种

观点［９］认为 ＡＭＩ动脉粥样斑块破裂，炎症介质释放，血小板聚
集，血栓脱落梗塞动脉远端，导致远端缺血缺氧，局部心肌坏

死，收缩功能丧失，心律失常使心室肌运动不协调，正常心室壁

压力上升，局部过度牵拉，心肌细胞缺血坏死，均可致心肌细胞

分泌ＢＮＰ和坏死细胞释放ＢＮＰ；这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但是
ＢＮＰ确是参与了ＡＭＩ的病理过程已经得到证实，美国临床生化
科学院（ＮＡＣＢ）也在２００４年将 ＢＮＰ列入《心肌标志物应用指
南》［１０］。由于ＢＮＰ检测方便迅速，现在有多种厂家仪器可床边
检测，因此它作为一个心血管病患者早期检测的血清学指标无

疑可以对ＡＭＩ起到早发现、早救治，最大程度地降低其致残致
死后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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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氧耗，同时清除大量炎性介质，下调炎症反应，恢复机体免疫

内稳态，改善心肺功能，降低病死率［９－１０］。

在本案例中，观察组采用乌司他丁与血液净化联合治疗急

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住 ＩＣＵ时间及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单用乌司
他丁治疗的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此外，由
于观察组患者采用了血液净化进行治疗，ＴＮＦα、ＩＬ６的变化情
况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综上所述，
临床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采用乌司他丁与血液净化联

合治疗效果较好，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血浆炎症介质，缩短患

者的住院时间，降低治疗风险，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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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２０例感染性心内膜炎病原菌及耐药性分析
熊祝嘉，岳志刚，李小瑛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２０例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的培养结果进行回顾性研究，为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煤炭总医院２０１０年２０例感染性心内膜炎病原菌的分布及其对抗生素的敏感性。结果　革兰阳性球
菌１９株，占到９５％，其中链球菌９株（占４５％），主要为化脓性链球菌；葡萄球菌７株（占３５％），主要为金黄色葡萄球
菌；肠球菌３株（占１５％），均为屎肠球菌。此外大肠埃希菌检出１株（占５％）。不同的病原菌有其自身的耐药特点，金
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较严重，所有阳性菌对万古霉素敏感。结论　感染性心内膜炎病原菌以链球菌为主。不同的病原
菌有其自身的耐药特点，对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应及早进行细菌培养和耐药检测，以指导临床正确用药，防止耐药株的

出现。

【关键词】　感染性心内膜炎；病原菌；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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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ｔｉｓｃｏｎ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ｍ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ｃ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ｗａｓ９５％（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４５％，ｔｈｅｍｏｓｔｗａｓ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ｐｙｏｇｅｎｅｓ；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３５％，ｔｈｅｍｏｓｔｗａｓ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ｕｒｅｕｓ；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ｃ
ｃｕ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１５％，ａｌｌｗａｓ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ｆａｅｃｉｕｍ）；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ｍｎｅｃｇａｔｉｖｅ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ｗａｓ５％（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ｈａｄｉｔｓｏｗ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ｕｒｅｕｓｗａｓｓｅｒｉｏｕｓ．Ｔｈｅ
Ｇｒａｍ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ｃ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ｔｏｂｅａｌ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ｖａｎｃｏｍｙｃ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ｉｓｓｔｉｌｌ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ａｍｏ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ｎｄｏｃａｒｄｉｔ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ｈａｄｉｔｓｏｗ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ｗｅｓｈｏｕｌｄ
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ｓｓｏｏｎ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ｇｕｉｄ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
ｐ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ｎｄｏｃａｒｄｉｔｉｓ；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感染性心内膜炎（Ｉｎ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ｎｄｏｃａｒｄｉｔｉｓ，ＩＥ）是病原微生物
直接感染而引起的心瓣膜心室壁或邻近大动脉内膜的炎症典

型病灶伴有赘生物的形成而导致的一种严重的感染性疾病。

其致病微生物以细菌最常见，也可由真菌、病毒立克次体、衣原

体、螺旋体等其他微生物引起［１］。细菌培养阳性结果结合心脏

超声检查可作为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诊断依据。本文对我院

２０１０年临床确诊为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的培养结果进行回顾，
对２０例培养阳性结果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进行分析，为临
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例送检标本均来自于我院２０１０年心脏外
科确诊的 ＩＥ患者［２］。男性１２例，女性８例，年龄介于２０～６４
岁，平均年龄４６．５岁。其中血液标本１４例（占７０．０％），心包
积液２例（占１０．０％），心瓣膜赘生物４例（占２０．０％）。
１２　仪器与试剂　采用西门子 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ｎＷａｌｋＡｗａｙ４０全自
动微生物鉴定和药敏系统及配套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ｍｂｏＰａｎｅｌＴｙｐｅ２０
和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ｂｏＰａｎｅｌＴｙｐｅ３１。质控菌株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肺炎链球菌 ＡＴＣＣ４９６１９和粪肠球菌 ＡＴＣＣ
２９２１２，购于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１３　菌株分离及药物敏感实验　用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进行
菌种鉴定和药敏试验，ＭＲＳＡ的检测采用苯唑西林纸片扩散法。
药敏结果采用 ＷＨＯＮＥＴ５．４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按照 ＣＬＳＩ
２０１０年版规定的折点判定耐药、中介和敏感［３］。

２　结果
２１　检出结果　在２０例ＩＥ患者送检标本中，链球菌培养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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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熊祝嘉，电子信箱：ｘｚｊｉａｘｚｊｉａ＠１６３．ｃｏｍ

结果为９例，检出率为４５％，主要为化脓性链球菌。葡萄球菌
属培养阳性结果为７例，检出率为３５％，主要为金黄色葡萄球
菌。肠球菌属培养阳性结果为３例，检出率为１５％，均为屎肠
球菌。肠杆菌科检出１株。占５％，为大肠埃希菌。２０株ＩＥ病
原菌分布情况如下：金黄色葡萄球菌４株，化脓性链球菌和屎
肠球菌各３株，唾液链球菌和咽峡炎链球菌各２株，牛链球菌、
缓症链球菌、人型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腐生葡萄球菌和大

肠埃希菌各１株。
２２　１９株革兰阳性球菌耐药情况　本次研究中，一共分离出
２０株致病菌，１９株为革兰阳性球菌。１９株革兰阳性球菌对１５
种常见抗生素的耐药情况见表１。研究显示，除链球菌外，其余
对多种抗生素有不同程度的耐药表现，其中以金黄色葡萄球菌

的耐药较为严重。

３　讨论
　　ＩＥ临床表现多样，可以引起发热、心脏杂音、心力衰竭和脾
大等，是心脏内外科较常见而且难以处理的一种严重疾病。ＩＥ
症状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伴随其他疾病，如自身免疫性疾病，

给临床诊断带来干扰。如未及时治疗死亡率极高，早期预防、

及时诊断、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及选择手术时机是降低病死率的

重要手段［４］。部分患者可在内科经抗菌药物治疗得以痊愈，但

半数以上患者必须手术治疗，手术后继续使用抗菌药物直至病

原菌完全清除。

通常认为，草绿色链球菌是导致 ＩＥ的主要致病菌，在抗菌
药物发明前，超过９５％的ＩＥ由该菌导致。本次研究发现，链球
菌感染占到４５％，葡萄球菌感染占到３５％。链球菌感染中，化
脓性链球菌和草绿色链球菌（唾液链球菌，缓征链球菌和咽峡

炎链球菌）的比例为０．６∶１。该研究与吴泉明等［５］的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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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表明，导致ＩＥ感染的每一种病原菌所占比例在两家医院是
不一样的，但是相较于传统认识的草绿色链球菌在 ＩＥ感染中
的重要作用，葡萄球菌所占比例的提高和导致 ＩＥ感染的病原

菌种类的增大与陈吉祥等［６］的研究较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抗

生素使用导致耐药菌增加所致。

表１　革兰阳性球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耐药率（ｎ，％）

抗菌药物 金黄色葡萄球菌（ｎ＝４）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ｎ＝３） 屎肠球菌（ｎ＝３） 链球菌（ｎ＝９）

万古霉素 ０ ０ ０ ０
左旋氧氟沙星 ２（５０．０） １（３３．３） ２（６６．７） ３（３３．３）
氯霉素 ２（５０．０） １（３３．３） １（３３．３） ０
氯林可霉素 ３（７５．０） １（３３．３） － －
头孢唑林 ２（５０．０） １（３３．３） － －
环丙沙星 ２（５０．０） １（３３．３） ２（６６．７） －
红霉素 ３（７５．０） ２（６６．７） ２（６６．７） ４（４４．４）
庆大霉素 ３（７５．０） １（３３．３） － －
亚胺培南 ２（５０．０） １（３３．３） － ０
苯唑西林 ２（５０．０） １（３３．３） ２（６６．７） ０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２（５０．０） ２（６６．７） １（３３．３） ０
利福平 １（２５．０） １（３３．３） １（３３．３） －
青霉素 ３（７５．０） ２（６６．７） １（３３．３） ０
氨苄西林 ２（５０．０） １（３３．３） １（３３．３） ０
复方新诺明 ２（５０．０） １（３３．３） － －

　　注：“－”表示没有定义折点或不推荐使用该类抗生素。

　　１９株阳性菌的药敏试验结果表明，链球菌对青霉素全部敏
感，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和肠球菌也仅有１／３的菌株对青霉素
耐药，说明青霉素对非金黄色葡萄球菌导致的 ＩＥ仍有较好疗
效。金黄色葡萄球菌可引起社区和医院感染［７］。４株金黄色葡
萄球菌中检出ＭＲＳＡ２株，分离率５０％低于此前我院对于血培
养金黄色葡萄球菌 ＭＲＳＡ７３．７％分离率的报道［８］。这与此次

研究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是社区感染有关。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整体耐药率较高，但对万古霉素均敏感。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

为针对ＭＲＳＡ感染的首选抗生素［９］。

血培养结果是ＩＥ诊断的主要标准。由于广谱抗生素的使
用，ＩＥ的临床表现不明显，血培养的送检率和阳性率会降低，赘
生物培养可作为对血培养结果的补充和验证［１０］。本组研究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院ＩＥ的病原学分布及其对抗菌药物的耐
药现状。但本组病例均为我院住院患者，且由于患者来自全国

各地，其分布可能有一定偏倚而且例数仍稍显不足，不能完全

反映区域性ＩＥ感染特点。
由于病原菌、年龄、机体状况不同，临床表现很不一致，易

误诊、漏诊。本病预后与发病年龄、基础心脏病、病原菌及治疗

有关。早期诊断和针对性使用敏感抗生素，有利于提高治愈

率。今后临床工作中应加强对ＩＥ患者的血培养、赘生物培养检
查及药物敏感试验，并根据血培养及药敏结果及时调整抗菌药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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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

结肠癌性肠梗阻无肠道准备的磁共振成像研究
徐经薇，刘文娟，曲林涛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３２例结肠癌性肠梗阻进行无肠道准备的磁共振成像研究，探讨无肠道准备的磁共振成像对
结肠癌性肠梗阻的诊断价值。方法　对４４例结肠梗阻患者进行无肠道准备的磁共振多序列多方位扫描，重点加扫扩散
加权序列；结合手术病理结果，对其中３２例结肠癌性肠梗阻的磁共振表现进行综合分析。结果　无肠道准备磁共振成
像对本组３２例结肠癌性肠梗阻的定位符合率为１００％，对结肠癌的定性敏感度为１００％，特异性为９２．９％。３２例结肠
癌性肠梗阻表现为结肠癌以近肠管扩张积液或积粪，结肠癌肠壁表现为 Ｔ１ＷＩ低信号及 ＤＷＩ明显高信号。结论　无肠
道准备的磁共振成像简便、安全、有效，可作为结肠癌性肠梗阻的重要检查手段。

【关键词】　结肠癌；肠梗阻；无肠道准备；磁共振成像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３５　Ｒ８１４．４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４６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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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ｒａｔｅｆｏｒ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１００％，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ｓｏｆｃｏｌｏｎｃａｎｃｅｒｗｅｒｅ１００％
ａｎｄ９２．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３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ｔｏｕｓｉｌｅｕｓｓｈｏｗｅｄｐｒｏｘｉｍ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ｂｏｗｅ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ｓｏｒｃｏｐｒｏ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ｃｏｌｏｎｃａｎｃｅｒｗａ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ｈｙｐｅｒｉｎｔｅｎｓｅ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ｔｈｅＴ１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Ｕｎ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ｏｗｅｌＭＲＩｃａｎａｃｔ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ｓｔｏ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ｂｏｗｅｌ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ｃｏｌｏｎｃａｎｃｅｒ；ｉｔｉｓｓｉｍ
ｐｌｅ，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ｘａ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ｏｎｃａｎｃｅｒ；Ｂｏｗｅｌ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ｎ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ｏｗｅ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

　　结肠癌所致癌性肠梗阻是胃肠外科常见急腹症之一，文献
报道老年患者的急性肠梗阻多是由结肠癌所致［１］。然而老年

肠梗阻患者往往不能耐受肠道准备或对比剂增强扫描，因此本

研究尝试利用梗阻肠腔内的积液进行无肠道准备的磁共振成

像，结合弥散加权成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ＤＷＩ），探讨
磁共振成像对结肠癌性肠梗阻的诊断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搜集我院２００７年０６月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间收
治的结肠梗阻４４例，经手术病理证实其中３２例为结肠癌性肠
梗阻，余１２例为非癌性肠梗阻。３２例结肠癌性肠梗阻中男２１
性例，女性１１例，年龄６２～８５岁，平均（７１±６）岁。多以停止
排便排气数天入院，既往多有腹胀、便秘及便血等病史。

１２　无肠道准备的ＭＲＩ检查　检查前无需清洁灌肠、无需口
服或结肠内注入对比剂，使用ＰＨＩＬＩＰＳＡｃｈｉｅｖａ１．５Ｔ双梯度ＭＲ
扫描仪进行无肠道准备的磁共振成像。采用体部相控阵线圈，

常规扫描参数：Ｔ１ＷＩ，ＴＦＥＴＲ１０ｍｓ，ＴＥ４．６ｍｓ；Ｔ２ＷＩ，ＴＳＥＴＲ
１３４８ｍｓ，ＴＥ１００ｍｓ；Ｔ２ＷＳＰＡＩＲ，ＴＲ４３０ｍｓ，ＴＥ８０ｍｓ；均为２
次激励。扩散加权成像采用单次激发平面回波成像（ＥＰＩ）技
术，ＴＲ４２２９ｍｓ，ＴＥ７８ｍｓ，ＴＩ１８０ｍｓ，８次激励，扩散敏感梯度
ｂ＝８００ｓ／ｍｍ２。
１３　磁共振诊断标准　由２位高年资的放射科医生共同阅
片，按以下标准进行回顾性分析：结肠壁增厚 ＞０．６ｃｍ，淋巴结
肿大＞１．５ｃｍ，各序列均以腹壁肌肉信号为参照标准；肠梗阻

基金项目：烟台市科学技术发展计划项目（２０１１２４７）
作者单位：２６５２００山东省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放射科（徐经薇，曲林

涛）；山东省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科教科（刘文娟）

通讯作者：刘文娟，电子信箱：ｈｏｎｇｑｉ４２＠ｓｏｈｕ．ｃｏｍ

的标准：结肠管径＞６．０ｃｍ，小肠管径＞３．０ｃｍ。

２　结果
２１　手术结果　无肠道准备的 ＭＲＩ检查对本组３２例结肠癌
性肠梗阻的定位符合率为 １００％，对结肠癌的定性敏感度为
１００％，特异性为９２．９％；１例结肠癌术后梗阻患者术前误诊为
结肠癌复发，术后病理证实为肠壁炎症水肿。

２２　结肠癌性肠梗阻 ＭＲＩ表现　本组３２例结肠癌性肠梗阻
表现为结肠癌段肠腔狭窄、肠壁增厚，结肠癌以近肠管扩张积

液或积粪，癌性狭窄段与近侧扩张肠管的移行段呈“肩样征”

（见图１～２）。狭窄段范围约为１．５～４．８ｃｍ，平均为（２．６±
０．７）ｃｍ；癌肿于Ｔ１ＷＩ呈较低信号（见图１），Ｔ２ＷＩ像则呈等或
稍低信号（见图２～３），而在 ＤＷＩ图像上结肠癌及其转移淋巴
结均呈较明显高信号（见图４）。结合常规ＭＲＩ序列及 ＤＷＩ序
列本组２９例（９０．６％）浆膜面毛糙而诊断为Ⅲ期结肠癌，３例
（９．４％）结肠癌因邻近肿大淋巴结 ＤＷＩ高信号而诊断为淋巴
结转移（Ⅳ期）。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利用梗阻积液可以对结肠癌性肠梗阻进行无
肠道准备的磁共振扫描，且具有较高的定位和定性价值。肠道

准备是影响胃肠道影像检查质量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特定前提

下的无肠道准备影像检查近年来在国内外均有报道［２－４］，深受

患者和医生的欢迎，可以极大减轻患者的痛苦及减少检查程序

的繁琐。

结肠癌性肠梗阻多为老年患者，本组 ３２例均为 ６２岁以
上，体质较为虚弱，均因不能耐受繁琐的肠道准备或不愿接受

对比剂增强扫描，而选择进行无肠道准备的磁共振成像检查。

通常情况下肠管的充盈度和信号或密度对比是影响结肠癌诊

断的主要因素［２］，磁共振具有较高的软组织分辨率，梗阻肠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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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稍短Ｔ１或稍长Ｔ２）积液或（稍短Ｔ１）积粪与等信号肠壁
的信号对比明显，使梗阻肠腔内积液或积粪可作为天然对比

剂，提供良好地充盈度和信号对比，从而为结肠癌性肠梗阻的

无肠道准备磁共振成像提供了特定的检查前提［５］。

　
　　注：示横结肠癌管壁增厚呈
稍长Ｔ１信号，狭窄移行段“肩样
征”（白箭），近侧结肠肝曲扩

张，内充盈短 Ｔ１信号积粪（黑
箭）。

图１　横结肠癌所致肠梗阻
Ｔ１ＷＩ轴位图像

　　注：示结肠肝曲癌肠腔狭
窄，可见“肩样征”（白箭），近侧

升结肠梗阻积液（黑箭），肝脾周

可见腹腔积液。

图２　结肠肝曲癌所致肠梗阻
Ｔ２ＷＩ冠状位图像

　
　　注：示盲升结肠癌肠壁增厚
呈等低信号（白箭），近侧回肠末

段局限性扩张积粪（黑箭）。

图３　盲升结肠癌所致肠梗阻
Ｔ２ＷＩ冠状位图像

　　注：与图３为同一病例，示
盲升结肠癌增厚管壁呈较明显

高信号（白箭），正常肠管及内容

物呈低信号。

图４　盲升结肠癌所致肠梗阻
ＤＷＩ轴位图像

　　目前，国内关于结肠癌性肠梗阻的报道多集中于多排螺旋
ＣＴ的应用研究［６］，无肠道准备磁共振成像的检查优势在于无

需肠道准备、无Ｘ线辐射损伤甚至无需增强扫描。磁共振多序
列多方位成像的优点，尤其是弥散加权成像（ＤＷＩ）序列，为结
肠癌的定位以及定性诊断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７－８］。本研

究显示ＴＳＥＴ２ＷＩ可清楚分辨含气的结肠肠管并进行多方位成
像追踪观察，从而有助于对癌性肠梗阻作出准确的定位诊断；

但ＴＳＥＴ２ＷＩ易受呼吸及肠蠕动等运动伪影的影响，因此需结
合Ｔ１ＷＩ及Ｔ２ＷＳＰＡＩＲ序列来观察结肠癌形态、信号以及黏膜
面和浆膜面的光整度等情况，从而进行分期诊断和可切除性评

估［９－１０］。同时由于本组结肠癌性肠梗阻患者年龄较大、体质虚

弱或其他原因，不愿接受对比剂增强扫描，故我们尝试采用磁

共振扩散加权成像代替增强扫描来提高结肠癌的检出和鉴别

诊断。扩散加权成像序列作为磁共振功能成像新技术，主要通

过分析病理状态下水分子的扩散变化来诊断疾病的。目前

ＤＷＩ对腹部肿瘤的诊断价值正备受关注［１１－１２］。通过本研究发

现在扩散加权成像序列上结肠癌及其转移淋巴结均呈较明显

高信号，与正常肠壁及粪块的等低信号对比较为明显。结果显

示无肠道准备磁共振常规序列成像结合弥散加权成像序列对

结肠癌具有较高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有助于结肠癌的检出

及分期诊断。但磁共振成像易受呼吸、肠蠕动伪影以及磁化率

伪影等的影响，有待于我们不断探索抑制相关伪影的措施，提

高图像质量。

总之，对结肠癌性肠梗阻进行无肠道准备的磁共振成像检

查，不但可以避免繁琐的肠道准备和 Ｘ线辐射损伤，而且具有
较高的定位和定性诊断价值，从而能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１３］。

无肠道准备的磁共振成像简便、安全、有效，可作为结肠癌性肠

梗阻的重要检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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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

以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的肺癌脑转移瘤 ＭＲ特征分析
李旭，秦东京，马德晶，张升华，张虎，李敏

【摘　要】　目的　研究分析以中枢神经症状为首发的肺癌脑转移瘤的磁共振特征及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研究组８９
例以中枢神经症状为首发的肺癌脑转移患者和对照组９７例以呼吸症状为首发的肺癌脑转移患者行常规 ＭＲ及增强检
查，分别对转移瘤好发部位、瘤周水肿程度、转移瘤数目、强化方式程度及增强后病灶的显示效果进行对比、观察、分析。

结果　研究组相对于对照组在转移瘤好发部位，瘤周水肿程度及强化方式上存在差异，两组在增强后均更易发现平扫时
未确切显示的新病灶，在转移瘤数目上两者不存在差异性。结论　以中枢神经症状为首发的肺癌脑转移瘤与以呼吸系
统症状为首发的肺癌脑转移瘤在ＭＲ诸多表现上存在差异，通过对此类转移瘤研究、观察分析，其特征表现可与其他病
变相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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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转移瘤以肺癌脑转移最为多见，其中一部分肺癌脑转移
患者在就诊时，往往是以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为首发，缺少明显

的呼吸系统症状，容易造成误诊、误治，延误了最佳治疗时

机［１－２］。本研究通过对以神经症状为首发的肺癌脑转移瘤的

ＭＲＩ表现及其规律进行观察、统计分析，旨在提高临床和放射
科对此类脑转移的认识，从而为临床早期诊断、合理治疗以及

预后评估提供帮助。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０１２年９月在我院以中
枢神经症状为首发就诊的肺癌脑转移患者８９例行 ＭＲ平扫及
增强检查，其中男性５０例，女性３９例。年龄４１～７１岁，平均
５７．６岁。所有患者既往无神经系统疾病。另选择以呼吸系统
症状为首发的肺癌脑转移患者 ９７例为对照组，其中男性 ６３
例，女性３４例，年龄４５～７５岁，平均５６．８岁。
１２　ＭＲ扫描技术　使用ＧＥ公司ＳｉｇｎａＥｘｃｉｔｅ１．５Ｔ超导型磁
共振仪，有效梯度场强度为 ３３ｍＴ／ｍ，最大切换率为 １２０Ｔ／
（ｍ·ｓ）；应用８通道相控阵头颈联合线圈；使用ＳＥ序列完成横
轴位Ｔ２ＷＩ、Ｔ２ｆｌａｉｒ及Ｔ１ＷＩ扫描。扫描参数为 Ｔ２ＷＩ（ＴＲ：２８００
ｍｓ，ＴＥ：１０３ｍｓ）；Ｔ２ｆｌａｉｒ（ＴＲ：８６０２ｍｓ，ＴＥ：１２６ｍｓ）；Ｔ１ＷＩ（ＴＲ：
１７８４ｍｓ，ＴＥ：２１ｍｓ）；层厚：７ｍｍ，层间距：８ｍｍ。增强扫描参数
同上，所用对比剂是钆喷酸葡胺（ＧｄＤＴＰＡ），计量为０．１ｍｍｏｌ／
ｋｇ体重，静脉注射。
１３　影像观察、分析　研究组与对照组按照以下方式分类。
①转移瘤发生部位：幕上、幕下或者幕上幕下都有；②瘤周水肿
程度：无明显水肿，肿瘤周围无明确水肿带；轻度水肿，水肿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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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小于肿瘤最大径的１／２；明显水肿，水肿范围大于肿瘤最大径
的１／２。如果为多发脑转移的患者，以水肿最严重的病灶统计。
③肿瘤的数目：分为单发和多发两种情况。④研究组及对照组
肿瘤信号及强化程度：根据强化程度及方式分为无明显强化；

较均匀强化；环形强化；斑片状强化四类。若为多发脑转移的

患者，以绝大多数病灶信号表现为主。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包，将观察与分析
的全部资料分别进行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转移瘤发生部位　８９例以中枢神经症状为首发的肺癌脑
转移瘤及９７例以呼吸系统症状为首发的肺癌脑转移瘤发生部
位分析，见表１。

表１　两组肺癌患者脑转移瘤发生部位分析（例）

组别 ｎ 幕上 幕下 幕上幕下都有

研究组 ８９ ２９ ９ ５１
对照组 ９７ ５７ １３ ２７

　　注：经χ２检验，研究组与对照组发生部位具有差异性，Ｐ＜０．０５。
２２　转移瘤水肿程度　研究组与对照组转移瘤水肿程度对
比，如表２。

表２　两组肺癌患者脑转移瘤水肿程度对比（例）

组别 ｎ 无明显水肿 轻度水肿 明显水肿

研究组 ８９ ３９ ２７ ２３
对照组 ９７ ２１ ３３ ４３

　　注：经χ２检验，研究组与对照组水肿程度具有差异性，Ｐ＜０．０５。
２３　肿瘤数目　研究组单发２６例，多发６３例；对照组单发２４
例，多发７３例。经χ２检验，研究组与对照组发生数目无差异性
（Ｐ＝０．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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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强化程度　研究组与对照组强化表现分析，见表３。
表３　两组肺癌患者脑转移瘤强化表现分析（例）

组别 ｎ 强化不明显 均匀强化 环形强化 斑片状强化

研究组 ８９ ２５ ９ １７ ３８
对照组 ９７ ６ ３３ ３５ ２３

　　注：经χ２检验，研究组与对照组强化表现具有差异性，Ｐ＜０．０５。
２５　增强后新病灶的显示　研究组与对照组增强检查后，不
仅可以显示所有平扫时发现的病灶，研究组中还发现有２８例
平扫时未显示的新病灶或者平扫时怀疑梗死灶以及被大面积

水肿掩盖的转移瘤，对照组中亦发现１１这种情况。

３　讨论
　　肺癌大多数以呼吸系统症状为首发［３］，随着病情的进展继

而发生脑转移，从而出现相应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对于此类

病例临床比较容易诊断，相关研究也较多。但以神经系统表现

为首发症状的肺癌脑转移患者则容易误诊为神经系统疾病，无

法引起临床足够重视。其中一方面原因是呼吸系统症状不明

显，无法结合病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类转移瘤特点较之前

者在诸多方面的特征存在差异，对诊断带来一定困难。

实验中所得研究组与对照组图像质量满意，均能满足诊断

分析的要求（见图１～２）。

　
　　注：患者，男，５７岁，因呼吸系统症状确诊肺癌脑转移行 ＭＲＩ检查，
幕上多发转移灶，瘤周水肿明显，增强后转移瘤呈环状强化（Ａ为
Ｔ２ＷＩ；Ｂ为Ｔ１增强图像）。

图１　从呼吸症状确诊肺癌脑转移患者ＭＲ影像

　
　　注：患者，男，５１岁，因中枢神经系统症状行 ＭＲ检查，后确诊为肺
癌，幕上幕下多发病灶。常规ＭＲ检查发现小脑区斑片状高信号，周围
水肿不明显，考虑出血可能，行ＭＲ增强检查后，原病灶呈斑片状强化，
右侧颞叶及半卵圆中心区发信新异常强化灶（Ａ为 Ｔ２ＷＩ；Ｂ为 Ｔ１增强
图像）。

图２　从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为首发肺癌脑转移患者ＭＲ影像
　　本实验中，研究组与对照组在转移瘤发生部位存在差异。
一般认为，肺癌脑转移的发生率幕上大于幕下［４－５］，而本研究

研究组幕下及幕上幕下都存在的发生率却高于幕上的发生率。

这是由于幕下空间较小，结构紧凑，包含有许多调节重要生理

活动的反射中枢。转移瘤出现在此处，由于幕下缓冲空间不

足，造成周围正常结构受压，便会较早出现相应的中枢神经症

状。

本研究中发现研究组与对照组瘤周水肿程度也存在差异，

研究组多数表现为无明显水肿或轻度水肿，而对照组则多数表

现为瘤周明显水肿，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研究组肿瘤恶性

程度较高，发生脑转移的时间较早且生长迅速，瘤内易发生坏

死，而肿瘤坏死区可一定程度上缓冲肿瘤的压迫作用，继而降

低水肿的发生。因研究组发生脑转移后基本采取保守治疗，无

法取得全部病理，无法得到充分的病理依据。但研究组从手术

或穿刺活检后取得的３１例病理中发现，肺腺癌１３例，未分化
癌５例，鳞状细胞癌１３例（低分化鳞癌３例）；而在对照组取得
的４１例病理中，肺腺癌１１例，未分化癌１例，鳞状细胞癌２９
例，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此解释。增强检查后，研究组的强化方

式以无明显强化及斑片状强化为主，说明病灶血供较少，或其

内伴随存在坏死、囊变，这亦与以上推论相吻合，而对照组的强

化方式以均匀强化及环形强化为主，符合相关文献报道［６－８］。

无论是研究组还是对照组，多发转移瘤均多于单发，这是因为

脑部血供丰富，血管交织复杂，有利于癌栓的停留从而造成多

发病灶。

实验中，研究组及对照组在增强检查后均发现平扫时未显

示的新病灶，以研究组更多见，从中可以得出：对于肺癌脑转移

瘤的检出，增强 ＭＲ明显优于平扫，这与相关报道吻合［９－１０］。

尽管Ｔ２ｆｌａｉｒ可以对于脑转移瘤的检出比较敏感，但是 Ｔ１ＷＩ增
强检查比其具有更佳的组织对比度，能更好的显示病灶发生部

位、边界、数目和大小。尤其对研究组中平扫呈模糊长Ｔ１长Ｔ２
信号，怀疑为梗死的病灶，或者平扫显示为阴性，临床出现中枢

神经系统症状而没有相应的呼吸系统症状，再或者病灶被大片

水肿所掩盖，增强ＭＲ检查显得更加必要。增强ＭＲＩ可以明显
降低脑转移瘤因平扫表现为完全无水肿或无任何异常信号改

变以及病灶被水肿掩盖所导致的漏、误诊现象，提高了诊断的

准确率。

总之，以中枢神经症状为首发的肺癌脑转移瘤与以呼吸系

统症状为首发的肺癌脑转移瘤在 ＭＲ诸多表现上存在差异，通
过对此类转移瘤研究、观察分析，发现其存在许多特征性的表

现和规律。为临床及时诊断、合理鉴别此类疾病提供重要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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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临床·

某院常用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分析
唐友平，唐友明

【摘　要】　目的　分析常用抗肿瘤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生特点，旨在降低抗肿瘤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方法　收集江
油市人民医院上报的１５０例不良反应报告，分析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发生于患者的性别、年龄、疾病类型、抗肿瘤药物种
类、不良反应涉及的器官系统的关系。结果　１５０例应用抗肿瘤药物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中，男性占３３．３３％，女性占
６６．７％；年龄１５～８５岁，平均５８．５６岁；消化系统肿瘤较多４６．６７％，生殖系统肿瘤２０．６７％，其他较小；使用铂类药物反
应较多５３．３３％、紫杉醇类药物２０．００％，其他药物不良反应较小；累及神经系统２５．００％、循环系统２２．５０％，其他系统不
良反应较小；不良反应程度为轻度１３５例次，中度１３例次，重度２例次，其中表现为胸闷、潮红和瘙痒者最多。结论　应
重视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的监测工作，尤其要注意铂类药和紫杉醇类药，做好不良反应的预防和处理。

【关键词】　不良反应；抗肿瘤药物；铂类；紫杉醇类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０．５３　Ｒ９７９．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４７３０２

　　从２０世纪以来，药物因为安全性原因撤市的情况屡见不
鲜，使人们愈发认识到药品不良反应［１］监测工作的重要性。药

品不良反应是指在正常的用法、用量下，发生的与用药目的无

关的有害反应。抗肿瘤药物几乎均有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主

要包括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肝肾损害及心、肺、神经毒性

等［２］。这些不良反应可导致患者疗程延迟或中断，从而影响疗

效及患者的生活质量，严重者可导致死亡。为探讨抗肿瘤药物

不良反应发生的一般规律，掌握发生不良反应的临床表现及抗

肿瘤药物的类型，从而在临床应用时可提前做好预防性措施，

以减少药源性损害及疾病的发生，使患者的用药安全有效。因

此，笔者对我院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月上报的１５０例不良反
应报告进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月上报的
１５０例不良反应报告，均为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评价的
有效报告。

１２　分析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抗肿瘤药物不
良反应发生与患者的性别、年龄、疾病类型、抗肿瘤药物种类、

不良反应涉及的器官系统的关系。

２　结果
２１　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患者性别、年龄分布情况　１５０例应
用抗肿瘤药物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中，男性 ５０例（占
３３．３３％），女性１００例（占６６．７％）；年龄１５～８５岁，平均５８．５６
岁；其中０～２０岁４例（２．６７％）、２１～３０岁５例（３．３３％）、３１～
４０岁１０例（６．６７％）、４１～５０岁２４例（１６．００％）、５１～６０岁５２
例（３４．６６％）、６１～７０岁 ３３例（２２．００％）、７１～８０岁 １８例
（１２．００％）、＞８０岁４例（２．６７％）。
２２　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患者的疾病分布情况　１５０例应用
抗肿瘤药物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中，消化系统肿瘤 ７０例
（４６．６７％），生殖系统肿瘤 ３１例（２０．６７％），乳腺癌 ２５例
（１６．６７％），脑肿瘤、肾癌、恶性黑色素瘤各２例（２．６６％），恶心
淋巴瘤、软组织肉瘤各１例（０．６７％）。见表１。
２３　不良反应患者的抗肿瘤药物分布情况　１５０例应用抗肿
瘤药物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中，使用铂类药物 ８０例
（５３．３３％）、紫杉醇类药物３０例（２０．００％）、氟嘧啶类药１５例
（１０．００％），喜树碱类８例（５．３３％）、蒽环类５例（３．３３％）、烷
化剂５例（３．３３％）、抗代谢类３例（２．００％）、抗肿瘤植物药４
例（２．６７％）。见表２。

作者单位：６２１７００四川省江油市人民医院药剂科（唐友平）；肿瘤科（唐
友明）

通讯作者：唐友平，电子信箱：ｔａｎｇｙｏｕｐｉｎｇｔ＠１６３．ｃｏｍ

表１　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患者的疾病分布情况（ｎ，％）

原发病种类 分布情况

消化系统肿瘤 食管癌 ６（４．００）
胃癌 １５（１０．００）
大肠癌 ４９（３２．６７）

呼吸系统肿瘤 鼻咽癌 ２（１．３３）
肺癌 ６（２．６６）

生殖系统肿瘤 卵巢癌 ５（３．３３）
宫颈癌 ２５（１６．６７）
阴道癌 １（０．６７）

乳腺癌 ２５（１６．６７）
脑肿瘤 ２（２．６６）
肾癌 ２（２．６６）
恶性淋巴瘤 １（０．６７）
恶性黑色素瘤 ２（２．６６）
软组织肉瘤 １（０．６７）

表２　不良反应患者的抗肿瘤药物分布情况（ｎ，％）

抗肿瘤药物种类 分布情况

铂类 奥沙利铂注射液 ５６（３７．３３）
奥沙利铂甘露醇注射液 ４（２．６７）
奈达铂注射液 １２（８．００）
卡铂注射液 ６（４．００）
顺铂注射液 ４（２．６７）

氟嘧啶类 卡培他滨片 １５（１０．００）
紫杉醇类 紫杉醇注射液 １３（８．６７）

紫杉醇 ３（２．００）
多西他赛注射液 １４（９．３３）

喜树碱类 伊立替康注射液 ８（５．３３）
蒽环类 表柔比星注射液 ５（３．３３）
烷化剂 异环磷酰胺注射液 ５（３．３３）
抗代谢类 吉西他滨注射液 ３（２．００）
抗肿瘤植物药 依托泊苷注射液 ４（２．６７）

２４　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累及器官系统及患者的临床表现　
１５０例应用抗肿瘤药物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中，累及神经系统
５０例次（２５．００％）、循环系统４５例次（２２．５０％）、皮肤及附件
４０例次（２０．００％）、全身症状３２例次（１６．００％）、消化系统２０
例次（１０．００％）、呼吸系统 ８例次（４．００％）、其他 ５例次
（２．５％）；不良反应程度为轻度１３５例次，中度１３例次，重度２
例次，其中表现为胸闷、潮红和瘙痒者最多。

３　讨论
　　肿瘤患者在进行抗肿瘤药物治疗过程中，抗肿瘤药物不但
会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同时对人体正常细胞也存在很强的抑制

或者杀灭作用。因此，在抗肿瘤治疗过程中，要时刻监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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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良反应，以尽早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３］。本研究结果显

示，１５０例应用抗肿瘤药物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中，女性患者的
比例（６６．７％）高于男性患者的３３．３３％，患者平均年龄５８．５６
岁，其中５１～６０岁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 ６１～７０岁、４１～５０
岁。上述年龄段患者罹患肿瘤后大多会采用手术、放疗、化疗

等积极的治疗手段，因为疾病本身和用药对身体的影响，使患

者身体各器官系统对药物的敏感性增加，造成此年龄段患者发

生ＡＤＲ的人数最多。
本研究结果发现，１５０例应用抗肿瘤药物出现不良反应的

患者中，使用铂类药物 ８０例（５３．３３％）、紫杉醇类药物 ３０例
（２０．００％）、氟嘧啶类药 １５例（１０．００％）、喜树碱类 ８例
（５．３３％）、蒽环类５例（３．３３％）、烷化剂５例（３．３３％）、抗代谢
类３例（２．００％）、抗肿瘤植物药４例（２．６７％）。其中铂类、紫
杉醇类、氟嘧啶类药物居前３位。目前，奥沙利铂和卡培他滨
是治疗消化道系统肿瘤尤其是大肠癌的一线药物，疗效较为明

确；紫杉醇、多西他赛、卡铂、奈达铂、顺铂是治疗乳腺癌、妇科

生殖系统肿瘤和头颈部肿瘤的一线药物，这些药物在我院应用

范围广、使用频率高、用量较大，因此出现不良反应的几率较

高。铂类和紫杉醇类所致不良反应多累及神经系统、循环系统

和消化系统［４－５］，表现为发热、胸闷、头痛、恶心及神经毒性等，

且常发生在治疗中，与药物不良反应的关联性判定容易。因

此，临床应用此类抗肿瘤药物时，应详细询问患者的用药史，加

强对其不良反应的监测。

本组患者中，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以累及神经系统最常

见，主要临床表现为头痛、头晕、震颤、抽搐、意识模糊或丧失

等。抗肿瘤药进入人体后，可通过激活并释放内源性致热源，

同时肿瘤细胞大量坏死脱落，也是造成发热等症状的重要原

因［６］。发热多发生于输注过程中，停药后可恢复正常。其次，

本组不良反应累及循环系统，主要表现为心脏毒性、血管损伤

和骨髓抑制［７］。因此，化疗期间应监测患者心功能及血常规变

化，除注意用药剂量外，可联合应用维生素 Ｅ、辅酶 Ｑ１０等预防
心脏损害［８］。目前，右丙亚胺是唯一可用于预防多柔比星心脏

毒性的药物，可在化疗前应用。在发生骨髓抑制时，可分别应

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ＧＣＳＦ）、血小板生成素（ＴＰＯ）或促红
素（ＥＰＯ），并采取支持对症处理。消化系统也是化疗药物早期
最常见的累及部位［９］，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腹痛、胃部

不适、口腔黏膜溃疡等，可在化疗前服用止吐药或者胃黏膜保

护剂进行预防。抗肿瘤药的过敏反应程度一般为轻中度，紫杉

醇和奥沙利铂过敏反应发生率较高，可在化疗前常规使用地塞

米松、抗组胺药和西咪替丁［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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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胎儿宫内窘迫。近年来胎儿宫内窘迫使用剖宫产术的病例

逐渐增多，剖宫产是指剖开腹壁及子宫，取出胎儿的手术，因剖

宫产术要进行麻醉和开腹，会对产妇造成同程度的伤害，阴道

助产术仍不可或缺，阴道助产术主要包括胎头吸引、产钳助拉、

胎儿内倒转、会阴切开等［９］。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是指胎儿出
生后根据皮肤颜色、心搏速率、呼吸、肌张力及运动、反射五项

体征进行评分，满分１０分，７～１０分者为正常，７分以下的新生
儿患有轻度窒息，评分在４分以下患有重度窒息［１０］。本研究中

表２结果显示，剖宫产组＞７分共４８例，占６４．８６％，显著高于
对照组３８例（５７．５８％）；剖宫产组＜４分的重度窒息０例，显著
低于对照组４例（６．０５％）。

综上所述，阴道助产术与剖宫产术在足月妊娠临产胎儿宫

内窘迫中，剖宫产的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相对较高，并发症发生率
较低，临床效果优于阴道助产术，但无论是阴道助产术还是剖

宫产术均应在分娩之前做好新生儿抢救工作，提高胎儿宫内窘

迫症的救治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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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临床·

蚌埠地区沙门氏菌菌型分布及其药敏分析
郭辉，李杰，彭荣臻，刘双成，马玲敏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本地区沙门氏菌血清学分型和药敏试验，掌握沙门氏菌菌型在本地区分布，流行特征及耐药
情况，以提供对沙门氏菌感染、流行状况及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常规培养法检出的纯沙门氏菌，采用梅里埃ｖｉｔｅｋ
３２全自动细菌鉴定和药敏分析仪对分离菌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并对确定的沙门氏菌作血清学分型。结果　５６６
株沙门氏菌在Ａ～Ｆ六个Ｏ群中都存在，且多达２５个血清型；药敏试验显示对亚胺培南、美洛培南、厄他培南、头孢哌酮
钠舒巴坦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和左氧氟沙星的敏感率均在９６％以上，对头孢呋辛钠、黄胺甲唑／甲氧苄
啶、头孢呋辛酯、头孢唑啉、氨苄西林耐药率高达５０％以上。结论　本地区沙门氏菌菌型主要有鼠伤寒沙门氏菌、斯坦
利沙门氏菌、德尔俾沙门氏菌、猪霍乱沙门氏菌、汤卜逊沙门氏菌、阿伯丁沙门氏菌；感染人并流行的主要是伤寒沙门氏

菌、乙型副伤寒沙门氏菌和鼠伤寒沙门氏菌；９６％以上的沙门氏菌对亚胺培南、美洛培南等敏感，对氨苄西林等耐药率很
高，最多达到９１％。
【关键词】　沙门氏菌；药敏试验；耐药率
【中图分类号】　Ｒ９７８．１　Ｒ５１６．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４７５０２

　　沙门氏菌属是肠杆菌科的一个重要菌属，是一群在形态
学、生化特性与血清型学上相似或相关的细菌组成。沙门氏菌

是重要的致病菌，可引起暴发流行和食物中毒，也可引起院内

交叉感染。健康带菌是重要的传染源，其菌型繁多，广泛分布

于自然界中，是人畜共患的肠道病原菌，从而造成耐药情况不

一，患者常出现反复感染，久治不愈，甚至给临床治疗带来困

难。为了解本地区沙门氏菌菌型分布和耐药情况，我们对近几

年收集的５６６株沙门氏菌进行血清学分型和药敏试验，现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菌株来源　近几年本地区医院和疾控中心从血、尿、粪、
胆汁、骨髓等标本 分离出的菌株。

１２　试剂与仪器　沙门氏菌诊断血清来自成都、兰州生物制
品研究所和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生产的１７种、５３种和１４２
种。仪器和细菌生化自动鉴定和药敏试验卡由法国梅里埃公

司提供。

１３　细菌学诊断和药敏试验　常规细菌培养严格按照操作规
程进行［１］，对分离纯菌上机自动鉴定和药敏试验，同时对鉴定

出的沙门氏菌作ＡＦ群多价血清凝集，后做Ｏ抗原和Ｈ抗原血
清凝集，作出菌型鉴定。

２　结果
２１　菌株血清型分布　对 ５６６株沙门氏菌作血清学凝集试
验，结果有六个血清群和２５个血清型，见表１。
２２　综合药敏试验结果　沙门氏菌属的综合药敏试验结果表
明：对亚胺培南、美洛培南、厄他培南、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率均为１００％，对左氧氟沙星、头孢他啶、
头孢曲松、头孢吡肟、头孢噻肟、氨曲南、庆大霉素敏感率分别

为９６．５％、９６．１％、９３．０％、９２．５％、９１．０％、８５．０％、７５．５％；对
丁胺卡那、头孢呋辛钠、黄胺甲唑／甲氧苄啶、头孢呋辛酯、氨
苄西林和头孢唑啉耐药率分别为 ４０．０％、５０．０％、５７．５％、
６５．０％、９１．０％、８５．７％。

３　讨论
　　从本地区检出的５６６株沙门氏菌的血清学诊断结果可以
看出，２５个血清型都在 ＡＦ群内，这个结果与国内有关报道有
些差别［２－３］，这可能是因为菌株数多而涵盖的菌型也多。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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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输血科（彭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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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本地区常见的沙门氏菌菌型有鼠伤寒沙门氏菌、斯坦利沙

门氏菌、德尔俾沙门氏菌、猪霍乱沙门氏菌、汤卜逊沙门氏菌、

阿伯丁沙门氏菌等。在人体内主要是伤寒沙门氏菌、乙型副伤

寒沙门氏菌
&

鼠伤寒沙门氏菌和猪霍乱沙门氏菌。

表１　５６６株沙门氏菌血清学分型

菌群 菌名 ｎ Ｏ抗原
Ｈ抗原

第１项 第２项
Ａ 甲型副伤寒沙门氏菌 ４ １，２，１２ ａ －
Ｂ 乙型副伤寒沙门氏菌 ２１ １，４，［５］，１２ ｂ １，２

斯坦利沙门氏菌 １４ ４，５，１２ ｅ，ｈ １，２
圣保罗沙门氏菌 ７ １，４，［５］，１２ ｅ，ｈ １，２
德比沙沙门氏菌 １５ １，４，［５］，１２ ｆ，ｇ，ｓ －
阿哥纳沙门氏菌 １７ １，４，１２ ｆ，ｇ，ｓ －
鼠伤寒沙门氏菌 １５８ １，４，［５］，１２ Ｉ １，２
巢维埃沙门氏菌 ４ ４，１２ Ｉ ｅ，ｎ，ｚ１５

Ｃ１ 丙型副伤寒沙门氏菌 １１ ６，７，ｖｉ ｃ １，５
猪霍乱沙门氏菌 ３５ ６，７ ｃ １，５
罗森沙门氏 ４ ６，７ ｆ，ｇ －
伊鲁慕沙门氏菌 ５ ６，７ １，ｖ １，５
波茨坦沙门氏菌 ８ ６，７ １，ｖ ｅ，ｎ，ｚ１５
波恩沙门氏菌 ５ ６，７ １，ｖ ｅ，ｎ，ｘ
婴儿沙门氏菌 ４ ６，７ ｒ １，５
汤卜逊沙门氏菌 １０ ６，７ ｋ １，５

Ｃ２ 新港沙门氏菌 １４ ６，８ ｃ，ｈ １，２
病牛沙门氏菌 ２１ ６，８ ｒ １，５

Ｄ 伤寒沙门氏菌 １４３ ９，１２，ｖｉ ｄ －
肠炎沙门氏菌 １ １，９，１２ ｇ，ｍ －

Ｅ１ 鸭沙门氏菌 ２４ ３，１０ ｅ，ｈ １，６
伦敦沙门氏菌 １５ ３，１０ １，ｖ １，６

Ｅ２ 纽因顿沙门氏菌 ２ ３，１５ ｅ，ｈ １，６
Ｅ３ 山夫登堡沙门氏菌 １０ １，３，１９ ｇ，ｓ，ｔ －
Ｆ 阿伯丁沙门氏菌 １４ １１ Ｉ １，２

　　沙门氏菌的检出，除了伤寒沙门氏菌及甲、乙、丙型副伤寒
沙门氏菌在人体分离出，其他沙门氏菌可在家禽、家畜、外环

境、肉食［４］、水体中检出。与人体检出的菌型基本一致。这进

一步证明了食品污染、水源及其他媒介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

系。据报道：沙门氏菌是最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也是导致我

国食源性疾病的重要病原菌之一。在我国，每年约有３亿人因
沙门氏菌感染而患病，占病原菌致食源性疾病总数的７０％ ～
８０％［５］。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沙门氏菌监测网数据显示，引起

食源性疾病的沙门氏菌最常见的菌型一般以肠炎沙门氏菌
&

鼠伤寒沙门氏菌引起的较多见［６］。而我国由沙门氏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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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中最常见血清型是鼠伤寒、猪霍乱、都柏林、德尔比、

肠炎等沙门氏菌［７］。本组结果是以鼠伤寒沙门氏菌和猪霍乱

沙门氏菌为主，有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人感染沙门氏菌属后可

引起胃肠炎、伤寒、伴或不伴迁徙性病灶的菌血症。部分无症

状者在１年或更长时间内，粪便或尿中仍可检出沙门氏菌。约
３％的伤寒患者和０．２％～０．６％的非伤寒沙门氏菌肠胃炎患者
在超过一年的时间内粪便培养仍为阳性［８］。因此掌握本地区

的沙门氏菌菌型分布特征，对于综合防治伤寒沙门氏菌的发生

和流行、鼠伤寒沙门氏菌可能的暴发流行及其他沙门氏菌引起

的人畜共患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有着重要意义。

药敏试验结果表明沙门氏菌对亚胺培南、美洛培南、头孢

哌酮钠舒巴坦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等敏感率较高，与有关报
道基本一致［９］。这类药物在人体内分布广、组织和体液中浓度

高，对伤寒沙门氏菌等有强大的杀灭作用，有效率较高。同时

还显示，本地区沙门氏菌对氨苄西林等抗菌素耐药率相当高。

建议在治疗沙门氏菌感染时应严格按照药敏试验结果参照治

疗，以减少耐药菌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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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比例一直较高，临床上达２５％～３０％。如何降低和避免股骨
颈骨折的不愈合和降低股骨头坏死率是目前国内外医术界面

临的一大难题。

表２　两组股骨颈骨折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ｎ 完全满意 满意 一般 差 优良率（％）

人造股骨颈替换着 ３６ ２６ ６ ４ ２ ８８．９

内固定组 ４０ １７ ９ ８ ６ ６５．０

　　注：与人工股骨头置换组比较，Ｐ＜０．０１。

　　髋关节置换术、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和内固定术是治疗股骨
颈的常用治疗方法［９－１０］，用于治疗股骨颈骨折的内固定类型很

多，主要有单钉、多针、髓内钉、滑动螺钉加侧方钢板［１１－１２］，每

种内固定各有其优、缺点及适应范围。内固定临床治疗效果较

好，治疗费用相对较低，同时还有手术时间短、创伤小等特点，

股骨颈骨折早期复位有利于股骨头血供的改善与重建，促进骨

折的愈合，但是患者卧床时间长，难以早期下地行走和有效地

避免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可彻底解决骨不愈

合及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问题，避免感染而引起的并发症，但

关节置换存在假体松动，脱落创伤大、手术费用高，髋臼磨损及

异位骨化等并发症。

本临床研究发现，股骨颈骨折的主要原因是跌倒和摔伤，

骨折的类型也常见于股骨颈骨折伴移位，这与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ＧＨ
等［１２］的调查和研究结果一致；人工股骨头置换组的手术所用

的时间、流血量及手术费用与内固定组相比，手术时间长、流血

较多且手术费用较为昂贵，但是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后下地行走

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内固定组，这样可以改善骨折线区域的局部

血液循环，有利于预防股骨头坏死和避免感染，除此之外，人工

股骨头置换组得优良率为８８．９％，高于内固定组的６５．０％。因
而就治疗老年性股骨颈骨折的效果而言，人工股骨头置换的治

疗效果要优于内固定组。但是人工股骨头置换需要高昂的手

术费用，这对基层和欠发达地区来时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尽管这样，为治疗老年人股骨颈骨折制定策略时，应考虑

骨折类型、患者的自身体质及经济条件等因素，充分发挥每种

术式的特长。总之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是治疗老年人股骨颈骨

折较为安全有效，值得临床借鉴和推广使用的一种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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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管理·

基于家庭医生制的健康管理模式探索
倪建华，李云鹏，张颖，王志坚

【摘　要】　本文从签约式家庭医生制、多渠道健康信息、健康危险因素评估、疾病社区综合干预、健康管理效果评价等
过程回顾了基于家庭医生制健康管理模式的具体实践。总结了健康管理取得的效果，包括营造了健康管理的工作环境、

确立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的新型服务模式、探索了多元化的慢病社区综合防治、开展了高危人群中重点疾病的早发现、

构建了生命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理念转变、支持系统和配套政策、医院社区协作、区域健康档案共享、社区诊断、能

力建设是推进社区家庭医生制健康管理的关键所在，同时指出基于家庭医生制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模式是实现新医

改提出的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理想模式。

【关键词】　社区卫生服务；家庭医生制；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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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ｕｌｌ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ａｍｉｌｙｄｏｃ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ｗａｓ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ｍｏｄｅｌ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ｂａｓ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ａｍｉｌｙｄｏｃ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新医改方案明确指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
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家庭医生是健全的医疗

服务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家庭医生制度是欧美国家普遍采

用的一种有效的健康管理模式［１－２］，家庭医生制的健康管理是

满足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有益探索，部分地区也开展了尝

试［３－５］，因此如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基于家庭医生制的健

康管理模式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２００５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批
准松江区开展卫生综合改革试点区，２００７年，松江区列为全国
社区卫生服务体系重点联席地区，近年来，松江区对基于家庭

医生制的健康管理模式做了一些探索。

１　具体实施方法
１１　实施签约式家庭医生制，开展全生命周期健康维护　家
庭医生制的实施涉及卫生、社保、财政等众多部门，松江区各

镇、街道相继成立家庭医生制工作领导小组，形成部门联动机

制，以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实施单位主体，整合辖区内各

种资源和力量，形成以家庭医生为主角、家庭医生工作室为依

托、重点人群所在家庭为重点、建立签约关系的服务形式、从生

命孕育到临终关怀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

１２　基于家庭医生制的健康管理模式　健康管理是对个体或
群体的健康进行全面监测、分析、评估，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及

对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全过程［６－７］。

１２１　采集多渠道健康信息，建立电子式动态居民健康档
案　健康相关信息的采集是健康管理的基础，采集信息要全
面、客观并能动态更新，一是健康体检，松江区免费对农民、妇

女开展健康体检，高危人群开展大肠癌、乳腺癌，宫颈癌筛查；

二是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信息，依托医院、社区、服务站点信息化

基金项目：中国社区卫生协会社区卫生科研基金项目（２０１１１６）
作者单位：２０１６２０上海市松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倪建华，李云鹏）；

上海市松江区卫生局（张颖，王志坚）

通讯作者：倪建华，电子信箱：ｎｉｊｉａｎｈｕａ＠ｓｍｍａｉｌ．ｃｎ

系统，患者就诊信息实时导入区域信息平台；三是家庭医生主

动上门的随访信息；四是健康管理工作站，社区百姓在健康管

理工作站监测的血压、血糖数据自动传输进入区域信息平台，

上述四种渠道的数据通过松江区域信息平台匹配进入百姓个

人电子健康档案系统。

１２２　开展健康危险因素评估，寻找健康危险因素　首先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每隔３年开展一次社区诊断。其次家庭和个
人危险因素评估，家庭医生对签约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健康体

检、慢病管理和健康档案信息每年做一次个体化的危险因素评

估。松江区在公共卫生信息平台上开设健康危险因素评估系

统，自测后系统生成评估报告，并保存至个人健康档案系统。

１２３　制定健康干预计划，实施疾病社区综合干预　健康管
理的最重要环节就是干预健康的危险因素，家庭医生实时对签

约家庭人员进行健康咨询，指导患者开展自我管理、细节管理

等多样化管理模式；依托信息化优势，利用动态健康档案，家庭

医生定期筛查慢病控制不良患者，制定个体化的药物、膳食和

行为等综合干预方式，对疑难患者通过区级综合医院进行双向

转诊，对脑卒中等患者在社区开展康复工作，对终末期癌症等

患者做好舒缓治疗和临终关怀。

１２４　做好健康管理效果评价，适时调整干预措施　效果评
价贯穿于健康管理过程的始终，疾控、妇保所等区级预防保健

机构每年对全区慢性病、重点人群等社区疾病综合防治结果进

行专业评估并下发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

社区诊断的基础上定期开展过程评价和效果评价，家庭医生结

合上述评价资料，进行家庭和成员的健康管理年度效果评估，

根据效果的评估可以适时调整干预计划和具体措施。

２　取得的成效
２１　营造了健康管理的工作环境　形成以家庭医生为主体，
整合辖区内各种资源的健康管理联动机制。辖区所有医疗机

构光缆互联，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实现动态管理和区域共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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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医生可以随着调阅健康档案。建立综合医疗机构和社区之

间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建立区域转诊平台，协调社区转诊。

培养了一支全科医师为主体的健康管理队伍。

２２　确立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的新型服务模式　目前全区均
开展了家庭医生的健康管理模式，成立了家庭医生工作室和家

庭医生健康管理信息化工作平台，签约家庭５．２万户，２０１１年
健康咨询２７．５万人次，主动随访１８．３万人次，对签约居民开展
健康筛查９．５万人，制定健康干预指导方案３．８万份。
２３　探索了多元化的慢病社区综合防治　通过家庭医生对家
庭和个人的健康危险度评估，慢性病是影响社区居民的主要健

康问题，健康管理模式实践中，依托健康管理工作平台，３５岁及
以上首诊测压率达９５．４％，利用区域动态健康档案筛查慢病高
位人群，慢性病高危人群筛查社区筛查覆盖率为９０．６％，高血
压和糖尿病发现率不断增加，目前高血压、糖尿病管理人数分

别为７．１９万人和１．８４万人，管理率达６０．７２％和３８．７６％，并
形成了社区慢性病分组管理、自我管理、细节管理等多元化的

管理模式。

２４　开展了高危人群中重点疾病的早发现　根据社区诊断结
果，肿瘤占松江区死因构成的３３．４％，位居第１位，其中乳腺
癌、大肠癌的发病率位居持续上涨速度最快的前２位。２０１１年
对５７５７２人开展妇女病普查，共检出乳腺癌宫颈癌２９例；大肠
癌筛查４２４１５人，肠镜检查人数８１２人，肠镜诊断恶性肿瘤１９
人，均得到了早发现早治疗。

２５　构建了生命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　家庭医生的健康管
理从孕前的预防保健到晚期肿瘤患者的临终关怀全过程的健

康维护。２０１１年３１０５人接受了孕检服务，为３００名准备怀孕
的农村妇女发放叶酸，新生儿疾病筛查率９８．２％，新生儿听力
筛查率９８．６％，产后访视率８５．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临
终关怀科，为肿瘤晚期等患者提供居家或住院舒缓疗护和临终

关怀服务。

３　体会与思考
３１　理念转变是前提　社区健康管理是探索社区卫生服务可
持续发展的新思路［８］，因此健康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的社区卫生

服务模式，首先是管理者改变原来重医疗轻预防的错误观念，

从原来的单纯医疗向预防保健等“六位”一体的转变，在科室设

置、人员配备上向全科倾向。其次医务人员要从原来被动的在

医院坐等患者上门，向主动的到社区百姓家开展随访和健康咨

询，百姓也要确立准确的健康维护理念，积极和家庭医生共同

维护自己的健康。

３２　支持系统和配套政策是保障　配套政策是决定健康管理
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设立专

门的健康管理事务部门，制定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家庭病床等

制度。对社区人群要通过优惠、便捷等方式积极引导社区首

诊，对签约百姓的基本医疗保障合理结余费用制定家庭医生健

康管理绩效奖励办法，并使家庭医生得到合理的补偿。

３３　医院社区协作是载体　确立综合医疗机构和社区在社区
健康管理中的职责，明确功能定位，建立医院和社区双向转诊

的绿色通道，明确双向转诊的原则、转诊体系、转诊协议和转诊

流程。通过家庭医生的健康管理服务连接社区和医院，真正体

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梯度就医格局，提

高卫生资源服务效能。

３４　区域健康档案共享是关键　以条线专业为主的预防保健
信息要能关联融合，匹配到个人健康档案中。医疗机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点连接成卫生

专网，健康档案能实现区域共享，健康档案要有基本的自动筛

查功能，风险警示等数据分析功能。

３５　社区诊断是基础　社区诊断在健康管理中具有重要作
用［９］，是开展健康管理的基础，要更关注质量，能真正揭示辖区

百姓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能为健康管理所用。为此力

求资料要全，资料要新，评估要科学，诊断要准，其中质量控制

是社区诊断的核心，应贯穿于调查全过程，是社区诊断工作成

败的关键。

３６　能力建设是根本　全科医生应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社区健
康管理使命［１０］，因此，家庭医生的能力水平是制约家庭医生服

务质量的瓶颈，作为健康管理主角的家庭医生除了全面掌握临

床专业技能外，要熟悉公共卫生和社区预防保健卫生服务等知

识，融会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理论，具备必要的人际沟通

能力，这样才能从社会、心理、环境、营养、运动的角度来对居民

和家庭进行全面的健康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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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研究·

护理人员英语口语能力的临床培训与效果
刘佩璇，苏湘芬，张树增，江顺见

【摘　要】　目的　探讨临床护理人员英语口语培训方法及效果。方法　选择６０名英语基础较好的临床护士，分为试
验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０名。试验组每月接受２次的临床英语口语学习，包括课堂教学和开辟第二课堂活动。对照组采
用多媒体光碟学习。８个月后，通过两组的考核成绩和问卷调查评价教学效果。结果　试验组英语口语测试成绩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试验组英语口语测试成绩较学习前提高（Ｐ＜０．０５）；试验组１０名被选入亚运自愿者；经问卷调查，试
验组对英语口语临床教学质量满意，能力得到提高。结论　护理英语口语培训是提高临床护理人员英语口语能力的一
条有效途径。

【关键词】　护理；临床英语口语；培训方法；培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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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外籍人员大量入住中国，外籍患者
日益增多，对多元化文化护理需求日益增加［１］。同时中国护理

与世界各国护理交往交流日益频繁，护士出国学习机会日益增

多。第１６届亚运会在广州举办，参加医疗保障的护理人员必
须有一定的英语口语基础。作为世界语言的英语在护理中日

益重要，但目前我国多数护士是中专毕业或大专毕业，即使是

护理系毕业的本科生，亦难以用英语流利的交流［２］。因此，提

高护理人员英语口语能力十分重要。我院对内、外、妇、儿、急

诊等部门３０名护理人员开展护理英语口语临床培训实践，取
得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培训对象　从我院内、外、妇、儿、急诊等部门自愿报名的
８０名大学本科毕业１～５年，英语基础较好，大学英语ＣＥＴ４成
绩合格，并且希望进一步提高自己英语口语水平的临床护士中

选拔适合的人员作为培训对象。选拔方法：８０名学员进行口语
面试，面试考核由广州医学院的４名医学英语教师分成２组，
以２对１的形式完成，取２位考官平均分。择优录取成绩前６０
名护士作为研究对象，用抽签法抽取，随机分两组。试验组和

对照组各 ３０名。其中男性 ６名，女性 ５４名，年龄 ２３～２８
（２４．８９±０．４２）岁，两组在性别、年龄、口语成绩等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培训方法
１２１　教材　参照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华仲乐主编的《实
用医护英语口语》进行教材编写。包括：①内、外、妇、儿、急诊
科常见疾病的护理评估的英语口语表达方法。②临床应用护

基金项目：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资助课题（０９Ａ０９０）
作者单位：５１０１２０广州市，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
通讯作者：刘佩璇，电子信箱：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ａｎｊｚｋ＠１６３．ｃｏｍ

理技术的英语口语表达方式。③临床常见实验室检查结果及
其临床意义的英语口语表达方法等。同时将日常护理工作使

用频率较高的英文单词及语句整理成随身手册给学员阅读学

习。

１２２　课时安排　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０年５月，每月上２次
课，每次４个学时，共６４个学时。每次上课１学时作为理论授
课，以教师讲授为主。其余３学时以学员为主体，以口语练习
为主。

１２３　课堂教学　对照组采用多媒体光碟学习，将试验组授
课内容摄影录像制成光碟供其学习。试验组承担常规临床护

理工作，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护理英语口语临床教学，包括

课堂教学和开辟第二课堂活动。课堂教学通过看图说话、单词

接龙游戏、角色扮演、护理英语查房、学唱英文歌、听英语故事

等多种授课方法，教师对学员的进步予以表扬，对内向、腼腆的

学员给予鼓励、关心。角色扮演教学中，试验组３０名护理人员
分成６组，对接诊、挂号、注射、抽血等常见护理情景进行模拟
训练。例如模拟一名发热外国友人就诊，有三名护理人员分别

扮演医生、接诊护士、病人角色，情景不作限定，并要求掌握发

热病人相关英语词汇及英语口语句型。

１２４　英语第二课堂　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仅靠课堂的
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在英语教学中，除了课堂教学外，更重要

的是开辟第二课堂，创设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３］。组织了形式

多样的第二课堂活动：①举办２场英语演讲比赛。②观看５场
原版英文电影。③在急诊示教室设置英语角，每月１次，每次
持续２小时，共８场。④组建英语学习 ＱＱ群。⑤积极扩展其
他对外学习的途径，与澳门科技大学护理专业硕士班建立友好

关系，举办英语派对等。努力创造最佳的语言环境，提高了学

员学习英语口语的兴趣和主动性。

１３　效果评价
１３１　口语测试成绩　由最初筛选学员时的教师对学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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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测试，设定模拟场景题目，题型、难度及评分标准与初筛时

相同，根据学员的发音、语法、词汇量等进行评分，时间 １０分
钟，满分１００分。取两位考官平均分作为考生的口语成绩。同
时对每一位考生的口试情况进行录音，以备检查核实。

１３２　问卷调查　临床口语教学结束后，对学员进行匿名问
卷调查。向学员说明调查的目的、意义及问卷填写的要求，问

卷填写１０～１５ｍｉｎ，所有资料当场收回。每次发放问卷３０份，
回收问卷３０份，问卷有效率１００％。问卷在该研究重测信度系
数为０．８５０。
１３２１　学员对英语口语临床教学质量的反馈问卷　在参阅
相关文献资料［４－７］基础上自行设计。共五题：①激发学习动
机；②教学方法；③课程设计和安排；④教材；⑤教学内容。以
上５题中，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计分，非常满意、满意、无所谓、不满
意、非常不满意分别计５～１分。
１３２２　学员能力自评调查问卷　在参阅相关文献资料［４－７］

基础上自行设计。由学员课程学习结束后自评七方面能力提

高的程度，即小组合作、思路的开阔性、学习兴趣、理论水平、口

语能力、自学能力、听力水平，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３级计分，较大提高、提
高、无提高分别计３～１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采用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学习前成绩及学习后成绩比较　两组学习前口语测
试成绩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学习后试验组
口语测试成绩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护士学习前成绩比较及学习后英语口语成绩比较（ｘ±ｓ，分）

组别 ｎ 学习前 学习后

试验组 ３０ ７６．６±５．４ ８８．±６．３

对照组 ３０ ７８．３±７．９ ７５．３±６．２
ｔ值 ０．９４９ －８．０９１
Ｐ值 ０．３４７ ０．００

　　注：与比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２　试验组学习前后成绩比较　学习后，学员口语测试成绩
明显优于学习前，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
２。

表２　试验组学习前后英语口语成绩比较（ｘ±ｓ，分）

时间 ｎ 口语成绩

学习前 ３０ ７６．６±５．４
学习后 ３０ ８８．５±６．３

ｔ值 －７．７５８
Ｐ值 ０．００

　　注：与学习前比较，Ｐ＜０．０１。
２３　学员对英语口语临床教学质量的反馈　对试验组学员进
行英语口语临床教学学习满意度调查，平均得分４．７０±０．５１，
最高分为教材４．８６±０．３４，最低分为教学内容４．５６±０．５６，得
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教材、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动机、课程设计和

安排、教学内容。从教学质量的反馈来看，学习效果满意，具有

一定的可行性。

２４　试验组学员能力自评调查问卷　在试验组学员能力自评
问卷调查中，学员能力平均得分２．５５±０．５６，最高分为学习兴
趣２．７０±０．５３，最低分为自学能力２．３６±０．５５，能力提高依次
为学兴趣、口语能力、小组合作、思路的开阔性、听力水平、理论

水平、自学能力。

３　讨论
３１　护理人员掌握英语口语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专业英语的需求也不断加强。尤其是在

成功申办广州亚运会、上海世博会之后，医护人员对外交流更

是日趋增多。广州市作为广东省及全国的高发展城市，文化交

流频繁，外籍人员越来越多。特别是亚运会在广州召开，我院

是亚运会的定点医院，护理人员与外籍运动员的交流问题显得

尤为突出。我院地处广州市区繁华地带，经常会有外籍友人看

病。如何与外籍患者有效沟通是临床护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

问题。

３２　临床英语口语学习能明显提高临床护士英语口语交流能
力　通过对３０名护士护理英语口语临床教学实践，从学习后
口语测试成绩分析，试验组英语口语测试成绩优于对照组，试

验组英语口语测试成绩较学习前有很大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在临床护理外籍患者中，学习后的护理人员
不仅听懂对方的意图，而且在分诊、挂号、治疗等每个环节能流

利的进行英语口语交流。在广州市举办的第 １６届亚运会期
间，３０名学员全部通过亚运自愿者选拔关的英语初筛，１０名被
选中参加亚运医疗自愿者，其中儿科和急诊各１人被选入外联
部，主要负责和各国队医进行英语沟通联络。圆满完成亚运会

医疗保障任务，受到广州市和广州医学院的表彰。

３３　护理英语口语教学方法、形式和内容多样化　在传统的
护理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大多采用“教师讲、学员听”这样“填

鸭式”与“满堂灌”的被动学习方式，其弊端就是造就了一大批

高分的“哑巴英语”。当前各医学院校护理英语所采用的教材

大都是内容陈旧的、单调的和乏味的，无法跟上护理教育的发

展的速度［８］。加强实用性英语教学，提高英语实用能力，已成

为新一轮改革的重要课题。本研究进行的护理英语教学改革

就是对传统模式的一种挑战，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更注重教

学形式的多样化，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和教学内容的实用性。从

试验组对英语口语临床培训的质量反馈显示，效果满意。提示

本项目的课程设计是合理的，为我国临床护理英语口语的学习

提供了科学实践的意义。

３４　培养学员英语口语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
教学的各个环节都注重调动学员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９］。在

本研究中，教师积极鼓励学员开口说英语，交流的内容不限，甚

至可以让学员在表达不顺畅时可用中文先代替，打破了学员

“哑巴英语”的尴尬境地，学员经历了由期待、害怕讲英语到积

极踊跃地上台演讲或台下交流，最初的结巴甚至夹杂中文的交

流到如今较为流畅的英语口语交流的过程，有效地提高了学员

护理英语的表达能力。根据第二语言学习理论，学习者若要学

好一门外语，教师必须营造舒畅的学习氛围以减轻其焦虑［１０］。

在学习过程中，教师经常微笑与鼓励，从而有效地增强了学员

学习临床护理口语的学习兴趣及自信心。从学习后调查各方

面的能力提高程度显示，以学习兴趣、口语能力提高最明显。

３５　存在问题　本研究以一间医院的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
象，存在着局限性和不足，以后将在扩大样本量、教学内容、增

加课时、完善教师授课方式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研究。

希望本研究能够为目前各医院自行组织的临床护士英语口语

课程学习提供参考。

护理英语口语临床教学研究，对于提高临床护士英语口语

能力及培养国际化的新一代护理人才具有重要意义。纵观我

国护理英语口语的临床培训，如何编写具有临床实际应用性的

护理英语口语教材及采取合适的英语口语培训方法，以达到传

授英语知识、提高口语能力的目的，促进我国护理事业与国际

接轨，是当代护理教育改革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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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研究·

加强医学院校实验教材建设的对策研究
罗杰伟

【摘　要】　实验教材建设作为医学院校教材建设的重要环节，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发挥着其他教学环节不可替
代的作用。实验教材是开展实验教学与承载实验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重要知识工具，能够为学生实现各类实验手段提供

必要实验素材，是指导学生进行实验训练的主要依据。实验教材中所体现的学术精神和思维模式，不仅是培养学生职业

水平和技能素质的重要保证，更是提升实验教学水平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条件。因此实验教材在医学院校人才培养

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实验教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是否有效实现实验教学目标，医学院校必须从人才培养的角

度充分认识到实验教材建设的重要性，认真分析实验教材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深化实验教材建设改革研究，以求提

高医学院校实验教学质量。

【关键词】　实验教学；实验教材；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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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实验教学体系和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是当前医学教育
着眼于培养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需要，但实验教学作为医学院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教学环

节却往往处于薄弱环节，直接导致医学院校普遍忽视实验教材

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加强医学院校实验教材建设显得十分必要

和迫切。

１　目前医学院校实验教材建设存在的问题
　　虽然医学院校多年来一直重视实验教材建设滞后于理论
教材建设这一现状，但是实验教材的改革远没有跟上时代的步

伐，现在各校使用的实验教材大多是自编的实验教材，很难满

足新世纪医学院校开展实验教学的需要。

１１　实验教材内容缺少创新性　据统计许多医学院校由于各

基金项目：川北医学院科研发展计划项目重点培育项目（ＣＢＹ１２Ａ
ＺＰ１７）

作者单位：６３７０００四川省南充市，川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教务科
通讯作者：罗杰伟，电子信箱：ｌｕｏｊｉｅｗｅｉ１９８０２１＠１６３．ｃｏｍ

种原因多数实验教材的编写因为没有挣脱传统教育的观念束

缚完全成为了理论教材的附属品，没有准确的实验教学培养要

求，实验教学缺乏自身必需的理论体系框架和广泛内在联系构

建，主要以基本的认知性和验证性实验项目为目标，大多数实

验项目理论内容和实际联系明显脱节，实验教学内容缺乏综合

性与研究性的设计；编写出实验教材没有及时纳入许多前沿的

实验技术和实验方法，学生选做创新性实验项目比较少，学生

的自主性和创新性难以得到激发［１］。

１２　实验教材体系不健全和管理混乱　当前医学院校实验教
材管理较为混乱，缺少实验教材建设规划，教材使用也没有的

统一标准，相对无序，大多数实验教材由教师或教研室自行编

写，且由本校教师编写的实验讲义和实验教材因组织不力，只

关注与理论知识体系的适应，却忽略了自身的科学性、完整性

和系统性，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实验知识体系，导致实验教材体

系不够健全。而从校外选用的实验教材由于脱离学校和学生

的实际情况，难以实施因材施教和分类教学的原则，助长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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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学的随意性。因此在医学院校里实验教材与理论教材相

比，由于实验教材建设缺少指导、管理、经费、成果认定等，精品

实验教材品种数量极少，素质教育的理念不能在实验教材中得

以贯彻，不利于医学人才的培养［２］。

２　加强实验教材建设的改革对策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出的要求，医学教育应从根本

上改变实验教学依附于理论教学的传统框架，准确认识实验教

学在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中的地位，坚持“理论教学与实验教

学并重”的指导性原则，统筹协调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以求形

成的良好发展局面。

２１　加强实验教材建设应考虑的内外因素　编写一部实验教
材总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应重视对学校内

外环境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和思考［３］。

２１１　实验教材建设的外部因素　随着科技飞速的进步和社
会的不断发展，现代医学实验教学的多媒体化和网络化也在不

断地发展。实验教学设备的更新换代，设备的品种多样化，使

得实验教材趋向多样化、多种化，使得实验课程教授内容必须

与科技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相协调。为使学生学到最现代化

和更多最新的知识，实验教材建设必须紧跟外部环境的不断变

化，结合实验教学大纲的要求和理论教材的选取需求，适应社

会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比如宋岚等［４］编写的《生命科学实验

教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实验教材则是体现实验课
程教授内容与科技的进步相融合很好范例。

２１２　实验教材建设的内部因素　实验教材建设的内部因素
要根据学校自身办学的特点、培养对象的要求去考虑。因为各

个学校的办学方向不同，决定了学校的教学任务和教学目的差

别，同时也决定了学校所培养对象的目标有所不同。医学院校

所培养的对象是技术精湛和德才兼备的医务人员，所以学校实

验教材建设必须按照这一目标来进行，就是使学生通过一个阶

段的学习，去理解现代化实验教学手段在教学中的作用，去发

挥多媒体组合实验教学中的优势，例如编写多媒体实验教材既

可以继承传统实验教材优势又可以整合网络资源克服传统实

验教材的缺陷［５］，去掌握实验教学中教学设备等硬件的操作，

从而达到实验教学的目的，提高实验教学水平。

２２　加强实验教材建设的指导原则　首先，实验教材建设必
须有明确的目的性原则。坚持把实验教学的任务，要求和目的

放在第一位，提高实验教学效果作为实验教材建设的立足点。

其次，实验教材建设应遵循医学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医学实验教

学过程中的基本规律，以指导学生更好地上好实验课，更熟练

地去进行实验中的技能操作，比如王春台等［６］在实验教材编写

过程中对于实验步骤采用流程图的方式表示，由文本框和箭头

组成实验过程，使实验步骤看起来清晰、直观。既避免了冗长

的文字叙述又有利于学生更牢固地掌握所学到的知识为。再

次，实验教材建设应体现时代性、先进性、科学性和针对性原

则［７］。因为实验教材建设过程中内容和素材的选取必然受时

间与空间因素制约，新信息、新技术和新设备日新月异的变化

必要导致实验的手段不断地更替。为了使学生感受科学发展

所给予的条件与优势，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必须着重针对
学校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既要有效地发挥实验教材应有的作

用，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又要不会脱离社会、学校和学生的实际

情况，而失去其所发挥的效果；既让学生能充分学到与书本相

符的知识，又能切实掌握实际的实验操作技能。

３　加强实验教材建设的措施
３１　制定实验教材建设的管理规划　医学院校应从人才培养
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实验教材建设与改革的重要性，加强领

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根据学校具体情况，提出构建实验

教材体系的设想并制定具体实施规划。医学院校的教务处作

为实验教材建设的主管单位，应召集院系负责人、实验室负责

人、高水平实验教师、教材采购中心等根据学科专业发展和实

验教学改革的需要来一起研究和探讨，有效组织老、中、青各个

层次教师深入探究实验教学、实验教材建设、管理体制、队伍建

设等因素，增强实验教材内容的创新性［８］。为了避免实验教材

的使用盲目性，确保实验教材质量和水平，应成立由校教材建

设委员会领导下的实验教材改革建设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学校

实验教材的管理、编写、选用的指导等。同时制定规划实验教

材总体建设的合理方案，并采取校、院二级管理措施，规划实验

教材应该立足找准优势、突出特色、分批建设、注重系统化，重

点扶持能反映学校实验教学改革成果的特色实验教材，鼓励出

版新实验教材、精品实验教材［９］。

３２　开展实验教材建设的具体措施　首先实验教材建设应根
据各校实际情况减少验证性实验，淘汰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的

陈旧实验项目，删除缺乏创新性的脱离实际实验课程；整合内

容重复、交叉、脱节的实验课程，增强实验课程的衔接性，增加

综合性、设计性和研究创新性实验项目，增加选做实验项目，以

更好地达到实验教学目的；其次实验教材要力求具有科学性、

逻辑性，系统性，要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培养独立

思考的能力，实验教材应遵循学生的认识规律，由浅入深，由单

项实验到综合实验，由验证型实验过渡到设计性、创新性、研究

性的综合型实验，构建医学科学基础课程群［１０］，全面提高学生

的系统实验操作技能；最后，要充分发掘和利用校内外的实验

课程资源，大力开展高质量、多样化、系统化的选修实验课程，

加强学生素质能力的培养，比如开展虚拟实验以求弥补传统实

验教学的不足［１１］。另外制定和实施必要的资金资助和奖励政

策，充分鼓励调动一线教师开展实验教材研究工作，激励他们

选好和编好实验教材，从形式和内容都保证实验教材的系统

性、科学性、连续性、先进性。

总之，医学院校实验教材建设是一个系统的、持续的、永恒

的动态过程，伴随着理论教材、实验设施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发

展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不断整合更新实验内容，不断兼容

并包社会和科技进步新成果，是实验教材建设永远的主题，所

以医学院校不仅要从宏观上加强实验教材建设的理论指导，而

且要从微观上促使实验教材建设走上一个良性发展的道路，从

而稳步提高学校实验教学质量和实验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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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视网膜脱离术后患者俯卧位的并发症及护理对策
李荣，王建洲

【摘　要】　目的　研究视网膜脱离术后患者俯卧位的并发症及护理对策。方法　选择在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就诊
的１００名视网膜脱离患者，随机分为给予护理干预的观察组５０例和给予眼科常规护理的对照组５０例，观察二组各类并
发症发生例数、睡眠质量以及负面情绪。结果　观察组眼睑水肿（５例）、呕逆（７例）、肘部皮肤破溃（２例）、颈椎疼痛（１
例）的发生例数均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ＰＳＱＩ评分（１５．３７±２．８４）明显高于对照组；ＶＡＳ评分（２．１７±０．６５）、
ＨＡＭＤ评分（２５．３８±３．７４）、ＨＡＭＡ评分（１９．８４±２．７４）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　护理干预对于因持续俯卧位而引起
的生理和心理不适感均有积极的治疗意义。

【关键词】　视网膜脱离；俯卧位；护理干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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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网膜脱离是眼科常见的疾病，若不及时处理会导致视力
下降甚至丧失。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玻璃体切割联合硅油填

充来治疗［１］。为了保证治疗效果，术后应该尽量使患者保持俯

卧位、使视网膜裂孔处于最高点。但是长期处于俯卧位会给患

者生理和心理带来极大的不适感，影响治疗效果［２］。因此，采

取有效的护理方式来控制因俯卧位引起的不良情绪反应和并

发症，对于保证视网膜脱离的治疗效果具有积极意义。在此，

为了进一步探讨视网膜脱离术后患者卧位的并发症及护理对

策，笔者进行了下列研究，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月期间在我院
就诊的１００名视网膜脱离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有不同
程度的飞蚊症、视野缺损、视力下降、闪光感，并通过裂隙灯、眼

底镜等辅助检查确诊为孔源性视网膜脱离。排除牵拉性视网

膜脱离、渗出性视网膜脱离、视网膜劈裂、脉络膜脱离等疾病。

收住院后进行玻璃体切割联合硅油填充治疗。

１２　分组方法　根据术后护理方式不同将１００名患者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５０名患者给予眼科术后常规护
理，其中男性 ２９例，女性 ２１例，年龄范围 ３１～６５岁、平均
（４７．２３±９．５６）岁，病程１～８年、平均（３．２８±０．５８）年；观察组
５０名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护理干预，其中男性２８例，女
性２２例，年龄范围３２～６７岁、平均（４６．９３±１０．９３）岁，病程２～
８年、平均（３．６８±０．６２）年。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全身情况、疾
病构成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３　护理干预方法
１３１　术前健康教育　集中进行健康知识讲座，让患者及家
属对疾病的发生发展、症状体征及治疗方法有一定的认识，以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９９７０７８０）
作者单位：７１００３８陕西省西安市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眼科（李荣）；

７１０００４陕西省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王建洲）
通讯作者：李荣，电子信箱：ｌｉｒｏｎｇ１００５＠ｙｅａｈ．ｎｅｔ

消除治疗过程中的疑虑和困惑情绪。鼓励患者相互交流，并且

通过既往治疗的成功来鼓励患者克服疾病，保证患者以积极的

心态面对疾病。教育患者正确表达自己的消极情绪，多与家属

或者医务人员交流，以消除焦虑、抑郁等情绪。

１３２　术后体位护理　患者术后需要保持俯卧位，以保证硅
油填充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护理人员应向患者示范正确

的俯卧姿势、强调术后保持俯卧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根据

患者情况，给予马蹄形俯卧枕，使得患者的颌面部和颈部能得

到充分的保护。对于难以耐受持续俯卧位的患者，应指导其在

保证头面部俯卧的基础上正确地进行和卧位交替［３］。

１３３　术后情绪护理　保持俯卧位会导致患者出现不同程度
的颈部、肘部以及眼部疼痛，对此护理人员应仔细观察、耐心倾

听。对于由于紧张、焦虑、烦躁等引起的疼痛情绪，应并用言语

鼓励患者正确面对疾病、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其以积极

的心态去客服疾病。

１４　观察指标
１４１　两组患者俯卧位相关并发症情况　观察术后患者因持
续俯卧位而引起的眼睑水肿、呕逆、肘部皮肤破溃、颈椎疼痛等

并发症的例数。

１４２　两组患者的失眠和负面情绪情况　采用匹兹堡睡眠量
表（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Ｓｌｅｅｐ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ＰＳＱＩ）从入睡时间、睡眠时间、
夜醒次数、睡眠深度、做梦情况、醒后感觉六个方面来评价患者

的睡眠质量，分值越高、睡眠质量越好。采用 ＶＡＳ量表（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评价患者的疼痛情况、ＨＡＭＤ量表（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评价患者的抑郁情绪、ＨＡＭＡ量表（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评价患者的焦虑情绪。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或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俯卧位相关并发症情况　观察（下转第４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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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肌痉挛患者焦虑对术后不良反应影响的研究
吴世菊，吴军玲，李润英

【摘　要】　目的　探讨行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患者术前焦虑状况与术后不良反应之间的关系，并针对性提出护理措
施。方法　采用ＳＡＳ焦虑自评量表对即将行手术的患者８０名进行调查，了解患者术前的焦虑状况，并于术后３天及出
院时调查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住院天数，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患者术前焦虑状况与术后并发症之间存
在相关性（Ｐ≤０．０５）。术后并发症之间存在相关性，一种并发症的发生会导致其他并发症发生。结论　患者术前存在
严重的焦虑心理，严重影响患者的术后康复，应加强对患者术前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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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微血管减压术因具有治愈率高、安全性好及能完全保留
血管、颅神经功能等优点，成为目前治疗面肌痉挛最有效的方

法［１］。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后患者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头痛头

晕、恶心呕吐、发热及尿潴留，这些不良反应会影响患者术后的

恢复［２］。有研究表明：手术患者术前普遍存在抑郁、焦虑心理，

会增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影响术后恢复［３］。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已经很成熟，但是，对行面神

经微血管减压术患者的心理状态却很少被关注，相关报道也很

少见。本文调查了２０１１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８０例在我院行
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患者术前的焦虑状况及术后不良反应发

生情况，现将其分析结果详细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在我院行面
神经微血管减压术的患者８０名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３８名，
女性４２名；年龄：最大５８岁，最小２８岁，平均（４３．７８±８．２８）
岁；左侧面肌痉挛４７名，右侧面肌痉挛３３名。文化程度：本科
及以上者 ９人，大中专者 １５人，高中及以下 ５６人；月收入：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元 ３２人，２１００～２５００元 ２６人，２６００～３０００元 ２０
人，３１００元以上者２人；住院费用支付方式：医保１５人，自付６５
人；工作单位：私人企业２８人，个体２４人，务农２８人。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该量表分为三个部
分，第一部分为患者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经济状况、

住院费用支付方式、文化程度６个方面；第二部分为国际通用
的ＳＡＳ焦虑自评量表［４－５］，该量表共２０个选项，采取４级评分
法（没有或很少时间、少部分时间、相当多时间、绝大部分或全

部时间）正向计分题（１５题）Ａ、Ｂ、Ｃ、Ｄ按１、２、３、４分计；反向计
分题（５题）按４、３、２、１计分，总分乘以１．２５取整数，即得标准
分，分值越小越好，分界值为５０，５１～６０为轻度焦虑，６１～７０分
为中度焦虑，

!

７０分为重度焦虑。第三部分为患者术后不良
反应发生及住院天数问卷。包括：尿潴留、恶心呕吐、头疼头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８北京市，煤炭总医院神经外科（吴世菊，李润英）；大外
科（吴军玲）

通讯作者：吴世菊，电子信箱：ｗｕｓｈｉｊｕ＠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

晕、发热、住院天数５个方面。
１３　质量控制　①问卷以患者的真实姓名进行编码，由研究
组成员亲自发放。其中，第一、第二部分在患者入院当天填写，

第三部分在术后第３天及患者出院时填写。选择术后第３天
是因为术后不良反应主要在这３天出现，出院当天填写患者住
院天数。②数据录入计算机由双人双录入，减少差错的发生。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采用一般描述
行统计、方差分析及相关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患者焦虑情况、术后不良反应及住院天数情况　研究结
果显示所有患者均存在术前焦虑情况。焦虑最高分：７６分，最
低分５８分，平均（６９．４５±４．４１）分。轻度焦虑（５０～５９分）４
人，中度焦虑（６０～６９分）３２人，重度焦虑（≥７０分）４４人。

术后不良反应，尿潴留：发生者２９人，未发生者５１人；恶心
呕吐：发生者５４人，未发生者２６人；头疼头晕：发生者７２人，未
发生者８人；发热：≤３７℃（不发热）者１０人，３７．１～３７．５℃
（低热）者２７人，３７．６～３８．５℃（中等度热）者３１人，≥３８．６℃
（高热）１２人；住院天数：７ｄ２人，８ｄ４３人，９ｄ３３人，１０ｄ２
人。

２２　患者焦虑对术后不良反应的影响　见表１。从表１可以
看出：患者尿潴留、恶心呕吐、发热及住院天数的增加均与患者

焦虑程度成正相关。其中，患者头疼头晕人数较多，这可能与

手术在头部相关，不作统计分析。

２３　患者并发症、住院天数之间相关性分析　见表２。在进行
该分析之前，先对患者术后不良反应进行赋值。住院天数（１＝
７ｄ，２＝８ｄ，３＝９～１０ｄ）；尿潴留（１＝是，２＝无），恶心呕吐
（１＝有，２＝无）；头疼头晕（１＝有，２＝无）；发热（１＝小于或等
于３７℃，２＝３７．１～３７．５℃，３＝３７．６～３８．５℃，４＝大于或等于
３８．６℃）。从表２可以看出，患者术后并发症、住院天数之间存
在相关性：一种并发症的发生可能导致其他并发症的发生。其

中，尿储留与发热之间相关性最大（Ｒ＝０．０６１），这可能与留置
尿管引起逆行泌尿系感染及留置尿管者活动不便，卧床时间延

长相关；同时，术后并发症与患者住院天数之 （下转第４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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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患者院外护理干预的临床研究
张世兰

【摘　要】　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患者的院外护理干预方法及其对临床预后的影响。方法　将２０７例冠
状动脉支架植入术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干预组１０４例，出院后定期接受专业护理人员的评估与指导，对照组１０３例，出院
后未进行护理干预。随访１年，观察两组患者的主要不良心脏事件（包括死亡、心绞痛、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发生率、再
住院率及靶血管再次成形率。结果　干预组主要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１６．３５％）明显低于对照组（４９．５１％，Ｐ＜０．０５）。
再住院率（７．６９％）明显低于对照组（２４．２７％，Ｐ＜０．０５）。靶血管再次成形率干预组（１．９２％）低于对照组（３．８８％），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患者进行合理的院外护理干预可改善临床预后。
【关键词】　冠状动脉内支架植入术；健康教育；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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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皮冠状动脉（冠脉）内支架植入术是目前冠心病介入治
疗的主要手段，具有微创、效果好、住院时间短等优点［１］，但术

后仍有一定的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对部分不遵医嘱用药和改

善生活方式者更易出现［２］。因此，有必要对出院患者进行系统

的指导。我们对２０７例经皮冠脉内支架植入术后患者进行为
期１年的院外护理干预，取得了减少不良心脏事件及再住院率
的良好效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８月 －２０１１年５月于我院心内
科住院的冠心病患者共２０７例，所有患者均于住院时行经皮冠
脉内支架植入术，出院后自愿参与随访。所有患者住院期间常

规接受健康教育，出院时随机分为两组，其中１０４例出院后继
续接受专业护理人员的评估与指导，为干预组。另１０３例未给
予干预，为对照组。干预组１０４例中，男性５５例，女性４９例，年
龄３６～７９（平均６２．４）岁，病程１～２１（平均８．７）年，合并高血
压病、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家族史等冠心病危险因素者分

别为６５，２６，３９，４４，２５例。对照组１０３例中，男性５３例，女性５０
例，年龄３８～８０（平均６３．３）岁，病程１～１９（平均８．５）年，合并
上述冠心病危险因素者分别为６３，２２，３９，４３，２０例。两组患者
性别、年龄、冠心病危险因素等上述一般资料经 ｔ检验，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１２１　护理干预方法　选派心内科专业护理人员负责此项工
作，患者出院后２周回院复诊时接受评估与指导，对患者资料
进行收集、管理，发放健康教育资料《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患者

健康教育指南》，并及时向医生反馈患者病情变化。每个月对

患者电话随访１次，１～３个月门诊随访１次，并给予相应指导。
患者在每日１４：３０～１５：３０也可电话咨询。

作者单位：２７６００４山东省临沂市，山东医专附属医院护理部

１２２　护理干预内容
１２２１　心理指导　部分患者术后过于乐观，认为做手术成
功此疾病即治愈，遵医行为差。而又有部分患者高估自己疾病

的严重程度，过度紧张焦虑，不能正常回归各种社会活动。针

对以上种２种常见心态，我们制定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帮助
患者正确认识疾病，克服盲目乐观和过于焦虑的心态。对Ａ型
行为类型的患者，指导其调整自我心态，少生气、多交流，学会

放松技巧，避免情绪激动。我们还注意让恢复较好的患者相互

做经验交流，使患者从中得到启发和鼓励。

１２２２　遵医嘱合理服药　冠脉支架植入术患者的治疗药物
主要是阿司匹林、氯吡格雷、他汀类调脂药、β受体阻断剂、血
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等。尤其强

调阿司匹林、他汀类调脂药的重要性，除非有严重副作用不能

耐受，一般需长期用药。对药物洗脱支架患者，氯吡格雷一般

至少服用１年。服用氯吡格雷需注意复查血常规，服他汀类药
物需注意复查肝功能。告知患者若有出血症状需及时就诊。

１２２３　饮食与活动指导　根据患者状况安排合理饮食，所
有患者应低脂饮食、减少胆固醇和脂肪的摄入，食用清淡易消

化食物，少吃甜食，多吃蔬菜、水果及粗纤维食物，保持大便通

畅。高血压者应减少钠盐的摄入，糖尿病患者进行糖尿病饮

食。患者饮食要有规律，不要暴饮暴食。不喝浓茶咖啡，不吃

辛辣刺激性食物。向患者及家属说明适度合理、循序渐进地运

动可增进身心健康，提倡有氧运动。通过监测症状和心率调节

运动强度，常用的运动强度指标为运动时最大心率达到１７０减
去年龄。一般每周３～５次，开始时每次１５ｍｉｎ，以后每次３０～
６０ｍｉｎ，注意劳逸结合，运动强度以不出现心慌气短等不适为
度。运动时如发现心绞痛或其他症状，应停止运动，及时就医。

１２２４　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和建立通畅的就医途径　戒烟戒
酒，不喝浓茶及浓咖啡，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避免过量

活动及过度激动，肥胖者建议减重。告诉患者随访电话与联系

方式，以便与专业医生及护士及时取得联系。 （下转第４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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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ＰＤＣＡ护理模式在小儿支气管肺炎中的综合效果研究
殷秀伟

【摘　要】　目的　探讨ＰＤＣＡ护理模式在小儿支气管肺炎中的综合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８月
进行治疗的８０例小儿支气管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４０例和观察组４０例，对照组患儿进行常规护
理，观察组患儿则进行ＰＤＣＡ护理，然后将两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及护理前后的临床依从性
进行比较。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则低于对照
组，护理后３ｄ的临床依从性好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ＰＤＣＡ护理模式可显著改善小儿支
气管肺炎的治疗效果，并可有效缩短住院时间及改善其治疗依从性。

【关键词】　ＰＤＣＡ护理模式；小儿支气管肺炎；综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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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ａｔｔｈｉｒｄｄａｙ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ＰＤＣＡｎｕｒｓ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
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ａｎｄｉｔｃａｎｓｈｏｒｔｅｎ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ＤＣＡｎｕｒｓ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

　　小儿支气管肺炎是小儿常见高发病之一，对其治疗不仅仅
应达到有效性，且尽快降低疾病对机体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是重

要目标。而在保证有效治疗用药的基础上，护理干预对于患儿

治疗效果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同时基于不同护理模式护理效果

的差异，对于患儿进行护理前护理模式的选择即成为重

点［１－２］。本文中我们就 ＰＤＣＡ护理模式在小儿支气管肺炎中
的综合临床效果进行观察，现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７月 －２０１２年８月于本院进行
治疗的８０例小儿支气管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
对照组４０例和观察组４０例。对照组的４０例患儿中，男２２例，
女１８例，年龄１．２～１２．４岁，平均（５．１±０．５）岁，病程２．５～
１５．５ｄ，平均（５．６±０．７）ｄ，其中轻度１０例，中度１４例，重度１６
例。观察组的４０例患儿中，男２３例，女１７例，年龄１．３～１２．６
岁，平均（５．２±０．４）岁，病程３．０～１５．５ｄ，平均（５．７±０．６）ｄ，
其中轻度１０例，中度１３例，重度１７例。两组患儿的性别、年
龄、病程及严重程度比较，Ｐ均＞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主要对家长进行
相关知识的宣教，同时给予患儿症状体征的护理及基础生活方

面的指导护理，并对患儿的治疗措施进行配合护理。观察组的

患儿则以ＰＤＣＡ护理模式进行护理干预，其护理项目与对照组
一致，而实施方法中则采用循环的方式进行，并在实施循环护

理的过程中对每个循环实施的护理效果进行评估，评估其优势

与不足，对于不足之处进行调整及改进，然后再应用于下一个

护理循环过程中，其中包括对患儿家长的宣教、对患儿症状体

征及基础生活的护理及其他方面的程序，均采用此种循环指控

的模式进行干预，以使对患儿的护理处于持续质量改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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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而使患儿接受到越来越好的护理干预及照顾，更为有效

地配合治疗，达到更佳的护理效果。然后将两组患儿的治疗总

有效率、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及护理前后的临床依从性进

行比较。

１３　评价标准　①临床效果：患儿的临床症状消失，且相关辅
助检查指标均恢复正常为治愈，患儿的临床症状及相关辅助检

查指标均明显改善为有效，患儿的临床症状及相关辅助检查指

标均改善轻微、无变化或进一步加重为无效，且总有效为治愈

和有效之和［３］。②临床依从性：以患儿对于治疗和护理均能遵
从且能配合治疗护理顺利进行为较佳，以患儿对于治疗和护理

均存在抗拒情绪，但未明显影响治疗护理顺利进行为一般，以

患儿对于治疗护理存在明显的抗拒和抵触，且影响到顺利进行

为较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文中的计量资料进行ｔ检验处理，而统计
的计数资料则进行χ２检验，软件为ＳＡＳ１０．０。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比
较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住院时间短于对照
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儿护理前后的临床依从性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儿
的临床依从性较佳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护理后３
ｄ观察组则高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见表２。

３　讨论
　　小儿支气管肺炎是严重影响小儿生存状态的呼吸道疾病，
疗效除与治疗方案有关外，护理对于患儿的治疗效果及预后的

影响也非常明显［４－５］。因此对于此类患儿护理模式的选取是

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另外，小儿患者普遍存在对于治疗的依

从性较差的情况，而这也是影响治疗顺利进行的重要方

面［６－７］，因此对其临床依从性的干预也是作为评估小儿患者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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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果的重要指标。ＰＤＣＡ护理模式是指在常规基本护理程序
的基础上将护理进行循环质量控制及评估的护理方法，更为注

重对护理细节和程序的不断改进，并在护理的过程中不断进行

评估及经验总结，并根据总结的结果再进行评估，再进行实施，

从而实现全面的循环改善［８－１０］。

表１　两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ｎ
临床效果（ｎ，％）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住院时间（ｄ）

并发症（ｎ，％）
肺大疱 其他 总计

对照组 ４０ ２９（７２．５） ６（１５．０） ５（１２．５） ３５（８７．５） ８．３±１．１ ２（５．０） １（２．５） ３（７．５）
观察组 ４０ ３７（９２．５） ３（７．５） ０（０．０） ４０（１００．０） ６．０±０．８ １（２．５） ０ １（２．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儿护理前后的临床依从性比较（ｎ，％）

组别 ｎ 时间 较佳 一般 较差

对照组 ４０护理前 １２（３０．０） １２（３０．０） １６（４０．０）
护理后 １９（４７．５） １０（２５．０） １１（２７．５）

观察组 ４０护理前 １２（３０．０） １１（２７．５） １７（４２．５）
护理后 ２９（７２．５） ５（１２．５） ６（１５．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本文中我们就ＰＤＣＡ护理模式在小儿支气管肺炎中的综合
临床效果进行观察，发现其较常规护理模式的优势更为突出，

表现在其更为有效的提高了治疗总有效率，同时也大大缩短了

患儿的住院时间，并对并发症实现了更好地控制，另外，对于患

儿的临床治疗护理依从性的评估结果显示，ＰＤＣＡ护理模式对
此改善幅度更大，这有效保证了治疗护理的顺利进行，从而为

治疗效果的改善提供了必要前提。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ＰＤＣＡ
护理模式可显著改善小儿支气管肺炎的治疗效果，并可有效缩

短住院时间、改善其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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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１３］。本研究显示，短程的利福昔明治

疗引起ＩＢＳ症状的显著改善，主要表现为临床症状如腹痛、腹
胀的充分缓解，大便性状和次数的改变和患者舒适度的明显好

转和改善。

利福昔明的抗微生物效应可能是其治疗 ＩＢＳ获得有益效
果的重要机制。ＩＢＳ患者对于抗生素的反应与乳糖氢呼气试验
的正常化相关联［８，１３］。但是，利福昔明治疗 ＩＢＳ得到良好的效
果可能还与其他药理学机制有关。根据现有资料，至少有三种

比较合理的解释：利福昔明影响肠道菌群，降低细菌产物；降低

局部黏膜细菌的定植及其引起的免疫反应；或者是由于抗生素

治疗改变细菌和宿主二者的反应。一些研究认为，利福昔明治

疗ＩＢＳ的持续效应可能是由于其影响肠道微生物群所致［１１，１４］。

本研究中的一些患者对治疗无应答，这一结果与其他研究相

似［１５］，可能反映症状的基础病因不同。利福昔明组和对照组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似。本研究属于短期研究，两组的感染发

生率相似，无缺血性结肠炎和死亡病例发生。

总之，利福昔明治疗无便秘的 ＩＢＳ患者能较好地缓解症
状，且不良反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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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肝癌介入治疗术后并发症的护理
徐从翠，宋卫芹，乔艳

【摘　要】　目的　探讨肝癌介入术后并发症的观察与护理，提高肝癌介入治疗的成功率和患者的生活质量。方法　对
４８例中晚期肝癌患者介入治疗后出现的并发症的护理进行回顾性分析，如心理护理、发热的护理、胃部不适、穿刺处局
部出血及血肿腹痛的护理及饮食护理等。结果　通过对我科４８例介入患者出现的并发症，经过我们护理人员的对症处
理及精心护理均无严重并发症出现，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治疗效果。结论　加强介入术后并发症的全面观察和有效护理
是患者介入治疗成功的关键因素。合理的护理措施，使介入治疗顺利完成，为患者延长生命，提高生存质量创造条件。

肝癌介入治疗术后及时有效的观察和采取恰当的护理措施是介入治疗的重要环节之一，将直接影响着介入治疗的效果。

【关键词】　肝癌；介入治疗；并发症；护理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７３　Ｒ７３５．７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４８８０２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介入治疗是临床上治疗中晚期肝癌
的一项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该项技术损伤小，操作简便，疗

效显著，然而介入术后常常会出现一系列的不良反应，增加介

入患者的痛苦，所以行介入治疗术后的患者更需要我们护理人

员严密的观察及护理，才能使介入治疗圆满完成，减轻患者的

痛苦，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我科自２０１１年８月 －２０１２年６
月共４８例行肝癌介入治疗的患者，均未发生严重并发症，取得
了良好的预期治疗效果。现将相关护理体会介绍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４８例肝癌患者，均经 ＣＴ、核磁共振、Ｂ超、甲
胎蛋白测定和病理诊断等确诊，所有病例均按全国肝癌防治协

作会议之诊断标准［１］。其中，男性３２例，女性１６例，年龄２８～
７６岁，平均年龄４４岁。患者入院时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腹痛、乏
力、纳差、消瘦等症状。

１２　介入术后并发症的护理
１２１　心理护理　医护人员在患者行介入治疗术后要多与患
者交流谈心，向患者及家属讲解现在成熟的医疗护理技术，此

次介入手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以及此前治疗成功的病例，

来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以减轻介入术后造成的心理、生

理反应，提高治疗效果，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２］。同时告诉

患者家属要时刻陪护在患者身边，因为允许家属陪伴能使患者

有安全感［３］。

１２２　观察生命体征　患者术后在医护人员护送下返回病房
后，护理人员立即给予安装心电监护，测生命体征及血氧饱和

度，每２０分钟１次，连续监测６ｈ，将观察的数值记录在特护单
上，生命体征平稳后改为常规测量。如果患者主诉心慌气短，

并出现血压波动、心律不齐以及面色苍白、四肢湿冷等症状，应

立即通知医生并配合进行急救处理［４］。

１２３　制动与体位　介入术后的穿刺部位需要加压包扎，并
用沙袋压迫及患侧的肢体制动８ｈ，绝对卧床休息２４ｈ以后，穿
刺处未发生渗血及血肿等症状，方可改为自由体位。

１２４　穿刺处局部出血及血肿　嘱咐患者介入治疗术后需要
绝对卧床休息２４ｈ，穿刺部位加压包扎，并用沙袋压迫８ｈ。护
理人员需要严密观察患者穿刺的部位有无出血及血肿淤血等

情况。因为肝癌患者的肝脏合成凝血因子已经减少，容易出

血，所以比普通患者更需加强出血倾向的观察。对穿刺肢体的

皮肤颜色、皮肤温度及足背动脉的波动也应密切观察。若出现

穿刺处出血现象，我们应立即用两手掌跟重叠按压股动脉穿刺

处，直至不出血为止［５］，然后再重新加压包扎，并嘱咐患者体位

制动２４ｈ，严密观察出血量及患者的生命体征，把危险因素降
到最小。同时安抚患者，消除其焦虑恐慌情绪，争取患者用积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

极向上的心态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术后恢复治疗。

１２５　胃部不适症状　我科４８例患者行介入治疗术后均有
不同程度的胃部不适反应，这与行介入治疗中使用化疗药物及

造影剂有关，术后常规遵医嘱使用格拉斯琼３ｍｇ，静脉滴注，２
次／ｄ，胃部不适症状严重时，给予胃复安１０ｍｇ肌注，４８～７２ｈ
后胃部不适症状逐渐消失。

１２６　发热　由于介入治疗后的肿瘤细胞缺血坏死、吸收导
致患者体温升高，属于正常的吸收热，多发生在术后１２ｈ后，本
组４８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热，体温多在３７．８～３９．５℃，如
患者体温未超过 ３８．５℃，给予患者物理降温；如患者体温在
３８．５℃以上，给予肌注氨基比林２ｍｌ或赖安匹林０．９ｇ后体温
能逐渐降至正常范围，若用药后体温无明显下降者，可同时辅

助物理降温，但忌用酒精擦浴［６］。发热症状可持续３～４ｄ，临
床上患者多在１～３ｄ恢复正常［７］。鼓励患者多喝水，医嘱应加

大补液量，使患者尿量达每日２０００ｍｌ以上。
１２７　腹痛护理　腹痛其原因与肝动脉栓塞后肝脏缺血、水
肿及肿瘤坏死有关。栓塞后肿瘤缺血坏死，临近组织水肿，包

膜紧张会使右上腹部胀痛，一般３～５ｄ可自行缓解，所有疼痛
均可考虑非药物应用。通过心理护理，分散注意力可减轻症

状［８］。疼痛加重时可给予镇痛药物奇曼丁口服或杜冷丁１０ｍｇ
肌注。

１２８　饮食护理　术后应鼓励患者多饮水，使造影剂能尽快
排泄，多食易消化食物，高蛋白、高维生素、低脂肪饮食，少食多

餐［９］，术后１周内以流质、半流质饮食，禁生硬的食物，戒烟戒
酒。

２　结果
　　本组４８例患者分别经过介入治疗１～３次后 ，临床资料表
明其疗效较明显，临床的症状、体征均有所减轻，肝功能检测结

果大多在介入治疗术后２周 ～１个月后有所改善或正常，复查
甲胎球蛋白（ＡＦＰ）也会有所下降，ＣＴ、核磁共振或 Ｂ超追踪复
查见碘油沉积良好，肝脏肿瘤较前略有缩小，均未出现严重的

介入术后并发症，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治疗效果。

３　讨论
　　据骆抗先［１０］报道：我国有７０％的肝癌患者不能经手术治
疗。介入治疗已成为肝癌治疗的首选方法［１１］。因为局部用药

化疗大大提高了药物在肿瘤组织内的浓度，直接杀伤癌细胞，

减少外周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减轻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容易

被肝癌患者所接受，但术后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

所以做好介入术后的护理工作非常重要。为减轻患者的痛苦，

更好地配合介入治疗，护理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丰富

的临床经验及牢固掌握介入护理的相关知识，及时观察并调整

患者的心理状态，规范全面地做好介入治疗的各项护理工作，

使介入治疗顺利完成，为患者延长生命，提高生存质量创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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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全面细致的护理是介入治疗成功的必要因素应予以重视。

对于肝癌介入治疗的术后护理，我科虽已积累了一些临床护理

经验，但仍需要不断的提高和完善，使介入治疗的患者得到更

全面更高层次的护理，这也是我们所有护理人员所要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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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卵巢的标本，发现 Ｆａｓｃｉｎ在正常卵巢组织中无表达，在卵
巢良性肿瘤、无转移的卵巢上皮癌、有转移的卵巢上皮癌中表

达递增。且在Ⅲ、Ⅳ期卵巢癌原发灶中的表达显著高于Ⅰ、Ⅱ
期。其表达与卵巢癌分期有正相关，但与组织学类型、病理分

级以及有无腹水无相关性。这些研究说明 Ｆａｓｃｉｎ在卵巢癌的
侵袭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

３３　Ｆａｓｃｉｎ与子宫内膜癌　王永来等［１９］应用逆转录聚合酶链

反应研究了１０例正常子宫内膜和３０例子宫内膜癌组织。结
果显示，子宫内膜癌组中Ｆａｓｃｉｎ表达水平较正常内膜组明显升
高；Ⅱ期癌组织中 Ｆａｓｃｉｎ表达水平高于Ⅰ期，Ⅲ&Ⅳ期高于Ⅱ
期。从而表明Ｆａｓｃｉｎ基因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随恶性程度、
临床分期的增加逐渐上升。在子宫内膜癌中，研究发现 ＥＲ阴
性相对于阳性者恶性度高，预后差，ＥＲ的表达可以反映子宫内
膜癌的恶性程度［２０］。本研究发现，相对于ＥＲ阳性的子宫内膜
癌组织，ＥＲ阴性的癌组织中 Ｆａｓｃｉｎ表达更高。综上，Ｆａｓｃｉｎ基
因的表达与子宫内膜癌的恶性程度、侵袭转移有相关性，但其

作用的分子机制仍不是很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

３　展望
　　研究表明，Ｆａｓｃｉｎ在多种恶性肿瘤细胞中高表达，并且与肿
瘤的发生发展和侵袭转移有关，并且可以间接反映患者生存

率。妇科恶性肿瘤是严重威胁广大妇女健康的杀手，临床上主

要采用手术配合放化疗等综合治疗手段。由于病理检查的局

限性，临床医师对患者预后判断的准确性不够，因而参考价值

有限。Ｆａｓｃｉｎ蛋白有望成为新的基因治疗靶点，为妇科恶性肿
瘤的治疗及患者预后的判断提供新的思路。另外，有研究表

明，相关基因的联合治疗或许给恶性肿瘤的治疗提供新的思

路［２１］，提示我们ｆａｓｃｉｎ及其相关基因的联合研究可为妇科恶性
肿瘤的治疗带来新的曙光。目前 Ｆａｓｃｉｎ在妇科肿瘤中的研究
不多，其真正应用于妇科恶性肿瘤的治疗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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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改良尼龙绳圈套取出１１例胃内长条形异物的护理体会
刘翠青，许国华，张印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比以往胃内长条形异物取出的方法，探讨改良尼龙绳圈套取胃内长条形异物取出的护理方
法、体会及其优越性。方法　对１１例胃内长条形异物的患者在静脉麻醉下通过胃镜采用改良尼龙绳圈套加异物钳取出
的护理配合进行分析、探讨。结果　１１例患者均顺利取出异物，成功率１００％，无一例并发症。结论　认真做好术前及
术中的各个护理环节，周密的术前准备、术中默契的护理配合，熟练的器械操作手法可提高胃镜下取异物成功率，对高质

量完成操作减少并发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术后详尽的健康教育也是保证手术质量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内镜；长条形异物；尼龙绳；护理体会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　Ｒ５７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４９００２

　　上消化道异物是内镜常见急诊之一，可发生于任何年龄，
多见于误服，少数为轻生或患有精神病、智力障碍者。如不及

时救治，可引起上消化道黏膜损伤、出血，严重者穿孔而危急生

命［１］。大部分异物通过异物钳等器械可顺利取出，但对于一些

长条形异物，用异物钳等器械取出则困难。我院自２００８年１
月－２０１１年５月，收治１１例胃内长条形异物的患者，通过胃镜
采用改良尼龙绳圈套加异物钳拖出法，使胃内异物均顺利取

出，避免了手术，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男性８例，女性３例，年龄１８～４０
岁。１１例患者均为有意吞食，其中食管内８ｃｍ和１２ｃｍ一次
性筷子各１例，胃内１０ｃｍ长铁丝１４条１例，牙刷２例，５ｃｍ和
７ｃｍ刀片各１例，胃内打火机１例，胃十二指肠球部圆珠笔３
例。

１２　术前准备
１２１　药品及器械准备　枸橼酸芬太尼、丙泊芬、其他常规抢
救药品。Ｏｌｙｍｐｕｓ２４０电子胃镜、ＨＸ２１Ｌ１型尼龙绳套扎器、
ＭＡＪ２５４尼龙绳、异物钳。检查并测试机器及附件性能是否良
好。

１２２　术前常规检查　摄片或 ＣＴ了解异物所在的部位（食
道、胃内、肠道），如果异物已到肠道，就失去了取出的机会［２］。

术前详细询问吞食异物的大小、形状、数量，嘱患者禁食并卧床

休息，根据摄片或ＣＴ结果，制定治疗方案［３－４］。

１３　术前护理　①心理护理：因人而异，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
工作。患者均为有意吞食，应告诉患者吞食异物并不能马上致

死或逃避什么，但不及时取出，如进入肠道，会失去取出的机

会，异物嵌顿至肠道，会引起肠坏死、穿孔及腹膜炎等一系列后

果，耗费更多的人力和财力，个人经受更多的痛苦，并向患者介

绍无痛胃镜操作过程及检查后的注意事项，减轻其恐惧心

理［５］。②体位：适宜的体位对操作能否成功至关重要。协助患
者取左侧屈膝卧位，头稍后仰，松开衣领和裤带，勿使肢体、神

经受压，影响呼吸、循环功能［６］。③进行心电、血压、血氧饱和
度的监测。手术过程严密监护患者，配合麻醉师处理可能出现

的各种意外，保证患者安全。

１４　术中护理配合　监测患者ＨＲ、ＢＰ及ＳｐＯ２，准备好尼龙绳
装置。进镜后协助医生将异物置于视野最佳位置，根据需要调

整异物位置及方向便于套取。助手一定要熟练掌握尼龙绳的

使用方法，注意尼龙绳收放的大小、时机。长条形异物应套取

异物的头或尾端１ｃｍ内，当异物套住后，推进金属套管，尼龙
绳自动收紧异物一端并脱离金属挂钩，此时，用异物钳夹住尼

龙绳尾部沿消化道纵轴方向顺势拖出，到达患者咽部时头尽可

作者单位：５１６２１１广东省惠阳市三和医院内镜室
通讯作者：刘翠青，电子信箱：３５２９５９５２９＠ｑｑ．ｃｏｍ

能后仰，使食管与口咽部成一直线状态，以利异物顺利取出。

１５　术后护理
１５１　术后监护　①术后应先保留牙垫，以便必要时吸引会
厌部的分泌物，以防窒息，直至患者完全苏醒。②继续监测生
命体征直至各体征平稳或恢复到检查前的水平。③注意保护
患者安全，防止坠床。④密切观察有无出血、穿孔等并发症，如
有心率加快、血压下降、呕血、黑便等情况发生，应及时通知医

师处理。

１５２　健康宣教　①门诊患者需由家属陪同，至完全清醒后
方可离院。②禁食２～４ｈ，特殊情况另遵医嘱。③建议２４ｈ内
不要驾车、从事精密仪器操作或有危险性的作业。

２　结果
　　１１例患者均顺利取出异物，成功率１００％，无一例并发症。

３　讨论
　　以往对于胃内长条形异物大多采用异物钳直接夹取或用
圈套丝套取，用异物钳钳夹时，稍遇阻力即易滑脱；单独使用圈

套器时，因圈套丝较硬，异物拉至贲门时易呈横位，与食管角度

较大，无法拉入食管腔，而卡于贲门下缘大弯侧［７－８］，强行取出

可能引起贲门撕裂。我们现采用尼龙绳圈套拖取法，完全能套

住大部分直径小于３ｃｍ的异物，且其性能柔软，在胃内能灵活
调整方向，套取异物后几乎与异物不形成夹角，故能顺利通过

贲门及咽喉部，使异物顺利取出，不会损伤贲门及咽喉，安全可

靠。尼龙绳安装方便，操作简单，收紧后不易滑脱，操作时应配

合医师积极寻找异物，视野暴露清楚，调整好尼龙绳圈的大小

及方向，尽量套取异物的一端，收紧后用异物钳夹紧尼龙绳的

尾端或头端顺势拉出，通过狭窄部分要注意手感，不能强行拖

取，当退至咽喉部时，要让患者头后仰，以利异物顺利取出。护

士通过周密的术前准备，术中及时、准确、到位的配合医生操作

和麻醉中细致的病情监测以及术后的病情观察和健康教育等

可预防不良反应的发生，使该操作技术更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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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相关性，术后出现并发症的患者住院天数延长。

表１　患者术后不良反应、住院天数与焦虑情况比较（ｘ±ｓ）

项目 ｎ 焦虑（ｘ±ｓ） Ｆ值／ｔ值 Ｐ值

尿潴留 是 ２９ ７３．０３±２．２８ ６．９０８ ０．０００
否 ５１ ６７．４１±４．０３

恶心呕吐 是 ５４ ７０．８２±３．６６ ４．３５５ ０．０００
否 ２６ ６０．６５±４．５９

发热 否 １２ ６３．９０±３．７８ ４５．８１ ０．０００
低 ２７ ６６．５９±３．１２
中 ３１ ７１．８４±２．１９
高 １２ ７４．３３±１．４３

住院天数 ７ｄ ２ ６２．５０±４．９６ １５．７５ ０．０００
８ｄ ４３ ６７．５６±４．１４
９ｄ ３３ ７２．５５±２．５４
１０ｄ ２ ６６．００±０．００

表２　并发症、住院天数之间相关性分析

项目
相关系数Ｒ

住院天数 尿储留 恶心呕吐 头疼 发热

住院天数 １
尿储留 ０．５４４

恶心呕吐 ０．２８９ ０．３５７

头疼头晕 ０．１７７ ０．１６５ ０．３９１

发热 ０．４８４ ０．６６１ ０．２８８ ０．１６３ １

　　注：Ｐ≤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调查结果分析　由结果可以看出：①行面神经微血管减
压术患者术前普遍存在焦虑心理，焦虑评分（６９．４５±４．４１）分，
以中重度焦虑为主。可能与患者惧怕手术的疼痛、不适、危险

性及其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相关，机体处于紧张状态，导致

患者出现以焦虑为主的心理应激反应［６］。②患者焦虑心理与
术后不良反应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严重影响患者术后的恢

复。③各并发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某一个并发症的发生
可能导致其他并发症的发生，从而延缓患者术后的康复，增加

住院时间。因此，医护人员应高度重视患者焦虑情绪，并给与

及时指导与护理。

３２　护理对策　研究结果显示，所有面肌痉挛患者均存在中
重度焦虑，严重影响患者术后的恢复，增加了患者的住院时间。

因此，对患者进行适时的护理势在必行，也是增加医院床位周

转率，提高护理质量的要求。

３２１　心理干预　术前心理护理是围手术期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当前护理工作中的具体体

现［６］。面对患者存在的焦虑情绪，心理护理必不可少［７－８］：①
护理人员应积极的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交流，了解患者病情、

爱好、性格及心理状态，加强护患思想的沟通交流；②全面仔细
的收集患者的现病史、既往史、对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的认知

水平，现存的心理问题及护理需求，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为个

性化的护理干预建立良好的基础。③鼓励患者诉说出对于自
身疾患的感受，发泄出他们的负性情绪，给予理解、同情、鼓励

和安慰，并适时地、有针对性地诱导患者及家属明白负性心理

状态与疾病、症状、预后的密切相关性。④介绍他们与已成功
行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的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交流，通过患患

沟通，达到心理上的共鸣，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消除焦虑

情绪，使其积极主动地配手术。⑤术后及时给予患者康复指
导，比如及时指导患者卧位、饮食，指导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及并

发症时的应对方法等。

３２２　认知干预　患者及家属大多数都缺乏疾病及手术的相
关知识，护理人员应向患者及家属介绍相关的医学知识及配合

方法。比如：①面肌痉挛发病的主要原因及机理。②术前的实
验室检查，如血、尿常规、肝肾功能、出凝血时间的测定、Ｂ超检
查等。③手术方法、过程、时间及术中的注意事项。④告知患
者术后注意事项：如需卧床２～３ｄ，绝对卧床６ｈ以上，生命体
征的观察、体位、下床活动方法等。告知患者术后出现恶心呕

吐等常见现象［５］及应对方式。让患者对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

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消除不必要的焦虑情绪，鼓励患者积

极接受和配合手术。

３２３　行为干预　术前１～２ｄ应指导患者床上大小便，以利
术后顺利排便［９］。密切关注患者床上训练大小便的情况，并督

促其完成至少２次以上的训练。同时做好护士的交接班，对患
者的训练情况进行连续性关注，直到患者成功完成训练。

综上所述，微血管减压术因其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

是目前治疗面肌痉挛最有效的方法。但该手术毕竟是全麻的

开颅手术，手术存在风险，导致患者出现以焦虑为主的心理应

激反应［６］。本文经过临床实验证明，行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患

者术前存在较高水平的焦虑状态。而患者的心理状态严重影

响术后的恢复，增加住院天数。因此，护人员应高度重视患者

的心理反应，做好患者术前护理工作，从心理护理、认知干预及

行为干预等方面［１０］做好护理工作，减轻患者的焦虑情绪，减少

术后并发症、减少住院天数，提升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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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内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的护理配合
朱明凤，谢是英

【摘　要】　目的　通过内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ＥＶＬ）及术前、术中、术后护理配合治疗食管静脉曲张，探讨内镜护
士良好的护理配合及内镜下套扎术治疗食管静脉曲张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内窥镜中心４０例食管静脉曲张患者
在无痛内镜下行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及有效护理配合资料，对患者进行充分的术前访视、术前心理护理及术中密切配

合，均成功完成套扎手术。结果　４０例患者通过术前护理减少了患者恐惧心理；通过术中麻醉监护和护理配合避免了
术中出血；通过术后护理、宣教使患者早日康复出院，共套扎２２８次，手术顺利，无死亡、肝昏迷及套扎时或套扎后一周
出血病例。结论　随着内镜护理学发展，内镜护士在内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治疗食管静脉曲张的精心护理配合显
得尤其重要，可缩短操作时间，既能提高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疗效，又能提高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治疗食管静脉曲张的

安全性和成功率，有效防止出血等并发症。

【关键词】　内镜护士；ＥＶＬ；护理配合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　Ｒ５７１．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４９２０２

　　食管静脉曲张是由各种原因导致肝硬化失代偿期门静脉
高压引起，曲张静脉破裂出血，量大、止血难度大，急诊外科手

术风险大、死亡率高，但内镜下介入治疗已成为有效的治疗方

法之一，目前常首选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ＥＶＬ）。而内镜护士
的有效护理配合则是手术成功的必要条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我科共为４０例食
管静脉曲张患者在无痛（丙泊酚注射液静脉麻醉）胃镜下行

ＥＶＬ，其中２７例（首次套扎１７例、再次套扎１０例）为乙型肝炎
后肝硬化失代偿期，９例（首次套扎６例、再次套扎３例）为丙肝
后肝硬化失代偿期，２例（均为首次套扎）为酒精性肝硬化失代
偿期，２例为脾切除术后血吸虫性肝硬化失代偿期。年龄在
４２～６６岁，平均年龄 ５４岁，男性 ２４例，女性 １６例，肝功能
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分级，Ａ级５例，Ｂ级２６例，Ｃ级９例，食管静脉曲张
中度１３例、重度２７例。全部病例均为同一操作医师操作，均无
胃镜检查及ＥＶＬ禁忌症。
１２　护理方法
１２１　术前护理
１２１１　术前访视　了解患者的病史、辅助检查、生命体征、
近期有无上呼吸道或肺部感染等。指导患者术前１２ｈ禁食水，
并与病房护士沟通，备好药品及留置针。

１２１２　术前心理护理　因该病凶险，出血后死亡率高，加上
对手术、术者缺乏了解，患者存有恐惧、担忧心理。护士耐心向

其讲解手术过程，术前、术中、术后配合，在静脉麻醉下完成手

术，缓解患者恐惧心理，赢得患者信任，以良好的心态迎接手

术，从而降低了术中并发症的发生率。

１２１３　术前器械准备　常规内镜检查物品，美国 Ｗｉｌｓｏｎ
Ｃｏｏｋ公司的六连发套扎器及 ＯＬＹＭＰＵＳＧＩＦＸＱ２４０型电子胃
镜、钛铗、热活检钳、吸引器、止血药品、心电监护仪、吸氧装置。

１２２　术中护理
１２２１　加强术中监护及麻醉管理　患者取左侧卧位，解开
衣领放松腰带，有假牙者取出假牙。术前给患者接上心电监护

仪和血氧饱和度监护仪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及血氧饱和度，及时

发现病情变化，随时处理，建立静脉通道，血氧低于９０％时给予
吸氧［１］。丙泊酚注入初始，由于药物的刺激作用，会引起穿刺

部位疼痛，应耐心解释，使其放松，麻醉开始及进镜操作过程

作者单位：２４２０００安徽省宣城市人民医院内窥镜中心（朱明凤）；安徽省
宣城市百姓医院护理部（谢是英）

通讯作者：谢是英，电子信箱：ｄｙｂｙｄｌｓｈｌ＠１６３．ｃｏｍ

中，护士站在患者背后扶好口垫及保持好患者体位［２］。

１２２２　术中护理配合　协助医生安装操作手柄，通过拉线
装好透明外套柱，让橡胶圈集中在５点及１１点方位，在整个安
装过程中，最关键是让牵拉线拉紧，但不能紧到装置释放。若

安装不当，将导致手术失败。胃镜头端连接好套扎器，先将头

端放入生理盐水中浸润［３］，再用液体石蜡油润滑橡胶圈，有利

于橡胶圈释放，提高套扎成功率。在整个过程中密切配合医

师，安装套扎器动作要快而准确，严格控制吸引器负压在

０．０４～０．０６ｋＰａ，尽量缩短操作时间［３］。护士术中协助医师将

套扎器紧贴套扎的靶静脉进行持续负压吸引，使之吸入套扎器

塑料帽中并出现“红色”，操作医师抓住时机释放套扎环，当听

到“咔哒”一声即完成一次套扎，每次套扎３～４根曲张静脉，每
根套扎１～２处，观察局部无活动性出血后退镜，术中密切观察
患者反应、生命体征，如有异常报告医师，及时抢救，保持呼吸

道通畅［４］。

１２３　术后护理　在苏醒室观察术后患者，待其完全清醒后，
建议其术后平卧２４ｈ，２４ｈ内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吞咽不适、哽
噎感和胸骨后隐痛不适，这是由于套扎后曲张静脉局部缺血坏

死导致，不必紧张，一般无需特殊处理。如果患者出现面色苍

白、呕血、便血等症状，应立即通知值班医师。２４ｈ后方可进温
凉流质，７２ｈ后由半流质逐渐过渡为温凉软食。术后１周时禁
食２４ｈ，因为此时是套扎环脱落期，防止进食诱发出血。康复
后饮食应柔软清淡易消化，忌烟酒辛辣刺激质硬食物。

２　结果
　　４０例患者，经过内镜护士的术前访视、术前充分物品准备、
术中与操作医师密切配合、术后有效的宣教。４０例患者均能以
良好的心态接受手术，术中未出现大出血、穿孔、肝性脑病、死

亡等严重并发症，共套扎治疗 ２２８次，手术全部成功，安返病
房。

３　讨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消化内镜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
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内镜下治疗更显出专业内镜护理人员的重

要性，没有护士密切配合，医师的各项操作就难以顺利进行［５］，

在医师确定套扎部位后，护士要固定镜身并使内镜前端塑料帽

正面完全对准靶静脉和医师共同完成套扎。医患配合、医护默

契、适时套扎、操作过程中对病情严密观察、确保套扎成功、术

后护理得当可减少并发症发生［６］。

ＥＶＬ与传统外科手术比，医疗费用低、痛苦小、康复快、操
作简便。无痛胃镜下行 ＥＶＬ，内镜护士在静脉麻醉过程中，要
扶好口垫，防止口垫脱出，否则无法继续行 ＥＶＬ。在护理过程
中，正确应用护理程序对患者术前、术中、术后实施各项护理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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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７］，特别是术中内镜护士配合，是保证手术顺利完成的重要

环节。因此，ＥＶＬ是目前治疗及预防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
一种安全、有效、快捷的首选止血方法［８］。而内镜护士的术前

访视、充分的术前准备，术中医护患密切配合、术后有效的宣

教，则为手术成功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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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术后发生眼睑水肿５例、呕逆７例、肘部皮肤破溃２例、颈椎
疼痛１例，经χ检验可知观察组各项并发症发生例数均明显多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视网膜脱离患者俯卧位相关并发症例数比较

组别 ｎ 眼睑水肿 呕逆 肘部皮肤破溃 颈椎疼痛

观察组 ５０ ５ ７ ２ １

对照组 ５０ １１ ９ ５ ４
ｔ值 ８．７３２ １０．８４１ ９．２８３ １２．３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失眠和负面情绪情况　观察组术后 ＰＳＱＩ评
分（１５．３７±２．８４），明显高于对照组；ＶＡＳ评分（２．１７±０．６５）、
ＨＡＭＤ评分（２５．３８±３．７４）、ＨＡＭＡ评分（１９．８４±２．７４），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视网膜脱离患者睡眠质量和负面情绪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ＰＳＱＩ评分 ＶＡＳ评分 ＨＡＭＤ评分 ＨＡＭＡ评分

观察组 ５０ １５．３７±２．８４ ２．１７±０．６５ ２５．３８±３．７４ １９．８４±２．７４

对照组 ５０ １１．３８±１．４８ ５．３７±０．８４ ３８．８４±４．３７ ３０．３８±４．０４
ｔ值 ５．３８２ ９．６９３ ６．７５２ ８．２３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视网膜脱离是眼科常见的疾病，是指正常状态下紧密粘附
的视网膜色素上皮层与神经层发生脱离的病理改变［４］。患者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飞蚊症、视野缺损。若不及时处理，视网膜

由于长期脱离状态会发生营养不良、变性、萎缩，进而导致视力

下降甚至丧失［５］。根据导致视网膜脱离的原因不同，该病可分

为孔源性、渗出性和牵拉性三种类型，其中以孔源性视网膜脱

离最为常见［６］。

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玻璃体切割联合硅油填充来治疗，

玻璃体切割能够解除视网膜的牵拉、眼内填充物能够挤压视网

膜，最终达到促使视网膜复位的目的［７］。由于硅油的密度低于

水，因此保证硅油能够充分发挥挤压视网膜的作用、达到更好

的治疗效果，在术后应该尽量使患者保持俯卧位、使视网膜裂

孔处于最高点［８］。但是长期处于俯卧位会给患者生理和心理

带来极大的不适感，引起失眠、焦虑、眼睑水肿、呕逆、肘部皮肤

破溃、颈椎疼痛等并发症的发生［９］。患者会因为不适感和并发

症的出现而难以坚持俯卧位，进而影响硅油填充的治疗效果。

因此，采取有效的护理方式来控制因俯卧位了引起的不良情绪

反应和并发症，对于保证视网膜脱离的治疗效果具有积极意

义［１０］。

在上述研究中，给予观察组患者护理干预。术前的健康教

育有助于患者充分了解疾病的治疗方式、明确保持俯卧位对于

治疗的重要性；术后的体位护理和心理护理有助于患者保持正

确的体位、减少生理和心理的不适感［１１］。通过观察相关并发

症的发生情况可知，观察组术后发生眼睑水肿５例、呕逆７例、
肘部皮肤破溃２例、颈椎疼痛１例，均明显少于对照组。这就
说明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持续俯卧位所带来的生理不适感。

进一步观察睡眠质量和负面情绪可知，观察组术后 ＰＳＱＩ评分
（１５．３７±２．８４），明显高于对照组；ＶＡＳ评分（２．１７±０．６５）、
ＨＡＭＤ评分（２５．３８±３．７４）、ＨＡＭＡ评分（１９．８４±２．７４），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护理干预对于因持续俯

卧位而引起的生理和心理不适感均有积极的治疗意义，能够有

效地减少并发症例数、改善睡眠质量、缓解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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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推行“周一质量汇报制度”提升护理品质
黄波，余可斐，王莹

【摘　要】　目的　探讨“周一质量汇报制度”在提高临床护理质量和提升护理品质中的作用。方法　利用每周一晨会
后１０～１５ｍｉｎ，通报上周出现的问题及缺陷，并针对问题及缺陷的发生，进行原因分析，提出防范和改进措施，找出存在
的问题，依据科室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并将存在的问题纳入下周的监控重点，追踪整改效果，使患者的各项

护理工作安全、有效地落到实处。结果　“周一质量汇报制度”提醒全体护士对科室护理工作进行关注，及时发现和反
馈日常工作中出现的细小问题，提出整改措施，有效的实现全员参与管理及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有利于护士为患者提

供全程、全面、优质的服务，为患者提供放心、满意的护理服务。结论　“周一质量汇报制度”提高了护理质量，有效防范
了护理缺陷，从而提升了护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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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品质管理是护理工作的核心，品质管理是对整个护理
过程和各个具体的护理环节及可影响护理品质的各种因素进

行有效的品质控制，其标准是零缺陷［１］。我科自２０１１年２月
起，以提高护理质量作为护理品质建设，落实护理质量“无缝

隙”管理方案，强化环节质量的控制，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在

科内推行“周一质量汇报制度”，对护理质量进行及时跟踪、监

控，促进我科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１　“周一质量汇报制度”的实施方法
　　即每周一晨会后，利用１０～１５ｍｉｎ，召集全科护士对科内
护理质量实行汇报、讨论、反馈。具体内容包括：①护士长总结
上一周的工作情况；②二级质控人员通报上周出现的问题及缺
陷，并针对问题及缺陷的发生，进行原因分析，提出防范和改进

措施；③护士长及时分析和解决当前存在问题；④护士长部署
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及本周工作重点。

２　“周一质量汇报制度”的主要功能
　　①总结、汇报上周工作情况；②查找问题，进行分析，找出
防范和改进办法；③督导科内二级质控的落实及完成；④培养
和锻炼护士，提高能力；⑤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３　“周一质量汇报制度”取得的成效
　　①通过每周的质量控制，从点滴、小事、细节处防范不良事
件的发生；②有效地调动护士工作的积极性，增强护士的紧迫
感和责任意识；③按照各质控小组的汇报，护士长进行工作督
查，检查上周“周一质量汇报制度”中发现的问题的落实及整改

情况；④有利于护士长把全年护理管理工作贯穿起来，并细化
到每个季度、每个月、每一周；并根据科内各项工作运行情况，

及时调整工作重点，以全面提升护理工作质量。

４　讨论
　　品质管理（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ＱＣ），是指运用系统的概念和方
法，围绕提高护理品质的共同目标，将护理的相关部门与其各

环节的护理活动严密地组织起来，建立组织和协调这些活动的

组织机构，明确责任与义务，以最经济的水准，提供使病患满意

的服务［２］。护理质量是指护士为患者提供护理技术服务和基

础护理服务的效果及满足患者对护理服务一切合理需要的综

合，是在护理过程中形成的客观表现，直接反映了护理工作的

职业特色和工作内涵。“周一质量汇报制度”能有效地挖掘护

士的管理潜能，实现全员参与管理及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有

利于护士为患者提供全程、全面、优质的服务。“周一质量汇报

制度”的落实，会取得以下成果。

作者单位：４４２０００湖北省十堰市，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中西医结
合风湿病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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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提高了护理的环节质量　护理安全是护理管理的重点，
护理工作点多面广，琐碎复杂，存在不安全因素，直接影响护理

效果，也影响医院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３］。护理质量管理要

求护士在临床工作中，认真执行各项核心制度，质量管理以预

防为主。护理环节质量是护理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只

有做好环节质量，环环相扣，才能保证整体质量和终末质量［４］。

“周一质量汇报制度”充分发挥了科内二级质控人员的作用，随

时对科室护理工作进行监控，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提出整改措

施，不断改进护理工作质量，这样使护理质量控制工作采取定

期与不定期相结合，使护理质量始终处于受控状态［５－６］。

４２　推动了管理方式的转变　临床护理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从患者入院开始，护理活动及相应的护理质量控制也已经

开始。强调每个人、每一次必须把工作做好，由此增强护士的

自觉性和责任感。“周一质量汇报制度”要求护士及时发现和

解决每个细节中的问题，强调二级质控人员要注重对重点人

员、薄弱时间、薄弱环节的进行检查。这样检查的范围小了，对

问题的追踪和解决更有实效性，针对查出的问题共同讨论、分

析问题原因，找出解决的办法。护士长及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

改计划，将问题纳入下一周的重点监控目标，追踪整改效果，使

患者的护理措施落到实处。

４３　提升了护理服务满意度　护理服务是医院护理管理的永
恒主题，患者满意度是衡量护理质量的重要指标［７］。“周一质

量汇报制度”找出服务中存在的问题、缝隙和不足，再针对其根

源进行跟踪、整改。护士主动帮助患者、关注患者的感受、给患

者及时的解释、对患者的需求做出迅速反应，满足了现代患者

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真正体现了护理服务质量，提升患者满

意度。

４４　提高了护士的综合素质　“周一质量汇报制度”在运行过
程中，护士有明确的参与感，挖掘了护士的管理潜能。为了使

护理质量达到预期目标，护士自觉学习基础理论、护理常规、规

章制度和操作规范，对照护理常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范进行

自查自纠，找出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对发现的问题按照质量标

准进行改进。同时通过“周一质量汇报制度”与护士沟通，传达

相关信息与知识、学习业务技术、学习科学管理、集思广益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提高了护士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８］。

４５　促进了创优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优质护理服务内涵就是
服务内容和时间上满足患者要求，讲究服务效果，真正解决患

者的需要。在深入开展创优活动中，本着“以患者为中心”的服

务宗旨，以“周一质量汇报制度”为载体，结合本科室的特点，查

找不足，促进各项工作抓落实。将创优工作扎实推进，稳步提

高，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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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关怀在手术室优质护理中的应用
胡娟娟，高兴莲，田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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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室护理是围绕手术这个特殊时期，针对患者采取各种
护理措施。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医学模式的改变以

及优质护理概念的提出，这就要求手术室护理工作不能仅限于

配合手术，更应以病人为中心，融入人性关怀给予患者手术全

过程护理。

１　人性关怀的概念
　　ＭｏｓｚｃｚｙｎｓｋｉＡ等［１］认为护理即关怀，没有关怀就谈不上护

理。关怀和护理有紧密的关系，关怀意味着关心、关爱、照顾、

帮助及牵挂等。人性关怀就是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关心、爱

护、尊重［２－６］。

２　手术室人性关怀护理的重要性
２１　对护理工作的意义　手术室护理人员应具备高度的责任
心和尊重患者、关怀患者的人文情怀，为手术的顺利进行创造

良好的条件，并增加术后获得最大程度功能恢复提供了可能

性［７］。护理工作因融入了人文关怀，护理队伍建设才得到加强

和发展［２］。人性关怀是手术室实施整体护理的重要措施，是创

建优质护理服务的重要内容，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手术的顺

利进行以及手术安全。

２２　人性关怀护理对手术患者的意义　手术作为一种应激源
会使患者产生一系列生理、心理应激反应，患者会担心手术和

麻醉的安全性，对手术环境和工作人员产生陌生感、害怕疼痛

等。因此，患者术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恐惧和睡眠障碍现

象［８－９］，作为手术室的护理工作人员，其服务对象是手术患者。

护理人员运用关怀护理，能判断患者内心的情感需求，关心尊

重他们，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服务。成功地将人性关怀运

用到手术室的工作中，使他们能配合手术，减轻患者的术前恐

惧与焦虑感术。ＩｄｖａｌｌＥ等［１０］研究表明：为患者提供满意的关

怀护理，可以使患者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不仅有利于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２２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手术室
通讯作者：胡娟娟，电子信箱：１２３４３７３７３＠ｑｑ．ｃｏｍ

患者的康复，而且有利于医疗质量的提高。

３　提高手术室人性关怀护理的途径
３１　提高护理人员的人文素养　我国护理教育侧重培养护理
人员的临床专业理论知识及临床实践能力教育，对护理人文方

面的教育与培训还不够完善［１１］，侧重于理论知识的灌注，不注

重心理学、社会学、人文学、伦理学、美学等人文理论知识的培

养。ＪａｃｋｓｏｎＣ等［１２］认为护理是一门关怀照顾科学，通过专业

知识与人文知识的结合，可以使护理人员对患者的行为有更深

的了解，从而更好地发挥护理专业的内涵与精髓。关怀能力的

培养，除个人的成长经历与周围环境的影响外，更需要通过系

统的教育与学习来获得。因此，应鼓励护理人员除学习业务知

识外，还应该主动学习国内外的关怀理论及其他的人文理论知

识，将关爱转化为自身人格魅力的一部分。

３２　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理解、鼓励、赞赏各级护理
工作人员，减轻她们的心理压力，创建和谐的工作环境，鼓励发

挥她们自己的特长，根据特长适当地安排工作，使她们轻松愉

悦地为患者服务。护理管理者对护士的人文关怀可以激发他

们的工作热情，并能缓解各种压力，提高工作效率［１３］。实施人

文关怀下的护理管理，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热情，间接地促进

的人文关怀的建设。

３３　做好人性关怀护理的细节工作
３３１　术前访视　手术治疗前的患者普遍存在担忧和恐惧心
理，担心麻醉意外和手术失败。因此，我们手术室护士须根据

手术通知单在术前一天到病房探视手术患者，了解患者的既往

病史、药物过敏史以及各项实验室检查结果有无异常等，交代

禁饮禁食的重要性，嘱咐携带术中药物与影像学资料。通过术

前的护患交流，减轻患者对手术的担忧和恐惧［１４］。当护士和

患者在手术室再次见面时，他们就不觉得是陌生人，这也为第

二天的交流奠定情感基础。

３３２　术中护理
３３２１　一般护理　①患者身份确认流程：手术前，仔细核对

４６　在“周一质量汇报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不足之处　①“周
一质量汇报制度”落实及效果很好，但由于病房患者较多，早上

工作忙、治疗、护理的工作量较大、事情较多，护士怕会议开得

时间过长，工作任务不能如期完成。往往存在应付的心理。②
“周一质量汇报制度”坚持较好，但会议记录均在下午相对闲暇

时间或下班后补记。记录的及时性欠缺。③“周一质量汇报制
度”汇报内容需要进一步拓展，不能过于简单、过于笼统。汇报

过程有待规范。

总之，我科自开展“周一质量汇报制度”活动以来，完善了

每一个护理细节，满足了患者的需求，提高了护理质量，及时发

现和解决了细小的护理问题，依据科室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

计划，将存在的问题纳入下周的监控重点，追踪整改效果，使患

者的生活护理和基础护理落实到实处。在日常工作中，坚持

“以患者为中心，以患者满意为核心”的服务宗旨，从患者感到

不方便的地方入手，从细节处入手，着实为患者着想，解决患者

的实际困难，为患者提供放心、满意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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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腕带、病历、手术标识等信息，保障手术患者身份正确、

手术部位正确、手术方式正确。②创造关怀性手术环境：分段
调节好手术室温湿度（２２～２５℃，４０％ ～６０％），为患者盖好被
子，做好保暖工作，术中使用液体和血制品进行加温处理，麻醉

苏醒期使用升温设备。③实施有创操作如静脉穿刺、动脉测
压、体位安置、术中导尿等时提前告知注意事项，留置胃管，尿

管等尽量在麻醉后进行。④保护患者隐私：手术前暴露手术野
时，关闭门窗和加盖布单，手术后，擦干患者身上的血迹，穿好

衣裤，整理好患者的病例及携带的资料，以防遗漏丢失。⑤通
过肢体语言缓解手术患者焦虑：对清醒的患者术中关键环节，

给予关怀性提示语言进行鼓励，协助配合手术。

３３２２　个性化关怀护理　①对于小儿手术患者：为了降低
孩子对静脉穿刺的恐惧，穿刺前在穿刺部位涂抹止疼药，待发

挥作用后再进行静脉穿刺。对于儿童患者来说，陌生的环境与

手术恐惧肯定会影响不良的心理反应。张海燕等［１５］认为让１
位家长更换手术室的衣裤鞋帽后陪伴患儿进入手术室，患儿大

多数能比较安静，比较配合。这样的人性关怀，可以使患儿有

安全感，家长也可以放心。待患儿进入手术室时，播放儿童们

喜欢的儿歌、动画片歌曲等背景音乐，使患儿有一种亲切感，从

而减轻恐惧和陌生感［１６－１８］。上体表面积相对较成人大，室温

低，输液、输入库存血等其它因素，致使手术时体温下降［１８］，变

温毯可通过接触体表来改善体温及末梢组织的血液灌注，使体

温趋于正常，因此患儿应采取合适的变温毯在术中控制体温。

②对于老年手术患者：由于老年人新陈代谢稍缓慢，并且皮肤
末梢感觉较为迟钝，所以更应该做好老年患者的保暖工作，术

前可以将手术间温度稍稍调高＞２４℃。另外对于老年患者，还
应提前评估压疮风险，必要时使用压疮贴。由于低体温可导致

麻醉药物代谢减慢［１９］。凝血功能障碍［２０］、免疫功能受抑

制［２１］、术后渗血和切口感染［２２］等并发症，因此术中患者的冲洗

液也应根据术者或手术的要求，选择适当的温蒸馏水或温盐

水。当患者进入麻醉状态后，适当配合医生的需求，将环境温

度调节在术者较合适的温度，有利于术者操作。为了充分体现

人性关怀，减轻患者的不适。手术完毕后，为了促进患者的苏

醒，又可以适当调高室温至２４℃。③对于智障，昏迷等有精神
障碍的患者，应和医生，患者家属一起核对患者的身份及手术

标识，巡回护士全程照顾患者，保证患者安全。

３３３　术后回访　术后第２天，巡回护士回访患者。了解病
情、术后康复，紧张与疼痛等情况，针对患者的不适给予适当的

安慰和解释，并告知患者并发症的防治等知识。观察患者有无

手术体位安置不当引起的神经、肢体损伤［２３］，以及输液通道有

无脱落，贴负电极板部位的皮肤完整性。同时了解患者对手术

室护理的满意度，通过反馈信息，以求手术室整体护理进一步

的完善与提高。

综上所述，手术室实施人性关怀，是提高自身服务质量的

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患者满意度的重要途径，是现代手术室护

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手术室护理人员应自觉运用自身

的关怀能力，在工作中展现，付诸实践。目前尚无测评手术室

护理人员关怀能力以及评价术前患者的关怀需求的工具，尚需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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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性肝硬化乳糜胸１例及国内文献回顾
彭玲，李达

【关键词】　肝硬化，乳糜胸，渗出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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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２０年，国内报道肝硬化乳糜胸６例，其中酒精性肝硬化
乳糜胸腹水只有１例。肝硬化胸腹水常见，但为乳糜性质的很
少。本文所报道患者为酒精性肝硬化乳糜胸水，腹水为漏出

液。

１　病例介绍
　　患者，男，４７岁，因“反复腹胀５年余，加重２月余”入院。
有大量饮酒史３０余年，平均５００ｍｌ／ｄ。查体：体温３６．５℃，胸
前散在数个蜘蛛痣。右下肺呼吸音低。腹部膨隆明显，可见脐

疝，肝脾扪及不满意，移动性浊音阳性。双下肢轻度凹陷性水

肿。辅助检查：血常规：Ｈｂ８６ｇ／Ｌ，ＰＬＴ７７×１０９／Ｌ，肝功正常，
ＡＬＢ３０．３ｇ／Ｌ，血清ＴＧ１．１９ｍｍｏｌ／Ｌ，ＴＣ２．７７ｍｍｏｌ／Ｌ，乙肝两
对半及甲丙均阴性。ＡＦＰ＜１０ｎｇ／Ｌ，其他肿瘤标志物正常。腹
部ＣＴ示：肝实质回声增粗增强，不均匀，门静脉１．６ｃｍ，脾大，
右侧胸腔、腹腔大量积液。胃镜示：食道胃底静脉曲张。Ｂ超：
心包无增厚，无心包积液。自身免疫抗体谱全套正常。

入院后行右侧胸腔穿刺置管，引流出乳糜样积液，该胸水

静止１２ｈ后分层，上层可见黄白色凝固油状物，中层清亮黄红
色液体，下层为絮状沉积物。胸水检查：总蛋白１４．１ｇ／Ｌ，细胞
数１０×１０６／Ｌ，淋巴为主，ＬＤＨ４３Ｕ／Ｌ，ＡＤＡ３．４Ｕ／Ｌ。胸水 ＴＣ

０．８７ｍｍｏｌ／Ｌ，ＴＧ２．５２ｍｍｏｌ／Ｌ（胸水 ＴＧ／ＴＣ＞１，血清 ＴＧ／胸水
ＴＧ＜１）。胸水细胞学：未查见肿瘤细胞，胸水细菌培养：无菌生
长。腹水为：淡黄色浑浊液体，总蛋白１３．８ｇ／Ｌ，细胞数４０×
１０６／Ｌ，腹水ＴＣ０．３６ｍｍｏｌ／Ｌ，ＴＧ０．４５ｍｍｏｌ／Ｌ（腹水 ＴＧ／ＴＣ＞
１，血清ＴＧ／腹水ＴＧ＞１）。

诊断：①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期，腹水，脾大，脾功能亢进，
食道胃底静脉曲张。②右侧乳糜胸。

患者食欲好，给予保肝、利尿治疗，尿量 ＞２０００ｍｌ／ｄ，腹水
消退明显，但胸腔积液仍大量，每日引流约１０００ｍｌ以上乳糜
液。遂给予减少饮食及低脂饮食，静脉补充营养，患者胸水颜

色很快转为清亮淡黄色，量减少为每日不足５００ｍｌ，复查胸水：
细胞数１５×１０６／Ｌ，总蛋白１０．９ｇ／Ｌ，ＴＣ０．４２ｍｍｏｌ／Ｌ，ＴＧ０．１７
ｍｍｏｌ／Ｌ。又加用奥曲肽０．１ｍｇ，皮下注射，每８ｈ一次，患者胸
水明显减少，每日引流量只有５０～１００ｍｌ，复查Ｂ超：右侧胸腔
少量积液，未见其他异常。好转出院。

２　讨论
　　笔者检索了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国内文献报告的肝硬化伴乳糜
胸水，共有６例，资料见表１。

表１　６例肝硬化伴乳糜胸水患者资料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诊断 胸水 腹水 治疗 转归

１ 女 ７８ 肝硬化失代偿期（原因不明）［１］ 双侧乳糜胸 乳糜腹 内科 好转

２ 男 ４１ 乙肝后肝硬化失代偿［２］ 右侧乳糜胸 乳糜腹 肝移植 好转

３ 女 ６８ 乙肝后肝硬化失代偿［３］ 右侧乳糜胸 非乳糜腹 内科 死亡

４ 男 ４２ 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３］ 右侧乳糜胸 乳糜腹 肝移植 好转

５ 男 ３９ 乙肝后肝硬化失代偿［４］ 右侧乳糜胸 非乳糜腹 肝移植 好转

６ 不详 不详 乙肝后肝硬化失代偿［５］ 右侧乳糜胸 乳糜腹 肝移植 好转

　　真性乳糜胸临床常见于创伤（包括医源性，如手术［６］等）、

肿瘤、结核等，也可见于寄生虫或免疫系统等疾病。肝硬化乳

糜腹仅占肝硬化腹水的０．５％ ～１．３％，合并乳糜胸的就更罕
见［４］。检索近２０年国内文献：肝硬化乳糜胸只有６例，病因多
为乙型肝炎后肝硬化，腹水有为乳糜液，也有为一般漏出液。

而酒精性肝硬化乳糜胸仅有１例报道，且腹水为乳糜液。而本
例患者腹水为淡黄色清亮漏出液，胸水为真性乳糜液，性质也

是漏出液，排除漏出性胸水产生的其他原因，如心功能不全、缩

窄性心包炎、布－加式综合征、结缔组织病、肾病综合征等，再
排除乳糜胸水常见的原因，如创伤、肿瘤、结核、其他病原菌感

染等，该患者乳糜胸的病因是酒精性肝硬化。

肝硬化乳糜胸产生的机制，一种类似于肝硬化乳糜腹的形

成［７］：门脉高压导致肝淋巴液形成增多，淋巴液回流量增加，淋

巴管压力增加，小淋巴管破裂或淋巴液漏出所致。另一种机制

是肝硬化时乳糜胸继发于乳糜腹，由于腹水存在，腹腔压力增

高，产生横膈裂孔，胸膜腔内是负压，腹水通过膈肌上的裂孔进

入胸腔、进而积聚形成乳糜胸。两种机制可能单独发挥作用，

亦可共同导致肝硬化乳糜胸的形成。本患者乳糜胸局限于右

侧胸腔，腹水为一般的漏出液，腹水减少时乳糜胸还在大量生

作者单位：６１００４１成都市，四川省肿瘤医院普内科
通讯作者：彭玲，电子信箱：ｐｅｎｇｙａｎｇ＿１９６９＠ｙａｈｏｏ．ｃｏｎ．ｃｎ

成，故该病例乳糜胸的形成可能主要是第一种机制所致。

乳糜液漏出后丢失了大量脂肪，一部分蛋白，大量脂溶性

维生素，电解质，水分，造成营养不良、水电解质平衡失调；再者

各种淋巴细胞和抗体的丢失，患者免疫功能降低，易出现全身

衰竭、感染。故积极有效的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文献中多

数病例采用外科治疗，预后良好［８］。该病例，采用内科保守治

疗，目的是减轻患者症状，减少胸腹水的产生，保护肝功能，维

持电解质平衡及营养状态。具体措施：①持续胸腔闭式引流
（利于动态观察胸液量和性状的变化），以减轻肺部的压迫症状

及以后带来的胸膜粘连。②减少进食及低脂饮食，静脉补充营
养，维持水、盐、电解质的平衡。由于乳糜液汇集从小肠吸收的

６０％脂肪，减少进食量及低脂饮食明显减少乳糜液的生成；营
养支持可改善患者营养状态，有利于破裂淋巴管的愈合，改善

患者免疫状态。③使用生长抑素，减低门静脉压力，抑制胃肠
激素的释放，抑制胰液的内分泌，减少经肠道吸收入间质的液

体，从而减少肠道淋巴液的生成。经以上处理，该患者的胸腹

水得到较满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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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４８５页）
当患者不能按时就诊时，护士及时与之联系，询问病情并作好

记录。

１３　随访　随访１年，观察两组患者１年时的主要不良心脏事
件（包括死亡，心绞痛，非致死性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再住院

率，并记录靶血管再次成形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对资料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

料或百分比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检验。

２　结果
　　所有患者随访１年，干预组主要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心
绞痛发生率和再住院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心肌梗死发生率、靶血管再次成形率和死亡率
干预组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１）。

表１　两组冠心病患者随访期不良事件比较（ｎ，％）

组别 ｎ 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 心绞痛 心肌梗死 死亡 靶血管再次成形 再住院

干预组 １０４ １７（１６．３５） １２（１１．５４） ４（３．８５） １（０．９６）△ ２（１．９２）△ ８（７．６９）

对照组 １０３ ５１（４９．５１） ４２（４０．７８） ７（６．７９） ２（１．９４） ４（３．８８） ２５（２４．２７）
χ２值 ２５．８０９ ２２．９４３ ０．８９５ ※ ※ １０．６１５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３４４ ０．６２１ ０．４４５ ０．００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５；※此处应用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检验，无χ２值。

３　讨论
　　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冠心病是一种行为相关性疾病，冠心病
及其不良心脏事件的发生与一些不良生活行为方式密切有

关［３－５］。目前经皮冠脉内支架植入术是冠心病介入治疗的主要

手段，但支架植入仅是以机械的方式改变冠脉血管腔的几何形

态，从而改善心肌缺血，并不能逆转或减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

程，故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并没有消除［１，３］。

在临床护理实践中，我们发现冠脉支架植入术后部分患者

误以为支架植入术后冠心病即能治愈，术后过于乐观，很少注

意改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吸烟、Ａ型行为方式及高胆固醇饮
食等，乃至有术后早期即不遵医嘱擅自停药者，这种患者术后

极易发生不良心脏事件。大量研究［６－７］已证实对冠心病患者进

行健康教育和护理干预可显著降低其住院率和死亡率，显著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针对冠脉支架植入术后患者的研究［８］认为

冠脉支架植入术后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处于较低水平，患者的

健康行为水平亟待提高。国外有研究［９－１０］认为经皮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术后患者的生活行为方式与心血管事件的再发生密

切相关，介入治疗术后患者致病行为方式的纠正，可以大大改

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我们推测，对冠心病尤其是冠脉支架

术后患者进行院外的综合护理干预和健康教育，改善患者的生

活行为方式和遵医嘱率，能减少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和改善患

者的临床预后。

本研究中，在冠脉支架植入术患者出院后，我们进行有针

对性的院外护理干预，帮助患者客观认识疾病，尤其强调坚持

长期合理用药的必要性，强调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如戒烟、低脂

饮食等）的重要性，并指导患者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使患者

进一步明确长期用药和改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提升患者对疾

病的认识水平和遵医嘱态度，也增强了患者康复的信心。同

时，畅通的就医渠道也增加了患者的信任度和安全感。１年后
随访，干预组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和再住院率明显减少，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显示积极有效的护理干预可减少冠脉支架植入

术患者不良心脏事件发生，改善临床预后；靶血管再次成形率

和死亡率干预组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样

本量较少有关。

国内对冠脉内支架置入术后患者的二级预防，尤其是生活

行为方式的护理研究还不多见。本研究初步证实了院外护理

干预能改善冠脉支架植入术患者的临床预后，为护理干预在冠

脉内支架植入术患者二级预防中的作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为

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同时，对院外患者加强护理干预

和健康教育符合我国预防为主的医疗方针，使防控疾病的战线

前移，对提高居民健康意识、预防疾病发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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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 B C

图1 分选前后细胞（×100）
注：图1 为 3细胞；图1 为 。A PC B CSCs

图2 前列腺癌类干细胞免疫组化检测结果（免疫组化，×100）
注：图2 为 44； 为 133； 为整合素α β 。A CD B CD C图2 图2 2 1

图1 -1基因过表达质粒阳性克隆测序图HO

图 在高分化 中的1 MAD2 LSCC
表 达 [阳 性 (+++)， 染EliVison
色， ]×200

图 在中分化 中的2 MAD2 LSCC
表 达 [阳 性 (+++)， 染EliVison
色， ]×200

图 在低分化 中的3 MAD2 LSCC
表达[阴性(-)， 染色，EliVison
×200]

图 在癌旁正常组织中4 MAD2
的表达[阳性(+++)， 染EliVison
色， ]×200

图1  1蛋白的阳性表达和定位HPV L
情况（核酸分子杂交和免疫组化，
×400）

注 ：  1蛋 白 的 阳 性 定 位 于 细 胞HPV L
核，为红褐色颗粒。

Coopdech支气管阻塞器

气管导管

图1 支气管阻塞器与气管导管组合Coopdech

（见正文第339页）

（见正文第382页）

图1 肿瘤细胞 2阳性表达CDX
（ 法，×400）SP

图 2 肿 瘤 细 胞 阳 性 表 达Syn
（ 法，×400）SP

图 3 肿 瘤 细 胞 阳 性 表 达CgA
（ 法，×400）SP

图 4 肿 瘤 细 胞 阳 性 表 达NSE
（ 法，×400）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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