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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跟踪模式在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中的运用
朱文华，方力争，戴红蕾，陈丽英，臧国尧，陈建华

摘要：进一步建立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教学管理新模式，完善全科住院医师综合能力培养，使之适应社区

卫生服务及全科医疗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针对国家卫生计生委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目标及具体要求，我

们建立了一对一导师跟踪制，运用全科医学理念及全科临床实践教学技能，全程实施全科医学教学管理导师跟踪

模式，在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加以探索及运用；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导师准入标准及各项管理制度，建立一

对一导师制及管理目标，精心实施一对一导师临床跟踪培训，从综合素质、临床技能、教学管理、科研指导、考核评

估等多方面全程进行系统教学指导及连续跟踪管理，以提高全科住院医师的综合能力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全科

医学骨干人才探索教学管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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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是今后全科医学得以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全科医学教育与培训又是培养全科医师

的关键。良好的全科医学教学管理模式是培训必需的

支持；目前规范化培训是培养合格全科医师的主要途

径，是国际医学界公认的全科培训医师本科毕业后的

教育制度［１］。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全科医师制度指

导意见》中已明确指出，全科医师规范化培养以提高临

床和公共卫生实践能力为主，实行导师制管理［２］。我

院自２００５年开始在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运用
一对一导师跟踪管理制，为培养高素质全科医学骨干

人才探索教学管理新模式。

１　运用导师制的必然性及前置条件
　　目前我国全科医学教育与培训模式与国外相比差
距均很大，尽管已建立规范化培训的制度，但全科医师

的培训仍停留在专科住院医师培训模式中。全科医学

理念只体现在理论上，更多的是以专科思维和模式进

行培训，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缺乏系统性，全科医师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限，不能很好地适应社区卫生服

务及全科医疗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制约社区卫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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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进一步加快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因此，改变此现

状，建立和发展全科医学科、运用导师制贯穿全科理念

的规范带教是关键。国家发改委已提出承担全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任务的医院必须设置全科医学科［３］，开展

全科医学医、教、研工作；所以在专科医疗为主体的综

合性教学医院，设置全科医学科，运用全科医学理念及

实践，采用导师制进行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教学管

理，有利于真正实施全科医师的能力培训，达到预期的

目标。

我院属三级综合性教学医院，已设置全科医学科

１３年，有持续运行的全科医学门诊、病房及全科医学
教学管理组，有一支从事全科医学临床及教学的专职

师资队伍。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进行全科医疗、全科

医学教学及毕业后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在

借鉴欧美国家全科医师培训的教学理念的基础上，将

全科医师培养的导师制度和标准与国际接轨，探索全

科住院医师培训的新模式；按卫生部全科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的要求，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对３年规范化培训
的全科住院医师进行一对一导师制的培训教学管理模

式的尝试，旨在探索适应卫生改革与发展需求的全科

医学临床教学的管理模式，从临床、教学和科研３方面
进行培养，提高全科住院医师的综合能力素质，使之成

为全科医学服务团队的学科骨干和社区师资骨干［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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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应社区卫生服务及全科医疗发展的需要。

２　一对一导师制跟踪模式建立的方法及特点
　　在遴选导师的基础上，由全科医学科主任及教学
管理组成员协同，实行带教老师和全科培训医师之间

一对一导师带教制，进行全程带教指导及跟踪管理；根

据卫生部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要求及培训住院

医师的具体情况，借鉴欧美国家全科医师培训的要求，

制定导师跟踪培训计划，对所培训的全科医师从综合

素质上、医疗能力上、科研教学上进行全方位指导及跟

踪管理，并严格进行考核，探索规范化培训全科住院医

师的教学管理新模式。主要建立的方法及特点如下。

２１　制定导师准入标准及各项管理制度
２１１　建立导师准入标准　从事全科专业，政治思
想、职业道德优秀［５］，全科理念、业务能力强，有３年以
上带教经验和能力、有科研基础；具备以上标准的高年

资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具有正直的学术道德和良好医

患沟通能力的带教老师聘为导师［６］。

２１２　制定导师管理制度　为规范全科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中的导师制跟踪模式的管理，使教学管理科

学有序地进行，在实施一对一导师制跟踪模式前，制定

一系列管理制度，包括导师工作职责、带教管理制度、

定期考核制度及综合评估制度等。

２２　建立一对一导师制及管理目标　确定一对一固
定导师－全科培训医师联系制，明确导师工作总目标
及阶段培训计划，根据培训住院医师情况建立个性化

培训及学习目标［７］，并实施跟踪指导；重视职业道德素

质教育，规范进行入科教育、培训过程跟踪管理及出科

达标管理；建立分级汇报制，要求接受培训的全科住院

医师每月一次向导师汇报培训计划完成情况，导师每

季度一次向科主任及管理组汇报培训达标情况；每一

年度规范进行目标管理评估。

２３　精心实施一对一导师临床跟踪培训
２３１　全科医疗综合素质跟踪培养　一对一导师跟
踪管理中强调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和优良的医
德医风、良好的医患沟通能力、团队协作技能，尤其突

出全科医学以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在实践中的应用，

医疗行为中社会、心理、人文关怀的指导，并将其始终

贯穿在全程跟踪培训中。

２３２　全科临床技能的跟踪培训　在导师跟踪管理
中，注重以问题为导向，进行临床思维能力的训练，包

括常见病、多发病、多系统疾病的诊治路径，注重慢性

病预防干预及连续服务管理能力、急诊识别及基层医

疗机构适宜技术等指导；应用 ＰＢＩ教学方式定期进行
全科医学临床讲座、实践教学小讲课、临床病历讨论；

同时采用导师示教－住院医师实践－导师评估指导相
结合门诊跟踪带教方式，强化门诊教学，提高全科住院

医师的应诊能力。

２３３　导师全程跟踪进行教学管理　培训中建立导
师－全科培训医师联系制和导师 －专科联系制，导师
定期与全科培训医师、专科带教老师联系，跟踪指导情

况，将全科医学理念贯穿到专科轮转之中，了解教与学

的情况，明确教与学的要求和目标，调整教与学的策

略，以促进培训任务的圆满完成，达到培训目标。在跟

踪指导的同时，建立完整的全科培训医师资料档案库，

将教学管理的内容全面记录，以规范导师制的全程跟

踪管理。

２３４　强化全科临床科研跟踪培养　一对一导师跟
踪模式中强化培训全科住院医师的科研能力，定期跟

踪进行科研指导，同时要求全科住院医师每周参与科

研工作，每周进行１次全科临床读书报告，同步加强科
研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的训练。在３年的培训中，导
师定期予以教学能力培养，训练教学基本能力及健康

教育技能；定期指导培训医师阅读相关的外文专著和

有关文献，在３年培训期间要求全科住院医师在导师
的指导下完成论文一篇。

２３５　建立系统跟踪评估及考核制度　在培训过程
中进行系统跟踪考核评价，规范进行入科考核、出科考

核、阶段考核、综合考核等跟踪评估，有系统评价及反

馈记录，在考核过程中，要求导师对考核的每一环节进

行把关。①入科考核：目的是了解来自于不同医学本
科教育背景的全科培训医师的基础情况，尤其是对全

科医学基本理论及全科临床医学基本技能的掌握程

度，以便于导师的选择和因材施教。②出科考核：在各
科室轮转培训结束时进行出科考核，以了解本专科轮

转要求是否达标，全科住院医师的临床能力是否提高。

③阶段考核：要求通过综合测评，同时进行查漏补缺，
按需及时调整培训实施计划。④培训结束综合考核：
在３年培训结束前，医院组织进行全面考核和统一考
试，进行综合评定，合格者建议卫生行政部门给予培训

合格证。

３　一对一导师制跟踪模式流程
　　详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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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一对一导师制跟踪模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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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导师跟踪管理工作模式主要的特点
　　目前国内医学院校医学生培养及专科医师培养中
正逐步运用导师制，导师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科研活

动的指导、学术问题的探讨，还要指导学生的思想、学

习与生活，更好地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和人才培养目

标的转变。毫无疑问，导师制的建立在我国高等医学

院校人才培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经过７年的实
践，认为导师制的建立同样也适用于全科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与专科医师培训模式相比，我们进行一对一

导师制跟踪管理工作模式最主要的特点如下。

４１　注重于培养人，而不单纯是专业知识的指导　全
科导师以全面培养全科高素质人才为目标，兼备德育

教育，连续跟踪了解全科住院医师３年培训过程中的
思想、心理及素质，关注全科培训医师的学习和生活，

同时进行人文知识及交流沟通能力的指导。

４２　全科导师全程跟踪指导，摒弃以专科培养全科医
师的模式　全国大多数全科培训基地都尚未建立全科
医学科（有些仅有教研室），现行的全科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大多仍以专科培训全科的形式，全科住院培训

医师的知识和能力培养是各专科技能的叠加所成，要

改变现状，关键是建立和发展全科学科，有一支全科自

己的师资队伍，用全科的理念、临床诊疗思路、临床综

合技能，贯穿在全科住院医师的培养中，并通过全科导

师的全程跟踪指导始终把握全科的专业方向，围绕培

训目标及要求，使其学为所用。

４３　一对一跟踪带教，避免师生比结构不协调的状
态　通过一对一导师的跟踪指导，能给全科住院医师
直接而深入的指导，保障导师有足够的实践和精力指

导全科培训医师，充分发挥导师的带教主导作用，及时

发现问题；同时通过导师跟踪模式可实现导师与培训

医师之间不间断的互动，及早解决培训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提高培训效果。

４４　连续性跟踪管理，避免脱节现象　一对一导师制
对整个培训过程进行全面指导及连续跟踪管理，导师

精心实施全科医学理论及技能培训计划，系统进行规

范的考核与评价［８］，不断增强导师的责任心；同时通过

导师系统全程的指导、严谨的管理，保证培训过程的完

整连续，有效地避免了专科培训中松散管理的弊端，从

而全面提高全科临床教学管理质量。

４５　促进全科医疗与科研的带教与发展　本模式中
遴选的导师具备较强的临床与科研能力，既可以满足

为全科医学临床带教，又可结合临床科学研究工作的

研究领域，提供更广阔的研究视野，使科学研究更贴合

全科临床实际需要，解决全科医学临床实践工作中的

现实所需，使临床科学研究工作更具创造性和实用性，

从而为进一步提高全科住院医师的培养质量搭建更好

更宽广的教学平台。

４６　充分发挥导师指导作用，最大限度提高全科住院
医师的能力素质　在发挥导师的积极性和潜能的基础
上［９］，通过全程跟踪带教、指导及评价、临床科研及教

学基本方法培训等，适时评价全科培训医师学习状态，

了解培训进度，及时调整培训内容和深度，发挥潜力，

最大限度地掌握全科相关医学知识，促进全科住院医

师临床能力的综合培养［１０］，为独立开展全科基层医疗

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５　未来展望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
培养合格的全科医师、重视全科医学科的建设、培养一

批从事全科专业的全科师资队伍是培训的关键，建立

规范、有效的导师制模式是培训的重要环节；在培训

中，充分发挥导师的作用，制定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

工作规程、实践教学体系［１１］、评估指标体系，将有助于

改进和完善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培养模式；同时借

鉴国外先进的方法与我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原则，完

善师资规范标准，加强教学医院人文素质综合培训的

能力建设［１２］，有效利用三级医院师资的优势，以导师

的全科理念及实践技能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全科住

院医师培训新模式的研究，将有利于培养综合实践操

作能力强、素质高的全科医师及骨干人才，促进卫生人

才资源的发展，以此推动全科医学教育的进一步发

展［１３］，为尽快培养全科医学高级人才提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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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讲堂·

急性肾损伤的诊治
陈卫东

　　急性肾损伤（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ＡＫＩ）以往称为急
性肾衰竭（ａｃｕｔｅ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ＲＦ），是指由多种病因
引起肾脏排泄功能在短时间内（数小时至数周）急剧

下降而出现的临床综合征，表现为血尿素氮（ＢＮＵ）及
血清肌酐（Ｓｃｒ）水平升高、水电解质和酸碱失衡以及全
身各系统症状，可伴有少尿（＜４００ｍｌ／ｄ或１７ｍｌ／ｈ）
或无尿（＜１００ｍｌ／２４ｈ），可发生于既往无肾脏病者，
也可发生在原有慢性肾脏病的基础上。与 ＡＲＦ相比，
ＡＫＩ的提出更强调对这一综合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的重要性。ＡＫＩ诊断标准为：肾功能在４８ｈ内突然减
退，血清肌酐绝对值升高≥０．３ｍｇ／ｄｌ（２６．４μｍｏｌ／Ｌ），
或血清肌酐增至≥１．５倍基础值，或尿量 ＜０．５ｍｌ／
（ｋｇ·ｈ），持续时间 ＞６ｈ。临床根据血清肌酐和尿量
变化幅度，将急性肾损伤分为３期（见表１）。

表１　ＡＫＩ的分期标准

分期 血清肌酐 尿量

１期 增至基础值的１．５～１．９倍或升高≥０．３ｍｇ／
ｄｌ（２６．４μｍｏｌ／Ｌ）

＜０．５ｍｌ／（ｋｇ·ｈ），持续６～１２ｈ

２期 增至基础值２．０～２．９倍 ＜０．５ｍｌ／（ｋｇ·ｈ），时间≥１２ｈ
３期 增至基础值３倍或升高≥４．０ｍｇ／ｄｌ（３５３．６

μｍｏｌ／Ｌ）或开始肾脏替代治疗或 ＜１８岁患者
ｅＧＦＲ＜３５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

＜０．３ｍｌ／（ｋｇ·ｈ），持续时间≥
２４ｈ或无尿≥１２ｈ

１　病因和发病机制
　　ＡＫＩ病因多样，根据病因发生的解剖部位不同可
分为３大类：肾前性、肾性和肾后性。
１１　肾前性ＡＫＩ　肾前性ＡＫＩ最常见，由肾脏血流灌
注不足所致。常见病因包括：①有效血容量不足；②心
排量降低；③全身血管扩张；④肾动脉收缩；⑤肾自主
调节反应受损。在肾前性 ＡＫＩ早期，肾脏血流自我调
节机制可使肾功能维持正常。当血压过低，超过自我

调节能力即可导致ＧＦＲ降低，但短期内并无明显的肾
实质损伤。如果肾灌注量减少能在６ｈ内得到纠正，
则血流动力学损害可以逆转，肾功能也可迅速恢复；但

若低灌注持续，则可发生肾小管上皮细胞明显损伤，继

而发展为急性肾小管坏死（ａｃｕｔｅｔｕｂｕｌａ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ＡＴＮ）。
１２　肾性ＡＫＩ　按照损伤部位，肾性ＡＫＩ可分为小管
性、间质性、血管性和小球性。肾小管性 ＡＫＩ的常见
病因是肾缺血或肾毒性物质（包括外源性毒素，如生物

毒素、化学毒素、抗生素、对比剂等和内源性毒素，如血

红蛋白、肌红蛋白等）损伤肾小管上皮细胞，可引起

ＡＴＮ，通常缺血和肾毒性共同导致 ＡＴＮ。但其发病机
制仍未完全阐明，造成急性肾小管坏死的病因复杂，发

病机制存在差异，但均涉及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和

ＧＦＲ下降两个方面，并影响肾小管上皮细胞修复过程
和预后。ＡＫＩ中ＡＴＮ最为常见，本文主要介绍ＡＴＮ。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肾病科

１３　肾后性ＡＫＩ　双侧尿路梗阻或孤立肾患者单侧
尿路出现梗阻时可发生肾后性 ＡＫＩ。尿路发生梗阻
时，早期ＧＦＲ尚能暂时维持正常。如果梗阻持续无法
解除，肾皮质大量区域出现无灌注或低灌注状态，ＧＦＲ
将逐渐降低。

２　临床表现
　　典型ＡＴＮ临床病程可分为３期。
２１　起始期　此期患者常遭受低血压、缺血、脓毒血
症和肾毒素等因素影响，但尚未发生明显的肾实质损

伤，在此阶段ＡＫＩ是可预防的。但随着肾小管上皮细
胞发生明显损伤，ＧＦＲ下降，则进人维持期。
２２　维持期　又称少尿期。该期一般持续７～１４ｄ，
但也可短至数天，长至４～６周。ＧＦＲ保持在低水平。
许多患者可出现少尿（＜４００ｍｌ／ｄ）和无尿（＜１００ｍｌ／
ｄ）。但也有些患者尿量在４００ｍｌ／ｄ以上，称为非少尿
型ＡＫＩ，主要因损伤的肾单位不均一性所致，其病情大
多较轻，预后较好。然而，不论尿量是否减少，随着肾

功能减退，可出现一系列临床表现。

２２１　ＡＫＩ的全身症状　①消化系统：食欲减退、恶
心、呕吐、腹胀、腹泻等，严重者可发生消化道出血。②
呼吸系统：除感染外，主要是因容量负荷过多导致的急

性肺水肿，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憋气等症状。③循
环系统：多因少尿和未控制饮水，以致体液过多，出现

高血压及心力衰竭表现；因毒素蓄积、电解质紊乱、贫

血及酸中毒引起各种心律失常、心包炎及心肌病变。

④神经系统：出现意识障碍、躁动、澹妄、抽搐、昏迷等
尿毒症脑病症状。⑤血液系统：可有出血倾向及轻度
贫血表现。

２２２　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　可表现为：①尿
量减少，体液平衡紊乱，水肿明显。②代谢性酸中毒：
主要因为肾排酸能力减低，同时高分解代谢状态，使酸

性产物明显增多。③高钾血症：除肾排泄钾减少外，酸
中毒、组织分解过快也是原因之一。④低钠血症：主要
由水潴留引起的稀释性低钠。此外，还可有低钙、高磷

血症，但远不如慢性肾衰竭时明显。

２２３　感染　５０％ ～９０％急性肾小管坏死患者可并
发感染，是少尿期常见而严重的并发症，最常见部位依

次为肺部、泌尿道、伤口和全身。

２３　恢复期　从肾小管细胞再生、修复，直至肾小管
完整性恢复称为恢复期。ＧＦＲ逐渐恢复正常或接近
正常范围。少尿型患者开始出现尿量增加，可有多尿

表现，在不使用利尿剂的情况下，每日尿量可达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ｍｌ或更多。通常持续１～３周，继而逐渐恢复。
与ＧＦＲ相比，肾小管上皮细胞功能（溶质和水的重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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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恢复相对延迟，常需数月后才能恢复。少数患者

可遗留不同程度的肾脏结构和功能缺陷。

３　实验室检查
３１　血液检查　可有轻度贫血、血肌酐和尿素氮进行
性升高，血清钾浓度升高，血 ｐＨ值和碳酸氢根离子浓
度降低，血清钠浓度正常或偏低，血钙降低，血磷升高。

３２　尿液检查　尿常规检查尿蛋白多为±～＋，可见
肾小管上皮细胞、上皮细胞管型和颗粒管型及少许红、

白细胞等；尿比重降低且较固定，多在１．０１５以下；尿
钠含量增高，多在２０～６０ｍｍｏｌ／Ｌ，肾衰指数和钠排泄
分数常大于１。
３３　影像学检查　尿路超声显像对排除尿路梗阻很
有帮助。必要时ＣＴ、ＭＲＩ或放射性核素检查。
３４　肾活检　是重要的诊断手段，在排除了肾前性及
肾后性原因后，没有明确致病原因（肾缺血或肾毒素）

的肾性ＡＫＩ具有肾活检指征。原有肾脏疾病出现ＡＫＩ
以及肾功能持续不能恢复等情况，也需行肾活检明确

诊断。

４　诊断与鉴别诊断
　　根据原发病因，肾功能急性进行性减退，结合相应
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一般不难作出诊断。急性肾

损伤的病因诊断思路：①病史、体检（包括眼底和体重
等）；仔细回顾入院前的医疗记录；②肾脏超声检查；③
尿液检查及生化分析；④连续记录血压、体重、ＢＵＮ、
Ｓｃｒ、血常规、电解质等指标；⑤选择性行血清自身抗
体、肾血管超声等检查；必要时可行肾活检。由于影响

因素多，血肌酐和尿量不够敏感，目前一些新型肾小管

上皮细胞损伤标记物试用于 ＡＫＩ早期诊断，研究较多
的包括肾损伤分子１（ＫＩＭ１）及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
关脂质运载蛋白（ＮＧＡＬ）等。见表２。

在鉴别诊断方面，首先应排除慢性肾脏病（ＣＫＤ）
基础上的ＡＫＩ，有 ＣＫＤ病史，或存在老年、高血压、糖
尿病等ＣＫＤ易患因素，双肾体积缩小，显著贫血，肾性
骨病和神经病变等提示 ＣＫＤ基础上的 ＡＫＩ。其次应
除外肾前性和肾后性原因。在确定为肾性 ＡＫＩ后，尚
应鉴别是肾小球、肾血管还是肾间质病变引起。ＡＫＩ
病因不同，其治疗方法不同。

表２　急性肾损伤与慢性肾衰竭的鉴别

类别　　　 肾脏大小 血红蛋白 血钙 血磷 甲状旁腺激素碱性磷酸酶骨骼Ｘ线片

急性肾损伤 正常或肿大 正常或降低 正常或降低 正常或升高 正常 正常 正常

慢性肾衰竭 萎缩 降低 降低 升高 升高 升高 异常

５　治疗
　　早期诊断、及时干预能最大限度地减轻肾损伤、促
进肾功能恢复。ＡＫＩ治疗主要包括尽早识别并纠正可
逆病因、维持内环境稳定、营养支持、防治并发症及肾

脏替代治疗等方面。

５１　尽早纠正可逆病因　ＡＫＩ治疗首先要纠正可逆
的病因。对于各种严重外伤、心力衰竭、急性失血等都

应进行相关治疗，包括输血，等渗盐水扩容，处理血容

量不足、休克和感染等。停用影响肾灌注或肾毒性的

药物。存在尿路梗阻时，应及时采取措施去除梗阻。

５２　营养支持治疗　维持机体的营养状况和正常代
谢，有助于损伤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提高 ＡＫＩ存活率，
优先考虑通过胃肠道提供营养。

５３　ＡＫＩ全身症状处理　病情迁延的少尿性急性肾
损伤患者通常可因大量氮质废物潴留而导致 ＡＫＩ的
全身症状，应每天评价患者精神状态的变化，观察有无

恶心、呕吐、急性肺水肿、心包炎的表现，如有上述表

现，给予对症治疗，必要时行血液进化治疗。

５４　并发症治疗
５４１　体液失衡　ＡＫＩ患者常有体液失衡，因此每日
大致的进液量，可按前一日尿量加５００ｍｌ计算。发热
患者只要体重不增加即可增加进液量。在容量控制治

疗中应用袢利尿剂可增加尿量，当使用后尿量并不增

加时，应停止使用以防止不良反应发生。

５４２　高钾血症　血钾超过６．５ｍｍｏｌ／Ｌ，心电图表
现为ＱＲＳ波增宽等明显的变化时，应予以紧急处理。
①钙剂：１０％葡萄糖酸钙１０～２０ｍｌ稀释后缓慢静脉
注射（５ｍｉｎ）；②５％碳酸氢钠１００～２００ｍｌ静滴，以纠
正酸中毒并同时促进钾离子向细胞内转移；③５０％葡
萄糖溶液５０～１００ｍｌ加胰岛素６～１２Ｕ缓慢地静脉注
射，可促进糖原合成，使钾离子向细胞内移动；④口服
聚磺苯乙烯１５～３０ｇ，３次／ｄ。以上措施无效，或为高
分解代谢型ＡＴＮ的高钾血症患者，血液透析是最有效
的治疗。

５４３　代谢性酸中毒　应及时治疗，如血清 ＨＣＯ３
－

浓度低于１５ｍｍｏｌ／Ｌ，可选用５％碳酸氢钠１００～２５０
ｍｌ静滴。对于严重酸中毒患者，应立即予以透析治
疗。

５４４　感染　是常见并发症，也是死亡主要原因之
一。应尽早使用抗生素，但不提倡预防使用抗生素。

根据细菌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选用对肾脏无毒性或毒

性低的药物，并按ＧＦＲ调整用药剂量。
５５　肾脏替代疗法　急性肾衰竭合并高分解代谢者
（每天尿素氮上升≥１０．５ｍｍｏｌ／Ｌ，Ｓｃｒ上升≥１７６．８
μｍｏｌ／Ｌ），急性肾损伤 ３期，严重高钾血症（＞６．５
ｍｍｏｌ／Ｌ）、代谢性酸中毒（ｐＨ＜７．１５）、容量负荷过重
对利尿剂治疗无效、急性肺水肿、心包炎和严重脑病等

都是透析治疗指征。对非高分解型、无少尿患者，可试

行内科综合治疗。

５６　多尿期的治疗　多尿开始时，由于 ＧＦＲ尚未恢
复，肾小管的浓缩功能较差，治疗仍应以维持水、电解

质和酸碱平衡，控制氮质血症和预防各种并发症为主。

已行透析的患者，应继续透析。多尿期１周后可见血
肌酐和尿素氮水平逐渐降至正常范围，饮食中蛋白质

摄入量可逐渐增加，并逐渐减少透析频率直至停止透

析。

５７　恢复期的治疗　一般无需特殊处理，定期随访肾
功能，避免使用肾毒性药物。

６　预防及预后
　　积极治疗原发病，及时发现导致急性肾小管坏死
的危险因素并加以去除，是防止发生 ＡＫＩ的关键。
ＡＫＩ预后与病因及并发症严重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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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不同定位方法对臂丛神经阻滞麻醉的效果比较
汪三岳，陈新忠

摘要：目的　对比利用超声定位与解剖定位２种方法行臂丛神经阻滞的麻醉效果。方法　选择６８例上肢手术
患者，随机分为超声定位组与解剖定位组，超声定位组通过超声定位，解剖定位组通过体表标志定位，２组使用相
同的局麻药混合液，均为１．０００％盐酸利多卡因和０．３７５％盐酸罗哌卡因混合液。记录麻醉完成时间及起效时
间，用药剂量，采用ＶＡＳ法判定麻醉效果，记录麻醉不良反应，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
频数表示，采用χ２检验进行统计分析，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超声组患者的操作时间为
（３．１１±１．３２）ｍｉｎ，ＶＡＳ评分为（２．８６±０．５２）分；传统组患者的操作时间为（５．９１±２．２４）ｍｉｎ，ＶＡＳ评分为
（４．１１±０．８２）分。２组患者在操作时间和麻醉效果评分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６．２８２、７．５１１，Ｐ均 ＜０．０１）。
超声组患者中仅发生１例Ｈｏｎｅｒ综合征，而传统组中发生６例Ｈｏｎｅｒ综合征，３例局麻药毒性反应，５例血肿，１例
气胸，２组在Ｈｏｎｅｒ综合征以及血肿发生率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９８３、５．４０２，Ｐ均＜０．０５）。结论　超声
组与传统组相较，麻醉时间短，麻醉效果好，不良反应发生率低，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超声引导定位；体表标志定位；臂丛神经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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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Ｇｕｉｄ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ｓ；Ｂｒａｃｈｉａｌｐｌｅｘｕｓｂｌｏｃｋ

　　臂丛神经阻滞常用于上肢手术麻醉，目前麻醉医
师需熟练掌握通过颈部体表解剖标志定位下进行穿

刺［１］。由于该操作属于有创操作，因此对麻醉医生来

说，需要准确快速及有效地进行。但由于某些因素的

影响，如患者解剖学差异和医生技术水平，常造成高失

败率以及高并发症发生率，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

苦［２］。对于多普勒超声引导下的神经阻滞术，因其有

无创、直观显示、定位准确等优点已在临床广泛应

用［３－４］。我院选取行上肢手术患者６８例，分别通过超
声引导和解剖盲探法对患者实行臂丛神经阻滞，旨在

比较２种方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现报道如下。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０７０８８５）
作者单位：３１１６００浙江省建德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建德分院（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汪三

岳）；３１０００６杭州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
院麻醉科（陈新忠）

通讯作者：汪三岳，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ｓａｎｙｕｅ００３３＠１２６．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在我
院进行上肢手术的６８例患者，其中男性３６例，女性３２
例。纳入标准：无局麻药过敏史；ＡＳＡⅠ ～Ⅱ级；年龄
１８～５０岁；体重４５～７５ｋｇ；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
准：患者有重要系统疾病；阿片类成瘾史。随机将所有

患者分为超声组和传统组，各３４例。超声组患者中男
性１７例，女性１７例，年龄为（３５．６±８．９）岁，体重为
（６０．２±１０．１）ｋｇ，ＡＳＡⅠ级３０例，ＡＳＡⅡ级４例；传
统组中男性１９例，女性１５例，年龄为（３７．２±８．７）岁，
体重为（６１．１±９．５）ｋｇ，ＡＳＡⅠ级２９例，ＡＳＡⅡ级５
例。２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体重、ＡＳＡ分级等方面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麻醉方法　所有患者术前进行常规准备，麻醉前
３０ｍｉｎ肌注咪唑１～３ｍｇ加阿托品０．５ｍｇ。入手术室
后开放患者静脉通路，常规监测心电、血压、脉搏、氧饱

和度，立即鼻导管吸氧２Ｌ／ｍｉｎ，同时输注乳酸钠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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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５ｍｌ／（ｋｇ·ｈ）。患者去枕呈仰卧位，患肢尽可能靠
近躯干，头转向健侧，使患侧颈部充分暴露［５］，用记号

笔标记肌间沟径路行臂丛神经阻滞。麻醉操作由同一

位麻醉医师进行，麻醉效果的观察则由另一名高年资

的麻醉医师完成。２组根据患者个体的疼痛状况分别
静脉注射咪达唑仑２ｍｇ或者芬太尼０．０５ｍｇ，若患者
依旧疼痛难忍，则可考虑行补救性臂丛神经阻滞或改

为全身麻醉。２组局麻药均为１．０００％盐酸利多卡因
和０．３７５％盐酸罗哌卡因混合液。
１２１　超声组　采用 Ｓｏｎｏｓｉｔｅ公司 Ｓｎｅｒｖｅ型彩色超
声引导系统，选择频率为８ＭＨｚ的探头。碘伏消毒手
术野铺巾后，将探头涂上超声胶后放置于无菌封套内，

并进一步调整超声探头的角度和扫描的深度，在患肢

侧锁骨上２～３ｃｍ即可获得较为清晰臂丛神经图像包
括横切面图像和纵切面图像，均呈圆形或椭圆形的低

回声区。此外，为尽量保证超声成像更为清楚，超声的

探头部位要均匀涂抹耦合剂，从而保证超声探头和穿

刺部位皮肤之间不存在空气。根据颈部肌肉显像来调

整探头方向，清楚定位臂丛神经及各组织血管后，使用

７号针头在定位点外侧约１ｃｍ处利多卡因局麻后，沿
探头的长轴缓慢进针，此时应注意穿刺针的超声图像

呈白色高回声影。引导穿刺针刺入，利用超声显像确

定针尖位置，逐渐使针尖接近神经，穿刺过程中能够清

楚地观察到针的动态变化，到达鞘内后，回抽以保证未

刺入血管，局麻药少量分次推入后，超声显像变暗证明

神经完全浸润，总量约为２０ｍｌ［６］。
１２２　传统组　麻醉医生摸清楚体表定位标志，即
前、中斜角肌间隙后，在患侧的前中斜角肌间沟及 Ｃ５
水平进针，略向脚侧推进直到有异感或触到横突并且

无异常物质回抽后，固定枕头，回抽无血液及脑脊液

后，推入局麻药约２０ｍｌ。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２组操作时间、起效时间、麻药
用量、麻醉效果评估［采取国际通用的描述疼痛等级的

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在问卷
表上划一条长约１０ｃｍ的横线，一端为０，表示无疼痛，
另一端为１０，表示疼痛十分严重，中问部分表示不同
程度的疼痛。由患者根据自身的疼痛程度在横线上不

同位置做标记，完成后由同一名医生回收并分别测量

从０至标记点距离，从而将患者的疼痛程度量化］、术
后不良反应发生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４．０的统计软件统计
分析结果，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以频数表示，采用χ２检验进行统计分析。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阻滞后参数比较　根据表１显示，超声
组的操作时间明显短于传统组，麻醉效果评分也优于

传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２组在

麻醉实施后的阻滞起效时间以及最终的局麻药使用剂

量情况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１　２组上肢手术患者阻滞后参数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操作时间（ｍｉｎ） 起效时间（ｍｉｎ） 麻药用量（ｍｌ） ＶＡＳ评分（分）

超声组 ３４ ３．１１±１．３２ ３．４２±２．８８ １７．６７±４．３２ ２．８６±０．５２
传统组 ３４ ５．９１±２．２４ ４．７２±２．９１ １８．１１±４．２４ ４．１１±０．８２
ｔ值 ６．２８２ １．８５６ ０．４２９ ７．５１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１ ０．７３５ ０．０００

２２　２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根据表２显示，超声组
的Ｈｏｎｅｒ综合征以及血肿发生率明显低于传统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在局麻药的毒性反
应以及气胸的发生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２　２组上肢手术患者不良反应比较（例）

组别 例数 Ｈｏｎｅｒ综合征 局麻药毒性反应 血肿 气胸

超声组 ３４ １ ０ ０ ０
传统组 ３４ ６ ３ ５ １
χ２值 ５．９８３ ３．１４５ ５．４０２ １．０１８
Ｐ值 ０．０４２ ０．１２６ ０．０３１ ０．５０２

３　讨　论
　　传统解剖定位行臂丛神经阻滞在临床依旧是首选
用于上肢手术麻醉，因为其不需要超声设备支持，只是

根据体表标志进行操作，因而简便快捷。但往往个体

间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此法缺乏客观指标，使操作过于

主观和盲目［７－８］。此法成功的关键在于操作医生的穿

刺经验，对于住院医师来说难度很大而且容易造成不

良反应。若患者的颈部解剖结构异常，则往往无法顺

利完成阻滞，仅仅依靠体表解剖标志去定位，穿刺过程

中难免会损伤周围血管及神经甚至出现一些局麻药的

毒性反应，如口舌发麻、头痛头晕、耳鸣等中枢神经中

毒症状以及伴有血压骤升、心率加快的外周系统中毒

反应。对于过度肥胖且颈短者，更会影响施术。随着

医学技术的发展，当今医学不仅追求优质有效的麻醉

效果，还要保证不良反应的低发生率［９－１０］。

超声设备的应用，为准确穿刺定位提供了可能，利

用超声影像技术可以帮助麻醉医生直观地判断血管、

肌肉、神经组织以及其走行，能非常清晰看到患者前、

中斜角肌之间的臂丛神经横断面图像，因而提高成功

率，可适用于传统解剖定位不能适用的肥胖及畸形者。

虽然超声图像显示具有直观的特点，但在临床应用超

声进行检查定位神经时，操作医师同样需要熟练掌握

神经及其周围组织的结构和超声检查的特点，详细地

掌握人体解剖及解剖变异的相关要点以及声像标志等

内容。有临床研究证实［１１］，超声引导的神经阻滞的成

功率显著高于其它非超声引导的神经阻滞，也高于神

经刺激仪引导的神经阻滞。在对于１２４７例行上肢手
术患者的前瞻性研究中表明［１２］，超声引导下，锁骨上

臂丛神经阻滞的成功率高达９８．６％，无误入、穿破血
管的状况发生，围术期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低，仅有

２例膈肌麻痹、１例针刺感觉异常和１例 Ｈｏｒｎｅｒ综合
征，无气胸和永久性神经损害的病例发生。周围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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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是临床上比较少见的并发症，同神经内注射或直

接刺伤神经密切相关。有报道表明［１３］，神经内注射的

发生率可高达２２％，但并不一定会出现神经损伤。故
此，有学者认为［１４］，神经损伤是由各种原因共同造成

的，如穿刺针所处的部位、针尖推进的方向、注射压力

的大小以及患者自身因素等。同时，在超声引导神经

阻滞中同样证明，神经内注射不一定导致术后神经并

发症，其具体机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准确的超声定位可减少局部麻醉药的用量。超声

引导能够分辨出药物注射到神经不同部位后的微小差

异，从而为局部麻醉药的精确注射提供依据。通过腋

路臂丛４个分支阻滞所需的最低用药量研究表明［１５］，

１：２０万肾上腺素加１．５％的利多卡因包绕尺、桡神经
和正中神经所需的剂量分别为２．４７ｍｌ、３．６３ｍｌ和２．
８２ｍｌ，而感觉神经完全阻滞的时间则分别为 ２５．８
ｍｉｎ、２６．３ｍｉｎ和２６．５ｍｉｎ，表明利用少量局麻药即可
获得较好的阻滞效果。因而对于那些伴有呼吸功能不

全，或需要行纤支镜检查保持清醒状态的患者，应用小

剂量局部麻醉药在超声引导下进行肌间沟阻滞也能够

达到预期的临床效果。在超声引导过程中，需仔细辨

别臂丛神经，尽量绕开膈神经进行局麻药物的注射，以

免导致局麻药中毒或者膈神经阻滞的风险。此外，由

于减少了局麻药的总药量，或者采用间隔阻滞的方式，

能够避免同时出现血药浓度峰值，显著减少的并发症

的发生率。但仍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使用局麻药的药

量比传统要少，但由于其自身同臂丛神经的密切联系，

膈神经依然存在被阻滞的可能性，故此应尽量避免行

双侧肌间沟臂丛神经阻滞，以免患者出现呼吸抑制的

意外。

由于Ｂ超穿刺时可以全程观测，且图像均匀显示，
稳定性佳，不但降低了麻醉医师的操作难度，明显加快

麻醉时间，提高了麻醉效果，而且减少了 Ｈｏｎｅｒ综合征
和血肿等并发症的发生，使臂丛神经阻滞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大大增加。在此次研究中表明，超声引导相较

于传统解剖定位，阻滞效果更佳，客观性更强，因其简

单直观的特点，使操作者容易避开颈交感神经，避免损

伤而造成Ｈｏｎｅｒ综合征，以及不会因为传统体表解剖
定位的盲目性而误伤到周围结缔及肌肉组织造成血

肿。超声组有２例肥胖患者即使解剖位置不清楚，但
是能在超声引导下顺利完成臂丛神经阻滞，说明超声

定位适应症较传统体表定位广泛。

总之，Ｂ超引导下进行臂丛神经阻滞较传统体表
定位方法，操作时间更短，阻滞效果更好，并发症发生

率更低，可用于各个年龄阶段以及身体素质的患者，尤

其适合颈部解剖结构变异、幼儿以及重度肥胖症等特

殊患者。因此可以说，Ｂ超引导下进行臂丛神经阻滞
安全性及有效性极高，可广泛应用于临床。此外，因其

操作简单易行，可以使初期进入临床的住院医生得到

较多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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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Ｊ］．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２０１２，１８（２）：１８５１８６．
［６］　莫秀晓，林凤琼，陈辉，等．神经刺激仪定位下联合臂丛神经阻滞

在肱骨近端骨折手术中的应用［Ｊ］．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０，１３（６）：８５７８５８．

［７］　ＢｅｈｄａｄＳ，ＡｙａｔｏｌｌａｈｉＶ，ＢａｆｇｈｉＡＴ，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ａｂａｐｅｎｔｉｎｏｎｐｏ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ｐｌａｃｅｂ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８（１２）：１１２
１１３．

［８］　柳围堤，张方．针刀松解肩胛三肌治疗慢性肘外侧疼痛６０例［Ｊ］．
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２，７（３）：２３６２３７．

［９］　ＨｕａｎｇＣＨ．Ａｎｔｉ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ｃａｒｄｉ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ｙｐｏｔｈｅｒｍｉａ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Ｊ］．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２０１０，３（１２）：５５５８．

［１０］　余海，鲍磊，胡锦涛，等．超声引导下肌间沟联合腋路正中、桡、尺
神经阻滞与单纯肌间沟阻滞的效果比较［Ｊ］．华中科技大学学
报：医学版，２０１３，４２（１）：１１１１１３．

［１１］　张星，胡贤杰，华科俊．超声引导下导丝定位联合胸肌前神经阻
滞麻醉切除乳腺触诊阴性病灶３０例［Ｊ］．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１２，
２８（２１）：３６７１３６７２．

［１２］　单海华，朱常花．超声引导下罗哌卡因连续股神经阻滞用于２０
例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康复镇痛的疗效分析［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２，
４１（１３）：１３１２１３１４．

［１３］　翁文水，林玉芬，吴铅谈，等．短杠杆微调手法结合水突穴位注射
治疗重症神经根型颈椎病３２例［Ｊ］．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０，５（２）：
１０３１０４．

［１４］　ＰａｎａｈＫＭ，ＹａｇｈｏｏｔｉＡＡ，ＭａｒａｓｈｉＳＨ，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ｖｅ
ｇａｂａｐｅｎｔｉｎｏ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ｌｏｗ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ｏｒｔｈｏｐａｅ
ｄ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ｕｎｄｅｒｓｐｉｎａｌ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Ｊ］．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
ｎａｌ，２０１１，１（３）：２３２５．

［１５］　赵达强，朱晓岚，赵霖霖，等．喉罩全身麻醉复合超声引导下胸椎
旁神经阻滞在乳腺癌根治术的麻醉及术后镇痛中的应用［Ｊ］．上
海医学，２０１１，３４（６）：４２４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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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灵芝提取物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调节作用
朱林波，傅庆国，刘卫怀，孙明非，李鹏飞，张建辉，张远炎，李吉，李晔

摘要：目的　将灵芝提取物与肿瘤免疫制剂联合运用，探讨灵芝提取物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调节作用。方法　
纯化Ｈｅｐａ１６细胞的肿瘤热休克蛋白７０多肽复合物（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ＳＤＳＰＡＧＥ及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对产物进行鉴定。
将Ｈｅｐａ１６细胞浓度调整为４×１０７／ｍｌ，按０．１ｍｌ／只接种于Ｃ５７ＢＬ／６ｊ小鼠背部皮下建立实验模型。随机将模型
分为ＰＢＳ对照组、灵芝提取物组（Ｌ组）、ＨＳＰ７０ＰＣｓ组（Ｈ组）、ＣｐＧＯＤＮ组（Ｃ组）、灵芝提取物联合 ＨＳＰ７０ＰＣｓ
组（Ｌ＋Ｈ组）和灵芝提取物联合ＣｐＧＯＤＮ组（Ｌ＋Ｃ组），每组１０只。Ｌ组、Ｌ＋Ｃ组、Ｌ＋Ｈ组于建模的第７天开
始予灵芝提取物按４ｇ／ｋｇ体重灌胃，１次／ｄ，直至实验组小鼠死亡或实验结束；Ｃ组和 Ｌ＋Ｃ组予瘤旁皮下注射
ＣｐＧＯＤＮ１００μｇ／只，每周２次，共８次；Ｈ组和 Ｌ＋Ｈ组予瘤体对侧背部皮下注射 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１０μｇ／只，每周１
次，共４次。对照组予皮下注射灭菌ＰＢＳ液０．１ｍｌ／只，每周１次，共４次。定时测量瘤体大小，记录肿瘤生长情
况、有无转移灶及生存时间。ＥＬＩＳＡ法检测实验鼠血清ＣＸＣＬ９、ＣＸＣＬ１０、ＩＦＮγ水平。运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结果　灵芝提取物联合ＣｐＧＯＤＮ或ＨＳＰ７０ＰＣｓ可以诱导抑瘤作用，肿瘤体积、质量、肿瘤转移率及生
存期限与单独使用ＨＳＰ７０ＰＣｓ或ＣｐＧＯＤ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灵芝提取物联合ＣｐＧ
ＯＤＮ或ＨＳＰ７０ＰＣｓ可以提高荷瘤小鼠血清中ＣＸＣＬ９、ＣＸＣＬ１０和ＩＦＮγ水平，与二者单独使用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结论　灵芝提取物可通过诱导 Ｔｈ１型细胞因子表达来发挥免疫调节作用，对
肿瘤免疫治疗有增强作用。

关键词：灵芝提取物；免疫治疗；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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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ＳＤＳＰＡＧ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ｐａ１－６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ｔｏ４×１０７／ｍｌ，ａｎｄ０．１ｍｌ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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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ｏ６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ＰＢＳ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ＧＬＥｇｒｏｕｐ（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ｇｒｏｕｐ（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ｐＧＯＤＮｇｒｏｕｐ（Ｃ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ＧＬＥ＋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ｇｒｏｕｐ（Ｌ＋Ｈ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ＧＬＥ＋ＣｐＧＯＤＮｇｒｏｕｐ（Ｌ＋Ｃ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１０ｍｉｃｅｉｎ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ＧＬＥａｔｔｈｅｄｏｓｅｏｆ４ｇ／ｋｇ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ｔｏＬｇｒｏｕｐ，Ｌ＋Ｈ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Ｌ＋Ｃｇｒｏｕｐｂｙｇａｓｔｒｏｇａｖａｇｅｏｎｃｅａｄａｙｕｎｔｉｌ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ｅｎｄｅｄｏｒｔｈｅｍｉｃｅｄｅａｄ．ＣｐＧＯＤＮａｔｔｈｅｄｏｓｅｏｆ１００μｇｖｉａ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Ｃ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
Ｌ＋Ｃｇｒｏｕｐｔｗｉｃｅａｗｅｅｋ，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８ｔｉｍｅｓ；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ａｔｔｈｅｄｏｓｅｏｆ１０μｇｖｉａ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Ｈ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ｔｈｅＬ＋Ｈｇｒｏｕｐｏｎｃｅａｗｅｅｋ，ｗｉｔｈ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４ｔｉｍｅｓ．Ｅｑｕ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ＰＢＳ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ｔｏｔｈｅＰＢＳ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ｔｕｍｏｒ
ｖｏｌｕｍｅ，ｗｅｉｇｈｔ，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ａｒａｔｅ，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ｉｆｅｓｐａｎｏｆｍｉｃｅｏｆ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ＣＸＣＬ９，ＣＸＣＬ１０
ａｎｄＩＦＮγ）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ｂｙＥＬＩＳＡ．Ｔｈｅｄａｔａｗａ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ｂｙＳＰＳＳ１６．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ＬＥａｎｄＣｐＧＯＤＮｏｒ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ｗａｓ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ａｎｅｉｔｈｅｒ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ｇｅｎｔｓａｌｏｎｅ．Ｔｈｅｔｕｍｏｒｖｏｌｕｍｅ，
ｗｅｉｇｈｔ，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ａｒａｔ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ｉｆｅｓｐａｎｏｆｍｉｃｅｏｆｃｏｕｓｅ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ｏｆＨＳＰ７０
ＰＣｓ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ｏｆＣｐＧＯＤ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ｔｈｒｅｅ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ｃｏｕｓ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ａｂ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ｗｏ
ａｇｅｎｔ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ｅｄａｌｏｎ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ＧＬＥ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ｖｉａｅｎｈ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Ｔｈ１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ｌｅｖｅ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ｌｕｃｉｄｕｍ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ｕｍｏｒ

　　灵芝的多糖和三萜类，具有免疫增强功效，可以诱
导吞噬细胞功能，增强自然杀伤细胞（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ｉｌｌｅｒ
ｃｅｌｌ，ＮＫ）活性，促进Ｔｈ１型细胞因子分泌，抑制肿瘤细
胞生长［１－２］，有利于抗肿瘤免疫效应的发挥［３］。本研

究采用灵芝提取物为免疫调节剂，研究其对免疫治疗

的调节作用，为深入的应用研究提供参考。

基金项目：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０６Ｂ１１７）
作者单位：３１５８００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普外科（朱林

波，刘卫怀，孙明非，李鹏飞，张建辉，张远炎，李吉）；

３１５０１０浙江省宁波市第二医院肿瘤外科（傅庆国）；
３５０００２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李晔）

通讯作者：朱林波，Ｅｍａｉｌ：Ｌｂ＿Ｚｈｕ１１０３２９＠１６３．ｃｏ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１１１　动物　４周龄，１５～１８ｇ，清洁级 Ｃ５７ＢＬ／６ｊ近
交系小鼠，均为雌性，购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

究院（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公司），合格证号：

ＳＣＸＫ（沪）２００７０００５，于宁波大学医学院动物实验中
心实验室内饲养。

１１２　瘤株　Ｈｅｐａ１６，购于中国科学院典型培养物
保藏委员会细胞库（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细胞资源中心），即小鼠肝癌细胞株，由 Ｃ５７ＢＬ／６ｊ小
鼠正常上皮细胞分化形成。

１１３　灵芝提取物　品名灵芝康宝粉剂，每１００ｇ含
灵芝多糖≥１０ｇ，灵芝总三萜≥８ｇ，福建仙芝楼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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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提供，批准文号：国食健字Ｇ２００６０７２６。
１１４　ＣｐＧＯＤＮ（含 ＣｐＧ寡核苷酸）　ＣｐＧ序列为
５’ＴＣＣＡＴＧＡＣＧＴＴＣＣＴＧＡＣＧＴＴ３’，ＨＰＬＣ级纯化，由
大连宝生物公司合成。

１１５　主要仪器试剂　ＨＳＰ７０蛋白纯化仪器（Ｐｈａｒ
ｍａｃｉａ公司）；ＨＳＰ７０蛋白检测鉴定仪器（ＢｉｏＲａｄ公
司）；低分子量蛋白质Ｍａｒｋｅｒ、ＨＳＰ７０单克隆抗体（Ｂｉ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公司）；小鼠 ＩＦＮγ、ＣＸＣＬ９及 ＣＸＣＬ１０酶联
免疫吸附反应试剂盒（Ｒ＆Ｄ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ＨＳＰ７０ＰＣｓ纯化鉴定方法和肝癌移植瘤模型
的建模方法　具体参照文献［３－４］。
１２２　模型分组　取上述荷瘤鼠模型６０只，随机分
为 ＰＢＳ对照组（Ｃｏｎｔｒｏｌ）、灵芝提取物组（Ｌ组）、
ＨＳＰ７０ＰＣｓ组（Ｈ组）、ＣｐＧＯＤＮ组（Ｃ组）、灵芝提取
物联合 ＨＳＰ７０ＰＣｓ组（Ｌ＋Ｈ组）和灵芝提取物联合
ＣｐＧＯＤＮ组（Ｌ＋Ｃ组），共６组，每组１０只。
１２３　治疗方案　Ｌ组、Ｌ＋Ｃ组和Ｌ＋Ｈ组于接种肿
瘤细胞的第７天开始予灵芝提取物按４ｇ／ｋｇ体重灌
胃，每天１次，直至实验组小鼠死亡或实验结束；Ｃ组
和Ｌ＋Ｃ组予瘤旁皮下注射ＣｐＧＯＤＮ１００μｇ／只，每周
２次，共８次；Ｈ组和 Ｌ＋Ｈ组予瘤体对侧背部皮下注
射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１０μｇ／只，每周１次，共４次；ＰＢＳ对照
组予皮下注射灭菌 ＰＢＳ液０．１ｍｌ／只，每周１次，共４
次。

１２４　观察记录　每４ｄ测量皮下移植瘤体大小１
次，以ａ代表最大直径，ｂ代表横径，运用公式 Ｖ＝π／６
×ａ×ｂ２计算瘤体体积，绘出肿瘤生长曲线。总实验
时间为９０ｄ，记录各组小鼠生存时间，以超过９０ｄ为
获得长期生存。荷瘤鼠死亡后切下瘤体称重、解剖，检

查转移灶。

１２５　细胞因子测定　对照组实验鼠死亡一半时（即
５只），各组均取出５只小鼠，摘眼球法采集外周血，酶
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趋化性细胞因子 ＣＸＣＬ９、ＣＸ
ＣＬ１０和细胞因子ＩＦＮγ表达水平。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运用 ｔ检验、χ２检验和 ｌｏｇｒａｎｋ非
参数检验进行比较分析，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ＨＳＰ７０ＰＣｓ纯化鉴定　经细胞破碎、超速离心、
亲和层析、离子交换等步骤，所得目的蛋白经 ＳＤＳ
ＰＡＧＥ电泳示分子量为 ７０ｋ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证实该蛋
白质即为ＨＳＰ７０，见图１。
２２　移植瘤模型皮下肿瘤生长曲线　每４ｄ测量皮
下移植瘤体大小 １次，以 ａ代表最大直径，ｂ代表横
径，运用公式Ｖ＝π／６×ａ×ｂ２计算瘤体体积，绘出肿
瘤生长曲线。见图２。
２３　皮下肿瘤重量、体积、转移及生存情况　各组皮
下移植瘤体积、重量、转移率及长期生存率见表１。其
中对照组有２例分别出现腹腔和肺部转移。

　　注：图１中Ｍ为Ｍａｒｋｅｒ，Ａ为总蛋白，Ｂ为ＣｏｎＡ柱后，Ｃ为ＤＥＡＥ５２
柱后，Ｄ为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结果。

图１　ＨＳＰ７０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与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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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各组皮下肿瘤生长曲线
表１　皮下肿瘤重量、体积、转移及生存情况

组别 肿瘤体积（ｃｍ３） 肿瘤重量（ｇ） 转移率（％） 长期生存率（％）

对照组 ７．６±０．６ ５．３±０．４ ４０ ０
Ｌ组 ４．１±２．３ａ ２．６±１．７ｂ ２０ａ ２０ａ

Ｃ组 １．９±１．７ａ １．５±１．４ａ ０ａ ４０ａ

Ｈ组 １．７±１．６ａ １．４±１．３ａ ０ａ ４０ａ

Ｌ＋Ｈ组 １．１±１．０ａｃ ０．８±０．７ａｃ ０ａ ４０ａ

Ｌ＋Ｃ组 ０ａ ０ａ ０ａ １００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１，ｂＰ＜０．０５；与 Ｌ组、Ｈ组比较，ｃＰ＜
０．０１。

２４　外周血中 ＩＦＮγ、ＣＸＣＬ９及 ＣＸＣＬ１０表达水
平　各组外周血中细胞因子ＩＦＮγ和趋化性细胞因子
ＣＸＣＬ９、ＣＸＣＬ１０表达水平见表２。

表２　６组外周血中ＩＦＮγ、ＣＸＣＬ９及ＣＸＣＬ１０
表达水平（ｐｇ／ｍｌ，ｘ±ｓ）

组别 ＩＦＮγ ＣＸＣＬ９ ＣＸＣＬ１０

对照组 ２０．８±１．８ ３３２．４±１２．５ ３１８．５±１０．４
Ｌ组 ２６．６±１．３ａ ４５１．０±１３．９ａ ４２５．８±２４．３ａ

Ｃ组 ３７．９±１．８ｂ ５４９．６±１１．２ｂ ４９７．４±１３．２ｂ

Ｈ组 ３５．６±１．２ｂ ５１３．４±８．６ｂ ５０６．８±１７．４ｂ

Ｌ＋Ｈ组 ４２．５±２．３ｂｃ ５７９．６±１４．１ｂｃ ５８５．９±１５．８ｂｃ

Ｌ＋Ｃ组 ６１．２±１．９ｂｄ ６１０．８±１４．７ｂｄ ６２２．８±１４．９ｂｄ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与 Ｌ组、Ｈ组比较，ｃＰ＜
０．０１；与Ｌ组、Ｃ组比较，ｄ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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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实验结束时各组移植瘤切除标本　见图３。

　　　　　注：Ｌ＋Ｃ组肿瘤全部消失。
图３　实验结束时各组移植瘤切除标本

３　讨　论
　　随着肿瘤学及免疫学的不断深入研究，有关肿瘤
与免疫的关系愈发引起关注。肿瘤的发生发展与机体

免疫功能低下有着互为因果的联系［５］。肿瘤细胞可以

分泌多种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 β
（ＴＧＦβ），白细胞介素１０（ＩＬ１０），巨噬细胞迁移抑制
因子（ＭＩＦ）等因子，分布于肿瘤周围和外周血中，多方
面、多过程、多阶段抑制机体抗肿瘤免疫功能［６－７］，使

机体由Ｔｈ１型免疫功能状态向Ｔｈ２型免疫功能状态转
换，以利于肿瘤生长。所以肿瘤免疫治疗的关键在于

打破免疫抑制，调节患者的抗肿瘤免疫功能。

灵芝是我国传统的补益中药，具有扶正固本、延年

益寿之功效［１－２］，其长期被用于抗肿瘤、抗辐射、抗衰

老及免疫调节等方面，同时有助于降低放化疗药物的

毒性，可显著缓解症状及改善生活质量。研究表明灵

芝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灵芝多糖能增强体液免疫功

能，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促进细胞因子生成与表

达。而灵芝中的灵芝总三萜则具有细胞毒性作用，常

被用于辅助性肿瘤治疗当中。周桂琴等［８］研究灵芝多

糖抗肿瘤机制时发现灵芝多糖可促进调节肠道黏膜淋

巴细胞的表型及细胞因子的表达，认为灵芝多糖对肠

道黏膜免疫的调节作用可能是其发挥抑瘤作用的另一

条途径。岳庆喜等［９］研究灵芝总三萜和化疗药物相互

作用时发现灵芝总三萜可以促进某些化疗药物（紫杉

醇或顺铂）的作用发挥。本研究所用灵芝提取物，每

１００ｇ含灵芝多糖≥１０ｇ，灵芝总三萜≥８ｇ，可有效发
挥免疫调节作用和肿瘤治疗作用。本研究将灵芝提取

物应用于肿瘤免疫治疗当中，利用其免疫调节作用来

改善肿瘤的免疫抑制，探讨其对肿瘤免疫治疗的影响。

本研究中，单纯应用灵芝提取物实验组，移植瘤有

一定的缩小，肿瘤生长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肿瘤转移

率为２０％，与对照组差异明显，且其中１只获得长期
生存（生存时间超出实验时间９０ｄ），进一步证实了灵
芝提取物的体内抗肿瘤效应。Ｌ＋Ｃ组移植瘤生长得
到显著抑制，移植瘤体积及质量均显著减小，且未见肿

瘤转移，全部实验鼠均获得长期生存。Ｌ＋Ｈ组移植瘤
生长亦得到显著抑制，移植瘤体积及质量均亦显著减

小，未见肿瘤转移，长期生存率为４０％，可见灵芝提取
物对 ＣｐＧＯＤＮ介导的非特异性免疫治疗的调节作用
强于对 ＨＳＰ７０ＰＣｓ介导的特异性免疫治疗的调节作
用，可能与灵芝提取物具有较强的增强 ＮＫ细胞杀伤

活力有关［１０－１１］，同时也体现了免疫治疗中活化 ＮＫ细
胞的重要性。实验证明，在灵芝提取物的强大免疫调

节功能作用下，荷瘤机体的肿瘤免疫抑制得到显著改

善，机体抗肿瘤免疫功能显著增强，同时运用免疫治疗

效果事半功倍。

本研究选取主要反映细胞免疫功能的细胞因子

ＩＦＮγ和趋化因子 ＣＸＣＬ９、ＣＸＣＬ１０作为检测指标，
以探索灵芝提取物起作用的可能机制。细胞因子在肿

瘤免疫调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细胞因子 ＩＦＮγ可通
过促进或上调肿瘤细胞ＭＨＣ分子表达，达到直接或间
接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ＣＸＣ类趋化因子分为 ＥＬＲ
ＣＸＣ类和ｎｏｎＥＬＲＣＸＣ类，前者作用于内皮细胞促进
血管生成，而后者能抑制前者诱导的内皮细胞趋化，抑

制肿瘤生长转移，ＣＸＣＬ９和 ＣＸＣＬ１０即属于 ｎｏｎ
ＥＬＲＣＸＣ类趋化因子［１２］。结果显示，治疗组三因子

水平均得到增高，且 Ｌ＋Ｃ组、Ｌ＋Ｈ组三因子水平提
高显著，故笔者认为大量 Ｔｈ１型免疫因子的产生是灵
芝提取物具有较强免疫治疗调节作用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灵芝提取物可诱导机体免疫向 Ｔｈ１型
转化，提高荷瘤体的基础免疫功能，与 ＣｐＧＯＤＮ或
ＨＳＰ７０ＰＣｓ等免疫治疗剂联合运用可增强免疫治疗的
效果。本研究结果为免疫调节性中药制剂治疗人类恶

性肿瘤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实验参考。中医是我国的特

色，与现代肿瘤免疫治疗技术结合将有更加广阔的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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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周桂琴，赵宏艳，吕诚，等．灵芝多糖对 Ｈ２２肝癌小鼠肠道黏膜免
疫功能的影响［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０９，２９（４）：３３５３３９．

［９］　岳庆喜，关树宏，谢付波，等．灵芝总三萜与紫杉醇或与顺铂在对
人源肿瘤细胞的细胞毒性中的相互作用［Ｊ］．中国天然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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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小儿医院获得性肺炎的病原菌及危险因素分析
张艺，帅向华，余道军

摘要：目的　调查儿童医院院内获得性肺炎（ＨＡＰ）的病原菌构成，并分析 ＨＡＰ的危险因素。方法　采集深部
痰，进行革兰氏染色、细菌培养及药敏测定，并对 ＨＡＰ患儿危险因素进行非条件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
果　５６例ＨＡＰ患儿以革兰氏阴性菌（９０．４％）感染居多，前４位分别是铜绿假单胞菌２５％（１４／５６）、肺炎克雷伯
菌２１．４％（１２／５６）、大肠埃希氏菌１４．３％（８／５６）、鲍曼不动杆菌１０．７％（６／５６）。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ＨＡＰ与
住院时间大于７ｄ（Ｐ＜０．０１）、侵入性操作（Ｐ＜０．０１）、三代头孢菌素应用（Ｐ＜０．０５）相关。结论　小儿 ＨＡＰ病
原菌以革兰氏阴性菌多见，住院时间长、侵入性操作、三代头孢菌素应用是小儿ＨＡＰ的独立危险因素。
关键词：医院获得性肺炎；病原菌；耐药；儿童，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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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ＺＨＡＮＧＹｉ，ＳＨＵＡＩ
Ｘｉａｎｇｈｕａ，ＹＵＤａｏｊｕ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０６，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ＨＡＰ）．Ｍｅｔｈｏｄｓ　Ｄｅｅｐｓｐｕｔｕｍ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ｇｒａｍｄｙｅｉｎｇ，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ｅｓｔｗｅｒｅｐｅｒ
ｆｏｒｍｅ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ＨＡＰ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ａｃｉｌｌｉ（９０．４％）ｗａｓ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ｉｎＨＡＰ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Ｆｉｒｓｔｆｏｕｒ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ｗｅｒｅ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ｉｎ２５％，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ｉｎ２１．４％，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ｉｎ１４．３％，ａｎｄＢａｕｍａｎｌｉｉｎ１０．７％．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ＨＡＰ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ｓｔｈａｎ７ｄａｙｓ（Ｐ＜０．０１），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１），ｕ
ｓｉｎｇｔｈｉ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ｓｐｏｒｉｎ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ｂａｃｉｌｌｉｗａ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ｉｎＨＡＰ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Ｌｏ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ｔｈｉ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ｓｐｏｒｉｎｅｗｅｒｅｔｈｅ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ＨＡＰ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ｈｉｌ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医院获得性肺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ＨＡＰ）指住院４８ｈ后发生的肺炎，是最常见的院内获
得性感染，儿童由于免疫功能不完善，是医院感染的易

感人群。随着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及侵入性操作机会

的增加，近年来 ＨＡＰ的发生率不断增加，已成为儿科
不可忽视的问题，现将我院５６例小儿 ＨＡＰ病原菌及
相关危险因素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我
院收治的支气管肺炎患者共２４６０例，均符合第 ７版
《诸福棠实用儿科学》支气管肺炎诊断标准，具备发

热、咳嗽、呼吸困难、肺部固定音等呼吸道表现，伴胸

部影像学单侧或双侧异常改变。其中符合社区获得性

肺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ＣＡＰ）２４０４例，男
１２４５例，女 １１５９例，１～６月 ８１８例，６月 ～３岁 ９３３
例，３～６岁４５８例，６～１２岁１９５例；ＣＡＰ中基础疾病
包括先天性心脏病１２４例，支气管肺发育不良８例，脑
瘫１０例，进行性肌营养不良２例，胆道闭锁２例，先天
性肺囊肿１例，肾小管酸中毒１例，气管食管漏１例；

基金项目：浙江省公益性技术应用研究计划项目（２０１２
Ｃ３７０９４）；杭 州 市 卫 生 科 技 计 划 重 大 项 目
（２０１２ＺＤ００１）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６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张艺，帅向
华）；检验科（余道军）

通讯作者：余道军，Ｅｍａｉｌ：ｙｕｄａｏｊｕｎ＠１６３．ｃｏｍ

侵入性操作共５２例，其中包括气管插管１０例，胃管置
入３０例，腰椎穿刺１２例，胸腔穿刺８例，中心静脉置
管２例；糖皮质激素应用４１７例，三代头孢霉素应用
３ｄ以上１１７９例。

ＨＡＰ患儿共５６例，均符合卫生部颁布的《医院感
染诊断标准》，其中男３０例，女２６例，年龄１～６月３２
例，６月～３岁１５例，３～６岁６例，６～１２岁３例。基
础疾病：喘息性支气管炎１７例，先天性心脏病１０例，
脑瘫６例，肾病综合征２例，全身性类风湿性关节炎１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２例，唐氏综合征１例，传染性单
核细胞增多征２例，病毒性脑炎５例，中度贫血４例，
普通变异型免疫缺陷症１例，粘多糖综合征１例，糖尿
病１例，唇腭裂术后２例，食道闭锁术后１例。侵入性
操作：５６例ＨＡＰ患儿中，共１７例有侵入性操作，包括
气管插管８例，安置胃管置入１２例，中心静脉置管２
例，腰椎穿刺３例，胸腔穿刺２例。抗生素使用：４５例
在ＨＡＰ发生前使用广谱抗生素治疗，使用第三、第四
代头孢菌素３ｄ以上的患儿共３９例，２０例联用２种抗
生素。应用免疫抑制剂（氨甲喋呤或环孢霉素）２例，
应用糖皮质激素１５例。
１２　分析方法
１２１　分析临床资料　记录患儿年龄、性别、基础疾
病、临床诊断、侵入性操作、应用抗菌素情况、免疫抑制

剂应用、痰培养结果、药敏试验。

１２２　标本采集　５６例 ＨＡＰ临床诊断确立后，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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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ｈ内采集痰液标本，采集前清洁口腔，用一次性无菌
吸痰器吸取鼻咽部深部痰液到无菌试管内，立即送检。

纤支镜行肺泡灌洗，痰液及灌洗液进一步行革兰染色

涂片、细菌培养及药敏测定。送检标本由本院微生物

实验室进行分离培养，并应用法国梅里埃公司的

ＶＩＴＥＫⅡ全自动细菌培养仪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
验，连续２次培养出同一优势菌被确定为致病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处理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
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用 χ２检验，在单因
素分析的基础上，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病原菌检测及耐药性分析　５６例ＨＡＰ患儿中痰
培养阳性 ４８例（８５．７％），检出革兰氏阴性菌 ４７株
（９０．４％），主要革兰氏阴性菌耐药情况见表１，病原分
布：铜绿假单胞菌１４株，肺炎克雷伯菌１２株，大肠埃
希氏菌８株，鲍曼不动杆菌６株，阴沟肠杆菌３株，嗜
麦芽窄食单胞菌２株，粘质沙雷菌１株，肠球菌１株；
铜绿假单胞菌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ＥＳＢＬｓ）阳性率为
８５．７％，肺炎克雷伯杆菌 ＥＳＢＬｓ阳性率为８３．３％，大
肠埃希氏菌ＥＳＢＬｓ阳性率为７５．０％。革兰氏阳性菌５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２株（５．８％），甲氧西林敏感金黄
色葡萄球菌（ＭＳＳＡ）１株，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ＭＲＳＡ）２株。真菌２例（３．６％），为白色念珠菌２株。

表１　ＨＡＰ患儿病原学主要革兰阴性菌耐药率（％）

药物
铜绿假单

胞菌

肺炎克雷

伯菌

大肠埃希

氏菌

鲍曼不动

杆菌

阴沟肠

杆菌

粘质沙

雷菌

氨苄西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８３．３ １００．０ ７５．０
头孢唑啉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６．０ １００．０ ７５．０
氨曲南 ３５．７ ５０．０ ６６．７ ５０．０ ７５．０ ５０．０
头孢呋辛 ８５．７ ８３．３ ８７．５ ８３．３ ５０．０ １００．０
头孢曲松 ７８．６ ７５．０ ７５．０ ８３．３ ５０．０ １００．０
头孢他啶 ７１．４ ７５．０ ７５．０ ６６．７ ５０．０ ７５．０
哌啦西林－他唑巴坦 ７．１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亚胺培南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左旋氧氟沙星 ０．０ ０．０ １２．５ ０．０ ０．０ ０．０
丁胺卡那霉素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２　ＨＡＰ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见表２，ＨＡＰ与住院
时间（Ｐ＜０．０１）、应用三代头孢菌素（Ｐ＜０．０１）、侵入
性操作（Ｐ＜０．０１）、免疫抑制剂（Ｐ＜０．０５）有关。侵入
性操作：３０．４％（１７例）有侵入性操作，１４．３％（８例）
在气管插管使用呼吸机时发生；基础疾病：１７．９％（１０
例）有严重基础疾病；抗生素应用：８０．３％（４５例）在
ＨＡＰ发生前接受过广谱抗生素，其中６９．６％（３９例）
使用过第三、四代头孢菌素 ３ｄ以上；免疫抑制剂：
２６．８％（１５例）应用糖皮质激素，２例应用免疫抑制剂
氨甲喋呤或环孢霉素；手术：有３例曾行外科手术。
２３　ＨＡＰ危险因素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多因素非条

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结果，以上述单因素分析筛选出的关联
因素为基础，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元回归分析，结果筛选出
住院时间（Ｘ１）、侵入性操作（Ｘ２）、三代抗生素应用
（Ｘ３）是主要危险因素（见表 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为
ｌｏｇｉｔＰ＝－８．６５２＋２．３４８Ｘ１＋０．６９８Ｘ２＋１．４６８Ｘ３。

表２　ＨＡＰ与ＣＡＰ患儿危险因素分析及感染率（％）

危险因素
ＨＡＰ

例数 感染率

ＣＡＰ
例数 感染率

χ２值 Ｐ值

住院时间（Ｘ１） ＜７ｄ ７ １２．５ １５３２ ６３．７ ３４７．６０ ＜０．０１
＞７ｄ ４９ ８７．５ ８７１ ３６．３

应用三代头孢３ｄ 是 ４５ ８０．４ １１７９ ４９．０ ２１．４７ ＜０．０１
以上（Ｘ２） 否 １１ １９．６ １２２５ ５１．０
侵入性操作（Ｘ３） 是 １５ ２６．８ ５２ ２．２ １２５．２３ ＜０．０１

否 ４１ ７３．２ ２３５２ ９７．８
糖皮质激素（Ｘ４） 是 １６ ２８．６ ４１４ １７．２ ６．３５ ＜０．０５

否 ４０ ７１．４ １９９０ ８２．８
年龄（Ｘ５） １～６月 ３２ ５７．１ ８１８ ３４．０ ４．５１ ＞０．０５

６月～３岁 １５ ２６．８ ９３３ ３８．８
＞３岁 ９ １６．１ ６５３ ２７．２

表３　ＨＡＰ危险因素的非条件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危险因素 Ｂ 标准误 Ｐ值 ９５％ＣＩ

住院时间 ２．３４８ ０．２４９ ０．００ ６．４２５～１７．０３
侵入性操作 １．４６８ ０．３８１ ０．００ ２．０５６～９．１６６
三代头孢应用 ０．６９８ ０．３２４ ０．０３ １．０６５～３．７９

３　讨　论
　　ＨＡＰ是入院４８ｈ后在医院内发生的肺炎，发生率
１５．０％ ～２９．５％，病死率２２．３％ ～５０．０％［１］，病情变

化快、病死率高、易聚集、爆发流行，社会影响大。院内

感染发生的常见因素有：①不合理使用抗生素；②侵袭
性操作；③易感人群；④操作及消毒隔离制度不严；⑤
医护人员院内感染意识等。儿童是 ＨＡＰ的易感人群，
儿童先天性畸形、急重病症得到有效治疗的同时，侵入

性操作也明显增加，医院内感染的机会也增加，有报道

儿科专科ＰＩＣＵ的感染率可达１１％［２］，本次５６例ＨＡＰ
中有６２．５％存在基础疾病，因此，对于合并基础疾病
的患儿ＨＡＰ风险增加，应引起医务人员的高度重视。
５７．１％（３２例）发生在１岁以内的患儿，这可能与该
年龄段呼吸和免疫系统功能发育不成熟、革兰阴性菌

的ＩｇＭ不能通过胎盘有关，故对抗革兰阴性菌的能力
较弱。

近年来随着广谱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儿童 ＨＡＰ的
病原菌种类发生很大变化，本次病原学检测显示儿童

ＨＡＰ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占９０．４％，提示革兰氏阴
性菌是儿童ＨＡＰ感染的主要菌群。其中前４位是铜
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氏菌、鲍曼不动

杆菌，与目前国内报道文献一致［３－５］。铜绿假单胞菌

易发生于免疫力低下的患儿，因此成为儿童 ＨＡＰ感染
的主要病原菌，由于该菌产生多种蛋白酶引起组织破

坏和感染传播，常导致致命性感染。ＨＡＰ的病原菌多
为条件致病菌，可产生多种 β内酰胺酶，并由质粒介
导转染，可以对含 β内酰胺的抗菌药物产生水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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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还可以产生超广谱β内酰胺酶（ＥＳＢＬｓ），水解多种
包括第三代头孢菌素在内的抗菌素，导致细菌耐药，因

此ＨＡＰ的耐药菌明显增加，给治疗带来挑战。目前抗
生素滥用现象较多，存在预防性用药、联合用药和较多

使用昂贵抗生素情况，不但使细菌易产生耐药性，而且

机体失去抗真菌能力，破坏正常菌群内部和各种微生

物之间的相互制约，造成微生物失衡，使正常情况下非

致病菌的条件致病菌大量繁殖，引起条件致病菌和真

菌的双重感染。本次药敏结果显示第一代头孢对常见

致病菌普遍耐药，如氨苄西林、头孢唑啉，第二、三代头

孢如头孢呋辛、头孢曲松、头孢他啶的耐药率也较高，

氨曲南对部分革兰阴性菌仍有效。哌拉西林－他唑巴
坦耐药率较低，可应用于 ＨＡＰ的患儿，而左旋氧氟沙
星和丁胺卡那霉素虽然耐药率低，但在儿童中因考虑

到听力及对未成熟软骨发育的影响，其临床应用受到

限制。亚胺培南通过干扰细菌的细胞壁，对 ＥＳＢＬｓ稳
定，其耐药率比较低，对铜绿假单胞菌和金黄色葡萄球

菌有较强的抗菌活性，是 ＥＳＢＬｓ引起严重感染的首选
药物，在重症、病程长的患儿中应用较多。革兰阳性菌

在ＨＡＰ患儿中较少，本次痰培养检测发现ＭＳＳＡ１株，
ＭＲＳＡ２株，均对万古霉素敏感，在ＨＡＰ患儿中对革兰
阳性菌耐药者可选用万古霉素。真菌仅见于全身免疫

低下的患儿，对于长期应用广谱抗生素，免疫功能低下

的患儿应注意监测真菌感染。

本次痰培养检测到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

大肠埃希氏菌 ＥＳＢＬｓ阳性率分别为８５．７％、８３．３％、
７５．０％，提示 ＨＡＰ患儿中产 ＥＳＢＬｓ菌明显增高。ＥＳ
ＢＬｓ主要由肠杆菌科细菌产生，尤其以肺炎克雷伯菌
和大肠埃希菌为主要代表。近年来，随着广谱抗菌药

物的发展，各种耐药菌趋于增多和复杂化，多药耐药的

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增多，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增加，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性也逐年增加。研

究表明［６］，亚胺培南是导致多药耐药铜绿甲单胞菌医

院感染的重要危险因素。限制 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
特别是第三代头孢菌素的广泛应用，对于控制产 ＥＳ
ＢＬｓ菌株的出现和传播有重要意义，在抗生素应用过
程中应严格遵守抗生素使用原则，在抗生素使用前进

行痰培养，勿过早使用第三代头孢菌素，根据病原学结

果调整用药至关重要［７］。近年来国内外均强调 ＨＡＰ
的早期经验性用药［８］，由于各家医院用药情况不同，细

菌菌株面临的抗生素压力不同，出现不同的细菌耐药

率，各家报道的各种菌株的敏感药物不同［９］。

本研究显示，住院时间长、侵入性操作、广谱抗生

素的大量使用是 ＨＡＰ的危险因素。在本组病例中，
８７．５％在住院７ｄ后发生，统计学分析提示住院时间
长增加ＨＡＰ的发生率，因此应当缩短住院时间，减少
交叉感染机会，这对减少ＨＡＰ的发生是行之有效的方

法；本组病例３０．４％（１７例）有侵入性操作，尤其在气
管插管使用呼吸机时发生，这可能与较长时间机械通

气损伤呼吸道上皮细胞、破坏呼吸道屏障、减弱气道纤

毛清除功能有关；本研究多元回归分析未提示糖皮质

激素增加ＨＡＰ的发生率，但有研究报道糖皮质激素使
用可能增加铜绿假单胞菌 ＨＡＰ的发生机会［１０］。因我

院小儿外科患者少，资料有限，故未能对手术危险因素

做相关分析。

ＨＡＰ的预防至关重要。消毒隔离及手卫生是预
防ＨＡＰ的重要措施。由于儿科患儿抵抗力低、病区环
境空间狭小、空气不流通，因此消毒隔离尤其重要。首

先阻断人与人之间的细菌传播，医务人员更应严格洗

手，特别强调在操作和检查每个患者前后均应消毒和

洗手，并带无菌手套，严格无菌观念，这样可明显减少

医院感染的发生［１１］。减少侵入性操作是另一有效措

施，减少呼吸机、胃管留置使用时间；合理使用抗生素，

掌握合适的剂量和疗程，减少早期应用第三、四代抗生

素，以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缩短住院时间，对于有基

础疾病的患儿，应密切监测，抗生素使用前尽早痰培

养，根据药敏应用抗生素，提高治愈率，这些对 ＨＡＰ的
预防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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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影响红细胞输注效果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马光丽，方炳木，曲志刚，江锦红，汪笑秋，刘永华，章俏雷，王晓丽

摘要：目的　探讨影响红细胞输注效果的相关临床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浙江丽水地区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０
年６月行红细胞输注的患者８９２例，共输注红细胞１１３２例次。其中输注有效９６２例次，无效１７０例次。采用二元
条件Ｌｏｔ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可能影响红细胞输注效果的因素。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输血史（χ２＝８１．４９，Ｐ＝０．００）、
感染（χ２＝３３．３２，Ｐ＝０．００）、肝脾肿大（χ２＝４．８１，Ｐ＝０．０３）和恶性肿瘤（χ２＝１０５．７，Ｐ＝０．００）与红细胞输注效果
有关；二元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输血史（ＯＲ＝２．４１，Ｐ＝０．００１）和恶性肿瘤（ＯＲ＝２．８６，Ｐ＝０．００）是影响红
细胞输注效果的独立因素。结论　有输血史的恶性肿瘤患者发生无效红细胞输注的风险相对较高。
关键词：红细胞输注；影响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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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５６６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ｒｅｄ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Ｊａｎ２００８ｔｏＪｕｎ２０１０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８０７ａｎｄ８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ｄ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ｗｅ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ｂｌｏｏｄ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χ２＝８１．４９，Ｐ＝０．００），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χ２＝３３．３２，Ｐ＝
０．００），ｔｈｅｓｐｌｅｎｏｈｅｐａｔｏｍｅｇａｌｉａ（χ２＝４．８１，Ｐ＝０．０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χ２＝１０５．７，Ｐ＝０．００）ｗｅ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ｒｅｄ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Ｂｉｎ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ｌ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Ｒ＝２．４１，Ｐ＝０．００１）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Ｒ＝２．８６，Ｐ＝０．００）ｗｅｒ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ｒｅｄ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ｌｏｏｄ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ｄｉｓ
ｅａｓｅｗｅｒｅａ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ｆｏｒ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ｒｅｄｃｅｌｌｂｌｏｏｄ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ｄ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各种安全、有效的血液成分制品在临床广泛应用，
大量节约了血液资源，显著提高了临床用血效率。悬

浮红细胞是将采集到多联袋内的全血中绝大部分血浆

在全封闭条件下分离出后并向剩余的部分加入红细胞

添加液制成的红细胞成分血，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血

液成分，在临床成分输血中，红细胞用量最大，估计占

临床总用血量的５０％左右［１］，悬浮红细胞可最大限度

地为患者提供携氧能力，同时不显著增加患者的血容

量，针对心功能较差的患者尤为适用，且目前尚无替代

品。因此，如何安全有效地输注红细胞，减少有限血液

资源浪费、减轻患者负担成为了当前临床红细胞输注

研究的重点。因此，我们对１１３２例次红细胞输注效果
进行了回顾性分析，评价影响红细胞输注效果的临床

相关因素，寻找红细胞输注无效的原因，为临床合理输

血及避免宝贵血液资源的浪费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６
月浙江省丽水地区行红细胞输注的患者 ８９２例，８９２
例输血患者共输注悬浮红细胞１１３２次，平均每位输血
者输注悬浮红细胞１．３例次。我们对上述患者的输注

基金项目：浙江省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基金（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１４）
作者单位：３２３０００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温州医学院附属第

六医院）血液科

通讯作者：方炳木，Ｅｍａｉｌ：ｗｕｙｉｎｇ１１６０＠１６３．ｃｏｍ

悬浮红细胞记录及输注后的临床效果进行了回顾，并

根据红细胞输注效果评定标准［２］进行输注效果评价，

１１３２例次红细胞输注病例中，有效输注９６２例次，无
效输注 １７０例次。有效输注患者组，患者平均年龄
（５１．８±１６．４）岁；既往无输血史５９６例次，有输血史
３６６例次；无感染史８８６例次，有感染史７６例次；无发
热史８７０例次，有发热９２例次；无肝脾肿大９５０例次，
有肝脾肿大１２例次；恶性肿瘤７６０例次，无恶性肿瘤
史２０２例次。无效输注组中，患者平均年龄（５３．２±
１７．１）岁，既往无输血史４２例次，有输血史１２８例次；
无感染史１３２例次，有感染史３８例次；无发热史１５０
例次，有发热２０例次；无肝脾肿大１６４例次，有肝脾肿
大６例次；恶性肿瘤６６例次，无恶性肿瘤史１０４例次。
１２　悬浮红细胞来源　悬浮红细胞均由浙江省丽水
市中心血站发血室提供，并经检验合格后送我院输血

科保存使用。

１３　悬浮红细胞输注方法　输注悬浮红细胞前进行
输血前检查、血型检查和交叉配血试验。输血的速度

根据输血适应症、年龄、贫血程度、输血者的状况及心

肺功能等决定。输血前需将血袋反复颠倒数次，使红

细胞和添加剂充分混匀，由于ＭＡＰ红细胞添加剂所含
的甘露醇剂量较大（１４．５ｇ／Ｌ），对肾功能不全者不利，
尤其是终末期肾衰（尿毒症晚期）受血者不宜使用，可

选用洗涤红细胞。输注前给予５ｍｇ地塞米肌肉注射，
降低发热等输血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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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红细胞输注效果评定　根据输血指南所有输注
红细胞病例均为 ＡＢＯ、Ｒｈ（Ｄ）同型输血，盐水介质凝
聚胺法交叉配血，输红细胞后 ２４ｈ内复查血红蛋白
（Ｈｂ），如果与输血前相比，Ｈｂ没有升高到预期值，并
在排除血液被稀释、继续失血溶血反应等情况后，可判

断为红细胞无效输注。按照输血粗略评价方法估算，

输注红细胞悬液每１个单位约提升 Ｈｂ５ｇ／Ｌ，或输注
洗涤红细胞每３个单位约提升Ｈｂ１０ｇ／Ｌ，可视为有效
输注红细胞。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患者年龄、输血量等数据为计量资
料，先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如为正态分布资料则采用

（ｘ±ｓ）表示，有效输注组与无效输注组组间比较采用
两样本均数 ｔ检验；如为非正态分布数据则采用中位
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患者性别比例、输血

史、感染情况、发热情况、有无肝脾肿大、有无恶性肿瘤

等为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对上述指标先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对于存在统计学差异的变量进一步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适用于因变量为分类变量
的回归分析，连续性计量资料年龄可以带入协变量，但

结果解释时较为困难且没有临床意义。以临床红细胞

输注效果（有效、无效）为因变量（２分类变量），将单
因素分析后筛选出有统计学差异的若干变量为自变量

（各因素分组与赋值见表１）带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进
行分析，明确可能影响红细胞输注效果的临床因素。

检验水准为 α＝０．０５，双侧 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所有统计分析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包完
成。

表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中自变量、因变量赋值

因素 变量名 赋值说明

输血效果 Ｙ 有效＝０；无效＝１

年龄 Ｘ１
连续性计量资料，设置为协

变量代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
性别 Ｘ２ 男＝０；女＝１
输血史 Ｘ３ 无＝０；有＝１
感染 Ｘ４ 无＝０；有＝１
发热 Ｘ５ 无＝０；有＝１
肝脾肿大 Ｘ６ 无＝０；有＝１
恶性肿瘤 Ｘ７ 无＝０；有＝１

２　结　果
２１　红细胞输注效果　回顾性分析输注红细胞病例
８２９例，共输注红细胞１１３２例次，平均每位输血者输
注悬浮红细胞１．３例次，其中输注有效次数为９６２例
次，占８４．９８％；输注无效次数１７０例次，占１５．０２％。
２２　单因素分析影响红细胞输注效果的临床因素　
将可能影响悬浮红细胞输注效果的因素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单因素分析显示输血史（χ２ ＝８１．４９，Ｐ＝
０．００）、感染（χ２＝３３．３２，Ｐ＝０．００）、肝脾肿大（χ２＝
４．８１，Ｐ＝０．０３）和恶性肿瘤（χ２＝１０５．７，Ｐ＝０．００）与
红细胞输注效果有关。而患者年龄（ｔ＝１．０２，Ｐ＝
０．３１）和发热（χ２＝０．７９，Ｐ＝０．３８）与红细胞输注效果
无关。

２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方差分析与术中效
果有关的临床因素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输血
史（ＯＲ＝２．４１，Ｐ＝０．００１）和恶性肿瘤（ＯＲ＝２．８６，Ｐ＝
０．００）是影响红细胞输注效果的独立因素，见表２。

表２　影响红细胞输注效果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 自由度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输血史 ０．８８ ０．２６ １１．４７ １ ０．００１ ２．４１ １．４５～４．０１
感染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１ １ ０．９１ １．０３ ０．６１～１．７３
肝脾中大 ０．１８ ０．５５ １３．００ １ ０．７２ １．２２ ０．４１～３．６０
恶性肿瘤 １．０５ ０．２５ １７．０８ １ ０．００ ２．８６ １．７４～４．６９

３　讨　论
　　成分输血，是近１０多年来输血领域中最富有成果
的一项技术革命，成分输血技术已经挽救了无数患者

的生命，同时大大降低了输血成本，提高了输血效率，

也降低了输血过程中的相关并发症。所谓成分输血，

就是将血液中的各种有效成分通过物理、化学的方法

分离出来，分别精制成高纯度和高浓度的制品，根据患

者的具体情况，提供其所需的血液输注方法。它具有

纯净、效果好、便于运输和保存等特点，同时一血多用，

合理地使用了血源，降低了用血成本，提高了输血效

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成分输血还可以大大减少输

注全血引起各种血源性疾病的传播和不良反应。成分

输血因其有多种独特的优越性，目前已成为国际输血

技术发展的总趋势。输全血有时可能既达不到治疗的

目的，又会引起某些副作用，而对血液也是一种浪费。

例如患血小板减少或粒细胞减少症，输全血很难达到

提高血小板及白细胞数量的目的。如大量输血，又会

因血容量的增加而增加心脏的负担。所以，从本世纪

７０年代开始采用成分输血，并取得了显着的效果。成
分输血有很多优点，主要包括：①提高疗效，患者需要
什么成分，就补充什么，特别是将血液成分提纯，浓缩

而得到高将近价的制品；②减少反应，血液成分复杂，
有多种抗原系统，再加上血浆中的各种特异抗体，输血

更容易引起各种不良反应；③合理使用，将全血分离制
成不同的细胞（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及血浆蛋白

（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等）成分，供不同目的

的应用；④经济，既可节省宝贵的血液，又可减少经济
负担。

临床上，需要输血的患者中有８０％需要补充红细
胞，悬浮红细胞制剂因制备简单、保存期长、输注更流

畅和移去大部分血浆后具有较小的血容量扩张与副作

用而被临床广泛应用，如对于各种急慢性出血、贫血患

者，能有效提供临床患者以适宜的机体携氧能力。悬

浮红细胞可最大限度地为患者提供携氧能力，同时不

显著增加患者的血容量，尤其是针对心功能较差的患

者尤为适用，且目前尚无替代品。因此，了解输注悬浮

红细胞患者的特征与结构关系，对于合理和有效应用

悬浮红细胞，搞好采供血和满足临床用血需求，确保输

血安全，均有重要意义。

目前根据临床输血情况，输血水平分为３个层次：
①受血者输血后确保无不良反应；②受血者输注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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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血后体内该血液成分升高达到预期值；③输血后，
利用血液中的某些成分调节机体生物学功能，从而达

到治疗的目的。目前，临床输血大多数情况下都只重

视第一个层次，而对输血后的治疗效果往往未加重视。

对于无效输注等情况临床上部分医生往往采取继续输

注的措施，对于无效原因的分析较少，盲目地进行反复

输注血液，这样既浪费了宝贵的血液资源又增加了患

者的治疗费用，有可能延误治疗时机，同时还大大增加

了患者因输血感染各种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因此，对

于临床上的无效输血应进行充分的研究分析，探讨其

无效输注的原因，避免盲目多次输注，给患者带来不必

要的经济损失和感染传染病的风险。悬浮红细胞是临

床上常用血液成分，在临床成分输血中，红细胞用量最

大，估计占临床总用血量的５０％左右，同时也是临床
上最常用的快速纠正贫血的手段［１］。有研究显示，血

容量正常的成年贫血患者输注４００ｍｌ全血或由此制
备红细胞可提高Ｈｂ１０ｇ／Ｌ，未达到此标准者应视为输
注效果不佳或无效输注。国内外研究报道，一般情况

下，红细胞的有效输注率在８０％左右，大多数患者术
中悬浮红细胞后是有一定效果的。本研究对近年来我

院输注悬浮红细胞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影响

红细胞输注效果的各项相关因素，本次共回顾性分析

１１３２例次红细胞输注病例，根据输注效果评定标准，
其中有效输注 ９６２例次，无效 １７０例次，有效率为
８４．９８％，与既往的研究结果相似［３－４］。逻辑回归分析

显示既往输血史 （ＯＲ＝２．４１，Ｐ＝０．００１）和恶性肿瘤
（ＯＲ＝２．８６，Ｐ＝０．００）是影响红细胞输注效果的独立
因素，此类患者发生无效红细胞输注的风险分别增加

２．４１倍和２．８６倍。
既往已有研究显示，红细胞输注效果受很多因素

影响，如输血次数、合并症、原发病等［５－６］。本研究中，

单因素分析显示输血史（χ２＝８１．４９，Ｐ＝０．００）、感染
（χ２＝３３．３２，Ｐ＝０．００）、肝脾肿大（χ２＝４．８１，Ｐ＝
０．０３）和恶性肿瘤（χ２＝１０５．７，Ｐ＝０．００）与红细胞输
注效果有关。而患者年龄（ｔ＝１．０２，Ｐ＝０．３１）和发热
（χ２＝０．７９，Ｐ＝０．３８）与红细胞输注效果无关。结果
说明，输血史、感染、肝脾肿大和恶性肿瘤可能与悬浮

红细胞的输注效果相关，而与患者年龄和是否发热并

无相关性，但由于各个因素之间存在相关性，我们对上

述因素进行进一步逻辑回归分析。逻辑回归分析提示

输血史 （Ｐ＝０．００１）和恶性肿瘤 （Ｐ＝０．００）是影响红
细胞输注效果的独立因素，可见有反复输血史的恶性

肿瘤患者发生无效红细胞输注的概率最大，此类患者

为无效红细胞输注的危险人群，对于存在上述危险因

素的患者，输注红细胞时应引起医护人员的注意，充分

考虑到无效输注的可能性。分析无效输注的原因，既

往存在输血史、反复多次输血造成无效红细胞输注的

原因多由免疫因素引起。红细胞表面存在许多不同结

构的多糖和蛋白等抗原成分，这些多糖和蛋白在反复

输血过程中可以刺激受血者机体产生某些抗体，此类

抗体在反复输血过程中效价逐渐提高，抗体可破坏新

输注的红细胞，降低红细胞输注效果［７］。有研究显示，

受血者红细胞自身抗体的产生与其输血次数相关，输

血次数越多，产生抗体的概率越大且效价越高，输血次

数超过５次以上者，受血者机体产生红细胞抗体的几
率高达８９．７％［８］。本研究发现，恶性肿瘤是造成无效

输血的又一个原因，一般情况下，恶性肿瘤患者接受

放、化疗后大多出现一定程度的骨髓抑制从而引起贫

血。同时已有研究显示，恶性肿瘤患者网状内皮系统

功能活跃，因而其吞噬功能较强［９］，部分输注的悬浮红

细胞可能被网状内皮系统所吞噬造成破坏，这可能是

引起红细胞无效输注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恶性肿

瘤患者大多处于慢性消耗状态，部分患者可能潜在有

慢性出血，此种情况下也可能会影响受血者的红细胞

输注效果。虽然文献报道中恶性肿瘤患者的红细胞无

效输注比例较高，但关于恶性肿瘤患者红细胞输注效

果不佳确切机制并不十分清楚，其发生机理尚需进一

步深入研究。

如何提高红细胞输注的临床效果，降低无效红细

胞输注率，提高用血效率，降低用血成本和输血风险是

临床输血工作的重点［１０］。首先，应当树立输血新观

念，要全面考虑红细胞输注过程中的安全性、快速有效

提升受血者的 Ｈｂ浓度，同时还应注意到红细胞输注
可以调节受血者机体生物功能；其次，应制定安全、有

效的个体化输血策略，根据受血者的具体临床情况和

机体功能进行个体化输注，并及时对输注效果进行跟

踪和评价，避免不必要的反复无效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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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浓缩骨髓复合纤维蛋白胶对骨不连的修复
姚旺祥，朱六龙，徐建生

摘要：目的　使用浓缩自体骨髓复合纤维蛋白胶修复骨缺损及骨不连，观察成骨效果并探讨其促进成骨的机制。
方法　应用浓缩细胞技术取得骨髓有核细胞混合物，与纤维蛋白胶混合后植入１６例骨不连及骨缺损患者体内。
植入前取复合物行电镜观察、长期培养及细菌学培养。术后定期拍片观察修复效果。结果　浓缩后，骨髓中有核
细胞数量由（３．２±１．３）×１０６／ｍｌ提高至（３１．０±３．９）×１０６／ｍｌ，细胞集落形成单位由（１５２±８９）／ｍｌ浓缩至
（５３１±１６８）／ｍｌ。电镜下见纤维蛋白胶与骨髓有核细胞生物相容性良好，长期培养无致瘤性，细菌学培养阴性。
所有患者术后无脂肪栓塞、发热、感染等不良反应发生，无骨髓供区并发症。失访１例，其余患者均得到６～２４个
月的随访，平均１１．６个月。１５例中的１３例患者骨折治愈，骨折愈合时间３～６个月，平均４．６个月。２例患者骨
折不愈合。结论　通过浓缩技术可及时、有效的获得足量的骨髓基质干细胞，注射自体浓缩骨髓与纤维蛋白胶混
合物可修复骨不连及骨缺损。

关键词：骨髓；骨缺损；骨不连；纤维蛋白组织黏着剂；骨代用品成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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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ｔｈｓ）．Ｔｗｏ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ｎｏ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ｕｎ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
ｏｄｓ，ａ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ｃａｎａｃｑｕｉｒｅ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ｒｒｏｗｓｔｒｏ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ｏｆ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ａｎｄｆｉｂｒｉｎｇｌｕｅｃａｎｒｅｐａｉｒｂｏｎｅ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ｒｎｏｎｕｎ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ｂｏｎｅｄｅｆｅｃｔｓ；ｂｏｎｅｎｏｎｕｎｉｏｎ；ｆｉｂｒｉｎｔｉｓｓｕｅ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ｂｏｎｅ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骨组织的损伤和缺失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
医学难题，如何对缺损的骨组织进行修复重建成为当

前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自体骨移植是理想的修复方

法，但自体骨的供给量非常有限，且容易出现供骨区的

疼痛不适。骨组织工程学的发展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

新的方法，但组织工程所需的种子细胞需体外培养扩

增，不能及时使用，若不用体外培养即能在术中获得高

浓度的骨髓基质干细胞，则有可能提供一种新的途径，

促进骨组织工程技术在临床的应用［１］。临床上有用骨

髓注射治疗骨不连的报道，但直接抽取的骨髓血注入

骨不连处，干细胞浓度低，需多次注入，成骨作用显然

受到一定影响。如将骨髓进行浓缩再注入骨折处，则

可获得大量、即刻使用的种子细胞，成骨作用将大大提

高［２］。本研究在既往动物实验的基础上，通过浓缩自

体骨髓获取治疗剂量的骨髓基质干细胞，使用纤维蛋

基金项目：杭州市科技局项目（２００８０３３３Ｂ０５）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６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
通讯作者：徐建生，Ｅｍａｉｌ：ｘｊｓｘｑｙ＠１６３．ｃｏｍ

白胶（ｆｉｂｒｉｎｇｌｕｅ，ＦＧ）作为支架，通过注射这一微创的
方法，探讨其能否修复骨缺损及骨不连，并探讨其促进

成骨的机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１６例患者，男性６例，女性１０
例；年龄１９～７６岁，平均４７．５岁。股骨骨不连３例，
胫骨骨不连５例，胫骨骨缺损４例，尺骨骨不连２例，
肱骨骨不连２例。所有病例均为住院患者，术前常规
检查排除出凝血异常、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感染性

疾病。

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骨髓基质干细胞浓缩　麻醉成功后，于双侧髂
前上棘或骼后上棘消毒后铺巾。用内径１．５ｍｍ的骨
髓穿刺针穿至松质骨，用针筒抽吸骨髓。抽出的骨髓

经过滤，去除脂肪、骨屑等有形成份，放在一个有抗凝

剂（内含１５０００Ｕ肝素）的无菌袋中。利用密度梯度
离心原理对抽集的骨髓血进行快速细胞分选，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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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００ｒ／ｍｉｎ（ｒ＝８．５ｃｍ）离心８ｍｉｎ，获取的淡黄层除骨
髓基质干细胞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单核细胞及富血小

板血浆。每３００ｍｌ骨髓可收集骨髓有核细胞悬液６０
ｍｌ。随机取８名患者的浓缩骨髓１ｍｌ，取０．５ｍｌ行血
细胞计数，评价浓缩前后的有核细胞数量变化。另外

０．５ｍｌ浓缩骨髓做体外培养，１２ｄ后对细胞集落形成
单位计数，并行碱性磷酸酶染色评价其活性。

１２２　浓缩骨髓复合纤维蛋白胶修复骨不连及骨缺
损　实验所用ＦＧ由哈尔滨瀚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国药管械（准）字２００３第３６５０１５２号］。将浓缩骨
髓无菌条件下与催化液混匀，使细胞终浓度为８×１０６／
ｍｌ。取浓缩骨髓纤维蛋白胶混合物行电镜观察，每例
都行细菌学培养及长期培养细胞检验无菌性与生物安

全性。

对骨不连患者，先电透定位，再以骨穿针直接穿刺

入骨不连处，针尖多点穿刺，尽量剥离瘢痕组织，使之

松解，以利浓缩骨髓复合物均匀渗入，视部位的不同注

入约３０～４０ｍｌ［（２．４～３．２）×１０８］。有内固定欠稳
定者，注射后加用外固定，Ｘ片显示有骨痂形成即解除
外固定。对骨缺损患者，直接将浓缩骨髓混合物注入

缺损处，视情况行适当内固定治疗。术后观察有无脂

肪栓塞、发热、感染等并发症，定期拍片观察骨折愈合

情况。

２　结　果
　　ＦＧ凝固后在电镜下观察见凝胶内充满孔隙，大、
小孔相通，有利于细胞的营养交换。ＦＧ与浓缩骨髓混
合后，光镜下见有核细胞混合较均匀，电镜下见复合物

表面有细胞粘附于其上，伸出伪足，与胶相容性良好。

浓缩后，骨髓中有核细胞数量由（３．２±１．３）×１０６／ｍｌ
提高至（３１．０±３．９）×１０６／ｍｌ，细胞集落形成单位由
（１５２±８９）／ｍｌ浓缩至（５３１±１６８）／ｍｌ，碱性磷酸酶染
色显示为强阳性。所有混合物细菌学培养均为阴性。

长期培养，传５代后见细胞形态、生物学性状无改变。
所有患者术后无脂肪栓塞、发热、感染等不良反应

发生，无骨髓供区并发症。除去１例老年患者术后１
年因肺炎去世失访以外，其余患者均得到６～２４个月
的随访，平均１１．６个月。骨折临床愈合标准：局部无
压痛及纵向叩击痛，局部无异常活动，肢体承重无疼

痛，Ｘ线片显示骨折处有连续骨痂，骨折线模糊。１５
例中的１３例患者骨折治愈，骨折愈合时间３～６个月，
平均４．６个月。２例患者骨折不愈合，为胫骨中下段
骨折多次手术患者。

典型病例如下。病例１：患者老年女性，７３岁，外
伤致左小腿肿痛２ｈ入院。Ｘ线示左胫腓骨中下段骨
折，急诊行“左胫腓骨骨折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术”，

术中见胫骨中段直径约２ｃｍ骨缺损，自髂骨抽取约５０

ｍｌ自体骨髓，浓缩后与 ＦＧ复合填充，骨折以钢板固
定，术后常规抗感染治疗。术后定期复查，骨折愈合

可。术后２２个月时拆除内固定（见图１～２）。病例２：
患者中年女性，５４岁，左尺骨骨折不愈合７年入院，患
者７年前因外伤致左尺骨骨折，在当地医院行“切开复
位钢板内固定术”，现仍感骨折局部疼痛而入我院。Ｘ
线见骨折不愈合，断端硬化。手术予“断端清理，髓腔

再通，浓缩自体骨髓复合纤维蛋白胶填充，重建钢板内

固定术”，术后定期复查，骨不连已愈合（见图３～４）。

图１　病例１术前 Ｘ片见胫
腓骨粉碎性骨折

图２　病例１术后２年拆除
内固定物后见骨缺损

愈合良好

图３　病例２术前Ｘ片见尺骨骨折骨不连，固定欠牢固

图４　术后１２月拍片见骨折已愈合

３　讨　论
　　ＭｏｔａｖａｌｌｉＭ等［３］发现骨髓是拥有骨传导和骨诱导

活性的骨祖细胞组织，将骨髓在特定的反应器中培养

后，可较好的表达骨髓基质干细胞的表型，且能修复骨

缺损。自体骨髓注射治疗骨缺损、骨不连的方法有来

源广泛、不受手术部位软组织条件限制、创伤小等优

点。ＨｅｒｎｉｇｏｕＰ等［４］将自体骨髓浓缩后注入胫骨骨不

连部位，证明其成功率与移植骨髓中基质干细胞的数

量有关，不经浓缩处理，不能达到治疗骨不连的效果。

目前骨组织工程所需的种子细胞多采用体外培养扩增

方法，不能及时使用，且体外培养可能受到各种微生物

的污染，所加培养液使用异种血清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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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５］。近年来对骨髓基质干细胞进行了不少的研

究，干细胞的成骨作用得到了肯定。ＫｒｅｔｌｏｗＪＤ等［６］

将未培养的骨髓基质干细胞与纤维蛋白胶混合后种植

在多孔支架材料上，成功修复了大鼠颅骨缺损，证明了

不经培养、纯化及扩增，骨髓基质干细胞同样可提供治

疗作用的骨形成。ＣａｒａｌｌａＴ等［７］在术中通过磁选透明

质酸表面标志阳性的骨髓细胞来快速获得干细胞，直

接与支架材料复合移植修复了羊股骨缺损。磁选虽可

即刻得到“真正的”干细胞，但也存在潜在损伤细胞的

可能性。而使用浓缩技术，不需体外培养，可避免污染

及相关伦理学冲突，其临床实用价值在于其可通过无

创的技术及时、有效的获得足量的基质干细胞。

骨折愈合与干细胞的数量及活性有关，而干细胞

的数量与年龄、性别也有一定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

长，干细胞会逐渐减少，在青春期骨生长旺盛，骨髓中

的干细胞较多，青春期后随着生长停止而减少，但男性

下降较慢，而女性比较明显，这可能与绝经前后雌激素

水平下降而出现骨质疏松有关。ＺａｉｍＭ等［８］比较了

儿童（１～１２岁）、成人（２５～５０岁）、老人（＞６０岁）骨
髓中的干细胞形态、增殖潜力、多向分化能力、移植潜

能，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成脂、成骨、成神经细胞分化

潜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且长期培养对细胞活性

有不利影响，而浓缩技术可避免此不良影响。

本实验早期的动物实验证实，ＦＧ与骨髓有核细胞
相容性良好，为细胞提供了附着及生长所必需的支架，

细胞负载率高，可避免单纯骨髓注射时有核细胞浓度

下降［９］。而 ＦＧ本身也常用作诱导骨生长的支架材
料，ＷｏｌｔｅｒＴＰ等［１０］将ＦＧ与多孔生物陶瓷混合植入伴
有松质骨缺损的手外伤患者中，通过１５个月的Ｘ线及
功能随访，证实了这种复合材料的骨修复能力。Ｚｈａｎｇ
Ｌ等［１１］将骨髓基质干细胞自骨髓中提取后直接与 ＦＧ
混合，成功修复了ＳＤ大鼠的下颌骨缺损。ＦＧ可以促
进新的毛细血管网形成及胶原沉积，这也将有利于骨

形成［１２］。

应用浓缩骨髓治疗骨不连和骨缺损还需注意局部

的固定方式、血运及软组织覆盖。若存在内固定失效

的情况，可通过加用外固定或更换内固定的方式来解

决。本研究将浓缩骨髓有核细胞与 ＦＧ混合，通过 ＦＧ
将细胞驻留在需修复的局部，保证了细胞在局部有足

够数量发挥成骨作用［１３］。有２例骨不连患者治疗失
败，可能与此类患者初始损伤为开放性骨折，骨折端软

组织覆盖欠佳，且多次手术使局部血运破坏较大有关。

本组应用浓缩技术治疗骨缺损或骨不连，临床效

果好，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因此，我们认为该方法具

有临床实际价值：浓缩技术全部操作在手术室内完成，

保证了无菌、安全、无交叉感染；可以进行骨修复、促进

骨再生。目前，本临床研究仍存在样本量小的不足之

处，仍需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实验进一步证实其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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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血浆标本的保存温度与保存时间对胰岛素浓度的影响
薛金娥，汪长银，罗文静，崔坤炜

摘要：目的　探讨血浆标本的保存温度与保存时间对胰岛素浓度的影响程度。方法　取１８位患者的血液，分离
血浆并分成２５份，保存于由不同温度和时间组合的２５种环境条件下，分析其血浆胰岛素浓度与血浆标本的保存
温度、保存时间的关系。结果　①血浆的保存温度（Ｆ＝４．０，Ｐ＝０．０２３）与保存时间（Ｆ＝２７．３，Ｐ＝０．０００）对胰岛
素浓度的影响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且二者对胰岛素浓度的交互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Ｆ＝７．３，Ｐ＝０．００１）。②４
℃时，不同时间的胰岛素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０℃和３７℃时，不同时间的胰岛素浓度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③４℃时，不同保存时间的血浆相对于即时冷冻血浆胰岛素浓度的偏离度呈小范围水平
波动趋势；２０℃和３７℃时，随着时间增加，各标本胰岛素浓度的偏离度大都呈迅速下降趋势。结论　血浆标本
的保存温度与保存时间均是影响血浆胰岛素浓度的因素，低温是保持血浆胰岛素稳定性的最重要措施。

关键词：血浆标本；胰岛素；放射免疫分析；影响因素；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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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而分泌的一种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蛋白质激素［１］。

胰岛素不仅在调节糖的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

还参与调节脂肪代谢和蛋白质代谢等，它与人类的健

康与疾病有着密切关系［２－５］。在实验室中，准确地测

定空腹血浆胰岛素浓度水平以及口服葡萄糖后胰岛素

释放试验情况下的血浆胰岛素浓度变化，对糖尿病的

分型与治疗方案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红细胞

中存在胰岛素降解酶 （Ｉｎｓｕｌｉｎ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Ｅｎｚｙｍｅ，
ＩＤＥ），在标本溶血状态下，胰岛素降解酶释放入血，可
影响血浆胰岛素的活性，溶血的标本存放温度较高或

时间较长可显著影响血浆胰岛素浓度测定的准确

性［６－７］。本研究观察了非溶血标本的保存温度与保存

时间对胰岛素浓度的影响，发现在非溶血状态下，血浆

标本保存的温度与持续时间仍然是影响血浆胰岛素浓

度水平的重要因素，报道如下。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７１湖北省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核医学科
通讯作者：汪长银，Ｅｍａｉｌ：ｃｈａｎｇｙｉｎｗａｎｇ＠ｒｏｃｋｅ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检测材料
１１１　标本的来源　血浆标本来自本院进行葡萄糖
耐量试验和胰岛素释放试验的门诊患者，其中男性１３
例，女性５例，年龄２１～７９岁，平均年龄５１．９岁。所
有患者在２周内均未使用过任何药物。
１１２　标本的采集　患者隔夜空腹。首先，采取空腹
血液标本适量，之后在５ｍｉｎ内口服８２．５ｇ的一水葡
萄糖粉制成的葡萄糖水溶液约３００ｍｌ，于口服葡萄糖
后３０ｍｉｎ、６０ｍｉｎ、１２０ｍｉｎ、１８０ｍｉｎ时分别采血适量置
于肝素锂抗凝管中，用于葡萄糖耐量试验和胰岛素释

放试验。血标本的采集在同一上午完成。选择血管较

粗的患者，在常规采血的基础上，在需要的时间点多采

取血液２ｍｌ，作为备选标本。采取的全血标本立即置
于冰箱４℃冷藏保存。
１１３　标本的处理　同一患者的所有标本采集完毕
后，以转速１５００ｒ／ｍｉｎ在４℃低温下离心５ｍｉｎ。肉眼
观察血浆颜色，在保证葡萄糖耐量试验和胰岛素释放

试验标本用量的前提下，选择血浆清澈、无肉眼溶血且

血浆量较多的血液标本用于实验研究。选择患者空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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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与１８０ｍｉｎ时的血浆各２．５ｍｌ混合并混匀，选择
患者３０ｍｉｎ时的血浆与１２０ｍｉｎ时的血浆各２．５ｍｌ
混合并混匀，选择患者的３０ｍｉｎ时的血浆与６０ｍｉｎ时
的血浆各２．５ｍｌ混合并混匀。仅同一患者的血浆允
许混合，一份 ５ｍｌ的混合血浆标本作为患者的一份
“原始标本”用于实验研究。为避免从同一患者过多

地采取血液标本，同一患者仅提供一份“原始标本”。

从５ｍｌ的“原始标本”中分别取１５０μｌ的样品共２５
份，分别置于 ０．５ｍｌ规格的冷冻管中并合上冷冻管
盖，其中１份样品即时保存于 －２０℃冷冻冰箱内，另
外２４份样品分别在４℃、２０℃、３７℃状态下分别放置
３ｈ、１ｄ（２４ｈ）、２ｄ（４８ｈ）、３ｄ（７２ｈ）、４ｄ（９６ｈ）、５ｄ
（１２０ｈ）、６ｄ（１４４ｈ）、７ｄ（１６８ｈ），待达到放置要求后
分别保存于－２０℃的冷冻冰箱内，第８天室温下解冻
后离心并及时测量。４℃环境：标本存放于冰箱冷藏
柜，温度设置为４℃；２０℃环境：标本存放于化学发光
实验室，空调温度设置为２０℃，实验期间空调处于不
间断运行状态且室外昼夜温度均大于１８℃；３７℃环
境：标本存放于３７℃恒温水浴箱中，水浴箱外的昼夜
温度接近于室温。

１１４　标本的分组　根据测量的 －２０℃即时冷冻血
浆的胰岛素浓度，将１８位患者均分为３组：低值组，９
ｍＵＩ／Ｌ＜胰岛素浓度≤２５ｍＵＩ／Ｌ；中值组，２５ｍＵＩ／Ｌ＜
胰岛素浓度≤６５ｍＵＩ／Ｌ；高值组，６５ｍＵＩ／Ｌ＜胰岛素浓
度≤１７６ｍＵＩ／Ｌ。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试验仪器与试剂　标本的保存使用０．５ｍｌ规
格的冷冻管，海尔冰箱，电热恒温水浴箱（上海精宏实

验设备有限公司，ＤＫ６００型）。标本的处理使用大容
量低温离心机（安徽中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ＫＤＣ
２０４６型）。标本的测量使用 γ射线测量仪（安徽中佳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ＧＣ１２００型）。胰岛素放射免疫测
量试剂盒由北京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１２２　标本的测量　以放射免疫分析法测量血浆胰
岛素浓度。使用相同批号的胰岛素放射免疫试剂盒。

由于标本数较多，为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采取分批

测量的方式，每个批次的测量均建立标准曲线，每批测

量的血浆标本均为１５０份，并且来自同一“原始标本”
的经过不同处理的标本均在同一批测量。测量前检查

ＧＣ１２００γ测量仪多探头的一致性，设置每份样品的测
量时间为３０ｓ。血浆样品的使用量为１００μｌ。严格按
照说明书要求，加样、混匀、温浴、离心分离、沉淀、抽取

上清液，最后测量标本的浓度。

１２３　偏离度的计算　以每一份“原始标本”的即时
冷冻血浆的胰岛素浓度作为标准浓度，以来自同一份

“原始标本”的由３种温度条件和８种保存时间构成的
各种组合条件下的血浆标本的胰岛素浓度作为实验浓

度，按照下面的公式计算各标本的实验浓度相对于标

准浓度的偏离程度。

偏离度（％）＝［（实验浓度 －标准浓度）／标准浓
度］×１００；偏离度为正表示实验浓度高于标准浓度，偏
离度为负表示实验浓度低于标准浓度。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分析数据。
采用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模型（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ｅｉｓｓ
ｅｒ法校正）分析血浆标本的胰岛素浓度的影响因素，
并分别比较了３种温度条件下血浆标本在不同保存时
间之间的差异；不同温度间血浆胰岛素浓度的比较、各

种保存条件下的血浆与即时冷冻血浆的胰岛素浓度的

比较采用配对比较的ｔ检验。检验水准 α＝０．０５，Ｐ＜
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血浆胰岛素浓度与标本保存时间的关系　由表
１可见，４℃时，不同保存时间的血浆胰岛素浓度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Ｆ＝１．３，Ｐ＝０．２７８）；２０℃时，不同保
存时间的血浆胰岛素浓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Ｆ＝
１２．６，Ｐ＝０．００２）；３７℃时，不同保存时间的血浆胰岛
素浓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Ｆ＝１５．９，Ｐ＝０．００１），血
浆胰岛素浓度随着时间增加而逐渐下降。

表１　不同温度时血浆标本的胰岛素浓度与标本保存时间的关系（ｘ±ｓ，ｍＵＩ／Ｌ）

时间
４℃

低值 中值 高值

２０℃
低值 中值 高值

３７℃
低值 中值 高值

３ｈ １５．８±５．６ ４９．２±１１．３ １１５．８±３８．５ １５．９±５．７ ４７．０±１１．９ １０９．８±４１．３ １５．０±５．５ ４４．５±１０．８ １０４．２±４２．１
１ｄ １６．１±６．０ ４７．２±１０．０ １１７．４±４１．４ １５．３±６．０ ４１．４±８．５ １００．２±３７．８ １４．４±５．７ ３８．２±６．４ ９８．６±４４．９
２ｄ １６．１±６．０ ４７．８±１０．８ １１５．２±４２．７ １３．４±５．１ ３８．３±９．８ ９７．７±３７．４ １１．９±４．３ ３０．９±７．２ ７８．６±３８．６
３ｄ １６．９±６．４ ４９．２±９．９ １１８．４±４０．３ １２．７±５．０ ３５．８±１２．０ ９１．５±３５．５ １０．９±３．７ ２５．０±５．９ ５７．１±３０．８
４ｄ １６．５±５．９ ４６．３±９．９ １１７．１±４４．０ １１．４±４．５ ２８．４±１１．０ ６０．１±１７．１ ９．６±３．０ １９．４±３．８ ３７．３±１４．１
５ｄ １６．２±５．８ ４７．９±１０．５ １１６．２±３９．９ １０．４±３．８ ２３．５±１３．４ ２８．１±２２．８ ８．９±２．７ １５．２±３．３ ２３．５±６．６
６ｄ １５．６±５．５ ４６．５±９．５ １１９．１±４２．２ ６．１±２．８ １７．５±１４．８ １９．９±２１．８ ７．１±２．４ １２．２±２．７ １５．３±４．０
７ｄ １５．７±５．５ ４８．０±１０．３ １１８．７±４２．１ ５．１±２．８ １５．２±１４．２ １６．４±２１．２ ６．１±２．４ １０．１±３．１ １０．０±３．８
Ｆ值 １．３２１ １２．６３１ １５．９２８
Ｐ值 ０．２７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２２　血浆胰岛素浓度与标本保存温度的关系　由表１
可见，随着温度的增加，低值、中值、高值组血浆胰岛素

浓度均呈逐渐下降的趋势，３７℃血浆胰岛素浓度下降
得比 ２０℃更多。３７℃与 ２０℃比较，低值组（ｔ＝
２．６０８，Ｐ＝０．０１２）、中值组（ｔ＝５．１２３，Ｐ＝０．０００）、高值

组（ｔ＝５．２３０，Ｐ＝０．０００）的血浆胰岛素浓度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

２３　各保存条件下的血浆与即时冷冻血浆胰岛素浓
度的比较　即时冷冻血浆胰岛素浓度：低值组为
（１６．３±５．８）ｍＵＩ／Ｌ，中值组为（４８．１±１０．７）ｍＵ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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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组为（１１８．６±４０．７）ｍＵＩ／Ｌ。４℃时，血浆标本保
存３ｈ、１ｄ、２ｄ、３ｄ、４ｄ、５ｄ、６ｄ、７ｄ的胰岛素浓度与
即时冷冻血浆胰岛素浓度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１．６４７～１．２２９，Ｐ＝０．１１８～０．６６５）；２０℃时，血
浆标本保存３ｈ的胰岛素浓度与即时冷冻血浆胰岛素
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１．９７６，Ｐ＝０．０６５）；２０
℃时血浆标本保存时间大于３ｈ的各组以及３７℃时
不同保存时间的各组的胰岛素浓度与即时冷冻血浆胰

岛素浓度之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４．９９７～－２．９８３，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
２４　血浆胰岛素浓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重复测量数
据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血浆标本的保存时间对胰岛

素浓度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Ｆ＝２７．３００，Ｐ＝
０．０００），血浆标本的保存温度对胰岛素浓度的影响具
有统计学意义（Ｆ＝４．０４９，Ｐ＝０．０２３），而且血浆标本
的保存温度与保存时间对胰岛素浓度的交互影响具有

统计学意义（Ｆ＝７．３２５，Ｐ＝０．００１）。
２．５　血浆胰岛素浓度的偏离程度分析　不同温度条
件下，各组血浆标本的胰岛素浓度相对于即时冷冻血

浆胰岛素浓度的偏离度与血浆保存时间的关系如图１
（见封三）所示。图１可见，４℃时，不同时间的各组血
浆标本的胰岛素浓度的偏离度在±３．３５％小范围内水
平波动；２０℃和３７℃时，随着标本保存时间的增加，
各组血浆标本的胰岛素浓度的偏离度均呈迅速下降趋

势，且中值组下降得比低值组快，高值组下降得比中值

组快。

３　讨　论
３１　放射免疫分析法与血浆标本的保存　目前，有多
种方法测量血液中胰岛素的含量，放射免疫分析法、化

学发光分析法、时间分辨荧光分析法、酶联免疫分析法

等均是临床上常用的测量胰岛素浓度的方法。其中，

放射免疫分析法是最早用于测量胰岛素浓度的经典方

法。１９５９年，美国科学家 ＢｅｒｓｏｎＳＡ等［８］建立了放射

免疫分析法，并首先用于血浆胰岛素浓度的测量。该

法的建立对内分泌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由

于结果准确且价格低廉，放射免疫分析法当前仍然被

广泛应用于胰岛素浓度的测定。但是，由于试剂中放

射性核素１２５Ｉ标记的胰岛素存在辐射衰变的特性，示踪
剂１２５Ｉ具有不稳定性，所以，每次测量都需要建立标准
曲线，不同批次的标准曲线不能通用。为了不大量浪

费标准品和相关试剂，在临床工作中，都是成批地测量

血浆样品的胰岛素浓度，单份标本的即时测量不具备

临床实用性。因此，放射免疫分析法测量血浆胰岛素

浓度必然存在血液标本的保存时间相对较长的问题。

在胰岛素释放试验中，标本的保存时间短则数小时，甚

至长达１周，这是放射免疫分析法的缺点。保证所保
存的血液标本的胰岛素活性的稳定是准确测量胰岛素

浓度关键，这也是相关操作者必需正确面对的现实问

题。

３２　非溶血的血浆标本的保存温度、保存时间对胰岛
素活性的影响　在血液中，胰岛素降解酶不仅存在于
红细胞中，红细胞外的血浆中也存在胰岛素降解酶［９］。

胰岛素降解酶可影响胰岛素活性［１０］。未发生溶血的

血浆中存在胰岛素降解酶是影响常规血液标本胰岛素

稳定性的基础因素。研究表明，血浆胰岛素浓度越高，

其受温度与时间的影响越大，其在２０℃与３７℃时随
时间增加下降得更迅速、下降幅度更大，这可能是胰岛

素浓度高时其胰岛素降解酶含量相应增高的结果。血

浆标本的保存温度、保存时间均是影响胰岛素稳定性

的因素，二者通过影响胰岛素降解酶的活性进而影响

胰岛素的稳定性，且二者存在协同作用。总体上看，随

着标本保存温度的逐渐升高（４～３７℃），胰岛素活性
逐渐降低；随着标本保存时间的逐渐延长（３ｈ～７ｄ），
胰岛素活性逐渐降低；３７℃时血浆胰岛素活性下降更
为明显，３７℃保存７ｄ的血浆胰岛素浓度均呈现大幅
度降低，一些血浆胰岛素浓度下降高达９０％。显而易
见，在“适宜”的温度下，长时间地保存血浆标本，即使

是非溶血的标本，其血浆胰岛素浓度也会明显地受到

影响，从而产生不准确甚至明显错误的结果。产生此

影响的原因正是在这种“适宜”的温度下，血浆中的胰

岛素降解酶高效发挥了催化胰岛素降解的作用，此时，

标本保存时间越长，这种降解胰岛素的作用就越久，血

浆胰岛素的浓度就会降低得越多。本研究表明，温度

是影响血浆胰岛素活性的重要因素。结果显示，４℃
时非溶血的血浆标本的胰岛素浓度相对于即时冷冻血

浆的标准浓度未呈现统计学差异，此时，时间因素并未

发生明显影响。有研究［６－７］认为：严重溶血的标本，４
℃时短时间保存，其胰岛素浓度也会下降。本研究的
结果与之不同，这可能是非溶血的标本中胰岛素降解

酶的含量远低于严重溶血标本的酶含量的缘故。这一

结果提示，不仅－２０℃的冷冻温度可有效抑制胰岛素
降解酶的活性，而且４℃的冷藏温度也可以部分抑制
血浆胰岛素降解酶的活性。而本实验选取的２０℃和
３７℃的温度条件均不利于抑制胰岛素降解酶的活性，
不利于保持胰岛素活性与浓度的稳定性。

因此，血浆标本的胰岛素活性在常温下缺乏稳定

性，常温下长时间地存放血浆必然会影响胰岛素的测

量结果。血液标本的尽早送检、尽早分离血浆并及时

测量有利于保证血浆胰岛素浓度的准确性。为保证血

浆标本胰岛素活性的稳定性，分离的血浆标本的长期

保存以－２０℃冷冻为宜，对于非溶血的血浆标本的短
期保存，选择４℃冷藏也能保证胰岛素测量值的准确
性。未分离血浆即冷藏以备用于复查的标本，因逐渐

发生溶血而不能保证胰岛素活性的稳定，存放时间较

长会失去作为备用标本的价值。这不仅对于放射免疫

分析法，而且对于化学发光法等其它测量法同样具有

参考价值，同时，也对临床护士采集的血液标本的及时

送检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下转第３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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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血清甲状腺抗体与甲状腺癌风险的相关性分析
张明峰，胡宇，周国艳，张玫，李双庆

摘要：目的　探讨甲状腺结节（ＴＮ）患者血清抗甲状腺自身抗体与甲状腺癌（ＴＣ）风险的关系。方法　甲状腺癌
的确诊是依据术后甲状腺组织的病理活检。测定８９８例甲状腺结节患者血清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ＴＰＯ
Ａｂ）、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ＴｇＡｂ）及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水平。使用回顾性队列分析法，采用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法分析各独立变量与ＴＣ的关系，并以相对危险度（ＯＲ）和９５％可信区间（９５％ＣＩ）来进行描述。结果　纳入
分析的８９８例 ＴＮ患者中，术后病理组织活检发现良性甲状腺结节患者 ６６２例（７６．４％），甲状腺癌 ２３６例
（２３．６％）。甲状腺癌的发生风险与血清ＴＰＯＡｂ及ＴｇＡｂ水平均呈正相关（ｒ值分别为１．０２８和０．９４０，ＯＲ值分别
为３．０３８和２．６９８，９５％ＣＩ分别为２．１２１～４．３５１及１．８９９～３．８３４），且男性和年龄＜３５岁等因素也与ＴＣ的发生
风险有较强的相关趋势。结论　在甲状腺结节患者中，血清ＴＰＯＡｂ及ＴｇＡｂ水平均与甲状腺癌的风险呈正相关，
两者在预测甲状腺结节良恶性方面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抗体；甲状腺癌；风险；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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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结节（ＴＮ）和甲状腺癌（ＴＣ）是内分泌系统
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一般人群中，通过触诊获得的甲

状腺结节患病率为３％～７％，而借助高分辨率 Ｂ超检
查获得的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为２０％ ～７６％［１］。甲

状腺结节中有５％ ～１５％的患者诊断为甲状腺癌［２］。

近年来我国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呈现增高的趋势。初步

判定甲状腺结节的性质是临床医生选择进一步诊断和

决定是否手术治疗所面临的首要问题。目前，判断甲

状腺结节的良恶性主要是依据患者病史、临床症状或

体征、高分辨率Ｂ超检查、细针穿刺抽吸活检、同位素
扫描以及医生的经验等进行诊断，而甲状腺相关实验

室检查与ＴＮ良恶性之间的关联尚未明确。抗甲状腺
过氧化物酶抗体（ＴＰＯＡｂ）及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ＴｇＡｂ）是重要的抗甲状腺自身抗体，其异常升高是临
床上诊断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ＡＩＴＤ），尤其是桥本
甲状腺炎（ＨＴ）的重要指标。而临床上并不伴有 ＨＴ
的分化型甲状腺癌（ＤＴＣ）、结节性甲状腺肿（ＮＧ）及甲
状腺腺瘤（ＴＡ）等患者亦可见血清 ＴＰＯＡｂ和／或 ＴｇＡｂ
异常。本文通过对查体及超声发现甲状腺结节并行甲

状腺手术的８９８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探讨ＴＮ

作者单位：６１００４１成都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全科医学科（张明
峰，李双庆）；内分泌代谢科（胡宇，周国艳）；实验医

学科（张玫）

通讯作者：李双庆，Ｅｍａｉｌ：ｈｘｊｋｌｓｑ＠ｓｉｎａ．ｃｏｍ

患者血清 ＴＰＯＡｂ、ＴｇＡｂ水平等与甲状腺癌风险的关
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自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１０年９月１
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门诊查体及超声发现甲状腺结

节并住院行甲状腺手术治疗的患者１０００例。排除标
准：①既往因甲状腺结节已行甲状腺部分切除术者；②
合并其他部位的肿瘤；③血清指标的测定是在行超声
检查或针吸活检１周内进行者；④使用抗甲状腺药物
或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１０００例甲状腺结节患者中，
８９８例纳入数据分析，其中男性１５５例（１７．３％），女性
７４３例（８２．７％），年龄（５８．５±３．９）岁。经术后病理诊
断为甲状腺癌者 ２３６（２３．６％）例，包括乳头状癌 １９８
例（微小乳头状癌４１例，滤泡型乳头状癌１０例，弥漫
硬化型乳头状癌 ２例），滤泡型腺癌 ５例，髓样癌 １２
例，未分化癌９例，非霍奇金淋巴瘤２例，嗜酸细胞癌１
例，另有９例患者同时合并２种不同类型的甲状腺癌
（乳头状癌合并髓样癌２例，乳头状癌合并未分化癌１
例，乳头状癌合并鳞状细胞癌６例）；而良性甲状腺结
节患者６６２例（７６．４％）。
１２　分析方法　甲状腺癌的诊断是根据患者术后甲
状腺病理组织活检结果确定。所有患者术前常规检测

血清三碘甲状腺原氨酸（Ｔ３）、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ＦＴ３）、甲状腺素（Ｔ４）、游离甲状腺素（ＦＴ４）、Ｔｇ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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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ＯＡｂ及甲状腺激素（ＴＳＨ）水平。血清 ＴＰＯＡｂ、ＴｇＡｂ
及ＴＳＨ水平的测定使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ＲＯＣＨＥＥ１７０），血清 ＴＰＯＡｂ及 ＴｇＡｂ的参考值分别
为＜３４ＩＵ／ｍｌ（≥３４ＩＵ／ｍｌ为阳性）和＜１１５ＩＵ／ｍｌ（≥
１１５ＩＵ／ｍｌ为阳性），血清 ＴＳＨ正常参考值为０．２７～
４．２ｍＵ／Ｌ，＜０．２７ｍＵ／Ｌ定义为血清ＴＳＨ降低，＞４．２
ｍＵ／Ｌ定义为血清ＴＳＨ升高。纳入分析的患者所观察
项目包括：性别，初诊年龄，任何使 ＴＳＨ水平改变的药
物（包括抗甲状腺药物及甲状腺激素制剂），血清ＴＰＯ
Ａｂ、ＴｇＡｂ及ＴＳＨ水平。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ＳＰＳＳ
Ｉｎｃ．，Ｃｈｉｃａｇｏ，ＩＬ，ＵＳＡ）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ｘ±ｓ）来表示，计数资料使用百分比（％）表示；由于
血清ＴｇＡｂ、ＴＰＯＡｂ及ＴＳＨ水平为非正态分布，经对数
转化后仍有不呈正态分布者，故各组测定结果以中位

数（ｍｅｄｉａｎ，Ｍ）、第２．５、９７．５百分位数（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Ｐ），
用Ｐ２．５～Ｐ９７．５表示；采用 χ

２检验比较甲状腺良恶性结

节组间患者血清 ＴＰＯＡｂ及 ＴｇＡｂ阳性分布的差异性；
采用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法分析甲状腺癌与各自变
量（年龄、性别、血清 ＴＰＯＡｂ、ＴｇＡｂ及 ＴＳＨ水平）之间
的相关性；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甲状腺结节患者血清 ＴｇＡｂ、ＴＰＯＡｂ及 ＴＳＨ水
平　在纳入研究的 ８９８名患者中，伴甲亢者 ７９例
（８．８％），甲减２８３例（３１．５％）。甲状腺结节患者血
清ＴｇＡｂ和／或ＴＰＯＡｂ阳性者２４８例（２７．６％），阳性患
者中合并甲状腺癌者７７例（３１．０％）。甲状腺良恶性
结节患者血清 ＴｇＡｂ、ＴＰＯＡｂ及 ＴＳＨ水平测定结果见
表１。

表１　甲状腺良恶性结节患者血清ＴｇＡｂ、ＴＰＯＡｂ及ＴＳＨ水平测定结果

组别 例数
血清ＴｇＡｂ（ＩＵ／ｍｌ）

中位数 Ｐ２．５～Ｐ９７．５

血清ＴＰＯＡｂ（ＩＵ／ｍｌ）
中位数 Ｐ２．５～Ｐ９７．５

血清ＴＳＨ（ｍＵ／Ｌ）
中位数 Ｐ２．５～Ｐ９７．５

良性结节 ６６２ ２０．８２５ 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７ ５～６００ １．９１５ ０．００８～１４．８７７
恶性结节 ２３６ １３．８８０ １０．０００～１１３０．３８５ ９．３８ ５～６００ ２．１３５ ０．１３１～５４．８５７

２２　甲状腺良恶性结节患者 ２组间的血清 ＴｇＡｂ、
ＴＰＯＡｂ比较　甲状腺结节良性及恶性 ２组的血清
ＴｇＡｂ、ＴＰＯＡｂ的阳性例数及百分比见表２。使用 χ２检
验得出甲状腺良恶性结节之间血清 ＴｇＡｂ及 ＴＰＯＡｂ阳
性率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表２　甲状腺良恶性结节患者的血清ＴｇＡｂ
及ＴＰＯＡｂ阳性的分布情况（ｎ，％）

组别 例数
血清ＴｇＡｂ

阴性 阳性

血清ＴＰＯＡｂ
阴性 阳性

良性结节 ６６２ ５５５（６１．８） １０７（１１．９） ５６１（６２．５） １０１（１１．２）
恶性结节 ２３６ １５８（１７．６） ７８（８．７）ａ ２９５（３２．９） ７９（８．８）ａ

　　注：与良性结节组患者比较，ａＰ＜０．０１。

２３　甲状腺癌相关风险因素的分析　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表明，血清 ＴＰＯＡｂ及 ＴｇＡｂ水平与甲状腺癌呈
正相关（ｒ＝１．０２８及 ｒ＝０．９４，均 Ｐ＜０．０１），而血清
ＴＳＨ水平则与甲状腺癌无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５）。血
清ＴＰＯＡｂ及ＴｇＡｂ水平与甲状腺癌的相关性分别在考
虑了年龄、性别及血清 ＴＳＨ水平等因素后依然存在，
校正后的ＯＲ值分别为３．０３８（２．１２１～４．３５１）及２．６９８
（１．８９９～３．８３４），表明血清 ＴＰＯＡｂ及 ＴｇＡｂ阳性是甲
状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甲状腺癌的发生风险

与男性性别（ｒ＝０．３９２，Ｐ＝０．０５）及年龄 ＜３５岁（ｒ＝
０．４４７，Ｐ＝０．０５１）均有较强的相关趋势。详见表３。

３　讨　论
　　已有文献报道ＨＴ与ＴＣ的发生具有密切关系，ＨＴ
合并ＴＣ的发生率为０．５％ ～４５．７％，且 ＴＣ更多是出
现在ＨＴ的结节性病变而非弥漫性病变中，而 Ｇｒａｖｅｓ
病与ＴＣ（尤其是乳头状癌）并存的发生率为 ０％ ～
９％［３－９］。ＮａｒｉｋｏＯｈｍｏｒｉ等［７］对行高分辨率 Ｂ超检查
和甲状腺自身抗体检查的２１６７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
析，５２３例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的患者有２９（５．５％）例
经病理确诊为甲状腺乳头状癌（ＰＴＣ），明显高于抗体
阴性组（３．３％）。而超声检查发现，同时合并 ＨＴ的

ＰＴＣ患者结节高密度钙化的发生率要显著高于未合
ＨＴ的ＰＴＣ患者（Ｐ＝０．００６４），而前者出现沙粒小体
（ｐｓａｍｍｏｍａｂｏｄｉｅｓ）的比例要低于后者（Ｐ＜０．０００１）。
同样，ＫｏｎｔｕｒｅｋＡ等［８］对７５４５例行甲状腺切除术的患
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该研究表明，ＨＴ发生乳头状甲
状腺癌的概率是非ＨＴ患者的３倍，且前者发生一级淋
巴结转移的概率也是后者的４倍。

表３　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甲状腺癌相关风险因素

变量
以ＴｇＡｂ为自变量
校正ＯＲ值（９５％ＣＩ）

以ＴＰＯＡｂ为自变量
校正ＯＲ值（９５％ＣＩ）

血清ＴｇＡｂ 阴性 １．００
阳性 ２．６９８（１．８９９～３．８３４）

血清ＴＰＯＡｂ 阴性 １．００
阳性 ３．０３８（２．１２１～４．３５１）

年龄 ＞５５岁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５～５５岁 ０．９５７（０．６６６～１．３７５） ０．９２９（０．６４６～１．３３６）
＜３５岁 １．５６３（０．９９８～２．４４９） １．５３８（０．９８０～２．４１４）

性别 女性 １．００ １．００
男性 １．４８０（１．０００－２．１９１） １．４９１（１．００６～２．２１１）

血清ＴＳＨ水平 ＜０．２７ｍＵ／Ｌ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２７～４．２ｍＵ／Ｌ １．４２３（０．６７８，２．９８８） １．５３８（０．７２５～３．２６３）
＞４．２ｍＵ／Ｌ １．２７８（０．５７１～２．８６２） １．２７３（０．５６４～２．８７３）

　　ＴＰＯＡｂ是主要的甲状腺组织自身抗体，与甲状腺
组织的免疫性损伤密切相关，主要包括甲状腺刺激性

抗体（ＴＳＡｂ）和甲状腺刺激阻滞性抗体（ＴＳＢＡｂ）。其
与ＡＩＴＤ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可通过细胞介导和抗
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使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造成自身

免疫相关的甲减，是 ＡＩＴＤ重要的诊断和监测指标。
ＴｇＡｂ的靶抗原甲状腺球蛋白（ＴＧ）是一种由甲状腺上
皮细胞合成和分泌的可溶性的碘化糖蛋白，是 Ｔ３及
Ｔ４的生物合成前体，主要以胶体形式贮存于甲状腺滤
泡腔中。一般认为ＴＧＡｂ对甲状腺无损伤作用。但当
ＴＧＡｂ与ＴＧ结合后，可通过 Ｆｃ受体与结合的抗体相
互作用激活 ＮＫ细胞而攻击靶细胞，导致甲状腺细胞
破坏。ＴＧＡｂ还影响 ＴＧ抗原的摄取及加工，催化 Ｔ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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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可影响非显著性 Ｔ细胞抗原决定簇的自身免疫
反应，从而导致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发生恶化。血

清ＴＰＯＡｂ、ＴｇＡｂ水平的异常升高是临床上诊断 ＡＩＴＤ，
尤其是ＨＴ的特定标志。本研究发现，甲状腺良、恶性
结节在血清ＴＰＯＡｂ及ＴｇＡｂ阳性率的分布上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血清 ＴＰＯＡｂ及 ＴｇＡｂ水平与发生甲状腺
癌的风险呈正相关，其相关性在校正了年龄、性别和血

清ＴＳＨ水平等因素后依然存在，表明血清 ＴＰＯＡｂ及
ＴｇＡｂ是ＴＣ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与ＫｉｍＥＳ等［９］学者的

回顾性研究结论一致；另外，本研究还发现甲状腺癌的

发生风险与男性性别以及年龄 ＜３５岁等因素的相关
性尽管在统计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仍具有较强

的相关趋势，而 ＡｚｉｚｉＧ等［１０］学者的研究结果则显示

两者与甲状腺癌的风险有显著的相关性。与此相反，

ＢｏｅｌａｅｒｔＫ等［１１］的研究则发现在显性甲状腺结节中，

ＴＰＯＡｂ阳性与甲状腺癌的风险无显著相关。
ＴＳＨ是促进甲状腺生长及甲状腺素合成的重要激

素，其在血清中的水平反映了甲状腺功能的情况。我

国甲状腺癌诊疗指南已明确推荐 ＴＳＨ作为首要检查
项目之一，若 ＴＳＨ水平降低，则提示甲状腺结节具有
功能，而有功能的结节发生恶变的可能性较小。已有

研究表明，若甲状腺结节患者伴有血清 ＴＳＨ水平降
低，其结节为甲状腺癌的比例要低于伴有血清 ＴＳＨ水
平正常或升高的甲状腺结节患者［１２］。但本研究中并

未发现甲状腺结节患者基线血清 ＴＳＨ水平与甲状腺
癌有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５），这可能与本组研究样本
过少有关。

甲状腺疾病的分子学研究发现，在 ＴＣ和 ＡＩＴＤ的
组织中均有 ＡＫＴ信号通路的激活，ＡＫＴ１和 ＡＫＴ２在
ＴＣ和ＨＴ中的表达较周围正常甲状腺组织均有所增
加；而一些研究则发现，甲状腺癌及桥本甲状腺炎中均

有ＲＥＴ的Ｒａｓ／ＥＲＫ信号通路的激活以及 Ｐ６３蛋白的
过度表达，且前者可能增加先天性免疫及加速肿瘤进

展，后者可通过干预干细胞的分化过程而阻碍正常甲

状腺组织的表达［１３－１５］；也有研究表明，ＰＴＣ合并ＨＴ是
ＰＴＣ患者的有利预后因素，而ＲＥＴ／ＰＴＣ融合基因的表
达是ＨＴ患者合并 ＰＴＣ的标志之一［１６］。因此，这些研

究可以在分子病理层面来解释２种疾病之间可能存在
的关系，这似乎也与本研究发现的血清 ＴＰＯＡｂ、ＴｇＡｂ
水平与甲状腺癌风险的相关性有所联系。

本研究同时发现血清 ＴＳＨ水平与甲状腺癌的风
险无显著相关性，这与 ＡｚｉｚｉＧ等［１０］学者的研究结果

一致。但英国的一项大型前瞻性研究表明，在甲状腺

结节患者中低血清 ＴＳＨ水平与甲状腺癌风险降低呈
正相关［１１］，美国与意大利的回顾性研究也有类似发

现［１７－１８］。然而，本研究纳入的患者中有８．２％的患者
接受了抗甲状腺药物或甲状腺激素替代的治疗，从而

导致血清ＴＳＨ水平有所改变，这可能影响其与甲状腺
癌的关联性分析。

综上所述，在甲状腺结节患者中，血清 ＴＰＯＡｂ、
ＴｇＡｂ水平与甲状腺癌的风险呈正相关，并且是其独立
的危险因素，提示血清 ＴＰＯＡｂ、ＴｇＡｂ水平在预测甲状
腺癌上具有一定临床意义。但限于本研究为回顾性研

究，且病例数有限，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倚，因此，血

清ＴＰＯＡｂ及ＴｇＡｂ水平是否可作为判断甲状腺癌的预

测指标尚需大样本前瞻性试验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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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老年症状性椎动脉狭窄患者认知功能研究
袁艳蓉，梁丽贞，严永兴，陈涛，沈咏慧，钟长扬

摘要：目的　探讨老年症状性椎动脉狭窄患者认知功能及血管内支架成形术后认知功能、情感变化及其可能机
制。方法　２２例经药物治疗无效的老年症状性椎动脉狭窄并行血管内支架成形术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分别
在支架成形术前及术后１、３、６、１２个月，应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ＭｏＣＡ）量表对患者进行认知评估，同时采用汉密
尔顿（ＨＡＭＤ）抑郁、焦虑量表对患者进行情感评估。结果　术前５４．５％患者存在认知障碍；抑郁、焦虑发生率分
别为２７．３％、５４．５％。术后各时间点与术前比较，ＭｏＣＡ总分、交替连线试验、复制立方体、画钟、延迟回忆测评得
分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ＨＡＭＤ抑郁、焦虑量表评分降低（Ｐ＜０．０１）。结论　老年症状
性椎动脉狭窄患者存在认知缺损及情感障碍，血管内支架成形术可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及抑郁、焦虑情绪。

关键词：症状性；椎动脉狭窄；血管成形术；支架；认知；抑郁；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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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供血动脉狭窄与认知功能关系密切，脑供血动
脉狭窄的改善不仅在脑卒中的预防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同时可提高患者的认知功能［１－２］，但目前大部分是

关于前循环系统动脉狭窄与认知功能关系的研究，发

现无论是颈动脉内膜剥脱术还是血管内支架成形术

（ｓｔｅｎｔ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ＳＡＡ）治疗颈动脉狭窄均可
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３］。然而，对于后循环系统动脉

狭窄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关注较少。本文回顾性

分析２２例经药物治疗无效的老年症状性椎动脉狭窄
患者的认知功能、情感障碍情况及血管内支架成形术

治疗后对其认知功能、情感变化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患者均符合本课题组既往研究［４－５］

的ＳＡＡ成形术适应证、禁忌症。２２例于 ２００８年 ５
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期间在我科住院的老年症状性椎动
脉狭窄患者，入院前均在进行卒中危险因素控制、抗血

小板聚集、他汀稳定斑块等治疗。其中男性９例，女性
１３例，年龄６５～７８岁，平均（７２．３±３．８）岁。ＤＳＡ检

基金项目：浙江省杭州市科技局科技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１２
０５３３Ｑ０７）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９浙江省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梁丽贞，Ｅｍａｉｌ：ｌｉａｎｇｌｚ１２＠１６３．ｃｏｍ

查示：１９例椎动脉开口部狭窄，３例 Ｖ４段狭窄。所有
患者均符合ＳＡＡ成形术标准并签字同意接受手术，手
术成功率为 １００％。术前平均动脉狭窄率为 ６５％ ～
９５％，平均（８２．５±９．２）％，术后即时测定动脉狭窄率
为０～１０％，平均（３．７±３．５）％，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１２　术前、术后治疗　术前３ｄ，口服拜阿司匹林１００
ｍｇ／ｄ和氯吡格雷７５ｍｇ／ｄ及阿托伐他汀２０ｍｇ／ｄ；支
架成形术后继续口服拜阿司匹林１００ｍｇ／ｄ，氯吡格雷
７５ｍｇ／ｄ，连续３个月，３个月后停用拜阿司匹林，氯吡
格雷７５ｍｇ／ｄ长期服用，所有患者均长期服用阿托伐
他汀２０ｍｇ／ｄ，同时控制其它卒中危险因素。
１３　评定方法
１３１　认知功能、抑郁、焦虑评估　使用蒙特利尔认
知评估量表（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ｏＣＡ）进
行认知评估。ＭｏＣＡ量表认知评定包括视空间执行能
力、命名、记忆、注意、语言流畅、抽象思维、延迟记忆、

定向力等８个认知领域，共３０个单项，总分３０分，得
分越高认知功能越好，ＭｏＣＡ量表评分，≥２６分为正
常，受教育年限≤１２年则加 １分。采用 １７项版本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抑郁量表（ＨＡＭＤ），评定患者的抑郁障碍程
度。项目采用０～４分的 ５级评分法，总得分范围是
０～６８分，分数越高说明抑郁障碍越重。总分 ＜７分
为正常，７～１７分为可能有抑郁症，总分在１８～２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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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确诊抑郁症，总分＞２４分时为严重抑郁症。同时
采用１４项版本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焦虑量表（ＨＡＭＡ），评定患者
的焦虑障碍程度。项目采用０～４分的５级评分法，总
得分范围是０～５６分，分数越高说明焦虑障碍越重。
总分＜７分无焦虑症状，７～１３分为可能有轻度焦虑
症状，总分在１４～２０分时肯定有焦虑症状，总分 ＞２０
分时为焦虑症状严重。评估在神经心理专家的监督下

由经过统一培训和考试合格的测评员完成。认知评估

分别在ＳＡＡ术前１ｄ、术后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１２
个月时进行，选择在同一时间、同一安静地点由同一测

评员完成。

１３２　卒中复发评估　术后随访 ＴＩＡ、卒中发作情
况、并行头颅ＣＴ／ＭＲＩ检查观察卒中复发率。
１３３　狭窄血管血流速度测算　采用经颅多普勒
（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Ｄｏｐｐｌｅｒ，ＴＣＤ）进行评定，以病变血管狭
窄部位的最大平均血流速度（Ｍｅｄｉ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ｍ）作
为评价指标，分别于术前、术后第１个月、３个月、６个
月、１２个月时进行评定。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两样本

均数比较采用 ｔ检验，多个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ＭｏＣＡ、ＨＡＭＤ、ＨＡＭＡ评分比较　术前 ＭｏＣＡ总
评分为２５．００±２．７３，其中有１２例患者（５４．５％）低于
２６分的正常标准；术后各时间点与术前比较，ＭｏＣＡ总
分测评均升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随
着时间延长，ＭｏＣＡ评分逐渐增高，其中术后１２月与
术后１个月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
后１月与术前比较，ＭｏＣＡ交替连线试验、复制立方
体、画钟、延迟回忆测评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而术后３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与术前比
较差异更明显（Ｐ＜０．０１），术后各时间点相互比较，
ＭｏＣＡ交替连线试验、复制立方体、画钟、延迟回忆测
评得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命名力、注
意力、句子复述、语言流畅性、抽象力、定向力在术前、

术后各时间点的测评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老年症状性椎动脉狭窄患者ＳＡＡ术前、术后各时间点认知功能评分比较（ｘ±ｓ）

测评项目 术前 术后１个月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ＭｏＣＡ总分 ２５．００±２．７３ ２６．８２±１．９９ａ ２７．３６±１．６８ａ ２７．５９±１．５０ａ ２７．９５±１．５０ａｃ

交替连线试验 ０．４１±０．５０ ０．７３±０．４６ｂ ０．７７±０．４３ａ ０．７７±０．４３ａ ０．７７±０．４３ａ

复制立方体 ０．４５±０．５１ ０．７７±０．４３ｂ ０．８２±０．３９ａ ０．８６±０．３５ａ ０．９１±０．２９ａ

画钟 １．４５±０．８０ １．８６±０．７１ｂ ２．００±０．６２ａ ２．１４±０．６４ａ ２．２３±０．６１ａ

命名力 ２．７３±０．４６ ２．７３±０．４６ ２．７７±０．４３ ２．７３±０．４６ ２．７３±０．４６
注意力 ５．１８±０．８０ ５．４６±０．７４ ５．５５±０．６７ ５．４５±０．６７ ５．５０±０．６０
句子复述 １．８６±０．３５ １．８６±０．３５ １．９１±０．２９ １．９５±０．２１ １．９５±０．２１
言语流畅性 ０．７７±０．４３ ０．８２±０．３９ ０．８２±０．３９ ０．８２±０．３９ ０．８６±０．３５
抽象力 １．８２±０．４０ １．７７±０．４３ １．７７±０．４３ １．８２±０．３９ １．８２±０．３９
延迟回忆 ３．９１±０．８１ ４．４５±０．６７ｂ ４．５５±０．６７ａ ４．５９±０．５９ａ ４．６４±０．５８ａ

定向力 ５．５９±０．５９ ５．５５±０．６７ ５．５９±０．５９ ５．６４±０．５８ ５．７７±０．４３

　　注：与术前比较，ａＰ＜０．０１；与术前比较，ｂＰ＜０．０５；与术后１个月比较，ｃＰ＜０．０５。

　　术前 ＨＡＭＤ、ＨＡＭＡ评分分别为 １５．０９±４．８５、
１５．７３±６．８９，其中术前有６例患者 ＨＡＭＤ评分大于
１８分，１２例患者ＨＡＭＡ评分大于１４分，术前抑郁、焦
虑发生率分别为２７．３％、５４．５％；术后各时间点与术前
比较，ＨＡＭＤ、ＨＡＭＡ测评分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术后各时间点相互比较，ＨＡＭＤ、
ＨＡＭＡ评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２。

表２　老年症状性椎动脉狭窄患者ＳＡＡ术前、术后
各时间点ＨＡＭＤ、ＨＡＭＡ评分比较（ｘ±ｓ）

评分标准 术前 术后１个月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ＨＡＭＤ １５．０９±４．８５ １１．６４±４．４９ａ １１．１８±４．８４ａ １０．９０±５．１９ａ １０．８６±５．５３ａ

ＨＡＭＡ １５．７３±６．８９ １０．５０±４．３９ａ １０．０９±３．８５ａ １０．０５±４．２７ａ １０．００±４．８５ａ

　　注：与术前比较，ａＰ＜０．０１。

２．２　术后卒中复发　术后第７个月，１例 ＴＩＡ患者出
现症状复发，其他患者未出现卒中复发症状；所有患者

术后１２个月复查头颅 ＭＲＩ，１例患者出现新发的无症
状小梗死。

２．３　狭窄动脉血流速度　２２例患者均获得较满意的

椎动脉ＴＣＤ血流信号。术前、术后随访 １个月、３个
月、６个月、１２个月的 Ｖｍ（ｃｍ／ｓｅｃ）分别为：１０１．３±
９．３、５２．７±６．０、５４．８±５．９、５０．５±８．６、５２．０±５．７，结
果显示：术前各狭窄血管的 Ｖｍ均很高，术后明显下
降，血流速度在正常范围内；术前 Ｖｍ与术后各时间段
内Ｖ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术后各
时间点Ｖｍ均较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脑动脉狭窄是造成慢性低灌注状态的主要因素之
一，在慢性低灌注状态下，低灌注部位神经元由于供血

供氧不足，细胞的有氧代谢被抑制，无氧酵解途径代偿

性激活，神经元处于能量低下状态，有可能发生深穿支

动脉缺血，引起氧化应激、炎症反应等病理学改变，导

致患者认知能力下降，而当狭窄改善灌注增加时，细胞

代谢也随之改变［６］。本研究２２例老年症状性椎动脉
狭窄患者，ＭｏＣＡ总评分为２５．００±２．７３，低于２６分的
正常标准，其中有１２例（５４．５％）患者存在轻度认知障
碍，因此在治疗椎动脉狭窄时，也需要关注此类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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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功能。

传统的症状性椎动脉狭窄的治疗方法主要有内科

药物和外科手术治疗，但椎动脉狭窄即使接受正规的

药物治疗仍有较高的卒中再发风险，且临床预后不

佳［７－８］；而外科手术操作的复杂性和潜在的并发症，限

制了它的开展。近年来随着神经介入技术和介入材料

的进步，ＳＡＡ由于其手术创伤小、疗效确切已成为治疗
椎动脉狭窄的一种有效手段［９－１０］。本组对２２例症状
性患者经支架成形术，手术成功率为１００％，患者的临
床疗效显著，除临床症状改善外，患者的认知功能也得

到改善，术后各时间点 ＭｏＣＡ评分较术前明显改善
（Ｐ＜０．０１），对患者的视空间、执行功能及延迟回忆能
力改善明显（Ｐ＜０．０５，Ｐ＜０．０１）。随着时间延长，Ｍｏ
ＣＡ评分逐渐增高，术后１２个月较术后１个月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治疗效果具有延续性。
文献报道，颈动脉狭窄解除后，患者主要表现为执行功

能、记忆力、语言、视空间功能及注意力等认知功能改

善［１１］，两者对认知功能改善的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可

能与其不同的供血系统引起认知功能改善不一致有

关。椎－基底动脉系统又称后循环，主要供应大脑后
部，尤其是颞叶、海马、丘脑、小脑等区域血供，而颈动

脉系统又称前循环，主要供应眼部及大脑半球前部，额

叶、颞叶、顶叶及基底节等区域血供。

本研究发现，症状性椎动脉狭窄患者经 ＳＡＡ治疗
后认知功能出现改善，具体表现为视空间、执行功能及

延迟回忆功能、ＭｏＣＡ总分方面得分提高。考虑其可
能机制为：①大脑低灌注状态改善：既往很多研究证实
低灌注与认知损害相关［６，１２］。本研究通过对血管狭窄

段进行支架成形术，重建血管路径，改善脑血流供给，

提高脑组织灌注。本组２２例患者术前受累血管狭窄
程度平均为（８２．５±９．２）％，术后为平均（３．７±３．
５）％；在随访期内 ＴＣＤ监测血流动力学明显改善［５］。

②无症状脑梗死发生率降低：动脉狭窄 ＞５０％是脑梗
死的独立预测因素，重度动脉狭窄常常伴有微栓塞，导

致多发性小梗死灶形成。解除动脉狭窄在增加脑血流

量的同时，通过支架的覆盖还能有效地预防粥样斑块

脱落，降低因斑块脱落引起的卒中风险［１３］，减少脑梗

死发生，从而防止梗死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本组２２
例患者中，血管内支架成形术后随访发现１例患者术
后第７月出现ＴＩＡ发作１次，术后１２个月头颅ＭＲＩ发
现１例患者出现新发的无症状小梗死，卒中复发率较
低。

由于ＳＡＡ是一种有创治疗，与其他治疗手段相
比，患者对此项治疗的方法及注意事项了解甚少，加上

它作为一个“手术”，对患者来说是一种应激事件，或多

或少地都会对患者的情绪和心理造成影响。焦虑、抑

郁是心理应激最常见的负性情绪反应［１４］。本研究２２
例患者中，术前抑郁、焦虑发生率分别为 ２７．３％，
５４．５％，术后１个月的发生率均为１８．２％，术后各时间
点ＨＡＭＤ、ＨＡＭＡ评分较术前明显降低（Ｐ＜０．０１），而
术后各时间点评分无明显变化。表明经 ＳＡＡ治疗后，
患者的负性情绪得到纠正，这可能与术后患者应激反

应消除、临床症状得到改善、卒中复发率较低等因素，

使得患者的情感障碍得到好转有关。

综上所述，老年症状性椎动脉狭窄患者大多存在

认知及情感障碍，因此对于老年症状性椎动脉狭窄患

者的神经介入治疗，在关注躯体症状及神经影像学改

善之外，仍需重视患者的认知、情感等非躯体症状。其

中，ＳＡＡ除可降低卒中复发率外，还可改善老年症状性
椎动脉狭窄患者的视空间、执行功能及延迟回忆能力，

改善患者抑郁、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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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右美托咪定复合氯胺酮全麻运用于烧伤患者
削痂植皮术的可行性
朱志鹏，周红梅，张才军，于鹏

摘要：目的　探讨右美托咪定复合氯胺酮静脉全麻用于烧伤患者削痂植皮术的可行性。方法　择期拟行切痂植
皮术的体表烧伤患者３０例，ＡＳＡ分级Ⅱ或Ⅲ级，性别不限，年龄２５～５５岁，体重４５～８０ｋｇ。随机数字表法分为２
组（ｎ＝１５）：氯胺酮－异丙酚组（ＫＰ组）和氯胺酮－右美托咪定组（ＫＤ组）。２组分别以氯胺酮３２μｇ／（ｋｇ·ｍｉｎ）
复合异丙酚１２０μｇ／（ｋｇ·ｍｉｎ）或右美托咪啶０．１μｇ／（ｋｇ·ｍｉｎ）诱导，ＢＩＳ值≤６０时再以氯胺酮１６μｇ／（ｋｇ·
ｍｉｎ）分别复合异丙酚０～６０μｇ／（ｋｇ·ｍｉｎ）和右美托咪啶０～０．０３μｇ／（ｋｇ·ｍｉｎ）维持麻醉，术中维持ＢＩＳ值４０～
６０。分别于麻醉前、ＢＩＳ值≤６０时、切痂、取皮、植皮、手术结束等不同时间点观察血压、心率、ＰａＯ２、ＰａＣＯ２值。记
录睁眼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以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与ＫＤ组比较，ＫＰ组血压明显下降，
ＰａＣＯ２明显升高，ＰａＯ２明显降低；而ＫＤ组诱导后 ＨＲ短暂升高，呼之睁眼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明显缩短（Ｐ＜
０．０５）。结论　右美托咪定复合氯胺酮对削痂植皮术患者能够提供良好的循环、呼吸支持，且复苏效果好。
关键词：右美托咪啶；氯胺酮；烧伤；切痂植皮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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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胺酮由于镇痛作用强，还能够抑制全身炎症反
应，发挥抗炎效应［１］，常用于烧伤患者切痂植皮术。但

是合用异丙酚时呼吸抑制作用增强。右美托咪定是高

效、高选择性的肾上腺素 α２受体激动药，具有抑制交
感神经活性、镇痛、镇静和无呼吸抑制的特点［２］，临床

常复合各种药物用于全身麻醉［３－５］。本研究拟观察右

美托嘧啶复合氯胺酮静脉麻醉用于严重烧伤患者切痂

植皮手术的可行性，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已获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患者及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择期拟行切痂植

皮术的体表烧伤患者３０例，ＡＳＡ分级Ⅱ或Ⅲ级，伤后
５～１０ｄ，性别不限，年龄２５～５５岁，体重４５～８０ｋｇ，体
表烧伤总面积（ＴＢＳＡ）为 ３５％ ～８０％，Ⅲ度 ＴＢＳＡ
２３％～４１％，手术切痂植皮面积为全身体表面积的
２０％～３５％，入院后均进行补液、纠正酸中毒、预防感
染和防治多器官功能衰竭等综合治疗，术前均度过了

基金项目：嘉兴市科技局（２０１１ＡＹ１０４９２）
作者单位：３１４０００浙江省嘉兴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朱志鹏，Ｅｍａｉｌ：ｘｉａｏｚｈｕ７８１１２６＠１６３．ｃｏｍ

休克期，同时进行了气管切开并且清除气管中分泌物

和氧治疗。手术方式为烧伤焦痂切除自体微粒体皮移

植和异体皮覆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２组（ｎ＝１５）：
氯胺酮－异丙酚组（ＫＰ组）和氯胺酮 －右美托咪定组
（ＫＤ组）。
１２　麻醉方法　患者入室前３０ｍｉｎ肌注苯巴比妥钠
１００ｍｇ、东莨菪碱０．３ｍｇ。入室后即留置静脉，生理盐
水清理气道，气管切开处连接呼吸机吸氧４Ｌ／ｍｉｎ，常
规监测血压、心率、ＳＰＯ２、ＥＣＧ、ＢＩＳ，上肢桡动脉置管以
测压和采血样。ＫＰ组麻醉诱导以微泵输注异丙酚
１２０μｇ／（ｋｇ·ｍｉｎ）和氯胺酮３２μｇ／（ｋｇ·ｍｉｎ），待ＢＩＳ
值达到６０，以异丙酚０～６０μｇ／（ｋｇ·ｍｉｎ）和氯胺酮１６
μｇ／（ｋｇ·ｍｉｎ）维持全麻。ＫＤ组诱导则用静脉输注右
美托咪啶（１０１２２１３４，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０．１
μｇ／（ｋｇ·ｍｉｎ）１０ｍｉｎ，继以右美托咪啶０～０．０３μｇ／
（ｋｇ·ｍｉｎ）复合氯胺酮 １６μｇ／（ｋｇ·ｍｉｎ）维持麻醉。
根据手术需要，可单次追加氯胺酮１０μｇ／ｋｇ。术中根
据ＢＩＳ、血压、心率变化调整输注速度，维持血压及心
率变化在基础值 ±２０％以内，ＢＩＳ值达到４０～６０。所
有药物均稀释入５０ｍｌ注射器，输注采用 ＷＺ５０Ｃ２型
输注泵（ＢＢｒａｕｎ公司，德国）。术中记录呼吸频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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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频率≤１０次／ｍｉｎ无论有无呼吸抑制均辅助呼吸，
并且记录次数；并正确估计创面渗血情况，根据患者生

命体征调整输血、输液速度以维持有效循环血量的稳

定。若出现严重的低血压（ＭＡＰ＜８ｋＰａ）或心动过缓
（ＨＲ≤５０次／ｍｉｎ），则分别静注麻黄素５ｍｇ或阿托品
０．５ｍｇ。若高血压或心动过速则给予利喜定１０ｍｇ或
拉贝洛尔１０ｍｇ，分别记录发生率。手术结束前５～１０
ｍｉｎ停止药物输注，术后送麻醉恢复室，记录呼之睁眼
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出室时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１分
为烦躁，６分为深睡唤之不醒）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如口干、恶心、呕吐、躁动、多语、肌肉颤抖等）。

１３　检测指标　分别在麻醉前、ＢＩＳ值≤６０时、切痂、
取皮、植皮、手术结束等不同时间点记录 ＢＩＳ值，观察
ＭＡＰ、ＨＲ变化情况；取动脉血采用ＩＳＴＡＴ床边血气分
析仪（Ａｂｂｏｔｔ公司，美国）行血气分析，记录动脉血氧分
压、二氧化碳分压值。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计量
资料以（ｘ±ｓ）表示，组内不同时间点各指标的比较采

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成组 ｔ检验，计数
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资料　２组患者的性别构成、年龄、体重、
ＡＳＡ分级、手术麻醉时间、烧伤面积、输液量和出血量
等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
者围术期均未追加氯胺酮，各点监测ＢＩＳ值无差异性，
且围术期均未发生恶心、呕吐、口干、多语、肌肉颤抖等

并发症，ＫＰ组术后恢复期有１例（６％）出现躁动（Ｐ＞
０．０５）。
２２　血流动力学变化　与基础值比较，ＫＰ组 ＢＩＳ值
６０时ＭＡＰ明显下降，与ＫＤ组比较亦明显降低；而ＫＤ
组ＢＩＳ值６０时 ＨＲ明显升高，与 ＫＰ组比较亦升高明
显（Ｐ＜０．０５）。２组围术期未发现心动过缓，ＫＰ组有
２例（１３％）发生低血压，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１。

表１　２组体表烧伤患者围术期血流动力学比较（ｎｉ＝１５，ｘ±ｓ）

组别
ＭＡＰ（ｋＰａ）

诱导前 ＢＩＳ６０ 切痂 取皮 植皮 手术结束

ＨＲ（次／ｍｉｎ）
诱导前 ＢＩＳ６０ 切痂 取皮 植皮 手术结束

ＫＰ组 １２．３±２．２ １０．２±１．６ａ １３．１±２．２１２．７±２．５１２．４±１．６１２．３±１．４ ９８．３±１３．１ １０３．３±１３．２ ９１．７±１１．９ ９３．２±１２．３ ９８．９±１０．０ ９２．９±１０．４
ＫＤ组 １１．９±１．９ １２．７±１．８ｂ １２．１±１．８１１．９±１．７１１．４±１．４１１．３±１．３ ９８．０±１２．４１０８．９±１２．０ａ ８９．９±１１．１ ８７．８±１１．５ ９１．６±１１．０ ９１．０±１０．５

　　注：组内与诱导前比较，ａＰ＜０．０５；组间与ＫＰ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３　呼吸参数比较　２组围术期辅助呼吸次数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ＫＰ组ＰａＣＯ２＞５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１３３ｋＰａ）的例数有１２例（８０％），ＫＤ组３例（２０％），
Ｐ＜０．０５。与基础值相比，ＫＰ组 ＢＩＳ值６０、切痂时的

ＰａＣＯ２明显升高（Ｐ＜０．０５），组间与ＫＤ组比较增高明
显；ＢＩＳ值６０时至手术结束后的ＰａＯ２明显降低，与ＫＤ
组比较，ＢＩＳ值６０时至手术结束前的ＰａＯ２亦明显降低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体表烧伤患者围术期呼吸参数比较（ｎｉ＝１５，ｍｍＨｇ）

组别
ＰａＯ２

诱导前 ＢＩＳ６０ 切痂 取皮 植皮 手术结束

ＰａＣＯ２
诱导前 ＢＩＳ６０ 切痂 取皮 植皮 手术结束

ＫＰ组 ２５０±７７ １５２±４６ａ １６８±５３ａ １７５±５３ａ １５６±５２ａ １８７±６２ａ ４０±６ ５１±９ａ ４４±７ａ ４２±７ ４１±６ ３７±５
ＫＤ组 ２４４±５８ ２１４±７４ｂ ２１８±６６ｂ ２２１±６５ｂ ２１９±６１ｂ ２２８±５９ ３９±４ ３９±７ｂ ３７±５ｂ ３８±６ ３８±５ ３６±５

　　注：组内与诱导前比较，ａＰ＜０．０５；组间与ＫＰ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４　恢复期参数比较　与 ＫＰ组比较，ＫＤ组呼之睁
眼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明显缩短（Ｐ＜０．０５）。术后
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虽有所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３。

３　讨　论
　　右美托咪定通过作用于脊髓和蓝斑受体发挥镇
痛、镇静功能，通过对中枢交感功能的抑制降低交感神

经活性，减少中枢肾上腺素能的释放，从而降低血浆儿

茶酚胺水平，具有无呼吸抑制的特点。研究显示，氯胺

酮复合右美托咪定静脉麻醉常用于小儿心导管检

查［６］、体外碎石［７］、尿道手术［８］以及椎管内麻醉的镇

静［６］等方面，通过与氯胺酮优化结合，不仅可以达到完

善的镇痛、镇静效果，还可以提供稳定的血流动力学，

减少氯胺酮用量［７，９］，并降低其分泌物增加和术后躁动

等精神方面副作用［６］。常规以１μｇ／ｋｇ负荷剂量诱导
继而以０～２μｇ／（ｋｇ·ｈ）维持镇静，本研究结合预实
验结果采用此剂量范围的右美托咪定，与夏建国等常

用的异丙酚复合氯胺酮烧伤麻醉进行比较，术中维持

ＢＩＳ值４０～６０，以保证 ２组麻醉深度一致，具有可比
性。

表３　２组体表烧伤患者呼吸辅助次数
及恢复期参数比较（ｎｉ＝１５）

组别 辅助呼吸次数 呼之睁眼（ｍｉｎ） 定向力恢复（ｍｉｎ） Ｒａｍｓａｙ评分

ＫＰ组 ３．４±１．１ １２±２ ２５±５ ３．３±１．３
ＫＤ组 ２．６±１．０ ８±２ａ ２０±３ａ ２．４±１．２

　　注：组间与ＫＰ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ＴｏｂｉａｓＪＤ等［１０］的研究指出，单一运用右美托咪定

于侵入性操作不能够完全获得成功，需要加大剂量或

辅助其他麻醉药。张艳菊等［１１］也指出，随着剂量的加

大，并发症的发生率相应增加。对于大面积烧伤合并

呼吸道损伤的患者，为了避免吸入麻醉对呼吸道的再

次刺激，手术通常都是选择静脉全麻，此类手术疼痛剧

烈，应激程度高，机体内环境紊乱，多器官功能损伤，单

一药物大剂量静脉麻醉通常难以完成手术，且并发症

不能够得到有效控制，通常需要复合不同静脉麻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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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在复合麻醉中给予右美托咪定负荷剂量１μｇ／
ｋｇ，可引起短暂的高血压，反射性地降低ＨＲ，这是右美
托咪定直接激活血管平滑肌内的α２肾上腺素受体，产
生血管收缩作用的结果，随之导致低血压、心动过缓的

发生。本研究中右美托咪定复合氯胺酮全麻围术期血

压未见明显波动，可能与右美托咪定能够减少中枢肾

上腺素能流出，从而导致降低血浆儿茶酚胺水平有关，

间接消除氯胺酮的心脏刺激效果，二者合用提供了卓

越的血流动力学控制。而诱导期出现心率短暂升高，

ＭｃＶｅｙＪＤ等［１２］有类似报道，本研究中可能与氯胺酮作

用于烧伤应激有关，其原理有待进一步研究。ＫＰ组诱
导后血压降低，有２例（１３％）发生低血压，发生在诱导
后，可能由于异丙酚和氯胺酮的负荷剂量，以及药物的

作用高峰接近导致。

本研究中患者入室即气管造口吸氧，故术中未见

明显的氧饱和度下降，平均血氧分压始终≥１００
ｍｍＨｇ。而ＫＰ组血氧分压显著低于ＫＤ组，二氧化碳
分压大于５０ｍｍＨｇ占到了８０％，出现了氧分压降低、
二氧化碳蓄积的风险，但是２组辅助呼吸的次数相近，
故异丙酚复合氯胺酮可能主要影响了潮气量，而右美

托咪定对呼吸基本没有影响。ＲＭｅｓｔｅｒ等［１３］报道显

示，在对１６名婴幼儿心导管检查中联合使用氯胺酮和
右美托咪定有７例患儿动脉二氧化碳分压大于４５ｍｍ
Ｈｇ，可能与其负荷剂量过高，给药方式不同有关。本研
究采用安全剂量范围内的右美托咪定复合氯胺酮，可

能与α２受体激动剂对呼吸的影响小、与氯胺酮无协同
作用有关。

在本研究中，ＫＤ组的睁眼和清醒时间明显短于
ＫＰ组，原因可能与右美托咪定通过内源性睡眠通路发
挥镇静作用有关，使患者处于正常非快速动眼睡眠状

态，既安静合作，又能随时唤醒，并且无呼吸抑制效应，

以及可通过激动肾上腺素能受体，协同阿片类药物抑

制痛觉神经递质（如Ｐ物质）的释放而产生“节约镇痛
药物”的效应，节约了氯胺酮的用量，二者均有利于苏

醒。本研究结果与 ＳＫｏｒｕｋ等［７］的研究结果近似。２
组患者围术期均未追加氯胺酮，各点监测 ＢＩＳ值无差
异性，且围术期均未发生恶心、呕吐、口干、多语、肌肉

颤抖，仅ＫＰ组有１例出现躁动，可能与本研究病例数
较少有一定关系。

总之，右美托咪定复合氯胺酮对烧伤削痂植皮术

患者能够提供良好的循环、呼吸支持，并且有利于患者

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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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仑膦酸钠治疗糖皮质激素依赖的肾病综合征研究
程勇军，王文龙，李云生，柯颖杰，吴光华，林华志，戴再友，郝世军，郑丹

摘要：目的　探讨阿仑膦酸钠治疗糖皮质激素依赖的肾病综合征（ＮＳ）的效果及机制。方法　选取 ＮＳ患者６０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０例。对照组予以钙尔奇Ｄ片和阿法骨化醇，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给予阿仑膦酸钠。于治疗前、治疗３个月、６个月和１年时比较２组的血清 ＢＧＰ、ＢＡＬＰ、Ｃａ、Ｐ及 ＰＴＨ水平，测定
Ｌ２～４、股骨颈（Ｎｅｃｋ）和髋关节（ＩｎｔｅｒＴｒｏ）的 ＢＭＤ。结果　２组治疗３个月、６个月、１年时与治疗前比较，对照组
ＢＧＰ降低，ＢＡＬＰ、ＰＴＨ升高（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观察组ＢＧＰ高于对照组，ＢＡＬＰ、ＰＴＨ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治疗１年时与治疗前比较，对照组Ｌ２～４、ＩｎｔｅｒＴｒｏ水平均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Ｌ２～４、Ｎｅｃｋ、ＩｎｔｅｒＴｒｏ
的ＢＭＤ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阿仑膦酸钠治疗糖皮质激素依赖的ＮＳ可预防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
的发生，治疗中骨代谢指标及ＢＭＤ比较稳定，可能在于阿仑膦酸钠干扰了破骨细胞的信号转导并最终导致细胞
凋亡，维持了骨吸收与骨形成之间的稳态。

关键词：肾病综合征；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阿仑膦酸钠；骨钙蛋白；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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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糖皮质激素（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ＧＣ）是治疗肾病综合
征（ｎｅｐｈｒｏｔ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ＮＳ）最有效的首选药物，临床应
用时剂量较大［１ｍｇ／（ｋｇ·ｄ）］，远远超过生理剂量
（７．５ｍｇ／ｄ），而且很多患者必须长期甚至终生使用，
由此导致的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ｉｎ
ｄｕｃｅｄ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ＧＩＯＰ）及骨折一直是临床面临的难
题［１］，且骨折后常发生延迟愈合或不愈合，致残率极

高。目前，预防和治疗 ＧＩＯＰ多使用钙剂和阿法骨化
醇，但临床疗效不确切。近年来，抗骨吸收药阿仑膦酸

钠成为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研究的热点［２］，该药能够

抑制破骨细胞活性，减少骨吸收。国外一项近期的研

究表明［３］，在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方面，阿仑膦酸钠优

于阿法骨化醇。本文应用阿仑膦酸钠对本院需长期使

用ＧＣ的ＮＳ患者进行了双盲、随机、对照试验，同时测
定了患者雌激素水平和治疗前后骨钙蛋白（ｏｓｔｅｏｃａｌ

基金项目：温岭市科技局２０１０年第二批科技项目（２０１０２８３）
作者单位：３１７５００浙江省温岭市，温州医科大学附属温岭市第

一人民医院肾内科

通讯作者：程勇军，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ｇｙｊ６７７＠１２６．ｃｏｍ

ｃｉｎ，ＢＧＰ）和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ｂｏｎ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ａｌｋａ
ｌｉｎｅ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ＢＡＬＰ）的变化，以探讨阿仑膦酸钠对
ＧＩＯＰ的作用及其机制，为阿仑膦酸钠的临床推广提供
理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５月期间在本
院门诊及住院患者中选取 Ｎ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①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结果均符合 ＮＳ的诊
断标准；②初治ＮＳ患者，病情稳定，预期使用ＧＣ治疗
时间＞１年，治疗依从性好；③年龄１８～５０岁。排除
标准：①其他疾病或药物引起的继发性骨质疏松症；②
既往３个月内曾使用过性激素替代疗法、降钙素及二
膦酸盐者；③严重食管、胃肠道疾病或心、肺、肝、肾等
重要脏器功能不全的患者；④雌激素低下的绝经后妇
女；⑤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⑥精神疾患及不合作者。共
纳入符合条件的ＮＳ患者６０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０例。观察组中，
男性１１例，女性１９例；年龄３６～５０岁，平均（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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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岁；病史２个月～３年，平均（１２．０±２．６）个月；经
双能Ｘ线吸收法（ＤＸＡ）测骨密度值（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ｎ
ｓｉｔｙ，ＢＭＤ）显示：骨量减少６例，骨质疏松９例。对照
组中，男性１０例，女性２０例（７例为绝经女性）；年龄
３３～５０岁，平均（４１．８±３．７）岁；病史２个月～２．５年，
平均（１１．８±２．５）年；骨量减少７例，骨质疏松７例。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

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２组患者性别构成、年龄
分布、病程、骨质量等一般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给予患者必要的健康教育，包括合理
饮食（低盐、低脂膳食，多食乳制品、豆制品、虾类等食

物），尽量通过饮食增加钙元素摄入，戒掉不良生活习

惯（如饮酒、浓咖啡、浓茶、碳酸饮料、吸烟），适当日光

照射（每天＞３０ｍｉｎ），适当体育锻炼。药物治疗给予
钙尔奇Ｄ片（每片含元素钙６００ｍｇ，ＶｉｔＤ１２５ＩＵ，美国
惠氏产品）６００ｍｇ，每天早餐后服；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阿法迪三，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产品，０．２５
μｇ／粒）０．２５μｇ，每天早餐后与钙尔奇 Ｄ片同服。并
根据原基础病情需要继续使用糖皮质激素。

１２２　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另外给予阿仑膦
酸钠（福善美，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７０ｍｇ／片）
７０ｍｇ，每周１次，早晨空腹时以２００ｍｌ温开水送服，进
药后３０ｍｉｎ不能平卧和进食及服用其他药物。
１３　观察指标　于治疗前、治疗３个月、６个月和１
年时分别测定下列指标。①血清骨代谢指标：清晨空
腹抽取肘静脉血 ５ｍｌ，离心分离血清，分别测定血
ＢＧＰ、ＢＡＬＰ、钙（Ｃａ）、磷（Ｐ）及甲状旁腺激素（ｐａｒａｔｈｙ
ｒｏｉ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ＰＴＨ）水平。全自动酶标仪为西班牙

ＧＲＩＦＯＬＳ，全自动生化仪为罗氏７６００，以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ＥＬＩＳＡ）测定，ＢＧＰ试剂盒购自美国 ＤＳＬ公司，
ＢＡＬＰ试剂盒购自英国 ＩＤＳ公司，ＰＴＨ试剂盒购自晶
美生物工程公司。②ＢＭＤ：采用 ＤＰＸ．Ｂｒａｖｏ双能 Ｘ射
线骨密度仪（通用电气医疗系统有限公司）进行 ＢＭＤ
值测定，测定部位包括前后位第２、３、４腰椎（Ｌ２～４）、股
骨颈（Ｎｅｃｋ）和髋关节（ＩｎｔｅｒＴｒｏ）。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两独立样本的计量资
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等级资
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两变量之间相关性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血清骨代谢指标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骨代
谢指标比较如表１所示。治疗前，２组患者血清 ＢＧＰ、
ＢＡＬＰ、Ｃａ、Ｐ、ＰＴＨ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ｔ＝
０．１１～１．２０，Ｐ＞０．０５）。对照组治疗３个月、６个月、１
年时与治疗前比较，ＢＧＰ水平逐渐降低（ｔ＝３．０５，
５．１１，７．２６，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ＢＡＬＰ、ＰＴＨ水平逐
渐升高（ｔＢＡＬＰ＝３．１２，３．９６，５．２１，ｔＰＴＨ ＝３．５２，４．１７，
５．３０，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Ｃａ、Ｐ水平无明显变化
（ｔＣａ＝０．０９～０．５６，ｔＰ＝０．１２～０．６３，Ｐ＞０．０５）。观察
组治疗 ３个月、６个月、１年时与治疗前比较，血清
ＢＧＰ、ＢＡＬＰ、Ｃａ、Ｐ、ＰＴＨ水平均无明显变化（ｔ＝０．３６～
１．３１，Ｐ＞０．０５）。治疗３个月、６个月、１年时，观察组
血清 ＢＧＰ高于对照组相应时点水平（ｔ＝３．１２，５．２０，
７．５１，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ＢＡＬＰ、ＰＴＨ低于对照组
相应时点水平（ｔＢＡＬＰ＝３．０７，３．７２，５．３３，ｔＰＴＨ ＝３．２０，
４．１９，５．２４，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

表１　２组ＮＳ患者治疗前后血清骨代谢指标比较（ｎ，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ＢＧＰ（ｎｇ／ｍｌ） ＢＡＬＰ（Ｕ／Ｌ） Ｃａ（ｍｍｏｌ／Ｌ） Ｐ（ｍｍｏｌ／Ｌ） ＰＴＨ（ｐ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３０ 治疗前 １６．３８±６．０５ ２５．００±９．６０ ２．２５±０．３１ １．６２±０．２６ １５．５０±５．１１
治疗３个月时 １２．２３±５．８６ａ ３０．５６±１０．８５ａ ２．１７±０．２９ １．５７±０．２５ ２３．５２±８．５３ａ

治疗６个月时 ７．５０±３．１５ｂ ３３．０８±１１．６２ａ ２．１５±０．３０ １．６０±０．２７ ３１．４４±９．２８ａ

治疗１年时 ４．５２±１．５９ｂ ３７．３０±１２．０５ｂ ２．１０±０．２８ １．６１±０．２６ ５１．６０±１２．０２ｂ

观察组 ３０ 治疗前 １６．３８±６．０５ ２４．８６±８．９０ ２．２１±０．３０ １．６０±０．２３ １４．９６±５．２７
治疗３个月时 １５．２０±５．１２ｃ ２５．９２±９．０６ｃ ２．２４±０．２８ １．６１±０．２２ １６．３２±６．９６ｃ

治疗６个月时 １８．１０±６．２０ｄ ２５．０５±８．６９ｃ ２．２３±０．３２ １．６３±０．２５ １５．２７±６．１９ｄ

治疗１年时 １８．８６±６．８１ｄ ２４．３０±９．０２ｄ ２．２５±０．２９ １．６２±０．２３ １５．５４±６．００ｄ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ｃＰ＜０．０５，ｄＰ＜０．０１。

２２　ＢＭＤ　２组患者第２，３，４腰椎与股骨颈、髋关节
ＢＭＤ比较如表２所示。治疗前，２组患者 Ｌ２～４、Ｎｅｃｋ、
ＩｎｔｅｒＴｒｏ的ＢＭＤ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ｔ＝
０．００～０．２６，Ｐ＞０．０５）。对照组治疗１年时与治疗前
比较，Ｌ２～４、ＩｎｔｅｒＴｒｏ水平均降低（ｔ＝３．６１，ｔ＝３．００，
Ｐ＜０．０５）；２组其他各时点与治疗前比较，Ｌ２～４、Ｎｅｃｋ、
ＩｎｔｅｒＴｒｏ的ＢＭＤ水平均无明显变化（ｔ＝０．００～０．４１，
Ｐ＞０．０５）。治疗１年时，观察组 Ｌ２～４、Ｎｅｃｋ、ＩｎｔｅｒＴｒｏ
的ＢＭＤ水平均高于对照组相应时点水平（ｔ＝３．７１，
４．０２，３．９０，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美国一项调查显示，长期服用 ＧＣ是２０～４４岁年
轻人发生骨质疏松的最常见原因［４］。一项 Ｍｅｔａ分析
进一步提示：ＧＣ的累积剂量和髋骨、腰椎的骨密度丢
失强相关，而每日剂量与骨折的发生率强相关［５］。如

果长期每日口服泼尼松达到７．５ｍｇ，椎体骨折的风险
增加５倍以上，容易发生骨折，相对危险性为同龄对照
组的２倍以上［６］。然而，国内外临床医生对此类骨质

疏松的预防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英国一项研究显示，

长期应用 ＧＣ的患者同时进行骨质疏松防治的比例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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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４％［７］。而国内有关此类骨质疏松的防治性研究

更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表２　２组患者第２、３、４腰椎与股骨颈、
髋关节ＢＭＤ比较（ｎ，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Ｌ２～４ Ｎｅｃｋ ＩｎｔｅｒＴｒｏ

对照组 ３０ 治疗前 ０．８１±０．０８ ０．６５±０．０７ ０．５７±０．０６
治疗３个月时 ０．７９±０．０８ ０．６３±０．０６ ０．５５±０．０６
治疗６个月时 ０．７６±０．０９ ０．６０±０．０６ ０．５３±０．０５
治疗１年时 ０．７２±０．０７ａ ０．５６±０．０７ ０．５０±０．０５ａ

观察组 ３０ 治疗前 ０．８０±０．０７ ０．６６±０．０７ ０．５５±０．０６
治疗３个月时 ０．８１±０．０７ ０．６６±０．０６ ０．５８±０．０５
治疗６个月时 ０．８２±０．０８ ０．６６±０．０６ ０．６０±０．０５
治疗１年时 ０．８２±０．０７ｂ ０．６９±０．０７ｂ ０．６２±０．０６ｂ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骨强度与骨结构特性、骨材料性质、非矿化骨基质
蛋白含量、骨转换和骨矿化等因素有关，研究显示

ＧＩＯＰ可影响包括骨小梁容积、骨形成率、骨转换、骨矿
化、局部骨材料特性等在内的多个骨强度参数。基因

芯片研究显示，ＧＣ作用于动物骨组织中抑制成骨细胞
活性和抑制矿化的基因表达显著升高，主要影响２条
重要信号通路的基因表达，由骨细胞表达抑制骨组织

矿化的基因和作用于 Ｗｎｔ信号通路调控骨形成的基
因。从理论上讲应该以促进骨形成的药物为主来治疗

ＧＩＯＰ，但遗憾的是常用的氟制剂、他汀类调脂药物、雷
尼酸锶等促进骨形成的药物虽然能够促进骨的形成，

但骨折风险明显增大，严重的限制了其在临床中的应

用。目前常用钙剂和阿法骨化醇（维生素Ｄ）预防和治
疗ＧＩＯＰ，ＧＣ药理剂量虽能抑制肠钙吸收，但一般不影
响血清１，２５（ＯＨ）Ｄ３水平，大剂量 ＧＣ可抑制经肠钙
活性输送，但并不影响维生素Ｄ转变为２５（ＯＨ）Ｄ３及
１，２５（ＯＨ）Ｄ３的代谢物。有研究认为对维生素 Ｄ缺
乏妇女同时给予钙剂和维生素 Ｄ有效［７］，对不缺乏维

生素Ｄ的妇女是否需要补充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有的
报告发现骨折率反而增加。补充钙剂和维生素Ｄ的目
的是纠正钙缺乏状态，抑制甲状旁腺素的分泌，拮抗

ＧＣ所致的继发性甲状旁腺机能亢进，对长期大剂量应
用糖皮质激素患者的防治作用较弱，不能完全预防

ＧＩＯＰ［８］。
既然促进骨形成的药物及目前常用的钙剂和阿法

骨化醇制剂不能预防和治疗ＧＩＯＰ，那么抑制骨吸收的
药物成为预防和治疗 ＧＩＯＰ的另外一个途径。药理学
及临床实践表明，双膦酸盐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抗骨吸

收的药物。国外研究者对 ＧＩＯＰ患者给予双膦酸盐１
年，骨密度增加，骨吸收表面及破骨细胞数目减少［９］。

本研究中，观察组所选用的阿仑膦酸钠是新一代的氨

基二膦酸药物，近期的国际指南推荐使用阿仑膦酸钠

预防和治疗 ＧＩＯＰ［５］，其主要机制亦在于能够纠正 ＧＣ
所致的骨吸收与骨形成之间的稳态失衡。目前，在我

国采用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来验证阿仑膦酸钠对

ＧＩＯＰ作用的研究尚不多见，有限的临床试验表明阿仑
膦酸钠治疗ＧＩＯＰ的有效性，但非随机试验，缺乏对照，
而且，病例中有大量的绝经后妇女，未检测雌激素水

平，而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质疏松发病率很

高（阿仑膦酸钠最早是用于治疗绝经后妇女骨质疏

松），所以这些试验可能存在着较大误差，同时尚缺乏

作用机理的探讨。在本研究中，在纳入研究对象时，即

严格遵从随机、对照的设计原则，且排除绝经后妇女入

组。在观察指标的选择方面，亦主要选择骨吸收和骨

形成平衡的关键要素。骨生长的中心环节取决于成骨

细胞的功能状况，成骨细胞是合成骨钙蛋白的唯一场

所，ＢＧＰ是成骨细胞的分子标志物，血清 ＢＧＰ水平与
骨钙含量呈正相关，在活跃增殖期合成Ⅰ型胶原，在细
胞外基质成熟期合成 ＢＡＬＰ，在基质矿化期合成 ＢＧＰ。
ＢＧＰ在骨形成时合成（约１５％释放入血循环中），仅存
在于矿化的组织，故血清 ＢＧＰ可反映骨组织的合成状
况；另外，ＢＧＰ对钙离子具有高度亲和力，血清 ＢＧＰ水
平与骨钙含量呈正相关，可作为骨实际生长速度的血

清学指标［１０］。ＢＡＬＰ是一种由成骨细胞产生的细胞膜
相荚性酶，在骨矿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能较准确反映

机体成骨细胞功能状况，其水平的提高提示骨更新增

强和矿化不足。ＰＴＨ对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均具有一
定的刺激作用，且可激活肾脏的 α羟化酶，促使１，２５
（ＯＨ）Ｄ３合成增加，进而调节血钙浓度。ＰＴＨ释放增
加可导致血磷增加，引起继发 ＰＴＨ升高，导致骨转换
率升高，骨的分解和吸收作用增强。骨质量的监测指

标则通过仪器检测ＢＭＤ实现。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经ＧＣ治疗３个月、６

个月、１年时，ＢＧＰ水平逐渐降低，ＢＡＬＰ、ＰＴＨ水平逐
渐升高，Ｌ２～４、ＩｎｔｅｒＴｒｏ的 ＢＭＤ降低；而观察组治疗３
个月、６个月、１年时与治疗前比较，血清 ＢＧＰ、ＢＡＬＰ、
Ｃａ、Ｐ、ＰＴＨ水平及Ｌ２～４、Ｎｅｃｋ、ＩｎｔｅｒＴｒｏ的ＢＭＤ均无明
显变化，这表明阿仑膦酸钠对预防和治疗ＧＩＯＰ具有较
好的效果，这与类似研究［１２］结果是一致的。综合基础

研究及文献［１０－１３］观点，阿仑膦酸钠对预防和治疗

ＧＩＯＰ的作用机制可能在于：①阿仑膦酸钠被破骨细胞
吞噬后，经过一系列的生物化学反应最终可引起破骨

细胞凋亡；②干扰破骨细胞从骨基质接受骨吸收信号；
③抑制破骨细胞前提细胞的分化、募集和破骨细胞生
成。在其化学结构方面，阿仑膦酸钠是在羟乙磷酸二

钠的化学结构中用含氮分子替代侧链上的羟基，进一

步提高了双磷酸盐类药物与抑制骨吸收的能力与特异

性。

综上所述，对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的肾病综

合征患者给予阿仑膦酸钠治疗可有效预防 ＧＩＯＰ的发
生，治疗过程中患者血清 ＢＧＰ、ＢＡＬＰ、Ｃａ、Ｐ、ＰＴＨ等骨
代谢指标及ＢＭＤ比较稳定，其机制可能在于阿仑膦酸
钠干扰了破骨细胞的信号转导并最终导致细胞凋亡，

维持了骨吸收与骨形成之间的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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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入路腹膜前修补与疝环充填式修补术
治疗腹股沟疝的对比研究

郑晶晶，胡平，章平禄，邵初晓

摘要：目的　比较前入路腹膜前修补术与疝环充填式修补术的术后并发症、疗效。方法　回顾性研究４５３例
（４８９侧）腹股沟疝患者，分为腹膜前组和网塞修补组。腹膜前修补组２３０例（２４３侧），使用超普补片行前入路腹
膜前修补术。网塞修补组２２３例（２４６侧），采用网塞补片行疝环充填式修补术，２组性别、年龄、疝分型构成、合并
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比较２组的平均手术时间与术后的平均住院时间、尿潴留、疼痛、精索阴囊肿胀、积
液、异物感发生率和复发率。对所有患者进行术后随访，腹膜前修补组随访１８．１个月，网塞修补组平均随访１７．９
个月。结果　２组平均手术时间、平均住院时间、术后尿潴留、术后疼痛、精索阴囊肿胀、积液发生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均未见手术区域深部感染、补片异物反应、睾丸并发症、性功能异常等。腹膜前修补
组异物感发生率、术后复发率较网塞修补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前入路腹膜前修补术较疝
环充填修补术的异物感发生率、复发率低，是腹股沟疝较理想的手术方式。

关键词：腹股沟疝；疝修补术；腹膜前间隙；无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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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股沟疝是临床多见病，尤其好发于老年人，唯有
手术才能治愈。传统的有张力修补术中，Ｓｈｏｕｌｄｉｃｅ、
Ｂａｓｓｉｎｉ、Ｍｃｒｃｙ的术后复发率分别是 １５％、３３％和
３４％，欧洲疝学会的《成人腹股沟疝治疗指南》也提出
后２种手术方式已经过时。应用超普补片（ＵＬＴＲＡ
ＰＲＯＨｅｒｎｉａＳｙｓｔｅｍ，ＵＨＳＬ）经前入路腹膜前修补术和
应用网塞行疝环充填式修补术是２种被广泛采用的术
式，两者的手术范围、补片置入方式不一致，本文回顾

分析研究我院疝和腹壁外科中心自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 ６
月行经前入路腹膜前修补术２３０例和疝环充填式修补
术２２３例，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６月我院收治的
腹股沟疝患者４５３例，按照手术方法的不同分为腹膜
前修补、网塞修补 ２组。腹膜前修补组应用 ＵＨＳＬ

作者单位：３２３０００浙江省丽水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中心
通讯作者：胡平，Ｅｍａｉｌ：ｌｓｐｅｔｅｒｈｕ＠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

补片行前入路腹膜前修补术，共２３０例（２４３侧）。男
性２１８例，女性１２例，平均年龄６４岁，病程５个月 ～
４０年，平均４．１年。按中华医学会分型标准，Ⅱ型１２１
侧，Ⅲ型１１０侧，Ⅳ型１２侧。合并心血管疾病５３例，
糖尿病１５例，慢性肺病４５例，前列腺增生６３例。网
塞修补组行疝环充填式修补术，共２２３例（２４６侧），男
性２１５例，女性８例，平均年龄６８岁，病程２个月～５０
年，平均 ４．４年。按中华医学会分型标准，Ⅱ型 １２４
侧，Ⅲ型１１４侧，Ⅳ型８侧。合并心血管疾病５４例，糖
尿病１３例，慢性肺病４７例，前列腺增生５２例。２组性
别、年龄、疝分型构成、合并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手术方法　疝环充填式修补片为巴德公司生产，
由一个锥形网塞和一网片构成，材料为聚丙烯。ＵＨＳＬ
为美国强生公司生产。补片由上层网片、网状柱体和

下层网片组成，其材料是由近等量的可吸收性单丝纤

维和非吸收性聚丙烯单丝纤维编织制成。上层网片和

网状柱材料为聚丙烯。

全部患者采用持续硬膜外麻醉。术前常规静脉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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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抗生素，术后使用１～２ｄ。根据《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管理办法》和欧洲疝学会的《成人腹股沟疝治疗指

南》，２０１２年以来，如无合并感染的危险因素，围术期
不使用抗生素。２组均采用连续硬膜外麻醉，手术入
路相同。选择内环至耻骨结节连线之斜切口，切开皮

肤、腹外斜肌腱膜，打开腹股沟第一间隙，注意保护髂

腹下神经和髂腹股沟神经，游离出精索并用８号导尿
管提起。在腹膜前修补组的斜疝患者，在精索根部内

侧环形切开腹横筋膜第１层，即可见到隐藏在脂肪中
的腹壁下动静脉，切开腹横筋膜后层，则进入到腹膜前

间隙，此时食指可伸入，内侧到腹直肌鞘，下方可扪及

耻骨梳韧带及股环、股静脉、股动脉。提起精索，从根

部内侧纵行切开提睾肌，即可看到疝囊。较小的疝囊

完整游离出，较大的疝囊则横断，近端用３０可吸收线
关闭，远端在无血管区开数个小口，防止积液。提起疝

囊，从内侧切开的腹横筋膜起，完整的切开疝囊颈部周

围的腹横筋膜，使得疝囊颈部完全与腹横筋膜分离，再

次提起疝囊，下压精索，行精索腹壁化约６ｃｍ。再游
离疝囊上方、外侧间隙，此时，可轻松的塞入一块纱布

建立一个约１０ｃｍ×１２ｃｍ大小间隙。将 ＵＨＳＬ补片
下片置入腹膜前间隙并展开，内侧下缘跨过耻骨后２
ｃｍ，下缘跨过耻骨梳韧带，上方超过内环约５ｃｍ。３０
可吸收线缝合腹横筋膜与连接柱，固定。对于直疝患

者，则直接环形切开疝囊颈部的腹横筋膜，切除多余的

腹横筋膜，在腹壁下血管内侧进入腹膜前间隙，同上述

方法，分离腹膜前间隙，再置入补片下片。对于女性患

者，由于腹膜和子宫圆韧带粘连紧密，可以切断子宫圆

韧带，分离出腹膜前间隙。将补片上片展平在腹外斜

肌腱膜下，在连接柱位置剪一开口容精索通过，上缘超

过弓状缘，内侧覆盖耻骨结节２ｃｍ，下缘连接腹股沟
韧带，用３０薇乔线缝合固定数针。最后将精索和神
经妥善放置上片上方，缝合腹外斜肌腱膜、皮下组织及

皮肤。在网塞修补组，则在精索根部纵行切开提睾肌，

找到并游离疝囊到高位，较大疝囊横断处理。将网塞

置入缺损，网塞四周与腹横筋膜缝合固定数针。直疝

者则是沿疝囊根部环形切开腹横筋膜，回纳疝囊后将

网塞置入，固定数针。再将上片展平在腹外斜肌腱膜

下，内环剪一开口容精索通过，上缘超过弓状缘，内侧

覆盖耻骨结节２ｃｍ，下缘连接腹股沟韧带，用３０薇乔
线缝合固定２针。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由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包进
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
用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组在手术时间、平均住院时间、术后尿潴留、术
后疼痛、精索阴囊肿胀、积液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通过术后随访，发现腹膜前修补组患者有
异物感２例，２例Ⅳ型疝术后复发。而网塞修补组术
后异物感１０例，术后复发９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腹膜前修补组有１例发生腹膜前血
肿。２组均未见手术区域深部感染、补片异物反应、睾
丸并发症、性功能异常等。

表１　腹膜前修补组与网塞修补组腹股沟疝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侧）
平均住院

时间（ｄ）
术后尿潴留

（例）

术后疼痛

（侧）

阴囊精索肿胀

（侧）

阴囊精索积液

（侧）

异物感

（侧）

术后复发

（侧）

腹膜前修补组 ２３０ ５８±１３ ４．１±２．２ ２０ １２ ２６ ６ ２ ２
网塞修补组 ２２３ ５５±８ ４．４±２．４ １８ １５ ２０ ３ １０ ９
ｔ值／χ２值 ｔ＝０．２８９ ｔ＝０．７６７ χ２＝０．１４２ χ２＝０．３１５ χ２＝０．９４７ χ２＝１．５０７ χ２＝４．０９９ χ２＝４．４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腹股沟疝是常见疾病。后天性腹股沟疝是继发于
胶原代谢紊乱或结缔组织病的一种组织损害，导致局

部薄弱所致［１］，手术是唯一治愈的方法。疝修补术近

年来已有很大进展，从修补方式看，从有张力的经典

Ｂａｓｓｉｎｉ修补发展到无张力的 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修补、疝环充
填式修补、ＵＨＳＬ腹膜前修补、腹腔镜下修补等，从材料
学上看，从聚乙烯网片到聚丙烯网片、生物补片。“疝

病学”新概念的提出［１］，外科医师一直在努力降低腹股

沟疝手术后的复发率，减少术后的并发症发生。

在我院，疝环充填式修补术和 ＵＨＳＬ腹膜前修补
术是２种被广泛采用的术式。对比研究结果提示，两
者在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后疼痛、阴囊精索肿胀积

液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术后异物感、复发率

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疝环充填式修补术在游离疝囊后将其回纳，使用

网塞充填缺损达到治愈的目的。谢飞［２］认为疝环充填

修补术与传统的修补术相比，具有并发症少、复发率低

的优点。本中心在长期实践中，发现该术式一些不足。

一是仅仅修补了已存在的缺损，忽视了耻骨肌孔的整

体观念。正确认识、理解耻骨肌孔对于理解疝修补术

非常重要。最早法国的 Ｆｒｕｃｈａｕｄ提出耻骨肌孔的概
念，认为腹股沟区存在一个生理薄弱区，上界为弓状

缘，内为腹直肌，外侧髂腰肌，下界为耻骨上支，其间有

精索、子宫圆韧带、髂血管、股管经过，只有腹横筋膜抵

抗腹内压，认为对耻骨肌孔完整的修补才是彻底的修

补。而腹横筋膜是一层菲薄的半透明膜，由前后２层
组成。前层附着在腹横肌腱膜后面，在精索穿出处形

成内环，在内环口下缘增厚形成骼耻束。后层为纤维

组织束和脂肪组织，位于前层与腹膜之间，易与腹膜分

开，有时并不完整。所以，应用补片来代替薄弱的腹横

筋膜承受腹腔内压力，才真正的修补了疝环，符合解剖

学、力学和病理生理学原理［３］。网塞修补组患者６例
复发中有４例发现是第１次手术的未被发现的隐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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疝，经上层补片的边缘、内环豁口处、耻骨结节处突出

形成复发疝。而腹膜前修补则利用补片完整的修补了

耻骨肌孔，而且，在分离腹膜前间隙时候，必须将内环、

直疝三角、股环处腹膜分离，从而避免隐匿疝的出现，

最大限度的避免了疝复发。如果合并股疝，基本都会

漏诊［４］。ＭａｇｎｕｓｓｏｎＮ等［５］认为，复发的主要因素是隐

匿疝未发现和手术技术失误。二是网塞修补组术后的

异物感发生率较高，尤其是使用重量型的网塞。使用

网塞治疗疝的复发患者第２次手术时，发现原网塞坚
硬如石，剪刀无法剪开，但能用电刀切下。同时网塞由

聚乙烯材质制成，已被证明可能会侵蚀穿透腹膜。笔

者曾发现１例网塞导致肠粘连肠梗阻的患者（见图１，
见封三），手术中发现覆盖网塞的腹膜一半已经被侵

蚀，导致肠粘连。马锐等［６］亦发现补片导致补片形成

的纤维板与肠管粘连形成梗阻。三是在缺损较大患

者，有时会使用２～３个网塞，这无疑增加了患者的经
济负担，而且将加重网塞的不适感。而腹膜前修补则

不论缺损如何，均仅为１层补片修补加强了耻骨肌孔
的腹横筋膜。

经前入路腹膜前修补术是较常实施的手术方式，

这种开放式的修补术包括前入路和后入路２种方式。
后入路修补最常见经典的 Ｋｕｇｅｌ修补术，因为其不需
要打开腹股沟盒和游离精索，经腹肌直接进入腹膜前

间隙进行放置补片，其对手术医生的要求较高，需要深

刻理解腹股沟区的解剖。掌握该术式需要较长的学习

曲线，否则复发率较高，故不易推广，腹腔镜入路则需

要难度更大的腔镜技巧。而前入路的方法和传统的

ｂａｓｓｉｎｉ修补术入路一样，打开腹股沟盒、腹股沟管，由
此进入腹膜前间隙。因此这个进路的腹膜前修补方式

更容易被医生掌握、推广，基层外科医师容易接受，只

要经过培训学习如何建立腹膜前间隙，容易掌握该手

术方式，学习曲线较后入路要短。该术式适用于各种

类型的疝。ＵＨＳＬ补片也提供了一个双重保护机制，不
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王晖等［７］应用该技术治疗１８９
例腹股沟疝患者，无一例复发。赵文星认为在治疗嵌

顿疝方面亦有较好疗效［８］。本研究中腹膜前修补组有

２例复发，均为Ⅳ疝患者，第１次手术为疝环充填修补，
在切除网塞后，分离腹膜前间隙可能不够充分，且腹横

筋膜又较薄弱，导致疝再次复发。在掌握了该术式技

巧后，近５年来未见复发患者。但腹膜前修补的缺陷
在于，分离腹膜前间隙，造成的创伤过大。无论前入

路、后入路抑或是腔镜下腹膜前修补，均需要分离补片

大小的间隙。手术时候，容易损伤到耻骨梳韧带的交

通支甚至死亡冠血管，或者腹壁下血管及疝囊疝的血

管。笔者曾有１例ＵＨＳＬ修补术后发生巨大的腹膜前
血肿，ＣＴ见图２，直径约为１０ｃｍ，并沿着腰大肌表面
向外上方延伸，立即手术探查发现腹膜前补片深面一

血肿，取出补片，探查腹壁下血管、耻骨梳交通支、股血

管、旋髂深血管未见损伤，仅见疝囊壁、腹膜有少许渗

血。故建立腹膜前间隙的时候，除了避免损伤粗大血

管，一些细小血管亦要及时止血，置入补片后发现有血

渗出，需要彻底探查，以免遗漏。

图２　腹膜前修补术后巨大血肿
　　本文通过２组比较，认为腹膜前修补手术方式复
发率、术后异物感方面优于疝环充填式修补术，是腹股

沟疝较理想的手术方式。林林等［９］研究轻量型网片腹

膜前修补与疝环充填术，亦认为腹膜前修补术后有更

好的舒适性。但要注意在临床上选择术式需要结合实

际情况，如复发疝患者的解剖结构完全不清、无法分离

腹膜前间隙，则应考虑网塞充填，避免过多的创伤。如

患者耻骨肌孔处腹横筋膜薄弱，可多考虑腹膜前修补。

王栓虎等比较腹腔镜腹膜前修补和疝环充填式修补术

认为两者在临床上各有优势，合理的选择可获得最佳

的临床和卫生经济效益［１０］。笔者亦认为，在疝修补方

式选择上，尽管腹膜前修补术是较理想的手术方式，但

目前并无金标准，而应该考虑如何“合理化、个体化”，

抑或是医师最为擅长的手术方式。如唐健雄所要求

的，以踏实的科学态度在某一种手术方式上做好精益

求精［１１］，为患者带来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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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升级治疗在支气管哮喘病情控制中的临床研究
陈啸洪，张佩红，李华浚，章杭湖

摘要：目的　观察升级治疗与标准治疗对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以求找出治疗哮喘最佳方法。方法　对２００９
年１—１２月在绍兴市人民医院哮喘专科门诊就诊的９８例支气管哮喘病情未控制的患儿，随机分成标准治疗组与
升级治疗组。标准治疗组按ＧＩＮＡ和《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的分级标准进行治疗，升级治疗组则在
此基础上升一个级别治疗４～８周，症状缓解、肺功能正常后给予降级治疗。治疗随访１年，每４周检测１次肺功
能、症状评分（ＣＡＣＴ），观察２组患儿的ＣＡＣＴ、肺功能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后４周、８周升级治疗组ＣＡＣＴ、
肺功能明显好于标准治疗组；１年后２组患儿各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良反应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
论　升级治疗是支气管哮喘治疗过程中可选取的方法之一，但需及时降级，以减少不良反应。
关键词：升级治疗；未控制；支气管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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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气管哮喘（哮喘）是由多种细胞和细胞组分参
与的呼吸道慢性炎性疾患［１］，尽管哮喘病患病率存在

国家、地区和人群的差异，但从全球范围来看，２０多年
来哮喘患病率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正以惊人的速度呈现

上升趋势。尤其是儿童哮喘病已成为儿童最常见的慢

性疾病，而且绝大多数儿童哮喘病成年后仍存在。已

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表明大多数哮喘能够得到有效控

制，但儿童哮喘实际的控制情况却不尽如人意。部分

是由于很多患儿的家长甚至部分医务人员没有认识

到：哮喘的发作是阶段性的，但气道的炎性反应是长期

存在的，哮喘需要长期规范化治疗才能得到较好的控

制［２］。为了更好地使哮喘得到控制，我们对 ２００９年
１—１２月在我院哮喘专科门诊就诊的哮喘病情未控制
的患儿，进行标准化治疗及在此基础上的升级治疗，以

寻找更佳的治疗方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１２月在本院儿科哮
喘专病门诊就诊及住院的哮喘患儿９８例，均符合中华
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制定的《儿童支气管哮喘

诊断与防治指南》哮喘诊断标准［１］。入选标准：①年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儿科（浙江大学绍兴
医院）

通讯作者：陈啸洪，Ｅｍａｉｌ：ｃｘｈ００８６９＠１６３．ｃｏｍ

龄５～１４岁，能理解并回答所有测试问卷的内容；②确
诊为支气管哮喘，支气管舒张试验或支气管激发试验

阳性；③入选时为非急性发作期、正在接受或未接受规
范化哮喘治疗的哮喘未控制患儿；④患儿父母同意并
能坚持配合治疗观察。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肺部疾
病；②合并严重心、肝、肾等疾病者；③对吸入皮质激素
（ＩＣＳ）、白三烯调节剂、β２受体激动剂过敏者。随机分
为标准治疗组和升级治疗组。标准治疗组 ５０例，男
２８例，女２２例；年龄５～１４岁，平均（８．９０±２．２１）岁；
轻度１３例，中度２５例，重度１２例。升级治疗４８例，
男２６例，女２２例；年龄５～１４岁，平均（９．２２±２．０１）
岁；轻度１２例，中度２４例，重度１２例。２组患者年龄、
性别、病情严重程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法　标准治疗组按《儿童支气管哮喘诊
断与防治指南》分级治疗原则［１］，根据病情分Ⅰ～Ⅳ级进
行治疗。升级治疗组则在此基础上，上升一个级别治疗

４～８周，症状缓解、ＣＡＣＴ≥２３分、肺功能正常，则降级
为标准治疗。２组再根据病情控制的情况进行规范化的
治疗。本研究经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２　观察指标　治疗随访１年，每４周检测１次肺
功能、症状评分（ＣＡＣＴ），观察２组患儿的 ＣＡＣＴ、肺
功能及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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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资料收集　①收集９８例哮喘患儿治疗观察期
间哮喘发作的次数，日间及夜间的症状，有无活动受限

以及使用过的治疗方法和药物等资料。②填写儿童哮
喘控制测试量表：ＣＡＣＴ量表进行测试，首先由专科医
生面对面向患儿及家长解释问卷中每句话的含义，然

后请患儿和家长分别回答各自的问题，将每个问题的

分数加起来，得出该患儿的总分［３－４］。③肺功能检测：
肺功能仪为意大利科时迈公司的ＣＯＳＭＥＤＰＯＮＹＦＸ。
检测由专人操作，反复测量３次，取最佳的１次结果记
录。选取第 １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
（ＦＥＶ１％预计值）、呼气峰流速占预计值百分比
（ＰＥＦ％预计值）作为观测指标［５］。④规范化治疗和管
理：对９８例患儿及家长进行哮喘相关知识的教育，开
始治疗前通过反复示范和图解的方法教会患儿及家长

吸入剂的使用方法，每个月复诊１次，检查患儿的吸入
方法是否正确以及哮喘控制的情况。

１２４　哮喘控制评估　哮喘控制水平［６］分为控制、部

分控制、未控制。总控制率＝（控制 ＋部分控制）／（控
制＋部分控制＋未控制）×１０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标准治疗
组和升级治疗组 ＣＡＣＴ、肺功能变化及哮喘控制水平
进行χ２检验、ｔ检验，行直线相关分析，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患儿治疗前后 ＣＡＣＴ得分比较　详见表１。结
果显示，治疗后４周、８周升级治疗组ＣＡＣＴ明显好于
标准治疗组（Ｐ＜０．０５），说明在症状控制的时间上升
级组要好于标准治疗组，在１２周、２４周、５２周２组症
状控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随着时间的延长，２
组患儿症状均能达到良好控制。

表１　２组哮喘患儿治疗前后ＣＡＣＴ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４周 ８周 １２周 ２４周 ５２周

升级组 ４８ １８．０６±２．２０ ２２．７６±１．２４ ２４．１５±１．３２ ２３．８５±１．３６ ２４．０５±１．１４ ２３．９８±１．２６
标准组 ５０ １８．２１±２．１７ ２０．８９±１．２７ ２２．５６±１．５３ ２４．０２±１．２４ ２３．６５±１．３６ ２４．０４±１．２３
ｔ值 －０．３３８ ７．３３２ ５．４６６ －０．６４４ －１．５６５ －０．２３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患儿治疗前后 ＦＥＶ１预计值（％）比较　结果见 表２。
表２　２组哮喘患儿治疗前ＦＥＶ１预计值（％）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４周 ８周 １２周 ２４周 ５２周

升级组 ４８ ６６．４１±３．１２ ８４．７５±２．５７ ８５．２２±３．０３ ８６．２７±２．５７ ８８．７９±３．２４ ９３．３３±２．８４
标准组 ５０ ６５．３６±３．３２ ７５．４３±３．０６ ８２．３４±２．８４ ８５．３７±３．１１ ８７．６１±３．３５ ９２．３１±２．６８
ｔ值 １．５９４ １６．１９５ ４．８０７ １．５４０ １．７５２ １．８１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患儿治疗前后ＰＥＦ预计值（％）比较　详见表３。
结果显示，治疗后４周、８周升级治疗组肺功能（ＦＥＶ１
预计值、ＰＥＦ预计值）明显好于标准治疗组（Ｐ＜

０．０５），说明在肺功能改善的时间上升级组要好于标准
治疗组，在１２周、２４周、５２周２组肺功能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表３　２组哮喘患儿治疗前后ＰＥＦ预计值（％）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４周 ８周 １２周 ２４周 ５２周

升级组 ４８ ６２．２１±３．３５ ８６．９５±３．５７ ８７．２８±３．１３ ８７．５７±３．５７ ９０．６８±３．３４ ９５．４３±２．７４
标准组 ５０ ６３．２６±３．４２ ７３．５３±３．５６ ８２．３１±３．８４ ８６．４１±３．１１ ８９．６２±３．３９ ９４．３１±２．９８
ｔ值 －１．５１８ １８．４３３ ６．９２５ １．７００ １．５４２ １．９１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患儿临床控制情况　升级组临床控制３７例，部
分控制８例，未控制３例，总控制率为９３．７％。标准组
临床控制３５例，部分控制９例，未控制６例，总控制率
为 ８８．０％。２组总控制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０．４０，Ｐ＞０．０５），但升级组总控制率高于标准组。

３　讨　论
　　哮喘的病理生理错综复杂，至今没有一种理论能
对其发病机制完善地作出阐述，这也造成了哮喘治疗

不理想的局面。尽管 ＧＩＮＡ在全世界推荐了规范化治
疗方案，但并非所有患者均能达到控制，使得研究者不

断探索新的治疗方案。

本研究显示，治疗组在规范化治疗基础上上升一

个级别治疗４～８周后，症状缓解、ＣＡＣＴ、肺功能等均
较标准组有明显的好转。待观察指标正常后，则降级

为标准治疗，结果也显示不良事件２组无明显差异。

２００９年ＧＩＮＡ中指出［６］：大多数患者可以得到很

好的控制，当哮喘控制后患者可以避免日夜困扰的症

状，很少或不使用缓解药物，可以体力充沛地生活，有

正常或接近正常的肺功能，避免哮喘严重发作。哮喘

患儿经过规范化治疗，临床症状可以得到改善，肺功能

可以恢复正常，患儿可以正常地生活和学习，有利于患

儿的身心健康［７］。所以，对于已确诊的哮喘患儿最好

尽早进行规范化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

指南》根据年龄分为５岁及以上儿童哮喘的长期治疗
方案和５岁以下儿童哮喘的长期治疗方案。长期治疗
方案分为５级，从第２级到第５级的治疗方案中都有
不同的哮喘控制药物可供选择。对以往未经规范治疗

的初诊哮喘患儿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分级，选择第２级、
第３级或第４级治疗方案。在各级治疗中，每１～３个
月审核１次治疗方案，根据病情控制情况适当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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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方案。如哮喘控制，并维持至少３个月，治疗方案可
考虑降级，直至确定维持哮喘控制的最小剂量。如部

分控制，可考虑升级治疗以达到控制。如未控制，升级

或越级治疗直至达到控制。有研究结果表明［８－９］，哮

喘的疗效及预后与开始规范治疗时的病程长短密切相

关，早期治疗可避免气道重塑的发生，有利于肺功能的

完全恢复，从而增加完全控制的机会。尽管《全球哮喘

防治创议》（ＧＩＮＡ）等多个哮喘防治指南在临床广泛应
用，很多患者实际并未达到控制目标。欧洲成人哮喘

患者电话调查结果表明，只有３５％的哮喘患者达到了
良好控制，４０％为中度控制，２５％控制很差。哮喘以症
状及气流受阻的可逆性及变异性为突出特点，大部分

哮喘患者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哮喘症状及肺功能来调

整治疗。

现在多数观点认为哮喘是由一系列细胞因子、炎

性介质、环境和遗传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连锁反应，

而Ｔｈ１／Ｔｈ２型免疫应答失衡、Ｔｈ２优势应答是哮喘形
成及进展的关键性机制［１０－１１］，因此，需要长期控制治

疗，儿童哮喘可预防，症状也可控制，却很难治愈。然

而很多患儿家长和部分医务人员对治疗的期望太高，

由于缺乏哮喘的相关知识，不知道哮喘是一种慢性气

道炎性疾病，不了解哮喘发病机制的复杂性。同时对

长期药物治疗可能带来的不良反应顾虑重重，导致很

多患儿的依从性差，哮喘频繁发作，却只接受发作时缓

解症状的对症治疗，经常自行中断、减少长期控制治

疗，使得哮喘不能得到良好的控制［１２］。因此，除加强

健康教育外，能给予快速、看得见的疗效，也是提高患

儿和患儿家长依从性的措施之一。本研究提示，对于

确诊的哮喘患儿给予规范的治疗是相当必要的，哮喘

症状是波动、可变的，快速而规范的治疗能长期减轻哮

喘的严重程度。在此基础上的升级治疗能使哮喘症状

缓解，ＣＡＣＴ评分更容易被患儿和患儿家长所接受。
上述指标基本正常后及时降级治疗可有效地减少不良

反应，最终２组的毒副作用无明显性差异，以尽量提高
患儿及家长的依从性。

当前的哮喘指南推荐对新诊断的、未控制的、开始

或调整治疗的哮喘患者应用日志进行监测。动态监测

的一个基本优点在于：它能够观察到患者在日常生活

中报告的哮喘事件及其相关因素，在患者个体水平获

得随时间或环境改变出现的症状及气道反应信息，可

以对个体内症状改变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明确哮喘

诊断，及时调整治疗，使哮喘症状得到及时缓解。长期

监测还有助于早期发现疾病变化，有助于评估对治疗

的反应性及提供量化的肺功能受损情况。

哮喘患者的症状常常不与肺功能直接相关，客观

肺功能检查是正确做出哮喘诊断及评估的基础之一。

肺功能监测包括肺量测定与呼气峰流速（ＰＥＦ）监测，
持续肺功能监测能展现气流阻塞的严重程度、可逆性

及变异性，对确立诊断有特殊意义，也是评估哮喘病情

严重程度和控制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１３］。另一种快

速、简易和有效的哮喘管理工具即 ＣＡＣＴ，是以问卷的

方法评定哮喘控制情况。有研究结果表明 ＣＡＣＴ评
分与肺功能检测结果 ＦＥＶ１％预计值、ＰＥＦ％预计值具
有良好的趋同性和一致性，可视为肺功能检测之外的

一种补充工具［１４］，或无条件开展肺功能检测的基层单

位可使用的简单而有效的监测工具，同时患儿亦可在

家中进行自我监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将 ＣＡＣＴ与
肺功能检测相结合，通过客观指标和主观评价来全面

了解哮喘控制水平准确性更高。

任何年龄的哮喘，包括小年龄组的儿童都是一种

慢性呼吸道炎症性疾病，提倡采用阶梯式的治疗方案，

根据哮喘患儿的严重程度选择药物，制定个体化的防

治方案［１０］，在选择升级治疗方案之前进行个体化定期

监测和适当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必须根据

不同患儿的病情和患儿家长的需求给予不同的治疗方

案，以提高依从性，从而获得更好的临床疗效。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如随访时间不够长，对不

良事件的观察只停留临床症状上，缺少实验室资料如

肾上腺皮质轴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今年需要改进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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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帕瑞昔布超前镇痛时对血糖、Ｃ反应蛋白
及白细胞介素６的影响

张国强，汪卫星

摘要：目的　探讨帕瑞昔布用于脊柱手术患者超前镇痛效果观察及对相关炎症因子的影响。方法　选取８０例
择期行脊柱手术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４０例，观察组在麻醉诱导时给予帕瑞昔布４０ｍｇ静脉滴注，对
照组术后静脉滴注帕瑞昔布 ４０ｍｇ，术后常规给予芬太尼行自控静脉镇痛（ＰＣＩＡ），比较麻醉前（Ｔ０）、术毕时
（Ｔ１）、术后６ｈ（Ｔ２）、术后１２ｈ（Ｔ３）时患者血糖（ＢＧ）、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浓度及术后不同
时点疼痛程度（ＶＡＳ）评分。结果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１３６．８８±５２．４８）ｍｉｎ，对照组为（１３０．１３±６７．４１）ｍｉｎ，２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４ｈ、１２ｈ、２４ｈ时观察组 ＶＡＳ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
论　帕瑞昔布用于脊柱手术患者超前镇痛较术后镇痛能明显减轻术后疼痛程度，利于抑制手术患者应激反应。
关键词：脊柱手术；帕瑞昔布；超前镇痛；血糖；Ｃ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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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手术及术后追求无痛
已经成为手术的一部分，为了有效的缓解手术及术后

疼痛，需要采用镇痛药物，其中超前镇痛被认为在各种

镇痛模式中具有较高的镇痛效果。对我院在２０１０年
８月—２０１２年８月期间行脊柱手术患者在术前使用帕
瑞昔布超前镇痛，观察患者镇痛效果及相关炎症因子

的变化，结果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行脊柱手术的患者８０例，
入选对象排除严重肝、肾功能障碍，严重心血管疾病，

哮喘及消化道溃疡的患者及有长期服用阿片类药物史

者。８０例患者中男性４３例，女性３７例，ＡＳＡ麻醉分
级Ⅰ～Ⅱ级，年龄１８～５７岁，平均（４７．８３±４．８２）岁，
体质量５３～８１ｋｇ，平均（６８．３１±４．２７）ｋｇ。将以上患
者按照数字表格法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４０例，
观察组包括男性 ２２例，女性 １８例，年龄（４７．４８±
４．９０）岁，体质量（６７．９８±４．５２）ｋｇ，ＡＳＡ分级Ⅰ级９
例，Ⅱ级３１例；对照组中男性２１例，女性１９例，年龄
（４８．０２±４．４２）岁，体质量（６８．４２±３．７８）ｋｇ，ＡＳＡ分
级Ⅰ级１１例，Ⅱ级２９例；２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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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麻醉分级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

１２　麻醉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气管插管下全麻方
式进行麻醉，麻醉诱导药物为芬太尼６μｇ／ｋｇ、咪达唑
仑０．１ｍｇ／ｋｇ、维库溴铵０．１ｍｇ／ｋｇ，在麻醉诱导成功
后行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行机械通气，呼吸频率为１２
次／ｍｉｎ，潮气量８～１２ｍｌ／ｋｇ。ＴＣＬＩⅠ型微量泵泵入
丙泊酚、瑞芬太尼进行维持麻醉，血药浓度维持在

３．５～５．０ｍｇ／Ｌ和３．０μｇ／Ｌ，如麻醉过浅可单次追加
芬太尼１０μｇ／ｋｇ，给予顺式阿曲库铵维持肌松。观察
组在术前麻醉诱导时加用帕瑞昔布４０ｍｇ，对照组在
术毕时静脉滴注帕瑞昔布４０ｍｇ。术毕后２组均采用
芬太尼自控静脉镇痛（ＰＣＩＡ），芬太尼负荷剂量为 １０
μｇ／ｋｇ。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２组患者麻醉前（Ｔ０）、术毕时
（Ｔ１）、术后 ６ｈ（Ｔ２）、术后 １２ｈ（Ｔ３）时患者血糖
（ＢＧ）、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浓度
及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术后不同时点疼痛程度。

疼痛程度依据模拟视觉评分法（ＶＡＳ）测定，０分为无
痛，１０分为最痛；ＢＧ测定采用即时静脉血测定，ＣＲＰ
及ＩＬ６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测定。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分析，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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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进行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ｘ±ｓ）表
示，组间比较进行ｔ检验，组内不同时段数据比较采用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及ｑ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手术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
（１３６．８８±５２．４８）ｍｉｎ，对照组为（１３０．１３±６７．４１）
ｍｉｎ，２组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５０，
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手术后不同时点 ＶＡＳ评分　术后４ｈ、
１２ｈ、２４ｈ时观察组ＶＡＳ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２组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２组脊柱手术患者手术后不同时点ＶＡＳ评分（ｘ±ｓ，分）

组别 例数 ４ｈ １２ｈ ２４ｈ

观察组 ４０ ４．３０±１．１１ ２．９１±０．５３ ２．５８±０．６７
对照组 ４０ ５．０１±１．１３ ４．２１±０．６３ ３．２９±０．５９
ｔ值 ２．８４ ９．９９ ５．０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手术前后不同时点 ＢＧ、ＣＲＰ、ＩＬ６变
化　２组在 Ｔ０时点时 ＢＧ、ＣＲＰ、ＩＬ６浓度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２；ＣＲＰ浓度观察组在
Ｔ１、Ｔ２、Ｔ３时点均高于对照组，详见表３；ＩＬ６浓度观察
组Ｔ１、Ｔ３高于Ｔ０，对照组Ｔ１、Ｔ２、Ｔ３均高于Ｔ０，２组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４。

表２　２组脊柱手术患者手术前后不同时点
ＢＧ变化（ｘ±ｓ，ｍｍｏｌ／ｍｌ）

组别 例数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观察组 ４０ ５．６６±０．５９ ７．４４±１．８０ａ ５．９４±１．１０ ５．４７±０．８９
对照组 ４０ ５．７０±０．５３ ８．５０±１．７８ａ ６．８３±１．１４ａ ５．４４±０．７６
ｔ值 ０．３２ ２．６５ ３．５５ ０．７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Ｔ０比较，ａ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脊柱手术患者手术前后不同时点

ＣＲＰ变化（ｘ±ｓ，ｎｇ／ｍｌ）

组别　 例数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观察组 ４０ ８．７０±３．６４ ２．４６±１．０８ａ １６．４４±２．９７ａ ２３．１０±３．３７ａ

对照组 ４０ ９．９５±４．２２ ３．２７±２．０６ａ ２４．３１±３．２３ａ ３２．１９±３．７０ａ

ｔ值 ０．３２ ２．２０ １１．３４ １１．４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Ｔ０比较，ａＰ＜０．０５。
表４　２组脊柱手术患者手术前后不同时点

ＩＬ６变化（ｘ±ｓ，ｐｇ／ｍｌ）

组别 例数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观察组 ４０ ８７．２１±９．６９ ８０．０２±９．６２ａ ８９．８０±１０．４５ ９４．４５±１２．５３ａ

对照组 ４０ ８８．０１±９．９０ ７８．１９±１０．８６ａ ９６．１３±９．７７ａ １０５．２９±１２．８８ａ

ｔ值 ０．３７ ０．８０ ２．８０ ３．８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Ｔ０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４　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观察组术后有３例患
者出现头晕，对照组２例出现恶心、呕吐，未出现呼吸
抑制、尿潴留等不良反应。

３　讨　论
　　超前镇痛的概念最早是在本世纪初由 Ｃｒｉｌｅ提出
的，后经过Ｗｏｏｌｆ及Ｗａｌｌ的完善进一步发展，超前镇痛

是指在术前即对伤害性感受加以阻滞而达到术后止痛

或减轻术后疼痛的目的［１］。手术疼痛的产生主要是由

创伤性刺激引起伤害感受器阈值降低使周围致敏，加

之刺激脊髓神经元会引起神经元兴奋性增加［２］，因此

最终会出现疼痛的发生。

帕瑞昔布是高选择性的新型非甾体类镇痛药，近

年来研究发现帕瑞昔布用于超前镇痛效果较佳［３－５］。

其镇痛机制是能通过抑制环氧化酶阻断花生四烯酸转

化为外周性前列腺素，从而抑制前列腺素的致痛作用，

环氧化酶有环氧化酶１、环氧化酶２及环氧化酶３３
种不同的同工酶。环氧化酶１主要是促进生理性前列
腺素的合成，环氧化酶２能促进组织合成大量致炎性
的前列腺素，帕瑞昔布的超前镇痛是通过抑制环氧化

酶２起到抗炎作用的［４］。本研究观察了帕瑞昔布对

脊柱手术患者的超前镇痛效果，研究结果显示术后４
ｈ、１２ｈ、２４ｈ时观察组 ＶＡＳ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表
明超前镇痛效果优于术后镇痛，这可能是由于帕瑞昔

布在起效前有一个明显的潜伏期，而且无法对已经存

在的前列腺素等物质起效，因此术后镇痛效果不及术

前超前镇痛效果。手术的创伤性会导致术中及术后

ＩＬ６、ＣＲＰ等炎症细胞的大量释放，也会因为机体的应
激反应引起胰岛素敏感性分泌失常而产生高血糖症，

因此观察炎症因子及血糖变化能间接了解患者的应激

程度。骨科手术创伤性相对较大［６－８］，患者术后应激

反应较为严重，而不同的镇痛方法对应激反应的影响

并不完全相同。本研究通过观察 ＢＧ、ＣＲＰ、ＩＬ６来了
解帕瑞昔布超前镇痛时机体应激反应变化［９－１０］，研究

结果显示，无论是观察组还是对照组均表明为术后 Ｔ１
时点ＣＲＰ、ＩＬ６均较术前降低，术后Ｔ２、Ｔ３时点时又有
所升高，但是随着术后时间延长应激反应逐渐出现，组

织损伤启动了炎症因子的释放，ＢＧ在术后早期 Ｔ０时
点升高，Ｔ１、Ｔ２时点又逐渐下降，其变化与 ＣＲＰ、ＩＬ６
并不一致，其原因尚不清楚，这可能是由于在早期机体

应激反应尚不清楚，是否为各种指标对应激反应的灵

敏性不一致所致，尚需要进一步研究［１１］。Ｔ１、Ｔ２时点
ＢＧ对照组高于观察组，ＣＲＰ浓度观察组在 Ｔ１、Ｔ２、Ｔ３
时点时均高于对照组，ＩＬ６浓度观察组 Ｔ２、Ｔ３时点低
于对照组，研究结果表明超前镇痛更利于降低患者机

体手术应激反应。

帕瑞昔布用于脊柱手术患者超前镇痛较术后镇痛

能明显减轻术后疼痛程度，利于抑制手术应激反应，无

明显不良反应发生，作为一种新型的非甾体镇痛抗炎

药，帕瑞昔布作为脊柱手术患者超期镇痛药物是一种

较好的药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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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可溶性髓样细胞促发因子受体１
与冠状动脉病变的关系研究

陈申杰，杨兵生，许海宾，戴金

摘要：目的　检测冠状动脉病变患者血清中可溶性髓样细胞促发因子受体１（ｓＴＲＥＭ１）表达的变化，并探讨了
其与患者病变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１３年４月
收治的冠心病患者８４例，另取同期有类似冠心病症状但冠脉造影或 ＣＴＡ检查未见斑块者４０例作为正常对照。
冠状动脉６４层螺旋ＣＴＡ检测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性质，ｓＴＲＥＭ１的检测使用 ＥＬＩＳＡ法。结果　冠状动脉病变
患者ｓＴＲＥＭ１的表达水平为（１．８４±０．３５）μｇ／Ｌ，对照组ｓＴＲＥＭ１的表达水平为（０．７６±０．１８）μｇ／Ｌ，２组之间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冠脉粥样斑块稳定组和不稳定组 ｓＴＲＥＭ１表达水平分别为（１．３２±０．２８）和
（２．３１±０．５６）μｇ／Ｌ，统计学分析显示不稳定组ｓＴＲＥＭ１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稳定组（Ｐ＜０．０５）。结论　ｓＴＲＥＭ１
表达的升高是冠脉病变的一个危险因素，其水平的变化可用于冠脉病变的评估。

关键词：可溶性髓样细胞促发因子受体１；冠心病；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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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１）．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ｓＴＲＥＭ１ｉｎｓｔａｂｌｅｐｌａｑｕｅａｎｄ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ｐｌａｑｕｅ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１．３２±０．２８）ａｎｄ（２．３１±
０．５６）μｇ／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ｐｌａｑｕ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ｉｎｓｔａｂｌｅｐｌａｑｕｅ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Ｍ１ｐｌａｙｅｄａｋｅｙ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ｕｍ
ｓＴＲＥＭ１ｃｏｕｌｄ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ｉｎＣＨ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ＴＲＥＭ１；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ｈｅａｒｔｄｉｅａｓｅ（ＣＨＤ）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病变是严重威胁老年人群健
康的常见疾病，临床上表现为冠心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ｔｈｅｒｏ
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ＨＤ），随着世界老龄化的进程，
其发病率也会相应地增加［１］。以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为

基础的冠心病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常见心血管疾

病，冠心病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明了，因此临床上也缺

乏有效的防治手段，探寻冠心病的发病机制一直是学者

们努力研究的方向［２］。髓样细胞促发因子受体１（ｔｒｉｇ
ｇｅｒｉｎｇ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ｏｎｍｙｅｌｏｉｄｃｅｌｌｓ１，ＴＲＥＭ１）是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６杭州市，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
管科

通讯作者：陈申杰，Ｅｍａｉｌ：ａｊｉｅｄｏｃｔｏｒ＠１６３．ｃｏｍ

近年来发现的一种新型炎症激发受体，其在炎症反应

中起到触发和放大作用［３－４］，髓样细胞促发因子受体
１在体内主要有细胞表面和可溶性２种形式，可溶性
髓样细胞促发因子受体１为受体从细胞上脱落进入血
液循环中的成分，近期的研究已经显示了髓样细胞促

发因子受体１是诊断炎症性疾病的重要标志物［４－５］。

本研究检测了冠状动脉病变患者血清中髓样细胞促发

因子受体１表达的变化，并探讨了其与患者病变严重
程度的相关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心内科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１３
年４月收治的冠心病患者８４例，其中男性５２例，女性

［４］　徐瑾，王保国．帕瑞昔布围术期超前镇痛应用的新进展［Ｊ］．医学
综述，２０１１，１７（７）：１０７９１０８１．

［５］　ＬａｎｇｆｏｒｄＲＭ，ＪｏｓｈｉＧＰ，ＧａｎＴＪ，ｅｔ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ｏｐｉｏｉｄｅｒｌａｔｅｄａｄ
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ｗｉｔｈｐａｒｅｃｏｘｉｂ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ｖａｌｄｅｃｏｘｉｂ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ｎｏｎｃａｒｄｉｓ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ｐｌａｃｅ
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ｇｒｏｕｐｔｒｉａｌ［Ｊ］．ＣｌｉｎＤｒｕ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２００９，２９
（９）：５７７５９０．

［６］　刘国英，康彤，白云，等．帕瑞昔布术前预注超前镇痛对骨科手术
患者术后Ｃ反应蛋白的影响［Ｊ］．医学研究杂志，２０１３，４２（１）：
１５７１５９．

［７］　蒋宗明，陈忠华，郑羡河，等．帕瑞昔布钠超前镇痛对骨科患者术

后血ＩＬ１β、ＩＬ６和 ＩＬ８的影响［Ｊ］．第三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２
（１３）：１４８５１４８６．

［８］　吴素珍，欧阳文．帕瑞昔布用于脊柱手术病人超前镇痛的临床研
究［Ｊ］．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２，９（２）：６３６６．

［９］　林宪法，郑燕国，漆志民．静注帕瑞昔布钠对下肢手术患者静脉自
控镇痛的影响［Ｊ］．浙江医学，２０１０，３２（３）：３８０３８１．

［１０］　赵敏，张霞婧，高淅，等．帕瑞昔布治疗神经外科患者全麻术后急
性疼痛６０例［Ｊ］．陕西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４２（５）：５４６５４８．

［１１］　李文辉，查皓，闫甲，等．氟比洛芬酯与帕瑞昔布钠在鼻内镜手术
超前镇痛的效果比较［Ｊ］．浙江临床医学，２０１２，１４（８）：９８７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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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例，年龄４１～７２岁，平均（６１．４±１３．６）岁。冠心病
的诊断均符合 ＷＨＯ１９９７缺血性心脏病诊断标准：临
床表现结合冠心病冠脉造影至少有一主要分支冠状动

脉狭窄≥７５％［２］。排除标准：肝、肾、肺、脑等重要脏器

功能不全，恶性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妊娠期及哺乳

期妇女，甲状腺功能低下，４周内曾服用免疫调节剂、
类固醇激素类药物者。另取我院同期有类似冠心病症

状但冠脉造影或ＣＴ检查未见斑块者４０例作为对照，
其中男性 ２４例，女性 １６例，年龄 ４２～７３岁，平均
（６２．３±１１．５）岁。２组患者年龄、性别、体重等一般情
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１２　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超声检测　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病变的检测使用６４层螺旋 ＣＴＡ检测，根据病变
性质分为稳定粥样斑块和不稳定粥样斑块［６］。

１３　髓样细胞促发因子受体１的检测　采集空腹１２
ｈ后静脉血，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 ２１ｃｍ）离心 １５
ｍｉｎ，分离上清。ｓＴＲＥＭ１的检测参照卢燕等［７］的方法

使用ＥＬＩＳＡ法，ＨｕｍａｎｓＴＲＥＭ１ＥＬＩＳＡ检测试剂盒购
自美国 Ｒ＆Ｄ公司，严格按着试剂盒说明操作，简述如
下：用０．０５Ｍ，ｐＨ９．０碳酸盐包被缓冲液将抗体稀释
至蛋白质含量为１～１０μｇ／ｍｌ，每个聚苯乙烯板的反应
孔中加０．１ｍｌ，４℃过夜，包被抗体。１２ｈ后，弃去反
应孔内溶液，用碳酸盐包被缓冲液洗涤反应孔３次，每
次３ｍｉｎ，在反应孔中加入系列浓度稀释的待检样品，
置３７℃孵育１ｈ，缓冲液洗涤反应孔３次（同时做空白
孔，阴性对照孔及阳性对照孔）。于各反应孔中加入

０．１ｍｌ新鲜稀释的酶标抗体，３７℃孵育０．５～１．０ｈ，
缓冲液洗涤反应孔３次。加底物液显色：于各反应孔
中加入临时配制的 ＴＭＢ底物溶液０．１ｍｌ，３７℃ １０～
３０ｍｉｎ，于各反应孔中加入 ２Ｍ硫酸 ０．０５ｍｌ终止反
应。同时试剂盒提供的标准品也按上述操作进行。德

国西门子公司 ＭＵＬＴＩＳＫＡＮＭＫ３型自动酶标仪测定
各孔的光密度（Ａ值），以标准品绘制标准曲线，然后
对照标准曲线计算ｓＴＲＥＭ１的表达水平。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实验数据以（ｘ±ｓ）表示，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冠状动脉病变患者 ｓＴＲＥＭ１表达水平的变化　
冠状动脉病变患者 ｓＴＲＥＭ１的表达水平为（１．８４±
０．３５）μｇ／Ｌ，对照组 ｓＴＲＥＭ１的表达水平为（０．７６±
０．１８）μｇ／Ｌ，统计学分析显示冠状动脉病变患者
ｓＴＲＥＭ１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的表达水平
（Ｐ＜０．０１）。
２２　冠状动脉病变患者 ｓＴＲＥＭ１表达水平在冠脉不
同病变中的变化　冠脉粥样斑块稳定组和不稳定组
ｓＴＲＥＭ１表达水平分别为 （１．３２±０．２８）μｇ／Ｌ，
（２．３１±０．５６）μｇ／Ｌ，统计学分析显示冠状动脉病变患
者不稳定组 ｓＴＲＥＭ１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稳定组的
表达水平（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冠心病（ＣＨＤ）是一种常见的老年性疾病，血管壁
局部的脂质沉积导致的动脉粥样硬化是其基本的病理

改变，冠状动脉病变的机制极其复杂，目前仍不清楚，

寻找其可能的致病因子是冠心病防治的关键，也是心

血管领域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髓样细胞表达因

子受体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新型炎症激发受体，属于

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例如髓样细胞促发因子受

体１或者Ｃ型凝集素超家族受体。髓样细胞促发因子
（ＴＲＥＭ）是表达于髓样细胞上的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
员，选择性的表达于中性粒细胞、单核吞噬细胞以及单

核细胞源性的上皮样细胞等免疫效应细胞表面，其可

通过与嵌合蛋白 ＤＡＰ１２相互作用发挥炎症反应的触
发和放大作用，刺激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α）、白细胞介
素１（ＩＬ１）、白细胞介素８（ＩＬ８）、干扰素Ｃ（ＩＦＮＣ）等
的高表达，还可以诱发钙离子动员，协同Ｔｏｌｌ样受体发
挥炎症的级联放大效应［８］。ＴＲＥＭ１在体内有细胞表
面和可溶性２种形式，可溶性的表达形式使 ＴＲＥＭ１
的检测变得简单、快捷［９］，本研究使用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
了冠心病患者中可溶性 ＴＲＥＭ１表达的变化，与标准
品对照，获得了稳定的结果，说明上述方法切实可行。

本研究使用建立的ＥＬＩＳＡ检测显示冠状动脉病变患者
血清中ｓＴＲＥＭ１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人群，
结果提示了 ｓＴＲＥＭ１表达的异常升高在冠心病的发
生发展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血管壁局部的脂质沉积以

及随后激发的单核巨噬细胞反应为主的慢性炎症反应

是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主要病理生理基础，这些可能

与ＴＲＥＭ１的炎症放大效应相关联。ｓＴＲＥＭ１表达水
平的异常升高导致的机体微炎症状态可以通过各种机

制直接参与动脉粥样硬化及其并发症的病理生理变

化，例如影响内皮细胞功能、氧化应激损伤血管。周鑫

等［８］学者的研究检测腹部多发伤患者引流液中可溶性

髓系细胞触发受体１的表达情况，结果发现可溶性髓
系细胞触发受体１的升高可以预测机体的高炎症状
态，有利于脓毒症的早期发现，并且可溶性髓系细胞触

发受体１升高的患者具有较高的病死率，同时也发现
了可溶性髓系细胞触发受体１的表达与血浆中前降钙
素（ＰＣＴ）、超敏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等炎性介质呈显著
正相关。超敏Ｃ反应蛋白是体内重要的炎性指标，现
在临床上已把超敏 Ｃ反应蛋白作为最主要、最敏感的
急性期蛋白标志物运用到各种疾病的诊断中，例如在

心血管疾病中超敏Ｃ反应蛋白也可以用来预测不良心
血管事件的发生，并且已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了超敏 Ｃ
反应蛋白可以参与到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中去，可见

可溶性髓系细胞触发受体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参于到
冠心病的发生、发展中。

粥样斑块亦称粥瘤，为向内膜表面隆起的灰黄色

斑块，同时其又向深部压迫动脉中膜平滑肌，使动脉中

膜平滑肌受压萎缩，弹性纤维破坏，该处中膜变薄。粥

样斑块的表层是玻璃样变性的纤维帽，（下转第３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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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介素６与心力衰竭患者心肌重构的关系研究
吴艳君，王俊

摘要：目的　研究充血性心力衰竭（ＣＨＦ）患者血清白介素６（ＩＬ６）与血清Ⅰ型胶原羧基端肽（ＰＩＣＰ）及左心室重
量指数（ＬＶＭＩ）的相关性，从而探讨 ＩＬ６在 ＣＨＦ患者心肌重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方法　８１例 ＣＨＦ患者，按
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方法分级，同时测定３８例正常健康对照者。采用ＥＬＩＳＡ法测定８１例 ＣＨＦ患者、３８例对照组
患者血清中ＩＬ６、ＰＩＣＰ浓度，采用超声心动图仪测定并计算ＣＨＦ患者的ＬＶＭＩ及左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结果　
ＣＨＦ患者血清 ＩＬ６及 ＰＩＣＰ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ＩＬ６与 ＰＩＣＰ正相关（ｒ＝
０．６４６，Ｐ＜０．０５），与ＬＶＭＩ呈正相关（ｒ＝０．７１３，Ｐ＜０．０１），与ＬＶＥＦ负相关（ｒ＝－０．６２８，Ｐ＜０．０５）。结论　ＣＨＦ
患者ＩＬ６升高，ＩＬ６参与了ＣＨＦ发病过程，可能与心肌细胞外基质重构有关。
关键词：充血性心力衰竭；细胞因子；白介素６；心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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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ＩＬ６）ａｎｄｔｙｐｅＩｐｒｏ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ｃａｒ
ｂｏｘｙｌｅｎｄｐｅｐｔｉｄｅ（ＰＩＣＰ）ａｎｄ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ＬＶＭＩ）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ＨＦ），ａｎｄｅｘ
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Ｌ６ｉｎｔｈ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ｔａｌ８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Ｆａｎｄ３８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Ｌ６ａｎｄＰＩＣＰ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ＥＬＩＳＡ．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ＬＶＭＩ）ａｎｄ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
ｕｌａ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ＶＥＦ）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Ｌ６ａｎｄ
ＰＩＣ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Ｆ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Ｐ＜０．０１）．ＩＬ６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ＩＣＰ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ＶＭＩｂｕ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ＬＶＥＦ．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Ｌ６ｌｅｖｅｌｓｍａｙｐｌａｙ
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ＣＨＦａｎｄｍａｙ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ｍａｔｒｉｘ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ｖｅ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细胞因子是免疫细胞分泌的可溶性多肽，ＣＨＦ时
免疫系统活化，心肌局部巨噬细胞等炎性细胞浸润，分

泌各种细胞因子，心肌细胞、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

胞、及血管平滑肌细胞等本身也可分泌细胞因子。

ＣＨＦ时细胞因子的调节紊乱引起心脏功能受损，心肌
重构、心肌细胞凋亡，导致心力衰竭的发生发展。本研

究观察ＣＨＦ患者炎性细胞因子ＩＬ６水平的变化，并探
讨了其与 ＰＩＣＰ的关系，旨在研究细胞因子在 ＣＨＦ发
病过程中作用的可能机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８１例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５
月于我院住院的 ＣＨＦ患者，按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标准确立
ＣＨＦ诊断，以 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标准分为心功能Ⅱ、
Ⅲ、Ⅳ级组，其中心功能Ⅱ级组２５例，年龄（６３．５３±
１０．８２）岁，心功能Ⅲ级组３２例，年龄（６４．２７±１０．１９）
岁，心功能Ⅳ级组２４例，年龄（６８．１５±１４．１１）岁。所
有患者均排除感染、癌症、肝肾功能衰竭、肺纤维化、骨

关节疾病，入院前未接受或未正规使用血管紧张素转

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或螺内酯治疗。

对照组３８例，年龄（６３．５５±１０．６４）岁，系门诊健康体
检者。

１２　检查方法
１２１　血清标本采集及测定　所有入院患者均在入
院第２天清晨空腹抽取肘静脉血４ｍｌ，室温下静置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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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吴艳君，Ｅｍａｉｌ：ｗｙｊ３１５９＠１６３．ｃｏｍ

ｍｉｎ，３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清，置于 －３０℃冰
箱保存待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法）测定血
清ＩＬ６、ＰＩＣＰ，试剂盒是由上海森雄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健康对照组同期采血，同批

测定。

１２２　超声心动图检查　按照美国超声心动图协会
推荐的测量方法，由专人测量左室舒张期室间隔厚度

（ＩＶＳＴ）、左室后壁厚度（ＬＶＰＷＴ）、左室内径（ＥＤＤ），
均测量３个心动周期取平均值。根据Ｄｅｖｅｒｅｕｘ公式计
算左室重量（ＬＶＭ）和左室重量指数（ＬＶＭＩ）。ＬＶＭ＝
１．０４［（ＥＤＤ＋ＩＶＳＴ＋ＬＶＰＷＴ）３ －ＥＤＤ３］－１３．６，
ＬＶＭＩ＝ＬＶＭ／体表面积。同时测定左室射血分数
（ＬＶＥＦ）。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包，数据
以（ｘ±ｓ）表示，组内、组间资料比较采用 ｔ检验和方差
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ＩＬ６、ＰＩＣＰ、ＬＶＭＩ、ＬＶＥＦ结果比较　ＣＨＦ各组患
者ＩＬ６、ＰＩＣＰ升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且随心功能分级增加升高越显著。
ＣＨＦ患者超声心动图测得ＬＶＭＩ高于对照组，ＬＶＥＦ低
于对照组，心功能越差，ＬＶＭＩ越高而 ＬＶＥＦ越低。见
表１。
２２　ＩＬ６与ＬＶＭＩ、ＬＶＥＦ、ＰＩＣＰ相关性　ＩＬ６分别与
ＬＶＭＩ、ＰＩＣＰ呈正相关，与ＬＶＥＦ呈负相关。

３　讨　论
　　ＣＨＦ时压力和容积负荷增加、神经内分泌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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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所伴随的高水平儿茶酚胺、肾素、ＡｎｇⅡ以及缺氧
和炎症等多种因素均可刺激细胞产生促炎症细胞因

子。这些细胞因子通过多种环节干扰心肌细胞的生物

学功能，如负性肌力、促进心肌细胞肥大、凋亡、坏死，

参与细胞外基质代谢等，促进心室重构，加重了心功能

的恶化，而心室重构、心功能损害又进一步激活炎性细

胞因子，形成恶性循环［１］。这些细胞因子包括白介素、

肿瘤坏死因子、干扰素、集落刺激因子、转化生长因子

等。白介素６（ＩＬ６）是分子量１９～２８ＫＤ的糖蛋白，
含１８４个氨基酸残基。活化的单核巨噬细胞是血液中
ＩＬ６的主要来源，活化的Ｔ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和成纤
维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都能在不同条件下产生ＩＬ６。
ＣＨＦ时ＩＬ６等细胞因子合成和分泌增多，这些因子通
过与特异性受体结合，以自分泌或旁分泌形式对局部

心血管组织产生负面生物学效应［２］。ＩＬ６升高不是心
力衰竭的伴随现象，还可能参与了心衰的发生发展。

高度活化的 ＩＬ６在不同环节干扰心肌细胞生物学功
能，参与抑制心肌细胞收缩，促进心肌细胞死亡、凋亡，

促进心肌细胞肥大，成纤维细胞增殖，胶原沉积、纤维

化，胶原网断裂，细胞滑行，心腔扩张等，引起心室重构

的发生。有研究发现，心力衰竭接受有效的药物治疗

后可使血ＩＬ６水平降低［３－５］。ＩＬ６可作为心血管事件
危险性的预报因子［６］及 ＣＨＦ疾病严重程度的预报因
子［７］。本实验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心力衰竭患者

ＩＬ６显著增高，并随着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的增加，ＩＬ６
增高的更明显，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且与

ＬＶＭＩ呈正相关（ｒ＝０．７１３，Ｐ＜０．０１），与ＬＶＥＦ负相关
（ｒ＝－０．６８２，Ｐ＜０．０５），即ＩＬ６血浓度分别与心脏扩
大参数呈显著正相关，与心功能参数呈显著负相关。

分析认为ＣＨＦ时的血流动力学及心肌张力的显著异
常可以促进ＩＬ６的产生，而增高的 ＩＬ６又发挥负性肌
力和细胞毒效应，引起左室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促进患

者心功能及血流动力学的恶化。如此互为因果，构成

恶性循环。ＩＬ６血浓度增高可作为 ＣＨＦ疾病严重程
度的预报因子，是心功能不全从代偿到失代偿进展的

重要生物学标志，故 ＩＬ６在心肌重构中有重要作用。
有人认为不同病因ＣＨＦ患者中ＩＬ６水平增高不一致，
但本实验未发现此种差异，ＩＬ６水平与基础病因无关。

表１　 各组ＣＨＦ患者及正常对照组ＩＬ６、ＰＩＣＰ、
ＬＶＭＩ、ＬＶＥＦ结果

组别　　 例数 ＩＬ６（ｐｇ／ｍｌ） ＰＩＣＰ（ｎｇ／ｍｌ） ＬＶＭＩ ＬＶＥＦ

对照组　 ３８ １０１．１８±２１．８４ ９２．７７±７．６０ ９６．１６±９．０４ ６６．８６±４．６３
心功Ⅱ级 ２５ ２６３．４２±３８．２７ １２０．２８±１４．９６ １１８．７７±１２．７８ ５１．４７±４．８０
心功Ⅲ级 ３２ ３３４．５０±３９．０３ １３２．７１±２０．９７ １３６．５９±１１．２６ ４３．６８±５．８３
心功Ⅳ级 ２４ ４０９．２７±２０．１０ １４８．６９±１５．５９ １５９．４７±１５．０８ ３８．５０±６．７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采用ｔ检验，均Ｐ＜０．０１；心衰患者各组间比较采
用方差分析，均Ｐ＜０．０５。

表２　 ＩＬ６与ＬＶＭＩ、ＬＶＥＦ、ＰＩＣＰ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ＬＶＭＩ ＬＶＥＦ ＰＩＣＰ

ｒ值 ０．７１３ －０．６２８ ０．６４６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注：采用直线相关分析。

　　ＰＩＣＰ是Ｉ型胶原合成时切下的多肽，血清ＰＩＣＰ升

高是胶原合成增加的标志，可作为心肌纤维化时较理

想的无创性检测指标［８］。有研究结果显示，ＣＨＦ组血
清ＰＩＣＰ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９］，且含量随心功能分级

升高而增加［１０］。本实验显示，ＣＨＦ患者 ＰＩＣＰ升高且
随心功能分级增加而升高，与 ＬＶＭＩ正相关（ｒ＝
０．４９５，Ｐ＜０．０５），与 ＬＶＥＦ负相关（ｒ＝－０．３６３，Ｐ＜
０．０１），表明ＣＨＦ时心肌胶原合成增加，心肌纤维化的
过程参与了 ＣＨＦ的发展，心肌纤维化越重，患者心功
能越差，而心脏相对重量越高，心室重构越明显。影响

胶原代谢的因素很多，目前较为肯定的有血流动力学

因素、ＲＡＡＳ系统、内皮素ＮＯ系统及细胞因子系统
等。本研究结果发现ＣＨＦ患者血清ＩＬ６与ＰＩＣＰ呈正
相关（ｒ＝０．６４６，Ｐ＜０．０５），表明ＩＬ６可能参与了心肌
胶原的合成代谢，通过影响细胞外基质重构的过程介

导了心室重构。

自从抗神经内分泌激活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

剂及β受体阻滞剂应用于临床治疗 ＣＨＦ，大大改善了
心衰患者的临床症状和长期预后，但仍不能完全阻断

ＣＨＦ的进行性发展，ＣＨＦ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仍居高不
下。于是抗细胞因子治疗及防止或逆转心肌重构成为

当前研究的热点。一些动物实验和小规模临床试验发

现抗细胞因子治疗能显著改善患者症状，减轻心肌重

构，但我们需要找到抗细胞因子治疗的新靶点。本实

验显示ＩＬ６升高水平与心力衰竭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与心肌重构水平正相关，证实了 ＩＬ６参与了充血性心
力衰竭的发生发展过程，参与了心肌重构的过程，ＩＬ６
可以作为未来预防和治疗ＣＨＦ的研究方向之一。

本实验研究了细胞因子 ＩＬ６在 ＣＨＦ患者心肌重
构中的作用，得出初步结论，ＩＬ６参与了心肌细胞外基
质重构的过程，可能通过促进细胞外基质中的胶原合

成介导心肌纤维化，从而引起或加重心室重构的过程，

促进ＣＨＦ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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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儿童斑秃血清２５羟维生素 Ｄ水平检测
杨苏，杨潇，李敏，谢骏逸

摘要：目的　观察斑秃患儿体内２５羟维生素Ｄ［２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２５（ＯＨ）ＶＤ］水平，探讨维生素Ｄ水平与儿
童斑秃发病的关系。方法　选择在儿童保健门诊健康体检的７３例儿童作为健康对照组，皮肤科门诊１２０例斑秃
患儿作为斑秃组，取清晨空腹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检测２组儿童血清２５（ＯＨ）ＶＤ水平。结
果　健康对照组儿童血清２５（ＯＨ）ＶＤ平均水平为（６２．１９±２２．２３）ｎｍｏｌ／Ｌ，斑秃组患儿血清２５（ＯＨ）ＶＤ平均水
平为（４６．９８±１３．８６）ｎｍｏｌ／Ｌ，明显低于正常儿童，２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斑秃组中６３例（占
５３．５％）血清２５（ＯＨ）ＶＤ水平低于正常值下限５０ｎｍｏｌ／Ｌ，其２５（ＯＨ）ＶＤ平均水平为（３６．６０±１０．０５）ｎｍｏｌ／Ｌ。
进展期斑秃患儿血清２５（ＯＨ）ＶＤ平均水平（４７．４０±１４．８０）ｎｍｏｌ／Ｌ，与稳定期斑秃患儿血清２５（ＯＨ）ＶＤ平均水
平［（４６．２４±１２．２０）ｎｍｏｌ／Ｌ］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斑秃患儿维生素 Ｄ水平显著低于正常
人，发病可能与维生素Ｄ水平低下有关。
关键词：斑秃；儿童；血清２５羟维生素Ｄ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８．７１　Ｒ４４６．６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３８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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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ｏｖｅｒｎｉｇｈｔｆａｓｔｉｎ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２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ｒｕｍ２５（ＯＨ）Ｄｗａｓ（６２．１９±２２．２３）ｎｍｏｌ／Ｌｉｎａｌｌ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ｒｕｍ２５（ＯＨ）Ｄｗａｓ（４６．９８±１３．８６）ｎｍｏｌ／Ｌ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ａｌｏｐｅｃｉａａｒｅａｔ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Ｐ＜０．０１）．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ａｌｏｐｅｃｉａａｒｅａｔａｇｒｏｕｐ，６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ａｄＶｉｔＤ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２５（ＯＨ）ＶＤｌｅｖｅｌｓ（３６．６±１０．０５）ｎｍｏｌ／Ｌ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５０ｎｍｏｌ／Ｌ）．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２５（ＯＨ）ＶＤｌｅｖｅｌ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ｔ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ｓｔｅａｄｙａｒｅａｔａ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　Ｌｏｗ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ｍａｙｂ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ａｌｏｐｅｃｉａａｒｅａｔａ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ｌｏｐｅｃｉａａｒｅａｔａ；Ｃｈｉｌｄ；２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２５（ＯＨ）Ｄ］

　　近年来儿童斑秃的发病率逐年上升，然而其发病
原因和机制至今尚不完全清楚。目前认为其是一种器

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属 Ｔ淋巴细胞介导的常见
多发病［１］。研究发现维生素 Ｄ具有广泛的生理作用，
对免疫系统具有广泛作用，维生素 Ｄ缺乏可能与一些
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白癜风等发病有

关，但对斑秃患儿与维生素 Ｄ的相关性研究不多。本
研究通过对本院皮肤科门诊１２０例斑秃患儿及７３例
儿童保健门诊健康体检的正常儿童血清２５羟维生素
Ｄ［２５（ＯＨ）ＶＤ］进行测定，比较斑秃患儿与正常儿童
血中维生素 Ｄ水平的差异，以初步探讨其与儿童斑秃
发病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择本院皮肤科门诊斑秃患儿
１２０例作为斑秃组，其中男５８例，女６２例，年龄１～１４
（６．７０±３．１４）岁，病程１ｄ～３年，斑秃患者１０９例为
片状脱发，弥漫性脱发或全秃及普秃１１例，均无免疫
系统疾病，其中进展期７６例，稳定期４４例。７３例正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８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
通讯作者：杨苏，Ｅｍａｉｌ：６５４２７６７０９＠ｑｑ．ｃｏｍ

常对照来自本院儿童保健科健康体检儿童，男２５例，
女４８例，年龄９个月～１０岁（６．３６±２．９９），与斑秃组
在年龄和性别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近期

均无维生素Ｄ补充史。
１２　实验方法　均为抽取静脉血２ｍｌ，离心分离血
清，置于 －７０℃冰箱保存。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ＥＬＩＳＡ）法，应用英国 ＩＤＳ公司生产的 ２５（ＯＨ）ＶＤ
ＥＩＡ试剂盒定量测定血清２５（ＯＨ）ＶＤ水平。血清２５
（ＯＨ）ＶＤ水平在５０～２５０ｎｍｏｌ／Ｌ为正常，＜５０ｎｍｏｌ／Ｌ
为ＶｉｔＤ缺乏［２］。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分析，数
据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斑秃组和健康对照组血清２５（ＯＨ）ＶＤ水平的
比较　斑秃组患儿血清 ２５（ＯＨ）ＶＤ平均水平为
（４６．９８±１３．８６）ｎｍｏｌ／Ｌ，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６２．１９±２２．２３）ｎｍｏｌ／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
５．２５８，Ｐ＝０．０００，Ｐ＜０．０１）。斑秃组６３例（５３．５％），
２５（ＯＨ）ＶＤ水平低于正常值下限 ５０ｎｍｏｌ／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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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６０±１０．０５）ｎｍｏｌ／Ｌ。
２２　进展期患儿和稳定期患儿血清２５（ＯＨ）ＶＤ水
平的比较　进展期患儿血清２５（ＯＨ）ＶＤ平均水平为
（４７．４０±１４．８０）ｎｍｏｌ／Ｌ，稳定期斑秃患儿血清 ２５
（ＯＨ）ＶＤ平均水平为（４６．２４±１２．２０）ｎｍｏｌ／Ｌ，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ｔ＝０．４６６，Ｐ＝０．６４２，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目前认为斑秃是一种由复杂的多种激发因素介
入，以细胞免疫为主的特异性自身免疫病。发病与

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平衡失调有关，由免疫失调引起毛
囊损伤、干扰毛囊生长周期，进而毛囊退化、毛发脱

落［３］。

目前研究发现维生素 Ｄ具有广泛的生理作用，维
生素Ｄ缺乏不仅影响钙磷代谢、骨骼生长，还可影响
多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包括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下降

等，认为其不仅是微量营养素，还是一种新的免疫调节

激素，对免疫系统具有广泛作用。维生素 Ｄ在肝脏中
代谢生成２５（ＯＨ）ＶＤ，再经肾脏中１α羟化酶作用生
成１，２５（ＯＨ）２Ｄ３，主要通过维生素 Ｄ受体（ＶＤＲ）发
挥各种生物学功能。ＶＤＲ存在于表皮和毛囊内，研究
发现斑秃患者毛囊 ＶＤＲ蛋白及 ｍＲＮＡ水平显著低于
正常人头皮毛囊［４］，１，２５（ＯＨ）２Ｄ３对毛发再生有重
要作用［５］。１，２５（ＯＨ）２Ｄ３是维生素 Ｄ的活性形式，
除维持机体钙磷代谢外，被证实对免疫系统亦具有广

泛作用，尤其在调节Ｔ细胞介导的免疫状态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１，２５（ＯＨ）２Ｄ３缺乏可引起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
子平衡失调，维生素 Ｄ通过细胞免疫可发挥重要的免
疫调节作用［６］。

２５（ＯＨ）ＶＤ是合成１，２５（ＯＨ）２Ｄ３的前体，是维
生素Ｄ在血液循环中的主要形式，血中含量相对较
高，半衰期也较长，可长达数周，能更好地反映体内维

生素Ｄ水平，因此一般临床上认为血清２５（ＯＨ）ＶＤ
水平可反映人体维生素Ｄ营养状况［７］。

由于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需要更多的营养

素，因此儿童斑秃与成人相比可能有其特殊性。对于

儿童、青少年，维生素 Ｄ是其生长发育的重要微量营
养素，婴儿、儿童、青少年是维生素 Ｄ缺乏的高危人
群［２］，研究表明儿童维生素 Ｄ缺乏威胁着儿童正常生
长发育，对处于生长发育快速期的婴幼儿以及青少年，

对体格生长、免疫功能等可形成不良影响。目前对斑

秃患儿血中矿物元素钙、铁、锌、铜、镁、铅微量元素的

研究，发现可能是诱发儿童斑秃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但

对维生素 Ｄ在斑秃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报道不多，而在
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肾脏疾病、白

癜风、糖尿病等疾病中的作用均有报道［８－１０］，认为发

病与维生素Ｄ缺乏可能有关。
最近蔡泽明等通过荧光定量 ＰＣＲ及免疫组化法

检测２４例斑片型斑秃患者及１２例正常人头皮生长期
毛囊中维生素Ｄ受体的ｍＲＮＡ及蛋白表达水平，结果
斑秃患者生长期毛囊 ＶＤＲ的 ｍＲＮＡ及蛋白表达水平
显著低于正常人，但不同脱发面积、病程的斑秃患者

ＶＤＲ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４］。本实验通过对

１２０例斑秃患儿血清２５（ＯＨ）ＶＤ的测定，并与正常体
检儿童７３例进行对照，发现斑秃患儿血清２５（ＯＨ）
ＶＤ的水平显著降低（Ｐ＜０．０１）。６３例 ２５（ＯＨ）ＶＤ
水平低于正常值下限 ５０ｎｍｏｌ／Ｌ，占 ５３．５％，为
（３６．６０±１０．０５）ｎｍｏｌ／Ｌ。进展期患儿和稳定期患儿血
清２５（ＯＨ）ＶＤ水平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由于维生素Ｄ影响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组织
修复、免疫功能，尤其对免疫系统具有广泛作用，对毛

发再生有重要作用，而斑秃的发病与自身免疫有关，因

此推测儿童斑秃的发病可能与维生素 Ｄ水平低有关，
维生素 Ｄ缺乏可能参与了斑秃发病的某个环节，如免
疫功能失调，但本实验全秃及普秃样本数尚小，有待于

扩大样本数进一步研究，对维生素 Ｄ与疾病的严重
性、活动性的关系以及补充维生素 Ｄ是否有助于斑秃
临床改善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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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ＱＴ离散度预测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发生
室性心律失常的临床价值
黄宇理，李妙男，徐玮，王洪巨，高大胜

摘要：目的　研究ＱＴ离散度预测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发生室性心律失常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择１４０例老
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心电图检查结果分为校正的 ＱＴ离散度（ＱＴｃｄ）≥６０ｍｓ的观察组和
ＱＴｃｄ＜６０ｍｓ的对照组，观察住院期间室性心律失常发生情况及心功能指标。结果　观察组患者发生室性期前
收缩、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的例数多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左心室舒张末期内
径（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ＬＶＥＤＤ）、舒张晚期充盈峰速度（Ａ峰）值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舒张
早期充盈峰速度（Ｅ峰）、Ｅ／Ａ值、左室射血分数（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ＬＶＥＦ）值均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ＱＴｃｄ与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呈正相关。结论　ＱＴ离散度能够较好的预测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室性心
律失常的发生及心功能的改变，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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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由于存在心肌持续性缺血，容易引

起复极过程不同步，进而导致心律失常的发生。ＱＴ离
散度反映了心室肌复极的不同步性和电不稳定性。本

文探讨ＱＴ离散度预测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发生室
性心律失常的临床价值，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期间
在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的１４０名
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①年
龄≥６０岁；②符合急性心肌梗死诊断［１］；③发病时间
超过１２ｈ，未行急诊ＰＣＩ或急诊溶栓治疗；④排除变异
性心绞痛、心瓣膜病、心肌病、心包炎等疾病；⑤给予常
规镇静、抗凝、抗血小板、调脂、抗缺血等治疗。

１２　检查方法　入院即行１２导联心电图检查，纸速
２５ｍｍ／ｓ，选择ＱＲＳ波起点，Ｊ点和 Ｔ波终末清楚的导
联，每一导联连续测量３个 ＱＴ间期，取其平均值。每
份心电图测量的导联数不少于８个，Ｔ波不明显或难
以确定的导联可以摒弃。Ｔ波终点判定标准：Ｔ波降
支与ＴＰ等电位线的交点，有Ｕ波时，取Ｔ波与Ｕ波交
界最低点。ＱＴ离散度（ＱＴｄ）按照同一患者不同导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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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长的 ＱＴ间期减去最短的 ＱＴ间期（ＱｔｍａｘＱｔ
ｍｉｎ），并按 Ｂａｚｅｔｔｓ公式获得校正的 ＱＴ离散度
（ＱＴｃｄ）。
１３　分组方法　根据ＱＴｃｄ将１４０例老年急性心肌梗
死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ＱＴｃｄ≥６０ｍｓ）
６８例患者，其中男性３７例，女性３１例，年龄６３～７９
岁，平均（６９．１６±８．２１）岁；对照组（ＱＴｃｄ＜６０ｍｓ）７２
例患者，其中男性４５例，女性２７例，年龄６２～８０岁，
平均（６８．９９±８．４２）岁。２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
合并症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能够进行
比较分析。

１４　观察指标
１４１　室性心律失常发生情况　观察２组患者在治
疗过程中发生室性期前收缩、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

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的例数。

１４２　２组患者的心功能相关指标　测定 Ｅ峰、Ａ
峰、Ｅ／Ａ比值、ＬＶＥＤＤ、ＬＶＥＦ。每个数据均测 ３个周
期，取平均值。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上述数据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量

资料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的室性心律失常发生情况　观察组患
者发生室性期前收缩、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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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例数均多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组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室性
心律失常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室性期前收缩
非持续性室性

心动过速

持续性室性

心动过速
心室颤动

观察组 ６８ ２３（３３．８２４） ２１（３０．８８２） １６（２３．５２９） ８（１１．７６５）
对照组 ７２ １０（１３．８８９） ９（１２．５００） ６（８．３３３） ２（２．７７８）
χ２值 ９．５８７ ９．１８５ １１．８４８ １４．２８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ＱＴｃｄ与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的相关性分析　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的 ＱＴｃｄ与室性期前收缩、非持续性室
性心动过速、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均呈正相

关关系。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ＱＴｃｄ与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的相关性分析

心律失常类别 回归系数 相关系数 标准误 Ｐ值

室性期前收缩 ０．６８８ ０．５１４ ０．１１４ ０．０３０
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 ０．８２２ ０．４０８ ０．１０８ ０．００２
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 ０．４９２ ０．５８３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１
心室颤动 ０．５８８ ０．４６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心功能指标比较　观察组 Ｅ峰、Ｅ／Ａ
值、ＬＶＥ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ＬＶＥＤＤ、Ａ峰
值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２组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功能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Ｅ峰（ｃｍ／ｓ） Ａ峰（ｃｍ／ｓ） Ｅ／Ａ值 ＬＶＥＦ（％） ＬＶＥＤＤ（ｍｍ）

观察组 ５５．２９±５．４１７５．８１±７．９８０．７２９±０．０９１４６．２３±５．３９５６．３９±５．４２
对照组 ７２．３５±７．３９５２．２１±５．３３１．３８６±０．１５４５１．３８±７．０３５０．４２±４．９２
ｔ值 ６．２３ ６．８３ ８．９６ ５．３２ ６．０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近些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
变，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也呈现上升趋势。急性心肌

梗死是指由于持久而严重的心肌缺血导致的部分心肌

急性坏死，常伴有室性心律失常［２］，可引起血液动力学

障碍、心功能不全，甚至会发生致命性心律失常及心源

性猝死［３］。其中，诱发心肌梗死发生的原因包括冠状

动脉内血栓形成、粥样斑块破裂、情绪剧烈波动、冠脉

强烈痉挛等［４］。

心电图检查是反映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肌电生理

情况的基本检测方式，其中 ＱＴ间期反映了心室除极
复极时程，随心率的增加而缩短，ＱＴ离散度是同一份
心电图上不同导联最长 ＱＴ间期与最短 ＱＴ间期的差
值，可直接反映心肌复极的离散度，间接反映心室肌复

极的不一致性和不稳定性的变化程度，经过校正后可

得到ＱＴｃｄ［５］。ＱＴｃｄ代表不同部位心室肌复极的不同
步性和电不稳定性［６］。心肌梗死患者由于存在持续性

心肌缺血，容易引起复极过程不同步，进而导致 ＱＴｃｄ
明显增大［７］。可能是由于心肌梗死发生时心肌代谢异

常，动作电位时间延长，局部缺血心肌细胞外低钙，使

心肌细胞动作电位的发生与终止都延迟。另外缺血坏

死区局部自主神经张力变化可引起一系列神经－体液
的改变，致使心肌复极不均一性明显增大。

相关的研究也发现，心肌缺血导致的心肌复极异

常与心律失常的发生有密切关系［８］。心律失常发生的

基本机制是折返、触发活动以及自律性的改变。通过

本研究可以发现，观察组患者发生室性期前收缩、非持

续性室性心动过速、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例

数均明显多于对照组；并且 ＱＴｃｄ与室性期前收缩、非
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

发生均呈正相关关系。这就提示 ＱＴｃｄ与急性心肌梗
死患者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密切相关。这可能与心肌

梗死发生时，一方面，缺血区有存活心肌会导致心肌纤

维的定向及异向性传导；另一方面，心肌梗死后纤维化

所形成的胶原基质会导致心肌电生理特性不一致；再

一方面，坏死的心室肌细胞释放大量 Ｋ＋，致使坏死的
心室肌周围浦肯野纤维的自律性增高，易发生室性心

律失常［９］。

同时，笔者还进一步观察了 ＱＴ离散度与心功能
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观察组 Ｅ峰、Ｅ／Ａ值、ＬＶＥＦ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ＬＶＥＤＤ、Ａ峰明显高于对照组，揭示
了ＱＴ离散度除了与室性心律失常相关外，还与心功
能存在密切关系。心力衰竭患者心肌收缩功能下降，

收缩不同步从而引起心室肌复极的不同步性增大，同

时电活动不稳定性也显著增大。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

衰患者部分心肌细胞凋亡，病变心肌与正常心肌之间

存在电位差，导致各部分心室肌复极不均匀，从而引起

ＱＴ离散度增大。有报道 ＱＴ离散度还与心衰的严重
程度呈正相关［１０］。

ＱＴ离散度与心肌梗死患者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
及心功能具有良好相关关系，能够较好的预测室性心

律失常的发生及心功能的改变，方法简便易行，具有一

定的临床价值。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由于年龄大，

病情易变化，及时观察 ＱＴ离散度的变化有重要临床
意义。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早期 ＱＴ离散度明显增大者
应严密监护，防止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降低猝死

率。

参考文献
［１］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推

荐在我国采用急性心肌梗死全球统一定义［Ｊ］．中华心血管病杂
志，２００８，３６（１０）：８６７８６９．

［２］　刘伟光．胺碘酮在急性心肌梗死室性心律失常中的临床应用分析
［Ｊ］．中外医学研究，２０１１，９（２７）：５１．

［３］　ＨｉｒａｓａｗａＹ，ＮａｋａｇｏｍｉＡ，ＫｏｂｙａｓｈｉＹ，ｅｔａｌ．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ａｍｉｏｄａｒｏ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ｗｈ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ｎｔｏｆｍｏｎｃｙｔｅ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ｏ
ｋｉｎｅｓｂｙ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ｃａｒｄｉａ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ｄｉｌａｔｅｄ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ａｎｄ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ｔｈ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
［Ｊ］．ＣｉｒｃＪ，２００９，７３（４）：６３９６４６．

［４］　李军，刘培良．老年急性心肌梗死 ＱＴ离散度变化的临床意义
［Ｊ］．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１，１９（６）：８８３８８４．

［５］　鲁洋，李淑梅．无创检查方法预测恶性心律失常的研究进展［Ｊ］．
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９（２）：２８２７２８２８．

［６］　耿光三，吴瑶．比索洛尔对老年冠心病患者 ＱＴ离散度的影响
［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２（１３）：２７４６２７４７．

［７］　姜晓霞，张万江．ＱＴ离散度的临床研究进展［Ｊ］．现代电生理学杂
志，２０１０，１７（２）：９８１０２．

［８］　潘云红，徐超，陈兰姣．肥厚型心肌病 ＱＴ离散度的临床意义及卡
维地洛对其作用［Ｊ］．临床荟萃，２００９，２４（３）：２０１２０３．

［９］　刘松涛，刘慧波，高迎春．急性冠脉综合征合并室性心律失常与
ＱＴ离散度关系的研究［Ｊ］．中国伤残医学，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８８８９．

［１０］　汤建武，王丹，童元焱．慢性心力衰竭与 ＱＴ离散度关系的探讨
［Ｊ］．当代医学，２０１０，１６（１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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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ＴＬＲ４／ＮＦκＢ通路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作用机制
王晓伟，黄?，陈伟

摘要：目的　探讨ＴＬＲ４／ＮＦκＢ信号通路调控铁调素在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中的作用机制。方法　６０只ＳＤ大
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和干预组。模型组予高脂饮食制备ＮＡＦＬＤ大鼠模型，以ＴＬＲ４／ＮＦκＢ信号通路抑制
剂腹腔注射干预组大鼠。处死各组大鼠，观察各组肝组织病理变化，检测ＴＬＲ４、ＮＦκＢ蛋白的表达及铁调素ｍＲ
ＮＡ水平的表达。结果　模型组大鼠肝脏呈现典型脂肪性变，其ＴＬＲ４、ＮＦκＢ蛋白表达及铁调素ｍＲＮＡ水平显著
高于正常组（Ｐ＜０．０５）。干预组大鼠肝组织病理改变显著改善，ＴＬＲ４、ＮＦκＢ蛋白表达及铁调素ｍＲＮＡ水平显著
下降（Ｐ＜０．０５）。结论　ＴＬＲ４／ＮＦκＢ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可能上调铁调素表达，参与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
发生。

关键词：ＴＬＲ４／ＮＦκＢ信号通路；铁调素；非酒精性脂肪肝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７５　Ｒ５８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３８４０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ｉｒｏｎ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ｉｎ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ｆａｔｔｙ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ｂｙＴＬＲ４／ＮｆκＢｓｉｇｎ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ｗｅｉ，ＨＵＡ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Ｗｅ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ｉｂｅｉ４４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Ｈｅｐｃｉｄｉｎｉｎ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ｆａｔｔｙ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ＮＡＦＬＤ）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ｂｙＴＬＲ４／ＮＦκＢｓｉｇｎ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ｉｘｔｙＳＤｒａ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
ＮＡＦＬＤｒａｔ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ｃｒｅ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ｈｉｇｈｆａｔｄｉｅｔｆｅｄ．Ｐａｔｈｅｎｏｌｉｄｅｗａｓｉｎｊ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ｒａ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ｌｙ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ｃｔｉｓｓｕｅ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ｕｎｄｅｒ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ＬＲ４ａｎｄＮＦκＢ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ｈｅ
ｐａｔｉｃ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ｅｐｃｉｄｉｎｍＲＮＡ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ＲＴＰＣ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ｆａｔｔｙ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ｉｖｅｒｓｏｆｒａｔ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ＬＲ４ａｎｄＮＦκＢ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ｈｅｐｃｉｄｉｎｍＲＮＡ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ｉｖｅｒ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ｒａｔ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ＬＲ４ａｎｄＮＦκＢ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ｈｅｐｃｉｄｉｎｍＲＮＡ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ＬＲ４／ＮＦκＢｓｉｇｎ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ｍａｙｂ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ＮＡＦＬ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ＬＲ４／ＮＦκＢｓｉｇｎ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Ｈｅｐｃｉｄｉｎ；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ｆａｔｔｙ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

　　近年来，非酒精性脂肪肝（ＮＡＦＬＤ）的发病率逐年
上升且呈低龄化趋势，铁调素（Ｈｅｐｃｉｄｉｎ）是由肝细胞
分泌的维持人体系统性铁平衡的核心因子，ＮＡＦＬＤ患
者普遍存在铁代谢紊乱［１］，且加速疾病发展进程。核

转录因子（ＮＦκＢ）在单纯性脂肪肝向脂肪性肝炎转化
中起着关键性作用［２］。Ｔｏｌｌ受体 ４（Ｔｏｌｌ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４，ＴＬＲ４）的活化可以通过一系列级联反应激活 ＮＦ
κＢ，促进转化生长因子β（ＴＧＦβ）的释放，引起肝细胞
坏死、炎症和纤维化形成［３］。本研究以 ＮＦκＢ信号通
路抑制剂ｐａｔｈｅｎｏｌｉｄｅ干预ＮＡＦＬＤ模型大鼠，通过观察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的表达变化，探讨 ＴＬＲ４／ＮＦκＢ信号通路是
否通过调控Ｈｅｐｃｉｄｉｎ参与ＮＡＦＬＤ的发生发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　清洁级雄性 ＳＤ大鼠６０只，体质量
（２００±２０）ｇ，购自武汉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１２　主要试剂　Ｐａｔｈｅｎｏｌｉｄｅ、兔抗人 ＴＬＲ４、山羊抗鼠
ＮＦκＢ和兔抗大鼠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多克隆抗体均购自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公司；其余试剂购自ＴａＫａＲａ公司。
１３　动物造模　大鼠随机分正常组、模型组和干预
组，２０只／组。对照组大鼠普通喂养；模型组予高脂饲

作者单位：４４１０００湖北省襄阳市，湖北医药学院附属襄阳医院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通讯作者：陈伟，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ｗｅｉｙｆ＠１６３．ｃｏｍ

料（普通饲料 ＋２％胆固醇 ＋１０％猪油 ＋２．５％植物
油）喂养；干预组（给予高脂饲料喂养）同时腹腔注射

ｐａｔｈｅｎｏｌｉｄｅ（１０μｍｏｌ／Ｌ）２ｍｌ，１次／ｄ。各组大鼠均喂
养４周。
１４　标本采集　第４周处死各组大鼠，肝右叶切取肝
组织，１０％甲醛固定后常规石蜡包埋切片，ＨＥ染色，后
光镜下观察各组肝组织病理学改变。同时油红 Ｏ法
行脂肪染色。肝细胞核呈紫蓝色，脂滴呈红色。

１５　肝组织病理学评价　光镜下按照肝小叶内含脂
滴细胞数／总细胞数比值评估脂肪变性程度：０（－）；
＜１／３（＋）；１／３～２／３（＋＋）；＞２／３（＋＋＋）；≈１
（＋＋＋＋）。
１６　检测方法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各组肝组织 ＴＬＲ４、
ＮＦκＢ蛋白的表达，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ｎｅ软件成像系统分析
ＴＬＲ４以及 ＮＦκＢ蛋白表达的相对含量，βａｃｔｉｎ为内
参。实时定量 ＰＣＲ检测各组肝组织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的 ｍＲ
ＮＡ水平，引物序列见表１。

表１　检测各组肝组织所用引物序列

基因 引物序列 扩增产物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
上游：５’ＴＧＴＣＴＣＣＴＧＣＴＴＣＴＣＣＴＣＣＴＴＧ３’
下游：５’ＧＧＡＧＧＧＣＡＧＧＡＡＴＡＡＡＴＡＡＴＧＧ３’

２９１ｂｐ

βａｃｔｉｎ
上游：５’ＣＣＡＣＡＧＣＴＧＡＧＡＧＧＧＡＡＡＴＣ３’
下游：５’ＴＣＴＣＴＴＣＣＣＡＣＴＣＡＣＧＧＧＴＴＧＩＬ３’

１０８ｂｐ

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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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大鼠肝组织病理学变化　肉眼观察正常组
大鼠肝脏形态、质地、颜色均正常；模型组大鼠肝脏体

积增大，边缘圆钝，切面约呈淡黄色略带油腻感；干预

组肝外观与正常组相近。ＨＥ染色镜下显示，正常组肝
小叶和肝细胞索结构清晰，细胞排列整齐，细胞中央有

大而圆的核，细胞质均匀，无脂滴；模型组肝组织小叶

结构欠清，可见弥漫性大小不一的圆形脂肪空泡，伴有

水样变性和炎性细胞浸润，细胞内充满较大红色脂肪

液泡；干预组肝脏脂肪变明显改善，细胞内可见少许小

泡性脂肪滴（油红Ｏ），见图１（见封三）。
２２　各组肝组织 ＴＬＲ４、ＮＦκＢ蛋白的表达　与正常
组相比，模型组肝组织 ＴＬＲ４、ＮＦκＢ蛋白表达显著升
高（Ｐ＜０．０５）。干预组 ＴＬＲ４、ＮＦκＢ蛋白表达显著降
低（Ｐ＜０．０５），见图２、表２。

　　注：１、２、３分别为正常组、模型组及干预组。
图２　ＴＬＲ４、ＮＦκＢ蛋白表达的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结果
表２　各组大鼠肝组织中ＴＬＲ４、ＮＦκＢ蛋白的

相对表达量（ｘ±ｓ，ｎｉ＝２０）

组别 ＴＬＲ４ ＮＦκＢ

正常组 ０．２４±０．１７ ０．９２±０．１４
模型组 １．５３±０．１８ａ １．６３±０．１２ａ

干预组 ０．３１±０．１１ｂ １．０１±０．０９ｂ

　　注：与正常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模型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３　各组肝组织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的 ｍＲＮＡ水平　扩增产物
电泳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ｍＲＮＡ
表达强度明显增高（Ｐ＜０．０５）；与模型组相比，干预组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ｍＲＮＡ的表达显著下调（Ｐ＜０．０５），见图３。

　　注：Ｍ为Ｍａｒｋｅｒ，１、２、３分别为正常组、模型组及干预组。
图３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ｍＲＮＡ表达的ＲＴＰＣＲ检测结果

３　讨　论
　　铁调素是机体铁稳态的关键负性调节因子，决定

机体循环铁水平并影响肝脏等主要储铁脏器的铁负荷

程度［４］。研究显示，单纯肝脂肪变性进展至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炎的过程中，肝铁沉积逐渐加重，并且与病情

的严重程度呈显著正相关性［５－７］。

ＮＦκＢ是一类重要的转录调控因子，在诱导炎症
因子表达方面起关键性调控作用。脂肪组织是细胞因

子的主要来源，肝脏细胞脂肪变性可促进多种具有强

烈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如 ＴＮＦα的释放，ＴＧＦβ则通
过ＮＦκＢ依赖的信号途径发挥重要作用［８－１０］。ＴＬＲ４
和ＮＦκＢ为上下游信号转导通路，在炎症的刺激下可
以激活ＴＬＲ４的表达。由此推测，ＮＡＦＬＤ患者由于肝
脏脂肪变性激活了 ＴＬＲ４／ＮＦκＢ信号通路，Ｈｅｐｃｉｄｉｎ
高表达，导致肝脏组织铁过负荷。

本实验结果显示，模型组大鼠肝脏出现典型的脂

肪变性，而经过抑制剂ｐａｔｈｅｎｏｌｉｄｅ干预后，大鼠肝脏病
理变化得到了显著的改善。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和ＲＴＰＣＲ结
果表明，模型组 ＴＬＲ４、ＮＦκＢ蛋白表达及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
ｍＲＮＡ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组（Ｐ＜０．０５），说明
ＴＬＲ４、ＮＦκＢ及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在 ＮＡＦＬＤ大鼠肝脏组织中
均呈高表达。而干预组的 ＴＬＲ４、ＮＦκＢ蛋白表达及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ｍＲＮＡ水平均显著下调（Ｐ＜０．０５），说明抑
制ＴＬＲ４／ＮＦκＢ信号通路，可以显著抑制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的
表达，改善大鼠肝组织病理变化。

综上所述，ＴＬＲ４／ＮＦκＢ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可
能上调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表达，参与了 ＮＡＦＬＤ的发生。因此，
抑制该通路的活化，下调Ｈｅｐｃｉｄｉｎ的表达，对于防治脂
肪性肝炎及阻止肝纤维化病理进程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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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诊为肺部疾病的 ＡＮＣＡ相关性小血管炎２０例分析
黄奕娟，楼雅芳，丁旭春，石亚杰，付骞

摘要：目的　通过分析２０例以肺部症状为首发的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ＡＮＣＡ）相关性小血管炎误诊为肺部疾
病的临床资料，旨在提高该病的诊治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日杭州市中医
院收治的２０例误诊为肺部疾病的ＡＮＣＡ相关性小血管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辅助检
查等。结果　男性６例，女性１４例，平均年龄（５８±１２）岁，既往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４例；患糖尿病３例；
慢性肾炎７例。咳嗽２０例，咳痰１２例，咯血５例，气促５例，胸痛３例，发热８例，皮疹和红斑３例，关节疼痛５
例，两下肢浮肿３例。肺部湿音７例。５例患者低氧血症，１１例患者肺功能异常。胸部ＣＴ表现肺内弥漫性磨
玻璃影４例，弥漫粟粒影２例，间质性改变４例，多发斑片及片状影１０例，伴充气支气管征５例、伴多发结节３例、
形成空洞２例、胸腔积液７例、心包积液２例。误诊为间质性肺炎４例、细菌性肺炎１０例、粟粒型肺结核、浸润型
肺结核、卡氏肺孢子虫肺炎各 １例及过敏性支气管肺曲霉病 ３例。２０例患者实验室检查（ＡＮＣＡ）阳性率为
１００％。结论　以肺部症状为首发的ＡＮＣＡ相关性小血管炎临床表现复杂多样，缺乏特异性，易误诊为肺部疾病，
结合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可作出正确诊断。ＡＮＣＡ检查能显著减少漏诊误诊，及时诊断和早期治疗对患者的预后
有帮助。

关键词：肺部疾病；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ＡＮＣＡ）相关性小血管炎；回顾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６３　Ｒ５９３．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３８６０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ＮＣ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ｖａｓｃｕｌｉｔｉｓ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２０
ｃａｓｅｓ　ＨＵＡＮＧＹｉｊｕａｎ，ＬＯＵＹａｆａｎｇ，ＤＩＮＧＸｕｃｈｕｎ，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０６，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２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ＮＣ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ｖａｓｃｕｌｉｔｉｓｍｉ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ｉｔｈ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ｓ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ｉｎｄｉｎｇ，ｏｆ２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ｒｏｍ１ｓｔ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９３ｔｏ１ｓ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ＮＣ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ｖａｓｃｕｌｉｔｉｓｍｉｓｄｉａｇ
ｎｏｓｅｄ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６ｍａｌｅｓａｎｄ１４ｆｅｍａｌｅｓ，ｍｅａｎ（５８±１２）．ｃｈｒｏｎｉｃｂｒｏｎ
ｃｈｉｔｉｓ（４ｃａｓｅｓ），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３ｃａｓｅ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７ｃａｓｅｓ）．ｃｏｕｇｈ（２０ｃａｓｅｓ），ｅｘｐｅｃ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２ｃａｓｅｓ），ｈｅｍｏｐｔｙｓｉｓ
（５ｃａｓｅｓ），ｓｈｏｒｔｎｅｓｓｏｆｂｒｅａｔｈ（５ｃａｓｅｓ），ｃｈｅｓｔｐａｉｎ（３ｃａｓｅｓ），ｆｅｖｅｒ（８ｃａｓｅｓ），ｒａｓｈ（３ｃａｓｅｓ），ｊｏｉｎｔｐａｉｎ（５ｃａｓｅｓ），ｌｏｗ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ｅｄｅｍａ（３ｃａｓｅｓ）．ｍｏｉｓｔｒａｌｅｓ（７ｃａｓｅｓ）．ｈｙｐｏｘｅｍｉａ（５ｃａｓｅｓ），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ｌｕ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１１ｃａｓｅｓ）．ＣｈｅｓｔＣＴ
Ｇｌａｓｓｇｒｏｕｎｄｏ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４ｃａｓｅｓ），Ｇｌａｓｓｇｒｏｕｎｄｍｉｌｉａｒｙｓｈａｄｏｗ（２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４ｃａｓｅ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ａｔｃｈｙ
ｓｈａｄｏｗ（１０ｃａｓｅｓ），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ｉｒｂｒｏｎｃｈｏｇｒａｍ（５ｃａｓｅ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ｎｏｄｕｌｅｓ（３ｃａｓｅｓ），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２ｃａｓｅｓ），ｐｌｅｕｒａｌｅｆｆｕ
ｓｉｏｎ（７ｃａｓｅｓ），ｐｅｒｉｃａｒｄｉａｌｅｆｆｕｓｉｏｎ（２ｃａｓｅｓ）．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４ｃａｓｅｓ），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１０ｃａ
ｓｅｓ）ｍｉｌｉａｒｙ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１ｃａｓ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ｏｆｌｕｎｇ（１ｃａｓｅ），Ｐｎｅｕｍｏｃｙｓｔｉｓｃａｒｉｎｉｉ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１
ｃａｓｅ）ａｎ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３ｃａｓｅｓ）．２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ａｔｏｆＡＮＣＡｗａｓ１０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ＮＣ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ｖａｓｃｕｌｉｔｉｓｗｉｔｈ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ｓ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
ｄｉｖｅｒｏｕ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ｗｉｔｈａｌａｃｋｏｆｐａｔｈｏｇｎｏｍｏｎｉｃ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ｅａｓｙ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
ｔｉｏｎｓ，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ｏｆｔｅ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ｏｍａｋｅａ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ＣＡ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ｍｉｓｓｅｄｄｉａｇ
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ｈｅｌｐｆｕｌｔｏａｂｅｔｔｅｒ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Ｃ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ｖａｓｃｕｌｉｔｉｓ；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ａｎｔｉ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ｃｙｔｏｐｌａｓ
ｍｉｃ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ＡＮＣＡ）相关性小血管炎（ＡＮＣ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
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ｖａｓｃｕｌｉｔｉｓ，ＡＡＳＶ）是一组以小血管壁的炎症
和纤维素样坏死、血清中存在针对靶抗原蛋白酶 ３
（ＰＲ３）或髓过氧化物酶（ＭＰＯ）的ＡＮＣＡ阳性为主要特
征的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肉芽肿性血管炎

［（ｇｒａｎｕｌｏｍａｔｏｓｉｓ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ａｎｇｉｉｔｉｓ，ＧＰＡ），既往的韦格纳
肉芽肿（Ｗｅｇｅｎｅｒ，ｇｒａｎｕｌｏｍａｔｏｓｉｓ）］，显微镜下多血管炎
［（ＭＰＡ）以及嗜酸细胞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ｅｏｓｉｎｏ
ｐｈｉｌｉｃｇｒａｎｕｌｏｍａｔｏｓｉｓ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ａｎｇｉｉｔｉｓ），既往的变应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６杭州市，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广兴医院（杭州
市中医院）呼吸内科

通讯作者：黄奕娟，Ｅｍａｉｌ：ｌｏｅｘｄ＠１６３．ｃｏｍ

性肉芽肿血管炎（ＣｈｕｒｇＳｔｒａｕｓ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ＣＣＳ）］［１］。
因其为全身性跨科性疾病，可同时损害多种脏器，肺血

管炎多是原发于系统性小血管炎累及肺脏血管炎症，

大多以肺部炎性反应和伴有不同程度肺外脏器损害。

临床上极易误诊为间质性肺炎，肺部各种病原体感染、

肺栓塞等。现回顾性分析我院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年期间以
呼吸道为首发症状住院治疗的２０例肺血管炎患者的
临床资料，了解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ＡＮＣＡ）相关
性小血管炎在肺部表现的临床特点、诊疗过程及转归，

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类疾病的诊治水平。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２０例，其中男性６例，女性
１４例，平均年龄（５８±１２）岁。既往患有慢性支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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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肺气肿４例，患糖尿病３例，慢性肾炎７例。余既
往均体健。咳嗽 ２０例，咳痰 １２例，基本为白色粘液
痰，痰中带血５例，气促５例，胸痛３例，发热８例，高
热２例（体温在３９～４０℃），皮疹和红斑３例，关节疼
痛５例，两下肢浮肿３例。肺部湿音５例，Ｖｅｃｒｏ
音２例，紫绀３例。
１２　实验室检查　２０例患者 ＭＰＯｐＡＮＣＡ或 ＰＲ３
ｃＡＮＣＡ阳性１００％。１０例白细胞明显升高，中性粒细
胞、红细胞沉降率、Ｃ反应蛋白、血清降钙素均增快：３
例血清嗜酸细胞升高；８例镜下血尿，７例伴镜下血尿
和持续性蛋白尿（＋＋～＋＋＋），７例肌酐（Ｇｒ）、尿
素氮（ＢＵＮ）均增高；３例尿糖（＋～＋＋），空腹血糖
９．０～１２．３ｍｍｏｌ／Ｌ。贫血１２例。１５例动脉血气分析
正常，５例患者低氧血症，Ⅰ型呼吸衰竭３例。胸腔穿
刺４例，３例积液提示渗出液，１例提示漏出液。
１３　辅助检查　肺功能提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４
例；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２例，弥散功能减退５例。２
例患者心超提示肺动脉高压。胸部 ＣＴ表现肺内弥漫
性磨玻璃影４例，弥漫粟粒影２例，间质性改变４例，
多发斑片及片状影１０例，伴充气支气管征５例、伴多
发结节３例，形成空洞２例，胸腔积液７例，心包积液２
例。４例心电图Ｖ１～Ｖ３低电压，２例Ⅱ、Ⅲ、ａＶＦ呈ＱＳ
型，２例提示 ＳＴＴ段改变，３例提示窦性心动过速，１
例提示房颤，２例肺型Ｐ波。９例患者行支气管镜检查
提示支气管黏膜充血，活检为慢性炎症。１５例患者有
病理结果：３例患者行支气管镜肺活检病理证实血管
炎；４例 ＣＴ下肺活检病理证实；３例皮肤活检病理证
实；５例患者肾脏穿刺证实。

２　结　果
　　误诊为间质性肺炎４例、细菌性肺炎１０例、粟粒
型肺结核、浸润型肺结核、卡氏肺孢子虫肺炎各１例及
过敏性支气管肺曲霉病３例。明确诊断后２０例患者
均使用甲基强的松龙治疗，７例患者加用环磷酰胺，２
例患者应用丙种球蛋白，３例患者无创机械通气治疗，
５例患者血液透析治疗。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均明显
改善，咳嗽、咳痰、气促、发热等改善，血尿、蛋白尿减

轻，肾功能改善，肺部病灶吸收理想，病情缓解率在

８１．３％。６例患者在激素减量过程中病情有反复，但
加量后仍然有效。５例患者后期死亡，分别死于肾功
能衰竭、肺部感染和呼吸衰竭。

３　讨　论
　　ＡＮＣＡ相关性系统性血管炎是一类以抗中性粒细
胞胞浆抗体（ａｎｔｉ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ＡＮ
ＣＡ）为特征的血管性炎性疾病，广泛累及多系统的小
血管炎。其发病机制大多数学者形成共识：①髓过氧
化物酶（ＭＰＯ）蛋白酶３（ＰＲ３）是 ＡＮＣＡ的主要靶源，
存在于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胞质中。②ＡＮＣＡ是疾
病的血清学指标，其参与了血管炎的发生。③病原体
与宿主蛋白的分子模拟机制在ＡＮＣＡ相关性肾炎的发

病中起到重要作用［２］。故患者往往有肾脏病理学改

变。韦格纳肉芽肿、变应性肉芽肿和显微镜下多血管

炎３者在发病、临床、病理及治疗方面有许多相似点：
如血清学检查常表现为 ＡＮＣＡ阳性；临床上常见肺部
和肾脏损害；血管壁免疫复合物沉积，免疫抑制剂治疗

效果肯定等。ＡＮＣＡ是本组疾病的特异性血清学诊断
工具，同时ＡＮＣＡ的测定对该类疾病的活动预后和转
归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故习惯将３者称为 ＡＮＣＡ相关
性血管炎。

ＡＮＣＡ相关性系统性血管炎可累及肺、鼻子、肾
脏、皮肤等全身各个器官，肺脏是其常见重要受累靶器

官，肺部血管炎是血管炎累及肺脏小血管壁的炎症细

胞浸润性疾病，病理改变多见于肺小血管壁坏死性炎

症反应、纤维素性坏死病变或合并有弥漫性肺泡损伤

和出血。因肺小血管受累类型不同、病变程度不同，临

床表现为肺血管炎的症状和体征存在较大的差异，临

床复杂多变，表现不典型，缺乏特异性，容易误诊和漏

诊，耽误病情。呼吸道症状为首发的往往有咳嗽、咳

痰、发热、呼吸困难；实验室检查可有血白细胞和中性

粒细胞升高、血沉增快、贫血、血清 Ｃ反应蛋白等升
高；动脉血气分析可有呼吸衰竭；肺功能检查可提示通

气和弥散功能障碍；肺部影像学检查可提示斑片状渗

出病灶、间质性改变、空洞、结节状、浆膜腔积液等，极

易误诊为肺部感染性疾病、间质性肺炎、肺结核及肺栓

塞等疾病［３］。本组２０例患者早期均误诊为肺部疾病。
分析误诊的原因：①部分患者存在慢性支气管炎、糖尿
病等基础疾病，考虑发热和肺部渗出病灶容易误诊慢

性支气管炎急性加重，糖尿病患者免疫功能下降容易

合并肺部感染。未考虑到肺血管炎疾病。②部分患者
有肾脏系统损害和肺部表现独立开来考虑容易漏诊，

同时部分患者早期肾脏损害不典型，而表现为肺部症

状，给早期诊断带来困难。③缺乏对血管炎的警惕性，
未早期开展血清 ＡＮＣＡ的检测，容易延误诊断。④部
分患者胸部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表现为空洞样、结

节状、渗出病灶等，容易误诊，因肺穿刺检查有一定的

创伤性，患者可能不配合给诊断带来困难。⑤部分患
者临床上有高热等表现，容易诊断为感染性细菌毒性

等反应，给糖皮质激素干预可能会带来暂时的病情缓

解，造成假象，容易贻误诊断。本组２０例肺血管炎误
诊情况与相关报道基本一致［４］。

本组２０例患者通过皮肤活检、经支气管镜和 ＣＴ
下肺活检、肾穿刺活检及结合血清 ＡＮＣＡ试验诊断。
诊断标准符合１９９４年美国 ＣｈａｐｅｌＨｉｌｌ会议关于系统
性血管炎命名分类法分型及美国风湿病学会的分类标

准。２０例患者血清 ＡＮＣＡ１００％阳性。ＡＮＣＡ检测的
规范性是临床诊断的重要前提［５］，ＡＮＣＡ的特异性，对
判断病情及疗效可能提供很大帮助［６］。我国目前使用

较多的是间接免疫荧光法（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ｍｍｕｎｏ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ＩＩＦ）或抗原特异性ＥＬＩＳＡ法。早期部分患者以呼吸道
疾病等非特异症状为首发表现可有 ＡＮＣＡ检测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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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阴性并不能排除诊断，随着疾病的进展特别有肺

和肾脏等重要器官损害的时候，ＡＮＣＡ可表现阳性［７］。

如临床上怀疑血管炎须动态监测排除诊断。肺血管炎

的早期诊断极为重要，从肺部症状和肺外器官损害等

多脏器临床表现，尤其是伴发肾脏功能损害，结合病理

活检、影像学检查和血清 ＡＮＣＡ动态监测帮助肺血管
炎的早期诊断［８－９］，能够对多脏器损害及时干预治疗，

很大程度影响预后和转归。部分患者病情缓解后 ＡＮ
ＣＡ可转为阴性。

目前对于ＡＮＣＡ相关性血管炎治疗仍以糖皮质激
素和免疫抑制剂为主。近年来，ＡＮＣＡ相关性血管炎
治疗新的监护标准已经形成。许多中心现在使用糖皮

质激素的短程诱导治疗（如３～６个月），以后给予长
期的硫唑嘌呤或甲氨喋呤［１０］来维持疾病缓解。治疗

疗程还不清楚，但一般在症状缓解后需维持用药至少

１年。对于那些提示可能有复发的患者，可长时间维
持最小剂量的细胞毒药物，包括甲氨喋呤或硫唑嘌呤

和小剂量的泼尼松（如５ｍｇ／ｄ）。严重的韦格纳肉芽
肿病需要用环磷酰胺和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冲击治

疗。部分病变局限的韦格纳肉芽肿病患者中，大约３／
４的患者使用甲氨喋呤（２５ｍｇ／周）和仅用糖皮质激素
可以达到缓解。其他比如血浆置换、静脉注射免疫球

蛋白治疗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获益。部分患者在上述治

疗情况下仍有可能复发和死亡。感染是主要的死亡原

因，终末期肾衰竭的发展，也是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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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３７７页）
有大量粉红染的无定形物质，实为细胞外脂质及坏死

物，其中可见胆固醇结晶及钙化，底部及周边部可见肉

芽组织、少量泡沫细胞和淋巴细胞浸润，粥样斑块的形

成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基本病理改变，为动脉粥样病变

病理发展的第３期阶段，表层的纤维帽容易脱落，进入
血液循环，堵塞相应的供血血管，可见粥样斑块的不稳

定是一系列心脑血管不良事件的诱因［１０］，例如急性冠

状动脉综合征，该并发症常常是冠心病致伤、致残、致

死的主要原因，血管壁局部的脂质沉积，以及随后激发

的单核巨噬细胞反应为主的慢性炎症反应是粥样斑块

形成的主要病理生理机制，一系列因子诱发的炎症反

应诱导单核细胞趋化因子、白细胞介素、肿瘤坏死因子

等炎性因子的表达；促进 ＴＧ在前脂肪细胞中的合成、
储积；刺激基质金属蛋白酶的分泌分解细胞外基质，这

些机制都可以使病灶处粥样硬化斑块不稳定，容易脱

落［２］。本研究显示了冠心病患者冠脉粥样斑块不稳定

组ｓＴＲＥＭ１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稳定组，说明了随着
斑块不稳定性的增加 ｓＴＲＥＭ１表达水平也会出现相
应的升高，上述结果说明了 ｓＴＲＥＭ１的异常变化可以
反映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的严重程度，参与了粥样斑

块的形成以及斑块的炎性坏死过程，并且有可能成为

预测不良心血管事件的一个有效生物监控分子。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 ｓＴＲＥＭ１表达的升高是冠
脉病变的一个危险因素，其水平的变化可用于冠脉病

变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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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非瓣膜性老年人房颤抗凝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
朱志芳，沈利娟

摘要：目的　分析非瓣膜性老年人房颤患者应用华法林抗凝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选择２００９年２月—
２０１１年２月在桐乡市中医医院就诊的年龄≥６５岁心房颤动患者，随机分为华法林治疗组（３０例）和阿司匹林对
照组（３０例），分别给予华法林和阿司匹林治疗，华法林初始剂量２．５ｍｇ／ｄ，根据ＩＮＲ目标值调整剂量，阿司匹林
组给予阿司匹林１００ｍｇ／ｄ。随访１年，观察２组缺血性脑卒中及出血并发症的发生率。结果　华法林治疗组缺
血性脑卒中发生率明显低于阿司匹林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均无严重出血发生。结论　严
格控制ＩＮＲ情况下，非瓣膜性老年人房颤患者应用华法林抗凝治疗是安全有效的。
关键词：心房颤动；华法林；疗效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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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房颤动（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Ｆ）简称房颤，是一种
十分常见的心律失常，ＡＦ导致心脏缺乏有效的机械运
动，易在心房内形成血栓，这种心源性栓子是引起脑卒

中的重要危险因素［１］，且ＡＦ最大的危害为血栓栓塞，
尤其是缺血性脑卒中，也是 ＡＦ致死及致残的主要原
因。我国房颤的病因已由过去的瓣膜性为主转变为非

瓣膜性为主。年龄是导致房颤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年龄６０岁及以上房颤患者特称为老年人房颤［２］。因

此非瓣膜性老年人房颤是抗凝治疗的主要人群，恰当

的抗凝治疗获益最大，但出血的危险也最大，评估其抗

凝治疗风险和获益是临床面临的巨大挑战。本研究选

用我院的非瓣膜性老年人房颤患者６０例，对其进行长
达１年的治疗观察及随访、对比分析，现对其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本院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１年２月
在我院就诊的，年龄≥６５岁心房颤动患者，经心电图、
动态心电图以及超声心动图检查确诊为非瓣膜性老年

人心房颤动患者６０例。排除标准：有其他严重疾病，
预期生存时间＜１年者；可逆病因引起的房颤；未控制
的高血压（≥１８０／１０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华法林或阿司匹林过敏者；６个月内有颅内、消化道或
泌尿系、生殖系统出血；活动性消化道溃疡；严重肝肾

功能损害者；严重贫血；血小板缺乏症等。入选患者年

作者单位：３１４５００浙江省桐乡市中医医院内一病区
通讯作者：朱志芳，Ｅｍａｉｌ：ｚｈｕｚｈｉｆａｎｇ２０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龄６５～８５岁不等，平均年龄（７１．０±３．７）岁。冠心病
２０例，高血压性心脏病１５例，心肌病１１例，慢性肺源
性心脏病８例，甲状腺功能亢进６例，其中有栓塞史者
１０例。采用了 （ＡＣＣ／ＡＨＡ／ＥＳＣ）２００６年房颤指南
ＣＨＡＤＳ２评分系统或（ＡＣＣ／ＡＨＡ／ＥＳＣ）２０１０年更新
的房颤指南 ＣＨＡ２ＤＳ２ＶＡＳｃ评分系统对入选患者评
分均≥２分，将其分为２组，为华法林治疗组（３０例）
和阿司匹林对照组（３０例），华法林治疗组平均年龄
（７２．０±３．１）岁，男性 １６例，女性 １４例。冠心病 １１
例，高心病８例，心肌病６例，慢性肺源性心脏病３例，
甲状腺功能亢进２例；病程＜１年１２例，病程＞１年１８
例，有栓塞史６例。阿司匹林对照组平均年龄（７１．０±
３．９）岁，男性１７例，女性１３例，冠心病９例，高心病７
例，心肌病５例，慢性肺源性心脏病５例，甲状腺功能
亢进４例；病程＜１年１１例，病程＞１年１９例，有栓塞
史４例。２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情、病程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入选患者分为华法林治疗组和阿司
匹林对照组。治疗组使用华法林（２．５ｍｇ／片，上海信
谊制药厂生产，国药准字Ｈ３１０２２１４１），初始剂量为２．５
ｍｇ／ｄ，ＩＮＲ目标值为１．６～３．０。用药前测定基础ＩＮＲ
值，用药后第３、６、９天复查，根据 ＩＮＲ调整华法林剂
量，每次增减剂量为 ０．６２５ｍｇ，若连续 ２次 ＩＮＲ达
２．０～３．０（年龄 ≥７５岁，１．６～２．５），则认为患者达到
抗凝的初步稳态，记录此时的华法林剂量，可每周测定

２次，稳定１～２周后可每月测１次。如有出血等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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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或血栓栓塞以及其他可能影响 ＩＮＲ水平的情况
时，随时检测ＩＮＲ。阿司匹林对照组使用剂量１００ｍｇ／
ｄ。随访时间１年，２组通过门诊或电话随访，１次／月，
询问有无脑卒中以及出血发生。所有患者均同时给予

基础疾病治疗。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组有效性及安全性比较 疗效判断主要观察缺血
性脑卒中以及经ＣＴ或ＭＲＩ证实的无症状脑栓塞的发
生率，华法林治疗组 １例发生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率
３．３３％，阿司匹林对照组７例发生缺血性脑卒中，发生
率２３．３％，２组患者发生缺血性脑卒中的比较，华法林
治疗组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率明显低于阿司匹林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１９，Ｐ＜０．０５）。安全性
评价指标主要为出血发生率，包括颅内、皮肤黏膜、消

化道、呼吸道、泌尿道等的出血。２组患者比较出血发
生率，华法林治疗组年发生出血３例，发生率１０．０％，
分别为牙龈、眼结膜、皮下出血各１例；阿司匹林对照
组年发生出血４例，发生率１３．３％，分别为皮下出血１
例及消化道出血３例。两者出血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２＝０．１６，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口老龄
化、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肥胖等不断增加，我国房

颤的病因已由过去的风湿性心脏瓣膜病为主转变为非

瓣膜性病为主。戚文航教授对中国内地４１家医院诊
断的心房颤动患者的住院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和统

计，结果显示，房颤病因及相关因素统计（单项％），老
年５８．１％、高血压４０．３％、冠心病３４．８％、心力衰竭
３３．１％、风湿性瓣膜病２３．９％、特发性房颤７．４％、心
肌病５．４％、糖尿病４．１％等［３］。非瓣膜性房颤发生脑

栓塞的危险性是无房颤患者的５～７倍［４］，非瓣膜性老

年房颤发生脑栓塞的比例更高，更重要的是房颤所致

脑卒中的症状更为严重。房颤致心源性脑栓塞往往起

病急骤，梗死面积大，缺乏规范化治疗方法，病死率高，

幸存者多遗留有严重残疾［５］。规范化抗凝治疗能有效

降低脑卒中事件的发生率，降低心房颤动患者的病死

率和致残率，改善心房颤动患者的预后［６］。治疗方案

的选择应基于对脑卒中风险和出血风险的利弊权衡，

目前对于房颤患者，应先采用（ＡＣＣ／ＡＨＡ／ＥＳＣ）２００６
年房颤指南 ＣＨＡＤＳ２评分系统或（ＡＣＣ／ＡＨＡ／ＥＳＣ）
２０１０年更新的房颤指南 ＣＨＡ２ＤＳ２ＶＡＳｃ评分系统与
ＨＡＳＢＬＥＤ系统评估血栓形成与出血风险后，制定合
适的抗凝治疗方案。

目前房颤各大治疗指南，在血栓栓塞危险因素的

房颤患者中，应用华法林抗凝治疗是目前唯一可以改

善患者预后的药物治疗手段［７］。相关研究指出，华法

林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抑制肝脏环氧化还原酶而干

扰维生素 Ｋ依赖的凝血因子羧化，令其停留在前体阶
段以达到抗凝的目的［８］。华法林使用中个体差异大、

监测困难是影响医生处方及患者接受抗凝的重要因

素；医生对临床治疗指南的认识情况是影响指南执行

的一个重要因素；年龄大和 ＣＨＡＤＳ２评分高是导致出
院处方未依从指南的因素［９］。２０１０最新研究［１０］结

果：专家们共识推荐中国非瓣膜病房颤患者应用华法

林抗凝 ＩＮＲ维持在２．０～３．０较为合适，但应严密监
测，华法林的需要量须根据ＩＮＲ监测值调整；年龄＞７５
岁的患者虽伴有出血风险的增加，但在没有抗凝禁忌

证时，或对于伴有中度血栓栓塞危险因素但不能安全

地接受标准强度华法林抗凝治疗（ＩＮＲ２．０～３．０）的患
者，可选择低强度抗凝（ＩＮＲ１．６～２．５）预防缺血性脑
卒中和非中枢性血栓栓塞事件。华法林抗凝治疗可使

房颤患者脑卒中的发生率下降 ６８％，病死率下降
３３％，而严重的出血发生率下降１．３％ ，与安慰剂组及
阿司匹林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１１］。

本研究观察了非瓣膜性老年人房颤应用华法林抗

凝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发现应用华法林小剂量起始

治疗，２．５ｍｇ／ｄ开始，根据 ＩＮＲ值每次１／４片（０．６２５
ｍｇ）增减剂量，维持 ＩＮＲ目标值，与阿司匹林比较疗
效显著，缺血性卒中发生率低，轻微出血相似，未发生

严重的出血。综上所述，非瓣膜性老年人房颤患者抗

凝治疗的ＩＮＲ目标值在２．０～３．０（年龄≥７５岁，１．６～
２．５）的范围，华法林抗凝治疗是安全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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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 －巴雷综合征肌电图的感觉分离现象
宋聪敏，王英，解旭东，齐良爽，王立娜

摘要：目的　探讨吉兰－巴雷综合征（ＧＢＳ）患者肌电图的感觉分离现象。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例肌电图存在
感觉分离现象的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２０例均进行肌电图（ＥＭＧ）、神经传导速度（ＭＣＶ、ＳＣＶ）、Ｆ波检测。检
测双侧正中神经、尺神经、腓总神经、胫神经的运动传导速度，双侧正中神经、尺神经、腓肠神经的感觉传导速度以

及双侧尺神经、胫神经Ｆ波的潜伏期及出现率。针极肌电图检测单侧外展拇短肌、肱二头肌、胫前肌和股四头肌。
结果　２０例确诊为吉兰－巴雷综合征的患者肌电图检查出现：双侧腓肠神经感觉传导速度均在正常范围，１９例
双侧或单侧或单条正中神经、尺神经感觉传导速度减慢或波幅减低，１例双正中、尺神经感觉传导速度未引出明
显反应。结论　在临床表现典型的吉兰－巴雷患者肌电图出现了这种感觉分离现象更支持诊断。神经电生理的
检查对吉兰－巴雷综合征的诊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吉兰－巴雷综合征（ＧＢＳ）；肌电图（ＥＭＧ）；感觉分离现象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４．５　Ｒ７４１．０４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３９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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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ｓｏｆＧＢＳｗａ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ｒａｎｇｅ；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ＳＣＶｏｒ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ｍｅｄｉ
ａｎｎｅｒｖｅａｎｄ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１９ｃａｓｅｓ；ＳＣＶｏｆ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ｅｄｉａｎｎｅｒｖｅａｎｄ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ｉｄｎｏｔ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ｎ１ｃａｓ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ｈｏｗｅｄｂｙＥＭＧｉｎＧＢ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ＧＢＳ．ＴｈｅＥＭＧ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ｉｇｈｔｂｅｔｈｅ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ｎｇＧＢ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ｕｉｌｌａｉｎＢａｒｒ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ＧＢ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ｙｏｇｒａｍ（ＥＭＧ）；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吉兰 －巴雷综合征（ＧｕｉｌｌａｉｎＢａｒｒ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ＧＢＳ），是一类免疫介导的急性炎症周围神经病［１］。

ＧＢＳ任何年龄、任何季节均可发病［２－４］，确切的病因和

发病机制还不是十分清楚。主要临床表现为急性或亚

急性起病，四肢对称性下运动神经元瘫痪，伴或不伴有

轻度末梢性感觉障碍及脑神经受累［４］。神经电生理检

查可对ＧＢＳ的诊断提供重要的客观依据，既往文献报
道多为对ＧＢＳ神经电生理运动神经传导的研究［５］，而

对感觉神经传导速度的研究较少。现有２０例临床确
诊为吉兰－巴雷综合征同时肌电图检测存在感觉分离
现象的患者，就其临床表现、电生理特点和实验室检查

结果进行初步分析，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２０例，男性１２例，女性８例，年
龄４５～６０岁；均符合下列诊断标准：①急性或亚急性
起病；②病前有呼吸道或消化道等非特异性感染史；③
超过一个肢体的进行性运动性力弱，腱反射减弱或消

失或伴有颅神经受累、呼吸机麻痹、感觉障碍；④脑脊
液有蛋白 －细胞分离现象。其中发病前３～５周有上

作者单位：０７１０００河北省保定市，中国人民解放军２５２医院神
经内科

通讯作者：宋聪敏，Ｅｍａｉｌ：ｓｃｍｈｎｆｈｚｙ＠１６３．ｃｏｍ

呼吸道感染史１２例，消化道感染史８例。四肢无力起
病者１２例，四肢无力伴麻木起病者７例，复视伴四肢
无力起病者１例。所有患者均有腱反射减弱，其中反
射消失者６例，呼吸困难者１例，复视者１例。脑脊液
检查均有蛋白－细胞分离现象，其他系统检查基本正
常，未发现体位性低血压或心律失常。

１２　检查方法　采用丹麦 Ｋｅｙｐｏｉｎｔ型肌电图仪，在
２０～２５℃室温下，测定病例最早的发病３ｄ，最晚发病
３０ｄ，平均１８ｄ左右，测定１～３次，所有病例均行运动
神经传导速度、感觉神经传导速度、针极肌电图、Ｆ波
测定。ＳＣＶ、ＭＣＶ、Ｆ波潜伏期及传导速度正常值均参
照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０１医院相应年龄正常组值。运动
神经传导速度常规检测：双侧正中神经、尺神经、胫神

经、腓总神经（表面电极记录）。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常

规检测：双侧正中神经、尺神经、腓肠神经（表面电极记

录）。常规行Ｆ波检测：双侧尺神经、胫神经潜伏期及
出现率。肌电图：常规进行胫前肌、股四头肌、外展拇

短肌及肱二头肌等检测观察其安静状态下：纤颤电位、

正相电位以及轻收缩和大力收缩时运动单位电位时

限、电压、多相电位百分比及募集情况。检测结果均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３０１医院相应年龄组正常值对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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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支持诊断的电生理特征：①有神经传导减慢
或阻滞的证据；②传导速度通常低于正常的６０％；③
ＭＣＶ、ＳＣＶ的远端肌肉复合动作电位的 ＡＭＰ衰减
５０％；④末端潜伏期延长至正常的３倍；⑤Ｆ波消失或
１条神经以上潜伏期超出正常上限的１３０％。

２　结　果
２１　（ＭＣＶ）运动传导速度检测　２０例患者均行双侧
正中神经、尺神经、胫神经、腓总神经运动传导速度检

测。１２例运动传导速度减慢且波幅减低，８例仅有运
动传导速度减慢。

２２　（ＳＣＶ）感觉传导速度检测　２０例双侧腓肠神经
感觉传导速度均在正常范围，１９例双侧或单侧或单条
正中神经、尺神经感觉传导速度减慢或波幅减低，１例
双正中、尺神经感觉传导速度未引出明显反应。

２３　Ｆ波检测　３例 Ｆ波未引出（１５％）；１２例
（６０％）潜伏期延长，出现率低，波形离散；３例（１５％）
潜伏期延长；２例（１０％）出现率减低。
２４　（ＥＭＧ）针极肌电图　２０例针极肌电图检测，其
中６例（３０％）出现自发电位；１６例（８０％）重收缩募集
形式为单纯相，其中３例（１５％）肌肉无力收缩未见运
动单位电位；８例（４０％）轻收缩时运动单位电位时限
增宽电压升高。

３　讨　论
　　多年来，急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
（ＡＩＤＰ）一直被认为是吉兰 －巴雷综合征（ＧＢＳ）的同
义词。近年来，由于神经电生理和神经病理学的发展，

人们逐渐认识到 ＧＢＳ有很多变异型。传统的 ＧＢＳ病
理上表现为多灶性节段性脱髓鞘和继发轴索变性。在

ＧＢＳ发病７ｄ内，神经电生理检查即可出现神经传导
速度、Ｆ波和运动及感觉神经动作电位等的改变，尤其
是Ｆ波改变在 ＧＢＳ早期诊断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早期的神经电生理检查对于 ＧＢＳ的早期诊
断、早期治疗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６］，病程早期Ｆ波可
作为ＧＢＳ诊断的敏感指标［７］。针极肌电图纤颤电位

或正锐波在病变早期对疾病的诊断价值不大，而在病

程中晚期可用来评估轴索损伤的程度［５］。所谓的感觉

分离现象是指肌电图感觉神经传导速度检测中正中神

经、尺神经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减慢或波幅减低或消失，

而腓肠神经感觉传导速度正常。

Ａｌｂｅｒｓ等研究ＧＢＳ患者神经电生理的动态变化，
发现自第２～２０周虽然某些患者运动功能有所恢复但
其运动传导速度继续减慢。也有学者发现虽然运动进

行性受累但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始终正常。ＮＣＶ异常
在临床恢复后仍可持续一段时间，甚至数年。ＮＣＶ减
慢的程度与判断预后关系不大，但如有弥散的减慢，多

灶的脱髓鞘，持续的纤颤电位及 ＣＭＡＰ波幅明显的降
低（＜正常值的２０％）等均提示恢复不好。

本组结果显示，２０例患者感觉传导速度双侧腓肠
神经感觉传导速度均在正常范围，１９例双侧或单侧或

单条正中神经、尺神经感觉传导速度减慢或波幅减低，

１例双正中、尺神经感觉传导速度未引出明显反应，在
临床表现典型的吉兰－巴雷患者肌电图出现了这种感
觉分离现象更支持诊断。出现上述异常感觉障碍类型

的原因可能是急性 ＧＢＳ早期有髓鞘的小纤维首先受
损，腓肠神经的感觉神经纤维比正中、尺神经中的感觉

纤维更粗，而且含有更多的髓鞘，再加之正中、尺神经

记录的是更细更远的手指的纤维，而腓肠神经在小腿

部记录的是较粗的纤维，这种较粗的纤维对炎症的抵

抗力相对也较强［８］。

在临床实践中，ＧＢＳ有几种不同变异的类型，包括
ＭｉｌｌｅｒＦｉｓｈｅｒ、急性运动轴索型神经病、急性运动感觉
轴索性神经病、感觉型 ＧＢＳ、纯自主神经型等。Ｃｈｉｂａ
等认为，各种类型的吉兰巴雷综合征与免疫调节有关，

抗体在不同类型的患者中损害不同的部位，如髓鞘、轴

索、神经根。肌电图这种感觉分离现象在广泛的轴索

病变很少见，因为广泛的轴索病变所引起的感觉改变

一般是腓肠神经感觉神经电位首先出现异常，而随后

才是正中神经和尺神经的感觉神经电位异常。

ＧＢＳ在现代治疗条件下，７５％患者恢复良好，没有
重要的神经系统后遗症，往往６～１２个月恢复正常生
活，但仍有３％～５％的病死率，还有约１５％遗留有一
定的后遗症。脱髓鞘伴轴索损害的肌电图表现为ＧＢＳ
预后的危险因素［９］。李晓红等［１０］研究结果证实前驱

感染、患者年龄＞５０岁亦为预后不良的高危因素。早
期确诊对ＧＢＳ的治疗及预后均有重要作用，在临床表
现典型的患者肌电图出现了这种感觉分离现象更支持

ＧＢＳ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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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腹腔镜联合治疗食管癌的临床效果分析
魏德胜

摘要：目的　探讨胸、腹腔镜联合手术治疗食管癌的临床效果、手术方法及安全性。方法　对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１２
年１月于绍兴市人民医院治疗的８８例食管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４８例行胸、腹腔镜手术者为实验组，４０
例行开胸、腹手术者为对照组。比较 ２组术中、术后情况和并发症的发生率。结果　实验组术中出血量为
（１９０．０±６０．３）ｍｌ，手术时间为（３００．５±３６．０）ｍｉｎ，淋巴结清扫数目为（１１．６±２．７），住院时间为（１０．８±２．５）ｄ，
并发症发生率为１６．７％，住院费用为（４．６±０．４）万元；对照组术中出血量为（２３０．０±５８．６）ｍｌ，手术时间为
（３０８．６±３７．０）ｍｉｎ，淋巴结清扫数目为（１２．５±２．８），住院时间为（１１．９±２．６）ｄ，并发症发生率为１７．５％，住院费
用为（３．５±０．６）万元。实验组的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胸、腹腔镜联合手术治疗食管
癌出血量少，能完全达到肿瘤切除及淋巴结清扫，安全性高，值得推广。

关键词：胸、腹腔镜；食管癌；手术；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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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ｉｖｅｔｉｍｅｗａｓ（３００．５±３６．０）ｍｉ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１１．６±２．７），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ｗａｓ
（１０．８±２．５）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６．７％，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ｗａｓ（４．６±０．４）ｔｅｎ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ＣＮＹ．Ｂｌｏｏｄ
ｌｏｓ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２３０．０±５８．６）ｍ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ｉｍｅｗａｓ（３０８．６±３７．０）ｍｉ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ｄｉｓｓｅｃ
ｔｉｏｎｗａｓ（１２．５±２．８），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ｗａｓ（１１．９±２．６）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１７．５％，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
ｗａｓ（３．５±０．６）ｍｉｌｌｉｏｎ．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ｓｏｐｈａ
ｇｅ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ｈａｄ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ｕｃｈａｓｌｅｓｓ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ｆｕｌｌｙ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ｕｍｏｒ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ｅ，
ａｎｄ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食管癌是由于食管鳞状上皮或腺状上皮的异常增
生所形成的一种恶性病变，开胸食管癌切除、消化道重

建并区域淋巴结清扫是治疗食管癌的经典外科方

法［１－３］，而胸、腹腔镜由于其创伤小、出血量少、恢复快

等优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研究对 ２００６年 ５月—
２０１２年１月期间入院治疗的８８例食管癌患者的临床
资料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于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１月期
间入我院治疗的食管癌患者８８例，通过胃镜检查、病
理证实为食管鳞状细胞癌，术前均经胸腹部 ＣＴ检查
和颈部Ｂ超证实，肝肾功能、肺功能、心电图及血常规
等检查均无手术禁忌证。本组病例的手术标准：①食
管肿瘤无明显外侵，与奇静脉、胸导管、气管膜部、胸主

动脉等无明显浸润；②纵隔无融合成团淋巴结，可施行
食管癌切除及淋巴结清扫；③胸、腹部无手术史；④过
度肥胖者一般不纳入胸、腹腔镜联合手术治疗。８８例
患者中，其中４８例在术中运用胸、腹腔镜联合治疗，为
实验组，男性２６例，女性２２例，年龄（４８．６±６．２）岁，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绍兴医
院）胸外科

其中有食管胸上段癌１２例，胸中段癌２８例，食管下段
癌８例；肿瘤直径约在１．９～３．４ｃｍ；术后病理分期：
Ｔ３Ｎ１Ｍ０２６例，Ｔ３Ｎ０Ｍ０１２例，Ｔ２Ｎ０Ｍ０１０例。对照组
４０例行右胸、上腹、左颈三切口或右胸、上腹二切口治
疗，男性２２例，女性１８例，年龄（５１．２±６．８）岁，其中
有食管胸上段癌１０例，胸中段癌２４例，食管下段癌６
例；肿瘤直径约在 ２．０～３．５ｃｍ；术后病理分期：
Ｔ３Ｎ１Ｍ０２２例，Ｔ３Ｎ０Ｍ０１０例，Ｔ２Ｎ０Ｍ０８例。２组在
年龄、性别、肿瘤位置、直径大小、病理类型及分期等方

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手术方法　２组患者均使用双腔气管插管全
麻［４］，术前留置胃管行胃肠减压，术后行硬膜外镇痛。

１２１　实验组　麻醉后首先胸腔镜下游离食管和淋
巴结清扫：采取左侧卧位，于右侧腋中、后线的第７肋
间取一１０ｍｍ左右的小切口，建立人工气胸，并使ＣＯ２
压力处于６～１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于肩
胛线第５、８肋间处和右腋前线的第４肋间处分别做一
５ｍｍ大小的切口，作为操作孔。放入胸腔镜后，探查
肿瘤，明确诊断确定可手术切除者，使用电凝勾打开纵

隔胸膜，游离奇静脉弓夹断，游离胸段食管［５］。实施腹

部手术：患者取平卧位，在脐下方长约１０ｍｍ处做一
切口，置入一１０ｍｍｔｒｏｃａｒ，建立人工气腹，在左肋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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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右肋弓下、锁骨中线及腋前线处分别置入４个 ｔｒｏ
ｃａｒ操作孔，检查腹腔内有无组织或器官粘连，肝脏、脾
脏、大网膜上有无结节和肿块。超声刀将胃部游离，离

断胃膈韧带、胃脾直到贲门左侧位置，切断胃网膜部的

胃短动脉及左动脉，继续向右游离到幽门处。提拉肝

左叶，切开肝部小网膜，游离出肝胃韧带，范围：上端游

离至贲门的右侧，下端到幽门部，保留胃右血管。然后

将胃向上翻起，并在胰腺上缘处游离出胃左血管，清扫

胃左动脉旁的淋巴结［６－７］。

１２２　对照组　三切口手术：麻醉后患者采取左侧卧
位，在右胸后外侧做切口，游离出胸段食管，同时清扫

胸腔视野处的淋巴结，然后患者转为仰卧位，游离颈段

食管并切断。常规切开腹部游离胃并清扫腹腔野处的

淋巴结并制作管状胃，这一系列的程序同胸腹腔镜组。

完成上述操作后，清扫淋巴结。二切口：全身麻醉，采

用双腔气管插管。患者先处于平卧位，在腹部做一切

口，直视下游离出胃，然后再转为左侧卧位，在右胸部

的后外侧做切口，游离出食管并清扫纵隔处的淋巴结，

操作完成后，在胃与食管之右胸顶做吻合。

１３　术后处理　术后第２～３天由十二指肠营养管注
入少许的生理盐水，用以冲管和增加机体水分；３ｄ后
开始注入能全素即整蛋白型肠内营养液。待患者肛门

排气、胃肠功能恢复后可拔除胃管，可经由清液、流质、

半流质的顺序经口进食。

１４　观察项目　比较２组术中（术中出血量、手术时
间、淋巴结清扫数目）、术后情况（术后病理、住院时

间、住院费用）和并发症的发生率。应用彩超和 ＣＴ判
断下颈部淋巴结是否有转移，即选择性三野淋巴结清

扫术［８］。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包，计数资料
采用率描述，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ｔ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检验水
准Ｐ＝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术中情况比较　实验组４８例患者术中出血
量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２组食管癌患者术中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量（ｍｌ） 手术时间（ｍｉｎ） 淋巴结清扫数目（个）

实验组 ４８ １９０±６０．３ ３００．５±３６．０ １１．６±２．７
对照组 ４０ ２３０±５８．６ ３０８．６±３７．０ １２．５±２．８

２２　２组术后情况比较　实验组中发生吻合口瘘１
例，声带麻痹３例，肺炎２例，心律失常１例，脓胸乳糜
胸１例，并发症发生率为１６．７％；对照组中发生吻合
口瘘１例，声带麻痹２例，肺炎２例，心律失常１例，脓
胸乳糜胸１例，并发症发生率为１７．５％，２组住院时间
和并发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实验组住院费用为

（４．６±０．４）万元，明显高于对照组（３．５±０．６）万元，ｔ
＝１７．６５０，Ｐ＝０．０００＜０．０５。２组均为 Ｔ３及 Ｔ３期以
下病变且肿块均无明显外侵。见表２。

表２　２组食管癌患者术后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术后住院时间（ｄ） 并发症发生率（％） 住院费用（万元）

实验组 ４８ １０．８±２．５ １６．７ ４．６±０．４
对照组 ４０ １１．９±２．６ １７．５ ３．５±０．６

３　讨　论
　　目前治疗食管癌的治疗方法有很多种，传统的保
守维持治疗、放疗、化疗及手术。其中最主要的为手术

治疗，传统手术主要为开胸、淋巴结清扫手术及消化道

重建，创伤大、术后并发症多、术后恢复慢、病死率较

高，随着胸腔镜和腹腔镜技术的改进和临床应用经验

的积累，在食管癌的治疗方面也得到了广泛应用［９］。

为探讨胸、腹腔镜联合手术治疗食管癌的临床效

果、手术方法及安全性，进行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

手术时间为（３００．５±３６．０）ｍｉｎ，对照组为（３０８．６±
３７．０）ｍｉｎ，２组时间相差不大。多例手术经验可发现
腹部操作时若将胃游离后再加在剑突下５ｃｍ处做一
小切口，可有利于管状胃的制作，也可节省手术时间。

该研究中实验组术中出血量为（１９０．０±６０．３）
ｍｌ，对照组为（２３０．０±５８．６）ｍｌ，实验组出血量明显少
于对照组。胸、腹腔镜手术由于创面减小，使出血量明

显减少。胸部操作时，采用紧贴食管游离的方法，可以

避免损伤气管、胸主动脉、胸导管等；腹部操作游离胃

时，需要术者与助手密切配合，特别是胃短血管及胃左

动脉的处理，既要求暴露确切，又不能过分牵拉，耐心

细致，确保手术顺利完成。

术后２组患者进行 ＤＮＡ倍体分析［１０］，结果发现

术后２组均为Ｔ３及Ｔ３期以下病变且肿块均无明显外
侵，说明胸腹腔镜联合治疗食管癌和开胸手术达到了

一样的手术效果。且实验组并未见特殊并发症，与对

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术后２组患者的住院时间相差
不大，但住院费用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综合考虑，该研究中胸、腹腔镜联合手术治疗食管

癌在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等方面是可行的，且某些方面

相对比较占优势，值得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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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右心室不同位置起搏对心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卢先本，江建军，方崇峰，米亚非

摘要：目的　探究右室高位室间隔与右室心尖部起搏对心脏结构和功能影响。方法　将台州医院２０１０年１
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年内的１４８例置入起搏器患者随机分为右室心尖部起搏组（起搏Ａ组）和右室高位室间隔起
搏组（起搏Ｂ组），Ａ组患者７０例，Ｂ组患者７８例。观察２组患者成功置入起搏器前后２个月的起搏参数、心电
图、超声心动图变化，监测术后１个月、６个月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变化情况，监测２４ｈ内血浆脑钠肽（ＢＮＰ）
情况。结果　术后２个月中，２组在除ＱＲＳｄ外的起搏参数上的变化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Ａ
组的ＱＲＳｄ波段比Ｂ组更窄。Ａ组在术后１个月、６个月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上，变化小于Ｂ组，２４ｈ内血浆
脑钠肽（ＢＮＰ）的监测中，相较于Ｂ组，Ａ组增加程度更小。２组在 ＬＶＥＦ与 ＢＮＰ变化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相较于右室心尖部起搏，右室高位室间隔起搏更好的保障了心脏收缩功能，比其更具有安全
性与可靠性，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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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脏起搏术的研究进程中，目前广泛应用在临
床上的是心尖部起搏。该技术在起步初期收获理想效

果，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临床上的不断应用实

践，右室心尖部起搏对心室收缩和舒张的影响较大，容

易造成患者心功能障碍［１－２］。近年来，对高位室间隔

起搏研究逐渐广泛，成为替代心尖部起搏的一大技术。

本文通过对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 ３年来
１４８例置入心脏起搏器的患者进行临床研究，探究右
室高位室间隔与右室心尖部起搏对心脏结构和功能影

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年，我
院共收治需要置入永久起搏器患者１４８例，其中右室
心尖部（ＲＶＡ）起搏组７０例（起搏 Ａ组），右室高位室
间隔（ＨＲＶＳ）起搏组７８例（起搏Ｂ组），其均符合起搏
器植入Ⅰ类指征。Ａ组患者中男性４０例，女性３０例，
年龄在４５～６０岁之间不等，平均年龄５０．２岁，其中窦
房结功能不全患者 ２５例，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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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例。Ｂ组患者中男性４４例，女性３４例，年龄在４６～
６２岁之间不等，平均年龄５１．４岁，其中窦房结功能不
全患者３０例，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患者４８例。２组
患者在性别、年龄、身体素质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１２　仪器使用　①患者使用的起搏器均为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起搏器系列；②患者使用 ＧＥＶｉｖｉｄ超声诊断仪进行超
声检测。

１３　检测方法　①术前：对患者进行 ＱＲＳ波宽度的
测定，检测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的数值。②术
中：患者使用的起搏器均为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起搏器系列，选
用５０７６主动电极作为主动螺旋电极，４０７４翼状电极
作为右室心尖部被动电极，４０７４翼状电极作为心房电
极。对患者局部麻醉后，采用左锁骨下静脉穿刺技术，

右室心尖部电极及右房电极采用樊济海等方法进

行［３－４］；起搏器成功置入。③术后：观察２组患者成功
置入起搏器前后２个月的起搏参数、心电图、超声心动
图变化，监测术后 １个月、６个月左心室射血分数
（ＬＶＥＦ）变化情况，监测２４ｈ内血浆脑钠肽（ＢＮＰ）情
况。

１４　观察指标　①ＱＲＳｄ［５］：用来表示左、右心室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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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步的指标，ＱＲＳｄ越窄证明左右心室同步性越
好。②ＬＶＥＦ：观察 ＬＶＥＦ变化程度，反映置入手术对
左心室重构的影响，并反映其心功能。③ＢＮＰ［６］：该项
指标越高证明患者心功能障碍程度越高。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均数比较采
用ｔ检验或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２１　起搏参数　２组置入起搏器的患者在置入前相
关参数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置入起
搏器后，除ＱＲＳｄ外，其它起搏相关参数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在 ＱＲＳｄ上，Ａ组较 Ｂ组更窄（Ｐ＜
０．０５）。详见表１所示。
表１　２组置入起搏器患者置入后起搏参数情况（ｘ±ｓ）

分组 例数 起搏阈值（Ｖ） 感知阈值（ｍＶ） 导线阻抗（Ω） ＱＲＳｄ

Ａ组 ７０ ０．５７３±０．２３４ ９．３５２±１．８３４ ６７３±１２１ １２１．９３±１３．２３
Ｂ组 ７８ ０．５７５±０．２５４ ９．３４２±１．２５７ ６８９±１２８ １４９．３５±１５．０２
ｔ值 １．２９４ １．３５２ １．２９１ ２．６３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　对 ２组患者进行
ＬＶＥＦ值的测定，术前 ２组患者数值相差不大（Ｐ＞
０．０５），在１个月和６个月对其进行测量后发现，Ａ组
ＬＶＥＦ数值变化程度相较于 Ｂ组更小（Ｐ＜０．０５）。详
见表２。

表２　２组置入起搏器患者置入前后左心室
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变化情况（％）

组别 例数 置入前 １个月后 ６个月后

Ａ组 ７０ ５８．８８±８．２４ ５７．５６±６．２４ ５６．３５±６．３２
Ｂ组 ７８ ５８．９３±７．９０ ５４．３２±４．９３ ５３．６３±５．８４
χ２值 ５８．１９ ５４．７６ ５４．０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血浆脑钠肽（ＢＮＰ）　术前，Ａ组患者置入前平均
ＢＮＰ为（２１９±４５）ｐｇ／ｍｌ，Ｂ组患者置入前平均 ＢＮＰ为
（２２２±３７）ｐｇ／ｍｌ，２组 ＢＮＰ含量相似，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在术后２４ｈ进行检测发现，Ａ组置入
后为（２９７±４４）ｐｇ／ｍｌ，Ｂ组患者置入后为（３８６±５４）
ｐｇ／ｍｌ。在ＢＮＰ含量增长程度上，Ａ组较于 Ｂ组更低，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４　患者手术前后房颤发生率　Ａ组患者术前房颤
发生率为１１．４％，术后房颤发生率为３２．９％；Ｂ组患
者术前房颤发生率为 １２．８％，术后房颤发生率为
３２．１％。２组患者在房颤发生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本次临床研究中，Ｂ组患者的 ＱＲＳｄ宽度上，较于
Ａ组更宽，表示采用右室心尖部起搏方法对于患者左
右心室同步有影响，而采用右室高位间隔部起搏，有效

将ＱＲＳｄ变窄，保障患者心脏结构完好，能够保障左右
心室除极的同步性。ＬＶＥＦ与ＢＮＦ是表示患者心功能

的指标，其中ＬＶＥＦ为左心室射血分数，其在置入前后
变化程度越小，表示心功能越稳定［７－８］。在研究中，采

用右室高位间隔部起搏比采用右室心尖部起搏更能有

效维持左心室射血分数的恒定。ＢＮＦ即血浆脑钠肽，
或者表示Ｂ型脑钠肽，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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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
中，Ａ组患者 ＢＮＰ变化程度更小，其数值相较于采用
右室心尖部起搏更小，心功能更加稳定，未出现心功能

障碍。

２组心脏起搏方法，在对心室除极顺序和时间的
影响有所不同。采用右室心尖部起搏方法，会出现激

动从心尖部到室间隔的逆行传导通路，造成 ＱＲＳｄ宽
度更宽，形成左右心室不同步的情况，而右室高位间隔

部起搏有效降低不同步性，将 ＱＲＳｄ变窄［９］。右室高

位间隔部起搏能够保障心脏整体的协调性，对患者心

功能起到保护作用，防止出现心功能障碍［１０］。

根据有关研究表示，ＨＲＶＳ的传导机制与 ＲＶＡ相
比不同：右室高位间隔部起搏的传导通路更接近于希

氏束纤维，与正常房室传导途径更为接近，能有效避免

心室之间的延迟传导，有效保障心室同步，防止由于心

室不同步造成的心功能障碍。此传导机制能够使得心

电活动正常化［１１］。

近些年来，对于右室高位间隔部起搏的研究成为

热点，在各项研究中，对心功能判定标准有很多，比如

血流动力学的研究、ＬＶＥＤＤ、每搏输出量等［１２－１３］。本

文在研究中采用对ＱＲＳｄ、ＬＶＥＦ和 ＢＮＰ３项指标的监
测，能够有效对比出其方法对患者心功能的影响，从而

找出更适合的起搏方法。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３年来１４８例置入心脏起搏器的患者进行临床
研究发现，与右室心尖部起搏相比较，采用右室高位间

隔部起搏能够有效保障患者心功能完好，ＱＲＳｄ宽度更
窄，ＬＶＥＦ与 ＢＮＰ程度更稳定，对患者更加安全可靠。
此项技术值得在临床上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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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分析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
致尿路感染危险因素

汤春波，齐勇

摘要：目的　探讨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致尿路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尿培养结果为大肠埃希氏
菌的２８６例尿路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ＥＳＢＬｓ的检测，采用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致
尿路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ＥＳＢＬｓ组和非ＥＳＢＬｓ组的入住ＩＣＵ、住院天数、尿管留置、免
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使用三代头孢菌素、泌尿系统手术之间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ｏｘ比例
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尿管留置（ＯＲ＝１．９３６）、免疫抑制剂（ＯＲ＝１．８２４）、使用三代头孢菌素（ＯＲ＝２．１２９）是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致尿路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对有尿管留置、免疫抑制剂、使用三代头孢菌素等危险因
素存在的患者进行严密监测，尽量减少尿管留置等侵入性操作，控制三代头孢菌素和免疫抑制剂的使用，达到预

防和控制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尿路感染发生的目的。
关键词：大肠埃希菌；尿路感染；ＥＳＢＬｓ；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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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肠埃希菌是引起尿路感染最常见的病原菌，属
于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ＥＳＢＬｓ）的代表菌株。ＥＳＢＬｓ
是一类耐β内酰胺抗生素的酶，携带该酶的细菌往往
能水解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表现为多重耐药，同时

ＥＳＢＬｓ易在同种属甚至不同种属细菌间传递，造成暴
发流行，因此其传播性以及多重耐药性一直是临床抗

感染治疗的难题［１－２］。近年来，由产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
菌致尿路感染的患者有逐年增加趋势［３－４］，为了解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致尿路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本研
究选取ＥＳＢＬｓ阳性和阴性的大肠埃希菌致尿路感染患
者共２８６例，应用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分析，现报道
如下。

作者单位：３１５１００浙江省宁波市泌尿肾病医院泌尿外科
通讯作者：齐勇，Ｅｍａｉｌ：ｔａｎｇｂｃｈｕｎ＠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我
院收治的尿路感染患者２８６例，尿培养结果均为大肠
埃希氏菌，并进行 ＥＳＢＬｓ的检测，其中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
希菌致尿路感染患者１８６例（ＥＳＢＬｓ组），非 ＥＳＢＬｓ大
肠埃希菌致尿路感染患者１００例（非ＥＳＢＬｓ组）。
１２　分析方法　收集可能影响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致
尿路感染发生的相关临床指标１２项，包括患者年龄、
性别、基础疾病、入住 ＩＣＵ、住院天数、尿管留置、膀胱
镜检查、逆行性肾盂造影、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使

用三代头孢菌素、泌尿系统手术。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先进行
单因素分析，对有统计学意义的临床指标进行Ｃｏｘ比例
风险模型多因素分析。以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８］　ＭｅｄｉＣ，ＭｏｎｄＨＧ．Ｒｉｇｈ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ｏｕｔｆｌｏｗｔｒａｃｔｓｅｐｔａｌｐａｃｉｎｇ：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ｆ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ｌｅａ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Ｐａｃｉｎｇ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３２（２）：４８９４９０．

［９］　邓长金，成威，陈亚峰．右室高位室间隔与右室心尖部起搏对心功
能影响的比较［Ｊ］．中国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２０１０，２４（５）：
４５９．

［１０］　吴刚．１０６例永久性心脏起搏器临床分析［Ｊ］．河北医学，２００９，１５
（１２）：１４５３１４５４．

［１１］　田新涛，王旭，章蓉．起搏负荷超声心动图评价右室高位室间隔

起搏和右室心尖部起搏对心脏功能的影响［Ｊ］．中国心脏起搏与
心电生理杂志，２００９，２３（４）：３１６３１９．

［１２］　孙志明，穆学芳．重组人脑利钠肽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２４例疗
效观察［Ｊ］．陕西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４１（１１）：１５３１１５３２．

［１３］　李海宴，房芳，李铮，等．右室心尖部起搏对心脏功能正常患者左
室收缩同步性及功能的影响［Ｊ］．中国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
志，２００８，２２（４）：３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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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ＥＳＢＬｓ组和非 ＥＳＢＬｓ组的
入住ＩＣＵ、住院天数、尿管留置、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
素、使用三代头抱菌素、泌尿系统手术之间比较，差异

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致尿路感染的单因素分析 （ｎ，％）

因素 ＥＳＢＬｓ组 非ＥＳＢＬｓ组 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０．４１ ＞０．０５
　≥６５ ７４（３９．８） ４２（４２．０）
　＜６５ １１２（６０．２） ５８（５８．０）
性别 ０．６３ ＞０．０５
　男 ７８（４１．９） ４５（４５．０）
　女 １０８（５８．１） ５５（５５．０）
基础疾病ａ ０．９６ ＞０．０５
　有 ８１（４３．５） ４７（４７．０）
　无 １０５（５６．５） ５３（５３．０）
入住ＩＣＵ ４．９４ ＜０．０５
　有 １１９（６４．０） ４３（４３．０）
　无 ６７（３６．０） ５７（５７．０）
住院天数 ６．８４ ＜０．０５
　＜２周 １２８（６８．８） ４６（４６．０）
　≥２周 ５８（３１．２） ５４（５４．０）
尿管留置 １０．５４ ＜０．０５
　有 １４８（７９．６） ３０（３０．０）
　无 ３８（２０．４） ７０（７０．０）
膀胱镜检查 １．０７ ＞０．０５
　有 ７４（３９．８） ３６（３６．０）
　无 １１２（６０．２） ６４（６４．０）
逆行性肾盂造影 ０．９２ ＞０．０５
　有 ４６（２４．７） ２０（２０．０）
　无 １４０（７５．３） ８０（８０．０）
免疫抑制剂 ９．３９ ＜０．０５
　有 ４３（２３．１） ５（５．０）
　无 １４３（７６．９） ９５（９５．０）
糖皮质激素 ５．１２ ＜０．０５
　有 ３６（１９．４） ６（６．０）
　无 １５０（８０．６） ９４（９４．０）
使用三代头孢菌素 ９．１８ ＜０．０５
　有 １４２（７６．３） ２５（２５．０）
　无 ４４（２３．６） ７５（７５．０）
泌尿系统手术 ５．０４ ＜０．０５
　有 ７１（３８．２） １７（１７．０）
　无 １１５（６１．８） ８３（８３．０）

　　注：ａ指肾结石、前列腺疾病、糖尿病、慢性肾功能衰竭等。

　　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尿管留置、免疫
抑制剂、使用三代头孢菌素是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致尿
路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２。

表２　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危险比 Ｗａｌｄ值 Ｐ值

尿管留置 ２．０５７ ０．５９４ １．９３６ １３．４７６ ０．０００
免疫抑制剂 ２．１０６ ０．８６２ １．８２４ ９．８３９ ０．００３
使用三代头孢菌素 ３．１５８ ０．６８９ ２．１２９ １２．９１５ ０．０００

３　讨　论
　　大肠埃希菌仍是引发尿路感染的主要病原菌，近
年来随着细菌耐药性日趋严重，产 ＥＳＢＬｓ菌株引发的
临床感染日趋增多，且易引起医院内暴发，给尿路感染

患者的临床抗感染治疗和预后带来了极大困难，感染

病死率高。但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致尿路感染的危险
因素的报道并不多见，本研究旨在回顾性分析产 ＥＳ
ＢＬｓ大肠埃希菌致尿路感染的危险因素，加强对高危
人群的监控和管理，进而为更好地预防和控制 ＥＳＢＬｓ
大肠埃希菌致尿路感染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中 Ｃｏｘ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尿管留置、免疫抑制剂、

使用三代头抱菌素是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致尿路感染的
独立危险因素。

以往的研究表明，侵袭性操作可能与产 ＥＳＢＬｓ大
肠埃希菌尿路感染发生密切相关［５－６］。本研究结果也

显示，有尿管留置者发生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尿路感染
的风险是无尿管留置者的１．９３６倍，提示应尽量减少
尿管留置，警惕住院期间需进行尿管留置的患者。由

于尿管留置属于侵袭性操作，会对尿道产生不同程度

的机械性损伤，破坏人体正常屏障，增加尿路感染机

会，因此其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尿路感染发生的风险
性较高。对于长期留置尿管者，尽早拔除留置尿管，并

定期留取尿标本送培养，以早期发现产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
希氏菌的无症状性菌尿症，及早隔离和治疗。

国内外研究均认为使用三代头孢菌素是产 ＥＳＢＬｓ
大肠埃希菌尿路感染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７－８］。第

三代头孢菌素是超广谱抗生素，其广泛应用可诱导细

菌产生ＥＳＢＬｓ，并通过质粒可在细菌间传播。本研究
中使用三代头孢菌素的患者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尿路
感染发生的几率明显高于未使用三代头孢菌素者，且

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使用三代头孢菌素者
发生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尿路感染的风险是无使用三代
头孢菌素者的２．１２９倍。证明了抗生素的滥用对产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尿路感染发生有重要的影响，提示
临床规范使用抗生素的重要性，谨慎地使用头孢菌素，

甚至在暴发流行时限制以头孢他啶为代表的第三代头

孢菌素的使用，对降低产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尿路感染
发生的危险性有重要作用。

目前认为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对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
菌尿路感染的发生也会造成一定影响，但仍存在一定

争议。邓霞林等［９］病例研究结果显示，感染产 ＥＳＢＬｓ
菌的危险因素为长期使用三代头孢菌素、使用免疫抑

制剂、ＩＣＵ患者、做过导尿插管等。但也有一些研究结
果显示，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对产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尿
路感染的发生无明显的影响［１０－１１］。本研究结果显示，

是否应用免疫抑制剂与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尿路感染
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应用免疫抑制剂者更容易发生产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尿路感染，其风险是１．８２４倍。证
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对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尿路感染
有重要影响，提示临床应慎重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对已

应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及时定期留取尿标本送培养，

早期识别、干预。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发现尿管留置、免疫抑制

剂、使用三代头孢菌素是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致尿路感
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临床应对有上述危险因素

存在的患者进行严密监测，尽量减少尿管留置等侵入

性操作，控制三代头孢菌素和免疫抑制剂的使用，达到

预防和控制产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尿路感染发生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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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上腺区域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的外科治疗
周文生，李岗

摘要：目的　探讨肾上腺区域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的临床表现和外科治疗。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４例肾上
腺区域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的临床表现、治疗过程及预后，其中男性１例，女性３例，肿瘤直径４～７ｃｍ，均以肾上腺肿瘤
收入院且缺乏肾上腺肿瘤的特异性临床表现。结果　４例肾上腺肿瘤均行手术切除，肿瘤位于肾脏血管和下腔
静脉或腹主动脉之间，和周围组织广泛粘连。术后病理报告为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其中透明血管型３例（ＨＶ）；浆细胞
型１例（ＰＣ）。４例均认可为良性疾病，术后失访１例，余３例患者现均存活，无肿瘤复发。结论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临
床上较为少见，而肾上腺区的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则更为罕见。因此，对于肾上腺区域的肿瘤而又缺乏肾上腺肿瘤特异
性临床表现的患者应考虑到患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可能，手术切除肿瘤疗效可靠，但确诊需依靠术后的病理检查。
关键词：肾上腺区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鉴别诊断；外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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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是一种介于良性和恶性之间的淋巴
组织增殖性疾病，临床上较为少见，而腹膜后肾上腺区

域的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则更为罕见。我科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共
收治４例肾上腺区域的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患者并接受手术
治疗，旨在总结上述４例患者的临床表现和诊治经过，
加强泌尿外科医生对腹膜后肾上腺区域的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
病的认识，从而提高对该类患者的诊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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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周文生，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ｕｗｅｎｓｈｅｎｇ６６＠ｓｉｎａ．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我科收治的４例肾上
腺区域的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患者，其中女性３例，男性１例，
年龄３２～５２岁，平均４３岁。右侧肾上腺区３例；左侧
１例。肿瘤直径４～７ｃｍ。４例患者中，３例以腰部持
续性疼痛为首要表现；１例因高血压体检时发现肾上
腺区肿瘤入院。无发热、乏力、消瘦、贫血等全身症状，

１例伴有高血压的患者无明显阵发性血压急剧升高的
表现，结合高血压家族史考虑为原发性高血压。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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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２例患者肾区有叩击痛，４例患者全身浅表淋巴结
均无明显肿大，相关实验室检查均无明显异常。彩超

和ＣＴ平扫提示为肾上腺肿瘤，增强扫描时有３例患者
肿瘤部分增强明显。

１２　治疗方法　４例患者均采用开放手术切除病变，
术中发现肿块位于肾上腺区域，处于肾脏血管、下腔静

脉和腹主动脉之间，虽有较为完整的包膜但和周围的

组织粘连紧密，手术剥离肿块较为困难。切除后剖开

肿块呈灰白色，局部有出血和坏死样改变。术中监测

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血压和心率的波动。

２　结　果
　　术后病理报告为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其中透明血管型３
例，浆细胞型１例，４例患者均倾向为良性肿瘤。４例
患者术后症状和体征均消失，除１例患者因故失访外，
其余３例患者均无复发，达到“完全缓解”（ＣＲ，参照淋
巴瘤疗效标准）。

３　讨　论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ＣＤ）１９５６年由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首次报道，
又称血管滤泡性淋巴组织增生或巨大淋巴结病、血管

瘤性淋巴错构瘤等。临床上分为局灶型（ＬＣＤ）和多中
心型（ＭＣＤ）；组织学分为透明血管型（ＨＶ）、浆细胞型
（ＰＣ）和混合型（Ｍｉｘｅｄ）［１］。ＣＤ的病因目前尚不明确，
文献报告慢性炎症和感染可能为其致病原因，而免疫

系统功能的紊乱导致的Ｂ淋巴细胞和浆细胞增生亦是
重要的发病原因［２］。病理改变亦支持这种判断，如浆

细胞、嗜酸细胞、网状细胞以及毛细血管增生；临床表

现也支持炎症的改变，如慢性感染性贫血、血沉加快

等。由于ＣＤ是发生于淋巴系统的疾病，目前的报道
多见于血液科的文献，但 ＣＤ不同于淋巴瘤，为非肿瘤
免疫增生性疾病，可能与病毒感染如 ＨＨＶ８、细胞因
子（如白介素）表达异常及血管增生有关［３］。ＣＤ的临
床表现因不同的类型有着较大的差异，局灶型（ＬＣＤ）
多见于青状年，病理类型多为透明血管型，往往以无痛

性淋巴结肿大为主要表现，绝大多数患者临床症状隐

匿，仅少数因肿瘤巨大而产生压迫症状。多中心型

（ＭＣＤ）病理学上主要为浆细胞型或混合型，患者除多
部位淋巴结肿大外，常有全身症状，如发热、贫血、消瘦

等。ＣＤ的影像学诊断缺乏特异性，确定诊断主要依靠
病理学检查，免疫组化可进一步明确诊断并进行分类。

在治疗上目前尚无明确统一的治疗方案，由于临床分

型的不同，治疗方案及患者预后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对于局灶型（ＬＣＤ），无论是透明血管型（ＨＶ）还是浆细
胞型（ＰＣ）首选手术切除，一般预后良好，如有手术禁
忌，可选用放疗［４］。韩国学者 ＮｏｈＯＫ等［５］报告了 ２
例局灶型（ＬＣＤ）接受放疗的病例，结果显示放疗是治
疗局灶型（ＬＣＤ）的成功疗法。而多中心型（ＭＣＤ）现
阶段主要治疗手段为化疗，多采用联合用药如 ＣＨＯＰ
方案。Ｌ６抗体等免疫治疗目前尚未应用于临床，但
有报道效果良好［６］。多中心型（ＭＣＤ）预后较差，中位

生存时间约为１４～３０个月，严重感染、多脏器功能衰
竭及向恶性肿瘤（如非霍奇金淋巴瘤）转化是该类患

者死亡的主要原因［７］。本文报告的４例患者为肾上腺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均属于局灶性病变，ＣＤ发生于肾上腺极
为罕见，文献中鲜有报告，陈晓峰等［８］报道１７例 ＣＤ
中仅有１例发生于肾上腺。目前可查文献中多为个案
报道，由于多数病例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术前一般较

难明确诊断，本文报告的 ４例患者术前均未能确诊。
而肾上腺肿瘤亦是泌尿外科常见的疾病，对于功能性

肾上腺肿瘤如皮质腺瘤和嗜铬细胞瘤由于具有特异性

症状比较易于和 ＣＤ进行鉴别，而对于皮质癌和肾上
腺转移瘤则不易鉴别。ＣＴ平扫上，肾上腺 ＣＤ表现为
均匀或不均匀的软组织肿块，增强扫描后，大多数肿块

呈持续明显强化，强化程度类似临近的大血管［９］，而肾

上腺转移瘤常呈轻中度均匀强化［１０］。肾上腺ＣＤ由于
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临床上又非常罕见，影像学检查

虽有一定的特点，但对于大多数泌尿外科医生来说术

前诊断还是非常困难的。综上所述，对于肾上腺区无

功能的肿块，ＣＴ增强时出现持续明显的强化或伴有淋
巴结肿大的患者应考虑到 ＣＤ的可能。由于 ＣＤ分为
局灶型和多灶型，手术切除后应做到密切随访，避免只

注意局部病变而忽视其他部位淋巴结亦存在病变的可

能，如发现其他部位淋巴结 ＣＤ的表现，往往提示预后
不良，需要采取化疗或放疗等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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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Ｄ二聚体、纤维蛋白原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
外周血中的含量测定

黄菊，王宙政，叶俏，韩艳霞

摘要：目的　通过检测Ｄ二聚体、纤维蛋白原在类风湿性关节炎（ＲＡ）中含量的变化，同时测定超敏Ｃ反应蛋白、
红细胞沉降率及类风湿因子等指标，判断Ｄ二聚体、纤维蛋白原与病情活动度的关系，以指导临床治疗。方法　
ＲＡ组５０例、健康对照组３０例、骨关节炎组３０例，分别测定３组上述指标的变化，采用 χ２检验、各组之间进行
ＬＳＤｔ检验、直线相关统计学分析。结果　ＲＡ组中Ｄ二聚体、纤维蛋白原、超敏Ｃ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及类
风湿因子水平均明显升高，ＲＡ治疗前后相比Ｄ二聚体、纤维蛋白原、超敏Ｃ反应蛋白变化明显，而红细胞沉降率
及类风湿因子水平变化不明显，提示Ｄ二聚体、纤维蛋白原、超敏Ｃ反应蛋白对ＲＡ病情活动度的判断上更为敏
感，且Ｄ二聚体、纤维蛋白原均与超敏Ｃ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呈正相关，与类风湿性因子无相关性。结论　
ＲＡ患者中Ｄ二聚体、纤维蛋白原水平升高，可与超敏Ｃ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等指标一起判断疾病活动度，上
述指标联合检测有助于与其他类型关节炎相鉴别，同时为ＲＡ患者进行改善微循环治疗提供有力依据。
关键词：Ｄ二聚体；纤维蛋白原；超敏Ｃ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类风湿因子；类风湿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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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Ｄｄｉｍｅｒａｎｄ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ｔｏ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Ｒ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Ａｇｒｏｕｐ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５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ｈｅｕｍａ
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３０ｎｏｒｍ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ｇｒｏｕｐ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３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Ｄｄｉｍｅｒ，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ＣＲＰ，ＥＳＲａｎｄＲＦ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ｉｎａｌｌ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ＬＳＤＴｔｅｓｔ，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ａｎｄ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ｔｅｓｔｗｅｒ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ＳＰＳＳ１８．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ｔｈｅＲＡ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Ｄｄｉｍｅｒ，
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ＣＲＰ，ＥＳＲａｎｄＲＦ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Ｄｄｉｍｅｒ，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ａｎｄＣＲＰ
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ｄｉｍｅｒ，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ａｎｄＣＲＰ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ｄｅｃ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ＲＡ；
Ｄｄｉｍｅｒａｎｄ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ｗ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ＲＰａｎｄＥＳＲ，ｂｕｔｎｏｔｗｉｔｈＲＦ．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Ｄｄｉ
ｍｅｒａｎｄ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ｌｅｖｅｌｓｍａｙｂｅａｄｏｐｔｗｉｔｈＥＳＲａｎｄＣＲＰｉｎ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ＲＡ；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ａｎｏｆｆｅｒａ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Ｒ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ｉｔｃａｎｏｆｆｅ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ｄｉｍｅｒ；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ｆａｃｔｏｒ；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Ｄ二聚体（Ｄｄｉｍｅｒ，ＤＤ）是交联纤维蛋白原经纤
溶酶降解后的特征性产物，在血栓形成性疾病及继发

性纤溶亢进时 Ｄ二聚体明显升高。纤维蛋白原（Ｆｇ）
是凝血功能检测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凝血过程中凝血

酶使纤维蛋白原水解，进而形成稳定的纤维蛋白，Ｆｇ
是肝脏合成的一种糖蛋白，有多功能性，与细胞粘附、

增生、净化、吞噬及血液凝固有密切关系。随着人们研

究的深入，逐渐发现ＤＤ及Ｆｇ不仅在血栓性疾病中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１］，同时它们还可以作为一种急性时

相反应蛋白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２］。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 ＤＤ及 Ｆｇ在类风湿性关节炎
（ＲＡ）中变化的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６月
住院ＲＡ患者共５０例，同期健康体检者３０例及骨性

作者单位：３１４０００浙江省嘉兴市第二医院血液风湿免疫科
通讯作者：黄菊，Ｅｍａｉｌ：ｈｕａｎｇｊｕｍａｉｌ＠１２６．ｃｏｍ

关节炎患者３０例，所有研究对象均取清晨空腹静脉血
分别作凝血功能、超敏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红细胞沉降
率（ＥＳＲ）及类风湿因子（ＲＦ）测定，对于 ＲＡ病例组经
治疗１周后再次取清晨静脉血行上述指标检测，所有
研究对象临床资料见表１。
１２　仪器与方法　入选者静脉血经离心后分离血浆，
ＤＤ、Ｆｇ使用ＳＴＡ全自动血凝仪自动检测，ＣＲＰ使用日
立 ７６０００２０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ＥＳＲ使用 Ｍｉ
ｃｒｏＴＥＳＴ１自动血沉分析仪检测，ＲＦ应用 ＤＡＤＥＢＥＨ
ＲＩＮＧＢＮ特定蛋白分析仪检测，所有指标均按本院临
床试验室检测标准及流程操作。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计量
资料以（ｘ±ｓ）表示，各组资料均进行正态性检验及方
差齐性检验，各组之间进行ＬＳＤｔ检验，采用直线相关
分析分析资料的相关性，利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所有研究对象检测指标比较　ＲＡ组中５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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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升高，与健康对照组及骨性关节炎组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ｔ均 ＞２．６９，Ｐ均 ＜０．０１），而健康对照组
与骨性关节炎组各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

表１。
表１　３组中ＤＤ、Ｆｇ及ＣＲＰ、ＥＳＲ、ＲＦ水平测定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ＤＤ（μｇ／Ｌ） Ｆｇ（ｇ／Ｌ） ＣＲＰ（ｍｇ／Ｌ） ＥＳＲ（ｍｍ／Ｈ） ＲＦ（ＩＵ／ｍｌ）

ＲＡ组 ５０ ５４．７±１２．２３ １７９６．７２±１１６３．１ ４．９４±１．０７ ８５．３９±５２．６３ ７１．３２±２９．１１ ３１８．１７±３１２．６０
健康对照组 ３０ ５７．６±５．２６ ３８８．３６±１７０．４６ ２．３２±０．４５ ３．９３±２．３２ ２０．３６±７．４３ ２０．２０±８．８１
骨性关节炎 ３０ ５６．７±１０．９１ ４０２．９８±１６８．７２ ２．１７±０．９１ ４．２３±０．８２ ２５．８７±３．５８ １９．７９±７．５６

２２　ＲＡ患者治疗前后检测指标比较　ＲＡ治疗后
ＤＤ、Ｆｇ、ＣＲＰ水平均有下降，而 ＥＳＲ及 ＲＦ水平降低不
明显，与治疗前 ＤＤ、Ｆｇ、ＣＲＰ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均＜０．０５），而 ＥＳＲ及 ＲＦ在治疗前后相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ＲＡ患者治疗前后ＤＤ、Ｆｇ及ＣＲＰ、ＥＳＲ、ＲＦ变化情况

时间 例数 ＤＤ（μｇ／Ｌ） Ｆｇ（ｇ／Ｌ） ＣＲＰ（ｍｇ／Ｌ） ＥＳＲ（ｍｍ／Ｈ） ＲＦ（ＩＵ／ｍｌ）

ＲＡ治疗前 ５０ １７９６．７２±１１６３．１６ ４．９４±１．０７ ８５．３９±５２．６３ ７１．３２±２９．１１ ３１８．１７±３１２．６０
ＲＡ治疗后 ５０ １０７９．８３±８９７．６７ ３．５６±１．２３ ５６．３７±２３．８６ ７８．５６±２１．３０ ３３０．１９±２８９．７４

２３　ＲＡ患者 ＤＤ、Ｆｇ与 ＥＳＲ、ＣＲＰ、ＲＦ间相关性分
析　ＤＤ和Ｆｇ均与 ＣＲＰ、ＥＳＲ呈正相关，而与 ＲＦ无明
显相关性。见表３。

表３　ＲＡ患者ＤＤ、Ｆｇ与ＥＳＲ、ＣＲＰ、ＲＦ间相关性分析

检测指标 ＣＲＰ ＥＳＲ ＲＦ

ＤＤ ０．７８ ０．５６ ０．０６
Ｆｇ ０．６４ ０．５７ ０．０１

３　讨　论
　　血浆ＤＤ是纤溶活性分子标志物，是纤溶酶水解
交联纤维蛋白形成的一个稳定而特异的降解产物，其

分子量非常小，是凝血功能紊乱的早期灵敏指标。但

随着人们研究的深入，发现 ＤＤ不仅在凝血、血栓形成
等过程中有重要意义［３－５］，同时，在肿瘤性疾病、创伤

应激、急慢性炎症过程中均有着显著的变化。已有大

量资料表明，Ｆｇ、ＤＤ、ＣＲＰ与恶性肿瘤局部生长及转移
的关系非常密切，与肿瘤大小、组织学类型、分化程度、

临床分期及是否伴有淋巴结或血行转移有关［６］。Ｆｇ
作为一种在肝内合成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受体内感染

或炎症反应的影响极为明显。

有研究表明，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具有局部低氧特

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低氧微环境在其发展中起着关

键的作用，血小板活化、血管形成、滑膜中 ＣＤ４＋ Ｔ细
胞、巨噬细胞等大量炎症细胞浸润是其重要临床特

征［７－８］。当血小板活化时颗粒膜蛋白与血小板膜蛋白

融合，进一步介导活化血小板与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

黏附，同时又促进单核细胞识别并清除活化的血小板，

导致机体处于高凝状态。本实验表明 ＲＡ组中 ＤＤ、
Ｆｇ、ＣＲＰ、ＥＳＲ均较健康对照组及骨性关节炎组要高，
在ＲＡ组治疗前后比较发现，治疗前比治疗后高，其中
ＤＤ、Ｆｇ、ＣＲＰ变化更为明显，而 ＥＳＲ、ＲＦ变化不甚明
显，并且ＤＤ、Ｆｇ含量与ＣＲＰ及ＥＳＲ呈正相关，而与ＲＦ
间无明显相关性，表明ＤＤ、Ｆｇ、ＣＲＰ在病情活动度判断
及治疗效果评估上更为敏感，与国内其他研究基本一

致［９］，进一步表明ＲＡ患者体内炎症因子的释放、血管
内皮细胞的损伤、大量炎症细胞的浸润以及新生血管

的形成等一系列因素促成了体内高凝状态［１０］，从另一

方面提示ＤＤ、Ｆｇ水平的明显升高并非代表着一定存

在血栓形成或纤溶亢进，也许提示着体内严重的炎症

反应过程，预示着疾病的活动程度。为临床上对 ＲＡ
患者在免疫抑制治疗的同时予以改善微循环治疗提供

了有力的依据。

因此，ＤＤ、Ｆｇ、ＣＲＰ、ＥＳＲ可作为ＲＡ疾病活动度判
断的重要实验室依据，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上述

指标均检测方便，实用性强，动态观察上述指标的变

化，对ＲＡ的诊断、尽早干预并改善微循环障碍提供了
有力依据，对ＲＡ的治疗有着积极的意义，上述指标联
合检测有助于与其他类型关节炎相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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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氯吡格雷抵抗的危险因素
潘建生，方汉云，李碎朋，陈勇

摘要：目的　观察老年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发生氯吡格雷抵抗的情况，探讨分析相应的危险因素。方
法　选择本院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７月期间收治的７６例老年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根据
血小板聚集试验结果进行分组，其中血小板抑制率＞５０％共４０例（对照组），＜５０％共３６例（观察组），对比２组
流行病学、脂代谢、糖代谢与超敏Ｃ反应蛋白等水平值。结果　２组患者年龄、性别、体重、高脂血症与高血压发
病史以及吸烟史等流行病学指标对比，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空腹血糖、超敏 Ｃ反应蛋
白显著高于对照组，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经多因素分
析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空腹血糖、超敏 Ｃ反应蛋白均是影响患者发生氯吡格雷抵抗的危险因素（均 Ｐ＜
０．０５）。结论　老年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出现氯吡格雷抵抗的发生率大，且与患者的空腹血糖水平、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超敏Ｃ反应蛋白等因素有关，值得临床上进一步分析。
关键词：２型糖尿病；冠心病；氯吡格雷抵抗；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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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２型糖尿病患者病程的不断延长，出现的合
并疾病逐渐增多，其中合并冠心病是老年２型糖尿病
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１］，该疾病患者

往往容易发生氯吡格雷抵抗现象，严重影响患者治疗

效果与预后情况［２］，有研究报道［３－４］，对于发生氯吡格

雷抵抗现象的患者，不宜增加氯吡格雷的用药剂量。

因此，探讨分析老年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发生
氯吡格雷抵抗的危险因素，有利于为临床治疗与预防

提供有效的参考信息。本文亦针对此问题，对我院收

治的老年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分组进行对比分
析，现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７月期间
我院收治的老年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共７６例
作为观察对象，其中男性３４例，女性４２例，年龄范围

作者单位：３２５６０８浙江省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为６０～８５岁，平均年龄（６７．７±４．８）岁。所有患者诊
断均符合２００９年美国糖尿病协会诊断标准与２００７年
美国心脏协会指南［５］，且均排除可能影响氯吡格雷代

谢与凝血功能异常的相关疾病。收集患者性别、体重、

年龄、身高、高脂血症与高血压发病史、吸烟史等指标，

其中吸烟史以患者每日吸烟量大于５支且持续吸烟５
年以上为标准。

１２　治疗方法　７６例患者入院前５ｄ，均未服用氯吡
格雷、阿司匹林，而入院后均给予３００ｍｇ氯吡格雷与
阿司匹林口服治疗，病情稳定后每日持续给予７５ｍｇ
氯吡格雷与１００ｍｇ阿司匹林口服。
１３　分组方法　入院３ｄ后，于清晨取患者空腹静脉
血液５ｍｌ，进行血小板聚集试验（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使用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计数血小板，直接检
测血小板聚集率，其中血小板抑制率 ＞５０％共４０例，
设为对照组，而血小板抑制率 ＜５０％共３６例，则设为
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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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脂代谢、糖代谢与超敏Ｃ反应蛋白等指标检测　
患者入院后的第２天清晨，抽取其空腹时静脉血液标
本检测脂代谢指标，包括：总胆固醇（ＴＣ）、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ＬＤＬＣ）、三酰甘油（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ＨＤＬＣ），并检测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以及
空腹血糖（ＦＢＧ）、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检测与收集的相关指标数据，均采
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处理，危险因素采用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多因素分析，计数与计量资料检验分别采用 χ２检
验与ｔ检验。以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２组患者年龄、性别、体
重指数（ＢＭＩ）、高脂血症与高血压发病史以及吸烟史
等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见表
１。

表１　２组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性别（男性）

（％）
ＢＭＩ

（ｋｇ／ｍ２）
高脂血症史

（％）
高血压史

（％）
吸烟史

（％）
观察组 ３６ ６７．２±４．９ ４１．７ ２６．２±３．１ ４１．７ ７５．０ ２２．２
对照组 ４０ ６８．２±４．７ ４７．５ ２５．６±３．１ ４７．５ ６７．５ １２．５
χ２值／ｔ值 １．３１０ １．１３７ －１．２１９ １．１４０ １．５７１ ２．３７４
Ｐ值 ０．１９２ ０．３０１ ０．２２４ ０．２８８ ０．２２１ ０．１２９

２２　２组脂代谢、糖代谢与与超敏Ｃ反应蛋白等指标
比较　观察组空腹血糖、超敏 Ｃ反应蛋白显著高于对
照组，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其余指标对比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脂代谢、糖代谢与超敏

Ｃ反应蛋白等指标比较

指标 观察组 对照组 ｔ值 Ｐ值

ＴＣ（ｍｍｏｌ／Ｌ） ４．４±０．９ ４．３±１．１ －０．７３３ ０．４６４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０．９±０．２ １．１±０．３ ３．８８７ ０．０４９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２．７±０．８ ２．６±１．０ －０．１９５ ０．８４５
ＴＧ（ｍｍｏｌ／Ｌ） １．９±１．０ １．６±０．９ －１．８８５ ０．０６１
ＦＢＧ（ｍｍｏｌ／Ｌ） ７．９±３．１ ６．３±１．５ １．９００ ０．０４９
ＨｂＡ１ｃ（％） ７．２±１．４ ７．４±１．６ －０．１９５ ０．８４５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３．５±２．８ ２．０±２．６ ５．４５８ ０．０１９

２３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经多因素分析后，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空腹血糖、超敏Ｃ反应蛋白均是影响患
者发生氯吡格雷抵抗的危险因素（均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指标 回归系数 Ｗａｌｄ 自由度 Ｐ值 ９５％置信区间

ＨＤＬＣ ０．７１９ ４．３５３ １ ０．０３７ １．０４５～４．０３４
ＦＢＧ ０．５１２ １．９９４ １ ０．０４９ ０．５７６～２．６６１
ｈｓＣＲＰ ０．６１８ ３．１２８ １ ０．０２７ ０．９６７～１．９０８

３　讨　论
　　２型糖尿病是由于患者遗传原因、免疫调节水平
异常以及微生物感染等一系列致病因子［６］，导致患者

的胰岛功能下降［７］、胰岛素产生抵抗，并继续引发患者

出现代谢紊乱综合征［８］。临床上患者主要以血糖异常

上升为表现特征，此外，典型患者可出现尿频、饮食多

却表现消瘦等症状［９－１０］，血糖水平一旦失去控制，会

导致患者出现诸多严重的合并症状，最终导致患者大

血管病变、微血管病变、糖尿病足等［１１］，其中冠心病是

２型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合并疾病之一，尤其是老年 ２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往往发生氯吡格雷抵抗现

象，进而引起临床上过度治疗导致的缺血事件频频发

生［１２］，在本次研究中共有３６例患者发生氯吡格雷抵
抗现象，发生率为 ４７．４％，与相关文献［１３］报道的

３９％～４５％基本一致。此外，据有关研究资料［１４］发

现，发生氯吡格雷抵抗现象与患者的年龄、性别以及相

关疾病史等因素有关，但对于老年２型糖尿病合并冠
心病患者发生氯吡格雷抵抗现象的相关危险因素研究

较少。

在本次研究中，对２组患者的流行病学指标进行
对比分析后发现，２组患者年龄、性别、体重、高脂血症
与高血压发病史以及吸烟史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有研究［１５］指出发生氯吡格雷抵抗现象与糖尿病患

者的其他疾病状态无显著关系，但与其糖尿病的病理

生理过程有关。为了进一步分析该疾病患者炎症反应

状态、糖脂代谢异常等情况与发生氯吡格雷抵抗现象

之间的关系，本文对比分析２组的脂代谢、糖代谢与超
敏Ｃ反应蛋白等指标后发现，观察组空腹血糖、超敏Ｃ
反应蛋白显著高于对照组，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显

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相关文献

报道相符，结果提示 ＨＤＬＣ、ｈｓＣＲＰ与 ＦＢＧ等指标是
导致老年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出现氯吡格雷抵
抗的危险因素，而经多因素分析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空腹血糖、超敏Ｃ反应蛋白均是影响患者发生氯吡
格雷抵抗的危险因素，再次证实了高水平的ｈｓＣＲＰ与
ＦＢＧ以及低水平的 ＨＤＬＣ提示老年２型糖尿病合并
冠心病患者发生氯吡格雷抵抗的危险性增加。

综上所述，老年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出现
氯吡格雷抵抗的发生率大，且与患者的空腹血糖水平、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超敏Ｃ反应蛋白等因素有关，值
得临床上进一步分析。

参考文献

［１］　刘继红，肖林之，徐彬，等．老年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尿微

量白蛋白与心功能的关系［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３，３３（３）：

５２０５２２．

［２］　唐学文．老年冠心病合并２型糖尿病患者冠状动脉造影特点分析

［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０，３９（１３）：１７１３１７１４．

［３］　李莎，于世鹏，耿厚法，等．ＴＧ／ＨＤＬｃ比值及 ＨＯＭＡＩＲ指数对老
年２型糖尿病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预测价值［Ｊ］．广东医学，

２０１２，３３（７）：９４０９４２．

［４］　王锋．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血清Ｃ反应蛋白和血清血管细

胞黏附分子１表达及瑞舒伐他汀钙的干预作用［Ｊ］．中国老年学

杂志，２０１３，３３（４）：９１３９１４．

［５］　张春英，侯旭敏，仇兴标，等．冠心病 ＰＣＩ术后发生氯吡格雷抵抗

的影响因素［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２，３２（６）：７９２

７９５．

［６］　李蕾，韩江莉，李海燕，等．冠心病患者氯吡格雷抵抗与血小板参

数的相关性分析［Ｊ］．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９３（１２）：９１６９２０．

［７］　任可，宋耀明，何作云，等．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氯

吡格雷抵抗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Ｊ］．第三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１１，

３３（５）：５３５５３９． （下转第３３３页）

·４０４·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３月第１２卷第３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３



·慢病防治研究·

肾康保护腹膜透析患者残余肾功能的临床研究
杨江生，陈晓霞，楼季庄，袁红波，周英

摘要：目的　探讨肾康注射液对尿毒症腹膜透析患者残余肾功能的保护作用。方法　选择尿毒症腹膜透析患者
４０例，随机分为对照组２０例和治疗组２０例，２组均进行持续不卧床腹膜透析（ＣＡＰＤ）。治疗组分别于第１、４月
开始予肾康注射液６０ｍｌ，静脉滴注１次／ｄ，连续１４ｄ，分别于治疗前后测定患者的肌酐清除率（ＧＦＲ）作为残余肾
功能（ＲＲＦ）评价疗效。结果　治疗组治疗前后肌酐清除率无明显下降（Ｐ＞０．０５），而对照组治疗前后肌酐清除
率下降明显（Ｐ＜０．０５），对照组与治疗组治疗后相比肾脏肌酐清除率明显下降（Ｐ＜０．０５）。结论　肾康注射液对
尿毒症腹膜透析患者的残余肾功能有保护作用。

关键词：肾康注射液；尿毒症；腹膜透析；残余肾功能；肌酐清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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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ｆｏｕｒｔｈｍｏｎｔｈ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１ｔｉｍｅｓａｄａ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１４ｄ．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ＧＦＲ）ｗａｓｔｅｓ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ＲＦ）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Ｐ＞０．０５）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ｕｔｔｈｅｃｒｅａｔ
ｉｎｉｎｅ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ｈｅｎｋａｎｇｉｎ
ｊ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ｎｏｔｉｃｅａｂｌ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ｕｒｅｍｉｃ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ｄｉ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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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研究发现尿毒症腹膜透析患者的残余肾功
能（ＲＲＦ）非常重要，其不仅只是达到治疗充分性目标，
而且ＲＲＦ是透析患者存活率以及腹膜透析（ＰＤ）患者
技术存活率的重要预测因素［１－３］。在腹膜透析患者

中，除透析充分性外，ＲＲＦ在抑制炎症反应，维持营养
状态，防治左心室肥厚，保持血清钙磷平衡以及降低腹

膜炎发生率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提示保护尿毒

症腹膜透析患者的ＲＲＦ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患者开始
透析之后也是如此［４－６］。我们实施了一项随机试验来

研究肾康注射液是否能保护腹膜透析患者的ＲＲＦ。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４０例为２００８年以来在我院治疗的
尿毒症腹膜透析患者，其中男性２２例，女性１８例；年
龄２２～７２岁，中位数５２．５５岁。入选的患者须腹膜透
析３个月以上，血压控制在１４０／９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１３３ｋＰａ）以下、无明显水肿、心脏功能良好且研究期
间患者未发生腹腔感染、未服用酮酸制剂，每日蛋白质

的摄入量在１．２ｇ／（ｋｇ·ｄ）。
１２　治疗方法　２组均进行持续不卧床腹膜透析治
疗（ＣＡＰＤ）。治疗组分别于第１、４个月开始予肾康注
射液６０ｍｌ，静脉滴注１次／ｄ，连续１４ｄ。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６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
第一医院）血液净化中心

通讯作者：杨江生，Ｅｍａｉｌ：ｎｆｈ１２９０＠１６３．ｃｏｍ

１３　检测指标　用药开始前及６个月后分别检测患
者的２４ｈ尿量、血红蛋白（ＨＢ）、血浆白蛋白（ＡＬＢ）、
血钙（Ｃａ）、磷（Ｐ）、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甲状旁腺激素
（ＩＰＴＨ）、血肌酐（Ｓｃｒ）、尿素氮（ＢＵＮ）、肌酐清除率
（Ｃｃｒ）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数据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用 ｔ检验，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治疗组治疗前后肌酐清除率无明显变化（Ｐ＞
０．０５），而对照组治疗前后肌酐清除率下降明显（Ｐ＜
０．０５），２组治疗后相比肌酐清除率明显下降（Ｐ＜
０．０５），表明肾康注射液对尿毒症腹膜透析患者的残余
肾功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３　讨　论
　　各种慢性肾脏病发展进入终末期（ＥＳＲＤ）即进入
尿毒症期（Ｕｒｅｍｉａ）后，需要肾脏的替代治疗或进行肾
脏移植，因为肾脏移植肾源紧缺，肾脏替代治疗是尿毒

症目前治疗的主要方法。肾脏替代治疗的方式主要有

血液透析（ＨＤ）和腹膜透析（ＰＤ）２种。腹膜透析由于
缓慢、持续和对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响较小，故对残存

的肾功能的影响小于常规的血液透析，但由于导致尿

毒症的原发病的持续进展、治疗药物的毒副作用（尤其

是肾毒性药物）、腹膜透析液的生物不相容性、以及超

滤过度等问题，腹膜透析患者的残余肾功能（ＲＲ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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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呈下降趋势，而残余肾功能对尿毒症腹膜透析非常

重要，腹膜透析时，残存肾功能对溶质的清除十分重

要。据估计，残存肾的肾小球滤过率（ＧＦＲ）为１ｍｌ／
ｍｉｎ，约等于每周溶质清除率（ＣｒＣＬ）１０Ｌ，而溶质清除
率与患者的生存率和营养状态成正比，同时由于肾脏

既是代谢排毒器官，也是一个内分泌器官，残存肾功能

对促红素、活性维生素 Ｄ也有重要影响。残存肾功能
的丢失可能加重肾性贫血和肾性骨病。此外残存肾功

能对血压的调控和对酸碱、电解质的平衡均有益［７－８］，

因此保护腹膜透析患者残余肾功能一直非常受人重

视。肾康注射液是国家二类新药，其组成为大黄、黄

芪、丹参、红花等，它具有降逆泄浊、益气活血之功效。

腹膜透析时使用含有葡萄糖的腹膜透析液，这类患者

易出现脂质代谢紊乱，而脂质代谢紊乱也是加快 ＲＲＦ
丢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黄可明显纠正脂质代谢紊

乱，降低血液中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从而延

缓血管的硬化。黄芪能扩张血管、降低血压、降低血小

板的黏附性率、减少血栓的形成并增加肾血流量，对肾

脏有保护作用。丹参和红花具有改善微循环、清除氧

自由基、抗脂质过氧化损伤、拮抗钙离子内流、抑制血

小板的活化、改善微循环的作用。基础研究显示主要

由上述药物组成的肾康注射液能减轻肾脏病理损害。

减少尿蛋白量，显著抑制肾组织中的转化生长因子

（ＴＧＦβ１）的表达，进而抑制肾小管细胞的增值，减少
细胞外基质（ＥＣＭ）的积聚，肾康注射液还能明显增高
血浆内皮素水平，降低血管紧张素Ⅱ水平及肾素活性，
从而可以降低 ＭＡＰ，扩张微动脉，改善肾小球缺血、缺
氧及高凝状态［９－１０］。临床研究证明肾康注射液可以

降低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血清尿素氮、血肌酐，能够延

缓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进展［１１］。我们使用肾康注射液

保护腹膜透析患者的残余肾功能，研究结果提示腹膜

透析患者使用肾康注射液后ＲＲＦ下降明显延缓。
表１　２组尿毒症腹膜透析患者治疗前后２４ｈ尿量、ＣＲＰ、ＡＬＢ、Ｓｃｒ、ＢＵＮ、Ｃｃｒ的变化（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２４ｈ尿量（ｍｌ） ＡＬＢ（ｇ／Ｌ） Ｓｃｒ（μｍｏｌ／Ｌ）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Ｃｃｒ（ｍｌ／ｍｉｎ）

治疗组 ２０ 治疗前 １０８０±６４０ ３６．６±２．３ ８４２．０±２６４．５ ２５．８０±４．３２ １０．２±３．６
治疗后 ９８０±５２０ ３６．８±２．０ ８６０．５±２７０．４ ２６．４５±３．９３ ９．８±３．４

对照组 ２０ 治疗前 １１２０±６５０ ３６．５±２．２ ８５０．７±２５６．９ ２６．８９±４．２８ １０．１±３．８
治疗后 ８８０±３４０ ３５．２±２．４ ８９０．８±３２０．５ ２８．２４±４．２５ ６．２±３．４

　　注：治疗组治疗前后Ｃｃｒ无明显变化，Ｐ＞０．０５；而２组治疗后比较对照组Ｃｃｒ下降明显，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尿毒症腹膜透析患者治疗前后血ＨＢ、ＣＲＰ、Ｃａ、Ｐ、ＩＰＴＨ的变化（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Ｈｂ（ｇ／Ｌ） ＣＲＰ（ｍｇ／Ｌ） Ｃａ（ｍｍｏｌ／Ｌ） Ｐ（ｍｍｏｌ／Ｌ） ＩＰＴＨ（ｍｍｏｌ／Ｌ）

治疗组 ４０ 治疗前 １１５±１３ ４．２４±１．３６ ２．３５±０．２１ １．２８±０．１２ １８９±４０
治疗后 １１７±１４ ４．３０±１．２８ ２．３７±０．１８ １．３５±０．１３ ２００±３５

对照组 ４０ 治疗前 １２０±１１ ４．４０±１．４２ ２．４０±０．２２ １．３９±０．１９ １９５±２９
治疗后 １１８±１４ ４．４６±１．２５ ２．３１±０．１９ １．７８±０．２８ ２５５±５６

　　注：治疗组治疗前后Ｐ、ＩＰＴＨ无明显变化，Ｐ＞０．０５；２组治疗后比较Ｐ、ＩＰＴＨ上升明显，Ｐ＜０．０５。

　　本研究提示肾康注射液在延缓腹膜透析患者的残
余肾功能方面有一定作用，从而达到改善腹膜透析患

者的透析效果和生活质量，延长尿毒症患者的透析和

生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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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具。ＡＭＬＣ系统为互联网在线模式，设有强大的文献比对数据库，实时更新，具有科学性和专业性。该系统可以自动检测来稿
复制率情况，有效地识别和淘汰了部分存在学术不端的论文。此举将严把学术质量关，为广大作者、读者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和具

有权威性学术交流平台，维护了本刊刊稿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本刊对复制率超过１５％的稿件将一律不予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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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原发性高血压并发痛风患者血清脂联素
及 ｈｓＣＲＰ变化及临床意义

陈三峰

摘要：目的　观察原发性高血压合并痛风患者血清脂联素（ＡＰＮ）及高敏 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的变化并分析其
临床意义。方法　选择杭州市拱墅区中医医院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１年２月门诊或住院治疗的高血压并发痛风患
者（Ａ组，ｎ＝３０），单纯痛风患者（Ｂ组，ｎ＝３０）和单纯高血压患者（Ｃ组，ｎ＝３０），同期选择健康体检者３０例为对
照组（Ｄ组）。详细测量、记录各组患者和健康体检者的血压、体质量、身高、腰围和臀围等资料，计算其腰臀围比
和ＢＭＩ等数据指标。各组患者及健康体检者抽取清晨空腹４ｍｌ肘静脉血液，离心吸取血清后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法（ＥＬＩＳＡ）和免疫散射比浊法检测各组血清ＡＰＮ和ｈｓＣＲＰ的表达水平。对各组血清 ＡＰＮ和 ｈｓＣＲＰ表达水平
的相关性予以分析。结果　各组腰臀围比、ＢＭＩ、血脂、血糖等指标相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对
照组［（７．４１±１．２０）ｍｇ／Ｌ，（２．８３±０．８８）ｍｇ／Ｌ］比较，Ａ、Ｂ、Ｃ３组血清 ＡＰＮ［（３．４５±０．８６）ｍｇ／Ｌ，（４．５７±０．９５）
ｍｇ／Ｌ，（４．４２±１．２３）ｍｇ／Ｌ］明显降低，ｈｓＣＲＰ明显升高［（８．４７±３．１５）ｍｇ／Ｌ，（７．１９±２．４０）ｍｇ／Ｌ，（６．６１±２．５７）
ｍｇ／Ｌ］（Ｐ＜０．０５）；Ａ、Ｃ２组血清 ＡＰＮ表达水平与 ｈｓＣＲＰ表达水平均呈负相关关系（Ｐ＜０．０５），而对照组血清
ＡＰＮ与ｈｓＣＲＰ表达水平之间不存在明显相关性（Ｐ＞０．０５）。结论　原发性高血压并发痛风患者血清脂联素下
降，而炎症标志物ｈｓＣＲＰ明显升高，提示血清ｈｓＣＲＰ与原发性高血压并发痛风的发病有着密切相关性。
关键词：原发性高血压；痛风；脂联素；高敏Ｃ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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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ａｎｄ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ｈｓＣＲＰ）
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ｉｍａｒｙ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ｇｏｕ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ｉ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０ｃａｓｅｓ
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ｇｏｕｔ（ｇｒｏｕｐＡ），３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ｇ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ｇｒｏｕｐＢ）ａｎｄ３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ｇｒｏｕｐＣ）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３０ｎｏｒｍ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ｇｒｏｕｐＤ）．
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ｈｅｉｇｈｔ，ｗａｉｓｔ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ｈｉｐ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ｅｒｅ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ｉｓｔｈｉｐ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ＢＭＩｉｎｄｅｘ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４ｍｌｅｌｂｏｗｖｅｉｎｂｌｏｏｄｗａ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ｏｎｅｍｐｔｙｓｔｏｍａ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ｓｅｒｕｍ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ａｎｄｈｓＣＲＰ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ＥＬＩＳＡ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ｅｎｅｐｈｅｌｏｍｅｔｒｙ．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ｕｍＡＰＮａｎｄｈｓ
ＣＲＰ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ｗａｉｓｔｔｏｈｉｐｒａｔｉｏ，ＢＭＩ，
ｂｌｏｏｄｌｉｐｉｄ，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ｏｆａｌｌ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４１±１．２０ｍｇ／Ｌ；２．８３±０．８８ｍｇ／
Ｌ），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ｉｎ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３．４５±０．８６ｍｇ／Ｌ，４．５７±０．９５ｍｇ／Ｌ，４．４２±１．２３ｍｇ／Ｌ），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ｏｆｈｓＣＲＰ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８．４７±３．１５ｍｇ／Ｌ，７．１９±２．４０ｍｇ／Ｌ，６．６１±２．５７ｍｇ／Ｌ），Ｐ＜０．０５，ｃｌｅａｒｌｙ；ｓｅｒｕｍａｄｉ
ｐｏｎｅｃｔｉｎｗａ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ｓＣＲＰ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ＡＰ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ｓＣＲＰｌｅｖｅｌ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ｇｏｕｔｉｓｌ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ｈｓＣＲＰ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ｈｓＣＲＰｈａｓａｃｌｏｓ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ｇｏｕ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Ｇｏｕｔ；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

　　高血压是一种临床发病率较高的慢性心血管系统
性疾病。痛风则是一种代谢性疾病［１］，主要是机体内

嘌呤生理代谢过程出现明显障碍使得尿酸盐合成异常

增多，最终大量积蓄在体内所致。近些年随着我国人

民群众的饮食习惯出现明显改变，原发性高血压并发

痛风的发病率呈逐渐升高的趋势。脂联素（ａｄｉｐｏｎｅｃ
ｔｉｎ，ＡＰＮ）是由脂肪细胞合成和分泌而来的蛋白产物，
也是唯一对机体具有保护性作用的蛋白物质，其表达

水平无昼夜节律性，也不受进餐影响，但内源性细胞因

子如高敏 Ｃ反应蛋白（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
ｔｅｉｎ，ｈｓＣＲＰ）可影响血清 ＡＰＮ的表达水平，胰岛素参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５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中医医院内科

与ＡＰＮ的合成、分泌调节过程，ＡＰＮ还可明显改善胰
岛素抵抗并具有抗炎症反应、抗动脉粥样硬化现象等

生理学功能作用。但目前高血压合并痛风患者血清脂

联素及高敏 Ｃ反应蛋白的相关研究报道仍较少。因
此，本研究拟观察原发性高血压并发痛风患者 ＡＰＮ及
ｈｓＣＲＰ的变化情况，并分析其临床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３０例原发性高血压并发痛风患者（Ａ
组），３０例痛风患者（Ｂ组）和３０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Ｃ组）均为本院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１年２月门诊或住
院治疗患者。原发性高血压及痛风诊断均根据相关文

献标准［２－３］。其中 Ａ组，男性１８例，女性１２例，平均
年龄为（６１．２±５．４）岁；Ｂ组男性１６例，女性１４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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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年龄为（６３．４±６．２）岁；Ｃ组中男性１５例，女性１５
例，平均年龄为（６２．７±６．８）岁。同期选择３０例门诊
体检健康者作为对照组（Ｄ组），４组在性别、年龄、病
情等各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常规检测　详细检测、记录各组患者及门诊健
康体检者的血压、体质量、身高、腰围和臀围等病例资

料，计算其腰臀围比和 ＢＭＩ等数据指标。各组患者及
健康体检者清晨空腹抽取４ｍｌ肘静脉血液。
１２２　血清 ＡＰＮ及 ｈｓＣＲＰ检测方法　采用 ＥＬＩＳＡ
法对各组患者及健康体检者的血清 ＡＰＮ表达水平进
行检测；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检测各组患者及健康体

检者的血清ｈｓＣＲＰ表达水平。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资料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
统计软件予以分析和处理，各组资料比较采用 ｔ检验，
同时对有相关趋势的变量进行直线相关性方法予以分

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临床资料比较　各组患者及门诊健康体检
者的腰臀围比、ＢＭＩ、血脂、血糖等数据指标相互比较
和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ＢＭＩ

（ｋｇ／ｍ２）
腰臀比 空腹血糖

ＴＣ
（ｍｍｏｌ／Ｌ）

ＴＧ
（ｍｍｏｌ／Ｌ）

Ａ组 ３０ ２１．８±１．９０．８４±０．３ ４．６±０．７ ４．５±０．５ １．７±０．３
Ｂ组 ３０ ２１．７±１．７０．８５±０．２ ４．７±０．６ ４．６±０．４ １．６±０．４
Ｃ组 ３０ ２１．６±１．８０．８７±０．２ ４．８±０．６ ４．７±０．４ １．８±０．６
Ｄ组 ３０ ２１．９±１．９０．８６±０．３ ４．６±０．４ ４．５±０．３ １．５±０．５

２２　各组血清 ＡＰＮ和 ｈｓＣＲＰ表达水平比较　与对
照组比较，Ａ、Ｂ、Ｃ３组血清 ＡＰＮ表达水平明显降低，
而ｈｓＣＲＰ表达水平明显升高（Ｐ＜０．０５）；Ａ组与 Ｂ
组、Ｃ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Ｃ２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组血清ＡＰＮ和ｈｓＣＲＰ表达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血清ＡＰＮ（ｍｇ／Ｌ）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Ａ组 ３０ ３．４５±０．８６ａ ８．４７±３．１５ａ

Ｂ组 ３０ ４．５７±０．９５ ７．１９±２．４０
Ｃ组 ３０ ４．４２±１．２３ ６．６１±２．５７
Ｄ组 ３０ ７．４１±１．２０ ２．８３±０．８８

　　注：与其他３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３　血清 ＡＰＮ和 ｈｓＣＲＰ相关性分析　Ａ、Ｃ２组血
清ＡＰＮ表达水平与ｈｓＣＲＰ表达水平均呈负相关性关
系（Ｐ＜０．０５）；对照组血清ＡＰＮ与ｈｓＣＲＰ表达水平不
存在明显相关性（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ｈｓＣＲＰ是一种机体内非特异性炎症反应而合成
和分泌而来的物质［４］，其可经过补体激活生理学途径

而在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等病理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

用；ＣＲＰ还具有促进纤维细胞出现异常增生、远处迁移
和增加动脉内膜厚度等作用，使得血管发生重构现象。

ｈｓＣＲＰ在正常人血清中表达水平极低，表达水平明显

上升可能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机体发生炎症反应和组

织损伤所产生的现象［５］。近些年较多研究人员证实，

ｈｓＣＲＰ是一种预测机体心脑血管危险事件风险性的
敏感性实验室指标。有研究认为血清 ＣＲＰ表达水平
会随着血压水平的升高而升高，此结果提示 ＣＲＰ与高
血压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６］。

其作用机制为高浓度ＣＲＰ可直接参与炎症反应过程，
损伤血管内皮细胞，进而促使血管内膜出现增厚现象，

最终显著增加血管的阻力，此外还可对血管的舒张生

理功能产生明显的影响作用，使得血管发生收缩，进而

在高血压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致病作

用［７－９］。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由于其血管内皮细胞长时

间处于高血压、血管内血流异常冲击作用和免疫反应

刺激等状态下，内皮细胞及组织极易受到明显的损伤，

血管内皮细胞受到严重损害以后可合成和释放大量的

舒张血管物质，前列腺素合成和分泌总量显著性减少，

最终导致内皮细胞舒张血管、抗血管内血栓形成和抗

病原刺激作用等功能明显丢失；且血管内皮细胞对血

管舒张物质作用出现显著性减弱，使得血管受到的阻

力明显增加。

ＡＰＮ是一种特异性的血浆激素蛋白分子，能显著
提高机体骨骼肌、肝脏和脂肪等器官和组织对葡萄糖

的摄取、利用，并促进游离脂肪酸的氧化过程，从而发

挥对生理代谢过程进行调节的作用［１０］。大部分研究

结果认为，原发性高血压与ＡＰ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
关性，ＡＰＮ表达水平出现明显下降是原发性高血压的
独立危险因素之一［１１］。此外部分研究结果也发现，高

血压患者血清脂联素表达水平下降，与血压呈负相关

性关系。其致病机理为低 ＡＰＮ血症可诱发机体内的
脂肪组织ＲＡＳ系统出现活化，进而导致体内的脂肪含
量显著升高，最终导致血压升高［１２］。脂联素在血管损

伤早期和晚期阶段均具有终止炎症反应过程的生理作

用，还可以明显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此外，脂联

素还可以通过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进而纠正因高胰岛

素和高糖血症所导致的高血压现象；通过调节机体内

生理代谢过程而降低引起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多种

危险因素［１３］。还有部分研究结果显示［１４］，当血管内

皮屏障系统受到严重损伤后，ＡＰＮ可大量积蓄在已出
现明显损伤的血管内壁等部位，与内膜胶原纤维组织

相互发生结合时，可导致血清 ＡＰＮ表达水平明显降
低，也有部分研究认为，炎症细胞因子可对血清 ＡＰＮ
表达水平产生明显影响［１５］。

本研究结果显示，原发性高血压合并痛风患者血

清ＡＰＮ表达水平明显降低，而血清 ｈｓＣＲＰ表达水平
明显升高，且血清 ＡＰＮ表达水平与 ｈｓＣＲＰ表达水平
呈负相关性关系。随着血压的逐渐升高，原发性高血

压患者的血清ＡＰＮ表达水平出现下降；随着血压的升
高，原发性高血压合并痛风患者的血清ｈｓＣＲＰ表达水
平也逐渐出现升高。由此可知，血清ｈｓＣＲＰ表达水平
与原发性高血压合并痛风的发病、病情 （下转第４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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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临床特征观察
郭莉丽，邵森，方天富

摘要：目的　探讨青年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特点及预防。方法　选取４５岁以下青年及６０岁以上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各９０例，比较其性别、不良生活方式、基础疾病、中风家族史、临床症状、ＣＴ及ＭＲＩ影像学改变、心理反应、转
归的差异。结果　青年组男性占 ６５．５６％、存在不良生活方式 ６４．４４％、中风家族史 ２４．４４％、病变基底节区
８０．００％、不良心理反应５５．５６％高于老年组的５３．３３％、１０．００％、５２．２２％、３５．５６％（Ｐ＜０．０５）；青年组静止发病
２２．２２％、意识障碍１１．１１％、神经系统功能评分（１８．１２±７．９８）、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４．４４％、住院时间（１５．１９±
４．５０）ｄ、死亡１．１１％低于老年组的６６．６７％、４１．１１％、（２４．４０±６．２４）、３１．１１％、（２０．４０±６．２７）ｄ、１１．１１％；２组基
础疾病６６．６７％ ｖｓ７０．０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临床常见，具有相应
临床特点，应予积极治疗，及时给予心理疏导，并针对危险因素进行早期干预以减少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

关键词：缺血性脑卒中；青年；临床特征；预防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４０９０２

　　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是指４５岁以下的青年人发生
的缺血性脑卒中，占全部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３％ ～
４％，近年来随着饮食结构、生活方式和疾病谱的变化
脑血管疾病发病年龄有明显的年轻化倾向，青年缺血

性脑卒中也逐年上升，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１］，

因此，研究分析中青年缺血性脑卒中临床特点对防治

有重要意义。本文回顾性分析我院青年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临床资料，探讨其临床特点，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０
例４５岁以下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青年
组），年龄２９～４５岁，平均（４１．９７±３．０３）岁，经头颅
ＣＴ或ＭＲＩ确诊；按照１∶１比例选择同期在神经内科
住院治疗的９０例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进行对照研
究（老年组），年龄６０～８６岁，平均（６５．１３±４．０５）岁。
２组患者常规给予抗凝、改善脑循环、活血化瘀以及控
制血压、降低血糖、调节血脂等常规治疗，部分给予脱

水等对症处理，病因明确者予针对病因治疗，配合针

灸、理疗等康复治疗。

１２　研究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
较性别、不良生活方式（吸烟、酗酒、压力大等）、基础

疾病（血脂代谢异常、高血压、糖尿病等）、中风家族

史、临床症状、ＣＴ及 ＭＲＩ影像学改变、心理反应、转归
在２组之间的差异。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分
析，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用％表示，组间比较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组患者比较青年组男性占６５．５６％、存在不良生
活方式６４．４４％、中风家族史２４．４４％、病变基底节区
８０．００％、不良心理反应 ５５．５６％，高于老年组的
５３．３３％、１０．００％、５２．２２％、３５．５６％（Ｐ＜０．０５）；青年
组静止发病２２．２２％、意识障碍１１．１１％、神经系统功
能评分（１８．１２±７．９８）、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４．４４％、
住院时间（１５．１９±４．５０）ｄ、死亡（为脑水肿引起脑疝）
１．１１％低于老年组的 ６６．６７％、４１．１１％、（２４．４０±
６．２４）、３１．１１％、（２０．４０±６．２７）ｄ、１１．１１％（死亡原因
主要为合并继发并发症：肺炎３例、心衰３例、应激性
溃疡出血２例、多脏器功能衰竭２例、脑疝１例）（Ｐ＜
０．０５）；２组基础疾病６６．６７％ ｖｓ７０．００％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青年与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相关指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有不良生活

方式

存在基础

疾病

有中风

家族史

临床表现

静止发病 意识障碍 神经系统功能评分（ｘ±ｓ）
青年组　 ９０ ５９（６５．５６） ３１（２４．４４） ５８（６４．４４） ６０（６６．６７） ２２（２４．４４） ２０（２２．２２） １０（１１．１１） １８．１２±７．９８
老年组　 ９０ ４８（５３．３３） ４２（４６．６７） ２３（２５．５６） ６３（７０．００） ９（１０．００） ６０（６６．６７） ３７（４１．１１） ２４．４０±６．２４
χ２值／ｔ值 ４．４５ １８．５０ ０．７８ ６．３２ １７．５８ １１．９０ ５．２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组别 例数
ＣＴ及ＭＲＩ

基底节区 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
存在心理反应

转归

住院时间（ｄ，ｘ±ｓ） 死亡

青年组　 ９０ ７２（８０．００） ４（４．４４） ５０（５５．５６） １５．１９±４．５０ １（１．１１）
老年组　 ９０ ４７（５２．２２） ２８（３１．１１） ３２（３５．５６） ２０．４０±６．２７ １０（１１．１１）
χ２值／ｔ值 １３．４８ １４．０６ １１．３２ ４．０３ ４．７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２３浙江省杭州市西溪医院内科
通讯作者：方天富，Ｅｍａｉｌ：ｆａｎｇｔｉａｎｆｕ１２０＠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３　讨　论
　　通过本研究发现，青年缺血性脑卒中临床特点包
括：①男性多见。本文青年组男性占６５．５６％高于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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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５３．３３％，青年型缺血性脑卒中男性患者多有嗜
酒、吸烟不良嗜好，而女性吸烟、嗜酒的比例明显较男

性少，男性承担较大的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可能是造成

青年型缺血性脑卒中明显性别差异的部分原因；另外

与青年女性雌激素对心脑血管有保护作用而减少了缺

血性脑卒中的发生也有关［２］。②青年组存在不良生活
方式６４．４４％高于老年组的２５．５６％（Ｐ＜０．０５），提示
吸烟和嗜酒为青年患者不可忽视的高危因素，吸烟是

独立于高血压外的危险因素，吸烟提高血浆纤维蛋白

含量，增加血粘度及血管壁损害，一氧化碳使动脉内皮

细胞收缩，血管壁通透性增加，脂质沉积，加速动脉硬

化形成［３］；长期饮酒直接迅速增加血细胞比容并使血

小板聚集率增大，使胆固醇增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

导致发生缺血性脑卒中；生活中节奏快、竞争强、压力

大、情绪激动、精神紧张，使脑血管收缩舒张失去平衡，

成为中青年人发生缺血性脑卒中促发因素。③２组患
者合并基础疾病无差异，说明无论是老年还是青年患

者高血压都是脑梗死的危险因素［４］。高血压使血管壁

增厚，脑血管硬化，血小板大量聚集，血粘度增高；因

此，积极防治高血压对预防中青年缺血性脑卒中发生

非常重要。④青年组中风家族史２４．４４％高于老年组
的１０．００％，说明中风家族史的青年人中风概率明显增
高，因此家族史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危险因素，有中风

家族史的人群更应避免暴露于其他危险因素［５］。⑤临
床表现较轻且不典型。本文青年组静止发病２２．２２％、
意识障碍１１．１１％、神经系统功能评分（１８．１２±７．９８）
低于老年组的６６．６７％、４１．１１％、（２４．４０±６．２４），而
老年患者复发多见，临床表现重，易于诊断，这些特点

对不典型症状的及时诊断甚为重要。⑥影像学改变。
ＣＴ或ＭＲＩ上青年组缺血性脑卒中部位在基底节区为
主，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少，与之相比老年组梗死部位

以多发性腔隙性梗死为主，基底节区较多，多发性腔隙

性梗死灶多与老年以高血压皮层下动脉硬化为主有

关［６］。⑦心理反应和健康需求与老年患者存在不同，
青年组不良心理反应５５．５６％高于老年组的３５．５６％，
青年在社会上和家庭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突然瘫痪、

失语等，心理上将产生极大压力，表现出情绪急躁、低

落、甚至失控等，直接影响着康复成效，而不良情绪时

可使血压升高，甚至再次发生脑卒中，导致病情恶

化［７］。⑧常规治疗、联合用药、对症处理等可收到较好

效果，表明中青年人缺血性脑卒中预后较好，住院时间

（１５．１９±４．５０）ｄ、死亡１．１１％低于老年组的（２０．４０±
６．２７）ｄ、１１．１１％（Ｐ＜０．０５），主要原因是青年人前脑
功能好，修复机会大，血管床功能较为完整，侧支循环

容易建立，发病时病情较轻，就诊及时，病后锻炼积极

等［８］。

总之，青年人缺血性脑卒中临床比较常见，具有相

应临床特点，虽预后较好，但青年在社会上和家庭中担

负着重要角色，突然发生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

来了沉重负担，应予积极治疗，注意及时的给予心理疏

导，消除心理障碍，自控情绪、调整心理平衡，端正对疾

病的态度，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促进疾病的早日康

复。青年与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危险因素不同［９］，

应针对危险因素进行早期干预减少缺血性脑卒中的发

生：如改变不良生活方式，调整饮食结构，减少摄入含

胆固醇较高的食物；健康教育指导戒烟［１０］；保持良好

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减轻生活和精神压力；定期查体，

进行高血压普查，早期治疗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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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血小板抑制性的临床应用［Ｊ］．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２，４０
（８）：６６２６６６．

［１４］　刘滕飞，张效林，蔡文芝，等．ＰＯＮ１基因 ｒｓ８５４５７２单核苷酸多态
性与氯吡格雷抵抗的相关性研究［Ｊ］．解放军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７
（１０）：９８２９８６．

［１５］　季汉华，陈娜．血栓弹力图监测糖尿病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
后抗血小板药物抵抗的发生率［Ｊ］．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
２０１２，６（１６）：４８４８４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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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与自然流产史的关系探讨
马英英，夏舟岚，陈惠娟，陆月红

摘要：目的　探讨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亚甲减）与自然流产史的相关性及治疗亚甲减对降低自然流产率的
作用。方法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浙江省绍兴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就诊的２１０例早孕期妇女作为研
究对象，其中复发性流产史患者５０例作为Ａ组，有１次自然流产史患者８０例为Ｂ组，无自然流产史患者８０例为
Ｃ组。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促甲状腺素（ＴＳＨ）、游离甲状腺素（ＦＴ４）。用左旋甲状腺素片（优甲乐）进行治疗。
结果　Ａ组、Ｂ组、Ｃ组患者的年龄分别为（２８．５±４．７）岁、（２７．９±３．９）岁和（２９．２±４．１）岁，３组年龄均符合正
态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２４６，Ｐ＞０．０５）。亚甲减患病率 Ａ组为 ２６．００％，Ｂ组为 １８．７５％，Ｃ组为
５．００％。Ａ组和Ｂ组亚甲减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Ａ组和Ｂ组亚甲减患病率均高于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ｅａｒｓｏｎχ２＝１１．７４０，Ｐ＜０．０５）。经过左旋甲状腺素片（优甲乐）治疗后，Ａ组流产率为２３．０８％，Ｂ组１３．３３％，
而Ｃ组无１例流产。Ｃ组流产率明显低于Ａ组和Ｂ组，提示亚甲减与妊娠不良结局具有一定相关性。结论　亚
甲减与自然流产有明显相关性，但亚甲减经过左旋甲状腺素治疗后可降低再次流产的发生率。

关键词：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自然流产；复发性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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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是育龄妇女中第二常见的内分
泌紊乱，其与流产风险增加的相关性已被广泛认可。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亚甲减）是甲状腺疾病中

的一种类型，其诊断标准为血清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
水平高于正常值，而血清游离甲状腺素（ＦＴ４）水平位
于正常范围。亚甲减在育龄期妇女很常见，妊娠期发

生亚甲减的妇女约有０．２５％ ～２．５０％［１］，由于其缺乏

特异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因此常常被忽视，国外有研

究［２］发现每年约５％ ～８％的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
进展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将对母亲和胎儿、婴儿产生更

为不利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均认为，亚甲减会

对妊娠结局产生不良影响［３－４］，并与多种产科并发症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浙江省人口计生委课题项目（ＪＳＷ２０１２
Ｂ０１８）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
通讯作者：马英英，Ｅｍａｉｌ：ｍａ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１２２６＠１６３．ｃｏｍ

密切相关，如自发性流产、早产、重度子痫前期、不明

原因的胎盘早剥、难以纠正的妊娠期贫血、妊娠期肝内

胆汁淤积症、产后出血和产后甲状腺炎等。而既往有

复发性流产或死产史的妇女中，其亚甲减发生率也高

达８．３９％［１］。现就亚甲减与自然流产的关系以及亚

甲减经左旋甲状腺素治疗后的妊娠结局进行探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
浙江省绍兴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就诊的早孕期妇

女，年龄为２２～３５岁，孕周为５～１２周，所有病例孕前
均否认甲状腺疾病史和其他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否认

希恩综合征。其中复发性流产史（２次及２次以上自
然流产）患者 ５０例作为 Ａ组，平均年龄为（２８．５±
４．７）岁，所有研究对象均排除夫妻双方染色体异常、免
疫因素、生殖道因素和内分泌异常（包括黄体功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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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高泌乳素血症、多囊卵巢综合征）；将既往健康，有

１次自然流产的患者 ８０例作为 Ｂ组，平均年龄为
（２７．９±３．９）岁；既往健康，无自然流产史，有１胎正常
足月分娩史的患者 ８０例作为 Ｃ组，平均年龄为
（２９．２±４．１）岁；３组间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２．２４６，Ｐ＞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及随访　问卷内容包括年龄、孕周、
孕产史、既往史、饮食、联系方式等。调查表由门诊医

生进行询问填写。随访时间：孕早期由门诊医生随访，

孕中期、孕晚期和产后由专人负责随访。随访内容：甲

状腺功能及妊娠结局。随访结果填写并登记。

１２２　检测方法　抽取研究对象空腹静脉血２ｍｌ，离
心，取血清以检测促甲状腺素（ＴＳＨ）、游离甲状腺素
（ＦＴ４）等数值进行准确测定并记录，检测试剂盒购自
德国 Ｒｏｃｈｅ诊断有限公司，用 ＲｏｃｈｅＣｏｂａｓｅ６０１分析
仪进行电化学发光法检测，以上各指标的批间差异和

批内差异（ＣＶ）均＜１０％。
１２３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诊断标准　亚临床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是血清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水平
高于正常值，而血清游离甲状腺素（ＦＴ４）水平位于正
常范围的一种疾病状态，可以伴或不伴典型临床症状

和体征。妊娠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是根据中华

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和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联合

编撰《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中推荐的参

考值［５］。ＴＳＨ正常值妊娠早期为０．１～２．５ｍＩＵ／Ｌ，因
此以ＴＳＨ＞２．５ｍＩＵ／Ｌ，ＦＴ４水平在正常范围诊断为亚
临床甲减，所有患者孕期均无用药。

１２４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治疗　一经确诊，
即使用左旋甲状腺素片（优甲乐）进行治疗，不建议使

用其他甲状腺制剂如甲状腺素片等进行治疗。治疗方

法参考《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５］：２．５
ｍＩＵ／Ｌ＜ＴＳＨ≤８ｍＩＵ／Ｌ，以 ５０μｇ／ｄ开始，如 ８
ｍＩＵ／Ｌ＜ＴＳＨ≤１０ｍＩＵ／Ｌ，以７５μｇ／ｄ开始，４周复查
甲状腺功能，根据结果对左旋甲状腺素片（优甲乐）剂

量进行调整。左旋甲状腺素片（优甲乐）服用的最佳

时间：清晨空腹服用，避免与铁剂、钙剂、多种维生素和

黄豆等食物同时摄入，如需摄入，间隔时间应在４ｈ以
上。启动时间越早越好。药物治疗应当维持妊娠全过

程。

１２５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治疗的目标　左旋
甲状腺素片（优甲乐）治疗是使孕妇血清 ＴＳＨ值恢复
正常，保证胎儿甲状腺激素足量供应。ＴＳＨ妊娠早期
（妊娠１～１２周）维持在０．１～２．５ｍｌＵ／Ｌ，妊娠中期
（妊娠１３～２７周）维持在０．２～３．０ｍｌＵ／Ｌ，妊娠晚期
（２８～４０周）维持在０．３～３．０ｍｌＵ／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分
析软件，采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方法对多样本均数进行两两比
较，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患者的年龄的情况　Ａ组、Ｂ组、Ｃ组患者
的年龄分别为（２８．５±４．７）岁、（２７．９±３．９）岁和
（２９．２±４．１）岁，３组年龄均符合正态分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３组早孕期妇女的年龄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复发性流产组（Ａ组） ５０ ２８．５±４．７
１次自然流产组（Ｂ组） ８０ ２７．９±３．９
无自然流产史组（Ｃ组） ８０ ２９．２±４．１
χ２值 ２．２４６
Ｐ值 ＞０．０５

２２　亚甲减与自然流产史的关系　表２显示，Ａ组和
Ｂ组其亚甲减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Ａ组、Ｂ组亚
甲减患病率均显著高于 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ｅａｒｓｏｎ：χ２＝１１．７４０，Ｐ＜０．０５）。

表２　亚甲减和自然流产史的关系

组别 例数
亚甲减

例数 患病率

正常甲状腺功能

例数 百分率

复发性流产组（Ａ组） ５０ １３ａ ２６．００ ３７ａ ７４．００
１次自然流产组（Ｂ组） ８０ １５ １８．７５ ６５ ８１．２５
无自然流产史组（Ｃ组） ８０ ４ｂ ５．００ ７６ｂ ９５．０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χ２值 １１．７４０
Ｐ值 ０．００３

　　注：与Ｂ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Ａ组、Ｂ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３　亚甲减经左旋甲状腺素片（优甲乐）治疗后各组
的流产情况　表３显示，Ｃ组流产率明显低于 Ａ组和
Ｂ组，提示亚甲减与妊娠不良结局具有一定相关性。

表３　各组早孕期妇女间亚甲减经左旋甲状腺素片
（优甲乐）治疗后的流产情况

组别 亚甲减例数 流产例数 流产率（％）

复发性流产组（Ａ组） １３ ３ ２３．０８
１次自然流产组（Ｂ组） １５ ２ １３．３３
无自然流产史组（Ｃ组） ４ ０ ０

３　讨　论
　　目前，妊娠期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会造成不
良妊娠结局已引起了内分泌学界、妇产科学界的广泛

重视。诸多研究显示亚甲减可能与妊娠不良结局有

关。流产是妊娠最常见的并发症，也是最常见的妊娠

不良结局，临床确定的妊娠发生自然流产的比例为

１０％～１５％［６］。复发性流产是指连续２次及２次以上
的自然流产者［７］，复发性流产的病因十分复杂，甲状腺

功能异常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病因。

甲状腺功能异常主要包括甲状腺功能减退和甲状

腺功能亢进２种情况。在甲状腺功能异常患者中，甲
状腺功能减退症较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多见。在性别方

面，女性较男性更易罹患甲状腺疾病，尤其是在育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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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及孕产妇中甲状腺功能异常发生率较高。据统

计［８］，在妊娠期妇女中ＴＳＨ升高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包括临床甲减和亚临床甲减）比例高达５．６３％。而
ＫｈａｌｉｄＡＳ等［１］对２６２例既往有复发性流产、死产的妇
女进行研究，发现其亚甲减和甲减的发生率更高达

１１．４５％，远远高于正常妊娠期妇女中的患病率。即使
轻度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将增加流产风险，并增加胎

儿死亡概率，同时也可能对其后代的认知发展产生不

利影响。

虽然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与流产风险增加的相关性

已被认可，但对发生１次自然流产的妇女有学者［９］认

为进行甲状腺功能筛查并非必须，除非连续２次发生
自然流产。但也有国外学者［１０］从成本效益出发研究

发现，如对发生１次自然流产的亚临床甲减妇女不进
行相应的干预其继发不孕的可能性增加，而进行左旋

甲状腺素治疗后，其继发不孕发生率显著降低，同时将

减少再发流产的概率和增加胎儿活产率。

本文研究发现曾有１次自然流产的孕妇亚甲减的
发生率为 １８．７５％，高于无自然流产史的妇女
（５．００％），而复发性流产组亚甲减发生率为２６．００％，
也远高于无自然流产史组，提示流产与亚甲减相关性

密切。而国内外多项研究显示孕早期合并有亚甲减的

妇女将增加其不良妊娠结局概率。ＣｌｅａｒｙＧｏｌｄｍａｎＪ
等［１１］对万余例孕妇进行随访，发现 ＴＳＨ２．５～５．０
ｍＩＵ／Ｌ之间的孕妇比ＴＳＨ２．５ｍＩＵ／Ｌ以下的孕妇流产
可能性大。胡明英等［１２］发现复发性流产妇女孕早期

亚甲减患病率也远高于正常妊娠人群，分别为１７．４６％
和３．８５％。王晓兰等［１３］筛查育龄妇女发现，有１次及
以上不良孕史组６５人，其亚甲减患病率为２７．７％，无
不良孕史组仅为４．７％。

亚甲减是甲减的一种状态，由于缺乏特异的临床

症状和体征，因而常常漏诊。而国内于晓会等［１４］对于

８５例早孕期确诊为亚甲减但拒绝使用左旋甲状腺素
治疗的妇女进行了前瞻性观察发现高达６８．２％的妇
女在整个孕期随访时仍然会处于亚甲减状态，只有不

到１／３的妇女甲状腺功能自发回复正常并持续至分娩
前。同时，亚甲减可进展为临床甲减，对母亲和胎儿产

生更大的危害［１５］。应用左旋甲状腺素治疗亚甲减，药

物本身没有副作用且能够带来较多益处。因此，妊娠

期亚甲减应用左旋甲状腺素进行治疗是十分必要且有

利的。国内齐昊等［１６］发现复发性流产合并甲状腺功

能异常孕妇，严格控制其甲状腺功能，将显著减少复发

性流产的复发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随着流产次数

增多，复发率也随之增加，发生１次流产再发流产的风
险为２０％～２５％，而２次流产发生再次流产率上升至
２５％～３０％。我们的研究发现有１次自然流产孕妇和
复发性流产孕妇经过左旋甲状腺素治疗后，虽然仍有

一部分流产者，但２组的流产率均低于上述未治疗的
流产率，也证明了亚甲减在妊娠早期得到控制后可降

低再次发生流产的概率。如果亚甲减到了妊娠３个月
以后才被发现，其后代的认知能力和智力发育将明显

受损。

因此，从优生优育角度出发，对于曾有自然流产史

的育龄妇女一旦确诊妊娠，即应进行甲状腺功能筛查，

有条件的地方筛查时间可提前到孕前，一经确诊亚甲

减，即使用左旋甲状腺素片（优甲乐）进行治疗，争取

早发现、早治疗，从而获得良好的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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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凶险型前置胎盘诊疗的探讨
张爱兰

摘要：目的　探讨凶险型前置胎盘的诊断方法和止血方式。方法　回归性分析浙江萧山医院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
年１月期间住院分娩的１７例凶险型前置胎盘和８５例普通型前置胎盘病例的临床特点、诊断方法和止血方式。
结果　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的孕次显著多于普通型（Ｐ＜０．０５）；胎盘位置为中央型的比率显著多于普通型；合并
胎盘植入率、产后出血率及出血量、子宫切除率、输血人数和输血量均显著高于普通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彩色超声多普勒检查诊断凶险型前置胎盘具有准确性高、无创伤、简单易行、对胎儿无影响
等优点。根据诊断结果对凶险型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的孕妇进行准确评估，尽力减少术中或产后出血，以减少

子宫切除率，保障产妇的生命安全。

关键词：凶险型前置胎盘；诊断；止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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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险型前置胎盘最早是由 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ｙａｙ等提出
的［１］，近年来，随着剖宫产率的上升、生育年龄过大、人

工流产及子宫肌瘤剜除术的广泛开展，凶险型前置胎

盘的发生率也相应升高。因凶险型前置胎盘剖宫产术

中极易出血，且止血困难，产妇短时间内就可因大量失

血陷入休克，极大增加了子宫切除的几率，病死率高达

１０％，严重威胁着孕产妇的生命。因此对于凶险型前
置胎盘尤其是合并胎盘植入者，产前明确诊断，做好手

术风险评估和应急抢救预案，采取有效的止血方式控

制术中出血是当前改善患者预后结局的关键。本研究

对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期间在我院分娩的１０２
例前置胎盘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在我
院进行分娩的胎盘前置患者，分为凶险型前置胎盘组

（１７例）及普通型前置胎盘组（８５例）。１７例凶险型前
置胎盘患者年龄２５～３９岁，平均（３５．１±４．３）岁，孕周
２８～３９周，平均（３４．１±７．９）周，孕次２～５次，平均
（４．１±１．１）次。８５例普通型前置胎盘患者年龄２４～
３５岁，平均（３１．７±３．７）岁，孕周 ２９～４０周，平均
（３４．７±２．８）周，孕次２～４次，平均（２．５±１．３）次。２
组患者的年龄、孕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凶险型前置

作者单位：３１１２００杭州市，浙江萧山医院产三科

胎盘患者的孕次显著多于普通型（Ｐ＜０．０５）。
１２　诊断标准　妊娠２８周后，胎盘附着于子宫下段，
胎盘下缘达到或覆盖宫颈内口，其位置低于胎先露［２］。

胎盘植入采用病理学和临床相结合的诊断标准［１］：胎

盘不能自行剥离，徒手剥离困难，胎盘部分或全部与子

宫壁相连，病理切片下子宫平滑肌内看见绒毛组织，根

据胎盘植入部位是否有疤痕、肌壁、膀胱等，将植入方

式分为粘连、植入、穿透［３］。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
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胎盘类型的比较　２组患者胎盘位置为
部分型和边缘型所占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凶险型前置胎盘的中央型比例多于普通型（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胎盘类型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部分型 边缘型 中央型

凶险型前置胎盘 １７ ２（１１．７６） ９（５２．９４） ６（３５．３０）
普通型前置胎盘 ８５ ９（１０．５９） ５７（６７．０６） １８（２１．１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２组前置胎盘患者腹部彩色多普勒超声的特征
比较　凶险型前置胎盘组胎盘位置，１０例位于前壁，９
例合并胎盘植入中３例粘连、６例植入，无穿透，２例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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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显示异常特征，其中１例胎盘形成涡旋状，１例胎盘
异常增厚。普通型胎盘前置组中有４２例胎盘位于前
壁，２例彩超显示胎盘异常增厚。结果见表２。

表２　２组前置胎盘患者彩色多普勒超声的特征

组别 例数
胎盘植入

粘连 植入 穿透

前壁

胎盘

胎盘涡

旋形成

胎盘异

常增厚

凶险型 １７ ３ ６ ０ １０ １ １
普通型 ８５ ０ ９ ０ ４２ ０ ２

２３　２组患者手术处理和出血情况的比较　凶险型
前置胎盘组全部行剖宫产，１４例出现产后出血，平均

出血量（１８５３．９±４５７．１）ｍｌ，其中１２例患者接受输血，
平均输血量为（８７３．７±２９７．５）ｍｌ；３例患者进行子宫
切除术，其中，１例患者出现出血性休克，还有１例患
者合并ＤＩＣ，另外１例因胎盘植入面积超过１／３，剥离
困难。普通型前置胎盘组，７３例行剖宫产，１７例出现
产后出血，平均出血量为（５９４．７±１３７．７）ｍｌ，其中４例
接受输血，平均输血量为（３３７．９±１２５．８）ｍｌ；２例因术
中出血不止，在征得产妇及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切除子

宫。结果见表３。

表３　２组前置胎盘组患者的手术处理和出血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合并胎盘植入（％） 子宫切除（％） 产后出血人次 出血量（ｍｌ） 输血人数（％） 输血量（ｍｌ）

凶险型 １７ ９（５２．９） ３（１７．６） １４（８２．４） １８５３．９±４５７．１ １２（７０．６） ８７３．７±２９７．５
普通型 ８５ ９（１０．６） ２（２．４） １７（２０．０） ５９４．７±１３７．７ ４（４．７） ３３７．９±１２５．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孕儿结局　凶险型组中１例患者因产前大出血
合并失血性休克，行急诊剖宫产术，新生儿因发育不成

熟死亡（胎龄２８周），２组均无孕产妇死亡。

３　讨　论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凶险型前置胎盘发生率有逐年
增加的趋势［２］，其中伴胎盘植入者占３０％ ～５０％，是
产科危重症，常导致产前尤其是产时、产后难以控制的

大出血，严重威胁产妇及产儿生命健康安全。

３１　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的临床特点　本研究结果
显示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与普通型前置胎盘患者相

比，年龄、孕周、胎盘类型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２组产妇在孕次、子宫切除、胎盘植入率、产后出血
等方面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严小丽等［４］研究表

明，凶险型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的发生率可高达

３８．２％，本研究结果为５２．９％，这可能是由于剖宫产术
损伤到了子宫内膜与肌层，创伤处产生瘢痕，受精卵很

容易附着在该瘢痕处，绒毛进一步植入子宫肌层，并开

放血窦，最终导致胎盘植入［５－６］。表３对比２组患者
手术处理和出血情况，结果表明凶险型前置胎盘对孕

产妇的危害极大，因此妇产科医生应对凶险型前置胎

盘做好产前诊断，术前做好应急抢救预案。

３２　凶险型前置胎盘的诊断　产前彩色 Ｂ超用于显
示的胎盘影像学特征［７－８］有：胎盘后方及内部血流紊

乱、涡旋形成；胎盘异常增厚；胎盘后间隙消失；胎盘附

着部位子宫肌层菲薄等。本研究显示，１７例凶险型前
置胎盘中，１０例为前壁胎盘，其中５例合并胎盘植入，２
例发现胎盘异常，且此２例患者均发生了严重出血，出
血量均超过５０００ｍｌ。因此对彩色 Ｂ超显示为前壁胎
盘的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即使产前胎盘没有发现异

常特征，术前也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

３３　凶险型前置胎盘的止血方式　凶险型前置胎盘
止血方式主要包括：注射缩宫素、宫缩剂；在子宫切口

下方，压脉带阻断子宫血管；吸收线局部８字缝扎止血

等。但若出血量多且难以控制，经过保守治疗无效，在

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应果断进行子宫切除

以挽救患者生命［９］。但上述方法对于治疗出血量大于

５０００ｍｌ、合并ＤＩＣ的严重病例，并不能达到有效的止
血目的。比如对于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出现阴道突然

大出血，此时阴道缝扎或压迫很难止血，如果术前准备

不足、患者出现休克甚至 ＤＩＣ，此时立即进行子宫切除
反而会增加患者的危险状态，因此对于这类患者的处

理，可以先不要开腹手术，由经验丰富的医生在补液的

情况下，进行阴道填塞大量纱布压迫止血，同时尽快做

好术前准备，建立静脉通道，告知家属病情，再手术开

腹行子宫切除。此外对于凶险型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

入的患者，当凝血障碍大出血、缝扎止血无效且出血凶

猛时，应该果断放弃手术，进行腹腔填塞。

凶险型前置胎盘往往发生严重的产后出血、休克、

ＤＩＣ，其诊断及处理不同于普通型前置胎盘，必要时需
要急诊进行子宫切除，紧急情况下可以进行阴道填塞

或腹腔填塞［１０］。整个诊治过程应强调多学科联合、早

期明确诊断、合理期待治疗，重视围术期处理及产后出

血的抢救，适时进行剖宫产，并做好医患沟通，从而降

低孕产妇的病死率及患病率，改善围生儿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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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妊娠慢性高血压合并先兆子痫新生儿结局分析及探讨
骆秀琴，吴敏卿，胡建英

摘要：目的　观察分析妊娠期高血压合并先兆子痫对新生儿结局的影响及治疗中的注意事项。方法　回顾性分
析２５９例妊娠期高血压合并先兆子痫患者新生儿为观察组，分析其一般资料及治疗方法，并与对照组５００例健康
孕产妇新生儿结局进行对比观察，分析其新生儿结局特点。结果　观察组胎儿窒息、胎儿窘迫、宫内发育迟缓、胎
死宫内、早期死亡的发生率（３９．８％、５１．０％、３１．３％、１．９％、１３．５％）均大于对照组（７．２％、１２．２％、６．８％、０．４％、
２．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子痫发生次数增多，新生儿发生窒息、胎儿窘迫、宫内发育迟缓的数量
逐步增多，围产期病死率逐步提高。结论　妊娠慢性高血压合并先兆子痫前期患者新生儿，孕婴围产期结局不
佳，及早给予全面的产前检查，加强宫内胎盘功能监测，评估胎儿的成熟度，预防子痫，对新生儿需加强监护，积极

治疗，预防并发症，定期复查监测，早期干预，以改善新生儿结局，减少并发症，降低病死率。

关键词：妊娠期；慢性高血压；先兆子痫；新生儿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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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的发病率约为３％ ～５％，属
于高危妊娠［１］。患者在孕前多存在不同程度的全身性

血管痉挛及其他基础病变。而子痫前期是严重威胁母

婴健康的妊娠并发症［２］，并能够影响新生儿的生长、发

育［３－４］。有研究表明，高血压发病４年以上的患者合
并妊娠，其子痫前期的发生率迅速增高，可高达

２５％［５］。当慢性高血压并发先兆子痫后，由于发病较

急，病情较重，母婴的结局预后不佳，因此分析妊娠慢

性高血压合并子痫前期对新生儿结局的影响以及探求

改善预后的方法意义重大。本文对比观察分析了我院

２５９例妊娠慢性高血压合并先兆子痫新生儿的结局，

作者单位：３１１１００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产科新生
儿组

通讯作者：骆秀琴，Ｅｍａｉｌ：ｈｚｌｘｑ８２９＠ｓｏｈｕ．ｃｏｍ

探讨改善措施，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分析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
收治的妊娠慢性高血压合并先兆子痫患者２５９例为观
察组。所有患者在孕前已确诊为高血压，或者在孕２０
周之前，间隔１周以上连续检出动脉压平均值连续高
于９０ｍｍＨｇ，或者收缩压连续高于 １４０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且患者在前 ２０周未检出蛋白
尿，但在２０周后突然出现２４ｈ尿蛋白高于０．３ｇ或血
小板低于１００×１０９／Ｌ。患者年龄２１～４４岁，平均年龄
（３２．４±３．５）岁。３５岁以上４１例，３０～３５岁１３２例，
３０岁以下８６例。经产妇１５３例，初产妇１０６例，孕周
２８～４４周，均为单胎妊娠。选取同期５００例正常单胎

［８］　刘兴会，姚强．凶险型前置胎盘的诊断及处理［Ｊ］．中国实用妇科
与产科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２）：８６８９．

［９］　ＡｒｄｕｉｎｉＭ，ＥｐｉｃｏｃｏＧ，ＣｌｅｒｉｃｉＧ，ｅｔａｌ．ＢＬｙｎｃｈｓｕｔｕｒｅ，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ｂａｌｌｏｏｎ，ａｎｄｅｎｄｏｕｔｅｒｉｎｅｈｅｍｏｓｔａｔｉｃｓｕｔ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
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ｄｕｅｔｏ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ｐｒｅｖｉａａｃｃｒｅｔａ［Ｊ］．ＩｎｔＪＧｙｎａｅｃｏｌ

Ｏｂｓｔｅｔ，２０１０，１０８（３）：１９１１９３．
［１０］　鲁小华．植入型凶险型前置胎盘３４例临床分析［Ｊ］．中外医学研

究，２０１３，１１（２２）：１７２１７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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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产妇为对照组。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在镇静和降压的同时给予硫
酸镁１５ｇ／ｄ解痉治疗。根据患者的病情特点给予扩
容或利尿治疗。如果治疗之后病情控制良好，则严密

监控，继续妊娠。如果控制不佳，出现胎盘早剥、高压

不可控、胎儿窘迫、肺水肿、ＨＥＬＬＰ综合征等时则终止
妊娠处理。若胎儿已成熟时，则在治疗４８ｈ时终止妊
娠。如果胎儿不成熟，可给予糖皮质激素以促肺发育

成熟。如果妊娠满２８周，则终止妊娠之后立即送新生
儿进入ＮＩＣＵ，如果不足２８周则给予羊膜腔依沙吖啶
引产。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２组产妇一般资料差异及新生
儿结局的差异。新生儿并发症主要包括窒息、畸形、高

胆红素血症、红细胞增多、ＮＲＤＳ等，分析观察组不同
子痫发生次数对新生儿的影响。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分析软
件包进行处理。计量数据采用 ｔ检验，计数数据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临床资料　２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见表１。观察
组经产妇比例高于对照组，年龄高于对照组，分娩孕周

低于对照组，平均动脉压及尿蛋白含量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孕妇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

（岁）
经产妇 分娩孕周

平均动脉压

（ｍｍＨｇ）
尿蛋白

（ｇ／２４ｈ）
观察组 ２５９ ３２．４±３．５ １５３（５９．１％） ３１．４±２．６ ９２．６±８．６ ０．１５２±０．０４
对照组 ５００ ２７．６±３．１ １３２（２６．４％） ３７．２±２．２ ８１．３±４．５ ０．０１２±０．０１

２２　新生儿结局　２组新生儿结局比较见表２。观察
组新生儿胎儿窒息、胎儿窘迫、胎死宫内、宫内发育迟

缓、产后早期死亡等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新生儿结局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胎儿窒息 胎儿窘迫 宫内发育迟缓 胎死宫内 产后早期死亡

观察组 ２５９ １０３（３９．８） １３２（５１．０） ８１（３１．３） ５（１．９） ３５（１３．５）
对照组 ５００ ３６（７．２） ６１（１２．２） ３４（６．８） ２（０．４） １２（２．４）

２３　子痫发生次数对结局影响　观察组子痫发生次
数不同对新生儿结局影响比较见表３，随子痫发生次
数增多，新生儿发生窒息、胎儿窘迫、宫内发育迟缓的

数量逐步增多，围产期病死率逐步升高。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观察组子痫发生次数不同对新生儿结局

影响比较（ｎ，％）

发作次数 例数 胎儿窒息 胎儿窘迫 宫内发育迟缓 围产期死亡

０次 １３２ ４２（３１．８） ４１（３１．１） １４（１０．６） ０
１～５次 １０３ ４５（４３．７） ７０（６８．０） ４８（４６．６） ２（１．９）
５次以上 ２４ １６（６６．７） ２１（８７．５） １９（７９．２） ３（１２．５）

３　讨　论
　　慢性高血压对于妊娠的主要危害自初期全身性的
小血管痉挛逐步转变为小动脉管的硬化和管腔狭窄，

导致脏器的缺血。其中由于子宫胎盘供血的减少，可

导致胎盘的缺氧缺血，血压也随之进一步升高。目前

国外有报道称［６］，慢性高血压并发子痫的主要相关因

素包括慢性高血压病史超过４年、妊娠期间舒张压高
于１１０ｍｍＨｇ，孕前脏器已有损伤及前２０周未行检查
和系统的治疗等。由此可见慢性高血压患者早期进行

系统治疗对于妊娠期间发生子痫的预防及对新生儿预

后的改善意义重大。

本文我们通过对比观察慢性高血压合并子痫前期

患者与正常孕妇分娩的新生儿的结局对比观察可见，

孕妇因慢性高血压及子痫发生早产概率较高，胎死宫

内发生率明显增高，新生儿因胎盘窘迫、窒息、发育不

良等导致的早期病死率较高［７］。分析其原因，一方面

胎儿的供养主要来源于母体。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

由于子宫胎盘的供血量明显减少，可导致宫内的缺氧，

长期缺氧可导致发育迟缓。另外由于母体长期高压影

响，肾功能出现部分障碍。随着白蛋白的大量丢失，母

体自身处于一种低蛋白状态，胎儿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而子痫发生时，母体多伴有酸碱失衡情况发生，胎儿宫

内缺氧，从而导致围产期新生儿病死率的急剧增高［８］。

如果在前期没有给予系统治疗，突然发生子痫给予降

压药物，由于血压突然下降可导致子宫胎盘血流量的

突然降低，对胎儿的生长也将造成一定影响［９］。部分

子痫患者由于被迫提前终止妊娠，新生儿发育较差，也

是病死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０］。

由此可见，对于慢性高血压患者进行系统的产前

及孕早期治疗能够改善新生儿结局。产前检查能够较

早的发现患者高血压的情况，通过早期的血压控制，保

持妊娠后胎盘供血的足量和稳定，预防子痫发作。通

过对胎盘功能的检测，正确的评估胎儿成熟度，适时的

终止妊娠，选择合适的分娩方式，减少子痫的发生次

数，均可以有效的改善新生儿围产期预后情况。

妊娠慢性高血压合并先兆子痫患者有较高的早产

率。由于胎龄偏小，并发症较多，应及时对症处理，以

有效的降低新生儿病死率。患有肺透明膜病或者有肺

透明膜病的高危因素者，应在早期应用肺表面活性物

质进行替代治疗；宫内窘迫、缺氧、窒息等高危人群及

时的对症处理给予缺氧缺血性脑病的防治；低蛋白血

症患儿应据肝功能的结果适量补充白蛋白或者球蛋白

进行治疗。对小于胎龄的新生儿出生之后应静脉补充

适量氨基酸，促进蛋白质的合成，这也利于对低蛋白血

症的纠正，对其远期身高、体重、头围增加有正向促进

作用。同时每月对生长发育进行监测，在医生指导下

合理喂养。神经系统发育也应定期给予监测，由于新

生儿多早产儿，缺氧缺血、窒息等导致脑病的发生率较

高，为脑瘫的高危人群。定期进行复查监测，有助于在

发现异常后及早的给予干预治疗。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比观察和分析预防措施可

见，妊娠慢性高血压合并先兆子痫，孕婴围产期结局不

佳新生儿结局不佳，及早的给予孕妇全面的产前检查，

加强宫内胎盘功能监测，评估胎儿的成熟度，适时终止

妊娠，预防子痫发生能够有效地改善慢性高血压合并

子痫前期患者新生儿结局，较好的降低慢性高血压患

者子痫的发生率，提高母婴的安全。对于妊娠慢性高

血压合并子痫前期患者的新生儿应加强监护，积极

·７１４·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３月第１２卷第３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３



·妇幼卫生研究·

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妊娠结局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俞如葵，孙建萍

摘要：目的　研究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的妊娠结局，同时分析其相关的影响因素，以为其防控及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５月于余姚市进行孕期保健和产时分娩的８７例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为研究对
象，对其妊娠结局进行分析研究，并将不同心功能分级、不同心脏病类型患者总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进行统计

及比较。结果　８７例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总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较高，其中心功能ＮＹＨＡ分级Ⅲ～Ⅳ级患者
的母体、围产儿总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分别为９４．７０％和４２．１１％，明显高于Ⅰ ～Ⅱ级患者，心肌病、妊娠期高血
压疾病性心脏病的总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则高于其他疾病种类患者的总发生率，Ｐ均＜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结论　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的妊娠结局相对较差，且受心功能分级及疾病种类的影响相对较大。
关键词：妊娠合并心脏病；妊娠结局；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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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合并心脏病对母婴的危害均较大，研究显示，
其为导致母婴死亡的重要疾病之一，因此临床对其研

究较多，重视程度较高，对于本类疾病预后的改善需求

较高［１］，而要做到有效的控制不良情况发生率，改善患

者的妊娠结局，对于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则十分必要［２］。

本文中我们就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妊娠结局的相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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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进行分析，现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５月于本
市进行孕期保健和产时分娩的８７例妊娠合并心脏病
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２１～４２岁，平均年龄（２８．４±
５．８）岁，孕次１～６次，产次０～４次，心功能 ＮＹＨＡ分
级：Ⅰ～Ⅱ级６８例，Ⅲ级１５例，Ⅳ级４例。疾病种类：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性心脏病 ６例，风湿性心脏病 １４
例，先天性心脏病４６例，心律失常１６例，心肌病５例。

对症治疗，预防并发症，定期复查监测，对异常情况予

以早期干预，以改善新生儿结局，减少并发症，降低病

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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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中国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２，４７（６）：４０５４１０．
［８］　孟亚丽，李川海，王立芹，等．妊娠高血压子痫前期患者血清脂联

素与胎儿发育的关系研究［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２，４１（３４）：３６０７
３６１０．

［９］　党艳丽，张文颖，钟淑敏，等．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并发肾病综合征
临床特点及对围产儿的影响［Ｊ］．陕西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４０（８）：
１０３２１０３５．

［１０］　张惠．子痫前期滋养细胞功能障碍病因学研究进展［Ｊ］．中国实
用妇科与产科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４）：３０５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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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或家属均对本研究知情及同意。

１２　分析方法　将８７例患者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按照心功能分级和心脏病类型分组进行统计分析及比

较，包括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和母体不良妊娠结局，围

产儿不良妊娠结局即新生儿窒息、胎儿生长受限、围产

儿死亡等，母体不良妊娠结局有医学流产、引产、剖宫

产、产后出血等产时并发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中的数据处理选用软件
ＳＰＳＳ１５．０，其中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且以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８７例妊娠合并心脏病病例分类及分级　８７例妊
娠合并心脏病病例中共包括４６例先天性心脏病患者，
占５２．８８％，其中心功能Ⅰ ～Ⅱ级者４０例，Ⅲ ～Ⅳ级
者６例；１６例心律失常者，占 １８．３９％，其中心功能
Ⅰ～Ⅱ级者１５例，Ⅲ ～Ⅳ级者１例；风湿性心脏病者
１４例，占１６．０９％，其中心功能Ⅰ～Ⅱ级者１０例，Ⅲ～
Ⅳ级者４例；妊娠高血压性疾病性心脏病者６例，占
６．９０％，均为心功能Ⅲ ～Ⅳ级者；心肌病者 ５例，占
５．７４％，其中心功能Ⅰ ～Ⅱ级者 ３例，Ⅲ ～Ⅳ级者 ２
例。

２２　不同心功能分级患者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
率比较　由表１可见，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总的围产
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较高，其中心功能 ＮＹＨＡ分级
Ⅲ～Ⅳ级患者总的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明显高

于Ⅰ～Ⅱ级患者，χ２＝１９．１４，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表１　不同心功能分级患者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
发生率比较（ｎ，％）

分级 例数 新生儿窒息 胎儿生长受限 围产儿死亡 出生缺陷 合计

Ⅰ～Ⅱ级 ６８ １（１．４７） ０（０．００） １（１．４７） １（１．４７） ３（４．４１）
Ⅲ～Ⅳ级 １９ ２（１０．５３） ３（１５．７９） ３（１５．７９） ０（０．００） ８（４２．１１）
合计 ８７ ３（３．４５） ３（３．４５） ４（４．６０） １（１．１５） １１（１．１５）

２３　不同心功能分级患者母体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比较　由表２可见，妊娠合并心脏病孕产妇不良妊娠
结局发生率较高，其中心功能 ＮＹＨＡ分级Ⅲ ～Ⅳ级患
者总的母体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明显高于Ⅰ～Ⅱ级患
者，χ２＝７．１３，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２　不同心功能分级患者母体不良妊娠结局
发生率比较（ｎ，％）

分级 例数
妊娠结局

医学引流产 剖宫产ａ
产时并发症

产后出血 其他
合计

Ⅰ～Ⅱ级 ６８ １（１．４７） ４０（５９．７０）ａ ２（２．９４） ０ ４３（６３．２４）
Ⅲ～Ⅳ级 １９ ４（２３．５３） ２（９２．３１）ａ ２１（５．２６） １（５．２６） １８（９４．７０）
合计 ８７ ５（５．７５） ５２（６３．４１）ａ ３（３．４５） １（１．１５） ６１（７０．１１）

　　注：ａ为围产儿剖宫产例数（百分率），除外引流产。

２４　不同心脏病类型患者总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比较　由表３可见，８７例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中妊娠
期高血压疾病性心脏病对母儿的总不良妊娠结局发生

率高于其他疾病种类患者的总发生率，Ｐ＜０．０５，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表３　不同心脏病类型患者总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比较（ｎ，％）

疾病种类 例数
围产儿不良结局

新生儿窒息 胎儿生长受限 围产儿死亡 合计

孕产妇妊娠结局

医学引流产 剖宫产 合计

先天性心脏病 ４６ １ ０ ０ １（２．１７） ２ ２２ ２４（５２．１７）
心律失常 １６ ０ 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９ ９（５６．２５）
风湿性心脏病 １４ ０ １ ３ ４（２８．５７） １ １２ １３（９２．８６）
妊娠高血压性疾病性心脏病 ６ ２ ２ １ ５（８３．３３） ０ ６ ６（１００．００）
心肌病 ５ ０ ０ ０ ０（０．００） ２ ３ ５（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８７ ３（３．４５） ３（３．４５） ４（４．６０） １０（１１．４９） ５（５．７５） ５２（６３．４１）５７（６５．５２）

２５　按照孕产妇性质比较心脏病诊断时间和心功能
分级情况　由表４可见，常住孕产妇和流动孕产妇的
心脏病确诊时间，心功能分级程度相比较，χ２分别等于
５．１３和６．９６，Ｐ均＜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４　８７例妊娠合并心脏病孕妇诊断时间和心
功能分级情况一览表（ｎ，％）

孕产妇性质
心脏病确诊时间

孕（前）期 产（后）时

心功能分级

Ⅰ～Ⅱ级 Ⅲ～Ⅳ级
常住 ４８（９６．００） ２（４．００） ４４（８８．００） ６（１２．００）
流动 ３０（８１．０８） ７（１８．９２） ２４（６４．８６） １３（３５．１４）
合计 ７８（８９．６６） ９（１０．３４） ６８（７８．１６） １９（２１．８４）

３　讨　论
　　妊娠合并心脏病在临床中并不少见，本病为产科
高危并发疾病，有研究显示本病在我国临床发病率大

约为 １％左右，其也是导致母婴死亡的重要原因之
一［３］，鉴于其对母婴危害较大的特点，对于本病的临床

研究也较多，尤其是对于患者预后改善的研究较多［４］，

而对于此类患者进行妊娠结局的改善是必要的基础与

前提。而要做到有效改善除给予基础的常规干预外，

对于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妊娠结局的相关影响因素的

研究分析也是必要前提［５－６］，以为其针对性干预措施

的制定提供依据。

本文中我们就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的妊娠结局进

行探讨分析，同时分析其相关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

①不同心功能ＮＹＨＡ分级者及不同心脏病分类者的总
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心功能分

级较高及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性心脏病的发生率明显高

于其他患者，说明对于心功能分级较高者及妊娠期高

血压疾病性心脏病者应给予更为细致全面的干预［７］，

应充分重视其干预细节的制定。分析原因，心功能越

差者对于母婴的血供越差［８］，因此预后越差，而妊娠期

高血压疾病性心脏病发病后机体的适应差于其他疾

病，机体的不良反应表现更为突出［９－１０］，因此危害也更

为明显。②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心脏病诊断时间及心
功能分级与孕产妇性质有关，常住孕产妇与流动孕产

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必须提高流动孕产妇的保健质

量，尽早诊断妊娠合并心脏病，合理诊治，控制病情发

展，从而减少妊娠合并心脏病重症病例的发生。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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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横切口剖宫产皮下脂肪层不缝合１２８例分析
邹慧清

摘要：目的　探讨横切口剖宫产皮下脂肪层不缝合术的临床效果。方法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２８例产妇
作为观察组，对其行横切口剖宫产皮下脂肪层不缝合术；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２８例产妇作为对照组，对
其行传统的横切口剖宫产皮下脂肪层缝合术。结果　观察组产妇的伤口愈合不良率（０．７８％），肛门排气时间
（１７．９±９．１）ｍｉｎ，切口缝合时间（４．３±１．７）ｍｉｎ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ｔ＝１８．６７，１１．０９，Ｐ＜０．０１）；术后４２ｄ，观察
组产妇皮下硬结发生率为０．７８％显著低于对照组产妇皮下硬结发生率３５．９４％（χ２＝１１．０６，Ｐ＜０．０１）；观察组４
例产妇切口瘢痕大于１ｍｍ，对照组１５例产妇切口瘢痕大于１ｍｍ，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５６，Ｐ＜０．０５）。
结论　腹部横切口皮下脂肪层不缝合术与传统手术方式相比具有手术时间短，伤口愈合不良率低，切口瘢痕小的
优点，值得在临床推广。

关键词：剖宫产；横切口；皮下脂肪层不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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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ｅ，ｌｏｗｅｒ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ｅｒ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ｓｃａｒ，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ｗｏｒｔｈｔｏｂ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ｆａｔｌａｙｅｒｎｏ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剖宫产是产科领域的重要创伤性手术，它可以通
过剖开产妇的腹壁以及子宫壁将胎儿、胎盘取出，来解

作者单位：３１５０２０浙江省宁波市第九医院妇产科

决难产和某些产科合并症［１］。传统的剖宫产一般是采

用下腹部横切口皮下脂肪层缝合的手术方法，术后易

出现脂肪层液化，而且外表不美观易形成“蜈蚣状”伤

２００７年落实余姚市妊娠合并心脏病孕产妇专案管理
工作以来，孕期发现的患者全部转至县（市）级医院由

妇产科高危门诊和心内科专家协同管理，近年来发生

的８７例此类患者的妊娠结局较前有了明显改善，未发
生妊娠合并心脏病孕产妇死亡病例，孕期保健时发现

的复杂性心脏病心功能不全者遵医嘱人流或引产终止

妊娠５例均安全渡过孕产期。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妊娠合并心脏病患者的妊娠

结局相对较差，且受心功能分级及疾病种类的影响相

对较大，应重视对这些因素的干预。特别要加强孕期

保健，提高孕产妇系统管理率，积极预防和治疗妊娠期

高血压疾病，避免妊娠期高血压性心脏病的发生，保障

母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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疤［２］，因而剖宫产皮肤切口的缝合方法对于产妇的生

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在我
院剖宫产分娩的 １２８例产妇为观察组，年龄 ２１～３６
岁，平均（２５．９±１．３）岁，体重 ６０～９０ｋｇ，平均体重
（７３．２±２．５）ｋｇ，孕 ３４～４２周，平均孕周为（３９．１±
１．９）周，初产妇１０９例，经产妇１９例，皮下脂肪层厚度
（２．０±０．６）ｃｍ；选择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在
我院剖宫产分娩的１２８例产妇为对照组，年龄２０～３８
岁，平均（２６．１±１．８）岁，体重 ５５～９５ｋｇ，平均体重
（７２．９±１．６）ｋｇ，孕 ３４～４１周，平均孕周为（３８．９±
１．７）周，初产妇１０５例，经产妇２３例，皮下脂肪层厚度
（１．９±０．８）ｃｍ。２组产妇均排除其他血液、器质性疾
病以及精神病史，在麻醉方式、年龄、孕周、体重、产次

及皮下脂肪厚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手术方法　２组产妇均采用连续硬膜外麻醉法，
然后均行腹壁横切口剖宫产常规操作，横切口长约１３
ｃｍ，连续缝合至筋膜。观察组采用皮下脂肪层不缝合
的方法，当筋膜缝合好，皮下脂肪层清理干净且无活动

性出血后，直接用３０可吸收线进行皮内埋缝，术后切
口不用拆线；对照组采用皮下脂肪层缝合的方法，筋膜

缝合好后，皮下脂肪层用１号丝线间断缝合，然后再用
４号丝线间断缝合腹壁切口皮肤，术后７ｄ可以对切口
拆线。术后２组产妇均用腹带包扎，用氨苄青霉素治
疗３～５ｄ，若青霉素皮试阳性则改用克林毒素，２组患
者均在术后７ｄ出院［３－６］。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资料录入和统计采用 ＳＰＳＳ１４．０
软件包对统计资料进行分析与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并采用 ｔ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产妇手术情况比较　观察组产妇伤口愈合
不良率、肛门排气时间、切口缝合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１），具体见表１。
表１　２组剖宫产产妇手术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伤口愈合不良率
肛门排气时间

（ｍｉｎ）

切口缝合时间

（ｍｉｎ）
观察组 １２８ ０．７８％（脂肪液化１例，感染无） １７．９±９．１ ４．３±１．７
对照组 １２８ ９．３８％（脂肪液化１０例，感染２例） ４２．１±１１．５ ６．８±１．９
ｔ值／χ２值 χ２＝７．６１ １８．６７ １１．０９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２组产妇术后４２ｄ腹壁切口愈合情况比较　术
后４２ｄ，观察组产妇皮下硬结发生率为０．７８％显著低
于对照组产妇皮下硬结发生率３５．９４％（χ２＝１１．０６，
Ｐ＜０．０１）；观察组４例产妇切口瘢痕大于１ｍｍ明显

低于对照组１５例（χ２＝５．５６，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皮下组织由脂肪、疏松结缔组织、纤维、血管、淋巴
和神经组成，缝合腹壁皮下组织的方式均会引起皮下

血管神经阻断，血供应不足，神经功能障碍等不良反

应［７－９］。传统剖宫产术一般都会缝合下腹部横切口的

皮下脂肪层，以此减少切口张力，消除死腔及止血。但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产妇下腹部脂肪层较厚反而会在

缝合过程中形成死腔，从而引起皮下组织供血不足而

坏死，增加了脂肪层液化、感染、皮下硬结的发生

率［１０］。

本院对１２８例剖宫产产妇行下腹部横切口皮下脂
肪层不缝合的手术方法，结果观察组产妇的伤口愈合

不良率、肛门排气时间、切口缝合时间、术后４２ｄ皮下
硬结发生率以及切口瘢痕大于１ｍｍ的患者数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是
由于在一般情况下，腹部脂肪的重力作用会使腹部横

切口的伤口自然对合，再加上腹部加压包扎的外力作

用，可以消除皮下脂肪组织死腔，消除积血，加速伤口

愈合。另外，不缝合皮下脂肪层，伤口渗液少，亦可以

减少肉芽组织的增生，患者术后保持适当的体位，有利

于局部腹腔渗液得以充分引流，帮助伤口的愈合，降低

硬结发生率。总之，横切口脂肪层不缝合有效避免了

过度缝合引起的组织缺血，同时简化了手术过程，减少

了手术时间，减少了对胃肠的刺激以及手术中感染的

机会［１１］。

综上所述，腹部横切口皮下脂肪层不缝合术与传

统手术方式相比具有手术时间短，伤口愈合不良率低，

切口瘢痕小的优点，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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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１３４例子宫全切除术后患者盆底功能影响的调查
李环，魏洪，佘昌明

摘要：目的　了解子宫全切除术后患者的远期盆底功能情况。方法　选取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０６年７月于武汉市
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因妇科良性疾病（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功血）行子宫全切除术的１３４例患者行随访调查，
调查项目包括门诊常规妇科检查、盆底肌肉肌力（ＰＦＭＳ）分级测试、盆底功能影响问卷简表７（ＰＦＩＱ７）及盆底功
能障碍问卷简表 ２０（ＰＦＤＩ２０）。结果　①１３４例患者为子宫全切除术后 ６～７年，发生压力性尿失禁 ８９例
（６６．４％），尿频３３例（２４．６％），尿急２８例（２０．９％），便秘２９例（２１．６％），盆腔器官脱垂１１例（８．２％）；②ＰＦＭＳ
测试结果：肌力Ⅰ级２例（１．５％），Ⅱ级４８例（３５．８％），Ⅲ级７１例（５３．０％），Ⅳ级１３例（９．７％）；③ＰＦＩＱ７评分
的中位数为０分（０，４９），ＰＦＤＩ２０评分的中位数为５分（０，３７）。结论　子宫全切除术对患者远期盆底功能可能
存在影响，主要为压力性尿失禁。

关键词：子宫全切除术；盆底功能；尿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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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子宫全切术广泛应用于各种子宫疾患，如功
能性子宫出血、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病、子宫脱垂、子宫

内膜异位症等［１－２］，传统的子宫切除术入路有经腹和

经阴道２种，近年增加了经腹腔镜子宫切除的微创手
术途径［３］。国外有报道称子宫全切除术可能导致盆底

功能障碍，本文对１３４例全子宫切除术后患者的盆底
功能进行调查，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选取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０６年７月于我
院因妇科良性疾病行全子宫切除术的１３４例患者为研
究对象，年龄４１～８０岁，平均（５３．９±７．４）岁，妊娠次
数１～５次，平均（２．２±１．６）次，术前已绝经者１７例，
绝经年龄４７～５２岁，平均（５１．３±２．２）岁。１３４例患
者中，行开腹子宫全切除术４９例，行开腹子宫全切除
术＋单侧附件／肿块切除术３１例，行开腹子宫全切除
术＋双侧附件切除术１１例，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全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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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术＋单侧附件肿块剥除术２８例，腹腔镜辅助阴式子
宫全切除术＋双侧附件肿块剥除术１５例。术前诊断：
子宫肌瘤９８例，子宫腺肌症２７例，功能失调性子宫出
血药物治疗无效９例，并经术后病理活检证实。
１２　诊断标准　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功能失调性
子宫出血等术前诊断及压力性尿失禁、盆腔器官脱垂

（ＰＯＰ）等诊断标准参考《妇产科学》第７版［４］。

１３　排除标准　①有影响盆底功能的病史，如阴道损
伤或会阴体裂伤等；②生殖系统畸形者；③曾行盆底肌
肉锻炼治疗或电刺激治疗者；④合并内分泌紊乱、泌尿
系统及胃肠道器质性病变、心脑血管疾病及精神疾病

等并发症。

１４　调查方法　对１３４例患者行随访调查，包括门诊
检查、盆底功能影响问卷简表７（ＰＦＩＱ７）及盆底功能
障碍问卷简表２０（ＰＦＤＩ２０）。
１４１　门诊检查　包括进行妇科检查、ＰＯＰ定量分度
法（ＰＯＰＱ）及盆底肌肉肌力（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分级测试。ＰＦＭＳ测试采用法国 ＰＨＥＮＩＸ盆
底功能诊断仪检测盆底肌肉肌力。检查时让患者以最

大力度收缩肌肉放松阴道以测定盆底肌肉Ⅰ类肌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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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以６ｓ工作时间内所耗收缩持续时间，肌力分０～
Ⅴ级，０级：持续０ｓ；Ⅰ级：持续１ｓ；Ⅱ级：持续２ｓ；Ⅲ
级：持续３ｓ；Ⅳ级：持续４ｓ；Ⅴ级：持续５ｓ或以上。正
常肌力可持续５ｓ。然后让患者以最快的速度收缩、放
松阴道以测定盆底肌肉Ⅱ类肌纤维，根据６ｓ内所完
成收缩次数分级，分０～Ⅴ级，０级：完成０次；Ⅰ级：完
成１次；Ⅱ级：完成２次；Ⅲ级：完成３次；Ⅳ级：完成４
次；Ⅴ级：完成５次或以上。
１４２　问卷调查　①ＰＦＩＱ７包括 ＰＯＰ影响问卷
（ＰＯＰＩＱ７）、排尿影响问卷７（ＵＩＱ７）及结直肠肛门影
响问卷７（ＣＡＲＩＱ７）等３个量表；②ＰＦＤＩ２０包括排尿
困难量表（ＵＤＩ６）、结直肠肛门困扰量表８（ＣＲＡＤＩ８）
及ＰＯＰ困扰量表６（ＰＯＰＤＩ６）等３个量表。ＰＦＩＱ７及
ＰＦＤＩ２０的得分越高表示盆底功能障碍对患者生活质
量的影响越大。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数据统计软件包
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以（ｘ±ｓ）或 Ｍ（最小值，最大
值）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客观评价　１３４例患者为子宫全切除术后６～７
年，根据患者主诉，诊断为压力性尿失禁 ８９例
（６６．４％），其中轻度者５５例（６１．８％），中度者１８例
（２０．２％）；急迫性尿失禁５例（５．６％），混合性尿失禁
１１例（１２．４％）；尿失禁的病程为３个月 ～４年，平均
（２．２±１．０）年。另外，尿频３３例（２４．６％），尿急２８
例（２０．９％），便秘２９例（２１．６％）。经妇科检查确诊
为ＰＯＰ者 １１例（８．２％），其中阴道穹窿脱垂Ⅰ度 ３
例，阴道前壁脱垂Ⅰ度４例，阴道前壁脱垂Ⅱ度４例。
ＰＦＭＳ测试结果：肌力Ⅰ级 ２例（１．５％），Ⅱ级 ４８例
（３５．８％），Ⅲ级７１例（５３．０％），Ⅳ级１３例（９．７％）。
２２　盆底功能问卷评分　１３４例患者 ＰＦＩＱ７评分的
中位数为０分（０，４９），其中ＰＯＰＩＱ７、ＵＩＱ７及ＣＡＲＩＱ
７评分的中位数均为０分（０，１６）；ＰＦＤＩ２０评分的中位
数为５分（０，３７），其中２５例（１８．７％）患者总分为０
分。

３　讨　论
　　盆底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子宫脱垂等盆底器官膨
出和压力性尿失禁等［５］。国内外大量流行病学研究表

明，年龄、肥胖、绝经、经阴道分娩及妊娠次数、盆腔手

术、尿路感染、神经损害等是女性盆底功能障碍的相关

发病因素［６－７］。但随着妇科手术的日益增多，盆底功

能障碍的医源性致病因素逐渐得到重视，特别是子宫

切除术［８］。我国约有１５％ ～２０％女性因各种疾病切
除子宫［９］，故子宫全切除术可能带来的一些远期并发

症如术后盆底功能障碍、卵巢功能衰退及性生活满意

度下降等逐渐得到重视［１０］。国外学者 ＬａｋｅｍａｎＭＭ

等［１１］前瞻性观察行子宫切除术后尿失禁的发生情况，

术后３年随访结果显示新发尿失禁的影响因素主要为
手术年龄、体质指数及阴式子宫切除术。ＡｌＭｅｈａｉｓｅｎ
等［１２］的纵向研究结果表明，在子宫全切除术后１０年
内子宫切除术后患者尿失禁的发生与其年龄呈显著正

相关。

子宫全切除术破坏了盆腔的解剖结构和神经支

配，可能会对盆腔器官的功能有所影响［１３］。从解剖学

角度分析，子宫全切除术在切除宫颈的同时，也切断位

于盆底中心位置的子宫主韧带及骶韧带，手术操作可

引起肌肉、筋膜、结缔组织及韧带等盆底支撑结构的异

常；从神经支配角度分析，盆腔交感神经及副交感交汇

于盆神经丛，并分成子宫阴道丛、膀胱丛、输尿管丛及

直肠丛，发出众多神经支配各盆腔器官，对控制膀胱及

肠道的平滑肌收缩有重要作用。手术过程中不可避免

地损伤以上神经，从而影响膀胱、肠道及阴道功能［１４］。

神经传导受损造成神经性膀胱麻痹，骶排尿反射中断，

使逼尿肌反射差，影响膀胱收缩及括约肌松弛而引起

膀胱麻痹尿潴留。除此以外，术中肌肉、结缔组织及血

管神经的损伤，可导致盆腔发生空间结构的改变，引起

腹压升高时压力不能均等传导，可能是术后尿失禁及

排便障碍的原因之一。Ｂｒｏｗｎ等对１１个观察对照研
究进行的荟萃分析结果表明，经历过子宫全切除术的

女性有４０％出现进行性尿失禁症状，而未行手术的对
照组则无该症状。而国内张媛媛等［１０］的研究表明，随

着术后时间的延长，盆底功能障碍的发生率逐渐增高。

本文中，确诊为压力性尿失禁８９例（６６．４％），病程为
３个月 ～４年，平均（２．２±１．０）年。除尿失禁外，１３４
例术后患者中尿频 ３３例（２４．６％），尿急 ２８例
（２０．９％），便秘２９例（２１．６％），盆腔器官脱垂１１例
（８．２％）均为盆底功能障碍的表现。

综上所述，子宫全切除术可能造成一定盆底功能

障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应引起临床医生的高度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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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血吸虫性肝纤维化转变为肝癌的相关因素分析
姚宏宇

摘要：目的　了解血吸虫性肝纤维化转变为肝癌的影响因素，为更好的防治该病奠定基础。方法　通过问卷调
查、临床病历资料分析以及相关实验室检查，比较单纯纤维化组和肝纤维化癌变组各项指标的区别。结果　长期
吸烟、饮酒的患者其肝纤维化进展为肝癌几率显著高于非吸烟、饮酒患者（吸烟：χ２＝４．７６２，Ｐ＜０．０５；饮酒：χ２＝
２５．０７３，Ｐ＜０．０５）。肝炎病毒感染显著提高了纤维化患者的癌变率（χ２＝６．６６３，Ｐ＜０．０５）。病原学指标中，感染
机会的多少与癌变率有关，感染次数多的患者的癌变率为１９．１％，显著高于感染次数少的患者（χ２＝２０．５４５，Ｐ＜
０．０５）。长期接触疫水的患者其癌变率也显著高于非长期接触疫水的患者（χ２＝６．２２７，Ｐ＜０．０５）。随着反应纤
维化程度指标的升高，癌变率逐渐升高（ＴＧＦβ１：ｔ＝２７．４１４，Ｐ＜０．０５；ＴＩＭＰ１：ｔ＝２０．４６３，Ｐ＜０．０５）。其他一些因
素如肝细胞损伤的严重程度以及患者的免疫状况也影响血吸虫性肝纤维化的癌变几率。结论　血吸虫性肝纤维
化的癌变与生活习惯（吸烟、饮酒）、感染机会多少以及患者病变程度有关。在治疗中应该采取综合措施，加强指

标监测，改善患者预后。

关键词：血吸虫；肝纤维化；恶变；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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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虽然较之前明显改善，但是
血吸虫病患病人数仍较高，约２８万人。２０１１年仍有２
万多例的晚期血吸虫病患者接受治疗［１］，这说明血吸

虫病仍是这些地区需要重点防治的疾病。日本血吸虫

寄生的各个时期均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其中

以成虫寄生阶段最为严重。成虫在肠系膜血管系统的

长期寄生，所产生的虫卵沉积在肝脏导致肝脏纤维化。

肝脏纤维化发生若干年后，部分患者可进展为肝癌［２］。

血吸虫感染是原发性肝癌众多病因中的重要构成之

一。目前关于肝纤维化／肝硬化向肝癌转变的分析已
进行了很多，主要为酒精性、病毒性肝硬化等［３－４］，但

是对于日本血吸虫引起的肝纤维化转变为肝癌的危险

因素未见分析。

为了更好的防治血吸虫性纤维化导致的肝癌，有

必要对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因此，本研

究分析１０年间我院收治的血吸虫相关性肝癌患者的
临床资料以及实验室检查结果，从病原学、免疫学、组

织学多方面分析纤维化向癌症转变的影响因素，研究

作者单位：３２４０００浙江省衢州市中心医院肝胆外科

结果可为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域的肝癌防控提供借

鉴。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以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２月在医院
肝胆外科住院确诊为血吸虫性肝纤维化的患者（结合

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组织学检查做出诊断）３８５例
作为研究对象，去除失访３５例，对余下３５０例患者进
行分析。基本信息如下：男性２３５例，女性１１５例，年
龄为（５５．２±１０．３）岁。其中，发生肝癌的患者为 ３５
例，男性２９例，女性６例，年龄为（６２．３±４．５）岁。
１２　调查内容
１２１　病史资料　按统一编制的调查表进行调查，以
翻阅病历的方法逐一记录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现病

史、既往史等。通过既往史推算患者受感染的次数、感

染时间等。

１２２　实验室检查资料　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是否伴随肝炎病毒感染。通过检测乙肝５项和丙型
肝炎抗体反应。乙肝５项中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抗ＨＢｅ和
抗ＨＢｃ抗体任一项阳性即为ＨＢＶ感染。抗ＨＣＶ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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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即为ＨＣＶ感染（检测试剂盒分别购自上海科华生
物技术公司）。②判定肝纤维化的程度和肝脏损伤指
标。通过检测 ＴＧＦβ１和 ＴＩＭＰ１来评价肝脏纤维化
程度，血清ＴＧＦβ１、ＴＩＭＰ１试剂为大连泛邦化工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产品。肝脏损伤指标通过检测谷草转氨

酶和谷丙转氨酶评价。③患者的免疫状态。通过检测
患者血清中补体 Ｃ３来反应，采用罗氏诊断产品（上
海）有限公司的检测试剂盒进行。以上操作严格按照

操作规程进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调查结果首先用 ＥｐｉＩｎｆｏ软件
（Ｖｅｒｓｉｏｎ３．３．２）录入并建立数据库，随后用ＳＰＳＳ１８．０
统计软件包中相应的统计方法进行分析。Ｐ＜０．０５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吸烟、饮酒以及病毒感染对血吸虫相关性纤维化
癌变的影响　本研究将每周至少４次且至少持续１年
的患者定义为吸烟人群，从不吸烟或发现肝纤维化后

戒烟超过５年的患者定义为非吸烟人群。结果显示，
长期吸烟的患者其肝纤维化进展为肝癌的例数为２７
例，发生率为１２．８％（２７／２１０），显著高于非吸烟人群
的５．７％（８／１４０），χ２＝４．７６２，Ｐ＜０．０５。

本研究将每天至少饮酒３０ｍｌ（平均酒精含量为
３５％），且持续超过１年的患者定义为饮酒人群，从不
饮酒或者发现肝纤维化后戒酒超过５年的患者定义为
非饮酒人群。结果显示，饮酒的患者进展为肝癌的例

数为３０例，发生率为１８．８％（３０／１６０），显著高于非饮
酒人群的２．６％（５／１９０），χ２＝２５．０７３，Ｐ＜０．０５。

肝炎病毒感染是引起肝癌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发

现在血吸虫性纤维化向肝癌转化的过程中也起到重要

作用。存在肝炎病毒感染的患者癌变率显著高于非感

染患者（感染者癌变率：１５．４％，２０／１３０，非感染者癌变
率：６．８％，１５／２２０；χ２＝６．６６３，Ｐ＜０．０５）。
２２　寄生虫相关指标对癌变的影响　鉴于日本血吸
虫虫卵沉积是致肝纤维化的重要原因，因此本研究着

重对寄生虫相关的指标进行分析。首先病程，本研究

发现日本血吸虫感染的纤维化的病程为（１９．５±４．５）
年，其中进一步转化为肝癌的时间为（２０．０±５．５）年，
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１．５１９，Ｐ＞０．０５）。

感染次数对癌变的影响主要通过询问病史和进行

职业人群分类综合分析得出。根据病史中多次接触疫

水后发生尾蚴性皮炎等感染表现的次数划分为２组，
同时分析不同职业间的差别，具体分组信息见表 １。
结果显示，多次感染的患者以及从事渔业作业的纤维

化患者癌变的机会较大，提示接触次数的多少是血吸

虫相关性肝纤维化癌变的重要影响因素（感染次数：

χ２＝２０．５４５，Ｐ＜０．０５；职业：χ２＝６．２２７，Ｐ＜０．０５）。
日本血吸虫感染后引起的肝脏损害主要表现为肝

纤维化。因此，本研究分析了纤维化程度对癌变的影

响，具体结果见表２。分析发现单纯纤维化组和癌变

组，血清中 ＴＧＦβ１和 ＴＩＭＰ１的含量存在差异，其中
癌变组的数值显著高于单纯纤维化组（ＴＧＦβ１：ｔ＝
２７．４１４，Ｐ＜０．０５；ＴＩＭＰ１：ｔ＝２０．４６３，Ｐ＜０．０５）。这提
示随着纤维化程度的加重，纤维化肝组织发生癌变的

几率也增大。

２３　其他指标　主要包括反应肝功能的谷草和谷丙
转氨酶以及免疫学指标补体 Ｃ３。所有的这些指标以
癌变发现前的检查结果做比较。如表３所示，癌变组
患者癌变之前的血清中２种转氨酶显著高于单纯纤维
化组患者（ＡＳＴ：ｔ＝３７．１０１，Ｐ＜０．０５；ＡＬＴ：ｔ＝４０．２３２，
Ｐ＜０．０５），这也提示肝功能受损是发生癌变的信号之
一。补体Ｃ３的检测可一定程度的反应人体的免疫状
况。本研究发现，最终发生癌变的患者血清补体Ｃ３水
平显著低于单纯纤维化组患者（ｔ＝３７．５１０，Ｐ＜０．０５），
这说明机体免疫力的下降也可能是肝纤维化患者发生

癌变的影响因素之一。

表１　感染次数以及感染机会对血吸虫性纤维化恶变的影响

组别 感染次数＜５次长期接触疫水职业 感染次数≥５次 非接触疫水职业

单纯纤维化组 ２０５ １１０ １５５ １６０
癌变组 ９ ２６ ２５ １０
总人数 ２１４ １３６ １８０ １７０
癌变率（％） ４．２ １９．１ １６．１ ５．９

表２　血清中ＴＩＭＰ１和ＴＧＦβ１在不同患者中的
变化情况（ｘ±ｓ）

组别 ＴＩＭＰ１（μｇ／Ｌ） ＴＧＦβ１（μｇ／Ｌ）

单纯纤维化组 ２１２．３±７９．３ ９７．２±２６．８
癌变组 ２９８．２±８５．５ １６９．５±４６．２

表３　血清中补体Ｃ３、２种转氨酶在不同患者中的
变化情况（ｘ±ｓ）

组别 Ｃ３（ｍｇ／Ｌ） ＡＳＴ（Ｕ／Ｌ） ＡＬＴ（Ｕ／Ｌ）

单纯纤维化组 ５６０．５±２５．２ ９０±４．５ １０２±５．５
癌变组 １１０．２±１５．５ １５２±６．５ １２５±６．０

３　讨　论
　　原发性肝癌是世界范围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这
一状况在我国尤为严重。有统计显示我国肝癌每年的

年龄调整病死率为３０．３／１０万人，每年超过３５万人死
于肝癌［５］。引起肝癌的原因中，以病毒性肝硬化后诱

发的肝癌最为常见。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区域，由于存

在日本血吸虫病的流行，血吸虫性肝纤维化后诱发的

肝癌也时有发生［６］。血吸虫病肝纤维化的特点是窦前

阻塞，肝内门静脉被阻塞后发生循环障碍，引起肝细胞

营养不良或萎缩，肝细胞再生现象不明显。但是，患者

往往受到其他一些理化因素的刺激，这些因素与虫源

性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可导致癌变［７］。因此，本研究通

过分析单纯纤维化和纤维化转变肝癌的患者中多项指

标的变化，了解这些因素在血吸虫性肝纤维化向肝癌

转变的影响，为日后建立合理的防治手段提供参考。

长期吸烟、饮酒以及病毒感染作为重要的癌变机

制，同样在本研究中得到证实，长期吸烟、饮酒的患者

以及伴随有肝炎病毒感染的患者其癌变率显著升高。

因此，本研究结果提示，发生血吸虫性肝纤维化时，戒

除不良的生活习惯、预防感染是防治癌变的关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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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骨科患者术后疼痛认知调查分析与对策
叶兰英，倪家晶

摘要：目的　对骨科术后患者的疼痛进行认知调查并分析，制订合适的疼痛管理对策。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
问卷表，对骨科住院术后３ｄ的１３６例患者进行调查，调查术后患者对疼痛相关知识的需求、对术后疼痛症状的
认知、相关经历及镇痛理念。结果　８２．４％的患者认为，医护人员在术前有必要讲解疼痛知识；６１％的患者认为
术后切口疼痛程度与医生手术技术有关；７５％的患者没意识到疼痛会对功能康复有影响；７６．５％的患者在术前对
术后切口疼痛存在焦虑；经历中度及以上切口疼痛的患者占６１．８％。结论　改变患者疼痛认知，对疼痛进行有
效的管理。管理对策有改变认知，医院政策支持，建立疼痛管理沙龙小组，提高疼痛管理技能，创造疼痛管理病区

环境。

关键词：骨科术后；疼痛认知；疼痛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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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工作中，疼痛是骨科患者最常见的主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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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手术、术后固定与特殊体位、功能锻炼、特殊治疗

等均可引发疼痛［１］，其中术后切口疼痛是骨科住院患

者的主要主诉。术后疼痛持续时间虽短，但较剧烈，尤

时，这些因素对于血吸虫性肝纤维化癌变的影响尚需

进一步研究，特别是两者的联合作用。

血吸虫感染所致肝纤维化的典型特点是肝组织纤

维化程度严重，伴或不伴有肝细胞的损伤，因此，本研

究着重分析了纤维化程度对肝脏癌变的影响。有文献

报道，ＴＧＦβ１、ＭＭＰ１、ＴＩＭＰ１密切参与肝纤维化形成
过程，血清中ＴＧＦβ１、ＴＩＭＰ１水平与肝纤维化程度呈
正相关，可反映肝纤维化的程度。因此本研究采用这

类指标反映肝纤维化［８］。结果显示，随着肝纤维化程

度的加重，发生肝癌的几率增大，这可能是由于随着肝

纤维化的加重，肝细胞的循环障碍加剧，最终导致肝细

胞的受损。为了维持肝功能正常，肝细胞开始再生，因

此较易于发生癌变。这提示在临床工作中，应当密切

监测肝纤维化的进展，尽早开展保肝、抑制纤维化的治

疗，有助于降低癌变的几率。

由于血吸虫感染是引起肝纤维化的根本原因，因

此癌变的几率势必与寄生虫的感染指标存在关系。动

物实验表明，感染的剂量、感染的次数都与动物的肝脏

纤维化程度相关，而本研究也发现癌变的几率与肝脏

的纤维化程度呈正相关［９］。本研究通过病史资料的调

查分析感染次数多少对血吸虫相关性肝硬化癌变的影

响。多次感染的患者（感染次数 ＞５次），所致的纤维
化更易发生癌变，可能与其纤维化程度较高有关。同

时，为了去除患者主观因素、漏诊和误诊的影响，本研

究还比较了不同接触机会职业人群的癌变率，发现经

常接触疫水的人员，如渔业、水田种植业从业人员，其

肝纤维化更易向癌症转变。综合上述两方面分析，本

研究发现受感染机会越多的人群，其肝纤维化转变为

癌症的几率越大。因此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应当加

强防护，避免接触疫水。

肝脏受损的程度越严重，肝细胞代偿性增生就越

显著，从而增加了基因突变的机会。因此，本研究分析

了反应肝细胞损伤指标的２种转氨酶的变化情况与癌
变的关系。结果显示，转氨酶越高的患者其肝纤维化

癌变的几率越大。这也提示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应当

密切关注患者肝功能的变化，对于短期内变化明显的

患者应当加大肿瘤指标的筛查力度，做到早期发现早

期治疗。有研究表明，日本血吸虫在寄生过程中对宿

主的免疫系统产生抑制作用［１０］，而免疫系统受抑制也

与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本研究发现，发生肝癌的患

者血清补体的含量显著低于单纯纤维化组，提示免疫

系统受抑制的程度也可能与癌变的发生率相关。在血

吸虫患者的日常保健中，应当加强营养的摄入、进行适

度的体育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

综上所述，血吸虫引起的肝纤维化向肝癌的转变

与多种因素有关。关于这种类型肝硬化的癌变应当采

用全方位的防治措施。在防治过程中预防尤为关键，

加强肝功能、纤维化程度等指标的检测有助于早期发

现异常，提高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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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创伤大的手术，易给患者造成精神上的打击，而且

还影响全身各系统的功能。为了解骨科患者对术后疼

痛的认知，作者对其所在医院的骨科术后患者进行了

疼痛认知调查分析，并提出对策，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２０１２年３—４
月在我院骨科住院的１３６例患者，纳入标准：年龄≥１８
岁，行择期手术，认知正常，愿意参与本调查。排除病

例：合并颅脑及胸腹损伤、创伤小的关节镜下手术和表

浅的囊肿手术者。其中男性 ９１例，女性 ４５例；年龄
１８～８７岁。四肢手术者８３例，包括四肢骨折、脱位，
关节损伤、关节置换，肌腱、神经和血管的修复；脊柱手

术者３４例，包括颈腰椎损伤和颈腰椎退行性疾病；肩
部损伤及慢性肩关节疾患１９例。
１２　调查方法　所有入选病例实行传统的疼痛治疗
方法，即术后按需给药。患者主诉疼痛时，护士对患者

进行疼痛评分，当评分＜５分时，护士给非药物止痛措
施，评分≥５分时遵医嘱给予止痛药物。患者术后３ｄ
发放自行设计的患者疼痛认知问卷表。问卷内容包

括：指导语；疼痛程度评定量表及一般情况；患者对疼

痛相关知识的需求；患者对术后疼痛症状的认知；患者

术后疼痛相关经历及镇痛理念。共发放问卷１４５份，
回收１３６份，回收率９３．８％。
１３　疼痛程度评定量表　根据患者不同文化程度及
理解能力，单独或合并选用数字等级评定量表（ｎｕｍｅｒ
ｉｃａｌ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ＮＲＳ），语言等级评定量表（ｖｅｒｂａｌｒａｔ
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ｓ，ＶＲＳ），ＷｏｎｇＢａｋｅｒ面部表情量表。将疼痛
程度分值分４个等级：无痛（０分），轻度痛（１～３分），
中度痛（４～６分）和重度痛（７～１０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率的比较使用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患者对疼痛相关知识的需求及症状的认知　根
据调查表的统计结果显示：８２．４％的患者认为医护人
员在术前有必要讲解疼痛知识；有５０．７％的患者在术
前已经留意了病区疼痛管理展板或宣传手册；５２．２％
的患者在术前有想了解术后疼痛的行为，去向病区术

后病友咨询；只有３８．２％的患者选择向医护人员讨论
术后镇痛方法；１００．０％的患者认为术后切口疼痛是很
正常现象，但对于疼痛程度的理解，６１．０％的患者认为
与医生手术的技术有关系；有高达７５．０％的患者没意
识到疼痛会对功能康复和身体其它系统功能有影响。

２２　患者疼痛相关经历和镇痛理念　１３６例病例中
有７６．５％的患者在术前对术后切口疼痛存在焦虑，其
中很担心切口痛的有３６．８％，但只有２８．７％的医护人
员在术前向患者讲解过疼痛相关知识；有８７．５％的患
者经历过切口疼痛，经历过中度及以上切口痛的占

６１．８％，其中只有６１％的患者主动报告医护人员，在

报告医护人员后对医护人员的处理态度不满意的有

１５．５％；在经历中度及以上切口疼痛患者中，１００．０％
的患者感受到疼痛影响了他们的休息和睡眠，影响活

动能力的占７２．４％，影响情绪和脾气的占４８．８％，影
响食欲的占 ８２．１％；当患者经历中度及以上切口痛
时，８２．１％的患者迫切需求镇痛治疗，４４．０％的患者认
为需提前用药，３８．１％的患者认为疼痛时需再用药，只
有３．６％的患者仍旧选择不用；在术后应用镇痛药的
副作用理解方面，有 ２９．４％的患者认为会成瘾，３４．
６％认为会导致切口好得慢。

３　讨　论
３１　术后切口疼痛对患者的心身影响
３１１　术后切口疼痛是围手术期患者主要痛苦所
在　尽管近年来在镇痛理论、药物及技术上有很大的
进展，急性术后疼痛目前仍是使许多患者遭受病痛折

磨并困扰广大医护人员的一个棘手难题［２］。世界卫生

组织（ＷＨＯ）和国际疼痛研究协会（ＩＡＳＰ）给疼痛的定
义是：“疼痛是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所引起的不愉

快感觉和情感体验。”疼痛是一种复杂的生理心理活动

过程，是一种痛苦经历，是术后患者最常见的症状之

一。在国外，疼痛早已受到重视，在１９９５年，时任美国
疼痛学会主席的ＪａｍｅｓＣａｍｐｂｅｌｌ教授就提出将疼痛列
为第５大生命体征。本调查显示：有８７．５％的患者经
历过切口疼痛，其中经历过中度及以上切口痛的占

６１．８％。近年来，中国内地部分大医院借鉴国际疼痛
管理先进经验，开始建立“无痛病房”，即疼痛管理病

房，尤其是在骨科。疼痛管理目标是控制疼痛，以最小

的不良反应缓解最大程度的疼痛［３］。因此，对手术患

者进行围手术期疼痛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的

痛苦。

３１２　术前患者因怕痛而焦虑　雷蕾［４］调查提示，大

部分手术患者存在中度以上的术前焦虑，其中３４．６％
的患者经历中度的焦虑，２６．７％的人经历重度的焦虑，
２４．０％的人存在非常严重的焦虑。从本调查可以看
出，大多数患者术前就开始关注术后疼痛，其中７５．５％
的患者在术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心理。焦虑易导致

患者失眠、食欲差等，最终使患者的免疫力下降。焦虑

程度严重的患者，往往还降低痛阈及耐痛阈，患者易感

受到剧烈的疼痛和心理的痛苦，对手术效果自我感觉

不佳［５］。因此，针对患者的术后切口疼痛有必要进行

围手术期疼痛管理。围手术期疼痛管理是指在手术患

者出院前，对患者进行术前、术中、术后的疼痛管理，目

的是减少或消除患者的术后疼痛［６］。围手术期疼痛管

理的主要措施是通过建立完善的患者疼痛知识宣教、

疼痛评估体系、多模式镇痛、超前镇痛、个体化镇痛等

新方法代替传统的术后镇痛、单一模式镇痛方法，使患

者安全、舒适地度过围手术期和功能康复期。进行规

范的围手术期疼痛管理后，医护人员主动在术前向患

者讲解有关术后切口疼痛控制知识，同患者讨论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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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可以减轻或缓解患者术前的焦虑心理。

３１３　术后疼痛影响患者的康复　多年来，人们对疼
痛的认识存在误区，认为疼痛是疾病的一种自然过程，

能忍就忍着，运用止痛药物时担心药物副作用大，害怕

药物成瘾或药物依赖［７］，通过本调查也可以证实这点。

他们看大了副作用，而术后疼痛带来的危害却很少有

患者意识到。事实上，睡眠、食欲和活动能力已经影响

了他们的抗病能力和早期床上活动和功能锻炼能力，

延长了恢复时间。术后疼痛是机体对于疾病本身以及

手术所造成的组织损伤的复杂生理性反应［８］。康艳

红［９］等指出，术后疼痛会导致机体产生应激反应、不同

程度的代谢紊乱以及患者的情绪反应等，给疾病的治

疗带来更大的困难。戴芬等［１０］提出，术后疼痛对心血

管系统、呼吸系统、胃肠道及泌尿系、内分泌及代谢系

统、免疫系统、精神情绪等均有影响。对骨科患者进行

有效的术后镇痛，除避免这些影响外，还可以促进早期

功能锻炼，防止关节僵硬，提高骨关节的功能恢复水

平。

３１４　疼痛影响患者的满意度　患者满意度是对医
护人员的优质医疗和优质护理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

随着生物－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患者满意度
牵涉到很多方面。从本调查可以看出，１００．０％的患者
认为术后切口疼痛是很正常现象，但对于疼痛程度的

理解，６１．０％的患者认为与医生手术的技术有关系；有
１５．５％的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疼痛处理态度不满；４８．
８％患者体验到疼痛影响他们的情绪和脾气。这些都
是直接引起患者不满的方面，稍有不慎，甚至会导致医

疗纠纷。对患者进行围手术期疼痛管理后，与患者接

触和沟通多了，并且解除了他们的实际痛苦，消除了因

疼痛导致不满的源头，患者心情好，在舒适中康复，对

医护人员的满意度自然就提高了。

３２　对策与管理
３２１　改变认知　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转
变患者对疼痛的认识，使其对术后疼痛有控制感，告知

其安全适量的药物镇痛有助于手术后的恢复［１１］。只

有医患双方默契配合，才能对患者的疼痛管理达到最

大有效化。

３２２　医院政策支持　医院以骨科为启动科室，向全
院外科病房发展疼痛管理病房。从院级层面设置分管

领导对临床科室的围手术期疼痛进行一个制度化管

理。每个临床科室设置疼痛管理总负责人，各临床科

室的总负责人与院级分管领导经常沟通，共同制订科

学的病区疼痛管理制度、疼痛知识宣教手册、规范化的

疼痛评估体系、可行性的非药物镇痛措施、正规化和个

体化的常规镇痛、超前镇痛、多模式镇痛等镇痛方案、

合理的疼痛管理效果评价体系等。

３２３　建立疼痛管理沙龙小组　医院建立疼痛管理
沙龙小组，临床科室设立疼痛专科成员。医院定期进

行小组成员的交流学习，把临床科室的成功经验和遇

到的困难进行相互讨论，以不断推动疼痛管理的标准

化、规范化发展。

３２４　提高疼痛管理技能　医院或临床科室每年组
织疼痛管理负责人外出参加学术活动，以了解全国范

围内的疼痛管理动态，学习先进的疼痛管理经验，更好

地为患者服务。疼痛管理负责人或疼痛沙龙小组成员

定期对科室的医护人员进行疼痛管理相关知识的培训

和学习，尤其是对护理人员，要求人人熟练掌握规范

的、合理的疼痛评估技能，因为疼痛管理的核心是正确

的疼痛评估。

３２５　创造疼痛管理病区环境　在病区进口的醒目
区域挂上“无痛病房”或“疼痛管理病房”标牌，在病区

走廊张帖一系列疼痛管理相关知识的宣传栏，宣传栏

一角同时配有更全面的图文并茂的疼痛管理宣传手

册，供有兴趣的患者或家属阅读。医护人员在首次接

待患者时，对患者疼痛情况进行评估，对疼痛管理知识

进行宣传，让进入病区的患者和家属初入院就有疼痛

管理的概念和相关知识的了解，以利患者与医护人员

进行更好的配合。

综上所述，随着医学的进步和发展，重视人文治疗

和人文护理，减少患者在治疗护理中带来的痛苦，将是

现代卫生事业的一种发展趋势。对围手术期患者进行

疼痛知识宣教，规范化的评估、治疗和护理，充分体现

了医务人员对手术患者的人文关怀，既减轻了患者的

痛苦，又促进了患者全身心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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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卵巢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的 ＭＳＣＴ表现与病理分析
毛新峰，赵育英，宋鹏涛，李志国

摘要：目的　探讨卵巢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的ＣＴ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分析８例经手术、病
理证实的卵巢Ｂｒｅｎｎｅｒ瘤患者的ＣＴ特征，并与病理结果进行对照。结果　８例中３例位于右侧，５例位于左侧，病
变边界清楚，６例呈圆形或椭圆形，２例呈不规则或分叶状。其中实性病变４例，以实性为主，内见多发散在钙化
影，增强后病灶中度强化；囊实性病变３例，ＣＴ表现为囊性与实性成分相互掺杂、成分相当，增强后实性部分明显
强化，囊性部分未见明显强化；囊性病变１例，内见乳头状突起，增强后乳头状结节轻度强化。镜下肿瘤由上皮细
胞巢和纤维间质组成，５例上皮巢中可见腺样囊腔，细胞无病理性核分裂相，８例病理诊断均为卵巢良性 Ｂｒｅｎｎｅｒ
瘤。结论　卵巢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的ＣＴ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但特异性不高，最后诊断常需依靠病理证实。
关键词：卵巢肿瘤；Ｂｒｅｎｎｅｒ瘤；体层摄影技术，Ｘ线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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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ｄｅｗｉｔｈｍｉｌ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ｔｕｍｏｒ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ｎｅｓｔｓａｎｄｆｉｂｒｏｕｓｓｔｒｏｍａ．Ｉｎ５ｃａ
ｓｅｓａｄｅｎｏｉｄｃｙｓｔｉｃｃａｖｉｔｙ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ｓｔｃａｎｂｅｅｎｆｏｕ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ｓｅｅｎｉｎ８ｃａｓｅｓ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ａｓｏｖａｒｉａｎｂｅｎｉｇｎＢｒｅｎｎｅｒｔｕｍｏ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Ｂｒｅｎｎｅｒｔｕｍｏｒｈａｓｓｏｍｅｗｈａｔ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ｂｕｔｉｔｉｓｎｏｔｖｅｒ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ｌｉｅｄｏｎ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ｖａｒｉａｎ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Ｂｒｅｎｎｅｒｔｕｍｏｒ；Ｘｒａ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ＸｒａｙＣＴ）

　　卵巢Ｂｒｅｎｎｅｒ瘤是一种少见的起源于卵巢上皮性
肿瘤，又称为纤维上皮瘤，其发病率约占卵巢肿瘤的

０．５％～１．９％［１］，肿瘤分良性、交界性和恶性，以良性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占大多数，交界性及恶性罕见，国内外文献
对其报道较少。本文回顾分析８例卵巢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的
ＣＴ表现，并与术后病理相对照，以提高对该病的诊断
及鉴别诊断能力。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经ＣＴ检查，并行手术及病理证实的卵巢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
８例，患者年龄２４～８０岁，平均年龄５５．６岁，２例患者
临床表现为下腹胀痛，２例为绝经后出现阴道不规则
出血，３例因子宫肌瘤而检查发现，１例体检发现。
１２　仪器与方法　采用 ＴｏｓｈｉｂａＡｑｕｉｌｉｏｎ１６层螺旋
ＣＴ扫描仪或Ｐｈｉｌｉｐｓ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ｃｅ１６层螺旋ＣＴ扫描仪，常
规取仰卧位，扫描前患者服饮用水充盈膀胱，扫描范围

作者单位：３１３０００浙江省湖州市中心医院放射科（毛新峰，赵育
英）；病理科（宋鹏涛）；３４３０００江西省吉安市中心人
民医院放射科（李志国）

通讯作者：毛新峰，Ｅｍａｉｌ：ｍａｏｘｆｄｏｃｔ＠ｓｉｎａ．ｃｏｍ

自髂骨连线至坐骨结节连线，部分病例视病变大小加

大扫描范围。所有病例均行平扫后加增强，增强时从

肘静脉高压注射非离子造影剂（优维显或碘海醇注射

液）８０～１００ｍｌ，注射速率２．５～３．０ｍｌ／ｓ，扫描参数
１２０～１５０ｋＶ，１２０ｍＡｓ，层厚２ｍｍ，重建层厚１．０～２．０
ｍｍ。双期扫描动脉期２５～３０ｓ，静脉期６５～８０ｓ。
１３　病理学检查及分析　病理标本经４％甲醛溶液
固定，常规石蜡包埋，行ＨＥ染色及免疫组化染色。所
有病理切片均由同一位高年资病理诊断医师复查阅

片。

２　结　果
２１　位置、形态及大小　８例卵巢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均为单
侧发病，病变边界清楚，其中右侧３例、左侧 ５例。６
例呈圆形或类圆形，２例呈不规则或分叶状，病变最小
约１．５ｃｍ×１．２ｃｍ×０．８ｃｍ，最大约 ８．１ｃｍ×７．２
ｃｍ×３．２ｃｍ，平均４．３ｃｍ。８例中２例子宫体积增大、
内膜不同程度增厚，２例合并子宫肌瘤，１例子宫肌瘤
伴子宫内膜增厚，２例合并卵巢囊腺瘤，１例见卵巢囊
肿。

２２　ＣＴ平扫及增强　根据手术病理所见及病灶内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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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实性成分的比例将其分为：①实性肿块４例，肿瘤
以实性成分为主，部分病灶内见少许低密度坏死区，３
例病灶内见散在、多发或点状钙化，实质部分明显强化

（见图１）；②囊实性病变３例，ＣＴ表现为实性成分与
囊性成分相互掺杂，比例大致相等，囊性部分 ＣＴ值约

１８～２０ＨＵ，增强后囊性部分未见强化，实质部分中度
强化（见图２）；③囊性病灶１例，ＣＴ表现为单发囊性
病灶，内见乳头状突起，增强后乳头状影可见轻度强化

（见图３），具体表现见表１。

表１　８例卵巢Ｂｒｅｎｎｅｒ瘤患者的ＣＴ表现

编号 年龄（岁） 部位 形态 大小（ｃｍ） 类型
实质部分ＣＴ值（ＨＵ）
平扫 动脉期 静脉期

钙化 合并症

１ ５４ 左侧 椭圆形 ６．５×５．０×３．７ 实性 ５５ ６４ ７３ 有，多发、散在 子宫肌壁间、浆膜下肌瘤，合并腺肌症

２ ５１ 右侧 圆形 １．５×１．２×０．８ 实性 ４８ ６７ ８６ 无 子宫肌瘤

３ ８０ 左侧 椭圆形 ６．０×５．０×４．５ 实性 ５０ ８９ ９０ 有，点状 子宫肌壁间平滑肌瘤，绝经后子宫内膜

增生性反应

４ ４８ 左侧 分叶形 ４．５×３．８×２．７ 实性 ５３ ７５ ８３ 有，多发、散在 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单纯性增生

５ ８１ 右侧 椭圆形 ８．１×７．２×３．２ 囊实性 ５６ ８０ ９１ 有，点状、片状 子宫内膜增生性反应

６ ４１ 左侧 椭圆形 ６．１×５．３×４．７ 囊实性 ４６ ６８ ７３ 无 （左侧）卵巢黏液性囊腺瘤

７ ２４ 右侧 分叶形 ３．７×２．２×２．０ 囊实性 ５２ ６９ ７８ 有，点状 卵巢单纯性囊肿

８ ６６ 左侧 椭圆形 ７．５×３．２×４．４ 囊性 ３０ ３８ ６０ 无 （右侧）卵巢浆液性囊腺瘤

　　注：类圆形实性肿块，边界
清，内见多发、散在不定形钙化

灶。

图１　左侧卵巢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
ＣＴ影像

　　注：肿块呈囊实性改变，椭
圆形，增强后实质成分中度强

化，囊性部分未见强化。

图２　右侧卵巢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
ＣＴ影像

　　注：病灶呈单一囊性灶，内见乳头状突起，增强后乳头状结节轻度强化。
图３　左侧卵巢Ｂｒｅｎｎｅｒ瘤ＣＴ增强影像

２３　手术及病理特征　术后大体病理：８例肿块包膜
完整，表面光滑，４例实性肿块质硬，３例囊实性肿块质
韧，１例囊性病灶质软。肿块切面呈灰白或灰红色，部
分肿块见钙化，呈砂砾感，可见不同程度囊变、坏死，囊

性或囊实性肿块内见囊液呈水样或胶冻样半透明黏

液，咖啡色，囊壁光整，部分囊腔内壁附有大小不等结

节状或乳头状突起。镜下，肿瘤由类似膀胱移行细胞

组成的上皮巢和纤维基质构成，部分区域上皮巢相互

靠近或融合，间质少；上皮巢形态各异，多为实性，部分

上皮巢中央见筛孔状或腺管状，５例巢中见腺样囊腔
（见图４，见封三）；８例肿瘤细胞均未见病理性核分裂
相及间质浸润，病理诊断为良性Ｂｒｅｎｎｅｒ瘤。

３　讨　论
３１　卵巢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的临床及病理特点　卵巢 Ｂｒｅｎ
ｎｅｒ瘤是一种来源于卵巢表面上皮的少见肿瘤，由
Ｂｒｅｎｎｅｒ于１９０７年首次报道，组织学上由特殊的上皮

细胞巢和包绕上皮细胞排列紧密的梭形细胞或纤维结

缔组织构成，该特殊上皮细胞与膀胱移行细胞极为相

似，因此ＷＨＯ将其归为移行细胞肿瘤组。卵巢 Ｂｒｅｎ
ｎｅｒ瘤主要分为良性、交界性和恶性，多为良性，可发生
于任何年龄，多发生于５０岁左右，交界性和恶性的发
病年龄较良性大 １０岁［２］。本组 ８例患者平均年龄
５５．６岁，病理诊断均为良性。卵巢Ｂｒｅｎｎｅｒ瘤临床症状
无特异性，约半数患者在无意中发现。大约４５％的患
者是由于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子宫腺癌或卵巢其他

病变而检查发现，少数患者伴有腹胀、腹痛。赵福敏

等［３］报道３０％的良性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可并发其他肿瘤，常
为卵巢浆液性或粘液性囊腺瘤或囊腺畸胎瘤。本组８
例中有３例因子宫肌瘤而检查发现，２例患者临床表现
为下腹胀痛，２例为绝经后阴道不规则出血，术后病理
证实２例子宫内膜不同程度增厚，２例合并子宫肌瘤，１
例子宫肌瘤伴子宫内膜增厚，２例合并卵巢囊腺瘤，１
例合并卵巢囊肿。卵巢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与其合并症是否具
有相关性，国内外文献未见明确报道。ＮｅｍｅｔｈＡＪ等［４］

将卵巢良性肿瘤伴胸和（或）腹水称为 Ｍｅｉｇｓ综合征，
而卵巢Ｂｒｅｎｎｅｒ瘤是合并 Ｍｅｉｇｓ综合征的常见肿瘤之
一，本组病例均未见胸、腹水形成，可能与样本量较少

有关。

３２　卵巢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的 ＣＴ表现与病理对照　卵巢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ＣＴ主要表现为盆腔附件区实性、囊实性或
囊性包块，边界清楚，形态多样，可呈圆形、类圆形或不

规则、分叶状。国内王小艺等［５］认为当肿瘤成分单一

时，表现为均匀实性肿块，部分可见单发小囊变区。实

性成分内见广泛散在无定型钙化是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的典型
表现［６］。ＣＴ增强后肿瘤轻至中度强化。病理上实性
肿块以实质成分为主，内见少许囊变、坏死区，内见不

同程度钙盐结晶，呈砂砾感，大部分实性病变为良性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ＣＴ表现与病理特征相符合。本组８例中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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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实性病灶，占５０％，且其中有２例见多发、散在多
形性钙化，１例见点状钙化，具有特征性。ＣＴ增强后３
例明显强化，１例轻度强化。文献报道［７］交界性及恶

性卵巢Ｂｒｅｎｎｅｒ瘤多呈囊实性或囊性内伴乳头状结节，
ＣＴ增强后肿瘤实质部分可见轻度或中度强化［８］。本

组３例囊实性病灶中有２例术前诊断为交界性，１例囊
性病灶术前诊断为恶性可能大，术后病理镜下见上皮

巢边缘整齐，细胞无异型性，间质无浸润，尤其是ＣＴ表
现为囊性病变伴乳头状结节者，镜下未见乳头结构突

向腔内，病理证实均为良性，笔者推测 ＣＴ图像上表现
乳头状结节影其实并非为肿瘤真正的乳头体，可能是

肿瘤囊变、坏死后残余的肿瘤成分形成的假象。可见

单纯从 ＣＴ形态来对卵巢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进行定性其特异
性不强，还需要依靠组织学分化程度加以鉴别。一般

认为，卵巢囊性肿物内伴有可强化实性结节多考虑为

恶性肿瘤，但卵巢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不符合这一规律，与潘仲
林等［９］报道相仿。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本组３例囊实性
病灶中，有２例可见点状钙化，笔者认为卵巢囊实性病
变中出现钙化时，需考虑卵巢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的可能性。因
此，卵巢Ｂｒｅｎｎｅｒ瘤在ＣＴ图像上的３种表现形式，我们
认为只是肿瘤发展过程的某一瞬间形态而已，当肿瘤

较小时主要表现为实质性肿块，后期肿瘤逐渐长大，其

内出现多发囊变，此时表现为囊实性肿块，随着囊变、

坏死组织增多，囊内压力增大，导致分隔破坏，最终形

成单一囊性灶，肿瘤边缘可残余多少不等的实质成分。

３３　鉴别诊断　卵巢Ｂｒｅｎｎｅｒ瘤需与以下卵巢病变相
鉴别：①卵巢纤维瘤：常为实性肿块，密度均匀，少见囊
变、坏死，边界光整，增强后强化不明显，钙化少见，多

合并腹水［１０］，易与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相鉴别。②卵巢囊腺癌：
表现为附件区囊实性肿块，边界不清，囊实性成分分界

不清，囊壁及囊内分隔厚薄不均，囊壁可见壁结节，腹

水与转移是提示恶性的可靠指征［１１］，可与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
相鉴别。③卵巢 Ｋｒｕｋｅｎｂｅｒｇ瘤：表现为双侧卵巢表面
多发结节影，常伴腹、盆腔积液或转移，患者有胃肠道

病史，容易鉴别诊断。④子宫肌瘤：钙化的子宫肌瘤与

实性Ｂｒｅｎｎｅｒ瘤形态相似，但子宫肌瘤钙化量少，常呈
斑点状、蛋壳状。Ｂｒｅｎｎｅｒ瘤钙化较多，呈点、片状不定
形，子宫肌瘤强化与子宫肌层同步，另外子宫肌瘤与子

宫壁关系密切［１２］，由子宫螺旋动脉供血，而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
位于附件区，与子宫圆韧带关系较密切，并由卵巢动脉

供血，可相鉴别。

总之，卵巢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 ＣＴ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
实质成分内见多发、散在钙化是良性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的典型
表现，提高对本病的临床表现、病理特点及 ＣＴ征象的
认识，有助于作出诊断，但其良恶性确诊仍需依靠病理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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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在胸部 ＣＴ上偶然发现的乳癌病变
周涛，宋迪，毛定飚

摘要：目的　统计在胸部ＣＴ图像上偶然发现的乳癌病变的发病率，并分析其 ＣＴ特征以及临床意义。方法　收
集６６７４例女性胸部ＣＴ图像，记录偶然发现的乳癌病变并探讨其ＣＴ特征。结果　共有１９例（０．２８％）在 ＣＴ上
发现乳癌病变，这些病变的ＣＴ特征包括：病灶外缘呈分叶状或毛刺征１２例、病灶内含微小钙化点３例、腋窝淋巴
结稍大３例；１２例行增强扫描者强化程度为２０～６０ＨＵ，强化高于４０ＨＵ者有８例，其中均匀强化５例、不均匀强
化７例；另有３例在ＣＴ上漏诊。结论　在胸部ＣＴ扫描时可能会偶然发现乳癌，必须注意观察乳腺的情况。提高
对乳癌基本ＣＴ征象的认识是减少误诊的保证，对乳癌的早期诊断及提高生存质量也有帮助。
关键词：乳癌；体层摄影术；Ｘ线计算机；诊断；胸部ＣＴ
中图分类号：　Ｒ８１４．４２　Ｒ７３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４３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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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放射剂量的原因，多采用Ｂ超或ＭＲＩ检查乳
癌［１］，ＣＴ并不常规用于乳癌的检查，但在进行胸部ＣＴ
扫描时偶然会发现乳癌病变。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

６６７４例女性患者的胸部 ＣＴ图像进行观察和分析，了
解偶然发现乳癌的机率以及乳癌的ＣＴ特征。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将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２月间体
检或因咳嗽、发热、胸痛等原因进行胸部 ＣＴ扫描的
６６７４例女性患者纳入本研究。所有患者在检查时均
无乳癌的相关症状。

１２　检查方法　采用东芝 Ａｑｕｉｌｉｏｎ６４排 ＣＴ进行胸
部扫描，扫描范围为胸廓入口至膈肌。扫描参数：准直

１．０ｍｍ，螺距２７．０，有效层厚为１．０ｍｍ，管电压１００
ｋＶ，管电流１１２ｍＡ，旋转时间０．５ｓ。

２　结　果
　　６６７４例患者中共有１９例发现乳癌病灶，均获得
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在ＭＳＣＴ上的检出率为０．２８％。
１９例患者年龄２６～７１岁，平均（５２±９）岁。其中７例
仅作平扫，１２例行平扫加增强扫描。增强扫描者经肘
前静脉以３～４ｍｌ／ｓ流率团注非离子型对比剂（碘海
醇３５０ｍｇＩ／ｍｌ）８０ｍｌ。

作者单位：３１４０００浙江省嘉兴市，武警浙江总队嘉兴医院放射
科（周涛，宋迪）；２０００４０上海市，上海复旦大学附属
华东医院放射科（毛定飚）

通讯作者：宋迪，Ｅｍａｉｌ：ｓｏｎｇ．ｄｉ＠１３９．ｃｏｍ

　　该１９例乳癌病灶直径从０．５～２．５ｃｍ不等；外缘
呈分叶状及毛刺征有１２例；病灶内含微小钙化点有３
例；１２例进行增强扫描者强化程度为２０～６０ＨＵ，强化
高于４０ＨＵ者有８例，其中均匀强化５例、不均匀强化
７例；腋窝淋巴结肿大（短径０．５～１．５ｃｍ）３例。

该组患者中另有３例经其他检查发现乳癌，而 ＣＴ
初诊漏诊，对这３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其 ＣＴ表现主要
为细沙粒样钙化１例、局部斑点或小斑片状强化２例
（见图１～３）。

　　注：右乳深部贴近胸肌处见结节状肿块，边缘浅分叶，有中度强化。
病理为浸润性导管癌。

图１　胸部ＣＴ平扫＋增强图像
　　１９例患者的病理类型包括浸润性导管癌１２例、
浸润性小叶癌５例、髓样癌２例。另３例ＣＴ漏诊的乳
癌患者病理为浸润性导管癌１例、导管内原位癌２例。

３　讨　论
　　ＣＴ并不是评价乳腺疾病的首选方法，因此在观察
胸部图像时放射科医师常把观察重点集中于肺部和纵

隔，易忽视对乳腺疾病的观察，从而导致漏诊，但乳癌

在ＣＴ上有较明确的征象，在日常扫描中的检出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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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０．２８％，需引起重视。

　　注：图２Ａ示右乳深部贴近胸肌处见结节状肿块，边缘浅分叶，有中
度强化。病理为浸润性导管癌；图２Ｂ示ＭＩＰ图像显示肿瘤的供血动脉
以及腋下肿大并强化的淋巴结。

图２　胸部ＣＴ增强＋ＭＩＰ重建图像

　　注：横断位图像显示左乳外上象限细沙粒状钙化。病理示导管内
原位癌。ＣＴ漏诊。

图３　胸部ＣＴ平扫图像
　　乳癌的 ＣＴ征象包括：①肿块边缘常不规则，模糊
不清，反映了恶性肿瘤生长迅速以及肿瘤的侵袭性生

长方式，肿瘤内部可有更低密度坏死区。②分叶是因
为肿块血供不均匀使其向周围各个方向生长速度不一

致所致。③毛刺征表现为自癌肿边缘向周围组织呈放
射状伸展的短细线条影，由乳腺小导管及其周围的纤

维结缔组织增生形成。④乳腺钙化是由于肿瘤区域营
养不良并坏死、坏死区中细胞溶解，核酸分解出大量磷

酸银，同时局部钙离子增加，碱性磷酸酶增加，而导致

磷酸钙的钙盐沉着，以细沙粒状或不规则钙化常

见［２－４］。⑤增强ＣＴ对发现病灶有极大帮助，而且恶性
病灶强化程度平均为（５５．９±４．０）ＨＵ、良性病灶则为
（１７．６±６．１）ＨＵ［５］，有利于鉴别诊断。由于癌灶的强
化依赖于肿瘤血管的存在，因此对于血供不丰富的导

管内原位癌以及导管内播撒，其强化程度较弱，易造成

漏诊或误诊；不过癌灶的强化在早期仍强于正常乳腺

组织，但需要细心观察，本组漏诊病例中就有与此有关

的。⑥乳癌常伴腋窝淋巴结转移，一般以大小作为转
移的标志，国内外文献大多以１０ｍｍ作为腋窝淋巴结
增大并转移的阈值，也有人认为淋巴结转移的阈值可

为５ｍｍ。正常腋窝淋巴结在ＣＴ图像中表现为环形或
半环形结构，中心为低密度区，称为淋巴结门；周围是

厚度均匀的环形软组织密度带，称为淋巴结实质；腋窝

淋巴结“门”结构消失或发生实变时以转移性淋巴结

为主；当淋巴结门密度增高或肿大淋巴结出现边缘模

糊、邻近脂肪间隙混浊时提示转移已侵出淋巴结包

膜［６］。ＰｅｒｒｏｎｅＡ等［７］报道ＣＴ诊断乳腺病变的敏感性
为９２．６％，特异性１００．０％，阳性预测值１００．０％，阴性

预测值９０．９％，准确率９５．７％。因此需重视 ＣＴ对乳
腺疾病的诊断价值。

ＣＴ的优势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有些病例如乳腺
水肿、皮肤受累、乳腺较小时，钼靶检查受限。在夹扁

乳房检查时，靠近胸壁或腋尾远侧肿块往往不能包括

在检查视野内，有时可能滑到检查视野外而不适合于

钼靶检查。ＣＴ扫描时没有重叠干扰，一般不会遗漏病
灶，能明确指出病灶的部位和深度，还可在 ＣＴ导向下
准确无误地进行穿刺活检，以指导治疗。②增强扫描
时，尤其在增强早期乳癌病灶强化程度高于乳腺内各

正常组织时，对比更为清楚，使肿瘤边缘显示更清晰，

特别对致密型乳房诊断价值更高。③ＣＴ在显示深部、
高位患者腋窝淋巴结转移方面优于触诊，并可发现淋

巴结包膜外浸润。④由于在显示肿物形态、位置与周
围组织关系及淋巴结肿大等方面存在优势，ＣＴ对乳腺
癌的临床分期和制定治疗计划很有帮助，在了解胸肌

有无侵犯、胸骨后及腋窝淋巴结有无转移、肺部有无转

移等方面优于钼靶、超声和ＭＲ检查，尤其在患者实行
保乳术时更有帮助［８－１０］。⑤在临床上常因乳腺肿瘤
较小及较深无法触及而漏诊，如在胸部 ＣＴ检查时能
发现，对乳癌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有极大帮助，可显著提

高患者的生存质量。ＣＴ的缺陷在于：Ｘ线辐射剂量
大、可能会产生碘对比剂过敏等原因，在显示微细钙化

方面不如优质钼靶。

总之，女性患者即使无乳癌相关的症状和体征，仍

有可能会偶然发现乳癌。在进行胸部 ＣＴ扫描时，应
注意观察乳腺的情况。提高对乳癌基本 ＣＴ征象的认
识并认真观察是减少误诊和漏诊的保证，对乳癌的早

期诊断及提高生存质量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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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医学影像·

超声造影在腹部实质脏器损伤中的诊断价值
朱先存，汪明，欧广超，王峰，陈明书

摘要：目的　研究超声造影在腹部实质脏器损伤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对８６例腹部实质脏器损伤患者的常规
彩超检查和超声造影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常规彩超与超声造影在诊断腹部实质脏器损伤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

性差异。结果　超声造影诊断腹部实质损伤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９７．５％、８３．３％、９６．５％，常规彩超
诊断腹部实质损伤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７０．０％、５０．０％、６８．６％，２种方法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
比较差异有统计性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超声造影在诊断腹部实质脏器损伤方面明显优于常规彩超，它具有
操作相对简单、实时、无需做过敏试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高等优点，能发现常规彩超不能发现的小的

裂伤、挫伤、活动性出血，腹部外伤后要尽可能做超声造影检查。

关键词：超声造影；常规彩超；实质脏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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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部实质脏器损伤不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都非常
常见，近年来其发生率呈升高趋势，快速准确诊断对于

选择治疗方案和判定预后具有重要意义。超声造影是

近几年发展的超声新技术，在诊断缺血性疾病、肿瘤良

恶性、外伤中有重要价值［１－１０］。本文分析回顾 ８６例
腹部实质脏器损伤患者的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资料，

旨在探讨超声造影新技术在腹部实质脏器损伤中的诊

断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８６例腹部实质脏器损伤患者均有明
确的外伤史，其中男性５２例，女性３４例，年龄１６～６４
岁，平均年龄（３９．０±１１．８）岁，所有患者均在受伤后
半小时至２４ｈ接受常规彩超检查和超声造影检查，５８
例行手术治疗，未做手术的患者均做了增强 ＣＴ检查。
受伤原因：车祸伤５６例，打架斗殴致伤１８例，摔伤１２
例。

１２　仪器与方法　采用美国产 Ｓｅｑｕｉｏａ５１２彩色超声
诊断仪，配有对比系列脉冲造影成像技术（ＣＰＳ），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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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１５安徽省蚌埠市解放军第１２３医院特诊科（朱

先存，汪明，欧广超，陈明书）；１０００８１北京市海淀区
解放军第３１６医院特诊科（王峰）

通讯作者：朱先存，Ｅｍａｉｌ：ｚｘｃ１２３ｈ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为４Ｃ１探头，频率为３．０～５．０ＭＨｚ。造影剂为意大利
Ｂｒａｃｃｏ公司生产的声诺维（ＳｏｎｏＶｕｅｌ），其成分为 ＳＦ６
微泡。患者取平卧位或侧卧位，先对患者进行常规彩

超检查，重点观察肝脾肾等实质脏器的包膜完整性，包

膜下有无积血，脏器的回声是否均匀，有无不均质回声

区及其内血流情况，腹腔有无积液等，提出常规彩超诊

断意见。在低机械指数状态下启动 ＣＰＳ，采用双幅模
式，抽取５ｍｌ生理盐水注入造影剂瓶内，振荡摇匀后
抽取１～２ｍｌ经肘静脉弹丸式注入，尾注生理盐水５
ｍｌ，在注射造影剂的同时启动内置计数器并连续录相，
先对常规彩超检查可疑外进行观察，并快速扫查其它

实质脏器，必要时重复注射造影剂，重点观察并记录损

伤部位、累及范围、伤及程度、损伤周围血管分布情况，

明确有无活动性出血。造影后图像资料由２名医生共
同分析，最后作出损伤情况的诊断。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处理，采用四格表计算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计数资

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种方法诊断腹部实质损伤的准确性、敏感性、
特异性比较　８６例腹部外伤患者经手术或增强 ＣＴ证
实肝破裂２８例，脾破裂３８例，肾破裂１０例，复合伤４
例，正常（阴性）６例。常规彩超诊断腹部实质脏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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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见表１，超声造影诊断腹部实质
脏器损伤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见表２。超声造影诊断腹
部实质损伤的敏感性为 ９７．５％（７８／８０）、特异性为
８３．３％（５／６）、准确性为９６．５％（８３／８６），而常规彩超
敏感性为７０．０％（５６／８０）、特异性５０．０％（３／６）、准确
性为６８．６％（５９／８６），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超声造影优于常规彩超。

表１　常规彩超诊断腹部实质脏器损伤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例）

常规彩超
手术或增强ＣＴ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５６ ３ ５９
阴性 ２４ ３ ２７
合计 ８０ ６ ８６

表２　超声造影诊断腹部实质脏器损伤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例）

超声造影
手术或增强ＣＴ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７８ １ ７９
阴性 ２ ５ ７
合计 ８０ ６ ８６

２２　腹部实质损伤的超声造影表现
２２１　血肿的超声造影表现　肝包膜下血肿、实质内
血肿、实质脏器血肿均表现为负性显影，即表现为无造

影剂进入，在造影过程中均表现为无回声病灶。

２２２　裂伤的超声造影表现　在造影过程中实质脏
器内可见不规则线型或条索状无回声区，无造影剂进

入。

２２３　挫裂伤的超声造影表现　在造影过程中实质
脏器内可见回声强弱不等回声区，其内并见多个不规

则的无回声区。

２２４　活动性出血的超声造影表现　表现造影剂微
泡在裂口处聚集或呈溢出脏器外。

３　讨　论
３１　常规超声在腹部实质脏器损伤中的诊断价值　
腹腔实质脏器损伤常规超声表现为腹部实质脏器局部

回声不均匀和（或）腹腔积液，腹部实质脏器回声不均

匀为直接征象，而腹腔积液为间接征象，常规超声诊断

腹腔积液的敏感性高，能准确显示腹腔积液存在，可以

间接提示腹腔脏器损伤。腹部外伤后超声检查发现有

腹腔积液，要高度怀疑脏器破裂，要进一步检查腹部实

质脏器有无局部回声不均匀，同时还要排除不是实质

脏器损伤所致的腹腔积液。因此要结合病史、外伤史、

外伤部位等综合进行分析，必要时在超声引导下进行

腹腔穿刺，但要注意，抽出血性液体时也不能完全确诊

是腹腔实质脏器破裂。我们有３例外伤后超声检查发
现有腹腔积液，最后确认不是腹腔实质损伤，一例是肝

硬化导致的腹腔积液，一例是腹腔肠系膜挫伤，一例是

膀胱破裂。腹部实质脏器损伤超声直接影像表现为局

部回声不均匀，但很多病均可表现为局部回声不均，有

资料表明通过实质脏器局部回声不均匀诊断腹腔实质

损伤的准确率仅为５２．４％。本组资料显示，常规超声
诊断腹部实质脏器损伤的敏感度（７０．０％）、特异度
（５０．０％）、准确度（６８．６％），明显低于超声造影和增
强ＣＴ，并且不能清晰显示创伤的边界，因此对创伤的
分级及程度不能进行准确诊断。但常规超声以无创、

快速、方便、费用低、可床边检查、可重复检查等优点，

可作为腹部创伤患者诊断的首选检查方法。

３２　超声造影在腹部实质脏器损伤中的诊断价值　
本组资料显示，超声造影诊断腹部实质脏器创伤的敏

感度（９７．５％）、特异度（８３．３％）、准确度（９６．５％），明
显高于常规超声检查，与增强 ＣＴ相近，与解放军总医
院研究结果相近［１］。与常规超声相比，超声造影能准

确显示腹部实质脏器创伤灶的部位、边界、大小、形态，

可以区分裂伤、挫伤、血肿，可以对损伤程度进行分级，

帮助制定治疗方案。与增强 ＣＴ相比，超声造影检查
具有实时动态、诊断快速、无需做过敏试验等优点，但

由于超声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当腹腔气体多是近膈面

的小病灶，超声造影容易漏诊。本研究中就有一例肝

膈部小裂伤超声造影漏诊，而增强 ＣＴ发现。本研究
还发现２１例常规超声未见明显异常，但超声造影显示
有损伤，此类损伤多为范围较小的裂伤或损伤较小的

挫伤，同时３例常规超声怀疑有肝挫伤，通过超声造影
排除有实质脏器损伤。作者建议当创伤在肝区、脾区、

肾区时，无论常规超声是否正常均应做超声造影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小范围的损伤，从而避免迟发性破裂。

３３　常规超声对活动性出血的诊断价值　准确
快速诊断腹部实质脏器损伤后有无活动性出血以及活

动性出血的快慢对治疗方案的制定有重要指导意义。

常规超声不能直接诊断有无活动性出血及活动性出血

的快慢，但可以通过反复超声检查，观察腹腔积液有无

增加及增加快慢来间接诊断有无活动性出血及活动性

出血的快慢。若反复超声检查腹腔积液无增加说明无

活动性出血，患者病情平稳多可保守治疗，若反复超声

检查腹腔积液增加较快，说明活动性出血较快，多需要

手术。

３４　超声造影对活动性出血的诊断价值　超声
造影可直接准确快速诊断有无活动性出血及活动性出

血的快慢。超声造影显示造影剂微泡不在损伤区域聚

集或溢出脏器外表示无活动性出血。超声造影剂在损

伤区快速大片聚集或呈喷泉状溢出脏器外表示活动性

出血速度较快。超声造影还能显示活动性出血部位，

便于超声造影引导下凝固治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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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超声鉴别诊断甲状腺腺瘤与结节性甲状腺肿的价值
钱蠡

摘要：目的　探讨超声影像学检查对甲状腺腺瘤与结节性甲状腺肿诊断及鉴别诊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经手术处理及病理证实的６６例甲状腺病变患者的超声表现，对２组疾病的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图像特点进行比
较分析。结果　甲状腺腺瘤多表现为甲状腺局限性肿大，瘤体多单发，多呈椭圆形，包膜完整，边界清楚，瘤体多
为混合性回声，周边常见晕环；而结节性甲状腺肿表现为甲状腺不同程度肿大，呈多发性，形态饱满，边界欠清，周

边无晕环，可有钙化灶、囊性变等，２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４．０９、１０．１３、２４．４１、２４．８７，Ｐ＜０．０５）；结
节性甲状腺肿的内部及周边血流的速度和阻力指数比甲状腺腺瘤均显著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５．２３４、
７．０５０、１０．８６、２．９６０，Ｐ＜０．０５）。结论　甲状腺腺瘤超声影像学主要表现为单发、有晕环、结节周围甲状腺组织回
声正常，而结节性甲状腺肿反之。

关键词：甲状腺腺瘤；结节性甲状腺肿；超声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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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０，１０．８６，２．９６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ｔｈｙｒｏｉｄａｄｅｎｏｍａａｎｄｎｏｄｕｌａｒｇｏｉｔ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ｙｒｏｉｄａｄｅｎｏｍａ；Ｎｏｄｕｌａｒｇｏｉｔｅｒ；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彩色多普勒超声（ＣＤＦ）亦可称之为彩色多普勒超
声显像（ＣＤＩ），可根据血流的分布与方向对疾病进行
诊断，目前该技术亦可用于诊断甲状腺占位性病

变［１－２］。本研究将彩色多普勒超声显像法用于诊断鉴

别甲状腺腺瘤与甲状腺肿，通过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

比２种疾病的差别，旨在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术后
病理证实为甲状腺腺瘤或者结节性甲状腺肿患者６６
例。甲状腺腺瘤患者３１例，女性２２例，男性９例，年
龄２４～６７岁，平均年龄（４３．０±２１．４）岁。结节性甲状
腺肿患者３５例，女性２４例，男性１１例，年龄２１～６８
岁，平均年龄（４１．０±２０．２）岁。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特检科

１２　仪器与方法　采用阿洛卡 ＳＳＤ３５００彩色多普勒
超声仪，线阵探头的频率设置为７～１０ＭＨｚ。所有患
者均取仰卧位，颈部充分暴露之后，将探头置于甲状腺

部位，首先用二维超声仔细检查患者双侧甲状腺的形

态、结节直径、数目、边缘及内部回声等，之后用多普勒

彩色超声对血流频谱进行观察，检测收缩期最大流速

（Ｖｍａｘ），计算阻力指数（ＲＩ）。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对
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ｘ±ｓ）来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百分比或率表示，
检验水准为α＝０．０５，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二维声像图特征　甲状腺腺瘤患者二维声像图
特征为甲状腺局限性增大，瘤体单发，多呈椭圆形，包

［４］　黄春燕，梁彤，梁峭嵘，等．超声造影在脾脏外伤诊断中的价值
［Ｊ］．临床医学超声杂志，２００８，１０（７）：４６１４６２．

［５］　邵清，邹大中，周斌，等．超声造影联合细针穿刺在甲状腺结节诊
断中的意义［Ｊ］．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１１，１５（１７）：７７７９．

［６］　张雅丽，王丽，张润，等．超声造影对腹部实质脏器外伤早期诊断
价值探讨［Ｊ］．中国误诊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０（３３）：８１０２８１０４．

［７］　朱贤胜，王莎莎，程琦，等．超声造影在腹部外伤急诊诊断中的应
用［Ｊ］．临床急诊杂志，２０１１，１２（４）：２２０２２２．

［８］　谭青，赵瑞华，刘磊，等．超声造影诊断肝占位性病变３９例报告
［Ｊ］．贵州医药，２０１２，３６（１）：４１４３．

［９］　刘九平，霍传玲．宫腔超声造影术对宫腔内病变的诊断价值［Ｊ］．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０９，１３（１）：５６５７．

［１０］　朱先存，王峰，左鲁生，等．超声造影诊断肾脏下极小裂伤伴活动
性出血１例［Ｊ］．实用全科医学，２００８，６（４）：３８７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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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完整，边界清楚，内部实质多为等回声，瘤体多为混

合性回声，周边常见晕环；其余甲状腺组织正常（图１、
图２，见封三）。而结节性甲状腺肿患者的甲状腺均有
不同程度的肿大，形态饱满，边界欠清，周边无晕环，可

有钙化灶、囊性变（图３，见封三）。
３１例甲状腺腺瘤中：结节大小正常２４例，单发结

节２１例，边界清楚２０例，５例可见沙粒状钙化，２１例

有包膜，２２例有晕环。３５例结节性甲状腺肿中：甲状
腺肿大数目２９例，多发结节２５例，结节边界清楚１８
例，５例可见沙粒状钙化，３例有包膜，４例有晕环。其
中甲状腺腺瘤组的甲状腺大小正常数目、病灶单发数

目、病灶有晕环数目、病灶有包膜数目均显著多于结节

性甲状腺肿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甲状腺腺瘤与结节性甲状腺肿的二维超声指标比较（例）

组别 例数
甲状腺大小

正常 肿大

结节数目

单发 多发

结节边界

清楚 模糊

钙化

沙粒状 其他

晕环

有 无

包膜

有 无

甲状腺腺瘤 ３１ ２４ ７ ２１ １０ ２０ １１ ５ ２６ ２２ ９ ２１ １０
结节性甲状腺肿 ３５ ６ ２９ １０ ２５ １８ １７ ５ ３０ ４ ３１ ３ ３２
χ２值 ２４．０９ １０．１３ １．１５３ ０．０４３ ２４．４１ ２４．８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彩色多普勒　多普勒血流图显示：结节性甲状腺
肿的内部及周边血流的速度和阻力指数均显著低于甲

状腺腺瘤，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５．２３４，
７．０５０，１０．８６，２．９６０，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甲状腺腺瘤组与结节性甲状腺肿组多普勒测值比较

组别 例数
结节内部血流

Ｖｍａｘ（ｃｍ／ｓ） ＲＩ
结节周边血流

Ｖｍａｘ（ｃｍ／ｓ） ＲＩ
甲状腺腺瘤 ３１ １２．２±５．２ ０．７０±０．１２ ２１．１±５．９ ０．７３±０．２６
结节性甲状腺肿 ３５ ６．６±３．４ ０．４２±０．１９ ８．３±３．５ ０．５２±０．３１
ｔ值 ５．２３４ ７．０５０ １０．８６ ２．９６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甲状腺腺瘤（ＴＡ）与结节性甲状腺肿（ＮＧ）是甲状
腺的常见病、多发病，两者发病原因、病理变化及治疗

各不相同［３］，属２种性质不同的疾病，但两者在形态上
难以区分，误诊率高，在超声诊断中一直是个难题。甲

状腺腺瘤属于甲状腺很常见的一类良性肿瘤，多起源

于甲状腺滤泡细胞［４］，属于弥漫性非毒性甲状腺肿，表

现为滤泡上皮增生、复旧、萎缩不一致，形成结节，病理

上表现为甲状腺呈不对称性结节状增大，结节大小不

一，切面可有出血、囊性变、坏死、钙化和瘢痕形成［５］；

而结节性甲状腺肿是与单纯性弥漫性甲状腺肿的病因

相似，均由人体碘量摄入不足而引起的甲状腺滤泡上

皮局部增生，最终进展形成结节［６］，属于一类肿瘤性增

生性疾病，其病理形态学改变为单发，边界清、整齐、有

包膜［７］。基于此，对ＴＡ和ＮＧ的临床治疗策略有所不
同，甲状腺腺瘤由于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一般临床建

议施行早期手术切除术；而结节性甲状腺肿属良性增

生，术后复发率高，因此治疗方法以内科治疗为主。所

以，对这２组疾病的鉴别诊断有较大的临床意义。
甲状腺腺瘤其影像学图像表现为病灶周围的甲状

腺组织正常，结节常为单发。而结节性甲状腺肿与其

从超声上难以鉴别。在我们的研究中，甲状腺腺瘤中

有包膜的例数显著多于结节性甲状腺肿，该结果表明

有无完整的包膜可以作为一项鉴别诊断甲状腺腺瘤与

结节性甲状腺肿的依据。

当结节性甲状腺肿的结节为单发时，极易误诊为

甲状腺瘤。高频及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有助于对二者

的鉴别。甲状腺瘤是实体瘤，其生长是依赖于血管的，

血管生成是瘤体生长的形态学基础［８－９］。所以，鉴别

诊断中对瘤体的血流检测非常重要。本组３５例结节
性甲状腺肿的内部及周边血流信号、血流速度以及阻

力指数均显著低于甲状腺腺瘤，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其原因是结节性甲状腺肿是一种增生
性疾病，纤维组织在结节周围包绕，使结节内部血管受

压供血不足，血流减少。

有５例甲状腺腺瘤患者可见沙粒状钙化结节，而
结节性甲状腺肿患者中也只可见５例沙粒状钙化结
节；２组比较影像学检查边界清晰的患者分别为２０例
和１８例，但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沙粒状钙化
结节以及病灶的边界是否清晰无法作为甲状腺腺瘤与

结节性甲状腺肿的鉴别指标。

综上所述，二维图像联合彩色多普勒显像新技术

以及高频探头的应用，结合相应的病理基础，可对甲状

腺腺瘤与结节性甲状腺肿这２种疾病进行准确的鉴别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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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超声心动图对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临床应用价值
李旭霞

摘要：目的　探讨超声心动图对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收集临床确诊为慢性肺源性心
脏病、经超声心动图证实、除外其它心血管疾病和急性感染性疾病的９６例患者的临床及超声心动图资料，并根据
所测肺动脉收缩压的高低，将患者分为轻、中、重度组，与４９例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　轻度患者３８例
（４０％），中度患者３７例（３９％），重度患者２１例（２２％），肺动脉收缩压分别为（４１．５１±５．０１）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１３３ｋＰａ）、（５４．２１±３．００）ｍｍＨｇ、（９０．１３±１１．４０）ｍｍＨｇ。治疗２周后复查，轻度组３８例（１００．０％）、中度组
２３例（６２．２％）、重度组５例（２５．０％）患者肺动脉收缩压降至正常，其余中度组及重度组患者２周后肺动脉收缩
压明显降低。超声心动图所测结果与患者临床表现转归一致。结论　实时彩色超声心动图能够定性和定量监测
肺动脉收缩压，客观评价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临床诊断、病情程度、疗效观察及预后评估。

关键词：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超声心动图；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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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Ｈ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９６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ＰＨＤ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ａｃｕ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
ｌｉｇｈｔ，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ｅｖｅｒｅ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４９ｎｏｒｍ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ａ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ｌｌ９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３８ｃａｓｅｓｏｆｌｉｇｈｔＣＰＨＤ（４０％），３７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ＣＰＨＤ（３９％），２１ｃａｓｅｓ
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ＣＰＨＤ（２２％），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ｅｒｅ（４１．５１±５．０１）ｍｍＨｇ，（５４．２１±３．００）
ｍｍＨｇａｎｄ（９０．１３±１１．４０）ｍｍＨｇ，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２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
ｔｕｒｎｅｄ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３８ｃａｓｅｓｏｆｌｉｇｈｔＣＰＨＤ（１００．０％），２３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ＣＰＨＤ（６２．２％），ａｎｄ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ｅ
ｖｅｒｅＣＰＨＤ（２５．０％），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２ｗｅｅｋｓｌａｔ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ｅ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ｄｉｓ
ｅａｓ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ＰＨ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ｏｒｐｕｌｍｏｎａｌｅ；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重症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ｏｒ
Ｐｕｌｍｏｎａｌｅ，ＣＰ）是呼吸系统常见的急危重症，晚期常合
并多系统器官功能障碍，其中低渗性脑病是其严重的

并发症之一，往往被误诊为肺心脑病而贻误治疗。监

测肺动脉压和右心室功能，对肺心病的诊断、治疗、疗

效观察均有重要意义［１－３］。本文总结了９６例临床确
诊为肺心病的患者资料，以探讨超声心动图（ＥＣＨＯ）
对该疾病的临床应用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３月
除外其它心血管疾病和急性感染性疾病，经常规超声

心动图检测有三尖瓣返流、存在肺动脉高压（ｐｕｌｍｏｎａ
ｒｙ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ＰＡＨ）、临床确诊为肺心病的住
院患者９６例，其中男性 ６４例，女性 ３２例，男女比例
２∶１；年龄４１～８４岁，平均（５４．３±１．５）岁；以２００９年
８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的欧洲心脏病学会肺动脉
高压诊断和治疗指南制定的肺动脉高压诊断为标

准［４－５］。正常对照组４９例，其中男性 ２９例，女性 ２０
例，男女比例接近３∶２；年龄２３～８０岁，平均（４８．３±
１．５）岁。
１２　仪器与方法　采用 ＧＥＶｉｖｉｄ７Ｄｉｍｅｎｓｉｎ彩色多

作者单位：７４３０００甘肃省定西市人民医院彩超室

普勒超声诊断仪，配有相控阵扇形心脏探头Ｍ４Ｓ，频率
为１．５～４．３ＭＨｚ，由专业医师操作。

超声心动图检查：首先选用常规超声心动图检查

方法，若因肺气肿气体干扰或者其它肺部病变导致胸

廓畸形及心脏位置下移的影响，难以获得标准清晰的

心脏切面时，随时变换患者体位。在胸骨旁左室长轴

切面、大血管短轴、心尖四腔、剑下四腔及胸骨旁右室

流出道切面取得清晰的二维图像，测量右室、右房、主

肺动脉内径，然后采用彩色多普勒血流图像，清晰显示

三尖瓣返流后，取样点置于三尖瓣口右心房侧，选择心

动周期中幅度最高、最清晰的三尖瓣返流频谱作为研

究对象，选用连续多普勒测定三尖瓣的返流速度及其

返流压差（ＰＧ），结合右房压力增大程度（约 ５～１５
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即ＰＡＳＰ＝三尖瓣返流
压差（△Ｐ）＋ＲＡＰ（右房压），进而估测出肺动脉收缩
压。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测量数
据均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双尾检验），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年龄、性别比较，存在三尖瓣返流的
肺心病与正常对照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肺心病组不同年龄段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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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肺心病组与对照组肺动脉收缩压比较　肺心病
组和对照组间比较，可见肺心病组肺动脉收缩压明显

升高，有９３例高于３６ｍｍＨｇ；正常对照组４５例肺动
脉收缩压低于３６ｍｍＨｇ，４例在３６～３９ｍｍＨｇ之间，
２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存在三尖瓣返流的肺心病组与正常对照组
一般情况比较（例）

组别 性别 例数 ＜３９岁 ４０～５０岁 ≥５０岁

肺心病组 男 ６４ ２ａ ５ａ ５７ａ

女 ３２ ０ａ ２ａ ３０ａ

正常对照组 男 ２９ ９ ７ １０
女 ２０ ８ ７ ８

　　注：ａＰ＜０．０５，说明相比的２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３　各组患者ＰＡＳＰ结果分析　９６例肺心病患者中，
有３８例（４０％）ＰＡＳＰ为（４１．５０±５．００）ｍｍＨｇ，在３０～
４９ｍｍＨｇ之间为轻度肺动脉高压；３７例（３９％）ＰＡＳＰ
为（５３．２０±３．００）ｍｍＨｇ，在５０～６９ｍｍＨｇ之间为中
度肺动脉高压；２１例（２２％）ＰＡＳＰ为（８０．１０±１０．００）

ｍｍＨｇ，大于７０ｍｍＨｇ以上为重度肺动脉高压［６］，见

表２。将正常组与轻度组、轻度组与中度组、中度组与
重度组之间分别作两样本ｔ检验，结果表明，各组之间
右心室内径（ＲＶ）、右心房内径（横径 ＲＡ）、肺动脉内
径（ＰＡ）、ＶＴＲ及 ＰＡＳ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根据上述ＰＡＳＰ分组结果，轻度肺动脉
高压组患者，临床症状较轻或无明显症状；中度肺动脉

高压组患者，临床症状较重；而重度肺动脉高压组患

者，临床症状严重，病情随分组 ＰＡＳＰ的增高而进行性
加重。经过治疗２周后，轻度肺动脉高压组 ３８例患
者，ＰＡＳＰ值均降至正常，临床症状消失，治愈率
１００％；中度肺动脉高压组３７例患者中，有２３例上述
指标恢复正常，治愈率为６２．２％；重度肺动脉高压组
有５例上述指标恢复正常，ＰＡＳＰ降至正常，症状消失。
其余中度组及重度组患者２周后肺动脉收缩压明显降
低，临床症状明显缓解。

表２　肺心病组与正常对照组肺动脉收缩压结果比较（例）

组别
肺动脉收缩压（ｍｍＨｇ）

ＰＡＳＰ＜３０ ３０≤ＰＡＳＰ＜３６ ３６≤ＰＡＳＰ≤３９ ４０≤ＰＡＳＰ≤４９ ５０≤ＰＡＳＰ≤６９ ＰＡＳＰ≥７０
肺心病组　 １ａ ２ａ ８ａ ２８ａ ３７ａ ２１ａ

正常对照组 ２９ １６ ４ ０ ０ ０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表３　各组肺心病患者ＥＣＨＯ测值结果

组别 右房内径（ｍｍ） 右室内径（ｍｍ） 肺动脉内径（ｍｍ） ＶＴＲ（ｍ／ｓ） ＰＡＳＰ（ｍｍＨｇ）

正常组 ３７．２０±１．２２ ２１．１５±３．３６ ２２．０６±３．２３ ２．７０±０．６０ ２２．１０±５．００
轻度组 ３９．８４±２．５２ ２３．２４±２．３６ａ ２３．０５±３．２５ａ ２．８０±０．４０ａ ４１．５０±５．００ａ

中度组 ４３．０５±３．４０ ２７．８２±１．５０ｂ ２７．８０±０．８２ｂ ３．６６±０．３０ｂ ５３．２０±３．００ｂ

重度组 ４８．６４±２．７７ ３２．６７±３．４２ｃ ３３．５８±３．３６ｃ ４．５０±０．４２ｃ ８０．１０±１０．００ｃ

　　注：与正常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轻度组比较，ｂＰ＜０．０５；与中度组比较，ｃ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是指胸廓或肺动脉的慢性病变
导致肺动脉高压和右心室肥大，伴或不伴有右心衰竭

的一类疾病，其血流动力学改变主要表现为右心室收

缩压升高和肺动脉高压。肺动脉压升高的程度往往是

肺心病病情和预后的评价指标，而且测量三尖瓣最大

返流速度估测肺动脉压直接影响评判治疗的效果和预

后［７］，所以在诊断之前必须与其他疾患所致的肺动脉

高压进行鉴别，特别要除外心内结构异常的先天性心

脏病，这就需要一种切实可行的辅助检查手段来协助

诊断。本文９６例患者，临床确诊为慢性肺源性心脏
病，同时运用ＥＣＨＯ检查，除外各种导致肺动脉高压的
其它疾病，再通过多普勒超声技术的测定及相关公式

的测算，证实了肺动脉高压的存在，因而诊断本病的关

键是对肺动脉压力的准确测定。目前心导管是测定肺

动脉压最直接、可靠的方法，被称为诊断该病的“金”标

准，但属有创检查。超声心动图检查简单易行，没有创

伤，可用于肺动脉高压的筛查，鉴别肺动脉高压的原

因，了解肺动脉高压的程度和心脏结构及功能，并对疾

病进行危险分层，指导治疗，评估疗效，判断预后［８］。

本文在测肺动脉压力时，利用多普勒超声技术的ＴＲ压
差法，推算ＰＡＳＰ，数据可靠，而且避免了心导管检查的
创伤性。根据所测 ＰＡＳＰ值从低到高分组，与所测得

患者的ＲＶ、ＲＡ、ＰＡ及 ＴＲ值的变化一致，即轻度组患
者ＲＶ、ＲＡ、ＰＡ、ＶＴＲ值较正常组增加，中、重度组 ＲＶ、
ＲＡ、ＰＡ和 ＶＴＲ值逐步升高，且正常与轻度组、轻度与
中度组、中度与重度组间，以上各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这说明本文的测值及分组方法，与患
者右心系统的变化情况相符，并具有一定临床意义，可

见ＥＣＨＯ已成为ＣＰ最重要的无创、简单而可靠的诊断
方法，是本病不可缺少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手段之一。

本研究组９６例患者经临床治疗后，轻度肺动脉高
压组患者肺动脉及临床指标均恢复较快（２周后１００％
恢复正常）；中度２周后６２．２％患者 ＰＡＳＰ恢复正常；
重度肺动脉高压患者各项指标恢复较慢（２周后仅
２５％恢复正常），疗效不满意。上述结果表明，根据超
声心动图所测 ＰＡＳＰ值对患者病情轻、重的分组结果
与患者实际临床表现及病情轻、重程度一致，且在治疗

过程中对患者病情恢复及预后的判定，两者体现的趋

势也相同。由此可见，超声心动图通过对肺动脉压的

测定，不仅可以判定 ＣＰ患者病情的程度，还可以准确
观察疗效、估测预后，对临床诊疗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

另外，本研究对肺心病组患者的年龄统计分析，发

病率最高在５０岁以上年龄组，随着年龄的增加肺心病
的发病率也增加。究其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全身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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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影像医学·

经胸超声心动图在膜部瘤型室缺封堵中的应用价值
吕宏安，张恒，宋伟，潘如凤

摘要：目的　探讨经胸超声心动图（ＴＴＥ）在膜部瘤型室间隔缺损介入封堵中应用价值。方法　２００６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使用ＰｈｉｌｉｐｓＳｏｎｏｓ５５００型彩色超声心动图诊断仪，探头频率为２．５～３．５ＭＨｚ。通过经胸超声心动
图在术前筛选出适合介入封堵的膜部瘤型室间隔缺损８３例，术中指导选择合适型号封堵器，一般根据室间隔缺
损的最大径加２～４ｍｍ选择并引导封堵器的释放，并即刻评价封堵效果，效果满意后释放封堵器。术后１～１２个
月随访。结果　８１例封堵成功。植入封堵器后分流消失或为微量残余分流，三尖瓣反流量较术前没有增加。主
动脉瓣功能正常。２例封堵不成功。结论　经胸超声心动图在膜部瘤型室间隔缺损介入封堵术前选择病例、术
中引导和术后随访中有重要价值。精确的室间隔缺损的分型和最大伸展径的测量是膜部瘤型室缺封堵成功的关

键。

关键词：超声心动图；膜部瘤；室间隔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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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间隔缺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１］，

膜部室缺的膜部瘤是最常见的并发症，发生率约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动超声室
（吕宏安，宋伟，潘如凤）；心血管内科（张恒）

通讯作者：张恒，Ｅｍａｉｌ：１３９６５２７００７７＠１３９．ｃｏｍ

３０％～６０％［２］。主要治疗手段包括体外循环直视下修

补、经皮导管封堵等。随着经皮导管技术的发展，经皮

导管封堵术已成为膜周型室缺的首选治疗手段［３］。

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我院共成功进行８１例膜
部瘤型室间隔缺损介入封堵治疗，经胸超声心动图在

疫功能逐渐减退，自身合成免疫球蛋白减少，呼吸道防

御功能也不断退化，再加上原有慢性肺部疾患等为基

础，所以年龄越大越容易患肺心病。随着我国进入老

龄化社会，慢性肺部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慢性肺源

性心脏病的发病也随之增高［９］，使得慢性肺心病的早

期诊断及治疗越加重要。

综上所述，肺动脉收缩压是判断肺循环血流动力

学的重要指标之一，超声心动图由于其无创、安全、简

便易行、重复性高等优点，是诊断肺动脉高压的主要筛

查工具［１０］，可无创、快速、准确地估测肺动脉收缩压，

客观评价与肺心病的良好相关性，对临床选择治疗方

案及判断预后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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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堵中起着重要作用，现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入组患者８３例，年龄５～５６岁。术
前经胸超声心动图诊断为膜部瘤型室间隔缺损。

１２　仪器与方法　使用 ＰｈｉｌｉｐｓＳｏｎｏｓ５５００型彩色超
声心动图仪，探头为２．５～３．５ＭＨｚ。①术前：于胸骨
左缘及剑突下左心室长轴切面、大动脉短轴切面、心尖

四腔心切面和心尖五腔心切面为主［４］，重点观察室间

隔膜部的膨出位置、瘤体起始部形态、瘤体大小、顶部

破口的数目和大小。观察有无合并三尖瓣和主动脉瓣

的反流。如存在三尖瓣反流，则根据反流速度估测肺

动脉压力［５］。②术中：结合左室造影，指导选择合适封
堵器的型号，并引导封堵器的释放。即刻评价封堵效

果，观察有无残余分流，有无影响三尖瓣和主动脉瓣的

功能。③术后：封堵器有无移位，有无残余分流，有无
影响三尖瓣和主动脉瓣的功能和心脏功能的恢复情

况。

２　结　果
　　８３例中有８１例成功封堵，室水平分流消失或仅
存微量分流，三尖瓣和主动脉瓣功能未受影响。１例
因为缺口偏小输送鞘管无法通过缺损放弃封堵，１例
在放置封堵器后，三尖瓣的反流量有明显增加所以放

弃封堵。

３　讨　论
　　室间隔缺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膜
部室缺的膜部瘤的发生率高达３３％。主要治疗手段
包括体外循环直视下修补、经皮导管封堵等。经皮导

管封堵具有创伤小、住院时间短、恢复快、没有手术疤

痕、对于成年患者仅需局部麻醉等优点，已成为膜周型

室缺的首选治疗手段［６］。

经胸超声心动图在封堵中起着重要作用。术前选

择合适的病例，于胸骨左缘及剑突下左心室长轴切面、

大动脉短轴切面、心尖四腔心切面和心尖五腔心切面

为主，重点观察室间隔膜部的膨出位置、瘤体起始部形

态、瘤体大小、顶部破口的数目和大小。观察有无合并

三尖瓣和主动脉瓣的反流。如存在三尖瓣反流，则根

据反流速度估测肺动脉压力。根据膜部瘤的形态和破

口位置和多少分为菜花形、漏斗形、瘤形、管形。左心

室长轴斜位造影的结果与 ＴＴＥ基本一致，亦分为菜花
形、漏斗形、瘤形和管形，发生率与 ＴＴＥ检测的结果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７］。按照这个分型本组８３例菜花形
２４例、漏斗形２０例、瘤形１９例和管形２０例，但是笔者
认为膜部瘤的形成本身就是室缺自然闭合的结果，具

体到每一个患者并不能完全把膜部瘤严格的分为以上

所述的类型。膜部瘤的构成结构主要是周围组织的粘

连和纤维组织的增生等，随着时间的变化，膜部瘤的形

态也会发生变化。同时由于膜部瘤的右室面和三尖瓣

的隔瓣粘连，三尖瓣反流的发生率高于单纯的膜部室

缺［４］。本组８３例患者中有６８例合并不同程度的反
流，根据Ｏｍｏｔｏ法［５］轻度反流４２例，中度反流２６例。
考虑室间隔封堵可能会加重三尖瓣反流量，所以合并

三尖瓣大量反流者未采用封堵治疗。有１例中量反流
的患者在放置封堵器后反流量有明显增加，故放弃封

堵治疗。

术中主要和左室造影结合再次评价膜部瘤的位置

及顶端破口情况。根据左室造影对膜部瘤形态的分

型［８］，本组８３例菜花形２４例、漏斗形２１例、瘤形２２
例和管形１６例。根据造影结果测量最大破口直径加
２～４ｍｍ确定封堵器的型号。笔者体会不用刻意追求
对膜部瘤基底的封堵，只要不明显增加三尖瓣的反流

量，对膜部瘤的出口进行封堵也可以。本组成功封堵

的８１例中有３６例封堵的是基底部，４５例封堵的是膜
部瘤的出口，均获得成功。有１５例膜部瘤深度较大
者，在放置封堵器后右室前向血流速度有所增快，但考

虑对血流动力学影响不大，故给予释放，这可能是引起

了右室流出道的相对狭窄所致。在释放封堵器之前再

次进行左室造影和升主动脉造影，在确定分流消失或

微量残余分流和主动脉瓣功能正常后释放封堵器。

分别在术后１ｄ、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进
行随访。通过观察封堵器有无移位、有无残余分流以

及毗邻瓣膜活动情况综合评价封堵治疗效果；测量左

房、左室大小，评价左心重构改善。

综上所述，经胸超声心动图在膜部瘤型室间隔缺

损介入封堵对术前选择患者、术中监护和引导及术后

随访均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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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纵向应变评价左室缺血心肌功能
杨性安，王刚，丁晓明

摘要：目的　利用三维斑点追踪显像评价室壁运动正常的左室缺血心肌的纵向应变，探讨三维纵向应变对缺血
心肌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择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的心肌缺血患者４０例和对照组３０例，测定左室１７个节段的
纵向应变，获取左前降支（ＬＡＤ）、左回旋支（ＬＣＸ）及右冠状动脉（ＲＣＡ）供血区各节段的收缩末期纵向应变（ＬＳｅ）
值。结果　和对照组比较，ＬＡＤ供血区除前间隔基底段外其余各节段 ＬＳｅ减低（Ｐ＜０．０５），ＬＣＸ供血区各节段
ＬＳｅ均减低（Ｐ＜０．０５），ＲＣＡ供血区除下间隔基底段外其余各节段ＬＳｅ减低（Ｐ＜０．０５），通过ＲＯＣ曲线获得预测
ＬＡＤ供血区心肌缺血的平均纵向应变最佳截断值为－１８．００％，敏感性７３．７％，特异性７３．３％，预测ＬＣＸ供血区
心肌缺血的平均纵向应变最佳截断值为－１６．８０％，敏感性８１．８％，特异性７６．７％，预测ＲＣＡ供血区心肌缺血的
平均纵向应变最佳截断值为－１７．８０％，敏感性８５．０％，特异性７６．７％。结论　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时心肌的纵向
应变减低，三维纵向应变可以对室壁运动正常的左室缺血心肌进行预测。

关键词：三维；斑点追踪；心肌缺血；超声心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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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ｐｈｙｃａ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ｕｍ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ｗａｌｌｍｏｔｉｏｎ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ｋｌ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冠状动脉管腔狭窄，血流
量减少，以致心肌缺血，功能减低，甚至梗塞。近年发

展起来的三维斑点追踪显像（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ｋｌ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ｇ，３ＤＳＴＩ）是在全容积成像的基础上，对
心肌固有斑点的三维空间运动进行追踪成像来定量评

价心肌的功能，克服了二维斑点追踪成像不能在同一

心动周期内进行成像的缺点。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利用

３ＤＳＴＩ测定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时相应供血心肌节段
收缩末期纵向应变，以探讨三维纵向应变对缺血心肌

的预测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６—１２月经我院常规超
声心动图检查未见明显室壁运动异常且冠状动脉造影

证实的冠状动脉主要分支至少一支狭窄≥７５％的患者
４０例，男性２６例，女性１４例，年龄（６２．０８±９．３５）岁，
其中左前降支（ｌｅｆｔ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ｂｒａｎｃｈ，ＬＡＤ）狭
窄１９例，左回旋支（ｌｅｆｔｃｉｒｃｕｍｆｌｅｘａｒｔｅｒｙ，ＬＣＸ）狭窄２２
例，右冠状动脉（ｒｉｇｈｔ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ＲＣＡ）狭窄２０例。
排除心脏瓣膜病、心肌疾病、先天性心脏病、起搏器植

作者单位：３１７０００浙江省临海市，浙江省台州医院超声科
通讯作者：杨性安，Ｅｍａｉｌ：ｙｘａ＠ｅｎｚｅｍｅｄ．ｃｏｍ

入术后、严重的心律失常、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肝肾

功能不全、糖尿病。对照组３０例，性别、年龄及高血压
占该组的百分比与病例组匹配，男性 ２０例，女性 １０
例，年龄（６０．１２±７．２１）岁，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冠状动
脉未见明显狭窄，窦性心律，心律规则。

１２　检查方法　采用ＧＥ公司生产的 ＶＩＶＩＤＥ９超声
诊断仪，４Ｖ探头，频率１．７～３．３ＭＨｚ。检查对象左侧
卧位，连接心电图，进入全容积成像模式，设置帧频 ＞
受试对象心率的４０％，嘱检查对象呼气末屏气，采集
连续 ３个心动周期的动态图像。分析时进入“Ｖｏｌ
ｕｍｅ”四维模式，先按下“ＥＤＶ”键，再按下“ＡＵＴＯ”，系
统会自动包绕心内膜，包绕不满意时可手动调节，然后

按照屏幕上的触屏键依次按下，结束时系统会自动给

出左心室 １７个节段收缩末期纵向应变（ｅｎｄ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ＬＳｅ）值，如图１和２。ＬＡＤ供血区包
括：前间隔基底段（ＢＡＳ）、前间隔中间段（ＭＡＳ）、室间
隔心尖段（ＡｐＳ）、前壁基底段（ＢＡ）、前壁中间段
（ＭＡ）、前壁心尖段（ＡｐＡ）和心尖部（Ａｐｅｘ）。ＬＣＸ供
血区包括：侧壁基底段（ＢＬ）、侧壁中间段（ＭＬ）、侧壁
心尖段（ＡｐＬ）、后壁基底段（ＢＰ）、后壁中间段（ＭＰ）。
ＲＣＡ供血区包括：下壁基底段（ＢＩ）、下壁中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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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下壁心尖段（ＡｐＩ）、下间隔基底段（ＢＩＳ）、下间隔
中间段（ＭＩＳ）［１］。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计量资
料以（ｘ±ｓ）表示，２组间参数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ｔ检
验，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ＲＯＣ）曲线，确定曲线下面
积及最佳截断值，以双侧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ＬＡＤ供血区各节段 ＬＳｅ比较　缺血组与对
照组 ＬＡＤ供血区各节段 ＬＳｅ比较，除前间隔基底段
ＬＳｅ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
各节段及 ＬＡＤ供血区各节段平均 ＬＳｅ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病例组与对照组ＬＡＤ供血区各节段ＬＳｅ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ＢＡＳ ＭＡＳ ＡｐＳ ＢＡ ＭＡ ＡｐＡ Ａｐｅｘ 平均

对照组 ３０ －１５．９６±４．０９ －２０．１７±５．９６ －２２．０３±５．１４ －１６．９２±４．８９ －２１．５７±５．９７ －１８．４７±４．９７ －２２．５０±５．４３ －１９．７６±２．６７
缺血组 ４０ －１３．７５±６．９３ －１６．４７±６．３５ －１８．６８±５．２２ －１２．１８±５．０７ －１６．９５±５．７４ －１４．９５±６．３４ －１４．６３±６．３６ －１５．５９±３．９３
Ｐ值 ０．２０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２　２组ＬＣＸ供血区各节段 ＬＳｅ比较　缺血组与对
照组ＬＣＸ供血区各节段 ＬＳｅ比较，ＬＣＸ供血区各节段

平均ＬＳｅ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病例组与对照组ＬＣＸ供血区各节段ＬＳｅ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ＢＬ ＭＬ ＡｐＬ ＢＰ ＭＰ 平均

对照组 ３０ －１４．７３±５．１４ －１８．６７±５．５６ －２１．１０±４．３０ －１４．３４±５．９２ －１９．９３±４．２７ －１７．９３±２．７０
缺血组 ４０ －１０．７５±７．２２ －１５．０９±６．４２ －１７．７４±４．８３ －１０．３５±６．３１ －１７．２２±４．３１ －１３．９２±４．３３
Ｐ值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

２３　２组 ＲＣＡ供血区各节段 ＬＳｅ比较　缺血组与对
照组ＲＣＡ供血区各节段 ＬＳｅ比较，除下间隔基底段
ＬＳｅ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外（Ｐ＞０．０５），其余各节段及

ＲＣＡ供血区各节段平均 ＬＳｅ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病例组与对照组ＲＣＡ供血区各节段ＬＳｅ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ＢＩ ＭＩ ＡｐＩ ＢＩＳ ＭＩＳ 平均

对照组 ３０ －１８．７０±４．７６ －１８．９７±４．１１ －２２．８０±５．１１ －１７．４３±４．４２ －１８．９３±４．３７ －１９．３７±１．８６
缺血组 ４０ －１５．１１±４．８６ －１６．３０±３．８３ －１８．１０±５．６２ －１５．７５±４．１８ －１５．８５±３．７３ －１６．２４±２．４７
Ｐ值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 ０．１８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２４　预测各冠状动脉主要分支供血区缺血的平均ＬＳｅ
最佳截断值　以冠状动脉造影作为标准，绘制 ＲＯＣ曲
线预测各冠状动脉主要分支供血区缺血的平均 ＬＳｅ最
佳截断值，预测 ＬＡＤ、ＬＣＸ及 ＲＣＡ供血区缺血的平均
ＬＳｅ最佳截断值分别为 －１８．００％、－１６．８０％和
－１７．８０％，见表４。

表４　预测各冠状动脉主要分支供血区
缺血的平均ＬＳｅ最佳截断值

供血区 最佳截断值（％） 敏感性（％） 特异性（％） ＡＵＣ Ｐ值

ＬＡＤ －１８．００ ７３．７ ７３．３ ０．８０ ＜０．０１
ＬＣＸ －１６．８０ ８１．８ ７６．７ ０．８１ ＜０．０１
ＲＣＡ －１７．８０ ８５．０ ７６．７ ０．８７ ＜０．０１

３　讨　论
　　近年来，冠心病的发病率在我国呈逐年上升的趋
势。超声心动图简便、无创，是诊断冠心病的一种重要

手段，能观察室壁有无节段性运动异常，评价左心室的

整体功能等，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对冠心病的诊断

趋向于更早发现病变且能作出定量诊断。组织多普勒

技术可作为一种定量分析工具来评价缺血心肌的功

能，但具有角度依赖性且重复性差等缺点，二维斑点追

踪克服了上述缺点，是目前较为稳定的一种定量分析

工具［２－６］。３ＤＳＴＩ是在全容积成像的基础上，对心肌
固有斑点的三维空间运动进行追踪成像来定量评价心

肌的功能，克服了二维斑点追踪成像不能在同一心动

周期内进行成像的缺点。

本研究利用３ＤＳＴＩ来分析冠状动脉各主要分支
严重狭窄时其供血区心肌各节段纵向应变。考虑到高

血压会导致左室心肌局部或者整体应变的减低［５－６］，

研究中对照组设置了高血压在组中的百分比与病例组

匹配，以排除高血压对研究的影响。当心肌发生缺血

时，心内膜下心肌是首先发生损害的，而心内膜下心肌

走向主要是纵向的，故纵向应变相对于径向应变、圆周

应变是最敏感的［７］。以往的许多研究［７－９］也证实，当

冠状动脉发生严重狭窄时会造成纵向形变功能的持续

性损害，而心肌应变成像即使在静息状态下对常规超

声心动图检查左室壁运动未见明显异常的病例也可以

检测出来。

本研究发现在 ＬＡＤ供血区除前间隔基底段 ＬＳｅ
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外，其余各节段及 ＬＡＤ供血区各
节段平均 ＬＳｅ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在 ＬＣＸ供血区，所
有节段及平均ＬＳｅ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在 ＲＣＡ供血区
除下间隔基底段 ＬＳｅ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外，其余各
节段及ＲＣＡ供血区各节段平均 ＬＳｅ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在上述三支冠状动脉供血区内大部分节段三维纵

向应变较对照组均明显减低，这是因为在冠状动脉严

重狭窄时，冠状动脉的血流量明显减少，即使有侧支循

环可以改善局部心肌节段的功能［１０］，仍不足以使全部

心肌细胞维持正常有效的收缩功能，许多心肌细胞处

于仅能存活但无功能的冬眠状态。其中前间隔基底段

和下间隔基底段纵向应变较对照组虽有减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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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统计学差异，这与冠状动脉狭窄的部位有关，因为

缺血是发生于冠状动脉狭窄的远端供血区，狭窄的近

端区供血仍是正常的，当狭窄位于冠状动脉近段的病

例数所占比例较少时，基底段纵向应变可能就减低不

明显。通过ＲＯＣ曲线分析获得，即使在静息状态下常
规超声心动图检查室壁运动未见明显运动异常时，纵

向应变仍可以预测冠状动脉主要几支供血区发生的缺

血，这与以往的研究是一致的［７－１０］。

然而，ＳＤＳＴＩ需要有良好的图像质量，图像质量差
不利于定量分析，且研究中除 ＬＡＤ、ＬＣＸ及 ＲＣＡ严重
狭窄外，其余更小的分支发生严重狭窄未列入研究之

中。

总之，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时心肌的纵向收缩功能

减低，三维纵向应变可以预测室壁运动正常的左室心

肌有无发生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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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原发性高血压合并痛

风患者体内血管壁可能有炎症反应存在。此外研究结

果还显示，血清 ＡＰＮ表达水平与 ＥＨ合并痛风患者的
病情严重程度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可作为一种评估原

发性高血压合并痛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敏感性实验

室指标。

综上所述，原发性高血压合并痛风患者的血清

ＡＰＮ与ｈｓＣＲＰ表达水平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性关系，
两者相互作用在心血管危险事件发生、发展等过程中

均发挥一定作用，可作为评估原发性高血压合并痛风

患者出现心血管危险事件的敏感性实验室指标。但是

两者之间作用机制仍需深入研究和探讨，可为以后的

临床治疗方面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针对痛风患者则

应在干预生活饮食方面的同时，积极予以适当药物进

行治疗，可明显降低心血管危险事件发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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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ＮＦα、ＩＬ６、ｈｓＣＲＰ关系的研究［Ｊ］．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２，９（５）：
３９４１．

［５］　高洁．脂联素与高血压相关性的研究进展［Ｊ］．实用心脑肺血管病

杂志，２０１３，２１（９）：４５．
［６］　莫新玲，王要鑫，谢福生，等．脂联素及高敏 Ｃ反应蛋白与原发性

高血压合并痛风的关系［Ｊ］．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１０）：１７６７
１７６８．

［７］　饶为农，张洁，庾少梅，等．ＩＬ１８、ｈｓＣＲＰ、脂联素在代谢综合症和
高血压病患者外周血清的变化及意义［Ｊ］．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２０１１，１１（２２）：４２９８４２９９．

［８］　钟伟，李章白，廖雪梅，等．老年高血压病患者脂联素与白细胞介
素６、超敏Ｃ反应蛋白的相关性研究［Ｊ］．疑难病杂志，２０１１，１０
（７）：４８７４８９．

［９］　王要鑫，莫新玲，谢福生，等．原发性高血压合并痛风患者血清脂
联素及高敏Ｃ反应蛋白变化及临床意义［Ｊ］．山东医药，２０１１，５１
（５）：３７３８．

［１０］　姜涵，奚卉，吕田，等．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浆脂联素水平与胰岛
素抵抗及高敏 Ｃ反应蛋白的关系［Ｊ］．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１，８
（３４）：１８２０．

［１１］　于瑞霞，刘国勤，孟春，等．高血压患者糖代谢异常与脂联素和颈
动脉粥样硬化关系的观察［Ｊ］．中国糖尿病杂志，２０１３，２１（１１）：
９９２９９４．

［１２］　杨晓瑜，魏巍，陈捷，等．２型糖尿病合并痛风患者血清内脂素、脂
联素和Ｃ反应蛋白变化及其临床意义［Ｊ］．现代实用医学，２０１３，
２５（８）：８５４．

［１３］　于健，祖颖，陈辉，等．痛风患者脂联素水平及胰岛素抵抗与动脉
粥样硬化的关系［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０，３０（１９）：２７４３
２７４４．

［１４］　王小凤，王毅，杨建国，等．血清脂联素水平与高血压肥胖患者胰
岛素抵抗的关系［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３，３３（１）：１８３１８５．

［１５］　张安晶，褚瑜光，胡元会，等．高血压病患者血清瘦素及脂联素水
平相关性研究［Ｊ］．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３，１１（３）：
２８１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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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基底动脉延长扩张症的临床与 ＭＲＡ表现
沈军，陆敬民，杨光，赵连东，刘金有

摘要：目的　探讨椎基底动脉延长扩张症（ＶＢＤ）临床表现与磁共振血管造影（ＭＲＡ）特点，以提高对 ＶＢＤ的认
识。方法　对经徐州医学院附属淮安医院磁共振确诊的１２８例ＶＢ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其临
床表现与ＭＲＡ的特点。结果　临床表现：临床表现多样，主要表现为：①缺血性脑血管疾病８５例；②脑干脑神经
压迫损害症状２７例；③出血性脑血管疾病１０例；④脑积水６例。ＭＲＡ表现：椎基底动脉迂曲扩张，移位并压迫
脑干。基底动脉直径＞４．５ｍｍ，基底动脉长度＞２９．５ｍｍ，横向偏离超过基底动脉起始点到分叉之间垂直连线＞
１０ｍｍ。结论　椎基底动脉扩张延长症临床表现多样，以脑卒中为主，致残率及致死率高，磁共振对早期诊断及
早期治疗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椎基底动脉延长扩张症；临床表现；磁共振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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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椎基底动脉延长扩张症（ｖｅｒｔｅｂｒｏｂａｓｉｌａｒｄｏｌｉｃｈｏｅｃ
ｔａｓｉａ，ＶＢＤ）是一种少见后循环血管变异性疾病。动脉
延长扩张是动脉血管的显著伸长、迂曲、扩张，继之出

现血液动力学改变及凝血功能障碍形成血栓和微小血

栓，该病临床处于研究探索阶段，但文献报道其致残率

和致死率较高［１］。多起病隐匿，容易漏诊误诊。本文

就我院检查确诊的１２８例 ＶＢＤ患者的临床表现、ＭＲＩ
及ＭＲＡ表现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搜集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间在
我院因各种原因而进行头颅 ＭＲＩ检查的患者中，符合
ＶＢＤ诊断标准的患者１２８例，其中男性９５例，女性３３
例，年龄３９～８５岁，平均５９岁。既往有高血压病史者
８７例，糖尿病患者３８例，高血脂症患者６９例，陈旧性
腔隙性脑梗死患者７８例，长期吸烟史６５例，冠心病２３
例，长期酗酒１２例，有心脑血管家族史９例。本组患
者经过统计均有至少以上两个使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

因素。临床表现以颅神经症状为主者，有面肌抽搐或

面瘫、三叉神经痛、复视、经常性头晕、头痛、感觉障碍、

构音障碍、耳鸣和听力下降等。

１２　检查方法　采用ＧＥ公司ＳｉｎｇａＨＤｅ至臻版１．５Ｔ

作者单位：２２３００２江苏省淮安市，徐州医学院附属淮安医院神
经内科

通讯作者：刘金有，Ｅｍａｉｌ：ｊｉｎｇ６５１２＠ｙｅａｈ．ｎｅｔ

磁共振成像仪，８通道相控头线圈。所有患者进行常
规ＭＲＩ扫描序列和 ＭＲＡ。１２８例患者均进行了磁共
振血管造影（ＭＲＡ）检查，采用三维时间飞跃法（３Ｄ
ＴＯＦ），扫描参数为：（ＴＲ２８ｍｓ，ＴＥ４．０ｍｓ），ＦＯＶ２２×
１７．８，扫描后进行最大强度投影（ＭＩＰ）技术在 ＧＥ
ＡＤＷ４．４工作站上对原始数据进行后处理。
１３　图像分析　由２名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生
对每个患者的ＭＲＡ图片进行分析，并且对椎基底动脉
直径、长度及偏离度进行测量，严格按诊断标准进行诊

断。ＭＲＩ诊断标准参照 Ｇｉａｎｇ等提出标准［２］：基底动

脉位于中线或可疑中线时评为Ⅰ级，明显偏向一侧时
评为Ⅱ级，达到小脑桥脑角的评为Ⅲ级。ＭＲＡ诊断标
准按照有关文献提出的半定量标准［３］：基底动脉长

度＞２９．５ｍｍ，偏离超过基底动脉起始点到分叉之间
垂直连线１０ｍｍ即为异常；椎动脉颅内段长度 ＞２３．５
ｍｍ，椎动脉任意一支偏离超过椎动脉颅内入口到基底
动脉起始点间的连线１０ｍｍ即为异常。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利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对所
得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计量数据采用（ｘ±ｓ）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发病类型　椎基底动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６０
例；后循环所致脑梗死２５例；颅神经麻 （下转第４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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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ＤＳＴＩ在先天性心脏病左心室收缩功能中的应用
陶肖樱，陈静婉

摘要：目的　研究三维斑点追踪技术（３ＤＳＴＩ）在评价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左心室收缩功能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先天性心脏病患者５２例，另选５２例作为对照。常规心脏超声检查左心房前后径、左心室舒张末期前后径及
舒张末期肺动脉内径。三维超声计算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ＬＶＥＤＶ）、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ＬＶＥＳＶ）、左室射血
分数（ＬＶＥＦ）以及左心室整体纵向收缩峰值应变（ＬＶＧＬＳ）、左心室整体环向收缩峰值应变（ＬＶＧＣＳ）和左心室整
体径向收缩峰值应变（ＬＶＧＲＳ）。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室间隔缺损（ＶＳＤ）和动脉导管未闭（ＰＤＡ）患者左心室、
左心房内径增大、肺动脉内径增宽（Ｐ＜０．０５），房间隔缺损（ＡＳＤ）组患者左心室、左心房内径减小、肺动脉内径增
宽（Ｐ＜０．０５）。同时ＶＳＤ组和ＰＤＡ组的心室容积与射血分数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ＡＳＤ组则比对照
组偏低。此外，ＣＨＤ各组ＬＶＧＬＳ、ＬＶＧＲＳ、ＬＶＧＣＳ均较对照组增高（Ｐ＜０．０５）。结论　３ＤＳＴＩ具有操作便捷和无
创的优势，且较以往的超声检查能更准确地评估心脏在三维空间的运动及心肌功能。对ＣＨＤ患者心功能的变化
能够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３ＤＳＴＩ；先天性心脏病；左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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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　ＴＡＯＸｉａｏｙｉｎｇ，ＬＩＵＲｕｏｃｈｕａ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Ｊｉｎ
ｈｕａ，Ｊｉｎｈｕａ３２１０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ｋｌ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ｇ（３ＤＳＴＩ）．Ｍｅｔｈｏｄｓ　５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５２ｎｏｒｍ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ｔｅｒｏ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ｌｅｆｔａｔｒｉｕｍ，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ｄｉ
ａｓｔｏｌｉｃ，ａｎｄｅｎ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ｉｎ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ｖｏｌｕｍｅ（ＬＶＥＤＶ），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ｖｏｌｕｍｅ（ＬＶＥＳＶ），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ＶＥＦ），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ｐｅａｋ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ＬＶＧＬＳ），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ｐｅａｋ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ＬＶＧＣＳ）ａｎｄ
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ｐｅａｋ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ｒａｄｉ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ｏｖｅｒａｌｌ（ＬＶＧＲＳ）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ｄｉｎａｌ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ｂｙ３ＤＳＴＩ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
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ｌｅｆｔａｔｒｉ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ｒ
ｔｅｒｙｗｉｄｅｎｅｄｉｎＶＳＤａｎｄＰＤＡ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ｌｅｆｔａｔｒｉ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
ｙｗｉｄｅｎｅｄｉｎＡＳＤ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ＶＳＤ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ＰＤＡｇｒｏｕｐ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ｃ
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ＡＳＤ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ＬＶＧＬＳ，ＬＶＧＲＳ，ＬＶＧＣＳｉｎａｌｌＣＨＤ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３ＤＳＴＩｗａｓ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ａｎｄ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ｔｃａｎｍｏｒ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ｉ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３ＤＳＴＩｃ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ｃａｒｄｉａ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ＣＨ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ｋｌ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先天性心脏病（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ＨＤ）即先
心病，是指出生时即存在的心脏、血管结构和功能上的

异常。我国先心病发病率占新生活产婴儿的

０．６９０％～１．４４９％，每年新增病例１２～１５万，其临床
后果极为严重，有流产、死胎、新生儿死亡等情况发生

的可能，此外，亦可引起儿童、青少年及成人残疾等［１］，

已成为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及人口生存质量的重大公共

卫生问题。

临床上早期、客观、准确评估心功能，并及时正确

地干预至关重要。特别是手术前左心室整体功能评

估，直接关系到手术时机的选择以及预后。目前临床

上对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心功能的判断，主要依靠临

床表现、心电图及心脏超声等［２］，缺乏灵敏性和特异性

且准确性差。三维斑点追踪成像技术（３ＤＳＴＩ）是在实
时三维超声心动图及斑点追踪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项新技术［３］。该技术是通过识别心肌回声斑点来追

踪心肌的运动轨迹，自动逐帧追踪感兴趣区内心肌

作者单位：３２１０００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超声诊疗科
通讯作者：陶肖樱，Ｅｍａｉｌ：ｔｘｙ８２１１５８９０＠１６３．ｃｏｍ

组织像素的位置和运动，并与第一帧图像中的位置相

比较，计算整个感兴趣区内心肌的形变，从而从机械力

学角度来评价心肌的收缩及舒张运动［４］。

３ＤＳＴＩ技术能对左心室整体和局部功能进行准
确评价，本研究旨在应用该技术对先天性心脏病患者

左心室收缩功能进行评价，为临床提供一定的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３月本院
收治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５２例，男２４例，女２８例，年
龄１～９岁，平均（４．２±２．６）岁，所有患者均为轻度至
中度肺动脉高压。其中室间隔缺损（ＶＳＤ）２６例，房间
隔缺损（ＡＳＤ）１６例，动脉导管未闭（ＰＤＡ）１０例。另选
取５２例健康自愿者，设为正常对照，该组人选均经严
格筛选，通过一般体检、正位胸片、心电图及超声心动

图等检查排除心肺异常者，其中男３０例，女２２例，年
龄２～１１岁，平均（４．６±３．１）岁。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飞利浦 ＩＥ３３彩色多普勒超声
显像诊断仪，内置ＱＬＡＢ分析软件，配备Ｘ５１探头，频
率为２～５ＭＨｚ，以及美国 Ｔｏｍｔｅｃ公司４ＤｃａｒｄｉｏＶｉ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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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软件。

受检者取左侧卧位，嘱平静呼吸，连接同步心电

图。先行常规心脏超声检查、于胸骨旁左心长轴切面

测量收缩末期左心房前后径、左心室舒张末期前后径

及舒张末期肺动脉内径，每个参数均测量３个心动周
期的值，取其平均值。

应用Ｘ５１探头，将探头置于心尖部，在心尖四腔
切面（ｆｕｌｌｖｏｌｕｍｅ模式）获取心脏三维图像，嘱受试者
于呼气末屏气，取心律稳定状态下的４个心动周期三
维图像记录并存储。应用飞利浦 ｉＥ３３彩色多普勒超
声诊断仪内置ＱＬＡＢ的３ＤＱａｄｖ软件和Ｔｏｍｔｅｃ软件进
行脱机分析，仪器自动计算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ＬＶ
ＥＤＶ）、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ＬＶＥＳＶ）、左室射血分数
（ＬＶＥＦ）以 及 左 心 室 整 体 纵 向 收 缩 峰 值 应 变
（ＬＶＧＬＳ）、左心室整体环向收缩峰值应变（ＬＶＧＣＳ）和
左心室整体径向收缩峰值应变（ＬＶＧＲＳ）。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４．０统计学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
两个样本中数值变量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ＶＳＤ和 ＰＤＡ患者左心室、左
心房内径增大、肺动脉内径增宽（Ｐ＜０．０５），ＡＳＤ组患
者左心室、左心房内径减小、肺动脉内径增宽（Ｐ＜
０．０５），详见表１。ＣＨＤ各组与对照组心室容积与射血
分数比较见表２，从表中可以看出，ＶＳＤ组和ＰＤＡ组的
心室容积与射血分数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而ＡＳＤ组则比对照组偏低。同时 ＣＨＤ各组 ＬＶＧＬＳ、
ＬＶＧＲＳ、ＬＶＧＣＳ均较对照组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详见表３。

表１　ＣＨＤ各组与对照组常规超声测值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左心房前后径 左心室前后径 肺动脉内径

正常对照组 ５２ １４．２８±４．６９ ３４．６３±５．０４ １３．５３±４．２１
ＶＳＤ组 ２６ １７．５６±６．３２ａ ４０．２５±６．２７ａ １８．７４±５．２０ａ

ＰＤＡ组 １０ １８．５３±６．０５ａ ３９．６４±５．８６ａ １８．０８±４．９３ａ

ＡＳＤ组 １６ １２．２５±３．６７ａ ３１．０６±４．９８ａ １５．０６±５．０２

　　注：与对照组相比，ａＰ＜０．０５。
表２　ＣＨＤ各组与对照组左心室容积与射血分数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ＬＶＥＤＶ（ｍｌ） ＬＶＥＳＶ（ｍｌ） ＬＶＥＶ（％）

正常对照组 ５２ ５２．６５±９．６３ ３４．３０±６．９７ ５４．２３±５．８９
ＶＳＤ组 ２６ ６１．７４±１０．２５ａ ４７．２６±８．２５ａ ６０．３７±８．９６ａ

ＰＤＡ组 １０ ６３．５５±１０．７６ａ ５０．２１±８．５３ａ ６２．３５±９．３４ａ

ＡＳＤ组 １６ ４４．８９±７．６９ ２６．３２±５．３６ ４８．７８±５．３６

　　注：与对照组相比，ａＰ＜０．０５。
表３　ＣＨＤ各组与对照组左心室整体三维纵向

收缩峰值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ＬＶＧＬＳ（％） ＬＶＧＣＳ（％） ＬＶＧＲＳ（％）

正常对照组 ５２ －１５．３０±３．７２ －２５．６７±４．０４ ２７．５６±３．９８
ＶＳＤ组 ２６ －２９．３１±４．７６ａ－３９．２３±５．２１ａ ４１．０２±４．５２ａ

ＰＤＡ组 １０ －３５．２６±５．０２ａ－４２．２５±５．３６ａ ４８．３６±５．３２ａ

ＡＳＤ组 １６ －２７．３３±４．０９ａ－３４．６８±５．０１ａ ３９．６５±４．３９ａ

　　注：与对照组相比，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先天性心脏病可按解剖、血流动力学特点分为左
向右分流型、右向左分流型和无分流型３种［５］。在各

种先心病中，左向右分流型先心为临床最常见的先天

性心血管畸形，包括房间隔缺损（ＡＳＤ）、室间隔缺损
（ＶＳＤ）、动脉导管未闭（ＰＤＡ）、肺动脉瓣狭窄（ＰＳ）等，
占ＣＨＤ总数６０％～７０％，若不能及时治疗，相当一部
分在婴幼儿期（≤３岁）会因为严重肺动脉高压、肺部
感染、缺氧伴心力衰竭等夭折［６］。

不同类型先心病的根治性手术的适应证通常不

同，其手术方法也有较大差异。但随着医学技术的进

步，特别是在术前诊断、外科手术、体外循环和围术期

处理等方面技术的提高，目前临床上对先心病更倾向

于婴幼儿时期进行手术治疗，以防止心肌不可逆性损

害的发生［７］。而术前的心功能定量评估至关重要，对

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正确选择手术时机以及预后具有

重要意义。

心肌应变是评价整体和局部心肌功能的新技术，

应变主要指心肌在心动周期中发生的形变。由于应变

通常不受周围组织心肌的牵拉，也不易受心脏整体运

动的干扰，因而比心肌运动速度更有应用价值［８］。心

肌应变发生在纵向运动、径向运动及圆周运动３个空
间方向上。心肌带理论认为：左室收缩过程中长轴方

向的心肌运动起着主要作用。心肌沿长轴方向的伸长

或缩短即为纵向应变，收缩期时心肌缩短，应变为负

值，舒张期时心肌伸长，应变值逐渐上升［９］。

目前，组织多普勒成像和斑点追踪成像是用于评

价心肌应变的主要超声方法。由于受超声束方向与室

壁运动方向间夹角的影响，组织多普勒在定量分析不

同方向、不同层面的心肌应变时受到限制，主要用于检

测与超声束平行方向上心肌长轴方向的纵向应变，而

对于声束夹角过大的节段，如心尖部及与声束方向垂

直的短轴方向上的心室节段的研究则受到限制［９］。而

斑点追踪技术作为近年来新出现的超声诊断技术，该

方法可以排除心脏整体移动和周围组织牵拉对心肌运

动速度的影响，反映局部心肌本身的变形速率，没有角

度依赖性，因而采用这种方法可较全面的评价左心室

整体及局部的心肌功能［１０］。斑点追踪技术目前分为

二维和三维２种，二维斑点追踪单次扫描只能提供二
维平面上的运动信息，而心肌运动实际上是在三维空

间进行的，因此使用二维跟踪时，斑点粒子可能会移动

到扫描平面外，造成斑点缺失而不能全面真实的反应

心肌的运动情况［１１］。而三维斑点追踪技术则是在三

维空间内评估心肌的实时运动，三维数据集包含了斑

点可以移动的所有区域。因此，从理论上讲３ＤＴ检测
组织运动会更准确。国外也有研究表明３ＤＴ评估左
心室纵向和径向应变，比 ２ＤＴ更快、更完整、更准
确［１２］。

本研究中，ＶＳＤ和 ＰＤＡ患者左心室、左心房内径
增大、肺动脉内径增宽，而ＡＳＤ组患者左心室、左心房
内径减小、肺动脉内径增宽（Ｐ＜０．０５）。同时，ＶＳＤ组
和ＰＤＡ组的心室容积与射血分数亦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而ＡＳＤ组则比对照组偏低。此外ＣＨＤ各
组 ＬＶＧＬＳ、ＬＶＧＲＳ、ＬＶＧＣＳ均较对照组增高（Ｐ＜
０．０５），且与心射血分数呈现一定的正 （下转第４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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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的影像学诊断现状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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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生活习惯、环境的变化及其他因素的
影响，乳腺癌发病率迅速增高，尤其是大城市较明显，

其发病率正逐年升高已居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且趋

于年轻化。由于多数乳腺癌患者早期无任何临床症

状，若只是进行临床体格检查，不进行常规的影像学筛

查，待发现时多已属中晚期，此时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但若在乳腺癌早期就能做出诊断，则２０年生存率可达
９０％以上［１］。现在的乳腺癌诊断越来越多地依赖影像

学检查，如果通过影像学检查对乳腺癌进行早期发现

并做出早期诊断，无疑能减轻患者痛苦及其家庭负担，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现将乳腺癌的影像诊断现状与进

展进行综述如下。

１　乳腺Ｘ线摄影检查（ｍａｍ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Ｇ）
　　屏－片乳腺Ｘ线摄影（ＳｃｒｅｅｎＦｉｌｍＭａｍ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ＦＭ）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乳腺癌筛选的首选方法。
ＳＦＭ具有良好的对比度及空间分辨率，且经济方便，留
取的图像可供前后对比。肿块是乳腺癌最常见、最基

本的Ｘ线表现，肿块边缘可见毛刺、小尖角征、彗星尾
征等周围组织浸润征象。除了能够发现异常的软组织

肿块，ＳＦＭ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发现微小钙化灶。成
堆的细小泥沙样钙化点最具特征性，甚至是早期乳腺

癌唯一的征象，并且簇样微小钙化达到５个／ｃｍ２即可
提示是乳腺癌，从而发现临床触诊没有任何异常或仅

有局部增厚的早期癌［２］。有证据表明，定期乳腺 ＳＦＭ
检查是早期诊断乳腺癌最有效的方法，它的意义在于

能够显著降低由本病引起的病死率，乳腺 Ｘ线检查尤
其适用于５０岁以上的女性［３］。

数字化乳腺Ｘ线摄影（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ａｍ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Ｍ）
在许多方面优于 ＳＦＭ［３］。Ｆｉｓｃｈｅｒ等报道，对簇状微小
钙化的敏感性为９５％。ＤＭ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被用
于乳腺癌的筛查及诊断。然而，对于一些仅表现为钙

化的早期乳腺癌，由于乳腺导管病灶体积小，只用乳腺

Ｘ线检查很难观察到，这时往往就要借助乳腺导管造
影。其主要征象：不规则的导管内充盈缺损，导管形态

不规则、扭曲，甚至中断。乳腺导管造影简单、安全，定

位准确率较高，能清晰显示导管内细微结构及病变范

围。计算机辅助乳腺 Ｘ线摄影诊断（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ＣＡＤ）是在数字化摄影的基础上，将患者的
乳腺影像与计算机数据库中的正常乳腺进行比较，自

动标记乳腺图像微小病变的检查技术。ＣＡＤ使原片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核医学科
通讯作者：孙俊杰，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ｊｕｎｊｉｅ＠ｂｂｍｃ．ｅｄｕ．ｃｎ

所包含的某些解剖、生理、病理等信息显示得更加清

晰，并可选择性加强图像中某些信息，从而提高乳腺癌

病灶检出率，但是其假阳性率也高达５０％，此技术的
临床实用性仍需进一步研究观察［４］。

２　超声诊断（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ＵＳ）
　　超声检查具有简便、无创伤、无辐射，对青少年，特
别是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检查更为合适，已成为乳腺

疾病的重要检查方法。乳腺癌的病理类型较为复杂，

超声征象也并不完全一致。在临床上典型乳腺癌的二

维超声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５－６］：①形态不规则、
边界欠清楚、回声不均匀的低回声团块，低回声区后的

衰减与低回声团块纵横比≥１；②低回声团块中有微小
的强回声光点（为散在恶性钙化的表现）；③肿块边界
欠清，可呈锯齿状，无包膜，部分出现“恶性晕”征；④
肿块明显低回声或回声不均匀，后方回声衰减，发生坏

死时出现无回声区。陈风华等［７］人的研究表明：早期

乳腺癌中出现以病灶边缘不清、形态不规则２种声像
特征均为８５％以上，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其中
病灶表现为“形态不规则”，是最为常见的表现，其对

乳腺癌的诊断敏感性为８９．９％，是诊断乳腺癌敏感性
最高的超声征象［８－９］。

另据报道，对特殊类型的良性病变如放射状瘢痕、

慢性乳腺炎等报道较多，其声像图表现多样，不易与恶

性病变相鉴别［１０］，这时需要用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

（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Ｆｌｏｗ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ＤＦＩ）进行鉴别。相对于
良性病变，恶性肿瘤有较多的新生滋养动脉，导致血管

形态不规则且生长迅速，代谢旺盛，血供更加丰富，这

是ＣＤＦＩ诊断恶性肿瘤的病理学基础［２］。恶性肿瘤的

滋养血管ＣＤＦＩ有以下特点：①Ａｄｌｅｒ等用半定量法作
为判定乳腺血流程度的标准，并把肿瘤血管分为４级：
０级（ａｂｓｅｎｔ）；Ⅰ级；Ⅱ级（ｍｏｄｅｒａｔｅ）；Ⅲ级（ｍａｒｋｅｄ）。
恶性肿瘤血管多为Ⅱ ～Ⅲ级。郭海芳等［１１］人的研究

表明：乳腺癌的血流检出率（４０／４６）８６．９％，并且当病
灶直径 ＞２ｃｍ时，检出率为 １００％。另外，阻力指数
（ＲＩ）≥０．７有助于乳腺癌的诊断和鉴别诊断［１２］。②
乳腺肿块血流信号的丰富程度是判定乳腺癌的重要指

标之一，文献报道，恶性肿瘤血流信号明显高于良性肿

块，最大流速（Ｖｍａｘ）＞２０ｃｍ／ｓ是乳腺恶性肿瘤的特
征。

三维超声成像是在二维成像的基础上，通过三维

空间成像和数字减影，排除周 围组织干扰，突出血管

轮廓，能清晰地显示乳腺癌病灶及与周围结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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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导手术提供更多的信息。乳腺癌在三维超声上主

要表现为血管分布无规律，管径增粗，走行僵直，粗细

不均。此外，三维血管能量图克服了彩色多普勒超声

受血流角度限制的缺点，充分、直观地显示肿块血管数

目、形态及分布情况。弹性成像技术是根据不同组织

间弹性系数不同，在受到外力压迫后发生形变的程度

不同，将压迫前后回声信号移动幅度的差异彩色图像

化，以图像色彩较客观地反映组织的硬度，在临床上此

方法已经用于乳腺肿物的良恶性鉴别［１３］。已有的研

究结果表明乳腺超声弹性成像对于鉴别乳腺良恶性肿

物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４］。导管超声波检查作

为内镜检查，是唯一能够清楚显示导管小叶上皮结构

的技术。由于导管超声技术能够探测沿着导管侵袭性

病变并且能够显示病灶更大、更多间接性征象，所以导

管超声技术能够探测到毫米级别的微小癌灶［１］。在临

床上应用较多的还有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活检，它能够

获取病变组织细胞学及病理学信息，为临床做出更明

确的诊断。以上这些方法不仅为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提

供了更多的选择，而且不同的方法之间可以互相验证，

使乳癌的诊断更加准确。

３　乳腺ＣＴ检查
　　乳腺 ＣＴ检查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和密度分辨
率，能消除重叠干扰，使解剖结构显示更清晰，容易发

现较小的病灶，定位准确；还可以任意角度成像，改变

窗宽、窗位观察病灶与周围组织关系。平扫时乳腺癌

ＣＴ表现为圆形或卵圆形软组织肿块影，多数为实质性
不均匀高密度，周边为毛糙不齐的毛刺样改变，癌肿局

部皮肤增厚，皮下脂肪层消失。研究表明 ＣＴ薄层扫
描能检出直径小于０．２ｃｍ的癌灶，能较好评价腋下、
胸骨周围淋巴结的情况，结合螺旋 ＣＴ后处理技术，能
三维重建显示病灶立体空间形态，得到更多的诊断信

息；另外，ＣＴ的密度分辨率比 Ｘ线平片高１０倍，能发
现致密型乳腺中的病灶，能可靠鉴别实性、囊性、脂肪

肿块，准确显示病灶的形态、大小、边缘及部位，对乳腺

癌的术前分期及选择最适当的治疗方案提供了可靠依

据。并且随着ＣＴ技术的发展，乳腺 ＣＴ三维成像所用
的 Ｘ剂量比普通 ＣＴ检查时所用的剂量降低很
多［１４－１５］。

少数癌灶在 ＣＴ平扫时检出率不理想，要借助增
强灌注扫描才能把它们与良性病变区分。乳腺癌血供

丰富，动态增强ＣＴ扫描显示癌肿多有明显强化，且表
现为“快进快出”型曲线。文献报道：肿物强化后 ＣＴ
值升高≥４０ＨＵ是诊断恶性肿瘤的重要依据；而乳腺
癌增强后，ＣＴ值常增加５０ＨＵ以上，因此动态增强是
诊断乳腺癌的重要标准之一。涂强等［１６］对２８例乳腺
癌患者行乳腺ＣＴ灌注检查，结果表明：动脉期肿瘤实
质部分均有明显强化。增强前后能准确显示病变的位

置和范围，显示肺部、纵隔及骨性胸廓的情况，较好评

价腋下内乳淋巴结的状况。但ＣＴ检查的 Ｘ线辐射剂
量大，并且由于ＣＴ电压高、穿透力强及受部分容积效
应影响，常无法显示早期微小钙化灶，所以一般不作为

首选检查方法［１７］。

４　乳腺ＭＲＩ检查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ＭＲＩ是乳腺癌综合诊断的
必要手段之一，无放射辐射、具有良好的软组织分辨

力、对乳腺癌具有较高的敏感度。ＭＲＩ能检出隐匿性
乳腺癌和微小乳腺癌（＜１ｃｍ），对致密型乳腺内乳腺
癌病灶的检出及乳腺癌的分期有显著优势。国内外研

究表明：ＭＲＩ能检出１６％ ～３７％的传统方法不能发现
的多中心性病变，以及 ５％ ～１０％的对侧乳腺隐性病
变。ＭＲＩ能改变１１％～５０％患者的治疗方案，精确监
测新辅助化疗的效果，亦可鉴别局部瘢痕和复发。在

所有的分子影像检查方法之中，ＭＲＩ动态增强（Ｄｙ
ｎａｍｉｃ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ＤＣＥ）检查［１８］是乳腺疾病检查

及鉴别诊断应用最广泛的检查方法之一。通常用作临

床检查包括：乳腺癌的筛查、乳腺癌的分期、乳腺癌化

疗前后的对比以及鉴别乳腺 Ｘ线检查或超声检查中
不能判别性质的肿块。研究表明［１９］病灶形态特征、强

化方式及时间信号强度曲线（ｔｉｍｅ－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ＴＩＣ）类型三者结合对乳腺癌的诊断具有较高的
价值。ＴＩＣ是病灶血流灌注和流出等因素的综合反
映，体现动态强化特征。ＴＩＣ分３型：①渐增型，常见
于良性病灶；②平台型，常见于乳腺的恶性病变；③流
出型：此型多提示恶性病变；一般认为早期强化率大于

等于８０％对于乳腺癌有一定特异性。ＭＲＩ扩散加权
成像（ＤＷＩ）是观察活体水分子微观扩散运动的功能磁
共振成像方法，ＤＷＩ图像上乳腺癌多呈明显高信号。
磁共振波谱分析（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ＭＲＳ）是根据胆碱及其代谢产物含量的变化进行波谱
分析来诊断乳腺癌。氢质子磁共振波谱（１ＨＭＲＳ）和
磷质子磁共振波谱（３１ＰＭＲＳ）的研究结果强烈提示乳
腺癌比良性病变或正常组织的胆碱水平明显增高。特

别是１ＨＭＲＳ有高内在敏感性、具特征性共振表现，较
３１ＰＭＲＳ更敏感。ＭｉｔｓｕｈｉｒｏＴａｚａｋｉ［２０］认为１ＨＭＲＳ提
供了分子信息，被认为是监测乳癌活动和早期预测化

疗效果的重要方法。当乳癌病灶≥１ｃｍ时，其诊断敏
感性为 ８８％（１６５／１８７），特异性为 ８８％（１２６／１４４）。
乳腺ＭＲＳ分析增进对乳腺病变尤其是乳腺癌生化物
质质量分数方面的再认识，实现乳腺疾病的影像诊断

由单一的形态学描述向功能性检测的转变，提高对乳

腺疾病的确诊率。

５　乳腺红外热像图检查
　　红外热像图是以功能学为主的全新医学影像技
术。近红外线对人体软组织有较强穿透力，血红蛋白

对近红外线有吸收作用，当近红外线穿透人体软组织

时，因血红蛋白的吸收而产生遮光影，阴影的范围和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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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反映局部含血红蛋白的分布量和范围，红外线的穿

透性和选择性形成其诊断原理。它简便、客观、无损

伤、不接触人体［２１］。很多研究者均报道，乳腺癌热像

图显示效果最好，诊断准确率较高。更有报道，红外线

诊断原理具备对恶性肿瘤的高检出率（９９．２％），但对
＜２ｃｍ乳腺癌诊断符合率比较低，不能显示钙化，且
不能准确显示肿瘤的大小、位置及深度，所以不能作

为独立的检查方法［２２］。

６　乳腺核医学检查
　　随着核医学技术的发展，其在乳腺癌的诊断和分
期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早些时候９９ＴｃｍＭＤＰ
ＳＰＥＣＴ全身骨显像用于乳腺癌患者诊断和早期探测肿
瘤骨转移。随着正电子发射体层显像（ｐｏｓｉｔｒｏｎ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ＥＴ）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肿瘤患者
的临床诊治率。ＰＥＴ常用的显像剂是１８Ｆ脱氧葡萄糖
（１８ＦＦＤＧ），它是葡萄糖结构类似物，具有与葡萄糖相
似的运转能力。肿瘤的恶性程度与肿瘤组织的 ＦＤＧ
摄取成正相关，ＦＤＧ摄取越明显，肿瘤的恶性程度越
高。利用肿瘤细胞ＦＤＧ摄取的能力增强的特点，可以
发现和确定乳腺癌原发灶的部位、大小、恶性程度，同

时还可准确测定乳腺癌淋巴结转移及其它部位的转移

灶，所以ＰＥＴ反映了组织的代谢情况，实现了功能成
像。但是它缺乏解剖定位，给临床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ＰＥＴＣＴ弥补了这一缺点，ＰＥＴＣＴ中ＣＴ的基本功能就
是进行局部和全身扫描对肿瘤病灶进行准确定位，另

外还能降低 Ｘ线剂量，对正电子发射衰减的校正，以
提高ＰＥＴ图像的质量并作定量和半定量分析，从而实
现了功能与解剖的同机融合，对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分

期、再分期、治疗反应监控、治疗监测、疗效评价和预后

判断等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２３］。

当前，影像学已经迈进分子时代，从分子水平观察

细胞内受体介导的生物化学变化，是分子核医学独特

的、全新的诊断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的是肿瘤受体显

像，它已应用于肿瘤的诊断和监测。乳腺癌具有内分

泌功能，约５５％ ～６５％的原发性乳腺癌表达雌激素受
体。放射性核素标记的雌激素类似物已用于人类乳腺

肿瘤检测，可以评估肿瘤雌激素受体状态，并监测响应

抗雌激素治疗。曲妥珠单抗（赫赛汀）是一种单克隆

抗体，１３１Ｉ标记 ａｎｔｉＨＥＲ２／ｎｅｕ单克隆抗体可以与
ＨＥＲ２／ｎｅｕ细胞外部分结合，在荷乳腺肿瘤小鼠实验
中观察到肿物的摄取［２４］。分子核医学除了在肿瘤受

体显像中广泛应用以外，在放射免疫显像、基因显像、

肿瘤代谢显像、核素乏氧显像、凋亡显像等方面都取得

了长足的进展。这些技术能够实现肿瘤组织细胞的分

子水平显像，以无创手段观察疾病相关的生理生化及

病理改变，在分子和基因水平实现活体内细胞可视

化，实现肿瘤在细胞和亚细胞水平的量化观测［２５］。

综上所述，每种影像学检查方法都各有优势，又

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就像有些学者所提出的那样并非

一家之言。怎样发挥各自最大的优势，而又使各自的

局限性降至最低或者消除以达到最大的诊治效果，这

一直是医学影像发展的目标之一；相信随着医学影像

的发展与完善，它能够给乳腺癌患者带来越来越多的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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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综述·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在宫颈癌中的研究进展
陈琛，李胜泽

关键词：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宫颈癌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３３　Ｒ７３０．２３１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４５１０３

　　趋化因子是一类一级结构相似的小分子蛋白多
肽，由７０～１００个氨基酸组成，可以激活和吸引白细胞
及其他免疫细胞，属于细胞因子超家族成员。在所有

趋化因子分子中都包含有４个保守的半胱氨酸（Ｃ）。
根据蛋白质中结构的不同，将它们分为４个亚类：ＣＸＣ
类，亦称为α类趋化因子，如ＩＬ８（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８）、ＭＩＰ
２（巨噬细胞炎性蛋白２）、ＳＤＦ１（基质细胞衍生因子
１）；ＣＣ类，又称为 β类趋化因子，如 ＭＣＰ１（Ｍｏｎｏｃｙ
ｔｅｃｈｅｍｏｔａｃｔ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ＣＸ３Ｃ类，又称为 γ类趋化因
子，如Ｆｒａｃｔａｌｋｉｎｅ；Ｃ类，又称为δ类趋化因子，如 Ｌｙｍ
ｐｈｏｔａｃｔｉｎ。近几年来，就趋化因子在恶性肿瘤的生长
增殖、浸润转移等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就趋

化因子ＳＤＦ１及其受体 ＣＸＣＲ４所组成的生物学轴在
恶性肿瘤特别是宫颈癌的研究进展做一阐述。

１　ＳＤＦ１与ＣＸＣＲ４的结构
　　基质细胞衍生因子１（ｓｔｒｏｍａｌｃｅｌｌ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１，
ＳＤＦ１）属于ＣＸＣ类趋化因子，主要是由骨髓基质细胞
产生的趋化蛋白，此前学者发现此因子可刺激Ｂ细胞，
因此又被称为前Ｂ细胞刺激因子（ｐｒｅＢｃｅｌ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ｏ
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ＰＢＳＦ），后系统命名 ＣＸＣＬ１２（ＣＸＣ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
ｌｉｇａｎｄ１２），ＳＤＦ１以２种异构体存在：ＳＤＦ１α和 ＳＤＦ
１β，其在表达方式、功能上并未因为有无４个氨基酸残
基而有明显差异。人ＳＤＦ１基因定位于１０号染色体。
绝大数趋化因子受到炎症刺激后而产生，而 ＳＤＦ１为
持续表达的趋化因子，即使没有炎症刺激也会表达。

ＳＤＦ１的表达广泛，可以趋化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及其
祖细胞，也可作用于单核细胞、Ｔ细胞和 ＣＤ３４＋骨髓
前体细胞等，其在造血干细胞／祖细胞的动员及归巢中
起到关键作用，同时 ＳＤＦ１与肿瘤的生长、侵袭、转移
密切相关。

趋化因子与趋化因子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交

叉性，也就是说，一种趋化因子可以结合多个趋化因子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妇科
通讯作者：李胜泽，Ｅｍａｉｌ：ｂｙｆｙｌｓｚ＠１６３．ｃｏｍ

受体，而一种趋化因子受体也可同时与几个高亲和性

趋化因子相结合。ＣＸＣＲ４（ＣＤ１８４）是趋化因子 ＳＤＦ１
的受体，属于ＣＸＣＲ类趋化因子受体，其高度保守，是
有７个跨膜区的Ｇ蛋白偶联受体超家族中的一员。人
ＣＸＣＲ４基因位于染色体２ｑ２１区。过去学者认为 ＣＸ
ＣＲ４为趋化因子 ＳＤＦ１的特异性受体，但近期报道的
表明ＣＸＣＲ７也可以结合到 ＳＤＦ１［１］。ＣＸＣＲ４分子可
以在细胞表面表达，甚至可以在细胞胞浆中检测到，其

在多种组织及细胞中广泛表达。ＣＸＣＲ４分子在白细
胞的浸润、造血细胞的迁移和归巢、促进血管生成、器

官发生等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在肿瘤细胞的生长、迁移

中起着重要作用。

２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的功能
　　趋化因子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ＳＤＦ１／ＣＸ
ＣＲ４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ｘｉｓ）是指，趋化因子 ＳＤＦ１，趋化因子
ＳＤＦ１的受体ＣＸＣＲ４，两者作用构成一对相互偶联的
分子对，此分子对的功能与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有关，

并与细胞迁移密切关系。许多的研究表明，ＳＤＦ１／
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可以在肿瘤的增殖转移中发挥着重
要的调节作用，其功能主要包括介导炎性反应及免疫

过程；参与胚胎在母体中的发育；调节造血干细胞的迁

移归巢；介导 ＨＩＶ病毒的侵袭感染；还可以通过促进
新生血管的形成、进而促进恶性肿瘤的生长浸润转移

等。研究早期，学者主要是在 ＨＩＶ病毒及炎性反应、
免疫等方面研究此生物学轴，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

者开始就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介导恶性肿瘤的浸
润转移方面做了越来越多的研究。

３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的信号传导通路
　　ＳＤＦ１与 ＣＸＣＲ４结合可通过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ＰＩ３
ＭＡＰＫＮＦκＢ通路进行信号转导，此生物轴亦可作用
于ＰＩ３Ｋ／Ａｋｔ、Ｗｎｔ及ＥＲＫ１／２通路，也可通过促进肿瘤
细胞中 ＭＭＰｓ等的过度表达而提高肿瘤的侵袭能
力［２－４］。但有关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信号转导的具体作用

［２１］　高琳．近红外线扫描诊断乳腺病２００例分析［Ｊ］．医药论坛杂志，
２０１０，３１（１１）：１１０１１１．

［２２］　林薇，苏丹柯．乳腺癌的影像学诊断进展［Ｊ］．中国误诊学杂志，
２００８，８（２４）：５８０９５８１１．

［２３］　ＰａｌｏｍａｒＭＡ．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１８ＦＦＤＧＰＥＴＣＴ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Ｊ］．ＲｅｖＥｓｐ
Ｍｅｄ，２０１０，２９（３）：１００１０８．

［２４］　ＴｅｒｗｉｓｓｃｈａｖａｎＳｃｈｅｌｔｉｎｇａＡＧ，ｖａｎＤａｍＧＭ，ＮａｇｅｎｇａｓｔＷＢ，ｅｔａｌ．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ｔｕｍｏ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２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Ｊ］．ＪＮｕｃｌＭｅｄ，２０１１，５２（１１）：１７７８１７８５．

［２５］　ＫａｎｇＪＨ，ＣｈｕｎｇＪＫ．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ｒ
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Ｊ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ｅｄ，２００８，４９ｓｕｐｐｌ２：１６４Ｓ１７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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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仍不是十分清楚。

４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在肿瘤的生长与增殖方面
的作用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与肿瘤的生长增殖密切
相关。ＤｉｎｇＹＬ等［５］研究发现，在胃癌细胞（ＮＵＧＣ４）
中ＣＸＣＲ４基因和蛋白高表达，ＳＤＦ１能显著趋化 ＣＸ
ＣＲ４，可促进胃癌细胞的增殖和存活。近年来研究［６］

发现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在乳腺癌、胃癌、食管癌、结肠癌、
胰腺癌、卵巢癌、宫颈癌及口腔癌中高表达。肿瘤细胞

可以自分泌或旁分泌 ＳＤＦ１，同时在肿瘤细胞的表面
表达ＳＤＦ１的受体 ＣＸＣＲ４，通过此种方式 ＳＤＦ１／ＣＸ
ＣＲ４生物学轴刺激肿瘤细胞的增殖生长；同时，ＳＤＦ１／
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可促进肿瘤内新生血管的形成，通过
此种方式从而进一步促进肿瘤的增殖生长，并且 ＳＤＦ
１可激活肿瘤细胞及靶器官细胞的表面表达 ＣＸＣＲ４，
进而诱导肿瘤细胞的生长及转移。有研究显示，ＳＤＦ１
与ＣＸＣＲ４结合能够使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的
过度表达［７］，而肿瘤的快速生长造成了肿瘤微环境缺

氧，使乏氧诱导因子１（ＨＩＦ１）、ＶＥＧＦ及ＭＭＰｓ等的表
达上调并诱导ＳＤＦ１和ＣＸＣＲ４的表达，进而促进肿瘤
新生血管的持续生成、肿瘤的发生发展［８］。樊长晖

等［９］的研究表明，ＣＸＣＲ４蛋白在不同组织来源和不同
分化程度的膀胱癌细胞中都有表达，但表达强度不同，

并且研究进一步显示 ＣＸＣＲ４的表达与膀胱癌的恶性
程度有关。

５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在肿瘤的侵袭与转移方面
的作用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在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
起到重要作用，且在多种肿瘤的浸润转移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１０］。据此学者提出了在肿瘤的靶向转移中，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的作用机制可能是：①肿瘤细
胞生长增殖，并在肿瘤细胞的表面表达 ＣＸＣＲ４受体；
②肿瘤细胞从原发灶脱离，降解周围的基质进入血循
环或淋巴管；③在靶器官高表达的ＳＤＦ１趋化作用下，
肿瘤细胞被富含ＳＤＦ１的靶器官血管壁捕获；④ＳＤＦ１
与ＣＸＣＲ４相互作用，使肿瘤细胞在结合部位形成转移
性灶，不再转移到其他部位。ＭｉｙａｎｉｓｈｉＮ等［２］发现在

卵巢癌细胞中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轴可通过 ＮＦκＢ的激活
来促进卵巢癌细胞的侵袭转移，而且应用 ＮＦκＢ的特
异性抑制剂可阻止 ＣＸＣＲ４的表达和卵巢癌细胞的转
移，这进一步证实 ＳＤＦ１与 ＣＸＣＥ４的结合可通过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ＰＩ３ＫＭＡＰＫＮＦκＢ途径介导卵巢癌细
胞的转移；蛋白组学分析表明ＣＸＣＲ４ｓｉＲＮＡ可明显降
低侵袭相关分子（ＭＭＰ９、ｕＰＡ等）的表达，减少 ＳＤＦ１
诱导的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ＴａｎｇＣＨ等［４］研究发

现，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可直接参与到肺癌细胞
Ａ５４９的趋化侵袭能力的调节中，ＳＤＦ１在肺癌的骨转
移过程中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进一步发现，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可通过激活ＥＲＫｌ／２及 ＮＦκＢ

通路，影响ＭＭＰ９的分泌，从而调节肺癌细胞Ａ５４９的
侵袭能力。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Ｉ等［１１］研究发现，ＳＤＦ１可诱导
腹膜转移的胃癌细胞，使此胃癌细胞迅速产生的高效

Ａｋｔ磷酸化，同时激活下游分子与细胞生存相关的分
子Ｓ６Ｋ和 ４ＥＢＰ１，通过激活 Ｓ６Ｋ和 ４ＥＢＰ１分子的
ｍＴＯＲ信号途径，从而进一步促进胃癌细胞的增殖及
腹膜转移。郑淑芳等［１２］研究发现 ＳＤＦ１和 ＣＸＣＲ４可
能与大肠腺癌的发生、浸润、转移相关，并且发现二者

可能具有协同作用。汪春年等［１３］研究表明表明ＶＥＧＦ
因子可通过影响卵巢癌细胞中ＣＸＣＲ４分子的表达，从
而增强肿瘤细胞的侵袭性，ＣＸＣＲ４中和抗体则可抑制
这一效应。

６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在宫颈癌浸润方面的作用
　　宫颈癌是全球妇女中仅次于乳腺癌的第２种最常
见的恶性肿瘤。宫颈癌与 ＨＰＶ感染密切相关。ＨＰＶ
中Ｅ６Ｅ７的癌基因蛋白质的表达在ＨＰＶ的致癌性是一
个关键的因素。ＨｅｒｍａｎＬ等［１４］的研究表明ＨＰＶ１６可
以通过激活的 ＮＦκＢ信号通路和在 ＣＸＣＬ１２存在下，
提高ＣＸＣＲ４的运动能力来诱导趋化因子ＣＸＣＲ４的高
表达。同时ＡｍｉｎｅＡ等［１５］发现ＳＤＦ１α可以通过激活
ＣＸＣＲ４和后续的Ｒｈｏ／ＲＯＣＫ，刺激Ｅ６／Ｅ７表达活跃的
细胞系（ＨｅＬａａｎｄＴＣ１）在人工基底膜的侵入，从而形
成肿瘤的转移。ＳｈｅｎＸＹ等［１６］的研究表明：ＣＸＣＲ４／
ＳＤＦ１生物学轴可能通过激活ＭＡＰＫ通路调控宫颈癌
细胞的粘附能力，调控了宫颈癌细胞活性 ＭＭＰ２的表
达，使得肿瘤细胞易于从原发部位脱落，侵袭入细胞外

基质和血管，参与宫颈癌的侵袭和转移。ＨｕａｎｇＹ
等［１７］的研究表明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在肿瘤上皮细胞的膜
和细胞质被显著发现，在宫颈增殖性疾病中，随着肿瘤

级别的增高，ＳＤＦ１、ＣＥＣＲ４的表达水平逐渐增强。此
外，ＣＸＣＲ４的表达与宫颈癌的组织学分级显著相关。
研究［１８］表明：ＣＸＣＲ４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与宫颈
癌肌层浸润程度密切相关，并提示ＣＸＣＲ４分子的表达
水平不仅能显示肿瘤浸润性生长的能力，也可能预示

血管生成及炎症反应程度。而陈效黎等［１９］的研究也

提示ＣＸＣＬ１２异常高表达水平与宫颈癌患者的较晚临
床分期、淋巴结转移、术后复发等参数均高度相关，并

提出 ＣＸＣＬ１２检测有助于对宫颈癌的早期诊断，提高
分期的准确性，检测肿瘤的术后复发。张建平等［２０］的

研究显示，ＣＸＣＲ４在所有 ＨｅＬａ宫颈癌细胞上都有不
同程度的表达。随着ＳＤＦ１浓度的变化，ＨｅＬａ细胞可
以发生定向移动，而且还发现ＣＸＣＲ４ｍＡｂ拮抗剂可以
一直这种定向迁移。并且研究进一步发现ＳＤＦ１能促
进ＨｅＬａ细胞在低血清环境中生长增殖。Ｗａｌｅｎｋａｍｐ
ＡＭ等［２１］的研究表明葡萄球菌的超级抗原１０被发现
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抑制ＳＤＦ１引起的钙动员和细胞迁
移，从而进一步抑制ＣＸＣＲ４在人类急性Ｔ淋巴细胞白
血病、淋巴瘤、宫颈癌细胞系的表达。ＣＸＣＲ４／ＳＤＦ１
生物学轴参与了肿瘤的器官特异性转移，可能在 Ｓ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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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因的趋化作用下，肿瘤细胞高表达 ＣＸＣＲ４基因，
定向转移至高表达 ＳＤＦ１的某些器官，从而促使器官
的特异性转移。通过以上的研究发现，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
的高表达可能是作为判断宫颈癌是否已经发生转移的

一个重要指标；由此可见，通过抑制 ＳＤＦ１及其受体
ＣＸＣＲ４的表达，进一步调控宫颈癌的浸润转移，将有
一个美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７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学在肿瘤的治疗方面的作用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在肿瘤的生长生殖、侵袭
转移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可能通过此生物轴在肿瘤

的形成前进行早期干预，在形成肿瘤时进行治疗。目

前，郭清等［２２］的研究表明：使用 ＣＸＣＲ４中和抗体或
ＣＸＣＲ４拮抗剂，可以使卵巢肿瘤细胞的生长受到抑
制，这与 ＰｏｐｐｌｅＡ等［２３］的报告相一致。ＳｉｎｇｈＳ等［２４］

研究表明与吉西他滨单药相比，联合应用吉西他滨和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拮抗剂用于胰腺癌的治疗能起到更好
的作用。川芎嗪对人宫颈癌细胞 ＨｅＬａ的增殖有明显
抑制作用，其抑制作用可能与下调 ＨｅＬａ细胞中 ＣＸ
ＣＲ４蛋白的表达有关［２５］。ＤｉｎｇＹＬ等［５］研究发现，应

用ＣＸＣＲ４拮抗剂ＡＭＤ３１００拮抗后，ＮＵＧＣ４胃癌细胞
的增殖效应下降，细胞凋亡增加。ＲｉｃｈｅｒｔＭＭ等的研
究也进一步发现 ＣＸＣＲ４抑制剂 ＣＴＣＥ９９０８可抑制乳
腺癌细胞的肺转移及骨转移［２６］。

８　展望
　　由此可见，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学轴在多种恶性肿
瘤的发生、疾病进展及预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与

宫颈癌的浸润相关。尽管目前 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生物轴
在恶性肿瘤的具体作用机制并未完全阐明，但已有实

验证明可通过应用 ＣＸＣＲ４拮抗剂、ＣＸＣＲ４类似物及
ＲＮＡｉ技术来治疗肿瘤。因此对ＳＤＦ１／ＣＸＣＲ４的研究
可能为宫颈癌及其他恶性肿瘤的靶向治疗提供新思路

及依据，从而能使肿瘤早发现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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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窝反向淋巴作图在乳腺癌术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马桂凯，许培权

关键词：上肢淋巴水肿；腋窝反向作图；乳腺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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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且近年来
呈现发病率逐渐上升及年轻化趋势。但随着乳腺癌早

期发现率的提高和综合治疗手段的进步，多数患者的

预后已得到明显改善并能获得长期生存，如何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便成为目前乳腺癌研究的重点。上肢淋

巴水肿是乳腺癌患者术后所出现的最严重的并发症之

一，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目前普遍认为，

其发生的主要机制是腋窝淋巴结切除（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Ｄ）破坏了上肢回流至腋窝的淋巴
通路，导致上肢淋巴回流障碍而引起上肢水肿。为探

索这一并发症的解决途径，国外近几年提出了腋窝反

向淋巴作图（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ｒｅｖｅｒｓ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ＲＭ）技术，方法
是通过示踪剂显示出上肢的淋巴回流通道并在术中加

以保护，从而有效减少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发生。若

此项技术能经验证有效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其将成为

继乳腺癌保乳手术、前哨淋巴结活检（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ＳＬＮ）等术式出现后乳腺外科的又一次技术革
命。

１　上肢和乳腺的淋巴引流途径
　　上肢淋巴由筋膜分为浅、深２组，２组间仅在肱骨
外上髁区域存在较少交通支，浅组在肘上形成了内侧

上臂束，穿锁胸筋膜进入腋窝。而上臂外侧部淋巴则

经较小的外侧上臂束引流。深组淋巴管及内侧上臂淋

巴束回流至中央和腋静脉淋巴组（Ⅰ、Ⅱ组），其输出
淋巴管汇入锁骨下淋巴结组（Ⅲ组）。外侧上臂淋巴
束存在长、短２种变异［１］：长的变异中，桡侧淋巴束和

外侧上臂淋巴束有沟通，腋部手术后即使内侧上臂淋

巴束被切断，仍可通过外侧上臂束汇入残留的Ⅱ组淋
巴结或锁骨上颈淋巴干，而不经过腋窝淋巴结，因而具

有这一变异的患者发生淋巴水肿的几率比较小；而伴

有短变异的患者，因不存在侧支交通，则易发生淋巴水

肿。Ｓａｐｐｅｙ的淋巴引流理论认为，乳腺淋巴管包括浅
表皮肤淋巴管和实质内淋巴管２部分，两者共同汇入
了乳晕下淋巴管丛并相互汇合，然后再汇入至腋窝或

内乳淋巴结内。另外有少数乳腺实质内的淋巴管不经

过乳晕下淋巴管丛而直接汇入腋窝淋巴结［２］。

２　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发病机制及临床表现
　　乳腺癌患者在ＡＬＮＤ及 ＳＬＮＢ术中破坏了上肢的
淋巴回流，导致富含蛋白质的淋巴液滞留组织间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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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蛋白质的淋巴液刺激了机体结缔组织的异常增

生，皮下脂肪组织亦被纤维组织取代，随着时间的延长

和皮肤的反复感染，皮肤与皮下组织逐渐增厚，表面角

化、粗糙，坚硬如象皮，甚至形成象皮肿。淋巴细胞和

巨噬细胞循环被阻断，细胞介导的免疫功能减弱；因此

一旦皮肤破损，极易引起皮肤继发感染，甚至导致水肿

肢体淋巴肉瘤的发生。

上肢水肿分为３级［３］：①轻度：患侧上肢周径较健
侧粗３ｃｍ以下，多在短期内发生于上臂近侧。②中
度：患侧上肢周径较健侧粗３～６ｃｍ，水肿范围可累及
整个上肢，甚至手背的范围。③重度：患侧上肢周径较
健侧粗６ｃｍ以上，皮肤粗糙，硬如象皮，水肿范围明显
累及整个上肢，且上肢活动明显受限。临床上轻者可

随着侧支循环的建立而逐渐缓解，严重者可表现为患

肢外观异常，乏力、麻木、肿痛感［４］，反复感染、丹毒发

作及上肢活动能力下降等，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术后生

存质量。

２１　ＡＬＮＤ与淋巴水肿　自１８９４年 Ｈａｌｓｔｅａｄ提出乳
腺癌根治术这一个多世纪以来，乳腺癌的手术方式经

历了众多的演变，手术范围也在不断的缩小，而 ＡＬＮＤ
作为乳腺癌患者手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一直未曾经

历大的改变［５］。既往 ＡＬＮＤ提倡彻底的清扫，甚至连
同腋血管周围的脂肪组织、腋鞘一并切除。但是过度

的腋窝清扫却加重了上肢淋巴水肿这一并发症的发

生；据统计，上肢淋巴水肿主要出现于治疗后的 ３年
内，其发生率维持在１５％～４５％不等［６］。而 Ｂｅｄｒｏｓｉａｎ
Ｉ和 ＰａｖｌｉｓｔａＤ等［７－８］在解剖研究中发现，上肢回流淋

巴结在腋窝中的解剖部位相对恒定，９２％（２１／２３）位
于胸背血管外侧，腋血管下方２ｃｍ以内，第二肋间臂
神经上方的区域内；这也为 ＡＬＮＤ中缩小腋窝清扫范
围及识别和保护上肢淋巴结提供了解剖学依据。

２２　ＳＬＮＢ与淋巴水肿　前哨淋巴结活检（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ｂｉｏｐｓｙ，ＳＬＮＢ）的提出和应用，在某种程度
上保护了上肢的淋巴回流通道，减少了乳腺癌患者的

手术创伤和上肢淋巴水肿等并发症［９］的发生。但对于

前哨淋巴结阳性和临床上没有 ＳＬＮＢ适应证的乳腺癌
患者，ＡＬＮＤ仍旧是标准治疗方法，因而没有从 ＳＬＮＢ
中获益。另外，即便是仅行 ＳＬＮＢ的早期乳腺癌患者，
术后仍有少数患者出现上肢淋巴水肿，可能是 ＳＬＮＢ
过程中破坏了与 ＳＬＮ距离较近的上肢淋巴管。因此
就需要一种具体方法来准确区分出上肢淋巴回流系统

和乳腺的淋巴回流系统。

３　腋窝反向作图（ＡＲＭ）
３１　ＡＲＭ的提出　腋窝反向淋巴作图（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ｒｅ
ｖｅｒｓ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ＲＭ）是Ｎｏｓ和Ｋｌｉｍｂｅｒｇ［１０］最早在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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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同提出的，指应用示踪剂显示出上肢的淋巴回流

通道和淋巴结，发现它们的解剖学变异，并在术中加以

保护，进而减少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发生率。ＡＲＭ是
相对于ＳＬＮ制图而言的，ＳＬＮ制图显示的是引流乳腺
的淋巴系统，便于手术清扫，而 ＡＲＭ显示的则是上肢
的淋巴回流管道和淋巴结，便于术中保护。假设上肢

来源的淋巴系统不会被乳腺的恶性肿瘤累及或侵

犯［１１］，通过术中较有效的保存，便可以减少上肢淋巴

水肿的发生。随后为了验证该项技术的有效性，Ｂｏｎｅｔｉ
Ｃ等［１２］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当 ＡＲＭ的淋巴结或者淋
巴管被切除后，１２例患者中有２例发生了淋巴水肿，
而ＡＬＮＤ或ＳＬＮＢ术中保留了 ＡＲＭ淋巴结和淋巴管
的患者未发现有上肢淋巴水肿的发生。

３２　ＡＲＭ作图方法　目前根据 ＡＲＭ作图时应用示
踪剂的不同，ＡＲＭ可分为蓝色染料法 ＡＲＭ、同位素法
ＡＲＭ、荧光显像法 ＡＲＭ；根据腋窝手术方法的不同，
ＡＲＭ又分为 ＡＬＮＤ时的 ＡＲＭ和 ＳＬＮＢ时的 ＡＲＭ，目
前绝大多数ＡＲＭ的研究都是在ＡＬＮＤ时开展的。
３２１　蓝色染料法 ＡＲＭ　是最早开始研究 ＡＲＭ时
应用的示踪剂，方法是在患侧上臂内侧中间肌肉槽的

皮内或皮下注射２～５ｍｌ蓝色染料，之后按摩注射部
位，并且抬高上肢，约 ３０ｍｉｎ后行 ＡＬＮＤ或 ＳＬＮＢ。
Ｔｈｏｍｓｏｎ的研究在１８例患者中发现了１１例 ＡＲＭ相
关的淋巴结或淋巴管，紧接着 Ｎｏｓ等也利用相似的技
术在２１例患者中发现了１５例蓝染的淋巴结；这两例
应用蓝色染料作图较高的成功率证明了 ＡＲＭ的可行
性，从此ＡＲＭ的理念得到了一定的确认。随后又有多
名研究者进行了ＡＲＭ的研究，总的结果表明单独用蓝
色染料来识别ＡＲＭ淋巴结的成功率在６５％ ～８５％之
间［１３－１５］。蓝色染料法简单易行，无需特别仪器设备，

费用低廉；但ＡＲＭ作图后残留在注射部位皮肤的蓝色
染料，约需数月时间才能消失；且单独使用蓝色染料时

检出率较低［１６］。

３２２　同位素法ＡＲＭ　具体方法是在患侧上臂内侧
注射放射性同位素，暴露腋窝，术中以探测仪器确定

ＡＲＭ的淋巴结，并加以保护来达到保留上肢淋巴系统
的目的。ＢｒｉｔｔｏｎＴＢ等［１７］在２５例乳腺癌患者同侧上
臂注射了同位素，显露腋窝后，用闪烁计数器计数，结

果２５例患者中均找到 ＡＲＭ淋巴结，成功率达到了
１００％；而 ＮｏｓＣ等［１８］通过同位素与蓝色染料相结合

的方法能够更好的显示上肢淋巴通道，他们首先在患

者手臂内侧注射同位素，以探测仪器确认腋窝ＡＲＭ淋
巴结，之后再于淋巴结内注射蓝色染料，更好地显示出

了上肢的淋巴管道和淋巴结，在术中加以保护。结果

明显提高了 ＡＲＭ的作图成功率，约为９１％左右。但
这种方法较为复杂，单独应用同位素法无法显色上肢

淋巴管道，增加了手术难度；同位素与蓝色染料结合虽

能显色上肢淋巴通道，但用高压力的注射器直接往

ＡＲＭ淋巴结内注射蓝色染料时可能导致淋巴液回流
到ＳＬＮ，增加ＳＬＮ和ＡＲＭ的汇集率。

３２３　荧光显像法ＡＲＭ　是应用荧光成像系统来识
别ＡＲＭ淋巴管和淋巴结。鉴于上述２种方法的优缺
点，ＮｏｇｕｃｈｉＭ等［１９］的一项实验研究应用荧光显像的

装置来识别ＡＲＭ的淋巴系统，将少量的靛青绿作为荧
光示踪剂，在前臂注射，然后通过显像仪器确定 ＡＲＭ
的淋巴结和淋巴管。结果在８例行 ＡＬＮＤ的患者中，
有７例发现了发射荧光的 ＡＲＭ淋巴结和淋巴管；在
１２例只行 ＳＬＮＤ的患者中，９例找到了发射荧光的
ＡＲＭ淋巴结或淋巴管；这说明荧光成像技术在显示上
肢淋巴引流系统方面是有应用价值的。

４　目前仍存在的问题
４１　ＡＲＭ淋巴结内的肿瘤转移　ＡＲＭ淋巴结的安
全性是决定 ＡＲＭ技术能否广泛应用的重要前提。
ＢｏｎｅｔｉＣ等［１２］的研究未曾在 ＡＲＭ淋巴结中发现肿瘤
细胞，尽管部分患者已经有腋窝淋巴结转移。Ｃａｓａｂｏ
ｎａＦ等［１５］的报道中，所有的 ＡＬＮＤ中的 ＡＲＭ淋巴结
亦均未发现有肿瘤细胞的存在。然而随着研究的深

入，多项结果均表明 ＡＲＭ淋巴结伴肿瘤转移是可能
的，尤其集中在那些病期较晚，腋窝淋巴结存在多枚阳

性的患者中。在ＮｏｇｕｃｈｉＭ［２０］的研究中，８例临床腋窝
淋巴结或前哨淋巴结阳性的患者中有３例 ＡＲＭ淋巴
结是阳性的，阳性率高达３８％。ＰｏｎｚｏｎｅＲ等［２１］也发

现在腋窝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中，ＡＲＭ淋巴结的转移率
为１１％。ＮｏｓＣ等［１８］的研究中，尤其是在腋窝淋巴结

转移较多的病例中，ＡＲＭ淋巴结的阳性率为１４％。王
志华等［２２］的一项研究中，在１１例 ｌｅｖｅｌⅡ腋窝淋巴结
阳性的患者中，有３例 ＡＲＭ淋巴结阳性；而单独 ｌｅｖｅｌ
Ⅰ腋窝淋巴结阳性的患者中，均未发现ＡＲＭ淋巴结的
转移。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 ＡＲＭ的淋巴系统和
乳腺的淋巴系统存在极少的交通支；二是局部淋巴结

转移较多时，尤其是ＬｅｖｅｌⅡ、ＬｅｖｅｌⅢ淋巴结转移肿瘤，
阻塞正常的淋巴回流通路，导致淋巴逆流所致；三是

ＡＲＭ淋巴结位于腋窝淋巴结中央群位置时，可能被肿
瘤直接侵犯、累及。

４２　ＡＲＭ和 ＳＬＮ　ＢｏｎｅｔｉＣ等［１２］对 ＳＬＮＢ的乳腺癌
患者行ＡＲＭ作图的研究结果中，仅５０％的病例作图
成功。ＣａｓａｂｏｎａＦ等［１５］的研究对７５例 ＳＬＮＢ乳腺癌
病例行ＡＲＭ作图时，仅在４５％的病例中ＡＲＭ作图成
功；ＮｏｇｕｃｈｉＭ［２０］的应用荧光显像法研究ＳＬＮＢ病例中
ＡＲＭ的作图，也只有７５％的成功率。有学者猜测，单
独行ＳＬＮＢ时ＡＲＭ的成功率明显低于 ＡＬＮＤ时 ＡＲＭ
成功率的原因，可能是ＡＲＭ淋巴结或淋巴管道通位于
ＳＬＮ的深层位置，因而仅行 ＳＬＮＢ时暴露不够，不能看
到ＡＲＭ淋巴结或管道。

Ｂｏｎｅｔｉ等在对１３１例ＳＬＮＢ的乳腺癌患者行 ＡＲＭ
作图时发现２例患者中的 ＳＬＮ和 ＡＲＭ淋巴结是同一
个淋巴结，且该２例ＡＲＭ淋巴结均位于腋窝中央群的
位置；ＮｏｇｕｃｈｉＭ［１９］研究中，ＳＬＮ和 ＡＲＭ淋巴结的重
合率为 ２ｌ％（３／１４）；ＫａｎｇＳＨ等［２３］研究中，ＳＬ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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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Ｍ淋巴结的重合率为２０％。若引流乳腺的 ＳＬＮ淋
巴结和引流上肢的ＡＲＭ淋巴结是同一个淋巴结，那么
行ＳＬＮＢ时就难以保护上肢的淋巴回流系统，容易同
时破坏上肢的淋巴回流通道，增加上肢淋巴水肿的危

险性。虽然近来有些学者提出应用显微外科手术的方

法［１５，２４］行上肢集合淋巴管与腋静脉血管的吻合，以此

来解决上肢淋巴水肿，但目前仍缺乏长期大量的临床

随访研究来确定其有效性。

５　结语
　　乳腺癌患者术后出现患肢淋巴水肿的主要原因是
在ＡＬＮＤ及ＳＬＮＢ术中破坏了上肢的淋巴回流通路，
导致富含蛋白质的淋巴液滞留组织间隙。因此在保证

乳腺癌手术质量的前提下，如何能够有效保留上肢来

源的淋巴管就能从根本上预防上肢淋巴水肿的发生。

ＡＲＭ作图技术初期的研究报道，令人感到欢欣鼓舞，
其作为一种新型、颇具发展前景的乳腺癌微创技术，极

有可能为解决乳腺癌术后出现的上肢淋巴水肿这一棘

手难题开辟一条新的捷径。但目前仍缺乏大量的随访

研究来确定其有效性。我们在看到 ＡＲＭ这一新技术
极大发展前景的同时也应看到目前 ＡＲＭ仍存在的问
题。首先，对于上肢淋巴水肿这一定义及合适的诊断

标准目前仍未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其次，目前 ＡＲＭ
作图技术的成功率仍然不高，尤其是在 ＳＬＮＢ的乳腺
癌患者中，作图成功率不尽如人意；再者，之前的研究

认为，上肢和乳腺的淋巴回流通道极少存在交通支，但

后来多名学者的研究发现，ＳＬＮ和ＡＲＭ淋巴结存在一
定的重合率［１２，１９，２３］，且在腋窝淋巴结转移较多的患者

中存在共同回流的淋巴结阳性的病例［１８，２０－２２，２３］。这

也就说明在这样的乳腺癌患者中，ＡＲＭ作图并不是
绝对安全的，也并不是所有的乳腺癌患者均适合

ＡＲＭ；最后，即使 ＡＲＭ作图成功，如何有效保护 ＡＲＭ
的淋巴系统也有一定的操作难度。虽然近来国外有学

者提出应用显微外科手术的方法，行上肢集合淋巴管

与腋静脉等血管的吻合，以此来解决上肢淋巴水肿，但

其有效性仍需要进一步验证。相信随着对 ＡＲＭ技术
的不断深入研究和大量长期随访研究，上述问题若能

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ＡＲＭ技术必将会为乳腺外科带
来里程碑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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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保健　中医／康复·

脑卒中后胃肠功能紊乱应用推拿治疗价值
吴炯，王俊俊，李雅国

摘要：目的　探讨推拿对脑卒中后胃肠功能紊乱患者的胃肠动力及营养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病程超过３个
月的脑卒中后胃肠功能紊乱患者８０例，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４０例，常规治疗基础上予以标准的胃肠营养
方案治疗，研究组加推拿治疗 ４２ｄ。观察 ２组治疗前、治疗第 ２１天、第 ４２天血清血红白蛋白（Ｈｂ）、白蛋白
（ＡＬＢ）、转铁蛋白（ＴＲＦ）、前白蛋白（ＰＡ）、视黄醇结合蛋白（ＲＢＰ）、胃泌素（ＧＡＳ）、胃动素（ＭＴＬ）水平及症状改善
情况，以简易营养量表（ＭＮＡ）调查患者营养状况。结果　治疗第２１天、第４２天时均较治疗前升高（Ｐ＜０．０５），
组内比较第４２天时与治疗第２１天时比较明显升高（Ｐ＜０．０５），治疗第２１天、第４２天时研究组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研究组肠鸣音恢复时间、排便排气时间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ＭＮＡ量表调查显示，２组治疗第４２天时均
较治疗前好转（Ｐ＜０．０５），研究组较对照组改善程度更好（Ｐ＜０．０５）。结论　推拿按摩治疗对脑卒中后胃肠功能
紊乱患者能明显改善患者胃肠动力，改善患者营养状态。

关键词：推拿；脑卒中；胃肠功能紊乱；胃肠动力；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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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ｓｓａｇｅｏｎ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ｓｔｒｏｋ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ｅｌｅｃｔ８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３ｍｏｎｔｈｓ）ｗｉｔｈ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
ｎ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ｓｔｒｏｋｅ，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４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ｍｅｎｐｌｕｓｔｈｅ４２ｄａｙｓｏｆｍａｓｓａｇ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ｂ，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ｄ，ＴＲＦ，ＰＡ，ＲＢＰ，ＧＡＳ，ＭＴＬ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２１ｄａｙｓ，４２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ｗｉｔｈＭＮ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２１ｄａｎｄ４２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４２ｄ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ｔｏｆ２１ｄ（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２１ｄａｎｄ４２ｄ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ｌｅａｒｂｏｗｅｌｓｏｕｎｄ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ｄｅｆｅ
ｃａｔｅｅｘｈａｕｓｔ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ＭＮ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ｂｏｔｈ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ｉｎ
４２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ａｓｓａｇ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ｓｔｒｏｋｅ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ｓｓａｇｅ；Ｓｔｒｏｋｅ；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逐年增加，脑卒中发生率也有
逐年升高趋势。脑卒中具有高致残率、高病死率、高复

发率等特点［１－２］，患者发病后容易合并有吞咽功能障

碍、胃肠功能紊乱等并发症［３－４］，有报道显示脑卒中患

者发病后胃肠功能紊乱发生率较高［５］。本文旨在探讨

推拿对脑卒中后胃肠功能紊乱患者的胃肠动力及营养

水平的影响，结果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在２０１２年７—１２月期间诊
治的脑卒中后胃肠功能紊乱患者８０例，脑卒中的诊断
标准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

准［６］。排除标准：①急性脑卒中患者；②伴有腹泻、消
化道出血的脑卒中患者；③伴有严重心肺器质性疾病
的患者；④伴有消化道器质性疾病的患者；⑤受试依从
性差的患者。入选患者按照数字表格法随机分为研究

组与对照组各４０例，研究组其中男性２２例，女性１８
例，年龄（６７．８２±６．１５）岁，脑梗死２４例，脑出血 １６
例，对 照 组 其 中 男 性 ２４例，女 性 １６例，年 龄

基金项目：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２ＺＡ０１２）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３杭州市，浙江省浙江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李雅国，Ｅｍａｉｌ：ｔｊｑｌｙｇ＠１６３．ｃｏｍ

（６８．１１±６．０２）岁，脑梗死２３例，脑出血１７例，２组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患者在入院急性期均按照脑血管治
疗原则治疗，进入恢复期时按照脑血管病二级预防治

疗方法治疗，在以上基础上按照２００６欧洲肠内肠外营
养指南推荐的方法给予标准的胃肠营养方案治疗，对

没有胃肠动力禁忌的患者均给予枸橼酸莫沙必利 ５
ｍｇ口服或鼻饲，３次／ｄ。研究组在以上基础上给予推
拿治疗，患者取仰卧位，医者按揉腹部中脘穴，操作约

２ｍｉｎ，使热觉深透胃腑；以摩法在胃脘部按揉，操作约
１０ｍｉｎ，以透热为佳；用拇指按揉足三里，操作３ｍｉｎ，
以酸胀感为宜；如伴有食道返流现象，在 ４个背俞穴
（肝俞、胆俞、胃俞、脾俞）上涂以适量按摩膏（凡士林

与冬青油１００ｍｌ加５ｍｌ比例调制），以擦法往返纵向
擦热背部，以能忍受为度；隔日１次，２０ｍｉｎ／次，１０次
１个疗程，治疗２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前、治疗第２１天、第４２天空腹
抽肘静脉血，比色法测定血红白蛋白（Ｈｂ），速率散射
比浊法测定血清白蛋白（ＡＬＢ）、转铁蛋白（ＴＲＦ）、前白
蛋白（ＰＡ）、视黄醇结合蛋白（ＲＢＰ），放射免疫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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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泌素（ＧＡＳ），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胃动素（ＭＴＬ），观
察患者肠鸣音、排便排气改善情况，以简易营养量表

（ＭＮＡ）调查患者营养状况［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及秩和检验，计量资料
进行ｔ检验，检验基准Ｐ＜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胃肠营养治疗前后营养相关指标比
较　治疗第２１天、第 ４２天时均较治疗前升高（Ｐ＜
０．０５），第 ４２天时与治疗第 ２１天时比较明显升高
（Ｐ＜０．０５），治疗第２１天、第４２天时研究组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２组脑卒中后胃肠功能紊乱患者胃肠营养治疗前后营养相关指标比较（ｘ±ｓ，ｎｉ＝４０）

组别　 时间 例数 Ｈｂ（ｇ／Ｌ） ＡＬＢ（ｇ／Ｌ） ＴＲＦ（μｍｏｌ／ＬＶ） ＰＡ（ｍｇ／Ｌ） ＲＢＰ（μｇ／ｍｌ）

研究组 治疗前 ４０ ９８．２３±８．３１ ２８．６５±８．４０ ２６．９１±３．１６ １８９．８９±１７．３３ ２８．９２±６．４９
治疗第２１天 ４０ １０８．８２±１１．７３ａｃ ３６．１９±９．０２ａｃ ３５．１２±６．０７ａｃ ２５７．８４±２３．１９ａｃ ４１．０１±６．２８ａｃ

治疗第４２天 ４０ １２６．８４±１３．５１ａｂｃ ４２．９２±９．４１ａｂｃ ４４．８２±９．１４ａｂｃ ３１８．５１±２６．８２ａｂｃ ５１．８２±７．４４ａｂｃ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０ ９８．３１±８．２８ ２８．７０±８．３６ ２６．８７±３．２０ １９３．１７±１７．０１ ３０．０１±６．４５
治疗第２１天 ４０ １０３．１６±１０．５７ａ ３１．８１±８．９３ａ ３０．１８±５．１２ａ ２２１．４１±２０．８８ａ ３５．０３±６．１６ａ

治疗第４２天 ４０ １１０．４０±１１．１４ａｂ ３６．９４±９．３９ａｂ ３５．８６±８．７３ａｂ ２５９．５７±２５．６５ａｂ ４３．６８±７．３７ａｂ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治疗第２１天比较，ｂＰ＜０．０５；与对照组同一时点比较，ｃ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胃肠营养治疗前后胃肠激素水平变化
及动力比较　治疗第２１天、第４２天时均较治疗前升
高（Ｐ＜０．０５），第４２天与治疗第２１天时比较明显升高
（Ｐ＜０．０５），治疗第２１天、第４２天研究组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详见表２；研究组患者肠鸣音恢复正常时
间（５．２８±１．３９）ｄ，排便排气恢复时间（２．１９±１．２１）
ｄ，对照组分别为（８．６３±２．１１）ｄ、（４．１５±１．２７）ｄ，研
究组胃肠动力恢复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脑卒中后胃肠功能紊乱患者胃肠营养治疗
前后胃肠激素比较（ｘ±ｓ，ｐｇ／ｍｌ，ｎｉ＝４０）

组别　 时间 例数 ＧＡＳ ＭＴＬ

研究组 治疗前 ４０ ６７．２９±４．１８ ２８７．３４±１２．０６
治疗第２１天 ４０ ７７．２１±８．９０ａｃ ３４５．１１±１３．４７ａｃ

治疗第４２天 ４０ ８９．１９±１１．０４ａｂｃ ３９５．５９±２０．６３ａｂｃ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０ ６８．１１±４．１０ ２８５．１８±１１．０７
治疗第２１天 ４０ ７２．１９±８．２０ａ ３０３．３２±１２．９３ａ

治疗第４２天 ４０ ７７．８６±９．４１ａｂ ３３９．６７±１８．６０ａｂ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治疗第２１天比较，ｂＰ＜０．０５；与对
照组同一时点比较，ｃ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胃肠营养治疗前后简易营养量表调查
结果　治疗第４２天时均较治疗前好转（Ｐ＜０．０５），研
究组较对照组改善程度更好（Ｐ＜０．０５），详见表３。

表３　２组脑卒中后胃肠功能紊乱患者胃肠营养治疗
前后营养状况比较（ｎｉ＝４０）

组别　 时间 例数 营养良好 潜在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研究组 治疗前 ４０ ５ １７ １８
治疗第４２天 ４０ ２２ａｂ １４ ４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０ ４ １６ ２０
治疗第４２天 ４０ １５ａ １９ ６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ｂ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脑卒中患者发病后容易合并营养不良，是引起患
病后感染、致残、住院时间延长的主要原因。脑卒中急

性期营养不良发生率为１６％左右，随着住院时间延长
营养不良发生率增高，病后３周时营养不良发生率高
达４９％，而在进入康复病房后１、２个月时营养不良发

生率为 ３４％、２２％［５］。脑卒中患者容易合并营养不

良，主要与患者胃肠功能紊乱有关，其机制是卒中发生

后机体发生应激性反应，处于代谢高消耗、高分解状

态，增加了储存营养物质的消耗，下丘脑、脑干功能紊

乱引起内分泌功能紊乱，胃肠道动力学及血液循环发

生变化。脑卒中患者多为老年人，老年人也是营养不

良易发人群［８－９］。

对胃肠功能紊乱以药物治疗为主，但是脑卒中后

下丘脑及脑干受损，使用药物改善胃肠动力效果往往

不佳，肠外营养支持也只是治标。推拿治疗通过各种

形式的手法在选定的穴位进行按摩，能达到疏通经络、

推行气血、扶伤止痛的疗效。本研究通过对脑卒中后

病程３个月以上的胃肠功能紊乱患者采用推拿治疗观
察其对胃肠动力及营养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脑卒中

后合并有胃肠功能紊乱患者在经过标准的胃肠营养方

案治疗后营养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胃肠动力也得到

了明显改善，推拿治疗的研究组患者营养水平改善更

为明显，治疗期间排便排气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明显

短于对照组，表明推拿治疗后患者胃肠功能恢复较快，

进而增加了对营养物质的吸收，改善了患者的营养不

良状况，有利于促进患者后期的康复。分析原因可能

是推拿穴位治疗能促使消化道平滑肌内毛细血管开

放，使平滑肌获得更多的血液和营养物质，增强平滑肌

的张力和弹性，促进了胃肠的蠕动，手法作用于腹部的

同时也可刺激走行在平滑肌之间的血管神经及腹腔大

血管内的血液流动，使消化系统的代谢加强，进而调整

消化吸收的功能［１０］。

综上所述，推拿在存在胃肠动力及吸收障碍的脑

卒中患者中能明显改善患者胃肠动力，改善患者营养

状态，应用方便，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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痹２６例；小脑及丘脑出血１１例；脑积水６例。
２２　ＭＲＡ及 ＭＲＩ表现　ＭＲＡ可以全方位的显示头
颈部血管的形态，各个血管的关系显示直观清晰。基

底动脉平均直径为４．９（４．５～５．４）ｍｍ；基底动脉的平
均长度为３４．５（３０～３９）ｍｍ；横向偏离超过基底动脉
的起始点到分叉之间垂直连线的平均长度为 １１．２
（１０．５～１５．１）ｍｍ；椎动脉颅内段平均的长度为２５．４
（２４～２８）ｍｍ；椎动脉中的任意一支偏离超过椎动脉颅
内段入口到基底动脉起始点之间的连线距离平均长度

为１１．７（１０．２～１６．５）ｍｍ；迂曲扩张的椎基底动脉呈
“Ｓ”或反“Ｓ”形血管襻骑跨。ＭＲＩ表现：迂曲扩张的椎
基底动脉在桥前池呈反弓形，桥脑受压；椎基底动脉迂

曲扩张骑跨于右侧，合并左侧丘脑出血；椎基底动脉迂

曲扩张并左侧大脑半球急性脑梗塞；双侧椎动脉骑跨

于左侧颈内动脉致左侧小脑半球急性梗塞。

３　讨　论
　　椎基底动脉延长扩张症（ＶＢＤ）是一种较少见的
后循环血管变异性疾病。由于对该病认识和研究不断

深入，对该病命名经多次修改。１９８６年Ｓｍｏｋｅｒ等首先
提出ＶＢＤ的概念，根据此病血管病变的特点将其定义
命名为 ＶＢＤ。有文献报道［４］该病主要见于男性

（７４％），平均发病年龄 ６４．８岁。本组病例男女比例
约为１０∶３，平均年龄为５８岁，与文献报道有差别，可
能是因为该病在临床医生认识上有所提高，本组病例

发现患者年龄有所提高。有学者报道 ＶＢＤ的发生率
为０．６％，且４０％左右的患者合并有后循环颅内血管
动脉硬化斑块形成［５］。

ＶＢ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无明显特异性。常见症
状有：颅神经刺激及脑干受压症状；后循环脑梗死；脑

出血；梗阻性脑积水等［６］。本组患者中绝大多数病例

表现为后循环缺血或梗死。ＶＢＤ的临床表现主要以
下４个方面：①脑神经及脑干受压症状；②出血性脑血
管疾病；③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④脑积水。ＶＢＤ的
治疗包括本身变异血管的治疗和继发疾病的治疗。后

者的治疗：微栓子、血栓形成时需抗血小板聚集或抗

凝，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低分子肝素钙、华法令等，

同时应降脂、稳定斑块、平稳控制血压、控制血糖等［７］。

ＶＢＤ患者长期抗凝治疗可引发脑出血，在抗凝中也要
权衡利弊和个体化治疗；三叉神经痛可用卡马西平、加

巴喷丁或普瑞巴林等治疗［８］。ＶＢＤ引起的压迫症状
主要选择外科手术治疗：微血管减压复位术、腔内血管

重建术、动脉瘤夹闭术等。ＶＢＤ复杂多样，手术难度
大，全面考虑及充分术前准备是必要的。

ＶＢＤ临床少见，容易漏诊和误诊，正确地识别有
助于早期干预，降低复发率和病死率［９］。目前难以找

到ＶＢＤ患者脑缺血和脑出血治疗的平衡点［１０］，但正

确审慎地选择抗血小板聚集、抗凝、溶栓等药物能避免

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对药物治疗不能有效缓解病情

的，应转诊到有经验的医院行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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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居民死因监测分析
王建伟，陈文燕，吴益康，李雪琴，洪霞，王婷婷，亓云鹏

摘要：目的　分析嘉兴市居民疾病死亡率和寿命损失情况，了解死因构成及变化趋势。方法　通过浙江省慢性
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死亡监测网络直报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居民死亡数据，依据国际疾病分类ＩＣＤ１０进行分类；采用
死亡率、构成比、潜在减寿损失年数（ＰＹＬＬ）、平均减寿年数（ＡＹＬＬ）、减寿率（ＰＹＬＬ‰）等指标分析。结果　嘉兴
市居民全死因平均粗死亡率为６９２．７７／１０万；其中男性为７６１．５１／１０万；女性为６２５．４２／１０万，男性高于女性；死
亡率在逐年上升。居民前 ５位死因为肿瘤、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损伤和中毒，占全死因的
８５．７１％；其中肿瘤死亡占前５位死因３１．０９％，男性高于女性，死亡率呈上升趋势；肿瘤造成潜在寿命损失最大，
达３５３７８．７５年；平均减寿年数最高的是损伤和中毒，达４０．７１年。结论　肿瘤等慢性病及机动车辆交通事故是
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死因，应重点防控。

关键词：死因监测；死亡率；寿命减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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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ｏｓ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ｔｏｔａｌ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６９２．７７／１０５，ｍｏｒｅａｍｏｎｇｍａｌｅｓ（７６１．５１／１０５）
ｔｈａｎｆｅｍａｌｅｓ（６２５．４２／／１０５）．Ｔｈｅｔｏｐｆｉｖ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ｄｅａｔｈ：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ｓ
ｔｅｍ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ｊｕｒｙａｎ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ｗｅｒ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８５．７１％ ｏｆａｌｌｄｅａｔｈｓ．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ｗａｓａｃ
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３１．０９％ ｏｆａｌｌｄｅａｔｈｓ，ｍｏｒｅａｍｏｎｇｍａｌｅｓｔｈａｎ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ｈｅＰＹＬＬａｎｄＰＹＬＬ‰ ｏｆ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ｗｅｒｅ
３５３７８．７５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１０．３６‰．ＴｈｅＡＹＬＬｏｆｉｎｊｕｒｙａｎ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ｗａｓ４０．７１ｙｅａｒ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ｍｏｔｏ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ｄｅａｔｈ；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ＰＹＬＬ

　　为了解嘉兴市居民死因构成、顺位及变化趋势，分
析主要疾病死亡率和寿命损失情况，为疾病防控提供

科学依据，我们通过浙江省慢性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

死亡监测网络直报收集了嘉兴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居民
死因数据资料，依据国际疾病分类 ＩＣＤ１０进行疾病死
因分类，对监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与相关报道进行

了对比。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死因资料来源于浙江省慢性病监测
信息管理系统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嘉兴市户籍居民死因监
测统计，人口资料来源于嘉兴市公安局和嘉兴市统计

局。

１２　分析方法　按国际疾病分类（ＩＣＤ１０）进行死因
分类，采用粗死亡率、标准化死亡率、构成比、潜在寿命

损失年（以７０岁为生存目标年龄）、平均减寿年数、减
寿率等指标分析；用２０００年中国标准人口构成计算标
化发病率。

２　结　果
２１　总死亡率及死因谱　死亡基本情况，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嘉兴市年均监测总人口 １３６６４１９９人，男性
６７６３０５１人，女性 ６９０１１４８人；全死因报告死亡

作者单位：３１４０５０浙江省嘉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讯作者：王建伟，Ｅｍａｉｌ：３４４３０１１６５＠ｑｑ．ｃｏｍ

９４６６２例，平均死亡率为６９２．７７／１０万；其中男性死亡
５１５０１例，女性死亡４３１６１例，男性死亡率７６１．５１／１０
万，女性死亡率 ６２５．４２／１０万，男性死亡高于女性
（χ２＝９１９．４９，Ｐ＜０．０１）。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嘉兴市居民
的死亡率分别是６８７．２７／１０万、６８７．６１／１０万、６８７．８２／
１０万、７０８．２５／１０万；标化死亡率分别是 ３４７．５４／１０
万、３３８．６２／１０万、３２８．２７／１０万、３２３．００／１０万。死亡
率呈上升趋势。死因分类中慢性病平均死亡率为

５６０．４９／１０万，占全死因的８０．９１％，是居民的首要死
因。见表１。
２２　死因及顺位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居民前５位死因及
死亡率依次为肿瘤、呼吸系统疾病、脑血管病、损伤与

中毒、心脏病；死亡８１３２４例，死亡率为５９５．１６／１０万，
占全死因的８５．９１％。肿瘤死亡２５２８３例，死亡率为
１８５．０３／１０万，占前５位死因３１．０９％；其中男性死亡
１６４７９例，死亡率２４３．６６／１０万，占肿瘤死亡６５．１８％；
女性死亡 ８８０４例，死亡率 １２７．５７／１０万，占肿瘤
３４．８２％，男性肿瘤死亡高于女性（χ２＝２４９２．４３，Ｐ＜
０．０１），见表２。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嘉兴市居民肿瘤死亡率
分别是 １７６．９０／１０万、１８１．６８／１０万、１８９．０３／１０万、
１９２．９１／１０万；标化死亡率分别是９８．２９／１０万、９８．０２／
１０万、９９．８７／１０万、９８．０５／１０万；肿瘤粗死亡率呈上
升趋势。

·０６４·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３月第１２卷第３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３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嘉兴市居民性别死因分类、死亡率（／１０万）和构成比（％）及顺位

死因分类
合计

死亡人数 死亡率 构成比 顺位

男性

死亡人数 死亡率 构成比 顺位

女性

死亡人数 死亡率 构成比 顺位

慢性非感染性疾病 ７６５８７ ５６０．４９ ８０．９１ １ ４２５２６ ６２８．８０ ８２．５７ １ ３４０６１ ４９３．５６ ７８．９２ １
损伤和中毒 １００９９ ７３．９１ １０．６７ ２ ５３１９ ７８．６５ １０．３３ ２ ４７８０ ６９．２６ １１．０７ ２
感染性疾病和母婴疾病 ６４７０ ４７．３５ ６．８３ ３ ３０５３ ４５．１４ ５．９３ ３ ３４１７ ４９．５１ ７．９２ ３
其他及诊断不明疾病 １５０６ １１．０２ １．５９ ６０３ ８．９２ １．１７ ９０３ １３．０８ ２．０９
合计 ９４６６２ ６９２．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５１５０１ ７６１．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３１６１ ６２５．４２ １００．００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嘉兴市居民前５位死因死亡率（／１０万）和构成比（％）及顺位

死因分类
合计

死亡人数 死亡率 构成比 顺位

男性

死亡人数 死亡率 构成比 顺位

女性

死亡人数 死亡率 构成比 顺位

肿瘤 ２５２８３ １８５．０３ ２６．７１ １ １６４７９ ２４３．６６ ３２．００ １ ８８０４ １２７．５７ ２０．４０ １
呼吸系统疾病 １９３３１ １４１．４７ ２０．４２ ２ １０２２４ １５１．１７ １９．８５ ２ ９１０７ １３１．９６ ２１．１０ ２
脑血管病 １６９９１ １２４．３５ １７．９５ ３ ８５３１ １２６．１４ １６．５６ ３ ８４６０ １２２．５９ １９．６０ ３
损伤与中毒 １００９９ ７３．９１ １０．６７ ４ ５３１９ ７８．６５ １０．３３ ４ ４７８０ ６９．２６ １１．０７ ４
心脏病 ９６２０ ７０．４０ １０．１６ ５ ４６４９ ６８．７４ ９．０３ ５ ４９７１ ７２．０３ １１．５２ ５
其他死因 １３３３８ ９７．６１ １４．０９ ６２９９ ９３．１４ １２．２３ ７０３９ １０２．００ １６．３１
合计 ９４６６２ ６９２．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５１５０１ ７６１．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３１６１ ６２５．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３　期望寿命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嘉兴市居民期望寿命
依次为８０．２４岁、８０．４７岁、８１．６５岁、８０．９１岁；其中男
性依次为７７．８５岁、７８．２１岁、７９．７８岁、７８．７１岁；女性
依次为８２．７４岁、８２．８２岁、８３．６０岁、８３．１７岁；居民期
望寿命呈上升趋势，女性高于男性。

２４　减寿情况及顺位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嘉兴市居民前
５位主要死因中肿瘤所致潜在减寿年数最严重，为
３５３７８．７５年，减寿率１０．３６‰；损伤和中毒所引起的潜
在寿命损失仅次于肿瘤，但造成平均寿命损失年数最

大，高达４０．７１年，减寿率７．３０‰。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嘉兴市居民前５位死因减寿年数ＰＹＬＬ、平均减寿年数ＡＹＬＬ、减寿率ＰＹＬＬ‰及顺位

死因分类
合计

ＰＹＬＬ ＡＹＬＬ ＰＹＬＬ‰ 顺位

男性

ＰＹＬＬ ＡＹＬＬ ＰＹＬＬ‰ 顺位

女性

ＰＹＬＬ ＡＹＬＬ ＰＹＬＬ‰ 顺位

肿瘤 ３５３７８．８０ ２３．５８ １０．３６ １ ２２１５３．５０ ５．３８ １３．１０ １ １３２２５．０ ６．０１ ７．６７ １
损伤与中毒 ２４９４３．９０ ４０．７１ ７．３０ ２ １６９２４．３０ １２．７３ １０．０１ ２ ８０１９．６ ６．７１ ４．６５ ２
脑血管病 ６７５１．１３ ６．１６ １．９８ ３ ４５９９．２５ ２．１６ ２．７２ ３ ２１５１．９ １．０２ １．２５ ３
心脏病 ５６４５．８８ １０．１０ １．６５ ４ ３９０２．２５ ３．３６ ２．３１ ４ １７４３．６ １．４０ １．０１ ４
呼吸系统疾病 ３４１１．８８ ２．７５ １．００ ５ ２２１７．２５ ０．８７ １．３１ ５ １１９４．６ ０．５２ ０．６９ ５

２５　慢性病死因及顺位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嘉兴市居民
死因分类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前５位死因依次为循环
系统疾病、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内分泌

营养代谢病，死亡８１３２４例，死亡率为５９５．１６／１０万，
占慢性病死因８５．９１％。其中男性死亡４５２０２例，死
亡率６６８．３７／１０万，占前５位死因５５．５８％；女性死亡
３６１２２例，死亡率 ４５４．７５／１０万、占前 ５位死因
４４．４２％；男性死亡明显高于女性（χ２＝１２１２．９８，Ｐ＜
０．０１）。
２６　损伤与中毒死因及顺位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嘉兴市
居民损伤、中毒前５位死因依次为机动车辆交通事故、

意外跌落、自杀、淹死、机动车以外的运输事故，死亡

７１５６例，死亡率为 ５２．３７／１０万，占损伤、中毒死因
７０．８６％。其中机动车辆交通事故中，男性死亡 １７０６
例，死亡率２５．２３／１０万，占前５位死因２３．８４％，是首
位死因；女性死亡８３２例，死亡率１２．０６／１０万，占前５
位死因１１．６３％。机动车辆交通事故死亡男性明显高
于女性（χ２＝３１８．９９，Ｐ＜０．０１）。意外跌落死亡中，女
性死亡１２６１例，死亡率 １８．２７／１０万，占前 ５位死因
１２．８８％，是女性首位死因。意外跌落死亡女性明显高
于男性（χ２＝４６．０３，Ｐ＜０．０１）。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嘉兴市居民损伤、中毒性别报告死亡率（／１０万）及顺位

死因分类
合计

死亡人数 死亡率 顺位

男

死亡人数 死亡率 顺位

女

死亡人数 死亡率 顺位

机动车辆交通事故 ２５３８ １８．５７ １ １７０６ ２５．２３ １ ８３２ １２．０６ ２
意外跌落 ２１８３ １５．９８ ２ ９２２ １３．６３ ２ １２６１ １８．２７ １
自杀 ９８１ ７．１８ ３ ４９３ ７．２９ ３ ４８８ ７．０７ ３
淹死 ９２５ ６．７７ ４ ４６０ ６．８０ ４ ４６５ ６．７４ ４
机动车以外运输事故 ５２９ ３．８７ ５ ３６０ ５．３２ ５ １６９ ２．４５ ５
其他死因 ２９４３ ２１．５４ １３７８ ２０．３８ １５６５ ２２．６８
合计 １００９９ ７３．９１ ５３１９ ７８．６５ ４７８０ ６９．２６

２７　感染性疾病和母婴疾病死因及顺位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居民感染性疾病、产科及围生期疾病前５位死因
依次为肺炎、呼吸系统的其他感染疾病、病毒性肝炎、呼

吸道结核、血吸虫病，死亡４７０８例，死亡率为３４．４６／１０
万，占感染性疾病、产科及围生期疾病死因的７２．７７％；
其中肺炎死亡３３１７例，死亡率为２４．２８／（下转第４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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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保健　中医／康复·

消积汤联合 ＧＰ方案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临床疗效观察
夏瑞丽

摘要：目的　观察消积汤和吉西他滨联合顺铂治疗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ＮＳＣＬＣ）的临床疗效。方法　３６例
小细胞肺癌患者按数字表的方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１８例，观察组全部采用消积汤配合吉西他滨联合顺
铂治疗方案，而对照组则采用环磷酰胺、阿霉素、顺铂方案化疗，比较２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　观
察组近期总有效率为８３．３％（１５／１８），对照组为６６．６％（１２／１８），２组近期总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３．４６，Ｐ＜０．０５）；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结论　消积汤配合吉西他滨联合顺铂治疗 ＮＳＣＬＣ在近期
疗效方面较好，而且患者的耐受性更好，有利于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消积汤；吉西他滨；顺铂；非小细胞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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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Ｘｉａｏｊｉ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ｇｅｍｃｉｔａｂｉｎｅａｎｄ
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ＳＣＬＣｃａ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ａｂｅｔｔｅｒ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ｃａｎ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Ｘｉａｏｊｉ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Ｇｅｍｃｉｔａｂｉｎｅ；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

　　目前由于吸烟、被动吸烟、环境污染，特别是大气
的污染，全球范围内肺癌已成为发病率和病死率最高

的恶性肿瘤，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很多发达国家，肺

癌在男性常见恶性肿瘤中占首位，在女性常见恶性肿

瘤中位居第２，３位，其流行病特点为：①年轻肺癌病例
增多；②肺癌的发病率在女性继续增长，其中肺泡细胞
癌在老年妇女中增多，但男性鳞癌病例减少，小细胞癌

在年轻女性增多；③混合性，即由多种病理类型癌细胞
组成的肺癌病例增加；④肺癌首发症状不明显，患者来
院就诊时，多偏中晚期。如何及早诊断是急需解决的

难题，对于常见的咳痰、咯血或痰中带血、胸痛、胸闷等

症状以及 Ｘ线片上的肿块影临床医生已较为熟悉，应
当注意的是气促、喘鸣、阻塞性肺炎等这些因为气道阻

塞引起的间接表现，很多患者常因此就诊，如不重视常

可引起误诊，而肺外表现是近年来十分引人注意的问

题。肺癌可产生某些特殊的激素、抗原和酶，可解释一

部分肺外表现的发生机制，但尚有许多表现目前还难

以解释如厌食、恶液质、肌无力综合征等。在所有类型

的肺癌当中，非小细胞肺癌（ＮＳＣＬＣ）约占８０％，一般
包括大细胞癌、鳞癌、腺癌及混合型鳞腺癌等，与小细

胞癌相比较，因其癌细胞生长分裂较慢，故其扩散转移

相对较晚。对非小细胞肺癌来说，手术切除病灶是其

首选的治疗方法，术后根据癌的分化程度、淋巴结情

况、有无癌栓及切缘情况进行其他相关治疗，如放疗、

免疫治疗、基因治疗等，但遗憾的是大部分患者就诊时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矿建医院内一科

已属晚期，失去手术机会，一般多采用联合化学治疗方

案治疗。故选择化疗效果好而副作用轻的化疗方案对

于提高 ＮＳＣＬＣ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１］。近年来，吉西他滨联合顺铂治疗ＮＳＣＬＣ得到了
广泛的临床应用［２－５］，笔者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以

消积汤配合吉西他滨联合顺铂治疗 ＮＳＣＬＣ３６例，疗
效确切。本研究旨在研究中医药与铂类化疗联合治疗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从而为肺癌患者提供较好

的治疗，现具体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安徽省宿州市矿建总医院内一
科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住院治疗的非小细胞肺
癌患者３６例，所有病例均经过确诊，男性２１例，女性
１５例，年龄５２～６８岁，Ｋａｍｏｆｓｋｙ评分均在７０分以上，
估计生存时间都在 ６个月以上。３６例患者 ＴＮＭ分
期，２２例为Ⅲｂ期，１４例为Ⅳ期，其中２３例为腺癌，１０
例为鳞癌，３例为腺鳞癌。所有患者均为首次接受化
疗，前期未行其他治疗且患者肝、肾功能正常，无严重

基础病；同时对所应用化疗药品及其成分均不过敏。

所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１８例和对照组１８例，２组
患者性别、年龄、组织学分型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其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报经矿建医院伦
理学委员会批准，且患者均签署化疗知情同意书。排

除标准：非晚期患者；已行手术患者；对所应用化疗药

品过敏者；合并免疫缺陷，严重意识障碍，肝、肾功能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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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等合并症。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在化疗进行中均给予水化
利尿止吐等对症处理，使用５ＨＴ３受体拮抗剂，并保证
输注顺铂时液体量不少于２５００ｍｌ。观察组：吉西他滨
（哈尔滨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为Ｈ２００４０９５８），顺铂
（江苏豪森药业有限公司，批准文号为１１１２０６），具体
方法如下：观察组：第１、８天，吉西他滨１２５０ｍｇ／ｍ２＋
０．９％氯化钠注射液１００ｍｌ，静脉滴入３０ｍｉｎ；第１天，
静脉滴入顺铂４０ｍｇ＋０．９％氯化钠注射液５００ｍｌ，连
用３ｄ，同时在此化疗基础上加用消积汤治疗，患者在
应用化疗之前开始应用（当归１２ｇ，川芎１２ｇ，茯苓１２
ｇ，附子６ｇ，黄芪３０ｇ，桃仁１２ｇ，红花１２ｇ，干姜１２ｇ，
浙贝母１０ｇ，陈皮水煎服，１剂／ｄ，２次／ｄ。对照组则采
用顺铂联合阿霉素（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准

文号为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０２６０）、环磷酰胺（江苏恒瑞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号为Ｈ３２０２０８５７）的具体方案
化疗，具体方法为：第１天，静脉滴注表柔比星８０ｍｇ／
ｍ２；第３、４、５天，静滴顺铂４０ｍｇ／ｍ２。第１、８天，静滴
环磷酰胺８００ｍｇ／ｍ２；２组患者化疗的１个周期均为２８
ｄ，２个周期后评价疗效。
１３　疗效评价标准　中医症候疗效主要观察治疗前
后变化情况：咳嗽、咳痰、喘促、咳血、纳呆、神疲乏力、

舌暗、脉涩等，显效：治疗后症候积分值比治疗前降低

２／３以上；有效：临床症候积分改善在２／３～１／３；无效：
症候积分值不变或减少不足１／３；加重：症候积分值较
前增加。西医方面按照 ＷＨＯ制定的肺癌治疗评定标
准，观察主要是肉眼观察，Ｂ超测定及 ＣＴ扫描进行综
合判定，根据这３项来评定治疗后的局部肿物变化情
况，具体如下。完全缓解（ＣＲ）：可见的病变完全消失，
超过１个月，而对于不可测量的病变，所有症状及体征
完全消失至少 ４周；部分缓解（ＰＲ）：肿瘤缩小超过
５０％以上，时间不少于４周，测量可采用双径测量或单
径测量如肿瘤面积，线状肿瘤测得数值减少等；肿瘤稳

定（ＳＤ）：肿瘤缩小不足３０％或肿瘤增大不足２０％，其
介于部分缓解和疾病进展之间；肿瘤进展（ＰＤ）：１个
或多个病变增大２５％以上或出现新病变。有效包括
ＣＲ、ＰＲ。不良反应主要包括化疗引起的毒副作用，具
体参照ＷＨＯ抗癌药物毒副反应分度标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比
较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疗效分析　２组患者在完成２个周期化疗后，观
察各组疗效情况，观察组ＣＲ５例，ＰＲ１０例，近期总有
效率为８３．３％（１５／１８）；对照组ＣＲ３例，ＰＲ９例，近期
总有效率６６．６％（１２／１８），２组近期总有效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３．４６，Ｐ＜０．０５）。
２２　不良反应　２组患者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血液学
毒性、恶心、呕吐、腹泻、脱发、肝、肾功能异常等不良反

应，但这些不良反应较轻，大多数在Ⅰ ～Ⅱ度，少数在

Ⅲ～Ⅳ度，经过对症处理后都能恢复正常。观察组脱
发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观察组白
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发生率等血液学毒性略少于对

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其他不良反
应方面，２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在现阶段肺癌是临床较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鉴
于呼吸道是一开放的器官，在已知的致癌因素中，大部

分都可致肺癌，肺癌属祖国医学“肺积”范畴，中医认

为，邪留于肺，肺气壅滞，气滞日久必致血瘀，瘀积日久

则成块，临床实践证明，肺癌患者均见有不同程度的舌

黯、瘀斑、舌下静脉延伸扩张，其周围呈粟状增生以及

其它“血瘀”征象和症状，其发病原因较复杂，经多年

研究，可能和下列因素有关：①吸烟。纸烟的烟雾含有
亚硝胺、尼古丁、一氧化氮和少量放射性元素，动物研

究结果已证明上述物质可以致癌。国内外临床研究已

表明，长期吸烟与肺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吸烟时间越

长，吸烟量越大，肺癌的发生率就越高，吸烟者肺癌的

发病率较不吸烟者高１０倍。吸烟者多患鳞癌和未分
化大细胞癌，而被动吸烟者较多患腺癌和未分化细胞

癌。②环境污染。在世界各大城市，汽车排出的废气、
煤炭不完全燃烧产物中的致癌物质，主要为苯并芘污

染空气，居民长期吸入后致癌。③接触致癌物质。石
棉、无机砷化物等已被公认为引起肺癌的职业因素，如

又是吸烟者，则肺癌发生的危险性可增加９０倍以上。
④癌基因的变异。由于机体细胞调控失衡或机体外某
些因素的影响致使癌基因变异，导致肺癌。其他诸如

遗传因素，比如可见到有一、二代甚至三、四代连续患

肺癌的家庭成员，此外维生素 Ａ缺乏，机体免疫状态
因精神受刺激后低下，病毒感染也被认为是导致肺癌

的危险因素。

非小细胞肺癌具有转移较晚、分裂缓慢等特点，为

有效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早期患者多采

用手术治疗，而晚期患者临床上基本以化学治疗为主。

对晚期小细胞肺癌来说，如何延长生存时间，提高患者

生存质量是治疗的最终目标。ＧＰ化学治疗方案是临
床治疗较为常用的方案之一，采用吉西他滨和顺铂联

合化疗，达到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目的。顺铂是治疗

非小细胞肺癌的重要药物之一，含顺铂的化疗方案可

以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期及生活质量，其为铂的金属

络合物，作用似烷化剂，主要作用靶点为 ＤＮＡ，作用于
ＤＮＡ链间及链内交链，形成 ＤＤＰＤＮＡ复合物，干扰
ＤＮＡ复制，或与核蛋白及胞浆蛋白结合，属周期非特
异性药，该药物通过静脉注射、动脉给药或腔内注射吸

收均极迅速，注射后广泛分布于肝、肾、前列腺、膀胱、

卵巢，亦可达胸、腹腔，极少通过血脑屏障。本品主要

由肾排泄，通过肾小球过滤或部分由肾小管分泌，用药

后９６ｈ内２５％ ～４５％由尿排出。腹腔内注射后腔内
器官浓度为静脉注药的２．５～８．０倍，为治疗多种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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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的一线用药。而吉西他滨为新一代抗代谢类抗癌

药，全名为２’脱氧２，２盐酸二氟脱苷（β异构体），结
构上与阿糖胞苷列类似，只是由于２个氟原子替代了
脱氧胞苷糖环２位上的２个氢原子。该药本质上属于
前体药物，需在体内经脱氧胞苷激酶作用，在体内磷酸

化形成二磷酸盐和三磷酸盐两个活性产物而发挥作

用。其二磷酸盐可抑制核苷酸还原酶，而后者是正常

ＤＮＡ合成中脱氧核苷二磷酸盐形成的必须的主要酶，
从而导致ＤＮＡ合成和修复所需的脱氧核苷酸量的减
少；而三磷酸盐则与内源性的脱氧胞苷三磷酸盐竞争

结合进入ＤＮＡ链，与鸟苷配对形成掩蔽链，使ＤＮＡ双
链合成终止，双链断裂细胞死亡。本品比阿糖胞苷有

更高的膜渗透性，对脱氧胞苷激活酶有更大的亲合力，

在细胞内滞留时间长，加强对ＤＮＡ的抑制。此外它还
有自身强化作用，其三磷酸盐能间接降低对脱氧胞苷

激活酶的抑制，从而加强盐酸吉西他滨向二磷酸盐及

三磷酸盐的转化。该药为细胞周期特异性药物，阻断

细胞在Ｓ期及Ｇ１期后期，其毒性较小，且注射方便、抗
癌谱广，它是去氧胞苷的水溶性类似物，通过抑制核糖

核苷酸还原酶活性，发挥干扰肿瘤细胞ＤＮＡ合成和修
复作用［６－７］。２种药物联合应用具有良好的协同作
用［８］，同时按照活血化瘀、祛痰消积理论，以桃红四物

汤加二陈汤加减，通过当归、川芎、桃仁、红花活血化

瘀，祛除瘀积，茯苓、浙贝母、陈皮、半夏、茯苓、白术健

脾燥湿化痰祛除痰积，佐以黄芪、甘草扶正益气，干姜

１２ｇ、附子６ｇ温补脾肾之阳通过扶正方式加强化瘀祛
痰之功，具有抗癌作用［９］，而循证医学已经证明中医药

辅助化疗具有改善癌症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的作

用［１０］。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近期总有效率为

８３．３％，对照组为６６．６％，２组近期总有效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不良反应方面，观察组发生
不良反应的患者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消积汤配合吉

西他滨联合顺铂治疗ＮＳＣＬＣ在近期疗效方面较好，而
且患者的耐受性更好，有利于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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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因此，三维应变能客观的反映左心室心肌形变

能力，是监测ＣＨＤ心功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综上所述，３ＤＳＴＩ具有操作便捷和无创的优势，

且较以往的超声检查能更准确地评估心脏在三维空间

的运动及心肌功能。对 ＣＨＤ患者心功能的变化能够
客观的评价。但考虑到现阶段技术发展的限制，该项

技术要求较高的图像质量，以清晰地显示心内膜；同时

该技术采集图像所需帧频较高，因此对于心腔增大的

患者采集完整的左心室将受到影响，故对心腔过大的

患者其成像的准确性将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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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保健　中医／康复·

新疆某部１０７名军队干部健康资料分析及对策
马新凤，苏晓津，金玲

摘要：目的　完善军队高级干部的疾病预防、医疗及健康保健工作，及时掌握干部健康状况的动态变化，做到疾
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方法　对１０７名住院体检的军队高级干部实施内科、外科、口腔科、耳鼻喉科、心电
图、Ｂ超检查、胃镜、检验的检查。结果　患病率较高的前１０种疾病依次为高血压病、冠心病、糖尿病、颈椎病、前
列腺增生、高脂血症、恶性肿瘤、肝肾襄肿、胃十二指肠疾病、甲状腺疾病。不同年龄段主要疾病的患病率有所不

同，参与体检的１０７名干部，５０％以上的人员患有高血压，５０～９０岁的人群中高脂血症患病率在３０％以上，７０～
７９岁的人群中冠心病患病率在７２％以上，８０岁以上人群中有３３％患有各种恶性肿瘤。结论　军队干部健康状
况不容乐观，干部保健工作者应通过有效的措施将服务保障重点由患病个体向健康个体和人群转变；预防保健工

作由预防自然致病因素到社会致病因素，由单纯预防发生扩大到保健康、促长寿。

关键词：军队；离退休干部；健康状况；保健对策

中图分类号：　Ｒ８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４６５０２

　　健康体检是对干部身体一次全面的检查，是预防
或发现疾病的最好的时机。遵照《军队师职以上干部

健康体检项目》，我院每年定期组织安排干部住院体

检，完善军队高级干部的疾病预防、医疗及健康保健工

作，及时掌握干部健康状况的动态变化，做到疾病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１０７名居住在我区的军队高级干部，
年龄５０～９３岁，平均年龄 ７２岁。所有资料来源于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５月住院查体结果，资料完整、
可靠。

１２　分析方法　住院检查项目包括内科、外科、口腔
科、耳鼻喉科、心电图、Ｂ超（甲状腺、颈部血管、心脏、
腹部、泌尿系统）、胃镜、检验（全血细胞分析、尿液分

析、肝功、肾功、血脂、血糖、尿酸、电解质、多肿瘤蛋白

芯标志物２３项、甲状腺功能测定、幽门螺杆菌），必要
时再做其相应的检查，以明确诊断。

２　结　果
２１　主要疾病患病情况　经过对住院体检结果和住
院疾病诊断的分析、统计，患病率较高的前１０种疾病
依次为高血压病、冠心病、糖尿病、颈椎病、前列腺增

生、高脂血症、肝肾囊肿、恶性肿瘤、甲状腺疾病、胃十

二指肠疾病，前３位疾病与文献报道一致［１－２］。其患

病率分别为高血压病５８．８８％、冠心病４２．９９％、糖尿
病２８．０４％、颈椎病２５．２３％、前列腺增生２４．３０％、高
脂血症 ２４．３０％、肝肾襄肿 １８．６９％、恶性肿瘤
１５．８９％、甲状腺疾病 １２．１５％、胃十二指肠疾病
９．３５％。
２２　干部不同年龄主要疾病患病情况　体检结果显
示，不同年龄段主要疾病的患病率有所不同，５０～５９
岁前３位疾病依次为：高血压病（４７．８３％）、高脂血症
（３４．７８％）、糖尿病（２６．０９％）；６０～６９岁前３位疾病

作者单位：８３０００１乌鲁木齐市，兰州军区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
保健科

通讯作者：马新凤，Ｅｍａｉｌ：ｍｘｆ８０２８２３＠１６３．ｃｏｍ

依次为：高血压（５６．６７％）、高脂血症（３６．６７％）、肝肾
囊肿（３３．３３％）；７０～７９岁前３位疾病依次为：冠心病
（７２．２２％）、高血压（５０％）、糖尿病（２７．７８％）；８０岁
以上前 ３位疾病依次为：高血压（７２．２２％）、冠心病
（７２．２２％）、恶性肿瘤（３３．３３％）。
２３　不同年龄干部患病种数　体检结果显示，同时患
４种以上疾病的有５０人，３种疾病的有２３人，２种疾病
的２６人，１种疾病的５人，未患病者３人，其中同时患
高血压和冠心病者２３人，占体检人员２１．５０％，同时
患高血压和糖尿病者２８人，占体检人员２６．１７％。

３　讨　论
　　参与体检的１０７名干部，５０％以上干部患有高血
压，糖尿病患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疾病共存现象

不容忽视［３］。在职干部在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

新的军事斗争准备中起着统领和决策作用，肩负的任

务重，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精神高度紧张，无暇顾

及自身健康状况，致使亚健康状态干部比率增加。其

次，他们生理年龄已处在老年前期阶段，是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高发期［４］，前３位疾病是高血压、高脂血症和颈
椎病。“两高期”老干部符合高年龄、高患病率的特

点，恶性肿瘤患病率继高血压、冠心病之后，位居第

３［５］。慢性病的长期治疗与管理不仅影响个人的心理
和生理，家庭和社会也承担很大的压力，新的医学模式

要求军队干部保健集预防、医疗、保健为一体，干部保

健工作者应掌握以人为整体的管理方法［６］，通过有效

的措施将服务保障重点由患病个体向健康个体和人群

转变，干部保健应由预防自然致病因素到社会致病因

素，由单纯预防发生扩大到保健康、促长寿。

３１　提高干部参与体检的主动性　干部年度体检在
预防、发现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

然在职干部具有较强的自我保健意识及获取保健知识

的能力，但存在知、信、行不统一，体检率偏低，客观原

因是工作压力大，工作节奏快，导致个体主观上忽视年

度体检。离退休干部对其所患慢性病的认知比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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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加之年事已高者行动不便，对住院体检心存顾虑。

因此，提高干部体检率不仅要在提高其认识上下功夫，

医院方面要做到“五到位”：领导到位，认识到位，组织

到位，技术到位，措施到位。重视体检结果的分析、总

结、建议，通过体检使干部获益其中，避免体检因流于

形式而降低干部参与体检的积极性。

３２　健康教育要讲究实效性和时效性　健康教育是
护理人员进行护理干预的主要手段，借助多学科的理

论和方法，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教育活动，帮

助他们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认识危害健康的因素，促

使人们自觉地选择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方式［７］。由于

不同个体其健康状况不同，对教育内容的需求亦不同，

在多年的干部保健工作中我们体会到，干部保健不仅

要注重药物治疗，更要注重非药物治疗，例如饮食养

生、心理疏导等。所以健康教育要有针对性，强调个性

化服务，注重实际效果。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大多数

的疾病都能得到有效治疗，或达到治愈的目的，但仍有

部分疾病需终身治疗以控制病情的发展或减轻疾病的

痛苦，所以医务人员应认识到健康教育的时效性，通过

不断探索与学习，拓展业务知识、提高业务能力，及时

更新健康理念，使被指导者不断获得有益健康的正确

信息，纠正其盲目从医，听信偏方、秘诀，过度依赖保健

品的现象。

３３　提升自护能力　慢性疾病需要终身治疗，因疾病
所需治疗药品的种类和数量比较多，其用法和用量应

随着病情的变化及时给予调整，所以医务人员应努力

培养和提高患者及家属对疾病的自护能力和自我调节

能力，一方面能为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另一方面对维

护健康的完好状态、减少失能、减缓失能具有较大意

义［８］。例如１位离休老干部每次住院期间血压升高至
（１６０～１７０）／（９０～１０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需口服氨氯地平缓释片１０ｍｇ，而出院２周后血
压逐渐降至（１００～９０）／（６０～５０）ｍｍＨｇ，需调整药物
剂量。由于保健人员掌握了老人住院与出院后血压波

动的规律，并告知家人注意观测血压，因此能及时发现

老人血压变化。另一位患高血压的在职干部，因身体

不适来就医，问诊时得知他上午血压偏低、下午血压

高，晨起口服２种降压药，后将降压药调整至晨起、下
午各服１种，血压控制平稳，无不适。还有一位患糖尿
病的干部，在接受胰岛素治疗的初期，随意调整胰岛素

剂量，而且，注射方法不正确，导致其出现低血糖症状，

我们及时给予纠正和指导，避免了意外的发生。所以，

医务人员要重视患者信息反馈，肯定和鼓励其健康行

为，医患之间要建立良好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认，因

为，当个体信认管理者时，更可能接受他们的管理和决

策，即使产生的是不利的结果［９］。在干部住院或巡夜

期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细致的向干部及家属

讲解疾病观测的目的、方法和要求，按时、按量正确使

用药物的重要性，例如胰岛素注射的具体步骤，血糖、

血压的测量方法，对治疗及保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

时请示、汇报和沟通，为患者提供多种选择，帮助患者

寻找足够的相关信息，共同分析，以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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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教育研究·

在临床技能教学中运用批判性思维的探索
古赛，陈鸿雁，喻志英，易雪，曹梦瑶，方叔琼

摘要：目的　探索批判性思维教学方式在临床技能学中的运用。方法　本校２０１１级５年制临床医学本科班中
随机抽取２个班分为实验班和对照班，每班学生均为４５人。实验班应用批判性思维教学法，对照班采用传统教
学法。比较２组学生ＯＳＣＥ考核成绩和批判性思维状况以及学生对两种教学方式的满意度。结果　实验班学生
的满意度９３．３％高于对照班５３．３％，ＯＳＣＥ考核总成绩优于对照班，批判性思维总评分及５个单项评分也优于对
照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在临床技能学中引入批判性思维教学理念和方法对提升医学生
批判性创新能力，提高临床技能成绩，培养综合型实用型医学人才具有突出作用，值得在临床教学中推广。

关键词：临床技能学；批判性思维；运用；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４６７０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ｋｉｌｌ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ＧＵＳａｉ，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ｙａｎ，ＹＩＸｕｅ，ｅｔ
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ｆｆａｉｒ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ｋｉｌｌ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
ｏｄｓ　Ｔｗｏｃｌａｓｓｅ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ｅｌｅｃｅｄｆｒｏｍ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ｌａｓｓ２０１１，ａｎｄ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４５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ａｕｇｈｔｗｉｔｈ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ａｕｇｈｔｗｉｔ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Ｓ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ｓｋｉｌ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Ｓ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ｏｖｅｒａｌｌ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ｓｋｉｌｌ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ａｔ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ｔｏ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ｋｉｌｌ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ｓｋｉｌｌｓ，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ｋｉｌｌｓ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ｔａｌｓｏｐｌａｙｓａ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ｋｉｌｌ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ｋｉｌｌ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ｋｉｌｌ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临床医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临床岗位胜任力
的实用型人才，强化临床技能的实践性教学、提高医学

生临床工作的实际能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我校

顺应医学教育改革潮流，从大学第３学期到第１０学期
贯通式开设临床技能学课程，将人体各器官系统疾病

中所涉及的临床技能由浅入深的进行系统训练，充分

利用现代模拟医学教学手段，真正实现了“早临床、多

临床、反复临床”的教育理念。所以，运用更先进的教

学理念和方式开设好这门课程，是更值得我们深思和

探索的问题。

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制定的全球医学教育最

基本要求中，确定批判性思维（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能力是
医学生应具备的７项核心技能之一，是２１世纪医学生
的重要素质之一，是一种可以进行培养和训练的技

能［１］。重庆医科大学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大胆创

新，在临床技能学教学中，勇于尝试，运用批判性思维

的理念和方式，在提升医学生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方

面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从本校２０１１级５年制临床医学本科

基金项目：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课题（１０２１０１）
作者单位：４０００１６重庆市，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务处
通讯作者：古赛，Ｅｍａｉｌ：ｓａｉｇｕ２００４２００４＠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８个班中随机抽取２个班作为实验班和对照班，每班
学生４５人，共计９０人。实验班与对照班在男女比例、
年龄、既往学习成绩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所使用

教材和带教师资一致。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研究时间及项目　研究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９—１２
月。向学生说明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２班开设的“临
床技能学”课程授课项目一致，教材均为《临床技能

学》［２］。

１２２　教学方法
１２２１　传统教学法　对照班采用传统教学法，分３
个步骤：①教师先用 ＰＰＴ讲授技能项目的相关知识，
包括：基本概念、临床意义、适应证和禁忌证、操作步骤

等；②教师演示操作，学生观摩；③学生分小组（每小组
５人）在仿真模拟人上反复训练。
１２２２　批判性思维教学法　实验班采用批判性思
维教学法，分５个步骤：①学生提前１周预习课程项
目；②课程中学生分小组围绕项目的概念、临床意义、
适应证和禁忌证、操作步骤等充分讨论，教师总结；③
教师演示操作步骤，学生观摩；④学生分小组（每小组
５人）在仿真模拟人上反复训练；⑤各小组分别推选１
名学生代表展示性操作，小组间相互竞争，所有学生认

真观察，并记录下操作者的不足或错误，经小组讨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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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推选代表进行修正性操作，最后由学生给操作者

评分，教师总结并点评。

１３　评价方法
１３１　学生对批判性思维教学方式满意度调查　用
调查表调查２班学生对２种教学方式的满意度。
１３２　期末考试成绩比较　２班学生期末采取多站
式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ＳＣＥ），设置３站（１站：手术切口的消毒
铺巾；２站：止血包扎；３站：胃管安置术），每站８ｍｉｎ。
学生成绩由各站２位考官评分，取其平均分为该站的
最终得分，３站各按１００分计，总成绩为３站的平均成
绩。

１３３　批判性思维量表　参照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
维气质问卷（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
ｖｅｎｔｏｒｙ，ＣＣＴＤＩ），采用国内彭美慈等研制的中文批判
性思维能力测量表（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ＣＴＤＩＣＶ）［３－４］。ＣＴＤＩＣＶ采用李
克特６级评分制，每个分量表（即每种特质）由１０个条
目组成，共７０个条目，每个特质１０～６０分，总分７０～
４２０分。总分≤２１０分为负性批判性思维能力；２１１～
２７９分为不明确；≥２８０分表明正性批判性思维能力；
≥３５０分正性批判性思维能力强。２班学生在２０ｍｉｎ
内完成ＣＴＤＩＣＶ量表。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ｘ±ｓ）表示，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统计软件，满意度调查采用秩和检验，两班期末成
绩及ＣＴＤＩＣＶ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班学生对２种教学方式的满意度　研究结束
后，调查２班学生对２种教学方式的满意度。共发放
调查表９０份，回收９０份，回收率１００％，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２班学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调查（ｎ，％）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对照班 ４５ ９（２０．０） １５（３３．３） １５（３３．３） ４（８．９） ２（４．５）
实验班 ４５ ２８（６２．２） １４（３１．１） ３（６．７） ０（０） ０（０）

　　注：Ｚ＝４．８０，Ｐ＜０．０００１。

２２　２班期末考试成绩比较　详见表２。
表２　２班期末成绩比较（ｘ±ｓ，ｎｉ＝４５，分）

组别 例数
成绩

１站点 ２站点 ３站点 总成绩

对照班 ４５ ７７．２０±９．６３ ７５．５４±８．５２ ７８．８０±８．２１ ７７．１８±８．３６
实验班 ４５ ８４．５０±７．６８ａ ８１．４６±６．７５ａ ８６．５０±７．８５ａ ８４．１５±７．３０ａ

　　注：与对照组相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３　２班学生 ＣＴＤＩＣＶ量表比较　２班学生 ＣＴＤＩ
ＣＶ量表共发放９０份，回收９０份，回收率１００％，结果
见表３。

３　讨　论
　　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洞察、分析、综合、重建的思

维过程，贯穿于整个医疗过程始终［５］，是个体在复杂的

情境中，灵活地运用现有知识和经验，在反思的基础上

进行分析、推理、选择和判断［６］。

中国传统的教育教学中缺少批判性思维的理念，

长期以“教师为中心，考试为导向”进行教学，学生整

体、系统、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及反思、质疑和批判的

精神较缺乏［７］，此模式培养的学生基础知识也许较为

扎实，但创造能力及实际应用能力却相对低下［８］，因而

在教育中引入批判性思维精神，加强其训练尤为重要。

课堂教学是促进批判性思维发展的主要方式，教学理

念、氛围及方式均是影响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重

要因素，而教师也已越来越多地由传递知识转变为激

励思考，帮助发现矛盾观点的人［９］。

表３　２班学生ＣＴＤＩＣＶ量表比较（ｘ±ｓ，分）

项目 对照班 实验班

寻找真相 ３８．６４±４．５６ ４２．１８±４．３２ａ

开放思想 ４１．３６±４．７０ ４４．２５±４．６８ａ

分析能力 ４１．５４±５．１２ ４３．７８±５．０５ａ

系统化能力 ４０．６３±４．７２ ４０．９８±４．１５
自信心 ４２．８１±５．４２ ４３．１３±５．３４
求知欲 ４３．３２±６．０２ ４６．３１±６．４７ａ

认知成熟度 ４１．６３±４．６６ ４３．７７±４．７２ａ

总分 ２８９．９３±２５．４０ ３０４．４０±２４．６４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临床技能学”是我校一门多器官系统整合的全
新临床实践型课程，在医学教学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此，率先在此门课程中开展批判性思维教学有着重

要的示范作用。此研究证实医学生对批判性思维教学

方式的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高达９３．３％，比传统
的教学方式５３．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实
验班学生的技能 ＯＳＣＥ考试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班，表
明用批判性思维方式教学，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学生们不盲从，主动思考，相互启发，有利于他们发

现问题、纠正错误，加深课程的学习和理解，深刻理会

重点和难道，培养临床思维技能，提高实践能力。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越强，对临床技能信息的评估、收集和分

析能力也越强，成绩也越好，这与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Ｄ等［１０］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此研究还表明批判性思维能力是

可以通过训练来改善和提高的，一学期后实验班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状况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班，尤其在寻找

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求知欲和认知成熟度方面，

充分说明引入批判性思维教学方式，营造更有利于自

主学习和创新的民主氛围，锻炼了学生寻求真理、勇于

探究的气质，鼓励了学生质疑问难，敢于挑战教师权威

性的胆量和更加开放接受他人见解的胸怀，学生们更

注重反思，更有目的地掌握医学技能。两班学生在系

统化能力和自信心方面尚未显示出明显差异。自信心

是个体对自身成功应付特定情境能力的估价，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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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１１］，较短时间的批判性思维培养训练对学

生自信心方面的提高尚不明显，此特质仍需要长期不

断的更广层面上的培养和修炼才能显著提升。系统化

能力是指有组织、有条理、有目标的处理复杂问题的能

力［１２］，我们仅在一门课程中开展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

养训练对提高学生处理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方面尚显

不足，教育工作者还任重道远。

总之，将批判性思维模式引入我们的实践教学中，

能极大提高学生对实践性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能更

好地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实用型医学人才，作为教育

工作者，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临床技能学中批判性思维

教学模式，并积极推广到其它课程教学中，编制独具风

格的批判性思维教程，使其规模化、常态化地在医学教

育教学中得以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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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万，占前５位死因７０．４５％，是最主要死因。

３　讨　论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加快，
生活方式的变化，使死因谱正在发生变化。目前，传染

病死亡得到了有效控制，以肿瘤、心脑血管病等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死亡不断增加，成为主要的死因［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嘉兴市居民死亡率呈上升趋势，男性高
于女性，死亡率高于一些地区［２３］；标化死亡率没有上

升，可能与嘉兴市人口老龄化、平均寿命延长有关，

２０１２年嘉兴 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已占总人口比重的
１４％，校正后人均期望寿命８０．１４岁。分类死因中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是主要死因，占全死因的８０．９１％，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上升与嘉兴的大气、水源、土壤等

环境污染，居民的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嘉

兴前 ５位死因顺位与银川西夏区及太原市报道不
同［４－５］，与广东五华县报道相似［６］；死亡构成比与赣州

章贡区相似［３］。嘉兴首要死因是肿瘤，年均死亡率占

全死亡的２６．７１％，呈上升趋势，死亡率高于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年中国癌症发病与死亡统计的全国登记区［７］和

２０１２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统计的全国登记区死亡率［８］。

肿瘤死亡男性高于女性，与男性的吸烟、饮酒等不良生

活习惯高于女性有关，肿瘤死亡对居民潜在寿命损失

最大，减寿率１０．３６‰，是第一杀手；应重视性别死亡
差异，针对性开展防控。造成平均寿命损失年数最高

的是损伤与中毒，为４０．７１年，损伤与中毒所致死亡多
为青壮年，为居民“早死”主要原因。嘉兴损伤、中毒

前５位死因顺位不同于北京房山区［９］和广州白云

区［１０］，男性首位死因为机动车辆交通事故并明显高于

女性，与男性从事流动性作业较多等特点有关；应加强

交通安全宣教，加强酒驾查处。嘉兴居民感染性疾病、

产科及围生期疾病死因不到全死因的十分之一，但肺

炎死亡占５１．２７％，占前５位死因的７０．４５％，占比大，
建议将肺炎预防疫苗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普及老、幼、

体弱者疫苗接种，减少肺炎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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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教育研究·

情景与案例教学法在社区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张剑青，刘鹏飞，张巧芬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情景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相结合在《社区护理学》部分章节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以期能

够提高《社区护理学》的教学质量，力求能够培养高层次认知技能和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的护理人才。通过精心

收集并选出合适的案例，设置仿真情景、角色扮演等手段，将理论知识演化成直观内容，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究，

并以传统教学法作为对照组，比较分析二者的教学效果。研究结果显示，“情景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相结合在

《社区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显著优于传统的教学法。“情景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能够培养创造性思维和

自主学习能力，利于提高实践技能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利于激发学生兴趣和培养团结协作精神，进而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

关键词：情景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社区护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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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护理学科成为一级学科之后，融合国际卫
生服务体系发展的趋势，社区护理学已经成为护理学

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然而，医学教育普遍存在内容

多、学时少的问题，如何利用较少的课堂教学时间让学

生充分掌握最基本的知识与技能，是医学教学亟需解

决的问题［１］。而且，《社区护理学》涵盖的内容较多、

实践性较强，理论授课过于抽象，学生掌握比较困难，

加之现代护理教育理念旨在培养具有高层次认知技

能、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及合作与组织能力的护理人

才［２］，所以在《社区护理学》的第９章“社区慢性病病
人的保健与护理”的教学中拟采用情景与案例教学法。

通过精心筛选合适的案例、设置仿真情景、角色扮演、

课后反馈［３］等手段，将理论知识演化成直观内容，变被

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现将具体的

实施方法及效果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我校２００８级５４名护理本科生
为实验组，２００７级 ５３名护理本科生为对照组，年龄
２０～２３岁，均为国家高考统招生，已完成医学基础和
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已学课程平均成绩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授课教师、使用
教材、教学大纲、学时及教学进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基金项目：延安市政府资助项目（２０１２ＫＳ１４）
作者单位：７１６０００陕西省延安大学医学院护理系（张剑青）；

７１６０００陕西省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刘鹏飞）
通讯作者：刘鹏飞，电子信箱：ｚｊｑ１９７８１２１６＠１６３．ｃｏｍ

１２　教学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
由教师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结合《社区护理学》第９
章“社区慢性病病人的保健与护理”课程标准的要求，

在明确教学目标的前提下，进行重点和难点内容的重

点讲述。

１２２　实验组　采取情景与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入典型的案例，按照护理程序的

要求，进行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以社区慢性病患者居

家护理的应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居家
护理为例，①案例编写：课前教师根据教学目标的要
求，精选１例典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的
病例，提出相关疾病护理方面的问题：如该患者护理诊

断及依据、制定护理计划、护理措施及护理评价等。②
情景设计：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进行情景设计，包

括患者、家属、社区护士、家庭病床单元、用物的准备

等。③角色扮演：课堂上让学生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
将预先设计的病例情景通过学生扮演模拟，将整体的

护理过程演示出来。

课前１周教师把典型病例、护理场景的设计及角
色扮演的分工等布置给学生，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课前

查阅相关资料，进行病例分析和讨论，课中进行角色扮

演，最后教师进行总结，归纳本次课程的重点、难点，使

知识系统化。

１３　评价方法　①理论考核成绩：课程结束后，统一
命题，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进行基础理论的考核，由

授课教师进行统一阅卷，并统计出第９章“社区慢性病
病人的保健与护理”相关题目的得分情况，总分值占

２５分；比较２组理论成绩。②教学法的评价问卷：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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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结束后对实验组５４名学生发放自制调查问卷，了解
学生对此教学法的评价。调查问卷统一发放，当场回

收，发出问卷５４份，回收５４份，有效回收率为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４．０统计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均采用（ｘ±ｓ）表示，两
样本比较采用ｔ检验，以 Ｐ＜０．０１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理论考试成绩比较　实验组（２２．５１±０．２１）
分，对照组（１６．２５±０．９１）分，２组比较ｔ＝１０．１８６，Ｐ＜
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显示，情景教学法
与案例教学法相结合在《社区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效果显著优于传统以教授为主的教学法。

２２　学生对于教学方法的评价　实验组大多数学生
认为情景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能培养创造性思维和自

主学习能力，利于提高实践技能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利

于激发学生兴趣和培养团结协作精神等。详见表１。
表１　实验组学生对情景与案例教学法的评价（ｎ＝５４）

调查项目 同意 不同意

加深了对“以社区为服务对象”模式理解 ５０（９２．５９％） ４（７．４１％）
学会了应用护理程序进行社区患者健康护理 ４５（８３．３３％） ９（１６．６７％）
理解和掌握了社区慢性病患者的心理特点 ４７（８７．０４％） ７（１２．９６％）
提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沟通能力 ５１（９４．４４％） ３（５．５６％）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４６（８５．１９％） ８（１４．８１％）
培养了创造性思维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４３（７９．６３％）１１（２０．３７％）
利于提高实践技能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４４（８１．４８％）１０（１８．５２％）
有助于专业基本知识的理解和巩固 ５２（９６．３０％） ２（３．７０％）
提高了文献检索与数字资源利用能力 ４１（７５．９３％）１３（２４．０７％）

３　讨　论
３１　情景与案例教学法在《社区护理学》教学中应用
的必要性　我国卫生部在《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
要》中指出：推进护理教育改革与发展，注重护生分析

解决问题能力、沟通与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这一目标

与美国护士协会（ＡＮＡ）对从事社区护理工作的护士
应具备的能力要求［４］是一致的，因此《社区护理学》教

学工作应该富有很强的实践性、指导性和操作性。为

了使《社区护理学》教学能够更好的与国际、国内最新

的护理教育理念保持一致，更好的体现出社区护理的

教学特点，使每一位护生对所学疾病和社区护理工作

有更全面、真实的了解，我们将“情景与案例教学法”

引入到《社区护理学》的教学中来。情景与案例教学

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组织学生通过对

典型案例的阅读、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并有目的地

创设形象而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学生为主体进行角色

扮演，将整个护理过程演示出来，教给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方法，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并使学

生的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５］。

３２　情景与案例教学法在《社区护理学》教学中的实
施　在《社区护理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①教
师利用典型的案例，引导学生以安德逊的“社区作为服

务对象”的模式，按照护理程序进行社区护理活动，对

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有助于提高学生发现问题、综合

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表１结果显示，９２．５９％

的学生认为案例的引入加深了对安德逊“以社区为服

务对象”模式的理解，８３．３３％的学生认为学会了如何
应用护理程序进行社区护理工作，有８１．４８％学生认
为有利于提高实践技能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胡小

芳［６］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这将是培养现代护理人才

的有效途径之一。②通过让学生设置情景并进行角色
扮演，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让学生置身于社区临

床情景之中，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形象化、趣味

化，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７］，同时，在各种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只有同学之间

互相很好的配合，才能正确的演示出整个护理过程，所

以，该教学法也很好的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表１结果显示，有８７．０４％学生认为设置情景与角色
扮演有利于学生更精准的理解和掌握社区慢性病患者

的心理特点，有８５．１９％学生认为有利于培养同学之
间的团队合作精神，９４．４４％学生认为提高了社会交往
与沟通能力。③课前１周教师把典型病例、场景的设
置及角色扮演的分工等布置给学生，学生课前查阅相

关资料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图书馆、网络等资源搜

集信息，培养了自主学习能力。表 １结果显示，有
７９．６３％的学生认为该教学法培养了学生创造性思维
和自主学习能力，有７５．９３％学生认为提高了文献检
索与信息资源利用能力。④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
学生的理论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情景与案例教

学法能够激发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的兴趣，通过解决问

题的过程促使其理论知识系统全面深刻的理解和掌

握［８］，由表１示，有９６．３０％学生认为情景与案例教学
法有助于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总之，情景与案例教学法在设疑和讨论中，很好的

培养了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分析解决护理问题的能

力［９］，使学生的观察、分析、动手、协作等能力均得到充

分的锻炼，综合素质得到较好的提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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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循证护理在３．０Ｔ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过程中的应用研究
李函幽

摘要：目的　研究肝脏疾病３．０Ｔ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时，对患者行循证护理的重要性。方法　选取肝脏疾病患
者７２例，随机分为观察组３６例和对照组３６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循证护理。记录并比较患者心
理状况、屏气配合效果、一次检查成功率、伪影、检查时间及不良反应。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分析。结果　护理干
预后，观察组患者ＳＣＬ９０各症状评分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屏气配合总有效率为９４．４４％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６９．４４％（χ２＝４．７０９，Ｐ＝０．０１６）；观察组一次检查成功率、平均检查完成时间、所得
影像的伪影出现几率均优于观察组（χ２＝４．３９１，Ｐ＝０．０２１，χ２＝５．００３，Ｐ＝０．０１２，ｔ＝６．０２３，Ｐ＝０．００８）；观察组
过敏反应发生率（１３．８９％）显著低于对照组过敏反应发生率（２７．７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５７２，Ｐ＝０．
０１９）。结论　将循证护理应用于３．０Ｔ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过程中，可显著改善患者心理状况，提高屏气效果及
检查质量，值得临床广泛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循证护理；３．０Ｔ磁共振；增强扫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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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１３．８９％）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２７．
７８％），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χ２＝４．５７２，Ｐ＝０．０１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ｎｕｒｓｉｎｇａ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３．０ＴＭＲＩ，ｉｔ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ｍ
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ｂｒｅａ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ｃｈｅｃｋ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ｔｗａ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ｗｉｄｅ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ｎｕｒｓｉｎ；３．０ＴＭＲＩ；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０Ｔ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属于超高场强的磁共
振仪，与传统的１．５Ｔ相比，在肝脏疾病的检查中具有
明显的优势。它提高了质子的磁化率，增加图像的信

噪比，在保证信噪比的前提下，可以加快成像速度，已

成为目前肝脏疾病检查的主流趋势［１］。但研究显

示［２］，患者在扫描中的配合是确保图像清晰、检查准确

的关键。因而，做好检查前、检查中的护理配合尤为重

要。本研究以７２例肝脏疾病患者为对象，进行常规护
理和循证护理的对比研究，重点探讨循证护理在肝脏

疾病中３．０Ｔ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过程中的应用，现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本院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０１３年６月
收治的肝脏疾病患者７２例为研究对象；随机数表法将
患者随机分为２组。观察组３６例，男性２４例，女性１２
例，平均年龄（４４．６８±３．７２）岁。对照组３６例，男性
２５例，女性１１例，平均年龄（４５．１６±３．０９）岁。２组患
者在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作者单位：３１５０４１浙江省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放射科

义（Ｐ＞０．０５）。
１２　检查设备与方法　２组患者均采用美国ＧＥ公司
ＳｉｇｎａＥＸＣＩＴＥＨＤ３．０Ｔ超导型磁共振扫描仪，８通道
相控阵ｔｏｒｓｏ线圈行 ＭＲ成像。并选用 ＭＥＤＲＡＤ公司
生产的高压注射器，由注射头、主机、显示器的操作台

组成，一次性注射针管，分Ａ管和 Ｂ管，两管容量均为
６０ｍｌ，Ａ管装对比剂钆喷酸葡胺注射液１５ｍｌ，Ｂ管装
生理盐水４０ｍｌ，抽吸药液后排尽空气；选择２０～２２Ｇ
静脉留置针，排气后静脉注射，注射成功敷贴粘好，静

脉留置针接高压注射器的三通连接管，操作室远程控

制，注射速度２．５～３．０ｍｌ／ｓ，先注射Ａ管对比剂，后注
入Ｂ管生理盐水２０ｍｌ。

检查时首先行常规腹部平扫包括冠状抑脂 Ｔ２、横
轴位 Ｔ１ＷＩ、Ｔ２ＷＩ及抑脂 Ｔ１ＷＩ、Ｔ２ＷＩ。Ｔ１ＷＩ采用
ＦＳＰＧＲ序列屏气扫描，Ｔ２ＷＩ采用 ＦＳＥ序列，扫描时患
者平静呼吸，应用呼吸门控技术［３］。动态增强扫描采

用ＧＥ三维多时相快速动态增强扫描（３ＤＦＡＭＥ）序
列，动态扫描的次数设置为６次，每次屏气时间为１９～
２１ｓ，注射对比剂前先平扫一期，注射后８～１０ｓ，嘱患
者吸气呼气屏气（１５～１８ｓ）后同时扫描，每完成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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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嘱患者深呼吸，分别于５５，１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４２０ｓ进
行多期轴位扫描，之后行冠状位和矢状位扫描，对于疑

难的需要延迟扫描至１０～１５ｍｉｎ，有助于病变的诊断。
１３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检查过程中给予常规
护理，主要包括保证检查室卫生、环境舒适；磁共振检

查前的常规准备；有效的心理疏导等。观察组给予
!

证护理，具体护理措施如下。

１３１　循证护理
１３１１　建立循证护理小组　小组成员包括：科室主
任、科室医生、护士长、专科护士及家属，并采用基础资

料调查表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

估，并根据３．０Ｔ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的过程提出临床
问题，并检索相关文献，制定科学的护理计划。

１３１２　健康教育　由循证护理小组成员及临床经
验丰富的护理人员，制定３．０Ｔ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过
程中相关注意事项的健康教育阅读材料，并由专家审

核。

１３２　循证护理实施
１３２１　检查前准备及心理疏导　给患者和家属分
发健康教育阅读资料，并告知患者磁共振检查的安全

性、扫描时注意事项、扫描的基本过程（先平扫，后动态

注射对比剂，再扫描）及时间等，以解除患者顾虑。由

于检查时患者需要空腹，加上由于３．０ＴＭＲ仪器，噪
声大，为了保护患者及陪同家属的听力，扫描前护士应

指导其用无菌棉球塞严外耳道［４］。同时，多与患者沟

通，调整负性情绪，并告知患者检查中的配合对检查结

果的重要性，同时指导患者平静呼吸、身体不动以配合

检查。

１３２２　检查时护理　①配合技术人员安置正确舒
适的体位，给予被套遮蔽身体及保暖，再次指导患者平

稳、均匀地呼吸；对于老弱、屏气不佳的患者，不需要按

常规屏气扫描，在患者正常呼吸的情况下，请陪同家属

协助捏住患者口鼻，完成扫描；②安置好体位后，护士
应再次确定留置针在位、通畅，确定无误后连接高压注

射器注射对比剂。③高压注射器的准备：正确的安装
管道，患者上机定好位置后，手动快速注射生理盐水少

许再次试针，并将食指轻放在患者注射部位感觉液体

在患者血管内向心流动，随时询问患者穿刺部位有无

疼痛，观察有无肿胀，确定无外渗后方可进行高压增

强。试针时如有外渗需要重新穿刺，以确保动态强化

的顺利进行。④过敏反应观察：查阅大量文献得知，过
敏反应是对比剂主要的不良反应。护士经过培训及大

量阅读文献，详细了解了对比剂注射后可能发生的不

良反应及过敏反应的临床表现，以备及时发现患者所

出现的不良反应，并采取积极的对症治疗。

１３２３　检查后的护理　动态增强扫描后，嘱患者休
息０．５ｈ，继续观察患者有无不良反应发生，若无不良

反应出现。继续观察０．５ｈ后无反应再拔留置针，拔
针后按压５ｍｉｎ。同时嘱患者多饮水加速造影剂的排
泄，减轻不良反应。观察穿刺部位有无渗漏，大量渗漏

时采用冷敷、５０％硫酸镁外敷，２４ｈ后改为热敷，抬高
患肢等措施治疗。

１４　评价标准　①心理状况评价［５］：采用症状自评量

表（ＳＣＬ９０）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价，ＳＣＬ９０主要
包括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

执、精神病性共９个基本症状因子，每项症状严重程度
按５级评分，评定以１至５分依次表示相应的症状为
无１分，轻度２分，中度３分，偏重４分，严重５分，分
数越高表示患者心理状况越差。②屏气效果［６］。显

效：扫描期间屏气平稳，呼吸无伪影，图像质量清晰；有

效：扫描期间屏气较平稳，呼吸有少量伪影出现，图像

质量较好；无效：扫描期间患者有咳嗽、细微呼吸运动，

呼吸的伪影较大，图像质量较差。③观察指标：观察２
组患者一次检查成功率，检查完成所需时间及影像质

量；同时观察２组患者静脉渗漏、过敏反应、头痛、恶
心、呕吐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以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７．０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２组资料的组
间比较行独立设计的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
表示，行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心理状况比较　干预前，２组患者各症
状量表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后，
２组患者各症状评分均较护理前有所改善（Ｐ＜０．０５），
但观察组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护理前后２组患者心理状况变化（ｘ±ｓ，分）

心理状态
对照组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干预前 干预后

躯体化强迫 ３．１７±０．６３ １．８４±０．５９ｂ ３．８０±０．６０ １．２７±０．２６ａｂ

人际关系 ３．０９±０．５７ １．６１±０．４７ｂ ３．１１±０．５６ １．２７±０．３２ａｂ

抑郁 ３．０３±０．７２ １．６３±０．５４ｂ ３．１２±０．６８ １．３０±０．３５ａｂ

焦虑 ４．０９±０．７９ １．５９±０．６１ｂ ３．９９±０．７７ １．２５±０．３６ａｂ

敌对 ３．３５±０．６１ １．６９±０．４２ｂ ３．３１±０．５５ １．２１±０．４１ａｂ

恐怖 ４．１１±０．６５ １．５８±０．６３ｂ ４．００±０．７１ １．２０±０．３１ａｂ

偏执 ３．７２±０．７３ １．５５±０．５２ｂ ３．３５±０７１ １．１９±０．４１ａｂ

精神病性 ３．６９±０．５５ １．６８±０．４０ｂ ３．５５±０．６０ １．２２±０．３８ａｂ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干预前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干预后屏气配合效果比较　护理干预
后观察组屏气配合效果显效１４例，占３８．８９％，有效
２０例，占５５．５６％，无效２例，占５．５６％，总有效率为
９４．４４％；对照组显效１０例，占２７．７８％，有效１５例，占
４１．６７％，无效１１例，占３０．５６％，总有效率为６９．４４％；
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７０９，Ｐ＝０．０１６）。
２３　２组患者一次检查成功率、检查完成所需时间及
影像质量比较　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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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组患者造影剂不良反应比较　对照组例７例、
观察组４例出现轻微过敏反应；对照组１例发生严重
过敏反应；对照组２例、观察组１例表现为迟发过敏反
应；对照组过敏反应发生率为２７．７８％，观察组过敏反
应发生率为 １３．８９％，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４．５７２，Ｐ＝０．０１９）。所有患者经抗过敏、抗休克等对
症处理后，３～１４ｄ内均恢复正常，无死亡。

表２　２组患者一次检查成功率、检查完成
所需时间及影像质量比较

组别　 例数 一次检查成功（ｎ，％） 伪影（ｎ，％） 平均检查时间（ｍｉｎ）

对照组 ３６ ２５（６９．４４） １４（３８．８９） ２２．４７±５．０１
观察组 ３６ ３３（９１．６７） ３（８．３３） ３３．２６±６．７９
χ２值／ｔ值 χ２＝４．３９１ χ２＝５．００３ ｔ＝６．０２３
Ｐ值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３　讨　论
　　近年来，随着医学影像技术水平的提高，磁共振以
其分辨能力高、扫描平面多、多参数成像能力等优势在

临床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在肝脏疾病的诊断

中，３．０Ｔ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显示出绝对优势，但由
于设备的主磁体必须有足够的长度，扫描孔的空间也

有限，因此光线暗淡，视野受限，加之噪音大、检查时间

长、患者对检查时环境不了解等原因，使得部分患者在

检查过程中心理压力大，对检查产生恐惧、担心等负性

情绪，易导致患者呼吸急促，肢体不自主移动等，使检

查时配合度明显下降，检查中对图像的质量产生不利

影响。同时３．０Ｔ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时需要高压注
射造影剂来增加对比度，而造影剂注射后的过敏反应

时有发生，对患者的检查质量也产生不良影响。因而，

对于行磁共振检查的患者来讲，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

措施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提高患者检查时的配合度，

是医务人员的责任，也是确保检查质量的重要手段。

随着医学技术水平及护理学科的快速发展，护理在疾

病的治疗及转归中作用越加突出，大量研究［７－９］均已

证实良好的护理对疾病治疗、转归及提高患者依从性

的积极影响。循证护理是在循证医学模式下衍生的护

理理念，强调以临床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为出发点，在实

际临床护理中通过查阅大量的相关文献，并结合专业

技能及临床护理经验，总结出可能出现的突出问题，以

推动建立医、护、患合作的“诊治联盟”，促进良好医患

关系，从而为患者提供最新、最科学、最有效、最经济的

诊疗护理方案，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患者需求［１０－１１］。

本研究结果表明，经循证护理干预后，观察组和对

照组患者 ＳＣＬ９０各症状评分均较护理前改善（Ｐ＜
０．０５），但观察组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这可能是由于循证护理密切了护患关系，改善了患者

的不良情绪，提高了患者对磁共振检查的认识，提高了

自我护理能力，从而达到减轻患者心理压力的目的，与

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同时结果还显示，观察组患者护

理干预后屏气配合总有效率为９４．４４％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总有效率６９．４４％（Ｐ＜０．０５），说明循证护理可显
著提高患者屏气配合的成功率。检查质量结果显示，

观察组较对照组一次检查成功率高，平均检查完成时

间较短，所得影像的伪影出现几率较少，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循证护理不仅可以减轻患者
心理压力，提高屏气效果，同时还可有效提高磁共振的

检查质量。

本研究表明，将循证护理应用于３．０Ｔ磁共振动态
增强扫描过程中，可显著改善患者心理状况，提高屏气

效果及检查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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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２５％”；正文２．９小节中“尤其是百草枯中毒，出院时几乎频临死亡”应为“尤其是百草枯中毒，出院时几乎濒临死亡”。

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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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集束化护理干预策略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的影响

陈莲芳，史倩，段缓

摘要：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干预策略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预防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中的实施效果。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２年１—１２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ＩＣＵ收住的重型颅脑损伤机械通气患者３０例作为集束化护理干预组，
另选取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ＩＣＵ收住的重型颅脑损伤机械通气患者３０例作为对照组。比
较２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ＶＡＰ）发生率，机械通气时间和ＩＣＵ住院天数。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半卧位；口腔护
理每日２次；每日唤醒和每天评估拔管脱机的可能；预防应激性溃疡。集束化护理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
加了持续声门下吸引；预防深静脉血栓和增加口腔护理的频次为每日６次；重视消毒隔离。结果　集束化护理干
预组ＶＡＰ发生率比对照组低，机械通气时间和 ＩＣＵ住院时间也较对照组缩短，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集束化护理干预措施能有效降低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缩短患者机械通气
时间和ＩＣＵ住院时间。
关键词：机械通气；呼吸机相关性肺炎；集束化护理；重型颅脑损伤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１．１５　Ｒ４７３．６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４７５０３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ａｒｅｂｕｎｄｌｅｏｎ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ｏｆ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ｈｅａｄｉｎｊｕｒｙ　
ＣＨＥＮＬｉａｎｆａｎｇ，ＳＨＩＱｉａｎ，ＤＵＡＮＨｕａｎ．ＩＣＵ，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ｎｇｂ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ｎｇｂｕ２３３００３，
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ｃａｒｅｂｕｎｄｌｅ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ＶＡＰ）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ｔａｌ３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ＩＣＵ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２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ｏｔｈｅｒ３０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１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１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ｒｏｕｔｉｎｅｃａ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ｅｍｉｒｅｃｕｍｂ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ｒａｌｃａｒｅ２ｔｉｍｅｓａｄａｙ，ｄａｉｌｙｗａｋｅｕｐａｎｄｄａｉｌ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ｘ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ｎｇ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ｕｌｃｅｒｓ．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ｏｆｄｅｅｐｖｅｉｎ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
ｏｒａｌｃａｒｅ（６ｔｉｍｅｓａｄａｙ），ｃａｒｅｆｕｌ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ｏｕｔｉｎ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ｃａｒ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ＶＡＰ，ｄｕ
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ａｙｓｉｎＩＣＵ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ＶＡ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ｙｉｎｇｄａｙｓｉｎＩＣＵｗｅｒｅ
ｓｈｏｒ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ａｒｅｂｕｎｄｌｅｃａ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ＶＡＰ，ｓｈｏｒｔｅｎ
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ＣＵｓｔａｙｄａｙｓｉｎｓｅｖｅｒｅｈｅａｄｉｎｊｕｒ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Ｃａｒｅｂｕｎｄｌｅ；Ｓｅｖｅｒｅｈｅａｄｉｎｊｕｒｙ

　　重型颅脑损伤其病情险恶，并发症多，病死率高，
早期建立人工气道行机械通气是抢救重型颅脑损伤的

重要措施之一。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ＶＡＰ）是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进行机械
通气过程中，最常见、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１］，有研究

表明ＭＶ＞４８ｈ患者中ＶＡＰ的发生率为１０％ ～３０％；
病死率高达３０％～５０％［２］，是严重威胁重型颅脑损伤

患者生命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集束化干预策略

（ＢｕｎｄｌｅｏｆＣａｒｅ）是近年来危重症领域出现的新的理
念，在脓毒症、感染性休克以及呼吸机的护理干预中，

显示出非常好的临床效果。所谓集束化护理干预策

略，是指集合一系列以循证为基础的治疗护理措施［３］。

近年来随着预防ＶＡＰ的深入研究，我科在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制定了具体预防 ＶＡＰ的集束化护理干预策
略，应用于临床取得了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基金项目：安徽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１３０１０４２２２１）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通讯作者：史倩，Ｅｍａｉｌ：ｓｑ６３０３１４＠ｓｏｈｕ．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２年１—１２月收住我科的重型颅
脑损伤机械通气患者行集束化护理干预策略者３０例
作为干预组，男性 ２３例，女性 ７例；年龄 １７～６８岁。
另外选取２０１１年同期收住我科的重型颅脑损伤机械
通气患者行常规护理者 ３０例作为对照组。男性 ２２
例，女性８例；年龄１８～７０岁。要求所有患者机械通
气时间均＞３ｄ。
２组患者在年龄、性别、ＧＣＳ评分及急性生理及慢

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重型颅脑损伤机械通气患者的一般情况（ｘ±ｓ）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女）
年龄

（岁）

ＧＣＳ
评分

ＡＰＡＣＨＥⅡ
评分

干预组 ３０ ２３／７ ５１．５５±１４．０９７．４±２．１１ １８±２．３１
对照组 ３０ ２２／８ ５２．１０±１４．１２７．５±２．０１ １９±２．７４

１２　护理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　半卧位，床头抬高
３０°～４５°；口腔护理每日２次；每日唤醒和每天评估拔
管脱机的可能；预防应激性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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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干预组实施集束化护理　组织全科室护理人
员学习预防ＶＡＰ集束化护理相关知识，然后在临床护
理过程中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集束化护理干预措施。

①洗手：手卫生是预防ＶＡＰ最重要、简单、经济和有效
的方法［４］。加强洗手重视消毒隔离；因此，ＩＣＵ医护人
员在接触患者前后都应严格执行洗手规则，增加洗手

的依从性减少和避免患者的交叉感染。②体位的管
理：床头抬高３０°～４５°。重型颅脑损伤机械通气患者
长期卧床，鼻饲治疗高达９０％，尤其当患者持续水平
仰卧位时，容易发生误吸，导致 ＶＡＰ发生。在循证医
学研究表明，ＶＡＰ预防措施中与体位有关的循证等级
为Ｂ级［５］。③持续声门下吸引：近年来，研究发现做
好声门下吸引有利于降低 ＶＡＰ发生率。气管插管患
者声门下方与气囊上方形成一个死腔，口咽部分泌物

及返流胃内容物易积聚于此形成滞留物。当患者体位

变动、吸痰等一过性气囊压力下降时，滞留物会随着重

力作用经过气囊壁流向下呼吸道而导致 ＶＡＰ发生。
２００８年加拿大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临床预防指南中
推荐采用声门下吸引［６］。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声门下

吸引能有效降低 ＶＡＰ发生率［７－８］。本实验中应用持

续声门下吸引对气囊上滞留物进行间断冲洗加持续引

流。④加强气囊的管理：采用气囊压力监测表每４小
时测量气囊压力一次，使其维持在２５～３０ｃｍＨ２Ｏ（１
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ＶＡＰ主要是由于患者胃肠道
的细菌逆行造成的呼吸道感染，在进行机械通气过程

中，要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并且要尽量避免胃内容物的

返流［９］。鼻饲前必须监测气囊压力，防止鼻饲液返流

入下呼吸道，造成感染。⑤加强口腔护理：有研究报
道［１０］，口腔定植菌是ＶＡＰ的独立危险因素，在ＶＡＰ发
病机制中起关键作用。口腔一旦感染，口腔内的定植

菌数量和种类会随之增多，增加了这些细菌被误吸或

被气管插管引入下呼吸道的机会，与ＶＡＰ的发生密切
相关。所以加强口腔护理、选择具有杀菌效果的口腔

清洗液可以减少口咽部微生物定植，有利于预防 ＶＡＰ
的发生。本研究采用氯已定溶液对患者进行口腔护

理，并且增加口腔护理的频次，由原来每日２次／ｄ改
为每６ｈ执行１次。⑥每日唤醒：临床已经证实机械
通气每延长１ｄ，发生 ＶＡＰ的危险增加１％ ～３％［１１］。

机械通气患者应每天间断停止镇静剂，实施每日唤醒，

加强病情观察与评估，做到尽早拔管。⑦预防消化道
溃疡：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由于创伤、手术、感染等因素

使机体发生一系列的应激反应，常并发应激性溃疡、肠

道屏障功能障碍，以及细菌易位，并发 ＶＡＰ。研究表
明，早期肠内营养有利于保护屏障功能，减少 ＶＡＰ的
发生。⑧预防深静脉血栓：重型颅脑损伤的患者长期
卧床，大多处于被迫体位，易发生深静脉血栓，导致发

生肺栓塞的几率增加，延长机械通气时间，甚至导致心

跳骤停。本实验中遵医嘱应用气压治疗仪每日３次对
患者双下肢及双足行气压治疗，预防深静脉血栓。

１３　评价指标　包括：ＶＡＰ的发生率、机械通气时间
和ＩＣＵ住院时间。ＶＡＰ诊断标准参照文献［１２］：使用呼

吸机４８ｈ后发病；与机械通气前胸片比较出现肺内浸

润阴影或显示新的炎性病变；肺实变体征和（或）湿性

音。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血白细胞（ＷＢＣ）＞
１０．０×１０９／Ｌ或 ＜４．０×１０９／Ｌ，伴或不伴核左移；体
温＞３７．５℃，呼吸道有脓性分泌物；起病后从支气管
分泌物中分离到新的病原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包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进行 ｔ检验；计数资料
用率来表示，进行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组患者评价指标的比较，与对照组比较，机械通
气时间、ＩＣＵ住院时间在干预组均缩短，ＶＡＰ发生率降
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重型颅脑损伤机械通气患者评价指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机械通气时间（ｄ） ＩＣＵ住院天数（ｄ）ＶＡＰ发生率（％）

干预组 ３０ ７．６５±３．４２ １１．６５±４．０６ ２０．００（６／３０）
对照组 ３０ ９．５２±３．１８ａ １４．８７±４．３９ａ ４６．６７（１４／３０）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呈昏迷状态，咳嗽、吞咽反射减
弱或消失，胃肠蠕动功能减弱，常因建立人工气道行机

械通气易导致 ＶＡＰ的发生。集束化护理干预策略是
针对某种问题制定的一系列具有循证依据的联合护理

措施，有利于提高护理效果。集束化的精神理念是：必

须持续地执行策略中每一项措施，而不能间断或只选

择其中一两项措施来执行。我科在循证医学的基础上

制定了预防重型颅脑损伤患者 ＶＡＰ集束化护理干预
策略的具体措施。从洗手、体位的管理、持续声门下吸

引、每日唤醒、口腔护理、预防深静脉血栓、胃肠营养等

多方面来实行集束化护理干预措施，并且连续性地执

行集束化护理干预策略中的每一项措施，确保各项护

理措施能够落实到位，形成良性循环，减少机械通气患

者ＶＡＰ的发生，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患者的预后［１３］。

本研究结果表明集束化护理干预策略有利于降低重型

颅脑损伤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缩短机械

通气时间和ＩＣＵ住院时间。
实际上，ＶＡＰ的发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仅仅依

赖某一项措施是难以从根本上降低 ＶＡＰ的发生率。
本研究中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预防 ＶＡＰ发生制定的
集束化护理干预策略取得良好效果，关键在于集中多

方面积极的因素，发挥其协同的整体效应；另一个方

面，对护理人员进行有效的依从性教育，真正把集束化

护理措施落实具体到位，亦是保证良好效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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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护理干预对外科手术患者焦虑情绪的影响
凌丽娟，刘平，张杏，吴娟

摘要：目的　研究护理干预对外科手术患者焦虑情绪的影响。方法　研究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深圳市人
民医院龙华分院收治的２２６例外科手术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２组，每组１１３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
围术期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全方位围术期护理干预。观察并比较２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自
评量表（ＳＡＳ）、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汉密尔顿焦虑量表（ＨＡＭＡ）评分、睡眠、情绪状态、疼痛程度以及临床满意
度情况。结果　护理后２组患者的ＳＡＳ、ＳＤＳ和 ＨＡＭＡ评分均有明显的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 ＳＡＳ为
（３１．２±１０．８）分，ＳＤＳ为（３０．３±１１．２）分，ＨＡＭＡ评分为（７．７±３．２）分，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
者术前、术后的睡眠、情绪状态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术后疼痛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３．０±０．４ｖｓ．３．７±０．２，
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临床总满意率９３．８％，显著高于对照组（７３．５％，Ｐ＜０．０５）。结论　全方位护理干预可能
有效缓解患者焦虑和疼痛，改善睡眠，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护理干预；外科手术；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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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９３．８％ ｖｓ７３．５％，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ｉｇｈ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ｌｉｅｖｅａｎｘ
ｉｅｔｙａｎｄｐａ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ｌｅｅｐａｎｄｂｅ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ｕ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ｘｉｅｔｙ

　　手术作为一种临床治疗方法，同样也是一种应激
源，可导致多数患者产生紧张、焦虑等情绪，而这种不

良情绪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很可能对临床疗效造成

不利影响［１］。全方位的护理干预倡导在疾病治疗过程

中高度关注患者，以患者为中心，尽量满足患者在情

感、心理、功能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提高患者对疾病

的适应性，促进其配合治疗［２］。为了减轻患者术前焦

作者单位：５１８１０９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手术室
通讯作者：凌丽娟，Ｅｍａｉｌ：４４８７０４５４１＠ｑｑ．ｃｏｍ

虑情绪，使其达到最佳的生理、心理的状态，我院２０１１
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对外科手术患者进行术前的全
方位护理干预，取得较好疗效，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我院
手术室进行手术治疗的２２６例患者，其中男性１２６例，
女性１００例，年龄２４～８７岁，平均年龄（５０．２±１１．５）
岁。将２２６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２组。对
照组患者１１３例，男性６１例，女性５２例，年龄２６～８５

［５］　崔娜．加强医疗病房中的肺炎［Ｊ］．世界医学杂志，２００４，８（７）：１９
２４．

［６］　ＬｉｓｂｏａＴ，ＫｏｌｌｅｆＭＨ，ＲｅｌｌｏＪ．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Ｐ：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ｉｓ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ｕｍｏｆｉｔｓｐａｒｔｓ［Ｊ］．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８，３４（６）：
９８５９８７．

［７］　罗玉生，王力军．持续声门下吸引对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影响
［Ｊ］．中国医师进修杂志，２０１２，３５（１２）：７９．

［８］　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Ｌａｃｈｅｒａｄｅ，ＢｅｒｎａｒｄＤｅＪｏｎｇｈｅ，ＰｉｅｒｒｅＧｕｅｚｅｎｎｅｃ，ｅ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Ｓｕｂｇｌｏｔｔｉｃ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ａｎｄ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Ａ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Ｔｒｉａｌ［Ｊ］．ＡｍＪＲｅｓｐｉｒ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１０，
１８２（７）：９１０９１７．

［９］　王君．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原因及护理体会
［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２，７（１２）：２２２２２３．

［１０］　ＭｕｏｒｏＣＬ．ＭＪＯｒ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ｃａｒ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ｓｔａｔｅｏｆ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ＡＭ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２００４，１３（１）：２５３３．

［１１］　钱民，杨明刚，张新黎，等．改良集束化策略预防呼吸机相关性肺
炎的临床研究［Ｊ］．中华医院感染杂志，２０１２，２２（７）：１３５５１３５７．

［１２］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医院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草
案）［Ｊ］．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１９９９，２２（４）：２０１２０３．

［１３］　刘东岩，孙铁英．集束化护理措施在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中应
用效果［Ｊ］．护理研究，２０１３，１０（３）：１４７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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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４８．２±１２．３）岁。研究组患者１１３例，男
性６５例，女性４８例。２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１２　护理方法　护理干预前，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ＳＡＳ）、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及汉密顿焦虑量表（ＨＡ
ＭＡ）对２组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及测量。对照组患者给
予常规护理，内容包括：护士根据医嘱进行常规治疗和

处置，解决患者的询问，交代手术的注意事项等，对患

者的情绪予以安慰。

观察组在患者入院之初，结合患者及其家属的工

作、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以及对医疗服务的期望等进

行评估，结合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患者

在术前进行支持性心理治疗，内容包括耐心的倾听患

者的心理需求和对疾病的认识，在了解患者的疑问及

需求后，耐心解释疾病的发病原因、治疗方法、手术的

重要性及必要性、手术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等。对患者

及其家属进行必要的心理辅导，鼓励患者克服焦虑使

之积极配合治疗。手术前，由专门人员了解患者状态，

并向手术医生汇报，手术护理人员准备常用药品及急

救器械，调整手术室内的温度和湿度，给患者以舒适的

环境。在术后同样给予支持性心理治疗，从呼吸训练、

体位指导、排痰、合理饮食、休息活动及患者家属探访

等方面给予详细指导，同时给予患者放松训练。由手

术专门人员对患者进行跟踪调查，了解患者状态及对

手术的满意度，主动征求患者及家属的意见，进行归纳

总结，为下一位类似的手术提供依据。

１３　观察指标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以及抑郁
自评量表（ＳＤＳ）［３－５］对患者情绪进行评估，两个评估
量表各有２０个项目，每个项目独立打分，累计加和，得
分越高，说明患者焦虑情绪或者抑郁情绪越严重。详

细记录２组患者的血压、情绪、睡眠及术后疼痛情况
等，此外对患者满意度进行调查。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
分析，计量数据采用（ｘ±ｓ）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 ＳＡＳ、ＳＤＳ、ＨＡＭＡ评分比较　２组患者
在护理前后焦虑及抑郁评分比较如表１所示，与护理
前比较，经过护理后２组患者的ＳＡＳ，ＳＤＳ和ＨＡＭＡ评
分均有明显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
护理后评分比较中，观察组患者的 ＳＡＳ，ＳＤＳ和 ＨＡＭＡ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睡眠、情绪状态及疼痛程度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前、术后的睡眠、情绪状态评分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术后疼痛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见表２。
２３　２组患者满意率比较　２组患者临床满意率比较

如表３所示，观察组总满意率为７３．５％，对照组总满
意率为９３．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２组患者ＳＡＳ、ＳＤＳ、ＨＡＭＡ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比较时间 ＳＡＳ评分 ＳＤＳ评分 ＨＡＭＡ评分

对照组 １１３ 护理前 ５４．６±１１．２ ５５．６±１２．９ １６．４±３．６
护理后 ４４．１±１３．１ａ ４０．１±９．３ａ １４．５±６．８ａ

组内ｔ值 ６．４８ １０．４ ２．６
观察组 １１３ 护理前 ５３．２±９．４ ５６．７±１３．１ １５．９±２．９

护理后 ３１．２±１０．８ａｂ ３０．３±１１．２ａｂ ７．７±３．２ａｂ

组内ｔ值 １６．３ １６．３ ２０．２
组间ｔ值 ８．０８ ７．１６ ９．６

　　注：与护理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患者睡眠、情绪状态及疼痛程度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睡眠状态

术前晚 术后３ｄ
情绪状态

术前晚 术后３ｄ
术后疼痛程度

对照组 １１３ ３．１±１．２ ２．７±０．７ ２．９±０．８ ３．２±０．４ ３．７±０．２
观察组 １１３ ３．６±０．８ ３．２±０．５ ３．７±０．６ ４．０±０．５ ３．０±０．４
ｔ值 ３．６９ ６．１８ ８．５０ １３．２８ １６．６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２组患者临床满意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１１３ ６１（５４．０） ２２（１９．５） ３０（２６．５） ７３．５
观察组 １１３ ７０（６１．９） ３６（３１．９） ７（６．２） ９３．８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χ２＝１７．０２，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焦虑作为一种临床常见的负性情绪，是个体面对
潜在性威胁而产生的消极、复杂的应激反应，能导致患

者产生痛苦、烦躁等状态［６］。而手术作为一种较为重

大的负性生活事件，会造成患者出现不良的应激反应。

患者术前出现焦虑情绪的原因在于患者对自我疾病情

况、医生的诊疗技术、手术过程及过程中出现的情况不

太了解，过于担心手术成功、术后是否能够康复痊愈、

是否术后有可能出现并发症等［７－９］。当此应激反应过

于强烈时，不但影响临床疗效，而且会导致植物神经功

能紊乱，增加术中及术后痛苦，紊乱免疫系统及内分泌

系统，导致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增高。从而为患者的

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且严重影响临床疗

效［１０－１２］。

本次研究中，我们重点考察护理干预对外科手术

患者焦虑情绪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护理干预可以

显著的降低患者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同时“以患者为

中心”的护理模式，护理人员要非常深入了解护理对

象，并在治疗护理、生活护理、健康教育等方面来适应

不同患者的心理，术前、术中、术后全程陪护的护理方

式使护患距离更加紧密，护患、医患关系不断融洽，提

高患者及家属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１３］。同时对患者

进行疏导关怀，达到患者积极主动配合治疗的目的。

本研究中还融入患者的放松训练，将单一的理论讲解

纳入支持性的心理治疗，使其内容不断规范，同时配合

对患者的放松训练，使整个护理干预更具有可操作性

和技术性。护理人员还需要不断学习，（下转第４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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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行气通便贴促进腹部手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疗效观察
焦文芹，霍蕊，王姗，刘静静，蔡艳

摘要：目的　探讨腹部手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情况。方法　９０例择期行腹部手术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４５例。对照组术后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除常规护理外采用行气通便贴贴脐，观察肠鸣音恢复、患者首次肛门
排气时间及患者术后７ｄ内腹胀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肠鸣音恢复、肛门排气时间提前明显，２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患者术后７ｄ内腹胀发生情况，观察组有２例，对照组有１６例，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行气通便贴贴脐对腹部手术后胃肠功能的恢复有明显促进作用。
关键词：行气通便贴；腹部手术；胃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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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４５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ｒｏｕｔｉｎｅｃａｒ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ｔ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ａｌｓｏａｐｐｌｉｅｄｌａｘａｔｉｖｅｓｔｉｃｋｉｎｇｐｌａｓｔｅｒｏｎｎａｖｅｌｅｘｃｅｐｔｔｈｅｒｏｕｔｉｎｅｃａｒｅ．Ｔｈｅｔｉｍｅｔｏｈｅａｒｂｏｗｅｌｓｏｕｎｄ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
ｎａｌｅｘｓｕｆｆｌ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ｒａｔｅｏｆ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ｄｉｓ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ｅｅｋ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ｔｏｈｅａｒｂｏｗｅｌｓｏｕｎ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ｎａｌｅｘｓｕｆｆｌ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ｗｅｒｅｓｈｏｒ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０１）；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ｄｉｓ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ｗｅｅｋｉｎｔｈｅｔ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４．４％（２ｃａｓｅ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ｍｕｃｈ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３５．６％，１６ｃａｓｅｓ，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ｘａｔｉｖｅｐａｓｔｅｏｎｎａｖｅｌ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ｘａｔｉｖｅｓｔｉｃｋｉｎｇｐｌａｓｔｅｒ；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由于麻醉作用和手术创伤，腹部手术后胃肠功能
多受到抑制［１］。随着术后时间的延长而逐渐恢复，若

患者超过７２ｈ不能自主肛门排气，出现术后腹胀，如
处理不当，对肠道吻合口和腹壁手术切口的愈合均有

不良影响［２－３］。而术后禁食，临床无特效药物治疗。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０１０年 ８月我科应用行气通便贴贴
脐，能够促进胃肠功能恢复，预防肠胀气，减少术后腹

胀发生率。现将观察和护理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０１０年８月在
我科因胃肠道肿瘤手术未合并其它疾病的患者９０例，
年龄１９～８６岁。其中男性５２例，女性３８例；胃癌４３
例，结、直肠癌４７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２组
年龄、性别、手术时间、手术方式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观察组共４５例，除给予专科、疾病常
规护理，采用贵州康琦药械有限公司的行气通便贴［黔

药管械（准）字２００４第２６４００２６号］在术后６ｈ开始外
敷，贴于神阙穴（肚脐）或脐周，每次１贴，每贴２４ｈ，
连用２贴，即连用４８ｈ。对照组共４５例，给予专科、疾
病常规护理。责任护士负责记录患者肠鸣音恢复、首

次肛门排气时间及患者术后腹胀发生情况。

１３　判断标准　①肠鸣音恢复时间：患者手术 ６ｈ
后，护士每２ｈ听诊肠鸣音１次，每次３ｍｉｎ，听到即为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
通讯作者：焦文芹，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ｏ．ｗｅｎ．ｑｉｎ＠１６３．ｃｏｍ

肠鸣音恢复；②首次肛门排气时间：询问患者术后自觉
第１次肛门排气时间；③患者腹胀发生情况：观察患者
术后７ｄ内腹胀发生的例数［４］。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肠鸣音恢复时间和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比
较　２组肠鸣音恢复时间和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比较，
观察组较对照组肠鸣音恢复时间和首次肛门排气时间

提前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行腹部手术患者肠蠕动恢复时间和

肛门排气时间比较（ｘ±ｓ，ｈ）

组别　 例数 肠蠕动恢复时间 首次肛门排气时间

观察组 ４５ １６±７ ３０±３
对照组 ４５ ２８±６ ４９±４
ｔ值 ８．７２４ ２５．５００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２　２组腹胀发生情况比较　２组腹胀发生比较，观
察组有２例，对照组有１６例，χ２＝１３．６１，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行腹部手术患者术后腹胀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发生腹胀 未发生腹胀

观察组 ４５ ２（４．４） ４３（９５．６）
对照组 ４５ １６（３５．６） ２９（６４．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χ２＝１３．６１，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胃肠道肿瘤手术由于术中腹腔脏器受损伤、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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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应激、麻醉药物等因素的作用，术后患者胃肠功能受

到影响，蠕动受到抑制，术后早期易出现肠麻痹［５］。胃

肠蠕动抑制过久，会引起腹胀、恶心、呕吐，影响患者情

绪、睡眠、切口愈合延缓机体恢复，严重时导致患者出

现粘连性肠梗阻、肠坏死，或出现吻合口瘘等严重并发

症［６－７］。腹胀是腹部外科术后临床常见且比较棘手的

问题，而肠蠕动功能的恢复是保证腹部手术成功的重

要环节［３］。

神阙穴位于脐部，表皮角质最薄，屏障功能弱，敏

感度高，通透性好，脐部及周围有腹壁上、下动静脉及

丰富的毛细血管，血液供养丰富，在此处外敷中药，有

利于药物的吸收。神阙穴为任脉穴，内联十二经络、五

脏六腑，药物被吸收后，药物在诸经并行，药效直达病

所，疏通脏腑经络，通达气机，和胃降逆，下气宽肠，促

进肛门矢气，达到消除腹胀的目的［８］。

行气通便贴主要由中药和远红外纳米材料等组

成。中药主要配伍有大黄、枳实、鸡矢藤、厚朴等，其有

效成分经皮肤渗透，通过经络传导发挥作用；远红外波

能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人体局部新陈代谢，调节脏

器生理功能。两者合用具有消积导滞、行气通便、增加

肠蠕动而促进排气排便的协同作用［９］。本研究结果显

示，观察组患者肠鸣音恢复、肛门排气时间提前明显，

术后７ｄ内腹胀发生情况，观察组有２例，对照组有１６
例，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行气通便
贴能促进肠蠕动功能的恢复，对患者的康复、减少术后

腹胀的发生极为有益［１０］，操作简单，使用方便。

用药期间护理要点：①敷药前向患者讲解敷药的
目的，取得患者的配合；②患者取平卧位，用温水将脐
部清洗干净，清洗时动作轻柔，以防损伤皮肤；③避开
手术切口；④敷药４８ｈ后患者肛门未排气，即停止敷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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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身护理技能和素质。医院要改变“重治疗、轻护

理”的理念，增加护理人员数量，只有保证手术室内有

足够的护理人员，才能保证提供足够的护理服务。护

理人员还要学会自我调节，调节心理情绪，对于提高人

本位整体护理具有重要的意义［１４］。

综上所述，高质量的护理干预对于缓解外科患者

围术期的焦虑情绪，改善患者睡眠质量，调整患者情绪

状态，缓解患者疼痛及提高患者满意度方面具有较好

的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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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腹膜透析患者并发感染性腹膜炎的高危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
尹晓丽，王丽

摘要：目的　探讨腹膜透析患者合并感染性腹膜炎的高危因素及其护理要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蚌埠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肾内科住院４５例腹膜透析患者临床资料，对其并发感染性腹膜炎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总结，从而针
对各危险因素加强无菌技术操作、护理宣教、饮食及生活指导等。结果　４５例患者中有１５例感染腹膜炎与３０
例未感染腹膜炎患者，在年龄、文化程度及经济收入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腹膜透析患者合并感染性腹膜炎

的高危因素主要有操作不当、肠道感染、呼吸道感染等多种因素。结论　要做好腹膜透析并发感染性腹膜炎的预
防工作，要求护理人员要加强护理干预及个性化因人施教的健康教育，改变错误的操作行为和不良的认知，提高

患者自我管理疾病的能力。

关键词：腹膜透析；感染性腹膜炎；危险因素；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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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膜透析（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ＰＤ）作为一种肾脏替
代治疗模式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终末期肾衰竭患者

的治疗［１］。ＰＤ治疗因清除毒素及水分的速率持久缓
慢，对心血管系统影响较小，对残存肾脏功能保护较

好，同时具有价格低、操作简便、节省资源等优点，从而

促成了近年来腹膜透析的较快发展。随着腹透技术的

不断发展，ＰＤ相关性腹膜炎的发病率较前有了大幅度
的下降［２］，但仍是ＰＤ的主要并发症，也是导致透析失
败及退出治疗的主要原因，影响患者透析效果同时增

加病死率［３］。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我科４５例 ＰＤ患
者的临床资料，以探讨 ＰＤ患者发生感染性腹膜炎的
高危因素及其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于
我科住院行腹膜透析治疗的慢性肾衰竭患者４５例，其
中男性３１例，女性１４例，平均年龄（３２．０±８．１）岁。
文化程度：大专及大专以上２例，高中及中专１８例，初
中及初中以下２５例。经济收入：月收入４０００元以上２
例，月收入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元９例，月收入２０００元以下１５
例，无固定收入１９例。原发病：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
３１例，糖尿病性肾功能衰竭患者１０例，高血压性肾功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
通讯作者：尹晓丽，Ｅｍａｉｌ：ｂｙｙｉｎｘｉａｏｌｉ＠１２６．ｃｏｍ

能衰竭患者３例，狼疮性肾炎患者１例。
１２　分析方法　按照 ＰＤ并发感染性腹膜炎的诊断
标准［４］，回顾性分析４５例 ＰＤ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并
发腹膜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总结，从而使护理人

员能够充分了解各种危险因素并能有针对性地实施护

理。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
频数记录，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感染组与非感染组患者的一般情况比较　本组
４５例患者根据有无腹膜感染分为感染组与非感染组，
将２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经济情况及
文化程度进行分析比较。分析显示，２组患者年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性别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经济情况２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其中无固定收入患者感染发生率明显较高，文
化程度比较上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其中感染组平
均文化程度较低，见表１。
２２　ＰＤ患者并发感染性腹膜炎的危险因素分析　本
组４５例患者中有１５例并发腹膜炎感染，感染发生率
为３３．３％，其中１０例感染１次，３例感染２次，２例感
染３次，感染例次为２２次。进一步分析感染原因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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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操作不当的有１２例次，占５４．５％；肠道感染的有３
例次，占１３．６％；呼吸道感染的有１例次，占４．５％；透

析导管皮肤出口处感染１例次，占４．５％；重复使用碘
伏帽的５例次，占２２．７％。

表１　感染组与非感染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年龄（岁）
性别

（男／女，例）
经济情况（月收入，例数）

４０００元以上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元 ２０００元以下 无固定

文化程度（例数）

大专及大专以上 高中及中专 初中及初中以下

感染组　 ４０．０±７．７ １１／４ ０（０） ０（０） １（６．７） １４（９３．３） ０（０） ３（２０．０） １２（８０．０）
非感染组 ２８．０±４．７ ２０／１０ ２（６．７） ９（３０．０） １４（４６．６） ５（１６．７） ２（６．７） １５（５０．０） １３（４３．３）
χ２值／ｔ值 ６．５２ａ ０．２０７ ２４．２２１ ５．６７０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９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注：ａ为ｔ值。

３　讨　论
　　ＰＤ是终末期肾病患者肾脏替代治疗的一种较好
的方式，在透析充分性、维持良好的营养、肾衰竭并发

症、血压的控制率等方面均有满意的临床效果，且在减

轻透析患者精神心理压力、减少透析相关抑郁的发生、

提高生活质量、减少支出等方面更有优势［５］。但也易

出现许多并发症，其中腹膜炎是造成患者退出透析的

主要原因之一，而护理教育在ＰＤ过程中对并发症的发
生有十分重要的干预作用。本研究即从护理角度讨论

了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及经济状况等因素在此类患者

并发感染性腹膜炎中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感染组患

者的年龄明显高于非感染组，这可能与年龄大者机体

免疫力下降，且多数年龄大的患者合并有糖尿病、高血

压、心力衰竭等慢性疾病有关；由于慢性肾衰竭患者常

合并消化道症状如恶心、呕吐及食欲不振等，且高龄患

者消化及吸收功能减退，导致食物摄入减少，另一方面

ＰＤ治疗也使大量蛋白质和氨基酸自腹透液中丢失，从
而造成机体摄入量低于需用量。本研究对 ＰＤ患者的
文化程度及经济因素的作用分析显示，文化程度及经

济收入越低，发生感染的机率越大，本调查显示有１２
例次腹膜炎的发生是由于操作不当导致的，有５例次
患者出现为了节省费用而重复使用碘伏帽的情况。我

科患者大多数来自皖北农村地区，大多数患者文化程

度及经济收入较低，导致患者及家属接受知识的能力

差，缺乏无菌意识，依从性差。ＰＤ治疗的大部分时间
是在家中进行，对于操作者的无菌技术要求严格，虽然

患者及家属在住院期间都会接收到医护人员对其进行

ＰＤ相关知识的培训，直至其学会独立操作，但是，当患
者出院后，逐渐对这项繁琐而单调的反复操作产生松

懈情绪，在心理上不够重视，对操作产生随意性，不能

严格坚持ＰＤ护理常规［６］。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感染性

腹膜炎发生的机会增加，也可能是我院腹膜炎发生率

高的主要原因。

针对上述因素我们有针对性的完善了相关护理策

略：①严格无菌操作：要求患者选择专用房间作为治疗
室，操作前用紫外线消毒３０ｍｉｎ，操作间的地面每天
早、晚各消毒１次。操作者在换药前要求洗手，戴口罩
及帽子。将透析液放入恒温箱内加热至３７℃，检查透
析液外包装袋及有效期，不能重复使用碘伏帽。②观
察透析液，做好导管出口护理：教育患者注意观察腹透

液流出后的颜色、性状及同时称量。告知患者正常放

出的腹透液颜色为淡黄色且澄清透明，若排出液中有

纤维块或絮状物出现，可能是蛋白质在凝集造成，需要

增加换液次数及减少液体留腹时间，如液体浑浊伴腹

痛、发热，即提示腹膜炎发生，需要及时就诊早期得到

正规治疗。同时教育患者每日护理腹透管出口并严格

无菌操作，如检查出口处是否有红肿、漏液、渗出等情

况。叮嘱患者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淋浴前后需要

按要求严格护理导管。③饮食及营养指导：营养不良
是影响ＰＤ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最新的研究发现营
养不良－炎症－动脉粥样硬化综合征是此类患者死亡
的重要原因［７］；ＰＤ患者每日自透析液中丢失６ｇ左右
的蛋白质，因此，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食谱，合理

安排饮食，保证每天摄入足够的热量及适量蛋白质，告

知患者蛋白质摄入需要个体化，如根据患者的营养现

状和疾病的具体现况进行调整，多摄入易吸收的优质

蛋白，摄入量一般在１．２～１．３ｇ／（ｋｇ·ｄ）［８－９］；同时鼓
励患者进食高纤维食物以保持大便通畅，避免发生肠

源性感染，避免进食不洁及变质食物，如出现腹泻需要

及早积极治疗，对于长期顽固性便秘患者需要在医生

指导下治疗，不能自行乱服药物［１０］。④注意增强自身
免疫力：教育此类患者适量锻炼及采用的锻炼方式，形

成良好的个人生活习惯。教育患者在感冒多发及寒冷

季节应避免在公共场所及人多的地点活动。

综上所述，要做好腹膜透析并发感染性腹膜炎的

预防工作，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减轻患者家庭及社

会的经济负担。要求护理人员必须努力提高腹膜透析

专业护理知识，加强护理干预及个性化因人施教的健

康教育，加强护患沟通及人文关怀，提高患者治疗的依

从性，改变错误的操作行为和不良的认知，变被动遵医

为主动遵医，提高患者自我管理疾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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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居家护理改善颅脑损伤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
黄伟珍，汤海燕，傅红飞

摘要：目的　探讨居家护理对改善颅脑损伤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为提高颅脑损伤患者的生命及生活质量提供
有力的方法依据。方法　选择神经外科病房颅脑损伤患者１２０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Ａ、Ｂ２组各６０例。Ａ组
为试验组，采用正规居家护理方法对其出院后生活进行干预；Ｂ组为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指导，出院后门诊随
访。采用Ｋａｍｏｆｓｋｙ预后评定表、日常生活能力（ＡＤＬ）评定表以及生活满意度评定表，并应用ｔ检验比较２组患者
评分的差异性。应用χ２检验评价２组患者在出院后６个月、１２个月时的生活质量。结果　出院后１２个月时 Ａ
组Ｋａｍｏｆｓｋｙ评分和ＡＤＬ评分均明显高于Ｂ组（ｔ＝７．０４０、６．３２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００）；Ａ组的并发
症发生率明显少于Ｂ组（Ｐ＜０．０５）。结论　居家护理能够提高颅脑损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减少
并发症的发生，可作为治疗颅脑损伤患者的一项重要手段。

关键词：居家护理；颅脑损伤；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６　Ｒ６５１．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４８３０２

　　颅脑损伤是神经外科一种并发症多、致残率及病
死率高的常见急症，颅脑损伤患者已经成为家庭和社

会的一个重要负担。有研究指出［１－２］，创伤性颅脑损

伤患者生活质量与受伤前相比明显下降，中重型颅脑

损伤患者的神经精神状态、心理状态、生理功能和生活

质量等方面均受到明显限制，智力、情绪和行为问题比

较严重，这直接导致了人们生活满意度的下降［３－４］。

近年来我国在治疗颅脑损伤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病死率明显下降，但是对于颅脑损伤患者后期的护理

方面研究甚少，对他们后期的生存质量、心理状态等种

种问题的关注较少［５］。因此，本研究对６０例颅脑损伤
患者出院后进行居家护理，以探讨居家护理对颅脑损

伤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之间
于我院神经外科病区治疗的颅脑损伤患者１２０例为研
究对象，排除入院前患有精神病或有精神病病史的患

者。将以上１２０例患者随机分成 Ａ、Ｂ两组，每组 ６０
例。Ａ组为实验组，男性４６例，女性１４例，平均年龄
（４２．９１±１３．０２）岁，其中脑挫裂伤２１例，颅内血肿１９
例，脑挫裂伤伴有颅内血肿１５例，蛛网膜下腔出血２
例，脑干伤３例，行手术治疗３３例；Ｂ组为对照组，男
性４５例，女性１５例，平均年龄（４３．６２±１２．９７）岁，其
中脑挫裂伤２３例，颅内血肿１６例，脑挫裂伴有血肿１５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３例，脑干伤３例，行手术治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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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经比较２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组间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Ａ组：制定针对性、个体化的护理计
划，包括气管插管、导尿管、鼻饲管的护理、预防压疮以

及正确喂食方法、康复锻炼方法等。指定２名随访护
士，进行居家护理内容、量表评定方法、与患者及其家

属沟通方式、随访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培训，并为患者建

立个人护理档案，对出院后１周、１个月、６个月、９个
月的患者予以电话随访，３个月、１２个月予上门随访，
其后每３个月予电话随访１次。随访内容包括指导针
对性的护理方法，进行健康宣教，定期更换管道，向患

者及其家属了解患者病情变化与护理问题。定期进行

小组会议，评价护理效果，及时调整护理方案。Ｂ组：
仅在出院时给予护理指导及健康教育，出院后仅在门

诊随访。

１３　观察指标　分别于患者出院后６个月及１２个月
时收集患者资料并予相关量表评分，包括：①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
预后评定表（ＫＰＳ），包括１０项评定内容，每项１０分，
共１００分，从正常状态到僵死状态分数逐渐降低；②日
常生活能力（ＡＤＬ）评定量表，内容包括饮食、洗澡、装
饰、穿衣、大小便、上洗手间、床椅转移、平地行走 ４５
ｍ、上楼与下楼梯共１０项内容，总分为１００分；③生活
满意度评定表（ＳＷＬＳ），包括５项内容，每项１～７分，
总分３５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评分比较　护理前及护理６个月时，

［６］　潘敏燕，张利．健康教育对腹膜透析患者心理状态及并发症发生
率的影响［Ｊ］．中国基层医药，２０１２，１９（１１）：１７３６１７３７．

［７］　赵红．腹膜透析的护理进展［Ｊ］．全科护理，２０１１，９（９）：２３２１
２３２２．

［８］　何丽君，娄淑敏，毛鑫，等．饮食教育对持续性不卧床腹膜透析患
者营养状态的影响［Ｊ］．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２００８，２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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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组患者的 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护理１２个月后，Ａ组的 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评分明
显高于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见表１。
表１　２组颅脑损伤患者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评分比较（分，ｘ±ｓ）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６个月 护理１２个月

Ａ组 ６０ ６６．３２±１６．９３ ８４．２１±１１．７８ ９５．５７±１１．２３
Ｂ组 ６０ ６７．５１±１７．２３ ８１．５６±１２．０９ ８２．０３±９．７９
ｔ值 ０．３８２ １．２１６ ７．０４０
Ｐ值 ０．７０３ ０．２２６ ０．０００

２２　ＡＤＬ评分比较　护理前及护理６个月时，２组患
者的ＡＤＬ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护
理１２个月后，Ａ组的ＡＤＬ评分明显高于Ｂ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见表２。

表２　２组颅脑损伤患者ＡＤＬ评分比较（分，ｘ±ｓ）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６个月 护理１２个月

Ａ组 ６０ ６４．３６±１６．０２ ８３．９２±１２．９７ ９６．８７±６．８９
Ｂ组 ６０ ６２．７８±１９．０７ ８０．１５±１３．６３ ８８．１７±８．１３
ｔ值 ０．４９１ １．５５２ ６．３２４
Ｐ值 ０．６２４ ０．１２３ ０．０００

２３　生活满意度比较　对２组患者护理后生活满意
度评分进行比较，护理 ６个月后 Ａ组患者平均得分
（２２．７９±４．５１）与 Ｂ组患者（２２．２７±４．２９）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护理１２个月后Ａ组患者平均得分与Ｂ
组相比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４　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Ａ、Ｂ２组患者出院１２个
月后的并发症比较结果显示，Ａ组患者发生肺部感染
８例（１３．３３％）、尿路感染 ６例（１０．００％）、压疮 ２例
（３．３３％）、痰液阻塞１例（１．６７％）。Ｂ组患者中发生
肺部 感 染 ３４例 （５６．６７％）、尿 路 感 染 ３０例
（５０．００％）、压疮 ２８例（４６．６７％）、痰液阻塞 ９例
（１５．００％），２组间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颅脑损伤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难治性创伤之
一，虽然患者的生命经抢救成功挽回，但是往往也会因

并发症的发生而产生严重后遗症，导致患者的生活自

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下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６］。研究显示［７－８］，中重度颅脑损伤患者常遗留下

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障碍。如何来改善颅脑损伤患者

的生存质量、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社会适

应能力是当今护理工作的重要课题［９］。随着新医学模

式的发展，居家护理的发展受到重视。通过对患者进

行居家护理，既能减轻其家庭的经济负担，又能提高患

者及其家属的护理知识［１０］。因此，居家护理对于颅脑

损伤的患者有着药物治疗不可替代的作用。

ＫＰＳ评定表是对日常生活和工作能力进行评价的
基础指标，能够较准确的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及精神

状态等；ＡＤＬ评定量表广泛用于评定患者的日常生活
能力，在国内应用的信度和效度均较好；ＳＷＬＳ量表能
较好地反映患者主观生存质量，且简便易行［１１］。本实

验通过采用成组资料对比分析，研究颅脑损伤患者出

院后居家护理对其预后的影响，主要方法包括制定居

家护理计划、进行居家护理知识培训、建立护理档案及

随访、定期总结监控等。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经过正规

居家护理１２个月后的 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评分和 ＡＤＬ评分均
明显高于仅在出院时宣教及门诊随访的患者，且接受

居家护理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减少。这说明了患

者经过护理人员的随诊和指导，患者及其家属的从医

意识增强，能够自觉进行康复功能锻炼，并且对不同患

者的个性化护理也提高了患者护理的依从性，提高了

患者自我护理水平；而未经居家护理的患者，其依从性

及护理意识均较弱，导致功能恢复状况明显降低，并发

症的发生几率增高［１２－１３］。

综上所述，居家护理可明显减少患者的再住院率

及求诊频率，减少患者家庭经济负担，并能有效的扩展

护理专业领域，促进其发展，同时缩短患者平均住院

日，使病房床位得到有效利用。另外，居家护理能为患

者提供安全的社会心理环境，保证患者得到有效护理，

进而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水平。因此，居家护理是治

疗颅脑损伤患者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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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急性冠脉综合征综合护理干预的效果
周丽平

摘要：目的　探讨急性冠脉综合征综合护理干预的效果，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　对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１０年
５月和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两个时间段心内科收治的急性冠脉综合征并恶性心律失常老年患者７８例病
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均进行了急性冠脉综合征（ＡＣＳ）并恶性心律失常（ＭＡ）常规抢救治疗，对２００８
年３月—２０１０年５月期间的患者３５例（对照组）严格执行心内科护理常规进行护理，对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１０
月期间的患者４３例（观察组）进行了综合护理干预。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和生活质量
指数评定量表（ＱＯＬ）分别于入院２ｄ内及治疗１５ｄ时对２组患者的情况进行评估，并统计２组患者的并发症发
生和死亡情况。结果　入院后２ｄ内２组患者ＳＡＳ、ＳＤＳ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值分别为０．１４，０．０９，均Ｐ＞
０．０５）；治疗１５ｄ后观察组ＳＡＳ评分为（４６．７４±６．５８）分，对照组为（５２．４７±７．３６）分，２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ｔ＝２．７８０，Ｐ＜０．０５）；观察组ＳＤＳ评分为（４４．２９±５．８２）分，对照组为（５１．６３±７．５１）分，２组的差异亦具有统
计学意义（ｔ＝２．６９２，Ｐ＜０．０５）。观察组并发症 １３例，死亡 ２例，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分别为 ２８．８９％和
４．４４％，对照组并发症１５例，死亡７例，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分别为４２．８６％和２０．００％，２组差异亦具有统计
学意义（χ２值分别为４．７２６，５．９４４，均 Ｐ＜０．０５）。结论　对 ＡＣＳ合并 ＭＡ老年患者实施包括基础护理、饮食护
理、心理护理等综合护理干预，即能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病死率，还能够改善患者情绪、促进患者康复、提升患

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急性冠脉综合征；心律失常；护理干预；抢救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１　Ｒ５４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４８５０３

　　急性冠脉综合征（Ａｃｕｔ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Ｓ）
是指冠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或者侵蚀形成血栓导致急

性心肌严重缺血的一组进行性临床综合征，ＡＣＳ容易
引起心肌的电不稳定性所引发的恶性心律失常、心肌

坏死导致的心力衰竭或者心脏破裂等严重的血流动力

学障碍及心脏的严重并发症，容易使患者出现急性心

肌缺血，致使患者因心室颤动而猝死［１］。ＡＣＳ合并恶
性心律失常由于发病急、病情发展快、死亡率高［２］，对

医护人员提出了极大的挑战［３］。对 ２００８年 ３月—
２０１０年５月和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两个时间
段在我院心内科收治的急性冠脉综合征并恶性心律失

常老年患者７８例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综合
护理干预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１０年５月收治的急
性冠脉综合征并恶性心律失常老年患者３５例作为对
照组，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收治的急性冠脉综
合征并恶性心律失常老年患者４３例作为观察组。观
察组：男性２８例，女性１５例；年龄６２～７９岁，平均年
龄（７１．５±４．６）岁；发病时间２．４～２１．０ｈ，平均发病
时间为（７．２±２．８）ｈ；既往病史有高血压病史患者２４
例和有糖尿病史患者１９例。对照组：男性２３例，女性
１２例；年龄６０～８１岁，平均年龄（７２．１±４．８）岁；发病
时间２．１～２０．７ｈ，平均发病时间为（７．４±２．７）ｈ；既
往病史有高血压病史患者２０例和有糖尿病史患者１５
例。２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发病时间和既往病史等方
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排
除对美托洛尔过敏的支气管哮喘或其他慢性阻塞性肺

病患者和肝功、肾功不全患者［４］。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第六人民医院老年二科

１２　急救方法　对所有患者均进行了急性冠脉综合
征（ＡＣＳ）并恶性心律失常（ＭＡ）常规抢救治疗。患者
入院后即给予心电图监护、吸氧、止痛、镇静等常规治

疗，对具备条件的患者实施了溶栓、硝酸酷类药物静脉

滴注、抗血小板、调脂及抗凝治疗，同时给予美托洛尔

治疗。给药方法：首次将５～１５ｍｇ美托洛尔注射液
（由白求恩医科大学制药厂生产，５ｍｇ／２ｍｌ针剂）以１
ｍｇ／ｍｉｎ速度静脉注射（在心电监护下进行），每注射完
５ｍｇ后观察５ｍｉｎ。当患者的收缩压下降到９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以下或心率降为５０次／ｍｉｎ以
下时停止注射［５］，患者的注射最大用量不能超过 １５
ｍｇ。对于频发室早和血压在（１２０～８０）／（８０～６０）
ｍｍＨｇ波动者，经家属签字同意后做冠脉造影支架
术，术后患者血供良好。所有患者均血流动力学稳定

后，口服美托洛尔片（瑞典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药品名称为倍他乐克，０．２５ｍｇ／片），５０ｍｇ／次，６
ｈ／次，持续用药１５ｄ。
１３　护理干预　对照组患者严格执行心内科护理常
规进行护理，观察组患者进行了综合护理干预。具体

护理干预实施如下。

１３１　院前护理　给予 ＡＣＳ患者在入院前期吸氧、
镇静止痛等生命支持和心肺复苏等护理，并严密进行

心电监护，观察患者的心率、心律、血压和血氧饱和度

变化情况［６］，备好抢救药品和物品。

１３２　基础护理　严密检测患者的心率、心律、血压、
心功能的变化情况，为治疗措施实施提供客观依据。

对溶栓或服用抗血小板凝集药物的患者应监测其是否

有出血可能，指导患者每天观察自身皮肤、黏膜、牙龈

有无出血倾向，并让患者观察其尿液和大便颜色。出

现异常立即汇报医务人员，以便于及时调整治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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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７］。对于实施了支架术的患者还应每２０ｍｉｎ观察
敷料，若异常应重新包扎，并持续观察［８］；对于术肢末

梢血液循环较差情况，应及时汇报医生，改善循环。

１３３　心理护理　ＡＣＳ患者经常会有情绪异常和病
痛造成烦躁的现象，护理人员要密切观察患者的情绪

变化，并通过医患交流让患者充分了解其病情，为患者

树立康复信心。同时要做好患者家属的工作，指导家

属开导患者，增强患者战胜病魔的自信心。

１３４　饮食护理　患者饮食要清淡，应食用含有纤维
等的食物，并保证患者每日有足够营养；进食应少食多

餐，避免进食过饱而使心脏负担过大而损伤心脏功能；

对患者盐分、糖分和胆固醇摄入量应严格控制，并保持

患者体内液体平衡［９］。另外，饮食应使患者排便通畅，

避免排便时过度用力导致腹压、血压升高，使心脏的耗

氧量增大而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等疾病。

１４　观察指标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抑郁自评
量表（ＳＤＳ）和生活质量指数评定量表（ＱＯＬ）分别于入
院２ｄ内及治疗１５ｄ时对２组患者的情况进行评估，
并观察２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建立数据库，采用ＳＰＳＳ
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进行 χ２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的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情况　入院后２ｄ内２
组患者 ＳＡＳ、ＳＤＳ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１５ｄ后观察组 ＳＡＳ、ＳＤＳ评分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２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１。

表１　２组患者的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比较

组别
ＳＡＳ（分）

入院２ｄ 治疗１５ｄ
ＳＤＳ（分）

入院２ｄ 治疗１５ｄ
观察组 ５８．４６±８．０５４６．７４±６．５８ ５４．３９±７．６４４４．２９±５．８２
对照组 ５７．９２±７．９８５２．４７±７．３６ ５４．２７±７．６８５１．６３±７．５１
ｔ值 ０．１４ ２．７８０ ０．０９ ２．６９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的 ＱＯＬ评分情况　入院后２ｄ内２组
患者ＱＯＬ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
１５ｄ后观察组 ＱＯＬ各项指标的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２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治疗１５ｄ后２组患者的ＱＯＬ评分比较

组别　 角色功能 情绪功能 社会功能 身体功能 总表得分

观察组 １．９３±０．５４ １．８６±０．４９ １．８２±０．６５ ２．４３±０．７２ ８．６７±１．０５
对照组 １．４７±０．３８ １．４２±０．４０ １．３１±０．５２ １．９５±０．６６ ６．２８±０．８４
ｔ值　 ２．３７４ ２．３４８ ２．９６２ ２．４７６ ３．０１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情况　观察
组并发症１３例，死亡２例，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分
别为２８．８９％和４．４４％，对照组并发症１５例，死亡７
例，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分别为 ４２．８６％ 和
２０．００％，２组的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差异亦具有统

计学意义（χ２值分别为４．７２６，５．９４４，均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ＡＣＳ是全球性的致残率与致死率高的疾病之
一［１０］，是心内科常见病、多发病，主要包括不稳定型心

绞痛和心肌梗死，常伴发室性早搏、室速等室性心律失

常并发症，易使患者血流动力学发生改变，严重者会危

及患者的生命，老年患者ＡＣＳ并发恶性心律失常容易
在短时间内使患者血流动力学出现障碍，致使患者晕

厥甚至猝死。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焦虑、抑郁、紧张、恐惧等心理

情绪是急性冠脉事件的重要激发因素，老年 ＡＣＳ患者
中多数为多种疾病并发，且病程反复，治疗的周期漫

长，患者需要长期忍受疾病折磨，使老年患者的自信心

和自我价值感逐步丧失，内心十分压抑，表现为疑虑加

重，逐步地患者的内心被孤独、恐惧、焦虑、抑郁等负性

情绪所占据。还有研究显示，老年人病发 ＡＣＳ是与其
生活方式紧密相关的一种疾病，饮食结构不合理、运动

量少等生活不良习惯容易导致患病。此外，因为 ＡＣＳ
发病比较急、且凶险，可使患者的紧张、焦虑、抑郁等情

绪加重，甚至使病痛感增大，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患者的

生活质量；并且，室性心律失常是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最

为常见并发症，是导致心力衰竭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

但多数抗心律失常药物会有不同程度的负性肌力的副

作用，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导致心力衰竭。所以，针对

ＡＣＳ患者，医疗人员在治疗心衰并室性心律失常时应
慎重选择抗心律失常药物，用药过程中还应实时观察

患者的病情发展，及时换药［１１］；同时对患者的负性情

绪、生活方式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施对应的综合

护理干预，主要包括基础护理、饮食指导和心理护理

等。早期、及时、有效的抢救与综合护理干预是提升

ＡＣＳ抢救率、改善患者生存质量的前提［１２］。本次研究

中，在相同用药抢救治疗的基础上，观察组采用综合护

理干预，对患者实施了院前护理、基础护理、心理护理

和饮食护理，使患者的心理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生活质

量得到大幅度提高，并且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都明

显降低。

综上所述，对ＡＣＳ合并 ＭＡ老年患者实施综合护
理干预，能够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病死率，还能够改

善患者情绪、促进患者康复、有助于提升患者的生活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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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糖尿病肾病诱导期透析心血管并发症护理对策
崔玲玲，单新莉，李虹

摘要：目的　探讨糖尿病肾病（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ＤＮ）患者血液透析（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ＨＤ）诱导期心血管并发症的
预防和护理。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２例ＤＮ患者进行诱导期ＨＤ的各种操作方法和心血管常见并发症的观察、护
理。结果　２例患者血压偏高，经降压处理后血压下降并稳定；１例合并冠心病的患者出现轻度胸闷、心慌，给予
吸氧、适当降低血流量后缓解；４例患者首次透析中出现血压下降，经处理后血压升至正常；无１例患者死亡。结
论　ＤＮ患者心血管功能不稳定，做好透析过程中生命体征的监测，多次短时透析、使用小面积透析器可有效减
少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降低病死率，使ＤＮ患者安全度过诱导期，进入规律性透析治疗。
关键词：糖尿病肾病；血液透析；诱导期；心血管并发症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８　Ｒ５８７．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４８７０２

　　ＨＤ诱导期是指终末期肾功能衰竭患者从保守治
疗到规律性ＨＤ治疗的过渡透析时期，一般为１０～１４
ｄ［１］。近年来随着糖尿病发病率的升高，ＤＮ已成为导
致终末期肾功能衰竭的主要原因，ＤＮ患者的透析治疗
与非 ＤＮ患者相比风险大、并发症多、存活率低［２］，尤

其是各种心血管并发症，是 ＨＤ患者死亡的最主要原
因，高达６８．４％，而ＨＤ的诱导期是各种心血管并发症
的高发期［３］。近年来，我们采用多种方法对 ＤＮ患者
透析诱导期给予有效的护理措施，大大地减少了心血

管并发症的发生。现将我科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０１３年４
月对２２例ＤＮ患者ＨＤ诱导期的护理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ＤＮ进行ＨＤ患者２２例，男
性 ６例，女性 １６例，年龄 ２７～８０岁，平均年龄
（５９．３８±１３．６９）岁，ＨＤ前血肌酐５３７～１５６３μｍｏｌ／Ｌ，
尿素氮 １５．６０～４１．１０ｍｍｏｌ／Ｌ，血钾 ４．３５～７．２３
ｍｍｏｌ／Ｌ，血清清蛋白３２．８～４２．５ｇ／Ｌ，收缩压９０～２２０
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舒张压 ６０～１３０ｍｍ
Ｈｇ，血糖７．８～３２．４ｍｍｏｌ／Ｌ。
１２　治疗方法　有２例患者在透析前做了动静脉内
瘘手术，其余 ２０例患者均采用中心静脉留置双腔导
管，其中颈内静脉置管１３例，股静脉置管７例。
１３　透析方法　采用德国费森尤斯４００８ｓ、德国 Ｄｉａ
ｌｏｇ透析机，常州朗生一次性血液透析器，血液透析器
超滤系数为１６ｍｌ／（ｈ·ｍｍＨｇ），透析膜面积１．２ｍ２，
碳酸氢盐透析，透析液流速５００ｍｌ／ｍｉｎ。由医生制定
个体化诱导透析方案。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净化室
通讯作者：单新莉，Ｅｍａｉｌ：ｓｈａｎｘｌ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２　结　果
　　２２例ＤＮ患者有２例透析期间血压偏高，给予硝
苯地平１０ｍｇ口服，血压下降并稳定。１例合并冠心
病的患者出现轻度胸闷、心慌症状，给予吸氧，再次透

析时增加透析膜预充时间后症状缓解。４例患者首次
透析３０～６０ｍｉｎ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出冷汗等低血
压症状，经放低床头，降低血流量，遵医嘱输入０．９％
生理盐水１００～２００ｍｌ／ｍｉｎ，症状消失，血压升至正常。
其余患者均安全度过诱导期，无１例患者死亡。

３　讨　论
３１　诱导透析前护理
３１１　熟悉患者一般情况　一般情况包括患者年龄、
性别、原发病及用药史等。询问患者日常饮食、尿量、

睡眠以及对病情知晓情况，检查患者神志、精神状态、

血压、干体重，是否有水钠潴留表现，了解肝肾功能、血

糖、血红蛋白、血小板、血钾、钠、钙、磷等水平，并检查

患者血管条件。

３１２　透析环境　提供清洁舒适的透析环境，地面清
洁，光线充足，空气流通，保持室温 １８～２０℃，湿度
５０％～６０％为宜。
３１３　人性化心理干预　ＤＮ患者从保守治疗转变到
透析治疗，面对陌生的治疗环境及治疗方式，容易导致

各种心理障碍，情绪不稳定，通过介绍透析的目的和方

法，同时加强与患者的感情交流，建立信任感，减少患

者紧张恐惧等不良情绪，使透析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本组有８例患者刚开始不接受透析治疗，通过耐心的
沟通交流，同意透析，配合治疗。

３２　诱导透析期护理
３２１　选择小面积的透析器　通常透析时透析器的

［６］　王幼糯，许一平，杨科金．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急诊救治与护理干预
［Ｊ］．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１，４９（２９）：１０９１１０．

［７］　高飞，高淼莎．急性冠脉综合征合并恶性心律失常的急诊处理
［Ｊ］．中日友好医院学报，２０１３，２７（１）：５１５３．

［８］　陆夏凯，黄海英，林松，等．急救护理路径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急诊ＰＣＩ绿色通道中的效果观察［Ｊ］．广西医学，２０１３，３５（３）：
３６５３６７．

［９］　韩燕颜，梁慧屏，谭爱梅．替罗非班在急性冠脉综合征中应用的临

床护理观察［Ｊ］．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１２，２７（１７）：１６１９１６２１．
［１０］　张娜，甄莉莉．综合干预对老年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生活质量的

影响［Ｊ］．中华现代护理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１７）：３２６４３２６６．
［１１］　韦方，周永刚，李安洁，等．血脂康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淋巴细

胞亚群的影响［Ｊ］．贵州医药，２０１２，３６（１）：１３．
［１２］　杨俊玲．急性冠脉综合征并恶性心律失常患者的抢救与护理

［Ｊ］．黑龙江医学，２０１３，３７（１）：３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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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面积为１．５ｍ２以上，诱导透析时我们使用小面积透
析器（膜面积为１．２ｍ２），生理盐水预冲透析膜及血路
管，血路管及透析器密闭循环３０ｍｉｎ后引血上机。
３２２　血流量逐渐上调　为了保证良好的透析效果，
通常透析时血流量为２００～２３０ｍｌ／ｍｉｎ，诱导透析时血
流量不宜过大，引血时调整血流量 ＜１００ｍｌ／ｍｉｎ，随着
透析时间的延长，逐渐上调血流量至 １６０～１８０ｍｌ／
ｍｉｎ。
３２３　短频透析　开始透析时可采用每天短时间透
析，连续３～４ｄ，每次透析时间２ｈ左右，随着透析次
数的增加，逐渐延长透析时间。

３２４　提高血浆渗透压　透析过程中血液中的肌酐
尿素等小分子毒素被排除，由于血脑屏障的保护，脑组

织中的小分子毒素下降缓慢，形成溶质浓度梯度差，容

易导致失衡综合征等并发症的发生。出现恶心、呕吐、

出冷汗、头晕、黑蒙时根据病情遵医嘱静脉快速补充高

渗溶液，如甘露醇、５０％葡萄糖溶液，以快速提高血浆
渗透压，改善症状。

３２５　设定合理的超滤量　首次透析一般不需超滤
水分。若存在水钠潴留，可根据患者水分潴留情况适

当超滤，一般不超过１０００ｍｌ。若水分潴留严重，出现
心力衰竭等表现可采用单纯超滤的方法，或者采用个

体化的超滤模式。

３２６　抗凝剂的应用　采用个体化抗凝方案，由于
ＤＮ患者常伴有高血压、血管病变、眼底出血等合并症，
建议使用低分子量肝素抗凝。若患者有高危出血因

素，伴有明显出血倾向、血小板减少等可采用无肝素透

析。

３２７　加强透析期间的监护　包括监测患者意识、血
压、脉搏的变化。诱导透析时应每１５～３０ｍｉｎ监测生
命体征１次，若心肺功能差者可配置心电监护仪。使
用无糖透析液时，要注意血糖的变化，警惕低血糖的发

生。同时监测机器的各种报警值，如动脉压、静脉压、

跨膜压等。

３２８　心理护理　加强巡视并与患者沟通，给予适当
的心理疏导，及时发现各种心理问题并采取有效的干

预措施。

３３　诱导透析后护理　透析后仍要密切监测血压、脉
搏、呼吸、意识状况，嘱其缓慢坐起，要防止体位性低血

压的发生。测量透析后体重并做好记录，以便了解透

析间期水分增加情况。同时指导患者保护上肢血管，

为以后制作动静脉内瘘做准备。合理饮食，增加患者

的社会支持力度有利于患者平稳渡过诱导期［４］，并对

患者进行系统的健康教育。

３４　综合的护理措施可有效预防心血管并发症的发
生　ＤＮ患者进入肾衰竭期，尿中有大量蛋白漏出，表
现为低蛋白血症，水钠潴留严重，多数患者全身情况

差、并发症多，蛋白质 －能量营养不良，心血管疾病发
生率高，透析前即出现心功能不全［５－６］，尤其是老年患

者［７］。血液透析存在体外循环，对患者的血流动力学

已经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对透析前已有心功能不全的

ＤＮ患者，短时间多次透析可减少渗透压梯度对血流动
力学的影响和导致水的异常分布［８］。使用小面积的透

析器使毒素缓慢下降，避免因毒素下降过快引起失衡

综合征等并发症。缓慢地上调血流量使患者逐渐适应

体外循环，提高患者对体外循环的耐受性。本组有２
例患者血压偏高，可能与超滤水分激活了肾素 －血管
紧张素 －醛固酮系统，使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经
降压处理后患者病情稳定。４例患者出现血压下降，
可能与心功能差不能耐受体外循环有关，经降低血流

量，输入生理盐水，症状缓解。１例患者出现胸闷、心
慌可能与患者本身合并冠心病及对透析膜反应有关，

我们给予吸氧、增加透析膜的预充时间，再次透析时无

心慌胸闷出现。诱导透析期间，心理干预可减少患者

的抑郁、焦虑、恐惧等心理问题，并适时调整患者的心

理状态，使其顺利度过诱导透析［９］。

ＤＮ患者早期开始透析治疗，可降低心脑血管并发
症及病死率。故应加强宣教，指导患者适当提早透析，

合理用药、合理膳食，系统的健康教育可使患者控制体

重，减少心力衰竭的发生率，缩短住院时间［１０］，推广预

见性护理，可有效减少其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降低病

死率［１１］。笔者体会到，欲减少 ＤＮ透析患者心血管并
发症的发生，选择合适的透析方案、采用有效的护理措

施、加强透析中的监测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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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护理干预对老年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治疗及预后的影响
吴欣俊，洪杏花

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老年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治疗及预后的影响，寻求高效的护理方法。方法　随机选
取黄山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自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３月收治的９２例老年上消化道出血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４６例和护理干预组４６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干预组除常规护理外增加针对性护理、预见性护理、心理护理和健
康教育。对２组患者治疗效果和再出血发生率进行比较，评分比较采用 ｔ检验，再出血发生率采用 χ２检验。结
果　干预后对２组患者进行Ｂｌａｔｃｈｆｏｒｄ评分，治疗１周２组比较ｔ＝３．３９，Ｐ＜０．０５；出院前２组比较ｔ＝２．１９，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干预组的治疗效果比对照组好。出院后随访半年，对２组患者再出血发生率进行比较，
χ２＝０．７５，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干预组再出血发生率比对照组低。结论　针对老年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进
行护理干预，可以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改善预后。

关键词：护理干预；老年人；上消化道出血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７　Ｒ５７３．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４８９０２

　　上消化道出血为老年常见病，随着人口的老龄化，
老年上消化道出血的发生率呈大幅上升趋势，具有发

病急、进展快、临床过程凶险等特点［１］。老年上消化道

出血的治疗以止血、扩容、抑制胃酸以及胃黏膜保护等

内科综合治疗为主。由于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使其临床

表现及病情变化较为复杂，并发症多，如不及时观察及

正确处理很容易延误病情，甚至危及患者生命。我们

选取９２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护理干预对老年上
消化道出血患者治疗和预后的影响，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消化内科自２０１０年８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收治的９２例老年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其中
男性 ４７例，女性 ４５例，年龄 ６０～８１岁，平均年龄
（６８．０±１２．５）岁，均符合上消化道出血诊断，并排除
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者。随机分为对照组４６例和
护理干预组４６例。２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
病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

１２　干预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组在常规
护理上加用针对性护理、出血的预见性护理、心理护理

和健康教育。

１２１　针对性护理　根据出血量及治疗措施的不同
等具体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方法。大出血时助患者

取平卧位并将下肢略抬高；呕吐时头偏向一侧；输血输

液、各种治疗等抢救措施要迅速准确地实施。密切观

察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必要时测定中心静脉压作为

调整输液量和速度的依据。插三腔二囊管止血的患者

确保各管道通畅，有效牵引，记录引流液的性状、颜色

及量。加强病情监测，包括生命体征、皮肤和甲床色

泽、呕吐物和粪便的性质、颜色及量。

１２２　预见性护理　护士主动与患者接触，勤巡视病
房，在重视客观体征的同时还要询问患者的主观症状，

尽早发现出血先兆，如出现咽喉发痒、胃部不适、恶心

作者单位：２４５０００安徽省黄山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通讯作者：吴欣俊，Ｅｍａｉｌ：１１２４２５９１１２＠ｑｑ．ｃｏｍ

欲吐等症状时，应预见有呕血的可能。对可能发生呕

血者予平卧位，头偏向一侧，防止血液呛入气管，造成

窒息。当出现腹部不适、腹胀、肠鸣音亢进等症状时，

应预见有便血的可能，并且要进一步观察患者有无头

晕、心悸、皮肤黏膜苍白、多汗、血压下降、甚至休克等

表现，及早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避免出现严重后果。

１２３　心理护理　护理人员态度热情，采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与患者交流，及时详细了解患者性格特点及精

神心理状况，根据每位患者的不同情况制订个性化的

心理护理方案，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积极配合治

疗。

１２４　健康教育　指导患者规律饮食，说明过饥或暴
饮暴食的危害性；避免粗糙刺激性食物及过冷过热或

产气多的食物；劝导患者戒烟戒酒。保持大便通畅，便

秘时可给少量润肠药，以防用力过大引起腹内压突然

增高。合理安排休息与活动：少量出血者卧床休息，大

出血者绝对卧床休息，轻症患者可起身稍事活动，指导

患者坐起、站起时动作缓慢，出现头晕、心慌、出汗时立

即卧床休息。指导患者正确用药，对于有出血倾向的

患者，向患者及家属讲解有关疾病的诱因和病因、如何

预防等医学常识，教会其正确识别出血征象及出血时

的应急处理措施，以减少出血的危险。

１３　评价指标　采用《中华内科杂志》、《中华消化杂
志》和《中华消化内镜杂志》联合制定的“急性上消化

道出血患者的Ｂｌａｔｃｈｆｏｒｄ评分”对２组患者进行评估。
内容主要包括对收缩压、血尿素氮、血红蛋白、脉搏、有

无黑便、晕厥、肝脏疾病、心力衰竭进行评分，积分≥６
分为中高危，＜６分为低危。患者出院后随访半年，调
查其再出血发生情况，２组进行对比分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４．０软件处理数据，２
组间评分比较采用 ｔ检验，再出血发生率采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Ｂｌａｔｃｈｆｏｒｄ评分比较　对２组患者在入
院当天、治疗 １周、出院前分别进行 Ｂｌａｔｃｈｆｏｒｄ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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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当天２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１周后和出院前 ２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老年上消化道出血患者
Ｂｌａｔｃｈｆｏｒｄ评分比较（分，ｘ±ｓ）

组别 例数 入院当天 治疗１周 出院前

干预组 ４６ ７．８７±１．５８ ６．４１±１．８１ ４．３７±１．３６
对照组 ４６ ７．６２±２．０２ ６．９３±１．９４ ４．９４±１．４１
ｔ值 １．３４ ３．３９ ２．１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再出血率的比较　出院后随访半年，对
２组患者再出血情况进行评估，干预组再出血发生率
低于对照组，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２组老年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再出血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未出血 出血（％） χ２值 Ｐ值

干预组 ４６ ４４ ２（４．３） ０．７５ ＜０．０５
对照组 ４６ ３８ ８（１７．４）

３　讨　论
　　随着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的进展，因上消化道出血
而住院的老年人也在增加。老年人由于器官老化，其

生理功能、病理生理以及伴发疾病和临床表现与非老

年人相比均有其本身的特殊性［２］，患者不一定有典型

的症状，往往就诊较晚，且合并许多基础疾病，病情复

杂且变化快，病程长，预后差，易合并感染，导致病死率

较高，抢救成功率低［３］。在护理中根据出血量及治疗

措施的不同等具体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方法，可提

高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上消化道大出血时，血容量

急剧下降，血液浓缩，血液粘滞度增加，血流缓慢，脑组

织很快缺氧，首先出现一系列缺血缺氧和意识障碍的

表现，可有头痛、头晕、晕厥和意识模糊，甚至昏迷。部

分患者在原有动脉硬化的基础上还易诱发脑血栓形

成，甚至有脑梗死发生［４］。此时助患者取平卧位并将

下肢略抬高，可保证脑部供血；迅速准确地实施输液、

输血、各种止血治疗等抢救措施，并根据中心静脉压调

整输液量和速度，既可有效补充血容量，预防出血性休

克，又可避免输液、输血过快而引起肺水肿。预见性护

理则采取了先预防后治疗的原则，使护理工作由被动

变主动［５］。由于老年患者多反应迟钝，痛苦主诉少，病

情说不清，难以主动反映病情和要求，护士积极主动地

与患者接触，勤巡视病房，观察细微的病情变化，可尽

早发现出血先兆和再出血的发生，及早采取相应的预

防和急救措施。本研究在治疗１周和出院前对２组患
者进行Ｂｌａｔｃｈｆｏｒｄ评分显示：干预组分值明显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可见针对性护理和预见性护理能有效地
控制病情，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

心理护理可增强患者治疗信心，对患者的治疗和

康复有积极的影响。由于对急性出血思想及心理上准

备不足及对出血知识缺乏，容易产生焦虑、恐惧及危机

感等不良心理，影响疾病的治疗，甚至加重病情，表现

为患者不愿与医务人员配合，精神抑郁、沉默寡言、易

爆易怒甚至有厌世心理。护士主动热情地与患者交

流，耐心解答疑问，可让他们在心理上得到温暖。在大

出血时陪伴患者，可使其有安全感；呕血或黑便后及时

清除血迹、污物，又可减少对患者的不良刺激［６］。安排

其与情绪良好的上消化道出血治愈患者交谈，通过眼

前的实例，使患者认识到疾病是可治愈的，树立必胜信

念［７］。在加强必要的心理疏导同时，应科学进行相关

健康教育，使患者及家属较为全面了解疾病的病因、病

理及相关治疗、预后等，使之积极配合治疗，减少危险

性因素发生概率［８］。老年人因消化功能减退，消化系

统酶的分泌及肠道的吸收功能下降，因此指导患者合

理饮食是健康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的饮食有助

于止血，促进病变的康复，否则可加重病情。用药不当

是引起出血的另一主要诱因，近年来老年人由于药物

的滥用所致上消化道出血不断增多，指导患者正确用

药可降低药源性消化道出血的发病率。教会患者及家

属早期识别出血征象及应急措施，可尽早抢救治疗，降

低再出血的危险性。在本研究中，干预组患者经过护

理干预，出院后能合理膳食、规范用药、规律作息、再出

血发生率较对照组有明显减少，说明护理干预在上消

化道出血的防治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老年上消化道出血症状不典型，合并症

多而凶险，因而要熟悉和深入了解老年人的生理和病

理改变，严密观察病情变化，把护理工作做在症状出现

之前才能有效地控制病情，减少并发症，并确保治疗方

案的顺利进行。针对不同的病情和治疗措施，给予相

应的护理，在护理过程中抓住要点进行护理是护理成

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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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下肢神经阻滞在老年膝关节置换术中的应用
郑晓铸，夏燕飞，周嘉莉，杨溯威，金鑫

摘要：目的　探讨超声引导下下肢神经阻滞在老年危重患者膝关节置换术中维持血流动力学的效果和安全性，
为老年危重患者膝关节置换术麻醉方式的选择提供临床依据。方法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８９例合
并２种以上危重疾病的患者，按麻醉方法分为神经阻滞组和全身麻醉组，分别采用超声引导下腰丛、坐骨神经阻
滞和全身麻醉。比较２组诱导前（Ｔ０）、麻醉后即刻（Ｔ１）、麻醉后５ｍｉｎ（Ｔ２）、麻醉后３０ｍｉｎ（Ｔ３）、术毕时（Ｔ４）的
平均动脉压（ＭＡＰ）、心率（ＨＲ）、血氧饱和度（ＳｐＯ２），评价术后并发症。结果　２组患者手术时间［（１１４．２±
１３．６）ｍｉｎｖｓ（１１２．７±１２．９）ｍｉｎ］、麻醉时间［（１２３．５±６．３）ｍｉｎｖｓ（１２４．３±５．９）ｍｉｎ］和输血量［（４８５．３±
５６．８）ｍｌｖｓ（４６２．３±５０．７）ｍ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神经阻滞组除Ｔ１、Ｔ２和Ｔ３时刻的ＨＲ与Ｔ０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１～Ｔ４各时刻的ＭＡＰ和ＳｐＯ２及Ｔ４时的ＨＲ与Ｔ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全身麻醉组除Ｔ３和Ｔ４时刻的 ＳｐＯ２与 Ｔ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１～Ｔ４各时刻的
ＨＲ和ＭＡＰ及Ｔ１和Ｔ２时刻的ＳｐＯ２与Ｔ０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除Ｔ４时刻的ＳｐＯ２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各时间点的ＨＲ、ＭＡＰ和ＳｐＯ２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神经
阻滞组和全身麻醉组分别有４例（８．７０％）和１３例（３０．３２％）发生并发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
论　超声引导下下肢神经阻滞在老年危重患者膝关节置换术中能明显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并且并发症大大降
低，可能更适用于老年危重患者。

关键词：超声引导；神经阻滞；老年；危重；膝关节置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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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患者常合并多种疾病，如严重高血压、哮喘、
肺部感染、脊椎病变等，全身麻醉、硬膜外麻醉和椎管

内阻滞无法实施或带来严重的并发症，加重患者的病

情。超声引导下下肢神经阻滞可精确定位于腰丛和坐

骨神经阻滞。笔者采用超声引导下下肢神经阻滞应用

于老年危重患者膝关节置换术，并与传统的全身麻醉

比较，探讨了围手术期间的血流动力学变化。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来
我院行单侧膝关节置换术的老年患者８９例，均为危重
患者，合并 ２种以上下列疾病：３级高血压［收缩压
（ＳＢＰ）≥１８０ｍｍＨｇ或舒张压（ＤＢＰ）≥１１０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肺部感染、凝血功能障碍、肝肾
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脊柱病变等。美国麻醉协会

（ＡＳＡ）分级Ⅲ ～Ⅳ级。根据麻醉方法分为２组，神经
阻滞组和全身麻醉组，神经阻滞组４６例，男性１８例，
女性２８例，年龄６５～８３岁，平均（７０．４±５．２）岁，体重
５２～９９ｋｇ，平均（６８．９±８．８）ｋｇ，ＡＳＡ分级Ⅲ级２５例、
Ⅳ级２１例；全身麻醉组４３例，男性１５例，女性２８例，
年龄６３～８４岁，平均（７１．１±５．９）岁，体重５５～９６ｋｇ，
平均（６８．１±８．３）ｋｇ，ＡＳＡ分级Ⅲ级２４例、Ⅳ级１９例。
２组患者年龄、性别、体重、ＡＳＡ分级等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麻醉方法　全身麻醉组所有患者在入室前常规
禁饮、禁食，面罩吸氧３０ｍｉｎ，术前３０ｍｉｎ肌内注射苯
巴比妥钠０．１ｇ和阿托品０．５ｍｇ。入室后建立静脉通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３杭州市，浙江医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郑晓铸，Ｅｍａｉｌ：２２１４１７７８＠ｑｑ．ｃｏｍ

道，监测患者的心电图（ＥＣＧ）、平均动脉压（ＭＡＰ）、心
率（ＨＲ）、血氧饱和度 （ＳｐＯ２）和二氧化碳分压
（ＰａＣＯ２）。麻醉诱导药物为维库溴铵０．１ｍｇ／ｋｇ、芬太
尼４μｇ／ｋｇ、咪唑达仑０．１ｍｇ／ｋｇ。麻醉维持药物为丙
泊酚０．１ｍｇ／（ｋｇ·ｍｉｎ）、瑞芬太尼０．１～０．２μｇ／（ｋｇ
·ｍｉｎ），间断注射维库溴铵。神经阻滞组采用超声在
患肢腰丛和坐骨神经阻滞，使用 Ｓｏｎｏｓｉｔｅ００４９２００９超
声仪器。患者取仰卧位，常规皮肤消毒和镇静，使用超

声探头定位腰丛和坐骨神经，分别在腰丛和坐骨神经

注射０．５％的罗哌卡因２０ｍｌ和１５ｍｌ，完成神经阻滞。
２组均进行单膝关节置换术，术后采用静脉自控镇痛。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２组的手术指标（手术时间、麻
醉时间、输血量）；记录诱导前（Ｔ０）、麻醉后即刻（Ｔ１）、
麻醉后５ｍｉｎ（Ｔ２）、麻醉后３０ｍｉｎ（Ｔ３）、术毕时（Ｔ４）
ＭＡＰ、ＨＲ和ＳｐＯ２；比较２组术后并发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学软件包对
结果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
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手术指标比较　２组患者手术时间、麻醉时
间和输血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１。
表１　２组膝关节置换术老年患者手术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麻醉时间

（ｍｉｎ）
输血量

（ｍｌ）
神经阻滞组 ４６ １１４．２±１３．６ １２３．５±６．３ ４８５．３±５６．８
全身麻醉组 ４３ １１２．７±１２．９ １２４．３±５．９ ４６２．３±５０．７

２２　２组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变化比较　神经阻滞
组Ｔ１、Ｔ２和Ｔ３时刻的ＨＲ与Ｔ０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但 Ｔ４时的 ＨＲ与 Ｔ０差异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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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Ｐ＞０．０５），Ｔ１～Ｔ４各时刻的ＭＡＰ和ＳｐＯ２与Ｔ０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全身麻醉组
Ｔ１～Ｔ４各时刻的 ＨＲ和 ＭＡＰ与 Ｔ０比较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１和Ｔ２时刻的ＳｐＯ２与Ｔ０比
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Ｔ３和 Ｔ４时
刻的 ＳｐＯ２与 Ｔ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２组Ｔ０时刻的ＨＲ、ＭＡＰ和ＳｐＯ２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Ｔ１、Ｔ２、Ｔ３时刻的 ＨＲ、ＭＡＰ
和ＳｐＯ２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４时
刻的ＨＲ、ＭＡＰ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但Ｔ４时刻的 ＳｐＯ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变化比较

组别 例数 指标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神经阻滞组 ４６ ＭＡＰ（ｍｍＨｇ） ９２．４±７．２ ９４．４±９．５ ９１．６±８．２ ９２．８±８．８ ９０．９±６．４
ＨＲ（次／ｍｉｎ） ８０．５±３．４ ７６．６±４．７ ７５．３±３．８ ７６．２±４．２ ７７．９±３．５
ＳｐＯ２（％） ９７．５±０．８ ９８．４±０．９ ９８．３±０．７ ９８．４±０．８ ９８．１±０．７

全身麻醉组 ４３ ＭＡＰ（ｍｍＨｇ） ９０．３±９．５ ８５．５±９．０ ８２．４±８．６ ８４．０±８．８ ９４．１±６．７
ＨＲ（次／ｍｉｎ） ８１．２±４．７ ８９．８±５．５ ７２．４±４．６ ７４．４±３．６ ８５．４±３．５
ＳｐＯ２（％） ９７．４±０．８ ９５．２±０．９ ９４．８±０．７ ９６．７±０．８ ９８．８±０．７

２３　２组并发症比较　神经阻滞组出现 ４例
（８．７０％）并发症，包括胃肠道症状 ２例、皮肤瘙痒 １
例、阻滞点疼痛１例；全身麻醉组出现１３例（３０．３２％）
并发症，包括胃肠道症状１１例、血压升高２例。２组并
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围手术期间的血流动力学稳定状态是评价麻醉效
果、降低心血管并发症的重要因素［１－２］。老年患者尤

其是合并多种危险疾病的危重患者，在进行大型创伤

手术时，考虑的因素较多。一方面危重患者的心肺功

能降低，若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麻醉期间的血压和

心率变异性大，可能会加重患者自身疾病的风险、严重

的可能导致死亡［３］，并且老年患者肝肾功能降低，对麻

醉药物的处置能力衰退，会导致麻醉药物在体内存留

时间过长，而影响术后苏醒，并且也不利于在麻醉期间

掌握合适的麻醉深度［４－５］。老年患者由于脊柱病变较

多，椎管内间隙变窄，椎间孔闭缩，局麻药容易向头侧

扩散，从而导致非常广泛的交感神经阻滞，使ＭＡＰ、ＨＲ
等指标波动，出现血流动力学紊乱［６－７］。而危重患者

往往进行过手术治疗，留有神经系统后遗症，采用硬膜

外阻滞或蛛网膜下隙阻滞也欠佳。

采用超声引导下神经阻滞已经成为危重患者治疗

的常用方式，其可以通过神经刺激器定位于要进行阻

滞的腰丛和坐骨神经，并且阻滞成功率非常高，可以避

开重要的脏器和血管，这样可以不累及其他脏器，而有

效降低机体的刺激，对血流干扰程度降低，有利于维持

血流动力学稳定［８－１０］。并且对于膝关节置换手术而

言，属于大型创伤手术，下肢神经阻滞可以阻滞下肢的

大部分感觉传入神经，进而可以有效缓解疼痛，降低镇

痛药物的用量［１１］。

结果显示神经阻滞组在围手术期间 ＨＲ、ＭＡＰ和
ＳｐＯ２的参数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而全身麻醉组的 ＨＲ、
ＭＡＰ和ＳｐＯ２的波动非常大，这说明神经阻滞可以有
效的维持手术期间的血流动力学稳定。并发症方面，

神经阻滞组４例出现并发症，全身麻醉组出现１３例，
其中最常见的为胃肠道症状，经过昂丹司琼治疗后均

好转。

综上所述，超声引导下下肢神经阻滞在老年危重

患者膝关节置换术中能明显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并

且并发症大大降低，对老年危重患者耐受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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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腹腔内压的测定及其临床意义
徐亚熙，阮洪军，胡智明，吴伟权，魏夫荣

摘要：目的　探讨急性重症胰腺炎（ＳＡＰ）患者合并腹内高压（ＩＡＨ）的检测及治疗方法。方法　对２００２年１２
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收治的８１例ＳＡＰ中合并有ＩＡＨ的３４例患者资料作回顾性分析。结果　３４例患者中 ＩＡＨⅠ
级１１例，Ⅱ级９例，Ⅲ级７例，Ⅳ级７例。治疗方法包括：①清洁肠道，增强胃肠动力，肠内营养。②调控液体复
苏。③腹腔有积液的患者均予Ｂ超或ＣＴ引导下穿刺引流。④继发胰周脓肿经穿刺引流无效的患者转外科手术
治疗。２７例ＩＡＨⅠ、Ⅱ、Ⅲ级的患者中均无形成胰周脓肿，７例ＩＡＨⅣ级患者中６例继发胰周感染，其中１例经
多次Ｂ超或ＣＴ引导下穿刺引流治愈，５例微创引流效果差转外科手术治愈。结论　ＳＡＰ患者监测腹腔内压力
（ＩＡＰ）可早期发现ＩＡＨ，对指导ＳＡＰ的个体化治疗有指导意义，采用内科综合治疗加微创引流可有效降低 ＩＡＨ，
从而提高ＳＡＰ的救治成功率。
关键词：急性胰腺炎；腹内高压；经皮穿刺置管引流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７．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４９３０３

　　重症急性胰腺炎（ＳＡＰ）常伴有腹腔脏器炎症反应
导致渗出、积液、胃肠胀气等病理变化。由于腹腔是一

个密闭的室隔，腹腔内容量的急剧增加致腹腔内压力

（ＩＡＰ）增高并引起严重的腹壁紧张，当 ＩＡＰ增高到一
定程度时导致腹内高压（ＩＡＨ），如难以控制时可发生
腹腔间室综合症（ＡＣＳ），从而影响心、肺、肾、肝、脑等
全身各系统包括腹腔脏器的血流，并进一步影响器官

功能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ＭＯＦ）。ＩＡＨ可以作为一
项评估ＳＡＰ预后的重要指标［１］，因此早期检测 ＩＡＰ并
及时处理 ＩＡＨ是治疗 ＳＡＰ的重要措施之一。为此我
们检测了 ８１例 ＳＡＰ患者的 ＩＡＰ，检出 ３４例合并有
ＩＡＨ，按个体化治疗的原则并分别给予经Ｂ超或ＣＴ引
导下穿刺引流的减压治疗措施，疗效满意，现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浙江省
人民医院收治的临床资料完整的ＳＡＰ患者共８１例，参
照ＡＰＡＣＨＥⅡ≥８和胰腺 ＣＴ分级为 Ｄ、Ｅ级确诊［２］。

男性４６例，女性３５例，年龄２２～８３岁。所有患者均
有急性上腹部疼痛症状，体检均有上腹压痛伴不同程

度的肌紧张或反跳痛，血、尿淀粉酶均升高。其中４６
例为胆源性胰腺炎，１３例有高脂血症，６例有暴饮暴食
史，２例有饮酒史，２例为 ＥＲＣＰ术后，１２例无明显诱
因。

１２　ＩＡＰ的测定方法及分级　２４例已有腹腔穿刺置
管引流的ＳＡＰ患者利用引流导管直接测压。余５７例
患者采用膀胱内测压的间接测定法来反映 ＩＡＰ的变
化，因两者具有很高相关性。具体方法是嘱患者仰卧，

用Ｆｏｌｅｙ导尿管导尿成功后连接三通开关，分别接集
尿袋和测压管，排尽尿液后关闭集尿袋开关，再经测压

管往膀胱内注入１００ｍｌ生理盐水，将测压管与地面垂

作者单位：３１４４０８浙江省海宁市第三人民医院内科（徐亚熙，魏
夫荣）；３１００１４杭州市，浙江省人民医院消化科（阮
洪军，吴伟权）；肝胆外科（胡智明）

通讯作者：阮洪军，Ｅｍａｉｌ：ｒｕａｎｈｏｎｇｊｕｎ＠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直，开放测压管开关，压力判定以腋中线为零点测定水

柱的高度，高出的ｃｍＨ２Ｏ（１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即
为膀胱内压力，根据膀胱内压力与腹腔内压力之比为

０．７７∶１再换算出 ＩＡＰ。根据 ＩＡＰ测定将 ＩＡＨ分为４
级，Ⅰ级：ＩＡＰ＝１０～１５ｃｍＨ２Ｏ，Ⅱ级：ＩＡＰ＝１６～２５ｃｍ
Ｈ２Ｏ，Ⅲ级：ＩＡＰ＝２６～３５ｃｍＨ２Ｏ，Ⅳ级：ＩＡＰ＞３５ｃｍ
Ｈ２Ｏ。
１３　治疗方法　除 ＳＡＰ常规的治疗方案外，针对合
并ＩＡＨ患者的治疗采用如下措施：①清洁肠道：早期
给予促肠道动力药物，包括生大黄灌胃，生理盐水清洁

灌肠，皮硝外敷，早期肠内营养［３］。②调控液体的体内
分布：ＳＡＰ患者在早期液体复苏量足够时，晶体与胶体
比例调整至３：１，及时输注血浆、白蛋白和低分子右旋
糖酐等胶体，输注胶体后予小剂量速尿脱水治疗［４］。

③微创减压：腹腔或后腹膜有积液的患者应用 Ｂ超或
ＣＴ引导行经皮穿刺放置引流导管微创减压。④手术
减压：对胰周积液并发感染的患者穿刺置管引流效果

不佳时转手术开腹减压治疗。

２　结　果
２１　ＩＡＰ测定结果　根据ＩＡＰ测定结果并参照 Ｉｖａｔｕ
ｒｙ的标准，８１例 ＳＡＰ患者中检出 ３４例合并 ＩＡＨ，占
４１．９６％。其中ＩＡＨⅠ级１１例，Ⅱ级９例，Ⅲ级７例，
Ⅳ级７例。以腹部胀气为主的胀气型１３例，以腹腔、
肠腔、后腹膜内有大量游离液体为主的液体型２１例。
２２　并发症情况　１１例ＩＡＨⅠ级患者中有３例发生
急性肺损伤，其中２例持续加重导致 ＡＲＤＳ，予面罩吸
氧和甲强龙治疗后好转，余８例无发生严重的并发症。
９例ＩＡＨⅡ级患者中有５例发生急性肺损伤，其中３
例出现ＡＲＤＳ，另有１例并发肾功能不全，经治疗后好
转。７例 ＩＡＨⅢ级患者中有５例发生急性肺损伤，其
中３例发生ＡＲＤＳ，１例出现少尿和肾功能不全，经过
吸氧、甲强龙和积极扩容治疗后４例病情好转，１例呼
吸困难仍不能缓解给予呼吸机辅助呼吸后好转。７例
ＩＡＨⅣ级患者均出现急性肺损伤，５例进展为 ＡＲ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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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２例合并肾功能不全，予吸氧、甲强龙和扩容治疗
后仍有２例出现顽固性低氧血症和少尿，予气管插管
机械通气和血液透析治疗后病情好转，６例继发胰周
脓肿，有１例经多次 ＣＴ引导下穿刺引流后才好转，５
例行穿刺引流效果不佳转外科手术治疗后好转。本组

无死亡，３４例均治愈出院。
２３　减压治疗情况　３４例患者均进行清洁肠道、调
控液体的体内分布的治疗。除 ＩＡＨⅠ级１１例中６例
未行微创治疗外，余２８例 ＳＡＰ患者均行经皮在 Ｂ超
或ＣＴ引导下穿刺放置引流管减压治疗，观察７例ＩＡＨ
Ⅳ级患者，ＩＡＨ在２４ｈ内降至３５ｃｍＨ２Ｏ以下的有３
例，在４８ｈ内降至３５ｃｍＨ２Ｏ以下的有２例，余２例在
７２ｈ内降至３５ｃｍＨ２Ｏ以下。

３　讨　论
　　ＳＡＰ早期由于严重的全身炎症综合症（ＳＩＲＳ）导
致毛细血管渗漏，致使胰腺和周围组织出现严重而广

泛的炎症和水肿以及腹腔内的大量渗出和坏死组织形

成，坏死组织又继发感染。这些病理改变导致或加重

胃肠道的水肿和运动障碍，可发生麻痹性肠梗阻，使腹

腔的空间减少，致 ＩＡＰ升高造成 ＩＡＨ。同时 ＳＡＰ并发
的ＩＡＨ又是ＳＩＲＳ恶化的因素之一，且当ＩＡＰ增高到一
定程度并难以控制时可致 ＡＣＳ而引起循环、呼吸、肾
脏及胃肠道等功能进行性恶化，最终发生 ＭＯＦ［４］。
ＩＡＰ的测量有直接法和间接法，直接测压法是利用腹
腔内的引流管连接压力传感器直接测压，但这是一种

有创伤性的方法，一般不作首选，本文２４例患者是利
用已有腹腔穿刺的引流导管使用直接法测定。间接测

压法以膀胱内压测定法为最常用，此法测压能较好地

反映腹腔内压的变化情况，两者具有很高的相关性，本

组５７例患者采用了此方法。正常人的 ＩＡＰ平均值为
８．６ｃｍＨ２Ｏ，按 ＩＡＰ高低将 ＩＡＨ分为４级：Ⅰ级，ＩＡＰ
＝１０～１５ｃｍＨ２Ｏ；Ⅱ级，ＩＡＰ＝１６～２５ｃｍＨ２Ｏ；Ⅲ级，
ＩＡＰ＝２６～３５ｃｍＨ２Ｏ；Ⅳ级，ＩＡＰ＞３５ｃｍＨ２Ｏ。我们观
察发现，随着 ＩＡＰ的升高，并发症也随之增加，特别是
７例ＩＡＨⅣ级患者中有５例发生严重的ＡＲＤＳ和肾功
能不全，部分患者必须应用呼吸机辅助呼吸和血液透

析治疗后病情才缓解，所以在采取非手术治疗过程中

应密切监测ＩＡＰ并观察患者各脏器功能情况，一旦出
现ＩＡＨ应立即开始减压治疗，治疗措施包括清洁胃肠
道、调控液体的体内分布、微创腹腔引流、必要时外科

手术治疗。及早给予促肠道动力药和清洁肠道非常重

要，包括应用生大黄、硫酸镁、乳果糖等［５－７］，在给予药

物前应当给予生理盐水清洁灌肠，因清洁肠道后可以

使ＩＡＨ降低，如肠道通畅，给予早期鼻肠管肠内营养，
这对预防肠道衰竭具有重要意义［８］。在 ＳＡＰ早期常
需快速输注大量液体进行复苏治疗［９－１０］，额外的液体

补充可使液体外渗导致第三间隙液体潴留也是造成

ＩＡＨ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早期快速扩充血容量后，应及
时通过输注血浆、白蛋白和人工胶体等超滤过多的液

体，必要时予小剂量利尿药物脱水治疗。

ＳＡＰ并发的ＩＡＨ可分为２种类型：①胀气型，以腹
部胀气为主；②液体型，以腹腔内有大量液体积聚为
主。部分胀气型患者在应用补液复苏治疗后可转化为

液体型。本组３４例患者入院时胀气型１３例，液体型
２１例，３ｄ后胀气型转化为液体型的有５例。尽早腹
腔引流可减少含有各种炎症介质与细胞因子的炎性积

液，从而降低机体的炎症反应［１１］。本组资料显示，应

用经Ｂ超或ＣＴ引导下放置引流导管行持续腹腔引流
可以达到行剖腹手术引流相同的降低 ＩＡＰ的作用，既
有安全、简便和微创等优点，又可避免早期手术对机体

的打击。笔者进行微创穿刺引流的体会：①凡有腹腔
积液的患者都应引流，特别是合并 ＩＡＨ者；②腹腔积
液一般可采用深静脉穿刺导管引流，后腹膜积液常因

粘稠度高而需选择直径粗的引流管；③引流可根据积
液部位的多少在 Ｂ超或 ＣＴ引导下多部位、多腔隙同
时引流。

ＳＡＰ合并ＩＡＨ时可暂不行手术治疗，但合并 ＡＣＳ
的患者应采取积极的救治措施，因为 ＡＣＳ将导致
ＭＯＦ。有学者［１２］认为，当 ＩＡＰ达到 ＞２５～３５ｃｍＨ２Ｏ
时应开腹减压，但仍有高达约４９％的病死率。对于开
腹减压治疗的ＩＡＰ阈值至今仍缺少大规模的随机多中
心对照研究，开腹减压是否增加存活率仍存在争议，目

前多主张 ＳＡＰ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即除胆源性胰腺炎
外，若坏死胰腺无感染时应先进行非手术治疗，有感染

者或经非手术治疗仍出现腹腔内压增高并发生 ＡＣＳ、
脏器功能进行性恶化者需手术治疗。本组病例采用经

皮穿刺引流的微创减压术治疗后 ＩＡＰ下降，Ⅳ级７例
患者中３例患者在２４ｈ内降至３５ｃｍＨ２Ｏ以下，有２
例患者４８ｈ内降至３５ｃｍＨ２Ｏ以下，２例也在７２ｈ内
降至３５ｃｍＨ２Ｏ以下，说明微创减压能有效减轻ＩＡＨ，
避免ＡＣＳ的发生。通过对本组病例的观察还发现，继
发胰周脓肿率同 ＩＡＨ成正相关，ＩＡＨⅠ、Ⅱ、Ⅲ级患者
均未发生胰周脓肿，７例Ⅳ级患者有６例继发胰周脓
肿，其中１例多次穿刺引流好转，５例外科手术治疗后
好转。对于胰周脓肿的处理，笔者的体会是，早期的胰

周感染，只要生命体征尚平稳，就可以在应用有效抗菌

药物的治疗下，再利用 Ｂ超或 ＣＴ引导行经皮穿刺置
管持续引流。如果能将手术推迟到发病３～４周以后，
等胰周感染形成局限脓肿，此时再手术可以达到有效

引流和清除坏死组织的目的，可缩小手术范围、减少创

伤。本组有５例并发胰周脓肿的患者均经１次手术好
转。

总之，ＳＡＰ患者监测 ＩＡＰ对于采取个体化治疗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采用内科综合治疗和微创引流减压

可有效降低ＩＡＨ，从而提高 ＳＡＰ的救治成功率。由于
本组观察病例数较少，选择微创减压还是开腹减压的

腹腔内压的阈值有待于今后临床工作中进一步观察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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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２种术式在腮腺浅叶良性肿瘤中的应用分析
杜福江，郦兴，何水明

摘要：目的　观察并比较区域性切除术与腮腺腺体浅叶切除术应用于腮腺浅叶良性肿瘤的治疗中的效果及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方法　选择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７月期间腮腺浅叶良性肿瘤患者共１１２例随机分为２组，
其中区域组患者行区域性切除术，浅叶组患者行腺体浅叶切除术。结果　区域组术中时间（７７．１６±１８．９１）ｍｉｎ，
浅叶组（１４８．８１±５１．６２）ｍｉｎ，区域组较短（Ｐ＜０．０５）；区域组术中平均出血量为（３６．８５±１０．１４）ｍｌ，浅叶组为
（７１．８２±２０．７６）ｍｌ，区域组较少（Ｐ＜０．０５）；区域组平均解剖面神经分支数少于浅叶组（Ｐ＜０．０５）。区域组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明显减少（Ｐ＜０．０５）。结论　区域性切除术用于治疗发生在腮腺浅叶内体积相对较小的良性肿
瘤，术中时间短，出血量少，术后并发症少，对患者外貌造成的影响小，在诊断明确的前提下可考虑作为首选术式。

关键词：区域性切除术；腺体浅叶切除术；多形性腺瘤；沃辛瘤；术后并发症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９．９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４９５０３

　　多形性腺瘤和沃辛瘤是发生于腮腺的最为常见的
２种良性肿瘤，行传统外科手术治疗时要求将肿瘤组
织连同病变侧腮腺浅叶一起切除，同时需尽量保留面

神经。故采用传统手术治疗所造成的创伤相对较大，

术后患侧面部发生较为明显的凹陷，且难以控制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近十年来国内外均有文献报道，临床

上确诊的大多数发生于腮腺的良性肿瘤只需行区域性

切除术，即仅切除肿瘤以及周围部分组织，而不需对面

神经进行解剖，亦可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笔者自

２００６年起在针对发生于腮腺浅叶的较小体积的良性
肿瘤的治疗中分别应用区域性切除术和腮腺浅叶切除

术，现将２种术式的治疗效果以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情况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７月期间
笔者收治的腮腺浅叶发生良性肿瘤确诊患者共 １１２
例，所有患者入院前均行多普勒超声、ＭＲＩ以及细针穿
刺活检，术中切除肿瘤组织后送实验室行活检，诊断结

果均证实为发生于浅叶的良性肿瘤。将本资料患者按

照不同的术式分为区域组（５６例）与浅叶组（５６例），
区域组中３１例男性患者，２５例女性患者；患者年龄最
小４１岁３个月，最大７０岁５个月，平均年龄（６０．９±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３０浙江省绍兴市中心医院口腔颌面外科
通讯作者：杜福江，Ｅｍａｉｌ：ｄｕｆｕｊｉａｎｇ２０１３＠１６３．ｃｏｍ

５．７）岁，３１例患者确诊为多形性腺瘤，２２例患者确诊
为沃辛瘤，２例患者确诊为肌上皮瘤，１例患者确诊为
基底细胞腺瘤；浅叶组中男性患者共３４例，女性患者
共２２例；患者年龄最小３８岁９个月，最大７３岁７个
月，平均年龄（５７．４±６．８）岁，２９例患者确诊为多形性
腺瘤，２６例患者确诊为沃辛瘤，１例患者确诊为肌上皮
瘤。本研究中所有肿瘤直径均不超过３０ｍｍ，２组患
者的病理诊断结果见表１，２组患者在性别比例、年龄
构成以及病理改变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组试验中所有患者均被告知２
种手术方式及相应可能出现的风险，患者自行选择术

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上报医院医学伦理协

会批准后进行。

１２　治疗方法　区域组：患者头适当垫高并偏向健
侧，取仰卧位。行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后作 Ｓ形切口。
根据肿瘤所在位置确定切口起点，若于耳前区可触及

肿瘤，则所作切口起点应平齐患者耳屏，止点平齐下颌

角；若于腮腺后下极触及肿瘤，则切口上端平齐耳垂于

耳后，下端大约位于下颌角下２ｃｍ处；分别切开皮肤
和皮下组织，探及腮腺筋膜后对其深面换用剪刀进行

锐性分离，使肿瘤组织充分暴露，确定受累的面神经分

支并仅对受累神经分支进行解剖。例如肿瘤发生于耳

下时常导致下颌缘支受累，则术中仅需对该支进行解

剖；肿瘤发生于腮腺前缘时常导致颊支和颧支受累，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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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李永超．血必净联合生大黄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临床疗效观察
［Ｊ］．海南医学，２０１２，２３（１８）：２０２１．

［７］　黄家平，莫思健，罗春茂．早期应用生大黄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
疗效观察［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０，８（６）：７２５，８０３．

［８］　阮洪军，胡智明，赵大健．早期肠内营养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血
清内毒素的影响［Ｊ］．中华消化杂志，２００９，２９（１）：５６５７．

［９］　唐中建，符宜龙，王金龙，等．ＣＲＲＴ联合限制性液体复苏对重症急
性胰腺炎患者腹内压的影响［Ｊ］．海南医学，２０１１，２２（６）：１２１４．

［１０］　王刚，孙备，姜洪池，等．重症急性胰腺炎早期液体复苏方案初探
［Ｊ］．中华胰腺病杂志，２００９，９（１）：１４．

［１１］　赵伟，任泽强．大鼠重症急性胰腺炎胰腺组织中ＮＯ生成及 ＮＯＳ
表达的变化［Ｊ］．徐州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１０）：６４８６５１．

［１２］　许玉花，王磊，郭继中．重症急性胰腺炎５８例治疗分析［Ｊ］．中国
煤炭工业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６（１０）：１６４７１６４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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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仅需对该两支进行解剖。切除肿瘤时应稍扩大切

除范围，通常需切除位于肿瘤周围１ｃｍ左右的正常组
织。找到并确认耳大神经，解剖后将其伸入腺体的分

支切断。术中注意保护腮腺主导管，将分支导管以及

腺体残端分别进行结扎。置负压引流，由内向外将手

术切口逐层关闭。

浅叶组：患者头适当垫高并偏向健侧，取仰卧位。

行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后作一大 Ｓ形切口，翻开切口两
侧皮瓣，探查面神经，找到各分支并加以保护，将位于

其浅面的腮腺浅叶以及腮腺导管一并进行切除，注意

切除过程中避免破坏瘤体。切除完成后将腮腺残端用

丝线进行缝扎。置负压引流，由内向外将手术切口逐

层关闭。

１３　效果评价内容　手术效果评价内容包括术中所
用时间、出血量、所作切口长度、对面神经进行解剖的

数量、术后发生如面瘫、涎瘘等并发症的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建立 Ｅｘｃｅｌ数据库，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进行 χ２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术中相关情况比较　见表１。从表１可
以看出，区域组的术中所需时间明显缩短，出血量减

少，所作切口长度亦明显较浅叶组短，所需解剖的面神

经分支数量明显少于浅叶组（均Ｐ＜０．０５）。
表１　２组腮腺浅叶良性肿瘤患者术中相关情况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术中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手术切口长度

（ｃｍ）
面神经分

支解剖数

区域组 ５６ ７７．１６±１８．９１ ３６．８５±１０．１４ ５．３７±１．９３ １．２８±０．３４
浅叶组 ５６ １４８．８１±５１．６２ ７１．８２±２０．７６ １０．８０±３．３７ ３．０９±１．１６
ｔ值 ３９．８４５ ２４．５１５ １１．９４２ ６．４４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比较　见表２。
从表２可以看出，区域组与浅叶组术后面瘫以及复发
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Ｐ＞
０．０５）。而在Ｆｒｅｙ综合征、涎瘘或积涎、术后耳周麻木
以及发生明显的术区凹陷等并发症的情况均是区域组

明显低于浅叶组（均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腮腺浅叶良性肿瘤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面瘫 Ｆｒｅｙ综合征 涎瘘或积涎 耳周麻木 术区明显凹陷 复发

区域组 ５６ ２（３．５７） ４（７．１４） １（１．７９） ６（１０．７１） ０（０） １（１．７９）
浅叶组 ５６ ３（５．３６） １６（２８．５７） ４（７．１４） ２３（４１．０７） ８（１４．２９） ２（３．５７）
χ２值 ０．００８ １６．６５１ ３．７１６ ３１．８４５ １９．７６５ ０．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多形性腺瘤和沃辛瘤是临床上极为常见的发生于
腮腺浅叶的良性肿瘤，但若仅行剜除术常常会在术后

复发［１］，后来人们发现多形性腺瘤虽然有包膜，但包膜

外常常有肿瘤组织的浸润生长，而这些瘤灶通常在肉

眼下无法与正常组织进行区分，故在接受手术治疗时

极易被忽略，而沃辛瘤的生长常常是多中心的，故后来

在治疗中完全摒弃了该术式，而采用面神经解剖后切

除腮腺受累浅叶的术式［２］。

在解剖结构上，腮腺浅叶占据了腮腺的绝大部分，

若将腮腺浅叶完全切除会对腮腺的分泌功能造成较大

影响［３］。相关研究结果显示［４］，行腮腺浅叶全切的患

者在术后１年的腮腺平均分泌能力仅为手术切除前的
２０％，而同期切除腮腺浅叶部分组织的患者在术后１
年的腮腺平均分泌能力可恢复至手术切除前的８０％左
右。近年来国内外均有报道，在对多形性腺瘤进行手

术治疗时将瘤体连同周围８～１０ｍｍ范围内的正常组
织一并切除即可达到与浅叶切除相同的治疗效果［５］，

而沃辛瘤主要是在腮腺的后下级发生多中心性生

长［６］，故在将瘤体连同腮腺后下级的部分组织切除后，

患者在随访过程中的复发率并不高于行浅叶全切的患

者［７］。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采用区域性切除的患

者术后复发率为１．７９％，而浅叶切除的患者术后复发
率为３．５７％，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００，Ｐ＞
０．０５），与以上观点相符。

采用区域性切除术治疗多形性腺瘤和沃辛瘤等发

生于腮腺浅叶的良性肿瘤术中可仅对一小部分受累的

面神经分支进行解剖分离，可减少术中如牵拉、钳夹等

操作对其他面神经分支所造成的干扰［８］，故可有效降

低面瘫等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随着近些年对手术理

念的逐渐转变，腮腺手术中如何避免对耳大神经造成

损伤渐渐被人们所重视。术中损伤耳大神经主要表现

为患者术后自觉耳周区域表现为以麻木为主的感觉异

常，且术后耳垂易发生冻伤［９］。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

出，行腮腺区域性切除术术中亦会对少部分患者的耳

大神经造成损伤，但损伤发生率明显低于浅叶组（χ２＝
３１．８４５，Ｐ＜０．０５），且术后随访过程中发现，保留耳大
神经的区域组患者其神经损伤的相关症状在一段时间

后均能恢复。腮腺外科手术术后的另一常见并发症即

是Ｆｒｅｙ综合征，相关症状通常会在术后半年发生。目
前多数学者认为 Ｆｒｅｙ发生的机制为存在于汗腺以及
局部皮肤中毛细血管的交感神经与存在于腮腺腺体中

的副交感神经在被切断后的断端在愈合过程中发生了

错位，故后者在受到味觉的刺激以及在患者进行咀嚼

时产生兴奋，并将信号传递给交感神经引起交感神经

兴奋［１０］，临床上则表现为手术区域表面的皮肤出现潮

红以及出汗等。本研究结果提示，区域组患者术后发

生Ｆｒｅｙ的情况明显低于浅叶组（χ２ ＝１６．６５１，Ｐ＜
０．０５）。区域组的涎瘘或积涎发生率为１．７９％，而浅
叶组的发生率为７．１４％，区域组明显低于浅叶组，推测
可能是因为区域性切除术保留了导管，可经此将腮腺

残留组织中所分泌的唾液排出。区域组中患者术后未

发生明显的面部凹陷畸形，而浅叶组中有８例发生较
为明显的畸形，发生率为１４．２９％，区域性切除术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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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儿童慢性咳嗽病因诊治分析及预防体会
涂亚兰，应波

摘要：目的　探究儿童慢性咳嗽病因诊治体会及预防策略，并为小儿咳嗽的临床治疗积累经验。方法　选取桐
庐县妇幼保健院儿科门诊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收治的１３８例慢性咳嗽患儿，根据患儿家属的治疗意愿进
行分组，分别设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６９例。其中对照组给予超声雾化吸入治疗，研究组则根据病情特点给
予相应药物治疗。比较２组患儿的临床疗效及咳嗽病因构成情况。结果　１３８例患儿中咳嗽变异性哮喘占
３１．９％，以≥３岁的儿童患病率最高；肺炎支原体感染占据２３．２％，以≤１岁的儿童患病率最高；鼻后滴漏综合征
占２６．１％，以≥３岁的儿童患病率最高；胃食道返流占１８．８％，以１～３岁儿童患病率最高。研究组总有效率为
９４．２％，对照组为８９．９％，２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小儿慢性咳嗽病因多样化，医生不可
凭经验诊断，应采取支气管镜确诊，并实施对症防治策略。

关键词：儿童；慢性咳嗽；病因诊治；预防体会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２５．６　Ｒ４４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４９７０２

　　小儿由于免疫功能尚未完全发育完善，所以一旦
遭遇气温骤变及病原菌侵袭，极易导致呼吸系统疾病

的发生［１］。慢性咳嗽是儿科门诊中常见疾病，患儿在

临床上的表现以持续性咳嗽为主，不存在咯血、胸痛等

体征，且经影像学检查未发现肺部病变［２］。由于慢性

咳嗽具有病情迁延不愈，极易复发的临床特点，近年来

引起医务人员的广泛重视。因为持续性咳嗽不仅会降

低患儿肺功能情况，同时会降低其生活质量，影响正常

的休息及学习［３］。因此，明确儿童慢性咳嗽病因构成

情况并实施对症干预显得极为关键。笔者设计本次调

研，旨在进一步了解患儿慢性咳嗽病因分布类型及临

床诊疗策略。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儿科门诊于２０１０年６月—

作者单位：３１１５０１浙江省桐庐县妇幼保健院儿科
通讯作者：涂亚兰，Ｅｍａｉｌ：ｔｌｔｙｌ００２＠１６３．ｃｏｍ

２０１２年６月收治的 １３８例慢性咳嗽患儿，其中男 ７８
例，女６０例，年龄为２～１２岁，平均年龄为（４．７±１．１）
岁。所有患儿入院当天均接受常规儿科体征检查，并

联合血常规、胸片检查，确诊为慢性咳嗽，其诊断符合

人民卫生出版社第７版《内科学》中关于该病的临床
诊断标准。纳入标准：患儿不存在其他心、肝、肾等重

要脏器疾患；不存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不存在抗生素禁

忌症者；咳嗽持续时间达 ３周以上；胸片检查结果正
常，但实验室检查为阳性者。根据患儿家属的治疗意

愿进行分组，分别设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６９例。
２组在性别、年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实施超声雾化吸入治疗，具体
用药方案为：普米克令舒１ｍｌ（含布地萘德０．５ｍｇ）博
利康尼雾化液１ｍｌ（２．５ｍｇ）联合空气压缩泵雾化吸
入，２次／ｄ，每次吸入时间１０～１５ｍｉｎ。疗程为７ｄ。

者外貌的影响明显低于浅叶切除术（χ２＝１９．７６５，Ｐ＜
０．０５）。

综上，相较于腮腺浅叶切除术，区域性切除术用于

治疗发生在腮腺浅叶内体积相对较小的良性肿瘤，术

中所需时间短，出血量少，可有效减少患者术后并发症

的发生率，对患者外貌造成的影响小，故在诊断明确的

前提下可考虑作为首选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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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则根据患者疾病种类的不同给予不同药物治

疗。其中患儿若为咳嗽变异性哮喘，则给予酮替芬（１
ｍｇ／次，１次／ｄ）联合博利康尼（５０μｇ／ｋｇ，３次／ｄ）治
疗。患儿若为支原体肺炎，则给予罗红霉素（２．５ｍｇ／
ｋｇ，２次／ｄ）治疗。若为鼻后滴漏综合征，则给予阿莫
西林（１５ｍｇ／ｋｇ，３次／ｄ）治疗。若为胃食道反流性胃
炎者，则采取西沙必利治疗（０．２ｍｇ／ｋｇ，３次／ｄ）。
１３　观察项目　①记录患儿病因分布情况。②记录
２组患儿临床疗效。根据患儿临床症状、体征改善情
况及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疗效划分。痊愈：患儿经治

疗后，临床症状、体征完全消失，实验室生化指标恢复

正常水平；显效：患儿经治疗后，有轻微的咳嗽、咳痰症

状，实验室异常生化指标接近正常值；有效：患儿经治

疗后，咳嗽、咳痰症状有所好转，但尚未达到显效程度，

实验室异常生化指标有所改善；无效：患儿经治疗后，

临床症状、体征及异常生化指标均无任何改善，甚至出

现恶化、加重现象。总有效率的计算公式为：总有效率

（％）＝（痊愈例数 ＋显效例数）／本组研究总例数 ×
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取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处
理，计数资料以率作为统计描述，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患儿慢性咳嗽病因诊治分析　１３８例患儿中咳
嗽变异性哮喘占３１．９％，以≥３岁的儿童患病率最高；
肺炎支原体感染占２３．２％，以≤１岁的儿童患病率最
高；鼻后滴漏综合征占２６．１％，以≥３岁的儿童患病率
最高；胃食道返流占１８．８％，以１～３岁儿童患病率最
高。见表１。

表１　患儿慢性咳嗽病因诊治分析（ｎ＝１３８）

咳嗽病因
患儿年龄

≤１岁 １～３岁 ≥３岁
合计

咳嗽变异性哮喘 ６（４．３） １４（１０．１） ２４（１７．４） ４４（３１．９）
肺炎支原体感染 １８（１３．０） １０（７．２） ４（２．９） ３２（２３．２）
鼻后滴漏综合征 ０（０） ６（４．３） ３０（２１．７） ３６（２６．１）
胃食道返流 ６（４．３） １４（１０．１） ６（４．３） ２６（１８．８）

２２　２组不同治疗方案疗效比较　研究组总有效率
为９４．２％，对照组为８９．９％，２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不同治疗方案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６９ ４８ １７ ２ ２ ９４．２
对照组 ６９ ３２ ３０ ３ ４ ８９．９
χ２值 ６．９８３
Ｐ值 ＜０．０５

３　讨　论
　　小儿是一类极为特殊的群体，由于小儿的生理状
态仍处于发育阶段，所以极易因外界环境中致病因子

的刺激引起咳嗽症状［４］。慢性咳嗽在小儿中的发病率

极高，且病因复杂，并随着各年龄段的不同有所差

异［５］。慢性咳嗽在临床上仅表现为反复咳嗽的症状，

这给医务人员的临床诊治带来极大的困难［６］。因此，

深入了解儿童慢性咳嗽的病因分布，并实施针对性干

预策略，能够在临床治疗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发现小儿的慢性咳嗽包括咳

嗽变异性哮喘、肺炎支原体感染、鼻后滴漏综合征及胃

食管返流。其中咳嗽变异性哮喘主要是由于存在过敏

原所引发的咳嗽，患儿可伴有喘息症状。因此应详细

询问患儿的生活史、致敏史，并进行过敏原检测试验，

实施脱敏治疗，并指导家属做好日常保暖措施［７］。鼻

后滴漏综合征是后鼻孔存在大量分泌物，分泌物下滴

刺激呼吸道，引起患儿出现刺激性咳嗽、咽喉部发痒及

咽喉部异物流动感；另外，患儿出现淋巴结肿大状滤

泡，并伴有鼻窦炎样改变［８］。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常

伴有持续不退的发热症状，在临床上，应当实施支原体

ＩｇＭ和ＩｇＧ抗体检测以了解病因，在临床上给予红霉
素治疗可收到不错的疗效。胃食管返流患儿可出现明

显临床症状，患儿可感到反酸、胸部烧灼感，伴有刺激

性咳嗽。这主要是由于胃部返流内容物被患儿误吸进

入气管引起咳嗽所致；同时还可能是胃内容物返流使

迷走神经张力增加［９－１０］，导致咳嗽。该病在临床诊治

过程中，医务人员应仔细询问患儿是否出现消化系统

症状，并采取胃镜检查，实施对症治疗，避免给予抗生

素治疗导致病情最佳治疗时机的延误。另外，研究组

患儿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这说明慢性
咳嗽患儿采取西药治疗的疗效高于超声雾化吸入治

疗。

综上所述，对于儿童慢性咳嗽患儿而言，应当重视

全身的临床检测，医生应避免经验诊断，以免导致病情

误诊及漏诊；同时还需要给予对症用药方案，提高治疗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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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血浆胰岛素浓度的偏离程度与标本保存的温度、时间的关系 图1 网塞导致粘连性肠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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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卵巢 瘤病理学检查（ 染色，×10）Brenner HE

图1 各组大鼠肝脏组织的光镜观察（ 染色，×400）HE
注：图1 、图1 、图1 分别为正常组、模型组和干预组。A B C 注：镜下肿瘤由类似尿路上皮细胞组成的上皮巢和纤维

基质构成，上皮巢呈实性，相互靠近、融合，间质少，
部分上皮巢中央见腺样囊腔，腔内见淡红色粉染物，上
皮巢边缘光整，细胞未见核分裂相，间质无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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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甲状腺腺瘤，肿块周边血流环绕 图2 甲状腺腺瘤，周边低回声晕环 图3 结节性甲状腺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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