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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区域医疗联合体发展趋势的中国医改走向探讨（续完）
鲍勇，许速，杜学礼

（接２０１３年第１１卷第１１期）
２２　我国区域医疗联合体的制度设计
２２１　体制机制　区域内居民选择医疗联合体内的
社区医院定点签约，实现首诊在社区，随后社区医院可

根据病情选择转诊至同一联合体所属的二级、三级医

疗机构。医保可根据联合体所签约居民人数实行总额

预付，以此解决双向转诊一直难以真正实现的关键点

“经济利益”纠葛，可实现“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

通过节约医疗资源，也节省了患者的实际支付。同时

医疗联合体的管理实行理事会制度，不设核心医院，联

合体内各级医院院长担任联合体理事，选举产生理事

会会长、秘书长及常务理事，为保证工作延续性，任期

建议为３～５年。理事会定期举行会议商讨联合体发
展事务，办公室设在理事会秘书长单位，建议至少保证

１名专职工作人员处理联合体日常事务。此外，区域
医疗联合体的建设中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扶植，

为联合体的发展提供指导和配套措施。

２２２　功能定位　区域医疗联合体将为区域内居民
提供系统的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医疗、健康教育、

计划生育“六位”功能于一体。其中医疗工作由三级、

二级医院主导，一级医院进行常见病的初诊，根据病情

转诊至二级或三级医院，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

计划生育工作落实在社区卫生中心，通过为居民建立

健康档案，以信息化平台统筹管理，二、三级医院在设

备、人才上提供支持。二级医院做好基本病种诊疗，并

配合社区做好康复指导、健康体检。三级医院侧重点

为疑难病症的诊断治疗以及医疗技术临床规范的确立

与推广。

２２３　考核评价　为规范区域医疗联合体的行为，避
免掌握医疗资源后形成航空母舰式的医疗集团的垄

断，由政府部门主导建立医疗联合体考评办法，组织专

家每年对联合体进行全面考核，并制定一定的退出机

制和奖励办法，而与联合体签约的居民每年有权利对

所在联合体提供的医疗服务进行打分，并可在一个服

务期满后有不续约的权利。鼓励各个医疗联合体之间

展开良性竞争，促进整体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

３　上海市医疗联合体发展趋势
　　２０１０年，上海市卫生工作会议在区域性医疗联合
体试点方面提出了基本思路———由各三级医院联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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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区域内的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机构组成多个医疗服

务联合体，鼓励居民从中选定一个签约就医，实现社区

首诊，逐级转诊，由医保以联合体为单位总额预付。

医疗联合体就是以构建三级综合性医院为龙头，

由若干个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

的区域性医疗联合体。建立联合体的目的：一是为了

分流患者，解决大医院里人满为患、小医院却利用不足

的问题；二是为了带动和提高小医院的医疗水平与质

量，如大医院医生任社区首席医师，在社区内提供服

务，方便患者就近就医，同时也可以发挥辐射效应，提

高小医院医生的医疗水平。上海市瑞金医联体和新华

医联体最为知名。

当然，组建区域医疗联合体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尝

试，也可能产生不少问题。如医疗联合体形成后在其

区域内处于垄断地位，往往会降低其提高效率与质量

的积极性；其次，各级医院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难以协

调，如果采取资金跟着患者走的分配方法，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往往不愿将患者转向上级医院，存在截留患者

的冲动。如果资金不跟患者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又

往往存在过多转诊患者到上级医院的冲动。医院间人

员分配、设备购置、维护费用由谁负责等一连串的现实

问题也无法妥善解决。第三，由于患者并没有实行定

点医疗，医疗保险总额如何合理地在各联合体之间进

行分配也存在很大困难。

以上种种问题使得区域医疗联合体这一有益的模

式在真正实行和推广起来面临尴尬的局面，如何解决

人、财、物的整合与各自利益的分配，如何使得“规模不

经济”的状况得到扭转，如何使得有益的创新性地改革

能真正为百姓带去益处，必须从整个区域医疗联合体

的制度设计上再行明确。

４　上海市闵行区医疗联合体发展与特色
４１　闵行区医疗联合体宗旨　根据国家和上海市公
立医院改革的总体目标框架，此次公立医院改革要在

深化公立医院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监管机制和补偿机

制的改革，构建以公益性为核心的公立医院运行模式，

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保障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等方

面取得突破。上海市闵行区以信息化为支撑，通过构

建以“公益性”为核心的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评价指标

体系，和以基本医疗、家庭医生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和

内部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考核评价体

系；探索了建立区域卫生事业经费统筹和增长制度，实

施卫生事业经费统筹拨付补偿机制；建立完善公立医

院监管体系等工作，强化了公立医院的内部管理和公

益性，极大地缓解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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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升了健康管理的水平，实现了医药卫生事业管理

向精细化、数字化、科学化的转变。闵行区的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工作多次得到国家领导和上海市领导的首

肯，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此次对闵行区公立医院改

革试点工作的评估，及时地发现现有工作中的典型经

验，并利用定量研究进行验证，达到以评促改的目的，

旨在为上海市公立医院改革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基

础，为“十二五”期间上海市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提供借

鉴启示。

４２　闵行区医联体对新医改的贡献　综合闵行区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种种做法以及取得的卓越成效，闵

行区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模式对新医改的贡献可以

总结为以下内容：①坚持两级政府领导、两级管理、两
级服务的组织网络管理和服务格局；②以信息化提高
工作效率、促进卫生公平性为抓手，坚持医疗卫生总费

用控制。根据汇集在卫生信息化平台中的各级医疗机

构的运行数据，在全面落实经济补偿机制政策的前提

下，加强医师执业行为、药品流通（包括招标、采购、销

售等）等环节的监管，构建了科学地、具有公益性地公

立医院和社区绩效评估评价指标体系；③以卫生信息
化平台为基础，通过远程会诊、影像远程解读、居民电

子健康档案互通共享等手段，有力地整合区域内有限

的医疗卫生资源，构建区域内核心医院和社区联动的

服务网络格局；④以信息化为支撑，坚持“卫教研管”
为一体的协调发展战略，形成了“中心有特色、科室有

特点、个人有特长”的立体化格局，促进了闵行区医药

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利用信息化能够打破空

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通过远程的专家会诊、无线查房

等手段，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以家庭健康服

务为切入口，系统培养家庭健康人才，提高卫生服务纵

深发展格局；以信息化平台中的数据库为研发平台，提

升科研和教学的水平；⑤积极探索、拓展社区卫生服务
的形式和内涵。依靠闵行区卫生信息化平台，以开展

家庭医生制度试点为契机，面向社区和家庭广泛开展

融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为一体的安全、连

续、综合、便捷的社区卫生服务，初步形成了“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的覆盖闵行区全体居民的服务网络格

局，大大地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⑥
利用信息化的实时性等特点，闵行区通过双卡制管理

（居民健康卡和医务人员绩效卡），实时记录医务人员

的工作数据和工作质量（也实时采集了居民健康数

据），建立了公平、客观的医务人员绩效考核体系，并结

合当下正在实施的绩效工资改革，大大提高了医务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⑦在以卫生信息化引领的综合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创新制度下，闵行区的人均期望寿命、孕

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慢病管理覆盖率等考核指

标均达到国家和上海市的领先水平，初步实现了医药

卫生行业的科学化、精细化、专业化管理。

医改是个世界性难题，在中国更是具有挑战性的

课题，我们必须不断的吸取好的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

况，探讨好的医改模式，为总体控制医疗卫生费用和整

体提升社区居民健康水平而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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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基础论著·

ｉＰＳ细胞移植对猪心肌梗死后梗死区心肌超微结构的影响
顾卫娟，李小荣，张凤祥，宋桂仙，闫迎川，陈明龙，杨兵，汪道武，曹克将

【摘　要】　目的　探讨猪ｉＰＳ细胞移植对缺血再灌注猪心肌梗死（简称心梗）梗死区心肌超微结构的影响。方法　通
过球囊封堵左前降支冠状动脉９０ｍｉｎ制备猪心梗模型，１周后开胸，直视下心肌内注射ｉＰＳ细胞或ＰＢＳ液。２４只实验苏
中幼猪随机分成３组：假手术对照组（Ｓｈａｍ组）、ＰＢＳ对照组和ｉＰＳ细胞移植组。细胞移植７周后处死动物，取梗死区心
肌组织，采用ＪＥＭ１０１０Ｘ型透射电子显微镜行超薄切片电镜检查。结果　与Ｓｈａｍ组和 ＰＢＳ组相比，ｉＰＳ细胞移植能够
明显改善心肌缺血所致的梗死区心肌细胞超微结构的损伤程度，并可形成新的心肌肌丝。结论　ｉＰＳ细胞移植对猪心梗
死心肌细胞有保护作用，可部分修复梗死区心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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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心肌梗死（简称心梗）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
大疾病之一，干细胞治疗作为一种新的治疗策略，有望

进一步减少心梗的死亡率和致残率。诱导性多能干

（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ｉＰＳ）细胞，２００６年日本
科学家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Ｋ和 ＹａｍａｎａｋａＳ［１］首先发现。ｉＰＳ
细胞同胚胎干细胞（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ＥＳＣ）相似，
具有２大特点：即在体外能够无限自我复制的能力和
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分化成各种功能细胞（３个胚层的
所有细胞）的能力，当然包括分化为心肌细胞和血管细

胞［２－４］，从而有望为心血管疾病组织工程提供较佳种

子细胞。

本研究中我们选择ｉＰＳ细胞作为种子细胞进行移
植，观察 ｉＰＳ细胞移植后在超微结构水平对缺血再灌
注猪梗死区心肌细胞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设计　苏中幼猪 ２４只，雌雄不限，体重
（２４．８３±２．５２）ｋｇ，全部经防疫检验健康合格。按照电
脑随机分组为：假手术对照组（Ｓｈａｍ组，ｎ＝６）、ＰＢＳ对
照组（ＰＢＳ组，ｎ＝９）和 ｉＰＳ细胞移植组（ｉＰＳ组，ｎ＝
９）。造模成功１周后开胸直视下行细胞移植。Ｓｈａｍ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１７０１６０，８１１７０１５７）；国家“十二五”科
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１１ＢＡＩ１１Ｂ１３）；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ＤＧ２１６Ｄ５０４４）；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苏政办发
［２０１１］６号）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２９南京市，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科，江苏省
心肺疾病研究所

通讯作者：张凤祥，电子信箱：ｎｊｚｆｘ６＠１６３．ｃｏｍ

组导管球囊进入左前降支（ｌｅｆｔ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ＬＡＤ）但不进行封堵，１周后开胸但不注射细胞或 ＰＢＳ
液。ＰＢＳ组和 ｉＰＳ组１周后开胸，直视下心肌内注射
ｉＰＳ细胞或ＰＢＳ液。
１２　细胞的培养　猪 ｉＰＳ细胞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
命科学研究院肖磊教授惠赠。猪ｉＰＳ细胞是由通过药
物诱导系统将 Ｏｃｔ４、Ｓｏｘ２、Ｋｌｆ４、ｃＭｙｃ、Ｎａｎｏｇ和 Ｌｉｎ２８
因子共同转入１０周龄丹麦长白猪耳朵成纤维细胞而
生成。细胞的培养、传代均按肖磊课题组的标准方案

进行［５］。

１３　经导管球囊封堵ＬＡＤ造模法［６７］　动物麻醉后，
鞘管经股动脉置入，左冠状动脉造影管（ＪｕｄｋｉｎｓＬｅｆｔ
４．０）经鞘管送入至左冠状动脉开口处行冠状动脉造
影。根据造影结果确定球囊封堵位置在ＬＡＤ中下１／３
处。以５～６个大气压打开球囊使 ＬＡＤ封闭９０ｍｉｎ。
封闭结束后撤出球囊，动物送回继续喂养。

１４　细胞移植　猪造模成功１周后开胸［６］，将２×１０７

ｉＰＳ细胞混悬于２ｍｌＰＢＳ中，以１ｍｌ注射器抽取，分
２０个点将细胞直接注入梗死区和梗死周围区心肌中。
单纯ＰＢＳ组以相同方式在相对应的区域注射相同体
积的ＰＢＳ。
１５　电镜检查　细胞移植７周后处死动物，立即开胸
取出动物心脏，经冰冷生理盐水冲洗后，迅速固定于戊

二醛溶液中。２４ｈ后送于南京医科大学电镜室行后续
检查，具体步骤与相关文献报导一致［８］。ＰＢＳ组和ｉＰＳ
组的检测心肌组织取自于梗死区，Ｓｈａｍ组则在对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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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取材。

２　结果
２１　猪ｉＰＳ细胞体外培养时形态特征　未分化的 ｉＰＳ
细胞生长于ＭＥＦ细胞之上，ｉＰＳ细胞呈岛屿状、克隆形
态，细胞克隆的边缘清晰，表面光滑，结构致密，隆起生

长，克隆中的单个细胞之间界线不清楚（见图１）。猪
ｉＰＳ细胞其余多能性特征如细胞表面标志、致瘤性等与
肖磊教授实验室所报导的相似［５］。

２２　心肌超微结构改变　细胞移植７周后，电镜下显
示，Ｓｈａｍ组为正常心肌组织（见图２），心肌细胞超微
结构正常，细胞核居中，形态正常，核膜完整，核质分布

均匀，染色较淡，呈细粒分散状；胞质内可见大量肌丝

束，与骨骼肌相似，肌节明暗带结构清楚，Ｚ线和 Ｍ线
清晰可见，肌节长度和位置相当；肌浆内、肌原纤维之

间含大量密集的线粒体，呈椭圆形，线粒体膜完整，线

粒体嵴密集、清晰、排列规则，无明显嵴断裂及碎片形

成，其基质浓密，电子密度较大，无严重损伤。

　
　图１　体外培养的ｉＰＳ细胞

（×１００倍）
图２　Ｓｈａｍ组心肌细胞超微

结构

　　图３显示的是 ＰＢＳ组心梗后的梗死区心肌，该区
心肌细胞超微结构严重受损，大部分心肌组织，包括细

胞核、线粒体、Ｚ线及肌节溶解、消失，细胞器和肌原纤
维大量破坏消失，同时梗死区出现大量的胶原纤维代

替失去的心肌组织。

　　ｉＰＳ组在细胞移植７周后梗死区心肌主要由胶原
纤维组成，但超微结构破坏相对减轻，瘢痕面积较 ＰＢＳ
组小，并且见有新生的心肌出现（见图 ４），肌节较清
晰，肌丝排列尚整齐，肌原纤维沿细胞长轴排列，且可

见大量线粒体，轻度肿胀，嵴排列稍紊乱，结构不尚清

楚。结合整体实验研究，证实这些新生心肌是由移植

细胞分化而来，但未发现移植细胞与心肌细胞间形成

典型的细胞连接装置。这表明ｉＰＳ细胞对心梗后心肌
超微结构具有减轻作用。

　
图３　ＰＢＳ组梗死区心肌细胞

超微结构

图４　ｉＰＳ组梗死区心肌细胞
超微结构

３　讨论
　　自２００６年发现鼠成纤维细胞可以转化为 ｉＰＳ细
胞后，科学家已经陆续成功地从包括小鼠、猪在内的多

种动物体细胞中诱导获得 ｉＰＳ细胞［５，９－１０］。与 ＥＳＣ相
比，ｉＰＳ细胞具有类似ＥＳＣ的全能性，又无道德伦理争
议，而且其来源广泛，避免了免疫排斥反应，为整个干

细胞生物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１０］。２００９年以
来的多个研究证实［１１－１２］，将未分化的 ｉＰＳ细胞或 ｉＰＳ
细胞来源的Ｆｌｋ１＋细胞移植入心梗的小鼠体内，可以
明显改善心脏功能和心脏重构。但是 ｉＰＳ细胞能否用
于临床治疗心肌梗死的患者，还需要更多的动物实验

尤其大动物实验来进行研究证实，以进一步证明 ｉＰＳ
细胞用于细胞移植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基于此，笔者

选择猪 ｉＰＳ细胞作为种子细胞，通过球囊封堵法建立
猪的心梗模型，心梗１周后将 ｉＰＳ细胞开胸直接注射
至心肌缺血区域，通过电镜观察 ｉＰＳ细胞移植对梗死
区心肌超微结构的影响。

我们前期研究业已证实，ｉＰＳ细胞移植后７周仍可
在宿主心肌内存活并且分化为心肌细胞。本文的电镜

观察发现，ＰＢＳ组梗死区心肌梗死较为彻底，失去了正
常的超微结构，无细胞核、线粒体，亦失去了完整的肌

节。而在 ｉＰＳ细胞移植组则可见一些较为完整的肌
节，这说明 ｉＰＳ细胞移植后可以在超微结构上形成心
肌肌节从而降低缺血后心肌细胞超微结构的损伤程

度，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我们未观察到移植细胞间

的闰盘形成，这可能会影响到干细胞移植后心律失常

的发生。ｉＰＳ细胞具有 ＥＳＣ的全能性［１０］，理论上讲，

其移植后可以在心肌细胞的内环境下向心血管细胞

（包括成纤维细胞和其他影响心脏传导的细胞）的定

向分化，从而修复梗死的心肌、减少梗死后心律失常的

发生。另外，对于ｉＰＳ细胞而言，移植后的致瘤性问题
尤其值得关注。既往研究发现，未分化的 ｉＰＳ细胞移
植能在心脏内或心脏表面形成畸胎瘤［１３－１４］，虽然本研

究在超微状态下未见任何肿瘤相关的标志，但不能排

除移植后长期的致瘤性，亦或是干细胞存活量较少从

而未导致肿瘤发生。目前，ｉＰＳ细胞移植治疗心血管疾
病的研究尚处于实验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尚待解决。

在应用于临床前，ｉＰＳ细胞移植还需不断改进实验方
法，提高移植细胞的成活率，并需减少可能的致瘤性等

不良后果。

参考文献

［１］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Ｋ，ＹａｍａｎａｋａＳ．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ｆｒｏｍ
ｍｏｕｓｅ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ａｎｄａｄｕｌｔ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ｂｙｄｅｆｉｎ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Ｊ］．
Ｃｅｌｌ，２００６，１２６（４）：６６３６７６．

［２］　ＺｈａｎｇＪ，ＷｉｌｓｏｎＧＦ，ＳｏｅｒｅｎｓＡＧ，ｅｔ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ｃｙｔｅｓｄｅ
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ｈｕｍ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Ｊ］．ＣｉｒｃＲｅｓ，２００９，
１０４（４）：ｅ３０４１．

［３］　ＮｇＫＭ，ＬｅｅＹＫ，ＬａｉＷＨ，ｅｔａｌ．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ａｐｏａ
ｉ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ｃａｒｄｉａ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Ｊ］．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１，６（５）：ｅ１９７８７．

［４］　ＺｗｉＤａｎｔｓｉｓＬ，ＨｕｂｅｒＩ，ＨａｂｉｂＭ，ｅｔａｌ．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ｃｙ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ｆｒｏｍ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Ｊ］．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２０１３，３４（２１）：１５７５１５８６．

［５］　ＷｕＺ，ＣｈｅｎＪ，ＲｅｎＪ，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ｗｉｔｈａｄｒｕｇ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Ｍｏｌ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２００９，１（１）：
４６５４． （下转第１８８９页）

·０３８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全科基础论著·

浆细胞性乳腺炎小鼠模型的建立
崔振，余建军，张大庆，余辉，姚廷敬

【摘　要】　目的　浆细胞性乳腺炎现在病因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建立浆细胞性乳腺炎小鼠动物模型。方法　浆细胞
性乳腺炎手术切除病变组织制作匀浆接种 ＢＡＬＢ／ｃ小鼠乳腺诱导建立浆细胞性乳腺炎小鼠模型。结果　病理结果显
示：Ａ组、Ｂ组小鼠乳腺腺泡结构正常，未见到明显病理改变。Ｃ组、Ｄ组显示小鼠乳导管明显扩张，其内淤积大量上皮细
胞及坏死碎屑，管周纤维化程度增加，并有大量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尤其是浆细胞浸润。Ｃ组有３例明显浆细胞性乳
腺炎类似病理改变，建模成功率为５０％；Ｄ组有５例出现明显浆细胞性乳腺炎类似病理改变，建模成功率为８３．３％。Ｅ
组内仅有３只小鼠乳腺病理改变可见乳导管周围有中性粒细胞浸润，但未见到浆细胞浸润，也无其他一些浆细胞性乳腺
炎类似改变。结论　浆细胞性乳腺炎患者病变组织可以诱导雌性 ＢＡＬＢ／ｃ小鼠乳腺组织出现类似病理表现，并且高剂
量组能够成功建立小鼠的浆细胞性乳腺炎模型。

【关键词】　浆细胞性乳腺炎；ＢＡＬＢ／ｃ小鼠模型；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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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ｌａｓｍａｃｅｌｌｍａｓｔｉｔｉ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ＢＡＬＢ／ｃｍｉｃ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ｓｔｕｄｙ

　　浆细胞性乳腺炎是一种好发于非妊娠非哺乳期中
青年妇女的乳腺非细菌性炎症性疾病［１－２］，发病率成

上升趋势，也可见于青春期和更年期女性。浆细胞性

乳腺炎起病隐匿、发病机理不明。有研究者发现脓肿

期浆细胞乳腺炎易在同侧乳房不同部位甚至对侧乳房

反复复发［３－５］，并且发病的平均年龄趋于年轻化［６－７］。

手术切除一直以来是本病的主要治疗手段［８－９］，但在

手术切除病变后往往会在同一乳腺的不同部位，甚至

是对侧乳房再次复发同样病变。术后乳腺严重的毁型

和损伤不仅让患者身体上受到损害，并且给患病妇女

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本实验通过人浆细胞性乳腺炎

无菌病变组织匀浆与完全弗氏佐剂混匀剂接种小鼠诱

导建立浆细胞性乳腺炎动物模型，旨在探讨浆细胞性

乳腺炎的免疫机理，为以后临床治疗研究提供一个研

究平台。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ＢＡＬＢ／ｃ雌性小鼠　ＢＡＬＢ／ｃ雌性小鼠购自北京
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ＳＰＦ级，合格证号：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
（崔振，姚廷敬）；７５００２１银川市，宁夏人民医院微创外科（余
建军）；１０００３７北京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心脏中心
（张大庆）；７１０００４西安市，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小儿
外科（余辉）

通讯作者：姚廷敬，电子信箱：ｃ３４０＠１６３．ｃｏｍ

ＳＣＸＫ京２０１００００７）。本实验选取雌鼠为６～８周龄，
体重在２０～２５ｇ之间。
１２　浆细胞性乳腺炎病变组织　浆细胞性乳腺炎患
者病变组织取自手术中浆细胞性乳腺炎患者的病变组

织，置于无菌生理盐水中，－８０℃冰箱保存。
１３　主要试剂及仪器　完全弗氏佐剂、低温冰箱、电
子天平、超声波细胞粉碎机、组织匀浆器、组织切片机

（宁夏医科大学病理科提供）。

１４　实验步骤
１４１　匀浆制作　术中无菌条件下切除的新鲜浆细
胞性乳腺炎病变组织０．１ｇ与生理盐水以１∶３比例
加入匀浆机匀浆管内，中速粉碎组织５ｍｉｎ。匀浆后将
所得匀浆置于超声波细胞粉碎机内粉碎。取制备好匀

浆与完全弗氏佐剂按１∶１比例混匀，制作成油包乳混
悬液备用。

１４２　动物分组　将 ＢＡＬＢ／ｃ雌性小鼠随机分为 ５
组，每组６只，Ａ组：健康对照组；Ｂ组：生理盐水组，每
只母鼠第３，４对乳腺分别注射 ０．０２ｍｌ灭菌生理盐
水；Ｃ组：每只母鼠第３，４对乳腺分别注入０．０２ｍｌ油
包乳悬液；Ｄ组：每只母鼠第３，４对乳腺分别注入０．０４
ｍｌ油包乳悬液；Ｅ组：每只母鼠第３，４对乳腺分别注入
０．０２ｍｌ完全弗氏佐剂。
１４３　人工种植包埋及途径 　小鼠入住实验室动物
饲养室适应环境１周，将制备好的油包乳混悬液、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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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盐水、完全弗氏佐剂注入母鼠第３，４对乳房处皮
下，即可完成人工种植包埋过程。

１４４　标本采集及处理　１周后处死小鼠，取第 ３
对、４对乳腺组织，生理盐水冲洗后固定２４ｈ后做石蜡
组织包埋，切片进行观察。

１５　诊断标准　浆细胞性乳腺炎的确诊主要依靠病
变组织的病理诊断，病变组织内乳导管、乳腺小叶周围

可见浆细胞成簇出现，并伴有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浸

润。

１６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分析软
件行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Ｔｅｓｔ。

２　结果
２１　组间结果比较　Ｂ组乳腺小叶及乳导管周围未
见到明显浆细胞、中性粒细胞等浸润，见图 １Ａ（见封
三）。Ｅ组仅见到少量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浸润，未
见明显浆细胞，见图１Ｂ（见封三）。Ｃ组、Ｄ组乳腺小
叶、乳导管周围可见浆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浸

润，部分区域炎症反应重，出现坏死等改变。与人浆细

胞性乳腺炎患者病变类似，见图２（见封三）。
２２　组间建立模型的比较　接种１周后处死小鼠取
乳腺组织经常规 ＨＥ染色后观察结果，出现浆细胞性
乳腺炎病理改变者为阳性结果，未出现者为阴性，见表

１、表２。
表１　各组小鼠之间阳性率比较（ｎｉ＝６）

组别 阴性 阳性 ＫＷ值 Ｐ值

Ａ组 ６ ０
Ｂ组 ６ ０
Ｃ组 ３ ３ １７．４６６ ０．００２
Ｄ组 １ ５
Ｅ组 ６ ０

　　注：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Ｃ、Ｄ两组小鼠阳性率差异（ｎｉ＝６）

组别 阳性 阴性 Ｐ值

Ｃ组 ３ ３ ０．５４５

Ｄ组 ５ １

　　注：Ｆｉｓｇｅｒ确切概率法，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浆细胞性乳腺炎病因尚不明确。有学者认为浆细
胞性乳腺炎为厌氧菌感染所致，使病变处感染形成肿

块。但近些年的研究倾向浆细胞性乳腺炎为非细菌性

乳腺炎，相关文献和临床观察所见浆细胞性乳腺炎患

者多数有乳头内陷病史，可能导致乳导管狭窄、阻塞，

乳腺分泌物淤积在乳导管内，长期刺激乳腺组织导致

自身免疫反应发生，而后导致乳房不同部位，甚至对侧

乳房出现相同病变［３］。浆细胞性乳腺炎不同于一般的

细菌性乳腺炎，对抗生素治疗效果不佳，主要的治疗手

段目前还是手术治疗，但术后依旧有复发的可能，这种

情况也支持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论点。细菌性乳腺炎小

鼠模型现在研究比较成熟，主要是通过向乳腺内注入

菌液诱导炎症产生［１０］，本实验不同于细菌性乳腺炎小

鼠模型的建立，由取材到接种过程都保持无菌操作，组

织经匀浆机匀浆后进一步经细胞粉碎机粉碎以确保没

有活体细菌存在的影响，只是借助粉碎后组织内的有

效成分诱导浆细胞性乳腺炎的形成。完全弗氏佐剂的

作用：①形成抗原储存库；②形成局部肉芽肿；③刺激
淋巴细胞增值和分化。实验中加入完全弗氏佐剂对接

种物诱导小鼠乳腺炎的形成有一定促进作用。

在本实验中Ｃ组、Ｄ组小鼠常规病理检查乳腺组
织周围可见大量浆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浸润，

符合浆细胞性乳腺炎的病理诊断标准，两组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Ｂ组均没有导致浆细
胞性乳腺炎产生，说明生理盐水不会对小鼠造成影响。

Ｅ组结果显示乳腺组织周围有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
浸润，但未发现浆细胞，说明完全弗氏佐剂对炎症形成

有促进作用，但单独使用并不能诱导建立浆细胞性乳

腺炎模型，还需要加入患者病变组织来诱导建立模型，

因此说明患者病变组织内有诱导形成浆细胞性乳腺炎

的物质存在。总之，本实验所选用方法建立浆细胞性

乳腺炎动物模型为首个模型，为研究浆细胞性乳腺炎

的病因学、发病机理及治疗药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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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基础论著·

刺五加皂甙对慢性脑缺血大鼠认知功能的影响
徐耀，肖璐，沈雪，易琼，陈应柱，顾永健，包仕尧

【摘　要】　目的　观察刺五加皂甙对慢性脑缺血大鼠认知功能的干预效应及其可能机制。方法　采用四血管结扎的
全脑缺血模型，制模成功后大鼠随机分为脑缺血组、刺五加皂甙组，同时设立假手术组，刺五加皂甙组大鼠分别按剂量

２５ｍｇ／ｋｇ、５０ｍｇ／ｋｇ、１００ｍｇ／ｋｇ刺五加皂甙腹腔注射，观察大鼠认知功能变化、免疫组化法分析海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ＶＥＧＦ）表达、透射电镜下海马超微结构的变化。结果　与假手术组比较，脑缺血组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明显受损、海
马ＶＥＧＦ蛋白表达明显增高（Ｐ＜０．０１）；与脑缺血组比较，刺五加皂甙组大鼠认知功能明显改善、海马ＶＥＧＦ表达明显降
低（Ｐ＜０．０５）。结论　刺五加皂甙可通过抑制ＶＥＧＦ表达显著改善缺血性脑损伤模型大鼠认知功能，呈剂量依赖性。
【关键词】　刺五加皂甙；全脑缺血；学习记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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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脑缺血是全脑处于低灌注、低代谢状态，长期全
脑缺血可导致认知功能减退，是导致血管性痴呆的常

见病因。海马神经细胞对缺血高度敏感，常出现进行

性认知功能障碍，表现为学习和记忆力下降。本课题

组前期实验［１－３］证明，刺五加皂甙具有抑制 ＮＯ释放、
清除自由基、拮抗谷氨酸兴奋毒性作用、抑制神经元凋

亡以及保护少突胶质细胞缺血性损伤作用。本实验采

用四血管结扎的大鼠慢性全脑缺血模型，观察刺五加

皂甙是否对慢性脑缺血大鼠认知功能有修复作用及其

可能的机制，旨在为刺五加皂甙防治血管性痴呆提供

科学的实验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及分组　健康雄性ＳＤ大鼠６０只，由苏
州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体重２００～２４０ｇ。
采用四血管结扎的慢性全脑缺血模型，剔除死亡和造

模不成功的大鼠１０只后，随机分为脑缺血组１０只和
刺五加皂甙组３０只，同时设立假手术组１０只，只麻醉

基金项目：江苏省卫生厅课题（ＬＢ０９１２６）
作者单位：２２５００１江苏省扬州市，扬州大学临床医学院神经科（徐耀，肖

璐，沈雪，易琼，陈应柱）；２２６００１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大学附
属医院神经科（顾永健）；２１５００４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神经科（包仕尧）

通讯作者：陈应柱，电子信箱：ｙｚｃｈｅｎｄｒ＠１６３．ｃｏｍ

不结扎血管。

１２　大鼠全脑缺血模型的制备及干预　采用
Ｐｕｌｓｉｎｅｌｌｉ和 Ｂｅｉｅｒｌｙ法建立大鼠慢性全脑缺血模型。
具体模型制作方法见文献［４］。刺五加皂甙组大鼠缺血

后即刻分别按剂量２５ｍｇ／ｋｇ、５０ｍｇ／ｋｇ、１００ｍｇ／ｋｇ刺
五加皂甙腹腔注射，１次／ｄ，连续４周；假手术组、脑缺
血组大鼠用等量生理盐水腹腔注射。

１３　行为学测试　认知功能评分：大鼠脑缺血４周后
Ｙ迷宫法测定学习能力，以连续１０次中９次正确反应
所需的电击次数表示，学习能力与电击次数呈反比。

２４ｈ后进行记忆能力测定，以开始１０次电击后的正确
次数为记忆能力指标，记忆能力与正确反应次数呈正

比。每次测试均在１６：００开始，并保持周围环境同等。
１４　海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表达的测定　４
周后将大鼠３．６％水合氯醛作腹腔麻醉后用４％多聚
甲醛经左心室常规灌注固定后断头取脑，取包括海马、

皮质及胼胝体的脑组织１块，１０％甲醛固定，常规脱
水、浸蜡、石蜡包埋；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采用ＳＰ法。小
鼠抗大鼠一抗 ＶＥＧＦ（１：１００）４℃过夜；生物素化二抗
３７℃反应１５ｍｉｎ；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酶卵白素
３７℃反应１５ｍｉｎ；对氨基联苯胺显色５～１０ｍｉｎ；苏木
素对比染色２ｍｉｎ；水洗后梯度乙醇脱水，二甲苯透明，
中性树胶封固，显微镜下观察。采用ＭｏｔｉｃＭｅｄ６．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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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分析系统进行图像分析，每只大鼠脑组织切片上任

选１０个视野，计算平均吸光度。
１５　透射电镜下观察组织学超微结构　假手术组、脑
缺血组和刺五加皂甙组大鼠于４周后麻醉、开颅取左
侧海马组织制备石蜡组织块（方法同上）。取制备好

的石蜡组织块（１ｍｍ×１ｍｍ×１ｍｍ）染色、电镜观察。
步骤如下：二甲苯脱蜡；无水酒精３０ｍｉｎ，清洗２次，酒
精梯度脱水，在０．０１ｍｏｌ／ＬＰＢＳ浸泡３０ｍｉｎ；４％戊二
醛固定２４ｈ（４℃）；０．０１ｍｏｌ／ＬＰＢＳ清洗１５ｍｉｎ，３次；
１％锇酸固定１～２ｈ；０．０１ｍｏｌ／ＬＰＢＳ清洗１５ｍｉｎ，３
次；常规脱水、Ｅｐｏｎ８１２浸泡、环氧丙烷浸透、包埋和聚
合；ＬＫＢＶ型超薄切片机切片；枸椽酸铅染色；透射电
镜（ＰｈｉｌｉＰＣＭ１２０型）观察。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数据以
（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ＮｅｗｍａｎＫｅｕｌｓ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刺五加皂甙干预前后大鼠认知功能评分的比
较　假手术组无明显学习记忆障碍，脑缺血组大鼠缺
血４周后发生明显的学习记忆障碍（Ｐ＜０．０１）；刺五
加皂甙组大鼠认知功能有不同程度恢复，学习记忆障

碍明显低于脑缺血组，以１００ｍｇ／ｋｇ刺五加皂甙组为
甚（Ｐ＜０．０１或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大鼠海马ＶＥＧＦ蛋白表达、学习能力和记忆能力的比较（ｘ±ｓ，ｎｉ＝１０，ＯＤ值）

组别 ＶＥＧＦ蛋白表达 学习能力 记忆能力

假手术组 ２０．６４±２．４６ ３５．４２±３．８１ ７．４８±０．８０
脑缺血组 ４２．７１±２．２１ ５６．８３±６．５２ ５．６７±０．８３

刺五加皂甙２５ｍｇ／ｋｇ组 ３０．９８±２．１９▲ ４５．６１±５．２６▲ ６．５２±０．９２▲

刺五加皂甙５０ｍｇ／ｋｇ组 ２９．３６±２．１３▲▲ ４３．１８±５．３１▲ ６．８２±０．８１▲

刺五加皂甙１００ｍｇ／ｋｇ组 ２６．８５±２．０２▲▲ ４０．３１±４．３６▲▲ ７．１２±０．８４▲▲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Ｐ＜０．０１；与脑缺血组比较，▲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２２　刺五加皂甙干预前后海马 ＶＥＧＦ表达的比较　
与假手术组比较，脑缺血组大鼠海马 ＶＥＧＦ蛋白表达
在缺血后４周时升高（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与脑缺血组比较，刺五加皂甙组大鼠海
马ＶＥＧＦ表达显著降低，以１００ｍｇ／ｋｇ刺五加皂甙组
为甚（Ｐ＜０．０１或０．０５）。见图１（见封三）、表１。
２３　刺五加皂甙干预前后海马超微结构的比较　假
手术组海马细胞核膜完整、染色质分布均匀、可见明显

的核仁，胞浆内线粒体、内质网结构清晰；脑缺血组海

马超微结构呈现胞浆浓缩、线粒体肿胀空泡化、核皱

缩、核膜断裂、染色质浓缩及边聚等凋亡现象，而刺五

加皂甙组海马细胞结构损伤明显轻于脑缺血组，胞质

内空泡样变较少，染色质基本均匀，无明显聚集现象，

核膜相对完整。见图２。

３　讨论
　　长期全脑缺血是导致血管性痴呆的常见病因，其
发病早期的主要表现是认知功能的损害［５］。动物试

验［６－７］表明，胶质细胞活化、自由基损伤、细胞凋亡、线

粒体损伤等都可能是脑缺血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病理生

理机制。本试验采用大鼠四血管结扎的慢性全脑缺血

模型，结果表明脑缺血组大鼠缺血４周后发生明显的
学习记忆障碍，提示慢性全脑缺血导致大鼠认知功能

减退；刺五加皂甙干预后大鼠认知功能有不同程度恢

复，学习记忆障碍明显低于脑缺血组，以１００ｍｇ／ｋｇ刺
五加皂甙组为甚，提示在脑缺血后使用刺五加皂甙可

改善大鼠学习记忆障碍。海马作为脑缺血选择性易损

部位是脑内参与记忆储存功能的重要部位，故可作为

评价慢性全脑缺血损伤认知障碍的可靠指标［８］。本研

究发现，缺血组海马神经元呈现凋亡现象，而刺五加皂

甙干预后大鼠海马组织超微结构损伤明显轻于脑缺血

组，说明刺五加皂甙干预能有效减轻大鼠慢性全脑缺

血损伤。

　
　　注：图２Ａ示假手术海马，细胞核膜完整、染色质分布均匀；图２Ｂ示
脑缺血组海马，细胞呈呈现胞浆浓缩、线粒体肿胀空泡化、染色质浓缩

及边聚等凋亡现象；图２Ｃ示丁基苯酞组海马，细胞结构损伤明显轻于
照射组，胞质内空泡样变较少，染色质基本均匀，无明显聚集现象，核膜

相对完整。

　图２　透射电镜下海马组织学超微结构（×８０００）

　　ＶＥＧＦ是一种特异性的与血管生长有关的生长因
子，在缺血等病理条件下 ＶＥＧＦ及其受体表达明显上
调，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和体内新生血管的生

成［９］。ＶＥＧＦ也可以增强缺血后的神经再生［１０］。本

研究结果表明，与假手术组比较，脑缺血组大鼠海马

ＶＥＧＦ表达升高；而刺五加皂甙干预后大鼠海马 ＶＥＧＦ
表达减弱，以１００ｍｇ／ｋｇ刺五加皂甙组为甚，提示大鼠
脑缺血予以刺五加皂甙干预可降低海马ＶＥＧＦ表达且
呈剂量依赖性；由此推测刺五加皂甙对慢性全脑缺血

大鼠认知功能的修复作用与其降低海马组织ＶＥＧＦ表
达有关。

随着缺血性脑损伤分子机制研究的深入，神经保

护剂的研究与开发已经成为新的着眼点。刺五加皂甙

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如抗低氧、抗水肿、清除自由基

提高脑内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抑制内皮素分泌和ＮＯ
释放、减少血小板聚集等。顾晓苏等［１１］通过离体海马

脑片观察刺五加皂甙对学习记忆重要生理基础的长时

程增强效应（ＬＴＰ）的影响，结果显示刺（下转第１８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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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基础论著·

大蒜素局部应用对动脉损伤后新生内膜及 ＮＦκＢ、ＴＮＦα表达的影响
赵允彪，夏勇

【摘　要】　目的　观察大蒜素局部应用在大鼠颈总动脉球囊损伤模型中对新生内膜及ＮＦκＢ、ＴＮＦα表达水平的影响。
方法　３０只ＳＤ雄性大鼠随机分为５组：假手术组，左侧颈总动脉不行球囊损伤；对照组，大鼠左侧颈总动脉球囊损伤后
立即经带孔球囊导管给予生理盐水；药物组，大鼠左侧颈总动脉球囊损伤后立即经带孔球囊导管给予大蒜素高（１００μｇ／
ｍｌ）、中（５０μｇ／ｍｌ）、低（２５μｇ／ｍｌ）浓度，共３组。每组于术后１４ｄ取颈总动脉组织，行ＨＥ染色观察新生内膜组织形态
学改变，计算内膜面积（ＩＡ），及内膜／中膜面积比（ＩＡ／ＭＡ）；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 ＮＦκＢ、ＴＮＦα的表达水平。结果　
假手术组未见内膜增生，对照组与假手术组相比新生内膜明显增厚，药物组较对照组新生 ＩＡ及 ＩＡ／ＭＡ显著降低（Ｐ＜
０．０１），但是药物组各组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假手术组未见 ＮＦκＢ、ＴＮＦα染色阳性细胞，药物组与对照组相比 ＮＦ
κＢ、ＴＮＦα阳性细胞百分比显著降低（Ｐ＜０．０１），并且呈浓度依赖性。结论　大蒜素通过局部短时间应用可以抑制血管
球囊损伤后新生内膜增生，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ＴＮＦα／ＮＦκＢ信号通路实现的。
【关键词】　大蒜素；球囊损伤；新生内膜；核因子κＢ；肿瘤坏死因子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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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ｕｓｉｎｇＨＥ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ＮＦκＢａｎｄＴＮＦα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ｒｎｉｓｔｒｙ．Ｔｈｅａｒｅａ
ｏｆｉｎｔｉｍａ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ｉｎｔｉｍａｔｏｍｅｄｉａ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ｕｓｉｎｇＨＥｓｔａｉ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ｉｎｔｉｍ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ｗ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ｓｈａｍｇｒｏｕｐ，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ｉｎｔｉｍａ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ｉｎｔｉｍａｔｏｍｅｄｉａ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ＮＦκＢａｎｄＴＮＦα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
＜０．０１），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ｄｏｓ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ＮＦκＢｏｒＴＮＦαｉｎｓｈａｍ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ｓｔｕｄ
ｉｅ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ｌｏ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ｉｃｉ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ｎｅｏｉｎｔｉｍａｌ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ｉｎｒａｔ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ａｆｔｅｒｂａｌｌｏ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ａｙｂｅｔｈａｔｉｔｃａ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ＮＦκＢａｎｄＴＮＦα，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ｔｈｅｋｅ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ｌｌｉｃｉｎ；Ｂａｌｌｏ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Ｎｅｏｉｎｔｉｍａｌ；ＮＦκＢ；ＴＮＦα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ＰＣＩ）成为目前冠心病治疗的
主要措施之一，但是支架内再狭窄（ＩＳＲ）成为临床医
生面临的重要问题［１］。ＩＳＲ的主要病理机制为血管平
滑肌细胞（ＶＳＭＣｓ）的增殖迁移［２］。目前的实验研究

显示，大蒜素（Ａｌｌｉｃｉｎ）能够抑制血管平滑肌的增殖，具
有抗炎抗氧化、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３］；实验已经证

实ＴＮＦα／ＮＦκＢ信号通路参与了 ＶＳＭＣｓ的增殖迁
移［４］。本实验通过自制带孔球囊导管模拟药物涂层球

囊局部短时给药的方法，研究大蒜素是否能够通过此

种给药方法发挥抑制ＶＳＭＣｓ增殖迁移的作用，并且探
讨抑制ＶＳＭＣｓ增殖迁移是否通过抑制 ＴＮＦα／ＮＦκＢ
信号通路来实现。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大蒜素（纯度 ＞９８％）购自美国 ｓａｎｔａ
公司；碘海醇由扬子江药业集团公司生产（作为大蒜素

的溶剂）；ＮＦκＢ、ＴＮＦα一抗（兔源）购自武汉博士德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免疫组化试剂盒购自北京中杉金

作者单位：２２１００６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医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
通讯作者：夏勇，电子信箱：ｘｉａｙｏｎｇｐｈｄ＠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１．５ｍｍ×２０．０ｍｍ球囊导管
（制成带孔球囊，两排孔对称，每排 ３个孔）及 １．５
ｍｍ×１０ｍｍ球囊导管由美敦力公司生产；ＳＤ雄性大
鼠由徐州医学院试验动物中心提供。

１２　大鼠颈总动脉内膜损伤模型建立与给药方法及
分组　健康雄性 ＳＤ大鼠３０只，体重（３５０±２０）ｇ，随
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药物组［高（１００μｇ／ｍｌ）、中
（５０μｇ／ｍｌ）、低（２５μｇ／ｍｌ）浓度组］，共五组，每组 ６
只，于术后１４ｄ取左颈总动脉，检测相关指标。大鼠
颈总动脉球囊损伤模型制作参照 ＣｈｅｎＳＪ等［５］的方法

并改进，使用１．５ｍｍ×１０．０ｍｍ球囊导管行颈总动脉
球囊损伤，损伤范围为颈总动脉远心段约２ｃｍ；立即
用１．５ｍｍ×２０．０ｍｍ带孔球囊给药，方法如下：撤出
１．５ｍｍ×１０．０ｍｍ球囊，保留导丝，沿导丝送入１．５
ｍｍ×２０．０ｍｍ带孔球囊，在颈总动脉远心段２ｃｍ处，
以２ａｔｍ（１ａｔｍ＝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压力打起并维持此压力
６０ｓ，撤出导丝导管，结扎颈外动脉，待颈内动脉血流
恢复后，逐层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碘伏消毒切口，腹

腔内注射青霉素４０万单位，常规饲养。假手术组仅送
入导丝及球囊导管，球囊不充盈进行血管内膜损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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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局部灌注碘海醇 ＋生理盐水；药物组局部灌注碘
海醇＋大蒜素。
１３　标本制作及形态学观察　大鼠术后 １４ｄ即处
死，取出靶血管段，４％的多聚甲醛中固定２ｄ，用眼科
剪剪除靶血管两端约１～２ｍｍ，剩余血管等分成４段，
制成蜡块，切片行ＨＥ染色，显微镜下观察新生内膜形
态学，并拍照记录。

１４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本实验采用过氧化物酶标
记的链酶卵白素（ＳＰ）法，并严格按照 ＳＰ染色试剂盒
的操作步骤进行 ＮＦκＢ、ＴＮＦα免疫组化染色。每个
血管截面随机选取３个不同视野，计数每高倍镜下新
生内膜细胞总数及阳性细胞数，计算 ＮＦκＢ、ＴＮＦα阳
性细胞百分比，３次记数求平均值。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以（ｘ±ｓ）表示，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各组大鼠血管形态学观察分析　在光镜下观察，
假手术组大鼠颈总动脉仅见单层内皮细胞覆盖，对照

组及药物组可见新生内膜增厚显著，以细胞及细胞外

基质成分为主，细胞排列紊乱（图１，见封三）。图像分
析结果显示（见表１），药物组与对照组相比 ＩＡ及 ＩＡ／
ＭＡ显著减小（Ｐ＜０．０１），各药物组 ＩＡ及 ＩＡ／ＭＡ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各组大鼠ＩＡ、ＩＡ／ＭＡ及ＮＦκＢ和ＴＮＦα阳性细胞百分率（ｘ±ｓ）

组别 ｎ ＩＡ（ｍｍ２） ＩＡ／ＭＡ ＮＦκＢ ＴＮＦα

假手术组 ６ ０．０１１±０．００３ ０．０９８±０．０１０ － －
对照组 ６ ０．１１２±０．０２５ １．１０８±０．５０１ ０．７０５±０．１５５ ０．７５６±０．１０５
低浓度组 ６ ０．０６２±０．０２２＃△ ０．６１１±０．３６３＃△ ０．４８６±０．１２７＃△ ０．５２１±０．１０９＃△

中浓度组 ６ ０．０６０±０．０１９＃△ ０．５６０±０．２６８＃△ ０．３５５±０．１０６＃△ ０．４０３±０．１１６＃△

高浓度组 ６ ０．０５１±０．０１０＃△ ０．５０５±０．３０３＃△ ０．２８３±０．１２９＃△ ０．３５６±０．１０５＃△

　　注：对照组、药物组与假手术组比较，Ｐ＜０．０１；药物组与对照组比
较，＃Ｐ＜０．０５；药物组组间比较，内膜面积及内膜／中膜面积比较，△Ｐ＞
０．０５；ＮＦκＢ、ＴＮＦα细胞阳性百分率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各组大鼠 ＮＦκＢ、ＴＮＦα表达的比较　ＮＦκＢ、
ＴＮＦα免疫组化染色在假手术组未见阳性表达，在对
照组及药物组各组间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达（图２～３，
见封三）。ＮＦκＢ、ＴＮＦα各组阳性细胞百分比见表１，
药物组阳性细胞百分比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
药物组组内比较显示，随着药物浓度的增高，ＮＦκＢ、
ＴＮＦα的表达显著降低（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目前在 ＩＳＲ的防治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本
实验采用带孔球囊局部灌注的方法模拟药物涂层球囊

的给药过程［６］，基于如下理论基础［３］：①大蒜素为脂
溶性药物，可以迅速在组织内扩散；②碘海醇极易溶于
水，可以迅速突破大蒜素与组织间的水化膜，从而渗入

到组织中。

目前研究已经证实炎症调节因子参与了 ＶＳＭＣｓ
增殖迁移的整个过程，并且被认为是 ＰＣＩ术后再狭窄

的主要机制之一［７］。研究表明，ＮＦκＢ激活通路是
ＶＳＭＣｓ增殖迁移的必经和始动环节，并且抑制 ＮＦκＢ
的活化能够降低 ＶＳＭＣｓ的增殖迁移［８］。ＴＮＦα是调
节炎症反应的重要因子之一，它可以由 ＶＳＭＣｓ、单核
－巨噬细胞、淋巴细胞等合成，并且通过旁分泌和自分
泌的方式刺激ＶＳＭＣｓ的增殖迁移，使用ＴＮＦα受体阻
滞剂抑制 ＴＮＦα的作用，可以抑制动物实验中冠状动
脉支架植入后的内膜增生［９］。ＴＮＦα作用于细胞膜受
体后激活 ＮＦκＢ通路，启动多种炎症相关基因的转
录［１０］。

本研究发现，大蒜素在大鼠颈动脉球囊损伤模型

中短时局部应用可以减低新生内膜的过度增生，检测

新生内膜中ＴＮＦα、ＮＦκＢ的阳性细胞率发现，药物组
ＴＮＦα、ＮＦκＢ的表达较对照组明显减少，并呈剂量依
赖性，推测大蒜素可能通过抑制 ＴＮＦα、ＮＦκＢ的表
达，达到抑制新生内膜增生的作用。实验中还发现在

各药物浓度间大蒜素对 ＴＮＦα、ＮＦκＢ的抑制与抑制
新生内膜增生的作用不成正比，考虑有如下原因：血管

损伤后时间过短新生内膜增生的差异未能展现；短时

间内血管损伤后的正常修复占主导地位，慢性炎症过

程中导致的过度增生未能表现；样本例数过少等。实

验结果显示，使用带孔球囊模拟药物涂层球囊局部给

药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大蒜素的局部短时应用可以降

低血管损伤后新生内膜的增生程度，成为一种潜在的

可用于药物涂层支架的药物，但是还有很多方面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１］　徐尚华，李庚山，吴可贵，等．大蒜素包被支架术后冠状动脉管壁
原癌基因ｃ－ｆｏｓ表达的变化［Ｊ］．中国病理生理杂志，２００４，２０
（９）：１７１９１７２０，１７３３．

［２］　ＣｕｒｃｉｏＡ，ＴｏｒｅｌｌａＤ，Ｉｎｄｏｌｆ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ｓｍｏｏｔｈｍｕｓｃｌｅｃｅｌｌｐｒｏ
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ｎｊｕｒｙａｎｄｓｔｅｎｔ
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ＣｉｒｃＪ，２０１１，７５（６）：１２８７１２９６．

［３］　ＣｈａｎＪＹ，ＹｕｅｎＡＣ，ＣｈａｎＲＹ，ｅｔａｌ．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ｌｌｉｃｉｎ［Ｊ］．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Ｒｅｓ，
２０１３，２７（５）：６３７６４６．

［４］　ＱｉｎＺＸ，ＹｕＰ，ＱｉａｎＤＨ，ｅ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ｒｉｃｈｓａｌｉｎ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ｓｎｅｏｉｎｔｉ
ｍａ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ｏｔｉｄｂａｌｌｏ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ｂｙ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ＲＯＳａｎｄｔｈｅ
ＴＮＦα／ＮＦκＢｐａｔｈｗａｙ［Ｊ］．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２０１２，２２０（２）：３４３３５０．

［５］　ＣｈｅｎＳＪ，ＬｉＨ，ＤｕｒａｎｄＪ，ｅｔａｌ．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ｄｕｃｅｓｍｙｏｉｎｔｉｍａ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ｂａｌｌｏ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ｌｅ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Ｊ］．ＣｉｒｅＲｅｓ，１９９９，
８５：３３８３４８．

［６］　ＲａｄｋｅＰＷ，ＪｏｎｅｒＭ，ＪｏｏｓｔＡ，ｅｔａｌ．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ａｃｌｉｔａｘｅｌｆｏｌ
ｌｏｗｉｎｇｄｒｕｇｅｌｕｔｉｎｇｂａｌｌｏｏｎ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ｉｎａｐｏｒｃｉｎ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ｅｘ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Ｊ］．Ｅｕｒｏ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３０（７）：７３０
７３７．

［７］　ＤａｎｇａｓＧＤ，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ＢＥ，ＣａｉｘｅｔａＡ，ｅｔａｌ．Ｉｎｓｔｅｎｔｒｅ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ｉｎｔｈｅ
ｄｒｕｇｅｌｕｔｉｎｇｓｔｅｎｔｅｒａ［Ｊ］．ＪＡｍＣｏｌｉ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０，５６（２３）：１８９７
１９０７．

［８］　ＧｒａｓｓｉａＧ，ＭａｄｄａｌｕｎｏＭ，ＭｕｓｉｌｌｉＣ，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ｋａｐｐａＢｋｉｎ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
ｔｏｒ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ａｃｔｏｒｋａｐｐａＢ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ｂｉｎｄｉｎｇｄｏｍａｉｎｐｅｐｔｉｄｅ
ｆｏｒ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ｎｅｏｉｎｔｉ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
ＴｈｒｏｍｂＶａｓｅＢｉｏｌ，２００８，３０（１２）：２４５８２４６６．

［９］　ＭｅｌａｎｉｅＭ，ＬｅｖｏｎＭ，ＷａｒｄＭＲ，ｅｔａｌ．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ｒｏｌｅｓｏｆＮＦκＢａｎｄ
Ｅｇｒ１ｉｎｆｌｏｗ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ｅ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ａｎｄｓｔｅｎｔｉｎｇ［Ｊ］．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２０１０，２１４（１）：６５７２． （下转第１８５９页）

·６３８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全科临床论著·

慢性肾脏病患者胰岛素抵抗及相关危险因素的分析
金明姬，刘冠贤，钟家浩，黄成文，李幼奇，石咏军

【摘　要】　目的　探讨慢性肾脏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ＫＤ）患者胰岛素抵抗（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Ｒ）综合征的发生
率，分析相关危险因素，寻求早期干预ＣＫＤ的新靶点。方法　ＣＫＤ患者１５８例，按ＭＤＲＤ方程计算估计ｅＧＦＲ，进行ＣＫＤ
分期，检测ＢＭＩ、腰围、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尿酸、超敏 Ｃ反
应蛋白、血肌酐、血红蛋白等指标，比较各期ＩＲ综合征的发生率；筛选出非糖尿病及非透析的患者１１６例，计算稳态模型
胰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及胰岛素敏感性指标（ＩＳＩ），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ＣＫＤ患者胰岛素抵抗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果　随着 ＣＫＤ的进展，ＩＲ的发生率逐渐增加，ＣＫＤ４～５期较 ＣＫＤ１～３期 ＩＲ发生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ＣＫＤ４期和５期患者ＨＯＭＡＩＲ较ＣＫＤ１期和２期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非糖尿病及非透
析的ＣＫＤ患者ＨＯＭＡＩＲ与ＴＧ、ＳＵＡ、ＢＭＩ、ＳＢＰ呈正相关，与 ｅＧＦＲ及 ＨＤＬＣ呈负相关，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ＴＧ与
ＳＵＡ升高是非糖尿病及非透析的ＣＫＤ患者ＩＲ的独立危险因素（Ｐ＜０．０５）。结论　随着ＣＫＤ的进展ＩＲ逐渐加重，高甘
油三脂血症与高尿酸血症是非糖尿病及非透析的ＣＫＤ患者ＩＲ的独立危险因素。
【关键词】　慢性肾脏病；胰岛素抵抗；高尿酸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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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肾脏病（ＣＫＤ）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要
公共卫生问题，探索其早期防治途径意义重大。代谢

综合征（ＭＳ）是一组涉及高血压、血糖增高及血脂异常
等多种代谢紊乱的异常症候群［１］，已有诸多研究证明

ＭＳ与 ＣＫＤ具有密切的关系［２］，ＭＳ是 ＣＫＤ的独立危
险因素［３］。

ＭＳ的病理生理基础是中心型肥胖及胰岛素抵抗
（ＩＲ），故又称胰岛素抵抗综合征。ＩＲ是指机体胰岛素
靶组织及细胞对胰岛素敏感性减低，即胰岛素抑制释

放葡萄糖的能力下降和细胞对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摄

取及利用障碍，常伴发高胰岛素血症。ＩｋｅｅＲ等［４］报

道，ＩＲ在 ＣＫＤ早期即可出现，且与 ＣＫＤ的发生、发展
有密切的联系［５］；原发性肾病患者出现肾功能严重受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１２Ｂ０３１８００３４３）
作者单位：５１６００１广东省惠州市，中山大学附属惠州医院（广东省惠州

市中心人民医院）肾内科

通讯作者：石咏军，电子信箱：ｙｏｎｇｊｕｎ６８＠ｔｏｍ．ｃｏｍ

损之前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６］。进一步认识 ＩＲ与
ＣＫＤ的关系及机制，为有效防治ＣＫＤ进展提供了新的
可能性。本文旨在对ＣＫＤ患者ＩＲ的发生情况及其相
关危险因素进行初步分析探讨，为ＣＫＤ的早期防治寻
求新的途径。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６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
本院肾内科住院的１８～７８岁 ＣＫＤ（１～５期）患者１５８
例，平均年龄（４６．４７±１５．３４）岁，男性８８例，女性７０
例，糖尿病患者２５例，非糖尿病患者１３３例，按国际通
用简化ＭＤＲＤ方程计算ｅＧＦＲ进行ＣＫＤ分期；筛选出
非糖尿病非透析的ＣＫＤ患者１１６例，男性６０例，女性
５６例，原发病组成为慢性肾小球肾炎８９例、梗阻性肾
病６例、狼疮性肾炎６例、多囊肾４例、高血压性肾病５
例、尿酸性肾病２例、慢性肾盂肾炎１例、缺血性肾病１
例、过敏性紫癜性肾炎１例、肾小管间质损伤１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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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急性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感染性

疾病、传染性疾病、妊娠、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内

分泌代谢性疾病。所有入选的研究对象均详细询问既

往病史及用药情况，测量身高、体重、血压及腰围

（ＷＣ），并计算ＢＭＩ＝体重／身高２（ｋｇ／ｍ２）。
１２　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　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
（ＩＤＦ）的新定义［１］：患有中心性肥胖（男性腰围≥９０
ｃｍ，女性≥８０ｃｍ），合并以下标准的任意２项或２项以
上即为ＭＳ：①甘油三酯（ＴＧ）水平升高≥１．７ｍｍｏｌ／Ｌ
（１５０ｍｇ／ｄｌ），或已经进行针对此项血脂异常的特殊治
疗。②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降低：男性 ＜
１．０３ｍｍｏｌ／Ｌ（４０ｍｇ／ｄｌ），女性＜１．２９ｍｍｏｌ／Ｌ（５０ｍｇ／
ｄｌ），或已经进行针对此项血脂异常的治疗。③血压升
高：收缩压（ＳＢＰ）≥１３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或舒张压（ＤＢＰ）≥８５ｍｍＨｇ，或此前已经诊断高血压
并开始服用降压药物。④空腹血糖（ＦＰＧ）升高：≥５．６
ｍｍｏｌ／Ｌ（１００ｍｇ／ｄｌ），或已经诊断为２型糖尿病。
１３　实验室检查　所有患者晚餐后禁食８～１０ｈ，次
日清晨空腹静脉采血，应用美国 ＢｅｃｋｍａｎＣｏｕｌｔｅｒ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空腹胰岛素（ＦＮＳ）、空腹血糖
（ＦＰＧ）、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酯（ＴＧ）、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血
尿酸（ＳＵＡ）、血肌酐（Ｓｃｒ）、超敏 Ｃ反应蛋白（ｈｓ
ＣＲＰ），其中ＦＮＳ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选用稳态模型
胰岛素抵抗（ＨＯＭＡＩＲ）指数表示胰岛素抵抗，计算公
式为：ＨＯＭＡＩＲ＝（ＦＮＳ×ＦＰＧ）／２２．５，用 ＩＳＩ＝－ｌｎ
（ＦＰＧ×ＦＮＳ）表示胰岛素敏感性指数，ＦＮＳ单位 ｍＩＵ／
Ｌ，ＦＰＧ单位ｍｍｏｌ／Ｌ。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计
算与分析，组间发生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

以（ｘ±ｓ）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
态分布或方差较大参数予非参数检验），组间两两比较

采用ＬＳＤ检验，以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采用单
因素线性相关分析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ＨＯＭＡＩＲ与
各参数之间的相关性，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因ＨＯＭＡＩＲ呈偏态分布，故行对数转换正态化后进行
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ＣＫＤ患者 ＭＳ的发生率比较　ＣＫＤ患者 ＭＳ总
的发生率为２９．１％，随着疾病进展，ＭＳ的发生率逐步
增加，分别为ＣＫＤ１期１０．３％、ＣＫＤ２期２７．３％、ＣＫＤ３
期２８．６％、ＣＫＤ４期２９．４％、ＣＫＤ５期３６．８％。按 ｅＧ
ＦＲ≥９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３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
ｅＧＦＲ≤９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ｅＧＦＲ≤３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
ｍ２，将ＣＫＤ患者１５８例分为肾功能正常组、轻 －中度
受损组及重度受损组，ＭＳ的发生率分别为 １０．３％、
２７．３％、３５．４％，结果显示随着肾功能的进展，ＭＳ的发
生率逐步提高，χ２＝１１．８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２　非糖尿病非透析ＣＫＤ患者胰岛素抵抗相关指标
的比较　选取非糖尿病非透析的 ＣＫＤ患者１１６例进
行胰岛素抵抗相关指标的比较。随着 ＣＫＤ的进展
ＦＮＳ和ＨＯＭＡＩＲ逐渐升高，ＩＳＩ逐渐下降，组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ＣＫＤ５期与ＣＫＤ１、２期比
较ＦＮＳ和 ＨＯＭＡＩＲ升高，ＩＳＩ则降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ＣＫＤ４期ＨＯＭＡＩＲ高于ＣＫＤ１、２期，
ＦＮＳ高于 ＣＫＤ１期，ＩＳＩ则低于 ＣＫＤ１期，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ＫＤ１～５期间 ＦＰ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期非糖尿病非透析ＣＫＤ患者ＩＲ相关指标的比较

组别 ｎ ＦＰＧ（ｍｍｏｌ／Ｌ） ＦＮＳ（ｍＩＵ／Ｌ） ＨＯＭＡＩＲ ＩＳＩ

１期 ２９ ４．６１±０．４５ ６．１７±２．７６ １．２７±０．５７ －３．２４±０．４９
２期 １９ ４．６８±０．５３ ６．３５±２．１６ １．３２±０．４７ －３．３２±０．３７
３期 １１ ４．７３±０．４８ ６．９２±２．５３ １．４８±０．６４ －３．４２±０．３９
４期 １３ ４．９８±０．６８! ７．６７±３．６８! １．７６±０．８４!△ －３．５５±０．４７!

５期 ４４ ４．９２±０．６９! ７．７２±２．９０!△ １．７４±０．７８!△ －３．５７±０．４１!△

　　注：与１期比较，! Ｐ＜０．０５；与２期比较，△Ｐ＜０．０５。

　　ＣＫＤ晚期（ＣＫＤ４～５期）与早中期（ＣＫＤ１～３期）
比较，ＦＰＧ由（４．６５±０．４８）ｍｍｏｌ／Ｌ升高至（４．９３±
０．６９）ｍｍｏｌ／Ｌ，ＦＮＳ由（６．３５±２．５２）ｍＩＵ／Ｌ升高至
（７．７５±３．０１）ｍＩＵ／Ｌ，ＨＯＭＡＩＲ由１．３２±０．５６升高
至１．７５±０．８１，ＩＳＩ由 －３．２９±０．４５下降至 －３．５６±
０．４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非糖尿病非透析 ＣＫＤ患者 ＨＯＭＡＩＲ与各临床
因素相关性分析

２３１　单因素相关性分析　ＨＯＭＡＩＲ与 ＢＭＩ、ＷＣ、
ＳＢＰ、ＴＧ、ＳＵＡ呈正相关（ｒ值分别为 ０．２７３、０．１８９、
０．２１８、０．３０６、０．３１８），与 ｅＧＦＲ及 ＨＤＬＣ呈负相关（ｒ
值分别为－０．２６４和－０．１９７），见表２。
２３２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以 ｌｎＨＯＭＡＩＲ为因变

量，将各个参数如ＢＭＩ、ＷＣ、ＴＧ、ＳＵＡ、ＳＢＰ、ｅＧＦＲ、ＨＤＬ
Ｃ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示：ＨＯＭＡＩＲ与 ＴＧ及
ＳＵＡ呈正相关（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ＨＯＭＡＩＲ与各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因素 ｒ值 Ｐ值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０．２７３ ０．０００
ＷＣ（ｃｍ） ０．１８９ ０．０１６
ＴＧ（ｍｍｏｌ／Ｌ） ０．３０６ ０．０００
ＳＵＡ（μｍｏｌ／Ｌ） ０．３１８ ０．００１
ＳＢＰ（ｍｍＨｇ） ０．２１８ ０．００５
ｅＧＦＲ（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 －０．２６４ ０．００１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０．１９７ ０．０１２

３　 讨论
　　ＣＫＤ及其引起的终末期肾病（ＥＳＲＤ）在全球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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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况逐年提高，花费高、预后差，给社会及家庭带来

沉重负担，寻求切实有效的防治手段，延缓肾功能进

展，已成为肾脏病科医师急需关注的问题。代谢综合

征是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热点，ＭＳ与 ＣＫＤ之间的关系
亦受到了广泛关注。近年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

ＭＳ组ＣＫＤ的患病率增加，ＭＳ与 ＣＫＤ患病风险之间
存在显著关联［７］。本文研究结果显示，随着ＣＫＤ的进
展，ＭＳ发生率也随之增加，在肾功能重度受损时较肾
功能未受损及轻 －中度受损其发生率明显增加，与既
往报道一致。

表３影响ＨＯＭＡＩＲ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偏回归系数 标准偏回归系数 ｔ值 Ｐ值

ＴＧ（ｍｍｏｌ／Ｌ） ０．１０６ ０．２０４ ２．６１６ ＜０．０５
ＳＵＡ（μｍｏｌ／Ｌ） ０．００１ ０．２０８ ３．６１８ ＜０．０５

　　ＩＲ作为ＭＳ发病的中心环节，不仅与新发糖尿病、
心血管事件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导致肾功能衰竭的独

立危险因素。人们已经认识到慢性肾功能衰竭（ＣＲＦ）
时存在胰岛素抵抗，而现有多项研究发现，在 ＣＫＤ早
期肾功能受损之前 ＩＲ可能已经存在，ＣＫＤ患者出现
ＩＲ后，可促进肾脏病的进展。台湾的一项最近研究结
果也显示［８］，在６５岁以上老年人中，随着 ＩＲ的加重，
ＣＫＤ及蛋白尿进展、肾功能下降。我们的研究发现，随
着ｅＧＦＲ的下降，ＦＮＳ和 ＨＯＭＡＩＲ均有升高，ＩＳＩ则下
降，ＣＫＤ４～５期与ＣＫＤ１～２期相比较，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以往研究结果大致相同。ＩＲ
导致ＣＫＤ发生发展的机制可能涉及以下几方面：①ＩＲ
导致代偿性胰岛素分泌增加，刺激近端肾小管转化生

长因子β的产生而促进肾脏细胞增殖及细胞外基质的
沉淀，近端小管细胞和间质纤维化增加，参与肾损伤。

②ＩＲ时胰岛素对葡萄糖刺激血管紧张素原生成的阻
断作用受损，高胰岛素血症可上调 ＲＡＳ活性，使血管
紧张素Ⅱ（ＡＴⅡ）活性增强，介导炎性反应，增强血管
收缩，介导内皮损伤，从而引起肾脏损害。③ＩＲ状态
下，内皮型一氧化氮（ｅＮＯＳ）活性和内皮依赖性舒张反
应降低，干扰一氧化氮（ＮＯ）和内皮素１（ＮＥＴ１）的产
生，二者间的平衡破坏可引起肾小球毛细血管内压增

高及系膜细胞增殖、分化，产生多种炎症介质和细胞外

基质，加重肾损害。④ＩＲ状态下存在慢性非特异性微
炎症，ＩＲ程度与氧化应激标志物密切相关，氧化过程
加强，促进肾小球硬化和间质纤维化。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以 ＨＯＭＡＩＲ为因变量，进行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ＳＵＡ与 ＴＧ进入回归方程，提
示高甘油三脂血症及高尿酸血症是非糖尿病非透析的

ＣＫＤ患者胰岛素抵抗的独立危险因素。血脂代谢紊乱
是ＣＫＤ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主要表现为 ＴＧ增高和
ＨＤＬＣ下降。血脂异常导致ＩＲ的机制目前可用“脂毒
性学说”解释［９］：血液中高浓度 ＴＧ在脂蛋白脂酶的作
用下水解成 ＦＦＡ，过多的 ＦＦＡ以 ＴＧ的形式在非脂肪
组织过度沉积，可通过神经酰胺、蛋白激酶 Ｃ、胰岛素
受体底物２、胰十二指肠同源异型盒１、过氧化物酶体
增殖物激活受体、内质网应激等途径损害细胞功能并

促进其凋亡，从而造成该组织的损伤。在胰岛中过多

沉积可以使胰岛β细胞凋亡加速并使其功能减退，在
胰岛素作用的靶组织如肝脏、肌肉中过度沉积将造成

ＩＲ。在 ＣＲＦ时，由于肾小球滤过和肾小管功能的损
害，导致 ＳＵＡ排泄减少，常并发 ＨＵＡ。ＮｉｋｓｋａｎｅｎＬ
等［１０］的研究结果显示，高胰岛素血症与ＳＵＡ水平密切
相关，ＨＵＡ作为发生高胰岛素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先于高胰岛素血症而存在。分析可能机制如下：①
ＨＵＡ时尿酸盐沉积于胰岛，导致胰岛 β细胞功能的损
害。②许多研究证实，ＨＵＡ患者血清 ｈｓＣＲＰ水平与
ＨＯＭＡＩＲ呈线性正相关，ＨＵＡ促进尿酸结晶形成，可
刺激活化白细胞释放炎症因子，引起炎症。③尿酸盐
结晶沉积于血管壁，可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干扰内皮相

关的ＮＯ生物学作用，导致内皮功能障碍，升高的 ＳＵＡ
还可以促进ＬＤＬＣ的氧化，而氧化的 ＬＤＬＣ对内皮细
胞有毒性作用，从而干扰胰岛素发挥作用。

在慢性肾脏病的早期干预、治疗危险因素，可以延

缓肾脏疾病的发展，减少心血管并发症和病死率，改善

预后。我们的研究显示，ＣＫＤ患者随着肾功能的进展
ＭＳ发生率逐步增加，ＩＲ逐渐加重，并提示 ＳＵＡ及 ＴＧ
水平与ＩＲ程度呈正相关。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高尿
酸血症与高甘油三酯血症是ＩｇＡ肾病患者肾功能进展
的独立危险因素［１１］，结合本次研究结果，推测其机制

部分与加重ＩＲ有关。通过治疗高尿酸血症及高甘油
三酯血症进而延缓ＣＫＤ进展的机制是否与改善 ＩＲ有
关，基于本回顾性分析基础上的前瞻性研究正在进行

中。

参考文献

［１］　曹菊秀，王红卫，李瑾虹，等．体检人群代谢综合征患病情况及危
险因素调查与分析［Ｊ］．护理管理杂志，２０１２，１２（６）：３９５３９６．

［２］　ＪａｎｇＳＹ，ＫｉｍＩＨ，ＪｕＥＹ，ｅｔａｌ．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ａｇｅｎｅｒｌＫｏｒｅ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Ｋｏｒｅ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ｙ（ＫＮＨＡＮＥＳⅢ）Ｓｔｕｄｙ［Ｊ］．
Ｊ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０，３２（４）：５３８５４６．

［３］　ＣｈａｎｇＩＨ，ＨａｎＪＨ，ＭｙｕｎｇＳＣ，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Ｎｅｐｈ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１４（３）：３２１３２６．

［４］　ＩｋｅｅＲ，ＨａｍａｓａｋｉＹ，ＯｋａＭ，ｅｔａｌ．Ｇｌｕｃｏｓ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ｎ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ＮｅｐｈｒｏｎＣｌｉｎＰｒａｃｔ，２００８，１０８（２）：１６３１６８．

［５］　ＦｏｒｎｏｎｉＡ．Ｐｒｏｔｅｉｎｕｒｉａ，ｔｈｅｐｏｄｏｃｙｔｅ，ａｎｄ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ＮＥｎｇｌ
ＪＭｅｄ，２０１０，３６３（２１）：２０６８２０６９．

［６］　ＦｌｉｓｅｒＤ，ＫｉｅｌｓｔｅｉｎＪＴ，ＭｅｎｎｅＪ．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ｎ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ＣｏｎｔｒｉｂＮｅｐｈｒｏｌ，２００６，１５１（１）：２０３２１１．

［７］　ＦａｋｈｒｚａｄｅｈＨ，ＧｈａｄｅｒｐａｎａｈｉＭ，ＳｈａｒｉｆｉＦ，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ｒｉｓｋｏｆｃｈｒｏ
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ｗｉｔｈ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ａｈｒｉｚａｋＥｌｄｅｒｌｙＳｔｕｄｙ［Ｊ］．Ｋｉｄｎｅｙ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
Ｒｅｓ，２００９，３２（６）：４５７４６３．

［８］　ＣｈｅｎｇＨＴ，ＨｕａｎｇＪＷ，ＣｈｉａｎｇＣＫ，ｅｔａｌ．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ｉｎｓｕ
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ｃｎｅａｓ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ｒａｐｉｄｄｅｃｌｉｎｅｉｎ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Ｊ］．ＪＣｌ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２０１２，９７（４）：１２６８１２７６．

［９］　李佳，徐玲，蒋岚．血脂异常对胰岛β细胞功能和胰岛素敏感性的
影响［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０，３９（１７）：２２６４２２６６．

［１０］　ＮｉｓｋａｎｅｎＬ，ＬａａｋｓｏｎｅｎＤＥ，ＬｉｎｄｓｔｒｏｍＪ，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ａｓ
ｈａｒｂｉｎｇｅｒｏｆ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ｉｔｈｉｍｐａｉｒｅ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ｏｌ
ｅｒａｎｃｅ［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ａｒｅ，２００６，２９（３）：７０９７１１．

［１１］　ＳｈｉＹ，ＣｈｅｎＷ，ＪａｌａｌＤ，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ｈｙｐｅｒｕｒｉｃｅｍｉａｉｎ
ＩｇＡ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Ｋｉｄｎｅｙ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３５（３）：１５３
１６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０）

·９３８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全科临床论著·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成功复位后残余头晕的研究
章燕幸，吴承龙，肖桂荣，钟芳芳

【摘　要】　目的　评估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患者成功复位后残余头晕的发生率和特点，以及与之相关的因素。方
法　前瞻性研究１０９例复位成功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患者，所有患者一直随访到头晕完全缓解。分析其残余头晕
的特点和相关的临床因素。结果　１０９例患者中男性４２例，女性６７例，平均（５２．０±１０．２）岁，６１（５４％）例有复位后残
余头晕。残余头晕有２类：持续的头昏目眩和发生在头部运动、站立或行走时的短暂头晕不稳感。头晕持续（９．２±
１０．５）ｄ，３个月随访期内多数患者残余头晕在２０ｄ内消退。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年龄［ＯＲ＝１．０４８，９５％ＣＩ
（１．００２～１．０９５）］和复位前眩晕持续的时间［ＯＲ＝１．２００，９５％ＣＩ（１．０２５～１．４０５）］是残余头晕的独立危险因素；性别、受
累侧、病变半规管、眩晕持续时间、治疗前眩晕发作次数、复位次数、ＢＰＰＶ的病因以及合并症（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冠心
病、高脂血症）等人口特征和临床参数与结局无明显相关。结论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患者成功复位后残余头晕发
生率高，未经特殊治疗３个月内都能自行缓解。早期成功复位能降低残余头晕发生率。
【关键词】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物理医学；半规管；复位；残余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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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ｂｅｎｉｇｎ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ｔｉｇｏ，ＢＰＰＶ）是最常见的周围性眩晕，研究显
示，管石复位术是 ＢＰＰＶ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１－３］。

尽管管石复位术能改善眩晕，仍有部分患者描述在复

位成功后残留非特异性症状如头昏或行走漂浮感。本

研究评估了成功复位后残余头晕的特点和发生率，以

及与之相关的因素。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期间被神经

基金项目：浙江省医药卫生科学研究基金计划 Ａ类资助项目
（２００９Ａ２０７）；绍兴市２００９年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０９Ａ３３０１５）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绍兴医院）神经内
科

通讯作者：章燕幸，电子信箱：ａｕｗｘｆ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内科确诊为 ＢＰＰＶ并行管石复位术成功复位的患者
１０９例。所有患者均进行详细的病史询问以及神经系
统体格检查，包括ＤｉｘＨａｌｌｐｉｋｅ试验、仰卧侧头位试验、
头颅ＭＲＩ、纯音测听法和声导抗检查等。入组标准：①
有因头位改变诱发的短暂眩晕发作史。②潜伏期３～
５ｓ，持续时间 ＜６０ｓ，呈疲劳性。③特征性试验：Ｄｉｘ
Ｈａｌｌｐｉｋｅ试验阳性和／或仰卧侧头位试验阳性。排除
标准：①管石复位术禁忌症；②急性期接受过其他物理
治疗；③期间并发其他疾病影响头晕如神经系统病变、
控制不良的高血压、眼科疾病、酒精中毒和其他前庭病

变者。

１２　诊疗方法
１２１　前瞻性研究　收集患者的人口学特征、临床表
现和合并症（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高脂血症

等）。临床特征包括受累侧、病变半规管、眩晕持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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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治疗前眩晕发作次数、复位次数以及 ＢＰＰＶ的病
因。眩晕持续时间定义为从首次发作到成功复位治疗

的时间，并非单次眩晕发作的时间。ＢＰＰＶ病因分为特
发性、继发性，后者包括前庭神经元炎、梅尼埃病或创

伤（头部创伤１周内）等。
１２２　特征性试验　ＤｉｘＨａｌｌｐｉｋｅ试验是垂直半规管
ＢＰＰＶ的诊断试验［２］，后半规管 ＢＰＰＶ（ＰＣＢＰＰＶ）表现
垂直上视和旋转性眼震（右半规管顺时针、左半规管逆

时针），前半规管ＢＰＰＶ（ＡＣＢＰＰＶ）表现垂直下视和旋
转性眼震（右半规管逆时针、左半规管顺时针）。仰卧

侧头位试验是水平半规管 ＢＰＰＶ（ＨＣＢＰＰＶ）的诊断试
验［２］，出现水平位置性眼震为水平半规管疾病。

１２３　复位成功标准　患者接受相应的管石复位术
直至复位成功，ＰＣＢＰＰＶ采用 Ｅｐｌｅｙ法或 Ｓｅｍｏｎｔ法，
反向Ｅｐｌｅｙ法和 ｂａｒｂｅｃｕｅ旋转分别用于 ＡＣＢＰＰＶ和
ＨＣＢＰＰＶ。复位成功标准［１－２］：位置性眩晕和眼震消

失，位置试验阴性。复位成功后，每周随访患者收集有

关残余头晕的信息。所有患者通过门诊或电话随访３
个月，复位结果分为完全缓解或部分恢复伴有残余头

晕。残余头晕定义为复位后不稳定感或头昏目眩不伴

有旋转性和／或位置性眩晕。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包，比较
复位后完全缓解和部分恢复的患者的特征。计数资料

用率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ｘ±
ｓ）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对影响ＢＰ
ＰＶ的多因素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按α＝０．０５作为
检验标准，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１０９例患者纳入此前瞻性研究，其中男性４２例，
女性６７例，平均年龄（５２．０±１０．２）岁，后半规管 ７９
例，水平半规管１５例，前半规管１０例，混合管型５例。
复位成功后，６１（５４％）例有复位后残余头晕。残余头
晕有２类：持续的头昏目眩和发生在头部运动、站立或
行走时的短暂头晕不稳感。３２例患者持续头晕，１７例
间歇头晕，１２例２种头晕都有，头晕持续时间（９．２±
１０．５）ｄ。３个月随访期内，多数患者残余头晕在２０ｄ
内消退，３个月后无一例有头晕。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显示年龄［ＯＲ＝１．０４８，９５％ＣＩ（１．００２～１．０９５）］
和复位前眩晕持续的时间［ＯＲ＝１．２００，９５％ＣＩ
（１．０２５～１．４０５）］是残余头晕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
１，２。性别、受累侧、病变半规管、治疗前眩晕发作次
数、复位次数、ＢＰＰＶ的病因以及合并症（包括高血压、
糖尿病、冠心病、高脂血症）等人口特征和临床参数与

结局无明显相关。

表１　 完全恢复组和部分恢复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ｎ 眩晕持续时间（ｄ）
受累半规管（例）

后半规管 水平半规管 前半规管 混合管型

眩晕发作次数

１～５ ６～１０ ＞１０
病因（例）

特发性 继发性

完全恢复 ４８ ４．７７±２．７５４ ３５ ６ ５ ２ １５ ２１ １２ ４２ ６
部分恢复 ６１ ６．７９±３．６２９ ４４ ９ ５ ３ ２４ ２３ １４ ４７ １４
统计值 －３．１９２ ０．４３３＃ ０．７８２＃ １．９５８＃

Ｐ值 ０．００２ ０．９６３ ０．６７６ ０．１６２

组别 ｎ
复位次数（次）

１ ２ ３
年龄（岁） 女性（例） 右侧（例）

高血压

（例）

糖尿病

（例）

冠心病

（例）

高脂血症

（例）

完全恢复 ４８ ２７ １３ ８ ４９．５４±１０．０１５ ３３ ３０ １５ ８ ９ １３
部分恢复 ６１ ３６ １４ １１ ５３．８９±１０．０１３ ４０ ４２ ２１ １１ １３ １５
统计值 ０．２５０＃ －２．２４８ ０．１２３＃ ０．４８３＃ ０．１２３＃ ０．０３５＃ ０．１０９＃ １．００９＃

Ｐ值 ０．８８３ ０．０２７ ０．７２６ ０．４８７ ０．７２６ ０．８５２ ０．７４１ ０．３１５

　　注：为ｔ值，＃为χ２值。

３　讨论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是因特定头位改变而诱发
的阵发性短暂眩晕，发病率约为６４／１００００，终身患病
率约为２．４％。发病高峰在５０～７０岁，女性发病率是
男性的２倍［１］。来自椭圆囊的碳酸钙结晶（耳石）是

ＢＰＰＶ的发病基础，对其病理生理过程的解释目前存在
２种假说。Ｓｃｈｕｋｎｅｃｈｔ（１９６９）［２］提出了壶腹嵴顶耳石
症（ｃｕｐｕ１ｏｌｉｔｈｉａｓｉｓ）学说，认为来自椭圆囊的变性耳石
脱落后粘附于后半规管壶腹嵴顶，从而使其对重力变

化的敏感性增加。Ｈａｌｌ（１９７９）［２］提出管石症（ｃａｎａｌｉｔｈ
ｉａｓｉｓ）学说，认为变性耳石颗粒并非粘附于后半规管壶
腹嵴，而是悬浮于半规管长臂的内淋巴中，当头部处于

激发位时，内淋巴中稠密物运动引起内淋巴流动而使

壶腹嵴受牵引偏移出现症状。基于上述理论多种管石

复位术应运而生，目的在于使管石碎片从半规管移除

到椭圆囊，已经成为ＢＰＰＶ的一线治疗方法［１－２］。

本研究中 Ｅｐｌｅｙ法和 Ｓｅｍｏｎｔ法用于 ＰＣＢＰＰＶ，反
向Ｅｐｌｅｙ法和ｂａｒｂｅｃｕｅ旋转分别用于ＡＣＢＰＰＶ和ＨＣ
ＢＰＰＶ。尽管管石复位术改善了眩晕和眼震，仍有５４％
的患者描述在复位成功后残留头晕。年龄和复位前眩

晕持续的时间是患者管石复位术后发生残余头晕的独

立危险因素。老年人 ＢＰＰＶ发病率增高，可能与内耳
血管病变、耳石形态学改变有关［１］。既往研究发现复

位后姿势不稳定的严重度取决于 ＢＰＰＶ持续的时
间［４］。１／３的老人在１年中至少跌倒过１次，由于害怕
跌倒导致活动受限［５］。老年 ＢＰＰＶ患者常表现头昏和
平衡不稳感，而不是典型的位置性眩晕，可能是由于无

意识的限制活动避免眩晕激发位，并非是对前庭刺激

的感知能力下降［５］。因此，老年 ＢＰＰＶ患者不易被识
别，成功复位前眩晕持续的时间比年轻（下转第１８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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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抑郁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脂的影响
何成毓，林玲，杨大英，李洁琪

【摘　要】　目的　探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抑郁发生状况及其与血脂水平之间的关系。方法　检测每位入选者的血清
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酯（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用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
对每位高血压患者进行抑郁评分，根据评分结果再分为抑郁组、无抑郁组２个亚组，将所有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
果　与对照组比较，抑郁组及无抑郁组ＴＧ、ＴＣ、ＬＤＬＣ水平均明显升高（均Ｐ＜０．０５）；ＨＤＬＣ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没有统
计学意义。在高血压抑郁组、无抑郁组间Ｔ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５．０３±１．１３）比（５．６５±１．６９）ｍｍｏｌ／Ｌ，Ｐ＜０．０５）］；
ＴＧ、ＬＤＬＣ水平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相关分析显示ＳＤＳ评分与ＴＣ、ＴＧ、ＬＤＬＣ有负相关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结论　抑郁可能影响血脂代谢，可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　抑郁；高血压；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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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ｎｏ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ＳｃｏｒｅｏｆＳＤＳｗａ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Ｃ，ＴＧａｎｄ
ＬＤＬＣ，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ａｙｂｅａｆｆｅｃｔｌｉｐｉ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ｔｈｅ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ｍａｙｂｅａ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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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公共问题，是
心脑血管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高血压的发生发展受

遗传、肥胖、吸烟、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长期的精神异常如抑郁也是高血压的促发因

素［１］。部分研究［２］认为抑郁患者存在血脂代谢紊乱，

高血压伴有长期血脂异常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率或使原有病情加重。为探讨高血压患者抑郁发生情

况及对血脂可能存在的影响，对我院收治的部分原发

性高血压患者进行研究，以期为防治抑郁，控制血压、

血脂提供合理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入选高血压患者１１８例，为２０１１年１
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间在心内科住院确诊的非正规治疗
且入院前１月内未服用降脂药者，其中男性５８例，女
性６０例，平均年龄（６２．３７±７．６７）岁。高血压诊断标
准符合２０１０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３］。选择同期门

诊健康体检非抑郁者６０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３０
例，女性３０例，平均年龄（６１．５０±６．５８）岁。所有入选
者均排除以下情况：有器质性脑病、糖尿病、炎症、甲状

基金项目：海南省卫生厅科研基金（琼卫２０１１７８）
作者单位：５７２０００海南省三亚市，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何成毓，

林玲，杨大英）；５５０００４贵阳市，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心内科
（李洁琪）

通讯作者：何成毓，电子信箱：ｈｃｙｕ１０２０＠１６３．ｃｏｍ

腺疾病、嗜铬细胞瘤、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慢性肝病

或肾病病史者。

１２　研究方法　对研究对象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ＳＤＳ）进行问卷调查评分，ＳＤＳ由 ２０个问题条目组
成。入选者根据自己当时心理情绪状况作出回答，按

严重程度分为４个等级，分制记１，２，３，４分。累积２０
项问题分数得出原始分，再乘以１．２５取其整数部分得
到标准分。

１３　血生化指标测定　空腹８ｈ以上，抽肘静脉血分
离血清，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 ＴＣ、ＴＧ、
ＨＤＬＣ、ＬＤＬＣ。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包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
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变量间相关性
采用直线相关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果
　　１１８例高血压患者中抑郁患者５０例，抑郁发生率
为４２．４％。抑郁组及无抑郁组 ＴＧ、ＴＣ、ＬＤＬＣ水平均
高于对照组（均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Ｇ在
抑郁组及无抑郁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抑郁组 ＴＣ
低于无抑郁组（Ｐ＜０．０５）。ＨＤＬＣ在各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抑郁组ＳＤＳ高于对照组及无抑郁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下转第１８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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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剂量辛伐他汀对 ＳＴＥＭＩ患者 ＰＣＩ术后的影响
宋颖，于彦伟，冯薇，于阳，李晶洁

【摘　要】　目的　探讨术前不同剂量辛伐他汀对急性 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
（ＰＣＩ）术后氧化应激水平和炎症的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双盲方法将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患者 ＰＣＩ术前
给予４０ｍｇ辛伐他汀，对照组患者ＰＣＩ术前给予２０ｍｇ辛伐他汀。比较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１２ｈ的氧化应激水平和炎
症反应。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的氧化应激水平和炎症因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术后的 ＮＯ
（５１．８２±１０．８９）高于对照组患者（４７．０８±１１．６３）；治疗组患者术后的ＥＴ１［（４．４２±１．０８）ｎｇ／Ｌ］、ＩＬ１０［（１５．０２±５．５８）
ｎｇ／Ｌ］、ＨｓＣＲＰ［（２６．８３±１０．１７）ｎｇ／Ｌ］低于对照组患者 ＥＴ１［（４．７９±１．１７）ｎｇ／Ｌ］、ＩＬ１０［（１８．９２±８．９３）ｎｇ／Ｌ］、Ｈｓ
ＣＲＰ［（３２．１６±１０．６５）ｎｇ／Ｌ］。结论　术前给予４０ｍｇ辛伐他汀一次性负荷剂量对ＳＴＥＭＩ患者的治疗效果优于术前给予
２０ｍｇ辛伐他汀。
【关键词】　心肌梗死，ＳＴ段抬高型；氧化应激；炎症因子；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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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ｃｏｒｏ
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ＣＩ）的广泛开展，急性 ＳＴ段抬高型
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患者的早期病死率显著下降，但住
院期间心脏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会严重影响患者预

后［１］。ＰＣＩ术前给予负荷剂量的辛伐他汀可以改善患
者预后［２］，减少患者住院期间不良事件的发生［３］。但

目前临床对 ＰＣＩ术前辛伐他汀的剂量尚缺乏系统研
究，因此本研究不同剂量辛伐他汀对 ＳＴＥＭＩ患者术后
氧化应激水平、血管内皮功能和炎症因子的影响进行

探讨，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在我
院住院治疗的 ＳＴＥＭＩ患者１３４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６７例。患者均符合１９７９
年ＷＨＯ公布的ＳＴＥＭＩ诊断标准：①下壁导联ＳＴ段抬
高＞０．１ｍＶ或两个以上相邻胸前导联 ＳＴ段抬高 ＞
０．２ｍＶ；②缺血性胸痛持续＞３０ｍｉｎ；③心肌酶学指标

基金项目：黑龙江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１１５４１１７０）
作者单位：１５０００１哈尔滨市，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心内二
通讯作者：于彦伟，电子信箱：ｏｍｉｔ０７９２＠１２６．ｃｏｍ

肌酸激酶同工酶升高大于正常上限２倍。满足以上３
条或满足① ＋②或① ＋③条件者即可被诊断为 ＳＴＥ
ＭＩ。纳入研究对象术前均未服用过他汀类降脂药物。
排除标准：①严重肝功能不全；②既往６个月内急性心
肌梗死病史；③既往心脏外科手术史；④既往６个月内
脑血管病史；⑤严重的出血倾向；⑥恶性肿瘤；⑦严重
的创伤。治疗组患者年龄（５８．９１±１１．２６）岁，ＢＭＩ
（２４．８２±２．９６）ｋｇ／ｍ２。男性４３人，女性２４人；对照组
患者年龄（６０．０１±９．９２）岁，ＢＭＩ（２４．３１±３．１４）ｋｇ／
ｍ２。男性４６人，女性２１人。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
病情、身体质量指数（ＢＭＩ）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治疗组在ＰＣＩ术前一次性服用４０ｍｇ
辛伐他汀，对照组在术前一次性服用２０ｍｇ辛伐他汀。
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氧化应激水平和炎症反应。

１３　观察指标　分别于患者服药前和 ＰＣＩ术后１２ｈ
采肘静脉血５ｍｌ，采血后４ｈ内于４℃环境下离心１５
ｍｉｎ，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为１０ｃｍ，取上清液后加入
２．５μｇ／ｍｌ的抑肽酶，置于 －８０℃冰箱中保存备用。
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内皮素（ＥＴ１）水平。采用双抗
体夹心固相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法测定超敏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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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血浆白细胞介素１０（ＩＬ１０）、丙二
醛（ＭＤＡ）、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的水平。试剂盒均
购自北京中昊时代生物技术中心，美国Ｔｈｅｒｍｏ公司的
ＭＫ３型酶标仪读取Ａ值。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统计分析，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氧化应激水平和炎症因子变化采用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ｑ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氧化应激水平和炎症因子
变化　两组患者术前的氧化应激水平和炎症因子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的一
氧化氮（ＮＯ）、ＥＴ１、ＩＬ１０、ＨｓＣＲＰ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ＳＴＥＭＩ患者治疗前后的氧化应激水平和炎症因子变化（±Ｓ）

组别 ｎ
ＭＤＡ（μ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ＮＯ（μ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ＥＴ１（ｎ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６７ １０．２９±４．５８ １１．８２±５．４３ ４５．４３±１１．２７ ５１．８２±１０．８９ ４．７３±１．０９ ４．４２±１．０８
对照组 ６７ １１．０３±４．８９ １２．１３±５．９３ ４６．１０±９．０８ ４７．０８±１１．６３ ４．８２±１．１３ ４．７９±１．１７
ｑ值 ０．８２９ ０．１４７ ０．３２９ ２．８７２ ０．４１２ ２．０３６
Ｐ值 ０．４１３ ０．８８２ ０．７４３ ０．０１８ ０．６８９ ０．０４３

组别 ｎ
ＳＯＤ（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１０（ｎ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ＨｓＣＲＰ（ｎ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６７ ７８．１３±１８．１２ ８１．８９±２２．２５ ８．３８±４．５２ １５．０２±５．５８ ２３．２９±８．９３ ２６．８３±１０．１７
对照组 ６７ ７７．７９±１９．３１ ８０．３８±２１．３４ ７．５９±３．６６ １８．９２±８．９３ ２３．０４±８．９９ ３２．１６±１０．６５
ｑ值 ０．２２３ ０．４６８ ０．６５１ ２．７２９ ０．２１２ ２．３２７
Ｐ值 ０．８３１ ０．６５２ ０．５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８２９ ０．０２１

２２　安全性评价　两组患者在出院前后的随访中均
未出现肌酶升高和肝功能异常。

３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有局部及全身炎症反应参与［４］。

ＰＣＩ术后炎症加重程度和患者预后有关［５］。炎症反应

是心肌梗死和缺血 －再灌注损伤中的重要环节，可导
致内皮功能下降、血管内皮损伤、组织再灌注不良、心

肌微循环堵塞及白细胞浸润心肌等，其结果是心功能

受损及心肌细胞的凋亡。ＰＣＩ术可以损害血管内皮功
能并加重血管狭窄部位斑块的炎症反应［６］。目前的基

础研究发现，如果能够抑制心肌梗死急性期的炎症反

应从而提高抗炎因子的水平，可以改善心肌重构，降低

心肌细胞凋亡，保护心功能［７－８］。本研究中 ＳＴＥＭＩ患
者的ＨｓＣＲＰ水平升高，炎症因子在术后仍维持在较
高水平。ＳＴＥＭＩ患者在行ＰＣＩ术后的氧化应激水平和
炎症因子在短期内不能下降，甚至有所升高。但较之

于２０ｍｇ的辛伐他汀用量，４０ｍｇ的辛伐他汀可以有效
改善ＰＣＩ术后的血管内皮功能，抑制炎症水平。他汀
类药物对患者炎症因子的抑制作用可能与其抑制中性

粒细胞的活化有关。汤学超等［９］研究发现，ＰＣＩ术前
应用４０ｍｇ阿托伐他汀可以抑制中性粒细胞的活化，
抑制ＰＣＩ相关炎症。

造影剂肾病是 ＰＣＩ术后的常见并发症，造影剂导
致的细胞外高渗环境通过氧自由基诱导的氧化应激反

应可以导致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损伤肾功能。本研

究应用辛伐他汀短期内对患者的氧化应激水平影响不

大，可能与本研究样本量不够大或未设立阴性对照组

有关。他汀类药物最主要的不良反应是肌溶解症及肝

功能损害。但这些反应已被证实与剂量无关联［１０］。

本次研究结果提示，ＳＴＥＭＩ患者的收缩血管物质、

氧化应激水平和炎症因子均处于较高水平，而舒张血

管物质、抗炎因子和抗氧化应激酶处于一个较低水平。

术前应用４０ｍｇ的辛伐他汀可以有效改善ＳＴＥＭＩ患者
ＰＣＩ术后的内皮功能损害和炎症水平升高，疗效安全
可靠，建议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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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和骨代谢含量的变化
李钦云，陈峥，张守字，张力，武海燕，马丽，于佳，陈楠，刘佳文

【摘　要】　目的　探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和骨代谢含量的变化，寻找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的危险因素。
方法　入组１４３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正常对照组１４０例，空腹抽血测定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总Ｔ３、总Ｔ４、游离Ｔ３、游离
Ｔ４和甲状旁腺激素、β胶原特殊序列、ＮＭＩＤ骨钙素。结果　阿尔茨海默病组总Ｔ４［ＡＤ组（１０９．３６±２２．７０）ｎｍｏｌ／Ｌ，对
照组（１２３．２９±２１．７７）ｎｍｏｌ／Ｌ］和游离Ｔ４［ＡＤ组（１１．６１±２．３６）ｐｍｏｌ／Ｌ，对照组（１２．８８±２．２４）ｐｍｏｌ／Ｌ］，显著降低（Ｐ＜
０．０５），而促甲状腺激素和总 Ｔ３、游离 Ｔ３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Ｄ组甲状旁腺激素［ＡＤ组（４４．４５±
７．４１）ｐｇ／ｍｌ，对照组（３４．４９±６．８２）ｐｇ／ｍｌ］显著增高（Ｐ＜０．０５），而ＮＭＩＤ骨钙素、β胶原特殊序列和钙离子浓度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血清甲状腺激素和甲状旁腺激素可能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发病中起着部分作用。
【关键词】　阿尔茨海默病；甲状腺激素；甲状旁腺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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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ｔｏｔａｌｔｒｉｉｏｄｏｔｈｙｒｏｎｉｎｅａｎｄｆｒｅｅＴ３（Ｐ＞０．０５）．ｐａｒａｔｈｙｒｏｉ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ｉｎＡ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ｒｕｍ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ＡＤｃａｓｅ（４４．４５±７．４１）ｐｇ／ｍ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３４．４９±６．８２）ｐｇ／ｍｌ，Ｐ＜０．０５］；βＣｒｏｓｓｌａｐｓ，ＮＭＩＤＯｓｔｅｏｃａｌ
ｃｉｎｉ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Ｄｃａｓ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ｙｒｏｉ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ａｎｄｐａｒａｔｈｙｒｏｉｄｈｏｒ
ｍｏｎｅｍａｙｂｅｐｌａｙａｐａｒｔｒｏｌｅｏｆＡｌｚｈｅｒｍ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ｈｙｒｏｉ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Ｐａｒａｔｈｙｒｏｉｄｈｏｒｍｏｎｅ

　　阿尔茨海默病（Ａｌｚｈｅｒｍ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Ｄ）是一种常
见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脑变性疾病，由于其慢性性、长期

性、精神行为症状的高发性和高致残性，给家庭、社会

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是老龄化社会面临的严

峻问题。甲状腺激素（Ｔｈｙｒｏｉ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ＴＨ）可调控脑
发育所需的蛋白质、磷脂以及一些特殊酶的合成，对促

进和维持学习和记忆等智能活动极为重要［１］。

关于 ＴＨ和 ＡＤ之间的相互关系尚存在争论。
Ｔｈｏｍａｓ等（１９８７年）和 Ｋａｌｍｉｊｎ等（２０００年）研究认为
ＴＨ是ＡＤ发生的危险因素。过低和过高水平的促甲
状腺激素（ｔｈｙｒｏｉｄ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ＴＳＨ）增加女性
发生ＡＤ的风险［２］。Ｖｏｌｐａｔｏ等（２００２年）研究显示总
Ｔ４（ｔｏｔａｌｔｈｙｒｏｘｉｎｅ，ＴＴ４）在正常范围内下降是老年女性
３年后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的危险因素。一般认为甲状
腺激素低下使老年人认知功能受到损害［３］。但也有研

究持相反的观点。总之，ＡＤ患者甲状腺功能与认知功
能之间的关系还不清楚，为此，我们筛选新入院的 ＡＤ
患者进行了甲状腺功能的横断面比较，同时测定了骨

代谢标记物。旨在寻找 ＡＤ的发病危险因素，为治疗

基金项目：首都卫生发展基金（２０１１２０１９０１）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９５北京市，北京老年医院痴呆科（李钦云，陈峥，张守字，

张力，武海燕，马丽，刘佳文）；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医学研究

中心（陈楠）；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立老年研究所遗传学实

验室（于佳）

通讯作者：陈峥，电子信箱：ｐａｕｌ＿Ｃ９９＠ｓｉｎａ．ｃｏｍ

提供理论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病例来源于北京老年医院痴呆科
２０１１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符合入组标准的新住院
ＡＤ患者，共计１４３例，其中男性７６例，女性６７例，年
龄６０～９３岁，平均（７６．９６±７．５８）岁。受教育年限
（１０．７１±４．５０）年。所有受试对象均经痴呆科两名高
年资主治医师以上职称人员确诊，并决定是否采纳入

组。

　　入组标准：符合美国（ＤＳＭＩＶ）的痴呆的诊断标
准；美国国立神经病及语言障碍和卒中研究所 －阿尔
茨海默病及相关疾病学会（ＮＩＮＣＤＳＡＤＲＤＡ）制定的
可能ＡＤ的诊断标准；简明精神状态量表（ＭＭＳＥ）评
分０～２４分：ＣＴ或ＭＲＩ显示颞叶萎缩明显，海马结构
变小，脑室扩大；无心、肝、肾、肺疾病，无脑外伤、脑部

感染疾病和精神疾病史。

排除标准：Ｈａｃｈｉｎｓｋｉ缺血指数评分≥４分（血管性
痴呆或混合性痴呆），ＨＡＭＤ≥１７分（中、重度抑郁）。
对所有受试者做到知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或

其监护人签署）。

正常对照组来自本院健康体检中心，无神经精神

疾病史，无卒中和痴呆家族史。共计１４０例，其中男性
７０例，女性 ７０例。年龄 ６０～９５岁，平均年龄
（７５．１４±１２．９８）岁，受教育年限（９．５８±４．６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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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组和对照组比较，性别、年龄（ｔ＝０．９２９，Ｐ＝
０．３５４）、受教育年限（ｔ＝１．００８，Ｐ＝０．３１５）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实验室检查　清晨空腹采取静脉血３ｍｌ，３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后分离血浆，放置在－８０℃冰箱内保存，成
批待测。甲状腺功能测定仪为我院检验科引进的

ＢＥＣＫＭＥＮＣｏｕｌｔｅｒＤＸＩ８００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
Ｅ６０１仪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骨代谢。所用试剂均为
原装配套相应的试剂盒。甲状腺功能包括促甲状腺激

素（ｔｈｙｒｏｉｄ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ＴＳＨ）、总 Ｔ３（ｔｏｔａｌｔｒｉｉｏ
ｄｏｔｈｙｒｏｎｉｎｅ，ＴＴ３）、总Ｔ４（ｔｏｔａｌｔｈｙｒｏｘｉｎｅ，ＴＴ４）、游离 Ｔ３
（ｆｒｅｅＴ３，ＦＴ３）、游离Ｔ４（ｆｒｅｅＴ４，ＦＴ４）五项。骨代谢包
括：甲状旁腺激素（ＰＴＨ）、β胶原特殊序列（βＣｒｏｓｓ
ｌａｐｓ）、ＮＭＩＤ骨钙素（ＮＭＩＤ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三项。
１２２　所用神经心理评定量表　简易精神状态评定
量表（ｍｉｎ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ＭＳＥ），包括时间
定向、地点定向、即刻记忆、注意和计算力、延迟记忆、

语言和视空间７个方面的内容，共３０个题目，回答正
确１分，错误０分，满分３０分，测验成绩和文化水平有
关，正常划界值为文盲≥１７分，小学≥２０分，初中及以
上≥２４分。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ＤａｉｌｙＬｉｖｉｎｇＳｃａｌｅ，
ＡＤＬ），由ＬａａｔｏｎａｎｄＢｒｏｄｙ于１９６９年编制，评定受试
者的日常生活能力。ＡＤＬ共有１４项组成，包括：①躯
体生活自理能力６项（上厕所、进食、穿衣、梳洗、行走
和洗澡）；②使用工具的能力（打电话、购物、散步、做
家务、洗衣、使用交通工具、服药和自理财务）。该量表

评分为４级，总分 ＜１６分为完全正常，＞１６分提示有
不同程度的功能下降，单项分１分为正常，２～４分为
功能下降，凡２项或以上≥３分，或总分≥２２分提示有
明显功能障碍。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
ＨＡＭＤ）是临床上评定抑郁状态时应用最为普遍的量
表，２４项版本，适用于有抑郁症状的成人。总分能够
较好的反映疾病严重程度，也能很好的衡量治疗效果，

是经典和被公认的抑郁评定量表。采用０～４分的５
级评分法。≤７分无抑郁症状。

Ｈａｃｈｉｎｓｋｉ缺血指数量表 （Ｈａｃｈｉｎｓｋｉ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ｓｃａｌｅ，ＨＩＳ）是１９７５年编制，以后作了修改，称为“改良
的局部缺血量表”。ＨＩＳ由１３个项目组成，累计总分
１８分，得分在４分以下属于阿尔茨海默病痴呆，７分以
上属于血管性痴呆。该量表多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痴呆

和血管性痴呆的鉴别。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资料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包进行
统计。性别的组间比较用的是 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
ｘ±ｓ）表示，两样本的均数比较用独立样本的 ｔ检验。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甲状腺激素的比较　ＡＤ组和对照组比较，ＴＴ４
和ＦＴ４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ＴＳＨ、

ＴＴ３、ＦＴ３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ＡＤ组和对照组之间血清甲状腺相关激素的含量比较

组别 ｎ
ＴＳＨ

（μＩＵ／ｍｌ）

总Ｔ３

（ｎｍｏｌ／ｌ）

总Ｔ４

（ｎｍｏｌ／ｌ）

游离Ｔ３

（ｐｍｏｌ／Ｌ）

游离Ｔ４

（ｐｍｏｌ／Ｌ）
ＡＤ组 １４３ １．８５±０．４２ １．４０±０．３９ １０９．３６±２２．７０ ４．２５±０．６６ １１．６１±２．３６
对照组 １４０ ２．０３±０．９４ １．５２±０．３９ １２３．２９±２１．７７ ４．４１±０．６５ １２．８８±２．２４
ｔ值 ０．５７ １．３３ ２．６４ １．０６ ２．３２
Ｐ值 ０．５７ 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２

２２　骨代谢三项和钙离子浓度比较　只有甲状旁腺
激素ＡＤ组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 ＮＭＩＤ骨
钙素、β胶原特殊序列和钙离子浓度无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骨代谢和血清Ｃａ２＋含量之间的比较

组别 ｎ
ＰＴＨ

（ｐｇ／ｍｌ）

ＮＭＩＤ骨钙素

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ｎｇ／ｍｌ）

β胶原特殊

序列（ｎｇ／ｍｌ）

Ｃａ２＋

（ｍｍｏｌ／Ｌ）
ＡＤ组 １４３４４．４５±７．４１ ２０．８７±６．１３ ０．７２±０．４１ ２．２１±０．１１
对照组 １４０ ３４．４９±６．８２ ２０．４５±５．４ ０．６８±０．３１ ２．２１±０．１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在腺垂体分泌的 ＴＳＨ的作
用下，形成少量 ＴＴ３和大量 ＴＴ４。血循环中 ＴＴ４的
９９．９７％为结合状态，ＴＴ３的９９．７％是结合状态。血浆
中的ＴＴ４完全来自甲状腺，而ＴＴ３中２０％来自甲状腺
直接分泌，８０％来自血浆 ＴＴ４在外周的转化。所以真
正代表甲状腺功能的应该是血清 ＴＴ４浓度。ＦＴ４和
ＦＴ３分别占 ＴＴ４、ＴＴ３的０．０２％和０．２％，ＴＴ４的血清
浓度比ＴＴ３高５０～８０倍。而ＦＴ３的活性比ＦＴ４大３～
５倍。正常甲状腺激素水平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
具有重要的作用。

ｖａｎＯｓｃｈＬＡ等对１７８例ＡＤ患者和２９１例正常老
人的比较发现，ＡＤ患者ＴＳＨ水平虽然在正常范围内，
却显著低于对照组，ＴＳＨ下降可以使 ＡＤ的发病风险
增加３倍，是独立的危险因素。关于６５岁以上老人大
手术后出现１０％ ～２６％谵妄的研究提示，手术影响了
ＴＳＨ的分泌，从而出现认知功能损害［４］。也有研究显

示，甲状腺功能正常的ＡＤ患者，伴有神经精神症状的
患者血清ＴＳＨ浓度低于无神经精神症状的患者，精神
行为症状和ＴＳＨ有关，而认知功能和ＴＳＨ无关［５］。同

样研究认为ＴＳＨ不是 ＡＤ的危险因素，它和脑萎缩无
关［６］。我们的结果显示ＡＤ患者血清ＴＳＨ无显著性变
化，和第二种观点相符。

一些研究认为甲状腺功能亢进，认知下降越明显。

在日本和美国做的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的研究［７］：６６５
例７１～９３岁老人随访 ４．７年，结果显示 ＴＴ３、ＴＴ４、
ＦＴ３、ＦＴ４水平越高，发生痴呆和ＡＤ的危险越大。Ｓｔｕ
ｅｒｅｎｂｕｒｇＨＪ等横断面研究轻、中度ＡＤ患者２２７例，结
果显示 ＦＴ４和认知功能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ＴＴ３、
ＴＴ４和认知功能之间无关，高水平的 ＦＴ４可能产生认
知功能的损害。ＫａｐａｋｉＥ等用多奈哌齐治疗２８例ＡＤ
患者４月，发现ＴＴ４，ＦＴ３，ＦＴ４显著下降，ＴＴ４和ＦＴ４下
降显著，认为多奈哌齐改善认知功能的（下转第１８５７页）

·６４８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全科临床论著·

抑癌基因 ＰＴＥＮ和 ＦＨＩＴ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陈勇，郭伟，李洪涛

【摘　要】　目的　检测抑癌基因ＰＴＥＮ与ＦＨＩＴ蛋白在乳腺癌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联系。方
法　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６８例乳腺癌，２０例癌旁组织中 ＰＴＥＮ和 ＦＨＩＴ蛋白表达，分析其与乳腺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
系。结果　在乳癌组织中，ＰＴＥＮ（χ２＝８．３５１，Ｐ＜０．０１）与ＦＨＩＴ（χ２＝９．７４８，Ｐ＜０．０１）均低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淋
巴结转移组标本，ＰＴＥＮ（χ２＝６．３３８，Ｐ＜０．０５）与ＦＨＩＴ（χ２＝７．２１５，Ｐ＜０．０５）均低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期较晚的
标本中，ＰＴＥＮ（χ２＝１３．３８８，Ｐ＜０．０５）与ＦＨＩＴ（χ２＝１１．０４５，Ｐ＜０．０５）均低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二者在乳腺癌中
表达无相关性。结论　ＰＴＥＮ和ＦＨＩＴ在乳腺癌中有较低的表达，显著低于癌旁乳腺组织。它们的低表达与乳腺癌的发
生发展有一定生物学意义。它们在乳癌中表达无相关，提示这两种蛋白表达可能是相对独立的事件。二者可作为判断

乳腺癌生物学行为和临床预后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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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地威
胁着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近年来发现的第１０号染
色体同源丢失性磷酸酶基因、张力蛋白基因（ＰＴＥＮ）和
脆性组氨酸三联体基因（ＦＨＩＴ）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
可能有密切的联系。本文拟用免疫组化法检测乳腺癌

及癌旁组织中ＰＴＥＮ和ＦＨＩＴ蛋白表达，分析其与乳腺
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探讨二者在乳腺癌的发生发

展中有无相关性或协同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乳腺癌手术
标本（术前均未采用化、放疗）６８例，癌旁乳腺组织（距
离肿瘤边缘３ｃｍ以上）２０例作为对照组。６８例乳腺
癌患者年龄２６～７５岁，平均４５．６岁，均为女性。所有
病例经病理确诊，有完整的临床和病理资料。病理类

型为导管癌５６例，小叶癌１２例。临床 ＴＮＭ分期，Ⅰ
期１９例，Ⅱ期３２例，Ⅲ ～Ⅳ期１７例。术后经病理报
告证实有淋巴结转移者４４例，无淋巴结转移者２４例。
１２　检测试剂　鼠抗人 ＰＴＥＮ多克隆抗体，鼠抗人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二
病区

通讯作者：陈勇，电子信箱：３１３６０２８５＠ｑｑ．ｃｏｍ

ＦＨＩＴ多克隆抗体，ＥｌｉＶｉｓｉｏｎＴＭ ＰｌｕｓＫＩＴ９９０３（Ａ、Ｂ）检
测试剂盒和液体 ＤＡＢ（二氨基联本胺）酶底物显色试
剂盒。均来自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公司。

１３　检测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Ｅｌｉｖｉｓｉｏｎ法染色，实验
步骤遵照试剂盒说明书。每张蜡块连续切片３张，厚
度约４μｍ，其中１张做ＨＥ染色，另２张备染。切片脱
蜡、脱水及水化后，微波修复抗原，相继滴加一抗、二

抗、链霉素抗生物素蛋白 －过氧化物酶溶液，再用
ＤＡＢ显色，苏木素复染，梯度乙醇脱水干燥，二甲苯透
明，中性树胶封片。ＰＢＳ缓冲液（０．０１ｍｏｌ／Ｌ，ｐＨ７．４）
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结果定阴性；福州迈新公司提供

的已知阳性切片作阳性对照，结果定阳性。

１４　判定标准　由病理科两位高年资医师双盲法对
染色结果进行评定。ＰＴＥＮ和 ＦＨＩＴ蛋白表达均以细
胞浆或细胞核显示棕黄色或棕褐色定阳性，在同张切

片中随机选取１０个高倍视野，观察每个视野的１００个
癌细胞，计数阳性细胞所占的百分数。按其百分比记

分：＜１０％为（－），１１％～２５％为（＋），２６％ ～５０％为
（＋＋），＞５０％为（＋＋＋）。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采用 χ２

检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分析对数据进行处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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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取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ＰＴＥＮ和ＦＨＩＴ的表达情况　６８例乳腺癌组织中
有３７例 ＰＴＥＮ蛋白阳性表达（阳性率为５４．４％），２０
例癌旁组织中有 １８例 ＰＴＥＮ呈阳性表达（阳性率为
９０．０％），二者阳性表达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８．３５１、Ｐ＜０．０１）。６８例乳腺癌组织中３９例 ＦＨＩＴ蛋
白阳性表达（阳性率为５７．４％），２０例癌旁组织中有
１９例ＦＨＩＴ蛋白阳性表达（阳性率为９５．０％），二者阳
性表达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９．７４８，Ｐ＜０．０１）。
见图１～４（见封三）。
２２　ＦＨＩＴ与ＰＴＥＮ蛋白在乳腺癌中表达的相关性分
析　６８例乳腺癌组织中，３１例 ＰＴＥＮ蛋白阴性表达，
２９例ＦＨＩＴ蛋白阴性表达。其中：ＦＨＩＴ与 ＰＴＥＮ同表
达（－）１６例，同表达（＋）１３例，同表达（＋＋）３例，
同表达（＋＋＋）２例。表达完全一致复合率５０．０％

（３４／６８），经统计学处理，两者无相关关系（ｒ＝０．１６８，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ＰＴＥＮ与ＦＨＩＴ蛋白表达的相关

ＰＴＥＮ蛋白
表达

ＦＨＩＴ蛋白表达
－ ＋ ＋＋ ＋＋＋

合计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Ｐ值

－ １６ １０ ４ １ ３１ ｒ＝０．１６８ ０．１７１
＋ ６ １３ ３ ０ ２２
＋＋ ５ １ ３ １ １０
＋＋＋ ２ １ ０ ２ ５
合计 ２９ ２５ １０ ４ ６８

２３　ＰＴＥＮ与ＦＨＩＴ的缺失表达与乳腺癌各临床病理
因素的关系　ＰＴＥＮ与 ＦＨＩＴ蛋白在不同临床分期及
有无淋巴结转移的乳腺癌组织中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而与患者年龄、肿块大小及病理类型无
关（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ＰＴＥＮ和ＦＨＩＴ蛋白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临床病理因素 ｎ
ＰＴＥＮ

－ ＋（％） χ２值 Ｐ值
ＦＨＩＴ

－ ＋（％） χ２值 Ｐ值
病理类型

　导管癌 ５６ ２４ ３２（５７．１） ０．９５４ ０．３２９ ２５ ３１（５５．４） ０．５１７ ０．４７２
　小叶癌 １２ ７ ５（４１．７） ４ ８（６６．７）
年龄（岁）

　≤５０ ４９ ２２ ２７（５５．１） ０．０３４ ０．８５４ ２３ ２６（５３．１） １．３２１ ０．２５１
　＞５０ １９ ９ １０（５２．６） ６ １３（６８．４）
淋巴转移

　－ ２４ ６ １８（７５．０） ６．３３８ ０．０１２ ５ １９（７９．２） ７．２１６ ０．００７
　＋ ４４ ２５ １９（４３．２） ２４ ２０（４５．５）
肿瘤大小

　＜２ｃｍ ２４ ９ １５（６２．５） １．４４０ ０．４８７ １０ １４（５８．３） ４．７５７ ０．０９３
　２～５ｃｍ ３２ １５ １７（５３．１） １７ １５（４６．９）
　＞５ｃｍ １２ ７ ５（４１．７） ２ １０（８３．３）
临床分期

　Ⅰ １９ ２ １７（８９．５） １３．３８８ ０．００１ ３ １６（８４．２） １１．０４５ ０．００４
　Ⅱ ３２ １８ １４（４６．９） １４ １８（５６．３）
　Ⅲ～Ⅳ １７ １１ ６（３５．３） １２ ５（２９．４）

３　讨论
３１　ＰＴＥＮ基因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作为一个
抑癌基因，目前已有研究证实 ＰＴＥＮ在多种肿瘤组织
中存在表达下调、缺失或突变，如膀胱癌［１］、卵巢癌［２］、

子宫内膜癌［３］等。本实验结果显示，ＰＴＥＮ蛋白在癌旁
乳腺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乳腺癌组织，表明

乳腺癌组织中存在 ＰＴＥＮ蛋白表达缺失或降低，提示
ＰＴＥＮ蛋白表达降低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ＰＴＥＮ蛋白的磷酸酯酶活性发生缺失突变以后，ＰＴＥＮ
蛋白表达缺失或减弱，对抗酪氨酸激酶的作用减小甚

至消失，阻断不了细胞内生长信息的传递，使细胞失去

正常的周期调控，从而过度增殖，易于向恶性转化。本

结果显示ＰＴＥＮ蛋白表达与淋巴结转移、不同临床分
期呈负相关，即乳腺癌临床分期越晚以及有淋巴结转

移者，ＰＴＥＮ蛋白表达率的下降越明显。由此推测，在
乳腺癌的发病中，ＰＴＥＮ蛋白表达低下或丢失是乳腺癌
进展的一种信号。ＷｉｎｔｅｒＪＬ等［４］研究显示ＰＴＥＮ表达
上调与肿瘤复发时间、ＥＲ阳性成正相关，与肿瘤分级

成负相关。蒋莉等［５］认为ＰＴＥＮ的低表达与乳癌的浸
润有关。

３２　ＦＨＩＴ基因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ＦＨＩＴ蛋
白在人类许多恶性肿瘤组织中存在异常，如其表达下

降或丢失参与了多种恶性肿瘤如宫颈癌［６］等的发生。

本实验结果显示，ＦＨＩＴ蛋白在癌旁乳腺组织中的阳性
表达率明显高于乳腺癌组织，提示ＦＨＩＴ蛋白低表达与
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ＧｕｌｎｕｒＧ等［７］试验发

现，ＦＨＩＴ蛋白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导管原位癌、正常
乳腺表达率依次升高。ＦＨＩＴ蛋白表达可单独或与其
它因子（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联合检测以确定乳腺增

生性病变的恶性潜能［８］。本实验结果也显示 ＦＨＩＴ蛋
白表达与病理类型、患者年龄、肿块大小无关，即 ＦＨＩＴ
蛋白的失表达与乳腺癌的侵袭转移相关。由此推测，

在乳腺癌的发病中，ＦＨＩＴ蛋白表达低下或丢失是乳腺
癌进展的一种信号。ＧｉｎｅｓｔｉｅｒＣ等［９］发现，乳腺癌患

者ＦＨＩＴ蛋白阴性者５年生存率（６５．２％）低于 ＦＨＩＴ
蛋白阳性者（７４．５％），差异虽无统计 （下转第１８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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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闭眼和睡眠对青年人角膜中央厚度影响的研究
袁韬，吕帆

【摘　要】　目的　观察不同时间长度闭眼和睡眠后角膜中央厚度（ＣＣＴ）的变化，研究闭眼以及睡眠造成的生理性缺氧
对青年人眼角膜形态和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１６例健康受试者，其中男１０眼，女２２眼，采用 ＴＯＭＥＹＥＭ３０００角膜
内皮显微镜，在闭眼和睡眠后不同时间点测量角膜中央厚度，采用 ｔ检验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角膜中央厚度随闭眼时间增加逐渐增厚，闭眼１２０ｍｉｎ达到峰值，此时和闭眼前相比增加３．３％。超过６ｈ的睡眠
开眼后的过程中，角膜中央厚度随开眼时间增加逐渐变薄，开眼立即和睡前相比增加３．９％，开眼１２０ｍｉｎ达到谷值。结
论　闭眼和睡眠造成可逆性的角膜中央厚度的变化，角膜中央厚度变厚和变薄的时间长度与闭眼和睡眠的时间长度有
关。

【关键词】　角膜；睡眠；闭眼；角膜中央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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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ｓｓ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ｉｍｅｆｏｒｅｙｅｓｃｌｏｓｅｄａｎｄｓｌｅｅ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ｎｅａ；Ｓｌｅｅｐ；Ｃｌｏｓｉｎｇｅｙｅ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ｒｎｅ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角膜在闭眼时，由于与空气隔绝，处于一个低氧的
状态，研究表明，在缺氧状态下角膜会增厚［１］。除了硅

弹性体镜片，几乎所有的接触镜配戴都会引起基质水

肿，其发生率接近为１００％［２］。笔者通过研究闭眼后

角膜状态的变化来模拟佩戴角膜接触镜后角膜可能发

生的变化，从而排除部分不适合佩戴角膜接触镜的个

体，减少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９年８月 －２０１０年８月，选取共
１６人３２眼，其中男性１０眼，女性２２眼，年龄２２～３３
岁（２６．１９±３．９５岁）的自愿者，排除屈光介质疾病及
眼部其他疾病、无角膜接触镜佩戴史等。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条件控制　研究对象夜间睡眠、日间闭眼过
程，均用弹簧床平卧于检查室，夜间睡眠符合正常规

律，日间闭眼则保持清醒不入睡，可听音乐或自由交

谈。夜间睡眠、日间闭眼过程，均关闭门窗、关闭照明，

检查时开启日光灯照明。检查室温度保持２５℃。被
检者爬起后双眼闭眼，检查者搀扶被检查者坐于仪器

前，开眼立即用 ＴＯＭＥＹＥＭ３０００角膜内皮显微镜测
量角膜中央厚度等参数。每次仅测量一眼，所有操作

由同一人完成。分别多次测量上述参数，每次操作尽

量在５ｍｉｎ内完成，如开眼立即测量，至测量结束在开
眼５ｍｉｎ内，如有误差较大需多次测量者，时间不超

作者单位：３１５０００浙江省宁波市眼科医院眼科（袁韬）；３２５０００浙江省
温州市，温州医学院眼视光医院眼科（袁韬，吕帆）；

通讯作者：袁韬，电子信箱：ｄｉｋｅｔａｏｚｉ＠１２６．ｃｏｍ

过１０ｍｉｎ，超过１０ｍｉｎ的数据舍弃。
１．２．２　测量方法　测量过程共分成白天闭眼过程和
夜间睡眠结束开眼后过程两部分，两部分可分开进行，

亦可连续进行，但每部分过程中所有的参数测量均需

连续完成，未完成者数据舍弃。

白天闭眼过程：在日间闭眼前，进行角膜中央厚度

等参数测量。所得数据，作为白天闭眼过程中角膜中

央厚度的比较基点。同时，用以比较夜间临睡前和白

天闭眼前，各参数基点是否一致。

在白天闭眼前、闭眼１０ｍｉｎ、闭眼２０ｍｉｎ、闭眼３０
ｍｉｎ、闭眼６０ｍｉｎ、闭眼１２０ｍｉｎ不同时间点立即进行
角膜中央厚度等参数的测量，研究白天闭眼过程中角

膜由正常供氧状态到缺氧状态过程中，角膜中央厚度

的变化。

夜间睡眠结束后开眼过程：在夜间临睡前，进行角

膜中央厚度等参数测量。所得数据，作为夜间睡眠及

白天闭眼过程中角膜中央厚度等参数的比较基点。同

时，用以比较夜间临睡前和白天闭眼前，各参数基点是

否一致。

被检者在夜间临睡前、超过６ｈ的睡眠结束后，开
眼立即、开眼后１０ｍｉｎ、开眼后２０ｍｉｎ、开眼后６０ｍｉｎ、
开眼后１２０ｍｉｎ，对角膜中央厚度等参数进行测量，以
研究睡眠（长时间闭眼）结束后，角膜恢复正常供氧，

角膜由缺氧状态恢复至正常供氧状态过程中，角膜中

央厚度的变化。

洗脱时间：每次闭眼测量结束后，到下一次测量

前，间隔一个洗脱阶段，即正常开眼一定时间，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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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前次检查闭眼时间２倍以上，以消除上次闭眼可
能导致的缺氧累加影响。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测量所得参数采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进
行统计学处理。组间差异采用 ｔ检验，多组间同时进
行比较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在白天闭眼过程中，角膜中央厚度随闭眼时间增
加逐渐增厚，闭眼６０ｍｉｎ后基本稳定，闭眼１２０ｍｉｎ基
本达到角膜中央厚度峰值。闭眼前，闭眼１０ｍｉｎ，闭眼
２０ｍｉｎ，闭眼３０ｍｉｎ，闭眼６０ｍｉｎ，闭眼１２０ｍｉｎ的角膜
中央厚度分别为（５２２．１７±２３．６３）μｍ，（５２５．２８±
２４．５２）μｍ，（５２７．２３±２４．８１）μｍ，（５２９．９９±２５．３６）
μｍ，（５３５．０４±２５．７９）μｍ，（５３９．４４±２６．４６）μｍ，经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夜间睡眠后开眼过程，６ｈ以上夜间睡眠结束后开
眼过程中，角膜中央厚度随开眼时间增加逐渐变薄，开

眼６０ｍｉｎ基本稳定，开眼１２０ｍｉｎ基本达到谷值。睡
前超过６ｈ后夜间睡眠结束后开眼立即、开眼１０ｍｉｎ、
开眼２０ｍｉｎ、开眼６０ｍｉｎ、开眼１２０ｍｉｎ角膜中央厚度
分别为（５２２．６９±２５．３７）μｍ、（５４３．１３±２６．６３）μｍ、
（５３９．０３±２７．８６）μｍ、（５３６．０８±２７．９１）μｍ、
（５２９．３２±２６．０３）μｍ、（５２４．０９±２３．７４）μｍ，经重复
测量的方差分析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角膜的功能，除保护眼球内容物外，最主要的是其
光学性能，角膜约占眼球总屈光力的７０％。泪 －气界
面是最重要的屈光表面，约占眼总屈光力的８０％。维
持角膜的透明性对其功能至关重要［３］。

在开眼的情况下，角膜所需的氧气８０％来自于外
界空气，１５％来自于角膜缘血管，５％来自于房水。闭
眼的情况下，角膜所需的氧气 ７０％来自于睑结膜血
管，１０％～１５％来自于房水，１０％～１５％来自于角膜缘
血管［４－５］。睡眠时，眼睑完全遮盖了角膜，只有通过呼

吸道获得氧气，经血液循环将含氧量较高的动脉血注

入睑结膜下的血管，这些血管壁为菲薄的透膜，可使血

管内的氧气依靠浓度梯度差传递给角膜。

本研究中发现夜间睡眠过程中，角膜中央厚度的

变化是连续的、规律的，从闭眼开始，角膜中央厚度逐

渐增厚，闭眼２ｈ基本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保持相对
稳定状态，直到睡眠结束后开眼，角膜中央厚度逐渐变

薄，开眼２ｈ后，角膜中央厚度基本恢复到睡眠前厚
度。

模拟睡眠（白天闭眼）２ｈ角膜中央厚度增厚
２．０４％～６．０８％，平均３．２９％；睡眠６ｈ角膜中央厚度
增厚１．１３％ ～６．２５％，平均３．９２％。从时间来看，睡
眠６ｈ时间长于模拟睡眠（白天闭眼）２ｈ，但睡眠６ｈ
角膜中央厚度增厚最低值比模拟睡眠（白天闭眼）２ｈ

最低值小。角膜周边有睫状前动脉、结膜前动脉提供

氧气，而角膜中央氧供主要来自于房水和周边到中心

的氧分压弥散来实现，且空气和睑结膜血供提供的氧

气不能参与角膜的代谢，必须依靠泪液为媒介才能传

递给角膜，那么角膜中央的缺氧应该重于角膜周边，而

快速动眼应该有助于氧气更快速均匀的分布到角膜的

中央和各部位，而模拟睡眠（白天闭眼）时，没有快速

动眼，可能因此角膜中央缺氧较夜间睡眠时重。

角膜缺氧水肿主要发生在基质层，上皮层很少变

化［６－７］。虽然本研究没有直接涉及水肿发生位于角膜

的哪一层，但是可以推测可能水肿主要发生在９０％角
膜厚度的基质层，因为占 １０％的角膜厚度的其余 ４
层，不能增加如此多的厚度。由此我们可以猜想，基质

层较薄的角膜，在睡眠过程中，角膜因缺氧增厚的量应

该较小，本研究在进行数据采集时也包括了少量 ｌａｓｉｋ
术后和圆锥角膜的青年人，从初步的测量数据来看符

合这个猜想，但是因为样本量较小，还不足以完全证

实。

临床工作中，普遍使用压平式眼压计，其原理时基

于ＬｉｍｂｅｒＦｉｃｋ定律［８］。Ｇｏｌｄｍａｎｎ压平眼压计是眼压
测量的“金标准”，非接触性眼压计（ＮＣＴ），也是压平
式眼压计，因其不与患者接触，方便、安全，应用最多。

角膜厚度变化，眼压测量值可能出现误差，需要进行修

正，有研究表明角膜中央厚度对 ＮＣＴ测量值的影响大
于Ｇｏｌｄｍａｎｎ眼压计测量值［９－１０］，所以我们在应用非

接触性眼压计测量时，尤其需要注意角膜中央厚度的

变化带来的对ＮＣＴ测量值的影响。
临床中，眼压测量需考虑因角膜中央厚度变化带

来的对眼压测量值的影响，尽量在长时间闭眼结束、开

眼２ｈ后进行眼压测量，在测量２４ｈ眼压时，应同时记
录角膜中央厚度变化规律，予以修正；在佩戴角膜接触

镜前，如果根据长时间闭眼、睡眠后角膜中央厚度相对

于正常开眼时角膜中央厚度的变化，来协助挑选和配

适，有助于帮助树立一个良好的佩戴习惯，从而减少长

期佩戴角膜接触镜后并发症的发生。如果某角膜接触

镜造成的角膜缺氧、角膜中央厚度增厚等于或小于长

时间闭眼、睡眠引起的角膜中央厚度增厚，那么这个角

膜接触镜应该是可以被较好耐受的，角膜接触镜造成

的角膜缺氧轻、角膜中央厚度增厚小，那么可以被优先

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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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青年动脉粥样硬化性颅内外血管狭窄的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
陈波，郑稢，郭舜源

【摘　要】　目的　探讨青年动脉粥样硬化性颅内外血管狭窄的特征及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４１例动脉粥样硬
化性颅内外血管狭窄青年患者的临床资料，并选取４６例无血管狭窄的青年患者作为对照组，收集所有患者临床资料。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狭窄组颅内段狭窄占明显优势
（７５．６１％），其中又以前循环为多（６７．７４％）。两组比较，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心脏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其中高血压病（ＯＲ＝４．９３，Ｐ＝０．００１），高脂血症（ＯＲ＝４．４６，Ｐ＝０．００４）和吸烟（ＯＲ＝１．６７，Ｐ＝０．０００）是青
年动脉粥样硬化性颅内外血管狭窄的危险因素。结论　青年颅内动脉狭窄率远高于颅外动脉。应对青年高血压、高脂
血症、吸烟进行积极防治。

【关键词】　危险因素；青年患者；颅内外血管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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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研究显示缺血性脑卒中的青年患者，颈内动
脉狭窄和闭塞的总体患病率为８．９％，其中８１％的患
者有症状［１］。青年所发生的颅内血管狭窄被认为可能

与老年颅内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是两个不同的疾病群

体［２］。年轻个体的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进展

速度往往超出了既往的预估［３］。目前对青年脑卒中的

相关研究较多，而对其颅内外血管狭窄的研究报道较

少。本文对青年动脉粥样硬化性颅内外血管狭窄这一

特殊群体的特征及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
月在我科治疗的诊断为缺血性脑血管病伴有颅内外血

管狭窄的的青年患者（１８～４４岁）４１例作为狭窄组，
并随机选取同时期住院的缺血性脑血管病不伴有颅内

外血管狭窄的青年患者４６例作为非狭窄组。均行头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４杭州市，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陈波，郭舜源）；放
射科（郑稢）

通讯作者：陈波，电子信箱：ｌａｂｏｂｏ＠１６３．ｃｏｍ

颅ＭＲＩ、头颅及颈部 ＭＲＡ或 ＣＴＡ明确诊断。排除颅
内感染、大动脉炎及其他原因所致的脑动脉狭窄。

１２　分析方法　回顾性研究８７例患者的临床资料，
包括患者的年龄、性别、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血症、

心脏病史、吸烟史、饮酒史、高同型半胱氨酸。

１３　影像学检查　ＭＲＩ：采用德国西门子３．０Ｔ超导
磁共振扫描仪（ＳｉｅｍｅｎｓＴｒｉｏ）进行常规横断面扫描和
ＭＲＡ成像。ＣＴ：采用德国西门子 ＳＯＭＡＴＯＭ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４０排螺旋ＣＴ进行检查。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
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多因素
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血管狭窄组４１例中，男性３１例，女性１０例。颅
内段狭窄总共３１例（７５．６１％），占明显优势，其中前循
环２１例（６７．７４％），后循环４例（１２．９％），前后循环

［６］　王军花，高桂平．角膜新生血管的发生与治疗［Ｊ］．中国组织工程
研究与临床康复，２０１０，１４（３３）：６２２３６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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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０３）

·１５８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均有狭窄 ６例（１９．３６％）。颅外段狭窄共 ６例
（１４．６３％），颅内外段均有狭窄的４例（９．７６％）。两
组资料比较见表１。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心脏病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高血压、糖
尿病、高脂血症、吸烟在血管狭窄组明显高于非狭窄

组。有心脏病者非狭窄组（１９．５７％）高于狭窄组
（４．８８％）。９例心脏病中有６例为风湿性心脏病，心
房颤动，且均为女性。饮酒、高同型半胱氨酸两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青年患者的血管狭窄危险
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见表２。高血压、高血脂、吸烟是青
年动脉粥样硬化性颅内外血管狭窄的危险因素。

表１　血管狭窄组及非狭窄组的临床资料

组别 ｎ 性别（男／女） 年龄（岁） 高血压（ｎ，％） 糖尿病（ｎ，％） 高血脂症（ｎ，％） 饮酒（ｎ，％） 吸烟（ｎ，％） 心脏病（ｎ，％）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ｎ，％）

狭窄组 ４１ ３１／１０ ３３．０±５．９ １９（４６．３４） １４（３４．１５） １５（３６．５９） ８（１９．５１） １７（４１．４６） ２（４．８８） ６（１４．６３）
非狭窄组 ４６ ２８／１８ ３５．０±７．９ １２（２６．０９） ７（１５．２１） ７（１５．２１） ５（１０．８７） １０（２１．７４） ９（１９．５７） ７（１５．２１）
χ２或ｔ值 ２．１５８ ０．２０３ ３．８７８ ４．２４２ ５．２３９ １．２７４ ３．９４０ ４．２３４ ０．０６０
Ｐ值 ０．１４２ ０．８１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２ ０．２５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０ ０．９３９

　　注：为ｔ值，其余为χ２值。
表２　各危险因素对青年血管狭窄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相关因素 ＯＲ ９５％ＣＩ Ｐ值

高血压 ４．９３ ２．１２～１２．３ ０．００１
高血脂 ４．４６ １．６１～１１．５４ ０．００４
吸烟 １．６７ １．２６～５．７３ ０．０００

３　讨论
　　动脉粥样硬化性颅内外血管狭窄或闭塞是缺血性
脑血管病的重要发病原因。既往认为青年患者动脉粥

样硬化发生几率小，未得到充分研究和重视。而随着

现在医疗技术的进步，发现相当比例的青年脑血管病

患者存在着动脉粥样硬化性颅内外血管狭窄。

本文研究显示青年动脉粥样硬化性颅内段血管狭

窄（７５．６１％）明显高于颅外段（１４．６３％）。这与大多
数研究是一致的，ＦａｒｈａｎＦ等最新统计发现青年血管
狭窄颅内段占有８８％［４］。可见青年缺血性脑血管病

的血管病变主要以颅内段前循环系统为主。而老年患

者的狭窄则更偏向于颅外段。有研究显示颅内血管狭

窄的部位在各年龄组各不相同［５－６］。经过两组临床资

料的基本对比，我们发现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吸

烟在血管狭窄组明显增高。青年与老年动脉粥样硬化

性颅内外血管狭窄的危险因素大体是一致的，但二者

的血管狭窄部位却区别较大。提示年龄可能对二者不

同部位血管狭窄的发生机制起有重要干预作用。

国内相关研究发现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和吸

烟易导致颅内外动脉狭窄［７］。ＭａｋＨＫ等［８］报道年龄

与糖尿病是颅内动脉狭窄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而在

本文研究中并未发现糖尿病是青年动脉粥样硬化性颅

内外血管狭窄的危险因素。这提示糖尿病在不同年龄

阶段对血管损害的进展可能有所不同。有研究表明高

血压、腹型肥胖是颅内动脉狭窄患者最常见的危险因

素［９］。本文研究也发现高血压在血管狭窄组所占比例

明显较高（４６．３４％，ＯＲ＝４．９３），可见高血压对青年患
者血管损害明显。ＡｌｋａｎＯ等［１０］研究发现吸烟是颅外

动脉狭窄的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中血管狭窄

组吸烟史明显较高（４１．４６％，ＯＲ＝１．６７），因此对青年
人群的生活干预也应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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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肠内营养开始时间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效果的影响
申苏建，徐昌隆，王建嶂，郑波，闫峻，林李淼，王文星，薛战雄

【摘　要】　目的　探讨不同肠内营养开始时间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　将７８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
者随机分为超早期肠内营养组（入院后禁食２４ｈ时开始肠内营养）和早期肠内营养组（入院后禁食７２ｈ时开始肠内营
养），分别比较两组的肠道菌群接种检测结果、肠道菌群失调的发生情况、多器官功能障碍发生率及感染发生率及病死

率。结果　经过上述各方面的比较，超早期肠内营养组在肠道菌群接种结果方面与早期肠内营养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在肠道菌群失调发生率方面明显低于早期肠内营养组（Ｐ＜０．０５）。超早期肠内营养组仅在感染发生率
方面明显低于早期肠内营养组（Ｐ＜０．０５），而在多器官功能障碍发生率及病死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
论　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方面，较早开始肠内营养在降低感染率方面能发挥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　重症急性胰腺炎；肠内营养；感染率；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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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
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ｆｌｏｒ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ｄｙｓ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ｂｏｔｈ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ｖｅｒｙｅａｒｌｙ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ｒｇａ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ｈａｄ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Ｐ＞０．
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ｒｔｏｆ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ｇｏｏ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ｕｔｅ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ｕｔｅ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重症急性胰腺炎（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ｕｔｅ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ＳＡＰ）是
常见的急腹症之一，起病急，主要临床表现为上腹痛、

恶心、呕吐等，且常继发多器官功能障碍、感染及休克

等各项并发症，病死率高［１］。由于急性胰腺炎患者尤

其是重症患者病程较长，机体内代谢亢进和高蛋白分

解代谢率，加之治疗早期多给予禁食或胃肠减压，易发

生营养不良，故临床上多早期应用营养支持治疗［２－３］。

已有多项临床研究证实早期给予肠内营养，较之肠外

营养，在改善肠黏膜屏障，减少感染发生及并发症等方

面能发挥较好的效果［４－５］，但对于何时开始肠内营养

才能将这一作用发挥至最佳仍存在争议，本研究旨在

探讨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过程中更为合理的肠内营养

开始时间。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重症急性胰腺炎诊治指
南［６］的诊断标准。排除标准：①既往曾患急性或慢性
胰腺炎病史；②发病至入院超过２４ｈ者；③发病至入
院未到２４ｈ，但已有进食者；④恶性肿瘤导致急性胰腺
炎者；⑤ＥＲＣＰ术后发生胰腺炎者；⑥妊娠妇女。收集
２００２年 ９月 －２０１２年 ８月我院收治 ＳＡＰ患者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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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性４２例，女性３６例，年龄２８～７１岁，平均
（４７．１±１１．９）岁，急性生理及慢性健康指标评估（Ａ
ＰＡＣＨＥⅡ）计分平均为（１３．８±７．４）分。随机分为２
组，分别为早期肠内营养组（４０例）和超早期肠内营养
组（３８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构成及 ＡＰＡＣＨＥ
Ⅱ评分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①综合治疗：两组患者入院后均首先
采用以非手术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包括维持体内水、

电解质、酸碱平衡，禁饮禁食，胃肠减压（必要时），抑

制胰液分泌（生长抑素），抑制胰酶活性（加贝酯），预

防感染。必要时行外科手术治疗，包括手术清除胰腺、

胰周坏死感染灶加引流术。②肠内营养治疗：早期肠
内营养组在入院后禁食７２ｈ时在胃镜协助下，经鼻插
入螺旋鼻肠管，在距屈氏韧带３０～４０ｃｍ处固定，即可
放置鼻肠管，并逐渐过渡到肠内营养，开始每天２４ｈ
均匀滴入能全力，逐日加量，同时减少肠道外营养，直

至满足能量７０～８５ｋＪ／（ｋｇ·ｄ），氮量０．２５ｇ／（ｋｇ·
ｄ），实施肠内营养以逐渐增加剂量和浓度为原则，并
视情况随时调整剂量和滴速，待患者腹部症状消失、血

尿淀粉酶降至正常范围、胰周炎性渗出有所吸收后，方

可停用肠内营养并逐渐开放饮食；超早期肠内营养组

在入院后禁食２４ｈ时开始肠内营养，余步骤及能量供
应量与早期肠内营养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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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肠道菌群的接
种检测结果、肠道菌群失调的发生情况、多器官功能障

碍发生率、感染发生率及病死率。肠道菌群的检测：无

菌采集ＳＡＰ患者发病７～１０ｄ后的大便标本，分别接
种至大肠杆菌、肠球菌、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培养板，

分别进行需氧及厌氧培养、计数。肠道菌群失调的诊

断标准：在治疗过程中，突然发生腹泻，或原有腹泻加

重，并经大便培养出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绿脓杆菌

或其他耐药菌感染者。多器官功能障碍判定标准为

肺、肾、肝、心、神经等同时或相继并发１个以上系统或
（和）器官的急性功能障碍或衰竭。感染判定标准：新

近出现发热，且体温高于３８．５℃，血常规、ＣＲＰ均提示
有细菌感染，伴或不伴血培养结果阳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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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４种优势菌检测结果　超早期肠内营
养组和早期肠内营养组之间，肠道内的４种优势菌数
量有明显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ＳＡＰ患者４种优势菌检测结果比较（ｘ±ｓ，ｌｇｎ／ｇ）

组别 ｎ 大肠杆菌 肠球菌 双歧杆菌 乳酸杆菌

早期肠内营养组 ４０ ７．４３±２．４０ ６．４８±２．００ ７．２３±１．８０ ８．０５±２．１０
超早期肠内营养组 ３８ ５．２４±２．２０ ５．１６±１．６０ ８．８２±２．５０ １０．１３±２．４０

　　注：早期肠内营养组与超早期肠内营养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肠道菌群失调的发生情况　经统计学
分析，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比较结
果见表２。

表２　两组ＳＡＰ患者发生肠道菌群失调的患者数量比较（例）

组别 ｎ 未发生菌群失调 发生菌群失调

早期肠内营养组 ４０ ２３ １７
超早期肠内营养组 ３８ ３０ ８

　　注：χ２＝－４．１１６，Ｐ＝０．０４２。

２３　两组患者多器官功能障碍发生率、感染发生率及
病死率的比较　经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在感染发生
率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在多器官功
能障碍发生率及病死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比较结果见表３。

表３　两组ＳＡＰ患者治疗效果及结局比较（例）

组别 ｎ 多器官功能障碍 感染 死亡

早期肠内营养组 ４０ １０ １５ ８
超早期肠内营养组 ３８ ７ ６ ４
χ２值 ０．４９５ ４．６６９ １．３４４
Ｐ值 ０．４８２ ０．０３１ ０．２４６

３　讨论
　　既往 ＳＡＰ的治疗多采用静脉营养，且一直作为
ＳＡＰ营养治疗的标准模式应用于临床。但其副作用也
较明显，导致患者胃肠道屏障损伤及肠道内菌群易位，

可促进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发生，继发感染、多器官

功能衰竭、休克等并发症，病死率高［７］。因此越来越多

的学者提出，早期合理的营养支持，尤其是肠内营养，

在ＳＡＰ患者的治疗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 ＳＡＰ治
疗取得进步的关键因素之一［８］。

肠内营养支持使机体代谢更符合生理需要，而且

通过空肠营养不会导致胰腺分泌增加，并可维持肠道

屏障功能，提高肠黏膜免疫系统功能，防止细菌和内毒

素易位，减少肠源性感染的发生［９－１０］。本研究通过比

较两组不同时间开始肠内营养的ＳＡＰ患者的大便培养
４种优势菌差异情况和肠道菌群失调的发生情况，提
示在患者机体及肠道条件许可的前提下，越早开始肠

内营养，其上述有利作用越明显。

在两组多器官功能障碍发生率、感染发生率及病

死率方面的比较提示，随着肠内营养开始时间的提前，

可降低感染发生率，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在其他两个方面，超早期肠内营养组未表现
出其相对于早期肠内营养组的优势，推测这主要是由

于ＳＡＰ是一个影响全身多个器官、系统的疾病，其病理
生理过程较为复杂，涉及白细胞过度激活、微循环障碍

及细胞凋亡等多个环节，在现有样本量的前提下，未能

充分展示出提前开始肠内营养时间的积极意义，只有

进一步进行基础和临床研究，完善相关理论，才能在

ＳＡＰ的营养治疗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综上所述，适当提前开始肠内营养的时间，可明显

改善ＳＡＰ患者的营养状况，保护消化道屏障，减少机体
感染的发生，缩短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费用，具有不错

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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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调强放疗与常规放疗临床对照研究
殷红梅，何斌，崔珍，张雷，蔡汉飞，李文海

【摘　要】　目的　探讨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行调强放疗的近期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１月收
治的５５例保乳治疗后行放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２８例（５０．９％）行调强放疗，２７例（４９．１％）行常规放
疗，两组照射剂量均为全乳腺照射５０Ｇｙ／２５次，瘤床补量１０Ｇｙ／５次，观察临床毒性反应、疗效及美容效果。结果　调强
放疗组中发生１级急性放射性皮肤反应２６例，２级２例，而常规放疗组中分别为１９例、８例，调强放疗组较常规放疗组，
降低了２级急性放射性皮肤反应的发生率（７．１％ ｖｓ２９．６％，Ｐ＜０．０５），两组均未发现３、４级急性放射性皮肤反应及乳
腺纤维化，两组３年局部控制率、无瘤生存率及远处转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随访３年，调强放疗组美容评分均在３
分以上，优良率１００％，常规放疗组中１例患者出现双侧乳腺对称性差，评分２分，其余２６例评分在３分以上，两组患者
随访至今未发现明显的放射性心脏、肺毒性。结论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调强放疗降低了２级急性皮肤反应发生率，３
年随访，肿瘤局部控制率、无瘤生存率及远处转移率与常规放疗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乳腺毒副反应轻，美容效果

好，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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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临床研究证实，早期乳腺癌的保乳术及术后
的辅助放疗使患者获得了理想的局部控制率及长期生

存率，成为早期乳癌的标准治疗手段［１－２］。术后放疗

是保乳治疗中的重要环节，可明显降低患者的局部复

发率，并为提高远期生存率及生活质量奠定基础［３］，而

切线野照射技术及全乳腺调强放射治疗是目前应用普

遍的保乳术后放疗技术。现对我科 ２００７年 １月 －
２００９年１月收治的５５例保乳术后行切乳腺线野放疗
及调强放疗的两组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５５例患者均为早期乳腺癌接受保乳
治疗的女性患者，中位年龄４３岁（２５～５７岁）。肿瘤
大小１３～２７ｍｍ，原发于左侧乳腺２３例，原发于右侧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放疗科
通讯作者：殷红梅，电子信箱：ｙｈｍ０６２３７３＠１６３．ｃｏｍ

乳腺３２例，术前患侧腋窝淋巴结触诊均未触及明显肿
大淋巴结，术后病理证实髓样癌５例，导管内癌９例，
浸润性导管癌 ２３例，浸润性小叶癌 １８例，按 ＵＩＣＣ
ＴＮＭ分期，其中Ⅰ期３１例，Ⅱ期２４例。术中均行同侧
腋窝Ⅰ、Ⅱ组淋巴结清扫，其中调强放疗组腋窝淋巴结
阳性４例，常规放疗组 ２例，均为单个可活动的淋巴
结。术中放置银夹标记肿瘤床。术后均于６个月内接
受放疗。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化疗　所有患者均接受以紫杉类和／或表阿霉
素为主的方案化疗６周期。
１２２　放疗方法　
１２２１　调强放疗组　摆位固定：患者仰卧位，固定
在乳腺托架上，用铅丝标记乳房边界及乳腺瘢痕两端。

模拟ＣＴ扫描：扫描前嘱患者平静呼吸，扫描层厚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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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扫描范围包括上至甲状软骨上缘、下至肝脏下缘
范围内的全部正常组织器官。由放疗局域网传输模拟

ＣＴ图像至三维治疗计划系统（３ＤＴＰＳ）。靶区及危及
器官确定：①肿瘤靶区（ＧＴＶ）：即术中金属标记的瘤
床；②临床靶区（ＣＴＶ）勾画：包括整个乳腺组织，以腋
中线为外界，体中线为内界，皮下５ｍｍ处为前界，紧
贴胸壁为后界；将双肺、心脏、甲状腺、肱骨头及乳头定

义为敏感器官。放疗剂量及放射线的选择：采用６ＭＶ
Ｘ，全乳腺（ＣＴＶ）照射 ＤＴ５０Ｇｙ／２５次，瘤床（ＧＴＶ）采
用８～１０ＭｅＶ电子线推量１０Ｇｙ／５次。
１２２２　常规放疗组　患者体位固定均采用专用乳
腺托架及内、外切线等中心野加楔形滤过板，６ＭＶＸ，
ＤＴ５０Ｇｙ／２５次，瘤床采用电子线（８～１０ＭｅＶ）推量１０
Ｇｙ／５次，总剂量６０Ｇｙ／３０次。
１２３　内分泌治疗　凡是受体阳性患者（ＥＲ和／或
ＰＲ阳性）均于放化疗结束后常规行内分泌治疗。绝经
前患者口服他莫昔芬治疗，绝经后患者口服芳香化酶

抑制剂治疗。

１３　疗效评价　皮肤毒副反应采用放射肿瘤协作组
（ＲＴＯＧ）急性放射性反应评价标准，放疗后美容效果
评定采用Ｈａｒｒｉｓ美容级别评定打分。①优秀：无肉眼
可见的治疗后遗症，两侧乳房外形相同；②良好：两侧
乳腺有轻度色素沉着，局限性毛细血管扩张，手术瘢痕

可见；③一般：有明显后遗症，乳腺外形有明显变形，乳
头移位，有明显的放射性改变，但可以接受；④差：乳腺
严重回缩或严重的纤维化或毛细血管扩张。

１４　随访　两组病例均随访３年以上，中位随访时间
３９个月（３６～４７个月）。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利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对两组
间的急性放射性皮肤反应发生率、局部控制率、无瘤生

存率及远处转移率的相关数据进行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毒性反应及美容效果
２１１　急性放射性皮肤反应　调强放疗组 １级 ２６
例，常规放疗组１级１９例，主要为色素沉着及红斑，少
数为片状干性脱皮，２级皮肤反应调强放疗组２例，常
规放疗组８例，表现为乳房外侧皮肤小片状湿性脱皮，
予以蛋清及冰片外敷后好转，两组均无３、４级急性放
射性皮肤反应，见表１。
表１　 两组保乳治疗后行放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急性放射性皮肤反应

组别 ｎ
１级急性
皮肤反应

２级急性
皮肤反应

３，４级急性
皮肤反应

调强放疗组 ２８ ２６ ２ ０
常规放疗组 ２７ １９ ８ ０
χ２值 ４．６７ ４．６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１２　美容效果　放疗结束后３年随访时调强放疗
组美容评分均达３分以上，优良率１００％。患者和医
生都很满意。常规放疗组美容评分３分以上２０例，１

例患者２年随访时双侧乳腺对称性差，美容评分达２
分，两组患者随访期间均未发现明显放射性心脏及肺

毒性。

２２　临床疗效　调强放疗组有２例患者分别于术后
１１个月、３１个月出现局部复发，１例于术后２８个月出
现骨转移，但未发现局部复发，该组１、２、３年局部肿瘤
控制率分别为９６．４％、９６．４％、９２．９％，３年无瘤生存
率为８９．３％，３年远处转移发生率３．５７％；常规放疗组
有２例于术后１０个月、３２个月出现局部复发，１例于
术后３２个月出现对侧乳腺第２原发肿瘤，该组１、２、３
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９５％、９５％、９２．６％，３年无瘤生
存率为８８．９％，３年远处转移发生率为０。两组患者３
年局部控制率、无瘤生存率、远处转移率经 χ２检验，Ｐ
值均＞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３　讨论
　　保乳术后传统放疗采用全乳腺两侧切线野加楔形
板照射技术，该技术能显著提高保乳术后患者的生存

率并达到良好的美容效果，但是由于乳腺的特殊外形

及乳腺不同部位源皮距相差较大，结果造成靶区内剂

量分布不均匀，从而给患者带来不同程度的急、慢性放

射性皮肤反应。研究证实，保乳术后常规放疗靶区剂

量分布不均匀一般大于１０％，从而增加了急性毒副反
应的发生率，甚至影响远期美容效果［４］。急性皮肤反

应发生的严重程度与剂量分布的不均匀性呈正相关。

行常规放疗的患者，放疗开始后的 ６周内有 ２０％ ～
５０％的患者发生包括湿性脱皮在内的急性放射性皮肤
反应，而湿性脱皮明显降低了放疗期间患者的生活质

量［５］。全乳腺调强放疗较常规放疗，改善了乳腺内剂

量分布均匀性，降低了急性皮肤反应的发生率及严重

程度［５］。ＨａｒｓｏｌｉａＡ等［６］通过随组分析研究，比较９３
例接受调强放疗和７９例接受常规放疗的毒性反应的
差异，研究结果显示，调强放疗明显降低了２级及２级
以上急性皮炎、水肿和色素沉着的发生率，调强放疗和

常规放疗组分别为４５％ ｖｓ８５％，１％ ｖｓ２８％，５％ ｖｓ
５０％（Ｐ值均小于０．０５）。本研究显示：调强放疗组明
显降低２级急性放射性皮肤反应的发生率（７．１％ ｖｓ
２９．６％，Ｐ＜０．０５），两组病例均未发现３级、４级急性
放射性皮肤反应，与文献报道接近。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ＭＷ等［７］的研究中同时比较了调强放

疗组及常规放疗组中Ⅰ ～Ⅲ期及 ０期（导管内原位
癌）７年同侧乳腺肿瘤控制率，分别为 ９５％ ｖｓ９０％
（Ｐ＝０．３６）及９２％ ｖｓ８１％（Ｐ＝０．２９），随访期间两组
在总生存率、无瘤生存率及对侧乳腺肿瘤发生率方面

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中，调强放疗组与常规

放疗组３年肿瘤局部控制率、无瘤生存率及远处转移
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中，常规放疗组中１例患者在２年随访时
双侧乳腺对称性欠佳，美容效果评分２分，满意度为一
般，后结合患者对侧乳腺情况进行综合评价，认为产生

该结果的主要原因为患者乳腺较小，保乳指征较牵强。

文献报道［８－９］常规放疗与 ＩＭＲＴ对于乳腺癌保乳术后

·６５８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的计划靶区均有较好的覆盖，全乳 ＩＭＲＴ另一主要目
的是减少靶区周围正常组织及重要器官的受照剂量与

体积，从而减少了心肺等重要器官的放射性损伤，降低

副反应。研究表明，调强技术显著改善乳腺癌术后放

疗剂量分布的均匀性，与常规放疗相比，同侧肺的 Ｖ３０
下降了 １２．０％，左侧乳腺癌患者的心脏 Ｖ３０下降了
３．８％；全乳 ＩＭＲＴ在保证靶区覆盖率的前提下，改善
了靶区内剂量的均匀性，降低了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

及缩小了危及器官的照射体积，尤其是同侧肺、心脏的

照射体积，降低放射性肺炎及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可能

性［１０］。本研究两组病例随访期内均未发现明显放射

性心脏及肺损伤。

综上所述，保乳术后调强放射治疗，能有效减轻患

者２级急性皮肤反应的发生率、近期疗效及美容效果
满意度。由于本研究随访时间较短及病例数有限，其

远期疗效及美容效果有待进一步随访及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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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８４６页）
同时可能直接影响甲状腺激素的释放。ＳｔｅｒｎＲＡ等研
究显示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患者发生ＡＤ的风险增加两
倍。尸检ＡＤ患者死亡后脑标本，发现 ＴＴ４无显著性
差别，ＴＴ３显著性下降［７］。林勇等［８］认为 ＡＤ患者血
清ＴＴ３、ＴＴ４、ＦＴ３水平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ＦＴ４和
ＴＳＨ无显著性差异。张敏［９］证实 ＴＴ３、ＴＴ４、ＦＴ３、ＦＴ４、
ＴＳＨ均显示ＡＤ组显著下降。有学者用β淀粉样蛋白
复制出ＡＤ大鼠动物模型，然后给予左旋甲状腺素（Ｌ
Ｔ４）治疗，发现阻止了大鼠认知功能的损害［１０］，也提示

甲状腺激素对认知功能存在影响。我们的研究初步显

示ＡＤ患者 ＴＴ４和 ＦＴ４较对照组显著下降，而 ＴＳＨ、
ＴＴ３和ＦＴ３无显著性改变，和上述有关学者的报道类
似，但也和一些观点存在分歧。因此，利用我们拥有痴

呆专科的优势，有待于提高样本量，进一步深入探讨甲

状腺功能在ＡＤ中的作用。
关于甲状旁腺激素在ＡＤ中变化研究较少。一项

研究结果显示女性重度ＡＤ患者较轻度患者血清 ＰＴＨ
和骨钙素浓显著升高［１１］。另一项结果提示老年人

ＰＴＨ浓度升高预示认知功能可能受损［１２］。我们初步

统计结果和此报道基本符合，ＡＤ组 ＰＴＨ显著高于对
照组。而血清离子钙、ＮＭＩＤ骨钙素、β胶原特殊序列
和钙离子浓度无差异。关于ＰＴＨ在ＡＤ中的确切作用
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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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低 Ｔ３综合征与危重症
高莹，李秀珍，张癑，谭晓

【摘　要】　目的　探讨低Ｔ３综合征对危重症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对既往无甲状腺疾病史的危重住院患者进行血
清Ｔ３、Ｔ４、ＦＴ３、ＦＴ４及ＴＳＨ检测，对收集的２７例低Ｔ３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总结其临床特点、原发病因、治
疗及转归。结果　低Ｔ３综合征在危重症患者中多见，其主要的原发病因为重症感染、各类严重的心肺疾病、脑梗塞及糖
尿病等。生存组患者血清三碘甲腺原氨酸（Ｔ３）为（０．９４±０．２５）ｎｍｏｌ／Ｌ、死亡组为（０．６６±０．２０）ｎｍｏｌ／Ｌ，两组均明显低
于正常参考值；生存组血清甲状腺素（Ｔ４）为（７５．７±１８．８）ｎｍｏｌ／Ｌ，死亡组为（５９．４±１３．２）ｎｍｏｌ／Ｌ，死亡组的 Ｔ４浓度低
于正常参考值。死亡组与生存组患者的Ｔ３、Ｔ４值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低Ｔ３综合征在老年患者
中发病率高，血清Ｔ３和Ｔ４水平与疾病的发展及预后关系密切，对临床重症疾病的预后判断及疗效观察有着重要的参考
价值。

【关键词】　低Ｔ３综合征；危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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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ｏｆｌｏｗＴ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ｓｈｉｇｈ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ｏｌｄｅｒ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３ａｎｄＴ４ａｒｅ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ｐｌａ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ｌｌ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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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表明，严重系统性疾病、躯体
外伤和精神紊乱，都可使甲状腺本身无病变者的甲状

腺激素水平发生明显改变。病情危重的患者甲状腺器

官无疾患，但血清中三碘甲状腺原氨酸（ｔｒｉｉｏｄｏｔｈｙｒｏ
ｎｉｎｅ，Ｔ３）水平降低、甲状腺素（ｔｈｙｒｏｘｉｎｅ，Ｔ４）和促甲状
腺激素（ｔｈｙｒｏｉｄ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ＴＳＨ）正常或降低，
称之为低 Ｔ３综合征（ＬｏｗＴ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又称正常甲
状腺病态综合征（ｅｕｔｈｙｒｏｉｄｓｉｃｋ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ＥＳＳ）或非甲
状腺疾病综合征（ｎｏｎｔｈｙｒｏｉｄａｌｉｌｌｎｅｓ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ＮＴＩ）。
这一异常多数是可逆的，是机体对应激等严重情况的

适应性反应，病情轻重与甲状腺激素改变程度大致平

行，血清Ｔ３浓度减低是此症的关键改变，病情严重者
可以出现Ｔ４和ＦＴ４减低，ＴＳＨ也可降低，目前常把伴
有Ｔ４减低的严重病例称为低 Ｔ３、低 Ｔ４综合征［１－３］。

本文对１年来我院急诊科收治的急危重患者甲状腺激
素水平的变化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不同病程时期与低

Ｔ３综合症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急诊科近１年来收治的各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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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谭晓，电子信箱：ｘｉａｏ０３３０ｓｉｎａ．ｃｏｍ

重患者，既往无甲状腺疾病和其他内分泌系统疾病，且

所有患者均未服用对甲状腺产生影响的药物，共收集

低Ｔ３综合征２７例，男性１４例，女性１３例；年龄５０～
９６岁（其中年龄 ＞６０岁者 ２５例，占 ９２．６％，），平均
（７９．７±１１．６）岁；其中单纯低 Ｔ３综合征１４例，合并
Ｔ４降低的低Ｔ３综合征１３例。在本研究中引起低 Ｔ３
综合征的常见原发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及肺部感

染合并心功能不全／呼吸衰竭１１例，脑梗塞合并高血
压、肺部感染及糖尿病／肾功能不全５例，各类病因所
致心律失常及充血性心力衰竭６例，严重慢性肝病合
并心功能不全１例，肠穿孔合并肺部感染１例，高血压
合并肾功能不全１例，肠梗阻合并脑梗死１例，支气管
炎１例。根据患者治疗前后病情恢复情况，将患者分
为生存组和死亡组，总结分析患者 Ｔ３、ＦＴ３、Ｔ４、ＦＴ４、
ＴＳＨ的变化水平。
１２　检测方法　入院后的第２天抽取静脉血，采用酶
联免疫法测定 Ｔ３、Ｔ４、ＦＴ３、ＦＴ４和 ＴＳＨ血清浓度以及
生化指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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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例低 Ｔ３综合征患者中，２６名患者都合并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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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慢性病，在入院前都有一个长期患病的过程，仅１例
不是慢性病患者，为急性支气管炎（病程１０ｄ）。血生
化检查，２５例合并有低蛋白血症，少数患者转氨酶小
幅升高（低于正常值２倍）、肾功能不全、低钠和低钾，

其他生化检查多正常。本研究中２７例患者中，好转出
院２０例，死亡７例，死亡组血清Ｔ３、Ｔ４、ＦＴ３及ＴＳＨ的
水平均低于生存组，见表１。

表１　死亡组与生存组患者血清ＴＨ水平比较

组别 ｎ Ｔ３（ｎｍｏｌ／Ｌ） Ｔ４（ｎｍｏｌ／Ｌ） ＦＴ３（ｐｍｏｌ／Ｌ） ＦＴ４（ｐｍｏｌ／Ｌ） ＴＳＨ（ｕＩＵ／Ｌ）

生存组 ２０ ０．９４±０．２５ ７５．７±１８．８ ３．１１±０．６０＃ １６．６±２．５＃ ２．０８±１．４９＃

死亡组 ７ ０．６６±０．２ ５９．４±１３．２ １．８８±０．６６ １６．２±５．２ １．９０±０．９１

　　注：与死亡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Ｔ３：（１．３０～３．１０）ｎｍｏｌ／Ｌ；Ｔ４：（６６．０～１８１．０）ｎｍｏｌ／Ｌ；ＦＴ３：（２．８０～７．１０）ｐｍｏｌ／Ｌ；ＦＴ４：（１２．０～
２２．００）ｐｍｏｌ／Ｌ；ＴＳＨ：（０．２７０～４．２０）μＩＵ／Ｌ。

３　讨论
　　国外研究报道，住院患者７０％合并有低 Ｔ３综合
征，尤其在老年患者中发生率较高［４－６］，本研究中低Ｔ３
综合征患者平均年龄７９．７岁，与文献报道好发于老年
人相一致。目前对于低 Ｔ３综合征的发病机制仍不甚
了解，有以下学说：①严重应激时，５’脱碘酶活性降
低，外周组织 Ｔ４脱碘障碍，Ｔ４向 Ｔ３的转化下降。此
外，组织对 Ｔ４的摄取减少，也是 Ｔ３生成减少的原因。
研究表明危重病、饥饿、使用糖皮质激素及β阻滞剂等
均可降低５＇脱碘酶活性。②部分白蛋白低下、营养状
况差的患者，甲状腺素结合球蛋白（ＴＢＧ）、甲状腺运载
蛋白也可能降低，从而影响Ｔ４水平。③长期严重疾病
的患者，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ＴＲＨ）释放减少，导致
ＴＳＨ分泌下降，最终导致Ｔ３、Ｔ４血浆水平浓度的下降。
④各种炎性因子如：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肿瘤坏死因
子α（ＴＮＦα）等抑制 ＴＲＨ、ＴＳＨ、血清甲状腺球蛋白
（Ｔｇ）、Ｔ３、ＴＢＧ的合成，从而引起 Ｔ３、ＴＳＨ水平下
降［４，７－８］。本研究２７例低Ｔ３综合征患者中，２５例合并
血清低白蛋白血症，２６名患者合并有多种慢性病，２７
例患者均为重症患者支持上述 Ｔ３综合征的发病机制
学说。

关于低Ｔ３综合征的治疗国内外学者一直存在着
很大的争议，多数学者认为低Ｔ３综合征是机体的保护
性反应，不必干预。如给予甲状腺素的替代治疗，人为

的提高机体的代谢，致机体负氮平衡反而会使原发病

恶化［４，７］。现亦有文献报道对低Ｔ３综合征的患者给予
小剂量的甲状腺素补充治疗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这

些研究报道仅限于原发的心肺疾病，缺乏大样本的临

床研究数据，如要使用也应在原发病的临床症状改善

后谨慎小剂量应用［７，９］。在本研究中２０例好转出院的
患者中，均未补充甲状腺素，随着患者原发病的好转，

Ｔ３水平逐步恢复。
目前的研究多认为 Ｔ３水平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

及预后关系密切，单纯血清中 Ｔ３水平降低仅代表低
Ｔ３综合征的轻度状态，Ｔ３越低预后越差，如发生低
Ｔ３、低Ｔ４综合征则提示病情危重。本项研究中死亡组
患者与生存组的血清 Ｔ３、Ｔ４值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提示低 Ｔ３、低 Ｔ４综合征是疾病严重的

信号，预后差。

越来越多的研究已发现低 Ｔ３综合征与各种危重
症关系密切，可作为对危重患者病情、预后和疗效评估

的一项参考指标［６，９－１０］。但由于很多国内急诊、ＩＣＵ等
非内分泌科医生没有对危重患者的甲状腺素进行常规

检测，以致于临床上重症患者欠缺低Ｔ３综合征的临床
资料。因此，常规动态观察危重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

浓度的变化，对进一步研究低 Ｔ３综合征、以及指导临
床医师判断临床重症疾病患者的病情有着重要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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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同期远处转移临床分析
王彪，唐震，刘学刚，王祖义，李小军，施超，贡会源

【摘　要】　目的　总结不同病理类型肺癌同期远处转移的特点。方法　分析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近年同期远处
转移Ⅳ期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统计学处理数据，比较不同病理类型肺癌的远处转移情况。结果　青年以腺癌为
主，中老年以鳞癌为主；骨转移中腺癌最高，为３５．１４％（Ｐ＜０．０５）；鳞癌的脑转移率最低，为１０．６４％（Ｐ＜０．０５）；肝脏转
移比较无差别（Ｐ＞０．０５）；胸膜转移中腺鳞癌最高，为８０．００％（Ｐ＜０．０１）；对侧肺内转移中鳞癌低于腺癌（Ｐ＜０．０５）；心
包转移中腺癌最高，为１３．５１％（Ｐ＜０．０５）；肾上腺转移中小细胞癌显著高于其他类型（Ｐ＜０．０１）。结论　不同病理类
型肺癌同期远处转移的特点不同，ＥＣＴ等检查手段能够及早发现，为肺癌准确分期、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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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肺癌在所有恶性肿
瘤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首位，绝对数量还在不断上

升［１］。在我国许多地区患者肺癌发现时已属晚期，转

移是肺癌晚期的标志，是导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约

３０％的患者就诊时就已有远处转移［２］，即肺癌同期发

生转移，属于Ⅳ期。肺癌初诊时通过检查能否发现远
处转移至关重要，将影响患者的分期、治疗和愈后。不

同病理类型肺癌发生远处转移情况也不尽相同。对我

院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０６例Ⅳ期肺癌患者的
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以总结肺癌同期远处转移特点，现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０６例我院收治Ⅳ期肺癌患者，临床
资料完整。其中男性 ８３例，女性 ２３例，男女比为
３．６１∶１。年龄２８～８１岁，平均年龄５６．７岁。分为青
年组（＜４０岁）和中老年组（≥４０岁），分别为１４例和
９２例。
１２　诊断方法　患者均行支气管镜、穿刺或者腔镜下
活检明确病理诊断。其中鳞癌４７例（４４．３４％）；腺癌
３７例（３４．９１％）；小细胞肺癌１５例（１４．１５％）；腺鳞癌
５例（４．７２％）；未确定癌 ２例（１．８９％）。通过胸部
ＣＴ、头颅ＭＲＩ、全身核素骨扫描（ＥＣＴ）、肝脏和肾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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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等检查明确有远处转移。分期为Ⅳ期。
１３　治疗方法　根据患者病情分别采用姑息性放疗、
化疗、免疫治疗、基因靶向治疗，条件允许的孤立性脑

或肾上腺转移者采用手术治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处理，计
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全组胸膜转移 ６３例（５９．４３％）、骨转移 ３２例
（３０．１９％）、肝转移 １９例（１７．９３％）、脑转移 １８例
（１６．９８％）、对侧肺内转移１４例（１３．２１％）、心包转移
９例（８．４９％）、肾上腺转移４例（３．７７％）、皮肤转移２
例（１．８９％）、骨骼肌和胰腺转移各１例（０．９４％）。病
理分型情况见表１。

表１　不同年龄、性别肺癌患者病理分型情况（ｎ，％）

分类 男性 女性 ＜４０岁 ４０≥岁

鳞癌 ３８（４５．７８） ９（３９．１３） ３（２１．４３） ４４（４７．８３）
腺癌 ２６（３１．３３） １１（４７．８３） ８（５７．１４） ２９（３１．５２）
小细胞癌 １３（１５．６６） ２（８．７０） ２（１４．２９） １３（１４．１３）
腺鳞癌 ５（６．０３） ０ １（７．１４） ４（４．３５）
其他 １（１．２１） １（４．３５） ０ ２（２．１７）

　　由表１可见青年肺癌占１３．２１％（１４／１０６），以腺
癌为主（５７．１４％）；中老年肺癌多见，占所有肺癌比例
为８６．７９％（９２／１０６），以鳞癌为主（４７．８３％）。远处转
移情况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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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病理型肺癌患者远处转移情况（ｎ，％）

分类 骨骼 脑 肝脏 胸膜 对侧肺内 心包 肾上腺 其他

鳞癌 １４（２９．７９） ５（１０．６４） ８（１７．０２） ２７（５７．４５） ５（１０．６４） ２（４．２６） １（２．１３） １（２．１３）
腺癌 １３（３５．１４） ７（１８．９２） ６（１６．２２） ２１（５６．７６） ６（１６．２２） ５（１３．５１） １（２．７０） ０
小细胞癌 ３（２０．００） ２（１３．３３） ３（２０．００） ３（５３．３３） ２（１３．３３） ２（１３．３３） １（６．６７） １（６．６７）
腺鳞癌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由表２可见骨转移中腺癌最高，为３５．１４％，χ２＝
１５．７３５，Ｐ＜０．０５；鳞癌的脑转移率最低，为１０．６４％，
χ２＝１３．９６２，Ｐ＜０．０５；肝脏转移各病理类型比较无差
别，χ２＝４．５７３，Ｐ＞０．０５；胸膜转移中腺鳞癌最高，为
８０．００％，显著高于其他类型，χ２＝１３．２０７，Ｐ＜０．０１；对
侧肺内转移中鳞癌低于腺癌，χ２＝７．２３７，Ｐ＜０．０５；心
包转移中腺癌最高，为１３．５１％，χ２＝１２．５３８，Ｐ＜０．０５；
肾上腺转移中小细胞癌显著高于其他类型，χ２ ＝
１７．４２９，Ｐ＜０．０１。

３　讨论
　　肺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肿瘤，较易发生远处转移。
很难早期发现，出现症状就诊时，大多已经比较严重或

发生远处转移。了解肺癌同期远处转移的特点，能够

为预防、延缓转移及治疗提供一定的依据，以期改善患

者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

３１　肺癌远处转移机制　肺癌的生物特性多变，各种
组织类型肺癌的发生、发展都是一个多步骤、多途径的

变化和进展过程，与许多分子信号通道异常有关。有

学者认为 ｎｍ２３Ｈ１基因可能是控制肺癌转移的一个
关键基因［３］。

３２　骨转移的诊断及处理　肺癌是亲骨性肿瘤之一，
易发生骨转移，发生率为 ３０％ ～４０％［４］，本组为

３０．１９％。肺癌发生骨转移中位生存率为３～７月，症
状为剧烈疼痛、病理性骨折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期

和生活质量。早期诊断肺癌骨转移至关重要。常见的

诊断方法为全身放射性核素扫描（ＥＣＴ）、Ｘ线摄片、
ＣＴ、ＭＲＩ、病理学等，其中ＥＣＴ是全身一次性成像，敏感
性高、无创、经济，已成为目前诊断肺癌骨转移的首选

方法［５］。骨代谢异常时 ＥＣＴ就能显示病灶，结合临床
资料可以发现骨转移灶；而 Ｘ线检查需要骨质脱钙
３０％～５０％才能发现病灶，ＥＣＴ一般比Ｘ检查提前３～
６个月发现病灶。ＣＴ和ＭＲＩ摄片范围有限，存在漏诊
率。近年来ＰＥＴ／ＣＴ对骨转移早期有更好的特异性和
准确性［６］，但价格昂贵，目前不作为常规肺癌转移的筛

查。本组病例常规应用 ＥＣＴ检查到骨转移，其中腺癌
骨转移率最高，为３５．１４％，与其它病理类型比较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组肺癌骨转移患者均根据基
因检测，行６个周期的化疗。
３３　脑转移的诊断及处理　肺癌脑转移是临床严重
病情。常见症状为头痛、呕吐、精神失常、视力影响等。

ＭＲＩ增强扫描是目前公认的最佳检查方法。本组病例

均行头颅ＭＲＩ筛查出脑转移，其中肺鳞癌发生脑转移
率最低。肺癌脑转移的治疗存在争议，提倡尽快接受

治疗，放射治疗是最主要的手段［７］，孤立性脑转移病灶

可手术切除缓解症状。有报道显示肺、脑病灶联合切

除者生存期明显提高［８］。本组１８例肺癌脑转移患者
中有１例是原发灶有可切除性；脑转移病灶为孤立性
且身体条件允许，予分期行原发灶和脑转移病灶切除，

手术效果满意。其余均采用放疗等综合治疗。

３４　胸膜、肺内转移处理　在肺癌 ＴＮＭ分期（２００９）
中［９］，恶性胸腔积液、胸膜结节播散、对侧肺内转移为

Ｍ１ａ。本组病例中发现肺腺鳞癌发生胸膜转移率最
高。以全身化疗为主；手术多用于控制胸腔积液或减

瘤等姑息性手术。本组病例中的５例采用腔镜下喷洒
滑石粉控制胸水产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３５　其他部位转移　肾上腺属人体肿瘤转移好发部
位之一，肺癌发生肾上腺转移率为１．３８％ ～３５％。本
组病例为３．７７％，小细胞肺癌易发生。超声检查可以
发现直径为１ｃｍ以上的肾上腺肿块。超声作为肺癌
一种常规检查方法，便于临床进行准确分期，确定治疗

方法和预后判断。非小细胞肺癌同期孤立性肾上腺转

移手术治疗，术后５年生存率可达１０％～２３％。
　　肺癌肝脏转移与肺癌的病理类型有关。本组发生
率为１７．９３％，肺癌患者常规行肝脏超声检查，若发现
肝脏有异常信号，需行肝脏ＣＴ检查，以明确诊断，此类
患者行全身化疗，有报道支气管动脉和肝动脉双重联

合介入对肺和肝脏病灶进行化疗栓塞术，不仅减少患

者全身化疗痛苦、降低费用，也能达到预期疗效［１０］。

本研究分析了肺癌同期远处转移的特点，为早发

现、准确分期、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提供了依据。腺

癌、小细胞癌和腺鳞癌具有显著的远处转移特点，且较

早发生转移。初诊肺癌患者无论有无症状，都要行

ＣＴ、头颅ＭＲＩ、ＥＣＴ、肝脏及肾脏超声等检查，根据原发
灶和远处转移病灶及患者全身情况决定治疗方案，积

极的综合治疗手段能够提高晚期肺癌患者生活质量，

延长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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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长。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的研究基本一致，残余头晕

与受累半规管、性别、眩晕发作次数、复位次数无明显

相关性，而与复位前眩晕持续时间相关［６－７］。然而在

ＳｅｏｋＪＩ等［６］的研究中未发现年龄与残余头晕相关。

表２　 ＢＰＰＶ成功复位后残余头晕的独立危险因素

因素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ＯＲ ９５％ＣＩ Ｐ值

性别 －０．１６０ ０．４６１ ０．１２０ ０．８５２ ０．３４６～２．１０２ ０．７２９
年龄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３ ４．１９０ １．０４８ １．００２～１．０９５ ０．０４１
患侧 ０．４８０ ０．４７４ １．０２７ １．６１６ ０．６３９～４．０８９ ０．３１１
受累半规管 －０．１１２ ０．５９３ ０．０３６ ０．８９４ ０．２７９～２．８６０ ０．８５０
眩晕持续时间 ０．１８２ ０．０８１ ５．１２５ １．２００ １．０２５～１．４０５ ０．０２４
眩晕发作次数 －１．１８５ ０．９４４ １．５７６ ０．３０６ ０．０４８～１．９４５ ０．２０９
病因 ０．７５６ ０．６２１ １．４８１ ２．１３０ ０．６３０～７．１９６ ０．２２４
复位次数 ０．８１２ ０．６１２ １．７６１ ２．２５２ ０．６７９～７．４７０ ０．１８５
高血压 ０．０２７ １．３１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２８ ０．０７８～１３．５０３ ０．９８３
糖尿病 －０．６３７ １．０９０ ０．３４２ ０．５２９ ０．０６２～４．４７４ ０．５５９
冠心病 －０．８０８ １．２７４ ０．４０３ ０．４４６ ０．０３７～５．４１０ ０．５２６
高脂血症 ２．１５８ １．３３２ ２．６２４ ８．６５０ ０．６３６～１１７．６８５ ０．１０５

　　有学者将这类残余头晕归类为非前庭头晕，然而
旋转感并不总是提示前庭疾病，非眩晕性头晕并不总

意味着非前庭疾病。因此，仅凭残余头晕的特征很难

鉴别其来源。有多种可能的解释：①由于复位不彻底
残余耳石碎片引起轻度位置性眩晕，残余碎片不足以

偏离壶腹帽到足以激发明显眼震的程度［６－７］；②ＢＰＰＶ
不仅是半规管疾病，也是耳石病变，耳石功能障碍可能

解释短暂的轻度头晕［１－２］；③其他前庭病变可能与ＢＰ
ＰＶ并存。既往研究显示，在 ＢＰＰＶ合并外周或中枢前
庭功能失调时非特异性持续头晕的发生率增高［８］。④
延迟恢复可能是由于管石复位后需要更长时间的中枢

适应。⑤心理状态的影响。ＢＰＰＶ患者可能因为担忧
无法预料的眩晕发作或前庭功能受损产生焦虑情绪。

ＧａｚｚｏｌａＪＭ等［９］报道在周围前庭病变患者会持续存在

头昏、焦虑、抑郁等残余感觉。⑥ＢＰＰＶ可能存在多种
发病机制。目前多是基于管石症理论来进行复位治

疗，也有学者提出了其他发病机制，ＩｎａｇａｋｉＴ等［１０］研

究了５例患者的颞骨提出病理生理机制是神经元变
性，而不仅是机械刺激感受器，并认为患者在复位成功

眼震消失后仍有主观症状可能与此有关。

本研究证实管石复位术改善症状，但没有达到正

常水平，复位后残余头晕发生率高，未经特殊治疗３个
月内都能自行缓解。年龄和复位前眩晕持续的时间是

患者管石复位术后发生残余头晕的独立危险因素。这

些发现提示早期识别和治疗能降低 ＢＰＰＶ患者残余头
晕的发生率。复位治疗后需要进一步前庭康复训练和

随访。

参考文献

［１］　ＪｅｒｅｍｙＨｏｒｎｉｂｒｏｏｋ．Ｂｅｎｉｇｎ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ｔｉｇｏ（ＢＰＰＶ）：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ｉｃ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Ｊ］．
ＩｎｔＪ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８３５６７１．

［２］　ＦｉｆｅＴＤ．Ｂｅｎｉｇｎ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ｔｉｇｏ［Ｊ］．ＳｅｍｉｎＮｅｕｒｏｌ，
２００９，２９（５）：５００５０８．

［３］　于圣立．耳石复位Ｓｅｍｏｎｔ方法治疗良性位置性眩晕［Ｊ］．中国医师
进修杂志，２０１１，３４（３３）：３９４０．

［４］　ＲａｓｈａｄＵＭ．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ａｆｔｅｒＥｐｌｅｙ’ｓｍａｎｏｅｕｖｒ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ｔｉｇｏ［Ｊ］．Ｊ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ｔｏｌ，２００９，
１２３（１）：６９７４．

［５］　ＳａｎｔｏｓＥＭ，ＧａｚｚｏｌａＪＭ，ＧａｎａｎａＣＦ，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ｄｉｚｚｉｎｅｓｓｏｎｔｈｅ
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ｅｌｄｅｒｌｙ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ｖｅｓｔｉｂｕｌｏｐａｔｈｙ［Ｊ］．ＰｒｏＦｏｎｏ，２０１０，
２２（４）：４２７４３２．

［６］　ＳｅｏｋＪＩ，ＬｅｅＨＭ，ＹｏｏＪＨ，ｅｔａｌ．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ｄｉｚｚｉｎｅｓ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
ｔｉｇｏ［Ｊ］．ＪＣｌｉｎ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０８，４（３）：１０７１１０．

［７］　ＴｅｇｇｉＲ，ＧｉｏｒｄａｎｏＬ，ＢｏｎｄｉＳ，ｅｔａｌ．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ｄｉｚｚｉｎｅｓ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ｓｆｏｒ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ｂｅｎｉｇｎ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ｒｔｉｇｏｉｎ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Ｊ］．ＥｕｒＡｒｃｈ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２０１１，２６８（４）：
５０７５１１．

［８］　ＩｂｅｋｗｅＴＳ，ＲｏｇｅｒｓＣ．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ｃａｎａｌｂｅｎｉｇｎｐａｒ
ｏｘｙｓｍ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ｔｉｇｏ［Ｊ］．ＮｉｇｅｒＭｅｄＪ，２０１２，５３（２）：９４１０１．

［９］　ＧａｚｚｏｌａＪＭ，ＡｒａｔａｎｉＭＣ，ＤｏｎáＦ，ｅ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ｍｏｎｇ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ｖｅｓｔｉｂｕｌａ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Ｊ］．ＡｒｑＮｅｕｒｏｐｓｉｑｕｉａｔｒ，２００９，６７（２Ｂ）：４１６４２２．

［１０］　ＩｎａｇａｋｉＴ，ＣｕｒｅｏｇｌｕＳ，ＭｏｒｉｔａＮ，ｅｔａｌ．Ｖｅｓｔｉｂｕｌ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
ｓｕｄｄｅｎｄｅａｆｎｅｓ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ｖｅｒｔｉｇｏ：ａｈｕｍａ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ｂｏｎｅ
ｓｔｕｄｙ［Ｊ］．ＯｔｏｌＮｅｕｒｏｔｏｌ，２０１２，３３（７）：１１５１１１５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１）

·２６８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全科临床论著·

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抗心磷脂抗体检测的临床意义
冯敏，张友好，许媛媛，朱方方，赵宏，孟颖

【摘　要】　目的　探讨抗心磷脂抗体（ａｎｔｉｃａｒｄｉｏｌｉｐｉｎ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ＡＣＡ）与急性脑梗死（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ＡＣＩ）的关系
及其临床意义，为临床早期预防性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检测６９例 ＡＣＩ患者 ＡＣＡ的阳
性率，并与对照组４２例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ＡＣＩ组患者ＡＣＡ阳性率２４．６４％，对照组 ＡＣＡ阳性率４．７６％，两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ＡＣＩ组患者年龄≤５０岁的 ＡＣＡ阳性率 ３６．１１％，年龄 ＞５０岁的 ＡＣＡ阳性率
１２．１２％，ＡＣＩ组患者ＡＣＡ阳性率与年龄≤５０岁脑梗死患者关系密切（Ｐ＜０．０５）；而ＡＣＩ组患者ＡＣＡ的阳性率在性别差
异上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ＣＩ组患者多灶性脑梗死ＡＣＡ阳性率４２．８６％，单灶性脑梗死ＡＣＡ阳性率１６．６７％，ＡＣＡ
阳性率与脑梗死病灶数量呈正相关，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ＡＣＡ是 ＡＣＩ，尤其是中、青年 ＡＣＩ
的重要危险因素，且以多灶性脑梗死多见，临床上应重视对ＡＣＡ阳性患者的积极防治。
【关键词】　急性脑梗死；抗心磷脂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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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血管病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其病
因一直受到关注。近年来，有关免疫介导的脑血管病

的研究，尤其是抗心磷脂抗体（ａｎｔｉｃａｒｄｉｏｌｉｐｉｎａｎｔｉｂｏｄ
ｉｅｓ，ＡＣＡ）与缺血性脑卒中关系的研究日益受到国内
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其与缺血性脑卒中相关性的研究

一直是近几年血管疾病免疫功能方面的新课题。国外

有学者［１］研究认为，ＡＣＡ可引起各种血栓性疾病，包
括冠状动脉血栓、外周动脉血栓、深静脉血栓等。随着

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研究［２－３］发现，ＡＣＡ与急性脑
梗死（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ＣＩ）关系密切，是 ＡＣＩ
的一个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为此，本研究采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检测６９例 ＡＣＩ患者 ＡＣＡ的阳性
率，从而探讨ＡＣＡ在ＡＣＩ中发生的作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ＡＣＩ组为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６月
在我科住院的ＡＣＩ患者６９例，男性３８例，女性３１例，
年龄３４～８２岁，平均（５６．２５±１１．８７）岁。所有患者诊
断均符合第４届全国脑血管病会议制订的脑梗死的诊
断标准，且６９例脑梗死患者均经头颅 ＣＴ和／或 ＭＲＩ
证实。对照组为同期本科住院的非脑血管疾病患者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４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冯敏，许媛媛，朱方方，赵宏，孟颖）；检验科（张友好）

通讯作者：冯敏，电子信箱：ｆｅｎｇｍ１９７０＠１６３．ｃｏｍ

４２例，男性 ２４例，女性 １８例，年龄 ３２～８１岁，平均
（５３．９０±１２．７５）岁，两组年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所有的受试对象均排除：①严重心、肝、肾疾
病；②近期感染史；③系统性红斑狼疮、肾病综合征等
自身免疫性疾病；④妊娠。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　所有脑梗死组及对照组患者均于
入院１～３ｄ内采取清晨空腹静脉血４ｍｌ，由本院检验
科检测。

１２２　检测方法　ＡＣ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
（ＥＬＩＳＡ）进行检测，采用美国伯乐（ＢＩＯＲＡＤ）６８０型全
自动酶标仪测定，试剂由亚辉龙生物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提供。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数资料进行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ＡＣＩ组与正常对照组血清 ＡＣＡ阳性率比较　
ＡＣＩ组ＡＣＡ阳性 １７例（２４．６４％），对照组阳性 ２例
（４．７６％），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７．２７，
Ｐ＜０．０１）。
２２　ＡＣＩ组ＡＣＡ阳性率与患者年龄、性别的关系　
观察 ＡＣＩ患者 ６９例，≤５０岁的 ＡＣＡ阳性 １３例
（３６．１１％），＞５０岁的ＡＣＡ阳性４例（１２．１２％），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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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３４，Ｐ＜０．０５）；而 ＡＣＩ
患者 ＡＣＡ的阳性率在性别上无统计学差异（χ２＝
１．７６，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ＡＣＩ组ＡＣＡ阳性率与年龄、性别之间的关系

组别 ｎ ＡＣＡ阳性例数 ＡＣＡ阳性率（％）

年龄（岁） ≤５０ ３６ １３ ３６．１１

＞５０ ３３ ４ １２．１２
性别 男性 ３８ ７ １８．４２

女性 ３１ １０ ３２．２６

　　注：与＞５０岁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ＡＣＩ组ＡＣＡ阳性率与脑梗死病灶数量的关系　
６９例ＡＣＩ患者中，多发性脑梗死２１例，ＡＣＡ阳性９例
（占４２．８６％），单发性脑梗死 ４８例，阳性 ８例（占
１６．６７％），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４０，
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ＡＣＡ是抗磷脂抗体的一种，也是抗磷脂抗体综合
征的标志性抗体，常见于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ＬＥ）及其
他自身免疫性疾病［４］，其能够直接诱发血液高凝状态，

可引起各种血栓性疾病，包括脑血栓、外周动脉血栓

等［１］。

本研究结果显示，ＡＣＩ组 ＡＣＡ阳性１７例，阳性率
２４．６４％，对照组 ＡＣＡ阳性２例，阳性率４．７６％，两组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７．２７，Ｐ＜０．０１），表明
ＡＣＡ与脑梗死的发生明显相关，是 ＡＣＩ的重要危险因
素，与文献［５］报道一致。ＡＣＡ引起血栓形成的机制仍
不完全清楚，国外有学者［６］研究认为，ＡＣＡ可能通过
多种途径干扰凝血系统，使患者血液呈现高凝状态，促

进了血栓形成。目前认为其发病机制［７］可能为：①
ＡＣＡ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引起纤溶酶原激活剂的
释放，纤溶活性减低，血栓进一步形成；②ＡＣＡ对内皮
细胞造成直接的免疫损伤，从而引起血小板黏附、聚集

和凝血因子Ⅻ活化，促进血小板参与血栓形成；③ＡＣＡ
与血管内皮细胞的膜磷脂或血小板发生抗原、抗体反

应，促进血栓形成；④ＡＣＡ可能引起补体介导的细胞
损害。⑤ＡＣＡ能抑制血栓调节素，使活化蛋白 Ｃ减
少，体内凝血活性增高；⑥ＡＣＡ干扰了胎盘抗凝蛋白
（ＰＡＰ）的抗凝作用，从而促使血栓形成。

国外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Ｖ等［８］报道，ＡＣＡ相关脑梗死见于
任何年龄，但多见于青年人，青年脑梗死 ＡＣＡ阳性的
比率显著高于老年患者。国内吴晋［９］亦报道，≤５０岁
脑梗死组ＡＣＡ阳性率显著高于 ＞５０岁脑梗死组。本
研究显示，ＡＣＩ患者中，年龄≤５０岁患者阳性率
（３６．１１％）明显高于年龄 ＞５０岁患者阳性率
（１２．１２％，χ２＝５．３４，Ｐ＜０．０５），表明 ＡＣＡ与中、青年
ＡＣＩ关系密切，是中、青年 ＡＣＩ患者的危险因素，与上
述文献报道一致。

ＤｕｔｔａＡ等［１０］研究表明，ＡＣＡ阳性的脑梗死患者，
女性多于男性，且女性患者的复发率较男性患者更易

发生。而在本组脑梗死患者中，女性 ＡＣＡ阳性率

（３２．２６％）高于男性（１８．４２％），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１．７６，Ｐ＞０．０５），与国内张英丽等［１１］研究相符。

崔若玖等［１２］研究显示，多灶性脑梗死患者的ＡＣＡ
阳性率显著高于单灶性脑梗死患者。本研究结果显

示，多灶性脑梗死ＡＣＡ阳性率４２．８６％，单灶性脑梗死
ＡＣＡ阳性率１６．６７％，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５．４０，Ｐ＜０．０５），表明ＡＣＡ阳性脑梗死，以多灶性梗死
多见，与上述文献研究一致。

总之，ＡＣＡ与ＡＣＩ，尤其与中、青年ＡＣＩ密切相关，
是中、青年 ＡＣＩ重要的危险因素。因此，在临床工作
中，建议应常规检测 ＡＣＡ，尤其在中、青年人中，当出
现原因不明的脑梗死，特别是缺乏心源性栓塞时，有早

发脑梗死家族史，更需进一步检测，以明确脑梗死病

因［１０］。由于ＡＣＡ相关性脑梗死发生机制与血液高凝
状态密切相关，因此，对ＡＣＡ阳性的脑梗死患者，可预
防性使用抗凝、抗血小板治疗［１３］，以降低脑梗死的发

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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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１５例嗜酸细胞性胃肠炎的临床和内镜表现
李红梅

【摘　要】　目的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ＥＧ）临床罕见，经常漏诊、误诊，本文通过分析所收集病
例的临床和内镜表现，希望提高临床医生对本病的认识。方法　选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住
院治疗的患者共１５例，针对患者的发病过程、临床症状体征、化验结果、内镜诊断、临床治疗进行总结、分析，结合文献探
讨该病的诊断、治疗。结果　ＥＧ患者以腹痛、腹泻为主要症状，部分患者可出现腹胀、腹水，外周血嗜酸细胞比例达
１６％～６８％，骨穿可见嗜酸粒细胞明显升高，腹水化验可见大量嗜酸细胞，内镜检查可见胃窦、十二指肠、结肠黏膜水肿、
糜烂、溃疡形成，病理检查证实嗜酸细胞浸润，一般给予激素治疗，可迅速缓解临床症状，并使外周血嗜酸粒细胞明显下

降或恢复正常。结论　ＥＧ临床和内镜表现无特异性，但内镜检查是主要诊断手段，病理诊断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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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
ＥＧ）临床罕见，主要表现为嗜酸细胞浸润胃肠道所致
腹痛、腹泻、腹水、胃肠道梗阻。１９３７年由Ｋａｉｊｓｅｒ报道
３例病例，目前文献报道约几百例，且临床特点不一，
具有多样性［１］。我们分析了本院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收治
的１５例ＥＧ患者，结合文献探讨该病的临床和内镜表
现、治疗和预后。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本院收治的 ＥＧ
患者１５例，男性１０例，女性５例，年龄１８～５４岁。３
例既往有支气管哮喘史，３例发病前分别进食烧烤、野
菜、鸡蛋。

１２　临床表现　本研究１５例患者临床表现为腹痛１３
例，腹胀１２例，腹泻９例，便血１例，恶心、呕吐２例，
腹水６例。
１３　检验结果　１５例住院患者入院行外周血嗜酸细
胞检查均升高，占白细胞总数的百分比为 １６％ ～
６８％，有腹水的６例患者中，４例行腹腔穿刺，腹水中
均检出大量嗜酸细胞。８例患者行骨穿均提示：嗜酸
性粒细胞增多症。１５例患者查便找寄生虫均为阴性，
３例患者便ＯＢ（＋）。
１４　胃镜、结肠镜结果　全部患者入院后行胃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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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报告显示患者胃窦、十二指肠球部黏膜可见红斑、

水肿、溃疡。９例患者行胃黏膜活检，５例提示有嗜酸
性粒细胞浸润。１２例患者行十二指肠球部活检，９例
提示大量嗜酸性粒细胞浸润。９例患者行结肠镜检
查，２例提示全结肠黏膜充血、水肿、溃疡形成，１例活
检提示有嗜酸性粒细胞浸润，３例提示回肠末段黏膜
颗粒不平、充血，盲肠处黏膜片状充血，２例活检提示
有嗜酸性粒细胞浸润，３例结肠镜无异常发现，但２例
回肠末端及乙状结肠活检均提示有嗜酸性粒细胞浸

润。１例患者行小肠镜检查可见空肠多发溃疡，活检
提示多量嗜酸性粒细胞浸润。

１５　治疗方法　３例考虑与进食有关的患者给予禁
食相关食物、补液、止痛、止泻、调节肠道菌群等治疗，

其余患者在取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后给予激素治疗，其

中９例口服泼尼松２０～３０ｍｇ／ｄ，２例口服泼尼松６０
ｍｇ／ｄ，１例口服地塞米松５ｍｇ／ｄ。

２　结果
　　３例患者经对症治疗后症状缓解，另１２例患者予
糖皮质激素治疗１周后腹痛缓解、腹泻停止，血常规检
查显示嗜酸粒细胞恢复到大致正常水平。

３　讨论
　　ＥＧ是一种临床罕见病，主要表现为嗜酸细胞浸润
胃肠道所致腹痛、腹泻、腹水、胃肠道梗阻，常同时伴有

外周血嗜酸粒细胞增多。本病多发生在中青年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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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献显示男性发病人数多于女性，儿童和老年人也

可发病。ＥＧ原因不明，少数患者有过敏史或变应反应
疾病家族史。发病机制不清，很可能是发病机制不尽

相同的一组疾病。

本病可累及整个胃肠道，有研究表明 ＥＧ好发部
位为胃窦（５３．３％）、十二指肠（４６．７％）、回盲部
（５０．０％）［２］，其他部位（食管、小肠）亦可累及，病变散
在而分布较广［３］。按浸润范围可分为局限型或弥漫

型。局限型以胃窦多见，病变可隆起导致幽门梗阻。

弥漫型病变多表现为黏膜水肿、增厚，也可表现为糜

烂、浅溃疡。Ｋｌｅｉｎ根据嗜酸粒细胞浸润胃肠壁的程度
将本病分为：①黏膜病变型：病变主要累及胃肠黏膜，
黏膜内大量嗜酸粒细胞浸润，上皮细胞明显异常，肠绒

毛消失，可使患者吸收不良、缺铁、丢蛋白、失血等。大

部分本型患者通过内镜活检确诊。②肌层病变型：占
１３％～７０％［４］，病变主要累及肌层，表现为胃肠壁增

厚，可使患者出现幽门梗阻、肠梗阻，偶有胃肠道出血

和瘘管形成，此型患者只有深挖活检才能确诊。③浆
膜病变型：浸润以浆膜为主，浆膜增厚，并可累及肠系

膜淋巴结，可使患者出现腹膜炎、腹水，腹腔镜或剖腹

探查组织活检可确诊。腹水嗜酸粒细胞增高对 ＥＧ诊
断有重要意义［５］。对高度怀疑肌层型或浆膜型者，超

声内镜有助于诊断。以上三型可单独或混合出现。由

于ＥＧ病变类型不同，其临床表现也呈多样性，缺乏特
异性［６］。

本文１５例住院患者中表现为黏膜病变的有９例，
临床主要症状为腹痛、腹泻，表现为混合型的有６例，
消化道全层同时被嗜酸粒细胞累及，随着病变发展，患

者出现腹胀、腹水。

本病的诊断困难，有时需经手术探查方可确诊。

随着内窥镜检查的广泛应用，对本病的诊断有重要的

意义。本组病例中３例患者结肠镜检查无异常发现，
但２例活检均提示有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所以对怀疑
ＥＧ患者，即使内镜下肉眼观察无特异性者也应多点活
检［７］。内镜下多点活检（６点以上）可有效提高诊断
率［８］。文献［９］报告，十二指肠降段多点活检阳性率较

高。另１例患者行小肠镜检查见空肠多发溃疡，活检
提示大量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所以对于常规胃、十二指

肠、大肠黏膜正常者，不能排除空回肠病变，有条件者

应行小肠镜检查。

由于本病临床表现无特异性且人们对它缺乏认

识，临床常常误诊。凡遇到有胃肠道症状，周围血嗜酸

粒细胞增多者均应考虑本病，应追问患者有无过敏性

疾病史或发病前进食了哪些食物。外周血嗜酸性粒细

胞增多是诊断该病的重要线索，但目前研究认为［１０］，

ＥＯＳ增多不应作为诊断的必需条件，有部分患者外周

血ＥＯＳ没有异常变化。由于本病症状的非特异性以
及其他疾病亦可有嗜酸性细胞增高造成的组织损伤，

临床上需与多种疾病鉴别。最难鉴别的是与嗜酸性粒

细胞增多症的鉴别，嗜酸粒细胞增多症除周围血嗜酸

粒细胞增高外，病变不仅累及肠道，还广泛累及其他实

质器官，如脑、心、肺、肾等，其病程短、预后差，常在短

期内死亡。临床遇到此类患者应对其进行上述脏器功

能的评估。其他尚需鉴别的疾病有炎性肠病，寄生虫

感染，药物过敏等。

目前认为ＥＧ是一种自限性疾病，部分患者可自
愈。对有明确过敏史的患者停止接触过敏食物及药物

后，部分患者可获治愈。糖皮质激素是治疗嗜酸细胞

性胃肠炎的有效药物［１１］，多数患者需给予激素治疗，

建议泼尼松２０～４０ｍｇ晨间一次口服，症状消失后递
减，争取３～４个月停用。研究表明大部分患者在应用
激素治疗后症状得到缓解，但有一半患者在停药后复

发，故这些患者需要小剂量长疗程隔天服用激素治疗。

效果不佳者可联合应用免疫抑制剂如硫唑嘌呤。如出

现幽门梗阻、肠梗阻，经过禁食、补液、胃肠减压等保守

治疗效果不好时，应积极手术处理，但远期效果不佳。

有些患者治疗好转后再次发病，激素治疗仍有效，预后

较好。本病无恶变报告。随着内镜检查不断普及、完

善，本病诊断率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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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非胸腔镜辅助 Ｎｕｓｓ手术治疗漏斗胸３０例疗效观察
田聪，李新亚，高峰，王刚，杨晓松，吴克松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３０例漏斗胸行非胸腔镜辅助Ｎｕｓｓ手术的疗效观察，探讨非胸腔镜辅助Ｎｕｓｓ手术治疗漏斗胸
的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漏斗胸患者３０例，均行非胸腔镜辅助 Ｎｕｓｓ手术治疗。观察各
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心律失常发生率、术后并发气胸发生率和术后住院时间。结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
手术，手术效果２７例为优，３例为良；患者平均手术时间５９ｍｉｎ；术中平均出血量３０ｍｌ；术中心律发生率为６．６７％，气胸
发生率为１０％；术后平均住院时间６．３ｄ。结论　Ｎｕｓｓ手术是一种治疗漏斗胸安全、方便、微创、美观、疗效确切的方法，
值得进一步推广和深入研究。

【关键词】　漏斗胸；非腹腔镜Ｎｕｓｓ手术；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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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斗胸（ｐｅｃｔｕｓｅｘｃａｖａｔｕｍ，ＰＥ）是儿童常见的胸壁
畸形之一，发病率约在１‰ ～３‰之间，男性多于女性。
表现为部分胸骨、肋软骨及肋骨向脊柱呈漏斗状凹陷

的一种先天性畸形，多自第３肋软骨开始到第７肋软
骨，向内凹陷变形，一般在剑突的上方凹陷最深，有时

胸骨偏向一侧。漏斗胸可对患病儿童造成多方面的负

面影响，如心肺功能障碍与心理障碍［１］。传统治疗漏

斗胸的方法为“带腹直肌蒂胸骨翻转术”，该术式有创

伤大、术后恢复缓慢、住院时间长等缺点。Ｎｕｓｓ于
１９９８年采用微创手术成功矫治漏斗胸［２］，因其恢复

快，创伤小，被临床广泛采用。现将我科３０例漏斗胸
行Ｎｕｓｓ手术矫治的临床效果做如下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科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漏斗胸患者３０例，男１０例，女５例，年龄６～
１８岁。术前经体格检查与胸部 ＣＴ检查明确为漏斗
胸，Ｈａｌｌｅｒ指数均 ＞３．２５。患者均未合并如先天性心
脏病、肺炎、脊柱侧弯等其他可能影响术后疗效的疾

病。

１２　治疗方法　患者仰卧位，双上肢外展，常规全身
麻醉，气管插管后，测量患者胸廓凹陷最低点与两侧腋

中线的垂直长度之和，以该长度减１ｃｍ作为选择支撑
钢板长度。用成型系统将支撑钢板按理想胸廓形状塑

形后于胸骨凹陷最低点处水平两侧腋中线分别切开约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胸外科
通讯作者：田聪，电子信箱：ｒｉｒｉｃｏ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３ｃｍ长的切口，逐层分离皮下组织、肌层直达壁层胸
膜；从一侧切口置入引导器，紧贴胸肋关节及胸骨后方

小心潜行直至对侧切口。引入导丝，将导丝的一端与

塑形完毕的支撑钢板连接。牵拉粗线，使钢板进入壁

层胸膜外侧，小心经胸肋关节及胸骨后方潜行直至对

侧切口撑起胸骨凹陷处，满意后，将钢板两端分别固定

于两侧肋骨，逐层关闭胸壁。术后给予给予吸氧、心电

监护、抗炎补液等对症处理。拍胸片观察有无气胸及

钢板移位。

１３　指标监测
１３１　 小儿漏斗胸的手术效果评价标准［３］　 ①胸部
Ｘ线片显示胸骨改变；②胸廓外观效果；③患儿和家属
满意程度；④胸廓饱满程度、伸展性和弹性。符合４条
者为优，３条为良，２条为中，０～１条为差。本文依照
此标准进行评分，从优到劣依次为４分、３分、２分、１
分。

１３２　 观察指标　 观察并统计各患者手术时间、术
中出血量、术中心律失常发生率、术后并发气胸发生率

和术后住院时间。

２　结果
　　行 Ｎｕｓｓ手术的漏斗胸患者手术效果满意：２７例
手术效果评分为４分，３例评分为３分；患者平均手术
时间（５９±２７）ｍｉｎ；术中出血量（３０±１３）ｍｌ；术中心
律失常２例，发生率为６．６７％，均为一过性室上性心
动过速，数分钟后均自行缓解；并发气胸３例，均放置
胸膜腔闭式引流管，发生率为１０％；术后平均住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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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６．３±３．５）ｄ。

３　讨论
　　漏斗胸为常见的先天性胸壁畸形，其病因尚未明
确。有研究表明，漏斗胸的形成与胸骨和肋软骨的内

在异常有关［４］，肋软骨生物力学性能下降可能是由胶

原的分布、排列与组成异常所引起［５］。笔者认为胸骨

和部分肋骨向脊柱凹陷引起胸廓容积减小，导致限制

性通气功能障碍，肺的通气血流比失调，产生“功能性

分流”的病理生理改变，使患者肺功能受到严重影响。

并因其畸形外观和运动能力下降使患儿不愿运动，害

羞甚至产生抑郁情绪，对患儿的心理健康也产生较大

的负面影响［６］。传统补钙的治疗方法对防治该种畸形

无效，手术是唯一有效矫治该畸形的方法。

传统治疗漏斗胸的手术方法有胸骨翻转术、胸骨

抬举术和硅胶植入术等。笔者所在单位以往较常应用

“带腹直肌蒂胸骨翻转术”矫治漏斗胸，其有创伤大、

患者痛苦大、术中出血量多、术后住院时间长、术后可

能并发胸骨前突畸形、胸骨软化吸收和容易复发［７］等

缺点。

Ｎｕｓｓ手术采用特制的合金钢板，预先将其塑形与
期望胸廓形状相似，在胸骨和肋软骨后方置入并将其

撑起。从而使畸形的胸廓得以矫形，恢复胸腔容积。

该术式具有操作简单、创伤小、恢复快、患者痛苦小、术

中出血量少和矫形满意等优点［８］。近年来，有学者将

其与胸腔镜结合，更加增加了该术式的安全性［９］。本

组手术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较短，均为微创手术的优

点。

有学者［１０］认为最佳的手术年龄为６～１２岁。我
们也选择了数例１２～１８周岁患儿进行手术，取得了较
好的矫治效果。有文献报道年龄分别为１岁和４６岁
的患者行Ｎｕｓｓ手术的案例取得成功［１１］。

Ｎｕｓｓ手术的手术指征［１２］为以下２个或者２个以
上标准：①患者行肺功能检查提示限制性或者阻塞性
通气功能障碍。②Ｈａｌｌｅｒ指数 ＞３．２５。③患者合并不
完全右束支传导阻滞、二尖瓣脱垂等疾病。④患者难
以忍受畸形的外观，以畸形进行性加重尤为重要。结

缔组织病患者（如马凡综合征）［１３］、脊柱侧弯畸形、塑

形材料过敏者禁用。⑤漏斗胸进展明显且合并明显症
状。⑥曾行漏斗胸矫治术复发者。本组 ３０例患者
Ｈａｌｌｅｒ指数均＞３．２５；其中１８例行肺功能检查示轻到
中度的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有４例提示重度的限制
性通气功能障碍；６例年龄大于１２岁患儿表现出对畸
形外观的不满；４例心电图示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
滞，我们的病例选择符合上诉标准，且疗效均佳。

Ｎｕｓｓ手术的并发症有气胸、内固定支架移位、术
中心律失常、出血、过敏反应、胸腔积液和术后感染

等［１４］。本组３０患者有３例发生气胸，均放置胸膜腔
闭式引流管。非胸腔镜引导下的 Ｎｕｓｓ手术在穿入引
导器和钢板时容易损伤脏层胸膜而进入少量气体，在

术中放置胸膜腔闭式引流，可以在治疗气胸的同时观

察有无胸腔内出血；本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少，３０ｍｌ左
右，这也是微创手术相对于传统胸骨翻转术的优势；对

于本组患者２例心律失常的出现，我们认为这是钢板
抬举胸廓使胸腔内形状改变，同时在钢板翻转时可能

触碰挤压纵膈，从而刺激心脏所引起，本组均为一过

性。有学者［１４］提到的内固定支架移位、过敏反应与胸

腔积液等并发症，本组患者尚未出现，可能是由于我们

采用固定架与两侧肋骨牢固固定或由于本组患者数目

过少，尚未有上述并发症的经验。

通过对３０例非胸腔镜辅助下 Ｎｕｓｓ手术的观察，
我们发现因无需胸腔镜辅助，对麻醉无特殊要求，所以

大大缩短了手术时间；一旦发现钢板位置需要变动，调

整也更加方便。钢板需紧贴在胸骨及胸肋关节潜行，

穿出肋间隙时应避免损伤胸廓内动脉。

综上所述，通过对本组３０例漏斗胸患者行非胸腔
镜辅助Ｎｕｓｓ手术的疗效观察，证实了 Ｎｕｓｓ手术是一
种治疗漏斗胸安全、方便、微创、美观、疗效确切的方

法，值得进一步推广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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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铜离子电化学疗法并切除缝合术治疗痔１１２例
乔国庆，王金梅，许文波，朱春青

【摘　要】　目的　探讨铜离子电化学疗法联合外痔切除缝合术治疗混合痔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将２２４例需手术
治疗的痔患者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两组，即观察组（１１２例）采用铜离子电化学疗法并外痔切除缝合术，对照组（１１２例）
采用外剥内扎术，观察两组临床疗效和术后出血、疼痛、肛门水肿、肛门狭窄及尿潴留等情况。结果　观察组治愈１０９
例，治愈率９７．３％；对照组治愈８８例，治愈率７８．６％。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４．３３４３，Ｐ＝０．０００２＜０．０１）。观察
组术后出血、疼痛、尿潴留，肛门水肿、肛门狭窄明显低于对照组（Ｚ＝－６．１７７２，Ｚ＝－５．７１３９，χ２＝１３．０１２３，Ｚ＝４．７６２２，
Ｆ＝６．７５７４，均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铜离子电化学疗法并外痔切除缝合术治疗混合痔优于传统的内扎
外剥术。铜离子电化学疗法治疗痔是一种新兴的微痛微创疗法，加之术中对外痔切除缝合术，其疗效确切、安全、损伤

小、痛苦小、并发症少，值得基层广泛推广。

【关键词】　铜离子；电化学；混合痔；微痛微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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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ｆａｎｄｓｅｗｕｐ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ｉｔｗａｓｗｏｒｔｈｔｏ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ｂａｓ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ｍａｌｌ
ｄａｍａｇｅ，ｌｉｔｔｌｅｐａｉｎａｎｄｌｅｓ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ｐｐｅｒ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Ｍｉｘｅ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Ｌｉｔｔｌｅｐａｉｎ；Ｓｍａｌｌｄａｍａｇｅ

　　痔病是临床上的一种常见多发病，其主要症状是
脱出和出血，我国痔病的患病率高达５０％，痔的治疗
方法多种多样，治疗方法的不适当，可能会给患者带来

很大的痛苦，还有可能引起术后出血、肛门狭窄等诸多

并发症。如何选择合理的微创治疗方法，既能减少患

者的疼痛又能保证手术的疗效，是当今肛肠医生急需

解决的重点问题。铜离子电化学疗法（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ｂｙＣｕｐｒｉｃＩｏｎ，ＥＣＴＣＩ）联合切除缝合术治
疗痔，经过临床验证取得较好的效果。我科采用 ＥＣＴ
ＣＩ联合切除缝合术治疗痔患者，疗效满意，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９月在我院确
诊为痔的住院患者２２４例，依中央随机数字表，分为两
组进行随机对照研究。观察组１１２例采用ＥＣＴＣＩ并外

基金项目：廊坊市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１３０１３０１２）
作者单位：０６５７００河北省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普通外科
通讯作者：乔国庆，电子信箱：ｑｇｑ０９２９＠１２６．ｃｏｍ

痔切除缝合术治疗，对照组１１２例采用外剥内扎术治
疗。观察组１１２例，男性５７例，女性５５例；年龄２１～
６９岁，平均（４２．６±８．２）岁；病程 ２～１１年，平均
（７．１±２．２）年；内痔Ⅰ度１９例，内痔Ⅱ度３５例，内痔
Ⅲ度４７例，内痔Ⅳ度１１例。对照组１１２例，男性５８
例，女性５４例；年龄１９～６８岁，平均（４１．８±７．９）岁；
病程２～１２年，平均（７．２±２．０）年；内痔Ⅰ度２０例，内
痔Ⅱ度３４例，内痔Ⅲ度４８例，内痔Ⅳ度１０例。入组
患者均伴有不同程度的外痔。患者均符合混合痔诊断

标准，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心脑血管、代谢性疾病

等全身疾病处于平稳期。排除年龄在１８岁以下，妊娠
或哺乳期妇女，资料不全或已接受其它有关治疗的患

者。两组患者性别构成、年龄分布、病程等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内痔：Ⅰ度，便时带血、出血呈滴血或
喷射状，便后出血可自行停止，无痔脱出；Ⅱ度，常有便
血，排便时有痔脱出，便后自行还纳；Ⅲ度，偶有便血，
排便或咳嗽、久站、劳累时痔脱出，需用手还纳；Ⅳ度，
偶有便血，痔脱出后不能还纳。外痔：肛门不适、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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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洁，如发生血栓形成及皮下血肿有剧痛。混合痔：内

痔和外痔的症状可同时存在，严重时表现为环状痔脱

出。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观察组（ＥＣＴＣＩ技术加切除缝合术）　使用北
京鑫奥源医疗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 ＣＨＡＴ５３０２／ＭＰ
型铜离子电化学治疗仪，用纯铜制成直径０．７ｍｍ铜
质针形电极，电极间距为１０ｍｍ。按照默认值连续治
疗２８０ｓ（９Ｖ，９０ｓ；１１．５Ｖ，６０ｓ；－１１．５Ｖ，７０ｓ；６Ｖ，
３０ｓ；－６Ｖ，３０ｓ）。内痔的治疗方法：麻醉后，患者取
侧卧位，插入肛门镜，检查并确定出血及脱出的痔区，

将４组铜针电极刺入齿线附近痔区组织，深 １３～１５
ｍｍ，治疗２８０ｓ。以同样方法逐次治疗其它各个痔区
共２次。外痔的治疗方法：根据痔疮脱出区域，剪除在
肛缘外的外痔，如出血用电刀轻点止血，将肛缘内外痔

提起后电刀切开０．５～１．０ｃｍ，血管钳夹闭其余外痔，
在钳上切除痔疮组织，随即用３０可吸收线缝合痔疮
残端，切除区域视痔疮脱出区域确定，可以分１处至４
处不等。

１３２　对照组（外剥内扎术）　麻醉成功后，以组织
钳夹外痔顶部向外牵拉，显露内痔，另取组织钳夹持内

痔基底部，合并提取二钳，做“Ｖ”字形切口，在皮下静
脉丛与内括约肌之间剥离至齿状线上０．５ｃｍ处，提起
内痔，钳夹内痔基底部，用７号线在血管钳下作“８”字
贯穿缝扎，在距结扎线远端 ０．５ｃｍ处剪除结扎痔组
织，同法处理其它痔核。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的临床疗效，比较两组术后
并发症（包括出血、疼痛、尿潴留、肛门水肿、肛门狭窄

等方面）。

１５　判定标准
１５１　疗效标准　依据２００４年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
会肛肠外科学组制定的“痔临床诊治指南（草案）”。

治愈：痔核消失或萎缩，便后无出血，肛镜检查黏膜恢

复正常。显效：痔核红肿明显消退，疼痛消失，便后无

出血，无脱出；肛镜检查，内痔黏膜轻度充血，痔核变

小。好转：疼痛减轻，伴轻度脱垂，便后仍有少量出血，

肛镜检查痔黏膜轻度充血。无效：未达到治愈、显效、

好转标准者。

１５２　术后并发症判定标准　术后出血：Ⅰ度，便后
手纸带血或粪便上少量带血；Ⅱ度，便时排出较多的血
液和血块，经一般处理可止血；Ⅲ度，除上述症状外，还
出现出血性休克，需经特殊处理。疼痛：Ⅰ度，肛门轻
微疼痛，不必处理；Ⅱ度，肛门疼痛，无明显痛苦表情，
服一般止痛药即可缓解；Ⅲ度，肛门疼痛较重，有痛苦
表情，需用吗啡类药物方能止痛。尿潴留：术后小便解

出困难，耻骨联合上扣诊浊音，经保守治疗（热敷、按

摩、诱导等）无效，需导尿者。肛门水肿：Ⅰ度，局部轻
度水肿，不影响活动；Ⅱ度，局部明显水肿，活动受阻。
肛门狭窄：术后肛管变窄并失去弹性，排出困难，大便

变细，指诊时食指通过困难。

１６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两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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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疗效比较　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　详见表２。

３　讨论
　　痔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其治疗方法多种多样，
有研究经过长期的临床探索，基于微痛微创有效的思

想总结出了痔治疗的新原则，即内痔内治、外痔外治、

轻视肛缘、保护肛管［１］。铜离子电化学疗法的产生完

全符合上述原则，其治疗痔的理念是在祖国医学枯痔

钉疗法的微创理论下发展起来的，它是依据“枯痔钉异

物刺激的思想”和“铜针留置技术”并在结合现代科学

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微创技术。

表１　两组痔患者疗效比较

组别　 ｎ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Ｚ值 Ｐ值

观察组 １１２ １０９ ３ ０ ０ －４．３３４３０．０００２
对照组 １１２ ８８ １６ ５ 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表２　两组痔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ｎ，％）

症状 症状分度 观察组 对照组 统计量 Ｐ值

术后出血 无 １１０（９８．２） ７５（６７．０） －６．１７７２ ０．００４
Ⅰ度 １（０．９） ９（８．０）
Ⅱ度 １（０．９） １０（８．９）
Ⅲ度 ０ １８（１６．１）

术后疼痛 无 ９６（８５．７） ６１（５４．５） －５．７１３９ ０．００２
Ⅰ度 ５（４．４） １０（８．９）
Ⅱ度 ４（３．６） １６（１４．３）
Ⅲ度 ７（６．３） ２５（２２．３）

尿潴留 无 １０８（９６．４） ９１（８１．３） １３．０１２３＃ ０．０００３
有 ４（３．６） ２１（１８．７）

术后肛门水肿 无 １０２（９１．１） ７１（６３．４） ４．７６２２ ０．０００２
Ⅰ度 ４（３．６） １３（１１．６）
Ⅱ度 ７（６．３） ２８（２５．０）

术后肛门狭窄 无 １１２（１００．０） １０４（９２．９） ６．７５７４４△ ０．００６９
有 ０ ８（７．１）

　　注：为Ｚ值；＃为χ２值；△为Ｆ值；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枯痔钉疗法源远流长，由于其原有毒性，临床已停
止应用，而ＥＣＴＣＩ治疗痔与中医枯痔钉均属于异物刺
激，无连续创面，铜离子同时具有抗菌的作用，ＥＣＴＣＩ
技术基于其微创理念，将类似于枯痔钉的铜针刺入痔

体，短时间内促使大量铜离子释放，在电场作用下，电

流铜离子可激活金属螯合过氧化物酶，产生大量

Ｈ２Ｏ２，进而减弱炎症，ＳＯＤ催化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沉
积于血管壁，引起血管的纤维病变［２－３］，多种效应共同

引发痔血管团闭塞和适度纤维化，达到痔体萎缩、制止

出血的治疗效果［４－５］。

本组数据显示，在临床疗效上 ＥＣＴＣＩ并外痔切除
缝合术明显优于传统的外剥内扎术（Ｐ＜０．０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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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术后并发症方面明显少于对照组，特别是术后出

血及术后肛门狭窄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
考虑是由于ＥＣＴＣＩ并外痔切除缝合术的创面小、损伤
小，对正常的肛垫影响很小，在术后尿潴留、肛门水肿、

术后疼痛方面观察组也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外痔
部分处理，肛缘外外痔部分切除止血，肛缘内外痔部分

进行切除缝合，起到止血引流消除水肿、减轻疼痛及防

止痔再次脱出的作用，做到微小创面或无创面，不会引

发剧烈疼痛或出血，符合内外括约肌“套筒”状运动解

剖理论原理［６－７］。

研究表明，铜离子电化学疗法并外痔切除缝合术

治疗痔有比较好的临床疗效，并逐渐被临床研究肯定，

对痔出血临床有效率达到占 ９８．７％，痔脱出达到
６２．１％［８］。同时大量的临床研究也验证，ＥＣＴＣＩ技术
对年迈、重度糖尿病等全身状况极差患者的治疗有确

切疗效，且不增加副反应［９－１０］，奠定了本技术可以广

泛推广的基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该方

法为痔的微痛微创治疗提供了一条安全而疗效确切的

治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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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但仍提示ＦＨＩＴ蛋白表达缺失与乳癌患者预后
差可能有关。ＦＨＩＴ蛋白用免疫组化方法易于检测，可
能成为一种新的分子指标用以辅助鉴别良恶性肿瘤及

监测患者预后。

３３　ＰＴＥＮ与 ＦＨＩＴ的关系及展望　目前，国内外关
于ＰＴＥＮ、ＦＨＩＴ在乳腺癌中的表达相关性研究甚少，我
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两者的低表达虽与乳腺的发生、发

展、转移都有一定关系，但两者之间无相关关系，这可

能是因为两者的结构功能特点各不相同，提示它们抑

制肿瘤的机制、途径无协同或相关。同样，有研究认为

在前列腺癌中ＰＴＥＮ、ＦＨＩＴ蛋白表达无相关性［１０］。但

也有学者认为，在肺癌和卵巢癌 ＰＴＥＮ的表达下调与
ＦＨＩＴ的低表达有关［１１－１２］。

综上所述，乳腺癌组织中存在着ＰＴＥＮ与ＦＨＩＴ异
常表达，研究其恶变机制与恶性肿瘤生物学行为之间

的关系，将有可能对ＰＴＥＮ与ＦＨＩＴ蛋白发生异常的肿
瘤或癌前疾病进行基因层面的治疗，从而找到一种有

效的预防和治疗某些恶性肿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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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哚普利对高血压炎症及大动脉弹性的影响
金艳，杨承健，徐欣，曹佳宁，叶新和，曹克将

【摘　要】　目的　评价不同剂量培哚普利对炎症因子及大动脉弹性的影响。方法　门诊选取初发高血压患者１００例，
排除继发性可能后，服药前测定基础状态下的血压、细胞因子及脉搏波速度，给予培哚普利４ｍｇ，１次／ｄ，３周后动态血
压选取平均血压ＳＢＰ≥１３０ｍｍＨｇ或ＤＢＰ≥８０ｍｍＨｇ的患者６０例，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给予培哚普利４ｍｇ＋氢氯噻
嗪１２．５ｍｇ，１次／ｄ；治疗组给予培哚普利８ｍｇ，１次／ｄ。随访１２周，再次测定两组的血压、炎症因子及脉搏波速度。结
果　两组血压及其它项目入选时测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分组服药随访１２周后两组血压均有下降，但无显
著性差异，４ｍｇ与８ｍｇ组分别为［ＳＢＰ（１３５．２±５．５）ｍｍＨｇｖｓ（１３４．７±６．３）ｍｍＨｇ，Ｐ＞０．０５；ＤＢＰ（８３．４±７．５）ｍｍＨｇ
ｖｓ（８２．８±６．５）ｍｍＨｇ，Ｐ＞０．０５］，脉搏波速度、ＩＬ６两组均有下降，且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４ｍｇ与８ｍｇ组分别
为［ＰＷＶ（１２．２±２．４）ｍ／ｓｖｓ（９．１±２．７）ｍ／ｓ，Ｐ＜０．０５）；ＩＬ６（１６７．４±２１．３）ｐｇ／Ｌｖｓ（１２２．７±１８．９）ｐｇ／Ｌ，Ｐ＜０．０５］，
ＩＬ１０两组均有上升，４ｍｇ与８ｍｇ组分别为（１３０．６±２３．６）ｐｇ／Ｌｖｓ（１４８．５±１９．９）ｐｇ／Ｌ，Ｐ＜０．０５。结论　培哚普利除有
效控制血压外，能进一步改善中央弹力动脉的顺应性，改善高血压时的炎症因子失衡，呈剂量依赖，且改善作用不依赖于

降压作用。

【关键词】　培哚普利；原发性高血压；炎症因子；血管顺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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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研究发现，除遗传、神经内分泌等机制外，
免疫炎症反应可能是原发性高血压的重要发病机

制［１］。不同的炎症因子在高血压的发病过程中起到不

同的作用［２－３］。此外，高血压靶器官并发症多与动脉

壁损害有关，高血压早期就可以发生动脉壁的结构及

功能的改变［４］。脉搏波速度（ＰＷＶ）是检测动脉硬化
的“金标准”［５］。目前颈 －股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
（ＰＷＶＣＦ）是全因死亡、心血管发病率、冠脉事件以及
脑卒中的独立预测因素，国际上推荐用 ＰＷＶＣＦ来检
测大动脉弹性，精确评估动脉损害［６］。本研究应用

ＰＷＶ系统及炎症因子检测手段了解大剂量培哚普利
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大动脉弹性及炎症因子的影响。

作者单位：２１４００２江苏省无锡市，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心血
管内科（金艳，杨承健，徐欣，曹佳宁，叶新和）；２１００００南京
市，江苏省人民医院心内科 （曹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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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门诊或住院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１００例，入选标准参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０５年
修订版的诊断标准；排除重度高血压（收缩压≥１８０
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继发性高血压、糖尿
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心力衰竭、免疫性疾病、炎症性

疾病、结缔组织病、恶性肿瘤患者等。

１２　治疗方法　高血压患者入选后测定基础状态下
的血压、血糖、血脂、炎症因子及脉搏波速度，予培哚普

利４ｍｇ，１次／ｄ，口服，３周后以动态血压为筛选标准
选取平均血压 ＳＢＰ≥１３０ｍｍＨｇ或 ＤＢＰ≥８０ｍｍＨｇ
患者６０例，随机分成两组，其中对照组３０例给予培哚
普利４ｍｇ＋氢氯噻嗪１２．５ｍｇ，１次／ｄ；治疗组３０例给
予培哚普利８ｍｇ，１次／ｄ，随访１２周后，对比两组间血
压、炎症因子及血管顺应性指标。

１３　检测方法
１３１　血压测量　具体测量见中国血压测量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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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ＰＷＶ测量　采用 ＣｏｍｐｌｉｏｒＳＰ脉搏波传导速
度自动测定仪测量颈动脉 －股动脉 ＰＷＶ。将压力敏
感探头置于颈动脉和桡动脉脉搏搏动最明显处，连续

记录６个测量值，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取剩余４个测
量值的均值。

１３３　血清细胞因子水平测定　清晨空腹采外周静
脉血３ｍｌ，离心后分离血清－２０℃保存待测。采用酶
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法）测定炎症因子 ＩＬ６、ＩＬ１０、
ＴＮＦα，操作按说明书进行。检测盒购自上海研谨生
物有限公司，样本均经双管检测并取均值。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结果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两组服药前 ＳＢＰ、ＤＢＰ、心率、血糖、血脂、脉搏波
速度、炎症因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随访
１２周后，两组 ＳＢＰ及 ＤＢＰ均有下降，接近正常，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脉搏波速度、ＩＬ６、ＴＮＦα两组均
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治疗组下降更明显，且组间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炎症抑制因子 ＩＬ１０均有不同
程度升高，其中治疗组上升更明显，两组相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基础状态下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ｎ
心率

（次／ｍｉｎ）
ＳＢＰ

（ｍｍＨｇ）
ＤＢＰ

（ｍｍＨｇ）
ＣＨＯ

（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

（ｍｍｏｌ／Ｌ）
ＧＬＵ

（ｍｍｏｌ／Ｌ）
ＰＷＶＣＦ
（ｍ／ｓ）

ＩＬ６
（ｐｇ／Ｌ）

ＴＮＦα
（ｐｇ／Ｌ）

ＩＬ１０
（ｐｇ／Ｌ）

对照组 ３０ ７６．６±５．２ １５２．８±６．３ １０３．２±５．５ ４．９７±０．４８ ３．０２±０．６１ ５．０２±０．４２ １３．６±３．８ １８６．６±３８．６ ４．５±２．０ １１８±１９．７
治疗组 ３０ ７４．３±６．３ １５４．２±７．１ １０５．４±４．８ ５．０２±０．４２ ２．９８±０．７２ ４．１２±０．６９ １２．７±２．９ １９１．７±４２．７ ４．４±１．１ １０１．６±２５．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随访１２周后血压、炎症因子、脉搏波速度

组别 ｎ 心率（次／ｍｉｎ） ＳＢＰ（ｍｍＨｇ） ＤＢＰ（ｍｍＨｇ） ＰＷＶＣＦ（ｍ／ｓ） ＩＬ６（ｐｇ／Ｌ） ＴＮＦα（ｐｇ／Ｌ） ＩＬ１０（ｐｇ／Ｌ）

对照组 ３０ ７６．６±５．２ １３５．２±５．５ ８３．４±７．５ １２．２±２．４ １６７．４±２１．３ ３．２±１．２ １３０．６±２３．６
治疗组 ３０ ７８．３±６．３ １３４．７±６．３ ８２．８±６．５ ９．１±２．７ １２２．７±１８．９ ２．２±１．９ １４８．５±１９．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ＰＷＶ是指脉搏在动脉系统两点间传导一定距离
的速度，是评价动脉僵硬度最常用的无创检测方法。

ＰＷＶ越快则表明动脉的僵硬度越高、可扩张性越小或
顺应性越差；反之，动脉的僵硬度越低、可扩张性越大

或顺应性越好［７］。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患者由于动脉硬化导致僵

硬度增高、顺应性下降引起ＰＷＶ明显增快［８］。我们的

研究对象为体检高血压患者，病程较短，但 ＰＷＶ已经
明显升高，提示高血压早期也存在大动脉弹性的下降。

本研究结果显示，培哚普利可降低血压并同时降低

ＰＷＶ，血压未达标者联合利尿剂可进一步降低血压，但
对ＰＷＶ并无进一步作用，而８ｍｇ培哚普利，除能进一
步降低血压，还能进一步降低 ＰＷＶ，提示单纯降压并
不意味改善动脉硬化程度，培哚普利除降低血压外还

能进一步降低大动脉的僵硬度，改善大动脉的顺应性，

对防止高血压所致的大动脉硬化具有更好的效果。

免疫功能紊乱与高血压发生有关，部分体内炎症

因子与高血压病情进展相关，细胞因子可能参与高血

压的发生与发展。ＩＬ６和ＴＮＦα主要由活化的辅助性
Ｔ淋巴细胞Ｔｈ２产生，属促炎症细胞因子，它们可促进
Ｂ细胞的生长、分化和增殖，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ＤＮＡ
合成及增殖，与高血压发生密切相关。ＩＬ６对血压影
响的可能机制：①诱导中性粒细胞在毛细血管壁黏附、
聚集，加重炎症反应。②使血管平滑肌细胞内 Ｃａ２＋浓
度升高，引发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③上调血管紧
张素Ⅱ受体，使血压增高［９］。另一种细胞因子 ＩＬ１０
则可抑制巨噬细胞及 Ｔｈ１分泌促炎症细胞因子，因而
属炎症抑制因子。高血压可通过长期刺激血管导致血

管壁增厚，而血管壁增厚则使外周血管阻力增加，促进

血压升高，两者形成恶性循环。增生的血管壁细胞则

可分泌更多的促炎症细胞因子，促炎症细胞因子通过

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 ＤＮＡ合成及增殖，加重血管病
变［１０］。本研究结果表明，培哚普利可以降低血压，减

少促炎症因子生成，增加抑制因子生成。血压未达标

者联合利尿剂可进一步降低血压，但对炎症因子分泌

无明显作用，而８ｍｇ培哚普利，除能进一步降低血压，
还能进一步影响体内炎症因子的平衡，减少炎症因子

生成，增加炎症抑制因子的生成，除降压外，培哚普利

还能改善体内免疫平衡，利于血管保护。少量噻嗪类

利尿剂有较好的辅助降压效果，每天用量大于２５ｍｇ
则有引起电解质紊乱、糖代谢与脂质代谢紊乱的缺点。

本研究对照组所用氢氯噻嗪为１２．５ｍｇ，剂量较小，将
之与４ｍｇ培哚普利联用，可以增强降压作用，但对糖、
脂代谢影响相对较小。

综上所述，较大剂量的培哚普利除能更好的降压

外还能改善大动脉弹性及免疫功能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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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ＤＳ与各指标有负相关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表１　三组血脂水平与ＳＤＳ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ＴＣ（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ＳＤＳ评分

对照组 ６０ １．２３±０．２６ ４．４８±１．２１ １．３６±０．１６ ３．４２±０．９４ ３３．３８±４．１７
无抑郁组 ６８ １．５４±０．９４＃ ５．６５±１．６９ １．３０±０．１９ ４．１４±１．７０ ３４．８６±７．９１
抑郁组 ５０ １．５９±１．０６＃ ５．０３±１．１３＃◆ １．３２±０．２６ ３．９４±０．７７＃ ４８．７４±５．５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Ｐ＜０．０５；与无抑郁组比较，△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高血压是当前最常见的慢性病，也是心脑血管病
的主要危险因素，其主要并发症有较高的致残、致死

率，因此对高血压发病因素及可能的外界因素的研究

备受关注。目前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多伴有血脂代谢

紊乱，本研究也发现高血压患者多项血脂水平高于对

照组，而血脂和脂蛋白异常血症又是高血压的重要危

险因素［４］，因此控制血脂异常对高血压的治疗至关重

要。

人体对长期过度的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刺激做出的

心理反应不仅会显著增加高血压的发病风险，还会导

致伴发抑郁等精神障碍，严重的抑郁还可能导致自

杀［５］。本研究显示高血压患者抑郁发生率达４２．４％，
且抑郁组胆固醇水平显著低于非抑郁组，提示抑郁可

能影响血脂的代谢，但是详细机制目前未完全明了。

部分研究认为由于高血压患者长期担心血压水平及血

脂异常对血压的影响，导致中枢性的食欲减退，出现脂

类水平的相对减低。其中胆固醇的降低使脑细胞膜脂

质粘度降低，进而降低五羟色胺受体蛋白在细胞膜表

面的暴露和摄取五羟色胺的能力，而中枢五羟色胺的

不足会引起抑郁样行为［６］，是抑郁的病理基础［７］。抑

郁加重不仅使交感神经兴奋、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增

加高血压的风险，还会使多巴胺功能低下且不受多巴

胺受体基因多态性影响［８］，引起外周 β受体２腺苷酸
环化酶系统活性低下，使Ｔ细胞增生、白介素２的释放
增加，而白介素２可降低胆固醇，使胆固醇水平进一步
降低，而胆固醇的降低又影响脂质膜粘度及五羟色胺

的合成代谢，加重抑郁的发展过程，进而影响高血压的

演变，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本研究病例中抑郁患者胆

固醇水平低于非抑郁者可能与以上病理生理机制有

关，胆固醇水平的减低会使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减低，但

是无论是抑郁患者还是非抑郁患者胆固醇水平都高于

对照组，因此抑郁患者胆固醇水平下降带来的好处是

否能够抵消抑郁对交感神经兴奋及肾上腺素分泌增加

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进行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进一步观

察。

本研究中高血压患者ＬＤＬＣ水平高于普通健康人
群，与多数高血压研究类似，抑郁组ＬＤＬＣ虽然低于非
抑郁组，但未达统计学意义，可能与选择的病例地区分

布或者病例数相对较少有关，需进一步研究。本研究

中抑郁组甘油三酯虽高于非抑郁组，但二者之间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甘油三酯代谢的关键酶脂蛋

白脂酶的活性有关［９］。部分研究［１０］认为抑郁导致的

交感神经活动增强使儿茶酚胺的释放增多，儿茶酚胺

增强脂蛋白酶的活性，加速甘油三酯的分解代谢，这样

抑郁组甘油三酯的水平应该低于非抑郁组，但本研究

未观察到此结果，可能抑郁并不能影响脂蛋白脂酶的

活性，或者有其他影响因素需进一步研究。

由于抑郁等情绪障碍与高血压关系密切，而且可

能影响脂类的代谢，因此临床医师在处理高血压患者

时尽可能做抑郁筛查确定有无合并抑郁症状，及时针

对抑郁等情绪障碍进行有效的治疗，解除抑郁对交感

神经及血脂的影响，提高患者的依从性，更好的达到平

稳控制血压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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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经桡动脉行急诊介入治疗的临床分析
张先林，王岳松，章萍，邵旭武，王学忠，董学滨

【摘　要】　目的　观察经桡动脉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行急诊介入治疗（ＰＣＩ）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４月行急诊介入治疗（ＰＣＩ）的９８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经桡动脉途径５８例（观察
组），经股动脉途径４０例（对照组），对比两组的ＰＣＩ特点、手术并发症、患者依从性及住院时间等。结果　两组穿刺成
功率、手术成功率均为１００％，Ｘ线曝光时间、射线量、造影剂用量观察组略高于或多于对照组，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并发症（如假性动脉瘤、拔管时迷走反射、尿潴留）、卧床时间及住院时间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依从性较高。结论　经桡动脉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行急诊介入治疗（ＰＣＩ）安全可行，手术
并发症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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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是在冠状动脉病变的基础上
发生冠状动脉血供急剧减少或中断，使相应的心肌严

重而持久的急性缺血导致的缺血性坏死，及早开通闭

塞的血管缩短患者的总体缺血时间是治疗的关键。相

对于药物溶栓，急诊介入治疗（ＰＣＩ）具有更大的优势，
是ＡＭＩ治疗的首选方法［１－３］。目前，方便、快捷的经

桡动脉途径行 ＰＣＩ也越来越被广大医生和患者所接
受。现对我院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０１３年４月行急诊 ＰＣＩ
术的９８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患
者的资料分析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０１３年４月行急诊
ＰＣＩ术的９８例患者均符合急性心肌梗死诊断标准［４］，

其中男性６６例，女性３２例，年龄３１～８３岁，合并高血
压６０例、糖尿病４３例、高脂血症１２例，吸烟者８３例，
前壁心梗２３例，下壁心梗５８例，前壁＋高侧壁心肌梗
死１３例，前壁＋下壁心肌梗死４例，均无严重肝、肾功
能不全和出血性疾病等禁忌症。其中经桡动脉途径

５８例（观察组），经股动脉途径４０例（对照组）。两组
患者的性别、年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梗

作者单位：２４３０００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医院心内科
通讯作者：王岳松，电子信箱：ｗｙｓ１６６０１＠１２６．ｃｏｍ

死部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术前准备　所有患者术前行急诊 ＣＡＧ及 ＰＣＩ
准备，术前予拜阿斯匹林３００ｍｇ、氯吡格雷３００～６００
ｍｇ、阿托伐他汀８０ｍｇ口服。
１２２　经桡动脉入路　所有经桡动脉穿刺者术前均
经Ａｌｌｅｎ试验检查，证实桡动脉和尺动脉血流正常，侧
支循环良好，适宜桡动脉置管。将桡动脉搏动最强侧

手臂置于臂托上，腕部垫起，１％利多卡因局麻，于搏动
最强最直处按 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法穿刺桡动脉，置入６Ｆ桡动
脉专用鞘管。

１２３　经股动脉入路　常规选右股动脉为穿刺血管，
穿刺成功后置入６Ｆ鞘管，６Ｆ造影导管常规造影，根据
病变情况，再选择合适的导引导管行ＰＣＩ。
１２４　术后处理　经桡动脉入路组术后即刻拔出鞘
管，将无菌小纱布卷成长条状，长轴与前臂平行置于穿

刺处，远端紧挨皮肤穿刺口，弹力绷带以不出血的最小

压力加压包扎；２ｈ后可松开少许，６ｈ后完全去除，仍
有出血者，再继续加压包扎２ｈ。术后２ｈ皮下注射低
分子量肝素。经股动脉入路组于术后６ｈ拔管（少数
急需强化抗凝者根据具体情况延迟，最长达２４ｈ），局
部按压１５～２０ｍｉｎ，待短暂松开无出血后用无菌纱布
条、厚纱布覆盖穿刺处，绷带以适当压力跨髋关节８字
包扎，２４ｈ后去除。拔管４ｈ后皮下注射低分子量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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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用χ２检验，使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
软件包。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两组穿刺及手术成功率均为１００％，手术并发症、
卧床时间、住院时间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Ｘ
线曝光时间、射线量、造影剂用量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依从性较好，见表１、表
２。

表１　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介入结果及住院情况比较

项目 桡动脉组（ｎ＝５８） 股动脉组（ｎ＝４０）

穿刺成功率（％）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手术成功率（％）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动脉穿刺时间（ｍｉｎ） （２．０２±０．８５） （１．９８±０．７２）
射线量（ｍＧｙ） （１２０２．１±１７９．４） （１１５６．８±１５７．３）
Ｘ线曝光时间（ｍｉｎ） （３３．５±１２．３） （３１．８±１０．２）
造影剂用量（ｍｌ） （１９０．３±２０．８） （１８３．８±１９．１）
ＰＴＣＡ（ｎ，％） ３（５．１７） １（２．５０）
多支病变（ｎ，％） ３８（６５．５） ２１（５２．５）
支架直径（ｍｍ） （２．９８±０．５４） （２．９３±０．４３）
支架长度（ｍｍ） （２３．１５±１１．２４） （２２．５２±１２．１３）
临时起搏（ｎ，％） １７（２９．３） ９（２２．５）
依从性（ｎ，％） ５１（８７．９） １３（３２．５）

导尿（ｎ，％） ０ ９（２２．５）

卧床时间（ｈ） （５．４±２．３） （２１．３±７．６）

住院时间（ｄ） （１０．３±２．４） （１３．８±６．１）

　　注：ＰＴＣＡ为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术；与桡动脉组比较，Ｐ＜
０．０５。

３　讨论
　　急诊介入治疗（ＰＣＩ）作为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患
者的一线治疗策略已被广泛应用，以尽早开通心肌梗

死相关血管，尽快恢复心肌组织的血液灌注，挽救濒死

心肌，避免其功能进一步受损及梗死面积扩大，并有预

防ＡＭＩ后心室重构作用［５－６］。

经皮股动脉穿刺是冠心病患者行介入诊疗的经典

途径，但存在患者术后卧床时间长、体位受限多、动静

脉瘘、血栓、假性动脉瘤、迷走神经性反射等并发症，其

发生率高达 ２％ ～８％［７－８］，且随年龄的增加，成功率

和安全性也逐渐降低。本研究显示，急性心肌梗死患

者经桡动脉途径进行急诊 ＰＣＩ术，手术的成功率不低
于股动脉途径，动脉穿刺时间、Ｘ线曝光时间、射线量、
造影剂用量略高于或多于股动脉途径，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经桡动脉介入组有发生动脉痉挛
现象，经股动脉途径因股动脉直径粗，导管操作相对容

易，不易发生导管操作诱发的血管痉挛。我们认为，在

进行桡动脉介入治疗时应注意手术者动作要轻柔，透

视下送管，以减少导管弯曲对管壁刺激；一旦发生血管

痉挛，此时应停止操作，并向桡动脉内注射硝酸甘油，

以解除血管痉挛。本文５例桡动脉痉挛经以上处理均
解除血管痉挛，顺利完成手术。

但同样因为股动脉粗、解剖部位深、有重要血管神

经伴行，本文显示与血管穿刺及操作相关的并发症，如

血肿、假性动脉瘤、血管迷走神经反射等明显多于经桡

动脉途径，与文献报道一致［９－１０］。同时桡动脉介入

组，患者术后卧床时间明显缩短（Ｐ＜０．０５），术后下肢
不需要制动，可能预防或减少患者尤其是高龄患者下

肢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的发生率［１１］。经桡动脉途

径行急性心肌梗死急诊介入诊疗，术后无需绝对卧床，

患者更加舒服，避免了尿潴留的发生，术后即可拔出鞘

管，避免了留置鞘管引起卧床时间长、鞘管滑脱等并发

症。且桡动脉比较表浅，无较大的血管神经伴行，穿刺

鞘管又相对较细，减少了局部出血的可能性，且缩短住

院时间，降低了住院费用，同时可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Ｐ＜０．０５）［１２］，患者及家属均比较满意。
表２　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手术并发症比较（ｎ，％）

组别 ｎ 局部出血 局部血肿（％） 血管痉挛（％） 假性动脉瘤 拔管时迷走反射 尿潴留

桡动脉组 ５８ ０ ４（６．８９） ５（８．６２） ０ ０ ０
股动脉组 ４０ １（２．５０） ８（２０．００） ０ ７（１７．５０） ６（１５．００） １１（２７．５０）

　　注：与桡动脉组比较，Ｐ＜０．０５。

　　总之，经桡动脉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安全可行，且
手术并发症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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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妇科千金胶囊联合氧氟沙星治疗慢性盆腔炎的疗效观察
叶银利

【摘　要】　目的　探讨妇科千金胶囊联合氧氟沙星治疗慢性盆腔炎的疗效。方法　选择９０例慢性盆腔炎患者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５例。对照组给予氧氟沙星胶囊，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妇科千金胶囊。对两组患者的疗
效、症状改善时间、不良反应和复发率进行比较。结果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９７．８％，显著高于对照组（８４．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９３９，Ｐ＜０．０５）；观察组的小腹坠痛和宫颈举痛的缓解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ｔ＝５．９８５，７．２４８，Ｐ＜０．０５）；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２．２％）也显著低于对照组（１７．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６．０４９，Ｐ＜０．０５）；观察组半年内的复发率为１１．１％，显著低于对照组（２８．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４４，
Ｐ＜０．０５）。结论　妇科千金胶囊联用氧氟沙星治疗慢性盆腔炎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复发率低，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妇科千金胶囊；氧氟沙星；慢性盆腔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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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ｏｄｄａｎｄｅｖｅ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ｗｉｔｈ４５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Ｆｕｋｅｑｉａｎｊｉｎ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ｉｍ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７．８％，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８４．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χ２＝４．９３９，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ｌｉｅｆｔｉｍｅｏｆ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ｐａｉｎ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ｐａｉｎ
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
５．９８５，７．２４８，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２．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１７．８％），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χ２＝６．０４９，Ｐ＜０．０５）；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
１１．１％，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２８．９％），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χ２＝４．４４，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Ｆｕｋｅｑｉａｎｊｉｎ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ｌｅｓ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ｅｓｓ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ｔｗａ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ｕｋｅｑｉａｎｊｉｎ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慢性盆腔炎是指女性内生殖器官、周围结缔组织
以及盆腔腹膜部位发生的慢性炎症。临床表现主要为

下腹坠痛、腰部酸痛、白带量多、月经量大、育龄期妇女

不孕、子宫多后位、活动受限［１－２］。严重影响了广大女

性的日常生活，因此对于慢性盆腔炎的治疗尤为重要。

本研究采用妇科千金胶囊联合氧氟沙星治疗慢性盆腔

炎，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８月我院
收治的９０例慢性盆腔炎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
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５例。对照组患者年龄
为１８～７２岁，平均年龄为（３７．５±４．１）岁，病程１～８
年，平均病程为（２．７±１．１）年，有怀孕史３８例，无怀孕
史７例；观察组患者年龄为 ２０～７０岁，平均年龄为
（３８．１±３．９）岁，病程为 １．５～７年，平均病程为
（２．９±０．９）年，有怀孕史３５例，无怀孕史１０例。两组
患者的年龄、病程、孕史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慢性盆腔炎的诊断标准依据丰有吉
主编的《妇产科学》［３］，主要症状为腰骶酸痛、下腹坠

作者单位：３１５３００浙江省慈溪市中医医院妇科

胀、白带增多、月经不调、输卵管阻塞，性交、大便或经

期前后疼痛加重；妇科检查显示病变部位有压痛感、宫

颈举痛；Ｂ超检查显示有盆腔积液。
１３　排除标准　①妊娠期、宫外孕以及哺乳期的妇
女；②伴有严重脑、心、肺、肝、肾、脾等功能不全者；③
伴有精神障碍的患者；④伴有传染性疾病或者血液病
的患者。

１４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氧氟沙星胶囊（华润双鹤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０．１ｇ／粒）进行治疗，３粒／次，２
次／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妇科千金胶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０．４ｇ／粒）进行治疗，２
粒／次，３次／ｄ。两药均１４ｄ为一个疗程，两组患者均
连续治疗２个疗程。２个疗程结束后对所有患者进行
妇检、Ｂ超及理化检查。对两组患者均随访半年观察
复发率。

１５　疗效标准　根据郑筱萸主编的《中药新药临床研
究指导原则（试行）》的相关标准［４］，痊愈：下腹胀痛和

腰骶酸痛症状消失，妇检、Ｂ超及理化检查显示正常，１
个月内未复发；有效：下腹胀痛和腰骶酸痛症状显著减

轻，妇检、Ｂ超及理化检查有显著改善；无效：下腹胀痛
和腰骶酸痛等症状无明显变化，妇检、Ｂ超及理化检查
无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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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对本研究
的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ｘ±ｓ）来进行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
当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整体疗效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痊愈３０例，有效
１４例，无效１例，总有效率为９７．８％；对照组痊愈２３
例，有效１５例，无效７例，总有效率为８４．４％。观察组
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慢性盆腔炎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ｎ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５ ３０（６６．７） １４（３１．１） １（２．２） ９７．８
对照组 ４５ ２３（５１．１） １５（３３．３） ７（１５．６） ８４．４
χ２值 ２．２４９ ０．０５１ ４．９３９ ４．９３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症状缓解时间　观察组的小腹坠痛和宫颈举痛
的缓解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ｔ＝５．９８５，７．２４８，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慢性盆腔炎患者的小腹坠痛、宫颈举痛的缓解时间（ｘ±ｓ，ｄ）

组别 ｎ 小腹坠痛缓解时间 宫颈举痛缓解时间

观察组 ４５ ６．４８±１．９５ ８．１２±２．０６
对照组 ４５ ９．１５±２．２７ １１．８５±２．７７
ｔ值 ５．９８５ ７．２４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不良反应　对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进行观察，观
察组中仅有１例患者出现月经提前的症状，这可能是
由于妇科千金胶囊的活血作用所致；对照组中的不良

反应主要有３例皮疹、２例眼部水肿和３例头晕。观
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２．２％，显著低于对照组
（１７．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６．０４９，Ｐ＜
０．０５）。
２４　复发率　对两组患者随访半年后发现观察组中
有５例患者复发，复发率为１１．１％；对照组中有１３例
复发，复发率为２８．９％。观察组半年内的复发率显著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４４，Ｐ＜
０．０５）。

３　讨论
　　慢性盆腔炎是妇科临床上很常见的一类疾病，容
易反复发作，多数是由产后或者经期不洁性交，或者人

工流产等手术操作不当所导致的，亦可由急性盆腔炎

转变而成。慢性盆腔炎具有病程较长、治愈率相对较

低、复发率高等特点。目前对于慢性盆腔炎的治疗有

很多方法，包括物理疗法、外敷、直肠给药、抗生素疗法

等等，但是治疗效果良莠不齐［５］。

氧氟沙星是一类广谱抗菌药，对于需氧革兰阴性

杆菌和肠杆菌科的大部分细菌抗菌活性较高，口服吸

收效果较好，生物利用度高达８５％及以上，与血浆蛋
白的结合率较低，在人体内分布很广，主要用于治疗泌

尿系统、胆道系统、皮肤软组织感染以及盆腔感染

等［６］。

妇科千金胶囊的主要成分为千斤拨、单面针、金樱

根、穿心莲、功劳木、党参、鸡血藤和当归。其中千斤拨

具有祛风活血止痛的功效；单面针具有祛风活络、散瘀

止痛、解毒消肿的功效；金樱根具有收敛固涩、止风敛

疮、祛内活血的功效；穿心莲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肿

的功效；功劳木具有清热燥湿、补阴止渴的功效；党参

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的功效；鸡血藤具有活血舒

筋、养血调经的功效；当归具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

燥滑肠的功效［７－８］。诸药合用，可清热除湿、益气化

瘀，对于湿热瘀阻所导致的带下病，以及慢性盆腔炎有

较好的疗效。

本研究将妇科千金胶囊联用氧氟沙星治疗慢性盆

腔炎，结果发现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９７．８％，显著高
于对照组（８４．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观察组的小腹坠痛和宫颈举痛的缓解时间均显著短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不
良反应发生率（２．２％）也显著低于对照组（１７．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半年内的复
发率为１１．１％，显著低于对照组（２８．９％），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是由于妇科千金胶囊具有
温经散寒、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的功效，可促进结缔组

织软化以及淤血的排出，而抗生素能够在排瘀解毒的

过程中杀灭和抑制细菌，利于炎症的消散与吸收，因此

中西药联用相比较单用抗生素疗效更好［９１０］。

综上所述，妇科千金胶囊联用氧氟沙星治疗慢性

盆腔炎疗效显著，症状改善明显，不良反应少，复发率

低，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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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急性颅脑创伤后垂体前叶激素变化及其相关因素
骆实，许小兵，苏杭，仇尔宁，李子坚，陈建民，陈达良，卢乐年

【摘　要】　目的　探讨颅脑损伤后患者的垂体前叶激素水平变化规律和颅脑损伤轻重分级的相关性，并探讨其对颅脑
损伤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６７例颅脑损伤患者外伤后测得的垂体前叶激素水平，按照ＧＣＳ积分分成轻型、中
型、重型颅脑损伤组，并对所有患者随访半年。结果　中、重型颅脑损伤急性期血清 ＰＲＬ、ＦＴ４含量显著升高，而 ＬＨ、
ＦＳＨ、ＦＴ３含量显著降低；部分患者受伤７２ｈ后及３月后复测，上述指标逐渐恢复正常。颅脑损伤病情稳定期垂体前叶
激素的ＬＨ／ＦＳＨ、ＧＨ、ＡＣＴＨ、ＴＳＨ缺乏的发生率分别为２５．０％、２６．０％、７．８％和４．２％。结论　颅脑损伤患者急性期内
分泌功能有异常变化，垂体前叶激素水平与损伤轻重程度相关，与患者预后相关。

【关键词】　颅脑损伤；垂体前叶激素；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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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有关研究表明［１－５］，颅脑损伤对垂体内分

泌功能的影响，会引起一系列的代谢紊乱，造成多系统

多器官功能障碍。我们对６７例颅脑损伤患者垂体前
叶激素进行检测和分析，以探讨急性颅脑损伤患者垂

体激素水平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５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我院共
收治颅脑外伤患者 ９８５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 ６７
例。纳入标准：患者伤前无内分泌疾病，创伤前后未接

受过激素治疗，不合并颅脑以外其它脏器损伤，随访超

过半年以上。其中男性３４例，女性３３例；年龄１２～５６
岁，平均３６岁，ＧＣＳ评分为３～１５分，经 ＣＴ扫描及手
术证实：脑挫裂伤４０例，原发性脑干损伤２１例，弥漫
性轴索性损伤１３例，下丘脑损伤１０例，合并硬膜外血
肿４５例，急性硬膜下血肿３０例，脑内血肿３０例。６７
例患者根据ＧＣＳ计分分成三组，重型组２４例，ＧＣＳ计
分３～８分；中型组２０例，ＧＣＳ计分９～１２分；轻型组
２３例，ＧＣＳ计分１３～１５分。全部患者于入院后２４ｈ、
７２ｈ及１周抽取静脉血８ｍｌ（不抗凝）分离血清，置于
－２０℃冰箱保存待测。
１２　检测方法　采用放射免疫定量分析法检测，其中
ＰＲＬ、ＦＳＨ、ＬＨ、ＴＳＨ、Ｃｏｒ采用免疫放射分析（ＩＲＭＡ），

基金项目：佛山市医学类科技攻关项目（２０１００８１９０）
作者单位：５２８０００广东省佛山市顺德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通讯作者：骆实，电子信箱：ｌｕｏｓ６６＠１６３．ｃｏｍ

游离甲状腺素（ＦＴ３、ＦＴ４）采用放射免疫分析（ＲＩＡ）。
放射免疫仪器采用放射伽马计数测量仪，试剂为贝克

曼库尔特商贸有限公司、美国Ａｂｂｏｒｔ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雅培
贸易有限公司）提供。

１３　治疗方法　４５例患者实施开颅血肿和（或）挫裂
伤灶清除术，其中２１例行去骨瓣减压，其余采用脱水、
抗感染、激素应用、神经营养、亚低温等保守治疗。

１４　随访　所有病例随访半年以上，最短６个月，最
长２０个月，平均１０个月。三组患者均在发病５～６个
月按照Ｊｅｎｎｅｔｔ和Ｂｏｎｄ提出的格拉斯哥治疗效果评分
（Ｇｌａｓｇｏｗ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ｃａｌｅ，ＧＯＳ）标准评定疗效。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各组垂体激素水平比较采用 ｔ检验，并将其变化与
ＧＣＳ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患者伤后７ｄ内垂体激素水平变化见表１。结果
表明血清ＰＲＬ、ＦＳＨ、Ｃｏｒ含量于伤后２４ｈ明显升高，与
正常值差异显著，３ｄ后垂体激素水平开始下降，７ｄ时
稳定。中、重型颅脑创伤患者早期常表现为 ＰＲＬ、
ＦＳＨ、Ｃｏｒ水平的迅速升高，随着病程的延长，激素水平
逐渐下降。但轻型颅脑损伤患者的 ＰＲＬ、ＦＳＨ、Ｃｏｒ水
平变化不大，与正常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颅脑损伤

后早期Ｃｏｒ、ＧＨ、ＦＳＨ与 ＧＣＳ评分呈正相关（见表１）。
伤后３个月垂体前叶激素水平见表２。伤后３个月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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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大多恢复至正常或接近正常水平，颅脑损伤患者稳

定期垂体前叶激素的 ＬＨ／ＦＳＨ、ＧＨ、ＡＣＴＨ、ＴＳＨ缺乏
的发生率分别为２５．０％、２６．０％、７．８％和４．２％。

表１　急性脑外伤后垂体激素水平的动态变化（ｘ±ｓ）

检测时间 ＰＲＬ（μｇ／Ｌ） Ｃｏｒ（ｎｍｏｌ／Ｌ） ＦＴ３（ｐｍｏｌ／Ｌ） ＦＴ７４（ｐｍｏｌ／Ｌ） ＦＳＨ（ＩＵ／Ｌ） ＬＨ（ＩＵ／Ｌ） ＧＨ（μｇ／Ｌ）

１ｄ ３９．３±１２．１＃ ３４６．５±１２２．２＃ ２．５±１．４ １８．２±５．６ １０．１±１２．３＃ ６．５±８．１ ０．８±０．３
３ｄ ２８．５±１０．１ ２３１．８±６３．８ ２．６±０．５ １７．３±２．８ １８．９±２．６ ５．４±１．９ ０．５±０．３
７ｄ ２２．５±１５．８ ２０７．２±５２．２ ３．３±０．６ １５．６±４．５ １０．２±７．５ ６．１±１．５ ０．４±０．２

　　注：与正常值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２　受伤后３个月不同程度颅脑损伤患者垂体激素水平（ｘ±ｓ）

组别 ｎ ＰＲＬ（μｇ／Ｌ） Ｃｏｒ（ｎｍｏｌ／Ｌ） ＦＴ３（ｐｍｏｌ／Ｌ） ＦＴ４（ｐｍｏｌ／Ｌ） ＦＳＨ（ＩＵ／Ｌ） ＬＨ（ＩＵ／Ｌ） ＧＨ（μｇ／Ｌ）

轻型 ２３ １９．１±１６．２ ４２３．２±６３．５ ３．５±０．７ １４．４±３．３ １３．５±２２．６ ７．５±９．１ ０．９±０．５
中型 ２０ ２５．２±１４．３ ３３２．２±６５．６＃ ３．２±０．２ １３．３±３．１ １２．９±２２．８ ８．１±１１．４ １．２±０．６
重型 ２４ ２２．６±１５．１ ２３５．３±８５．４＃ ３．１±０．１ １４．２±３．６ １１．２±１７．５ ９．１±１２．０ ０．９±０．４

　　注：与正常值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　讨论
　　急性颅脑损伤可以导致垂体和下丘脑的直接和间
接损伤，引起伤后垂体激素水平的剧烈变化。颅脑损

伤患者血清垂体激素水平与颅脑创伤的严重程度密切

相关［６－９］。重型损伤组与中型损伤组比较，激素水平

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表明颅脑损伤越
重，垂体前叶激素水平变化越明显。本组研究发现

ＰＲＬ、Ｃｏｒ水平在急性颅脑外伤后２４ｈ内大幅上升，与
正常值相比有明显变化。３ｄ后激素水平开始下降，７
ｄ时稳定，其主要原因是由下丘脑及垂体原发或继发
性损伤造成。

本组重型颅脑患者外伤后血清 ＰＲＬ、ＦＴ４水平升
高，而ＦＴ３、ＦＳＨ、ＬＨ伤后降低，并持续７２ｈ，１周后部
分患者恢复正常。与 ＳｕＤＨ等［６］研究结果相同，推测

可能是由于垂体合成ＦＳＨ、ＬＨ细胞的损伤和缺血缺氧
的影响。急性颅脑损伤４８ｈ后，出现血清 ＬＨ、ＦＳＨ水
平逐渐下降，可能是由于垂体合成激素能力的下降，下

降程度与损伤的严重程度成正相关。损伤越重，伤后

早期的垂体激素（ＰＲＬ、ＦＳＨ、Ｃｏｒ）水平越高，随着伤后
病程的延长，ＰＲＬ、ＦＳＨ、Ｃｏｒ水平会逐渐下降。但轻型
颅脑损伤患者的ＰＲＬ、ＦＳＨ、Ｃｏｒ水平变化不大，接近正
常值，这与中、重型损伤患者垂体激素水平的剧烈波动

有明显区别。

本组资料显示，急性颅脑损伤垂体激素水平的变

化，可以作为预后判断的一项重要指标。如果急性颅

脑创伤患者伤后的垂体激素水平显著升高，则预示伤

情严重、预后较差。若伤后垂体激素水平升高不显著，

且２ｄ后逐渐恢复正常，则预示伤情较轻，预后良好。
本研究表明急性颅脑损伤患者垂体激素水平的变化与

损伤程度及预后密切相关，可作为评估伤情和预后判

断的重要指标，对患者的救治有一定的临床指导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绝大多数患者是中度或重度脑

外伤，轻度创伤性脑损伤患者发生垂体功能减退症的

风险是否会更小尚不清楚。另外，这些患者遭遇的是

平时普遍易见的闭合性脑外伤，击打伤或者枪击伤带

来的垂体功能减退症的风险是否有所不同不得而知。

本研究发现颅脑损伤患者在稳定期或慢性期

ＦＳＨ／ＬＨ、ＧＨ、ＡＣＴＨ、ＴＳＨ缺乏发生率分别为２５．０％、
２６．０％、７．８％和４．２％，垂体前叶激素缺乏症与 Ｔａｎｒｉ
ｖｅｒｄｉＦ等［３，１０］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两项研究报道相近。鉴于
急性颅脑损伤２４ｈ内垂体激素水平的急剧变化与患

者的病情明显相关，建议早期慎用加剧应激反应、刺激

激素分泌的药物，如糖皮质激素和多巴胺等。

综上所述，中、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垂体前叶激素

水平较正常值变化显著，这与损伤及昏迷程度有关，经

及时合理治疗，伤后３个月会逐渐恢复或接近正常水
平，说明急性颅脑损伤如能早期及时治疗，伤后的内分

泌功能紊乱是可逆的。另外，轻型急性颅脑损伤患者

早期垂体激素水平接近正常，而在恢复期或慢性期会

出现垂体功能低下。因此，急性颅脑损伤后，患者的垂

体激素水平变化是相互作用的结果，轻重程度和表现

方式不一样，临床干预措施也不一样，不适当的干预可

能会加重这种神经内分泌障碍，需要我们在临床中不

断摸索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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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心脏再同步治疗１０例慢性心衰的短期临床疗效
胡宇宁，汪靖，章锡林，胡剑平，吴捷华，孙建琦，龚晓勇

【摘　要】　目的　观察双心室同步起搏治疗对药物难治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短期治疗效果。方法　１０例慢性心力衰
竭患者，心功能（ＮＹＨＡ分级）Ⅲ～Ⅳ级，ＱＲＳ时限≥１２０ｍｓ，左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３５％，左室舒张末期内径（ＬＶＥＤＤ）
≥５５ｍｍ，伴二尖瓣反流。经多种抗心力衰竭药物治疗无效后行双心室同步起搏治疗，其中２例安装三腔埋藏式心脏复
律除颤器（ＣＲＴＤ）。观察术前、术后１个月的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ＱＲＳ时限、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左心室舒张末内
径（ＬＶＥＤＤ）。结果　除１例患者未能成功植入左室电极外，其余９例手术顺利，无并发症。其中１例患者术后１月余再
次因心衰加重入院，术后心功能平均改善Ⅰ～Ⅱ级，射血分数、左心室舒张末内径较术前有明显改善（均Ｐ＜０．０５）。结
论　双心室起搏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可明显改善慢性心力衰竭伴心室内传导延迟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心功能和心力衰竭
的临床症状，是治疗顽固性心力衰竭的有效方法之一。

【关键词】　双心室同步化起搏；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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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ＲＴ）通过改善心脏的电 －机械收缩不同步，
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心功能，长期应用还可以使患者心

脏缩小并逆转心肌重构［２３］，提高生活质量。初步临床

研究证实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对药物疗效不佳的心力衰

竭患者有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４］。现将我院自２００９
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成功对９例充血性心力衰竭患
者施行右心房双心室三腔起搏治疗，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分析２００９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
月期间在我院经多种抗心力衰竭药物治疗无效后成功

接受ＣＲＴ治疗的慢性心衰患者１０例，男性５例，女性
５例，年龄４８～８４岁，平均（６６±９．８６）岁；扩张型心肌
病６例，缺血性心肌病４例；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１０
例。且均符合心功能（ＮＹＨＡ分级）Ⅲ ～Ⅳ级，ＱＲＳ时
限≥１２０ｍｓ，左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３５％，左室舒张

作者单位：２４５０００安徽省黄山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通讯作者：胡宇宁；电子信箱：１３９６５５３９８５０＠１６３．ｃｏｍ

末期内径（ＬＶＥＤＤ）≥５５ｍｍ，伴二尖瓣反流；９例为窦
性心律，１例为心房颤动伴慢室率。
１２　手术操作　患者在心脏导管室常规消毒、局麻下
行左侧胸壁皮下切口，植入三腔心脏起搏器。穿刺左

锁骨下静脉送入导丝，３根起搏电极分别置入右心耳，
右心尖及左心室心大静脉远端。根据冠状静脉窦逆行

造影结果将左室电极置于左室侧支或侧后支。测试测

定起搏阈值和感知参数满意后连接起搏器，将脉冲发

生器置入胸前皮下囊袋中，缝合切口。

１３　观察指标　所有成功植入 ＣＲＴ患者常规给予利
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等药物
治疗，并监测术前、术后１个月的 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
ＱＲＳ时限、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左心室舒张末内
径（ＬＶＥＤＤ）。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配对 ｔ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操作结果　１０例患者，除１例患者因２次准备植
入左室电极时均出现冠状窦静脉逆向夹层而放弃手术

外，其余９例患者均成功植入三腔起搏器，其中２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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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监护提示有短阵室性心动过速发生，并安装三腔埋

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ＣＲＴＤ）。术中起搏阈值、感知
阈值阻抗测试各项参数均符合要求。

２２　随访结果　患者术后继续给予利尿剂、血管紧张
素转换酶抑制剂、Ｂ受体阻滞剂等药物常规治疗，至术
后１月患者胸闷、心悸、气短等症状明显改善，其中１
例患者术后１个月内因未能坚持正规服药，再次因心
衰加重入院治疗。

２３　心功能及电生理指标　总体 ＮＹＨＡ心功能平均
降低Ⅰ级以上，活动耐量增加，ＱＲＳ波时限宽度也从术
前的（１５４．４４±２３．８６）ｍｓ减少为（１３０．００±４３．３６）
ｍｓ；超声提示ＬＶＥＦ（术前为２８．３０±３．５０，术后１个月
为３４．２２±６．３０，前后比较，ｔ＝０．０１６，Ｐ＜０．０５）、
ＬＶＥＤＤ等持续改善，二尖瓣返流量较术前也有所减
少。

３　讨论
３１　治疗机制　利用心脏起搏技术治疗顽固性心衰
是近年来较大中心常采用的新方法。顽固性充血性心

力衰竭由于长期心室负荷过重及心房室肌病变，导致

心腔内压力增高以及相当一部分患者心室内传导延

迟。而心房内传导受影响不大，仍保持正常的左心房

激动。因此左心房开始收缩时，左心室由于传导延迟

尚未舒张，导致左心室充盈时间缩短，在超声心动图上

可见ＥＡ峰融合或者 ＥＡ峰假性正常化；同时，由于心
室内传导延迟，导致双室间电机械收缩不同步和室间

隔矛盾运动，引起左室充盈时间缩短，等容收缩时间延

长，容易产生大量的二尖瓣返流，进一步使血流动力学

恶化，使心力衰竭加重。应用双心室起搏技术可使左

右心室同步收缩，纠正了心室内传导延迟，从而增加了

左心室充盈时间，消除了室间隔的矛盾运动，可减少二

尖瓣返流量，提高心排血量，改善心功能［５］。本研究也

证实了术后患者 ＮＹＨＡ心功能降低Ⅰ级以上，ＬＶＥＦ
值有明显的提高，提示ＣＲＴ在减轻电学重构的同时亦
可改善心肌的机械功能，部分逆转其左室重构［６］，其与

国内杨震等［７］学者研究相一致。

３２　临床观察　本组观察了我院１０例患者，除１例
患者未能成功植入左室电极外，其余９例成功植入三
腔起搏器治疗经多种抗心力衰竭药物治疗无效的顽固

性心衰伴有室内传导阻滞的患者，应用双心室起搏后，

ＮＹＨＡ心功能降低Ⅰ级以上，活动耐量增加，ＱＲＳ波时
限宽度减少。超声提示ＬＶＥＦ％、ＬＶＥＤＤ等持续改善，
二尖瓣返流量较术前也有所减少。因此进行双心室起

搏对于有室内传导阻滞的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可改

善其临床效果，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研究报道，对于

同时伴有房室传导延迟的心衰患者，其效果更明显，在

本次研究中未能进一步测量 ＰＲ间期，以及样本量较

少，有待更进一步研究。

３３　技术难点　目前双心室起搏技术的应用，除了合
理的药物治疗，严格入选患者，其技术难度主要是如何

将冠状静脉窦导线插入合适冠状静脉窦分支［８９］，本研

究中分别使用加长冠状窦电极指引置入可撕开长鞘、

ＡｍｐｌａｔｚＬｅｆｔ冠状动脉造影导管进行冠状静脉窦逆行
造影，了解其血管分支，以便插入导线并使其导线到

位。Ｇｒａｓ和Ａｕｒｉｃｃｈｉｏ报道经冠状静脉窦起搏左心室
的成功率约８０％左右，仍有部分患者由于冠状静脉窦
血管分支较细、起搏阈值过高等导致不能进行有效起

搏使左心室起搏失败，而对于因心脏静脉解剖异常而

未能成功植入左室被动电极者，国内有人植入主动电

极获得成功［１０］。在本组入选的１０例患者中，其中 １
例因为出现冠状窦静脉逆向夹层导致左室电极未能顺

利植入，手术失败。因此经冠状静脉窦起搏左心室，仍

有相当难度，除要求手术者经验丰富，操作轻柔外，我

们认为使用ＡｍｐｌａｔｚＬｅｆｔ冠状动脉造影导管进行冠状
静脉窦逆行造影，再以导丝先逆向送至靶血管，导致冠

状窦静脉逆向夹层机会有减少可能。

　　总之，对于经多种抗心力衰竭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的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心电图提示伴有室内传导阻

滞，应用双心室起搏，可改善多数患者的血流动力学，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鉴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少，随访时

间短，其确切的远期疗效仍须进行大量的临床实践证

实；操作技巧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当然其费用也是非

常昂贵的，故临床应该严格掌握适应证。

参考文献

［１］　安良．瑞舒伐他汀对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心功能及内皮素、高敏 Ｃ
反应蛋白影响［Ｊ］．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２０１０，２４（１０），
１００９１０１０．

［２］　ＫａｓｓＤＡ．Ａ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ｏｆｄｙｓ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ｙ，ｂｕｔｗｈａｔｄｏｓｅｉｔｍｅａｎ？［Ｊ］．
ＪＡｍ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８，５１（１）：１２１７．

［３］　杨新春．心脏再同步治疗心力衰竭的机制［Ｊ］．中华心律失常学杂
志，２００９，１３（６）：７８．

［４］　袁托亚，任保军，刘智兰．慢性心力衰竭心脏再同步化治疗１０例
经验［Ｊ］．中国循环杂志，２００７，２２（３）：１９９２０１．

［５］　聂慧娟，黄织春．再同步化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疗效观察［Ｊ］．Ｃｌ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ｌ（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２７（１２）：９５２９５３．

［６］　樊济海，陈跃光，巢胜吾，等．初期开展心脏同步化治疗慢性心力
衰竭的效果及技术难度［Ｊ］．中国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
２０１２，２６（３）：２０５２０７．

［７］　杨震，于欣，贾邵斌，等．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对失同步化缺血性心
力衰竭心肌内向整流钾电流的影响［Ｊ］．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９
（５）：７２１７２３．

［８］　曹克将，陈新．心脏再同步化治疗中左室电极的位置［Ｊ］．中华心
律失常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３（１）：５７．

［９］　金炜，孟卫栋，汪芳．左室电极起搏位置与心脏再同步化治疗的疗
效［Ｊ］．中国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２０１１，２５（４）：３０６３０８．

［１０］　藏红云，姜胜刚，曲乐天，等．心脏再同步化治疗中左室主动固定
电极植入二例［Ｊ］．中国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２０１１，２５（５）：
４５７４５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２１）

·２８８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全科临床论著·

超声乳化与小切口治疗糖尿病性白内障的疗效分析
孙根柱，王伟

【摘　要】　目的　研究分析糖尿病性白内障患者行超声乳化吸除术 ＋人工晶体植入术与小切口囊外摘除术 ＋人工晶
体植入术的疗效。方法　观察９２例（９２只眼）糖尿病合并白内障患者，按照手术方式不同分为两组：超声乳化吸除术联
合人工晶体植入术组（超乳组）４８只眼和小切口囊外摘除术联合植入术组（小切口组）４４只眼，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
进行观察分析。结果　两组术后视力恢复情况及并发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在糖尿病患者合
并白内障的治疗中，超声乳化吸除术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与小切口囊外摘除术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的临床疗效无明显

差异，均安全可靠。但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人工晶体植入术具有手术时间短、切口小、疼痛及反应轻、恢复快等优点，
更值得临床使用。小切口囊外摘除＋人工晶体植入术，因使用器械简单、廉价，对设备依赖程度低等优点，更适合在基层
医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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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ｌｅｎｓ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ｓｍａｌｌ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ａｐｓｕｌａｒ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ｌｅｎｓ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ｕｔｔｈｅｐｈａｃｏ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ｌｅｎｓ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ｍａｌｌ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ｉｔ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ｌｅｓｓｐａｉｎ，ｌｉｇｈ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ｉｃｋ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ｗａ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ｕｓｅｗｈｉｌｅｓｍａｌｌ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ＥＣＣＥ＋ＩＯＬ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ｕｅｔｏ
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ｃｈｅａｐ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ｌｏｗ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ｗａｓｍｏｒｅ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ｐｒｉｍａｒ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ａｎｕａｌｓｍａｌｌ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ｌｅｎｓ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随着糖尿病发病率的上升，糖尿病性白内障的发
病率也随之与日俱增［１］。据统计［２］由糖尿病并发白

内障的患者约是非糖尿病患者的４倍。大量临床研究
发现，糖尿病性白内障患者行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可提

高视力，且并发症的出现与一般患者无明显差异［３］。

现将我院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的９２例９２只眼
糖尿病合并白内障患者，分别采用 ＰＨＡＣＯ＋ＩＯＬ植入
术（４８只眼）和小切口 ＥＣＣＥ＋ＩＯＬ植入术（４４只眼）
进行临床分析与比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研究分析我院眼科 ２０１１年 １月 －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期间，糖尿病性白内障患者共９２例（９２
只眼），其中采用白内障超声乳化吸出＋人工晶体植入
术（超乳组）４８例（４８只眼），男性２９例，女性１９例，
平均年龄为５４．１岁；采用小切口白内障囊外摘除术＋
人工晶体植入术（小切口组）４４例（４４只眼），男性２９
例，女性１５例，平均年龄５５．８岁。术眼既往均无其它
内眼疾病史，术前检查均未见玻璃体积血、眼内肿瘤及

视网膜的病理改变等。两组患者高血压值与肾功能障

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术前准备　两组白内障患者均进行常规白内障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眼科
通讯作者：孙根柱，电子信箱：ｓｇｚ６２６５＠１６３．ｃｏｍ

术前准备，术前３ｄ用抗生素眼药水滴眼，空腹血糖控
制在８．００ｍｍｏｌ／Ｌ以下［４］。

１３　手术方法　超乳组行白内障超声乳化吸出术，术
前充分散瞳点爱尔卡因滴眼液表面麻醉，常规消毒铺

单，贴手术膜，开睑器开睑，以１５°穿刺刀在３点处角膜
缘穿刺入前房，以３．０ｍｍ穿刺刀在角膜缘１０点 ～１１
点处穿刺并进入前房，前房内注满粘弹剂，做连续环形

撕囊，充分水化分离晶体核，超声乳化粉碎并吸除晶状

体核，用Ｉ／Ａ手柄吸除残留皮质，前房及囊袋内注入黏
弹剂，从主切口植入折叠式后房型人工晶体于囊袋内，

调整位正，Ｉ／Ａ手柄吸出黏弹剂，水化封闭角膜切口，
典必殊眼膏涂眼，包扎术眼，手术结束。小切口组行小

切口白内障手术具体方法：术前充分散瞳，采用表面及

球后麻醉，沿角巩膜缘剪开、分离上方球结膜，在角膜

缘后约２ｍｍ处做反眉弓板层巩膜切口，长５～６ｍｍ，
用隧道刀层间分离切口至角膜内约１ｍｍ，以３．０ｍｍ
穿刺刀穿刺进入前房，前房注入粘弹剂，做连续环形撕

囊，充分水化分离晶状体核，并旋转晶状体核至前房，

用圈套器套出晶体核，注吸器抽吸出残余皮质，前房及

囊袋内注入粘弹剂，植入人工晶状体于囊袋内，调整位

正，注吸器冲洗出粘弹剂，根据切口水密情况，切口缝

合一针或不缝合，于结膜囊内涂典必殊眼膏，包扎术

眼，手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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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术后处理　两组患者均在术后第１天开始给予
典必殊滴眼液滴术眼，３～６次／ｄ，口服抗生素５～７ｄ，
观察并发症并及时处理，定期检测和控制血糖。

１５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视力恢复　术后随访３０ｄ，超乳组（４８只眼），术
后１ｄ视力≥０．３者共２１人，占４３．８％，术后１周视
力≥０．３者共３７人，占７７．１％，术后１个月视力≥０．３
者共４３人，占８９．６％。小切口组（４４只眼），术后１ｄ
视力≥０．３者共１７人，占３８．６％，术后１周视力≥０．３
者共３２人，占７２．７％，术后１个月视力≥０．３者共４０
人，占９０．９％。所有入选患者视力均较术前改善，两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其它并发症　超乳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为１２．５％，其中高眼压３例，占６．３％，视网膜脱离１
例，占２．１％，人工晶体移位２例，占４．２％。小切口组
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１１．４％，其中高眼压 ２
例，占４．６％，人工晶体移位３例，占６．８％。其中，术
后高眼压患者，经治疗后眼压恢复正常；晶体夹持的患

者，经再次处理后，晶体、瞳孔均恢复正常；视网膜脱离

患者经网膜复位后，视力恢复至０．２。两组患者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糖尿病性白内障可对患者的视力造成很大的影
响，而超声乳化技术已趋于成熟，可彻底解除白内障对

视力的影响。该手术方式具有切口小、损伤轻、术后恢

复快、手术并发症少、患者痛苦小等优点［５］。然而，糖

尿病引起的晶状体混浊多为核性混浊，核可以变得很

硬，转核时易引起悬韧带断裂，且囊膜变薄、变脆，弹性

差，造成术中撕囊困难。后囊与皮质的粘附性较强，术

中易造成后囊膜破裂［６］。所以连续环形撕囊是保证手

术顺利进行的关键步骤，连续环形撕囊需要术者有熟

练的手术技巧，沿瞳孔切缘或适度超过瞳孔缘撕囊，可

以控制撕囊的轨迹，防止囊口撕得偏小，尽量做到

５．０～５．５ｍｍ直径的环形撕囊［７］。水化分离晶状体核

及皮质时要分离彻底，使核、皮质和囊膜彻底分离，注

意水化时动作要缓慢轻柔，防止出现后囊膜破裂及悬

韧带断裂。在超声乳化时，超乳探头应注意远离角膜

内皮，并尽快结束超声乳化，减少超乳手柄探头进出切

口次数，能够减轻角膜水肿及其他术后反应。

王亚军［８］认为遇到硬核白内障超声乳化时，需要

较大的能量，才可将其粉碎，角膜内皮细胞损失率高达

１１．９％～１６．０％。因需要较高的能量，手术时间会相
应增加，容易导致角膜内皮水肿，晶状体后囊破裂，甚

至可导致角膜内皮失代偿等严重的并发症。小切口

ＥＣＣＥ＋ＩＯＬ植入术，无超声波作用，在前房和囊袋内
的操作相对较少，又无需能量碎核，从而有效减少了对

角膜内皮的损伤，更适合硬核白内障。在行小切口摘

除白内障时，撕囊应尽量大，应将核转动并脱至前房，

隧道切口应让晶体核能够通过，避免反复强硬套核，前

房及晶状体核下应使用足够的粘弹剂，以减少对角膜

内皮及周围组织的损伤，同时保护了后囊，减少了后囊

膜破裂并发症的出现。

根据两种手术方法的特点，本研究认为对于糖尿

病性白内障的患者选择手术方式时，依据ＬＯＣＳⅡ白内
障分级标准［９］，Ⅲ级及Ⅲ级以下的晶状体核，可行超声
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对于Ⅳ级及Ⅳ级以上的晶
状体核宜选择小切口白内障囊外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

入术。

另外，糖尿病患者由于机体内环境紊乱，以及全身

小血管及末梢神经的损害，较多的患者合并心脑血管

以及其他重要脏器的损害，因此临床上应对患者做好

充分的手术风险评估。术前血糖控制在正常水平，可

防止术中及术后全身及眼部并发症［１０］。对于合并有

全身重要脏器损害的患者，应选择时机手术，术中及术

后加强监护，预防各种心脑血管意外的出现，降低手术

风险。

本研究糖尿病性白内障行超声乳化手法治疗者

４８例，行小切口手法治疗白内障４４例，术后随访１个
月，两组患者的术后视力恢复以及术后并发症情况，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此，超声乳化及小切
口两种手术方式对于糖尿病性白内障的治疗均是安全

有效的。

综上所述，糖尿病性白内障患者术前严格筛选病

例，做好充分准备，血糖控制稳定，并正确选择手术方

式，配合娴熟的手术技巧，术后并发症及时正确的处

理，采用上述两种手术方式，术后均可极大地改善患者

视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

植入术具有手术切口小、损伤轻微、术后恢复快、反应

轻、并发症少、痛苦小等优点，更值得推广使用。小切

口非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入术因使用器械简单、廉价，

对设备依赖程度低等优点，更适合在基层医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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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游离甲状腺素、促甲状腺素与女性不孕的关系
姚成莲

【摘　要】　目的　探讨不孕症妇女ＴＳＨ、ＦＴ３及ＦＴ４的水平及其相关性。方法　对２１５例因排卵障碍所致的不孕症妇
女（观察组）行甲状腺功能筛查，并与同期行常规身体检查的２００例正常妇女（对照组）进行对比。结果　观察组妇女
ＦＴ３、ＦＴ４显著低于对照组，而ＦＳＨ、ＴＧＡｂ、ＴＰＯＡｂ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妇女甲状腺功能异常３５例
（１６．３０％），对照组甲状腺异常７例（３．５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妇女甲状腺异常者月经紊乱发生
率、溢乳症发生率、反复流产发生率显著高于甲状腺正常者（Ｐ＜０．０５）。结论　甲状腺激素异常与不孕症有密切的关
系，临床应加强对不孕症妇女甲状腺功能的检查，以提高不孕妇女甲状腺异常的检出率。

【关键词】　不孕症；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游离甲状腺素；促甲状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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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症是妇科常见疾病，严重影响我国育龄妇女
生殖健康［１］。不孕症发生原因复杂，通常由众多因素

引起，任何影响精卵细胞结合的因素都可引起不孕的

发生［２］。甲状腺属于机体重要的内分泌系统器官，其

分泌甲状腺激素，并对机体各种物质的新陈代谢起到

重要的调控作用［３］。此外，甲状腺激素还参与性腺发

育成熟、组织分化、生长发育、精子生成、月经的调控、

卵巢功能维持等一系列生理活动［４］。本文针对女性不

孕与甲状腺功能异常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旨在为同类

疾病的诊治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门诊
就诊的２１５例因排卵障碍所致的不孕症妇女为研究对
象，患者均符合《妇产科学》（第７版）中对不孕症的诊
断标准［４］。妇女有正常性生活，未避孕１年未妊娠者，
同时排除生殖道发育异常、出现严重器质病变而不适

合怀孕者以及男方生殖功能障碍者。其中原发性不孕

１０２例，继发性不孕１１３例，年龄为２２～３８岁，平均年
龄（２８．９±２．５）岁，结婚年限２～１５年，平均结婚年限
（７．２±１．３）年。并选取同期行常规身体检查的２００例
正常妇女为对照组，均无甲状腺病史。年龄 ２２～３９
岁，平均年龄（２９．３±０．３）岁，结婚年限０～１５年，平均
结婚年限（７．６±２．２）年，两组年龄、结婚时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检测方法　空腹采集静脉血液３ｍｌ，以３０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处理后留取上清液保存于 －２０℃冰箱中待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２１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医院妇产科

测。采用免疫荧光法测定妇女血清中促甲状腺激素

（ＴＳＨ）、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ＦＴ３）、游离甲状腺素
（ＦＴ４）、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ＴＧＡｂ）、抗甲状腺微粒
体抗体（ＴＰＯＡｂ）水平。检测仪器为美国拜耳公司提供
的ＡＣＳ

#

１８０ＳＥ免疫荧光分析仪，操作过程严格按照
仪器说明书进行。

１３　诊断标准　甲状腺疾病诊断标准参考相关文
献［５］，甲亢：血清ＴＳＨ下降，ＦＴ４上升，临床体征明显；
亚临床甲亢：ＴＳＨ下降，ＦＴ３、ＦＴ４在正常参考范围；甲
减：ＴＳＨ升高，而 ＦＴ４下降；亚临床甲减：ＴＳＨ升高，而
ＦＴ３及 ＦＴ４在正常范围内。如血清中 ＦＴ４下降，ＴＳＨ
正常则可能为垂体性甲状腺功能异常，不属于本文研

究范畴。异常：ＦＴ３、ＦＴ４、ＴＳＨ、ＴＰＯＡｂ、ＴｇＡＢ超出正常
范围。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率表
示；组间计量资料均值的比较采用成组设计 ｔ检验，组
间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分析　观察组妇女
ＦＴ３、ＦＴ４显著低于对照组，而ＦＳＨ、ＴＧＡｂ、ＴＰＯＡｂ水平
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１。
２２　两组甲状腺异常情况分析　观察组妇女甲状腺
功能异常 ３５例（１６．３０％），对照组甲状腺异常 ７例
（３．５０％），观察组甲状腺异常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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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分析（ｘ±ｓ）

组别 ｎ ＦＴ３（ｐｍｏｌ／Ｌ） ＦＴ４（ｐｍｏｌ／Ｌ） ＴＳＨ（Ｕ／Ｌ） ＴＰＯＡｂ（Ｕ／Ｌ） ＴｇＡＢ（Ｕ／Ｌ）

对照组 ２００ 范围 ３．２６～１７．５０ ４．１８～２２．５９ ０．０３～６．７９ １８．１２～６０８．２１ １０．２１～３５２．３０
均值 ７．４１±０．７４ １２．４９±３．１２ １．３１±０．２８ ２０１．１±１７．２１ ４５．２３±１１．２１
异常比例 ６（３．００） ７（３．５０） ９（４．５０） ６（３．００） ７（３．５０）

观察组 ２１５ 范围 ２．０８～１０．２１ ３．６２～１６．５２ ０．０２～１３．７１ ３０．２１～３０５２．３ ８．９６～１０００．５２
均值 ４．０９±１．３２ ６．７１±２．１５ ６．４２±０．１９ ４９３．２２±２１．０６ ２５６．３１±１１．２６

异常比例 ２４（１２．００） １８（９．００） ２１（１０．５０） １９（９．５０） ２２（１１．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观察组甲状腺异常与正常者临床症状分析（ｎ，％）

组别 ｎ 甲亢 亚临床甲亢 甲减 亚临床甲减甲状腺异常率

观察组 ２１５ ７（３．３０） ２（０．９０） １７（７．９０） ９（４．２０） ３５（１６．３０）
对照组 ２００ ４（２．００） ３（１．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７（３．５０）
χ２值 ０．７８９ １．２５６ ３．５８５ ３．４４３ ３．５６２
Ｐ值 ０．２３１ ０．３３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７

２３　观察组甲状腺异常与正常者临床症状分析　观
察组妇女甲状腺异常者月经紊乱发生率、溢乳症发生

率、反复流产发生率显著高于甲状腺正常者（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观察组甲状腺异常与正常者临床症状分析（ｎ，％）

组别　　　　 ｎ月经紊乱发生率 溢乳症发生率 反复流产发生率

甲状腺异常者 ３５ ８（２２．９０） １６（４５．７０） １１（３１．４０）
甲状腺正常者 １８０ ６（３．３０） １０（５．６０） １８（１０．００）
χ２值　　　　 ３．６６２ ４．７２１ ３．５４８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不
足而引起的综合征。育龄妇女中甲减的发生率约为

２％～４％，但由于地区不同，甲减的发生率存在一定的
差异［６－７］。引起甲减最主要的原因与亚临床甲减及自

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有关，此外，甲状腺治疗过度也可

引起甲减。甲减妇女临床症状表现为月经失调、乏力、

性功能减退、食欲下降、黄体功能不足、子宫内膜增生、

不排卵等生殖功能异常疾病，而对于有排卵者则容易

由于甲状腺分泌不足而导致受孕率下降或流产率增

加［８］。甲状腺功能低下而引起垂体功能下降者，妇女

表现为闭经、性欲下降或不排卵，从而影响妇女生育功

能。本研究发现，不孕症组妇女甲减发生率（７．９０％）
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０．００％），研究结果高于任秀
莲［９］的报道，其原因可能与本文样本量偏少有关，也可

能与本地区妇女饮食习惯、生活压力有关。此外本研

究发现，观察组妇女甲状腺异常者月经紊乱发生率、溢

乳症发生率、反复流产发生率显著高于甲状腺正常者，

从而提示月经紊乱发生率、溢乳症发生率、反复流产可

能与甲状腺功能异常有关。

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是由于甲状腺分泌激素过

多引起的综合征，甲亢妇女由于垂体分泌 ＴＳＨ减少，
血清中游离 Ｔ３或 Ｔ４水平上升因此可引起月经紊乱、
排卵障碍，从而引起不孕症［１０］。甲亢与不孕症的关系

与甲亢病情密切相关，对于轻度甲亢妇女，其血清中

ＦＳＨ水平与常人差异并不显著，因此月经紊乱现象并
不明显，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卵巢内分泌功能将受到影

响，从而导致雌性激素分泌过多，增加子宫内膜对激素

的反应性，使得子宫内膜增厚，从而导致月经失调，影

响妇女受孕。目前普遍认为重度甲状腺功能亢进可导

致不孕症，但对于中、轻度甲状腺功能亢进是否会引起

不孕症还需要进一步探究。本文中不孕症组甲亢发生

率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从而提示甲减引起不

孕的风险较甲亢高，应重视临床不孕症妇女甲减的检

查。

研究表明［１１］，妊娠期甲状腺疾病的发生与甲状腺

自身抗体有密切关系，ＴＧＡｂ、ＴＰＯＡｂ及 ＴＳＨ是甲状腺
自身免疫紊乱的标志。ＴＰＯ属于界膜蛋白，在甲状腺
激素合成中可与酪氨酸、催化碘过氧化物发生偶联反

应。ＴＰＯＡｂ可与１１ＰＯ结合引发补体效应，并可激活
淋巴细胞并介导细胞裂解从而破坏甲状腺功能，引起

甲状腺功能减退。从本研究中发现观察组妇女 ＦＴ３、
ＦＴ４显著低于对照组，而 ＦＳＨ、ＴＧＡｂ、ＴＰＯＡｂ水平显著
高于对照组，从而提示甲状腺自身抗体可能是引起不

孕症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甲状腺激素异常与不孕症有密切的关

系，临床应加强对不孕症妇女尤其是反复流产、月经紊

乱、溢乳症妇女甲状腺功能检查，以提高不孕妇女甲状

腺异常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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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中西医结合治疗子宫肌瘤疗效和安全性分析
金筱筱，郑灵芝

【摘　要】　目的　探讨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浙江省台州医院妇产
科于２０１２年２～１１月共收治子宫肌瘤患者５４３例，按照治疗方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给予桂枝茯苓胶囊联合
米非司酮治疗，对照组给予米非司酮治疗。两组３个月为１个疗程。治疗２个疗程后对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子宫和肌瘤
体积、血清性激素水平、血液流变学及不良反应等方面进行比较。结果　对照组和观察组治疗后子宫和肌瘤体积与血清
性激素较治疗前明显减少（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子宫和肌瘤体积与血清性激素较对照组下降更显著（Ｐ＜０．０５）。
对照组和观察组治疗后血清性激素水平和血液流变学指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血清性激素水
平和血液流变学较对照组下降更明显（Ｐ＜０．０５）。对照组和观察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疗效显著，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桂枝茯苓胶囊；米非司酮；子宫肌瘤；血液流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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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是妇科常见病，多发病，是子宫平滑肌增
生形成的良性肿瘤，其好发于生育年龄的妇女，给患者

身心带来了极大的痛苦［１］。药物和手术治疗是子宫肌

瘤常见的治疗方法，但是近年来研究显示，子宫具有内

分泌功能，行子宫切除术易导致患者出现更年期综合

征、冠心病、骨质疏松等疾病，所以大部分患者采用药

物保守治疗［２－３］。米非司酮是治疗子宫肌瘤常用的药

物，可有效缩小子宫肌瘤的体积，疗效显著，但是米非

司酮停药后部分患者会出现月经多，且肌瘤增加的现

象，而长期使用米非司酮对子宫内膜有不良影响［４］。

随着中药中医理论的不断完善，桂枝茯苓胶囊治疗子

宫肌瘤被广泛应用于临床［５］。本研究将桂枝茯苓胶囊

与米非司酮联合用于子宫肌瘤的治疗，取得了显著疗

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于２０１２年２～１１月共收治子宫
肌瘤保守治疗患者５４３例。入选标准：①所有患者均
经妇科检查和Ｂ超确诊为子宫肌瘤；②心肝肾功能正
常；③子宫内膜无其他恶性病变；④在近３个月未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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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或者中药治疗者；⑤排除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⑥排
除子宫有其它肿瘤或肌瘤病变者；⑦排除米非司酮和
桂枝茯苓胶囊过敏者；⑧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⑨本研究在本院伦理委员会监督下进行。满足上述条
件的患者５４３例，按照接受治疗的方法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观察组 ３２８例，年龄 ２８～５０岁，平均年龄
（３６．１±１２．９）岁；肌瘤部位：肌壁间２２７例，黏膜下４１
例，浆膜下３２例，混合型２８例；贫血状况：轻度贫血７１
例，中度贫血４１例，重度贫血１３例；肌瘤直径：１～２
ｃｍ１６４例，２～３ｃｍ７８例，３～４ｃｍ４９例，５～６ｃｍ３７
例。对照组２１５例，年龄２９～４９岁，平均年龄（３５．４±
１１．２）岁；肌瘤部位：肌壁间１５３例，黏膜下２４例，浆膜
下２０例，混合型１８例；贫血状况：轻度贫血５９例，中
度贫血３４例，重度贫血１２例；肌瘤直径：１～２ｃｍ１０２
例，２～３ｃｍ５８例，３～４ｃｍ３４例，５～６ｃｍ２１例。观
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年龄、肌瘤部位、贫血状况和肌瘤直

径等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Ｐ＞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口服米非司酮（米非司
酮：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２５ｍｇ×６粒 ×１盒；批号
１２０７０５）２５ｍｇ／ｄ，于月经来潮第１天开始服用，３个月
为１个疗程；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桂枝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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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胶囊（桂枝茯苓胶囊：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０．３１ｇ×１００粒×１盒；批号１１０６２６）治疗，桂枝茯苓胶
囊在月经干净后每天 ３粒，３次／ｄ；米非司酮同对照
组，３个月为１个疗程；两组治疗２个疗程后进行疗效
评估。

１３　评价指标及检测方法　分别对两组患者治疗前
后子宫和肌瘤体积、血清性激素水平、临床症状改善、

血液流变学及不良反应进行比较。肌瘤体积：采用 Ｂ
超测量肌瘤三维径线，子宫肌瘤体积根据下述公式计

算：体积＝４／３×π×ａ×ｂ×ｃ。ａ、ｂ、ｃ分别为肌瘤的单
位径线半径，多个肌瘤组织者以肌瘤体积之和为准［６］。

性激素水平：分别在治疗前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液

５ｍｌ，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血清中雌二醇（Ｅ２）、血
清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血浆促黄体生成素（ＬＨ）和孕
酮（Ｐ）进行分析。同时分析患者血红蛋白和肝肾功能
的变化。血液流变学：采用 Ｚｌ９０００Ｃ全自动血液流变
仪测定。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
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数据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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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分析　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
均出现闭经，且下腹坠胀伴痛症状在治疗期间均完全

消失，两组贫血患者血红蛋白的水平也不同程度的有

所升高。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子宫和肌瘤体积变化　结果
如表１所示，治疗前两组子宫和肌瘤体积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后子宫
和肌瘤体积较治疗前明显缩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子宫和肌瘤体积较对照组
明显缩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子宫肌瘤患者治疗前后子宫和肌瘤体积变化

组别 ｎ
子宫体积（ｃｍ３）

治疗前 治疗后

肌瘤体积（ｃｍ３）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２１５ １５３．４２±２３．８９ １３２．１１±１７．１５ ５４．３３±１０．５４ ３８．２９±９．４６

观察组 ３２８ １５７．２９±２８．９１ １１７．５６±１６．３７＃ ５７．３８±１１．３２ ２９．１９±９．０１＃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分析　结果如表２
所示，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前Ｅ２、ＦＳＨ、ＬＨ和Ｐ水平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和对照组患
者治疗后血清 Ｅ２、ＦＳＨ、ＬＨ和 Ｐ水平较治疗前明显下

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
后血清 Ｅ２、ＦＳＨ、ＬＨ和 Ｐ水平较对照组治疗后明显下
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子宫肌瘤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变化

组别 ｎ 时间 Ｅ２（ｎｍｏｌ／Ｌ） ＦＳＨ（μｇ／Ｌ） ＬＨ（ｐｍｏｌ／Ｌ） Ｐ（ＩＵ／Ｌ）

对照组 ２１５ 治疗前 ３０２．５４±５１．４６ ３０．４０±７．１２ ２１．７２±６．１５ １７．３６±４．５８
治疗后 ２１０．３３±４６．８１ １７．７１±６．５６ １５．５３±５．４７ １０．２３±３．５９

观察组 ３２８ 治疗前 ３０８．１９±５６．３７ ３２．１５±７．８３ ２２．８９±５．８０ １８．４５±５．０４
治疗后 １７４．１９±４２．９０＃ １１．５３±５．７８＃ １０．３３±４．３０＃ ５．４９±４．９９＃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分析　结果如表３所
示，对照组和观察组治疗后血浆黏度、全血高切黏度和

全血低切黏度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血浆黏度、全血高切黏度
和全血低切黏度较对照组下降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子宫肌瘤患者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分析

组别 ｎ
血浆黏度（ｍＰａ·ｓ）

治疗前 治疗后

全血高切黏度（ｍＰａ·ｓ）
治疗前 治疗后

全血低切黏度（ｍＰａ·ｓ）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２１５ ２．０１±０．２８ １．８９±０．２６ ７．３７±０．８１ ６．４８±０．７５ １０．５５±１．１４ ９．１６±１．０１
观察组 ３２８ １．９７±０．２７ １．３５±０．２１＃ ７．５８±０．７５ ４．５０±０．５１＃ １０．６６±１．２１ ６．０５±１．０３＃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分析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
在治疗期间肝肾未见异常。对照组出现皮疹２４例，轻
度恶心１９例，上腹饱胀９例，多汗乏力６例；观察组出
现皮疹１９例，腹泻１０例，恶心１４例，上腹饱胀１１例。
两组患者上述症状均较为轻微，对症治疗后完全消失，

不影响治疗。

３　讨论
　　子宫肌瘤是育龄期妇女常见的肿瘤，发病率高达
２０％～２５％，目前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女性健康的主要

妇科疾病之一。子宫肌瘤的发生与雌激素受体和孕激

素受体有着密切关系，而雌激素和孕激素是与肌瘤生

长相关的主要性激素。研究显示，子宫肌瘤组织中雌

激素和孕激素的含量较正常的子宫组织明显增加，其

中孕激素在子宫肌瘤生长中的作用更为关键，其可刺

激肌瘤细胞增殖，进而促进肿瘤的生长［７］。由于孕激

素在子宫肌瘤生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以通过抑

制或者拮抗性激素抑制子宫肌瘤生长为临床治疗提供

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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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非司酮是孕激素拮抗剂，其与孕激素受体结合

的亲和力是孕激素的５倍多，可竞争性的抑制孕激素
与其受体的结合，进而达到抑制子宫肌瘤生长的目

的［８］。米非司酮与孕激素受体的结合，同时可诱导抑

制基因的转录和翻译，进而影响雌激素的分泌，进一步

达到抑制子宫肌瘤生长的作用［９］。本研究发现，米非

司酮治疗后两组患者性激素特别是孕激素和雌激素水

平明显下降。除了降低孕激素和雌激素的水平外，子

宫肌瘤还可降低子宫动脉的血流，血液为子宫肌瘤细

胞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而米非司酮可通过降低子

宫动脉的血流，间接抑制子宫肌瘤细胞大量增殖所需

的营养物质。目前临床研究显示米非司酮可显著降低

子宫肌瘤的体积，在治疗子宫肌瘤上具有较好的疗效。

但是近期研究显示米非司酮长期服用副作用明显，且

停药３个月会出现复发，并伴有月经量多等症状。
随着中药中医理论的发展，中医认为子宫肌瘤属

于“癌瘕”范畴，发病本质在于情志抑郁，饮食内伤，感

受外邪，气机不调，脏腑不合，正气日衰，导致气滞血

瘀，久则积块为瘢而成，即气滞血瘀，正虚邪实。桂枝

茯苓胶囊是一种中药制剂，主要由桂枝、茯苓、丹皮、芍

药、桃仁５味中药组成，该制剂以桂枝为主药，有温通
经脉和行瘀导滞之功效；与桃仁相结合具有活血化瘀

的作用；丹皮有散血行瘀，兼清瘀散热之功效；芍药有

养血和血之功效；茯苓有消痰利水，渗湿健脾之功

效［１０－１１］。５味中药相互搭配，具有活血化瘀、缓消块
之功效。现代药理显示，桂枝茯苓胶囊具有血小板聚

集、降低全血黏度、缓解子宫痉挛、镇痛等作用。临床

研究显示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疗效显著，可明显降

低患者子宫肌瘤体积，同时改善患者血液流变学参数，

对治疗子宫肌瘤有很好的作用。

本研究将米非司酮和桂枝茯苓胶囊联合使用治疗

子宫肌瘤，探讨两者联合使用对子宫肌瘤患者子宫肌

瘤体积、性激素、血液流变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与米非司酮单纯治疗比较，两者联合可显著降低子宫

肌瘤体积，且可降低停药后复发率。米非司酮与桂枝

茯苓胶囊联合使用，患者血清中性激素水平，特别是孕

激素和雌激素水平明显下降，提示两者联合具有一定

的协同效应。米非司酮对患者血液黏度等流变学指标

影响较小，而与桂枝茯苓胶囊联合后患者血液流变学

指标明显下降。在不良反应方面，单纯米非司酮与米

非司酮联合桂枝茯苓胶囊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相当，没

有统计学意义，提示两种药物的联合使用并未增加不

良反应的发生率，是安全可靠的。

综上所述，米非司酮联合桂枝茯苓胶囊治疗子宫

肌瘤可显著缩小子宫肌瘤的体积，降低血清孕激素和

雌激素水平，并可改善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预防停药

后子宫肌瘤复发，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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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经尿道精囊镜治疗２８例男科疾病临床观察
陈翔，王增军，丁方成，郑奇传

【摘　要】　目的　探讨经尿道精囊镜技术在男科疾病诊治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入选２８例男科疾病患者，其中顽固
性血精１８例、不育症５例、会阴部疼痛２例、射精后下腹部疼痛１例、射精无力伴精液量少１例、性交后血尿１例。年龄
１８～６３岁，平均（３８±１３）岁。采用麻醉下经尿道置入Ｆ７／８．５、Ｆ８／９．８输尿管硬镜，检查精囊及输精管壶腹部，并直视下
行冲洗、钬激光碎石取石及广谱抗菌素保留灌注。术后定期随访患者主观症状、精液性状或配偶妊娠情况。结果　本组
病例手术时间３０～１４０ｍｉｎ，平均（５９±２９）ｍｉｎ。随访１～５０个月，平均（８±１０）个月。治愈１２例，好转７例，未愈９例，
治愈好转率６７．９％。所有病例术后均未出现附睾炎、逆行射精、尿失禁和直肠损伤，偶有射精管梗阻复发或性交时精液
自溢等并发症。结论　精囊炎症或结石、射精管囊肿或梗阻是导致顽固性血精、射精疼痛、性交后血尿、不育症等男科疾
病难治的重要原因，利用腔镜技术行精囊内检查及治疗具有诊断明确、创伤小、效果好、并发症少等优点，是治疗顽固性

血精、射精疼痛、性交后血尿、不育症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血精；射精管梗阻；精囊镜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２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２１８９００３

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ｕｌｏｓｃｏｐｙｉｎｔｈｅＲ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２８ｃａｓｅｓ）　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ＷＡＮＧ
Ｚｅｎｇｊｕ，ＤＩＮＧ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Ｍａａｎｓｈ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Ｍａａｎｓｈａｎ２４３０００，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ｕｌｏｓｃｏｐｙ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ｍａ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ｍａｄｅ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２８ｃａｓ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ｈｅｍａｔｏ
ｓｐｅｒｍｉａｉｎ１８ｃａｓｅｓ，ａｃｙｅｓｉｓｉｎ５，Ｐｅｒｉｎｅｕｍｐａｉｎｉｎ２ｈｙｐｏｇａｓｔｒｉｕｍｐａｉｎａｆｔｅｒ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１，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ｐａｂｌｅｉｎ１ａｎｄｈｅｍａ
ｔｕｒｉａａｆｔｅｒ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１ｉｎｏｕ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ａｇｅｒ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１６ｔｏ６３ｙｅａｒｓ（ｍｅａｎ，３８±１３）．Ｉ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ａｎｅｓｔｈｅ
ｓｉａ，ｉｎｓｅｒｔａＦ７／８．５，Ｆ８／９．８Ｕｒｅ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ｅｉｎｔｏｕｒｅｔｈｒａ，ｃｈｅｃｋｔｈｅ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ａｎｄａｍｐｕｌｌａｏｆｖａｓｄｅｆｅｒｅｒｎｔｉｓ，ｔｈｅｎｗａｓｈｏｆｆｔｈｅ
ｏｌｄｂｌｏｏｄ？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ｍｏｖｅｓｔｏｎｅｗｉｔｈＨｏ：ＹＡＧ，ｏｒｒｅｓｅｒｖ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ｒｏａ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Ｕｒｅ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ｅｍ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ｐｏｕｓｅ’ｓｃｙｅｓｉｓｗｅｒｅ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ｕｐ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ｗａｓ（３０－１４０）ｍｉｎｗｉｔｈａｍｅａｎｏｆ（５９±２９）ｍｉ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ｐｅｒｉｏｄｗａｓ（１－５０）ｍｏｎｔｈｓｗｉｔｈａｍｅａｎｏｆ（８±１０）
ｍｏｎｔｈｓ．Ｃｕｒｅｉｎ１２ｃａｓｅ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７ｃａｓｅｓ，９ｃａｓｅ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ａｔｅｏｆ６７．９％．Ａｌｌｃａｓｅｓｄｉｄｎｏｔａｐｐｅａｒｅｐｉ
ｄｉｄｙｍｉｔｉｓ，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ｃｔ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ｗｉｔｈ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ｕｃｔ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ｅｍｅｎ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ｗｈｅ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ｏｒ
ｓｔｏｎｅｓ，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ｕｃｔｃｙｓｔｏｒ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ａｓｏｎｓｔｈａｔ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ｈｅｍａｔ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ｐａｉｎｆｕ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ｅｍａｔｕｒｉａａｆｔｅｒ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ａｃｙｅｓｉｓａｎｄｓｏｏｎ．Ｔｒａｎｓｕｒｅ
ｔｈｒａｌ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ｕｌｏｓｃｏｐｙｗａｓ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ｉｔｈｆｅｗ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ｗａ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ｈｅｍａｔ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ｐａｉｎｆｕ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ｅｍａｔｕｒｉａａｆｔｅｒ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ａｃｙｅ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ｅｍ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Ｅｊａｃａｌａｔｏｒｙｄｕｃｔ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ｕｌｏｓｃｏｐｙ

　　顽固性血精、射精疼痛、性交后血尿、不育症等男
科疾病药物保守治疗效果欠佳，随着经尿道精囊镜技

术的应用，使此类疾病的诊治有了新的进展，２００８年７
月－２０１２年８月我们采用经尿道精囊镜技术诊治相
关患者２８例，并对其进行了随访观察，疗效满意，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２８例，其中顽固性血精１８例、
不育症 ５例、会阴部疼痛 ２例、射精后下腹部疼痛 １
例、射精无力伴精液量少１例、性交后血尿１例。年龄
１８～６３岁，平均（３８±１３）岁［不育症平均（２７±４）
岁］。病程顽固性血精１～１０年，平均（２±３）年；不育
症１～５年，平均（２±２）年。术前顽固性血精患者均
行精液常规、经直肠 Ｂ超或精囊 ＣＴ、ＭＲＩ证实为精囊

作者单位：２４３０００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陈翔，丁方成，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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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５例不育症患者均术中先行输精管造影确诊为射
精管梗阻，２例会阴部疼痛患者行ＣＴ或经直肠Ｂ超提
示左侧精囊腺结节，１例射精后下腹部疼痛患者行经
直肠Ｂ超提示射精管囊肿，１例射精无力伴精液量少
患者术中先行输精管造影确诊为射精管梗阻，１例性
交后血尿患者行经直肠Ｂ超提示双侧精囊体积稍大。
１２　治疗方法　腰硬联合麻醉或全身麻醉下，患者取
截石位，常规会阴部消毒、铺巾，接好视频及冲洗系统。

直视下经尿道置入 Ｆ７／８．５或 Ｆ８／９．８输尿管硬镜，在
精阜头前列腺小囊两侧找到双侧射精管开口，分别插

入０．０３２ｉｎｃｈ斑马导丝或Ｆ４输尿管导管，沿导丝或导
管将输尿管镜分别置入两侧精囊（如射精管开口显示

不清，可予导管或导丝轻柔盲插；如不成功，可能为共

同开口于前列腺小囊，输尿管镜进入前列腺小囊后，退

至开口处，在其底部两侧可找到双侧射精管开口，常被

白色膜状物覆盖，必要时可用钬激光劈开，置入导丝），

顺导丝入镜，检查两侧精囊，可见精囊内呈蜂窝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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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黏膜充血，囊液为乳白色精浆，可混有暗红色血凝

块，囊内有时可见黄色结石，输精管壶腹部多位于精囊

内上方，可置入导丝确认，因其管腔狭小，一般不宜进

镜观察。仔细检查射精管、精囊及输精管壶腹部，进一

步明确诊断。血性囊液可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并注

入氟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或其他广谱抗生素，也可一

并注入地塞米松和糜蛋白酶提高疗效；射精管狭窄可

用输尿管镜体予以扩张；精囊结石可用钬激光击碎并

冲出，小结石也可用取石钳或套石篮直接取出。

术后留置 Ｆ１６双腔气囊导尿管，次日予以拔除。
抗炎治疗１周，禁欲２～４周，４周后定期随访患者主
观症状、精液性状及配偶妊娠情况。

２　结果
　　本组病例手术时间３０～１４０ｍｉｎ，平均（５９±２９）
ｍｉｎ。随访１～５０个月，平均（８±１０）个月。治愈 １２
例，好转７例，未愈９例，治愈好转率６７．９％。顽固性
血精患者５例未愈，１例术后偶尔出现性交时精液自
溢；不育症３例配偶自然妊娠，１例术后５个月并发射
精管梗阻，行经尿道射精管切开术，效果不佳，另１例
术后仍为无精症；１例会阴部疼痛患者未愈；１例射精
无力伴精液量少患者未愈。所有病例术后均未出现附

睾炎、逆行射精、尿失禁和直肠损伤。

３　讨论
　　血精的病因主要有精囊或前列腺非特异性炎症、
精道结石、凝血功能障碍、高血压、肿瘤及医源性损伤

等，经直肠超声和精囊 ＭＲＩ或 ＣＴ是目前无创诊断精
囊疾病的主要检查手段，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不能达

到定性诊断的要求［１］。而经尿道精囊镜技术虽然是一

种微创的技术，但因能直视下直观的了解射精管、精

囊、输精管壶腹部的情况，对血精、精囊结石、精囊肿瘤

等进行确诊，并能术中立即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故而

成为诊治顽固性血精的重要手段［２］。

会阴部疼痛、射精痛、性交后血尿是精囊炎的临床

症状，因精囊解剖位置深而隐蔽，保守治疗效果往往较

差，而精囊镜作为一种直达患处的诊疗技术，可作为诊

断和治疗上述疾病顽固性反复发作时的可选方法。射

精管梗阻可导致男性不育、精液量少，而射精管梗阻性

无精子症所导致的男性不育症是可通过外科干预治愈

的。比较公认的手术治疗方法如经尿道射精管切开

术，疗效确切，但可能导致尿液逆流感染致附睾炎、逆

行射精、尿失禁、直肠损伤等并发症，且手术野局限在

精阜头部，对术者的局部解剖知识、电切镜操作技术有

较高要求，另术中常需助手经直肠按压前列腺及精囊

帮助定位，对配合要求较高［３］。而经尿道精囊镜射精

管扩张术直接解除射精管梗阻的病因，只要循精道的

正常解剖径路规范操作，很少导致严重的并发症，且出

血微少，更加微创［４］。

经尿道精囊镜技术的难点在于如何顺利的将输尿

管镜置入精囊，我们的体会是：因较粗的输尿管硬镜可

能导致进镜困难、手术失败，故尽量选择较细的输尿管

镜（Ｆ７／８．５），在精阜头前列腺小囊两侧稍下方（５、７点
方位）仔细寻找双侧射精管开口，并分别用斑马导丝或

输尿管导管试插。因患者往往合并精囊炎，精阜头常

炎性水肿，射精管开口闭塞难以辨认，需注意调节冲水

速度，用轻柔的手法缓慢插入，必要时可予盲插。斑马

导丝较软而细，试插时应注意力度，避免穿透组织。当

射精管开口比较明显时可用输尿管导管试插，因其较

韧，应避免反复试插致局部水肿。导丝或导管进入一

侧射精管开口后，应加大冲水速度，轻柔旋转进镜，直

至一侧精囊。据解剖及输精管造影证实，两侧射精管

可为共同开口，临床上可分为４型［５］。如无法在前列

腺小囊两侧找到射精管开口，可能为共同开口于前列

腺小囊，输尿管镜沿斑马导丝进入前列腺小囊后，退至

开口处，在其底部两侧常可找到双侧射精管开口（有时

双侧射精管开口亦可先汇合后再开口于前列腺小囊底

部），常被白色半透明膜状物覆盖，需用斑马导丝反复

试插确认，成功时有时可有透空感，必要时可用钬激光

劈开，射精管内常布满白色网状物，系粘连的纤维组

织，扩开射精管进入精囊，精囊内多呈蜂窝状结构，皱

襞明显，如病程较长，皱襞也可减少或消失。精囊炎的

患者黏膜充血明显，甚至有活动性出血点，囊液为乳白

色精浆和暗红色血凝块混合物。囊内有时可见黄色结

石，输精管壶腹部常位于精囊的内上方。

治疗精囊炎所致的顽固性血精，精囊镜下抗菌素

保留灌注效果较好［６］，术前可根据前列腺液培养结果，

针对培养出的致病菌选择高度敏感的抗菌素，但培养

阳性率较低。因泌尿生殖道的致病菌多为大肠埃希

菌、葡萄球菌等，我们保留灌注的药物多为左氧、庆大

霉素等广谱抗菌素。而地塞米松可减轻和防止组织对

炎症的反应，糜蛋白酶可消化脓液、积血及坏死组织，

起创面净化、消炎、消肿作用，常一并灌注以提高疗效，

如：庆大霉素 １６万单位、地塞米松 １０ｍｇ、糜蛋白酶
８０００单位，用生理盐水４０ｍｌ混匀后平均注入两侧精
囊［７］。本组病例中顽固性血精的治愈好转率达

７２．２％。
术中如发现精囊结石，小结石可用取石钳或套石

篮直接取出，大的结石需用钬激光击碎并冲出［８］，但因

射精管管径较小，结石残留相对较多，可换较粗的输尿

管镜（Ｆ８／９．８），试行超声碎石清石。
经尿道精囊镜罕见严重并发症，偶有复发或性交

时精液自溢，亦有射精疼痛及附睾炎等并发症报道［９］。

但本组病例数相对较少，其相关并发症仍需有更多病

例进一步观察。

针对顽固性血精、射精管梗阻性无精子症，近年来

涌现出不少有效的外科诊疗方法，如：经尿道射精管切

开术、经尿道射精管气囊扩张术、经尿道前列腺囊冷刀

切开术、经直肠超声引导下经会阴精囊穿刺置管灌洗

术等［１０］，对相关男科疾病的治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经尿道精囊镜技术行精囊内检查及治疗具有诊断明

确、创伤小、效果好、并发症少等优点，是诊治男科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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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ＣＰＩＳ在 ＡＲＤＳ患儿病情及预后评估中的意义
陈飞

【摘　要】　目的　探讨动态临床肺部感染评分（ＣＰＩＳ）监测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ＡＲＤＳ）患儿病情及预后评估中的临
床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重症监护室（ＩＣＵ）收治的 ＡＲＤＳ患儿８６例，经过积极治疗后８６
例ＡＲＤＳ患儿死亡４６例，存活４０例。统计分析两组 ＣＰＩＳ的动态变化。结果　生存组患儿第１，３，７天 ＣＰＩＳ分别为
６．１２±１．３８、７．８３±１．５７和５．３４±１．１３分，死亡组患儿第１，３，７天ＣＰＩＳ分别为６．９４±１．４２、８．７０±１．５６和９．５５±１．６２
分。生存组患儿在第１，３，７天时ＣＰＩＳ均显著低于死亡组患儿（Ｐ＜０．０５），生存组 ＣＰＩＳ第３天时 ＣＰＩＳ达到高峰（Ｐ＜
０．０５），以后逐渐减低（Ｐ＜０．０５），而在死亡组随着时间的推移ＣＰＩＳ则逐渐升高（Ｐ＜０．０５）。４０例生存组ＡＲＤＳ患儿中
有９例发展到多器官功能衰竭（ＭＯＦ），发生率为２２．５％，４６例死亡组 ＡＲＤＳ患儿中有 ４３例发展到 ＭＯＦ，发生率为
９３．５％，统计学分析显示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动态监测 ＣＰＩＳ的变化可以反应出 ＡＲＤＳ患儿
的病情变化，可作为其预后评估的简易指标之一。

【关键词】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临床肺部感染评分；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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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ａｃｕ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ＲＤＳ）是以进行性呼吸窘迫和难治性低氧
血症为临床特征的急性呼吸衰竭综合征，机体在受到

严重感染、创伤、休克等袭击后，会出现肺泡 －毛细血
管的急性损伤［１］，临床表现为肺水肿、透明膜形成和肺

不张，其病情凶险，预后差，为临床上常见的危重急症，

虽然近年来治疗方法不断改进，但因为其具体的发病

机制仍未明确，故而缺乏有效的特异性治疗方法，

ＡＲＤＳ一旦发生往往发展迅猛，预后极差，患者病死率

作者单位：３１６０００浙江省舟山市，舟山医院妇幼保健院区儿科

高达４０％～６０％［２］。临床肺部感染评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ｕｌ
ｍｏｎａｒｙ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ＣＰＩＳ）是由Ｐｕｇｉｎ于１９９１年提出
的一种可以量化的临床肺部感染评分标准，可用于指

导评估肺部感染的严重程度［３］，本研究收集了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我院重症监护室（ＩＣＵ）收治的
ＡＲＤＳ患儿８６例的临床资料，探讨动态临床肺部感染
评分（ＣＰＩＳ）监测在ＡＲＤＳ患儿病情及预后评估中的临
床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病例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我院重

疾病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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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Ａｓ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１１
（５）：５６６６７０．

［３］　涂响安，赵良运，赵亮，等．经尿道射精管切开术治疗射精管梗阻
的效果（附 ６０例报告）［Ｊ］．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１，４３
（４）：５５９５６１．

［４］　刘智勇，王磊，孙颖浩，等．经尿道精囊镜技术———一种治疗射精
管梗阻性无精子症的新方法［Ｊ］．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４（９）：

１８２０．
［５］　吴宏飞．精道外科学［Ｍ］．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２．
［６］　叶利洪，蒋小强，李雨林，等．精囊镜技术在血精诊治中的应用价

值［Ｊ］．中华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８）：５５８５６０．
［７］　王晓平，刘永康，黄延伟，等．经尿道输尿管镜治疗慢性精囊炎９

例报告［Ｊ］．微创医学，２０１１，６（２）：１３１１３２．
［８］　陈杰，高轶，徐丹枫，等．经尿道精囊镜治疗精囊结石症［Ｊ］．第二

军医大学报，２００９，３０（１１）：１２９７１２９８．
［９］　石涛，高燕，张小平，等．应用精囊镜治疗顽固性血精１５例［Ｊ］．实

用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９）：１６３６１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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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监护室（ＩＣＵ）收治的 ＡＲＤＳ患儿 ８６例，其中男 ５１
例，女３５例，年龄２～１０岁，平均（６．３±２．７）岁，ＡＲＤＳ
的标准参照２０１１年欧洲危重症协会在德国柏林修订
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诊断新标准（柏林定义）》中

的标准［４］。其中经过积极治疗后死亡４６例，存活４０
例。

１２　临床肺部感染评分（ＣＰＩＳ）方法　根据 Ｐｕｇｉｎ等
的方法［５］，体温（０分：３６～３８℃；１分：３８～３９℃；２
分：＞３９℃或＜３６℃）、白细胞计数［０分：（４～１１）×
１０９／Ｌ；１分：（１１～１７）×１０９／Ｌ；２分：＜４×１０９／Ｌ或 ＞
１７×１０９／Ｌ］、气管分泌物（２４ｈ吸出物，０分：无痰或少
许；１分：非脓性中～大量；２分：脓性中 ～大量）、氧合
指数（０分：＞３３ｋＰａ；２分：≤３３ｋＰａ）、胸部 Ｘ线片（０
分：无浸润影；１分：斑片状浸润影；２分：融合片状浸润
影）、气管吸出物微生物培养［０分：≤（＋）或无生长；１
分：＞（＋）；２分：＞（＋）且同革兰染色一致］等临床
监测指标进行综合评分。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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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ＲＤＳ患儿中ＣＰＩＳ的动态变化　８６例 ＡＲＤＳ患
儿经过积极治疗后死亡 ４６例（５３．５％），存活 ４０例
（４６．５％）。生存组患儿第 １，３，７天 ＣＰＩＳ分别为
６．１２±１．３８、７．８３±１．５７和５．３４±１．１３分，死亡组患
儿第１，３，７天 ＣＰＩＳ分别为６．９４±１．４２、８．７０±１．５６
和９．５５±１．６２分。生存组患儿在第１，３，７天时 ＣＰＩＳ
均显著低于死亡组患儿（Ｐ＜０．０５），生存组 ＣＰＩＳ第３
天时ＣＰＩＳ达到高峰（Ｐ＜０．０５），以后逐渐减低（Ｐ＜
０．０５），而在死亡组ＣＰＩＳ随着时间的推移ＣＰＩＳ则逐渐
升高（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ＡＲＤＳ患儿中ＣＰＩＳ的动态变化（分）

分组 ｎ 第１天 第３天 第７天

生存组 ４０ ６．１２±１．３８ ７．８３±１．５７▲ ５．３４±１．１３▲＃

死亡组 ４６ ６．９４±１．４２ ８．７０±１．５６▲ ９．５５±１．６２▲▲＃

　　注：与好转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第１天比较，▲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与第３天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ＡＲＤＳ患儿中多器官功能衰竭（ＭＯＦ）发生率的
比较　４０例生存组ＡＲＤＳ患儿中有９例发展到ＭＯＦ，
发生率为２２．５％，４６例死亡组 ＡＲＤＳ患儿中有４３例
发展到ＭＯＦ，发生率为９３．５％，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

３　讨论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ＡＲＤＳ）起病急骤，死亡率
高，成为困扰当今危重病医学的一大难题，对其病情的

评估以及预后的判断也是临床上急需解决的问题［６７］。

临床肺部感染评分（ＣＰＩＳ）是 Ｐｕｇｉｎ教授等在１９９１年
提出的一项综合了患者临床、影像和微生物学标准（其

中包括体温、白细胞计数、气管分泌物、气体交换氧合

指数、胸部Ｘ线片和气管吸出物微生物培养等），将上
述临床、影像和微生物学检测指标加以标准化和定量

分析，用于指导评估肺部感染严重程度、预测疗效和预

后的一种评分系统［８］。已有研究使用 ＣＰＩＳ评分６分
为界限评价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早期筛查指标，结果

显示其诊断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可以

达到６０％，另外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也显示了ＣＰＩＳ
评分大于７分的患者肺部感染程度重，给予无创通气
治疗的效果差［９］，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 ＣＰＩＳ在
ＡＲＤＳ患儿病情及预后判断中的价值。

本研究显示生存组患儿在第１，３，７天时 ＣＰＩＳ均
显著低于死亡组患儿，生存组 ＣＰＩＳ第３天时 ＣＰＩＳ达
到高峰，以后逐渐减低，但是死亡组中 ＣＰＩＳ随着时间
的推移ＣＰＩＳ则逐渐升高，上述结果提示了 ＣＰＩＳ有随
着ＡＲＤＳ患儿病情好转而逐渐减低的趋势，这一结果
与苏明华等［１０］的观察结果相一致。进一步的临床观

察发现生存组的ＭＯＦ发生率也显著低于死亡组，这也
提示了ＣＰＩＳ分数与 ＭＯＦ的发生之间存在一定的联
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动态监测ＣＰＩＳ的变化可以
反应出 ＡＲＤＳ患儿的病情变化，可作为其预后评估的
简易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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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腹膜透析患者脂质及蛋白质代谢的变化
李红艳，凌凯，徐月霞，徐红芳，张琴

【摘　要】　目的　观察尿毒症患者腹膜透析前后的脂质及蛋白质的变化情况，明确它的临床意义及影响因素。方法　
选择２８例连续非卧床患者，持续稳定透析至少１２个月，分别于透析前、透析后３个月、１２个月检测血清白蛋白（ＡＬＢ）、
总胆固醇（ＴＣ）以及甘油三脂（ＴＧ）水平，并计算透析１２个月后患者的总尿素清除指数（ＫＴ／Ｖ）。结果　腹膜透析１２个
月后，患者血清白蛋白（ＡＬＢ）明显下降，而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脂（ＴＧ）水平明显上升；且血清白蛋白（ＡＬＢ）下降与透
析充分性呈明显负相关。结论　腹膜透析不能纠正而且会加重尿毒症患者本身存在的高脂血症及低蛋白血症；腹膜透
析的充分性是其低蛋白血症发生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　腹膜透析；血清白蛋白；总胆固醇；甘油三脂；总尿素清除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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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Ｐ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ａｌｂｕｍｉｎ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ｎＣＡＰＤ，ｔｈｅ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ｓｏｆ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ｌｉｐｉ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ｗｅｒｅ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ｓｅｖｅｒ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ａｌｂｕｍｉｎｗｅｒ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ＣＡＰＤ（ｒ＝－０．４８，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ｙｐ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ａｅｍｉａａｎｄ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ｄｂｙ
ＣＡＰＤ．Ｔｈｅ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ＣＡＰＤｉ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ｙ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ｍ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Ｓｅｒｕｍａｌｂｕｍｉｎ；Ｔｏｔａｌ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Ｔｏｔａｌｓｏｌｕｔｅ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ＫＴ／Ｖ

　　腹膜透析已经成为肾脏替代治疗的主要方法之
一，其对中分子物质清除较好，对血流动力学影响较

小，但营养不良、脂代谢紊乱是其常见并发症［１－２］。为

研究腹膜透析对脂质和蛋白质代谢的影响，本文对我

院２８例连续非卧床腹膜透析（ＣＡＰＤ）患者 ＡＬＢ、ＴＧ、
ＴＣ的变化及临床意义进行探讨。现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８月期间
在我院连续非卧床腹膜透析（ＣＡＰＤ）患者２８例，所有
患者持续稳定透析至少１２个月，其中男性１１例，女性
１７例，平均年龄为（５３．７±１５．３）岁，平均透析时间为
（２２．６±９．４）个月，均采用美国百特公司提供的１．５％
或者２．５％葡萄糖乳酸盐透析液，每日透析３～４次，
每次２０００ｍｌ。所有患者均常规控制血压、纠正钙磷代
谢紊乱及贫血等，不服用降血脂药物。

１２　研究项目　分别于透析前、透析后３个月、１２个
月检测患者的血清白蛋白（ＡＬＢ）、总胆固醇（ＴＣ）及甘
油三脂（ＴＧ）水平，在透析１２个月后计算患者的总尿
素清除指数（ＫＴ／Ｖ），并进行相关性分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处理数据，所
有数据均采用（ｘ±ｓ）表示，组间各指标的比较采用配
对ｔ检验，应用直线相关分析评价透析后患者的 ＫＴ／
Ｖ、年龄与各检测指标变化值的相关性。

作者单位：２１５２００江苏省吴江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
通讯作者：李红艳，电子信箱：ｍｕｚｉｌｉ５３０＠１６３．ｃｏｍ

２　结果
２１　腹膜透析前后患者血脂和白蛋白水平变化　 ２８
例患者透析期间血清白蛋白含量逐渐下降，而总胆固

醇及甘油三酯浓度逐渐升高。统计结果显示：透析前

后不同时间点患者的血清白蛋白含量，总胆固醇及甘

油三酯浓度比较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见表１。

表１　腹膜透析前后患者血脂及白蛋白水平

时间　　　　 ｎ ＡＬＢ（ｇ／Ｌ）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ＴＣ（ｍｍｏｌ／Ｌ）

透析前　　　 ２８ ３３．６８±４．５９ １．１０±０．２６ ３．６４±０．４４
透析３个月后 ２８ ３０．８６±３．１４$ １．５９±０．４３$ ４．２２±０．６７△

透析１２个月后 ２８ ２７．７９±４．０５! ２．１３±０．７８! ５．１７±０．８３▲

　　注：与透析前比较，$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透析后３个月比较，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２２　透析１２个月后患者年龄、ＫＴ／Ｖ和血脂、白蛋白
水平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患者的血浆白蛋白
下降水平和 ＫＴ／Ｖ呈负相关（Ｐ＜０．０１），和年龄无明
显相关性（Ｐ＞０．０５）；患者的血脂变化水平与年龄及
ＫＴ／Ｖ均无明显相关性（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２。
表２　腹膜透析患者透析１２个月后年龄、ＫＴ／Ｖ和血脂、白蛋白水平的相关分析

项目
ＡＬＢ下降值
（ｇ／Ｌ）

ＴＧ升高值
（ｍｍｏｌ／Ｌ）

ＴＣ升高值
（ｍｍｏｌ／Ｌ）

年龄 －０．２９３ ０．０４６ －０．３１９
ＫＴ／Ｖ －０．４８４ －０．１４８ ０．１１０

　　注：表中数据为相关系数ｒ，Ｐ＜０．０１。

３　讨论
　　腹膜透析患者多有脂质代谢紊乱，目前认为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患者每天经腹腔从腹膜透析液中吸收

大量的葡萄糖，可导致脂蛋白合成的增加，进而表现为

血脂升高［３］。此外，腹膜透析患者的微炎症状态亦是

·４９８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导致脂质代谢紊乱的重要因素［４］。微炎症状态可使腹

膜通透性明显增加，大分子物质亦可透过，可造成部分

脂质蛋白、脂蛋白载体及其相关代谢酶的丢失，从而导

致脂质的降解障碍；与此同时，脂蛋白的丢失会刺激肝

脏合成脂蛋白增加，进一步加重脂质代谢紊乱。本研

究发现，腹膜透析治疗不能纠正脂质代谢紊乱，随着透

析时间的延长甚至有加剧趋势，这也很好地印证了上

述作者的观点。

蛋白质营养不良在维持性腹膜透析患者中非常常

见。目前认为腹膜透析患者的微炎症状态是影响营养

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且与ＩＬ６、ＴＮＦα等炎症因子密
切相关［５］。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主要还有以下几点：透

析液中大量糖分的吸收使患者食欲下降，蛋白质摄入

明显不足；内分泌代谢的紊乱使促进分解代谢的激素

水平增加，加重其营养不良；此外，尿液中丢失、腹膜透

析过程中经腹腔流失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本文研究发

现，随着腹膜透析时间的延长，蛋白质营养不良的程度

加重；而患者血清白蛋白的下降水平和腹膜透析的充

分性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提示透析的充分性可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营养不良状态。

对于维持性腹膜透析患者而言，目前感染及心脑

血管事件仍是其较常见的致死性并发症，而血脂异常

和低蛋白血症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病理作用和临床意

义［１、６］。因此，笔者认为，腹透患者应积极进行营养补

充，首先补充充足的热量，其次注意饮食中蛋白质的补

充，应尽量选择高生物效价的动物蛋白。蛋白摄入不

足容易导致低蛋白血症，而摄入过多容易使腹透液中

蛋白质含量过高，增加腹膜炎的发生及蛋白质堵管的

机会，并加速残余肾功能的丧失［７－８］。故患者每日蛋

白质摄入量建议为１．２～１．５ｇ／（ｋｇ·ｄ），并在腹透液
中加入氨基酸进行透析治疗。同时，要注意定期检测

腹膜透析的充分性，患者的总尿素清除指数（ＫＴ／Ｖ）应

随着蛋白质摄入量的增加而增加［９］。此外，正确的饮

食宣教对改善患者的营养状态亦是大有裨益［１０］。对

于血脂异常的腹膜透析患者，建议应用他汀类药物，积

极调控异常血脂并达标［１１］。总之，对于腹膜透析患者

的脂质代谢紊乱和低蛋白血症状态应予以足够的重

视，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心脑血管事件及感染的风险，

最终降低患者的病死率，真正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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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皂甙能明显提高 ＬＴＰ的波幅增长率与峰潜伏期
缩短率，表明刺五加皂甙可促进海马区 ＬＴＰ的形成与
巩固；陈建等［１２］报道刺五加皂甙能通过增强 ＨＩＦ１的
表达及其与ＤＮＡ结合的活性、激活 ＥＰＯ的表达，从而
诱导 ＰＣ１２细胞对缺血的耐受达到保护神经元的作
用。本实验用不同剂量刺五加皂甙对慢性全脑缺血大

鼠进行干预，结果显示，三种不同剂量刺五加皂甙均可

不同程度改善大鼠缺血后学习记忆障碍、降低海马

ＶＥＧＦ表达、减轻慢性全脑缺血海马超微结构损害，尤
以１００ｍｇ／ｋｇ剂量为甚，呈现剂量依赖性；提示刺五加
皂甙有神经保护、改善慢性全脑缺血模型大鼠认知功

能等作用。为此作者推测刺五加皂甙可能通过抑制

ＶＥＧＦ表达改善慢性脑缺血大鼠认知功能，呈剂量依
赖性。

参考文献

［１］　陈应柱，顾永健，包仕尧，等．刺五加皂甙对皮质神经元缺血缺氧
性损伤的保护作用［Ｊ］．临床神经病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９（２）：１２７
１２９．

［２］　陈应柱，吴晓梅，顾永健．刺五加皂甙对谷氨酸毒性神经元凋亡的
保护作用［Ｊ］．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２００４，２１（６）：５３３５３５．

［３］　陈应柱，肖璐，张娴娴，等．刺五加皂甙对脑缺血大鼠皮质少突胶

质细胞变化的影响［Ｊ］．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２０１２，２９（２）：１０６
１０８．

［４］　陈应柱，刘刚，杨德刚，等．大鼠脑缺血后胼胝体少突胶质细胞变
化的特征［Ｊ］．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２０１１，２８（１）：７１１．

［５］　孙强．慢性脑供血不足的基础及临床研究［Ｊ］．中风与神经疾病杂
志，２００９，２６（６）：７５９７６０．

［６］　ＶｉｃｅｎｔｅＥ，ＤｅｇｅｒｏｎｅＤ，ＢｏｈｎＬ，ｅｔａｌ．Ａｓｔｒｏｇｌｉａｌａｎ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ｈｙｐｏ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ｒａｔ［Ｊ］．ＢｒａｉｎＲｅｓ，２００９，
１２５１：２０４２１２．

［７］　刘晖，章军建，杨英，等．慢性脑低灌注大鼠海马神经元损伤的机
制研究［Ｊ］．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０（１）：４３４５．

［８］　ＧｕｏＳ，ＫｉｍＷＪ，ＬｏｋＪ，ｅｔａｌ．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ｍａｔｒｉｘｔｒｏｐｈｉｃｃｏｕ
ｐｌ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ｎｅｕｒｏｎｓ［Ｊ］．Ｐｒｏｃ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２００８，１０５（２１）：７５８２７５８７．

［９］　ＢｙｒｎｅＡＭ，ＢｏｕｃｈｉｅｒＨａｙｅｓＤＪ，ＨａｒｍｅｙＪＨ．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ｉｃａｎｄｃｅｌｌｓｕｒ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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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ＬＥＥＰ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临床疗效及其预后影响因素
石新荷，何绍民

【摘　要】　目的　探讨ＬＥＥＰ对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的治疗效果及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　ＬＥＥＰ治疗２６７例
ＣＩＮ患者，分析临床效果，并根据治疗结局将患者分为治愈组与复发组，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研究
影响其预后的相关因素。结果　２６７例ＣＩＮ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随访２年治愈率为９２．１％（２４６／２６７），复发率为７．９％
（２１／２６７）；治愈组与复发组患者在年龄、是否吸烟、术前ＨＰＶ感染、术前病理结果、手术切缘状态、病变是否累及腺体以
及病变范围等方面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而在初次性生活年龄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ＬＥＥＰ对于ＣＩＮ的治疗，具有创伤小、用时少、术后恢复快、治愈率高等特点，患者年龄、吸烟、术前ＨＰＶ感染、术前
病理结果、手术切缘状态、病变是否累及腺体以及病变范围为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应给予足够重视，制定可行的手术方

案，以期彻底治愈。

【关键词】　ＬＥＥＰ；宫颈上皮内瘤变；疗效；预后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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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ｇｅ，ｓｍｏｋｉｎｇ，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ｍａｒｇｉｎ
ｓｔａｔｕ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ｉｏｎ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ｇ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ｅ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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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ＣＩＮ）是一组与宫颈浸润癌密切相关的癌前病变的统
称，包括宫颈不典型增生及宫颈原位癌，该病反映了宫

颈癌由不典型增生－原位癌－早期浸润癌－浸润癌的
一系列发生发展的病理生理过程［１］。ＣＩＮ可根据病变
细胞侵及上皮的层次分为Ⅰ、Ⅱ、Ⅲ级，近年来该病呈
现出年轻化、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等特点。由 ＣＩＮ演变
为宫颈癌需要较为漫长的过程，通常为十年左右［２］，

ＣＩＮⅠ、Ⅱ、Ⅲ级演变为宫颈癌的危险性分别为１５％、
３０％、４５％［３］。鉴于上述特点，ＣＩＮ的早期诊断与治疗
对于降低宫颈癌发病率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医

疗技术的不断提高，该病早期诊断率已有明显提高。

ＣＩＮ治疗方法较多，目前多采用子宫切除术、ＬＥＥＰ手
术、局部物理治疗、宫颈冷刀锥切术等［４］。为了探讨

ＬＥＥＰ在ＣＩＮ中的治疗效果及预后的影响因素，笔者
回顾性分析了２６７例经ＬＥＥＰ治疗的ＣＩＮ患者的临床
资料，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妇科及绍兴市第二人民医
院妇科于２００９年７月 －２０１１年６月期间收治的 ＣＩＮ
患者２６７例，年龄２５～４６岁，平均年龄（３５．８±８．９）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妇科（石新荷）；浙江省绍兴市
第二人民医院妇科（何绍民）

通讯作者：石新荷，电子信箱：ｙｉ．ｎｕｏ２０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岁。所有患者均经妇科检查、阴道镜检查及活组织病

理学检查确诊为 ＣＩＮ，其中 ＣＩＮⅠ级者 １０７例（均为
ＣＩＮⅠ持续超过 ２年且持续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阳
性），ＣＩＮⅡ级者１２６例，ＣＩＮⅢ级者３４例。其中未生
育者５８例，有生育史或流产史者２０９例。所有患者均
表现为不同程度白带增多、阴道流血、接触性出血等。

所有患者均不在妊娠期，除外生殖系统支原体、滴虫、

衣原体及霉菌等感染，术前３ｄ内无性生活，近期未接
受其他治疗，短期无生育要求。除外 ＬＥＥＰ手术禁忌，
术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于月经干净后３～７ｄ行
ＬＥＥＰ治疗。术前完善血常规、乙肝表面抗体、梅毒艾
滋病检测、凝血功能、心电图、血压等术前常规检查。

嘱患者排空膀胱，取膀胱截石位充分暴露宫颈，常规消

毒创面，使用２％碘酊溶液确定病变切除范围。根据
切除范围选择合适的 ＬＥＥＰ刀头，切除范围超过病变
组织５～８ｍｍ，深度达１０～２０ｍｍ，并注意避免宫颈管
内口损伤［５］。１％的利多卡因进行局部浸润麻醉，一次
性完整切除组织，并及时标记位置，观察切缘。切除完

毕，电凝止血，带线碘伏棉球填塞阴道，并于２４ｈ之后
取出。术后常规给予抗感染治疗３～５ｄ。术后嘱患者
禁止盆浴１周，禁止性生活３个月，避免剧烈活动。术
后１月复诊了解创面愈合情况。
１３　术后随访　所有患者均进行严密随访，随访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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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内容进行分级管理：①ＣＩＮⅠ级：术后４个月随访一
次，之后每年随访一次；②ＣＩＮⅡ、Ⅲ级：术后４个月随
访一次，之后每６个月随访一次，随访２年后改１年一
次；③随访内容：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人乳头瘤病毒
测定，必要时行阴道镜检查及活组织病理检查，ＣＩＮ
Ⅱ～Ⅲ术后内口切缘阳性患者行阴道镜检查并行宫颈
管搔刮，半年内未发现ＣＩＮ为治愈。
１４　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详细记录患者年龄、初次性
生活年龄、吸烟情况、术前 ＨＰＶ感染情况、术前阴道
镜、活组织病理检查结果、手术切缘状态、病变累及腺

体情况、病变范围及术后随访时各项检查结果。

１５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计量资
料采用（ｘ±ｓ）表示，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ｔ检验，率的
比较采用χ２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手术情况及并发症　所有患者均手术顺利，手术
时间７～２６ｍｉｎ，平均（１６．２±８．６）ｍｉｎ；术中出血量５～
８０ｍｌ，平均（９．０±２．１）ｍｌ。术后给予组织病理诊断，
原位癌患者５例，宫颈浸润癌患者３例，术后切缘阳性
患者２５例。术后患者活动自如并可自理生活。
２２　术后随访结果　本研究中所有患者术后２个月
伤口愈合，术后 ３个月白带增多，接触性出血基本消
失，术后６个月，有６３例患者宫颈口柱状上皮出现外
翻或宫颈红斑或宫颈口息肉状增生，其余患者宫颈表

面光滑、弹性良好、质地柔软，无宫颈口狭窄或松弛现

象。５例原位癌患者行全子宫切除术（均为已生育者，
无再生育要求），３例浸润癌患者行广泛全子宫与盆腔
淋巴结清扫术。２６７例患者随访２年治愈２４６例，治愈
率９２．１％。另外２１例患者随访期间发现复发，复发
率为７．９％。２１例患者经阴道镜下活检１５例为 ＣＩＮ

Ⅰ级，６例为ＣＩＮⅡ级。６例ＣＩＮⅡ级患者经再次ＬＥＥＰ
治疗术后治愈。

２３　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根据术后复发情况将所有
患者分为治愈组（ｎ＝２４６）与复发组（ｎ＝２１），两组患
者在年龄、是否吸烟、术前 ＨＰＶ感染、术前病理结果、
手术切缘状态、病变是否累及腺体以及病变范围等方

面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而在初次性
生活年龄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３　讨论
　　宫颈癌是女性最为常见的生殖系统恶性肿瘤，近
年来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年轻化。该病的主

要危险因素为高危型的ＨＰＶ病毒感染、机体免疫力降
低等［６］。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是该病发生发展的一
个重要阶段，早期对 ＣＩＮ进行诊断与治疗对于降低宫
颈癌的发病率具有重要意义。ＣＩＮ最早于上个世纪末
期由Ｒｉｃｈａｒｔ提出，指的是宫颈鳞状上皮的不典型增生
与原位癌。ＣＩＮ缺乏特异的临床症状，主要临床表现
为阴道排液量增多伴或不伴异味、接触性出血等［７］。

早期诊断与正确的治疗，是防止癌变的发生、降低宫颈

癌发生率的关键所在。目前认为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是

一个由量变到质变、渐变到突变的过程。根据病理检

查显微镜下鳞状上皮发生不典型增生的范围，可将

ＣＩＮ分为ＣＩＮⅠ（轻度不典型增生）、ＣＩＮⅡ（中度不典
型增生）及ＣＩＮⅢ（重度不典型增生或宫颈原位癌）三
个级别。由开始的 ＣＩＮⅠ发展至 ＣＩＮⅢ或原位癌需经
历数年或十余年的漫长过程，该发展过程中，可出现消

退（逆转）、持续（稳定）、发展（恶化）等动态变化过程。

若能够在其发展阶段中采取及时准确的治疗措施，可

达到预防宫颈癌发生甚至治愈的目的［８］。

表１　ＣＩＮ患者ＬＥＥＰ术后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因素 治愈（ｎ＝２４６） 复发（ｎ＝２１） ｔ值或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３４．３±９．７ ５１．６±１０．４ ７．８０１２ ０．００００
初次性生活年龄（岁） ２２．３±４．４ ２１．７±４．６ ０．５９７７ ０．５５０５
吸烟 是

否

４４
２０２

１２
９

１７．９８９６ ０．００００

术前ＨＰＶ感染 有

无

１２６
１２０

１８
３

９．２６６３ ０．００２３

术前病理结果 ＣＩＮⅠ（１０７例）
ＣＩＮⅡ（１２６例）
ＣＩＮⅢ（３４例）

１０５
１１５
２６

２
１１

８＃

χ２＝５．７９３０

χ２＝８．１７７４＃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０４２＃

手术切缘状态 阳性

阴性

１６
２３０

９
１２

３０．１２９６ ０．００００

病变累及腺体 是

否

１６
２１３

９
２９

１０．７０７０ ０．００１１

病变范围 １个象限
≥２个象限

９４
１３０

９
３４

６．７３５９ ０．００９４

　　注：表示ＣＩＮⅡ与ＣＩＮⅠ比较，＃表示ＣＩＮⅢ与ＣＩＮⅡ比较。

　　近年来，对于宫颈病变的诊断与治疗以及宫颈癌
的预防与治疗技术均有了长足的进步，液基细胞学检

测技术、细胞病理学诊断 ＴＢＳ系统等诊断技术的临床
应用使得 ＣＩＮ的检出率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准确性也
更加可靠。关于ＣＩＮ的治疗，以往主要以物理治疗、冷

刀锥切术、全子宫切除术等为主。因物理治疗术后复

发率较高，冷刀锥切术操作复杂且并发症较多，有生育

要求的患者无法接受全子宫切除术，故寻找一种简单、

高效、安全的治疗方法至关重要［９］。而 ＬＥＥＰ技术等
新的手术方式对多种宫颈病变的治疗取得了较为满意

·７９８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全科临床论著·

血液净化在严重感染并心功能不全的应用研究
黄国权，杨春万，李展鹏，张聪，陈瑞雎

【摘　要】　目的　研究连续性血液净化（ＣＢＰ）在严重感染并心功能不全患者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年６月 －
２０１２年６月广东省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ＩＣＵ收治的５９例严重感染并心功能不全患者，分为观察组（２９例）和对照组（３０
例），观察组患者采用ＣＢＰ进行治疗，对照组除未进行ＣＢＰ外与观察组治疗相同。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血白细胞、Ｃ反应
蛋白、肌酐、电解质、ｐＨ、Ｂ型钠尿肽、心率、平均动脉压、中心静脉压、心输出量、心脏加速指数、胸腔体液指数、外周血管
阻力、ＡＰＡＣＨＥⅢ评分、住院天数及住院费用的变化。结果　观察组血白细胞、Ｃ反应蛋白、ｐＨ、Ｂ型钠尿肽、心率、平均
动脉压、中心静脉压、心输出量、心脏加速指数、胸腔体液指数、外周血管阻力、ＡＰＡＣＨＥⅢ评分、住院时间治疗前后及两
组治疗后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且观察组病死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　连续性血液净化能有效地
改善严重感染并心功能不全患者的心功能。

【关键词】　严重感染；连续性血液净化；心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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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感染患者常并发心功能不全，导致了严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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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患者体内重要脏器血流灌注不全，从而加剧了严重

感染患者的病情。ＣＢＰ不仅仅用于肾脏替代，已经推
广到重症患者的多器官功能支持应用中［１－２］。我们对

的效果。本研究采用ＬＥＥＰ技术对２６７例 ＣＩＮ患者进
行治疗，均顺利完成手术，２６７例患者随访 ２年治愈
２４６例，治愈率９２．１％。另外２１例患者随访期间发现
复发，复发率为７．９％。同时笔者根据ＬＥＥＰ术后 ＣＩＮ
是否复发将 ２６７例患者分为治愈组与复发组，并对
ＬＥＥＰ治疗ＣＩＮ预后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分析，结果
显示两组患者在年龄、是否吸烟、术前 ＨＰＶ感染、术前
病理结果、手术切缘状态、病变是否累及腺体以及病变

范围等方面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而
在初次性生活年龄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本次研究结果说明，ＬＥＥＰ在 ＣＩＮ患者的治疗
中能够取得较为可靠的疗效，治愈率较高，虽有一定复

发率，但复发之后仍可重复 ＬＥＥＰ治疗，最终达到治愈
目的［１０］。同时影响该病术后转归的因素较多，对于年

龄较大、吸烟、术前 ＨＰＶ感染、术前病理分级较高、手
术切缘阳性、病变累及腺体以及病变范围≥２个象限
患者，应给与更多重视，以期彻底治愈［１１］。

综上所述，ＬＥＥＰ对于 ＣＩＮ的治疗，具有创伤小、
用时少、术后恢复快、治愈率高等特点，但其预后影响

因素较多，应重视年龄较大、吸烟、术前 ＨＰＶ感染、术
前病理分级较高、手术切缘阳性、病变累及腺体以及病

变范围≥２个象限患者，术前根据不同影响因素制定
可行的手术方案，以期彻底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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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的２９例严重感染并心功能
不全患者应用ＣＢＰ治疗，并与同期未应用ＣＢＰ治疗的
３０例患者的进行比较，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我院
ＩＣＵ收治的合并心功能不全的５９例严重感染患者，分
为观察组（２９例）和对照组（３０例）。两组患者的性
别、年龄、原发病及 ＡＰＡＣＨＥⅢ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病例排除标准：有心功能不全病史、
冠心病介入治疗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使用ＰＲＩＳＭＡＣＢＰ机，配套的
Ｍ６０管路和滤器ＡＮ６９，每８ｈ更换１次滤过器。采用
ＣＶＶＨＤＦ或ＣＶＶＨ模式治疗。
１３　监测指标　所有患者均进行持续心电及无创血
流动力学监测（Ｂｉｏｚ胸电生物阻抗法），检测 ＷＢＣ、
ＣＲＰ、ｐＨ、ＳＣｒ、电解质、ＢＮＰ，监测 ＣＶＰ、ＣＯ、ＡＣＩ、ＴＦＣ、

ＳＶＲ，以ＡＰＡＣＨＥⅢ评分来判断整体病情的变化，分
别记录两组患者进入ＩＣＵ时及离开ＩＣＵ前晨６时的上
述指标作为治疗前后的测定数据进行比较。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转归　观察组２９例患者１５例死亡，存活１４例，
病死率５１．７％。对照组３０例患者２３例死亡，存活７
例，病死率 ７６．６％。观察组病死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２２　治疗前后两组 ＷＢＣ、ＣＲＰ、ｐＨ、ＳＣｒ、电解质及
ＢＮＰ变化　详见表１。
２３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 ＨＲ、ＭＡＰ、ＣＶＰ及心功能指
标比较　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严重感染并心功能不全患者治疗前后ＷＢＣ、ＣＲＰ、ｐＨ、ＳＣｒ、电解质及ＢＮＰ变化

组别 ｎ 时间 ＷＢＣ（×１０９／Ｌ） ＣＲＰ（ｍｇ／Ｌ） ｐＨ ＳＣｒ（μｍｏｌ／Ｌ） Ｋ＋（ｍｍｏｌ／Ｌ） Ｎａ＋（ｍｍｏｌ／Ｌ） ＢＮＰ（μｇ／Ｌ）

观察组 ２９治疗前 １８．６±６．９ ３３．５±４．３ ７．１±０．１ ５２１±９８ ４．８±１．４ １３８．８±６．５ ６７２±１０６
治疗后 ９．５±４．２△ １１．２±３．７△ ７．４±０．１△ ２１１±８２△ ４．３±０．６ １４１．５±４．７ １２４±６５△

对照组 ３０治疗前 １７．９±７．２ ３４．１±３．９ ７．１±０．２ ５１３±９３ ４．９±１．３ １３９．１±５．９ ６５８±１１０
治疗后 １３．５±３．８△▲ １８．４±４．１△▲ ７．２±０．１△▲ ３９８±７５▲ ４．５±０．５ １４２．２±４．７ ４７９±８８▲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同期观察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严重感染并心功能不全患者治疗前后ＨＲ、ＭＡＰ、ＣＶＰ及心功能指标比较

组别 ｎ 时间 ＨＲ（次／ｍｉｎ） ＭＡＰ（ｍｍＨｇ） ＣＶＰ（ｃｍＨ２Ｏ） ＣＯ（Ｌ／ｍｉｎ） ＡＣＩ（Ｓ－２） ＴＦＣ（ＫΩ－１） ＳＶＲ（ｄｙｎ·ｓ·ｃｍ－５）

观察组 ２９治疗前 １２７±２１ ６５±１３ ２０±４ ２．２±０．８ ０．５５±０．１４ ６５±１９ ２１４５±６４２
治疗后 ７８±１５△ ９５±１３△ １１±５△ ３．７±１．０△ ０．６９±０．１４△ ４８±１４△ １３５２±３５１△

对照组 ３０治疗前 １２１±１９ ６２±１４ １９±３ ２．３±０．９ ０．５３±０．１３ ６７±１８ ２２１３±５９８
治疗后 １０９±１７▲ ７５±１６△▲ １５±２▲ ２．６±０．７▲ ０．５７±０．１５▲ ５７±１６▲ １８７０±４２５▲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同期观察组比较，▲Ｐ＜０．０５。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２４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 ＡＰＡＣＨＥⅢ评分、总住院时
间及住院费用比较　见表３。

表３　两组严重感染并心功能不全患者治疗前后ＡＰＡＣＨＥⅢ评分、总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及比较

组别 ｎ 时间 ＡＰＡＣＨＥⅢ评分 总住院时间（ｄ） 住院费用（元）

观察组 ２９
治疗前

治疗后

８３．５±１８．６
６２．１±１４．７△

１１．４±４．５ ６１４４２±７２６７

对照组 ３０
治疗前

治疗后

８２．８±１９．２
７６．３±１５．１▲

１７．２±５．３▲ ５１２５８±６５２４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同期观察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一直以来，严重感染是导致各科患者死亡的主要
疾病，若并发心功能不全则加剧严重感染病情。如何

改善严重感染并心功能不全患者的心功能，降低严重

感染患者的病死率，众多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血液净化技术在治疗过程中纠正代谢紊乱，清除炎性

递质及稳定内环境［３－４］，已广泛应用于严重感染患者

的临床救治。我们的治疗结果表明血液净化能减轻严

重感染并心功能不全患者的炎症反应，清除过多的水

分与溶质，减轻了心脏的前负荷，维持了血流动力学的

稳定性［５］，改善了严重感染患者的心功能。

严重感染最初产生大量初始炎性因子，如 ＴＮＦα、
ＩＬ１等，继而产生ＩＬ６、ＩＬ８等，同时伴随着ＩＬ１０等的
产生［６］，血液净化可清除大量的中分子毒素［７］，包括炎

性介质、心肌抑制因子等，从而对 ＳＩＲＳ和 Ｓｅｐｓｉｓ等疾
病的病理生理过程产生有利的影响。本文研究中血

ＷＢＣ、ＣＲＰ及ＢＮＰ在ＣＢＰ治疗后明显下降，在治疗前
后及组间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说明 ＣＢＰ能
清除相当数量的细胞因子，改善炎症反应。ＣＢＰ在清
除具有心血管活性的中分子炎症介质的同时也能清除

心脏抑制因子，从而进一步改善心功能［８］。本研究亦

显示ＣＢＰ治疗后患者的血清电解质及酸碱度维持于
相对稳定水平，无明显波动，有利于恢复机体对血管活

性药物的敏感性［９］，亦有利于维持心功能的稳定。

Ｂｉｏｚ．ｃｏｍ数字化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系统与心脏
彩超检查相比有良好的相关性和一致性［１０］。观察组

从传统的心率、ＭＡＰ及 ＣＶＰ到无创监测的 ＣＯ、ＡＣＩ、
ＴＦＣ及ＳＶＲ可以看出经 ＣＢＰ治疗后其心功能有明显
改善，进一步证明了 ＣＢＰ能改善严重感染并心功能不
全患者的心功能。

总之，严重感染患者采用 ＣＢＰ能有效地改善心功
能，能降低危重评分，缩短ＩＣＵ住院时间而不增加住院
费用，但在什么时机开始ＣＢＰ治疗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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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显微喉镜下低温等离子治疗舌根囊肿临床疗效观察
康宁，詹斌，连正辉

【摘　要】　目的　探讨显微喉镜下低温等离子治疗舌根囊肿的临床疗效。方法　在全身麻醉气管插管条件下对１４例
舌根囊肿患者［囊肿大小（０．３ｃｍ×０．４ｃｍ）～（２．０ｃｍ×２．０ｃｍ）］采取显微喉镜下配合低温等离子治疗观察疗效，并进
行随访。结果　１４例舌根囊肿患者均一次切除成功，平均手术时间为１０～２０ｍｉｎ，出血量约５～１０ｍｌ。病理检查均为粘
液囊肿。手术后数天内部分患者有轻微咽部不适、疼痛、吞咽困难现象，１０ｄ后症状消除。术后１～２周舌根伪膜脱落，
表面愈合良好。随访３～６个月，舌根黏膜光滑、无复发，无舌根周围组织损伤，无伸舌困难，无其他并发症。总有效率、
手术时间、出血量均获满意，语音和舌根运动功能不受影响。结论　显微喉镜配合低温等离子治疗舌根囊肿具有术野清
晰、照明度好，快速、出血少、安全、切除完全、复发率低和患者痛苦小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舌根囊肿；等离子；显微喉镜；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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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ｙｓｔｏｆｔｏｎｇｕｅｂａｓｅ；Ｐｌａｓｍａ；Ｍｉｃｒ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ｓｃｏｐｉｃ；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

　　舌根囊肿为发病率较低的涎腺囊肿。患者大多因
咽喉异物感就诊，囊肿位于舌根底部，呈膨胀性生长，

向后挤压会厌，影响患者吞咽和呼吸，因位置隐蔽，不

易发现，随着纤维喉镜门诊检查的普及，诊断率逐渐增

加。就诊时囊肿多较大，甚至累及舌肌、会厌或咽侧

壁。舌根囊肿暴露困难，血管丰富，术中、术后止血困

难，切除不干净易复发，且术后舌根及邻近会厌区组织

肿胀可能引起呼吸困难等并发症，增加了手术风险。

目前治疗方法很多，但各有利弊。为探讨新的治疗方

法，我科自２００８年５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采用显微喉镜
下低温等离子治疗舌根囊肿１４例，总结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４例患者中，男性９例，女性５例。
年龄９～５４岁，平均３５．５岁。１４例中有２例为复发性
舌根囊肿。１２例有咽部异物感或吞咽梗阻感，１例咽
痛，１例无任何不适为体检中发现。所有患者门诊均
行纤维喉镜检查，术前颈部彩超和放射性同位素１３１Ｉ扫
描以排除异位甲状腺。囊肿最小为０．３ｃｍ×０．４ｃｍ，
最大约２．０ｃｍ×２．０ｃｍ。
１２　设备　德国 ＳＴＯＲＺ支撑喉镜，德国徕卡 Ｍ５２０／

作者单位：３６１０２１福建省厦门市第二医院耳鼻咽喉科
通讯作者：康宁，电子信箱：ｋｋｂａｏｂｅｉ２０＠１６３．ｃｏｍ

Ｆ４０手术显微镜，美国杰冉 ＣＯＢＬＡＴＯＲ低温等离子射
频消融系统。

１３　治疗方法　手术取仰卧位，全麻及气管插管成功
后沿气管插管置入支撑喉镜，充分暴露病变，固定喉

镜，导入显微镜调整焦距，使病变清晰地暴露于视野。

开启流量泵，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系统，连接喉用刀

头，能量设置为６档，用脚踏板控制刀头。囊肿较小
（接近或小于喉用刀头直径的）可以直接用低温等离

子喉刀头消融切割；囊肿较大则先用喉钳钳住，沿囊肿

的操作手侧边缘用止血档呈扇形电凝，将囊肿与正常

组织分离，再从分离处用切割档由边缘向中央逐步切

割消融，边用止血档止血，有时术中可见乳白色黏液性

分泌物或豆腐渣样物排出，则利用喉刀头的灌注、吸引

功能，保持术野清洁直至完全切除病灶。术后患者常

规应用抗生素，局部雾化吸入治疗，以预防和控制感染

及舌根会厌水肿。５ｄ后复查纤维喉镜了解恢复情况。

２　结果
　　１４例舌根囊肿患者在全麻下显微喉镜辅助行低
温等离子消融治疗，平均手术时间为１０～２０ｍｉｎ，出血
量约５～１０ｍｌ。病理检查均为粘液囊肿。手术后数天
内部分患者有轻微咽部不适、疼痛、吞咽困难现象，１０
ｄ后症状消除。术后３～６个月门诊随访，舌根黏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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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无复发，无舌根周围组织损伤，无伸舌困难，无其他

并发症。均为１次手术成功，总有效率１００％。

３　讨论
　　舌根囊肿常由于慢性炎症、食物或机械不良刺激
引起粘液腺体管阻塞，黏液潴留所致。组织学分类多

为潴留囊肿及感染性囊肿。临床发现大多有创伤史。

磨牙区的残冠、残根、尖锐边缘嵴等容易导致舌根部黏

膜创伤，引起涎腺液外漏渗入组织间隙形成囊肿。舌

根囊肿易引起喘息、喉痉挛，较大的囊肿甚可使会厌移

位，阻塞声门致死亡［１］。因位置隐蔽，暴露困难，难以

切除完全，且血管丰富，较大囊肿破裂出血还可引起窒

息。因此对于舌根囊肿的治疗，既要保证安全，又要尽

可能地减少囊壁残留引起复发［２］。目前临床上采用造

袋术或单纯的囊肿切除术，复发率高［３－４］。

低温等离子射频治疗是近年发展起来以电化学为

基础的新技术。目前在耳鼻咽喉科中广泛应用，尤其

在舌根组织增生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疾病

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５－６］。其作用机制是利用射频产

生的能量，在低温下（４０～７０℃）将射频刀头与组织之
间的电解质转化成等离子体薄层，解除靶组织中的构

成细胞成分的分子键，分解成小分子气体，达到组织体

积解容或分离的效果，实现切割、消融和止血等过程，

因不是高温使组织凝固坏死，对周边组织的热损伤可

降低到最小程度，在去除病变组织同时不引起周围正

常组织的不可逆损伤［７］，从而实现手术微创。在全麻

下显微喉镜低温等离子治疗舌根囊肿我们体会如下：

①全麻下显微喉镜下手术，术野清晰，照明度好，病变
组织暴露完全，操作难度降低［８］。②使用等离子刀头，
组织表面温度较低，热能传导少，组织间接损伤小。③
低温等离子系统集切割、止血、消融冲洗和吸引为一

体，能方便、彻底切除病变组织，同时避免了周围正常

组织如舌根、会厌软骨的损伤，有效缩短了手术时间，

减少了术中出血、会厌舌根粘连等并发症的发生。④
低温等离子治疗无辐射危害，无烟雾及异味，组织无炭

化，患者术后反应轻、恢复快。⑤低温等离子可在切除
囊肿的同时使囊肿基底部残余的囊壁坏死脱落，还可

破坏囊肿基底部黏液腺，从根本上防止复发［９］。

有报道指出舌根会厌区射频手术的主要并发症为

创面术后出血，与术中止血不彻底、假膜脱落较晚和感

染等有关［１０］。为安全有效地施行显微喉镜下低温等

离子治疗舌根囊肿，我们应注意：①完善术前各项检
查，尤其是心功能的检查，防止术中导入支撑喉镜时诱

发迷走神经反射导致心率下降，心脏骤停。②因舌根、
会厌等部位黏膜疏松、神经丰富，易出现喉阻塞、喉痉

挛，导入支撑喉镜时动作一定要轻柔，避免损伤。对于

门齿过长、肥胖、小下颌等不易暴露的患者，多从病变

的对侧导入［１１］。③低温等离子治疗舌根囊肿时，勿选
用直线型的刀头，需选用喉专用刀头，且视囊肿大小选

择不同的手术步骤。对于较大的囊肿可于切割消融前

先予边缘部分电凝，既可使囊肿与正常组织分离，保护

舌根部周围组织，又可大大减少切割消融时的出血。

④一般术中出血，止血档位止血效果满意，如术中出血
剧烈，必要时可考虑单极电凝止血，确保止血充分。但

操作时应避免损伤其他组织，尤其是会厌软骨和舌根

部。我们认为术后２４ｈ出血多为术中止血不彻底或
损失周围组织所致，术后３～５ｄ出血多与创面伪膜脱
落或感染有关。⑤术后常规抗炎、激素治疗，避免感染
出血，舌根会厌部水肿致窒息。

我科开展显微镜低温等离子技术治疗舌根囊肿随

访３～６个月，在有效率、手术时间、出血量均获满意疗
效，患者无复发、无严重并发症。显微镜低温等离子技

术具有术野清晰、快速、出血少、安全、切除完全、复发

率低和患者痛苦小等优点，是治疗舌根囊肿的理想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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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３种危险性评分在判断 ＮＶＵＧＩＢ患者预后中的价值
王国平，夏晨梅，陈霞，张忠臣

【摘　要】　目的　探讨３种危险性评分（Ｆｏｒｒｅｓｔ分级、Ｒｏｃｋａｌｌ再出血危险积分和Ｂａｙｌｏｒ出血积分）在判断非静脉曲张性
上消化道出血（ＮＶＵＧＩＢ）患者预后中的价值。方法　以ＮＶＵＧＩＢ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所有患者随访半年，了解半年内再
出血及死亡情况。首先，将再出血和死亡定义为预后不良，比较预后不良组和预后良好组各评分系统低危、中危、高危的

差别；然后，比较３个评分系统低危、中危、高危患者的再出血率及病死率的差别。结果　①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的
Ｆｏｒｒｅｓｔ分级低危、中危、高危患者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②再出血发生率按照 Ｆｏｒｒｅｓｔ分级低危、中危
和高危的顺序逐渐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病死率按照 Ｂａｙｌｏｒ出血积分低危、中危、高危顺利逐渐增加，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Ｆｏｒｒｅｓｔ分级适合判断ＮＶＵＧＩＢ患者再出血风险；Ｂａｙｌｏｒ出血积分适合判断ＮＶＵＧＩＢ
患者死亡风险。

【关键词】　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Ｆｏｒｒｅｓｔ分级；Ｒｏｃｋａｌｌ再出血危险积分；Ｂａｙｌｏｒ出血积分；再出血；死亡；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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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ｙｌｏ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ｃ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ｒｍ）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ｉｎｎｏｎｖａｒｉｃｅａｌｕｐｐｅｒ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ｓｔｉｎａｌ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ＮＶＵＧＩＢ）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７２ＮＶＵＧＩＢ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ｆｏｒ６ｍｏｎｔｈｓ，ｗｈｏｗｅｒｅｒｅ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ｏｒｄｅａｄ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ｏｏｒ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ｇｒｏｕｐ，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ｇｏｏ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ｌｅｖｅｌｓ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２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ｒ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ａｄ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ｉｎ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ｌｅｖｅｌｓｇｒｏｕｐ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ｉｓｋｓｃｏ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ｌｅｖｅｌ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Ｆｏｒｒｅ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ｏｏ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ｏｒ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
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ｒ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ｌｏｗｒｉｓｋｔｏ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Ｆｏｒｒｅ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１）．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ｌｏｗｒｉｓｋｔｏ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Ｂａｙｌｏ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ｃ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ｒｍ（Ｐ＜０．０５）．Ｃｏ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ｒｅ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ｇｏｏｄａ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ｒ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ｙｌｏ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ｃ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ｒｍｗａｓｇｏｏｄａ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ｄｅａ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ｏｎｖａｒｉｃｅａｌｕｐｐｅｒｇａ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Ｆｏｒｒｅ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ｏｃｋａｌｌ’ｓｒｉｓｋｓｃ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ｒｍ；ｔｈｅＢａｙｌｏｒＣｏｌ
ｌｅｇｅｓｃ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ｒｍ；Ｒ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Ｄｅａｔｈ；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ＮｏｎｖａｒｉｃｅａｌＵｐｐｅｒ
Ｇａ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ＮＶＵＧＩＢ）是消化科最常见的、
危及生命的急症之一［１－２］。正确预测患者的再出血率

及病死率对治疗及预后有很大的帮助。Ｂａｙｌｏｒ出血积
分［３］、Ｒｏｃｋａｌｌ再出血危险积分［４］通过患者基础情况和

内镜表现对患者进行综合分析，Ｆｏｒｒｅｓｔ分级［５］把胃镜

下出血征象划分不同等级，从而对内镜下治疗方法的

选择和对临床治疗方法疗效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但

是各种临床评分系统在评价我国ＮＶＵＧＩＢ患者出血或
死亡风险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探讨上述３种评分
系统对ＮＶＵＧＩＢ患者再出血及死亡预后的评价作用，
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７月在我
院就诊的ＮＶＵＧＩＢ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因呕
血、黑便或暗红色血便入院，同时伴有头晕、心悸、黑

鏤、出汗、晕厥等循环衰竭症状，临床判断出血量在

１０００ｍｌ以上或血容量减少２０％以上，血红蛋白低于
７０ｇ／Ｌ［６］。排除标准：①年龄 ＜１８岁；②内镜提示食
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③恶性肿瘤。共１７２例纳

作者单位：３１７５００浙江省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通讯作者：王国平，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ｇｕｏｐｉｎｇｘｍ＠１２６．ｃｏｍ

入本研究，男性１１９例，女性５３例，年龄１８～８７岁，平
均年龄（５７．２２±５．８３）岁。出血原因为：胃溃疡５４例、
十二指肠溃疡７５例、复合溃疡１７例、吻合口溃疡１６
例、贲门黏膜撕裂５例、血管畸形５例。３６例出现再
出血，占２０．９３％；７例死亡，占４．０７％。所有患者入院
后接受基本治疗相似，包括卧床休息、吸氧、抑酸、止

血、维持水、电解质代谢平衡等。入院后２４ｈ内行急
诊胃镜检查，如有活动性出血或大出血倾向者急诊行

内镜下治疗，包括１∶１００００肾上腺素局部黏膜下注
射及喷洒、８％去甲肾上腺素及凝血酶粉喷洒、止血夹
夹闭。

１２　评分方法　根据患者入院第１天的情况、各项检
验指标、内镜下表现进行 Ｆｏｒｒｅｓｔ分级、Ｒｏｃｋａｌｌ危险性
评分和 Ｂａｙｌｏｒ出血积分的评分，具体评价方法参照文
献进行［３－５］。Ｆｏｒｒｅｓｔ分级：ＣｌａｓｓⅢ为低危、ＣｌａｓｓⅡ为中
危、ＣｌａｓｓⅠ为高危；Ｒｏｃｋａｌｌ危险性评分：０～２分低危、
３～４分中危、≥５分为高危；Ｂａｙｌｏｒ出血积分系统：
Ｂａｙｌｏｒ出血积分：０～５分为低危、６～１０分为中危、＞
１０分为高危。对所有患者随访半年，了解半年内再出
血及死亡情况。首先，将再出血和死亡定义为预后不

良，比较预后不良组和预后良好组各评分系统低危、中

危、高危的差别；然后，比较３个评分系统低危、中危、
高危患者的再出血率及病死率的差别。

·２０９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１３　再出血判定　经初次止血治疗后出现下述情况：
①呕血停止２４ｈ后再发呕血；②黑便转为暗红色或鲜
红色血便；③大便转黄后再发黑便；④经大量补液及输
血治疗血压短时间稳定后再次出现血压下降；⑤经内
镜或者外科手术证实再出血，可以判断为再出血［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学软件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
计数资料用相对数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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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预后 ＮＶＵＧＩＢ患者各评分系统低危、中危、
高危比例的比较　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的Ｆｏｒｒｅｓｔ
分级低危、中危、高危患者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Ｒｏｃｋａｌｌ再出血危险积分和 Ｂａｙｌｏｒ出血
积分低危、中危、高危比例在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预后ＮＶＵＧＩＢ患者各评分系统低危、中危、高危比例的比较（ｎ，％）

组别 ｎ
Ｆｏｒｒｅｓｔ分级

低危 中危 高危

Ｒｏｃｋａｌｌ再出血危险积分
低危 中危 高危

Ｂａｙｌｏｒ出血积分
低危 中危 高危

预后良好 １２９ １８（１３．９５） ７４（５７．３６） ３７（２８．６８） １７（１３．１８） ２８（２１．７１） ８４（６５．１２） ６１（４７．２９） ５１（３９．５３） １７（１３．１８）
预后不良 ４３ ２１（４８．８４） ２０（４６．５１） ２（４．６５） ８（１８．６０） ７（１６．２８） ２８（６５．１２） １７（３９．５３） １８（４１．８６） ８（１８．６０）
χ２值 ２６．２１６ １．１２ １．１２４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５７１ ０．５７

２２　不同Ｆｏｒｒｅｓｔ、Ｒｏｃｋａｌｌ、Ｂａｙｌｏｒ出血积分ＮＶＵＧＩＢ患
者再出血及死亡风险的比较　按照 Ｆｏｒｒｅｓｔ分级，低危
组（３９例）、中危组（９４例）和高危组（３９例）再出血患
者分别为 １例（２．５６％）、１７例（１８．０９％）和 １８例
（４６．１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死亡患者
分别为１例（２．５６％）、３例（３．１９％）和３例（７．６９％），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按照 Ｒｏｃｋａｌｌ再出
血危险积分，低危组（２５例）、中危组（３５例）和高危组
（１１２例）再出血患者分别为 ８例（３２．００％）、７例
（２０．００％）和 ２１例（１８．７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死亡患者分别为 ０例、０例和 ７例（６．
２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按照 Ｂａｙｌｏｒ出
血积分，低危组（７８例）、中危组（６９例）和高危组（２５
例）再出血患者分别为 １７例（２１．７９％）、１４例（２０．
２９％）和５例（２０．０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死亡患者分别为０例、４例（５．８０％）和３例（１２．
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理想的评分系统［８］对ＮＶＵＧＩＢ患者的死亡率及再
出血率的预测应直接、准确、方便。我们通过对１７２例
ＮＶＵＧＩＢ患者进行半年随访，发现Ｆｏｒｒｅｓｔ分级、Ｒｏｃｋａｌｌ
再出血危险积分和Ｂａｙｌｏｒ出血积分三种风险评分对判
断再出血及死亡方面存在较大差异。Ｆｏｒｒｅｓｔ评分系统
主要通过内镜下表现来对患者再出血率、死亡率进行

预测，本研究发现低危、中危、高危患者的再出血率分

别为２．５６％、１８．０９％和４６．１５％，可见其可有效预测
再出血发生率，因此 Ｆｏｒｒｅｓｔ分级对内镜下治疗具有指
导意义，且对选择内镜下治疗方法和其他治疗方法疗

效可作出客观评价［５］。Ｒｏｃｋａｌｌ再出血危险积分系统
变量包括年龄、休克指数（收缩压、脉搏）、合并疾病、内

镜下病灶征象等［９］，本研究发现，病死率在低危组（０～
２分）和中危组（３～４分）间无显著差异，但在高危（＞
５分）患者中病死率却显著增高，提示临床中对于
Ｒｏｃｋａｌｌ再出血危险积分 ＞５分患者应引起高度重视。
但本研究未发现预后良好和预后不良组 Ｒｏｃｋａｌｌ再出

血危险积分的差别，与许勤等［４］研究不同。可能与入

组患者及随访时间不同，导致预后的定义有较大差异

有关。而且，这两个研究均为单中心研究，国内尚缺乏

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来评价 Ｒｏｃｋａｌｌ再出血危
险积分在预测再出血和死亡风险中的作用。Ｂａｙｌｏｒ出
血积分变量包括年龄、合并疾病数目、出血情况（急性

或慢性）、内镜下出血征象等，其分数包括内镜检查前

及内镜检查后分数［３，１０］，在对１７２例患者的研究中发
现，患者再出血率没有随 Ｂａｙｌｏｒ出血积分分值增高而
增加，但病死率在高危组与低危组之间差异显著，表明

Ｂａｙｌｏｒ出血积分可较好的预测 ＮＶＵＧＩＢ患者死亡风
险。

综上所述，Ｆｏｒｒｅｓｔ分级在预测患者再出血率上敏
感性更高，且对内镜治疗有指导意义，可通过内镜下止

血治疗减少病死率，故临床上对 ＮＶＵＧＩＢ患者意义重
大；Ｒｏｃｋａｌｌ再出血危险积分＞５分预示病死率较高；而
Ｂａｙｌｏｒ出血积分在预测再出血方面较差，但可预测病
死率。临床上对ＮＶＵＧＩＢ患者应结合内镜表现及全身
情况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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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半椎板入路显微手术切除椎管内神经鞘瘤
梁卫东，陈彬，王永志，高心保，高志波

【摘　要】　目的　探讨经半椎板入路切除椎管内神经鞘瘤的应用价值。方法　采用一侧半椎板入路显微切除椎管内
神经鞘瘤２２例，其中肿瘤位于颈段１０例，胸段７例，腰段５例。结果　所有患者肿瘤均被全切除，术后症状明显改善，
随访期间未见新的神经功能损害或脊柱畸形并发症。结论　半椎板入路显微手术切除椎管内神经鞘瘤具有手术创伤
小、恢复快且有利于维持脊柱稳定性的优点，适用于治疗位于侧面或侧背面生长的神经鞘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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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切除肿瘤并最大限度的维持术后脊柱的生理
功能和结构稳定性是椎管内肿瘤治疗的宗旨，传统的

手术方式多采用后正中全椎板入路切除肿瘤，此方法

对脊柱的后部结构破坏较大，影响脊柱的稳定性。为

了有效维持术后脊柱的解剖生理功能和稳定性，我科

从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６月采用半椎板入路显微切
除椎管内神经鞘瘤２２例，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２例患者中，其中男性１３例，女性９
例，年龄２４～６９岁，平均４７．３岁。患者病程中伴有不
同程度的脊髓压迫症状，其中表现为病变节段神经根

疼痛１５例，单侧肢体无力６例，双下肢无力３例，水平
感觉障碍７例，２例合并括约肌功能障碍。所有患者
术前均行增强ＭＲＩ检查，了解肿瘤的大小、位置、形态
以及与硬脊膜和脊髓的关系，初步判断肿瘤的性质。

肿瘤分布于颈段１０例，胸段７例，腰段５例，其中位于
脊髓的侧方１５例，腹外侧７例。
１２　手术方法　患者术前１ｄ均在 Ｘ线下行病变的

作者单位：２３６００４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通讯作者：陈彬，电子信箱：ａｎｔａｏ０１＠１２６．ｃｏｍ

脊柱棘突体表定位，手术在气管插管全麻下进行，采用

俯卧位，以定位标志为中心，取后正中纵行切口逐层切

开，保留棘上韧带、棘间韧带及对侧肌肉附着点。沿开

窗侧骨膜下分离椎旁肌至充分暴露椎板及关节突，用

椎板咬骨钳或高速磨钻去除相应单侧椎板，椎板切除

范围外侧至小关节突，内侧至棘突基底部，必要时可磨

除棘突根部椎管内侧的骨质，并切除部分黄韧带以扩

大椎管，增加硬脊膜囊的显露。在显微镜下选择脊膜

膨隆最高处半弧形切开硬膜，首先电凝肿瘤包膜以减

少肿瘤出血，根据肿瘤的大小切开包膜行囊内分块切

除减压，再沿肿瘤两极的蛛网膜下仔细分离肿瘤。肿

瘤清除后，术野创面严格止血，间断缝合硬脊膜，将椎

旁肌肉固定在棘突韧带上，肌肉、皮下组织和皮肤分层

严密缝合。

２　结果
　　２２例患者均行肿瘤全切，术后病理检查结果示神
经鞘瘤。所有患者均未使用颈托或腰围保护，术后３～
５ｄ在家人协助下床适量活动，９ｄ拆线，除１例因切口
脑脊液漏给予二次缝合而延期拆线，其余愈合良好，未

发生切口感染。患者术后四肢无力症状首先获得恢

复，约１周左右出现神经根性疼痛症状缓解及水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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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障碍不同程度的改善，２例伴有括约肌功能障碍的
患者１个月后症状逐渐减轻。所有患者均获得门诊随
访，术后复查 ＭＲＩ均未见肿瘤残存或复发（见图１）。
随访期间内（６～３２月）未发现新的神经功能损伤、椎
体滑脱或椎管狭窄发生。

　
　　注：图１Ａ为ＭＲＩＴ１相表现；图１Ｂ为冠状位显示肿瘤位于脊柱的
侧方；图１Ｃ为术后ＭＲＩ示肿瘤完全摘除。

　图１　半椎板入路切除Ｔ４～５神经鞘瘤

３　讨论
　　椎管内肿瘤约占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１５％，良性
居多，其中以神经鞘瘤和脊膜瘤较为常见，因其对放化

疗不敏感，故手术切除是目前最为有效的治疗方

法［１－２］。传统的手术方法多采用后正中入路，通过切

除棘上韧带、棘间韧带、棘突及全椎板来显露肿瘤，此

方法创伤大，破坏脊柱的后部结构，易引起脊柱稳定性

下降，导致术后出现脊柱畸形甚至椎间盘滑脱［３］。随

着神经影像学的发展以及显微外科和术中电生理监护

技术的应用，椎管内肿瘤治疗的焦点已从单纯的肿瘤

摘除转向如何最大限度的减小创伤和维持脊柱的稳定

性。

神经鞘瘤大多起源于一侧感觉神经根，肿瘤常呈

偏侧生长，为减少手术入路的创伤，近年来，推荐使用

半椎板入路显微切除椎管内肿瘤［４－５］。半椎板切除传

统用于腰椎间盘髓核摘除和治疗颈、腰段的椎管狭窄

减压术，术中将骨窗限制在一侧椎板，内侧保留棘突及

其韧带，外侧保留关节突，仅去除部分椎板及黄韧带，

基本保留了椎管的环状结构，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了

椎体后部的完整性，减少了术后术腔瘢痕组织增生、粘

连引起的医源性椎管狭窄和脊柱不稳的发生。Ｎａｇａ
ｎａｗａＴ等［６］通过对２０例半椎板入路切除髓外或硬脊
膜外肿瘤的术后随访发现，半椎板入路能够顺利摘除

肿瘤，有效促进神经功能恢复并较好的维持脊柱稳定

性。ＲａｙｓｉＤｅｈｃｏｒｄｉＳ等［７］证实半椎板入路可以彻底

摘除颈椎神经鞘瘤，术后未见脑脊液漏、硬脊膜纤维化

等并发症，随访过程中无脊柱后凸畸形或脊柱不稳现

象发生。国内宗少晖等［８］通过多中心临床回顾性分析

认为，半椎板入路神经鞘瘤摘除较全椎板切除具有术

中出血少、临床医疗成本低及并发症少等优势，尤其适

合在颈段神经鞘瘤的手术治疗中推广。本组患者术中

最少出血量约７０ｍｌ，５ｄ内均可下床活动，术后 ＭＲＩ
复查示肿瘤完全清除，随访期间未见切口感染、椎管狭

窄或脊柱不稳等并发症。

半椎板入路手术操作过程中仅切除病变侧椎板

１．０～１．５ｃｍ，术野相对狭小，且棘突留在原位，对视线

和操作有一定的影响。为确保手术的顺利施行，在完

善术前检查充分了解肿瘤的形态、比邻同时，还应熟练

的掌握显微外科操作，弥补视野暴露范围缺陷，从而更

好的辨别肿瘤与神经根和脊髓的关系，避免副损伤发

生。瘤体摘除过程中，因神经鞘瘤生长缓慢，脊髓往往

表现出一定的脆弱性［９］。故我们首先电灼肿瘤表面，

切开包膜，从瘤体内部分块切除肿瘤，待瘤体缩小后再

进一步分离与脊髓或神经根的粘连，肿瘤完全分离后

可见供血动脉及相应神经根，电凝后剪断。肿瘤分离

应严格在蛛网膜下进行，操作轻柔，配合使用棉片保护

脊髓，尽量避免过度牵拉或烧灼脊髓引起严重并发

症［１０］。对于部分呈哑铃型沿椎间孔生长的神经鞘瘤，

应显微镜下分块切除椎间孔外的肿瘤部分，再剪开硬

膜，探查硬膜下，直至完全切除肿瘤。本组２例患者肿
瘤突向颈段椎间孔外生长，因肿瘤偏小，未累及椎动

脉，我们采用半椎板手术入路顺利切除肿瘤，未见脊髓

副损伤发生。此外，我们认为手术过程中还应注意以

下几点：①术前定位准确，避免额外的损伤；②术中在
显微镜下严密缝合硬脊膜，根据情况，可适当选择邻近

筋膜或人工脑膜腱修补硬脊膜缺损；③术腔严密缝合，
尽量避免引流管使用，以防脑脊液漏或感染发生；④肿
瘤体积应严格控制在２～３个椎体范围内，术中根据情
况灵活更改手术方式。

综上所述，采用半椎板入路显微外科切除椎管内

神经鞘瘤具有手术创伤小，术后康复活动早，并对脊柱

的稳定性保护较好等优点，在合理选择手术适应症的

前提下，不失为一种治疗椎管内神经鞘瘤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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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安徽省太和县２０１１年手足口病流行特征分析
解晓曦，杨连任

【摘　要】　目的　探讨太和县２０１１年手足口病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和完善手足口病防治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２０１１年全部２０６８例手足口病患者进行三间分布的描述。结果　２０１１年报告手足
口病发病率为１５１．９３／１０万。该病全年散发，病例主要集中在４～８月，占７１．１８％。全县３２个乡镇均有病例报告，其中
男１３４８例，女７２０例，男女比例为１．８７∶１，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８４．８０，Ｐ＜０．００１）。５岁
及以下儿童占９５．４５％。散居儿童占总发病数的７６．６９％，幼托儿童占１９．４９％。结论　太和县手足口病的发生有较明
显的季节、性别、年龄和职业差异。５岁以下散居儿童是手足口病防控的重点人群。应以托幼机构为重点场所，以农村
为重点地区，加强疫情监测，广泛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卫生防病意识。

【关键词】　手足口病；流行病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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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足口病（Ｈａｎｄ，ｆｏｏｔａｎｄｍｏｕｔｈ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ＦＭＤ）是
由多种人肠道病毒引起的一种儿童常见多发传染病。

２００８年３月安徽省阜阳地区暴发手足口病疫情，太和
县是阜阳市人口大县，手足口病发病率为阜阳所辖市

县最高［１］。太和县人民医院是政府指定的全县手足口

病收治医院。为了解该县手足口病流行病学特征，探

讨防控策略，笔者对该院２０１１年收治的全部２０６８例
手足口病进行流行病学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病例来源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１２月
３１日太和县人民医院防保科报告的手足口病 ２０６８
例。相关流行病学资料来源于该院感染科出入院登记

本。人口学资料来源于太和县２０１１年统计年鉴。
１２　诊断标准　按照卫生部《手足口病预防控制指南
（２００９年版）》［２］判定。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２进行数据录入，采
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χ２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发病概况　２０１１年共报告手足口病２０６８例，均

作者单位：２２５００２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疾控中心（解晓曦）；２３６６０４安
徽省太和县人民医院感染科（杨连任）

通讯作者：解晓曦，电子信箱：ＸＸＬ９６６４＠１６３．ｃｏｍ

为轻症，无重症和死亡病例，发病率为１５１．９３／１０万。
２２　时间分布　全年各月份均有发病，但有明显季节
性高峰。其中１月份３２例，占１．５５％；２月份２３例，
占１．１１％；５月份４２８例，占２０．７０％；６月份３８１例，
占１８．４２％；７月份２３３例，占１１．２７％；８月份１９９例，
占９．６２％；９月份１１０例，占５．３２％；１０月份７１例，占
３．４３％；１１月份 １０２例，占 ４．９３％；１２月 １４９例，占
７．２１％。病例主要集中在 ４～８月，占总发病数的
７１．１８％。

从发病趋势来看，发病数自 ３月份起开始上升，
５～６月份维持在很高水平，７月份开始逐渐减少，１２
月份又出现一个小波动。全年呈现两个发病高峰，第

一个高峰在５月，占２０．７０％；第二个小高峰在１２月，
占７．２１％。
２３　地区分布　全县３２个乡镇均有病例报告，发病
率最高的为旧县镇（３３２．２５／１０万），其次为蔡庙镇
（３２６．１４／１０万）和倪邱镇（２７０．３３／１０万）；报告发病
率最低的是双庙镇（５０．８９／１０万）。城关镇是县城区，
发病率为１５０．０３／１０万，其余乡镇为农村地区，总发病
率为１５０．２０／１０万。城乡之间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２＝０．５７８，Ｐ＞０．０５）。
２４　人群分布
２４１　性别分布　２０６８例病例中，男性１３４８例，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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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数的６５．１８％，发病率为１９７．０８／１０万；女性７２０
例，占３４．８２％，发病率为１０６．３３／１０万。男女比例为
１．８７∶１，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１８４．８，Ｐ＜０．００１）。
２４２　年龄分布　发病年龄最小为６个月，最大为４４
岁。５岁以下儿童发病１９７４例，占９５．４５％。其中报
告发病数最高的是２岁组（７２２例），占３４．９１％；其次
为１岁组（５７４例）和３岁组（３８３例），分别占２７．７６％
和１８．５２％。详见表１。

表１　太和县２０１１年手足口病病例年龄分布

年龄组（岁） 病例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女

职业

散居 幼托 学生 其他

０～ ８５ ４．１１ ６０ ２５ ８４ １ ０ ０
１～ ５７４ ２７．７６ ３７８ １９６ ５６１ １３ ０ ０
２～ ７２２ ３４．９１ ４６６ ２５６ ６４８ ７４ ０ ０
３～ ３８３ １８．５２ ２５７ １２６ ２２５ １５８ ０ ０
４～ １４１ ６．８２ ８３ ５８ ４４ ９７ ０ ０
５～ ６９ ３．３３ ４４ ２５ ２２ ４７ ０ ０
６～ ４３ ２．０８ ２２ ２１ ２ １２ ２９ ０
７～ ３１ １．５０ ２１ １０ ０ １ ３０ ０
１０～ １５ ０．７３ １３ ２ ０ ０ １５ ０
１６～ ５ ０．２４ ４ １ ０ ０ ２ ３
合计 ２０６８ １００．０ １３４８ ７２０ １５８６４０３ ７６ ３

２４３　职业分布　发病最多的为散居儿童（１５８６
例），占 ７６．６９％；其次为幼托儿童（４０３例），占
１９．４９％；学生（７６例），占３．６８％，其它职业（３例），占
０．１４％。城区以幼托儿童为主（１５８例），占６３．４５％，
农村地区以散居儿童为主（１４００例），占８２．２１％。

３　讨论
３１　流行因素分析
３１１　发病时间特征　①全年发病，病例主要集中在
４～８月。②５～６月为发病高峰，可能是因为病毒易在
温暖潮湿环境中生存。太和县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

与春季温暖夏季多雨有关。③发病时间呈现两个高
峰，分别为春夏、秋冬季交替，一组报道 ７月份是高
峰［３］。因为手足口病毒的繁殖及生存时间受温度和湿

度影响［４］。

３１２　发病人群特征　①不同年龄组均可感染发病。
３岁及以下儿童发病率最高，这与该年龄段的儿童母
传抗体已消失，自身免疫机制尚未发育完善，抵抗力低

有关；１周岁以内婴儿发病率相对较低，这与６个月内
婴儿通过胎盘和母乳获得抗体而具有免疫力有关［５］。

成年人可以通过隐性感染获得免疫力［６］。②男性发病
率高于女性，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与男孩活泼

好动，接触密切频繁有关。③散居儿童高发，可能与个
人卫生习惯不良，防病意识较差有关。与安徽省其他

市县［７－８］相比，幼托儿童比例相对较少，这与农村托幼

机构少，适龄儿童入园率较低有关。

３１３　发病地区特征　①城区和农村地区整体发病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各乡镇之间发病率差别可能与

地理位置、人口密度、人员流动性有关。②城区高发主
要为托幼儿童，托幼机构内儿童聚集，相互接触密切，

空气流通不良，极易引起手足口病的传播和流行；农村

以散居儿童为主，个人卫生习惯不良，易导致手足口病

感染及传播。

３２　防控措施探讨
３２１　加强疫情监测　手足口病目前尚没有特异性
预防措施。各级医疗机构要加强疫情监测，规范疫情

报告，及时发现患者，做好消毒隔离，防止医院交叉感

染的发生；同时疾控中心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标本采

集，及时做好聚集性病例和爆发疫情的处置工作，防止

疾病蔓延扩散。

３２２　防控工作三个重点　手足口病的预防应以托
幼机构为重点场所，以家长为重点人群，以农村为重点

地区开展。①加强对托幼机构的督导，严格执行消毒
措施，认真执行晨检制度，使卫生合格率达 ９０％［９］。

教育儿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到“洗净手、喝开水、

吃熟食、勤通风、晒衣被”。发现疑似患者，立即隔离治

疗。②加强对监护人员的宣教。在流行期间，不要带
孩子到公共场所。出院后的患儿２周内不去幼儿园和
公共场所，避免交叉感染［１０］。③加大农村地区卫生宣
教工作，进行手足口病防治知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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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临床路径在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中应用效果分析
郭娟

【摘　要】　目的　观察临床路径在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中的应用情况，分析临床路径在临床应用中的效果。方法　将
１００例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５０例）和对照组（５０例），对照组实施普通常规诊疗模式，实验组在该常规
诊疗基础上实施临床路径管理模式，然后比较两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费用、药占比情况，并统计分析患者满意

度。结果　实验组的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费用、药占比较对照组明显下降（Ｐ＜０．０１），患者满意度较对照组明显增加
（Ｐ＜０．０５）。结论　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实施临床路径管理后，可明显的缩短患者平均住院时间，降低住院费用及药占
比，同时大大提高患者满意度；临床路径管理模式可在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临床路径；不稳定型心绞痛；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１．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０８０２

　　临床路径是一种包含多学科的诊疗标准化方法，是由相关
的医护人员根据疾病的诊疗护理特点制订的一种诊疗模式，使

患者在整个住院诊疗过程中，以时间为横轴，制订标准化诊疗

及护理流程［１］。研究表明临床路径的实施可缩短住院天数、降

低住院费用、提高诊疗服务质量和减少并发症及医疗事故的发

生［２］。自２００９年我科医护人员将临床路径应用于不稳定型心
绞痛的诊疗及护理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入住心内科的不
稳定型心绞痛患者 １００例，其中男性 ５３例，女性 ４７例，年龄
４５～７８岁，随机分为实验组（５０例）和对照组（５０例），实验组
中有２例患者因在临床路径管理期间产生变异退出临床路径
管理，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病情等方面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实施方法
１２１　临床路径准备阶段　在医务科、护理部的指导下，由医
疗、护理、医技科室的人员组成临床路径发展小组；科室内医师

及护士组成临床路径实施小组，并确定各人员在临床路径中的

工作及职责。

１２２　临床路径制定　由临床路径小组成员根据相关治疗指
南，通过反复查阅文献、资料等方法，并结合科室实际制定临床

路径表。包括：患者基本信息（姓名、床号、住院号、性别、年龄、

入院诊断、入院时间），路径内容［入院即刻（０～６０ｍｉｎ）、入院
第１天、第２天、第３天、第４～６、７～９、８～１１天的主要诊疗工
作、重点医嘱、主要护理工作、病情变异记录，主管医生和主管

护士姓名］；同时制定临床路径满意度调查表。

１２３　临床路径实施阶段　实验组患者进入临床路径管理。
临床路径实施成员根据临床路径设计的内容，进行评估，实施

诊断、治疗和护理及其他服务。在实施初期，严格按临床路径

执行和记录。在临床路径实施过程中，控制变异的产生，如产

生变异及时查明原因，尤其是分析路径、医护人员和患者三者

原因，及时给予纠正，必要时可退出临床路径管理。对照组患

者实施普通诊疗护理。

１２４　临床路径评价阶段　计算每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日、平
均住院费用、药占比、患者满意度。患者满意度调查表由患者

在出院当日填写。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处理，定量资料采
用两独立样本的ｔ检验，患者满意度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检验
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费用、药占比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立医院心内二科

都明显下降（Ｐ＜０．０１），患者满意度明显增加（Ｐ＜０．０５），见表
１。
表１　两组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费用、药占比、患者满意度的比较

组别 ｎ 平均住院日（ｄ） 平均住院费用（元） 药占比（％） 满意度例（％）

对照组 ５０ １１．５±３．３ ５８７３．０±７５８．３ ６８．５±８．３ ４３（８６．０）
实验组 ４８ ８．４±１．９▲ ３６４８．０±３５８．７▲ ３９．８±４．６▲ ４６（９５．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　讨论
　　结果显示，实验组平均住院天数较对照组明显减少。临床
路径制定了日常的诊疗工作标准，规范了疾病诊疗护理行为，

使患者得到正规的治疗及相应护理，避免了诊疗过程中出现的

漏诊、漏治，保障了护理医疗质量安全，并能大大提高工作效

率［３］。同时，临床路径的实施使医护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增加，

由原来的被动执行医嘱转变为主动，有计划性和预见性地进行

诊疗护理工作，使对疾病的诊疗护理行为更加规范化、标准化，

保证医疗护理更有效、更安全［１］。

实施临床路径管理后，实验组的住院平均费用、药占比明

显降低，与文献报道一致［４］。住院总费用的减少与住院天数的

缩短有一定关系，临床路径管理规范了患者的检查、治疗、住院

时间，避免了药物滥用，及一些重复或不必要的检查。在回顾

检查发现，临床路径组药物费用的减少比较明显，其中中成药

类药物费用降低更为显著。中成药一般成分复杂，药理作用不

清，易产生各类不良反应［５］，近年来卫生部药物不良反应监测

中心报告显示，我国中成药的不良反应呈逐年上升趋势［６］。不

稳定型心绞痛临床路径的实施，促进了合理用药，不仅减轻了

患者的经济负担，更保证了用药安全。同时，临床路径的实施

是对某种疾病的诊疗护理更加科学、规范，为年轻的医护人员

提供了一套工作方法，利于医护人员提高专业业务水平［７］。

综上所述，临床路径在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中的实施是可

行的。但由于研究时间较短，且病例数较少，可能会使该路径

本身的推广受到一定的局限。从目前的实施过程中可以看到

仍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某些医护人员对临床路径的重视

程度不够、对应用持消极态度、临床路径操作标准不统一等［８］，

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临床路径实践中不断改进，加强兄弟医

院间的经验交流，对临床路径中的各项内容不断修改、补充和

完善，使临床路径得到更全面及切合实际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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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甲减与复发性自然流产关系的临床研究
路鸿艳，黄雨恢，陈永刚

【摘　要】　目的　探讨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包括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与复发性自然流产的关系。方法　选择５８例
有复发性自然流产史的妇女为研究组，９２例健康未孕妇女为对照组。应用免疫放射方法检测ＦＴ３、ＦＴ４、ＴＳＨ。结果　①
复发性自然流产组甲减患病率高于对照组，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复发性自然流产组亚甲减的患病
率高于对照组，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③复发性自然流产组内亚甲减的患病率高于临床甲减的患病
率，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④ＴＳＨ水平在复发性自然流产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①复发性自然流产组中甲减包括亚甲减的患病率明显增高，甲减患者与其自身发生复发性自然流产有一
定相关性；②ＴＳＨ的异常可能是诱发复发性自然流产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复发性自然流产；促甲状腺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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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发性自然流产（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ＳＡ）是
指临床上连续发生２次或２次以上的自然流产，是育龄期妇女
常见的妊娠并发症。复发性自然流产的病因十分复杂，确切机

制尚不明确，其中内分泌异常所致的复发性自然流产约占

１２％～１５％，临床发现内科内分泌紊乱也可导致流产，如甲减、
甲亢或糖尿病等［１］。甲状腺功能减退可引起流产，甲减的妇女

经过系统治疗后，甲状腺功能指标接近正常时，流产率极低；未

经过系统治疗或外源性甲状腺激素应用不规范的妇女，血 ＴＳＨ
升高的妇女，流产发生率增加。本文旨在探讨甲状腺功能减退

症对复发性自然流产患者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９月 －２０１１年３月在淄博市妇
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的有复发性自然流产史的患者共

５８例为研究组，均未孕并符合下列条件：①夫妇双方染色体核
型正常；②无自身免疫性疾病史；③无病毒感染史；④无 ＡＢＯ
溶血或ＲＨ溶血史；⑤无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等其他内分
泌疾病史；⑥无生殖道感染、畸形；⑦夫妇双方近期无用药史；
⑧妇科内分泌激素正常；⑨男方精液正常。年龄２４～４２岁，平
均（３０．０５±４．４３）岁。有两次自然流产史者４７例，３次及３次
以上者１１例，流产次数为２～７次。正常对照组：选取９２名未
孕育龄妇女，既往无不孕、流产、死胎、死产史。年龄 ２２～４４
岁，平均（２９．４７±４．０６）岁。
１２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分为两组：复发性自然流产组（ＲＳＡ
组）和正常对照组。所有参与研究的对象均在未孕状态下空腹

抽取静脉血３ｍｌ，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清ＦＴ４、ＦＴ３、ＴＳＨ。
１３　诊断标准　ＴＳＨ＞５μＩＵ／ｍｌ，ＦＴ４水平降低者诊断为临床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减）；ＴＳＨ＞５μＩＵ／ｍｌ，而 ＦＴ４和 ＦＴ３水
平正常者诊断为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亚甲减）。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全部调查结果及实验室数据均输入 Ｅｘｃｅｌ
表，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于各组平均水平
用（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选用 χ２检验。有
关检验给出的检验统计量，用双侧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妇女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病率的比较　两组妇女甲
状腺功能减退症（含亚甲减）患病率的比较，经χ２检验，两组妇
女甲减患病率有明显差异，ＲＳＡ组妇女甲减的患病率高于对照
组，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妇女临床甲
状腺功能减退症患病率的比较，经χ２检验，两组妇女临床甲减

作者单位：２５５０２９山东省淄博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
通讯作者：路鸿艳，电子信箱：１１０１３２２９＠ｑｑ．ｃｏｍ

患病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妇女亚临床甲
状腺功能减退症患病率的比较，ＲＳＡ组妇女亚甲减的患病率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ＲＳＡ组内临床甲减与亚甲减患病率的比
较，亚甲减的患病率明显高于临床甲减，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中，临床甲减与亚甲减患病率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妇女临床甲减和亚甲减患病率的比较（ｎ，％）

组别　 ｎ 临床甲减 亚甲减 χ２值 Ｐ值

ＲＳＡ组 ５８ １（１．７２） ９（１５．５２） ５．３６ ＜０．０５
对照组 ９２ ０（０） ５（５．４３） ３．２９ ＞０．０５
χ２值　 １．６０ ４．２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妇女甲状腺激素水平的比较　两组妇女中ＦＴ３、ＦＴ４、
ＴＳＨ检测结果的比较，ＦＴ３和ＦＴ４的检测结果在ＲＳＡ组和对照
组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ＳＨ的检测结果ＲＳＡ组比
对照组明显升高（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妇女中ＦＴ３、ＦＴ４、ＴＳＨ检测结果的比较

组别　 ｎ ＦＴ３（μＩｕ／ｍｌ） ＦＴ４（μＩＵ／ｍｌ） ＴＳＨ（μＩＵ／ｍｌ）

ＲＳＡ组 ５８ ５．９５±１．１２ １６．６８±４．０９ ２．９８±３．８６
对照组 ９２ ６．１６±０．９９ １６．７３±３．５５ １．９６±２．０６
ｔ值　 １．２０ ０．０８ ２．１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甲状腺疾病是常见的内分泌疾病，而生育年龄妇女是甲状
腺疾病的高发人群。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减）是指由不同原

因引起的甲状腺激素缺乏，机体的代谢和各个系统功能减退而

引起的一组临床综合症，是较常见的内分泌疾病，甲减在育龄

期妇女中的发生率约为２％ ～４％。甲减或甲亢与流产有关这
一观点一直存在争议。印度的一项研究显示，复发性自然流产

妇女中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发生率较高［２］。本研究显示复发

性自然流产组甲减患病率高于对照组，说明甲减与ＲＳＡ的发生
有关，可能是引起ＲＳＡ的原因之一。妊娠合并甲减的妇女在妊
娠期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对孕妇及胎儿的发育将会产生

较大的影响，胎儿可发生先天畸形、流产、早产、死胎等，还会造

成胎儿神经、智力发育所需的甲状腺激素不足，影响到后代的

智力水平［３］。如果在妊娠早期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预后不

受影响［４］。

近几年，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对妊娠的影响越来越受

到重视，其对胎儿的发育也有很大的影响。美国甲状腺协会对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定义为：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水平超

过正常参考值上限，而血清游离甲状腺素水 （下转第１９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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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冠心病患者心房颤动伴长 ＲＲ间期的研究分析
黄俊艳，邵荣誽，张琛琛，杨亮

【摘　要】　目的　观察经皮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确诊的冠心病患者发生持续性心房颤动伴ＲＲ长间期的发生规律及开通
病变血管后的变化，探讨冠心病患者心房颤动合并长ＲＲ间期的意义。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在蚌埠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行经皮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确诊冠心病的心房颤动患者１１２例，在造影手术前后分别进行的２４小时动
态心电图检查中长ＲＲ间期发生的时间及次数，对比支架植入术前后心房颤动合并长ＲＲ间期出现的规律有无变化。结
果　出现＞１．５ｓ的长ＲＲ间期７３例（６５．１７％），夜间出现次数最多，中午次之。其中３９例接受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植
入药物支架开通狭窄的血管，手术后处理血管ＴＩＭＩ分级均为３级或者３级以上，术后动态心电图显示 ＞１．５ｓ的长 ＲＲ
间期仍然是以夜间次数最多，手术前后发生长间期的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冠心病患者的持续性心房颤动合
并长ＲＲ间期与心肌缺血存在一定的关系。
【关键词】　冠状动脉造影；心房颤动；长ＲＲ间期；动态心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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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冠心病的发生和
发展是在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基础上，多重危险因素共同作

用导致的［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斑块渐渐增多造成动脉

腔狭窄，使血流受阻，导致心脏缺血，产生心绞痛，部分患者会

出现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持续性的心律失

常，有很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２］，也可见于正常人、心肌缺血的

患者等，房颤合并长ＲＲ间期是目前临床诊断及临床意义较为
有争议的一类心律失常。通过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可以较
好的发现长ＲＲ间期发生的时间及次数，可对比支架植入术前
后心房颤动合并长ＲＲ间期出现的规律。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是
诊断冠心病的重要手段，目前多采用 Ｊｕｄｋｉｎｓ导管进行［３］。动

态心电图则是观察２４小时心电图，用以观察过去这段时间内
心律是否有改变，心率最快及最慢的情况，ＲＲ间期的长短，在
什么情况下是否出现缺血的表现，这些资料对临床诊断十分有

帮助［４］。笔者回顾了在本院进行冠状动脉造影的诊断为冠心

病的患者的动态心电图，观察长ＲＲ间期的发生规律，重点研究
进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前后患者的动态心电图中长ＲＲ间期
变化的规律以及冠心病患者心房颤动合并长ＲＲ间期的临床意
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 －２０１３年６月期间行
经皮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确诊冠心病的心房颤动患者 １１２例。
选择标准符合１９７９年国际心脏病学会和协会及 ＷＨＯ临床命
名标准联合专题组提出的《缺血性心脏病的命名及诊断标

准》［５］。排除标准：①预激综合征；②近３个月内脑卒中；③近
期急性心肌梗死；④严重的阻塞性或限制性呼吸系统疾病；⑤
肝肾功能不全。

１２　检查方法　动态心电图是应用随身佩带的小型心电记录
仪，长时间连续记录受检者在不同体态下的心电图，又称Ｈｏｌｔｅｒ
心电图，记录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运动状况，包括：ＳＴ水平趋势
图、心率变异、身体运动后的数据及各种心律失常的鉴别诊断。

可以定性、定量诊断心律失常及心肌缺血，确定阵发性晕厥、眩

晕和心悸原因及性质，评定药物疗效及起博器的功能。能够记

录全部的异常心电波，为各类心律失常和患者在２４ｈ内各状态
下所出现的有或无症状性心肌缺血的各种心脏病的诊断提供

精确可靠的依据，在临床应用中，尤其对早期冠心病有较高的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电图室
通讯作者：黄俊艳，电子信箱：ｉａｍｂｂｗｗ＠１６３．ｃｏｍ

检出率。注意事项：①患者戴上记录盒之后，可进行日常各项
活动，如上班、散步、简单家务等；②要避免剧烈的体育运动，避
免接触强烈的磁场和电场，以免心电图波形失真，干扰过多而

影响诊断报告；③监测全程要求患者记录日志，按时间记录活
动状态和有关症状，一份详细完整的生活日志对于正确分析动

态心电图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④动态心电图常常受监测
过程中患者的体位、活动、情绪、睡眠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动

态心电图检测到的结果，应结合病史、症状及其它临床资料综

合分析以作出正确的诊断。对患者在造影手术前后分别进行

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记录期间 ＲＲ间期 ＞１．５ｓ的发作次
数以及各个时间段发作的情况，比较手术前后＞１．５ｓＲＲ间期
发作次数的变化。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均由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数据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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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心房颤动时合并长 ＲＲ间期发生的一般情况　动态
心电图检查存在１．５ｓ以上长ＲＲ间期的患者有７３例，伴发高
血压的患者有３１例。７３例冠心病患者中 ＲＲ间期 ＞１．５ｓ，其
中６例（８．２％）患者最长间期在 １．５～２．０ｓ之间，３５例
（４７．９％）患者最长ＲＲ间期在２．０～２．５ｓ之间，１７例（２３．３％）
患者最长间期在２．５～３．０ｓ之间，１５例（２０．５％）患者最长间
期＞３．０ｓ。ＲＲ间期＞１．５ｓ、＞２．０ｓ、＞２．５ｓ、＞３．０ｓ的发作
次数分别为１２５４２次、４５７６次、２２１６次、５７３次。患者均未服用
任何抗心律失常的药物。２４ｈ内不同时间段 ＲＲ间期 ＞１．５ｓ
的发作次数经过统计，发现发作频率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夜

间发作最频繁，午间发作次之，一日中最长间期也出现在夜间。

２２　术后患者动态心电图变化　７３例患者中有３９例接受冠
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术后３ｄ再次进行动态心电图检查，结果
显示ＲＲ间期＞１．５ｓ、＞２．０ｓ、＞２．５ｓ、＞３．０ｓ的发作次数分
别为７２１３次（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２２１８次（Ｐ＜０．０５，有
统计学意义）、９２３次（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４２８次（Ｐ＞
０．０５，无统计学意义）。

３　讨论
　　经过观察发现，心房颤动合并长 ＲＲ间期在冠心病患者中
发作存在两个高峰，即２３：００～４：００及１０：００～１２：００，说明心
房颤动合并长ＲＲ间期在夜间发作频繁，其次是在中午。这一
变化趋势与人体迷走神经兴奋性有关，与心脏自主神经对心脏

节律的调节规律相符合［６］。自主神经张力的变化可以导致心

房颤动患者的不同心室率，增加副交感神经张力和减低交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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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强化血糖控制对老年糖尿病合并急性胆囊炎非手术治疗预后的影响
范海浪

【摘　要】　目的　探讨血糖控制对老年糖尿病合并急性胆囊炎患者内科治疗时感染控制以及预后的影响。方法　将
５８例老年２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胆囊炎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在抗感染、补液等综合治疗同时，研究组采用胰岛
素强化治疗，对照组普通降糖治疗，在治疗３ｄ和７ｄ后观察体温、腹痛、血糖、中性粒白细胞计数、Ｃ反应蛋白水平，比较
两组治疗效果。结果　治疗３ｄ和７ｄ后，研究组和对照组血糖分别为（７．０±２．３）ｍｍｏｌ／Ｌ、（９．２±３．７）ｍｍｏｌ／Ｌ和
（６．５±１．９）ｍｍｏｌ／Ｌ、（９．８±２．６）ｍｍｏｌ／Ｌ，餐后２小时血糖分别为（１０．８±２．５）ｍｍｏｌ／Ｌ、（１２．５±３．４）ｍｍｏｌ／Ｌ和（８．１±
１．８）ｍｍｏｌ／Ｌ、（１１．９±２．７）ｍｍｏｌ／Ｌ；中性粒白细胞计数分别为（９．５±２．３）×１０９／Ｌ、（１０．８±３．９）×１０９／Ｌ和（６．４±１．２）
×１０９／Ｌ、（８．７±２．９）×１０９／Ｌ；Ｃ反应蛋白分别为（４６．１±３．９）ｍｇ／Ｌ、（５９．６±３．９）ｍｇ／Ｌ和（８．８±２．７）ｍｇ／Ｌ、（２７．３±６．
２）ｍｇ／Ｌ；研究组和对照组治愈率分别为６８．９％和２０．６％，有效率为８９．６％和５５．２％。结论　强化血糖控制有利于老年
糖尿病合并急性胆囊炎患者的感染控制，同时明显提高非手术治疗治愈率和临床疗效。

【关键词】　２型糖尿病；老年；急性胆囊炎；血糖；胰岛素强化治疗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８７．１　Ｒ５７５．６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１１０２

　　２型糖尿病并发胆系结石、胆囊炎临床上极为常见，因老年
患者症状隐匿，免疫力下降，其中相当部分胆囊炎患者以急性

发病入院，而很多患者合并有心脑肺肾等基础疾病或其他因

素，无法急诊手术或不愿采取手术治疗而保守治疗，本文探讨

保守治疗的老年糖尿病合并急性胆囊炎强化血糖控制对其预

后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９月我院急诊科收治老
年２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胆囊炎患者共计５８例，糖尿病诊断标
准参照中华糖尿病学会糖尿病诊治指南（２０１０年版）［１］，所有
患者入院后均经腹部Ｂ超、ＣＴ检查，急性胆囊炎诊断标准参照
文献［２］，排除有化脓性病变或穿孔需紧急手术治疗的患者，按

作者单位：２３９４００安徽省明光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照入院顺序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２９例。研究组男
性２１例，女性８例，合并胆囊结石２０例，酮症４例，黄疸８例，
合并有高血压病和（或）冠心病、陈旧性脑梗死２３例；对照组男
性２０例，女性９例，合并胆囊结石２１例，酮症３例，黄疸１０例，
合并有高血压病和（或）冠心病、陈旧性脑梗死者２１例，两组各
有１例患者有休克征象，所有患者均伴有发热、恶心、呕吐和右
上腹痛症状，发病７２ｈ内就诊。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常规检测血糖、尿糖、糖化血红蛋
白、血尿酮体、电解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甘油三酯和胆

固醇）、心电图和腹部超声，并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体质指数。

所有患者采用低盐低脂半流质饮食，按照体重和卧床状态计算

总热卡，再换算出总食量，研究组按照胰岛素强化治疗，采用睡

前中效胰岛素加三餐前短效胰岛素方案（分别餐前３０ｍｉｎ，采
用甘舒霖Ｒ和甘舒霖Ｎ），小剂量起步，个体化调整胰岛素方

经张力对房室传导起到负性效应，相反则产生正性效应，迷走

神经张力可以增加房室结隐匿性传导，使房室传导减弱，此时

患者会表现出睡眠时心室率较慢。房颤时发生频率及长ＲＲ间
期与时间的关系，与人体自主神经平衡的变化相一致［７］。

心房颤动不等同于冠心病，多数患者的房颤与冠心病并无

必然联系，在冠脉造影等一系列检查排除了冠心病的患者，房

颤有时很严重。不能因为两者症状相似，简单地认为房颤就是

冠心病，这点要注意鉴别［８］。

另外有关心房颤动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房颤的发生与外

科手术、肺部疾病、心力衰竭、心肌梗死、高血压等有关，由于长

期的慢性缺血、供血不足，心脏的起搏及传导系统功能被抑制，

导致阻滞或者异位心律失常的发生。ＮｉｅｌｓｅｎＪＢ等［９］研究发

现，房颤可能具有同Ｂｒｕｇａｄａ综合征相类似的心电图改变，他们
推测右束支传导阻滞可能是心脏传导系统纤维化的表现。长

期慢性缺血可以致心肌纤维化，出现房颤伴传导阻滞的表现，

本研究中冠心病患者开通狭窄血管前后所做２４小时动态心电
图对比发现在开通狭窄血管后心房颤动伴长ＲＲ间期的发生频
数明显下降。这一点也充分说明了冠心病患者心房颤动的发

生在病因学上与心肌慢性缺血有一定的关系，但病变血管的开

通是否能够有效地降低心律失常发生的远期预后还需要更为

大量的临床研究及更长期的随访分析，还可进一步对介入治疗

术后患者行电生理检查以明确有无房室结功能障碍［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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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采用每日 ７次指尖血糖监测，血糖控制标准为空腹 ６～７
ｍｍｏｌ／Ｌ，餐后２ｈ血糖７～９ｍｍｏｌ／Ｌ，对照组采用甘舒霖３０Ｒ早
晚餐前注射，血糖控制标准放宽，空腹血糖小于１０ｍｍｏｌ／Ｌ，餐
后２ｈ血糖小于１５ｍｍｏｌ／Ｌ。所有患者均给予三代头孢菌素联
合奥硝唑抗感染，同时给予充分补液和充足热卡、纠正水电解

质酸碱失衡、退热，同时兼顾维持血压稳定，改善心脑供血及小

剂量抗凝治疗，以７ｄ为治疗观察期，并根据体温、白细胞水平
及腹痛等体征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抗生素剂量或种类。

１３　观察指标　体温、中性粒白细胞计数、Ｃ反应蛋白、血糖水
平。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ＳＰＳ１３．０软件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采用 ｔ检验和 χ２

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两组年龄、糖尿病病程、体质指数、肝肾功能水平、血脂水
平、平均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中性粒白细胞计数及Ｃ反应蛋白
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治疗３ｄ及７ｄ后，
研究组和对照组空腹血糖均下降，但研究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餐后血糖更为显著（Ｐ＜０．０１），中性粒
白细胞计数和Ｃ反应蛋白也逐步下降，同样研究组明显优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在７ｄ时更为明显（Ｐ＜０．０１），见表２；抗感染、
降血糖及综合治疗７ｄ后，研究组治愈２０例，６例腹痛发热症状
好转，血象下降，转入外科择期手术治疗，３例腹痛症状未能消
除，间断发热，血象波动，急诊转至外科手术治疗；对照组治愈６
例、１０例腹痛发热症状好转和１３例腹痛症状未能消除，研究组
治愈率及有效率均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１　两组糖尿病患者一般情况比较（ｘ±ｓ）

组别 ｎ 年龄（岁） 体质指数（ＢＭＩ） 急诊血糖（ｍｍｏｌ／Ｌ） 糖化血红蛋白（％） 中性粒白细胞计数（×１０９／Ｌ） Ｃ反应蛋白（ｍｇ／Ｌ）

研究组 ２９ ６９．４±８．５ ２５．５±３．６ １２．７±６．３ ７．７±１．７ １４．９±３．８ ８７．２±８．６
对照组 ２９７２．６±１０．４ ２５．１±５．４ １１．４±７．８ ７．９±２．２ １３．６±４．３ ８５．４±７．９

表２　两组糖尿病患者治疗后３、７ｄ后生化指标及临床资料比较（ｘ±ｓ）

组别　 ｎ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Ｌ）
３ｄ ７ｄ

餐后２小时血糖（ｍｍｏｌ／Ｌ）
３ｄ ７ｄ

中性粒白细胞计数（×１０９／Ｌ）
３ｄ ７ｄ

Ｃ反应蛋白（ｍｇ／Ｌ）
３ｄ ７ｄ

研究组 ２９ ７．０±２．３ ６．５±１．９ １０．８±２．５ ８．１±１．８ ９．５±２．３ ６．４±１．２ ４６．１±３．９ ８．８±２．７
对照组 ２９ ９．２±３．７ ９．８±２．６＃ １２．５±３．４ １１．９±２．７＃ １０．８±３．９ ８．７±２．９＃ ５９．６±７．７＃ ２７．３±６．２＃

　　注：与研究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３　两组糖尿病患者疗效比较（ｎ，％）

组别　 ｎ 治愈 好转 总有效率 未愈

研究组 ２９ ２０（６８．９） ６（２０．７） ２６（８９．６） ３（１０．４）
对照组 ２９ ６（２０．６） １０（３４．６） １６（５５．２） １３（４４．８）

　　注：与研究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由于２型糖尿病患者胆囊收缩功能下降、肠促胰酶肽Ａ受
体基因表达下调、机体敏感性下降、胰岛素抵抗、过氧化物活化

受体活性降低等因素导致胆汁排泄不畅，容易发生胆石症、胆

囊炎［３］；同时因为糖脂代谢紊乱、胰岛素抵抗等因素，糖尿病患

者细胞免疫功能减退，中性粒细胞游走及吞噬和杀菌能力降

低，单核细胞活力下降，免疫力明显低下，生理机能衰退的老年

人表现更为明显；合并感染后应激性激素如儿茶酚胺、皮质醇

等分泌增强，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加；同时胰高血糖素、生长激素

分泌增加，上述共同因素导致糖原、蛋白质和脂肪分解及生酮、

糖异生作用增强，抑制胰岛素分泌，血糖进一步上升，甚至发生

酮症酸中毒或高渗性昏迷［４－５］，高血糖加重感染且易于扩散，导

致败血症，严重可引起感染性休克。所以控制血糖对老年糖尿

病合并急性胆囊炎患者预后转归有重要临床意义。

血糖控制对糖尿病患者手术预后极为重要，ＮｏｚａｒｉＮ等［６］

研究认为血糖控制在６．１～９．８ｍｍｏｌ／Ｌ预后良好，国内也有报
道在２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胆囊炎患者围手术期强化血糖控制
是手术成功关键因素［７－８］。而对于老年糖尿病合并急性胆囊

炎，同样处于应激状态下，因为免疫机能下降，血糖控制是否合

理，对于其预后转归有重要临床意义。本研究对象均为老年糖

尿病患者，因合并有心脑血管或肺气肿等多种手术高风险疾

病，急性炎症状态下手术风险明显增大，部分家属或患者要求

保守治疗，我们采取胰岛素强化治疗加强控制血糖，临床检验

显示研究组血糖逐步下降，３ｄ后平均空腹血糖餐后２ｈ血糖显
著下降，７ｄ后血糖基本达标，同时在主要针对革兰氏阴性杆菌
的三代头孢菌素和抗厌氧菌奥消唑联合抗感染治疗下，反映炎

症指标的中性粒白细胞计数和Ｃ反应蛋白明显下降，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 ＜０．０１），发热腹痛等临床
症状改善也显著优于对照组；由于血糖控制合理，无１例发生酮

症酸中毒或高渗性状态，研究组治愈率 ６８．９％，总有效率
８９．６％，仅３例感染控制不佳采取急诊手术治疗，对照组治愈率
２０．６％和总有效率５５．２％，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国内多
项报道结果一致［９－１０］。

综上所述，强化血糖控制对于老年糖尿病合并急性胆囊炎

非手术治疗预后意义重大，是一部分保守治疗患者尽快治愈好

转的有力的辅助治疗手段，也为后续外科手术创造相对稳定的

内环境。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有效抗感染和综合治疗下，老年

糖尿病合并急性胆囊炎患者血糖控制标准为空腹６～７ｍｍｏｌ／
Ｌ、餐后２ｈ血糖７～９ｍｍｏｌ／Ｌ，有利于感染控制，但对老年糖尿
病患者具体相对精确的血糖控制范围，需要更大样本量试验进

一步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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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

阿托伐他汀治疗高血压并急性脑梗死疗效观察
孔建华，张洁，徐颖

【摘　要】　目的　探讨阿托伐他汀治疗老年高血压并急性脑梗死的疗效及其对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Ｃｒｅａｃ
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ｈｓＣＲＰ）、Ｄ二聚体（Ｄｄｉｍｅｒ）及颈动脉斑块的影响。方法　选择老年高血压并急性脑梗死患者６７例分为两
组，其中治疗组３５例，对照组３２例，测定治疗前和治疗４周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ＮＩＨＳＳ）评分、血清 ｈｓ
ＣＲＰ、Ｄ二聚体的变化，治疗前和治疗６个月后颈动脉内中膜厚度、粥样硬化斑块的变化。结果　①治疗４周时治疗组
ＮＩＨＳＳ评分、ｈｓＣＲＰ、Ｄ二聚体较对照组明显下降（Ｐ＜０．０５）。②治疗６个月治疗组颈动脉斑块和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ＩＭＴ）较对照组减小（Ｐ＜０．０５）。结论　阿托伐他汀治疗老年高血压并急性脑梗死患者具有良好疗效，应用于老年患
者是比较安全的。

【关键词】　阿托伐他汀；高血压；急性脑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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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血管病是我国老年人主要致残、致死的疾病之一。流行
病学已证明，高血压是脑血管病最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１］，而

老年人是高血压的高发人群。长期高血压可引起动脉粥样硬

化。研究表明，动脉粥样硬化是脑血管病发病的病理基础，慢

性炎症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２］。ｈｓ
ＣＲＰ作为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参与了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
病生理全过程，其浓度增高与脑梗死关系密切。在血栓形成过

程中Ｄ二聚体是纤维蛋白的特异性降解产物，研究显示其可作
为急性脑梗死病程判断及疗效观察的指标［３］。阿托伐他汀经

常用于心血管疾病的二级预防，而用于急性脑梗死的报道较

少。本研究主要是观察阿托伐他汀治疗老年高血压并急性脑

梗死患者的疗效及其在老年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住院的老年
高血压并脑梗死患者６７例，均符合：①１９９９年 ＷＨＯ／ＩＳＨ高血
压治疗指南建议的高血压诊断标准，除外继发性高血压、糖尿

病；②１９９５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
经头颅ＣＴ和（或）磁共振扫描确诊脑梗死。排除标准：无脑出
血、心、肝、肾等脏器严重功能障碍及感染、肿瘤、严重精神疾

病。将入选患者随机分为阿托伐他汀组（治疗组）和常规治疗

组（对照组），治疗组３５例，男性２１例，女性１４例，年龄６８～９１

岁，平均（８０．７±５．３）岁；对照组３２例，男性２０例，女性１２例，
年龄７０～９０岁，平均（８１．８±４．８）岁。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
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及口服降压药
物等治疗，将血压控制１５０／９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抗血小板等常规改善脑供血治疗；在用药前１个月未服降脂
药。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阿托伐他汀钙片（立普妥，

２０ｍｇ／片，辉瑞制药有限公司）每晚顿服２０ｍｇ，治疗６个月。
１３　疗效评估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评分标准
（ＮＩＨＳＳ），于治疗前及治疗后４周进行评分。
１４　检测指标　在治疗前及治疗４周后分别进行血清ｈｓＣＲＰ
和Ｄ二聚体的检测。治疗６个月后复查颈动脉超声了解斑块
大小及颈动脉内中膜厚度（ＭＴ）。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包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组内比较应用配对ｔ检验，组间比较应用 ｔ检验。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治疗后ＮＩＨＳＳ评分、ｈｓＣＲＰ和 Ｄ二聚体的比较　两
组治疗后 ＮＩＨＳＳ评分、ｈｓＣＲＰ和 Ｄ二聚体较治疗前均下降
（Ｐ＜０．０１）；治疗组 ＮＩＨＳＳ评分、ｈｓＣＲＰ和 Ｄ二聚体水平较对
照组下降明显（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老年高血压并急性脑梗死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ＳＳ、ｈｓＣＲＰ和Ｄ二聚体的变化（ｘ±ｓ）

组别 ｎ
治疗前

ＮＩＨＳＳ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Ｄ二聚体（ｍｇ／Ｌ）
治疗后

ＮＩＨＳＳ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Ｄ二聚体（ｍｇ／Ｌ）
治疗组 ３５ １３．２１±１．６６ ８．３２±３．３５ ２．１４±０．６７ ６．８８±１．１３ １．３０±１．０５ ０．３２±０．１１
对照组 ３２ １２．９８±１．４８ ８．１２±２．８５ ２．０９±０．５３ ８．９６±１．２５ ２．６１±１．２５ １．３７±０．２３

２２　治疗前后两组颈动脉彩超的变化　治疗后治疗组颈动脉
斑块大小和内膜中层厚度（ＩＭＴ）较治疗前缩小（Ｐ＜０．０５）；对
照组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老年高血压并急性脑梗死患者治疗前后颈动脉超声变化（ｘ±ｓ）

组别 ｎ
治疗前

斑块大小（ｃｍ２） ＩＭＴ（ｍｍ）
治疗后

斑块大小（ｃｍ２） ＩＭＴ（ｍｍ）
治疗组 ３５ ０．０８９±０．０４７ １．２３±０．１５ ０．０５３±０．０２８ ０．８９±０．１０
对照组 ３２ ０．０９１±０．０５２ １．２５±０．１２ ０．０８６±０．０４９ １．２０±０．１７

２３　不良反应　治疗组２例出现早期转氨酶轻度升高，再次复
查正常。所有患者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３　讨论
　　高血压是诱发脑梗死的主要危险因素，高血压人群由于动
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明显高于非高血压人群。老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３８北京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干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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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群脑血管病的主要病因是动脉粥样硬化。由于动脉不稳

定斑块发生内膜破裂、斑块内出血或溃疡形成，启动凝血机制，

造成局部血栓形成，血栓脱落入脑，阻塞脑内动脉，致血管闭

塞，即引发脑梗死，故稳定动脉硬化斑块，防止缺血性脑卒中的

进展是治疗急性脑梗死的关键。阿托伐他汀是甲基羟戊二酰

辅酶Ａ还原酶抑制剂，抑制内源性胆固醇的合成，可降低血液
中的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Ｃ），为临床常见降脂药物。同时他汀
类药物还具有恢复内皮功能、抗血小板血栓形成、减少炎性反

应等作用。本研究在常规治疗基础之上加用阿托伐他汀，治疗

组ＮＩＨＳＳ评分较对照组降低明显，说明阿托伐他汀可更好地改
善急性脑梗死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具有良好的疗效。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炎症性疾病，血清ＣＲＰ体现体内炎症
反应程度，其增高可能是炎症扩大、斑块破裂的前兆，是动脉粥

样硬化的危险预测标志。ＣＲＰ可直接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形
成和发展。由于脑缺血后脑组织出现一系列的病理改变，直接

导致炎症介质释放，促进ｈｓＣＲＰ的合成，ｈｓＣＲＰ沉积在血管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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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１７２０例高危妊娠临床资料分析
肖玉会，李淑娟，袁会文，尚涛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高危妊娠临床资料分析，不断提高高危妊娠筛查及管理水平。方法　选取１７２０例高危妊娠
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高危妊娠发生率４４．２％，高危妊娠一般发生在妊娠中晚期，且与孕妇年龄、孕次及户籍有
关，即年龄≥３５岁、第２次及以上妊娠者及外地户籍者高危妊娠发生率明显增加。高危因素中人工流产≥２次居首位，
占１７．７％，其次为妊娠合并内科疾病（１７．５％）、胎膜早破（９．３％）、羊水量异常（８．９％）、疤痕子宫（７．８％）、年龄
（７．７％）及体重异常（６．９％）等；高危妊娠孕妇剖宫产率及围产儿死亡率明显增加。结论　加大对育龄妇女的宣传教育
力度，加强孕期保健与监护，及时识别筛查高危因素，建立高危妊娠管理体系，加强高危妊娠的筛选与管理，可降低不良

妊娠结局发生率。

【关键词】　高危妊娠；孕产妇；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１４０２

　　高危妊娠指在妊娠期间母胎有某种合并症、并发症或有致
病因素可能危害孕妇、胎儿及新生儿或导致难产者，致不良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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娠结局的发生［１］。因此，做好孕期保健，定期产前检查，早期发

现高危因素，加强高危妊娠管理，是降低孕产妇和围产儿患病

率、保障母婴安康的一个重要有效措施［２］。本文对我院２０１０
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８月住院分娩的１７２０例高危妊娠病例进行分
析，以制定合理有效的干预措施。

内，并调理天然ＬＤＬＣ，使其成为泡沫细胞，ｈｓＣＲＰ与泡沫细胞
和补体复合物共存，导致血管内皮损伤、血管痉挛，增加了纤溶

原激活物抑制剂的表达及其生物活性，导致纤溶系统失衡，进

而引起血栓形成［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ｈｓＣＲＰ水平升高者发
生急性脑卒中的几率是正常健康人的２倍［５］，ｈｓＣＲＰ水平与脑
梗死面积、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相关，是反映脑梗死患者病变程

度的指标之一［６］。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对照组血清 ｈｓ
ＣＲＰ水平在治疗后均有降低，而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下降更明
显，提示阿托伐他汀具有减轻炎症，抑制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

作用。

Ｄ二聚体是交联状纤维蛋白经纤溶酶降解后的最小肽段，
其在血浆中稳定性好、敏感性高、特异性强。在正常人血中含

量很低，机体血栓形成并继发纤溶时，才会大量出现，可作为体

内存在高凝状态和继发纤溶的敏感性特异性标记。检测血浆

中Ｄ二聚体含量对早期诊断血栓性疾病有重要价值。急性脑
梗死后由于血脑屏障功能破坏，脑组织成分进入血液循环，刺

激凝血过程，继而使纤溶功能也反应性增强，出现高凝低溶的

失衡状态，Ｄ二聚体含量也相应升高。近年研究发现，Ｄ二聚
体浓度与急性脑梗死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是急性脑梗死早期诊

断、判断病情程度的良好指标［７］。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的Ｄ二
聚体水平在治疗后均降低，且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降低更明

显，表示阿托伐他汀可激活纤溶系统，促进纤维蛋白清除，具有

抗血栓作用。

颈动脉硬化是全身动脉粥样硬化早期评价和预测指标［８］，

也是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９］，粥样硬化斑块是由

结缔组织纤维帽、脂质核心和坏死碎片构成，任何一种成分的

减少均可以导致斑块体积的减小。研究显示阿托伐他汀可改

善血管内皮功能，缩小斑块的内脂质，稳固斑块纤维帽，抗炎减

弱单核细胞的趋化作用，减少泡沫细胞的数目，抑制平滑肌细

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最大限度地稳定斑块并使其退缩［１０］。

颈动脉超声是一种无创检查手段，可观察粥样硬化斑块的大

小、形态及性质，判断脑梗死灶的变化情况。本研究结果显示，

治疗６个月后对照组斑块、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有下降趋势，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治疗组斑块大小、颈动脉内
膜中层厚度明显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阿托
伐他汀具有降低颈动脉内中膜厚度、缩小颈动脉斑块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可阻断斑块进展和逆转颈动脉粥样斑块，对于防

治脑梗死复发具有重要意义。

他汀类药物是调脂治疗的一线药物，近年来在防治心血管

疾病中应用广泛。本研究采用标准剂量的阿托伐他汀治疗老

年高血压并急性脑梗死患者，发现患者神经功能评分明显改

善，血清ｈｓＣＲＰ、Ｄ二聚体水平下降，颈动脉斑块、内中膜厚度
缩小，阿托伐他汀具有抗炎、抗血栓、延缓斑块进展的作用，对

防治老年高血压合并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发生和进展有着积极

的作用。本研究纳入的多为老年患者，在治疗期间肝肾功能、

血糖、血压均无明显变化，应用阿托伐他汀未见严重不良反应，

表明阿托伐他汀在老年人群中应用较安全、有效、耐受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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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８月在我院住院分娩的
孕妇３８９０例，其中高危妊娠孕妇１７２０例。高危孕妇中本地户
籍４７３例，外地户籍１２４７例；初孕妇４９２例，第２次及以上妊娠
者１２２８例；年龄最小１７岁，最大４５岁，其中≥３５岁孕妇共２３０
例，其中高危妊娠１６８例。选取同期住院分娩无高危因素的正
常健康孕妇１７２０例作为对照。
１２　方法　产科门诊对首次产前检查的孕妇建册，详细询问
既往病史，进行体格检查、专科查体及必要的辅助检查，如血常

规、尿常规、白带常规、生化全项、乙肝、梅毒和艾滋病抗体检

查、心电图、宫颈ＴＣＴ检查、腹部 Ｂ超及盆腔 Ｂ超检查，初步筛
查确定高危妊娠者，根据高危因素情况给予相应处理，必要时

加强产前检查次数。在产前检查中随时发现高危因素随时评

估，并登记入册，除常规产前检查项目外，针对不同高危因素做

相应保健指导及治疗方案，同时将孕期注意事项、处理方案、下

次复诊时间向孕妇及家属详细说明，必要时收住入院观察治

疗。重症高危妊娠填写个案表，追踪随访，逐级上报。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果
２１　高危妊娠发生率及户籍分布　２年中我院分娩３８９０例，
其中筛查出高危妊娠１７２０例，发生率为４４．２％，与文献［３－５］报

道结果不尽相同，可能与地区差异及样本量有关。本地户籍孕

妇１４３０例，高危妊娠 ４７３例，本地户籍高危妊娠发生率为
３３．１％，占高危妊娠总数的２７．５％；外地户籍共２４６０例，高危
妊娠 １２４７例，高危妊娠发生率 ５０．７％，占高危妊娠总数的
７２．５％，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１３．７５，Ｐ＝０．０００）。
２２　高危妊娠发生的时间　１７２０例高危妊娠中发生在孕２０周
之前的１２２例，占７．１％；２０～２８周的１０４５例，占６０．８％；２８～３６
周的３５０例，占２０．３％；３７周以后发生２０３例，占１１．８％。
２３　高危妊娠的发生与年龄和孕次的关系　３８９０例孕妇中≥
３５岁孕妇 ２３０例，其中高危妊娠 １２８例，高危妊娠发生率为
５５．７％，≤３５岁孕妇３６６０例，高危妊娠１５９２例，高危妊娠发生率
４３．５％，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２．９６，Ｐ＝０．０００）。
３８９０例孕妇中初孕妇１０１２例，高危妊娠４９２例，占高危妊娠总数
２８．６％，第２次及以上妊娠者２８７８例，高危妊娠１２２８例，占高危
妊娠总数７１．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０．７４，Ｐ＝０．００１）。
２４　高危妊娠高危因素分布及构成　本文统计结果显示，高危
妊娠中高危因素顺位分布及构成依次为：人工流产≥２次
（１７．７％）、妊娠合并内科疾病（１７．５％）、胎膜早破（９．３％）、羊水
量异常（８．９％）、疤痕子宫（７．８％）、年龄 ＜１８岁或 ＞３５岁
（７．７％）、体重异常（６．９％）、妊娠期高血压疾病（５．１％）、孕晚期
胎位异常（４．１％）、异常孕产史（４．０％）、骨盆异常（３．５％）、难产
史（２．１％）、多胎妊娠（１．３％）、妊娠合并外科疾病（１．２％）、产前
出血（０．８％）、过期妊娠（０．７％）、软产道异常（０．５％）、胎儿生长
受限（０．４％）、死胎死产（０．３％）、盆腔肿瘤（０．２％）。
２５　高危妊娠与正常妊娠分娩方式及围产儿死亡情况比较　
本文统计结果显示，高危妊娠组剖宫产率明显高于正常妊娠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同时结果显示，高危妊娠组
新生儿死亡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３　讨论
３．１　高危妊娠发生情况　本研究发现，我院近２年高危妊娠
发生率为４４．２％，且多发生在妊娠中晚期，提示孕期系统产前
检查可早期筛查出高危因素，及时进行干预和指导，使孕妇安

全地度过妊娠和分娩，降低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率；从孕妇的

年龄和孕产史来看，孕妇年龄越大，孕次越多，发生高危妊娠几

率越大；从户籍来看，外地户籍孕妇高危妊娠发生率明显高于

本地户籍。近年来我区外地户籍孕产妇明显多于本地户籍，且

外地户籍孕产妇高龄、多产、计划外妊娠及无系统产检等现象

普遍，这些都是高危妊娠发生的高危因素。因此，各级卫生行

政部门应加强对流动人口育龄妇女的管理，加强孕妇的孕期自

我保健意识，以降低高危妊娠的发生。

表１　高危妊娠与正常妊娠分娩方式及围产儿死亡情况比较（ｎ，％）

组别 ｎ
分娩方式

阴道分娩 剖宫产
围产儿死亡

高危妊娠组 １７２０ ５６０（３２．６） １１６０（６７．４） ４（０．２）
正常妊娠组 １７２０ １０６７（６２．０） ６５３（３８．０） ０（０．０）
χ２值 ２９９．７ ４．０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５

３２　高危妊娠高危因素分布情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流
产≥２次居高危因素首位，与文献［６－７］报道结果一致，其次是妊

娠合并内科疾病、胎膜早破、羊水量异常、瘢痕子宫及年龄和体

重异常等。目前由于婚前性行为的普遍存在，加之避孕知识缺

乏，使计划外妊娠比例逐渐增加，致使人工流产人数及多次人

工流产越来越多。人工流产对妇女的危害不只是手术的痛苦

和术中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还能导致远期的一些不良影响，如

术后不孕、异位妊娠、自然流产、盆腔炎、胎盘粘连植入及产后

出血等，均危及患者健康和生命。因此，必须加强育龄妇女计

划生育工作指导，减少计划外妊娠和人工流产的发生［８］，以降

低高危妊娠的发生率。其次，由于近年来剖宫产率居高不下，

使瘢痕子宫妊娠越来越多，由此产生的高危妊娠逐年增加，严

重影响母婴预后［９－１０］。因此，要严格掌握剖宫产指征，降低剖

宫产率和高危妊娠发生率，以促进阴道分娩保障母婴安康。

３３　高危妊娠分娩方式及妊娠结局情况　本资料研究结果提
示，高危妊娠剖宫产率及围产儿死亡率明显高于正常妊娠。因

此，孕期要定期产前检查，早期发现高危因素，科学管理，以进

一步降低剖宫产率和围产儿死亡率，是保证良好妊娠结局的重

要方法。

３４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加强高危妊娠的筛选与管理，降低不
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积极举办妇女保健
知识讲座，加强生殖、避孕、性传播疾病的防治以及人流和剖宫

产对人体近远期的不良影响等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

使育龄妇女逐渐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妇幼保健机构和产科工

作人员要提高对高危妊娠的识别和筛查能力，同时应根据妊娠

不同阶段，高危因素的分布特点，有重点地抓好高危妊娠的筛

查管理。卫生行政部门应明确各级医院高危妊娠的分级管理

职责，督促做好围产期高危筛选、登记、通知、转诊、监护及随访

等管理工作，从而有效提高孕期保健质量，降低高危妊娠等不

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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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改良经鼻内镜下泪囊鼻腔造孔术的临床应用
袁章流，方佳玲，彭俊荣，黄雅漫

【摘　要】　目的　探讨改良经鼻内镜下泪囊鼻腔造孔术的黏膜瓣制作和吻合方式及其临床效果。方法　通过对造孔
处鼻黏骨膜瓣的“Ｈ”形切开、翻瓣，造孔，泪囊黏膜瓣的“工”形切开，鼻黏骨膜瓣与泪囊黏膜瓣的“Ｈ工”吻合及膨胀海
绵固定方式等的改良处理，在鼻内镜下完成泪囊鼻腔造孔术治疗慢性泪囊炎３２例（３３眼）。结果　术后随访６～１２个
月，平均９个月，２９例（３０眼）治愈，溢泪症状消失，鼻腔造孔通畅；２例（２眼）好转，溢泪症状改善；１例（１眼）术后３个
月造孔瘢痕闭锁，无效；治愈率９０．９０％（３０／３３眼）。所有患者未出现严重并发症。结论　改良黏膜瓣制作和吻合方式
的经鼻内镜下泪囊鼻腔造孔术，操作简单，黏膜愈合快，提高了治愈率，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泪囊鼻腔造孔术；改良；鼻内镜；慢性泪囊炎；黏膜瓣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７７．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１６０２

　　慢性泪囊炎是眼科常见泪器疾病，传统的手术治疗为鼻外
径路泪囊鼻腔吻合术，该手术方式的临床疗效尚可，但术后存

在面部瘢痕，泪点可能移位，内眦韧带被切断，眼轮匝肌部分损

伤等缺点，手术操作较复杂。近年来随着鼻内镜技术的迅速发

展，经鼻内镜下泪囊鼻腔造孔术已经成为鼻眼相关外科的主要

手术之一，其具有不影响美容、组织损伤轻、治愈率高，较鼻外

泪囊鼻腔吻合术有明显优点［１］。我科通过改良黏膜瓣制作和

吻合方式的经鼻内镜下泪囊鼻腔造孔术治疗慢性泪囊炎３２例
（３３眼），取得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于２００９年３月 －２０１３年３月我科收治确诊
为慢性泪囊炎的患者３２例（３３眼）。男性４例，女性２８例；年
龄２８～６５岁，平均４４岁。所有病例均无鼻腔及泪囊切开手术
史，术前行泪道冲洗不通，行泪道碘油造影提示鼻泪管阻塞。

其中有小泪囊１１例（１２眼）；有３例曾行泪道逆行置管术后复
发；有３例患侧上泪小点闭锁，同侧下泪小点变形、泪小管狭
窄，但均能探通至泪囊腔内；所有病例均排除泪总管阻塞或上、

下泪小管同时阻塞病例及瘢痕体质的病例。所有病例经鼻内

镜检查，患侧鼻中隔严重偏曲３例；中鼻道少许息肉伴钩突肥
大２例。有２０例（２１眼）行鼻窦薄层 ＣＴ检查，均显示泪囊位
置未见明显异常。

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手术器械　手术用器械为 Ｓｔｏｒｚ公司生产的鼻内镜
ＴｅｌｅｃａｍＳＬⅡ摄像系统，１７５Ｗ氙灯冷光源及好克公司生产的手
术器械，术中操作以广角０°镜为主。动力系统使用 Ｓｔｏｒｚ公司
ＵｎｉｄｒｉｖｅＥｃｏ系统，术中应用１５°的３ｍｍ直径金钢石磨钻。上
颌骨额突咬除使用好克公司的９０°３ｍｍ无孔强力颌窦钳及０°
３ｍｍ有孔直咬切钳。特殊专用手术器械包括泪点扩张器，６号
冲洗式泪道探针，弧形骨凿，锤子，剥离子，１５°一次性眼科手术
刀等。

１２２　手术麻醉　可根据患者对手术的恐惧心理及要求选择
全麻或局麻。

１２３　手术步骤　术前予含０．１‰肾上腺素纱布条充分收缩
鼻甲，暴露术野。合并有鼻中隔严重偏曲或中鼻道少许息肉伴

钩突肥大者先行手术处理。

１２３１　鼻黏骨膜　“Ｈ”形切开及翻瓣。以钩突为后界，将平
中鼻甲腋前起的鼻腔侧壁黏膜面上，以１５°一次性眼科手术刀
作二条互相平行的纵切口，长约１５ｍｍ，间距约１０ｍｍ；再于二
条平行的纵切口中间作垂直切开相接。黏骨膜切开后，再从中

间沿骨表面将之向上、下方向剥离，将向上黏骨膜瓣翻转至中

作者单位：５１６４００广东省海丰县彭湃纪念医院眼耳鼻咽喉科
通讯作者：袁章流，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ｌｉｕｙ＠１６３．ｃｏｍ

鼻道，予少块纱布块固定；下方黏骨膜瓣向下翻转，可见泪骨前

部、上颌骨额突及两者之间的泪颌缝。

１２３２　造孔　用弧形骨凿自上颌骨额突下部与泪骨接合处
开始凿开一小口，然后插入咬骨钳逐步向上扩大骨孔；其中骨

质较厚的上颌骨额突上部先用金钢石磨钻磨薄，再予咬钳咬

除，或用骨凿逐次削除，至形成约１０ｍｍ×８ｍｍ的骨窗，可见淡
蓝色的泪囊内壁。再经下泪小点导入探针进入泪囊，摇动探

针，经内镜观察可确定是否为泪囊。

１２３３　泪囊黏膜瓣的“工”形切开，鼻黏骨膜瓣与泪囊黏膜
瓣的“Ｈ工”吻合及膨胀海绵固定　具体方法为：用１５°一次性
眼科手术刀先切开泪囊内壁上缘，再切开泪囊内壁下缘，最后

于上、下缘中间垂直切开，形成“工”字形切口。予庆大生理盐

水冲洗泪道至洁净。泪囊黏膜切开后，黏膜瓣向后缘及前缘翻

转。后缘与钩突前缘黏膜相贴近，前缘与鼻外侧壁黏膜贴近。

再复位造孔处上方及下方的鼻黏膜瓣，刚好分别贴近造孔的上

缘及下缘。检查泪囊黏膜翻瓣后与鼻黏膜相贴紧情况，予刨刀

去除多余的黏膜，用可吸收止血纱布小块局部填压后，将剪成

底约５ｍｍ、高约１０ｍｍ的三角形膨胀海绵放入泪囊内，注入庆
大生理盐水扩张并固定泪囊瓣；再用２小块三角形膨胀海绵分
别对称放置于造孔的内上缘及外下缘，予平压鼻腔黏膜瓣。最

后用长约１０ｍｍ方块膨胀海绵放置在鼻腔黏膜造口处和对应
鼻中隔之间，起固定作用。固定于鼻中隔的膨胀海绵于术后５
ｄ取出，其余３块膨胀海绵需于术后７ｄ取出。
１３　术后处理及复诊　术后常规给予抗生素抗炎治疗２周。
除取鼻腔堵塞物后，局部处理及复诊：①泪道冲洗；术后２周
内，隔日１次；２周后，根据病情确定泪道冲洗间隙时间至痊愈。
②清洗鼻腔：予庆大生理盐水洗鼻，１次／ｄ，至术后１个月。③
鼻喷激素：布地奈德持续使用８周。④鼻内镜下换药；取除鼻
腔堵塞物后５～７ｄ，行鼻内镜下首次换药；１个月内每周１次，１
个月后依黏膜恢复情况确定间隙时间至痊愈。

２　结果
　　参照吴四海等［２］的疗效判定标准，术后随访６～１２个月，
本组３２例（３３眼），治愈２９例（３０眼），好转２例（２眼），无效１
例（１眼），治愈率９０．９０％（３０／３３眼），总有效率９６．９７％。鼻
内镜下观察，治愈病例，造孔均存在，直径均为３～６ｍｍ；２例好
转病例，造孔狭窄，直径 ＜３ｍｍ；１例无效病例造孔瘢痕闭锁，
患者拒绝进一步治疗。所有患者未出现眼眶内感染、脑脊液鼻

漏等严重并发症。

３　讨论
　　慢性泪囊炎多因鼻泪管狭窄所致，多见于中老年女性。解
剖上泪囊内侧与鼻丘仅隔一层骨壁，经鼻内径路是泪囊手术最

短捷的入路。随着鼻内镜技术在慢性泪囊炎泪囊鼻腔造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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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逐渐成熟和鼻眼相关疾病研究深入，该项手术已经成为鼻眼

相关外科中的常规手术，其具有无面部疤痕、组织损伤小，而且

鼻内镜手术不损伤眼轮匝肌，很好地维护了泪液泵系统［３－４］，

有取代鼻外径路泪囊鼻腔吻合术的趋势。但国内外早期报道

及远期疗效随访显示经鼻内镜下泪囊造孔术治疗慢性泪囊炎

的手术成功率低于鼻外径路手术方式［５－６］，并认为其手术效果

与骨窗大小和术后黏膜瘢痕有关；骨质创面暴露和黏膜缺失是

导致黏膜愈合过程瘢痕增生的难以避免的主要原因［１］。鼻内

镜下泪囊鼻腔造孔术经历了从当初的不保留鼻腔黏膜，如银夹

法或联合置管［７］；发展到如今的保留鼻腔黏膜，以减少骨创面

面积，减少瘢痕形成，并成为术者努力的主要手段［１］。多数学

者［１，８－１０］目前的制瓣方法主要为：将泪囊瓣（单瓣）后翻与钩突

前缘黏膜相贴，将鼻腔黏膜Ｕ形瓣（单瓣）覆盖于骨窗上前缘。
笔者认为鼻腔黏膜Ｕ形瓣由于较细长易移位，或自然回复而易
覆盖造孔处，导致手术失败；另一方面骨窗上前缘无泪囊瓣覆

盖，该处易产生肉芽组织堵塞造孔之弊。笔者经临床实践，对

该手术方式进行创新及手术技巧如下。

第一，造孔处“Ｈ工”黏膜瓣相吻合。将造孔处鼻黏骨膜作
“Ｈ”形切开，这样切开的黏骨膜瓣复位后，能保障造口处上方
及下方骨质有足够的黏膜覆盖。再将对应的泪囊黏膜瓣“工”

字形切开，将其翻瓣后能覆盖造孔处后面及前面的骨质。这样

就能使到骨窗四周的骨质基本上都有黏膜覆盖。

第二，造骨窗的技巧。操作时骨凿可紧推压下方黏骨膜

瓣，这样不会影响视野。上颌骨额突下部骨质较薄，先插入０°
咬切钳入裂孔内，向上部扩大；上颌骨额突上部较厚骨质可用

骨凿逐次削薄削减，或电钻磨薄成“坡”状，然后再用强力颌窦

钳咬除。

第三，切开鼻黏骨膜及泪囊黏膜的技巧。我们多选用１５°
一次性眼科手术刀，由于刀柄长，刀片细小锋利，用它切开鼻黏

骨膜及泪囊黏膜整齐且方便。

采用上述改良的泪囊鼻腔造孔术完成３２例（３３眼）手术，
随访６～１２个月，治愈率９０．９０％（３０／３３眼），总有效率９６．９７％
（３２／３３眼），术后黏膜愈合快，临床效果满意，可见大泪囊的造
孔多呈椭圆形，小泪囊的造孔多呈圆形。尽管我们采取了许多

措施，但术后肉芽形成仍不可避免，发生率为３６．３６％（１２／３３
眼），且部位多在造孔的后上缘或前上缘黏膜接口处。因此，定

期内镜下换药，及时钳除肉芽组织对保证疗效至关重要。２例
有效病例及１例无效病例，术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泪小点狭

窄、泪小管粘连和狭窄。经多次行泪道扩张及探通后，泪小点

均已外翻变形呈扁平状，失去了正常的“火山口样”结构，从而

导致其使泪液引流的毛细管虹吸作用减弱。由于泪道功能的

减弱，导致泪道造孔也随之塑形变狭窄；一旦由于炎症等原因

出现泪小管完全阻塞，可导致造孔废用性瘢痕闭锁。周兵等［１］

认为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泪小点变形、泪小管粘

连和狭窄为泪囊鼻腔造孔术手术失败更为主要的内在因素。１
例无效病例，因患者术后回外地过年，未按期复查，至术后３个
月时，造孔瘢痕闭锁，患者拒绝再次手术治疗。其预防措施在

于应向患者强调术后复查的重要性。

总之，我科采用改良造孔处黏膜瓣制作和吻合方式的经鼻

内镜下泪囊鼻腔造孔术，操作简单，黏膜愈合快，提高了手术成

功率，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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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全科医学》杂志启用“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检测系统”

及“万方数据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的通知

　　近年来学术不端事件时有发生，少数作者抄袭、剽窃、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
视。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确保稿件质量，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净化学术研究环境，本刊编辑部正式启用“科技期刊学术

不端文献检测系统（ＡＭＬＣ）”及“万方数据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
ＡＭＬＣ系统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科技部、全国科研诚信管理委员会等单位指导，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与清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研制开发。该系统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对比数据库，收录了７０００余
种期刊的全文文献２４００多万篇、已答辩的７０多万篇硕士学位论文和近１０万篇博士学位论文及部分会议论文、专利等。万方数据
论文相似性检测服务基于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万方数据核心数据资源，检测新论文和已发表论文的相

似片段。可有效检测来稿是否存在抄袭、一稿多投、不当署名、伪造、篡改等多种学术不端行为。

本刊将利用ＡＭＬＣ系统及万方数据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对所有来稿进行自动检测，进一步加强稿件初审力度，对于检测出严
重问题的稿件将记录在案，相关作者记入黑名单，不再接受其投稿。希望广大作者加强自律，共同维护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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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硫酸镁和酚妥拉明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疗效观察
石承家

【摘　要】　目的　观察硫酸镁和酚妥拉明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疗效。方法　将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３月收治的１２０
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６０例，对照组６０例，两组均常规给予镇静、吸氧、雾化、抗感染、止咳祛痰平喘等治
疗，治疗组除给予常规治疗外，同时给予硫酸镁联合酚妥拉明微泵输液治疗，一般用３～５ｄ为一个疗程，对照组仅给予
常规治疗。结果　治疗组治愈５２例，好转７例，无效１例，总有效率９８．４％；对照组治愈４１例，好转１２例，无效７例，总
有效率８８．３％。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应用硫酸镁联合酚
妥拉明治疗毛细支气管炎临床疗效显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硫酸镁；酚妥拉明；毛细支气管炎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６２．１１　Ｒ７２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１８０２

　　毛细支气管炎是一种婴幼儿时期较常见的严重的急性下
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多见于２岁以内的儿童，以咳嗽、喘憋、三
凹征和喘鸣为主要的临床特点，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肺炎，又称

为喘憋性肺炎。目前尚无特效的治疗方法［１］，临床多采用对症

处理。我院从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３月共收治１２０例毛细支
气管炎患儿，其中６０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同时给予硫酸镁
联合酚妥拉明治疗，取得较好的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共收治毛细
支气管炎患儿１２０例，男６４例，女５６例。年龄３６ｄ～１８个月，
平均年龄８个月。我们将其随机分成治疗组６０例和对照组６０
例，所有病例均符合毛细支气管炎的诊断标准［２］。两组患儿在

性别、年龄、病程和病情轻重程度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

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儿均常规给予镇静、吸氧、雾化、抗感
染、止咳祛痰平喘等治疗，治疗组除了给予上述治疗外，同时给

予２５％硫酸镁０．２ｍｌ／（ｋｇ·ｄ）加入５％葡萄糖注射液３０ｍｌ中
用微泵输液３ｈ，酚妥拉明２～５μｇ／（ｋｇ·ｍｉｎ）加入另一瓶５％
葡萄糖注射液３０ｍｌ中也用微泵输液３ｈ，一般连用３～５ｄ为
一个疗程，观察治疗后患儿的咳喘、双肺喘鸣音和湿音等症

状、体征改善的时间及平均住院天数，同时观察不良反应的发

生情况。

１３　疗效评价标准［３］　治疗７ｄ后观察疗效，痊愈：呼吸困难
消失，喘憋、咳嗽、肺部喘鸣音或湿音消失，缺氧改善；好转：

呼吸困难缓解，喘憋、咳嗽、肺部喘鸣音或湿音减少；无效：症

状、体征均无好转，喘憋仍明显，肺部仍有较多的喘鸣音或湿

音。有效＝痊愈＋好转。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两组比较采用ｔ检
验；两组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果
　　治疗组的平均住院天数、喘憋、肺部音及咳嗽消失时间
均明显短于对照组，见表１，治疗组总有效率为９８．４％，明显高
于对照组８８．３％，见表２。

３　讨论
　　毛细支气管炎主要由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所致，其次也可
由腺病毒、副流感病毒、鼻病毒及肺炎支原体等引起。为婴幼

儿常见的下呼吸道感染，仅见于２岁以下小儿，８０％以上的病
例在１岁以内，临床以咳嗽、喘憋、三凹征和肺部喘鸣音为其突
出表现，若治疗不及时，易致呼吸衰竭。本病的高峰期在呼吸

困难发生后４８～７２ｈ，病程一般约１～２周。本病主要侵犯直
径为７５～３００μｍ的毛细支细管，表现为纤毛上皮细胞的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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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毛细支气管周围间质有淋巴细胞的浸润，黏膜下层充血、水

肿和腺体增生，黏膜肿胀，黏液分泌增多，同时坏死脱落的上皮

细胞碎片与炎症细胞和分泌物中的纤维素形成栓子，造成管腔

堵塞［２］。由于支气管平滑肌收缩、痉挛，毛细支气管腔的堵塞

进一步加重，部分堵塞导致肺气肿，完全堵塞导致肺不张，出现

通气和换气功能障碍，易产生低氧血症和二氧化碳潴留，可表

现为严重的喘憋，临床出现呼气性呼吸困难等一系列症状［４］。

表１　两组毛细支气管炎患儿治疗后症状、体征持续时间比较（ｘ±ｓ，ｄ）

组别 ｎ 喘憋消失 音消失 咳嗽消失 住院天数

治疗组 ６０ ３．７０±１．３０ ５．１２±１．７５ ４．２５±１．５７ ６．８２±３．１１
对照组 ６０ ５．４０±１．６８ ６．１３±１．９２ ５．７０±１．４５ ８．３３±３．７５
ｔ值 ４．４２ ２．２６ ５．３６ ５．３６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ｎ 痊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６０ ５２（８６．７） ７（１１．７） １（１．７） ９８．４
对照组 ６０ ４１（６８．３）１２（２０．０） ７（１１．７） ８８．３
χ２值 ４．８２
Ｐ值 ＜０．０５

另外，低氧血症和二氧化碳潴留可引起肺小动脉反射性收缩，

进而引起肺动脉高压，心脏后负荷加重。由于病原体本身和它

所释放的毒素的综合作用容易导致心肌损害，使心肌的收缩功

能减弱，排出量减少，同时因抗利尿激素分泌增加，导致尿量减

少，血容量增加，心脏的前负荷加重，这些都导致了心脏功能的

下降，而婴幼儿心脏的代偿能力差，更容易诱发心力衰竭等并

发症［５］。有文献报道毛细支气管炎患儿治愈后常可出现反复

的喘息，将来可能发展为支气管哮喘［６］，所以毛细支气管炎的

治疗主要是氧疗，尽快地终止喘息，病原治疗和免疫治疗相结

合。本结果显示，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同时给予硫酸镁

联合酚妥拉明微泵输液治疗，取得了总有效率９８．４％的良好疗
效，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硫酸镁的作用机制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①镁离子能够消除非特异性炎症，有类似激素样
作用，能增强细胞膜的稳定性，使血管通透性下降。②镁是体
内多种酶的激活剂，可使细胞膜上的腺苷酸环化酶被激活，三

磷酸腺苷生成环磷酸腺苷，从而使 ＣＡＭＰ／ＣＧＭＰ的比值增加，
使肥大细胞介质的释放减少，并且能使低下的肾上腺素能受体

激活，从而使支气管黏膜的充血水肿减轻，使支气管舒张进而

改善了通气状况。③镁离子可对中枢神经系统起轻度抑制作
用，也可使运动神经末梢乙酰胆碱的释放减少，减弱了对平滑

肌的兴奋作用，从而产生镇静、松弛骨骼肌、缓解喘憋和改善缺

氧症状的作用，多数患儿用药后会安静入睡。④同时镁离子是
钙离子的拮抗剂，能够抑制平滑肌细胞对钙离子的摄取，使呼

吸道平滑肌松弛，能较快地缓解患儿的喘憋 （下转第１９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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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与法律·

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运作流程分析
韦林山，黄海，霍枫

【摘　要】　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人体器官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为了扭转目前国内器官供需比例严重失
调的局面，提高大众对器官捐献的知晓率和认同感，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的法律法规，

各省市也根据实际情况先后对器官捐献移植运作流程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但是，目前在国家层面，器官捐献移植仍无统

一的运作流程，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严重制约了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本文从器官捐献的基本概念出发，总结分

析了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的基本组成结构。以运作流程为视角，将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过程划分为

器官捐献流程、器官获取流程、器官分配移植流程和器官移植后的总结分析流程，并对每个流程的具体运作过程进行了

详细阐述。

【关键词】　器官捐献；移植；运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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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器官移植的蓬勃发展，供体短缺矛盾日益突出，欧美
一些国家已成立了供体器官分配、共享协调机构，形成了科学

有效的器官捐献移植运作流程，有限的器官供体在互联网的最

佳分配下，能够被充分的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器官浪费和

分配不公的现象发生［１－２］。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飞速发展，目前

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但有关器官捐献移植的

运作流程还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

１　资料与方法
　　器官捐献又称器官捐赠［３］，是指通过医学技术的方法将捐

献者躯体上有保持活力的器官移植到器官接受者身上的过程。

近十年，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国家统一的人

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已于今年３月在天津成立。但是，目前我
国仍没有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器官捐献移植流程，各省市根据国

家的有关文件精神，探索性地制定了多种地方性的器官捐献流

程，器官移植界的许多学者也对器官捐献流程进行了不断的摸

索和研究。鉴于我国现状，结合发达国家先进经验，本文以运

作流程为视角，将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过程划分为四

类不同的阶段，并分别对不同阶段的具体操作过程进行了总结

分析（见图１）。
２　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运作流程分析
２１　器官捐献流程
２１１　发现捐献案例　按照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任务分工，发
现捐献案例的工作主要由各医院的兼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完成，根据患者的生命状况，及时判断是否为潜在器官捐献者，

如果患者符合器官捐献的基本条件，兼职协调员及时向专职人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重大项目（２０１２Ａ０３０４０００２３）
作者单位：２００４３３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研究生学院（韦林山）；５１００１０

广州市，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ＯＰＯ）（韦林山，
黄海，霍枫）

通讯作者：黄海，电子信箱：ｗｈｚｙｙｈｈ＠１２６．ｃｏｍ

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上报，最大程度提高器官供者的转介率，专

职协调员通过与患者或其家属进行沟通交流，经对方许可后，

详细讲述器官捐献的相关政策，获得患者本人或其家属同意

后，协助捐献者或其家属完成器官捐献的资料登记工作。

　图１　器官捐献移植运作流程图

２１２　判定生命状态　捐赠者生前或者捐赠者家属同意捐献
器官后，由专家组对捐赠者进行生命状态判定，当前，由于脑死

亡在我国还未被民众、社会乃至部分医务人员所接受，更未被

法律批准。因此，目前我国主要采取的是心死亡（ＤＣＤ）或脑心
双死亡（ＤＢＣＤ）的标准来进行器官捐献。其中脑心双死亡供体
为先判定为脑死亡，等家属同意心死亡捐献器官后，再有计划

拔除气管插管、停用升压药，等捐赠者心脏搏动停止，宣布死亡

后再获取器官。

２１３　评估脏器功能　根据患者的一般资料，如性别、年龄、
过敏史、婚育史、输血史；原发病、入院到死亡时间、有无损伤到

重要脏器、是否使用机械通气，以及患者生前最后一次化验指

标值，主要包括肝、肾功能情况，血钠水平以及升压药物使用情

况，颅脑损伤患者记录入院时 ＧＣＳ评分等情况［４］，对捐献者的

各脏器进行科学评估，积极做好脏器和捐献器官的预防维护工

作。

２１４　完善捐献手续　在专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指导
下，在捐赠者亲属的配合下，完善器官捐献的各种资料和手续。

比如捐赠者本人或其亲属填写的捐赠人体器官自愿书，以及捐

赠人体器官登记表，捐赠者及其子女或父母的身份证明，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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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的死亡证明，由医学伦理委员会开具的同意器官捐献的

证明等等。

２２　器官获取流程
２２１　维护脏器功能　捐献者脏器功能的维护在器官移植过
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应用较广、效果较好的是采取体外

膜肺氧合（ＥＣＭＯ）技术［５］，以保护脑死亡供体的器官；研究表

明，热缺血时间过长可能致使供体器官无法利用，为了控制供

体热缺血损伤，脑死亡后应用人工心肺机（ＥＣＭＯ）来减少供体
器官热缺血时间，该技术支持下的脑心双死亡类型（ＤＢＣＤ）移
植效果与ＤＢＤ类型的器官移植效果差别不大。
２２２　获取捐献器官　获取捐献器官的任务应由器官获取组
织（ＯＰＯ）［６］的专职医生来完成，经患者或其家属认可，愿意进
行器官捐献，被专业人员评定是心死亡者，经器官捐献移植伦

理委员会准许捐献后，方可进行器官摘除。依据法律规定，在

该医疗机构做器官移植的工作人员不可参与患者的死亡判断。

按照医学伦理学的要求，器官获取后，医务人员应对捐献者遗

体进行整理，尽可能的恢复原貌，以维护捐献者的尊严。

２２３　善后供者家属　器官捐献是无偿的，但是，对于家境贫
困的器官捐献者，除颁发荣誉证书，进行精神奖励外，给予适当

的人道主义救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做法［７］。具体的做法可以采取减免捐献者部分医药费和安葬

费，给予家属适当的经济补助，经费来源可以由政府、慈善团体

或其他社会机构合作捐资来构成，资金管理可以通过第三方求

助基金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考虑减免捐献者子女学费或在升

学考试中给予加分照顾等措施，积极做好供者家属的善后工

作。

２３　分配移植流程
２３１　分配捐献器官　根据卫生部颁发的《中国人体器官获
取与分配管理办法》的要求，我国进行的每一例移植器官都要

严格按照器官分配的原则，经系统分配后才能进行器官移植。

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分配宗旨，确立了器官移植等待名单排

序制，从制度层面上杜绝了在移植过程中器官分配不公、器官

非法买卖的现象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民众对器官捐献的

认同感和信任度。

２３２　安全运送器官　在器官运送过程中，如何科学安全的
保护移植器官的生理功能和生物活力是维护器官质量的重要

保证。相关研究表明［８］，３５～３７℃常温下，在短时间内，离体缺
血器官便趋于失去活力。这就要求在器官运送的过程中，必须

时刻保持低温状态，防止器官细胞肿胀。随着新型器官保存液

的成功研制与应用，长时间、远距离运送器官的技术日益完善，

极大地减少了器官移植手术的风险。

２３３　移植捐献器官　由于器官移植是在捐献器官有充足活
力的状态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捐献器官与受体之间必须尽快建

立血液循环，以保证捐献器官能有充足的营养供应。因为通过

公民遗体捐献器官进行移植手术者属于同种异体移植，手术后

发生免疫排斥反应的几率较大，所以在受者移植术后，移植手

术人员应对将要发生的免疫排斥做好充分的预防工作，积极维

护移植器官的生理功能，提高器官移植的成活率。

２４　总结分析流程
２４１　登记手术数据　手术数据是进行器官移植治疗的重要
凭证，因此，必须做好手术数据登记。在上报手术数据资料前

应对数据进行复核、检查和逻辑审核，及时改正错误的信息。

手术数据不仅能提供准确、详细的器官移植过程，而且还能获

得不同捐献类型的器官质量状况，为进一步研究移植器官的存

活率提供真实准确的数据资料。

２４２　分析手术参数　科学有效地分析每例移植病例的手术
参数，总结分析手术参数指标与器官移植后受者的生活质量状

况，对提高医务人员的临床经验，判定最佳的捐献移植时机具

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保证手术参数登记数据准确性，要求记录

人员必须准确无误，并做好复核比对工作。同时，分析捐献者

捐献前的电解质和血气分析变化状况，以及各种检查指标，总

结指标变化规律，随时调控各项指标，有效提高器官移植成功

率。

２４３　术后生存随访　以往的有关研究，往往忽略了器官移
植后受者的生存状况，随着器官移植例数的日益攀升，不同的

患者表现出的移植后遗症有所不同，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器官移

植后长远的潜在并发症。相关研究表明，并发症的发生可能与

抗免疫剂的长期使用有关［９］，最常见的为代谢性疾病［１０］。这

就需要我们必须做好器官移植后的生存随访工作，及时指导患

者做好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

３　小结
　　通过对器官捐献移植手术过程和特点的研究，总结分析其
内部运行规律，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器官捐献移

植流程，而且有利我们从中发现问题，寻求改善的措施。这不

仅可以促进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为我

们解决器官供需失衡的矛盾提供了改进的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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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病理尸检与法医病理尸检的对比分析
张岳灿，蒋素文，胡爱荣

【摘　要】　目的　分析当前形势下临床病理尸检及法医病理尸检的现状，探讨其存在的原因、不良后果及相应的对策。
方法　收集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１９６１年到２００７年所接受的１０２４例尸体解剖资料，以１０年为单位分析其来源构成。
结果　临床病理解剖的尸检率在急剧下降：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间的构成比（７８．３％）高于其总水平（χ２＝３．８９９，Ｐ＝０．０４８），
而２００１年以后显著下降（构成比１３．０％），明显低于其总水平（χ２＝４９．４０１，Ｐ＜０．００１）；与此相反，医疗争议委托的尸检
量迅速增多，尤以２００１年以后显著，其构成比由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间的８．０％上升到２００１年以后的６８．４％（与其总水平比
较分别为χ２＝９．３９２，Ｐ＝０．００２；χ２＝７８．８０５，Ｐ＜０．００１）。结论　临床尸检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复杂的，临床尸检率
下降不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在医疗纠纷尸检增多的同时，应重视和充分利用医疗纠纷尸检的资源，还应提倡积极开展

临床尸检工作和临床病理讨论，以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关键词】　尸体解剖；现状；病理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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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ｕｔｏｐｓ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病理尸体解剖检验（简称尸检）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临床
病理尸检，另一种是法医病理尸检。一般认为，尸检是查明死

因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１］。临床病理尸检率作为一个指标，也

被卫生部在等级医院评审中所采用，规定了二级和三级医院的

尸检率要分别达到１０％和１５％以上（新生儿除外）。但是近年
来，临床病理尸检率显著下降，因医疗纠纷而行法医病理尸检

者却大幅上升［２］。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本教研室自１９６１年以来
尸检病例的资料，探讨导致临床病理尸检率下降的原因及不良

后果、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本教研室从 １９６１年有尸检的资料记载到
２００７年，共接受尸检１０２４例。其中医院委托不涉及医疗纠纷
临床病理解剖最多，计６２１例，占６０．６％，目的是为临床明确死
因及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规律，为临床诊断积累经验；公

安司法送检２０２例，占１９．７％，为司法涉案提供死因；医疗纠纷
委托的尸检２０１例，占１９．７％，为查明死因，正确解决医患双方
纠纷提供科学依据。

１２　统计学方法　以１０年为单位对４７年间的１０２４例尸体解

基金项目：宁波市优秀中青年卫生技术人才培养工程资助项目（２０１１
１４５）；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资助项目（２０１２１３１）

作者单位：３１５１００浙江省宁波市，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人体形态学教
研室（张岳灿）；宁波市第二医院科教科（蒋素文，胡爱荣）

通讯作者：胡爱荣，电子信箱：ｈｕａｉｒｏｎｇ６６６６＠１２６．ｃｏｍ

剖资料进行统计。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资料数据包括绝
对数值及百分比。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尸检病例的构成分布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共解剖１６１例，其
中医院委托临床病理解剖１２６例（７８．３％），公安司法送检２２
例（１３．７％），医疗纠纷委托１３例（８．０％）。１９７１～１９８０年共解
剖１５４例，其中医院委托临床病理解剖８７例（５６．５％），公安司
法送检５３例（３４．４％），医疗争议委托１４例（９．１％）。１９８１～
１９９０年共解剖 ２６８例，其中医院委托临床病理解剖 １９４例
（７２．４％），公安司法送检５５例（２０．５％），医疗争议委托１９例
（７．１％）。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解剖２８０例，其中医院委托临床病理
解剖１９３例（６８．９％），公安司法送检４２例（１５．０％），医疗争议
委托４５例（１６．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的７年间解剖１６１例，其
中医院委托临床病理解剖２１例（１３．０％），公安司法送检３０例
（１８．６％），医疗争议委托１１０例（６８．４％）。
２２　临床病理解剖尸检与医疗争议尸检构成趋势的比较　４７
年间临床病理解剖送检共计６２１例，占尸检总例数的６０．６％；
公安司法送检共计２０２例，占尸检总例数的１９．７％；医疗争议
委托尸检共计２０１例，占尸检总例数的１９．７％。
　　从本组资料看，临床病理解剖的尸检率在急剧下降：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间的构成比（７８．３％）高于其总体水平（χ２＝
３．８９９，Ｐ＝０．０４８），而２００１年以后显著下降（构成比１３．０％），
明显低于其总体水平（χ２＝４９．４０１，Ｐ＜０．００１）；与此相反，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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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委托的尸检量迅速增多，尤以２００１年以后显著，其构成比
由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间的８．０％上升到２００１年以后的６８．４％（与
其总体水平比较分别为χ２＝９．３９２，Ｐ＝０．００２；χ２＝７８．８０５，Ｐ＜
０．００１）。见表１，２。

表１　临床病理解剖尸检构成趋势的比较（ｎ，％）

项目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间 ２００１年以后

每１０年为单位的水平 １２６（７８．３） ２１（１３．０）
总体水平 ６２１（６０．６） ６２１（６０．６）
χ２值 ３．８９９ ４９．４０１
Ｐ值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１

表２　医疗争议委托的尸检构成趋势的比较（ｎ，％）

项目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间 ２００１年以后

每１０年为单位的水平 １３（８．０） １１０（６８．４）
总体水平 ２０１（１９．７） ２０１（１９．７）
χ２值 ９．３９２ ７８．８０５
Ｐ值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医疗纠纷增多导致临床病理尸检率下降的原因　姬子卿
等［３］认为，我国尸检工作近年来被严重削弱，认识不够是主要

原因。但我们认为，除认识不够外，还有以下原因。①随着医
疗环境的改变及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近年来医疗纠纷时常发

生。本组资料显示，２００１年以后临床病理解剖的尸检量显著下
降，医疗争议委托的尸检量迅速增多。而对于解决死亡病例纠

纷，尸体解剖能够明确死因，为解决纠纷及后续可能的诉讼提

供证据［４］。应该说，医疗争议委托尸检的增多是社会进步的表

现；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临床病理解剖尸检的急剧减少又是社

会和医学退步的表现，两者极为矛盾和不对称。也就是说，医

疗争议尸检对于医患双方都是被动的接受，医方认为无过错，

而患方认定医方存在过错或过失，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较为客

观公正的尸检结果；而对于临床病理解剖尸检则鲜有主动提

及。②医方担心主动提出尸检会引发医疗纠纷、法律诉讼和使
医院的社会声誉下降等不良后果。随着现代化医疗诊治设备

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广泛运用，临床误诊率得到了显著的改

善，但误诊和误治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尽管临床上存在误诊误

治和死因不明的病例，而医方很少会主动提出进行临床病理尸

检。其主要原因就是医方担心当尸检结果与患者生前诊断不

一致时会引起医疗纠纷和法律诉讼；同时司法部门在审理此类

案例时，往往适用《侵权责任法》，只要医方在诊治服务过程中

存在问题，就说明服务不到位或服务质量存在“瑕疵”［５］。在医

疗纠纷日渐增多的今天，如果医方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

护，是不会贸然提出做尸体解剖的。③病人及家属期望值过
高。医学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科学，也是经验不断累积的科

学。医院内发生危重及疑难病例死亡是很难避免的，特别是起

病急剧、猝死在医院的患者，家属的心理往往难以接受，尤其是

中青年患者猝死［６－７］。如果患者的疾病需要通过尸检才能确

诊，家属往往会怀疑医院的诊疗水平并产生对医院的不信任

感。④传统观念的制约，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临床病理解剖
尸检的发展。在我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和“死

后留全尸”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基于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

念，动员家属进行临床病理解剖尸检，其难度可想而知。

３２　临床病理尸检率下降的不良后果　回顾医学史可以发
现，尸检在医学科学的发展历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被誉

为医学发展的基石［８］。临床病理尸检率的下降，不利于提高医

疗质量，不利于医学教育的持续发展，不利于新技术、新方法的

开展，不利于新药物的运用研究，不利于器官移植的良性循环。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地球环境的改变、人口结构的变迁、人

际交往的频繁和流动性的增加，人类疾病谱的不断变化，相同

的病种其病理生理也在改变，这些都需要去深入研究和探索。

现代医学的研究如果仅限于实验医学（动物试验、细胞培养

等）、经验医学和不同规模的临床试验，而缺乏临床病理和尸检

病理的支撑，则难以形成健康的发展。

３３　对策和思考
３３１　重视和充分利用医疗纠纷相关的尸体解剖　医疗纠纷
委托的尸检量增多，临床病理尸检量减少是既定的事实，如何

充分利用医疗纠纷委托的宝贵的尸检资源，是各级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医学院、医院和病理学家值得思考的课题。尸体解剖

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科研活动，所以，尸体解剖既可以促进科

研活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又可以加速人才的培养。临床医生应

当积极主动与尸检承接单位沟通和联系，邀请尸检承接单位病

理学家参与死亡病例讨论，总结经验和教训，同时亦可以开展

相应的科研活动。

笔者单位曾有１例重症手足口病死亡患儿的医疗纠纷，门
诊接诊时其临床表现不符合重症手足口病的诊断标准，但患儿

在家中死亡，尸体解剖证实为重症手足口病，同时当地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进行病毒检测为肠道病毒７１阳性。在组织死亡病
例讨论时，该单位邀请尸检病理学家讲述该患儿的病理改变，

加深了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同时，双方认识到尸检病理资

源的宝贵性，积极开展科研项目，除了病理标本的常规 ＨＥ染
色，还进一步开展病理标本的肠道病毒７１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和细胞凋亡染色，对该病毒株进行全基因测序，证实该毒株为

肠道病毒７１Ｃ４亚型，并在ＧｅｎＢａｎｋ获得注册，相关研究成果在
ＳＣＩ期刊发表［９］。以此为契机，双方建立了临床与病理讨论的

常态化机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３３２　医疗机构和临床医生应重视病理尸检工作　据报道，
住院患者不明原因猝死引发医疗纠纷绝大多数都是非医疗过

失造成的，主要是疾病本身、难以避免的并发症或医疗意外所

致，而真正由医疗过失造成患者猝死的，仅占小部分［１０－１１］。因

此，医方没有必要担心主动提出尸检会带来不良后果。对需要

做尸检的患者，要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及告知事项，热心、耐

心、不怕麻烦，完善尸检前的各项手续［１２］。一般来说，医疗纠

纷尸检带有强制性的特点，是裁决死亡医疗纠纷的必需程序；

而且请法医参加，更有利于澄清和证实死因，分清责任，更有利

于医疗纠纷的处理。

３３３　加强法制建设　制定和完善有关法规，切实推行尸检
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消除家属对尸体损毁和尸检结果不公

正的疑虑。尸体解剖检验是严谨的科学，涉及到尸检承接单位

和人员资质问题，尸检流程标准化、规范化问题，尸检报告规范

化问题和尸检室硬件条件等问题［８］。尸检诊断具备客观性和

公正性，需要参考医方的临床诊治记录，但不受任何一方的左

右。笔者所进行的尸检过程均接受任何一方的观看，以确保其

客观性、可信度和认知度。同时应认真处理好死者遗体，以消

除亲属对死者遗体容貌损毁的顾虑，并做好亲属的安抚工作。

１９７９年卫生部曾颁布《解剖尸体规则》，但该“规则”已较难适
应当前社会的发展现状，需要进行完善和修订。目前，遗体和

器官捐献工作在我国已经得到了重视，部分省份已经出台了遗

体和器官捐献地方法规。

３３４　加强正面宣传　大力宣传病理尸检的科学性和权威
性，提倡移风易俗。而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３３５　将临床与病理讨论课程纳入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体
系　近年来，全科医学教育受到重视，临床医学生毕业后的全
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正逐步开展。全科医学是一个面向社区与

家庭，整合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相

关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医学专业学科［１３］。而实施尸检的病例

往往是疑难、重症患者，某种病因会引发多脏器、多系统的改

变，或者是合并／重叠多种疾患，其临床教学价值重大。如能将
临床与病理讨论课程纳入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可脱离培

训的教条化，显得更为生动、具体和详实。受培训的全科医师

可将理论知识与临床特征融会贯通，在日后的社区卫生服务工

作中可以较好地预防、预知疾病的进展和危 （下转第１９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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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中药·

前列煎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３６例临床观察
郜都，崔云

【摘　要】　目的　探讨前列煎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７２例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随
机均分为前列煎（自拟方）治疗组及前列回春胶囊对照组。治疗组前列煎每日１剂，早中晚分服；对照组前列回春胶囊，
每次１．５ｇ，２次／ｄ。两组均以治疗６周为一个疗程，观察治愈率、有效率、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ＮＩＨＣＰＳＩ）及 ＥＰＳ检
查。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９４．４４％，对照组总有效率为８３．３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ＮＩＨＣＰＳＩ综合评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前列煎是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有效途径，疗效优于前列回春胶囊。
【关键词】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中医；前列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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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ＮＩＨＣＰＳＩ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ＱｉａｎｌｉｅＪｉａｎ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ａ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ｗａｙｔｈａｎＱｉａｎｌｉｅＨｕｉＣｈｕｎ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Ｑｉａｎｌｉｅｊｉａｎ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泌尿外科最常见的
疾病，患病率２％～１６％，占泌尿外科门诊患者的２５％［１］，其中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ＣＮＰ）占临床前列腺炎病例的９０％［２］，

是男科的多发病、常见病。ＣＮＰ是一种发病原因复杂、症状繁
多，往往令医生感到棘手的疾病。我们使用自拟“前列煎”加味

治疗ＣＮＰ３６例，临床疗效显著，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７２例患者均来自宁波市中医院男科门诊，随
机分为前列回春胶囊对照组３６例及前列煎治疗组３６例。对
照组年龄１８～４６岁，平均２８岁，病程３～６０个月，平均８个月。
治疗组年龄２０～４５岁，平均３０岁，病程３～６３个月，平均８．３
个月。两组在年龄、病程、病情程度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主要依据参考文献［３］诊断标准：有盆腔疼痛

或不适症状，如会阴或耻骨上部坠胀不适或刺痛，腰骶部疼痛，

小腹坠胀等；或有不同程度的尿路刺激症状，如尿频、尿急、尿

痛、尿余沥、排尿费力等，但尿常规检查正常；或者性欲减退，阳

痿，早泄，精神抑郁，失眠健忘等全身症状。前列腺炎症状评分

（ＮＩＨＣＰＳＩ）＞１０分以上，前列腺液检查ＷＢＣ≥１０个／ＨＰ，卵磷
脂小体减少或消失，直肠指检前列腺压痛或有结节，前列腺液

细菌培养阴性，年龄在１８～５０岁之间，病程持续３个月以上。
１３　排除标准　年龄在１８岁以下或５１岁以上者；病程持续少
于３个月者；伴有难治性糖尿病及糖尿病神经病变者；有心、
肝、肾、造血系统或其他严重的原发性疾病者；合并有前列腺

癌、尿路结石、膀胱颈纤维化、神经源性膀胱、睾丸附睾疾病；神

经官能症、尿道狭窄或可引起类似症状的相关性疾病（如尿路

基金项目：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０９ＣＢ０７１）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５３杭州市，浙江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１级硕士研究生（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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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崔云）

通讯作者：崔云，电子信箱：３６４８７６８２２＠ｑｑ．ｃｏｍ

感染、淋病等）者，属于上述情况之一者即为排除病例。

１４　治疗方法　药物治疗，对照组给予口服前列回春胶囊，每
次１．５ｇ，２次／ｄ；治疗组采用自拟方前列煎加减，药物组成：虎
杖１５ｇ，败酱草３０ｇ，片姜黄１２ｇ，桃仁１２ｇ，三七粉６ｇ（冲服），
浙贝母１５ｇ，当归１５ｇ，生黄芪３０ｇ。尿频、尿急、尿痛甚者加马
鞭草１５ｇ，蒲公英３０ｇ，威灵仙１５ｇ，黄柏１０ｇ；小腹、会阴部、腰
骶部胀痛甚者加生白芍２５ｇ，乌药１５ｇ，元胡１５ｇ；尿道滴白者
加天花粉２０ｇ，绵萆１５ｇ；情志抑郁者伍以四逆散；阳痿早泄、
性欲低者加仙灵脾２０ｇ，仙鹤草２５ｇ，丁香６ｇ，五味子１２ｇ，钩
藤１５ｇ（后入）。服用方法：每日１剂，水煎服，早中晚分服。两
组均治疗６周为一个疗程，治疗前后进行ＮＩＨＣＰＳＩ评估及ＥＰＳ
检查。

１５　观察项目　治疗一个疗程前后，两组均进行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
分及ＥＰＳ检查，根据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评分情况，比较和分
析其临床疗效。ＥＰＳ仅作为参考指标，不作为疗效评价指
标［４］。

１６　疗效标准　参照文献［５］进行制定。临床痊愈：症状消失；

显效：症状基本消失；有效：症状减轻；无效：症状、体征无改善

或加重。症状积分参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慢性前列腺炎症

状指数（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标准。
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处理数据。等级资料
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用ｔ检验，以（ｘ±ｓ）表
示；计数资料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治愈９例，显效１７例，有效８
例，无效２例，总有效率为９４．４４％；对照组治愈５例，显效１３
例，有效１２例，无效６例，总有效率为８３．３３％，两组总有效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症状指数积分比比较　治疗组综合评分由治疗前
（１８．５±５．２）分降为（９．１±５．４）分，在改善症状方面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由治疗前的（１８．８±４．８）分降为治疗后的
（１２．７±６．３）分。 （下转第１９２６页）

·３２９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中医中药·

中医手法复位联合内固定治疗胸腰段骨折５１例临床观察
俞雷钧，刘宏，陆建伟，颜瑞健，江彬锋

【摘　要】　目的　探讨中医手法复位联合椎弓根钉棒内固定术对脊柱胸腰段骨折的治疗效果。方法　将１００例脊柱
胸腰段骨折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４９例）以及治疗组（５１例），于治疗组患者，先行中医手法复位，再行椎弓根钉棒内固
定术，对于对照组患者则直接采用椎弓根钉棒内固定术进行治疗。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术后临床疗效、Ｃｏｂｂ’ｓ角、椎体
前缘及后缘高度、椎间盘退变程度及神经功能恢复情况。结果　治疗组临床治愈率为６６．６７％，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５５．１０％，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χ２＝９．０５３）；两组患者治疗后Ｃｏｂｂ’ｓ角、椎体前缘及后缘高度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
（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神经功能恢复情况及椎间盘退变情况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
结论　中医手法复位联合椎弓根钉棒内固定术治疗脊柱胸腰段骨折疗效肯定，可促进患者术后神经功能及椎间盘恢复，
疗效优于单用椎弓根钉棒内固定术治疗。

【关键词】　脊柱骨折；手法复位；内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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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ｒａｔｉｏ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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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ｉｔｈ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ｕｍｂａｒｓｐｉｎｅｆｒａｃ
ｔｕｒｅｓ．Ｉｔｃａ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ｎｅｕｒ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ｄｉｓｃ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ａｓａｂｅｔ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ｐｉｎ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胸腰段椎体因其在脊柱中活动度较大，从而成为脊柱中最
容易发生骨折的部位，且随着社会人口的不断老龄化，胸腰段

骨折发生率近年来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文献报道［１］占脊柱骨

折的９０％左右。对于不合并神经损伤的胸腰段椎体骨折，传统
治疗方法为硬板床休息并逐步进行功能训练，虽经研究证实有

一定的疗效，但实际上在骨折时被压缩的椎体并未得到良好复

位，可能在中远期康复过程中出现疼痛及遗留畸形［２］。自２００８
年以来，本院开展过伸牵引震动手法复位联合椎弓根钉棒系统

内固定治疗胸腰段骨折，收到良好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在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月间于我科
就诊的胸腰段骨折患者１００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５７例，
女性４３例，平均年龄（４４．５３±６．７０）岁。损伤部位：Ｔ１１１９例，
Ｔ１２３８例，Ｌ１２９例，Ｌ２１４例；病因：高处坠落２４例，车祸３８例，
重物砸伤２１例，摔伤１７例；Ｄｅｎｉｓ骨折类型分类：稳定型骨折
３７例，不稳定型骨折６３例（爆裂骨折２１例，椎体压缩≥５０％
２８例，骨折脱位１４例）；按照压缩程度分：Ⅰ度２５例，Ⅱ度３３
例，Ⅲ度２３例，Ⅳ度１９例。将以上患者分为２组，对照组与治
疗组。对照组４９例，男性２９例，女性２０例，平均年龄（４５．３９±
５．３７）岁；治疗组 ５１例，男性 ２８例，女性 ２３例，平均年龄
（４３．８７±４．７０）岁；两组患者在性别组成、平均年龄、损伤部位、
病因、损伤程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排除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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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严重骨质疏松无法接受手术治疗；开放性骨折；病理性骨

折；合并严重心功能、肾功能以及其他系统衰竭。

１２　治疗方法　对于对照组患者，仅采用椎弓根钉棒内固定
术进行治疗；而对于治疗组患者，则先采用手法复位，再进行椎

弓根钉棒内固定术进行治疗。

１２１　手法复位　根据患者情况进行硬膜外麻醉或气管插管
静吸复合麻醉，取过伸位俯卧位于手术台，采用 Ｃ型臂 Ｘ线机
透视定位伤椎。患者麻醉后，采用过伸牵引震动手法复位进行

治疗，具体方法如下：一助手双手从患者腋下牵拉，另一助手双

手握住患者的双踝作对抗牵引，同时术者双手交叉按住伤椎棘

突按压伤椎，一按一松震动重复５～１０次，Ｃ臂透视见伤椎前缘
高度不再变化或相邻椎间隙有增宽趋势时停止复位。

１２２　椎弓根钉棒内固定术［３］　定位伤椎后，脊柱后正中切
口，逐层分离，直至显露伤椎及上、下相邻椎板、棘突、横突根部

及小关节，对伤椎进行探查后，对于腰椎，于横突上关节突外侧

与横突根部中点水平线交点处；对于胸椎，则选择下关节突中

点偏外垂线与横突根部中点的水平线交点处，在病椎上、下椎

体的椎弓根处钻入螺钉至椎体内，安装支撑杆，并将支撑杆延

长０．５～１．０ｃｍ，增加上下椎间盘宽度，将伤椎椎板、上位椎体
的椎板下缘及黄韧带咬除，显露脊髓后探查脊髓损伤情况，观

察骨块复位情况，若发现有骨块突入椎管，应将后突骨块复位，

采用Ｃ型臂 Ｘ线机进行透视，观察伤椎高度恢复情况、椎体后
缘正常弧度恢复情况、生理前突恢复情况，满意后止血并逐层

缝合。术后嘱患者卧床休息，术后３ｄ进行腰背肌等长收缩训
练，患者术后１周内带腰围下地行走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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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近期及中远期疗效观察　本研究患者均接受随访，平均
随访时间３．４４年。术后１０～１５个月对内固定进行拆除。分别
对２组患者术前及术后临床疗效、Ｃｏｂｂ’ｓ角、椎体前缘高度、椎
体后缘高度、椎间盘退变程度以及神经功能情况进行观察与比

较。其中临床疗效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 １９９４年制定的
《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４］。①治愈：经治疗胸腰部后凸畸形
及疼痛消失，Ｘ线片显示病椎大部分恢复正常形态；②好转：经
治疗胸腰部疼痛基本消失，无明显后凸畸形，Ｘ线片显示病椎
形态较治疗前改善；③无效：经治疗后局部疼痛及后凸畸形无
显著改善，出现功能障碍，Ｘ线片显示病椎形态较治疗前无显
著改善。神经功能评价采用 Ｆｒａｎｋｅｌ神经损伤分级。椎间盘退
变程度按照以下标准进行评价［５］：评分＝椎间盘高度比＋骨刺
形成点数和，其中椎间盘高度比指病椎椎间盘与相邻椎间盘高

度比值；若骨刺长度＜３ｍｍ，记为１点，若骨刺长度≥３ｍｍ则
记为２点。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得数据均录入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８．０中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组间差异采
用方差分析及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差异采用
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治疗组患者治愈率为６６．６７％，显著高于对照
组的５５．１０％，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χ２＝９．０５３）。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Ｃｏｂｂ’ｓ角及椎体前缘、椎体后缘高度
比较　本研究发现，与治疗前相比，所有患者Ｃｏｂｂ’ｓ角显著减
小，椎体前缘及椎体后缘高度均显著升高，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对照组与治疗组相比，上述指标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脊柱胸腰段骨折患者治疗前后Ｃｏｂｂ’ｓ角、椎体前缘及椎体后缘高度比较

组别 时间 Ｃｏｂｂ’ｓ角（°） 椎体前缘高度（％） 椎体后缘高度（％）

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４．３１±１１．９８ ４４．２７±１５．１３ ８０．９４±１９．０２
治疗后 ４．１４±６．３３△ ９１．０４±１７．７７△ ９６．３８±２４．４５△

ｔ值 ５．１３ ９．８２ １１．１３
治疗组 治疗前 ２３．７７±１０．４６ １６．５８±１３．３４ ７９．４９±２０．１０

治疗后 ４．９１±５．２８△ ８９．４０±１６．４９△ ９５．５９±２３．００△

ｔ值 ７．２８ ５．３０ １４．５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椎间盘退变程度比较　本研究发现，与
对照组的（４７．０８±１１．２０）分相比，治疗组患者平均得分为
（３５．１７±３．６４）分，椎间盘退变程度评分显著降低，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神经功能恢复情况　本研究发现，经过
治疗，所有患者Ｆｒａｎｋｅｌ神经损伤分级均显现出自 Ａ向 Ｅ的恢
复趋势。χ２检验显示，治疗组 Ｆｒａｎｋｅｌ分级恢复情况（自 Ａ向
Ｅ）显著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χ２＝１３．３７５）。
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脊柱胸腰段骨折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恢复情况比较

时间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９ Ａ １３ １０
Ｂ ９ ９
Ｃ １２ １３
Ｄ １０ １０
Ｅ ５ ７

治疗组 ５１ Ａ １５ ８
Ｂ １０ １２
Ｃ １１ １３
Ｄ ９ １０
Ｅ ６ ８

３　讨论
　　脊柱胸腰段因其为脊柱２个生理弧度的交界处，且为整个

脊柱活动度最大的区域，因此在各种外因的作用下为骨折的好

发部位。对于脊柱胸腰段骨折，目前公认的治疗原则是最大限

度对被压缩椎体高度和脊柱稳定性进行恢复，以期对脊柱生理

负重线进行重建以恢复脊柱功能；解除可能存在的椎管压迫以

恢复神经功能［６］。

对于脊柱胸腰段骨折，治疗方法可分为手术治疗与非手术

治疗，一般认为，对于不合并神经及后方结构损伤的脊柱胸腰

段骨折，可进行保守治疗，嘱患者睡硬板床休息后进行功能锻

炼；而对于屈曲型、压缩性及爆裂性骨折，若椎体压缩超过１／２、
出现明显的神经损伤者一般需要手术治疗［７］。对于脊柱胸腰

段骨折，常采用椎弓根钉棒系统内固定术进行治疗，虽疗效肯

定，但在临床工作中，常出现椎弓根钉弯折松动的现象。采用

钉棒系统进行复位，是采用张力带的原理，使用钉棒的轴向张

力对椎体周围组织进行牵拉以恢复椎体高度，但是在复位过程

中，钉－骨界面所承受的轴向压力较大，在椎弓根钉上方可能
出现由该轴向压力所引发的微小骨折，并且导致椎弓根钉发生

弯折松动的现象出现［８］。因此，在进行钉棒系统内固定术之前

进行手法复位，可能受到良好的预后。

中医手法复位将传统骨科手法复位与中医正骨方法相结

合，是中医骨科治疗骨折的特色方法之一［９］。本疗法中，使患

者采取过伸位，通过过伸牵引震动手法，在伤椎棘突按压伤椎，

一按一松进行震动，借助前纵韧带承受的张力将按压的上下椎

体充分拉开，通过震动手法使后土畸形逐渐消失。

本研究发现，与单纯应用椎弓根钉棒系统内固定术治疗相

比，采用中医手法复位后再行椎弓根钉棒系统内固定术治疗具

有独特的优势。从对骨折畸形角及对椎体高度纠正上看，两者

所达到的疗效相似，均可显著恢复脊柱椎体先前解剖关系，但

值得一提的是，先行中医手法复位，可使患者随访期间椎间盘

退变程度减轻，神经功能恢复改善更加明显。说明先行手法复

位，再行椎弓根钉棒系统内固定术能够显著改善脊柱胸腰段骨

折患者的预后。在内固定术前进行的首发复位有利于突入椎

管内骨折块的良好复位，通过过伸体位牵引将中柱适当拉开，

且使后纵韧带张力加大，再通过手法复位使突入椎管内的骨折

块复位，对于不伴有神经症状的管内占位骨块达１／２的脊柱胸
腰段爆裂性骨折本法也同样适用［１０］，见图１～４，但在施术前，
应尽可能保持椎管通畅以缓解可能对脊髓带来的压迫。

　
　　注：可见椎体发生明显爆裂
性骨折。

图１　术前ＣＴ失状位

　　注：可见病椎复位良好。
图２　术后ＣＴ失状位

　
　　注：可见病椎明显爆裂性骨
折，脊柱发生畸形。

图３　术前Ｘ线侧位片

　　注：手法复位后采用钉棒系
统进行固定，骨折复位良好，脊

柱畸形消失。

图４　术后Ｘ线侧位片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是否在椎弓根钉棒系统内固定术前采
用中医手法复位，应严格掌握适应症。应在术前对患者进行仔

细检查与评估，根据 Ｘ线片，ＣＴ及 ＭＲＩ等检查，了解并判断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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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横径、骨片侵占程度、压迫来源以及压迫方向等资料，对于椎

管内侵占较大以及后柱结构破坏明显的患者不建议先行中医

手法复位。在操作过程中，应注意手法力度，切忌粗暴操作及

盲目操作。总之，对具有适应症的脊柱胸腰段骨折患者，先行

中医手法复位，再行椎弓根钉棒内固定术，对脊柱胸腰段骨折

疗效确切，能够显著促进患者恢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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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９２３页）
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ＥＰＳ中白细胞和卵磷脂小体含量的比较　
治疗后两组ＥＰＳ中白细胞的含量分别与治疗前相比较，白细胞
的含量均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治疗后治疗
组较对照组 ＥＰＳ中白细胞含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ＥＰＳ中卵磷脂小体的含量分别与治疗前相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临床可分为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ＣＮＰ）、
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ＣＢＰ）、前列腺痛（ＰＤ）。其中由于 ＣＮＰ
和ＰＤ在治疗上基本相同，故没有必要区分［６］。ＣＮＰ是以慢性
盆腔疼痛及排尿异常为主，伴或不伴有精神神经症状、性功能

障碍的一类综合征。本病的病因复杂，目前尚缺乏统一的认

识，下尿路梗阻、自身免疫应答、尿液返流、存在耐药不可培养

微生物、盆底肌肉调节异常、神经性疼痛肌肉因素以及化学因

素等可能是其致病因素［７］。近年来，较多研究认为免疫机制参

与了ＣＮＰ的发病［８］，其中细胞因子研究较为热门。如ＮａｒｅｓｈＶ
等［９］认为，ＭＣＰ１可能是 ＣＮＰ的生物标记物。饶大庞等［１０］研

究表明，慢性前列腺炎大鼠模型中存在 ＰＤＧＦ的高表达。周青
等［１１］通过实验推测 ＣＮＰ后期前列腺腺体实质纤维化可能与
ＰＤＧＦＢＢ相关。

ＣＮＰ属中医“淋浊”、“精浊”范畴，其病因病机错综复杂，
古今医家众说纷纭。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对“精浊”病

因病机做出了具体阐述：“有浊在精者，必有相火妄动，淫欲逆

精，以致经离其位，不能闭藏，则源流相继，淫溢而下，移热膀胱

则溺孔涩痛，清浊并至，此皆白浊之因热病也……”。《医宗必

读》谓：“心动于肾，肾伤于色，或强忍房事，或多服淫方，则精流

溢，乃为白浊”。又：“患浊者，茎中如刀割火灼，而溺自清，惟窍

端时有秽物，如疮之脓，如目之眵，淋漓不断，与便溺绝想混”。

宋师光等［１２］从络病理论出发，认为瘀毒阻络是慢性前列腺炎

的基本病机。我们认为，本病病机要点主要是湿热毒蕴、血瘀

内阻及正气不足，其中湿热毒蕴是引起本病的始动因素，湿热

毒内蕴煎熬血液成瘀，ＣＮＰ病程一般较长，并且反复发作，缠绵
难愈，根据“久病多虚”的中医理论，正气亏虚也是本病病机之

一，其中瘀血内阻是本病病程中的病机之关键。

“前列煎”是导师临床使用多年的经验方，且在动物实验中

得到验证［１３１４］。方中虎杖、败酱草清热解毒利湿，桃仁、三七

粉、当归活血化瘀止痛，片姜黄行气活血，通淋排浊，浙贝母解

郁散结、利水通淋，生黄芪补气固表、利尿。全方共凑清热解

毒、利湿化瘀、扶助正气之功，临床疗效显著。本组资料中，采

用前列煎治疗ＣＮＰ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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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进与教育·

健康促进对耐多药肺结核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影响观察
张蕴淑

【摘　要】　目的　采用健康促进方式，通过后期的治疗和宣教提高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方法　收集患者
个人情况，对纳入项目治疗的患者采用健康促进方式，使用自行设计的耐多药结核病防治知识问卷进行问卷调查，比较

健康教育前后耐多药肺结核患者治疗依从性情况及对耐多药结核病防治知识的认知情况。结果　健康教育后患者治疗
依从性比实施前有所提高（Ｐ＜０．０５），对耐多药结核病防治知识的认知情况明显提高（Ｐ＜０．０１）。结论　健康教育能提
高患者对耐多药肺结核相关知识的了解，使患者了解耐多药肺结核的发生、发展及转归，增强了患者的自我保健意识，有

效的帮助患者树立良好的遵医行为，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关键词】　健康促进；耐多药肺结核；治疗依从性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２１　Ｇ４７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２７０２

　　耐多药肺结核是指结核分枝杆菌至少同时对异烟肼、利福
平耐药的结核病［１］，据有关文献报道［２］，耐多药肺结核的发生

主要是人为治疗不充分引起的（化疗方案不合理，患者化疗管

理不善，药物供应不良）。健康教育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

系统的教育活动，使人们自觉地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

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

提高生活质量，并对教育效果作出评价［３］。本研究利用２０１０
年３月份《中国卫生部—盖茨基金会结核病防治项目》，主要是
治疗耐多药肺结核，对纳入项目治疗的患者采用健康促进方

式，以后期的治疗和宣教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以期提高治

疗效果，促进康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３月至今河南省开封市结核病防
治所接受治疗的耐多药肺结核患者６２例，其中男性４７例，女
性１５例。
１２　分析方法　由专职护士对患者进行入院后问卷调查，包
括患者一般情况、病史、病情、体征进行详细的评估和记录。根

据患者年龄、文化程度和心理应激能力等采取不同的健康教育

方式，制定完整的健康教育计划，并及时对患者和家属进行健

康教育宣传。同时了解患者对耐药结核病防治相关知识了解

的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心理辅导。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健康教育前后患者治疗依从性情况　治疗３个月后进
行遵医行为调查，内容包括：①按医嘱正确用药；②定期复查；
③远离烟酒；④合理饮食；⑤正确规律的作息５个项目，全部执
行者为依从性良好，完成３项者为依从性一般，只能完成２项

及以下者为依从性差。

１３２　健康教育前后患者对耐多药结核病防治知识的认知情
况　使用自行设计的耐多药结核病防治知识问卷调查患者对
耐多药结核病防治知识的认知情况，调查的内容包括：耐多药

肺结核临床表现与危害性，生活方式对耐多药肺结核的影响，

常见药物不良反应，定期复查的意义，心理情绪对耐多药肺结

核的影响，服药方法及防治方法等。

１４　评价方法　采用询问、观察、操作等方法进行宣教，评价、
分析健康教育前后患者的知识掌握程度，向患者解释研究的目

的和意义，由患者自行填写调查问卷。本次问卷发放６２份，回
收６２份，回收率１００．０％。知识知晓率 ＝（知晓特定知识的人
数／被调查的目标人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比较组间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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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教育前后患者治疗依从性情况　详见表１。
２２　健康教育前后患者对耐多药结核病防治知识的认知情
况　详见表２。

表１　健康教育前后患者治疗依从性情况

时间　　　 ｎ
依从性

好 一般 差

健康教育前 ６２ ２４ ２３ １５
健康教育后 ６２ ４５ １２ ５

　　注：与健康教育后比较，χ２＝１２．６２，Ｐ＜０．０５

表２　健康教育前后患者对耐多药结核病防治知识的认知情况

调查内容　
耐多药肺结核临床

表现与危害性

生活方式对耐多药

肺结核的影响
常见药物不良反应 定期复查的意义

心理情绪对耐多药

肺结核的影响

服药方法及

防治方法

健康教育前 １２ １４ ９ １１ １２ １５
健康教育后 ５５ ５１ ５０ ５６ ５１ ５６
χ２值　　　 ６６．５４ ５８．１４ ６３．４２ ６９．５４ ５７．５１ ６５．４５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论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结核病在全球死灰复燃，发病率以
每年１．１％的速度增长［４］。耐多药结核病中，获得性耐药居主

要地位，主要由于治疗不合理（用单药或不合理联合用药或剂

量不足），伪劣药品（含量不足，抗菌活性差，过期失效药品）。

结核病不规范治疗是耐多药结核病的主要原因［５］，结核分枝杆

菌耐药性的发生是引起结核病治疗失败及结核病患者死亡的

重要危险因素［６］。提高耐多药肺结核的治愈率，增进患者的遵

作者单位：４７５００４河南省开封市结核病防治所护理部
通讯作者：张蕴淑，电子信箱：Ｊｆｓｚｙｓ＠１６３．ｃｏｍ

医行为，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是耐多药肺结核患者健康教

育的主要内容［７］。因此，针对上述调查结果，我们采取以下综

合性健康教育措施。

３１　针对性心理辅导　耐多药结核患者多为病情反复发作多
次住院，除了要承受治疗及其不良反应的折磨外，面对一系列

的生理和社会问题，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心理反应错综

复杂，常常对治疗失去信心。尤其是文化程度低者，往往经济

条件差导致治疗难以保障、健康意识差、对疾病认知差、治疗顺

从性差、治疗效果较差［８］。因此应认真向患者做好必要的病情

解释，向患者说明治疗的目的和意义，治疗后可能出现的症状、

反应及治疗方案，用药期间可能存在的不适 （下转第１９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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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南通地区居民就医满意度和信任度关联性研究
栾晶，董建成，鲍勇

【摘　要】　目的　调查南通地区居民就医状况，探讨医院如何提高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方法　采用随
机个体抽样法，对医院就诊居民进行拦截式调查，直至达到所需样本量。调查居民５５０人，有效问卷５１０份，回收率
９２．８％。结果　每年参加医疗保健体检次数对满意度和信任度阳性率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
况、离退休状况、学历、医疗形式、月收入、自我健康状况评价对满意度和信任度阳性率影响显著（Ｐ＜０．０５）。结论　满
意度和信任度的实证研究对改善医患关系，提升医疗质量，医院发展与改革意义重大。

【关键词】　医疗服务；满意度；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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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度是医患关系的基础，是医患双方相互信任的程度；
患者对医疗技术、服务质量的满意程度决定了信任度的取向和

结果［１］。本研究对南通地区就诊居民进行医疗服务满意度和

信任度调查，就人口基本特征下满意度和信任度的差异进行比

较，为医院改革提供方向和目标。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５５０名医院中寻医问诊的南通居民。
１２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２年７～９月，采用多时段随机个体抽样
法，对医院就诊居民进行拦截式调查，直至达到所需样本量。

调查所用问卷，经过信度和效度检验、因子分析法、相关分析以

及回归分析等研究，能够准确反映居民满意度和信任度评价现

状［２］。问卷分为３部分，大部分采取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量表形式：第１
部分是基本情况，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健康情况及态度倾向；

第２部分是满意度调查，９个题项，每个指标设很满意至非常不
满意５个选项；第３部分是信任度调查，１３个题项，每个指标设
好至不好５个选项。所有调查员均经过统一培训，各调查组设
质量控制员，负责过程监督和结果核对，保证数据准确、真

实［３］。共回收有效问卷５１０份。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
　　性别差异对满意度有影响，对信任度影响不显著，女性满
意度高于男性。退休人员满意度高于在职人员（Ｐ＜０．０５）。见
表１。各年龄组满意度和信任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４４岁年
龄组满意度低于４５～５９岁年龄组、６０～７４岁年龄组、≥７５岁年
龄组（Ｐ＜０．０５），６０～７４岁年龄组信任度高于 ＜４４岁年龄组
和≥７５岁年龄组（Ｐ＜０．０５）。婚姻状况对满意度和信任度影
响显著，未婚组满意度低于离异组和丧偶组，未婚组信任度低

于已婚组（Ｐ＜０．０５）。满意度和信任度受职业影响显著，其他
工种组满意度高于各组（Ｐ＜０．０５），公务员组信任度低于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７０９７３０７８）；上海交通大学文理
交叉基金项目（１０ＪＣＹ０５）

作者单位：２２６０００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栾晶，董建
成）；２０００２５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鲍勇）

通讯作者：董建成，电子信箱：ｄｏｎｇｊｃ＠ｎｔｕ．ｅｄｕ．ｃｎ

业单位组和其他工种组（Ｐ＜０．０５）。满意度受文化程度影响显
著，研究生组满意度低于其他各组，初中组满意度高于大学组

和高中组（Ｐ＜０．０５）。满意度和信任度受医保形式影响显著，
城镇职工组低于城镇居民组、新农合组、自费组，商业保险组低

于城镇居民组、新农合组、自费组。满意度和信任度受月收入

影响显著，≤１０００元满意度高于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组和≥３０００元
组，≥３０００元组低于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组，≥３０００元组信任度低于
其他两组（Ｐ＜０．０５）。满意度和信任度受自我健康评价影响显
著，不健康组高于健康组和比较健康组，各组之间信任度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表３。
表１　南通地区就诊居民基本情况ｔ检验

项目 ｎ 满意 信任

性别 男 １７８ １．２１±０．４１１ １．１４０±０．３４８
女 ３３２ １．３０±０．４５８ １．１６０±０．３６７

ｔ值 －２．０６２ －０．５７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离退休 退休 １９７ １．３５±０．４７８ １．１６０±０．３６５

在职 ３１３ １．２２±０．４１３ １．１５０±０．３５８
ｔ值 ３．３２９ ０．２２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随着医疗改革的逐步深化，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
加［４］。医院由追求患者满意度最大化，向追求“信任度”最大化

推进。患者对医院、医生的满意感影响患者信任的形成，对医

院和医生信任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对其开展服务的满意度的

高低，两者成正比关系［５］。

满意度纯属主观感受，即医生的服务使居民感到的轻松、

安全、快乐和幸福［６］。现代社会，影响人群健康的是除生物因

素外的心理、社会、环境及其相互作用的因素，因此，卫生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明确观念和行为目的，在服务过程中，运用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患者提供人性化、个性化、综合
性的高质量医疗服务［７］。

患者信任是国内外学术界认可的医患关系的基础，信任水

平的提高能够提高医疗服务效果。信任使患者更愿意接受医

生的诊疗信息，促进良好医患沟通，医患沟通过程的进行又影

响患者信任的形成；信任是治疗的基础，能够使医生的治疗方

案更好的发挥作用，反之，良好的治疗效果又（下转第１９３１页）

·８２９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调查研究·

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危险因素调查分析
许建文，尹利军，李智斐，胡兵，赵伟，冀晶，陈静，马显生

【摘　要】　目的　筛选原发性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住院患者骨折相关危险因素，为制定预防及降低胸腰椎骨折发生
率的有效方案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现场问卷调查方式，以１００例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患者为观察组，１００例骨质疏
松性非胸腰椎骨折且生活区域等基线资料与观察组对应的患者为对照组，运用统一的调查表调查研究对象的体质指数、

骨折史及骨折防护措施等。结果　在每天摄入钙、年龄、脆性骨折史、体育锻炼、日照时间、防护措施及吸烟方面，两组间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性别、体重指数、骨折家族史及饮酒方面，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
论　南宁地区居民每天摄入钙量不足、衰老、有脆性骨折史、缺乏体育锻炼、日照时间不足及缺乏有效的骨折防护措施可
增加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风险。调整膳食、预防衰老、增加日照时间、增强体育运动、加强骨折家庭及社区防护措

施，有利于预防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

【关键词】　骨质疏松；脊柱骨折；危险因素；临床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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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ｏｋｉｎｇ，ｂｕｔｎｏｔｉｎｔｈｅｇｅｎｄｅｒ，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ｆａｍｉｌ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ｕｍｂａｒ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ｔｉｃ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Ｎａｎｎ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ａｒ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ｏｃａｌｃｉｕｍｉｎｔａｋｅ，ａ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ｂｒｉｔｔｌ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ｍｅａ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ｓｋ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ｓ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ｗｉｌｌｂｅｇｒｅａ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
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ｕｍｂａｒ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ｔｉｃ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ｉｅｔ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ｔｔａｃｈｉｎｇ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ｈｏｍ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Ｓｐｉｎａｌ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为筛选区域性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主要相关危险因
素，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９月，笔者对２００例南宁地区骨质疏
松性胸腰椎骨折与非骨折患者的生活习惯、预防用药等情况进

行了调查，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共２００例，分为两组，每组１００例，来自广西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及广西骨伤医院门诊及住院部，均在南

宁居住１０年以上并按统一标准［１］明确诊断，其中１００例为骨
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另１００例为骨质疏松性非胸腰椎骨折且
生活区域等基线资料与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对应。

１２　调查方法　首先设计出统一的调查表，然后采用现场问
卷调查的方式对患者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患者的性别、年

龄、体质指数、脆性骨折史、骨折家族史、体育锻炼、日照时间、

膳食营养、吸烟、饮酒、家庭及社区安全防护措施等。

１３　质量控制　在调查过程中采取一系列质量控制方法保证
调查结果的准确可靠。主要包括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使用

统一的问卷调查表，对调查进行抽样审核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调查表经认真整理、审核后，调查所得

基金项目：广西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课题（桂科攻１０１２４００１Ｂ３８）
作者单位：５３００２３南宁市，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许建文，

尹利军，李智斐，陈静，马显生）；５３００１２南宁市，广西骨伤医
院外二科（冀晶）；５３０００１南宁市，广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
生（胡兵，赵伟）

通讯作者：许建文，电子信箱：ｊｉａｎｗｅｎｍｅ＠ｓｏｈｕ．ｃｏｍ

全部资料录入Ｅｘｃｅｌ数据库，并进行查错纠正，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
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主要有对骨折相关危险因素

的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采用现场问卷调查方式对１００例骨质疏松性
胸腰椎骨折患者及１００例无骨折骨质疏松症患者进行调查，两
组均为绝经后女性及中老年男性，组间患者在南宁地区的生活

城区、民族等基线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共
发出调查问卷２００份，收回有效调查问卷２００份，调查问卷回收
率为１００．０％。
２２　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危险因素　对２００例研究对象
的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每天摄入钙小于１０００ｍｇ
者比每天摄入钙为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ｍｇ者更容易发生胸腰椎疏松性
骨折，年龄大于或等于６０岁者比年龄小于６０岁者更容易发生
胸腰椎疏松性骨折，有脆性骨折史者比没有者更容易发生胸腰

椎疏松性骨折，每天进行超过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有利于减少

胸腰椎疏松性骨折，每天坚持日照超过一个小时者较少发生疏

松性骨折，没有骨折防护措施者比具备较好的家庭及社区骨折

防护措施者较易发生疏松性骨折。本研究未见性别、骨折家族

史及饮酒等因素与胸腰椎疏松性骨折的发生密切相关（Ｐ＞
０．０５），但过度吸烟比少吸烟或不吸烟者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
性骨折（Ｐ＜０．０５）。具体见表１。

３　讨论
　　骨质疏松症（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ＯＰ）系全身性骨骼性疾病，以骨

·９２９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强度下降、骨折风险性增加为特征，疼痛、骨变形和疏松性骨折

为临床上常见的三大并发症。骨质疏松性骨折属于脆性骨折，

轻微外伤或日常活动均可发生，其危害比疼痛和骨变形要大得

多，通常发生于髋部、腕部和脊柱等部位。发生于脊柱的被称

为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ｔｉｃ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ｕｒｅ，ＯＶＣＦ），通常在轻度的外力作用下即可发生。ＯＶＣＦ引
起的慢性腰背疼痛和脊柱后突畸形及长期卧床，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研究报道骨密度、性别、年龄及民族等因素在骨

质疏松性骨折以及再骨折发生中起重要作用。

表１　两组胸腰椎骨折的相关因素分析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Ｐ值

性别 男

女

３４
６６

４７
５３

＞０．０５

年龄 ＜６０岁
≥６０岁

１６
８４

２８
７２

＜０．０５

骨密度（ＢＭＤ，Ｔｓｃｏｒｅ，Ｔ值） ≥－１．０ １ ２０
－２．５＜Ｔ＜－１．０ １２ ３５ ＜０．０５
≤－２．５ ８７ ４５

体质指数（ＢＭＩ） ≤２８．０ｋｇ／ｍ２

＞２８．０ｋｇ／ｍ２
６２
３８

５５
４５

＞０．０５

脆性骨折史 有

无

７１
２９

１２
８８

＜０．０５

骨折家族史 有

无

４５
５５

４３
５７

＞０．０５

体育锻炼 ≤６０ｍｉｎ／ｄ
＞６０ｍｉｎ／ｄ

７６
２４

１９
８１

＜０．０５

日照时间 ≤６０ｍｉｎ／ｄ
＞６０ｍｉｎ／ｄ

７２
２８

２１
７９

＜０．０５

膳食营养（钙摄入） ＜１０００ｍｇ／ｄ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ｍｇ／ｄ

８１
１９

２２
７８

＜０．０５

吸烟指数（ＳＩ） ＜１００支／每天·年
≥１００支／每天·年

４７
５３

６６
３４

＜０．０５

饮酒 不饮酒或适度饮酒

酗酒

５９
４１

５１
４９

＞０．０５

骨折防护措施 有

无

２５
７５

８０
２０

＜０．０５

　　骨密度（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ＭＤ）被绝大多数学者认为
与骨质疏松性骨折关系密切。即 ＢＭＤ下降，则发生骨质疏松
性骨折的风险就会增加。ＲｉｚｚｏｌｉＲ等［２］报道骨组织的强度有

７５％～８５％与ＢＭＤ有关。遇呈祥等［３］报道患者的 ＢＭＤ与骨
质疏松性骨折有相关性，但 ＢＭＤ值与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不
呈正相关。ＭｏｖｒｉｎＩ等［４］研究显示发生 ＯＶＣＦ后，骨密度低于
正常值３个标准差者会有更高的再骨折率。有学者报道了骨
密度、体重指数与骨质疏松症的关联性及其对骨折的预测。如

杨永红等［５］研究表明绝经后妇女的骨密度与体重、体重指数呈

正相关，体重指数越高，全身骨密度相对较高，发生骨质疏松症

的可能性就越小。本研究显示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与非骨

折患者比较，骨密度明显降低，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但观察组与对照组间体重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年龄和性别方面，ＢａｄｕｒｓｋｉＪ等［６］报道老年人

如果以每１０年为一个年龄段，发生髋部骨折的风险随每个年
龄段增加而上升。国内学者潘彩花等研究显示女性骨质疏松

的发生率明显高于男性，老年女性与老年男性骨质疏松患病率

超过３０％。本研究显示观察组超过６０岁患者比对照组多，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间性别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年龄与衰老也是骨质疏松性胸
腰椎骨折的危险因素。在骨折史与骨折家族史方面，有调查显

示具有骨折史者发生ＯＰ风险是无骨折史的１．７６４倍，认为脆
性骨折史及骨折家族史是 ＯＰ的独立危险因素，骨折史可作为
预警ＯＰ的一个重要指标。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骨折家族史是发生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因素之一，但多

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则显示骨折家族史并非老年骨质疏
松性骨折的危险因素。本研究提示有脆性骨折史者比没有者

更容易发生胸腰椎疏松性骨折（Ｐ＜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组间
骨折家族史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骨折家族
史不一定是胸腰椎疏松性骨折的危险因素。

维生素Ｄ对骨质疏松症及疏松性骨折防治的重要性已经
被国内外学者认同。ＢｉｓｃｈｏｆｆＦｅｒｒａｒｉＨＡ等［７］报道对于平均年

龄７８岁观察对象（女性占８９％），每日口服维生素 Ｄ４８２～７７０
ＩＵ，可减少非椎体骨折２０％（９项研究，３３２６５例），减少髋部骨
折１８％（５项研究，３１８７２例），低剂量口服维生素 Ｄ者无效；
１４８４例年龄６５～７４岁观察对象（女性占９９．７％）服用活性维
生素Ｄ，与钙剂或安慰剂比较，非椎体骨折的危险减少４２％（７
项研究）。研究证明，除肠道吸收外，皮肤合成是一种非常重要

的维生素Ｄ来源途径。而阳光照射是人体产生维生素 Ｄ［８］最
重要的因素。本研究显示每天坚持日照超过一个小时者较少

发生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观察组与对照组间日照时间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运动方面，郁嫣嫣等［９］报

道坚持打太极拳可改善绝经后女性的骨密度水平，降低骨质疏

松的患病率。本研究显示骨质疏松性非骨折组比骨质疏松性

骨折组患者平均每天坚持运动的时间更长（Ｐ＜０．０５），说明坚
持体育锻炼可减少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发生。

膳食营养、吸烟及防护措施与骨质疏松症及疏松性骨折方

面的研究也有一些报道。谭英等［１０］调查发现荤食为主的人群

发生骨折的比例相对较低，更不容易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原

因可能是荤食中有较多的蛋白质及钙的摄入。黄何平［１１］研究

表明喝牛奶人群的骨密度和骨强度明显高于不喝牛奶的人群，

提示高钙食物对预防骨质疏松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张一

鹏［１２］研究报道长期饮酒者发生 ＯＰ的可能性是不饮酒者的
１．６９４倍；过量吸烟和大量饮酒促使尿钙的排泄增加，导致骨钙
流出，骨量降低，加速骨质疏松。从而增加骨质疏松性骨折及

再骨折的危险性。ＭａｇｇｉｏＤ等［１３］研究表明老年骨质疏松人群

更容易发生骨折，故应加强安全防护方面的指导，包括上厕所、

起床、洗澡等要站稳后再移步，当上下楼梯及乘坐公共汽车时

要扶好扶手，居室地板不宜潮湿，注意穿舒适并能防滑的鞋子

等。本研究显示每天摄入钙小于１０００ｍｇ者比每天摄入钙为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ｍｇ者更容易发生胸腰椎疏松性骨折（Ｐ＜０．０５）。
具备良好家庭及社区骨折防护措施者比没有骨折防护措施者

较少发生胸腰椎疏松性骨折，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吸烟指数高者比少吸烟或不吸烟者容易发生骨质疏松
性胸腰椎骨折（Ｐ＜０．０５），但未见不饮酒或适度饮酒者与过度
饮酒者在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发生方面有显著区别（Ｐ＞
０．０５），这与既往相关研究方面的报道不完全一致，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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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强患者信任。因此，信任医生很重要［８］。

表２　南通地区就诊居民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度、文化程度、医保形式基本情况Ｆ检验

项目 ｎ 满意 信任

年龄（岁） ＜４４ １８８ １．１４０±０．３５２１．１１０±０．３０９
４５～５９ １５９ １．３００±０．４５８１．１４０±０．３５３
６０～７４ １１４ １．４００±０．４９３１．２６０±０．４４２
≥７５ ４９ １．３５０±０．４８１１．１００±０．３０６

Ｆ值 ９．６６１ ５．０７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婚姻状况　 未婚 １３５ １．１３０±０．３３３１．０４０±０．１９０
已婚 ３１６ １．３１０±０．４６２１．１９０±０．３９０
离异 ２５ １．３２０±０．４７６１．２８０±０．４５８
丧偶 ３４ １．４４０±０．５０４１．２１０±０．４１０

Ｆ值 ９．６６１ ５．０７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职业　　　 事业单位 ５５ １．１３０±０．３３６１．２５０±０．４４０
企业单位 ３０５ １．１３０±０．３３８１．１９０±０．３９６
军人 １２ １．０８０±０．２８９１．０８０±０．２８９
公务员 １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９０±０．３０２
其他 １２７ １．２４０±０．４２６１．４９０±０．５０２

Ｆ值 ２．６８８ １１．８７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文化程度　 文盲 １０ １．７００±０．４８３１．３００±０．４８３
小学 ３３ １．３９０±０．４９６１．１２０±０．３３１
初中 １２２ １．４００±０．４９２１．２３０±０．４２２
高中（含中专） ２４３ １．２１０±０．４０５１．１２０±０．３３０
大学（含专科） １００ １．１８０±０．３８６１．１３０±０．３３８
研究生 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Ｆ值 ６．９１０ １．９８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医保形式　 城镇职工 ３１４ １．１９０±０．３９４１．１３０±０．３４１
城镇居民 ４６ １．５４０±０．５０４１．２８０±０．４５５
新农合 ４７ １．４５０±０．５０３１．３８０±０．４９１
商业保险 ９ １．４４０±０．５２７１．２２０±０．４４１
干部保险 ４８ １．１００±０．３０９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自费 ４６ １．４８０±０．５０５１．０７０±０．２５０

Ｆ值 １１．７４１ ８．０６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满意度的衡量以医疗服务的最终结果为基础，信任度具有
的主观性和展望性使其与患者的评价能力相匹配，两者结合可

促进医疗质量评估的准确性［９］。本研究显示，满意度和信任度

均较低的是男性组、未婚组、在职组、研究生组、干部保险组、月

收入≥３０００元组、自我评价很健康的人群组，由此可见，生活水
平的提高使人们对医疗需求的差异性变大，因此，医院应根据

实际情况，结合自身优势，多元化发展以满足人群医疗卫生服

务需求。其中，提高医疗质量是关键和核心，医院可以通过引

进医学人才、对在职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添置先进的医疗设备

等来提升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通过发展特需医疗服务，开展

特色医疗项目，为居民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级别、不同需求和不

同方式的医疗服务［１０］。

表３　南通地区就诊居民月收入、健康状况基本情况Ｆ检验

项目 ｎ 满意 信任

月收入　　 ≤１０００元 ６６ １．５６０±０．５００１．２７０±０．４４９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 ３６２ １．２５０±０．４３１１．１５０±０．３６２
≥３０００元 ８１ １．１４０±０．３４５１．０５０±０．２１８

Ｆ值 １９．７３０ ７．１５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健康状况　 很健康 ２９ １．１００±０．３１０１．０７０±０．２５８
比较健康 ２７７ １．２２０±０．４１８１．１３０±０．３３７
一般 １１８ １．２００±０．４５５１．１００±０．３８４
不健康 ８３ １．４００±０．４９９１．２００±０．４０６
非常不健康 ３ １．６７０±０．５７７１．６７０±０．５７７

Ｆ值 ５．４２８ ２．８１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总之，“以病人为中心”，医院要把患者满意作为首要任务，
同时，提高自身的医技水平和综合素质以提升患者的信任度，

确定医院发展目标和方向，建立、发展、完善医院的品牌建设以

提高医院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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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基层社区医生对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诊治技术需求与了解调查
吴万振，于恩彦，廖峥娈，仇雅菊

【摘　要】　目的　调查基层社区医生对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诊治技术需求与了解情况。方法　设计了《抑郁症和老年
期痴呆诊治问卷》，选择浙江省１０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社区医生为调查对象。结果　对２０项常用技术表达需要和非
常需要的比例较高，其中有７项达到９０％以上，有１８项达到８５％以上，基层社区医生对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防治技术
“不了解”的占４７％～７３％，而对痴呆患者的管理技术“不了解”者高达７３％。基层社区医生对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防
治知识和相关技术的了解少，但他们对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防治知识有浓厚兴趣，表达出对相关技术的强烈需求。结

论　基层医务人员作为精神疾病防控、康复的第一线，对相关知识有较强的需求，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把专业知识向基层
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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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痴呆、精神分裂症、酒精依赖及其他物质使用障碍
构成了全球疾病负担的１３％，超过了心血管疾病和肿瘤［１］，为

了完成如此沉重的精神疾病防治康复任务，即将于２０１３年５月
１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有防治、康复精神障碍的义务［２］。结合２０１２年浙江省科
技厅筛选适宜技术向基层推广［３］工作的开展，我们进行了基层

社区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对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常见诊治、康

复技术了解及掌握情况的调查，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于２０１２年５～７月选择浙江省有代表性的杭
州地区西湖区、下城区，绍兴地区上虞市、诸暨市，金华地区东

阳市，丽水地区松阳县的１０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社区医生
为调查对象，根据自愿、匿名的原则发放问卷进行调查。

１２　测量工具与方法　在参考相关文献［４－５］及专家咨询的基

础上设计了《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诊治问卷》。通过邮寄及现

场填写的形式完成相关问卷。该问卷把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

的防治和康复知识分解为２０项技术，测查基层医生对每一项
技术的需求与了解程度，其中需求程度分为４个层次，包括不
需要、可有可无、需要、很需要；了解程度分为３个层次，包括不
了解、了解、很了解。

２　结果
２１　测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在１０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发

基金项目：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３ＫＹＡ００８，２００６Ａ０１３）；浙
江省自然科学基金（Ｙ２０９１２８９）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３杭州市，浙江医院精神科（吴万振）；３１００１３杭州市，
浙江省人民医院精神科（于恩彦，廖峥娈，仇雅菊）

通讯作者：于恩彦，电子信箱：ｙ＿ｅｎｙａｎ＠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放问卷５２７份，回收 ５２１份，其中有效问卷 ５１２份，有效率为
９８．２％。调查对象的年龄２５～５５岁，平均年龄（３１．７±２．３）
岁，其中男性２４８人，女性２６４人；按照学历分类高中、中专学历
的有１４０人，大专学历的２６５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有１０７人；
按照职称分类，初级及以下２００人，中级２４５人，副高及以上有
６７人。
２２　基层社区医生对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防治技术的需求程
度　如表１所示，在调查过程中，基层社区医生表现出对抑郁
症和老年期痴呆防治技术的浓厚兴趣，表达出对技术的强烈需

求：“需要”程度的占全部人群的６２％ ～８０％，其中对抑郁症他
评心理测试技术“需要和很需要”程度的超过了９０％，即使需
要一定场地，技术难度较高、风险系数较大（需要多学科联合）

的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技术的“需要和很需要”的比例也达到了

７０％。
２３　基层社区医生对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防治技术的了解程
度　如表１所示，基层社区医生对抑郁症和痴呆防治技术“不
了解”的占４７％～７３％，除对抑郁症的识别技术“不了解”的占
４７％以外，对其他技术“不了解”的均超过５０％，而对痴呆患者
的管理技术“不了解”者高达７３％。对各项技术“了解”的程度
均未超过５０％，仅有３０％的基层医生“了解”抑郁症工具性社
会技能训练技术。

３　讨论
　　本研究提示，基层社区医生对于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诊
断、治疗、康复等各项技术的需求是强烈的，需求的比例最多达

到９０％。同时，基层医生对于这方面的技术的了解程度也是令
人担忧的，几乎有一半人群对２０项最常用的诊治技术不了解。

《浙江省精神卫生工作规划（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６］提及，据

·２３９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全国和浙江省部分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推算，浙江省心理

问题和心理障碍在人群中的发生率约达１０％，抑郁症患者达
１２０万，同时，老年期痴呆发病率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也呈上升趋
势，浙江省老年期痴呆患者约有２０万人，面对如此严峻的现
实，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精神病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卫生

科为技术依托，非专业化服务积极参与的综合性精神卫生防治

服务体系势在必行，这就要求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具有识

别、治疗、康复精神患者的能力。

２００４年，卫生部启动了《重性精神疾病治疗管理项目（６８６

项目）》，引导精神卫生机构的服务延伸至社区，基层社区医生

针对上级精神专科医生确诊的病例进行登记注册，随访，督促

患者服药［７］，这种方式有效解决了基层社区医生针对精神疾病

患者的诊断和治疗问题。然而基层社区医生进行的是一种被

动的医疗服务活动，如果患者病情出现变化，基层医生缺乏相

关知识，不能及时识别，更谈不到有效的处理，这一点在调查

中，基层医生体会较深，并且这已经成为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精

神健康的主要障碍［８］。

表１　基层社区医生对抑郁症和痴呆防治知识的需求与了解程度（ｎ，％）

序号 技术内容
需求程度

不需要 可有可无 需要 很需要

了解程度

不了解 了解 很了解

１ 抑郁症识别技术 １０（２） ３１（６） ３７９（７４） ９２（１８） ２４１（４７） ２５１（４９） ２０（４）
２ 精神访谈技术 ５（１） ４６（９） ３７４（７３） ８７（１７） ３１７（６２） １９５（３８） ０
３ 患者自己心理测试技术 ５（１） ４１（８） ３８４（７５） ８２（１６） ３３８（６６） １６４（３２） １０（２）
４ 他评心理测试技术 １０（２） ２５（５） ４１０（８０） ６７（１３） ３３８（６６） １６４（３２） １０（２）
５ 药物治疗技术 １０（２） ３１（６） ３７９（７４） ９２（１８） ３４９（６８） １４３（２８） ２０（４）
６ 无抽搐电休克技术 ３１（６） １２３（２４） ３１７（６２） ４１（８） ３２８（６４） １６９（３３） １５（３）
７ 心理治疗技术 １５（３） ３６（７） ３８９（７６） ７２（１４） ３２８（６４） １６４（３２） ２０（４）
８ 心理社会干预技术 １５（３） ４１（８） ３６９（７２） ８７（１７） ３２８（６４） １６９（３３） １５（３）
９ 工具性社会技能训练技术 １５（３） ６１（１２） ３５３（６９） ８２（１６） ３６９（７２） １２８（２５） １５（３）
１０ 社交性社会技能训练技术 ２０（４） ５６（１１） ３４８（６８） ８７（１７） ３５９（７０） １４３（２８） １０（２）
１１ 职业康复技术 １０（２） ４６（９） ３６９（７２） ８７（１７） ３３８（６６） １６９（３３） ５（１）
１２ 患者管理技术 １０（２） ５６（１１） ３６４（７１） ８２（１６） ３４３（６７） １５４（３０） １５（３）
１３ 老年期痴呆筛查技术 １５（３） ４６（９） ３５８（７０） ９２（１８） ３２８（６４） １６９（３３） １５（３）
１４ 认知功能评定技术 １５（３） ４６（９） ３５８（７０） ９２（１８） ３３８（６６） １６９（３３） ５（１）
１５ 精神行为症状的评定技术 １０（２） ４６（９） ３６４（７１） ９２（１８） ３４３（６７） １５４（３０） １５（３）
１６ 日常生活能力评定技术 １０（２） ４１（８） ３５８（７０） １０２（２０） ３３８（６６） １６４（３２） １０（２）
１７ 药物治疗技术 １５（３） ４１（８） ３５８（７０） ９７（１９） ３３８（６６） １６９（３３） ５（１）
１８ 康复技术 １５（３） ５６（１１） ３３３（６５） １０８（２１） ３４３（６７） １５９（３１） １０（２）
１９ 患者管理技术 １０（２） ５６（１１） ３６９（７２） ７９（１５） ３７４（７３） １３３（２６） ５（１）
２０ 精神检查技术 １０（２） ８７（１７） ３３８（６６） ８７（１７） ３５４（６９） １４８（２９） １０（２）

　　有调查显示高达９３．４％的社区医生认为自己有接受心理
卫生知识培训的必要性［９］，仅有３０．４％的社区医生通过继续教
育和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接受过系统的、规范的心理卫生专业

知识培训，其他人通过媒体或者自学获得片断的知识［９］。本调

查结果显示对２０项常用技术表达需要和非常需要的比例较高，
其中有７项达９０％以上的比例，１８项达８５％以上的比例，这就
提示我们加强基层社区医生常用精神疾病诊治康复技术培训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培训使其掌握相关技术，如一些简易

的心理测试量表［１０］，不断提高其诊治和康复精神疾病的能力，

掌握社区居民精神问题的基本情况，持续推进社区心理卫生服

务持续健康的发展［１１］。世界卫生组织也曾倡议，应对基层卫生

保健工作人员，包括医生、护士以及相关人员进行精神卫生卫

生知识的培训［１２］。

可见，针对基层社区医生常用精神疾病诊治康复技术了解

不多，掌握不够，同时又肩负着精神疾病防治康复第一线工作

的现状，结合我国目前精神疾病患病率不断升高，疾病负担不

断加重，人们对精神卫生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的实际，做好对

基层社区医生常见精神疾病防治知识和技术的培训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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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主被动认知与脑血栓形成患者血脂水平的相关性
侯佃臻，宫廷，赵雯，孙丰润

【摘　要】　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对脑血栓形成患者认知的影响和认知结果与血脂水平的相关性。方法　用认知量表
衡量健康教育效果和患者认知态度，以此为分组依据，观察认知结果与治疗依从性和患者血脂水平的相关性。结果　在
认知量表得分方面，主动接受健康教育活动患者高于被动接受教育者（Ｐ＜０．０１）；认知量表得分高者在院外治疗依从性
方面明显高于得分低者（Ｐ＜０．０５）；患者出院２～３个月后，认知量表得分高者能有效控制血脂水平，血清胆固醇、甘油
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均低于得分低者（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患者参与对疾病认知的态度随着知识的积累，环境
的熟悉，逐渐由被动认知变为主动认知。结论　健康教育能够改变脑血栓形成患者认知态度；提高治疗的依从性；有效
控制血脂水平。

【关键词】　脑血栓形成；认知；健康教育；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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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教育是临床护理工作常规，其效果受护患双方的多种
因素影响。认知功能障碍是脑梗死患者的常见并发症，５０％ ～
７５％的卒中患者可发生认知障碍［１］，对健康教育活动木讷，注

意力分散，听觉、理解力降低，甚至拒绝和排斥，影响健康教育

效果。笔者在临床工作中发现，患者的这种行为一方面是受性

格特点、认知障碍影响，但更多的是与脑血管病相关的知识缺

乏有关。接受健康教育的初始阶段，往往是患者被动接受，但

随着教育次数增多，患者对疾病知识积累，与施教者熟悉程度

增加，患者由被动认知逐渐变为主动认知，与施教者形成互动，

收到理想教育效果［２］。

脂质代谢紊乱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性

血栓性脑梗死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血栓性脑梗死患者血清胆

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较正常人群明显升高［３］，血脂增

高一方面与脂质代谢障碍有关，同时也与不良生活习惯、摄入

过量高能饮食影响脂质代谢有关，本研究以脑血栓形成患者血

脂水平为指标，通过有效的健康教育，提高患者对本病的认识，

逐步建立起良好生活习惯，提高治疗依从性。运用认知量表衡

量患者的认知水平，观察认知行为改变与血脂水平变化的关

系。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０９年３月在神经内科住院的
脑血栓形成患者，排除意识障碍、危重患者及随访期内死亡病

例，选择意识清醒，肌力３级及以上［４］，符合１９９５年全国第四
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诊断标准［５］，首次突然发病，有偏

基金项目：山东省保健医学科研课题项目（２００６ＢＪ０２）
作者单位：２５６６０３山东省滨州市，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侯佃臻，电子信箱：ｈｏｕｄｚｈ２００４＠１２６．ｃｏｍ

瘫等神经系统定位体征，经头颅ＣＴ或ＭＲＩ检查确诊，能接受健
康教育，住院两周左右。患者入院后做常规查体和生化检查，

凡血清总胆固醇（ＣＨＯ）＞５．７ｍｍｏｌ／Ｌ或甘油三脂（ＴＧ）＞１．７１
ｍｍｏｌ／Ｌ或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３．０１ｍｍｏｌ／Ｌ，且能在出院２～
３个月成功复诊者，筛选出１５１例纳入本研究，同一患者多项异
常者分别计算。其中：男性１０５例、平均年龄（５５．２±１３．２）岁；
女性４６例，平均（５３．５±１４．５）岁。平均住院日（１３．８５±８．６）
ｄ。
１２　健康教育
１２１　患者入院后实施系统性健康教育　教育内容包括：①
脑血栓形成基础知识、发病的危险因素、饮食、健康生活习惯、

预防并发症，重点讲解动脉硬化与脑血栓形成的关系，高血脂

与动脉硬化的关系。②瘫痪肢体、运动性失语功能训练方法。
③日常生活能力技巧。④注意事项（包括心理疏导）。教育方
式包括：①讲解：责任护士每天对每位患者和／或陪护人员讲解
或问答４５～６０ｍｉｎ。②示教：瘫痪肢体功能训练方法（包括主
动活动、被动活动、按摩方法）。③利用书面材料：发放相应内
容的健康教育卡片和系统的健康教育手册，内容通俗易懂、图

文并茂，患者和陪护人员自愿阅读。④看录像：提高自理能力
的一系列录像。⑤每周进行一次问卷测试，评估健康教育效
果，及时修订教育内容和方式。

１２２　认知量表设计　根据患者接受健康教育的认知态度、
问卷测试结果、对脑血栓形成的病因、发病过程、危害、预防及

治疗方法的认知水平设计认知量表，见表１。
１２３　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在健康教育的同时按照患者认知
量表的项目记录患者接受健康教育活动中的认知情况，以１周
为１个统计周期进行认知结果评估，第２周末或者患者住院时
间不足两周，需要出院时，按实际受教育天数折合成７天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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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量表，结果１５１例纳入患者住院１周时平均认知量表得分
（６２．５±１７．３）分；住院２周时平均认知量表得分（８１．６±１３．１）
分，患者随健康教育时间增加，认知得分提高明显（Ｐ＜０．０１）。

表１　认知量表（总分１００分）

认知过程 认知项目 分值
本项最

高得分

对健康教育态度 每出现一次表情确认 ０．２ １０
每出现一次明确回答★ ０．５ １０
每出现一次主动提问★ １ １０

健康教育问卷测试 每知晓一个本病发病原因 １ ５
每知晓本病发病过程的一个阶段 １ ３
每知晓本病病情预后的一个结果 １ ２
每知晓预防发病的一个办法 １ １０
每知晓一种有益于本病的食品 １ ５
每知晓自己生活中不良习惯 １ １０

住院期间行为 遵医嘱治疗 ５ ５
每逐步改变不良习惯 １ １０
每彻底改变不良习惯 ２ １０
每主动关心询问病情一次★ １ ５
每表现一次对治疗疾病信心 １ ５
每发现一次不良行为 －１ －１０

　　注：本量表重点突出衡量患者认知态度，主动参与认知部分占２５
分，打“★”部分。本量表的及格线设定为８０分，只有积极主动参与健康
教育过程、与施教者形成互动，达到一定疾病认知水平才能及格。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组
间比较单侧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组间比较 χ２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样本分组　患者出院时，依据认知量表计分结果将患者
分为两组，两次计分中有一次达到８０分者为研究组，两次均达
不到８０分者为对照组。结果在１５１例入选病例中，９０例纳入
研究组，６１例纳入对照组，两组患者在接受教育频次、住院时
间、住院床位设置、治疗方案、性别比例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２２　认知结果对治疗依从性影响　患者出院时，医生为其制
定治疗、康复方案，嘱患者在家中继续用药治疗，２～３个月左右
来院复诊，复诊时做随访记录。但是患者出院后在执行医嘱方

面有很大差距，由此分为服从医嘱和不服从医嘱两种情况，随

访结果见表２。
表２　脑血栓患者出院后治疗依从性统计（ｎ，％）

分组 ｎ 服从医嘱者 不服从医嘱者

研究组 ９０ ６４（７１．０） １２（１４．０）
对照组 ６１ ３３（５４．０） １６（２４．０）
χ２值 ４．５８ ４．００
Ｐ值 ０．０２５ ０．０５

２３　认知结果与患者血脂变化的相关性　患者住院和出院后
按脑血栓形成常规治疗外，依据病情加用降脂药对症治疗，患

者出院前测一次血脂分析，评估住院期间治疗效果；出院２～３
个月左右来院复诊，并做血脂分析，结果作为评估健康教育效

果的依据。

２．３．１　健康教育对血清胆固醇（ＣＨＯ）的影响　在高 ＣＨＯ病
例中，随机抽取研究组和对照组各２５例。入院、出院及随访结
果见表３。

表３　健康教育对脑血栓患者ＣＨＯ的影响（ｘ±ｓ）

分组 ｎ 认知得分 入院（ｍｍｏｌ／Ｌ） 出院（ｍｍｏｌ／Ｌ） 随访（ｍｍｏｌ／Ｌ）

研究组 ２５ ８３．３６±２．４３ ６．６７±１．５６ ５．２５±０．９２ ５．２３±１．２６
对照组 ２５ ７４．６０±２．７７ ６．６５±１．７１ ５．１３±１．３２ ６．１４±１．５２
ｔ值 １１．８９ ０．０４３２ ０．３７３ ２．３０５
Ｐ值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５００ ０．２５００ ０．０１００

２３２　健康教育对血清甘油三脂（ＴＧ）的影响　在高 ＴＧ病例
中，随机抽取研究组和对照组各２７例。观察出院及随访阶段
ＴＧ的变化，结果两组患者出院时 ＴＧ分别为（１．６６±１．０２）
ｍｍｏｌ／Ｌ和（１．６８±１．５２）ｍｍｏｌ／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是出院 ２～３个月随访结果：研究组（１．６０±０．９６）
ｍｍｏｌ／Ｌ，对照组（２．２５±０．９８）ｍｍｏｌ／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３３　健康教育对血清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的影响　在高
ＬＤＬ患者中，随机抽取研究组和对照组各４３例。观察出院及
随访阶段 ＬＤＬ的变化，结果两组患者出院时 ＬＤＬ分别为
（２．８５±０．４１）ｍｍｏｌ／Ｌ和（２．８７±０．７７）ｍｍｏｌ／Ｌ，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但是出院２～３个月随访结果：研究组（２．９６±
０．４５）ｍｍｏｌ／Ｌ，对照组（３．３３±０．３８）ｍｍｏｌ／Ｌ，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

３　 讨论
　　脑血栓形成是脑梗死最常见的类型，约占全部脑梗死的
６０％。相关研究的单因素分析显示：生化指标中的血糖、ＴＧ、
ＨＤＬＣ值均提示能增加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风险［６］。笔者正

在进行的一项课题研究显示：脑血栓患者中高血清总胆固醇人

数占２１．１％，高甘油三脂的人数占 ２４．１％，高 ＬＤＬ人数达
４０％。高于２００２年我国成人血脂异常患病率１８．６％的调查数
据［７］，且有５０％的高血脂患者有两项及以上指标高于正常值。

认知（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
信息加工的过程。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在健康教育活动中，被

动接受会产生恐惧感，甚至厌恶感。只有在循序渐进中获得初

步成绩的同时，通过鼓励，激发起兴趣，获取知识才能更坚固、

更持久。业已证实，护患加强沟通，提高沟通技巧，适当提问，

增加互动，适时沉默，主动关心患者，感情真挚，态度和蔼，就能

收到好的健康教育效果［８］。脑卒中患者中大多数伴有不同程

度的认知功能障碍，认知障碍不但影响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

而且影响患者的全面康复［９］。

本研究通过以判定患者是否主动认知为特征的认知量表

测试，以８０分为界限，将患者分为主动认知组（研究组）和被动
认知组（对照组），研究患者认知水平和出院后对治疗的依从性

以及血脂变化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主动认知组在院外治

疗依从性明显高于和被动认知组（Ｐ＜０．０５）；患者出院２～３个
月后，主动认知组能有效控制血脂水平，血清胆固醇、甘油三

酯、低密度脂蛋白均低于被动认知组（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Ｐ＜
０．０１）。研究结果还表明：患者参与对疾病认知的态度是能够
变化的，随着护患沟通的加强，知识不断积累，环境逐渐熟悉，

认知态度逐渐由被动认知变为主动认知，认知量表得分第２周
明显高于第１周（Ｐ＜０．０１）。本研究结果证实，通过成功的健
康教育，可以使患者获得足够的脑血栓和动脉硬化发病、发展、

预后、预防和康复知识，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治疗的依从

性。提高对血脂异常的认知，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形成，有效改

善血脂异常状况［１０］。

还应当指出，有部分脑血栓患者对疾病悲观，对不良生活

习惯固执，漠视生命，单靠住院期间的健康教育远远不够，需要

家属、社区医生，甚至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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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青岛市社区居民中医健康知识讲座需求的调查
张彦妹，郭爱华，郑乃智

【摘　要】　目的　了解社区居民中医健康知识讲座的需求。方法　选取青岛市市南区一社区２１２名居民进行面对面
问卷调查。结果　２１２名社区居民中６８．４％了解中医健康知识的途径是媒体；社区居民对中医健康知识讲座内容需求
主要包括中医饮食养生、穴位按摩、艾灸、中医四季养生等；每次讲座时间选择２０～３０ｍｉｎ３８名（７３．１％），４５ｍｉｎ１３名
（２５％）；讲座间隔时间选择３０ｄ２１名（５７．７％），１４ｄ１９名（３６．５％），７ｄ８名（１５．４％）。结论　社区居民对中医健康知
识讲座的需求较为强烈且呈现多样化；医务工作者应承担起推广普及中医健康知识的责任，普及内容应丰富，以满足社

区居民的需求。

【关键词】　社区；中医；健康知识；需求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７．６　Ｒ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３６０２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加快，居民的死因
顺位正在发生变化，由过去的以传染病为主转变为现在的以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病）为主［１］。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

肿瘤、糖尿病等慢病已成为严重威胁居民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

问题。健康教育是改变人们不良行为、提高健康素质［２］、预防

慢病的方法之一。中医健康知识在防治慢病过程中具有独特

优势。为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中医健康知识讲座的需求，２０１２
年７～９月我们对社区居民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１２年７～９月在青岛市市南区某社区，按便
利抽样方法抽取该区域内自愿接受调查的社区居民共２２６名。
１２　调查方法　在参考国内有关文献［３］和听取专家意见的基

础上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居民一般情况、健康状

况；了解中医健康知识的途径，所在社区是否开展了中医保健

服务；对中医健康知识讲座内容、时间及频率的需求。调查员

为我院２００８届医学院护理本科实习生；调查员详细讲解调查
表中各项内容；调查对象进行口头作答，由调查员逐条记录，最

后汇总进行资料的统计和分析。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２２６份，
收回有效问卷２１２份，有效回收率９３．８％。数据采用统计描
述。

２　结果
２１　社区居民了解中医健康知识的途径　２１２名社区居民对
中医健康知识来源途径的选项中，媒体、医务工作者和自学分

别为１４５，４７和２０名，占总数的６８．４％、２２．２％和９．４％。居民
所在社区是否开展了中医保健服务，回答肯定者３５名占总数
的１６．５％，否定者１７７名占８３．５％。
２２　社区居民健康状况　２１２名社区居民中身体健康者、患高
血压病者、患冠心病者、患糖尿病者、患中风者分别为９１，７８，
４９，４０，４名，占总数的４３．２％、３６．８％、２３．１％、１８．９％、１．９％。
另有 ３８名居民同时患有 ２种或 ２种以上慢病，占总数的
１７．９％。
２３　社区居民对中医健康知识讲座内容的需求　２１２名社区

作者单位：２６６０１１山东省青岛市市立医院中医科（张彦妹，郭爱华）；神
经科（郑乃智）

通讯作者：郑乃智，电子信箱：ｚｈｅｎｇｎａｉｚｈｉ２００７＠１２６．ｃｏｍ

居民对中医健康知识讲座内容需求的选项中，选择中医饮食养

生、穴位按摩、艾灸、中医四季养生、中药熬制、中医基本知识、

刮痧者分别为 １５９，１２６，９４，８２，２４，１２，８名，分别占总数的
７５．０％、５９．４％、４４．３％、３８．７％、１１．３％、５．６％、３．８％。
２４　社区居民对中医健康知识讲座频率的需求　２１２名社区
居民对中医健康知识讲座频率的选项中，选择９０ｄ／次、３０ｄ／
次、１４ｄ／次、７ｄ／次者分别为１２，１１８，６５，１７名，占总数的５．８％、
５５．６％、３０．４％和８．２％。
２５　社区居民对中医健康知识讲座时间的需求　２１２名社区
居民对中医健康知识每次讲座时间的选项中，选择 ２０～３０
ｍｉｎ／次、４５ｍｉｎ／次、６０ｍｉｎ／次者分别为１５４，５３，５名，占总数的
７２．６％、２５．０％和２．４％。

３　讨论
３１　医务工作者应承担起普及中医健康知识的责任　本调查
结果显示，社区居民了解中医健康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媒

体，占总数的６８．４％，通过医务工作者占２２．２％。分析原因可
能包括：社区卫生部门对中医健康知识宣传力度欠缺；中医理

论系统性强，医务工作者讲解时运用医学术语，居民难于接受。

因此，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平台，制定相关宣传中医健康知

识措施和政策；各级医疗卫生服务部门要加强社区中医健康知

识的普及和宣传。在宣传过程中，讲解者要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注重效果。

３２　社区居民慢病患病率高　慢病严重损害国民健康，威胁
劳动力人口［４］，大量增加疾病负担，已成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民

生问题。本调查结果显示，以社区为基础的调查，高血压病、冠

心病、糖尿病、中风患病率分别为 ３６．８％、２３．１％、１８．９％和
１．９％，相当比例的居民患一种以上的慢病。慢病防治是一项
系统工程，居民生活行为的矫正和健康教育是行之有效的方

法［５］。在社区慢病防治中，中医相关的健康教育有极大的优

势，因为中医“治未病”的思想与目前强调慢病防治理论和效果

是统一的［６］。

３３　社区居民对中医健康知识讲座内容的需求呈多样化　由
调查结果可知，社区居民对中医饮食养生需求最高（７５．０％），
其原因可能由于中医饮食养生的方便性和实用性。中医穴位

按摩的需求次之（５９．４％），其原因也是基于穴位按摩简便易
行，容易掌握和运用，且不受时间、地点和工具的限制。艾灸、

［５］　刘强，于绣红，高娜．中西医结合治疗脑血栓形成急性期的临床疗
效［Ｊ］．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０，７（１１）：７８７９．

［６］　孙昊，吴昊，栾春业，等．缺血性脑卒中相关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
研究［Ｊ］．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１０，１４（１）：３２３５．

［７］　任洁，赵冬．中国人群血脂水平的流行病学现状［Ｊ］．中国现代神
经疾病杂志２００９，９（１）：８１０．

［８］　胡腊先，李秀云，黄海珊．护理人员对护患沟通障碍、方法及技巧

认知的调查［Ｊ］．中华现代护理杂志，２０１１，１７（２３）：２８０７２８０９．
［９］　张国初，裴建中，蒋宏．认知干预在脑卒中患者康复治疗中的作用

［Ｊ］．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１０，１４（９）：９０９２．
［１０］　李小珍，王倩，王秀萍，等．个性化持续性健康教育对血脂异常人

群的影响［Ｊ］．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７（１２）：７５７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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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ｃＡＭＰ应答元件结合蛋白与内皮细胞的研究进展
徐秀娟，孙耕耘，尤青海

【关键词】　ＣＲＥＢ；内皮细胞；炎症；通透性
【中图分类号】　Ｒ３６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３７０３

　　ｃＡＭＰ应答元件结合蛋白（ｃＡＭ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ＥＢ）是第一个被发现通过磷酸化起调控作用并作为
细胞内第二信使的转录因子，它能调节包括内皮细胞在内的多

种细胞一系列生命活动，如细胞增殖、分化、生存和凋亡等。本

文就ＣＲＥＢ结构、部分生物学功能及其参与的内皮细胞功能进
行相关综述。

１　ＣＲＥＢ概述
　　１９８６年 ＭｏｎｔｒｍｉｎｙＭＲ等发现一段 ｃＡＭＰ应答序列，能调
节许多基因的转录，与其他已知受 ｃＡＭＰ调节的基因相比，它
含有高度保守的 ５ＴＧＡＣＧＴＣＡ３八碱基回文结构，后命名为
ｃＡＭＰ应答元件（ＣＲＥ）。随后在研究基因转录调节时，从 ＰＣ１２
细胞系（从大鼠嗜铬细胞瘤建立起来的一种细胞系，是研究

ＣＲＥＢ功能的常用细胞类型）的核抽提物和大脑组织中，得到一
种分子量为 ４３ｋＤ的核蛋白，检测发现它与 ＣＲＥ有高度亲和
力，因此将其命名为 ｃＡＭＰ应答元件结合蛋白，它能刺激含有
ＣＲＥ的目的基因转录，是一种转录增强子。２００４年，Ｉｍｐｅｙ等
人对大鼠ＰＣ１２细胞系全基因组分析，得到 ＣＲＥＢ的全部靶基
因，称为ＣＲＥＢ调节子，这些靶基因包括神经元相关分子、代谢
因子、与细胞周期和增殖相关的因子等。

ＣＲＥＢ家族有３个成员：ＣＲＥＢ、ＣＲＥＭ（ＣＲ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ｒｏ
ｔｅｉｎ）和ＡＴＦ１（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１），成员之间具有高
度同源的亮氨酸拉链结构，通过形成同源二聚体或异源二聚体

与目的基因启动子中的 ＣＲＥ序列结合。ＣＲＥＢ的一级结构由
３４１个氨基酸残基构成，Ｎ末端为蛋氨酸，Ｃ末端为天冬氨酸，
二级结构包括一个激酶诱导域、两个富含谷氨酸区域和一个基

础亮氨酸拉链结构域，前两者对 ＣＲＥＢ活化和磷酸化至关重
要［１］，Ｓｅｒ１３３是其最主要的磷酸化位点。多种蛋白激酶都能
诱导Ｓｅｒ１３３残基磷酸化，如ＰＫＡ、ＰＫＣ、ＭＡＰＫ，活化后的ＣＲＥＢ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８１１０００５３，８１０７００５４）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２２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
通讯作者：孙耕耘，电子信箱：ｓｕｎｇｅｎｇｙｕｎ＠ｔｏｍ．ｃｏｍ

二聚体化，随后与靶基因启动子中的 ＣＲＥ序列（ＴＧＡＣＧＴＣＡ）
或ＣＲＥ半序列（ＣＧＴＣＡ／ＴＧＡＣＧ）结合，募集共活化因子 ＣＢＰ／
ｐ３００，诱导ＣＲＥＢ靶基因转录。许多能增加细胞内 ｃＡＭＰ或钙
离子水平的刺激能诱导 ＣＲＥＢ磷酸化和活化，如生长因子、神
经递质、应激等。另外通过 ＴＯＲＣ（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ＣＲＥＢ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的核转位也能使ＣＲＥＢ活化。

２　ＣＲＥＢ的生物学功能
　　 ＣＲＥＢ有着广泛的生物学功能，早期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神经系统，如生物节律的调节、记忆与学习的形成、情绪反

应、药物成瘾及戒断等方面，但 ＣＲＥＢ在生命活动其他方面的
作用也逐渐被人们所发现。

２１　ＣＲＥＢ参与物质代谢　短期饥饿时，外周血中升高的胰高
血糖素能激活ＣＲＥＢ，活化的ＣＲＥＢ直接刺激丙酮酸羧化酶、磷
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１、葡萄糖６磷酸酶等糖异生基因表
达，肝内糖异生增加，血糖水平升高，从而维持能量平衡；研究

发现ＣＲＥＢ还参与脂类的代谢，在高脂肪进食和肥胖者的脂肪
细胞中ＣＲＥＢ磷酸化和活化增加，个体的胰岛素耐受增强，从
而导致肥胖。而脂肪细胞中 ＣＲＥＢ基因表达缺陷，能使营养性
肥胖或遗传性肥胖大鼠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２］。

２２　ＣＲＥＢ参与免疫反应　过去十几年的研究表明 ＣＲＥＢ在
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研究发现 ＣＲＥＢ能诱导与免疫相关
的基因转录，包括 ＩＬ２、ＩＬ６、ＩＬ１０、ＴＮＦ、ＣＯＸ２和巨噬细胞游
走抑制因子。在内皮细胞和单核细胞中，活化的 ＣＲＥＢ可抑制
ＮＦκＢ的活性，发挥抗炎作用。在巨噬细胞中，活化的ＣＲＥＢ可
诱导两种主要的抗凋亡基因 ＰＡＩ２和 Ｂｆｌ１／Ａ１表达，促进巨噬
细胞存活，增强免疫反应。在肺结核患者的Ｔ细胞中，ＣＲＥＢ诱
导ＩＮＦγ的表达，促进 Ｔｈ１细胞反应，从而起到保护作用［３］。

另有研究发现ＣＲＥＢ通过多种途径促进Ｂ细胞活化和增殖，而
是否对宿主起保护作用取决于抗原的不同［４］。

２３　ＣＲＥＢ参与肿瘤发生　研究发现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的骨髓标本中ＣＲＥＢｍＲＮＡ和蛋白水

中医四季养生的需求率为４４．３％和３８．７％，也占较大比例，说
明中医健康知识讲座内容多样化，且得到较好的认同。中药熬

制、中医基本知识、刮痧的需求率相对较低，与相关理论较难掌

握，效果滞后及实施条件受限等有关。从社区居民对中医健康

知识排序来看，他们更多需要中医饮食养生、中医穴位按摩、艾

灸、中医四季养生等中医实用技术，这些技术具备共同特点，即

“简、便、验、廉”［７－８］，为我们以后开展工作提供了方向。

３４　满足社区居民对中医健康知识讲座的频率及时间　结果
还显示，社区居民对中医健康知识讲座频率以３０ｄ／次，每次讲
座时间以２０～３０ｍｉｎ需求者较多。这说明中医健康教育需要
长期实施，结合居民生活情况和不同文化层次区别对待。每次

讲座时间不宜过长，讲座内容系统易记，突出实用性。相关研

究成果也为医院专家进社区进行慢病防治健康讲座的安排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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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表达升高，ＣＲＥＢ过表达促进白血病细胞生长和存活，而表
达下调会导致白血病细胞增殖和存活受抑制，因而 ＣＲＥＢ表达
水平与急性白血病患者临床预后有关。ＣＲＥＢ转基因大鼠一年
后发生骨髓增生性疾病，而非白血病，表明 ＣＲＥＢ能影响白血
病的表型，但又不足以完全转变为白血病，它通过调节下游特

定靶基因表达促进体内外骨髓细胞的异常增殖和存活。因此

有人提出ＣＲＥＢ作为一个原癌基因影响骨髓造血和白血病表
型，ＣＲＥＢ依赖的信号通路将来可能成为治疗白血病的一个靶
点［５］。

２４　ＣＲＥＢ参与炎症反应　研究发现哮喘患者气道平滑肌细
胞中一磷酸鞘氨醇（Ｓ１Ｐ）生物活性明显增加，其活化受体介导
的信号通路（如ＭＡＰＫ）能促进气道炎症反应。Ｓ１Ｐ能快速诱导
ＭＡＰＫ磷酸酶１在ｍＲＮＡ和蛋白水平表达，这可能作为一种负
反馈机制限制ＭＡＰＫ信号通路介导的炎症反应，抑制细胞因子
的释放。而 ＭＡＰＫ磷酸酶１是 ＣＲＥＢ的靶基因，且 ｃＡＭＰ／
ＰＫＡ／ＣＲＥＢ通路参与上述诱导过程［６］。ＲＧＳ１０是 Ｇαｉ／ｑ／ｚ亚
单位的ＧＴＰ酶活化蛋白，它在免疫系统和脑组织中广泛表达。
研究表明在已分化的多巴胺神经元细胞中，ＲＧＳ１０高表达能增
加细胞对ＴＮＦ诱导的炎症反应的抵抗作用，而 ＲＧＳ１０对神经
元的这种保护作用是由 ｐＣＲＥＢ介导的，且该过程依赖 ｃＡＭＰ／
ＰＫＡ信号通路［７］。

　　氧化应激增加是许多炎症疾病的共同特征。氧化磷脂是
蛋白和脂类氧化修饰的产物，在炎症反应和细胞凋亡过程中产

生。血红素加氧酶１（ＨＯ１）作为体内外磷脂氧化后的产物，它
具有潜在的抗氧化和抗炎特性，因此在许多疾病中它作为一个

重要的保护因子。在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系中，氧化磷脂经

ＰＫＡ、ＰＫＣ、Ｐ３８和 ＥＲＫ等多种信号通路活化 ＣＲＥＢ，诱导 ＨＯ１
表达，限制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因此ＣＲＥＢ参与诱导ＨＯ１的
表达及随后的抗炎反应。

３　ＣＲＥＢ与内皮细胞
　　随着 ＣＲＥＢ生物学功能逐渐被人们认识，出现了众多
ＣＲＥＢ与内皮细胞的研究。ＣＲＥＢ在内皮细胞的形成、凋亡以
及单层通透性的改变过程中起一定的调节作用。

３１　ＣＲＥＢ与血管内皮细胞形成　研究发现，ＣＲＥＢ可由多种
途径激活而参与血管内皮细胞的形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在血管生成的过程中
起重要作用［８］，它经ＰＫＣ／ＰＫＤ介导活化ＣＲＥＢ，促进血管生成，
其机制与诱导核受体 Ｎｕｒｒ１的表达有关；而基因敲除 ＣＲＥＢ能
减少ＶＥＧＦ诱导的Ｎｕｒｒ１表达，从而抑制内皮细胞增殖［９］。在

恶性胶质瘤细胞株中，神经生长因子１通过诱导 ＣＲＥＢ活化，
促进侵袭血管生成，而基因沉默 ＣＲＥＢ能抑制神经生长因子１
介导的肿瘤侵袭和血管生成［１０］。前列腺素 Ｄ２能促进视网膜
毛细血管周皮细胞生长，机制是激活ｃＡＭＰ／ＣＲＥＢ信号通路，诱
导ＣＲＥＢ磷酸化。毛猴素是腺苷酸环化酶潜在的活化剂，通过
ＰＫＡ依赖的 ＶＥＧＦ表达增加血管生成，伴随着 ＣＲＥＢ磷酸
化［１１］。β桉叶醇（植物中提取的一种抗肿瘤药物）通过生长因
子信号通路抑制ＣＲＥＢ活化，进而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生成［１２］。

组胺具有间接的抗肿瘤作用，在大鼠黑色素瘤模型中，腹腔注

射组胺能降低血清中ＶＥＧＦ、ＮＯ等促血管生成因子及与血管生
成相关的ＮＦκＢ和ＣＲＥＢ的水平，显著减少肿瘤毛细血管的形
成，起到抑制肿瘤的作用［１３］。

３２　 ＣＲＥＢ与内皮细胞衰老和凋亡　有关血管衰老的体内外
研究发现，胰高血糖素样多肽１经 ｃＡＭＰ／ＰＫＡ途径活化
ＣＲＥＢ，阻止活性氧诱导的内皮细胞衰老，且抑制ｃＡＭＰ／ＰＫＡ通
路能消除上述抗衰老作用［１４］。西洛他唑（磷酸二酯酶３的抑
制剂）对内皮细胞凋亡具有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是激活

ＥＲＫ１／２和ｐ３８／ＭＡＰＫ，活化ＣＲＥＢ，上调Ｂｃｌ２［１５］。基础成纤维

细胞生长因子能增强内皮细胞的存活，该过程可能与 ＣＲＥＢ的
活化有关。据报道，双唾液酸神经节苷脂（ＧＤ３）能通过 Ｂｃｌ２
介导的线粒体途径诱导细胞凋亡，过表达 ＧＤ３合酶能使 ＣＲＥＢ
去磷酸化，下调 Ｂｃｌ２，活化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凋
亡。多氯联苯选择性活化ＣＲＥＢ，通过ｃａｓｐａｓｅ依赖的细胞凋亡
途径诱导人微血管内皮细胞死亡。

３３　ＣＲＥＢ与内皮细胞单层通透性　内皮细胞的完整性由内
皮细胞间粘附力和收缩力维持。而在各种刺激因素（主要是炎

症介质如凝血酶）作用下，肌动蛋白驱动的内皮细胞收缩增强，

细胞间粘附力减弱，在内皮间形成微小的间隙，导致富含蛋白

的体液积聚于细胞间质。在肺组织中，微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

增加将导致富含蛋白的肺泡水肿和严重的氧合功能障碍，最终

导致危及生命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ａｃｕ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ＲＤＳ）发生［１６１７］，因此在 ＡＲＤＳ发病机制的研究中，
内皮细胞通透性的改变成为热点。近期研究发现 ＣＲＥＢ可在
转录水平调控ｐ１９０Ａ（一种 ＧＴＰ酶活化蛋白，能抑制 ＲｈｏＡ的
ＧＴＰ酶活性）表达。用小干扰 ＲＮＡ或显性失活的 ＣＲＥＢ突变
体（ｄｎＣＲＥＢ）使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中 ＣＲＥＢ功能缺陷，在凝血
酶、ＬＰＳ、ＶＥＧＦ作用下，ｐ１９０Ａ的表达显著下降，ＲｈｏＡ的活性
增加，从而介导黏着连接破坏和肌动蛋白应力纤维形成，产生

持续放大的内皮细胞通透性增加反应。因此，ＣＲＥＢ对维持内
皮屏障功能起重要作用，但参与上述过程的各种信号通路及各

通路间的联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是应用促排卵药物后的严重并发
症［１８］，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导致的多浆膜腔积液是其特征之

一，其机制可能是高水平的雌激素或 ＨＣＧ经活化 ＣＲＥＢ诱导
ＶＥＧＦ和一些炎症因子的产生，从而诱导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
增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ＤＲ）是糖尿病最
常见的并发症之一［１９］，研究发现ＣＲＥＢ参与视网膜内皮细胞通
透性的调节，活化的 ＣＲＥＢ通过调节细胞外基质蛋白（如纤连
蛋白、层连蛋白）和细胞间粘附分子的表达，改变视网膜内皮细

胞通透性，这可能是早期ＤＲ患者内皮细胞功能失调和血 －视
网膜屏障破坏的机制之一［２０］。

４　小结
　　内皮细胞衬于所有血管的内面，其诸多功能如屏障功能、
内分泌功能、凝血功能、新生血管形成等为机体维持正常生理

功能所必需，其功能损害可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ＣＲＥＢ是一
种重要的核转录因子，广泛存在于真核生物细胞核内，已经发

现能被ＣＲＥＢ活化后转录的靶基因超过５０００种，因而它的生物
学功能极其广泛。ＣＲＥＢ参与维持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因而
在有关内皮细胞通透性改变的疾病研究中，ＣＲＥＢ可能有助于
阐明它们的发病机制；治疗上，ＣＲＥＢ参与血管形成，而新生血
管为肿瘤细胞侵袭、转移所必需，ＣＲＥＢ能否作为抑制肿瘤转移
的一个潜在靶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总之，更深入地研究

ＣＲＥＢ在内皮细胞中的作用机制，有可能更好地了解疾病的发
病机制，为疾病治疗带来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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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最新研究进展
赵志，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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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ＡＩＳ）是青春前期或骨骼成熟前发生的脊柱侧凸，至今病因不
明，是脊柱侧凸中最常见的类型，约占结构性侧凸的 ７５％ ～
８０％［１］。ＡＩＳ的发病原因，目前仍在深入研究之中，但大量的临
床观察和实验研究资料表明，许多因素与ＡＩＳ的发病有着密切
的关系。现代医学研究，从流行病学调查及实验研究资料中证

实，ＡＩＳ病因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遗传因素；神经系统因
素；躯干生长不平衡及内分泌异常等。目前 ＡＩＳ总的治疗原则
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适时手术矫正、防止侧凸继续进展。本

文就ＡＩＳ发病原因及其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论述如下。

１　ＡＩＳ发病机制研究新进展
１１　遗传因素　遗传因素在多种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已受
广泛关注，基因遗传研究是近些年来最热门的研究。在对 ＡＩＳ
的研究中发现，ＡＩＳ可能为多基因遗传疾病，ＺｈｅｎＬｉｕ等［２］发现

ＡＩＳ的女孩有着更高水平的 ｓＯＢＲ和低 ＦＬＩ，而且和 ＡＩＳ的女
孩脊柱侧凸严重性有显著的相关性，在不同个体有不同表现，

这是由于遗传异质性决定的。因此，ＡＩＳ既不是单基因病，也不
是伴性遗传疾病，而是多个基因复合作用的结果。ＡｎｎａＧ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骨科
通讯作者：赵志，电子信箱：ｚｈｚｈ３０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等［３］通过对６４５７８双胞胎分析，发现双胞胎脊柱侧凸的患病率
是４％，遗传、环境是主要影响因素。这是第１次大规模通过双
胞胎来研究脊柱侧凸与遗传因素的关系，说明遗传基因在 ＡＩＳ
有肯定作用。ＹｏｈｅｉＴ等［４］通过大样本１３７６人利用基因筛查
的方法，研究ＡＩＳ多发家族发现染色体１０ｑ２４．３１与ＡＩＳ易感性
的轨迹，最重要的ＳＮＰ位于ＬＢＸ１附近，遗传方式可能是常染色
体、性连锁和多因素等。基因突变与ＡＩＳ相关性临床正在用大
样本随访研究。在儿童的生长发育过程中相关基因表达的异

常，不同基因表达的多态性的差异，在一定的环境因素下的相

互作用引起特发性脊柱侧凸的发生。从遗传基因水平考虑引

起ＡＩＳ的原因是最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１２　神经系统因素　临床研究发现伴有神经系统异常的 ＡＩＳ
容易进展，潜在的神经功能障碍或解剖异常与 ＡＩＳ发病密切相
关，特别是前庭功能障碍。ＣｈｕＷＣ等［５］研究认为姿势控制障

碍是脊柱侧凸的病因之一，发现 ＡＩＳ患者常伴有姿势反射、本
体反射和视觉反射障碍，并且发现侧凸的严重程度和平衡异常

的严重程度相关。ＭａｈａｕｄｅｎｓＰ等［６－７］对１３名健康女孩和４１
例未经治疗的ＡＩＳ女患者进行双侧运动步态分析和肌电图测
量，ＡＩＳ步长比正常对照组减少７％，骨盆正面运动减少且左右
倾斜，竖脊肌、臀中肌和半腱肌收缩比正常对照组减少３５％和
４６％，脊椎运动主要的脊柱和骨盆肌肉收缩时间较长，明显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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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正常。研究还发现中枢神经系统松果体分泌的褪黑素调节

正常脊柱生长发育，不过，直到目前尚未获得人体缺乏褪黑素

引起ＡＩＳ的直接证据。
１３　躯干生长不平衡因素　能够导致躯干生长不平衡的因素
均有可能导致脊柱侧凸的发生和发展，这些因素包括了骨骼、

椎间盘和终板结构的异常。ＬｉｔｔｌｅＪＰ等［８］通过 ＭＲＩ测量１组
１８个脊柱侧弯患者，观察到冠状面轴向旋转结构的曲线的顶点
向旋转椎骨和最大平均椎管内旋转，发现 ＡＩＳ患者的椎体前
缘、后缘均较正常高，椎弓根明显偏低。胶原代谢与脊柱的稳

定性和平衡需要椎间盘、椎旁肌肉、韧带和脊柱自身结构和功

能完整。临床上许多结缔组织疾病如马凡综合征、成骨不全等

都伴有脊柱侧凸畸形，这说明胶原的异常可能诱发脊柱侧凸畸

形。ＡＩＳ患者生长比例的不平衡、骨质疏松、骨密度的降低也可
能是发病原因，但直到目前为止还未检索到有关通过增加钙的

吸收预防和治疗ＡＩＳ的报道，这一观点尚待进一步研究。Ｌｏｎ
ｎｅｒＢＳ等［９］从临床和影像学数据分析１６５８名患者发现骨盆倾
斜（ＰＩ）、骶坡（ＳＳ）、腰椎前凸、胸驼背被证明在 ＡＩＳ人口是增
加。ＹｉｍＡＰ等［１０］也研究发现人体生长方式与 ＡＩＳ有密切关
联，ＡＩＳ女性患者青春期生长速度突增，骨骼生长速度更快，月
经初潮年龄延迟。

１４　内分泌系统因素　生长发育与激素内分泌系统密切相
关，与脊柱侧凸的关系是肯定的。褪黑激素在人类分泌存在昼

低夜高，婴幼期及青春期前期高极其后骤降的特征，恰巧与ＡＩＳ
的两个高发期相吻合，这提示褪黑激素在ＡＩＳ发病可能起到重
要作用。ＭａｎＧＣ等［１１］招募了１１名 ＡＩＳ女孩患者和８个正常
人，术中骨活检严重的 ＡＩＳ，并分离出成骨细胞 ＭＴ１和 ＭＴ２受
体蛋白的表达进行检测，发现ＡＩＳ患者的褪黑激素信号传导通
路存在异常，这可能表明ＭＴ２褪黑激素通过受体对成骨细胞的
增殖起调节作用。褪黑激素也与钙调蛋白结合影响椎旁肌平

衡发育造成脊柱侧凸。ＤｏｎｇＺｈａｏ等［１２］研究发现ＡＩＳ患者钙调
蛋白比正常人高，与脊柱侧凸的严重性呈正相关。

２　ＡＩＳ临床治疗新进展
２１　非手术治疗　目前有多种非手术方法应用 ＡＩＳ治疗，目
的是控制脊柱侧凸，改善外观，避免因侧凸加重而需要手术治

疗，治疗方法主要有定期观察、体操疗法、电刺激治疗、支具治

疗等，又以支具治疗最为广泛。支具治疗的目的是纠正、控制

侧凸，改善躯干平衡和外观，防止侧凸增加使脊柱稳定，适应证

为：Ｃｏｂｂ角在２０°～４０°间，Ｒｉｓｓｅｒ指数在Ⅳ以下，前凸畸形不严
重。ＯｖａｄｉａＤ等［１３］认为支具是保守治疗轻度至中度 ＡＩＳ的中
流砥柱，超过２．５年随访结果显示，支具治疗配合科学的体操
锻炼能有效预防支具引起的脊柱僵硬和背肌萎缩，还可有效防

止矫正角度的丢失。因此，支具治疗是目前公认的非手术治疗

ＡＩＳ最可靠和最主要的方法。
２２　手术治疗
２２１　后路手术　后路手术是最常用的脊柱侧凸矫形方法，
主要目的是获得平衡和稳定的脊柱，目前最常用的方法为 Ｈａｒ
ｒｉｎｇｔｏｎ手术、Ｌｕｑｕｅ手术、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Ｌｕｑｕｅ手术和以 ＣＤ为代表
的三维矫正内固定术如ＴＳＲＨ、ＩＳＯＬＡ等，椎弓根螺钉内固定的
出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三维矫正。ＹｉｌｍａｚＧ等［１４］比较分析

１０５名ＡＩＳ患者接受弓根螺钉、钩或混合型后路脊柱融合术，结
果椎弓根螺钉和混合组比钩在顶端椎旋转（ＡＶＲ）、顶端椎平移
（ＡＶＴ）、Ｃｏｂｂ角矫正方面明显且脊柱冠状面和矢状平衡畸形矫
正效果好，病人的满意度高。胸椎椎弓根螺钉植入技术完成脊

柱从后柱到前柱的固定，导航技术的应用提高了螺钉置入的准

确性，降低并发症。ＬａｒｓｏｎＡＮ等［１５］报道选择性保留运动节段

胸椎融合治疗ＡＩＳ，长期随访显示选择性胸椎融合组没有显著
的进展，矢状面、冠状面平衡稳定，后腰部侧凸也是稳定的。Ｊａ

ｑｕｉｔｈＢＰ等［１６］研究后发现，钩混合组校正率为５７％，椎弓根螺
钉组为７３％，椎弓根螺钉明显优于钩混合组，椎弓根螺钉可以
更好地提高和维持冠状面和矢状面的矫形，ＹａｎｇＣＷ等［１７］比

较分析椎弓根螺钉（ＰＳ）和混合钩螺钉（ＨＳ）治疗ＡＩＳ，结果显示
ＰＳ组与ＨＳ组相比，ＰＳ组术中出血少，手术时间短，有助于缩短
愈合时间，具有更好的术后校正。

２２２　前路微创手术　前路手术减少固定融合椎体，保留更
多的活动节段，可获得更好的平衡重建和去旋转效果，骨盆上

方保留更多可以获动的椎间盘关节，降低远期下腰部的退变、

腰疼等并发症。随着对ＡＩＳ的认识和胸腔镜技术应用，胸腔镜
技术进行胸椎脊柱侧凸前路微创手术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具有创伤小、恢复快、术后疼痛轻、肺功能影响小等优点。Ｉｚａｔｔ
ＭＴ等［１８］用Ｘ线片、ＣＴ重建测量所提供的矢状参数分析了胸
腔镜前路脊柱侧弯手术后矢状剖面的变化，认为选择性胸腔镜

脊柱的融合（ＴＡＳＦ）显著改善胸椎后凸、腰椎前凸，同时保留胸
椎的近端和远端交界对齐，与以往的前路手术研究相比，矢状

面后凸和脊柱前凸手术后改善显著。ＬｏｎｎｅｒＢＳ等［１９］对接受电

视辅助胸腔镜（ＶＡＴＳ）和后路脊柱融合（ＰＳＦ）的患者进行对比
发现，ＶＡＴＳ技术优于ＰＳＦ技术，ＶＡＴＳ组优势包括失血减少，椎
间融合减少，并发症发生率降低，并保留一定活动度，缺点则是

增加了手术时间，而 ＰＳＦ组在矫形率、手术时间减少和改善肺
功能方面有优势。

２２３　脊柱非融合技术　脊柱的融合阻止了发育期患儿的脊
柱生长，临床上出现了非融合技术治疗 ＡＩＳ，目前常用的有：生
长棒技术、ＶＥＰＴＲ（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ａｎｄａｂｌｅ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Ｒｉｂ）
技术、椎体Ｕ形钉侧凸矫形技术、椎弓根螺钉栓系技术及椎体
楔形截骨术等，均有优缺点及相应的适应症，治疗效果有待进

一步的随访。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ＫＰ等［２０］报道，通过对１３例行椎体楔形
截骨术患者至少２年的随访，１０例患者在冠状面、Ｃｏｂｂ角大于
５°的提高，１３例患者中的整体平均校正是５６．１％，脊柱侧凸椎
体楔形截骨术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ＮｏｅｌｌｅＬＡ等［２１］对

选择性胸椎融合治疗 ＡＩＳ术后２０年的随访，结果显示选择性
胸椎融合组没有显著的进展，矫性的脊柱平衡和腰椎曲线保持

稳定。全节段椎弓根钉技术因矫形力施加点更多，矫形效果较

关键椎置钉技术更佳，Ｌｅｎｋｅ６型脊柱侧凸采用选择性融合策
略应慎重，非选择性融合策略能明显矫正双弯，纠正脊柱序列，

更适合该类型病例。减少手术并发症，减少多次手术给患者带

来的经济和精神上的痛苦是临床医生共同研究的方向。

２２４　严重脊柱侧凸治疗　严重脊柱侧凸的治疗难度很大，
手术技术要求更高，并发症多，ＷａｅｌＫ等［２２］术前采用 Ｈａｌｏ头
环重力牵引术治疗重度ＡＩＳ患者，术后平均６年随访发现肺功
能明显改善，认为Ｈａｌｏ头环重力牵引在治疗严重青少年脊柱侧
凸方面是一种高效、安全的方法，而且该方法对该类患者手术

方案的制定有积极参考意义。Ｈａｌｏ头环重力牵引和多段截骨
是目前治疗ＡＩＳ中严重脊柱侧凸常用治疗手段，可避免手术所
致脊髓神经损伤的并发症。

综上所述，引起ＡＩＳ的病因很多，但均无定论，尽管近几十
年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大量脊柱侧凸患儿仍未能找到确

切病因，到目前为止只能认为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临床

上虽已治疗多年，发病机制仍尚不清楚，没有一种学说可以完

整解释其临床病理特征，目前尚无有效的相关预防措施。ＡＩＳ
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早期发现、早期

治疗是关键，矫正畸形、获得稳定、维持平衡是最终目的，微创

及非融合手术将是今后临床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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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全科医生的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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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７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
意见》，提出建立全科医生制度。全科医生制度的建立能更好

地促进中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转变社区卫生服务模式，提

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１］。

１　相关概念
１１　全科医生　全科医生（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ＧＰ）又称家庭
医生（Ｆａｍｉｌｙ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ＦＰ），以个人为中心、家庭为单位、社区
为范围、以预防为导向，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整体性、连续性、

综合性、协调性、个体化及人性化的医疗保健服务，对社区居民

的生命和健康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

作者单位：５５０００４贵阳市，贵阳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张嘉炜，张爱华）；
贵州省卫生厅妇社处（张玉琼）

通讯作者：张玉琼，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ｙｑ＿６６＠１６３．ｃｏｍ

１２　社区卫生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实施初
级卫生保健战略，实现“人人健康”的有效手段［２］。社区卫生服

务近４０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比如美国的健康维持组
织（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ＨＭＯｓ）［３］、澳大利亚的全
科医生［４］等，它们都提倡“社区首诊制”：患者需要医疗卫生服

务时必须到全科诊所接受首诊，不允许直接找专科医生［５］。

１３　社区全科团队　 社区全科团队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功能
的延伸，由全科医师、社区护士、公卫医师等组成，通过社区卫

生服务站，以全科医学的基本概念为出发点，为一定数量居民

提供基本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

２　 国外研究现状
２１　美国ＦＰ模式　美国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家庭医生服务
模式，主要以私人诊所形式出现，在医院尤其是社区可以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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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或病区，以此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质量和自身业务水平。近年

来，其出现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向，他们在掌握全科医学后，

精通某种专长，以此提供更优的服务。医生间出现了合作的现

象，由个人向团队转变。

２２　 英国ＧＰ模式　英国由全科医生、各类护士、健康管理师
等组成“基层保健团队”，负责签约居民的医疗服务、健康教育

及慢病管理等［６］，主要采取团队合作开展工作，与患者间实行

双向选择，通过电话或邮件与患者联系，很少进行面对面的服

务［７］。２００８年英国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引入联合诊所制度，将全
科医生、专科医生和相关人员的工作相互联系，集中起来进行

医疗保健服务。它有两种实现途经：①关闭现有全科医生诊
所，将人员和设备整合后形成一种医院式“超级诊所”服务［８］；

②“一个中心，多重辐射”模式，原有分散诊所继续存在，既保留
现有ＧＰ的经营和服务模式，又可共享由统一机构提供的设施
和资源［９］。

　　目前，国外发达国家的全科医生服务模式已较完善，有如
下特点：①全科医生一般以团队形式开展工作；②团队以全科
医生为核心，成员包括全科医生、护士、药师或其他医疗保健人

员；③服务内容包括基本医疗、健康咨询、预约服务和转诊；④
普遍建立了全科医生与社区居民固定式、契约式的医患关系。

３　国内研究现状
　　上海市２００２年开始进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换服务模式
的试点，在此基础上，上海市提出以“社区卫生服务平台和全科

团队”为核心的新模式［１０］。由全科医师、社区护士、公卫医师

等组成“全科服务团队”，通过居住地管理形式，以建立家庭健

康档案为抓手，为社区居民提供“六位一体”的卫生综合服

务［１１］。２０１１年４月上海市在长宁等１０个区率先开展家庭医
生制度试点，建立了全科团队网格化服务模式［１２１４］。

北京市２００４年开始探索家庭医生责任管理团队，２００７年
出台《社区卫生服务团队责任制管理办法》，要求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要建立至少包括１名全科医生、１名社区护士和１名防保
人员的社区卫生服务团队，通过以居委为主要服务包干区域，

为辖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并据此提供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服

务。２０１０年以来，北京市逐步探索开展家庭医生式服务工作，
以此快速转变服务模式，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水平，引导居民到

社区就诊，促进“社区首诊，分级诊疗”格局的形成。

天津市２０１１年开始在和平区、河北区启动家庭责任医生
服务模式试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合居委会数量、家庭户数、

医务人员数量、专业技术能力和服务水平等情况，以家庭为单

位，将服务区域划分为若干“责任区”，以此组建家庭责任医生

团队。通过对辖区内居民家庭实行分片管理，建立与居民双向

联系等方式，形成服务网络全覆盖，使每户居民都享受便利、可

及的基本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咨询服务。

建立全科医生团队，实行全科医生签约服务，能从制度上

更大的发挥社区卫生服务在整个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核心

作用，能更好地为居民提供“六位一体”的服务。

４　 社区全科团队服务模式推进中的不足
　　当前社区全科医生团队宏观方面的组织结构已建成［１５］，

然而对于微观方面的人员标准、运行合作机制、激励机制、工作

职责、组织和管理、考核制度等，没有明确的指导性文件，使团

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良好运行的，也有流于形式

的［１６］。总结全国各地的试点，发现存在以下不足：①有些地方
建设全科医生团队是迫于政策和形势的压力，成员的服务观念

未完全转变［１７］，“重医轻防”的思想依然存在，缺乏内在主动

性，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服务规范化［１８］；②普遍缺乏专业技术人
员，整体素质较低，结构不合理等，无建立有效社区全科团队所

需的人力资源；③团队工作内容形式化，成员间分工不明确，对

团队的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④相关的配套政策不
到位，团队绩效考核机制不完善，缺乏有效量化指标，导致经济

收入与劳动付出不成比例［１９］。

５　 建议
５１　转变服务理念　目前社区的服务理念和团队成员的角色
还停留在传统上，以诊断治疗为主要手段，来满足居民的医疗

需求［２０］。以扩大医疗服务为切入点，是当前依赖初级卫生保

健机构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一种过渡模式，不是新形势下社区

卫生服务发展的目标模式［２１］。团队成员要适应现代医学服务

模式的转变，以预防保健为重点，主动服务，发挥居民健康“守

门人”作用。

５２　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优化区域资源，加大政府投入和支
持力度，近期通过全科医生转岗培训、远期通过“５＋３”规范化
模式培养全科医生，同时对现有团队成员进行各种全科医学规

范化培训。加强对社区全科团队服务模式的宣传，吸引更多的

全科、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及护理人员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

业。通过改革完善编制岗位与人事分配制度，来建立稳固的人

力资源基础，形成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

５３　 完善服务内容和考核　通过了解社区居民的卫生服务需
求，结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实际提供能力，明确团队的工作

职责和范围，确定基本服务、个性化服务等服务项目的实施细

则和规范。建立统一的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从服务数量、质量

和满意度三方面考核，同时增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考核比

重。除对团队进行总体的评估考核外，还需加强对成员个人的

绩效考核，做到奖惩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结合，激发成员

的工作热情。

５４　 落实配套完善补偿　相关法律法规需要进行改动，逐步
探索社区全科团队服务模式的医保支付制度，拉大签约患者在

签约团队就诊与在其他医疗机构就诊的个人支付比例差距，或

通过提高医保报销比例，使全科医生团队能以较低的收费来吸

引居民签约，实现社区首诊，专科转诊。同时，应加快公立医院

的改革，逐步建立高效、便捷、畅通的双向转诊机制，为全科医

生团队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技术支撑。政府各相关部门应加大

对社区卫生的财政补贴，配套相关的激励措施，为全科医生团

队的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提升全科医生团队的社会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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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门诊与住院患者尿路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比较
梁美春，沈水娟

【摘　要】　目的　通过比较门诊和住院患者尿路感染的病原菌分布与耐药性，为临床合理应用抗生素提供依据。方
法　根据感染来源，将尿路感染患者分为门诊组和住院组，回顾分析两组尿路感染的菌群分布、药敏情况和易感因素。
采用ＷＨＯＮＥＴ５．４软件和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门诊组共检出９种病原菌，住院组则检出４９种
病原菌。门诊组与住院组感染的病原菌均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其中又以大肠埃希菌为主，分别占７５．２７％、３０．０６％，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大肠埃希菌的药敏结果显示：除头孢曲松、头孢克肟分别在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外，其余抗生素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门诊组与住院组产 ＥＳＢＬｓ的大肠埃希菌的检出率分别占５５．７１％、
６４．２９％。结论　尿路感染最常见是大肠埃希菌，病原菌存在较高的耐药性。重视病原菌的监测和耐药性分析，对指导
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控制尿路感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尿路感染；病原菌；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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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路感染是临床常见疾病之一，是泌尿系统的常见病、多
发病。全世界每年约有１．５亿的尿路感染患者，治疗费用超过
６０亿美元［１］。不同的国家、地区和不同的医院可有不同的致病

菌［２］，但在同一医院关于门诊单纯性感染和住院患者的院内感

染间的比较则鲜见报道。为了解本院尿路感染在这两种感染

中的病原菌的分布特点及耐药性，从而为临床抗感染治疗提供

依据，笔者对２０１１年５月 －２０１２年７月门诊和住院患者尿培
养阳性分离出的１０７１株病原菌进行研究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１年５月 －２０１２年７月在本院住院
确认为院内尿路感染患者９５８例和门诊确认为单纯性尿路感
染患者９３例，将其分为住院组和门诊组。住院患者的尿标本
由临床科室送检，门诊患者在清洁外阴后留取中段尿。尿标本

接种用特制定量接种环（１／１０００ｍｌ）沾满一环尿液，接种血琼
脂平板、麦康凯平板上，置于５％ ＣＯ２、３５℃孵箱中孵育１８～２４
ｈ。住院组分离培养出病原菌９７８株，其中有２０例为混合感染，
门诊组分离培养出病原菌９３株，无混合感染。其中住院组男
性３５１例，女性６０７例，门诊组男性２５例，女性６８例，年龄１２
月～１００岁，留取标本前５ｄ未接受任何抗生素治疗，排除孕
妇、哺乳期妇女及泌尿系统术后感染等。尿路感染的诊断标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临床检验中心（梁美春）；肾内
科（沈水娟）

通讯作者：梁美春，电子信箱：ｌｉａｎｇｍｅｉｃｈｕｎ１９７８＠ｓｉｎａ．ｃｎ

准：革兰阴性杆菌菌落数≥１０５ＣＦＵ／ｍｌ；革兰阳性球菌菌落数
≥１０４ＣＦＵ／ｍｌ［３］。以住院４８ｈ后发生的感染为院内感染。经
临床和实验室确诊为急性单纯性尿路感染［４］。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仪器和试剂　仪器为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的Ｖｉｔｅｋ２细
菌鉴定仪，配套细菌鉴定卡（ＧＰＩ、ＧＮＩ）和药敏卡（ＧＮＳ１４３、
ＧＰＩ１０９）。血平板由上海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ＭＨ培
养基由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提供。ＫＢ法药敏纸片由英国ＯＸ
ＯＩＤ公司提供，真菌药敏由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提供。
１２２　实验方法　本组调查细菌分离和培养均严格按照《全
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

ＥＳＢＬｓ检测的筛选与确证试验，及ＫＢ法药敏结果判读均根据
ＮＣＣＬＳ（Ｍ１００２Ｓ１４）标准。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处理，数据采
集应用ＷＨＯＮＥＴ５．４软件进行分析，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门诊组和住院组尿路感染的病原菌分布与比较　门诊组
分离出的９３株病原菌中革兰阴性杆菌占８４株（９０．３２％），革
兰阳性球菌占７株（７．５３％），真菌占２株（２．１５％）。住院组分
离出的９７８株病原菌中革兰阴性杆菌占５１９株（５３．０７％），革
兰阳性球菌占２０４株（２０．８６％），真菌占２５５株（２６．０７％）。门
诊组共检出９种病原菌，住院组共检出４９种病原菌，各病原菌
在两组中所占的比例不同，其组间比较差异只有大肠埃希菌、

·３４９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粪肠球菌（Ｄ群）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病原菌组间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各病原菌在两组中的构成见表１。
２２　病原菌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　以尿路感染最主要的感
染菌大肠埃希菌的药敏结果做比较，除头孢克肟、头孢曲松两

组间比较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Ｐ＜０．０５），其余抗生素
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２３　大肠埃希菌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ＥＳＢＬｓ）菌株分离率　
住院组的大肠埃希菌检出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ＥＳＢＬｓ）１８９
株，占６４．２９％。门诊组的大肠埃希菌检出产超广谱 β内酰胺
酶（ＥＳＢＬｓ）３９株，占 ５５．７１％，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表１　门诊组和住院组病原菌的构成

病原菌 门诊组 住院组

革兰阴性杆菌 ８４（９０．３３） ５１９（５３．０７）
大肠埃希菌 ７０（７５．２７） ２９４（３０．０６）
肺炎克雷伯菌 １１（１１．８３） ７５（７．６７）
铜绿假单胞菌 ３（３．２３） ３８（３．８９）
奇异变形菌 － ２５（２．５６）
阴沟肠杆菌 － １５（１．５３）
其他革兰阴性杆菌 － ７２（７．３６）
革兰阳性球菌 ７（７．５３） ２０４（２０．８６）
粪肠球菌（Ｄ群） ２（２．１５） ７８（７．９８）
屎肠球菌（Ｄ群） － ５０（５．１１）
表皮葡萄球菌 － ６（２．６６）
溶血葡萄球菌 － １４（１．４３）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２（２．１５） １２（１．２３）
其他阳性球菌 ３（３．２２） ２４（２．４５）
真菌 ２（２．１５） ２５５（２６．０７）
热带假丝酵母 － １９２（１９．６３）
白色假丝酵母 ２（２．１５） ４３（４．４）
光滑假丝酵母 － １３（１．３３）
近平滑假丝酵母 － ６（０．６１）
季也蒙假丝酵母 － １（０．１０）

３　讨论
　　门诊组分离培养出病原菌种类远远少于住院组，且其病原
菌种类较单一，这可能与门诊单纯性感染为机体抵抗力下降时

肠道细菌逆行感染有关，大肠埃希菌在门诊组中占高感染率

（７５．２７％）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住院组的情况较复杂，除住院
期间机体抵抗力下降易引起感染外，还可因为患者导尿管的使

用、泌尿科患者的尿潴留或残余尿、院内外源菌及其他基础性

疾病（如糖尿病）等引起感染。两组感染检出的病原菌均以革

兰阴性杆菌为主，其中又以大肠埃希菌为主。住院组大肠埃希

菌占３０．０６％，略低于文献报道［５］；而门诊组大肠埃希菌远高于

住院组。其中住院组真菌的感染高于卜黎红等［６］的报道，这与

近年来大剂量抗生素的使用，导致机体正常菌群失调有关，此

次调查的住院组病原菌菌群分布广可能是其原因之一。但在

门诊组真菌的感染最低，只有２例女性患者，均为白色假丝酵
母感染，且均为阴道分泌物逆行感染而引起。

门诊组女性感染者占 ７３．１２％，住院组女性感染者占
６３．３６％，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此不管是
单纯性感染还是住院患者的院内感染，均以女性多见，究其原

因是由于女性尿道口接近肛门，且尿道短而宽，而男性在排尿

终末时，排泄前列腺液，其具有杀菌作用。同时女性体质相对

较弱，抵抗力较差，更易受到条件致病菌侵袭［７］。住院组老年

（≥６０岁）感染者占６０．９６％，高于文献报道［３］，其可能是随着

年龄的增加，感染率也逐渐增加，故老年患者已成为住院患者

院内尿路感染的高发人群。

以大肠埃希菌为例，不管是门诊组还是住院组，对广谱青

霉素类抗生素如氨苄西林、哌拉西林均呈现了高耐药性，耐药

率均在７０％以上，但加了舒巴坦（β内酰胺酶抑制剂）后，两组
间的耐药性均有所下降，特别是加了他唑巴坦酶抑制剂后，如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耐药性就大大的下降了，甚至在住院组大
肠埃希菌的耐药率为０，门诊组也只有１．０２％，这是因为加了
β内酰胺酶抑制剂后，其抑酶强度、稳定性和诱导细菌产酶作
用加强了，增加了细菌对药物的敏感性。对一代、二代、三代头

孢（头孢唑啉、头孢呋辛、头孢他啶）和单酰胺类抗生素（氨曲

南）的耐药率也都在５５％以上，乃至对四代头孢（头孢吡肟）的
耐药率也高达５５％以上，这可能与在过去几年中本地区过度应
用头孢类抗生素导致耐药菌株的产生有关。产 ＥＳＢＬｓ的大肠
埃希菌的检出率为分别为 ５５．７１％、６４．２９％，均高于文献报
道［８］。ＥＳＢＬｓ是指质粒介导的，能被 β内酰胺酶抑制剂抑制
的，能水解甲氧亚胺基β内酰胺类抗生素及氨曲南等单胺类抗
生素的β内酰胺酶，并可通过质粒在菌株间转移和传播［９］。故

产ＥＳＢＬｓ的大肠埃希菌存在着多重耐药现象，对氟喹诺酮类药
物如左氧氟沙星和环丙沙星均都显示了较高的耐药性，这说明

喹诺酮类药物已不适合作为治疗尿路感染的首选药物。大肠

埃希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如亚胺培南、美洛培南和厄他培南的

耐药率均非常低，甚至为０，这可能与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具有特
殊的化学结构有关。因此，碳青霉烯类药物是治疗产 ＥＳＢＬｓ菌
感染的大肠埃希菌的最佳选择，但由于此类药价格昂贵，患者

不易接受。本研究中，大肠埃希菌对头孢西丁的耐药性也只有

８．５７％和６．８％，相对于碳青霉烯类药物，此药价格相对便宜，
因此对于本地区大肠埃希菌引起的尿路感染的治疗可以把此

药作为首选。氨基糖苷类药物的耐药性从高到低依次分别是

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奈替米星，与文献报道一致［１０］。硝基呋

喃类药物如呋喃妥因在本次调查中也显示了较低的耐药性，此

药相比于其他药物来说，具有价格便宜，敏感性高，可长期服用

的特点。总之，门诊组的耐药性略低于住院组，其组间耐药率

的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对头孢曲松、头孢克肟这两种抗生

素，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是因为这两种药物近

几年在本院门诊部属于限制级使用药物，而在住院部则为非限

制级，故在门诊部使用较少，其耐药率低于住院组。近年来病

原菌对常用抗生素耐药率逐年上升，大量耐药酶的产生一味强

调滥用抗生素后果的同时，我们也应多多关注畜牧业中抗菌药

物的广泛使用是否也是耐药率增加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治疗尿路感染临床医师不能仅凭经验选择用

药，应及时送检尿液标本做细菌培养及药敏测定，根据药敏结

果合理选择抗生素，避免滥用，减少临床耐药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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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呼吸道嗜血杆菌的分离及耐药性监测
李峰，李兴武，张海涛，刘茜，刘双成

【摘　要】　目的　了解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道嗜血杆菌（Ｈａｅｍｏｐｈｉｌｕｓ）分布和耐药性变迁，为
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方法　用哥伦比亚巧克力平板培养基分离嗜血杆菌，卫星试验初步鉴定，嗜血杆菌鉴定卡（ＮＨ
卡）确认鉴定菌株，纸片琼脂扩散法（Ｋｉｒｂｙ～Ｂａｕｅｒ）做药敏试验并检测β内酰胺酶。结果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共分离出３９４
株嗜血杆菌，其中流感嗜血杆菌１２６株（３１．２％），副流感嗜血杆菌２６８株（６８．８％），嗜血杆菌 β内酰胺酶的产生率为
４０．８％；流感嗜血杆菌对头孢呋辛钠、环丙沙星、氨苄西林、复方新诺明的耐药率较高并有逐年升高趋势，副流感嗜血杆
菌对头孢呋辛钠、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氨苄西林、复方新诺明也有明显的高耐药率和逐年升高的趋势。两种细菌对三

代四代头孢菌素、加酶抑制剂青霉素和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耐药率明显较低。结论　呼吸道流感嗜血杆菌的检出率低于
副流感嗜血杆菌的检出率，治疗这类细菌的感染可首选三代四代头孢菌素和加酶抑制剂青霉素。临床微生物室应加强

对呼吸道嗜血杆菌常规分离培养及药敏试验，为临床医生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依据，降低嗜血杆菌的耐药率。

【关键词】　嗜血杆菌；耐药性分析；β内酰胺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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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呼吸系统感染的嗜血杆菌包括流感嗜血杆菌和副流
感嗜血杆菌，尤其流感嗜血杆菌的致病性最强［１］，副流感嗜血

杆菌属于条件致病菌。嗜血杆菌也可经呼吸道感染随血液进

入其他组织并发感染，如脑膜炎、鼻炎、骨髓炎、菌血症等疾

病［２］，而且此菌的耐药性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因此，提高嗜

血杆菌分离率，检测β内酰胺酶及其耐药率可为临床诊断和治
疗嗜血杆菌感染提供可靠的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１１　菌株来源　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从我院呼吸
科、老年病科、肿瘤科、心血管科、ＩＣＵ等咽拭子、痰标本中分离
出的３９４株嗜血杆菌。
１１２　质控菌株　流感嗜血杆菌 ＡＴＣＣ４９２４７、金黄色葡萄球
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大肠杆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购自全国临床检验中心。
１１３仪器及试剂　ＶＩＴＥＫ２自动细菌鉴定仪、ＮＨ嗜血杆菌鉴
定卡为生物梅里埃公司生产，５％羊血哥伦比亚琼脂平板和ＭＨ
平板均为生物梅里埃公司生产，药敏纸片和测定β内酰胺酶的
头孢硝噻吩试剂均为英国 ＯＸＯＩＤ生产，药敏培养基为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通讯作者：李峰，电子信箱：ｌｉｌｉｆｆ１６３＠１６３．ｃｏｍ

流感嗜血杆菌药敏试验培养基（ＨＴＭ）。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菌株分离培养及鉴定方法　将标本接种哥伦比亚巧克
力琼脂平板，置于５％ＣＯ２培养箱中１８～２４ｈ后观察结果。在
哥伦比亚巧克力琼脂平板上挑取可疑菌落进行涂片革兰染色，

镜检为革兰阴性短小杆菌，按照微生物检验标准操作规程［３］，

用５％羊血ＭＨ和普通 ＭＨ平板做卫星试验初步筛选嗜血杆
菌，卫星试验在血平板阳性而 ＭＨ平板阴性是流感嗜血杆菌，
血平板和ＭＨ平板上卫星试验均阳性判定为副流感嗜血杆菌，
将卫星试验初筛出的两种嗜血杆菌调成３．０号麦氏浊度菌液，
把菌液充到ＮＨ卡中，置３５℃箱中孵育１８～２４ｈ读卡确认鉴
定菌种。

１２２　抗菌药敏感性试验　纸片琼脂扩散法（Ｋｉｒｂｙ～Ｂａｕｅｒ
法）做药敏试验，操作严格执行 ＣＬＳＩ２０１０版的 Ｍ１Ｏ０Ｓ２０［４］的
判定标准。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ＷＨＯＮＥＴ５．６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
计分析。

２结果
２１　细菌分布　呼吸道的嗜血杆菌来自咽拭子１５株（３．８％）
和痰标本 ３７９株（９６．２％），分布为成人（≥１８岁）３８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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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０％）包括５５～９２岁的２７５人（６９．８％）、１８～５４岁的１１１
人（２８．２％）以及１８岁以下［５］８人（２．０％）。３９４株嗜血杆菌
中，流感嗜血杆菌 １２６株（３１．２％）、副流感嗜血杆菌 ２６８
（６８．８％）株；科室分布为呼吸科１０４株（２６．４％）、老年病科８０
株（２０．３％）、肿瘤科５２株（１３．２％）、心血管科２８株（７．１％）、
ＩＣＵ１６株（４．１％）、其他科室１１４株（２８．９％）。
２２　流感嗜血杆菌和副流感嗜血杆菌β内酰胺酶检测结果　
１２６株流感嗜血杆菌有３６株耐氨苄西林的分离株，其中２７株
是产酶株，产酶率为７５％；９株是非产酶株。２６８株副流感嗜血
杆菌有１４９株耐氨苄西林的分离株，其中１３４株是产酶株，产酶
率为８９．９％；１５株是非产酶株。
２３　连续３年流感嗜血杆菌和副流感嗜血杆菌对抗菌药物的

耐药率　流感嗜血杆菌对头孢呋辛钠（８．３５％ ～２０．９３％）、环
丙沙星（１２．０７％～１８．１８％）、氨苄西林（２３．６２％ ～３１．４８％）、
复方新诺明（３５．１７％ ～４５．４５％）的耐药率较高并有逐年升高
趋势，副流感嗜血杆菌对头孢呋辛（２５．７７％ ～２８．７７％）、环丙
沙星（３４．３６％～４４．４４％）、左氧氟沙星（１８．９７％ ～３０．４３％）、
氨苄西林（５１．７９％ ～５８．７８％）、复方新诺明（７０．５１％ ～
７６．４７％）有明显的高耐药率也呈逐年升高趋势；两种细菌对三
代四代头孢菌素如头孢他啶（７．４８％ ～１１．３０％）、头孢吡肟
（１．０３％～５．２２％）、加酶抑制剂青霉素（４．１４％～７．８０％）以及
碳青霉烯类药物如美洛培南（０％ ～４．６５％）、亚胺培南
（１．６９％～４．４２％）的耐药率明显较低，见表１。

表１　连续３年流感嗜血杆菌和副流感嗜血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抗生素
流感嗜血杆菌（株）

２０１０年（ｎ＝２９） ２０１１年（ｎ＝４３） ２０１２年（ｎ＝５４）
副流感嗜血杆菌（株）

２０１０年（ｎ＝７８） ２０１１年（ｎ＝７５） ２０１２年（ｎ＝１１５）
氨苄西林 ２３．６２ ２７．２１ ３１．４８ ５１．７９ ５４．６７ ５８．７８
氨苄西林－舒巴坦钠 １２．３０ １３．７０ １９．４３ ４．１２ ６．７５ ８．６７
复方新诺明 ３５．１７ ４２．８６ ４５．４５ ７０．５１ ７１．０５ ７６．４７
环丙沙星 １２．０７ １４．２９ １８．１８ ３４．３６ ３６．８４ ４４．４４
美洛培南 ２．１１ ３．５１ ４．６５ ０ ０ ４．２６
庆大霉素 １４．８３ １４．２８ １６．９８ １０．７７ １５．４９ １６．８１
头孢曲松钠 ７．５０ ９．２９ ９．０９ １４．１０ ２１．０５ １７．６５
头孢他啶 ７．４８ ９．３０ １０．７０ ７．９５ ８．３３ １１．３０
头孢呋辛 ８．３５ １５．２２ ２０．９３ ２５．７７ ２６．７７ ２８．７７
头孢吡肟 １．０３ ３．２３ ５．５６ ４．７７ ６．００ ５．２２
亚胺培南 １．６９ １．６５ １．８９ ６．６７ ６．６７ ４．４２
左氧氟沙星 ４．８３ １０．２９ １１．１１ １８．９７ ２０．８３ ３０．４３
哌拉西林 ４．１４ ５．３０ ５．５５ ６．３８ ８．３３ ７．８０

３　讨论
３．１　加强沟通交流提高嗜血杆菌分离率　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检出呼吸道的嗜血杆菌 ３９４株，其中，流感嗜血杆菌
１２６株（３１．２％）、副流感嗜血杆菌２６８株（６８．８％），与文献报道
一致［６］。标本来自咽拭子 １５株（３．８％）、痰标本 ３７９株
（９６．２％），可以看出 ３９４株嗜血杆菌主要分布于成人
（９８．０％），少年儿童分离株明显较低，可能与儿童的标本不易
留取以及医务人员对呼吸道细菌培养认知度不高有关。其实，

流感嗜血杆菌是５岁以下婴幼儿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菌之
一，有报道显示，学龄前儿童的流感嗜血杆菌携带率达到

１５．６％［７］，所以，应加强与儿科临床医生的沟通和交流，提高嗜

血杆菌的分离率。过去认为副流感嗜血杆菌并不致病，但近年

来国内外资料表明，副流感嗜血杆菌是社区获得性肺炎和其他

呼吸道感染的重要致病菌［８］。

３．２　分析嗜血杆菌耐药性合理用药　嗜血杆菌的感染以氨苄
西林、复方新诺明作为其首选治疗药物，近年来由于抗生素的

滥用，产生了耐药性，使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不断上升。

本组检测显示，流感嗜血杆菌和副流感嗜血杆菌对氨苄西林的

耐药率为２３．６２％～３１．４８％和５１．７９％～５８．７８％，且有较明显
的逐年增高的趋势，而嗜血杆菌产 β内酰胺酶菌株占４０．８％，
说明对氨苄西林耐药多由 β内酰胺酶产生引起的。嗜血杆菌
对氨苄西林耐药的主要机制是由质粒介导的 ＴＥＭ１型或其他
少见的ＲＯＢ１型的 β内酰胺酶所造成氨苄西林治疗失败［９］。

嗜血杆菌对复方新诺明有较高耐药率为３５．１７％ ～４５．４５％和
７０．５１％～７６．４７％，且逐年增高趋势明显，说明已不适合作为临
床经验用药［１０］。三代四代头孢菌素如头孢他啶耐药率为

７．４８％～１１．３０％、头孢吡污耐药率为１．０３％ ～５．２２％、加酶抑
制剂青霉素的耐药率为４．１４％ ～７．８０％以及碳青霉烯类药物
如美洛培南的耐药率为 ０％ ～４．６５％、亚胺培南的耐药率为

１．６９％～４．４２％，均表现出明显较低的耐药率，对治疗嗜血杆菌
感染，包括对氨苄西林耐药的嗜血杆菌感染可有良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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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视黄醇结合蛋白质控品及其性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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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ＲＢＰ）室内质控品（使用免疫比浊法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分析）的
制作及其性能评价。方法　分别收集健康体检人群血清和肾病患者血清，然后分别调节混合血清为高低两个水平靶值，
上机分析测定使之达到一定范围，然后防腐，分装为若干ＥＰ瓶，最后置入－２０℃冰柜中冷冻保存。使用九强公司 ＲＢＰ
检测试剂盒及定值质控品对自制高低两个水平浓度的混合血清进行平行测定，再进行性能评价。结果　高低两个水平
浓度的ＲＢＰ混合血清的批内不精密度均小于２．５％，天间不精密度均小于４．０％；在 －２０℃保存条件下稳定期５个月
（Ｐ＞０．０５）；瓶间差异很小。结论　自制高低两水平浓度的血清ＲＢＰ质控品可以满足室内质控的要求，同时可以为室间
质量评价或现场质量评价的进行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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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ｓｗａ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５ｍｏｎｔｈｓ（Ｐ＞０．０５），ａｎｄｉｎａｄａｙ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ａｙｓ，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ａｎ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２．５％ ａｎｄ４．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ｂｏｔｔｌｅｓ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ｌｆｍａｄｅ
ＲＢＰ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ａｎ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ｉｎｄｏ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ｆｏｒＥＱＡｏｒｓｉｔｅ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ｈｅｌ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ｔｉｎａｌ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ｍｍｕｎｏｔｕｒｂｉｄｉｍｅｔｒｙａｓｓａ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近年研究证实，视黄醇结合蛋白（ｒｅｔｉｎａｌ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ＢＰ）是反映肾小球滤过和近端肾小管重吸收功能的敏感标志
物［１２］。目前，临床实验室相继开展了血清ＲＢＰ的检测，很多医
院检验科使用免疫比浊法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分析，但

由于各个实验室使用的仪器不尽相同，选择的试剂不同，并且

试剂在使用过程中试剂的稳定性也有所不同，因此要保证检测

结果的准确性，必须有严格的实验室室内质量控制及良好的室

内质控品。然而，目前国内 ＲＢＰ质控品生产销售不多，而国外
的ＲＢＰ质控品价格不菲，严重影响了室内质控的开展，为了解
决这一矛盾，我们实验室试制血清 ＲＢＰ质控品，并对其性能进
行观察与评价。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试剂及仪器　使用试剂购自九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
产批号１２１０１０，线性范围是０．３５～２５０ｍｇ／Ｌ。ＲＢＰ定值质控品
来自原装试剂公司。使用仪器为：东芝 ＴＢＡ１２０ＦＲ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

１２　自制ＲＢＰ质控品的制备方法　①收集ＲＢＰ高浓度、低浓
度［３］水平血清：分别收集新沂市人民医院体检人员和肾病患者

的无污染、ＨＩＶ１＋２Ａｂ、ＨｂｓＡｇ、ＨＣＶＡｂ均为阴性、无黄疸、溶
血及脂浊的血清；②５６℃加热３０ｍｉｎ灭活；③离心机离心、过
滤去除沉淀物；④使用ＲＢＰ标准品分别调节健康体检人和患者
的混合血清达到一定靶值范围，使用０．０２％叠氮钠防腐，按每
支ＥＰ管０．１ｍｌ分装后－２０℃冰冻存放。

作者单位：２２１４００江苏省新沂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张培育）；２２１００６江
苏省徐州市医学科学研究所 徐州市中心医院 徐州市糖尿病

研究所 检验部（邓演超，李全双）；内科（宓国伟）

通讯作者：邓演超，电子信箱：ｄｅｎｇｙｃｈａｏ＠１２６．ｃｏｍ

１３　自制ＲＢＰ质控品的性能评价
１３１　ＲＢＰ质控品的使用　在测定 ＲＢＰ之前，将仪器重新定
标且在九强质控品在控的情况下，每次取出ＲＢＰ自制质控品若
干只，３７℃水浴轻轻摇动至融化，再经室温平衡２０ｍｉｎ，上机分
析前进行充分混匀，做好ＲＢＰ测定结果的记录。
１３２　不精密度测定　批内不精密度测定：在同一天内，对两
个水平浓度的自制ＲＢＰ质控品及厂家质控品连续测定２０次，
分别计算平均值（ｘ）、标准差（ｓ）、变异系数（ＣＶ）。天间不精密
度测定：对两水平浓度的自制ＲＢＰ质控品及厂家质控品每天随
同标本各测定１次，连续测定２０ｄ，分别计算ｘ、ｓ、ＣＶ。
１３３　稳定性比较　将质控血清放置 －２０℃冰冻保存，每月
取出若干支经３７℃融化，再经室温平衡２０ｍｉｎ后与九强原装
质控品进行平行检测，即每个工作日测定自制ＲＢＰ质控品及原
装质控品各１次，连续测定５个月，分别统计每个月的ｘ、ｓ，观察
ＲＢＰ的变化情况。
１３４　瓶间差异比较　将已分装的高低两水平浓度的ＲＢＰ质
控品及厂家质控品从－２０℃冰柜中随机各取出１０支，经３７℃
融化，再经室温平衡２０ｍｉｎ后混匀上机作３份测定，计算其ｘ、
ｓ、ＣＶ值。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多组比
较采用方差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自制ＲＢＰ质控品批内不精密度检测结果　自制质控品低
值和高值的ｘ、ｓ、ＣＶ（％）分别是 ４０．５ｍｇ／Ｌ、０．５１、１．２６，９０．６
ｍｇ／Ｌ、１．３３、１．４７；原装质控品低值和高值的 ｘ、ｓ、ＣＶ（％）分别
是３７．８ｍｇ／Ｌ、０．４６、１．２３，９３．５ｍｇ／Ｌ、１．３７、１．４６。
２２　自制ＲＢＰ质控品天间不精密度检测结果　自制质控品低
值和高值的 ｘ、ｓ、ＣＶ（％）分别是４０．４ｍｇ／Ｌ、１．４４、３．５６，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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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ｇ／Ｌ、３．４２、３．７８；原装质控品低值和高值的ｘ、ｓ、ＣＶ（％）分别是
３７．６ｍｇ／Ｌ、１．３０、３．４５，９３．３ｍｇ／Ｌ，３．５４、３．７９。
２３　自制ＲＢＰ质控品保存５个月的检测值变化情况　详见表
１。
２４　自制ＲＢＰ质控品瓶间差异比较结果　自制质控品低值和
高值的 ｘ、ｓ、ＣＶ（％）分别是４０．４ｍｇ／Ｌ、０．５２、１．１８，９０．４ｍｇ／Ｌ、
１．３９、１．３４；原装质控品低值和高值的ｘ、ｓ、ＣＶ（％）分别是３７．６
ｍｇ／Ｌ、０．４７、１．１６，９３．３ｍｇ／Ｌ、１．４２、１．３２。
表１　自制ＲＢＰ质控品保存５个月的检测值变化情况（ｍｇ／Ｌ，ｘ±ｓ）

时间
低值

自制 原装

高值

自制 原装

第１月 ４０．４±１．４８ ３７．６±１．３０ ９０．６±３．４２ ９３．３±３．５４

第２月 ４０．３±１．４８ ３７．９±１．３３ ９０．４±３．４６ ９３．０±３．５１

第３月 ４０．６±１．４７ ３７．６±１．３５ ９０．８±３．４０ ９３．７±３．５３

第４月 ４０．２±１．４９ ３７．４±１．３４ ９０．２±３．４４ ９３．１±３．５５

第５月 ４０．０±１．４５ ３７．５±１．３２ ９０．７±３．４９ ９２．９±３．５８

　　注：每个月之间相比，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视黄醇结合蛋白主要在肝脏合成，结构上为疏水小分子蛋
白质（２１０００ｋｄ），在血液中ＲＢＰ与视黄醇、甲状腺素转运蛋白
按１∶１∶１结合，以复合物形式存在，能携带９０％视黄醇，从肝
脏向周围组织运送，当视黄醇与靶细胞受体结合后，视黄醇即

进入细胞内，ＲＢＰ便于甲状腺素转运蛋白分离。正常人一天合
成视黄醇结合蛋白的量大约是５ｍｇ／ｋｇ［３］。在生理状态下，肾
小球基底膜的孔径、电荷屏障，对保持血清 ＲＢＰ浓度起着非常
重要作用。ＲＢＰ在转运视黄醇到靶细胞后随即被肾脏滤出但
大部分在近端肾小管重吸收，尿中排泄量非常小，使血清中

ＲＢＰ水平稳定，在生理异常情况下，即肾小球滤过率降低时，则
可引起血中ＲＢＰ增高［４－６］。此外，肝脏疾病、吸收不良综合征

等均可引起血中ＲＢＰ降低，慢性肾脏疾病时则升高［７－８］。

临床上，ＲＢＰ已作为肾脏、高血压等疾病的常规检查项目，
而国内各医疗单位检测水平高低不均，使得检测的灵敏度、准

确性相差悬殊，即使同一方法实验室间的变异系数也相差较

大，使得ＲＢＰ作为肾脏、糖尿病性肾病、尿毒症、烧伤及高血压
性肾病等疾病的诊断、疗效观察及预防慢性并发症的项目作用

大打折扣，因此，确保ＲＢＰ检测的质量，从而完善室内质控是应
用这一指标指导临床的重要环节，这样ＲＢＰ质控品是不可或缺
重要物质。一般来说，ＲＢＰ质控品必须符合以下条件：①基质
效应尽量的小；②至少需要高值和低值２个浓度水平；③瓶间
差非常小，最好是液体质控品；④稳定时间足够长；⑤无已知的

传染性［９］。

本文分别评价了高值和低值两个浓度自制 ＲＢＰ质控品的
不精密度、稳定性及瓶间差异，可以满足上述室内质控品的要

求。高、低值两个水平浓度批内不精密度分别是 １．４７％、
１．２６％，天间不精密度分别是３．７８％、３．５６％，而九强公司两个
水平浓度质控品批内不精密度分别１．４６％、１．２３％，天间不精
密度分别是３．７９％、３．４５％，均无显著差异，－２０℃保存稳定
期可达５个月（Ｐ＞０．０５）；结果显示瓶间变异极小，与九强公司
两个水平浓度质控品相比也无显著差异，即可以认为与原装试

剂质控品性能相当，自制质控品制作方法简便、结果稳定，普通

实验室皆能做到，尤其是在目前国内ＲＢＰ质控品供应缺乏的情
况下，可以作为高档的进口质控品的替代物，同时还可以为室

间质量评价或现场质量评价的进行提供帮助［１０］，对临床实验

室ＲＢＰ的检测质量及室内、室间质控的完善有着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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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２００８，２５（８）：５４２５４３．
［１７］　吴玉苗，王瑞芳．社区卫生服务全科团队建设的思考［Ｊ］．中华全

科医师杂志，２００９，８（１１）：８１５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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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ｎ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Ｄ］．Ｂｕｎｄｏｏｒａ：Ｌａｔｒｏｂ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３．

［１９］　项静彦，张培．上海市社区全科团队服务模式建设存在的问题与
对策［Ｊ］．社区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１０（５）：２８２９．

［２０］　刘芹，陈丽萍，钱春燕，等．上海市嘉定区全科服务团队服务模式
的实践与思考［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１，９（１１）：１７６５１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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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支原体肺炎患儿血、尿胱抑素 Ｃ检测的临床研究
陈正徐，李曼，王秀丽，饶晓红

【摘　要】　目的　探讨支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恢复期血、尿胱抑素Ｃ（ＣｙｓＣ）水平及其临床价值。方法　支原体肺炎
患儿３６例，正常对照组１２０例，分别检测支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恢复期的血、尿胱抑素Ｃ、α１微球蛋白、微量白蛋白、肌
酐等指标，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支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血、尿 ＣｙｓＣ含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而恢复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支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与恢复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支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肾功能有程度不等的损害，但肾功能损伤是可恢复的；血、尿ＣｙｓＣ测定对支原体
肺炎患儿早期肾功能损害的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　胱抑素Ｃ；支原体肺炎；α１微球蛋白；微量白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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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ｅｒｕｍａｎｄＵｒｉｎｅ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ｘｕ，ＬＩＭａｎ，
ＷＡＮＧＸｉｕｌｉ，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ｅｆｅｉ，Ｈｅｆｅｉ２３００１１，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ｒ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ａｎｄｕｒｉｎｅ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ＣｙｓＣ）ｉｎｔｈｅａｃｕｔｅａｎ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ｐｈａｓｅｏｆｉｎｆ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ａｎｄｕｒｉｎｅ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α１ｍｉｃｒ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α１ＭＧ），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ＭＡ），ｃｒｅａｔ
ｉｎｉｎ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ｎ１２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３６ｉｎｆａ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ｒｕｍａｎｄｕｒｉｎｅＣｙｓＣ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ａｃｕｔｅｐｈａｓ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ｐｈａｓｅ（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ｐｈａｓ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ｉｎｊｕｒｅｄ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ｉｎｆａ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ａｔａｃｕｔｅｐｈａｓｅ
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ｕｍａｎｄｕｒｉｎｅＣｙｓＣｌｅｖｅｌｓｉｓｈｅｌｐｆｕｌ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ｍ
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ｉｎｆａ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α１ｍｉｃｒ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

　　小儿支原体肺炎是由肺炎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ＭＰ）引起的呼吸道和肺部急性间质性炎症，约占小儿肺炎的
２０％左右，流行时期可达３０％ ～５０％，常伴有肾脏等其它脏器
功能损害。有研究报道，血、尿胱抑素 Ｃ（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ＣｙｓＣ）可
以较好地反映肾小球和肾小管功能的早期损伤［１－５］。本文旨

在探讨支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恢复期血、尿ＣｙｓＣ的代谢变化
及其临床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支原体肺炎组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３年３
月来我院就诊的支原体肺炎患儿 ３６例。入组标准：年龄 １
月～５岁，平均（２．３±０．８）岁，男女不限，所有患儿均发育正常
无其他基础疾病，未使用过损伤肾功能的药物。

１．２　仪器与试剂　采用日立７６０００２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贝
克曼ＩＭＭＡＧＥ８００特种蛋白分析仪。ＣｙｓＣ检测试剂盒及校准
品由利德曼公司提供。α１ＭＧ、ＭＡ为贝克曼原装配套试剂盒。
１．３　检测方法　患儿住院后第２天采空腹静脉血３ｍｌ并立即

分离血清，同时留取患儿随机尿３ｍｌ，离心后吸取上清液进行
测定。在１周后的恢复期对部分支原体肺炎患儿复检血，尿标
本，剔除中途出院以及未能检验复查病例。在日立７６０００２０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检测血 ＣＲ、ＵＲＥＡ、尿 ＣｙｓＣ、ＣＲ；在贝克曼
ＩＭＭＡＧＥ８００特种蛋白分析仪上检测α１ＭＧ、ＭＡ。上述标本在
２ｈ内检测。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检测数据用（ｘ±ｓ）表示，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
件进行方差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各组间α１ＭＧ／ＣＲ、ＭＡ／ＣＲ、ＣｙｓＣ／ＣＲ、ＣｙｓＣ的水平　支
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有１例血ＵＲＥＡ、血ＣＲ升高，而支原体肺
炎患儿恢复期及对照组血 ＵＲＥＡ、血 ＣＲ结果均正常。与对照
组比较，支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血、尿ＣｙｓＣ含量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而恢复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恢
复期与急性期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间α１ＭＧ／ＣＲ、ＭＡ／ＣＲ、ＣｙｓＣ／ＣＲ、ＣｙｓＣ水平

组别 ｎ α１ＭＧ／ＣＲ（ｍｇ／ｍｍｏｌ） ＭＡ／ＣＲ（ｍｇ／ｍｍｏｌ） ＣｙｓＣ／ＣＲ（μｇ／ｍｍｏｌ） 血ＣｙｓＣ（ｍｇ／Ｌ）

对照组 １２０ ０．６６±０．５１ １．２５±０．６９ ４．９±４．４ ０．８６±０．２７
支原体肺炎急性期 ３６ ６．８９±４．１７★ ３．６３±２．２▲ ２９．１±１２．４★ ２．９６±０．５７▲

支原体肺炎恢复期 ３６ ０．８５±０．６８△ １．４８±０．８９△ ５．２±４．６△ １．３３±０．３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２．２　α１ＭＧ／ＣＲ、ＭＡ／ＣＲ、ＣｙｓＣ／ＣＲ、ＣｙｓＣ的参考范围　α１
ＭＧ／ＣＲ、ＭＡ／ＣＲ、ＣｙｓＣ／ＣＲ、ＣｙｓＣ的参考范围分别为：０．１～１．２
ｍｇ／ｍｍｏｌ、０．４５～２．０５ｍｇ／ｍｍｏｌ、０．９～９．４μｇ／ｍｍｏｌ、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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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ｇ／Ｌ。根据上述标准，支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ＣｙｓＣ、ＣｙｓＣ／ＣＲ
阳性率分别为７５％、７７．８％；恢复期 ＣｙｓＣ、ＣｙｓＣ／ＣＲ阳性率分
别为５．６％、８．３％。在３６例支原体肺炎患儿中，ＣｙｓＣ、α１ＭＧ／
ＣＲ、ＣｙｓＣ／ＣＲ、ＭＡ／ＣＲ的诊断符合率为分别为８８．９％、８３．３％、
９１．７％、７２．２％。

３　讨论
　　近年来肺炎支原体已成为小儿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之
一，小儿支原体肺炎肺外并发症较多，较易损伤肾脏功能，但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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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定性、ＵＲＥＡ、ＣＲ等指标的测定不能早期发现肾脏损害，本
研究检测只有１例血ＵＲＥＡ、血ＣＲ升高。血ＣｙｓＣ是反映肾小
球滤过率的理想的内源性指标，临床检测血 ＣｙｓＣ能早期发现
肾小球功能损害［６］。ＣｙｓＣ由肾小球完全滤过，在近曲小管被
完全重吸收，平时尿液中含量较低。当肾小管重吸收功能下降

时，尿ＣｙｓＣ在尿液中的含量就会显著增高。测定尿 ＣｙｓＣ来
反映肾小管功能现在已有报道［７－８］，笔者在早前研究中［９］同时

检测尿ＣｙｓＣ和ＣＲ，并采用ＣｙｓＣ／ＣＲ来报告结果，该报告模式
能较好的降低随机尿标本中尿 ＣｙｓＣ含量受尿浓缩稀释的影
响，同时证实ＣｙｓＣ／ＣＲ报告模式比 α１ＭＧ／ＣＲ敏感。相比２４
ｈ尿蛋白定量检测，采用随机尿检测ＣｙｓＣ具有操作简单、快速
方便等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反映肾小管早期损伤的诊断指标。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在３６例支原体肺炎患儿中，相比血 ＣｙｓＣ、
α１ＭＧ／ＣＲ、ＭＡ／ＣＲ等检测指标，ＣｙｓＣ／ＣＲ的诊断符合率最高，
达到９１．７％。

研究结果还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支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

血、尿ＣｙｓＣ显著增高（Ｐ＜０．０１）。表明支原体肺炎急性期可
造成患儿肾小球、肾小管功能损伤，其原因一是ＭＰ本身及其所
激发的免疫反应在肾损害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二是肾血流动力

学的病理变化造成肾小球和肾小管功能障碍［１０］。对支原体肺

炎患儿血、尿ＣｙｓＣ动态检测发现，随着疾病的好转，恢复期血、
尿ＣｙｓＣ水平均显著下降，统计表明恢复期血、尿ＣｙｓＣ水平与
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支原体肺炎对
肾小球和肾小管的损伤是一过性的、可恢复的，随着疾病的好

转、炎症的减轻肾小球和肾小管可逐渐恢复功能。本研究结果

与潘顺陆等［１１］报告一致。

本研究通过对支原体肺炎患儿进行血、尿ＣｙｓＣ的检测，可
以及时了解支原体肺炎患儿肾脏功能的变化，早期发现肾脏损

害。定期检测血、尿ＣｙｓＣ能对支原体肺炎患儿肾功能损害的

发生发展和预后起到较好的指导作用。对临床避免选用肾毒

性药物治疗以及采取相应措施减轻肾脏损害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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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注意事项，使患者保持镇静的情绪，消除患者的紧张、恐惧

感，树立与疾病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９］，使患者能够主动配合

完成治疗，有利于身体的康复。

３２　健康宣教　编制健康教育指导小册子并附有图解，图文
并茂，使患者尽快熟悉医院的规章制度、工作特点和工作环境，

尽快适应并配合治疗，促进康复。入院后，向患者说明健康教

育的目的、意义，介绍耐多药肺结核的病因、发病机制、治疗方

式等相关医学知识，说明耐多药肺结核的危害，使患者配合治

疗、护理及自我护理。

３３　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帮助患者调节饮食，加强营养，指
导患者摄入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低脂肪、易消化的饮食，

提高全身抵抗力。忌食生冷、辛辣、肥腻、过甜过咸之品，多吃

新鲜水果和蔬菜。向患者说明合理饮食对增强抗病能力的重

要性，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叮嘱患者保持生活规律，禁烟酒，

忌煎、炸、酸辣等刺激性食物。保证充足的睡眠和适当的休息，

以减少机体消耗，保证疗效，促进康复。

３４　用药指导　教会患者掌握所用药物的毒副作用，以便能
及时反映情况，若出现了药物副反应，应仔细向患者解释，鼓励

患者坚持治疗，绝对不能自行中途停药，保证完成疗程，达到治

愈目的。

３５　出院指导　嘱患者定期复查，主要为了及时掌握病情的
变化，严格按照医嘱用药，不可盲目服用、随意停用和增减药物

剂量，保证患者规则用药。指导患者根据自己的病情和身体情

况多参加有益的活动，进行有规律的锻炼，陶冶情操。适当锻

炼增强自身免疫力，同时指导患者应进行隔离，不要到与他人

接触频繁的场所活动或工作，咳嗽、打喷嚏和高声讲话时不能

直向旁人，咳嗽咳痰时要用纸巾遮住口鼻。

　　本研究结果表明，健康教育能提高患者对耐多药肺结核相
关知识的了解，使患者了解耐多药肺结核的发生、发展及转归，

掌握了相关医学知识，增强了患者的自我保健意识；患者能坚

持按医嘱早期联合规律适量全程用药，有效的帮助患者树立良

好的遵医行为；能坚持合理膳食、生活规律，自觉坚持长期规律

用药，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保持良好心态，坚持运动

锻炼等；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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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妊娠晚期孕妇凝血四项、ＦＤＰ、Ｄ二聚体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王莉敏

【摘　要】　目的　探讨妊娠晚期妇女凝血四项、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ＦＤＰ）及 Ｄ二聚体（ＤＤ）水平的变化及其临床
意义。方法　选取于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就诊的１２０例晚期妊娠妇女，抽取清晨空腹静脉血检测凝血功能，并与同期于郑
州市妇幼保健院门诊就诊的１００例健康非妊娠女性的凝血功能进行比较。结果　晚期妊娠组凝血酶原时间（ＰＴ）均值
为（１３．０６±０．８３）ｓ，凝血酶时间（ＴＴ）均值为（１７．２２±１．３９）ｓ，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ＡＰＴＴ）均值为（３４．７１±１．４９）ｓ，
纤维蛋白原（ＦＩＢ）均值为（２．６７±０．６２）ｇ／Ｌ，ＦＤＰ均值为（３．２９±１．０２）ｍｇ／Ｌ，Ｄ二聚体均值为（０．６０±０．４２）μｇ／Ｌ；正常
对照组ＰＴ均值为（１１．３８±１．９７）ｓ，ＴＴ均值为（１２．３７±２．０１）ｓ，ＡＰＴＴ均值为（２９．９４±３．０６）ｓ，ＦＩＢ均值为（５．０２±０．８５）
ｇ／Ｌ、ＦＤＰ均值为（８．０５±２．５１）ｍｇ／Ｌ，Ｄ二聚体均值为（７．４９±４．２６）μｇ／Ｌ，通过统计学分析，两组间各项检测值间的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值均＜０．０５。结论　与正常非妊娠妇女相比，晚期妊娠妇女体内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因此对于这
些孕妇应常规检测凝血功能。

【关键词】　妊娠晚期；凝血系统；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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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妊娠这个特殊的生理过程中，体内内分泌以及激素水平
随着孕周的增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雌激素水平随着妊

娠逐渐升高，于晚期妊娠达到高峰，此类激素水平的变化会对

肝脏的代谢、合成及分泌等各种功能产生影响，凝血因子水平

随之出现变化。妊娠晚期体内凝血因子、纤维蛋白原及凝血酶

水平增加，而抗凝血酶及纤溶系统活性下降，使体内血液系统

处于高凝状态。这种状态有利于分娩过程中的胎盘剥离，但

是，同时有可能引起血栓甚至导致产后大出血等各种严重情

况。因此，晚期妊娠凝血功能的变化与母婴安全直接相关，检

测临产孕妇的凝血功能对预防分娩并发症有着重要的临床意

义［１］。目前，凝血功能的检测包括凝血酶原时间（ＰＴ）、活化部
分凝血活酶时间（ＡＰＴＴ）、凝血酶时间（ＴＴ）、纤维蛋白原
（ＦＩＢ）［２］、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ＦＤＰ）及 Ｄ二聚体（ＤＤ）水
平。通过这些检验项目，可以了解孕妇体内凝血功能的变化。

本文检测了１２０例妊娠晚期孕妇的凝血功能，并与１００例正常
非妊娠妇女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于我院妇
产科就诊的临产孕妇１２０例作为试验组，孕周３５～４１周，平均
（３８．３±１．４）周，年龄２４～３９岁，平均（２７．８±３．２）岁；对照组
为同期于我院门诊就诊的１００例正常非妊娠妇女，年龄２３～４１
岁，平均（２５．７±２．１）岁。两组受检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体检
各项指标均基本正常，无心、肺、肝、肾疾病，无血液系统及凝血

机制障碍。两组人员在年龄上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１２河南省郑州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１２　检测仪器和试剂　采用德国ＢＥＣｏｍｐａｃｔＸ全自动凝血分
析仪，试剂由上海太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采用湖南浏阳

三力医用仪具厂生产的专用湖南三力抗凝管。

１３　检测方法　两组受试者均于清晨抽取空腹静脉血２ｍｌ，
置于专用的抗凝管中，上下颠倒混匀，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离心１５
ｍｉｎ后取上层血浆，于２ｈ内在全自动凝血分析仪上完成各项
凝血功能指标的检测。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数据用（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对试验组与对照组进行
组间比较，以α＝０．０５为检验水准。

２　结果
　　晚期妊娠组及正常非妊娠组各项凝血功能检测的结果见
表１。通过ｔ检验，晚期妊娠组ＰＴ、ＴＴ及ＡＰＴＴ均短于正常对照
组（Ｐ＜０．０５），而 ＦＩＢ、ＦＤＰ及 ＤＤ检测值均高于正常对照组
（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促凝与抗凝系统呈动态平衡，各种
促凝及抑凝物质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形成了凝血自我调控

过程［３］。ＰＴ、ＡＰＴＴ、ＴＴ、ＦＩＢ、ＦＤＰ及ＤＤ等检验指标反映了体内
的凝血状态。

ＰＴ、ＡＰＴＴ分别通过不同的途径生成凝血活酶，使凝血酶原
转变为凝血酶，进而促进纤维蛋白原转变为纤维蛋白，促进血

液的凝固。ＰＴ是外源性凝血系统最常用的筛选试验，反映了血
浆中Ⅰ、Ⅱ、Ⅴ、Ⅶ、Ⅹ等凝血因子的水平［４］。ＰＴ时间缩短表明
血液中上述凝血因子处于部分活化状态，血液呈高凝或易于形

成血栓。ＡＰＴＴ反映血浆中凝血因子Ⅱ、Ⅴ、Ⅷ、Ⅸ、Ⅹ、Ⅺ、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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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Ｋ的水平，是内源性凝血系统较为敏感和常用的筛选试验。
ＴＴ时间延长提示血浆中肝素类的抗凝物质或者纤维蛋白原降
解产物明显增多［５］。通过测定 ＴＴ，可以了解在纤维蛋白原转
变为纤维蛋白的凝血过程中，是否有异常抗凝现象的存在，并

能够反映血浆中纤维蛋白原的含量以及纤维蛋白原的结构正

常与否［６］。ＦＩＢ是由肝脏合成的一种糖蛋白，其含量与凝血酶

活性高度相关。在凝血酶的作用下，ＦＩＢ自 Ｎ端脱下４段小肽
（２个Ａ肽和２个Ｂ肽），形成纤维蛋白单体参与止血过程［７］。

ＦＤＰ是纤溶过程中纤维蛋白和纤维蛋白原分解后的降解产物
的总称，是反映纤溶亢进的指标。Ｄ二聚体是一种特异性的分
子标志物，是继发性纤溶亢进的指标。

表１　妊娠晚期组与正常非妊娠组凝血四项、ＦＤＰ及ＤＤ检测结果

组别 ｎ ＰＴ（ｓ） ＴＴ（ｓ） ＡＰＴＴ（ｓ） ＦＩＢ（ｇ／Ｌ） ＦＤＰ（ｍｇ／Ｌ） ＤＤ（μｇ／Ｌ）

正常非妊娠组 １００ １３．０６±０．８３ １７．２２±１．３９ ３４．７１±１．４９ ２．６７±０．６２ ３．２９±１．０２ ０．６０±０．４２
晚期妊娠组 １２０ １１．３８±１．９７ １２．３７±２．０１ ２９．９４±３．０６ ５．０２±０．８５ ８．０５±２．５１ ７．４９±４．２６
ｔ值 ３．１７８ ２．４０８ ２．９５７ ３．１３１ ４．９５２ －１８．４１２
Ｐ值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妊娠是女性特有的生理过程，在妊娠期间，体内的内分泌
及激素水平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利于胎儿的健康生长和顺利

娩出。随着孕周的增加，凝血功能也相应改变。妊娠晚期时，

体内多种凝血因子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高，其中以凝血因子Ⅰ，
即纤维蛋白原含量升高为著，与此同时，伴随有抗凝血酶Ⅲ
（ＡＴⅢ）活性的下降，血液呈高凝状态。随着纤维蛋白原含量
的增加，相应的纤溶酶原含量增加，但是孕妇体内由血管内皮

释放的纤溶酶原激活物减少，而纤溶酶原激活抑制性物质增

多，因此，虽然ＦＤＰ及 ＤＤ升高，但是体内的纤溶活性下降［８］。

综上，妊娠晚期体内存在着高凝、低纤溶状态，这是机体一种保

护性的生理变化，能够预防或减少分娩过程中的大量失血，使

产后迅速有效的止血，并有利于消除子宫内膜螺旋动脉中的血

栓，使子宫内膜能够尽快的再生和修复［８］。但是这种高凝、低

纤溶状态对机体也有不利影响，当存在某些诱因时，机体可以

迅速地由高凝状态转变为低凝状态，大量地消耗凝血因子，引

起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胎盘早剥和产后

血栓等各种产科并发症［９］；同时，通过免疫反应激活促凝及纤

溶系统，导致血栓性疾病的发生［１０］，严重影响了孕产妇和胎儿

的安全。

综上所述，孕妇体内处于高凝、低纤溶状态，各种凝血因子

及纤维蛋白原含量显著升高，容易形成血栓，产生妊高症、ＤＩＣ、
产后大出血等并发症。因此，应常规检测晚期孕妇的凝血功

能，以便早期发现异常、早期采取有效的预治措施，从而减少由

凝血及纤溶失衡引起的ＤＩＣ和血栓性疾病，对保证孕妇及胎儿
的安全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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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

经颅多普勒（ＴＣＤ）在健康查体中的检测意义
陈尔秀，宋莹竹，李小珍，裴红红，白小燕

【摘　要】　目的　应用经颅多普勒（ＴＣＤ）健康查体，早期发现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脑动脉硬化等具有脑血管疾病
发病趋势的脑血管病变，为早期预防和治疗脑血管疾病提供客观依据。方法　应用 ＴＣＤ检测仪对３００例健康体检者，
使用２ＭＨｚ脉冲探头，经颞窗检测大脑左右两侧中动脉（ＭＣＡ）、前动脉（ＡＣＡ）、后动脉（ＰＣＡ），经枕窗检测基底动脉
（ＢＡ）、椎动脉（ＶＡ），探测颅内主要动脉血管的血流速度、血流方向及血流性质，并观察频谱形态、脉动指数等变化；收集
查体者个人信息、病史资料及目前存在的临床症状，对不同年龄段的脑血管病变及脑血管频谱形态、脉动指数、血流速

度、性质等改变进行统计。结果　３００例被检者中，有２４９例（８２．９％）有脑血管改变，其中有频谱形态学改变者１１０例，
占３６％；动脉硬化３２例，占１０．６％；ＶＡ痉挛和供血不足分别是４８例和１０６例，各占１６％和３５．３％；ＢＡ痉挛和供血不足
分别是１８例和１３０例，各占６％和４３％；ＭＣＡ痉挛和供血不足，异常率分别是１２例和８８例，各占４％和２９．３％。单纯
ＡＣＡ痉挛者多发生在３０～４０岁左右较年轻的人群。ＰＣＡ痉挛发病率较低。在所检病例中３１～５０岁１４５例占４８．３％，
异常率最高，居所检脑血管病变的首位。结论　通过 ＴＣＤ查体检测，发现脑血管疾病有逐步年轻化的趋势。早期 ＴＣＤ
检测能及早发现脑血管疾病或有脑血管疾病发病趋势的脑血管改变，对脑血管病的发生及发展达到早期预警作用，同时

对已经发生的较重的动脉硬化、椎－基底动脉痉挛及供血不足提供治疗依据。
【关键词】　经颅彩色多普勒（ＴＣＤ）；健康查体；脑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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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进入２１世纪，社会经济及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
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变，生活及工

作方式的改变，电脑的普及，脑血管疾病发病率逐年增加，成为

目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疾病之一［１］。而随着人们保健意识

的增强及对生存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健康体检这一特需医疗

服务正不断地受到人们的关注。ＴＣＤ因其简单、无创、重复性
好、易于操作、能够动态观察脑动脉血管的血流动力学变化等

特点，被逐渐用于健康体检中，在人群健康管理方面发挥着作

用。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０Ｋ１５０３０２）
作者单位：７１０００４西安市，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

（陈尔秀，裴红红，白小燕）；７１００００西安市第六医院功能科
（宋莹竹）；健康体检部（李小珍）

通讯作者：裴红红，电子信箱：１８９９１２３７５６２＠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由本院健康体检中心提供的非团体性体检人
群３００例，其中男性１６２例，女性１３８例；年龄１８～８４岁，平均
５１岁；３０岁以下１６例，３１～４０岁６４例，４１～５０岁９２例，５１～
６０岁６２例，６１～７０岁５０例，７１～８４岁１６例。其中８５％被检
者自述有头痛、头晕、头部闷胀不适、睡眠差、颈部不适等症状。

１２　检查方法　采用深圳德力凯公司生产的ＥＭＳ９数字化彩
色经颅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安静状态下，患者平卧于水平的床

面上，２ＭＨｚ脉冲式探头，于头侧经颞窗检测患者双侧大脑中
动脉主干、双侧大脑前动脉及双侧大脑后动脉，选择每条血管

的最佳信号记录各血管收缩期峰值流速（Ｖｓ）、舒张期末流速
（Ｖｄ）、平均血流速度（Ｖｍ）、搏动指数（ＰＩ）及血管的频谱形态。
统计各年龄组病例数并计算其百分率。ＴＣＤ检测判定标准数
值：参考马伯杨、王为主编《经颅多普勒与临床》。

１３　判定标准　①在检测中，１支或多支脑血管的平均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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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ｍ）较近端血管或对侧同名动脉流速增加了３０％；或ＭＣＡ的
Ｖｍ＞１２０ｃｍ／ｓ、ＡＣＡ的Ｖｍ≥８０ｃｍ／ｓ、ＰＣＡ的Ｖｍ≥５０ｃｍ／ｓ、ＢＡ
的Ｖｍ≥６０ｃｍ／ｓ、ＶＡ的Ｖｍ≥５０ｃｍ／ｓ或明显降低，不论其频谱
形态改变与否，均可结合临床考虑该血管为痉挛或供血不

足［２－３］。②频谱图示脑动脉硬化的血管改变，且脉动指数
（ＰＩ）、阻力指数（ＲＩ）、收缩期血流速度与舒张末期血流速度比
中有１项增高，收缩期血流同时降低者，应考虑为脑供血不
足［２，４］。

２　结果
２１　脑血管病变与年龄　３００例被检者中，总的异常率是
８２．９％，其中３０岁以下１６例中１２例占４％，３１～５０岁１５６例
中１４５例占４８．３％，５１～７０岁１１２例中７６例占２５．３％，７０岁
以上１６例中１６例占５．３％。伴有频谱形态学改变者３６．０％。
ＶＡ痉挛和供血不足分别是１６．０％和３５．３％，ＢＡ痉挛和供血
不足分别是６．０％和４３．３％，患病率最高，居所检脑血管疾病的
首位；其次是 ＭＣＡ痉挛和供血不足患病率分别是 ４．０％和
２９．３％；再次是脑动脉硬化异常率１０．６％，有明显的随年龄增
高异常率增高的趋势。单纯ＡＣＡ痉挛者多发生在３０～４０岁左
右较年轻的人群。

２２　易出现异常的脑动脉血管　３００例被检者检出容易出现
异常的脑动脉血管主要为ＶＡ，ＢＡ，ＭＣＡ，主要表现为供血不足，
异常率分别为 １０６人（３５．３％），１３０人（４３．３％）及 ８７人
（２９．０％）。其次为脑动脉硬化３２例，异常率１０．６％。

３　讨论
　　经颅彩色多普勒检测（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Ｄｏｐｐｌｅｒ，ＴＣＤ），是利用
超声多普勒效应来检测颅内脑底动脉环上的各个主要动脉血

流动力学及血流生理参数的一项无创性脑血管疾病检查方法。

利用ＴＣＤ对人群脑底动脉环主要血管进行检测，频谱图像能反
映颅内各血管的生理和病理状态，获得所测血管的频谱形态、

血流方向、血流速度、脉动指数等，对脑血管疾病的诊断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２，４］。

根据对３００例的经颅彩色多普勒体检结果分析，３１～５０岁
人群椎－基底动脉痉挛及供血不足患病率最高，３０岁以后即有
明显的发病趋势，这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由于工作及生活原因，

头颈部肌肉长期处于某种紧张状态，颈椎长期呈被动屈曲状

态，造成局部过度紧张、疲劳，以致肌肉劳损、韧带硬化，以及无

菌性炎性水肿等刺激，导致椎 －基底动脉血流动力学改变，频
谱表现痉挛或供血不足［５］，此外，椎 －基底动脉生理解剖结构
在一定条件下受到骨质增生或韧带组织的压迫，可引起一过性

缺血［５－６］，还可通过刺激交感神经纤维引起血管痉挛［５］。其次

是ＭＣＡ痉挛和供血不足，有随着年龄增加患病率明显升高的
趋势，并且容易出现在６０岁以上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尤其是出现脑动脉硬化时由于脂质代谢障

碍，血流动力学改变以及动脉壁本身的变化等均可造成血管阻

力增高，血流速度降低，脑供血量的降低。多普勒频谱形态出

现特征性改变：上升支速率减慢，既ａ角变钝，峰时后移Ｓ１小于
Ｓ２，或Ｓ１、Ｓ２融合，在收缩中期形成圆钝收缩峰

［７－８］；由于脑供

血长期不足，可引起继发性脑萎缩，脑神经细胞变性，从而出现

相应的临床症状；如果出现脑血管狭窄的病理改变，则可使狭

窄血管测到高的收缩期血流速度［７－８］。

通过本文的结果分析发现，脑血管病发病有逐步年轻化的

趋势［９］，部分体检者临床症状明显已影响到工作及生活，部分

体检者已存在潜在危险因素，如果不进行预防和相应检查治疗

极易导致脑血管疾病的进一步发生。部分６０岁以上体检者出
现脑动脉硬化的频谱图像，而又有收缩期血流速度降低，表明

脑动脉硬化后引起脑供血不足；如出现某只脑动脉收缩期血流

速度增高，表明该脑动脉血管在硬化的基础上已出现一定程度

的狭窄，必须在临床上予以足够的重视［９］。因此，应用 ＴＣＤ健
康体检，简单、快捷、无创，对各年龄阶段的人群均有意义，对及

早发现脑血管病理变化及进行脑血管疾病诊断提供了重要的

客观依据，为已经发生的较重的动脉硬化、椎 －基底动脉痉挛
及供血不足提供治疗的客观依据，同时可用于判断动脉硬化后

诱发脑血管疾病的危险程度，对脑血管疾病进行预报［９－１０］；对

中老年人群尤其重要，对做好身体保健，预防脑血管疾病的发

生发展，提高人群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警示人们应

该提倡健康工作生活方式，调整饮食结构，加强锻炼特别是增

加户外有氧运动，定期体检加强对异常检查结果的重视和监

测，预防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及发展。

参考文献

［１］　王明莉，邢厚恂，何盼，等．我国心脑血管防治社区管理：建设公共
卫生护理服务体系［Ｊ］．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１０，１４（８）：８２５
８２６．

［２］　华扬．实用颈动脉与颅脑血管超声诊断学［Ｍ］．北京：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５５８５．

［３］　林燕，李炳选．经颅彩色多普勒在脑血管疾病中的应用［Ｊ］．中国
医药工程，２０１１，１９（５）：１２５１２６．

［４］　顾慎为．经颅多普勒检测与临床［Ｍ］．２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５：７８７９，８９．

［５］　牛春梅．经颅多普勒（ＴＣＤ）对椎 －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ＶＢＩ）脑
血管病的病因诊断的临床研究［Ｊ］．内蒙古中医药，２０１１（３）：１０１
１０２．

［６］　兰莉，田锦勇．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患者的ＴＣＤ改变及病因分
析［Ｊ］．贵阳中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３３（４）：５５５６．

［７］　韩莉莉．经颅多普勒在高血压脑动脉硬化检测中的应用［Ｊ］．中国
医药指南，２０１１，９（２８）：３６３７．

［８］　高秋艳．经颅多普勒评价脑动脉硬化及其临床意义［Ｊ］．吉林医
学，２０１１，３２（２３）：４８５２４８５３．

［９］　李松芝．应用彩色经颅多普勒超声 ＴＣＤ对健康人群体检结果的
分析［Ｊ］．中外医疗，２０１１（１７）：１７８．

［１０］　韩莉莉．经颅多普勒超声在高血压患者脑动脉硬化检测中的应
用［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２，３９（１９）：５１３７５１３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２）

（上接第１９０８页）
［４］　汤增辉，杨霆．某院临床路径实施效果比较分析［Ｊ］．安徽医学，

２０１１，３２（７）：９９５９７．
［５］　盛清华．中成药药物不良反应１４４例分析［Ｊ］．中国医药，２０１２，７

（１０）：１３３０３３１．
［６］　陈志军，余海珠．药物不良反应临床分析［Ｊ］．中国实用医刊，

２０１２，３９（９）：１０２１０３．
［７］　赵秀兰，王同成，孙燕，等．不稳定型心绞痛的临床路径应用研究

［Ｊ］．护理研究，２００９，２３（９）：７８３８４．
［８］　吴世菊，刘晓丹，刘倩，等．护理人员临床护理路径认知状况的调

查分析［Ｊ］．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０９，２４（９）：８２９３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０６）

·４５９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医学影像·

蝶鞍旁海绵状血管瘤的 ＭＲＩ表现
周玮，祝跃明，潘锋，何剑

【摘　要】　目的　探讨蝶鞍旁海绵状血管瘤（Ｐａｒａｓｅｌｌａｒｃａｖｅｒｎｏｕｓ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ＰＣＨ）的ＭＲＩ表现，以提高影像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２３例ＰＣＨ患者的病例资料。所有患者均行ＭＲＩ扫描，１９例行ＭＲ扩散加权成
像（ＤＷＩ），７例行单体素１ＨＭＲＳ检查。结果　病灶ＭＲＩ扫描后 Ｔ１ＷＩ呈等或稍低信号，Ｔ２ＷＩ呈明显高信号，增强扫描
呈均匀或不均匀显著强化；１９例ＤＷＩ呈等或稍低信号；７例１ＨＭＲＳ均表现为ＮＡＡ峰、Ｃｒ峰和Ｃｈｏ峰消失，其中６例出
现Ｌｉｐ峰。结论　ＰＣＨ的ＭＲＩ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有助于提高术前定位及定性诊断的准确率。
【关键词】　蝶鞍旁；海绵状血管瘤；磁共振成像；氢质子磁共振波谱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９．４１　Ｒ７３０．４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５５０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ＰａｒａｓｅｌｌａｒＣａｖｅｒｎｏｕｓ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　ＺＨＯＵＷｅｉ，ＺＨＵＹｕｅｍｉｎｇ，ＰＡＮＦｅｎｇ，ｅｔ
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Ｈｕｚｈｏｕ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ｕｚｈｏｕ３１３０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ｐａｒａｓｅｌｌａｒｃａｖｅｒｎｏｕｓ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ＰＣＨ）ａｎｄ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ｎｇ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ｗｅｎｔｙｔｈｒｅ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ＰＣＨｗｅｒｅｒｅ
ｖｉｅｗｅｄ．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ＭＲｓｃａｎ，１９ｃａｓｅｓ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ＭＲ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ＤＷＩ），７ｃａｓｅｓ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ｓｉｎｇｌｅ
ｖｏｘｅｌ１ＨＭＲＳａｎｄ３ｃａｓｅ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ＤＳＡ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ＣＨｓｈｏｗｅｄｅｑｕａｌｏｒ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ｌｏｗｓｉｇｎａｌｏｎＴ１ＷＩ，ｈｉｇｈｓｉｇ
ｎａｌｏｎＴ２ＷＩ，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ｏｒ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ｇｒｅａ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ｎＭＲ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ｓｃａｎ；１９ｃａｓｅｓｓｈｏｗｅｄｅｑｕａｌｏｒ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ｌｏｗ
ｓｉｇｎａｌｏｎＤＷＩ，７ｃａｓｅｓｓｈｏｗｅｄｎｏＮＡＡ，ＣｒａｎｄＣｈｏｐｅａｋ，ａｎｄ６ｃａｓｅｓｓｈｏｗｅｄＬｉｐｐｅａｋｏｎ１ＨＭＲ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Ｒｉｍａｇｉｎｇ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ＰＣＨｈａｄｓｏｍ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ｈｅｌｐｆｕｌ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ｃｃｕｒａ
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ａｒａｓｅｌｌａｒ；Ｃａｖｅｒｎｏｕｓ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ＭＲＩ；ＭＲＳ

　　颅内海绵状血管瘤属于一种脑血管畸形性病变，分为脑内
型和脑外型，好发于蝶鞍旁海绵窦区的脑外型海绵状血管瘤很

少见，仅占颅内海绵状血管瘤的０．４％ ～２．０％，占鞍旁肿瘤不
到２％［１］，由于其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以及对其影像学表现认

识不足，临床误诊率居高不下。本文收集近年来经手术和病理

证实的２３例蝶鞍旁海绵状血管瘤（Ｐａｒａｓｅｌｌａｒｃａｖｅｒｎｏｕｓｈｅｍａｎ
ｇｉｏｍａ，ＰＣＨ）患者的病例资料，分析和总结其 ＭＲＩ特征，旨在提
高对该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水平，降低术前误诊率。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并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具有
完整影像学检查资料的２３例ＰＣＨ病例，其中男性３例，女性２０
例，男女比例为１∶６．７；发病年龄为２１～６９岁，平均４４．３岁。
１２　临床表现　该病发病起初症状隐匿，进展缓慢，病程 ３
月～８年，平均２年。临床表现主要为头痛１５例，癫痫４例，面
部麻木１１例，单侧眼睑下垂７例，单侧视力减退８例，复视、眼
外展受限３例，月经紊乱５例，另外３例无临床症状，健康体检
时偶然发现。

１３　影像学检查　所有患者均行 ＭＲ扫描，其中１９例行 ＭＲ
扩散加权成像（ＤＷＩ），７例行单体素１ＨＭＲＳ检查。
１３１　ＭＲ检查　采用 ＧＥＳｉｇｎａＥＸＣＩＴＥ１．５Ｔ超导型磁共振
成像仪，使用标准头部正交线圈或八通道相控阵列线圈，层厚６
ｍｍ，层间隔２ｍｍ，平扫行横断位自旋回波（ＳＥ）序列Ｔ１ＷＩ（ＴＲ／
ＴＥ＝８００ｍｓ／１２ｍｓ）Ｔ２ＷＩ（ＴＲ／ＴＥ＝４０００ｍｓ／１０５ｍｓ）ＦＬＡＩＲ
（ＴＲ／ＴＥ／ＴＩ＝７８００ｍｓ／１３５ｍｓ／１０２ｍｓ），部分加做矢状位及冠
状位Ｔ１ＷＩ。平扫结束后经肘静脉注入钆喷替酸葡甲胺（Ｇｄ
ＤＴＰＡ），剂量０．１ｍｍｏｌ／ｋｇ，行 ＳＥＴ１ＷＩ矢状、冠状、横断位扫
描，部分病例行动态或延迟扫描。

１３２　ＤＷＩ检查　ＤＷＩ为轴位单次激发自旋回波－回波平面
成像（ｓｐｉｎｅｃｈｏｅｃｈｏｐｌａｎａ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ＥＥＰＩ）序列，采用频率选
择脂肪抑制技术，在Ｘ、Ｙ、Ｚ三个方向上施加扩散梯度，扩散敏

作者单位：３１３０００浙江省湖州市中心医院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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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系数（ｂ值）为０、１０００ｓ／ｍｍ２，应用ＧＥ１．５Ｔ磁共振扫描仪自
带Ｆｕｎｃｔｏｏｌ功能软件对病灶（所有病变区的 ＲＯＩ＞５０ｍｍ２）进
行ＡＤＣ值的测量。
１３３　１ＨＭＲＳ检查　氢质子磁共振波谱（１ＨＭＲＳ）检查采用
快速Ｔ２ＷＩ横断位和冠状位定位，层厚５ｍｍ，无间隔。结合横
断位和冠状位确定病变区为兴趣区（ＲＯＩ），ＲＯＩ大小为２ｃｍ×２
ｃｍ×２ｃｍ。采用定点分辨波谱（ＰＲＥＳＳ）序列，ＴＲ＝２０００ｍｓ，
ＴＥ＝１３５ｍｓ。

２　结果
２１　病灶位置、数目、大小及形态　２３例病灶均位于蝶鞍旁海
绵窦区及中颅窝底，１０例（４３．５％）位于右鞍旁，１３例（５６．５％）
位于左鞍旁，部分病灶跨蝶鞍生长，其中１０例（４３．５％）位于鞍
旁并完全侵入蝶鞍内，５例（２１．７％）位于鞍旁部分侵犯鞍内，８
例（３４．８％）位于鞍旁未涉及鞍内。病灶均单发，最大直径为
２３．０～６１．３ｍｍ，平均（４５．１±１１．３）ｍｍ，其中１９例（８２．６％）病
灶最大直径达≥４ｃｍ左右。病灶形态呈圆形或类圆形球状５
例（２１．７％），不规则分叶状３例（１３．１％），葫芦状（呈跨蝶鞍生
长，病灶鞍内部分偏小，鞍旁部分偏大）１５例（６５．２％）见图１。
２２　ＭＲＩ表现　２３例病灶中相对脑实质来说Ｔ１ＷＩ上１５例呈
等信号，８例呈稍低信号（图１Ａ），１９例信号均匀，４例信号不均
匀，其中２例病灶内部见小片高信号；Ｔ２ＷＩ及 Ｔ２ＦＬＡＩＲ上均
为明显高信号（类似于脑脊液见图１Ｂ），其中３例信号不均匀，
边缘可见低信号环。ＭＲ增强扫描后所有病灶均显著强化，其
中５例较小病灶动脉早期即呈均匀强化，１６例较大病灶早期呈
不均匀强化，动态延迟扫描后随着时间推移（５ｍｉｎ内），强化程
度趋向均匀；２例始终呈不均匀显著强化。
２３　ＤＷＩ及１ＨＭＲＳ表现　１９例行ＭＲ扩散加权成像（ＤＷＩ），
３例呈稍低信号，１６例呈等信号（见图１Ｃ）。ＡＤＣ图上５例均
明显增高，ＡＤＣ值（１．３５～１．９４）×１０－３ｍｍ２／ｓ，平均 １．５４×
１０－３ｍｍ２／ｓ，与对应侧正常脑实质测得的 ＡＤＣ值比为１．６３～
２．５１，平均１．９４。７例行单体素１ＨＭＲＳ检查，ＮＡＡ峰、Ｃｒ峰和
Ｃｈｏ峰均消失，６例出现Ｌｉｐ峰（见图２），其中３例Ｌｉｐ峰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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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１Ａ示Ｔ１ＷＩ呈均匀稍低信号；图１Ｂ示 Ｔ２ＷＩ呈均匀显著高
信号；图１Ｃ示ＤＷＩ呈等信号。ＭＲ扫描示左侧蝶鞍旁见一“葫芦状”病
灶，内部信号均匀，边缘光滑，跨蝶鞍生长。

图１　海绵状血管瘤患者ＭＲ扫描

　
　　注：ＭＲＳ检查示无 ＮＡＡ峰、Ｃｈｏ峰和 Ｃｒ峰出现，可见 Ｌｉｐ峰（白箭
头）。

图２　海绵状血管瘤患者ＭＲＳ检查

３　讨论
３１　病理特点及临床表现　ＰＣＨ是一种先天性血管畸形［２］。

常发生于蝶鞍旁、凸面硬膜、中颅窝底等部位。目前大多数学

者认为最可能的生长机制是进行性血管扩张或病灶边缘生

长［３］。患者以中年女性（４０～５０岁）多见，男女比例约为１∶５。
本组中男性仅３例，女性２０例，男女比例为１∶６．７，发病年龄
为２１～６９岁，平均４４．３岁，与文献报道基本符合。由于鞍旁脑
外具有一定空间，因此ＰＣＨ较小时往往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本
组有３例（１３．０％）无临床症状，体检时偶然发现，病灶最大直
径均＜４ｃｍ。当病灶较大时压迫海绵窦内Ⅲ、Ⅳ、Ⅴ（１、２支）、
Ⅵ颅神经而出现海绵窦综合症即眼睑下垂、水肿，眼球突出以
及眼外肌麻痹等一系列颅神经麻痹症状，病灶压迫视交叉引起

视力减退、复视，侵入蝶鞍压迫垂体导致垂体增生肥大而引起

停经和泌乳等内分泌失调症状，以上症状在劳累、孕期加重，休

息、妊娠终止后缓解［４］，可能与雌、孕、促性腺激素水平有关，这

也是该病多发于女性的原因。本组２３例中有１９例（８２．６％）
病灶最大直径≥４ｃｍ，并且均有临床症状。
３２　影像学表现　由于 ＰＣＨ的临床表现并无特异性，其他鞍
区占位性病变均可引起类似症状，因此术前诊断还需依靠影像

学检查［５］。

３２１　病灶形态特点　ＰＣＨ为位于蝶鞍旁海绵窦区及中颅窝
底的单发病灶，体积较小时位于鞍旁单侧居多，呈圆形或类圆

形，较大时常跨蝶鞍生长，同时累及海绵窦和蝶鞍内，通常病灶

鞍旁部分较大，鞍内部分较小，呈“葫芦状”或不规则分叶改变，

边缘均光滑，包膜完整。病灶体积往往很大，本组中最大直

径＞４ｃｍ的病灶有１８例（７８．２％），有可能与较大病灶易压迫
组织引起临床症状就诊而发现有关。

３２２　ＭＲＩ表现　①ＭＲ平扫：Ｔ１ＷＩ呈等信号或稍低于脑实
质信号；Ｔ２ＷＩ及Ｔ２ＦＬＡＩＲ呈类似于脑脊液的显著高信号，病
灶内未见血管流空征象。以上为ＰＣＨ的特征性ＭＲ表现，原因
是由于病灶血窦内血液流动缓慢以及血液成分主要为水及血

红蛋白等。②ＭＲ增强：呈显著强化，部分病灶动脉早期不均匀
强化，静脉及延迟期对比剂向内逐渐填充而强化趋于均匀，类

似于肝脏血管瘤强化方式［５７］。因此延迟扫描十分必要，有助

于完整了解病灶强化情况［８］。

３２３　ＤＷＩ及ＭＲＳ表现　ＤＷＩ呈等或稍低信号，ＡＤＣ值明显
升高，证明其水分子扩散速度较正常脑组织快，但由于Ｔ２的透
射效应，ＤＷＩ信号并不很低；ＭＲＳ表现为 ＮＡＡ峰、Ｃｒ峰和 Ｃｈｏ
峰均消失，而常出现Ｌｉｐ峰，主要与病灶内无脑组织及海绵窦内
正常情况下存在脂肪组织有关。

３３　鉴别诊断　ＰＣＨ主要与发生于鞍旁的其他病变进行鉴
别：①鞍旁脑膜瘤：位于鞍背或硬脑膜并沿脑膜向周围匍匐生
长，邻近的颅骨常有骨质增生、硬化［９］。ＭＲ扫描 Ｔ２ＷＩ呈等或
稍高信号，但明显低于ＰＣＨ，ＤＷＩ呈稍高信号，ＭＲ增强明显强
化，但强化程度低于 ＰＣＨ，病灶周围脑膜增厚并增强后可见脑
膜线样强化［１０］，呈“脑膜尾征”。②神经鞘瘤：多为三叉神经鞘
瘤，易发生坏死囊变，Ｔ１ＷＩ为略低信号，Ｔ２ＷＩ呈稍高信号，增
强后强化程度明显低于 ＰＣＨ，若发现卵圆孔扩大可提示该肿
瘤。③侵袭性垂体瘤：该肿瘤主体部分位于蝶鞍内，侵入两侧
海绵窦及鞍上［１１］，呈“雪人”征，易囊变坏死，增强后呈轻度强

化；当ＰＣＨ侵入蝶鞍压迫垂体导致垂体增生肥大及垂体柄偏
移，易与垂体大腺瘤混淆，增强检查有助于鉴别，增大的垂体强

化明显低于腺瘤强化程度。另外，１ＨＭＲＳ上脑膜瘤及垂体瘤均
表现为Ｃｈｏ峰升高并出现丙氨酸峰。

综上所述，ＰＣＨ由于其靠近多组颅神经及大血管，解剖结
构较复杂，血供极其丰富，术前误诊率和术后致残率均较高。

掌握其ＭＲＩ特征性表现，可提高术前定位及定性诊断的准确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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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例肾结核的超声诊断分析
陈焕彬，黄雪慧，陈尊杰，陈海光

【摘　要】　目的　探讨超声检查在肾结核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７０例肾结核患者声像图特征和临床资
料。结果　７０例肾结核超声诊断正确５３例，准确率为７５．７％，误诊１３例，漏诊４例；肾结核超声声像图主要表现为不
同程度肾积水、肾囊样变、肾萎缩、肾钙化等；根据声像图表现和病理演变，将肾结核细分为以下７个类型：结节型，占
５．７％；囊肿型，占１１．４％；积水扩张型，占３４．３％；积脓型，占１２．８％；萎缩型，占１７．１％；钙化型，占８．５％；混合型，占
１０．０％。结论　超声检查对肾结核的诊断及临床分型具有重要价值，根据肾结核的病理演变及超声表现对肾结核的临
床分型、临床诊断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肾结核；超声；诊断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２７．１　Ｒ４４５．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５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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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ｖａｌｕ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ｎａｌ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ｎａｌ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肾结核常继发于肺结核，近些年随着肺结核发病率的增
加，肾结核的发病率也有所上升。随着超声技术的迅速发展，

尤其是高清晰超声的广泛应用，超声检查对肾结核的诊断价值

越来越受到重视及推广［１］。本文收集我院近年资料完整、经病

理或临床证实的７０例肾结核患者资料，分析、总结其声像特
征，探讨超声检查对肾结核的诊断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本院经病理或临床证实的肾结核患者７０
例，其中男性３８例，女性３２例，年龄１６～６８岁。所有患者均行
常规超声检查、尿抗酸杆菌检验、双肾 ＣＴ平扫及增强扫描，部
分手术与病理诊断，临床资料完整。其中右肾结核３２例，左肾
结核２６例，双肾结核１２例。
１２　检查仪器　使用飞利浦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
率为凸阵３．５ＭＨｚ，线阵７．５～１０．０ＭＨｚ，统一使用仪器特定的
检查设置。

１３　检查方法　患者采取仰卧、俯卧或侧卧位，多切面和多角
度观察双肾大小形态，肾实质的回声情况，病灶的部位、大小、

形态、边缘、回声情况等，并常规扫描双侧输尿管及膀胱。将患

者资料归档保存，以便复查对比分析。

２　结果
　　７０例患者中，无明显症状８例，有尿频、尿痛、脓尿和血尿
等症状４５例，有消瘦、乏力、低热等全身症状３４例。合并肺结
核的患者５２例，同时合并其他肺外结核的２５例。２２例经手术
证实，３６例经尿沉渣涂片抗酸染色杆菌检查为阳性或结核杆菌
培养阳性证实，１２例经抗结核药物治疗有效而临床确诊。７０
例肾结核患者均进行超声检查及 ＣＴ扫描。超声诊断正确５３
例，准确率为７５．７％，误诊１３例，漏诊４例；ＣＴ诊断６１例，准确

作者单位：５１５０７３广东省汕头市第三人民医院机诊科
通讯作者：陈焕彬，电子信箱：５１７９５１０２８＠ｑｑ．ｃｏｍ

率８７．１％，误诊７例，漏诊２例；超声及ＣＴ检查符合率８６．７％。
肾结核声像图所见复杂而多样化，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肾

积水、肾囊样变、肾萎缩、肾钙化等。根据声像图表现和病理演

变，本文将肾结核细分为以下７个类型：结节型，４例，占５．７％；
囊肿型，８例，占１１．４％；积水扩张型，２４例，占３４．３％；积脓型，
９例，占 １２．８％；萎缩型，１２例，占 １７．１％；钙化型，６例，占
８．５％；混合型，７例，占１０．０％。

３　讨论
　　肾结核多继发于肺结核，结核杆菌随血流侵入肾脏而形成
感染灶，近年来随着肺结核病患者的增加［２］，肾结核患者也有

逐渐增加的趋势。肾结核的病理演变复杂多变，超声表现随病

程而异，缺乏特征性。因此，根据肾结核的病理变化，结合肾结

核的超声征象，将肾结核的超声特征准确分型，是掌握肾结核

超声诊断的基础［３］。

本文依据肾结核声像表现及病理演变，将肾结核分为 ７
型：结节型、囊肿型、积水扩张型、积脓型、萎缩型、钙化型、混合

型。①结节型：早期肾结核局限于肾实质，形成局限性坏死，声
像图表现为肾实质部的局限性异常回声，呈低、等、强回声，形

态不一，肾窦及肾盂形态正常。此型缺乏特异性，须与肾囊肿、

肾肿瘤等鉴别。②囊肿型：系肾结核侵犯髓质，形成的干酪样
变和结核性脓肿，脓肿破入肾盏，坏死物排出而形成空洞。声

像图主要表现为肾实质内或肾盏区出现单个或多个囊性无回

声区，边缘不规则，内见密集小点状或云絮状回声，部分囊壁周

围可见斑点状强回声钙化［４］。此型超声能够很好显示，但应与

单纯性肾囊肿鉴别，单纯性肾囊肿为肾实质内类圆形无回声

区，囊壁光滑，后壁回声增强，囊腔与集合系统不相通，向外可

突出肾边缘，向内可压迫肾盏肾盂。③积水扩张型：系肾结核
脓肿的破溃或结核杆菌进入尿液，造成肾盏、肾盂输尿管甚至

膀胱黏膜的破坏和溃疡形成，其后由于结核肉芽组织形成而导

致肾盏、肾盂、输尿管的粘连狭窄，造成肾积水。声像图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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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肾积水，累及肾盂，可见肾盂变型缩窄，累及输尿管，

可见管壁不规则增厚，管腔狭窄。此型具备一定特征性，但需

与输尿管结石或炎性狭窄引起的肾积水鉴别，两者均可见肾

盂、肾盏扩张，但肾积水肾盂、肾盏壁光滑，无回声区透声好，输

尿管壁光滑，无受累。④积脓型：肾结核肾实质广泛破坏，形成
多发坏死空洞，肾内瘀滞大量脓液，成为结核性脓肾，致肾功能

丧失。声像图表现为，肾显著肿大，肾包膜凹凸不平，肾盂肾盏

均显著扩张，两者的分界不清，肾内无回声区透声差，内见密集

小点状或云絮状回声，肾内可见斑点状强回声钙化影。此型较

具特征性，超声检查一般能作出准确诊断。⑤萎缩型：高度纤
维化是肾结核病理特点之一，纤维化病变可使肾皮质和髓质分

隔开来，导致肾实质缺血、萎缩。超声图表现为肾脏明显缩小，

包膜不规则，实质与肾窦分界不清，表面不光滑，高低不平，可

见不均匀的强回声区。此型需与慢性肾病导致的肾萎缩鉴别，

慢性肾病为双肾病变，表面光滑，肾结核多为单侧肾脏病变，其

表面不光滑，内部可见不均匀的强回声区，尿沉渣涂片可找到

抗酸杆菌［５］。⑥钙化型：肾结核的另一种病理改变是随着身体
抵抗力增强，病变趋向好转，出现钙盐沉积，而出现局部钙化，

甚至全肾钙化［６］。声像图表现为肾脏弥漫性回声增强，光点粗

大，回声不均匀，肾内见大小不等形态不规则的团块状与斑片

状强回声伴声影。此型为肾结核转归的特征性表现，局部钙化

须与肾结石鉴别，结核钙化灶一般在肾盂肾盏周边或实质内，

回声密度多不均匀，多为光点、光斑，且回声强度多低于结石。

⑦混合型：为上述肾结核的多种病变混合存在，既有干酪样空
洞和肾盏积脓或积水，同时存在钙化灶。超声图表现为肾实质

回声杂乱，可见多个无回声区及斑片状或团块状强回声伴声

影，肾盂、肾盏扩张，内为无声区，可伴输尿管积水扩张或狭窄。

混合型肾结核可出现肾体积增大及团块样回声，易误诊为肾肿

瘤，但其形态多不规则，且后方回声轻度增强，而肾肿瘤多切面

观察均可见实质性肿块图像，常有包膜，能与正常肾脏分清。

对于积水扩张型、积脓型、萎缩型、钙化型、混合型肾结核，

声像图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大多数能作出正确诊断；结节型、

囊肿型肾结核超声表现缺乏特征性，超声诊断有一定限度，需

结合其他检查综合分析诊断。肾结核的病理演变复杂，超声表

现多样，且几个不同病理阶段同时存在于同一肾脏，声像图缺

乏特征性，可出现误诊或诊断困难［７］。为了提高诊断正确率，

应规范操作，多角度探查，必要时扩大扫查范围，同时必须结合

患者的病史、临床症状及其他检查，才能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超声检查对肾结核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８］，且其无创性、

可重复性以及检查价格低廉等具有其他检查无可比拟的优越

性。根据肾结核的病理演变及超声表现对肾结核的临床分型、

临床诊断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９］。提高肾结核的超声诊断准

确率，除应提高对肾结核的认识外，提高肾结核的鉴别诊断也

十分重要，密切结合病史、临床、实验室检查和ＣＴ检查，综合分
析诊断至关重要［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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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７］。⑤镁离子还能使痉挛的小动脉和毛细血管扩张，从而
使微循环得到改善，减轻了肺淤血，心脏后负荷降低，从而改善

了心肺功能，缓解了患儿的缺氧症状［８］。⑥镁离子还有利尿、
使黏膜水肿减轻、增加气道纤毛运动、祛痰及消除氧自由基造

成的肺损伤等多方面的作用［９］。⑦硫酸镁还可增加呼吸道黏
膜表面的渗透压，使周围组织水份被吸收到呼吸道而使痰液稀

释，有利于痰液的排出，有利于肺部湿音的吸收［１０］。酚妥拉

明是α受体阻滞剂，能阻断支气管平滑肌的 α受体，对抗血中
儿茶酚胺效应，能直接扩张小动脉，有效降低肺动脉压和周围

血管阻力，减轻肺淤血，改善肺循环，有利于肺部音的吸收，

从而减轻或消除喘憋症状，还可通过兴奋 β肾上腺素能受体，
减轻心脏负荷，增加心肌收缩。对预防和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

重症表现有着十分满意的效果。

硫酸镁联合酚妥拉明治疗毛细支气管炎既能发挥二者松

弛平滑肌，扩张支气管的协同平喘作用，又可通过酚妥拉明的

扩张肺阻力血管
%

改善微循环的作用，使呼吸功能进一步改

善。笔者特别强调的是输入过程必须用微泵输液器控制速度

以确保药物匀速输入，并要确保其安全性和剂量使用的正确

性。本组病例治疗过程中无明显副作用，极少数病例出现鼻

塞，经对症处理即缓解。因此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硫酸镁

联合酚妥拉明治疗毛细支气管炎临床疗效显著，副作用小，且

价格便宜，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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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椎动脉型颈椎病眩晕的诊断价值
李龙，张学，阳晨

【摘　要】　目的　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椎动脉型颈椎病眩晕的价值。方法　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了２８０例
椎动脉型颈椎病（ＣＳＡ）患者的椎动脉内径和椎动脉流速等血流动力学参数，并观察其形态、结构和走行。选择１００例健
康人作为对照组。结果　颈椎病组椎动脉走行弯曲１４２例，走形异常１５例，管壁内膜面发现斑块８４例，内径狭窄７６
例，远高于对照组；狭窄侧的收缩期峰值流速（ＰＳＶ）和舒张末期流速（ＥＤＶ）均小于对照组，而阻力指数（ＲＩ）和搏动指数
（ＰＩ）均高于对照组。结论　通过颈椎病组与对照组的相关参数比较，认为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的椎动脉走行、结构、内
径和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可以为ＣＳＡ提供有价值的诊断依据。
【关键词】　椎动脉型颈椎病；彩色多普勒超声；眩晕；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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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椎动脉型颈椎病（ＣＳＡ）是中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病，但由于
椎动脉血管先天发育异常，青年人也有一定的发病率［１］。ＣＳＡ
的主要症状有眩晕、呕吐、视物模糊、平衡障碍等，其检查方法

有多种且各有优势，其中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ＣＤＦＩ）技术不仅
可以显示椎动脉的形态、结构、走行和管腔内情况，还可以观察

椎动脉血流充盈情况和血流束宽度，并能够测量椎动脉内径和

椎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ＰＳＶ）、舒张末期流速（ＥＤＶ）、阻力指
数（ＲＩ）、搏动指数（ＰＩ）等，在检测椎动脉血管的病变方面有很
大的优势。为此我们采用 ＣＤＦＩ技术对到本院诊治、临床拟为
颈椎性眩晕的患者（已经基本排除其他的病变可能）进行了椎

动脉检测，以进一步明确 ＣＤＦＩ技术在 ＣＳＡ诊断中的价值。现
统计分析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检查的对象为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在
我院门诊和住院的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共 ２８０例，其中男性
１５０例，女性１３０例，年龄４０～７２岁，平均５５岁。全部病例均
有不同程度的眩晕，部分病例有上肢麻木和颈部疼痛等症状，

临床上排除了急性心梗、脑梗及耳源性眩晕。健康对照组１００
人，其中男性５５人，女性４５人，年龄４１～７４岁，平均５７岁，均
没有眩晕、上肢麻木、颈部疼痛等症状。

１２　检查方法　使用西门子 ＡＣＵＳＯＮＳ２０００和西门子 ＡＣＵ
ＳＯＮＡｎｔａｒｅｓ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频率７～１０ＭＨｚ小线阵
探头和２．０～６．０ＭＨｚ凸阵探头［２］。让受检者取仰卧位，头偏

向对侧约１５°，将探头置于颈总动脉偏后侧，于锁骨上方显示椎
动脉椎前段，再沿其走行依次向上显示椎间段，直至第２颈椎。
二维图像观察椎动脉走行、管壁情况及管腔外有无外来压迫，

并以颈５～６椎间段为测量点测量椎动脉内径（Ｄ）；脉冲多普勒
对血流取样并测值，获取４个以上满意频谱后，测量其收缩期
峰值流速（ＰＳＶ）、舒张末期流速（ＥＤＶ）、阻力指数（ＲＩ）和搏动
指数（ＰＩ），然后进行登记并统计分析。
１３　诊断标准　正常椎动脉起自锁骨下动脉的第１段，穿行
于第６至第１颈椎横突孔内，经枕骨大孔入颅，入颅前走形平

直［３］。一侧椎动脉管径小于对侧 ５０％以上或管径 ＜２．５
ｍｍ［４］，且为颅外段全程均匀性窄细者，定义为椎动脉发育不
良；正常椎动脉于第７颈椎横突孔的前方进入第６横突孔，从
Ｃ６以上横突孔进入者为异常；正常椎动脉起始段略有弯曲可
忽略不计，在第３横突孔以下走行平直，如有非自然扭曲则为
异常［４］。搏动指数和阻力指数增高，ＰＩ＞１．３０，ＲＩ＞０．７２；流速
降低，收缩期峰值流速ＰＳＶ＜３５ｃｍ／ｓ，舒张末期流速 ＥＤＶ＜１０
ｃｍ／ｓ［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
统计学分析。同组患、健侧比较采用配对设计资料的ｔ检验，两
组间同一指标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资料的ｔ检验。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在ＣＳＡ组２８０例中，椎动脉声像异常的表现：①走行呈 Ｗ
或Ｓ形弯曲１４２例（１５０条），占５０．７％，其中左侧５８条，右侧
９２条，其中８例患者为双侧弯曲，弯曲位置在Ｃ４～Ｃ５横突间发
生率最多；②管腔内膜面斑块８４例，占３０．０％；③内径狭窄７６
例，占２７．１％，其中均匀性狭窄３２例，双侧狭窄２例，最小值
２．０ｍｍ。在狭窄椎动脉中，右侧５２条，左侧２６条，狭窄多发生
在右侧，占６８．４％（５２／７６）；④走形异常１５例，占５．４％，低于贾
春艳椎动脉入横突孔异常率为８．９％的研究结果［６］，其中２例
双侧异常，均自Ｃ５进入横突孔，此外右侧自 Ｃ４进入横突孔６
例，右侧自Ｃ５进入横突孔４例，左侧自Ｃ５进入横突孔２例，自
Ｃ４进入横突孔１例；⑤血流动力学指数：ＰＳＶ和ＥＤＶ均小于对
照组，而ＲＩ和ＰＩ均高于对照组，两组的相应参数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椎动脉形态学与血流动力学参数详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ＣＳＡ组和对照组椎动脉形态学参数对比表（ｎ，％）

组别　 ｎ 走形弯曲 走形异常 血管壁斑块 椎动脉狭窄

ＣＳＡ组 ２８０１４２（５０．７） １５（５．４） ８４（３０．０） ７６（２７．１）
对照组 １００ ７（７．０） ２（２．０） ５（５．０） ８（８．０）

表２　ＣＳＡ组和对照组椎动脉内径、血流动力学参数对比表（ｘ±ｓ）

组别　 ｎ ＰＳＶ（ｃｍ／ｓ） ＥＤＶ（ｃｍ／ｓ） ＲＩ ＰＩ 椎动脉内径（ｍｍ）

对照组 １００ 狭窄侧 ４９．３２±８．９０ １０．４２±０．１７ ０．７３±０．０１ １．３８±０．０５ ２．３７±０．０１
健侧 ５２．２８±２．９４ａ １５．６１±１．８３ａ ０．６２±０．０２ａ １．２０±０．０３ａ ３．５７±０．８５ａ

ＣＳＡ组 ２８０ 狭窄侧 ４２．６５±７．５６ａｂ ９．３１±０．７２ａｂ ０．７９±０．０２ａｂ １．４６±０．０６ａｂ ２．２６±０．０２ａｂ

健侧 ５４．２５±３．３６ａｂ １６．１５±０．４２ａｂ ０．６５±０．０３ａ １．２６±０．０５ａｂ ３．６９±０．９４ａｂ

　　注：同组比较，ａＰ＜０．０５；组间健侧和狭窄侧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双侧椎动脉在颅底汇成１条基底动脉，完成１５％的大脑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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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李龙，电子信箱：９４５９９１７９１＠ｑｑ．ｃｏｍ

血［７］。因椎动脉特有的穿行颈椎横突孔的特点，易受到骨骼、

肌肉、韧带、神经的压迫和刺激。颈椎的骨质，关节和椎间盘等

退行性病变，如增生、错位等会导致其内平衡结构的改变，对穿

过颈椎横突孔的椎动脉可造成影响：如突入骨赘压迫椎动脉使

管径变窄；刺激椎动脉周围的交感神经，引起椎动脉反射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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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血管痉挛从而变细等导致椎 －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出现眩
晕等症状。从表１可以看出，患病组的椎动脉内径狭窄的比例
远高于对照组，所以说椎动脉狭窄导致的椎 －基底动脉供血不
足是颈性眩晕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非狭窄侧的供血能够补偿

对侧，眩晕也不一定会出现，这从对照组中部分人也存在椎血

管狭窄，却没有表现出眩晕的症状可以看出。而患病组的血流

动力学参数与对照组有明显差异，血流动力学阻力指数（ＲＩ）和
搏动指数（ＰＩ）高于对照组，椎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ＰＳＶ）和舒
张末期流速（ＥＤＶ）都低于对照组。这说明后天的椎动脉内径
变窄和椎动脉血流动力学的改变是颈性眩晕的主要原因。姚

克纯等［８］也在研究晕厥停飞飞行员的椎动脉超声检查结果时

发现，椎动脉先天发育不良占眩晕的比例不高，主要是椎动脉

血流动力学参数的改变且合并Ｘ射线颈椎片改变的多，凸显椎
动脉后天保健的重要性。另外在患病组中椎动脉迂曲和血管

壁有斑块所占的比例也很高，达到５０．７％和３０．０％，超出椎动
脉狭窄的比例，这是因为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引起椎动脉狭

窄的常见病因，而颈椎的退行性病变将导致椎动脉和椎神经受

到压迫、刺激，椎动脉发生扭曲，痉挛甚至痉挛后狭窄。因此可

以推断椎动脉迂曲和出现斑块在椎血管变窄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这些后天的因素，只要人们注意椎动脉的锻炼，其发

生率应该可以降低。

由于彩色多普勒超声可以直接观察椎动脉的内径变化、走

行变化和内膜情况，还可以较准确地检测椎动脉收缩期峰值流

速（ＰＳＶ）、舒张末期流速（ＥＤＶ）、阻力指数（ＲＩ）和搏动指数
（ＰＩ）等，即使在椎动脉型颈椎病（ＣＳＡ）未出现明显眩晕症状之

前，也可以较早的从血流参数和血管形态参数的变化中确定椎

动脉血流动力学的异常，为椎动脉型颈椎病（ＣＳＡ）提供有价值
的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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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正常参考范围内，其对孕妇和胎儿的影响与甲减相似，故

需重视此症的危害性，对孕妇予以及时的筛查及治疗，以减少

各种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５］。近期研究显示，亚甲减与流产、

早产的发生密切相关［６］。本研究显示复发性自然流产组亚甲

减的患病率高于对照组，且复发性自然流产组内亚甲减的患病

率高于临床甲减的患病率，说明亚甲减是引起ＲＳＡ的主要原因
之一。

促甲状腺激素（ｔｈｙｒｏｔｒｏｐｉｎ，ＴＳＨ）是临床诊断甲状腺功能减
退症重要的第一线指标，特别是针对亚临床甲状腺疾病，仅能

依靠其测定值诊断。有研究认为流产患者 ＴＳＨ水平高于正常
人群，亚甲减妇女自然流产的机率随 ＴＳＨ水平增加而增高，
ＴＳＨ值每增加一倍，流产机率增加６０％［７］。本研究显示 ＴＳＨ
水平在复发性自然流产组高于对照组，ＴＳＨ的异常可能是诱发
复发性自然流产的原因之一。另一项针对甲减病史的妊娠妇

女的回顾性研究发现，ＴＳＨ＞５ｍＵ／Ｌ而 ＦＴ４水平正常组，流产
率和早产率分别高达７１．４％和７８．６％，而予以足量甲状腺激素
补充治疗者，产科并发症极少，说明仅 ＴＳＨ升高即可造成不良
妊娠结局。

ＡｏｋｉＹ等［８］对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组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收
集到的４３９２名参与者的数据资料进行了二次分析，结果发现
育龄期妇女中甲减发病率高达３．１％，据此认为应对育龄期妇
女常规筛查甲减。对于是否对所有妇女孕前或计划妊娠前常

规筛查甲减尚存争议，但据目前各项研究报道认为：应对存在

高危因素的孕妇和计划怀孕妇女检查血ＴＳＨ，而不是对所有的
妇女进行筛查［９］。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复发性自然流产组中甲减患病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尤其是以亚甲减增多为主。对于复发性自然流产

或不孕且伴有月经紊乱或排卵异常者，需警惕甲状腺功能障

碍，及时诊断，尽早给予治疗［１０］。对于甲减妇女尤其是亚甲减

的妇女，在孕前予以及时的筛查和治疗，在病情控制后再妊娠，

孕期密切观察病情变化，以降低自然流产者的复发风险，提高

妊娠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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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ＬＣ法检测更昔洛韦自微乳化微球中更昔洛韦的含量
李芙蓉，朱海燕，胡卢丰，周子晔，梁晶，张秀华

【摘　要】　目的　建立更昔洛韦自微乳化微球中更昔洛韦含量测定的高效液相色谱方法。方法　采用自微乳化技术
和锐孔凝固渗法，将更昔洛韦制成自微乳化微球。色谱柱选用ＺｏｒｂａｘＳＢＣ１８（２．１×１００ｎｍ，３．５ｎｍ）。流动相为磷酸二
氢钠缓冲液甲醇９５％：５％，流速为１．０ｍｌ／ｍｉｎ，波长２５２ｎｍ，柱温为２５℃。结果　更昔洛韦标准曲线方程在 ０．７５～
１００．００μｇ／ｍｌ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相对回收率均在９８．２８％ ～１０１．６０％范围内，绝对回收率大于９８．３１％；日内
和日间精密度ＲＳＤ均小于３．３％。结论　本方法具有操作简便、测定速度迅速、试剂价格便宜等优点，适用于更昔洛韦
自微乳化微球中更昔洛韦含量的测定。

【关键词】　更昔洛韦；自微乳化释药系统；微球；高效液相色谱紫外法。
【中图分类号】　Ｒ９７８．７　Ｒ９２７．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６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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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ｓｏｄｉｕｍｄｉ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ｂｕｆｆｅｒａｎｄ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９５％：５％，ｔｈｅ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ｗａｓ１．０ｍｌ／ｍｉｎ，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２５２ｎｍ，ｃｏｌｕｍｎ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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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昔洛韦（ｇａｎｃｉｃｌｏｖｉｒ）作为核苷类药物，吸收后被巨细胞
病毒（ＣＭＶ）编码的蛋白激酶同系物磷酸化后起作用［１］。更昔

洛韦广泛用于预防及治疗免疫功能缺陷病人的巨细胞病毒感

染，此类免疫功能缺陷病人主要有艾滋病患者、接受化疗的肿

瘤患者、使用免疫抑制剂的器官移植患者。

但就目前更昔洛韦口服制剂来说，由于溶解度小，油水分

配系数小，其生物利用度很低，需要较大剂量且多次给药方可

达到理想的效果。采用自微乳化技术和锐孔凝固渗法［２］，将水

溶性较差的、生物利用度低的核苷类药物更昔洛韦制成自微乳

化微球，以解决更昔洛韦的水溶性差的问题，可提高更昔洛韦

的生物利用度。

目前，针对更昔洛韦的测定方法有薄层及荧光扫描法、高

效液相色谱法、高效毛细管电泳法、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气
相色谱－质谱法与标记同位素法。本实验建立了更昔洛韦自
微乳化微球中更昔洛韦的含量测定的高效液相色谱方法，具有

灵敏度高、专属性强、干扰因素少，操作简单等优点，适合于推

广。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仪器　Ｗａｔｅｒｓ２４８７型 ＨＰＬＣ仪（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公司），
Ｎ４Ｐｌｕｓ超细颗粒粒度分析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有限公司），
ＡＢ１３５５／ＦＡＣＡ电子天平（上海精科天平公司），ＱＬ９０１涡旋混
合器（上海之信仪器有限公司），ＴＧＬ８０２Ｂ高速离心机（上海安
亭科学仪器厂）。

１２　实验试剂　更昔洛韦样品（湖北隆泰原料药有限公司），
更昔洛韦对照品（湖南健朗药业有限公司提供，含量９９．１％，批
号：２０１００３００１２），肉豆蔻酸异丙酯ＩＰＭ（德国 ＢＡＳＦ），聚氧乙烯

基金项目：温州市社会发展科学研究项目（Ｓ２０１０００４６）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００浙江市温州市，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
通讯作者：李芙蓉，电子信箱：ｌｆｒｗｚｍｃ＠ｓｉｎａ．ｃｏｍ

氢化蓖麻油 ＣｒｅｍｏｐｈｏｒＲＨ４０（德国 ＢＡＳＦ），聚氧乙烯蓖麻油
ＣｒｅｍｏｐｈｏｒＥＬ（德国ＢＡＳＦ），聚乙二醇４００（国药集团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更昔洛韦自微乳的制备　取 ＣｒｅｍｏｐｈｏｒＲＨ４００．３ｇ，
ＣｒｅｍｏｐｈｏｒＥＬ０．３ｇ，ＰＥＧ４０００．１５ｇ，ＩＰＭ０．２５ｇ，涡旋振荡５
ｍｉｎ，混匀。加入更昔洛韦４０ｍｇ，在磁力搅拌，温度３７℃，转速
１５０转／ｍｉｎ下，逐步加入少量水（４ｍｌ），搅拌均匀，即得澄清透
明的微乳。

１３２　更昔洛韦自微乳化微球的制备　取３．５ｍｌ３％海藻酸
钠溶液和４ｍｌ“１．３．１”小节所制的载药微乳（３％海藻酸钠溶
液：载药微乳＝１∶１），涡旋混匀３０ｍｉｎ，超声脱气５ｍｉｎ。随即
用１０ｍｌ注射器以大约３０ｍｌ／ｈ的速度将其滴入１００ｍｍｏｌ／Ｌ的
氯化钙溶液中（针头顶端经过磨平处理，其顶端至冷却液面的

高度固定为３ｃｍ电压３００００Ｕ［３］）。滴制完成后，微球在凝固
液中浸泡１０ｍｉｎ，以保证微球充分交联。用钢丝网过滤取出微
球，用生理盐水冲洗２次，冷冻干燥器干燥４８ｈ，制得自微乳化
微球。

１３３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ＺｏｒｂａｘＳＢＣ１８（２．１×１００ｎｍ，３．５
ｎｍ）流动相为磷酸二氢钠缓冲液 －甲醇 ９５％：５％，用孔径为
０．４５μｍ微孔滤膜过滤器过滤，再超声脱气；流速为 １．０ｍｌ／
ｍｉｎ，波长２５２ｎｍ，柱温为２５℃，进样量２０μｌ。
１３４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更昔洛韦标准品１０ｍｇ，
加蒸馏水溶解，配成浓度为１００μｇ／ｍｌ的溶液，作为储存液。精
确吸取１ｍｌ，置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加流动相稀释至刻度，摇匀，备
用。

１３５　样品溶液的制备　取１００ｍｇ微球研细，精密称取粉末
５０ｍｇ于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定容。超声３０ｍｉｎ并用０．４５μｍ微孔
滤膜过滤。取滤液１ｍｌ置５０ｍｌ容量瓶，用流动相定容。
１３６　空白自微乳化微球辅料溶液的制备　按“１３１”、
“１３２”、“１３５”小节的步骤，制备不含药的空白自微乳化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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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再制成可进样溶液备用。

２　结果
２１　干扰试验　更昔洛韦标准品、更昔洛韦自微乳化微球、空
白自微乳化微球样品，经 ＨＰＬＣ方法测的色谱图见图１。由图
可知在本实验条件下，表面活性剂等辅料对更昔洛韦自微乳化

微球中更昔洛韦的含量测定无影响。

　　注：图１Ａ为更昔洛韦标准品；图１Ｂ为更昔洛韦自微乳化微球；图
１Ｃ为空白更昔洛韦自微乳化微。

　图１　更昔洛韦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２２　线性关系及定量下限　将“１３５”中的样品溶液稀释成
浓度相当于１００．００μｇ／Ｌ、５０．００μｇ／Ｌ、２５．００μｇ／Ｌ、１２．５０μｇ／
Ｌ、６．２５μｇ／Ｌ、３．１３μｇ／Ｌ、１．５６μｇ／Ｌ、０．７８μｇ／Ｌ，依次２０μｌ注
入高效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峰的峰面积。以浓度（μｇ／Ｌ）为横
坐标Ｃ，峰面积为纵坐标Ａ，绘制标准曲线［４］，经回归得标准曲

线方程为ｙ＝５０２９０ｘ＋２２０８６（μｇ／ｍｌ），ｒ２＝０．９９９５。按信噪比
２∶１，可取标准曲线的最小浓度值０．７８μｇ·Ｌ－１为最低可测血
药浓度。

２３　回收率和精密度试验　将“１３５”中的样品溶液在
０．７８～１００．００μｇ／Ｌ的质量浓度范围内取低、中、高浓度三种浓
度（１，１０，５０μｇ／Ｌ）的更昔洛韦标准稀释液，测定后带入标准曲
线计算浓度，与原浓度进行比较，其回收率分别为１０４．７０％、
９９．００％、９４．５０％。低、中、高３个浓度的 ＲＳＤ分别为１．９９％、
３．７４％、２．５７％。取１００μｌ样品溶液１５份，分别加入２０μｌ更
昔洛韦标准工作溶液，配成低、中、高三种浓度（１，１０，５０μｇ／Ｌ）
的血浆标准品溶液各５份。另取１５支 ＥＰ管，分成３组；每份
加入流动相，加入更昔洛韦标准工作溶液，配成低、中、高三种

浓度（１，１０，５０μｇ／Ｌ）的纯更昔洛韦标准品溶液。均按上述处
理方法处理后，进样５μｌ测定，记录更昔洛韦的峰面积；计算血
浆标准的峰面积与纯标的峰面积的比值，即为绝对回收率，平

均绝对回收率为（８６．２０２±０．００８）％。日内精密度测定以上述
低、中、高浓度按以上方法，在同一天进样５次，将测得的数据
处理之后得到日内浓度分别为：２．０６，２４．８８，７８．２６μｇ／Ｌ，日内
ＲＳＤ分别为３．０８％、１．５６％、２．６０％；日间精密度测定分别以上

述低、中、高浓度，按以上项下方法，连续测定３ｄ，测得日间浓
度分别为：１．９５，２４．６３，７８．５１μｇ／Ｌ，日间 ＲＳＤ分别为５．３８％、
２．１３％、２．８５％［５］。

２４　稳定性试验　将更昔洛韦自微乳化微球按样品测定方法
操作，分６份在室温下放置３，６，１２ｈ后进样检测，结果更昔洛
韦ＲＳＤ为４．３４％。表明样品供试品溶液较稳定，满足实验所
需。

２５　样品中更昔洛韦含量测定　分别制得三份更昔洛韦自微
乳化微球样品，依“１３５”项配制成样品溶液，按上述色谱条件
测定，结果自微乳化微球中更昔洛韦含量分别６．６９μｇ／Ｌ、５．３０
μｇ／Ｌ和６．５７μｇ／Ｌ。

３　讨论
　　自乳化释药传递系统（ｓｅｌｆｅｍｕｌｓｉｆｙｉｎｇｄｒｕ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ＤＤＳ）是由油相、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和助表面活性剂在环境
温度（通常为３７℃）和温和搅拌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粒径在１００～
５００ｎｍ的均一并包含药物的溶液［６］。自乳化药物传递系统属

于热力学稳定体系，克服了乳剂久置必分层的缺点，可在胃肠

道形成高度分散的乳液，提高药物溶出度、延缓药物水解、增强

药物淋巴转运，是提高难溶性药物口服吸收的有效方法之一。

目前ＳＥＤＤＳ已用于各类药物，如抗菌药（诺氟沙星）；抗癌药
（５氟尿嘧啶、紫杉醇）［７］；非甾体抗炎药（吲哚美辛）；激素（黄
体酮）；免疫抑制剂（环孢素）［８］；酶类及胰岛素、降钙素等。陈

鹰等［９］制备了长春西汀自乳化固体分散体，大大提高了长春西

汀的稳定性与溶出度。刘彦等［１０］用ＳＥＤＤＳ技术解决了鸦胆子
油口服刺激性大、生物利用度差等问题。

由于更昔洛韦在体内的生物利用度低、代谢快。故临床常

每天３次大剂量给药。这样导致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增高，患
者的用药依从性低。本文将更昔洛韦制成缓释微球，目的是减

少临床给药次数和用药总量，减少胃肠损伤，稳定血药浓度。

本实验建立的更昔洛韦的 ＨＰＬＣ自微乳化微球中更昔洛
韦含量测定的高效液相色谱方法，专属性高，相对回收率均在

９８．２８％～１０１．６０％范围内，绝对回收率大于９８．３１％；日内和
日间精密度ＲＳＤ均小于３．３％。适用于更昔洛韦自微乳化微
球中更昔洛韦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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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感研究·

氧气湿化瓶清洗消毒过程的细节优化
马民，仇钰，陈付华，汪文英，付梅

【摘　要】　目的　为探索提高重复使用氧气湿化瓶的清洗消毒质量，通过实验比较两种不同浸泡方法以及终末漂洗选
择常水与纯水对重复使用氧气湿化瓶清洗消毒效果的影响，寻求最佳清洗消毒流程。方法　采用无菌棉拭子涂擦采样
和细菌定量检测方法，第１组实验中实验组采用多酶清洗液浸泡后再用８４消毒液浸泡消毒，对照组只使用多酶清洗液
浸泡。第２组实验中实验组消毒后选择纯水冲洗，对照组选择自来水。对清洗后的每个氧气湿化瓶进行采样，样本送微
生物实验室进行细菌培养和菌落计数。结果　经多酶清洗液和８４消毒液浸泡后的氧气湿化瓶消毒合格率１００％，仅经
多酶清洗液浸泡的氧气湿化瓶合格率为９２％。消毒后使用纯水冲洗的合格率为１００％，使用自来水冲洗的合格率为
７２％。结论　由消毒供应中心集中清洗的氧气湿化瓶，其清洗质量能得到保证；氧气湿化瓶在急救时可不经８４消毒液
消毒；使用纯水终末漂洗其清洗效果明显优于使用自来水。

【关键词】　医院感染；氧气湿化瓶；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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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Ｓｏ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ｏｘｙｇｅｎ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ｂｏｔｔｌｅｓａｆｔｅｒｂｅｉｎｇｓｏａｋｅｄｉｎｍｕｌｔｉｅｎｚｙｍｅｃｌｅａｎｅｒｉｓｊｕｓｔｏｎｅｏｐｔｉｏｎ．Ｔｏｕｓ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ｄｗａｔｅｒ
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ａｐｗａｔｅｒｓｈｏｕｌｄｍａｋｅｔｈｅｒｉｎｓｉｎｇｗｏｒｋｓｂｅｔ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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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气湿化瓶是急救吸氧装置中必不可少的配件，能通过盛
装的湿化液对氧气起湿化作用，避免干燥氧气对患者呼吸道黏

膜的刺激［１－２］。据了解，以前病区对使用后的氧气湿化瓶的清

洗消毒是不够重视的，认为氧气湿化瓶未直接进入患者的组织

和体腔。然而污染的氧气湿化瓶可导致湿化液污染，进一步导

致吸氧患者的交叉感染［３－５］。随着新的清洗消毒技术规范的

出台，使用后的氧气湿化瓶集中在消毒供应中心清洗消

毒［６－８］。氧气湿化瓶清洗消毒过程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优

化［９］，这对氧气湿化瓶的清洗消毒效果，建立一个更佳的清洗

消毒流程有着重要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对 ２０１１年 ４月 －２０１３年 ２月全院脑外科、
ＩＣＵ、呼吸科等６个科室使用后的氧气湿化瓶进行分期抽样检
测。一共抽取２００个氧气湿化瓶。所有样本清洗前先进行采
样，１个氧气湿化瓶、芯为１个样本实验单位，医院内普通患者
使用后的氧气湿化瓶、芯均纳入实验样本。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回收方法　由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将使用后的氧气
湿化瓶采取密闭式回收。与病区护士填写清单，做好病区标

记、物品名称、件数等登记，并采取双签名。

１２２　实验分组方法　采用随机分组方法，第１组实验中实
验组采用多酶清洗液浸泡后再用５００ｍｇ／Ｌ的８４消毒液浸泡消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通讯作者：马民，电子信箱：ｍａｍｉｎＣＳＳＤ＠１６３．ｃｏｍ

毒，对照组只使用多酶清洗液浸泡。第２组实验中实验组消毒
后的冲洗液选择纯水，对照组选择自来水。每周一作为实验

日，实验对象来自当天由消毒供应中心回收的医院各个病区患

者使用后的所有氧气湿化瓶、芯。按清点顺序编号，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随机分组。根据采样后细菌培养结果分析两组清洗消毒
方法的差异。

１２３　清洗消毒方法
１２３１　第１组实验　选用１００个氧气湿化瓶，随机分为两
组。实验组用１∶２７０的多酶清洗液浸泡１０ｍｉｎ后戴无菌手套
取出，用常水漂洗、纯水终末漂洗，使用５００ｍｇ／Ｌ８４消毒液浸
泡３０ｍｉｎ，再使用纯水冲净８４消毒液后干燥；对照组只使用１∶
２７０的多酶清洗液浸泡１０ｍｉｎ，浸泡后使用纯水冲净、干燥。
１２３２　第２组实验　选用１００个氧气湿化瓶，随机分为两
组。经过８４消毒液浸泡消毒后取出，实验组用纯水冲洗，对照
组用自来水冲洗，冲洗后的湿化瓶干燥备用。

１２４　采样方法　使用由检验科提供含有中和剂的无菌试
管，用浸有相应中和剂的无菌棉拭子在当日清洗消毒后的湿化

瓶内壁涂擦，边涂擦边旋转棉试子，将采样棉拭子剪去手接触

的部分，投入含中和剂的试管内，做菌落计数检查。

１２５　消毒合格标准　按２０１２年版《消毒技术规范》质量监
测指标：肉眼观察干燥后的湿化瓶、芯，应清洁透明、无水珠。

细菌培养结果与判定标准对比，细菌总数≤５ｃｆｕ／ｃｍ２，并不得
检出致病菌为消毒合格［１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检验，对结果
进行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下转第１９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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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管理·

基于健康管理的“４ＣＨ８”模式对高血压管理效果分析
梁颖，鲍勇

【摘　要】　目的　通过建立“４ＣＨ８”社区健康管理模式，对该模式在社区高血压管理方面的应用效果进行研究和评价，
从而探索有效可行的社区高血压新型管理模式。方法　在上海市某区随机抽取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干预组和对
照组，分别抽取社区中高血压患者３００名进行干预前后的调查研究。采用配对卡方检验和 ｔ检验对两组干预前后的相
关指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干预组实施“４ＣＨ８”模式后，患者血压、血脂、并发症、ＢＭＩ、疾病知晓情况都明显改善，与
对照组相比，改善程度也都很显著。结论　“４ＣＨ８”模式对社区高血压患者管理一年的初步临床效果是积极可观的，对
建立社区慢性病新型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慢性病管理；高血压；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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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群的主要疾病模式及死因构成已
逐渐转变为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以心血管病等为代表的

慢性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以及相关危险因素的流行日益上

升［１］。慢性病的病程长、病因复杂、健康损害和社会危害严重，

患者需要连续性、综合性、个性化的治疗和管理，而社区正是一

个能为慢性病患者提供其所需的医疗卫生服务的平台，在社区

全人群中做好预防和控制慢病的工作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２］。

针对慢性病的发展和治疗特点，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建立

和发展了慢性病疾病管理计划（ＤＭＰ）［３］，美国早在１９９３年就
对疾病管理进行了探索。社区健康管理的重要内容就是开展

慢性病防治，并为患者建立居民健康档案［４］。本研究以社区健

康管理为核心理念，初步建立“４ＣＨ８”社区健康管理模式，并对
该模式在社区高血压管理方面的应用效果情况进行研究和分

析。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上海市徐汇区为研究点，采用单纯随机
抽样法，抽取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作为干预组和对照

组。这两个社区在地理位置上不相邻，但人群结构、政策、经

济、交通、教育等状况相似，具有较好的同质性。在干预和对照

社区管辖区域内，分别随机抽取１８岁以上明确诊断、已在社区
建立电子健康档案、无其他严重疾病的高血压患者各３００名纳
入研究。对两社区的健康管理医生和研究调查人员进行统一

的专业培训。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管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原有的上海社区高血压

基金项目：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分会课题（２０１０１１２４）；上海市医学会
健康管理分会－阿斯利康医学科研合作项目（２０１１０４２５）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梁颖）；２０００２５上海
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鲍勇）

通讯作者：鲍勇，电子信箱：ｂａｏｙｏｎｇ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疾病管理项目进行管理，实施分层管理策略，将人群按照疾病

严重程度分为高危人群和一般人群，并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

管理措施。

１２２　干预组管理方法　干预组主要采用“４ＣＨ８”社区健康
管理模式进行管理。“４ＣＨ８”包括“４Ｃ”、“４Ｈ”和“８”，分别指社
区健康管理的４个环节，慢性病、儿童、老人和妇女４类人群的
健康关爱家园，以及８个健康管理模块。

在社区高血压管理方面，健康管理师首先进行社区诊断，

并为患者建立健康档案，以了解患者的基本信息、日常生活行

为习惯、疾病状况等；其次应用专业的评估系统，为患者进行健

康风险因素的全面评估，确定每个患者的相关疾病风险因素；

随后根据每个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方案，健康

管理师进行个体精细化指导，主要涉及生物学、心理学、社会

学、睡眠、眼保健、体重、膳食和体制分析等８个模块，以强化患
者管理意识，改变其不良的行为生活方式，控制危险因素；最后

要跟踪管理，对患者进行健康管理效果评价，根据患者个人情

况，制定不同形式的后续服务计划，如个人健康管理日记、参加

专项健康维护课程及监督随访措施，对患者个体及被管理人群

进行效果评价，以修正管理计划，获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１２３　问卷及调查　本研究在大量文献研究和专家咨询的基
础上编制调查问卷，包括患者的一般人口学特征、临床相关生

物学指标等。研究干预前对两组的抽样患者进行第一次上门

一对一调查，分别发放３００份调查问卷，之后两组分别实施管
理。经过一年的干预，对干预前调查的同一患者群体再次进行

上门一对一调查。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干预
前数据，连续变量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ｔ检验，分类变量比较采
用卡方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两组干预前后差异比较采
用配对 ｔ检验和配对 χ２检验的 ＭｃＮｅｍａｒ、ＭｃＮｅｍａｒＢｏｗｋｅｒ检
验；对干预前后各指标差值的组间差异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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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基线数据分析　研究总样本量为６００名，干预过程失访
２３名，剔除问卷信息填写不完整、干预前后不匹配的对象 ２７
名，最终纳入干预组２８８名，其中男性１２９名，女性１５９名；对照
组２６２名，其中男性１０６名，女性１５６名。通过χ２检验，干预组
和对照组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度、医保形式和

月收入等人口学特征的构成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体检

方面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干预组每年一次及以上体检的患

者比例较高，为５９．４％。可认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在人口学特征
上基本具有可比性。

对基线时各个指标进行测量，干预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值

分别为１３８．９９／８１．８９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对照组分
别为１４０．４７／８２．４７ｍｍＨｇ。两组血压达标率分别为４５．１％和
４０．５％，血脂正常率分别为４４．５％和４３．１％，患者并发症发生
率为１６．６％和２０．２％。通过卡方检验和ｔ检验，干预组和对照
组患者的血压、血脂、并发症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组

患者ＢＭＩ、患病时间和疾病知晓得分均值分别为２４．１４、１１．８９
年和５．４９分，对照组为２４．６２、１２．６５年和５．２５分，经ｔ检验，两
组ＢＭＩ值、患病时间和疾病知晓得分差异也没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两组干预前各相关指标差异不大，见表１。

表１　干预组、对照组高血压患者干预前后各测量指标比较情况

指标
干预组（ｎ＝２８８）

干预前 干预后 Ｐ值
对照组（ｎ＝２６２）

干预前 干预后 Ｐ值
差值组间比较

ｔ值 Ｐ值
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３８．９９±１５．７２ １３３．３８±１０．１５ ０．０００ １４０．４７±１０．５４ １３７．４５±６．７４ ０．０００ ４．３４７ ０．０００
舒张压（ｍｍＨｇ） ８１．８９±１０．１９ ７８．６６±７．２５ ０．０００ ８２．４７±９．７２ ８０．６３±７．０８ ０．０００ ３．７４７ ０．０００
血压达标情况 达标 １３０（４５．１％） ２０９（７２．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６（４０．５％） １３８（５２．７％） ０．０００

未达标 １５８（５４．９％） ７９（２７．４％） １５６（５９．５％） １２４（４７．３％）
血脂 正常 １２８（４４．５％） １５７（５４．５％） ０．０００ １１３（４３．１％） １１８（４５．０％） ０．０８５

偏高 １３０（４５．１％） ８４（２９．２％） １２４（４７．３％） １３２（５０．４％）
不知道 ３０（１０．４％） ４７（１６．３％） ２５（９．６％） １２（４．６％）

并发症 有 ４８（１６．６％） ６９（２４．０％） ０．０７８ ５３（２０．２％） ８９（３４．１％） ０．０００
没有 ２２６（７８．５％） ２０９（７２．５％） １８７（７１．４％） １５９（６０．９％）
不知道 １４（４．９％） １０（３．５％） ２２（８．４％） １３（５．０％）

ＢＭＩ ２４．１４±３．１９ ２３．７７±２．８６ ０．０００ ２４．６２±３．１４ ２４．５５±３．０３ ０．０００ ６．４９４ ０．０００
知晓程度（满分１０） ５．４９±１．７３ ６．５７±１．３６ ０．０００ ５．２５±２．０５ ５．５７±１．７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９１９ ０．０００

２２　干预前后指标比较分析　纵观表１中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各测量指标情况，终期干预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

及血压达标率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在血脂方面，干预组的血

脂正常率５４．５％，显著高于基线血脂正常率；而对照组患者血
脂正常和异常的比例都略提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并发

症方面，干预组并发症发病率略提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

照组并发症发病率提高了１３．９％，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患
者基线相比，两组患者终期的 ＢＭＩ都有所下降、高血压疾病知
晓程度有所提高，并且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

对于两组干预前后差异都显著的指标，计算干预前后指标

的差值，并对两组差值进行分析。表１中，干预前后血压、ＢＭＩ、
疾病知识分数的差值在两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虽然两组患者

的收缩压、舒张压、ＢＭＩ都有所下降，疾病知晓程度有所提高，但
是干预组经过一年干预后，收缩压下降了５．６１ｍｍＨｇ、舒张压
下降了３．２３ｍｍＨｇ、ＢＭＩ下降０．３７、疾病知晓得分提高了１．０８
分，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

３　讨论
　　目前，高血压是威胁我国居民最严重的五种慢性病之一，
２００８年的卫生服务调查显示，调查地区居民的慢性病患病率
（按病例数计算）为２０．０％［５］。我国现有高血压患者２亿人，每
年心血管病死亡３００万人，其中一半与高血压有关［６］。高血压

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等到患者就医时往往已有并发症出现。

大多数高血压患者有症状时就医，无症状时弃药，最终导致生

活质量下降，致残、致死［７］。

“４ＣＨ８”社区健康管理模式是基于社区健康管理的理论，
在社区建立“４Ｈ”平台（慢性病健康关爱家园、妇女健康家园、
儿童健康管理家园和老年人健康关爱家园），健康管理师遵循

“４Ｃ”环节，建立个性化健康档案、评估健康风险因素、进行针对
性的健康风险干预和跟踪管理以及评价健康管理效果，对社区

弱势人群的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睡眠、眼保健、体重、膳食

和体质进行“８”模块的综合性管理。人们本身就具有认知调
整、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其行为改变的能力［８］。因而，本研究

希望通过“４ＣＨ８”模式，为慢性病患者营造一个健康管理的氛
围，让人们发现自身实际的健康风险因素，主观上重视高血压

的治疗，杜绝治疗过程中的随意性，积极配合医生治疗［９］，并逐

渐改变不良行为习惯，从而达到控制血压的目的。

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看，与对照组相比，实施“４ＣＨ８”模式
的干预组在接受干预一年之后，收缩压和舒张压明显降低，血

脂、并发症情况都得到明显改善，患者的 ＢＭＩ指数也显著降低，
对疾病的认知程度也有所提高。初步看来，“４ＣＨ８”模式对社区
慢性病管理是具有一定积极效果的。当然，慢性病管理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调研对象的病情较复杂，本研究干预期较短，效果

多局限于血压、血脂等临床指标，而高血压的慢性并发症、合并

症等常常需要长达数十年的累积过程，患者的行为和生活习惯

也需要长期管理才能呈现显著效果，所以要继续实施“４ＣＨ８”
社区健康管理模式，持续随访，加强管理效果评估，以获取更多

的数据，同时也需要各级卫生部门、卫生机构、社区及家庭的多

方共同努力。

综上所述，“４ＣＨ８”社区健康管理模式的实施，给社区高血
压患者带来了诸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建立慢性病关爱家园，健

康管理师为患者评估风险因素、制定涵盖丰富内容的个性化健

康管理计划，并在对高血压患者全面健康评估的基础上，进行

早期、长期的健康教育，提高患者对高血压的认识，改变不良的

生活行为，坚持规律服药，从而提高高血压控制率［１０］，延缓并发

症、合并症的发生，最终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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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研究·

城市社区全科医生培训现状及需求调查：选题小组访谈
赵亚利，曹硕，吴涛，陈锐，刘小平，郭爱民

【摘　要】　目的　了解我国城市社区全科医生培训现况及需求，为下一步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２０１１年
９～１２月，对辽宁、北京、宁夏三地的２７名全科医生实施了３组选题小组访谈。访谈在各地卫生局会议室实施。根据所
给问题，每组成员写下３个答案，答案集中后每人从中选择３项进行重要性打分。最重要的３分，排第３的给１分。结
果　①三省全科医生最需要培训的基本理论知识为常见病的诊疗及管理、社区合理用药、急诊急救及健康教育方面；②
三省全科医生最需要的临床技能是对ＣＴ、Ｘ线、ＭＲＩ、超声等阅片的技能、体格检查及急诊急救处理。结论　 根据实际
需求制定培训大纲，强化符合基层医生需求的培训内容是未来进一步提高全科医学培训质量所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　城市社区；全科医生培训；需求；选题小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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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基层卫生人员培训现况及需求，２０１１年卫生部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了第二次全国城乡基层卫生人员教育现状及培

训需求调查，为卫生行政机构下一步制定卫生人员培训整体规

划及培训政策提供依据。

本研究通过对辽宁、宁夏及北京的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实施选题小组访谈，以了解全科医生在培训过程中最主要的培

训需求，为下一步完善培训大纲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对辽宁省辽阳市、宁夏银川市、北京市的２７
名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实施了３组选题小组访谈。要求访
谈对象在相关领域工作达５年以上，且在现岗位工作 １年以
上。参会人员一般都具有多年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经验，对社

区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状况及培训需求能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并对本次研究的参与表现出兴趣和意义的认同。

１２　研究方法　实施选题小组访谈法。访谈在各地卫生局会
议室实施。所有访谈对象被告知本次访谈目的。访谈过程中

由调查组成员同时电脑记录，时间约２ｈ。访谈内容包括：①在
进行全科医生培训过程中，你认为最需要培训的三项基本理论

是什么？②在进行全科医生培训过程中，你认为最需要培训的
三项临床技能是什么？

访谈步骤：①每个参加访谈人员在纸上写出他认为最需要
培训的三项理论／技能；②由专人将所有人书写的内容抄写在
黑板上；③经过讨论，统一认识，合并相同的内容，得出不重复

基金项目：原国家卫生部科教司项目（２０１０１２２０）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６９北京市，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全科

医学系（赵亚利，陈锐，刘小平，郭爱民）；１０００２７北京市朝阳
区三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曹硕）；１０００２９北京市，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吴涛）

通讯作者：郭爱民，电子信箱：ｇｕｏａｉｍｉｎｌａｏｓｈｉ＠１２６．ｃｏｍ

的理论／技能项数；④每个人根据自己主观对问题重要性的认
识，按顺序写出排在前三位的选项；⑤按照最重要的打３分，最
不重要的打１分，对每个人选项的条目分值进行汇总并排序，
选取分值最高的前三位。

１３　资料分析　通过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建立访谈资料文字
档案；课题组成员在访谈中对访谈资料借助计算机进行编码、

归类，总结出访谈条目，并在选题小组讨论过程中对各条目进

行打分，通过投影仪显示在大屏幕上，会议室内参加访谈所有

人员共同监督，达成一致，以确信访谈结果的一致性及准确性。

１４　质量控制　利用主持人身份控制访谈的主题、提高访谈
质量；实施匿名保证经得访谈对象同意，保证原始记录的完整

性和准确性。访谈资料整理过程均通过屏幕显示，参会人员均

能监督并及时修正资料在形成、修改、打分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２　结果
２１　访谈对象基本资料　访谈对象平均年龄４１．４岁（２９～６０
岁），女性２０人，男性７人；本科以上学历１６人，大专及以下学
历１１人；副主任医师２人，主治医师１７人，医师及助理医师８
人。

２２　选题小组讨论结果　经选题小组打分及讨论后得出，全
科医生在培训中，最需要的理论知识前三位三地基本相同，主

要集中在对常见病特别是慢性病诊疗知识及管理、社区合理用

药、急诊急救及健康教育方面，其中银川的全科医生对中医适

宜技术有较迫切需求；全科医生最需要的临床技能三地排在前

三位的是对 ＣＴ、Ｘ光、ＭＲＩ、超声阅片的技能掌握、体格检查及
急诊急救处理等，见表１。

３　讨论
　　由于基层卫生工作人员理论水平及专业技能有限，无法满
足患者日益提高的患病知情需求，造成无法对患者做出更多、

更合理的解释，常常引起不必要的医患矛盾。为解决这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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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从２００５年起，国家启动了全科医生岗位及后续的转岗培训
项目，加大了对基层医务人员培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并

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了相关培训规划，有针对性地实施了比较系

统的培训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的提

高［１］。

表１　全科医生培训中最需要培训的基本理论及基本临床技能

省份
最需要培训的基本理论

序号 条目 分值

最需要培训的基本临床技能

序号 条目 分值

辽阳市 １ 常见病临床理论 １１ １ ＣＴ、Ｘ、ＭＲＩ、超声阅片 ９
２ 社区用药 １０ ２ 输液反应应急处理 ８
３ 社区慢病教育 ８ ３ 体格检查 ７
４ 皮肤科知识 ５ ４ 常见病外科处理 ６
５ ＣＴ和Ｘ光片的诊断 ５ ５ 化验单的解读 ６

银川市 １ 中西相关基础知识 ７ １ 中医适宜技术 １４
２ 糖尿病的系统管理 ７ ２ 心电图 ９
３ 高血压系统管理 ６ ３ 急救技能 ８
４ 计划免疫及妇幼保健 ６ ４ 简单的外科、外伤处理 ５
５ 儿科疾病的诊疗 ４ ５ 健康教育技能、健康教育制作 ５
６ 急诊急救 ４ ６ 简单的外科、外伤处理 ５

北京市 １ 慢性病的诊断治疗、处理原则 ９ １ 体格检查 １２
２ 急诊急救 ８ ２ 辅助检查判读（心电图、影像、检验） ９

３ 门诊常见病诊断治疗 ６ ３
急诊急救（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电

除颤等）
７

４ 社区管理知识 ５ ４
社区常用操作技能（吸氧、吸痰、洗胃、

雾化吸入、导尿术、眼底镜使用）
６

５ 社区常见传染病筛查 ４ ５ 医患沟通技巧 ４
６ 健康宣教方式方法 ４ ６ 社区常用康复技术 ４

　　但与基层医疗设备不断完善的现况相比，全科医生知识与
技能的匮乏仍旧是目前无法有效提供社区卫生服务面临的主

要难题［２］。临床基本操作能力是临床能力评价的重要内容，如

何培养、巩固和提高全科医师临床操作技能是广大医学教育

者、医院管理者们致力解决的重要问题［３］。适宜的培训内容对

于提高培训质量至关重要［４］。本研究显示，全科医学培训内容

并没有完全跟上全科医生的培训需求。本研究中选择的三个

城市代表了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结果显示不同地区

社区医生目前最缺乏的知识和技能的需求类似，均认为培训中

应更多侧重于常见病理论知识、临床基本技能及急诊急救处理

的培训。其他研究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５７］。上海一项调查显

示，６１．６％的全科医师希望通过学习“提高对病患的诊治能
力”［８］。因此，今后制定培训计划，应增加临床基础知识、医患

沟通、健康教育、临床基本技能等内容的比重，满足社区医生开

展全科医疗和慢性病管理的需要。同时要结合不同地区社区

医生的特点开设适合不同需求的培训课程，如在本研究基本理

论知识中，相对于其他两个地区，辽阳市在社区用药方面有比

较迫切的需求；而在基本技能方面，中医适宜技术是银川市社

区专业人员比较匮乏的内容，因此，在完善培训课程过程中，应

当兼顾不同地区的具体培训需求，灵活制定符合实际的培训内

容，使不同社区医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课程，从

而提高医疗诊治水平，减少医患纠纷［９］。在制定符合实际需求

的培训内容的同时，加强全科培训教学基地的临床技能培训中

心的建设［１０］，也是今后提高全科医生基本临床技能需要重点考

虑的一个问题。

　　２０１０年，卫生部颁发了《关于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
医生转岗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和《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大纲》。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实行按需分

程，即各地根据全科医生的实际需要确定培训内容……，重点

加强受训人员的基层临床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使全

科医生树立全科医学思想和服务理念，熟悉全科医学服务模

式，规范掌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技术，能胜任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全科医疗岗位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加强临床诊疗能力训

练……”，这一文件的出台，为全科医生培训更加贴合实际需求

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目前的转岗培训大纲，已强调了基本

理论知识和基本临床技能培训的重要性，但是在符合各地实际

情况及全科医生需求的个性化培训内容的制定方面，还需要进

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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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是以教师为引导，以学生为主体的自主学习，具有独特的
教学优势，但根据我国的实际现状，要在各个学科全面实质性的应用ＰＢＬ教学还存在诸多条件限制。因此，还必须得采
取传统教学方法与ＰＢＬ以及其它现代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模式。文章探讨了肿瘤学将以授课为基础的教学（ｌｅ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ＬＢＬ）结合ＰＢＬ教学，充分应用两者的长处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ＬＢＬ和ＰＢＬ联合教学适合现阶段的肿瘤学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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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及环境的严重污染，恶性肿
瘤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不断上升，已成为多发病和常见病，严重

威胁人民的健康。我国各医学院校相继开展了肿瘤学教学课

程，但我国肿瘤学教学仍存在诸多方面的困难。目前，肿瘤学

教材内容较为简单，范围局限，缺乏多样性，且滞后于临床发

展；教学方式较为单一、刻板，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所以探

讨较为有效可行的肿瘤学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１　ＰＢＬ教学在肿瘤学教学中的必要性
　　ＰＢＬ教学法是在１９６９年由美国神经病学领域著名的 Ｂａｒ
ｒｏｗｓ教授首创于加拿大ＭｃＭａｓｔｅｒ大学，随后逐步在世界各地迅
速推广开来，并收到了较好的课堂教学效果，现在已成为国际

上较为风行的教学方法。ＰＢＬ教学法是一种以问题教学为中
心的教学模式，其重点是培养学习者对待问题分析和解决的能

力及自我学习和升级的能力，改变了以往以教科书为主要内容

的学习方式，而是以“发展对运用知识的能力”为目的，培养应

用教科书以及其他的教学资源来解决问题的能力。相比较传

统教学是革命性的改变。

教师的培养是ＰＢＬ能够成功的关键。在教学过程中，学生
是主体，而教师则是促进学生学习的引导者。ＰＢＬ教学法将学
习与问题挂钩，使学习者投入于问题之中，通过学习者的自主

探究和合作来解决问题。这种教学模式加强了各学科间知识

的联系，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但加强了肿瘤学的专业知识

的学习，同时也可以学到多种与之相联系的基础学科的知识，

使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使知识更加系统性，形成整体。

ＰＢＬ学习有着其他教学模式所无与伦比的优点：增强了学
生的自主学习，有利于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更好的培养能力；

提供了更丰富的、有意义的、适用性更强的、有关的课堂资料；

培养了学生的人际交流能力，集体协作能力以及自发的学习态

度；使得教师和学生间的关系更加和谐，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水

平［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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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庚明，江浩，徐洪波，张亚军，周育夫）；中心实验室（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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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肿瘤学ＬＢＬ和ＰＢＬ教学体系建设的探索
　　ＰＢＬ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它突破了传统的教
学思想及模式，以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广泛应用于众多的教学

范畴，其中也包括医学领域。ＰＢＬ教学法已成为较流行的教学
方法之一。这种教学方法对鼓舞学生热情，培养创新才能，提

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大有所益。但根据目前情形，要在肿瘤学的

教学中广泛实质性地开展 ＰＢＬ教学模式还存在众多的困难和
约束。而ＬＢＬ教学方法有其固有的优势，故而能够在我国的教
育中长期存在。因而，将 ＰＢＬ教学方法渗入到 ＬＢＬ教学方法
中，充分吸取两种教学方法的精髓，取长补短，从而达到较好教

学效果。

在肿瘤学教学过程中，教研室教师共同备课，按照教学大

纲及要求，选择常见肿瘤典型案例，编写教案并在课前提供给

学生预习准备。病案内容要涵盖教学大纲要求掌握的要点知

识及横向、纵向的专业技能（涵盖肿瘤学、基础学科以及相关学

科课程）。病案应包括患者的主诉、一般情况、现病史、既往史、

主要的体征和实验室检查。教案紧密围绕着病案，构思相关问

题。同时，鼓励学生准备相关问题，在课堂上提出讨论。师生

根据讨论情况进行评述，总结概括知识要点。

３　肿瘤学ＬＢＬ和ＰＢＬ相结合教学的体会
　　肿瘤学教学过程中采用的ＬＢＬ和ＰＢＬ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自主性，学习氛围轻松、愉

悦，部分学生甚至提出了非常有见解的问题。绝大多数学生不

仅接纳并且喜爱这种教学方法，认为其能最大程度的调动自己

的学习积极性，自主的“互动性”和“角色感”都很强，并能快速

适应ＰＢＬ教学中的角色，在持续的学习和讨论中强化对这种学
习角色的认同感［３］。带教老师也一致认为通过 ＬＢＬ和 ＰＢＬ相
结合的教学模式的实施，融洽了师生关系，学生对知识点的掌

握显著优于传统的教育方法，并通过学生的发散性学习，进一

步完善和加强了本身的理论和技能的掌握，教学相长，达到双

赢的效果［４］。

学习不是教育者和学生之间的简单知识传递，而是学习者

主动进行个人知识建构和社会建构的过程。ＬＢＬ教学法是以
教师讲课为主，它强调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教师讲

授纯熟，学生易于接受。而 ＰＢＬ教学是以问题为核心、以学生
为主体、以教师为引导的学生自主学习，它着（下转第１９８５页）

·８６９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全科护理研究·

ＴＵＲＰ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术后护理体会
吴春燕，张小珍，肖海鸟，徐晓虹，李海燕

【摘　要】　目的　作为老年男性的常见疾病之一，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ＰＨ）常因出现尿急、尿频、进行性排尿困难等症
状，对患者的生活影响较大。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安全、有效，广泛用于本病的治疗，但由于患者年龄普遍较大、部分患

者合并症较重，做好围手术期的护理工作，特别是精心的术后护理，对缩短病程、控制并发症和促进修复非常重要。本次

护理总结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术后护理策略。方法　分析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
１２６例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住院患者的临床特点并探讨相应的术后护理策略。结果　本组１２６例
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出院均能自解小便，无电切综合征、永久性尿失禁、附睾炎等并发症。结论　对良性前列腺增
生患者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实施有效的术后护理可以缩短病程恢复时间、减少并发症和促进患者康复。

【关键词】　良性前列腺增生；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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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
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在老年男性中越来越常见。由于出现尿
急、尿频、进行性排尿困难等症状，对患者的生活影响较大。泌

尿外科手术治疗和有效的护理，是促进患者康复的关键环节。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
具有安全、有效的特点，在临床上广泛用于本病的治疗。由于

患者年龄普遍较大，部分患者合并症较重，做好围手术期的护

理工作，特别是精心的术后护理，对缩短病程、控制并发症和促

进修复非常重要［１－３］。我科于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收
集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１２６例，对其
术后的护理体会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男性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１２６例，
年龄５７～８１岁，平均６７．２岁。病程４～９年，平均６．１年。主
要因进行性排尿困难、尿频和夜尿次数增多等症状住院。经直

肠指诊，前列腺增生Ⅰ度１８例，Ⅱ度８１例，Ⅲ度２７例，均为临
床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筛查、ＣＴ和 Ｂ超检查排除前
列腺癌的良性前列腺增生。其中，合并冠心病１１例，尿路感染
６例，糖尿病４例，肾功能不全２例，急性尿潴留５７例，肾积水９
例，膀胱结石３例。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持续硬膜外麻醉下实施电切手
术，采取膀胱截石位，使用等离子体双极内窥镜系统，经尿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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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治疗部位，用切割镜先切除中叶，之后切除两侧叶，同时将前

列腺组织碎块推入膀胱内。术后冲洗碎块，检查创面，完成修

整和止血，并留置三腔导尿管。合并膀胱结石的患者，膀胱镜

下碎石后再切除前列腺组织。

１３　护理方法
１３１　术前护理　仔细了解患者各个重要系统的生理功能及
病理状态，密切注意心、肺、肾、肝等器官功能情况。注意监测

有潜在心血管疾病风险患者的血压变化，对合并糖尿病的患者

控制好血糖水平才实施手术治疗。同时，积极配合医生，做好

可能发生严重并发症的抢救准备工作［４８］。

１３２　术后护理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
的术后精心护理，特别是在预防和处理各类并发症方面，对患

者的恢复至关重要。

１３２１　日常一般护理　术后２４ｈ内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
和神志变化，特别是合并其他系统疾病时，需要随时观察病情

变化，防止突发意外；并对术后日常起居生活按照常规进行指

导。保持好皮肤清洁卫生，协助更换体位和按摩受压部位，以

避免发生压疮。协助鼓励患者活动下肢，以促进双下肢静脉回

流，防止静脉血栓的形成。

１３２２　心理护理　术后膀胱冲洗是区别于其他手术的一个
重要特征。冲洗时出现的膀胱痉挛引起的不适会引起患者的

恐慌。耐心向患者讲解电切术后的常见并发症，必要时根据医

嘱对症处理。

１３２３　膀胱冲洗的护理　由于术后出血和尿液外渗，膀胱
冲洗对术后恢复至关重要。冲洗的速度由快至慢，一般术后２
ｈ内初始速度 １５０滴／ｍｉｎ左右，术后 ２～８ｈ１２０滴／ｍｉ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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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９１１］，其后冲洗速度根据尿液颜色的深浅调节，颜色较红，则

冲洗的速度稍快；颜色较浅，则冲洗的速度可以慢一点。妥善

固定引流管，避免扭曲、滑脱、翻身时受压，定时挤压导尿管，保

持引流通畅。如出现堵塞，用１０ｍｌ注射器抽取生理盐水加压
反复冲洗疏通。对冲洗引起的不适感要耐心解释，避免患者过

多担心和不积极配合护理操作［１２１４］。

１３２４　膀胱痉挛的护理　大部分患者出现的膀胱痉挛，主
要表现为阵发性下腹部、会阴和尿道疼痛，同时有强烈的尿意，

对患者生活和疾病恢复影响较大。引起膀胱痉挛的常见原因

为：①手术创伤；②血液在膀胱内凝聚成块，堵塞导尿管；③尿
管的水囊压迫膀胱颈部、三角区；④冲洗液的刺激；⑤尿管的刺
激；⑥患者过度紧张的情绪。故术后保持膀胱冲洗的通畅性是
非常重要的。待冲洗液变清亮或２４ｈ后解除导尿管的牵拉，减
轻尿管和水囊对膀胱三角区的压迫，还需要对患者进行积极的

心理护理，解释发生原因，缓解紧张情绪，必要时根据医嘱予消

炎痛栓０．１ｇ塞肛，或者宁通１片，２次／ｄ，口服，或者５％ ＧＳ
２５０ｍｌ＋间苯三酚针１２０ｍｇ静滴解痉治疗。
１３２５　电切综合征的护理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综合征是
ＴＵＲＰ中最严重的并发症，其发生率为２％。行ＴＵＲＰ的患者术
中大量冲洗液被吸收，或切穿了前列腺包膜使静脉窦开放，冲

洗液外渗，致血容量急剧增加，出现稀释性的低钠血症，患者可

在几小时内出现烦躁、呕吐、抽搐、昏迷，严重者可出现脑水肿、

肺水肿、心力衰竭等情况。应及时向医生报告，遵医嘱予利尿

剂、强心甙等药物，减慢输液速度，对症处理。

１３２６　术后并发症的处理
１３２６１　出血　术后出血是前列腺术后的常见并发症。严
密观察冲出夜的颜色变化，若尿色深红或逐渐加深，则说明有

活动性出血，应及时通知医生，遵医嘱予肾上腺素加入冲洗液

中止血，或持续牵拉尿管压迫止血，如上述手段均无效，则需送

入手术室再次进行手术，清除血块和止血。

１３２６２　术后感染　老年患者术后留置导尿管，容易导致
尿路系统发生感染。护理时需要观察局部情况，如睾丸和附睾

有无肿大与疼痛，了解体温变化和血常规情况。在预防使用抗

生素的同时，局部以消毒棉球擦拭尿道外口，每日２次，引流袋
每周更换２次，减少逆行感染。出现感染症状时，在系统抗感
染的同时，积极对症处理，并用抗生素溶液冲洗膀胱，对红肿疼

痛的局部病灶使用硫酸镁溶液湿敷。

１３２６３　尿失禁的护理　尿管拔出后患者易于出现尿频、
尿急和尿痛等症状，患者需增加饮水量，每日约３０００ｍｌ，以降
低尿液浓度和减轻对创面的刺激。尿管拔出之前的２ｄ需要训
练膀胱的排尿功能，关闭尿管后每隔２ｈ放１次尿，并注意观察
排尿情况。训练暂时性尿失禁患者的盆底肌肉收缩功能，以逐

渐恢复自主排尿。

１３３出院指导
１３３１　饮食指导　指导患者注意休息，多饮水；多吃蔬菜水
果，忌辛辣刺激饮食，保持排便通畅。

１３３２　排尿指导　指导患者勤排尿、勿憋尿，注意观察尿液
的颜色和性状，如出现少量的血尿和小血块，不必惊慌，多饮水

以保持排尿通畅；若出现大量的血尿、血块，或尿液变细、排尿

困难，及时到医院就诊。带管出院的患者要指导做好引流管的

护理。

１３３３　预防出血的指导　指导患者术后１个月内忌服活血
的药物与食物；避免腹压增加的因素，如剧烈咳嗽和用力排便，

引起前列腺窝内出血。３个月内避免剧烈活动，如挑担、骑车、
性生活等。

２　结果
　　经过手术治疗和全面细致的护理，本组１２６例良性前列腺

增生患者，术后出院均能自解小便，无电切综合征、永久性尿失

禁、附睾炎等并发症，恢复效果较为满意。

３　讨论
　　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发病年龄较大，部分患者术前
有可能合并心血管、肺部、内分泌等系统疾病，因此手术具有一

定的风险。尽管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稳定、有效，广泛用于本

病的治疗，但仍然易出现各种并发症。例如，术后出血、术后感

染、尿失禁等。精心的护理和可靠的治疗一样，对患者预后极

为重要［１５１６］。

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后说进行的膀胱冲洗是区别于其他

手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膀胱冲洗过程中出现的堵塞以及冲洗

时出现的膀胱痉挛引起的不适，会引起患者的恐慌，特别是

ＴＵＲＰ综合征的出现，会使患者感到烦躁、焦虑不安，让家属感
到迷惑。此时要耐心地向患者解释，告知上述症状都是电切术

后的常见并发症及其发生的原因。必要时根据医嘱积极对症

处理，让患者家属都感到满意。

本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后，

实施了精心有效的术后护理，缩短了疾病恢复时间，减少了并

发症的发生和促进了患者的康复，有力地保障了手术治疗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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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综合护理干预对食管癌患者同步放化疗的影响
李淑华，王艳，段诗苗，郭文雯，冯学梅，荣云云

【摘　要】　目的　探讨同步放化疗的食管癌患者综合护理干预的方法及效果。方法　将１００例食管癌患者，随机分为
干预组（５０例）与对照组（５０例）。干预组治疗期间通过评估患者的个人需求、心理过程、不良反应等为患者提供支持与
护理干预；对照组接受传统护理模式。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生活质量的变化及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　干预组
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且放化疗重度不良反应比对照组有明显减轻（Ｐ＜０．０５），所有患者在对症、支持治
疗下均顺利完成放化疗；而对照组因放化疗毒副反应中断治疗者６例，影响了同步放化疗疗效。结论　对于食管癌行同
步放化疗的患者，有效的护理干预能预防和降低放化疗的不良反应，有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关键词】　食管癌；同步放化疗；综合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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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管癌是一类源于食管的多发恶性肿瘤，在我国发病率
高、生存率低、预后较差。临床上９０％的患者在确诊时已属晚
期，且绝大多数患者无法接受手术治疗，需要接受放疗、化疗、

同步放化疗等综合治疗模式。目前，多数学者研究认为同步放

化疗是拒绝手术或不可手术食管癌患者的标准治疗模式［１－２］。

同步放化疗在提高晚期食管癌的局部控制率的同时可以减少

远处转移率，从而提高生存率。但是，同步放化疗在提高生存

率的同时也相应增加毒副反应。本文观察自 ２０１０年 ９月 －
２０１２年９月我科收治的１００例中晚期食管癌行同步放化疗的
患者，治疗期间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９月我科收治的经临床
病理确诊为食管癌的患者１００例，采用数字编号随机分为单
号、双号，单号为干预组，双号为对照组。两组患者的性别、年

龄、文化程度、卡氏评分等因素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

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Ｓｐｉｔｚｅｒ生活质量指数（Ｓｐｉｔｚ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ｄｅｘ，ＳＱ
ＬＩ）　该量表内容包括健康感受、活动能力、日常生活、生活感
受、家庭支持５项。总分１０分，分值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高。
１２２　调查方法及时间　由专门的责任护士发放问卷调查
表，患者本人或直系亲属填写，现场收回。调查时间分别为治

疗开始的第１天、治疗期间及治疗结束时，共发放问卷３００份，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
通讯作者：段诗苗，电子信箱：ｄｓｍ２００４０４１８＠１６３．ｃｏｍ

回收有效问卷２９３份，回收率为９７．７％。
１３　观察指标及不良反应评价标准　治疗期间重点观察患者
的精神状态、饮食变化、副反应等情况，并及时准确地做出评

价。毒副反应按 ＷＨＯ标准分０～４度评定，急性放射损伤按
ＲＴＯＧ标准分０～Ⅳ级进行评定［３］。

１４　综合护理干预方法
１４１　心理护理干预　护理人员应告知患者进行放化疗治疗
的目的、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治疗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通

过耐心的解释以及精湛的专业技术获得患者的信任，建立良好

的护患关系，与患者及家属共同探求患者存在的负性情绪，并

给予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使患者能够自行乐观地面对疾病和漫

长的治疗过程。心理干预可采取音乐疗法，以使患者放松身

心，减轻焦虑［４－５］。

１４２　治疗过程中的护理干预　放疗前应带患者去放疗室，
了解放疗的设备、模具制作及如何配合放疗，帮助其熟悉放疗

环境，减轻心理压力。宣教时采取个别交流、专题讲座、影像视

频资料等形式对患者及家属提供食管癌诊疗常识，指导患者采

取正确合理的饮食措施。另外，还要评估静脉情况，选择合适

的输液方式，讲解药物抗癌效果，使用化疗泵的要保证输液状

态正常，防止扭曲、挤压影响流速。通过全面而系统的评估、宣

教及指导，使患者对放疗、化疗有了全面的认识，提高了对治疗

护理的依从性。

１４３　不良反应的护理干预　食管癌在同步放化疗过程中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骨髓抑制，表现为白细胞减少和血小板的降

低，除对症处理外，嘱咐患者软毛刷刷牙，注意个人卫生，必要

时做好保护性隔离，限制过多探视，避免交叉感染。化疗药物

顺铂大部分通过肾脏排泄，易引起肾毒性，临床表现为尿中出

现红细胞、白细胞、颗粒管型，血中尿素氮和肌酐升高等［６］。化

疗前评估患者的肾脏功能，对化疗药物引起的肾脏损害以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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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使用顺铂时，给予充分的液体和利尿剂以保证足够的尿

量，是预防肾脏毒性反应最基本、最有效的策略。一般要求在

使用前后６ｈ内尿量保持在１５０～２００ｍｌ／ｈ，在以后的２～３ｄ时
间内，维持尿量１００ｍｌ／ｈ以上。鼓励患者多饮水，及时记录水
的出入量，若发现尿量减少，及时通知医师，给予利尿剂，以降

低对肾脏的毒性反应。

１４４　饮食的护理干预　食管癌患者放疗期间最主要的并发
症是胃肠道反应和放射性食管炎的发生，严重者可影响患者的

进食，充足的营养是保证患者维持身体机能，减轻放化疗反应

及提高人体对化疗药物不良反应耐受性的必要条件［７］。当患

者出现食欲下降、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时，应嘱患者进食易

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少量多餐。化疗时间宜在患者进食

后３～４ｈ进行，此时，胃排空基本完成，能减轻恶心、呕吐的不
良反应。同步放化疗放射性食管炎出现较早，进食疼痛、恶心

呕吐及吞咽梗阻症状较单纯放疗明显，严重者需暂停放疗。治

疗上根据患者食管黏膜炎性反应的具体情况使用药物治疗，如

口服利多卡因麻醉以止痛，地塞米松抗炎及使用庆大霉素预防

和控制感染等。护理上主要做到嘱患者合理进食，根据食管黏

膜炎性反应的不同程度指导不同患者的饮食，如黏膜反应为Ⅰ
度的患者以软食为主，Ⅱ度患者则进食半流质或流质饮食，并
且每次进食后指导患者口服约１００ｍｌ温开水，以冲洗食管，避
免食物滞留在食管壁加重黏膜的炎性反应。

１４５　环境预防　放化疗均可引起患者疲劳乏力，可给患者
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增加患者的舒适感，患者夜间

休息时尽量减少刺激，入睡困难者可适量给予镇静类药物，改

善睡眠，以减轻疲劳。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生活质量指数（ＳＱＬＩ）采用 ｔ检验，数据以
（ｘ±ｓ）表示，不良反应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指数（ＳＱＬＩ）得分比较　见表１。
表１　两组食管癌患者护理干预后ＳＱＬＩ得分比较（ｘ±ｓ，ｎｉ＝５０）

组别 活动能力 日常生活 健康感受 家庭支持 生活感受 总分

干预组 １．９６±０．０６ １．９１±０．１０ １．８３±０．１５ １．８９±０．０９ １．８２±０．１１ ８．７５±０．１２
对照组 １．８７±０．１１ １．５６±０．１７ １．４５±０．２６ １．７４±０．１１ １．１９±０．１７ ６．５１±０．２１
ｔ值　 ２．８７ ７．１０ ５．０６ ４．２２ １２．４５ ３７．０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不良反应　对照组重度不良反应明显比干预组高，见表
２，且因白细胞下降、严重的放射性食管炎而中断放疗者６例，
中断放疗时间为３～７ｄ，而干预组在对症、支持治疗下所有患
者均顺利完成放化疗。

３　讨论
　　食管癌的治疗主要选择铂类联合氟尿嘧啶，研究表明，放
疗联合顺铂＋５Ｆｕ同步化疗除了起到遏制肿瘤的作用外，还可
以防止肿瘤耐药性的产生，阻碍癌细胞的合成、增殖，可以最大

程度地起到杀伤肿瘤细胞的作用［８－９］。但同步放化疗不可避

免的问题是急性毒副反应重，患者损伤较大，往往使患者难以

承受，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变化，如恐惧、抑郁、厌世、绝望等，

甚至部分患者出现极度悲观失望心态，拒绝继续治疗。因此，

实施有效的综合护理干预必不可少［１０］。在患者治疗开始前即

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通过问卷调查及时掌握每位患者的心理

状态，了解患者及家属的需求，及时予以帮助，鼓励并配合家属

给予患者精神上的支持和疏导，帮助患者树立积极健康的心

态。治疗中强调早期观察，预见性处理和及早提供专科性护

理，重视药物的正确给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患者的毒副反

应。另外，同步放化疗过程中还会出现过敏及放射性食管炎等

各种并发症，要尽早进行护理干预，有计划性地对患者的临床

表现及实验室数据进行分析、观察，早期发现、诊断和汇报医

师，给予及时有效的处理，减少并发症发生。由表１、表２中可
见，干预组患者在活动能力、日常生活、健康感受、家庭支持、生

活感受上均明显优于对照组，重度不良反应减轻，患者具备更

好的社会活动能力，生活质量有显著提高。

表２　两组食管癌患者放化疗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例，ｎｉ＝５０）

组别
骨髓抑制

０～Ⅱ级Ⅲ～Ⅳ级
消化道反应

０～Ⅱ级Ⅲ～Ⅳ级
放射性食管炎

０～Ⅱ级Ⅲ～Ⅳ级
肝功能

异常

肾功能

异常

干预组 ４５ ５ ４３ ７ ４７ ３ １ １
对照组 ３２ １８ ２９ ２１ ３５ １５ ４ ３
χ２值 ４．７７ ４．８６ ４．４８ ０．６６ ０．２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对食管癌同步放化疗患者负性情
绪有明显调节作用，并能减轻放化疗不良反应，有效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使患者能够顺利完成同步放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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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品管圈在预防住院患者跌倒中的应用
胡铭，石霞，陈令红，刘玉玲，张红，杨秀华，崔巧玲

【摘　要】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预防住院患者跌倒中的应用，以降低住院患者的跌倒发生率，保证患者的安全。
方法　成立品管圈小组，确立以“降低住院患者跌倒发生率”为主题，对院内老年科及神经科住院患者的跌倒事件进行
现状调查，采用头脑风暴法及鱼骨图分析法分析原因，设定目标将老年科及神经科住院患者跌倒发生率降至０．５１％，制
定对策，组织实施，并运用 ＰＤＣＡ管理方法进行效果评价与改进。结果　开展品管圈活动前住院患者跌倒发生率为
１．７１％（１８例），开展品管圈活动后住院患者跌倒发生率下降至０．４７％（５例），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
论　开展品管圈活动，不仅能有效的降低住院患者的跌倒不良事件的发生，保证患者的安全，而且能增强护理人员参与
护理安全管理的意识，提高了护理人员的团队协作精神。

【关键词】　品管圈；预防；住院患者；跌倒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７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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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管圈（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ｉｒｃｌｅ，ＱＣＣ）活动起始于１９５０年Ｄｅ
ｍｉｎｇ教授的统计方法及１９５４年Ｊｕｒａｎ教授的质量管理课程，品
管圈是由相同、相近或互补之工作场所的人们，自动自发组成

的小圈团体，相互合作、集思广益，按照一定的活动程序、活用

品管法解决工作现场、管理、文化等所发生的问题及课题［１］。

而跌倒不仅使患者受到伤害，又延长住院时间及增加医疗成

本，同时也影响医疗质量和患者对医疗的信赖［２］。２０１２年１～
１２月在我院开展以“降低住院患者跌倒发生率”为主题的品管
圈活动，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开展品管圈活动前住院患者
发生跌倒人数与２０１２年１～年１２月开展品管圈活动后住院患
者跌倒人数进行比较。所选住院患者均为老年科及神经科患

者，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分析方法
１２１　选题　成立品管圈小组，小组成员由老年及神经科的
１２名护士自愿参加。民主选出圈长由神经科护士长担任，大科
护士长任辅导员，护理部督导品管圈活动计划的落实。根据严

重性、可行性、迫切性、圈能力四方面评价，确定以“降低住院患

者跌倒发生率”为主题。明确跌倒定义，“跌倒是指患者不能控

制的或非故意的倒地及其他较低平面上，除遭到猛烈地打击

外，还有意识丧失、突然瘫痪或癫痫发作等原因”［３］，作为患者

发生跌倒的理论依据。制定活动周期为１２个月（２０１２年１～
１２月），运用ＰＤＣＡ管理方法实施。
１２２　调查分析　圈员们回顾性调查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神经科

作者单位：２２１００２江苏省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
通讯作者：张红，电子邮箱：ｘｚｚｈｈ０８１１＠１２６．ｃｏｍ

和老年科住院患者１０５０例中发生跌倒１８例（发生率１．７１％），
其中护理人员因素７例，患者及家属因素５例，环境设备６例。
跌倒对患者造成皮肤损伤及身体伤害的１０例，无损伤的８例。
主要原因：护理人员对患者的风险评估不全，患者及家属安全

意识不强，环境设施不到位，护理人员人力不足等。圈员们通

过绘制鱼骨图确定护理人员、患者及家属、时间、环境设备四个

部分是患者跌倒的要因，用头脑风暴法分析出２３个小因。见
图１。

　图１　住院患者坠床发生原因
１２３　目标设定　设定２０１２年两科住院患者跌倒发生率降至
为０．５１％。圈能力是指品管圈每个成员就管理目标根据自己
能力进行评估而推算的［４］。本圈能力据职称、学历、沟通协作

及工作能力四方面用１～１０分评估，成员自评平均分为７分，
以１０分为１００％，７分换算成圈能力为７０％，计算出目标值［５］。

目标值＝现况值 －（现况值 ×圈能力）＝１．７１％ －（１．７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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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０．５１％。
１２４　对策实施　圈员们针对要因，根据迫切性和可行性通
过打分评价出相应对策予以实施和评价。

１２４１　修订患者跌倒评估表，完善预防跌倒上报流程，加强
护理人员跌倒防范知识培训　评估患者跌倒的高危险性被认
为是预防跌倒的有效和必要的对策［６］。全体圈员查找资料并

通过头脑风暴法对原有使用中的跌倒评估表进行修订，增加跌

倒危险因子评分，总分为１４分，按照得分高低分为３个等级，
评估分值≥４分为高危，２～３分为中危，１分为低危。按不同等
级实施相应措施，并做好“防跌倒”标识［７］。不仅对新入院患者

进行全面评估，而且强调当患者发生病情变化时，也要及时评

估，评估出的高危患者及时上报护理部，护士长２４ｈ内查看患
者，护理部及科护士长不定期巡视督导。圈长定期组织活动，

讨论分析跌倒事件并制定防范措施。

１２４２　加强健康教育，落实个体化跌倒防范措施　预防患
者跌倒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方法是健康教育［８］。对高危患者

及家属采取群体及个体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以提高防范意识。

圈长制定健康教育计划，人人参与集体健康教育，讲解预防跌

倒有关知识。圈员分别实施个体化健康教育，如脑血管患者起

床或下床和变换体位时动作要缓慢，做到３个３０ｓ。醒后３０ｓ
坐起，坐立３０ｓ再下床站立，站立３０ｓ再行走，防止体位性低血
压。

１２４３　提供安全的住院设施及环境　营造安全、舒适的住
院环境。保持环境整洁，无积水、无障碍物，活动场所光线充足
［９］，病区增设夜间地灯，完善病房基础设施。针对老年科有３
例患者因床铺过高跌倒，经查找循证以老人坐在床沿，脚能够

到地为宜，积极与院领导总务处沟通协调，调整和更换老年科

床铺。神经科２例患者因床栏缝隙过大跌倒，大家集思广益自
行设制床布栏加固在原有床栏上应用。

１２４４　弹性排班，增加不同时段护理人员　合理排班，人员
充足是提供优质服务的基础。神经科患者跌倒多发生在患者

洗漱、就餐及夜间起床排便时护理人员不足情况下，护士长优

化人员组合，弹性调整班次。

２　结果
　　开展品管圈活动前，调查住院患者１０５０例，有１８例患者在
住院期间发生了跌倒，其跌倒发生率为１．７１％。开展品管圈活
动后，调查住院患者１０６０例，有５例患者在住院期间发生了跌
倒，其跌倒发生率为０．４７％，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５例患者中１例头皮擦伤，皮下血肿；１例前额裂
伤；其余３例均无损伤。

３　讨论
３１　减少住院患者跌倒不良事件的发生　护理人员重视患者
跌倒所造成的伤害，很多国家已经正式的把住院患者跌倒发生

率作为临床护理质量控制的一项指标［１０］。我院开展品管圈活

动，通过分析跌倒原因，针对具体原因制定并实施对策，完成既

定目标（目标值＝０．５１％），住院患者跌倒发生率由１．７１％降至
０．４７％，由此说明品管圈活动的开展可有效的防止住院患者的
跌倒，降低住院患者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３２　提高护理人员参与安全管理意识　品管圈活动主要是采
用头脑风暴法及鱼骨图分析法找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

题进行讨论，要求每人均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创新措施。品

管圈活动激发了护理人员的工作热情，能主动的对护理工作中

存在的护理缺陷进行原因分析，参与制定改进措施，提高了参

与护理安全管理的意识，使管理达到自律状态，有利于提高护

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提高护士的核心竞争力［１１］。

３３　提高护理人员综合素质和团队协作精神　在实施品管圈
过程中，采取分阶段和不同方式的指导，不仅对圈员是一种工

作方法和意识的培养，对圈长也是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

力的锻炼，同时也是协作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全过程的培训指

导和过程量化的评价使护理人员养成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科

学的工作态度。品管圈的开展不仅丰富了护理专业知识，而且

促进了与其他科室间的沟通协作，提高了护士的综合素质和团

队的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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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张艳芳，许文青，梁瑞

【摘　要】　目的　探索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６０例经脐
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的患者，随机分为快速康复外科组（ｎ＝３０）和对照组（ｎ＝３０），比较两组患者术后下床活动时间、进
食时间、排气、排便时间、住院天数及住院费用等。结果　实验组术后下床活动时间、进食时间、排气时间、排便时间、住
院天数明显缩短，住院费用少，住院费用显著降低（Ｐ＜０．０５），患者满意度高。结论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既可确保经脐
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患者的临床疗效，又可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降低医疗费用，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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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是指在患者术前、术中、术后，根据有利
的医学证实，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促进患者快速康复，降低术

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减少死亡人数及促使患者早日出院的一系

列治疗方法［１］。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５月，我科择期行单孔腹
腔镜胆囊切除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当中，应用快速康复外科护

理理念，取得良好的疗效，现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５月我科单纯胆
囊结石择期行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患者，随机分为快速康

复组（ＦＴＳ组）与对照组，每组３０例。ＦＴＳ组：女性１８例，男性
１２例，平均年龄（４５．３±１５．３）岁；对照组：女性１７例，男性１３
例，平均年龄（４３．２±１７．６）岁。
１２　护理方法
１２１　ＦＴＳ组采取ＦＴＳ围手术期护理　①术前护理：进行入院
健康宣教，术前２～３ｄ告知患者及家属快速康复理念的意义，
在取得患者同意的前提下对患者实施快速康复护理措施，术前

不常规进行肠道准备，于术前６ｈ禁食，３ｈ禁水，不给予导尿

管、胃管。②术中护理：术中常规调节室温以外，还要将静脉输
入液加温，腹腔冲洗液加温，并为患者保暖。③术后护理：术后
６ｈ无恶心、呕吐即可进流质饮食，术后６ｈ无特殊情况鼓励和
指导患者早期下床活动，术后再应用１次抗生素，鼓励早期进
食减少补液。

１２２　对照组采用常规围手术期处理　术前常规肠道准备包
括灌肠、禁食和禁水，术前常规应用胃管和尿管，按照抗生素应

用原则术前半小时预防应用抗生素；术中采用全身麻醉、常规

补液，放置腹腔引流管，术后不减少补液量，患者排气后才进

食，并逐步恢复至进正常饮食，术后预防应用抗生素７２ｈ。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行统计学分析，数据以
（ｘ±ｓ）表示，计数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

２　结果
　　ＦＴＳ组在下床活动、进食时间、肛门排气、排便时间、术后住
院时间、总住院费用等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经脐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的患者各指标比较

组别 ｎ 下床活动时间（ｈ） 进食时间（ｈ） 肛门排气时间（ｈ） 排便时间（ｈ） 住院时间（ｄ） 住院费用（千元）

ＦＴＳ组 ３０ ５．８０±２．７１ ７．００±２．９７ ２４．４０±３．２８ ３５．００±３．５４ ４．１０±０．９５ ４．８３±０．８６

对照组 ３０ １３．９３±３．１４ ５０．００±４．９１ ４８．８０±２６．５６ ６４．００±５．７６ ７．８７±１．４８ ７．４９±０．６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护理理念的改进在整个康复护理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２］，围手术期的护理干预是快速康复理念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３］。患者术后疼痛、外科手术应激、术后器官功能障碍、术后

长期卧床、半饥饿状态以及使用引流管都是影响患者术后康复

的因素。快速康复组所采用的措施是：①术前对患者体质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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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两方面都进行干预。术前进食少量富含碳水化合物的流质，

并且不增加麻醉的风险。②术中为患者保暖，这样能够有效地
避免患者在手术中出血、感染、心脏的并发症，进而降低患者的

分解代谢，促进患者早日康复［４］；术中保温，患者麻醉复苏时间

明显缩短［５］，减少手术室相关并发症发生；同时，严格控制输液

量和盐的输入量［５］。③术后鼓励和指导患者早期下床和早期
进食是快速康复外科理念中的又一重要环节；术后长时间卧床

不但促进胰岛素抵抗，而且降低肌肉强度，造成肺功能损伤，也

增加了发生静脉血栓的可能性［６］；因此，应早期下床活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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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优质护理服务和体会
岳媛媛，汪文英

【摘　要】　目的　全面履行护理人员职责，以患者为中心，提供优质护理，通过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把基础护理做实，
把专科护理做精，推进护理工作，贴近临床，贴近患者，贴近社会，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全程、无缝隙、满意的护理服务。

做到让患者、政府、社会满意。方法　首先选几个试点病房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修订各项护理职责制度常
规和工作程序。改变排班模式，实施护士站前移，实行床边工作制，责任大包干，切实落实基础护理职责，加强护理质量

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改革薪酬制度，实施绩效考核方案，分层次使用护士，拓展护理服务内容。结果　护士工作积极性
增加了，提高了工作效率，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满意度也提高了，同时也增加了护士对基础护理工作的认识，明确优质护

理的内涵。结论　优质护理服务的实施为患者提供全程满意的护理服务，密切了护患关系，提高服务质量，是护理工作
改革的重大壮举。

【关键词】　优质护理；满意度；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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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医学模式的发展，只有优质的
服务才能在医疗市场的竞争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三分治疗，

七分护理”，优质的护理在医疗工作中至关重要［１］。我院与时

俱进，响应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的号召，落实各项重点任务，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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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工作，认真深入地做好基础护理，为患者提供全程、不

间断、满意的服务。我科在院领导和护理部的支持领导下，积

极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病房的工作。深入病房，以人为中

心，加强并落实基础护理，现将从中获取的体会予以总结。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科从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对１５８例

肠道功能，缩短住院时间［７］。本研究观察发现，快速康复外科

理念在单孔腹腔镜切除围手术护理中的应用，不仅缩短住院时

间，提高临床效果，而且大大降低了住院费用，加快患者术后的

康复，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限的住院资源，必将成为外科发展

趋势［８］。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快速康复外科应用于结肠手术取

得很好的效果［９－１０］。综上所述，快速康复外科护理理念在单孔

腹腔胆囊切除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可以改善患者心境，改

良患者机体内环境状态，促进其心理健康，减轻患者心理、生理

不适和痛苦，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缩短住院日，减少住院费

用，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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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其中男性８０例，女性７８例，我科现有护士
１８名，其中主管３名，护师５名，护士１０名，护工１名。
１２　优质护理服务实施
１２１　制定计划
１２１１　落实工作　根据本科室特点，制定优质护理的工作
计划，确保切实有效。设立东西两个护理小组，让２位具有丰
富临床工作经验、责任心强、年资高的护士担任组长。在护士

长统一领导下，组长及组员共同负责落实计划，将护士站前移，

实行床边工作制。

１２１２　转变护士思想　大部分护士认为寒窗苦读多年，终
于掌握了一门护理技术，却要为患者洗脸，洗脚做生活护理，护

士像是护工，无专业而言［２］。医院领导不厌其烦开动员大会，

改变大家思想，护士做基础护理是家属或护工不可替代的，在

做基础护理的同时，更有利于病情观察和与患者交流，例如通

过给患者清洁皮肤，观察有无水肿、破溃、出血等情况，通过给

患者放尿袋，观察尿量、性状。

１２２　实施护理
１２２１　完善制度、强化职责　完善岗位管理制度，优化护理
工作模式，全面落实护理职责。建立健全临床护理工作制度，

疾病护理常规，临床护理规范标准，全程护理常规开展护理新

项目［３］。

１２２２　改变排班模式　改革病区护士分工和排班形式，在
实际工作量上改变工作时间，实行ＡＰＮ弹性排班，减轻了晚、夜
班护士工作压力，减少了护理风险，每位患者都有自己负责的

护士，护士大部分都在病房内工作，通过实施护理服务，使患者

感受到所有医护人员都在关心自己的健康，满足其需要。

１２２３　建立护士岗位职责，病房实施责任分工方式　每名
责任护士均负责一定数量的患者，整合基础护理、病情观察、治

疗、沟通和健康指导、康复指导等护理工作。落实管床、管患者

的“大包干责任制”，进一步落实“护士床边工作制”，逐步实现

护士常态情况下在病房或患者身边工作的临床护理工作方

式［４］。配套解决流动护理工作站（车）、流动治疗车护士的配

置。病房每张床至少配备０．４名护士，每名责任护士平均负责
患者数量不超过８个。合理调配护士人力，切实以患者为中
心，满足临床护理工作需要，不依赖患者家属或家属自聘护工

护理患者，加强生活护理，包括洗脸、洗脚、梳头、翻身拍背、处

理大小便、每天开窗通风３０ｍｉｎ、２次扫床、２次打开水、２次送
热水。

１２２４　责任护士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患者入院后，有责
任护士或当班护士接待患者，进行健康宣教，讲解疾病的有关

知识、饮食指导、用药指导及康复锻炼等，并对患者实施心理护

理。教育覆盖率达到１００％。责任护士定时巡视病房，及时更
换输液，尽量减少患者的铃声呼叫。发现患者存在问题及时解

决，让患者真切感受护士就如同家人一般。

１２２５　建立护士绩效考核制度　调动示范病房护理人员的
积极性，保证优质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护士的价值观也

得以体现。将护士临床护理工作量、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与

护士晋升、评优及奖金、分配挂钩，提高护士待遇，体现多劳多

得、优劳优得的原则，从机制上调动护士积极性。

２　结果
　　通过实施优质护理服务，护士工作积极性增加了，提高了
工作效率，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满意度也提高了，同时也增加了

护士对基础护理工作的认识，明确优质护理的内涵。

３　讨论
３１　提高护理质量　加强督导，严格考核，由责任护士、组长、
护士长组成护理团队，结构层次分明，分工明确。责任护士对

所管患者实施整体护理；组长既要全面掌握本组病员病情动态

同时实施整体化护理，又要负责检查本组工作完成情况；护士

长深入病房检查本病区护理质量及基础护理的落实。加强护

士的责任心，调动护士的积极性。护士主动走入病房，让患者

的生活护理和基础护理落实到实处。拉近患者和护士之间的

距离，责任护士从而熟悉掌握所管患者。患者的信任度对遵从

医生建议的患者满意程度有着显著的影响［５］。

３２　强化护理三基训练的重要性　优质护理实施调动全科护
理人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学习护理新知识的兴趣。三基是护

士服务患者的基础，拥有扎实的三基理论知识，是一个合格护

士应必备的［６］。强化基础护理理论，训练共性的技术操作，规

范操作流程，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准，为患者提供更为专业更高

品质的护理，减少并发症，促进患者早日康复。全科护士学习

风气较为浓厚，科室的总体业务水平也有所提高。

３３　调动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　优质护理在病房里实施，这
是护理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使护士改变了为工作而工作的工作

理念，积极主动的去做护理。护理质量大大提高，也得到患者

及家属的肯定和高度赞扬。思想转变了，护士对优质护理示范

工程的认识也有所提高，护士的工作范畴同时也扩大了。对刚

入院的患者，责任护士进行评估，制定工作计划，进行系统整体

化全程护理，护理过程中解决患者存在的问题。为患者送去温

暖方便，患者满意度增高，护士的自身价值得到体现，增强了服

务意识及工作责任心，对推进医改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７－８］。

３４　建立良好融洽的护患关系　护士的责任心强了，以病人
为中心，以病人利益为最高准则，护士主动与医生交流分析患

者病情，以解决患者问题为目的。患者住院期间，为满足患者

健康需要，建立完整的护理体系。护士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

工作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病房里呼叫铃声少了，陪护少了，

病房环境好了，患者满意度提高了，满足患者基本护理服务需

求，家属也放心了，密切了护患关系［９］。

３５　护患双赢　“示范工程”活动的开展，把时间还给护士，把
护士还给患者，责任护士白天在病房里直接护理患者，满足患

者需求。为患者做基础护理、心理护理、康复锻炼，给予患者细

心的关怀与照顾，得到的就是患者的尊重与肯定。优质护理强

化了护士的责任感，分床到护士，让护士为患者提供连续、不间

断、全程护理服务，及时解决存在问题［１０］。患者出院时满意度

调查中赞扬声多了，叹息声少了，满意率达９９％以上，真正做到
了以患者的满意为核心［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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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颅脑损伤患者的手术室急救及护理体会
凌丽娟，刘平，张杏，吴娟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颅脑损伤患者的手术室急救，动态观察及护理，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提高抢救能力。方法　
对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期间８０例急性颅脑损伤手术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性５９例，女性２１例，通过规
范有效的术前准备，术中抢救护理以及手术后护理，８０例患者均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术后对患者的临床疗效，护理满
意度及不良反应发生率进行调查。结果　８０例患者中，基本治愈５８例，显效１４例，有效６例，无效２例，总有效率达
９０．０％，经过术后调查，护理满意度达９５．０％，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７．５％。结论　颅脑损伤具有术后并发症多、病死率
高、护理复杂等特点，而规范有效的手术室护理干预可显著提高临床疗效和预后质量，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患者满

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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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颅脑损伤是由外界暴力作用于头颅造成头部损伤，包括头
部软组织损伤、颅骨骨折和脑损伤。它不仅严重影响了患者的

生命安全，还可能遗留行为、认知和社会性残缺，给患者及家庭

带来巨大的精神损失以及经济压力［１］。颅脑损伤病情进展快、

病死率高、护理困难［２］，术中的护理干预对于患者的康复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我们就手术室护理干预对于颅脑损伤

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期间，来我
院治疗的８０例急性颅脑损伤手术患者，其中男性５９例，女性
２１例，年龄１８～７３岁，平均年龄（４５．１±１．３）岁；致伤原因：车
祸５１例、高空坠落伤１４例、打击伤１５例；颅脑损伤情况：单纯
颅脑损伤５９例，多发伤２１例。就诊时间为伤后１５ｍｉｎ～４８ｈ，
平均就诊时间为（１２．１±１．３）ｈ。
１２　护理方法
１２１　术前护理［３］　麻醉前，检测患者生命体征，对意识状态
做出准确判断。对于昏迷患者，及时清除呼吸道分泌物，保持

其呼吸通畅。通过面罩吸氧，气管插管或呼吸机辅助呼吸，尽

快解除窒息。通过建立静脉通道，进行合理补液，对于活动性

出血患者，要迅速止血。密切注意肢体血运情况，检查有无神

经、血管损伤，以及颅内压升高危象、脑疝瞳孔变化等；迅速做

好备皮、备血、留置尿管等各项术前准备，检查术前常用器械，

使其保持功能正常待用状态；头部使用头托进行有效固定，双

眼眼睑均匀涂抹眼膏，眼部覆盖棉片，肢体自然摆放在两侧，使

患者保持舒适的手术体位；高热患者应用物理降温、冬眠药物，

进行有效降温。

１２２　术中护理［４］　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做好心电监护，

作者单位：５１８０２０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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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输液速度，整理所需器械，再次检查器

械的完好性，清点器械、纱布等，并做好相关记录，连接电动颅

钻、双极电凝镊、高频电刀，贴上无菌神经外科专用保护膜、无

菌洞巾，配合医生手术操作，确保手术的顺利完成；选择合适的

吸引器头，减少其对脑组织的不必要的损伤，同时吸引过程中，

还要注意其通畅性；使用滴水双极电凝镊子，有效避免或减少

对脑组织的损伤。

１２３　术后护理　对于长期留置尿管患者，严格无菌导尿，保
持通畅，避免逆行感染，膀胱冲洗，定期尿培养；定时变换体位，

进行被动运动，避免肌肉痉挛、关节僵直等废用综合征；对于外

伤性癫痫患者，注意专人看护，避免抽搐时发生窒息。

１３　临床疗效判定标准　基本治愈：症状和体征完全消失，生
活可以完全自理；显效：主要症状和体征消失或者明显改善，生

活基本能够自理；有效：症状和体征有所减轻，生活不能自理；

无效：症状和体征没有变化，甚至加重，处于植物生存或者死亡

状态。总有效率＝基本治愈＋显效。

２　结果
　　通过各种术前准备，术中抢救以及手术后护理，８０例患者
均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其中基本治愈５８例，显效１４例，有效
６例，无效２例，总有效率达９０．０％，经过术后调查，护理满意度
达９５．０％，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７．５％。

３　讨论
　　颅脑损伤具有并发症多、病死率高、治疗较困难、护理较复
杂等特点。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易并发颅内感染、肺内感染、泌

尿系感染、压疮等并发症［５］。护士应尽早采取有效的护理措

施，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同时要密切监护患者的意识、瞳孔及生

命体征变化，及时了解病情变化，为医生诊断提供重要依据，有

效地促进患者康复。对于颅脑损伤患者，尤其是急性重型颅脑

损伤患者，手术治疗是最重要的抢救措施，对于挽救患者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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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镜检查患者中综合护理干预的临床意义
关静宇，李蓉，刘阳春，王蕾，丛珊，李慧

【摘　要】　目的　探讨肠镜检查患者中综合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接受
肠镜检查的患者６０例，观察组３０例，采用综合护理，对照组３０例，常规向患者交代肠镜检查前的有关准备事项。结
果　观察组肠镜检查前端到达回盲部所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护理干预后的 ＳＡＳ评分明显低于干
预后的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腹痛程度为０、２级、非常满意、较差的例数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可提高检查成功率，利于尽早明确诊断，减轻患者检查中的痛苦和不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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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肠镜技术是目前诊断和治疗肠道疾病的常用手段，但
是检查过程需要将镜身插入人体弯曲多的肠管腔，具有侵入

性，属于较强的刺激源，会使患者产生不适和心理压力［１－３］。

检查前的肠道准备，禁食腹泻会造成患者心悸、头晕、饥饿等不

良反应，影响检查操作。通过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减少患者在检

查过程中发生的心理躯体反应，减轻痛苦，提高成功率。回顾

分析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间在我院接受肠镜检查的６０
例患者的临床病历资料，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接受肠镜检查的患者６０例，随机分为２
组。观察组３０例，采用综合护理，男性２０例，女性１０例，年龄

作者单位：１５００００哈尔滨市，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内镜室
通讯作者：李蓉，电子信箱：７７３５７５１５２＠ｑｑ．ｃｏｍ

１８～６９岁，平均年龄（３８．５±３．５）岁；临床症状：腹泻１０例，下
消化道出血１２例，腹部肿块３例，肠梗阻５例。对照组３０例，
常规向患者交代肠镜检查前的有关准备事项，男性１８例，女性
１２例，年龄１８～６７岁，平均年龄（３８．１±３．２）岁；临床症状：腹
泻１２例，下消化道出血１１例，腹部肿块３例，肠梗阻４例。两
组患者均为初次接受肠镜检查，由研究和水平相当的一组医生

和护士进行操作。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临床症状等方面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只是常规向患者交代肠镜检查前的有
关准备事项。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于术前、术中、术后等

全过程提供综合护理干预。①认知干预：术前根据患者对肠镜
检查的认知程度，对其耐心详细的讲解肠镜检查治疗的过程、

目的、注意事项及可能的风险和结果。②心理护理：通过主动
与患者交流，了解患者担心和忧虑的问题，耐心细致的解答患

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６－８］。所以，对手术室护理人员的护

理要求相对较高，不仅要有急救意识、高度责任心、过硬的理论

基础，还需要争分夺秒地做好术前准备，规范性配合医生的手

术治疗，密切注意手术进展和患者病情变化，提高工作效

率［９－１０］。另外良好的手术室管理是手术急救的前提，颅脑损伤

患者术中所需物品相对较多，专业性较强，需要护理人员熟悉

日常工作，以最快速度完成术前准备，抢救药品和器械准备到

位，定点放置，避免病情延误。

本次研究中，我们重点考察了护理干预在颅脑损伤患者手

术中的应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经过手术室护理干预后，手术

总有效率达９０．０％，护理满意度达９５．０％，患者的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７．５％。说明有效的手术室急救和护理干预显著提高了
临床疗效，改善了患者的预后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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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心中的疑问，告诉患者过度紧张恐惧会加重腹痛，影响插镜

成功率，针对性的安慰患者，消除其负面情绪，以良好的心态配

合检查，讲解配合插镜的方法及转移注意力的方法。③饮食护
理：在检查前２０ｍｉｎ饮用糖水１００ｍｌ，前５ｍｉｎ选择符合患者口
味的棒棒糖含于口中，检查结束后嘱咐患者及时饮用流质食

物。④穴位按摩：检查中配合穴位按摩，检查前３ｍｉｎ按摩足三
里穴，检查时以双手拇指为压力源，对患者内关、合谷穴施予点

揉、点按交替进行，以患者感到麻、酸、胀、重为力度标准。嘱咐

患者尽量缩短吸气时间，保持深呼气。⑤行为干预：指导患者
进行握拳、平静缓慢的深呼吸、全身放松等肌肉松弛训练，放松

腹部和全身肌肉，协助变换体位，播放患者喜欢的音乐，减轻紧

张的情绪。⑥家庭、社会支持：检查时由家属陪同患者，指导家
属给予患者精神鼓励。

１３　焦虑自评量表　调查条目包含有２０个，采用１～４级评分
方法，得分范围为２０～８０分，＞７０分表示重度焦虑，≥５０分表
示有不同程度的焦虑症状，＜５０分为正常。分值越高表示焦虑
程度越严重。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均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分析软件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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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镜检查时间及成功率　观察组肠镜检查前端到达回盲
部所需时间为（１０．１±３．５）ｍｉｎ，对照组为（１７．３±５．１）ｍｉｎ，观
察组所用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
２．３６４，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成功率为１００％，对照组的成功率为
９０％，观察组的成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３．１５８，Ｐ＞０．０５。
２２　ＳＡＳ评分　观察组护理干预后的 ＳＡＳ评分为（２７．５２±
３．８５）分，对照组为（３５．７２±４．０３）分，观察组得分明显低于干
预后的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２５３，Ｐ＜０．０５；观察
组护理干预前的 ＳＡＳ评分为（３９．３５±４．６１）分，对照组为
（３９．５１±４．８５）分，两组干预前的ＳＡＳ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１．０８１，Ｐ＞０．０５。
２３　不良反应　观察组腹痛程度为０、２级的例数明显多于对
照组，观察组不良反应中腹痛、头晕的例数明显多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肠镜检查患者腹痛程度和不良反应的比较（例）

组别　 ｎ
腹痛程度

０ １ ２ ３
不良反应

腹痛 心悸 头晕

观察组 ３０ １８ １０ ２ ０ ３ １ １
对照组 ３０ ７ １４ ８ １ １０ ３ ６
χ２值　 ８．２９７１．１１１４．３２０１．０１７ ４．８１２１．０７１４．０４３
Ｐ值　 ＜０．０５＞０．０５＜０．０５＞０．０５ ＜０．０５＞０．０５＜０．０５

２４　满意度　观察组满意度为非常满意、较差的例数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肠镜检查患者满意度情况的比较（例）

组别　 ｎ 较差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观察组 ３０ ０ ７ １０ １３
对照组 ３０ ５ １３ ７ ５
χ２值　 ５．４５５ ２．７００ ０．７３９ ５．０７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肠镜检查是目前最常用于诊断大肠疾病的方法，由于检查
方法属于侵入性检查，不少患者无法忍受检查过程中所带来的

不适和痛苦，感觉疼痛难以忍受［４］。某些行为改变往往能够反

映出患者的紧张和焦虑情绪，及时发现这些改变，并给予有效

的帮助和关怀，有助于减轻患者的紧张和焦虑。随着医学模式

的改变，在肠镜检查中应用综合护理干预可以体现出以人为本

的人性化护理理念，以人为主体，关心人的尊严和价值［５］。

常规护理的模式单一，一般只注重诊断治疗而忽视情感需

求，综合护理干预在护理过程中充分考虑患者的文化、经济、心

理、身体、社会等因素，满足患者的基本需求，缩短、降低患者在

检查中的不愉快程度，减轻或消除心理压力，有利于加强患者

和医生之间的相互配合，减轻患者的痛苦，提高肠镜检查的质

量［６－８］。①认知、心理干预的作用：患者的过度紧张、恐惧会导
致肠道收缩、痉挛，引起进镜困难，加剧腹痛。应用认知、心理

干预，纠正患者对肠镜检查的错误认识，建立相互信任、相互理

解、相互支持的人际关系和宽松、平等、和谐的心理氛围，有效

提高患者耐受疼痛的能力，使患者放松身心，减轻紧张恐惧心

理，以最佳的状态积极配合检查。②穴位按摩的作用：穴位按
摩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于人体穴位用拇指指端或指腹按

压，通过局部刺激调整脏腑气血功能，疏通经络，调动机体抗病

能力，实现保健强身、防病治病的目的。百会、内关等穴具有宁

心安神、通脉活血的功效，缓解患者疼痛［９］。③饮食护理的作
用：检查时患者疼痛尖叫，无法使用正确的呼吸方法配合插镜，

张口大量吸气和肠痉挛时充气均会引起明显腹胀，从而延长检

查时间或取消检查。患者口中含糖，可以减轻肠道准备导致的

心悸、头晕等不适症状，避免插镜时受到患者大声尖叫及张口

吸气的影响。④行为干预与家庭支持的影响：通过放松训练可
以使患者有意识地控制自身的心理生理活动，改善机体功能紊

乱。音乐疗法可以营造轻松的氛围，稳定患者情绪，减轻压力，

缓解焦虑。亲属的精神鼓励会对患者的心理起支持作用［１０］。

本研究运用综合护理的观察组肠镜检查前端到达回盲部

所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综合护理使患者更好的
配合检查，保证了检查的顺利进行。观察组护理干预后的 ＳＡＳ
评分明显高于干预后的对照组（Ｐ＜０．０５），综合护理有效改善
了患者忧郁情绪。观察组腹痛程度低的比例更高，不良反应的

比例更少，满意度为非常满意的例数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可提高检查成功率，利于尽早明确
诊断，最大限度地消除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减轻患者检查中

的痛苦和不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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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调强适形放射治疗食管癌４５例护理体会
闻素玲，王艳，吴云来

【摘　要】　目的　探讨调强适形放射治疗食管癌的临床护理，预防并减轻食管癌患者放疗毒副反应，确保患者顺利完
成放射治疗计划，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方法　从心理护理、照射野皮肤护理、饮食护理、放射性食管炎的护理、骨髓抑制
的预防、放射性气管炎的护理等方面进行精心护理。结果　４５例患者顺利完成治疗计划，近期有效率达９５．６％。患者
放射性食管炎、放射性气管炎及放射性皮肤损伤轻，骨髓抑制率低。结论　精心的临床护理是减轻放疗毒副反应、保证
患者顺利完成放射治疗计划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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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ｗ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ｏ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ｔｈｅ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ｓｍｏｏｔｈ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ａ
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Ｎｕｒｓｉｎｇ

　　食管癌是我国比较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由于早期症状
轻，临床表现不典型，一般不易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绝大部分患者临床确诊时往往已属中晚期，常失去早期最佳手

术机会。放射治疗是当前临床公认的肿瘤三大主要治疗方法

（手术、化疗、放疗）之一。放射治疗是治疗食管癌尤其是中晚

期食管癌的安全有效手段［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食管癌

的放射治疗从传统的常规放射治疗步入到先进的精确放射治

疗时代，尤其是调强适形放射治疗（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ＭＲＴ）。调强适形放疗是在精确定位的基础上，利用
ＴＰ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系统进行精确计划，最后在直线
加速器下进行精确治疗的一种先进照射技术。当前在临床上

已得到广泛的应用［２－３］。我科自２０１０年８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对
４５例食管癌患者行调强适形放射治疗，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和
护理，全部患者顺利完成治疗计划。现将护理体会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４５例患者，男性３２例，女性１３例；年龄
４３～７７岁，平均年龄５７．８岁。全部病例均经病理确诊。患者
在电子直线加速器下按治疗定位、摆位方法重新复位，采用６
ＭＶＸ线实施调强适形放疗，本组患者每周放疗５次，每次ＤＴ：
１．８～２．１ＧＹ，ＧＴＶ：６４～６８ＧＹ，ＣＴＶ：５４～５６ＧＹ。９５％ＰＴＶ达
到剂量学要求。

１２　护理方法
１２１　心理护理　当患者被确诊为食管癌时最大的心理问题
是焦虑和恐惧，思想负担非常重。同时缺乏对放疗知识的了

解，使患者对治疗缺乏信心。因此在实施治疗前我们就应该告

之食管癌放疗尤其是调强适形放疗的一些基本常识，注意事项

及放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放疗毒副反应和预防措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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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心观察患者的精神情绪变化，通过耐心细致的交流沟通及时

消除患者焦虑忧郁等不良情绪。同时向患者介绍已治愈的病

例，让他们认识到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就有治愈的可能，以此增

强患者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决心。

１２２　照射野皮肤护理　当放疗剂量达到一定程度时照射野
局部皮肤会产生放射性皮肤损伤。皮肤放射性损伤的严重程

度不仅与剂量大小有关，而且与放疗期间的局部护理也有很大

关系。因此放射性皮肤损伤的护理重点在于预防［４］。应嘱患

者保持照射野内皮肤清洁干燥，局部严禁用力搓擦和涂抹刺激

性的药物；平时要注意观察标记线是否清晰可见，如出汗或自

然脱落，要及时向主管医生反映并重新标记；衣着要柔软，最好

穿宽松全棉内衣；照射野皮肤出现瘙痒时可用手轻轻拍打减轻

搔痒感觉，切勿用手抓挠，以免皮肤破损。如皮肤出现渗液合

并感染时，应用抗生素治疗。

１２３　饮食护理　食管癌患者由于吞咽困难往往造成营养不
良和免疫力、抵抗力下降，不利于疾病的恢复。对此应鼓励患

者进食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类食物。饮食以流质或半流质为

主，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每餐进食前后各饮１杯温开水，以
冲洗食管防止食物残渣滞留，加重食管黏膜炎症反应［５］。

１２４　放射性食管炎的护理　大部分患者在放疗十余天后吞
咽梗阻感有进一步加重的征象。这是因为射线造成的食管黏

膜水肿加剧所致。随着肿瘤的消退，吞咽梗阻症状会逐渐减轻

和改善。放疗４周左右，食道黏膜可出现不同程度的放射损
伤，表现为吞咽疼痛和胸骨后疼痛。对此可在患者进食前１０
ｍｉｎ口服２％利多卡因４０ｍｌ＋生理盐水５００ｍｌ＋地塞米松１０
ｍｇ＋庆大霉素２４万 Ｕ的混合溶液２０～３０ｍｌ。因该溶液的消
炎止痛作用较好，口服后１０ｍｉｎ食道疼痛明显减轻，有利于患
者进食。特别严重者也可静脉滴注抗生素、激素缓解疼痛，必

要时可给予补液等支持治疗［６］。

１２５　骨髓抑制的预防　在放射治疗期间应密切关注患者的
血象变化，每周定期做血常规检查，如白细胞计数低于４×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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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时应及时口服升白血球药物，低于３×１０９／Ｌ时，应暂停放疗，
必要时皮下注射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以刺激骨髓快速

恢复造血功能［７］。当白细胞计数低于２×１０９／Ｌ时应采取以下
护理措施：对患者实施保护性隔离；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并每日

定时空气消毒；加强营养，给予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密切监

测患者体温变化，严格进行无菌操作，避免发生医源性感染。

１２６　放射性气管炎的护理　放射治疗２０Ｇｙ左右时，部分患
者有咳嗽、声音嘶哑等症状表现，这是由于气管受到放射性照

射后损伤所致。可用生理盐水１０ｍｌ＋地塞米松１０ｍｇ＋庆大
霉素１６万 Ｕ＋糜蛋白酶４０００Ｕ的混合溶液给予雾化吸入，２
次／ｄ，同时口服抗生素。随着剂量的增加患者如出现顽固性咳
嗽合并上呼吸道感染时应积极给予抗感染治疗。

１２７　出院指导　①继续保持合理的饮食护理，避免食管黏
膜的再次损伤；②要按医嘱定期随访复查：首次回访一般为放
疗出院后１个月左右，以后按医嘱定期回访复查即可，如发现
身体异常情况要随时来院复查；③嘱出院带药患者和患者家属
要按时服药；④保持心情舒畅，注意补充营养，做到劳逸结合，
适当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２　结果
　　４５例行调强适形放射治疗的食管癌患者，在放射治疗期间
发生Ⅰ度皮肤放射损伤１０例；Ⅰ度放射性食管炎３５例，Ⅱ度４
例；Ⅰ度放射性气管炎１５例；粒细胞下降６例。经医护人员精
心治疗和精心护理全部患者都完成了医生制定的治疗计划。

按ＷＨＯ评价标准评价近期疗效：ＣＲ（完全缓解）３１例，ＰＲ（部
分缓解）１２例，ＳＤ（稳定）２例，有效率（ＣＲ＋ＰＲ）为９５．６％。

３　讨论
　　调强适形放射治疗食管癌提高了治疗增益比。与常规放
射治疗相比，既提高了肿瘤靶区剂量，又降低了周围正常组织

器官的受照剂量，其优越性不言而喻。但由于食管癌放疗时间

长、剂量高，在治疗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各种放

疗并发症，进而影响患者治疗的顺利进行。因此，在治疗期间

加强对患者实施行之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就显得尤为重

要［８９］。俗话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就充分体现了护理对疾

病康复的重要性。现代护理是包括心理、生理、社会在内的全

面整体护理，并贯穿于整个治疗的始终［１０］。有资料显示，良好

的护理能减轻患者的消极负面情绪，使患者以乐观积极健康的

心态配合医生的治疗，进而提高了患者的疗效和生活质量［１１］。

为此，我们认为：对食管癌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加强沟通

及时了解病情变化，给予周到细致的护理是顺利完成治疗计划

和决定治疗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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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两种不同浸泡处理结果　实验组（多酶清洗液 ＋８４消毒
液）合格率１００％，对照组（多酶清洗液）合格率为９２％。χ２＝
０．３６，Ｐ＞０．０５，尚不能认为在多酶清洗液浸泡后增加８４消毒
液浸泡结果有差异。

２２两种不同冲洗液处理结果　实验结果见表１，χ２＝１４．０４，
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两组氧气湿化瓶不同冲洗液冲洗后检测结果

组别 合格数 不合格数 合计 合格率（％）

实验组 ５０ ０ ５０ １００
对照组 ３６ １４ ５０ ７２

　　注：由于存在１＜Ｔ＜５，故使用四格表χ２校正。

３　讨论
　　湿化瓶清洗消毒是预防控制院内感染的重要环节。湿化
瓶清洗消毒过程中，根据实验结果，目前尚不能认为在经过多

酶清洗液浸泡１０ｍｉｎ后再用８４消毒液浸泡３０ｍｉｎ这种方法效
果优于不使用８４消毒液，但可以发现这种方法合格率达到了
１００％，故尽管增加了一定的成本，仍建议有条件的医院可以参
考这种方法。另外针对消毒后的冲洗液，应使用纯水冲洗，消

毒后冲洗液的选用对清洗消毒效果有明显影响。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做任何操作手卫生是前提。避免用手

或已被污染的手套直接接触清洗消毒后的氧气湿化瓶以免影

响清洗消毒效果，带来不利后果。多酶清洗液是清洗过程中必

不可少的，对清洗质量起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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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Ｓ］．北京：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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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护理干预对睑板腺功能障碍的影响
聂冬丽，黄立

【摘　要】　目的　研究正确的眼科护理干预措施对睑板腺功能障碍治疗的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性研究，选择济
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近２年来已确诊并能按时随访的睑板腺功能障碍患者１００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妥布霉素地
塞米松滴眼液联合聚乙二醇滴眼液治疗，实验组除采用与对照组相同药物治疗的同时，对患者日常眼科护理进行干预和

指导，教会患者或家属正确的按摩、热敷等护理方法，且每周随访一次，随访时给予一次睑板腺按摩，并及时纠正不正确

的护理方法。正规治疗１个月后对两组患者的症状评分、睑缘评分及泪膜破裂时间（ＢＵＴ）进行对比。结果　对照组和
实验组的症状评分、睑缘评分及ＢＵ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正确的眼科护理对睑板腺功能障碍的
治疗大有帮助，且简便易行，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睑板腺功能障碍；症状评分；睑缘评分；泪膜破裂时间；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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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睑板腺功能障碍（ｍｅｉｂｏｍａｉｎｇｌａｎｄ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ＧＤ）的病
因复杂，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临床上常误诊为结膜炎、角膜

炎、睑缘炎、干眼症等，其治疗不当或延误治疗可导致严重后

果。睑板腺功能障碍近年来在国内外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对其病因、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１］。我们

应用典必殊眼膏以及思然滴眼液治疗睑板腺功能障碍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发现护理干预在睑板腺功能障

碍的治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２］，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９月到我院门诊
就诊，确诊为睑板腺功能障碍并能按时随访的患者１００例２００
眼，其中男性３６例７２眼，女性６４例１２８眼，年龄２２～７１岁，平
均（４２．６１±１７．３２）岁；病程１个月至５年。将上述患者随机分
为两组，对照组４０例８０眼，使用思然滴眼液（聚乙二醇滴眼
液，ＳｙｓｔａｎｅＵｌｔｒａ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ＥｙｅＤｒｏｐｓ，Ａｌｃｏｎ，进口药品注册证号：
Ｈ２００９０７６９），４次／ｄ；典必殊眼膏（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膏，
ＴｏｂｒａＤｅｘ，Ａｌｃｏｎ，进口药品注册证号：Ｈ２００８０６６０）每晚睡前 １
次。实验组６０例１２０眼，除给予相同药物及给药方式外，由护
理人员亲自指导患者及其家属如何进行眼部热敷及眼睑按摩

和清洗，直至患者及其家属掌握并能正确进行为止，且所有患

者的用药及护理方法均由同一护理人员指导。术前均排除青

光眼、糖尿病、角膜溃疡及自身免疫病等疾病，均未进行过任何

眼部手术，检查前至少１个月未配戴隐形眼镜［３４］。

１２　诊断及评分标准　症状：不同程度的双眼干涩、易疲劳、
视物模糊、异物感、烧灼感、眼胀、眼痛、畏光等，症状评分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采用标准化问卷方式［５］。睑缘评分（Ｌｉｄｍａｒ
ｇｉｎｓｃｏｒｅ）方法［６］：从睫毛下方用手指压迫上睑，观察压迫区的

５个睑板腺，所有５个腺体均有分泌为０分；３～４个腺体有分泌

作者单位：２７２０００山东省济宁市，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
通讯作者：聂冬丽，电子信箱：ｊｎｎｄｌ＠１２６．ｃｏｍ

为１分；１～２个腺体分泌为２分；无腺体分泌为３分。体征［５］：

不同程度的睑结膜充血、睑板腺导管开口堵塞、睑缘充血、增

厚、变钝等，下泪河基本正常，泪膜破裂时间（ｔｅａｒｂｒｅａｋｕｐｔｉｍｅ，
ＢＵＴ）＜１０ｓ，ＳｃｈｉｒｍｍｅｒⅠ试验正常或接近正常，角膜荧光素染
色（ｃｏｒｎｅａ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ｉｎ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ＣＦＳ）有不同程度着染，眼压均在
正常范围。

１３　护理干预［７］　①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脑，以
及控制看电视、手机及玩游戏的时间，少接触空调及烟尘环境

等；②注意保持眼、面部清洁；③交待患者眼睑的清洁方法，包
括清洁上下眼睑、热敷眼睑，并教会患者及家属按摩眼睑的方

法以促进睑板腺分泌物的排出。④每周随访时在门诊给予一
次睑板腺按摩，即在表面麻醉下沿睑板腺排出方向使用玻璃棒

进行按摩，将那些通过热敷仍不能排出的分泌物推出。所有患

者的护理方法及睑板腺按摩均由同一护理人员指导、完成。治

疗１个月后分别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睑缘评分、症状评分及
ＢＵＴ，行裂隙灯观察眼前节，测量眼压。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
用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治疗前两组睑缘评分、症状评分及ＢＵ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１个月与治疗前比较，两组睑缘评分、症
状评分及ＢＵＴ的改善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１
个月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睑缘评分、症状评分及 ＢＵ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每周随诊，实验组与对照组均
未发现角膜溃疡、白内障、激素性高眼压等糖皮质激素相关性

并发症。

３　讨论
　　睑板腺功能障碍的病因复杂，目前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
楚，临床上最常误诊为干眼症，往往治疗效果较差。随着近年

来对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症认识程度的加深以及分子生物学

的研究进展，人们对睑板腺功能障碍有了新 （下转第１９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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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血液透析在治疗小儿急性肾功能衰竭中的应用及护理
汪吉平，王孝慧，李虹

【摘　要】　目的　探讨急性肾功能衰竭（ＡＲＦ）患儿血液透析（ＨＤ）的效果及护理方法。方法　对２４例年龄１１个月至
１３岁的ＡＲＦ患儿，按小儿特点施行ＨＤ治疗及护理。结果　２４例中１８例ＡＲＦ患儿在１～３次ＨＤ治疗后临床症状逐渐
好转，再经２～４次ＨＤ治疗后，水肿消退，尿量增加至５００～１２００ｍｌ／ｄ，Ｃｒ由２４５～５６８μｍｏｌ／Ｌ降至１２４～２６５μｍｏｌ／Ｌ，
ＢＵＮ由２６．５～５２．０ｍｍｏｌ／Ｌ降至１２．５～２３．０ｍｍｏｌ／Ｌ。２４例中１８例 ＡＲＦ患儿于住院１５～３０ｄ痊愈出院；４例转为慢
性；２例病情危重死于呼吸循环衰竭。结论　应用ＨＤ治疗小儿ＡＲＦ应熟练掌握置管技术，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加强ＨＤ
中的监测和护理，可降低ＨＤ中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　小儿；急性肾衰；血液透析；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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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ｍｌ／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２４５－５６８ｔｏ１２４－２６５μｍｏｌ／Ｌ，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ｕｒｅａ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
２６．５－５２．０ｍｍｏｌ／Ｌｔｏ１２．５－２３．０ｍｍｏｌ／Ｌ．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１５ｔｏ３０ｄａｙｓ．４ｏｆ２４ｃａｓｅｓｔｕｒｎｅｄｆｏｒ
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２ｏｆ２４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ｅｄ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Ｈ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ＡＲＦ．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ｖ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ｓａｎｄｃａｒｅ
ｆｕ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ｃａｒｅｓｉｎＨＤｃａ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ｃｕｔｅ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ｒｅ

　　随着血液透析（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ＨＤ）技术的广泛开展及 ＨＤ
机功能的完善，治疗小儿肾功能衰竭已由过去的单纯药物治疗

转向结合透析治疗；特别对急性肾功能衰竭（ａｃｕｔｅ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ＲＦ）患儿，ＨＤ安全有效、可行［１］，是目前抢救 ＡＲＦ最有效的
方法之一［２］。但由于小儿发育尚未完善，各脏器功能脆弱，ＨＤ
中并发症及危险性较成人高。针对患儿生理特点结合病情，我

们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４月，对２４例急性肾功能衰竭患儿
进行了ＨＤ治疗，现将护理体会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２４例中，男性１８例，女性６例，年龄１１
个月 ～１３岁，平均年龄９．２岁。原发病：急性肾小球肾炎 １１
例，其中有４例并发急性左心衰，２例并发消化道出血；小儿肾
病综合征６例，２例并发急性左心衰；急进性肾炎２例；鱼胆中
毒４例，１例并发尿毒症脑病；小指外伤１例。２４例患儿均有少
尿或无尿，全身浮肿，血压在（９０～１３０）／（５５～８５）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ＢＵＮ２６．５～５２．０ｍｍｏｌ／Ｌ，Ｃｒ２４５～５６８
μｍｏｌ／Ｌ，Ｋ＋ ４．６～７．２ｍｍｏｌ／Ｌ，血小板（１９０～２３０）×１０９／Ｌ，
ＣＯ２ＣＰ＜１０～１５ｍｍｏｌ／Ｌ。
１２　透析方法
１２１　透析设备　德国费森尤斯４００８Ｂ及金宝 ＡＫ２０００透析
机，均为容量控制型。德国费森尤斯透析器，面积０．８ｍ２，沙工
血路管，艾贝尔血透双腔，单腔导管，碳酸氢盐透析液，流量

３００～５００ｍｌ／ｍｉｎ。
１２２　血管通路　本组２２例采用右股静脉双腔留置导管，１９
例置管术中顺利，３例首次置管失败，再次成功；２例为单腔，置
入右颈外静脉，采取单针夹距式透析。

１２３　透析方法　患儿一经确诊立即行ＨＤ，血流量调节：６岁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净化中心
通讯作者：汪吉平，电子信箱：ｂｙｗａｎｇｊｉｐｉｎｇ＠ｙｅａｈ．ｎｅｔ

以下血流量从３０ｍｌ／ｍｉｎ开始逐渐增加至８０～１２０ｍｌ／ｍｉｎ，６岁
以上从４０ｍｌ／ｍｉｎ开始逐渐增加至１２０～１５０ｍｌ／ｍｉｎ。透析结
束血流量３０～５０ｍｌ／ｍｉｎ，避免过快引起回心血量突然增加，出
现心衰。对急性肾衰患儿一般采用平衡超滤，３例水肿明显并
急性左心衰患儿给予超滤量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ｌ，应小于３００～４００
ｍｌ／ｈ。本组采用低分子肝素抗凝，有出血倾向者根据医嘱适当
减量。本组１例年龄１１个月患儿，置入右颈外静脉单腔导管，
利用金宝ＡＫ２０００透析机内置单针夹距式功能进行透析，体外
循环是由血泵转停交替进行，因停泵易凝血，低分子肝素量适

当加大。

１３　护理方法
１３１　心理护理　低龄透析患儿对病情不会表达或表达不
清，对于透析存在恐惧心理，往往不配合治疗，护士要有高度的

责任心和爱心，根据不同年龄患儿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做

好心理护理。对年幼患儿主动与之亲近、爱护，使其对医务人

员产生亲切感，提高患儿在透析过程中的依从性；对于年长儿，

与其接触交谈，针对血透患儿不同心理状况，及时安抚，疏导不

良情绪，以减轻患儿心理压力，增强治病信心，充分调动患儿主

观能动性，从而相信并配合治疗护理［３］。另外，ＡＲＦ患儿病情
较重，哭闹、燥动，置管容易出现渗血、血肿、管道脱出等风险，

向患儿家属告知清楚，以提高透析前后的配合度，减少意外发

生。因此心理护理对血液透析患儿及家长都是不可忽视的一

项重要工作［４］。

１３２　深静脉置管的护理　患儿血管较细，合作困难，建立和
维持一个可靠的血管通道是进行小儿 ＨＤ成功的关键［５］。本

组透析患儿多起病急、病情重、易动、自控能力差，体表动、静脉

直接穿刺不易成功，均行深静脉插管。本组２２例采取股静脉
置管，因腹股沟处受大小便污染，易感染，患儿好动易引起置管

滑脱、局部出血等并发症，所以加强巡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仔细观察创口有无出血、红肿、渗出，每天消毒创口，更换敷料，

妥善固定；年幼、躁动不安的患儿设床栏，必要时约束带保护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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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防止无意识拔除置管，活动幅度过大引起置管打折、滑脱及

局部出血等。随时做好大小便的处理，以免污染，增加感染的

机会。

１３３　低血压预防及护理　透析低血压是血透中最常见的并
发症之一［６］。因此，密切观察患儿神志、心率、面色、肤色，定时

监测血压，每１５～３０ｍｉｎ／次，小儿低血压一般多发生在开始透
析后不久，其主要原因是血液在短时间内进入透析器和血路

管，以及超滤过多、过快导致外周循环血量骤减，发生低血

压［７］。为减少其发生，采取：①预先输血；②治疗开始后保留预
充液直接连结已充满生理盐水的血路管；③控制患儿饮水量，
尽量使每次超滤量不超过患儿体重的５％。本组６例（２５％）出
现低血压，给予生理盐水５０～１００ｍｌ或高渗糖２０～４０ｍｌ静推，
５～１０ｍｉｎ症状缓解。
１３４　出血预防及护理　ＡＲＦ患儿凝血、止血功能差，且易出
现应激性胃溃疡及急性胃粘膜病变，加之透析时肝素化，极易

造成出血，应密切观察。有报道透析患儿因为消化道大出血休

克及脑出血死亡［７］，值得高度重视。预防方法：①密切观察大
便性状、呕吐物等；②酌情输血，保证血容量的稳定；③使用全
身肝素化须慎重，尤其病重，首次透析，宜无肝素透析，因诱导

透析时间短，一般血路及透析器无堵塞。本组出现 ８例
（３３．３％），其中２例患儿因病情严重于透析结束１０ｈ死于呼吸
循环衰竭。

１３５　失衡综合征预防及护理　失衡综合征是透析中后期或
结束不久发生的以神经系统症状为主的综合征。失衡综合征

多由于使用大面积透析器、血流速度太快、透析时间太久及脱

水太快引起［８］。应根据患儿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透析器，首

次透析时间不超过２ｈ，透析时严密观察血压、神志、面色及反
应，即时发现问题即时处理。本组６例（２５％）患儿发生失衡综
合征，即时给予安定镇静，减慢血流速度及高渗糖静推，抽搐停

止，病情稳定。

１３６　饮食护理　患儿在透析过程中会消耗蛋白质，同时患
儿年龄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因此，应注意补充适量蛋白质、水

分等，避免造成营养不足，抵抗力下降［９］。透析前蛋白质摄入

量０．５ｇ／（ｋｇ·ｄ），开始透析后可增为１．２～１．５ｇ／（ｋｇ·ｄ），尽
量选用优质蛋白。食欲差的患儿给予静脉高营养或流质饮食，

不必过分限盐、限水［１０－１１］。

２　结果
　　本组２４例患儿中，１８例在１～３次ＨＤ治疗临床症状逐渐
好转，再经２～４次 ＨＤ治疗后，水肿消退，尿量增加至５００～
１２００ｍｌ／ｄ，Ｃｒ由２４５～５６８μｍｏｌ／Ｌ降至１２４～２６５μｍｏｌ／Ｌ，ＢＵＮ
由２６．５～５２．０ｍｍｏｌ／Ｌ降至１２．５～２３．０ｍｍｏｌ／Ｌ。ＣＯ２ＣＰ１８～

２２ｍｍｏｌ／Ｌ。１８例患儿于住院１５～３０ｄ痊愈出院；４例转为慢
性；２例病情危重死于呼吸循环衰竭。

３　讨论
　　本组ＡＲＦ患儿平均年龄９．２岁，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因其
年龄、生理特点、血管通路的特殊性，发病急、病情重、变化快，

密切观察患儿病情变化是保证透析顺利完成的重要环节。此

外，血液透析对小儿的营养、代谢及心理也产生很大影响，实施

有效血管通路护理，高质量的健康教育，合理的饮食，是确保透

析顺利进行及良好临床效果的关键性因素。

因此，对于小儿急性肾功能衰竭应提倡早期即时透析，透

析越早，越有利于清除体内毒素，减轻氮质潴留，纠正酸碱失

衡，同时，也有利于肾功能恢复，而加强透析中的监测和护理，

医、护、患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将大大降低透析并发症的发

生［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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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是知识的融会贯通，基础联系临床，学以致用。它独特的

优势在于培养了学生创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自主学习的

能力以及查阅文献和关联信息的能力［５－６］。但 ＬＢＬ教学和
ＰＢＬ教学也存在各自短处，通过将ＬＢＬ结合ＰＢＬ的教学方法在
肿瘤学教学中的实施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实践表明，在

现有的师资、硬件设备条件下，有机地将 ＬＢＬ与 ＰＢＬ教学形式
进行结合，对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创新头

脑、独立解决问题、沟通协作等能力方面必然是有效的［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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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魏岩，岑爱萍．ＰＢＬ教学模式在肿瘤外科护理教学查房中的应用

和体会［Ｊ］．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１２，１６（２０）：９３９４．
［５］　丁国芳，杨最素，徐银峰，等．人体解剖学教学中渗透 ＰＢＬ教学的

实践［Ｊ］．中国高等医学教育，２００８，５（１１）：７６７７．
［６］　靳隽，李平法，张忠新，等．ＰＢＬ在治疗药物监测临床教学中的应

用［Ｊ］．医药论坛杂志，２０１０，３１（２３）：１４３１４６．
［７］　程辉龙，万小毛，车俊敏，等．ＬＢＬ＋ＰＢＬ教学法在人体解剖学教学

中的应用及体会［Ｊ］．基础医学教育，２０１２，１４（９）：６５４６５７．
［８］　郭军．ＰＢＬ与ＬＢＬ结合法在放射医学专业临床带教中的应用［Ｊ］．

河北医学，２０１２，１８（８）：１１８７１１８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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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糖尿病肾病低血糖的原因分析及护理
胡红艳，任启芳，顾娟，张艳丽，汪丽，高霜

【摘　要】　目的　分析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原因，根据不同原因制定相应的预防护理措施，以减少糖尿病肾
病患者低血糖的发生。方法　对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５３例糖尿病肾
病患者发生低血糖原因进行分析。结果　无规律进食；糖尿病病情减轻后，没有及时调整胰岛素用量；肌酐、尿素氮升高
导致恶心呕吐，食欲下降，进食量减少；年轻护士对低血糖危害认识不足；活动量增加而饮食量没有增加；合并使用心脑

血管类药物等因素是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主要原因。结论　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原因较多，在护理
上应加强管理、加强宣教、加强病情观察及用药观察、提高护理人员特别是年轻护士对低血糖的重视，以减少糖尿病肾病

患者低血糖的发生。

【关键词】　糖尿病肾病；低血糖；原因分析；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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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减少糖尿病肾病患者低血糖的发生，本文对２０１０年１
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我院内分泌科收治的５３例接受胰岛素治疗
的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原因进行分析，采取相应的护

理对策，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５３例低血糖患者，其中男性２５例，女性
２８例，年龄４２～６７岁。符合美国糖尿病学会，加拿大糖尿病学
会和欧洲药品管理局对低血糖最新的诊断标准，血糖水平≤
３．９ｍｍｏｌ／Ｌ（７０ｍｇ／ｄｌ）即可诊断为低血糖［１］。低血糖严重程

度可以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进行分级：包括轻、中、重度［２］。５３
例低血糖患者中，轻度２８例；中度２３例；重度２例。轻度：可出
现自主神经症状，患者可以自行处理；中度：出现自主神经症状

和神经性低血糖症状，患者也可以自行处理；重度：患者可出现

意识丧失，而且血糖浓度＜２．８ｍｍｏｌ／Ｌ（＜５０ｍｇ／ｄｌ），需要他人
协助治疗。

１２　分析方法　对５３例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原因
进行分析和总结。

２　结果
　　５３例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相关因素分析如下：无
规律进食１６例，占发生低血糖总人数的３０．１９％；糖尿病病情
减轻后，没有及时调整胰岛素用量８例，占发生低血糖总人数
的１５．０９％；肌酐、尿素氮升高导致恶心呕吐、进食量减少 １１
例，占发生低血糖总人数的２０．７５％；年轻护士对低血糖危害认
识不足的６例，占发生低血糖总人数的１１．３２％；合并使用心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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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类药物导致发生低血糖７例，占发生低血糖总人数的１３．
２１％；活动量增加导致发生低血糖５例，占发生低血糖总人数
的９．４３％。

３　讨论
３１　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原因分析　①无规律进
食。不良的生活习惯会严重影响患者每日的血糖水平，部分患

者遇到节假日和休息，喜欢睡懒觉，不能定时定量进餐。还有

的患者胰岛素注射后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进餐，体内血糖水平下

降后没有外来碳水化合物补充而发生低血糖反应［３］。②糖尿
病病情减轻后，没有及时调整胰岛素用量出现低血糖，是糖尿

病得到控制的机体反应。③肌酐、尿素氮升高导致恶心呕吐、
食欲下降、进食量减少。由于肾功能下降，毒素在体内蓄积导

致胃肠道反应，致使患者食欲下降，进食量减少；或者进食后恶

心呕吐导致食物没有吸收而发生低血糖。④年轻护士对低血
糖危害认识不足。患者发生低血糖后，只知道对症处理，补充

葡萄糖，减少胰岛素用量，没有查找低血糖发生的原因，导致同

一患者反复出现低血糖。⑤合并使用心脑血管类药物导致糖
尿病肾病患者发生低血糖。合并使用心血管类药物，比如：倍

它乐克、卡托普利及一些利尿剂等，可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加

强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的利用和清除而诱发低血糖［４］。

３２　护理对策
３２１　加强对患者的教育　患者的管理和教育与减少低血糖
发生率密切相关。为了预防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低血糖，应做

到以下几点：①了解每一位患者监测治疗情况；②加强患者教
育，帮助其正确认识和识别低血糖发作的症状和体征，增强低

血糖识别能力，可减少患者对于低血糖的担忧和恐惧，并能够

预防许多该类事件的发生；③加强和患者沟通，详细说明并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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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护理·

腕关节桡静脉逆向穿刺效果的评价
叶同梅

【摘　要】　目的　通过改良的腕关节桡静脉穿刺方法，明显地提高腕关节桡静脉穿刺成功率，有效地降低了输液过程
中的失败率。方法　将１００例手背静脉穿刺困难的患者按随机原则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有５０例。两组皆选择
穿刺腕关节桡静脉。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向心）静脉穿刺法，实验组采用逆向（离心）静脉穿刺法，比较两组的静脉穿刺

成功率及输液过程中渗漏情况。结果　对照组静脉穿刺成功率为６３．３％，实验组静脉穿刺成功率为９６％，实验组静脉
穿刺成功明显高于对照组，实验组渗漏发生也少，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改良后的腕关节桡静
脉逆向（离心）穿刺成功率明显高于传统（向心）穿刺率，提高了护理质量。

【关键词】　腕关节桡静脉；逆向穿刺；穿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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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背静脉是临床首选穿刺部位，护理人员穿刺多选手背静
脉中下１／３，原因是操作方便，容易固定。腕关节处有一条较粗
的桡静脉，由于其位于关节处，较滑，不利于穿刺固定，故多不

被人们选择。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我国居民饮食结构

的改变，近几年我国的老年人口［１］和肥胖人口逐年以惊人的速

度在增长［２］。其各种慢性疾病患病率比正常体重人群高得

多［３］。肥胖者的手背皮下覆盖着厚厚的脂肪，护理人员凭手感

摸不清患者的手背静脉。而慢性病患者由于长期缺氧，脂肪沉

积，造成手背静脉变细，弹性降低，脆性增加，这都给临床静脉

穿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于患病人群和疾病谱的变化，临床

遇到了穿刺困难，对这类人群护理人员如何将药物迅速安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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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患者体内，提高静脉穿刺质量，是临床一直探讨的问题。

我们在长期的临床操作中观察发现，止血带结扎上述患者前臂

时其腕部可摸到一约３～４ｃｍ长的桡静脉段。根据这一发现，
我科根据护理操作原理［４］，结合临床实际，选择腕关节桡静脉

离心穿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５月 －２０１１年４月入住我科的
患者，纳入标准：①肥胖患者、慢性病患者；②手背静脉穿刺困
难者；③神志清楚，配合治疗。主要为慢性肾炎、哮喘、ＣＯＰＤ等
患者。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疾病诊断、操作者的操作技术等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皆选择一次性静脉输液皮条。头皮针为

５．５号，针梗长２ｃｍ，针柄始端至延长管衔接处长１．５ｃｍ，为浙
江康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

问低血糖情况，尤其是使用胰岛素的患者；④与患者家属沟通
也可以帮助发现患者本人未意识到的低血糖发作的线索；⑤告
知患者定时定量进餐可以减轻胰岛负担，有利于保持血糖平

稳。

糖尿病肾病患者出现低血压、低血糖、高血压的几率比较

高，有时瞬间发生，护士应提高认识。特别是透析患者的观察

与护理，及时发现不良症状和体征，分析原因采取相应的治疗

护理措施［５］。

３２２　加强患者的管理　病情减轻后要及时调整胰岛素用
量，可以少食多餐，但总热量不能增加，而不是额外增加食物。

在总热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在３餐正餐之外加餐，加餐是预
防低血糖的有效方法，特别是晚上睡前加餐更为重要，可预防

夜间出现低血糖。

３２３　加强病情观察　对呕吐或食欲下降的患者，报告医生
减少胰岛素用量。观察记录患者每天血糖变化，找到血糖变化

与饮食的相互关系，为医生提供参考意见，根据血糖变化及时

调整治疗方案。糖尿病肾病的患者胰岛素在体内蓄积，应增加

监测血糖的频率，防止低血糖的出现。对于年龄偏大的患者，

血糖不要控制过于严格，空腹控制在８ｍｍｏｌ／Ｌ左右，餐后血糖
控制在１２ｍｍｏｌ／Ｌ左右［６］。

３２４　加强医护之间的沟通　针对患者出现的每一次低血
糖，床位医生和床位护士都要详细询问发生低血糖的原因，针

对原因给予相应的治疗，并提出防范措施，才能预防低血糖的

再次发生。

３２５　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　低血糖是糖尿病潜在的严重并
发症，严重低血糖会给患者带来巨大负担。低血糖发作还可能

会导致患者发生心肌梗死、心律不齐、自主神经功能异常和心

肌缺血。患者对低血糖发作的恐惧，可能会导致患者停止降糖

治疗，增加患者的精神负担。教育糖尿病肾病患者提高自我管

理能力［７］，加强自我血糖监测，并进行记录，特别是无症状性低

血糖可以及时发现，避免一切不良后果［８］。要告知患者和家属

糖尿病肾病发生低血糖的机制、治疗方法和效果，注意倾听患

者的主诉，帮助患者树立治疗的信心，配合我们的治疗和护

理［９］。让患者主动参与自我管理和接受医务人员的管理，才能

提高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质量，避免一些并发症的发生［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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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穿刺方法
１２１　分组　将１００例患者随机分成实验组、对照组，各 ５０
名。对照组中，男性２８名，女性２２名，年龄２２～７３岁；实验组
中，男性３０名，女性２０名，年龄２５～７５岁。操作者为工作５年
以上从事治疗的８名轮班护士，每日记录穿刺成功例数和失败
例数。

１２２　操作方法　患者取平卧位，穿刺手臂垂直于床面，腕关
节下垫一小软枕，使腕部略显抬高，止血带结扎于穿刺点上６～
１０ｃｍ，０．５％碘伏消毒２遍，或２％碘酊消毒，７５％酒精脱碘（消
毒面积不小于５ｃｍ×５ｃｍ）待干［５］。①实验组：操作者背向患
者，左手拇指和食指固定桡静脉远近端并略向下使力，按压固

定手臂于枕上，勿绷太紧，右手拇指和食指前后持针柄于患者

腕关节上３～４ｃｍ处，针头斜面向上，与皮肤呈２０°角进针，见
回血后迅速平针进针至针梗的１／２～２／３长，松开止血带，打开
输液调节器，固定针柄及放患者手臂垂直于床面。若摸不到富

有弹性的桡静脉，缓慢内聚数次，可见两指间皮肤呈条索状［６］，

或用右手示指触摸，有一条索状静脉，再行穿刺固定。②对照
组：操作者面向患者，左手拇指与四指横着对握患者穿刺的腕

关节，拇指向下绷紧皮肤，右手拇指和食指上下持针柄于腕关

节３ｃｍ左右处，根据《护理学基础》静脉输液常规操作，穿刺成
功，用ＪＷ无纺布型３Ｌ医用胶贴三条反“８”粘贴固定，放手臂
垂直于床面。

１３　穿刺成功判断标准　见回血，输液调节器打开后输液通
畅，局部无红肿，输液过程中无渗漏再穿现象。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将１００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每组各有５０例，每天每位参
与操作的工作人员记录操作成功与失败例数。最后总结实验

组成功例数为４８例，成功率为９６％；对照组成功例数为３８例，
成功率为６３．３％，χ２＝６．３５，Ｐ＜０．０５，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实验组穿刺法的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对照组穿刺失

败４例，输液渗漏８例；实验组渗漏２例。

３　讨论
　　腕关节桡静脉作为穿刺部位利于观察穿刺部位的情况。
桡静脉是同名动脉伴行静脉，其收集着手背网状静脉的回心

血［７－８］，管腔粗，管壁弹性大，血流量大，逆向穿刺易见回血，特

别是失液多、血管充盈不好、冬天外周血管收缩的患者，能迅速

判断穿刺成功与否，降低穿刺失败率。根据长期的临床观察，

操作者在上述患者前臂扎止血带时在其腕关节上能凭手感摸

到一段粗且直的长度约４ｃｍ的桡静脉，向心穿刺点可为腕关
节上约３ｃｍ的地方，这样才能避免针尖进入凭手感摸不清楚
的桡静脉处，减少因血管走向改变而穿破血管的几率。逆向穿

刺点为３～４ｃｍ处，这样可使针尖离腕关节约２～３ｃｍ。
传统方法针尖刺入皮肤时患者有痛感，腕关节向背部收

缩，从而影响前臂的稳定性，影响到操作者进针过程的流畅性，

易导致穿刺失败；传统进针方法在穿刺针进入血管见回血后改

变持针方向容易致针头摆动或脱落致穿刺失败；传统穿刺法虽

于腕关节上３ｃｍ处进针，避开了针柄落在关节上，但是延长管
在反“８”固定后落于此处，关节小幅度的活动会带动它影响针
头的稳定性，易在输液过程中刺破血管，造成穿刺失败；传统法

进针时拇指向下绷紧皮肤，血管中血液被挤压走，血管上下壁

紧贴，管腔缩小，易使针头刺破血管下壁而致穿刺失败；传统法

穿刺成功，患者由于害怕腕关节的小幅度的活动时针头刺破血

管不敢动，手臂长时间处于一种姿势，造成肢体僵硬不适，使患

者难以再次接受腕关节桡静脉作为穿刺部位，也易引起患者对

护理工作的不满。

逆向穿刺法穿刺针刺入皮肤时，患者有痛感手腕不自主向

背部收缩，由于操作者略使力向下按压前臂增加前臂的稳定

性，从而增加操作者进针的流畅性；逆向穿刺持针法省略了穿

刺针进入血管见回血后改变持针方向的步骤，缩短了操作的时

间；逆向穿刺法针柄被固定在远离腕关节的３～４ｃｍ以上，腕
关节正常活动不影响穿刺固定的稳定性，不引起刺破血管壁；

逆向穿刺持针法有利于控制进针力度和角度，降低了失败的几

率。右手拇指和食指前后捏住针柄，中指从下面紧紧托住拇指

食指，其手法利用三角形的稳定性原理，使针柄牢牢掌握在３
个手指之间，用力均匀，使用自如。无名指轻轻着落在患者肢

体上，可加大支撑面积。根据力学原理，支撑面积越大，稳定性

越大，这样不会刺入太深或挑得太高。

经过长期临床实验观察比较，得出结论是，肥胖患者和慢

性病患者手背静脉穿刺困难时，腕关节桡静脉离心穿刺不失为

一良好的选择。桡静脉离心穿刺成功率明显高于向心穿刺。

离心穿刺方法一开始虽然不为患者接受，但经过我们耐心解

释、穿刺受益者的宣传及穿刺者日常生活的自理没受到多大的

影响等临床结果，现在临床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经过这一次研究观察得知，桡动脉穿刺失败的主要原因包

括：①环境及护理因素：天气炎热、出汗多、胶贴松动；固定方法
不牢固；输液量大，加上重复使用该血管造成液体外渗。②患
者因素：衣服袖口过紧，患者卷衣袖或脱衣时没注意，带动了延

长管致针头移位刺破血管造成液体外渗。③其他因素：光线不
足，护理人员情绪等原因。根据以上种种原因，我们通过调整

病室温度、亮度；告知患者穿袖口宽松的衣服；加强护理人员的

素质培训；改良固定方法等提高穿刺率。改良固定方法：取第１
条胶条固定针柄，取第２条胶条在针柄下方平行于第１条胶条
固定针头延长管以及向上反折的延长管，取第３条胶条固定输
液皮条下段于妥善位置，取第４条含消毒棉的胶条固定针眼上
方［９］。或选择其静脉置留置针，用３Ｍ透明胶贴固定，这样不仅
进一步增加了固定的牢固性，同时也很好地保护了静脉。总

之，逆向穿刺法进一步提高了穿刺率，更好地服务于患者，也更

好地提高了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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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髓痨由苍白密螺旋体感染引起，是实质性神经梅毒的一
种临床类型，也称进行性运动性共济失调，临床相对少见，且易

误诊、漏诊。现将我院收治的１例病例报道如下。

１　病例介绍
　　患者，男，５２岁。因“进行性双下肢麻木４个月，行走不稳
１个月”，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入我院神经内科。４个月前患者
出现左足趾麻木，未重视，３个月前出现双下肢麻木，并进行性
加重，自觉双下肢无力，行走时抬脚过高、重重踏地，有踩棉花

感。１个月前患者出现行走不稳，前冲，逐渐出现不自主摔跤，
尤其在天黑后行走时明显。既往有冶游史，有高血压病史，一

直规律口服降压药物，血压控制可。否认外阴溃疡和出现新生

物史，否认掌跖铜红色皮疹及全身出现领圈状红斑病史。否认

外伤史、大量饮酒、胃肠疾病及糖尿病病史。查体：神志清楚，

对答切题，双眼瞳孔等大等圆，直径３．０ｍｍ，对光反射存在，双
眼视力、视野正常。全身未见明显特异性皮疹，心、肺、腹正常。

双上肢肌力、肌张力正常，双下肢肌力Ⅴ级弱，肌张力正常，音
叉震动觉和关节位置觉减退，Ｒｏｍｂｅｒｇ征阳性，膝反射和踝反射
消失。实验室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电解质、血沉、甲

状腺指标（ＦＴ３、ＦＴ４、ＴＳＨ）正常。抗核抗体（ＡＮＡ）、抗中性粒细
胞抗体（ＡＮＣ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抗体阴性。血清维
生素Ｂ１２＞２０００．００ｐｇ／ｍｌ（正常值：１８９～８８３ｐｇ／ｍｌ）、叶酸正
常。胸片、心电图、心脏彩超、主动脉彩超和肌电图检查均正

常。血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ＴＲＵＳＴ）１∶８，梅毒螺旋体血
球凝集实验（ＴＰＰＡ）阳性。脑脊液检查：压力 １７８ｍｍＨ２Ｏ（１
ｍｍＨ２Ｏ＝０．００９８ｋＰａ），外观无色透明，有核细胞计数３２×１０

６／
Ｌ，蛋白 １．３８ｇ／Ｌ（０．１２～０．６０），葡萄糖和氯化物正常，ＩｇＧ
３２２．００ｍｇ／Ｌ（０～３４），ＩｇＡ７．８６ｍｇ／Ｌ（０～５），ＩｇＭ６．５５ｍｇ／Ｌ
（０～１．３），ＴＲＵＳＴ１：８，ＴＰＰＡ阳性，涂片未检出抗酸杆菌、隐球
菌及细菌。头颅及脊髓ＭＲＩ示：脑实质未见明显异常，颈、胸、
腰椎退行性变，Ｃ３～４、Ｃ４～５、Ｃ５～６、Ｃ６～７椎间盘突出，Ｌ４～５、Ｌ５～Ｓ１
椎间盘轻度突出，髓内未见明显异常信号，神经根未见明显受

压。诊断为脊髓痨、椎间盘突出症、高血压病。转入我院皮肤

性病科，给予青霉素４００万单位每４ｈ静脉滴注１次治疗１４ｄ
后，患者下肢肌力恢复正常，双下肢麻木及行走不稳略有好转，

并予以苄星青霉素２４０万单位肌注一次后出院。后在门诊每
周肌注苄星青霉素２４０万单位一次，共行３周驱梅治疗，目前
正在随访中。

２　讨论
　　脊髓痨多发生在发病１０～３０年的男性晚期梅毒患者中，
起病缓慢，主要发病机制是慢性末梢小动脉内膜炎性闭塞，使

脊髓组织发生缺血性坏死，后根和后索发生炎症反应和脱髓鞘

导致变性、萎缩，由于脊髓痨患者腰骶段脊髓后根对脱髓鞘更

敏感，因此脊髓痨以腰骶段最常见［１］。

该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常见的特征性临床表现有以下４
种。①闪电痛：９０％以上患者可出现双下肢或全身疼痛，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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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朱余友，电子信箱：ｈｏｒｒｏｒ２００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尖锐而短暂，呈闪电样、刀割样、撕裂样、烧灼样等，偶尔可在某

一处持续痛。②感觉障碍：可出现膝反射和踝反射消失、音叉
振动觉和位置觉减退、Ｒｏｍｂｅｒｇ征阳性、感觉性共济失调，表现
为行走时步态蹒跚，呈跨阈步态。部分患者可同时出现麻木、

温触觉减退等浅感觉障碍。③括约肌功能障碍：由于Ｌ２～４节段
后根受累，影响括约肌功能，形成尿潴留和充盈性尿失禁、便

秘、性功能障碍等。④眼部表现：约 ４８％ ～６４％的患者出现
阿－罗瞳孔，为脊髓痨的特征性表现，常提示诊断，但不是诊断
的必备条件［２］。另外，少数脊髓痨患者可出现神经营养障碍性

关节病，即Ｃｈａｒｃｏｔ关节病，主要累及髋、膝和踝关节，是一种以
关节破坏严重，但无明显活动受限及疼痛为特点的关节病变。

由于患者深感觉障碍和神经营养障碍及交感神经功能丧失，肢

体缺乏保护性反射机制，使关节经常遭受过度的冲击、震荡和

扭伤性损伤，导致骨端碎裂吸收、关节迅速破坏、关节囊和韧带

松弛，破损的软骨面、骨和韧带不能有效修复，最终导致关节半

脱位或完全脱位，甚至整个关节功能丧失。临床罕见，近年国

内外有少量报道［２－４］。其他，如内脏危象国内尚未见报道，国

外文献可见相关报道［５］，其中以胃危象最为常见，表现为突发

的上腹痛，并可延及胸部，可伴恶心、呕吐，呕吐常反复至吐出

胆汁。极少数患者也可出现小肠危象、咽部和喉部危象、直肠

危象、生殖泌尿道危象等。

血清学、脑脊液梅毒抗体检测对本病有重要意义，是确诊

该病的依据之一。脑脊液检查同时可见以淋巴细胞为主的白

细胞轻度升高及蛋白升高。由于该病临床相对少见，因此此病

影像学特征尚未被人们熟知，多认为该病影像学检查无特征性

改变，主要用于鉴别诊断。ＰａｎｄｅｙＳ［１］报道 １例脊髓痨患者
ＭＲＩ可见脊髓萎缩及脊髓后索髓内 Ｔ２高信号，认为脊髓痨影
像学表现类似亚急性联合变性。国内多数报道该病脊髓 ＭＲＩ
无明显异常，几例报道患者腰椎 ＭＲＩ检查可见椎间盘突
出［６－８］，本例患者亦可见腰椎间盘突出，但脊髓及神经根未见

明显受压表现，无法用腰椎间盘突出症解释患者临床表现。笔

者认为此影像学改变可能与脊髓痨好发于中老年男性患者，易

合并出现腰椎的退行性改变有关。

对脊髓痨的诊断，需综合考虑患者的病史、临床症状和体

征，实验室检查结果。目前国内诊断脊髓痨的标准为：①有先
天或后天感染梅毒的来源；②有阿－罗瞳孔、感觉性共济失调、
深浅感觉障碍、自主神经障碍、Ｃｈａｒｃｏｔ关节病等临床表现；③梅
毒血清学和脑脊液检测试验阳性。现最有效的治疗仍为大剂

量、足疗程的使用水剂青霉素，下肢闪电痛可应用卡马西平治

疗。本例患者既往有冶游史，本次发病有脊神经后根和脊髓后

索受累的表现，如进行性双下肢麻木、肌力减弱、Ｒｏｍｂｅｒｇ征阳
性、双下肢感觉性共济失调、深感觉减退、腱反射消失，血清及

脑脊液中ＴＲＵＳＴ及ＴＰＰＡ均阳性，脑脊液细胞计数和蛋白均升
高，且大剂量青霉素驱梅治疗后症状、体征好转，因此诊断脊髓

痨明确。由于患者无糖尿病病史，血糖正常，无外伤、胃肠疾

病、贫血、血叶酸及维生素 Ｂ１２缺乏病史，无节段性分离性感觉
障碍等临床表现，可排除由糖尿病、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脊柱

脊髓损伤、脊髓空洞症等疾病。另外，该患者还需要与脊髓脊

膜血管梅毒相鉴别，后者主要包括２种类型：①梅毒性脊髓脊
膜炎，早期症状为下肢无力和腿部感觉异常，进而出现下肢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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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或截瘫，大小便失禁，小腿痉挛而无力，腱反射亢进。如炎症

累及脊神经根，则出现梅毒性脊膜神经根炎，表现为相应区域

的疼痛和／或感觉减退。②脊髓血管梅毒，即急性梅毒性横断
性脊髓炎，较少见，通常累及胸髓，尤其是 Ｔ４～Ｔ８水平。临床
表现为脊髓横断症状，即突发性双下肢迟缓性截瘫，受损水平

以下感觉丧失和大小便潴留等。该患者影像学和临床症状均

不符合，可排除。

由于脊髓痨常在梅毒感染后１５～２０年出现，临床表现较
为多样，部分患者可不出现一期、二期梅毒典型表现，甚至部分

患者刻意隐瞒冶游史，易漏诊、误诊。因此对于以深感觉障碍、

感觉性共济失调和／或腱反射消失为突出表现者，应仔细追问
病史、既往史，疑似病例尽早完善血清及脑脊液中梅毒相关抗

体检测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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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即炎症在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的发病机制中起到重

要作用［８］，且炎症反应与干眼程度呈正相关，多种细胞因子参

与炎症反应，如肿瘤坏死因子、ＩＬ１、ＩＬ６、ＩＬ８以及前列腺素等
均在睑板腺功能障碍性干眼的发生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

用［１］。

表１　治疗前后睑缘评分、症状评分及ＢＵＴ的比较

组别 时间 睑缘评分 症状评分 ＢＵＴ（ｓ）

实验组 治疗前 ０．６５±０．５７ ５．８３±２．１５ ３．９０±１．７１
治疗后 ２．７３±０．４４ ０．８３±０．７８ １３．１３±２．６９

对照组 治疗前 ０．６２±０．５８ ６．１２±１．７２ ４．１５±２．１６
治疗后 ２．４０±０．５９ １．２３±１．０９ ９．８５±１．８１

　　皮质类固醇激素是眼科临床上常规使用的抗炎剂，皮质类
固醇激素有多种生物学活性，可以抑制炎症因子和趋化因子产

生，减少基质金属蛋白酶合成，减少细胞黏附分子表达和刺激

淋巴细胞凋亡等。研究发现［３］，应用皮质类固醇激素治疗的睑

板腺功能障碍性干眼患者症状严重程度显著降低，ＨＬＡＤＲ阳
性细胞减少，结膜杯状细胞增加。研究表明地塞米松能明显恢

复泪液功能并抑制角膜损伤［２］。而且研究发现短期应用激素

未发现角膜溃疡、白内障、激素性高眼压等相关并发症。本研

究中实验组及对照组睑缘评分、症状评分及ＢＵＴ在治疗前后相
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也进一步证实局部皮质类
固醇激素快速高效的抗炎作用对睑板腺功能障碍的治疗有效，

可显著改善睑板腺功能障碍患者的症状、体征。本研究将典必

殊眼膏作为首选用药，因其兼有抗生素及皮质类固醇激素的双

重作用，且每晚一次用药，使用方便，作用时间长，在患者进行

日常护理，即局部清洁、按摩、热敷后用药，效果更佳，更利于发

挥药物的作用。

思然滴眼液在临床上常用于干眼症的治疗，其作用机制

为［７］：①与受损的角膜上皮细胞结合：ＨＰＧｕａｒ具有双亲特性
（亲脂性和亲水性），能够与疏水的角膜上皮细胞结合，ＨＰＧｕａｒ
能与硼酸盐交联形成网状凝胶结构，持久保护眼表。②实现低
黏度流体到黏弹性凝胶的转变，ＨＰＧｕａｒ、硼酸盐和山梨醇可相
互作用，构成聚乙二醇滴眼液的创新释放系统，聚乙二醇滴眼

液在瓶内为低黏度流体，在眼内为黏弹性凝胶。滴入眼内后，

亲水性山梨醇被泪液稀释并清除，去除了山梨醇的抑制，ＨＰ
Ｇｕａｒ与硼酸盐的交联加强，在眼表形成一个结构紧密的网状凝
胶样保护层，从而提供持久的眼表润滑和保护作用，对泪膜的

改善作用可达１２０ｍｉｎ，明显延长了 ＢＵＴ。它采用 ＰＯＬＹＱＵＡＤ
作为保存剂，在体外实验中表明，ＰＯＬＹＱＵＡＤ对角膜上皮没有
毒性作用，不影响角膜上皮细胞的正常生长。局部应用可快

速、有效的缓解睑板腺功能障碍的灼热和刺痛等症状，且携带

方便，在本实验中作为首选用药。在随访过程中未发现与用药

相关的不适症状。

近年来睑板腺功能障碍的局部物理治疗也引起了足够的

重视［９－１０］，本实验发现在使用相同药物的前提下，实验组由专

业护士给予正规的护理指导，亲自教授患者及家属，在随访过

程中予以检验并及时纠正不正确的护理方法，治疗１个月后，
实验组及对照组睑缘评分、症状评分及 ＢＵＴ在治疗前后相比，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护理干预在睑板腺功能
的治疗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护理方法简便易行，无痛苦，患者

乐于接受，且日常护理方法易于被患者及家属掌握，值得积极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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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声引导下臂丛阻滞复合颈浅丛阻滞在锁骨骨折内固定术中的应用
游玉琼，徐红霞（１：７０）

!!!!

!!!!!!!!!!!!!!!!!!!!!!

　欧压法治疗鼻咽癌放疗后分泌性中耳炎临床观察
王荣华，林驰，许凤山，等（１：７１）
!!!!!!!!!!!!

!!!!!!!!!!!!!!!!!!

　轻度胃肠炎伴婴幼儿良性惊厥６２例临床分析 胡国生（１：７３）
!!!!!!!!

　经桡动脉和股动脉冠状动脉造影的临床应用对比分析
方存明，程久佩，胡学俊，等（１：７４）

!!!!!!!!!!

!!!!!!!!!!!!!!!!!

　灯盏花素联合复方氨基酸治疗眩晕症５５例临床体会 张台明，李金荣（１：７６）
!

　幽门螺杆菌在感染牙周组织中分布的研究 王旭利，魏勇，安京涛（１：７８）
!!!

　生长抑素受体在胆囊癌组织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郭润生，史佩东，陈跃宇（１：８０）

!!!!!!!!!!!!!

!!!!!!!!!!!!!!!!!!

　经皮肝穿胆道支架植入术治疗恶性梗阻性黄疸的研究
杨琦，陈之强，彭正（１：８２）
!!!!!!!!!!

!!!!!!!!!!!!!!!!!!!!

　家庭访视对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胡波，苗秀欣，朱秀丽，等（２：１７５）

!!!!!!!!!!!

!!!!!!!!!!!!!!!!!

　ＰＳ对早产儿外周血Ｔ淋巴细胞和ＮＫ细胞的影响 董建敏，安丽（２：１７７）
!!!

　急性心肌梗死经皮腔内冠脉介入治疗后Ｔ波改变的临床意义
张云，黄文珠，许端敏，等（２：１７９）

!!!!!!!

!!!!!!!!!!!!!!!!!

　老年阵发性室上速食道调搏与药物复律的比较
胡司淦，徐玮，王本芳，等（２：１８１）
!!!!!!!!!!!!!

!!!!!!!!!!!!!!!!!

　射频消融、氩氦刀冷冻治疗肝癌对肝功能影响的比较
朱云，李建宇，白云峰，等（２：１８３）

!!!!!!!!!!!

!!!!!!!!!!!!!!!!!

　核苷类似物对肺结核合并ＨＢＶ携带者的疗效观察
张庆利，孟秀英，李晓，等（２：１８５）

!!!!!!!!!!!

!!!!!!!!!!!!!!!!!

·Ⅰ·



　甲状腺微小癌术中冰冻取材及诊断体会 代海平，姚慧欣，蔡胜燕（２：１８７）
!!!

　骨髓病理检查在全血细胞减少性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董毅，朱太岗，李月红，等（２：１８９）

!!!!!!!!!!!!

!!!!!!!!!!!!!!!!!!

　异常淋巴细胞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对于恙虫病诊断的意义
陈家盛，吴华（２：１９１）

!!!!!!!!!

!!!!!!!!!!!!!!!!!!!!!!!

　硬膜外镇痛联合亚甲蓝用于肛肠术后镇痛观察 吴会红，黄毅然，陈睿（２：１９３）
!

　床旁检测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对急性心衰患者早期进行风险评估的意义
王涛，秦俭，邢绣荣（２：１９４）

!!!!!!

!!!!!!!!!!!!!!!!!!!!

　急诊胸痛２８５例临床分析 陈建兵，石斌，杨婉花，等（２：１９６）
!!!!!!!!!

　次全椎板减压、单枚Ｃａｇｅ联合椎弓根钉内固定术治疗腰椎不稳症
王大民，王强，邵楠，等（２：１９８）

!!!!!!

!!!!!!!!!!!!!!!!!!!

　高容量血液滤过对老年脓毒症血流动力学和氧代谢的影响
赵黎，张任，曾艳，等（２：２００）

!!!!!!!!!

!!!!!!!!!!!!!!!!!!!!

　宫腔镜联合药物治疗宫角妊娠１８例分析 章柏花，邹桂花（２：２０２）
!!!!!!

　市级医院开展腹膜透析的“非医疗瓶颈因素”探讨
万启军，何永成，许慧丽，等（２：２０４）

!!!!!!!!!!!!

!!!!!!!!!!!!!!!!!

　尘肺患者肺段灌洗治疗临床疗效观察 陈子平，宿文革，孙洪敏（２：２０６）
!!!!

　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白亮亭，钟平（２：２０８）
!!!!!!!!

　后腹腔镜术切除巨大肾上腺瘤的诊治分析 叶昶，刘小兵（２：２１１）
!!!!!!!

　硫酸镁联合氨溴索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韩军民（２：２１３）
!!!!

　腹腔镜和米非司酮对子宫内膜异位症ＭＭＰ９／ＴＩＭＰ１的影响
王晶华，邵明婷（２：２１４）

!!!!!!!!

!!!!!!!!!!!!!!!!!!!!!!

　依达拉奉对单肺通气老年患者肺功能的影响 张军，何文胜，胡远，等（２：２１６）
!!

　早期干预对新生儿黄疸的临床疗效观察 徐双云，王洁洁，郑武田（２：２１８）
!!!

　细丝蛋白Ａ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孙国贵，胡万宁，张钧，等（２：２２０）

!!!!!!!!!!!!!!

!!!!!!!!!!!!!!!!!!

　普萘洛尔对婴幼儿血管瘤组织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的影响 徐蒙（２：２２２）
!

　ＰＲ术式对胃癌患者全胃切除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张玉国（２：２２４）
!!!!!!

　神经刺激仪对臂丛神经运动与感觉阻滞的临床分析 王辉，王玲（２：２２６）
!!!!

　非消化道首发症状的原发性肝癌５６例临床分析
彭秋平，冯青青，柯传庆（２：２２８）
!!!!!!!!!!!!!

!!!!!!!!!!!!!!!!!!

　剖宫产术后急性结肠假性梗阻诊治分析 付燕燕，梁新芳（２：２３０）
!!!!!!!

　肾结核７４例诊治分析 章久武，段涛，沈洪，等（２：２３２）
!!!!!!!!!!!

　大剂量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冲击治疗癌性贫血
张同明，宋全荣，孙衍伟（２：２３４）
!!!!!!!!!!!!!

!!!!!!!!!!!!!!!!!!

　Ｐ１２０ｃａｔｅｎｉｎ、ＶＥＧＦ蛋白在喉鳞状细胞癌中的表达及生物学特征研究
黄勇，李宏伟，熊正文，等（２：２３６）

!!!!

!!!!!!!!!!!!!!!!!!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与根治术的临床对照研究 包召玉，王坤，周雷，等（２：２３８）
!!

　偏头痛与妊娠期高血压的关系及分娩结局分析 袁胜云（２：２４０）
!!!!!!!

　盐酸多西环素配合阿奇霉素治疗女性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疗效观察
包湛辉（２：２４２）
!!!!!!

!!!!!!!!!!!!!!!!!!!!!!!!!

　阿立哌唑与喹硫平治疗老年期精神分裂症的对照研究
褚建平，石晓燕（２：２４４）

!!!!!!!!!!!

!!!!!!!!!!!!!!!!!!!!!!

　小儿感染性腹泻血ＣＲＰ和ＷＢＣ计数、Ｎ％变化的比较分析
王波，徐家丽（２：２４６）
!!!!!!!!

!!!!!!!!!!!!!!!!!!!!!!!

　阿托伐他汀钙联合阿司匹林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的临床研究
李继远，李晓军，古长义（２：２４９）

!!!!

!!!!!!!!!!!!!!!!!!

　中国人呼出气一氧化氮（ＦｅＮＯ）正常值全国多中心研究 ＦｅＮＯ项目组（３：３４１）
!

　慢性胰腺炎合并胰管结石的诊断及手术治疗疗效分析
王烯冬，董宝珠，郑建华，等（３：３４６）

!!!!!!!!!!!

!!!!!!!!!!!!!!!!!

　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加热疗的疗效分析 温本（３：３４８）
!!!!!!!!

　地中海贫血筛查指标的分析评价 麦凤鸣，颜双鲤（３：３５０）
!!!!!!!!!!

　探究ＨｂＡ１ｃ对应激性与糖尿病性高血糖的鉴别作用 冯秋花，钱家乐（３：３５１）
!

　臀肌挛缩症的步态特征生物力学分析 叶斌，陈友燕，张胜年，等（３：３５３）
!!!!

　全髋关节置换对伴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研究
王大民，邵楠，肖克明（３：３５５）

!!!!!!!!

!!!!!!!!!!!!!!!!!!!

　以胸痛为主诉的亚健康状态的临床鉴别及观察 曹萍，钟亚，沈丹（３：３５７）
!!!

　地佐辛在预防全麻苏醒期躁动的临床效果观察
牛江涛，高昌俊，孙绪德（３：３５９）
!!!!!!!!!!!!!

!!!!!!!!!!!!!!!!!!

　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的临床体会 李永昊，吴敏（３：３６０）
!!!!!!!!!!!

　４０２例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发病状况及病原学分析
鲍中英，苑晓冬，王蕾（３：３６２）

!!!!!!!!!!!!!

!!!!!!!!!!!!!!!!!!!

　腹腔镜疝修补与疝环充填式疝修补术的比较分析
王栓虎，姜从桥，傅军，等（３：３６４）

!!!!!!!!!!!!

!!!!!!!!!!!!!!!!!!

　１５２例幼儿期腭裂手术治疗的临床探讨
阿依努尔·达吾提，艾克拜尔·阿合买提，韩洁，等（３：３６５）

!!!!!!!!!!!!!!!!!

!!!!!!!

　罗哌卡因联合舒芬太尼鞘内注射分娩镇痛研究
陈睿，黄毅然，吴会红，等（３：３６７）
!!!!!!!!!!!!!

!!!!!!!!!!!!!!!!!!

　斯皮仁诺治疗浅表真菌病１５２例疗效观察 韩洪方，曹慧，仇英芝（３：３６９）
!!!

　硬膜外麻醉和全身麻醉对高龄患者腹部术后谵妄的影响
吴莉，郭春燕，薛明明（３：３７１）

!!!!!!!!!!

!!!!!!!!!!!!!!!!!!!

　脑梗死与血Ｈｃｙ及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探讨
许媛媛，冯敏，朱方方，等（３：３７３）

!!!!!!!!!!!!

!!!!!!!!!!!!!!!!!!

　阴式与腹式子宫肌瘤切除术临床分析 肖成炜，许翔（３：３７５）
!!!!!!!!!

　胸腔镜肺癌根治术手术前后多项指标变化研究 张靖（３：３７７）
!!!!!!!!

　甲泼尼龙辅治大叶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疗效分析
陈国宏，樊志荣，乔丽丽，等（３：３７９）

!!!!!!!!!!!!!

!!!!!!!!!!!!!!!!!

　喉鳞状细胞癌中ＭＡＤ２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王玮，陈应超，何源平，等（３：３８１）
!!

　人乳头瘤病毒检测联合ＴＣＴ检测宫颈病变 陈钟玉，井水，郭双龙（３：３８３）
!!!

　ＰＣＩ对非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心功能的影响
孙洁，包宗明，吴士礼，等（３：３８５）

!!!!!!!!!!!!

!!!!!!!!!!!!!!!!!!

　２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骨质疏松的多因素分析 黄春，黄云飞，李洁，等（３：３８８）
!!

　降低血小板预防性输注阈值对ＩＴＰ患者的影响 程利民（３：３９０）
!!!!!!!

　早期应用ＩＮＳＵＲＥ技术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的临床研究
刁诗光，何定鑫，王冬妹，等（３：３９２）

!!!!!!

!!!!!!!!!!!!!!!!

　宫颈脱落细胞病变中ＨＰＶＬ１蛋白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杨红（３：３９４）
!!!!!

　腋下小切口与标准后外侧切口肺癌根治术比较 郑志民（３：３９６）
!!!!!!!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合并心肌损害临床分析 唐红，杨晓，张立福（３：３９８）
!!!

　改进心脏创伤早期救治策略的初步探讨 麻成方，陈亮，李志华，等（３：３９９）
!!

　胃食管反流病患者黏膜糜烂与ＨＰ感染相关性研究
江燕，宋澄跃，周亚伯，等（３：４０１）

!!!!!!!!!!!

!!!!!!!!!!!!!!!!!

　癫痫患者的认知功能评估 陈珉，傅建梅（３：４０３）
!!!!!!!!!!!!!

　曲马多超前镇痛对妇科腹腔镜手术后疼痛的影响
朱开秀，韦建军，吕建勇（３：４０５）
!!!!!!!!!!!!

!!!!!!!!!!!!!!!!!!

　黄芪注射液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小板参数及氧化应激指标的影响研究
张智，黄禄勇（３：４０７）

!!!

!!!!!!!!!!!!!!!!!!!!!!

　７５例肝炎肝硬化及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期临床比较分析
张泽进，韦杏，陈自仁，等（３：４０８）

!!!!!!!!!

!!!!!!!!!!!!!!!!!

　颅内动脉瘤合并心肌损伤机制及其防治的临床研究 吴高华，王学庆（３：４０９）
!

　心力衰竭患者血浆脑钠肽的变化及意义 高珍（３：４１１）
!!!!!!!!!!

　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器在困难气道患者中的应用
张进，何磊，王绍林（３：４１３）

!!!!!!!!!!!!

!!!!!!!!!!!!!!!!!!!!

　经皮穿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臭氧消融治疗 王胜军（３：４１５）
!!!!!!!!!

　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患者５氨基水杨酸维持治疗复发的相关因素分析
赵纯成，周钢，李远洪，等（３：４１７）

!!!

!!!!!!!!!!!!!!!!!

　ＦＩＳＨ检测宫颈细胞ｈＴＥＲＣ基因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价值
米贤军，吴秋良，钟守军，等（４：５０４）

!!!!!!!!!

!!!!!!!!!!!!!!!!

　高血压病及高血压心脏病患者血浆中ｏｘＬＤＬ的改变 刘颖，宫海滨（４：５０６）
!!

　腭裂术后语音训练的疗效评估 路晓淼，张凯，王艳（４：５０８）
!!!!!!!!!

　精神病患者合并躯体疾病医疗风险因素研究
吴小容，吕立平，刘海波，等（４：５１０）
!!!!!!!!!!!!!!

!!!!!!!!!!!!!!!!

　超声引导腹膜透析置管术的临床研究 陈彦茹，彭晖，彭波，等（４：５１２）
!!!!

　非小细胞肺癌癌组织ＨＩＦ１α及ＭＭＰ表达研究
杨世疆，朱志军，薛亚军，等（４：５１３）

!!!!!!!!!!!!!

!!!!!!!!!!!!!!!!

　７３例成人斯蒂尔病临床分析 刘梦茹，陈琳洁，王涛，等（４：５１４）
!!!!!!!

　洛阳地区支气管哮喘患者吸入性变应原回顾分析
雍磊，程相铎，董学文，等（４：５１６）

!!!!!!!!!!!!

!!!!!!!!!!!!!!!!!

　２１例距骨颈骨折的手术治疗分析 李鹏，邓雪飞，邵正仁，等（４：５１８）
!!!!!

　吉西他滨联合顺铂治疗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临床观察
王明喜，郑荣生，韩正全，等（４：５２０）

!!!!!!!!!!

!!!!!!!!!!!!!!!!

　胆管结石术后Ｔ管造影阴性的胆道镜检查意义
许兆龙，田兴梦，陈庆杰，等（４：５２２）

!!!!!!!!!!!!!

!!!!!!!!!!!!!!!!

　严重多发伤患者发生院内感染的早期评估 边革元，罗积慎，郝江，等（４：５２４）
!

　三阴性乳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研究 林志东，叶有强，唐丹，等（４：５２６）
!

　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１９例膀胱癌出血的临床分析 魏建筑，谭玉林（４：５２８）
!!

　某地区维、汉族急性心肌梗死临床特点对比研究
周跟东，周炳凤，施有为，等（４：５３０）

!!!!!!!!!!!!

!!!!!!!!!!!!!!!!

　巴曲酶治疗全频型突发性耳聋的疗效分析 郭小平，陈娟，张劲，等（４：５３２）
!!

　安全有效、舒适无痛纤支镜检查的麻醉技术研究
胡宏强，邓信林，沈七襄，等（４：５３４）

!!!!!!!!!!!!

!!!!!!!!!!!!!!!!

　Ｈ型高血压与急性脑梗死的相关性分析 郑重（４：５３６）
!!!!!!!!!!

　腰硬联合麻醉对复杂性输尿管结石血流的影响 何亚辉，袁超（４：５３８）
!!!!

　营养素干预对小儿肺炎患者营养状况及结局的影响 周文娣，袁玉芳（４：５４０）
!

　阿托伐他汀对ＣＨＦ患者血清胱抑素Ｃ、心肾及炎性指标的影响
陆治平，黄进（４：５４２）

!!!!!!

!!!!!!!!!!!!!!!!!!!!!!

　改良自制缝合针在小儿腹腔镜斜疝手术中的应用
伍植文，罗胜，赖立扬，等（４：５４３）

!!!!!!!!!!!!

!!!!!!!!!!!!!!!!!

　后腹腔镜输尿管切开取石术３３例报告 王旭，朱家红，刘显河（４：５４５）
!!!!

　梅州客家妇女人乳头瘤病毒感染７５０例分析
杨满，李利平，吴成勇，等（４：５４７）

!!!!!!!!!!!!!!

!!!!!!!!!!!!!!!!!

　临床路径在小儿手足口病应用的体会 潘志伟，范联（４：５４９）
!!!!!!!!

　脱敏治疗对鼻内镜鼻窦手术预后影响的研究
冯锡坚，吕洁文，麦周生（４：５５１）

!!!!!!!!!!!!!!

!!!!!!!!!!!!!!!!!!

　匹多莫德对过敏性紫癜复发的预防作用及安全性评估
钟婕，陈胜利，许博，等（４：５５２）

!!!!!!!!!!

!!!!!!!!!!!!!!!!!!

　腔镜辅助下甲状腺手术与传统手术临床对照分析 常冬华，包召玉（４：５５４）
!!

　ＦＲⅢ功能矫治器治疗替牙期前牙反 的疗效评价 李锦伍，李煌（４：５５６）
!!!

　帕罗西汀联合丁苯酞治疗卒中后抑郁的疗效研究
司君增，李梅，吴孟海，等（４：５５８）

!!!!!!!!!!!!

!!!!!!!!!!!!!!!!!

　辛伐他汀联合曲美他嗪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疗效研究
沈全清（４：５６０）
!!!!!

!!!!!!!!!!!!!!!!!!!!!!!!

　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多重防控 黄彩凤，杨晓帆，倪克红，等（４：５６２）
!!!!!!

　益气活血汤联合二甲双胍治疗２型糖尿病疗效观察
陈文实，王汉伟，刘继松（４：５６４）

!!!!!!!!!!!

!!!!!!!!!!!!!!!!!!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３８例临床分析 曾春辉，王道勤，赵豹，等（４：５６５）
!!!!!

　４０例高龄食管癌贲门癌患者的外科治疗临床分析
王有贵，洪卫东，卢金山，等（４：５６７）

!!!!!!!!!!!!

!!!!!!!!!!!!!!!!

　４９例改良悬雍垂腭咽成形术治疗ＯＳＡＨＳ临床分析
杨晓军，多吉，高应涛（４：５６９）
!!!!!!!!!!!

!!!!!!!!!!!!!!!!!!!

　氧化亚氮在牙科恐惧伴有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
邱敏坚，廖军晖，余梓东，等（５：６７１）

!!!!!!!!!!!!!

!!!!!!!!!!!!!!!!

　胱抑素Ｃ对急性脑梗死患者早期肾损害的检测价值 赵晔（５：６７３）
!!!!!

　自体骨髓治疗艾滋病失代偿期肝硬化研究 刘保池，苏锦松，张磊，等（５：６７５）
!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剥除术４６例临床分析 刘健，杜丹丽，崔艳艳，等（５：６７７）
!!

·Ⅱ·



　Ｆｏｌｅｙ导尿管在宫腔出血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陈鹃，陈雄，梁小妍（５：６７９）
!!!!

　左西孟旦治疗急性心力衰竭６２例疗效观察 郭攀，王平，孙漾丽，等（５：６８０）
!!

　颅脑外伤患者血糖与ＧＣＳ评分及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周峰，刘志祯，蔡华忠（５：６８２）
!!!!!!!!!!!

!!!!!!!!!!!!!!!!!!!

　脑肿瘤、脑动脉瘤术后高压氧治疗的意义 林琳，赵迎春（５：６８４）
!!!!!!!

　腔内修复术治疗急慢性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夹层的临床研究
郗二平，朱健，朱水波，等（５：６８６）

!!!!!!!!!!!

!!!!!!!!!!!!!!!!!!

　酒精性心肌病治疗近期随访评估 刘艳阳，张世新（５：６８９）
!!!!!!!!!!

　２型糖尿病炎症因子水平与骨质疏松症的关系
欧阳嵘，崔世维，朱轶晴，等（５：６９０）
!!!!!!!!!!!!!!

!!!!!!!!!!!!!!!!!

　不同方法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疗效对比 彭建中，苏川妮（５：６９２）
!!!!!!

　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术失败的原因分析 生杰，卢妍妍，赵久阳（５：６９４）
!!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ＨＬＨ疗效分析
司英健，秦茂权，张传仓，等（５：６９６）

!!!!!!!!!!!!!

!!!!!!!!!!!!!!!!!

　双钢板治疗肱骨髁间骨折临床分析 王俊，张新伟，王祥峰（５：６９８）
!!!!!!

　改良逆行气管插管在呼吸衰竭中的综合应用价值研究
廖桂生，陈卫民，曾衍亮（５：７００）

!!!!!!!!!!!

!!!!!!!!!!!!!!!!!!

　肾筋膜扩张器联合输尿管镜、电切镜治疗３１例尿道狭窄分析
陈德钢，徐鹏程，许全超，等（５：７０２）

!!!!!!!!

!!!!!!!!!!!!!!!!!

　基层医院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的应用及并发症防治 郭伟钊（５：７０４）
!!!!!

　早期应用无创正压通气治疗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患者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研究
程蓬江（５：７０６）

!!

!!!!!!!!!!!!!!!!!!!!!!!!!

　依达拉奉联合奥扎格雷钠治疗急性脑梗死４８例疗效观察
梁彩霞，刘婷婷（５：７０８）
!!!!!!!!!

!!!!!!!!!!!!!!!!!!!!!!

　后腹腔镜技术在上尿路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肖辉，季金峰，曾显奎，等（５：７１０）
!!

　脑利钠肽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相关性临床研究 徐浩，杨涛，周敏（５：７１２）
!!

　奥曲肽治疗急性水肿型胰腺炎７２例临床研究 孙强，郑正（５：７１４）
!!!!!!

　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冠心病与单纯冠心病患者危险因素的对比研究
石大环，李济福（５：７１６）

!!!!!

!!!!!!!!!!!!!!!!!!!!!!

　抗结核药物对肺结核患者肝功能影响因素分析 张庆团，覃善芳，张凯（５：７１８）
!

　结直肠癌中血清ＣＥＡ和ＣＡ１９９的检测价值 朱惠东，彭秋平，曾春兰（５：７２０）
!

　连续性血液净化在治疗糖尿病乳酸酸中毒的临床研究
陈晓玲，王洪武，柏林（５：７２２）
!!!!!!!!!!!

!!!!!!!!!!!!!!!!!!!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营养支持研究 李凡民（５：７２４）
!!!!!!!!!!!!

　基层医院开展肾活检１１３例临床与病理分析
张文意，钟鸿斌，余英豪，等（５：７２５）

!!!!!!!!!!!!!!!

!!!!!!!!!!!!!!!!!

　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李云，武荣（５：７２７）

!!!!!!!!!

!!!!!!!!!!!!!!!!!!!!!!!!

　跟腱闭合性断裂手术修复６３例临床分析 陈泽群，王荣春，银春景，等（５：７２９）
!

　早期复极３１２例临床分析 陈井成，李小荣，邱立彬，等（６：８３７）
!!!!!!!!

　ＴＡＭｓ在皮肤恶性黑素瘤组织中的浸润及与ＳＴＡＴ３、ＶＥＧＦ蛋白表达的关系
殷芳，吴飞，陈佳，等（６：８４０）

!!

!!!!!!!!!!!!!!!!!!!!

　腋淋巴结阴性乳腺癌患者临床因素与预后分析 李克兵，张诗武（６：８４４）
!!!!

　支架辅助弹簧圈治疗颅内复杂动脉瘤 金将，冯春国，王晓健，等（６：８４６）
!!!!

　盐酸右美托咪啶预防食管癌患者麻醉苏醒期心血管反应的观察
李英娜，刘志建，鱺伟平，等（６：８４８）

!!!!!!!

!!!!!!!!!!!!!!!!!

　某高校教职工体质指数与脂肪肝的现况分析
刘红军，王伟，许白桦，等（６：８５０）

!!!!!!!!!!!!!!

!!!!!!!!!!!!!!!!!!

　非心源性急性下肢动脉缺血的临床诊疗体会 孙勇，高涌，聂中林，等（６：８５２）
!!

　阴道镜和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检测在宫颈不典型病变筛查中的应用
林雪珊，周全，何春妮（６：８５４）

!!!!!!

!!!!!!!!!!!!!!!!!!!

　探讨９３例初产妇临产后胎头浮动的影响因素及分娩结局
刘敏，李翠芹，金菊（６：８５６）

!!!!!!!!!

!!!!!!!!!!!!!!!!!!!!

　ＲＰＨ串联套扎和ＭＭ方法治疗环状脱垂性混合痔的对照研究
耿桂飞，王绍臣，刘伟，等（６：８５８）

!!!!!!!

!!!!!!!!!!!!!!!!!!

　ｍＮＧＦ联合甲基强的松龙治疗视神经挫伤６０例疗效观察 李勐，王晖（６：８６０）
!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翻修的原因分析及假体选择
谢士成，张玉革，王元吉，等（６：８６１）

!!!!!!!!!!!!

!!!!!!!!!!!!!!!!!

　高位结扎联合激光腔内治疗大隐静脉曲张的随机对照研究
梅统，卢永明，虞哲科，等（６：８６３）

!!!!!!!!!

!!!!!!!!!!!!!!!!!!

　脑深部静脉血栓形成１６例临床分析 张志，肖剑伟，张娟，等（６：８６５）
!!!!!

　结肠癌ＶＥＧＦＣ表达与淋巴管生成、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张泽进，张东卫，谭莹（６：８６７）

!!!!!!!!!!

!!!!!!!!!!!!!!!!!!!

　手足口病儿童体液免疫功能变化及临床意义 乔培修，范联（６：８６９）
!!!!!!

　糖尿病患者肛周脓肿芒硝纱条外用治疗疗效分析 胡年生（６：８７１）
!!!!!!

　３８例胃癌患者的手术治疗分析 李亚军，宋学斌，唐先淮，等（６：８７３）
!!!!!

　３５例血管性介入治疗在妇产科大出血中的临床应用 张会敏（６：８７５）
!!!!!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与冠脉病变程度及心功能的关系
别艾军（６：８７７）
!!!!!

!!!!!!!!!!!!!!!!!!!!!!!!!

　头孢他啶治疗血透患者导管感染疗效观察 第加美，冯文，袁玲，等（６：８７９）
!!!

　超敏Ｃ反应蛋白测定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的临床意义
王永，吕高荣（６：８８１）

!!!!!!

!!!!!!!!!!!!!!!!!!!!!!!

　阿奇霉素和红霉素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临床疗效对比 叶丽春（６：８８３）
!!!!

　急症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转开腹的危险因素分析 刘恒，李大江，刘建（６：８８５）
!

　３３７例银屑病复发相关因素分析 程桃英（６：８８８）
!!!!!!!!!!!!!

　西帕依固龈液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疗效分析 刘罡（６：８８９）
!!!!!!!!!

　后腹腔镜联合腹部小切口术治疗上尿路泌尿上皮癌
杨远清，李如兵，杨明，等（６：８９０）

!!!!!!!!!!!!

!!!!!!!!!!!!!!!!!!

　炎琥宁联合头孢呋辛治疗儿童肺炎的疗效观察 张小慧（６：８９１）
!!!!!!!

　Ｍｉｒｉｚｚｉ综合征的诊治方法探讨 靳怀安，周振理（６：８９２）
!!!!!!!!!!!

　２型糖尿病对注意网络的影响研究 胡丙清，汪凯，胡盼盼，等（７：１００３）
!!!!!

　曲美他嗪联合地高辛治疗房颤伴心力衰竭患者疗效观察
姜巧珍，蒋鹏，陈相健（７：１００５）

!!!!!!!!!!

!!!!!!!!!!!!!!!!!!!

　椎弓根复合体钉钩系统治疗青年腰椎峡部裂
刘海潮，李存孝，范德刚，等（７：１００７）
!!!!!!!!!!!!!!

!!!!!!!!!!!!!!!!

　可吸收骨水泥联合椎弓根钉内固定治疗胸腰段脊柱骨折临床研究
周茂生，谢加兵，杨民，等（７：１００９）

!!!!!

!!!!!!!!!!!!!!!!!

　壳核区高血压脑出血３８例开颅手术治疗体会
徐德才，姜之全，韩易，等（７：１０１２）
!!!!!!!!!!!!!

!!!!!!!!!!!!!!!!!

　Ｐ１６、Ｋｉ６７、ＭＭＰ２在宫颈ＣＩＮ累腺与微小浸润癌鉴别中的意义
戴一菲，杨继洲，李蓓（７：１０１４）

!!!!!!!

!!!!!!!!!!!!!!!!!!

　回肠膀胱术与原位回肠新膀胱术临床效果比较
周浩，李庆文，周文生，等（７：１０１６）
!!!!!!!!!!!!!

!!!!!!!!!!!!!!!!!

　血清ＮＳＥ在手足口病患儿神经系统受累早期诊断的意义
邱建武，李湘玲，邱燕玲，等（７：１０１８）

!!!!!!!!!

!!!!!!!!!!!!!!!!

　尿α１微球蛋白与早产儿ＳＮＡＰ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严洁，肖志辉，李艳红（７：１０２０）

!!!!!!!!!!!

!!!!!!!!!!!!!!!!!!

　内质网分子伴侣２９在胃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研究
桑旭，张甲，袁光金，等（７：１０２１）

!!!!!!!!!!!

!!!!!!!!!!!!!!!!!!

　宫腔积脓并子宫穿孔的临床分析 效小莉，钱桂兰，李静文（７：１０２３）
!!!!!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ＡＢ支架取栓治疗急性脑梗死疗效分析
李瑞，曹红元，刘磊，等（７：１０２５）
!!!!!!!!!!!!!

!!!!!!!!!!!!!!!!!!

　ＴＡ方案新辅助化疗对青年乳腺癌中ＶＥＧＦ及ＥＧＦＲ表达的影响
李毅，张雪霞，李展宇，等（７：１０２７）

!!!!!!

!!!!!!!!!!!!!!!!!

　甲基强的松龙和布地奈德在小儿哮喘中的应用
李增清，邹有群，陈永新，等（７：１０３０）

!!!!!!!!!!!!!

!!!!!!!!!!!!!!!!

　普瑞巴林联合文拉法辛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疗效观察
冯晓波，张宗泽（７：１０３２）
!!!!!!!!!

!!!!!!!!!!!!!!!!!!!!!

　急诊腹腔镜手术治疗异位妊娠合并失血性休克６８例分析 蓝洁珍（７：１０３４）
!!

　高危型ＨＰＶ检测在ＡＳＣＵＳ患者分流管理中的价值
陈勇霞，何凤仪，郭莉莉（７：１０３６）

!!!!!!!!!!!

!!!!!!!!!!!!!!!!!

　光动力学在中重度痤疮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梅韬（７：１０３８）
!!!!!!!!!

　抗Ｃ１ｑ抗体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活动及狼疮肾炎的关系
李就鸿，张军，黄佩珍，等（７：１０３９）

!!!!!!!!

!!!!!!!!!!!!!!!!!

　类风湿关节炎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细胞表达的变化及意义
武加标，任敏，汤丽，等（７：１０４１）

!!!!!!!!!!!!!!!!!!

　母婴同室新生儿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分析及对策
刘云，马福莲，朴桂顺（７：１０４４）

!!!!!!!!!!!!!

!!!!!!!!!!!!!!!!!!

　两种方法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的疗效研究 张宇（７：１０４５）
!!!!!!!

　自体骨粉及耳后肌骨膜瓣在开放式中耳手术中的应用
齐少恒，陶祥明，褚莉萍（７：１０４６）

!!!!!!!!!!

!!!!!!!!!!!!!!!!!

　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联合脑血疏口服液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观察
牛庆东，王雪梅，叶平平，等（７：１０４８）

!!!

!!!!!!!!!!!!!!!!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变迁 刘玉岭，张会平，丁真，等（７：１０５０）
!!

　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梁若玲，王丽萍，马俊（７：１０５２）
!!

　血必净注射液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临床疗效观察 朱克东（７：１０５４）
!!!!!

　有上消化道症状患儿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研究 颜薇，张运群，王雪梅（７：１０５５）
!

　热牙胶充填治疗慢性牙髓炎及根尖周炎的疗效分析 张东虎（７：１０５７）
!!!!

　改良ＰＰＨ术治疗Ⅲ～Ⅳ期混合痔的临床探讨 李巍，李季，夏群，等（７：１０５９）
!!

　不同孕期ＨＩＶ／ＡＩＤＳ孕妇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效果评估
刘冬梅，庞俊，韦淑珍，等（７：１０６１）

!!!!!!!!!!

!!!!!!!!!!!!!!!!!

　腹腔镜与开腹手术治疗子宫肌瘤近期疗效比较 徐芳（７：１０６３）
!!!!!!!

　阜阳市手足口病患儿ＥＶ７１型肠道病毒中和抗体研究
毛国顺，刘晓琳，赵永（７：１０６５）

!!!!!!!!!!

!!!!!!!!!!!!!!!!!!

　保留乳头乳晕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与传统根治术对比 谭飞（７：１０６７）
!!!!

　卡维地洛联合尼可地尔在治疗冠心病心肌缺血中的应用价值
贝雪艳，吕亮，卢思英（７：１０６９）

!!!!!!!

!!!!!!!!!!!!!!!!!!

　ＣＸＣＲ４异质性与人肺癌细胞侵袭转移能力的影响
谢颂平，曾文慧，黄杰，等（８：１１６９）

!!!!!!!!!!!!

!!!!!!!!!!!!!!!!!

　臭氧自血回输治疗急性脑梗死的临床运动功能的评估
武肖娜，彭凯润，刘晓燕，等（８：１１７１）

!!!!!!!!!!

!!!!!!!!!!!!!!!!

　右美托咪啶用于饱腹创伤患者清醒插管的效果
黄毅然，李文红，吴会红，等（８：１１７３）

!!!!!!!!!!!!!

!!!!!!!!!!!!!!!!

　鼻源性头痛临床治疗观察 王承华，甘忠，何金水，等（８：１１７５）
!!!!!!!!

　侧脑室微创穿刺引流联合亚低温治疗脑室出血的临床疗效
群森，岳宏，张持，等（８：１１７７）

!!!!!!!!

!!!!!!!!!!!!!!!!!!!

　法舒地尔早期干预糖尿病肾病的临床观察 苏颖思（８：１１８０）
!!!!!!!!

　新生儿脑脊液胆红素在胆红素脑病诊断中的研究
孙路璐，金玉莲，刘光辉，等（８：１１８１）

!!!!!!!!!!!!

!!!!!!!!!!!!!!!!

　盐酸伐昔洛韦治疗带状疱疹的疗效观察 谢芳，王辰琛，曹慧，等（８：１１８３）
!!!

　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３４１例临床分析 刘新荣，郭祥，朱永生，等（８：１１８５）
!!!

　ＩＣＵ中心静脉置管患者血性感染的临床分析 吴敏（８：１１８７）
!!!!!!!!

　８例小儿先天性单侧肾发育不良伴输尿管异位开口的诊治
黄思红，周云，张亚，等（８：１１８９）

!!!!!!!!

!!!!!!!!!!!!!!!!!!

　乳腺叶状肿瘤的临床分析 董慧明，黄建康，彭德峰，等（８：１１９０）
!!!!!!!

　前列地尔治疗稳定型心绞痛临床疗效观察 马莉，蔡玉宇（８：１１９１）
!!!!!!

　剖宫产瘢痕妊娠１９例诊治体会 汪邦兰，陈红波（８：１１９４）
!!!!!!!!!

　肾脏ＥＣＴ检查对肾动脉狭窄的诊断价值 崔淑娴，王浩，赵海鹰（８：１１９６）
!!!

　亚低温疗法治疗急性脑出血的临床效果分析 龚道恺（８：１１９８）
!!!!!!!

　轮状病毒感染致小儿肠道外损害临床分析 何泉（８：１２００）
!!!!!!!!!

　１２８例食道癌术后急性呼吸衰竭的危险因素分析
张才铭，袁义，聂广杰，等（８：１２０２）

!!!!!!!!!!!!

!!!!!!!!!!!!!!!!!

　匹多莫德联合孟鲁司特治疗小儿反复发作性哮喘的疗效观察
陈潮青，罗学虹，陈宜升（８：１２０４）

!!!!!!!

!!!!!!!!!!!!!!!!!

　呼吸运动对肺癌放疗中肺位移度的观察 尤光贤，蒋先明，文强，等（８：１２０６）
!!

　呼气末正压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腹腔内压的影响
武猛，王遷，白琳，等（８：１２０７）

!!!!!!!!!

!!!!!!!!!!!!!!!!!!!

·Ⅲ·



　ＩＬ１β及ＩＬ１Ｒａ基因ＶＮＴＲ多态性与儿童热性惊厥的相关性研究
汪皓，陈秋梅，熊礼宽（８：１２０９）

!!!!!!

!!!!!!!!!!!!!!!!!!!

　曼月乐和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血的疗效比较
李华淑，王清津，潘许花，等（８：１２１１）

!!!!!!!!!!!!

!!!!!!!!!!!!!!!!

　急性脑梗死的ＴＣＤ与ＣＴ诊断对比分析 夏烈新，冉文，陈立铭，等（８：１２１３）
!!

　不同术式子宫肌瘤剔除术临床效果和妊娠结局的比较 姚恒，李静文（８：１２１４）
!

　双侧甲状腺良性肿物行腔镜手术的临床研究
魏文波，廖康雄，谢容明，等（８：１２１６）
!!!!!!!!!!!!!!

!!!!!!!!!!!!!!!!

　食管心房调搏与阿托品检测房室交接区传导分析
陈万国，苏广玉，刘奇英，等（８：１２１９）

!!!!!!!!!!!!

!!!!!!!!!!!!!!!!

　米力农短期治疗ＣＨＦ的疗效及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观察
孙晓军，杨文东（８：１２２０）

!!!!!!!!!!!

!!!!!!!!!!!!!!!!!!!!!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并发心律失常１８０例临床分析 蒋红（８：１２２１）
!!!!!!!

　小儿惊厥１９２例临床分析 章礼真，章秀，时澄（８：１２２２）
!!!!!!!!!!!

　２１例肝胆管结石患者行胆肠吻合术后再手术临床分析
陈西兰，周启超，杨先芬，等（８：１２２４）

!!!!!!!!!!

!!!!!!!!!!!!!!!!

　早期ＣＰＡＰ在小儿重症肺炎合并呼衰中的应用 王福安（８：１２２６）
!!!!!!!

　电灼联合匹多莫德治疗尖锐湿疣疗效观察 黄德顺，刘恩让（８：１２２８）
!!!!!

　大剂量甘露醇联合甲强龙在严重脑挫裂伤脑疝患者围手术期的应用
邱平华，黄正华，林孟强，等（８：１２２９）

!!!!!

!!!!!!!!!!!!!!!!

　单周紫杉醇化疗方案在晚期卵巢癌的临床应用
刘云军，何志江，黄毅超，等（８：１２３１）

!!!!!!!!!!!!!

!!!!!!!!!!!!!!!!

　腋顶皮纹小切口修剪结合负压刮吸法治疗腋臭 刘艳菊，王路（８：１２３３）
!!!!

　不同年龄组结核性胸膜炎的临床特征 杨仪，李向炯，翁加豪（８：１２３５）
!!!!!

　鼻内镜下自制电凝头治疗顽固性鼻出血 齐少恒，陶祥明，褚莉萍（８：１２３７）
!!!

　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浆内皮素表达水平的临床研究 刘静波（８：１２３９）
!!!!!!

　中心静脉导管在小儿肺炎旁胸腔积液中的应用价值
高文杰，王亚坤，安淑华，等（９：１３３６）

!!!!!!!!!!!!

!!!!!!!!!!!!!!!!

　小儿嵌顿疝的急诊腹腔镜手术治疗 张浩，周鸿鲲，曹浩强（９：１３３８）
!!!!!!

　慢性肾衰患者应用促红细胞生成素对铁调素的影响
张海峰，陈卫东，张燕（９：１３４０）
!!!!!!!!!!!!

!!!!!!!!!!!!!!!!!!!

　Ｇｌｉ１蛋白在胃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刘道永，邓军，郭伟，等（９：１３４２）
!!!!

　ＩＴＰ患者ＮＫ细胞Ｆａｓｌ、Ｃａｓｐａｓｅｓ３和Ｃａｓｐａｓｅｓ８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和意义
钟永根，周国忠，封蔚莹，等（９：１３４４）

!

!!!!!!!!!!!!!!!!

　早期低位直肠癌局部切除术后辅助放疗疗效分析
张亚军，张雷，李文海，等（９：１３４６）

!!!!!!!!!!!!

!!!!!!!!!!!!!!!!!

　半腱肌、股薄肌移植治疗髌骨下极粉碎性骨折的临床疗效
赵文斌，游洪波（９：１３４８）
!!!!!!!!!

!!!!!!!!!!!!!!!!!!!!!

　磺达肝癸钠治疗高出血风险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郭攀，王平，毛治尉，等（９：１３５０）

!!!!!!!!!!

!!!!!!!!!!!!!!!!!!

　支原体感染肺外表现的临床分析 何泉（９：１３５２）
!!!!!!!!!!!!!

　两种不同麻醉方式对老年骨科患者术后短期认知功能的影响比较研究
苏晗，张洁（９：１３５４）

!!!!

!!!!!!!!!!!!!!!!!!!!!!!

　基于硼替佐米治疗难治或复发性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观察
蒋英俊，孔凡良，缪华伟，等（９：１３５５）

!!!!!!!!!

!!!!!!!!!!!!!!!!

　ｒＨｕＥＰＯ增强透析患者免疫功能的临床研究
王彬，王淑英，李小园，等（９：１３５７）
!!!!!!!!!!!!!!

!!!!!!!!!!!!!!!!!

　早期肠内营养支持策略对早产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董传莉，谢怀珍，张兰，等（９：１３５９）

!!!!!!!!!!!!

!!!!!!!!!!!!!!!!!

　文拉法辛与氟西汀治疗抑郁症的对照研究 毛红岩，陈长浩，徐莉莎（９：１３６１）
!!

　胃镜辅助腹腔镜治疗胃间质瘤的临床应用
阿依努尔·阿合曼，哈迪拉·热马赞，罗和生（９：１３６３）

!!!!!!!!!!!!!!!

!!!!!!!!!

　宫颈癌ＣＣＲ７、ＣＸＣＲ４和ＣＣＬ２１的表达与淋巴结转移的研究
黄树峰，蒋学锋，盖炼炼，等（９：１３６４）

!!!!!!!!

!!!!!!!!!!!!!!!!

　尿胱抑素Ｃ对冠脉诊疗术后对比剂肾病的早期诊断价值
赵昕，李文华，王冬松，等（９：１３６６）

!!!!!!!!!

!!!!!!!!!!!!!!!!!

　ＥＬＩＳＡ与ＧＩＣＡ在丙肝病毒抗体检测中的比较
付晓琳，王小东，路立业，等（９：１３６８）
!!!!!!!!!!!!!!

!!!!!!!!!!!!!!!!

　ｃＴｎＩ、ＢＮＰ及心肌酶谱联合检测在急性冠脉综合症诊治中的临床意义
郭晋，王方莉，伍德生（９：１３７０）

!!!!

!!!!!!!!!!!!!!!!!!!

　不同病理类型ＩｇＡ肾病肾动态显像分析 袁刚（９：１３７２）
!!!!!!!!!!!

　孕期体重增加对妊娠期糖尿病的影响 苏娜，付东霞，王光亚，等（９：１３７４）
!!!

　生活习惯及常见疾病对青年缺血性脑卒中的危险性研究
吴金辉，张喜伟，申小龙，等（９：１３７６）

!!!!!!!!!!

!!!!!!!!!!!!!!!!

　丹红对非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血清ＭＣＰ１及ＨＦＡＢＰ的影响
陈小亮，刘向儒（９：１３７８）

!!!!!!!!

!!!!!!!!!!!!!!!!!!!!!

　６４例高危高龄ＢＰＨ患者行ＴＵＲＰ术治疗的疗效观察
焦常宝，曾显奎，周俊，等（９：１３８０）

!!!!!!!!!!!

!!!!!!!!!!!!!!!!!

　微创技术在胸腺瘤并重症肌无力外科治疗中的应用 魏德胜（９：１３８３）
!!!!!

　微波加贝复济治疗咽部乳头状瘤疗效观察 杨竹梅（９：１３８６）
!!!!!!!!!

　大脑镰旁脑膜瘤显微手术疗效的临床研究 虞露立（９：１３８７）
!!!!!!!!!

　血清孕酮和βＨＣＧ联合检测在早期先兆流产中的临床价值
沈红云，张文兵（９：１３８９）

!!!!!!!!

!!!!!!!!!!!!!!!!!!!!!

　胆道再手术的诊治体会 钟伟，倪谢根（９：１３９１）
!!!!!!!!!!!!!!

　Ｋｉ６７和ｐ５３在三阴性乳腺癌中的表达和意义
杜华劲，张月君，周彩云（９：１３９３）

!!!!!!!!!!!!!!

!!!!!!!!!!!!!!!!!!

　纳洛酮早期干预对重度窒息新生儿脑损伤的影响 王荣刚，李帅（９：１３９６）
!!!

　经颅多普勒在儿童偏头痛诊断中的应用 李有强，冯小兰（９：１３９７）
!!!!!!

　胰岛素泵治疗重型颅脑损伤后血糖增高临床分析
刘宝江，张秉涛，刘淑艳，等（９：１３９９）

!!!!!!!!!!!!

!!!!!!!!!!!!!!!!

　ｍｉＲ２９ａ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吴玉萍（９：１４０１）
!!!!!!!!!

　代谢综合征患者血清甘油三酯水平与饱和脂肪酸的相关性
楼大钧，朱麒钱，叶飞，等（１０：１５０２）

!!!!!!!!!

!!!!!!!!!!!!!!!!!

　Ｄｄｉｍｅｒ、Ｐ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ＡＣＡ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和复发的研究
芦璐，房淑欣，胡浩然（１０：１５０４）

!!!!!!!

!!!!!!!!!!!!!!!!!!

　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临床评价
陈世明，高清，陈姚，等（１０：１５０６）

!!!!!!!!!

!!!!!!!!!!!!!!!!!

　ＬＶＫＤＢ患儿血小板参数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宁建英，刘莹，谷强（１０：１５０８）
!!

　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的测定对颅脑损伤分型与判断预后的意义
李季林，盛罗平，陈仁辉，等（１０：１５０９）

!!!!!!!!

!!!!!!!!!!!!!!!

　透析时间对尿素清除率Ｋ的影响 厉珊，贾汝汉，秦鹏，等（１０：１５１１）
!!!!!

　血清ＩｇＥ在合并乙肝的变应性鼻炎中的应用研究
鲍诗平，郭宏伟，刘勇刚，等（１０：１５１３）

!!!!!!!!!!!!

!!!!!!!!!!!!!!!

　Ｇｒａｖｅｓ’病并发周期性麻痹５５例临床特点及治疗方案选择
王冉，吴晓飞，王伟（１０：１５１５）

!!!!!!!!

!!!!!!!!!!!!!!!!!!!

　胫骨Ｐｉｌｏｎ骨折手术疗效分析 费凯，潘海涛，刘宝戈（１０：１５１７）
!!!!!!!

　我院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细菌耐药监测分析 崔琢，朱敬蕊，谢琪芳，等（１０：１５１９）
!!

　胃镜专用面罩在无痛胃镜检查中的安全效果分析
卞国云，崔建中，王伟，等（１０：１５２１）

!!!!!!!!!!!!

!!!!!!!!!!!!!!!!

　脑利钠肽对急性心梗ＰＣＩ后心室重构的影响
郭攀，毛治尉，孙漾丽，等（１０：１５２３）
!!!!!!!!!!!!!!

!!!!!!!!!!!!!!!!

　新疆各民族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病原菌及耐药性分析 杨丽，王晋超（１０：１５２４）
!

　良性前列腺增生与心脑血管疾病关系探讨 郑小兰，杨卉（１０：１５２６）
!!!!!

　妊娠合并感染性疾病的诊治对策分析 徐峰，冯泽蛟，陈文殊，等（１０：１５２８）
!!

　高压氧治疗对手部皮瓣移植术后疗效的观察
彭细峰，刘自飞，徐志军（１０：１５３０）
!!!!!!!!!!!!!!

!!!!!!!!!!!!!!!!!

　瘢痕子宫早期妊娠药物流产效果分析 肖玉会，董伟妍（１０：１５３２）
!!!!!!

　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高胆红素血症的临床观察 赵翠云（１０：１５３４）
!!!

　高龄患者股骨转子间骨折的术后分析 高泓一（１０：１５３６）
!!!!!!!!!!

　喉罩通气应用于小儿全身麻醉的临床观察
付学明，安振平，熊伟，等（１０：１５３８）

!!!!!!!!!!!!!!!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血浆纤维蛋白原与冠心病的相关性研究
竟雪莹，祖磊，桑更生（１０：１５４０）

!!!!!!

!!!!!!!!!!!!!!!!!!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相关性分析
马进标（１０：１５４２）
!!!!!!!

!!!!!!!!!!!!!!!!!!!!!!!!

　在抢救口服有机磷中毒治疗过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蒋红（１０：１５４４）
!!!!!

　复方丹参滴丸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脂和ｈｓＣＲＰ的影响
王志建（１０：１５４６）

!!!!!!!!

!!!!!!!!!!!!!!!!!!!!!!!!

　急性脑梗死范围、血糖水平与临床预后的关系研究 潘静（１０：１５４８）
!!!!!

　不同胃肠道准备方法胶囊内镜检查效果的临床研究
马新，郑秀娟，董向军，等（１０：１５４９）

!!!!!!!!!!!

!!!!!!!!!!!!!!!!

　重症急性胰腺炎１６８例临床分析 杨琦，席浩，陈之强（１０：１５５１）
!!!!!!!

　１２０例眩晕患者的临床分析 胡成伍，鄢圣娟，田亮，等（１０：１５５３）
!!!!!!!

　超早期ＳＴＥＭＩ溶栓后即刻介入治疗主要临床终点事件评价
李玉兰，黄海燕（１０：１５５５）

!!!!!!!!

!!!!!!!!!!!!!!!!!!!!

　危重患者不同肠内营养置管支持的对比研究
覃英容，黄业清，黄向华（１０：１５５７）
!!!!!!!!!!!!!!

!!!!!!!!!!!!!!!!!

　盐酸替罗非班对急性心肌梗死细胞因子的影响
陈小亮，刘向儒，唐春仕，等（１０：１５５９）

!!!!!!!!!!!!!

!!!!!!!!!!!!!!!

　３２７株鲍曼不动杆菌临床分离与耐药性分析
陈济超，陈凯丽，梁国威，等（１０：１５６０）

!!!!!!!!!!!!!!

!!!!!!!!!!!!!!!

　严重髋臼骨折的手术治疗 严清，鲍海星（１０：１５６１）
!!!!!!!!!!!!

　不孕症患者血清免疫性抗体检测的临床价值与治疗体会 冯秀银（１０：１５６３）
!!

　ｂＦＧＦ结合远红外线对促进烧伤创面愈合的临床研究 胡毕亿（１０：１５６５）
!!!

　益生菌辅助治疗婴幼儿支气管肺炎临床研究 张爱华（１０：１５６７）
!!!!!!!

　胎盘多肽与ｒｈＧＣＳＦ治疗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疗效观察
宋军，朱红倩，郭鹏翔，等（１０：１５６９）

!!!!!!!!!

!!!!!!!!!!!!!!!!

　尼龙圈在结直肠粗蒂息肉内镜治疗中的应用
王敬源，赵彦宁，闫海，等（１０：１５７１）
!!!!!!!!!!!!!!

!!!!!!!!!!!!!!!!

　阿立哌唑增效治疗女性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研究 李祥（１０：１５７３）
!!!!!!

　腹腔镜与开腹肝切除术治疗肝脏疾病的疗效比较
胡鹏，方哲平，吕尚东，等（１１：１６７１）

!!!!!!!!!!!!

!!!!!!!!!!!!!!!!

　老年与青年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对比分析
毕铁男，冯杏君，兰跃福，等（１１：１６７３）

!!!!!!!!!!!

!!!!!!!!!!!!!!!

　使用微螺钉种植体压低上前牙改善露龈笑的效果观察
黄永松，王德顺，张凯（１１：１６７５）

!!!!!!!!!!

!!!!!!!!!!!!!!!!!!

　结直肠癌根治术后复发转移的危险因素分析 蒋正财（１１：１６７６）
!!!!!!!

　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治疗阑尾炎的效果观察 徐晓东，杨有名（１１：１６７８）
!!!!

　拮抗剂在不孕症患者微刺激周期中的应用与效果
孟绿荷，赵军招，林金菊，等（１１：１６８０）

!!!!!!!!!!!!

!!!!!!!!!!!!!!!

　患儿合并医院感染临床特征观察 周均华（１１：１６８２）
!!!!!!!!!!!

　舒芬太尼复合凯纷用于预防开胸手术全麻苏醒期躁动的临床观察
邵光明，梁启胜，林学武，等（１１：１６８４）

!!!!!

!!!!!!!!!!!!!!!

　代谢肿瘤体积对非小细胞肺癌术后复发的预测价值
黄宪平，周伟鹤，章岳峰，等（１１：１６８６）

!!!!!!!!!!!

!!!!!!!!!!!!!!!

　危重症患儿应激状态下胰岛素抵抗对心肌酶和肌钙蛋白Ｉ的影响和意义
龙江艳（１１：１６８８）

!!

!!!!!!!!!!!!!!!!!!!!!!!!

　降钙素原在新生儿细菌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中的意义
徐家新，李娟，王磊（１１：１６９０）

!!!!!!!!!!

!!!!!!!!!!!!!!!!!!!

　血清Ｃ反应蛋白和癌胚抗原水平在肺癌诊断中的价值
章岳峰，张静，周伟鹤，等（１１：１６９２）

!!!!!!!!!!

!!!!!!!!!!!!!!!!

　胆红素与急性脑梗死的关系 寿广丽，谢康，冯敏，等（１１：１６９４）
!!!!!!!

　连续性血液净化联合乌司他丁治疗热射病的疗效分析 卢博（１１：１６９６）
!!!!

　双气道喉罩的研制及临床应用观察 付学明，安振平，熊伟，等（１１：１６９８）
!!!

　进展性脑梗死相关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钟芳芳，孙雪东，章燕幸，等（１１：１７０１）

!!!!!!!!!!!!!!

!!!!!!!!!!!!!!!

·Ⅳ·



　依托咪酯乳剂全凭静脉全麻在重症瓣膜手术中的应用
张日英，邓劲松，李波，等（１１：１７０２）

!!!!!!!!!!!

!!!!!!!!!!!!!!!!!

　糖尿病眼肌麻痹患者胰岛素抵抗及β细胞功能分析
姚向荣，王海燕，吕云利，等（１１：１７０４）

!!!!!!!!!!!

!!!!!!!!!!!!!!!!

　微创手术治疗老年胸腺瘤的临床分析 文石兵，胡定中，何林峰（１１：１７０７）
!!!

　米索前列醇宫腔放置减少术中术后子宫出血分析
董晓萍，王芳，孟玲（１１：１７０９）
!!!!!!!!!!!!

!!!!!!!!!!!!!!!!!!!

　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与高血压晨峰相关性分析
俎德玲，诸葛毅，徐红青，等（１１：１７１０）

!!!!!!!!!!!!!

!!!!!!!!!!!!!!!!

　急性脑梗死与相关载脂蛋白关系的研究 李有中，谢康，冯敏，等（１１：１７１２）
!!!

　长春瑞滨联合奈达铂治疗晚期头颈部恶性肿瘤的临床观察
夏晓阳，尤冬山，周芸娜，等（１１：１７１３）

!!!!!!!!!

!!!!!!!!!!!!!!!!

　慢性肾脏病患者胰岛素抵抗及相关危险因素的分析
金明姬，刘冠贤，钟家浩，等（１２：１８３７）

!!!!!!!!!!!!

!!!!!!!!!!!!!!!!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成功复位后残余头晕的研究
章燕幸，吴承龙，肖桂荣，等（１２：１８４０）

!!!!!!!!!!!!

!!!!!!!!!!!!!!!!

　抑郁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脂的影响 何成毓，林玲，杨大英，等（１２：１８４２）
!!!

　不同剂量辛伐他汀对ＳＴＥＭＩ患者ＰＣＩ术后的影响
宋颖，于彦伟，冯薇，等（１２：１８４３）

!!!!!!!!!!!!

!!!!!!!!!!!!!!!!!!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和骨代谢含量的变化
李钦云，陈峥，张守字，等（１２：１８４５）

!!!!!!!!!!

!!!!!!!!!!!!!!!!!

　抑癌基因ＰＴＥＮ和ＦＨＩＴ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陈勇，郭伟，李洪涛（１２：１８４７）
!!!!!!!!!!!!

!!!!!!!!!!!!!!!!!!!

　闭眼和睡眠对青年人角膜中央厚度影响的研究 袁韬，吕帆（１２：１８４９）
!!!!!

　青年动脉粥样硬化性颅内外血管狭窄的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
陈波，郑稢，郭舜源（１２：１８５１）

!!!!!!!!

!!!!!!!!!!!!!!!!!!!

　不同肠内营养开始时间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效果的影响
申苏建，徐昌隆，王建嶂，等（１２：１８５３）

!!!!!!!!!

!!!!!!!!!!!!!!!!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调强放疗与常规放疗临床对照研究
殷红梅，何斌，崔珍，等（１２：１８５５）

!!!!!!!!!!

!!!!!!!!!!!!!!!!!!

　低Ｔ３综合征与危重症 高莹，李秀珍，张癑，等（１２：１８５８）
!!!!!!!!!!

　肺癌同期远处转移临床分析 王彪，唐震，刘学刚，等（１２：１８６０）
!!!!!!!!

　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抗心磷脂抗体检测的临床意义
冯敏，张友好，许媛媛，等（１２：１８６３）

!!!!!!!!!!!!

!!!!!!!!!!!!!!!!!

　１５例嗜酸细胞性胃肠炎的临床和内镜表现 李红梅（１２：１８６５）
!!!!!!!!

　非胸腔镜辅助Ｎｕｓｓ手术治疗漏斗胸３０例疗效观察
田聪，李新亚，高峰，等（１２：１８６７）

!!!!!!!!!!!!

!!!!!!!!!!!!!!!!!!

　铜离子电化学疗法并切除缝合术治疗痔１１２例
乔国庆，王金梅，许文波，等（１２：１８６９）

!!!!!!!!!!!!!!

!!!!!!!!!!!!!!!!

　培哚普利对高血压炎症及大动脉弹性的影响
金艳，杨承健，徐欣，等（１２：１８７２）

!!!!!!!!!!!!!!

!!!!!!!!!!!!!!!!!!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经桡动脉行急诊介入治疗的临床分析
张先林，王岳松，章萍，等（１２：１８７５）

!!!!!!!!!!

!!!!!!!!!!!!!!!!!

　妇科千金胶囊联合氧氟沙星治疗慢性盆腔炎的疗效观察 叶银利（１２：１８７７）
!!

　急性颅脑创伤后垂体前叶激素变化及其相关因素
骆实，许小兵，苏杭，等（１２：１８７９）

!!!!!!!!!!!!

!!!!!!!!!!!!!!!!!!

　心脏再同步治疗１０例慢性心衰的短期临床疗效
胡宇宁，汪靖，章锡林，等（１２：１８８１）

!!!!!!!!!!!!!

!!!!!!!!!!!!!!!!!

　超声乳化与小切口治疗糖尿病性白内障的疗效分析 孙根柱，王伟（１２：１８８３）
!!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游离甲状腺素、促甲状腺素与女性不孕的关系
姚成莲（１２：１８８５）
!!!!!!

!!!!!!!!!!!!!!!!!!!!!!!!

　中西医结合治疗子宫肌瘤疗效和安全性分析 金筱筱，郑灵芝（１２：１８８７）
!!!!

　经尿道精囊镜治疗２８例男科疾病临床观察
陈翔，王增军，丁方成，等（１２：１８９０）

!!!!!!!!!!!!!!!

!!!!!!!!!!!!!!!!!

　ＣＰＩＳ在ＡＲＤＳ患儿病情及预后评估中的意义 陈飞（１２：１８９２）
!!!!!!!!

　腹膜透析患者脂质及蛋白质代谢的变化 李红艳，凌凯，徐月霞，等（１２：１８９４）
!!

　ＬＥＥＰ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临床疗效及其预后影响因素
石新荷，何绍民（１２：１８９６）
!!!!!!!!!!

!!!!!!!!!!!!!!!!!!!!!

　血液净化在严重感染并心功能不全的应用研究
黄国权，杨春万，李展鹏，等（１２：１８９８）

!!!!!!!!!!!!!

!!!!!!!!!!!!!!!!

　显微喉镜下低温等离子治疗舌根囊肿临床疗效观察
康宁，詹斌，连正辉（１２：１９００）
!!!!!!!!!!!!

!!!!!!!!!!!!!!!!!!!

　３种危险性评分在判断ＮＶＵＧＩＢ患者预后中的价值
王国平，夏晨梅，陈霞，等（１２：１９０２）

!!!!!!!!!!!!

!!!!!!!!!!!!!!!!!

　半椎板入路显微手术切除椎管内神经鞘瘤
梁卫东，陈彬，王永志，等（１２：１９０４）

!!!!!!!!!!!!!!!

!!!!!!!!!!!!!!!!!

　安徽省太和县２０１１年手足口病流行特征分析 解晓曦，杨连任（１２：１９０６）
!!!

全科临床研究
　新生儿窒息对胃动素、一氧化氮及肠道菌群的影响

刘俊峰，汪浩文，黄军华，等（１：８４）
!!!!!!!!!!!!

!!!!!!!!!!!!!!!!!

　儿童回春颗粒治疗小儿感冒发热临床试验 金宝灿，包忠实，姜敏（１：８５）
!!!!

　靶控输注全凭静脉麻醉对老年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 李国肖，卢跃（１：８７）
!

　机械通气联合乌司他丁治疗急性肺损伤的临床观察 张志强，李济福（１：８９）
!!

　３６２６例大学新生入学心电图检查分析 肖燕榕，陈景钗，刘海宏（１：９０）
!!!!!

　病房管理方式对精神分裂症生活质量的影响 王勇（１：９２）
!!!!!!!!!!

　氨茶碱与呼吸功能训练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分析
阿依提拉汗·艾力，沙代提古丽·苏比（１：９４）

!!!!!!!!!!!!

!!!!!!!!!!!!

　糖尿病性偏侧舞蹈症的临床分析 尹汝尊，刘瑞春，马太成（１：９５）
!!!!!!!

　危重孕产妇３９例分析 李淑娟，杨彩梅，袁会文（２：２５２）
!!!!!!!!!!!

　伴骨质破坏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４６例分析
张文英，徐文彪，叶铁真，等（２：２５３）

!!!!!!!!!!!!

!!!!!!!!!!!!!!!!!

　皮肤鳞状细胞癌中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蛋白的表达 叶文静，邢卫斌，付国俊，等（２：２５５）
!!

　无瘤技术在膀胱癌围手术期的应用 余云红，叶志华（２：２５６）
!!!!!!!!!

　手术联合曲普瑞林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观察 姚晓芳，周爱智（２：２５８）
!!!!

　弹力网帽包扎对去骨瓣减压术后颅内压力及预后的影响 李波（２：２５９）
!!!!

　美托洛尔联合辛伐他汀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疗效观察
江厚芳，傅红萍，王世昌（２：２６０）

!!!!!!!

!!!!!!!!!!!!!!!!!!

　布地奈德雾化吸入联合红霉素治疗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分析
葛标，颜鹏飞，张翔（２：２６２）

!!!!!!

!!!!!!!!!!!!!!!!!!!!

　子宫腺肌病与子宫肌瘤临床及超声特征比较 孙莉，尹钰荣（２：２６３）
!!!!!

　顺尔宁预防和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观察 孟延红（２：２６４）
!!!!!!!

　热毒宁治疗小儿毛细支气管炎临床研究 侯春梅（３：４１９）
!!!!!!!!!

　老年妇女不同体成分对其骨密度的影响研究
孔冬梅，王新宴，许波，等（３：４２１）

!!!!!!!!!!!!!!

!!!!!!!!!!!!!!!!!

　利福昔明治疗肠道易激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杨光，赵施竹，赵正焱（３：４２３）
!!!

　阴道助产术与剖宫产术在足月妊娠临产胎儿宫内窘迫中的应用效果
杨建恩，刘圣英，黄艳莉（３：４２４）

!!!!

!!!!!!!!!!!!!!!!!!

　输尿管导管在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中的应用
余勇军，盛波，祝存海，等（３：４２５）
!!!!!!!!!!!!!

!!!!!!!!!!!!!!!!!

　４７例乳房手术并发症的临床分析及预防对策 陶友祥，李勋华，唐阳（３：４２６）
!!

　乌司他丁联合血液净化治疗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临床分析 何发标（３：４２８）
!!

　腹腔镜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的疗效比较研究 魏玉华（３：４２９）
!!!!!!!

　人工股骨头置换与内固定治疗老年性股骨颈骨折
刘兴晖，谢正荣，卢回东，等（３：４３０）

!!!!!!!!!!!!

!!!!!!!!!!!!!!!!

　双管喉罩与气管插管在四肢骨科手术中的临床应用 童陵（３：４３１）
!!!!!!

　ＣＤＸ２、Ｓｙｎ、ＣｇＡ、ＮＳＥ在直肠腺癌中的表达与预后研究
吴秀贞，李秀凤，冯海华，等（３：４３３）

!!!!!!!!!!

!!!!!!!!!!!!!!!!

　３８例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合并心肌损害的临床分析
贾文婷，马兰，王静，等（４：５７０）

!!!!!!!!!!

!!!!!!!!!!!!!!!!!!

　损伤控制性手术在继发急性胆囊炎中的应用 雷周满，孙毅（４：５７１）
!!!!!

　ＰＥＧ／Ｊ置管行肠内营养治疗急性放射性肠炎１２例分析
刘利刚，高迪，安莲华，等（４：５７２）

!!!!!!!!!!

!!!!!!!!!!!!!!!!!

　４５例妥洛特罗贴佐治小儿喘息性疾病疗效及安全性的研究
谢志超，康春华，谢玉香，等（４：５７３）

!!!!!!!!

!!!!!!!!!!!!!!!!

　脑电双频指数监测在调控右美托咪定镇静深度中的应用
陆伟，刘丽，龚敬，等（４：５７４）

!!!!!!!!!

!!!!!!!!!!!!!!!!!!!

　依那普利联合氨氯地平治疗高血压效果分析 邵艳奇（４：５７６）
!!!!!!!!

　根尖刮治术在难治性慢性根尖周炎治疗中的应用 宋绍华，牛建军（４：５７７）
!!

　脑脊液细胞学对结核性脑膜炎的诊断价值 陈卓，李晓民，刘艳，等（４：５７８）
!!

　依那普利与硝苯地平对高血压微循环及血管的影响 陈玉梅（４：５８０）
!!!!!

　血流动力学监测在救治心源性休克中的应用 梁伟雄（４：５８２）
!!!!!!!!

　脾保留手术在外伤性脾破裂中的临床分析 徐伟（４：５８４）
!!!!!!!!!

　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王国祥（４：５８６）
!!!!!!!!!!

　复合型下颌托起支撑器在肥胖患者全麻诱导中的应用
张博，金玉坤，张涤非，等（４：５８７）

!!!!!!!!!!

!!!!!!!!!!!!!!!!!

　奥氮平合用丙戊酸镁缓释片治疗精神分裂症疗效分析 王勇（５：７３０）
!!!!!

　参芪扶正注射液在晚期胃癌中的临床应用 孙贵张（５：７３１）
!!!!!!!!!

　颈动脉狭窄血管内支架成形疗效分析 吴章松，张均，陈生，等（５：７３２）
!!!!

　腺样体切除联合鼓膜置管治疗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的疗效观察
王玮，李兆龙（５：７３４）

!!!!!!!

!!!!!!!!!!!!!!!!!!!!!!

　超早期与早期小骨窗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比较 褚光（５：７３５）
!!!!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ＡＢＣＤ２评分与ＴＮＦα的关系探讨 李艳如（５：７３７）
!!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脂联素和胎盘生长因子的表达及相关性研究
韦敬锡（５：７３８）
!!!!!!

!!!!!!!!!!!!!!!!!!!!!!!!

　单侧微创治疗４１例腰椎退行性变疗效分析 张昊，张弦，陈少初，等（５：７３９）
!!

　思连康治疗小儿迁延性与慢性腹泻疗效观察 周新伟，夏建新（５：７４１）
!!!!

　维、汉族慢性心衰患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差异性临床研究
左继岩，茶春喜，罗仁，等（５：７４３）

!!!!!!!!!

!!!!!!!!!!!!!!!!!

　髋关节置换术治疗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内固定失败的分析
张世泽，谭德猛，肖胜桂，等（５：７４４）

!!!!!!!!

!!!!!!!!!!!!!!!!

　丙酸氟替卡松联合氯雷他定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李兆龙，王玮（６：８９３）

!!!!!!!!!

!!!!!!!!!!!!!!!!!!!!!!

　早期添加益生菌对晚期早产儿喂养及排便影响的研究
周霖，钱阓，卢田天，等（６：８９４）

!!!!!!!!!!

!!!!!!!!!!!!!!!!!!

　４２例重度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救治体会 余泳，王晓鸣，陈月婵（６：８９６）
!!!!

　ＦｌｏＴｒａｃ／Ｖｉｇｉｌｅｏ系统在肝移植术中的临床应用
任利远，潘志浩，陈小非（６：８９８）
!!!!!!!!!!!!!

!!!!!!!!!!!!!!!!!!

　舒利迭联合ＢｉＢＡＰ对ＣＯＰＤ稳定期患者肺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陈文武（６：８９９）
!!!!!

!!!!!!!!!!!!!!!!!!!!!!!!

　单发与多发脑梗死患者的临床对比及危险因素分析 刘晓，侯晓辉（６：９０１）
!!

　鼻内镜下微波止血在顽固性鼻出血中的应用 王锦龙（６：９０３）
!!!!!!!!

　甲氨蝶呤联合米非司酮在异位妊娠中的疗效观察
汤春梅，陈敏，奚银花，等（６：９０４）

!!!!!!!!!!!!

!!!!!!!!!!!!!!!!!

　克罗米芬联合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ＰＣＯＳ疗效观察
黄浓香，黄姣莲（６：９０５）
!!!!!!!!!

!!!!!!!!!!!!!!!!!!!!!

　ｒｈＩＬ１１对急性白血病化疗后血小板减少的疗效分析 盖灿，陆跃武（７：１０７１）
!!

　改良内镜下胃空肠营养管放置的效果评价 张慧，沈翔，蔡世飞，等（７：１０７３）
!!

　生长抑素在肠梗阻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胡俊顶，孙善林（７：１０７５）
!!!!!!!

　恶性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６５例临床分析
韦夙，黄锦雄，王乐（７：１０７６）

!!!!!!!!!!!!

!!!!!!!!!!!!!!!!!!!

　帕罗西汀治疗急性心肌梗死伴焦虑抑郁的疗效观察
李康福，郭灼林，梁红生（７：１０７８）

!!!!!!!!!!!

!!!!!!!!!!!!!!!!!

　腹腔镜诊治输卵管因素为主的不孕症３１例临床分析 崔艳艳，刘健（７：１０８０）
!

　磷酸肌酸钠和１，６二磷酸果糖治疗小儿心肌损害的疗效比较 陆琰（７：１０８１）
!

　胆总管切开取石一期缝合与Ｔ管引流的对比研究
康欣，陈安平，张勇（７：１０８３）

!!!!!!!!!!!!

!!!!!!!!!!!!!!!!!!!

·Ⅴ·



　川芎嗪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ｈｓＣＲＰ的影响 王小平，马金梁（８：１２４１）
!!!!

　皮瓣修复足踝部软组织缺损的疗效观察 封挺，陈俊泽，王维，等（８：１２４２）
!!!

　儿童血行播散型肺结核３８例临床分析 龙振昼，刘华，池宏亮，等（８：１２４３）
!!!

　改良“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效果研究 麦桂霞，赖翠婷，江妙珍（８：１２４５）
!!!!

　儿童寻常型银屑病与成人银屑病临床特点比较 陈翔，张安平（８：１２４６）
!!!!

　新生儿医院感染相关因素分析与对策 尹建春，刘云，杨红欣（８：１２４８）
!!!!!

　复方斑蝥胶囊联合化疗及放疗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疗效观察
李兆元，宁四清，易铁男，等（８：１２５０）

!!!!!!

!!!!!!!!!!!!!!!!

　布地奈德溶液雾化治疗急性毛细支气管炎疗效观察 崔玲（８：１２５２）
!!!!!!

　基层医院以腹部伤为主的多发伤的救治体会
张超，张文俊，朱春林，等（８：１２５４）
!!!!!!!!!!!!!!

!!!!!!!!!!!!!!!!!

　两种手术方法治疗肱骨外科颈骨折的临床疗效
贾宏岭，金晓伟，冯浩（８：１２５６）

!!!!!!!!!!!!!

!!!!!!!!!!!!!!!!!!!

　ＳＭ／ＦＰ粉剂与噻托溴铵治疗ＣＯＰＤ疗效探讨 李芝兰，申叶珍（９：１４０３）
!!!!

　血液灌流治疗有机磷中毒的疗效观察 陈传国，骆本生，王晨，等（９：１４０４）
!!!

　１９８例早产病例临床分析 王燕（９：１４０６）
!!!!!!!!!!!!!!!!!

　不同病程初诊２型糖尿病对胰岛素短期强化治疗的反应
张丽敏，叶苗苗，吴慧芬，等（９：１４０７）

!!!!!!!!!!

!!!!!!!!!!!!!!!!

　小切口全厚皮法治疗腋臭５６例的体会 张辉，樊堂兴，任杰（９：１４０９）
!!!!!

　高低钠序贯透析预防透析并发症的疗效观察 马福莲，马晶，赵晓华（９：１４１０）
!!

　经尿道电切术治疗浅表性膀胱肿瘤４２例疗效观察 乔羽（９：１４１１）
!!!!!!

　探讨社会支持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恢复的影响
康兰英，陈长浩，毛红岩（９：１４１３）

!!!!!!!!!!!

!!!!!!!!!!!!!!!!!!

　普米克令舒联合异烟肼雾化治疗支气管结核的疗效观察
姜爱英，赵丽丽，吕玉凤（９：１４１４）

!!!!!!!!!!

!!!!!!!!!!!!!!!!!!

　一期根治术治疗肛周脓肿临床观察 孙正辉（９：１４１５）
!!!!!!!!!!!!

　浅谈老年急性化脓性胆囊炎的手术时机和术式的选择 黄宏锋（９：１４１６）
!!!!

　氟哌噻吨美利曲辛与常规药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疗效观察
吴寿荣，赵继海（９：１４１８）
!!!!!!!!!!

!!!!!!!!!!!!!!!!!!!!!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胆管损伤的临床分析 解俊生（９：１４１９）
!!!!!!!!!

　不同剂量布比卡因腰麻在剖宫产手术中的应用
姚启武，黄永连，王敏（９：１４２０）

!!!!!!!!!!!!!

!!!!!!!!!!!!!!!!!!!

　电子胃镜在小儿上消化道疾病中的诊断价值 黄贵兴（９：１４２２）
!!!!!!!!

　支原体感染２０６例临床分析 宫芬，董传莉（１０：１５７４）
!!!!!!!!!!!!

　中节指动脉背侧支皮瓣修复远节缺损２１例
赵志胜，万洪武，唐建明，等（１０：１５７６）
!!!!!!!!!!!!!!!

!!!!!!!!!!!!!!!!

　４０例原发性椎管内肿瘤的临床诊断与治疗分析 汪文兵，施正生（１０：１５７８）
!!!

　热毒宁对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血清ＥＣ和ｈｓＣＲＰ的影响
吴晓丰，洪艳（１０：１５８０）
!!!!!!!!!

!!!!!!!!!!!!!!!!!!!!!!

　对高血压多种危险因素干预前后临床效果分析
贾先慧，王仲恺，王宏理（１０：１５８２）
!!!!!!!!!!!!!

!!!!!!!!!!!!!!!!!

　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矮小症的临床观察 陈桂芬（１０：１５８４）
!!!!!!!!!

　重症手足口病有创动脉血压监测相关临床研究 马进（１０：１５８５）
!!!!!!!

　不同药物治疗慢性乙肝肝硬化的临床价值分析 王伶（１０：１５８６）
!!!!!!!

　氯吡格雷治疗老年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临床分析 陈明（１０：１５８８）
!!!!!

　骨质疏松与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之间的关系
隋文乐，李爱萍，王建忠（１０：１５８９）
!!!!!!!!!!!!!

!!!!!!!!!!!!!!!!!

　输尿管镜治疗输尿管结石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应用
彭东庭，杨自立（１０：１５９１）

!!!!!!!!!!!!

!!!!!!!!!!!!!!!!!!!!!

　康复治疗仪联合开塞露治疗产后尿潴留临床观察 井晓莉，徐莹（１０：１５９３）
!!!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治疗急性胆囊炎６８例 杨东方，李鸿宝，张伟（１０：１５９５）
!!!

　内镜介入治疗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临床效果研究
李冰，张健，邵清，等（１１：１７１６）
!!!!!!!!!!!!

!!!!!!!!!!!!!!!!!!!

　前列腺液Ｚｎ及ＣＲＰ检测在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诊治中的价值
何安仁，刘桂勇，万齐福，等（１１：１７１８）

!!!!!!!!

!!!!!!!!!!!!!!!!

　鼻内镜下鼻腔泪囊造孔支架术治疗慢性泪囊炎的临床研究 曹岐新（１１：１７２０）
!

　老年冠心病患者的危险因素分析 程磊，汤小芳，张学锋（１１：１７２１）
!!!!!!

　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 李学根（１１：１７２２）
!

　两种腹腔镜疝修补术治疗成人腹股沟疝的对比研究
张远炎，朱林波，刘卫怀（１１：１７２４）

!!!!!!!!!!!!

!!!!!!!!!!!!!!!!!

　不同术式治疗鼻腔鼻窦内翻性乳头状瘤的分析
顾健，刘莉琼，尹宏友，等（１１：１７２５）

!!!!!!!!!!!!!

!!!!!!!!!!!!!!!!!

　孕期体重指数及其增长对妊娠结局影响的临床分析 朱燕飞（１１：１７２７）
!!!!

　宫腔镜治疗胚物残留３０例临床分析 李静文，姚恒（１１：１７２９）
!!!!!!!!

　腹腔镜下子宫根治术在治疗子宫恶性肿瘤的临床应用 黎勇明（１１：１７３０）
!!!

　肥胖儿童非酒精脂肪肝与糖、脂代谢的关系 朱蓓，张海瑛，蔡锡顶（１１：１７３２）
!!

　ＰＣＩ对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心电图Ｊ波的影响及意义
周元松，翟永军，于智勇（１１：１７３３）

!!!!!!!!!!!

!!!!!!!!!!!!!!!!!

　３０例结核性脑膜炎的临床特点及治疗 张苏宁，赵守松，崔琢（１１：１７３４）
!!!!

　黄芪联合丹参注射液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临床疗效观察 顾万宝（１１：１７３５）
!!

　肠内营养支持在重症急性胰腺炎中的临床应用和效果分析 余泽兵（１１：１７３７）
!

　脑尿钠肽测定在重症肺炎患者的临床研究
金鹏，张晓明，王均招，等（１１：１７３９）

!!!!!!!!!!!!!!!

!!!!!!!!!!!!!!!!!

　临床路径在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中应用效果分析 郭娟（１２：１９０８）
!!!!!!

　甲减与复发性自然流产关系的临床研究 路鸿艳，黄雨恢，陈永刚（１２：１９０９）
!!

　冠心病患者心房颤动伴长ＲＲ间期的研究分析
黄俊艳，邵荣誽，张琛琛，等（１２：１９１０）

!!!!!!!!!!!!!!

!!!!!!!!!!!!!!!!

　强化血糖控制对老年糖尿病合并急性胆囊炎非手术治疗预后的影响
范海浪（１２：１９１１）

!!!!!

!!!!!!!!!!!!!!!!!!!!!!!!

　阿托伐他汀治疗高血压并急性脑梗死疗效观察 孔建华，张洁，徐颖（１２：１９１３）
!

　１７２０例高危妊娠临床资料分析 肖玉会，李淑娟，袁会文，等（１２：１９１４）
!!!!!

　改良经鼻内镜下泪囊鼻腔造孔术的临床应用
袁章流，方佳玲，彭俊荣，等（１２：１９１６）

!!!!!!!!!!!!!!

!!!!!!!!!!!!!!!!

　硫酸镁和酚妥拉明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疗效观察 石承家（１２：１９１８）
!!!!!!

医疗与法律
　医患沟通的认识论分析 田甲乐（５：７４６）

!!!!!!!!!!!!!!!!

　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运作流程分析 韦林山，黄海，霍枫（１２：１９１９）
!!

　临床病理尸检与法医病理尸检的对比分析
张岳灿，蒋素文，胡爱荣（１２：１９２１）

!!!!!!!!!!!!!!!

!!!!!!!!!!!!!!!!!

中医中药
　“醒脑开窍”针刺法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偏瘫疗效观察

李洪新，张笑吟，牛巧云，等（１：９７）
!!!!!!!!

!!!!!!!!!!!!!!!!!

　浅谈心脏外科术后中西医结合监护治疗体会 李新梅，林宇，杨小慧（１：９８）
!!

　血府逐瘀口服液联合氟桂利嗪治疗偏头痛临床观察 马维娜（１：１００）
!!!!!

　动力灸结合针刺在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陈莉秋，张娜，马庭秀，等（２：２６５）

!!!!!!!!

!!!!!!!!!!!!!!!!!

　仙丹升血方用于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观察
李林，马春蓉，何秋莲，等（３：４３５）

!!!!!!!!!!

!!!!!!!!!!!!!!!!!

　补气活血法防治表柔比星致心脏毒性的临床研究
姚诗清，戴小华，周兰（３：４３７）
!!!!!!!!!!!!

!!!!!!!!!!!!!!!!!!!

　自拟中药治疗慢性咽炎６７例临床观察 曾国，曲志莉，牛苹（４：５８９）
!!!!!

　中西医结合治疗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疗效分析
黄玉梅，向科明，庄琼，等（５：７４８）

!!!!!!!!!!!

!!!!!!!!!!!!!!!!!

　“易筋经”联合针灸对代谢综合征的社区干预 施晓芬，邹忠，张宏，等（６：９０６）
!

　白脉软膏配合特定电磁波治疗周围性面瘫４６例 俞海捷（６：９０９）
!!!!!!

　玻璃酸钠联合中药熏蒸治疗膝骨关节炎疗效观察 毛庆友，徐兆丹（６：９１０）
!!

　肿痛安胶囊抗菌消炎消肿止痛的作用研究 陈斌，王峰，李文华（７：１０８５）
!!!

　针灸及体疗康复在急性脑梗死偏瘫中的效果 张井芬，肖玉红（７：１０８７）
!!!!

　艾灸预处理配合西药防治冠心病的临床效果
韩雪梅，夏宝林，李科全（８：１２５８）

!!!!!!!!!!!!!!

!!!!!!!!!!!!!!!!!

　中医“治未病”理论在糖尿病前期社区干预中的指导作用
乔伟，万龙珍，倪茂昌，等（９：１４２４）

!!!!!!!!!

!!!!!!!!!!!!!!!!!

　足底按摩联合祛瘀通脉汤对静脉血栓的预防性研究
刘惠芳，王激扬（１０：１５９７）

!!!!!!!!!!!

!!!!!!!!!!!!!!!!!!!!

　中药注射剂的非辩证应用对血流变的影响
吴再涛，李玲，丁小亮，等（１０：１５９９）

!!!!!!!!!!!!!!!

!!!!!!!!!!!!!!!!

　疏风通络法治疗７６例颈源性头痛的临床观察 陈凡，陈琼（１１：１７４０）
!!!!!

　麝香保心丸对Ⅰ、Ⅱ级稳定型心绞痛的干预效果探析 安爱军，安广文（１１：１７４２）
!

　慢衰康颗粒治疗慢性心力衰竭临床疗效观察
段学忠，王翔艳，徐静，等（１１：１７４３）
!!!!!!!!!!!!!!

!!!!!!!!!!!!!!!!

　前列煎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３６例临床观察 郜都，崔云（１２：１９２３）
!!!

　中医手法复位联合内固定治疗胸腰段骨折５１例临床观察
俞雷钧，刘宏，陆建伟，等（１２：１９２４）

!!!!!!!!!

!!!!!!!!!!!!!!!!

健康促进与教育
　家庭健康教育对胰腺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梁宪玲，赵玉沛（５：７５０）

!!

　社区健康教育对老年女性尿失禁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侯天霞（６：９１２）
!!!!

　妊娠期健康教育及营养干预对降低巨大儿出生率的影响
刘靖，唐乃秀，叶名芳（６：９１３）

!!!!!!!!!

!!!!!!!!!!!!!!!!!!!

　门诊高血压病人的健康教育 康金兰，方美丽（７：１０８８）
!!!!!!!!!!!

　全程护理告知程序对产科健康教育的促进作用研究
殷秀珠，陈小荷，胡善荣，等（７：１０９０）

!!!!!!!!!!!

!!!!!!!!!!!!!!!!

　健康教育对流动孕产妇母乳喂养的影响 秦立梁，华建芳，秦立强（８：１２６０）
!!

　皖北地区围绝经期女性骨质疏松影响因素调查及健康教育
张珍珍，李李，沈莹（１１：１７４５）

!!!!!!!!

!!!!!!!!!!!!!!!!!!!

　健康促进对耐多药肺结核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影响观察 张蕴淑（１２：１９２７）
!!!

心理卫生
　苯系物职业暴露人群心理健康状况初步分析

罗晓丽，黄丽丽，陈月禄，等（１：１０１）
!!!!!!!!!!!!!!

!!!!!!!!!!!!!!!!

　心理干预对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耿贵芳（１：１０３）
!!!!!!

　心理因素对夫精人工授精妊娠率的影响 张霞，赵德华，张歌，等（２：２６６）
!!!

　自体细胞免疫疗法对恶性肿瘤患者的心理状态影响调查
吴军玲，田硕，方芸，等（４：５９０）

!!!!!!!!!

!!!!!!!!!!!!!!!!!!

　社会心理因素致剖宫产２８５例调查分析 唐乃秀，刘靖，叶名芳，等（５：７５２）
!!

　心理干预对腹腔镜手术患者麻醉恢复期的影响
蔡旭柔，洪奕珊，黄志良（５：７５４）
!!!!!!!!!!!!!

!!!!!!!!!!!!!!!!!!

　健康教育对糖尿病伴焦虑抑郁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
任启芳，史菲菲，胡红艳，等（７：１０９２）

!!!!!!!!!!!

!!!!!!!!!!!!!!!!

　乳腺癌患者心理分析和护理干预研究 赵峰（８：１２６２）
!!!!!!!!!!!

　慢性乙型重症肝炎患者抑郁情绪的干预观察 秦昱（８：１２６３）
!!!!!!!!

　手外伤致残患者心理状态调查及护理干预
魏有红，夏翠兰，周运彩，等（９：１４２６）
!!!!!!!!!!!!!!!

!!!!!!!!!!!!!!!!

　集体心理治疗对首发分裂症患者家属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
陈水英，文斌（１０：１６００）

!!!!!!!!

!!!!!!!!!!!!!!!!!!!!!

　心理干预对下生殖道感染及盆底肌恢复的研究
李凤艳，王志芳，侯雯莅（１１：１７４７）
!!!!!!!!!!!!!

!!!!!!!!!!!!!!!!!

社区卫生研究
　孕妇小组干预孕妇焦虑症状效果观察 王慧，姚芳，刘秀芳（１：１０４）

!!!!!!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６０５例临床分析 乔建宏，邢韵，刘玉红（１：１０６）
!!!!!

　浙江西部山区中年高血压患者血压的季节变化研究
杨敬团，诸葛毅，程利彬（１：１０８）

!!!!!!!!!!!

!!!!!!!!!!!!!!!!!!

　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实践与体会 黄志平（３：４３９）
!!!!!!!!!

　社区老年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满意度调查
唐燕飞，朱春燕，耿庆山，等（４：５９１）

!!!!!!!!!!!!!!!

!!!!!!!!!!!!!!!!

　浅议人性化服务在社区儿童免疫规划工作中的应用
兰雅平，陈丹，楚斯垠，等（５：７５５）

!!!!!!!!!!!

!!!!!!!!!!!!!!!!!

·Ⅵ·



　基于信息化医院社区健康服务联动模式与需求分析
池捷，王微微，鲍勇（６：９１５）
!!!!!!!!!!!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社区管理的临床观察 卢智胜（６：９１９）
!!!!!!!

　上海市某郊区社区与公共场所不同人群健康素养监测评价
顾英，顾青，郁，等（６：９２０）

!!!!!!!!!

!!!!!!!!!!!!!!!!!!!!

　家庭医生制模式下老年人健康管理方法的实践
莫瑞豪，曾润颜，余健，等（７：１０９４）
!!!!!!!!!!!!!

!!!!!!!!!!!!!!!!!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李文萍（８：１２６５）
!!!!!!!

　“４ＣＨ８”模式对高血压患者依从性等影响的研究 梁颖，鲍勇（９：１４２８）
!!!!!

　社区医务人员心肺复苏技能反复培训效果分析
黎耀辉，叶定村，练亮宇（９：１４３０）
!!!!!!!!!!!!!

!!!!!!!!!!!!!!!!!!

　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健康管理的ＳＷＯＴ分析
潘毅慧，曹海涛，于晓静，等（９：１４３２）

!!!!!!!!!!

!!!!!!!!!!!!!!!!

　卫生信息化下的医院－社区－家庭三位一体老年慢性病健康服务模式探讨
张兴文，唐莹，张义雄（１０：１６０２）

!!

!!!!!!!!!!!!!!!!!!

　二级医院联合社区一体化管理对高血压治疗的研究
杨婉花，刘鸿翔，刘景全，等（１０：１６０４）

!!!!!!!!!!!!

!!!!!!!!!!!!!!!!

　肥胖因素对社区２型糖尿病患者的综合干预影响的分析
温会堂，白薇，徐晓云，等（１１：１７４９）

!!!!!!!!!!

!!!!!!!!!!!!!!!!!

　社区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模式研究与实践
刘登，王志泉，曹海涛，等（１１：１７５１）

!!!!!!!!!!!!!

!!!!!!!!!!!!!!!!!

调查研究
　河南省乡镇卫生院中医服务调查分析 许静，谢世平，丁俊凌，等（１：１０９）

!!!!

　威海市终末期肾病主要影响因素与透析群体差异状况分析
曲文勇，王芝芳，李继钊，等（１：１１１）

!!!!!!!!!

!!!!!!!!!!!!!!!!!

　护理本科生人格特质与专业课成绩相关性调查研究
张磊，郝秀红，吴军玲，等（１：１１４）

!!!!!!!!!!!!

!!!!!!!!!!!!!!!!!!

　冻疮发生与Ⅰ型超敏反应体质之间的关系调查 黄瀚，李仕剑（１：１１６）
!!!!!

　攀枝花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源调查
蒋德勇，李永祥，范春如，等（２：２６８）

!!!!!!!!!!!!!!!

!!!!!!!!!!!!!!!!!

　北京市朝阳区社区居民慢性病患病情况及危险因素调查
王自明，徐军，温娟（２：２６９）
!!!!!!!!!!

!!!!!!!!!!!!!!!!!!!!

　深圳市社康中心计免护士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彭瑞吟（２：２７１）
!!!!!!!!

　农村社区护理对农民患者首诊医院选择的影响
王远湘，龙亚香，段微秀，等（２：２７２）

!!!!!!!!!!!!!

!!!!!!!!!!!!!!!!!

　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情况及相关因素调查 刘军防，尚延慧，张巧玲（２：２７４）
!!

　手术室医务人员艾滋病职业防护调查与对策 李学宁（２：２７５）
!!!!!!!!

　潜江市高三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调查、分析及对策
鄢圣娟，黄显雄，卫兵，等（３：４４０）

!!!!!!!!!!!!

!!!!!!!!!!!!!!!!!!

　母亲对儿童营养问题认知现状调查 任建立，何雪娟，于彩霞，等（３：４４２）
!!!!

　不同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人群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认知及需求程度影响的调查
殷瑛，王斌，王静（３：４４４）

!!!!!!!!!!!!!!!!!!!!!

　广州市越秀区登峰街道流动儿童免疫接种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鲍建敏，胡红艳，任建华（３：４４６）

!!!!!!!

!!!!!!!!!!!!!!!!!!

　２０１１年邹城市居民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 齐振标，赵公之，张俊琳（３：４４８）
!

　济南铁路系统员工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体检口腔健康状况调查
赵戈，赵佳（３：４５０）

!!!!!!!!

!!!!!!!!!!!!!!!!!!!!!!!!

　医改框架下社区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现况调查分析
张莉莉，李新，丁洪月（３：４５２）
!!!!!!!!!!!!

!!!!!!!!!!!!!!!!!!!

　佛山地区地中海贫血基因型的调查研究 范联，林业辉，周杏，等（４：５９３）
!!!!

　珠海部分社区人群甲状腺疾病及相关因素调查
曾庆安，麦卫华，刘星伟（４：５９４）
!!!!!!!!!!!!!

!!!!!!!!!!!!!!!!!!

　基于流行病学调查的安徽省三个不同城市社区糖尿病分布特征分析
于先清，陈文胜（４：５９５）

!!!!!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病相关危险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覃善芳，张庆团，张凯（４：５９７）

!!!!!!!!!!

!!!!!!!!!!!!!!!!!!!

　铜陵市学龄前儿童龋齿情况调查 胡冬香（４：５９８）
!!!!!!!!!!!!!

　从业人员ＨＩＶ、ＴＰ、ＨＣＶ感染状况分析 李淑波，徐志鑫，庞武元，等（４：６００）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肥西县手足口病流行病学分析
孙汉庆，李衡，童善文，等（４：６０２）

!!!!!!!!!!!!!!

!!!!!!!!!!!!!!!!!!

　８５例ＥＲＣＰ胆总管取石术患者生存质量测评的调查
刘有理，黄志刚，王光明，等（５：７５７）

!!!!!!!!!!!

!!!!!!!!!!!!!!!!!

　北京市昌平区糖尿病动态监测分析 李淑波，徐志鑫，庞武元（５：７５８）
!!!!!

　结核病患者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相关性的研究 王桂梅（５：７６０）
!!!!!!!

　某科研单位科技人员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分析
孙志颖，吴云峰，孙慧颖，等（５：７６２）
!!!!!!!!!!!!!!

!!!!!!!!!!!!!!!!!

　鄂西北地区城乡老年人吸烟饮酒现状调查 陈蕾，金红，李文霞，等（５：７６４）
!!!

　桂林理工大学大学生亚健康状况调查 周玉龙（５：７６６）
!!!!!!!!!!!

　肾结石患者健康行为调查与分析 单明鹤，赵施竹，刘春梅（５：７６７）
!!!!!!

　衢江区农村吸烟人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影响因素调查 江虹（６：９２３）
!!!!!

　北京市部分公共场所室内吸烟及控烟措施现况
冯雅靖，王宝华，董文兰，等（６：９２４）

!!!!!!!!!!!!!

!!!!!!!!!!!!!!!!!

　５羟色胺２Ａ受体基因Ｃ１０２Ｔ多态性与ＯＳＡＳ的Ｍｅｔａ分析
徐健，黄平，宋冰，等（６：９２７）

!!!!!!!!!

!!!!!!!!!!!!!!!!!!!!

　滁州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尘肺病发病情况分析 徐成芳（６：９３０）
!!!!!!!!!

　徐州市县区级医疗卫生机构男性工作人员吸烟现状调查
陈娜，陈培培，娄培安，等（６：９３２）

!!!!!!!!!!

!!!!!!!!!!!!!!!!!!

　月坛地区更年期妇女知信行现况机会性调查
佟秀梅，杜雪平，孙艳格（７：１０９５）

!!!!!!!!!!!!!!

!!!!!!!!!!!!!!!!!!

　自贡市老年慢性肾脏病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 赵大军（７：１０９７）
!!!!!!!!

　舟山市小学生超重、肥胖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朱蓓，蔡锡顶（７：１０９９）
!!!

　河南省县级卫生监督机构卫生应急能力现况调查
徐学琴，孙宁，黄玮，等（８：１２６７）
!!!!!!!!!!!!

!!!!!!!!!!!!!!!!!!

　儿童保健区域团队服务模式与儿童保健质量分析 陈晓，兰雅平（８：１２６９）
!!!

　阜阳市社区医护人员全科医学培训现状调查
陶兴永，董建华，李迎春，等（８：１２７１）
!!!!!!!!!!!!!!

!!!!!!!!!!!!!!!!

　住院老年糖尿病患者血糖、血压、血脂调控情况的分析 高芳（８：１２７３）
!!!!

　充填因素对牙折裂的影响因素调查 胡坤娥（８：１２７５）
!!!!!!!!!!!

　合肥某高校大学女生性知识与性观念的调查研究
赵敏，王丽君，程男平，等（８：１２７７）

!!!!!!!!!!!!

!!!!!!!!!!!!!!!!!

　糖尿病患者重复使用胰岛素针头的调查与对策 郭建梅，张晓义（８：１２７９）
!!!

　５００例脑卒中患者焦虑抑郁症状调查 刘波，张芳，李雄，等（９：１４３４）
!!!!!

　北京郊区县在职社区护士培养现状的调查
韩金香，孙宏玉，韩金红，等（９：１４３６）
!!!!!!!!!!!!!!!

!!!!!!!!!!!!!!!!

　睡眠时间与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关系的现况研究
吴洪敏，娄培安，陈培培，等（９：１４３８）

!!!!!!!!!!!

!!!!!!!!!!!!!!!!

　２０１０年成都市温江区慢性病发病分析 王国平，曾守群，陈玉香，等（９：１４４０）
!!

　上海市闸北区居民健康管理服务认知及需求状况研究
曹海涛，潘毅慧，于晓静，等（１０：１６０６）

!!!!!!!!!!

!!!!!!!!!!!!!!!

　城市贫困老人社区卫生服务利用及影响因素研究
姜明霞，王皎，陈瞡瑜，等（１０：１６０８）

!!!!!!!!!!!!

!!!!!!!!!!!!!!!!

　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干预适宜技术在不同人群中干预效果评价
韩雅斌，钱一建，陈玲?，等（１１：１７５４）

!!!!!!

!!!!!!!!!!!!!!!

　工业发达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ＡＤＨＤ发病因素分析 罗忠，徐方忠（１１：１７５６）
!

　急性脑梗死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饮食因素调查
寇雪莲，陈琳迪，唐维国，等（１１：１７５８）

!!!!!!!!!!!!

!!!!!!!!!!!!!!!

　７２例淮安市食管癌术后患者远期生存质量调查 孙标，李向阳（１１：１７６０）
!!!

　广元市利州区居民胆石病患病状况的调查
朱晓燕，江钦玲，洪天宇，等（１１：１７６２）
!!!!!!!!!!!!!!!

!!!!!!!!!!!!!!!

　Ｐ５３蛋白在喉癌中表达的Ｍｅｔａ分析 王晋超，杨丽，张劲，等（１１：１７６４）
!!!!

　淮安地区老年人群慢性肾脏病的流行病学调查 仲丽丽（１１：１７６６）
!!!!!!

　南通地区居民就医满意度和信任度关联性研究
栾晶，董建成，鲍勇（１２：１９２８）

!!!!!!!!!!!!!

!!!!!!!!!!!!!!!!!!!

　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危险因素调查分析
许建文，尹利军，李智斐，等（１２：１９２９）
!!!!!!!!!!!!!!!

!!!!!!!!!!!!!!!

　基层社区医生对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诊治技术需求与了解调查
吴万振，于恩彦，廖峥娈，等（１２：１９３２）

!!!!!!

!!!!!!!!!!!!!!!

　主被动认知与脑血栓形成患者血脂水平的相关性
侯佃臻，宫廷，赵雯，等（１２：１９３４）

!!!!!!!!!!!!

!!!!!!!!!!!!!!!!!

　青岛市社区居民中医健康知识讲座需求的调查
张彦妹，郭爱华，郑乃智（１２：１９３６）
!!!!!!!!!!!!!

!!!!!!!!!!!!!!!!!

预防与保健
　２１０６７名孝感市城镇居民健康结果分析 张桂兰，郭刚，张微（１：１１８）

!!!!!

　某汽车企业工人噪声暴露与听力损失关系研究
罗晓丽，黄丽丽，顾靖，等（２：２７７）
!!!!!!!!!!!!!

!!!!!!!!!!!!!!!!!

　洁净手术室空气沉降菌动态监测及相关因素分析
杨惠英，张建设，毕全兴，等（２：２７８）

!!!!!!!!!!!!

!!!!!!!!!!!!!!!!

　多功能健康检查舱临床应用的效果评价 刘玉萍，帅平，苏茜，等（３：４５４）
!!!

　医务工作者感染性职业暴露知识及行为的认知 刘爱钦（４：６０４）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某综合医院死亡病例分析 沈阓，黄珈珈，林清华，等（４：６０６）
!!

　血液透析中心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探讨 尹建春，刘云，朱猛（５：７６９）
!!!

　狂犬病疫苗暴露后免疫“２１１”方案疗效与安全性观察
邵蔚，郑以山，张建，等（１１：１７６８）

!!!!!!!!!!

!!!!!!!!!!!!!!!!!

综　　述
　ＭＲＩ在女性盆腔器官脱垂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邱琳琳，宋岩峰（１：１２０）

!!!

　ＥＺＳＣＡＮ在糖尿病筛查中的应用进展 陈丽竹，丁荣晶，胡大一（１：１２２）
!!!!

　ｐＤＣ的分化发育及其在免疫耐受中的作用 张健，厉淑青（１：１２４）
!!!!!!

　先天性三尖瓣下移畸形的外科手术治疗进展 潘全华，刘学刚（１：１２６）
!!!!

　线粒体ＤＮＡ在肺癌中的研究 江磊，王祖义（１：１２８）
!!!!!!!!!!!

　ＴＧＦβ１基因转染在软骨组织工程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阮晓军，周建生，王志岩（２：２８０）

!!!!!!!!!!!

!!!!!!!!!!!!!!!!!!

　ＢＭＰ７／Ｓｍａｄｓ信号通路在糖尿病肾病纤维化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陆顺，时照明（２：２８２）

!!!!!!

!!!!!!!!!!!!!!!!!!!!!!

　心脏辅助装置的研究进展 孟金金，刘学刚（２：２８４）
!!!!!!!!!!!!

　经皮激光椎间盘减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进展
韩玉虎，林学武（２：２８６）

!!!!!!!!!!

!!!!!!!!!!!!!!!!!!!!!

　非手术食管癌同步放化疗临床研究进展 葛宁，彭开桂（２：２８９）
!!!!!!!

　脑卒中的护理进展 黄慧嫦，蓝艳杏（２：２９１）
!!!!!!!!!!!!!!!

　血脂异常的非药物治疗研究若干进展 王炳银，刘峰（３：４５６）
!!!!!!!!

　Ｂ型钠尿肽与心血管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杨薛萍，李倩（３：４５８）
!!!!!!

　Ｆａｓｃｉｎ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在妇科恶性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王彩，李英勇（３：４６０）

!!!!!!!!!

!!!!!!!!!!!!!!!!!!!!!!

　对ＴＬＲ４的认识及其与前列腺癌研究进展 伍宏亮，张青川（３：４６１）
!!!!!

　压疮的临床护理新进展 吴雪华（３：４６３）
!!!!!!!!!!!!!!!!

　间充质干细胞在周围神经组织工程中的研究进展 王玺，肖玉周（４：６０７）
!!!

　甲状腺毒症性周期性瘫痪的研究进展 唐明珠，田源（４：６０９）
!!!!!!!!

　早期乳腺癌保乳治疗临床研究进展 袁建伟，许培权（４：６１１）
!!!!!!!!

　超声显像对乳腺疾病的诊断进展 王晔，李国杰，朱向明，等（４：６１３）
!!!!!

　椎基底动脉延长扩张症的影像学及临床研究进展
刘金有，唐广山，杨跃建，等（４：６１５）

!!!!!!!!!!!!

!!!!!!!!!!!!!!!!

　乳腺癌术后局部复发研究进展 陈春春，许培权（５：７７０）
!!!!!!!!!!

　自噬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邵丽洁，刘荣玉（５：７７２）
!!!!!!

　单侧完全性唇裂术后鼻唇外形继发畸形的研究 霍继武，李光早（５：７７５）
!!!

　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治疗进展 毛健伟，李庆文（５：７７８）
!!!!!!!!!!

　骨保护素与急性冠脉综合征关系的研究进展 方晓玲，马宾（５：７８１）
!!!!!

　系统性红斑狼疮并发血小板减少的研究进展 邓坤，王俊和（５：７８３）
!!!!!

·Ⅶ·



　ＣＤ１４与类风湿性关节炎关系的研究进展 周英霞，赵福涛（５：７８５）
!!!!!!

　艾滋病感染者及患者生存质量与社会支持研究进展
罗鑫，李倩，刘利君，等（６：９３５）
!!!!!!!!!!!!

!!!!!!!!!!!!!!!!!!!

　高碳酸血症在麻醉中的研究 程庆好，李蕾（６：９３７）
!!!!!!!!!!!!

　口腔黏膜尿道成形术治疗前尿道狭窄的护理研究 佘娟，倪晔瑾（６：９３９）
!!!!

　ＴＢＸ３基因在乳腺癌中的研究进展 丁金旺，张卧，秦卫民，等（６：９４１）
!!!!!

　梗阻性黄疸的肠内营养 郭松，陈强谱（７：１１００）
!!!!!!!!!!!!!!

　Ａｐａｆ１、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及凋亡体调节的研究进展 孙军培，刘久华（７：１１０２）
!!!!!

　腹腔镜联合结肠镜在结直肠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付瑞标，刘瑞林（７：１１０４）
!!!

　降钙素原在儿科感染性疾病中的临床价值 王磊，潘家华，陈信，等（７：１１０６）
!!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号通路在肝细胞癌中的研究进展 张雷，姜德清（７：１１０７）
!!!!!

　直肠癌手术方式及对排尿功能影响的近况 刘平，姜从桥（７：１１０９）
!!!!!!

　血清胃蛋白酶原检测及其在胃癌筛查中的应用进展 汪畅，王凤超（８：１２８０）
!!

　老年住院患者跌倒相关因素和预防对策的研究进展
孙伟，康蓓蓓，郑家萍（８：１２８２）
!!!!!!!!!!!!

!!!!!!!!!!!!!!!!!!!

　心理干预对乳腺癌患者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进展 南华，常艳玲（９：１４４１）
!!!

　血浆置换治疗格林巴利综合症的不良反应及护理 王颖（９：１４４３）
!!!!!!!

　ｐ５３基因在原发性肝癌中的研究进展 田敏，吴穷（９：１４４５）
!!!!!!!!!

　储存红细胞输注不良反应的研究进展 史高群，姚仁南（１０：１６１０）
!!!!!!!

　ＴＦＦ家族与胃肠道肿瘤关系的研究现状 胡婷，王子安（１０：１６１２）
!!!!!!!

　尼古丁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的研究进展
陈丽竹，丁荣晶，胡大一（１０：１６１４）

!!!!!!!!!!!!

!!!!!!!!!!!!!!!!!

　颈清扫术在喉鳞状细胞癌中的演进 李翠，詹晓东（１０：１６１６）
!!!!!!!!!

　晚期转移性前列腺癌的治疗现状 刘晓峰，刘建民，张二军（１１：１７７０）
!!!!!

　代谢综合征在脑小血管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刘寒，孙中武（１１：１７７２）
!!!!!

　ｃＡＭＰ应答元件结合蛋白与内皮细胞的研究进展
徐秀娟，孙耕耘，尤青海（１２：１９３７）
!!!!!!!!!!!!!

!!!!!!!!!!!!!!!!!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最新研究进展 赵志，刘泉（１２：１９３９）
!!!!!!!!

　社区全科医生的服务模式 张嘉炜，张玉琼，张爱华（１２：１９４１）
!!!!!!!!

医学检验
　手足口病患儿外周血共刺激分子ＣＤ８０、ＣＤ８６的变化观察

李维春，武荣，周艳，等（１：１２９）
!!!!!!!!!

!!!!!!!!!!!!!!!!!!!

　早早孕试纸在半定量检测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中的应用
倪永圣，曾令恒，曾庆洋，等（２：２９３）

!!!!!!!!!!

!!!!!!!!!!!!!!!!!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ＩＬ８和ＩＬ２３检测的临床意义
夏玉玲，李辉，闫川（２：２９５）
!!!!!!!!!!!

!!!!!!!!!!!!!!!!!!!!

　单克隆Ｂ细胞增多症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相关性研究
高梅玲，宁国强，赵施竹（２：２９６）

!!!!!!!!

!!!!!!!!!!!!!!!!!!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浆脑纳肽、Ｄ二聚体的检测与分析 刘芳，毋小玉（３：４６５）
!

　２０例感染性心内膜炎病原菌及耐药性分析 熊祝嘉，岳志刚，李小瑛（３：４６７）
!!

　１６ＳｒＲＮＡ序列同源性分析结合系统发育树构建鉴定６株生殖道乳杆菌
何亮，谢小军，王冲，等（４：６１７）

!!!

!!!!!!!!!!!!!!!!!!!

　重症监护病房患者痰标本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分析 杨其（４：６１９）
!!!!!!

　甘油三酯试剂与总胆固醇试剂对总胆汁酸测定的干扰
刘香萍，程明刚，许伟珊，等（４：６２１）

!!!!!!!!!!!

!!!!!!!!!!!!!!!!!

　基因芯片联合ＰＣＲ检测人乳头状瘤病毒的意义 梁艳梅（４：６２３）
!!!!!!!

　ＥＤＴＡＫ２和枸橼酸钠同时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病例分析
王伟，王海梅，杨萍，等（５：７８６）

!!!!!!!!

!!!!!!!!!!!!!!!!!!!

　检测Ｈｃｙ、ＦＦＡ、ｈｓＣＲＰ在２型糖尿病肾病患者中的意义
郑利平，李生（５：７８８）

!!!!!!!!!!

!!!!!!!!!!!!!!!!!!!!!!!

　血浆Ｄ二聚体水平与骨科创伤患者创伤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邓燕玲（５：７８９）
!!

　化学法与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血清钙的方法学比较
陈建文，张凡，李兴武，等（６：９４３）

!!!!!!!!!!!!

!!!!!!!!!!!!!!!!!!

　蚌埠地区健康体检血脂水平分析 王德友，李兴武，程佩萍，等（６：９４５）
!!!!!

　尿路感染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耐药性分析
叶燕崧，梁杰昌（６：９４７）

!!!!!!!!!!

!!!!!!!!!!!!!!!!!!!!!!

　急性等容血液稀释术在老年膝关节置换术中的应用评价
胡进访，王白石，蒋涵超（６：９４９）

!!!!!!!!!!

!!!!!!!!!!!!!!!!!!

　ＣＹＳＣ、ＲＢＰ和尿系列蛋白在糖尿病肾病诊断中的价值
方宗信，黄瑞茹，夏昕，等（６：９５１）

!!!!!!!!!!!

!!!!!!!!!!!!!!!!!!

　人附睾蛋白４在卵巢上皮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吴少芳，刘艳红（７：１１１１）
!!!

　１５３株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张译心，王艳，宋杰（７：１１１３）
!!!

　ＡＣＴＨ、ＣＯＲ在评估颅脑损伤患者病情与预后的临床意义 林建华（７：１１１５）
!!!

　非霍奇金淋巴瘤针吸涂片细胞学观察 王静，张恒（８：１２８４）
!!!!!!!!!

　血浆ＴＭ、ｈｓＣＲＰ和ｓＶＣＡＭ１联检在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的意义
杨同宏，梁艳梅（８：１２８６）

!!!!!!!

!!!!!!!!!!!!!!!!!!!!!

　蚌埠市固定无偿献血者铁营养状况分析 陈远贵，袁媛，孙伟莉，等（９：１４４６）
!!

　日本一化试剂与宁波美康试剂分别检测甘油三酯结果评价 曹炳航（９：１４４７）
!!

　直接Ｃｏｏｍｂｓ试验阳性患者的疑难配血及实验研究
孔祥骞，屈跃军，张建俊，等（１０：１６１８）

!!!!!!!!!!!!

!!!!!!!!!!!!!!!!

　杭州市余杭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中孕期二联法血清学产前筛查结果分析
陈益明，王芳，顾琳媛，等（１１：１７７５）

!!!!

!!!!!!!!!!!!!!!!!

　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清肌钙蛋白Ｉ的实验探讨
陈建文，张凡，刘玉侠，等（１１：１７７７）

!!!!!!!!!!!

!!!!!!!!!!!!!!!!!

　甲状腺功能检测在重工业区妇女妊娠期的应用 李建华（１１：１７７９）
!!!!!!

　血清ＬＤＬＣ均相法与Ｆｒｉｅｄｅｗａｌｄ公式计算法相关性分析
王德友，李兴武，程佩萍，等（１１：１７８１）

!!!!!!!!!

!!!!!!!!!!!!!!!!

　浅析冠心病患者血清Ｈｃｙ和尿ｍＡｌｂ检测的临床意义
赵同军，焦红见（１１：１７８２）

!!!!!!!!!!!

!!!!!!!!!!!!!!!!!!!!!

　门诊与住院患者尿路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比较
梁美春，沈水娟（１２：１９４３）

!!!!!!!!!!!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呼吸道嗜血杆菌的分离及耐药性监测
李峰，李兴武，张海涛，等（１２：１９４５）

!!!!!!!!!!!

!!!!!!!!!!!!!!!!!

　自制视黄醇结合蛋白质控品及其性能评价
张培育，邓演超，李全双，等（１２：１９４７）
!!!!!!!!!!!!!!!

!!!!!!!!!!!!!!!

　支原体肺炎患儿血、尿胱抑素Ｃ检测的临床研究
陈正徐，李曼，王秀丽，等（１２：１９４９）

!!!!!!!!!!!!

!!!!!!!!!!!!!!!!

　妊娠晚期孕妇凝血四项、ＦＤＰ、Ｄ二聚体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王莉敏（１２：１９５１）
!

医学影像
　ＭＳＣＴ在胃间质瘤诊断中的价值 赵志清，罗帝林，吴冬，等（１：１３０）

!!!!!

　探讨１８ＦＦＤＧＰＥＴ／ＣＴ显像在肺癌骨转移中的诊断价值
李勇涛，罗顺祥，陈伯勋（１：１３３）

!!!!!!!!!

!!!!!!!!!!!!!!!!!!

　弥漫性间质性肺疾病的ＨＲＣＴ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 何杰（１：１３５）
!!!!!!

　脑海绵状血管瘤的静脉血氧依赖ＭＲＩ诊断价值
程永远，曲林涛，徐希春（２：２９８）
!!!!!!!!!!!!!

!!!!!!!!!!!!!!!!!!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ＤＴ、ＣＥＡＤＴ结合影像学早期诊断肺癌复发与转移
田荣华，查云飞（２：３００）

!!!!!!!!

!!!!!!!!!!!!!!!!!!!!!

　肝癌超声征象与血管生成的相关性研究 胡张春（２：３０２）
!!!!!!!!!

　结肠癌性肠梗阻无肠道准备的磁共振成像研究
徐经薇，刘文娟，曲林涛（３：４６９）
!!!!!!!!!!!!!

!!!!!!!!!!!!!!!!!!

　以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的肺癌脑转移瘤ＭＲ特征分析
李旭，秦东京，马德晶，等（３：４７１）

!!!!!!

!!!!!!!!!!!!!!!!!

　胎儿四肢关节挛缩畸形的产前超声诊断 高洋，任芸芸（４：６２５）
!!!!!!!

　产前超声诊断胎儿肝脏肿瘤临床分析 陶溢潮，聂敏，周江，等（４：６２７）
!!!!

　Ｘ线下经鼻型肠梗阻导管治疗肠梗阻的临床应用
徐小炉，陈勇强，耿全群，等（５：７９０）

!!!!!!!!!!!!

!!!!!!!!!!!!!!!!

　双源ＣＴ在特发性门静脉高压症中的诊断价值
黎钢，谭四平，金军，等（５：７９２）

!!!!!!!!!!!!!

!!!!!!!!!!!!!!!!!!

　实时三维超声成像技术评价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左心室收缩功能
李阳，邓又斌，黄润青（６：９５２）

!!!!!!

!!!!!!!!!!!!!!!!!!!

　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心率变异性分析 肖慧敏，黄美琴，李青（７：１１１６）
!!

　ＣＴ在癫痫临床诊断中的应用及其效果评价 肖胜，叶娟，郑黄华，等（７：１１１８）
!

　超声显示钙化灶对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诊断意义
石鹏，李星云，马彩叶，等（７：１１１９）

!!!!!!!!!!!!

!!!!!!!!!!!!!!!!!

　三维超声检查诊断胎儿小脑蚓部异常研究 欧冰凌，陶宗欣，梁萍（７：１１２０）
!!

　６４排ＣＴＡ在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应用 时胜利，陈志平，冯东鏤（８：１２８８）
!!!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不全纵隔子宫妊娠的诊断价值
吴小凤，周江，李燕，等（８：１２９０）
!!!!!!!!!!!!

!!!!!!!!!!!!!!!!!!

　糖尿病患者下肢动脉病变的超声分析 高燕燕（８：１２９２）
!!!!!!!!!!

　胎儿肢体末端结构三维成像的应用价值 姜伟，卓秋銮，张海燕，等（９：１４４９）
!!

　超声鉴别功能性消化不良与慢性胃炎的探讨
吴波，李建国，潘莉，等（９：１４５０）

!!!!!!!!!!!!!!

!!!!!!!!!!!!!!!!!!

　３５例肾细胞癌超声诊断分析 徐家慧，刘亚，韩路，等（９：１４５２）
!!!!!!!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甲状腺癌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郭艳，潘如凤，宋伟，等（９：１４５４）
!!!!!!!!!!!!

!!!!!!!!!!!!!!!!!!

　ＷＢＤＷＩ技术对恶性肿瘤骨转移的诊断价值
宋承东，曾光，黄鼎祥，等（９：１４５５）
!!!!!!!!!!!!!!

!!!!!!!!!!!!!!!!!

　多普勒评价高血压患者心室舒张功能的意义 杨雁（９：１４５７）
!!!!!!!!

　经腹超声检测１２～１３＋６孕周胎儿后颅窝结构的研究
姜伟，江宁珠，卓秋銮，等（１０：１６２０）

!!!!!!!!!!!

!!!!!!!!!!!!!!!!

　３ＤＳｐｉｒａｌ采集动脉自旋标记法在颅脑肿瘤中的应用
张玉琴，董海波，徐田勇，等（１０：１６２１）

!!!!!!!!!!!

!!!!!!!!!!!!!!!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与胼胝体梗死临床相关性分析
张瑜，赵迎春，潘晓春，等（１１：１７８４）

!!!!!!!!!!!

!!!!!!!!!!!!!!!!

　经颅多普勒（ＴＣＤ）在健康查体中的检测意义
陈尔秀，宋莹竹，李小珍，等（１２：１９５３）

!!!!!!!!!!!!!!

!!!!!!!!!!!!!!!

　蝶鞍旁海绵状血管瘤的ＭＲＩ表现 周玮，祝跃明，潘锋，等（１２：１９５５）
!!!!!

　７０例肾结核的超声诊断分析 陈焕彬，黄雪慧，陈尊杰，等（１２：１９５７）
!!!!!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椎动脉型颈椎病眩晕的诊断价值
李龙，张学，阳晨（１２：１９５９）
!!!!!!!!!!!

!!!!!!!!!!!!!!!!!!!!

药物与临床
　黄芪注射液治疗儿童病毒性心肌炎疗效与安全性评价

叶宏军，方文华（１：１３７）
!!!!!!!!!!

!!!!!!!!!!!!!!!!!!!!!

　药物支架置入后双联与单用抗血小板疗效的对比研究
唐胜惠，徐尚誉，蒋翎（１：１４０）

!!!!!!!!!!

!!!!!!!!!!!!!!!!!!!

　某院常用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分析 唐友平，唐友明（３：４７３）
!!!!!!!!

　蚌埠地区沙门氏菌菌型分布及其药敏分析 郭辉，李杰，彭荣臻，等（３：４７５）
!!

　我院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耐药性分析
曹松山，陈海燕，裴保方，等（５：７９４）

!!!!!!!!!!!

!!!!!!!!!!!!!!!!

　曲美他嗪治疗缺血性心肌病心力衰竭疗效观察
李锦绣，吴胜本，郭建峰（７：１１２２）
!!!!!!!!!!!!!

!!!!!!!!!!!!!!!!!

　ＨＰＬＣ法检测更昔洛韦自微乳化微球中更昔洛韦的含量
李芙蓉，朱海燕，胡卢丰，等（１２：１９６１）

!!!!!!!!!

!!!!!!!!!!!!!!!

急救医学
　序列式急救复苏在严重创伤患者早期救治中的研究 曾贵成（６：９５５）

!!!!!

　糖尿病并发高血糖高渗状态和酮症酸中毒的急救研究
艾合买提·买买提，林郁峰，米叶斯尔·买买提艾力（９：１４５９）

!!!!!!!!!!

!!!!!!

　阿托品、长托宁不同时机联合治疗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 张随玉（１０：１６２３）
!!

　急诊集束化治疗急性心力衰竭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盛邁，陈涵泳，吴龙川，等（１１：１７８７）

!!!!!!!!!!!!

!!!!!!!!!!!!!!!!

　心脏介入并发心脏压塞的早期识别与急救护理 陆惠娟（１１：１７８９）
!!!!!!

　不同血液灌流在急性百草枯中毒中的临床分析
殷康彬，郑新权，许春彦（１１：１７９１）
!!!!!!!!!!!!!

!!!!!!!!!!!!!!!!!

院感研究
　浅谈我院口腔科感染管理 赵红征（２：３０４）

!!!!!!!!!!!!!!!

　氧气湿化瓶清洗消毒过程的细节优化 马民，仇钰，陈付华，等（１２：１９６３）
!!!

·Ⅷ·



医疗卫生管理
　质量控制在血液净化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周昌娥，李新华（２：３０５）
!!!!!!!!!!!

!!!!!!!!!!!!!!!!!!!!!!

　公立医院体检中心竞争与发展的战略思考 陈涛，孙晓东（２：３０７）
!!!!!!!

　基于家庭医生制的健康管理模式探索 倪建华，李云鹏，张颖，等（３：４７７）
!!!!

　白内障连台手术器械灭菌与管理方法探讨 周素平（４：６２９）
!!!!!!!!!

　加强人员技术素质培养 降低检验试剂成本核算
何俐勇，樊龙中，欧晓灿，等（５：７９６）

!!!!!!!!!!!!!

!!!!!!!!!!!!!!!!!

　肿瘤科病房中的输液风险管理 祝学敏，杨晓玲（６：９５７）
!!!!!!!!!!!

　人性化管理理念在门诊西药房中的价值研究 刘才敏（７：１１２３）
!!!!!!!!

　护理安全管理在妇科患者围手术期中的研究 陈珊娜（８：１２９４）
!!!!!!!!

　全科团队服务模式对糖尿病管理的效果研究
谭林，李玉琴，杨巧婷，等（８：１２９６）
!!!!!!!!!!!!!!

!!!!!!!!!!!!!!!!!

　国外社区卫生服务管理模式的思考 王凌峰，李兆友（９：１４６１）
!!!!!!!!

　不同预处理方法对手术器械清洗质量的效果观察
葛多云，陈付华，张淑琴，等（９：１４６４）

!!!!!!!!!!!!

!!!!!!!!!!!!!!!!

　优质护理服务护士的排班与分层级使用的探索 陈娜丽（９：１４６６）
!!!!!!!

　“４ＣＨ８”模式在社区糖尿病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梁颖，鲍勇（１０：１６２４）
!!!!!

　ＰＤＣＡ循环管理在痰培养标本中的应用 王莉，李敏（１０：１６２７）
!!!!!!!!

　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社会动员机制 张爱群（１０：１６２９）
!!!!!!!!!!

　病区护理管理者的职责和素质培养 吴迪（１０：１６３１）
!!!!!!!!!!!!

　综合ＩＣＵ病房控制院内感染的细节管理 汪振林，朱敬蕊，胡娟，等（１１：１７９３）
!!

　多种家庭医生服务模式管理效果评价 陈碧华，赵立宇，陈志刚，等（１１：１７９５）
!!

　对新时期医院行政、后勤效能建设的思考 郑志方，沈永祥，杨金芝（１１：１７９８）
!!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进医院管理 冯瑞芳，张丽，尤宗昊（１１：１８００）
!!!!!!

　基于健康管理的“４ＣＨ８”模式对高血压管理效果分析 梁颖，鲍勇（１２：１９６４）
!!

卫生信息
　新型传染病中相关谣言传播评价模型研究 阮鹏（２：３０９）

!!!!!!!!!!

　澳大利亚卫生资源区域整合对我国的启示 许志红，张琦，周侃，等（４：６３１）
!!!

　临床检验中心区域协同医疗平台系统的应用
夏慧新，胡晓武，孙起武，等（６：９５９）
!!!!!!!!!!!!!!

!!!!!!!!!!!!!!!!!

　新版病案首页填写问题及改进措施 吴琳，宋艳丽，高月（１０：１６３３）
!!!!!!

　卫生信息化与卫生信息公开的关系探究 王永莲（１０：１６３５）
!!!!!!!!!

医学教育研究
　五年制预防医学专业设置《卫生事业管理学》课程的探析

刘颖，李颖，簎怡，等（１：１４２）
!!!!!!!!!

!!!!!!!!!!!!!!!!!!!!

　电子标准化病人在诊断学中的应用 沈晖，陈辉，张琼玉，等（１：１４４）
!!!!!!

　ＰＢＬ结合多媒体教学模式在儿科实习教学中的应用
刘文东，刘秀琴，李红，等（１：１４６）

!!!!!!!!!!!!

!!!!!!!!!!!!!!!!!!

　新医改政策下医学院校法制教育体系的构建 闫志（２：３１２）
!!!!!!!!!

　用实践论指导口腔科实习 徐锦程，赵莉莉，王艳（２：３１４）
!!!!!!!!!!

　妇产科学在全科医学教学中的现状及模式探讨
李敏，吴大保，胡卫平，等（２：３１６）
!!!!!!!!!!!!!

!!!!!!!!!!!!!!!!!!

　社区实践应用于护理心理教学中的效果分析 陈鸿，徐晶，鞠建新（２：３１８）
!!!

　护理人员英语口语能力的临床培训与效果
刘佩璇，苏湘芬，张树增，等（３：４７９）

!!!!!!!!!!!!!!!

!!!!!!!!!!!!!!!!!

　加强医学院校实验教材建设的对策研究 罗杰伟（３：４８１）
!!!!!!!!!!

　护理专业社区卫生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与研究 廖晓春（４：６３３）
!!!!!!!

　肿瘤外科学教学中应用多媒体技术的探讨 刘铁成，刘桂花，俞秀琴（４：６３５）
!!

　目前肿瘤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刘道永，邓军，郭伟，等（４：６３７）
!!!!!

　“四步进阶模式”在护理本科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罗艳华，李桃，邓颖，等（５：７９８）

!!!!!!!!!!!!!

!!!!!!!!!!!!!!!!!!!

　实际案例教学法在全科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章宏，苏建军，王志武（５：７９９）
!!!!!!!!!!!!

!!!!!!!!!!!!!!!!!!!

　临床医学专业专科新生专业认知教育方案效果分析
任建立，孟羽俊，张丽丽（６：９６０）
!!!!!!!!!!!!

!!!!!!!!!!!!!!!!!!

　提高临床肿瘤学教学效果的方法研究 赵福友，胡婷，李玉梅（６：９６２）
!!!!!

　全科医生人才培养中开展医疗体育教学的研究
张玮，蔡少华，张璋，等（６：９６４）

!!!!!!!!!!!!!

!!!!!!!!!!!!!!!!!!!

　肿瘤学临床研究生培养的思考 贾建光，钱军（７：１１２５）
!!!!!!!!!!!

　临床肿瘤学教学实效性探讨 汪子书 ，吴穷，郑荣生，等（７：１１２７）
!!!!!!!

　ＰＢＬ教学模式在骨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吴敏，王照东，肖玉周（７：１１２９）
!!

　谈全科医生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 李晓南，叶坤妃（７：１１３１）
!!!!!!!!!

　我校的全科医学教育实践与探索 赵拥军，丛建妮，胡西厚，等（８：１２９８）
!!!!

　全科医生强化临床技能的转岗培训方案初步评价研究
李珞畅，陈鸿雁，何英，等（９：１４６８）

!!!!!!!!!!!

!!!!!!!!!!!!!!!!!

　目标教学与阶段性实习在神经外科护理带教中的应用 王晓燕（９：１４７０）
!!!!

　老年医学科住院医师培训认识与思考 朱红，马丽娜，钱玉英，等（１０：１６３７）
!!!

　临床医学专业成人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影响因素的调查
张树焕，芮炳峰，杨志强（１１：１８０２）

!!!!!!!!!!!

!!!!!!!!!!!!!!!!!

　数字化实验教学系统在形态实验中心的建设与应用
崔洁，胡小冬，管俊昌，等（１１：１８０４）

!!!!!!!!!!!!

!!!!!!!!!!!!!!!!!

　城市社区全科医生培训现状及需求调查：选题小组访谈
赵亚利，曹硕，吴涛，等（１２：１９６６）

!!!!!!!!!!

!!!!!!!!!!!!!!!!!!

　ＬＢＬ和ＰＢＬ联合教学法在肿瘤学教学中的应用及体会
汪庚明，江浩，徐洪波，等（１２：１９６８）

!!!!!!!!!!

!!!!!!!!!!!!!!!!!

全科护理研究
　临床护理路径在经桡动脉行ＰＣＩ患者中的应用

杨静，周维艳，徐玲，等（１：１４８）
!!!!!!!!!!!!!

!!!!!!!!!!!!!!!!!!!

　ＰＩＣＣ在由５氟尿嘧啶持续泵入所致静脉炎预防中的应用
魏少美，彭可勤，周荆荆，等（１：１４９）

!!!!!!!!!

!!!!!!!!!!!!!!!!!

　心血管介入手术后老年患者的护理分析 刘琳，包冬英，周晓丽（１：１５１）
!!!!

　ＢｉＰＡＰ无创通气治疗ＣＯＰＤ合并Ⅱ型呼吸衰竭护理体会
张金翠，闫秀琴，黄杰（１：１５３）

!!!!!!!!!!

!!!!!!!!!!!!!!!!!!!

　化疗性口腔溃疡的口腔护理方法研究 黄肖梅，廖瑞梅，周慧梅（１：１５５）
!!!!

　小儿头皮静脉穿刺技巧探讨 许洪艳，周翠云（１：１５７）
!!!!!!!!!!!

　内镜下微创治疗胆总管结石的围手术期护理 王磊，张娟（１：１５８）
!!!!!!

　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在门急诊输液护理中的应用 俞秀琴，刘铁成（１：１６０）
!!!

　１例心梗患者应用胺碘酮致重度静脉炎的护理 刘彦梅（１：１６１）
!!!!!!!

　断指再植术１２８例术后护理 杜兰香（２：３２０）
!!!!!!!!!!!!!!

　２７例头面部烧伤患者的护理体会 张素琴，刘丽，顾媛媛（２：３２２）
!!!!!!

　新式缝针管理方法在心脏外科手术中的应用
陈丽娟，周建玲，刘丽琴，等（２：３２４）
!!!!!!!!!!!!!!

!!!!!!!!!!!!!!!!

　院前护理干预对脑外伤患者预后的影响 李红萍，王建国，宋明浩（２：３２６）
!!!

　分组式培训提高护士急救技能的实践 周莹，黄玉华（２：３２７）
!!!!!!!!

　基于康复学理论下护士业务能力及素质的培养研究 周月虹（２：３２８）
!!!!!

　３５例布氏杆菌病的临床特征及护理体会 安丽，吴建霞（２：３３０）
!!!!!!!

　视网膜脱离术后患者俯卧位的并发症及护理对策 李荣，王建洲（３：４８３）
!!!

　面肌痉挛患者焦虑对术后不良反应影响的研究
吴世菊，吴军玲，李润英（３：４８４）
!!!!!!!!!!!!!

!!!!!!!!!!!!!!!!!!

　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患者院外护理干预的临床研究 张世兰（３：４８５）
!!!!

　ＰＤＣＡ护理模式在小儿支气管肺炎中的综合效果研究 殷秀伟（３：４８６）
!!!!

　肝癌介入治疗术后并发症的护理 徐从翠，宋卫芹，乔艳（３：４８８）
!!!!!!!

　改良尼龙绳圈套取出１１例胃内长条形异物的护理体会
刘翠青，许国华，张印（３：４９０）

!!!!!!!!!!

!!!!!!!!!!!!!!!!!!!

　内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的护理配合 朱明凤，谢是英（３：４９２）
!!!!!!

　推行“周一质量汇报制度”提升护理品质 黄波，余可斐，王莹（３：４９４）
!!!!

　人性关怀在手术室优质护理中的应用 胡娟娟，高兴莲，田莳（３：４９５）
!!!!!

　“零禁食”对重症烧伤患者近期疗效的影响
周继涛，张艳红，谢向群，等（４：６３９）

!!!!!!!!!!!!!!!

!!!!!!!!!!!!!!!!

　Ｏｒｅｍ自我护理理论在手术修复下咽部缺损患者中的应用 李娟（４：６４１）
!!!

　非营养性吸吮在新生儿蓝光护理中的疗效观察 江东菊（４：６４２）
!!!!!!!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在急性重度一氧化碳中毒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边慧敏（４：６４３）
!

　专人陪护联合水针镇痛在自然分娩中的临床应用 邹芳铭（４：６４５）
!!!!!!

　ＩＣＵ机械通气患者实施程序化镇静的效果观察及护理
侯丽，何蕾，朱红娟，等（４：６４７）

!!!!!!!!!!

!!!!!!!!!!!!!!!!!!

　芬太尼透皮贴剂治疗中晚期癌痛患者的护理观察 华芳（４：６４８）
!!!!!!!

　临床护理路径在慢性硬膜下血肿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杨霞，胡惠萍，李萍华（４：６５０）
!!!!!!!!!!!

!!!!!!!!!!!!!!!!!!!

　手术室护士术前访视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探讨 刘晓丽，李文红（４：６５１）
!!!!

　儿童ＰＩＣＣ血栓性部分堵管再通的研究 叶绿苗，刘卫娟，邵霞（４：６５３）
!!!!

　肿瘤病人病程不同时期的心理特征及心理护理 李自会，叶达华（４：６５４）
!!!

　临床护理路径在胸外科食管癌手术病人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潘燕（４：６５６）
!!

　保乳术治疗早期乳腺癌的护理 张俊华（４：６５８）
!!!!!!!!!!!!!

　恶性肿瘤患者化疗过程中并发伪膜性肠炎的护理体会 汪晓华（４：６５９）
!!!!

　舒适护理在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的应用 梅杰（４：６６１）
!!!!!!!!!!!

　１例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护理 胡玉萍，姚美蓉（４：６６３）
!!!!!!!!!!

　静脉留置针不同置管方法在手背浅静脉穿刺中的应用研究
吴妙桓，郭剑虹，郑瑞琪，等（５：８０１）

!!!!!!!!

!!!!!!!!!!!!!!!!

　胫骨平台骨折微创治疗临床护理路径的应用 刘媛，孙燕，王美花，等（５：８０３）
!

　两种不同护理治疗方法在家庭慢性伤口患者中应用的效果观察
董兰菊，成守珍，宋杰丽，等（５：８０５）

!!!!!!

!!!!!!!!!!!!!!!!

　中等发达城市社区护理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王远湘，欧玉兰，张淑兰（５：８０７）

!!!!!!!!!!!!!!

!!!!!!!!!!!!!!!!!!

　新护士独立值班前临床综合能力考核的实践与效果评价
许实燕，郭剑虹（５：８０９）
!!!!!!!!!

!!!!!!!!!!!!!!!!!!!!!

　乳腺癌合并２型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 余丽丽，孙彩霞（５：８１１）
!!!!

　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围手术期护理 刘（５：８１３）
!!!!!!!!!!!!

　新加坡陈笃生医院护理见闻及借鉴 唐霖，付沫（５：８１４）
!!!!!!!!!!

　优质护理对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夏玲华（５：８１６）
!!!!

　护理干预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人工授精的影响
温雪珍，吴成勇，李利平，等（５：８１８）

!!!!!!!!!!!!

!!!!!!!!!!!!!!!!

　复方氯己定含漱液用于经口气管插管患者口腔护理的效果观察
曾雪，杨宝义（５：８１９）

!!!!!!

!!!!!!!!!!!!!!!!!!!!!!

　两种化疗泵用于５氟尿嘧啶泵入的效果比较 杨贵丽，郑海燕，宋迪（５：８２０）
!!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造影剂肾病的预防和护理
张乐，关玉龙，周磊，等（５：８２２）
!!!!!!!!!!!!

!!!!!!!!!!!!!!!!!!

　护理干预改善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的作用观察 张立娟（５：８２４）
!!!!!!!

　循环质控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中的护理效果 吴辉燕（５：８２６）
!!!!!!!!

　循证护理在食管癌放疗患者中的应用 孟庆芝，李淑华，汪庚明，等（６：９６６）
!!

　基层医院难愈性伤口病人的护理管理实践
董兰菊，成守珍，宋杰丽，等（６：９６８）

!!!!!!!!!!!!!!!

!!!!!!!!!!!!!!!!

　婴幼儿先心病术后急性肾衰竭行腹膜透析的护理
朱豫，许贵华，向峦（６：９７０）

!!!!!!!!!!!!

!!!!!!!!!!!!!!!!!!!!

　综合护理干预对银屑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陈都红，王超，黄丹丽，等（６：９７２）

!!!!!!!!!!!!!!

!!!!!!!!!!!!!!!!!

　尼莫同在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中的应用及护理 吴世菊，吴军玲，田硕（６：９７４）
!!

　下肢骨折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护理干预
魏桂菊，曾妙弟，魏秋玲，等（６：９７６）

!!!!!!!!!!!!!!!

!!!!!!!!!!!!!!!!

·Ⅸ·



　规范化管理在口腔科门诊清洗消毒室中的应用
王艳，王英，刘文静，等（６：９７８）

!!!!!!!!!!!!!

!!!!!!!!!!!!!!!!!!!

　延续性护理对首发精神分裂症病人出院后康复的影响 李华（６：９８０）
!!!!!

　脑转移癌静点甘露醇引起静脉炎的护理观察 王萍，王倩，王振华（６：９８２）
!!!

　改良叩背法对高龄患者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影响 段爱娟（６：９８３）
!!!!!!!

　外伤性失血性休克抢救中静脉留置针穿刺部位的选择
杨宇恒，魏薇萍（６：９８５）

!!!!!!!!!!!

!!!!!!!!!!!!!!!!!!!!!!

　健康教育在三踝骨折术后功能康复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赵芳玲（６：９８７）
!!!!

　中药熏蒸配合推拿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护理体会 邵艳，章娟，张红伟（６：９８９）
!

　阵发房颤患者行射频消融术应用临床护理路径的效果评价
任红艳，郭春芳，华雨（６：９９０）

!!!!!!!!!

!!!!!!!!!!!!!!!!!!!

　经桡动脉途径冠状动脉介入诊疗围手术期的护理体会 方钊华（６：９９１）
!!!!

　会阴侧切分娩产妇感染的相关因素分析及护理措施
陈丽君，沈艳萍，陈丽贞（７：１１３３）

!!!!!!!!!!!!

!!!!!!!!!!!!!!!!!!

　ＡＬＡＰＤＴ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尿道尖锐湿疣的护理
李艳，王芳，徐春兴，等（７：１１３５）
!!!!!!!!!!!!

!!!!!!!!!!!!!!!!!!

　尿动力学检查全程知识宣教对尿流测值的影响
黎雪春，邱玲，钟东亮，等（７：１１３６）
!!!!!!!!!!!!!

!!!!!!!!!!!!!!!!!

　鼻出血微波热凝固的治疗与护理体会 赵慧，魏兆娥（７：１１３７）
!!!!!!!!

　创新护士技术操作培训及考核模式探讨 段晓侠，李茹，袁丽（７：１１３８）
!!!!!

　预见性护理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 刘玉芳，颜顺荣，张晓珍（７：１１３９）
!!!!!

　舒适护理在种植牙围术期的应用 王英，王艳，刘文静，等（７：１１４１）
!!!!!!

　综合护理干预对直肠癌造口术后患者婚姻质量的影响
许文青，张艳芳，梁瑞（７：１１４３）

!!!!!!!!!!!

!!!!!!!!!!!!!!!!!!!

　白血病患儿院内感染的危险因素及护理策略 赵叶萍（７：１１４４）
!!!!!!!!

　护理干预对留置针引起静脉炎的临床观察 王振华，谭晓骏（７：１１４５）
!!!!!

　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的围手术期护理 马艳（７：１１４７）
!!!!!!!!!!

　食管癌术后急性精神障碍的原因分析及护理
解萍，汪国文，叶枫林，等（７：１１４９）
!!!!!!!!!!!!!!

!!!!!!!!!!!!!!!!!

　预见性护理在胰头癌患者术后肺部感染中的应用价值 陈豫鹛（７：１１５１）
!!!!

　换瓣术后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护理经验
许贵华，朱豫，朱健，等（７：１１５３）
!!!!!!!!!!!!!

!!!!!!!!!!!!!!!!!!

　血液透析患者并发感染性心内膜炎１例的护理
朱学敏，韩婷，闫萍，等（７：１１５５）
!!!!!!!!!!!!!

!!!!!!!!!!!!!!!!!!

　延续护理对持续性非卧床腹膜透析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高莉，王丽（８：１３００）
!

　护理干预在大肠癌术后的应用效果分析 林艳，黄文静，梁秀兰（８：１３０２）
!!!!

　白血病化疗后感染护理干预效果的研究 姚素玉（８：１３０４）
!!!!!!!!!!

　经埋置式给药装置动态监测门静脉压力的护理
黄惠敏，萧月玲，熊兰芳，等（８：１３０６）

!!!!!!!!!!!!!

!!!!!!!!!!!!!!!!

　７８例脑中风并发热反应的护理 周玲（８：１３０８）
!!!!!!!!!!!!!!

　临床护理干预在腹腔镜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中的应用 陈小秀（８：１３１０）
!!!

　护理干预对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影响的研究 邵军，王琳（８：１３１２）
!!!!

　腹腔镜脾切除术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祁严严，张艳芳（８：１３１３）
!!!!!!!!

　无管化经皮肾镜取石术患者的护理研究 刘丽欢，陈美珠，梁晓燕，等（８：１３１４）
!

　透明贴治疗皮下注射垂体后叶素致淤斑和硬结的效果观察
张明洁，牛梅（８：１３１６）
!!!!!!!!!

!!!!!!!!!!!!!!!!!!!!!!

　腹膜透析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吴雪华，王英，倪秀萍，等（８：１３１７）

!!!!!!!!!!!!

!!!!!!!!!!!!!!!!!

　电话随访对ＰＣＩ术后患者遵医依从性的护理干预 安成玲，辛玲（８：１３２０）
!!!

　静脉导管闭式引流治疗恶性胸水的疗效及护理
杨谨，黄培莲，杨君华（８：１３２２）

!!!!!!!!!!!!!

!!!!!!!!!!!!!!!!!!!

　经桡动脉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临床护理 万静，解霞（８：１３２４）
!!!!!!!

　护理干预在婴幼儿雾化吸入中的临床应用 陈昌粹，魏桂芝（８：１３２５）
!!!!!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护理体会 杨宏华（８：１３２７）
!!!!!!!!!!!!!

　老年人院内感染因素及护理措施预防作用的探讨 杨红美（９：１４７２）
!!!!!!

　高龄患者开胸术后并发房颤的循证护理 王萍，王振华，谭晓骏（９：１４７３）
!!!!

　快速康复外科在骨科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李妮（９：１４７５）
!!!!!!!!!

　剖宫产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及护理体会
曹芬利，盛春梅，严小媛（９：１４７７）

!!!!!!!!!!!!!!

!!!!!!!!!!!!!!!!!!

　时辰化疗在晚期原发性肝癌中的应用及护理 梁卫群，吴庭安（９：１４７９）
!!!!

　妇科腹腔镜术后患者非切口疼痛的护理干预 陈珊娜（９：１４８１）
!!!!!!!!

　集束化护理干预在人工气道患者中的应用 刘京菊，沈蒶华，吴竹林（９：１４８２）
!!

　优质护理服务在产科临床工作中的应用 叶名芳，邵东芳，李若云，等（９：１４８３）
!

　心脏手术后应用呼吸机的集束护理干预分析 胡敏芝，石崛（９：１４８５）
!!!!!

　留置尿管发生尿路感染的相关因素及护理对策 贾芳（９：１４８７）
!!!!!!!!

　急性白血病化疗期间的护理 陈燕，孔娟，宋海燕（９：１４８９）
!!!!!!!!!!

　低分子肝素注射方法的改进对皮下出血的影响 高亚莉（９：１４９１）
!!!!!!!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剥除术的术中护理体会 晋绘娟，梁彩侠，李红侠（９：１４９３）
!!

　快速成型技术在颌面外伤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王学梅，沙磊，欧丽，等（１０：１６３９）

!!!!!!!!!!!!

!!!!!!!!!!!!!!!!!!

　Ｂ超定位下小肝癌切除术的手术配合 马晓婷，高雪梅，季珊珊（１０：１６４０）
!!!

　人性化整体护理在手术室护理中的运用 张玲（１０：１６４２）
!!!!!!!!!!

　应用废弃的三升输液袋预防压疮的效果评价 王雪，刘卓，张霞（１０：１６４３）
!!!

　振动排痰联合膨肺吸痰技术对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预防作用
朱红娟，段缓，侯丽，等（１０：１６４５）

!!!!!!!!

!!!!!!!!!!!!!!!!!!

　预见性护理在扩张型心肌病再同步化治疗中的应用
郭春芳，任红艳，华流荣（１０：１６４６）

!!!!!!!!!!!!

!!!!!!!!!!!!!!!!!

　新生儿桡动脉与股静脉穿刺采血的效果和安全性比较 陈素娟（１０：１６４７）
!!!

　早期护理干预对胸腰椎骨折患者腹胀的防治 徐丽（１０：１６４８）
!!!!!!!!

　急诊严重创伤患者应用高级创伤护理的体会 陶莉（１０：１６５０）
!!!!!!!!

　术前访视在心胸外科监护室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诸琳，周丽梅（１０：１６５２）
!!!

　人文关怀性护理对原发性肝癌介入患者术后的影响 李清华（１０：１６５４）
!!!!

　曲美他嗪治疗冠心病心力衰竭的疗效观察与护理分析 邵军，王琳（１０：１６５６）
!

　血友病患者扁桃体摘除术的围手术期护理管理
黄秋华，李辉，申琳，等（１０：１６５８）
!!!!!!!!!!!!!

!!!!!!!!!!!!!!!!!

　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
郑碎珠，王莹莹，金倩倩（１１：１８０６）

!!!!!!!!

!!!!!!!!!!!!!!!!!

　ＮＩＣＵ患者坠积性肺炎相关危险因素及护理对策 黄海燕（１１：１８０７）
!!!!!

　ＰＩＣＣ相关静脉炎预防性ＭｇＳＯ４湿热敷应用时机的研究
李闽，陈冬梅，陈琴，等（１１：１８０９）

!!!!!!!!!

!!!!!!!!!!!!!!!!!

　临床护理路径在腰椎滑脱围手术期的应用价值
邵丽，辛路路，王梅，等（１１：１８１１）
!!!!!!!!!!!!!

!!!!!!!!!!!!!!!!!

　内镜下５ＦＵ化疗缓释粒子植入治疗食管癌的术中配合
何淑燕，姚爱群，江淮芝，等（１１：１８１３）

!!!!!!!!!

!!!!!!!!!!!!!!!

　老年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患者的集束化护理 王艳（１１：１８１４）
!!!!!!!!!

　持续声门下吸引加间断冲洗在机械通气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史倩，陈莲芳，余刚（１１：１８１６）

!!!!!!

!!!!!!!!!!!!!!!!!!!

　藻酸盐敷料预防早产儿ＰＩＣＣ穿刺点渗血和炎性反应的效果观察
徐兵，王茜，杨丽君，等（１１：１８１７）

!!!!!!

!!!!!!!!!!!!!!!!!

　康惠尔敷料治疗老年低温烫伤的疗效观察 王明霞（１１：１８１８）
!!!!!!!!

　咪达唑仑与地西泮在心脏电复律应用中的比较 林屹，严艳（１１：１８２０）
!!!!

　ＰＢＬ教学法结合情景再现法在神经外科护士培训中的运用
陈姝，潘亚芬，尹晓红（１１：１８２２）

!!!!!!!!

!!!!!!!!!!!!!!!!!!

　脑卒中患者胃管意外拔管的鱼骨图法分析 李青（１１：１８２３）
!!!!!!!!!

　ＴＵＲＰ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术后护理体会
吴春燕，张小珍，肖海鸟，等（１２：１９６９）

!!!!!!!!!!!!!!

!!!!!!!!!!!!!!!

　综合护理干预对食管癌患者同步放化疗的影响
李淑华，王艳，段诗苗，等（１２：１９７１）

!!!!!!!!!!!!!

!!!!!!!!!!!!!!!!

　品管圈在预防住院患者跌倒中的应用 胡铭，石霞，陈令红，等（１２：１９７３）
!!!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张艳芳，许文青，梁瑞（１２：１９７５）

!!!!!

!!!!!!!!!!!!!!!!!!

　优质护理服务和体会 岳媛媛，汪文英（１２：１９７６）
!!!!!!!!!!!!!

　颅脑损伤患者的手术室急救及护理体会 凌丽娟，刘平，张杏，等（１２：１９７８）
!!

　肠镜检查患者中综合护理干预的临床意义
关静宇，李蓉，刘阳春，等（１２：１９７９）

!!!!!!!!!!!!!!!

!!!!!!!!!!!!!!!!

　调强适形放射治疗食管癌４５例护理体会 闻素玲，王艳，吴云来（１２：１９８１）
!!

　护理干预对睑板腺功能障碍的影响 聂冬丽，黄立（１９８３）
!!!!!!!!!

　血液透析在治疗小儿急性肾功能衰竭中的应用及护理
汪吉平，王孝慧，李虹（１２：１９８４）

!!!!!!!!!!

!!!!!!!!!!!!!!!!!!

　糖尿病肾病低血糖的原因分析及护理 胡红艳，任启芳，顾娟，等（１２：１９８６）
!!

　腕关节桡静脉逆向穿刺效果的评价 叶同梅（１２：１９８７）
!!!!!!!!!!!

病例报道

　Ｆａｂｒｙ病１例并文献复习 陈洪滔，许慧丽，宋海英，等（１：１６３）
!!!!!!!!

　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１例报道 王双，袁长红（１：１６５）
!!!!!!!!!

　乳腺腺样囊性癌１例报道及文献回顾 张月君，高学健，孙海翔（２：３３２）
!!!!

　酒精性肝硬化乳糜胸１例及国内文献回顾 彭玲，李达（３：４９７）
!!!!!!!

　肺动脉吊带１例报道 王继春，任少敏（５：８２８）
!!!!!!!!!!!!!!

　塞来昔布与华法林合用致脑出血１例报道 徐吉荣，王炳银，刘峰，等（５：８３０）
!

　抗甲状腺药物引发关节炎综合征４例报道 吴和，夏治纲（６：９９３）
!!!!!!

　溶栓、抗凝治疗肠系膜上动脉栓塞成功１例报道 郭庆涛（６：９９５）
!!!!!!

　人感染禽流感Ａ（７：Ｈ７Ｎ９）１例诊治分析
宋克义，马景贺，张友桂，等（７：１１５７）

!!!!!!!!!!!!!!!!

!!!!!!!!!!!!!!!!

　利多卡因治疗乌头碱中毒所致顽固性室性心动过速１例
徐朝辉，杨克琴，付亮（７：１１６０）

!!!!!!!!!

!!!!!!!!!!!!!!!!!!

　１例染色体大片段平衡易位致流产及家系分析 黄金林，陈碧艳（７：１１６２）
!!!

　肝衰竭合并垂体卒中２例 朱晓红，毛莉萍，羌韧，等（１０：１６５９）
!!!!!!!

　以脑蛛网膜下腔出血起病的脊髓动静脉畸形２例报道
王卫余，张卫华，雷兵（１１：１８２５）

!!!!!!!!!!

!!!!!!!!!!!!!!!!!!

　脊髓痨１例报道 王娟，朱余友，宋笑凯，等（１２：１９８９）
!!!!!!!!!!!

消　　息
　《中华全科医学》郑重声明 （１：７）

!!!!!!!!!!!!!!!!!!!

　本刊关于网上投稿和稿件退修注意事项的通知 （１：５９）
!!!!!!!!!!

　关于医学常用词汇的缩写 （１：１０７）
!!!!!!!!!!!!!!!!!!

　致作者朋友们的一封信 （１：１３４）
!!!!!!!!!!!!!!!!!!!

　《中华全科医学》杂志网上审稿专家名单 （１：１３９）
!!!!!!!!!!!!

　关于开通审稿“绿色通道”的通知 （１：１５９）
!!!!!!!!!!!!!!!

　《中华全科医学》杂志稿约 （１：１６６）
!!!!!!!!!!!!!!!!!!

　关于《中华全科医学》杂志启用“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及“万方数据论文
相似性检测系统”的通知 （２：２７０）

!!!!!!!!!!!!!!!!!!!!

　《中华全科医学》杂志社声明 （３：３８４）
!!!!!!!!!!!!!!!!!

　《中华全科医学》杂志关于更换电子邮箱的通知 （５：８１７）
!!!!!!!!!

　关于书写统计符号须知 （６：９６７）
!!!!!!!!!!!!!!!!!!!

　《中华全科医学》杂志２０１４年征稿征订启事 （９：１４５８）
!!!!!!!!!!

　全国医院感染控制与消毒管理学术交流会议征文通知 （１０：１５７５）
!!!!!!

·Ⅹ·



（见正文第1832页）

A B

图1 对照组（B组、E组）小鼠乳腺组织的病理学表现（HE染色，×100）
注：图1 未见明显浆细胞浸润；图1 少量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浸润，未见明显浆细胞。A B 图2 实验组（C组、D组）小鼠乳腺组

织的病理学表现（HE染色，×100）

图1 三组大鼠海马组织病理学表现（免疫组化，×200）

注：图1 示假手术组海马， 阳性细胞较少；图1 示脑缺血组，见较多 阳性细胞；图1 示刺五加皂甙组， 阳性细胞A VEGF B VEGF C VEGF
较脑缺血组减少。

A B C

（见正文第1834页）

A B

C

A B

C D

A B

C D

图 1 各 组 大 鼠 血 管 形 态 学 观 察 分 析
（HE染色，×400）

注：图1 为 假手术组 ，图1 为对照组 ，图A B
1 为药物组。C

图2 各组大鼠 -κ 表达的比较（免BNF
疫组化，×400）

注：图2 为 对照组， 图2 为 低浓度组 ，图A B
2 为中浓度组， 。C D图2 为高浓度组

图3 各组大鼠 -α表达的比较（免TNF
疫组化，×400）

注：图3 为 对照组， 图3 为 低浓度组 ，图A B
3 为中浓度组， 。C D图3 为高浓度组

（见正文第1836页）

图1 乳腺癌中 表达PTEN “-”
（免疫组化，×200）

图 2 癌 旁 乳 腺 中 表 达PTEN
“+++”（免疫组化，×200）

图3 乳腺癌中 表达FHIT “-”
（免疫组化，×200）

图 4 癌 旁 乳 腺 中 表 达FHIT
“+++”（免疫组化，×200）

（见正文第18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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