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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健康管理“４ＣＨ８”模式理论与实践研究（续完）
鲍勇

（接２０１３年第１１卷第９期）
３４　４ＣＨ８社区健康管理模式实践成效———上海某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案例

３４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上海某社区影响健康主要危险
因素动态分析　通过健康管理，除了饮酒和吸烟外，该
社区居民危险因素在逐年减少。见表１、表２。
表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上海某社区影响健康主要危险因素分析（男性）

危险因素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不参加体育锻炼　 ９１．１５ ８２．７７ ８５．５５ ８５．５５ ４５．７４ ４０．２３ ４０．１０ ５２．９０
吸烟　　　　　　 ４４．０５ ４６．７０ ４３．６７ ４３．６７ ４６．９０ ４２．６１ ４１．２７ ３７．００
超重　　　　　　 ３８．６１ ４３．８２ ３８．４５ ３８．４５ ２６．０１ ２７．２２ ３０．２１ ２４．１０
膳食结构不良　　 ２５．６７ ３３．１２ ３６．７２ ３６．７２ １６．８０ １７．１０ １８．９２ １９．３６
肥胖　　　　　　 １７．３１ ２０．８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６．８０ ７．１０ ８．２０ １２．２０
饮酒　　　　　　 ５．６２ ６．１３ ５．８３ ５．８３ １７．７３ １８．６２ ２１．２３ ２１．３８

表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上海某社区影响健康主要危险因素分析（女性）

危险因素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不参加体育锻炼　 ８７．０３ ８２．３５ ８３．８７ ７３．１３ ４４．０７ ３９．６１ ３７．２６ ３５．６１
超重　　　　　　 ３１．４６ ３１．４１ ４０．９８ ２３．７８ １６．１９ １２．１１ １３．２２ １４．１６
膳食结构不良　　 ３０．５０ ３０．５０ ３１．０１ ３２．６０ １４．９４ １５．２３ ２０．３１ ２１．２３
肥胖　　　　　　 １３．３５ １３．３２ １９．４７ １６．９３ ６．５２ ６．１７ ７．１６ ７．６２
吸烟　　　　　　 ０．８１ １．０１ ０．９４ ０．８０ １．０５ １．０２ １．００ ０．９７
饮酒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８３ ０．４１ ０．６３ ０．６８ ０．７２ ０．７３

３４２　上海某社区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效
果评价　上海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３年来对７５００名
高血压患者，１０８６名糖尿病患者进行了联动式综合管
理，取得了一定效果。

３４２１　慢性病管理和控制水平得到提高　在“慢性
病关爱家园”里，经过２年多的慢性病联动式综合管
理，高血压患者管理率由１６．１３％提高到５４．０７％，重
点管理对象的控制率由７３．６９％提高到８９．９３％，相关
知识知晓率由４０．７７％提高到６０．０３％，健康行为形成
率由１６．６６％提高到２７．６３％，早期发现率也有一定的
提高，见表 ３。糖尿病的管理率由 ４．９５％提高到
２０．４７％，血糖控制率由４５．４５％提高到８３．６２％，相关
知识知晓率由２６．０３％提高到６８．３８％，健康行为形成
率由１１．９９％提高到５２．１２％，见表４。

表３　上海某社区高血压患者管理情况

年份 建卡数 管理率（％） 规范管理率（％） 血压控制率（％）

２００７年 ２１７６ １６．１３ ８６．２３ ７３．６９
２００８年 ３５１８ ２５．７０ ８０．７８ ８１．５７
２００９年 ６１０２ ４４．９５ ８７．４１ ８８．８３
２０１０年 ７５００ ５４．０７ ９３．２２ ８９．９３
２０１１年 １０４５３ ８０．８３ ８６．３６ ７９．７４

３４２２　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高血压管理对象的自我管理率由２００８年的１２．３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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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７．６２％。糖尿病管理对象的自我管理
率由１１．５３％提高到５８．９５％。

表４　上海某社区糖尿病患者管理情况

年份 管理人数 管理率（％） 规范管理率（％） 血压控制率（％）

２００７年 ２６９ ４．９５ ６４．７１ ４５．４５
２００８年 ６１８ １１．１７ ８６．７４ ７９．２５
２００９年 ９２９ １６．８８ ８４．８７ ８２．７２
２０１０年 １０８６ ２０．４７ ８３．６２ ８３．６２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６２ ３６．４６ ８７．７５ ８１．５３

３４２３　慢性病管理效率得到提升　根据测算，用于
慢性病随访的时间由原来的人均每次１０ｍｉｎ，下降到
目前的人均每次５．８ｍｉｎ，访视效率提高７５％，降低了
慢性病管理成本。

３４２４　慢性病管理改善了医患关系　通过“慢性病
关爱家园”，结合慢性病患者在家园就诊，社区医务人

员直接影响慢性病患者的健康危险因素，提出具有针

对性的指导意见，有效的缓和了医患关系，提高了患者

的信任度和依从性，发挥了社区医务人员健康“守门

人”的作用。

３４２５　慢性病风险评估软件开发形成　开发了慢
性病风险评估软件系统，并在社区慢性病关爱家园进

行了应用，从而开拓了慢性病管理的新局面。目前已

经通过慢性病风险评估软件对５８４名慢性病患者个人
现存健康风险和未来５年主要疾病发生风险进行科学
预测，并提出相应改善建议的数据库系统。

３５　社区健康管理的支撑条件
３５１　政策支撑
３５１１　加强领导，明确目标　要切实提高做好社区
健康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成立相应的领导工作小

组，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同时，要根据工作方案的要

求抓紧实施。

３５１２　加强培训，提升能力　按照工作方案要求，
以每个社区健康管理师负责８００～１２００位居民标准配
置好家庭健康管理师。同时，要做好家庭健康管理师

和社区责任医生团队成员的服务规范培训。重点培训

的内容是签约服务中提供的服务项目所涉及到的各项

内容，从而提高社区健康管理制服务（全科医生签约服

务）工作能力和质量。

３５１３　加强考核，纳入绩效　不定期对健康管理服
务（全科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考核

成绩纳入各单位年绩效考核分。

３５２　人才支撑———三师联动培养　健康管理师是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四批正式发布的１１
个新职业之一。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４２５
号文件《关于同意将医疗救护员等２个新职业纳入卫
生行业特有职业范围的函 》将健康管理师列为卫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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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特有职业（工种）归入卫生部进行管理。卫生部职

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负责该职业的职业技能鉴定相关

工作，是该职业国家职业资格唯一的认证单位。同时

要进行营养师和心理咨询师培养。

３５３　硬件建设
３５３１　远程心电网络系统　远程心电网络系统工
程，是以卫生部和教育部“十一五规划”为指导，受到

各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此项目以科技作为引领和支

撑，构建城市大医院和社区医院的服务体系，组建不同

的服务模式，医疗资源共享，让患者在社区就能享受到

大医院专家的诊疗，提高社区医生的水平，减少误诊

率。

该项目主要利用电子技术，采用世界先进的高品

质数字化远程生命信息监测系统，将院外社区被监测

人员的心电等生命信息通过宽带、局域网等通讯网络，

发送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综合医院心电远程

监测中心，形成院前社区心血管疾病防治、急救监测网

络。

该项目应用领域包括：支持大医院的院内联网，进

行心电图的院内会诊，提高诊断水平，达到资源共享目

的，使医院形成集中分析心电数据、打印心电图形报告

的诊断系统。支持大医院与其他医疗机构（如县市级

医院、社区医院、农村医疗站）联网，组成远程心电诊断

系统。为下属各级医院解决医疗技术诊断难题，保驾

护航。可嵌入医院的ＨＩＳ系统，实现心电信息化管理，
提升医院的内涵建设。对于各种心律失常的监测、评

判抗心律失常药物效果和指导临床用药。用于起搏器

功能、介入心脏术后等监测。临床不明原因心悸、胸

闷、黑朦、晕厥等症状的心脏监测。支持院外远程医疗

保健和会诊。适用于院内外医生会诊、出诊、社区医

疗、私人医生、保健医生使用。

３５３２　家庭健康管理一体机　例如，基于家庭健康
管理云平台提供糖尿病患者的自测血糖监测管理。糖

尿病患者无论上班，旅游还是外出开会随时随地都可

自测血糖，然后自动通过手机发送到移动健康管理云

平台，该平台会依据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中国Ⅱ型
糖尿病防治指南》（２００７年）和《糖尿病中医防治指
南》初步判断以便糖尿病医生诊断，糖尿病医生会通过

电脑或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发送健康饮食、运动和自

我推拿管理建议或者电话健康指导，每周到社区做一

次糖尿病健康评估。这样提升了糖尿病管理的服务质

量和效率，赢得了患者的配合，极大改善了医患关系。

３５４　软件系统———健康风险评估软件［１５］　健康因
素的风险评估是近年来研究健康与疾病发展的重要工

具，特别在预测疾病危险因素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本研

究将利用国外先进风险评估软件的基本框架，结合国

内实践，特别是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多年来社区诊断

的实际经验，对个人健康项目进行专项研究，并就个人

健康项目的专项研究进行风险评估软件制定的基础研

究。

该软件系统利用博弈论、运筹学、综合数理分析理

论，在信息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Ｃ＃语言构架而建立，
是一套基于个人健康信息（体检数据和问卷调查资

料），对个人现存健康风险和未来五年主要疾病发生风

险进行科学预测并提出相应改善建议的数据库系统。

主要是通过健康体检得到个人物理和生化检测数据，

通过健康问卷得到个人目前健康状况、疾病史、家族

史、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社会行为和心理因素等方面

的健康资料，在此基础上汇总和综合分析个人的健康

状况和健康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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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Ｃａｎａｄ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ｕｒｓｉｎｇ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２０００，３２

（２）：２０５２０７．

［１４］　ＫｏｐｅｒｓｋＭ．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ｏｒ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ｅ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Ｊ］．

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００，５０（４５３）：３１９３２２．

［１５］　卫生部、发改委、教育部等１５部门关于印发《中国慢性病防治工

作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的通知［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

ｃｎ／ｊｋｊ／ｓ５８７８／２０１２０５／１６７ｄ４５ｆｆ９ｅｃ７４９２ｂｂ９ａ４ｅ２ａ５ｄ２８３ｅ７２ｃ． ｓｈｔ

ｍ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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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基础论著·

热休克蛋白７０联合含 ＣｐＧ寡核苷酸的免疫治疗作用
朱林波，傅庆国，李鹏飞，刘卫怀，张远炎，张建辉，李吉

【摘　要】　目的　探讨肿瘤热休克蛋白７０（ＨＳＰ７０ＰＣｓ）联合含ＣｐＧ寡脱氧核苷酸（ＣｐＧＯＤＮ）对荷瘤模型的治疗作用
及可能机制。方法　纯化肝癌细胞中的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ＳＤＳＰＡＧＥ及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技术对产物进行鉴定。建立小鼠肝癌皮
下移植瘤模型，分别运用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ＣｐＧＯＤＮ和ＨＳＰ７０ＰＣｓ联合ＣｐＧＯＤＮ对其进行治疗，观察治疗作用。ＥＬＩＳＡ进行
免疫后细胞因子分析。结果　二者联合可产生强大的抗肿瘤作用，肿瘤体积、质量、抑瘤率、肿瘤转移率及生存期限与两
药单独使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二者联合可以提高荷瘤小鼠血清ＩＦＮγ及ＣＸＣＬ１０水平，与二者单独使用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联合使用ＨＳＰ７０ＰＣｓ和ＣｐＧＯＤＮ能显著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对荷瘤小鼠有显著治疗作用，可能
与诱导Ｔｈ１型细胞因子产生有关。
【关键词】　免疫治疗；热休克蛋白７０；ＣｐＧＯＤ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３４１．９　Ｒ５０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４９７０３

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ｍｏｒＤｅｒｉｖｅｄ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ａｎｄＣｐｇＯＤＮ　ＺＨＵＬｉｎｂｏ，ＦＵＱｉｎｇｇｕｏ，
ＬＩＰｅｎｇｆｅｉ，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Ｂｅｉｌｕ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ｉｎｇｂｏ３１５８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ａｎｄＣｐＧ
ＯＤＮｏｎｔｕｍｏ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ｍｉ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ｗａｓ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ｅｐａｔｏｍａｃｅｌｌＨｅｐａ１－６，ｔｈｅ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ＳＤＳ
ＰＡＧ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Ｔｈｅ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ｅｆｆｉｃａｃｉｅｓｏｆｍｏｎｏ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ｏｒＣｐＧＯＤ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ａｎｉｍ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ｍｉｃｅｈｅｐａｔｏｍａｍｏｄｅｌｓ．ＳｅｒｕｍＩＦＮγａｎｄＣＸＣＬ１０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ＥＬＩ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ｃｏｕｓｅｏｆ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ａｎｄＣｐＧＯＤＮｗａｓ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ａｎｅｉｔｈｅｒ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ｇｅｎｔｓａｌｏｎｅ．Ｔｈｅｔｕｍｏｒｖｏｌｕｍｅ，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ｒａｔ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ａｒａｔｅ，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ｉｆｅｓｐａｎｏｆｍｉｃｅｏｆｃｏｕｓｅ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ｐＧＯＤ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ＩＦＮγａｎｄＣＸＣＬ１０ｉｎｃｏｕｓｅ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ｎｏｔａｂ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ａｎ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ｔｗｏａｇｅｎｔ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ｅｄａｌｏｎ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ａｎｄＣｐＧＯＤ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ｍｉｃｅｈｅｐａｔｏｍａｍｏｄｅｌｂｙｅｎｈｅ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ＩＦＮγａｎｄ
ＣＸＣＬ１０ｌｅｖｅ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ｅａｔ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ｔｅｉｎ７０；ＣｐＧＯＤＮ

　　肿瘤热休克蛋白 ７０抗原肽复合物（ｈｅａｔｓｈｏｃｋ
ｐｒｏｔｅｉｎ７０ｐｅｐｔｉｄ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ＨＳＰ７０ＰＣｓ）能活化肿瘤
特异性细胞毒 Ｔ淋巴细胞（ＣＴＬ），引发特异性抗肿瘤
免疫应答。含ＣｐＧ寡核苷酸（ｏｌｉｇｏｄｅｏｘｙ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ｃｏｎ
ｔａｉｎｉｎｇＣｐＧｍｏｔｉｆｓ，ＣｐＧＯＤＮ），是一类以非甲基化胞嘧
啶和鸟嘌呤核苷酸为核心的寡聚脱氧核苷酸，能非特

异性激活免疫功能。本研究将 ＨＳＰ７０ＰＣｓ和 ＣｐＧ
ＯＤＮ联合运用治疗小鼠肝癌移植瘤模型，验证两者联
用是否具有协同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其可能机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１１１　实验动物　雌性、近交系、清洁级Ｃ５７ＢＬ／６ｊ小
鼠，４周龄，１６～１８ｇ，购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
究院，动物合格证号：ＳＣＸＫ（沪）２００７０００５，于宁大动
物实验中心开展动物实验。

１１２　实验瘤株　Ｈｅｐａ１６，系小鼠肝癌细胞株，购
自中国科学院典型培养物保藏委员会细胞库。

１１３　ＣｐＧＯＤＮ　委托大连宝生物公司合成，ＣｐＧ序列

基金项目：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０６Ｂ１１７）
作者单位：３１５８００浙江省宁波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北仑分

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普外科（朱林波，李鹏飞，刘卫怀，

张远炎，张建辉，李吉）；３１５０１０浙江省宁波市第二医院肿瘤
外科（傅庆国）

通讯作者：朱林波，电子信箱：ｚｈｕｌｉｎｂｏ８８８９９９＠１６３．ｃｏｍ

为５’ＴＣＣＡＴＧＡＣＧＴＴＣＣＴＧＡＣＧＴＴ３’，含有 ２个 ＣｐＧ
基序，均非甲基化，ＨＰＬＣ级纯化，灭菌注射用水溶解、
稀释后使用。

１１４　仪器试剂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公司产 ＣｏｎＡ柱、ＤＥ
ＡＥ５２柱及 ＨＰＬＣ系统；ＢｉｏＲａｄ公司产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
泳仪、成像系统、湿转仪及酶标仪；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公司产
低分子量蛋白质 Ｍａｒｋｅｒ；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公司产 ＨＳＰ７０单
克隆抗体；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产 ＩｇＧ和蛋白
浓度检测试剂盒；Ｒ＆Ｄ公司产小鼠 ＩＦＮγ、ＣＸＣＬ１０酶
联免疫反应试剂盒。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检测方法　分离纯化、鉴定 ＨＳＰ７０及小鼠肝
癌移植瘤模型的建立参照文献［１］进行。
１２２　分组方法　取荷瘤鼠４０只，随机分为 ＰＢＳ对
照组、ＨＳＰ７０ＰＣｓ组（Ｈ组）、ＣｐＧＯＤＮ组（Ｃ组）及
ＣｐＧＯＤＮ联合ＨＳＰ７０ＰＣｓ组（Ｃ＋Ｈ组）４组，每组１０
只。

１２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皮下注射灭菌 ＰＢＳ液０．１
ｍｌ／只，每周１次，共４次；Ｃ组和Ｃ＋Ｈ组予ＣｐＧＯＤＮ
１００μｇ／（０．１ｍｌ·只），瘤旁皮下注射，每周２次，共８
次；Ｈ组和 Ｃ＋Ｈ组予 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１０μｇ／（０．１ｍｌ·
只），瘤体对侧背部皮下注射，每周１次，共４次。
１２４　观察免疫治疗作用　总实验时间为９０ｄ。定
时测量瘤体大小，每４天１次，运用公式Ｖ＝π／６×ａ×
ｂ２得出瘤体体积（ａ为最大直径，ｂ为横径）。实验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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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先切下瘤体称重，再行解剖，检查肺、肝、脾等器

官是否存在转移灶，做好记录。

１２５　免疫功能状态分析　５只对照组实验鼠死亡
时，各组均取出５只小鼠，收集外周血，ＥＬＩＳＡ法检测
血清ＩＦＮγ、ＣＸＣＬ１０水平。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运用ｔ检验、
χ２检验和ｌｏｇｒａｎｋ非参数检验分别进行计量资料、计
数资料和生存率资料比较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ＨＳＰ７０分离、纯化及鉴定　经亲和层析柱和离子
交换柱纯化后，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示纯化所得蛋白分子
量为７０ｋＤ，免疫印迹实验进一步证实该蛋白质即为
ＨＳＰ７０，见图１。

　
　　注：Ｍａｒｋｅｒ为 Ｍ，总蛋白为 Ａ，ＣｏｎＡ柱后为 Ｂ，ＤＥＡＥ５２柱后为 Ｃ／

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为Ｅ／Ｆ。

图１　ＨＳＰ７０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与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鉴定

２２　小鼠皮下肝癌生长曲线　结合所测瘤体长短径，
用公式Ｖ＝π／６×ａ×ｂ２（ｃｍ３）得出瘤体体积，绘出各
组小鼠皮下肝癌移植瘤生长曲线，见图２。

　图２　各组皮下肿瘤体积变化

２３　皮下肿瘤重量、体积和转移情况　各组皮下肿瘤
重量、体积和转移情况（ｘ±ｓ），详见表１。对照组肿瘤
发生远处转移２例，分别转移至腹腔和肺。
２４　４组生存时间　详见图３（见封三）。Ｃ组和 Ｈ
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但两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９４５）。Ｃ＋Ｈ组与Ｃ、Ｈ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９）。

表１　各组皮下肿瘤重量、体积和转移情况

组别 实验鼠数（只） 移植瘤重量（ｇ） 移植瘤体积（ｃｍ３） 肿瘤转移率（％）

对照组 ５ ７．７±０．７ ５．３±０．４ ２／５（２０．０）
Ｃ组 ５ ２．０±１．８ １．６±１．４＃ ０
Ｈ组 ５ １．８±１．７ １．４±１．３＃ ０
Ｃ＋Ｈ组 ５ ０ ０ 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与Ｈ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外周血清中 ＩＦＮγ及 ＣＸＣＬ１０水平　４组外周
血清中 ＩＦＮγ及 ＣＸＣＬ１０水平（ｐｇ／ｍｌ，ｘ±ｓ），详见表
２。

表２　各组外周血中ＩＦＮγ及ＣＸＣＬ１０水平

组别 实验鼠数（只） ＩＦＮγ ＣＸＣＬ１０

对照组 ５ ２０．７±２．０ ３０７．５±１０．６
Ｃ组 ５ ３２．０±２．２ ４９６．５±１３．０
Ｈ组 ５ ３９．５±４．５ ４５９．３±２８．５
Ｃ＋Ｈ组 ５ ４９．８±４．１ ６９０．５±１２．５

　　注：ＩＦＮγ数据中Ｃ组、Ｈ组、Ｃ＋Ｈ组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Ｈ组
与Ｃ组比较，Ｐ＜０．０５；Ｃ组＋Ｈ组与 Ｃ组、Ｈ组比较，Ｐ＜０．０１。ＣＸＣＬ
１０数据中Ｃ组、Ｈ组、Ｃ组＋Ｈ组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Ｃ组与 Ｈ组
比较，Ｐ＝０．０６；Ｃ组＋Ｈ组与Ｃ组、Ｈ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６　死亡实验鼠移植瘤切除标本　见图４（见封三）。

３　讨论
　　生物治疗已成为恶性肿瘤第四种治疗方式［２］，作

为生物治疗的一种，现行免疫治疗方法多数单一，只起

一部分作用使得治疗效果差强人意［３］。机体免疫应答

由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组成，特异性免疫治疗

和非特异性免疫治疗联合应用或许可以获得更好的治

疗效果。ＨＳＰ７０ＰＣｓ携带大量肿瘤特异性抗原，可活
化多克隆ＣＴＬ，兼顾超强活化 ＤＣ功能，是良好的适宜
抗原［４－７］。但要将肿瘤特异性免疫转变成临床疗效尚

需综合治疗措施，包括使用有效佐剂、减少阻断共刺激

因子产生等［８］。含 ＣｐＧ寡聚脱氧核苷酸具有促进抗
原递呈细胞（ＡＰＣ）成熟、增强巨噬细胞（ＭΦ）吞噬功
能及活化 ＮＫ活性等功能，是一种近年被广泛关注的
佐剂［９－１０］。因此ＣＰＧＯＤＮ可作为多种抗原的免疫佐
剂而发挥独特的免疫增强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 ＣｐＧＯＤＮ和 ＨＳＰ７０ＰＣｓ作
为免疫制剂，均有良好的抗肿瘤作用。本研究根据文

献报道的最佳剂量给予 ＨＳＰ７０ＰＣｓ［２］。首次 ＨＳＰ７０
ＰＣｓ免疫后机体产生针对肿瘤特异性抗原的抗体，故
再次免疫时机体能产生显著的抗肿瘤效应。文献报道

瘤旁皮下给予ＣｐＧＯＤＮ１００μｇ可获得最满意抗肿瘤
效果。上述剂量多次皮下注射，有显著的肿瘤抑制作

用。然而ＣｐＧＯＤＮ和ＨＳＰ７０ＰＣｓ单独使用疗效相仿，
并无显著性差异。联合治疗组治疗效果让人振奋，实

验鼠均获得长期生存（超过９０ｄ），皮下肿瘤均消失，
证实ＣｐＧＯＤＮ和ＨＳＰ７０ＰＣｓ存在协同免疫治疗作用。

为探索联用起作用的可能机制，本研究进行了免

疫功能状态分析。ＩＦＮγ能直接或间接抑制肿瘤生
长；ＣＸＣＬ１０作为 ｎｏｎＥＬＲＣＸＣ趋化因子的一种，属
于抑制血管生长因子，能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１１－１２］。

·８９４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０　　



·全科基础论著·

促红细胞生成素对体外循环大鼠肾脏 ＮＦκＢｐ６５的影响
王高明，胡正群，王化勇，张辉，李勇，杨传平

【摘　要】　目的　探讨促红细胞生成素（ＥＰＯ）对体外循环（ＣＰＢ）大鼠肾脏组织核因子κＢ（ＮＦκＢ）ｐ６５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４０只雄性ＳＤ大鼠随机均分为４组（ｎ＝１０）：假手术组、模型组、低剂量ＥＰＯ组和高剂量ＥＰＯ组。测定血清肌
酐水平，检测肾组织中ＮＦκＢｐ６５蛋白、基因表达，并行ＨＥ染色观察组织形态改变。结果　模型组血清肌酐水平明显
高于假手术组和ＥＰＯ干预组（Ｐ＜０．０５），高剂量组低于低剂量组（Ｐ＜０．０５）；与模型组相比，ＥＰＯ组肾组织中ＮＦκＢｐ６５
蛋白及基因表达水平显著下降；组织病理学检查显示ＥＰＯ组的肾小管上皮细胞肿胀、胞浆内空泡形成、间质出血等病理
变化较模型组明显减轻。结论　ＥＰＯ抑制ＮＦκＢｐ６５的激活，减轻ＣＰＢ术后肾脏损伤，并呈剂量依赖性。
【关键词】　促红细胞生成素；体外循环；核因子κＢｐ６５；肾损伤；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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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ｎｔｉｎｇＣＰＢ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ｅｎａｌｉｎｊｕｒｙ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ｔｓ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ＦκＢ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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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脏损伤是体外循环（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ｂｙｐａｓｓ，

作者单位：２２１００９江苏省徐州市中心医院胸外科
通讯作者：杨传平，电子信箱：ｗｇａｏｍｉｎｇ＠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ＣＰＢ）术后常见并发症之一，多为炎症反应及氧化应激
所造成的损伤，而 ＮＦκＢ又是炎症、氧化应激等反应
的重要调节蛋白之一［１－２］。近来研究发现，目前临床

结果提示治疗组 ＩＦＮγ、ＣＸＣＬ１０水平均较对照组明
显提高，两单独治疗组间 ＩＦＮγ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ＣＸＣＬ１０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联合组两因子
水平提高十分突出，与单独治疗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故笔者认为 ＣｐＧＯＤＮ联用 ＨＳＰ７０ＰＣｓ产生的
强大抗肿瘤作用是通过产生大量Ｔｈ１型免疫因子来实
现的。由于实验条件限制，本实验未能检测 Ｔｈ２型因
子水平，各实验组 Ｔｈ２型免疫反应状态还有待进一步
实验探索。

综上，ＣｐＧＯＤＮ和肿瘤来源ＨＳＰ７０ＰＣｓ都具有诱
导抗肿瘤免疫功能，具有一定免疫治疗作用，两者联用

可诱导产生大量 Ｔｈ１型因子，促使机体免疫功能向
Ｔｈ１型转化，抗肿瘤作用十分显著。肿瘤生物治疗中，
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联合运用效果满意。本研

究为恶性肿瘤的综合治疗提供了较有意义的参考。

参考文献

［１］　傅庆国，朱林波，李晔，等．联合免疫疗法治疗小鼠肝癌移植瘤模
型的研究［Ｊ］．中国免疫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１１）：９８３９８７．

［２］　朱林波，傅庆国．ＨＳＰ７０ＰＣｓ的抗肿瘤作用［Ｊ］．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１，９（８）：１２８１１２８３．

［３］　何美文，张宁波．适形放疗联合介入与单纯介入治疗原发性肝癌
的疗效比较［Ｊ］．中国基层医药，２０１２，１９（１６）：２５１７２５１８．

［４］　ＲéｒｏｌｅＡＬ，ＧｏｂｂｏＪ，ＤｅＴｈｏｎｅｌＡ，ｅｔａｌ．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ａｎｄａｐｔａｍｅｒｓｔａｒｇｅ
ｔｉｎｇＨＳＰ７０：ａｎｏｖｅ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２０１１，７１（２）：４８４４９５．
［５］　ＫａｔａＪ，ＲｏｌａｎｄＴ，ＡｎｄｒｅａＳ，ｅｔａｌ．Ｄｉｖｅｒｔｉｎｇｈｓｐ７０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ａｓａｔｏｏｌ

ｆｏ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Ｊ］．Ｍｏｌ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ｒ，２０１１，１０
（１１）：２２２．

［６］　ＦｉｓｓｏｌｏＮ，ＭｏｎｔａｌｂａｎＸ，ＣｏｍａｂｅｌｌａＭ．ＤＮＡｂａｓｅｄ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ｆｏｒｍｕｌｔｉ
ｐｌｅ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ｍｍｕ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４２（１）：７６８３．

［７］　ＹａｍａｏｋａＡ，ＧｕａｎＸ，ＴａｋｅｍｏｔｏＳ，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ｏｖｅｌ
ＨＳＰ７０ｂａｓｅｄＤＮＡｖａｃｃｉｎｅａｓａ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ｔｉｇｅ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ｙｓ
ｔｅｍ［Ｊ］．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ｅｌｅａｓｅ，２０１０，１４２（３）：４１１４１５．

［８］　ＹａｎｇＬ，ＳｕｎＬ，ＷｕＸ，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ｃｌａｓｓＣｐＧ
ＯＤＮｉｎｄｒａｉｎｉｎｇ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ａｒｅａｉｎｄｕｃｅｓｐｏｔ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ｍｕｎｅ
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ｍｉｃｅ［Ｊ］．ＣｌｉｎＩｍ
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９，１３１（３）：４２６４３０．

［９］　ＷｅｉｎｅｒＧＪ．ＣｐＧｏｌｉｇｏｄｅｏｘｙ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ｂａｓ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ｍａ
ｌｉ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Ｄｒｕ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０９，６１（３）：２６３
２６７．

［１０］　ＪｏｌａｎｄａＭＶ，ＪｕｒｊｅｎＴ，ＤａｎｉｅｌＢＲ，ｅｔａｌ．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ｍｉｍ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ＣｐＧｏｌｉｇｏ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４８（６）：８１０８１７．

［１１］　曹雪涛．免疫学前言进展［Ｍ］．２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１２］　朱林波，付春瑜，李晔，等．肿瘤热休克蛋白７０联合灵芝孢子粉
对荷瘤小鼠的治疗作用［Ｊ］．江西医药，２０１１，４６（９）：７９５７９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２３）

·９９４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０　　



上主要用于治疗肾性贫血以及肿瘤等各种慢性疾患所

伴发贫血的促红细胞生成素（ＥＰＯ），还有抗氧化、抗凋
亡、调节炎症反应等作用［３－５］。本实验通过建立大鼠

ＣＰＢ模型，予以 ＥＰＯ干预处理，来判断其对体外循环
术后肾脏组织中的 ＮＦκＢｐ６５表达的影响，进一步为
临床上寻找合适的肾脏保护药物提供相应的实验依

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分组　健康雄性清洁级ＳＤ大鼠４０只，
体重（４５０±２０）ｇ，购自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比较医学
科，置于相对清洁、恒温环境中，予标准饲料分笼饲养，

术前适应性饲养１周，术前１２ｈ禁食，自由饮水。将
大鼠随机分为４组（ｎ＝１０）：假手术组（Ｓｈａｍ组）、模
型组（Ｃｏｎｔｒｏｌ组）、低剂量 ＥＰＯ组（ＬｏｗＥＰＯ组）和高
剂量ＥＰＯ组（ＨｉｇｈＥＰＯ组），Ｓｈａｍ组常规行动静脉穿
刺，面罩给氧，肝素化等 ＣＰＢ建模操作，不进行 ＣＰＢ，
其余３组建立ＣＰＢ。查阅文献［２－４］，ＬｏｗＥＰＯ组、Ｈｉｇｈ
ＥＰＯ组转流前在预充液中分别加入３ｋＵ／ｋｇ、５ｋＵ／ｋｇ
的ＥＰＯ进行干预。
１２　ＣＰＢ模型　实验组动物按照 ＤｏｎｇＧＨ等［６］的方

法建立大鼠 ＣＰＢ模型。大鼠用 ２％戊巴比妥钠（５０
ｍｇ／ｋｇ）腹腔注射麻醉，经右侧颈静脉穿刺引流静脉血
液至体外循环管道，途经转流泵，由小动物特制膜肺进

行氧和，经尾动脉回流入体，左侧股动脉穿刺接心电监

护仪，转流速度逐渐增加１００ｍｌ／（ｋｇ·ｍｉｎ）维持１ｈ，
然后逐步降低流量至停机。术中密切监测动脉压、心

率、心律、血氧、肛温等指标，密切观察大鼠生命体征变

化，直至其完全苏醒，放入鼠笼，禁食，自由饮水。

１３　标本留取及检测　术后２４ｈ再次用２％戊巴比
妥钠（５０ｍｇ／ｋｇ）腹腔注射麻醉大鼠，由右股动脉采血
１ｍｌ，以离心半径２０ｃｍ，３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后取
血浆样本于 －７０℃下保存备检；取双侧肾脏，生理盐
水冲洗干净后右侧肾脏立即－７０℃下保存，左侧肾脏
固定于１０％中性福尔马林溶液中保存。
１３１　肾功能检测　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
清肌酐水平。

１３２　肾脏组织病理检测　取固定于福尔马林中肾
组织，酒精脱水，石蜡包埋，切片呈５μｍ厚，脱蜡后，
组织用苏木精和伊红染色，光镜下观察肾小球、肾小

管－间质的病理变化及炎性细胞浸润等情况，应用
ＺｈｕＪ等［７］的半定量分析方法进行肾脏损伤评分，每张

切片观察任意１０个不重叠的视野，依据视野内肾组织
病变面积所占的比例评分，分数越高代表损伤越严重：

０分（正常组织形态），１分（０～５％），２分（６％ ～
２５％），３分（２６％ ～７５％），４分（７６％ ～１００％），此项
评分操作采取单盲法。

１３３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方法检测肾组织中 ＮＦκＢｐ６５
基因含量　取 －７０℃保存肾组织约５０ｍｇ匀浆机匀
浆后，ＴＲＩｚｏｌ法提取肾组织总 ＲＮＡ。用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ｓｃＤ
ＮＡ第一链合成试剂盒反转录合成 ｃＤＮＡ。实时荧光
相对定量ＰＣＲ：采用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荧光染料法行实时定
量ＰＣＲ反应。反应体系２５μｌ，包括：２Ｘ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１０μｌ，引物１μｌ，模板２μｌ，加
双蒸水至２５μｌ。反应条件：第一步９５℃ ５ｍｉｎ，第二
步以９５℃１５ｓ、５６℃２０ｓ循环４０次。靶基因的定量
分析采用相对定量法，利用监测得到的 Ｃｔ值和计算得
到的扩增效率，以 βａｃｔｉｎ为参照，算待测基因 ｍＲＮＡ
相对表达量。实验重复３次。ＮＦκＢｐ６５ｍＲＮＡ上游
引物 ５’ＣＡＣＣＡＡＡＧＡＣＣＣＡＣＣＴＣＡＣＣ３’，下游引物
５’ＣＣＧＣＡＴＴＣＡＡＧＴＣＡＴＡＧＴＣＣＣ３’，产物长度 ２３９
ｂｐ；βａｃｔｉｎ上游引物 ５’ＧＣＡＧＡＡＧＧＡＧＡＴＴＡＣＴＧＣ
ＣＣＴ３’，下游引物 ５’ＧＣＴＧＡＴＣＣＡＣＡＴＣＴＧＣＴＧＧＡＡ
３’，产物长度１３６ｂｐ。
１３４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检测肾组织中 ＮＦκＢｐ６５蛋
白含量　取－７０℃保存肾组织１００ｍｇ加入１ｍｌ裂解
缓冲液，离心提取总蛋白，进行蛋白定量。取５０μｇ蛋
白样品经 ＳＤＳ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转膜、封闭
后，分别加入羊抗大鼠ＮＦκＢｐ６５多克隆抗体、兔抗大
鼠βａｃｔｉｎ多克隆抗体，４℃孵育过夜，加入碱性磷酸
酶标记的二抗，室温孵育２ｈ，酶法显色，扫描。采用
ＳｃｉｏｎＩｍａｇｅ图像分析系统分析，以目的产物与 βａｃｔｉｎ
灰度值的比值反映ＮＦκＢｐ６５蛋白表达水平。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多组均数比较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组间方差齐（Ｐ＞０．０５）用
ＳＮＫ法检验，组间方差不齐（Ｐ≤０．０５）用 Ｔａｍｈａｎｅ’ｓ
Ｔ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４０只大鼠成功建立 ＣＰＢ模型管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ｏｗ
ＥＰＯ和ＨｉｇｈＥＰＯ三组平稳度过转流等操作，顺利完成
预期实验及标本留取。各组转流前后血流动力学稳

定，转流过程中平均动脉压维持在６０～８０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肛温３２～３４℃，未出现心律失
常，转流过程中动脉血气分析结果均在正常范围。

２１　ＥＰＯ对肾功能的影响　经历 ＣＰＢ三组大鼠血清
肌酐水平均高于 Ｓｈａｍ组（３７．９８±１．２２）μｍｏｌ／Ｌ（Ｐ＜
０．０５），升高程度依次为 Ｃｏｎｔｒｏｌ组（１４１．９９±６．９６）
μｍｏｌ／Ｌ＞ＬｏｗＥＰＯ组（９１．５２±５．４３）μｍｏｌ／Ｌ＞Ｈｉｇｈ
ＥＰＯ组（６７．５２±５．６３）μｍｏｌ／Ｌ（Ｐ＜０．０５）。
２２　肾脏组织病理学观察　Ｃｏｎｔｒｏｌ组肾组织出现明
显的病理改变，肾小管上皮及肾小球毛细血管内皮细

胞肿胀明显，管腔变窄或闭合，有炎症细胞浸润，肾间

质血管扩张充血，肾小球及球后毛细血管内存积有成

堆的结构破坏的红细胞及血红蛋白，呈明显的组织损

伤特征，ＥＰＯ干预两组较ＣＰＢ组炎症细胞浸润及肾组
织损伤程度明显减轻，而 Ｓｈａｍ组肾小球、肾小管结构
基本完整（图 １，见封三）。肾损伤评分：Ｃｏｎｔｒｏｌ组
（３．３±０．５）明显高于 ｓｈａｍ组（０±０．２），Ｐ＜０．０５；
ＨｉｇｈＥＰＯ组（１．４±０．５）低于 ＬｏｗＥＰＯ组（２．１±
０．５），Ｐ＜０．０５。
２３　ＥＰＯ对肾组织中 ＮＦκＢｐ６５基因表达的影响　
在术后 ２４ｈ，经历 ＣＰＢ三组大鼠肾组织 ＮＦκＢ
ｐ６５ｍＲＮＡ的表达量均高于 Ｓｈａｍ组（Ｐ＜０．０５）；但与
Ｃｏｎｔｒｏｌ组比较，ＥＰＯ干预后肾组织中ＮＦκＢｐ６５ｍＲ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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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明显减少（Ｐ＜０．０５），而且 ＨｉｇｈＥＰＯ组低于
ＬｏｗＥＰＯ组（Ｐ＜０．０５）。
２４　ＥＰＯ对肾脏组织 ＮＦκＢｐ６５蛋白表达的影响　
各组肾脏组织 ＮＦκＢｐ６５表达见图２。与 Ｓｈａｍ组相
比，ＣＰＢ能够导致ＮＦκＢｐ６５表达显著升高，Ｐ＜０．０５；
而与Ｃｏｎｔｒｏｌ组比较，ＥＰＯ能够明显降低这一效应，Ｐ＜
０．０５，而且高剂量时表达降低明显，Ｐ＜０．０５。

　　注：与 Ｓｈａｍ组比较，Ｐ＜０．０５；与 Ｃｏｎｔｒｏｌ组比较，＃Ｐ＜０．０５；与
ＬｏｗＥＰＯ组比较，＆Ｐ＜０．０５。
　图２　各组肾组织 ＮＦκＢｐ６５蛋白表达的电泳图（Ａ）及相对表达水

平（Ｂ）

３　讨论
　　体外循环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促进了心胸外科的
发展，使心血管等手术能够开展进行，为临床医生提供

便利，为患者带来福音，然而，体外循环术后所伴发的

重要脏器功能受损受到越来越多临床医生及实验室研

究人员重视［６－１０］。广大学者认为在非生理性血液循

环的ＣＰＢ过程中，血液成分与人工材料大面积接触，
激活了中性粒细胞等炎症细胞，引起各种炎症介质、趋

化因子及蛋白酶的释放；另外 ＣＰＢ中产生的非正常生
理状况下的搏动血流，导致周围脏器血流灌注不足，形

成一个缺血再灌注损伤过程，以及以肠道为主的内脏

器官屏障功能削弱导致的内毒素释放入血等系列因

素，引起炎症反应综合征，造成肾脏等脏器损伤。

ＮＦκＢ是细胞内最重要的核转录因子，位于炎症
反应信号通路的枢纽位置，能促进多种炎症细胞因子

的基因转录，在炎症细胞因子介导的炎症反应中起中

心作用，静息状态下ＮＦκＢ无活性，其亚基ｐ６５与ｐ５０
形成二聚体存在于胞浆中。当细胞受到脂多糖、氧化

应激等外源性刺激后，通过信号传导 ＮＦκＢ移位至细
胞核被激活，暴露的ｐ６５蛋白与核内κＢ基因特异序列
相结合并启动转录，介导诸多炎性介质表达，进而引起

中性粒细胞黏附聚集，导致组织细胞级联放大的炎症

损伤反应［１１］。研究显示，经历体外循环大鼠肾组织

ＮＦκＢｐ６５蛋白及基因表达活性较假手术组明显增
高，提示ＣＰＢ可促使肾内 ＮＦκＢ的活化，造成肾脏损

伤［１２］。

促红细胞生成素目前在临床上广泛用于治疗各种

原因引起的贫血，如肾性贫血、癌性贫血、新生儿贫血

等，随着对ＥＰＯ药理机制的深入研究，发现 ＥＰＯ还具
有抗炎、抗氧化、抗凋亡等作用。本实验予以 ＥＰＯ干
预后，经历ＣＰＢ大鼠肾组织内 ＮＦκＢｐ６５蛋白表达水
平下降，且高剂量时下降更明显，呈剂量依赖性。

同时，ＣＰＢ后大鼠血清肌酐明显升高，肾脏组织病
理学等变化，均提示 ＣＰＢ确实对肾脏造成损伤，而予
以 ＥＰＯ处理后上述指标下降，肾脏损伤情况明显改
善，说明ＥＰＯ具有减轻 ＣＰＢ所引起的肾脏损伤，起到
保护作用，且高剂量时效果更理想。

综上所述，ＥＰＯ可能是通过抑制 ＮＦκＢｐ６５的表
达，减轻体外循环引起的肾脏损伤，起到保护作用，并

呈剂量依赖性。然而 ＥＰＯ与 ＮＦκＢｐ６５之间的具体
分子作用机制及原理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为 ＥＰＯ用
于治疗体外循环术后肾脏损伤提供有力的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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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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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铎，黄迪华，董海燕，斯徐伟，张爱珍

【摘　要】　目的　研究代谢综合征（ＭＳ）患者血脂与血清饱和脂肪酸的相关性。方法　６７例代谢综合征患者和６０例
正常对照者（ＮＣ）用酶法测定血脂，高效气相色谱法测定血清磷脂脂肪酸谱组分，并计算血清饱和脂肪酸（ＳＦＡ）百分含
量。结果　ＭＳ组甘油三酯（ＴＧ）明显高于ＮＣ组［（２．６±１．３）ｍｍｏｌ／Ｌｖｓ（１．５±０．４）ｍｍｏｌ／Ｌ，Ｐ＜０．０１］。ＭＳ组血清磷脂
脂肪酸谱中总ＳＦＡ百分含量较ＮＣ组显著升高［（４５．７±２．５）％ ｖｓ（４２．１±２．０）％，Ｐ＜０．０１］，相关性分析显示ＴＧ浓度
水平与总ＳＦＡ百分含量正相关（ｒ＝０．３５；Ｐ＜０．０１）。结论　ＭＳ患者ＳＦＡ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其血清ＴＧ水平与饱和
脂肪酸正相关。

【关键词】　代谢综合征；甘油三酯；血清饱和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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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ｉｘｔｙｓｅｖｅ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Ｓａｎｄ６０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Ｃ）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Ｇｗａｓ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ａｓｓａｙａｎ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ｓｂｙ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ｇａｓ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ＦＡｗａ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ｉｎＭＳ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ＮＣｇｒｏｕｐ
［（２．６±１．３）ｍｍｏｌ／Ｌｖｓ（１．５±０．４）ｍｍｏｌ／Ｌ，Ｐ＜０．０１）］．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ＦＡ）ｉｎＭＳ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ＮＣｇｒｏｕｐ［（４５．７±２．５）％ ｖｓ（４２．１±２．０）％，Ｐ＜０．０１）］．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ｒｉ
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ＦＡ．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ｒｕｍ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
ｉｎＭＳｇｒｏｕｐ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Ｆ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

　　膳食脂肪酸比例不合理可能在肥胖、脂质代谢紊
乱发病中起一定作用。磷脂脂肪酸在体内稳定，能客

观反映饮食中摄入的饱和脂肪酸摄入情况［１］。本研究

对代谢综合征（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Ｓ）患者进行血清
磷脂脂肪酸构成测定，并分析其中血清饱和脂肪酸组

分对血脂、血糖代谢指标的影响，以期为 ＭＳ的医学营
养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１１１　ＭＳ组　根据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提出的诊
断标准［２］确诊的在本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的 ＭＳ患
者，共６７例，其中男性３３例，女性３４例，年龄（５５．４±
１３．３）岁。
１１２　正常对照（ＮＣ）组　６０例正常对照者均来自
本院门诊健康体检者。其中男性３２例，女性２８例，年
龄（５５．８±１１．１）岁。均无糖尿病及高血压家族史，口
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排除糖尿病。

研究对象排除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肝硬化、慢

性肺部疾病、慢性肾病、肿瘤及甲状腺等疾病。

基金项目：浙江省医药卫生基金重点项目（２００８Ａ１５６）；浙江省绍兴市科
技局资助项目（２００８０８３）；绍兴市科技局重点资助项目
（２０１１Ａ２３０２２）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楼大钧，朱
麒钱，黄迪华，董海燕，斯徐伟）；中心实验室（叶飞）；３１００２９
浙江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系（李铎）；３１００１５浙江大学城市学
院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张爱珍）

通讯作者：朱麒钱，电子信箱：ｓｘｚｑｑ＠１２６．ｃｏｍ

１２　实验方法　专人测量记录入组对象的临床指标，
如身高、体重、血压等，计算体质指数（ＢＭＩ）。糖化血
红蛋白（ＨｂＡ１Ｃ）应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氧化酶
法测定空腹血糖（ｆａｓｔｉｎｇｐｌａｓｍａｇｌｕｃｏｓｅ，ＦＰＧ）、ＯＧＴＴ２
小时血糖（ＯＧＴＴ２ｈｏｕｒｓｐｌａｓｍａｇｌｕｃｏｓｅ，２ｈＰＧ）。胰岛
素抵抗指数 ＨＯＭＡＩＲ＝［Ｆｉｎｓ（Ｍｕ／Ｌ）×ＦＢＧ（ｍｍｏｌ／
Ｌ）］／２２．５。甘油三酯（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ＴＧ）、总胆固醇
（Ｔｏｔａｌ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Ｔ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ＨＤＬＣ）与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ＬＤＬＣ）测定
采用酶法，四者均在绍兴市人民医院中心实验室使用

全自动生化仪测定。

１３　血清磷脂脂肪酸谱测定　按文献［３－４］分离血
清，提取总脂，分离磷脂，甲酯化后入进行高效气相色

谱仪分析。气相色谱仪条件具体参见文献［５－６］。
使用浙江大学 Ｎ２０１０软件计算其血清饱和脂肪酸百
分含量。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
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ｔ检验。相关分析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ＭＳ组和ＮＣ组临床和生化特征比较　两组在年
龄、性别、血压及 ＢＭ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ＨｂＡ１Ｃ及
血糖比较 ＦＰＧ、２ｈＰＧＭＳ组明显高于 ＮＣ组（Ｐ＜
０．０１）。ＭＳ组的 ＴＣ、ＴＧ、ＬＤＬＣ高于 ＮＣ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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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Ｐ＜０．０１），ＨＤＬＣ显著低于 ＮＣ组，Ｐ＜０．０１， 详见表１。
表１　代谢综合征和健康对照者临床和生化特征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男／女）
年龄

（岁）

ＢＭＩ
（ｋｇ／ｍ２）

收缩压

（ｍｍＨｇ）
舒张压

（ｍｍＨｇ）
ＦＰＧ

（ｍｍｏｌ／Ｌ）
２ｈＰＧ

（ｍｍｏｌ／Ｌ）
ＨｂＡ１Ｃ
（％）

ＴＣ
（ｍｍｏｌ／Ｌ）

ＴＧ
（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Ｃ
（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Ｃ
（ｍｍｏｌ／Ｌ）

ＮＣ组 ６０（３２／２８） ５５．８±１１．１ ２２．５±３．１ １３０．５±１０．３ ７７．８±８．２ ４．７±１．５ ６．２±０．８ ５．４±０．６ ４．３±０．７ １．５±０．４ ２．０±０．５ １．６±０．４
ＭＳ组 ６７（３３／３４） ５５．４±１３．３ ２６．４±４．０ １３３．０±１２．２ ８２．２±９．４ １０．６±３．８ １８．５±６．１ ９．４±１．７ ４．８±１．２ ２．６±１．３ ２．４±０．７ １．３±０．５

　　注：与ＮＣ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２２　ＭＳ组和 ＮＣ组血清饱和脂肪酸谱比较　两组共
检测出血清磷脂饱和脂肪酸组分４种，Ｃ１６：０、Ｃ１８：０、
Ｃ２０：０、Ｃ２３：０，其中ＭＳ组的Ｃ１６：０、Ｃ１８：０及总饱和脂
肪酸（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ＦＡ）明显高于 ＮＣ组（Ｐ＜
０．０１），详见表２。
表２　代谢综合征和健康对照者血清饱和脂肪酸谱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Ｃ１６：０ Ｃ１８：０ Ｃ２０：０ Ｃ２３：０ ＳＦＡ总量

ＮＣ组 ６０ ２７．４±１．８ １４．０±１．２ ０．３±０．１ ０．４±０．２ ４２．１±２．０
ＭＳ组 ６７ ２９．５±１．８ １５．４±１．６ ０．３±０．１ ０．５±０．４ ４５．７±２．５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３　ＭＳ组患者ＴＧ浓度水平与血清饱和脂肪酸组分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显示 ＴＧ浓
度水平与ＳＦＡ正相关（ｒ＝０．３５；Ｐ＜０．０１）。

３　讨论
　　现代不合理的饮食结构可能与 ＭＳ起病有关，一
半以上的 ＭＳ征患者存在高热量、高饱和脂肪酸饮
食［７］。血清磷脂脂肪酸能较准确地反映饮食脂肪酸的

摄入，在流行病学中是脂肪吸收的一种生物指标［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 ＭＳ患者 ＳＦＡ明显高于健康对照，与
国外研究结果一致［９］。ＳＦＡ可影响多种人体细胞功
能，包括：肝细胞、脂肪细胞、巨噬细胞、血管内皮细胞

等，ＳＦＡ可以降低胰岛素刺激的葡萄糖转运，下调脂肪
细胞的ＰＰＡＲγ的表达，改变器官细胞膜上的结构组
成，改变胰岛素信号传导途径等机制导致胰岛素抵抗，

从而导致ＭＳ的发生。
ＭＳ中最典型的血脂异常是 ＴＧ升高。ＭＳ患者脂

联素水平降低，肝脏ＴＧ的含量升高［１０］，这可能与他抑

制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α，
ＴＮＦα）在内的多种炎症因子有关［１１］。本研究也发现

ＭＳ组Ｔ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进一步对各脂肪酸
与血脂之间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ＳＦＡ与 ＴＧ正相关。目
前膳食脂肪对脂蛋白代谢的影响特别是在 ＭＳ个体中
的影响研究较少。ＡｌｅｍａｎｙＭ等［１２］研究发现高 ＳＦＡ
饮食升高ＴＧ和ＬＤＬＣ，而高单不饱和脂肪酸饮食降低
ＴＧ和ＬＤＬＣ。在动物研究中发现给予高 ＳＦＡ饮食出
现肝细胞脂肪变性和ＴＧ堆积增加，ＳＦＡ可导致单核细
胞趋化蛋白１（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ｃｈｅｍｏｔａｃｔ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ＭＣＰ１）
表达增多，ＭＣＰ１通过募集巨噬细胞在脂肪组织中产
生炎症因子，从而调节脂肪细胞分泌代谢，加重肝脏中

ＴＧ堆积，增强胰岛素抵抗［１３］。ＣｈｅｎＹ等［１４］对肥胖的

青少年人群研究也发现，血清磷脂中饱和脂肪酸摄入

增多可导致血管内皮功能受损，ＴＧ水平升高，ＩＲ加
重，血管内皮细胞炎症因子细胞间粘附分子，Ｅ选择蛋
白等产生增多。目前研究认为 ＳＦＡ可能影响血脂代

谢，其具体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结果表明，ＭＳ医学营养治疗需要改变不良
饮食结构，应适当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从而可以改

善甘油三酯等脂质代谢紊乱，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减少

相关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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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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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血Ｄ二聚体（Ｄｄｉｍｅｒ）、Ｐ选择素（Ｐｓｅｌｅｃｔｉｎ）及抗心磷脂抗体（ＡＣＡ）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和
复发的关系。方法　选择１００例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作为观察组，其中初发患者７１例，复发患者２９例，另外选择１００
例健康人作为对照组，测定所有人血Ｄ二聚体、Ｐ选择素及抗心磷脂抗体，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双抗体夹心法（ＥＬＩＳＡ）
测定。结果　对照组的血Ｄ二聚体、Ｐ选择素和抗心磷脂抗体阳性分别为（１７１．２±３７．３）ｎｇ／ｍｌ，（１５．３±８．６）μｇ／Ｌ和
１５例；观察组血Ｄ二聚体、Ｐ选择素和抗心磷脂抗体阳性分别为（３９７．５±４９．１）ｎｇ／ｍｌ，（３１．５±１０．９）μｇ／Ｌ和５６例；观
察组血Ｄ二聚体、Ｐ选择素和抗心磷脂抗体阳性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再发组的血Ｄ二聚体、Ｐ选择素和抗心
磷脂抗体阳性均明显高于初发组（Ｐ＜０．０５）。结论　血Ｄ二聚体、Ｐ选择素及抗心磷脂抗体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和
复发有密切关系，可以作为其监测指标。

【关键词】　深静脉血栓；Ｄ二聚体；Ｐ选择素；抗心磷脂抗体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３．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５０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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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ＤＶＴ）ａｎｄｒｅｌａｐ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ＶＴ（ｆｉｒｓ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ｃａｓｅｓ７１ａｎｄｒｅｌａｐｓｅｃａｓｅｓ２９）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Ｄｄｉｍｅｒ，Ｐｓｅｌｅｃｔｉｎ
ａｎｄＡＣＡ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ＥＬＩ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ＤｄｉｍｅｒａｎｄＰ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ｗｅｒｅ（１７１．２±３７．３）ｎｇ／ｍｌａｎｄ
（１５．３±８．６）μｇ／Ｌ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３９７．５±４９．１）ｎｇ／ｍｌａｎｄ（３１．５±１０．９）μｇ／Ｌ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ｓｆｏｒＡＣＡｗｅｒｅ１５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５６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ｅｒｕｍＤｄｉｍｅｒ，Ｐ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ａｎｄＡＣＡ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ＳｅｒｕｍＤｄｉｍｅｒ，Ｐ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ａｎｄ
ＡＣＡｉｎｒｅｌａｐｓｅ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ｅｓｅｉｎｆｉｒｓ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ｃａｓ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Ｄｄｉｍｅｒ，Ｐ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ａｎｄＡＣＡａｎｄｄｅｅｐｖｅｉｎ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Ｔｈｅｙ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ｏｆｄｅｅｐ
ｖｅｉｎ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ｅｅｐｖｅｉｎ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Ｄｄｉｍｅｒ；Ｐ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Ａｎｔｉｃａｒｄｉｏｌｉｐｉｎ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ｄｅｅｐｖｅｎｏｕｓ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ＤＶＴ）是指下肢深静脉血液不正常凝结。血栓形成过
程中两个重要环节是血小板活化及纤溶状态，由于其

急性期可引起致命性的肺栓塞，致残性的静脉血栓后

遗症可在慢性期常遗留，因此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

健康。而对于患者有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症状时，病情

已较严重，临床治疗的困难较大，因此发现一些与其相

关的血清标志物对于临床工作者至关重要。Ｐ选择素
可反映体内血小板活化程度及血栓形成倾向，是当前

最有价值的血小板激活指标［１］。Ｄ二聚体是交联纤维
蛋白的特异性降解产物，是血栓形成和溶解的特异性

标志物。抗心磷脂抗体是一类针对各种负电性磷脂－
蛋白复合物的自身或同种抗体，与血栓形成密切相关，

在获得性抗活化蛋白 Ｃ抵抗的研究中备受关注［２］。

本研究探讨血Ｄ二聚体、Ｐ选择素及抗心磷脂抗体与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和复发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０８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就诊的深静脉血栓患者１００例作为观察组，其中男
性 ５５例，女性 ４５例，年龄 ２９～７２岁，平均年龄
（５５．６±７．２）岁，其中制动、长期卧床２９例，恶性肿瘤
１４例，因慢性病长期卧床１２例，手术后１０例，产后９

基金项目：山东省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资助课题（０１２１３０１１６）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３１济南市，山东省血栓病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

省交通医院血栓病房

通讯作者：芦璐，电子信箱：ＬＬＴ６６１９７１＠１６３．ｃｏｍ

例，口服避孕药的３例，静脉或静脉内膜损伤２例，病
因不明３３例。均符合 ＤＶＴ诊断标准，排除严重心肺
疾患、急性动脉栓塞、小腿纤维组织炎、小腿损伤性血

肿、糖尿病、急性淋巴管炎、结缔组织病及嗜烟患者。

所有患者抗凝药物抽血前均停用２周以上。１００例患
者根据静脉血栓发作次数分为：初发组（只发作１次）
７１例，男性３８例，女性３３例；再发组（发作≥２次）２９
例，男性１７例，女性１２例。另外选择我院门诊体检的
健康成人１００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５７例，女性４３
例，年龄２６～７９岁，平均年龄（５６．１±７．９）岁。两组人
群年龄、性别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

１２　Ｄ二聚体、Ｐ选择素和抗心磷脂抗体的测定　两
组人群均于清晨、空腹、清醒时抽取肘静脉血４ｍｌ，将
血液在室温下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分离取血浆，
置于ＥＰ管中，放在 －８０℃的低温冰箱中保存备用。
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双抗体夹心法（ＥＬＩＳＡ）测定，Ｐ
选择素试剂盒由上海太阳生物技术公司提供，用抗人

Ｐ选择素单抗包被于酶标板上，加入酶标抗体。于４５０
ｎｍ处测 ＯＤ值，根据 ＯＤ值绘制标准曲线（ＲＯＳ曲
线），计算出ＲＯＣ曲线下的面积（ＡＵＣ），选取曲线图中
最左上方的点对应的值为诊断最佳临界值。抗心磷脂

抗体试剂盒由上海太阳生物技术公司生产，并按其说

明书操作。待测血清的 ＯＤ值 ＞试剂盒的 ｃｕｔｏｆｆ样本
的ＯＤ值者为阳性。Ｄ二聚体试剂盒由上海太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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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公司提供，包被抗人 Ｄｄｉｍｅｒ抗体与待测血浆中
Ｄｄｉｍｅｒ结合，加入酶标抗体后形成复合物，后者与底
物作用呈现显色反应，４９２ｎｍ处测得的Ａ值与待测血
浆Ｄｄｉｍｅｒ含量呈正比，以 Ａ４９２对 Ｄｄｉｍｅｒ标准品浓
度在半对数座标纸上作标准曲线，待测标本 Ｄｄｉｍｅｒ
含量（ｍｇ／Ｌ）可从标准曲线上查出。
１３　下肢静脉加压超声诊断 ＬＤＶＴ标准　①静脉腔
内强弱不等的实性回声；②在病变处脉冲和彩色多普
勒不能探及血流或显示血流充盈缺损；③加压管腔不
变瘪或部分变瘪［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数资料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不符
合正态分布的数据，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 Ｄ二聚体、Ｐ选择素和抗心磷脂抗体的比
较　经比较，观察组血 Ｄ二聚体、Ｐ选择素和抗心磷
脂抗体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Ｄ二聚体、Ｐ选择素和抗心磷脂抗体的比较

组别 ｎ Ｄ二聚体（ｎｇ／ｍｌ） Ｐ选择素（μｇ／Ｌ） 抗心磷脂抗体阳性（例）

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７１．２±３７．３ １５．３±８．６ １５
观察组 １００ ３９７．５±４９．１ ３１．５±１０．９ ５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２　再发组与初发组Ｄ二聚体、Ｐ选择素和抗心磷脂
抗体的比较　经比较，再发组的血 Ｄ二聚体、Ｐ选择
素和抗心磷脂抗体阳性均明显高于初发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再发组与初发组与Ｄ二聚体、Ｐ选择素和抗心磷脂抗体的比较

组别 ｎ Ｄ二聚体（ｎｇ／ｍｌ） Ｐ选择素（μｇ／Ｌ） 抗心磷脂抗体阳性（例）

初发组 ７１ ３６２．７±４２．６ ２９．５±９．３ ３５

再发组 ２９ ４１９．５±４９．９ ３５．２±１１．９ ２１

　　注：与再发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患者有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症状时，病情已较严重，
临床治疗的困难较大。静脉的淤滞、血管的损伤及血

液高凝状态等是促进静脉血栓形成的主要因素，但是

在临床上静脉血栓的形成往往是由综合性的因素导

致。其中首次发作下肢深静脉血栓大约半数无明确的

危险因素［４］，我们选择的病例中也有３３例患者无明确
的诱因。静脉造影检查是诊断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金标

准，但由于其创伤性，临床更倾向于彩色多普勒超声，

后者具有很高的敏感性、特异性和精确性，是评判下肢

深静脉血栓最可靠的技术之一。因此，本研究中所有

病历均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作为确诊的标准。

由于在临床上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检查多

在患者有症状时进行，因此发现一些与其相关的血清

标志物对于临床工作者至关重要。血栓的发生、发展

涉及机体许多复杂的病理生理反应，Ｐ选择素又称
ＧＭＰ１４０，是近年发现的选择素家族中的重要黏附分
子，是一种高糖基化的单链跨膜糖蛋白，是血栓早期的

一个分子标志物。其主要来自于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

和活化的血小板［５－６］。目前认为，Ｐ选择素在炎症和
血栓形成中起着中心环节的作用［７］。一方面炎症促进

血液高凝状态，易导致血栓形成；另一方面血栓形成中

的物质也可引起炎症。Ｐ选择素在内皮细胞处于静息
状态时，几乎不表达，一旦受到炎性介质如凝血酶、组

胺、氧自由基、肿瘤坏死因子等刺激后，Ｐ选择素迅速
表达于细胞表面［８］，介导炎症反应，从而进一步形成血

栓。抗心磷脂抗体在获得性活化蛋白ｃ抵抗的研究中
备受关注，是一类针对各种负电性磷脂 －蛋白复合物
的自身或同种抗体，与血栓形成密切相关。抗心磷脂

抗体通过其识别的抗原性不同而结合，与各种磷脂 －
蛋白质复合物，干扰各种依赖磷脂的凝血和抗凝因子

发挥作用［９］。ＡＣＡ可与血管内皮细胞的磷脂成分结
合，也可与血管内皮细胞的磷脂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

补体系统被激活，抑制花生四烯酸释放，抑制内皮细胞

释放前列腺素，减少前列环素的合成，从而促进血小板

凝聚。抑制血纤维蛋白溶解酶原激活物的释放，致使

血纤维蛋白裂解减低。

Ｄｄｉｍｅｒ为纤维蛋白降解产物中的最小片段，正常
人血中基本无此物，是经活化因子纤维蛋白单体交联

后，再经纤溶酶水解所产生的一种特异性降解产物，是

一种高凝状态及纤溶活化反映在体内的分子标志物。

只有当机体内凝血，并继发纤溶出现时才会产生。故

而，它是一种分子标志物，可反应体内高凝状态并纤溶

亢进的情况，血浆中 Ｄｄｉｍｅｒ含量的定性或定量检测
对血栓形成性疾病具有早期诊断价值，溶栓疗程监测

和疗效评价也可以用其进行评价［１０］。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血 Ｄ二聚体、Ｐ选择素和抗
心磷脂抗体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再发组的
血Ｄ二聚体、Ｐ选择素和抗心磷脂抗体均明显高于初
发组（Ｐ＜０．０５），因此血Ｄ二聚体、Ｐ选择素和抗心磷
脂抗体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和复发均有密切的关

系，监测其变化对疾病的判断有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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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ＦｅｒｒｏｎｉＰ，ＭａｒｔｉｎｉＦ，ＲｉｏｎｄｉｎｏＳ，ｅｔａｌ．ＳｏｌｕｂｌｅＰ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ａｓａｍａｒｋｅｒ

ｏｆｉｎｖｉｖｏ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Ｊ］．ＣｌｉｎＣｈｉｍＡｃｔａ，２００９，３９９（１２）：８８

９１．

［６］　ＣｕｒｖｅｒｓＪ，ｄｅＷｉｌｄｔＥｇｇｅｎＪ，ＨｅｅｒｅｍａｎｓＪ，ｅｔａｌ．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ａｓ

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Ｄ６２Ｐ（Ｐ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ｎ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ｓ：ａ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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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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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湘友

【摘　要】　目的　观察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ｂｌｏｏ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ＢＰ）对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ｒ
ｇａ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ＯＤＳ）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　采用连续性静脉 －静脉血液滤过（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ｅｎｏｖｅｎｏｕｓｈｅ
ｍｏ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ＶＶＨ）模式治疗ＭＯＤＳ患者１７例，观察患者治疗前后 ＡＰＡＣＨＥⅡ、ＢＰ、ＨＲ、Ｓｃｒ、ＢＵＮ、Ｋ＋、ｐＨ和 ＢＥ，以及死
亡人数等指标的变化。结果　接受 ＣＢＰ治疗后，１７例 ＭＯＤＳ患者 １４例好转，有效率 ８２．３５％，死亡 ３例，病死率
１７．６５％，１７例患者３０ｄ病死率为３５．２９％。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ＳＢＰ、ＤＢＰ较治疗前升高（Ｐ＜
０．０５）；ＨＲ较治疗前下降（Ｐ＜０．０５）；Ｓｃｒ、ＢＵＮ、Ｋ＋、ｐＨ、ＢＥ、ＯＩ较治疗前明显改善（Ｐ＜０．０５）。结论　ＣＢＰ可减轻患者
病情，改善ＭＯＤＳ患者血液生化指标，维持内环境稳定，改善患者的预后。
【关键词】　连续性血液净化；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病死率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５９．５２　Ｒ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５０６０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ｒｇａ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Ｂｌｏｏ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Ｓｈｉｍｉｎｇ，ＧＡＯＱｉｎｇ，ＣＨＥＮＹａｏ，ｅｔａｌ．ＩＣＵ，Ｄｕｓｈａｎｚｉ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Ｋａｒａｍａｙ，Ｋａｒａｍａｙ８３３６００，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ｂｌｏｏ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ｒｇａ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ＯＤ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ｔａｌ１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ＯＤ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ｅｎｏｖｅ
ｎｏｕｓｈｅｍｏ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ＡＰＡＣＨＥⅡ，ＢＰ，ＨＲ，Ｓｃｒ，ＢＵＮ，ｐＨ，ＢＥ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１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ＯＤ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ＣＢＰ，１４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３ｃａｓｅｓｄｉ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
８２．３５％，ｔｈ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１７．６５％，ｔｈｅ３０ｄａｙ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ｍｗａｓ３５．２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ａｔａ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ＡＰＡＣＨＥⅡ 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Ｐ＜０．０５），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ＳＢＰａｎｄＤＢＰｗｅ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５），ｉｎｄｅｘ
ｏｆＨＲｗａ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５），ａｎｄ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Ｓｃｒ，ＢＵＮ，Ｋ＋，ｐＨ，ＢＥ，ＯＩ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ｙＣＢＰ，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ａｎｂｅｒ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ａｎ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ａｎｂ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ｂｌｏｏ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ｒｇａ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Ｃａｓｅｆａｔ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ｅ

　　连续性血液净化（ＣＢＰ）是一种体外循环治疗新技
术，能最大限度地模拟肾脏对水及溶质的清除模式，持

续、大量、缓慢地清除机体内的水分和溶质，为多器官

功能障碍综合征（ＭＯＤＳ）患者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治疗
手段。现将我科２０１０年９月 －２０１２年９月间采用连
续性静脉 －静脉血液滤过（ＣＶＶＨ）模式治疗的１７例
ＭＯＤＳ患者临床资料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根据１９９５年全国危重病急救医学学
术会讨论通过的ＭＯＤＳ病情分期诊断标准确诊 ＭＯＤＳ
患者１７例，其中男性 １２例，女性 ５例；年龄 ２６～９３
岁，中位数（６７．１２±１８．９９）岁，入 ＩＣＵ时 ＡＰＡＣＨＥⅡ
评分１０～３６，平均（２４．１２±７．３７）分，器官损伤数量平
均３．０６个，２个９例，３个３例，４个１例，５个以上４
例。导致ＭＯＤＳ的原发病：重症急性肾功能衰竭８例、
毒蘑菇中毒１例、重症硫化氢中毒１例、顽固性心衰５
例、重症感染２例。
１２　治疗方法　使用 ＣＶＶＨ模式治疗，时间为 ８～
１３５ｈ，中位治疗时间４１．２ｈ，以前稀释方式输入，置换
液流量为２０００～４０００ｍｌ／ｈ，血流量１５０～２００ｍｌ／ｍｉｎ，

基金项目：新疆克拉玛依市科技计划项目（Ｓｋ２０１１３９）
作者单位：８３３６００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人民医院ＩＣＵ（陈世明，高清，

陈姚）；８３００５４乌鲁木齐市，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
医学科（于湘友）

通讯作者：陈世明，电子信箱：ｘｊｄｓｚｃｓｍ＠ｓｏｈｕ．ｃｏｍ

如果患者有出血或抗凝剂禁忌证者采用无肝素化。１７
例患者均积极治疗原发病，包括ＩＣＵ综合治疗，如液体
复苏、必要时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抗感染、氧疗（气管

插管和机械通气）、控制血糖、营养支持等。

１３　设备及材料　均采用德国贝朗一次性双腔血液
透析管，选择股静脉、颈内静脉穿刺插管留置导管。采

用德国贝朗可吸附聚砜膜滤器（ＨＩＰＳ１８）。
１４　实验室检查　所有患者进行 ＣＢＰ治疗前以及治
疗后采外周静脉血用自动化仪检查：肌酐（Ｓｃｒ）、尿素
氮（ＢＵＮ）、血 Ｋ＋，血气分析（ｐＨ值、ＢＥ、ＰａＯ２、ＰａＣＯ２）
和氧合指数（ＯＩ）等指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１７例危重病患者中，好转１４例，有效率８２．３５％；
死亡３例，病死率１７．６５％；死亡３例中４个器官损伤
１例（１／１），５个器官损伤２例（２／４）；其病因分别是重
症急性肾衰竭合并肾动脉、股动脉栓塞２例，顽固性心
衰１例。１７例患者３０ｄ病死率为３５．２９％。经过ＣＶ
ＶＨ治疗，患者血压升高、心率下降、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显
著降低、酸中毒得到纠正、ＰａＯ２、ＯＩ明显改善（见表
１）。

３　讨论
　　ＣＢＰ是指能连续、缓慢清除溶质和水分的一种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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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替代疗法。ＣＢＰ不仅能清除血液中血肌酐等小分子
物质，而且能清除炎性介质，减轻炎性介质对各脏器的

损害，保护各脏器的功能；ＣＢＰ通过超滤作用清除体内
过多的水分，减轻肺间质和组织水肿，增加气体弥散功

能，增加重要脏器氧供，改善组织氧合功能，提高组织

对氧气的利用率，减少缺氧带来的一系列损害［１－３］；

ＣＢＰ通过调节水电酸碱平衡，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增
强机体对常规治疗的敏感性［４－５］。加上其他常规治

疗，就可使患者更好更快地恢复健康。

表１　ＭＯＤＳ患者行ＣＶＶＨ治疗前后临床指标及实验室检查指标的变化（ｘ±ｓ，ｎ＝１７）

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ＡＰＡＣＨＥⅡ ２４．１２±７．３７ １５．４１±６．１７ ３．７４ ０．００１
ＳＢＰ（ｍｍＨｇ） １０２．１８±２２．８６ １２６．８２±１４．５０ －３．７５ ０．００１
ＤＢＰ（ｍｍＨｇ） ６１．２９±６．２６ ７１．８２±１１．６１ －３．２９ ０．００２
ＨＲ（次／分） １０６．８８±２０．２９ ８７．４１±２３．３３ ２．６０ ０．０１４
Ｓｃｒ（ｍｍｏｌ／Ｌ） ３７２．６５±２３６．６５ １９９．０６±１４０．０６ ２．６０１ ０．０１５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２４．５１±８．１２ １２．９５±７．６３ ４．２８ ０．００１
Ｋ＋（ｍｍｏｌ／Ｌ） ５．８９±１．１０ ４．０７±０．３６ ６．４７ ０．００１
ｐＨ ７．２５±０．１３ ７．４０±０．０５ －４．４５ ０．００１
ＢＥ（ｍｍｏｌ／Ｌ） －８．３０±４．８２ ０．１８±２．９４ －６．１９ ０．００１
ＰａＣＯ２（ｍｍＨｇ） ３７．１１±９．７５ ３６．４０±６．６１ ０．２５ ０．８０５
ＰａＯ２（ｍｍＨｇ） ７７．２４±２０．４９ １０５．０６±２７．２８ －３．３６ ０．００２
ＯＩ １７０．５９±５６．４９ ２７８．７１±６０．１８ －５．４０ ０．００１

　　注：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ＭＯＤＳ是ＩＣＵ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其病死率高
的原因可能是水电酸碱失衡、免疫紊乱、炎症介质大量

释放、组织细胞受损、多脏器衰竭。因此，临床上希望

通过清除炎性介质手段有效降低血液中的毒素及细胞

因子水平，阻断炎症发展通路［６－７］，维持内环境稳定，

保护各脏器的功能以降低病死率，改善预后。在抢救

急危重症和预防 ＭＯＤＳ中 ＣＢＰ显示出独特的治疗效
果，对于休克、呼吸衰竭、昏迷、高龄者非绝对禁忌证，

在升压药、机械通气的同时可以进行 ＣＢＰ治疗，特别
是中毒症状极其严重者。本研究显示：１７例危重病患
者经ＣＢＰ治疗后患者血压升高（Ｐ＜０．０１），心率下降
（Ｐ＜０．０１），改善 ＭＯＤＳ脏器损害程度，ＡＰＡＣＨＥⅡ评
分显著降低（Ｐ＜０．０１），ＰａＯ２、ＯＩ明显改善（Ｐ＜
０．０１）。陶静等［８］证实，连续性血液净化可以改善老

年ＭＯＤＳ脏器损害程度，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显著降低，提
高患者存活率。本组治疗患者中最高年龄９３岁，平均
（６７．１２±１８．９９）岁，ＣＢＰ治疗过程无明显不良反应，５
例中老年顽固性心力衰竭经 ＣＢＰ治疗后有４例获得
了较好的效果。ＣＢＰ通过超滤，降低心脏前后负荷，增
加射血分数，改善心功能。本组资料显示，１７例患者
中有９例出现低血压，经处理后血压正常，８例低血压
休克患者经ＣＢＰ治疗后血压逐步上升，血管活性药物
用量逐渐减少甚至停用。ＣＢＰ有利于恢复水电酸碱平
衡，增强机体对血管活性药物的敏感性，恢复对利尿剂

的治疗反应，从而改善血流动力学。本组１例患者毒
蘑菇中毒，３ｄ后才入院治疗，出现肝、肾功能损害，且
有休克表现，年龄大，采用 ＨＰ联合 ＣＶＶＨ治疗，效果

明显，治疗时间短，４ｈ后患者生命体征即趋于平稳，１
周后好转出院，因此ＣＢＰ也是中毒治疗的一种有效方
法。

危重病患者的病死率与器官功能衰竭的数量有明

显关系，器官功能衰竭的数目越多病死率越高，国内报

道［９］，２个器官功能衰竭的病死率为５０％ ～６０％，而４
个或 ４个以上器官功能衰竭者，病死率几乎 １００％。
本组治疗中，４个以上器官损伤的５例患者中有３例
死亡。在预测患者出现ＭＯＤＳ前及发生ＭＯＤＳ后及早
应用ＣＢＰ治疗，应用足够的 ＣＢＰ治疗时间（本组 ＣＢＰ
中位治疗４１．２ｈ）避免更多器官发生功能衰竭，取得较
理想的预后。国外学者研究报道［１０］，没有器官功能衰

竭时就开始 ＣＢＰ治疗其住 ＩＣＵ时间和生存率均显著
优于至少１个器官衰竭者再行ＣＢＰ治疗。

总之，ＣＢＰ具有低流量、低超滤、易搬动、对血流动
力学影响小等优点，通过清除 ＭＯＤＳ患者体内的各种
炎症介质和内毒素，保持内环境稳定，改善气体交换参

数，降低体温及机体代谢率，重建免疫平衡，降低病死

率，改善预后［９，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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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ＬＶＫＤＢ患儿血小板参数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宁建英，刘莹，谷强

【摘　要】　目的　探讨晚发型维生素Ｋ缺乏性出血（ＬａｔｅｖｉｔａｍｉｎＫ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ＬＶＫＤＢ）患儿疾病急性期及恢复
期血小板参数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４例住院确诊为ＬＶＫＤＢ患儿在疾病急性期及恢复期的外周血血
红蛋白（Ｈｂ）和血小板计数（ＰＬＴ）、平均血小板体积（ＭＰＶ）、血小板压积（ＰＣＴ）、血小板分布宽度（ＰＤＷ）四项参数，以２５
例２～３月正常婴儿为对照组。结果　ＬＶＫＤＢ患儿急性期与对照组比较，Ｈｂ降低，ＭＰＶ减小，ＰＤＷ增大，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恢复期患儿与对照组比较，Ｈｂ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ＭＰＶ、ＰＤＷ无明显变化，两者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ＬＶＫＤＢ患儿在出血急性期Ｈｂ明显降低，ＭＰＶ减小，ＰＤＷ增大，可作为早期诊
断的检测指标之一。

【关键词】　维生素Ｋ缺乏；晚发型；颅内出血；血小板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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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发型维生素 Ｋ缺乏症又称获得性凝血酶原复
合物体减低症，人体凝血因子Ⅱ、Ⅶ、Ⅸ凝血活性直接
依赖于维生素 Ｋ存在，由于维生素 Ｋ摄入和吸收不
足，或因肝功能障碍，不能利用维生素 Ｋ合成凝血酶
原引起的出血性疾病［１］。ＬＶＫＤＢ见于生后１～３月，
病死率及致残率较高，存活者常留有智力障碍、脑性瘫

痪、癫痫等神经系统后遗症。早期诊断和治疗是降低

病死率和致残率关键［２－３］。回顾性分析我院２００７年８
月－２０１２年８月住院确诊 ＬＶＫＤＢ患儿外周血血红蛋
白（Ｈｂ）和血小板计数（ＰＬＴ）、平均血小板体积
（ＭＰＶ）、血小板压积（ＰＣＴ）、血小板分布宽度（ＰＤＷ）
四项参数，探讨参数变化及临床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分析我科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０１２年
８月住院确诊 ＬＶＫＤＢ患儿２４例，其中男 １９例，女 ５
例，男女比率３．８∶１；年龄３６～１０８ｄ，平均年龄５３ｄ；
纯母乳喂养２１例（８７．５％）；均无外伤史、出血性疾病
家族史；实验室检查外周血均有贫血；头颅 ＣＴ均有颅
内出血，颅内出血部位：硬膜下出血１１例（４５．８％），
蛛网膜下腔出血 ９例（３７．５％），脑实质出血 ３例
（１２．５％），脑室内出血１例（４％）；其中有１例死亡，２
例放弃。

基金项目：石河子大学科学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ＺＲＫＸＹＢＬＨ０２）
作者单位：８３２００８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通讯作者：宁建英，电子信箱：ｎｊｙ１８８＠ｓｏｈｕ．ｃｏｍ

１２　检测方法　ＬＶＫＤＢ患儿入院后即抽取静脉血１
ｍｌ，置于 ＥＤＴＡＫ抗凝硅化管中混匀，采用迈瑞５５００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结果作为急性期观察组；经过

补充维生素Ｋ１，降颅压，控制惊厥，重度贫血患儿予输
血，营养神经等治疗，２周后进入恢复期，复查外周血
象结果作为恢复期观察组；选择同期我院保健科２～３
月正常婴儿（排除生理性贫血期）２５例外周血象结果
作为对照组。比较外周血象中 Ｈｂ、ＰＬＴ、ＭＰＶ、ＰＣＴ、
ＰＤＷ的变化。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组间比
较用ｔ检验，数据以（ｘ±ｓ）表示，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ＬＶＫＤＢ组与对照组在性别、年龄、体重、族别、出
生情况、喂养方式方面进行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与对照组比较，ＬＶＫＤＢ患儿急性期 Ｈｂ明显下降

（Ｐ＜０．０５），ＭＰＶ减小（Ｐ＜０．０５），ＰＤＷ增高（Ｐ＜
０．０５）。恢复期患儿Ｈｂ仍有下降（Ｐ＜０．０５），ＭＰＶ及
ＰＤＷ无变化（Ｐ＞０．０５）。见表１。

３　讨论
　　ＬＶＫＤＢ多见于纯母乳喂养、慢性腹泻、营养不良、
长期接受全静脉营养者，除其他部位出血外，几乎均有

颅内出血［４－５］。小婴儿由于颅缝未闭，出血量少时，颅

内高压症状不明显，临床症状不典型，早期很难做出正

确诊断。因此，治疗时机是决定预后关（下转第１６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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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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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林其，陈雪林，陈华，顾泉，宁刚

【摘　要】　目的　探讨ＴＢＩ患者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的变化，并分析其与损伤严重程度及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入选
２００例ＴＢＩ患者，根据入院时ＧＣＳ评分进行分组、并选择３０例健康体检者作为正常对照组，测定伤后２４ｈ、４８ｈ、７２ｈ、
１２０ｈ血中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分析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水平，与ＴＢＩ入院时ＧＣＳ评分，及患者伤后１个月ＧＯＳ评分的相
关性。结果　ＴＢＩ组血清中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较对照组明显升高（Ｐ＜０．０５），不同程度ＴＢＩ组在同一个时间点之间比较，
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含量与 ＴＢＩ严重程度成正相关，与 ＧＣＳ和 ＧＯＳ评分成
负相关（ｒ＝０．７８４，Ｐ＜０．０５；ｒ＝－０．８３５，Ｐ＜０．０５；ｒ＝－０．７９３，Ｐ＜０．０５）；ＴＢＩ患者恢复不良组５８例，恢复良好组１４２
例，恢复不良组与良好组之间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血清 Ｓ１００Ｂ蛋白含量越高，ＴＢＩ越
严重，预后越差。结论　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测定可作为判断ＴＢＩ严重程度及预后的重要指标，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颅脑损伤；Ｓ１００Ｂ蛋白；ＧＣＳ评分；ＧＯＳ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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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颅脑损伤（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ＴＢＩ）的临床治疗效果有明显的提高，但伤后病
情的诊断、进展情况及预后情况的判断，目前仅限于格

拉斯哥昏迷（Ｇｌａｓｇｏｗｃｏｍａｓｃａｌｅ，ＧＣＳ）评分及格拉斯
哥预后（Ｇｌａｓｇｏｗｏｕｔｃｏｍｓｃａｌｅ，ＧＯＳ）评分，而伤后神经
细胞损伤的程度是决定病情演变及预后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Ｓ１００Ｂ蛋白对 ＴＢＩ具有高度
敏感性和特异性，是一种能反映 ＴＢＩ严重程度及预后
的生化标志物。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观察患者血清

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变化，以期为临床诊断 ＴＢＩ病情进展
及预后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９月
收治的２００例ＴＢＩ患者，均于伤后２４ｈ内入院，并经颅
脑ＣＴ或者 ＭＲＩ检查明确诊断，符合 ＴＢＩ诊断标准。
临床诊断为脑挫裂伤伴发不同程度蛛网膜下腔出血，

基金项目：上海市青浦区科委自然基金资助（青科发２０１０３６）；上海青
浦区卫生局青年基金（ｗ２０１１１２）

作者单位：２０１７００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神经外科
通讯作者：盛罗平，电子信箱：ｓｌｐ１９６３＠ｓｉｎａ．ｃｏｍ

硬膜外血肿，硬膜下血肿及颅骨骨折等。其中男性

１２８例，女性７２例；年龄１８～７８岁，平均年龄（４２．３±
３．２）岁。按 ＧＣＳ评分分为４组：轻型 ＴＢＩ（ＧＣＳ评分
１３～１５分），５０例；中型 ＴＢＩ（ＧＣＳ评分９～１２分），５０
例；重型 ＴＢＩ（ＧＣＳ评分６～８分），５０例；特重型 ＴＢＩ
（ＧＣＳ评分３～５分）５０例。排除标准：①肝脏破裂、脾
脏破裂及四肢多发骨折。②恶性肿瘤及其它神经系统
及免疫性疾病史；③明确的细菌，病毒感染；④伤前１
个月内无手术及创伤史；⑤有严重贫血，出血性疾病
等。有手术指证，给予手术治疗。手术方式及手术适

应症及术后治疗均按照《中国颅脑损伤救治指南》执

行。选择我院体检中心３０名健康体检者，作为正常对
照组。５组的年龄、性别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关于本课题研究，已经通过我院
医学伦理会审核批准。所有入选患者及健康体检者都

签订知情同意书。

１２　检测方法　ＴＢＩ患者于伤后２４ｈ、４８ｈ、７２ｈ、１２０
ｈ分别抽取静脉血５ｍｌ，对照组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
血５ｍｌ，于 ４℃、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
－８０℃冰箱保存待测。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的测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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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购自北京东亚免疫
技术研究所，操作步骤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患

者伤后１个月按ＧＯＳ评分进行评价。ＧＯＳ１分：死亡；
ＧＯＳ２分：植物状态；ＧＯＳ３分：严重残疾；ＧＯＳ４分：中
度残疾；ＧＯＳ５分：恢复良好。ＧＯＳ评分１～３分者为
恢复不良组，４～５分者为恢复良好组。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ｉｇｍａｓｔａｔ统计软件分析，计
量资料以（ｘ±ｓ）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法进行相关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检验水准按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伤后不同时间点时 Ｓ１００Ｂ水平的变化　ＴＢＩ组
Ｓ１００Ｂ较对照组明显升高（Ｐ＜０．０５），于伤后７２ｈ达
到高峰。不同 ＴＢＩ组在同一个时间点之间比较，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ＢＩ程度越重，Ｓ１００Ｂ蛋白表
达水平越高。见表１。

表１　不同组颅脑损伤患者伤后不同时间点时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的变化（ｘ±ｓ，ｎｇ／ｍｌ）

组别 ｎ 伤后抽血时间 Ｓ１００Ｂ

轻度颅脑损伤组 ５０ ２４ｈ ０．２６４±０．０１３

４８ｈ ０．２８６±０．０３５

７２ｈ ０．３２４±０．０２２

１２０ｈ ０．３０２±０．０２８

中度颅脑损伤组 ５０ ２４ｈ ０．２７５±０．０４２

４８ｈ ０．３６８±０．０３９

７２ｈ ０．４７８±０．０７２

１２０ｈ ０．４２７±０．０５４

重度颅脑损伤组 ５０ ２４ｈ ０．３８７±０．０４８

４８ｈ ０．５３９±０．０７２

７２ｈ ０．７９５±０．０９２

１２０ｈ ０．７２８±０．１３７

特重型颅脑损伤组 ５０ ２４ｈ ０．５７２±０．０２８

４８ｈ ０．９２６±０．１９４

７２ｈ １．２３６±０．２１５

１２０ｈ １．０３２±０．１２５

正常对照组 ３０ ０．０８９±０．０１３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不同 ＴＢＩ组在同一个时间点之

间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ＴＢＩ患者血清 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与 ＴＢＩ患者严重
程度ＧＣＳ和 ＧＯＳ的相关性分析　ＴＢＩ患者的 Ｓ１００Ｂ
蛋白含量分别与 ＴＢＩ严重程度成正相关，与 ＧＣＳ和
ＧＯＳ评分呈负相关（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颅脑损伤患者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与颅脑损伤严重程度、ＧＣＳ和ＧＯＳ评分的相关

相关因素
Ｓ１００Ｂ

ｒ值 Ｐ值
ＧＣＳ －０．８３５ ＜０．０５
ＧＯＳ －０．７９３ ＜０．０５
颅脑损伤严重程度 ０．７８４ ＜０．０５

２３　ＴＢＩ患者血 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与预后的关系　恢
复不良组（ＧＯＳ１～３分）５８例，恢复良好组（ＧＯＳ４～５
分）１４２例。恢复不良组与恢复良好组之间血清
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３．８５３，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颅脑损伤患者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与预后的关系（ｘ±ｓ，ｎｇ／ｍｌ）

ＧＯＳ评分 ｎ 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

４～５分 １４２ ０．５０２０±０．０６２３
１～３分 ５８ １．１８３０±０．０７３８

３　讨论
　　近年对重型 ＴＢＩ的基础研究日趋增多，神经系统
中某些特异性蛋白与 ＴＢＩ的研究也取得很大进展，其
中Ｓ１００Ｂ蛋白是具有代表性的蛋白。它是主要存在于
神经胶质细胞中的特异性蛋白，正常情况下细胞外液

含量很少，当胶质细胞受损后细胞完整性破坏，可以大

量进入细胞外液［１］。其对ＴＢＩ的检测有高度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其含量的变化与临床症状、体征及影像学改

变密切相关［２］。

Ｓ１００Ｂ蛋白虽然具有神经营养作用，但是高浓度
的Ｓ１００Ｂ蛋白却有神经毒性作用，参与神经退化机制。
细胞外高浓度的Ｓ１００Ｂ蛋白可以刺激致炎细胞因子表
达，导致细胞凋亡，并能通过一氧化氮依赖途径诱导神

经元细胞死亡。Ｓ１００Ｂ蛋白主要存在于脑组织中，当
发生ＴＢＩ时，Ｓ１００Ｂ蛋白可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血液，测
定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含量可间接地反映 ＴＢＩ的严重程
度［３－４］。本研究根据入院时 ＧＣＳ评分进行分组，分为
轻度、中度、重度、特重度４组，结果显示，发生ＴＢＩ后，
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Ｐ＜０．０５），
ＴＢＩ严重程度与 Ｓ１００Ｂ蛋白上升水平有关，伤后同一
时间每组间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ＴＢＩ后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升高，其机制可能
是ＴＢＩ时由小胶质细胞分泌的 ＩＬ１强烈刺激星形细
胞活化和增殖，产生大量的 Ｓ１００Ｂ蛋白。而 Ｓ１００Ｂ蛋
白自身也促进星形细胞的肥大和增殖产生更多的

Ｓ１００Ｂ蛋白，从而形成正反馈调节［５］。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Ａ等［６］研究发现 ＴＢＩ患者血
清中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和 ＴＢＩ的严重程度有关，ＴＢＩ患
者伤后１月内死亡的患者，血清和尿中 Ｓ１００Ｂ蛋白浓
度较生存患者明显升高。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的分界点血
清中为０．４６１μｇ／Ｌ，尿中为０．０２５μｇ／Ｌ。通过检测血
和尿中的Ｓ１００Ｂ蛋白，判断 ＴＢＩ的灵敏度为９０％，监
测血中Ｓ１００Ｂ蛋白特异度８８．４％，监测尿中Ｓ１００Ｂ蛋
白特异度６２．８％。通过监测血中和尿中的 Ｓ１００Ｂ蛋
白可以作为一种灵敏和有效的指标用于早期判断重度

ＴＢＩ预后。本研究发现预后良好组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为
（０．５０２０±０．０６２３）ｎｇ／Ｌ，预后不良组 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
为（１．１８３０±０．０７３８）ｎｇ／Ｌ，本研究结果 Ｓ１００Ｂ蛋白浓
度变化趋势与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Ａ一致，结果差距
可能与实验试剂有关。表明ＴＢＩ患者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
浓度是判断患者的预后的一种客观指标。

ＴｏｐｏｌｏｖｅｃＶｒａｎｉｃＪ等［７］研究发现 Ｇｌａｓｇｏｗ昏迷评
分是判断ＴＢＩ严重程度和评估其预后的重要依据，分
类简单、容易掌握。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分析的结果表
明，它与Ｇｌａｓｇｏｗ昏迷评分相比较，血清 Ｓ１００Ｂ含量与
扩展 Ｇｌａｓｇｏｗ结果评分之间具有更强的相关性，这提
示血清Ｓ１００Ｂ含量能够更准确地判断ＴＢＩ严重程度和
评估其预后。我们研究发现，血清 Ｓ１００Ｂ蛋白含量与
ＧＣＳ和ＧＯＳ评分成负相关（ｒ＝－０．８３５，Ｐ＜０．０５；ｒ＝
－０．７９３，Ｐ＜０．０５），其结果与他们一 （下转第１６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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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透析时间对尿素清除率 Ｋ的影响
厉珊，贾汝汉，秦鹏，石明，彭家清

【摘　要】　目的　通过在线尿素清除率监测法（ＤＩＡＳＣＡＮ）研究单次透析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尿素清除率 Ｋ有无
变化，透析的时间对尿素清除率Ｋ有无影响。方法　随机选择病情稳定且血管通路功能良好的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
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患者３０例，在其每一次透析过程始终，保持透析设备的各种参数不变，并且维持患者的血流量稳定且
保持相同，血流量设定为２５０ｍｌ／ｍｉｎ，利用瑞典金宝ＧＡＭＢＲＯ公司ＡＫ９６血液透析机随机自带的在线尿素清除率监测法
ＤＩＡＳＣＡＮ，连续观察记录每一次透析全过程中的Ｋ值结果，时间间隔设置为３０ｍｉｎ，除去各种突发因素如设备或患者自
身因素导致血流量不稳定时所观察到的Ｋ值，分析透析时间对Ｋ值的影响。结果　在一次透析过程中，单次透析时间
与尿素清除率Ｋ不相关（Ｐ＞０．０５）。结论　在一次透析的全过程中，透析效率不受时间影响，增加透析时间可以提高透
析充分性。

【关键词】　在线尿素清除率监测法；尿素清除率Ｋ；透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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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ｔｉｍｅｏｎ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ｕｒｅａｒｅｍｏｖａｌ（Ｋ），ｂｙ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Ｋ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ｏｆ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ｅｔｈ
ｏｄｓ　ＴｈｅＫｄｕｒｉｎｇｏｎｅ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ｔｉｍｅａｎｄＫ
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ｔｉｍｅａｎｄＫ（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ｕ
ｒｅａｒｅｍｏｖａｌｗａｓｕ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ｔｉｍｅｄｕｒｉｎｇｏｎｅ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Ｋｔ／Ｖ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ｅｍｏｄｉ
ａｌｙｓｉｓｔｉ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ｎｌｉｎ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Ｋｔ／Ｖ；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ｕｒｅａｒｅｍｏｖａｌＫ；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ｔｉｍｅ

　　２００６年美国肾脏病基金会透析临床指导纲要
（ＮＫＦＫ／ＤＯＱＩ）仍然推荐应用单室尿素动力学模型来
计算单次血液透析过程中的尿素清除指数（Ｋｔ／Ｖｓｐ），
每周３次的血液透析，每次透析剂量应至少达１．２［１］。
其中Ｋ为尿素的清除率，ｔ为每次透析时间，Ｖ为尿素
分布容积。该方法已被国内外学者所公认为可行有

效，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每一次透析过程中，ｔ和 Ｖ是
相对固定的，而 Ｋ值是相对易变的，往往对透析效果
起决定影响作用。当 ｔ值增加而 Ｖ相对固定时，Ｋ值
是否会随之变化，继而对 Ｋｔ／Ｖ造成显著影响，其报道
并不多见。同一种透析器，在相同条件下其体外试验

的Ｋ值固定不变，然而在人体中，因受多种因素影响，
实测Ｋ值是否固定不变呢，本文旨在通过在线尿素清
除率监测法研究透析时间 ｔ对尿素清除率 Ｋ有无影
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
心２０１０年９～１０月份行血液透析的慢性肾衰竭患者
３０例，每周透析１～３次，每次透析４ｈ。其中男性患
者１６例，平均年龄（６２．４±１８．７）岁，平均身高
（１．６６０±０．０６７）ｍ，血管通路为：静脉临时置管３例、
静脉半永久置管３例、前臂内瘘１０例，基础病因为：高
血压肾病 ４例、高尿酸肾病 ２例、慢性肾小球肾炎 ３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６０武汉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厉珊，贾汝汉，石
明）；４３４０００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肾内科（厉珊，秦鹏，彭家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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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慢性间质性肾炎１例、２型糖尿病肾病２例、梗阻
性肾病２例、原因不明２例；女性患者１４例，平均年龄
（５１．１±１５．２）岁，平均身高（１．５７０±０．０５６）ｍ，血管通
路为：静脉临时置管５例、静脉半永久置管４例、前臂
内瘘５例，基础病因为：高血压肾病６例、慢性肾小球
肾炎５例、梗阻性肾病１例、先天性多囊肾１例、系统
性红斑狼疮性肾炎１例。
１２　设备与药物　血液透析机为瑞典金宝 ＧＡＭＢＲＯ
公司ＡＫ９６血液透析机，选择其随机自带的在线尿素
清除率监测方式 ＤＩＡＳＣＡＮ。ＤＩＡＳＣＡＮ是通过治疗期
间放置在液体流路中的透析器前后的电导率传感器来

测量清除率（Ｋ）的，再通过 Ｗａｔｓｏｎ公式求得尿素分布
容积（Ｖ），进而可得到 Ｋｔ／Ｖ值。透析器采用金宝
ＧＡＭＢＲＯＰｏｌｙｆｌｕｘ１４Ｌ一次性透析器，膜面积１．４ｍ２，
体外超滤系数［１０．０ｍｌ／（ｈ·１００ｍｍＨｇ）］。透析液
为常规碳酸氢盐透析液。抗凝剂为低分子肝素。

１３　透析方法　在每一次透析开始时按照 ＤＩＡＳＣＡＮ
软件要求输入患者的性别、身高及干体重，男性患者需

输入年龄。将ＤＩＡＳＣＡＮ连续测量间隔时间设置为３０
ｍｉｎ一次。将透析液钠离子浓度设置为正常范围内固
定值，我们设置为１３８ｍｍｏｌ／Ｌ。透析液温度（ＤＴ）保持
不变，我们设置为３７℃。透析液流速设定为５００ｍｌ／
ｍｉｎ。并保持超滤率固定。血流量设定为２５０ｍｌ／ｍｉｎ。
记录患者姓名、年龄、Ｋ值及对应的透析时间，监测透
析时的静脉压（ＶＰ）、跨膜压（ＴＭＰ）、血压和管路凝血
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分析软件，计

·１１５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０　　



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用配对 ｔ检验或单向
方差分析，相关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法，检验水准为 α＝
０．０５。

２　结果
　　监测的跨膜压平均值为（１１．８±２９．０）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静脉临时置管（２．１±２３．０）
ｍｍＨｇ；颈静脉半永久置管（９．２±１２．７）ｍｍＨｇ；前臂
内瘘（２０．３±４８．０）ｍｍＨｇ。监测的静脉压平均值为
（８８．９±２８．３）ｍｍＨｇ：静脉临时置管（８１．３±３１．１）
ｍｍＨｇ，范围从 ５２～１５６ｍｍＨｇ；颈静脉半永久置管
（７８．９±１９．２）ｍｍＨｇ，范围从５１．７～１０５ｍｍＨｇ；前臂
内瘘（９８．７±１２．２）ｍｍＨｇ，范围从 ８１～１１８ｍｍＨｇ。
血压无明显波动，管路无凝血。

Ｋ值与时间的关系：３４例患者收集了５８例次有
意义的结果，Ｋ的平均值如下：第 ０．５ｈ为 １７７．３±
２９．６，第 １ｈ为 １８４．２±３０．６，第 １．５ｈ为 １８２．５±
２８．９，第 ２ｈ为 １７８．１±２９．０，第 ２．５ｈ为 １７９．９±
３０．８，第 ３ｈ为 １８１．０±２９．２，第 ３．５ｈ为 １８７．７±
３０．７，第４ｈ为１７２．８±２６．１。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值在 ０．８０８～１．０００。相关分析 ｒ＝
－０．０１３，Ｐ＝０．８１３，说明二者无相关性。将本组观察
值按照 １ｈ分组后分析，其平均值如下：第 １ｈ为
１８０．７±３０．１，第２ｈ为１８０．３±２８．９，第３ｈ为１８０．１±
２９．８，第４ｈ为１８２．９±２９．９。各组间比较差异亦无统
计学意义，Ｐ值为０．９９６～１．０００。相关分析ｒ＝０．０２０，
Ｐ＝０．７２１，说明二者亦无相关性。

有７例患者，每一次透析全过程中从第０．５ｈ开
始均依次获得了８个Ｋ值，其平均值如下：第０．５ｈ为
１９５．３±２８．７，第 １ｈ为 １７９．１±３７．８，第 １．５ｈ为
１８８．９±３９．４，第 ２ｈ为 １８４．６±２５．１，第 ２．５ｈ为
１８１．９±３５．９，第 ３ｈ为 １８４．９±２４．８，第 ３．５ｈ为
１９３．９±３８．４，第４ｈ为１７８．７±１８．２。各组间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值在０．９８３～１．０００。相关分析
ｒ＝－０．０５２，Ｐ＝０．７０５，说明二者无相关性。将本组观
察值按照 １ｈ分组后分析，其平均值如下：第 １ｈ为
１８７．２±３３．３，第２ｈ为１８６．７±３１．８，第３ｈ为１８３．４±
２９．７，第４ｈ为１８６．３±２９．９。各组间比较差异亦无统
计学意义，Ｐ值均为 １．０００。相关分析 ｒ＝－０．０２３，
Ｐ＝０．８６８，说明二者亦无相关性。

３　讨论
　　透析充分对于患者是至关重要的。评估透析充分
性的指标包括临床综合指标和尿素动力学模型等［２］。

有人认为可以将 Ｋｔ／Ｖ＝１．０作为透析剂量的底限
值［３］。考虑到尿素生成率对测定结果的影响，ｏｎｌｉｎｅ
Ｋｔ／Ｖ值与二室尿素动力学模型（Ｋｔ／Ｖｄｐ）更相关，理
论上可以更准确地反映透析对尿素氮的实际清除水

平［４］。欧洲权威的血液透析实践指南指出：线尿素清

除率监测不能取代的其推荐的每月一次的清除率评估

方法（Ｋｔ／Ｖｄｐ），但是可以用来计算每次透析剂量的基
础值［５］。Ｋｔ／Ｖｓｐ的值高于 ｏｎｌｉｎｅＫｔ／Ｖ的值。在透析
参数基本相同的情况下，ｏｎｌｉｎｅＫｔ／Ｖ的可重复性强，所
得结果的偏差小于 Ｋｔ／Ｖｓｐ，并且与透析的时间正相
关［６］。Ｋｔ／Ｖ与不同体表面积相关，与性别及超滤量无
关［７］。透析液流速由５００ｍｌ／ｍｉｎ调高到８００ｍｌ／ｍｉｎ
后，Ｋｔ／Ｖ约提高１５％［８］。血流量与 Ｋｔ／Ｖ正相关，血
流量越大，ｏｎｌｉｎｅＫｔ／Ｖ与Ｋｔ／Ｖｓｐ越相关［６］。

ＯｎｌｉｎｅＫＴ／Ｖ监测器是通过检测透析液进出透析
器前后的钠离子的电导率的变化间接反映尿素清除

率，故有严重电解质紊乱，尤其是钠离子紊乱的患者不

纳入本研究。不同的透析器、血管通路、体表面积、透

析时间对透析充分性有影响［９］，本研究纳入的患者同

在一次透析过程中，其影响因素相对固定，排除其干

扰。

有报道尿素清除率 Ｋ与透析时间呈直线负相
关［８］，其研究基于九种不同的透析器，血流量也不固

定，从１６０～３００ｍｌ／ｍｉｎ，不能排除透析器和血流量对
Ｋ值的影响。另有人报道对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血红蛋白水平与Ｋｔ／Ｖ值负相关，其原因与为红细胞互
相聚集，使透析器膜的通透性下降有关［１０］。故若患者

的血红蛋白水平差异显著也可以影响实验结果。

本研究结果说明至少在４ｈ的透析时间内，单次
透析时间对透析效率无影响，增加透析时间可以提高

透析充分性。

参考文献

［１］　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２００６ＷｏｒｋＧｒｏｕｐ．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ｕｐｄａｔｅ２００６［Ｊ］．ＡｍＪ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
２００６，４８（Ｓｕｐｐｌ１）：Ｓ２９０．

［２］　王质刚．血液净化学［Ｍ］．３版．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０７
１１０．

［３］　杨莉，王梅，徐莉．在线清除率监测在评价血液透析患者透析剂量
中的应用［Ｊ］．中国医师进修杂志，２００６，２９（１０）：４０４３．

［４］　程立新，秦卫华，陈美璞，等．在线尿素清除率监测在血液透析中
的应用［Ｊ］．中国血液净化，２００８，７（９）：４８０４８２．

［５］　ＪａｍｅｓＴａｔｔｅｒｓａｌｌ，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ＭａｒｔｉｎＭａｌｏ，ＬｕｃｉａｎｏＰｅｄｒｉｎｉ，ｅｔａｌ．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ｏｎ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ＮｅｐｈｒｏｌＤ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２００７，２２（ｓ２）：１６２１．

［６］　ＧｒｚｅｇｏｒｚｅｗｓｋａＡＥ，ＢａｎａｃｈｏｗｉｃｚＷ．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ａｄｅ
ｑｕａｃｙｕｓｉｎｇｏｎｌｉｎｅＫｔ／Ｖａｎｄ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ｖｏｌｕｍｅｕｒｅａＫｔ／Ｖ
［Ｊ］．ＩｎｔＵｒｏｌＮｅｐｈｒｏｌ，２００８，４０（３）：７７１７７８．

［７］　门雯瑾，丁致民，王晓飞．在线尿素清除率监测对血液透析充分性
评价的研究［Ｊ］．中国血液净化，２０１１，１０（１２）：６４７６５０．

［８］　张俊峰，赵佩芝，李秀芬，等．联机尿素清除率动态监测Ｋｔ／Ｖ及相
关因素分析［Ｊ］．中国现代医药杂志，２００５，７（４）：２０２２．

［９］　莫国华．血液透析患者透析充分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Ｊ］．中国
现代护理杂志，２００９，１５（３４）：３７０５３７０６．

［１０］　徐明成．不同血红蛋白水平对尿素清除率的影响［Ｊ］．中国临床
实用医学，２００９，３（９）：４０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１４）

·２１５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０　　



·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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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

【摘　要】　目的　探讨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水平检测在诊断合并乙型病毒性肝炎的变应性鼻炎中的应用。方法　回顾性分
析变应性鼻炎典型病史及体征阳性患者病历１７５例，其中２１例合并有乙型病毒性肝炎病史。采用欧蒙印迹法膜条检测
系统进行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分析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方法在诊断合并乙型病毒性肝炎的变应性鼻炎中的临床应用
价值。结果　１７５例结果中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总阳性率为９３．１４％，伴有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阳性率为８５．７１％，不伴
有乙型病毒性肝炎的患者阳性率为９４．１６％。对肝炎和非肝炎患者的ＩｇＥ检测结果阳性率进行χ２检验，Ｐ值为０．１５１，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诊断合并乙型病毒性肝炎的变应性鼻炎时，血清学特异性ＩｇＥ检测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变应性鼻炎；诊断；皮肤点刺试验；血清特异性Ｉ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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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应性鼻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是由ＩｇＥ介导的
鼻黏膜的速发型Ⅰ型超敏反应，主要有鼻塞鼻痒、大量
水样涕、阵发性喷嚏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近年

来变应性鼻炎发病率逐年升高，我国患病率约７％ ～
２４．１％［１］。国际文献报道其发病率在 ２３％。目前诊
断变应性鼻炎除参考病史体征外，实验室检查方法处

于核心参考地位。皮肤点刺试验（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ＳＰＴ）
的灵敏度及特异度较高，操作方便，有助于确诊速发型

变态反应；检测血清 ＩｇＥ的水平是确诊Ⅰ型变态反应
的主要依据。

乙型肝炎病毒通过体液或血液经破损的皮肤和黏

膜进入机体而使机体感染。一旦感染，病毒将难以清

除。持续感染个体临床转归不一，可表现为无症状携

带者，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在我国，

病毒性肝炎发病率较高，以乙型肝炎居首位。根据

２０１１年慢性乙肝防治指南报道，截止２０１１年全球约
２０亿人曾感染过乙型肝炎病毒，３．５亿为慢性感染者。
我国一般人群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率为

９．０９％，在该人群中，合并变应性鼻炎患者在临床中也
很常见。肝炎病毒除直接损伤肝脏细胞外，还通过免

疫应答启动一系列免疫系统的变化，包括调节功能细

胞和体液因子的改变［２］。可见，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

的免疫状态具有其特殊性，而目前关于合并乙肝的变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６９北京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鲍诗平，刘勇刚，张伟）；１０２２０９北京市，北京市商业
学校（郭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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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鼻炎的报道却极为少见。本文针对乙肝合并变应

性鼻炎进行了相关过敏原筛查的研究，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分析２０１１年７月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我
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门诊就诊的变应性鼻炎患者资

料，行血清 ＩｇＥ检测患者１７５例，男性７３例，女性１０２
例，合并乙肝患者 ２１例。年龄 １９～５７岁，平均年龄
３３．４岁。入选患者中，近 １月内未使用糖皮质激素
和／或抗组胺药物，近１周内鼻部未用药治疗。选择标
准：①具有鼻痒、喷嚏、流涕、鼻塞和眼痒等典型变应性
鼻炎症状中的两项或两项以上；②有明确的激发因素，
排除感冒或感染症状；③皮肤点刺试验结果：至少有一
种变应原为阳性。并排除以下情况：①近期使用抗过
敏药物；②皮肤划痕征阳性；③有严重过敏反应病史或
过敏性休克病史。收集患者病史及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资料，对患者进行鼻内镜检查、体格检查，详细记录。

１２　检测方法　血清ＩｇＥ检测：采用欧蒙印迹法（ＥＵ
ＲＯＬＩＮＥ）膜条实验检测系统检测特异性 ＩｇＥ，通过全
自动酶免仪实现自动分析。试剂由德国欧蒙公司提供

（包括反应条、洗液、酶、显色液等）。若血清中存在特

异性抗体，相应抗原将呈现一条深色的阳性带。若标

本中含待测特异性抗体，相应的抗原条带将显色。依

据特异性条带的数目和显色深浅判断检测结果。

１３　诊断标准　参考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分会制
定的变应性鼻炎的诊治原则和推荐方案（２００９年，武
夷山），具有鼻痒、喷嚏、鼻分泌物和鼻塞４项症状中至
少３项，常年性者在有症状的日子里每日累计达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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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ｈ以上。鼻腔检查可见鼻黏膜苍白、水肿或充血、肿
胀。花粉症患者往往有明显的结膜充血、水肿，严重者

眼睑肿胀。临床上判断为变应性鼻炎。

血清ＩｇＥ检测：血清特异性 ＩｇＥ检测食物组、吸入
组、混合组，凡有一项阳性者视为血清ＩｇＥ阳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采用
χ２检验，对血清特异性 ＩｇＥ结果进行分析。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１７５例患者中，阳性 １６３例，阴性 １２例，阳性率
９３．１４％。合并乙肝的２１例患者中，阳性１８例，阴性３
例，阳性率８５．７１％；未合并乙肝的１５４例患者中，阳性
１４５例，阴性９例，阳性率９４．１６％。对合并肝炎和非
合并肝炎的两类患者血清特异性 ＩｇＥ阳性率进行 χ２

检验，Ｐ＞０．０５（Ｐ＝０．１５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合并
肝炎的ＡＲ与非合并肝炎的 ＡＲ相比，血清特异性 ＩｇＥ
检出率无显著临床差别。

３　讨论
　　ＡＲ属ＩｇＥ介导的Ⅰ型变态反应，是一系列细胞免
疫和体液免疫的复杂变化。变应原进入机体，产生特

异性ＩｇＥ附着于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等介质细胞
表面，使机体致敏。再次接触变应原时，介质细胞脱颗

粒释放组胺、白三烯、缓激肽等生物活性介质，引起鼻

腔病理变化，临床表现为喷嚏、清涕、鼻塞、鼻痒等。近

年研究表明，Ｔｈ１／Ｔｈ２类细胞及其细胞因子失衡，会影
响变应性鼻炎的炎症反应。ＡＲ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发病率较高，症状顽固，控制不佳会严重影响工作、生

活和休息。目前诊断ＡＲ主要依靠患者典型的临床症
状、体征，及体内试验（皮肤点刺试验）和体外试验（血

清学试验等）结果［３－５］。根据文献报道，皮肤点刺试验

和血清 ＩｇＥ检测相结合，特别是针对４０岁以上患者，
能够较为客观的对 ＡＲ进行评价［６］。国际上已提出

ＡＲ区域化诊疗，针对地区差异、年龄差异，进行常规检
测、特异性ＩｇＥ检测，对变应原进行筛查［７］。但针对免

疫系统异常，伴随机体免疫球蛋白、补体系统发生变化

的人群，如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疾病、艾滋病等患

有感染性疾病或自身免疫系统异常的特殊人群，该类

检测方式是否具有临床应用价值，ＳＰＴ和血清学检测
是否有优先选择，需要进一步探讨。而乙肝在我国发

病率较高，合并乙肝的变应性鼻炎患者为数众多，为其

明确变应性鼻炎并确定变应原十分重要。

文献表明，在研究自身免疫性肝病与自身免疫性

疾病的发病机制中，提出了自身免疫耐受的破坏自身

抗体的致病作用、免疫调节细胞的紊乱和补体旁路途

径的作用等相关疑问，但未能明确指明与变应性鼻炎

的发病关系［８］；乙型肝炎病毒侵入体内后，诱发肝脏产

生免疫应答，继而引起机体免疫系统系列反应，通过细

胞毒效应及非细胞毒效应免疫机制清除病毒，其中 Ｔ
淋巴细胞与树突细胞参与的细胞毒效应在清除过程中

起着主要的作用［９］。但未能进一步阐述该免疫应答变

化是如何影响Ｔｈ１、Ｔｈ２类细胞变化的，无法证明其与
变应性鼻炎发病机制有直接的关系；肝炎病毒感染对

机体免疫球蛋白的种类和数量也有影响，如 ＩｇＧ、ＩｇＡ、
ＩｇＭ升高。有报道提出可通过检测免疫球蛋白变化检
测肝炎病毒的活动情况。但肝炎病毒如何发挥作用导

致免疫系统变化，使免疫 ＩｇＭ升高并发生脱颗粒释放
介质因子的原理尚无法明确解释［１０－１１］。因此，肝炎病

毒侵犯人体后，引起的一系列免疫应答机制尚不能明

确，肝炎导致的机体免疫系统变化是否会对变应性鼻

炎产生影响、是否影响变应原检测结果尚不明确。

本研究结果显示，血清学特异性 ＩｇＥ检测１７５例，
阳性率 ９４．１３％，与国内相关文献报道的阳性率
５０％～８０％相比基本一致［１２］。综合既往文献，病毒性

肝炎侵犯肝脏，机体产生相应的免疫应答和免疫系统

的变化，主要发生以细胞免疫为主。但目前并没有明

确提出肝炎病毒引发的免疫反应对变应性鼻炎发病是

否会产生影响及影响机制。因此笔者认为，在诊断合

并乙型病毒性肝炎的变应性鼻炎中，乙肝患者血清

ＩｇＥ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较高，与一般临床研
究报道的阳性率无明显差异，所以推断乙肝引起的自

身免疫反应不影响变应性鼻炎的诊断和变应原检测，

血清特异性 ＩｇＥ检测在该类人群中具有临床应用价
值，其检测结果可靠，能够提供变应原检测的真实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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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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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Ｇｒａｖｅｓ’病（ＧＤ）并发周期性麻痹患者发病的临床特点和治疗方案。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收集的５５例Ｇｒａｖｅｓ’病并发周期性麻痹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５５例Ｇｒａｖｅｓ’病合并周期性麻痹患者发作时均
有不同程度的双下肢或四肢软瘫，同时伴有血钾降低；甲状腺功能未控制时周期性麻痹反复发作，多数患者经抗甲状腺

药物（ＡＴＤ）及放射碘（１３１Ｉ）治疗后周期性麻痹症状发作次数明显减少；Ｇｒａｖｅｓ’病并发周期性麻痹患者与Ｇｒａｖｅｓ’病患者
不同时间吸碘率的比较无明显差异。结论　Ｇｒａｖｅｓ’病并发周期性麻痹临床症状除双下肢及四肢软瘫外与Ｇｒａｖｅｓ’病患
者无明显区别；早期诊断、及时补钾、相应的抗甲亢治疗、及时正确的宣教与预后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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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ａｖｅ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ｐａｒａｌ
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５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Ｇｒａｖｅ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９ｔｏ２０１２ｗｅｒｅ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ｌｏｗｅｒｓｅｒｕｍ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ａｎｄｖａｒｙ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ｂｏｔｈｌｏｗ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ｉｅｓｏｒｔｈｅ
ｌｉｍｂｓｆｌａｃｃｉｄ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ａｔｔａｃ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ｔｈｙｒｏｉ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ＴＤ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ｉｏｄｉｎｅ（１３１Ｉ）．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ｏｄｉｎ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ａｖｅ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ｒａｖｅ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Ｇｒａｖｅ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ｏｎｓｅｔ
ｏｆｌｏｗ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ｉｅｓｏｒｔｈｅｌｉｍｂｓｆｌａｃｃｉｄ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ｐｒｏｍｐｔ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ａｎｔｉｔｈｙｒｏｉ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ｒｒｅｃｔ
ａｎｄｔｉｍｅｌ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ｒａｖｅ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Ｈｙｐｏｋａｌｅｍｉａ

　　甲亢性周期性麻痹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少见并
发症，是甲亢并发肌病中较多见的一种类型。Ｇｒａｖｅｓ’
病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最常见的一种，因此其并发周

期性麻痹亦较其他类型甲亢常见，现将我院收治的５５
例 Ｇｒａｖｅｓ’病并发周期性麻痹的临床特点作一汇总分
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５５例，男性４２例，女性１３
例，平均３５岁，均为Ｇｒａｖｅｓ’病，Ｇｒａｖｅｓ’病并发周期性
麻痹的诊断依据：①首先 Ｇｒａｖｅｓ’病需包含 ａ．高代谢
症状和体征；ｂ．甲状腺弥漫性肿大；ｃ．血清ＦＴ３、ＦＴ４或
Ｔ３、Ｔ４增高，ＴＳＨ减低或有明确的甲亢病史，还需要具
有以下条件之一：ａ．眼球突出和其他浸润性眼征；ｂ．促
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ＴＲＡｂ）阳性；ｃ．甲状腺吸碘率升
高；②查血清钾低于３．５ｍｍｏｌ／Ｌ或心电图有低钾表
现，补钾后瘫痪迅速缓解；③有周期性麻痹发作的症状
和体征。其中３１例行放射碘治疗，其余为抗甲状腺药
物（ＡＴＤ）治疗。３５例以低钾性麻痹发作就诊于急诊
内科和内分泌科接受 ＡＴＤ治疗，后有１１例放弃 ＡＴＤ
治疗，至我院核医学科接受放射碘治疗；２０例就诊于
我院核医学科行放射碘治疗。部分患者为反复发作后

出现甲亢症状。对照组为４０例皖北地区明确诊断的
Ｇｒａｖｅｓ’病无并发周期性麻痹患者。５５例均为突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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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１９例患者在夜间或凌晨发作麻痹症状，２１例有饱
食、服碳酸饮料、剧烈运动、上呼吸道感染等诱因，其余

不明。其中四肢疲乏、麻木、无力４３例；四肢对称性软
瘫１５例，伴呼吸困难４例，肢体无力，下肢比上肢严
重，肢体近端比远端严重，两侧对称；肌力０～４级，肌
张力减弱，腱反射减弱，痛温触觉存在，病理征阴性。

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心率增快；３０例有不同程度
怕热、易饥、多汗、腹泻等高代谢症候群；４例有呼吸困
难症状；５例有甲亢家族史；２５例无明显高代谢症状及
体征。１０例伴肌肉酸痛，以下肢腓肠肌为主。２３例甲
状腺Ⅰ度肿大，１５例甲状腺Ⅱ度肿大，３例Ⅲ度肿大。
周期性麻痹症状１０例患者发作５～１０次，３例患者发
作３次，其余发作次数１～２次。病程最长者２０年，最
短者１ｄ。
１２　诊疗方法
１２１　实验室检查　收集研究对象促凝血３ｍｌ离心
分离血清，用免疫化学发光法对 ＧＤ患者血清甲状腺
激素进行测定。用人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ＥＬＩＳＡ酶标
试剂盒（英国 ＲＳＲ公司）测定患者血清 ＴＲＡｂ水平。
５０例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ＦＴ３）、游离甲状腺素
（ＦＴ４）均增高或三碘甲状腺原氨酸（Ｔ３）、甲状腺素
（Ｔ４）均增高，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减低，５例仅有 ＴＳＨ
降低；吸碘率检查３１例，３０例甲状腺吸碘率高于正常
且高峰前移；实验室检查血清钾在１．１～３．２ｍｍｏｌ／Ｌ。

甲状腺吸碘率的测定方法：检查前３周停止服用
或使用含碘类食物及影响甲状腺摄取的药物；检查当

·５１５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０　　



日要求被检查者口服１３１Ｉ５ｕＣｉ，同时取等量的１３１Ｉ稀释
后置颈部模型中作标准源；再用ＪＸＹ９９型甲状腺功能
测定仪预热稳定 １５ｍｉｎ后先测量室内本底 ２次的
ＣＰＭ值，取平均值作本底，然后测标准源的 ＣＰＭ值及
被检查者服药后２ｈ、６ｈ、２４ｈ的 ＣＰＭ值取２次的平
均值计算甲状腺吸碘率；甲状腺摄１３１Ｉ率（％）＝（甲状
腺部位ＣＰＭ值 －本底）／（标准源 ＣＰＭ值 －本底）×
１００％。同时收集４０例明确诊断的 Ｇｒａｖｅｓ’病无并发
周期性麻痹患者２ｈ、６ｈ、２４ｈ的吸碘率值。

心电图检查５５例，４６例均提示低钾改变：Ｕ波出
现或ＰＲ间期、ＱＴ间期延长或 ＳＴ段下降，其余未见
明显变化。

１２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予静脉补钾，患者肌力
在４ｈ～２ｄ逐渐恢复正常，血钾逐渐趋于正常，麻痹持
续数小时可自行缓解，绝大多数患者为补钾后缓解；４
例呼吸困难者补钾后自行缓解。３１例行放射碘治疗，
２４例给予ＡＴＤ治疗，Ｇｒａｖｅｓ’病治疗后，甲状腺功能好
转，发作次数逐渐减少。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检验，
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所有Ｇｒａｖｅｓ’病患者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好转，无死
亡病例。Ｇｒａｖｅｓ’病并发周期性麻痹患者与 Ｇｒａｖｅｓ’病
患者不同时间吸碘率的比较无明显差异。多数患者经

ＡＴＤ及１３１Ｉ治疗后周期性麻痹症状发作次数明显减
少；Ｇｒａｖｅｓ’病并发周期性麻痹组与 Ｇｒａｖｅｓ’病组患者
在性别、年龄、高代谢综合征、眼征、甲状腺肿大程度等

临床表现方面，未见明显差别。

３　讨论
　　甲亢性周期性麻痹（ＴＰＰ）于 １９２６年由 Ｋｉｔａｍｕｒａ
首先报道，好发于东亚的青年男性，目前该疾病在西方

国家亦较多见。Ｇｒａｖｅｓ’病并发周期性麻痹发作时多
数是从一个肢体较轻的无力逐渐发展到四肢的麻痹，

一般呼吸肌不会受累，但较严重的低钾也会导致呼吸

肌［１］、延髓及颅内肌肉在内的所有肌肉麻痹。

Ｇｒａｖｅｓ’病，一般认为它是由多个基因与环境因素
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多基因病，其并发周期性麻痹的机

制目前还不十分明确，目前一般认为与以下方面有关：

①甲状腺激素可以加强Ｎａ＋Ｋ＋ＡＴＰ酶活性，促进Ｋ＋

向细胞内转移。②甲状腺激素通过提高 β受体数目，
引发β受体高灵敏状态，β受体兴奋能直接激活 Ｎａ＋
Ｋ＋ＡＴＰ酶活性，促进细胞摄取 Ｋ＋。③肾素 －血管紧
张素－醛固酮系统分泌增多，丁波等［２］的研究表明高

尿钾排泄在 ＴＰＰ的发病过程中起作用，机制可能与
ＲＡＡＳ系统激活有关。④糖负荷：甲亢的高代谢状态
如饱餐及甲状腺激素导致的高糖倾向均可刺激胰岛 β
细胞的分泌，使胰岛素分泌增多，导致糖氧化、分解、利

用的过程加速，促使细胞外钾离子迅速向细胞内转移，

血清钾浓度降低。⑤与某些遗传因素有关，２０１２年［３］

报道ＴＳＨＲ基因内含子１区域 ｒｓ１７９２４７、ｒｓ１２１０１２６１、
ｒｓ４９０３９６４与蚌埠地区汉族人群 ＧＤ明显相关联；最近
瑞典发现在约０～３３％的甲亢并发周期性麻痹的患者
中存在 ＫＣＮＪ１８基因的突变改变 Ｋｉｒ２．６整流钾通
道［４］；全基因组扫发现甲亢并发周期性麻痹的易感位

点在１７ｑ２４．３［５］；２０１３年研究发现中国男子 ＴＰＰ发作
对伴有血清睾酮升高［６］；均为Ｇｒａｖｅｓ’病并发周期性麻
痹预防和靶向临床治疗提供客观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除Ｇｒａｖｅｓ’病外，甲亢性周期性麻痹
也可能发生在任何形式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中。

２０１２年韩国报道１例由无痛甲状腺炎引起的短暂性
甲状腺毒症致甲亢性周期性麻痹［７］，鉴别时需注意除

外家族性低钾型周期性麻痹、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重

症肌无力、皮质醇增多症、肾小管酸中毒、格林 －巴利
综合征、脑血管意外等，必要时需行相关的检查，以便

治疗原发病。

本文中部分患者因不规律服用抗甲状腺药物反复

发作周期性麻痹就诊于内分泌科，但大部分患者多以

肌无力就诊于急诊内科，确诊 Ｇｒａｖｅｓ’病后开始正规
ＡＴＤ治疗，部分患者因ＡＴＤ治疗过程中出现粒细胞下
降或不愿长期服药至我院核医学科接受放射碘治疗。

本文中部分患者开始未能明确诊断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部分诊断明确的患者因不规律口服抗甲状腺药物，

甲状腺功能未能很好的控制，出现周期性麻痹次数增

多，随甲状腺功能的逐渐正常周期性麻痹次数减少。

江利敏等［８］亦报道抗甲状腺治疗是控制甲亢性周期性

瘫痪复发的关键。通过本组患者及既往报道均表明甲

亢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与周期性麻痹的发作有一定的

正相关性。

Ｇｒａｖｅｓ’病的三种主要治疗方法是抗甲状腺药
物、１３１Ｉ、手术，三种方法各有其利弊。目前放射碘治疗
逐渐为甲亢患者接受，近年来１３１Ｉ治疗 Ｇｒａｖｅｓ’病呈增
多趋势。有报道对于 ＴＲＡｂ持续阳性患者 ＡＴＤ治疗
难以控制甲状腺功能，建议１３１Ｉ治疗。许先华等［９］报道

４６例１３１Ｉ治疗Ｇｒａｖｅｓ’病并周期性麻痹患者全部治愈，
治愈率１００％。劳丹华等［１０］亦证明个体化放射性碘治

疗对甲亢病周期性麻痹患者治疗效果较好。追踪随访

本研究中３１例放射碘治疗患者中有部分患者发生永
久性甲减，长期服用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这类患者中

因服碳酸饮料或剧烈运动为诱因发作周期性麻痹者，

再次服碳酸饮料或剧烈运动未再发作周期性麻痹。本

研究中放射碘治疗者共３１例，我们将 Ｇｒａｖｅｓ’病并发
周期性麻痹患者（３１例）与 Ｇｒａｖｅｓ’病患者（４０例）不
同时间吸碘率作为病例对照研究，未发现两组有明显

差异，进一步的明确尚需要更大的样本量；另外，观察

Ｇｒａｖｅｓ’病并发周期性麻痹组与 Ｇｒａｖｅｓ’病组患者的高
代谢综合征、眼征、甲状腺肿的临床表现，未见明显差

别。

及时的补充足够的氯化钾治疗可 （下转第１５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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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胫骨 Ｐｉｌｏｎ骨折手术疗效分析
费凯，潘海涛，刘宝戈

【摘　要】　目的　探讨影响胫骨Ｐｉｌｏｎ骨折手术疗效的相关因素，评估疗效，总结临床经验。方法　选取２００５年９月－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期间于北京天坛医院行手术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治疗３３例单侧胫骨Ｐｉｌｏｎ骨折患者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
根据ＲｕｅｄｉＡｌｌｇｏｗｅｒ分型Ⅰ型３例；Ⅱ型１９例；Ⅲ型１１例；合并腓骨骨折２３例Ⅰ型５例；Ⅱ型１０例；Ⅲ型８例。结果　
所有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术后平均随访时间２１个月，术后采用 Ｍａｚｕｒ评分系统评估手术疗效，其中优２５例、良５例、
可２例、差１例，术后发生切口感染３例，关节退行性变１１例。结论　胫骨Ｐｉｌｏｎ骨折内固定手术疗效与骨折类型、胫骨
关节面复位质量、手术时机的选择、内固定材料选择以及是否发生并发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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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建筑业和交通业的迅速发展，高能量损伤所
致胫骨Ｐｉｌｏｎ骨折日趋增多，但该损伤的骨折类型复
杂，常伴有严重的软组织损伤，术后并发症较多，治疗

效果不理想。我院自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手术
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治疗胫骨 Ｐｉｌｏｎ骨折３３例，就其
治疗效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共计３３例，男性２５例，女性８
例；年龄２１～７３岁，平均３７．７岁；左侧１０例，右侧２３
例。根据 ＲｕｅｄｉＡｌｌｇｏｗｅｒ分型：Ⅰ型（无明显移位骨
折）３例，Ⅱ型（胫骨远端骨折明显移位，但关节面无粉
碎骨折）１９例，Ⅲ型（胫骨远端及关节面粉碎性压缩性
骨折）１１例。致伤原因：高处坠落伤１２例，交通伤１１
例，重物砸伤３例，扭伤７例。受伤后至接受手术治疗
时间３ｈ～１２ｄ，平均８．３ｄ。
１２　术前准备　术前全面细致地评估骨折情况制定
出周密的治疗方案，要考虑到包括软组织损伤程度，是

否有开放损伤、肿胀程度，神经感觉以及足背动脉搏动

等，均行三维 ＣＴ检查，明确是否存在关节面局部塌
陷，Ｘ线容易漏诊。对软组织损伤不重，或开放性骨
折，神经感觉异常，足背动脉搏动不佳者给予急诊手术

内固定。有明显局部肿胀，或者伴有脑外伤，胸腹重要

脏器损伤所致生命体征不稳者，给以石膏固定，密切观

察，待局部肿胀消退，生命体征平稳后给予手术内固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骨科
通讯作者：刘宝戈，电子信箱：ｂａｏｇｅｌｉｕ＠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定。

１３　 手术方法　Ｒｕｅｄｉ和Ａｌｌｇｏｗｅｒ提出 Ｐｉｌｏｎ骨折手
术治疗的基本原则：①重建腓骨，本组３３例患者，合并
腓骨骨折２３例，Ⅰ型５例，Ⅱ型１０例，Ⅲ型８例，对１８
例施行动力加压钢板固定，５例施行重建钢板固定。
②重建胫骨关节面，患者胫骨骨折均采用小腿前内侧
入路，显露并整复胫骨下端关节面骨折。③干垢端缺
损用松质骨植骨，有５例患者术中一期自体髂骨取骨
植骨。④胫骨内侧支撑钢板恢复稳定性。胫骨下端关
节面用克氏针临时固定，并术中“Ｃ”形臂透视证实复
位满意后，给予 ＡＯ公司三叶草接骨板固定２５例，胫
骨远端解剖板固定８例。术后常规给予踝关节功能位
石膏托固定４～６周。

２　结果
　　本组术后随访１２～５１个月，平均２１月，术后２～３
周拆石膏开始踝关节不负重功能锻炼，术后８～１０周
开始扶双拐部分负重功能锻炼，术后１２周弃拐负重锻
炼。采用Ｍａｚｕｒ等制定的踝关节症状与功能评分系统
进行手术疗效评定结果：优２５例（其中Ⅰ型３例，Ⅱ型
１６例，Ⅲ型 ６例）。良 ５例（其中Ⅱ型 ２例，Ⅲ型 ３
例）。可２例（其中Ⅱ型１例，Ⅲ型１例）。差１例（为
Ⅲ型）。

本组有３例患肢术后创面不愈合，２例经抗炎换
药后创面自行愈合。１例患者术后皮肤坏死，感染，钉
尾外露，迁延不愈，持续换药，术后１年后骨折愈合，取
出内固定物，同时行转移皮瓣植皮覆盖创面愈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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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１例患者发生不同程度的踝关节退行性变，但自觉
症状均不明显，３例功能锻炼时需服用止痛药，其他病
例经功能锻炼后恢复满意。

３　讨论
　　Ｐｉｌｏｎ骨折是胫骨下１／３骨折并涉及到胫骨远端
关节面的关节内骨折，属高能量骨折，常合并腓骨骨

折，骨折部位软组织损伤明显，血液循环差，因此，治疗

难度大且术后并发症多［１－２］。其内固定手术治疗的疗

效与骨折类型、胫骨关节面复位质量、手术时机的选

择、内固定材料选择以及是否发生并发症有关。软组

织状态决定手术时机，踝关节周围软组织薄而松弛，因

而损伤后肿胀明显。创伤后局部微循环破坏，组织压

力增高、缺氧和局部代谢产物的聚集导致骨折周围软

组织在急性创伤期抗感染能力低下。如果在肿胀缺氧

的组织上进行手术植入内固定物，将进一步加重组织

损伤和水肿，增加感染的几率［３］。软组织损伤较轻者

早期进行切开复位解剖钢板内固定；对局部严重肿胀

及软组织损伤重的患者抬高伤肢、制动、跟骨牵引等处

理，视软组织情况而手术，可等皮肤有褶皱后７～１０ｄ
进行手术。开放性骨折彻底清创后能达到一期缝合者

可同时行钢板内固定术，不能达到一期缝合者可先用

外固定架维持，待创口条件改善后再行钢板内固定

术［４］。必要时选择外固定支架结合有限切开内固定治

疗［５］。总之，手术时机的选择要根据踝部软组织损伤

情况、伤口是否愈合、愈合伤口软组织能否耐受手术创

伤而确定［６］。本组病例除开放骨折，神经感觉异常，足

背动脉搏动不佳尽早急诊手术之外，大部分病例均待

切口皮肤肿胀消退，水疱消失，骨性标志清楚后再行手

术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效果满意。因此，需根据软组织

损伤的严重程度选择不同的手术时机。

选择内固定材料时要遵守骨折内固定的生物学原

则，尽可能做到关节面骨折的解剖复位，保留骨折部骨

组织及周围软组织的血供，达到有效内固定。ＡＯ公司
的三叶草钢板特点为：①三叶草钢板下端三叶形分布
有较多螺钉孔且分布角度不同，符合胫骨解剖弧度能

同时牢固固定内踝骨折块，远侧前外侧骨折块和后唇

骨折块［４］；②三叶草钢板比较薄，可减少对皮肤和软组
织的刺激；③三叶草钢板塑性好，软组织和骨膜剥离
少。故三叶草钢板是 Ｐｉｌｏｎ骨折手术内固定材料的较
好选择。另外，涉及胫骨踝关节面嵌入塌陷的骨折，整

复关节面、填充植骨骺，也可采用薄的眼镜蛇钢板做内

固定［７］。

不同骨折类型的软组织损伤程度直接影响了并发

症的发生并成为影响预后的最直接因素，同时手术方

法及操作技巧同样对患者预后起到关键作用。掌握好

手术时机可有效预防软组织并发症的发生，应主张等

待肿胀消退、骨性标志明显时手术，皮肤起皱和张力性

水泡的治愈是软组织状况改善的标志［８］，这一过程需

７ｄ以上。
另外术中应该注意：①软组织暴露尽量少，有限剥

离骨折块、小切口固定主要骨折块，借助螺钉及克氏钉

等的撬拨以及外固定器的牵引作用间接复位其余骨折

块，消除骨折间旋转、分离，注意下肢力线，稳定固定后

早期活动和晚期负重；②胫、腓骨切口及开放创口间的
关系需慎重考虑，两切口间距离最好保证 ７ｃｍ以
上［９］；③关节面尽量解剖复位和固定，以减少踝关节强
直和创伤性关节炎的发生［１０］。

胫骨Ｐｉｌｏｎ骨折损伤严重，致残率高，影响其预后
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骨折类型、胫骨关节面复位质量、

手术时机的选择、内固定材料选择以及是否发生并发

症与胫骨Ｐｌｉｏｎ骨折内固定手术治疗的疗效有最直接
的联系。选择合适的手术时机和适宜的内固定材料，

尽量减少软组织剥离，恢复关节面解剖复位，早活动、

晚负重对于减少术后并发症，提高手术的疗效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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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我院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细菌耐药监测分析
崔琢，朱敬蕊，谢琪芳，汪振林

【摘　要】　目的　分析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细菌分布特征和耐药状况，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方
法　采用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ＶＩＴＥＫ３２对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临床分离的细菌进行菌种鉴定和最低抑菌浓度
（ＭＩＣ）测定，所有数据应用ＷＨＯＮＥＴ５．４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共获得临床分离１１０３８株病原菌结果，其中革
兰阳性菌３０２７株（２７．４２％），革兰阴性菌４９１３株（４４．５１％）。２０１２年标本送检数量明显高于２０１１年，２５．１３％的病原菌
来源于痰标本。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率＞８５％，大肠埃希菌对第３代头孢菌素耐药率＞７５％，
肺炎克雷伯菌对第３代头孢菌素耐药率＞６５％，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最强，对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率＜５０％的药物只有头
孢哌酮／舒巴坦，其余药物耐药均在５０％以上。结论　该院细菌耐药现象严重，应做好细菌耐药监测工作，合理使用抗
菌药物。

【关键词】　细菌耐药；耐药率；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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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ｓｐｕｔｕｍ．Ｔｈ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ｕｒｅｕｓａｎｄ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ｄｉｓｔｏ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８５％，ｔｈ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ｔｏｔｈｅ３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ｐｈａｌｏｓｐｏｒｉｎｓｗａ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７５％ ａｎｄｔｈｅ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ｔｏｔｈｅ３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ｐｈａｌｏｓｐｏｒｉｎｓｗａ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６５％．Ａｍｏｎｇ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ｗ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ｏｎｌｙｔｈ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ｅｆｏｐｅｒａｚｏｎｅ／ｓｕｌｂａｃｔａｍ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
５０％，ｔｈ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ｄｒｕｇｓｗｅｒｅａｌｌ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５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ｉｓ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ｆｏｒ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ｕｓｉｎｇｏｆ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近年来细菌耐药日益严重，给临床抗感染治疗带
来很大挑战，为了正确掌握细菌耐药情况，指导临床合

理用药，本文对全院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临床
分离的细菌耐药监测数据进行了汇总分析，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细菌来源　收集我院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临床患者中分离出的全部病原菌。

１２　实验方法　采用 ＶＩＴＥＫ３２细菌鉴定，药敏试验
按ＣＬＳＩ规定的标准进行。
１３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应用 ＷＨＯＮＥＴ５．４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病原菌分布　本次调查共获得临床分离１１０３８
株病原菌结果，其中，革兰阳性菌占２７．４２％（３０２７／１１
０３８），前３位依次为表皮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肠球菌；革兰阴性菌占４４．５１％（４９１３／１１０３８），前３位
依次为大肠埃希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院感染管
理科

通讯作者：崔琢，电子信箱：ｔｒｅｅ８８３８＠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２２　标本来源　２５．１３％的病原菌来源于痰标本，其
次是分泌物和全血（见表１）。

表１　某院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病原菌标本来源

标本名称
２０１１年

标本数 阳性数

２０１２年
标本数 阳性数

总计

总标本数数 总阳性数 阳性构成比（％）
痰　　　　 ２８５１ １３２４ ４５３０ １４５０ ７３８１ ２７７４ ２５．１３
分泌物　　 ２３９７ １０８８ ３３１８ １５６６ ５７１５ ２６５４ ２４．０４
全血　　　 ２９１０ ４３７ ４１４７ ５６４ ７０５７ １００１ ９．０７
尿　　　　 ９７２ ２８５ １５７５ ４９８ ２５４７ ７８３ ７．０９
粪　　　　 ８５９ ２６４ １０５３ ４５４ １９１２ ７１８ ６．５０
脓液　　　 ４５５ ２４７ ７１０ ３８１ １１６５ ６２８ ５．６９
阴道分泌物 ５０２ １９８ ９９１ ３９５ １４９３ ５９３ ５．３７
脑脊液　　 ３３４ ５６ ４８１ ８６ ８１５ １４２ １．２９
腹水　　　 １０４ ２７ １５６ ４８ ２６０ ７５ ０．６８
咽拭子　　 ６４ ３０ ９６ ２８ １６０ ５８ ０．５３
其他　　　 ２１２３ ９０３ １８６９ ７０９ ３９９２ １６１２ １４．６０
总计　　　１３５７１ ４８５９ １８９２６ ６１７９ ３２４９７ １１０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３　不同科别送检标本情况　见表２。
２４　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革兰阳性菌表皮葡萄球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见表３。
革兰阴性菌大肠埃希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

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见表４。
２５　ＭＲＳＡ和 ＥＳＢＬｓ的检测情况　ＭＲＳＡ阳性检出
率由２０１１年的４２．２０％上升为４６．６６％，ＥＳＢＬｓ的阳
性检出率由２０１１年的１７．２６％上升为６６．１６％，增高
明显。

·９１５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０　　



表２　某院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送检标本科别分布

科别
２０１１

送检标本数 阳性菌

２０１２
送检标本数 阳性菌

总计

送检标本总数 总阳性菌数

ＩＣＵ １１０１ ６４１ １２５１ ６７５ ２３５２ １３１６
老年病科 ８９９ ３８０ １０６２ ３５８ １９６１ ７３８
呼吸病科 ８１４ １８７ １３２０ ６７４ ２１３４ ８６１
感染病科 ８８２ １４６ ９５０ １５３ １８３２ ２９９
脑外科 ５３２ １７７ ６３７ １７０ １１６９ ３４７
整形外科 １３６ ７２ ３５０ ２０７ ４８６ ２７９
泌尿外科 ３７７ ９７ ６５３ １６５ １０３０ ２６２
口腔科 ８８ ３４ １６５ ９２ ２５３ １２６
肝胆外科 １５３ ７３ ２５３ １１４ ４０６ １８７
血液科 ０ ０ ３４０ ４９ ３４０ ４９
其他科室 ８５８９ ３０５２ １２０１８ ３４４９ ２０６０７ ６５０１
总计 １３５７１ ４８５９ １８９９９ ６１０６ ３２５７０ １１０３８

表３　革兰氏阳性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抗菌药物
金黄色葡萄球菌

株数 Ｒ
表皮葡萄球菌

株数 Ｒ
氨苄西林／舒巴坦 ４９７ １３１（２６．３６） ６７７ １５３（２２．６０）
苯唑西林 ６６９ ３４２（５１．１２） ８４１ ４９３（５８．６２）
复方新诺明 ６６７ ８１（１２．１４） ８３７ ４６７（５５．７９）
红霉素 ６７０ ４９０（７３．１３） ８４２ ６７４（８０．０５）
环丙沙星 １７４ ５５（３１．６１） １６５ ４９（２９．７０）
克林霉素 ４７４ ２９６（６２．４５） ６３９ ３１５（４９．３０）
奎奴普汀／达福普汀 １７４ ３（１．７２） １６５ ６（３．６４）
利福平 ６５３ ２５４（３８．９） ８０５ １１０（１３．６６）
利奈唑烷 ６５１ ０ ８０９ ０
氯洁霉素 １９０ １２４（６５．２６） １９０ １１１（５８．４２）
莫西沙星 ６７０ ３０３（４５．２２） ８４２ ２６２（３１．１２）
青霉素 ４７９ ４５８（９５．６２） ６５０ ５６５（８６．９２）
庆大霉素 ６７０ ３４７（５１．７９） ８４２ ２８４（３３．７３）
四环素 ６６９ ３３０（４９．３３） ８４１ ３４１（４０．５５）
替卡西林／棒酸 １６７ ０ １５９ ０
头孢唑啉 ４７９ ２２６（４７．１８） ６４２ １７３（２６．９５）
万古霉素 ６６２ １１（１．６６） ８３５ ３（０．３６）
左旋氧氟沙星 ６７０ ２９８（４４．４８） ８４２ ２８３（３３．６１）
呋喃妥因 ６７０ ２４（３．５８） ８４１ ４０（４．７６）

３　讨论
　　我院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占 ４４．５１％，前 ３
位依次为大肠埃希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

与国内外文献报道基本一致［１－２］。分离的菌株有

２５．１３％来自于痰标本，尽管痰培养结果的临床意义一
直受到质疑，微生物实验室仍然在处理比较多的痰标

本，作为微生物专业的工作者，有责任向临床医生宣传

痰培养的弊端，引导和鼓励其留取更有意义的其他类

型的标本［３］。对于已留的痰标本，一定通过涂片严格

把关，鉴别其是否合格［４］。根据２０１１年卫生部《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和《安徽省抗菌药物临床应

用专项整治活动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要求，我院在病

原学送检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数据中也可以看

出２０１２年病原学送检数量明显增加。在标本送检数
量方面，重症监护病房送检率及阳性菌检数最高。

从细菌耐药情况看，革兰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

菌与革兰阴性菌中的肠杆菌属及非发酵菌，耐药率较

高。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

率＞８５％，大肠埃希菌对第 ３代头孢菌素耐药率 ＞
７５％，肺炎克雷伯菌对第３代头孢菌素耐药率＞６５％，
对肠杆菌科细菌耐药率较低的药物是亚胺培南、美罗

培南；说明这些药物仍然是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经验性

治疗的首选药物。医院感染最常见的非发酵菌为铜绿

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对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率 ＜
５０％的药物只有头孢哌酮／舒巴坦，其余药物耐药均在
５０％以上。可见，临床对于鲍曼不动杆菌引起的感染
可能会感到更为棘手。鲍曼不动杆菌是不发酵糖的革

兰阴性杆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是人体的条件致

病菌。近年来，随着广谱抗菌药物以及免疫抑制剂在

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国内外鲍曼不动杆菌的检出率急

剧增高［５－６］，该菌耐药谱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成为

引起严重致死性院内感染的主要病原菌［７］，引起临床

医务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尤其出现了泛耐药菌株［８］，

给临床治疗带来很大困难。ＭＲＳＡ阳性检出率由２０１１
年的４２．２０％上升为４６．６６％，ＥＳＢＬｓ的阳性检出率由
２０１１年的１７．２６％上升为６６．１６％，增高明显。ＭＲＳＡ
目前已成为医院感染和社区感染的主要病原菌并遍布

全世界［９］，ＭＲＳＡ不仅对β内酰胺类药物耐药，同时还
对氨基糖苷类、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等药物耐药，已

成为临床抗感染治疗的难题之一［１０］。
表４　革兰氏阴性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株数 Ｒ
鲍曼不动杆菌

株数 Ｒ
肺炎克雷伯菌

株数 Ｒ
氨曲南 ９２５ ７６２（８２．３８） ３１７ ２９６（９３．３８） ３２６ ２１０（６４．４２）
氨苄西林 １８７８１７６２（９３．８２） ６７３ ６５５（９７．３３） ６８８ ６４９（９４．３３）
氨苄西林／舒巴坦 ９１８ ６４５（７０．２６） ３１６ ２３５（７４．３７） ３２２ １９８（６１．４９）
丁胺卡那霉素 １８８１ ２７９（１４．８３） ４６０ ３８８（８４．３５） ６８９ １６７（２４．２４）
厄它培南 ９２８ ２２（２．３７） １ １（１００） ３２６ ７０（２１．４７）
复方新诺明 １１２３ ８１１（７２．２２） ３６６ ２１４（５８．４７） ３５４ １７９（５０．５６）
环丙沙星 １１２３ ８０７（７１．８６） ３６６ ３２０（８７．４３） ３５４ １７１（４８．３１）
美洛培南 ７５９ １９（２．５０） ４０６ ３４６（８５．２２） ３３４ ８１（２４．２５）
庆大霉素 １３９０ ９３７（６７．４１） ６６９ ５７１（８５．３５） ６０２ ３６８（６１．１３）
头孢哌酮／舒巴坦 ９５４ ７４（７．７６） ４５７ ２２０（４８．１４） ３６３ １３５（３７．１９）
头孢曲松 １１２２ ９１２（８１．２８） ３１８ ２７５（８６．４８） ３５４ ２３４（６６．１０）
头孢他啶 １８８２１３６３（７２．４２） ７７５ ６３５（８１．９４） ６８８ ４５９（６６．７２）
头孢替坦 ９２８ ９７（１０．４５） ３１６ ３１６（１００） ３２６ ６４（１９．６３）
头孢西丁 ７５９ １６９（２２．２７） ３５６ ３５５（９９．７２） ３３４ １３５（４０．４２）
头孢呋辛钠 ９５０ ７６５（８０．５３） ３５７ ３５５（９９．４４） ３６２ ２７８（７６．８０）
头孢呋辛酯 ４７０ ３８７（８２．３４） ３５３ ３５１（９９．４３） ２８０ ２１９（７８．２１）
头孢吡肟 １８８１１３０３（６９．２７） ７７５ ６８６（８８．５２） ６８８ ４３１（６２．６５）
头孢唑啉 １８８１１５７９（８３．９４） ６７２ ６７１（９９．８５） ６８８ ５０８（７３．８４）
头孢噻肟 ４７０ ３７４（７９．５７） ３５３ ２９０（８２．１５） ２８０ ２０１（７１．７９）
妥布霉素 ９２８ ３３７（３６．３１） ３６６ ３０７（８３．８８） ３２６ １１９（３６．５０）
亚胺培南 １８７２ ３１（１．６６） ７７４ ６４４（８３．２０） ６８８ １６６（２４．１３）
左旋氧氟沙星 １８７９１２９８（６９．０８） ７７５ ５１３（６６．１９） ６８９ ３１５（４５．７２）
呋喃妥因 １１２１ ７９（７．０５） ３１８ ３１８（１００） ３５４ １６４（４６．３３）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１８７２ ２０５（１０．９５） ６７１ ５５２（８２．２７） ６８４ ２４８（３６．２６）

　　定期总结细菌耐药监测结果，发现本院的细菌耐
药趋势，重视病原菌的培养和药敏，提高临床送检率，

根据药敏结果调整临床用药，对于指导医师合理使用

抗菌药物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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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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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谢发平

【摘　要】　目的　观察比较使用胃镜专用面罩在无痛胃镜检查时患者ＳＰＯ２改善情况。方法　选择自愿行无痛胃镜检
查的门诊患者２００例，随机分为两组：胃镜专用面罩吸氧组（Ｗ组）和鼻导管吸氧组（Ｂ组），两组各１００例。两组在注射
麻醉药前２ｍｉｎ吸氧，Ｗ组用无痛胃镜专用面罩吸氧，Ｂ组用鼻导管吸氧，氧流量均为４Ｌ／ｍｉｎ。然后依次注射芬太尼和
丙泊酚，记录两组患者吸氧前、吸氧２ｍｉｎ后以及检查中的ＳＰＯ２最低值，同时记录两组托下颌次数!

面罩加压给氧次数

及拔除胃镜次数并比较。结果　胃镜专用面罩吸氧组ＳＰＯ２最低值明显高于鼻导管吸氧组（Ｐ＜０．０５），鼻导管吸氧组的
托下颌次数

!

面罩加压给氧次数及拔除胃镜次数高于无痛胃镜面罩组（Ｐ＜０．０５）。结论　胃镜专用面罩吸氧用于无痛
胃镜检查优于鼻导管吸氧，能更好地维持血氧饱和度，进一步提高麻醉的安全性，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无痛胃镜；丙泊酚；芬太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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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ｘｙｇｅｎ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ｗａｓ４Ｌ／ｍｉｎ．Ｆｅｎｔａｎｙｌ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ｗｅｒｅｉｎｊ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ｕｒｎ．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ＰＯ２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
ｏｘｙｇｅｎ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２ｍｉｎｕｔｅｓａｆｔｅｒｏｘｙｇｅｎ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ｅｃｋ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ｏｆｌｉｆｔｉｎｇ
ｔｈｅｃｈｉｎ，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ｇｏｘｙｇｅｎｗｉｔｈｍａｓｋ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ｐｕｌｌｉｎｇｏｕｔｇａｓｔｒｏｓｃｏｐｅ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ＰＯ２ｉｎ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Ｗ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Ｂ（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ｏｆｌｉｆ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ｇｏｘｙｇｅｎｗｉｔｈｍａｓｋ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ｐｕｌｌｉｎｇｏｕｔｇａｓｔｒｏｓｃｏｐｅ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Ｂ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Ｗ（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ｏｘｙｇｅｎ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ｆａｃｅｍａｓｋｉ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ｎａｓａｌ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Ｉｔｃａｎ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ｏｘｙｇｅ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ｔｅｒ，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ａｓ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ｗｉｔｈ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Ｆｅｎｔａｎｙｌ

　　胃镜检查是诊断上消化道疾病最可靠的方法［１］。

但由于镜检时镜体对咽喉部刺激引起的呛咳、恶心、呕

吐等不适，使得很多患者对胃镜检查有恐惧心理，拒绝

检查，反应严重的甚至使检查无法正常进行，往往延误

病情的诊断，甚至引起严重的后果。无痛胃镜的应用

为广大患者胃镜检查减轻了痛苦、缓解了恐惧。有临

床试验表明接受无痛胃镜检查的患者对检查过程均无

知晓，恶心呕吐、流涎、躁动等不适反应少或无，术后满

意度高，与传统胃镜检查相比优势显而易见，另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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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卞国云，电子信箱：ｂｉａｎ＿０７０＠１６３．ｃｏｍ

痛胃镜的心血管变化也明显优于传统胃镜［２］。但无痛

胃镜在检查时镜体占据了麻醉时的呼吸管理通道，增

加了麻醉的风险性。我院采用的是丙泊酚复合小剂量

芬太尼静脉麻醉［３］，术中配合无痛胃镜专用面罩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我
院做胃镜检查的患者共２００例，男∶女 ＝１００∶１００，年
龄１８～６０岁，体重４５～８５ｋｇ，术前均无严重的心脑肺
肝疾患史。ＡＳＡⅠ～Ⅱ级。随机分为两组：Ｗ组（胃镜

［３］　肖永红，王进，朱燕，等．Ｍｏｈｎａｒｉｎ２００８年度全国细菌耐药监测
［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０（１６）：２３７７２３８３．

［４］　李学群．改进痰培养标本采集方法对细菌学检验质量的影响［Ｊ］．
护理与康复，２０１０，９（３）：２５３２５４．

［５］　侯铁英，张莉滟，陈子龙，等．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８年鲍曼不动杆菌的分
布特征及其耐药性变迁分析［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０
（１３）：１９２４１９２６．

［６］　ＧｏｒｄｏｎＮＣ，ＷａｒｅｈａｒａＤＷ．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ｍｕｈ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ｓｉｓ
ｔａｎｔ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ａｅｒ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ｗｉｔｈｔｉｇｅｃｙｃｌｉｎｅ［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ｔｉ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２００９，６３（４）：７７５７８０．

［７］　周秀珍，刘建华，王艳玲，等．鲍曼不动杆菌连续１２年的感染分布
及耐药性动态变迁［Ｊ］．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１０）：７５５
７５８．

［８］　高扬，李杰．某院３年内院内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布特征及耐药性
分析［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０（５）：７８８７８９．

［９］　朱健铭，吴康乐，姜如金．２２１株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ｑａ
ｃＡ／ｑａｃＢ基因检测及临床意义［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０８，
１８（１１）：１５２２１５２４．

［１０］　刘安怡，费广鹤．多重肺部感染的菌群分布及细菌耐药性分析
［Ｊ］．安徽医学，２０１１，３２（１１）：１８１７１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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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面罩组）和Ｂ组（鼻导管吸氧组）各１００例。
１２　麻醉方法　患者左侧卧位于检查床上，两腿自然
弯曲，心电监护仪监测术前、术中和术后的 ＢＰ、ＨＲ、
ＳＰＯ２。建立静脉通道，以生理盐水维持。静脉给药前
Ｂ组给予鼻导管吸氧，Ｗ组给予胃镜专用面罩吸氧
（胃镜专用面罩采用的是河南省新乡市驼人贝斯特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开口内径１０ｍｍ，和麻醉机上接
头一致），氧流量均为４Ｌ／ｍｉｎ。吸氧２ｍｉｎ后予芬太
尼１μｇ／ｋｇ和丙泊酚１．５～２．０ｍｇ／ｋｇ静脉注射，待睫
毛反射消失后行胃镜检查［４］。胃镜检查过程中视检查

时间长短及患者的反应情况酌情追加丙泊酚 ０．０５
ｍｇ／ｋｇ，并备阿托品、麻黄素、地塞米松等药物及面罩
和麻醉机备用。如出现８５％≤ＳＰＯ２≤９０％及时托下
颌，ＳＰＯ２＜８５％面罩加压给氧

［４］。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全部患者吸氧前、吸氧２ｍｉｎ后
ＳＰＯ２值及检查中 ＳＰＯ２最低值，记录两组需托下颌和
需加压给氧才能缓解的例数。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胃镜专用面罩吸氧组和鼻导管吸氧组吸氧前、吸
氧２ｍｉｎ后 ＳＰＯ２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Ｗ组、Ｂ组在胃镜检查中 ＳＰＯ２最低值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胃镜专用面罩组和鼻导
管吸氧组托下颌次数、面罩加压给氧次数、拔除胃镜次

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苏醒时
间、丙泊酚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２。

表１　两组做胃镜检查的患者ＳＰＯ２比较

组别 ｎ 基础值 吸氧后 最低值

Ｗ组 １００ ９８．００±１．１０ １００ ９８．７７±１．４０
Ｂ组 １００ ９７．９０±１．２０ １００ ９３．５１±１．７０☆

　　注：与Ｗ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胃镜检查患者托下颌次数、面罩加压给氧次数及拔除胃镜次数比较（ｎ，％）

组别 托下颌次数 加压给氧次数 拔除胃镜次数

Ｗ组 ８（８） ２（２） ０
Ｂ组 ２５（２５）☆ １８（１８）☆ ７（７）☆

　　注：与Ｗ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临床上无痛胃镜常用的麻醉方法之一是丙泊酚复
合小剂量芬太尼静脉注射［５］。两者合用起到取长补短

的作用，减少丙泊酚用量，减轻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有效抑制镜体对咽喉部刺激，苏醒时间缩短［６］。但丙

泊酚对呼吸抑制明显，麻醉诱导后有２５％ ～３０％患者
出现呼吸暂停［７］。在呼吸暂停前通常先为呼吸急促，

潮气量明显减少，然后呼吸频率明显减慢，持续约 ２

ｍｉｎ，每分通气量明显降低，约经４～５ｍｉｎ才恢复［８］。

芬太尼亦有呼吸抑制作用，两者合用增加低氧血症的

发生率［９］。一旦发生低氧血症，临床上一般常采用鼻

导管吸氧、加大吸氧流量、抬下颌等常规方法［１０］，但这

些方法对严重的呼吸抑制效果往往不太理想，因为胃

镜检查时，胃镜占据了患者的口部，使麻醉医师无法进

行有效控制呼吸，无痛胃镜面罩解决了这一难题。本

实验研究表明：胃镜专用面罩吸氧组与鼻导管吸氧组

在胃镜检查中 ＳＰＯ２最低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托下颌次数、面罩加压给氧次数及拔
除胃镜次数比较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充分说
明无痛胃镜专用面罩吸氧可增加患者的氧储备，提高

患者对缺氧的耐受性，提高了麻醉的安全性，降低了麻

醉医师室外麻醉的风险。而且胃镜专用面罩有两个口

即供氧口和镜检口，它确保了在镜检时的氧供。镜检

中一旦出现严重的呼吸抑制即可通过胃镜专用面罩上

的供氧口直接做辅助呼吸或控制呼吸而无需退镜，为

低氧血症的处理争取了宝贵时间，同时也避免了反复

镜插可能带来的并发症，这对老年人、小儿、肥胖、颈

短、鼾症及体质差、心肺功能不好的患者尤为重要。拓

宽了这类人群做无痛胃镜检查的适应症，提高了安全

性。

胃镜专用面罩吸氧为无痛胃镜的检查提供了一种

简便、安全高效的吸氧疗法，为无痛胃镜的麻醉安全性

提供了更强的保障，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１］　汪文洲，蔡晓林，沈辩琴．２４０１４例胃镜检查结果分析［Ｊ］．安徽医

学，２０１１，３２（７）：９５４．

［２］　成宏伟，黄震，焦胜，等．无痛胃镜下小儿上消化道异物取出１５例

分析［Ｊ］．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０７，１１（３）：９７．

［３］　刘俊杰，赵俊．现代麻醉学［Ｍ］．２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９７：２９６．

［４］　苏振波，李龙云，李东霓，等．睫毛反射指导丙泊酚靶控输注用于

无痛胃镜的观察［Ｊ］．中国实验诊断学，２０１３，１７（１）：９７９８．

［５］　吴磊．丙泊酚瑞芬太尼复合麻醉在无痛胃镜检查中的应用［Ｊ］．海

南医学，２０１２，２３（１２）：７７７８．

［６］　李金彪，朱菊英，王洁，等．丙泊酚复合芬太尼麻醉在胃镜检查的

应用［Ｊ］．临床麻醉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５（６）：５２７．

［７］　郑结，张军．丙泊酚芬太尼用于无痛胃镜检查［Ｊ］．医药论坛杂志，

２００８，２９（５）：７２７３．

［８］　李国才，吴中海．丙泊酚与呼吸中枢／／２００８年中华医学会全国麻

醉学术年会，２００８：１０５．

［９］　吴江燕．异丙芬复合芬太尼静脉麻醉在胃肠镜检查术中的应用

［Ｊ］．福建医药杂志，２０１０，３２（２）：１２５．

［１０］　徐贵森，吴晓玲，刘合年．无痛内镜术在胃肠道疾病诊治中的应

用［Ｊ］．世界华人消化杂志，２００８，１６（１７）：１８９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２６）

·２２５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０　　



·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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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皮睿

【摘　要】　目的　研究静脉应用重组人脑利钠肽（ｒｈＢＮＰ）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ＰＣＩ）术后心室重构
的影响。方法　５４例发病１２ｈ内的急性前壁心肌梗死ＰＣＩ术后患者，随机分为ｒｈＢＮＰ组２７例和常规治疗组２７例，ｒｈＢ
ＮＰ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以ｒｈＢＮＰ静推１．５μｇ／ｋｇ，继以０．００７５～０．０１５μｇ／（ｋｇ·ｍｉｎ）静脉泵入７２ｈ。分别于入选后即
刻、１周、４周、１２周采用二维超声心动图测定左室舒张末期容积指数、收缩末期容积指数、左室射血分数、左室质量指数
等。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４周、１２周时，ＬＶＥＤＶＩ、ＬＶＥＳＶＩ、ＬＶＭＩ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治疗１周、４周、
１２周时，ＬＶＥ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ＰＣＩ术后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应用 ｒｈＢＮＰ可抑制急性心肌梗死
ＰＣＩ术后心室重构和改善心室功能。
【关键词】　重组人脑利钠肽；心肌梗死；心室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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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心肌梗死时，交感神经系统和多种炎性因子
被激活，心脏发生不同程度的心室重构，从而发生心力

衰竭和各种严重的并发症［１］。预防心肌梗死后心室重

构的关键是尽早开通梗死相关血管，减少心肌梗死面

积［２］。研究表明，静脉应用重组人脑利钠肽针（ｒｈＢ
ＮＰ），可以迅速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改善
预后［３］。但目前该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应用较少。本

研究旨在探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急诊 ＰＣＩ后，常规治
疗的基础上加用ｒｈＢＮＰ能否减轻心室重构，改善心室
功能。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４月在我
院ＣＣＵ住院的患者。符合以下入选标准：①符合急性
前壁心肌梗死诊断标准［４］；②发病１２ｈ以内并接受急
诊冠脉造影及 ＰＣＩ治疗。排除标准：①心源性休克或
其它禁用血管扩张剂者；②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③
原有严重瓣膜性心脏病、心肌病、心包炎、原发性肺动

脉高压者；④并发结缔组织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者。入
选５４例患者，随机分为ｒｈＢＮＰ治疗组（ｎ＝２７）和对照
组（ｎ＝２７）。两组的一般临床资料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案　入选患者均接受常规药物治疗，如：
硝酸酯类、双联抗血小板、抗凝、降脂及β受体阻断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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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ＡＣＥＩ）或血管紧张素Ⅱ受
体拮抗剂（ＡＲＢ）等应用。ｒｈＢＮＰ组即刻静脉注射重
组人脑利钠肽针，９０ｓ内注入 １．５μｇ／ｋｇ，接着以
０．００７５～０．０１５０μｇ／（ｋｇ·ｍｉｎ）的速度持续静脉泵入
７２ｈ。
１３　药品　重组人脑利钠肽由西藏药业公司生产，商
品名新活素。

１４　检查方法　所有患者在入选后即刻、治疗１周、４
周、１２周测定和计算左室舒张末期容积指数（ＬＶＥＤ
ＶＩ）和收缩末期容积指数（ＬＶＥＳＶＩ）、左室射血分数
（ＬＶＥＦ）和左室质量指数（ＬＶＭＩ）。应用美国 ＧＥ公司
生产的ＶＩＶＩＤ７心脏超声诊断仪。
１５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
用配对ｔ检验；计数资料用 χ２检验。应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
软件进行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两组患者入选及１周时，ＬＶＥＳＶＩ、ＬＶＥＤＶＩ、ＬＶＭＩ
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４周、１２周两组之间比
较，ｒｈＢＮＰ组上述指标改善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各组内比较，ＬＶＥＳＶＩ、ＬＶＥＤＶＩ、ＬＶＭＩ在１周时与
入选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４周、１２周时与入
选时比较，呈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下转第１５８３页）

·３２５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０　　



·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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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研究新疆地区各民族慢性化脓性中耳炎主要致病菌的种类及耐药情况。方法　对自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７６例住院的慢性化脓性中耳炎患者中耳腔分泌物进行细菌培养及药敏分析。结果　３７６例患者共分离出
３８４株病原菌，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１４９株（３８．８％）居首位，其次是铜绿假单胞菌８９株（２３．１％）、表皮葡萄球菌６０株
（１５．８％）、变形杆菌３９株（１０．２％）、真菌１８（４．７％）、其他菌株２９（７．５％）。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性最高，
而对莫西沙星等有较高的敏感性。铜绿假单胞菌对庆大霉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丁胺卡那霉素等有较高的敏感性。
结论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是新疆地区的慢性化脓性中耳炎主要致病菌，各民族间无明显差异。
【关键词】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ＣＳＯＭ）；细菌培养；药物敏感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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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ＣＳＯＭ）是耳鼻喉科的常见
病、多发病。细菌感染是中耳炎发病的主要病因。近

年来随着抗生素的广泛应用，使得 ＣＳＯＭ的发病率有
所下降，但同样使耐药菌株不断产生和增加，给 ＣＳＯＭ
的治疗带来困难。新疆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

区，在新疆，少数民族ＣＳＯＭ患者在所有患者中占据很
大的比例。为了了解新疆地区当前致病菌种及其耐药

性，笔者分析了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共３７６例
新疆地区 ＣＳＯＭ标本的细菌培养鉴定及药敏试验结
果，希望为耳鼻喉专科医生用药提供帮助。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 ３７６例 ＣＳＯＭ患者均为我院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的住院患者。其中男性２０８
例，女性１６８例；年龄９～８３岁；汉族６８例，维吾尔族
２３２例，回族２２例，哈萨克族４５例，蒙古族４例，苗族

１例，塔吉克族１例，乌孜别克族２例，彝族１例。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ＡＴＢ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仪，购自
法国梅里埃公司。

１３　检查方法　由临床医师用７５％的酒精清洁外耳
道，用无菌棉拭子采集中耳腔内的脓液，立即送细菌培

养，未做厌氧培养。琼脂平板和麦康凯琼脂平板。

３５℃培养１８～２４ｈ后取可疑菌落，采用法国梅里埃公
司的 ＡＴＢ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仪进行菌种鉴定及药
物敏感试验。

２　结果
２１　病原菌分布　本组３７６例患者共３８４耳分离出
病原菌，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居首位，其次是铜绿假单

胞菌、表皮葡萄球菌、变形杆菌等。其中维、汉、哈、回

族所占比例较高，结果见表１。

表１　新疆地区不同民族ＣＳＯＭ病原菌分布（ｎ，％）

民族 金黄色葡萄球菌 铜绿假单胞菌 表皮葡萄球菌 变形杆菌 真菌 其他菌株 合计

维族 ９３（３９．６） ５６（２３．８） ３６（１５．３） ２６（１１．１） ９（３．８） １５（６．４） ２３５
汉族 ２５（３６．８） １３（１９．１） １２（１７．６） ９（１３．２） ３（４．４） ６（８．８） ６８
哈族 ２０（４０．０） １２（２４．０） ７（１４．０） ２（４．０） ５（１０．０） ４（８．０） ５０
回族 ８（３６．４） ６（２７．３） ４（１８．２） １（４．５） １（４．５） ２（９．１） ２２
其他民族 ３（３３．３） ２（２２．２） １（１１．１） １（１１．１） ０ ２（２２．２） ９
合计 １４９（３８．８） ８９（２３．１） ６０（１５．８） ３９（１０．２） １８（４．７） ２９（７．５） ３８４

２２　药物敏感试验　两种主要致病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及铜绿假单胞菌的药物敏感试验结果见表２、表３。

作者单位：８３０００１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耳鼻喉一科
通讯作者：杨丽，电子信箱：ｙｌｙｏｙｏ＿０７１２＠１２６．ｃｏｍ

３　讨论
　　ＣＳＯＭ在全世界发病率都较高［１］。对 ＣＳＯＭ的研
究应集中在其定义和发病机制方面［２］。长期的炎症可

以损伤中耳腔黏膜，甚至骨质，造成听力下降、骨质破

坏等并发症。有效的控制感染是 ＣＳＯＭ治疗的一个重

·４２５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０　　



要组成部分，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用合理药物，既能达

到治疗效果，又可以减少耐药性的发生［３］。ＣＳＯＭ常
见的病原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其次是铜绿假单胞菌，

其他还有表皮葡萄球菌、变形杆菌等［４］。本组３７６例
不同民族患者共分离出３８４株病原菌，其中金黄色葡
萄球菌居首位，其次是铜绿假单胞菌、表皮葡萄球菌、

变形杆菌。其中维吾尔族患者占大部分２３５株，汉族
６８株，哈族５０株，回族２２株。按照新疆地区各民族人
口比例计算，哈族病原菌检出率最高，其次为维族、回

族、汉族。虽然不能通过本组数据推断各民族的发病

率，但可以初步了解各民族中耳炎的检出情况。通过

本组数据显示，各民族之间 ＣＳＯＭ的病原菌谱无明显
差异。

表２　１４９株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药物敏感试验结果（ｎ，％）

抗生素 敏感 中介 耐药

氯洁霉素 ９０（６０．４） １０（６．７） ４９（３２．９）
万古霉素 １２０（８０．５） ２１（１４．１） ８（５．４）
四环素 １００（６７．１） ２５（１６．８） ２４（１６．１）
青霉素 ２８（１８．８） ８（５．４） １１３（７５．８）
利奈唑烷 １２９（８６．５） １９（１２．８） １（０．７）
磷霉素 １０８（７２．５） ２５（１６．８） １６（１０．７）
红霉素 １０１（６７．８） ８（５．４） ４０（２６．８）
苯唑西林 １１３（７５．８） ８（５．４） ２８（１８．８）
利福平 １２３（８２．６） ８（５．４） １８（１２．１）
替考拉宁 １２２（８１．９） ９（６．０） １８（１２．１）
莫西沙星 １４４（９６．６） ４（２．７） １（０．７）
庆大霉素 １１１（７４．５） １６（１０．７） ２２（１４．８）
亚安培南 １２５（８３．９） １２（８．１） １２（８．１）
环丙沙星 １０６（７１．１） １３（８．８） ３０（２０．１）
氨苄西林／舒巴坦 １１９（７９．９） １２（８．１） １８（１２．１）

表３　８９株铜绿假单胞菌的药物敏感试验结果（ｎ，％）

抗生素 敏感 中介 耐药

氨苄西林 １（１．１） ８（９．０） ８０（８９．９）
氨苄西林／舒巴坦 １３（１４．６） ２（２．２） ７４（８３．１）
丁胺卡那霉素 ８０（８９．９） ６（６．７） ３（３．４）
氨曲南 ５７（６４．０） １５（１６．９） １７（１９．１）
头孢哌酮／舒巴坦 ７８（８７．６） ３（３．４） ８（９．０）
环丙沙星 ５７（６４．０） １５（１６．９） １７（１９．１）
头孢替胺 ２（２．２） ８（９．０） ７９（８８．８）
头孢曲松 ３（３．４） １０（１１．２） ７６（８５．４）
头孢唑啉 １（１．１） ５（５．６） ８３（９３．３）
头孢吡肟 ７１（７９．８） ９（１０．１） ９（１０．１）
庆大霉素 ８２（９２．１） ０ ７（７．９）
哌拉西林 ７５（８４．３） １３（１４．６） １（１．１）
头孢呋新钠 ０ １５（１６．９） ７４（８３．１）
复方新诺明 ９（１０．１） ０ ８０（８９．９）
头孢他啶 ５９（６６．３） ０ ４０（４４．９）
妥布霉素 ７０（７８．７） ２（２．２） １７（１９．１）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８２（９２．１） ６（６．７） １（１．１）

　　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抗生素的应用等原因，
ＣＳＯＭ的病原菌及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在不断的变
化，了解当前致病菌种及其耐药性在治疗 ＣＳＯＭ患者
时起着重要的作用［５］。由表２可以看出，金黄色葡萄
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性最高，对氯洁霉素、红霉素、四

环素有较高的耐药性，而对莫西沙星、利奈唑烷、亚安

培南、利福平、替考拉宁、万古霉素、氨苄西林／舒巴坦、
苯唑西林、庆大霉素、磷霉素、环丙沙星有较高的敏感

性。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的主要机制为质粒介导的 β
内酰胺酶，它使 β内酰胺类抗生素（包括青霉素和头
孢菌素类）分子结构上的 β内酰胺键断裂而失去活
性［６］。因此β内酰胺酶阳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应选用
喹诺酮类、利福平、万古霉素等没有β内酰胺环的抗生
素，这与表２的数据结果基本一致。

铜绿假单胞菌对多种抗生素耐药，主要与其外膜

通透性下降和产生Ⅰ型诱导型头孢菌素酶（即 ＡｍｐＣ
酶）对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广泛耐药，并且不为酶抑制
克拉维酸所分解［７］。表３的数据显示铜绿假单胞菌的
耐药性较金黄色葡萄球菌高，对头孢唑林、氨苄西林、

复方新诺明的耐药率最高，对头孢替胺、头孢曲松、头

孢呋新钠、氨苄西林／舒巴坦耐药性较高，对庆大霉素、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丁胺卡那霉素、头孢哌酮／舒巴
坦、哌拉西林、头孢吡肟、妥布霉素有较高的敏感性。

因此可总结出，铜绿假单胞菌对Ⅲ、Ⅳ代头孢菌素、氨
基糖甙类及喹诺酮类多敏感。

本组数据中尚有２２例真菌感染，占５．９％。考虑
为长期使用抗生素、患者抵抗力下降及中耳腔引流不

畅等原因引起。对于抗生素久治不愈的中耳炎患者应

考虑到真菌感染的可能［８］。

综上所述，新疆地区 ＣＳＯＭ的致病菌主要以金黄
色葡萄球菌及铜绿假单胞菌为主。通过上述两种主要

致病菌的药敏结果，我们不难发现，ＣＳＯＭ患者对Ⅲ、
Ⅳ代头孢菌素、喹诺酮类及碳青霉烯类抗菌素敏感。
综合考虑药物敏感性、耐药性、价格及副作用，左氧氟

沙星可作为治疗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的经验性用药，也

有学者指出硼酸粉局部应用对 ＣＳＯＭ也有很好的疗
效［９］。因此临床使用抗生素时，既要考虑到不同细菌

的药物敏感性，又要考虑到药敏试验的局限性［１０］，遵

照药敏结果合理使用抗生素，避免滥用，尽可能地缩短

病程同时减少耐药菌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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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良性前列腺增生与心脑血管疾病关系探讨
郑小兰，杨卉

【摘　要】　目的　探讨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ＰＨ）与颈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脑梗塞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方法　选
择１４１例老年ＢＰＨ患者，所有患者均经超声检查前列腺体积（ＰＶ）及颈动脉颅外段，分为ＰＶ≤５０ｍｌ组和ＰＶ＞５０ｍｌ组，
比较两组颈动脉内中膜厚度（ＩＭＴ）的平均值和最高值。结果　ＰＶ≤５０ｍｌ组１０３例，ＰＶ＞５０ｍｌ组３８例，颈总动脉
（ＣＣＡ）ＩＭＴ的最高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颈动脉ＩＭＴ的平均值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高
血压、脑梗塞、ＩＭＴ的最高值与ＢＰＨ独立相关（Ｐ＜０．０５）。结论　颈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脑梗塞与ＢＰＨ独立相关，ＰＶ
明显增大的患者需要更关注心脑血管疾病的控制。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颈动脉；高血压；脑梗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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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　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ｌａｎ，
ＹＡＮＧＨｕ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ａｒｅｆｏｒＣａｄｒ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ｕｘ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ａｎｄ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ｙ
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４１ｅｌｄｅｒｌｙＢＰＨ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１０３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ｖｏｌｕｍｅ（ＰＶ）≤５０ｍｌａｎｄ３８ＰＶ＞５０
ｍｌ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Ｖ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ｃｏｌｏｕ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ｏｆｉｎｔｉｍａｌｍｅｄｉ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ｉｎＰＶ＞５０ｍ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ＰＶ≤５０ｍｌ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ＢＰ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ａｒｏｔｉｄ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ＢＰ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ＰＨ）是中老年男性的常见病，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这类老年性疾病将

大量增加；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

要求越来越高，对这类疾病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显

示［１］，７０岁以上人群的 ＢＰＨ患病率 ＞６０％。流行病
学调查提示：原发性高血压、高脂血症、非胰岛素依赖

型糖尿病等存在共同发病机制，均为ＢＰＨ发生发展的
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通过对 ＢＰＨ患者颈动脉超声
检查及伴发疾病的综合分析，进一步探讨ＢＰＨ与颈动
脉粥样硬化等因素的相关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病例选择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１年２月
在我院住院 ＢＰＨ患者１４１例，均为男性，年龄６２～９５
岁，平均（８１．４±６．３）岁。患者前列腺体积（ＰＶ）≥２０
ｍｌ（排除前列腺癌、急慢性前列腺炎），根据 ＰＶ分为≤
５０ｍｌ组（１０３例）和 ＰＶ＞５０ｍｌ组（３８例），第一组患
者平均年龄（８１．２±６．０）岁，第二组患者平均年龄
（８１．８±７．１）岁，两组间年龄、吸烟、血糖、血脂、血压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４１例 ＢＰＨ患者中伴发高血压
１１６例（８２．２６％），脑卒中８８例（６２．４１％），高脂血症
７３例（５１．７７％），冠心病５１例（３６．１７％），糖尿病４３
例（３０．４９％）。
１２　检查方法
１２１　颈总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采用飞利浦
ｉＥ３３彩色多普勒超声仪进行检测。二维超声检测颈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３８北京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干部保健科
通讯作者：郑小兰，电子信箱：Ｊｕｌｉｅｔｚｈｅｎｇ１１４＠１２６．ｃｏｍ

总动脉（ＣＣＡ）、颈内动脉（ＩＣＡ）起始部（分叉水平上方
１．０～１．５ｃｍ处）和颈动脉分叉处。测量颈动脉内中
膜厚度（ＩＭＴ），取其平均值及ＣＣＡ的最高值。
１２２　前列腺检查　采用超声仪测量前列腺纵径
（Ａ）、横径（Ｂ）及前后径（Ｃ），通过公式（Ａ×Ｂ×Ｃ×
０．５２）计算出 ＰＶ（ｍｌ）。按照 Ｇａｒｒａｗａｙ等提出的 ＢＰＨ
诊断标准，将 ＰＶ＞２０ｍｌ诊为 ＢＰＨ，将 ＢＰＨ按 ＰＶ分
为≤５０ｍｌ组和ＰＶ＞５０ｍｌ组。
１２３　其他检查　所有患者均检测血胆固醇（ＴＣ）、
甘油三酯（ＴＧ）、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ＣＨＯ）、低密度脂
蛋白（ＬＤＬＣＨＯ）、尿酸（ＵＡ）、肌酐（Ｃｒ）、糖化血红蛋
白（ＨｂＡ１ｃ）、纤维蛋白原（ＦＩＢ）及高敏Ｃ反应蛋白（ｈｓ
ＣＲ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统计
分析，计数资料使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ｓｋｗｅｎｅｓｓ
系数先检验是否正态分布，若为正态分布则进行 Ｆ检
验与ｔ检验，若为非正态分布则进行非参数检验，结果
按双侧统计，多因素分析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
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生化指标检测结果　两组血 ＴＣ、ＴＧ、ＨＤＬ、
ＬＤＬ、ＵＡ、Ｃｒ、ＨｂＡ１ｃ、ＦＩＢ、ｈｓＣＲＰ水平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颈动脉内中膜厚度比较　ＰＶ≤５０ｍｌ组（１０３
例）与ＰＶ＞５０ｍｌ组（３８例）两组 ＩＭＴ的最高值，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而 ＩＭＴ的平均值两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多因素分析　以 ＢＰＨ为因变量，年龄、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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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高脂血症、冠心病、糖尿病为自变量，进行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在排除年龄因素影
响后，高血压、脑梗塞、ＩＭＴ最高值与 ＢＰＨ独立相关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老年ＢＰＨ颈动脉内中膜厚度比较（ｍｍ）

组别 ｎ ＩＭＴ平均值 ＩＭＴ最高值

ＰＶ≤５０ｍｌ组 １０３ １．１０±０．１３ １．３１±０．２１
ＰＶ＞５０ｍｌ组 ３８ １．１５±０．２３ １．４４±０．３２△

　　注：与ＰＶ≤５０ｍｌ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项目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Ｐ值 Ｅｘｐ（Ｂ） ９５％ ＣＩ

高血压 １．４６ ０．７２ ４．１２ ０．０４２ ４．３２ １．０５１－１７．７６５
ＩＭＴ最高值 ３．０６ １．２４ ６．１４ ０．０１３ ２１．３９ １．８９８－２４．９３９
脑梗塞 １．３４ ０．４３ ９．８０ ０．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１１４－０．６０７
年龄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５７ ０．４５１ １．０３ ０．９６０－１．０９７

３　讨论
　　ＢＰＨ和高血压都是中老年男性的常见病，６０岁以
上男性中约有２５％同时患有 ＢＰＨ和高血压。研究表
明［２］，高血压／ＢＰＨ患者查体时测血压偏高者，国际前
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明显高于血压正常的患者；而最
大尿流率（Ｑｍａｘ）则明显低于血压正常的患者；ＢＰＨ症
状严重程度与服用降压药量为显著正相关。可见，高

血压状态能加重 ＢＰＨ患者的临床症状。史新竹等［３］

的研究表明，高血压患者中 ＢＰＨ的患病率为 ４７．９％
（明显高于正常人群），提示高血压是 ＢＰＨ的危险因
素。有研究表明［４］，ＢＰＨ并发高血压患者的微血管密
度（ＭＶＤ）明显高于单纯 ＢＰＨ的患者，推测高血压与
ＰＶ有明显相关性。世界范围内法国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病率是最低的，可能与法国的饮食习惯有关［５］。有

趣的是，法国ＢＰＨ发病率也是最低的，在５５～７０岁人
群中发病率仅为４０．８％。由此我们发现 ＢＰＨ与心脑
血管疾病密切相关，要做好 ＢＰＨ的防控，首先要从心
脑血管疾病的防治入手。

全脑血流量的７０％ ～８５％是由颈动脉供应的，由
此可见颈动脉在脑循环中的重要地位。颈动脉硬化程

度、脑血流供应与脑梗死直接密切相关。近年来对颈

动脉硬化及其斑块的研究日益深入，有报道［６］发现用

颈动脉斑块预测脑血管病的敏感性为８４％，特异性为
７９％，为我们开展早期脑血管病的防控提供了依据。
ＢｅｒｇｅｒＡＰ等［７］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前列腺内的

动脉，发现动脉粥样硬化与 ＢＰＨ密切相关，考虑可能
是增龄性动脉硬化导致前列腺血供减少而发生 ＢＰＨ。

我们知道，内皮素（ＥＴ）是已知的最强的血管收缩因
子，在动脉硬化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血管内皮损

伤时，ＥＴ释放增多、动脉痉挛及血栓形成，而动脉硬化
与ＢＰＨ均与ＥＴ表达增多、一氧化氮（ＮＯ）活性减少相
关［８］。目前治疗 ＢＰＨ最有效的方法是经尿道前列腺
电切术（ＴＵＲＰ），ＴＵＲＰ最常见的并发症是术后出血，
临床研究发现术前伴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更容易引起

ＴＵＲＰ术后出血，可见心血管疾病是引起ＴＵＲＰ术后出
血的重要因素。因此，防治心血管疾病对控制术前危

险因素以有效减少术后出血很有意义［９］。

流行病学研究证实，多个危险因素同时存在时产

生的致病作用不是简单的几个危险因素相加，而是存

在错综复杂的协同作用，可以导致患病率成倍增

加［１０］。我们研究 ＢＰＨ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就是
希望能够从控制危险因素入手，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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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妊娠合并感染性疾病的诊治对策分析
徐峰，冯泽蛟，陈文殊，赵静，吴洁丽

【摘　要】　目的　对妊娠合并感染性疾病的诊治对策进行临床研究。方法　将提前治疗过的１７２例妊娠合并感染性
疾病产妇作为观察组，将同期收治的未提前对感染性疾病进行治疗的产妇６８例作为对照组，记录孕妇的妊娠结局，包括
胎膜早破、早产、低出生体重、新生儿窒息、围产儿死亡及剖宫产发生率等。对新生儿随访１年，记录先天性梅毒发生率
及疣体感染情况。结果　孕妇提前治疗感染性疾病可以有效提高新生儿的成活率，降低孕妇早产及死胎情况的发生，减
少新生儿患有先天性感染病的机率（Ｐ＜０．０５）；可以减少低出生体重新生儿数量，降低孕妇的剖宫产率，减少新生儿患
有先天性感染病的可能性，两组数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通过对妊娠期合并感染性疾病的早诊断、
早治疗可以有效提高新生儿成活率，减少患儿的产生。

【关键词】　妊娠；感染性疾病；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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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间合并感染性疾病是一大类疾病，主要包
括妊娠合并淋病、妊娠合并梅毒、妊娠合并巨细胞病毒

感染、妊娠合并生殖器疱疹、妊娠合并生殖道衣原体感

染、妊娠合并支原体感染、妊娠合并获得性免疫缺陷综

合征等。会对母婴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常会导致早

产、流产、胎儿生长不正常，严重可以导致死胎的发生，

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新生儿感染以及脑瘫等并发

症［１］。本研究主要针对梅毒感染孕妇和尖锐湿疣感染

孕妇的临床特点，分析提早治疗对孕妇妊娠结局及新

生儿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于我院进
行分娩的孕产妇共２４０例，将其中提前治疗过感染性
疾病的１７２例孕妇作为观察组，年龄１７～４４岁，平均
年龄为（３６±４．３）岁，初产妇７５例，占４３．６％；经产妇
９７例，占５６．４％；合并尖锐湿疣９５例，梅毒７７例（潜
伏期梅毒４５例；Ⅰ期梅毒２２例；Ⅱ期梅毒４例，Ⅲ期
梅毒６例）。对照组患者为我院同期收治未提前对合
并感染性疾病进行治疗的产妇６８例，年龄１６～４３岁，
平均年龄为（３４．０±３．４）岁，初产妇３１例，占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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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产妇３７例，占５４．４％；合并尖锐湿疣３７例，梅毒３１
例（潜伏期梅毒１８例；Ⅰ期梅毒９例；Ⅱ期梅毒２例，
Ⅲ期梅毒２例）。所选的有感染性疾病的孕妇均排除
有严重心、肺、肾以及造血系统疾病者和精神病等重大

疾病患者。两组患者在年龄、孕次数及病情等方面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诊断方法　首先，根据患者的病史及临床表现对
患者进行初步诊断，再根据实验室检查（主要包括

ＰＣＲ技术、非梅毒螺旋体试验、特异性梅毒螺旋体试
验、ＨＰＶ、ＨＩＶ抗体检测、脑脊液检查）和病理组织学检
查来确诊。诊断标准［２］：Ⅰ期梅毒，大阴唇、阴蒂、尿道
口或宫颈旁等处出现硬下疳；Ⅱ期梅毒：皮疹泛发期，
全身性出现对称性分布的玫瑰疹、丘疹、黏膜斑疹等，

感染在两年的；Ⅲ期梅毒，感染超过２年；潜伏期梅毒，
无梅毒症状，但在实验室检查中会发现血 ＲＰＲ阳性。
尖锐湿疣，外阴、肛周瘙痒及白带增多、稀。外阴、宫

颈、阴道及肛周部位有鸡冠状、毛刺状或菜花状赘物，

表面呈粉红或灰白色，片状生长。

１３　治疗方法　梅毒治疗：梅毒的治疗在妊娠前２８
周进行。早期梅毒（潜伏期、Ⅰ期梅毒、Ⅱ期梅毒）采
用苄星青霉素Ｇ，肌注２４０万 Ｕ，每周１次，共３次；晚
期梅毒（Ⅲ期梅毒）采用普鲁卡因青霉素肌注８０万Ｕ，
每日１次，共１０次。尖锐湿疣治疗：妊娠３６周前，行
二氧化碳激光机（中科院鹭岛公司）治疗，输出功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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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２５Ｗ，波长采用１０μｍ。第一次激光治疗后，以５％
碘伏涂搽创面，１周后复查。若需再次治疗，于创面愈
合２周后进行。
１４　监测指标　记录孕妇的妊娠结局，包括胎膜早
破、早产、低出生体重、新生儿窒息、围产儿死亡及剖宫

产发生率等。对新生儿进行随访１年，记录先天性梅
毒发生率及疣体感染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处理数据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
软件处理，进行 χ２检验，以（ｘ±ｓ）表示。Ｐ＜０．０５认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孕妇的妊娠结局　提前治疗感染性疾病孕
妇可以有效提高新生儿的成活率，降低孕妇早产、流产

及死胎情况的发生（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孕妇的妊娠结局情况（ｎ，％）

组别 ｎ 足月儿 早产儿 流产、死胎 存活儿

观察组 １７２ １４７（８５．５） １３（７．６） １２（７．０） １６０（９３．０）
对照组 ６８ ８（１１．８） ２７（３９．７） ３３（４８．５） ３５（５１．５）

２２　两组新生儿的随访情况　对于感染性疾病的提
早诊治可以减少低出生体重新生儿数量，降低孕妇的

剖宫产率，可以减少新生儿患有先天性感染病的可能

性，两组数据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新生儿随访情况（ｎ，％）

组别 ｎ 低出生体重 剖宫产 先天性梅毒 先天性疣体

观察组 １６０ ２１（１３．１） ８１（５０．６） ４（２．５） ３（１．９）
对照组 ３５ ３１（８８．６） ３２（９１．４） １８（５１．４） １２（３４．２）

３　讨论
　　梅毒主要是由梅毒螺旋体感染引起的，梅毒螺旋
体侵入人体后，经数小时进入淋巴结，２～３ｄ经血液循
环至全身，经过２～３周潜伏期，皮肤开始损害。梅毒
传染途径有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临床上，

未经治疗的Ⅰ期，Ⅱ期梅毒母婴传播机会超过８０％，
潜伏期梅毒的传播机会较有症状的梅毒稍弱，晚期潜

伏及Ⅲ期梅毒传染性极少［３－４］。在母婴传播中梅毒主

要经过胎盘及脐静脉血进入胎儿体内，使胎儿感染梅

毒，造成胎儿内脏、骨骼及皮肤黏膜受损。或者当病毒

感染胎盘后，直接引起小动脉内膜炎、局灶性绒毛膜

炎，导致胎盘病变，造成流产、早产、甚至死胎［５－６］。有

研究表明，母婴传播梅毒的概率和治疗时间有密切关

系。孕２８周前，单剂量苄星青霉素Ｇ２４０万Ｕ可有效
预防先天性梅毒［７－８］。妊娠期梅毒常无明显的临床症

状，多为隐性梅毒，因此所有孕妇应在早期或第一次产

检时进行常规梅毒血清学筛查。研究表明，实行健全

的传染源追踪，足够的产前保健，正确的梅毒筛查，以

及规范的治疗和随访，可防止９０％以上的先天梅毒发
生。

尖锐湿疣（ＣＡ）是人乳头状瘤（ＨＰＶ）病毒感染所

致的一种性传播性疾病（ＳＴＤ），近年来其发病率迅速
增加，损害较广泛。尖锐湿疣感染对妊娠的影响和危

害不亚于梅毒［９］，尖锐湿疣的母婴传播主要是通过产

道传染和宫内传染两种方式。宫内传染是指胎儿通过

吞饮含ＨＰＶ病毒的羊水所致；产道传染是指分娩时，
胎儿经过产道，被带有疣体的阴道污染体表的皮肤和

黏膜，导致婴幼儿时期在喉部、肛门及生殖器部位发生

乳头状瘤。因此一旦妊娠合并尖锐湿疣，剖腹产是最

佳分娩方式［１０］。

临床中发现，当个体确诊为性传播疾病时，通常会

显示极大的悲痛变得焦虑、抑郁，有内疚或负罪感。这

样会对进一步治疗感染性疾病造成一定困难［１１］。通

过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新生儿的成活率高达９３％，明显
高于对照组（５１．５％）；观察组孕妇流产、死胎的概率
仅有７．０％，明显低于对照组（３３％）；经过对新生儿的
随访发现，观察组先天性梅毒患儿的概率为２．５％，明
显低于对照组（５１．４％）；观察组先天性疣体患儿的概
率仅为１．９％，明显低于对照组（３４．２％）。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此提早治疗可以显著减少孕妇

早产及死胎情况的发生，明显减少新生儿患有先天性

感染病的机率。

综上所述，感染性疾病严重威胁着妊娠结局以及

母婴健康。若及早发现，积极治疗，可以有效提高新生

儿的存活率。因此孕妇应重视产前检查，尤其是感染

性疾病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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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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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高压氧治疗对手部皮瓣移植术后的存活率的影响。方法　将入选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４２例）
和对照组（４１例），对照组采用清创、抗感染、消肿等常规方法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介入高压氧（ＨＢＯ）治疗。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手部肿胀消退时间和皮肤红润改变时间均有显著性缩短（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手部皮
瓣总成活率为９７．６２％，显著高于对照组的总成活率（Ｐ＜０．０５）；术后立即进行 ＨＢＯ治疗的患者与术后１０ｈ进行 ＨＢＯ
治疗的患者手部皮瓣总成活率高达１００％，显著高于术后２ｄ进行ＨＢＯ治疗的患者（Ｐ＜０．０５）。结论　在手部皮瓣移植
术后及早介入ＨＢＯ疗法可明显改善皮瓣血运障碍，显著提高皮瓣成活率，建议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关键词】　高压氧治疗；手部；皮瓣移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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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瓣是指具有血液供应的皮肤及其附着的皮下脂
肪组织，也称为带蒂移植皮肤，使其存活的必要条件是

保证良好的血液循环［１－２］。目前，临床上常应用于修

补患者由于创伤所造成的创面。由于皮瓣移植术后常

常会出现不充分的血液灌注及缺血再灌注损伤而引起

皮瓣坏死，因此，皮瓣移植术后皮肤的存活率仍是现代

医学需要攻克的难题之一。

高压氧（Ｈｙｐｅｒｂａｒｉｃｏｘｙｇｅｎ，ＨＢＯ）疗法是指患者在
高气压的环境中吸含有负离子的纯氧，促进机体的自

我更新过程，增强自身免疫力。另可以增加患者血液

中氧含量，增高血氧分压，提高血氧向其他组织扩散的

能力，可达到改善组织微循环和有氧代谢的效果［３］。

由此，我院将高压氧疗法应用于患者皮瓣移植术后治

疗。与常规疗法相比，高压氧疗法可显著提高患者皮

肤存活率，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９月在我
院进行手部皮瓣移植术患者８３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观察组共有患者４２例，男性２２例，女性２０
例，年龄１７～５３岁，平均年龄（３４．２±６．１）岁；右手２７
例，左手１５例；皮肤缺损面积（１．３０ｃｍ×１．９０ｃｍ）～
（３．５０ｃｍ×５．９５ｃｍ）；损伤时至手术时间：２～１０ｈ。
对照组共有患者 ４１例，男性 ２０例，女性 ２１例，年龄

作者单位：４１７０００湖南省娄底市中心医院整形美容科
通讯作者：彭细峰，电子信箱：１３６３８４８０２０６＠１６３．ｃｏｍ

１９～５９岁，平均年龄（３５．７±８．３）岁；右手２０例，左手
２１例；皮肤缺损面积（１．１５ｃｍ×２．１０ｃｍ）～（４．１０
ｃｍ×６．１７ｃｍ）；损伤时至手术时间：２～１０ｈ。

两组患者的皮瓣均来自于自体皮肤，年龄、病情等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在术后均进行
常规清创、抗感染、消肿等常规护理疗法。观察组患者

在此基础上进行高压氧（ＨＢＯ）治疗。ＨＢＯ治疗方法：
使用双人高压氧舱，治疗压力为 ０．２ＭＰａ；升压 ２５
ｍｉｎ，稳压６０ｍｉｎ，减压２５ｍｉｎ，总计１１０ｍｉｎ，稳压吸氧
６０ｍｉｎ；１５ｄ为一个疗程，１～２次／ｄ，视皮瓣存活情况
而定。

１３　疗效评定标准　皮瓣移植术后３周，观察皮瓣存
活情况。存活：皮瓣表面干燥、红润，周围无炎症反应、

无分泌物，皮肤温度正常，无坏死；基本存活：部分表皮

坏死，但有肉芽组织生成覆盖于表面，无炎症反应；未

存活：皮瓣大面积坏死，伴有脱落现象，出现炎症反应，

创面暴露。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计量数据以（ｘ±ｓ）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术后两组患者皮肤肿胀消退及皮肤红润时间比
较　如表１所示，常规治疗后又进行ＨＢＯ治疗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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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手部肿胀消退时间为（１．５±０．３）ｄ，显著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手部皮
瓣移植处皮肤红润时间显著性缩短（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患者皮肤肿胀消退及皮肤红润时间比较（ｄ）

组别 ｎ 肿胀消退时间 皮肤红润时间

观察组 ４２ １．５±０．３ １．１±０．９

对照组 ４１ ５．２±２．１ ５．６±３．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术后两组患者皮瓣成活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
后手部皮瓣成活３８例，基本成活３例，未成活仅为１
例，其总成活率达到９７．６２％；对照组患者成活１２例，
基本成活１７例，未成活１２例，总成活率为７０．７３％。
由以上数据可看出，观察组患者术后手部皮瓣成活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２３　术后不同时间段介入ＨＢＯ治疗的疗效比较　如
表２所示，术后不同时间介入ＨＢＯ治疗对皮瓣成活率
有影响。术后立即进行 ＨＢＯ治疗的患者与术后１０ｈ
进行 ＨＢＯ治疗的患者手部皮瓣总成活率高达
１００．００％，显著高于术后 ２ｄ进行 ＨＢＯ治疗的患者
（Ｐ＜０．０５）。由此可见，患者进行皮瓣移植术后应尽
早进行ＨＢＯ治疗，可明显提高皮瓣的成活率。

表２　术后不同时间段介入ＨＢＯ治疗的疗效比较

ＨＢＯ介入时间 ｎ 成活 部分成活 未成活 总成活率（％）

术后立即 １５ １４ １ ０ １００．００

术后１０ｈ １７ １６ １ ０ １００．００

术后２ｄ １０ ８ １ １ ９０．００

　　注：与术后２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近年来国内外显微外科技术发展迅速，在临床上
已广泛应用皮瓣及复合组织瓣移植手术来修复软组织

缺损。经多年来的临床验证，皮瓣移植术是治疗这种

皮肤损伤的理想方法，但是皮瓣移植术后发生的血运

障碍而导致皮瓣坏死脱落的情况时有发生［４－５］。寻找

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用于皮瓣移植术后的治疗成为

现代医学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早前 Ｂｏｒｅｍａ等通过实验证实了高压氧治疗
（ＨＢＯ）可以实现“无血的生命”。临床上也证实 ＨＢＯ
能够显著提高皮瓣组织内的氧含量及氧分压，明显增

加了氧在皮肤组织中的扩散距离和扩散量。常规上，

普通吸氧时血氧的扩散半径为 ３０μｍ，而 ＨＢＯ吸氧
时，血氧的扩散半径可增加到１００μｍ［６］。另外，组织
中的氧分压增加可通过调节炎性介质的表达、脂质过

氧化反应、细胞能量的供应、粒细胞与内皮细胞的黏附

以及改善微循环等方面而减少缺血再灌注损伤［７］，这

点对于提高移植术后皮瓣存活率至关重要。而其促进

移植皮瓣毛细血管增殖机制之一，可能是通过增加皮

瓣组织中ＶＥＧＦ（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ＣＸ４３（缝
隙连接蛋白）的表达而促进新生毛细血管形成［８－９］。

因此我们随机选取了８３例在我院进行手部皮瓣
移植术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研究发现，观察组

患者手部肿胀消退时间为（１．５±０．３）ｄ，显著低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并且手部皮瓣移植处皮肤红润时间
显著性缩短（Ｐ＜０．０５）。说明 ＨＢＯ可以促进皮瓣组
织毛细血管增殖，改善局部微循环。并且，观察组患者

术后手部皮瓣成活３８例，基本成活３例，其总成活率
达到９７．６２％，也显著性高于对照组患者。

研究证实，在皮瓣移植术后的４８ｈ内，皮瓣组织
还未建立自己的血液循环，主要依赖创面渗出的血浆

营养，所以这４８ｈ是移植的皮瓣组织能否成活的关键
时期［１０－１１］。因此我们研究发现，ＨＢＯ介入的时机对
移植皮瓣的成活率有重要影响。数据统计显示，术后

立即进行ＨＢＯ治疗的患者与术后１０ｈ进行ＨＢＯ治疗
的患者手部皮瓣总成活率高达１００．００％，而术后２ｄ
才介入 ＨＢＯ皮瓣成活率下降为７０％，通过本研究证
实术后越早介入 ＨＢＯ治疗，患者皮瓣成活率越高，继
而治愈率也大幅提高。

综上所述，经皮瓣移植术治疗手部创伤的患者在

术后除常规消肿、解痉、抗感染外，应该在术后４８ｈ内
进行ＨＢＯ治疗，而不是部分患者在手部皮瓣组织出现
血运障碍时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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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瘢痕子宫早期妊娠药物流产效果分析
肖玉会，董伟妍

【摘　要】　目的　探讨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终止瘢痕子宫早期妊娠的临床效果及注意事项。方法　选择２００９年
６月－２０１１年６月在中国医科大学北京顺义医院因早孕≤４９ｄ要求终止妊娠而无药流禁忌症的瘢痕子宫孕妇共９６例，
设为观察组；随机选择同期非瘢痕子宫妊娠９６例作为对照组，实行药物流产，比较两组流产效果、阴道出血及胎囊排出
时间等。结果　两组孕妇药流的成功率、阴道出血量及出血持续时间、胎囊排出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１例瘢痕处妊娠药流前漏诊，药流后１周大出血行子宫动脉栓塞术，保留了生育功能。结论　瘢痕子宫早孕药物
流产具有临床可行性，但药流前必须Ｂ超检查，明确胚胎着床位置，除外子宫瘢痕处妊娠，有预防出血和急救的措施，杜
绝严重并发症；医务工作者要积极宣教，降低剖宫产率，对剖宫产患者术后采取严格避孕措施。

【关键词】　子宫；瘢痕；早期妊娠；米非司酮；米索前列醇；药物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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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ｗａｓｍｉｓｓ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ｄｒｕｇ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ｖａｇｉｎａｌ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ｏｎｅｗｅｅｋｌａｔｅｒ，ａｎｄ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ｏｒｅｔａｉ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ｏｎ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ｆ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ａｓｃａｒ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ｒｅｎｅｅｄｅｄ：Ｂ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ｄｅｆｉｎｅｅｍｂｒｙｏ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ｄｒｕｇ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ｅｒｓｓｈｏｕｌｄ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ｍａｋ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ａｓｔｏ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ｉｎ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ｃａｒ；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Ｍｉｓｏｐｒｏｓｔｏ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瘢痕子宫是指既往有子宫手术史，经过组织修复
过程形成瘢痕的子宫，常见于剖宫产术、子宫肌瘤剔除

术及子宫畸形矫治术等手术后，以剖宫产术最常见［１］。

本研究均为剖宫产术后的瘢痕子宫。瘢痕子宫妇女避

孕失败后要终止妊娠，不论采用何种方法，风险都较非

瘢痕子宫大。我院采用米非司酮加米索前列醇终止瘢

痕子宫早期妊娠取得了较好效果，本文回顾分析了中

国医科大学北京顺义医院产科瘢痕子宫早期妊娠药物

流产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药物流产的可行性及注意

事项。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６月因早
孕要求终止妊娠于中国医科大学北京顺义医院行药物

流产的瘢痕子宫孕妇共９６例，设为观察组，药物流产
前均行 Ｂ超检查确定宫内早孕≤４９ｄ、排除瘢痕处妊
娠，此次妊娠距剖宫产时间间隔为５个月 ～１５年，其
中＜１年１８例，１～５年５９例，＞５年１９例；一次剖宫
产史８９例，两次剖宫产史７例；平均年龄（２８．３±４．１）
岁。选择同期行药物流产的非瘢痕子宫孕妇９６例作
为对照组，平均年龄（２６．２±３．５）岁。所有对象均无

作者单位：１０１３００北京市，中国医科大学北京顺义医院产科
通讯作者：董伟妍，电子信箱：ｄｏｎｇ＿ｗｙ＠１２６．ｃｏｍ

药流禁忌症，术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用药方法　第１天晚餐后２ｈ口服米非司酮７５
ｍｇ，第２天晚餐后 ２ｈ再口服米非司酮 ７５ｍｇ（总量
１５０ｍｇ），第３天晨空腹来院口服米索前列醇６００μｇ。
１３　观察指标　①流产效果：完全流产；不全流产；流
产失败。②自口服米索前列醇至胎囊排出时间；③阴
道出血量及持续时间。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视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两组孕妇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２８．３±４．１）岁、（２６．２±３．５）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平均孕次分别为（２．３±１．８）次、（２．１±
０．６）次，平均产次分别为（１．６±０．５）次、（１．５±０．３）
次，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流产效果、阴道出血量、阴道出血持续时间、胎囊
排出时间比较　详见表１。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但有一例药物流产前误诊为非瘢痕妊
娠，药流当日见胎囊排出，而药流后７ｄ发生大出血，Ｂ
超提示蜕膜组织残留于子宫瘢痕处行子宫动脉栓塞

术，挽救了患者生命，保留了生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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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孕妇流产效果、阴道出血情况、胎囊排出时间比较

组别　 ｎ
流产效果

完全 不全 失败

阴道出血情况

出血量（ｍｌ） 持续时间（ｄ）
胎囊排出时间

≤６ｈ ＞６ｈ
观察组　　　 ９６ ８７ ７ ２ ９２．６±１６．８ ７．６±２．１ ８６ １０
对照组　　　 ９６ ９０ ５ １ ８９．４±１４．３ ７．２±２．５ ８８ ８
χ２或ｔ值　 ０．７２６ １．９４０＃ ０．１５７＃ ０．２４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为χ２值，＃为ｔ值。

３　讨论
　　近年来，我国剖宫产率不断增加，由此导致的瘢痕
子宫的育龄妇女逐年增多，部分女性并未采取严格的

避孕措施，因此瘢痕子宫妊娠逐年增多，其导致的相关

问题，如瘢痕部位妊娠行人工流产时致命性出血、瘢痕

部位胎盘植入及子宫破裂等日益成为产科医生临床处

理十分棘手的问题［２－３］。对于终止瘢痕子宫妊娠，风

险均较非瘢痕子宫妊娠大，如何选择终止妊娠的方式，

降低并发症，提高安全性，是临床应重视的问题。

瘢痕子宫流产及引产的主要风险是子宫破裂，越

到中期风险越大［４］，因此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处理。

子宫破裂的发生与以往手术种类（如切口位置）、孕妇

全身状态（如营养不良）、前次手术愈合情况（如是否

有愈合缺陷）、前次子宫手术切口是否有感染及距前次

手术时间间隔等密切相关。一般认为，子宫瘢痕形成

后，有一定的承受压力的能力，但局部组织的薄弱性将

伴随始终，如此处愈合不良将增加子宫穿孔的可能；此

外，剖宫产术后盆腔粘连和炎症可造成子宫形态、位置

改变，人流易发生吸宫不全，致手术困难。患者行人流

时往往精神紧张，易出现人流综合症。对药物流产患

者从心理上更易接受。米非司酮有较强的抗孕激素活

性，作用于子宫内膜与内源性孕酮竞争结合受体，产生

较强的抗孕酮效应，使蜕膜绒毛组织变性坏死［５－６］；而

米索前列醇具有软化宫颈，增强子宫张力，增加宫内压

作用，二者联合应用达到终止妊娠的目的，避免了人工

流产可能造成的并发症［７］；此外，目前剖宫产大多是子

宫下段横切口，子宫复旧后其瘢痕位置在正常解剖状

态下不会位于子宫体底部，而受精卵着床的常见位置

为宫腔上部的前壁或后壁，以后壁多见，因此，药物流

产用于瘢痕子宫早期妊娠应与非瘢痕子宫早期妊娠无

差别。本研究结果也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流产效

果、阴道出血量、阴道出血持续时间及胎囊排出时间方

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但由于瘢痕妊娠的发生率低，在有剖宫产史的妊

娠中占０．１５％［８］，且早期往往无任何症状，因此易被

临床医生忽视，实施药物流产导致致命性大出血，付出

惨痛代价，本研究即有一例瘢痕妊娠药流前漏诊，药流

后发生大出血行子宫动脉栓塞术，虽保留了生育功能，

但患者及家属身心均承受了巨大痛苦，增加了经济负

担。因此药流前一定要详细询问病史，对瘢痕子宫的

患者药流前一定要明确诊断，除外瘢痕妊娠［９］。

总之，瘢痕子宫早期妊娠实施药物流产是安全有

效的，临床具有可行性［１０］，术前要向患者及家属充分

交代病情及风险，有预防出血和急救的措施，药流前一

定要Ｂ超除外瘢痕妊娠，以免造成难以控制的大出血，
危及患者生命；此外，剖宫产指征一定要严格掌握，降

低剖宫产率，提高手术缝合技术，对于剖宫产患者出院

前要告知严格避孕及瘢痕妊娠的风险，并指导采取有

效的避孕措施，预防非意愿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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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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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血液灌流（ＨＰ）＋血液透析（ＨＤ）治疗高胆红素血症（总胆红素大于或等于１７１μｍｏｌ／ｍｌ）的临床
疗效。方法　选择２５例高胆红素血症患者在内科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ＨＤ＋ＨＰ治疗，观察治疗前后临床表现和临床
转归，监测治疗前后血清胆红素的变化，并观察灌流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同期选择２８例高胆红素患者作为对照。结
果　经ＨＤ＋ＨＰ治疗后８８．０％患者原有症状乏力、精神、食欲、恶心、腹胀等症状明显改善。肝功能指标血清胆红素较
灌流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组存活率７６％，对照组存活率４２．９％，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整个灌流过程中无严重不良反应。结论　治疗高胆红素血症在内科综合治疗基础上，早期采用 ＨＰ＋ＨＤ
辅助治疗，同时积极预防感染和处理并发症，有较好的疗效及安全性，能明显提高生存率。

【关键词】　血液灌流；血液透析；高胆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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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灌流（ＨＰ）是人工肝支持系统（ＡＬＳＳ）的一
种［１］，是通过灌流器吸附剂非特异性吸附毒物、药物、

代谢产物，达到清除这些物质的一种血液净化治疗方

法或手段，对高胆红素有吸附作用［２］。我院自２０１１年
５月应用普通血液透析机开展血液灌流（ＨＰ）联合血
液透析（ＨＤ）治疗高胆红素血症２５例，取得较好效果。
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５例患者均为我院２０１１年５月 －
２０１２年４月期间重度高胆红素血症患者，其中肝硬化
并肾功能衰竭 １０例，慢性肾功能衰竭并胆道梗阻 ５
例，药物性肝炎６例，晚期转移癌合并肝衰竭４例。其
中男性１６例，女性９例，年龄（６５．０±２．５）岁。随机选
择同期住院的高胆红素患者２８例作为对照组，年龄、
性别、诊断、合并症等与治疗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基础治疗　治疗组和对照组均予促进肝细胞
再生、降低内毒素血症等治疗，同时酌情补充新鲜血浆

或白蛋白，积极预防和治疗各种合并症。

１２２　血液灌流治疗方法　治疗组２５例患者均采用
日机装ＤＢＢ２７型血液透析机，德国费森尤斯聚砜膜

作者单位：２５５２００山东省淄博市第一医院血液净化中心

Ｆ７透析器，珠海健帆公司生产的 ＨＡ３３０ＩＩ型树脂吸
附血液灌流器，灌流器串联在透析器前，以免因透析器

脱水后，血液浓缩，使血流阻力增大致灌流器凝血。灌

流器严格按产品说明书规定进行冲洗。血液通路均采

用单针双腔针股静脉置管，首次肝素量０．５～１．０ｍｇ／
ｋｇ，每小时追加８～１０ｍｇ，血流速为１８０～２００ｍｌ／ｍｉｎ，
透析液流量５００ｍｌ／ｍｉｎ，先ＨＰ＋ＨＤ治疗２～２．５ｈ，达
到饱和后取下灌流器，再继续血液透析２ｈ，总共治疗
时间４～４．５ｈ，每隔１～２ｄ做一次，全组患者共治疗
１２０次，平均每个患者治疗４．８次。治疗中如有出血
倾向，灌流结束后以鱼精蛋白／肝素量 ＝１∶１中和，灌
流结束后采用空气回血。

１３　观察项目　记录灌流前后临床表现、血清胆红素
变化及临床转归。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采用（ｘ±ｓ）表示，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 χ２检验。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
件，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症状　ＨＰ＋ＨＤ治疗后８８％的（２２／２５）患
者临床症状均有不同程度减轻，精神食欲明显好转，乏

力、腹胀较前减轻。

２２　血清胆红素的变化　经ＨＰ＋ＨＤ治疗１周后，血
清胆红素显著下降（Ｐ＜０．０５），治疗２周后，血清胆红
素下降显著（Ｐ＜０．０１），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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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治疗前后血胆红素的变化（ｘ±ｓ，μｍｏｌ／ｍｌ）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１周 治疗后２周

治疗组 ２５ ２２８．５±３２．３ １２１．１±１９．８ ７３．１±１０．３

对照组 ２８ ２２０．４±３０．５ １８７．３±２４．９ １５４．３±２０．４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３　临床转归　治疗组存活率为７６％（１９／２５），对照
组为 ４２．９％（１２／２８），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ＡＬＳＳ治疗临床转归（ｎ，％）

组别 ｎ 存活 自动出院 死亡

治疗组 ２５ １９（７６．０） ４（１６．０） ２（８．０）
对照组 ２８ １２（４２．９） ９（３２．０） ７（２５．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不良反应　灌流过程中４例发生了不良反应：恶
心、呕吐３例，经减慢血流速度，肌注胃复安后缓解。
血压下降１例，经减慢血流速度及扩容、补液后好转。

３　讨论
　　患者的监护及需要注意的问题，讨论如下。
３１　做好治疗前的充分准备　在进行 ＨＰ＋ＨＤ治疗
前要建立良好的血液循环通路，最好用股静脉或颈静

脉置管。血液净化治疗最关键的是血管通路的建立，

本组均使用舒贝康单针双腔中心静脉导管留置股静

脉，均能达到良好的血流量１８０～２００ｍｌ／ｍｉｎ，且穿刺
部位无组织器官损伤。透析器一次性使用，因复用透

析器可能会导致致热源进入体内，影响结果的判断。

治疗前灌流器严格按产品说明书充分预冲，预冲速度

不能大于１００ｍｌ／ｍｉｎ。
３２　合理使用抗凝剂　肝功能损坏患者凝血因子减
少，多为高危出血倾向［３］，抗凝剂的使用要个体化，我

们一般情况是使用低分子肝素钙抗凝。必要时采取无

肝素治疗。

３３　及时处理机器报警　密切观察动脉压、静脉压、
跨膜压等各种压力数据变化并及时处理报警。若静脉

压低，可能是留置针堵塞或抵住血管壁，造成血流量不

足所致，应调整留置针位置；若静脉压高或持续增高，

则系滤网堵塞，可在静脉血路注入肝素。若透析液压

上限报警，提示灌流器或透析器可能有凝血倾向，应及

早追加肝素，或将动脉壶前血路管夹住，从动脉壶用生

理盐水２００ｍｌ快速输入，观察凝血情况，若凝血严重
可终止透析。

３４　严密观察病情变化　治疗过程中严密观察 Ｔ、Ｐ、
Ｒ、ＢＰ，尤其是血压的变化，对于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
出现高胆红素血症，由于钠平衡失调，８０％患者出现容
量依赖型高血压。若透析不充分除了会造成容量控制

不满意外还会导致体内毒素清除减少［４］。若在灌流过

程中出现低血压，应立即补充生理盐水１００～２００ｍｌ，
或提高透析液的钠离子浓度至１４５ｍｍｏｌ／Ｌ。灌流过
程中若出现发热、寒战、荨麻疹等立即给予地塞米松

１０ｍｇ静脉注射，３０ｍｉｎ后症状均能缓解，无需中断灌
流。

肝脏具有解毒、分泌、合成及转化等非常复杂的功

能，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细胞受损，均可造成机体代谢紊

乱和大量代谢产物（如胆红素、内毒素等）蓄积，若不

能及时清除这些有害物质，不但造成严重的全身性生

理紊乱和毒性物质的积聚，还能影响到肝细胞的功能

和再生，形成恶性循环［５］，并导致出血、感染、肝性脑

病、肝肾综合征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最终危及患者生

命。传统的内科药物治疗由于不能代偿肝脏功能，使

用过多又会加重肝脏负担，因而治疗周期较长且难以

有效控制病情［６］。有研究证明［７］血浆置换在重型肝

炎的治疗优于血液灌流，但受血浆紧缺、费用高及血源

性传染病的限制，临床很难大量推广。血液灌流作为

一种血液净化手段，可特异性的吸附硫醇、酚类、芳香

族氨基酸、胆红素、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内毒素

等毒性物质，暂时替代肝脏的解毒功能，减轻肝脏的负

担，改善内环境，从而为受损肝细胞的修复赢得宝贵时

间［８］。胆红素分子量为 ５８４．６７Ｄａ，属中分子物质。
肝病患者，若血清胆红素大于或等于１７１μｍｏｌ／Ｌ，即
为高胆红素血症，高胆红素血症可导致肝细胞死亡、加

重肝损伤，而且血清胆红素的升高也与肝脏损伤程度

呈明显正相关。ＨＡ３３０ＩＩ型树脂血液灌流器是由苯
乙烯／二已烯聚合而成的聚合物，属中型大孔树脂，主
要吸附中分子（５００～５０００Ｄａ）物质，对肝功能衰竭患
者血液中的内毒素、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等炎性

介质有明显吸附作用，同时对胆红素、芳香族氨基酸、

酚、短链脂肪酸等也具有良好的清除作用［９－１０］。本组

病例进行 ＨＰ＋ＨＤ治疗后，通过与对照组比较，临床
症状和化验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证实了此观点。但是

单纯ＨＰ不能超滤多余的水分，也不能纠正酸碱平衡
和电解质紊乱，对有肺、脑水肿及电解质紊乱患者不适

应，而ＨＤ可弥补这一缺陷。ＨＰ＋ＨＤ两者联合发挥
了各自的优点，起到了较好的协同作用，提高了治疗效

果，是临床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

参考文献

［１］　赵显国，王凯，李素珍，等．人工肝支持系统在治疗重型肝炎中的
临床应用［Ｊ］．中国血液净化，２００５，３（１１）：６１７６１９．

［２］　陈香美．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Ｍ］．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２０１２：１０３．

［３］　潘玉琼．高通量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肝性高血红素血症的观察
及护理［Ｊ］．护理实践与研究，２０１２，９（１３）：６４６５．

［４］　易扬，路建饶，顾波，等．连续性静脉 －静脉血液滤过治疗血液透
析伴发顽固性高血压患者的临床研究［Ｊ］．中国综合临床，２０１１，
２７（２）：１５２１５５．

［５］　李勇忠，符政远，邓英，等．人工肝支持系统治疗重型肝炎１３０例
报道［Ｊ］．中国血液净化，２００５，４（６）：３３１．

［６］　赵谦，李海，罗玲，等．血液灌流治疗肝性高胆红素血症的临床观
察［Ｊ］．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０９，６（９）：６４４６４５．

［７］　张丽旦，徐宁，石小枫．血浆置换与血液灌流治疗慢性肝炎高胆红
素血症患者的疗效比较［Ｊ］．重庆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３４（８）：
１０９７１１００．

［８］　王英杰，王泽文，文宏伟．树脂吸附型血液灌流器治疗慢性重型肝
炎的初步观察［Ｊ］．中国血液净化，２００２，１（１）：５１５２．

［９］　王泽文，王英杰，罗宾伟．非生物型人工肝对肝衰竭患者内毒素及
细胞因子的清除作用［Ｊ］．第三军医大学报，２００３，２５（６）：４８７
４８８．

［１０］　中华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会人工肝学组．人工肝支持系统的操
作指南［Ｊ］．药品评价，２００７，４（１）：８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１９）

·５３５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０　　



·全科临床论著·

高龄患者股骨转子间骨折的术后分析
高泓一

【摘　要】　目的　分析高龄患者股骨转子间骨折手术风险评分与手术并发症及血 Ｔ细胞亚群变化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收治的股骨转子间骨折高龄患者１２６例，根据手术风险评分分为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在
患者手术前后取静脉血，检测手术风险评分与手术并发症及血Ｔ细胞亚群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结果　高风险组术后
死亡９例，低风险组术后死亡１例；高风险组术后出现２１例并发症，低风险组术后出现４例并发症；高风险组和低风险
组患者的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在手术前后６个时间点的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 ＣＤ３、ＣＤ４、
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在组别和时间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结论　手术并发症及血Ｔ细胞亚群变化与手术风险评分存在正相关。
【关键词】　股骨转子间骨折；高龄；手术风险评分；并发症；Ｔ细胞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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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龄患者容易发生股骨转子间骨折［１］。手术会导

致患者代谢、血流动力学及免疫反应等一系列变化。

而导致这些变化的是“细胞因子的内源性介质”。细

胞因子是一种由全身免疫细胞和损伤部位不同类型细

胞产生的糖蛋白或多肽，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机制起

作用。Ｔ细胞可进一步分化为若干亚群，在免疫应答
过程中相互制约、相互协作，保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

本研究通过对不同手术风险评分的高龄股骨转子间骨

折患者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的Ｔ细胞亚群变化和并发
症进行观察，分析手术风险评分与手术并发症及血 Ｔ
细胞亚群变化的相关性，为规避临床手术风险提供科

学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在我院进
行手术的股骨转子间骨折高龄患者１２６例。其中男性
４９例，女性 ７７例。年龄 ６１～８９岁，平均（７２．４７±
１１．２９）岁。纳入研究对象标准：①患者年龄≥６０岁；
②无其他外科疾病手术史；③近期无感染性疾病、免疫
性疾病史；④未合并全身其他部位损伤。
１２　分析方法　根据手术风险评分将患者分为高风
险组和低风险组。在患者手术前后取静脉血，分析不

同风险评分组患者手术前后Ｔ细胞亚群变化和术后并
发症情况。

作者单位：４３２１００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骨二外

１３　手术风险评分标准　根据参考文献［２］采用改良

ＰＯＳＳＵＭ评分系统，包括１２项生理指标和６项手术严
重度评分。以患者得分中位数作为手术风险高低的分

界标准。 ＞２４分为高风险人群，≤２４分为低风险人
群。高风险组患者６３例，低风险组患者６３例。
１４　实验室检查　分别在患者手术前１ｄ、手术后１，
３，５，７，１４ｄ清晨取２ｍｌ外周静脉血，置入内有１０ｇ／Ｌ
肝素抗凝剂的试管中保存于室温中备用。每份标本待

检时间均≤４ｈ。Ｔ淋巴细胞亚群的分析采用流式细
胞术进行检测（ＣＤ４５／ＳＳＣ设门法）。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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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术后死亡及并发症情况　高风险组术
后死亡９例，低风险组术后死亡１例。两组患者的术
后病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９５２，Ｐ＝
０．００８）；高风险组术后出现２１例并发症（深静脉血栓
６例，肺部感染８例，切口感染３例，呼吸衰竭３例，心
力衰竭１例），低风险组术后出现４例并发症（深静脉
血栓１例，肺部感染３例）。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
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４．４２１，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Ｔ细胞亚群检测结果　经单因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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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

患者的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在手术前后６个时间
点的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多因素重复
测量的方差分析发现，两组患者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

ＣＤ８水平在组别和时间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两组患者
的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在组别之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股骨转子间骨折高龄患者Ｔ细胞亚群检测结果（％，ｘ±ｓ）

项目 组别 术前１ｄ 术后１ｄ 术后３ｄ 术后５ｄ 术后７ｄ 术后１４ｄ
Ｆ值

分组 时间 分组×时间
Ｐ值

分组 时间 分组×时间

ＣＤ３
高风险组

低风险组

６４．１９±７．２６

７７．６３±４．７３

５０．８４±５．６３

５３．８６±８．８９

５４．１８±５．３６

６２．２３±５．９８

５６．９３±６．７１

６６．３４±６．５８

５８．９２±６．８６

７２．９５±６．５１

６６．０８±６．５４

７８．５４±４．９９
４．４３９

８．８３２

７．６５３
４．４５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５

ＣＤ４
高风险组

低风险组

４０．２８±４．９７

４８．４５±７．６５

２６．１２±２．９７

２９．８２±６．７３

２９．７９±３．１７

３４．７８±５．４２

３２．１８±４．０４

３９．８７±５．４６

３０．１１±５．９４

４０．０３±４．９５

３１．１７±３．８８

４２．１８±４．３３
４．４６２

４．０２９

３．３８９
５．５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８

ＣＤ８
高风险组

低风险组

２９．２３±４．０６

２７．８４±３．８６

２９．７６±４．３２

２４．１８±４．７３

３０．１６±３．８５

２６．９１±２．２６

３１．０５±４．９２

２５．８４±３．５２

３０．６７±５．２６

２６．８４±２．７５

３２．４６±３．９９

２７．３５±３．６９
３．８９７

２．８９９

２．６５２
５．８９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２

ＣＤ４／ＣＤ８
高风险组

低风险组

１．４７±０．１９

１．９１±０．４９

０．８８±０．０７

１．３４±０．３１

１．０２±０．１６

１．３１±０．１６

１．０７±０．１８

１．６７±０．３２

１．０１±０．１７

１．６８±０．２９

１．０３±０．１８

１．７３±０．３６
３．００３

３．０１２

３．１１４
４．４７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０

３　讨论
　　本研究中，高风险组患者的病死率和术后并发症
发病率显著高于低风险组，这可能和患者手术前后的Ｔ
细胞亚群状况有关。本研究发现，高风险组和低风险

组患者术后的ＣＤ３、ＣＤ４值均随着时间而逐渐改善，逐
步恢复到术前水平。但高风险组在术后１４ｄ时仍显著
低于术前水平，低风险组在术后１４ｄ时恢复正常，提示
高风险组患者的Ｔ淋巴细胞水平恢复至术前水平较之
低风险组显著后移。这可能是由于手术致机体的应激

程度和术前生理机能的差异导致的。通过组间比较发

现，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在组别之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且不同组别和时间之间存在交互作
用。高风险组患者不同时间点上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
ＣＤ８水平总体低于低风险组，ＣＤ８水平高于低风险组。
提示随着风险评分的增高，成熟 Ｔ细胞总数在降低。
创伤后患者的免疫抑制，一是由于ＣＤ４的降低，一是由
于ＣＤ８的增高［３－４］，尤其在伤后第 １周最显著，此后
１～３周内才逐渐恢复细胞免疫功能［５］。

ＣＤ４和ＣＤ８对机体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发挥着
重要的调节作用。ＣＤ４／ＣＤ８比值降低是预后不良和疾
病严重程度的重要标志［６－７］。患者在术后３ｄ内 Ｔ细
胞总数减少，提示高龄患者在术后３ｄ内的总体细胞免
疫水平较治疗前显著降低，因此术后３ｄ是高龄患者感
染的危险期。老年患者体内脏器功能随着年龄增长而

逐渐衰退是导致患者术后并发症和病死率明显升高的

主要原因［８－９］。高龄患者面对大手术的打击，表现出

显著的免疫抑制，主要表现为Ｔ淋巴细胞的变化（Ｔｈ１、
Ｔｈ２细胞的激活）［１０］。ＦｒａｎｋｅＡ等［５］对心肺分流术患

者手术前后的Ｔ淋巴细胞亚群的研究发现，术后早期
可以刺激增生Ｔ淋巴细胞亚群，术后３ｄ恢复至术前状
况。

综上所述，骨科手术对高龄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

既有刺激作用亦有抑制作用。通过分析检测Ｔ细胞亚

群，可以间接反映患者预后。只有术前对高龄患者的

整体免疫状况进行全面了解才是提高手术安全性的有

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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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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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星，蒋思源，万娇娇

【摘　要】　目的　探讨喉罩通气应用于小儿全身麻醉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　选择８０例择期手术患儿，随机分为
喉罩组（Ｌ组）和静脉全麻组（Ｍ组），每组４０例。两组患儿均采用面罩吸入６％七氟醚麻醉诱导，然后静脉注射咪唑安
定０．０５ｍｇ／ｋｇ、芬太尼４μｇ／ｋｇ、静脉泵注异丙酚４ｍｇ／（ｋｇ·ｈ），Ｌ组在手术开始前放置喉罩通气，Ｍ组经麻醉机面罩通
气给氧，两组患儿在术中均持续吸入１％～２％七氟烷，手术结束前３ｍｉｎ停止给予异丙酚和七氟醚。记录麻醉前Ｔ０，麻
醉５分钟Ｔ１，麻醉２０分钟Ｔ２，手术结束Ｔ３各时点的ＭＡＰ、ＳＰＯ２、ＨＲ，记录术中患儿躁动，呼吸道梗阻，误吸的发生情况
以及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和清醒时间。结果　Ｌ组苏醒时间短于 Ｍ组，呼吸道梗阻 Ｍ组明显高于 Ｌ组。Ｌ组与 Ｍ组比
较，Ｔ０、Ｔ２、Ｔ３各时点的ＨＲ、ＳＰＯ２、ＭＡＰ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Ｔ１时ＨＲ、ＳＰＯ２、ＭＡＰ组间比较差异均存在统计学
意义。结论　小儿全麻下使用喉罩通气的麻醉方法具有操作简单，血流动力学平稳，没有呼吸系统并发症，是一种值得
推广的小儿麻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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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罩是由英国医生 Ｂｒａｉｎ［１］设计的一种介于气管
导管和面罩之间的通气工具，国外已广泛应用［２］。本

文旨在探讨喉罩通气应用于小儿全身麻醉的可行性和

安全性，为临床麻醉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８０例择期手术患儿，年龄２～１１
岁，体重１２～４０ｋｇ，ＡＳＡ分级Ⅰ ～Ⅱ级，无咽喉肿痛，
气道梗阻等喉罩使用禁忌症，无扁桃体肿大，近２周无
呼吸道感染。患儿疾病包括阑尾炎、鞘膜积液、斜疝、

隐睾、腹壁血管瘤、四肢骨折等，手术时间均在２ｈ内。
所有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即喉罩组（Ｌ组）和静脉全麻
组（Ｍ组），每组４０例。
１２　麻醉方法　所有患儿术前禁食禁饮６～８ｈ，术前
３０ｍｉｎ肌注阿托品０．０２ｍｇ／ｋｇ，入手术室后开放静脉
通路，连接心电监护仪。麻醉方法：两组患儿均采用面

罩吸入６％七氟醚麻醉诱导，当患儿安静入睡后，静脉
依次注射咪唑安定０．０５ｍｇ／ｋｇ、芬太尼４μｇ／ｋｇ、静脉

作者单位：４３２１００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安振平，电子信箱：４２５１６９６８６＠ｑｑ．ｃｏｍ

泵注异丙酚４ｍｇ／（ｋｇ·ｈ），Ｌ组在手术开始前正确置
入合适大小的喉罩，接麻醉机螺纹管，自主呼吸或控制

呼吸，Ｍ组直接经麻醉机面罩给氧，若发生呼吸抑制或
呼吸停止，经呼吸囊辅助呼吸。两组患儿在麻醉操作

结束时立即开始手术，术中均持续吸入１％ ～２％七氟
烷，手术结束前３ｍｉｎ停止泵注异丙酚和吸入七氟醚，
并用新鲜气流冲洗麻醉机回路残留的七氟醚。术中连

续监测心电图（ＥＣＧ），平均动脉压（ＭＡＰ），心率
（ＨＲ），脉搏血氧饱和度（ＳＰＯ２），记录麻醉前 Ｔ０，麻醉
５分钟 Ｔ１，麻醉 ２０分钟 Ｔ２，手术结束 Ｔ３各时点的
ＭＡＰ、ＳＰＯ２、ＨＲ，记录术中患儿躁动，呼吸道梗阻，误吸
的发生情况，观察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清醒时间（停止

麻醉用药至患儿能应答的时间，包括非躁动的哭闹）。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计量资
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内比较采
用ｔ检验，计数资料行χ２检验。

２　结果
　　两组患儿年龄、体重等一般情况和手术时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Ｌ组苏醒时间短于Ｍ组（Ｐ＜０．０５），见
表１。每组４０例麻醉患儿，Ｌ组术中无躁动、误吸、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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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道梗阻发生，Ｍ组有１例患儿躁动、２例误吸、９例发
生呼吸道梗阻，呼吸道梗阻 Ｍ组明显高于 Ｌ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患儿年龄、体重、手术时间、苏醒时间比较（ｘ±ｓ）

组别 ｎ 年龄（岁） 体重（ｋｇ） 手术时间（ｍｉｎ） 苏醒时间（ｍｉｎ）

Ｌ组 ４０ ３．５±６．３ １８．３±２０．６ ８０．３±２０．１ ８．３±２．４

Ｍ组 ４０ ３．１±７．０ １９．１±２１．０ ７８．５±１８．８ １０．９±２．７

　　注：与Ｍ比较，Ｐ＜０．０５。

　　与 Ｔ０时比较，Ｌ组 Ｔ１、Ｔ２、Ｔ３时，ＨＲ下降（Ｐ＜
０．０５），ＳＰＯ２、ＭＡＰ组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Ｍ组 Ｔ１时 ＨＲ增快，ＳＰＯ２降低，ＭＡＰ升高
（Ｐ＜０．０５），Ｔ２、Ｔ３时 ＨＲ下降（Ｐ＜０．０５），ＳＰＯ２、ＭＡＰ
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组与 Ｍ组
比较，Ｔ０、Ｔ２、Ｔ３各时点的 ＨＲ、ＳＰＯ２、ＭＡＰ之间比较均
无统计学意义，Ｔ１时 ＨＲ、ＳＰＯ２、ＭＡＰ组间比较差异均
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儿各时间点ＨＲ、ＳＰＯ２、ＭＡＰ的变化情况（ｘ±ｓ）

组别 指标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Ｌ组 ＨＲ（次／ｍｉｎ） ９０．８±９．６ ８６．７±１０．５△ ８５．５±９．８△ ８４．７±８．５△

ＳＰＯ２（％） ９８．６±０．３ ９９．４±０．５ ９９．２±０．６ ９９．３±０．７
ＭＡＰ（ｍｍＨｇ） ６５．２±１１．５ ６３．４±９．５ ６２．７±８．５ ６２．５±７．４

Ｍ组 ＨＲ（次／ｍｉｎ） ９０．２±９．８ １１０．５±１２．０ ８６．３±９．４ ８５．６±８．３
ＳＰＯ２（％） ９８．５±０．２ ９２．３±１．４ ９８．８±０．７ ９８．９±０．８
ＭＡＰ（ｍｍＨｇ） ６３．７±１２．３ ６８．１±８．７ ６４．３±８．１ ６３．４±７．８

　　注：与Ｔ０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小儿麻醉应该尽量减少对其心理、生理、行为的影
响，力求诱导苏醒迅速，术中和术后没有麻醉相关并发

症［３］。在局麻下小儿很少合作，难以完成手术，所以常

常选择全身麻醉，但是因小儿呼吸道的解剖特点为舌

体相对口腔较大，声带的成角更加向前向下，会厌相对

较长，因此小儿经气管插管较成人困难，加上组织黏膜

嫩，气管插管可能引起组织损伤，甚至声门水肿［４］。对

于手术时间相对较短的手术，临床上通常选择非气管

插管而保留自主呼吸的麻醉方式，但是这种麻醉方式

容易导致舌后坠阻塞呼吸道，致使麻醉过程更加复杂，

一旦发生呼吸问题，将会加重气道管理的难度［５］。喉

罩的问世为小儿全身麻醉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而且

以其独特的优点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临床麻醉，尤其

是择期手术和没有必要行气管插管的短小手术［６］。

喉罩是一种介于面罩和气管插管之间的一种新型

维持呼吸道通气的装置［７］，它的发明是临床麻醉过程

中气道管理上的突破。通过喉罩患者既可自主呼吸，

又能实现正压通气。喉罩作为声门上通气工具，其置

入方便简单，不需要喉镜等插管设备，具有气道反应

小、损伤小等优点［８］，更适合小儿全麻通气［９］。面罩

给氧虽然亦可以给患儿提供足够的氧流量和氧浓度，

但是麻醉过程中使用的全麻药物都有呼吸抑制和肌肉

松弛效应［１０］，如果发生呼吸抑制或者呼吸道梗阻，就

必须专人托起下颌加压辅助呼吸，甚至气管插管，麻醉

过程就变得更加慌乱和复杂，倘若没有及时被发现，也

可能给患儿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从本文观察结果可以看出，喉罩组患儿在麻醉过

程中生命体征非常稳定，没有发生躁动、呼吸道梗阻、

误吸等全身麻醉并发症，苏醒时间也较短，而静脉全麻

组较喉罩组比较，呼吸道梗阻发生较多，苏醒时间也延

长，麻醉后５ｍｉｎ心率加快，ＳＰＯ２下降，当托起下颌，呼
吸道梗阻得到解除后，心率、ＳＰＯ２又恢复正常，与喉罩
组比较无差异，表明心率、ＳＰＯ２的改变是由于缺氧引
起的。静脉麻醉苏醒时间延长，也有可能是由于呼吸

道不完全通畅，肺内的七氟醚排出缓慢导致，进一步说

明喉罩通气更加完善，不会发生呼吸道阻塞的问题。

而且本研究选用了血气分记系数低，吸入诱导迅速，对

呼吸道刺激性小的七氟醚诱导［１１］，使小儿麻醉更加安

全。

通过上文对小儿全麻使用喉罩通气和面罩给氧的

比较，表明小儿全麻下使用喉罩通气的麻醉方法具有

操作简单，血流动力学平稳，没有呼吸系统并发症，患

儿复苏快且恢复良好的优点，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小儿

麻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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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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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患者血浆纤维蛋白原浓度与冠心病（ＣＨＤ）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在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行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１００例，其中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４７例归为
ＣＯＰＤ组，其他５３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血浆纤维蛋白原浓度、冠脉造影所示冠脉病变严重程度。结果　两组患者
血浆纤维蛋白原浓度均明显高于正常值；其中ＣＯＰＤ组血浆纤维蛋白原浓度较对照组明显升高（Ｐ＜０．０５），冠脉造影所
示冠脉病变Ｇｅｎｓｉｎｉ冠状动脉积分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ＣＯＰＤ患者血浆纤维蛋白原浓度升高，与
冠脉病变成明显相关性。

【关键词】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血浆纤维蛋白原；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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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是常见的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主要特征包括气流受限和低氧血症等，血浆纤

维蛋白原（Ｆｇ）是血液流变学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是
ＣＯＰＤ的独立危险因素［１－２］。同时也有资料表明，纤

维蛋白原增高也是冠心病（ＣＨＤ）的独立危险因素，参
与ＣＨＤ的发生发展及动脉内血栓形成，与冠状动脉病
变严重程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统计学关系［３－５］。但对

于ＣＯＰＤ患者纤维蛋白原与冠心病相关性研究尚少，
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 ＣＯＰＤ患者纤维蛋白原浓度与
冠脉病变的相关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４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在
我科诊断为急性冠脉综合征（ＡＣＳ）行ＰＣＩ治疗的患者
１００例，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标准，其中
ＣＯＰＤ缓解期的患者 ４７例设为 ＣＯＰＤ组，其余非
ＣＯＰＤ患者５３例为对照组。其中研究组男性４０例，女
性７例，年龄５４～８０岁；对照组男性４５例，女性８例，
年龄５０～７８岁。筛选排除标准：①近期有手术或创伤
史者。②有明确细菌、病毒感染患者；③免疫疾病患
者；④存在肝功能或肾功能不全患者；⑤恶性肿瘤患
者。

１２　检查方法　采集清晨空腹静脉血。采用免疫比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
通讯作者：竟雪莹，电子信箱：ｂｂｓｙｓｊｂ＠１６３．ｃｏｍ

浊法测定血浆纤维蛋白原浓度。冠状动脉造影：桡动

脉或股动脉穿刺行标准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狭窄

≥５０％作为有意义的病变累及主要冠状动脉的为病变
支数，分为正常、单支、双支、三支病变，左主干病变时

按累及左前降支及左回旋支计算。采用 Ｇｅｎｓｉｎｉ冠状
动脉积分方法，评价病变严重程度：①≤２５％狭窄计１
分；②２５％～５０％狭窄计２分；③５０％ ～７５％狭窄计４
分；④７５％～９０％狭窄计８分；⑤９０％～９９％计１６分；
⑥９９％ ～１００％狭窄计３２分。按照病变部位不同，求
出单处病变积分与系数乘积：①左主干病变 ×５；②前
降支近段×２．５；③前降支中段×１．５；④回旋支开口处
×３．５；⑤回旋支近段×２．５；⑥左室后侧支×０．５；⑦前
降支第一对角支、第二对角支、心尖部、回旋支的钝缘

支、远段、右冠状动脉近段、中段、远段、后降支×１。算
出各病变部位积分后求和，结果为Ｇｅｎｓｉｎｉ总积分。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包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符合正态
分布的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的年龄、性别及高血
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但吸烟比例在 ＣＯＰＤ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冠状动脉积分和血浆ＦＩＢ浓度比较　ＣＯＰ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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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Ｇｅｎｓｉｎｉ积分为１５～１７２分；对照组 Ｇｅｎｓｉｎｉ积分为
１０～１５４分。ＣＯＰＤ组 Ｇｅｎｓｉｎｉ积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１）。两组ＦＩＢ比较，ＣＯＰＤ组ＦＩＢ水平明显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一般资料对比（例）

组别 ｎ 男性 年龄（岁）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 吸烟

ＣＯＰＤ组 ４７ ４０ ６６．５±７．２ ３１ １４ ４１ ４５

对照组 ５３ ４５ ６３．６±７．８ ３５ １６ ４４ ３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血浆ＦＩＢ浓度和冠状动脉积分比较

组别 ｎ 血浆ＦＩＢ浓度（ｇ／Ｌ） 冠状动脉积分

ＣＯＰＤ组 ４７ ５．２２±０．１７ ２８．０±５．８８

对照组 ５３ ４．８１±０．３６ ２２．１０±５．７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慢性阻塞性肺病可使机体缺氧、二氧化碳潴留及
感染，直接或间接经多种炎症介质的作用导致血管内

皮、肺泡上皮细胞受损，使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分泌增

加，纤溶酶生成增加；且使肝、肾功能减弱，从而对血浆

Ｆｇ清除减少；长期慢性缺氧、二氧化碳潴留，使体内凝
血因子含量增加或活化，而抗凝蛋白含量降低或结构

异常；酸中毒可损伤微管内皮细胞，使内皮下的微纤维

与胶原暴露，然后激活因子ＸＩＩ，引起内原凝血的激活，
以上因素促使纤维蛋白原水平升高。

Ｆｇ是决定血浆粘度的主要因素 ，极大地影响血浆
粘度、血液粘度，并在红细胞聚集和凝血中起重要作

用。纤维蛋白原分子质量大，呈链状不对称结构，在血

浆中形成网状结构的能力极强，使血浆粘度升高，而

且，它能在红细胞之间起桥联作用，引起红细胞“缗线

状聚集”形成三维网络结构，直接影响血液粘度，使全

血粘度增高，限制了血液的流动 。高纤维蛋白原血症

的血流变后果表现在三个方面：减缓血液流动、血栓形

成的倾向和强化动脉粥样硬化形成［６－７］。

研究表明，炎性因子Ｆｇ在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
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的作用，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

独立危险因素，并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呈明显正

相关关系。动脉粥样斑块形成不仅与脂质沉积有关，

而且还与凝血亢进，纤溶系统功能低下，细胞增生与纤

维蛋白增加有关［８］。尸检发现，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内有纤维蛋白原及其降解产物的沉积［９］。血浆纤维蛋

白原及其降解产物能刺激血管平滑肌细胞增生、迁移，

提示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早期形成阶段就有纤维蛋白

原参与［１０］。在急性冠状动脉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血

浆纤维蛋白原主要参与血管内梗阻性血栓形成，并在

动脉血栓形成的最后阶段起增强作用。

Ｓｉｎ等报道，中重度气道阻塞与心电图显示缺血改
变的事件增加呈正相关，可使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增

加２～３倍［１１］。Ｗｅｄｚｉｃｈａ等报道，稳定期纤维蛋白原

升高，可增加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病死率；急性发

作期白细胞介素６升高可致纤维蛋白原进一步升高，
显示急性比慢性感染更易诱发冠心病或中风。

本研究的结果也显示，相对于对照组，ＣＯＰＤ患者
的血浆纤维蛋白原明显增高，并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

程度呈明显正相关关系，这与国内外学者研究相一

致［１２－１３］。

综上所述，ＣＯＰＤ患者 Ｆｇ在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
病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并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

程度呈明显正相关关系。可考虑对于此类患者及早进

行必要的抗凝抗栓治疗以达到去纤、降纤的目的，减低

冠脉病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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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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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相关性研究，探讨糖皮质激素联合根除幽门
螺旋杆菌（ＨＰ）治疗方案对于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ＩＴＰ）疗效的影响。方法　将６０例ＨＰ阳性的ＩＴＰ患者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观察组予强的松治疗的同时予ＨＰ根治方案治疗；对照组仅予强的松治疗。结果　经１４Ｃ尿素呼气试验检
测，观察组 ＨＰ根除率８６．７％，强的松治疗后观察组血小板较对照组明显升高，观察组有效率９０．００％，对照组有效率
６５．５２％，观察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而１年内复发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ＨＰ感染是引起特发性血小板减少
性紫癜的原因之一，对于１４Ｃ尿素呼气试验阳性患者抗ＨＰ治疗有助于改善ＩＴＰ预后，降低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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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
ｐｅｎｉｃｐｕｒｐｕｒａ，ＩＴＰ）是一种临床较为常见的血液系统疾
病，以外周血小板减少、骨髓巨核细胞正常或增多，伴

有成熟障碍为特征的出血性疾病。现在特发性血小板

减少性紫癜（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ｎｉｃｐｕｒｐｕｒａ，ＩＴＰ），
被国际ＩＴＰ工作组正式统一命名为免疫性血小板减少
症（ｉｍｍｕｎｅ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ｎｉａ）［１］。其病因尚不完全清
楚，可能与某些细菌及病毒感染有关，致使机体免疫系

统功能紊乱、抗血小板抗体生成、血小板寿命缩短、在

脾内破坏加速［２］。临床表现以内脏和皮肤黏膜出血为

特征，严重者可因颅内出血而危及生命。糖皮质激素

冲击疗法为ＩＴＰ的首选治疗方案，价格低廉，有效率较
高，但其副作用较大。１９９８年，Ｇａｓｂａｒｒｉｎｉ首先提出幽
门螺杆菌感染与 ＩＴＰ发病有关，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
见，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幽门螺旋杆菌和特发性血小

板减少性紫癜之间的关系，调整治疗方法，以期达到更

好的疗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间
符合纳入标准的ＩＴＰ患者共６０例，其中男性３３例，女
性２７例，均来自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肿瘤科的住
院患者，骨髓象提示巨核细胞成熟障碍，年龄在３５～
６９岁之间。所有入组患者均按照《血液病诊断及疗效
标准》第３版国内标准确诊［３］。复发患者满足先前治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肿瘤科

疗效果达良效［３］以上，药物减量过程中或停止治疗后

出现血小板较先前治疗水平下降３０×１０９／Ｌ。纳入标
准：①符合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诊断标准；②既往
无药物过敏史；③１４Ｃ尿素呼气试验阳性；④自愿合作，
知情同意。

１２　治疗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通过随机信
封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０例，按照
以下治疗方案进行治疗。对照组口服强的松 １ｍｇ／
（ｋｇ·ｄ），血小板上升至２００×１０９／Ｌ开始逐渐减量；观
察组除采取上述治疗方案外，另外应用幽门螺旋杆菌

根治方案，幽门螺旋杆菌根治方法为序贯疗法［４］：前５
ｄ予奥美拉唑２０ｍｇ＋阿莫西林１．０ｇ，２次／ｄ，口服；后
５ｄ予奥美拉唑２０ｍｇ＋克拉霉素０．５ｇ＋呋喃唑酮０．１
ｇ，２次／ｄ，口服。血小板恢复正常后２周强的松逐渐
减量，５～１０ｍｇ维持２个月后停药，所有患者随访１
年，观察复发率。

１３　观察指标　①幽门螺旋杆菌根除率：治疗１个月
后对所有患者行１４Ｃ尿素呼气试验；②每半月复查一次
血常规，评定治疗效果；③随访１年，任何时候血小板
计数＜５０×１０９／Ｌ为复发，观察两组１年内复发情况。
１４　疗效标准　显效：血小板恢复正常，无出血症状，
持续３个月以上。维持 ２年以上无复发者为基本治
愈。良效：血小板升至５０×１０９／Ｌ或较原来水平上升
３０×１０９／Ｌ以上，无或基本无出血症状，持续２个月以
上。进步：血小板有所上升，出血症状改善，持续２周
以上。无效：血小板计数及出血症状无改善或恶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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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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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组患者幽门螺旋杆菌根除情况　观察组患
者治疗１个月后经１４Ｃ尿素呼气试验检测，仍然阳性４
例，阴性２６例，有效率８６．７％。
２２　两组间疗效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有效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ＨＰ阳性的ＩＴＰ患者疗效比较（ｎ，％）

组别 ｎ 显效 良效 进步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３０ ８（２６．６７） １５（５０．００） ４（１３．３３） ３（１０．００） ９０．００
对照组 ３０ ５（１７．２４） ８（２７．５９） ７（２０．６９） １０（３４．４８） ６５．５２

２３　两组间１年内复发率比较　１年内两组患者复
发率比较，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意义

（Ｐ＜０．０５）。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ＨＰ阳性的ＩＴＰ患者１年内复发情况的比较（例）

组别 ｎ ３月内复发 ６月内复发 １年内复发 总复发率（％）

观察组 ３０ ２ ８ １４ ４６．６７
对照组 ３０ ６ １４ ２５ ８３．３３

３　讨论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是临床常见的出血性、
自身免疫性疾病，其致病机理主要是体液免疫，机体对

血小板相关抗原发生免疫反应，产生抗血小板抗体，致

使血小板寿命缩短，破坏加速。目前针对特发性血小

板减少性紫癜无特效的治疗方法，ＧｕｏＣ等［５］研究证

实，地塞米松可以通过逆转ＩＴＰ患者体内Ｔｈ亚群的失
衡，降低 Ｔｈ１亚群的数目来治疗难治性或复发的 ＩＴＰ。
而且糖皮质激素价格低廉，可有效抑制血小板抗体产

生，减少血小板破坏，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减少出血

风险，因此目前推荐为首选的治疗方案，但糖皮质激素

不良反应较多；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代价昂贵，多数患

者难以接受；脾切除治疗有效率较高，但手术风险较

大，而且仍有部分患者无效；免疫抑制剂毒副反应较

大，长期应用缓解率较低。

Ｇａｓｂａｒｒｉｎｉ在１９９８年首先报道了幽门螺杆菌阳性
患者，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比传统治疗方法更有效，

国外有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幽门

螺杆菌感染是 ＩＴＰ发病的部分原因，并认为 ＩＴＰ的发
病与ＨＰ感染后的异常免疫应答有关，提出对于ＨＰ阳
性的ＩＴＰ患者，应该把ＨＰ的根除性治疗提到ＩＴＰ治疗
的首要位置［６］。谈丰平［７］对 ８６例 ＩＴＰ患者进行 ＨＰ
检测，对ＨＰ阳性患者在地塞米松基础上加用根除 ＨＰ
治疗，研究结果提示 ＨＰ根除后血小板数恢复明显优
于ＨＰ未根除者。张艳芳［８］通过研究也发现对 ＨＰ阳
性的ＩＴＰ患者，及时抗 ＨＰ治疗是必要而恰当的，为激
素治疗效果欠佳的患者提供了新途径。

幽门螺旋杆菌导致 ＩＴＰ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近些年的研究表明 ＨＰ感染与 ＩＴＰ发病的关系可能有
以下几种情况：ＨＰ感染诱导血小板细胞某些抗原能够
被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从而产生抗血小板抗体；ＨＰ感
染促进机体某些成分变成了血小板交叉抗原从而诱导

抗血小板抗体产生；ＨＰ与血小板某些抗原交叉反应导
致机体产生抗血小板抗体；ＨＰ产生的细胞毒素相关基
因蛋白 Ａ与血小板表面的抗原决定簇相同或相似，当
机体感染了 ＨＰ后，产生的相应抗体可针对血小板表
面糖蛋白发生抗原抗体反应，破坏血小板［９］。

本研究中６０例患者均经１４Ｃ尿素呼气试验检测阳
性，提示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其中观察组给予了幽

门螺旋杆菌根治方案治疗，对照组未针对幽门螺旋杆

菌治疗，观察组３０例患者中２６例患者得到根除，与林
小兰等［１０］报道的根除率相似；观察组患者经强的松联

合幽门螺旋杆菌根治方案治疗后，总有效率较高而且

复发率较低。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幽门螺旋杆菌感

染是引起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原因之一，幽门

螺旋杆菌应作为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常规检

测，对于１４Ｃ尿素呼气试验阳性患者抗幽门螺旋杆菌治
疗有助于改善其预后，降低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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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在抢救口服有机磷中毒治疗过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蒋红

【摘　要】　目的　解决在抢救急性口服有机磷农药中毒过程中所应该注意的问题，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病死率。方
法　７８例急性口服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分为Ａ、Ｂ两组，Ａ组４２例一次性洗胃后留置胃管，每隔３～４ｈ洗胃一次，反复
洗胃，２４ｈ后拔管，阿托品化后开始应用长托宁，Ｂ组３６例一次性洗胃，未留置胃管，阿托品长托宁同时应用。结果　Ａ
组患者，中毒症状改善快，胆碱酯酶活力恢复快，无明显药物副作用，无１例死亡，抢救成功率高，Ｂ组中毒症状改善慢，
胆碱酯酶活力恢复慢，药物副作用明显，死亡３例，抢救成功率低。结论　药物的合理选择，联合使用是抢救成功的关
键，但在抢救过程中，及时反复彻底有效的洗胃，也是抢救成功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　急性有机磷中毒；长托宁；洗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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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有机磷中毒（ＡＯＰＰ）在我国农村是常见急诊，
若抢救不及时、抢救措施不得力，就会危及患者生

命［１－２］，其致死率占急诊中毒死亡者的 ８３．６３％［３］。

我们在抢救口服有机磷农药中毒时，不仅采用阿托品、

长托宁和氯磷定联合应用，而且同时进行及时、反复、

有效的洗胃使抢救成功率大大提高。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我院急诊科共收治口
服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７８例（其中男性１５例，女性
６３例），分为Ａ、Ｂ两组。Ａ组４２例，男性８例，女性３４
例，Ｂ组３６例，男性７例，女性２９例，两组在年龄、性
别、农药中毒表现及就诊时间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急性中毒程度根据急性有机磷中毒的规范治疗［４］。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阿托品、长托宁的用法　Ａ组患者在洗胃同时
测全血胆碱酯酶活力，建立静脉通道，阿托品首剂１０～
２０ｍｇ，以后每１０～１５ｍｉｎ静推１０ｍｇ，达到阿托品化
后使用长托宁１ｍｇ，维持阿托品化，直至胆碱酯酶活
力恢复正常，停药观察。Ｂ组患者同时应用阿托品和
长托宁，首先阿托品１０ｍｇ，同时根据全血胆碱酯酶活
力肌注长托宁１～４ｍｇ／次，以后酌情应用，直至达到
阿托品化，其后长托宁维持阿托品化，直至胆碱酯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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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恢复正常，停药观察。

１２２　氯磷定用法　两组患者均在洗胃同时，肌注氯
磷定１０００～２５００ｍｇ／次［５］，根据胆碱酯酶重复用药，

胆碱酯酶活力大于６０％停药。
１２３　及时反复有效的洗胃　Ａ组所有患者均用温
水（３０～３７℃）及时洗胃，每次向胃内注入５００ｍｌ，洗
至流出液澄清无农药味后，留置胃管２４ｈ，在此期间，
每隔３～４ｈ洗胃一次。Ｂ组患者，一次性洗胃，未留
置胃管。

１２４　胆碱酯酶活力测定　应用军事医学科学院毒
物药物研究所研制的胆碱酯酶快速测定盒，测定全血

胆碱酯酶。

２　结果
　　Ａ组有机磷中毒症状消失时间为１～３ｈ，２ｄ左右
胆碱酯酶恢复正常，抢救成功率１００％，无一例出现药
物中毒和反跳。Ｂ组有机磷中毒症状消失时间为３～５
ｈ，３～４ｄ胆碱酯酶恢复正常，抢救成功率８９％，２例出
现反跳至死亡，１例出现中间综合症后死亡。阿托品
毒副反应消失时间Ａ组短于Ｂ组。

３　讨论
３１　洗胃过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①及时：不论服药
时间多久均毫不迟疑地进行洗胃，因为有机农药中毒

后，胃肠排空明显下降，加之有机磷经肝肠物质循环后

又可重新分泌入胃［６－７］，有机磷在胃内持续存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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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灌洗：彻底灌洗直至灌洗液清亮，无毒物气味或高

锰酸钾溶液不变色。③反复灌洗：第一次灌洗结束后，
胃管不可拔除应保留置２４ｈ。这其中不论情况如何，
均需灌洗数次，３～４ｈ／次［８］。胃壁残留农药持续吸

收，胃已吸收的农药再分泌形成“胃肠道－血液－胃肠
道”循环，因此只有反复洗胃方可提高抢救成功率。④
灌液的要求：洗胃液温度应接近体温，控制在３０～３７
℃，过凉促进胃肠蠕动，加快毒物排进肠腔，过热促进
毒物在胃内吸收导致洗胃效果不好。⑤一次不能灌洗
太多（一般５００ｍｌ），因为一次灌洗液量过大，导致胃
扩张，促胃幽门括约肌松开，使胃内有机磷农药进入肠

中，这样也影响洗胃效果［９－１０］。

３２　长托宁、阿托品、氯磷定联合治疗　①洗胃开始
前即用氯磷定以使胆碱酯酶复活；②阿托品尽早使用，
尽快阿托品化。③阿托品化后使用长托宁，阿托品１～
４ｍｉｎ起效，８ｍｉｎ高峰值，持续２～３ｈ。长托宁药峰值
０．６５ｈ出现，半衰期１０．３５ｈ，起效慢于阿托品，维持效
应长于阿托品。两者不必同时使用，否则不是出现药

物过量，就是出现中毒反应。④实践证明长托宁可以
干预急性有机磷中毒后肝细胞微粒体氧化酶系统进行

氧化和水解的过程，对人体脏器起了保护作用，尤其在

ＡＯＰＰ后对肌膈肌的保护作用，缓解肌膈肌颤动及呼

吸困难，从而减少中间综合症发生以及对心率影响。

但长托宁使用过量，也会中毒，而且中毒持续时间和中

毒反应的强度均大于阿托品毒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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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病情迅速缓解，补钾时需注意：血钾下降不明显时口

服为主，静脉补钾时：①不宜用葡萄糖和高渗糖水，防
止钾向细胞内转移，使血钾更为降低。可用生理盐水。

②补钾浓度不宜过高，一般在０．２％ ～０．３％，速度不
宜过快。③禁忌静脉推注。④对少尿或无尿者，补钾
应慎重。⑤补钾效果欠佳时，应考虑是否合并低镁血
症，而予以补镁治疗。在此同时给予相应的 ＡＴＤ治
疗，之后待周期性麻痹症状缓解，根据患者甲状腺功能

的控制情况及对ＡＴＤ的反应决定是否放射碘治疗，目
前Ｇｒａｖｅｓ’病多不选择手术治疗。如果患者未能得到
及时的救治可能因呼吸机麻痹或电解质紊乱诱发严重

的心律失常而危及生命。

综上，Ｇｒａｖｅｓ’病并发周期性麻痹有其临床特点，
早期诊断、及时补钾、ＡＴＤ与１３１Ｉ的及时治疗与预后密
切相关，并尽量使甲状腺功能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而

正确及时的宣教亦非常重要，教育患者认识到此类疾

病的特点同时做到：积极控制甲亢；家里常备补钾药

物；避免诱发因素如戒烟、勿酗酒、避免劳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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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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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复方丹参滴丸对急性冠脉综合征（ＡＣＳ）患者血脂及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的影响。方法　
将１１１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复方丹参滴丸，３次／ｄ，
１０粒／次，均治疗１个月，观察治疗前后血脂和ｈｓＣＲＰ水平的变化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后两组血脂和ｈｓＣＲＰ水平
均明显改善（Ｐ＜０．０５），治疗组ＴＣ、ＴＧ、ＬＤＬＣ、ｈｓＣＲＰ水平降低更明显（Ｐ＜０．０５），ＨＤＬＣ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不良反应较少。结论　复方丹参滴丸能较好地调节急性冠脉综合征（ＡＣＳ）患者血脂和 ｈｓＣＲＰ水平，不良反应
少，值得推广。

【关键词】　复方丹参滴丸；急性冠脉综合征；血脂；超敏Ｃ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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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ＴＧ，ＴＣ，ＬＤＬＣ，ａｎｄｈｓＣＲＰ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Ｐ＜０．０５），ｂｕｔＨＤＬ
Ｃｌｅｖｅｌｄｉｄｎｏ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Ｐ＞０．０５），ｗｉｔｈｌｉｔｔｌ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ｄｒｕ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ｕｆａｎｇｄａｎｓｈｅｎｄｉｗａｎｃｏｕｌｄｏｂｖｉ
ｏｕｓｌ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ｈｓＣＲＰ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ｌｉｐｉｄ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Ｓ，ｗｉｔｈｌｉｔｔｌ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ｄｒｕ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ｔｗａｓｗｏｒｔｈ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ｕｆａｎｇｄａｎｓｈｅｎｄｉｗａｎ；ＡＣＳ；Ｂｌｏｏｄｌｉｐｉｄｓ；ｈｓＣＲＰ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Ｓ）为急性心肌缺血、损
伤和坏死的急性临床综合征，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

不稳定及血栓形成有一定的联系［１］。现代研究表明高

脂血症和炎症是导致粥样硬化发生发展及血栓形成的

重要原因，因而调脂可以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抑

制炎症反应，可以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复方丹参滴丸

是一种中药复方制剂，广泛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本研究旨在探讨复方丹参滴丸对 ＡＣＳ患者的血脂和
血清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水平的影响，探讨其治
疗ＡＣＳ的可能作用机理。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在我
院心内科门诊接受治疗的 ＡＣＳ患者１１１例，其中男性
６４例，女性４７例，平均年龄（６１．２９±３．８７）岁。所有
患者均经病史、常规以及超声心动图等检查，均符合

ＷＨＯ的诊断标准，其中不稳定性心绞痛（ＵＡ）患者５１
例，ＳＴ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３７例，非 ＳＴ段抬
高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２３例，排除急慢性感染、风湿
性疾病以及肝肾异常患者。１１１例患者随机分成两
组，治疗组５６例，对照组 ５５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
别、病理类型以及合并症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包括阿司匹
林、β受体阻滞剂、抗血栓制剂、硝酸酯类、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低分子量肝素钙等，同时加服阿托伐他

作者单位：４７６０００河南省商丘市中心医院心内科

汀钙片（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Ｊ２００３００４７），１０
ｍｇ／次，晚餐中服。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复
方丹参滴丸（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１０９５０１１１）口服，３次／ｄ，１０粒／次。两组均治疗１个
月。

１３　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　所有患者治疗前，治疗前
后空腹１２ｈ采取肘静脉血检测血脂和 ｈｓＣＲＰ。血脂
和ｈｓＣＲＰ用Ｂｅｃｋｍａｎ公司 ＣＸ７血脂分析仪及相应
配套试剂测定。

１４　血脂达标率比较　按照ＮＣＥＰＡＴＰＬＵ建议，ＴＣ＜
４．１４ｍｏｌ／Ｌ，ＬＤＬＣ＜２．５９ｍｏｌ／Ｌ，此外，ＴＧ＜１．７０
ｍｍｏｌ／Ｌ，ＨＤＬＣ＞１．０４ｍｍｏｌ／Ｌ属于正常范围，达标
率＝（达标人数／总病例数）×１００％［２］。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数据以（ｘ±ｓ）表示，计量数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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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脂水平的变化　治疗后两组ＴＣ、ＴＧ、ＬＤＬＣ水
平改善明显（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尤其治疗组更加
明显，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ＨＤＬＣ虽有上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２２　血脂达标率比较　表２显示，治疗组的ＴＣ、ＬＤＬ
Ｃ、ＴＧ达标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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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２＝５．３１，５．２９，４．６３；Ｐ＜０．０５），ＨＤＬＣ达标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０１；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变化（ｘ±ｓ，ｍｍｏｌ／Ｌ）

组别 ｎ 时间 ＴＣ ＴＧ ＬＤＬＣ ＨＤＬＣ

治疗组 ５６治疗前 ５．２１±０．３６ １．８５±０．４１ ３．７１±０．２９ １．２５±０．２２
治疗后 ３．６３±０．３３＃ １．３９±０．７１＃ ２．８３±０．５８＃ １．３１±０．１５

对照组 ５５治疗前 ５．２３±０．３３ １．８１±０．２６ ３．７５±０．３５ １．２４±０．３１
治疗后 ４．３２±０．３５ １．５３±０．５７ ３．１３±０．４７ １．２７±０．２２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
＃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脂达标率比较（ｎ，％）

组别 ｎ ＴＣ ＬＤＬＣ ＴＧ ＨＤＬＣ

治疗组 ５６ ４１（７３．２） ３１（５５．４） ３２（５７．１） ３９（６９．６）
对照组 ５５ ３５（６３．６） ２３（４１．８） ２７（４９．１） ３８（６９．１）

２３　血浆ＣＲＰ浓度水平　治疗后两组ＣＲＰ水平改善
明显（Ｐ＜０．０５），尤其治疗组更加明显，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治疗前后血浆ＣＲＰ浓度水平比较（ｘ±ｓ，ｍｇ／Ｌ）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５６ ８．３９±１．１８ ４．０７±０．３３＃

对照组 ５５ ８．３３±１．２１ ５．３６±０．２７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不良反应　用药后，治疗组出现轻度胃肠道反应
１例，血谷丙转氨酶（ＡＬＴ）和谷草转氨酶（ＡＳＴ）偏高各
１例，不良反应发生率５．４％；对照组轻度胃肠道反应
２例，血谷丙转氨酶（ＡＬＴ）和谷草转氨酶（ＡＳＴ）偏高各
２例，不良反应发生率１０．９％；两组不良反应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５７；Ｐ＜０．０５），无其他不良反
应。

３　讨论
　　脂蛋白代谢紊乱参与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是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和致血栓的重要原因。降脂治疗可

以延缓动脉粥样硬化进展，减少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

生［３］。炎症反应能使斑块稳定性下降，斑块破裂，致血

栓形成甚至闭塞，是引起ＡＣＳ主要因素［４］。炎症反应

严重程度影响着斑块稳定性［５］，贯穿于动脉粥样硬化

的发生、发展进程［６］。ＣＲＰ是反应机体炎症反应的急
性时相蛋白，任何炎症反应都伴随 ＣＲＰ水平的升
高［７］。多项研究显示，ｈｓＣＲＰ可刺激巨噬细胞分泌白
介素１和白介素６，活化单核细胞 ＣＲＰ受体，增加泡
沫细胞数量和脂核面积，引起血管内皮受损，降低一氧

化氮（ＮＯ）功能，引起血管痉挛。能增强核转录因子
κＢ的活性，促进炎症因子的表达，加重炎症反应，导致
斑块破裂，引起血栓和ＡＣＳ的发生［８］，因此 ｈｓＣＲＰ水
平可预测冠脉病变的程度及病情。

目前该病治疗多采用他汀类药物，该药调脂效果

明显，能降低粥样斑块中的炎症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数

量［９］，但其降脂作用跟剂量有关，剂量的加大增加药物

副作用。复方丹参滴丸是一种纯中药制剂，具有改善

心肌代谢，抗氧化及降脂等多方面的作用，其主要成分

是水溶性丹参素、三七总皂苷和适量冰片。丹参素可

以扩张血管和加大降解纤维蛋白原，能调节脂质代谢

和改善心肌缺血，清除自由基，延缓动脉粥样硬化，保

护血管内皮细胞。三七皂苷能提高冠脉血流量，降低

动脉压。冰片具抗心肌梗死和抗炎镇痛作用［１０］。本

试验结果显示，复方丹参滴丸能较好地降低胆固醇、甘

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升高 ＨＤＬＣ水平，降低
ｈｓＣＲＰ水平，表明复方丹参滴丸具有明显的降脂作
用，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稳定冠脉易损斑块，阻

止ＡＣＳ患者的血管粥样病变的炎症反应，改善血管内
皮细胞功能，减轻了机体的应激反应，恢复内皮细胞功

能，使斑块趋于稳定，进而降低ＡＣＳ发生率。
综上所述，复方丹参滴丸对急性冠脉综合症有较

好调脂和抗炎作用，不良反应较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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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急性脑梗死范围、血糖水平与临床预后的关系研究
潘静

【摘　要】　目的　研究与分析急性脑梗死患者血糖水平与梗死范围以及临床预后之间的关系。方法　本文选择了８０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进行研究，将这些患者按照血糖水平分成两组，观察组当中的４０例患者血糖水平正常，对照组４０例
患者的血糖水平比较高，患者入院之后的４８ｈ之内对其进行空腹血糖的测定，患者入院５ｄ之内对其进行头颅 ＭＲＩ或
者ＣＴ检查对患者脑梗死的范围进行显示，将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梗死范围、病死率以及好转率进行分析和比较。结
果　对照组与观察组相比其多叶梗死情况的发生率明显比较高，同时临床治疗效果与观察组相比明显较差，对照组患者
的病死率比观察组患者高很多。结论　急性脑梗死的患者中血糖水平较高以及出现梗死情况的范围较大的其预后也相
对较差。

【关键词】　急性脑梗死；血糖水平；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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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急性脑梗死的危险因素，已经逐渐被医
学界所认同。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

逐渐提高，近些年来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对患者生活质

量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加显著。和非糖尿病患者进行比

较，糖尿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具有较高的发病率，且发

病年龄较低，病情发展速度快［１－２］。糖尿病能够引发

异常的脂质代谢，致使高脂血症发生，使血液粘稠度上

升，降低血流速度，造成体内的血小板功能与抗凝作用

出现异常［３］。以上因素都是糖尿病患者在产生脑梗死

后出现更为严重的临床表现及较差预后的理论依据。

有研究结果显示，糖尿病患者患有脑血管病的几率高

出非糖尿病者１倍，并且脑梗死的面积、病情严重程度
以及神经功能的恢复均对血糖水平造成影响，血糖水

平越高，预后就越差，导致病死率上升。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文选择了２００６年１月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８０例急性脑梗死患者进行研
究，其中男性４８例，女性３２例，年龄２３～６３岁，上述
患者存在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以及冠心病史，本文中

所选择的这些患者在年龄、性别以及其他相关因素方

面存在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检查方法　将这８０例患者按照血糖水平分成两

作者单位：１０１１０２北京市通州区第二医院内科

组，观察组当中的４０例患者血糖水平正常，对照组４０
例患者的血糖水平比较高，患者入院后４８ｈ内对其进
行空腹血糖的测定，患者入院５ｄ内进行头颅 ＭＲＩ或
者ＣＴ检查以显示患者脑梗死的范围，将观察组和对
照组患者的梗死范围、病死率以及好转率进行分析和

比较。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所得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
包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统计学方面的分析，采用 χ２检验。
以Ｐ＜０．０５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对照组与观察组相比其多叶梗死情况的发生率明
显较高，同时临床治疗效果与观察组相比明显较差，对

照组患者的病死率比观察组患者高很多（详见表 １、
２）。急性脑梗死的患者当中血糖水平较高以及出现梗
死情况的范围较大的其预后也相对较差。

表１　血糖水平与梗死范围之间的关系（例）

组别 局限梗死 多叶梗死 合计

对照组 ２８ １２ ４０
观察组 ３６ ４ ４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００１。
表２　血糖水平和近期预后之间的关系（例）

组别 痊愈 显效 进步 无恶化 恶化 死亡 合计

对照组 １ ６ ８ ８ ３ １４ ４０
观察组 ５ １１ １５ ５ １ ３ ４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００１。 （下转第１５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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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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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吴洪文

【摘　要】　目的　观察以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为主要清洁剂的不同胃肠道准备方法对胶囊内镜检查效果的影响。
方法　将１２５例行胶囊内镜检查的患者按不同胃肠道准备方法随机分为 Ａ组２９例（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组），Ｂ组
３３例（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加甲氧氯普胺组），Ｃ组３１例（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加二甲基硅油组），Ｄ组３２例（复方
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加甲氧氯普胺及二甲基硅油组）。对比研究４种方法的胶囊内镜检查肠道清洁效果；分析胶囊内镜通
过胃及小肠的时间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肠道清洁效果Ｃ、Ｄ组明显优于Ａ、Ｂ组（Ｐ＜０．０５）；胶囊内镜胃通过
时间Ｂ、Ｄ组＜Ａ、Ｃ组（Ｐ＜０．０５），通过小肠时间４组无差异。患者耐受程度较好，均完成检查，均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综合各项指标，Ｄ组是比较理想的胶囊内镜检查胃肠道准备方法。
【关键词】　胶囊内镜检查；胃肠道准备；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甲氧氯普胺；二甲基硅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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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ｅｃｋｂｙｃａｐｓｕｌｅ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ｔｒａｃｔ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ｇｌｙｃｏ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ｓｐｏｗｄｅｒ；Ｍｅｔｏｃｌｏ
ｐｒａｍｉｄｅ；Ｄｉｍｅｔｈｉｃｏｎｅ

　　胶囊内镜为有效的小肠疾病检查方法，尤其对不
明原因消化道出血诊断价值高，无论思维观念上还是

技术操作上都是一次变革［１］。检查前充分地胃肠道准

备对提高疾病检出率至关重要。为探讨胶囊内镜检查

更好的胃肠道准备方法，对我院接受胶囊内镜检查者

采用不同方法进行胃肠道准备，并作对比研究。现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８月间我院接
受胶囊内镜检查者１２５例，男性７８例，女性４７例；年
龄１７～８１岁，平均４６．３５岁。入选标准：主要为原因
不明消化道出血、消瘦、腹痛、腹泻，经电子胃、肠镜检

查无阳性发现者。排除标准：严重心肺等疾病患者；器

质性消化道梗阻者；活动性消化道出血影响观察者；近

期应用胃肠动力药者；腹部手术史者。

１２　仪器与药品　采用重庆金山公司 ＯＭＯＭ胶囊内
镜及影像诊断系统。患者吞服胶囊后，靠消化道自身

作者单位：２５５２００山东省淄博市第一医院消化科
通讯作者：马新，电子信箱：ｚｂｍｘｍｈｙ１２３＠ｓｉｎａ．ｃｏｍ

蠕动推进，期间电池可持续工作约８～１０ｈ，每例可获
约５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张图像，以数字信号传输至体外记
录仪。期间，每 １０～２０ｍｉｎ检查记录仪是否正常工
作。检查完毕后，医生通过影像工作站进行图像资料

分析。清洁肠道药品采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甲

氧氯普胺、二甲基硅油。

１３　消化道准备及检查方法　入选者随机进入Ａ、Ｂ、
Ｃ、Ｄ四组，检查前３天禁用影响胃肠动力药物，前２天
进少渣或无渣饮食，前１２ｈ到检查开始后４ｈ内严格
禁食。Ａ组２９例，男性１８例，女性１１例；平均４４．７８
岁。检查前１天晚上及检查当日凌晨５点将复方聚乙
二醇电解质散２包（每包６８．５６ｇ；早晚共４包）加入温
开水２０００ｍｌ，２ｈ内口服完，适当活动至排清水样便。
Ｂ组３３例，男性２０例，女性１３例；平均４６．８５岁。在
Ａ组基础上，吞服胶囊前半小时肌注甲氧氯普胺 １０
ｍｇ。Ｃ组 ３１例，男性 １９例，女性 １２例；平均 ４５．６７
岁。在Ａ组基础上，吞服胶囊前１５ｍｉｎ口服二甲基硅
油２支（浓度为１０％，共１００ｍｌ）。Ｄ组３２例，男性２１
例，女性１１例；平均４７．５５岁。在Ａ组基础上，吞服胶
囊前半小时肌注甲氧氯普胺１０ｍｇ，吞服胶囊前１５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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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二甲硅油２支。检查前患者知情同意并签字，讲
明检查期间注意事项。

１４　评价方法
１４１　肠道清洁度评价　由２名内镜医师根据胶囊
内镜图像肠道清洁程度，将消化道清洁度及整体观察

效果进行定量分析，标准：消化道视野几乎无气泡及消

化液为０；少许气泡或／和消化液基本不影响观察为１；
中量气泡或／和较浑浊消化液一定程度影响观察为２；
大量气泡或／和消化液浑浊明显，严重影响观察为３。
１４２　胶囊内镜在消化道通过时间　通过软件观察
胶囊运行时间，胃排空时间定义为胶囊进入胃内至通

过幽门的时间，对完成全小肠检查者小肠通过时间定

义为由第１帧十二指肠图像至胶囊抵达回盲瓣或结肠
第１帧图像时间，对未完成全小肠检查者不列入通过
时间统计。

１４３　患者主观耐受性及不良反应评价　包括消化
道症状（如腹痛、恶心等）及全身不适（如头晕、心慌、

焦虑等）。标准：根据患者对肠道准备耐受程度分为

优：无明显消化道及全身症状；良：轻微消化道及全身

症状；差：明显消化道及全身症状表现。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处理。
计数资料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４组性别、年龄等相当，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２５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检查。
胶囊排出体外平均时间５３．８ｈ，最短１５．５ｈ，最长１３２
ｈ。
２２　肠道清洁度评价　０、１为优，２为良，３为差。清
洁效果Ｃ、Ｄ组优于Ａ、Ｂ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肠道清洁度比较（例）

组别 ｎ
清洁度评分

０ １ ２ ３
优良率

优率（％） 优良率（％）
Ａ ２９ ５ ６ ９ ９ ３７．９３（１１／２９） ６８．９８（２０／２９）
Ｂ ３３ ６ ８ １０ ９ ４２．４２（１４／３３） ７２．７３（２４／３３）
Ｃ ３１ １４ ８ ７ ２ ７０．７９（２２／３１）＃ ９３．５５（２９／３１）＃

Ｄ ３２ １５ ８ ８ １ ７１．８８（２３／３２）＃ ９６．８８（３１／３２）＃

　　注：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Ａ、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消化道通过时间评价　胃通过时间Ｂ、Ｄ组＜Ａ、
Ｃ组（Ｐ＜０．０１），小肠通过时间４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４　患者耐受性及不良反应评价　患者耐受性较好，
少数恶心、腹痛、焦虑，大部分自行缓解，极少数对症处

理后症状减轻。各组耐受性分别为：Ａ组优１９例，良６
例，差４例，优良率为８６．２１％（２５／２９）；Ｂ组优２５例，
良５例，差３例，优良率为９０．９１％（３０／３３）；Ｃ组优２１
例，良７例，差３例，优良率为９０．３２％（２８／３１）；Ｄ组
优２６例，良４例，差２例，优良率为９３．７５％（３０／３２）；
耐受性顺序为Ｄ组＞Ｂ组＞Ｃ组 ＞Ａ组，进行 χ２检验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各组胶囊消化道通过时间比较（ｘ±ｓ，ｍｉｎ）

组别 总例数 胃通过时间 小肠通过时间

Ａ ２９ ６４．５５±１７．９４ ２６４．７１±１３０．５７
Ｂ ３３ ４１．７９±２０．９９ ２４７．６５±１１８．８４
Ｃ ３１ ６１．７９±１８．１６ ２５８．４５±１２５．５６
Ｄ ３２ ３７．５９±１９．９２ ２３５．５２±１２０．５８

　　注：与Ｂ、Ｄ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胶囊内镜为第４代消化内镜，是消化内镜发展史
上的里程碑［２］，对小肠疾病诊断能力优于其他常用小

肠检查手段［３］，诊断原因不清的消化道出血、腹痛、腹

泻敏感性和准确性较高，检查过程安全显效、无痛苦及

交叉感染，可作为小肠疾病尤其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

诊断首选检查方法［２，４］。文献表明［５］，胶囊内镜对小

肠病变敏感性７９％，特异性９２％，与小肠镜相当，但更
易为患者接受。但是胶囊内镜不能进行注气注水及姿

态控制，其诊断能力依赖于小肠黏膜清晰程度，诊断率

易受肠道气泡、胆汁、食物残渣等影响［６］，故胃肠道准

备比胃肠镜及小肠镜要求更高，有效地胃肠道准备能

提高胶囊内镜图像质量［７］。

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是纯渗透型泻剂，口服后

几乎不分解、不吸收，以氢键结合水分子，增加消化道

内液体成分，引起水样腹泻，达到清洁肠道目的［８］。同

时不影响电解质代谢及脂溶性维生素吸收，可保证肠

道与体液之间水电解质平衡，有良好消化道耐受性，较

传统肠道准备方法（如口服甘露醇液、硫酸镁、番泻叶

等）副作用明显减少。

受电池电量限制，智能胶囊仅能正常工作约８～
１０ｈ。胶囊在胃内停留时间与其到达回盲部成功率呈
负相关［９］，尽量缩短其胃通过时间能够增加小肠可供

检查时间，提高小肠病变诊断率。甲氧氯普胺为多巴

胺受体拮抗剂，主要促进胃及上部肠段运动，促进胃排

空；对小肠转运时间无明显影响。本研究显示，应用甲

氧氯普胺的Ｂ、Ｄ组胶囊胃通过时间优于Ａ、Ｃ组，小肠
通过时间４组无差异，可更好提高小肠疾病诊断率。
二甲硅油能改变气泡表面张力，让其破裂，使消化道贮

留气体容易排出，提高胃肠道清洁度；且不吸收，更加

安全。文献显示［１０］，硅油制剂去除肠道内贮留气泡效

果确切，使胶囊内镜检查获得更清晰图像，且效果与使

用硅油剂量相关。本研究显示，应用二甲硅油的 Ｃ、Ｄ
组肠道内气泡明显减少，清洁效果优于Ａ、Ｂ组。

目前尚无公认的胶囊内镜胃肠道准备方法。理想

方法应是安全、高效、方便、患者耐受性好。综合各项

指标，笔者认为，Ｄ组方法———口服复方聚乙二醇电解
质散，配合甲氧氯普胺及二甲硅油，清洁消化道同时减

少胃肠道气泡，提高胃肠道黏膜清晰度，缩短胶囊胃通

过时间，患者耐受性好，安全方便，可为胶囊内镜检查

提供良好的胃肠道准备，有效提高小肠疾病检出诊断

率，是较为理想的胶囊内镜检查胃肠道准备方法，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下转第１６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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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急性胰腺炎１６８例临床分析
杨琦，席浩，陈之强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的分析，总结临床治疗经验和方法。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市顺义区医
院近５年（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收治的１６８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的治疗过程、方法及结果。结果　全组１６８
例患者，其中经内科综合治疗１５１例，治愈１４２例（９４．０％），死亡９例；手术治疗１７例（包括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乳头
括约肌切开、胆囊切除术 ＋胆总管探查、ＥＲＣＰ术后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及胰腺坏死组织清除引流术），治愈 １４例
（８２．４％），死亡３例。全组患者合并消化道出血患者１２例、急性肾功能衰竭（ａｃｕｔｅ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ＲＦ）患者２０例、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ａｃｕ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ＲＤＳ）患者１２例、肝功能异常患者９８例、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ｍｕｌ
ｔｉｐｌｅｏｒｇａ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ＯＤＳ）患者１８例、术后出现胰腺假性巨大囊肿者３例、胰瘘３例。结论　重症急性胰腺
炎的治疗以非手术治疗方法为主，必要时可分别采取开腹手术、内镜手术、腹腔镜手术等综合治疗方法。

【关键词】　重症胰腺炎；手术治疗；内科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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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症急性胰腺炎（ＳＡＰ）发病急骤、病情变化迅速，
病死率高达１４％ ～３０％。我们针对不同的患者采用
非手术或手术治疗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总结

分析我院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收治的 ＳＡＰ
患者，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１６８例患者，男性９７例，女性７１
例，病例根据病史、临床症状、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

等确诊，均符合重症胰腺炎诊断标准。年龄 ２４～８４
岁，平均（４７．１８±９．３２）岁。
１２　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　全组患者胆源性胰腺炎
１０２例，饮酒或进食诱发的胰腺炎患者４８例，无明显
诱因患者１８例。发病到就诊时间２～５８ｈ。血常规：
ＷＢＣ（１５．０～３２．２）×１０９／Ｌ、Ｎ４８％ ～９４％，９８例总胆
红素升高：３０．５～２９０．０μｍｏｌ／Ｌ，直胆红素 １８．９～
１９０．０μｍｏｌ／Ｌ，１４４例血清钙＜１．８７ｍｍｏｌ／Ｌ，１２０例空
腹血糖＞１１．１ｍｍｏｌ／Ｌ，１１２例 ＡＬＴ＞４０Ｕ／Ｌ，血清及
尿淀粉酶均 ＞５００Ｕ／Ｌ。经 Ｂ超或 ＣＴ检查均提示胰
腺增大，边界不清，回声不均，内有低密度病灶，其中伴

腹腔积液者１１８例。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非手术治疗　常规给予禁食水、胃肠减压、吸
氧、心电监护、血氧饱和度监测、硫酸镁溶液口服导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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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早期营养支持（包括静脉营

养和肠内营养，共行空肠营养管置入３８例），抑制胃酸
分泌，监测重要脏器功能，应用生长抑素抑制胰酶分

泌，早期预防使用抗生素，联合抗厌氧菌抗生素。对于

胰岛素分泌障碍患者，控制血糖，伴有高脂血症者同时

给予降血脂治疗。对于大量腹腔积液者行持续腹腔灌

洗，至冲洗液清亮，对２０例全身炎性反应严重或合并
肾衰的患者采用血液滤过治疗，采用单次短时血滤或

间断短时血滤两种方式。本组１２例并发 ＡＲＤＳ患者
应用呼吸机治疗及激素治疗。

１３２　手术治疗　胆源性胰腺炎行手术治疗患者中，
５例行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 Ｔ管引流术，胰腺被
膜松解，坏死胰腺组织清除，胰周多管引流。２例胆总
管结石患者行ＥＲＣＰ＋ＥＳＴ治疗，未行胆囊切除术。另
外２例行 ＥＲＣＰ＋ＥＳＴ后，因合并胆囊结石，择期再次
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５例非胆源性急性重症胰腺炎
患者行胰腺被膜切开减压，切除坏死胰腺组织，行胰周

多管引流，术后持续腹腔冲洗。３例患者经非手术治
疗后形成假性胰腺囊肿，二期行囊肿空肠内引流术。

２　结果
　　全组１６８例，其中经内科综合治疗 １５１例，治愈
１４２例（９４．０％），死亡９例；经手术治疗１７例，治愈１４
例（８２．４％），死亡３例；１２例死亡患者均死于多脏器
功能衰竭。全组合并消化道出血患者１２例、急性肾功
能衰竭患者２０例、ＡＲＤＳ患者１２例、肝功能异常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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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例、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ＭＯＤＳ）患者１８例、术
后出现胰瘘３例、胰腺假性巨大囊肿且３个月不能吸
收的患者３例（后行囊肿空肠内引流术）。

３　讨论
３１　发病机理　目前认为 ＳＡＰ发病机制是由于多种
致病因素引发胰腺腺泡损伤，释放活性胰酶激活炎症

细胞，产生大量炎症介质，导致胰腺血管的通透性增加

和微循环障碍，胰腺坏死及肠黏膜屏障功能失调，细菌

移位，毒素吸收，引起内毒素血症，内毒素血症再度激

活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引起高细胞因子血症，导致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ＩＲＳ）和 ＭＯＤＳ，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ｒｇａ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Ｆ）。
３２　发病的危险因素　在引起胰腺炎的危险因素中，
以胆道结石和酗酒最为常见，亚洲地区以前者居多［１］。

早期提出的“共同通道理论”和近期提出的“胆石游走

理论”成为胆源性胰腺炎的两个可能的发病机制［２］。

胆汁通过共同通道反流入胰腺，触发胰腺的自我消化

过程。酒精性胰腺炎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目前认为，

酒精导致Ｏｄｄｉｓ括约肌痉挛引起梗阻，影响胰液的引
流是其发病基础［３］。近年来，高脂血症已成为 ＳＡＰ的
另一高危因素。其机制可能与过度释放的游离脂肪酸

产生的组织毒性损伤胰腺腺泡细胞和胰腺微循环障碍

有关［４］。

３３　内科综合治疗　ＳＡＰ的治疗先后经历了手术治
疗和非手术治疗２个阶段，目前国内基本上达成共识，
即大多数患者可以行内科保守治疗，少数需要外科进

行治疗，或者因内科保守治疗病情仍迅速发展的患者

进行手术治疗［５－６］。内科综合治疗采取如下方法：①
禁食水，持续胃肠减压，减少食物刺激导致胰腺外分

泌。ＳＡＰ患者常禁饮食１～３周。②积极抗休克、纠正
水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失衡。发病后大量体液渗透至腹

腔及腹膜后间隙，同时频繁呕吐，肠麻痹，胃肠道内大

量液体积聚，有效循环血量骤减，此时应积极纠正低血

容量性休克。③改善胰腺微循环，胰腺微循环紊乱存
在于急性胰腺炎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局部微循环障

碍导致胰腺损伤及临床表现加重，可采用低分子右旋

糖酐、舒血宁及低分子肝素钙，降低血液黏度，改善胰

腺局部微循环及组织灌注。④肠道去污，促进胃肠功
能的恢复。ＳＡＰ早期导泻可减少肠道菌群数量，减少
细菌移位并降低胰腺感染、坏死的发生率，并能有效降

低腹腔压力，减轻高腹压对呼吸和循环功能的影响。

⑤预防性应用广谱抗生素。主要针对肠源性革兰氏阴
性杆菌及厌氧菌移位，选用能通过血胰屏障的抗生素。

⑥早期营养支持，对降低 ＳＡＰ的病死率起到关键作
用。早期联合应用抑制胃酸分泌和胰腺外分泌的药

物，减少消化液的分泌，阻止胰腺炎的进展，对重症胰

腺炎的治疗起到决定性作用［７］。在保障能量供应的同

时，施行肠内营养可以保护肠道的正常生理功能，维持

肠黏膜屏障与免疫功能，与静脉营养相比更显示出明

显的优势［８］。经过胃、十二指肠投放的混合食物可以

刺激胰腺并引发大量的胰酶分泌，而经空肠投放则无

此作用，故使用空肠营养管为重症胰腺炎的早期肠内

营养供给提供了好的方法。⑦血滤治疗，血液净化技
术能有效控制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进展，防止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ＭＯＤＳ）。研究证明高流量血
滤可以有效的廓清 ＳＡＰ早期机体过度释放的炎症细
胞因子［９］。在体液平衡的基础上，当肾功能正常，ＳＩＲＳ
临床表现缓解，心率≤９０次／ｍｉｎ，呼吸≤２０次／ｍｉｎ，即
可停止血滤治疗。

３４　手术适应症及手术时机的选择　目前 ＳＡＰ的治
疗逐渐达成共识：即以非手术治疗为主，必要时采取手

术治疗。我们遵循的手术指征是：①２～３周后坏死组
织继发感染，胰腺或胰周脓肿形成，积极抗炎治疗脓肿

不局限。②胰腺假性囊肿形成，经积极治疗３个月无
缩小，直径＞６ｃｍ。③严重的并发症形成，如胆瘘、胃
瘘、肠瘘、大出血等。④胰腺组织坏死广泛，虽未形成
脓肿，但感染难以控制，并出现重要脏器功能损害，要

根据全身情况慎重选择手术。⑤结石嵌顿在壶腹部，
窥镜取石失败或不具备取石条件，或并发有急性化脓

性胆管炎，经积极治疗患者症状不见好转等情况

者［１０］。其余情况尽可能不采取手术治疗。

根据本组临床资料分析，非手术治疗效果较好，并

不意味着所有的 ＳＡＰ在非手术治疗过程中都可以免
除手术治疗，在非手术治疗过程中，一定要密切观察患

者的全身病情变化，综合评估患者的全身情况，如果出

现明确的手术指征，应积极地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进

行手术治疗，最终达到一个理想的治疗效果。

近年来国际上（美国马里兰州医学院普通外科）

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新进展是：对高度腹胀（蛙型

腹），患者腹压明显升高，严重影响呼吸循环功能，胰腺

组织坏死严重，采取开腹手术进行充分的胰腺坏死组

织清除，放置横穿上腹部（后腹膜间隙胰腺上缘水平）

的多孔粗引流管进行腹腔持续冲洗（同时盆腔放置２
根粗引流管进行引流），一期手术不关腹（彻底降低腹

压，以改善患者的呼吸、循环功能），采用与肠管无粘连

作用的生物薄膜覆盖整个腹部伤口，再外敷与腹壁厚

度相等的无菌凡士林纱布及无菌治疗布单，待患者的

病情彻底缓解后择期再次手术关闭腹腔（采用巨大的

生物补片技术修补腹壁缺损）。他们采用这一方法为

手术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提供了好的借鉴，并且

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为挽救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

的生命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值得国内学者同仁进一

步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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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１２０例眩晕患者的临床分析
胡成伍，鄢圣娟，田亮，黄显雄，吴家幂

【摘　要】　目的　分析眩晕患者的常见病因及临床特点。方法　神经科住院的眩晕患者１２０例，根据临床症状和体
征、ＤｉｘＨａｌｌｐｉｋｅ试验及ＣＴ、ＴＣＤ等辅助检查结果，确定病因并随访观察。结果　本组１２０例患者临床诊断及其病因构
成比依次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ＢＰＰＶ）７３例（６０．８３％），神经症１７例（１４．１７％），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合并神经
症８例（６．６７％），后循环缺血（ＰＣＩ）４例（３．３３％），偏头痛性眩晕４例（３．３３％），小脑出血３例（２．５０％），多发性硬化２
例（１．６７％），蛛网膜下腔出血２例（１．６７％），病因不明７例（５．８３％）。结论　ＢＰＰＶ是眩晕患者最常见的病因，大多数
以眩晕为主要特点的疾病都具有特征性的症状，这对提示疾病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眩晕；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ＤｉｘＨａｌｌｐｉｋｅ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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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ｓｉｇｎｓ，ＤｉｘＨａｌｌｐｉｋｅｔｅｓｔ，ＣＴ，ＴＣＤ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１２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ｂｅｎｉｇｎｐａｒｏｘ
ｙｓｍ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ｔｉｇｏ（ＢＰＰＶ，６０．８３％），ｎｅｕｒｏｓｉｓ（１４．１７％），ｂｅｎｉｇｎ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ｔｉｇｏ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ｎｅｕｒｏｓｉｓ
（６．６７％），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ＰＣＩ，３．３３％），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ｖｅｒｔｉｇｏ（３．３３％），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ａｒ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２．５０％），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１．６７％），ｓｕｂａｒａｃｈｎｏｉ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１．６７％），ａｎｄｕｎｋｎｏｗｎ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５．８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Ｐ
ＰＶ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ｃａｕｓｅｏｆｖｅｒｔｉｇｏ，ｏｔｈ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ｃａｕｓｅｖｅｒｔｉｇｏｏｆｔｅｎｈａｖ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ｅｒｔｉｇｏ；Ｂｅｎｉｇｎ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ｔｉｇｏ；ＤｉｘＨａｌｌｐｉｋｅｔｅｓｔ

　　眩晕（ｖｅｒｔｉｇｏ）是临床上常见的症状，是神经科患
者最常见的主诉。近年来，国外对眩晕的临床研究表

明，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ｂｅｎｉｇｎ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ｌｖｅｒｔｉｇｏ，ＢＰＰＶ）是眩晕的常见病因，而临床医生仍常
把造成患者眩晕的病因诊断为椎基底动脉供血不全

（ｖｅｒｔｅｂｒｏｂａｓｉｌａｒｉｎｓｕ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ＢＩ）或颈椎病骨赘压迫椎
动脉。我们对住院的 １２０例眩晕患者的病因进行分
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连续收集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间在潜江
市中心医院神经科及住院的１２０例眩晕者，年龄３０～
７９岁，平均５９．３２岁；其中男性２５例，女性９５例。患
者均主诉眩晕。

１２　诊治方法
１２１　病例收集方案　按眩晕患者调查表记录患者
性别、年龄、就诊时间、诱发因素、持续时间、病程及伴

随症状，合并的相关疾病和家族史，按照粟秀初等［１］的

诊疗方案给予诊断治疗，随访结果。

１２２　诊断标准　各种疾病的诊断标准参照临床诊
疗指南（神经病学分册）［２］及良性位置性眩晕临床指

南［３］，其中ＢＰＰＶ诊断标准参照为：头部运动或身体姿
势变动诱发的短暂眩晕发作，持续时间不足１ｍｉｎ，反
复发作数周甚至数年；ＤｉｘＨａｌｌｐｉｋｅ试验可引出特征性
眼震或眩晕；一般无耳鸣及听力异常，排除后颅窝肿

作者单位：４３３１００湖北省潜江市中心医院神经科（胡成伍，鄢圣娟，田
亮，黄显雄）；２４１０００安徽省芜湖市，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神经科（吴家幂）

通讯作者：吴家幂，电子信箱：ｈｕｗａｎｎａｎ７９６＠１６３．ｃｏｍ

瘤、后循环缺血（ＰＣＩ）、颈椎病和其他中枢神经系统或
前庭系统功能紊乱疾病［３］。

１２３　治疗方法　所有 ＢＰＰＶ患者均进行手法复位，
住院期间观察手法复位疗效。对非ＢＰＰＶ患者根据病
因进行相应治疗。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检验，计量资料采用ｔ
检验，检验水准Ｐ＝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病因构成比　１２０例眩晕患者中良性阵发性位
置性眩晕（ＢＰＰＶ）７３例（６０．８３％），良性阵发性位置性
眩晕合并神经症８例（６．６７％），后循环缺血（ＰＣＩ）４例
（３．３３％），神经症１７例（１４．１７％），偏头痛性眩晕 ４
例（３．３３％），多发性硬化２例（１．６７％），蛛网膜下腔
出血２例（１．６７％），病因不明７例（５．８３％），小脑出
血３例（２．５％），其构成见表１。表１表明，６０岁以上
组眩晕患者中诊断为 ＢＰＰＶ所占比例最大，三组患者
构成比经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２　ＢＰＰＶ患者与非 ＢＰＰＶ患者的临床特点比较　
ＢＰＰＶ患者的年龄较非ＢＰＰＶ患者的年龄偏大，且既往
有多次眩晕发作病史，女性多见，同时非 ＢＰＰＶ患者都
伴有非消化系统症状，而且住院时间长，二者临床特点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２３　ＢＰＰＶ首次发病患者与ＢＰＰＶ反复发作患者临床
特点比较　ＢＰＰＶ首次发病患者与 ＢＰＰＶ反复发作患
者在年龄、手法复位效果两方面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但ＢＰＰＶ反复发病患者中女性患者较多，且复
位后头晕持续时间较长，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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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３）。
表１　１２０例眩晕患者构成情况

年龄 ＢＰＰＶ ＰＣＩ 神经症 ＢＰＰＶ合并神经症 偏头痛性眩晕 不明原因 多发性硬化 ＳＡＨ 小脑出血

２０～３９岁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４０～５９岁 １２ １ ２ ２ １ ２ １
≥６０岁 ６１ ３ １４ ６ ３ ５ ２ ３

　　注：三组患者构成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ＢＰＰＶ患者与非ＢＰＰＶ患者的临床特点比较

项目 ｎ 年龄（岁）
发作次数（反

复发作）

性别

（女）

伴随症状（非

消化系统症状）

住院时间

（ｄ）
ＢＰＰＶ ８１ ６５．３０±５．８５ ６７ ６９ １ ５．００±２．１０
非ＢＰＰＶ ３９ ４６．９０±７．１２ ２６ ２６ ３９ １５．００±５．２４
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表３　ＢＰＰＶ首次发病患者与ＢＰＰＶ反复发作患者临床特点之间比较

项目 ｎ 年龄（岁） 女性 复位效果（痊愈）复位后头晕持续时间

反复 ６７ ６５．０３±４．８３ ５４ ６６ ４．１５±１．０５
首次发作 １４ ６３．５５±３．２３ １１ １３ ３．００±１．２０
Ｐ值 ０．２８ ０．００ ０．２７ ０．００

３　讨论
　　眩晕表现为运动性或位置性错觉，造成人与环境
空间关系在大脑皮质中反应失真。我们对可引起眩晕

的疾病进行全面的筛查，结果显示，患者中眩晕最常见

的病因是 ＢＰＰＶ，占 ６７．５％，其中单纯 ＢＰＰＶ７３例
（６０．８３％）与国外研究［４－６］结果相似。ＢＰＰＶ可分为后
半规管ＢＰＰＶ、前半规管ＢＰＰＶ、水平半规管ＢＰＰＶ，后半
规管ＢＰＰＶ是由于后半规管脱落的耳石在头位改变时
移动内淋巴激活了毛细胞的受体而引起的短暂性眩晕

和眼震。支持这种耳石脱落学说的依据就是可以通过

手法复位脱落的耳石，患者的眩晕和眼震就会消失。

而前半规管ＢＰＰＶ、水平半规管ＢＰＰＶ的发病机制目前
不明。ＢＰＰＶ主要根据反复发作史、ＤｉｘＨａｌｌｐｉｋｅ试验
及手法复位有效进行诊断。部分患者进行 Ｄｉｘ
Ｈａｌｌｐｉｋｅ试验时诱发眩晕但不伴有眼震，称之为主观性
良性阵发性眩晕，与 ＢａｌａｔｓｏｕｒａｓＤＧ等［７］研究相似，手

法复位对此类患者依然有效。目前临床医生对 ＢＰＰＶ
了解与重视不足，把许多眩晕患者归咎于 ＶＢＩ和颈椎
病，导致大量漏诊和误诊。有研究表明，３４％ ～６６％的
ＢＰＰＶ患者不能解释耳石脱落的原因，称为特发性 ＢＰ
ＰＶ，另外头部外伤是引起ＢＰＰＶ发作的常见原因之一，
占１２％～１７％［８］，本组患者中有４例 ＢＰＰＶ患者眩晕
发作前有外伤史，均为后半规管 ＢＰＰＶ。本组 ８１例
ＢＰＰＶ中水平半规管ＢＰＰＶ仅１例，无前半规管 ＢＰＰＶ，
而ＥｓｃｈｅｒＡ等［９］研究显示水平半规管 ＢＰＰＶ占 ＢＰＰＶ
约１０％～１５％。已有文献说明水平半规管ＢＰＰＶ多为
后半规管ＢＰＰＶ在管石复位不当时造成耳石脱落于水
平半规管所致，而我们在手法复位中严格操作，故水平

半规管ＢＰＰＶ发现较少。ＢＰＰＶ经手法复位等治疗缓
解率为１００％，其中完全治愈７０例（８６．４２％），明显缓
解９例（１１．１１％），自发缓解２例（２．５０％）。已有文献
表明ＢＰＰＶ经Ｅｐｌｅｙ手法复位后疗效显著［１０］。ＪｕｎｇＨＪ
等［１１］研究表明抗焦虑药物可缓解ＢＰＰＶ患者经手法复
位后遗留头昏等症状，在本次调查对象中，所有 ＢＰＰＶ
患者经手法复位后仍感头昏或感觉周围物体左右晃动

的患者使用艾司唑仑片睡前口服１～２ｍｇ，均能完全缓

解症状。

本组患者年龄分析显示，２０～３９岁组以非 ＢＰＰＶ
为主，且无ＰＣＩ出现，因此在眩晕患者诊疗过程中，对
于青年患者需排除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如脑干出血、

蛛网膜下腔出血、多发性硬化。４０岁以上患者 ＢＰＰＶ
所占比例有所增加，６０岁以上组 ＰＣＩ增加较明显，但
ＢＰＰＶ仍为第一病因，因此年龄对眩晕的临床诊断有参
考意义。ＢＰＰＶ患者经首次复位后仍有头昏或感觉周
围物体左右晃动，但多持续较短，一般不超过１周。神
经症的眩晕时间大多不定，ＢＰＰＶ合并神经症时，眩晕
持续时间长短不等，我们认为，眩晕病因复杂，临床诊

断前对以眩晕为主诉的患者要特别注意收集完整的病

史，仔细进行神经系统检查和 ＤｉｘＨａｌｌｐｉｋｅ试验，结合
必要的辅助检查，分析和确定病因，对改善这组患者的

疗效和预后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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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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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超早期（３ｈ内）ＳＴ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患者，急诊溶栓后即刻冠脉介入治疗与直接
接受冠脉介入治疗（ＰＣＩ）患者住院期间主要临床终点事件。方法　超早期ＳＴＥＭＩ急诊溶栓并１２ｈ内行ＰＣＩ患者４２例，
同时，直接转院ＰＣＩ３６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住院期间心血管主要终点事件、左室功能、出血事件等差异。病例同时符
合下列条件：溶栓后距行ＰＣＩ术时间＜１２ｈ；发生心肌缺血时间（持续时间≥２０ｍｉｎ），距溶栓时间＜３ｈ；溶栓药物为尿激
酶，且无溶栓禁忌者。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在年龄、性别、吸烟史、血脂情况、糖尿病病史、高血压病史、左室功能及二
级预防用药等一般情况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住院期间左室功能及主要心血管终点事件比较，急诊
溶栓介入治疗组住院期间内病死率、心力衰竭或心源性休克发生率均低于直接 ＰＣＩ组（Ｐ＜０．０１），左室功能、出血情况
和临床终点相似（Ｐ＞０．０５）。结论　急诊溶栓后即刻转运ＰＣＩ是安全有效的，并不增加住院期间心血管主要终点事件，
不增加出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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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冠脉介入治疗（ＰＣＩ）已成为治疗 ＳＴ段抬高
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的重要手段。在高危患者其优势超
过溶栓［１］。但是，并非所有 ＳＴＥＭＩ患者均能及时接受
ＰＣＩ治疗，多数基层医院不具备急诊 ＰＣＩ设备条件和
（或）技术条件；而我国８０％的人口在农村，如果只是
一味强调ＰＣＩ的优势而将大量宝贵时间耽误在转运环
节，可能失去最佳再灌注时机［２］。且再灌注治疗的

ＳＴＥＭＩ获益程度强烈依赖于症状出现到再灌注的时
间［３－４］。多中心临床试验（ＰＲＡＧＵＥ１，ＰＲＡＧＵＥ２，
ＡＬＲＰＡＭＩ，ＤＡＮＡＭＩ２，ＬＩＭＩ５）Ⅲ表明转运 ＰＣＩ是安
全可行的［５－７］。本文对就诊于我院超早期急性心梗接

受静脉溶栓患者，不论溶栓成功与否，即刻转院行 ＰＣＩ
术，对其安全性和疗效进行评价。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急诊抢救室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期间收入的超早期 ＳＴＥＭＩ并行冠脉溶栓即刻
转院ＰＣＩ患者（观察组）４２例，其中男性３０例，女性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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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龄（５８．０２±１２．５６）岁。入选标准：全部符
合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学分会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公布的《急
性心肌梗死诊断和治疗指南》中的急性心肌梗死

（ＡＭＩ）诊断标准，并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①溶栓后距
行ＰＣＩ术时间 ＜１２ｈ；②发生心肌缺血时间（持续时
间≥２０ｍｉｎ）距溶栓时间 ＜３ｈ。③溶栓药物为尿激
酶，且无溶栓禁忌者。对照组为直接转院行急诊 ＰＣＩ
术的患者３６例，且符合２００９年中国经皮冠状动脉介
入治疗指南中 ＡＭＩ急诊直接 ＰＣＩ的适应症。临床资
料采集详细记录患者的病史、体检资料、实验室检查、

心电图结果、治疗方案和临床转归等。

１２　冠状动脉造影和左室造影　按Ｊｕｄｋｉｎｓ法依次行
左冠脉和右冠脉造影，常规多体位投照。溶栓患者均

给予尿激酶１５０万 Ｕ加入生理盐水１００ｍｌ静滴（３０
ｍｉｎ内滴完），并给予阿司匹林 ３００ｍｇ嚼服，美托洛
尔、ＡＣＥＩ、他汀类药物及肝素用法、用量均相同，且两
组ＡＭＩ二级预防亦相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包对资料进
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
检验；计数资料或百分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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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两组一般资料的比较　药物 ＰＣＩ组４２例，直接
ＰＣＩ组３６例，两组患者治疗前在年龄、性别、吸烟史、
血脂情况、糖尿病病史、高血压病史、左室功能及二级

预防用药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２２　住院期间左室功能及主要心血管终点事件比较

　溶栓后即刻ＰＣＩ组与直接ＰＣＩ组发生左心功能不全
分别为２（４．８％）、２（５．６％），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两组血管开通率均在９０％以上（Ｐ＞０．０５），两组
主要心血管终点事件：猝死、心源性休克、无再流，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住院期间左室功能及主要心血管终点事件比较（ｎ，％）

组别 ｎ ＬＶＥＦ４０％ ＩＲＡ开通率 心源性休克 再梗塞 出血并发症 猝死 无再流

溶栓后ＰＣＩ组 ４２ ２（４．８） ４０（９５．２） １（２．４） ３（７．１） ２（４．８） ０ １（２．４）
直接ＰＣＩ组 ３６ ２（５．６） ３４（９４．４） ４（１１．１） ３（８．３） ２（５．６） １（２．８） ４（１１．１）

　　注：溶栓后ＰＣＩ组与直接ＰＣＩ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ＡＭＩ是由冠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血栓形成导致
急性血管闭塞，从而导致供血区域心肌缺血直至坏死，

尽早使闭塞的血管开通、恢复冠脉前向血流，可保护并

挽救濒死心肌，明显缩小梗死面积［８］。ＡＭＩ愈后的效
果与梗死相关动脉（ＩＲＡ）开通的早晚密切相关。２００９
年中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南也建议 ＡＭＩ急诊
ＰＣＩ患者到医院至首次球囊扩张时间不超过９０ｍｉｎ，
冠脉溶栓与ＰＣＩ术相比较简单易行方便快捷，在快速
开通闭塞的冠脉血管方面有其独特的时间优势。单纯

静脉溶栓治疗的血管再通率低，且血管再通后血流通

常不能完全达到 ＴＩＭＩ３级。故若获得充分持久的开
通ＩＲＡ通常需要ＰＣＩ治疗。以往标准治疗的易化 ＰＣＩ
及补救ＰＣＩ术由于出血风险等方面的缺陷，可能增加
ＰＣＩ并发症，使患者风险大于获益，故已少用。本研究
结果表明，溶栓后即刻 ＰＣＩ术与直接 ＰＣＩ术相比并未
增加出血风险，当直接 ＰＣＩ不可行时，荟萃分析表明，
溶栓２４ｈ内早期ＰＣＩ的急性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
ＰＣＩ相关的主要不良心脏事件，缺血和再梗死发生率
均较低［９］。ＧＲＡＣＩＡ２研究，比较了溶栓后 ３～１２ｈ
ＰＣＩ和直接 ＰＣＩ，结果显示，溶栓后早期 ＰＣＩ有助于心
肌灌注同时没有增加大出血的并发症［１０］，与本研究结

果相同。２００５年 ＥＣＳ的 ＰＣＩ指南也推荐溶栓成功后
２４ｈ内常规行血管造影和ＰＣＩ（无论是否有心绞痛／心
肌缺血），建议级别为ⅠＡ类［１１］。本研究结果显示，超

早期（≤３ｈ）溶栓治疗急性 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溶
栓后即刻ＰＣＩ并不增加住院期间出血风险，并可以降
低住院期间主要心血管终点事件，是安全有效的，由于

病例数有限，研究时间短可能会造成结果的偏差。总

之，如果ＳＴＥＭＩ发病＜３ｈ，在不具备 ＰＣＩ条件的医院
仍然可以选择溶栓，而溶栓之后立即转运行 ＰＣＩ可能
是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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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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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危重患者经鼻空肠置管行肠内营养的应用价值。方法　ＩＣＵ５０例机械通气患者随机分为 Ａ组
（２５例）和Ｂ组（２５例），Ａ组留置鼻空肠管，Ｂ组留置鼻胃管，观察两组患者耐受肠内营养的起始时间、达目标喂养量所
需时间、机械通气时间、治疗１周后营养指标变化情况及并发症情况。结果　Ａ组肠内营养可以耐受起始时间、达目标
喂养量所需时间和机械通气时间均明显比Ｂ组短（Ｐ＜０．０５），胃潴留、呕吐误吸、呼吸机相关性肺炎（ＶＡＰ）的发生率也
明显比Ｂ组少（Ｐ＜０．０５），腹泻及治疗后营养指标变化情况与 Ｂ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危重患者留
置鼻空肠管实施早期肠内营养更为有效、安全，并发症少，住院费用减少，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置管方式。

【关键词】　机械通气；鼻空肠管；鼻胃管；肠内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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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支持并不是单纯地提供营养，更重要的是使
细胞获得所需的营养底物进行正常或近似正常的代

谢，以维持其基本功能，从而保持或改善组织、器官的

功能及结构，改善包括免疫功能在内的各种生理功能，

达到有利于患者康复的目的［１－２］。近年来，随着对消

化道功能的深入了解，肠内营养被认为是一种可以促

进胃肠道发育，符合生理要求，并发症较少，更经济的

营养治疗手段［３－４］。但肠内营养实施受肠蠕动、消化

和吸收功能的限制［５］，鼻胃管行早期肠内营养难以进

行或效果不佳，孙慧等［６］研究认为留置鼻空肠置管实

施早期肠内营养比鼻胃管更为有效、安全。为此对我

院ＩＣＵ机械通气患者应用鼻空肠管与鼻胃管行早期肠
内营养支持进行对比观察，以探讨鼻空肠管的应用价

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院 ＩＣＵ收治的各种原因引起呼吸
衰竭而接受机械通气的危重症患者５０例，男性３２例，
女性１８例，年龄２８～７２岁，平均（５８．９±９．４）岁；均符
合呼吸衰竭诊断标准。其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吸衰

竭２６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ＡＲＤＳ）４例，重症胰腺
炎６例，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并发呼吸衰竭 ６例，农

作者单位：５３７１００广西贵港市人民医院营养科
通讯作者：覃英容，电子信箱：ｙｗｋ２０９７＠１２６．ｃｏｍ

药、毒物中毒４例，脑血管意外４例。入组条件：①符
合呼吸衰竭的诊断标准（动脉血氧分压 ＰａＯ２＜６０
ｍｍＨｇ，伴或不伴 ＣＯ２分压 ＰａＣＯ２ ＞５０ｍｍ 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②行无创通气或气管插管／气管
切开有创通气；③需营养支持（肠内或肠外）；并排除
严重腹胀、腹泻或腹腔间室综合征患者、自主经口间断

进食者。按随机表分为Ａ、Ｂ两组，每组各２５例，两组
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种及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等临床特征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Ａ组在患者恢复肠蠕动后再留置鼻
空肠管，在床边留置螺旋型鼻空肠管，经肠胃动力作用

到达空肠，均行床边 Ｘ线腹部平片检查确定置管位置
在空肠。Ｂ组在患者恢复肠蠕动后再留置鼻胃管。两
组患者均先滴注生理盐水１００ｍｌ试餐，如患者耐受则
给予滴注肠内营养乳剂（华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用微量泵持续滴注，开始速度为５０ｍｌ／ｈ，根据患者耐
受情况，以１０～２０ｍｌ／ｈ缓慢递增，增加到１２０ｍｌ／ｈ，
滴注量由 ５００ｍｌ／ｄ开始，预计能力供给参照 Ｈａｒｒｉｓ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公式计算，根据患者耐受情况逐渐达到目标
喂养量，一般为２０００ｍｌ／ｄ，未达到目标前喂养量的不
足部分由静脉营养补充。

１３　观察指标　①肠内营养实施情况及机械通气时
间：可以耐受肠内营养的起始时间、达目标喂养量所需

时间、机械通气时间；②营养指标情况：实施肠内营养
治疗１周前后患者电解质、血清白蛋白、血红蛋白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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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肌围变化；③并发症发生情况：胃潴留返流、呕吐误
吸、腹泻及呼吸机相关性肺炎（ＶＡ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例数表示，
营养指标比较采用 ｔ检验；肠内营养可以耐受的起始
时间、达目标喂养量所需时间、机械通气时间采用秩和

检验，并发症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肠内营养实施情况及机械通气时间　两组患者
可以耐受肠内营养起始时间、达目标喂养量所需时间

及机械通气时间的比较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肠内营养实施情况及机械通气时间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ｎ 肠内营养起始时间（ｈ） 达目标量所需时间（ｈ） 机械通气时间（ｄ）

Ａ组 ２５ ５２．１±７．２ １０８．６±８．６ ７．８±２．５

Ｂ组 ２５ １１２．４±８．２ １８９．５±１０．５ １１．９±３．７

　　注：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营养指标情况　两组患者实施肠内营养治疗１
周前后患者营养指标变化情况的比较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肠内营养治疗１周前后营养指标差值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ｎ
血清白蛋白

（ｇ／Ｌ）

血红蛋白

（ｇ／Ｌ）

血钾

（ｍｍｏｌ／Ｌ）

血钙

（ｍｍｏｌ／Ｌ）

臂肌围

（ｃｍ）
Ａ组 ２５ ２．７２±０．５１ ４．８８±１．４ ０．５１±０．１４ ０．１９±０．０７ ０．７２±０．１６
Ｂ组 ２５ ２．６５±０．５７ ４．６５±１．６ ０．４７±０．１６ ０．１８±０．０５ ０．６８±０．１９

　　注：Ａ组所有项目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对于危重症机械通气患者营养支持首先考虑肠内
营养，不仅因为它能获得较好的营养效果，在全身性感

染等并发症及营养费用方面也优于肠外营养［７－８］。但

危重症患者在应激状态下，小肠的吸收功能大都基本

正常，胃却多处于轻瘫状态，因此用鼻胃管行早期肠内

营养难以进行或效果不佳。本研究对我院 ＩＣＵ５０例
机械通气患者经鼻胃管和鼻空肠管行早期肠内营养的

进行对比观察发现：鼻空肠管组耐受肠内营养支持的

起始时间明显比鼻胃管组早（Ｐ＜０．０５），达目标喂养
量所需时间也比鼻胃管组明显少（Ｐ＜０．０５），提示机
械通气患者对鼻空肠管肠内营养支持方式的耐受性较

好，能更早地达到目标喂养量，与孙慧等［６］的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但两组患者接受肠内营养治疗１周后各项
营养指标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短
时间内这两种置管方式的肠内营养治疗在改善患者营

养状况方面无明显差异，至于肠内营养治疗１０ｄ或２
周后效果是否出现明显差异有待继续观察研究。

并发症一直是临床医护工作者比较关心的实际问

题，并发症的发生不仅影响到患者的治疗效果、经济费

用，还可能成为决定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９－１０］。呼吸

相关性肺炎（ＶＡＰ）是重症机械通气患者最常见、最重
要的并发症，与返流、误吸密切相关。本研究结果显

示：鼻胃管组肠内营养组发生胃潴留返流的５例、呕吐
误吸及腹泻４例、呼吸相关性肺炎６例，而鼻空肠组并
发症发生率明显比鼻胃管组少，只有１例发生呼吸相
关性肺炎，未出现胃潴留返流及呕吐误吸等并发症，两

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腹泻的发生
在两组间无明显差别（Ｐ＞０．０５）。以上研究结果表
明：两组患者肠内营养管置管位置不同，发生的并发症

存在明显差异，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机械通气早期患

者由于应激状态胃部消化功能处于轻瘫状态，故鼻胃

管组出现胃潴留返流、呕吐误吸并发症明显，而鼻空肠

管组避开了胃部，营养液直接进入小肠，不受胃部功能

不良的影响，故与返流、误吸密切相关的 ＶＡＰ发生率
自然也明显下降。机械通气时间与危重患者预后密切

相关，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鼻空肠管组机械通气时间

较鼻胃管组明显缩短（Ｐ＜０．０５），提示与鼻胃管组患
者相比，鼻空肠管组患者可能有更好的预后，总医疗费

用会更低。

综上所述，危重机械通气患者在血流动力学稳定

时，留置鼻空肠管实施早期肠内营养耐受性好、安全、

有效，有利于患者早日撤机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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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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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煌

【摘　要】　目的　探讨盐酸替罗非班联合 ＰＣＩ对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患者血清 ＭＩＦ、ＩＬ１０的影响。方法　将７８例
ＡＭＩ患者随机分为治疗及对照组，均予常规溶栓及 ＰＣＩ治疗，治疗组加用盐酸替罗非班，首先１０．０μｇ／ｋｇ静脉推注，然
后以０．１５μｇ／（ｋｇ·ｍｉｎ）持续静脉滴注２４ｈ。ＥＬＩＳＡ法检测各组治疗前后血清 ＭＩＦ、ＩＬ１０水平。并检测各组心功能各
项指标。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ＭＩＦ水平均下降、ＩＬ１０水平均升高（Ｐ＜０．０５），心功能亦明显改善，但治疗组更为
显著（Ｐ＜０．０５），且其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盐酸替罗非班可能通过调节抗炎反应平衡，改善
ＡＭＩ介入治疗患者的心功能，疗效满意。
【关键词】　盐酸替罗非班；冠脉介入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白介素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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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心肌梗死（ａｃｕｔ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ＭＩ）主
要是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内皮出现了损

伤［１］，致其急性闭塞从而诱发心肌细胞死亡，是最严重

的急性心血管病之一［２］。近１０年来，我国发病率明显
上升，已经接近国际平均水平［３－４］。有研究表明，炎症

是ＡＭＩ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５］。促炎因子巨噬细胞

移动抑制因子（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
ＭＩＦ）和抗炎因子白介素１０（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０，ＩＬ１０）与急
性冠脉综合征的发生密切相关。本研究观察盐酸替罗

非班联合ＰＣＩ对ＡＭＩ患者血清ＭＩＦ、ＩＬ１０水平的变化
及对心功能的影响，探讨其作用机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我
院就诊需择期行ＰＣＩ治疗的ＡＭＩ患者７８例，随机分为
两组：治疗组３９例，其中男性２３例，女性１６例，年龄
４４～７０（６２．３±６．５）岁；对照组３９例，其中男性２５例，
女性１４例，年龄４７～７３（６５．４±７．２）岁。两组患者在
性别、年龄、发病时间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并排除高血压、肝肾系统疾病、感
染及肿瘤患者。

１２　治疗方法　由经验丰富的心血管医生以 Ｊｕｄｉ
ｋｉｎ’ｓ导管技术行 ＰＣＩ术。治疗组术后即刻给予盐酸
替罗非班（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首先１０．０
μｇ／ｋｇ静脉推注，然后以０．１５μｇ／（ｋｇ·ｍｉｎ）持续静脉
滴注２４ｈ。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血清ＭＩＦ、ＩＬ１０　两组患者均于入院次日晨及

作者单位：４２３０００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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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６ｈ抽取静脉血５ｍｌ，以酶联免疫吸附（ＥＬＩＳＡ）法
测定血清ＭＩＦ和ＩＬ１０水平。
１３２　超声心动指标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及术后７ｄ
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观察和测定左室收缩末期内径、

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及左室射血分数等情况。

１４　临床疗效评价标准　观察患者胸闷和心前区的
疼痛等症状以及心电图检查，痊愈：均恢复正常；显效：

显著改善；有效：稍有改善；无效：无改善甚至加重。总

有效率＝（痊愈＋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ＭＩＦ、ＩＬ１０水平的变
化　两组患者治疗前血清 ＭＩＦ、ＩＬ１０水平无显著差
异，治疗后血清 ＭＩＦ水平均下降、ＩＬ１０水平均升高
（Ｐ＜０．０５），但治疗组下降、升高水平更显著（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ＡＭＩ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ＭＩＦ、ＩＬ１０水平变化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时间 ＭＩＦ（ｎｇ／Ｌ） ＩＬ１０（ｐｇ／ｍｌ）

对照组 ３９治疗前 １８．５３±４．９２ １．５７±０．２１
治疗后 １５．５１±３．８２★ １．７３±０．６１★

治疗组 ３９治疗前 １８．３７±５．０１ １．５９±０．１４
治疗后 １２．９５±３．１６★◆ ２．６８±０．１９★◆

　　注：同组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Ｐ＜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变化　两组患者
治疗后ＳＶ、ＣＯ、ＣＩ及 ＬＶＥＦ均增高，ＬＶＥＤＤ及 ＬＶＥＳＤ
均减少，治疗组各项心功指标改善显著（下转第１５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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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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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家宁

【摘　要】　目的　分析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及其对１５种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对航天中心医院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分离出的３２７株鲍曼不动杆菌进行菌株鉴定和体外药敏试验，采用
ＷＨＯＮＥＴ５．０软件统计菌株耐药率。结果　３２７株鲍曼不动杆菌的标本主要分布于痰液、尿液、脓液、伤口分泌物、咽拭
子、腹水、阴道分泌物，其中以痰液检出率最高３１１株（９５．１１％），重症监护室１３９株（４２．５１％）。药敏试验结果显示鲍曼
不动杆菌对头胞哌酮－舒巴坦、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分别为１７．０３％、８１．９６％、８２．５２％。结论　鲍
曼不动杆菌耐药情况较为严重，应定期监测其分布和耐药情况。头孢哌酮－舒巴坦对鲍曼不动杆菌呈现较强的体外抗
菌活性，对于鲍曼不动杆菌引起的难治性感染可以考虑选用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
【关键词】　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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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曼不动杆菌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耐低温、湿热
及紫外线，对一般消毒剂抵抗力强，常规消毒只能抑制

其生长而不能杀灭［１］，在肥皂及葡萄糖酸氯己定等化

学消毒剂中仍可存活。作为院内常见的条件致病菌之

一，鲍曼不动杆菌可引起各种器官及组织感染［２］。近

年来，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率呈上升趋势，多重耐药及泛

耐药菌［３］不断出现，被称为革兰阴性杆菌的ＭＲＳＡ［４］。
研究表明，由鲍曼不动杆菌引起的感染在院内感染中

所占比重明显增加，尤其重症监护病房，给临床治疗带

来巨大挑战［５］。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细菌耐药

越来越严重，暴发流行时有发生。为了解鲍曼不动杆

菌的流行状况及耐药性，我们对临床分离的３２７株鲍
曼不动杆菌的药敏结果进行分析，为临床合理使用抗

生素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来源　连续收集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２月
航天中心医院住院患者的临床标本，分离出鲍曼不动

杆菌３２７株。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Ｖｉｔｅｋ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法国
生物梅里埃）。标准抗生素纸片购自英国 ＯＸＯＩＤ公
司。质控菌株为大肠埃希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阴沟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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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ＡＴＣＣ７００３２３）、铜绿假单胞菌（ＡＴＣＣ２７８５３）。
１３　分离鉴定与药物敏感试验　细菌培养分离按照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３版）进行。用Ｖｉｔｅｋ全
自动微生物分析仪鉴定并检测细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

性。结果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ＣＬＳＩ２０１０
版）进行判读。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ＷＨＯＮＥＴ５．３软件统计分
析。

２　结果
２１　标本来源分布　痰液（３１１株）占９５．１１％，尿液
（５株）占１．５３％，脓液（３株）占０．９２％，伤口分泌物
（３株）占０．９２％，咽拭子（３株）占０．９２％，阴道分泌
物（１株）占０．３１％，腹水（１株）占０．３１％。
２２　临床科室分布　重症监护室（１３９株）占
４２．５１％，高干病房（９９株）占３０．２８％，神经内科（３８
株）占１１．６２％，呼吸内科（２３株）占７．０３％，外科病房
（１１株）占３．３６％，肾内科（６株）占１．８３％，心内科（３
株）占０．９２％，内分泌（２株）占０．６１％，其他（６株）占
１．８３％。
２３　抗生素耐药率情况　对１５种常用抗生素耐药率
由低到高依次为：米诺环素（１０．５０％）、头孢哌酮／舒
巴坦（１７．０３％）、左氧氟沙星（７４．３１％）、妥布霉素
（８０．６７％）、亚胺培南（８１．９６％）、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８２．５２％）、氨曲南（８７．４６％）、庆大霉（下转第１５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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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严重髋臼骨折的手术治疗
严清，鲍海星

【摘　要】　目的　探讨严重髋臼骨折不同入路的手术治疗效果。方法　对１９例严重髋臼骨折采用不同入路行切开复
位，重建钢板内固定。其中髂腹股沟入路治疗前柱骨折２例，前壁并前柱骨折３例，ＫＬ入路治疗后柱骨折１例，后壁并
后柱骨折４例，联合入路治疗横行骨折５例，横行并后壁骨折４例。结果　通过６～１６个月随访，复查Ｘ片，骨折完全愈
合，愈合时间６～１２个月。本组优１２例，良５例，可１例，差１例。其中１例术后并发严重的创伤性关节炎，１例并发坐
骨神经损伤。结论　髋臼骨折临床疗效取决于正确的手术入路，满意的复位及可靠的内固定。
【关键词】　髋臼骨折；重建钢板；内固定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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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年３月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本院采用重建钢板
治疗严重髋臼骨折１９例，取得较好临床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共１９例，男性１５例，女性４例，
年龄１９～６１岁，平均４６岁。受伤原因：车祸致伤１２
例，高处坠落５例，压砸伤２例。合并休克５例，呼吸
窘迫综合症１例，坐骨神经损伤２例，四肢脊柱骨折２
例，脑外伤２例，脾破裂２例。按 Ｌｅｔｏｕｒｎｅｌ分类，单纯
前柱骨折３例，前壁合并前柱骨折２例，单纯后柱骨折
１例，后壁合并后柱骨折４例，横形并后壁骨折４例，
横形骨折５例。
１２　手术方法　入院后先行抗休克治疗，积极治疗合
并伤，髋关节后脱位者予急诊全麻手法复位。常规行

髋臼ＣＴ扫描，以明确骨折类型。患侧下肢行胫骨结
节骨牵引。病情稳定后，于１５ｄ之内行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中采用Ｃ形臂透视，指导复位及内固定放置。

对后壁、后柱骨折５例采用 ＫｏｃｈｅｒＬａｎｇｅｈｂｅｃｋ入
路。后柱骨折者，在骨折线两侧分别打入２枚螺钉，用
复位钳卡在２枚螺钉上，缓慢提拉钳夹矫正骨折分离
和前后移位。横形并后壁骨折者先固定后柱骨折，再

固定后壁骨折，后壁骨折者用钢板固定，以防单纯依靠

螺钉固定发生骨折再移位（见图１）。前壁、前柱骨折５
例采用髂腹股沟入路。

患侧下肢轻度屈髋屈膝位，减小髂腰肌及血管神

经张力，前壁骨折者直视下手法复位。对前柱骨折者，

作者单位：２４５０００安徽省黄山市人民医院骨科
通讯作者：鲍海星，电子信箱：ｌｉｏｎｍａｎ２００９＠１６３．ｃｏｍ

直接显露髂骨内侧及髋臼前侧骨质，用骨盆复位钳矫

正骨折旋转及分离移位。横行、横行并后壁骨折共９
例，采用前后联合入路，先复位及固定粉碎程度轻的一

侧，再联用前或后侧入路复位及固定粉碎程度重的一

侧。骨折均采用预弯的重建钢板内固定。

　
　　注：图１Ａ为术前Ｘ线片；图１Ｂ为术后Ｘ线片。

图１　髋臼后柱并后壁骨折

１３　术后处理　切口常规放置乳胶引流管做深部引
流，术后４８ｈ内拔除。使用抗生素１周，无需外固定
或牵引，２周后恢复坐位并主动屈伸髋关节，４周后扶
拐不负重行走，３个月后扶拐逐渐负重行走。

２　结果
　　本组１９例均得到随访，时间６～１６个月，平均１１
个月。复位结果按Ｍａｔｔａ标准［１］，即移位小于１ｍｍ为
解剖复位，１～３ｍｍ为满意，大于３ｍｍ为差。本组中
解剖复位１１例，满意复位６例，不满意复位２例。骨
折愈合时间６～１２个月。临床结果按Ｍａｔｔａ改良的ｄ’
Ａｕｂｕｉｇｎｅ和 Ｐｏｓｔａｌ评分，本组优 １２例，良 ５例，可 １
例，差１例。本组无切口感染发生，２例合并坐骨神经
损伤者中，１例完全恢复，１例部分恢复。１例术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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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严重的创伤性关节炎，髋关节功能差，于伤后２８个
月行人工全髋关节置换。发生医源性股神经部分损伤

１例，３个月后自行恢复。

３　讨论
３１　手术指证　因髋臼骨折为关节内骨折，其手术指
证与关节内骨折相同。目前比较有争议的是对于骨折

超过３周以上的陈旧骨折的治疗，传统认为骨折超过
３周以上者，骨折端已经有骨痂生长，切开复位困难。
但孙玉强等［２］通过大量的实践证明陈旧性骨折行切开

手术一样可以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但严重移位髋臼

骨折的远期疗效并不乐观，创伤性关节炎、异位骨化、

股骨头缺血坏死是最常见的远期并发症，导致关节疼

痛及活动受限，严重者需行人工关节置换。因此有学

者对严重髋臼骨折行一期全髋置换术，但是髋臼杯和

股骨假体松动率较高。ＭｅａｒｓＤｒ等［３］认为以下情形适

合一期行人工关节置换：关节内粉碎性骨折，髋臼关节

面和负重区波及超过４０％。
３２　手术入路　手术成功的关键在于骨折部位的良
好显露，良好的显露取决于手术入路的选择，术前摄片

包括：骨盆前后位，骨盆入口、出口及闭孔位 Ｘ线片，
随着三维ＣＴ的普及，可以更加直观地确定髋臼骨折
的类型，为准确选择手术入路提供依据。陈永明等［４］

按临床分型指导治疗一组髋臼骨折取得较好疗效。至

今没有任何一个入路可以满足所有骨折类型的显露，

一般对于前柱及前壁骨折采用髂腹股沟入路，后柱及

后壁骨折采用Ｋｏｃｈ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ｂｅｃｋ入路，双柱及横行骨
折采用前后联合入路。髂腹股沟入路通过关节外的三

个窗口复位骨折，切口部位解剖复杂，不容易暴露及固

定方形区，手术难度较大。目前，改良 Ｓｔｏｐｐａ入路用
于治疗髋臼骨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５］。Ｓｔｏｐｐａ入路最
初用于复杂疝气修补术，后 Ｃｏｌｅ将此技术应用于治疗
髋臼骨折。曹奇勇等［６］认为 Ｓｔｏｐｐａ入路具有操作简
单、钢板塑形容易、并发症少的优点。对于骨盆损伤中

的高位耻骨支骨折，可以替代髂腹股沟入路，而对于髋

臼骨折，可单独或联合其他入路应用，且对四边体的暴

露及固定有明显优势。

３３　复位固定　骨折复位及固定的目标一是恢复骨
盆环的完整及稳定，二是恢复髋臼关节面的平整。因

此对于所有的关节骨块，应尽可能予以解剖复位。减

少过多的软组织剥离，以保护骨折块的血液供应。骨

折复位后可用克氏针做暂时固定，在透视复位满意后

再用重建钢板进行进一步固定。前壁骨折用钢板沿骨

盆内缘进行塑形，选择合适长度的螺钉，注意螺钉拧入

的方向，避免螺钉进入关节腔。后壁骨折除非骨折块

较大且完整可以选择单纯应用拉力螺钉内固定，否则，

以重建钢板内固定可加固髋臼后壁的稳定。“Ｔ”形骨
折中前柱骨折和后柱骨折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如

果采用单一的前方或后方入路，通常只能复位一柱而

另一柱无法满意复位，因此“Ｔ”形骨折需用前后联后
入路，沿骨盆界线放置一块重建钢板固定前柱骨折，沿

髋臼后柱放置一块重建钢板固定后柱骨折。孙玉强

等［７］认为臼顶部的骨折复位极为重要，臼顶可以作为

以后骨折复位的参照，恢复了臼顶的解剖结构，减少了

关节的磨损。另外，熟悉髋臼的解剖结构，良好的显露

和熟练使用髋臼复位专用器械是髋臼解剖复位的关

键［８］。

３４　并发症　单纯的前入路或后入路，术中有损伤股
神经、股外侧皮神经、髂股血管、坐骨神经的可能，但发

生率低。神经损伤多为牵拉伤，一般预后较好。其它

术后常见有异位骨化、创伤性关节炎及股骨头坏死。

另马保安等［９］认为髋臼骨折术后发生髋臼部肌肉麻痹

和肌力减退的发生率较高，特别是臀大肌和臀中肌发

生率高，常为暂时性，原因主要是术中大范围剥离肌肉

所致。国外报告 Ｋｏｃｈ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ｂｅｃｋ入路有１１．６％的
异位骨化发生率［１０］，孙玉强等［２］在陈旧性髋臼骨折的

治疗中发生异位骨化达４５．９％。本组病例随访未发
现明显异位骨化发生。

３５　术后创伤性骨关节炎的治疗　杨效宁等［１１］认为

导致术后创伤性骨关节炎（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ｏｓｔｅｏａｔｈｔｉｔｉｓ，
ＴＯＡ）的因素有骨折复位不良、股骨头软骨损伤、内固
定物进入关节内及合并股骨头脱位等，其中复位不良

是ＴＯＡ发生的主要原因。对于髋臼骨折术后发生
ＴＯＡ者，全髋置换是理想的治疗方法，手术指征是：①
髋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②合并
股骨头脱位和半脱位等髋关节不稳者；③老年患者；④
轻体力劳动者；⑤拒绝髋关节融合的肥胖患者；⑥合并
同侧的关节或腰部疾患者。本组 １例发生严重的
ＴＯＡ，疼痛严重，行人工全髋关节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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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陈永明，陈亮，张耀．髋臼骨折外科治疗进展［Ｊ］．中华实用诊断与
治疗杂志，２０１２，２６（３）：２１１２１３．

［５］　杨述华，冯勇．正确认识髋臼骨折以提高其治疗水平［Ｊ］．中华创
伤杂志，２０１０，２６（２）：９７１０１．

［６］　曹奇勇，吴新宝，蒋协远，等．Ｓｔｏｐｐａ入路在骨盆髋臼骨折中的初
步应用［Ｊ］．中华创伤骨科杂志，２００９，１１（６）：５０４５０８．

［７］　孙玉强，金东旭，唐明杰，等．髋臼双柱骨折的手术治疗［Ｊ］．中华
创伤骨科杂志，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１１１６１１２０．

［８］　陈仲，杨洪昌，吴兆翔，等．髋臼骨折的手术治疗［Ｊ］．中华创伤骨
科杂志，２００３，５（８）：９０．

［９］　马保安，张勇，郑联合，等．髋臼骨折手术入路选择［Ｊ］．中国骨与
关节损伤杂志，２００６，２１（３）：１７３１７５．

［１０］　ＧｉａｎｎｏｕｄｉｓＰＶ，ＧｔｏｔｚＭＲ，ＰａｐｋｏｓｔｉｄｉｓＣ，ｅｔ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ｕｍ［Ｊ］．ＪＢｏｎｅ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Ｂｒ，
２００５，８７（１）：２９．

［１１］　杨效宁，杨静，沈彬，等．髋臼骨折术后创伤性骨关节炎的治疗
［Ｊ］．中华骨科杂志，２００５，２５（１２）：７２１７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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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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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血清免疫性抗体与不孕症的关系，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与思路。方法　于２００６年１月 －２０１２
年１０月，对３００例不孕症患者进行血清免疫学检查，并与同期常规孕前查体的３００例健康人群进行对比。对不孕症患
者进行治疗，并在治疗３个月后与３个月前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不孕组的ＡｓＡｂ、ＥＭＡｂ、ＡｏＡｂ、ＡｚｐＡｂ阳性率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不孕组以上两组阳性、三组阳性、四组阳性患者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不孕症组患者治疗
后３个月后的ＡｓＡｂ、ＥＭＡｂ、ＡｏＡｂ、ＡｚｐＡｂ阳性率均显著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治疗后自然受孕率显著提高，辅助受孕
率显著提高（Ｐ＜０．０５）。结论　血清免疫性抗体异常是不孕症的一个重要原因，进行正规治疗对免疫性不孕抗体转阴
具有一定价值。

【关键词】　不孕症；免疫性抗体；免疫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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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殖过程的各个环节均存在复杂的免疫反应问
题，神经内分泌系统与免疫系统通过肽类激素、神经递

质和细胞因子形成作用网络，调节人体的生殖功能［１］。

免疫功能失调与多种妇科疾病有关，其中免疫因素导

致的不孕是临床比较棘手的问题。近年来，不孕症的

发生率不断上升，生殖免疫学不断发展，使我们认识到

不孕与自身免疫抗体存在密切的相关性，这些抗体对

不孕症会产生影响，同时这些抗体的监测对不孕症的

诊断与治疗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２］。为了探讨血

清免疫性抗体检测在不孕症患者中的临床价值，我院

妇科经过６年多的临床观察，总结出了一套诊治方法，
现将临床资料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３００例不孕症患者均为 ２００６年 １
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我院妇产科门诊就诊及住院的不孕
症患者，年龄２２～４５岁，平均（３５．２１±６．２８）岁，不孕
时间１～１１年，平均（４．５２±７．３１）年，常规测血清免疫
性抗体：ＡｓＡｂ、ＥＭＡｂ、ＡｏＡｂ、ＡｚｐＡｂ；同期３００例健康产
前查体的女性作为对照组，年龄 ２１～４６岁，平均
（３４．６３±６．５６）岁，同样测血清免疫性抗体：ＡｓＡｂ、ＥＭ
Ａｂ、ＡｏＡｂ、ＡｚｐＡｂ。两组人群的年龄等一般资料经过统
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

作者单位：２７４０００山东省菏泽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

１２　诊疗方法
１２１　检测方法　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３～５ｍｌ不
抗凝，离心后分离出血清，立即测定或置 －２０℃冰箱
保存，测定时血清经解冻至室温。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实验（ＥＬＩＳＡ）检测，由北京贝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
供酶联免疫试剂盒，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用酶标

仪４５０ｎｍ波长检测各孔ＯＤ值，计算出阳性值［３］。

１２２　治疗方法　对３００例不孕症患者，口服强的松
片，２片／次，２次／ｄ；维生素 Ｃ、Ｅ片，２片／次，２次／ｄ，
坚持服用３个月；性生活时应使用避孕套３个月，目的
是观察能否使患者体内的抗精子抗体水平有所下降。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检验标
准。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血清抗体检测情况　不孕组的 ＡｓＡｂ、ＥＭ
Ａｂ、ＡｏＡｂ、ＡｚｐＡｂ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不孕组以上两组阳性、三组阳性、四组阳性患者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说明以上血清抗体阳
性对于不孕症的诊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具体见表

１。
２２　不孕症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阳性率与受孕率比
较　不孕症组患者治疗后 ３个月后的 ＡｓＡｂ、ＥＭＡｂ、
ＡｏＡｂ、ＡｚｐＡｂ阳性率均显著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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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规的免疫治疗能够显著降低血清抗体的阳性率。

治疗后自然受孕率显著提高，辅助受孕率显著提高

（Ｐ＜０．０５）。具体见表２。

表１　不孕症组和对照组妇女血清抗体检测比较表（例）

组别 ｎ ＡｓＡｂ阳性 ＥＭＡｂ阳性 ＡｏＡｂ阳性 ＡｚｐＡｂ阳性 两组阳性 三组阳性 四组阳性

不孕组 ３００ ６８ ３４ １８ １７ ２５ １３ ８
对照组 ３００ ２ １ １ ２ ０ ０ ０
χ２值 ７０．４５ ３３．０４ １５．７１ １２．２３ ２６．０９ １３．２９ ６．２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不孕症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阳性率与受孕率比较表（例）

时间 ｎ ＡｓＡｂ阳性 ＥＭＡｂ阳性 ＡｏＡｂ阳性 ＡｚｐＡｂ阳性 自然受孕 辅助受孕

不孕组干预前 ３００ ６８ ３４ １８ １７ ０ ０
不孕组干预后 ３００ ４２ １６ ６ ６ １６ ２７
χ２值 ７．５３ ７．０７ ６．２５ ５．４７ １６．４４ ２８．２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抗精子免疫包括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抗精子抗
体主要有３种即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均存在于男女双方的血
液和生殖管道的分泌物中，以 ＩｇＭ与生育力降低关系
最为密切［４］。男性体液中的 ＩｇＧ可与整个精子结合，
女性体液中的 ＩｇＧ和 ＩｇＡ主要与精子头部结合，而男
女体液中的ＩｇＭ主要与精子尾部结合。不明原因性不
育夫妇抗精子抗体的检出率约１０％［５］。

３１　抗精子抗体（ＡｓＡｂ）　因为精子不是由女性产
生，而是由男性在青春期后产生的，所以，对男性和女

性来说精子抗原都是异物［６］。精子和精浆有许多抗原

物质，阴道和子宫可以吸收这些抗原并分泌抗体。性

交后反复进入阴道的精子抗原却未产生抗体，原因可

能是精浆内含有免疫抑制物。如果此抑制物受到破坏

或女性生殖道黏膜破损或出血时性交，则精子抗原通

过上皮屏障进入上皮下的淋巴细胞产生抗精子抗体导

致不孕，约占５％～１０％［７］。

ＡｓＡｂ导致不孕的治疗包括短期使用避孕套，对男
性和女性进行泼尼松免疫抑制治疗，宫腔内注入处理

后的精液受精，体外授精 －胚胎移植。免疫抑制疗法
指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可以降低ＡｓＡｂ的滴定度，如在排
卵前７天服用泼尼松２０ｍｇ，３次／ｄ，连用７ｄ，有成功
的可能［８］。通过本临床研究发现，通过治疗后患者体

内的抗体水平显著下降，阳性率比治疗前显著下降

（Ｐ＜０．０５），说明正规治疗对于患者的体内抗体具有
满意的临床疗效。通过本临床研究可知，通过治疗３
个月后，自然受孕１６例，占５．３３％，辅助受孕２７例，占
９．００％。辅助受孕采用宫腔内授精或体外授精 －胚胎
移植技术，受孕率显著高于自然受孕率（Ｐ＜０．０５）。
３２　抗子宫内膜抗体（ＥＭＡｂ）　子宫内膜异位症
（ＥＭ）患者血清和腹腔积液中可以检测出高浓度的
ＥＭＡｂ，提示ＥＭ是一种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疾病［９］。

目前可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血和（或）
宫颈分泌物中的 ＥＭＡｂ。女性体内产生的 ＥＭＡｂ在女
性不孕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有报道应用免疫抑制剂、

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成功病例。本临床研究发现，不孕

症患者体内 ＥＭＡｂ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Ｐ＜
０．０５），不孕症患者经过治疗后，ＥＭＡｂ阳性率显著下
降（Ｐ＜０．０５）。
３３　抗卵巢抗体　将卵巢组织用同种或异种动物强
化免疫，就会产生卵巢内大量淋巴细胞或单核细胞浸

润的自身免疫性卵巢炎［１０］。血液中出现抗卵巢抗体

或针对甾体激素生成细胞的抗体，破坏卵泡发育导致

卵巢功能障碍、卵巢萎缩，发生卵巢早衰（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ｏ
ｖａｒｉａ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ＯＦ）。组织学上，中性粒细胞浸润集中
在生长卵泡周围，初始卵泡明显减少。免疫组化分析

显示，浸润细胞主要为 Ｔ淋巴细胞、少量 Ｂ淋巴细胞、
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以及大量浆细胞。

３４　抗透明带抗体　受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获
能、顶体反应、与透明带（ｚｏｎｅ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ａ，ＺＰ）结合、穿透
ＺＰ，与卵细胞的细胞膜融合［１１］。本临床研究发现，不

孕症患者体内抗透明带抗体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Ｐ＜０．０５），不孕症患者经过治疗后，抗透明带抗体阳
性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

本文研究结果示，不孕症患者的血清免疫抗体的

阳性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显然，免疫性不孕抗体

的检测对女性不孕症的诊断、治疗和优生咨询是十分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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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ｂＦＧＦ结合远红外线对促进烧伤创面愈合的临床研究
胡毕亿

【摘　要】　目的　探讨外用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ｂＦＧＦ）结合远红外线对促进烧伤愈合的临床疗效。方
法　烧伤患者３７例（４３例创面），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组１８例（２１例）给予单纯常规治疗，治疗组１９例（２２
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ｂＦＧＦ、远红外线。比较两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及愈合率、临床总有效率以及瘢痕评分。结
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在治疗７ｄ、１４ｄ、２１ｄ的创口愈合率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与对照组临
床总有效率分别为９５．５％（２１／２２），８０．９％（１７／２１），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瘢痕评分比较，治疗
组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ｂＦＧＦ结合远红外线可以促进创口愈合率及缩短愈
合时间，提高临床总有效率、改善患者瘢痕评分。

【关键词】　烧伤创面；ｂＦＧＦ；远红外线；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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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体具有一定的再生能力，可促进皮肤受损创面
恢复连续性完整性，维持内环境稳定而促进烧伤创面

愈合所进行的一系列修复活动称为烧伤创面愈合［１］。

ｂＦＧＦ是一种多功能细胞生长因子，局部应用 ｂＦＧＦ具
有促进创面愈合作用［２］，远红外线治疗烧伤为物理疗

法，具有效果确切、患者痛苦小、耐受率高的特点。本

组研究探讨ｂＦＧＦ结合远红外线对促进烧伤愈合的临
床疗效，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
月收治的烧伤患者３７例，创面共４３个。其中男性２２
例，女性 １５例。年龄 ３０～６７岁，平均年龄（４７．３±
３．２）岁。纳入标准：①选择深Ⅱ度创面患者，所有患者
按中华医学会烧伤分会制定的烧伤深度“三度四分

法”标准入选；②烧伤部位位于四肢非关节；③面积大
小按“九分法”，烧伤面积 ＜３０％总体表面积（ｔｏｔａｌ
ｂｏｄ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ＴＢＳＡ），用药面积 ＜１０％ＴＢＳＡ；④患
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吸入性损伤；②入
组前１个月应用过免疫抑制剂；③过敏体质；④有糖尿
病、高血压病、下肢血管性疾病等；⑤伴严重心、肺、肾
并发症者。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入院后应用新配制生理盐水
冲净创面，同时采集创面分泌物进行药敏试验。彻底

清创后，给予稀释碘伏凡士林油纱和磺胺嘧啶银霜包

扎，１次／２ｄ。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 ｂＦＧＦ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６０湖北省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

凝胶（珠海亿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包扎创面，ｂＦＧＦ
剂量为３００ＩＵ／ｃｍ２，换药１次／２ｄ。给予大型远红外
线治疗仪照射治疗受伤部位，２次／ｄ，２０ｍｉｎ／次。两组
均以３周为一疗程，同时注意局部保温，禁止吸烟及饮
酒。

１３　观察指标　创面治疗７ｄ、１４ｄ、２１ｄ愈合率，愈
合时间及两组临床疗效；瘢痕评分。

１４　疗效标准
１４１　创面愈合时间与愈合率　创面愈合：创面完全
由上皮组织覆盖，创面完全上皮化无渗出物即为愈合。

愈合时间即为达到愈合所需时间；愈合率＝（创面初始
面积－创面最终面积）／创面初始面积。
１４２　临床总有效率　显效：症状消失，创面愈合
率≥８０％；有效：症状明显减轻，创面愈合率≥５０％；无
效：病情改善不明显或继续进展，创面扩大，组织坏死

严重或创面愈合率＜５０％［３］。总有效＝显效＋有效。
１４３　瘢痕评分　应用温哥华瘢痕量表从色泽、柔软
度、厚度、血管分布四个角度进行评分［４］。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率和构成
比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果
２１　创面愈合时间与愈合率　治疗组在治疗７ｄ、１４
ｄ、２１ｄ的创口愈合率方面比较，治疗组显著高于对照
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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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临床疗效　治疗组临床总有效率为９５．５％（２１／
２２），对照组临床总有效率为８０．９％（１７／２１），治疗组
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４．３０，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烧伤创面愈合时间与愈合率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愈合率（％）

７ｄ １４ｄ ２１ｄ
愈合时间（ｄ）

治疗组 ２２ ２５．５±８．１ ５７．５±８．０ ９０．５±８．１ １８．１２±３．１

对照组 ２１ １９．２±９．２ ４４．２±９．３ ６７．２±９．４ ２４．１２±３．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烧伤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２２ １４（６３．６） ７（１１．８） １（４．５）
对照组 ２１ １０（４７．６） ７（３３．３） ４（１９．１）

２３　瘢痕评分　两组瘢痕评分比较，治疗组显著优于
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３。

表３　两组烧伤患者瘢痕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ｎ 色泽 柔软度 厚度 血管分布

治疗组 ２２ ２．３±０．４ ２．２±０．４ １．５±０．４ １．８±０．４
对照组 ２１ ３．４±０．６ ３．７±０．５ ２．６±０．５ ３．３±０．５

３　讨论
　　烧伤创面愈合是烧伤治疗的重要环节，创面处理
得当与否直接关系患者的预后。加速烧伤创面愈合、

控制后期的瘢痕增生，是目前烧伤治疗的重点和难点。

Ⅱ度创面多发生局部病理性改变，表现为凝固坏死带、
瘀滞带和充血水肿带。凝固坏死带呈不可逆性损伤，

组织细胞完全死亡。瘀滞带组织细胞表现为适当治疗

可逆转其向坏死方向发展。烧伤后１周内，中性粒细
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逐步增加，前两者可溶解、吞噬

坏死组织［５］。外科清创术与创面抗感染治疗是加速烧

伤创面愈合的基础，为了保证创面充足的血供和氧合

作用，应彻底清除创面污染物。本研究患者入院后即

用生理盐水将创面污物和杂物清除，然后用稀释碘伏

凡士林油纱和磺胺嘧啶银霜包扎。清创完毕即可应用

生长因子配合远红外线进行创面治疗，为促进创面愈

合创造条件［６］。烧伤创面愈合质量与愈合时间有关，

加速烧伤创面愈合能改善其愈合质量。

ｂＦＧＦ是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为活跃度较高
的促血管形成因子，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有丝分裂，

刺激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的增生；ｂＦＧＦ促进肉芽组
织生长，减少胶原含量和增加创面上皮化。ｂＦＧＦ是促
进创面组织愈合的重要因子，刺激修复细胞内的蛋白

质及细胞大分子的合成［７］。本组研究在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加用ｂＦＧＦ可以显著提高患者治疗７ｄ、１４ｄ、２１ｄ
的创口愈合率，在２１ｄ时，伤口愈合率高达９０．５％，同
时也缩短了患者的愈合时间。愈合时间缩短，可有效

减少术后并发症。本组有２例患者伤口持续不愈，转
用其它方法治疗。炎性细胞具有调控修复细胞参与创

面修复的作用，还可分泌多种酶以溶解坏死组织，清除

坏死细胞碎片，使创面坏死组织得以清除，形成健康基

底组织［８－９］。ｂＦＧＦ促进炎性细胞的趋向性移动的同
时，也可促进创伤细胞的分裂激活、细胞间质的合成和

新生血管的生成等。

Ⅱ度烧伤表皮细胞损伤较大，ｂＦＧＦ能主动修复创
面，有效促进创面愈合，与远红外线相合，可以进一步

促进创面愈合。远红外线为宽频电磁波，在生物医学

中，红外线分为近、中、远红外钱，三者的波长不同，而

远红外线波长更容易被人体皮肤吸收，更能产生对人

体有益的影响。远红外线辐射力强，能活化细胞，加速

血液循环，减少渗出，促进伤口水肿消退，增强再生愈

合能力；刺激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的有丝分裂，促进

胶原合成及分泌，通过抗炎、促进肉芽生长从而达到加

速伤口愈合的作用。同时有明显的止痛作用［１０］。且

温度可调节，加强ｂＦＧＦ在创面的药效及保留时间，保
证治疗效果［１１－１２］。

本组研究应用 ｂＦＧＦ结合远红外线治疗烧伤，可
以提高７ｄ、１４ｄ、２１ｄ的创口愈合率，缩短愈合时间，
同时有效提高临床总有效率。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９５．５％（４２／４４），对照组临床总有效率为８０．９％（３４／
４２）。两组瘢痕评分比较，在色泽、柔软度、厚度、血管
分布四个方面，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由此可见在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加用ｂＦＧＦ与远红外线联合，临床效率确切，值得
临床推广。但是本组研究对于 ｂＦＧＦ结合远红外线的
不同用量及照射时间没有做疗效上的比较，尚需临床

下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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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益生菌辅助治疗婴幼儿支气管肺炎临床研究
张爱华

【摘　要】　目的　研究益生菌对婴幼儿支气管肺炎治疗的影响。方法　将１２０例婴幼儿支气管肺炎患儿进行随机分
组，治疗组６０例，对照组６０例，两组均予以常规使用抗生素和对症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服益生菌制剂，２
个月～１岁患儿１片／次，３次／ｄ，１～３岁患儿２片／次，３次／ｄ。经治疗１周后，观察两组治疗结果。结果　治疗组发热、
咳嗽、气促等临床症状消失，肺部湿音消失和胸部Ｘ线阴影吸收的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治疗组出现消化
系统功能紊乱的情况比对照组显著降低；治疗组治愈率、总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结论　益生菌在治疗婴幼儿支气管肺炎中起到很好的疗效，临床研究表明益生菌对婴幼儿支气管肺炎具有较好的
辅助治疗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益生菌；婴幼儿支气管肺炎；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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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生菌是指投入后通过改善宿主肠道菌群生态平
衡而发挥有益作用，达到提高宿主健康水平和健康佳

态的活菌制剂及其代谢产物，与宿主之间形成互利互

益的关系。益生菌（科学定义）是定植于人体肠道、生

殖系统内，能产生确切健康功效的活性有益微生物的

总称，它是人类生命的健康根源［１］。双歧杆菌四联活

菌制剂是益生菌制剂中的一种，在治疗婴幼儿支气管

肺炎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２］。婴幼儿支气管肺炎是婴

幼儿时期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主要是由各种细菌、病

毒或混合感染引起的肺炎。约占住院患儿的２５％ ～
５５％，严重影响了婴幼儿的健康成长，一般在治疗婴幼
儿支气管肺炎中都是以抗生素治疗为主。长期、大量、

广谱抗生素的使用会导致肠道菌群紊乱，也会诱发腹

泻等一系列的不良反应，进而影响了婴幼儿支气管肺

炎患儿的康复。经临床观察发现，口服双歧杆菌四联

活菌片对婴幼儿支气管肺炎有辅助治疗作用。现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儿科自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肺炎住院患儿，其中被确诊为婴幼儿支气管肺
炎１２０例，其中男６９例，女５１例。对其随机分组进行
对照研究，治疗组 ６０例，年龄为 ２个月 ～３岁，平均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市立医院儿科

（１．０±０．５）岁，对照组６０例，年龄为２个月～２．９岁，
平均（０．９±０．６）岁。所选择病例具备条件如下：①病
程均小于或等于３ｄ；②有发热症状的患儿：治疗组５６
例，对照组５５例；③两组患儿均有咳嗽、气促、肺部湿
音；④胸部 Ｘ线均显示两肺中下野纹理增多增粗，
并有斑、片状模糊阴影。患儿入院时营养状况良好，均

无呕吐、腹泻、重症肺炎、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胃肠道

疾病、肾功能不全以及严重肝胆疾病、免疫缺陷病等疾

病。两组患儿临床症状、体征、性别、年龄、体重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治疗方法　将１２０例婴幼儿支气管肺炎患儿随
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６０例。对照组按婴幼儿支
气管肺炎治疗方案常规应用抗生素及对症治疗，抗生

素以静脉滴注为主。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

加服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杭州龙达新科生物制药），

２个月 ～１岁患儿１片／次，３次／ｄ，１岁 ～３岁患儿２
片／次，３次／ｄ。可将片剂溶于４０℃以下温开水或牛
奶中服用，治疗期间要和往常一样喂养婴幼儿，不需要

添加任何营养物质。观察治疗 １周后两组患儿的发
热、咳嗽、气促、肺部湿音及胸部 Ｘ线阴影的变化，
比较两组婴幼儿支气管肺炎治疗结果。

１３　疗效判断标准　根据《实用儿科学》中小儿支气
管肺炎的治疗痊愈标准，临床上发热、咳嗽、气促等临

床症状消失，肺部湿音消失，胸部 Ｘ线检查病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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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吸收，无并发症等。制定疗效评价标准如下：①痊
愈：治疗后３～５ｄ体温降至正常，主要的临床症状和
体征减轻，７ｄ内主要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完全消失；无
消化系统功能紊乱发生。②有效：治疗后３～５ｄ体温
明显下降或降至正常，主要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有减轻，

７ｄ内主要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减轻；无消化系统功能紊
乱发生。③无效：治疗后３～５ｄ主要的临床症状和体
征无减轻或有加重，７ｄ内主要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无减
轻；伴发消化系统功能紊乱。④总有效：治疗后７ｄ内
主要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完全消失或减轻；无消化系统

功能紊乱发生。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包处理，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进行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通过对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的观察，显示治疗组
发热、咳嗽、气促、肺部湿音等症状、体征消失和肺部

Ｘ线阴影吸收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见表
１；治疗组的患儿未出现呕吐、腹泻等消化系统功能紊
乱的情况，对照组部分患儿出现呕吐、腹泻等消化功能

紊乱，直接影响了治疗效果；两组肺炎患儿疗效比较：

治疗组治愈率８６．６％，对照组治愈率６３．３％，治疗组
总有效率９８．３％，对照组总有效率８６．６％，治疗组的
疗效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见表２。
表１　两组婴幼儿支气管肺炎患儿症状、体征消失和胸部Ｘ线吸收时间比较（ｄ）

组别　 ｎ 体温恢复正常 咳嗽消失 气促消失 肺部音消失胸部Ｘ线消失 总住院时间

对照组 ６０ ３．５２±１．１２ ６．７２±１．２５４．１４±１．２６６．２２±１．８０ ７．８２±１．６４ ８．９２±２．１
治疗组 ６０ ３．１２±１．２ ６．２６±１．３０ ３．４２±１．２ ５．５１±１．１６ ６．７６±１．５４ ７．８６±１．９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均Ｐ＜０．０１。
表２　两组婴幼儿支气管肺炎患儿疗效比较（ｎ，％）

组别　　 ｎ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６０ ３８（６３．３） １４（２３．３） ８（１３．３） ５２（８６．６）
治疗组　 ６０ ５２（８６．６） ７（１１．６） １（１．６） ５９（９８．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支气管肺炎是小儿时期最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
婴幼儿支气管肺炎发病可急可缓，多数由上呼吸道感

染或支气管炎向下蔓延所致。常见的病原体多为细菌

或病毒，细菌以肺炎双球菌、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多见，病毒以腺病毒、鼻病毒、冠状病毒及呼吸道合胞

病毒多见，还可能是真菌感染等。婴幼儿支气管肺炎

以发热、咳嗽、呼吸急促、肺部音等一系列症状为临

床表现，其胸部 Ｘ线表现以两肺中下野肺纹理增多，
边缘模糊不清，肺门阴影增大，沿肺纹理散在分布的斑

点小片状阴影［３－５］。目前临床治疗婴幼儿支气管肺炎

主要是应用抗生素等药物进行治疗，然而长期、大量、

广谱应用抗生素会导致患儿胃肠菌群紊乱、失调，患儿

免疫功能下降，影响治疗效果，导致治疗时间延长。

本研究结果发现，婴幼儿支气管肺炎患儿在常规

应用抗生素治疗期间，部分患儿消化功能发生紊乱，影

响了治疗效果，同时也对临床医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

挑战。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应用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对

婴幼儿支气管肺炎进行干预，可取得良好的疗效。双

歧杆菌在双歧因子促使下数量将剧增直接补充活的有

益菌，有利于抑制有害细菌侵袭，激活机体免疫系统，

增强人体抵抗疾病能力［６］；也可以产生复合维生素Ｂ、
必需氨基酸、抗菌肽、蛋白类抗菌物质等，不但对于人

体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营养作用，也能抑制和杀灭外

源致病菌。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同时对体内菌群起到

双向调整作用，故益生菌能够调节和抑制病原微生物

的生长，维持体内微生态系统平衡，调节免疫功能

等［５］。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最初广泛应用于治疗胃肠

道疾病，近期有文献报导也可以用来增强身体防御免

疫系统功能［７］。益生菌可以调节肺的免疫，增加中性

粒细胞和吞噬细胞的吞噬功能，降低呼吸道内病原体

含量并减轻症状［８］。动物实验证明，口服双歧杆菌可

以增加肺杀伤细胞的活性，促进鼻腔淋巴细胞产生

ＩＦＮγ和ＴＮＦ［９］。益生菌也可以促进 ｓＩｇＡ分泌，对呼
吸道起到保护作用［１０］。患儿服用双歧杆菌四联活菌

片可阻止致病原菌的侵袭，有效抑制体内毒素的产生，

合成多种维生素并促进钙的吸收，还能提高免疫力。

益生菌制剂是比较安全的一类药物，迄今为止，国内外

尚无严重毒副反应报告［１１］。故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

在治疗婴幼儿支气管肺炎过程中疗效显著。因此，合

理使用益生菌作为辅助治疗婴幼儿支气管肺炎是有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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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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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陈驰

【摘　要】　目的　探讨胎盘多肽（ＰＰｓ）联合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ｒｈＧＣＳＦ）治疗非老年成人急性髓细胞性白血
病的疗效。方法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初诊、巩固治疗的Ⅰ期急性髓细胞白血病（ＡＭＬ）患者共１１３例。通过不
同剂量ｒｈＧＣＳＦ分组及联用或不联用胎盘多肽，评估患者的疗效及骨髓有核细胞、中性粒细胞恢复程度。结果　胎盘多
肽及ｒｈＧＣＳＦ可促进骨髓有核细胞增殖及缩短ＡＮＣ恢复时间，且两者联用效果优于单用此两种药物；联用胎盘多肽可
降低ｒｈＧＣＳＦ使用剂量且取得相同疗效，而ｒｈＧＣＳＦ副作用则明显减轻。结论　胎盘多肽联用 ｒｈＧＣＳＦ可减轻非老年
性成人ＡＭＬ患者经济负担、提高ｒｈＧＣＳＦ疗效及安全性，从而使此类患者受益。
【关键词】　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胎盘多肽注射液；ｒｈＧＣＳＦ；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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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１３ｃａｓｅｓ，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ｓｅｓｏｆｒｈＧＣＳＦ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ｏｒｎｏ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ｔｏ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ｎｕｃｌｅａｔｅｄｃｅｌｌｓ，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ａｎｄ
ｒｈＧＣＳＦｃ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ｎｕｃｌｅａｔｅｄ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ｅｎＡＮＣ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ａｎｄｂｏｔｈ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ｔｗｏｄｒｕｇｓａｌｏｎ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ｒｈＧＣＳＦｄｏｓｅａｎｄｇｅ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ｓ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ｈＧＣＳＦ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ｔｈｅ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ｗｉｔｈｒｈＧＣＳＦ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ａｄｕｌｔＡＭ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ｒｈＧＣＳＦ，ｓｏｔｈａｔｓｕｃｈ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ａｎｂ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ｃｕｔｅｍｙｅｌｏｉｄｌｅｕｋｅｍｉａ；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ｒｈＧＣＳＦ；Ｊｏｉｎｔ

　　本研究通过对非老年成人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患
者化疗后单用 ＰＰｓ（胎盘多肽）、ｒｈＧＣＳＦ（重组人粒细
胞集落刺激因子）及两者联合应用的疗效观察，以探

讨：①ＰＰｓ是否有助于减轻化疗后的骨髓抑制；②其与
ｒｈＧＣＳＦ联用是否具有药效叠加作用；③联用 ＰＰｓ后
对ｒｈＧＣＳＦ疗效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科２００９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
月１８～５９岁初诊、巩固治疗的Ⅰ期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ａｃｕｔｅｍｙｅｌｏｃｙｔｉｃｌｅｕｋｅｍｉａ，ＡＭＬ）患者１１３例次，男性
６２例次，女性５１例次，平均年龄（４３．７±１５．５）岁，随
机分为Ａ组２８例（单用 ＰＰｓ组），男性１６例，女性１２
例，平均年龄（４２．２±１３．４）岁；Ｂ组３０例（单用 ｒｈＧ
ＣＳＦ组），男性 １８例，女性 １２例，平均年龄（４４．２±
１５．７）岁；Ｃ组２９例（ＰＰｓ＋ｒｈＧＣＳＦ组），男性１５例，
女性１４例，平均年龄（４４．４±１４．５）岁；Ｄ组２６例（对
照组，未使用 ＰＰｓ、ｒｈＧＣＳＦ组），男性 １３例，女性 １３
例，平均年龄（４４．６±１３．５）岁。
１２　化疗策略、给药方法　所有患者化疗方案均为：
初诊：蒽环类抗生素（ｄ１－３）＋阿糖胞苷（２００ｍｇ，
ｄ１－７）；巩固治疗：阿糖胞苷３ｇ／Ｍ

２，每１２ｈ一次，ｄ１－３。
给药方法分别如下。Ａ组：行单独ＰＰｓ治疗，胎盘多肽
注射液 ８ｍｌ（贵阳黔峰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４

作者单位：５５０００２贵阳市，贵州省人民医院血液科
通讯作者：郭鹏翔，电子信箱：ｄｏｃｔｏｒｇｕｏｐ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１２６．ｃｏｍ

ｍｌ／支），化疗后 ｄ７－１７天静脉滴注。Ｂ组：行单独 ｒｈＧ
ＣＳＦ治疗，ｒｈＧＣＳＦ（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１００
μｇ／支，３００μｇ／支），化疗后中性粒细胞计数（ＡＮＣ）＜
０．５×１０９／Ｌ时使用，剂量为４～６μｇ／ｋｇ，每隔１日皮
下注射，ＡＮＣ＞１．５×１０９／Ｌ时停用。Ｃ组：行 ＰＰｓ＋
ｒｈＧＣＳＦ联合治疗，胎盘多肽注射液８ｍｌ（贵阳黔峰生
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４ｍｌ／支），化疗后 ｄ７－１７天静脉滴
注；ｒｈＧＣＳＦ（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１００μｇ／支，
３００μｇ／支），化疗后中性粒细胞计数（ＡＮＣ）＜０．５×
１０９／Ｌ时使用，剂量为 ４～６μｇ／ｋｇ，每隔 １日皮下注
射，ＡＮＣ＞１．５×１０９／Ｌ时停用［１－５］。Ｄ组：仅行化疗治
疗，不使用ＰＰｓ、ｒｈＧＣＳＦ药物。
１３　监测指标、监测时间
１３１　骨髓有核细胞计数　分别于化疗后１４ｄ、２１
ｄ、２８ｄ、３５ｄ做骨髓穿刺；骨髓有核细胞计数检测参照
既往文献［５］。

１３２　临床结果统计　临床结果分别包括缓解率（完
全缓解、部分缓解）、病死率、感染率。疗效标准判定：

①完全缓解（ｃｒ）：ａ．临床无贫血、出血、感染及白血病
细胞浸润表现；ｂ．血象血红蛋白＞９０ｇ／Ｌ，白细胞正常
或减低，分类无幼稚细胞，血小板 ＞１００×１０９／Ｌ；ｃ．骨
髓象原始细胞加早幼阶段细胞（或幼稚细胞）＜５％，
红细胞系统及巨核细胞系统正常。②部分缓解：临床、
血象及骨髓象３项中有１或２项未达到完全缓解标
准，骨髓象中原始细胞加早幼细胞 ＜２０％［６］。③未缓
解：临床、血象及骨髓象三项均未达到完全缓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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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象中原始细胞加早幼细胞＞２０％［７－８］。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所有检
测数据以（ｘ±ｓ）表示，检验方法用 ｔ和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资料结果　Ⅰ期研究表明：化疗结束后各组
的缓解率、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感染率统计

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Ａ、Ｂ、Ｃ三组感染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平均秩次比较表明 Ｃ组的感染率最低，其次
为Ｂ、Ａ组。此结果表明加用 ｒｈＧＣＳＦ、ＰＰｓ对非老年
ＡＭＬ初诊、巩固治疗患者的缓解率、生存率无影响，但
与对照组相比，两者均可降低感染率，而两者联用对于

降低此类患者感染率而言，具协同增强作用。

２２　骨髓有核细胞计数结果分析　Ⅰ期骨髓有核细
胞计数、ＡＮＣ结果分析（见表１）表明，监测时间、分组
因素对骨髓有核细胞计数的影响具有显著性（时间因

素主效应Ｆ＝１７１５．８１５，Ｐ＜０．０１；分组因素主效应Ｆ＝
３２３．７２１，Ｐ＜０．０１），且两者存在交互效应（Ｆ＝
４５．２６９，Ｐ＜０．０１）。固定分组因素可知：Ａ、Ｂ、Ｃ、Ｄ四
组骨髓有核细胞计数在化疗后２１ｄ、２８ｄ、３５ｄ时均明
显高于化疗后１４ｄ（Ｐ值均 ＜０．０５），其升高趋势均在
化疗后２８ｄ达最高峰（四时间点骨髓有核细胞计数：
ｄ２８ｖｓｄ３５，Ｐ均 ＞０．０５）。固定时间因素可知：化疗后
１４ｄ，四组骨髓有核细胞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
０．９６３，Ｐ＝０．８１５）；化疗后２１ｄ、２８ｄ、３５ｄ，与Ｄ组（对
照组）相比，Ｂ、Ｃ组骨髓有核细胞计数明显升高，且 Ｃ
组升高最为明显（Ｂ、Ｃ组 ｖｓＤ组，Ｐ均 ＜０．０５；Ｂ组 ｖｓ
Ｃ组，Ｐ＜０．０５）；而化疗后２１ｄ、２８ｄ、３５ｄ的骨髓有核
细胞计数Ａ组与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三时间点Ａ
组ｖｓＤ组，Ｐ均＞０．０５）。

表１　各组ＡＮＣ持续监测结果（ｘ±ｓ，ｄ）

组别
ＡＮＣ开始
下降时间

ＡＮＣ降至
０．５×１０９／Ｌ时间

ＡＮＣ从＜０．５×１０９／Ｌ升高
至＞１．０×１０９／Ｌ时间

Ａ组 ８．２９±１．９０ １３．５０±２．５９ １０．２９±３．４３△★☆

Ｂ组 ８．６０±１．９２ １３．４７±２．６１ ８．９０±２．２０▲★☆

Ｃ组 ８．８６±１．９２ １４．７９±２．９９ ７．３４±１．７０▲△☆

Ｄ组 ８．２３±１．８８ １４．０８±２．７８ １４．０１±１．８８▲△★

Ｆ／Ｗｅｌｃｈ ０．６６５ １．４８８ ６３．４１４
Ｐ值 ０．５７５ ０．２２２ ０．００１

　　注：与 Ａ组比较，▲Ｐ＜０．０５；与 Ｂ组比较，△Ｐ＜０．０５；与 Ｃ组比
较，★Ｐ＜０．０５；与Ｄ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化疗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地位至今仍无
可取代［１］。然而，大多数化疗药物所致的造血功能衰

竭、免疫功能低下及随之而来的致死性感染、出血等并

发症限制了其在肿瘤治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２］。重组

人粒系集落刺激因子（ｒｈＧＣＳＦ）往往被用来缩短骨髓
抑制期及预防感染［３］，然而，其安全性、使用时机、剂量

等均存在广泛争议。胎盘多肽（ＰＰｓ）是一种小分子活
性功能肽，具有抑制机体的过氧化反应，清除自由基、

增强细胞的免疫功能、抑制致突变作用等。动物试验

表明胎盘多肽可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及对环磷酰胺所致

的骨髓抑制有明显的保护作用［４］。而成人非老年

ＡＭＬ患者在所有 ＡＭＬ患者人群中所占比例较大，对
于此类患者进行药物使用效率、安全性的相关研究具

有较大临床意义。

Ⅰ期研究结果表明加用 ｒｈＧＣＳＦ及胎盘多肽后，
成人非老年性 ＡＭＬ患者的感染率较阴性对照组明显
降低，但对缓解率及生存率无影响。此结果与之前研

究类似。ＨｅｒｂｓｔＣ等认为 ｒｈＧＣＳＦ可促进中性粒细胞
恢复从而防止肿瘤患者化疗后的机会致病菌及侵袭性

真菌感染，且并无证据表明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在防止

化疗后感染方面优于ｒｈＧＣＳＦ［９－１０］。而骨髓有核细胞
计数及ＡＮＣ的持续监测结果表明，在化疗过程中及化
疗后使用胎盘多肽及ｒｈＧＣＳＦ可促进骨髓有核细胞增
殖及缩短ＡＮＣ恢复时间，且两者联用效果优于单用此
两种药物。

胎盘多肽注射液是从健康产妇胎盘中提取的具有

广泛生物活性的小分子多肽，它能增强细胞介导的免

疫应答，激活Ｔ淋巴细胞，从而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及
抗癌能力；此外，胎盘多肽还能促进骨髓造血细胞的生

存、增殖、分化及提高生物活性，有效地缓解化疗所致

的白细胞减少。尽管其促进骨髓造血及协同增强ｒｈＧ
ＣＳＦ的机制尚不清楚，但本研究通过大规模临床研究
表明其可减轻化疗后骨髓抑制，与 ｒｈＧＣＳＦ联用可促
进骨髓造血，缩短骨髓抑制期并降低化疗后感染的发

生率。此外，在增强ｒｈＧＣＳＦ疗效的同时，胎盘多肽可
减少ｒｈＧＣＳＦ的使用剂量，并减少使用 ｒｈＧＣＳＦ时的
不良反应。这一研究结果有助于减轻非老年性成人

ＡＭＬ患者经济负担、提高用药安全性，从而使此类患
者受益，具有一定临床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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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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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梅

【摘　要】　目的　探讨尼龙圈在结直肠粗蒂息肉经结肠镜高频电治疗中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将８９枚息肉分
为两组，其中研究组４５枚，采用尼龙圈套扎联合高频电治疗，对照组４４枚，单纯采用高频电治疗。观察两组息肉经内镜
治疗后发生出血、穿孔等并发症的情况及息肉复发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８９枚息肉均在内镜下成功切除，研究组未发
生早期出血，对照组有６例患者并发早期出血，均经保守治疗治愈，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早期出血率分别为０（０／４５）和
１３．６％（６／４４），两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２）。所有患者均未见穿孔及迟发性出血，随访半年至３年，均未发
现息肉复发。结论　尼龙圈的应用对预防结直肠粗蒂息肉高频电切除后的早期出血有一定作用，增加了内镜下息肉切
除的可能性和安全性。

【关键词】　结直肠息肉；尼龙圈；高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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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肠息肉被认为是结直肠癌的癌前病变，内镜下
及时切除息肉可显著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生［１－２］。高频

电切术是目前最常用的内镜下治疗方法［３］，但对于粗

蒂息肉的治疗常合并有出血、穿孔等并发症，其中出血

是最常见的并发症［４］。为降低息肉切除后的出血率，

我院自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采用内镜下尼龙圈
套扎联合高频电治疗４５枚大肠粗蒂息肉，并选取同期
单纯采用高频电治疗的４４枚粗蒂息肉进行比较，现总
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于我
院肛肠外科经结肠镜及病理检查确诊的８９例结直肠
粗蒂息肉患者为研究对象（均为单发）。并排除：①经
活检证实癌变；②１周内服用抗血小板药物；③凝血酶
原时间＞１５ｓ者。研究组共４５例，男性２７例，女性１８
例，年龄（５８．０±１７．５）岁，息肉直径（１８．３±７．１）ｍｍ；
对照组共４４例，男性２５例，女性１９例，年龄（５５．０±
１６．７）岁，息肉直径（１７．８±７．４）ｍｍ；两组在性别、年
龄、息肉直径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研究组采用尼龙圈套扎联合高频电治疗，对照组采用

单纯高频电治疗。

１２　诊疗方法
１２１　使用器械　ＯｌｙｍｐｕｓＣＦ２４０型电子结肠镜，

作者单位：２７２０１１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肛肠外科
通讯作者：王敬源，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７８９＠１２６．ｃｏｍ

ＵＥＳ１０高频发生器，ＳＤ型电圈套器，ＨＸ２０Ｕ１尼龙
圈套扎器和 ＭＡＪ２５４（直径 ３０ｍｍ）尼龙圈套，
ＨＸ２５０Ｒ２１金属夹推送器和 ＭＤ２８５０钛夹，山东玉华
电器有限公司ＡＧ９８００型氩气高频电刀和氩气离子束
凝固导管。

１２２　术前准备　所有病例均经结肠镜明确诊断，经
病理检查排除癌变，经血常规、凝血相、心电图等检查

排除内镜治疗禁忌症；术前均签知情同意书；均口服聚

乙二醇电解质溶液行肠道准备［５］。

１２３　治疗方法　研究组：按说明书安装尼龙圈，将
安装好尼龙圈的套扎器送入内镜钳道中，直至在内镜

视野下出现，当息肉在视野内暴露良好时，打开尼龙圈

并套扎于息肉根部，助手缓慢收紧尼龙圈，停留并观察

１ｍｉｎ，观察息肉变为暗紫色，推进把手，完成套扎。距
离尼龙圈约３ｍｍ处以圈套器套住息肉蒂部，选择输
出功率为４０Ｗ，先电凝后电切，息肉切除后观察其残
端有无出血。对照组：以圈套器套住息肉蒂部后，按常

规高频电凝电切术操作。术中渗血者以８％去甲肾上
腺素溶液局部喷洒，创口较大者以钛夹止血，切除息肉

均送病理检查。

１２４　术后处理　①避免剧烈运动，禁食１ｄ，逐渐恢
复正常饮食；②静脉应用止血芳酸、奥美拉唑及喹诺酮
类抗生素２ｄ。③严密观察腹痛、便血、发热等症状。
１３　并发症判定　①息肉切除时和切除后２４ｈ内出
血视为早期出血；②息肉切除术后２４ｈ～３０ｄ内出血
视为迟发性出血。③术后腹痛且 Ｘ线检查发现气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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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者视为穿孔。④术后３个月复查结肠镜如发现息肉
原位复发且经病理证实者视为复发［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
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ｓ精确概率检验，检验水准均为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研究组结果　４５枚息肉均成功套扎，操作顺利，
术后均无出血。其中１例发现血管残端但无出血，未
处理，随访半年无出血；１例直肠下段的息肉行高频电
切后尼龙圈当即脱落，但残端无出血。

２２　对照组结果　４４枚息肉中有６例出血，其中４例
为术中息肉残端渗血，均应用氩离子凝固术成功止血，

１例为术后８ｈ便血，复查结肠镜可见息肉残端有一搏
动性出血，立即行内镜下钛夹止血，密切观察，未再出

血。另一例为术后１８ｈ首次大便时出血，复查结肠镜
示：息肉残端渗血，给予８％去甲肾上腺素溶液局部喷
洒后，渗血逐渐停止。

２３　早期出血率对比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早期出血
率分别为０（０／４５）和１３．６％（６／４４），两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Ｆｉｓｈｅｒ’ｓ精确概率检验，Ｐ＝０．０１２）。
２４　随诊情况　所有患者均未见穿孔及迟发性出血。
随访半年至３年多次复查结肠镜均未见息肉复发。

３　讨论
　　手术治疗结直肠息肉需将息肉所在肠段切除，其
并发症的发生率及其对机体的创伤明显高于内镜治

疗［７］，内镜下高频电治疗结直肠息肉的技术日趋成熟，

但对于粗蒂息肉，容易发生出血、穿孔等并发症。随着

器械与技术的进步，尼龙圈套扎技术逐步应用于临床，

但单纯应用尼龙圈套扎治疗粗蒂息肉，息肉脱落时可

能大出血，脱落后也无法及时回收标本，若息肉坏死不

全，则残留的息肉可继续生长。近年来，有学者采用尼

龙圈套扎联合钛夹等方法，可以起到预防出血的作用，

使得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降低［８－９］。本研究采用尼龙

圈联合高频电治疗粗蒂息肉，其早期出血的发生率低

于单纯高频电治疗组，其原理在于：尼龙圈套扎住息肉

蒂部后，可使其血供基本中断，降低了出血的风险，增

加了内镜治疗的安全性。套扎后的息肉体积变小，更

容易被圈套，降低了操作难度。同时切除的息肉也能

及时回收并行全面的病理检查以免漏诊。

尼龙圈联合高频电切术尤其适用于息肉直径大于

２．０ｃｍ，蒂部直径大于１．０ｃｍ的粗蒂大息肉，但对于
息肉直径超过３．０ｃｍ，蒂部直径超过２．０ｃｍ者以及宽
基息肉，仍然不建议应用内镜治疗。治疗过程中应注

意以下要点：①尼龙圈套扎松紧度要适宜，套扎过紧则
容易对息肉形成机械性切割，反而引起大出血。②尼
龙圈应套扎于息肉根部，套扎部位距离肠壁超过２ｍｍ
时容易导致息肉残留，但如将正常的肠壁黏膜套入尼

龙圈内，则可导致黏膜坏死，有发生大出血及肠穿孔的

危险。③尼龙圈套扎处与高频电切处的距离保持在３
ｍｍ左右，如距离太近，则容易出现尼龙圈损坏或滑
脱。④熟练掌握高频电切术，电切前要充分暴露息肉，
避免息肉及圈套器接触周围肠壁，防止误伤；电切时要

缓慢收紧圈套器，交替应用电凝及电切，避免机械性切

割。

总之，内镜治疗结直肠息肉可显著降低患者的创

伤和痛苦［１０］。尼龙圈套扎联合高频电治疗结直肠粗

蒂息肉对于预防术后出血有一定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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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阿立哌唑增效治疗女性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研究
李祥

【摘　要】　目的　探讨阿立哌唑联合氯氮平治疗女性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将６４例女性难治性
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阿立哌唑联合氯氮平组（研究组）３２例，单用氯氮平组（对照组）３２例。采用 ＰＡＮＳＳ、
ＴＥＳＳ量表评定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１２周。结果　治疗１２周，研究组和对照组疗效相当；两组ＰＡＮＳＳ量表总分、阳性表
分、阴性表分、一般精神病理表分于２周末均较前有显著下降（Ｐ＜０．０５），研究组阳性量表自２周起明显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且不良反应较少，程度较轻；研究组氯氮平量较对照组少，依从性增加。结论　阿立哌唑联合氯氮平治疗难
治性精神分裂症疗效肯定，安全性高，耐受性、依从性好。

【关键词】　难治性精神分裂症；阿立哌唑；氯氮平；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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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氮平是目前公认的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最有
效的药物，但仍有研究证明大约 ３０％接受氯氮平治
疗，仍保持持久的精神病性症状而成为“氯氮平抵抗”

或甚至“超级难治者”［１］。另外，相当部分患者由于不

能耐受氯氮平的副作用而停药或减药致病反复，尤其

是女性患者表现更为突出。本文就阿立哌唑合并氯氮

平治疗女性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安全性、依

从性，我们进行了临床对照研究，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间
在我院住院治疗的６４例女性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为研究对象。难治性精神分裂症［２］入组标准：①符合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ＣＣＭＤ３）精神
分裂症诊断标准［３］；②病程≥２年；③曾用３种不同化
学结构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每种抗精神病药治疗足

１２周；④入组时 ＰＡＮＳＳ总分≥６０分；⑤２年内缺乏良
好的社会和职业功能；⑥排除严重躯体疾病及器质性
疾病，智能障碍，活性物质依赖，药物过敏及入组前４
周使用过研究药物且疗效不佳者。其中研究组３２例，
年龄２４～５５岁，平均（３９．２８±９．７６）岁；病程 ５～２４
年，平均（１０．４４±４．９８）年；治疗前 ＰＡＮＳＳ评分
（９０．４４±９．３１）分。对照组３２例，年龄１９～５５岁，平
均（３９．００±９．６９）岁，病程 ４～２４年，平均（１０．０９±
４．７２）年，治疗前ＰＡＮＳＳ评分（９０．８８±８．１８）分。两组

作者单位：２３３４００安徽省怀远县，安徽荣军医院七病区

在年龄、病程、治疗前 ＰＡＮＳＳ评分方面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给药方法　原服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渐停，经２
周清洗期后入组。研究组阿立哌唑起始剂量１０ｍｇ／
ｄ，氯氮平５０ｍｇ／ｄ，最高剂量阿立哌唑２５ｍｇ／ｄ，氯氮
平５００ｍｇ／ｄ，疗程约为１２周。对照组单用氯氮平，起
始剂量５０ｍｇ／ｄ，逐渐加量，最高剂量为６００ｍｇ／ｄ。研
究期间如出现不良反应，可使用苯海索和普奈洛尔。

１３　疗效评定　于治疗前及治疗第２，４，８，１２周末，
分别采用 ＰＡＮＳＳ评定临床疗效，不良反应量表
（ＴＥＳＳ）评定不良反应。同时检查血、尿常规，肝肾功
能、心电图、体重等。治疗１２周末以 ＰＡＮＳＳ减分率评
定临床疗效。≥７５％为基本痊愈，５０％ ～７４％为显著
进步，２５％ ～４９％为进步，＜２５％为无效。显效 ＝痊
愈＋显著进步，有效＝痊愈＋显著进步＋进步。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采用 ｔ检验
和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治疗１２周末，研究组痊愈５例，显著
进步１６例，进步７例，无效４例，显效率６５．６％，有效
率８７．５％；对照组痊愈４例，显著进步１２例，进步１１
例，无效５例，显效率５０％，有效率８４．４％。研究组显
效率高于对照组，但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０．１３，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治疗前后ＰＡＮＳＳ评分比较 （下转第１５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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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支原体感染２０６例临床分析
宫芬，董传莉

【摘　要】　目的　探讨小儿支原体感染的临床特点及治疗转归。方法　选择２００７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儿科住院治
疗，且临床资料较完整的支原体感染患儿２０６例，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发热、咳嗽为主要表现，病程长，８６例
（４１．７％）合并有喘息症状，胸片检查中１８例（８．７４％）表现为肺叶或肺段炎性实变病变，７９例（３８．３％）合并肺外并发
症，中性粒细胞比例＞０．７５有１５５例（７５．２％），１８４例（８９．３％）患儿超敏 Ｃ反应蛋白增高；合并细菌感染者，单纯应用
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效果欠佳，联合应用头孢类抗生素疗效好。结论　儿童支原体肺炎易诱发喘息及肺外损害，Ｘ线胸
片表现多样，对于胸片呈大叶性肺炎改变、单纯应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疗效欠佳的支原体肺炎患儿，需注意合并细菌感

染，及时行相关病原检查，联合用药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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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ＭＰ）是儿童社区获得
性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国内１０％ ～３０％的社区获得性肺
炎由ＭＰ感染所致，国外报道为９．６％～６６．７％［１］。近年来，儿

童支原体肺炎感染率有所上升，有流行趋势，已成为儿科常见

疾病。儿童患病后，症状多不典型，临床表现多样，轻重不同，

除直接侵袭呼吸道外，还可引起肺外脏器损害。２００７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我科住院治疗，且临床资料较完整的２０６例患儿，
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蚌埠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儿科住院治疗的２０６例均经支原体抗体检测阳性的
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均有呼吸道感染症状，其中男１２３例，女
８３例，年龄在２月～１２岁，＜１岁１９例，１～３岁３８例，３～７岁
７０例，＞７岁７９例，入院前病程最短２ｄ，最长２月。
１２　临床表现　咳嗽２０２例（９８．１％），其中１３１例（６３．６％）
为刺激性干咳，７１例（３４．５％）有咳痰，喘息 ８６例（４１．７％）。
发热１７９例（８６．９％），体温正常２７例（１３．１％），其中高热７８
例（３７．９％），中度热６１例（２９．６％），低热４０例（１９．４％），胸痛
４２例（２０．４％），胸闷１８例（８．７％），伴有皮疹７例（３．４％），耳
痛２例（１．０％），呼吸音减低４３例（２０．９％），肺部呼吸音粗２７
例（１３．１％），少许干音２１例（１０．２％），可闻及湿音８６例
（４１．７％），可闻及哮鸣音８６例（４１．７％）。
１３　实验室检查
１３１　血液检查　①肺炎支原体特异性抗体ＭＰＩｇＭ测定２０６
例均为阳性，４７例入院时院外查ＭＰＩｇＭ阳性，１５９例入院后待
发热或咳嗽 １周后检测阳性。②血常规检查中白细胞计数
（ＷＢＣ）：＜４×１０９／Ｌ２６例（１２．６％），（４～１０）×１０９／Ｌ６４例
（３１．１％），（１０～３０）×１０９／Ｌ１１３例（５４．９％），＞３０×１０９／Ｌ３
例（１．５％）。中性粒细胞＞０．７５有１５５例（７５．２％）。③超敏Ｃ
反应蛋白（ＣＲＰ）１８４例（８９．３％）增高。④肝功能异常 ４６例
（２２．３％），以 ＡＬＴ／ＡＳＴ增高为主。⑤心肌酶增高 ５１例
（２４．８％），以ＣＫ／ＣＫＭＢ／ＴＮ１增高为主。
１３２　影像学检查　２０６例胸片检查中１８例（８．７４％）表现为
肺叶或肺段炎性实变病变。

１３３　病原学检查　６８例做痰培养中１２例阳性，其中肺炎链
球菌４例，肺炎克雷伯杆菌３例，金葡菌２例，枯草杆菌２例，军
团菌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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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并发症　胸腔积液 １２例（５．８％），肺外损害 ７９例
（３８．３％），其中肝脏损害 ４６例（２２．３％），心肌损害 ５１例
（２４．８％），皮疹７例（３．４％），伴中耳炎２例（１％）。

２　结果
　　在确定患儿肺炎支原体感染后，应首选大环内酯类药物治
疗，即红霉素或阿奇霉素。患儿高热及剧烈咳嗽时选用红霉

素，剂量２０～３０ｍｇ／（ｋｇ·ｄ），疗程２～３周；或选用阿奇霉素治
疗，剂量１０ｍｇ／（ｋｇ·ｄ），连续治疗３ｄ，停药４ｄ，总疗程３～４
周（３～４疗程）。单纯静点大环内酯类３～５ｄ疗效不佳，合并
有其他细菌感染的加用头孢类抗生素；顽固高热不退、胸腔积

液可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感染过重或炎症反应过强可给予静

脉用丙种球蛋白；同时给予退热、止咳、化痰、平喘等对症支持

治疗。１６１例患儿发热在治疗３～５ｄ内体温降至正常，咳嗽减
轻；１５例在治疗５ｄ后体温平稳，咳嗽好转；３例发热持续治疗
１周以上体温恢复正常。住院时间最短５ｄ，最长２４ｄ，平均住
院时间１１ｄ。复查胸片完全吸收。门诊随访 ６个月，预后均
好，无后遗症。

３　讨论
　　肺炎支原体是一种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没有细胞壁、
能独立生存并能进行自我复制的微生物［２］。肺炎支原体肺炎

全年均可发病，以学龄期儿童较多见。研究发现，学龄及学龄

前儿童占多数，婴幼儿的比例相对较小，患儿有咳嗽的症状，学

龄儿以痉挛性干咳为主，而婴幼儿以伴气喘性咳嗽为主；肺部

体征，学龄儿以干音为主，婴幼儿以湿音为主［３］。起病缓

慢，病程较长，以发热和咳嗽为突出表现，肺部体征较轻。肺部

Ｘ线胸片是肺炎支原体肺炎的重要诊断依据，其主要特点是：
①支气管肺炎；②间质性肺炎；③均匀一致的片状阴影似大叶
性肺炎改变；④肺门阴影增浓。其中以间质性肺炎和支气管肺
炎最常见，仅少数患者呈大叶性肺炎改变。按照小儿支原体肺

炎的Ｘ线诊断分有四种类型，Ⅰ型为病变区间质改变占９０％以
上，为网状模糊影；Ⅱ型病变区间质改变和肺泡炎变各占５０％，
表现为网状和结节影；Ⅲ型为病变区肺泡炎变占７０％，表现为
不均匀斑片状或节段性实变影；Ⅳ型以肺泡炎变占病变区的
９０％以上，表现为均匀的磨砂玻璃影［４］。近年来不断有报道提

示：胸片似大叶性肺炎改变的支原体肺炎有增多的趋势。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大叶性改变的肺炎支原体肺炎有如下

特点：多发生于年龄较大儿童，本组研究中７９例为７岁以上儿
童，７０例为３～７岁儿童；易诱发喘息，本组研究４１．７％患儿伴
有喘息，其机制较复杂，目前尚不明确，可能与直接损害和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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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损伤有关，肺段实质浸润，表现为累及１～２个肺段的大片
状致密影，呈三角形或扇形，边缘清晰，但是此特征和细菌性肺

炎有不同之处是自肺门向肺野分布的大片状阴影密度较淡，边

缘较模糊，内可见肺纹理［４］；肺部体征较轻，本组研究中４１．７％
的患儿可闻及湿音；易并发肺不张或胸腔积液；临床表现中

发热更为突出，高热７８例，中度热６１例，热不易退；高热患者对
阿奇霉素的敏感性不如红霉素，可能是因为高热患者存在支原

体血症，而红霉素有效血浓度要明显高于阿奇霉素；外周血白

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ＷＢＣ［（１０～３０）×１０９／Ｌ］１１３
例（５４．９％），中性粒细胞 ＞７５％的有１５５例（７５．２％），ＣＲＰ增
高１８４例（８９．３％）；胸片显示的病变主要为单侧 １７８例
（８６．４％），其中以右肺更多见１３５例（６５．５％），尤其是右肺下
叶；常并发肺外并发症，以心肌损害和肝功能损害最多见，但预

后良好；混合感染的患者单纯应用大环内酯类药物疗效不佳

时，加用头孢类药物联合治疗疗效好。支原体肺炎患儿纤维支

气管镜下均可见黏膜粗糙、肿胀、分泌物附着，管腔分泌物多数

呈半透明或灰白黏稠状，部分形成黏液栓阻塞细支气管［５］。由

肺炎链球菌等细菌引起的大叶性肺炎已经明显减少，由肺炎支

原体感染引起的大叶性肺炎明显增多，呈全年散发。肺炎支原

体是一种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微生物，其引起的肺炎占小儿

肺炎的１０％～２０％，流行年份可达３０％［６］。

凡患儿具有下述临床指标及 Ｘ线表现的应先考虑支原体
感染：持续高热伴全身不适，频繁干咳伴咽痛、头痛或胸痛；全

身症状比胸部体征明显；咽炎伴出血性疱疹或耳鼓膜炎；白细

胞计数正常或升高伴血沉增快；胸片 Ｘ线表现显著，可见云雾
状、扇状游走阴影；曾先用青霉素无效，改用或开始就用红霉素

疗效满意［７］。ＭＰ入侵机体后，机体产生特异性抗体 ＩｇＭ、ＩｇＡ
和ＩｇＧ，１周左右可在血清中检测到ＩｇＭ，１０～３０ｄ达高峰，由于
ＭＰ感染起病较缓慢，一般在感染后有１０ｄ左右的潜伏期，故患
者出现症状就诊时，血清中已可以检测到ＩｇＭ抗体［８］。本文报

道的２０６例患儿均经检验血清ＩｇＭ抗体阳性。
大叶性支原体肺炎的治疗首选药物仍是大环内酯类，红霉

素血药浓度高，对于支原体血症疗效好，尤其适用于高热不退

的患儿；阿奇霉素在细胞和组织浓度高，作用持续时间长。阿

奇霉素对ＭＰ感染病例临床疗效好，其胃肠道及肝功能损害等
不良反应少，复发率低，疗程短，患儿依从性好［９］。可首先选用

红霉素治疗１周，再换用阿奇霉素序贯治疗，静点３ｄ，停４ｄ，
再继续静点３ｄ，总疗程３～４周，可取得良好的疗效。尽管难
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病情严重且病程迁延，但如能及早诊断，

足量、足疗程选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对单一用大环内酯类抗

生素疗效不佳者，可及早联合应用其他类抗生素、激素、丙种球

蛋白等治疗，临床预后还是良好的［１０－１１］。支原体感染早期尚

未明确，但使用青霉素类药物或头孢类药物３～５ｄ仍无缓解者
可及早使用大环内酯类药物。对于单纯应用大环内酯类药物

疗效不佳，考虑可能存在混合感染的，可加用头孢类药物联合

治疗。对于胸腔积液者可加用常规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治疗，以

控制炎症反应。重症感染或有免疫缺陷者可应用静脉用丙种

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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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医院感染控制与消毒管理学术交流会议征文通知

　　由中华预防医学会消毒分会与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继续医学教育部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医院感染控制与消毒管理学术交流会
议”（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４１３１３３（国）］，授予Ⅰ类学分 ６分），于 ２０１３年 ９月 ２５日 －２８日在大连市召开。
本次大会是促进我国医院感染控制发展、提高医院感染管理水平、展示感控前沿最新进展的巨大平台，是我国医院感染预防、控制

和诊治领域中又一次盛大的学术会议。会议主席由张流波主任担任，大会从现在开始征文，征文主题包括：①消毒灭菌新技术、新
方法、新标准；②手卫生；③内镜清洗消毒新规范；④微生物检验、技术与应用；⑤抗菌药物与应管理；⑥血流感染与 ＣＬＡ－ＢＳＩ；⑦医
院内肺炎与 ＶＡＰ；⑧泌尿道感染；⑨手术部位感染；⑩新生儿感染与免疫抑制患者感染；瑏瑡真菌感染与病毒感染；瑏瑢医院感染暴发；
瑏瑣职业安全与防护；瑏瑤医院感染监测与计算机技术。

大会将根据文章水平进行评选，分为一、二、三等奖，具体名额待定，获奖论文将由主办单位颁发获证证书，优秀论文推荐至相

关国家级期刊发表。

征文投稿邮箱：ｘｄｍｊ２０１３＠１６３．ｃｏｍ，截止日期：２０１３年 ８月 ２０日。
本次会议收到多家医学学术期刊媒体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继续医学教育部

·５７５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０　　



·全科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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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礼毛

【摘　要】　目的　探讨中节指动脉背侧支皮瓣在修复手指远节皮肤缺损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中节指动脉
背侧支皮瓣修复手指远节皮肤软组织缺损２１例，归类：压砸伤１２例，切割伤７例，外伤后皮肤坏死２例；远节指腹皮肤
缺损并肌腱外露６例，甲床缺损并部分骨缺损外露７例，远节部分指体缺损３例，远节指侧方及部分甲床缺损５例；皮瓣
蒂部供血２０例，静脉动脉化供血１例；急诊手术１７例，亚急诊手术４例。结果　术后皮瓣全部成活，其中１６例皮瓣色
泽红润、毛细血管回充盈试验正常，其余５例术后２～３ｄ出现不同程度张力性水疱（其中１例采用静脉动脉化供血），皮
瓣局部色泽暗红，予以蒂部拆线及皮瓣局部部分拆线减张、抽出水疱内液体、抬高患肢、保温、活血、抗血管痉挛等处理，

皮瓣均成活，皮瓣色泽、质地良好，略显臃肿，手指活动度好。结论　在不损伤固有动脉的前提下，背侧支皮瓣局部转移
修复缺损区是较安全、损伤较小、就近原则的修复方式，故在指体远节缺损的病例中采用中节背侧支皮瓣修复创面，术后

效果、外形良好，是修复手指远节皮肤缺损的实用方法。

【关键词】　手指；动脉背侧支皮瓣；远节皮肤缺损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２２．１２　Ｒ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５７６０２

　　笔者自２０１２年１～１２月采用中节指动脉背侧支皮瓣修复
手指远节皮肤软组织缺损２１例，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２１例，男性１５例，女性６例；年龄２３～
５９岁，平均４１岁。压砸伤１２例，切割伤７例，外伤后皮肤坏死
２例。远节指腹皮肤缺损并肌腱外露６例，甲床缺损并部分骨
缺损外露７例，远节部分指体缺损３例，远节指侧方及部分甲
床缺损５例；皮瓣蒂部供血２０例，静脉动脉化供血１例；急诊手
术１７例，亚急诊手术４例。清创后创面为（１．０ｃｍ×１．５ｃｍ）～
（１．５ｃｍ×１．５ｃｍ）。
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皮瓣的设计方法　点：小指远指横纹与侧中线交点以
近０．５ｃｍ处，游离靠近此处时宜紧贴骨膜游离，不宜过关节；
轴线：经轴点作与侧中线呈４０°～４５°夹角为宜的斜线为轴线；
面：近远端不过关节，侧方不过侧中线，蒂部宜带少许皮肤为

佳［１－５］。

１２２　皮瓣切取的简要过程及供区的处理　彻底清创，清除
失活组织，取创面布样，于指体中节背侧设计（１．１～１．２倍创面
面积）形如雨滴状皮瓣并划线标记，蒂部旋转点设计在远指横

纹与侧中线交叉点以近０．５ｃｍ处，术中以设计线逐层切取皮
瓣，彻底止血，在腱周膜浅层掀起皮瓣游离至蒂部，蒂部易带少

许皮肤，皮瓣中携带指背神经与残端指神经吻合，皮瓣旋转覆

盖创面，减张缝合皮瓣，血供良好，中节指背供皮瓣区取前臂中

厚皮片植皮打包加压，供皮片区间断缝合［６－７］。

１２３　术后处理　患肢石膏外固定制动、抬高、保温、预防感
染、活血等治疗，定期换药；皮瓣术后未发生血管危象，仅少部

分皮瓣出现张力性水泡，蒂部缝合线在第２天预防性的拆除，
术后１２ｄ拆包，皮片红润存活，皮瓣顺利存活，患者满意。

２　结果
　　术后２１例皮瓣全部成活，其中１６例皮瓣色泽红润、毛细
血管回充盈试验正常；其余５例术后２～３ｄ出现不同程度张力
性水疱（其中１例采用静脉动脉化供血），皮瓣局部色泽暗红，
予以蒂部拆线及皮瓣局部部分拆线减张、抽出水疱内液体、抬

高患肢、保温、活血、抗血管痉挛等处理，皮瓣均成活。随访２～
３个月，皮瓣色泽、质地良好，手指略显臃肿，感觉尚佳，活动度
好，供区瘢痕生成，外观及功能无明显影响。

临床一病例摘要：患者，女，２０岁，左小指机床压伤疼痛、

作者单位：２２５３２１江苏省泰州市高港人民医院手外科
通讯作者：赵志胜，电子信箱：２５５３６０８１７５３＠ｑｑ．ｃｏｍ

出血半小时入院。专科情况：指尖部约０．５ｃｍ×１．０ｃｍ软组织
缺损，甲床自基质以远缺损，指骨部分缺损外露，臂丛麻醉下的

修复过程见图１～３（见封三）。

３　讨论
　　在手术过程中，切取皮瓣时注意皮瓣应略大于创面１０％～
２０％，在腱周膜浅层掀起皮瓣，勿损伤腱周膜。掀起皮瓣时，最
好将皮瓣与皮下浅筋膜层缝合固定３～４针，留长线，在掀起皮
瓣时易方便提起，可避免损伤皮瓣边缘部分；切取蒂部时不必

刻意显露动脉背侧支，若不慎切断动脉背侧支，仍可保留蒂部

软组织，采取补救方法：“静脉动脉化供血”［８］，在切取好的皮瓣

中，寻找穿皮瓣中央部分浅表静脉一条与创面残端动脉分支吻

合，以增加皮瓣供血，术后皮瓣由暗紫红逐渐转淡红，再到红

润，皮瓣仍可存活；皮瓣切取后与创面缝合时注意缝合线张力，

不易太紧，蒂部缝合线在第２天预防性的拆除等。故只要术后
管理得当，在指体背侧支皮瓣修复远节缺损创面，无需太担心

皮瓣存活问题。

众所周知指体远节在全手的功能中占比较重要的位置，多

数患者在指体受伤后因考虑自己的年龄、家庭经济、影响指体

供区及期望要求手术方案简单、可靠，恢复快，创伤小，手术风

险低的修复方式，故不太重视远节缺损的保指修复，多采用残

端修整，导致指体短缩残缺，影响功能。我院收治此类型患者

均建议用同指中节指动脉背侧支皮瓣修复远节缺损区，无论是

患者指腹缺损还是甲床缺损，在不损伤固有动脉的前提下，背

侧支皮瓣局部转移修复缺损区是较安全、损伤较小、就近原则

的修复方式。因考虑趾甲瓣移植，损伤供体足趾，且供区植皮

不易存活，甲瓣游离移植风险较高、费用高、术后管理困难，故

绝大部分患者不太愿意接受此种手术方案，故我院在指体远节

缺损的病例中均采用中节背侧支皮瓣修复创面，术后效果、外

形良好，患者较满意，是一种实用的修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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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５７３页）
结果显示，ＰＡＮＳＳ量表总分，阳性症状量表分，阴性症
状量表分，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分，于２周末均较治疗前
有显著下降（Ｐ＜０．０５），两组随治疗时间的延长均呈

持续性下降，研究组阳性症状量表分自第２周起明显
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其余时间两组同期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女性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ＰＡＮＳＳ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ＰＡＮＳＳ量表 治疗前
治疗后

２周末 ４周末 ８周末 １２周末
研究组 阳性量表 ２５．６６±５．０７ ２１．６９±５．２１ １７．８１±４．９７ １５．１６±４．５９ １３．５９±４．３６

阴性量表 ２４．１６±３．０６ ２２．１３±２．７０ １９．２２±２．３１ １６．５０±２．９５ １３．６９±３．４８
一般精神病理 ４０．６３±４．３１ ３８．３１±４．１９ ３５．１９±３．９２ ３１．２２±４．１９ ２７．６３±５．２８
总分 ９０．４４±９．３１ ８２．１３±８．６６ ７２．２２±６．７３ ６２．８４±７．４２ ５４．９１±９．３４

对照组 阳性量表 ２５．９１±５．２０ ２４．６９±４．１５ ２０．３８±３．５３ １７．８８±３．３６ １５．７５±３．４１
阴性量表 ２３．８１±３．３０ ２１．５９±３．０４ １７．７８±３．５１ １５．７５±４．１７ １３．７８±４．９０
一般精神病理 ４１．１６±３．７６ ３８．９４±３．４７ ３６．００±３．３３ ３２．２２±４．６３ ２８．９１±５．９６
总分 ９０．８８±８．１８ ８５．２２±６．６８ ７４．１６±６．０２ ６５．８４±７．５７ ５８．４４±９．７４

２３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结果显示，药物不良
反应发生率，研究组为４０．６％，对照组为６２．５％，两组
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女性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ｎ 失眠 静坐不能 便秘 流涎
体重增加≥
４ｋｇ

粒细胞

减少

头痛

头晕

研究组 ３２ １（３．１３） ２（６．２５） ２（６．２５） １（３．１３） ３（９．３７） １（３．１３） ２（６．２５）
对照组 ３２ １（３．１３） ５（１５．６０） ４（１２．５０） ４（１２．５０） ９（２８．１２） ２（６．２５） １（３．１３）
χ２值 １．４４ ０．６４ １．９５ ３．６９ ０．７０ ０．７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阿立哌唑作为一种新型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对大脑中的５羟色胺（５ＨＴ２）受体，多巴胺 Ｄ受体均
具有亲和力，是第一个多巴胺稳定剂［４］。可以下调亢

进的多巴胺活动，改善阳性症状；上调低兴奋状态的多

巴胺神经元，改善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国外文

献［５－６］认为其治疗精神分裂症疗效显著，能明显改善

患者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阿立哌唑合并氯氮平治疗女性难

治性精神分裂症显效率为６５．６％，有效率为８７．５％，
高于单用氯氮平治疗的５０．０％和８４．４％，总体疗效相
当。两组自第２周末起，ＰＡＮＳＳ总分及阳性症状、阴性
症状分、一般精神病理症状均较治疗前有所下降。提

示对于女性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无论单用氯氮平，

还是氯氮平联合阿立哌唑治疗，临床总体疗效均显著，

但阿立哌唑合并氯氮平治疗对阳性症状的控制更优于

单用氯氮平治疗。此结论与周之平等［７］报道结果一

致。另外，阿立哌唑合并氯氮平治疗时阿立哌唑控制

在治疗剂量，则氯氮平量可以相应减少，这样氯氮平的

副作用就减少，阿立哌唑副作用相对较轻，整体副作用

减轻，研究表明阿立哌唑合并氯氮平对于女性患者的

体重增加、静坐不能、流涎影响均小于对照组，所以副

作用小，依从性好。

近来一些研究［８－１０］也表明，即使经过氯氮平这类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合并阿立哌唑

治疗也能获得一定的效果。合并治疗后阳性症状、阴

性症状均有不同程度改善，而且合并用药的安全性较

好，并没有增加氯氮平治疗的不良反应，所出现的锥体

外系反应较轻，患者能够耐受，有良好的治疗依从性，

有利于预防复发和恢复患者社会功能，对女性难治性

精神分裂症患者尤为突出。

总之，阿立哌唑合并氯氮平治疗女性难治性精神

分裂症疗效显著、安全，控制阳性症状较单用氯氮平好

且副作用少，依从性高，值得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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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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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总结椎管内肿瘤的诊断治疗经验。方法　对神经外科自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１２年９月以来治疗的４０
例原发性椎管内肿瘤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４０例患者均行手术治疗，肿瘤均完整切除，术后均经病理
证实椎管内良性肿瘤，患者术后临床症状及神经功能均有明显恢复。术前２８例出现运动障碍的病例，术后症状均有明
显改善。２０例感觉障碍病例，术后明显改善１６例，４例无明显变化。４例括约肌功能障碍病例，３例明显改善，１例无变
化。术前２７例疼痛患者，术后明显改善２６例。１例患者出现脑脊液漏并发症，经对症治疗好转。本组未出现术后症状
较术前加重者，无死亡病例。结论　椎管内肿瘤的早期诊断极为重要，ＭＲＩ检查是最有价值的影像学诊断。患者术后生
存质量，常与患者术前的脊髓神经功能损伤程度直接相关。原发性椎管内肿瘤以良性居多，做到早期发现椎管内肿瘤，

早期手术治疗，多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椎管内肿瘤；原发性；诊断；手术治疗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９．４２　Ｒ７３０．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５７８０２

　　原发性椎管内肿瘤约占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１５％，包括发
生于椎管内的各种组织如神经根、血管、硬脊膜、脊髓及脂肪组

织的肿瘤，分为髓内、髓外硬膜内和硬膜外三类。髓外硬膜内

肿瘤最多见，占５５％左右，硬脊膜外肿瘤占２５％左右，约９％～
１８％为脊髓内肿瘤，最为少见［１］。椎管内肿瘤在临床上较易同

椎管内的其它病变以及某些骨科疾病互相混淆［２］，除极少数病

例外，绝大多数髓外肿瘤组织学上表现为良性，均能获得外科

手术全切除［３］。本文对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１２年９月以来，于我
科治疗的４０例原发性椎管内肿瘤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探讨及总结对椎管内肿瘤患者的临床诊断及治疗方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科自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１２年９月治疗
的４０例原发性椎管内肿瘤患者，其中男性患者２４例，女性患
者１６例。年龄１８～６５岁，平均３８．５岁。当椎管内发生肿瘤
时，很容易造成对神经根的刺激与脊髓的损害，而出现相应的

神经系统症状，主要表现为神经根刺激症状和后期的脊髓压迫

症状。临床上多见：神经根痛、运动感觉障碍和进展性瘫痪。

本组病例中患者首发症状为根性疼痛者２７例；出现节段性感
觉过敏及感觉减退者２０例；２８例患者出现运动障碍，出现病变
节段以下不同程度的运动障碍；另有４例患者出现尿潴留、长
期便秘或大便失禁等括约肌功能障碍症状。

１２　检查方法　随着现代影像技术在临床工作中的广泛应
用，全面的影像学检查不仅能够帮助临床医师准确发现病灶，

而且可以对病灶与周围组织的关系以及有无远处转移等进行

综合性的评估，极大地提高了临床的诊断率［４］。本组病例均行

脊柱Ｘ线及ＭＲＩ检查。脊柱 Ｘ线检查中发现间接影像改变：
如由于肿瘤的压迫导致了椎管扩大、椎间孔变大，椎弓根间距

增宽等。现有的临床影像学检查中，ＭＲＩ检查是最有价值的，
对诊断最为有用［５］，ＭＲＩ检查能清晰显示肿瘤的部位、范围并
有助于精确剖析肿瘤与其周围组织的关系，同时能对肿瘤的性

质作出初步判断，目前，ＭＲＩ已成为椎管内肿瘤的首选检查方
法。

２　结果
　　４０例患者均行手术治疗，肿瘤均完整切除，术后均经病理
证实椎管内良性肿瘤，患者术后临床症状及神经功能均有明显

恢复。其中２１例为神经鞘瘤（含１例哑铃型肿瘤），１３例为脊
膜瘤，４例为皮样或表皮样囊肿，１例室管膜瘤，１例脂肪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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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２８例出现运动障碍的病例，术后症状均有明显改善。２０例
感觉障碍病例，术后明显改善１６例，４例无明显变化。４例括
约肌功能障碍病例，３例明显改善，１例无变化。术前２７例疼
痛患者，术后明显改善２６例。１例患者出现脑脊液漏并发症，
经对症治疗好转。本组未出现术后症状较术前加重者，无死亡

病例。

３　讨论
　　绝大多数椎管内髓外肿瘤生长缓慢，通常为良性。椎管内
肿瘤的早期诊断极为重要，熟悉其早期临床表现，应详细询问

病史及行全身及神经系统检查，并予辅助检查，及早做出定位

和定性诊断。于患者脊髓功能还未出现完全损害的情况下给

予手术治疗，临床疗效大多较好［６］。引起脊髓压迫最主要的临

床表现，以根痛起病最常见，其次为运动和感觉障碍。ＭＲＩ检
查是最有价值的影像学诊断，ＭＲＩ可以显示出肿瘤的大小、位
置及组织密度等，同时，ＭＲＩ还有助于椎管肿瘤的初步定性诊
断。

如果该疾病被明确诊断，应予以早期手术治疗，目前手术

是原发性椎管内肿瘤唯一而且有效的手段。原则是在不加重

脊髓损伤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切除肿瘤。由于３／４的椎管内肿
瘤为良性，故肿瘤全切预后良好，大部分病例手术切除后可获

得临床治愈。一旦明确诊断，应积极创造手术条件，及时手术

力争切除，即使不能完整切除，也应行部分或大块切除以缓解

肿瘤压迫和损害。手术效果与神经组织受压时间、范围、程度

及肿瘤性质、部位有关。

本组４０例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术中完全切除肿瘤，临床
症状得到消除或不同程度的缓解，疗效满意。本院选择的术式

均为经后方的入路，大部分选择俯卧位，这种姿势可以保证血

流动力学稳定，减少脑脊液的流失，手术助手易于参与。在选

择后路椎板减压处理脊髓侧面或前方的肿瘤时，椎板要充分减

压，以方便暴露瘤体，最大限度地避免在肿瘤切除过程中造成

脊髓损伤［７］。椎板切除范围应该在嘴侧及尾侧涵盖整个肿瘤，

在剪开硬膜之前，硬膜外充分止血，硬膜切开的范围应超过肿

瘤的两极，尽量减少对脊髓的牵拉和旋转，术中可用较小的棉

片分别置入肿瘤两极处的硬膜下腔，减少对硬膜下腔的刺激，

逐层严密缝合关闭切口，不放置负压引流。若术中发现神经根

被包围在肿瘤内，很难将其从肿瘤中分离出来，尤其是肿瘤位

于胸段时可考虑一并切除，常不会出现永久性功能缺失，如果

切除不彻底导致肿瘤术后复发也难以保留神经根功能［８］。绝

大多数神经鞘瘤位于脊髓背侧或背侧方，打开硬膜后即见到，

位于腹侧的肿瘤可切断齿状韧带以获得充分的显露。术中要

注意止血，牵拉脊髓时动作尤其需谨慎、轻柔，对于肿瘤近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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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端相连的神经根要切断，如此才能全切肿瘤。

综上所述，椎管内肿瘤的早期诊断极为重要，ＭＲＩ检查是
最有价值的影像学诊断。原发性椎管内肿瘤以良性居多，做到

早期发现椎管内肿瘤，早期手术治疗，多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

果。常见的神经鞘瘤、脊膜瘤等，一般边界较清楚，生长缓慢，

与周围的神经组织粘连较轻，手术可将肿瘤完整切除，对周围

的神经组织影响较小，如果做到手术全切除肿瘤，一般很少复

发。患者术后生存质量，常与患者术前的脊髓神经功能损伤程

度直接相关，所以临床上应争取做到早期发现肿瘤，早期切除，

以减少对患者神经功能的进一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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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发生急性脑梗死之后，患者的高血糖不但临床表
现为病情加重以及脑缺血损害面积有所增大，并且也

会导致患者在短期之内的预后结果比较差［４－７］。患者

的血糖水平越高，其预后就会越差，进而使患者的病死

率也随之不断升高，这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造成的：①
糖尿病具有弥漫性的血管病变以及高血液血粘稠度等

特点，在血糖显著升高造成渗透性脱水及利尿时，患者

体内的血液粘稠度会出现更为显著的上升，导致梗死

灶扩大。②当出现急性脑梗死时，身体内组织缺血导
致氢离子调节受到抵制，无氧糖代谢逐渐取代有氧糖

代谢。高血糖更使得无氧糖代谢加剧，致使组织内储

留了大量的乳酸与二氧化碳，并且产生大量的血栓烷

Ａ２及花生四烯酸［８］，使得血管内皮损伤加剧，增加渗

出。当高血糖红细胞的聚集性与脆性加重，较大血管

出现梗死时，在供血梗死区的侧支循环里，血流速度减

缓，红细胞出现淤积及破裂，高血糖导致血粘度上升，

使得提前出现逆转现象，造成局部血流进一步减缓，同

时也对梗死面积增加与脑水肿程度加重产生作用。③
脑梗死和脑水肿对丘脑、垂体及靶腺这一结构及其功

能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伤害，此外，急性颅内高压导致

机体应激反应，造成血糖出现进一步增加，血糖升高还

会对急性脑梗死病情的轻重及恢复情况产生影响，使

脑梗死与脑水肿情况加重，导致病死率上升。

近些年来，很多国内和国外的相关动物实验充分

证实了血糖状态还会影响出现脑梗死情况的面积，同

时会加重患者的脑组织缺血性损害的情况，病死率升

高。有临床资料显示［９－１０］，与正常血糖组相比，脑梗

死并发血糖升高的患者梗死范围较大，病死率较高，脑

机能的恢复情况也低于正常血糖组。本次研究结果显

示，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应激性高血糖造成的血糖明显

上升的脑梗死患者，具有较高的发生大面积脑梗死和

灶性梗死的可能性，临床表现较为严重，也对上述观点

作出了证明。高血糖组治疗后好转率较低，而无效与

恶化率较高，对急性脑梗死出现早期血糖升高的患者

预后较差做出了证实，出现脑梗死时，因脑组织缺血缺

氧使得葡萄糖无氧糖的酵解速度增加，生成的乳酸增

多，同时因为供血不足时循环受到阻碍，使乳酸堆积加

剧；酸中毒导致患者的神经细胞缺血水肿以及坏死情

况加重，而高血糖可以使发生缺血情况的区域所出现

的酸中毒情况加重，同时导致梗死发生的范围有所扩

大，还可以造成患者血液粘度的不断增高，进而对患者

发生梗死情况的区域所对应的侧支循环产生很大的影

响。所以，鉴于患者出现的脑梗死情况，患者的预后以

及病情与血糖水平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临床治疗上对

于有急性脑梗死合并糖尿病或者是由于应激反应而造

成的高血糖症患者，应该及早地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对这类患者的血糖水平进行良好的控制，进而减轻对

患者的脑组织造成的损害，有利于改善急性脑梗死患

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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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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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观察热毒宁注射液对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血清嗜酸性粒细胞（ＥＣ）及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的影
响。方法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湖北省中山医院儿科门诊就诊的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５４例，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２７例，两组均予阿奇霉素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热毒宁注射液治疗，治疗７ｄ。观察两组患
儿治疗效果，并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 ＥＣ和 ｈｓＣＲＰ含量。结果　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
后，治疗组患儿血清ＥＣ和ｈｓＣＲＰ含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热毒宁治疗肺炎支原
体肺炎具有良好的疗效，其机制可能与降低患儿血清ＥＣ和ｈｓＣＲＰ含量有关。
【关键词】　热毒宁；肺炎支原体；患儿；嗜酸性粒细胞；超敏Ｃ反应蛋白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６３．１３　Ｒ７２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５８００２

　　肺炎支原体是一种无细胞壁的微生物，具有较强的传染
性，国内多个地区流行病学调查，呼吸道感染患儿肺炎支原体

感染阳性检出率为１０％～３０％［１－３］，部分地区报道检出率高达

４０％～５０％［４］。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免疫功能失调是肺炎支

原体肺炎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本研究观察热毒宁对肺炎支原

体肺炎患儿血清嗜酸性粒细胞（ＥＣ）及超敏 Ｃ反应蛋白（ｈｓ
ＣＲＰ）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我院儿科
门诊就诊的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５４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
照组，每组２７例。治疗组男１４例，女１３例；年龄１～１１岁，平
均（５．８±３．２）岁。对照组男１６例，女１１例；年龄１～１０岁，平
均（５．４±３．５）岁。两组年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用药方法　两组患儿均予阿奇霉素（哈药集团制药总厂
生产，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１０３６３）治疗，１０ｍｇ／ｋｇ，１次／ｄ，静脉注射，
连续３ｄ，停药４ｄ作为１个疗程。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热毒
宁注射液（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号

Ｚ２００５０２１７），０．５ｍｌ／（ｋｇ·ｄ），加入５％葡萄糖注射液１００ｍｌ中
静脉滴注，１次／ｄ，连续７ｄ为１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
１３１　症状及体征　观察患儿病情并记录患儿发热、咳嗽、咯
痰等症状及肺部体征。

１３２　实验室指标　在治疗前、后分别采集空腹静脉血２ｍｌ，
３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后分取血清，置冰箱保存待检。①ＥＣ计数：用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仪器及试剂均由希森美康公司提

供。②血清ｈｓＣＲＰ含量：使用免疫比浊法，用罗氏 Ｃｏｂａｓｃ７０１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盒由德国罗氏诊断有限公司提供。

１４　疗效标准　痊愈：临床症状及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显
效：临床症状及体征明显改善；有效：临床症状及体征均有好

转；无效：临床症状及体征无明显改善，或加重。

１５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疗
效比较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儿疗效比较　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 ＥＣ和 ｈｓＣＲＰ含量比较　治疗
前，两组患儿血清ＥＣ和 ｈｓＣＲＰ含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患儿血清 ＥＣ和 ｈｓＣＲＰ含量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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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疗效比较（例）

组别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２７ １６ ６ ４ １ ９６．２９※

对照组 ２７ １２ ４ ４ ７ ７４．０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治疗前后血清ＥＣ和ｈｓＣＲＰ含量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ＥＣ（×１０９／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２７ ０．３６±０．１２ ０．２１±０．０９△※ １７．５６±６．７１ ５．４２±２．１５△※

对照组 ２７ ０．３７±０．１１ ０．２８±０．１２△ １８．７１±６．４８ ９．１２±３．６６△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肺炎支原体感染过程中患儿存在机体
免疫调节功能紊乱、外周血ＥＣ和ｈｓＣＲＰ均明显升高［５］。肺炎

支原体感染时辅助性Ｔ淋巴细胞（Ｔｈ）功能失衡，Ｔｈ１介导的细
胞免疫受到抑制，Ｔｈ２介导的体液免疫相对处于优势，从而促进
Ｂ细胞分化，提高 Ｂ细胞活性，促进大量分泌白介素等细胞因
子，这些细胞因子可进一步引起ＥＣ募集和活化，使呼吸道局部
ＥＣ浸润并使外周血ＥＣ数量显著增多［６］，多种炎症细胞因子又

是ｈｓＣＲＰ主要启动介质，通过白细胞介素等炎性因子，将信息
传递给肝脏刺激产生ｈｓＣＲＰ，从而导致ｈｓＣＲＰ增高［７］。

肺炎支原体肺炎主要表现为发热、咳嗽、咳痰，严重者可并

发喘息，属中医学“肺炎喘嗽”范畴，多因风邪、痰热、毒热等邪

气入侵，肺络闭塞，肺失清肃所致，其中以热证为最常见。热毒

宁注射液由青蒿、金银花、栀子组成，其中青蒿能透风散热，现

代药理研究发现青蒿含有的挥发油有镇咳、祛痰、平喘作用，其

主要成分青蒿素对Ｂ淋巴细胞有抑制作用［８］。金银花可清热

解毒，其含有挥发油、黄醇素、有机酸等成分，具有解热、抗炎、

调节免疫、广谱抗菌作用［９］。栀子泻火除烦、凉血解毒，栀子中

含有的栀子苷具有抗菌、抗炎的作用，能抑制炎症早期的水肿

和渗出［１０］。三药合用，能清泻肺火，宣肺络通，共祛表里上下

之邪，则诸症消失，疾病乃愈。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疗效明

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且治疗后治疗组患儿血清 ＥＣ和 ｈｓ
ＣＲＰ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提示热毒宁治疗肺炎支
原体肺炎患儿具有良好的疗效，其机制可能与降低患儿血清

ＥＣ和ｈｓＣＲＰ含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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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８８．０４％）、复方新诺明（８８．０４％）、哌拉西林（８８．２４％）、头
孢他啶（９０．２１％）、环丙沙星（９１．４４％）、氨苄西林（１００．００％）、
头孢曲松（１００．００％）、头孢唑林（１００．００％）。

３　讨论
　　鲍曼不动杆菌粘附力极强，能在皮肤表面定植，通
过手的接触造成该菌的污染和传播，是其成为医院感

染病原菌的重要条件之一［６－７］。在免疫力低下或伴有

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中，可引起严重甚至致命性的感

染，如呼吸机相关肺炎、泌尿系感染、菌血症或败血症

等。感染鲍曼不动杆菌合并高龄、有创操作、继发菌血

症等情况常是患者死亡的先兆，对有上述情况的患者，

我们应该重视该菌的感染。本研究显示鲍曼不动杆菌

在临床标本的来源中痰标本最多（占９５．１１％），提示
呼吸道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主要部位，可能与条件

致病菌移植引起内源性感染、细菌从外界植入引起外

源性感染有关［８］。

我院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科室分布以重症监护病

房为主，可能与该病区收治的患者类型及采用的治疗

手段有很大关系。多数为老年患者，病情危重及机体

免疫功能低下，部分患者使用２种或２种以上抗生素，
接受侵袭性治疗较多，如机械通气、气管插管、深静脉

置管、留置尿管等可破坏机体的黏膜屏障作用，成为感

染鲍曼不动杆菌的高危因素，引起肺部感染、血液感

染、尿路感染等。同时鲍曼不动杆菌易于粘附机体腔

道或生物材料的表面，造成治疗器械消毒困难，可引起

交叉感染。

鲍曼不动杆菌在医院感染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

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也呈上升趋势。本研究

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
类、喹诺酮类等耐药率均在７０％以上，耐药性十分严
重，而其耐药机制相对复杂。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

烯类抗生素耐药的主要耐药机制有：①产生碳青霉烯
酶；②膜孔蛋白缺乏或丢失；③药物主动外排泵的过度
表达；④青霉素结合蛋白改变等。对氨基糖苷类耐药
的主要机制为细菌产生氨基糖苷类钝化酶，包括磷酸

转移酶、核酸转移酶及乙酰转移酶，其中３’磷酸转移
酶Ⅵ最多见［９］。鲍曼不动杆菌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机

制主要与编码拓扑异构酶基因 ｇｙｒＡ、ｐａｒＣ基因突变有

关，ｇｙｒＡ点突变仅表现为中度耐药；ｇｙｒＡ和 ｐａｒＣ双位
点突变则表现为高度耐药［１０］。对于鲍曼不动杆菌引

起的难治性感染可以考虑选用头孢哌酮 －舒巴坦治
疗。

本研究与文献报道均显示，鲍曼不动杆菌临床分

离率高、耐药性严重，为有效控制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和

扩散，我们应采取相应的抗感染措施，加强病房消毒隔

离，实施有创操作时要注意消毒与严格无菌操作。对

鲍曼不动杆菌进行规范的、连续的菌种鉴定和药敏分

析，有效防止抗菌药物的滥用，并掌握该菌的流行病学

特征及对抗生素耐药特性，根据病原学检测结果合理

使用抗生素，避免鲍曼不动杆菌的播散和暴发流行。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微生物检验技术的不断

完善，对临床用药的指导作用将日益凸显出来，医务工

作者对抗菌药物的使用也会更加规范，患者也会得到

更对症及更有效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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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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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评估针对高血压病患者的多种危险因素如年龄、体重、吸烟、饮酒等方面做临床干预前后的效果分
析。方法　随机抽取某社区患高血压病居民２３９名，按接受管理前后分组，通过询问年龄、吸烟、饮酒及是否运动、饮食
中是否限盐、控制体重等情况，给予生活方式上的调整，经过２～３年后，评判其对血压的影响。结果　多因素结果分析
年龄、体重、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都是影响血压的重要因素，吸烟和适当饮酒对男性高血压患者无显著影响。结论　高
血压的发病受多种危险因素的影响，高血压社区干预是指对高血压社区患者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一系列活动，通过对

可改变的生活方式的管理，有助于改善高血压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高血压；危险因素；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５８２０２

　　目前，在我国高血压病的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迄今为
止仍是多种心脑血管终点事件的重要病因。高血压病是受遗

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高血压社区干预是指对

高血压社区患者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一系列活动［１］。本研究

就是通过干预可改变的环境因素，对某社区居民进行了２～３
年的血压监测，从而探讨高血压病与年龄、体重、吸烟、饮酒及

饮食结构的相关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由本院附近社区随机抽取所在管高血压病例
档案２３９份，其中男性１３２人，女性１０７人。年龄分布：４５～６０
岁９２人，６０岁以上１４７人。
１２　干预方法　对随机抽取到的社区居民，采用入户面对面
询问调查的方法，对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是否吸烟、饮酒、饮

食习惯、运动方式、有无慢性疾病与就诊情况以及家庭收入等

进行调查，并对调查对象进行体格检查，测量身高、体重、腹围，

用台式水银血压计测量血压。日后，定期门诊随诊或登门检

查，并对患者加强高血压等方面健康宣教，指导健康生活方式，

如戒烟、戒酒或少量饮酒、适当运动、低盐饮食、正规服药等。

１３　评价方法　评价内容：根据居民健康档案随访记录的结
果进行统计。包括控制适宜的体重指数、戒烟、不饮酒或者少

饮酒、饮食结构中限盐等适宜技术管理表内容；高血压症状体

征改善情况，依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标准进行统计［２］。生

活行为、方式的改善依据适宜技术的规定进行统计。

１４　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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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前后调查对象的血压指标的变化　对高血压患者实
施综合管理后，调查对象收缩压、舒张压低于管理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管理前后高血压患者血压变化情况比较（ｘ±ｓ，ｍｍＨｇ）

组别 收缩压 舒张压

管理前 １５５．６４±１０．１５ ９７．０２±８．４８
管理后 １３９．１６±１１．５４ ８４．８７±８．０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２２　管理前后调查对象的高血压防治行为变化　对高血压患
者实施综合管理后，调查对象调节饮食、适量运动、控制体重、

戒烟戒酒等健康行为发生率较管理前均有提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马鞍山市十七冶医院心内科
通讯作者：贾先慧，电子信箱：ｓｑｙｙｗｋ＠１２６．ｃｏｍ

２３　管理前后调查对象高血压知识知晓率变化情况　因本次
所选病例均为档案管理病例，在日常门诊已接受多次反复的高

血压相关知识宣传，所得结果说明高血压防治相关知识的健康

宣传已见成效，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率比管理前已有大幅提

高。

表２　管理前后高血压患者健康行为情况比较（％）

组别 饮食中限盐 适量运动 控制体重 不吸烟 不饮酒或少饮酒

管理前 １１．２９ ３３．４７ ３８．９１ ４６．４４ ５１．４６
管理后 ７６．１５ ５９．００ ６５．６９ ５４．３９ ６３．１８
χ２值 ６０．１９ ８．２１ １０．０２ １．７３ ２．０１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
变化，导致全球范围内高血压病的患病率和病死率不断上

升［３］。２００２年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现状》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１８岁高血压患者在２０００年接近１．７亿。因此，我国卫
生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对高血压病的防治。

近代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高血压患病率呈上升趋

势［４］，同时高血压病又受到多种危险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遗传

因素和环境因素，遗传因素不可改变，但通过对环境因素如控

制体重、戒烟戒酒、饮食限盐等多种生活方式的干预［５－７］，使得

高血压病患者控制血压达标率有了显著的提升。

本研究自２０１０年２月开始，对某社区的２３９名高血压病患
者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生活行为、方式宣传教育，主要从戒烟、

少饮酒、适量运动、饮食限盐等方面进行反复宣传，长期督导，

通过对高血压病患者上述综合管理，２～３年后的结果显示：高
血压患者血压变化与干预前比较有明显的降低，干预措施对促

进患者戒烟戒酒、调节饮食、适量运动、控制体重等健康行为是

有效的，说明生活方式的依从性可能是影响高血压治疗效果的

主要因素。笔者认为改善生活方式和保持适当的体重，将有助

于高血压病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本研究显示，戒烟和戒酒这

两种生活方式干预，在日后的随访中，对血压的影响无显著性

差异，类似的研究结果，在徐州市老年人高血压病影响因素调

查分析一文中也得到了印证［８］，但随着饮酒年限的增加，饮酒

亦显示是影响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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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５２３页）
　　两组患者入选时ＬＶＥ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周、４
周、１２周分别比较，ｒｈＢＮＰ组 ＬＶＥＦ升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急性心肌梗死ＰＣＩ术后患者心脏超声学指标比较

组别 时间 ＬＶＥＳＶＩ（ｍｌ／ｍ２） ＬＶＥＤＶＩ（ｍｌ／ｍ２） ＬＶＭＩ（ｇ／ｍ２） ＬＶＥＦ（％）

ｒｈＢＮＰ组 入选即刻 ５３．１±８．７ ８５．７±１８．０ １３０．１±１０．２ ３６．０±７．９
１周 ５２．３±７．４ ８４．７±１５．９ １２９．７１±１０．９０ ４２．２±５．２
４周 ４１．７５±９．００＃ ６９．５±７．２＃ １２３．２±６．８＃ ４７．８±４．６＃

１２周 ２６．７５±２．００＃ ５５．２±５．１＃ １１２．５±６．２＃ ５６．７±６．０＃

对照组 入选即刻 ５３．７±７．３ ８６．２±１３．８ １３１．６±１０．２ ３５．２±７．２
１周 ５３．０±６．９ ８５．２１±４．９ １３１．４±１１．２ ４１．７±７．８

４周 ４７．２±５．８ ８０．５１±３．２０ １２６．７±７．９ ４３．３±５．０

１２周 ３４．５±６．０ ６２．３９±８．００ １１８．９±７．４ ５２．３±５．５

　　注：与同组入选即刻该指标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同时间该指标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急诊ＰＣＩ后仍有心室重构的发
生，伴心脏功能的下降［５－６］。进行性的左室重构是心

力衰竭发生发展的决定因素［７］。本研究采用超声心动

图评价心室重构，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其中 ＬＶＥＳＩ、
ＬＶＥＤＩ、ＬＶＭＩ可很好地反映心室的形态和结构改变，
反映心室重构的严重程度［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静脉应用重组人脑利钠肽，与对

照组比较，可抑制心室重构的发生。而这种效应，在用

药后第１周并不明显，在第４周、１２周可观察到试验组
的ＬＶＥＤＶＩ、ＬＶＥＳＶＩ、ＬＶＭＩ较对照组明显好转。在第１
周即可观察到试验组较对照组 ＬＶＥＦ改善明显，并持
续至用药后１２周。该结果表明，重组人脑利钠肽可抑
制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改善心功能，对治疗产生有益

作用。

新活素是重组人脑利钠肽，与内源性脑钠肽有相

同的作用机制，它可以松弛血管平滑肌、降低外周血管

阻力；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 －醛固酮系统和心肌纤
维化［９］。国外学者发现静脉注射重组脑利钠肽针能很

快改善冠状动脉血流动力学，扩张冠状动脉血管直径，

增加冠脉血流量，改善梗死区心肌组织的灌注［１０］，对

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产生有益的作用。

本研究显示，重组人脑利钠肽在治疗急性心肌梗

死，抑制心室重构方面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但样本量

少，且对远期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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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矮小症的临床观察
陈桂芬

【摘　要】　目的　观察重组人生长激素在治疗不同病因导致的矮小症患儿中的疗效和副作用。方法　３２例矮小症患
儿中，原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ＧＨＤ）１６例，其中生长激素完全缺乏症１１例、生长激素部分缺乏症５例，宫内发育延迟
（ＳＧＡ）３例，家族性矮小（ＦＳＳ）６例，特纳综合征（ＴＳ）２例，甲状腺功能减低症（ＣＨ）５例。平均年增长速率为（５．０±１．５）
ｃｍ。应用国产的重组人生长激素０．１５ＩＵ／（ｋｇ·ｄ）每晚睡前３０ｍｉｎ皮下注射，３个月为１个疗程，治疗２年。结果　重
组人生长激素对不同病因的矮小症皆有效，其中对原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ＧＨＤ）效果明显，对完全性生长 激素缺乏症
（ＧＨＤ）效果更明显。且治疗的前 ３～６个月身高增长速率快，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身高增长速率略减慢，治疗前骨龄落
后越多治疗效果越好。结论　重组人生长激素是治疗矮小症安全有效的药物。
【关键词】　矮小症；重组人生长激素；儿童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８７．２１　Ｒ９７７．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５８４０２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矮小症发
病率逐渐增高，根据北京协和医院１９８７年调查研究结果显示，
北京城市学龄儿童及青少年中特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患病率

为１／８６４４，国外报道ＧＨＤ约占全部矮小症患者的５０％，我国广
大农村地区受医疗条件的限制，发病率高于城市。另外，宫内

发育延迟、特纳综合征、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家族性矮小等患儿

也逐年增多。目前国内治疗矮小症可靠有效的药物为重组人

生长激素（ｒｈＧＨ），下面把我院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诊治的３２例矮小
症患儿临床用药情况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３２例矮小症患儿中男１７例、女１５例；５～８岁
１３例，９～１５岁１９例。宫内发育延迟（ＳＧＡ）３例、特纳综合征
（ＴＳ）２例、甲状腺功能减低症（ＣＨ）５例、家族性矮小（ＦＳＳ）６
例、原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ＧＨＤ）１６例，其中生长激素完全缺
乏症１１例、生长激素部分缺乏症 ５例。平均年增长速率为
（５．０±１．５）ｃｍ。
１２　诊疗方法
１２１　确诊方法　用标准的电子身高体重秤测量身高低于
１９９５同年龄同性别正常儿童的两个标准差（－２ＳＤ）以下，用Ｇ
Ｐ骨龄图谱判断骨龄（ＢＡ），用相同的方法检验血常规、尿常规、
血糖、肝功能、甲状腺功能、生长激素等，做四维超声检查，拍摄

的ＢＡ片为左手正位片，用左旋多巴和溴比斯的明联合激发生
长激素方法确诊生长激素是否缺乏，ＧＨ峰值 ＜５μｇ／Ｌ为生长
激素完全缺乏症，ＧＨ峰值在５～１０μｇ／Ｌ之间为生长激素部分
缺乏症［１］。

１２２　骨龄监测结果　３２例患儿中２０例骨龄落后，其中生长
激素缺乏的１６例患儿骨龄落后平均在２岁以上，２例甲减患儿
骨龄落后１岁，１例宫内发育延迟患儿骨龄落后１．５岁，２例家
族矮小患儿骨龄落后１岁，其他患儿骨龄与实际年龄相符。
１２３　治疗方法　所有病例均给予长春金赛药业生产的重组
人生长激素（ｒｈＧＨ）注射液（３０ＩＵ／支），按０．１５ＩＵ／（ｋｇ·ｄ）每
晚睡前３０ｍｉｎ皮下注射；甲减患儿用左甲状腺素钠片１０μｇ／
（ｋｇ·ｄ）治疗２～３个月，待Ｔ３、Ｔ４、ＴＳＨ正常后给予生长激素治
疗。用药期间皆给予保持足够的睡眠，增加营养，补充钙剂、锌

剂，加强体育锻炼等一般治疗，３个月为１个疗程。治疗期间
１～３个月复查血尿常规、肝功能、血糖、肾功能等，６个月复查
骨龄。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以（ｘ±ｓ）表示，数据的统计分析采
用配对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ｒｈＧＨ促进患儿身高增长的效果　详见表１。

表１　３２例矮小症患儿应用生长激素不同时间的身高变化（ｘ±ｓ，ｃｍ）

组别 治疗前 ３个月 ６个月 １２个月 ２４个月

原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ＧＨＤ（完全缺乏） １２３．２±１６．０ １２６．４±１５．９ １２９．０±１６．５ １３４．８±１６．４ １４４．８±１６．３
原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ＧＨＤ（部分缺乏） １１７．４±１７．１ １２０．６±１７．８ １２３．５±１７．８ １２９．３±１７．９ １３５．０±１８．０
宫内发育延迟（ＳＧＡ） １２２．９±１９．０ １２５．６±１９．０ １２８．５±２０．１ １３２．８±２０．４ １４０．７±２０．４
家族性矮小（ＦＳＳ） １１８．４±２８．５ １２０．６±２８．２ １２１．９±２９．０ １２５．５±２８．６ １３２．２±２８．１
特纳综合征（ＴＳ） １１４．６±２５．５ １１６．８±２５．６ １１８．７±２５．７ １２２．４±２６．２ １２８．４±２６．８
甲状腺功能减低（ＣＨ） １２１．０±１６．２ １２３．２±１６．２ １２５．２±１６．２ １２９．０±１６．２ １３６．４±１６．１

　　注：同组中身高生长速率，治疗３个月与６个月比较，Ｐ＜０．０１；治疗６个月与１２个月比较，Ｐ＜０．０１；治疗１２个月与２４个月比较，Ｐ＜０．０５；治疗
２４个月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各类疾病之间比较，Ｐ＜０．０１。

２２　ｒｈＧＨ副作用　治疗后有３例注射局部皮肤红肿、痒，约
３～５ｄ消失；有１例出现眼睑、颜面水肿，一过性头痛，３ｄ后症
状消失；有１例用药３个月后血糖略升高，未给予降糖治疗，２
个月后恢复正常；２例用药后２个月转氨酶增高小于６０ＩＵ／Ｌ，
２～３月恢复正常；治疗前后血尿常规正常，无肾功能改变。
２３　用药效果与骨龄的关系　生长激素缺乏的患儿，ＢＡ落后
越多，疗效越好；非生长激素缺乏的，ＢＡ落后的患儿比ＢＡ不落

作者单位：１３６０００吉林省四平市妇婴医院小儿内分泌科

后的同类患儿疗效好。

３　讨论
　　近年来矮小症发病率逐渐增高，根据北京协和医院１９８７年
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城市学龄儿童及青少年中特发性生长

激素缺乏症患病率为１／８６４４，国外报道 ＧＨＤ约占全部矮小症
患者的５０％，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受医疗条件的限制发病率高于
城市。矮小的常见原因有：原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ＧＨＤ）、宫
内发育延迟（ＳＧＡ）、特纳综合征（ＴＳ）、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ＣＨ）、家族性矮小症（ＦＳＳ）、青春发育延迟、（下转第１６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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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重症手足口病有创动脉血压监测相关临床研究
马进

【摘　要】　目的　探讨连续有创动脉血压监测在重症手足口病患儿抢救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对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儿科收住的重症手足口病３５例患儿行有创动脉血压监测，通过观察血压数值变化，对患者血压实行动态监护。
同时选取同一侧或对侧上肢进行无创血压监测，并记录收缩压、舒张压及平均动脉压，将每位患儿两种监测结果各抽取

１０对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①重症手足口病患儿有创动脉压值较无创动脉压值低。②有创血压的监测可连续监
测血压数，尤其在无创血压测不到的情况下，能准确的反映血压的真实状况。结论　有创动脉压监测因可连续监测血压
的动态变化，能准确、及时发现患儿的病情变化，灵敏度大于无创血压监测，对重症手足口患儿的临床抢救具有重要的意

义。

【关键词】　重症手足口病；有创；动脉血压；监测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１２．５７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５８５０２

　　重症手足口病多是由肠道病毒 ７１型（ＥＶ７１）感染引起。
感染后出现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导致循环的不稳定性，出现血

压及心率的变化，病情进展迅速，若不及时处理，迅速出现肺水

肿、肺出血而死亡。有创动脉压监测是经过周围动脉插管直接

测量动脉内压力的一种方法。通过换能器测量血管内整个心

动周期的压力变化，连续监测血压，从理论上讲，有创动脉血压

值接近正常值［１］。为进一步提高重症手足口病患者的抢救成

功率，准确观察患儿心率、血压的动态变化，我科自２０１１年１
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对３５例重症手足口病进行有创血压监测，现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３５例，其中男２７例，女８例，最小年
龄６个月，最大年龄５岁，平均１岁８个月。＜１岁９例，１～２
岁１７例，２～３岁６例，３～４岁２例，４～５岁１例。入院时根据
临床表现、体征及多项辅助检查，符合卫生部颁发的手足口病

诊疗指南（２０１０年版）。其中１６例患儿行机械通气治疗。３５
例全部选用桡动脉置管。

１２　设备及用具　迈瑞多参数监护仪、微量注射泵、迈瑞公司
配套有创血压监测包、套管针、三通开关、淡肝素生理盐水（５００
ｍｌ生理盐水加入５００Ｕ肝素钠注射液）等。
１３　操作方法
１３１　有创动脉血压监测　取患儿一侧桡动脉，采用脉氧饱
和度替代Ａｌｌｅｎ’ｓ试验检查桡动脉，结果为阴性。常规消毒，进
行桡动脉穿刺置管，连接压力传感器与监护仪，压力传感器置

于与右心房同一水平。传感器通大气校正零位后，再与动脉连

通，连续监测动脉内血压。

１３２　无创动脉血压监测　采用迈瑞监护仪自动无创测压技
术，患儿平卧，选择合适的袖带，肘部与心脏同一平面，由监护

仪自动进行血压测量。每２ｈ测量一次，同时记录有创血压值，
每例患儿收集１０对共３５０对数值作为研究数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资料采用配对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有创动脉血压监测时监护仪上同时显示收缩压及舒张压
数值，且呈动态变化，有创血压监测较无创血压监测数值低，见

表１。患儿在有创血压监测下，２５例早期发现血压上升或下
降，及时应用降压药物和血管活性药物等有效处理。

　　通过三通管采血，１６人次做血气分析后调整呼吸机参数或
纠正酸碱失衡，３２人次测血糖后调整胰岛素的剂量，３２人次测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儿科

电解质后纠正电解质紊乱。

表１　有创、无创血压测定结果

测量

方法
ｎ

收缩压（ｍｍＨｇ）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舒张压（ｍｍＨｇ）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无创法 ３５ ７８ ２６ １４１ － ５１ １９ ９３ －
有创法 ３５ ６４ ２１ １３５ ３７ ４２△ １７ ８２ ２３

　　注：与无创法比较，ｔ＝２．５１，Ｐ＜０．０５；ｔ＝２．１２，△Ｐ＜０．０５；１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表示未测量。
　　本组患儿中发生脱管５例，管道堵塞２例，肢体肿胀１例，
无感染、空气栓塞、出血及血栓发生。

３　讨论
　　动脉血压监测是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监测生命特征重要的
内容之一，它反映机体循环系统的功能状态，血压显著下降表

示循环系统的代偿功能衰竭，患儿进入极危重阶段，需要医护

人员及时采取措施方能挽救患儿的生命。血压稳定是危重患

儿治疗的目标之一。无创血压监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数值不

准确，在严重循环衰竭时甚至测不出，影响患儿抢救。有创血

压监测，是将导管留置入血管内，通过测压管和传感器实现连

续测压，能动态地观察血压的变化，因导管位于动脉血管内，不

受人工加压、减压、袖带宽度及松紧等外界因素的影响，所测得

的血压更直接，数值更准确［２］。一般来说，有创血压较无创血

压高２～８ｍｍＨｇ，但不同病理状态下改变不同［３］。有学者提

出在病情危重、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手术等情况危机的情况

下最好采用有创动脉血压监测，可以随时发现病情变化［４］。国

内杨晓军等［５］对不同病理状态下有创血压与无创血压监测值

进行比较发现：在循环正常的情况下，间接监测到的血压基本

上接近有创血压，但在有休克或循环不良的情况下，有创血压

测量值显著低于无创血压测量值，尤其在血压低于６０ｍｍＨｇ
时，有创血压测的值可能更低。

重症手足口病由于脑干病变或颅内压增高导致交感神经

过度兴奋，血中儿茶酚胺（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等）含量显

著增高，全身血管收缩，血流动力学急剧变化，体循环阻力增

加，动脉血压显著增高［６］，后期由于循环功能紊乱，患儿迅速出

现肺水肿、呼吸衰竭、循环衰竭，血压下降，进展迅速，数小时内

死亡。国内金志鹏等［７］对７６例危重手足口患儿有创血压监测
结果显示有创血压数值低于无创血压。与本组资料结果相同，

危重手足口病患儿有创血压监测数值低于无创血压，可能与机

体循环功能不良有关。机体在循环血容量不足的情况下外周

血管阻力增加，这种血流变化造成有创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显著

低于无创血压监测值［８］。特别在无创血压监测不到的情况下，

有创血压监测能提供更准确的数值。因此，有创动脉血压的检

测对这类患儿的监护至关重要，有利于医护人员及时、准确、迅

速评估血压、病情的变化，预测疾病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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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不同药物治疗慢性乙肝肝硬化的临床价值分析
王伶

【摘　要】　目的　探讨不同药物治疗慢性乙肝肝硬化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将在绍兴市第六人民医院诊治的８４例
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实验组４２例，采用核苷（酸）类似物联合用药治疗；对照组４２例，采用干扰素单药治
疗。观察比较两组的ＨＢＶＤＮＡ水平、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血清肝纤维化及肝功能指标水平。结果　用药２６周、５２周后，实
验组的ＨＢＶＤＮＡ水平和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实验组的ＰⅢＰ、ⅣＣ、ＬＮ、ＨＡ指标水平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实验组治疗后的ＡＬＴ、ＡＳＴ、ＡＬＢ、ＴＢｉＬ等肝功能参数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核苷（酸）类似物联合
治疗慢性乙肝肝硬化的临床应用价值更高。

【关键词】　慢性乙肝；肝硬化；核苷（酸）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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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乙肝肝硬化是一种由乙型肝炎病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ｖｉｒｕｓ，
ＨＢＶ）长期感染和反复作用所引起的以肝细胞不断凋亡、肝纤
维化持续增生为主要病理改变的慢性进行性肝病［１］。慢性乙

肝肝硬化包括代偿期肝硬化和失代偿期肝硬化，代偿期肝硬化

患者的生存期可达１０年以上，但是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的病
情进展很快，其５年病死率为７０％～８６％［２］。为了降低病死的

风险，积极抑制ＨＢＶ持续感染、缓解肝组织纤维化成为临床治
疗的关键。本院研究采用干扰素或核苷（酸）类似物治疗慢性

乙肝肝硬化，科学有效地指导了临床合理用药，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在本院治疗
的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８４例，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制
订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相关诊断标准［３］，排除伴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感染、酒精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或胆汁
淤积性肝病、严重心脏病、糖尿病、肾功能障碍、恶性肿瘤、试验

药物过敏史等患者。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及患者家属知情

同意，将所有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实验组４２例，男性３０例，女性
１２例，年龄３６～７２岁，平均（４８．５±１０．２）岁；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分级Ａ
级２３例，Ｂ级１１例，Ｃ级８例；病程２～１５年，平均（８．９±４．７）
年。对照组４２例，男性２８例，女性１４例，年龄３８～７１岁，平均
（４８．３±１０．１）岁；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分级Ａ级２５例，Ｂ级１０例，Ｃ级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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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病程１～１７年，平均（８．８±４．９）年。两组的性别、年龄、病
情、病程等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干扰素单药治疗：皮下注射１８０
μｇ聚乙二醇干扰素α２ａ注射液（派罗欣，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Ｊ２００７００５５），１次／周，总疗程１年。实验组采用核
苷（酸）类似物联合用药治疗：口服１００ｍｇ拉米夫定片（贺普
丁，葛兰素史克制药（苏州）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０５８１），１
次／ｄ；１０ｍｇ阿德福韦酯片（贺维力，葛兰素史克制药（天津）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０６５１），１次／ｄ，总疗程１年。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的乙型肝
炎病毒ＤＮＡ定量（ＨＢＶＤＮＡ）、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血清肝纤维化
指标水平及肝功能参数。其中，采用瑞典罗氏全自动荧光定量

ＰＣＲ分析仪检测 ＨＢＶＤＮＡ，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肝纤维
化指标，采用美国贝克曼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肝功能指标。

肝纤维化检测指标包括：Ⅲ型前胶原肽（ｐｒｏ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ｐｅｐｔｉｄｅ，
ＰⅢＰ）、Ⅳ型胶原（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ｔｙｐｅⅣ，ⅣＣ）、层粘连蛋白（Ｌａｍｉ
ｎｉｎ，ＬＮ）、透明质酸（ｈｙａｌｕｒｏｎｉｃａｃｉｄ，ＨＡ）。肝功能检测指标包
括：丙氨酸转氨酶（ａｌａｎｉｎｅａｍｉｎ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ＡＬＴ）、天冬氨酸转
氨酶（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ａｍｉｎ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ＡＳＴ）、白蛋白（ａｌｂｕｍｉｎ，ＡＬＢ）、
总胆红素（ｔｏｔａｌ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ＴＢｉＬ）。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以（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方案。同时重症手足口病病情变化快，需反复采血进行血象、

血糖、血气分析及生化检查，加上此类患儿循环功能障碍，多次

静脉穿刺不仅增加患儿痛苦，而且难度较大。有创血压监测装

置可以通过三通随时采集血标本监测血气分析、血生化、血糖

等，减少患儿反复采血的痛苦。

在实施有创动脉血压监测的过程中，护理工作相当重要，

首先选择合适的穿刺部位，其次是保证测压管道及传感器的灵

敏性与正确性，在护理工作中还应防止穿刺针及测压管脱落，

保持患儿处于安静状态，减少测压的误差。

有创动脉血压监测已广泛应用于成人重症监护及手术中，

儿童领域的应用还处于尝试阶段。儿童由于机体免疫功能差，

患各种重症感染的机会远高于成人，疾病进展快，病死率高。

有创动脉血压监测能早期发现血压的波动、循环的改变，更适

于在儿科应用，特别值得在重症手足口病、先天性心脏病、感染

性休克、新生儿换血等危重患儿的抢救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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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ＨＢＶＤＮＡ定量与 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　实验组治疗前的
ＨＢＶＤＮＡ定量水平和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２６周、５２周的 ＨＢＶＤＮＡ
定量水平和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均明显下降，实验组的降幅显著性
大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ＨＢＶＤＮＡ定量与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ＨＢＶＤＮＡ定量（ｌｏｇ１０拷贝／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２６周 治疗后５２周
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２６周 治疗后５２周
实验组 ４２ ５．８５±１．３９ ４．５０±１．１２ ３．２５±１．０４ １０．５１±１．１２ ７．９５±１．０４ ５．８３±０．７１
对照组 ４２ ５．８３±１．４１ ５．０６±１．３５ ４．０１±０．８５ １０．４８±１．０９ ８．５２±１．１６ ６．４４±０．８５
ｔ值 ０．０６５ ２．０６９ ３．６６７ ０．１２４ ２．３７１ ３．５６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血清肝纤维化指标水平　实验组治疗前的 ＰⅢＰ、ⅣＣ、
ＬＮ、ＨＡ指标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治疗后的 ＰⅢＰ、ⅣＣ、ＬＮ、ＨＡ指标水平均明显下

降，实验组的降幅大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肝纤维化指标水平比较（ｘ±ｓ，μｇ／Ｌ）

组别 ｎ
ＰⅢＰ

治疗前 治疗后

ⅣＣ
治疗前 治疗后

ＬＮ
治疗前 治疗后

ＨＡ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４２ ２７３．２±３５．８ １４１．６±２２．８ １８９．２±２３．７ ８９．５±１７．６ １７８．２±２６．４１０４．５±２４．７ ３８２．１±２６．８１５３．８±１９．２
对照组 ４２ ２７３．５±３６．１ １６２．７±２４．５ １９０．８±２３．５ １０１．２±１９．３ １７７．９±２５．８１２３．６±２１．８ ３８２．４±２６．５１７５．１±２０．４
ｔ值 ０．０３８ ４．０８６ ０．３１１ ２．９０３ ０．０５３ ３．７５７ ０．０５２ ４．９２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肝功能参数　实验组治疗后的 ＡＬＴ、ＡＳＴ、ＴＢｉＬ指标水平
均显著性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实验组治疗后的 ＡＬＢ指标水
平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即实验组的肝功能指标值显著性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肝功能参数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ＡＬＴ
（ＩＵ／Ｌ）

ＡＳＴ
（ＩＵ／Ｌ）

ＡＬＢ
（ｇ／Ｌ）

ＴＢｉＬ
（μｍｏｌ／Ｌ）

实验组 ４２ ２６．４±１４．７ ５６．１±１２．９ ４０．５±１．８ ２９．２±１１．７
对照组 ４２ ３８．５±１３．１ ６８．５±１４．２ ３８．７±１．９ ３８．５±１２．４
ｔ值 ３．９８３ ４．１８９ ４．４５７ ３．５３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乙型肝炎是肝硬化的常见病因之一，ＨＢＶ入侵肝脏后通过
诱导宿主免疫反应、杀伤受感染的肝细胞，同时强烈刺激肝星

状细胞活化，继而促使肝细胞外基质过度沉积，最终造成肝硬

化现象［４］。所以，有效抑制 ＨＢＶ感染及阻止 ＨＢＶ复制成为控
制慢性乙肝肝硬化病情进展的关键所在。干扰素是一种广谱

抗病毒药物，其通过细胞表面受体作用促使抗病毒蛋白产生和

病毒核酸的复制与转录，以达到抗病毒的治疗目的［５］。同时，

干扰素还能够增强自然杀伤细胞的杀伤功能、巨噬细胞的吞噬

功能及Ｔ淋巴细胞的细胞毒性，发挥多重免疫调节作用，提高
抗病毒能力［６］。干扰素治疗慢性乙肝肝硬化既能有效抑制

ＨＢＶ复制又能抑制肝星状细胞激活增殖，缓解肝脏纤维化，阻
止肝硬化进展。但是，干扰素的药物毒副作用可能会导致肝功

能进一步恶化，因此其仅用于治疗代偿期肝硬化，对失代偿期

肝硬化属于禁忌。然而，核苷（酸）类似物作为一种病毒 ＤＮＡ
聚合酶链合成的终止剂［７］，临床治疗慢性乙肝肝硬化的疗效肯

定。拉米夫定是一种核苷（酸）类似物类抗病毒药物，通过抑制

逆转录酶和ＤＮＡ聚合酶的生物活性，阻断病毒ＤＮＡ的合成，迅
速抑制病毒复制，发挥抗病毒作用。拉米夫定治疗慢性乙肝肝

硬化能明显降低血液和肝脏内的ＨＢＶ载量，减轻肝脏炎性反应
和肝细胞坏死，逆转肝纤维化，减少肝硬化发生［８］。由于拉米

夫定长期用药易耐药，停药后出现反弹现象［９］，因此单药保守

治疗效果尚不理想。阿德福韦酯是一种新型的核苷（酸）类似

物类抗病毒药，其药理作用机制为与腺苷酸竞争性掺入ＨＢＶ病
毒ＤＮＡ链，抑制ＤＮＡ聚合酶活性，阻滞ＨＢＶ病毒复制，同时诱
导内生干扰素，刺激自然杀伤细胞生物活性、调节机体免疫反

应［１０］，进而增强抗ＨＢＶ作用。阿德福韦酯治疗慢性乙肝肝硬
化的作用靶点与拉米夫定不同，二药合用不具有交叉耐药性。

本研究显示，实验组治疗后的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表明核苷（酸）类似物的抗 ＨＢＶ作用比干扰素更强；实验组治
疗后的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表明核苷（酸）类似物
对肝脏损伤程度比干扰素更小；实验组治疗后的肝纤维化指标

值（ＰⅢＰ、ⅣＣ、ＬＮ、ＨＡ）明显低于对照组，表明核苷（酸）类似
物控制肝纤维化进展的效果更好；实验组治疗后的肝功能敏感

参数（ＡＬＴ、ＡＳＴ、ＡＬＢ、ＴＢｉＬ）明显优于对照组，提示ＡＬＴ、ＡＳＴ和
ＴＢｉＬ指标水平下降说明经抗病毒后患者肝细胞炎症坏死减轻，
ＡＬＢ指标水平升高说明肝脏合成功能改善。由此可见，核苷
（酸）类似物联合治疗慢性乙肝肝硬化的效果更佳，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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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侯山平，周鑫，金成益．恩替卡韦对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
肝功能改善的作用研究［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２（１１）：
２４０４２４０５．

［５］　危贵君，胡奕．肝硬化患者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及危险因素分析
［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２（２）：２７８２７９．

［６］　张国顺，马利转，张超，等．聚乙二醇干扰素联合扶正化瘀胶囊治
疗耐核苷类药物的乙型肝炎肝硬化临床研究［Ｊ］．现代预防医学，
２０１２，３９（４）：１０１６１０１８．

［７］　周文兴，吕国良，刘馨．核苷类药物在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治疗中的
疗效分析［Ｊ］．中国生化药物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２）：１７０１７２．

［８］　泽塔多吉，吕洪敏，齐玉梅，等．肝硬化患者血清微量元素、免疫功
能特点及相关性研究［Ｊ］．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５（４Ａ）：１１１２
１１１４．

［９］　陈阳述，闫翠环，仇新军，等．促肝细胞生长素的临床研究与应用
［Ｊ］．中国药房，２０１１，２２（４８）：４６０２４６０４．

［１０］　张凤英，李琼，邱国华，等．阿德福韦酯联合苦参素胶囊治疗乙型
肝炎肝硬化疗效观察［Ｊ］．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电子
版），２０１２，６（１）：４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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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氯吡格雷治疗老年 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临床分析
陈明

【摘　要】　目的　观察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等常规溶栓对老年ＳＴ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的疗效及临床使用的安全
性。方法　选取８０例６０岁以上、ＳＴ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４０例，对照组
采用阿司匹林常规溶栓治疗，观察组在此治疗基础上给予氯吡格雷口服。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以及治疗期间并发

症的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心绞痛、心电图改善的总有效率为８７．５％，对照组为７５．０％，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观察组１个月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的副作用的发生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治疗老年ＳＴ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疗效肯定，在改善心绞痛
发作次数、降低硝酸甘油类剂量，促进心电图ＳＴＴ段回落效果更为显著，可减少终点事件的发生，且不增加不良反应的
发生率。

【关键词】　氯吡格雷；阿司匹林；老年；急性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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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老年急性 ＳＴ段抬高型心肌
梗死发病率有升高趋势，虽然其临床有一定的不同，但具有相

同的病理生理过程，即冠状动脉的血栓形成［１］。血栓形成包括

３个关键环节：粥样斑块破裂，血管内膜下基质胶原暴露；启动
并激活凝血因子，凝血酶形成；触发血小板聚集、黏附，形成以

血小板为主要成分的白色血栓，并引起冠状动脉急性闭塞［２］。

为减少梗塞范围，挽救缺血心肌，应尽早给予溶栓剂使冠状动

脉再通，从而保护心脏功能、降低病死率。血小板激活、聚集、

粘附在血栓形成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我们在溶栓、阿司匹林

等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应用氯吡格雷治疗急性 ＳＴ段抬高型心
肌梗死，取得较肯定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５月在我科治疗
的８０例ＳＴ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ＳＴＥＡＭＩ）的老年患者为研
究对象，其中男性４５例，女性３５例；年龄６２～７９岁，平均年龄
（６３．８±７．８）岁，所有患者均在１２ｈ内就诊，有典型的心前区疼
痛并持续超过３０ｍｉｎ，心电图连续两个胸导联 ＳＴ段抬高０．２
ｍＶ以上，连续两个肢体导联提示ＳＴ段抬高０．１ｍＶ以上，心肌
酶包括肌钙蛋白Ｉ（ｃＴｎＩ）、肌酸激酶（ＣＫ）、肌酸激酶ＭＢ型同工
酶（ＣＫＭＢ）较参考值显著升高。并排除以下病例：①消化性溃
疡；②血小板低于１００×１０９／Ｌ，１个月内有脑、皮下出血，或禁忌
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③严重肝、肾功能损害，或已经确诊的
心脏瓣膜病、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既往心肌梗死、扩张型或者肥

厚型心肌病的患者。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４０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组成、梗死部位等临床资料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的患者均行常规溶栓治疗，溶栓剂为尿
激酶，０．９％氯化钠溶液 ＋尿激酶２万 Ｕ／ｋｇ，最大剂量不超过
１５０万Ｕ；溶栓４～６ｈ后给予低分子肝素４０００～６０００Ｕ皮下注
射，阿司匹林首日３００ｍｇ，以后改为每日１００ｍｇ口服，根据病
情选用β受体阻滞剂、硝酸酯类、钙离子拮抗剂、降压药或调脂
药［３］。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口服氯吡格雷（波立维，赛诺

菲圣德拉堡制药有限公司）３００ｍｇ，以后改为每日７５ｍｇ。治疗
１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
１３　疗效标准　临床疗效的评价指标包括：①两组患者治疗
前后心绞痛、心电图的变化。显效为休息和轻度活动时心绞痛

发作次数显著减少，硝酸甘油日耗量降低８０％以上，心电图示
ＳＴＴ段回落至基线水平或基本恢复；有效为心绞痛发作稍有减
少，硝酸甘油日耗量降低 ５０％ ～８０％，ＳＴＴ段回落超过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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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Ｖ；无效为心绞痛发作次数无明显改变，心电图无明显改善，
甚至恶化。②复合终点事件：两组患者 １个月内再次心肌梗
死、心绞痛加剧、心源性休克的发生。③副作用的比较，包括皮
肤、黏膜出血，上消化道不适症状的发生，呕血或黑便，出血性

脑卒中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以（ｘ±ｓ）表示，ｔ检验分析组间差异性，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心绞痛、心电图改善的比较　见表１。观察组患
者心绞痛、心电图改善的总有效率为８７．５％，对照组为７５．０％，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
林治疗老年ＳＴ段抬高型急性心梗疗效肯定，在改善心绞痛发
作次数、降低硝酸甘油类剂量，促进心电图 ＳＴＴ段回落效果更
为显著。

表１　两组ＳＴ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绞痛、心电图改善的比较（例）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０ １７ １８ ５ ８７．５
对照组 ４０ １３ １７ １０ ７５．０

２２　两组患者１个月内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的比较　见表２。
观察组短期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提示氯吡格雷治疗可降低终点事件的发生率。

表２　两组ＳＴ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１个月内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的比较（例）

组别 ｎ 再次心梗 心绞痛加剧 心源性休克 总发生率（％）

观察组 ４０ １ ４ ３ ２０．０
对照组 ４０ ２ ８ ４ ３５．０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副作用的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均有
１例患者皮肤黏膜出血、２例上消化道不适，观察组中１例出现
黑便，两组患者的副作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氯
吡格雷联合治疗并不会增加出血类事件的发生。

３　讨论
　　肠溶阿司匹林的作用机制为不可逆性抑制血小板的环氧
化酶活性，阻断血栓素生成，从而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发挥抑制

血栓形成的作用［４］。美国心脏病学院及心脏协会（ＡＣＣ／ＡＨＡ）
在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治疗指南、经皮冠脉介入的治疗（ＰＣＩ）
指南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ＵＡ）治疗指南中都将阿司匹林作为
常规药物推荐使用［５］。但临床上有部分心血管患者即使给予

最大治疗剂量的阿司匹林仍会再次发生冠脉血栓事件，有学者

认为这些患者存在阿司匹林抵抗现象，单独使用阿司匹林抗血

栓并不能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因此提出“阿司匹林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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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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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良性位置性眩晕的病因目前尚不明确，有研究发现患者年龄越大，耳石退化的程度越严重，本研究的
目的是探讨骨质疏松与特发性良性位置性眩晕之间的关系。方法　对４２９名已确诊为特发性良性位置性眩晕的老年女
性患者进行腰椎及股骨骨密度检测。最终所得Ｔ值与没有眩晕病史的５００名正常老年女性进行比较，观察 Ｔ值大小是
否有统计学差异。结果　在４２９名良性位置性眩晕患者中３４１名（７９．５％）出现骨质疏松，且 Ｔ值明显较低。结论　骨
质疏松与特发性良性位置性眩晕的发病有关。首先，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量调节物质的减少，这可能影响了耳石的内

部结构及／或耳石之间的相互连结及与凝胶基质的连结。其次，钙重吸收的增加可能会使内耳淋巴液的游离钙离子浓度
上升，从而使得异位脱落的耳石难以自行溶解。

【关键词】　骨质疏松；眩晕；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雌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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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Ｂｅｎｉｇｎ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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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隋文乐，电子信箱：ｓｕｉｗｅｎｌｅ＠ｓｏｈｕ．ｃｏｍ

ｖｅｒｔｉｇｏ，ＢＰＰＶ）是神经内科门诊十分常见的一种前庭功能障碍
性疾病。这种疾病经常伴随着典型的阵发性位置性眼震，通常

还有其他特点如发作有潜伏期，发病过程为一过性，可自行缓

的概念。目前阿司匹林抵抗还未形成统一的定义，通常是指规

律服用有效剂量阿司匹林的患者并不能达到预期抑制血小板

聚集疗效，仍发生血栓栓塞事件。阿司匹林抵抗的机制并不清

楚，有学者认为与药物体内的生物利用度下降、ＣＯＸ２途径的
因子过度表达或基因突变等因素有关［６］，也有学者认为血小板

通过环氧化酶以外的其他途径激活血栓素 Ａ２，再次引起血小
板聚集、凝血酶形成，并促进血栓形成［７］。部分阿司匹林耐受

的患者表现为稳定的血小板高活性［８］，不因给药时间及治疗剂

量而变化。本次研究也发现，对照组中１０例患者存在不同程
度的阿司匹林抵抗，采用常规溶栓治疗的效果并不明显，３５％
的患者在１个月内再次发生复合终点事件，包括再次心梗、心
绞痛加剧或者心源性休克。

临床报道对阿司匹林抵抗现象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法，例如

联合其他途径的抗血小板制剂，其中以氯吡格雷（血小板上的

ＡＤＰ受体拮抗剂）使用较为多见。在血小板聚集、粘附过程中，
二磷酸腺苷（ＡＤＰ）和血栓素 Ａ２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作用因素，
同时抑制这两个因素将产生更好的抗血小板作用［９］。氯吡格

雷属于噻吩吡啶类药物，其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机制为选择性

阻断血小板膜表面上的ＡＤＰ受体，使血小板糖蛋白ＧＰⅡｂ／Ⅲａ
与纤维蛋白原结合位点不能暴露并抑制了两者结合，使血小板

聚集数量降低。由于血小板不能合成新的ＡＤＰ受体，给予氯吡
格雷联合治疗可持续作用于血小板的整个生命周期。也有学

者认为氯吡格雷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ＡＤＰ的释放，提高腺苷酸
环化酶的活性，抑制血小板的扩增，通过其他途径发挥抗血小

板聚集作用［１０］。多项基础研究表明阿司匹林与氯吡格雷联合

应用可有效抑制血小板的两个主要活化方式，为临床联合用药

提供了佐证。

本次研究结果提示，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可多途径抑制

血小板聚集，有效地防止血栓形成，改善冠脉的血液循环，最终

减少再发心肌梗死、梗死后心绞痛发生及心源性死亡等终点事

件的发生率［１１］。由于ＳＴＥＡＭＩ的老年患者常合并其他系统疾
病，器官储备功能差，因此临床治疗中需注意安全性，严格掌握

适应证及禁忌症，联合用药抗血小板治疗应严密观察其出血并

发症［１２］。我们发现治疗期间两组患者的出血并发症相近，提

示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治疗并不增加出血等不良反应的发

生，与其他临床研究相符［１３］。

我国老年心肌梗死患者日趋增多，在临床治疗中适合急诊

ＰＣＩ的患者或具备该条件的医院非常有限。因此基层医院对无

明确禁忌证的老年ＳＴ段抬高急性心梗患者首选治疗为静脉溶
栓方案，联合抗血小板治疗可显著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

预后，且并不增加出血并发症的发生，相对安全，值得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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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及发作有疲劳性。临床上 ＢＰＰＶ多无明显诱因而发病，但有
时该种疾病也继发于其他的疾病，例如头部外伤，美尼尔氏病，

偏头痛，病毒性神经迷路炎，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及耳部手术

等。由于更年期激素水平的变化极易影响到全身钙代谢，而特

发性ＢＰＰＶ及骨质脱钙在老年女性中更为常见，ＶｉｂｅｒｔＤ等［１］

曾猜测骨质疏松也许能够为特发性ＢＰＰＶ的发病提供病理生理
解释。另外，还有研究报道，在不考虑年龄及更年期的情况下，

患有ＢＰＰＶ的女性骨密度（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ＭＤ）值明显低
于年龄相匹配的未患 ＢＰＰＶ的对照组［２］。在这些研究的基础

上，本研究的目的是讨论ＢＭＤ与患有特发性ＢＰＰＶ的老年女性
之间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病例组：确诊为 ＢＰＰＶ的年龄大于５０岁的女
性４２９名。无头部外伤史，前庭神经元炎或迷路炎，美尼尔氏
病，耳部手术，或者一过性的孤立的听觉系统症状，如耳鸣、听

力突然丧失或者听力波动。某些系统性疾病的患者，例如内分

泌功能障碍患者也被排除在外。对照组：选取年龄与病例组相

匹配的受试者５００人，所有受试者均无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眼
部、耳部疾病及周围前庭器官疾病史，神经系统体格检查未发

现阳性体征。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ＢＰＰＶ的诊断　ＢＰＰＶ的诊断基于典型的病史及临床上
通过ＤｉｘａｎｄＨａｌｌｐｉｋｅ操作手法所捕捉到的受累侧一过性眼震。
１２２　眼震电图检查　自发性眼震试验（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ｙｓｔａｇ
ｍｕｓ，ＳＮ）及凝视试验（ｇａｚｅｔｅｓｔ，ＧＴ）；通过头部的左右扭转诱发
位置性眼震即扫视试验（ｓａｃｃａｄｅｔｅｓｔ，ＳＴ）；视动眼震试验（ｏｐｔｏ
ｋｉｎｅｔｉｃｎｙｓｔａｇｍｕｓ，ＯＮ）嘱咐患者默数从屏幕中线上移动过的刺
激灯的个数，刺激灯的移动速度分别为２５°／ｓ，５０°／ｓ及７５°／ｓ；
之后紧跟着平稳跟踪试验（ｓｍｏｏｔｈｐｕｒｓｕｉｔｔｅｓｔ，ＳＰＴ）视标频率
０．０５Ｈｚ，视角３０°，嘱被检查者集中精力追踪视标，持续２０ｓ。
１２３　骨密度测试　应用双能Ｘ线仪测量腰椎及股骨颈的骨
密度已明确受试者是否存在骨质疏松。目前骨密度测试（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ＭＤ）是评价骨质退化的最常用的检查方法，主
要检测骨影像中每单位面积或体积中所含矿物质的量。最终

测量结果以Ｔ值表示，Ｔ值是将受试者测量所得ＢＭＤ值与正常
３０岁女性平均值相比所得到的值。若 Ｔ值在标准值 －１．０ＳＤ
范围内为正常；在－１．０至 －２．５ＳＤ范围内即可诊断为骨质疏
松，若低于－２．５ＳＤ将被诊断为骨质疏松症。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的标准，当患者Ｔ值在－１．０ＳＤ的情况下，骨折的发生率是Ｔ
值为０者的２倍［３］。

１２４　前庭诱发电位检查　用高强度声刺激一侧球囊并在紧
张的胸锁乳突肌（ＤＥＢ）上记录肌源性电位，从而反映前庭丘
脑通路是否完整。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统计，正态分布的计量
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
数（５％，９５％百分位数）表示，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秩和检验。
采用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４２９名符合诊断标准的老年女性，年龄 ５０～８０（６７．０±
７．５）岁，被纳入病例组内。临床使用 Ｄｉｘ及 Ｈａｌｌｐｉｋｅ手法进行
前庭功能检查表现出一过性旋转性眼震，左侧２３９人，右侧１５０
人，双侧４０名。首次眩晕发作与首次前往门诊就诊的时间间
隔为２～９６个月（中位数，１２个月）。在这个时间间隔里，所有
的患者都出现过眩晕症状的复发。

前庭诱发电位显示所有患者阈上刺激潜伏期正常。３７６名

患者接受眼震电图检查，２５４人表现出单侧一过性旋转性眼震，
偏向出现症状侧。

在年龄５０～５９岁的患者中，骨质疏松及骨质疏松症的患
病率为５８％；６０～６９岁为７３．６％；７０～７９岁为８７．３％。ＢＰＰＶ
患者与正常对照组之间Ｔ值的不同情况见表１。

表１　ＢＰＰＶ患者与正常对照组之间Ｔ值的不同情况（ｘ±ｓ）

组别 ｎ
５０～５９岁

例数 Ｔ值
６０～６９岁

例数 Ｔ值
７０～８０岁

例数 Ｔ值
ＢＰＰＶ组 ４２９ １４３ －０．９６３±０．７０５ １０５ －０．９８９±０．５２４ １８１ －１．７９８±０．８７５
对照组 ５００ １７６ ０．１４２±０．８０５ １９５ －０．３０１±０．６２３ １２９ －０．５６３±０．４３２
Ｐ值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００１

３　讨论
　　在我们的研究中，７９．５％的 ＢＰＰＶ患者出现骨质疏松或者
诊断为骨质疏松症。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病例组患者

的Ｔ值明显低于生活环境及相关健康因素相同的年龄相匹配
的对照组。我们认为这提示在年龄大于５０岁的女性中，钙代
谢紊乱及ＢＰＰＶ发生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耳石是位于内耳椭圆囊斑及球囊斑上的位觉感受器。哺

乳动物的耳石是由钙离子的碳酸盐晶体及有机质组成的。根

据ＹａｎｇＨ等［４］的超纤维结构研究，耳石是在囊斑支持细胞中

形成的。ＨａｒａｄａＹ等［５］指出，在豚鼠中，钙不单只存在于耳石

中，在支持细胞的胞浆中也有钙离子的存在。在这些研究的基

础上，他们提出耳石的形成依赖于支持细胞中钙的转运及转

化。在支持细胞的顶部，钙凝集在耳石的前体 －次级溶酶体
中。耳石可能通过胞吐被释放到耳石膜下区，然后到达耳石膜

的表层并融合其中。

在大鼠的电镜衍射研究中，ＣａｍｐｏｓＡ等［６］观察到耳石下

的凝胶层存在晶体不断累积和形成，他们认为凝胶层参与了耳

石晶体的形成及成熟，他们还指出耳石是内耳钙的储存库，能

够维持内耳钙的动态平衡，同时，在凝胶层两侧钙浓度梯度对

于耳石的形成及重塑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免疫组化研究中，已知３种重要的钙绑定蛋白在耳石器
官的形成中起不同的作用。众所周知钙结合蛋白Ｄ２８Ｋ在缓冲
钙离子浓度及维持细胞内低水平钙离子浓度方面有重要的作

用。ＢａｌｓａｍｏＧ等［７］研究在发育阶段鸡的内耳中发现了钙结合

蛋白Ｄ２８Ｋ的分布。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们提出耳石内一
定存在明显的钙更新，同时钙结合蛋白 Ｄ２８Ｋ参与了耳石的形
成。这种蛋白可能在内耳前庭系统的神经传递及毛细胞细胞

骨架的保护中起重要作用。

最后，ＴａｋｅｄａＳ［８］发现一种特殊的纤维网络结构，将耳石的
内部结构、表面成分、耳石之间的相互连结及与凝胶机制的结

合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这种网络结构在耳石矿物质

成分成型及更新方面起重要作用。位于耳石表面的孔是内耳

淋巴液与耳石内部结构直接接触的通道，同时指出耳石的矿

化，增长及更新不仅限于其表面，在其核心也存在这样的过程。

与年轻女性相比，特发性ＢＰＰＶ在年龄大于５０岁的老年女
性中更为常见。在这个年龄段，更年期女性激素的变化对全身

钙代谢有重要的影响。钙和骨代谢有很密切的联系，该过程主

要受６种激素的影响：骨化三醇、甲状旁腺激素、降钙素、胰岛
素生长因子、生长激素及会降低骨更新率病最终导致骨质流失

的雌激素。

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与年龄相关，在年龄５０～８０岁的老年
女性中，骨质疏松的发生率是青年女性的４倍［９］。我们提出两

种理论来解释ＢＰＰＶ与骨质疏松及骨质疏松症之间的联系。首
先，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量调节物质的减少，这可能影响了

耳石的内部结构及／或耳石之间的相互连结及与凝胶基质的连
结。其次，还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病例组中，患者ＢＰＰＶ的症状
是反复发生的，并且经常对于手法复位治疗无反应。钙重吸收

的增加可能会使内耳淋巴液的游离钙离子浓度上升，从而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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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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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输尿管镜在双侧输尿管结石致急性肾功能衰竭治疗中的应用及疗效。方法　回顾分析江西安
福县中医院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６月间收治的３０例双侧上尿路结石致急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的病例资料，采用输尿管
镜下钬激光碎石术，观察患者术后肾功能参数、肾动脉血流参数和肾功能恢复情况。结果　经过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
术的治疗，术后患者的尿素氮、血肌酐、尿酸水平均明显低于手术前（Ｐ＜０．０５）；术后 ＳＲＡ的 Ｖｍａｘ、Ｖｍｉｎ的水平明显高
于手术前，术后ＭＲＡ的Ｖｍａｘ、Ｖｍｉｎ、ＣＯ的水平明显高于手术前（Ｐ＜０．０５）；患者术后２周肾功能恢复正常的例数明显
高于手术前（Ｐ＜０．０５）。结论　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安全有效等优点，应用于治疗
双侧输尿管结石致急性肾功能衰竭可显著改善患者肾功能状况。

【关键词】　输尿管镜；输尿管结石；肾功能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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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侧输尿管结石会导致梗阻，引起少尿、无尿发生肾功能
不全，属于泌尿外科急症，时常引起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

命［１］。传统治疗方法包括开放性取石术、经皮肾穿刺造瘘及膀

胱镜逆行插管引流等方法。随着输尿管镜技术的发展，输尿管

镜腔内碎石术正逐渐取代传统手术［２］。同时可以把这一技术

运用到双侧输尿管结石并发梗阻性急性肾衰竭的急诊治疗中。

回顾分析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６月间收治的３０例双侧
上尿路结石致急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的临床病历资料，现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患者中男性１９例，女性１１例；年龄２１～６８
岁，平均年龄（４２．３±１．８）岁。患者入院时有少尿１８例，少尿
时间２～８ｄ，尿量１３０～４００ｍｌ，无尿１２例，无尿时间２～４ｄ。
出现不同程度的贫血及酸中毒症状，血肌酐（Ｃｒ）不同程度升
高，为２３１～１４６１μｍｏｌ／Ｌ，平均为（６１５．４±５．１）μｍｏｌ／Ｌ；尿素氮
（ＢＵＮ）１１．３～４２．３ｍｍｏｌ／Ｌ，平均为（２６．５±３．４）ｍｍｏｌ／Ｌ；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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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为（５３６．１±８．４）μｍｏｌ／Ｌ。
１２　治疗方法　患者入院后立即抗感染治疗，纠正水、电解质
紊乱和酸中毒，高血钾者给予血液透析，在入院１～３ｄ内进行
手术治疗，采用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麻醉方法选择硬膜

外或全麻，估计进镜困难的患者采用全身麻醉。采用德国 Ｗｏｌｆ
９．８输尿管硬镜，取膀胱截石位，将Ｆ８橡胶导尿管插入膀胱，输
尿管镜在摄像系统引导下经导尿管进入膀胱。将Ｆ４输尿管导
管插入输尿管引导输尿管镜缓慢进镜直达结石部位，如果进镜

困难就加大灌注泵压力，镜体一进入输尿管则降低灌注泵压

力，防止结石移位。钬激光传导光纤从操作孔插入，功率设置

为（１．０～２．０）Ｊ／（１０～２０）Ｈｚ，采用蚕食法或钻孔法将结石打
碎成直径尽量小于２ｍｍ的颗粒状，用抓钳取出直径较大的结
石，用冲洗液排出小的结石碎末。如果结石下方有狭窄或增生

息肉，先用钬激光切开狭窄或气化息肉后再碎石。碎石过程中

如出现结石上移，跟踪碎石并减少冲洗，避免结石进入肾盂。

另一侧输尿管结石按照同样方法同期处理。术后放置双“Ｊ”管
引导，２～４周后拔除，留置导尿管１～４ｄ，常规应用抗生素３～
５ｄ。
１３　检测方法　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测肾动脉（ＭＲＡ）、段

异位脱落的耳石难以自行溶解。实际上，ＺｕｃｃａＧ等［１０］曾发现

青蛙耳石的溶解取决于内耳淋巴液游离钙的浓度。他们指出

在正常内耳淋巴液钙离子浓度的溶液中（２０μＭ），耳石能够完
全溶解。相反，当钙浓度增加至５００μＭ时，耳石的溶解会自行
停止。这两种机制可能同时参与ＢＰＰＶ的病理生理过程。

国内没有关于钙代谢紊乱如骨质疏松及骨质疏松症与ＢＰ
ＰＶ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的临床发现及理论假设还需要进行
进一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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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ＳＲＡ）的收缩期峰值流速（Ｖｍａｘ）、舒张末期峰值流速
（Ｖｍｉｎ）和阻力指数（ＲＩ），接受检查的患者禁食、禁饮８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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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功能参数比较　术后尿素氮、血肌酐、尿酸水平均明显
低于术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肾动脉血流参数　术后 ＳＲＡ的 Ｖｍａｘ、Ｖｍｉｎ明显高于术
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双侧输尿管结石患者术前与术后肾功能比较

时间 尿素氮（ｍｍｏｌ／Ｌ） 血肌酐（μｍｏｌ／Ｌ） 尿酸（μｍｏｌ／Ｌ）

术前 ２６．５±３．４ ６１５．４±５．１ ５３６．１±８．４
术后１周 ６．８±０．６ １１３．２±２．３ ４０１．５±６．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双侧输尿管结石患者术前与术后肾动脉血流参数比较

时间
ＳＲＡ

Ｖｍａｘ（ｃｍ／ｓ） Ｖｍｉｎ（ｃｍ／ｓ） ＲＩ
ＭＲＡ

Ｖｍａｘ（ｃｍ／ｓ） Ｖｍｉｎ（ｃｍ／ｓ） ＣＯ（ｍｌ／ｍｉｎ） ＲＩ
术前 ３７．８±８．１ １４．３±６．１ ０．７３±０．０６ ５５．９±１３．８ １８．５±５．１ ３６２±８７ ０．７２±０．０６
术后１周 ４３．６±９．２ １９．８±５．７ ０．６１±０．０５ ７７．３±１５．３ ３４．３±４．５ ４８８±８１ ０．６７±０．０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肾功能恢复情况　术后２周肾功能恢复正常的患者明显
高于术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双侧输尿管结石患者术后肾功能恢复情况（例）

时间 ｎ 肾功能正常 肾功能部分正常 肾功能不全

术前 ３０ ０ ３ ２７
术后２周 ３０ ２５ ５ 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随着腔镜技术的发展、成熟，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在
双侧上尿路结石致急性肾功能衰竭治疗中得到应用。双侧输

尿管结石致肾功能衰竭是由于双侧结石，一侧肾功能差，对侧

尿量增多，将结石推至狭窄处嵌顿，引起梗阻，或者是双侧同时

嵌顿。可迅速出现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氮质血症，可能

出现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需要紧急处置［３］。治疗成功

的关键是尽快解除梗阻，引流尿液，防治并发症，以便最大限度

地挽救和恢复肾功能。如果梗阻时间短，及时进行处理，肾功

能就能较快恢复，反之就恢复较慢甚至发生不可逆改变［４］。当

患者病情严重，不能耐受取石手术时，输尿管逆行插管及经皮

肾穿刺造瘘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应急措施，可以迅速改善全身状

况，在稳定病情之后，再进一步治疗结石［５－６］。应用输尿管镜下

钬激光碎石术较传统开放手术，具有时间短、出血少、创口小、

恢复快的优点，整体疗效优于开放手术，且能明显降低手术风

险［７－８］。

根据肾脏对抗平衡定律，手术时尽量同期解除双侧梗阻，

利于恢复双侧肾脏功能。输尿管镜可全面、准确了解输尿管内

情况，能够同时解除双侧输尿管不同平面的多个结石梗阻，如

果输尿管结石并发息肉，可以碎石的同时摘除息肉，对输尿管

的侵袭性相对较小，成功率高，对全身情况的干扰也小。本研

究患者手术后肾功能恢复情况恢复良好。输尿管镜下钬激光

碎石术能够有效碎石，显著改善患者的肾功能状况。输尿管镜

下钬激光碎石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综合评估患者对手术的

耐受力，以此判断是否一次取尽结石，耐受力差的患者可先采

用放置支架等方法解除梗阻，等情况好转后再进一步处

理［９－１０］。

本研究结果显示，行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之后的尿素

氮、血肌酐、尿酸水平均明显低于手术前，手术后能及时解除尿

路结石梗阻，疏通尿路，改善肾内尿素氮、血肌酐、尿酸水平，缓

解梗阻导致的肾毒性。手术后ＳＲＡ的 Ｖｍａｘ、Ｖｍｉｎ明显大于手
术前，手术后ＭＲＡ的Ｖｍａｘ、Ｖｍｉｎ、ＣＯ也明显大于手术前，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手术后成功解除梗阻，积水减
少，肾窦内的压力逐渐降低，肾血管供血恢复正常，肾功能恢

复。应用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治疗双侧输尿管结石致急

性肾功能衰竭是安全可行的，能够缩短手术时间，降低肾内压

力，避免二次手术，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

并发症少、安全有效等优点，应用于治疗双侧输尿管结石致急

性肾功能衰竭疗效明显。治疗后患者肾功能状况改善明显，成

功使肾功能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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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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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康复治疗仪联合开塞露灌肠治疗产后尿潴留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山东省临朐县人民医院住院孕产妇１２３５例，其中发生产后尿潴留的产妇５０例，将５０例产妇随机抽取２６例为治疗
组，２４例为对照组。治疗组采用产后康复治疗仪对产妇骶尾部及耻骨联合处电疗２０ｍｉｎ，然后给予开塞露４０ｍｌ灌肠，
保留１０ｍｉｎ以上，让产妇在用力排大便的同时顺利排出小便；对照组单纯采用注射用甲硫酸新斯的明０．５ｍｇ，臀部肌肉
注射，通过兴奋膀胱平滑肌和尿道肌促进排尿，观察两组对排尿的影响。结果　两组尿潴留产妇治疗后自主排尿情况比
较，治疗组效果显著，有效率为１００．００％，而对照组仅为６６．６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产后康复治
疗仪联合开塞露灌肠治疗产后尿潴留的效果明显高于单纯注射甲硫酸新斯的明，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产后康复治疗仪；开塞露；尿潴留；新斯的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６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５９３０２

　　尿潴留是指膀胱内充满尿液，不能自行排尿的一种症状，
临床表现为尿意紧迫感，但不能自行排尿，下腹胀痛、拒按，患

者辗转不安，十分痛苦［１］。孕产妇尿潴留的发生率较高，产后

尿潴留是指产后８ｈ内产妇不能排尿而膀胱尿量＞６００ｍｌ或者
产妇不能自行有效排空膀胱而残余尿量＞１００ｍｌ［２］。此时如果
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仅增加产妇身心痛苦，还可能引起

泌尿系感染，影响子宫收缩，严重者引起产后大出血，危及产妇

的生命。我们采用产后康复治疗仪联合开塞露灌肠治疗产后

尿潴留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我院住院孕
产妇１２３５例，其中产后有尿潴留的产妇５０例，占产妇总数的
４．０％。将５０例产妇随机分为治疗组（２６例）和对照组（２４
例）。年龄２２～３６岁，平均２８．４岁，孕周３７～４１周，其中初产
妇４６例，经产妇４例，经阴分娩４２例（会阴侧切１４例，Ⅰ度自
然裂伤５例，Ⅱ度自然裂伤２例，无裂伤２１例），剖宫产８例。
两组患者均已排除泌尿系统梗阻、感染、畸形、严重的尿管损伤

等可能导致尿潴留的因素。两组年龄、孕周、产程、膀胱充盈程

度、体质量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产后康复治疗仪（江苏锐祺 ＣＦＴ
４００）联合开塞露保留灌肠治疗。操作如下：嘱患者取平卧位，
将２个电极与连接线插牢，然后将一次性圆形专用治疗片上涂
满耦合剂，分别粘贴到产妇骶尾部及耻骨联合处，用腹带固定，

接通电源后，按主机“开始”按钮，调整治疗强度及按摩时间，一

般使用２００以上频率（开始５ｍｉｎ内由低到高逐渐加大刺激强
度直至产妇耐受为止），低频脉冲按摩２０ｍｉｎ。治疗结束后嘱
产妇侧卧，臀部略抬高，取开塞露［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高新制药厂，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６３４６，规格２０ｍｌ］２支，将容器
药管顶端刺破，外涂油脂润滑，取少量油脂轻轻按摩肛周使肛

门放松，将药管轻轻插入肛门，然后将药液缓慢挤入直肠，嘱产

妇勿用力排便，尽量保留１０ｍｉｎ以上，然后顺时针按摩产妇腹
部，嘱其用力排便，同时观察小便能否顺利排出。对照组单纯

采用注射用甲硫酸新斯的明（上海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国

药准字Ｈ３１０２１５７０，规格０．５ｍｇ）０．５ｍｇ，臀部肌肉注射，通过
兴奋膀胱平滑肌和尿道肌促进排尿。

１３　疗效判定标准［３］　治愈：能自动排尿，残余尿在正常范围
内（０～５０ｍｌ）；显效：能自动排尿，但膀胱内残余尿超出正常范
围；无效：仍不能自动排尿，靠导尿管留置尿管排尿。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

作者单位：２６２６００山东省临朐县人民医院产一科
通讯作者：井晓莉，电子信箱：ｊｉ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ｌｉ＠１６３．ｃｏｍ

数据用（ｘ±ｓ）表示，计量资料应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应用 χ２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发生尿潴留的产妇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ｎ 治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２６ ２６（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２６（１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２４ １４（５８．３３） ２（８．３３） ８（３３．３３） １６（６６．６７）

２２　不良反应　治疗组用药后出现２例轻微腹痛、１例轻度腹
泻，均自行缓解。对照组用药后出现６例轻微头晕，４例恶心，
均于１ｈ内自行缓解，其余产妇未见明显异常反应。

３　讨论
　　由于产妇分娩前后生理解剖的改变、心理因素、会阴疼痛、
膀胱黏膜水肿、腹壁松弛、腹压降低、产后过度疲惫及硫酸镁、

缩宫素等药物的使用等种种原因，导致了产妇排尿功能的紊乱

并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尿潴留。尿潴留作为产科最常见的并发

症之一，其发生率为 １４％，而手术助产尿潴留发生率高达
２５％～３７％［４］。大量临床实践证明，尿潴留时间越久，膀胱充

盈越重，可导致膀胱肌纤维受损，失去弹性及收缩力，最后膀胱

麻痹，甚至破裂、坏死，并继发膀胱炎、肾盂肾炎及肾功能损害

等并发症［５］，因此产妇出现尿潴留后，应尽快采取有效治疗措

施，帮助产妇尽早恢复排尿功能，防止并发症的发生，减轻产妇

的痛苦和经济负担。开塞露为治疗便秘的直肠用溶液剂，经济

便宜，临床使用方便。其主要成分为甘油５５％、山梨醇４５％ ～
５５％、硫酸镁１０％，ｐＨ值６．２５，属中性偏酸［６］。开塞露进入直

肠后，刺激直肠壁增加肠蠕动，引起排便的冲动，这种兴奋冲动

经盆腔神经和腹下神经传至脊髓腰骶段的初级排便中枢，同时

上传至大脑皮层，引起便意和排便反射，通过盆神经传出冲动。

使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收缩，肛门内括约肌不自主的舒张，

同时，尿道内外括约肌亦不断地舒张，引起排尿［７］。而产后康

复仪是通过电脑调控，使盆腔肌肉和筋膜产生规律运动，带动

膀胱壁肌肉节律运动，同时由于盆底肌肉的运动促进了盆腔内

的血液循环，有利于局部水肿的吸收，可尽快促进膀胱功能的

恢复，解除膀胱肌的麻痹，反射性刺激肌壁使膀胱逼尿肌收缩，

从而促进排尿［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有效率为 １００．００％，对照组
６６．６７％，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说明产后康
复治疗仪联合开塞露灌肠治疗产后尿潴留疗效显著，值得临床

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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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对照组，见表２。

表２　两组ＡＭＩ患者治疗前后心肌血流灌注指标变化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时间 ＳＶ（ｍｌ） ＣＯ（Ｌ／ｍｉｎ） ＣＩ［Ｌ／（ｍｉｎ·ｍ２）］ ＬＶＥＳＤ（ｍｍ） ＬＶＥＤＤ（ｍｍ） ＬＶＥＦ（％）

对照组 ３９治疗前 ５９．１６±３．２１ ３．９３±２．１４ ３．４７±１．０９ ５２．１４±１．３８ ６３．０２±０．３９ ０．４７±０．０３
治疗后 ６２．１３±２．５１★ ４．２１±１．８３★ ３．６５±１．２７★ ５０．０１±１．２５★ ６０．８１±０．２４★ ０．４９±０．０４★

治疗组 ３９治疗前 ６０．０５±３．５２ ４．０６±１．３４ ３．５１±１．１３ ５１．６９±１．５７ ６２．８６±０．５７ ０．４８±０．０１
治疗后 ７２．３３±５．１４★◆ ５．６４±１．７２★◆ ４．８８±１．３５★◆ ４６．１３±１．０７★◆ ５５．２７±１．０３★◆ ０．６１±０．０５★◆

　　注：同组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对照组的痊愈、显效、
有效和无效例数分别为７，１１，１３，８，总有效率７９．４９％，
治疗组则为１２，１８，５，４，总有效率为８９．７４％，两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是因持久而严重的心肌缺血所导致
的部分心肌急性坏死的一种疾病［６］，其发病基础主要

由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因子的一系列感染或非感染性炎

症和纤维增生反应引起，根本原因是动脉粥样硬化［７］，

其中炎症标志物水平的增高与病情的发生、发展密切

相关，对判断病情及预后有指导意义［８］。

ＭＩＦ是近年发现的一种炎症细胞因子，可以激活
巨噬细胞分泌ＩＬ１、ＴＮＦα和 ＮＯ等细胞因子［９］，并导

致巨噬细胞的聚集以及动脉粥样损伤。ＩＬ１０作为重
要的前炎症细胞因子，主要由单核和Ｔ淋巴细胞产生，
是参与机体炎症反应和一系列病理生理过程的重要介

质，能抑制炎症细胞产生ＩＬ１、ＩＬ６和ＴＮＦα等多种炎
症因子，调节和控制炎症反应，减轻心肌炎症，发挥对

心脏的保护［１０］。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可使梗死部位的相关血

管进行快速重建，缩小心肌梗死的面积，具有创伤小、

恢复快、冠脉开通时间早等优点，因此是临床上治疗急

性心肌梗死的有效方法之一［１１］。替罗非班是一种特

异性非肽类血小板ＧＰⅡｂ／Ⅲａ受体拮抗剂，能快速抑
制血小板聚集减少血栓负荷，同时还能与血小板可逆

性结合，显著降低再次梗死的发生率。本研究结果显

示，两组患者经治疗后血清 ＭＩＦ均明显下降，ＩＬ１０水
平明显升高（Ｐ＜０．０５），说明 ＰＣＩ术及替罗非班均可
以抑制促炎性因子ＭＩＦ的释放，促进抗炎性因子ＩＬ１０
的释放，从而达到抑制炎症反应的作用。但是，治疗组

血清ＭＩＦ水平下降、ＩＬ１０水平升高显著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提示两者联合应用可以更加有效的控制

机体的炎症反应。从表２可以看出，与对照组相比，治
疗组 ＳＶ、ＣＯ、ＣＩ及 ＬＶＥＦ均显著增高，ＬＶＥＤＤ及
ＬＶＥＳＤ均显著减少，说明经替罗非班的干预，患者的心
功能得到恢复，心肌缺血得以显著改善。同时，治疗组

的总有效率达８９．７４％，显著高于对照组７９．４９％，提
示ＰＣＩ术常规抗血小板治疗基础上加用替罗非班可以
有效改善ＡＭＩ心功能。由此推测，盐酸替罗非班可能
通过调节抗炎反应平衡，改善 ＡＭＩ介入治疗患者的心
功能，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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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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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急性胆囊炎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疗效评价。方法　对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怀远县第二
人民医院６８例急性胆囊炎患者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进行总结，其中胆囊周围包裹粘连４２例，胆囊三角区致密粘连１６
例，胆囊颈部结石嵌顿１４例，胆囊化脓坏疽８例，６例有腹部手术史，术后出现并发症３例，１例术后引流管出现少量胆
汁引出，另２例均为剑突下手术切口感染。结果　６８例急性胆囊炎患者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无一例因术中发现胆管损
伤或大出血而中转开腹，术后平均住院１０ｄ，术后无一例因胆管损伤、出血、胆漏及腹腔局限性感染而二次进腹手术，其
中有１例为取胆囊时破裂小结石残留皮下引起剑突下切口感染，后经及时处理及对症治疗均短期痊愈。所有患者术后
随访２～２４个月，效果良好，随访期间未发现有特殊不适。结论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创伤小、恢复快、住院时间短、并发
症少，是单纯性胆囊结石、非结石性胆囊炎及胆囊息肉的首选术式。对于某些急性胆囊炎，术前充分准备及准确评估后，

早期及时的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同样效果良好且安全可行。

【关键词】　急性胆囊炎；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７．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５９５０２

　　急性胆囊炎（ａｃｕｔｅ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ｉｔｉｓ）是临床外科常见疾病，部分
患者保守治疗效果较差，尤其是结石嵌顿型。早期及时手术及

合理术式选择可使患者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传统的开腹胆囊

切除术因创伤大、出血多及住院时间长等，现已被腹腔镜胆囊

切除术（ＬＣ）所取代，ＬＣ术是治疗胆囊良性疾病的“金标准”。
ＬＣ术早期的手术适应证把握较严格，随着医疗技术的快速提
高及医疗器械的不断改进，ＬＣ术的适应证范围也在扩大，如萎
缩性胆囊炎，胆囊充满型结石，胆囊结石嵌顿伴胆囊积脓、积

液，上腹部手术后及某些急性胆囊炎等。我院自２００６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对６８例急性胆囊炎患者行 ＬＣ术治疗，效果良好，
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６８例急性胆囊炎患者，其中男性３２例，女性
３６例；年龄１７～７８岁，平均４２岁；发病至手术 ＜７２ｈ４５例，超
过７２ｈ２３例；６例有下腹部手术史。６８例患者中５９例术前查
有胆囊结石且有右上腹疼痛反复发作史，本次均因右上腹疼

痛，阵发性加重入院，另９例为无结石性急性胆囊炎。其中２
例伴有发热及恶心；体检均有右上腹胆囊区压痛，Ｍｕｒｐｈｙ征
（＋），伴有或不伴有局部反跳痛，肌紧张；１３例患者可触及肿
大胆囊。血常规检查示ＷＢＣ＞１０×１０９／Ｌ，其中１８例伴有肝功
能异常（谷丙转氨酶及谷草转氨酶升高），胆红素均正常，Ｂ超
和／或ＣＴ检查提示胆囊增大明显，胆囊壁增厚至５～９ｍｍ不
等，所有患者均无肝内外胆管扩张，无合并胆源性胰腺炎。

１２　手术方法　气管插管静脉吸入复合全麻后，常规建立气
腹，压力维持在１２～１５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采用三
孔法。入腹后先探查腹腔，根据胆囊粘连情况及周围组织无异

常病变后决定行ＬＣ术，紧靠肝缘找到或分离出胆囊底，胆囊肿
大张力高致抓钳抓取困难者，先行胆囊穿刺减压，分离钳与吸

引器相互结合，应用剥、推、刮、吸等方法分离胆囊周围粘连，

Ｃａｌｏｔ三角粘连严重者用吸引器边吸边钝性分离，逐渐显露胆囊
管，胆囊动脉及胆总管，仔细辨别后钛夹夹闭胆囊管及胆囊动

脉后剪断，顺行或逆行切除胆囊后自剑突下切口取出，胆囊床

冲洗止血后置引流管一根经右侧腹Ｔｒｏｃａｒ穿刺孔引出。

２　结果
　　本组手术时间３０～１４０ｍｉｎ，术后１２ｈ进食流质，术中出血

作者单位：２３３４００安徽省怀远县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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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２０～７０ｍｌ，术后第１天可下床适度活动，术后使用抗生素３～
７ｄ，术后住院５～１２ｄ，肝下引流管一般于术后１～３ｄ拔除，１
例患者肝下引流管因有少量胆汁样液体引流出，于术后８ｄ无
引流液后方拔除，考虑为胆囊床毛细胆管漏，２例剑突下切口感
染，其中１例因取胆囊时胆囊破裂小结石残留于皮下所致，后
经切口引流换药治愈，所有患者均痊愈出院。本组随访２～２４
个月，术后患者恢复均良好。

３　讨论
３１　ＬＣ手术适应证的把握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自１９８７年开
始成功的使用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由于其

创伤小、恢复快、生理干扰少、患者痛苦轻等优点，被越来越多

的患者及外科医生所青睐。早期第一阶段ＬＣ术大多选择单纯
性胆囊结石，非结石性胆囊炎和胆囊息肉，第二阶段扩大到具

有合并症的复杂胆囊切除术，某些ＬＣ初期的禁忌症，如症状发
作４８ｈ内的急性期胆囊炎、胆囊萎缩、Ｍｉｒｉｚｚｉ综合征、合并胆管
结石以及上腹部手术史等现已成为其适应证［１］。胆管损伤是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严重并发症，不仅处理棘手、医疗费用增

加、住院时间延长，而且影响患者生活质量［２］。故ＬＣ适应证的
把握非常重要，这包括对患者的术前综合评估及操作者对术中

胆囊初步探查的认识把握。调查显示：医生手术操作例数达

２００例对腹腔镜技术提高有转折性意义［３］。总结我们的经验是

术者一定要根据自身的经验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适度的选择

不同阶段的适应证，切不可操之过急。

３２　ＬＣ术胆管损伤的正确认知　胆管损伤的原因可综合归
纳为解剖因素、病理因素和技术因素。急性炎症期行 ＬＣ术胆
管损伤的发生率高于亚急性期和慢性期，这可能是由于在急性

炎症期胆囊三角解剖不清，术中更容易出血，无法辨认出胆囊

管与肝、胆总管的关系，导致胆管损伤。胆囊壁的厚度是反映

胆囊炎症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但进一步分析发现胆囊炎症程

度并不是ＬＣ时胆管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４］。我院自１９９９年
开展ＬＣ术以来，行ＬＣ术已近１５００例，有２例患者发生胆管损
伤，均发生于ＬＣ术开展早期，２例患者均为慢性结石性胆囊炎
且术后才发现，二次手术时发现均因为分离胆囊管后夹闭时牵

拉过度，导致胆囊管汇入胆总管处被一并夹闭。回顾性分析总

结该２例胆总管损伤原因，与早期开展 ＬＣ术时经验不足及解
剖Ｃａｌｏｔ三角时各胆管未认清和清晰显示有很大关系。腹腔镜
胆囊切除以其特殊的手术方式亦造成特有的胆管损伤模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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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近８０％的损伤手术者当时未能发现，往往还自以为做了一
个“简单、利索”的手术；而在伤情方面，常发生高位的肝门部胆

管损伤及广泛的软组织电凝伤；或在手术中遇到困难时，往往

伴发血管损伤［５］。一旦术中出现胆囊动脉损伤出血，术者应沉

着冷静，切忌慌乱在肝门区内盲目电凝和用钛夹钳夹，否则只

会造成胆管损伤或其他血管致出血加重［６］。胆囊周围中重度

粘连时多伴有胆囊三角的粘连，对粘连胆囊三角的解剖是困难

性ＬＣ成功的关键［７］。确认胆囊壶腹后，紧靠壶腹分离胆囊三

角一般是安全的［８］。故不断的经验积累学习非常重要，而且手

术时术者要保持时刻清醒的意识。

３３　ＬＣ术手术时机的把握与及时中转开腹的必要性　一般
认为急性胆囊炎发病７２ｈ内胆囊壁只有充血水肿，局部急性粘
连疏松，胆囊三角结构易于分离显露，但随着发病时间延长，胆

囊及胆囊周围粘连加重了手术难度与风险，故主张急性胆囊炎

应早期（７２ｈ内）行ＬＣ术［９］。我们在ＬＣ术中也发现有些发病
时间较长的患者，组织粘连并不严重，而有些患者在短时间内

即可发生胆囊化脓穿孔，Ｃａｌｏｔ三角区呈“冰冻样”改变，即胆囊
病变程度与临床病程并非完全一致。因此，仅以发病时间长短

来区分评估急性胆囊炎的炎症程度是不完全客观的。但反复

长时间的胆绞痛，尤其是需要抗感染治疗后才能缓解的患者，

往往发作时胆囊三角呈化脓性改变，且胆囊三角区产生纤维组

织增生、瘢痕化［１０］。当然，大多数急性胆囊炎患者在保守治疗

效果不好的情况下，时间延长会使局部的粘连加重，手术难度

及风险都会相对增加，所以诊断明确后早期手术会更好。对于

术中发现胆囊因炎症粘连严重者，分离粘连困难，Ｃａｌｏｔ三角区
难以暴露，这种情况下强行作 ＬＣ术，无疑会增加胆管损伤几
率，此时，作为术者要保持理智的头脑，果断的选择中转开腹，

而不应只考虑ＬＣ的成功率。
３４　急性胆囊炎行ＬＣ术经验总结　①术者首先要术前综合
患者的相关检查及体格检查，评估该次手术的难易程度，可能

出现的意外情况及处理措施，术中才能冷静耐心的操作，不能

只求速度，而不求质量。②要始终及时的保持术野清晰，不能
在视野模糊的情况下操作，因为腹腔镜下的手术多少改变了人

的视觉习惯，而且较之开腹手术，条件上受到了很多限制。急

性胆囊炎因其有粘连及胆囊壁水肿甚至胆囊化脓坏疽，较之慢

性胆囊炎分离中必然会有渗出及渗血增加，要及时用吸引器吸

出，以免影响手术操作。对于胆囊肿大明显，张力高者，抓钳抓

取困难，要先行胆囊穿刺减压。③游离胆囊颈部及胆囊管时要
贴近胆囊壁，宁伤胆勿伤管；胆囊管与胆囊动脉粘连紧密可不

必强行分开逐一夹闭，不要为了解剖胆囊三角而过度牵拉。胆

囊颈部有较大结石嵌顿而又不能将嵌顿结石挤压回胆囊时，胆

囊三角更难于显露，必要时可切开该处胆囊壁取出嵌顿结石，

即利于抓钳抓取胆囊，又利于胆囊三角的更好显示及分离。确

定胆囊管后应放松左手抓钳对胆囊的牵拉，恢复三管的自然状

态后，在胆囊管的适当位置上钛夹，防止过度牵拉而夹闭胆总

管。为防止误伤胆总管，术中分离时尽量将胆囊管牵向外下，

使胆囊管与胆总管成角９０°，并确认胆囊管是从胆囊颈发出的
唯一管道。④对于胆囊炎症粘连重或胆囊管较短者，胆囊三角
的操作空间会相对较小，加之胆囊管壁的增厚，分离胆囊管及

胆囊动脉有一定困难，此时可先将制约胆囊管伸缩的纤维束逐

一分离切断，也可先分离出胆囊动脉后夹闭切断，以利于胆囊

三角空间的相对释放，最后可以更好地显示胆囊管，同时不必

过分强调保留胆囊管的长短，若胆囊管粗短，应靠近胆囊结扎，

而且施夹完毕后，用手术剪剪断胆囊管，不用电刀，以免电灼伤

致胆囊管残端坏死或该处胆总管管壁迟发性坏死，从而尽可能

的避免损伤胆总管，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⑤术野有渗血时，
一定要尽可能保持视野清晰的情况下，看清楚出血点或出血部

位后再电凝，一定不要盲目地钳夹大块组织反复电凝，同时还

要注意电凝功率及电凝时间的把握，尤其是贴近胆总管壁的出

血渗血点更应小心避免电凝，以免电灼伤直接致胆管壁坏死或

血管凝闭后胆管缺血性坏死。胆总管周有出血时可以先用明

胶海绵或自制小块纱布压迫，待渗血控制后再继续手术操作。

⑥要注意有无胆管变异，尤其是右侧副肝管的损伤较为常见，
胆囊三角粘连致密分离困难辨别不清，考虑有胆管变异时，切

不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盲目的夹闭切断管道，必要时要中转

开腹。术中如夹闭相关管道后有疑虑时，可术中行胆道造影，

可及时发现有无胆管损伤。⑦术野渗血较重，如因牵拉过度致
胆囊动脉断裂回缩出血较迅速，局部形成血肿难以找到胆囊动

脉提起夹闭时，多难以保持术野清晰，也要果断的中转开腹。

不要等到因出血过多或发现胆管已有可能损伤时再中转开腹。

出血过多术后恢复困难且住院时间延长，胆管损伤后治疗棘

手，而且远期并发症很多，多次手术的几率很大。⑧急性胆囊
炎ＬＣ术取胆时比较困难，可适当延长取胆切口，或减压取石后
再取胆囊，胆囊破裂时要注意胆石的遗漏及切口下的残留，术

野小结石可局部冲洗后吸引器吸出，较大者可用取石钳或自制

取石小袋取出。⑨肝下引流管可酌情放置，它不但可以观察术
后有无胆漏及出血，而且对于术后渗出多者引流也很必要，可

以避免术后局部感染的发生。⑩对于腹部有手术史，考虑脐部
有粘连时，为避免建立气腹时穿刺针损伤肠管或其他组织，可

先在脐部作小切口，直视下建立气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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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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外用祛瘀通脉汤加足底穴位按摩护理对术后下肢静脉血栓的预防性研究。方法　将１６８例进
行下肢重大手术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８４例和观察组８４例。对照组给予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钠，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给予祛瘀通脉汤外洗熏蒸浸泡再加足底穴位按摩。于治疗前、治疗后２周检测股深静脉及静脉血流速情况，观察
两组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及肿胀消除时间，检测凝血功能及血液流变学指标。结果　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ｚ＝－２．４１４，Ｐ＜０．０５），两组术后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分别为６．０％、７．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观察组血栓肿胀消除时间（１１．２７±３．２０）ｄ，明显短于对照组（１３．３９±２．６８）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
疗后的血浆粘度和红细胞聚集指数均明显较治疗前降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采用
外用祛瘀通脉汤加足底穴位按摩护理对术后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效果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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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肢静脉血栓是常见的周围血管疾病，该病一直在临床上
深受重视，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后容易引起肢体肿胀、疼痛及静

脉曲张等临床症状，有时下肢静脉血栓，还可以向心性延伸至

下腔静脉，将影响生存质量甚至危及生命。我院采用外用祛瘀

通脉汤外加足底穴位按摩法观察对下肢静脉血栓的治疗情况，

结果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来我院进行下肢重大手术的患者１６８例，男
性８９例，女性７９例；年龄３５～８６岁，平均６２岁。随机分为对
照组８４例和观察组８４例，两组年龄、性别及所需接受手术种
类以及病史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及排除标准　所有病例均符合１９９５年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制定的标准［１］。所有病例

采用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静脉血流图和静脉造影术等方法确

诊。确诊标准：静脉充盈缺损，全下肢静脉阻塞或狭窄，管腔狭

窄，呈扩张扭曲状。排除标准：排除急性动脉血栓、腿部损伤性

血肿等疾病。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术后第１天开始，在腹壁外侧皮下交
替注射低分子肝素钠０．４ｍｌ，每天注射１次，连续注射１５ｄ；观
察组在治疗组的基础上应用祛瘀通脉汤，其药物组成包括：芒

硝４０ｇ，鸡血藤３５ｇ，川断３５ｇ，川乌２５ｇ，透骨草２５ｇ，乳香２５
ｇ，没药２５ｇ，川椒２５ｇ，当归２５ｇ，丹参２０ｇ，川牛膝１５ｇ，冰片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０１济南市，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外科门诊（刘
惠芳）；体检中心（王激扬）

通讯作者：刘惠芳，电子信箱：ｗｌｙｙｓｓ＠１６３．ｃｏｍ

１５ｇ，将其煎煮呈５００ｍｌ药液并加热水兑成２．５Ｌ，先进行小腿
熏蒸，等到温度约４０℃左右将患肢浸入药液中，进行泡洗脚部
３０ｍｉｎ，之后予以中医经络腧穴及足底反射区的推拿按摩，需按
摩足三里、血海、三阴交等穴位，２次／ｄ，每次按摩１５～３０ｍｉｎ，
连续进行治疗２周。
１４　疗效评定标准　所有病例均参照全国第四届中西医结合
学会周围血管疾病学术研讨会修订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疗

效标准［１］，无效：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使用各自的方法进行治

疗２周后，体征与症状无改善，或患肢水肿不消沉反而加重者。
进步：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使用各自的方法进行治疗２周后，
患者可站立１０ｍｉｎ以内，并行走５００ｍ后，疼痛、肿胀比治疗前
有所改善，患肢下肢水肿减轻。显效：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使

用各自的方法进行治疗２周后，患者能站立１５～２０ｍｉｎ，并行走
１０００ｍ后，疼痛、肿胀比治疗前明显好转，同时患者下肢水肿明
显减轻。治愈：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使用各自的方法进行治疗

２周后，患者能站立２０～３０ｍｉｎ时间或可延长，且行走１５００ｍ
后，并无明显肿胀疼痛、沉重感及压痛，患者下肢水肿明显消退

或完全消退者。

１５　观察指标　①采用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于治疗前、治疗
后１５ｄ，检测股深静脉及静脉血流速；②两组下肢静脉血栓
发生率及肿胀消除时间；③检测凝血功能及血液流变学指标，
包括治疗前、治疗后１５ｄ血浆粘度和红细胞聚集指数。
１６　一般护理
１６１　情志护理　患者因术前经历长期剧烈疼痛和疾病折
磨，精神负担极大，术后疼痛且行动不便，情绪低落、心情忧郁，

有时甚至悲观失望，此时护理人员的情志护理尤为重要。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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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应经常关怀患者，让其树立乐观心态，保持良好心情，避免

悲观忧郁，这样可增强机体的抵抗能力，使患者早日康复。护

理人员要关心体贴患者，耐心回答患者所问，以“以人为本”的

人性化护理为基础，鼓励患者积极应对疾病，树立乐观的心态，

使患者能够积极配合医院的治疗和护理。

１６２　饮食护理　患者由于术后肢体疼痛剧烈，发作频繁，食
欲下降，身体消耗能量大，引起患者全身营养不良，而饮食是人

体摄取营养的主要来源，故应消除患者紧张情绪，鼓励患者在

疼痛缓解期间及时进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多食蔬菜

水果等食品。忌生冷、油腻、刺激性、不易消化、热性、动物内脏

等食物。

１６３　患肢护理　护理患者患肢应注意防寒保暖，避免患肢
受到压迫，进行外洗药液和按摩过程中，要多注意观察患肢皮

肤颜色、温度、足背动脉搏动情况，若有破损部位需注意及时进

行无菌换药，以防患肢感染。

１７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数
据采用χ２检验，等级计数资料采用Ｒｉｄｉｔ分析，且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　外用祛瘀通脉汤外加足底穴位按摩
可有效治疗预防术后下肢静脉血栓，治愈４５例，显效２８例，进
步８例，无效３例，对照组治愈３２例，显效２７例，进步１８例，无
效７例，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ｚ＝
－２．４１４，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股深静脉、静脉血流速的比较情
况　治疗后股深静脉流速较治疗前股深静脉流速明显升高，且
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后静脉流速较治疗前静脉流速明显升高，且治疗后观察

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股深静脉及静脉血流速的比较情况（ｃｍ／ｓ）

组别 ｎ
股深静脉流速

治疗前 治疗后

静脉流速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８４ １３．９５±４．１１ １８．１５±４．３６ １１．６２±４．１９ １３．７３±３．６１
对照组 ８４ １３．８１±３．６７ １６．５４±４．２１ １２．０２±３．７１ １２．５７±３．４４
ｔ值 ０．４９ ２．１０ ０．４２ ２．０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以及肿胀消除时间比较　
外用祛瘀通脉汤加足底穴位按摩降低肿胀的消除时间，观察组

为（１１．２７±３．２０）ｄ，对照组肿胀消除时间为（１３．３９±２．６８）ｄ，
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ｔ＝３．２８４，Ｐ＜０．０５）。虽然两组患者
下肢静脉血栓发生情况观察组为５例（６．０％），对照组为６例
（７．１％），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９７，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浆粘度及红细胞聚集指数比较　检
测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浆粘度发现，外用祛瘀通脉汤加足底按摩

可降低患者的血浆粘度以及红细胞原集指数，治疗前观察组血

浆粘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
察组血浆粘度明显较治疗前血浆粘度降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红细胞聚集指数较
治疗前降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
见表２。
３　讨论
　　下肢静脉血栓是常见的周围血管疾病，血栓一旦形成，应
尽早诊断确诊及时治疗。１９世纪中期，Ｖｉｒｃｈｏｗ提出深静脉血
栓形成的三大因素：静脉血流滞缓、静脉壁损伤和血液高凝状

态［２］。具体来说，静脉阻塞后血液不能回流，肢体静脉系统严

重淤血，当血液再次回流时，细小的静脉反而充盈并继续扩张，

致使下肢静脉血液倒流，阻塞静脉血管再通后下肢深静脉血栓

便形成，同时由于静脉瓣膜被破坏，静脉血不能定向回流，在患

者站立时静脉血液逆流，因此使静脉系统长期处于高压、淤凝

状态，逐渐形成下肢水肿［３］。下肢重大手术后引流管较多，加

之术后患者卧床时间长，下肢活动受限活动不便，使下肢静脉

回流受阻，血液处于高凝状态，血流滞缓，导致组织、血管内皮

细胞广泛损伤、血小板活化、血流缓慢，故手术后容易发生下肢

静脉血栓的形成［４－５］。预防术后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措施较

多，我们采用祛瘀通脉汤外洗，并加以足底穴位按摩可有效预

防术后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祛瘀通脉汤外用泡足具有破血

逐瘀，散结通脉，清热利湿，活血通络，调经止痛，疏肝行气的作

用［６］。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加血液流速，改善血液凝聚状况，而

且能抑制血小板凝聚，减少血小板含量，阻止血栓形成，降低毛

细血管的渗透性，阻止液体大量渗入周围组织，同时消除组织

肿胀和水肿［７－８］。下肢骨折手术伤及肝肾所主筋骨，气血受

损，阳气不足内寒自生，损伤血络则血瘀停滞，因此治疗此病以

温通经脉活血化瘀、溶栓通脉为主［９］。祛瘀通脉汤中以川乌温

通经脉；川牛膝活血化瘀，印血下行；川椒温中止痛；川断可行

筋脉续断骨；透骨草具有祛寒活血之功；当归、丹参、乳香以及

没药可治气血凝滞等疼痛之疾［１０］。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浆粘度及红细胞聚集数比较（ｘ±ｓ）

组别 ｎ
血浆粘度（ｍＰａ·ｓ）
治疗前 治疗后

红细胞原集指数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８４ １．５８±０．５６ １．１８±０．２６ ４．３２±０．５８ ３．８８±０．６４
对照组 ８４ １．４２±０．１５ １．２１±０．１７ ４．２８±０．６１ ４．０７±０．５２
ｔ值 １．３０ ０．５１ ０．７２ ２．３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在整个治疗中，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对患者患肢的治愈起
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主要以情志、饮食以及对患肢三方面进行

护理，同时注意患肢的保护与足底反射区的推拿按摩，因患肢

刚进行手术其按摩手法不宜过重，力度应柔和平稳，以患者微

感疼痛为宜。足部按摩时，护理者双手由下至上轻搓足部及小

腿，使皮肤发红、患者感到足部发热［１１］。

本实验通过外用祛瘀通脉汤加足底穴位按摩对术后下肢

静脉血栓具有预防性作用，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股深静脉及

静脉血流速明显升高，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术

后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无明显差异，但观察组血栓肿胀消除时

间明显短于对照组；检测凝血功能及血液流变学指标时，观察

组治疗后的血浆粘度和红细胞聚集指数明显较治疗前降低。

总之，祛瘀通脉汤外洗加足底穴位按摩可有效减少术后下

肢静脉血栓的形成，治疗下肢静脉血栓具有较强的作用，且消

肿情况良好，治愈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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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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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伟宏，张道斌

【摘　要】　目的　了解非辩证的应用具有活血化瘀作用的中药注射剂对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影响。方法　随机选
择４０例住院治疗的具有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患者，将其随机分成３组，在西医常规用药治疗的基础上根据医生的习惯
未经中医辨证的分别加用具有活血化瘀作用的中药注射剂丹参（主要成分为丹参多酚酸盐）、血栓通（主要成分为三七

总皂苷）、瓜蒌皮（主要成分瓜蒌皮提取液），静脉滴注１个疗程１４ｄ，分别于用药前及用药１个疗程后抽血测定患者的
血液流变学指标。结果　①在治疗前后４０例患者的血液流变学指标无明显改变；②在亚组分析中，三种药物在治疗前
后血液流变学指标也均无明显改变。结论　非辩证的应用具有活血化瘀作用的中药注射剂对血液流变学指标无明显影
响，不能降低血液黏度。

【关键词】　中药注射剂；非辨证论治；血流变；心脑血管疾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５９９０２

　　中成药现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不仅用于中医院、中西医结
合医院，西医院也经常应用。许多中成药也都冠以西医病名来

提高临床使用率，把中医“辨证施治”的精华丧失殆尽［１］。非辩

证的应用中成药是否有效，目前还没有较大的研究结果作为循

证医学证据。中医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以活血化瘀通络为

主要途径，改变血液流变性。本研究通过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非辩证的加用中药注射剂治疗１个
疗程，观察其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变化。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择２０１２年３～１０月有心脑血管系统疾
病的住院患者４０例，男性２７例，女性１３例，平均年龄７０．９３岁
（５１～９１岁）。其中冠心病３１例，脑梗塞２６例，高血压３３例。
具有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控制在 １６０／９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１３３ｋＰａ）以下；所有患者在入院前１个月内未应用过活血化
瘀类中成药，长期规则服用常规剂量的阿司匹林、阿托伐他汀。

１２　治疗方法　将４０例患者随机分为３组：①丹参注射液治

疗组；②血栓通注射液治疗组；③瓜蒌皮注射液治疗组。在西
医常规用药基础上根据医生习惯未经辨证的分别加用以上各

组中的药物常规治疗剂量静滴１４ｄ。分别于用药前后抽血测
定患者的血流变指标。

１３　血液流变学测定　采用众弛伟业公司的 ＺＬ６０００型血液
黏度仪，测定指标包括全血黏度（低切）、全血黏度（高切）、血

浆黏度、血沉方程Ｋ值、红细胞刚性指数、红细胞压积、血沉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治疗前后采用配对 ｔ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在治疗前后患者基线资料（如血脂、血糖、红细胞数量、红
细胞压积、血小板数量、白细胞数量、血浆蛋白等）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见表１。治疗前后４０例患者的血流变指标无明显改
变，见表２。

表１　治疗前后４０例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

时间 ｎ
红细胞数量

（×１０１２／Ｌ）
红细胞压积

（％）
血小板数量

（×１０９／Ｌ）
白细胞数量

（×１０９／Ｌ）
胆固醇

（ｍｍｏｌ／Ｌ）
甘油三酯

（ｍｍｏｌ／Ｌ）
空腹血糖

（ｍｍｏｌ／Ｌ）
总蛋白

（ｇ／Ｌ）
治疗前 ４０ ４．１２±０．５８ ３８．７５±４．８６ １５２．５３±４８．６５ ５．７７±１．７１ ４．４０±１．２８ １．５４±１．００ ６．３４±３．０６ ６７．０２±５．７７
治疗后 ４０ ４．１０±０．６２ ３８．３５±５．７０ １６０．４０±６３．７７ ５．５３±１．４４ ３．５２±０．８５ １．５２±０．９８ ６．９８±８．０９ ６７．２３±７．０９

　　注：治疗前后比较，均Ｐ＞０．０５。
表２　治疗前后４０例患者血流变指标的比较

时间 ｎ
全血黏度低切

（ｍＰａ．ｓ）
全血黏度高切

（ｍＰａ．ｓ）
血浆黏度

（ｍＰａ．ｓ）
血沉方程

Ｋ值
红细胞

刚性指数

治疗前 ４０ １８．２４±３．９２ ３．７２±０．５３ １．５４±０．４１ ６５．１１±５４．３６ ３．９０±１．１２
治疗后 ４０ １７．６８±３．８０ ３．６７±０．５８ １．４７±０．２２ ５９．０４±４１．６４ ３．８２±０．８３

　　注：治疗前后比较，均Ｐ＞０．０５。
　　在亚组分析中，三种药物在治疗前后血流变指标也均无明
显改变，其全血黏度（低切）、全血黏度（高切）、血浆黏度等指标

在治疗前后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中老年患者所患的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多属血栓性疾病，多
有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异常，如血液黏度增加、凝固性增高、使血

流淤滞，容易导致血栓形成。降低血液粘度、改善微循环对心

脑系统疾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２－４］。丹参、血栓通（主要成

分为三七）、瓜蒌皮为活血化瘀类中成药，具有改善血液流变学

特性，降低血液粘度、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扩张血管，

作者单位：２１１８００南京市，南京市浦口区中心医院心内科（吴再涛）；
２１００１５南京市，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南京分院心内科（丁
小亮，鲍伟宏，张道斌）；骨科（李玲）

通讯作者：李玲，电子信箱：ｋｋｋｋ４３００９＠ｓｉｎａ．ｃｏｍ

改善微循环等功效，临床上常将此类药物用于心脑血管系统疾

病的防治。通过辨证施治的方法应用此类药物对心脑血管系

统疾病的防治可获得一定的效果［５－６］。

本研究选择４０例具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西医常规用
药基础上根据医生习惯未经辨证的分别加用丹参、血栓通及瓜

蒌皮治疗。通过１个疗程的中药注射剂治疗，其血流变指标无
显著性变化。血脂、血糖、血浆蛋白、红细胞数量、红细胞压积、

血小板数量、白细胞数量等是影响血流变的重要因素［７－８］，本研

究中以上指标在治疗前后无明显差异，可排除以上因素的影

响。同时各亚组在治疗前后血流变指标也无显著性变化，可见

其无明显疗效的原因与中药注射剂的种类也无明显关系，可能

与非辨证施治有关。

中老年患者所患的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在中医辨证多属血

瘀证或血瘀有关的病，多具有血液流变学异常［３］。但每一种病

具体到每一位患者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证候，比如高血压的常

见证型主要为肝阳上亢、阴虚阳亢、肝肾阴虚、肝风上扰、痰浊

中阻、瘀血阻络等。中医药治疗应根据以上基本证型及其兼夹

证辨证论治方能起到较好的治疗效果［９－１０］。不能随便选用某

种活血化瘀药物治疗临床表现看似相同的某个疾病。非辩证

的应用具有活血化瘀作用的中药注射剂对心 （下转第１６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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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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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结构式集体心理治疗对首发分裂症患者家属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方法　随机将入组的８０名
首发分裂症患者家属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实施结构式集体心理治疗，研究组４０例患者家属根据时间顺序分成
５个小组，活动方案每小组相同，每周２次，每次６０ｍｉｎ，共８次，事先制定了计划，安排有固定程序活动。在治疗前后分
别采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自评抑郁量表（ＳＤＳ）、特质应对方式问卷（ＴＣＳＱ）对两组进行评定。结果　治疗前两组
ＳＣＬ９０、ＳＤＳ量表评分均显著高于国内常模，两组间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研究组ＳＣＬ９０、ＳＤＳ及ＴＣＳＱ３个量表
的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结论　集体心理治疗可有效矫正首发分裂症患者家属的消极应对方式，明显改善患者家属
的抑郁情绪。

【关键词】　集体心理治疗；精神分裂症；家属；抑郁；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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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裂症是目前最常见的重性精神病，致残率高，被社
会歧视，患者及家属常有病耻感，有调查显示５６％的家属为避
免歧视将患者患有精神病的事对外保密［１］。精神分裂症患者

家属的心理障碍发生率较高，常存在抑郁、焦虑、紧张等不良情

绪及饮食、睡眠改变和身体不适、注意记忆障碍等一系列心理

生理反应［２－３］。这不仅严重影响家属的生活质量，也直接影响

患者的治疗和预后。本文运用集体心理治疗４０例，旨在探讨
集体心理治疗对家属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结果对减轻其抑郁

状态，有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本院２０１１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首发精
神分裂症住院患者家属。入组标准：①患者住院时间超过１个
月；②为患者的家属，配偶或一级亲属（父母、子女等亲缘关
系）；③家属年龄２０～５５岁；④家属本人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
排除精神病或其他严重器质性疾病，能独立填写问卷；⑤征求
患者家属意见，并签订知情同意书、集体心理治疗协议书。经

筛选，符合以上要求的家属共８０名，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
各４０例。两组患者家属的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评定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评定患者家属

的心理健康状况；运用自评抑郁量表（ＳＤＳ）评定患者家属有无
抑郁情绪及抑郁程度；选择姜乾金编制的特质应对方式问卷

（ＴＣＳＱ）调查患者家属心理应激的转归情况，分积极应对（ＰＣ）
与消极应对（ＮＣ）两个维度进行评价［４］。

１２２　调查流程　对入组对象采取无记名式问卷测评，研究
组于集体心理治疗１个月前后分别进行测评，对照组则在入组
时及入组后１个月分别进行２次测评。问卷测评由同一人采
用统一指导语对入组对象进行测试项目内容讲解，耐心解释说

明。问卷发放８０份，回收８０份，有效率１００％。
１２３　集体心理治疗实施过程　由２名经过专业培训且均已
取得中级资格证的心理治疗师担任指导者，首先组织学习讨论

有关精神疾病基本知识，建立无条件尊重原则，营造一个完全

理解、同情、接纳的内环境，鼓励参加者“自己解放自己”，发挥

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治疗过程［５］。理论指导：行为技术、认知

理论、家庭治疗。形式：结构式。主要目标：减轻家属因家人患

有精神分裂症而出现的抑郁情绪；矫正家属的消极应对方式；

促进患者家属积极参与患者的治疗及康复过程；清楚明白家属

与患者的沟通及相处模式。具体安排：研究组４０例患者家属
根据时间顺序分成５个小组，每组８人，治疗时间：每周２次，每
次６０ｍｉｎ，共８次。活动方案每小组相同，具体小组活动方案
见表１。

表１　集体心理治疗小组活动方案

名称 目标 内容

相识相认 获初步相识的一般经验，形成团体，制定小组规范 引言，手拉手，找伙伴游戏，讨论，结语。

你问我答 进一步认识，增加信任，提高集体凝聚力，对分裂症有一

定了解

引言，刮大风游戏，暖场，克服羞耻感，敞开心扉问，主答为两名心理治疗师，重点谈分裂症的病

因、预后、临床表现、药物不良反应及处理方法，讨论，结语。

心灵沟通 发现困惑，疏导情绪，学会发泄，需要理解信任，体会沟

通中语言、形体的重要性，学会聆听与表达

引言，每人提一个问题，大家解答，捉对沟通，让其他人做观察员，再进行讨论，后由心理治疗师

做总结。

了解自我 接受自我，调整自我，悦纳自我 以讨论“ＷｈａｔａｍＩ？”为引言，学会发现调整自己角色，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展现自我 树立自信，提高认识自己的能力 每人表演特长，互相表扬邻座３分钟，发现和发掘自身优点，增强自信心。
学会选择 缩短“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间的差距，对未来的生

活有现实的期望。

引言，运用认知理论引导该如何选择生活方式，知道选择决定未来，采用模拟剧、现身说法等。

笑迎明天 未来设想，进一步提高自信心，相信自我的实现 引言，角色扮演，模拟剧，未来不是梦，留作业，结语。

七彩人生 处理分离情绪，分享收获，强调重点，结束治疗 谈集体治疗经验，感悟，认识成绩，互相鼓励，留言，握手，拥抱，唱歌《明天会更好》。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作者单位：３３１２１１江西省樟树市，江西康宁医院精神科二病区
通讯作者：文斌，电子信箱：ｍｅｉｓｈｕｙｕ＠１６３．ｃｏｍ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入组时两组患者家属 ＳＤＳ、ＳＣＬ９０评分与国内常模的比
较　８０例入组时自评抑郁量表（ＳＤＳ）、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
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均与国内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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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１，见表２。与宁艳玲等［２］的

调查相符。

表２　入组时两组分裂症患者家属ＳＤＳ、ＳＣＬ９０评分与国内常模的比较

组别 ｎ ＳＤＳ ＳＣＬ９０

国内常模 ４１．８８±１０．５７ １２９．９０±３６．５２
研究组 ４０ ４７．２６±６．２０ １５５．８３±３５．８１
对照组 ４０ ４８．１５±６．３５ １５６．１１±３７．２２

２２　治疗后两组ＳＤＳ、ＳＣＬ９０评分比较　研究组经８次集体心
理治疗后抑郁、焦虑程度得到明显缓解，ＳＤＳ、ＳＣＬ９０评分自身
对照显著改善（Ｐ＜０．０１），并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
３。

表３　治疗后两组首发分裂症患者家属ＳＤＳ、ＳＣＬ９０评分比较

组别　 ｎ 量表 入组时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研究组 ４０ ＳＤＳ ４７．２６±６．２０ ４２．７０±７．８９ ２．８７ ＜０．０１
ＳＣＬ９０ １５５．８３±３５．８１ １３３．４０±２６．４０ ３．１８ ＜０．０１

对照组 ４０ ＳＤＳ ４８．１５±６．３５ ４４．６８±８．７７ ２．０３ ＜０．０５
ＳＣＬ９０ １５６．１１±３７．２２ １４１．８５±１７．６９ ２．１９ ＜０．０５

２３　治疗前后两组特质应对方式（ＴＣＳＱ）评分比较　两组
ＴＣＳＱ评分比较见表４。入组时两组家属的积极应对方式（ＰＣ）、
消极应对方式（ＮＣ）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８次
集体心理治疗后研究组 ＰＣ维度评分提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ＮＣ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

表４　治疗后两组首发分裂症患者家属ＳＤＳ、ＳＣＬ９０评分比较

组别 ｎ量表维度 入组时 治疗后

研究组 ４０ ＰＣ １８．７５±４．２０ ２７．７８±５．３１
对照组 ４０ ＰＣ ２０．１１±４．３５ ２５．３１±５．０５
ｔ值 １．４２ ２．１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研究组 ４０ ＮＣ ３３．４３±５．１１ ２４．７７±６．２２
对照组 ４０ ＮＣ ３１．２０±４．０２ ２９．１０±７．００
ｔ值 ２．１７ ２．９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３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发病时与众不同的症状，以及可能出
现的破坏性行为，常常是病耻感和被歧视的特定目标。患者及

家属自信心受到伤害，往往采取疾病保密、回避社会、自我封闭

的消极应对方式［６］。特别是首次发作精神分裂症家属首先是

否认，觉得塌了半边天，很难接受被诊断的现实，心理健康状况

较差［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为：①由于社会对精神障碍
患者的不理解和误解，周围人群会对其产生歧视，亲属羞于外

传，易产生自卑；②精神分裂症治愈率较低，病程迁延，服药时间
长，药物不良反应较大。大部分家属道听途说，对该病知之甚

少，易产生担忧、恐惧等心理反应；③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
严重受损，大多数无法正常完成社会角色所赋予的责任。同时

需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为患者求医治病，家属也担心患

者在生活、工作、婚恋等方面受到影响和歧视。由于家属是患者

疾病转归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其抑郁情绪不仅影

响其自身，对患者的治疗也构成负面影响，不良的家庭环境也是

精神行为问题的重要危险因子［８］，医护人员在对患者治疗和处

理的同时，还应该重视对家属实施有效心理治疗。

本研究表明结构式集体心理治疗对首发分裂症患者家属心

理健康状况的提升有效。所谓同病相怜，小组同质性高，通过有

计划、有针对性的８次小组活动，病员家属很容易进入状态，在
第二、三阶段基本形成了信任的、温暖的、支持的团体氛围，小组

成员人员较少，能很好照顾每一个人，讨论很热烈，效果显著。

ＳＤＳ、ＳＣＬ９０量表评分较入组时和对照组均存在明显改善，Ｐ＜
０．０１。在游戏、讨论、角色扮演、模拟剧中进一步了解自我，接受
自我，调整自我，从而悦纳自我，展现自我，集体心理治疗采用形

式较活泼，较主动，体验性和直接指导性的治疗方法，在互动中

提升自我，很容易被接受［９］。

本文结果表明，集体心理治疗对减轻家属的负性情绪产生

了积极的改善作用，研究组量表评分自身对照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明显优于对照组。同时，集体心理治疗组家属对于应
激事件的认知、评估和情绪调节更倾向于选择积极的应对模式。

这对更好地监护患者，提高治疗效果，降低患者的复发率起到积

极的作用［１０］，亦有益于自身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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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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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老年慢性病是危害老年人群健康的主要疾病，急性发作期常需住院处理，后期康复则可于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与家庭中进行，但目前医院资源相对紧缺，社区医疗技术滞后，家庭照护能力不足，使老年慢性病治疗、康复呈割裂式

服务。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区域化卫生信息平台的建立健全，对老年人慢性病的联防共治则不失为一通

途。本文通过探讨国内外老年慢性病、社区医疗服务、卫生信息发展现状，对老年慢性病建立医院－社区－家庭三位一
体的健康服务模式进行思考，分析该模式建设的可行性和现实需要性，模式发展形式及策略，从而促进医院与社区医护

人员、居民健康需求互动及健康信息共享，系统、整体、连续性上把握老年患者慢性病健康服务，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密切

医患关系，促进老龄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　卫生信息化；医院－社区－家庭；老年人；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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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进程，慢性病成为老年人群主
要健康威胁，而其与“失能、失智”相携，更使老年人健康服务成

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和重大社会问题。探讨如何整合资源系

统应对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信息技术、信息资

源的发展与应用，使这一问题的解决立现曙光。

１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全球６０岁以上人口有６亿，已达总人口的１０％。从
２０世纪下半叶到本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日趋老龄化，其特点
是：基数大、速度快，而又底子薄、负担重，被称为“未富先老”和

“跑步进入老龄化”，２００５年我国 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
１．４５亿，据预测到２０５０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到全国总人口的
３０％以上［１］。卫生部发布的“２００７中国卫生统计提要”数据表
明：２００３年居民慢性病患病率按人数计算已达到１２％，慢性病
正逐渐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最大要素。老年慢性病患病率高，

病程长、并发症多，治疗康复护理需求大，支出成本高，已使社

会、家庭难以承受，各国为此做出很多有益的探索和行动。

１１　国外慢病健康服务模式　国外发达国家相继投入巨资建
设区域卫生信息化平台，以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共享为基

点的慢病信息化服务模式正成为主要方向。从健康信息的采

集、储存及共享应用，到健康监测技术、慢性病远程关怀系统开

发应用，其区域医疗信息平台建构、服务理论与模式日趋完善

与成熟［２］。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等人提出了用于 ＣＯＰＤ患者的慢性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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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型，Ｔａｘｉａｒｃｈｉｓ等［３］（２００８）研究显示视频会议、远程通信单
元等信息技术应用于服务团队虚拟访问，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对

患者进行针对病情教育及咨询支持，正在全世界范围内盛行。

利用信息平台，国际卫生服务领域已形成从住院、出院到康复

的连续卫生服务模式，实践表明卫生信息共享可提高老年人慢

病医疗卫生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降

低医疗成本。

１２　国内慢病健康服务现状　在国内，由于未富先老，社会保
障制度、自我保健意识弱，老年人各种慢性病患病率、病死率较

发达国家高，并随年龄正向增长。研究者［４－５］从医院、社区、家

庭护理等多角度对老年慢性病患者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进行

过阐述，但与老年慢性病患者急性期医院治疗，后期社区卫生

机构或家庭康复的割裂式服务一样，均未从系统、整体、连续性

上把握老年患者慢性病健康服务。近年各省市均全力启动卫

生信息化建设，老年人慢性病健康服务渐与信息技术融合，先

后构建了医疗机构慢性病报告监测多个系统；医院建立了管

理、临床、远程医疗咨询等信息系统［６］；新医改实施，社区卫生

机构为居民建立电子健康档案［７］，与上级医院双向转诊［８］，这

些都成为老年慢性病患者获得更好、连续性健康服务的基石。

实践中，王建辉等［９］在北京市东城区慢性病服务过程应用了健

康档案与电子病历等１２种主流信息技术，高蕾娜［１０］则根据慢

性病关联要素，利用信息技术，提出医院、家庭、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等六大要素的慢性病远程关怀系统社会模型。以上研究

与实践发展显示信息技术为老年人慢性病健康服务保证提供

了巨大的潜能，但问题在于当前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利用，从管

理角度考虑多，患者参与少，为老年慢性病患者直接健康服务

有限，区域化卫生信息共享平台未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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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模式建设的可行性和现实需要性
　　老年慢性病后可出现功能障碍，处于不可逆病理状态，根
据病情需要进行不同医疗处理，需要长期的医疗指导及康复训

练；需要医院、社区卫生机构、家庭多方投入［１０］。老龄化社会，

老年慢性病患者卫生支出成本急升、社会、家庭压力日增，也成

为“看病难、看病贵”的潜在推手，优化整合资源，低耗、高效、便

捷、可及性高的老年健康综合服务成为社会保障、家庭减负、新

医疗改革多方的共同诉求。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使最高效率和

最低成本成为可能，信息化平台下，可整合各级卫生机构资源，

共享卫生资源，为老年慢性病患者提供健康服务成为可能。卫

生信息平台支持下的医院 －社区 －家庭三位一体老年慢性病
患者健康服务模式，利于巨额医疗成本的降低、社区卫生机构

服务能力的提高、医院综合服务辐射力与影响力的扩大以及老

年患者及其家庭生活质量的提升，实现三方共赢。

３　模式发展形式及策略
　　信息技术为老年人慢性病健康服务保证提供了巨大的潜
能，但问题在于当前医疗卫生信息化还处于一种各自开发、各

自建设、各自为政，只是一座座信息孤岛的状态，或信息死档。

虽有部分建立了共享信息平台，但多从政府、医院管理角度考

虑多。如何加强区域内各级医疗机构与服务对象健康信息共

享，促进居民与医护人员健康互动需要及健康资源利用，共享

健康信息、联动、多赢的医院 －社区 －家庭三位一体连续性老
年人慢性病健康服务网络模式值得思考。

３１　医院为核心　医院应该充分利用现有国家政策导向，大
力发展社区医疗和分级医疗之际，响应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加

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

全民健康水平，使建立医院－社区－家庭三位一体老年慢性病
患者健康服务模式有充裕的市场保障和政策支持。诸如湖南

省建设的“３５２１１”工程［１１］就是建立省市县三级卫生信息平台，

其中将建设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两个基础数据库和一

个专用卫生信息网络，患者只要一张居民健康卡，就可以在医

疗机构通用，实现信息共享，将建设成为区域信息港。如能以

此为平台，在大医院能建立住院老年人慢性病健康信息档案，

建立离院后连续性服务及信息平台、信息技术利用，让社区医

疗和患者家庭参与共建，就会形成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及老年

慢性病患者家庭间互动平台与模式，开展连续、持久、远程和有

效的老年慢性病管理，对于老年慢性病患者这种医疗服务需求

最多的群体将获益更多。

３２　社区为基础　社区卫生机构对于居民健康档案已做了大
量前期工作，但目前有些健康档案只是为了完成任务，真实性

不够，病例资料简单，部分档案还只是一个死档，如果能让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利用信息技术，对于老年人根据其在大医院住院

期间积累的完整的医疗资料而建立、完善和补充居民电子健康

档案，更能全面掌握老年慢性病患者病情、需求，开展家庭内康

复、保健指导，社区作为医院和患者之间的桥梁，实现合理双向

转诊及卫生资源共享互动，这也是健康档案中最有意义、最需

要的人群。

３３　家庭为延伸　对于老年慢性病患者及其家庭，医院和社
区应加强通过对患者及家属培训、传播老年慢性病基本常识及

家庭健康信息意识，掌握信息使用情况，掌握老年患者慢性病

进程、掌握其对医院及社区卫生机构健康服务的满意度、健康

信息来源、对健康服务现存与潜在需求。随着 ＩＴ技术发展，开
发、配备方便、价廉、实用的信息技术装备，穿戴式远程监护及

其他相关病情资料及时与医院、社区信息网络体系联通，使其

能在患者恢复期及慢性病监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医务人员

动态指导下从而减少入院次数，预防并发症、减低医疗成本，提

高生活质量，增加患者参与积极性、便利性。慢性病保健关怀

过程中，整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患者自身资源为一体

的模式，将充分重视患者自身及家人在疾病管理中的作用，同

时强调医院、社区及家庭三方的沟通及定期随访。

但如何让这种模式长久运行，共赢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构建医院－社区－家庭三位一体老年慢性病健康服务模式需
要政府支持，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共同参与，只有给

各方均带来一定的效益才能确保参与方的积极性和实现可持

续发展。当然效益可能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管理效益。

譬如，政府通过参与这一体系可以提升为居民健康服务的品

质，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服务质量、服务可及性，为政府和患者

降低医疗成本、减少了卫生支出，而社区卫生却因此能得到政

府经费支持，可以通过大医院远程教育获取大医院的人才帮

带，可以开展双向转诊扩展自身的生存空间，减少自身医疗风

险。大医院可以更好地为患者提供连续性的诊疗服务，使医疗

资源得到更充分利用，并在区域内拓展医院品牌，实现政府公

立医院公益性要求。

４　结语
　　建立医院－社区 －家庭三位一体连续性老年人慢性病健
康服务网络在理论上可促进区域三级卫生信息化平台终端应

用及整体功能优化，更好利用信息网络系统综合提升老年人群

健康服务水平与质量，拓展健康老龄化研究视角，丰富老年人

健康服务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医院－社区－家庭三位一体老
年人慢性病健康服务网络能向患者提供诊治、康复、健康管理

连续性服务，使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家庭、老年患者共同

参与慢性病服务过程，能合理利用资源，减少医疗资源浪费，优

势最大化，密切医患关系，有利老龄社会和谐发展。

当然也存在一些难点，诸如涉及医疗机构自身利益保护，

社区卫生工作量评判标准，老年慢性病患者及家庭对信息技术

理解和支持，老年慢性病患者协同服务现存的障碍无法协调统

一，利益分割难等问题，但只有通过不断探索才能不断完善，找

到一条符合国情需要的医院 －社区 －家庭三位一体连续性老
年人慢性病健康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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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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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晟霞，王彩红

【摘　要】　目的　摸索适合农村社区的创新的二级医院联合社区对高血压综合干预管理模式及其效果。方法　回顾
医改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二级医院联合农村社区对高血压患者实行的建档随访、健康教育、饮食、运动及行为干预、合理用药
等综合措施后管理干预，并对部分高危极高危患者的靶器官之一心脏左室重量指数的基线和随访３年后的指标的记录
及对比。结果　控制率由 ２００９年的 ５１．１１％增加到 ２０１１年的 ６１．３５％；脑血管病病死率呈下降趋势，由 ２００９年的
１２０．６１／１０万下降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００／１０万（Ｐ＜０．０１）。高危和极高危患者的血压达标与未达标组的左室重量指数，达标
基线（１２３．６±３５．３）ｇ／ｍ２，末次（１１９．５±３７．８）ｇ／ｍ２（Ｐ＜０．０１）；未达标基线（１３０．８±４０．５）ｇ／ｍ２，末次（１３６．５±５４．１）ｇ／
ｍ２，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１）。结论　二级医院社区一体化高血压管理在农村社区实施是可行、有效的，但需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高血压；一体化综合管理；效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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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作为一种非传染性慢性疾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
和生命最常见的杀手。我国目前高血压人数超过２亿，其高发
率和低控制率与血压的治疗状况直接相关。而社区作为高血

压诊治的第一关，如何提高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及

降低它的致死、致残率显得尤为重要［１］。上海市松江区作为医

改的试点地区，从２００５年起社区的高血压管理逐步规范起来，
但尚未形成创新的适合本社区的管理模式，高血压治疗没有达

到很满意的血压控制率。基于上述原因，松江区新浜社区自

２００９年起探索管理新模式，由二级医院心血管医师定期下社
区，指导社区医师进一步做好血压监测、随访、非药物、药物的

治疗，并对一部分血压不易控制的患者双向转诊至二级医院专

科门诊控制，本研究进一步对社区部分高危患者左室重量指数

进行长期随访。本文回顾观察上海市松江区农村地区新浜镇

实施社区《全国高血压社区规范化管理》项目管理，实行二级医

院联合社区对高血压一体化管理３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后的初步
效果。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所有新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档的高血压患
者。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诊断标准　２００５年中国高血压指南提出的高血压诊断
标准［１］：收缩压水平≥１４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和／或
舒张压水平≥９０ｍｍＨｇ和／或正在服用降压药物。

作者单位：２０１６００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分院心
内科

通讯作者：王彩红，电子信箱：ｓｋｙ＿８４１＠１２６．ｃｏｍ

１２２　高血压的绝对危险分层标准［１］　根据高血压患者的血
压分级，结合危险因素、器官损害以及并存的临床情况等影响

预后的因素确定危险分层。血压的分级：１级，收缩压 １４０～
１５９ｍｍＨｇ或舒张压 ９０～９９ｍｍＨｇ；２级，收缩压 １６０～１７９
ｍｍＨｇ或舒张压１００～１０９ｍｍＨｇ；３级，收缩压≥１８０ｍｍＨｇ或
舒张压≥１１０ｍｍＨｇ。

危险分层：低危组包括１级高血压无其他危险因素；中危
组包括：１级高血压伴１～２个以上危险因素，２级高血压伴２个
危险因素以内的；高危组：１、２级高血压伴３个以上危险因素或
靶器官损害或３级高血压不伴危险因素。极高危组：１、２级高
血压伴临床情况或糖尿病，３级高血压伴１个以上危险因素。
１２３　超声心动图测量方法　入选时高危、极高危患者均作
基线超声心动图。应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ＧＥ）产彩色多普勒
超声检查仪（ＬＯＧＩＱ７型），探头频率３．０ＭＨｚ。按照美国超声
心动图学会推荐的方法，测量主动脉和左房内径、左室舒张末

期内径、左室后壁厚度、室间隔厚度、左室射血分数。用 Ｄｅ
ｖｅｒｅｕｘ公式计算左室重量指数（左室重量／体表面积）。以左室
重量指数男性 ＞１３０ｇ／ｍ２、女性 ＞１１０ｇ／ｍ２判定为左室肥
厚［２］。

１２４　高血压患者管理　低危组、中危组患者由该社区团队
医生（每个团队有１名全科医师＋１名全科护士 ＋２～３名乡村
医师）进行随访管理；针对高危组、极高危组以上由二级医院介

入管理，内容包括：二级医院心血管专科医师每周半天的下社

区，对血压控制不良的患者（包括合并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

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血压在１３０／８０ｍｍＨｇ上，一般高血压在
１４０／９０ｍｍＨｇ以上者）进行随访；每月一次对以村为单位的患
者进行高血压的健康宣教，现场解答；尤其是高危（以下高危、

·４０６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０　　



极高危简称高危以上）以上组血压不易控制者通过医院双向转

诊至心内科专科门诊治疗。④强调患者在家自测血压，并作记
录，以便随访时医师作为治疗的一个依据。

１２５　药物治疗　在健康宣教时强调遵循终身用药及良好的
依从性原则，具体用药按照２００５年高血压指南所推荐五种药
物及联合用药的原则，注意观察患者的副作用，以便随时调整

用药。

１２６　心脑血管死亡病例　根据每年上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居民死亡诊断统计。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ｔ检验，多组间比较
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１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４　率的标化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人口对发病率
和病死率进行标化。

２　结果
２１　高血压患者管理情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高血压患者的建卡
率分别为７６．３６％、８８．９６％、９６．１９％，呈逐年上升趋势。
２２　高血压患者管理效果情况　２０１１年本地区高血压患者的
规范管理率和控制率较２００９年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松江区新浜镇高血压患者管理效果情况

年份 年初登记管理人数 规范管理人数 控制人数 控制率（％）

２００９ ３４２４ ２９１１ １４８７ ５１．１１
２０１０ ３９８７ ３７２５ ２１４６ ５７．６１
２０１１ ４３７５ ３９４６ ２４０７ ６１．３５

２３　脑卒中发病情况　２０１１年本地区脑卒中标化发病率较前
呈逐年下降趋势，与２０１０、２００９年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松江区新浜镇脑卒中发病情况

年份 人口数 发病例数 标化发病率（１／１０万）

２００９ ２７１７４ ９４ １２０．６１
２０１０ ２６９３４ ８９ １１７．６３
２０１１ ３３６８２ 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４　高危以上患者３年血压控制情况及左室重量指数的随访
结果　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部分高危以上患者血压控制及左室重量指数情况（ｘ±ｓ）

组别　 ｎ
血压（２００９年）
（ｍｍＨｇ）

血压（２０１１年）
（ｍｍＨｇ）

左室重量指数

基线（ｇ／ｍ２）
左室重量指数

末次（ｇ／ｍ２）
未达标 ２５３ １６８．７／９７．６ （１５０．６±１１．８）／（８１．６±７．８） １３０．８±４０．５ １３６．５±５４．１
达标　 ５９２ １６８．５／９６．６ （１３３．６±６．５）／（７９．８±５．６） １２３．６±３５．３ １１９．５±３７．８

　　注：达标组末次左室重量指数与基线比较，ｔ＝－２．６３９，０．００５＜Ｐ＜
０．０１；未达标组末次左室重量指数与基线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在发展中国家将不断升高，防治高
血压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１］。如何提高人群高血压的

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水平，重点在社区。故摸索出适合自

己的社区管理模式尤其重要。多年来，国内外对社区高血压管

理模式也进行了不断地探索［３－４］，有契约管理、自我管理、家庭

管理、电话监测、利用网络协议、结合自我监测和专业医护人员

监督，通过网络进行健康教育等等，各有所长，关键是要找到适

合自己的管理模式。关于社区高血压管理的模式研究，上海摸

索出一套“以社区健康促进为基础、以控制危险因素为基本手

段”的综合防治模式。新浜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于上海松江

的西南，为农村地区，流动人口少，２００５年松江作为医改的试
点，在该社区推行高血压综合管理中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高血压的

知晓率、控制率有所提高，但较松江城区的社区高血压控制率

明显偏低，可能与农村偏远地区学历水平，医嘱依从性、医务人

员的宣教力度等有关。国外资料显示，二级医院社区联合对高

血压管理控制是有益的［５］。故基于上述原因，该社区２００９年
起实施二级医院联合社区对高血压进行一体化管理，并利用二

级医院资源更深入地对高血压的主要靶器官损害左室重量指

数进行３年总结，更有力证明降压是硬道理。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建
卡率上升、控制率增加、脑卒中的发病率下降，取得了一定的管

理效果。高血压治疗并非单纯的控制血压水平，只有全面的结

合危险因素来控制血压才能真正意义上的减少心脑血管并发

症［６］。经过一体化管理后的脑卒中的发病率随着血压控制率

的增加而逐年下降。其次在短时间内单纯的血压下降对高危

以上的患者分层现状形成不了明显的影响，因为构成高危分层

诸多的因素（吸烟、肥胖、早发的心血管病家族史、高脂血症、糖

尿病、脑卒中、左心室肥厚、肾功能减退）很难改变［７］，故本研究

更重视高危以上的患者，通过控制危险因素从而降低高血压患

者的危险水平。通过对高危以上高血压患者的３年随访调查
显示，达标组的平均收缩压／舒张压水平有了较好的改善，从而
使得左室重量指数呈现良好的下降趋势；与之相反，未达标组

的患者由于血压水平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致使左室重量指数

反而呈上升趋势，提示严格控制血压能延缓靶器官的受损，从

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８］。

正是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使得我们的患者大多数能坚持

改善生活方式及服药治疗，也正是结合二级医院的优势，对高

危以上的患者进行靶器官损害左室重量指数的追踪，用事实向

患者证明降压对他们而言是有益的，从而在整个社区中起到宣

传作用，在社区的慢病管理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本研究提

示血压的控制率达 ６１．３５％，已经接近上海普陀等社区的
６１．８％［９］，对农村社区而言来之不易。

二级医院的专科医师抽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直接介入高

危人群的干预，控制患者病情，降低病死率，并由此提高患者家

属对高血压防治的热情，从而达到降低全人群血压的目标，减

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二级医院联合社区进行高血压的一

体化综合管理不仅可行，而且意义非凡，本研究因入组的社区

少，某些地方尚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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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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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登

【摘　要】　目的　了解上海市闸北区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对健康管理的认知及需求，为建立有效可行的健康管理服
务模式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上海市闸北区６００位居民作为调查对象，用自制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共获得５８３份有
效问卷，健康管理总体认知率为５３．６％，健康管理服务项目需求度最高的六项依次是：健康体检５７．８％、解读检查报告
５１．６％、预约、挂号５０．９％、评估健康状况４７．５％、老年保健４５．８％、营养指导４５．５％。结论　目前公众对健康管理的认
知度和接受度不高，但接受过健康管理服务的居民对其认可度较高，潜在需求已经实际存在。为了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

生服务的重大战略目标，我们需要加强宣传，正确引导需求，完善健康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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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期望从过
去的有病能治，发展到现在的无病早防和早期发现疾病、及时

治疗［１－２］，居民的健康需求在不断提高。同时，由于生活方式

的改变和人口的老龄化，许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也在

不断升高，这就需要有专职人员对人们目前健康状况、工作环

境、性格特征及遗传背景等资料进行系统评估，制定详细的健

康计划并督促实施，从而管理他们的健康［２］。社区不仅是健康

教育中心和慢性病防治中心，还是健康管理的平台。闸北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充分利用自身贴近居民的优势，在整合基本医疗

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础上引入健康管理理念及方法，积极

探索符合上海实情的社区健康管理服务模式。本研究通过问

卷调查了解闸北区９家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生活方式及对健
康管理的需求，为建立有效可行的健康管理服务模式提供参

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上海市闸北区９家社
区卫生中心的６家作为调查单位，于２０１２年５月采用方便抽样
的方法在每家调查单位抽取１００人作为本研究调查对象。研
究对象的入选标准是本地常住人口，排除标准是具有认知缺

陷、严重心理障碍或精神疾病者。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６００
份，回收６００份，回收率１００％，对于缺项大于５％的问卷予以剔
除，得到有效问卷５８３份，有效率９７．２％。
１２　调查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参阅相关文献及量表自行设计
问卷并进行调查。问卷包括患者基本信息、健康管理的认知和

基金项目：上海市卫生局２０１０年卫生政策研究课题（２０１０ＨＰ００６）；上海
市卫生局２０１１年卫生政策研究课题（２０１１ＨＰ０２４）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７２上海市闸北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曹海涛，潘毅
慧，刘登）；４７５００４河南大学护理学院（于晓静）

通讯作者：刘登，电子信箱：ｌｉｕｄ１１＠１６３．ｃｏｍ

行为及对健康管理服务的需求三个部分。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调查员采用统一指导语向自愿参加调查的居民解释调查目的

及问卷填写方法，调查对象以不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填写。对于

无法自主完成问卷者，由调查员帮助通读问卷完成调查。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数
据双录入，并完成逻辑检错。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包括描述性分析、率、构成比。

２　结果
２１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２１１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　调查对象的年龄为２１～１１２岁，
平均（５８．３±１５．０）岁。６０岁以上老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
４８％，符合上海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服务人群的现状。文化程度
集中在初中、中专和高中水平，达到了５９．５％。对于距家最近
的医疗机构，４３０人（７３．８％）选择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见当
前社区覆盖范围已满足大多数居民需求。

２１２　调查对象的患病情况　调查对象中身体健康者１４９人
（２５．６％），患有慢性病者４３４人（７４．４％），其中单纯高血压者
２４１人（４１．３％），单纯糖尿病者１０９人（１８．７％），高血压合并
糖尿病６１人（１０．５％）。
２２　社区居民健康管理的现状
２２１　健康的认知情况　在５８３个调查对象中，７７．２％的居民
能正确理解健康的概念，２２．０％的居民认为“没有疾病就是健
康”，另０．８％的居民对健康有其他理解；８１．８％的居民认为健
康可以管理，仅１８．２％的居民认为健康不可以管理。
２２２　健康管理的认知情况　由于健康管理在中国起步较
晚，所以居民认知程度较低。本次调查中，１１．１％的居民认为
自己比较了解健康管理；４２．５％的居民表示知道一些；２２．０％
的居民只闻其名，不知其意；２４．４％的居民则完全不知。
２２３　社区健康管理服务的认知情况　居民对健康管理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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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足，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所开展健康管理服务的了解程度

也较差。在本次调查中，居民对所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的

健康管理服务表示非常了解的和很了解的仅有２２人和１８人，
分别占到 ３．８％和 ３．１％；一般程度了解的有 １４１人，占到
２４．２％；非常不了解和了解较少的有 １５６人和 ２４６人，占到
２６．８％和４２．２％。
２２４　健康管理的接受情况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公
众自我保健意识的逐步提高，居民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日趋增

加，并开始接受社区提供的各项服务。本次调查发现，３４９人
（５９．９％）曾接受过所在社区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从健康管
理相关项目的接受情况来看，健康体检是普及率最高同时也是

大众接受程度最好的服务项目，但合适的健康体检频率并不为

广大群众所知。在本次调查中，１０．８％的人半年体检一次，
４４．６％每年体检一次，８．７％两年体检一次，另有８．７％不定期
体检，还有１３．７％的居民从未做过健康体检。体检发现异常指
标者在获得检查单后，４４．９％的人会向医生咨询异常指标的相
关因素，４０．６％的人会纠正不良生活习惯。
２３　社区健康管理服务的需求情况
２３１　对健康管理服务项目需求情况　调查结果表明，健康
管理服务项目需求度最高的前六项依次是：健康体检５７．８％、
解读检查报告 ５１．６％、预约、挂号 ５０．９％、评估健康状况
４７．５％、老年保健４５．８％、营养指导４５．５％。
２３２　健康管理服务形式的需求情况　对于现有的健康管理
服务形式，需求度最高的前３项是电话咨询、上门服务、自行前
往／面对面服务。为居民解释健康管理部的设置及服务方式、
内容后，多数居民同意由健康管理部代替家庭医生团队为其提

供社区健康管理服务，而且对自行前往／面对面、上门服务、健
康教育视频的需求度较高。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居民对健康管理服务形式的需求情况

服务形式
家庭医生提供

选择人数 频率（％）
其中可以由健康管理部提供

选择人数 频率（％）
电话咨询 ３３０ ５６．６ １９４ ５８．８
上门服务 ３１８ ５４．５ ２０６ ６４．８
自行前往／面对面 ２５７ ４４．１ １７２ ６６．９
健康教育讲座 １６０ ２７．４ ９９ ６１．９
短信平台 １３１ ２２．５ ７１ ５４．２
健康教育视频 １２９ ２２．１ ８０ ６２．０
网上定时互动 １０８ １８．５ ５５ ５０．９
其他服务形式 ３１ ５．３ １９ ６１．３

３　讨论
３１　现存问题及对策
３１１　公众认知度不高，需加强宣传　本次调查发现，仅
１１．１％的被调查者表示清楚健康管理，而另４６．４％从未听说过
健康管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健康管理对于中国而言还是

一个新概念，公众对其认知度并不高，且健康管理的一些理念

（如预先付费以预防疾病的发生等）尚未被公众普遍接受［３］。

据调查，居民获取健康管理知识的主要途径是新闻媒体宣传

（３５．８％）和医护人员宣教（３５．０％），仅１．４％是通过社区讲座
了解健康管理。因此，建议新闻媒体及卫生部门加强宣传力

度，提高全民健康意识，普及健康管理知识，帮助居民树立“健

康可以管理”的理念，实现“调动个体和群体及整个社会参与健

康管理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利用有限资源达到最大健康效

果”的健康管理宗旨［２，４］。同时，社区需针对辖区内居民的人群

特征及不同季节、气候的流行病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健康讲座，

提高讲座质量，丰富讲座形式和内容，吸引居民主动参与，多渠

道实现健康促进的目标。

３１２　居民需求度较高，需扩大健康管理覆盖范围　在整合
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础上，社区开展了各项健康

管理服务。调查结果表明，虽然居民对健康管理的认知度不

高，但多数居民对健康有正确的认知，且近８２％的居民认为健
康是可以管理的，居民对健康管理各项服务有不同程度的需

求。因此，一方面，社区可以对近８２％居民开展健康管理指导，
帮助这些居民了解健康管理的意义及自我健康管理方法，鼓励

他们积极参与社区健康管理方面的各项活动，增强自我保健意

识，提高自我健康管理能力，维护身体健康，并以多数人群带动

少数人群共同参与，从而实现全民健康。另一方面，社区应率

先、重点根据服务对象对健康管理服务项目需求情况，完善健

康管理服务项目，满足多数居民的首要需求，这与刘登等［５］的

研究结果一致。

３１３　健康管理范畴较窄，需丰富服务内容　由于我国健康
管理服务的运作模式还处于试验运行阶段，尚未建立起一个成

熟的运作模式，目前社区健康管理服务基本上是原有社区卫生

服务内容的重命名，不能完全体现对居民的健康进行全程管理

持续管理的理念。另外，居民对社区开展的健康管理服务并不

完全了解，导致不能合理接受服务、正确管理健康。比如，调查

发现，健康体检虽是居民利用度最高的项目，但多数居民对正

确的体检频率尚不了解，且社区目前所实行的体检项目设计并

不科学，仅局限于物理检查和化验项目，并没有提供体检以外

的诸如健康评估、健康干预、跟踪随访等更进一步的服务，与各

类疾病专科缺乏交流合作。这一现象与周燕等［６］研究结果一

致。从理论上来讲，体检服务应依据健康管理的特点、原则及

不同人群的需求制定不同的套餐，检查结果需对以后的健康干

预活动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了解检查结果后应确定服务对象

是否为主要预防对象，慢性病发生的危险因素是否存在，并根

据居民存在的健康危险因素设计多级健康教育方案，转变健康

服务模式。另外，李娟等［７］研究者发现，安排合理、等候时间短

是体检者对体检流程的第一需求。因此，建议在今后的卫生发

展规划中逐步完善健康体检项目，以人群的健康需求为基础，

按照早发现、早干预的原则选定体检项目，并合理安排体检流

程，提高医务人员素质和技术水平，改善服务质量，注重体检者

的隐私，积极开展健康指导和教育，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

观念，使其健康状况得到有效改善和提高。

３２　健康管理部的形式有助于提高健康管理水平和效率　为
了规范健康管理服务流程，提高健康管理服务质量，充分发挥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双向转诊中的信息沟通作用，闸北区率先

提出构建依托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健康管理部，使之成为居

民与卫生系统之间的桥梁。它主要是把健康管理师、健康咨询

师、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助理和健康管理志愿者等组建成社区

健康管理团队，通过整合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检、挂号、

预约、家庭病床、慢病管理、健康教育及就医指导等服务功能，

建立流水线式通柜服务，并设置健康事务受理、健康体验互动、

健康管理指挥、健康管理服务及医疗服务五个区域，推行预约

服务、家庭病床、上门出诊、转介指导等便民服务，引导社区居

民有序就医、双向转诊及健康自我管理［８］。具体结构如图１。

　图１　健康管理部结构图
　　由表１可知，半数以上的居民愿意接受由健康管理部代替
家庭医生团队为自己提供社区健康管理服务，表明该模式在试

行过程中显著提高了社区医务人员的服务效率和居民满意度，

并有效帮助居民实现自我健康管理，获得了较高的认同度，可

在全市推广。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健康管理服务的提供者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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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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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一薇，鲍勇

【摘　要】　目的　了解城市贫困老人的健康状况、卫生服务需求及社区卫生服务的利用情况，探索影响城市贫困老人
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方法　２０１２年３～５月间，对上海市某社区的贫困老人进行健康状况及社区卫生服务
利用的现况调查。结果　调查对象慢性病患病率高达９９．３％，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步行距离在１５ｍｉｎ以下的占
５９．３％，６８．７％的调查对象认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费用较低；８０．０％的调查对象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就诊
首选的医疗机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是影响城市贫困老人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的主要因素，调查对象最希望获得

的卫生服务是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和指导、健康知识讲座等。结论　城市贫困老人的健康状况较差，卫生服务需求量大，
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对满足城市贫困老人的卫生服务需求意义重大。

【关键词】　贫困老人；社区卫生服务；卫生资源利用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７．６　Ｒ５９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６０８０３

　　城市贫困人口是指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
线的低收入家庭成员［１］，城市贫困老人作为城市贫困人口的一

部分，由于年龄较大，躯体功能逐渐衰退，患病率大大提高［２］，

卫生服务需要远高于普通人群。城市贫困老人由于经济收入

低、缺乏医疗保障，导致卫生服务的利用率不足［３］，随着年龄的

增长，生活质量明显降低［４］。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城市三级

医疗网的基础，就医方便，就医服务费用相对较低，能够在很大

程度上解决城市贫困老人就医方面的难题。为了解城市贫困

老人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状况，探索影响城市贫困老人社区卫生

服务利用的现况及影响因素，我们开展了相关研究。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上海某街道内实际居住１年以上，由街道民
政部门界定家庭月收入低于当地生活水平；患有各种疾病就诊

医疗费用支出抵消其部分收入并达不到年家庭最低收入水平

线，并且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签订约定保健服务协

议、愿意接受调查的贫困老人。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中国社区卫生协会科研基金经费资助项目（２０１１６
１２）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５０上海市长宁区江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姜明霞，王皎，
陈瞡瑜，季一薇）；２０００２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鲍勇）

通讯作者：鲍勇，电子信箱：ｂａｏｙｏｎｇ＠ｓ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１２　调查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
方法。定量研究参照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相关内容，课题组自

行设计《社区签约居民健康状况调查表》，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

象的人口学特征、主要慢性病患病率、卫生服务可及性、社区卫

生服务利用等内容。本次调查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家庭医生担任调查员，采取入户面对面调查的方式。调

查结束后，课题组成员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１０％的问卷
进行电话复查，共复查３０人，其中合格２９份，合格率９６．６６％。
问卷采用双录入，录入完成后课题组成员进行复查，确保录入

的质量。定性研究采用个人访谈的方法，课题组设计定性访谈

提纲，邀请愿意参加的研究对象参加访谈，共有６名研究对象
参加访谈。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定量研究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２软件进行调查问
卷的录入，使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定性研究有课
题组成员对访谈内容进行记录，并根据录音材料进行核实，最

终形成文字材料。

２　结果
２１　定量研究
２１１　人口学特征　本次共调查贫困老人３００名，其中男性
５７人（１９．０％），女性２４３人（８１．０％）；年龄最小６０岁，最大９７
岁，平均年龄（７５．３８±８．５３）岁。婚姻状况已婚２０６人（６８．６％），

庭医生抑或健康管理部，上门服务皆是居民较希望的服务形

式，这与纪艳等［９］的研究结果一致。鉴于当前健康管理师、家

庭医生等专业人才短缺、难以实现对全人群进行上门服务的现

状，应引导居民转变需求观念，鼓励居民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健

康管理服务。

４　结语
　　健康管理是一个全面、连续、长期的管理过程，符合医学社
会发展的需要［１０］。为了更好地将健康管理的内涵融入社区卫

生服务各项工作，一方面，健康管理部作为社区居民健康的总

管理者，应继续探索并完善社区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充分利用

“整合社区卫生服务两个基本”的优势，提升服务能力，提高服

务效率，增强居民的健康意识，调动居民主动性，鼓励居民按照

健康管理的循环流程，积极配合社区开展的健康危险因素检

测、评价及干预；另一方面，健康管理也需要社区群众广泛参

与，只有全社会一起行动起来，自觉参与健康管理，才能更快更

好地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服务的重大战略目标［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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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偶７７人（２５．７％），其他１７人（５．７％）；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１６８人（５６．０％），高中或中专８６人（２８．７％），大专及以上４６人
（１５．３％）；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产业工人１６１人（５３．７％），商
业或服务业２９人（９．７％），文教卫生等４２人（１４．０％），其他职
业或无业 ６８人（２２．７％）；家庭同住人口情况独居有 ４０人
（１３．３％），２人同住共１２４人（４１．３％），３人以上同住 １３６人

（４５．３％）。
２１２　主要慢性病患病情况　调查对象中２９３人（９７．７％）测
量过血压，１９５人（６５．０％）检测过血糖；调查对象所患慢性病诊
断依据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确定，调查对象高血压、脑中风、糖尿

病、冠心病、肢体或其他残疾等主要慢性病的患病率较高，调查

对象主要慢性病患病情况见表１。
表１　调查对象主要慢性病患病情况（ｎ，％）

性别 高血压 脑中风 糖尿病 冠心病 肢体或其他残疾 其他（腰突症、白内障、骨质疏松、慢性胃炎、老慢支等） 无任何慢性病

男 ５４（９４．７） １３（２２．８） １６（２８．１） ２４（４２．１） １（１．８） １２（２１．１） ０
女 ２０１（８２．７） ６０（２４．７） ７３（３０．０） ９２（３７．９） ３（１．２） ６９（２８．４） ２（０．８）
合计２５５（８５．０） ７３（２４．３） ８９（２９．７） １１６（３８．７） ４（１．３） ８１（２７．０） ２（０．７）

２１３　服务可及性　在就医时间上，调查对象到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的步行距离在１５ｍｉｎ以下、１５～３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及以上的人
数分别为１７８人（５９．３％）、１０６人（３５．４％）和１６人（５．３％），其
中男性分别为３６人（６３．２％）、１７人（２９．８％）和４人（７．０％），
女性分别为１４２人（５８．５％）、８９人（３６．６％）和１２人（４．９％）；
在就医费用上，调查对象认为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费用

较高、一般、较低、不清楚的人数分别为 ９人（３．０％）、７９人
（２６．３％）、２０６人（６８．７％）和６人（２．０％），其中男性分别为２
人（３．５％）、１９人（３３．３％）、３５人（６１．４％）和１人（１．８％），女
性分别为７人（２．９％）、６０人（２４．７％）、１７１人（７０．３％）和５人
（２．１％）。
２１４　卫生服务需求　调查对象认为影响自己的主要健康问
题包括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系统问题（７３．７％），颈椎、腰
椎、骨质增生等运动系统问题（３８．３％），失眠、入睡困难等神经
系统问题（３２．０％），肠胃、肝脏等消化系统问题（１８．３％），前列
腺增生、泌尿系统问题（６．７％），气管、肺部等呼吸系统问题
（４．７％），激素水平紊乱等内分泌问题（４．０％），生殖、泌尿系统
问题（４．０％），其他健康问题（７．７％）。调查对象希望获得的卫
生服务包括健康咨询和指导 （７１．９％）、健康知识讲座
（５１．４％）、定期体检（５０．７％）、中医技术（１５．３％）、收到宣传手
册或卡片（１２．２％）、疾病康复护理指导（１１．８％）、建立家床
（４．２％），男性和女性调查对象希望获得的卫生服务存在一定
的差异，其中男性依次为健康咨询和指导（６１．８％）、健康知识
讲座（５８．２％）、定期体检（５０．９％）、中医技术（２３．６％）、收到宣
传手册或卡片（２１．８％）、疾病康复护理指导（１２．７％）、建立家
床（５．５％），女性依次为健康咨询和指导（７４．２％）、定期体检
（５０．６％）、健康知识讲座（４９．８％）、中医技术（１３．３％）、疾病康
复护理指导（１１．６％）、收到宣传手册或卡片（９．９％）、建立家床
（３．９％）。
２１５　社区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及满意度　调查对象就医首选
的医疗机构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２４０人（８０．０％）、其他医疗机
构６０人（２０．０％）；调查对象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满意率为
９９．３％（２９８人）；调查对象认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存在的主要
问题包括辅助诊断或检查设备不全（６１．９％）、站点指示牌不明
显（３１．１％）、医疗服务技术（２４．２％）、医疗服务费用（９．２％）、
等候时间长（７．７％）、服务态度不好（２．９％）。
２１６　城市贫困老人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以调查对象就医首选的医疗机构为结果变量，性别、年龄、婚姻

状况、文化程度、职业、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步行距离、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的就诊费用为自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筛
选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是城市贫困

老人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见表２。
２２　定性研究
２２１　基本情况　参加访谈的调查对象男性２人，女性４人；
年龄最小６５岁，最大８４岁；文化程度小学４人，初中１人，本科
１人；全部调查对象均为企业退休职工。

表２　影响城市贫困老人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Ｂ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Ｗａｌｄ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性别 －１．２８８ ０．４８６ ７．０１２ １ ０．００８ ０．２７６
年龄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９ ０．１１７ １ ０．７３２ ０．９９３
婚姻状况 ０．６３４ ０．３１１ ４．１５１ １ ０．０４２ １．８８６
文化程度 －０．５０１ ０．２２２ ５．１２２ １ ０．０２４ ０．６０６
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 ０．０４２ ０．１３８ ０．０９１ １ ０．７６３ １．０４３
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步行距离 －０．０３４ ０．２６３ ０．０１７ １ ０．８９７ ０．９６７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就诊费用 ０．０７３ ０．２８４ ０．０６６ １ ０．７９７ １．０７６

２２２　结果　调查对象均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每个
月在医药方面的花费较大，感觉负担比较沉重；调查对象就诊

首选的医疗机构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只有在重病的时候才选

择大医院，选择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原因包括医务人员态

度热情、排队时间少、花费较低、离家距离较近、能够提供指导

等原因；调查对象均与家庭医生签订了医疗保健服务协议，有

固定的家庭医生，６名调查对象均能够按照家庭医生对慢性病
健康管理的要求定期随访、定期自我检测血压、血糖及按时服

用药物，就诊时或就诊前会与家庭医生预约下次就诊时间；调

查对象认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基药”以

外的药物品种较少，每次开药的数量不能满足需求等，希望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今后能够增加药物品种，满足社区老人的医疗

需求。

３　讨论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许多国家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既
往国内外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是卫生资源利用率最高的群

体［５］，但城市贫困老人作为一个特殊的“脆弱”群体，由于收入

较低、行动不便等原因，很难做到无病早防、有病早治［６］。本次

调查结果显示，城市贫困老人的慢性病患病率较高，所患疾病

以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为主，由于城市贫困老人经济收入

较低，加之年龄较大，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城市

贫困老人日常治疗所需要费用就成为了他们沉重的负担，限制

了医疗服务的利用，同时也加剧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现象

的发生。

本次调查发现不同性别的调查对象对卫生服务需求、卫生

服务满意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
明，性别是影响调查对象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的因素之一。男性

高血压、冠心病等的患病率高于女性，而女性骨质疏松、糖尿病

等的患病率高于男性；不同性别的调查对象在卫生服务需求方

面也存在差异，男性容易接受健康知识讲座、中医技术、健康教

育资料等形式，女性则更希望获得健康咨询和指导；不同性别

调查对象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存在的问题的认识也有不同，男

性认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存在的最大问题辅助诊断或检查设

备不全，女性则认为医疗服务技术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最大的

问题。上述区别说明不同性别调查对象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认识有一定的差异，在以后的工作要充分认识到这种差异，

选择适宜的方法进行健康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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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储存红细胞输注不良反应的研究进展
史高群，姚仁南

【关键词】　储存红细胞；储存损伤；炎症反应；血红素加氧酶；铁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５７．１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６１００３

　　对于损伤或手术中造成的大量出血，输血是一种基本的临
床治疗方法；储存红细胞已成为现代重要的治疗手段，它可以

挽救生命。红细胞输入的目的是通过输入红细胞增加血红蛋

白含量从而提高血液的携氧能力，增加组织供氧；在缺氧状态

下，尤其是在休克时改善氧合状态。研究显示，在肾脏移植的

手术中输血患者的存活率远远高于未进行输血的患者。红细

胞的储存美国 ＦＤＡ标准：经过体外储存后溶血率 ＜１％，输注
２４ｈ后至少有７５％的红细胞存活率（即存在于受者的循环系统
中），只有达到以上标准的红细胞才能用于回输。红细胞的回

输是一项经验性的治疗，在用于临床之前没有经过严格的前瞻

性随机对照研究［１］。一些研究表明，对于一部分患者输注长时

间保存的红细胞会引起死亡率和感染率的增加，甚至会引起多

器官功能的衰竭［２］，此种损伤在临床实践中称之为储存损伤。

所谓的储存损伤即经过长时间体外储存，红细胞在形态结构、

生理功能、代谢、生物化学和免疫学等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变

化的总和。目前阶段红细胞的储存损伤与患者输血反应的相

关性存在很大的争议［３］。

红细胞储存周期是否影响发病率与死亡率？研究这个问

题的关键是红细胞体外储存期间发生了哪些改变以及输入体

内后可能发生的一系列反应。加拿大卫生组织对２５００例危重
患者进行了输入新鲜红细胞（＜７ｄ）和标准红细胞（２～４２ｄ）

作者单位：２２１００４江苏省徐州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９７医院血站
通讯作者：姚仁南，电子信箱：ｙａｏｒｎ９７＠ｓｏｈｕ．ｃｏｍ

的研究，同时进行了红细胞储存周期对早产儿影响的实验即对

出生时低体重的婴儿输入新鲜红细胞（＜７ｄ）和标准红细胞
（＜４２ｄ）［４］。在细胞储存过程中氧化反应的发生是不可避免
的。低温储存条件下，氧化反应在体外储存红细胞中发生的速

度远远低于其在体内。同时体外储存红细胞最长时间４２ｄ，远
远短于红细胞在体内的寿命１２０ｄ，因而储存红细胞中氧化反
应产物聚集量较低。但是当红细胞输入体内时，特别是在外伤

或者手术等造成的大量出血时，一次大量输血也伴随着一次性

大量输入聚集的氧化反应产物，引起输血不良反应，这一现象

在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５］。

１　白细胞与输血不良反应
　　尽管经过认真的选择和多方面的检测，储存红细胞的输注
依然会产生一些不良反应，这包括非溶血性的发热反应（ｆｅｂｒｉｌｅ
ｎｏｎ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ＦＮＨＴＲ），移植物抗宿主病
（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ＧＶＨＤ）和一些细菌、病毒感染相关的
免疫反应［６］，产生这种现象的一部分原因是供血者红细胞中的

白细胞。外周血中的白细胞被分化为两个功能群：吞噬细胞和

免疫细胞（粒细胞和单核细胞被归为吞噬细胞类，各种淋巴细

胞以及血浆中的细胞被归纳为免疫细胞）。在酸性环境或冰冻

的条件下这些白细胞被激活并产生细胞因子，在输血过程中，

这些细胞因子以很高的浓度进入体内。另外，在常规红细胞储

存过程中，脂类在血浆中积累可以激活中性粒细胞，引起中性

粒细胞介导的对人类肺内皮的损伤，这也是引起输血相关

　　本次研究显示，家庭医生健康管理的对象是社区贫困老
人，患有一种以上的慢性病，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

患病率较高。大部分调查对象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时会

首先与家庭医生预约，并且会按照家庭医生的健康保健方案进

行医疗行为，对家庭医生制定的干预方案依从性好，服务的利

用率较高，这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７－８］。

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三级医疗机构相比存在卫

生资源配置相对不足，在服务技能上存在差距，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但是随着政府对城市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持续投入和大力宣传，居民对社区医疗保健

服务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改变，家庭医生通过对慢性病患者提供

“医防一体化”服务，同时提供可及性的以中医适宜技术为特点

的健康管理服务得到了居民的认可，这与８０％的贫困老人选择
社区就诊的结果是一致的。老年人随年龄的增加组织器官结

构和功能发生退行性变化［９］，所患疾病难以完全恢复，需要长

期服药和治疗，但由于年龄为不可干预性因素［１０］，因此加强以

社区为基础的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医疗设备、药品种类等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限制了居民社

区卫生服务的利用，要解决上述问题，除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应加强服务内涵建设的力度，整合利用卫生资源，为老人提供

方便、优质的卫生服务外［１１］，也需要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

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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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肺损伤（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ｃｕｔｅｌｕｎｇｉｎｊｕｒｙ，ＴＲＡＬＩ）机制之
一［７］。通过过滤可以减少白细胞和血小板，同时可以消除血小

板衍生物ＣＤ４０配体，但是，临床上用滤器滤除白细胞或用γ射
线失活也只是减少而不是消除免疫学不良反应。

２　铁与输血不良反应
　　一些临床调查表明，低于６９％的患者输注的是储存时间少
于２周的红细胞，约３０％的患者输注的红细胞储存时间大于２
周，同时，在储存红细胞血浆中检测发现铁增加［８］。每１ｍｌ红
细胞中约含有１ｍｇ的铁，这样计算每个单位红细胞中约含有
２００ｍｇ铁，需要长时间输血的患者体内会有额外铁沉积。目前
研究证实，铁超载与急性输血相关不良反应有关。随着储存时

间延长，红细胞内非转铁蛋白结合铁增加明显，而红细胞储存

过程中转铁蛋白和铁蛋白含量几乎不发生变化，细胞外铁超过

了蛋白的结合能力，导致游离铁含量增加［９］。多余铁对免疫功

能有调节作用，而且其对促炎和抗炎过程都有影响［１０］。

对大多数细菌和微生物而言，铁是它们生长所必需的，在

铁缺乏环境中或铁摄入被抑制的条件下，感染细胞内细菌皆不

能很好的生长，并且大量的实验证实铁具有潜在的免疫调节作

用，因为铁能够改变Ｔ、Ｂ淋巴细胞或天然杀伤细胞的增殖与活
化，影响Ｔｈ１效应因子作用和辅助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成为ＣＤ８＋

细胞毒性Ｔ淋巴细胞比例，而Ｔｈ２细胞能够通过多种机制抑制
巨噬细胞。另外，巨噬细胞内一些酶的催化反应需要依赖铁，

如抗菌作用，通过一氧化氮合酶诱导一氧化氮的产生和 ＮＡＰ
ＤＨ依赖的氧化作用。在炎症反应的过程中，网状内皮系统保
存铁并且抑制铁输出，可导致铁在巨噬细胞内沉积［１１］。增加

铁浓度会伴随增加细菌易感性。当铁含量增加时，细菌能利用

多余的铁将自身包裹进水化生物膜或多聚基质中，增加其本身

对抗生素的抵抗性和宿主免疫攻击性，从而造成顽固性感染，

不易治愈。铁还会影响宿主免疫，这与输血相关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有关。

３　血红素加氧酶系统与输血不良反应
　　血红素加氧酶（ｈｅｍ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ＨＯ）是血红素降解的起始
酶和限速酶，它的主要功能是分解血红素形成胆绿素、一氧化

碳和铁，胆绿素则被胆绿素还原酶进一步还原生成胆红素［１２］。

血红素加氧酶在哺乳动物体内有三种同工酶分别为：ＨＯ１、
ＨＯ２、ＨＯ３，并由不同基因且位于不同染色体上所编码。ＨＯ１
亦称热休克蛋白３２（Ｈｅａｔ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ｔｅｉｎ３２，ＨＳＰ３２），主要分布在
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的微粒体中，在一些诱导因素的作用下可引

起其活性及蛋白表达量的增加，如血红素、金属、紫外线、内毒

素、细胞因子、缺氧等。ＨＯ２是组成型酶不被诱导，其作用多
认为与ＣＯ的神经信使作用有关，在睾丸和脑中 ＨＯ２可被诱
导。ＨＯ３分布广泛，但对其功能研究较少。ＨＯ１发挥细胞、组
织保护作用显然与其降解血红素的代谢产物胆红素、ＣＯ以及
铁生成有密切的关系。ＨＯ１保护性作用主要体现在抗炎，抗
氧化和抗凋亡三个方面。产物 ＣＯ具有抗炎和扩张血管作用。
ＨＯ／ＣＯ系统抗炎机制主要是通过下调内皮细胞源性促炎介质
包括细胞间粘附因子（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１，ＩＣＡＭ
１）、血管细胞粘附因子（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ｃｅｌｌ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１，ＶＣＡＭ
１）、选择素Ｅ（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ｎ）等，来抑制白细胞粘附、聚集，抑制炎
症发生［１３］。

基于红细胞２４ｈ恢复减少和储存时间增加的相关性研究，
对于受血者来说快速大剂量输入储存红细胞对网状内皮系统

来说存在潜在不良免疫反应；而且大部分储存红细胞清除发生

在输注后１ｈ以后；动物水平实验显示，给小鼠输注储存的标准
红细胞，而不是新鲜含白细胞的红细胞，其红细胞快速（＜２ｈ）
清除是通过单核－巨噬细胞系统［１４］实现的。单核 －巨噬细胞
系统具有可塑性，它分化为不同的状态取决于机体微环境，从

而实现促炎状态与抗炎状态的相互转化［１５］。以上研究结果说

明储存红细胞输注引发了机体免疫反应，且储存红细胞极易被

单核－巨噬细胞系统识别，进而机体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反应作
出有利或者不利的反应。

研究证实ＨＯ１具有免疫抑制作用，即它可以阻止树突状
细胞成熟，抑制促炎反应和异体移植物的免疫反应。体外实验

显示，给予树突状细胞 ＨＯ１和 ＣＯ可以阻止活性氧和促炎因
子如：ＩＬ１２、ＩＬ６、ＴＮＦα和 ＩＦＮＩ的产生［１６］。相反，在 ＨＯ１或
ＣＯ过表达的情况下抗炎因子 ＩＬ１０表达反而增加，单独给予
ＣＯ可以发现其抑制了 Ｔ淋巴细胞增殖。于是，研究者认为激
活ＨＯ１表达可以将巨噬细胞由促炎状态转变为免疫调节状
态，ＨＯ１和ＣＯ介导免疫耐受机制是通过诱导主要免疫耐受细
胞即所谓调节Ｔ细胞。巨噬细胞具有可塑性它可以被 Ｔｈ１细
胞因子如ＩＦＮγ和细菌成分脂多糖激活，也可以被 ＩＬ４、ＩＬ１０、
ＴＧＦβ、糖皮质激素等激活进而与炎症相关。另外，ＨＯ１是否
能发挥抗炎作用还取决于输入储存红细胞的量，大量输血时，

细胞内的血红素大量增加超过了巨噬细胞的能力，这时候巨噬

细胞就会发挥促炎作用，产生大量活性氧和促炎因子。相反，

低浓度的血红素可以上调 ＨＯ１的表达，并产生抗炎反应。由
此可以认为ＨＯ１是把双刃剑，在不同机体状态及环境条件下
发挥不同作用。同时也可以假设，输入红细胞２４ｈ恢复率高的
个体能够促进ＨＯ１的表达从而激活巨噬细胞发挥抗炎作用，
相反２４ｈ恢复率低的个体可能就会诱发机体的促炎状态。患
者所处的疾病状态很大可能会影响输血最终结果。同时周围

组织的抗氧化，促氧化和炎症信号的总和最终决定着巨噬细胞

的活化状态，促炎或者抗炎。进一步说，巨噬细胞不同的分化

状态能够解释为什么输血与免疫激活和免疫抑制相关。在临

床工作中可以根据不同个体的微环境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

疗方案。

４　红细胞本身与输血不良反应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ＪＡ等［１７］的研究表明：对于创伤的住院患者，输注

红细胞的储存周期与其死亡的风险有密切的关联，即创伤患者

２４ｈ内输注大于３个单位的长期储存的红细胞（≥１４ｄ）与输
注新鲜红细胞（＜１４ｄ）的患者相比，其死亡的风险显著增加。
目前很多研究将目光集中在红细胞本身的免疫原性在细胞储

存损伤中扮演的角色。在鼠类的同种异体抗原模型上的研究

表明：输注长期储存的红细胞与输注新鲜的红细胞相比前者可

以导致强烈的异型抗原反应［１８］。输注悬浮少白红细胞可以引

起炎性因子如：ＩＬ６、１Ｌ８和ＴＮＦα的增加，还可以启动嗜中性
粒细胞的活动［１９］。因此，可以推测，输注长期储存的红细胞可

能引起炎性因子爆发式的释放，最终引起人的抗红细胞同种异

体免疫反应。已有一些在动物水平的实验可以证明此假

说［２０］，用ｐｏｌｙ（Ｉ：Ｃ）诱导的炎症小鼠模型给予红细胞异种抗体
可以引起高水平的同种异体免疫反应与对照组非炎性小鼠相

比。在没有镰刀形细胞病的输血患者中，发生抗红细胞同种异

体免疫反应的概率小于１０％。
红细胞Ｄ抗原是红细胞最大的免疫原性抗原之一，Ｒｈ血

型系统的抗原强度仅次于 ＡＢＯ血型系统的 Ａ抗原及 Ｂ抗原。
但是研究表明输注长期储存红细胞发生储存损伤与 Ｄ抗原的
免疫原性没有相关性［２１］，也就是说红细胞 Ｄ抗原在此过程中
没有发挥作用。

５　研究与展望
　　红细胞经体外储存会发生代谢变化，红细胞破裂以及氧化
应激反应，这些都可能是临床输血不良反应诱导因素，从这个

角度来讲，储存红细胞的临床不良反应是一个多因素、多步骤

的反应，其中包括血管内溶血；游离Ｈｂ和血红素导致氧化损伤
和细胞毒性作用；铁超载加剧炎症反应等，但是否存在一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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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ＴＦＦ家族与胃肠道肿瘤关系的研究现状
胡婷，王子安

【关键词】　三叶因子；ＴＦＦ；消化道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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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叶因子家族（ｔｒｅｆｏｉｌｆａｃｔｏｒｆａｍｉｌｙ，ＴＦＦ）是一群有３８～３９
个氨基酸组成的小分子多肽，在其特殊的Ｐ结构域中３个二硫
键连接６个半胱氨酸残基，扭曲折叠肽链成三叶的形状而命
名。ＴＦＦ家族现有ＴＦＦ１（乳腺癌相关多肽 ｐＳ２）、ＴＦＦ２（解痉多
肽ＳＰ）以及ＴＦＦ３（肠三叶因子 ＩＴＦ）［１］三种。它们发挥保护黏
膜、抑制信号传导、调节细胞凋亡、修复肿瘤等功能。多种恶性

肿瘤中可见三叶肽表达上调，这里主要探讨三叶因子与胃肠道

肿瘤的关系。

１　乳腺癌相关肽ＴＦＦ１
１１　结构　１９８２年 Ｍａｓｉａｋｏｗｓｋｉ等通过对人乳腺癌 ＭＣＦ７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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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系用雌激素进行诱导获得了ＴＦＦ１。ＴＦＦ１分子是一条分子量
６６７４Ｄａ的肽链，有６０个氨基酸构成，６个半胱氨酸残基组成Ｐ
结构域，第７个残基（即Ｃｙｓ５８）在羧基端第３个碱基处，构成二
硫键而组成二聚体。这种二聚体结构决定了ＴＦＦ１的生物学特
性。

１２　功能　在正常人体内，ＴＦＦ１主要由胃窦、胃体的隐窝及表
层上皮的黏膜细胞产生［２］，并且在从胃黏膜肠化、不典型增生

到胃癌的病程中表达逐步降低［３－４］，５０％以上胃癌细胞中ＴＦＦ１
表达缺失。对基因谱分析发现，胃癌发生时常有染色体２１ｑ２２
复位基因的缺失，此位点正是 ＴＦＦ１基因所在位置［５］。在敲除

ＴＦＦ１基因的小鼠模型中，胃黏膜组织发生癌前病变甚至胃
癌［６］。而在乳房组织过表达 ＴＦＦ１的转基因鼠上，未有乳腺增
生或发育异常。这些都证明胃癌的发生与ＴＦＦ１的缺失有关，

键因素，这一观点尚无结论。储存红细胞免疫反应的深入研究

将为血液的储存及更适合临床应用的血液制品开发提供新的

思路，也为临床治疗开辟新的道路和提供理论依据。储存损伤

在目前阶段还没有有效的预防措施，红细胞的储存时间与临床

输血反应有明显的相关性，但其机制尚不清楚。临床试验还需

要进一步确认红细胞储存的时间长短是否会影响发病率与死

亡率，同时储存期间脂类的积累是否会激活单核巨噬细胞系统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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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ＦＦ１通过调控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表达发挥抑癌作用。有关
研究发现ＴＦＦ１是通过抗凋亡、抗增殖机制调节胃癌发生发展：
在凋亡途径中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的活性被抑制；细胞增殖周期 Ｇ１期到
Ｓ期的时间延迟。大肠癌中ＴＦＦ１表达量明显增加［７－９］，发挥致

癌作用。胃癌和大肠癌中 ＴＦＦ１表达量的不一致，提示我们应
进一步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ＴＦＦ１在大肠癌中表达上调，
可能与其促进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形成类微血管结构，起到血管

生成作用有关。

２　解痉多肽ＴＦＦ２
２１　结构　１９８２年 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等在从猪胰岛素提纯工艺中分
离出ＴＦＦ２。ＴＦＦ２分子是一条分子量１２ｋＤａ，由１０６个氨基酸
组成的肽链，含有２个对称的Ｐ结构域，其位于第６位与第１０４
位的半胱氨酸残基形成１个二硫键使结构极其稳定。
２２　功能　ＴＦＦ２主要表达于胃体、胃窦的黏液细胞及十二指
肠下段腺体细胞，此外在黏膜损伤性病变如炎症性肠病、消化

性溃疡，及Ｂａｒｒｅｔｔ食管、肠增生性息肉、胰腺癌、胃肠道肿瘤等
亦均有表达上升［１０－１２］。在敲除ＴＦＦ２基因的小鼠模型中，胃黏
膜增生减少，推测是ＴＦＦ２刺激胃黏膜增殖，提高了胃癌发生风
险。在对胃癌患者表达 ＴＦＦ２量多少的研究中，不同研究者得
出矛盾结果。同时对弥漫型胃癌常见的 ＫＡＴＯⅢ细胞系标本
分析发现，８３．３％的 ＴＦＦ２表达下降。由此推断，ＴＦＦ２表达量
的多少与所选病例中弥漫型胃癌所占比例不同有关，且与分化

程度呈正相关。关于 ＴＦＦ２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ＵＳＦ、Ｃ／
ＥＢＰβ、ＧＡＴＡ家族、ＥＧＦ、ＴＧＦα等因子都有参与到调节途径
中［１３－１４］，与ｐ５３、环氧合酶２等也关系密切［１５］。

３　肠三叶因子ＴＦＦ３
３１　结构　ＴＦＦ３是 Ｓｕｅｍｏｒｉ等１９９１年在大鼠空肠首次发现，
存在分子量６６９２ｋＤａ的单聚体和分子量１３１４６．８ｋＤａ的二聚
体２种形式。单聚体是含１个Ｐ结构域的５９个氨基酸构成的
肽链；二聚体是由２个Ｃｙｓ５８二硫键连接单体形成。
３２　功能　ＴＦＦ３集中表达于正常人体内肠道细胞，其它组织
亦可见表达，在胃癌、结直肠癌［１６］中表达明显增加。有关血清

ＴＦＦ３和前列腺素的联合检测，可早期发现以肠型为主的胃癌。
ＴＦＦ３的生理功能发挥与参与 ＮＦκＢ通路［１７］调节密切相关。

相关实验证实ＴＦＦ３可通过调节ＭＡＰＫ、ＥＧＦＲ、β粘附素、ＰＩ３、
ＣＯＸ及 ＴＸＡ２Ｒ等途径使细胞免于凋亡、促进肿瘤血管生
成［１８－２０］。ＴＦＦ３调节细胞内信息传导，是通过抑制细胞外信息
相关蛋白激酶（ＥＰＫ）及有丝分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ＭＡＰＫ）活
性。而酪氨酸磷酸酶抑制剂可阻断这种作用，这说明 ＴＦＦ３参
与信号传导可能与酪氨酸磷酸酶或双重特异性磷酸酶的作用

有关。通过对ＴＦＦ３作用机制不断深入研究，这种稳定的小肽
有可能作为肿瘤筛选和疗效判断的标志物。

４　展望
　　综上所述，ＴＦＦ家族与胃肠道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但关于它们的研究尚不全面，具体的作用机制及参与的信号转

导通路多重复杂。需要深入研究证实其作为肿瘤检测指标和

治疗作用靶点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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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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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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烟是２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一项随访
１４年的研究发现相对于不吸烟者，每天吸烟２０支或以上者糖
尿病发病风险增加１．５５倍［１］。一项荟萃分析也显示，每日吸

烟２０支及以上者糖尿病发病风险增加１．６１倍，２０支以下者增
加１．２９倍，曾吸烟者增加１．２３倍。目前我国吸烟人数超过３
亿，约占全球吸烟总人口的１／３，尽管已大力宣教吸烟的危害
性，但仍有４５％的吸烟者无明显戒烟意愿。故对于难以戒烟
者，若能明确吸烟增加糖尿病发病风险的机制并加以干预，则

有助于降低该类人群糖尿病发生风险。胰岛素抵抗是２型糖
尿病发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吸烟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备受关

注。目前大多学者认为烟草的主要成分尼古丁是吸烟诱发胰

岛素抵抗的主要原因［２－３］，但具体机制不明。然而也有部分学

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尼古丁可改善胰岛素抵抗。鉴于以上争

议，本文将有关尼古丁致胰岛素敏感性变化及其机制的研究做

一综述，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参考，同时为发现治疗难以戒烟者

胰岛素抵抗的药物作用新靶点提供理论依据。

１　尼古丁诱发胰岛素抵抗及其机制
　　胰岛素抵抗是指原本对胰岛素敏感的组织（主要为骨骼
肌、肝脏和脂肪）对胰岛素变得不敏感，使周围组织葡萄糖摄取

减少及肝糖原输出增加，其本质为靶组织细胞后胰岛素信号转

导通路障碍［４］。一般而言，胰岛素和受体结合后主要通过以下

两条途径将信号传至效应器，其一是经胰岛素受体底物（ＩＲＳ）
和磷脂酰肌醇３激酶（ＰＩ３Ｋ）通路，调节糖、脂肪和蛋白质代谢
以及增加一氧化氮全酶等，即代谢信号通路；另一个是经促分

裂原活化蛋白激酶（Ｓｈｃ／Ｒａｆ／ＭＡＰＫ）调节基因转录，影响细胞
增殖，即生长信号通路。在代谢信号通路中，胰岛素受体（ＩＮ
ＳＲ）与胰岛素结合后被激活，其酪氨酸残基自体磷酸化，继而触
发一系列级联反应，ＩＲＳ１、ＩＲＳ２可识别磷酸化 ＩＮＳＲ并与之结
合，同时ＩＲＳ自身酪氨酸残基也被磷酸化，进而活化ＰＩ３Ｋ，使蛋
白激酶 Ｂ（Ａｋｔ）磷酸化，最终触发富含葡萄糖转运蛋白 ４
（ＧＬＵＴ４）的囊泡以胞吐形式从胞浆向胞膜转位，并与之融合，
完成葡萄糖摄取［５］，以上任一环节出现异常都会导致胰岛素抵

抗。

１１　雷帕霉素靶蛋白胰岛素受体底物１（ｍＴＯＲＩＲＳ１）通
路　雷帕霉素（ｍＴＯＲ）是进化上高度保守的丝氨酸／苏氨酸激
酶，属于磷脂酰肌醇３激酶相关激酶（ＰＩＫＫ）蛋白质家族成员，
分子量２８９ｋＤ；ｍＴＯＲ激活后通过影响核糖体Ｓ６蛋白激酶和真
核细胞始动因子４Ｅ结合蛋白合成的关键调节因子影响细胞生
长与分化［６］。胰岛素受体底物１（ＩＲＳ１）是胰岛素受体后的主
要船坞蛋白，其表达及磷酸化异常是引起胰岛素抵抗的主要原

因。研究发现 ｍＴＯＲ高表达导致 ＩＲＳ丝氨酸磷酸化水平升
高［７］，引起胰岛素抵抗，雷帕霉素可阻断该效应。

Ｂｅｒｇｍａｎ等发现尼古丁通过激活 ｍＴＯＲＩＲＳ１通路诱发胰
岛素抵抗。他们对８名吸烟者及１２名不吸烟者进行观察，发
现相对于不吸烟者，吸烟者胰岛素敏感性显著降低（Ｐ＝０．０３）；
吸烟者戒烟 ２周后再次观察，胰岛素敏感性较前显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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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Ｐ＝０．００６），与不吸烟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２４）［２］。取两组参与者骨骼肌组织行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发现
吸烟者 ＩＲＳ１ｓｅｒ６３６磷酸化水平显著升高（Ｐ＝０．０２），ＩＲＳ
１ｓｅｒ３０７不受影响。Ｂｅｒｇｍａｎ等进一步将大鼠 Ｌ６肌管细胞暴露
于２００μｍｏｌ／Ｌ尼古丁２ｈ，发现该细胞ＩＲＳ１６３６位点丝氨酸磷
酸化水平显著升高（Ｐ＝０．０３），雷帕霉素可阻断该效应。因此，
该研究小组认为尼古丁通过激活ｍＴＯＲ增强ＩＲＳ１丝氨酸残基
（包括ｓｅｒ６３６位点）磷酸化水平，降低了酪氨酸磷酸化水平，进
而影响ＰＩ３Ｋ活化及胰岛素信号转导下游通路，最终导致胰岛
素抵抗［９］。然而该研究并未阐述尼古丁激活 ｍＴＯＲ的具体机
制，亦未对胰岛素信号转导的下游通路（Ａｋｔ通路）进行检
测［９］，因此需要更进一步地研究弥补其不足。

１２　ＰＫＣθＮＦκＢＴＮＦα通路　ＰＫＣθ是丝／苏氨酸激酶蛋白
激酶Ｃ（ＰＫＣ）家族中新型ＰＫＣ亚型的成员之一，可不依赖Ｃａ２＋

而依赖二酰甘油等激活。活化的ＰＫＣθ可磷酸化特异底物引发
胞内信号级联反应，调控多种生命过程和疾病的发展。ＰＫＣθ
存在于骨骼肌和造血系统中，其在骨骼肌生长过程中的表达与

骨骼肌内多种代谢活动调节有关，如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调

控［１０］。核转录因子 κＢ（ＮＦκＢ）是由 ｐ５０、ｐ６５、ｐ５２、ＣＲｅｌ和
ＲｅＢ等亚单位聚合形成的同源或异源二聚体，正常状态下与其
抑制蛋白ＩκＢ结合而不能进入核内。在某些刺激因素作用下，
ＰＫＣ能活化并激活 ＩκＢ激酶，使 ＩκＢ与 ＮＦκＢ解离，ＮＦκＢ随
即激活并进入胞核，发挥核转录效应［１１］，增加炎症因子如肿瘤

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等的表达。ＴＮＦα在体内作用广泛，与胰
岛素抵抗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１２］，如抑制 ＧＬＵＴ４膜转位
等［１３］。

日本学者Ｔａｔｅｂｅ等发现尼古丁通过 ＰＫＣθＮＦκＢＴＮＦα通
路诱发胰岛素抵抗。他们将大鼠 Ｃ２Ｃ１２肌管细胞在棕榈酸盐
（２００μｍｏｌ／Ｌ）存在的情况下暴露于１μｍｏｌ／Ｌ尼古丁２４ｈ后，
发现ＴＮＦα表达升高，磷酸化 Ａｋｔ减少，胞膜 ＧＬＵＴ４蛋白含量
降低，葡萄糖摄取能力下降［３］。为进一步明确尼古丁引起

ＴＮＦα升高的机制，该研究小组检测了胞膜磷酸化 ＰＫＣθ及核
ＮＦκＢ含量，发现二者表达均升高，而 ＰＫＣ抑制剂可阻断以上
效应。故Ｔａｔｅｂｅ等认为Ｃ２Ｃ１２肌管细胞暴露于尼古丁后，ＰＫＣ
ＮＦκＢ通路被激活，从而引起ＴＮＦα表达升高。因大量文献已
报道氧化应激可引起胰岛素抵抗，故该研究小组进一步用ＤＨＥ
染色检测培养系中氧化应激产物，发现含量升高，加入自由基

清除剂ＴＥＭＰ后，ＴＮＦα、ＮＦκＢ与 ＰＫＣθ表达减少，胞膜表面
ＧＬＵＴ４蛋白表达升高，葡萄糖摄取能力恢复。由此该研究小组
总结认为，尼古丁通过诱发氧化应激反应，增强 ＰＫＣθＮＦκＢ通
路活化，使ＴＮＦα表达升高，影响 ＧＬＵＴ４膜转位，最终诱发胰
岛素抵抗。

１３　脂肪细胞因子　脂肪组织除了作为体内最大的能量提供
和储存者，也能分泌多种蛋白，这些分泌蛋白统称为脂肪细胞

因子，它们在机体能量代谢及胰岛素敏感性调节方面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脂联素作为重要的脂肪细胞因子，与胰岛素抵抗

密切相关。ＩｗａｓｈｉｍａＹ等［１４］发现当小鼠３Ｔ３Ｌ１脂肪细胞暴露
于尼古丁（１０－８～１０－６ｍｏｌ／Ｌ）２４ｈ后，脂联素生成减少，诱发胰
岛素抵抗，但具体机制目前不明。

促酰化蛋白（ＡＳＰ）是另一种脂肪细胞因子，与细胞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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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５Ｌ２受体（Ｇ蛋白偶联受体７７）特异性结合，增强脂肪细胞摄
取脂肪酸和葡萄糖的能力，促进甘油三酯合成，其功能缺陷与

代谢综合征发生密切相关［１５］。研究发现高水平ＡＳＰ刺激胰岛
素分泌增加（胰岛素抵抗），低水平 ＡＳＰ则增加胰岛素敏感性；
Ｃ５Ｌ２低表达则可延迟甘油三酯清除及降低葡萄糖摄取。吸烟
者体内ＡＳＰ表达升高，而 Ｃ５Ｌ２表达降低，故 ＬｉＷＬ等［１６］提出

假设，认为ＡＳＰＣ５Ｌ２信号转导通路参与了吸烟诱导胰岛素抵
抗发生，但缺乏具体实验数据支持。

２　尼古丁改善胰岛素抵抗及其机制
　　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尼古丁可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早先 Ｌｉｕ
ＲＨ等［１７］的研究显示，予 ＺＦＲｓ鼠服用尼古丁［２．４ｍｇ／（ｋｇ·
ｄ）］８周后，与对照组（口服自来水）相比，肝组织胰岛素敏感性
显著升高。Ｌｉｕ认为可能的原因为尼古丁抑制了肝糖原输出。
但该研究未检测尼古丁对骨骼肌及脂肪组织胰岛素敏感性的

影响，因此尚需进一步的研究验证其结果。

近期，ＸｕＴＹ等［１８］进行了类似研究，予正常 ＳＤ大鼠皮下
注射尼古丁［３ｍｇ／（ｋｇ·ｄ）］６周后，发现相对于注射生理盐水
组，尼古丁组大鼠基础胰岛素水平降低６５％，稳态模型胰岛素
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降低至对照组的３５％，提示慢性尼古丁
刺激可增强胰岛素敏感性。Ｘｕ等考虑尼古丁系作用于烟碱型
乙酰胆碱受体（ｎＡＣｈＲｓ）发挥主要效应，为进一步探索其机制，
予ＳＤ大鼠服用六烃季胺［２０ｍｇ／（ｋｇ·ｄ），抑制周围型ｎＡＣｈＲ，
但α７ｎＡＣｈＲ亚型除外］，发现尼古丁增强胰岛素敏感性的效
应未受影响，但在α７ｎＡＣｈＲ基因敲除的小鼠中，尼古丁增强胰
岛素敏感性的作用消失。随后，该研究小组予正常小鼠服用

ＰＮＵ２８２９８７［０．５３ｍｇ／（ｋｇ·ｄ），选择性α７ｎＡＣｈＲ激动剂］后，
发现尼古丁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效应增强。因此，Ｘｕ提出 α７
ｎＡＣｈＲ参与了尼古丁致胰岛素增敏作用。为进一步研究其下
游通路，Ｘｕ等将 ＰＮＵ２８２９８７加入体外培养 Ｃ２Ｃ１２肌管细胞，
发现细胞葡萄糖摄取能力增强２５％，而加入信号转导和转录激
活因子３（ＳＴＡＴ３）抑制剂 Ｓ３１２０１后，此效应被完全阻断，结合
以往文献报道 ＳＴＡＴ３可通过抑制糖原合成酶激酶３β来改善
胰岛素抵抗［１９］，由此 Ｘｕ等提出尼古丁通过激活 α７ｎＡＣｈＲ
ＳＴＡＴ３信号转导通路改善胰岛素抵抗。

３　尼古丁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双向作用
　　还有学者认为尼古丁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影响既不是单纯
抑制也不是单纯增强，与尼古丁作用时间及浓度有关［２０］。Ｌｉｕ
ＲＨ等［２１］发现小鼠脂肪细胞表面存在功能型 ｎＡｃｈＲｓ受体，尼
古丁与之特异性结合可影响脂肪细胞因子分泌及游离脂肪酸

（ＦＦＡ）浓度，从而影响胰岛素敏感性。他们进一步通过体外脂
肪细胞培养发现，当脂肪细胞短期暴露于尼古丁（６×１０－８～
６×１０－４Ｍ，１２ｈ）后，培养液中ＴＮＦα及ＦＦＡ浓度显著增加，呈
尼古丁剂量依赖性，并最终诱发胰岛素抵抗；但当脂肪细胞长

期暴露于尼古丁（６×１０－８～６×１０－４Ｍ，３６ｈ）后，相对于短期暴
露（１２ｈ），ＴＮＦα表达反而显著减少，亦呈尼古丁剂量依赖性，
同时脂联素分泌增加，最终出现了胰岛素抵抗改善。然而尼古

丁引起ＴＮＦα升高或减少的具体机制不明。此外，尽管有研究
显示ＴＮＦα与脂联素互为拮抗，如脂联素基因敲除的小鼠
ＴＮＦα表达升高，予该类小鼠服用脂联素后，ＴＮＦα表达出现
下降，且Ｌｉｕ等的研究也发现ＴＮＦα表达减少的同时会出现脂
联素分泌增加，但二者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目前还不明确。

综上所述，尼古丁与胰岛素敏感性关系密切，然而是诱发

还是改善胰岛素抵抗目前仍存争议，其诱发或改善胰岛素抵抗

的机制亦尚未完全明确。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尼古丁干预

２４ｈ后可抑制３Ｔ３Ｌ脂肪细胞ＧＬＵＴ４蛋白膜转位，降低细胞葡
萄糖摄取能力，诱发胰岛素抵抗，但尚未观察不同干预时间、不

同浓度尼古丁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

进一步明确尼古丁对胰岛素敏感性的确切影响，并探索其分子

机制，若能在尼古丁作用的信号转导通路上发现关键性靶点并

进行针对性调控（同时劝导吸烟者戒烟），则对于预防和改善难

以戒烟者胰岛素抵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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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清扫术在喉鳞状细胞癌中的演进
李翠，詹晓东

【关键词】　择区性颈淋巴结清扫术；喉肿瘤；癌，鳞状细胞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９．６５　Ｒ７３０．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６１６０２

　　喉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ｏｆｌａｒｙｎｘ）是喉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
病率目前有明显增长趋势，最近全球癌症发生报表统计报告喉

癌发病率男女分别为（３．５～５．５）／１０万、０．６／１０万［１］，手术是

治疗喉鳞状细胞癌的主要手段，原则是在彻底切除癌肿的前提

下，尽可能保留或重建喉的功能，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上

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原发癌淋巴结转移部位进行择区性颈淋
巴结清扫术（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ｃｋ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ＮＤ）被学者给予发展和
推广，所有ＳＮＤ常规保留胸锁乳突肌、颈内静脉及副神经，适应
了近现代切除肿瘤和功能保全的要求。特别是声门上区喉癌

淋巴管丰富，淋巴转移率及隐匿性转移率均较高，ＳＮＤ是解决
隐匿性转移的最好方法［２］，而且治疗效果与传统性全颈清扫相

似，同时具有创伤小、手术时间短的优点，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

价值。

１　回顾性演变
　　关于喉癌患者颈部淋巴结的手术治疗，大致经过了三个阶
段：１９０６年由Ｃｒｉｌｅ提出经典的根治性颈淋巴结清扫术（ｒａｄｉｃａｌ
ｎｅｃｋ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或称全颈淋巴结清扫术：切除包括颈部Ⅰ ～Ⅴ
区所有的淋巴结及胸锁乳突肌、颈内静脉和副神经、肩胛舌骨

肌、颈外静脉等在内的结缔组织，行根治性颈淋巴结清扫术后，

患者术后生存率及局部病灶控制都有所改善，颈部淋巴结复发

率明显下降，由原来的２０％下降至９％。但是行此手术并发症
（如出血、感染、乳糜漏等）严重，生存率差异统计学方法分析并

无意义。且手术范围过大，导致颈部重要解剖结构缺损和患者

的生理功能严重损害，故根治性颈淋巴结清扫术已经基本被摒

弃。在经典的根治性颈淋巴结清扫术的基础上，随着对肿瘤手

术保存功能的重视，１９４４年 Ｓｕａｒｅｚ提出了改良性颈清扫术，保
留了胸锁乳突肌、颈内静脉和副神经３个结构中１个或多个，
但后有学者发现通过颈清扫术后标本病理检查证实，ｃＮ０喉癌
颈部触诊虽然未发现肿大淋巴结，但原发癌极易发生淋巴结转

移，且转移区域多集中在Ⅱ、Ⅲ区，而且大量临床研究发现只有
Ⅱ、Ⅲ或Ⅳ区淋巴结转移才有Ⅰ、Ⅴ区淋巴结阳性［３－４］。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以来，在大量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合理的缩小
手术范围，根据原发癌淋巴结转移部位进行择区性颈淋巴结清

扫术（ＳＮＤ），术后患者颈部外观损害和不适感都明显的降
低［５］。近些年来，微创手术的发展对隐匿性转移临床Ｎ０（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Ｎ０，ｃＮ０）喉癌的颈部处理也逐渐微创化，如前哨淋巴结即原
发肿瘤首先引流的第一站淋巴结的活检术（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
ｂｉｏｓｐｙ，ＳＬＮＢ）和仍在探索阶段的内镜下颈淋巴结清扫术。

２　ＳＮＤ颈淋巴结的选择
　　１９７２年，Ｌｉｎｄｂｅｒｇ在分析研究大量临床手术病例的基础
上，认为颈部淋巴转移区域与原发肿瘤发生部位有关，有一定

的规律可循。颈部淋巴结转移是影响头颈部鳞癌预后的一个

最重要的因素，临床医生要熟知颈部淋巴结的划分区域、引流

范围及引流方向，１９９１年，美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基金学院及
美国头颈外科学会（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

通讯作者：詹晓东，电子信箱：ｚｘｄｅｎｔ２００７＠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Ｓｕｒｇｅｒｙ）制定了颈部淋巴结分区方案：Ⅰ区
（ｌｅｖｅｌⅠ）颏下区及颌下区淋巴结。Ⅱ区（ｌｅｖｅｌⅡ）颈内静脉淋
巴结上区，喉癌转移的首发部位常是该区，因而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Ⅲ区（ｌｅｖｅｌⅢ）颈内静脉淋巴结中区。Ⅳ区（ｌｅｖｅｌⅣ）
颈内静脉淋巴结下区。Ⅴ区（ｌｅｖｅｌⅤ）枕后三角区淋巴结及锁
骨上淋巴结。Ⅵ区（ｌｅｖｅｌⅥ）为内脏周围淋巴结（ｊｕｘｔａｖｉｓｃｅｒａｌ
ｎｏｄｅｓ）。Ⅶ区（ｌｅｖｅｌⅦ）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Ｃａｎｃｅｒ，ＡＪＣＣ）补充第Ⅶ区，即两侧界为颈总动脉，
上界为胸骨上窝，下界为主动脉弓水平的上纵隔淋巴结。Ｒｅ
ｄａｅｌｌｉｄｅＺｉｎｉｓＬＯ等［６］根据大量临床病例研究发现，约２６％的
喉癌患者存在隐匿型淋巴结转移，且发生在Ⅱ区的隐匿性淋巴
结转移占８１％，Ⅲ区占３５％，Ⅳ区占８％，Ⅰ区及Ⅴ区手术和病
理均未发现发生转移。另有学者根据大量临床病例分析发现

喉癌患者２４．３％有隐匿性淋巴结转移，经颈淋巴结清扫术后，
ｐＮ０的颈部控制率为９３．４％，ｐＮ＋的控制率为８５．３％。于振坤
等对１８１例 ｃＮ＋喉癌颈淋巴结清扫术标本研究发现，Ⅳ、Ⅴ区
转移时均伴有Ⅱ、Ⅲ区转移，无一例在无Ⅱ区转移的情况下直
接发生Ⅲ和（或）Ⅳ区转移。这些都说明在声门上喉癌Ｎ０患者
颈淋巴结转移区域的分布中，Ⅱ区淋巴结最多受累，Ⅰ区的颌
下三角淋巴结极少受累，颏下淋巴结几乎未受影响，这一结论

为声门上喉癌 Ｎ０实行择区性颈淋巴结清扫术提供了有力依
据。且考虑到声门上区淋巴管丰富，淋巴结转移率及隐匿性转

移率均较高，且易发生双侧颈淋巴结转移，认为对中晚期的声

门上喉癌（Ｔ２以上病变），先将病变主体侧行颈部Ⅱ、Ⅲ区淋巴
结清扫，送冰冻检查，如病理结果阳性，则对侧行Ⅱ、Ⅲ区的选
择性清扫，若阴性则随诊观察［７］。张彬等［８］研究头颈鳞状细胞

癌淋巴结转移的规律发现Ⅱ、Ⅲ区占总淋巴结转移的７８％；而
Ⅳ区仅占２％，Ⅴ区未发现淋巴结阳性；进一步支持选择性颈清
扫术进行治疗。

３　ＳＮＤ的适应症
　　计划行 ＳＮＤ，以及一侧或双侧清扫术，其原则是根据肿瘤
部位、范围以及术中病情发展。喉癌颈部淋巴结的转移规律是

择区清扫术的理论基础。颈部前哨淋巴结［９］检测技术自从在

乳腺癌应用后，被广泛采用。对某些临床淋巴结阴性的肿瘤患

者，仍有２０％ ～３０％的 Ｎ０期喉癌患者存在颈部淋巴结隐匿性
转移［１０－１１］，前哨淋巴结的定位就变成了肿瘤临床中的常规检

查，定位的方法有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法、蓝染料法和两者联合

应用，由于定位方法存在各种不足和如何判断前哨淋巴结带有

一定的主观性，目前尚无统一标准，而采用免疫组化技术检测

角蛋白可以提高前哨淋巴结的检出率，通过评判颈部淋巴结的

状态，为颈淋巴结清扫术提供依据。ＴｏｍｉｆｕｊｉＭ等［１２］对２０例
Ｎ０期喉癌及喉咽癌患者采用核素法定位淋巴结，结果表明前
哨淋巴结在判断颈淋巴结状态方面是一种可靠的策略，前哨淋

巴结活检术有望取代ＳＮＤ，可避免术后皮肤感觉障碍和颜面部
水肿等并发症的发生，达到微创的目的，但从循证医学的角度

看，ＳＮＤ仍是Ｎ０期喉癌的首选。ＳＮＤ较多应用于临床，治疗效
果较好，且患者对创伤的程度能够接受，避免了前哨淋巴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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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缺点，即耗时间和设备费用，且前哨淋巴结检测有的操作

部位深，术前注射示踪剂不准确及不便；原发癌灶与第一站引

流淋巴结位置相近，同位素探测仪不易区分等诊断和治疗的相

关诸多问题，所以要想真正正确评价前哨淋巴结活检的临床意

义，仍需要进行大量前哨淋巴结活检样本随机对照病例研究和

随访分析。大部分学者主张采用 ＳＮＤ［１３－１４］。近年来，对喉癌
转移规律的认识和对前哨淋巴结的检查发现，喉癌转移早期，

受累的淋巴结分布的区域主要在Ⅱ、Ⅲ区，特别是Ⅱ区，ｃＮ０期
声门上型喉癌颈淋巴结隐匿性转移率达３０％，采用Ⅱ、Ⅲ区的
择区性颈清扫术能明显的改善术后生存和恢复，又能较大程度

的保留颈部解剖结构，改善术后外观上的损害［１５］。声门型喉

癌的颈淋巴结转移率（３．５４％）及隐匿性转移率（０．４４％）都较
低，所以临床诊断无淋巴结转移的声门型喉癌患者，可能不需

行颈清扫术，需术后密切随访观察。而对于临床检查有颈部淋

巴结转移的声门型喉癌患者，可根据淋巴结的大小质地及固定

等情况选择合理的颈清扫术。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术后恢复快、美容、微创的要求亦相应提高，而内镜技术

是实现外科手术微创化的主要方式之一，除了比较成熟的甲状

腺及甲状旁腺手术外，已渗透到了颈部淋巴结清扫术，实践结

果显示：用内镜技术进行 ＳＮＤ是可行的，且术后未发现严重并
发症［１６］。

４　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我们根据大量临床病例总结及查阅文献后认为：择区性颈
淋巴结清扫术从开始到现在经过了近百年的探索和进步，为无

数的喉癌患者提供了生存的保障，提高了手术患者的生活质

量，避免了以往手术方式盲目过大等造成的颈部畸形和功能障

碍，成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治疗喉部癌肿的一个重要手段。随

着大量临床经验的积累和广大医师思想观念的转变，手术方式

也在与时俱进，只有如此才能为肿瘤患者提供最先进和最有效

的治疗，在目前诊疗技术条件下术前尚无法对颈淋巴结是否转

移作出判准确断的时候，喉癌前哨淋巴结检查具有一定的可行

性及临床运用价值，Ｔ１声门型喉鳞状细胞癌 ＣＯ２激光声带切
除预后良好［１７］，ＣＯ２激光治疗有很多优势

［１８］，特别是未侵犯前

连合的比较早期的声门型喉癌治疗效果好［１９］，手术创伤较小、

恢复快、治疗优势明显，而对于癌肿已经侵及前联合较晚期喉

癌的治疗效果则不佳［２０－２１］，但喉部分切除术对此种喉癌的治

疗效果较满意［２２］，符合近年来手术微创及尽可能保全功能的

发展趋势。且近些年来内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手术切口隐

蔽、美观，手术创伤更小的特点和优势。而近些年提出的 ｐ５３
抑癌基因靶向治疗结果证实是可行的，该治疗方法临床应用前

景令人期待［２３］；喉癌细胞端粒酶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

果［２４］。虽然喉癌的治疗疗效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仍面临挑战，

医师应根据个体差异，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总体来说，喉癌

的治疗模式有待于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１］　ＪｅｍａｌＡ，ＢｒａｙＦ，ＣｅｎｔｅｒＭＭ，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Ｊ］．ＣＡ
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ｈｉｎ，２０１１，６１（２）：６９９０．

［２］　于何，王琰．５５９例喉癌部分切除术的远期疗效观察［Ｊ］．中华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２００９，９（６）：７２８７２９．

［３］　ＭｕｋｈｅｒｊｉＳＫ，ＡｒｍａｏＤ，ＪｏｓｈｉｊＶＭ．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ｎｏｄａｌ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ｉｎｓｑｕａ
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Ｊ］．ＨｅａｄＮｅｃｋ，２００１，２３
（１１）：９９５１００５．

［４］　ＫａｔｉｌｍｉｓＨ，ＯｚｔüｒｋｃａｎＳ，ＯｚｄｅｍｉｒＩ，ｅｔａｌ．Ｉｓ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ｖｅｌｓ４ａｎｄ
５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ｆｏｒｃＮ０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ａｎｄｈｙｐ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Ａｃｔａ
Ｏｔｏａｒｙｎｇｏｌ，２００７，１２７（１１）：１２０２１２０６．

［５］　张彬，唐平章，徐震纲，等．颈分区性清扫术后患者的功能评估

［Ｊ］．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２００４，３９（１）：２８３１．
［６］　ＲｅｄａｅｌｌｉｄｅＺｉｎｉｓＬＯ，ＮｉｃｏｌａｉＰ，ＴｏｍｅｎｚｏｌｉＤ，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ｉｎｓｕｐｒａｇｌｏｔｔｉｃ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Ｔｈｅｒａ
ｐｅｕｔ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ＨｅａｄＮｅｃｋ，２００２，２４（１０）：９１３．

［７］　于振坤，黄志刚，倪鑫，等．声门上型喉癌 ｃＮ０患者双颈清外科处
理方式探讨［Ｊ］．首都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３０（６）：７５７７５９．

［８］　张彬，徐震纲，祁永发，等．分区性颈清扫在头颈鳞癌的远期疗效
［Ｊ］．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２００３，３８（２）：１２３．

［９］　ＷｅｒｎｅｒＪＡ，ＤｕｎｎｅＡＡ，Ｒａｍａｓｗａｍｙ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ｎｏｄｅｃｏｎ
ｃｅｐｔｉｎ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ｃａｎｃｅ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０
ｎｅｃｋ？［Ｊ］．ＨｅａｄＮｅｃｋ，２００４，２６（７）：６０３６１１．

［１０］　ＣｌａｒｋＪＲ，Ｎａｒａｎｊｏ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ＪＨ，ｅｔａｌ．Ｅｓ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ｓｃｖａｒｉａ
ｂｌｅｓｉｎＮＯｏｒ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ＨｅａｄＮｅｃｋＳｕｒｇ，２００６，
１３５（５）：７４８７５３．

［１１］　ＤｉａｓＦＬ，ＬｉｍａＲＡ，ＫｌｉｇｅｒｍａｎＪ，ｅｔ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ｏｆｓｋｉｐ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
ｆｏｒ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ｏｒａｌｔｏｎｇ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ｌｏｏｒｏｆｔｈｅ
ｍｏｕｔｈ［Ｊ］．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ＨｅａｄＮｅｃｋＳｕｒｇ，２００６，１３４（４）：４６０４６５．

［１２］　ＴｏｍｉｆｕｊｉＭ，ＳｈｉｏｔａｎｉＡ，ＦｕｊｉＨ，ｅｔａｌ．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Ｎｏｄ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ｌｙＮ０ＬａｙｎｇｅａｌａｎｄＨｙｐ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Ｓｕｒｇｉ
ｃａｌ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１５（９）：２５６８２５７５．

［１３］　ＺｈａｎｇＢ，ＸｕＺＧ，ＴａｎｇＰＺ．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ａｔｅｒａｌｎｅｃｋ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ａｒｙｎ
ｇｅ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ｎｅｃ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Ｏｎ
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９３（６）：４６４４６７．

［１４］　ＧｏｕｄａｋｏｓＪＫ，ＭａｒｋｏｕＫ，ＮｉｋｏｌａｏｕＡ，ｅ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ｌｙ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ｎｅｃｋ（Ｎ０）ｏｆｓｕｐｒａｇｌｏｔｔｉｃ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Ｊ］．ＥＪＳＯ，２００９，３５（３）：２２３２２９．

［１５］　唐子九．择区颈部淋巴结清扫对 ｃＮ０期声门上型喉癌的应用价
值［Ｊ］．临床研究，２０１１，１８（２２）：４６４８．

［１６］　ＳｅｓｔｅｒｈｅｎｎＡＭ，ＦｏｌｚＢＪ，ＷｅｒｎｅｒＪＡ．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ｌｙｍｐｈａｄｅｎ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ｔｈｅＮ０ｎｅｃｋ［Ｊ］．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ＨｅａｄＳｕｒｇ，２００８，１９（１）：２６３２．

［１７］　ＰｉｔｔｏｒｅＢ，ＩｓｍａｉｌｋｏｃｈＨ，ＤａｖｉｓＡ，ｅｔａｌ．Ｔｈｙｒｏａｒｙｔｅｎｏｉｄｍｕｓｃｌｅｉｎｖａ
ｓｉｏｎｉｎＴ１ｇｌｏｔｔｉｃ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ＥｕｒＡｒｃｈ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２００９，
２６６（１１）：１７８７１７９１．

［１８］　周梁，吴海涛，黄维庭，等．ＣＯ２激光在声门型喉癌外科治疗中的
应用［Ｊ］．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２００８，４３（１０）：７４２７４５．

［１９］　ＲｏｈＪＬ，ＫｉｍＤＨ，ＰａｒｋＣＩ．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ｌｏｏｋ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
ｌａｓｅｒｍｉｃｒｏ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ｏｔｔｉｃ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ｏｍ
ｍｉｓｓｕｒｅ［Ｊ］．Ｌａｒｙｎｇｏｓｃｏｐｅ，２００８，１１８（８）：１４００１４０４．

［２０］　ＲａｄｌｅｙＰＪ，ＲｉｎａｌｄｏＡ，ＳｕáｒｅｚＣ，ｅｔａｌ．Ｐｒｉｍａｒ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ｅ
ｒｉｏｒｖｏ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ｕｒｅ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ＥｕｒＡｒｃｈＯｔｏｒｈｉｎｏ
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２００６，２６３（１０）：８７９８８８．

［２１］　ＨｉｎｎｉＭＬ，ＳａｌａｓｓａＪＲ，ＧｒａｎｔＤＧ，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ｏｒａｌｌａｓｅｒ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Ａｒｃｈ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ＨｅａｄＮｅｃｋ
Ｓｕｒｇ，２００７，１３３（１２）：１１９８１２０４．

［２２］　向明亮，吴皓，曹荣萍，等．喉部分切除术治疗前连合受累的中早
期声门型喉癌临床分析［Ｊ］．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２００９，１６
（５）：２３３２３５．

［２３］　ＹｏｏＧＨ，ＭｏｏＪ，ＬｅｂｌａｎｃｅＭ，ｅｔａｌ．Ａｐｈａｓｅ２ｔｒｉａｌｏｆ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ｉｔｈ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ＧＮ２０１（Ａｄ５ＣＭＶｐ５３）ｇｅｎ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
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ｅｓｅｃｔａｂｌｅ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ｏｆｔｈｅｏｒａｌｃａｖｉｔｙ，ｏｒｏｐｈａｒｙｎｘ，ｈｙｐｏｐｈａｒｙｎｘ，ａｎｄｌａｒｙｎｘ：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Ｇｒｏｕｐ［Ｊ］．Ａｒｃｈ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ＨｅａｄＮｅｃｋＳｕｒｇ，
２００９，１３５（９）：８６９８７４．

［２４］　ＺｈｏｕＸＨ，ＣｈｅｎＳＭ，ＬｉｕＤ，ｅｔａｌ．Ｓｈｏｒｔｈａｉｒｐｉｎ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ｔａｒｇｅ
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ｌｏｍｅｒａｓ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ｕｎｉｔｏｆ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ｉｍｉｔｓ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
ｎｕｄｅｍｉｃｅ［Ｊ］．Ｊ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ｔｏｌ，２００８，１２２（５）：５１３５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３０）

·７１６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０　　



·医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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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

【摘　要】　目的　探讨直接Ｃｏｏｍｂｓ试验（ＤＡＴ）阳性患者的ＡＢＯ、Ｒｈ疑难血型鉴定和交叉配血。方法　用多价和单价
抗人球蛋白试剂检测红细胞是否被抗体致敏，ＤＡＴ阳性患者，正反定不一致，交叉配血主侧或次侧不合的红细胞和血
清，进行磷酸氯喹放散试验和自身抗体吸收试验，用吸收后的血清鉴定抗体的特异性。结果　３１例患者 ＡＢＯ血型正反
定型不一致通过磷酸氯喹放散试验和自身抗体吸收正确定型，３２例患者交叉配血不合者经吸收、放散试验，２６例
（８１．２％）配血相合。结论　通过氯喹放散试验和冷抗体吸收、自身抗体吸收试验可提高血型鉴定和交叉配血的正确
率，对判定自身抗体是否掩盖同种抗体及自身抗体有无血型特异性十分重要。

【关键词】　Ｃｏｏｍｂｓ；交叉配血；磷酸氯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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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ｐｉｎｇｗｅｒｅｔｙｐｅ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ｅｌｕ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ｗｉｔｈｃｈｌｏｒｏｑｕｉｎｅ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ａｎｄ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ｔｏ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ａｎｔｉ
ｂｏｄｉｅｓｆｒｏｍｓｅｒｕｍ．２６ｏｆ３２（８．１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ｇｏｔｂｌｏｏｄｔｙｐｅ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ｅｌｕ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ａｎｄ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ｆｒｏｍｓｅｒｕｍ．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ｅｌｕ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ｗｉｔｈｃｈｌｏｒｏｑｕｉｎｅ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ｄ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ａｎｄａｕｔｏ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ｆｒｏｍｓｅｒｕｍ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ｔｙｐ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ｏｍｂｓ’ｔｅｓｔ；Ｃｒｏｓｓ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ｏｆｂｌｏｏｄ；Ｃｈｌｏｒｏｑｕｉｎｅ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抗球蛋白试验（Ｃｏｏｍｂｓ）主要用于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ＡＩＨＡ）、感染、药物诱导、淋巴瘤、新生儿溶血病等一些溶血性
疾病的检测，Ｃｏｏｍｂｓ阳性的患者血清中含有自身抗体，导致自
身红细胞被吸附或致敏，当这些患者需要输血时，由红细胞上

存在致敏自身抗体，干扰血型鉴定导致正反定型不一致，交叉

配血主侧或次侧凝集，抗体筛查阳性。Ｃｏｏｍｂｓ试验、吸收、放散
实验在二甲以下基层医院开展并不多，易造成 ＡＩＨＡ、新生儿溶
血病确诊困难，延误最佳治疗期，本文通过对３９例患者输血资
料的回顾性分析，总结直接 Ｃｏｏｍｂｓ阳性患者血型及配血试验
分析，旨在让更多基层医务工作者了解，输血实验室一些疑难

血型鉴定和交叉配血不和时的处理措施，对指导临床直接

Ｃｏｏｍｂｓ试验（ＤＡＴ）阳性患者输血有一定作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我院住院就诊疑
似ＡＩＨＡ者６３例，男性２４例，女性３９例，发病年龄１２～８３岁，
按张之甫的《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最终诊断为，原发和继发

ＡＩＨＡ患者３９例，其中原发性 ＡＩＨＡ患者１７例（４５％），继发性
ＡＩＨＡ患者２２例（５５％），继发性ＡＩＨＡ包括：病毒感染３例，骨
髓纤维化２例，支原体肺炎３例，淋巴瘤２例，慢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４例，ＳＬＥ３例，新生儿溶血病２例，恶性肿瘤患者３例。
１２　仪器与试剂　抗 Ａ、抗 Ｂ试剂、反定型标准 Ａ细胞、Ｂ细
胞、ＩｇＭ抗Ｄ、不规则抗体筛检Ⅰ、Ⅱ、Ⅲ型谱细胞、二巯基乙醇
（２Ｍｅ）、磷酸氯喹溶液、多特异性抗人球蛋白试剂（抗 ＩｇＧ＋抗
Ｃ３ｄ）、抗ＩｇＧ、抗Ｃ３ｄ、ＩｇＧ抗Ｄ血清均为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
限责任公司产品，不规则抗体用微柱凝胶卡、专用孵育箱和离

作者单位：４６７０９９河南省平顶山市，中国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输血
科（孔祥骞）；检验科（屈跃军）；４６７０９９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
区人民医院血液科实验室（张建俊）；４６７０９９河南省平顶山市
中心血站检验科（张雷）

通讯作者：孔祥骞，电子信箱：ｋｘｑ７８７＠１２６．ｃｏｍ

心机，均为长春博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聚凝胺法试剂盒

为中山生科试剂仪器有限公司产品。

１３　检测方法
１３１　Ｃｏｏｍｂｓ试验　包括 ＤＡＴ和间接 Ｃｏｏｍｂｓ（ＩＡＴ）。ＤＡＴ：
将１滴受检者红细胞洗涤３次，配成５％红细胞悬液加入试管
中，加入２滴抗人球蛋白试剂，离心后观察结果凝集为阳性。
ＩＡＴ：将２滴受检者血清加入试管中，加１滴３％～５％Ｏ型红细
胞，混匀，离心观察有无溶血和凝集，３７℃孵育３０ｍｉｎ，离心，用
生理盐水洗涤３次，分别加入２滴ＩｇＧ和２滴抗Ｃ３ｄ试剂，混匀
离心观察结果。

１３２　聚凝胺法交叉配血　主侧管受血者血浆１滴，加３％～
５％供血者红细胞悬液１滴，次侧管３％ ～５％供血者红细胞悬
液１滴，加受血者血浆１滴，各管加低离子介质、ＬＩＭ３滴，混
匀，室温放置３０ｓ，加入ｐｏｌｙｂｅｒｎｅ试剂２滴，２２００ｇ离心１５ｓ轻
摇，肉眼可见明显凝集，各管加假凝集稀释液１滴，轻摇，非特
异性凝集１ｍｉｎ后消失者为结果阴性，反之为阳性。
１３３　冷抗体的吸收试验　将温育１０ｍｉｎ以上的被检者红细
胞，用３７℃生理盐水洗涤３次，每次用３．５～４ｍｌ，将洗涤后的
压积红细胞分装于３个试管中，每管１ｍｌ，取１ｍｌ血清加入其
中１管中，４℃吸收３０～６０ｍｉｎ，１０００ｇ离心２ｍｉｎ；另取１支试
管，加入吸收后的血清１００μｌ，再加入２～５％的自身红细胞悬
液５０μｌ，１０００ｇ离心１５ｓ，记录凝集结果，如有凝集可用第２、３
支试管重复吸收试验，直至吸收后的血清加自身红细胞无凝

集，自身抗体完全吸收为止。

１３４　磷酸氯喹放散试验　用生理盐水３次洗涤被检者红细
胞后，配２０％磷酸氯喹溶液，取压积红细胞０．２ｍｌ与磷酸氯喹
溶液０．８ｍｌ混匀，室温孵育３０ｍｉｎ，取磷酸氯喹处理过的红细
胞５０μｌ，用生理盐水洗涤 ４次，配成 ２～５％红细胞悬液，做
ＤＡＴ试验，若ＤＡＴ阴性，表明红细胞上的抗体完全解离，可洗
涤全部经磷酸氯喹处理过的红细胞；若 ＤＡＴ阳性，表明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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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抗体没有被完全解离。用磷酸氯喹处理被检红细胞必须

同时用已知抗原红细胞做对照。

１３５　自身抗体的吸收试验　用磷酸氯喹处理过的红细胞加
入等量的患者血清混匀，３７℃吸收２ｈ，离心后取上清液，做反
定型或ＩＡＴ。

２　结果
２１　血型血清学结果分析　３９例ＤＡＴ阳性ＡＩＨＡ患者中，ＩＡＴ
阳性２６例（６６．７％），将３９例患者红细胞和血清在室温下进行
血型鉴定，３１例患者ＡＢＯ血型正定与反定型结果不一致，２４例
患者出现自身红细胞与自身血清凝集，提示患者体内有自身抗

体，进一步鉴定血型，首先考虑是否有冷凝集干扰，用３７℃生理
盐水洗涤红细胞３次，磷酸氯喹放散后见表１；其中１８例检测
出血清中含有同种抗体，其中抗Ｅ８例，抗ｃＥ４例，抗ｃＥ３例，
抗Ｄ３例，不规则抗体阳性检出率０．４６％，与文献报道一致［１］。

２２　疑难交叉配血处理　３９例 ＤＡＴ阳性患者进行交叉配血
试验，其中有３２例不合，我们根据反应情况不同，分别做相应

处理。①交叉配血主、次侧均阳性１６例（５０．０％），用患者自身
三洗红细胞进行吸收实验去除患者血清中的自身抗体后，做不

规则抗体筛查和主侧配血，用磷酸氯喹放散后红细胞与供者血

浆次侧交叉配血；②交叉配血主侧阳性、次侧阴性 １０例
（３１．２％），患者血清中含有同种抗体，用磷酸氯喹处理过的红
细胞吸收患者血清中的抗体，用吸收后的血清再进行交叉配

血。③交叉配血主侧阴性、次侧阳性６例（１８．８％），往往是患
者红细胞被自身抗体吸附或致敏，可用红细胞做热放散或磷酸

氯喹放散实验，用放散后的红细胞做次侧配血。④３２例交叉配
血不合患者中１２例有冷抗体干扰，６例冷凝集素效价大于１：
１０２４，６例冷凝集效价１：２５６，取患者红细胞用温盐水洗涤后加
等量自身血清于４℃吸收３０～６０ｍｉｎ，再测冷抗体效价１：３２以
下，将吸收冷抗体后的血清在室温下做反定型和自身细胞对

照，无凝集。３２例交叉配血不合患者经吸收、放散试验、并检测
同种抗体等处理后，２６例（８１．２％）配血相合，６例（１８．８％）不
相合。

表１　３１例患者ＡＢＯ正反定型及Ｒｈ血型鉴定

磷酸氯喹放散前正定

抗Ａ 抗Ｂ
抗Ｄ

未吸收血清反定型

Ａｃ Ｂｃ Ｏｃ 自身对照
氯喹放散后正定

抗Ａ 抗Ｂ 抗Ｄ
吸收后血清反定型

Ａｃ Ｂｃ Ｏｃ 自身对照
确定血型 ｎ

４＋ ４＋ ３＋ ２＋ １＋ － － ３＋ ３＋ ３＋ － － － － ＡＢＲｈ阳性 ２
４＋ ２＋ ４＋ － ４＋ － － ３＋ － ３＋ － ３＋ － － ＡＲｈ阳性 ５
２＋ ４＋ ４＋ ４＋ ２＋ １＋ ３＋ － ３＋ ４＋ ３＋ － － － ＢＲｈ阳性 ６
２＋ ２＋ ３＋ ３＋ ３＋ １＋ ２＋ ０ ０ ３＋ ２＋ ２＋ － － ＯＲｈ阳性 ７
３＋ ４＋ ４＋ １＋ １＋ １＋ １＋ ３＋ ３＋ ３＋ － － － － ＡＢＲｈ阳性 ４
３＋ － ３＋ ３＋ ２＋ ２＋ １＋ ３＋ － ３＋ － ３＋ － － ＡＲｈ阳性 ４
２＋ ４＋ ３＋ ４＋ ２＋ １＋ ２＋ － ３＋ － ３＋ － － － ＢＲｈ阴性 ３

３　讨论
　　Ｃｏｏｍｂｓ阳性患者，体内产生针对自身抗原的抗体，致敏自
身红细胞，吸附于红细胞表面形成抗红细胞抗体，因自身抗体

能凝集患者红细胞及他人红细胞而导致 ＡＢＯ血型尤其是 Ｒｈ
血型鉴定困难［２］。多次输血可导致同种抗体的产生，血清中的

自身抗体、血浆蛋白紊乱、冷凝集素也可干扰反定型［３］。本文

３１例ＤＡＴ阳性患者使用磷酸氯喹可以解离红细胞上致敏的
ＩｇＧ抗体，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红细胞的完整性和抗原的活
性［４］。

自身抗体分为温抗体和冷抗体，冷抗体是较常见的一种自

身抗体，通常为ＩｇＭ型，正常人血清中大都存在自身冷抗体，但
效价很低，一般在１∶１６以下［５］。在某些病理条件下如支原体

感染、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浆细胞性白血病和冷凝集综合

征，患者血清中可存在极高效价的自身冷抗体，而在室温下也

能和自身红细胞反应，造成血型鉴定和交叉配血困难［６］。通过

临床病例和血型血清学分析，正反定型和自身对照均出现凝集

时，首先要考虑是否有冷凝集素的干扰，在３７℃环境下进行试
验，或者用３７℃温盐水洗涤患者红细胞［７］。对冷凝集效价高

可用２Ｍｅ破坏红细胞膜上ＩｇＭ抗体［８］，用处理过的红细胞与自

身血清混合，于４℃吸收血清中冷抗体，可进行多次吸收，直至
患者红细胞和自身血清无凝集为止。

受ＩｇＧ强致敏的温抗体 ＡＩＨＡ患者红细胞，如是温和自身
抗体显示Ｒｈ等相关特异性，自身抗体可掩盖同种抗体的存在，
故输血前的配血试验非常重要，采用磷酸氯喹放散试验，直至

红细胞 ＤＡＴ试验阴性，用 ＤＡＴ阴性患者的红细胞反复吸收血
清中自身抗体后，用吸收后的血清与谱细胞反应，检测到１８例
Ｒｈ血型抗体。Ｒｈ血型抗体在血型免疫性抗体中占较高比例，
是引起免疫性溶血性输血反应最常见的不规则抗体，而有临床

意义的不规则抗体可非特异性地吸附在红细胞表面，使患者红

细胞被致敏［９］。本文中１３例 ＩＡＴ阴性患者，血清中抗体滴度
过低，难以用血清来鉴定自身抗体的特异性，对患者红细胞用

乙醚放散后，放散后的红细胞做正定型，采用红细胞的放散液，

来检测相关抗体特异性。文献报道，磷酸氯喹放散液不能用于

抗体鉴定，乙醚放散液可鉴定抗体的特异性，对判定自身抗体

是否掩盖同种抗体及自身抗体有无血型特异性十分重要［１０］。

２１例患者Ｒｈ表型检测１７例患者Ｒｈ表型在磷酸氯喹放散实验
前后不一致，ＤＡＴ阳性患者红细胞上已致敏了自身抗体，与 Ｒｈ
抗Ｄ血清反应后，加抗球蛋白抗体后均会凝集，因此无论何种
Ｒｈ表型都会误定为ＣｃＤＥｅ，须用磷酸氯喹放散掉红细胞上的自
身抗体，才能正确鉴定Ｒｈ表型。

本研究表明，通过磷酸氯喹放散试验和冷抗体吸收、自身

抗体吸收试验可提高Ｃｏｏｍｂｓ阳性患者 ＡＢＯ和 Ｒｈ血型鉴定和
交叉配血的正确率，从而确保临床输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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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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燕，黄翠平，卫红艳

【摘　要】　目的　通过比照孕２０～２４周的胎儿小脑横径、后颅窝的正常参考值对中孕期胎儿颅内结构异常及脊柱裂
的颅脑超声表现的诊断价值，笔者尝试在孕早期探查摸索出更早期的胎儿异常声像图，建立早中孕期胎儿小脑横径、后

颅窝池宽度的超声正常参考值。方法　首先确立胎儿早中孕期胎儿小脑横径及后颅窝宽度测量的标准声像图，经腹超
声检测孕１２～１３＋６周的１０６０例胎儿的小脑横径、后颅窝宽度，测量三次取平均值。结果　通过大样本的检测得到了
１２～１３＋６孕周的胎儿小脑横径、后颅窝宽度的正常参考值的统计学数据。孕１２周，小脑横径（１２．１０±０．５１）ｍｍ，后颅
窝池宽度（１．４８±０．２４）ｍｍ；孕１３周，小脑横径（１３．０７±０．４４）ｍｍ，后颅窝池宽度（１．６５±０．２３）ｍｍ。结论　笔者获取
了胎儿早中孕期后颅窝结构的标准声像图及正常参考值，对于后颅窝结构出现异常能尽早进行诊断，尤其是对胎儿脊柱

裂能够及早进行评估。

【关键词】　经腹超声；孕１２～１３＋６周；后颅窝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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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儿颅脑超声检查是最早用于胎儿畸形产前诊断的领域，
许多脑畸形在妊娠２０周以前即能明确诊断。当前的研究结果
表明胎儿中晚孕期后颅窝结构的改变与胎儿脊柱裂的病变有

着密切的关系［１］。我们尝试检测早孕期１２～１３＋６周胎儿后颅
窝的结构，以期获得胎儿小脑横径、后颅窝池宽度的超声正常

参考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２０１１年８月 －２０１２年８月间来门诊及
住院的１０６０例孕妇，分别在孕１２～１３＋６周做 ＮＴ检查，孕２０～
２４周做Ⅲ级筛查，追踪至分娩后妊娠结局良好。孕妇身体状况
良好，无遗传病史，年龄在１９～４１岁之间。
１２　仪器与方法　采用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８及 Ｖｏｌｕｓｏｎ７３０ｐｒｏ型彩色
多普勒超声仪，经腹三维容积探头，频率４～８ＭＨｚ。探测颅脑
内结构时后颅窝内有扁圆形的小脑声像图：小脑与大脑实质回

声近等回声。测量时取小脑的最大横径，从一侧外缘到另一侧

外缘，后颅窝池宽度则从小脑中间外缘到后颅骨内侧缘（见图

１～３）。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分析，
数据以（ｘ±ｓ）表示。

２　结果
　　通过对１０６０例１２～１３＋６孕周胎儿的后颅窝结构的测量，
取三次测量的平均值，经统计学软件处理得到如下表１数据。

基金项目：广东省深圳市科技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１１０２１２５）
作者单位：５１８０５２广东省深圳市，广东医学院附属南山医院孕产超声科
通讯作者：姜伟，电子信箱：ｊｉａｎｇｗｅｉ１３０２６６２８０９９＠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注：图中“＞＜”示孕１３周

小脑范围声像图。

　图１　孕１３周胎儿小脑轮廓

　　注：图中“＋＋”为测量后颅
窝池宽度。

　图２　胎儿后颅窝池声像

　
　　注：图中“＋＋”为测量小脑横径。

图３　胎儿小脑横径测量
表１　不同孕周的后颅窝结构测值

孕周 ｎ 后颅窝结构 测值（ｍｍ）

１２～１２＋６ ３６２ 小脑横径 １２．１０±０．５１
后颅窝池宽度 １．４８±０．２４

１３～１３＋６ ６９８ 小脑横径 １３．０７±０．４４
后颅窝池宽度 １．６５±０．２３

３　讨论
　　从胚胎学发育角度，孕１２周始胎儿小脑半球即可显示，观
察小脑形态可间接了解脊柱的情况，脊柱裂常伴有一系列的脑

部超声特征。详细检查胎儿颅脑可提高本病的检出率，这些特

·０２６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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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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赵娜丹，李晖，胡斌，王盈盈，梁良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比研究基于 ＦＳＥ的３ＤＳｐｉｒａｌ采集动脉自旋标记（３ＤＡＳＬ）法与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ＤＳＣ）
法，探讨３ＤＡＳＬ在颅脑肿瘤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３９例经病理或临床及影像学证实的颅脑肿瘤患者，脑内肿瘤
２４例，脑外肿瘤１５例。行常规ＭＲＩ及３ＤＡＳＬ、ＤＳＣ检查。将轴位增强图像与两种技术所得功能图融合，测量肿瘤灌注
最明显区、水肿区及健侧ＣＢＦ值，计算ＴＢＦｍａｘ／ＣＢＦ健侧比值，将结果做配对ｔ检验。结果　３６例两种技术肿瘤区灌注
表现一致，３例３ＤＡＳＬ广泛显著高灌注而 ＤＳＣ法极少高灌注。３ＤＡＳＬ法 ＴＢＦｍａｘ／ＣＢＦ健侧为２．６５±２．６３，ＤＳＣ法为
２．６６±２．１３，ｔ＝－０．０２９，Ｐ＝０．９７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３ＤＡＳＬ与ＤＳＣ法都可量化地反映颅脑肿瘤内部微血管
密度和血管分布情况，其结果高度符合，而３ＤＡＳＬ安全无创，不用对比剂，在颅脑肿瘤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磁共振成像；三维动脉自旋标记法；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颅脑肿瘤
【中图分类号】　Ｒ８１４．４６　Ｒ７３９．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６２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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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ｗａｓ２．６６±２．１３ｉｎ．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０．０２９，Ｐ＝０．９７７）．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ｏｔｈ
３ＤＡＳＬａｎｄＤＳＣＭＲＩ，ｗｉｔｈａｈｉｇｈｌ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ｃａ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ｖｅｓｓｅ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
ｂｒａｉｎｔｕｍｏｒ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ｎｏ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ａｇｅｎｔｉ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３ＤＡＳＬ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ｓａｆｅｒａｎｄ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ａｎｄｈａｓａｂｒｏａ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
ｐｅｃｔｉｎｂｒａｉｎｔｕｍ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ｉｎ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ＭＲＩ；Ｂｒａｉｎｔｕｍｏｒ

　　ＭＲ灌注加权成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用外源性示踪剂，

作者单位：３１５０４１浙江省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影像科（张玉琴，
董海波，王波，赵娜丹，李晖，胡斌，王盈盈，梁良）；ＧＥ磁共振
培训部（徐田勇）

通讯作者：张玉琴，电子信箱：ｚｙｑｌｕｃｋｙ１６８＠１６３．ｃｏｍ

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ＤＳＣ）；另一种用内源性示踪剂，即动脉自旋标记法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ｉｎ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ＡＳＬ）。ＡＳＬ能够无创而方便的提供脑组
织血流灌注信息，对颅脑疾病的诊断具有较高的价值［１］。本文

运用ＧＥ最新３．０Ｔ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ＭＲ７５０科研序列：基于ＦＳＥ的３Ｄ

征包括小脑异常、颅后窝池消失、柠檬头征、脑室扩大等。这些

脑部特征对于诊断脊柱裂的敏感性可高达９９％。这是对后颅
窝内结构及病变在中晚孕期诊断畸形价值的结论性描述［１－２］。

国外文献［３］报道脊柱裂的超声标志的诊断度：小脑横径准确率

９６％，后颅窝池宽度准确率９３％。国内文献将中晚孕期后颅窝
的正常参考值运用于检测胎儿畸形及部分染色体异常［４］，评估

产前及临床转归［５］有重要价值，对于脊柱裂的诊断更有重要的

间接征象［６］。但建立早孕期后颅窝正常参考值有助于检测胎

儿异常［７］，有文献［８］报道了脊柱裂病例均出现小脑横径低于正

常标准，小脑延髓池阻塞，说明后颅窝的超声检查有助于提高

脊柱裂的产前诊断。而本组研究资料得到正常组１２～１３＋６孕
周胎儿的后颅窝结构的测值，将会对指导早中孕期胎儿后颅窝

结构异常及早期评估胎儿脊柱裂有一定的临床诊断价值。

虽然后颅窝结构中包括小脑半球、小脑蚓部、第四脑室及

颅后窝池。但本研究资料得到孕１２～１３＋６周后颅窝结构的标
准声像图（见图１～３）：后颅窝内扁圆形、无分叶状、似“圆饼”
样小脑回声。考虑到早中孕期小脑发育尚未分叶，后颅窝内蚓

部及第四脑室未完全发育不能显现，我们以小脑横径及后颅窝

池为观察点，提出早孕期后颅窝结构的超声正常参考值，为评

估胎儿畸形有指导性意义［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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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ｉｒａｌ采集ＡＳＬ法，并与ＤＳＣ对比研究，探讨与验证３ＤＡＳＬ在
颅脑肿瘤中的应用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２０１２年８～１２月３９例颅脑肿瘤患
者资料，男性２１例，女性１８例，年龄２８～７２岁，平均５６岁。脑
内肿瘤２４例：低级别胶质瘤５例，高级别胶质瘤７例，转移瘤９
例，淋巴瘤３例；脑外肿瘤１５例：脑膜瘤９例，垂体腺瘤６例。
胶质瘤、淋巴瘤、脑膜瘤及垂体腺瘤均经手术或立体定向穿刺

活检证实，１例转移瘤经手术证实，另８例经临床及影像学证实
（肺癌病史，且３例脑内病灶为多发）。
１２　检查方法　采用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ＭＲ７５０３．０Ｔ磁共振仪、８通道
头颅相控阵线圈检查，常规平扫及３ＤＡＳＬ扫描后，静脉团注对
比剂ＧｄＤＴＰＡ，行 ＤＳＣ成像和 Ｔ１ＷＩ增强扫描。３ＤＡＳＬ：ＴＲ
４６３２．０ｍｓ，ＴＥ１０．５ｍｓ，ＮＥＸ：３，ＰｏｓｔＬａｂｌｅＤｅｌａｙ：１５２５．０，扫描
时间４ｍｉｎ２９ｓ；ＤＳＣ：ＴＲ１５００ｍｓ、Ｔ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Ｐｈａｓｅｐｅｒ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５０，扫描时间１ｍｉｎ１５ｓ。ＧｄＤＴＰＡ０．２ｍｍｏｌ／ｋｇ，高压注射
器静脉团注速率４ｍｌ／ｓ。
１３　图像获取与分析　经 ＡＷ４．５工作站、ｆｕｎｃｔｏｏｌ软件获得
３ＤＡＳＬ及ＤＳＣ法脑血流量（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ＣＢＦ）图。将轴
位增强图与功能图融合，选取肿瘤灌注最明显层为分析层面，

在最大血流灌注区域划感兴趣区，体素１８－２４，获取最大肿瘤
血流量值（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ａｌｔｕｍｏｒ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ＴＢＦｍａｘ），同时在周边
水肿区及健侧镜像位置划感兴趣区，每处测３～４次，求平均
值，计算信号强度比值；参照文献［２］及结合本组资料定义相对
脑血流量值：ｒＣＢＦ＝ＴＢＦｍａｘ／ＣＢＦ健侧，比值在０．９～１．１间为
灌注正常，１．１～２．０为高灌注，＞２．０为显著高灌注，＜０．９为
低灌注。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包，灌注数值结果
以（ｘ±ｓ）表示，两种技术间比较用配对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３９例中３６例（包括低、高级别胶质瘤１２例，转移瘤９例，
脑膜瘤９例，垂体腺瘤６例）两种灌注方法均获得一致灌注结
果：显著高灌注１８例，ＣＢＦ图明显红色区域，ｒＣＢＦ＞２．０，同一
肿瘤中存在灌注不均匀现象（图１，见封三）；高灌注７例，黄色
区域，ｒＣＢＦ１．１～２．０；灌注正常７例，病变侧色彩与健侧相仿，
ｒＣＢＦ０．９～１．１；低灌注４例，蓝黑色区域，ｒＣＢＦ＜０．９。３例淋
巴瘤３ＤＡＳＬ显著较广泛高灌注，而 ＤＳＣ仅局部区域见到。２３
例病灶周围见水肿，ＣＢＦ图为蓝黑色区域，ｒＣＢＦ＜０．９。两种方
法所得ＴＢＦｍａｘ、ＣＢＦ水肿区及健侧灌注数值结果见表１。ＴＢＦ
ｍａｘ／ＣＢＦ健侧３ＤＡＳＬ法为２．６５±２．６３，ＤＳＣ法２．６６±２．１３，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０２９，Ｐ＝０．９７７），ＣＢＦ水肿区／ＣＢＦ健
侧３ＤＡＳＬ法为０．３２±０．１１，ＤＳＣ法０．３６±０．１７，ｔ＝０．７４５，Ｐ＝
０．４６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１　３ＤＡＳＬ与ＤＳＣ法所得各类数值结果（ｘ±ｓ）

方法 ｎ ＴＢＦｍａｘ ＣＢＦ健侧 ＣＢＦ水肿区 ＣＢＦ健侧

３ＤＡＳＬ ３９ ９８．１３±９１．５５ ４０．８８±１５．５３ １８．４３±５．６１ ４１．１４±１４．１３
ＤＳＣ ３９１４０９．０９±１１２５．６１５４８．６１±２１４．２１ ２３５．１３±９０．５９６０４．２４±２７９．９５

３　讨论
３１　ＡＳＬ概述　ＡＳＬ对动脉血进行磁标记并作为内源性对比
剂，对灌注进行定量测量，在时间和空间分辨率上都优于目前

所有其他方法。在脑梗死、癫痫、脑卒中及脑部肿瘤等病理条

件下，灌注异常是这些疾病主要的病征和诊断依据［３］。

３２　３ＤＡＳＬ技术突破　３ＤＡＳＬ是脉冲式和连续式有机结合
的标记：ＦＳＥ采集有效克服 ＥＰＩ所致磁敏感伪影；Ｓｐｉｒａｌ采集是
迄今为止采集效率最高的技术，有效克服运动伪影、大大提高

信噪比、灌注图像更均匀、扫描时间明显缩短；３Ｄ容积采集实

现真正全脑灌注。上述技术上的突破使３ＤＡＳＬ理论上能够常
规应用于临床。

３３　本组资料所得信息　本组资料与 ＤＳＣ法进行对比研究，
两种方法肿瘤内部灌注高度符合。低、高级别胶质瘤灌注存在

明显差异：前者以灌注无异常及低灌注为主，后者均存在局部

显著高灌注，提示肿瘤内部微血管密度明显增加及内部不均匀

的血流分布；３ＤＡＳＬ能可靠鉴别胶质瘤级别，可作为常规成像
方法补充，评估脑肿瘤血管生成的程度及侵袭情况［４］。９例转
移瘤中７例周边高灌注，仅２例为显著高灌注，与高级别胶质
瘤均有显著高灌注不同；对无明确病史支持、常规增强难以与

后者鉴别的单发转移瘤，３ＤＡＳＬ有望作为一种有效的新的鉴
别手段。中枢神经淋巴瘤是一种乏血供肿瘤，它以ＶＲ间隙为
中心向外浸润生长，侵入邻近脑实质及血管壁进入血管腔内，

破坏血脑屏障，常有明显均匀强化［５－６］，常出现特征性的“缺口

征”、“尖角征”及“抱拳样”强化，与瘤细胞围绕血管呈“嗜血管

生长”及生长速度不一致有关［７］，有报导淋巴瘤 ＭＲ灌注成像
呈低灌注，与胶质瘤的高灌注明显不同［８］，但本组３例淋巴瘤
ＤＳＣ法仅有散在斑点状显著高灌注区，３ＤＡＳＬ却见较广泛显
著高灌注区，ＴＢＦ／ｍａｘ接近高级别胶质瘤，与报导存在差异，尚
有待大样本研究证明。脑膜瘤占颅内肿瘤２０％，发病率约２３／
１０万［９］，ＭＲＩ与术后病理诊断符合率为８６．１％［１０］，本组９例脑
膜瘤均见肿瘤内广泛显著高灌注区，ＭＲ灌注成像对脑膜瘤诊
断较具特征性。垂体腺瘤是鞍区最常见的肿瘤，强化均一明显

的垂体瘤有时与鞍区脑膜瘤难以鉴别，３ＤＡＳＬ示肿瘤内部未
见高灌注区，与脑膜瘤显著高灌注不同，可作为明确诊断的手

段。

综上所述，ＡＳＬ在评价脑组织局部血流灌注方面与ＤＳＣ高
度符合，而ＡＳＬ具有可重复性高、完全非侵入性、不用注射对比
剂、不受血脑屏障影响等优点。同时对于有出血、钙化或位于

颅底的病变，ＡＳＬ明显优于 ＤＳＣ法［２］。基于 ＦＳＥ的３ＤＳｐｉｒａｌ
采集ＡＳＬ法，已经弥补了传统的图像信噪比、空间分辨率较低，
没有ＤＳＣ可获得的灌注层面多等缺陷，虽然获得的参数与ＤＳＣ
相比较少，但作为安全无创的检查技术，３ＤＡＳＬ势必会从临床
科研走向临床应用，作为颅脑肿瘤必不可少的常用诊断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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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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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观察阿托品、长托宁不同时机联合治疗重度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ＡＯＰＰ）的疗效。方法　将８９例重
度ＡＯＰＰ患者，随机分为开始联合组（４３例）和阿托品化联合组（４６例）。开始联合组，在开始治疗时阿托品即联合长托
宁；阿托品化联合组，先用阿托品达阿托品化后再与长托宁联合，维持阿托品化状态。动态观察胆碱酯酶（ＣＨＥ）活力，
记录阿托品化时间、住院时间和中间综合症、死亡、有机磷中毒反跳、阿托品中毒发生数，分析两组的临床疗效。结果　
阿托品化联合组与开始联合组比较，阿托品化时间、ＣＨＥ活力恢复 ５０％时间及住院时间明显缩短［阿托品化时间：
（５４．６±１８．３）ｍｉｎ比（６５．３±２３．１）ｍｉｎ，Ｐ＜０．０１，ＣＨＥ活力恢复时间：（４．２±１．９）ｄ比（５．３±２．６）ｄ，住院时间：（１５．１±
５．６）ｄ比（１８．２±６．８）ｄ，均Ｐ＜０．０５］，中毒反跳、阿托品中毒的发生率明显降低（中毒反跳：２．１％比１３．９％，阿托品中
毒：４．３％比１８．６％，均Ｐ＜０．０５）。结论　先用阿托品快速达阿托品化后，再用小剂量阿托品、长托宁联合应用维持阿托
品化状态治疗重度ＡＯＰＰ，疗效优于开始联合治疗组，可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使患者平稳度过危险期，缩短住院时间。
【关键词】　阿托品；长托宁；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联合；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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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ｉｎｔｈｅａｔｒｏｐ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ｑｕｉｃｋｌｙ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ａｔｒｏｐ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ａｔｒｏｐｉｎｅ，ｔｈｅｎｋｅｅｐｉｎｇｔｈｅａｔｒｏｐ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ｓｍａｌｌｄｏｓｅｏｆａｔｒｏｐｉｎｅａｎｄｐｅｎｅｈｙｃｌｉｄｉｎｅ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ｄｅｌａ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ＡＯＰ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ｔｒｏｐｉｎｅ；Ｐｅｎｅｈｙｃｌｉｄｉｎｅ；Ａｃｕｔｅｏｒｇａ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ＯＰＰ是最常见的农药中毒，虽然人工呼吸机应用于临床
多年，病死率大幅下降，但治疗中的诸多并发症使病情起伏不

定，病程延长，疗效不满意。自２００９年６月开始，我们采用阿托
品、长托宁不同时机联合治疗重度ＡＯＰＰ，旨在探索两种抗胆碱
药物的最佳联合时机。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将８９例重度口服 ＡＯＰＰ患者，按数字表法分
为开始联合组和阿托品化联合组。开始联合组４３例，男性２０
例，女性 ２３例，年龄 １３～６８岁，服药量 ３０～２１０ｍｌ，平均
（６９．３４±３０．７６）ｍｌ；阿托品化联合组４６例，男性２１例，女性２５
例，年龄１４～７２岁，服药量３５～２２０ｍｌ，平均（６７．２１±４０．３６）
ｍｌ。两组性别、年龄、服药量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有可比性。以上病例不包括到急诊门诊时呼吸
心跳停止，心肺复苏后入院及外院转入者。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洗胃、导泻、ＣＨＥ复能剂
及对症治疗。开始联合组：入院后首次给长托宁２～３ｍｇ，肌肉
注射，阿托品３～５ｍｇ，静脉注射，１次／（１５～３０）ｍｉｎ，达阿托品
化后停用阿托品，以后用长托宁２～３ｍｇ，１次／（８～１２）ｈ，维持
阿托品化。阿托品化联合组：入院后应用阿托品５～１０ｍｇ，静
脉注射，１次／（１０～２０）ｍｉｎ，快速达阿托品化后，根据中毒情况
应用阿托品 １～３ｍｇ／ｈ，持续微量泵泵入，同时应用长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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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ｍｇ肌肉注射，１次／（８～１２）ｈ，维持阿托品化。两组 ＣＨＥ
活力恢复５０％以上停用长托宁，再用阿托品维持至 ＣＨＥ活力
恢复８０％以上停用阿托品。
１３　观察指标　动态观察ＣＨＥ活力变化，记录阿托品化时间、
住院时间，观察中毒反跳、阿托品中毒、中间综合征及死亡情

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ｘ±ｓ）
表示，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阿托品化时间、ＣＨＥ活力恢复５０％的时间及住院时间比
较，见表１。
表１　两组ＡＯＰＰ阿托品化时间、ＣＨＥ活力恢复至５０％的时间及住院时间（ｘ±ｓ）

组别 ｎ 阿托品化时间（ｍｉｎ） ＣＨＥ恢复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开始联合组 ４３ ６５．３±２３．１ ５．３±２．６ １８．２±６．８
阿托品化联合组 ４６ ５４．６±１８．３ ４．２±１．９＃ １５．１±５．６＃

　　注：与开始联合组比较，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两组中毒反跳、阿托品中毒、中间综合征发生率及病死率
比较，见表２。
表２　两组ＡＯＰＰ中毒反跳、阿托品中毒、中间综合征及死亡情况比较（ｎ，％）

组别 ｎ 中毒反跳 阿托品中毒 中间综合征 死亡

开始联合组 ４３ ６（１３．９） ８（１８．６） １（２．３） ２（４．６）
阿托品化联合组 ４６ １（２．１） ２（４．３） ２（４．３） ３（６．５）

　　注：与开始联合组比较，Ｐ＜０．０５。 （下转第１６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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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管理·

“４ＣＨ８”模式在社区糖尿病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梁颖，鲍勇

【摘　要】　目的　建立并实施“４ＣＨ８”社区健康管理模式，对该模式在社区糖尿病管理方面的应用效果进行研究和评
价。方法　在上海市某区随机抽取２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抽取糖尿病患者各１００名进行干
预前后的调查研究，最终干预组９５例纳入分析，对照组９１例。采用配对χ２检验和ｔ检验进行基线指标分析，采用多因
素方差分析比较两组干预前后各指标变化情况，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符号秩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　多因素分析得出：血糖、
血脂的组别与时间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消除时间因素影响，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实施“４ＣＨ８”模式后，患者血糖、血脂、
尿蛋白、ＢＭＩ、疾病认知情况都显著改善。结论　“４ＣＨ８”模式对社区糖尿病患者的初步临床效果大多是积极的，仍有部
分指标需要长期管理方能显现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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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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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一种临床常见病，是由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引
起的一种慢性疾病，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糖尿病（ＤＭ）的
发病率近年来明显增高，对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威胁，严重

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１］。根据 ＷＨＯ公布的数据显示，糖尿
病已经成为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之后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安

全的第三位重大疾病［２］。２０１０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我国成人糖
尿病患病率达９．７％，约９２４０万成年人患有糖尿病，１．４８２亿成
年人处于糖尿病前期［３］。然而糖尿病仍是可以进行妥善管理

的，包括医学干预和行为干预，恰当的管理可以大大地改善患

者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４］。

国际成功经验表明，实施健康管理能够提高居民的健康水

平，控制医疗总费用，而社区是实施健康管理的重要平台，开展

慢性病防治，并为患者建立居民健康档案［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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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４Ｃ”（建立档案、风险评估、干预跟踪、管理评价４个循环）基
础上构建“４Ｈ”（慢性病、老人、妇女、儿童４个健康关爱家园）
平台，并实施“８”模块（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睡眠、眼保健、
体重、膳食和体制分析）进行系统、综合、个性化的慢性病管理

与干预。本研究拟通过建立“４ＣＨ８”模式对社区糖尿病患者进
行管理，并评价其对患者临床指标方面的应用效果。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单纯随机抽样，在上海市徐汇区抽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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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５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通讯作者：鲍勇，电子信箱：ｂａｏｙｏｎｇ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作为干预组和对照组。研究的２个
社区地理位置不相邻，在人群结构、政策、经济、交通、教育等方

面相似，因而研究人群之间不互相沾染，同时也保证了较好的

同质性。在两社区管辖区域内，分别随机抽取１００名１８岁以上
已明确诊断、已在社区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并排除其他严重疾

病的糖尿病患者进行研究。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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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生物学指

标等。研究共实施２次调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对干预组和对照组
的抽样患者进行第一次干预前的上门调查；干预组实施

“４ＣＨ８”模式进行糖尿病管理，对照组进行原有慢性病管理模
式。经过１年干预，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对干预前调查的患者再次
进行上门调查。

１３　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用原有的上海社区慢性病管理项目
进行管理，实施分层管理策略。干预组在原有慢性病管理项目

基础上，采用“４ＣＨ８”社区健康管理模式对患者进行全面综合
的管理。社区慢性病健康关爱家园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一个交

流的平台，健康管理师不但为患者建立健康档案、评估健康风

险因素，还为其量身制定健康管理计划，跟踪管理，并实施阶段

性效果评价不断修正管理计划。健康管理计划中包含八大模

块，健康管理师将各模块理论应用实践，提高患者接受健康管

理的配合度。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干
预前的连续变量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ｔ检验和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符号秩
检验，分类变量比较采用χ２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采用
多因素方差分析对两组干预前后的差异进行分析，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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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分析　本研究基线入选２００例糖尿病患者，干
预过程中由于失访、问卷信息不完整、干预前后不匹配等原因

剔除１４例，最终干预组研究对象９５例，对照组研究对象９１例。
通过χ２检验，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职业、
文化程度和医保形式等人口学特征的构成上 Ｐ＞０．０５，差异没
有统计学意义。在月收入和体检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相比对照组，干预组的患者月收入３０００元以上和
每年一次及以上体检的比例较高（见表１）。干预组和对照组
在人口学特征上基本具有可比性。

表１　研究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

项目 水平 干预组（ｎ，％） 对照组（ｎ，％） 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４４岁 １（１．０） １（１．１） ６．３３９０．０７３
４５～５９岁 ２４（２５．３） １１（１２．１）
６０～７４岁 ４５（４７．４） ４５（４９．４）
≥７５岁 ２５（２６．３） ３４（３７．４）

性别 男 ３７（３８．９） ４３（４７．３） １．３０８０．３００
女 ５８（６１．１） ４８（５２．７）

婚姻状况 未婚 １（１．１） ０ １．６７００．７１７
已婚 ８２（８６．３） ７６（８３．５）
离异 １（１．１） ２（２．２）
丧偶 １１（１１．５） １３（１４．３）

职业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１（１．０） ４（４．４） ２．２５００．８７６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２２（２３．２） ２０（２２．０）
企业单位工作人员 ６０（６３．２） ５６（６１．５）
军人 １（１．０） １（１．１）
个体与自由职业 ６（６．３） ６（６．６）
其它 ５（５．３） ４（４．４）

文化程度 文盲或半文盲 １０（１０．５） ８（８．８） ３．８６８０．５７８
小学 １２（１２．７） １３（１４．３）
初中 ２９（３０．５） ３２（３５．１）
高中（含中专） ２９（３０．５） ２２（２４．２）
大专／职大 ６（６．３） １１（１２．１）
本科及以上 ９（９．５） ５（５．５）

医疗保障形式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５４（５６．８） ５５（６０．４） １．１７５０．９８３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３０（３１．６） ２８（３０．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４（４．２） ２（２．２）
商业保险 ０ ０
干部保险 ２（２．１） ２（２．２）
自费 ３（３．２） ２（２．２）
其他 ２（２．１） ２（２．２）

月收入 ≤１０００元 ９（９．５） ６（６．６） ６．４５４０．０３９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 ６９（７２．６） ７９（８６．８）
≥３０００元 １７（１７．９） ６（６．６）

医疗保健体检 没有参加过 ２５（２６．３） ２９（３１．８） １３．００３０．００７
２～３年１次 １７（１７．９） ２１（２３．１）
１次 ５０（５２．６） ２８（３０．８）
２次 ３（３．２） １１（１２．１）
其他 ０ ２（２．２）

２２　基线情况　对基线时两组研究对象各相关指标进行测
量，通过χ２检验和ｔ检验，干预组和对照组在患者的空腹血糖、
血糖达标率、血压、血脂、尿蛋白、尿酸、并发症方面的差异并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糖尿病患者的 ＢＭＩ值和患病时间之间
差异也不显著，但是在对糖尿病疾病认知方面的得分差异却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而研究两组在各相关指标方面基本
同质可比，干预组研究对象在疾病认知方面基础较好。

２３　干预后连续性指标情况　经过多因素方差分析，干预前
后两组患者空腹血糖的组别与时间因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Ｐ＜０．０５），且组别与时间两个因素分别对患者空腹血糖值有
影响（Ｐ＜０．０５）；血压、ＢＭＩ和疾病认知方面的组别与时间之间
交互作用不显著（Ｐ＞０．０５），但组别因素对 ＢＭＩ和疾病认知的
影响是显著的（Ｐ＜０．０５），而时间因素对舒张压和疾病认知的
影响显著（Ｐ＜０．０５）。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干预组患者的空
腹血糖、舒张压、ＢＭＩ和疾病认知方面干预前后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的舒张压和疾病认知干预前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干预前后连续性指标的多因素分析情况

干预组
血糖

（ｍｍｏｌ／Ｌ）
舒张压

（ｍｍＨｇ）
收缩压

（ｍｍＨｇ）
ＢＭＩ

疾病认知

（满分１０）
基线－终期 ０．８１±１．２１ ２．４０±２．５９ ０．２６±１．７９ ０．４１±０．５０ －１．４０±１．８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对照组 基线－终期 －０．０９±０．７１０．４５±２．１３ ０．０５±０．８９ ０．０７±０．４２ －０．４８±０．９７
Ｐ值 ０．２５０ ０．０４７ ０．５５６ ０．１３０ ０．０００

Ｐ值 组间 ０．０４７ ０．８１３ ０．２２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０
组内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２ ０．９１６ ０．４２６ ０．０００
组间／组内 ０．０１３ ０．１２４ ０．９８０ ０．５５４ ０．０６２

２４　干预后分类指标情况　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干预
前后患者血糖达标率和血脂的组别和时间因素之间存在交互

作用（Ｐ＜０．０５），且组别因素对血糖达标率和血脂情况都有影
响，而时间因素仅对血糖达标率有影响，对血脂情况影响不显

著。尿蛋白、尿酸和并发症的组别与时间之间无交互作用（Ｐ＞
０．０５），但组别因素仅对尿蛋白有影响，时间因素仅对并发症有
影响，其他影响都不显著。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干预组患者

的血糖达标率、血脂、尿蛋白和并发症干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的尿蛋白和并发症干预前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３　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１９９７年报告，全世界约有１．３５亿糖
尿病患者，预测到２０２５年将上升到３亿人［６］。随着我国经济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体力活动减少、高热量饮食

增加、西方化生活方式等健康问题也逐步显现，糖尿病等慢性

疾病已成为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如饮食不健康、缺少体育运动和肥胖等，造成糖尿病发病率增

加［７］。我国糖尿病患者中还普遍存在患病率高、知晓率低、控

制率低的问题［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水平也普遍不

高［９－１０］，进而导致残疾、早亡和医疗费用急剧增加［１１］。

“４ＣＨ８”模式中的慢性病健康关爱家园为糖尿病患者提供
了很好的交流、学习的平台，让患者对家园医师充分信任，同时

医师根据每个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健康管理计划，对患

者在药物依从性、饮食、运动、心理调适、睡眠、社会功能等方面

进行指导，提高患者自我管理的意识，促进患者逐渐改变行为

方式，更好地配合医师进行健康管理。从分析结果看，“４ＣＨ８”
社区慢性病管理模式与患者接受一年管理这两个因素在降低

血糖、提高血糖达标率、降低血脂方面有交互作用，两因素的积

极作用可以相互促进。“４ＣＨ８”模式对降低患者血糖、ＢＭＩ值、
血脂、尿蛋白等，提高患者对疾病认知水平有积极作用，且与对

照组相比，具有较显著的效果；而在降低患者血压值、尿酸及并

发症发病率方面的影响并不显著。患者接受一年管理之后，血

糖、舒张压降低，疾病认知水平提高，并发症发病率上升，且这

些差异比较显著。总体上看，排除时间因素的影响，“４ＣＨ８”社
区慢性病管理模式能够降低患者的血糖、血脂、尿蛋白等临床

指标，降低患者ＢＭＩ，并提高其对疾病认知，对社区糖尿病管理
是具有一定积极效果的，但对患者尿酸和并发症的改善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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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

表３　干预前后分类指标的多因素分析情况

项目
干预组

干预前 干预后 Ｐ值
对照组

干预后 干预前 Ｐ值
Ｐ值

组间 组内 组间／组内

血糖达标
达标

未达标

３４（３５．８％）
６１（６４．２％）

６２（６５．３％）
３３（３４．７％）

０．０００
３８（４１．８％）
５３（５８．２％）

３５（３８．５％）
５６（６１．５％）

０．５４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血脂 正常 ４２（４４．２％） ５８（６１．１％） ３６（３９．６％） ３３（３６．３％）
偏高 ３９（４１．１％） ３３（３４．７％） ０．００１ ４２（４６．２％） ４６（５０．５％） ０．２７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３ ０．０４０
不知道 １４（１４．７％） ４（４．２％） １３（１４．３％） １２（１３．２％）

尿蛋白 正常 ５８（６１．１％） ６３（６６．３％） ４６（５０．５％） ４０（４３．９％）
不正常 １９（２０．０％） ２４（２５．３％） ０．０１７ ２４（２６．４％） ３６（３９．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３４４ ０．３４４
不知道 １８（１８．９％） ８（８．４％） ２１（２３．１％） １５（１６．５％）

尿酸 正常 ５９（６２．１％） ６６（６９．５％） ５４（５９．３％） ５１（５６．０％）
不正常 ２５（２６．３％） ２３（２４．２％） ０．０７２ ２３（２５．３％） ３０（３３．０％）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２ ０．３６８ ０．４５５
不知道 １１（１１．６％） ６（６．３％） １４（１５．４％） １０（１１．０％）

并发症 有 ２８（２９．５％） ３５（３６．８％） ３３（３６．３％） ４２（４６．２％）
没有 ５４（５６．８％） ５４（５６．８％） ０．０２９ ５１（５６．０％） ４４（４８．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６ ０．９３５
不知道 １３（１３．７％） ６（６．３％） ７（７．７％） ５（５．５％）

　　糖尿病是慢性终身性疾病，如果血糖长期控制不良，可引
起多系统或脏器的慢性并发症，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存质

量［１２］。本研究干预期较短，效果多局限于血糖、血脂等临床指

标，并不全面，而慢性并发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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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社区和患者的支持下，继续实施“４ＣＨ８”社区健
康管理模式，同时加强家园医师各方面知识的培训、不断更新，

加强对患者疾病管理效果的评估，不断修正管理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进一步提高患者的健康水平，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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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即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含量越高，ＧＣＳ评分越低，ＴＢＩ程度越严
重；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含量越高，ＧＯＳ评分越低，预后越差。Ｔｈｅ
ｌｉｎＥＰ等［８］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年龄，瞳孔反应和血清

中Ｓ１００Ｂ蛋白的水平对判断 ＴＢＩ患者的预后具有重要临床意
义，特别是伤后１２～３６ｈ采集血，检测 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更具有
临床意义。ＢａｂｃｏｃｋＬ等［９］研究发现，对儿童 ＴＢＩ患者，通过监
测血中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的变化来预测ＴＢＩ的严重程度，但它不
是临床上作为一个独立的筛选试验指标，不能替代头颅 ＣＴ。
刘春华等［１０］研究发现在重症ＴＢＩ患者手术中，异丙酚复合瑞芬
太尼维持麻醉能降低神经损伤标志物Ｓ１００Ｂ蛋白，改善Ｂａｒｔｈｅｌ
指数，从而发挥脑保护作用。

因此Ｓ１００Ｂ蛋白在 ＴＢＩ的早期诊断、病情分级、参与并指
导治疗及判断预后中都具有较好的临床价值，其对 ＴＢＩ有高度
敏感性和特异性，是判断ＴＢＩ程度和预后的客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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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管理·

ＰＤＣＡ循环管理在痰培养标本中的应用
王莉，李敏

【摘　要】　目的　应用ＰＤＣＡ循环模式进行痰培养标本管理，通过持续质量改进实施与效果评价，周而复始的循环，提
高痰培养标本检验阳性率。方法　调查分析呼吸科２０１２年３～５月１１６例对照组患者留取痰培养标本的情况，根据ＰＤ
ＣＡ循环管理方法，对观察组２０１２年６～８月１０２例留取痰培养患者运用计划（Ｐ）、实施（Ｄ）、检查（Ｃ）与处理（Ａ）四个阶
段进行管理。针对痰培养标本留取率、合格率、阳性率低下存在的问题，找出原因，制订对策并实施干预，不断改进，再进

入下一个循环，并对比两组患者痰培养标本留取率、合格率、阳性率。结果　ＰＤＣＡ循环管理组痰培养标本留取率、合格
率、阳性率明显高于常规管理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ＰＤＣＡ循环管理能有效提高痰培养标本质量
和痰培养结果准确性，对护理质量管理具有积极的影响，是实现护理质量持续改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ＰＤＣＡ；痰培养标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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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滥用抗生素，耐药菌株逐年增多，抗生素合理
使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肺部感染是最常见感染类型之一，痰培

养结果是呼吸内科医生选用敏感抗生素依据，而要准确培养出

致病菌，痰培养标本必须排除口咽部寄居菌污染，留取下呼吸

道痰液且留痰时机、痰量、送检时间均有严格要求，任何一个环

节不符合要求，均会影响痰培养结果准确性，延误患者病情。

故正确采集送检痰标本是培养病原菌关键步骤。痰标本留取

目前仍以自然咯痰为主，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笔者发现由于患者

和医护人员及管理缺陷等各种因素致痰培养标本阳性率低下，

影响临床疾病早期诊断和治疗。为了提高痰标本阳性率，除加

强微生物实验室技术力量外，必须加强痰细菌学检验前质

量［１］，故笔者将标准化科学化ＰＤＣＡ循环管理运用到痰培养标
本管理中，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３～８月因肺部感染在我科住院
需进行痰培养的患者共２１８例，男性１６６例，女性５２例，年龄
２８～８１岁。２０１２年３～５月１１６例患者采取常规管理为对照
组。２０１２年６～８月１０２例患者采用 ＰＤＣＡ管理作为观察组，
两组患者年龄、病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常规管理组方法　护士将痰培养皿交给患者，指导患者
次日清晨用清水漱口后，留取气管深部第一口痰液作标本，统

一送检。

１３　ＰＤＣＡ管理组方法
１３１　计划阶段（Ｐ）
１３１１　现状调查　对２０１２年３～５月采取常规管理痰培养
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１１６例患者中，３１例患者未留取痰培养
标本，５１例痰标本不合格，痰培养阳性率仅为２１％。
１３１２　原因分析　护士因素：①护士责任心欠缺，未告知留
取痰培养标本意义，未引起患者重视；向患者讲解留取痰培养

标本方法不够耐心，患者未完全掌握正确留取方法；对于咳痰

无力，痰液粘稠，无痰，不能自主咯痰等患者未积极协助留痰；

连续留痰患者，一次性将培养皿发放给患者保管，未及时督促

患者留痰，造成培养皿污染，损坏，忘留或留错标本盒。②护士
专科技术缺乏，未掌握影响痰培养结果因素及协助患者留痰护

理措施。③痰标本送检不及时。患者因素：①患者及家属缺乏
主观意愿，由于经济原因或反复住院，认为已明确诊断，痰培养

作者单位：２３５０００安徽省淮北矿业集团矿工总医院呼吸内科
通讯作者：王莉，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ｌｉｋｙ１９７５＠１６３．ｃｏｍ

检查对治疗不起作用，没有反复检查的必要。②患者年龄大，
文化程度低，难以掌握正确的留取方法。③患者年老体弱，咳
痰无力。④因病情无法自然咯痰或患者痰液少。⑤入院前已
使用抗生素。管理因素：①科室监管力度不够，未责任到人。
②临床医师未规范使用抗生素，入院时即常规经验使用抗生
素，次日留取痰培养标本，影响痰培养结果阳性率。

１３１３　制订目标　痰培养标本的留取指导、送检多由护士
执行，针对存在的原因，制订痰标本管理制度，通过监控达到规

范正确采集、送检痰标本。结合国家三级甲等医院标准及科室

现状，将目标设定为痰培养检测阳性率达到３０％。
１３２　实施阶段（Ｄ）　按照预定计划，①提高护理质量管理首
先要提高护士业务素质［２］。由护士长和质控员对所有护士进

行痰培养标本留取方法及影响因素的理论操作培训、考核。②
召开护士会议，加强质量意识教育，增强责任心，使护理人员充

分认识痰标本正确留取对痰培养结果的重要性，制订痰标本采

集送检管理制度。③成立质量控制小组，组员包括护士长，质
控员，责任组长，责任护士，并建立痰培养标本登记本。④责任
护士负责与患者沟通，做好痰标本宣教工作，进行留取痰标本

正确方法指导，确定患者掌握正确方法后在登记本上签名，对

需要协助的患者在登记本上注明叩背、雾化、吸痰等护理方法，

并注明是否已使用抗生素。夜班护士根据登记本标注于次日

采取相应护理措施留取痰标本。⑤责任组长负责检查本组患
者是否留取标本，初步目测痰标本，对混有唾液、鼻涕、食物、或

量过少、无盖等明显不合格标本，立即协助重新留取。⑥护士
长与微生物室沟通，了解痰培养标本合格情况。对不合格标本

及时查找原因，进行反馈。⑦做好医护沟通，对院外未使用抗
生素患者，入院时即协助留取即时痰，或尽量次日使用抗生素。

１３３　检查阶段（Ｃ）　利用三级质控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专
项质量检查。科室形成护士长 －质控员 －责任组长三级质控
检查组，责任组长负责检查本组痰培养标本登记情况，质控员

每月不定期对住院患者或家属发放痰标本问卷调查表，由患者

及家属对护士进行评分，以掌握患者对痰标本留取方法的知晓

率及夜班护士护理措施落实情况。护士长将痰标本调查表得

分与其他专项质量检查得分进行综合评比，与绩效挂钩。

１３４　处理阶段（Ａ）　这一阶段是ＰＤＣＡ循环关键阶段，三级
质控成员每月进行总结，统计痰培养标本留取率、合格率、阳性

率，巩固采取的措施，对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质量分

析，针对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改进的措施再次纳入制度，使质量

管理有章可循。把没有解决的问题转入下一个循环，逐步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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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标本收集管理制度。

１４　评价指标　标本留取率，标本合格率，痰培养阳性率。
１５　评价方法　由微生物室技师对标本进行合格检验，采用
鳞状上皮细胞≤１０个／低倍视野，白细胞≥２５个／低倍视野为
合格痰标本［３］。痰培养阳性率评价方法以痰培养 ＋药敏报告
为标准。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ＰＤＣＡ管理组痰培养标本留取率、合格率、阳性率明显高于
常规管理组，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常规管理组与ＰＤＣＡ管理组痰培养标本留取率（ｎ，％）

组别 ｎ 留取率 合格率 阳性率

常规管理组 １１６ ８５（７３．２８） ３４（２９．３１） ２５（２１．５５）
ＰＤＣＡ管理组 １０２ ９４（９２．１６） ６２（６０．７８） ３６（３５．２９）
χ２值 １３．１７２ ２１．８１７ ５．０８６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正确留取痰培养标本的必要性及临床意义　痰培养 ＋药
敏试验在指导临床抗生素使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治疗肺部

感染的直接依据。而痰标本质量直接关系到痰培养的准确性。

不合格的痰标本，既延误治疗，又增加了患者经济负担。有研

究表明，痰标本正确留取影响因素医务人员占２２．６％，患者占
７７．４％［４］。痰培养标本应尽可能在使用抗生素前或停药４８ｈ
后，督促患者清晨清水漱口后再用生理盐水漱口３遍，以除去
呼吸道表浅固有定植菌，深吸气后于呼气２／３时，收腹用力咳
出下呼吸道第１口痰置于无菌培养皿中。标本留取后要在１０
ｍｉｎ内送到实验室，最迟不超过３０ｍｉｎ［５］。临床工作中由于制
度不健全，护士责任心欠缺，工作忙碌，宣教不到位及患者自身

或已使用抗生素等因素，降低了痰培养阳性率。而我院是一所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部分患者在我科住院前已经过基层医院治

疗，入院后行痰培养检查尤为重要，为医生再治疗提供了正确

依据。

３２　ＰＤＣＡ循环管理对痰培养标本管理的积极影响　ＰＤＣＡ循
环是由美国管理学家戴明博士根据信息反馈原理提出的，它分

为计划、实施、检查、处理四个阶段，是一个周而复始的“爬楼

梯”过程。每次循环，解决一些问题，提高管理水平，然后一环

扣一环，互相制约，互为补充［６］。已被广泛用于血液标本［７］、导

管护理［８］等护理管理中，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运用 ＰＤＣＡ循
环管理法，对痰标本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分析，针对存在问

题各个环节，对痰标本质量进行全面管理，责任到人，增强护士

责任心，重视反馈及分析，通过一次又一次循环，不断提高相关

人员痰标本质量意识和护理人员管理水平，从而提高痰培养标

本质量，为临床用药提供了依据，缩短了患者治疗周期，降低了

医疗成本，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而满意度正成为评价护理质

量的有效手段及改进医疗护理工作的标准［９］。

３３　痰培养阳性率不足的原因及改进　通过 ＰＤＣＡ循环管
理，痰培养标本留取率由７３％提高到９２％，合格率由２９％提高
到６０％，阳性率由２１％提高到３５％，明显高于常规管理组（Ｐ＜
０．０５），达到了预期目标。但与某些文献报告的阳性率为７５．
２４％［１０］还有一定的差距，可能与查找问题与意识不清，不能自

主咯痰等患者痰培养标本合格率较低有关，分析其原因与低年

资护士未完全掌握深部吸痰方法有关。已召开护士会议，互相

交流学习新技术、新方法，提出了新目标，做为下一个循环的动

力，推动了下一个循环的开始，进一步努力提高痰培养标本检

测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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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管理·

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社会动员机制
张爱群

【摘　要】　文章分析了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现状，提出在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中，社会动员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实现
有效社会动员的前提条件。应建立顺畅的工作机制，以实现组织机构的整合功能，采取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实现体制内、体制外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挖掘；完善的法规机制，以保障动员工作的定向功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各部门相互支持的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良好局面；高效的调控机制，以实施计划方案的保障功能，

通过组织调控和资源调控，有效保障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社会动员不至于偏离正常运作轨道；合理的激励机制，以突

出竞争参与的动力功能，调动全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心，改变和提高对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态度、需

求、接受能力和获取能力。

【关键词】　慢性病；预防控制；社会动员；机制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７．６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６２９０２

　　卫生部等１５部门于２０１２年５月印发了《中国慢性病防治
工作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慢性病防治指
明了目标和方向。社会动员作为健康促进的核心策略，是慢性

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先导性、基础性工程，而社会动员机制的建

立与完善，是实现有效社会动员的前提条件［１］。本文根据慢性

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现状，对其社会动员机制的建立进行分析与

探讨，期望获得有关领导、业内同行的重视与关注。

１　资料与方法
　　慢性病是以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和糖尿病四类疾病为代表的具有相似发病因素和干预措施的

非传染性疾病总称。一旦罹患，就是终身性疾病，如未有效治

疗，轻者致残，重者死亡，家庭和社会经济负担严重［２］。可以

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逐渐富裕，但我们的健康

水平和社会和谐程度并没有因此而同步增长。慢病带来总体

经济损失可能非常巨大。如果能够及时采取措施，遏制慢性疾

病的流行和慢性，将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起到积极

的保驾护航的作用。目前慢性病已经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严

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和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和社会问题［３］。

数十年来全球对于慢性病流行的主要原因和影响因素的

认识，经历了简单化的生物学病因论、不良个人行为生活方

式－“责备论”演变，逐步发展到目前全球共识的社会因素决定
论。即，地区、国家层面、全球层面慢病的广泛流行最主要受社

会经济、环境、文化和政策的多方面影响，因此慢性病是“社会

传染病”。在１９９８年的时候，我国就已经提出了慢性病防治策
略的六个转变：专家行为向政府行为转变，治疗为主向预防为

主转变，大医院向基层转变，城市向城乡并举转变，从卫生部门

向全社会转变，从专业行动向群众运动转变。２００７年９月，启
动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２００９年，结合国家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和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将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规

范化管理列入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４］。

虽然我国在应对慢性病的挑战，已进行了不少积极的努力

和实践，取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成绩，但慢性病迅速上升的势头

却没有得到遏止，对我国经济、社会和居民健康的巨大影响正

在愈加显现。我们对慢性病的社会决定因素，即“病在人体、根

在社会”认识严重不足，对慢性病防治中的政府责任和全社会

责任认识不清。长期以来，那种“慢性病是个人行为所导致，与

社会和政府无关”、“慢性病防治只是医疗卫生部门的事，其他

部门无能为力”的观念致使慢性病防治力量薄弱单一，防治资

源难以整合，防治行动收效甚微。在慢性病防治上目前尚未引

作者单位：２２３７００江苏省泗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起政府足够重视，尚未成为政府多部门和全社会行动，防治经

费严重不足，卫生资源配置不均，防治体系尚不健全，卫生信息

系统不完善。全社会对慢性病严重危害普遍认识不足，政府主

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尚未建立，慢性病防治

网络尚不健全，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

强［５］。

２　结果
２１　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是一种工作方法，是指为某项中心
工作所做的说明、号召和发动工作，其核心是采取适当的传播、

宣传和教育手段，通过改善动员对象的知识、态度、技能和行

为，来促进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实现具体的社会发展目标。

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社会动员，就是要面向体制内外，针对

不同层次的动员对象，采取政策动员、组织动员、媒体动员和竞

争动员的方式，通过合理的动员机制，不断整合、调配与集中各

种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全员性、全程性和全方位地

营造良好的社会物质文化环境，为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的顺利

实施提供积极有效的工作平台［６］。

２２　社会动员机制　社会动员机制是指动员手段的规范化和
固定化的原则和环节，以及与动员功能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构

与方式的总和。只有建立健全完善的动员机制，才能使社会动

员工作规范化，从而更为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保障动员工作

的顺利完成。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自成系统的独立的社会动员

机制，它的形成和运作是与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密切相关的。

在慢性病预防控制的实践过程中，社会动员工作与其实施内容

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合，说明慢性病预防控制的动员工作与其中

心工作既有所区别又相互关联［７］。

３　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社会动员机制的建立
３１　建立顺畅的工作机制，实现其整合功能　通过建章立制，
理顺关系，落实各级各类相关政府机关和慢性病预防与控制机

构编制和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形成一个高效顺畅的组织协调

机构。工作机制主要是实现社会动员工作的整合功能，即在组

织机构的层面上，要做好纵向层次、横向部门和组织体制的动

员；在动员工作的实施中，要协调社会动员的各个环节，把握动

员的原则和方式。社会组织整合一般是通过管理体制来实现

的，有什么样的管理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整合机制和整合功

能。

在目前社会背景下，由于慢性病预防控制的社会公益性、

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群众性、传播方式的开放性和社会性、传播

教育的非强制性和非正规性等特点，慢性病的预防控制易采取

政府与社会（市场）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近年来，在我国局部地区和示范地区开展的工作已经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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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成功经验，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慢性病预防控制

策略和工作网络。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社会动员和实施，不

可能、也没有必要在这个工作体系之外去创造新的工作机制。

但是，由于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完全可以在已有的管

理体制内，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的协调机构进行专项工作，逐步

建立各级政府主导、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

跨部门慢性病预防控制的动员协调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

个工作机制，从而达到体制内、体制外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挖掘。

３２　建立完善的政策机制，实现其定向功能　政策机制主要
是保障动员工作的定向功能，使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和为

其所做的社会动员沿着设定的目标前进。要在工作中设立社

会动员的目标，并进行详尽的规划和部署，然后在相关的政策

法规中突出这个确定的目标，使得相关工作都围绕目标进行，

以实现法规机制的定向功能。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社会动

员目标十分重要，它直接关系到社会动员的效果和目标的实

现。如果社会动员目标不明确，就可能使动员工作走入误区，

就不能明确动员的任务，会给工作带来盲目性和随机性。因此

完善政策法规使慢性病预防控制的社会动员与实施沿着确定

的目标方向运行，已经成为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目前，现有

的预防控制慢性病的政策、规范，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各

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中职责不明，强

制性不足，没有建立起长期、有效的保障性投入机制，慢性病预

防控制工作的机构、经费、人员、物资、信息等在基层没有得到

有效落实［８］。

政策机制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为慢性病的预防控制中央

政府应该制定全国性的专门政策或法律条款，以及在已有的卫

生法规中修正或增添与预防控制慢性病直接相关的内容，这本

身就是一种强势的动员。二是建立完善地方性的政策机制，将

预防控制慢性病的重要社会动员手段纳入法制建设总体规划，

重点在履行预防控制慢性病的义务、责任以及经费筹措等保障

性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力争建立起操作性较强的地方性动员政

策体系，对保障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定向功能，调动社会各

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各部门相互支持、开展慢

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的良好局面，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９］。

３３　建立高效的调控机制，实现其保障功能　社会动员的调
控机制指是通过调节、推动和控制等手段来优化工作结构和把

握方向，从而实现对组织和资源的调控，使得慢性病预防控制

工作的社会动员这个系统处于运行的最佳状态。

社会动员工作要顺利的实施，必须预先制定各类计划，完

善各类方案，做到动员准备与实施有明确的目标和依据，有针

对性地建立一套把动员潜力转化为动员实力的方式和程序，建

立属地负责制，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空白点，通过制

度的制定，完善相应的制约机制。当社会动员工作出现失控

（如动员计划未能预期实施）时，可以通过高效的调控机制，实

施其特有的保障功能，从而进行渐进性调节并使动员工作恢复

正常。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社会动员调控机制主要包括组

织调控与资源调控。

组织调控，主要针对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调控，解决条

块分割、各自为政、分散决策等运行格局，形成优势互补和组织

集成；树立动员社会化、群众化的思想观念，达到动员工作在组

织上的协调，做到统一认识，分工负责，协作行动，发挥组织之

间“１＋１＞２”的协同效应。资源调控，主要是把人力、财力、物
力和信息资源充分调动起来，进行优化配置，并按照一定顺序、

排列、比例等进行合理构架，实现最佳的资源分配，达到最高的

资源的利用率，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动员效能。这两个方面的

调控机制，可以有效保障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社会动员不至

于偏离正常运作轨道，即使偶然出现失控现象也能进行渐进调

节，从而使工作恢复到正常的运行轨道［１０］。

３４　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发挥其动力功能　利用已有的（如
慢性病预防控制综合示范区）或者建立新的竞争机制，按制度、

有规范、有条件、有规则的设置竞争，吸引动员不同地区、社会

组织、专业机构、社区居民积极创造条件参加竞争，从而参与到

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中来，这是社会动员的一个重要方式即竞

争动员。竞争动员为社会动员提供工作所需的能源和动力。

因此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可以调动全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

性、创造性和责任心，改变和提高对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态

度、需求、接受能力和获取能力，从而可以大大提高社会动员的

效果［６］。

除了竞争动员方式，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社会动员激励

机制的动力功能还表现在外在投入上。在慢性病预防控制系

统的运行过程中，系统要不断地与系统外进行物质、能量和信

息的交换，还要克服环境的阻力，所以往往会有较大的能量消

耗。要保持系统的正常运行，就需要不断地输入新的动力能

量。这种能量主要来自于政策保障，来自于人力、财力和物力

投入。没有持续不断外在的动力能量投入，慢性病预防控制工

作机制就无法启动和正常运行，其物流、知识流和信息流交换

就无法进行。因此在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中，要建立合理的资

源激励机制，发挥其强大的动力功能，以保证慢性病预防控制

工作的正常启动和运行。

通过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社会动员机制的建立，充分利用

各种有效的动员方式，让政府部门、专业机构、大众传媒、社会

团体、社区组织、家庭居民，都能听到我们社会动员的声音，都

能看到慢性病预防控制的品牌形象，从而全员性、全程性和全

方位地为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物质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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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管理·

病区护理管理者的职责和素质培养
吴迪

【摘　要】　临床护理管理占据整个医院工作的很大比重，在完善的医院管理组织体系中，护士长作为医院管理体系中
的一线管理者，不仅确切执行护理质量标准，又是环节质量的监控者。临床工作中，护士长既要领导组织本病区的护理

人员完成相应的护理工作，又要管理病房的行政事务，协调好医护、医患、护患以及与其他科室之间的关系。作为医疗护

理队伍中最基层管理者的护士长责任重大，因为护理质量控制是护士长进行护理管理的核心内容，所以护士长的管理水

平直接影响病区护理质量，其本身的素质直接关系到科室乃至整个医院护理队伍的发展。本文主要从病区护理管理者

的职责和自身素质的培养两方面进行论述，为临床护理管理者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和完善自身素质提供参考。

【关键词】　护理；管理者；职责；素质培养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７．３２３　Ｒ４７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６３１０２

　　随着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对护理需求的领域
不断扩大，对护理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然而，护理质量的

高低不仅取决于护理人员的素质与技术质量，更直接依赖于护

理管理者的素质［１］。在医院中，护士长作为医院最基层的管理

人员，负责领导和管理科室护理人员开展日常临床护理工作，

完成学习、培训、带教等任务，不但要全面负责科室护理人员的

协调运转，而且肩负着与院领导及兄弟科室沟通联系的作用。

随着临床医疗护理模式的转变，各医院患者数量的增加，患者

及卫生监管部门对提高护理服务质量的要求，护理队伍的年轻

化等一系列现实情况的出现，无疑给护理管理者的工作带来了

巨大的挑战，因此，如何提高护理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自身素

质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以下论述。

１　病区护理管理者的职责
　　护理质量高低不仅取决于护理人员素质和技术质量，更直
接依赖于护理管理水平，尤其是护理质量管理的方法。科学有

效、严谨完善的管理方法是保证护理质量的基础。病区护士长

作为临床最基层的管理者，在病区护理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明确护士长职责，提高护士长的管理水平将有利于全面提高护

理质量［２］。

１１　病区日常工作的管理　作为临床护理工作的实质和重中
之重，日常护理工作的有序进行虽然既平凡又平常，但尤为重

要。作为科室护士长，均要提前安排好相关人员的值班计划，

且要做到合理、有序、科学、个性化、人性化。

确切知晓各班护士的工作情况，主要了解各种护理制度的

落实程度，确保护理安全。通过合理的绩效标准对护士的工作

情况进行量化，做到对护士做出公正合理的评价。

了解科室各种物品的使用、消耗及备用情况，以便及时补

充以满足日常护理及医疗工作的需要，特别对抢救药物、器械

等的备用一定要严谨对待，以避免意外。

及时传达护理部及院领导的工作安排，并亲自对相关人员

的工作进行协调，确保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１２　护理队伍建设　充分了解每名护理人员的基础知识及临
床护理技能水平、与人沟通能力、业余爱好、性格特点等，根据

个人的特点进行工作分配，做到取其所长，补其所短。

注重护理基础理论的学习的同时，努力培养临床动手能

力，尤其是临床操作的训练，加强护理人员应对临床急危重症

患者的处理及反应能力锻炼。通过定期组织科内、院内、院外

学习及选派人员外院进修等方式不断促进科室护理人员了解

及掌握新技术，不断提高整体护理队伍的综合素质。

根据不同护士的性格特点结合医生相关情况进行有针对

性的排班，并将交接班护士的不同业务水平、护患、医护关系等

作者单位：１１１０００辽宁省辽阳市，解放军第２０１医院护理部

情况充分考虑在内。原则上达到性格互补、业务互助、指导合

作、优势互补，充分避免医疗差错等不良事件的发生。

１３　培养护理人员的主人翁精神　在护理工作、学习、培训等
方面的计划决策之前，尽量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讨论，充分考虑

每个参与者的意见及建议，增加群体参与性，保证透明、公开、

公正。采用奖惩结合的方式，主要运用奖励机制充分调动每名

护士的工作积极性，激发其工作热情，强化责任意识，发挥主观

能动性。

１４　质量效益管理
１４１　岗前培训　完善和落实岗前培训制度，岗前培训对于
新上岗人员，尤其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毕业生，有着积极作用。

岗前培训可加强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法律法规学习，各项规

章制度的了解等，为将来工作中质量管理的落实做出较好的铺

垫。

１４２　护理质量控制　质量就是生命，质量标准是引导执业
者向更规范、更科学、更人性的方向发展。因此，质量控制机制

的构建尤为重要。护理质量控制是运用现代质量管理理论及

合理运用控制方法，使一切不符合护理质量标准的现象得到有

效控制。护理部担负着管理医院护理工作的重任，护理质量控

制是护理部的重要职能，质量控制的目标是零缺陷。在实施质

量控制时要做到质量标准化，控制数据化［３］。在此原则下制定

相应的护理质控标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及科学性。对于质

量控制，要充分发挥本科室内部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建立科室

护理质控小组，旨在起到监督和帮助个人作用，尽量使问题解

决在科内。

１４３　健全制度　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并在实际工作中充分
落实，做到临床护理工作有章可循，规范、合理、有序。

１４４　风险管理　任何临床活动，都存在着风险，风险管理已
成为护理质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质量管理应

做到工作前移，预防在先，积极主动查找隐患。通过分析医院

现存的和潜在的护理风险，制定并组织学习风险管理制度，培

养护士风险防范意识，进行风险预防［４］。

１４５　质效并举　护理管理者不仅要用最少的物力、人力和
时间取得最佳效果，还要保证高质量、高效率，科学地安排并完

成工作，及时掌握运行状态和护理信息，做到心中有数，以提高

医院的效益和节省社会资源，也减少患者的经济负担［５］。

２　病区护理管理者的素质培养
２１　领导素质　领导素质是指在先天禀赋的生理和心理基础
上，经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锻炼而形成的在领导工作中经常起

作用的那些基础条件和内在要素的总和。作为一个领导者，后

天努力必不可少。而要成为一个护理队伍中的领导者，同样要

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较强的责任心，扎实的理论功底，过硬的

临床技能，良好的沟通能力，准确的决策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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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协作沟通素质　科室虽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但
必须与其他部门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正常运行。同样，科室的护

理单元的工作同样与其他相关部门存在较多的交叉点。而护

士长在与相关科室及人员的沟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

在需要进行决策的时候，护士长的作用尤为突出。另外，临床

护理工作中，护士之间矛盾，护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不可避免，这

时就需要护士长深入调查客观了解，掌握问题根源。坚持原则

基础上，灵活运用语言技巧和情感投入，有针对性地与事件的

对象进行有效沟通，化解矛盾，增进感情。

２３　综合素质　从现代管理学理论角度讲，护士长作为病区
的管理者，其一言一行对于护士来说都会起到示范作用。因

此，护士长在日常工作中除了具备全面熟练的临床护理技能

外，还需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甚至对医疗方面知识能够充分

理解和适当运用。除了智商的开发，护士长还需努力提高自己

的情商，以便在工作中能够较好地与护士、医生、患者及其家属

进行沟通。具备以上素质的护士长，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人格魅

力，真正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树立威信，从而使整个护理单元

充满凝聚力、向心力。

２４　知人善用　知人善用就是善于认知每个人的能力，并合
理的分配工作，每个人都有他相应的能力，一定要放在他能创

造最大价值的工作岗位。对于护理岗位上的知人善用，具体体

现在以下诸方面：①对于不同年资的护理人员，根据各自工作
经验安排相应难度的工作；②应科学利用现有人力资源，尽可
能注意结合学历、职称、年资、实际能力等因素，分层次使用，

“强、弱”搭配、“新、老”互补，忙增闲减，弹性排班［６］。根据人

员各自特长和性格特点，安排合适的岗位，如对于工作细心的

护士，可安排其负责计费、备品等；对于学历较高，且参加过临

床课题研究的护士，适当让其参与科室、医院相关课题的研究

工作。对于临床护理经验丰富的人员，安排其进行实习生的带

教等；③对于具有领导素质的护士，可适当放权，使其担当部分
领导工作，分担护士长的工作压力。

２５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２５１　与时俱进　随着临床医学的迅猛发展，各种新技术及
仪器不断地更新换代。同样，在护理学领域，相应的护理技术、

护理规范、护理器械也在不断发展。作为科室的护理领导者，

需要通过外出进修、参加会议、脱产学习等方式不断积极更新

自己的知识储备。

２５２　转变观念，细化服务　转变传统的单纯患者护理的模

式，逐渐发展为全面的舒适护理、整体护理、心理护理、家庭健

康教育、社区卫生服务的全面护理服务。强调以患者为中心，

更为全面及细致地对患者的基础护理进行细节方面的处理，各

个护理程序及细节的实施均以充分满足患者的合理需求为前

提，以使患者接受到优质、高效、低耗、满意、放心的护理服务；

患者的心理疏导也是护理的重要考虑方面，使患者能以一个较

佳的心态接受治疗，达到心理和躯体双方面的舒适；另外对于

治疗后的患者给予注意细节的充分讲解及告知，使其能积极配

合及自控完成相关方面的细节［７］。

３　总结
　　作为病区护理管理者的护士长，其职责是在护理部的领导
下，指导检查病区护理质量，使得病区质量能够动态地得到监

控。科护士长不脱离临床，对临床护理工作程序、各种规章制

度落实情况、开展的新业务、新技术、存在的问题等能做到心中

有数，真正能够起到指导、检查和管理的作用。协调科内护理

工作，促进全科乃至全院护理质量管理更加规范化［８］。

因此，病区护理管理者在科室的护理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护士长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但要明确自己的

职责，还要不断完善自己的领导素养，这样才能运用科学有效

的管理方法，保证科室护理工作正常、有序、高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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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信息·

新版病案首页填写问题及改进措施
吴琳，宋艳丽，高月

【摘　要】　目的　根据卫生部要求２０１２年我院更换新病案首页，为探讨新版病案首页填写问题及对策，不断提高新病
案首页采集质量，使首页信息更好的服务医疗统计、临床科研、医疗质量评估等领域。方法　病案首页是医疗统计的依
据，是病案信息的反馈窗口，是统计医疗工作质量的原始资料，病案质量检查及医疗质量评估是对新病案首页进行质控，

将问题反馈科室进行改进。结果　病案首页信息是至关重要的，新病案首页更加符合《统计法》、医院管理、国际疾病分
类ＩＣＤ１０的要求，规范书写病案首页势在必行。结论　通过加强病案首页质量填写的培训，使得各级医师认识到认真
填写病案首页的重要性及对工作态度的责任心，使病案首页的质量明显提高，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靠、准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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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案首页是整份病历经入院医师对患者诊治与治疗过程
的概括，正确书写是保证医疗信息及统计资料的规范与完整，

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医院宏观决策，核拨卫生经费，评价医

院医疗工作的重要依据［１］。根据卫生部要求２０１２年我院更换
新病案首页，其中增补了反应医疗质量及医疗资源的使用、效

果、效益、费用等信息的项目，明确了病案首页采集项目的标准

与定义，为开展评价提供了重要数据来源，为付费方式改革提

供技术基础支持［２］。

１　病案首页填写问题
１１　基本信息问题　入院登记时工作人员未及时要求患者提
供有效身份证明、医保卡或当患者未带，急危重患者由别人代

写，而入院后没有认真核对并补全患者信息填写，造成姓名与

身份证填写不符，同音不同字或完全错误的姓名；出生年月日

录入错误造成年龄与实际情况出入大；婚姻状况、职业填错或

未采用字典库中内容；个别患者是少数民族写成汉族；主要内

容却经常出现“未带”、“不详”等字样；工作单位及地址常写

“无”，电话号码邮编不准确，这些问题对今后随诊工作、保险理

赔及医疗纠纷的处理确认身份带来诸多医疗纠纷。

１２　医疗信息问题
１２１　诊断选择主次不清　一是将次要诊断作为主要诊断，
如冠心病，急性心肌梗塞，频发性室性期前收缩，应选择急性心

肌梗塞为主要诊断［３］；二是概念不明，将产科的正常分娩作为

主要诊断，而产科的主要诊断是指产科的主要并发症或伴随疾

病，如妊娠高血压等；三是转科的患者没有考虑疾病的严重程

作者单位：８３０００１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医务部
病案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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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只考虑本专科的疾病。而 ＤＲＧｓ诊断分组首先要看病案首
页中的主要诊断，这样填写直接影响了该病例的分组导致实际

费用的支出不准确［４］。

１２２　诊断栏填写不规范　一是将数个诊断并列在一排；二
是所有诊断均追加填写在主要诊断上，其他诊断为空；三是首

页出院诊断与最后诊断及出院记录中的出院诊断不一致，次要

诊断漏写；四是将合并诊断分开填写，如“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并

阑尾周围脓肿”写成“急性化脓性阑尾炎、阑尾周围脓肿”；五是

手术名称写成疾病名称。

１２３　病理诊断及病理号漏填　病理诊断已明确，出院诊断
仍不明确，如“膀胱癌”，出院诊断仍为“膀胱肿瘤”；病历中有

病理报告，但在首页病理诊断栏中未填写，病理号漏填。

１２４　损伤与中毒的外部原因　是指造成损伤的外部及引起
中毒的外部原因，临床常漏填损伤外部原因，甚至在病程中对

损伤具体原因不清，如“机动车辆与人或是机动车辆与机动车

辆事故等等”，使统计损伤中毒的外部原因信息不准确。

１２５　手术信息　一是新版首页增加了操作名称，如各部位
造影、静脉穿刺等操作忽略不填；二是新版首页增加了一助二

助和麻醉医师名，医生未按手术记录填写或填写“无”；三是切

口愈合等级填写随意，未按Ⅰ、Ⅱ、Ⅲ类切口及甲乙丙三类愈合
等级要求填写；四是医师填写粗疏，将手术日期，麻醉方式及术

者姓名与手术记录及麻醉记录单填写不一致；五是手术等级漏

填［５］。

１３　其它方面问题
１３１　新增相关内容　我院已进行新病案首页相关培训，但
从医师填写情况来看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首页基本信息在入

院后未对患者进行核查造成有项目漏填、错填现象。错填内容

有离院方式、入院病情等，入院方式、入院情况在填写时不论是

否急危重情况一概都填写成“一般”，这样会影响危重病人数不

确切及危重比率的不准确［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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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出院诊断与入院病情比对　新版病案首页中医务人员
在出院诊断与入院病情进行比对时，入院病情中的第 ４条
“无”。“无”是指住院期间新发生的，而不是新发现的疾病，也

就是说这个疾病在入院时不存在，而是在入院后产生的，这是

医疗纠纷的隐患，医务人员往往在填写此项概念不清［７］。

１３３　离院方式、再住院计划等　离院方式的填写错误涉及
到转诊预约；３１ｄ内再住院计划的填写涉及到医疗保险的支付
及医疗水平的体现和绿色通道是否畅通，这些都是评价医疗机

构、临床科室及医务人员的重要指标［８］。

１３４　编码人员　编码人员因新旧版本首页格式变化及电子
版的操作、编码规则掌握欠缺，使得数据质量的高低与操作人

员对应用系统的掌握程度及工作责任心有很大关系。

２　改进措施
２１　加强责任心　病案首页涉及到住院登记处、临床医师、质
控医师、质控护士、病案编码人员等多环节、多人员协同完成

的，各环节有核查上一级信息准确、真实、可靠的责任。所以应

加强全院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学习《病案书写规范》，质控人员

责任到人，科主任负有检查、审修的责任。

２２　加强培训规范书写　强化医务人员对“住院病案首页项
目填写”、“国际疾病分类和手术分类”原则的培训，并发放《病

历书写的基本规范》，国际疾病分类（ＩＣＤ１０）应用指导手册到
临床科室，使医师了解疾病诊断、实行岗前培训，让他们掌握首

页规范化填写及操作，提高认真书写病历的自觉性，从而降低

病案首页差错率［９］。

２３　编码人员培训　首页使用国际疾病分类ＩＣＤ１０编码是卫
生统计信息实现国际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基本要求 ［１０］。病案编

码人员应对新增内容填写进行培训，重视主要诊断及其他诊断

的选择，要有阅读病程记录及检查单的能力，遇疑难问题及时

与临床医师沟通［１１］。

２４　加强质控力度及信息反馈　编码员在编码时掌握首页填
写存在问题的第一手资料，首页质控要定期抽查，每月针对病

案首页质控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汇总，上报主管科室，进行全

院网上通报，做到科室质控得力、有效，反馈信息医师及时进行

补充修正，并与医院医疗质量奖惩条例挂钩，提高信息系统的

监控力度，以达到督促提高的目的。

２５　各级质控人员职责　各科室成立质量管理小组，建立完
善质控体系，主管部门应要求医务人员必须依照《病历书写基

本规范》完成，定期培训使得医务人员在病案首页填写上有更

高的提升；对于病案工作人员应组织参加“国际疾病分类”疾病

编码培训，订阅有关病案方面书籍，提高现代病案管理技能，这

些对医院管理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而提高病案书写质量为科

室工作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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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５８４页）
严重的心肝肾疾病或严重的微量元素缺乏以及原因不明的特

发性矮小症。若该病不能得到及时诊断治疗，将会导致成年身

材矮小、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升高，严重地影响日后的工作、学

习、婚姻、心理和生活质量［２］。运用ｒｈＧＨ治疗儿童矮小症是一
种有效而安全的治疗手段［３］，生长激素主要是通过诱导静止期

软骨细胞转化为增殖期软骨细胞，还通过肝脏等组织产生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１（ＩＧＦ１），后者促进增殖期软骨细胞增殖、分化，
从而促进骨生长，使骨长度增加［４］。一旦骨骺闭合，身高就不

可能增长了，所以对矮小症患儿必须做到早诊断、早治疗。ｒｈ
ＧＨ治疗原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ＧＨＤ）引起的矮小促进身高正
增长的疗效已被公认［５］。

１９８５年国外开始应用 ｒｈＧＨ治疗 ＧＨＤ，并取得很好的疗
效，但由于价格昂贵限制在国内使用。一般建议骨龄小于１３
岁的原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患儿用ｒｈＧＨ治疗。近年来随着国
产生长激素的问世，价格逐渐为矮小症患儿家属所接受。近年

来，ｒｈＧＨ治疗ＩＳＳ患儿，国内外已有较多研究［６］，大量临床实验

证实ｒｈＧＨ对ＩＳＳ患儿 ＦＡＨ改善有一定疗效［７］。ｒｈＧＨ最常见
的不良反应有：暴露潜性甲状腺功能减低、水钠潴留、良性颅内

高压、脊柱侧凸、股骨头滑脱、胰岛素敏感性下降、继发肿瘤发

生的危险性升高等，但总体发生率较低，并不增加１型糖尿病
和新发恶性肿瘤发生率［８］。ｒｈＧＨ通过提高生长率和身高Ｚ积
分促进骨生长，而且经过４年的观察未发现明显副作用和不良
反应［９］。文献报道ｒｈＧＨ是一个治疗耐受性较好、严重不良反
应较少的药物［８］。本文对３２例不同原因所致的矮小症患儿应
用国产ｒｈＧＨ治疗，对其近期临床疗效观察，本组身高较治疗前
均有明显增高，但对ＧＨＤ效果明显，对完全性 ＧＨＤ更明显，且

治疗的前３～６个月身高增长速率快，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身
高增长速率略有减慢，考虑为产生抗体所致。治疗中得出同种

病例ＢＡ越落后治疗效果越好。ｒｈＧＨ副作用小，临床上少数轻
度皮肤红肿、痒，个别眼睑颜面水肿、一过性高颅压现象，血糖、

转氨酶升高都是一过性的，未发现严重的全身不良反应。因此

ｒｈＧＨ是治疗矮小症特别是生长激素缺乏性矮小症安全有效的
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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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信息·

卫生信息化与卫生信息公开的关系探究
王永莲

【摘　要】　本文基于比较分析的视角分析了卫生信息化与卫生信息公开的差异性和一致性，两者产生的背景、主要内
容和核心追求虽然各有侧重，但仍有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探析了我国卫生信息化与卫生信息公开的发展现状及

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我国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卫生信息偏重保密，公开程度较低，大部分卫生信息处于封闭、闲置或半

封闭、半闲置状态，卫生信息提供的方式、渠道过少，公民获得卫生信息的程序方面缺乏保障和救济，不适应卫生信息化

的要求。“披露－分析－发布－惩罚”方案（ＤＡＤＳ模式）为提升卫生信息公开程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践框架和操作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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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各地卫生改革事业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而如何保持卫
生信息的畅通下达以及获得各地改革实践的及时反馈是很多

专家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为此，利用信息技术的高速灵活的

特点，在卫生系统进行全面信息化建设成了卫生事业改革成功

的坚强保证。随着卫生信息化步伐的加快，卫生信息透明、公

开的诉求也日益受到重视，本文试图从比较分析的角度对卫生

信息化与卫生信息化公开进行分析，以求对当前卫生改革事业

的信息化建设有所裨益。

１　卫生信息化与卫生信息公开的差异辨析
１１　产生背景不同　信息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
度的标准。随着信息化热潮给各行业的观念和体制带来机遇

和挑战，卫生信息化也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美国总统

乔治·布什在对众议院的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倡加快卫生信息

技术建设的步伐，“将健康记录计算机化，我们可以避免严重的

卫生事故，降低费用，提高卫生水平”。而英国卫生部签订了一

份为期十年、价值５５亿英镑的合同，致力于卫生的信息化，我
国卫生部近年来也提出了“金卫”工程。这些信号都强烈显示

出了实施卫生信息化的是极度迫切的。

随着经历“非典”、“禽流感”等公共卫生事件后，建立具有

中国国情特点的卫生信息公开制度成为全社会一致的共识，国

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也已起草了《信息公开条例（草案）》并

已提交有关部门讨论，这些事实都表明，建立卫生信息公开制

度是大势所趋。

１２　主要内容不同　卫生信息化主要包括了国家卫生信息网
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信息化，“三网一库”建设的积极

加强和电子政务的逐步推进，卫生信息化的切实推动与开展，

系统的信息化应用水平会不断提高，社区医疗卫生、卫生监管、

疾病防控、妇幼保健、远程医学会诊等信息系统建设进一步提

高和加强。

卫生信息公开中信息主要是指和卫生有关的公共性信息。

公共性信息具有公益性信息特征，从内容上可以分为：政治、经

济和社会信息。从具体的产生方式特点上看，可以分为医疗机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３２安徽省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科教处

构占有的反映医务的公共信息和行政机构占有的反映政务的

公共信息。

１３　核心追求不同　卫生信息化的目标是实现卫生信息的切
实共享。卫生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有限的医疗卫生资

源，共享有限的医疗卫生信息，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

质的医疗卫生服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卫生服务需求。信

息化建设不仅能促进各项卫生改革措施的真正有力的落实，还

能够推动卫生改革的日益深化和攻坚克难，卫生信息化已日益

成为切实改善科学管理水平、提升卫生服务质量、增进效率的

重要手段。确保公众尤其是患者的知情权是卫生信息公开的

核心追求。

卫生信息公开制度是遵循着国家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下

形成的必要的制度性建设，这一制度可以保障广大群众行使自

己的民主权利，保障广大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知情权的保证。

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广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采取了过度保密

措施，对外封锁信息，在较大程度上剥夺了广大群众的知情权，

侵害了广大群众的正当权益，也损害了医疗卫生服务部门的社

会公信力。

２　卫生信息化与卫生信息公开的辩证统一
２１　卫生信息化的发展要求卫生信息公开　卫生信息化的迅
速发展对卫生组织最明显的冲击之一，就是由卫生信息化的重

要性引起的卫生行政体制和卫生管理机制的深刻变革。如果

卫生信息化程度不够，信息的透明度不够，信息量严重不足，信

息沟通渠道受阻，信息不真实等，都将导致卫生组织运行的非

正常和效益的低下，竞争力下降，甚至失控和倒闭。

信息化的趋势迫使卫生组织更主动地寻求患者和社会各

方面的信息公开和反馈，更重视医患间各种信息渠道联系与沟

通，来提高卫生的整体效益。这也必然要求卫生组织实行更直

接、快捷、广泛、低成本的“卫生信息公开”方式。

可见，卫生信息公开是卫生信息化到来之际的必然选择，

卫生信息化时代要求卫生信息公开做得更好，综合应急能力提

高，保证公众知情权，增加对政府和卫生组织的信任。

２２　卫生信息公开促进了卫生信息化的发展　信息化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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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就是要让信息流动起来。信息的价值在于其流动性和

共享性，如同货币一样，流动性越强，信息的价值就越能得到体

现。流动和传播就是信息文明的最大特征。

卫生信息公开是信息流动与共享主要的途径及内容之一，

是卫生组织审时度势、转变职能、适应潮流之举。卫生和卫生

行政部门掌握着大多数卫生信息资源，并对信息进行加工、存

储。通过信息公开，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卫生信息和服务信息，

促进信息的利用和共享。

总而言之，卫生信息的公开化是整个卫生信息化的基础，

能推动和提高卫生信息化的水平，从而提高卫生的管理效率、

服务水平和整体效益，使之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３　我国卫生信息化与卫生信息公开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
问题

　　卫生信息化和卫生信息公开是互相联结，不可分割的整
体，都是围绕着卫生信息的主题而展开，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

中和谐发展两者的关系。

虽然我国卫生信息化程度还不是很高，但对于卫生信息

化，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实践领域，社会都给予了很多的关注。

国家卫生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实施的卫生信息网项

目，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建立了覆盖中央、

省、地（市）、县的四级卫生信息网络系统。全国２８６３个县（市、
区），３３３个地（市），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毕，设备逐步到位，网络已经开通，人员

培训工作完成，软件和疾病报告信息系统已经投入运行，总体

上达到了建设项目所设计的目标，实现了连点成网、连网成片、

资源共同分享［１］。

“如果没有ＳＡＲＳ这场灾难，中国卫生信息公开中存在的
问题不会暴露得如此清晰而彻底”［２－３］，近年来一系列公共卫

生事件，甚至让几十年的卫生信息化的发展被架空，受到怀疑。

卫生行政机关和医疗机构，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卫生信息资源

的开发利用和每个公民、社会组织的切身利益［４］。

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卫生信息公开程度依然严重不够，甚至

严重束缚了卫生信息化的普及、推广与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

三个方面［５－８］：一是，医疗卫生和相关服务信息偏重保密，公开

程度较低，绝大部分医疗卫生和相关服务信息处于封闭、闲置

或半封闭、半闲置状态。一方面，许多具体涉及公众切身利益

的规范性信息不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和开放，只被行政部门、

卫生机构作为执法和行医的内部规定；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

保密文件以外的卫生信息的定位、定性一直并没有一个科学、

统一的认识，造成一些非保密信息难以通过有效渠道及时向广

大人民群众和相关利益者开放。二是，医疗卫生和相关服务信

息提供的方式、渠道少。我国目前信息公开的方式主要是依法

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种，这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是

不相符合的。目前我国卫生信息公开的方式较为单一，只有通

过公报、新闻媒体、发布会、网络等正式或非正式方式进行信息

公开，还没有建立、实行依公众申请而公开信息的机制，造成广

大公民和相关组织咨询或申请提供信息的要求一般很难得到

满足。三是，广大公民获得医疗卫生信息的程序方面缺乏保

障。在相关医疗卫生信息公开零散规定的法律法规中也鲜有

信息公开的程序性规定，同时在广大人民群众无法正常获取信

息时也没有任何救济的手段和有效的途径，在相关程序、制度

和立法上的保障极其匮乏。

４　实施卫生信息公开的ＤＡＤＳ思路
　　我国的信息公开制度在应对“非典”和“禽流感”的措施中
已初步建立，但同信息化发展的需求相比仍有不足，我们必须

把握好两者的辩证关系，促进统一，使其真正成为卫生信息化

建设的推动力。

可喜的是我国已经开始重视卫生信息公开工作并取得一

定成绩。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了国务院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通报和公布疫情信息，《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第二十五条更进一步明确了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向社会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

此外，笔者认为，美国的非盈利组织研究专家赫茨琳杰博

士提出的ＤＡＤＳ模式为完善医疗卫生信息公开，切实促进卫生
信息化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操作思路［９－１０］。

ＤＡＤＳ模式，即“披露－分析－发布 －惩罚”的解决方案和
解决机制，它有一些具体的操作要求：非盈利机构和政府组织

必须及时通过有效渠道准确披露自己的经营业绩、工作效果以

及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信息，显示机构和组织内部信息的透明度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并对这些向广大公众披露的信息进行认真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然后定期向广大公众发布（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这些信息
以及对这些信息的分析结果，政府或监管机构应对不遵守以上

规定的相关组织给以适当的惩处（ｓａｎｃｔｉｏｎ），包括从取消税收
优惠、处以罚金直至对其相关责任人绳之以法。赫茨琳杰博士

还特别强调了“ＤＡＤＳ模式”是专门为缺乏责任机制的非盈利
机构和政府组织的信息公开而设计的，毫无疑问“ＤＡＤＳ模式”
对卫生信息的公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ＤＡＤＳ方案和机制作为应用于规范但缺乏责任机制的医疗
卫生部门信息公开的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其所包含的四大措

施是辩证统一、有机连续的，也是缺一不可的，缺少任何一步措

施，ＤＡＤＳ方案和机制就失去了实践价值。首先，没有医疗卫生
信息的及时准确披露，信息的处理分析和及时公布公开就失去

基础和前提；没有信息的处理分析，医疗卫生信息的透明度就

会失去准确性；没有对公众的信息发布，信息的披露和分析就

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可谈，广大人民群众和相关利益主体就不会

得到切实有效的指导；如果只有前三者而没有相应的制裁与惩

罚机制和相应措施，整个方案就无法被切实贯彻从而失去其生

命力。可见，深入剖析、了解这四项措施的有机联系和各自的

功能定位，会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缺一不可，必须确保其准确连

贯而又统一地被执行。

赫茨琳杰博士的“ＤＡＤＳ”法对我国卫生机构实施信息公开
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应该结合中国信息化和信息公开的实践

积极探索，使两者在我国医疗卫生领域改革的过程中相互结

合，相互促进，共同开创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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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研究·

老年医学科住院医师培训认识与思考
朱红，马丽娜，钱玉英，李耘，冯明

【摘　要】　老年医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服务对象主要是高龄甚至超高龄的老年人。做好老年医学科住院医师
培训工作，对提高老年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促进老年医学整体水平的进步，延长人类寿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培养既能满足当前老年社会的基本医疗需求，又能适应未来老年医学发展需要的住院医师是目前一项急迫而

重要的任务。本文结合老年医学科工作的实践，就老年医学科住院医师培训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在住院医师培训

工作中，我们采取提高带教教师素质，培养良好医德医风，增强医患沟通能力，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和临床基本操作训练，

开展规范化教学查房，病例讨论以及科研能力培养等举措，以提高老年医学科住院医师道德素质、动手能力、临床思维能

力和科研能力。

【关键词】　老年医学；住院医师培训；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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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医学是一门集老年病的预防、治疗和老年人保健于一
体的综合性学科。２０１０年第６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占 １３．２６％，与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
２．９３％［１］。为适应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医疗服务需求，迎接人

口老龄化的挑战，迫切需要大力发展老年医学教育。本文结合

老年医学科工作的实践，就老年医学科住院医师培训的一些问

题和经验进行探讨。

１　老年病的特点
　　老年病通常包括老年人特有的疾病和老年人常见的疾病，
前者指只有老年人患病并具有老年人特征，如老年性痴呆、老

年性耳聋、老年性精神病、脑动脉硬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脑卒中

等；后者指老年人高发的疾病，如高血压病、冠心病、恶性肿瘤、

震颤麻痹、老年性白内障、骨质疏松症、前列腺增生等。与中青

年人比较，老年人在疾病发生发展、表现和预后等方面有诸多

不同，其主要特点：①老年人敏感性降低，患病后症状和体征不
典型，如老年人肺炎常无呼吸系统症状，仅表现为食欲差、全身

无力、脱水或意识障碍；②老年人常同时患有多种疾病，临床表
现复杂多样，造成诊断和鉴别诊断困难；③易发生精神症状、意
识障碍、褥疮、肺部感染、血栓和栓塞、多器官功能障碍等并发

症，与老年人多种疾病并存、免疫功能降低、对应激的抵御能力

减弱有关；④老年人用药种类多，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２－３］；⑤
病情复杂发展快，猝死发生率高［４］。

２　提高带教教师素质，培养良好医德医风
　　提高带教教师自身素质是培养高质量老年医学人才的关
键。带教教师应加强自身品行道德修养，以身作则，展示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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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３北京市，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综合科
通讯作者：朱红，电子信箱：ｚｈｕｈ４０８５＠１２６．ｃｏｍ

者的责任心、爱心；积极加强业务学习，掌握新知识、新理论、新

技术，不断提高临床教学水平。我院老年医学科根据科室人员

结构，在科室安排教学干事，并且在每个治疗组安排包含相关

专业各级职称的带教教师，在科主任的领导下制定详细的住院

医师培训计划，创建先进教学团队。

现代医学模式决定了医生的培养目标为塑造人文精神与

生物治疗兼备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在老年医学科住院医师培训

中渗透人文精神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要求住院医师不仅要

掌握专门的老年医学知识，还要树立养老、敬老等人文意识，从

而提升服务质量，提高群众的服务满意度［５］。同时，在科室开

展各种伦理讲座，利用多媒体等形式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

育［６］，要求住院医师自觉抵制行业不正之风，并把医德医风评

定结果纳入出科考核总成绩。

３　重视临床能力培养
３１　

"

强医患沟通能力　在临床工作中，绝大多数医疗纠纷
与医患沟通不当有关，因此正确的、有效的医患沟通非常重

要［７］。老年患者听力下降，沟通困难，常常出现答非所问；有的

老年患者合并老年性精神病，通常一言不发或者胡言乱语，无

法获得患者就诊目的；对于偏瘫失语、老年性痴呆和有意识障

碍的患者，主要依靠与患者家属沟通，常常会导致内容失真。

带教教师应指导住院医师耐心、细致地听取患者的陈述，应用

语言和手势等方式与患者沟通交流，使住院医师获取详细可靠

的资料。同时注意培养住院医师与患者家属的交流沟通能力，

指导住院医师向家属交代病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８］。

３２　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和临床基本操作训练　住院医师进入
老年医学科培训后，由教学干事和带教教师组织，认真复习老

年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常规和危重急症抢救措施等理论知识，

使住院医师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临床基本操作训练也是培

养实际工作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组织住院医师学习老年医

学科临床基本操作，如氧气吸入、胸腔穿刺、腹腔穿刺、放置胃

肠管、保留导尿、气管插管以及监护仪、除颤仪等仪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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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并对住院医师进行定期考核。

３３　规范化教学查房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各种检测手段
不断更新，很多住院医师往往忽视了最基本的询问病史、体格

检查或体格检查手法不规范，过度依赖于各种辅助检查，导致

病史采集粗糙，阳性体征不能发现，忽略了动手能力的培养。

规范化教学查房对于提高住院医师临床实践能力、培养临床思

维具有重要意义。我院老年医学科制定了２周一次教学查房
的制度。首先明确查房目标，做出教学查房的系统安排并挑选

典型病例，带教教师和住院医师进行配合，通过询问病史、对患

者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掌握患者的疾病情况，引导住院医师

亲自体会阳性体征，让住院医师提出自己的诊断、鉴别诊断及

后续治疗思路等，带教教师需及时发现存在问题，有针对性地

提出指导意见并做好查房后小结工作［９］。

３４　病例讨论　病例讨论是在临床实践中培养住院医师临床
思维的重要方法。我院老年医学科每周进行一次病例讨论，结

合具体病例提出诊疗问题，以问题为中心围绕如何解决问题展

开讨论，指导住院医师从各个方面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培

养住院医师的独立思考能力，帮助住院医师建立科学的临床思

维模式，提高住院医师做进一步诊断和解决问题的兴趣，充分

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增强了住院医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４　建立老年健康管理理念
　　预防疾病和减少危险事件发生是老年医学科的一项重点
工作。在住院医师中普及和树立现代健康管理理念，对于提高

重大疾病的预防和诊疗水平具有深远意义［１０］。在临床工作

中，要求住院医师对老年患者进行长期服药指导，健康知识宣

教，包括饮食、起居、运动、心理调适等多个方面。在平时查房

和科内学习时，除了专业理论和实践技能学习外，还要注意培

训住院医师老年保健知识，为开展健康宣教打好基础。

５　科研能力培养
　　对于老年医学科住院医师来说，科研工作也是重要的组成
部分。我院老年医学科通过以下措施对住院医师进行科研能

力培养：①带教教师指导住院医师利用互联网、图书馆查阅文
献，进行文献抄读，了解本专业最新、最前沿的研究现状，探索

科研立项有价值的切入点；②要求住院医师结合临床患者写病
例报告和文献综述，锻炼住院医师归纳、分析、总结的能力；③
鼓励住院医师参加各级老年医学的学术交流会议，也是丰富科

研和临床知识、提高科研与医疗水平的重要途径。

总之，老年医学科住院医师培训工作还有待于不断探索和

总结，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培养出高质量老年医学人才，服务

于老年患者，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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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６２３页）
３　讨论
　　抢救有机磷农药中毒的特效解毒剂是抗胆碱药和 ＣＨＥ复
能剂，抗胆碱药有速效阿托品和长效长托宁。阿托品起效快，

半衰期短，静脉注射１～４ｍｉｎ起作用，８ｍｉｎ达高峰，作用持续
２～３ｈ；长托宁肌肉注射后血药峰值时间０．５６ｈ，半衰期１０．３５
ｈ［１］，与阿托品相比，起效慢，作用时间长。有研究显示膈肌纤
维坏死是有机磷农药中毒所致呼吸肌麻痹的可能原因之一，长

托宁对ＡＯＰＰ大鼠的膈肌有明确的保护作用，推测其有预防中
间期肌无力的作用，能部分缓解肌颤及呼吸困难［２］；长托宁应

用于临床后中间综合征的发生明显减少［３］，还可能干预 ＡＯＰＰ
后ＴＮＦα、ｍＲＮＡ的表达，起到保护脏器的作用［４］；此外长托宁

还有较好的抗休克作用［５］。而长托宁起效慢不利于快速达阿

托品化，发挥作用时间长不利于剂量调整，一旦过量，长托宁的

中毒反应持续时间长，强度大［６］。另外长托宁用量适中时对心

率的影响不明显，目标阿托品化的综合观察不易把握，易致长

托宁用量不足，甚至发生有机磷中毒反跳［７］。以往单用阿托品

或长托宁，剂量都较大，凸显各自的不足之处，存在诸多问

题［８］。对重度ＡＯＰＰ，二者联合应用［９］，取长托宁起效慢、作用

时间长、防治中间综合征之长为基础，用阿托品起效快、作用时

间短、调整灵活之特点做微调［１０］。治疗 ＡＯＰＰ又要依据个体
化、快速阿托品化原则，二者何时联合能达到较理想的疗效。

开始治疗即联合应用，同时观察、调整两种药物剂量，不易把

握，易发生用量不足致有机磷中毒反跳，或应用过量致阿托品

中毒，使病情反复不定，病程延长；先用阿托品快速达阿托品化

后再联合长托宁维持阿托品化状态，既能做到把握用量又能达

到防治中间综合征之目的，从而避免呼吸衰竭的发生。

本研究显示：先用阿托品快速达阿托品化，再用小剂量阿

托品、长托宁联合应用维持阿托品化状态治疗重度ＡＯＰＰ，疗效
优于开始联合组，达阿托品化时间快（Ｐ＜０．０１），胆碱酯酶活力
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明显缩短（均Ｐ＜０．０５），有机磷中毒反跳
和阿托品中毒的发生率明显降低（均Ｐ＜０．０５），减少了并发症
的发生，使患者平稳度过危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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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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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彩虹，徐静

【摘　要】　目的　总结快速成型技术在颌面外伤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效果。方法　通过对整形外科收治的１６例颌面
部外伤患者围手术期的综合护理，利用三维重建和快速成型技术制作的手术前后模型进行护理教育，提高患者对病情的

直观认知及心理耐受能力。结果　本组患者术后无一例感染、血肿发生，面部外形基本对称，生理功能基本恢复。本组
患者都对颜面部的形态效果表示满意，达到心理预期目标。结论　快速成型技术在颌面外伤畸形患者围手术期恢复的
护理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利用快速成型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患者对病情、治疗过程和结果的认知，有利于增强

患者战胜病痛的信心。

【关键词】　颌面外伤；快速成型；护理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６　Ｒ７８２．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６３９０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ｐｉｄ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ｉａｌＴｒａｕｍａ　ＷＡＮＧ
Ｘｕｅｍｅｉ，ＳＨＡＬｅｉ，ＯＵＬｉ，ｅｔ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Ｒｏｏｍ，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ｎｇｂ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ｎｇｂｕ，Ａｎｈｕｉ２３３００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ｕｒｓ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ｉａｌｔｒａｕｍａｕｓｉｎｇｒａｐｉｄ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ｄｕｒ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ｉｏ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ｉｏ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１６ｃａｓｅｓｏｆ
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ｉａｌｔｒａｕｍａｉｎｔｈｅ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ｈ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ｍａｄ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
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ｐｉｄ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Ｎｏ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ｒｈｅｍａｔｏｍａ．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ｇｏｔａｂａｓｉｃ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ｏｆｆａｃｉａｌ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ｆａｃｉａｌａｐ
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ｉｄ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ｌａｙｓａ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
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ｉａｌｔｒａｕｍａ．Ｉｔｉ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ｔｏｄｅｆｅａｔ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ｉａｌｔｒａｕｍａ；Ｒａｐｉｄ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Ｎｕｒｓｉｎｇ

　　随着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交通事故频繁发生，造成颌面
部损伤患者有增多趋势。常表现为颅眶骨折、鼻眶筛骨折和眶

颧部骨折。这些骨折不但会造成眼眶畸形，而且还会引起颅骨

缺损、内眦畸形、泪道阻塞、鼻骨及颧颌畸形等，并常伴有受损

颅面骨多骨性、不规则性和立体多面性等的变化［１－２］。随审美

观念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面部的形态的要求和标准也不断提

高。我科利用快速成型技术对颌面部畸形进行整形修复，不仅

可以恢复其正常的面部形态，还可恢复其生理功能。对我院从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收治的１６例颌面外伤畸形的患者
进行围手术期护理，取得良好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１６例，男性１１例，女性５例，年龄８～５３
岁。其中车祸致颅面部骨折不伴颅骨缺损７例，车祸致眶骨骨
折伴颅骨缺损５例，外伤３例，坠落伤１例。患者均行６４排螺
旋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头颅三维重建及应用快速成型技术制

作的术前、术后头颅模型以及修复材料模型。

１２　术前护理
１２１　心理护理　颌面部损伤往往造成面部形态的改变、皮
肤软组织缺损、骨缺损以及面部表情的改变。这些可以给患者

带来巨大的痛苦和心理压力，产生自卑、恐慌、妄想以及轻生的

念头。很多患者入院后无法预知手术效果，过度担心手术成

败，表现为焦虑、紧张和害怕的心理。针对患者的特殊心理，我

们用温和的态度、亲切的语言、热忱的服务进行必要的心理疏

导。我们还用快速成型技术制造出的患者头颅的受损模型以

基金项目：安徽省卫生厅资助项目（０９Ａ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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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梅，沙磊，欧丽，韩彩虹）；整形外科（徐静）

通讯作者：徐静，电子信箱：ｘｕｊｉｎｇ．６９＠１２６．ｃｏｍ

及修复后头颅模型对患者进行术前宣教，让患者客观地认知自

己的损伤程度以及术后可能达到效果。还要向患者讲明手术

的过程及潜在的风险，通过手术前后模型对比增强其信心［３］，

尽可能让患者的心理预期和手术预期达到基本一致，可有效

地、直观地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树立健康的审美观［４］，以相对

轻松的心态接受治疗。

１２２　口腔护理　颌面部创伤往往合并口腔的损伤，受伤后
机体抵抗力下降，口腔黏膜损伤，自净作用下降。在术前应仔

细检查口腔有无损伤、有无牙齿松动等情况，积极指导术前１ｄ
和术晨浓替硝唑含漱液（替诺康）及１．５％过氧化氢漱口液交
替口腔清洁，预防和减少术后感染［５］。

１３　术后护理
１３１　生命体征监护　患者回病房前床头常规备气管切开
包。回病房后即刻连接中心吸引器，确保呼吸道通畅。及时连

接心电监护仪，监测脉搏、呼吸、氧饱和度和血压。由于术后常

规头面部加压包扎固定，应把患者的头偏向一侧，避免分泌物

过多引起呼吸道堵塞，及时吸痰保证呼吸道通畅。仔细观察患

者神色、口唇颜色、面部肿胀及引流情况，及时和医生沟通，对

症处理。

１３２　疼痛护理　颌面外伤合并多处骨折，疼痛明显，尤其是
骨折有移位的随颌面部的运动疼痛加剧，给患者带来身心痛

苦，术后护理尤为关键。随麻药作用的消失，疼痛随之而来。

对于局部加压包扎、面部肿胀以及对手术效果的担心都可以加

剧疼痛。在护理过程中要及时心理疏导并对疼痛进行评估，采

取分散注意力、改变体位、松弛情绪缓解患者焦虑、紧张情绪；

给予舒适环境，有利于休息；给予局部冷敷，减少肿胀，降低神

经末梢敏感性。如对疼痛不能耐受者，通知医生给予镇痛处

理。

１３３　口腔护理　术后由于加压包扎或颌间结扎致张口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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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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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Ｂ超定位下小肝癌切除术的手术配合方法及配合体会，从而提高手术配合质量。方法　回顾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２０１２年１～１２月１０例患者行Ｂ超定位下小肝癌的切除术的临床资料，对 Ｂ超在术中的应用
及配合进行总结，护理关键是掌握正确使用术中Ｂ超的方法。结果　１０例患者手术顺利，手术平均时间１．５～３．０ｈ，手
术出血量１００～３００ｍｌ，术后无一例发生腹腔感染、残腔出血等并发症。结论　手术精细、技术含量高及器械护士与手术
医师密切配合是手术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术中Ｂ超用于小肝癌切除手术中能迅速、准确地找到肿瘤位置，有效的缩
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缩小手术创面，加速患者康复，效果满意，是一种安全、可行、经济的方法。护士手术物品准

备完好，熟练掌握各种仪器的使用方法，术中严格无菌操作，手术配合时稳、准、巧、快是手术成功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　Ｂ超；小肝癌；手术配合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７　Ｒ４７３．７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６４００２

　　肝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１］，我国发病人数占全

球首位，病死率高达３３万例，病死率在各种恶性肿瘤中位居第

作者单位：８３０００１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手术室
通讯作者：马晓婷，电子信箱：８４５４０６６５＠ｑｑ．ｃｏｍ

２。小肝癌诊断标准单个结节最大直径≤５ｃｍ或两个最大结节
直径和≤５ｃｍ［２］。一般无临床表现，多由体检时发现。目前，
手术切除依然是最佳的治疗方法。但由于小肝癌的病灶多发

生长在肝脏的实质中间，小且位深，术中肉眼难以观察到，手

难，术后机体抵抗力下降容易引起感染，口腔护理尤为重要。

由专职护士和伤者做好沟通，每次进食后进行口腔清洗，进食

以流质为主。清洗用２０ｍｌ注射器抽３％双氧水和０．９％生理
盐水交替进行，最后用浓替硝唑含漱液（替诺康）漱口，动作要

轻柔，护理要耐心。对于重症患者，要密切观察呼吸道通畅情

况，及时去除口腔分泌物。

１３４　心理护理　术后早期因局部肿胀、骨折内固定、颌间结
扎等多种因素，患者可能会对颜面形态不满意，出现担心、焦

虑、意志消沉或情绪低落。我们应积极主动关心呵护患者，讲

解手术恢复过程。用快速成型技术制作的术后模型以及成功

病例的手术前后照片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让其明白手术是成

功的，恢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调整心态，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

心。

２　结果
　　本组１６例颌面部外伤畸形患者，经围手术期的综合护理，
无一例出现感染。面部畸形得到有效的修复，无明显形态改

变。利用快速成型技术制作的患者术前受损模型和术后修复

模型应用到护理中，让患者正确、清楚地认知病情和恢复状况，

心理接受快，有助于沟通和恢复，术后对颜面部的恢复均感到

满意。

３　讨论
　　快速成型（ｒａｐｉｄ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ＲＰ）技术涉及计算机辅助设计
和计算机辅助制造（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ＡＤ／ＣＡＭ）、三维 ＣＴ技术、激光扫描技术等，在医学
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６］。随着正颌外科的发展及整形美容手

术的精细化，对术前手术设计和面容软组织的预测已成必然趋

势［７］。整形外科医生可以在没有实际进行手术的情况下，预先

模拟手术的过程，应用快速成形技术制作面中部骨骼模型，找

出最佳的方案来进行实际的手术。

目前交通事故已成为平时颌面外伤的主要损伤原因，占

３０％～４０％，往往伴有颜面部形态改变。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审
美观念的不断提高，颌面部损伤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随着正颌外科的发展及整形美容手术的精细化，对术前手术设

计和面容软组织的预测已成必然趋势［８］。因此作为医护人员，

必须要注重为不同患者提供不同的个性化护理，正确把握颅颌

面创伤患者疾病行为的特点和规律，充分考虑到患者的负性心

理反应，并通过细致的心理分析，进行精心、有效地围手术期护

理［９］。在围手术期护理过程中，运用快速成型技术制作的受损

模型和修复模型，进行沟通和心理疏导，让患者更好地了解解

剖结构、术前模拟手术过程、预知手术效果，明白手术的精确

度。可有效地减低患者心理压力和提高对损伤和修复的认知

程度，消除负性心理反应，增强战胜病痛的信心，积极配合治疗

有效地预防畸形复发，提高护理质量。颌面救治的成功，提升

了患者生活信心，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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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难以触摸到，给手术带来诸多影响。术中 Ｂ超的应用，对此
类肿瘤的定位以及指导切除有重要意义。２０１２年，我院采用 Ｂ
超定位下小肝癌的切除术，对１０例小肝癌患者实施手术，均获
得成功，现将手术配合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０例患者中，男性８例，女性２例，年龄４５～
７５岁。ＣＴ显示：肝部肿瘤，肿瘤大小２～３ｃｍ。肿瘤位置：７例
位于肝５．８段，１例位于肝６段，２例位于肝左叶，均伴有轻微肝
硬化症状。手术顺利，出血量１００～３００ｍｌ，术毕安返 ＰＩＣＵ，无
特殊情况发生。

１２　手术方法　患者全麻生效后，取仰卧位，常规强力碘消毒
手术区域３遍，上至乳头连线，下至双髂前上棘连线，两侧至腋
后线，铺巾，盖洞单，贴手术贴膜后取上腹正中切口，长约 ２５
ｃｍ。依次切开表皮、皮下、肌肉各层及腹膜入腹。充分暴露肝
脏，将术中Ｂ超探头与Ｂ超机相连，妥善固定，生理盐水润湿探
头，沿肝脏表面逐一探查，确定肿瘤位置。在第一肝门处预置

阻断带，用电刀在距肿瘤２ｃｍ处切一预切线，用超吸刀沿预切
线分离肝组织，超声刀切断肝内小血管和胆管，较大的血管及

胆管用连发钛夹夹闭或打结，将肿瘤完整切除。创面仔细止

血，较大的创面用肝针缝合。强生止血纱布止血，放置引流管，

关腹。

１３　手术配合
１３１　巡回护士配合
１３１１　心理护理　术前１ｄ去病房访视，除常规向患者介绍
手术室环境及术前相关准备外，还要了解患者心理。肝癌患者

一般情绪较低落，除了对手术的恐惧，更多的是对疾病预后的

担忧。护理人员应针对性地为患者实施心理护理，介绍成功病

例以及医护团队的医疗技术水平，减轻患者的恐惧心理及患者

家属的忧虑［３］，增强患者对疾病治疗的信心，以积极的心态正

确面对手术。

１３１２　物品准备　除常规肝脏切除器械，另备特殊物品：血
管结扎术、超声刀、超吸刀、氩气刀、术中 Ｂ超探头、Ｂ超机、腹
腔自动拉钩、阻断带、肝针、强生止血纱布、连发钛夹、粗、细引

流管、温盐水。

１３１３　建立静脉通道、安置体位　患者入室后立即建立静
脉通道，待全麻生效后，配合麻醉师深静脉穿刺以及桡动脉穿

刺，并妥善固定，避免管道打折或脱落，安置患者于合适体位，

一般选择左侧卧４５°～６０°［４］。双上肢用中单包裹于身体两侧，
有利于安放腹腔自动拉钩。骶尾部及双足跟给予棉垫保护。

注意皮肤不能接触金属部位，以防引起电灼伤，确保患者安全

和舒适，保持床单干燥，平整。放置头架。

１３１４　严密观察生命体征的变化　尤其在肝门阻断期间，
若出血量较多，可造成血压骤降、心率加快及氧饱和度下降，须

及时补充血容量，故估计出血量较大时在决定切肝时提前通知

取血，做好输血准备［５］。发现问题及时向手术医生及麻醉师汇

报。

１３１５　特殊环节配合　除常规巡回工作外，对第一肝门阻
断后绝对不能离开手术间。一次阻断时间不宜超过１５ｍｉｎ，巡
回护士在血流阻断后每１５ｍｉｎ后向手术医生报告，有利于术者
掌握阻断时间，避免术中出现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现象。

１３２　器械护士配合
１３２１　暴露术野　递皮倒切皮后，用电刀一次打开皮、皮
下、鞘膜、肌肉、腹膜进入腹腔。安装自动拉钩将肝脏组织充分

暴露。递血管钳分离切断肝圆韧带，镰状韧带及左三角韧带，

肝肾韧带，７号线结扎止血，备长剪刀与直角钳，切开肝十二指
肠韧带，将肝左动脉及左肝管用直角钳分出结扎切断，保留端

用血管钳夹住双重结扎，充分分离出左肝外侧叶。

１３２２　探查肿瘤位置　将术中 Ｂ超探头与 Ｂ超机相连接，
并妥善固定好。Ｂ超探头用无菌生理盐水充分湿润，沿肝脏表
面逐一探查，确定好肿瘤位置，用电刀在距肿瘤２ｃｍ处切出一
预切线。

１３２３　预置肝门阻断带　肝门阻断用细的橡胶管阻断（用
粗的３～５ｃｍ长的橡胶管将细管套住）并用血管钳夹住。开始
阻断后计时。

１３２４　切除肿瘤　用电刀在预切线位置切开肝包膜，用超
吸刀逐渐切开肝组织，超声刀切断小的血管及胆管，较大的血

管及胆管用连发钛夹夹闭或打结，并用电刀止血，将肝肿瘤切

除。

１３２５　创面止血　切除肝肿瘤后松开第一肝门阻断，用电
凝选择较大功率在肝脏创面上止血或用氩气刀止血，肝创面止

血后覆盖止血纱布观察无活动性出血即可放置引流管，清点纱

布、器械、缝针、关腹。术毕腹腔充分引流是预防感染的关

键［６］。

２　结果
　　Ｂ超对本组肿瘤位置、大小、切除范围均显示清晰。１０例
患者手术顺利，手术平均时间１．５～３．０ｈ，手术出血量１００～
３００ｍｌ，术后无一例发生腹腔感染、残腔出血等并发症。

３　讨论
　　肿瘤切除时间是整台手术的关键。Ｂ超定位下的肝癌切
除术能够精确、迅速地找到肝癌的位置，有效地缩短手术时间，

缩小手术创面，减少术中出血量。洗手护士上台后立即与巡回

护士共同清点纱布缝针器械，并检查超声刀、超吸刀、氩气刀、Ｂ
超机的完好性，如发现异常，应立即更换，以免延误手术时间。

Ｂ超机应放置在术者对侧，便于术中的观察。由于手术台上精
密仪器较多，在手术的过程中应监督手术医生合理使用，各种

仪器连接线应妥善固定，避免弯曲、打折，避免手术医生强拉、

钳夹，必要时用手术巾覆盖。术毕认真清点，准确无误后方可

关腹。病理标本及时送检。术后注重仪器及器械的保养，专人

管理，专人使用，定点放置，建立使用登记本，记录使用时间、使

用人员及仪器状况，由专人配合手术和器械、仪器的保养，确保

手术的顺利进行，延长仪器的寿命［７］。此手术既要求医生有精

湛的操作技术，也需要手术护士术前与患者沟通，熟练掌握仪

器设备的性能及操作步骤，准确细致的手术配合，两者的完美

结合才是手术成功的保障［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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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人性化整体护理在手术室护理中的运用
张玲

【摘　要】　目的　探讨人性化整体护理在手术室护理中运用的临床效果。方法　将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２００８年２
月－２０１２年２月间接受外科手术的１９６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在手术过程中使用人性化整体护
理，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的术前准备、宣教和护理，后运用手术室护理质量评估标准，对两组患者焦虑情况及进入手术室

后患者血压、心率情况等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　接受护理前两组患者血压、心率及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评分等指标对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进行人性化整体护理后血压、心率及ＳＡＳ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其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护理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　在手术室中运用人性化整体护理能有效降低患者焦虑程度，
减少血压和心率波动，使患者在接受手术时处于一种更加稳定的状态，对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

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人性化整体护理；手术室护理；质量；评价；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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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医学的飞速发展，与之相匹配的护理也迅猛
发展，并逐步实现了向人性化护理的转变，以及逐步从“以疾病

为中心”的护理向“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模式的转变［１］。近

年来我院手术室护理也应时代的要求进行了很大的改进，提出

了人性化整体护理模式，以匹配手术的要求，提高护理质量。

本文中，笔者选取２００８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在皖北煤电集团
总医院手术室实施手术的１９６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采取不
同的护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人性化整体护理的实施更有

利于提高护理质量，现将具体方法和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８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于本院实施
手术的患者１９６例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常规护理组（对
照组）９８例和人性化整体护理组（观察组）９８例。对照组９８例
患者中，年龄１９～６７岁，其中男性５７例，女性４１例；观察组９８
例患者中，年龄２０～６６岁，其中男性５５例，女性４３例。两组患
者在性别、年龄、手术种类、时间、文化程度及麻醉方式等方面

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１２１　观察组护理方法　术前的人性化整体护理重点体现在
心理护理：除常规由巡回护士前往病区了解患者的一般资料及

各种检查结果，同时与手术组医师联系，对手术体位、麻醉方法

及术中器械有无特殊要求进行了解。在对患者作自我介绍以

后，耐心、细致地与患者交流：介绍手术室先进的仪器设备，主

刀医生与麻醉师精湛的技术及手术室护士娴熟的配合；同时指

导患者进行特殊体位锻炼，使患者尽早进入角色，提前了解手

术时需要配合的地方，届时能从容应对［２］。患者在进入手术室

前已了解其手术的基本过程，对手术团队产生充分的信任，极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１１安徽省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手术室

大提高其术中配合依从性。整个访视时间控制在１０～１５ｍｉｎ，
不易引起患者的疲劳。术日提前调整好手术室温度、湿度及设

备调试，在安置好家属后巡回护士陪同患者进入手术室，进行

药物和设备的准备工作，同时向患者介绍手术室各种设备及仪

器，帮助其尽快适应环境［３］。静脉输液等操作过程中保持动作

有条不紊、轻柔准确、从容安静，使患者感到平静、安全；对局麻

患者，术中注意观察患者情绪波动及有无不适感，及时采取交

流沟通、解释说明等方式进行安抚，消除患者孤立无助感。全

麻患者尤其需重视摆放体位时对关节、头颅及骨隆突的保护，

截石位手术注意窝的保护等。术中交流应注意言辞，禁止闲

谈无关话题［４］，尊重患者自尊心及隐私，表现出良好的专业素

质和道德素养。手术结束时应用温盐水擦净患者身上的血迹

或消毒液，帮其穿好衣裤并盖好棉被保暖；全麻醉清醒的患者

祝贺其手术取得成功；巡回护士同麻醉师一起将患者送回 ＩＣＵ
或病房，搬移患者时动作应轻柔，减轻因震动引起的疼痛不适，

同时注意保护切口及各种引流管。将患者安置在床上后详细

地向病房护士交班，并告知家属应注意体位、保暖、输液等注意

事项，妥善固定引流装置；术后２～３ｄ再次来到患者的病床前
查视患者一般情况，如体温、活动、肢体功能、皮肤及切口愈合

等情况，了解患者的手术感受，征求患者及家属对手术室护理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将信息汇总、分析［５－６］，以便进一步提高

护理质量。

１２２　对照组护理方法　按常规进行手术宣教及术前准备，
由病房护士及家属送患者至手术室，术中常规护理，术后送回

病房并交接班。

１３　评价方法　方法１：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评定：ＳＡＳ于术
前访视、入室即刻、入室后３０ｍｉｎ３个时间段进行测评。方法
２：由访视护士术前１ｄ测量患者的心率（ＨＲ）、血压（ＢＰ）、呼吸
（ＲＲ），目测模拟焦虑评分（ＶＡＳ：１～３分为轻度焦虑，４～６分为
中度焦虑，７～９分为重度焦虑，１０分为不能 （下转第１６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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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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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研究应用废弃的三升输液袋预防压疮所取得的效果。方法　选取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２０１２
年１～１２月间收治的慢性病人１２０例进行观察分析，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两组患者同时在预防压疮上取得的效
果和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后，实验组在原有的护理基础上，利用废弃的三升输液袋预防压疮，取得了
明显的效果，大大降低了住院期间发生压疮的机率，而且在治疗压疮方面也能减轻患者长期受压的部位给患者带来的痛

苦，最终缩短了住院时间，从而使患者满意度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应用废弃的三升输液
袋预防压疮，可有效降低压疮发生率和压疮严重度，规范护士预防压疮的护理行为。同时也缩短了患者的住院时间，也

为患者减轻了痛苦，值得推广。

【关键词】　废弃的三升输液袋；预防；压疮；效果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　Ｒ７５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６４３０２

　　压疮（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ｏｒｅ，ＰＵ）又称压迫性溃疡（ＰｒｅｓｓｕｒＵｌｃｅｒ），
是由于局部组织长期受压，发生持续缺血、缺氧、营养不良而导

致组织溃烂坏死而形成的，是临床常见并发症，尤其多发于卧

床的老年患者。据有关文献统计，在住院的老年人中发生率为

１０％～２５％。一旦发生压疮，不仅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加重
患者的经济负担，而且可加重病情带来的痛苦，延长康复时间，

严重的可因继发感染引起败血症而危及生命。因此，我们对压

疮好发的患者除采用常规防护的方法外，对压疮易发部位再分

别结合使用废弃的三升输液袋来预防压疮，有效地降低了院内

压疮的发生率，现介绍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１２月我科压疮高危患者１２０
例，男性６５例，女性５５例，年龄２３～８２岁，平均（５１．３±９．５）
岁，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

组在常规的护理方法下应用三升输液袋预防压疮，对照组则按

常规的护理方法进行护理，每组６０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
病程、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及专科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１－２］。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废弃的三升输液袋的制作方法　废弃的三升输液袋是
各科室用过的静脉营养液的输液袋［３］。我们将用过的三升输

液袋用注射器反复冲洗干净，也可以用０．９％生理盐水加庆大
霉素进行冲洗，外面用含５００ｍｇ／Ｌ／的有效氯擦洗消毒，装水
１／４～１／２满（注意千万不要把水装满，如果装满就加大了摩擦
力，更容易发生压疮），这样它就具有一定的空间和柔软性，然

后用绷带把装水的出口缠紧，用夹子夹紧，防止漏水，再用毛巾

或患者穿过的纯棉衣裤包裹，减少摩擦力，并且利于吸汗。每

个废弃的三升输液袋可以用１０～１５ｄ，用后按医疗垃圾处理，
然后为患者更换新的废弃的三升袋。不论患者处于什么体位，

容易发生压疮的部位我们就可以给他用我们处理过的三升输

液袋，每１～２ｈ为患者变换体位，更换三升袋的位置，检查一下
三升袋是否漏水，如有漏水及时更换。

１２２　卧位方法　两组患者均取半卧位、侧卧位交替的方法
改变体位，半卧位时两腿伸直，且在腿下垫软枕使身体不向前

倾，手臂自然摆放，半卧位时后背用海绵垫支撑以使身体不向

后倾斜［４］。实验组在此基础上使用１～２个三升输液袋垫在压
疮好发部位，尤其是骶尾部。两组患者改变体位间隔时间均为

１～２ｈ，由２名护士共同完成，翻身时动作轻缓，避免拖拉［５］。

两组患者均建立床头翻身卡，记录身体受压情况。

作者单位：１５７０００黑龙江省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内二科
通讯作者：王雪，电子信箱：８５８７９０３＠ｑｑ．ｃｏｍ

１２３　使用方法　为实验组的６０例患者使用废弃的三升输
液袋，对照组使用常规方法。

１２４　评估方法　一般应用诺顿评分或者Ｂｒａｄｅｎ评分表进行
压疮危险因素初次评估，此次评估方法应用诺顿评分。诺顿评

分是目前压疮发生危险因素最为普遍的工具之一，在其他国家

和地区，也是有效和可靠的压疮危险性评估方法［６］。它从一般

情况、精神状态、活动力、移动力、失禁５个方面进行评估，每个
方面都针对一个与现存情况相关的因素，填好每项因素及评估

分值，然后将所有项目加在一起得出总风险分值。最高２０分，
总分值＜１４分为高危状态，总分值 ＜１２分为高度危险，随分值
的降低发生压疮的危险性相应增加［７］。患者入院７２ｈ复评，病
情变化随时进行评估，如病情好转（评分 ＜１４分）或死亡，则退
出实验（本组均无人员退出）。对照组发生压疮的危险性明显

高于实验组。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率的比较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预防压疮易患因素比较　两组压疮易患因素比
较，实验组患者在使用三升输液袋预防压疮上，有下降趋势，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１）。实验组预防性百分率
为８５％，对照组为５３．３３％，应用三升输液袋的实验组预防性明
显升高。

２２　两组护理工作量及平均住院日比较　两组护理工作量及
平均住院日比较防压疮护理工作量２４ｈ内两组均有增加趋势，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２４ｈ后实验组明
显减少，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提示对照
组患者预防压疮护理工作量随着卧床时间的增加而明显减少。

平均住院日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提示三升
输液袋能够有效地预防压疮，而且也能促使压疮早期愈合，缩

短住院日，从而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

３　讨论
　　压疮是由活动性减少和功能损害引起的一个潜在的具有
很大危害性的并发症，它的形成过程迅速但是治疗过程却很漫

长，有些深度压疮治疗需要数月或者数年，甚至需要手术介入

才能完全治愈。易患压疮的患者都是长期卧床的居多，有一部

分甚至大部分家庭经济情况差；患者患病的时间很长，家庭经

济受累，得了压疮也没有条件应用气垫床、水枕头等预防压疮，

我们就可以应用废弃的三升输液袋来预防压疮和治疗已发生

的压疮，这样既可以节约能源，又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大部

分病患的痛苦与困难。在原有的压疮护理上，减少了病患的压

疮发生率，从而提高了护理质量，在临床值得推广。另外我们

以病人为中心，一切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客观地进行评价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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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疮的危险因素，充分认识其危害，并不断探索新方法、新技

术，避免慢性患者遭受除自身疾病带来的其他痛苦。这是每一

名护理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８］，也是我们开展人性化护理的初

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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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受的严重焦虑）；第２天入手术室后即刻、入室后３０ｍｉｎ后再
评定上述各项指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资料录入、整理并
完成统计分析处理，所有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应用重复测
量的方差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两组患者接受护理前血压、心率及ＳＡＳ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入手术室即刻两组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焦虑
及血压等指标变化，但观察组能更快适应手术室环境，在采取

进一步人性化整体护理后，入室后３０ｍｉｎ后再次记录患者血
压、心率、ＳＡＳ评分及ＶＡＳ评分，提示观察组各项监测指标明显
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种护理方法对手术患者不同时间血压、心率、ＶＡＳ、ＳＡＳ评分比较

组别 时间
心率

（次／ｍｉｎ）
收缩压

（ｍｍＨｇ）
ＳＡＳ
（分）

ＶＡＳ
（分）

观察组 术前１ｄ ７６．３４±６．１２ １３３．６７±１１．０５ ４３．８０±２．９５ ４．４５±１．０８
入手术室时 ８５．４５±５．６４ １４１．０９±８．９１ ４６．６７±２．８３ ５．４６±１．０３
入手术室３０ｍｉｎ ７６．８３±７．１９ １３２．５８±１０．０３４２．２５±２．５１ ４．４５±０．９９

对照组 术前１ｄ ７８．４７±５．６３ １３４．０８±１１．５９ ４４．３５±２．３３ ４．６５±１．１７
入手术室时 ８６．３９±６．５３ １４１．５８±１０．３０ ４７．５４±４．０２ ５．４９±１．３０
入手术室３０ｍｉｎ ８４．６±５．２５ １３９．６２±１４．３７ ４６．８±２．１３ ５．１０±１．３５

　　注：观察组采用人性化整体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与对照组
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对患者来讲外科手术无论大小都是一次严峻的心理考验，
患者术前普遍存在紧张焦虑心理，表现为食欲下降、睡眠不佳、

对手术的恐惧以及对成功的疑虑等［７］，过重的心理压力将直接

影响手术的效果。传统的手术室护理工作重点是患者手术期

间短暂时间内采取的护理措施，甚至只是对各类外科手术步骤

上的配合，随着医学模式的不断转变，手术室护理活动范围在

不断完善和更新，强调向围手术期整体护理扩展；根据不同患

者的不同需求，提供适合于个人的人性化整体化护理已是手术

室护理工作发展的方向之一。

人文关怀是人性化整体护理的核心。患者在人性化整体

护理中感受的关怀越深，对护理的满意度以及术后康复效果就

越好，研究表明手术患者术前访视需要率为１００％［８］；由于接受

手术的患者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认知能力和宗教信仰，手术室

护士通过术前、术中及术后的人性化整体护理，使不同患者一

直处在较好的人文环境中，不断增加患者的安全感，对保证手

术顺利进行和促进术后康复均能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开展人

性化整体护理，缩短了护士与患者之间的距离，从而消除其紧

张、恐惧的心理，心身处于最佳状态对顺利度过围手术期也起

到积极作用。本组研究提示，人性化整体护理干预前观察组与

对照组患者焦虑水平测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入手
术室时两组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及血压等变化，但观察

组能更快适应手术室环境，在入室进一步人性化整体护理后，

观察组焦虑情况较对照组明显下降，患者血压、心率逐步稳定，

ＳＡＳ评分、ＶＡＳ评分降低明显（Ｐ＜０．０５），提示人性化整体护理
在提高患者配合手术治疗的主动性，增强患者治疗的信心，帮

助顺利度过围术期及康复方面具有良好的疗效［９］。在术后２～
３ｄ的随访中我们还发现，观察组术中生命体征比较稳定，对护
理的总体满意度也较高，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１０］。

综上所述，人性化整体护理能使患者在生理、心理、精神上

达到最愉快的状态，最大程度消除患者的恐惧心绪；人性化整

体护理的运用将会使患者得到亲人般的照顾和关怀，从而在接

受手术时充满信心，感受到舒适及亲人般的温暖，丰富了“以人

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整体护理内涵。人性化整体护理的实

施能够使护理经验更趋成熟，激发护理人员更加积极的工作态

度，提高了护士的责任心，更高的要求促使护士不断地学习新

知识并积累工作经验，从而增强了护士主动为患者提供全方位

服务的意识［６］。手术室人性化整体护理的实施为手术患者营

造一个温馨、舒适的环境，体现了护士的内在价值，为手术顺利

进行创造良好的条件，真正实现了“以患者健康为中心”的护理

宗旨，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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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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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高雅

【摘　要】　目的　探讨振动排痰联合膨肺吸痰技术对呼吸机相关性肺炎（ＶＡＰ）的预防作用。方法　将１０２例机械通
气时间＞４８ｈ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５０例）和对照组（５２例），观察组采用振动排痰联合膨肺吸痰，即先根据患者情况
应用振动排痰机，然后在吸痰前将简易呼吸囊接氧气，给予患者正压通气，膨肺３次，吸痰１次；对照组采用常规吸痰，即
传统手叩法交替地叩击患者胸壁后再吸痰。比较两组吸痰后血气指标的变化以及 ＶＡＰ的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的血
气分析中ＳａＯ２、ＰａＣＯ２、ＰａＯ２值与对照组的相比，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两组ＶＡＰ发生率相比差异也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应用振动排痰联合膨肺技术吸痰，能促进痰液排出，改善肺通气，有效预防ＶＡＰ。
【关键词】　振动排痰；膨肺；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２　Ｒ５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６４５０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ｏｒｙＳｐｕｔｕｍ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ｔｏ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ＺＨＵＨｏｎｇ
ｊｕａｎ，ＤＵＡＮＨｕａｎ，ＨＯＵＬｉ，ｅｔａｌ．ＩＣＵ，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ｎｇｂ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ｎｇｂｕ２３３００４，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ｏｒｙｓｐｕｔｕｍ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ｔｏＶｅｎｔｉ
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ｔａｌ１０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４８ｈ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５０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５２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ｖｉｂｒａｔｏｒｙｓｐｕｔｕｍ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ｕｎｇ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ｖｉｂｒａｔｏｒｙｓｐｕｔｕｍ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ｗａ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ｅｂｒｅａｔｈ
ｉｎｇｂａｇｗａ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ｏｏｘｙｇｅｎｔｏ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ｌｕ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ｖｅｒｙ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ｓ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ｌｕｎｇ，１ｔｉｍｅｓ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ｕｔｕｍ；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ｌｙｔａｐｐ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ｈｅｓｔ
ｗａ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ｎｓ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ｇａ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ＶＡＰ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ｃｔ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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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ｓｐｕｔｕｍ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ｌｕ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ｆｒｏｍＶＡ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ｉｂｒａｔｏｒｙｓｐｕｔｕｍ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Ｌｕｎｇ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ＶＡＰ）
通常定义为气管插管和（或）机械通气４８ｈ后发生的肺炎，而
这种肺炎在气管插管前是不存在的。ＶＡＰ是重症监护病房最
常见的医院获得性感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Ｐ）类型，
占ＨＡＰ的８０％［１］。机械通气患者上呼吸道的自主加温、湿化、

过滤和咳嗽功能消失，防御能力减弱，痰液排出困难，易阻塞支

气管，有效通气量减少，使部分肺不张，在此基础上继发感染，

发生ＶＡＰ［２］。可见，预防 ＶＡＰ的关键措施就是有效吸痰。为
提高吸痰效果，降低ＶＡＰ的发生，我科对部分机械通气患者采
用振动排痰联合膨肺技术进行吸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

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１０月我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
机械通气时间＞４８ｈ的患者１０２例，随机分为观察组（５０例）和
对照组（５２例），观察组采用振动排痰联合膨肺技术排痰；对照
组采用常规吸痰法。入选的患者均表现为痰多、双下肺呼吸音

低。排除标准：①胸部创伤、烧伤患者；②严重凝血功能障碍或
活动性出血患者；③不能耐受振动的患者。两组在年龄、性别、
病情（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吸痰前血气分析指标、疾病种类等一
般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性别（男／女）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
动脉血气

ＳａＯ２（％） ＰａＣＯ２（ｍｍＨｇ） ＰａＯ２（ｍｍＨｇ）
疾病种类

颅脑疾病 高位截瘫 肺部感染

实验组 ５０ ５３．７６±２．１８ ３８／１２ １９．５７±１．９２ ９２．１９±１．７５ ３９．０４±１．６８ ９１．０５±１．０８ ２９ ６ １５
对照组 ５２ ５４．８０±３．２７ ４３／９ １８．８３±２．０３ ９１．６２±２．０６ ４３．１２±２．０１ ８９．９５±１．６３ ３１ ５ １６

　　注：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１２　吸痰护理方法　观察组采用振动排痰联合膨肺技术吸痰。
首先查阅患者病历，了解病情，根据其年龄、体格、耐受度设置

频率１５～３０ｃａｐ／ｓ，时间每次１０～１５ｍｉｎ。操作前患者取侧卧
位，操作者打开开关，缓慢将叩击头紧贴患者的皮肤，由肺下叶

开始慢慢向上叩击。完毕后吸痰，由两人操作，一人在患者右

边，将吸痰管与负压器连接，将气管插管与呼吸机连接处断开

后放在无菌治疗巾上，依次抽吸患者气管内及口腔的痰液；另

一人在患者左边，将简易呼吸囊接氧气，流量６～１０Ｌ／ｍｉｎ，待
常规吸完痰后将呼吸囊与气管插管相连，同时按下呼吸囊的阀

门开关，给予正压通气，膨肺频率为呼吸机设置的频率。患者

吸气时，将呼吸囊的阀门开关按下，患者呼气时，则松开阀门开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通讯作者：段缓，电子信箱：ｄｕａｎｈｕａｎ８８６＠ｓｉｎａ．ｃｏｍ

关，以利于ＣＯ２排出，每膨肺３次，吸痰１次。操作过程中密切
观察患者的反应、生命体征、血氧饱和度的变化。

对照组按常规吸痰法，即患者取侧卧位，操作者采用传统

手叩法交替叩击患者胸壁，由外向内、由下向上，拍背完毕进行

吸痰。吸痰前先予纯氧通气２ｍｉｎ，然后进行无菌吸痰。
１３　观察指标　①观察两组患者吸痰后动脉血气指标。②治
疗５ｄ后，观察两组ＶＡＰ的发生率。③ＶＡＰ诊断标准：参照《中
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医院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草

案）》［３］：使用呼吸机４８ｈ后发病；与机械通气前胸片比较出现
肺内浸润阴影或显示新的炎性病变；肺实变体征和（或）湿性

音。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血白细胞（ＷＢＣ）＞１０．０×１０９／Ｌ
或＜４．０×１０９／Ｌ，伴或不伴核左移；体温＞３７．５℃，呼吸道有脓
性分泌物；起病后从支气管分泌物中分离到新的病原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均采用（ｘ±ｓ） （下转第１６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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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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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扩张型心肌病并发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行心脏再同步化三腔起搏器植入治疗的预见性护理要
点。方法　对自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在无锡市人民医院心脏中心９例植入三腔起搏器进行心脏再同步化治疗
（ＣＲＴ）的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结果　９例患者均成功植入 ＣＲＴ起搏器，无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术后
６～１２个月随访左室射血分数，左室舒张末内径、心电图ＱＲＳ波形和纽约心功能分级均较术前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ＣＲＴ治疗是扩张型心肌病并发心力衰竭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法，而对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是取
得较好治疗效果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　扩张型心肌病；心脏再同步化治疗；预见性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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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张型心肌病（ＤＣＭ）病因不明，５年病死率可高达
５０％［１］。晚期主要表现为进展性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２］，无特

异性的治疗方法，心脏再同步化治疗（ＣＲＴ）是近年来对 ＤＣＭ
并发心力衰竭患者治疗的重大进展，其主要作用机制是通过双

心室起搏纠正心室间或心室内的不同步，增加心室排空和充

盈［３］。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３月，笔者对我院心脏中心９例植
入三腔起搏器进行ＣＲＴ治疗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实施预见性护
理，并随访观察了疗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３月在我院心脏中心住
院治疗植入ＣＲＴ的ＤＣＭ患者９例，其中男性６例、女性３例；
年龄５９～７２（６９．０±５．２）岁。患者均诊断为ＤＣＭ，纽约心功能
分级（ＮＹＨＡ）为Ⅲ～Ⅳ级，ＬＶＥＦ＜３５％，ＬＶＥＤＤ＞５５ｍｍ，心电
图均显示存在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ＱＲＳ波宽度≥１２０
ｍｓ［４］，除１例有阵发房颤，其余均为窦性心律。
１２　手术方法　手术均采用局部麻醉，行左锁骨下静脉穿刺，
３根电极分别放置于冠状静脉窦、右心室心尖和右心房。置入
左心室电极之前先进行冠状窦逆行造影，根据造影情况送入左

室电极，根据起搏参数及造影结果选择电极最佳位置。分别进

行右室、右房电极植入，行起搏阈值和感知参数测试，观察固定

良好，将各电极导线与 ＣＲＴ脉冲发生器相连，脉冲发生器植入
皮下囊袋内，缝合皮肤。

１３　预见性护理方法　床位护士对患者的生活方式、饮食习
惯、用药、心理状态及家庭支持情况进行详细评估，结合症状、

体征及检查结果，与床位医生进行讨论，提出预见性护理问题，

落实相应的治疗、护理及健康宣教。

１３１　术前护理　①预见性评估，避免诱发因素。对患者进
行全面评估，指导患者进食低盐饮食，按医嘱限制进水量，每日

作者单位：２１４０２９江苏省无锡市，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人民医院心
脏中心

通讯作者：郭春芳，电子信箱：ｇｕｏｃｆ＠ｗｕｘｉｐｈ．ｃｏｍ

观察记录２４小时尿量。②监测病情变化。按医嘱予心电、血
压、氧饱和度监测，发现患者食欲不振，脉率增快、不能平卧、尿

量减少等症状及时处理。注意观察药物不良反应。③积极配
合改善心功能。术前遵医嘱给予强心利尿等抗心衰治疗。④
加强心理护理。ＣＲＴ作为一种昂贵的治疗措施，患者对此手术
缺乏正确的了解。手术前应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以取得患者

的同意并配合治疗［５］。⑤配合做好术前相关检查。为了确保
手术的安全，应完善各项检查，对心功能状态进行评估。

１３２　术中护理　①术中配合。建立２条静脉通路。在冠状
静脉窦口充气造影时，可诱发急性左心衰、严重心律失常，术前

准备好常用的抢救药物及抢救设备；准备２部体外除颤器，其
中１部全自动除颤仪连接患者背部除颤电极，患者发生严重心
律失常时自动实施除颤。②术中观察。术中应持续心电监测，
电极植入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恶性心律失常。本组１例在
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室性心动过速，经电复律后继续手术。术中

密切观察患者的血压变化，以排除心脏压塞的可能。③术中并
发症的护理。ＣＲＴ的术中并发症主要与左心室电极导线定位
过程有关，如冠状静脉窦置管失败、冠状静脉窦夹层、穿孔和心

脏压塞等［６］。发现异常时应积极配合医师进行抢救处理。

１３３　术后护理　①严密监测病情。术后７２ｈ内持续心电血
压监护，每日描记心电图，严密观察ＱＲＳ波群的形态、宽度及起
搏信号。②并发症观察及护理。ａ．电极脱位：指导患者卧床休
息，正确的肢体活动；ｂ．切口渗血和囊袋积液：伤口用沙袋压迫
６～８ｈ，必要时延长沙袋压迫时间，及时更换敷料，遵医嘱应用
抗生素预防感染。本组患者有１例发生囊袋积液，经穿刺抽出
积液，延长沙袋压迫时间后切口愈合；ｃ．起搏阈值增高：由于电
极对局部心肌刺激发生炎性水肿所致，随时间延长３个月后起
搏阈值将随之下降。如起搏阈值突然升高，可能系电极脱位所

致。③活动指导。患者术后电极脱位发生率６％［７］，其中患者

过早下床或剧烈咳嗽等是其中原因之一。因此术后患侧肢体

要制动２４～４８ｈ，取平卧位休息４８～７２ｈ，术后３个月内避免术
侧上肢剧烈活动和搬动重物。④出院指导。ＣＲＴ术后随访工
作非常重要。我科对每位ＣＲＴ患者都建有 （下转第１６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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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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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比较新生儿桡动脉穿刺采血和股静脉穿刺采血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　将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２
月收治的需采集血标本的１８０例新生儿随机分为桡动脉穿刺组和股静脉穿刺组，每组各９０例，观察两组一次穿刺成功
率、采血时间、采血不良事件（局部损伤）发生率，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与股静脉穿刺组比较，桡动脉穿刺组一次
穿刺成功率高（９６．６％ ｖｓ．８５．６％，Ｐ＜０．０５），采血时间短［（４．１０±１．０４）ｍｉｎｖｓ．（６．４０±１．２１）ｍｉｎ，Ｐ＜０．０１］。桡动脉
穿刺组发生局部损伤７例，包括血肿２例，青紫淤斑５例；股静脉穿刺组发生局部损伤３４例，包括血肿１１例，青紫淤斑
１７例，红肿６例。桡动脉穿刺组采血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股静脉穿刺组（７．８％ ｖｓ．３７．８％，Ｐ＜０．０１）。结论　新生
儿桡动脉穿刺采血是一种简单有效安全的采血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新生儿；桡动脉；股静脉；穿刺；采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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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血标本采集是儿科护理工作中一项基本的临床操
作，也是一项难度比较大的技术，护士如何做到快速准确地一

次采血成功，减少患儿痛苦，保证患儿得到及时的检查和治疗，

一直是我们儿科护理工作者努力的方向。新生儿血液标本的

采集，过去大都经股静脉穿刺采血，操作复杂，需要助手协助，

易污染和造成穿刺部位血肿淤斑［１］。为了探讨最佳穿刺部位

和提高穿刺成功率，我科对１８０例新生儿经桡动脉穿刺采血和
经股静脉穿刺采血进行对比研究，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科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收治的需采
集血标本的新生儿共１８０例，男９２例，女８８例，年龄１５ｍｉｎ～
２８ｄ，体重１２００～４５３０ｇ，其中早产儿７６例，足月儿１０４例。原
发病包括新生儿肺炎、新生儿窒息、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新生

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等。将１８０例新生儿按入院的先后顺序随
机分为桡动脉穿刺组和股静脉穿刺组，每组９０例，两组患儿在
性别、年龄、体重、原发病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操作方法　采血工作均由一指定护士负责，以排除操作
者技术水平对结果的影响。

１２１　桡动脉组采血法　新生儿体位不限，露出前臂腕部，掌
面向上，操作者左手握住新生儿手部，拇指置于其掌心，将患儿

手掌略抬高并轻轻拉向手背约４０°，取桡动脉搏动最明显的部
位为穿刺点，桡动脉搏动不明显者，取腕部第二横纹桡侧１／４
处为穿刺点。常规消毒穿刺部位皮肤，操作者右手持针（５．５号

作者单位：２３５０００安徽省淮北矿业集团矿工总医院儿科

头皮针连接５ｍｌ注射器），针尖斜面向上，与皮肤呈１５°～３０°，
穿刺方向由远心端指向近心端（进针幅度不宜过大，以免刺破

对侧动脉壁），进针后右手拉动注射器活塞，见鲜红色血液涌入

头皮针前端为穿刺成功，抽取所需血量后拔出针头，立即用无

菌棉签局部压迫３～５ｍｉｎ［２］。
１２２　股静脉组采血法　新生儿取平卧位，暴露新生儿一侧
下肢，大腿外展与躯干呈４５°，膝关节屈曲呈９０°，垫高该侧臀
部，取股动脉搏动最明显部位的内侧０．５ｃｍ为穿刺点，股动脉
搏动不明显者，取耻骨结节与髂前上棘连线的中点为穿刺点。

常规消毒穿刺部位皮肤与操作者左手食指，操作者右手持采血

针
#

７号针头连接５ｍｌ注射器
$

在穿刺点处垂直刺入，或在穿

刺点下方１～３ｃｍ处与腿轴平行成４５°角斜刺入股静脉，慢慢
提针并同时抽针栓，见回血后停止提针并固定针头，抽取所需

血量后拔出针头，立即用无菌棉球局部按压５～１０ｍｉｎ［１，３－４］。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一次穿刺成功率、采血时间、采血不
良事件发生率。一次穿刺成功规定为进针１次或３次以下采
集所需血量；采血时间规定为从进针至按压止血结束的时间；

采血不良事件规定为采血部位出现局部损伤，如血肿、青紫、淤

斑、局部红肿。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运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
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一次穿刺成功率的比较　桡动脉组一次穿刺成功为
８６例，股静脉组一次穿刺成功为７７例。桡动脉组一次穿刺成
功率为９６．６％（８６／９０），股静脉组一次穿刺成功率为８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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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早期护理干预对胸腰椎骨折患者腹胀的防治
徐丽

【摘　要】　目的　探讨早期系统化的护理干预对胸腰椎骨折腹胀的影响。方法　将１２５例胸腰椎骨折患者随机分为
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６７例，对照组５８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和对症处理，观察组６７例，采用入院及时行综合
评估和相应的护理措施，评估内容包括：患者病情、心理状况、饮食习惯、排便习惯、活动能力、配合程度等，观察两组患者

７ｄ内腹胀及因腹胀引起不适症状的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１周内腹胀及因腹胀致不适症状的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结论　早期护理干预可明显减少、减轻腹胀，减轻患者痛苦，提高生活质量，使患者早日康复，并且密切了护患关系，
改善了护理质量。

【关键词】　胸腰椎骨折；腹胀；早期护理干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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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腰椎骨折由于腹膜后血肿对自主神经的刺激，心理因
素、饮食因素、生活习惯改变因素等引起腹胀，发生率可高达

４０％～８８％。临床上常在患者出现腹胀后进行对症处理，但效
果不佳，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月，对胸腰椎骨折患者给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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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护理干预，预防或减轻腹胀，取得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科室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月共收住胸
腰椎骨折患者１２５例，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其中男性７３

（７７／９０），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２６２，Ｐ＝０．０２２）。
２２　两组穿刺采血所用时间比较　桡动脉组穿刺采血时间为
（４．１０±１．０４）ｍｉｎ，股静脉组穿刺采血时间为（６．４０±１．２１）
ｍｉｎ，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３１．４１８，Ｐ＜０．０１）。
２３　两组采血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桡动脉穿刺组发生局部
损伤７例，包括血肿２例，青紫淤斑５例，采血不良事件发生率
为７．８％；股静脉穿刺组发生局部损伤３４例，包括血肿１１例，
青紫淤斑１７例，红肿６例，采血不良事件发生率为３７．８％。两
组采血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３．０２５，
Ｐ＝０．０００）。

３　讨论
　　桡动脉穿刺采血成功率高。本组资料表明，桡动脉穿刺组
一次穿刺成功率明显高于股静脉穿刺组（Ｐ＜０．０５）。新生儿腹
股沟处股静脉暴露段较短约 ２０ｍｍ，股静脉外径仅约 ３．９
ｍｍ［５］。因解剖关系，操作难度大，技术要求高，对初学者来说
不易掌握。再加上患儿哭闹，不合作，采血时需平卧屈膝，需要

助手协助，即使穿刺成功后也不易固定，有时针头从血管中滑

出导致采血失败。而新生儿桡动脉解剖位置表浅，易暴露，定

位简单明确，皮肤易绷紧，穿刺易固定，定位准确，无需反复触

摸搏动点，一次穿刺成功率高［６－７］。

本组资料表明，与股静脉穿刺组比较，桡动脉穿刺组采血

时间明显短于股静脉穿刺组（Ｐ＜０．０１），提示采用桡动脉穿刺
采血较股静脉穿刺采血节约时间，从而也减轻了护士的工作强

度，这与宣艳［８］研究结果一致。

桡动脉穿刺操作安全，不良事件发生率低。本组资料表

明，桡动脉穿刺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股静脉穿刺组（Ｐ＜
０．０１）。股静脉穿刺采血需７号针头，进针深度明显高于桡动
脉组，对患儿损伤程度大，加之股静脉部位深不易一次穿刺成

功，反复穿刺易损伤血管形成血栓，皮下血肿，青紫淤斑［５］。股

静脉是大血管，部位较深，压迫止血时间长，穿刺后压迫不当易

导致巨大血肿及压迫症状［５］。股静脉穿刺部位靠近会阴部，清

洁消毒不易彻底，针眼易污染，引起局部红肿［５］。股静脉穿刺

时患儿大腿外翻，刺激易致患儿哭闹，甚至造成早产儿呼吸暂

停［６］。股静脉的解剖位置较为复杂，周围伴有股动脉及股神

经，易误伤［５］。与股静脉相比，桡动脉没有复杂的解剖位置，仅

被皮肤、表浅筋膜覆盖，无较大静脉骑跨，正中神经及桡神经浅

支较远，穿刺安全［９－１０］。新生儿桡动脉穿刺采血只需５．５号头
皮针，所需针头小，对新生儿损伤程度小。桡动脉穿刺止血相

对容易，抽血后压迫止血容易观察，局部损伤小，血肿淤斑发生

率低。桡动脉较静脉压力高，回血快，血流速度快，不容易阻塞

针孔，有血量保证，不容易发生溶血与凝血，同时能满足动脉血

做血气分析的需要［１０］。

桡动脉穿刺操作简单，容易掌握。桡动脉采血不受体位和

操作地点的限制，穿刺暴露部位小仅在手前臂进行，操作简

单［６］，特别是在冬天不会引起新生儿体温的波动，早产儿危重

儿可在暖箱内操作，有利于保暖，一人操作即可，省时省力。

综上所述，新生儿桡动脉穿刺采血比股静脉穿刺采血的一

次成功率高，采血时间少，采血不良事件发生率低，是一种简单

有效安全的采血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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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５２例，年龄１９～７８岁，平均年龄４７．３岁，随机分为观
察组６７例，对照组５８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病情
等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并且所有患
者伤前均无习惯性便秘，均系外伤致腰部疼痛、活动受限入院，

个别伴有不同的神经症状，患者均不同时间内出现不同症状的

腹胀，腹胀多发生在伤后６ｈ和术后１ｄ。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对患者不进行其他护理干预，只采用
胸腰椎骨折常规的护理方法（即一些对症处理）。观察组：入院

后即刻进行整套的早期的护理干预。

１２１　做好健康宣教　通过多种形式讲解疾病的相关知识，
让患者了解发生腹胀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痛、呼吸困难、下

肢静脉血栓［１］等不良后果，提高患者的警惕性，调动患者的主

观能动性，配合医护人员落实各项预防、减轻腹胀的措施。

１２２　心理疏导　胸腰椎骨折一般发生突然，患者没有心理
准备，加之卧床时间较长，需要家人照顾，同时担心预后，因此

患者易产生焦虑恐惧心理。做好心理疏导，减轻患者心理压力

对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护士应多深入病房，多与患者沟通、

做好基础护理，取得患者的信任，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并且运

用专业知识和沟通技巧与患者进行沟通，让患者了解腹胀可能

引起的不良后果通过努力是可以防治的，以增强患者的信心。

王俊等［２］发现心理疏导能够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使其积极配

合治疗与护理，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又可以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并且能够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的满

意度。杨菊凤［３］提出要针对性的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利用语言

沟通技巧与其交流，使患者能够了解和理解护理工作，利于护

理措施的实施。

１２３　排便时间、体位的选择　早餐后胃结肠反射最强，让患
者选择此时排便，有利于患者粪便排出。排便时应注意保护患

者的隐私，关上门窗，拉上窗帘，探视人员和工作人员也应暂时

离开。排便时协助患者采取适宜的体位，使患者尽量保持接近

平时排便的姿势，减轻患者卧床排便的不习惯和不舒服感；另

外，告诉患者减少吞气量的方法［４］，如避免呻吟、勿用口呼吸、

少说话等，以减轻腹胀。

１２４　饮食指导　给予饮食指导，改变患者及家属的错误认
知［５］，合理的饮食可预防或减轻胸腰椎骨折腹胀，在患者入院

后即刻对患者进行饮食指导，指导患者多食一些清淡、易消化、

富含纤维的食物，食物避免过辣、过冷、过烫。少食腌制食品和

烟熏食品，多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如：韭菜、丝瓜、萝卜、菠菜、

香蕉、西红柿、鸭梨等，指导患者少食多餐，多饮水，每日饮水量

至少２０００ｍｌ以上［６］。对于手术的患者：术后应尽早进食，因术

前禁食时间过长会对术后腹胀有一定的影响。进食开始时先

饮用适量温开水，无不适后进清淡易消化食物，如面条、稀饭

等。术后３ｄ内少进或不进产酸产气食品，如：胡萝卜、包心菜、
土豆、蘑菇、牛奶、豆奶粉等。便秘患者，嘱其适量服用蜂蜜、香

油，以润肠通便。

１２５　腹部按摩与热敷　胸腰椎骨折后肠蠕动减慢［７］，腹部

按摩与热敷，可促进肠蠕动，帮助消化与排泄，能够预防与减轻

腹胀。方法：将热水袋外裹毛巾，温度适宜，放在腹部 １０ｍｉｎ
后，做腹部按摩，方法是护士面向患者以脐为中心，四指并拢，

用一定的压力行顺时针方向环状按摩下腹，速度适中，每 １０
ｍｉｎ一次，腹部按摩需在饭后１ｈ进行，且一定要循序渐进，促
进胃肠功能活动，以达到预防腹胀及缩短腹胀持续时间的效

果。

１２６　加强功能锻炼　功能锻炼不仅能促进患者的康复，也
能预防减轻腹胀。胸腰椎骨折患者要绝对卧床休息，在床上适

当活动能增加肠蠕动，促进排便，指导患者正确的卧位，保持躯

干在同一条直线上，伤后或手术后６ｈ，指导患者进行手臂、手
指伸曲、握拳，下肢内收、外展及踝关节的趾曲、旋转、收腹、抬

臀、深呼吸等，每日３次，每次以不疲劳为宜。通过多活动，能
够促进患者的排气功能［８］。

１３　腹胀严重程度判断标准　无：腹部平坦，柔软，无压痛，腹
式呼吸正常；轻度：腹部平坦，稍有压痛，腹式呼吸存在；中度：

腹部有膨隆，有轻度压痛，腹式呼吸减弱；重度：腹部膨隆明显，

腹部有压痛，腹式呼吸明显减弱或消失。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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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腹胀情况比较见表１，两组未发生腹胀例数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１）。
表１　两组胸腰椎骨折患者腹胀情况比较（例）

组别 ｎ 无 轻度 中度 重度

观察组 ６７ ５８ ５ ４ ０
对照组 ５８ ２０ １８ １６ ４

３　讨论
　　胸腰椎骨折是骨科常见病、多发病，腹胀是胸腰椎骨折后
常见的并发症。胸腰椎骨折后患者往往心理压力巨大，疼痛、

环境改变、活动受限、不能自理、担心预后等，均可使患者产生

紧张焦虑心理，导致食欲低下，肠蠕动减慢而致便秘腹胀。胸

腰椎骨折后患者需要长期卧床，有的患者不习惯床上大小便，

并且担心在床上大小便，给家人带来麻烦，因此刻意控制饮食

量，少吃少喝，导致肠道内水分不够，粪便干燥，不易排出，出现

腹胀便秘。还有的患者知识缺乏，认为活动、翻身会加重骨折、

影响伤口愈合，从而不活动，又因为活动时引起疼痛而减少活

动。但是，胸腰椎骨折后腹胀可引起腹痛、恶心、呕吐、胸闷、气

促、胃不适等并发症，甚至可引起患者呼吸困难、下腔静脉血栓

形成。因此，防治胸腰椎骨折患者腹胀的发生，显得越来越重

要，但是，腹胀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护士应仔细观察并与患者

多沟通，找出原因，早期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加强基础护理，

做好心理疏导、饮食指导、健康宣教、功能锻炼等，最大限度的

防治腹胀，减轻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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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急诊严重创伤患者应用高级创伤护理的体会
陶莉

【摘　要】　目的　探讨急诊严重创伤患者应用高级创伤护理的效果。方法　对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２０１０年１
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共接诊的３４６例急诊严重创伤患者应用高级创伤护理程序进行救治：接诊后快速评估患者呼吸频率及
节律、保持呼吸道通畅并维持有效呼吸；评估有无创口及严重出血、循环处理并控制出血；神经系统评估，包括意识状态

和瞳孔的变化；彻底暴露患者进行全身检查，特别是背部检查，避免忽略每一个出血部位；ＡＭＰＬＥ病史采集；详细记录患
者的病情、各种辅助检查结果、治疗及护理措施。结果　除４３例创伤患者入科时已出现呼吸心跳停止，经积极抢救呼吸
心跳仍未恢复而死亡外，其余患者均抢救成功。结论　对急诊严重创伤患者有效地应用高级创伤护理，可以提高抢救成
功率。

【关键词】　创伤；高级创伤护理；护理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２　Ｒ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６５００２

　　创伤是急诊外科的常见病，其病情表现形式多样，危害性
大，尤其是重度创伤，常可致死［１］，是现代社会威胁人类生命健

康的重要因素［２］。为缩短创伤患者抢救时间，挽救患者生命，

提高抢救成功率，我科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对急诊接
诊的３４６例严重创伤患者应用高级创伤护理［３］程序进行救治，

效果满意，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共接诊严重创伤患
者３４６例，男性２８３例，女性６３例，年龄５～８０岁。创伤原因为
车祸伤２２１例，高处坠落伤８６例，击打伤２１例，重物砸伤７例，
爆炸伤３例，电击伤８例。临床表现意识障碍３０２例次，休克
８７例次，呼吸心跳骤停４５例次，脏器出血１５例次。
１２　护理方法　对本组３４６例患者应用高级创伤护理程序进
行救治———保持呼吸道通畅并维持有效呼吸，循环处理并控制

出血，神经系统评估，彻底暴露患者进行全身检查，ＡＭＰＬＥ病史
采集、详细记录。

１２１　保持呼吸道通畅，维持有效呼吸　严重创伤患者大多
伴有呼吸道梗阻，尤其是有头面部及胸部损伤的患者，常因舌

后坠，血液、痰液、呕吐物阻塞气道导致呼吸困难，甚至窒息［４］。

因严重创伤均有不同程度的通气障碍，接诊严重创伤患者后，

立即用颈托固定患者颈椎，避免颈椎损伤，同时评估患者有无

气道堵塞，严密观察患者呼吸的频率、节律、幅度、血氧饱和度

的变化，特别是颅脑、胸部损伤的患者，要防止舌根后坠或分泌

物堵塞气道，影响患者通气，因此，需要放置口咽通气道防止舌

根后坠，并吸出呼吸道内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充分给氧，必

要时予气管插管正压通气。本组有７９例患者出现舌根后坠，
立即于创伤推颌法打开气道，并及时清理呕吐物，置口咽通气

道保持呼吸道通畅。本组３４例患者脉氧饱和度小于８５％，予
５～８Ｌ／ｍｉｎ鼻塞或面罩吸氧，缺氧症状仍未改善，予经口气管
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后，脉氧饱和度大于９５％；４５例患者入
科时已出现呼吸停止，立即予以经口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通

气。

１２２　循环处理，控制出血　快速评估并记录患者的脉搏、血
压、有无创口及严重出血。严重创伤导致的活动性出血，可造

成血容量锐减而发生休克，对于有严重外伤出血的患者，应及

时予加压包扎止血，准确记录出血量，立即建立两路以上的静

脉通路，穿刺困难者需进行深静脉置管或静脉切开。本组有８７
例患者入科时出现休克症状，立即选择上肢静脉、颈外静脉等

较粗、大的静脉，使用２０～２２Ｇ留置针建立静脉输液通路，遵
医嘱抽取血标本检验血常规、血生化、出凝血时间、备血；留置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００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

导尿管，观察并记录每小时尿液的颜色、性质及量的变化，了解

有效循环血量及有无泌尿系统的损伤，护送至手术室及住院部

前生命体征平稳。４５例患者出现心脏停搏，立即予胸外心脏按
压，２例患者经积极抢救后恢复窦性心律。
１２３　神经系统评估　神经系统的评估包括意识状态和瞳孔
的变化。通过瞳孔的改变可以快速判断创伤后是否有颅内压

增高和脑疝形成，意识状态的改变也可以判断脑损伤的严重程

度。在对患者的气道、呼吸、循环及时处理后，要立即评估患者

的意识状态及瞳孔的改变。合并头部损伤躁动不安的患者，可

能提示为继发性颅内血肿，脑疝先兆［５］。本组有２６５例患者出
现意识障碍，予紧急行头颅ＣＴ，并请脑外科医师会诊后予急诊
手术或转相应科室住院治疗。

１２４　 彻底暴露患者，进行全身检查　待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后，脱下患者全身衣物，完全暴露患者全身，暴露时应使用床单

或被褥保暖、保护患者隐私，从头至脚快速检查患者有无其他

受伤部位，特别是背部检查，避免忽略每一个出血部位而延误

患者的抢救。需要强调的是，在进行背部检查时，一定要先固

定患者头颈部并为其戴上颈托，采用轴线翻身，以免损伤患者

颈髓。本组所有患者的伤口均得到了及时的处理。

１２５　ＡＭＰＬＥ病史采集　重视病史的收集，尤其是了解受伤
机制，对全面判断伤情十分重要［６］。在进行全身检查的同时可

以帮助进行简要病史采集，根据ＡＭＰＬＥ病史来询问及记录，Ａ：
ａｌｌｅｒｇｉｅｓ（过敏反应）；Ｍ：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ｕｓｅｄ（现时所服药
物）；Ｐ：ｐａｓｔｉｌｌｎｅｓ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既往史／怀孕）；Ｌ：ｌａｓｔｍｅａｌ（最后
进食时间）；Ｅ：ｅｖｅｎ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ｉｎｊｕｒｙ（与受伤有
关的事故或环境）。病史采集可通过询问患者、家属或送入院

人员，问清受伤的时间、方式、部位、处理经过、是否有昏迷史

等，对患者的病情做出准确的判断，提供及时的救治。

１２６　详细记录　患者的病情、各种辅助检查结果、治疗及护
理措施都要按时间顺序进行动态、客观、详细记录。本组３４６
例患者的病情变化、治疗和护理措施都详细记录在急诊抢救患

者护理记录单上，３０３例患者在病情得到控制后，被及时护送到
手术室或住院部接受继续治疗和护理，急诊抢救患者记录单也

一同送往相应科室，归入病历保存。

２　结果
　　本组３４６例严重创伤患者经高级创伤护理后，３０３例患者
送手术室或住院前生命体征平稳，抢救成功；４３例患者因入科
时已出现呼吸心跳停止，经积极抢救后，呼吸心跳仍未恢复而

死亡。

３　讨论
　　多发伤的抢救关键在于伤后１０ｍｉｎ内（白金时间）给予救
命性治疗，伤后１ｈ内（黄金时间）给予准确诊断并采取行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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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救治措施［７］。高级创伤护理主要应用于创伤早期，即“黄

金１小时”内，在严重创伤患者救治过程中，要求护士除了能够
熟练掌握多学科急救理论与技能外，更要具有急救意识与技

巧，能够快速、准确评估患者病情，及时采取急救措施，缩短抢

救时间，降低病死率。高级创伤护理流程从简单的完成任务转

变为对患者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和无缝隙的护理，护士全程参

与分诊、抢救、安全转送的过程，减少了护士的交接过程，且避

免了因交接不清楚而延误救治，提高了抢救成功率［８］。实践证

明，在护理严重创伤的患者时，有效的应用高级创伤护理程序，

可以提高抢救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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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方差齐采用方差分析，方差不齐采用秩和检验；率的比较

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经过不同的吸痰方法后，两组患者的血气分析指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同时，两组的ＶＡＰ发生率也
明显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吸痰后血气分析指标比较

组别 ｎ ＳａＯ２（％） ＰａＣＯ２（ｍｍＨｇ） ＰａＯ２（ｍｍＨｇ）

实验组 ５０ ９６．８７±２．５２ ３６．９１±１．８２ ９３．６２±１．２５
对照组 ５２ ９２．７３±１．９３ ４２．８３±２．３７ ９０．０３±１．９２
ｔ值 ７．５２１ ３．１０８ ６．５６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ＶＡＰ发生率的比较

组别 ｎ 发生ＶＡＰ例数 未发生ＶＡＰ例数

实验组 ５０ ５（１０．０） ４５（９０．０）
对照组 ５２ １３（２５．０） ３９（７５．０）
χ２值 ３．９５
Ｐ值 ＜０．０５

　　注：括号内为百分率。

３　讨论
　　振动排痰机是根据物理定向叩击原理设计的，对排除和移
动肺内部支气管等小气道分泌物和代谢废物有明显作用［４］。

它能同时提供两种力：一种是垂直力，该力产生的叩击、振颤可

促使呼吸道黏膜表面黏液和代谢物松弛、液化；一种是水平力，

该力产生的定向挤推、振颤帮助液化的黏液按照选择的方向移

动，促进深部痰液的排出。较多的痰液从患者体内排出，呼吸

道更加通畅，利于氧的交换，能明显改善患者的 ＳａＯ２、ＰａＣＯ２、
ＰａＯ２。振动排痰机是综合叩击、震颤和挤推三种功能振动拍背
排痰，比人工拍背力量均衡并做到了深穿透性，利于排出深部

痰液。国内的一项 Ｍｅｔａ分析［５］指出，振动排痰仪使患者的排

痰量增加，可减轻肺部感染。

膨肺技术吸痰法的优点有：治疗过程中缓慢的吸气使通气

量增加，扩张了小气道，使原有塌陷萎缩的肺泡得以扩张，一定

时间的屏气使气体在不同肺泡之间均匀分布，稳定性增加，促

进肺泡保持开放状态，使肺的顺应性增加，气道阻力下降，呼吸

做功减少，预防了肺不张。同时还可增加患者体内的氧储备，

保证气体和血液之间的交换，防止低氧血症发生，氧和指数上

升［６－７］。膨肺时使肺内产生一个压力差，促使细支气管的痰液

松动，流向大气管易于吸出，减少肺部感染。

表２中两组吸痰后ＰａＯ２、ＰａＣＯ２、ＳａＯ２比较，结果显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刘改红等［８］的研究也证明机械振动

排痰比人工叩击排痰的血氧饱和度明显高。朱早兰［９］的研究

也指出振动排痰可作为治疗呼吸衰竭的有效辅助治疗方法。

表３中实验组 ＶＡＰ发生率１０％，对照组 ＶＡＰ发生率２５％，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国内研究［１０－１２］表明，振动排痰机

与传统手叩法相比，肺部感染发生率、病死率均明显减少。由

于机械通气患者咳嗽乏力或咳痰能力消失，痰液聚积于气道

中，常规的翻身拍背可使痰液松动脱落，但痰液粘稠仍聚积在

气管腔中，不能有效地清除呼吸道分泌物，易发生肺部感染。

而观察组中振动排痰机联合膨肺技术吸痰，不仅促进痰液排

出，还能彻底吸净深部痰液，利于氧的交换，改善血气指标的效

果优于对照组，同时有效预防ＶＡ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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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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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在心胸外科监护室实行术前访视的方法及其应用效果。方法　将心胸外科６８例患者随机分为
访视组３５例和对照组３３例，访视组患者术前给予规范的术前访视，包括病情评估、环境介绍、人员介绍、围手术准备和
配合，对照组仅给予常规术前准备，无术前访视。在术后第３天分别对两组患者和家属进行问卷调查，对监护室患者护
理质量进行检查。结果　访视组患者和家属对监护室的适应程度和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访视组患者
的病情观察、专科护理、健康教育、并发症预防、心理护理的护理质量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结论　术前访视能有效提
高患者和家属对监护室的适应程度，促进护患沟通理解，提高护理质量，缓解患者焦虑情绪，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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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护室护士术前访视是将医学、心理、社会等知识综合运
用于患者围手术期护理实践过程［１］。通过临床观察发现，术后

直接进入专科监护室的患者和家属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焦

虑心理，对监护室的环境、探视制度、医患沟通难以接受，造成

患者及家属精神焦虑、满意度降低。因此，有效的术前访视对

于减轻患者心理压力，促进术后恢复和监护室的规范化管理具

有重要意义。我院心胸外科自２０１１年２月开始试行监护室护
士术前访视制度，取得较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抽取２０１１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在我院
心胸外科择期手术的患者 ６８例，年龄 １５～７２岁，平均年龄
（４３．０±１１．９）岁，其中男性４７例，女性２１例。临床诊断：贲门
癌２１例、肺癌１６例、血气胸１２例、肋骨骨折９例、先天性心脏
病６例、心脏瓣膜病４例。随机分为访视组３５例和对照组３３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种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研究方法　由科室护理组与医院护理质量管理委员会共
同制定统一规范的心胸外科术前访视单（见表１），对所有心胸

外科监护室的护士统一培训术前访视单的内容和使用方法。

在手术前１ｄ由监护室护士对访视组的患者和家属进行术前访
视，内容包括：①评估患者病情和基本情况，如年龄、诊断、既往
史、心理、病情、潜在并发症；②环境介绍，如介绍监护室环境、
仪器设备、作息时间、探视制度；③监护室医护人员，如监护室
责任医生、责任护士、卫生人员；④术前准备，如个人卫生、生活
用品、手势语言、肠道准备、有效咳嗽、翻身活动练习；⑤术后配
合，如管道保护、饮食、疼痛护理、皮肤护理、功能锻炼、并发症

预防等［２］。访视结束访视单一式两份由护士和患者签名，一份

存档，一份由患者保管。对照组的患者和家属则不进行术前访

视。在术后第３天分别对两组患者和家属进行问卷调查，对监
护室患者护理质量进行检查。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和家属对监护室的适应程度比较　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和家属对监护室的适应程度

组别 ｎ 对监护室环境感到陌生 对医务人员感到陌生 与医护人员不能有效沟通交流 对各类管道功能不了解

访视组 ３５ ２ ３ ４ ７
对照组 ３３ ５ ６ ９ １６
χ２值 ５．１０７ ４．２５９ ８．５９７ １９．１９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组别 ｎ术后不能有效进行功能锻炼 不了解术后注意事项 家属不理解监护室管理制度 家属不了解术后护理配合

访视组 ３５ ６ １２ ３ ５
对照组 ３３ ８ １６ ８ １２
χ２值 １．６３ ４．４０７ ９．５９ １３．７６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比较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和家属对监护室的满意度

组别 ｎ 患者满意度 家属满意度

访视组 ３５ ９６．４３±３．５４ ９６．６３±３．４９
对照组 ３３ ９４．３６±４．８６ ９１．７２±６．０９
ｔ值 ２．００９ ４．０９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护理工作质量比较　详见表３。

３　讨论
３１　术前访视能提高患者对监护室的适应程度　心胸外科监
护室作为术后和危重患者的集中治疗场所，具备现代监护设备

和急救设施，患者在接受全面综合治疗的同时，还要面对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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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陌生的环境、术后身体不适以及无家人陪伴等种种压力［３］。

因此，患者在手术前如果对监护室环境、工作及自身病情缺乏

充分认知，容易产生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本研究发现（见表

１），访视组的患者在对监护室环境、医务人员、有效沟通、管道
功能、功能锻炼、术后注意事项等方面的掌握显著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访视组患者家属对监护室的探视制度和护理配合
方面也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说明通过监护室护士术前
访视，使患者感受到虽然在监护室没有家人陪伴，但是有一个

值得信赖的医护群体可给予他生理和精神上的支持，使其安全

度过监护期。对于稳定患者情绪、促进患者康复起到积极推动

作用［４］。

３２　术前访视促进护患间的沟通理解　通过监护室护士的术
前指导和沟通，使患者掌握自我护理知识和技能，自觉遵循医

嘱配合治疗，促进护患沟通理解［５］。由于大部分心胸外科手术

患者术后无法通过语言表达需求，术前访视就显得尤为重要。

护士在术前访视前教会患者特殊手势语和需求图片的使用，使

术后患者能够有效地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６］；同时，通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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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室的探视陪护制度，使患者和家属理解。本研究结果表明

（见表２），访视组患者和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患者和家属了解监护室的环境、工作流程、术
后护理、探视陪护制度等情况后，避免了在实际护理工作中的

误会，也提高了患者和家属对监护室护士的信任程度。因此，

术前访视能增进护患之间感情，提高患者和家属对监护室护理

质量的满意度，减少护患矛盾的发生［７］。

表３　两组患者护理工作质量评分

组别 ｎ 病情掌握 专科护理 健康教育 皮肤护理 并发症预防 心理护理

访视组 ３５ ９３．４０±３．５９ ９４．３７±２．０７ ９３．２６±３．１７ ９２．６３±３．１５９２．３４±３．５８９０．８６±４．０３
对照组 ３３ ９０．８５±３．９８ ９１．８２±４．２４ ９０．７３±２．６８ ９２．０６±２．７９８８．３９±６．５５８７．１５±６．２４
ｔ值 ２．７７７ ３．１８４ ３．５３８ ０．７８４ １．６３１ ２．９２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３　术前访视有利于提高护理质量　监护室术前访视是一项
前瞻性的护理质量管理，使护士对术后治疗护理工作、患者对

术后生活有充分准备。访视护士通过评估、了解患者的基本病

情、护理要点、潜在并发症、个人生活习惯以及心理状况，能为

术后的护理提供有利信息和方向，使护理工作真正做细、做精、

做专。患者通过了解各项治疗护理流程，能够更好地配合治疗

护理，减少不良事件发生。本研究中，除皮肤护理以外，访视组

患者的病情观察、专科护理、健康教育、并发症预防、心理护理

五项护理质量评分要显著高于对照组（见表３），护士对访视组
患者的病情掌握较为全面系统，从以往只关注患者的生命体

征、化验数据、仪器指标、伤口观察等医疗指标转变到关心患者

生理、心理、文化、交流等多方面需求，使术后护理更具有预见

性和针对性。访视组患者的专科护理质量、并发症的预防显著

优于对照组，如由于术前访视介绍，患者对术后的各类管道有

一定了解，在进入监护室后能够更好的配合管道维护，使访视

组患者非计划性拔管的发生要显著低于对照组，有效提高护理

安全［８］。此外，在健康教育、心理护理方面，访视组护士所做的

工作更为全面和个性化，访视组患者表示经过术前访视能缓解

术前焦虑情绪，更好地应对术后一系列心理生理变化，促进康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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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搏档案，要求术后１，３，６个月及以后每半年定期随访一次，
进行相关检查及术后起搏参数优化等。

１４　观察标准　均于术前和术后６～１２个月采用ＮＹＨＡ心功
能分级法评估心功能，心电图检查（测定ＱＲＳ波宽度），超声心
动图检查（ＬＶＥＦ、ＬＶＥＤＤ）。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使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使用成组 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９例患者均成功植入ＣＲＴ，未发生手术并发症，在植入起搏
器后继续进行常规抗心衰药物治疗，术后６～１２个月随访无电
极脱位和心血管事件发生，患者胸闷、气促、水肿等自觉症状明

显好转［８］。患者ＬＶＥＦ、ＬＶＥＤＤ、心电图 ＱＲＳ波形和 ＮＹＨＡ心
功能分级均较术前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９例行ＣＲＴ治疗的扩张型心肌病患者术前、术后各项指标的比较

时间 ＬＶＥＦ（％） ＬＶＥＤＤ（ｍｍ） ＱＲＳ波形（ｍｓ） ＮＹＨＡ分级

术前 ２９．８±５．１ ６７．４±８．３ １４９．８±１５．６ Ⅲ～Ⅳ
术后６～１２月 ３６．２±４．０ ５２．７±５．２ １３５．５±１０．３ Ⅱ～Ⅲ
ｔ值 ３．０５ ２５．０１ １３．５８ １０．２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ＣＨＦ疾病在近年来药物治疗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
有相当数量患者疗效不佳，患者反复发病住院，生活质量明显

降低。患者心功能明显下降，交感神经系统激活，人体的心理

状态也可影响神经反射系统，担心手术所致的焦虑状态可致患

者交感神经兴奋性明显提高，由此可能使患者的心功能进一步

恶化，影响手术的顺利进行，ＣＲＴ作为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
治疗的最新技术，由于操作技术复杂，手术风险大，做好患者的

预见性护理显得尤为重要。预见性护理是护士针对患者的具

体病情进行综合分析判断，运用医学护理知识，找出现存和潜

在的护理问题，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有效地防范护理风

险［９］。本研究显示预见性护理应用于 ＣＲＴ起搏患者６月 －１２

月可以使患者心功能明显改善，左室射血分数值平均提高

１８％，左房内径较术前缩小 ２２％，心电图 ＱＲＳ波形也较前缩
小，提示预见性护理应用于 ＣＲＴ治疗患者能明显提高 ＣＨＦ疾
病患者的心脏射血功能，改善患者的心功能，患者术后下肢水

肿情况明显改善，饮食增加，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改善，睡眠状

况也明显好转，从而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预见性护理使护

理工作由被动变主动，调动了护士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护士

自身素质和业务能力，也提高了患者对护士的依从性和满意

度［１０］。对ＣＲＴ治疗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术前
避免诱因控制心衰，术中护士密切配合、加强生命体征的观察、

预防及处理并发症，术后做好切口护理、加强监测和出院随访，

是临床取得较好治疗效果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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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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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运用人文关怀性护理对原发性肝癌患者介入术后的影响。方法　将收治的５６例原发性肝癌介
入术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２９例和对照组２７例，对照组采用一般临床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融入人文关
怀性护理。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及焦虑、抑郁状态评分。结果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略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９３．００％，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８８．８９％，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经过人文关怀性护理，患者
的焦虑、抑郁状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实施人文关怀性护理对改善
原发性肝癌患者负性情绪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使其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的临床工作，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

【关键词】　人文关怀；临床护理；原发性肝癌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７３　Ｒ７３５．７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６５４０２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呈逐年增
长趋势，肝癌的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快，大部分患者在确诊为

肝癌后已达中晚期，患者恐惧、悲观、绝望、精神上感到极度痛

苦，同时受到疾病本身的影响，患者情绪低落、抑郁寡欢、焦虑，

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均面临着诸多需要干预的问题。

现代社会的发展赋予了护理工作繁杂的内容，更加注重对患者

的人文关怀，并对护理人员的知识结构、操作技能和综合素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１］，其目的是使患者在生理、心理、社会精神

方面都处于满足而舒适的状态。因此，我院不断转换护士的思

想观念，加强人文关怀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２０１１年 １月 －
２０１２年４月，对５６例原发性肝癌患者行介入治疗术后的护理
工作中施行人文关怀的尝试和探索，在提升护士整体素质的同

时，患者的满意度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４月收治的原发
性肝癌患者５６例，年龄３７～６９岁，将５６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
组２９例和对照组２７例。观察组：男性１６例，女性１３例，平均
（４９±９）岁；对照组：男性１８例，女性９例，平均（４７±１０）岁。
两组患者在年龄、经济状况、性别、文化程度、治疗用药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排除家族
遗传史、精神和意识障碍及严重心、肺、脑功能衰竭及严重并发

症者。

１２　护理方法　两组患者均按原发性肝癌介入术后护理常规
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融入了人文关怀性护理。具体干预

措施如下：①营造人文氛围，开展温馨护理［２］，医护人员要处处

体现出爱心、关心与细心，主动向患者介绍病区环境，给患者留

下良好的印象，语言亲切温暖，行为沉着冷静，让患者在安静舒

适的环境中休息，使患者感到有安全感，取得患者及其家属的

信任。在检查、治疗和护理过程中，以患者的利益和需要为中

心，动作轻柔，减少暴露，关心和尊重患者。②帮助患者正确认
识和应对疾病，告知患者该病的治疗方案，列举治疗成功病例，

使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主动配合治疗，让其能从主观上控

制情绪反应，以防消极情绪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③多与
患者沟通，多倾听其心理感受，适时加以引导，生活上给予关

照，精神上给予安慰和关心，解除患者因病情重，社会角色平衡

失调等诸多方面因素影响而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④指导患
者多做放松训练，教会患者各种放松训练方法，通过简单的身

体运动、看电视、听音乐等方式转移或分散注意力，不断缓解患

者的心理压力。⑤当涉及患者病情、隐私、家庭等问题时应避
而不谈，保护其自尊心。尽量满足患者明确及隐含的合理要

求，并给予患者持续的生理、心理、情感支持［３］。⑥加强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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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和朋友之间的沟通，给患者创造良好的社会和家庭支持体

系。协调患者的人际关系是人文关怀的本质，护士要具有人际

沟通的艺术，为患者营造一个维护、改善与支持其健康的环

境［４］。注意语言艺术，及时告知患者的相关信息，让他们建立

积极的心态，嘱患者家属和朋友来探视时多使用鼓励性的语

言，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有助于患者消除心理负担，让患者

看到希望、积极对抗疾病。

１３　观察与判断指标　①从加强人文关怀干预后，每天做好
记录并进行汇总分析。②抑郁、焦虑评分。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ＳＡＳ）、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协助患者干预前后进行测定，焦虑
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每个量表均有２０道问答题。两组
均由被调查对象自己独立完成，进行单项计分法计分。计分范

围为１４分计判定标准：ＳＡＳ标准分≥５０分为焦虑状态，ＳＤＳ标
准分≥５３分为抑郁状态［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χ２

检验，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疗效观察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９３．００％，对照组的总有
效率为８８．８９％，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焦虑、抑郁状态改善情况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抑郁
评分比较，观察组经过人文关怀性护理焦虑和抑郁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原发性肝癌介入术后患者的焦虑、抑郁状态比较

组别 ｎ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观察组 ２９ ４５．６１±５．１２ ４３．２１±６．６２
对照组 ２７ ５４．２６±４．３１ ４７．３１±３．１５
ｔ值 ６．８１ ２．９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护理人文关怀，是指在护理过程中医护人员以人道主义的
精神对患者的生命与健康、权利与需要、人格与尊严的真诚关

怀和照护［７］，对于手术患者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均面临

着诸多需要干预的问题，护士尽早有效地运用人文关怀理念不

仅可以让患者对护士产生信任感和亲切感，同时还会在很大程

度上促使患者建立起接受治疗的信心，达到心理疏导和心理治

疗的目的［７］。原发性肝癌患者介入术后运用人文关怀性护理

让患者正确认识疾病，通过营造人文氛围，多与患者沟通，多倾

听其感受，生活上给予关照，精神上给予安慰和关心，教会患者

各种放松训练方法及利用社会家庭支持系统来解除患者心理

压力。以往在临床护理中护士往往注重治疗性护理，而忽视了

患者其他需求，导致部分患者在手术后出现较为严重的负性心

理。表１显示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抑郁评分比较，观察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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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人文关怀性护理焦虑和抑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我们在护理工作中融入了人文关怀性护理，良好的人文关

怀护理可以融洽护患之间的关系，护士用丰富的专业知识，做

好健康宣教工作，让患者能正确面对疾病。这不仅有利于消除

患者焦虑紧张的心理情绪，同时可使患者产生一种安全感、满

足感及自我价值感，提高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自主性，使护患

关系更加密切，进一步促进和谐的护患关系的构建［８］。由此可

见，实施人文关怀性护理对改善原发性肝癌患者负性情绪有一

定的积极作用，使其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的临床工作，有助于

患者早日康复。

参考文献

［１］　周君，孙岩．未来趋势：护理人性化服务［Ｊ］．中国医院管理，２００３，
２３（１２）：４８．

［２］　陈小玉，王菊吾．人文关怀理念在乳腺癌患者护理中的应用［Ｊ］．

护理研究，２００５，１９（３Ｂ）：１５４７．
［３］　吕晓娇，成健．人文关怀在手术室优质护理服务中的应用和体会

［Ｊ］．中国误诊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１（２９）：７２２８．
［４］　徐丽华．应用关怀理念于护理教学与实践［Ｊ］．上海护理，２００６，６

（１）：７１７３．
［５］　石家宴，吴海斌，石建萍，等．人性化护理对改善行自血疗法的慢

性荨麻疹患者心理状态的效果研究［Ｊ］．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２００９，２５（４）：７１７３．

［６］　陈秀萍，易小娟．人文关怀在血液透析治疗中的应用［Ｊ］．赣南医
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５）：６７５．

［７］　张金梅，刘敬芳，吴岳华．人文关怀在住院接诊护理中的实施及效
果［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１，９（１２）：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８］　潘小兰，黎燕红，张超萍，等．浅谈如何构建和谐护患关系［Ｊ］．国
际医药卫生导报，２００６，１２（１）：６７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０７）

（上接第１５０８页）
键［６］。

统计分析我院２４例 ＬＶＫＤＢ患儿血小板参数，与
对照组相比，ＰＬ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对照组与急性
期ＰＬＴ可保持在正常范围，无明显的改变；ＭＰＶ与
ＰＤＷ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ＭＰＶ反映骨髓中巨
核细胞增生、代谢和血小板的生成情况，同时也反映血

小板年龄，可评估血小板功能状态。一般情况下 ＭＰＶ
增高见于血小板破坏增加而骨髓代偿功能良好。血小

板破坏增加，血小板数量减少时，促使骨髓释放更多新

生巨大血小板，使 ＭＰＶ增加。大体积血小板寿命长，

含有更多颗粒致密体和线粒体，血小板第３因子活性
亦高，代谢功能旺盛，粘附聚集及止血能力强，易引起

血液凝固，形成血栓。反之，衰老血小板体积小，粘附

聚集及止血能力差，血小板体积越小，功能与活力越

差［７－８］。ＭａｋａｙＢ等［９］认为 ＭＰＶ越小，越容易引起出
血，与我们的统计结果相一致。ＰＤＷ是血液分析仪对
血小板分布情况进行数据处理后得到的血小板体积的

变异度，表示血液中血小板大小的离散度，ＰＤＷ值的
增高，表示血小板体积大小悬殊、不均衡。

表１　急性期及恢复期ＬＶＫＤＢ患儿与对照组血红蛋白、血小板参数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Ｈｂ（ｇ／Ｌ） ＰＬＴ（×１０９／Ｌ） ＭＰＶ（ｆｌ） ＰＣＴ（％） ＰＤＷ（％）

对照组 ２５ １１３．１０±１５．１８ ３０２．３０±３９．７２ ９．２５±０．８１ ０．２５±０．０５ １６．３１±０．５４
急性期 ２４ ６９．５０±１６．１８ ３１２．８８±１７．８４ ８．４０±０．５１ ０．２９±０．１１ １７．３９±０．６０

恢复期 ２１ ９１．８８±５．８９ ２９６．１３±３７．０５ ９．０２±１．０３ ０．２３±０．０６ １６．７３±０．６５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血小板参数是目前自动血液分析常规项目，是血
管性疾病和出凝血系统疾病重要诊疗指标。从表１可
知，ＬＶＫＤＢ急性期患儿 Ｈｂ明显降低，ＭＰＶ减小，ＰＤＷ
增大，恢复期后除 Ｈｂ略有降低外，血小板参数正常。
反映了出血急性期患儿血小板体积减小，血小板体积

大小不均，不能有效止血，经过维生素 Ｋ治疗后，血小
板参数恢复正常。有学者认为血小板参数特别是ＭＰＶ
与ＰＤＷ对于出凝血疾病具有重要的意义［１０］。ＭＰＶ增
高常见于血小板破坏增加而骨髓代偿功能良好，血液

高凝相关性疾病，ＭＰＶ降低常见于血小板正常而凝血
障碍性疾病，可作为判断病情和预后的一个有用的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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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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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研究整体护理对应用曲美他嗪治疗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抽取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２０例患有冠心病心力衰竭的患者，在常规药物基础上采用曲美他嗪进行治疗，并进行整体护理。结果　
本组１２０例患者，显效６８例，有效４８例，无效４例，总有效率为９６．６７％。超声心电图指标变化本组患者干预前后ＬＶＤ、
ＬＶＥ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后生活质量得分明显高于干预前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
预后ＨＡＭＤ评分、ＳＳＳ评分均比干预前显著改善（Ｐ＜０．０５）。结论　应用曲美他嗪对患有冠心病心力衰竭的患者实施
治疗的临床效果非常明显，整体护理对于保证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曲美他嗪；冠心病；心力衰竭；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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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心力衰竭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发病率较高的疾病，
合并症及并发症均较高，病死率高［１］。曲美他嗪是哌嗪类衍生

物的一种，通过使患者的心肌耗氧量降低，使心肌能量消耗减

少，使心肌氧供需平衡得到显著改善，对心力衰竭症状得到有

效治疗［２］。准确到位的整体护理极其关键，能有效保证治疗的

顺利进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本文回顾

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于我院诊治的１２０例冠心
病合并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应用曲美他嗪实施治疗的

临床效果进行研究分析，评价冠心病合并心力衰竭患者给予整

体护理后的有效性，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将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收治的１２０例
罹患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 ＮＹ
ＨＡ关于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临床诊断及分级标准［４］。１２０例患
者中男性 ７８例，女性 ４２例；年龄 ４９～８７岁，平均（６９．７４±
１５．３５）岁；心功能分级２级７３例，３级４７例；患冠心病时间１～
９年，平均（４．１５±１．３５）年。对１２０例患者进行为期半年的跟
踪观察，半年前后无死亡病例，１２０例患者均获得随访。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法　常规应用 β受体阻滞剂、钙离子通道拮抗
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阿司匹林、硝酸酯类进行临床常

规治疗；在此基础上，加用曲美他嗪，每次２０ｍｇ，３次／ｄ。采用
超声心电图观察患者干预前后左室舒张末期内径（ＬＶＤ）、左室
后壁厚度（ＬＶＷＰ）及左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变化。
１２２　整体护理方法
１２２１　入院时心理支持　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常存在濒死
感，再考虑老年患者自身存在孤独、寂寞的负面情绪，故极易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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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焦虑、紧张的情绪出现。所以在患者入院时，护士应向患者

介绍冠心病心衰的病因、治疗及预后情况，让患者做到心中有

数，并鼓励患者进行自我情感的宣泄，耐心做好一名倾听者，必

要时应给予患者一个拥抱或者一个真诚的眼神，对其进行心理

支持；协调好病房中的病友关系，鼓励治疗好转甚至痊愈的病

友进行经验的分享，通过现身说法让患者对本院的医疗水平产

生信任，帮助他们树立战胜疾病信心，为今后的康复治疗打下

心理基础。

１２２２　对症护理　患者入院时，进行心电监护，测量其生命
体征；若患者情绪波动明显，为减少心肌耗氧量，在给予言语安

慰的同时，应遵医嘱给予镇静药物，同时进行持续吸氧操作，以

满足机体的需氧量。

１２２３　康复护理　患者的康复活动是护理的重点，通过建
立康复档案，对每次的活动进行记录，根据患者自身情况限定

活动频率。因老年患者理解能力较低，护士应亲自给予形体示

范，在示范过程中进行适当的说明［３］。

１２２４　出院后访视　对出院患者建立追踪随访档案，采取
家庭随访的方式进行患者情况探查，嘱咐患者出院后每２个月
进行心电图检查，同时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嘱咐患者保持情

绪稳定，注意药物的用法用量等。

１３　疗效评定标准　显效：临床症状和体征均有非常显著的
改善，心功能指标检查结果均已经恢复正常或改善超过２级；
有效：临床症状表现和体征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心功能的

改善级数达到１级；无效：主要临床症状表现和体征没有任何
改善或显著恶化，心功能指标检查结果没有任何改善［４］。抑郁

状态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Ｄ）评定抑郁症状，神经功能
缺损程度采用中华神经科学会制定的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缺

损评分（ＳＳＳ）量表［５］，生理健康评分（ＰＣＳ）为生理功能、生理职
能、身体疼痛与总体健康四个维度评分之和，心理健康评分

（ＭＣＳ）为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心理健康与活力四个维度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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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得分越高，健康状况越好，生活质量越高。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所记录的数据统一经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
行处理，计量资料采取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取 χ２检验，当 Ｐ＜
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本组１２０例患者，显效６８例，有效４８例，无效
４例，总有效率为９６．６７％。
２２　干预前后超声心电图指标变化　本组患者干预前后
ＬＶＤ、ＬＶＥ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ＶＷＰ无明显改
变（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干预前后超声心电图指标变化（ｘ±ｓ）

时间 ｎ ＬＶＤ（ｍｍ） ＬＶＷＰ（ｍｍ） ＬＶＥＦ（％）

干预前 １２０ ６７．３２±６．４３ １６．４６±５．７８ ３２．８３±６．２６
干预后 １２０ ６４．５１±５．７４ １５．６３±５．３５ ３７．４４±５．６７
ｔ值 ６．３７ ２．３８ ８．４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生活质量与精神状态评分比较　干预前后生活质量得分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后得分明显高于干预
前得分。干预后 ＨＡＭＤ评分 ＳＳＳ评分，均比干预前显著下降
（Ｐ＜０．０５）。具体见表２。
表２　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与精神状态评分比较（ｘ±ｓ）

时间 ｎ ＰＣＳ ＭＣＳ ＨＡＭＤ评分 ＳＳＳ评分

干预前 １２０１８３．５２±４９．５５１８８．８８±５５．５６ ２９．３１±４．４９ ２４．３１±５．２６
干预后 １２０２３６．１３±５３．６７２４３．１２±６３．７４ １０．４７±３．１６ １０．４±４．７
ｔ值 ７８．２４ ３５．１６ １２．５８ １１．３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在临床工作中对于冠心病合并心力衰竭患者应予以重视，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护理工作同等重要，能够帮助患者病情

的顺利过渡及疾病的治愈［６］。心理护理主要在于不同的病情

下予以患者及家属耐心准确的心理辅导，患者在病情变化的情

况下容易出现焦虑、紧张、担心、无助等负面情绪，适当的心理

安慰能舒缓患者的不良心态，以平静的心情去面对病情，指导

患者家属了解病情，并对患者进行温暖的支持，使患者从心理

上战胜疾病。

本研究对１２０例冠心病合并心力衰竭患者进行统计学分
析，患者均遵医嘱进行药物治疗。所有患者必须接受正规准确

的用药治疗，这是治疗中的关键环节，能够对冠心病合并心力

衰竭患者进行有效的病情控制。随着对治疗的更高要求，在护

理上也要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通过整体护理，患者在治疗效

果上有明显的提高。整体护理是临床工作的重点，可提高临床

工作的质量。患者干预前后 ＬＶＤ、ＬＶＥ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说明患者的心功能得以改善，心衰得到控制。

曲美他嗪可使不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心肌能量代谢从脂肪

酸氧化转移到葡萄糖氧化，抑制游离脂肪酸的β氧化过程和抑
制心肌对脂肪酸的摄取，减少心肌氧耗，最终使不稳定性心绞

痛患者的心肌细胞在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得到保护，减少缺血损

伤［７］。曲美他嗪可以使心肌的收缩力得到显著改善，使心肌细

胞损伤程度减轻，对侧支循环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使心肌血

氧供应增加，使缺血区的高凝状态得到改善，且不会对患者的

心率和血压产生任何影响，对冠心病伴发心力衰竭症状起到了

有效的治疗作用［８］。

随着近年来医疗护理理念的不断完善，强调生物 －社会 －
心理医疗模式的建立，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文化认知能力，

提出个性化的护理方案，有的放矢进行高效护理，及时发现护

理问题，并提出具有策略性的解决方案［９］。鉴于这种先进的护

理模式出现，在临床也提出了以现代护理为基础的程序化的整

体护理方案。通过本临床研究发现，通过有效治疗与整体护理

干预，患者的生活质量与精神状态显著改善。

整体化护理深化了人文关怀的内涵，重点突出了以人为本

的护理理念，通过整体化的康复护理，让冠心病合并心衰患者

体会到更多的关怀与精心护理，极大改善患者心理状况，通过

早期的康复锻炼，减轻了患者的思想负担，有利地促进了病情

的好转及康复［１０］。可以说，整体护理在患者的治疗过程中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一套安全、科学、高效的护理措施，值得

在临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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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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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慧慧

【摘　要】　目的　总结血友病患者扁桃体摘除术的围手术期护理经验，以降低术后并发症及病死率。方法　术前动态
监测血Ⅷ因子水平，及时输注凝血因子；给予患者健康宣教及心理护理管理，让患者以健康积极的心态配合治疗和护理；
术后给予正确的体位，加强口咽腔护理，严密观察生命体征变化，重视患者的心理、饮食、疼痛、伤口的护理管理，及早发

现术后并发症。结果　本组４例患者未出现输血反应，术中出血量为２０～１００ｍｌ，术后无异常出血及感染等并发症。结
论　血友病者行扁桃体摘除术难度加大，在围手术期制定科学的护理措施，配合动态监测血Ⅷ因子水平，加强围手术期
护理管理措施，防止伤口出血和感染，能有效降低血友病患者扁桃体摘除术后并发症。

【关键词】　血友病；扁桃体摘除术；围手术期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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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血友病患者有手术后出血不易自止的倾向，如果没有
做好出血的预防工作，在没有达到手术指针的情况下匆忙手

术，会导致患者伤口长期慢性出血、失血性休克、感染等并发

症，因此血友病被列为外科手术相对禁忌证［１］。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我院对４例血友病患者进行了扁桃体摘除术，通
过加强围手术期护理管理，效果较好，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４例均为男性血友病患者，年龄２１～４３岁，平
均年龄３５岁。入院时检测凝血Ⅷ因子明显低下。２例表现为
慢性扁桃体炎反复发作并出现扁桃体脓肿，保守治疗经久不

愈。２例表现为扁桃体过度肥大已影响呼吸和睡眠。
１２　手术方式　局麻下行扁桃体剥离术２例，全麻下行扁桃
体剥离术２例。术前动态监测凝血Ⅷ因子水平，输注冷沉淀，
维持凝血Ⅷ因子在３０％以上，术中彻底止血。

２　结果
　　本组４例患者手术中止血效果良好，手术进展顺利，术中
出血量约２０～１００ｍｌ。术后无异常出血及感染等并发症，均于
术后１周左右康复出院。

３　讨论
　　血友病发病率不高，是一组遗传性凝血因子缺乏而致凝血
功能障碍的出血性疾病［２］，由于出血不易自止，血友病患者手

术风险与护理难度加大，因此，制定科学的围手术期护理管理

措施，加强围手术期护理管理，防止伤口出血和感染是血友病

扁桃体摘除术者安全度过围手术期的关键。

３１　术前护理管理
３１１　心理护理　多数患者对自身疾病有种恐惧感，会出现
紧张、焦虑，甚至产生消极、悲观心理，影响手术效果及术后的

康复。针对患者及家属对手术顾虑重重，给予有针对性和积极

的指导，说明手术的方法及必要性，让患者明白输注凝血因子

可帮助其安全度过围手术期，向患者介绍成功案例及手术的特

点，并对手术安全性做好保证［３］，让患者及家属有充分的思想

准备，放心的接受手术治疗。

３１２　定期监测凝血Ⅷ因子水平，输注凝血因子　血友病因
凝血Ⅷ因子缺乏导致凝血功能异常，出血不易自止。常规输注
血浆冷沉淀Ⅷ因子，术前 １ｄ将凝血Ⅷ因子提高到 ３０％ ～
５０％，手术当天需提高到正常范围的６０％以上。血浆冷沉淀解
冻后须快速输注，并经常巡视病房，观察患者有无发热、过敏等

反应。在输注血浆冷沉淀血管的对侧肢体选取血管定期抽血

监测凝血Ⅷ因子水平，以防检测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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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术后护理管理
３２１　出血的观察及护理管理　血友病的出血特点是与生俱
来，伴随终身，多为轻度外伤、小手术后出血不止；对于像扁桃

体摘除术这样较短时间的手术，其危险性主要表现在术后。因

此，术后应严密观察局部出血情况，术后２４ｈ内口腔有少量血
性分泌物的患者，应卧床休息。若渗血量较多，可给予棉球压

迫止血，并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和创面情况。若大量出血或者反

复出血，应立即报告医生进行缝扎止血，若出血点不明确，可在

扁桃体窝缝扎棉球止血［４－５］。此外，因患者随时可再发出血，

应严密观察患者情况，注意患者生命体征、面色等的变化，继续

动态监测血Ⅷ因子水平，维持在３０．０％～５０．０％至伤口愈合。
３２２　口腔护理管理　指导患者术后当天不刷牙漱口，术后
第２天用口灵含漱液含漱口腔，预防手术创面感染。一般术后
会有２０％ ～３０％的患者出现低热，无需处理。若患者持续发
热、咽痛加重，创面白膜颜色发黑、生长不均等，说明创口感染，

应报告医生处理。

３２３　饮食护理管理　术后６ｈ指导进冷流质饮食，如纯牛奶
等，禁用或少用酸性饮料和果汁，因果酸刺激伤口，影响伤口愈

合。术后１ｄ应鼓励患者尽量多讲话、多漱口、多进食，食物以
半流质、流质为主，如稀饭、面条等，同样应注意食物不能过

热［６］。１周内避免吃硬及刺激性食物。
３２４　疼痛护理管理　全麻者术后６ｈ取半靠位，有利于口腔
分泌物吐出，可用毛巾包冰袋敷于颈部或让患者含冰淇淋（冰

淇淋在口腔内含化后再吞咽）缓解疼痛和止血，一般不用止痛

药物。

３２５　出院护理管理　指导患者避免各种外伤刺激；避免使
用抗血小板药物，避免肌肉注射；服药、拔牙或手术时，应告知

医生自己有血友病史；不宜吃海鲜、黑木耳、洋葱、香菇、辣椒等

食物；出现出血，要多补充水、蛋白及富含铁、钾、钠、钙、镁的食

物，如瘦肉、动物肝脏、蛋、奶等；如关节出血或局部出血，可先

行加压包扎、冷敷，然后及时到医院就诊。让患者学会自我护

理的知识和技能，能有效地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

存质量［７］。定期参加血友病病友会，使病友之间相互表达内心

的感受和经历以及疾病带来的负性情绪体验，并互相鼓励，让

他们彼此之间建立联系，共同战胜对病魔的恐惧［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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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衰竭合并垂体卒中２例
朱晓红，毛莉萍，羌韧，刘晶，汪美华，章幼奕，秦刚

【关键词】　肝衰竭；垂体卒中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７５．３　Ｒ５８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０１６５９０２

　　垂体卒中（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ａｐｏｐｌｅｘｙ，ＰＡ）是垂体出血或缺血坏死
导致的一种少见的临床急症［１］，我院肝病科今年连续收治２例
肝衰竭伴神经系统症状后证实为ＰＡ的患者，病例资料详实，结
合有关文献，报道如下。

１　病例介绍
　　患者１，女，６５岁，反复乏力、腹胀３年余，加重伴尿黄半月，
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入院。患者３年前在本院住院期间查肝功
能ＡＬＴ１２７Ｕ／Ｌ，ＨＢＶＭ示“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抗 ＨＢｃ
（＋）”，ＨＢＶＤＮＡ５．９３×１０７ｃｏｐｉｅｓ／ｍｌ，Ｂ超示“肝硬化、腹水”，
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起予阿德福韦酯抗病毒治疗，半年后复查ＨＢＶ
ＤＮＡ转阴。半月前患者又出现乏力、腹胀、尿黄等症状再次入
院。有糖尿病史３年，未用药及监测血糖。有间歇性头痛史两
年余。其二子均为乙肝患者。入院查体：Ｔ３７．５℃，Ｐ７８次／
ｍｉｎ，Ｒ１９次／ｍｉｎ，ＢＰ１２０／７５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神
志清，面色滞，肝掌阳性，颈部见蜘蛛痣一枚，肤目重度黄染，心

肺（－），腹膨隆，腹肌紧，剑突下及下腹部压痛明显，有反跳痛，
肝肋下未触及，剑突下２．０ｃｍ，质Ⅱ度，脾肋下未及，Ｍｕｒｐｈｙ征
（±），移动性浊音（＋），肝浊音界缩小，双下肢轻度浮肿，扑翼
样震颤及踝阵挛均阴性，锥体束征阴性。入院后查肝功能：ＡＬＴ
３９０Ｕ／Ｌ、ＡＳＴ５２３Ｕ／Ｌ、Ａｌｂ３５．７ｇ／Ｌ、ＴＢｉＬ２３４．９０μｍｏｌ／Ｌ、胆
碱酯酶（ＣＨＥ）２５８７Ｕ／Ｌ、前白蛋白（ＰＡ）８６ｍｇ／Ｌ。空腹血糖
８．４９ｍｍｏｌ／Ｌ。ＰＴＡ２６．８％（ＰＴ２４．７ｓ／１３ｓ）。血常规：白细胞
（ＷＢＣ）６．２６×１０９／Ｌ、中性粒细胞（Ｎｅｕｔ％）７２．５％、血红蛋白
（Ｈｂ）１３８．０ｇ／Ｌ、血小板（Ｐｌｔ）６４×１０９／Ｌ。ＨＢＶＤＮＡ定量
９．１３×１０７ｃｏｐｉｅｓ／ｍｌ。ＨＢＶＭ定量 ＨＢｓＡｇ７７９ＩＵ／ｍｌ（阳性）、
ＨＢｅＡｇ５５３．７９Ｓ／ＣＯ（阳性）、ＨＢｃＡｂ１２．６５Ｓ／ＣＯ（阳性）。阿德
福韦变异株检测：ＨＢＶｒｔＡ１８１Ｖ位点变异阳性、ｒｔＮ２３６Ｔ位点变
异阴性。甲、丙、丁、戊型肝炎病毒抗体均阴性。腹水常规：黄、

微浑、李凡他阴性、有核细胞８１×１０６／Ｌ。Ｂ超示肝硬化、腹水。
入院诊断为肝硬化，病毒性，乙型，慢加亚急性肝衰竭（中期），

原发性细菌性腹膜炎，２型糖尿病。入院后予阿德福韦酯 ＋拉
米夫定联合抗病毒；甘草酸二铵、多烯磷脂酰胆碱、腺苷蛋氨

酸、促肝细胞生长素、维生素 Ｋ１、白蛋白、螺内酯、呋塞米等护
肝、退黄、利尿及对症处理；头孢他啶抗感染等治疗。经积极治

疗，患者腹胀有所好转，但黄疸加深 ＴＢｉＬ达３０７．６μｍｏｌ／Ｌ、ＰＴ
延长达３６ｓ（ＰＴＡ１５．８％）。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５日患者无明确诱因
下突然感头痛，呕吐３次，非喷射性，视力无下降，视野无缺损，
查头颅ＣＴ示“鞍区见大小约 ２．４ｃｍ×１．９ｃｍ的卵圆形混

基金项目：江苏省卫生厅青年科研项目（Ｑ２０１２０８）
作者单位：２２６００６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大学附属南通第三医院肝病科

（朱晓红，毛莉萍，羌韧，汪美华，章幼奕，秦刚）；南通大学杏

林学院临床医学系（刘晶）

通讯作者：秦刚，电子信箱：ｔｏｎｙｇｑｉｎ＠１６３．ｃｏｍ

杂密度影，病灶大部分呈等密度，其内见长条状高密度影，ＣＴ
值约５０ＨＵ，上缘视交叉轻度受压上抬，鞍底塌陷、局部骨质不
完整，提示鞍区占位，考虑垂体瘤出血性卒中”（见图１）。我院
脑外科会诊后认为患者凝血功能差，有绝对手术禁忌，建议予

甘露醇降颅压、凝血酶原复合物补充凝血因子等治疗。６月２６
日行头颅ＭＲＩ示“鞍区见２．０ｃｍ×３．１ｃｍ异常信号，Ｔ１ＷＩ呈
低信号，Ｔ２ＷＩ呈高低混杂信号，增强后轻度不均匀强化，鞍底
明显下陷，视交叉受压显示不清，提示鞍区占位，考虑垂体瘤伴

瘤内出血”。６月２７日上午患者出现高热，体温达３９．５℃，下
午起患者诉头痛缓解，不愿对答，未诉视野缺损或失明，查体右

侧瞳孔直径２．５ｍｍ，对光反射存在，左侧瞳孔散大，直径５ｍｍ，
对光反射消失，考虑脑疝可能，再次查头颅 ＣＴ示“鞍区见大小
约２．４ｃｍ×１．９ｃｍ的卵圆形混杂密度影，大脑纵裂，部分脑沟
内见出血影，提示垂体瘤伴瘤内出血，和６月２５日出血增多，
并见蛛网膜下腔出血”（见图２）。６月２７日下午１７时患者出
现浅昏迷，右侧瞳孔直径１ｍｍ，对光反射存在，左侧瞳孔散大，
直径５ｍｍ，对光反射消失，继予脱水、止血等治疗，患者仍处于
昏迷状态，鉴于患者病情危重，预后极差，家属决定放弃抢救，

于６月２７日夜间自动出院。６月２８日在家中死亡。

　
　　注：鞍区见大小约２．４ｃｍ×
１．９ｃｍ的卵圆形混杂密度影。
图１　患者１于２０１２０６２５头颅

ＣＴ

　　注：垂体瘤伴瘤内出血，并
见蛛网膜下腔出血。

　图２　患者１于２０１２０６２７头
颅ＣＴ

　　患者２，女，４３岁，反复乏力、纳差 ５年，神志不清 ８ｈ，于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入院，本次发病前有与家人激烈争吵，情绪激
动史。５年前因肝功能异常、ＨＢｓＡｇ阳性，诊断慢性乙型肝炎，
间断在当地医院治疗。今年２月份 Ｂ超提示肝硬化、腹水，予
以利尿等治疗。有“乙肝、肝癌”家族史。入院查体：Ｔ３７．２℃，
ＢＰ１４１／６２ｍｍＨｇ，Ｐ５７次／ｍｉｎ，ＳＰＯ２９８％，精神萎，意识不清，
呼之不应，压眶有反应，全身皮肤黏膜无黄染，无淤斑，肝掌

（＋），未见蜘蛛痣，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颈软，眉毛稀少，球
结膜无明显水肿，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巩膜无明

显黄染，两肺呼吸音清，心律齐，腹稍隆起，全腹软，无压痛，肝

肋下未及，剑突下２．５ｃｍ，质Ⅲ度，脾肋下触及，质Ⅱ度，移动性
浊音（＋），肠鸣音３～５次／ｍｉｎ，双下肢近踝处浮肿，四肢肌力

［５］　王玉芬，郑培娟．扁桃体切除术患者的观察护理 ［Ｊ］．华北煤炭医
学院学报，２００４，６（３）：３６５．

［６］　何建玲，王立波．扁桃体切除后病人饮食研究［Ｊ］．医药论坛，
２００４，２５（１２）：３３３４．

［７］　史健．血友病患者的健康教育及护理［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０，５

（４）：２３１．
［８］　方雪梅．３０例喉癌患者护理体会［Ｊ］．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１２，１６

（４）：１２１３，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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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不合作，肌张力正常，肱二、三头肌反射存在，膝反射存在，

病理征及踝阵挛未引出。查血常规 ＷＢＣ４．２３×１０９／Ｌ、Ｎｅｕｔ％
５１．３％、Ｈｂ１０９ｇ／Ｌ、Ｐｌｔ３７．２×１０９／Ｌ；血氨１７１μｍｏｌ／Ｌ；肝功能
ＡＬＴ１３２Ｕ／Ｌ，ＡＳＴ２００Ｕ／Ｌ，Ａｌｂ３５．８ｇ／Ｌ，ＴＢｉＬ３６．２μｍｏｌ／Ｌ；
Ｋ＋３．３７ｍｍｏｌ／Ｌ、Ｎａ＋１１０ｍｍｏｌ／Ｌ、Ｃｌ－７１ｍｍｏｌ／Ｌ。血糖 ４．１５
ｍｍｏｌ／Ｌ。ＰＴＡ３８．１％（ＰＴ２０ｓ／１３ｓ）。ＨＢＶＭ定性 ＨＢｓＡｇ
（＋）、ＨＢｅＡｇ（＋）、ＨＢｃＡｂ（＋）。ＨＢＶＤＮＡ＜１０３ｃｏｐｉｅｓ／ｍｌ。
入院诊断肝硬化，病毒性，乙型，慢性肝衰竭，肝性脑病Ⅲ期，电
解质紊乱（低钾低钠低氯血症），予门冬氨酸鸟氨酸、乳果糖、苦

参碱、复方甘草酸苷、头孢曲松等抗肝昏、酸化肠道、护肝、防治

感染及对症处理。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患者血氨、电解质恢复正
常，却仍然昏迷。头颅ＣＴ及ＭＲＩ均正常。追问病史，患者有产

后大出血史，随后闭经，查体无腋毛、阴毛。月经史：１５ ５～７２８～２０
２２，生育史：１００１。结合甲状腺系列示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２．
６５μＩＵ／ｍｌ（参考值 ０．２７～４．２μＩＵ／ｍｌ）、甲状腺素（Ｔ４）０．９５
μｇ／ｄｌ（参考值５．１～１４．１μｇ／ｄｌ）、游离甲状腺素（ＦＴ４）０．１５ｎｇ／
ｄｌ（参考值０．９３～１．７ｎｇ／ｄｌ）、三碘甲状腺原氨酸（Ｔ３）０．３６ｎｇ／
ｍｌ（参考值０．８～２ｎｇ／ｍｌ）、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ＦＴ３）０．８７
ｐｇ／ｍｌ（参考值２～４．４ｐｇ／ｍｌ）。催乳素（ＰＲＬ）１．７７ｎｇ／ｍｌ（参考
值４．６～２１．４ｎｇ／ｍｌ），生长激素（ＧＨ）＜０．０５μｇ／Ｌ，促肾上腺
皮质激素（ＡＣＴＨ）＜１．０ｐｇ／ｍｌ（参考值７．２～６３．３ｐｇ／ｍｌ），黄
体生成素（ＬＨ）０．４８ｍＩＵ／ｍｌ（参考值１．７～８．６ｍＩＵ／ｍｌ），卵泡
刺激素（ＦＳＨ）１．３８ｍＩＵ／ｍｌ（参考值１．５～１２．４ｍＩＵ／ｍｌ）。２０１２
年４月２７日下午考虑席汉氏综合征垂体危象，加用甲基强的
松龙、左旋甲状腺素，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患者开始神志改善，逐
渐转清，于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９日好转出院。强的松、左旋甲状腺素
维持治疗，随访生活质量较前改善。

２　讨论
　　垂体卒中是垂体出血或缺血坏死引起的一种临床急症，ＰＡ
多继发于垂体腺瘤，以出血性卒中为主；或发生于分娩后即席

汉氏综合症，为缺血性卒中，原因可能是妊娠期间垂体增生肥

大增加了产后大出血、低血流灌注诱发 ＰＡ风险；ＰＡ也可伴发
于糖尿病、高血压病、镰状细胞性贫血或急性休克［１］。其临床

表现多样，主要表现为：①急性压迫症状与体征［２］，如头痛、呕

吐，视力减退、视野缺损甚至失明，少数可出现肢体瘫痪，下丘

脑受压则有意识障碍、尿崩症或体温改变；②垂体功能低下所
致内分泌功能改变表现［３］，如甲状腺功能减低、低血糖等。轻

者数日后自行缓解，重者可出现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昏

迷甚至死亡。临床上少数患者有明确的诱因，如颅内压力或血

压变化、凝血机制障碍、服药（如溴隐亭）、放疗等。有时进行性

头痛是ＰＡ的唯一报警信号。垂体卒中如为出血，ＣＴ平扫出现
高密度区；如为缺血性坏死，则出现低密度区。产后大出血所

致垂体卒中的特点为垂体缺血、坏死，在影像学上表现为垂体

的缩小。治疗包括早期补充激素及维持水电平衡，是否需要手

术及手术时机目前仍存在争议。肝衰竭是多种因素引起的严

重肝脏损害，导致其合成、解毒、排泄和生物转化等功能发生严

重障碍或失代偿，出现以凝血机制障碍和黄疸、肝性脑病、腹水

等为主要表现的一组临床症候群［４］。

患者１在乙肝肝硬化的基础上，短期内出现胆红素升高
（Ｔｂｉｌ＞１７１μｍｏｌ／Ｌ），ＰＴＡ＜４０％，半月内出现大量腹水，诊断

符合慢加亚急性肝衰竭。该患者出现肝衰竭的诱因考虑：①阿
德福韦酯耐药；②严重感染（腹腔感染）。此患者垂体瘤早发症
状是慢性发作性头痛，平时被忽略，直至肝硬化基础上发生慢

加亚急性肝衰竭，凝血功能异常引起ＰＡ致头痛加剧，通过头颅
ＣＴ检查才得以确诊。有报道乙肝患者合并垂体卒中经手术治
疗取得较好的疗效［５］，但该患者凝血功能差并且合并糖尿病，

无法进行手术，当时未使用激素治疗系考虑到有不利血糖和感

染控制，可能诱发消化道出血，且不能逆转病情。患者出血量

增多后出现昏迷，随之死亡。患者２系肝硬化基础上发生慢性
肝衰竭，在纠正了高血氨、低钠血症后神志无明显改善，与一般

肝性脑病、低钠性脑病转归有异，经过细心询问生育史、月经史

及体格检查，及时考虑到席汉氏综合症及其相关垂体功能低下

可能引起的神经系统症状，查多种垂体激素如ＰＲＬ、ＧＨ、ＡＣＴＨ、
ＬＨ、ＦＳＨ均降低，Ｔ３、Ｔ４降低而 ＴＳＨ不高，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加用糖皮质激素、甲状腺素等替代治疗后患者随即神志转清，

则进一步证实了该诊断的正确性。该患者的垂体功能低下之

前处于亚临床ＰＡ阶段，情绪过于激动可能是本次垂体危象的
诱发因素。ＰＡ临床表现为多样性和非特异性，临床少见，非专
科医生对此病尚无较深的了解。肝衰竭合并ＰＡ未见报道。当
失代偿期肝硬化、肝衰竭患者出现头痛、恶心、计算力下降、反

应迟钝、昏迷等表现，肝病科医生往往首先考虑并发肝性脑

病［６－７］或低钠性脑病［８］，给ＰＡ诊断和治疗带来一定困难，易造
成误诊、漏诊。

通过对这２例患者的诊治并复习文献，我们的体会是：①
入院时必须进行详细的病史采集和体检，否则一些异常情况

（如产后大出血史）容易被忽视，延误治疗；②重视非肝病可解
释的症状、体征（如慢性头痛史），及时进行头颅影像学检查、激

素检测等，排除外颅脑及内分泌疾患等，及时对合并症进行诊

疗；③适时进行疗效评估：在常规抗肝昏、纠正电解质紊乱有效
的情况下，患者神经系统症状无改善，应调整诊断思路；④垂体
卒中疗效与ＰＡ性质及肝病程度有关，肝病合并缺血性ＰＡ可给
予激素替代治疗，肝衰竭凝血功能障碍是诱发出血性 ＰＡ的重
要因素之一，预后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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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4组荷瘤小鼠生存时间 注 ： 从 左 至 右 依 次 为 对 照 组 、 组 、 组 、C H
C H+ 组（移植瘤全部消失）。

图4 死亡实验鼠移植瘤切除标本

图 各组肾组织 染色（ ， ）1 HE HE ×400

注：图1 、图1 、图1 、图1 分别代表假手术组、模型组、低剂量 组和高剂量 组。A B C D EPO EPO

A B C D

图1 左小指术前创面情况
图2 左小指手术完成时情况 图3 左小指术后愈合情况

注：皮瓣覆盖创面，供区植皮 注：术后皮瓣存活，供区植皮存活

图 岁女性患者左额叶胶质母细胞瘤1 58

注：图1 为 轴位增强与功能图融合图像，图1 为 功能图，图1 为 法融合图，图1 为 图。示两种方法病灶内均见A 3D-ASL B CBF C DSC D CBF
显著高灌注区， ＞2.0。rCBF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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