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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慢性病关爱家园管控高血压效果的前瞻性研究
徐文蓉，栾晶，鲍勇

摘要：目的　探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性病关爱家园建设对高血压患者社区管理的效果。方法　２０１０年１２
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随机选取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性病关爱家园参加活动的１２０例高血压患者为实验组，另外
选取家庭医生管理的社区高血压患者１２０人为对照组。实验组在健康信息收集和评估的基础上，在家园医生指
导下，参加“慢性病关爱家园”的活动并在医生协助下进行健康干预。对照组则由家庭医生定期随访并进行疾病

的健康宣教。分析比较２组患者观察前后健康素养以及血压的变化情况。结果　２组患者在治疗后，收缩压和
舒张压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实验组积极参加慢性病关爱家园活动，规律用药情况、饮食食盐控制、疾病相关
知识的掌握情况、参加运动情况以及常规血压监测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慢性病关爱家园建
设有助于提高患者对高血压的认知，改变其不良生活习惯，控制患者病情，显著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高血压

的社区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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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病健康关爱家园，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优化
现有慢性病管理模式和卫生资源配置，提高社区慢性

病管理质量和效率，合理分流社区慢性病患者的卫生

服务需求，提高慢性病患者的生活质量的社区慢性病

防治工作平台［１］。观察显示，积极参加社区慢性病关

爱家园活动的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达标情况效果显

著，治疗依从性和社会功能显著提高，不良生活行为方

式改变明显，疾病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明显增强［２］。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本
社区常住的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０５版）》诊断标准，无严重
心、脑、肾并发症，无恶性肿瘤。将主动来慢性病关爱

家园活动的高血压患者作为实验组，家庭医生负责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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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随访的高血压患者作为对照组。２组无重复观察
对象。观察组１２０例，男性５１例，女性６９例，平均年
龄（６７．３１±７．５１）岁。对照组１２０例，男性５３例，女性
６７例，年龄（６０．５１±８．７１）岁。２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ＢＭＩ、血压分级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２组高血压患者的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男／女 年龄（岁） ＢＭＩ（ｋｇ／ｍ２） ＳＢＰ（ｍｍＨｇ） ＤＢＰ（ｍｍＨｇ）

观察组 １２０ ５１／６９ ６５．３２±７．５１ ２３．１２±１．８８ １４６．６０±７．４２ ８９．２２±６．１４
对照组 １２０ ５３／６７ ６０．５１±８．７１ ２３．５７±１．５８ １４５．１９±７．８０ ８８．５４±７．４６
χ２值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１
Ｐ值 ０．８６２ ０．４６２ ０．０６１ ０．１６８ ０．４５６

　　注：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１２　方法　实验组和对照组均采用常规诊疗措施进
行为期８周的降压治疗，对照组由家庭医生定期随访
进行高血压管理和健康教育。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

上，积极参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性病关爱家园的各

项活动，患者可在医务人员协助下利用健康风险因素

评估软件亲自制定健康干预方案，利用中医辨识软件

进行自我中医健康管理，利用心理软件进行自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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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检查和调节，享受健康咨询、知己健康管理、心理

咨询、自助式健康体检、中医精细化指导等家园特色服

务。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比较２组患者干预前，干预２４
个月后规律用药情况、饮食控制情况、运动情况、血压

常规监测情况，以及患者治疗前后的血压变化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组间对比采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血压控制情况比较　干预前，２组的血压值
比较，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４个月后，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收缩压、舒张压均比干预前下降，但

实验组干预后的收缩压、舒张压的控制情况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高血压患者干预前后血压情况比较（ｍｍＨｇ，ｘ±ｓ）

组别 例数
收缩压

治疗前 治疗后

舒张压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１２０ １４９．７±１０．２ １３４．２±８．５ ９４．０±４．３ ８２．３±６．５
对照组 １２０ １４９．３±１０．３ １４６．６±１０．２ ９４．１±４．２ ８９．１±５．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２组治疗依从性比较　实验组的规律用药情况、
饮食控制情况、吸烟和喝酒情况、运动情况、常规血压

监测情况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２组高血压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ｎｉ＝１２０）

项目 状况
观察组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干预前 干预后
χ２值 Ｐ值

规律用药 是 ５６ １２０ ５９ ６８ ６．７１３ ０．０１０
饮食控制 是 ２６ １２０ ３０ ９３ １．７５５ ０．１８５
吸烟情况 每天吸 ５４ １１ ５３ ３２ ７．７３６ ０．００５

戒烟 ８ １０９ １２ ５６ ４．３２４ ０．０３８
饮酒情况 每天饮 ５６ ４ ５６ １６ ６．１６０ ０．０１３

戒酒 １８ ４５ ２６ ３０ ４．０５７ ０．０４４
运动情况 规律 １３ ８９ １１ ２９ ４．４５４ ０．０３５

不锻炼 ５６ ２ ５４ １５ ９．０９３ ０．００３
常规血压监测 是 ６０ １２０ ５４ ６７ ３．９２３ ０．０４８

３　讨　论
　　慢性病健康关爱家园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更好
地加强社区慢性病管理、进行健康教育、提高患者自我

管理能力，以“健康关爱室”“专家指导室”“中医关爱

室”“心理关爱室”“康复咨询室”“健康教育室”６个关
爱小屋为核心的，为居民提供集慢性病预防、保健、康

复为一体的规范化、个性化的综合管理平台［３］。

现有的慢性疾病以药物治疗为主，患者缺乏系统

的疾病健康管理观念以及干预措施。慢性病健康关
爱家园建设优化了社区慢性病管理模式及管理流程，

有效分配、合理利用区域内有限的卫生资源［４］。通过

对慢性病患者的健康风险因素进行评估，规范开展慢

性病综合监测、干预和评估，有效实施综合性、连续性、

互动性、成本效益性并控制药品比例的慢性病管理方

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降低并发症的严重程度［５］。

通过聘请二、三级医院的专家定期到慢性病关爱家园

坐诊，能有效整合区域内资源，促进优质医疗服务的均

等化［６］。通过在家园设立中医健康门诊，将中医“治

未病”理念融入社区慢病风险评估模型，对慢性病人群

进行有效的健康管理，可以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提高

患者的生存质量，减轻疾病负担。

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高血压患者规律用药、饮食

控制、相关知识掌握、参加运动以及常规血压监测情况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整体表现在：①患者
的疾病意识转变。积极参加慢性病关爱家园活动的高

血压患者治疗主动性增加，自我检测和自我管理的意

识普遍增强，能够更加正视、客观地对待自身疾病，遵

从医师的管理计划，能够以乐观的态度配合医师、参与

疾病管理［７］。②患者的疾病知识增加。慢性病患者的
管理与治疗中，教育非常重要，能保证治疗的科学有序

进行，与医疗费用是否合理、经济有联系。慢性病健康

关爱家园每天组织健康教育讲座，给患者讲解各类慢

性疾病的产生原因、症状、干预手段、并发症及危害等，

使患者认识到治疗中遵医嘱的重要性，明白心态调节、

改善睡眠、控制饮食、加强运动、控制体重是慢性病管

理的重要因素［８］。疾病知识掌握全面的患者往往按时

就诊，治疗依从性好，能够自我监测病情和合理用药，

防止或延缓并发症，降低医疗费用。③患者的依从性
提高。定期参加慢性病健康关爱家园各项活动的患

者，在一段时间后，大多数较之前能够遵医嘱定时定量

服药，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减少盐、脂肪等的

摄入量，坚持每天适量运动，保持心情愉悦，降低吸烟、

饮酒量，健康素养明显提高［９］。

治疗后，２组患者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显著降低，血
压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实验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可见，社区慢性病家园建设能够配合家庭医生制度发

挥有效作用，提高社区高血压的管理效果，具有显著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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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讲堂·

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及其预防
屈洪党

　　脑血管疾病（ＣＶＤ）是神经系统的常见病和多发
病，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特别是５０岁以上中老年人
健康的常见病。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

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并发症多”，即“四高一多”的

特点，是目前人类疾病三大死亡原因之一。近年来我

国脑血管疾病的人口死亡率居第１、２位，它不仅危害
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同时也给国家及患者家庭带

来沉重的医疗、经济和社会负担，是一个重要的公共问

题。脑卒中（ｓｔｒｏｋｅ）是指急性脑局部血液循环障碍所
致的神经功能缺损综合征，症状至少持续２４ｈ，是脑血
管疾病的主要临床类型。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许多因

素与脑血管疾病发生发展密切有关。因此，在对脑血

管疾病进行有效治疗的同时，积极开展针对脑血管病

危险因素的预防非常重要。本文就脑血管疾病的危险

因素、预防及其危险因素评分进行探讨，从而采取针对

性的预防措施，更好地控制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与发展。

１　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分为可干预性与不可干预性２大类，包
括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肥胖、体重指数超标、运动

减少、血脂异常、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短暂性脑缺血

发作（ＴＩＡ）、吸烟、酗酒、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口服避
孕药、肺炎支原体感染、情绪应激、抗凝治疗、高尿酸血

症、血液流变学改变、纤维蛋白原增高、抗磷脂抗体综

合征、外源性雌激素摄入、食盐摄入量高、膳食营养素

缺乏等。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性别、遗传因

素、种族等。其中，可干预的危险因素是脑卒中预防的

主要针对目标。

２　脑血管疾病的预防
　　应开展综合性的预防措施（如健康教育以及控制
危险因素），根据危险因素的数量、危险因素是否已造

成相应的并发症、危险因素的严重程度，从而进行分级

干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２１　一级预防　一级预防指卒中发病前的预防，即通
过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地控制脑卒中的各种

危险因素，从而使脑卒中不发生或者推迟发生，脑卒中

一级预防主要的针对目标是可干预性危险因素，主要

概括如下几点。

２１１　控制血压　高血压是脑卒中最重要和独立的
危险因素，控制高血压是预防卒中的核心环节。长期

控制血压，可有效降低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成年人应

经常测量血压，根据ＷＨＯ的标准，患者血压应控制在
＜１４０／９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高血压合并
糖尿病或肾病者，血压要控制在 ＜１３０／８０ｍｍＨｇ。高
血压的预防措施包括：限制钠盐摄入、补给含钾多的食

物或者含钾药物、适当控制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的摄

入、肥胖患者应控制热量摄入量、适当限制糖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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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情绪、戒烟、减少饮酒，对于早期或者轻症患者，应

首先通过改变其生活方式治疗，若３个月后降压效果
欠佳，可考虑加用抗高血压药物治疗，并应长期服用降

压药，还应注意降压不要过急过快。

２１２　积极治疗心脏疾病　心房颤动、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脏病、瓣膜性心脏病、扩张型心肌病和心力衰

竭等均为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以心房颤动最为重

要，其最常引起栓塞性脑卒中。有心脏病的人发生脑

卒中的危险比无心脏病者高２倍以上。对于无其他卒
中危险因素的心房纤颤患者，预防措施主要是应用抗

凝药和抗血小板聚集药。对于年龄大于７５岁的患者，
应使用华法林，口服华法林可使血栓、栓塞性卒中的相

对危险度减少６８％；年龄在７５～６５岁之间的患者，可
以酌情选用阿司匹林或者华法林；对于年龄不足６５岁
的患者，应选用阿司匹林。对于抗凝治疗的患者，须检

测国际标准化比（ＩＮＲ）值，ＩＮＲ应控制在２．０～３．０。
２１３　防治糖尿病　糖尿病与高脂血症和微血管病
变有密切关系，糖尿病患者发生脑卒中的危险性是普

通人的２～４倍，卒中病情轻重及预后与糖尿病患者的
血糖控制情况相关，高血糖可进一步加重卒中后脑损

害。因此有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者应定期监测血糖，

必要时测定糖化血红蛋白，美国短暂性脑缺血发作防

治指南建议空腹血糖应＜７．０ｍｍｏｌ／Ｌ。对于早期通过
改变生活方式，２～３个月后血糖控制不满意者，应选
用口服降糖药或者使用胰岛素治疗。

２１４　防治血脂异常　高脂血症是动脉粥样硬化的
危险因素，与脑血管疾病密切相关。高脂血症可增加

粘稠度，加速脑动脉硬化进程。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
增高和高胆固醇血症与缺血性脑卒中有相关性，血胆

固醇水平降低可增加脑出血风险。对于合并有高血

压、糖尿病、吸烟等其他脑卒中危险因素者，首先须改

变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定期复查血脂，改变生活方

式后无效者，应采用药物（如他汀类药物）治疗。应强

调以控制饮食及体育锻炼为主，辅以他汀类药物治疗。

应用他汀类药物可使脑卒中的发生的危险减少１９％～
３１％，但血清胆固醇水平过低时（＜１６０ｍｇ／ｄｌ）可增加
出血性卒中的危险。

２１５　戒烟限酒　吸烟可增加血粘稠度及血管壁损
伤，提高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卒中风险与患者吸烟数

量及其持续时间相关，戒烟２年后卒中风险才会降低。
酒精可以通过升高血压、使血液呈高凝状态、心律失

常、降低脑血流量等多种机制增加卒中发生风险。酒

精的摄入量和出血性卒中存在直接的剂量联系。应积

极劝导有饮酒习惯的人适度饮酒，加强宣传教育，男性

每日饮酒的酒精含量不应超过２０～３０ｇ，女性不应超
过１５～２０ｇ，可以减少卒中的发生。
２１６　控制体重　通常用体重指数［ＢＭＩ，体重（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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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的平方（ｍ２）］来衡量人体的肥胖程度。理想体重
是ＢＭＩ维持在１８．５～２４．９ｋｇ／ｍ２，超重（ＢＭＩ≥２５ｋｇ／
ｍ２）或者肥胖（ＢＭＩ≥３０ｋｇ／ｍ２）是心脑血管病的重要
危险因素。应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加体力活动和

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等措施减轻体重。

２１７　ＴＩＡ和脑卒中史　约２０％的脑梗死患者均有
ＴＩＡ发作史，ＴＩＡ发作愈频繁，其脑卒中的风险愈高。
有卒中史的患者，ＣＶＤ复发率较一般人群高４倍。
２１８　防治高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血症　当 Ｈｃｙ含
量高于１６μｍｏｌ／Ｌ时，提示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原
因不明的青年或者老年缺血性脑卒中要考虑本病可

能，应用叶酸、维生素 Ｂ６及维生素 Ｂ１２联合治疗，可以
降低血浆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

２１９　颈动脉狭窄　是缺血性脑卒中的重要危险因
素，多数是由动脉粥样硬化引起。对于无症状性颈动

脉狭窄者，应首选阿司匹林或者他汀类药物治疗。对

于重度颈动脉狭窄（＞７０％）者，可考虑行颈动脉内膜
切除术或者介入治疗（但应全面评价其他危险因素，并

征求患者和家属同意）。

２１１０　降低纤维蛋白原水平　血浆纤维蛋白原升高
是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血压升高与纤维蛋白原水

平增高同时存在时，患脑卒中的风险更大。血浆纤维

蛋白原增高时应进行降纤治疗，同时应进一步查找或

者排除感染、肿瘤等其他可使血浆纤维蛋白原增高的

原因。

２１１１　合理膳食　血脂异常是脑血管疾病的直接原
因。血脂异常是指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及高密度脂

蛋白降低。摄入过量的脂质，其会在血管壁上沉积，从

而引起动脉粥样硬化，易发生脑血管疾病。因此，饮食

种类应多样化，饱和脂肪摄入量应低于每日总热量的

１０％，总胆固醇摄入量＜３００ｍｇ／ｄ，钠盐摄入＜８ｇ／ｄ。
２１１２　适度的体育锻炼　适度的体育锻炼可改善心
功能，增加脑血流量，改善微循环，对血压、血糖及体重

发挥调节作用，从而对脑卒中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但应注意循序渐进、持之以恒、量力而行，不宜选择过

于剧烈的运动，一般以轻、中度运动量为宜。

２２　二级预防　二级预防是针对已发生过脑卒中的
患者，通过寻找脑卒中发生的原因，对可干预的脑卒中

危险因素进行治疗，从而降低卒中的复发几率。对于

早期患者，应制定早期治疗对策，力争彻底治愈；对已

经发病的患者，应进一步识别和治疗已发的脑血管病

和危险因素，预防病死、致残和复发。主要包括如下几

个方面。

２２１　控制危险因素　对于可干预的危险因素要进
行病因学预防，基本与一级预防相同。对已发生脑卒

中的患者，应尽可能明确其发生的类型及相关危险因

素，以便针对病因采用合理的治疗措施。

２２２　抗血小板聚集药物　对于多数缺血性卒中后
的患者，主张长期应用抗血小板聚集药物，主要包括阿

司匹林及氯吡格雷等。缺血性卒中初次发作者，应早

期服用小剂量阿司匹林（５０～１５０ｍｇ／ｄ），对于服用阿
司匹林效果欠佳或不能耐受者，可选用氯吡格雷 ７５

ｍｇ／ｄ。
２２３　抗凝治疗　对于已明确诊断为因心房颤动而
诱发的心源性脑栓塞患者，才适宜应用抗凝剂，建议使

用华法林２～４ｍｇ／ｄ抗凝治疗，因使用抗凝剂有增加
颅内出血的风险，应定期监测ＩＮＲ值，ＩＮＲ值应控制在
２．０～３．０，若没有监测ＩＮＲ值条件者，建议选用阿司匹
林等治疗。

３　脑血管疾病危险分层
　　卒中复发风险预测评分是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
根据脑卒中复发的风险将患者分层，从而指导预防性

的治疗措施。

３１　Ｅｓｓｅｎ卒中风险评分量表（ＥｓｓｅｎＳｔｒｏｋｅＲｉｓｋ
Ｓｃｏｒｅ，ＥＳＲＳ）　已在大量卒中人群中证实其对于卒中
再发的发生具有可行的预测价值，并可进一步指导其

用药。见表１。
表１　Ｅｓｓｅｎ卒中评分量表（ＥＳＲＳ评分）

危险因素及疾病 分数 Ｅｓｓｅｎ值与卒中危险程度

＜６５岁 ０ ７～９分极高危
６５～７５岁 １
＞７５岁 ２
高血压 １ ３～６分高危
糖尿病 １
既往心梗 １
其他心脏病（除房颤心梗） １
外周动脉疾病 １ ０～２分低危
吸烟 １
既往ＴＩＡ卒中 １

３２　ＡＢＣＤ２评分量表　ＡＢＣＤ２评分量表对短暂性脑
缺血发作后近期发展为脑梗死具有有效的预测价值，

它能评判短暂性脑缺血患者是否为高危人群，特别是

对症状持续时间大于１ｈ的患者。对于怀疑ＴＩＡ者应
进行卒中风险的全面评估。见表２。

表２　ＡＢＣＤ２评分量表

危险因素及疾病 分值 ＡＢＣＤ２值危险程度分组

年龄（Ａ） ６～７分极高危组
　＜６０岁 ０
　≥６０岁 １
ＴＩＡ后血压（Ｂ） ４～５分中危组
　收缩压≤１４０ｍｍＨｇ且舒张压≤９０ｍｍＨｇ ０
　收缩压≥１４０ｍｍＨｇ或舒张压≥９０ｍｍＨｇ １
临床表现（Ｃ）
　单侧肢体无力 ２
　有言语障碍但无一侧肢体无力 １
　其他 ０
症状持续时间（Ｄ） ０～２分低危组
　＜１０ｍｉｎ ０
　１０～５９ｍｉｎ １
　≥６０ｍｉｎ ２

　　现在我国脑血管疾病患者持续上升，脑血管疾病
危害日益加剧，现有的脑血管疾病形势不容忽视。面

临国际２１世纪生物医学的迅猛发展和我国脑血管疾
病防治的严峻形势，我国急需提高脑血管疾病的预防

及治疗水平。应加强对公众的宣传教育，使人们更好

地了解ＣＶＤ发病的危险因素及其预防措施，加强自我
保健意识，从而更好地预防ＣＶＤ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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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例急诊重症肺炎儿童维生素 Ｄ水平分析
梁金鑫，李伟，郭靖，郭琳瑛，李红日，孙春荣，程显芬，崔小岱，张琪

摘要：目的　评价急诊重症肺炎患儿维生素Ｄ水平与病情的相关性。方法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到急诊
室救治的１６１例重症肺炎患儿纳入研究，根据病情是否需要接受机械通气治疗将患儿分为呼吸衰竭组（６３例）、
肺炎组（９８例）；入急诊室后立即进行血气分析、生化、凝血、胸片等检查协助诊断及评价病情，采用化学发光法测
定儿童就诊当日血清２５（ＯＨ）Ｄ水平。结果　１６１例患儿男１０７例，女５４例；最小１月，最大１２岁；总体２５（ＯＨ）
Ｄ水平为（１７．４３±１１．３１）ｎｇ／ｍｌ；呼吸衰竭组、肺炎组患儿血清２５（ＯＨ）Ｄ水平为（１２．４３±１０．１１）ｎｇ／ｍｌ、（２０．７１±
１０．０７）ｎｇ／ｍｌ，呼吸衰竭组患儿血清２５（ＯＨ）Ｄ显著低于重症肺炎组（ｔ＝４．８４２，Ｐ＜０．０００１）；呼吸衰竭组与肺炎组
患儿ＶｉｔＤ正常、不足、缺乏及严重缺乏的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７．６４，Ｐ＝０．０００５）；呼吸衰竭组和肺炎
组间ＰＣＴ水平、多器官损伤程度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急诊就诊肺部感染患儿血清２５（ＯＨ）Ｄ越
低，器官损伤程度越重、数目越多，补充ＶｉｔＤ可能对严重肺部感染患儿有益。
关键词：维生素Ｄ；重症肺炎；儿童；血清２５（ＯＨ）Ｄ水平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２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３６５０３

Ｓｅｒｕｍ２５（ＯＨ）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１６１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ｓｅｒｉｏｕｓ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ＬＩＡＮＧＪｉｎｘｉｎ，ＬＩＷｅｉ，ＧＵＯＪｉｎｇ，ｅｔ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ｔｏ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２５（ＯＨ）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ｉｎ
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ｓｅｖｅｒｅ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ｔａｌ１６１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ｓｅｖｅｒｅ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ｆｒｏｍＪａｎ
ｕａｒｙ２００９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ｎｅｅｄ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ＭＶ），ｔｈｅｙ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ｆａｉｌｕｒｅｇｒｏｕｐ（６３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ｇｒｏｕｐ（９８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ｇａ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ｘ
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ｌｏｏｄ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ａｎｄｃｈｅｓｔＸｒａｙ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２５（ＯＨ）ｖｉｔａ
ｍｉ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１６１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１０７ｂｏｙｓａｎｄ５４ｇｉｒｌｓａｇｅｄｆｒｏｍ１
ｍｏｎｔｈｔｏ１２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２５（ＯＨ）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ｉｎａｌ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ａｓ（１７．４３±１１．３１）ｎｇ／ｍｌ，ａｎｄｗａｓ
（１２．４３±１０．１１）ｎｇ／ｍｌ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ｎｄ（２０．７１±１０．０７）ｎｇ／ｍｌｉｎｔｈｅ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４．８４２，Ｐ＜０．０００１）．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ｏｆ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ａｌｓ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χ２＝１７．６４，Ｐ＝０．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ｌｓ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ＣＴ，
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ｏｒｇａ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ｓｅｖｅｒｅｐｎｅｕｍｏ
ｎｉａａｒｅｏｆｔｅｎｗｉｔｈａｌｏｗｅｒｓｅｒｕｍ２５（ＯＨ）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ｌｅｖｅｌ，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ｓｔａｔｕｓ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ｏｒ
ｇａ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ｌｌｎｅｓｓ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Ｓｅｒｉｏｕｓ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ｅｒｕｍ２５（ＯＨ）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ｌｅｖｅｌｓ

　　维生素Ｄ（ＶｉｔＤ）是一种具有广泛生物学效应的脂
溶性维生素，也是一种激素。ＶｉｔＤ经肝细胞及肾脏的
羟化酶催化形成１，２５（ＯＨ）２Ｄ３，即最重要的 ＶｉｔＤ活
性代谢产物。事实上，ＶｉｔＤ还可以在结肠、前列腺、乳
腺、免疫细胞（包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等许多组织

细胞中转化为１，２５（ＯＨ）２Ｄ３。１，２５（ＯＨ）２Ｄ３通过作
用在骨骼、肾脏、淋巴细胞、抗原提呈细胞等免疫细胞

中相应的维生素Ｄ受体（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ＶＤＲ），调
节机体钙磷代谢及机体免疫功能，因此维生素 Ｄ在感
染性疾病中的调节潜能日趋得到重视。肺部感染是儿

科的常见病及多发病，而重症肺炎是全世界范围内婴

基金项目：２０１０年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补助基金资助项目
（２１００２９９）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０北京市，首都儿科研究所急诊科（梁金鑫，张
琪，李红日，郭琳瑛，郭靖，李伟）；首都儿科研究所内

科实验室（孙春荣，程显芬，崔小岱）

通讯作者：张琪，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ｑｉ０３５５＠ｓｉｎａ．ｃｏｍ

幼儿的主要死因。儿童由于生长速度快、户外活动少、

饮食ＶｉｔＤ摄入量不足等，是 ＶｉｔＤ不足或缺乏的高危
人群。血中１，２５（ＯＨ）２Ｄ３虽为活性形式，其半衰期
仅数小时，血中浓度不稳定，而２５（ＯＨ）Ｄ在血中的半
衰期长达２周左右，是国际上常用的反映机体 ＶｉｔＤ营
养状态的稳定指标。本研究通过检测重症肺炎患儿血

清２５（ＯＨ）Ｄ水平，评价急诊重症肺炎患儿 ＶｉｔＤ营养
状况与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到急诊
室救治的１６１例重症肺炎纳入研究，根据患儿病情将
是否需要接受机械通气治疗分为呼吸衰竭组（６３例）、
肺炎组（９８例）。
１２　研究方法　入急诊室后立即进行患儿基本信息
（性别、年龄、体重、个人史及家族史等）登记，记录患

儿的临床症状、体格检查结果，完善辅助检查（病原学、

影像学、血生化、血常规、血气等）评价病情，记录治疗

情况（药物、呼吸机参数）、诊断及转归等情况。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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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血送检患儿当日血清２５（ＯＨ）Ｄ水平，血清２５（ＯＨ）
Ｄ水平检测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ＶｉｔＤ评价标准参照
如下标准［１］：血清２５（ＯＨ）Ｄ＞３０ｎｇ／ｍｌ为正常，２０～
３０ｎｇ／ｍｌ为不足，１０～２０ｎｇ／ｍｌ为缺乏，＜１０ｎｇ／ｍｌ为
严重缺乏。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
件进行分析。对数据中的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
用两独立样本ｔ检验，对计数资料选择 χ２检验。定义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１６１例患儿中男１０７例，女５４例；最小１月，最大
１２岁，平均年龄为 ９个月；总体 ２５（ＯＨ）Ｄ水平为
（１７．４３±１１．３１）ｎｇ／ｍｌ，男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肺炎
组患儿血清２５（ＯＨ）Ｄ水平为（１２．４３±１０．１１）ｎｇ／ｍｌ、
（２０．７１±１０．０７）ｎｇ／ｍｌ，呼吸衰竭组患儿血清２５（ＯＨ）
Ｄ显著低于重症肺炎组（ｔ＝４．８４２，Ｐ＜０．０００１）；呼吸
衰竭组与肺炎组患儿 ＶｉｔＤ正常、不足、缺乏及严重缺
乏的构成比分别依次为：３％、１９％、３１．７％、４６．３％及
２６．５％、２２．５％、２５．５％、２５．５％，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１７．６４，Ｐ＝０．０００５）；呼吸衰竭组 ＶｉｔＤ正常的
构成显著低于肺炎组，严重缺乏的构成比显著高于肺

炎组。呼吸衰竭组和肺炎组 ＰＣＴ水平升高的比例分
别为４７．６％及 ２５．５％，呼吸衰竭组显著高于肺炎组
（χ２＝８．８１８，Ｐ＝０．０１２２）；呼吸衰竭组和肺炎组肝功
能受损及肝功能衰竭的比例分别为２５．４％及１３．３％，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７．４３５，Ｐ＝０．０２４３）；呼吸
衰竭组与肺炎组心肌损伤的比例分别为 ５５．５％与
２１．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８．５３，Ｐ＜
０．０００１）；呼吸衰竭组与肺炎组凝血功能异常的比例分
别为４６．０％及 １２．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２３．０６，Ｐ＜０．０００１）；呼吸衰竭组与肺炎组消化道出血
的比例分别为２７．０％与５．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１４．２３，Ｐ＜０．０００１）。２５（ＯＨ）Ｄ水平与器官损
伤程度呈负相关关系（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ｒ＝－０．２４，Ｐ＝
０．００１７；９５％可信区间为 －０．３８９６～－０．０８９８８）。详
见表１、表２。
表１　１６１例重症肺炎患儿血清２５（ＯＨ）Ｄ浓度一般情况

变量名称 类别 例数（％） ２５（ＯＨ）Ｄ（ｎｇ／ｍｌ） Ｐ值

总例数 １６１（１００．０） １７．４３±１１．３１
２５（ＯＨ）Ｄ浓度 ≥３０ｎｇ／ｍｌ ５５（３４．２）

＞２０～３０ｎｇ／ｍｌ ４２（２６．１）
＞１０～２０ｎｇ／ｍｌ ３７（２３．０）
≤１０ｎｇ／ｍｌ ２７（１６．８）

性别 女 ５４（３３．５） １４．８（４．０～４１．６） ０．８００７
男 １０７（６６．５） １５．８（４．０～４９．８）

年龄（岁） ≤１ ９０（５５．９） １３．９（４．０～３９．９）
＞１～３ ３８（２３．６） ２０．２（４．０～４１．８）
＞３～７ １８（１１．２） １４．１（４．０～３３．６）
≥７ １５（９．３） １３．５（４．０～４３．４）

３　讨　论
　　维生素 Ｄ（ＶｉｔＤ）作为调节钙磷代谢的重要激素，
除了参与骨代谢外，它对免疫和炎症反应也有重要影

响，是一种新的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激素，具有介导单

核细胞进一步分化成熟为吞噬细胞的免疫调节作用。

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ＶｉｔＤ缺乏与免疫性疾
病的发生关系密切，可能是感染性疾病或免疫失调的

潜在原因。研究证实，呼吸道上皮细胞、肺泡巨噬细

胞、树突状细胞、Ｔ细胞、Ｂ细胞中均有羟化酶及 ＶｉｔＤ
受体的表达，说明 ＶｉｔＤ既可以在肺组织激活，也可以
在肺组织内发挥免疫调节作用。ＭｃＮａｌｌｙＪＤ等［２３］报

道，儿科急性下呼吸道感染（ＡＬＴＲＩ）患儿的病情严重
程度与ＶｉｔＤ缺乏明显相关，ＶｉｔＤ缺乏还可增加上呼吸
道感染（ＵＴＲＩ）和病毒感染的风险。ＧｉｎｄｅＡＡ等［４］根

据ＮＨＡＮＥＳⅢ资料观察分析了近２万名青少年及成人
体内ＶｉｔＤ水平与近期 ＵＴＲＩ的关系，结果显示，血清
ＶｉｔＤ水平与近期 ＵＴＲＩ发生率呈负相关，当患者合并
呼吸道疾病（如哮喘或ＣＯＰＤ）时尤为明显。这些研究
的结果与本次研究的结论“ＶｉｔＤ水平越低患重症肺炎
的可能性将增加”基本一致。
表２　呼吸衰竭组、肺炎组重症肺炎患儿相关因素分析（ｎ，％）

相关因素 呼吸衰竭组 肺炎组 Ｐ值

危重症评分（ＰＣＩＳ） ７１．１±９．１ ８３．９±５．２ ＜０．０００１
２５（ＯＨ）Ｄ浓度（ｎｇ／ｍｌ） １２．４３±１０．１１ ２０．７１±１０．０７ ＜０．０００１
　≥３０ｎｇ／ｍｌ ２（３．０） ２５（２５．５） ０．０００５
　＞２０～３０ｎｇ／ｍｌ １２（１９．０） ２５（２５．５）
　＞１０～２０ｎｇ／ｍｌ ２０（３１．７） ２２（２２．５）
　≤１０ｎｇ／ｍｌ ２９（４６．３） ２６（２６．５）
ｃ反应蛋白（ＣＲＰ）
　＜８ｍｇ／ｍｌ ３７（５８．７） ７１（７２．４） ０．１１８２
　≥８ｍｇ／ｍｌ ２６（４１．３） ２７（２７．６）
降钙素原（ＰＣＴ）
　＜０．５ｎｇ／ｍｌ ３３（５２．４） ７３（７４．５） ０．０１２２
　≥０．５ｎｇ／ｍｌ ３０（４７．６） ２５（２５．５）
肝功能异常

　有 １６（２５．４） １３（１３．３） ０．０２４３
　无 ４７（７４．６） ８５（８６．７）
凝血功能异常

　有 ２９（４６．０） １２（１２．２） ＜０．０００１
　无 ３４（５４．０） ８６（８７．８）
心肌损害

　有 ３５（５５．５） ２１（２１．４） ＜０．０００１
　无 ２８（４４．５） ７７（７８．６）
消化道出血

　有 １７（２７．０） ５（５．１） ＜０．０００１
　无 ４６（７３．０） ９３（９４．９）

　　本研究还显示，肺炎患儿２５（ＯＨ）Ｄ水平越低越
易发生呼吸衰竭。肺部感染致呼吸衰竭患儿２５（ＯＨ）
Ｄ水平显著均低于肺炎患儿，肺部感染患儿血清 ２５
（ＯＨ）Ｄ越低器官损伤程度越重、数目越多。国外一些
研究证实，ＶｉｔＤ受体（ＶＤＲ）几乎遍布所有细胞的细胞
核，遍布于心、脑、肝脏、肾脏、骨、泌尿生殖器、甲状旁

腺，以及各种免疫细胞中，且影响神经、肌肉、造血、免

疫等组织器官功能［５６］。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缺乏 ＶｉｔＤ
与多种疾病有关。ＬｅｅＰ等［７］的一项前瞻性试验包括

了４２例危重患者，通过简化的急性生理评分来预测病
死率，结果发现ＶｉｔＤ缺乏组是正常组的３倍。他们认
为人体可能存在 ＰＴＨＶｉｔＤ轴，生理状态时，机体的靶
细胞可形成更多的１，２５（ＯＨ）２Ｄ３来满足机体的需要，
但在危重症状态下，由于ＶｉｔＤ的缺乏，（下转第１４３８页）

·６６３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１２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９



·全科医学论著·

三尖瓣下移畸形右心室评估与术式选择
李晓锋，苏俊武，冷昭廷，刘爱军，范祥明，李志强，贺彦，张晶，刘迎龙

摘要：目的　回顾性分析４６例三尖瓣下移畸形的外科治疗结果及术前超声资料，以期为术前评估三尖瓣下移畸
形不同手术方式的选择指征提供线索。方法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９月收治三尖瓣下移畸形４６例，其中男性
２８例，女性１８例，年龄０．４～３５岁，平均体重（２６．２±１８．６）ｋｇ。Ｃ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分型Ａ型４例，Ｂ型２６例，Ｃ型１５例，Ｄ
型１例。行双心室矫治３３例，一个半心室矫治１０例，单纯行双向Ｇｌｅｎｎ术１例，肺动脉环缩术２例。分析全组术
前超声资料，对比双心室矫治及一个半心室矫治病例房化右心室与功能右心室参数及手术结果。结果　本组术
后死亡１例（２．２％）。全组功能右心室／房化右心室比值（ＦＲＶ／ＡＲＶ比值）为０．７９±０．３１，双心室矫治组 ＦＲＶ／
ＡＲＶ比值为０．９９±０．３５，一个半心室矫治组 ＦＲＶ／ＡＲＶ比值为 ０．４３±０．２３，２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ｔ＝
５．９５２０，Ｐ＝０．００００）。１２例术后出现心包积液（２６．０９％），其中双心室矫治组出现５例，一个半心室矫治组７例。
３４例术后无心包积液患者ＦＲＶ／ＡＲＶ为１．０７±０．９２，术后心包积液患者ＦＲＶ／ＡＲＶ为０．４９±０．４１，２组差异存在
统计学意义（ｔ’＝２．８８９７，Ｐ＜０．０５）。随访２～４４个月无死亡，无严重并发症发生。结论　三尖瓣下移畸形的手
术方式的选择应参考左右心室发育情况，功能右心室／房化右心室比值对抉择三尖瓣下移畸形手术方式可能有一
定意义。

关键词：先天性心脏病；三尖瓣下移畸形；功能右心室／房化右心室比值；外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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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尖瓣下移畸形又称 Ｅｂｓｔｅｉｎ畸形（Ｅｂｓｔｅｉｎ’ｓａ
ｎｏｍａｌｙ），是指三尖瓣部分或整个有效的三尖瓣环下移
于右心室，同时伴有三尖瓣瓣膜的畸形和右室结构的

改变，约占先心病的０．５％ ～１．０％［１］，由其引起的三

尖瓣问题约占先心病合并三尖瓣畸形的 ４０％。Ｅｂ
ｓｔｅｉｎ畸形病变程度变化较大，手术方式的选择较为棘
手；功能右心室和三尖瓣的评估对手术方式的抉择至

关重要［２］，既往根据三尖瓣Ｚ值选择手术方式，但我们
在临床中发现一部分患者功能右室发育情况与三尖瓣

Ｚ值相关性并不强，部分患儿术前超声提示三尖瓣 Ｚ
值能满足双心室矫治要求的患儿术中探查见右心室发

育不好，故全面评估功能右室与房化心室具有重要意

义。我院小儿心脏外科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９月共
收治４６例 Ｅｂｓｔｅｉｎ畸形，手术效果良好，现总结分析

基金项目：北京安贞医院院长基金（２０１２Ｚ０２）；２０１１年北京市科
技计划项目（Ｚ１１１１０００７４９１１００１）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北京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
儿心脏中心

通讯作者：刘迎龙，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ｙｉｎｇｌｏｎｇ＠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９月收治 Ｅｂ
ｓｔｅｉｎ畸形４６例，男性２８例，女性１８例。年龄０．４～３５
岁；平均体重（２６．２±１８．６）ｋｇ。Ｃ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分型 Ａ型４
例（８．７％），Ｂ 型 ２６例 （５６．５％），Ｃ 型 １５例
（３２．６％），Ｄ型 １例（２．２％）。术前均经体检、心电
图、Ｘ线胸片、超声心动图检查明确诊断，对于术前存
在诊断疑问的患儿行心血管造影以获得更全面的诊断

信息及血流动力学信息。术前超声取四腔心切面评估

房化心室大小；取胸骨旁右心室流入道切面评估功能

右室 大 小。全 组 合 并 三 尖 瓣 关 闭 不 全 ３８例
（８２．６％）、房间隔缺损１９例（４１．３％）、卵圆孔未闭１８
例（３９．１％）、室间隔缺损１０例（２１．７％）、肺动脉瓣狭
窄和三尖瓣狭窄各３例、矫正型大动脉转位１例。
１２　外科技术　全组气管插管静脉复合麻醉。均取
仰卧位，胸骨正中切口进胸，探查畸形。心内直视手术

均经升主动脉及上、下腔静脉插管常规建立体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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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Ｋ液心肌保护，心表置冰水。根据不同病理分型，
参考右心室及三尖瓣发育情况采用不同的手术方式：

双心室矫治３３例，一个半心室矫治１０例，单纯行双向
Ｇｌｅｎｎ术１例，肺动脉环缩术２例。

三尖瓣畸形矫治采用改良 Ｃ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法，右房切
口，沿三尖瓣根部切下下移瓣叶，纵向折叠房化右室。

将切下瓣叶移植于新的瓣环处；如合并有其他心内畸

形，同期行合并畸形的矫治。一个半心室矫治是在体

外循环下行心内畸形矫治的同时加做双向 Ｇｌｅｎｎ术。
２例行肺动脉环缩术患者开胸后检测主动脉压力及肺
动脉压力，以编织人工血管片作环缩带，环缩主肺动

脉，使环缩带远心端的肺动脉压分别降至 ３６／３２
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和２６／１０ｍｍＨｇ。仅１
例行双向Ｇｌｅｎｎ，为Ｃ型合并重度肺动脉瓣狭窄，开胸
后行肺动脉测压肺动脉压力平均压约为１０ｃｍＨ２Ｏ（１
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５例术前患有预激综合征的患
者中，１例术前行射频消融治疗，３例术中行手术切除
附加的房室传导途径。另１例未对其预激综合征行特
殊处理。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２
组间计量资料行方差齐性检验，如方差齐行两样本 ｔ
检验，如方差不齐则行 ｔ’检验。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本组死亡１例（２．２％），该例为２５岁女性 Ｃ型患
者，术前心电图检查未见异常，术前超声提示房化右室

直径 ６０ｍｍ，功能右室为 ２１ｍｍ，ＦＲＶ／ＡＲＶ比值为
０．３５，于术后３ｄ突然发生顽固性心律失常，予以药物
治疗及电复律无效，最终死亡。全组行双心室矫治３３
例，一个半心室矫治１０例，单纯行双向 Ｇｌｅｎｎ术１例，
肺动脉环缩术 ２例。全组 ＦＲＶ／ＡＲＶ比值为０．７９±
０．３１，双心室矫治组ＦＲＶ／ＡＲＶ比值为０．９９±０．３５，一
个半心室矫治组 ＦＲＶ／ＡＲＶ比值为０．４３±０．２３，２组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ｔ＝５．９５２０，Ｐ＝０．００００）。术后
有１２例患者出现心包积液（２６．０９％），其中双心室矫
治组 ５例 （１５．１５％），一个半心室矫治组 ７例
（７０．００％）；３４例术后无心包积液患者 ＦＶ／ＲＶ为
１．０７±０．９２，１２例术后心包积液患者 ＦＶ／ＲＶ为
０．４９±０．４１，２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ｔ’＝２．８８９７，Ｐ
＜０．０５）。随访２～４４个月无死亡，无严重并发症发
生。

３　讨　论
３１　Ｅｂｓｔａｉｎ畸形右心室的术前超声评估对手术方式
的抉择至关重要　Ｅｂｓｔｅｉｎ畸形是一种少见的先天性
心脏病［３４］，该畸形自然预后差［５］。三尖瓣病理改变差

异很大，轻者瓣膜改变接近正常，重者后瓣叶和隔瓣叶

缺如，前瓣叶亦受影响，甚至出现裂隙和穿孔；而三尖

瓣的下移对整个右心室的解剖和功能造成一定的影

响［６］，由此造成的右心室的房化及房化右心室对循环

造成的影响亦因病情的轻重而差别很大［１］。手术方式

的选择应根据三尖瓣发育、房化右心室、功能右心室、

左心室和肺动脉发育情况及合并其他心内畸形等综合

考量［１］。而术前超声检查除可明确诊断外，还可对房

化右室、功能右室、三尖瓣及左心室情况等做综合评

估，对患者循环病理生理做全面分析，为手术方式的选

择提供丰富的依据［７８］。尽管目前经胸超声心动图检

查为 Ｅｂｓｔｅｉｎ畸形术前诊断和评价解剖结构的首选检
查方式，但是也存在误诊和漏诊的可能；本组有１例４
岁女性Ｄ型患儿，术前诊断为 Ｅｂｓｔａｉｎ畸形，三尖瓣发
育尚可，术中探查证实三尖瓣瓣口仅为５ｍｍ，无法行
双心室矫治，而不得不加做 Ｇｌｅｎｎ术而行一个半心室
矫治。同时，不同超声切面对Ｅｂｓｔａｉｎ畸形患者房化右
心室及功能右心室的评估可能存在误差。四腔心切面

虽然对房化右心室的评估相对较好，但是往往可能会

低估功能右心室；胸骨旁右室流入道切面则更有利于

观测功能右心室的大小，故我们建议Ｅｂｓｔａｉｎ畸形术前
诊断室应多切面全面评估房化右室、功能右室及左心

室情况等，可能更有利于术式的抉择。如合并其他复

杂畸形，应行心血管造影检查，明确诊断及血流动力学

特点，以便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本组患者术前均

行超声、胸片和心电图检查，明确术前诊断及对血流动

力学特点和解剖学特点进行综合评估。也有文献报道

采用核磁共振对先心病患儿的右心室功能进行评估也

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核磁共振成像时间及伪影等的影

响［９］，可能对婴幼儿先心病患儿的右室功能的评估精

度有一定的影响。

３２　功能右心室的发育与手术方式的选择　一般认
为Ｅｂｓｔａｉｎ畸形手术治疗时机为心功能Ⅲ～Ⅳ级、进行
性紫绀及出现心律失常，近年来手术时机的选择更为

灵活［１０］。提高 Ｅｂｓｔｅｉｎ心脏畸形手术效果，最重要的
是应根据病理解剖特征选择手术方式。虽然双心室修

复是该类畸形矫治的首选术式［２］，但是由于Ｅｂｓｔａｉｎ畸
形的个体差异性较大，故术式抉择较为棘手；同时功能

右心室与房化右心室及其对左心室的影响对手术方式

的抉择至关重要，因此术前应对上述的方面进行全面

评估。有文献提示功能右心室似乎与三尖瓣的反流程

度相关［１１］，而与房化右心室及年龄大小关系不大。而

ＴｏｂｌｅｒＤ等［１２］则通过影像学研究发现房化右心室的大

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病情的轻重。鉴于对右心室评

估缺乏合适的指标及此种病变的复杂性和病情的个体

性差异，我们对Ｅｂｓｔａｉｎ畸形手术方式的选择依据详尽
的术前检查结合仔细的术中探查所得而定。本研究术

前均经超声明确诊断及合并畸形，参考三尖瓣Ｚ值、房
化右心室、功能右室和左心室的发育及合并的其他心

内畸形情况，结合术中探查所见灵活抉择手术方式。

既往对评估房化右室及功能右室并无良好的指标，而

采用三尖瓣Ｚ值评估功能右室虽然对手术方式的选择
有一定意义，但是由于Ｅｂｓｔａｉｎ畸形的三尖瓣瓣环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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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术前评估亦有很大的误诊和偏差可能，此外影响三

尖瓣瓣环大小的因素较多，故三尖瓣 Ｚ值对评估功能
右室和抉择手术方式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本组有１例
４岁女性 Ｄ型患儿术前超声发现三尖瓣瓣环扩大，Ｚ
值足以做双心室矫治，但术中探查见三尖瓣瓣环狭窄，

无法行双心室矫治。笔者分析３３例双心室矫治及１０
例一个半心室矫治患儿的 ＦＲＶ／ＡＲＶ比值，发现双心
室矫治组ＦＲＶ／ＡＲＶ比值（０．９９±０．３５）大于一个半心
室矫治组 ＦＲＶ／ＡＲＶ比值（０．４３±０．２３，Ｐ＝０．００００）。
术中通过房化右室的折叠可以解决房化右室对右室功

能的影响和对左心室的压迫，而功能右室的大小事关

右心室的割舍以决定是双心室、一个半心室还是单心

室矫治。而对于功能右心室狭小的患儿采用心内畸形

矫治加做Ｇｌｅｎｎ手术在功能右心室允许的范围内减少
了右心室的负荷，同时又尽可能保留了功能右心室的

功能［１３１４］。在分析本组病例时我们发现一些合并三尖

瓣狭窄的患者的功能右心室足够大，而一些功能右心

室很小的患者却存在扩张明显的三尖瓣环，ＦＲＶ／ＡＲＶ
比值可避开这种矛盾，可较全面评估右室的发育和受

累情况，相对客观。同时笔者还发现术后发生心包积

液的患者ＦＲＶ／ＡＲＶ比值明显低于未发生心包积液的
患者，而术后心包积液很大程度上与右室功能有一定

关系，因此ＦＶ／ＲＶ比值可能对预测术后右室心功能情
况可能也有一定帮助。

本组死亡 １例（２．２％），病死率与文献报道近
似［１５１６］。该例为２５岁女性 Ｃ型患者，术前心电图检
查未见异常，术前超声提示房化右室直径６０ｍｍ，功能
右室为２１ｍｍ，ＦＲＶ／ＡＲＶ为０．３５，行双心室矫治，于
术后３ｄ死于顽固的室上性心律失常，经积极的药物
治疗及电复律均未好转最终死亡。笔者推测该例行双

心室矫治术后早期通过血管活性的药物应用等虽然可

以维持循环，但是随着心室代偿机制达到极限，右室功

能不全的表现即开始出现；这亦可佐证此例ＦＲＶ／ＡＲＶ
对房化右心室与功能右心室的评估。鉴于 Ｅｂｓｔａｉｎ畸
形常合并有预激综合征，因此术前除全面评估右心室

功能外，还应注重对预激综合征的排查及处理。本组

术前检查发现５例合并有预激综合征的患者中，１例
于术前行射频消融治疗，３例术中行手术切除附加的
房室传导途径。另 １例未对其预激综合征行特殊处
理。

本组中有２例Ｃ型患者分别合并矫正型大动脉转
位和肺动脉高压，对此２例患者，我们采取姑息治疗，
行肺动脉环缩术以减少其肺血流量，缓解相应症状。

１例患者合并肺动脉狭窄，开胸后行肺动脉测压肺动
脉压力平均压约为１２ｃｍＨ２Ｏ，为增加其肺血流量我
们单纯行双向Ｇｌｅｎｎ术。对于心内畸形复杂难以矫治
的患者行姑息手术治疗对缓解患者症状，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有重要意义。本组中唯一１例 Ｄ型患者，采取

了一个半心室矫治术进行治疗，术后症状明显改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Ｅｂｓｔａｉｎ畸形病理生理变化较
大，手术方式的选择较为棘手，术者应充分结合术前检

查及术中探查等综合评估患者病情以抉择手术方式，

而ＦＲＶ／ＡＲＶ可能对评估右室受累程度有一定意义，
对抉择手术方式亦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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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表面活性蛋白 Ｄ基因多态性与 ＲＳＶ
毛细支气管炎的关系

朱亚非，方妍彤，梁振明，龚海燕，阮莉莉，朱银燕，吴光声，包玲，王莉芬，陈兆军

摘要：目的　探讨杭州地区肺表面活性蛋白（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Ｐ）Ｄ基因变异是否与儿童呼吸道合胞病毒（ｒｅ
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ｎｃｙｔｉａｌｖｉｒｕｓ，ＲＳＶ）毛细支气管炎易感性有关。方法　采用ＭＧＢ测序法检测１５０例ＲＳＶ毛细支气管炎
和１５０例健康对照组ＳＰＤ基因２个位点的多态性，并进行基因型、等位基因型频率分析。各组的基因型、等位基
因型频率比较采用 χ２检验。结果　病例组 ＳＰＤＭｅｔ１１Ｔｈｒ位点 ＴＴ、ＣＴ、ＣＣ三种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７．３％、
４４．０％、４８．７％，Ｔ、Ｃ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２９．３％、７０．７％。三种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６．７５１、５．８２３，Ｐ＜０．０５）。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位点 ＡＡ、ＧＡ、ＧＧ三种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４．０％、
２９．３％、６６．７％，Ａ、Ｇ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１８．７％、７１．３％，２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
义（χ２＝０．１８２、０．１８１，Ｐ＞０．０５）；但该位点 Ａ、Ｇ等位基因在轻中度和重度患儿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３．９５４，Ｐ＜０．０５），携带Ａ等位基因的个体患重度ＲＳＶ毛细支气管炎的风险升高。结论　杭州地区汉族儿童存在
ＳＰＤ基因多态性，ＳＰＤＭｅｔ１１Ｔｈｒ位点与ＲＳＶ毛细支气管炎疾病易感性存在关联，Ｃ等位基因可能是易感基因；而
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位点与ＲＳＶ毛细支气管炎疾病易感性未存在关联。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等位基因Ａ可能是影响ＲＳＶ
毛细支气管炎严重程度的一个候选基因。

关键词：呼吸道合胞病毒；肺表面活性蛋白；基因多态性；毛细支气管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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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ｔｈ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Ｈａ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ａｒｅａ，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ｏｆＳＰＤＭｅｔ１１Ｔｈｒ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ＲＳＶ
ｂｒｏｎｃｈｉｏｌｉｔｉｓ．Ｃａｌｌｅｌｅｍａｙｂｅａ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ｏｆ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ｄｏｎｏ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ＳＶ，ｂｕｔ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Ａａｌｌｅｌｅ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ｓｅｖｅｒｅ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ｓｕｇｇｅｓｔＡａｌｌｅｌｅｏｆ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ｍｉｇｈｔｂｅａｎ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ｇｅｎ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ＲＳＶｂｒｏｎｃｈｉｏｌｉｔ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ｎｃｙｔｉａｌｖｉｒｕｓ；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Ｂｒｏｎｃｈｉｏｌｉｔｉｓ

　　ＲＳＶ是全球范围内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
病原［１］。８０％婴儿在生后１年内感染过 ＲＳＶ，多数表
现为上呼吸道感染，仅３％左右发展为毛细支气管炎
而需住院治疗，０．５％～１．０％可出现死亡［２３］。导致这

种病情差异的原因可能与宿主的遗传因素有关。肺

基金项目：浙江省卫生厅医药卫生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２
ＫＹＡ１５６）；杭州市科技计划引导项目（２０１２年）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５杭州市，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杭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儿科（朱亚非，方妍彤，梁振明，龚海燕，阮

莉莉，朱银燕，吴光声，包玲，王莉芬）；检验科（陈兆

军）

通讯作者：朱亚非，Ｅｍａｉｌ：ｌｓｚｈｕｙａｆｅｉ＠ｓｉｎａ．ｃｏｍ

表面活性物质由肺泡Ⅱ型上皮细胞分泌，它由磷脂和
肺表面活性蛋白（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ＳＰ）组成。肺表面
活性物质蛋白包括 ＳＰＡ、ＳＰＢ、ＳＰＣ、ＳＰＤ。其中 ＳＰ
Ｄ与ＳＰＡ属钙依赖性Ｃ型凝集素家族，它可以调节肺
的炎症过程，而调控其表达水平的基因位点存在多态

性。本研究测定ＳＰＤＭｅｔ１１Ｔｈｒ和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位点
的单核苷酸多态性，探讨杭州地区儿童ＳＰＤ等位基因
频率分布情况，并对其与ＲＳＶ毛细支气管炎的易感性
进行研究。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病例组系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
期间入住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儿科病房，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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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细支气管炎的汉族儿童，经外周血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
确诊为ＲＳＶ感染，共１５０例，男性９７例，女性５３例；年
龄２～２４个月，平均（６．５２±５．３０）个月。由专人记录
详细的病史资料，包括父母及个人特应性疾病史、既往

心肺疾病史、病情严重程度、治疗方法、并发症、住院时

间、预后等。病情严重程度分型参照 Ｂｅａｒｍａｎ的评分
标准，分为轻中度组和重度组。除外有双胎、早产、先

天性心脏病、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等基础疾病的患儿。

同时以１５０例年龄配对的健康体检汉族儿童为对照
组，均无毛细支气管炎史，也无个人及家族特应性疾病

史。２组性别和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本研究经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学术伦理委
员会讨论通过。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及基因组ＤＮＡ抽提　患者入院当日
采外周血２ｍｌ，用ＥＬＩＳＡ法检测ＲＳＶＩｇＭ；另采外周血
１ｍｌ加ＥＤＴＡ抗凝，用离心吸附柱试剂盒（美国ＡＢＩ公
司订制）提取ＤＮＡ，冻存于 －８０℃冰箱待测。对照组
血标本采集与处理同上。

１２２　实时 ＰＣＲ引物和 ＭＧＢ探针设计　ＳＰＤ
Ｍｅｔ１１Ｔｈｒ引 物 序 列 ＦＧＡＡＧＣＡＧＡＡＡＴＧＡＡＧＡＣ
ＣＴＡＣＴＣＣＣ，ＲＴＣＴＣＴＣＣＣＡＴＣＣＣＧＴＣＣＡＴ。荧光 ＭＧＢ
探针序列 Ｐｒｏｂｅ１：ＦＡＭＣＡＧＡＡＣＡＡＣＧＣＣＣＡＧＴＭＧＢ，
Ｐｒｏｂｅ２： ＨＥＸＣＡＧＡＡＣＡＡＴＧＣＣＣＡＧＴＧＭＧＢ． ＳＰＤ
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引物序列 ＦＣＣＡＡＧＣＡＧＧＣＡＣＡＧＧＡＧＡＡＣ，
ＲＣＣＴＡＡＧＧＧＡＧＡＧＣＧＡＧＧＴＧＴＣ荧光ＭＧＢ探针序列
Ｐｒｏｂｅ１ＦＡＭＣＣＣＴＧＣＧＴＴＴＣＣＡＭＧＢ，Ｐｒｏｂｅ２ＨＥＸ

ＣＣＣＣＴＧＴＧＴＴＴＣＣＡＭＧＢ。引物和探针在上海基康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１２３　基因多态性位点分析　采用荧光定量ＭＧＢ探
针法检测ＳＰＤ基因多态性位点。试剂：２×ＴａｑＭａｎＵ
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ＰＣＲ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ＡＢＩ公司）。仪器设备：ＡＢＩ
Ｐｒｉｓｍ７９００ＨＴ型荧光定量 ＰＣＲ仪。ＰＣＲ反应体系：
ＴａｑＭａｎ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５（μｌ）１×，Ｒｅｖｅｒｓｅｐｒｉｍｅｒｓ（２０
ｐｍｏｌ／μｌ）：０．４５（μｌ）９００ｎＭ，ＴａｑＭａｎｐｒｏｂｅ（１０ｐｍｏｌ／
μｌ）：０．２５（μｌ）２５０ｎＭ，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ＤＮＡ（１０ｎｇ／μｌ）：１
（μｌ）ａｔｌｅａｓｔ１０ｎｇ，ｄｄＨ２０２．６（μｌ），Ｔｏｔａｌ１０（μｌ）。
ＰＣＲ循环条件：９５℃热启动１０ｍｉｎ，然后是９５℃变性
１５ｓ，６０℃退火延伸６０ｓ，循环４０次。基因序列分析
由上海基康生物有限公司协助完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分析。用频
率计数法计算 ＲＳＶ毛细支气管炎组和对照组各多态
位点基因型，以基因型频率计算等位基因频率，组间基

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比较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用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检验样本
遗传平衡状态及基因频率代表性。

２　结　果
２１　ＳＰＤＭｅｔ１１Ｔｈｒ和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基因型的检测
结果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检验见表１。分布均符合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Ｐ＞０．０５），提示纳入的研究样本
符合遗传平衡状态。该样本的基因频率可以代表本地

区汉族人群的基因频率。

表１　ＳＰＤＭｅｔ１１Ｔｈｒ和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基因型分布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检验（ｎ）

组别 例数
ＳＰＤＭｅｔ１１Ｔｈｒ

ＴＴ（Ｍｅｔ／Ｍｅｔ） ＣＴ（Ｔｈｒ／Ｍｅｔ） ＣＣ（Ｔｈｒ／Ｔｈｒ）
Ｐ值

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
ＡＡ（Ａｌａ／Ａｌａ） ＧＡ（Ａｌａ／Ｔｈｒ） ＧＧ（Ｔｈｒ／Ｔｈｒ）

Ｐ值

对照组 １５０ ２２ ７２ ５６ ０．９８８ ５ ４２ １０３ ０．９７５
病例组 １５０ １１ ６６ ７３ ０．７４６ ６ ４４ １００ ０．９７６

２２　ＳＰＤＭｅｔ１１Ｔｈｒ位点基因多态性分布　ＳＰＤ
Ｍｅｔ１１Ｔｈｒ位点毛细支气管炎组与对照组基因型及等位
基因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７５１、５．８２３，Ｐ＜
０．０５），在对照组中Ｍｅｔ／Ｍｅｔ纯合子比例及等位基因 Ｔ

分布高于毛细支气管炎组，而在毛细支气管炎组中

Ｔｈｒ／Ｔｈｒ纯合子及等位基因 Ｃ分布高于对照组。见表
２。

表２　ＳＰＤＭｅｔ１１Ｔｈｒ位点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分布（ｎ，％）

组别 例数
基因型频率

ＴＴ（Ｍｅｔ／Ｍｅｔ） ＣＴ（Ｔｈｒ／Ｍｅｔ） ＣＣ（Ｔｈｒ／Ｔｈｒ）
等位基因频率

Ｔ（Ｍｅｔ） Ｃ（Ｔｈｒ）
病例组 １５０ １１（７．３） ６６（４４．０） ７３（４８．７） ８８（２９．３） ２１２（７０．７）
对照组 １５０ ２２（１４．７） ７２（４８．０） ５６（３７．３） １１６（３８．７） １８４（６１．３）
χ２值 ６．７５１ ５．８２３
Ｐ值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６
ＯＲ值 ０．６５８
９５％可信区间 ０．４６９～０．９２５

２３　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位点基因多态性分布　ＳＰＤＡ
ｌａ１６０Ｔｈｒ位点毛细支气管炎组与对照组基因型及等位
基因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１８２、０．１８１，Ｐ＞
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位点基因多态性分布与病情轻重
的关系　重度组等位基因 Ａ频率高于轻中度组（χ２＝
３．９５４，Ｐ＜０．０５），对照组等位基因 Ｇ分布高于毛细支
气管炎组。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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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ＲＳＶ属副黏病毒科肺炎属，它是引起婴幼儿呼吸
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且以毛细支气管炎为主要特征。

ＲＳＶ感染的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有关。编码 ＳＰＤ的
基因位于人类１０号染色体的长臂 ｑ２２．２２３．１区域，
ＳＰＤ除了参与肺表面蛋白的调节过程外，它还在肺部
炎症和感染过程中起重要作用［４５］。ＬｅＶｉｎｅＡＭ等［６］

体外研究提示 ＳＰＤ缺陷小鼠体内 ＲＳＶ病毒复制增
加，体内炎症细胞在肺组织中的聚集增加。ＳＰＤ通过
ＣＲＤ识别ＲＳＶ的糖蛋白，增强肺泡巨噬细胞和中性粒
细胞对ＲＳＶ的吞噬作用，ＳＰＤ可改善由巨噬细胞和中
性粒细胞产生的氧自由基对 ＲＳＶ的抑制作用，避免过
度炎症反应的发生。因此，ＳＰＤ的缺陷直接降低了小
鼠的防御机制。ＲＳＶ感染后，宿主体内的ＳＰＤ水平发

生改变。ＫｅｒｒＭＨ等［７］通过酶联免疫法对１８例严重
的ＲＳＶ感染的患儿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 ＳＰ的水平
进行检测，发现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 ＳＰＤ、ＳＰＡ及
ＳＰＢ水平均下降，表明严重的 ＲＳＶ感染存在 ＳＰＤ浓
度的改变，结果可能导致肺功能的异常。此外，ＳＰＤ
在ＲＳＶ感染所致肺部疾病的严重程度和疗效评价方
面亦有一定的临床价值。ＫａｗａｓａｋｉＹ等［８］的研究评价

毛细支气管炎患者体内 ＳＰＤ浓度与感染严重程度的
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呼吸功能受损严重程度的

加重，患者血清ＳＰＤ水平呈上升趋势，提示血清 ＳＰＤ
水平与ＲＳＶ感染严重程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
ＳＰＤ作为一种免疫应答的产物可用于评价 ＲＳＶ感染
的严重程度。

表３　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位点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分布（ｎ，％）

组别 例数
基因型频率

ＡＡ（Ｔｈｒ／Ｔｈｒ） ＧＡ（Ａｌａ／Ｔｈｒ） ＧＧ（Ａｌａ／Ａｌａ）
等位基因频率

Ａ Ｇ
病例组 １５０ ６（４．０） ４４（２９．３） １００（６６．７） ５６（１８．７） ２４４（７１．３）
对照组 １５０ ５（３．３） ４２（２８．０） １０３（６８．７） ５２（１７．３） ２４８（７２．７）
χ２值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１
Ｐ值 ０．９１２ ０．６３１

表４　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基因多态性与ＲＳＶ毛细支气管炎病情的关系（ｎ，％）

组别 例数
基因型／等位基因

ＡＡ ＧＡ ＧＧ Ａ Ｇ
轻中度组 ９５ ３（３．２） ２３（２４．２） ６９（７２．６） ２９（１５．３） ２７（２４．５）
重度组 ５５ ３（５．５） ２１（３８．２） ３１（５６．３） １６１（８４．７） ８３（７５．５）
χ２值 ０．４７８ ３．２８０ ４．１４８ ３．９５４
Ｐ值 ０．６６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７
ＯＲ值 ０．５６５ ０．５１７ ２．０５５ ０．５５４
９５％可信区间 ０．１１０～２．９０２ ０．２５２～１．０６１ １．０２２～４．１３０ ０．３０８～０．９９６

　　ＲＳＶ感染后出现 ＳＰＤ水平变化与宿主的遗传易
感性相关［９］。目前 ＳＰＤ基因研究得较多的是氨基酸
残基１１密码子（ＳＰＤＭｅｔ１１Ｔｈｒ）和氨基酸残基１６０密
码子（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的多态性。ＳＰＤ氨基末端有２
个保守的１５和２０半胱氨酸残基。氨基酸１１是位于
保守的半胱氨酸附近，这２个残基参与了链间二硫键
的交叉连接，以稳定三聚体，同时也参与氨基端多个三

聚体亚基的连接。链间二硫键的稳定提高了 ＳＰＤ抗
病毒特性。ＳＰＤ水平８０％由遗传因素决定，Ｍｅｔ１１Ｔｈｒ
多态性与血清 ＳＰＤ水平相关，Ｔ等位基因与较高的
ＳＰＤ水平相关。ＬａｈｔｉＭ等［１０］研究证实在此位点上的

Ｔ等位基因与严重呼吸道合胞病毒毛细支气管炎相
关。

ＡｍｐｕｅｒｏＳ等［１１］前瞻性分析婴儿的 ＲＳＶ感染与
ＳＰＤ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其研究对比分析１１８例
ＲＳＶ感染婴儿（重度感染５９例，中度感染３４，轻度感
染２５例）与１０４例志愿献血者体内 ＳＰＤ基因型。结
果显示，ＳＰＤＭｅｔ１１Ｔｈｒ的Ｃ等位基因频率在重度 ＲＳＶ
感染婴儿体内明显增高。杂合型Ｔｈｒ（１１）／Ｍｅｔ（１１）基
因频率在轻度和中度 ＲＳＶ感染体婴儿内明显增高。
Ｔｈｒ（１６０）等位基因频率在中度和重度 ＲＳＶ感染婴儿

体内明显增高。Ｔｈｒ（１１）Ｔｈｒ（１６０）Ｓｅｒ（２７０）单体型在
轻度和中度ＲＳＶ感染婴儿体内亦多见。

目前，国内尚无 ＳＰＤ基因与 ＲＳＶ毛细支气管炎
的相关研究。我们研究比较了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与正

常儿童ＳＰＤ基因多态性及基因频率的差异。结果显
示毛细支气管炎组与对照组 ＳＰＤＭｅｔ１１Ｔｈｒ位点基因
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毛细支气管炎组Ｔｈｒ／Ｔｈｒ纯合子、Ｃ等位基因分布比例
均高于对照组，对照组 Ｍｅｔ／Ｍｅｔ纯合子、Ｔ等位基因分
布比例高于毛细支气管炎组；而 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位点
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该研究结果与智利 ＡｍｐｕｅｒｏＳ等［１１］研究结果

基本相一致。而与ＬａｈｔｉＭ等［１０］结果相反。

不同地区、不同学者研究的结论有所差异，此差异

可能与种族、地域以及研究对象等不同有关。本研究

发现，杭州地区汉族儿童存在ＳＰＤＭｅｔ１１Ｔｈｒ位点氨基
酸和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位点氨基酸基因存在多态性，病
例组和对照组两位点基因型分布均符合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
ｂｕｒｇ平衡，表明两组人群来自同一孟德尔群体。病例
组和对照组ＳＰＤＭｅｔ１１Ｔｈｒ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
与ＲＳＶ感染的易感性的相关性，Ｃ等位 （下转第１４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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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ＤＨＩ量表在老年位置性眩晕复位后残余症状
评估中的应用
章燕幸，吴承龙，钟芳芳

摘要：目的　采用Ｄｉｚｚｉｎｅｓｓ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ＤＨＩ）量表评估管石复位术后老年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ＢＰＰＶ）
患者的残余症状。方法　前瞻性研究１３４例成功复位的老年ＢＰＰＶ患者。所有患者在复位前和复位后１周进行
ＤＨＩ量表评定。对照组采用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人群。对复位前后和复位后与健康人群的 ＤＨＩ评分进行比
较。结果　病例组复位后ＤＨＩ评分（１５．７９０±４．５１７）与复位前（４２．４９０±７．６９１）相比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ｔ＝４４．８３２，Ｐ＝０．０００）。病例组复位后ＤＨＩ评分仍高于健康对照组（１２．４３０±３．９１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１０．６２４，Ｐ＝０．０００）。病例组ＤＨＩ各个单项评分复位前和复位后的比较显示除了 Ｅ１５、Ｅ１８、Ｅ２１、Ｅ２２、Ｅ２３等
５项，其他单项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病例组复位后和对照组的 ＤＨＩ评分比较显示有５个单项 Ｅ２、Ｅ９、
Ｅ１０、Ｅ１５、Ｅ１８仍有差异，其他单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即使复位成功，ＤＨＩ评分比较仍提示老年ＢＰ
ＰＶ患者复位后功能和躯体症状基本恢复正常，但情感心理方面仍有损害，残余主观症状可能持续存在，需要进一
步治疗和随访。

关键词：眩晕；物理医学；半规管；ＤＨＩ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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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ｅｒｔｉｇ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ｅｍｉ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ｃａｎａｌｓ；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ｂｅｎｉｇｎ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ｔｉｇｏ，ＢＰＰＶ）是因特定头位改变而诱发的阵发
性短暂眩晕，耳石是ＢＰＰＶ的发病基础，Ｍｅｔａ分析显示
管石复位术是 ＢＰＰＶ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１３］。然而

部分ＢＰＰＶ患者在成功复位后仍有残余的非特异性症
状，如头昏、头重脚轻、漂浮感和轻度头痛等。这些残

余症状很难用传统的前庭功能测试来评估。迄今为

止，国内尚缺乏对复位后 ＢＰＰＶ残余症状的量化分析
研究，本研究采用眩晕障碍量表（ＤｉｚｚｉｎｅｓｓＨａｎｄｉｃａｐ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ＤＨＩ）评估管石复位术对老年 ＢＰＰＶ患者的
改善程度和复位后残余症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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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绍兴医
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章燕幸，Ｅｍａｉｌ：ａｕｗｘｆ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期间在
本院确诊的ＢＰＰＶ患者１３４例。所有患者均详细询问
病史并进行神经系统体格检查，包括姿势和步态、眼球

运动、ＤｉｘＨａｌｌｐｉｋｅ试验、仰卧侧头位试验、头颅 ＭＲＩ、
纯音测听法和声导抗检查等。入组标准：①年龄≥６０
岁；②有因头位改变诱发的短暂眩晕发作史。③潜伏
期３～５ｓ，持续时间＜６０ｓ，呈疲劳性。④特征性试验：
ＤｉｘＨａｌｌｐｉｋｅ试验阳性和／或仰卧侧头位试验阳性。⑤
完成ＤＨＩ量表评定。排除标准：①多管型ＢＰＰＶ患者；
②管石复位术禁忌症：严重颈椎病、心律失常、心功能
衰竭、运动障碍、上消化道出血等；③急性期接受过其
他物理治疗；④期间并发其他疾病影响头晕如神经系
统病变、控制不良的高血压、眼科疾病、酒精中毒和其

他前庭病变者。对照组采用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人

群，不伴有任何前庭疾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诊断试验　ＤｉｘＨａｌｌｐｉｋｅ试验是垂直半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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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ＰＰＶ的诊断试验［１］，受试者平坐于检查床上，背对床

头，检查者立于受试耳侧床边，手持受试者头部，按以

下头位进行操作：①头偏向受试耳侧，并偏离矢状位
４５°；②迅速由坐位变为卧位，头部过伸悬于床缘外，低
于床平面２０°，即出现有潜伏期、持续时间短的眼震，
且坐起时眼震方向相反。后半规管表现垂直上视和旋

转性眼震（右半规管顺时针，左半规管逆时针），前半

规管表现垂直下视和旋转性眼震（右半规管逆时针，左

半规管顺时针）。

仰卧侧头位试验是水平半规管 ＢＰＰＶ的诊断试
验［１］，受试者及检查者起始位同 ＤｉｘＨａｌｌｐｉｋｅ试验，进
行以下操作：①保持头不偏转；②迅速由坐位改为平卧
位，继之头向左或向右侧转９０°，观察其眼震情况。出
现水平位置性眼震为水平半规管疾病。

１２２　复位方法　复位在首次确诊时进行，垂直半规
管受累患者采用 Ｅｐｌｅｙ法复位，水平半规管受累者采
用Ｌｅｍｐｅｒｔ法复位。复位成功标准［１］：位置性眩晕和

眼震消失，位置试验阴性。

Ｅｐｌｅｙ法：①患者取坐位，头向患侧转４５°，保持该
头位使患者躺下头悬２０°；②经过中间头伸位，头逐渐
转正，然后继续向健侧偏４５°；③将患者头部连同身体
向健侧翻转，使其侧卧于治疗台，头部偏离仰卧位

１３５°；④坐起，头前倾２０°。每个体位保持１ｍｉｎ或至
眩晕及眼震消失。

Ｌｅｍｐｅｒｔ法：①患者取坐位，在治疗者帮助下迅速
平卧，头向健侧扭转９０°；②身体向健侧翻转１８０°，头
转９０°，面部朝下；③继续朝健侧方向翻转，使侧卧于
患侧；④坐起。每个体位保持１ｍｉｎ或至眩晕及眼震
消失。

１２３　量表评定　本研究中我们采用１９９０年 Ｊａｃｏｂ
ｓｏｎ和Ｎｅｗｍａｎ研制的 ＤＨＩ量表［４］。所有患者在复位

前和复位成功后１周进行 ＤＨＩ量表评定，我们对复位
前后和复位后与健康人群的 ＤＨＩ评分进行了对比分
析。该量表共有２５个项目，内容包括：①功能（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Ｆ）：眩晕影响参加社会活动，为第３、５、６、７、１２、
１４、１６、１９、２４项；②情感（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Ｅ）：由于眩晕产生
的心理障碍，为第２、９、１０、１５、１８、２０、２１、２２、２３项；③
躯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快速活动头部时眩晕是否加重，为
第１、４、８、１１、１３、１７、２５项。评分标准：肯定４分，否定
０分，两可２分。最后得分 ０～１００分，０～３０分为轻
度，３１～６０分为中度，６１～１００分为重度。得分越高，
功能障碍越严重。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采用 ｔ
检验对病例组复位前后和复位后与健康人群的 ＤＨＩ
评分进行比较。按 α＝０．０５作为检验标准，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病例组入组患者１３４例，男性４７例（３５．１％），女
性８７例（６４．９％），年龄 ２３～６９岁，平均（６４．５１±
３．８６）岁。后半规管１１４例，水平半规管１４例，前半规
管６例。平均复位次数２．４±１．５。对照组１３４例，年

龄（６５．３１±３．３６）岁，男性５２例（３７．３％），女性８２例
（６２．７％）。２组年龄（ｔ＝－１．９４７，Ｐ＝０．０５４）和性别
构成比（χ２＝０．４００５，Ｐ＝０．５２６９）比较差别无统计学
意义。

病例组复位后ＤＨＩ评分（１５．７９０±４．５１７）与复位
前（４２．４９０±７．６９１）相比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００）。病例组复位后 ＤＨＩ评分仍高于对照
组（１２．４３０±３．９１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
见表１，提示患者复位后活动平衡功能改善，但未完全
正常。

我们对病例组２５个单项复位前、复位后和健康对
照组的 ＤＨＩ评分做了比较。复位前后 ＤＨＩ评分有显
著改善且复位后与健康对照组的评分比较无显著性差

别的单项分别是 Ｐ１、Ｆ３、Ｐ４、Ｆ５、Ｆ６、Ｆ７、Ｐ８、Ｐ１１、Ｆ１２、
Ｐ１３、Ｆ１４、Ｆ１６、Ｐ１７、Ｆ１９、Ｅ２０、Ｆ２４和 Ｐ２５（见表１）。这
些项目主要评估功能和躯体症状，提示患者经管石复

位术后功能和躯体症状基本恢复正常。

病例组复位前和复位后 ＤＨＩ各个单项评分的比
较显示除了Ｅ１５、Ｅ１８、Ｅ２１、Ｅ２２、Ｅ２３等５项，其他单项
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该５项均属于
情感心理评估。

病例组复位后和对照组的各个单项评分比较显示

有５个单项（Ｅ２、Ｅ９、Ｅ１０、Ｅ１５、Ｅ１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其他单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这些结果
提示老年 ＢＰＰＶ患者并非所有症状都能恢复，管石复
位治疗有效，但是主观情感心理方面症状未达到正常。

３　讨　论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是因特定头位改变而诱发
的阵发性短暂眩晕，发病率约为６４／１００００，终身患病
率约为２．４％。发病高峰在５０～７０岁，女性发病率是
男性的２倍［１３］。来自椭圆囊的碳酸钙结晶（耳石）是

ＢＰＰＶ的发病基础，对其病理生理过程的解释目前存在
２种假说。Ｓｃｈｕｋｎｅｃｈｔ（１９６９）［５］提出的壶腹嵴顶耳石
症（ｃｕｐｕ１ｏｌｉｔｈｉａｓｉｓ）学说和 Ｈａｌｌ（１９７９）［５］提出的管石
症（ｃａｎａｌｉｔｈｉａｓｉｓ）学说。基于上述理论多种管石复位术
应运而生，目的在于使管石碎片从半规管移除到椭圆

囊，已经成分为ＢＰＰＶ的一线治疗［２３，５］。

尽管管石复位术改善了眩晕和眼震，仍有２２％ ～
３８％的患者描述在复位成功后残留头晕［６］。有些学者

提出ＢＰＰＶ存在其他发病机制。Ｇａｃｅｋ［５］研究了５例
患者的颞骨提出病理生理机制是神经元变性，而不仅

是机械刺激感受器，并认为患者在复位成功眼震消失

后仍有主观症状可能与此有关。其他学者提出病毒性

神经迷路炎可能引起ＢＰＰＶ，或者可能合并有潜在的前
庭病变［７］。无论那种病理生理机制，成功复位后不平

衡的主观残余症状（头昏、行走不稳、焦虑等）很难量

化和客观评定。多种眩晕量表被用于量化管石复位后

的主观症状以证实管石复位术的有效性。本研究中我

们采用 １９９０年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和 Ｎｅｗｍａｎ研制的 ＤＨ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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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该量表量化分析管石复位治疗前后患者在生活

功能、情感心理和躯体生理方面的变化，评价疗效，是

第一个评价日常生活头晕相关的主观感觉自我评定量

表［４，８］。

本研究中病例组复位前后 ＤＨＩ总评分比较显示

复位后总分明显下降，提示管石复位术后头晕改善，治

疗有效。但是病例组复位后 ＤＨＩ总评分和对照组比
较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主观头晕症状未达到

正常水平。

表１　病例组复位前、复位后和对照组ＤＨＩ单项评分比较

项目 病例组复位前 病例组复位后 对照组 ｔ１值 Ｐ１值 ｔ２值 Ｐ２值

Ｐ１ ２．３１０±１．６４３ ０．８５０±０．９９３ ０．７８０±０．９７８ １０．５０８ ０．０００ １．２１５ ０．２２７
Ｅ２ １．３３０±１．３８６ ０．７３０±０．９９７ ０．２８０±０．７００ ０．７８９ ０．０００ ０．５９７ ０．０００
Ｆ３ ２．１５０±１．５６３ ０．６１０±０．９２５ ０．４８０±０．８５６ １１．２０８ ０．０００ １．８１５ ０．０７２
Ｐ４ １．２４０±１．３３９ ０．４６０±０．８４７ ０．３３０±０．７４４ ７．３４０ ０．０００ １．８９５ ０．０６０
Ｆ５ ２．７６０±１．４６７ ０．６６０±０．９４３ ０．５５０±０．８９８ １５．８４１ ０．０００ １．９６２ ０．０５２
Ｆ６ ２．３００±１．５４２ ０．６４０±０．９３７ ０．４９０±０．８６５ １２．２８３ ０．０００ １．９０８ ０．０５８
Ｆ７ １．７２０±１．４９５ ０．５５０±０．８９８ ０．４２０±０．８１６ ９．３８２ ０．０００ １．８１５ ０．０７２
Ｐ８ ２．６４０±１．６０１ ０．５４０±０．８９０ ０．４２０±０．８１６ １４．４４０ ０．０００ １．５７８ ０．１１７
Ｅ９ ２．０１０±１．５６１ ０．９４０±１．００２ ０．８１０±０．９８５ ９．３１４ ０．０００ ３．０９５ ０．００２
Ｅ１０ １．２２０±１．２４８ ０．７００±０．９５８ ０．５５０±０．８９８ ５．９９３ ０．０００ ３．２７５ ０．００１
Ｐ１１ ２．７２０±１．５２０ ０．７５０±０．９７１ ０．６９０±０．９５３ １４．３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５２ ０．３９６
Ｆ１２ ２．４５０±１．５４４ ０．６６０±０．９４３ ０．７２０±０．９６３ １２．８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１５ ０．４１６
Ｐ１３ ２．４８０±１．５３５ ０．７００±０．９５８ ０．６４０±０．９３７ １３．１４７ ０．０００ ０．９４２ ０．３４８
Ｆ１４ ２．２１０±１．４１５ ０．７００±０．９５８ ０．５８０±０．９１２ １２．４９３ ０．０００ １．７１８ ０．０８８
Ｅ１５ ０．６７０±０．９４８ ０．５４０±０．８９０ ０．４００±０．８０５ １．７４５ ０．０８３ ３．０９５ ０．００２
Ｆ１６ １．５５０±１．４４４ ０．７２０±０．９６３ ０．６００±０．９１９ ７．１６７ ０．０００ １．８０４ ０．０７４
Ｐ１７ １．８１０±１．５０９ ０．７８０±０．９７８ ０．６３０±０．９３１ ８．４９６ ０．０００ １．９０８ ０．０５８
Ｅ１８ ０．７８０±１．１９９ ０．６７０±１．０３９ ０．３９０±０．７９４ １．５３５ ０．１２７ ４．００８ ０．０００
Ｆ１９ １．７３０±１．５２８ ０．６３０±０．９３１ ０．５２０±０．９１５ ８．６２１ ０．０００ １．６１６ ０．１０９
Ｅ２０ １．４８０±１．６６２ ０．５１０±０．８７４ ０．４００±０．８０５ ８．２６０ ０．０００ １．８２３ ０．０７１
Ｅ２１ ０．６１０±０．９２５ ０．４５０±０．８３７ ０．２８０±０．７００ １．８７７ ０．０６３ １．９３４ ０．０５５
Ｅ２２ ０．４６０±０．８８１ ０．４２０±０．８１６ ０．３００±０．７１５ ０．５９９ ０．５５０ １．９０４ ０．０５９
Ｅ２３ ０．６００±０．９１９ ０．４６０±０．８４７ ０．３３０±０．７４４ １．６８３ ０．０９５ １．６２６ ０．１０６
Ｆ２４ １．１２０±１．３９８ ０．４６０±０．８４７ ０．３１０±０．７３０ ５．６８０ ０．０００ １．９０８ ０．０５８
Ｐ２５ ２．１５０±１．５８２ ０．６７０±０．９４８ ０．５４０±０．８９０ １１．３２４ ０．０００ １．６８３ ０．０９５
总计 ４２．４９０±７．６９１ １５．７９０±４．５１７ １２．４３０±３．９１２ ４４．８３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６２４ ０．０００

　　注：ｔ１示病例组复位前与复位后比较；ｔ２示病例组复位后与对照组比较。

　　我们研究了ＤＨＩ每个单项的评分，发现老年ＢＰＰＶ
患者经管石复位治疗后活动能力和躯体功能基本恢

复，但情感心理评分仅部分改善。ＬｅｅＮＨ等［９］报告周

围前庭病变的患者存在不安全感，焦虑抑郁等残余感

觉。ＢａｔｕｅｃａｓＣａｌｅｔｒｉｏＡ等［１０］发现老年 ＢＰＰＶ患者可
能伴有与无法预测的眩晕发作或前庭功能受损的残余

效应相关的焦虑。这种信心的缺失反过来扰乱日常生

活。这些发现提示患者需要持续的情感支持和长期随

访。许多以往的研究评估了管石复位术治疗 ＢＰＰＶ患
者眩晕和眼震的疗效，本研究采用 ＤＨＩ量表特别说明
了管石复位术后老年ＢＰＰＶ患者持久的残余情感心理
损害。

本研究证实老年 ＢＰＰＶ患者管石复位术治疗有
效，能改善眩晕，但未达到正常水平。尤其是情感心理

方面改善最少，导致日常生活适应延迟，产生焦虑情

绪。因此复位后需要进一步前庭康复和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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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化工区变应性鼻炎变应原的特异性分析
柳辉高，陈鲁赞，金肖青

摘要：目的　了解宁波镇海化工区变应性鼻炎（ＡＲ）变应原情况，为高污染地区ＡＲ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宁波美康医学检验中心变应原体外检测试剂盒，以酶免疫分析法对该地区５０６例 ＡＲ患者进行变应原血清
总ＩｇＥ（ｔＩｇＥ）和特异性ＩｇＥ（ｓＩｇＥ）检测，其中镇海化工区２７４例、城区２３２例，并对两区域变应原ＩｇＥ进行特异性分
析。结果　两个区域ＡＲ患者的变应原ｓＩｇＥ差异主要体现在吸入性变应原方面。化工区ＡＲ患者的尘螨、屋尘、
霉菌、树类和艾蒿ｓＩｇＥ均显著高于城区患者（Ｐ＜０．０５），其中尘螨和屋尘差异最大（Ｐ＜０．０１）。在两区域中，患
者青少年组在尘螨、带鱼、虾蟹、龙虾、食品Ｉ和肉类ｓＩｇＥ方面要显著多于成年人组（Ｐ＜０．０５），而成年人组在屋
尘、树类、蟑螂、艾蒿和皮屑ｓＩｇＥ方面要显著多于青少年组（Ｐ＜０．０５）。结论　受该地区气候潮湿及镇海化工区
环境污染的影响，化工区ＡＲ变应原ｔＩｇＥ和ｓＩｇＥ较高，表明该地区ＡＲ较为严重，患病率可能较高。
关键词：化工区；变应性鼻炎；变应原；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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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ｔｅｓｔｋｉｔｓｆｒｏｍＮｉｎｇｂｏＭｅｉｋａ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ｂｙｅｎｚｙｍｅ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ｔｏｄｏｔｈｅＡＲ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ｅｒｕｍｔｏｔａｌ
ＩｇＥ（ｔＩｇＥ）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ｇＥ（ｓＩｇ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５０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２７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ＣＩＰ，２３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ｙｒｅｇ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Ａ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Ｉ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ａｒｅａｓ
ｗａｓｍａｉｎ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ｏｎｉｎｈａｌｅｄ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ＴｈｅｓＩｇ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ｓ，ｈｏｕｓｅｄｕｓｔ，ｍｏｌｄ，ｔｒｅ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ａｎｄｍｕｇｗｏｒｔｉｎＡ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ＳＣＩ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ｕｒｂａ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０．０５），ｉｎｗｈｉｃｈ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ｓａｎｄｈｏｕｓｅｄｕｓｔｈａｄ
ｂｉｇｇｅｓ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１）．Ｉｎｔｗｏ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Ｉｇ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ｓ，ｏｃｔｏｐｕｓ，ｐｒａｗｎｓ，ｃｒａｂｓ，ｌｏｂｓｔｅｒｓ，ｍｅａｔａｎｄｆｏｏｄＩ
ｉｎｙｏｕｔｈ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ａｄｕｌｔ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ｓＩｇ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ｈｏｕｓｅｄｕｓｔ，Ｔｒｅｅｓ，
ｃｏｃｋｒｏａｃｈｅｓ，ｍｕｇｗｏｒｔａｎｄｄａｎｄｅｒｉｎａｄｕｌ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ｙｏｕｔｈ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Ｆｏｒ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ｗｅｔ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ＺｈｅｎｈａｉＳＣＩＰ，ｔｈ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ＩｇＥａｎｄｓＩｇＥｏｆＡＲａｌｌｅｒ
ｇｅｎｉｎＳＣＩ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ＡＲ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ｗａｓｍｏｒ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ｍａｙｂｅｈｉｇｈ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ＣＩＰ；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变应性鼻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的发病率在全球
范围内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已成为全球性的健康问题，

究其原因，不能完全用遗传因素解释，环境因素在其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面对国内环境污染不断恶化的现

状，了解化工区等中重度污染地区 ＡＲ的特异性，对于
如何及时、高效、全面的部署和开展 ＡＲ防治至关重
要。我院为了促进本地区变应性鼻炎患者的康复工

作，致力于明确本地区变应性鼻炎的变应原情况，２０１０
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间与宁波美康医学检验中心合
作，已为该地区５０６例变应性鼻炎患者进行变应原血
清总ＩｇＥ（ｔＩｇＥ）和特异性 ＩｇＥ（ｓＩｇＥ）检测，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间
来我院耳鼻喉科就诊的该地区变应性鼻炎患者 ５０６
例，其中居住或工作在镇海化工区的有 ２７４例，男性
１３８例，女性１３６例，年龄８～６５岁之间，其中青少年
（８～１７岁）８２例，成人（≥１８岁）１９２例，病程１～２０
年不等。其余２３２例均为在镇海城区工作（学习）和

基金项目：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卫生局科技项目（２０１０００５）
作者单位：３１５２００浙江省宁波市镇海龙赛医院耳鼻咽喉科
通讯作者：柳辉高，Ｅｍａｉｌ：１３８６７８７９６５０＠１６３．ｃｏｍ

居住的居民，男性１２０例，女性１１２例，年龄９～６８岁，
其中青少年（８～１７岁）７３例，成人（≥１８岁）１５９例，
病程１～１８年。全部患者均符合变应性鼻炎２００９年
武夷山指南诊断标准［１］。２个区域患者在性别、年龄
和病程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在分型
类别上，化工区患者的间歇性重度和持续性重度比例

显著高于城区组（Ｐ＜０．０５），而持续性轻度显著低于
城区组（Ｐ＜０．０１），详见表１。
１２　检测方法　采用宁波美康医学检验中心变应原
体外检测试剂盒，以酶免疫分析法对该地区５０６例变
应性鼻炎患者血清中总 ＩｇＥ和变应原特异性 ＩｇＥ进行
检测，由专人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由于宁波地

处沿海，食物中海鲜多，有代表性的经济作物和植物，

故选用吸入性变应原：尘螨（粉尘螨和屋尘螨）、屋尘、

霉菌（点青霉、分枝孢霉、交链孢霉和烟曲霉）、树类

（桑树、柳树、杨树）、蟑螂、艾蒿、梧桐花粉和皮屑（狗

猫）；食物性变应原：带鱼、鳕鱼、金枪鱼、虾蟹、龙虾、扇

贝、食品Ⅰ（牛奶、鸡蛋和花生）、肉类（牛羊鸡）。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４．０软件，量
值比较行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
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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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果
２１　变应原ＩｇＥ总体水平　２个区域ＡＲ患者在变应
原总ＩｇＥ（ｔＩｇＥ）、特异性ＩｇＥ（ｓＩｇＥ）和吸入性 ｓＩｇＥ等方
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 ２个区域的

ｓＩｇＥ差异主要表现在吸入性ｓＩｇＥ。只有１种和２种变
应原 ｓＩｇＥ阳性的患者数量上，２个区域差异也存在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化工区的２种变应原 ｓＩｇＥ
阳性患者显著多于城区组。详见表２。

表１　２个不同区域变应性鼻炎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ｎ，％）

区域 例数 男 女 年龄（岁） 病程（ｄ）
间歇性ＡＲ

轻度 重度

持续性ＡＲ
轻度 重度

化工区 ２７４ １３８（５０．４） １３６（４９．６） ４１．３±１７．４ ８．６±４．１ ６８（２４．８） １２９（４７．１）ａ ２４（８．８）ｂ ５３（１９．３）ａ

城区 ２３２ １２０（５１．７） １１２（４８．３） ４３．５±２０．２ ７．５±３．９ ６４（２７．６） ９７（４１．８） ３５（１５．１） ３６（１５．５）
ｔ值／χ２值 ０．９３ １．０５ １．１４ｃ －１．７６ｃ １．７５ ２．４６ ８．５２ ２．５２

　　注：与城区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ｃ为ｔ值。
表２　２个不同区域变应性鼻炎患者的变应原ＩｇＥ阳性率比较（ｎ，％）

区域 例数 ｔＩｇＥ ｓＩｇＥ 吸入性ｓＩｇＥ 食入性ｓＩｇＥ
变应原ｓＩｇＥ阳性种数

１种 ２种 ≥３种
化工区 ２７４ １３１（４７．８） ２２３（８１．４） １６７（６０．９） ６９（２３．２） ８５（３８．１） ７１（３１．８） ６７（３０．０）
城区 ２３２ ７４（３１．９） １５８（６８．１） １２０（５１．７） ４８（２０．７） ７０（４４．３） ４２（２６．６） ４６（２９．１）
χ２值 １４．２５ １２．６７ ４．９２ ２．０１ ５．１２ ４．７８ １．０４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特异性变应原ＩｇＥ水平　２个区域 ＡＲ患者的变
应原ｓＩｇＥ差异主要体现在吸入性变应原方面。化工
区ＡＲ患者的尘螨、屋尘、霉菌、树类和艾蒿 ｓＩｇＥ均显

著高于城区患者（Ｐ＜０．０５），其中尘螨和屋尘差异最
大（Ｐ＜０．０１）。详见表３。

表３　２个不同区域变应性鼻炎患者的变应原ｓＩｇＥ阳性率比较（ｎ，％）

区域　 例数
吸入性变应原

尘螨 屋尘 霉菌 树类 蟑螂 艾蒿 梧桐花粉 皮屑

化工区 ２７４ １８７（６８．２）ｂ ８０（２９．２）ｂ ６８（２４．８）ａ １６（５．８）ａ １２（４．４） １３（４．７）ａ ２（０．７） ３３（１２．０）
城区　 ２３２ １２４（５３．４） ４９（２１．１） ４５（１９．４） １１（４．７） １０（４．３） ９（３．９） ２（０．９） ２７（１１．６）

区域　 例数
食入变应原

带鱼 鳕鱼 金枪鱼 虾蟹 龙虾 扇贝 食品Ⅰ 肉类

化工区 ２７４ ６（２．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４．７） ３（１．１） ０（０．０） ７５（２７．４） ５０（１８．２）
城区　 ２３２ ４（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４．３） ３（１．３） １（０．４） ６５（２８．０） ４８（２０．７）

　　注：经χ２检验，与城区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

２３　不同年龄段特异性变应原 ＩｇＥ水平　将２个区
域ＡＲ患者分成青少年组和成年人组，２个区域患者青
少年组和成年人组的主要变应原均为尘螨、屋尘、霉

菌、皮屑、食品Ⅰ和肉类，以吸入性变应原为主，与总体
情况一致。其中２区域患者青少年组在尘螨、带鱼、虾
蟹、龙虾、食品Ⅰ和肉类方面要显著多于成年人组

（Ｐ＜０．０５），表明青少年在食物性变应原上较为突出。
而两区域患者成年人组在屋尘、树类、蟑螂、艾蒿和皮

屑方面要显著多于青少年组（Ｐ＜０．０５），说明成年人
在吸入性变应原上更为突出。与城区相比，化工区青

少年组和成年人组在尘螨、屋尘和霉菌上比值均较高

（Ｐ＜０．０５），与总体情况基本一致。详情见表４。
表４　２个不同区域变应性鼻炎患者不同年龄段的特异性变应原ＩｇＥ阳性率比较（ｎ，％）

区域　 组别 例数
吸入性变应原

尘螨 屋尘 霉菌 树类 蟑螂 艾蒿 梧桐花粉 皮屑

化工区 青少年 ８２ ６９（８４．１）ｂ ６（７．３）ａ ２０（２４．４）ａ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２） ０（０．０） ７（８．５）
成年人 １９２ １１８（６１．５）ｂｄ ７４（３８．５）ａｄ ４８（２５．０）ａ １５（７．８）ｄ １１（５．７）ｄ １２（６．２）ｄ ２（１．０） ２６（１３．５）ｄ

城区 青少年 ７３ ４６（６３．０） ３（４．１） １３（１７．８） １（１．４） １（１．４） １（１．４） ０（０．０） ５（６．８）
成年人 １５９ ７８（４９．１）ｄ ４６（２８．９）ｄ ３２（２０．１） １０（６．３）ｄ ９（５．７）ｄ ８（５．０）ｄ ２（１．３） ２２（１３．８）ｄ

区域　 组别 例数
食入变应原

带鱼 鳕鱼 金枪鱼 虾蟹 龙虾 扇贝 食品Ｉ 肉类

化工区 青少年 ８２ ５（６．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１２．２） ２（２．４） ０（０．０） ４９（５９．８） ３６（４３．９）
成年人 １９２ １（０．５）ｄ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６）ｄ １（０．５）ｃ ０（０．０） ２６（１３．５）ｄ １４（７．３）ｄ

城区 青少年 ７３ ４（５．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１１．０） ２（２．７） １（１．４） ４３（５８．９） ３１（４２．５）
成年人 １５９ ０（０．０）ｄ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３）ｄ １（０．６）ｃ ０（０．０） ２２（１３．８）ｄ １７（１０．７）ｄ

　　注：与城区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与青少年比较，ｃＰ＜０．０５，ｄ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吸入性过敏原主要通过呼吸吸入鼻腔，主要有以
下３种。①花粉：并不是所有植物花粉都能引起发病。
只有那些花粉量大、植被面积广、变应源性强并借助风

来传播的花粉才最有可能成为过敏原。由于植被品种

的差异，不同地区具有过敏原性的花粉也不同。随着

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空气中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浓度

增加，可使悬浮于空气中的花粉表面蛋白质结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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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使原本不具过敏原性的花粉也具有较强的过敏

原性。这可能就是发病率显著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空气中的花粉种类和含量均有显著季节性，春季和夏

秋是花粉播散的高峰。②真菌：在自然界分布极广，主
要存在于土壤和腐败的有机物中。其菌丝孢子皆具有

变应源性，但以孢子较强。孢子可借风广泛传播，空气

中的数量有时高于花粉，农村高于城市。最常见的真

菌种类是单孢枝霉菌属、交链孢霉属、青霉属、曲霉属

和酵母菌属。其中单孢枝霉和交链孢霉有显著季节

性，其孢子在空气中数量高峰多在夏季。室内高温和

阴暗潮湿有利于真菌生长。室内观赏花花盆中土壤也

常成为真菌良好的生长场所。③屋尘螨：属节肢动物
门蜘蛛纲，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最主要的螨为屋尘螨、

粉尘螨等。成虫大小一般为３００～５００μｍ。屋尘螨在
热（２０℃以上）且潮湿（相对湿度大于８０％）的环境中
繁殖最快。主要寄生于居室内各个角落，以人类皮屑

为食，其中以床褥、床底、枕头、沙发垫、地毯、家具及绒

毛玩具等处内的灰尘中最多。螨的排泄物、卵、脱屑和

其碎解的肢体，皆可成为过敏原。

ＡＲ是特应性个体接触致敏原后由 ＩｇＥ介导的介
质（主要是组胺）释放，并有多种免疫活性细胞和细胞

因子等参与的鼻黏膜慢性炎症疾病［１］，其发病率近年

明显增加。国外研究认为与城市大气污染，尤其是工

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大量粉尘、毒气和废料有

关［２３］。目前国内对环境与变应性疾病的调查暂仅限

于哮喘［４５］，对 ＡＲ与环境污染的相关性研究暂无报
道［６７］。有文章指出，ＡＲ的发病机制主要有：特异性过
敏体质、易感基因、环境因素等，按免疫分类则有固有

免疫、获得性免疫、免疫调节、免疫不耐受等［８］。环境

因素又分为 ＳＯ２、ＰＭ１０、ＰＭ２．５、粉尘和烟尘等。有文
章指出 ＰＭ１０和 ＰＭ２．５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影响 ＡＲ。
①免疫功能调节紊乱：如损伤鼻黏膜组织、增加上皮细
胞膜通透性、纤毛功能受损等可引发多种呼吸疾病，破

坏第一道免疫保护层，使机体轻易地暴露在外源体面

前；②改变变应原空间结构（形态改变或断裂成多片
段），增强其抗原性和机体免疫反应；③直接抑制作用
于Ｔｈ１型淋巴细胞，破坏Ｔｈ１／Ｔｈ２平衡，长期接触可升
高ＩｇＥ水平；④可吸入颗粒物本身即为变应原；⑤作为
变应原载体，使机体有机会接触更多变应原等［６］。

本研究表明，镇海化工区变应性鼻炎的变应原主

要体现在吸入性变应原方面，如尘螨、屋尘、霉菌、树类

和艾蒿等，食物过敏亦不少。青少年在食物性变应原

上较为突出，以带鱼、虾蟹、龙虾、食品Ⅰ和肉类为主。
而成年人在食物性变应原上更为突出，以屋尘、树类、

蟑螂、艾蒿和皮屑为代表。镇海化工区当地环境的影

响，为屋尘螨及粉尘螨的生长提供了便利。本地区气

候湿润，为霉菌和花粉的传播提供了媒介，这与本研究

结果相符。因镇海属于沿海地区，海产品较多，虽然本

研究结果显示食物过敏并不多，但可能与例数尚少有

关，这仍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本研究发现两个区域 ＡＲ患者总 ＩｇＥ阳性率水平

低于特异性ＩｇＥ水平（总 ＩｇＥ阳性率：化工区４７．８％、
城区３１．９％ ｖｓ．ｓＩｇＥ：化工区 ８１．４％、城区 ６８．１％，
Ｐ＜０．０１）。血清总 ＩｇＥ水平升高除变态反应性疾病
外，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寄生虫感染等疾病也可以升

高。因而总ＩｇＥ水平升高并非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决定
性指标，总ＩｇＥ阳性应结合病史和变应原检测结果综
合分析。少数患者虽然总 ＩｇＥ阳性，但未能检出变应
原（４例，排除其它疾病），主要是因为自然界变应原种
类繁多，而检测试剂所选用的变应原是有限的，目前还

没有一种检测方法能检测出所有的变应原［９］。

总而言之，镇海作为化工区之一，较高的 ＡＲ发病
率值得引起社会的重视。尤其是当 ＡＲ成为过敏性疾
病自然进程中的一环［１０］，更加值得引起医学界的关

注。预防变应性鼻炎较治疗更加应该引起社会的重

视，因此了解镇海化工区 ＡＲ变应原的特异性具有重
要的临床价值。本研究中例数尚少，未来更应该致力

于本地区不同年龄段、不同季节、不同性别的患者过敏

原分布情况的分析研究，为临床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

资料，并为特异性免疫治疗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结

合地区生活环境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变应原检测试剂盒

进行检测，可提高检出率。一方面可为临床诊断和脱

敏治疗提供可靠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为患者在日常生

活中避免接触相关变应原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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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血清胱抑素 Ｃ在２型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
临床价值探讨

周蓓，陈学峰，杭宇，方晨圆，鲁大胜，陶少平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胱抑素Ｃ在早期诊断２型糖尿病患者肾损伤的临床价值，同时分析血清胱抑素Ｃ与肾小
球滤过率之间的关系。方法　选择１００例皖南地区２型糖尿病患者，根据所选患者２４小时尿白蛋白排泄率，将
患者分为正常白蛋白尿组（３２例）、微量白蛋白尿组（３９例）及大量白蛋白尿组（２９例）。分别检测３组患者的血
清胱抑素Ｃ、血尿素氮、血肌酐、肌酐清除率及肾小球滤过率等临床指标，同时对血清胱抑素Ｃ与肾小球滤过率的
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在所选皖南地区２型糖尿病患者中，随着患者２４小时尿白蛋白排泄量的增加，３
组患者的肾小球滤过率及肌酐清除率均出现明显降低，血清胱抑素 Ｃ水平出现升高，并与肾小球滤过率呈现明
显的负相关性（Ｐ＜０．０１）。而且血清胱抑素Ｃ、肾小球滤过率、肌酐清除率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单纯性２型糖尿病
患者中，血肌酐及血尿素氮的检出率均较低，但肾小球滤过率不同的患者，胱抑素 Ｃ水平却有明显差别，ｅＧＦＲ＜
６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患者的血清ＣｙｓＣ水平明显高于ｅ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的患者，且该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结论　血清胱抑素Ｃ是一种能灵敏反映肾小球滤过率的内源标记物，其不仅与肾小球滤过率呈现良好
的临床相关性，而且能反映２型糖尿病患者的不同肾损伤程度，进而用于单纯性２型糖尿病患者肾小球滤过率下
降的早期诊断。

关键词：糖尿病肾病；血清胱抑素Ｃ；血肌酐；蛋白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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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２型糖尿病已逐步成为影响人们身体健
康甚至导致死亡的常见疾病之一，其中１／３的糖尿病
患者死于糖尿病肾病（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ＤＮ），该病
很容易发展成为终末期肾脏疾病，进而导致了临床血

透患者的不断增多［１］。然而，糖尿病肾病若在早期给

予治疗，其病情可以发生逆转。因此，糖尿病肾病的早

期诊断及肾功能的精确评估在临床上显示出重要的理

论研究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２］。肾功能损伤一般都会

引起肾小球滤过率的下降，血清胱抑素 Ｃ则是一种能

基金项目：皖南医学院中青年科研基金（ＷＫ２０１３Ｆ３１）；安徽省
高校自然科学基金（ＫＪ２０１３Ｂ３０５）

作者单位：２４１０００安徽省芜湖市，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
分泌科

通讯作者：陶少平，Ｅｍａｉｌ：ｔａｏ＿ｓｈａｏｐｉ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较早反映肾小球滤过率改变的灵敏标记物［３］。其中，

血清胱抑素Ｃ的检测对２型糖尿病肾病的临床诊断仍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探讨ＣｙｓＣ在２型糖尿病不
同肾损伤阶段尤其在早期肾病期的临床诊断价值，同

时探讨了ＣｙｓＣ与ｅＧＦＲ之间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３年９月
１日间来我院就诊的１００例皖南地区２型糖尿病患者
为研究对象，并排除以下３类情况：①３个月内有过糖
皮质激素和肾毒性药物应用史；②酮症酸中毒者和高
渗性昏迷等糖尿病急性并发症；③临床资料不全患者。
１２　检查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于前晚２２点后禁食，
第２天清晨由护士抽取肘静脉血，送检验科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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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检验，血清ＣｙｓＣ检测采用乳胶颗粒增强免疫比浊法
进行，试剂盒由浙江新昌康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血尿素氮、血清肌酐测定采用 ＯＬＹＰＬＵＳ２４００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进行分析，留取２４ｈ尿并统计总量，混匀
后取１０ｍｌ送检并计算出２４ｈ尿白蛋白排泄量。采用
ＣｏｃｋｒｏｆｔＧａｕｌｔ公式计算肌酐清除率（Ｃｃｒ）：ＣＣｒ＝
［（１４０－年龄）×体重（ｋｇ）×０．８５（女）］／［０．８１８×Ｓｃｒ
（μｍｏｌ／Ｌ）］［４］，并 利 用 “简 化 肾 脏 病 膳 食 改 善
（ＭＤＲＤ）”方程［５］计算肾小球滤过率：ｅＧＦＲｒ＝１８６×
Ｓｃｒ（ｍｇ／ｄｌ）－１．１５４×（年龄）－０．２０３×０．７４２（女）。
１３　分组方法　按照１９８９年 Ｍｏｇｅｎｓｅｎ提出的标准，
根据２４ｈ尿白蛋白排泄量分为 ３组：单纯性糖尿病
组，即正常白蛋白尿组（１组，ｎ＝３２，２４小时尿白蛋白
排泄量＜３０ｍｇ）；早期糖尿病肾病组，即微量白蛋白尿
组（２组，ｎ＝３９，２４小时尿白蛋白排泄量 ＝３０～３００
ｍｇ）；临床期糖尿病肾病组，即大量白蛋白尿组（３组，
ｎ＝２９，２４小时尿白蛋白排泄量≥３００ｍｇ）。根据肾小

球滤过率又将单纯性糖尿病组患者分为２组。１ａ组：
ｎ＝７，ｅ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和１ｂ组：ｎ＝２５，
ｅ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包进行
统计分析。对于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

计量资料数据以（ｘ±ｓ）表示，非正态分布数据转化为
近似正态分布。组间数据比较采用 ｔ检验或单因素方
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变量间相关性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３组患者的肾功能检测指标比较　随着２４小时
尿白蛋白排泄量的增加，ｅＧＦＲ降低，Ｃｃｒ降低，Ｓｃｒ及
ＣｙｓＣ水平升高，２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０．０１），但是ＢＵＮ在３组中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３组２型糖尿病患者的肾功能检测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ｅＧＦＲ［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 Ｓｃｒ（μｍｏｌ／Ｌ）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ＣｙｓＣ（ｍｇ／Ｌ） Ｃｃｒ［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

１组 ３２ ８０．４７±２０．５８ ８５．２４±１５．３２ ４．４３±０．６２ ０．６７±０．３４ ９１．６４±２８．３１
２组 ３９ ６９．３１±１９．６３ ９０．８９±１０．８９ａ ４．５８±０．７６ １．２４±０．９５ｂ ８１．０３±２８．８４ａ

３组 ２９ ５１．２６±２１．１５ａｃ １２１．４８±１３．４２ｂｃ ５．８６±１．７４ｂ ２．１２±０．８４ｂｃ ４７．５６±２３．６９ｂｃ

　　注：与１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与２组比较，ｃＰ＜０．０１。

２２　相关性分析　早期糖尿病肾病组及临床糖尿病
肾病组 ＣｙｓＣ水平与 ｅＧＦＲ呈负相关 （ｒ分别为
－０．８０２，－０．７１２，Ｐ＜０．０１），而正常白蛋白尿组无明
显相关（ｒ＝－０．３６２，Ｐ＞０．０５）。
２３　单纯性糖尿病患者据ｅＧＦＲ分为２组的临床资料
比较　在单纯性糖尿病组（即正常白蛋白尿组）中，随
着ｅＧＦＲ的降低，ＣｙｓＣ、ＢＵＮ、Ｓｃｒ均升高。１ｂ组患者与
１ａ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单纯性糖尿病患者按照ｅＧＦＲ分组后的肾功能
检测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Ｓｃｒ（μｍｏｌ／Ｌ） ＣｙｓＣ（ｍｇ／Ｌ）

１ａ组 ７ ５．９７±１．４９ｂ ７９．５６±１４．１８ａ ０．９８±０．３４ｂ

１ｂ组 ２５ ７．３６±１．７５ １０１．５３±１６．７８ １．３７±０．５９

　　注：２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随着抽烟、运动量减少及不良饮食习惯的产生等
因素影响，２型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正逐年增加。糖尿
病肾病作为２型糖尿病患者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已
受到国内外临床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使得２型糖尿
病肾病的早期诊断和临床治疗成为当前临床研究的一

大热点。研究表明，肾小球滤过率是临床诊断肾脏疾

病、评价肾脏功能以及衡量肾病进程的标准方法［６］，而

２型糖尿病患者在早期肾损伤期间就会出现肾小球滤
过率的下降，这使得肾小球滤过率的精确评估对２型
糖尿病肾病患者的早期临床诊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７］。

多年来，众多学者对肾小球滤过率的评估方法进

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血清中含有众多低分子量的蛋白

质，如溶解酵素、α１微球蛋白、β２微球蛋白及胱抑素
Ｃ等，当肾脏功能下降时，这些蛋白质的浓度均可发生
变化，理论上均可作为诊断早期肾功能损伤的常见指

标。然而，很多内源性标记物均存在不足，如血清 β２
微球蛋白浓度可伴随炎症、肿瘤及免疫疾病的发生而

升高，视黄醇结合蛋白的代谢太复杂，且部分与白蛋白

结合后不能自由滤过肾小球，均不是理想的肾小球滤

过率内源性标记物。高准确性的肾小球滤过率检测一

般需要注射一些仅能透过肾小球而不被肾小管吸收或

代谢的外源性物质（如５１ＣｒＥＤＴＡ），但外源性物质具
有入侵性，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的风险，而且该法代价昂

贵且耗时［８］。血清肌酐常被作为一种肾脏的内源性标

记物，虽已被广泛用于肾小球滤过率的间接评估，但该

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肾小管对肌酐的代谢受到一
些非肾脏因素的影响，如性别、种族、饮食、肌肉质量及

药物等；②在慢性肾病的肌酐绑定范围内，肌酐检测的
灵敏性较低，且与慢性肾功能不全Ⅱ、Ⅲ期的肾小球滤
过率相关性不强；③在分析方面，使用 Ｊａｆｆｅ分析法常
出现非特异性偏离。故肌酐的检测并不是一个理想的

评估肾小球滤过率的手段。此外，Ｃｏｃｋｒｏｆｔ法与患者的
年龄、体重、血清肌酐相关，虽可评估肾小球的滤过率，

但用法并不常规。

血清胱抑素Ｃ是一种含１２０个氨基酸残基多肽链
的低分子量的非糖基碱性蛋白，主要分布在有核细胞

和体液中，能被肾小球自由滤过而不被肾小管重吸收

和分泌，其生成速度及在血液中的浓度均较稳定，是一

种更好的ＧＦＲ内源性标记物。有研究表明，血清胱抑
素Ｃ是一种重要的预测糖尿病肾病早期病变的内源标
记物，其在糖尿病肾病患者的临床治疗方面已经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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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其重要的作用［９］。相对于其他肾小球滤过率的标

记物，血清胱抑素Ｃ具有明显的优势：①胱抑素Ｃ不受
非肾脏因素的影响，其水平只取决于肾脏因素；②在肌
酐绑定的ＧＦＲ范围内［４０～７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
胱抑素Ｃ对肾小球滤过率的响应很灵敏，故可用于慢
性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③对诊断糖尿病患者的肾
小球滤过率准确性要高于 ＭＤＲＤ或 Ｃｏｃｋｃｒｏｆｔ法；④可
用于诊断和监控肝病患者的肾脏疾病，还可为肾脏排

泄类药物的使用提供临床指导；⑤胱抑素 Ｃ还与微蛋
白尿、脂联素等存在良好的关联［１０］。

胱抑素 Ｃ与微量蛋白尿具有关联，相对于血清肌
酐或ＣｏｃｋｃｒｏｆｔＧａｕｌｔ评估的 ＧＦＲ，胱抑素 Ｃ还可更准
确识别ＧＦＲ降低的２型糖尿病患者。血清胱抑素 Ｃ
水平与２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可
作为早期慢性肾病的特别标记物，并成为糖尿病发病

率的一大风险因素，其对２型糖尿病的发病机理的研
究也具有重要意义［１１１２］。在临床２型糖尿病患者的肾
小球滤过率及肾功能损伤的检测中，胱抑素 Ｃ普遍优
于传统的肌酐，并可作为慢性肾病及晚期肾病的一个

良好预警指标［１３１４］。如 ＭｕｓｓａｐＭ等［１５］以５２个２型
糖尿病白种人患者为例，通过超声波、尿菌、微镜尿及

肾活检等手段排除了非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现胱抑素

Ｃ的倒数与 ＧＦＲ间的关联（ｒ＝０．８４）明显强于血清肌
酐与 ＧＦＲ间的关联（ｒ＝０．６５），当 ＧＦＲ从 １２０ｍｌ／
（ｍｉｎ·１．７３ｍ２）降低到２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时，胱
抑素Ｃ仍可以与ＧＦＲ产生强烈响应。在鉴别 ＧＦＲ正
常［＞８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及降低［＜８０ｍｌ／
（ｍｉｎ·１．７３ｍ２）］的２型糖尿病患者时，胱抑素Ｃ的最
大诊断准确率（９０％）也明显优于肌酐（７７％）。此外，
胱抑素Ｃ对轻度到中度肾功能损伤患者的ＧＦＲ来说，
也是个可靠的标记物，特别在１型和２型糖尿病患者
肾损伤的诊断中，其灵敏性均较高。在临床实验中，血

清胱抑素Ｃ还能早期诊断高血压肾病，并可通过基于
胱抑素Ｃ的ＧＦＲ评估，建立一个适合的肾脏清除定量
给药方法。

为了解皖南地区２型糖尿病患者肾损伤程度与血
清胱抑素Ｃ水平的关系，优化我院２型糖尿病肾病患
者的临床治疗方案，我们对我院２型糖尿病肾病患者
的临床数据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发现受检的２型糖尿
病正常白蛋白尿组、微量白蛋白尿组及大量白蛋白尿

组的血清 ＣｙｓＣ测量值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０．０１）。随着患者２４小时尿白蛋白排泄量的增加，ｅＧ
ＦＲ及Ｃｃｒ的均出现明显降低，血清 ＣｙｓＣ水平逐渐升
高，ＣｙｓＣ水平与 ｅＧＦＲ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在
正常白蛋白尿组，ＳＣｒ及ＢＵＮ的检出率较低，不利于临
床上早期发现糖尿病患者的肾损害。此外，我们还发

现在正常白蛋白尿的患者中，ｅ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
１．７３ｍ２）患者的血清 ＣｙｓＣ水平明显高于 ｅＧＦＲ≥６０
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
表明胱抑素Ｃ测量值升高不仅可反映２型糖尿病不同
肾损伤程度，而且还说明胱抑素 Ｃ与亚临床的肾小球
损伤具有直接关联，使得胱抑素 Ｃ水平在肾脏产生蛋
白尿之前就可以被早期检测。

胱抑素Ｃ是一种高灵敏性的ＧＦＲ的优势标记物，

其在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诊断方面明显优于血肌酐及血

尿素氮等，但其在糖尿病肾病中的临床效用仍有待评

估和研究。此外，胱抑素 Ｃ测量值反映２型糖尿病早
期肾病的肾损害程度的标准如何量化，也需今后进一

步研究观察后方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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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鼻腔扩容术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的适应症及疗效
吴茜，潘小华

摘要：目的　探讨鼻腔扩容术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的适应症选择及临床疗效。方法　采取前瞻性研究方
法，对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金华市人民医院经鼻内镜及鼻部ＣＴ检查确诊存在鼻腔阻塞性病变、并经多道睡
眠监测（Ｐｏｌｙｓｏｍ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ＳＧ）确诊为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的患者，行鼻腔扩容术，共２２例患者，其中 ＯＳＡＨＳ程
度不同分为轻、中、重度，ｔ检测对术前及术后鼻堵症状评分（视觉模拟评分量表，ＶＡＳ评分）、鼻阻力客观变化指
标、ＰＳＧ主要监测指标的变化、嗜睡症状评分（Ｅｐｗｏｒｔｈｓｌｅｅｐｉｎ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ＥＳＳ）、睡眠呼吸紊乱指数（ＲＤＩ）、鼾声指数
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ＰＳＧ相关指标中，术后６个月轻中度患者ＡＨＩ和ＡＩ明显降低，ＨＩ降低但是幅度较
小，ＬＳａＯ２％较术前升高，Ｐ＜０．０５；重度患者以上指标变化不明显，Ｐ＞０．０５；鼾声指数手术前后变化均不明显，
Ｐ＞０．０５；术后，轻中重度患者的ＶＡＳ、ＥＳＳ、ＲＤＩ评分均较术前有所改善，其中轻中度患者改善幅度较大，重度患者
改善幅度较小；术前，不同程度ＯＳＡＨＳ患者的鼻功能不同，术后鼻功能ＮＭＣＡ、ＮＣＶ均明显改善，较术前比较Ｐ＜
０．０５，ＮＲ变化幅度较小，并且随着病变程度增加，变化越加不明显。结论　不同程度ＯＳＡＨＳ间比较，轻中度患者
术后相关指标改善程度明显，相对于重度患者更适用于鼻腔扩容术治疗，并且应选择敏感指标作为手术效果评估

指标。

关键词：鼻腔扩容术；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适应症；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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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ＯＳＡＨＳ）是
由于气道阻塞或者部分狭窄导致的夜间呼吸暂停，存

在潜在致死性，其发病率持续攀升，并且朝年轻化方向

发展。手术治疗仍为首选治疗手段，但是由于 ＯＳＡＨＳ
病因的复杂性，单纯的悬雍垂腭咽成形术（ＵＰＰＰ）往往
解决不了问题，而过去的大量手术主要关注在悬雍垂

腭咽成形术上，这也是手术成功率一直不高的症结所

在［１］。目前研究发现，鼻腔扩容术可以增加鼻腔有效

通气容积和降低患者鼻阻力，降低咽腔黏膜肿胀程度、

咽腔塌陷压以及咽腔顺应性，改善患者睡眠状态下上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浙江省金华市科学技术研究计划项目（２０１２
３０５２）

作者单位：３２１０００浙江省金华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
通讯作者：吴茜，Ｅｍａｉｌ：ｗｕｑｉａｎ１９７７０９＠１６３．ｃｏｍ

气道通气障碍，提高患者夜间睡眠质量，减轻白天嗜睡

程度，提高生活质量［２］。但是鼻腔扩容术适应症的选

择以及不同程度的临床疗效仍是每位 ＯＳＡＨＳ患者都
十分关心的，也是手术医生术前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本研究拟针对此问题，采取前瞻性研究方法，以获得针

对不同严重程度的 ＯＳＡＨＳ患者采用鼻腔扩容术的可
行性和改善情况方面的客观指标，对临床正确选择手

术适应症和手术方式具有指导作用，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抽选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本院
收治的２２例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患者。入选条件：采
用＞７ｈ多道睡眠监测（ＰＳＧ），参照２００９年制定的ＯＳ
ＡＨＳ诊断和外科治疗指南新标准，将符合ＯＳＡＨＳ诊断
标准且经鼻内镜及鼻部 ＣＴ检查确定有鼻部阻塞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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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排除条件：由于其他中枢性 ＯＳＡＨＳ，排除甲状腺
功能低下、肢端肥大症等伴有类似症状的疾病。其中

１５例男性患者，７例女性患者，年龄 １８～６２岁，平均
（４３．４±２．４）岁，治疗前病程 １～２４个月，平均
（１４．７±２．８）个月。所有病例按 ２００９年制定的 ＯＳ
ＡＨＳ诊断和外科治疗指南新标准进行严重程度分度，
分为轻度、中度、重度３组（轻度：ＡＨＩ指数５～１５次／
ｈ，最低ＳａＯ２在０．８５～０．９０；中度：ＡＨＩ指数 ＞１５～３０
次／ｈ，最低 ＳａＯ２在０．６５～０．８５；重度：ＡＨＩ指数 ＞３０
次／ｈ，最低ＳａＯ２＜０．６５），分别有９例、５例、８例。
１２　所用仪器　全套ＳＴＯＲＺ内镜成像系统及手术设
备，最新的ＸＯＭＥＤ手术动力系统，完善的睡眠呼吸监
测仪、鼻阻力监测仪。

１３　手术方法　完善各项手术前准备后，在全身麻醉
或局部麻醉下行鼻腔扩容手术，包括：鼻中隔三线减张

矫正术、中鼻甲内移固定术、中鼻道双侧筛窦对称开放

术、下鼻甲部分切除术、下鼻甲外移固定术等，根据患

者鼻部阻塞的不同原因分别选择上述不同术式。

１４　评价方法　①术前及术后分别就鼻堵症状评分
（视觉模拟评分量表，ＶＡＳ评分）；②鼻功能检测：鼻腔
最小横截面积（ＮＭＣＡ）、鼻腔容积（ＮＣＶ）、鼻阻力

（ＮＲ）客观变化指标；③ＰＳＧ主要监测指标的变化：睡
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ＡＨＩ）、呼吸暂停指数（ＡＩ）、低
通气指数（ＨＩ），鼾声指数、最低血氧饱和度（ＬＳａＯ２）。
④嗜睡症状评分（Ｅｐｗｏｒｔｈｓｌｅｅｐｉｎ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ＥＳＳ）、睡眠
呼吸紊乱指数（ＲＤＩ）等指标。对轻度、中度、重度３种
类型的ＯＳＡＨＳ患者进行鼻腔扩容术手术前的鼻腔通
气程度、睡眠呼吸和全身主要生命系统状态，以及生活

质量进行系统评价。在术后６个月再次对上述指标作
一次评估，对手术前后上述指标的变化进行比较，并对

３组病例进行疗效间的比较［３］。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计数资
料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ｘ±ｓ），Ｐ＜
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ＰＳＧ主要监测指标的变化　ＰＳＧ相关指标中，术
后６个月轻中度患者 ＡＨＩ和 ＡＩ明显降低，ＨＩ降低但
是幅度较小，ＬＳａＯ２％较术前升高，Ｐ＞０．０５；重度患者
以上指标变化不明显，Ｐ＞０．０５；鼾声指数手术前后变
化均不明显，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ＯＳＡＨＳ患者术前和术后６个月ＰＳＧ主要监测指标的变化

组别　 例数
ＡＨＩ

术前 术后６个月
ＡＩ

术前 术后６个月
ＨＩ

术前 术后６个月
ＬＳａＯ２％

术前 术后６个月
鼾声指数

术前 术后６个月
轻度组 ９ １２．６±１．４ ７．８±１．２ １０．２±０．４５．７３±１．６ ２．５±０．５ ２．０±０．４ ８７．４±３．５８９．３±２．４ １３０４．９±６．４１３３８．２±３．６
中度组 ５ ２５．４±１．２２０．１±１．３ １９．１±０．２１５．８±１．４ ６．４±０．６ ４．３±０．４ ８３．６±１．４８７．３±２．７ １４９２．７±７．２１２８３．５±５．２
重度组 ８ ３９．１±２．４３８．９±１．５ ３５．４±１．６３５．１±０．６ ３．７±０．３ ３．９±０．４ ８１．５±２．５８２．６±３．６ １３６４．６±５．７１３００．８±６．９

　　注：轻度组术前与术后６个月ＰＳＧ主要监测指标比较，ＡＨＩ：ｔ＝３．０１２，Ｐ＜０．０５，ＡＩ：ｔ＝３．１１２，Ｐ＜０．０５，ＨＩ：ｔ＝０．２２５，Ｐ＞０．０５，ＬＳａＯ２％：ｔ＝０．
２６５，Ｐ＞０．０５，鼾声指数：ｔ＝０．６１２，Ｐ＞０．０５；中度组术前与术后６个月ＰＳＧ主要监测指标比较，ＡＨＩ：ｔ＝３．０１５，Ｐ＜０．０５，ＡＩ：ｔ＝３．２１５，Ｐ＜０．０５，ＨＩ：ｔ
＝０．２４３，Ｐ＞０．０５，ＬＳａＯ２％：ｔ＝０．１６５，Ｐ＞０．０５，鼾声指数：ｔ＝０．２６５，Ｐ＞０．０５；重度组术前与术后６个月ＰＳＧ主要监测指标比较，ＡＨＩ：ｔ＝２．１３４，Ｐ＜
０．０５，ＡＩ：ｔ＝３．２３４，Ｐ＜０．０５，ＨＩ：ｔ＝０．３５４，Ｐ＞０．０５，ＬＳａＯ２％：ｔ＝０．５２３，Ｐ＞０．０５，鼾声指数：ｔ＝０．７２３，Ｐ＞０．０５。

２２　ＶＡＳ、ＥＳＳ、ＲＤＩ评分鼻阻力测定　术后，轻中重
度患者的ＶＡＳ、ＥＳＳ、ＲＤＩ评分均较术前有所改善，其中

轻中度患者改善幅度较大，重度患者改善幅度较小，具

体见表２。
表２　ＯＳＡＨＳ患者术前和术后６个月ＶＡＳ、ＥＳＳ、ＲＤＩ评分鼻阻力测定

组别 例数
ＶＡＳ

术前 术后６个月
ＥＳＳ

术前 术后６个月
ＲＤＩ

术前 术后６个月
轻度组 ９ ４．６±１．４ ３．８±１．２ １０．２±０．４ ５．７±１．６ １７．５±０．５ １２．０±０．４
中度组 ５ ７．４±１．２ ４．１±１．３ １１．１±０．２ ７．８±１．４ ２１．４±０．６ １４．３±０．４
重度组 ８ ８．３±１．２ ６．３±１．６ １３．５±１．４ １１．６±１．１ ２３．６±０．４ １８．６±０．７

　　注：轻度组术前与术后６个月ＶＡＳ、ＥＳＳ、ＲＤＩ评分比较，ＶＡＳ：ｔ＝３．１１２，Ｐ＜０．０５，ＥＳＳ：ｔ＝３．６６２，Ｐ＜０．０５，ＲＤＩ：ｔ＝３．６４２，Ｐ＜０．０５；中度组术前与
术后６个月ＶＡＳ、ＥＳＳ、ＲＤＩ评分比较，ＶＡＳ：ｔ＝２．２３２，Ｐ＜０．０５，ＥＳＳ：ｔ＝２．５５５，Ｐ＜０．０５，ＲＤＩ：ｔ＝２．４３５，Ｐ＜０．０５；重度组术前与术后６个月ＶＡＳ、ＥＳＳ、
ＲＤＩ评分比较，ＶＡＳ：ｔ＝３．０１４，Ｐ＜０．０５，ＥＳＳ：ｔ＝３．０２３，Ｐ＜０．０５，ＲＤＩ：ｔ＝３．０５４，Ｐ＜０．０５。

２３　鼻功能指标检测　术前，不同程度 ＯＳＡＨＳ患者
的鼻功能不同，术后鼻功能 ＮＭＣＡ、ＮＣＶ均明显改善，

较术前比较 Ｐ＜０．０５，ＮＲ变化幅度较小，并且随着病
变程度增加，变化越加不明显，具体见表３。

表３　ＯＳＡＨＳ患者术前和术后６个月鼻功能指标检测

组别 例数
ＮＭＣＡ（ｃｍ２）

术前 术后６月
ＮＣＶ（ｃｍ３）

术前 术后６月
ＮＲ（ｋＰａ·ｓ／Ｌ）

术前 术后６月
轻度组 ９ ０．６４±０．０４ ０．９８±０．０２ １０．２±０．４ １５．７±１．６ ３．５±０．５ ２．２±０．４
中度组 ５ ０．４２±０．０２ ０．９１±０．０３ ８．１±０．２ １７．８±１．４ ４．４±０．６ ３．３±０．４
重度组 ８ ０．３２±０．０１ ０．９４±０．０２ ７．６±１．７ １６．４±１．８ ５．２±０．２ ４．３±０．３

　　注：轻度组术前与术后６个月鼻功能指标比较，ＮＭＣＡ：ｔ＝３．４４２，Ｐ＜０．０５，ＮＣＶ：ｔ＝３．３３５，Ｐ＜０．０５，ＮＲ：ｔ＝３．４６２，Ｐ＜０．０５；中度组术前与术后６
个月鼻功能指标比较，ＮＭＣＡ：ｔ＝３．５６６，Ｐ＜０．０５，ＮＣＶ：ｔ＝３．６７６，Ｐ＜０．０５，ＮＲ：ｔ＝３．２２１，Ｐ＜０．０５；重度组术前与术后６个月鼻功能指标比较，
ＮＭＣＡ：ｔ＝３．６３３，Ｐ＜０．０５，ＮＣＶ：ｔ＝３．７８８，Ｐ＜０．０５，ＮＲ：ｔ＝３．０６６，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ＯＳＡＨＳ）是指

睡眠时由于上气道完全塌陷或部分阻塞而反复发生的

呼吸暂停和低通气，通常伴有打鼾，可引起睡眠结构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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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频繁出现的血氧饱和度下降，白天嗜睡、注意力不

集中、认知功能障碍等症状，严重者可引起心、脑、肺等

重要器官的损害，甚至睡眠猝死［４５］。

由于大多数的ＯＳＡＨＳ患者同时有鼻、咽、舌、颏等
多个部位引起的狭窄，单纯的悬雍垂腭咽成形术

（ＵＰＰＰ）往往解决不了问题，而过去的大量手术主要关
注在悬雍垂腭咽成形术上，这也是手术成功率一直不

高的症结所在。如果要使 ＯＳＡＨＳ的手术治疗取得明
显疗效，还必须根据阻塞部位不同进行多部位的不同

手术。鼻腔气道是上气道整体的一部分，在过去的

ＯＳＡＨＳ治疗手术中常被忽略。鼻气道阻塞主要由鼻
中隔偏曲、下鼻甲肥大或鼻息肉病等阻塞性疾病引起，

或者是鼻咽部阻塞，如腺样体肥大，表现为鼻阻力上

升［６７］。鼻阻力占正常上呼吸道阻力的 ４０％ ～５０％，
该阻力的存在保证了肺泡气体交换过程的充分完成。

但阻力过大易患 ＯＳＡＨＳ，原因为：①鼻气道是由骨与
软骨构成的骨性气道，而咽气道是肌性气道，鼻阻力加

大，呼吸时使咽腔的肌性气道负压增大，引起咽腔黏膜

及周围软组织塌陷，形成“无效气道”，胸腔内压力降

低，软腭拍动，形成鼾声；②鼻阻塞后改用经口呼吸，使
颏舌肌和鼻翼肌的肌电活动较鼻呼吸时减弱，不利于

气道扩张，另外，张口呼吸使舌体松弛，自然后坠，阻塞

咽腔［８９］；③鼻阻塞后，对呼吸抑制作用减弱，导致代偿
性过度通气呼吸暂停。所以，鼻阻塞性疾病的实质是

鼻阻力上升，它是 ＯＳＡＨＳ发病机制中的一项危险因
子。

目前，鼻阻塞对ＯＳＡＨＳ发病的影响各家研究结论
不一，有学者认为，鼻阻力与鼾声及呼吸暂停低通气指

数（ａｐｎｅａｈｙｐｏｐｎｅａｉｎｄｅｘ，ＡＨＩ）无直接相关性；大部分
学者认为，部分性或完全性鼻阻塞均可能引起打鼾和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随着对 ＯＳＡＨＳ存在多平面狭
窄的认识，鼻通气手术在ＯＳＡＨＳ治疗中的作用日益受
到重视。有报道改良悬雍垂腭咽成形术（ＨＵＰＰＰ）的
远期疗效只有５０％左右，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多平面狭
窄的存在［１０１２］。作为呼吸系统的门户，鼻腔在上气道

通气障碍发挥着源头性作用，引起关注。鼻部手术对

ＯＳＡＨＳ的疗效存在争议，对诊断 ＯＳＡＨＳ的金标准多
道睡眠监测各项指标的影响存在多样性。本研究拟通

过对有鼻腔狭窄的 ＯＳＡＨＳ患者行鼻腔扩容术，对轻
度、中度、重度三种类型的 ＯＳＡＨＳ患者进行鼻腔扩容
术前后的鼻腔通气程度、睡眠呼吸和全身主要生命系

统状态、以及生活质量进行系统评价，并进行手术前后

及组间疗效的比较，以获得针对不同严重程度的 ＯＳ
ＡＨＳ患者采用鼻腔扩容术的可行性和改善情况方面的
数据，对临床正确选择手术适应症和手术方式具有指

导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ＰＳＧ相关指标中，术后６个
月轻中度患者ＡＨＩ和 ＡＩ明显降低，ＨＩ降低但是幅度
较小，ＬＳａＯ２％较术前升高，Ｐ＜０．０５；重度患者以上指
标变化不明显，Ｐ＞０．０５；鼾声指数手术前后变化均不
明显，Ｐ＞０．０５；术后，轻中重度患者的 ＶＡＳ、ＥＳＳ、ＲＤＩ
评分均较术前有所改善，其中轻中度患者改善幅度较

大，重度患者改善幅度较小；术前，不同程度ＯＳＡＨＳ患
者的鼻功能不同，术后鼻功能 ＮＭＣＡ、ＮＣＶ均明显改
善，较术前比较Ｐ＜０．０５，ＮＲ变化幅度较小，并且随着

病变程度增加，变化越加不明显。根据以上结果分析，

轻中度ＯＳＡＨＳ患者更适用于鼻腔扩容术，手术后 ＰＳＧ
主要监测指标以及鼻功能相关指标明显改善，而重度

患者改善程度不明显，以上指标中，ＡＨＩ和 ＡＩ较敏感，
而鼾声指数变化不明显，可不作为手术疗效评估指标，

同时ＮＲ变化幅度较小，也不宜作为疗效评估指标。
但是其他学者仍存在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手术后患

者鼻阻力明显下降，ＡＨＩ和 ＬＳａＯ２％变化不明显，或者
有学者认为 ＬＳａＯ２％可明显上升，但是笔者认为以上
结果的差异之所以存在，也许与研究所选择患者病变

程度不同，所选手术方式存在差异［１３１５］。因此应进一

步扩大样本数量，研究鼻腔扩容术适应症，并选择不同

程度病变相关敏感指标作为手术疗效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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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岩斜区肿瘤手术入路的选择
赵永轩，苏贺先，马骏，李健

摘要：目的　总结岩斜区肿瘤３种不同入路优缺点，探讨选择手术入路应考虑的因素，以及如何选择入路，并对
临床效果进行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手术切除岩斜区肿瘤２１例临床资料，手术入路包括：枕下
乙状窦后入路、乙状窦前入路和颞下经小脑幕入路３种，从肿瘤性质、生长方式、术后并发症和操作难度等因素进
行分析，总结选择手术入路时如何依据这些因素对３种入路进行选择，观察依据这些因素指导手术入路选择的临
床效果，分析正确选择手术入路对保护神经功能、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提高手术效果的作用。结果　本组２１例，
全切１６例，次全切４例，部分切除１例。神经鞘瘤６例，表皮样囊肿３例，脑膜瘤１２例。术后１例为乙状窦前入
路，术后出现脑脊液耳漏，颅内发生化脓性感染，治疗无效死亡；５例出现患侧滑车神经损伤，有复视；６例周围面
神经瘫痪；１例出现颞叶脑内血肿，经过保守治疗后，血肿吸收，正常出院；３例出现运动性失语，经治疗后，渐好
转；３例出现手术区皮下积液并有反复低热，给予留置腰大池治疗，无临床症状出院，１～２月随访，体温正常，积液
消失。５例肿瘤残留术后进行放射治疗，未有复发。结论　手术入路所经过的解剖结构不同，暴露范围分别有侧
重点，术前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选择最适合患者入路，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护周围组织，提高手术成功率。

关键词：岩斜区肿瘤；乙状窦前入路；枕下乙状窦后入路；颞下经小脑幕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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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斜区在颅底中部，周围毗邻脑干，基底动脉，
Ⅲ～Ⅺ对颅神经，相对于大脑半球肿瘤以及前颅底肿
瘤，周围骨质结构复杂，肿瘤位置深因此暴露困难，手

术视野受限，肿瘤发现时一般生长较大，包裹重要神经

血管结构，切除困难，术后并发症多，此处手术成为神

外科难点。岩斜区肿瘤手术入路目前主要有枕下乙状

窦后入路、乙状窦前入路、颞下小脑幕入路３种，相应
入路可以细分若干种，但本文不进一步讨论。现回顾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通讯作者：赵永轩，Ｅｍａｉｌ：ｎａｏｆｕｋａｎｇ＠ｓｏｈｕ．ｃｏｍ

性分析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间笔者参加的岩斜区肿瘤手术
２１例患者临床资料，总结各手术入路特点，分析术前
选择入路时应当考虑的主要因素，如何依据这些因素

指导选择入路。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１例患者中男性１３例，女性８例；年
龄２１～６８岁，平均年龄３９岁，首发症状：面神经症状７
例，三叉神经痛３例，头痛头晕９例，外伤后意外发现
占位１例，１例为神经鞘瘤术后复查发现复发。术后
病理证实：神经鞘瘤６例，表皮样囊肿３例，脑膜瘤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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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１２　影像学资料　本组患者术前均进行 ＣＴ扫描和
ＭＲＩ平扫＋增强扫描，观察周围颅骨结构，判断肿瘤基
底部位置，了解肿瘤血供情况，初步判断肿瘤性质。依

据Ｓｅｋｈａｒ标准对肿瘤进行分类：小型肿瘤２例，中型肿
瘤１１例，大型肿瘤７例，巨大型肿瘤１例。
１３　手术方法　枕下乙状窦后入路５例，乙状窦前入
路６例，颞下经岩经小脑幕入路１０例，手术入路大致
如下：①枕下乙状窦后入路：患者取侧卧位，取病变侧
乳突根部后１～２ｃｍ处“Ｌ”形切开，外侧暴露乳突根
部，内侧到达中线，下方到枕骨大孔，上方到枕骨上缘。

铣刀打开枕骨，要求暴露横窦乙状窦边缘，下方打开枕

骨大孔部分后缘，释放脑脊液后，抬起一侧小脑半球，

显微镜下切除肿瘤。②乙状窦前入路：主要使用经迷
路后入路，患者选择侧卧位，绕耳马蹄形切口，前端到

颧弓中点，后端乳突后２ｃｍ，颞枕顶骨形成骨瓣，沿乳
突气房平行岩骨向内磨除，保留半规管，暴露岩上窦和

颈静脉球之间的乙状窦前硬膜，在 Ｔｒａｕｔｍａａ三角切开
硬膜，暴露肿瘤，进行切除。③颞下经小脑幕入路：患
者侧卧位，绕耳弧形切开，前端为颧弓后１／３，后位于
乳突后２ｃｍ，打开颅骨，磨除乳突根部，暴露乙状窦边
缘，保护ｌａｂｂｅ静脉，上抬颞叶，向内探查到小脑幕裂
孔后，探查肿瘤，依据情况切开小脑幕，暴露肿瘤后进

行切除。手术在显微镜下操作，充分释放脑脊液，对较

大肿瘤，先进行肿瘤内切除，体积明显缩小后，分离周

围粘连，保护周围神经，争取全切肿瘤，部分肿瘤同脑

干粘连，或侵蚀海绵窦，大部分切除。１例老年患者，
应家属要求仅部分切除，肿瘤残余部分，术后进行放射

治疗。

２　结　果
　　本组２１例患者，全切１６例，次全切４例，部分切
除１例。术后病理证实：神经鞘瘤６例，表皮样囊肿３
例，脑膜瘤１２例。１例为乙状窦前入路，术后出现脑
脊液耳漏，脑脊液漏控制后，颅内发生化脓性感染，治

疗无效死亡；５例术后出现患侧滑车神经损伤，有复
视；６例术后周围面神经瘫痪；１例术后出现颞叶脑内
血肿，经过保守治疗后，血肿吸收，正常出院；３例出现
运动性失语，经过积极治疗后，逐渐好转；３例出现手
术区皮下积液并有反复低热，给予留置腰大池、局部加

压包扎治疗，无临床症状出院观察。５例肿瘤残留患
者术后进行放射治疗，未有复发或症状加重表现。本

组患者除１例死亡外，其他患者出院后生活可自理，部
分遗留有永久神经损伤症状。３例手术区皮下积液患
者１～２个月后随访，积液逐渐消失，体温正常，无临床
症状。

３　讨　论
　　岩斜区主要是指内耳孔和颈静脉孔内侧，上达鞍
背，下到枕骨大孔上缘区域，本组患者选择肿瘤主要位

于岩斜区范围内。岩斜区解剖结构复杂，毗邻中脑、桥

脑，基底动脉、海绵窦等血管结构皆位于此处，影响到

众多颅神经，同时，肿瘤生长缓慢，本组患者发现时肿

瘤已经生长较大，有学者统计大部分患者确诊时肿瘤

已经生长直径＞３ｃｍ［１］，肿瘤组织已经包裹周围神经
血管组织，许多良性肿瘤也呈侵蚀性生长［２］。因此，岩

斜区肿瘤手术切除对于神经外科医师是个巨大挑战。

手术入路不同，关系到术野暴露，而正确的手术入路可

以在最佳显露和切除肿瘤同时避免对血管、神经的损

伤［３］。岩斜区肿瘤手术入路至今已相当成熟，除常规

方式，内镜技术也得到推广，周庆九等［４］于２０１３年报
道了１２例经神经内镜切除岩斜区脑膜瘤，取得良好效
果。目前，成功切除岩斜区肿瘤的报道逐渐增多［５６］，

岩斜区肿瘤的手术入路也逐渐丰富和细化，常用的为

乙状窦前入路，乙状窦后入路，颞下经小脑幕入路，

Ｋａｗａｓｅ入路，远外侧入路以及上述入路的联合入
路［７８］，本组患者主要应用入路有３种：乙状窦前入路、
枕下乙状窦后入路、颞下经小脑幕入路。对于各种入

路，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各个方面探讨不同入

路的优缺点，争议也很多，对于入路的选择尚为达成共

识［９１１］，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和参加此类手术入路的课

题中发现，很难用单一手术入路切除此部位的所有占

位，关键是术者掌握程度，以及是否适合患者。神经外

科医师应当在熟悉各种入路后，对不同肿瘤，综合考虑

问题，选择适合的手术方式，达到个体化选择手术入

路。现总结本组患者手术方式选择中所考虑的各种因

素。

３１　肿瘤性质　岩斜区常见肿瘤为脑膜瘤和神经鞘
瘤。其中脑膜瘤性质差异较大，血供情况复杂。神经

鞘瘤一般血供不丰富。胆脂瘤包膜完整，无血供，但生

长方式造成切除有难度，其次还有脊索瘤、蛛网膜囊肿

等。患者术前均进行完善影像学检查，判断周围颅骨

情况、肿瘤血供，术前评估术中出血程度，尤其对于脑

膜瘤预计输血量是可行的［１２］。对于无血供或血供较

少，颅骨无侵蚀肿瘤如胆脂瘤、部分脑膜瘤、神经鞘瘤

瘤以乙状窦前入路为主，此入路分类较多，其中经迷路

后入路暴露肿瘤良好。保留患者听力的同时，仅磨除

部分岩骨，到病变距离较其他２种短，显微镜下可以直
视病变，不牵涉到颞叶、ｌａｂｂｌｅ静脉以及周围重要神经
结构，对脑干、血管等能起到很好的保护，减少颅神经

的损伤。而术前通过影像学判断肿瘤血供丰富，或内

部存在钙化、侵袭性生长的肿瘤，此入路存在暴露范围

受限，肿瘤切除困难等情况。虽然，乙状窦前入路中可

以选择经迷路入路或经耳蜗入路，但造成听力永久丧

失，不符合现代手术理念。张俊廷提出乙状窦前入路

是岩斜区脑膜瘤最佳的手术入路，全切率高，而李爱民

等认为其为最常见入路［１３］。笔者认为这要求术者有

较高的操作技能，术中磨除岩骨中，操作稍不慎，容易

造成患者听力损失，易造成脑脊液耳漏。故本组对于

血供丰富、判断质地较硬或侵蚀范围较广的肿瘤多选

择颞下经岩经小脑幕入路或枕下乙状窦后入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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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术中观察周围解剖结构，有利于肿瘤的分离和

止血，减少神经损伤。

３２　肿瘤大小和生长特点　目前使用的３种入路对
岩斜区都能很好的暴露：乙状窦前入路可以暴露鞍背

到桥延沟，以及对侧斜坡范围；枕下乙状窦后入路，通

过磨除部分乳突和枕骨后，可以很好的暴露内耳孔内

侧，天幕下方，进一步磨除岩骨尖骨质后，可以暴露到

上斜坡和中颅底部分；颞下经小脑幕入路则可以暴露

中下斜坡，脑干腹侧中外间隙，基底动脉中上端小脑上

表面［１４］，但对于低于内听道肿瘤，该入路不能直接暴

露［１５］。对于肿瘤分型，Ｙａｓａｒｇｉｌ与 Ｋａｗａｓｅ等分别进行
分型，以指导手术入路的选择。我国吴震等［１６］对岩斜

区脑膜瘤的分型有７种，如果加上亚型，总共１４型，细
致的分型对于选择手术入路有良好得指导意义，但使

用较为复杂，应用困难。本组患者术前通过影像学判

断肿瘤基底部位置，以小脑幕裂孔为基线，对于基底部

主要位于基线以下的肿瘤选择乙状窦后，而基线以上

的以颞下小脑幕入路为主，乙状窦前入路则主要处理

基底窄、体积小、位置偏中的肿瘤。脑膜瘤手术，首先

切断基底部，肿瘤无明显血供后，肿瘤内分块切除，最

后分离周围粘连，能很好地保护周围重要组织，而神经

鞘瘤分块切除，最后处理基底部，部分肿瘤基底部粘连

紧密，可以电灼处理，不要求完全分离切除。患者术前

不能明确的判断肿瘤基底部，则以肿瘤生长方向，主要

部分所在位置为判断依据。

３３　术后并发症　岩斜区肿瘤手术并发症高，发生率
大于５０％［１７］，单纯脑膜瘤手术脑神经损伤则达到

２２％～６０％，除神经功能损伤外，本组患者还出现皮下
积液，术后脑脊液漏，颅内感染等并发症。３种入路所
经解剖结构不同，手术并发症则有差异。选择手术入

路时，术者应当根据手术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综合考虑

问题。乙状窦前入路，要求术者磨除岩骨部分，对内听

道和迷路不能破坏，否则会造成患者听力丧失，术后可

能出现脑脊液漏并发感染等症状。本组１例１８岁胆
脂瘤患者，考虑此入路可能造成的损伤，选择并发症相

对较少的颞下小脑幕入路。颞下经小脑幕入路，首先

是对ｌａｂｂｅ静脉的保护，静脉断裂，可造成脑组织水
肿，增加手术难度，术后可能出现脑梗塞，优势半球梗

塞则导致失语发生。上抬颞叶后，须要切开小脑幕，滑

车神经个体差异大，肿瘤生长造成移位等情况，滑车神

经容易损伤，造成术后患者复视。过度上抬颞叶也会

造成脑组织损伤，而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则容易损伤横

窦、乙状窦，笔者术中曾遇到窦破裂，经及时处理，未造

成患者死亡，但影响大脑血液回流。此入路术后也容

易出现术后皮下积液，治疗困难。可见３种入路术后
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差别较大，术前选择入路时，应当将

并发症纳入考虑范围内。

３４　术者的熟练程度　术者应用手术入路时如同使
用工具，在考虑使用对象是否合适时，还应当考虑自身

熟练程度，乙状窦前入路相对于其他 ２种入路，时间
长，难度较大，术者熟练掌握需要一段时间。颞下经小

脑幕入路相对简单，但要求术者熟练掌握小脑幕切迹

周围的解剖结构。而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则考验术者处

理各血窦的能力。无论哪种入路都需要不断探寻，有

把握后，方能使用于患者。

总之，岩斜区肿瘤手术难度大，患者情况不同，肿

瘤特点也各有差异，入路的选择成为首要问题，笔者认

为各个入路不存在优劣，问题是哪种更合适。只有综

合考虑各种情况，结合术者本身熟练程度，选择最适合

的入路方式，才能在切除肿瘤同时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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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胃镜下表现与病理诊断对照分析
徐斌，黄玉凯，周进

摘要：目的　比较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镜诊断与病理诊断结果，探讨相关性。方法　对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胃镜
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患者８６例，对病变处进行活检进行病理检查，内镜下表现与病理检查的结果进行对比
研究，了解慢性萎缩性胃炎内镜表现同病理检查之间的相关性，计算其之间诊断慢性萎缩性胃炎符合率。结果　
内镜诊断８６例慢性萎缩性胃炎中病理诊断６５例，其之间符合率为７５．６％，伴肠上皮化生４２例，伴上皮内瘤变
１９例。胃镜下具有黏膜皱襞变平甚至消失，黏膜红白相间，白相为主，血管透见及黏膜呈颗粒或结节状表现的病
理诊断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符合率９１．７％，胃镜下具有黏膜呈颗粒或结节状表现病理诊断确诊为慢性萎缩性
胃炎符合率７９．３％，其符合率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仅见黏膜皱襞变平甚至消失，黏膜红白相
间，白相为主，血管透见内镜表现，病理诊断慢性萎缩性胃炎符合率４２．９％，其符合率与胃镜下具有黏膜呈颗粒
或结节状表现及具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内镜下各种表现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经过对慢
性萎缩性胃炎的内镜诊断和病理结果分析，两者的符合率有一定的差异，故对于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诊断应将内镜

诊断和病理诊断结合起来，二者结合可提高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确诊率。

关键词：慢性萎缩性胃炎；病理诊断；胃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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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指胃黏膜固有腺体发生萎缩为
主要病变的慢性炎症的过程，胃镜下表现有两种类型：

单纯萎缩和萎缩伴增生，前者镜下表现为黏膜红白相

间以白为主、血管显露、皱襞变平甚至消失，后者镜下

表现为黏膜呈颗粒或小结节状，它的发生发展和幽门

螺杆菌感染、年龄、饮食、家族遗传及胆汁反流等因素

有关［１］。ＷＨＯ将慢性萎缩性胃炎列为胃癌的癌前状
态，且慢性萎缩性胃炎常伴有肠上皮化生和（或）上皮

内瘤变，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是目前提高胃癌存活率

的唯一有效措施，对胃癌癌前病变进行胃镜监测随访

是目前发现早期胃癌切实可行的重要手段［２］，故提高

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准确率意义重大。探讨慢性萎缩

性胃炎胃镜下表现与病理组织学变化的相关性对提高

内镜医生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正确认识具有重大意

义［３］。我们对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胃镜诊断为

作者单位：２３２００７安徽省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通讯作者：徐斌，Ｅｍａｉｌ：ｘｕｂｉｎ１９９６＠１６３．ｃｏｍ

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８６例给予黏膜活检，对照病理诊
断，对胃镜下慢性萎缩性胃炎表现与病理诊断的相关

性进行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我
院消化内科８６例胃镜下诊断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患者，
男性４６例，女性４０例，年龄３３～７６岁，平均５４．６岁，
同时取黏膜组织进行病理诊断，全部患者排除消化道

肿瘤、消化性溃疡及其它上消化道疾患，并排除有严重

的心脑血管等相关疾病。

１２　术前准备　患者检查前禁食６～８ｈ，对受检者解
释检查的目的及检查过程中的细节，尽可能缓解患者

的恐惧、紧张心理，术前了解病史及检查原因，并签署

有创操作知情同意书，进镜前常规口服利多卡因胶浆

１０ｍｌ，用以润滑及祛除胃内泡沫。
１３　胃镜下表现　慢性萎缩性胃炎内镜下诊断依据：
①黏膜皱襞变平甚至消失，黏膜红白相间，白相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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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透见。②黏膜呈颗粒或结节状。病例由固定医生
检查并描述胃镜下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表现。慢性萎缩

性胃炎诊断标准参考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见（２００６
年，上海）。

１４　病理诊断及标准　病变处活检２～５块，经１０％
甲醛溶液固定，常规石蜡切片，行 ＨＥ染色，内镜医师
向病理医师提供取材部位、内镜所见和简要病史等资

料，固定病理医师阅片，并做出病理诊断。诊断标准参

考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见（２００６年，上海）。轻度：慢
性炎症细胞较少并局限于黏膜浅层，不超过黏膜层的

１／３；中度：慢性炎症细胞较密集，超过黏膜层的１／３，
达到 ２／３；重度：慢性炎症细胞密集，占据黏膜全层。
按照固有腺体萎缩程度分３个等级，轻度指固有腺体
减少约１／３；中度指固有腺体减少在１／３～２／３之间；
重度指固有腺体减少２／３，仅残留少数腺体，甚至完全
消失。按照肠上皮化生腺体的多少划分为３个等级，
轻度指肠上皮化生细胞已经替代了胃黏膜原有细胞的

１／３；中度指肠上皮化生细胞已经替代了胃黏膜原有细
胞的１／３～２／３；重度指肠上皮化生细胞已经替代了胃
黏膜原有细胞的２／３以上。按照细胞增生的数量和所
形成腺体的异型程度可将上皮内瘤变划分为低级别和

高级别２个等级。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内镜下诊断与病理诊断的符合
率：本组在内镜下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的 ８６例患
者，其中经病理诊断确诊６５例，诊断符合率为７５．６％，
其中伴有肠上皮化生４６例，伴有上皮内瘤变１９例。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内镜下表现与病理诊断结果的

比较：胃镜下见黏膜皱襞变平甚至消失，黏膜红白相

间，白相为主，血管透见２１例，其中病理结果确诊为慢
性萎缩性胃炎 ９例（４２．９％），肠上皮化生 ５例
（２３．８％），上皮内瘤变１例（４．８％）；胃镜下见黏膜呈
颗粒或结节状２９例，其中病理结果确诊为慢性萎缩性
胃炎２３例（７９．３％），肠上皮化生１７例（５８．６％），上
皮内瘤变７例（２４．１％）；胃镜下见黏膜皱襞变平甚至
消失，黏膜红白相间，白相为主，血管透见及黏膜呈颗

粒或结节状３６例，其中病理结果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
炎３３例（９１．７％），肠上皮化生２４例（６６．７％），上皮
内瘤变１１例（３０．６％）。胃镜下具有黏膜皱襞变平甚
至消失，黏膜红白相间，白相为主，血管透见及黏膜呈

颗粒或结节状表现的病理诊断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

符合率９１．７％，胃镜下具有黏膜呈颗粒或结节状表现
病理诊断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符合率７９．３％，其符
合率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仅见黏
膜皱襞变平甚至消失，黏膜红白相间，白相为主，血管

透见内镜表现，病理诊断慢性萎缩性胃炎符合率

４２．９％，其符合率与胃镜下具有黏膜呈颗粒或结节状

表现及具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内镜下各种表现之间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表１　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镜下各种表现

及病理结果比较（ｎ，％）

胃镜表现 例数
病理诊断符合率

非萎缩性胃炎 萎缩性胃炎 肠上皮化生 上皮内瘤变

Ａ ２１ １２（５７．１） ９（４２．９） ５（２３．８） １（４．８）
Ｂ ２９ ６（２０．７） ２３（７９．３） １７（５８．６） ７（２４．１）
Ａ＋Ｂ ３６ ３（８．３） ３３（９１．７） ２４（６６．７） １１（３０．６）

　　注：Ａ为黏膜皱襞变平甚至消失，黏膜红白相间，白相为主，血管透
见。Ｂ为黏膜呈颗粒或结节状。胃镜表现与病理结果比较显示：Ａ与
Ｂ、Ａ与Ａ＋Ｂ比较，Ｐ＜０．０１；Ｂ与Ａ＋Ｂ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国外学者提出的胃癌发病多阶段模式已被普遍接
受，即从正常黏膜到非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上

皮化生和上皮内瘤变到胃癌，慢性萎缩性胃炎及其伴

有的肠上皮化生、上皮内瘤变与胃癌的发生存在着密

切关系［４］，上皮内瘤变是一个动态过程，可以由低级别

向高级别发展，也可以保持不变或逆转，而高级别上皮

内瘤变则不可逆，可发展为胃癌，因此早期发现、早期

诊断、定期随访尤为重要。慢性萎缩性胃炎是胃癌的

主要癌前病变，早期对其进行干预，对胃癌发生率的降

低具有重要意义［５］。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ＣＡ等［６］报道萎缩性胃

炎随访１２．８年后，胃癌年平均发生率为０．１８％，不完
全性肠化生的胃癌年平均发生率为１．４２％。Ｖａｎｎｅｌｌａ
Ｌ等［７］对３００例萎缩性胃炎平均随访４．３年，发现胃
癌年平均发生率为０．２％。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患病率
一般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这主要与幽门螺杆菌感染

率随年龄增加而上升有关，萎缩、肠上皮化生与“年龄

老化”也有一定关系。目前内镜技术发展迅速，胃镜观

察图像更加清晰，胃镜下诊断慢性萎缩性胃炎水平有

较大提高，但确诊需胃黏膜病理检查［８］，由于胃黏膜活

检病理切片可直接观察黏膜下层腺体变化情况，是当

前国际上公认的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金标准［９］。文献

报道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胃镜下诊断与病理诊断符合率

为３０％～６０％，在本组病例中胃镜下诊断与病理诊断
符合率为 ７５．６％，其中有 ２１例非萎缩性胃炎，即有
２４．４％的误诊率，仅凭胃镜描述诊断慢性萎缩性胃炎，
有一定的误差，说明慢性萎缩性胃炎在胃镜下可同时

存在多种表现，仅一种表现的存在或缺少皆不能确定

或排除慢性萎缩性胃炎，说明目前对于慢性萎缩性胃

炎的诊断上传统的内镜下萎缩表现只能起参考作用，

应依靠病理检查确诊［１０］，国内很多文献报道将黏膜粗

糙不平和结节状表现作为同一型和病理结果进行比

较，且其检出慢性萎缩性胃炎阳性率有较大差异，有时

难以把黏膜粗糙不平较重者与颗粒状或结节状隆起较

轻者区别清楚，个人对粗糙不平的理解不同，可能导致

胃黏膜粗糙不平表现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镜诊断与病理

诊断符合率低的主要原因［１１］，但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胃

镜诊断和病理诊断有一定相关性，二者结合可提高慢

性萎缩性胃炎的确诊率。

本组资料显示，胃镜下具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内镜

下各种表现的病理诊断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符合率

９１．７％，内镜下描述为黏膜呈颗粒或结节状的表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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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诊断符合率７９．３％，其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提示胃镜下上述表现对慢性萎缩性胃炎
的诊断准确性高，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诊断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胃镜下描述为黏膜皱襞变平甚至消失，黏

膜红白相间，白相为主，血管透见表现的病理诊断确诊

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符合率４２．９％，对慢性萎缩性胃炎
的镜下诊断指导性差，对于此类表现要加强活检部位

准确性及活检深度、标本要足够大。

对于肠上皮化生及上皮内瘤变的研究，我们发现，

内镜下表现黏膜皱襞变平甚至消失，黏膜红白相间，白

相为主，血管透见及黏膜呈颗粒或结节状，肠上皮化生

率在６６．７％，上皮内瘤变率在３０．６％，镜下见黏膜呈
颗粒或结节状，肠上皮化生率在５８．６％，上皮内瘤变
率在２４．１％，而镜下为黏膜皱襞变平甚至消失，黏膜
红白相间，白相为主，血管透见表现为主的肠上皮化生

率在２３．８％，上皮内瘤变率在４．８％，黏膜呈颗粒或结
节状改变者对肠上皮化生及上皮内瘤变的判断更有意

义，临床医生在内镜下观察到上述胃黏膜改变时，要活

检，排除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及上皮内瘤变。

肠上皮化生较上皮内瘤变在慢性萎缩性胃炎组织学改

变中更为常见，且随萎缩程度增加而加重。国内外对

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黏膜上皮内瘤变及肠上皮化生与胃

癌相关性研究结果提示，慢性萎缩性胃炎伴高级别上

皮内瘤变及肠上皮化生与肠型胃癌关系密切，肠化分

布范围越广，其发生胃癌的危险性越高。上皮内瘤变

级别越高，癌变倾向越明显，对于此类患者要加强随

访，定期复查胃镜及病理检查，以提高早期胃癌的诊断

率。

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正确诊断应立足于胃镜直视

下观察与黏膜活检紧密相结合。目前在整个社会高度

重视癌症一级预防的态势下，能否准确判断胃癌癌前

病变则显得非常重要。对于胃镜下诊断慢性萎缩性胃

炎与病理诊断的结果有一定的误差，考虑有以下原因：

①胃镜操作者视觉的限制，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主要
胃镜下特征性表现把握不够准确，常有漏诊和误诊。

慢性萎缩性胃炎病理变化是一个慢性过程，在不同时

期可有不同的胃镜下表现，早期多表现为黏膜皱襞变

平甚至消失，黏膜红白相间，白相为主，血管透见，此时

活检部位难以确定，与病理诊断差异大。随着病变的

发展，胃黏膜萎缩、增生且合并肠上皮化生或上皮内瘤

变等变化，胃镜下可表现为胃黏膜颗粒状或结节状表

现，与病理诊断符合率高。②胃镜的分辨率与清晰度，
胃黏膜颜色可受到操作者注气量多少、检查者临床经

验、年龄、胃内压力、血红蛋白水平、内外环境温度、胃

镜型号等因素影响［１２］，导致对病变判断不准确。③病
理标本的差异：活检组织过浅过小、活检位置不精确、

活检数量的不统一等影响了病理诊断本身的准确程

度。此外，还应明确，组织学变化总是从点灶状逐步演

变成斑片状，有时同一块活检标本病变亦不均一，有相

当部分萎缩性胃炎和非萎缩性胃炎并存，两者难以截

然区分。并且病理变化往往是胃窦较之胃体、小弯侧

较之大弯侧严重一个等级以上。故胃镜下仔细观察黏

膜病变情况，努力寻找有特征意义的镜下表现；及时、

准确地发现可能出现的组织学异常的病变黏膜；精确、

多病灶、足够大的组织活检。④制作病理切片是否规
范及是否切到病变以及病理医师对慢性萎缩性胃炎诊

断标准的理解及阅片经验，同一病理医师按同一诊断

标准阅片可减少后者因素引起的差异。

由上可见内镜检查是萎缩性胃炎重要的检查方

法，然而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胃

镜检查对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有一定价值，要提高慢

性萎缩性胃炎的胃镜诊断与病理诊断的符合率，就要

加强对胃镜下各种表现的识别能力及典型部位活检，

内镜医师应向病理医师提供取材部位、内镜所见和简

要病史等资料。有条件时，活检可在色素或电子染色

放大内镜引导下进行。活检重点部位应位于胃窦、胃

角、胃体小弯侧及可疑病灶处。与病理检查密切结合，

以病理诊断为标准［１３］，对于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要定

期复查胃镜及病理，密切随访，以提高早期胃癌的诊断

率。另外，国内多项研究表明放大内镜、色素内镜、醋

酸增强内镜等对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与病理诊断符合

率明显高于普通内镜［１４］，可大大提高对上述病变诊断

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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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姚凡保，马海生，谢春松，等．窄带成像内镜诊断慢性萎缩性胃炎
的临床价值［Ｊ］．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２０１１，１６（４）：２２１２２３．

［９］　王蕾，朱薇，陈楚弟，等．胃镜下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标准性研究
［Ｊ］．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５（５Ａ）：１４６４１４６８．

［１０］　万坚，陆伦根，张赛森．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窦病理与内镜表现对
照研究［Ｊ］．山东医药，２００９，４９（１６）：１２１４．

［１１］　薄元恺，张金宝，何建霞，等．胃窦黏膜不平不同表现对萎缩性胃
炎的诊断价值［Ｊ］．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１，５（７）：
１９２８１９３３．

［１２］　王健生，李长锋，张宝刚．１１２例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镜与病理诊断
的相关性研究［Ｊ］．中国实验诊断学，２０１１，１５（８）：１３７３１３７４．

［１３］　李华茹．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镜检查与病理诊断结果的相关性研
究［Ｊ］．中外医疗，２０１３，３２（１０）：５２，５４．

［１４］　蒋予，付娅，吴建维，等．醋酸增强内镜技术在慢性萎缩性胃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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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Ａｎｇ２／Ｔｉｅ、ＶＥＧＦ与２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关系的研究
王兴木，尤巧英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促血管生成素１（Ａｎｇ１）和促血管生成素２（Ａｎｇ２）及其受体Ｔｉｅ２与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ＶＥＧＦ）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病中的作用。方法　选择１３７例２型糖尿病患者，其中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
（ＮＤＲ组）４７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ＤＲ）９０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又分为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
（ＮＰＤＲ）４９例和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ＰＤＲ）４１例。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测定所有受试者血清中促血管生成素
１，促血管生成素２，Ｔｉｅ２受体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浓度水平并进行统计学比较分析。结果　促血管生成素１
在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ＮＰＤＲ）组高于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ＮＤＲ组）（Ｐ＜０．０５）；促血管生成素２在３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明显高于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和无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组组（Ｐ＜０．０５），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又高于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Ｐ＜０．０５）；血清中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浓度在３组中逐渐升高（Ｐ＜０．０５）。相关分析表明在视网膜病变中促血管生成素２和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及Ｔｉｅ２受体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促血管生成素１和促血管生成素２及其
受体Ｔｉｅ２组成的信号传导系统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共同参与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发展，其水平异常与
病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关键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血管生成素１；血管生成素２；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８７．２　Ｒ４４６．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３９１０３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ｇ２／Ｔｉｅ，ＶＥＧＦａｎｄ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ｗｉｔｈ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　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ｍｕ，
ＹＯＵＱｉａｏｙｉｎｇ．Ｓｈａｏｘ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ａｏｘ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ｏｘｉｎｇ３１２０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ｎｇ１，Ａｎｇ２ａｎ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Ｔｉｅ２ａｎｄＶＥＧＦ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３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ｗｅｒｅｓｅｐ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４７ｃａｓｅｓｏｆｎｏｎ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ｇｒｏｕｐ（ＮＤＲ）ａｎｄ９０ｃａｓｅｓｏｆ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ｇｒｏｕｐ（ＤＲ）．Ｔｈｅ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ｗｉｔｈ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ｅｐ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４９ｃａｓｅｓｏｆｎｏｎ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
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ＮＰＤＲ）ａｎｄ４１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ＰＤＲ）．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Ａｎｇ１，Ａｎｇ２，Ｔｉｅ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ｎｄＶＥＧＦｌｅｖｅｌ
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ＥＬＩＳＡ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ｇ１ｌｅｖｅｌ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ＮＰＤＲｔｈａｎｉｎＮＤＲ（Ｐ＜０．０５）．Ａｎｇ２ｌｅｖｅｌｈａ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Ｉｔ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ＰＤＲ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ｔｈａｎｉｎＮＰＤＲａｎｄＮＤＲ（Ｐ＜０．０５），
ａｎｄｉｎＮＰＤＲ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ｉｎＮＤＲ（Ｐ＜０．０５）．ＶＥＧＦｗｅ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ｉｎ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Ａｎｇ２，
ＶＥＧＦａｎｄＴｉｅ２ｈａ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ｗｉｔｈ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ｓｉｇ
ｎ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ｏｆＡｎｇ１，Ａｎｇ２ａｎｄＴｉｅ２ａｎｄＶＥＧＦｈａｄ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ｙｐｅ２ｄｉａ
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ｗｉｔｈ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Ｍ；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Ａｎｇ１；Ａｎｇ２；ＶＥＧＦ

　　糖尿病是２１世纪威胁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平均寿命的延长，糖

尿病已成为多发病和常见病，全球发病率已明显增高

且逐年增长［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ｅｔｉｎｏｐａ
ｔｈｙ，ＤＲ）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已成
为致盲的主要眼疾。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病机制复

杂，尚不明确。其病变进展始于视网膜血管变化，主要

病理改变包括视网膜炎症、血管渗透性增加、视网膜表

面异常血管新生。有研究表明，促血管生成素与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相关，但目前并不清楚 Ａｎｇ与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的严重性是否相关。我们通过检测血清

Ａｎｇ１、Ａｎｇ２及其Ｔｉｅ２受体和ＶＥＧＦ在不同分级的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中血清表达水平，初步探讨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患者中血清 Ａｎｇ／Ｔｉｅ信号系统和 ＶＥＧＦ
的关系及其作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在本院内分泌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绍兴医
院）临床检验中心

通讯作者：王兴木，Ｅｍａｉｌ：ｗｘｍｕ＠ｓｉｎａ．ｃｏｍ

代谢科住院的１３７例糖尿病患者，并按照各诊断标准
将其分为３组：２型糖尿病无视网膜病变组（ＮＤＲ组）
４７例，男性２８例，女性１９例，年龄３０～７７岁，平均病
程（２．４２±３．９８）年；非增殖性视网膜病变组（ＮＰＤＲ
组）４９例，男性２８例，女性２１例，年龄３４～７４岁，平
均病程（４．２７±４．０５）年；增殖性视网膜病变组（ＰＤＲ
组）４１例，男性２３例，女性１８例，年龄２９～７７岁，平
均病程（６．９８±６．９９）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确诊均
经过眼底血管造影确定［２］，并且此前未进行视网膜光

凝术和药物治疗。根据１９８５年全国眼底病学术会议
所制定的ＤＲ分期标准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分为增殖
性视网膜病变和非增殖性视网膜病变。入选的所有糖

尿病患者病例均需要排除以下疾病：肝肾功能不全；恶

性肿瘤；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既往有心肌梗塞、脑梗

塞及外周动脉血管病变；深部静脉血栓形成；未控制的

高血压（＞１６０／９５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未
服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ＣＥＩ）类药物。
１２　标本采集　所有患者均详细询问病史、家族史、
服药史等，于住院后第２天早晨空腹抽取静脉血３ｍｌ
于真空干燥试管 ３５００ｒ／ｍｉｎ×５ｍｉｎ离心分离血清。

·１９３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１２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９



１ｍｌ全血于ＥＤＴＡ抗凝管。分别测定空腹血糖、血脂、
ＶＥＧＦ、Ａｎｇ１、Ａｎｇ２、Ｔｉｅ２、糖化血红蛋白等。每个患
者同时行胸片、腹部 Ｂ超、心电图、颈动脉和双下肢动
脉Ｂ超、心超、神经传导速度，视网膜眼底检查等。测
量血压、体重、身高并计算体重指数。

１３　实验方法　血清 ＶＥＧＦ、Ａｎｇ１、Ａｎｇ２、Ｔｉｅ２测定
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ＶＥＧＦ、Ａｎｇ１、Ａｎｇ２、Ｔｉｅ２ＥＬＩＳＡ试
剂盒由武汉博士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提供，仪器

为郑州安图酶标仪。实验步骤为：①确定本次检测所
需的已包被的酶标板孔数目，并增加１孔作为 ＴＭＢ空
白显色孔。总数 ＝样品数 ＋９。②将１０００ｐｇ／ｍｌ，５００
ｐｇ／ｍｌ，２５０ｐｇ／ｍｌ，１２５ｐｇ／ｍｌ，６２．５ｐｇ／ｍｌ，３１．３ｐｇ／ｍｌ，
１５．６ｐｇ／ｍｌ的标准品各０．１ｍｌ依次加入一排７孔中，
１孔只加样品稀释液的作为零孔。③酶标板加上盖，
３７℃反应９０ｍｉｎ。④反应后用自动洗板机吸去酶标
板内的液体；或甩去酶标板内液体，再对着吸水纸拍几

下。不洗。⑤将准备好的生物素抗人抗体工作液按每
孔０．１ｍｌ依次加入（ＴＭＢ空白显色孔除外）。３７℃反
应３０ｍｉｎ。⑥０．０１ＭＴＢＳ或０．０１ＭＰＢＳ洗涤３次，每
次浸泡１ｍｉｎ左右。⑦将准备好的ＡＢＣ工作液按每孔
０．１ｍｌ依次加入（ＴＭＢ空白显色孔除外），３７℃反应
３０分钟。⑧０．０１ＭＴＢＳ或０．０１ＭＰＢＳ洗涤５次，每次
浸泡１ｍｉｎ。⑨按每孔９０μｌ依次加入已在３７℃平衡
３０ｍｉｎ的ＴＭＢ显色液，３７℃避光反应２５～３０ｍｉｎ（注
意：显色时间供参考，因实验室条件差异，最佳显色时

间会有所不同。此时肉眼可见标准品的前３～４孔有
明显的梯度蓝色，后３～４孔差别不明显）⑩每孔０．１
ｍｌ依次加入 ＴＭＢ终止液，此时蓝色立刻转为黄色。
瑏瑡图酶标仪在４５０ｎｍ测定 ＯＤ值。将 ＴＭＢ空白显色
孔设为对照，所有的标准品和样品的吸光值减去 ＴＭＢ
空白显色孔的吸光值后，由计算机自动计算结果并打

印。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统计
处理。多组间两两比较，数据采用（ｘ±ｓ）表示，Ａｎｇ１、
Ａｎｇ２、Ｔｉｅ２、ＶＥＧＦ间作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Ｐ＜０．０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　Ａｎｇ１在 ＮＤＲ组与
ＰＤＲ组、ＮＰＤＲ组与ＰＤＲ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在ＮＰＤＲ组高于ＮＤＲ组（Ｐ＜０．０５）；Ａｎｇ２在
ＰＤＲ组明显高于 ＮＤＲ组和 ＮＰＤＲ组（Ｐ＜０．０５），ＮＰ
ＤＲ组高于ＮＤＲ组（Ｐ＜０．０５）；Ｔｉｅ２在３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ＶＥＧＦ浓度随着糖尿病病变程
度逐渐升高，具体见表１。
２２　相关分析　在ＰＤＲ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表明，
Ａｎｇ２和ＶＥＧＦ及Ｔｉｅ２呈正相关（ｒ＝０．２４９和０．３７９，
Ｐ＜０．０５），在 ＮＰＤＲ组，Ａｎｇ２和 ＶＥＧＦ及 Ｔｉｅ２呈正
相关（ｒ＝０．２７０和０．０８１，Ｐ＜０．０５），在ＮＤＲ组，Ａｎｇ２
和ＶＥＧＦ呈正相关（ｒ＝０．２２９，Ｐ＜０．０５）。

表１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各组血清Ａｎｇ１，Ａｎｇ２，
Ｔｉｅ２，ＶＥＧＦ水平

组别 例数 Ａｎｇ１（ｎｇ／ｍｌ） Ａｎｇ２（ｎｇ／ｍｌ） Ｔｉｅ２（ｎｇ／ｍｌ） ＶＥＧＦ（ｐｇ／ｍｌ）

ＮＤＲ ４７ ８．９±３．３ ３．０±１．９ ３．９±１．７ ２３０．７±２２０．６
ＮＰＤＲ ４９ １０．７±２．２ａ ４．４±２．３ａ ３．９±１．５ ３８９．０±３４０．０ａ

ＰＤＲ ４１ ９．８±２．４ ６．０±２．８ａｂ ４．１±１．８ ５６０．９±３９７．０ａｂ

　　注：与ＮＤＲ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ＮＰＤＲ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ＤＲ）是糖尿病的一种慢性并
发症，引起糖尿病患者致盲，是糖尿病严重的并发

症［３４］。其发病机制复杂，糖尿病早期视网膜在各种细

胞因子的作用下视网膜内缺血缺氧，刺激机体形成新

生血管，而早期视网膜新生血管和慢性视网膜水肿是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两种主要原因［５］。糖尿病早期，

在血液细胞因子作用下视网膜血管诱导血管细胞生长

因子的表达，促使视网膜前体和玻璃体中各种成分及

组织增生，形成的视网膜前膜牵引患者视网膜脱离而

导致视力丧失。在起作用的细胞因子中最重要的就是

Ａｎｇ２和ＶＥＧＦ。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患者血清ＶＥＧＦ水平随着病变的加重逐渐增加并
且差异有显著性，提示我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且跟病情

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在正常情况下血清ＶＥＧＦ在人
体中低水平表达，就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血管生长和

保持血管密度生理的稳定。但是在病理情况下比如糖

尿病患者，常常引起缺血和缺氧，血液中高糖基化终末

产物，血管紧张素 ２升高等都会刺激 ＶＥＧＦ的分
泌［６７］。糖尿病患者血液中高血糖情况下，血液中全血

粘度常常升高，血小板容易聚集，引起视网膜毛细血管

微血栓，从而会产生大片的无灌注区，导致糖尿病患者

的视网膜缺血、缺氧，使得血管中 ＶＥＧＦ水平升高，血
清ＶＥＧＦ水平与糖尿病患者新生血管活动期密切相
关。我们发现在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期血清中的

ＶＥＧＦ浓度有升高的趋势，到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期显著增加，进入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期逐

渐下降，但仍明显高于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期。

原因可能是非增殖性视网膜病变期体内代谢紊乱及糖

毒的作用，促使微血管基底膜变厚，氧交换障碍致组织

缺氧，刺激ＶＥＧＦ分泌。而到增殖性视网膜病变期由
于新血管形成，缺氧压力逐渐减少，迁移逐渐停止，

ＶＥＧＦ产生逐渐减少［８］。早期糖尿病患者虽然没有视

网膜病变，但是其长期的高血糖状态，糖代谢紊乱还是

会导致人体内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机体的自我修复能

力使得血清ＶＥＧＦ在糖尿病患者中的浓度必然会有增
长［９１０］。

血清血管生成素２水平在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组和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明显高于无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组，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又明显

高于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提示血清 Ａｎｇ２
水平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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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ｇ２能够辅助 ＶＥＧＦ促进新生血管的形成，在一项
人视网膜血管增殖实验研究中显示血管中存在 Ａｎｇ２
和Ｔｉｅ２受体的高表达，相对于非缺血性视网膜疾病，
缺血性视网膜疾病的血管增殖膜中 Ａｎｇ２和 Ｔｉｅ２受
体的表达更加明显 ［１１］。这些结果都提示 Ａｎｇ２对视
网膜微血管形成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血清

Ａｎｇ２水平与ＶＥＧＦ及Ｔｉｅ受体水平呈正相关，提示三
者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相互作用，共同参与了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发展进程。血清 Ａｎｇ２水平对
血管生成的影响与局部微环境有关，它跟其他细胞因

子一起协调作用。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可以跟

Ａｎｇ２协同作用，共同拮抗Ａｎｇ１和促进血管内皮结构
的稳定，减轻血管基底膜及管周细胞限制，促进血管生

长。Ａｎｇ２还可以使血管内皮细胞对 ＶＥＧＦ的敏感性
增加，有利于血管出芽生长；当没有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时，Ａｎｇ２通过抑制Ａｎｇ１来诱导 Ｔｉｅ２受体的磷酸化
使血管退化内皮凋亡［１２］。血清 Ａｎｇ１在非增殖性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组和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间无

显著性差异，在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高于无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推测 Ａｎｇ１对视网膜血管内皮有
保护作用。研究发现Ａｎｇ１对糖尿病视网膜血管病变
有延缓和逆转作用，不同剂量的 Ａｎｇ１注射到糖尿病
大鼠模型后观察结果发现：不同浓度的 Ａｎｇ１对血视
网膜屏障有保护作用，浓度越高效果越好；Ａｎｇ１对血
管内皮细胞有保护作用，主要是通过避免白细胞介导

的细胞损伤；Ａｎｇ１还通过抑制 ＶＥＧＦ的 ｍＲＮＡ转录
和印制蛋白磷酸化，使得苏氨酸激酶（Ａｋｔ）激酶活性
下降，视网膜中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ｅＮＯＳ）和一氧化
氮（ＮＯ）水平也相应下降；Ａｎｇ１也可以通过抑制视网
膜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Ｅｒｋ激酶）的活性，使得白细
胞黏附血管内皮细胞的能力降低，从而使该激酶促进

内皮细胞死亡的作用被抑制。血清 Ａｎｇ１水平在增殖
性视网膜病变期稍有下降但血清 Ａｎｇ２水平在增殖性
视网膜病变期显著升高，使得糖尿病患者血清 Ａｎｇ１／
Ａｎｇ２比值在增殖性视网膜病变期下降显著。结果提
示糖尿病患者 Ａｎｇ２水平上调，使 Ａｎｇ／Ｔｉｅ受体体系
表达失衡。Ａｎｇ２作为Ａｎｇ１的拮抗剂可以拮抗Ａｎｇ１
的促血管成熟、维持血管结构的生物效应［１３］。在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情况下通过调整 Ａｎｇ／Ｔｉｅ２受体信号传
导系统各成员之间的表达作用，使 Ａｎｇ／Ｔｉｅ２受体信
号系统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发挥最大程度的有益作

用。

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是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大多数慢性糖尿病患者随着病情的进程会发生视

网膜病变。对其发病机制的研究虽然目前取得了很大

的进展，Ａｎｇ／Ｔｉｅ２受体信号系统和ＶＥＧＦ在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

视网膜病变血管增殖中，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还需要

更深入的研究来明确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病机

制［１４］，以便在早期对其进程进行有效的干预，阻止其

进展和失明的发生。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病机制

的继续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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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３种血清学抗体检测在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意义
张嵩，陈琳洁，范晓云，陈静

摘要：目的　评价类风湿因子（ＲＦ）、抗环瓜氨酸抗体（抗ＣＣＰ）、抗葡萄糖６磷酸异构酶抗体（抗ＧＰＩ）在类风湿
关节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对类风湿关节炎（ＲＡ）患者８０例、非ＲＡ患者７３例分别采用速率散射免疫比
浊法测定ＲＦ、酶联免疫吸附测定（ＥＬＩＳＡ）检测抗ＣＣＰ和抗 ＧＰＩ，采用诊断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预测值等
指标评价ＲＦ、抗ＣＣＰ、抗ＧＰＩ单独及联合检测对 ＲＡ的诊断效能，观察各项血清学指标对 ＲＡ的诊断价值。结
果　ＲＡ组ＲＦ、抗ＣＣＰ、抗ＧＰＩ的阳性率显著高于非ＲＡ组（Ｐ＜０．０５），ＲＦ、抗ＣＣＰ、抗ＧＰＩ对诊断ＲＡ的敏感性依
次为８８．８％、７１．３％、５０．０％（Ｐ＜０．０５），特异性依次为８３．５％、９７．２％、９４．５％（Ｐ＜０．０５），阳性预测值依次为
８７．７％、９６．６％、９０．９％（Ｐ＜０．０５），３种抗体联合检测，敏感度达９８．４％，特异度９９．９％。结论　血清 ＲＦ、抗
ＣＣＰ、抗ＧＰＩ３种抗体在诊断ＲＡ中均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其中抗ＣＣＰ的诊断价值最大，三者联合可明显
提高患者的诊断率。

关键词：关节炎，类风湿 ；类风湿因子；抗环瓜氨酸抗体；葡萄糖６磷酸异构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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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Ｆ，ａｎｔｉＣＣＰ，ａｎｔｉＧＰＩｗｅｒｅ９８．４％，９９．９％．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ｉ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ＣＰｉ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ｒｅ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ｗｉｌ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ｉｃｃｉｔｒｕｌｌｉｎａｔｅｄｐｅｐｔｉｄ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Ｇｌｕｃｏｓｅ６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ｉｓｏｍｅｒａｓｅ

　　类风湿关节炎（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ＲＡ）是一种以
滑膜关节慢性炎症性病变为主要表现的全身性自身免

疫性疾病。主要侵犯外周关节，滑膜病理为滑膜增生、

炎性细胞浸润及血管翳形成，病变侵蚀关节软骨及骨

组织，导致关节结构破坏、功能丧失。因此，ＲＡ是致残
率很高的疾病，在发病６个月内即可出现骨质破坏，并
可迅速进展，造成工作能力丧失，早期使用改变病情抗

风湿药可降低致残率［１］，而及时正确诊断对于改善预

后非常重要。

ＲＡ作为一种全身性自身免疫病，患者体内存在
Ｔ、Ｂ淋巴细胞异常活化。在体内 ＲＡ相关抗原刺激
下，依次激活Ｔ、Ｂ淋巴细胞，Ｂ淋巴细胞活化后可转化
为浆细胞，进而产生多种相关的自身抗体。最初用于

诊断ＲＡ的血清学指标是ＲＦ，它是一种人或动物免疫
球蛋白ＩｇＧＦｃ段上抗原决定簇的特异抗体，Ｗａａｌｅｒ于
１９４０年首次在 ＲＡ患者血清中发现了一种凝集因子，
Ｐｉｋｅ于１９４９年将之命名为ＲＦ。ＲＦ对于ＲＡ的诊断敏
感性较高，但特异性较低，除 ＲＡ外，ＲＦ还见于干燥综
合征、冷球蛋白血症、系统性红斑狼疮、细菌性心内膜

炎、病毒性肝炎及结核等疾病。此外，ＲＦ还可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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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的正常人和１０％以上的老年人。目前在 ＲＡ中发
现除类风湿因子（ＲＦ）外，还有抗环瓜氨酸抗体（抗
ＣＣＰ）、抗葡萄糖６磷酸异构酶抗体（抗 ＧＰＩ）、抗角蛋
白抗体（ＡＫＡ）、抗核周因子抗体（ＡＰＦ）、抗 ＲＡ３３等
多种自身抗体，如果多种抗体联合检测，可能会提高特

异性［２３］，本研究主要探讨 ＲＦ、抗 ＣＣＰ、抗 ＧＰＩ对 ＲＡ
的诊断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来
我院就诊的 ＲＡ患者８０例，其中男性 １３例，女性 ６７
例，年龄１６～７０岁，中位年龄４５岁，病程１月～２０年，
所有ＲＡ患者符合２０１０年美国风湿病学会（ＡＣＲ）联
合欧洲抗风湿病联盟（ＥＵＬＡＲ）新的类风湿关节炎
（ＲＡ）的分类标准：①累计关节数１个大关节１分，２～
１０个大关节１分，１～３个小关节２分，４～１０个小关节
３分，＞１０个关节（至少１个小关节）５分；②血清学
ＲＦ和抗ＣＣＰ均阴性１分，ＲＦ和（或）抗ＣＣＰ低滴度阳
性即在正常值１～３倍２分，ＲＦ和（或）抗 ＣＣＰ高滴度
阳性即在正常值３倍以上３分；③滑膜炎的病程 ＜６
周０分，≥６周１分；④急性时相反应 ＥＳＲ和 ＣＲＰ正
常０分，ＥＳＲ或 ＣＲＰ升高１分，①②③④评分相加大
于６分并排除其它疾病可诊断类风湿关节炎；非 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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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７３例，均伴有关节疼痛，其中系统性红斑狼疮 １６
例，强直性脊柱炎１２例，骨关节炎１３例，未分化关节
炎５例，干燥综合征１２例，痛风６例，银屑病关节炎５
例，反应性关节炎４例，临床诊断均符合相应的国际诊
断标准，其中男性１１例，女性６２例，年龄１４～７３岁，
中位年龄４２岁。所有入院患者均已排除感染、肿瘤性
疾病及严重肝肾疾病，２组在年龄、性别方面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①样本收集与处理：所有检测对象均
于早晨抽取空腹静脉血，２ｈ内离心 １０ｍｉｎ（３０００ｒ／
ｍｉｎ）分离血清，进行检测。②检测方法：ＲＦ采用速率
散射免疫比浊法，采用奥林巴斯（ＯＬＹＭＰＵＳＡＵ５４２１）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试剂由 ＤＡＤＥｂｅｈｒｉｎｇ公
司提供，＞２０ＩＵ／ｍｌ为阳性；抗 ＣＣＰ、抗 ＧＰＩ二者均采
用美国伯乐酶标仪６８０检测，抗 ＣＣＰ试剂盒购自上海
富纯科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抗 ＧＰＩ试剂盒购自上海
北加生化公司；抗ＣＣＰ抗体采用ＥＬＩＳＡ法，＞２５ＩＵ／ｍｌ
为阳性；ＧＰＩ采用ＥＬＩＳＡ法，≥０．２０ｍｇ／Ｌ为阳性。严
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所用试剂、标准品均为配套

产品。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判断ＲＡ组和非ＲＡ组ＲＦ、抗ＣＣＰ
抗体、抗ＧＰＩ阳性率有无差异，使用 χ２检验分析，Ｐ＜
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ＲＡ组和非ＲＡ组ＲＦ、抗ＣＣＰ、抗ＧＰＩ阳性例数见
表１中所示，比较ＲＡ组和非ＲＡ组的ＲＦ、抗ＣＣＰ、ＧＰＩ
的阳性率，进行χ２分析，并计算Ｐ值，结果显示，ＲＡ组
与非ＲＡ组患者３项指标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ＲＦ、抗ＣＣＰ、抗ＧＰＩ对诊断ＲＡ的敏感性
依次为 ８８．８％、７１．３％、５０．０％，特异性依次为
８３．５％、９７．２％、９４．５％，阳性预测值依次为 ８５．５％、
９６．６％、９０．９％，ＲＦ敏感性最高，但特异性较低，而抗
ＣＣＰ特异性最高，见表１。为了增加敏感性，可采用３
种抗体并联，敏感度可达９８．４％，而３种抗体串联，特
异度可达９９．９％，可见抗 ＣＣＰ的特异性、阳性预测值
最高。见表２。

表１　３种血清学抗体及不同组合在患者中的分布

组别 例数 ＲＦ ＣＣＰ ＧＰＩ ＲＦ＋ＣＣＰ ＲＦ＋ＧＰＩ ＣＣＰ＋ＧＰＩ ＲＦ＋ＣＣＰ＋ＧＰＩ

ＲＡ组 ８０ ７１ ５７ ４０ ６２ ３９ ３８ ３７
非ＲＡ组 ７３ １２ ２ ４ ０ ２ ０ ０

表２　３种抗体及不同组合在ＲＡ中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组别 例数 ＲＦ ＣＣＰ ＧＰＩ

ＲＡ组 ８０ ７１ ５７ ４０
非ＲＡ组 ７３ １２ ２ ４
敏感性 ８８．８ ７１．３ ５０．０
特异性 ８３．５ ９７．２ ９４．５
阳性预测值 ８５．５ ９６．６ ９０．９
χ２值 ８０．４ ７５．６ ３６．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ＲＡ是一种致残性较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

关节疼痛及畸形会对工作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国

内研究发现，在患病后平均５年内，因疾病造成停止或
减少工作达５０％，ＪｍｓｅｎＥ等［４］发现有效的药物如改

变病情抗风湿药、生物制剂的应用，已经使关节置换率

从１９９５年的１９／１０万下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１１／１０万，及
时诊断并积极治疗将阻止病情持续快速发展，明显改

善预后，故早期诊断对改善ＲＡ的预后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ＲＡ的诊断没有金标准，主要依靠临床表现、实验
室检查和影像学改变的综合判断。自 ＲＦ发现以来，
不断有新的抗体被发现，其中部分抗体特异性较高，如

抗ＣＣＰ抗体、抗ＧＰＩ，而联合检验可大大提高诊断 ＲＡ
的特异性。ＡｌＤａｈｓｈａｎＭＡ等［５］选择ＲＡ组、丙型病毒
性肝炎（ＨＣＶ）组进行对照研究，所有病例经过详细的
病史询问，血常规、红细胞沉降率（ＥＳＲ）、ＲＦ、抗 ＣＣＰ
等监测，结果发现，ＲＡ组和 ＨＣＶ组 ＲＦ阳性率分别为
７９．０％、６４．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宋淑菊等［６］发

现，部分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患者可表现为关节疼痛、肿

胀，ＲＦ阳性，ＥＳＲ增快，其中５例曾经被误诊为ＲＡ，结
果延误了病情，故仅用 ＲＦ检测诊断 ＲＡ是不够的，并
联合其他血清学指标，方能提高 ＲＡ诊断的正确性。
如果单纯纳入正常人群作为对照，可能会增加诊断的

特异性，为了实际检测的可操作性，笔者选择伴有关节

疼痛的患者作为对照。

２０００年Ｓｃｈｅｌｌｅｋｅｎｓ等将１条由１９个氨基酸残基
组成的瓜氨酸肽链中的２个丝氨酸替换成半胱氨酸，
形成与β转角具有相似结构的二硫键，人工合成了抗
ＣＣＰ，使用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ＲＡ患者中的抗ＣＣＰ抗体，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７］，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６８％、
９８％，同年国内曾小峰等采用 ＥＬＩＳＡ方法在国内首先
完成了抗ＣＣＰ抗体的检测，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４６．６％、９６．６％，抗ＣＣＰ抗体在ＲＡ的诊断和预后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８］，ＲｙｕＹＳ等［９］对４０５例干燥综合征的
患者密切观察，在 ５年之后，其中 ２３例患者合并了
ＲＡ，对比抗ＣＣＰ阳性组和抗ＣＣＰ阴性组，发现抗 ＣＣＰ
抗体的滴度与能否发展成 ＲＡ相关，进一步行多元回
归分析，显示抗ＣＣＰ抗体是发展成 ＲＡ的独立预后因
素。多项研究显示［１０１１］，抗 ＣＣＰ阳性的 ＲＡ患者关节
侵蚀的危险性较阴性者明显增加，而 ＲＦ阳性组与 ＲＦ
阴性组的放射学损伤指数没有明显的差异，提示抗

ＣＣＰ阳性的患者可能更容易出现关节侵蚀，需要更积
极的治疗。ＣａｄｅｒＭＺ等［１２］发现，抗 ＣＣＰ阳性的受检
者在３个月内可以出现典型的临床症状。故对抗ＣＣＰ
抗体阳性的受检者应密切随访。王玉俊等［１３］对抗

ＣＣＰ抗体阳性而 ＲＦ阴性的 ＲＡ患者追踪观察表明，
０．５～１年后其中４２．９％抗 ＣＣＰ抗体滴度较高的患者
ＲＦ转为阳性，表明抗 ＣＣＰ抗体可早于 ＲＦ出现，对于
诊断ＲＡ具有更高的特异性，且具有早期诊断价值。

ＧＰＩ是一类多功能蛋白质，糖酵解和糖异生过程
中的重要酶，能催化６磷酸葡萄糖向６磷酸果糖转化，
普遍存在于细胞质内，并具有多种免疫学活性，诱导髓

样干细胞向单核细胞及 Ｂ淋巴细胞向浆细胞的分化，
在ＲＡ发病机制Ｔ细胞受体转基因小鼠模型中观察到
小鼠所发生的炎性关节炎与人类 ＲＡ相似，且持续产
生ＧＰＩ抗体，并能诱导机体其他免疫细胞产生细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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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引起关节炎症，同时作为一种自身抗原与抗 ＧＰＩ抗
体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沉淀在滑膜动脉和毛细血管

内皮细胞壁，通过 Ｆｃ受体介导和替代途径，使补体激
活，介导炎性细胞向关节局部迁移，引起关节炎症的进

一步加重。２００１年 Ｓｃｈａｌｌｅｒ等在 ＲＡ血清、关节液中
检测到高水平的抗ＧＰＩ抗体。ＦａｎＬＹ等［１４］发现，患者

血清、滑液中 ＧＰＩ、ＧＰＩ抗体、Ｃ１ｑ／ＧＰＩ免疫复合物、
ＧＰＩｍＲＮＡ表达增加，ＧＰＩ联合抗ＣＣＰ诊断ＲＡ的敏感
性可达８８．１％，ＧＰＩ对诊断ＲＡ与抗ＣＣＰ相似，具有较
高的特异性。ＤａｉＬ等［１５］研究发现 ＲＡ患者 ＧＰＩ水平
比无 ＲＡ疾病的对照组明显增高，虽然血清 ＧＰＩ水平
与ＤＡＳ２８基线值水平无显著相关，但经过抗风湿治
疗，ＧＰＩ水平明显降低。宋泽蓉等［１６］通过对６５例 ＲＡ
患者和６２例非ＲＡ患者进行ＧＰＩ检测，发现 ＧＰＩ诊断
ＲＡ的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４４．６％、９３．５％，与本研
究相似。而田玉梅等［１７］通过对 １２８例 ＲＡ患者、１１７
例其他风湿病患者及７４例正常人群进行 ＧＰＩ、抗 ＣＣＰ
检测，同时检测 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红细胞沉降率
（ＥＳＲ），发现ＧＰＩ诊断ＲＡ的敏感性、特异性与抗 ＣＣＰ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ＧＰＩ阳性的 ＲＡ患者关节炎
部位数、ＣＲＰ、ＥＳＲ明显高于ＧＰＩ阴性患者。与本研究
略有不同，本研究表明 ＧＰＩ诊断 ＲＡ的特异性接近抗
ＣＣＰ，但敏感性较差，对各血清学指标在诊断类风湿关
节炎中的意义，国内外文献报道不统一，可能与检测时

机不同，病程时间差距太大，病史询问不详细，没有进

行足够长的随访时间，缺乏影像学的前后对比等有关。

本研究发现诊断 ＲＡ的血清学指标 ＲＦ、抗 ＣＣＰ、
抗ＧＰＩ对诊断 ＲＡ的敏感性依次为 ８８．８％、７１．３％、
５０．０％，特异性依次为 ８３．５％、９７．２％、９４．５％，阳性
预测值依次为８５．５％、９６．６％、９０．９％，ＲＦ敏感性最
高，为８８．８％，但特异性较低。抗ＣＣＰ特异性最高，而
抗 ＣＣＰ、抗 ＧＰＩ的特异性高于 ＲＦ，分别为 ９６．２％、
９２．５％。就单一指标而言，在敏感性方面，ＲＦ最高，抗
ＧＰＩ最低。而在特异性方面，ＲＦ最低，抗 ＣＣＰ最高。
ＲＦ、抗ＣＣＰ、抗ＧＰＩ三种抗体在ＲＡ组和非ＲＡ组分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抗 ＣＣＰ抗体的特异性、阳性预测
值均高于 ＲＦ、抗 ＧＰＩ，表明抗 ＣＣＰ的可靠性最高。
ＺｈａｎｇＸ等［１８］研究，ＲＦ、抗ＣＣＰ、ＧＰＩ、ＡＫＡ四种抗体中
以ＲＦ、抗ＣＣＰ、ＧＰＩ联合最理想，认为抗ＣＣＰ是检测中
心，联合检测可显著提高 ＲＡ的诊断，与本研究类似，
但本研究中的３种抗体特异性偏高，可能与采用２０１０
年ＲＡ新的分类标准有关［１９］，新的标准明显提高了敏

感性，但特异性较１９８７年 ＲＡ分类标准有所下降。对
于诊断不明的关节炎，应进行ＲＦ、抗ＣＣＰ、抗ＧＰＩ等血
清学检测，以便早期发现类风湿关节炎，及时治疗，改

善预后，而３种血清学指标联合检测对于排除 ＲＡ更
有意义。

参考文献
［１］　ＲａｎｔａｌａｉｈｏＶ，ＫａｕｔｉａｉｎｅｎＨ，ＫｏｒｐｅｌａＭ，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ｔｉｇｈｔｃｏｎｒｏ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ＭＡＲ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ｒｅ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ｗｏｒｋｉｎｇａ
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ｅａｒｌｙ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ａｓｕｂ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ＩＮＲＡＣｏｔｒｉａｌ
［Ｊ］．ＡｎｎＲｈｅｕｍＤｉｓ，２０１４，７３（４）：７８８７９０．

［２］　ＨｅｉｄａｒｉＢ，ＦｉｒｏｕｚｊａｈｉＡ，ＨｅｉｄａｒｉＰ，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
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ｉｃｃｉｔｒｕｌｌｉｎａｔｅｄｐｅｐｔｉｄ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ｉｎｒｈｅｕｍａ
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ｖ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ｒｕｍａｎｔｉ
ｂｏｄｙｌｅｖｅｌｉ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Ｊ］．ＡｎｎＳａｕｄｉＭｅｄ，
２００９，２９（６）：４６７４７０．

［３］　王亚强，赵玉峰，邢俊丽，等．葡萄糖６磷酸异构酶软骨寡聚基质
蛋白抗突变型瓜氨酸波形蛋白抗体和抗环瓜氨酸肽抗体联合检

测在类风湿关节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Ｊ］．中华风湿病学杂志，
２０１０，１４（８）：５７３５７４．

［４］　ＪｍｓｅｎＥ，ＶｉｒｔａＬＪ，Ｈａｋａｌａ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ｉｎｊｏｉｎｔ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ａｎｔｉ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１９９５ｔｈｒｏｕｇｈ２０１０［Ｊ］．ＡｃｔａＯｒｔｈｏｐ，２０１３，８４（４）：
３３１３３７．

［５］　ＡｌＤａｈｓｈａｎＭＡ，ＡｌＤａｈｓｈａｎＴＡ．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ｔ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
ｅ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Ｊ］．ＪＥｇｙｐｔＳｏｃＰａｒａｓｔｉｔｏｌ，２０１２，４２（１）：３３４０．

［６］　宋淑菊，段婷．临床需重视以关节肌肉症状首发的感染性心内膜
炎［Ｊ］．临床误诊误治，２００９，２２（１）：３０３２．

［７］　ＳｃｈｅｌｌｅｋｅｎｓＧＡ，ＶｉｓｓｅｒＡ，ｄｅＪｏｎｇＢ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ａｃｙｃｌｉｃｃｉｔｒｕｌｌｉｎａｔｅｄｐｅｐ
ｔｉｄｅ［Ｊ］．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Ｒｈｅｕｍ，２０００，４３（１）：１５５１６３．

［８］　ＷｉｌｌｅｍｚｅＡ，ＢｈｒｉｎｇｅｒＳ，Ｋｎｅｖｅｌ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ＣＰＡ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ｏ
ｆｉｌｅａｎｄ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ｏｆＡＣＰＡｐｏｓｔｉｖｅＲ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ＡｎｎＲｈｅｕｍ
Ｄｉｓ，２０１２，７１（２）：２６８２７４．

［９］　ＲｙｕＹＳ，ＰａｒｋＳＨ，ＫｗｏｋＳＫ，ｅｔａｌ．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ｊｇｒｅｎ’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ｉｃｃｉｔｒｕｌｌｉｎａｔｅｄ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Ｊ］．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Ｉｎｔ，２０１３，３３（６）：１４４３１４４６．

［１０］　ＫｉｍＨＨ，ＫｉｎＪ，ＰａｒｋＳＨ，ｅ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ｉｃｃｉｔｒｕｌｌｉｎａｔｅｄ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ｗｉｔｈｈａｎｄｊｏｉｎｔｅｒｏｓ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ｉｎ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Ｋｏｒｅａ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１０，２５（２）：２０１２０６．

［１１］　ＭａｎｉｖｅｌａｖａｎＤ，ＣＫＶ．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ｉｃｃｉｔｒｕｌｌｉｎａｔｄｅＰｅｐｔｉｄ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ｅｓ：ａｎ
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ｏｆ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Ｊ］．
ＪＣｌｉｎＤｉａｇｎＲｅｓ，２０１２，６（８）：１３９３１３９６．

［１２］　ＣａｄｅｒＭＺ，ＦｉｌｅｒＡＤ，ＢｕｃｋｌｅｙＣＤ，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ｉｃｃｉｔｒｕｌｌｉｎａｔｅｄｐｅｐｔｉｄ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ｎｖｅｒｙｅａｒｌｙ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Ｊ］．ＢＭＣ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
Ｄｉｓｏｒｄ，２０１０，１１（１）：１８７．

［１３］　王玉俊，陈洁，万年红，等．抗环瓜氨酸肽抗体对类风湿关节炎早
期诊断的应用研究［Ｊ］．检验医学，２０１１，２６（７）：４４０４４３．

［１４］　ＦａｎＬＹ，ＺｏｎｇＭ，ＷａｎｇＱ，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ｇｌｕｃｏｓｅ６ｐｈｏｓ
ｐｈａｔｅｉｓｏｍｅｒａｓｅｉｎ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Ｊ］．ＣｌｉｎＣｈｉｍＡｃｔａ，２０１０，
４１１（２３２４）：２０４９２０５３．

［１５］　ＤａｉＬ，ＺｈｕＬＪ，ＺｈｅｎｇＤＨ，ｅｔａｌ．ＥｌａｖａｔｅｄｓｅｒｕｍＧｌｃｏｓｅ６ｐｈａｓｐｈａｔｅ
ｉｓｏｍｅｒａｓ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
ｔｈｒｉｔｉｓ［Ｊ］．Ｊ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２０１０，３７（１２）：２４５２２４６１．

［１６］　宋泽蓉，潘云峰，郭兴华，等．ＧＰＩ联合 ＲＦ检测在类风湿关节炎
中的诊断价值［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０，８（７）：８５０８５１．

［１７］　田玉梅，张浩，刘立亚，等．葡萄糖６磷酸异构酶与换瓜氨酸肽抗
体对类风湿关节炎诊断意义的比较研究［Ｊ］．实用预防医学，
２０１１，１８（４）：６０９６１２．

［１８］　ＺｈａｎｇＸ，ＪｉａｎｇＬ，ＺｈａｎｇＸ，ｅ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ｆｏｕｒｓｅｒｕｍ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ｎ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Ｊ］．ＪＳｏｕｔｈＭｅｄＵｎｉｖ，２０１３，３３
（４）：５３８５４１．

［１９］　吴冬梅，童宗武，朱桂华，等．２０１０年欧洲风湿病联盟和美国风湿
病学会类风湿关节炎分类标准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研究［Ｊ］．中国
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５（１４）：１５４５１５４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１１

·６９３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１２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９



·全科医学论著·

腹膜透析治疗多脏器功能衰竭急性肾损伤１２例临床分析
刘伟，施杰，端靓靓，刘朝霞，王旭，张瞡，韩久怀

摘要：目的　研究腹膜透析对多脏器功能衰竭并急性肾损伤的疗效。方法　回顾１２例多脏器功能衰竭并急性
肾损伤患者行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治疗的临床资料，分析腹膜透析前后血钾离子（Ｋ＋）、碳酸氢根（ＨＣＯ３

－）、血

尿素氮（ＢＵＮ）、血肌酐（ＳＣｒ）、血压及尿量等水平的变化，探讨腹膜透析治疗 ＡＫＩ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结果　本
组１２例，其中男性９例，女性３例，年龄９～７７岁，平均年龄５２．１岁。原发病：颅脑损伤１例，脑血管意外３例，心
脏瓣膜置换术后１例，肾移植术后１例，溶血尿毒综合征（ＨＵＳ）１例，狼疮性肾炎１例，急性重症胰腺炎（ＳＡＰ）４
例，其中儿童患者１例。ＡＫＩ分期：ＡＫＩⅡ期３例，ＡＫＩⅢ期９例。本组患者的转归与发生功能障碍的器官数目有
关，２个器官功能障碍６例，存活６例（存活率１００％），３个器官功能障碍４例，存活３例（存活率７５％）；３个以上
器官功能障碍２例，存活１例（存活率５０％）。７例患者脱离透析治疗，３例患者继续维持性 ＰＤ。本组存活率为
８３．３％。腹膜透析１周后，血尿素及肌酐控制在满意水平，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纠正，生命体征较前稳定，腹
膜透析超滤量１４００～２４００ｍｌ，平均２１００ｍｌ。结论　腹膜透析对多脏器功能衰竭并急性肾损伤具有满意的疗效，
患者的预后主要取决于器官衰竭数目及原发病。

关键词：急性肾损伤；多脏器功能衰竭；腹膜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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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脏器功能障碍（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ｒｇａ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ＭＯＤＳ）患者并急性肾损伤（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
ＡＫＩ）是临床常见的急危重综合征，病死率高达５０％～
８０％［１］。对于ＡＫＩ何种透析治疗为最佳肾脏替代治
疗方法，文献报道尚无一致意见。腹膜透析（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
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ＰＤ）是最早用于治疗急性肾功能衰竭的透析
方式之一［２］，近年来随着血液净化技术的发展，目前在

重症病房对于多脏器功能衰竭多采取连续性血液净化

治疗（Ｃｏｎｔｉｎｏｕｓｅｂｌｏｏ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ＢＰ）取代传统的间
歇性血液透析（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ＩＨＤ）及 ＰＤ。
但ＰＤ治疗急性肾衰竭及多脏器功能衰竭有其独特的
优越性，包括操作简便、无需特殊设备、无体外循环、不

影响凝血、血流动力学稳定、清除中大分子毒素效果好

等。随着近年来 ＰＤ技术的提高，腹透在危重症患者
并急性肾损伤治疗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作者单位：２４６０００安徽省安庆市立医院肾内科
通讯作者：刘伟，Ｅｍａｉｌ：ａｎｑｉｎｇｌｗ＠１６３．ｃｏｍ

　　我科自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采用 ＰＤ治疗
多脏器功能衰竭并急性肾衰竭１２例，疗效满意，现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 １２例，其中男性 ９例，女性 ３
例，年龄９～７７岁，平均年龄５２．１岁。原发病：颅脑损
伤１例，脑血管意外３例，心脏瓣膜置换术后１例，肾
移植术后１例，溶血尿毒综合征（ＨＵＳ）１例，狼疮性肾
炎１例，急性重症胰腺炎（ＳＡＰ）４例，其中儿童患者１
例。ＡＫＩ分期：ＡＫＩⅡ期３例，ＡＫＩⅢ期９例。ＭＯＤＳ
诊断依据我国“ＭＯＤＳ中西医结合诊治／降低病死率研
究课题组”提出的诊断标准。ＡＫＩ的诊断标准［３］：肾功

能在４８ｈ内急剧减退，血肌酐上升绝对值≥２６．４
μｍｏｌ／Ｌ或者较原基础值上升≥５０％（增至１．５倍）：或
尿量＜０．５ｍｌ／（ｋｇ·ｈ）并超过６ｈ。１２例有不同程度
的水肿；８例有不同程度的神志精神改变，２例有抽搐；
１０例有恶心、呕吐症状，５例有腹痛、腹泻，消化道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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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例；１０例有少尿或（和）无尿，非少尿者２例，尿蛋白
（＋～＋＋＋）１２例，血尿１０例；感染性休克３例，心
力衰竭５例，肝功能衰竭６例，呼吸衰竭６例；高血压８
例，高血钾９例。
１２　腹膜透析方法　术前１ｈ静脉预防性使用抗生
素一次，成人在耻骨联合上缘１０～１２ｃｍ经左旁正中
切口，儿童在脐与耻骨联合连线的上１／３处为手术切
口。局部浸润麻醉，逐层分离至腹膜，在腹膜处开一小

口，腹腔内植入 Ｔｅｎｃｋｈｏｆｆ透析管至膀胱直肠凹（女性
在子宫直肠凹），腹膜置管处处荷包缝合。采用美国

Ｂａｘｔｅｒ公司腹膜透析液，置管成功后立即开始透析，开
始予以间歇性腹膜透析（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ｄｉａｌｙｓｉｓ，
ＩＰＤ），成人进液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ｌ／次，留腹１～２ｈ，每日透
析剂量８～１２Ｌ；儿童每次进液１５～３０ｍｌ／ｋｇ，每口６～
１０次，留腹１～２ｈ，连续３ｄ。以后根据病情逐步加大
透析液量或者延长腹透液留腹时间，适应后改为持续

不卧床腹膜透析（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ｄｉａｌ
ｙｓｉｓ，ＣＡＰＤ），每日换液４～８次，每次入液量２０００ｍｌ。
日间换液 ２～４ｈ／次，晚上腹透液在腹腔内停留６～
１０ｈ。根据肾功能损害程度、尿量及超滤量等选择不
同浓度腹膜透析液，腹膜透析直至尿量、ＢＵＮ、ＳＣｒ恢
复到稳定水平后停止腹膜透析。观察患者腹膜透析前

后血Ｋ＋、ＨＣＯ３
－、ＢＵＮ、ＳＣｒ水平的变化及有无透析并

发症的发生。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治疗前后

数据比较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治疗效果　１１例患者均选用左侧旁正中切口，１
例儿童患者选择脐与耻骨联合连线的上１／３处为手术
切口，全部成功，成功率１００％。１０例患者行 ＰＤ治疗
１周后，血尿素及肌酐下降达５４％及４８％，控制在满
意水平；血钾、血钙及血磷均恢复到正常水平，酸中毒

基本纠正，营养状况改善。生命体征较前稳定，腹膜透

析超滤量 １４００～２４００ｍｌ，平均 ２１００ｍｌ，尿量较前增
多，透析过程平稳，患者耐受良好。具体指标见表１。
２２　并发症　本组２例发生引流不畅，１例腹部平片
证实导管移位，重新置管后继续行ＣＡＰＤ。１例考虑导
管纤维蛋白堵塞，予以尿激酶封管后通畅。所有病例

无感染性腹膜炎发生。

２３　病情转归　本组１２例患者的转归与发生功能障
碍的器官数目有关，２个器官功能障碍６例，存活６例
（存活率１００％），３个器官功能障碍４例，存活３例（存
活率７５％）；３个以上器官功能障碍２例，存活１例（存
活率５０％）。死亡病例１例为心脏瓣膜术后并心衰、
肾衰、呼衰，死亡原因考虑为顽固性心衰不能纠正；１
例为重症胰腺炎并肝衰、心衰、肾衰、呼衰，死亡原因考

虑多脏器功能衰竭并感染、ＤＩＣ。７例患者脱离透析治
疗，３例患者继续维持性ＰＤ。本组存活率为８３．３％。

表１　１２例多脏器功能衰竭并急性肾损伤患者治疗前后临床及生化指标比较

时间 例数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ＳＣｒ（μｍｏｌ／Ｌ） ＨＣＯ３－（ｍｍｏｌ／Ｌ） Ｋ＋（ｍｍｏｌ／Ｌ） Ｎａ＋（ｍｍｏｌ／Ｌ）

治疗前 １２ ４２．２５±１５．５６ １０２２．２３±１５２．７４ １０．２０±２．３６ ６．９５±０．９２ １３２．６２±６．５７
治疗后 １０ ２０．３４±８．３６ ５０５．２６±７９．３５ １９．２１±４．２５ ４．４８±０．６６ １４１．３２±５．８３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时间 例数 Ｃａ２＋（ｍｍｏｌ／Ｌ） Ｐ（ｍｍｏｌ／Ｌ） Ａｌｂ（ｇ／Ｌ） ＳＢＰ（ｍｍＨｇ） 尿量（ｍｌ／２４ｈ）

治疗前 １２ １．９６±０．３５ １．５２±０．６６ ３２．３０±２．３３ １４４．３０±２０．１０ ２２４．２９±５５．８０
治疗后 １０ ２．１２±０．２１ １．１２±０．３３ ３５．２８±２．３６ １０８．７７±１５．６６ ５８２．４９±１５２．７５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３　讨　论
　　ＭＯＤＳ并 ＡＫＩ是临床的急危重症，病死率超过
５０％。有报道：２个脏器功能障碍的平均病死率为
５９％，４个或４个以上脏器功能障碍的平均病死率达
１００％［４］。ＭＯＤＦ并ＡＫＩ的患者临床病情凶险、复杂，
需要及时地进行肾脏替代治疗，其目的是迅速纠正内

环境的紊乱，包括清除体内的各种蓄积的毒素及炎症

介质、防治液体负荷超载及电解质酸碱平衡的紊乱，从

而有助于恢复体内的免疫平衡，促进脏器功能的恢

复［５］。目前对于急性肾损伤的治疗时机，指南尚未有

明确推荐，临床上对于ＭＯＤＳ并ＡＫＩ的患者，鉴于病情
的凶险，我们认为应该在 ＡＫＩ的早期即开始肾脏替代
治疗。

早在上世纪７０年代，ＰＤ就被广泛应用于 ＡＫＩ的
治疗。上世纪９０年代后，连续性血液净化技术的发展
日新月异，由于其有更精确的容量控制、更稳定的血流

动力学及持续有效的溶质、炎症因子清除能力，广泛应

用于ＭＯＤＳＡＫＩ的治疗，而ＰＤ的应用相对减少。但是
由于其低廉的代价，在发展中国家仍有不少 ＡＫＩ者使
用ＰＤ治疗。近年来，ＰＤ治疗 ＡＫＩ的研究逐渐增
多［６］。传统的ＰＤ治疗被认为小分子毒素清除能力不
如ＨＤ，在容量的超滤方面不如 ＩＨＤ及 ＣＢＰ，因此在合
并高分解代谢状态时不能有效地清除毒素以控制尿毒

症的症状［７］。也有不同的文献报道［８］，采用潮式腹膜

透析（Ｔｉｄａｌ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ＴＰＤ）及持续均衡性腹膜
透 析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ｄｉａｌｙｓｉｓ，
ＣＥＰＤ），可以达到满意的溶质清除，可用于轻、中度高
分解状态的治疗。新近的文献报道［９］，采取持续高容

量腹膜透析治疗，交换腹透液总量达３６～４４Ｌ／ｄ，交换
１８～２２次／ｄ，从而达到满意的溶质清除及液体超滤，
能更好地控制高分解状态，其治疗效果不比体外血液

净化差。对于 ＡＫＩ的患者进行透析充分性的评估，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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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统一的指标及标准，只能暂时参考慢性肾衰竭腹

膜透析患者，但是这两者的情况还是不尽相同。首先，

ＡＫＩ时往往出现高分解代谢状态，而终末期肾衰竭患
者往往是正常新陈代谢。其次，ＡＫＩ患者由于内生水
产生过多，体内水含量增加，尿素动力学模型在ＡＫＩ患
者未得到验证，加上患者尿素的产生随时都有可能变

化，因此ＡＫＩ需要动态的尿素动力模型，因此目前的证
据大多建议增加ＰＤ剂量以达到充分的溶质清除。新
近，意大利维琴察医院的 Ｃｈｉｏｎｈ等对腹膜透析治疗
ＡＫＩ进行了系统评价，目前ＰＤ治疗ＡＫＩ缺乏高质量的
临床研究数据，１１项对照研究的总体死亡率比较结果
提示腹膜透析和体外血液净化治疗ＡＫＩ患者的死亡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组患者，置管后采用 ＩＰＤ治疗
并迅速过渡到大剂量 ＣＡＰＤ，每日透析剂量８～１６Ｌ，
１周后，血尿素及肌酐均明显下降，并控制在满意水
平，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纠正，生命体征较前稳

定，达到了较好的溶质清除作用。

腹膜透析可进行持续有效的超滤治疗，不仅具有

良好的血流动力学，并能减轻体内的容量负荷、改善脑

水肿，而且不影响机体的凝血功能，特别适合心脑血管

系统极不稳定或有出血倾向不宜进行血液透析的患

者。本组患者中心脏瓣膜术后１例及狼疮性肾炎１例，
均合并有肺水肿、液体负荷超载状态，使用４．２５％腹膜
透析液，每日超滤量能达到２４００ｍｌ，迅速缓解了肺水
肿症状。本组中脑血管意外患者３例，颅脑损伤患者１
例，行ＣＡＰＤ治疗，生命体征趋于平稳，原发病灶未在
进一步恶化，无一例死亡。本组患者治疗 １周后，血
ＢＵＮ及Ｓｃｒ均较前明显下降，且控制在稳定水平，血电
解质及酸碱平衡纠正，尿量增加，提示腹膜透析能很好

地调节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由于清除溶质、液体稳

定，无反弹现象，更有利于肾功能的恢复。ＰＤ达到充
分的液体清除在临床上较容易实现，目前大多数关于

ＰＤ应用于 ＡＫＩ治疗的研究都认为临床上充分的容量
控制对于ＰＤ不是一个难题。

本组患者包括急性重症胰腺炎４例，除１例由于
并发肝衰、心衰、肾衰、呼衰、感染、ＤＩＣ，病情严重死亡
外，３例患者存活，肾功能恢复。有报道认为［１０］，腹膜

透析可以通过腹膜透析液持续冲洗、引流，清除腹腔内

炎性渗液，减轻胰液对组织的直接化学性损伤，减轻了

腹腔高压力，同时清除胰性毒素及血管活性物质；腹膜

透析具有清除中、大分子物质的能力，通过弥散作用清

除体循环中的炎性介质。ＳＡＰ患者病情进展使机体处
于应激状态，触发了体内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

胞等大量内源性炎性介质，从而进一步损伤胰腺及相

关器官，早期清除炎性介质可以阻断胰腺坏死以及缓

解或阻断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腹膜透析同时可纠正

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平衡失调，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

降低了ＳＡＰ早期病死率。
对于儿童ＡＫＩ患者，ＰＤ仍是首选的治疗方式［２］。

本组有儿童 ＨＵＳ一例，由于儿童血管通路建立困难，
且大多数医院缺乏配套的血液净化管路系统，而ＰＤ操
作简便、透析管路建立较易。ＰＤ对血容量影响小，儿

童更易耐受。且 ＨＵＳ时合并溶血状态、血小板减少，
故首选ＰＤ治疗。

紧急腹膜透析也有各种并发症，一方面与紧急手

术有关，包括：肠腔穿孔、腹腔出血、腹壁渗漏等，术者

术前评估及术中仔细操作可以最大减少此类并发症；

另一方面，术后出现的一些技术并发症，如腹透管漂

管、堵塞、引流不畅、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代谢及电

解质紊乱等，应仔细寻找病因，及时处理。本组患者，

手术置管均一次成功，未发现手术操作并发症，有２例
发生引流不畅，１例腹部平片证实导管移位，重新置管
后继续行ＣＡＰＤ。１例考虑导管纤维蛋白堵塞，予以尿
激酶封管后通畅。所有病例无感染性腹膜炎发生。

本组患者２例因原发病恶化死亡，７例患者脱离透
析治疗，３例患者继续维持性 ＰＤ，存活率为８３．３％，优
于文献所报道。笔者认为早期行腹膜透析治疗 ＡＲＦ
并ＭＯＤＳ是有效的替代治疗方法，尤其在有严重心脑
血管疾病、凝血功能不良、ＳＡＰ、婴幼儿患者可作为首选
的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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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ＣＴ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对肺部疾病的诊断价值
赵军，杨瑞青

摘要：目的　探讨ＣＴ引导下经皮切割针肺活检在影像学上表现为肺占位性疾病诊断中的作用和应用范围。方
法　选择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ＣＴ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胸部 ＣＴ表
现为占位性病例４８例，回顾分析所有病例的病史、肿瘤标记物、气管镜、胸部 ＣＴ及肺活检病理。结果　男性３３
例，女性１５例，年龄２２～７９岁，平均５７岁。４８例均穿刺活检成功，３７例确诊为恶性肿瘤，其中鳞癌１８例，有一例
肺穿刺活检结果为浆细胞性肉芽肿，术后标本病理为中分化鳞状细胞癌，此例患者以术后病理结果统计；腺癌１２
例，包括１例细支气管肺泡癌，现称肺原位腺癌；小细胞癌４例；低分化非小细胞癌２例；转移癌１例，该病例原发
为左侧肾脏；硬化性血管瘤１例；结核２例；机化性肺炎１例；真菌２例，但未区分出曲霉和隐球菌；炎性假瘤１
例；未确诊４例，穿刺结果为肺组织内较多炎性细胞浸润、增生的纤维组织或者坏死组织。术中或者术后发生气
胸４例，咳血３例，肺部并发症１４．６％，明确诊断率９１．７％ 。结论　ＣＴ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对肺部占位性疾
病确诊率高，并发症少，具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但对于特发性间质性肺炎诊断价值有限，为减少假阴性率，对

ＣＴ引导下经皮肺活检不能明确诊断但可见较多炎性细胞浸润、增生的纤维组织或者坏死组织者，需结合临床及
其他辅助检查，综合诊断。

关键词：ＣＴ引导；活检；肺部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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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肺癌是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随
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及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肺癌

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我国肺癌死亡率

由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位居癌症死因第４位，跃居２１世纪
初的第一位，一个肿瘤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同期上升提

示该肿瘤预防和治疗不尽如人意，因此 ，肺癌早期诊

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１］。目前肺癌已成为严重危害我

国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疾病之一。肺部占位性

病变如何获取病理，及时明确病变性质，以利于进一步

治疗最为关键，经皮肺穿刺是目前和气管镜检查同等

重要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手段之一，尤其外周病灶，气管

镜检查不易获取病理结果。ＣＴ引导下经皮肺穿

作者单位：２３６０００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通讯作者：杨瑞青，Ｅｍａｉｌ：ｆｙｙｒｑ２０１３＠１６３．ｃｏｍ

刺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回顾性分析我科２００８年１１
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４８例肺部占位性疾病患者临床资料
进行ＣＴ下肺穿刺活检，对疾病诊断有较高应用价值，
并且安全可靠，现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４８例住院患者因不同程度的咳
嗽、咳痰、痰中带血、胸闷、胸痛、发热等症状就诊，但其

中有１例为体检发现肺部阴影而无相关临床症状，入
院后经过相关肺部影像学检查发现占位明显患者，经

常规痰脱落细胞学，气管镜检查、支气管肺泡灌洗、刷

检、活检未能明确其性质，而又需要获取病理进一步治

疗的患者。其中男性３３例，女性１５例，年龄２２～７９
岁，平均 ５７岁，病灶直径 ２～１０ｃｍ不等，直径小于
２ｃｍ的相对较少，大于１０ｃｍ也较少，所选病例以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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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主，中央型相对较少，有的术前给予增强检查。

１２　检查方法　所有患者术前均有血常规、凝血功
能、心电图检查，对个别病例，术前增强检查，了解病灶

强化程度以及排除血管性疾病等。术前向患者解释以

取得积极合作，应详细询问病史，与患者及家属说明穿

刺的适应证、禁忌证、操作过程、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及

应对措施，消除患者及家属的顾虑，缓解精神紧张，与

患者及其家属签署操作知情同意书，告知操作过程中

相关风险，详细评估患者心、肺功能，预计均能耐受此

项侵袭性检查。术前详细了解病灶大小，与周围血管

关系以及与胸壁距离等，以利于在穿刺中选择合适体

位、进针深度、进针方向等。对于咳嗽剧烈或者紧张患

者，操作前半小时至１小时常规给予安定以及止咳药
物应用，对于预计高危病例，术前即保留静脉通路，利

于出现紧急情况后及时用药。定位方法：在 ＣＴ引导
下由ＣＴ室医师采用薄层扫描，金属栅栏法定位，尽量
避开肋骨、大血管、叶间裂、肺大泡等，确定穿刺点，常

规消毒、铺巾、利多卡因局部麻醉穿刺部位，以穿刺针

垂直进入并且最短距离为宜，针尖达胸膜时嘱患者屏

气，快速进切割针至病灶位置，固定，平扫了解针尖在

病灶中具体位置，及时调整穿刺方向，确定在病灶后，

再对病灶行切割后退出，压迫穿刺部位，收集标本送病

理、细胞学或者细菌涂片等，根据取材满意程度决定是

否再次切割，一般１～３针为宜，有的可达４～５针活
检，直至标本足够满意，但再增加进针次数阳性率并无

明显增加，并且出血及气胸机会可能会增多。标本固

定在９５％酒精或者福尔马林中，送病理检查，个别病
例给予细菌涂片检查，但未进行培养。然后再次平扫

了解有无气胸、出血等。活检针为八光商贸（上海）有

限公司经销，１８Ｇ，部分为１６Ｇ。体位主要以仰、俯卧位
为多，少数为侧卧位。穿刺时和胸腔穿刺类似，尽可能

以下一肋骨上缘进针，避开肋骨、肋间血管、叶间裂、肺

大泡、肋间神经等。

２　结　果
２１　诊断情况　所有病例均穿刺成功，获得足够理想
标本。４８例患者中，３７例确诊为恶性肿瘤，包括原发、
转移，其中鳞癌１８例（其中有一例肺穿刺活检结果为
浆细胞性肉芽肿，术后病理为中分化鳞状细胞癌，此例

患者以术后病理结果统计）；腺癌１２例（包括１例细支
气管肺泡癌，现称肺原位腺癌）；小细胞癌４例；低分化
非小细胞癌２例；转移癌１例（该例原发为左侧肾脏）；
硬化性血管瘤１例；结核２例；机化性肺炎１例；真菌２
例，但未区分曲霉和隐球菌；炎性假瘤１例；未能确诊
４例，未确诊穿刺结果为肺组织较多炎性细胞浸润、增
生的纤维组织及坏死组织，究其原因可能为病灶较大，

中心有坏死可能，或者为针尖刺入肺组织内引起可能。

其中有一例术前与术后不一致，可能原因为穿刺标本

太小或者细胞分化较好导致。总体确诊率 ９１．７％。
与文献报道基本相符。

２２　并发症及处理　所有４８例患者中，术中或者术
后发生气胸４例，咳血３例，无皮下或纵膈气肿，无胸
腔出血，未发现针道种植及其他严重并发症等。４例
气胸中其中有１例肺组织压缩达４０％以上，给予胸腔
闭式引流，４８ｈ后治愈，其他均为少量气胸，给予高流
量吸氧及卧床休息，３ｄ后复查胸片，胸腔气体均吸收。
痰中带血及咯血者嘱休息后或者给予止血合剂后即停

止，无穿刺后出现发热病例，更无因活检并发症导致死

亡的病例。

３　讨　论
　　正确的诊断是合理、有效治疗的前提，虽然 ＣＴ检
查甚至增强检查当今应用非常普遍，也大大提高对肺

部疾病的诊断，但同病异影及异病同影现象较多，有关

误诊文献也有报道［２］。对于肺部病变来说，以炎症、结

核、肿瘤居多，影像学上表现多种多样。当常规方法如

痰细菌、真菌、抗酸杆菌、血常规、肿瘤标记物及各种影

像学检查难以确诊尤其是高度怀疑不能排除肿瘤者，

需行病理组织学检查以明确诊断。如果病变为中央

型，一般通过气管镜下支气管肺泡灌洗、刷检、活检能

获得组织学或者细胞学诊断。如果病变位于肺部外周

或者病变虽然在肺部中央，但位于气管或者支气管壁

以外时，由于气管镜无法达病变组织，以致不能明确诊

断，此时可选择 ＣＴ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尤其
对于肺部外周孤立性结节或者肿块，因此 ＣＴ引导下
穿刺活检取得病理指导后续治疗尤其重要。

ＣＴ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是目前临床应用最为
广泛的一种对肺部外周疾病定性的微创技术。１９７６
年Ｈａａｇａ和 Ａｌｆｉｄｉ首先采用 ＣＴ引导肺穿刺，因为 ＣＴ
具有良好的空间和密度分辨率，可以明确显示病灶大

小，位置和内部情况以及与血管等周围结构的解剖关

系，是目前肺内孤立性结节、肿块定性诊断首选方法。

在ＣＴ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能清楚显示病变所
在区域，尤其对较大的病灶结合 ＣＴ增强扫描片，使穿
刺准确地避开坏死区及周边反应区，选择强化明显的

部位穿刺，从而获得真正的病变组织。只要选择合适

的适应症和穿刺路径，不仅安全，可以弥补经纤维支气

管镜肺活检（ＴＢＬＢ）的不足。对某些特殊部位如心脏
后、脊柱旁、肺门区等病灶亦可选择最佳穿刺点，且并

发症较小。据报道诊断率高达 ９１．１％［３］。透视或 Ｂ
超引导定位有其局限性，只能对侵及胸膜的病变进行

引导穿刺、斜行进针易被肋骨阻挡，且阳性率不高。而

ＣＴ引导下可对一些较小病灶实施穿刺。有研究指出，
穿刺针越粗获取的组织标本愈大，可获得更高的阳性

率，能判断分化程度，细胞学类型和便于免疫组化染

色［４］。最适合周围型病灶，尤其对痰脱落细胞学以及

气管镜检查包括灌洗、刷检、活检、ＴＢＮＡ、ＴＢＬＢ均阴
性，未能取得病理学依据，而又需要明确其性质的有较

高价值，减少开胸活检以及ＶＡＴＳ等手术风险。因此，
对于一种副作用较少且诊断率高的获取病理的手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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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广泛应用技术。从本组资料所得结果分析，经皮

肺穿刺活检对肺部恶性疾病的诊断价值高于良性疾

病，而往往良性疾病更易引起咳血。由于标本未进行

细菌学培养，因此对炎症性疾病方面未能明确病原体。

该组中仅有一例穿刺结果与术后大体标本病理不一

致，术前穿刺结果为浆细胞性肉芽肿，术后为中分化鳞

状细胞癌，分析其原因可能为穿刺标本较小，或者细胞

分化程度较高，异型性不明显和未进行免疫组织化学

检查等导致。有报道［５］经皮肺穿刺活检对于无反应肺

炎患者有较高诊断价值，且安全性高。当常规方法检

查不能明确病因时，此项检查应当纳入考虑范畴，但应

注意肺组织涂片，不能单纯依靠培养。ＧｕｐｔａＳ等［６］研

究了ＣＴ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合并肺内阴影，其中６２．８％为恶性肿瘤，３４．３％为感
染，获得特异性诊断后８８．４％改变了治疗方案。因此
对肺部病变不能明确性质或抗感染治疗后病灶吸收不

理想的均可给予肺穿刺获取病理，明确诊断，改变治疗

方案。本组中恶性肿瘤诊断率较高，良性相对较少，有

可能与抗感染治疗后病灶大部分吸收有关，总体诊断

率达９１．７％。与文献报道基本相符。本组穿刺活检
阴性病例，究其原因：可能为肿块较大，中心有坏死或

者病变相对较广泛，穿刺后取得的组织为支气管肺组

织。早期文献报道经皮肺活检获得特定组织诊断的比

率较小，经过技术的改进目前总体达９０％以上。对于
此种诊断方法要了解其适应征以及相对禁忌征。适应

征［７］为：肺部孤立和多发病变的鉴别诊断；胸腔积液、

胸膜肥厚性病变伴肺内肿块的定性诊断；肺内良性病

变的诊断；放化疗前取得病理诊断；取得局部感染细菌

学资料以确定治疗计划。对于肺部弥漫性疾病来说，

本组资料未纳入穿刺适应征。经皮肺穿刺活检也应用

于间质性肺炎［８］。据报道［９］，经皮肺穿刺活检对于胸

部ＣＴ表现为双肺弥漫性病变的肺部感染具有较高诊
断价值，检出率前 ３位分别为：肺部感染，肿瘤和
ＢＯＯＰ／ＯＰ。某些感染可以表现为双肺弥漫性病变，如
肺孢子菌感染、肺结核、肺隐球菌感染［１０］。徐礼裕等

报道［１１］确诊的３８例肺部隐球菌感染中３３例为经皮
肺穿刺活检明确。经皮肺穿刺禁忌征［７］：严重肺气肿、

肺纤维化、肺动脉高压者；疑为肺内血管病变，如动脉

畸形、动脉瘤等；有严重出血倾向者；恶病质及不能配

合者。ＣＴ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主要应用于诊断方
面，近年也有报道经皮肺穿刺应用于治疗方面，主要是

耐药空洞肺结核。王涛等报道 ＣＴ引导下注入抗结核
药物凝胶治疗耐多药空洞型肺结核，从而直接杀灭空

洞壁内结核菌，可促使干酪病灶软化，坏死物脱落排

出。与经纤维支气管镜介入治疗相比，ＣＴ引导下穿刺
注药更准确，对肺部周边的空洞效果好，不容易继发感

染，并且患者容易耐受，不良反应较轻。

气胸和咯血为ＣＴ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最重要的并
发症，包括肺出血、胸膜出血以及肿瘤的针道种植等。

气胸是ＣＴ引导下肺部病变活检最常见的并发症，本

组发生率与文献报道相仿［１２］。肿瘤针道种植少见，使

用套管针穿刺可大大减少其发生率［１３］。影响ＣＴ引导
下肺穿刺活检并发症的因素众多，目前比较一致的观

点是年龄、病灶大小、穿刺深度及角度、穿刺次数、穿刺

部位、穿刺针型号以及病灶周围有无肺气肿对并发症

的发生率有影响。同时对于影响并发症的其他因素如

吸烟、病灶的转移、穿刺时间、患者的配合程度及精神

因素等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本组４８例患者中仅
有４例，其中需闭式引流的仅１例，切割活检并不是气
胸发生的危险因素，穿刺技术熟练程度，穿刺针的大

小，切割活检完成速度以及薄层扫描避开穿刺路径中

的肺大泡，是否合并有 ＣＯＰＤ以及与胸壁距离有
关［１４］，中央型明显高于周围型，有 ＣＯＰＤ明显高于非
ＣＯＰＤ。气胸发生的常见原因为使用粗的穿刺针，病变
部位较深以及伴有肺气肿的老人。气胸一般在穿刺时

或者穿刺后即刻发生，但也有一些患者在穿刺结束后

发生。该组出现气胸量较大并予闭式引流的为老年患

者，分析其原因为病变距胸壁较远和有慢支病史有关。

其他３例气胸量较少，卧床休息及吸氧后及吸收。发
生咯血的多为少量咯血，很少会因咯血而终止操作影

响标本取材，一般不需特殊处理，有时适当应用止血合

剂即可缓解。建议即便穿刺后出现少量咯血，部分病

例也应在保证患者安全的基础上，尽量获取足够标本，

提高诊断率。而其中良性疾病更易引起咯血，也可能

是未能确诊病例原因之一。本组发生出血３例，１例
为鳞状细胞癌，给予２次止血合剂应用后症状消失，另
外２例为良性病变，口服止血药物后好转。术中一定
要注意无菌操作，不注意无菌操作，有可能引起胸腔内

感染包括脓胸和胸壁脓肿。气胸发生率可通过多种方

法使其降低，提高操作者技术手法、进针速度、针的粗

细选择、尽量减少穿刺次数、对病灶准确定位、术前详

细的评估等，一般尽可能选择较细的穿刺针［１５］等。根

据经验有以下几点可减少并发症发生：尽量选择病变

距胸膜距离最小层面；快速进针至病灶取材，标本满意

后尽可能减少穿刺次数，避免同一进针路线反复切割。

另外由于患者在穿刺过程中需要多次 ＣＴ扫描，不可
避免的导致在短期内接受大量辐射。有报道［１６］低剂

量螺旋ＣＴ扫描可有效减少辐射，而诊断阳性率无明
显差异，而辐射剂量则大为降低，极大程度地减少了医

源性辐射。

综上所述，ＣＴ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具有有效、
安全、定位准确、简单易于操作、阳性率高等优点，尽管

有其并发症，但临床可以接受，程度较轻，有的不需特

殊处理即自愈。尤其对肺部外周占位性病变明确诊断

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是诊断与鉴别诊断的重要手段。

无论应用何种穿刺工具，使用何种方式、方法，肺穿刺

活检术的目的都是为了明确诊断，指导下一步的治疗。

明确性质后需要手术的建议手术，或者给予放化疗，良

性病变定期随诊。经皮肺穿刺活检，甚至外科肺活检，

都是在患者肺部疾病的特定时间点对 （下转第１４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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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过敏性紫癜和变应性血管炎临床特点比较
李红梅，刘凤霞，昌路艳

摘要：目的　研究过敏性紫癜和变应性血管炎的发病年龄、性别、季节、诱因、皮肤表现、皮肤损害以及其他脏器
累及情况的比较。方法　选取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９月收治的过敏性紫癜患者４６例（Ａ组）和变应性血管炎患
者４６例（Ｂ组），对其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２组患者发病年龄、性别、季节、诱因、皮肤表现、皮肤损害以及其他脏
器累及情况。结果　Ｂ组的发病年龄显著大于Ａ组，２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发病性别比
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春、夏、秋、冬的发病例数分别为７例（１５．３％）、１０例（２１．７％）、１４例
（３０．４％）、１５例（３２．６％），Ｂ组春、夏、秋、冬的发病数分别为５例（１０．９％）、６例（１３．１％），１７例（３６．９％）、１８例
（３９．１％），２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发病诱因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组的皮肤
损害表现为多形性，而Ａ组的主要皮肤表现为隆起的紫癜，２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关节受
累、胃肠道受累以及肾脏受累例数分别为２３例（５０．０％）、１４例（３０．４％）、２２例（４７．８％），显著高于 Ｂ组的７例
（１５．２％）、５例（１０．９％）、６例（１３．０％），２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过敏性紫癜和变应性
血管炎具有不同的临床特点，其中变应性血管炎皮肤损害较过敏性紫癜重，而内脏损害变应性血管炎较过敏性紫

癜发生率低。

关键词：过敏性紫癜；变应性血管炎；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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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敏性紫癜以皮肤紫癜、关节炎、腹痛以及血尿为
主要表现。变应性血管炎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表

现为组织病理有白细胞核破碎，皮肤损害，同时也存在

多个内脏损伤，该病轻重不一，轻的仅仅有皮损表现，

数周后即可痊愈，重症者可伴有多个脏器的损害，甚至

是危及生命［１４］。过敏性紫癜和变应性血管炎均属于

皮肤的小血管炎，其病理学特征以及临床特点均有相

似之处，临床上很难区分容易引起误诊误治，目前尚无

过敏性紫癜和变应性血管炎的诊断金标准。若根据

１９９０年美国风湿病学会提出的 ２组疾病的诊断标
准［５］，其中发病年龄＞２０岁是区分过敏性紫癜及变应
性血管炎的一个条件。为了更好的诊断和治疗，本

作者单位：２３６０３１山东省潍坊医学院２０１２级临床风湿病学研
究生（李红梅，昌路艳）；２７４０００山东省潍坊市人民
医院变态反应科（刘凤霞）

通讯作者：李红梅，Ｅｍａｉｌ：１３６２３５５９７１＠ｑｑ．ｃｏｍ

文对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９月我院收治的过敏性紫
癜患者４６例和变应性血管炎患者４６例进行临床特点
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９月我院
收治的过敏性紫癜患者４６例，作为 Ａ组，另外选取变
应性血管炎患者４６例，作为 Ｂ组，所有患者均符合美
国风湿学会的诊断标准［６］。所有患者年龄均 ＞２０岁。
且排除结缔组织病、恶性肿瘤等疾病引起的继发性小

血管炎。

１２　分析方法　对２组患者的资料进行分析，分析的
项目包括：２组患者的年龄和性别、发病季节、疾病诱
因（包括近期感染史、用药史以及食物等）、皮肤表现、

肌肉关节表现、胃肠道表现、肾脏病变表现。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
件上进行分析和统计，其中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
应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应用 χ２检验，检验标准以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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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发病年龄、性别比较　分析发现，Ａ组年龄
介于２１～４５岁，平均年龄为（３４．７２±１．０７）岁，Ｂ组年
龄介于２１～６６岁，平均年龄为（４４．２８±１．２５）岁，Ｂ组
的发病平均年龄显著大于 Ａ组的发病平均年龄，２组
平均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 Ａ
组男性１９例，女性２７例，Ｂ组男性２２例，女性２４例，
２组性别比例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发病季节比较　分析发现，Ａ组春、夏、秋、
冬的发病数分别为７例（１５．３％）、１０例（２１．７％）、１４
例（３０．４％）、１５例（３２．６％），Ｂ组春、夏、秋、冬的发病
数分别为 ５例 （１０．９％）、６例 （１３．１％），１７例
（３６．９％）、１８例（３９．１％），２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发病诱因比较　分析发现，呼吸道感染和药
物是２组发病的主要诱因，Ｂ组呼吸道感染和药物分
别占８．６％、１３．０％，Ａ组呼吸道感染和药物分别占
１９．５％、１５．２％，Ｂ组高于 Ａ组，２组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４　２组皮肤损害比较　分析发现，２组皮疹均好发
于上肢，上肢以及躯干也有累及。Ｂ组斑丘疹、结节、
水泡或血泡、溃疡及瘢痕或萎缩的表现分别为 ２２例
（４７．８％）、５例（１０．９％）、３６例（７８．３％）、１３例
（２８．３％）、１６例（３４．８％）显著高于 Ａ组的 ２例
（４．３％）、０例（０．０％）、３例（６．５％）、２例（４．３％）、０
例（０．０％），２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Ａ组隆起紫癜为４５例（９７．８％）显著高于 Ｂ组
的２５例（５４．３％），２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Ｂ组的皮肤损害表现为多形性，而 Ａ组的主要
皮肤表现为隆起的紫癜。见表１。

表１　２组皮肤损害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斑丘疹 水泡或血泡 溃疡 瘢痕 萎缩 隆起紫癜

Ａ组 ４６ ２（４．３） ０（０．０） ３（６．５） ２（４．３） ０（０．０） ４５（９７．８）
Ｂ组 ４６ ２２（４７．８） ５（１０．９） ３６（７８．３） １３（２８．３） １６（３４．８） ２５（５４．３）
χ２值 １１．６５２ ９．８６９ １２．９８２ ９．８９７ １０．５４８ １１．６６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Ａ组为过敏性紫癜组，Ｂ组为变应性血管炎组。

２５　２组关节、胃肠道以及肾脏受累比较　分析发
现，Ａ组关节受累、胃肠道受累以及肾脏受累例数分别
为２３例（５０．０％）、１４例（３０．４％）、２２例（４７．８％），显
著高于 Ｂ组的 ７例（１５．２％）、５例（１０．９％）、６例
（１３．０％），２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其中Ｂ组肾脏受累均为轻度的血尿或者蛋白尿，Ａ组
肾脏受累较严重，有４例患者肾脏重度受累，５例肾功
能不全。见表２。

３　讨　论
　　变应性血管炎临床表现往往具有多样性，有发热、
肌痛、全身不适等，较少患者表现为典型关节炎症状，

患者常常伴有皮肤瘙痒，可有针刺样疼痛或者伴有灼

烧感，有些患者同时伴有肾功能衰竭、胃肠道出血以及

腹痛等［７］。该病发病原因有很多，其中药物和感染是

主要发病原因，具有致病性的药物主要有：磺胺类、酚

噻嗪类、碘化物类、巴比妥酸盐类、阿司匹林、青霉素以

及异体蛋白等。其感染因素主要有病毒感染、链球菌

感染、麻风杆菌感染以及结核杆菌感染等［８１０］。据报

道，变应性血管炎的大部分致病因素不是直接致病，现

已被证实的直接致病因素主要有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结核杆菌以及链球菌的Ｍ蛋白，当抗原进入血液循环
后会产生特异性的抗体，抗原和抗体在组织间隙或者

是血流中形成稳定的免疫复合物，免疫复合物沉积到

周边组织或者是血管管壁时引起过敏毒素产生，进而

引起血管的通透性增加，同时还会引起中性粒细胞的

集中，引起炎性反应，同时还会使免疫复合物与相应的

补体结合，引起补体重新被激活，引发一系列的反

应［１１１２］。

表２　２组关节、胃肠道以及肾脏受累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关节受累 胃肠受累 肾受累

Ａ组 ４６ ２３（５０．０） １４（３０．４） ２２（４７．８）
Ｂ组 ４６ ７（１５．２） ５（１０．９） ６（１３．０）
χ２值 １２．０４２ １０．９７３ １１．３６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Ａ组为过敏性紫癜组，Ｂ组为变应性血管炎组。

　　过敏性紫癜是一种免疫球蛋白 Ａ、Ｃ３以及免疫复
合物沉积于小动脉、小静脉以及毛细血管等而引起的

一种血管炎，过敏性紫癜多见于儿童，绝大多数患者有

典型的三联征（紫癜、关节痛和腹痛），半数以上患者

可出现血尿、蛋白尿、肾病综合征，甚至出现肾功能衰

竭。肾病理提示局灶节段硬化性肾小球肾炎或弥漫系

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少数严重病例表现为新月体性

肾炎。免疫荧光示ＩｇＡ、补体肾小球系膜区沉积，其病
理改变与原发性ＩｇＡ肾病相似。该病会侵犯皮肤以及
其他器官，过敏性紫癜患者急性期 Ｃ３明显降低，恢复
期以后正常，急性期 ＣＤ３、ＣＤ４的含量以及 ＣＤ４／ＣＤ８
的比值均低于恢复期，且ＮＫ细胞也低于恢复期，在急
性发病期其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均有显著改善［１３］。

临床上又将过敏性紫癜分为单纯型、肾型、腹型、关节

型和混合型等。临床表现为皮肤紫癜、关节炎、腹痛以

及血尿［１４］。过敏性紫癜引起的抗原抗体反应作用于

肠壁血管致使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增强，使肠壁发生广

泛的水肿，浆膜下以及粘膜下呈阶段性出现，肠系膜的

淋巴结肿大，容易导致胃肠功能紊乱引起继发性的肠

套叠［１５］。

变应性血管炎与过敏性紫癜的临床鉴别不易，过

敏性紫癜多发生于儿童及青年。皮肤、关节、胃肠道和

肾脏等多器官常同时受侵，皮损的形态较单一，以可触

及的风团性紫癜和瘀斑为特征，尿中可出现蛋白和红

细胞，可有消化道出血等。在临床表现上过敏性紫癜

和变应性血管炎有很多相似之处，容易造成临床上误

诊误治，两种病的鉴别诊治对医护人员来说是一种挑

战。

本文从患者的年龄和性别、发病季（下转第１４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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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容许性高碳酸血症在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
麻醉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张磊

摘要：目的　观察和分析容许性高碳酸血症（ＰＨＣ）在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麻醉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６０例接受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０例，２组患者均采用
气管内插管全麻。对照组患者术中采用小潮气量快频率通气，使患者术中二氧化碳分压（ＰａＣＯ２）≤４５ｍｍＨｇ；观
察组患者术中采用小潮气量联合间断呼吸暂停的通气模式，使患者处于４５ｍｍＨｇ＜ＰａＣＯ２＜７０ｍｍＨｇ状态。对
２组患者术中的心率（ＨＲ）、平均动脉压（ＭＡＰ）、血液 ｐＨ值、ＰａＣＯ２和血氧分压（ＰａＯ２）情况以及术后拔管时间、
定向力恢复时间等麻醉复苏情况进行观察和比较。结果　２组患者的ＨＲ、ＭＡＰ的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均控制在临床上的安全范围；２组患者的血液 ｐＨ、ＰａＣＯ２、ＰａＣＯ２的组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２组患者的ＰａＯ２在各时点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 Ｔ２至 Ｔ６时点，观察组患者的血液
ｐＨ值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ＰａＣＯ２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组患者在Ｔ１和Ｔ７时点的上述指
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的拔管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等术后麻醉复苏指标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在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麻醉中使患者维持 ＰＨＣ状态，不会引起患者血流动力学指
标和血氧水平的明显波动，在减弱呼吸强度、确保手术效果的同时可保证患者术中安全，对患者术后麻醉复苏情

况无不良影响。

关键词：容许性高碳酸血症；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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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路结石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临床
医生一般根据结石发生的位置将其分为发生在肾和输

尿管的上尿路结石和发生在膀胱和尿道的下尿路结石

两种，其中，以上尿路结石在临床上最为多见。人类对

尿路结石这种疾病的认识起源较早，然而，由于受到科

技水平、医学研究水平等各种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在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临床上针对上尿路结石的治疗都

作者单位：３２１０００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麻醉科

只停留在药物保守治疗和开放手术等传统治疗方

法［１］。随着内镜技术和微创技术的进步，针对上尿路

结石的治疗方法有了很大的进展，微创手术碎石治疗

已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微创钬激光碎石术是上尿路

结石的最佳治疗方法，具有安全、方便、疗效可靠的优

点，已在临床治疗中得到了推广应用［２］，但是，由患者

术中呼吸运动可能对手术效果造成影响，因此，该类手

术的麻醉管理一直是临床上的重点问题。近年来，一

些研究者提出，通过调整通气模式使患者在术中维持

·５０４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１２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９



容许性高碳酸血症（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ｖｅｈｙｐｅｒｃａｐｎｉａ，ＰＨＣ）状态
可降低患者的呼吸运动强度，且具有辅助治疗的作用，

这一问题也成为泌尿外科麻醉领域的研究焦点，本研

究针对ＰＨＣ在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麻醉中的应
用效果进行了观察和分析，现将研究的具体情况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
院收治的６０例接受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的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纳入的患者 ＡＳＡ分类均为１、２级，手
术时间均少于２ｈ。利用随机数字表将纳入的研究对
象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纳入３０例患者。通过
调整通气模式的方式，使对照组患者术中维持正常血

气状态，即维持术中患者的 ＰａＣＯ２≤４５ｍｍ Ｈｇ
（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使观察组患者术中处于 ＰＨＣ
状态，即维持术中患者的血二氧化碳分压（ＰａＣＯ２）＞
４５ｍｍＨｇ同时＜７０ｍｍＨｇ。在观察组中，患者平均年
龄为（４８．６２±７．２６）岁，平均体重为（５７．３６±９．３７）
ｋｇ，平均身高为（１．６６±０．０９）ｍ；在对照组中，患者平
均年龄为（４９．２７±６．５９）岁，平均体重为（６１．５５±
１０．０８）ｋｇ，平均身高为（１．６７±０．０８）ｍ。２组患者在
年龄、身高、体重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麻醉方法　２组患者的麻醉方法均为气管内插
管静吸复合全麻，首先给予患者咪达唑仑（剂量为０．０５
ｍｇ／ｋｇ）、芬太尼（剂量为 ５μｇ／ｋｇ）、丙泊酚（剂量为
２ｍｇ／ｋｇ）和顺式阿曲库铵（剂量为０．１５ｍｇ／ｋｇ）进行
麻醉诱导，气管插管后维持氧流量为２Ｌ／ｍｉｎ，应用丙
泊酚（剂量为 ５ｍｇ／ｋｇ）和顺式阿曲库铵（剂量０．０３
ｍｇ／ｋｇ）持续泵入、七氟醚吸入（剂量为０．６ＭＡＣ）进行
麻醉维持。在手术期间，给予对照组患者小潮气量快

频率通气（潮气量控制在６ｍｌ／ｋｇ），根据患者术中的

ＰａＣＯ２情况对呼吸频率进行调整，使 ＰａＣＯ２保持在≤
４５ｍｍＨｇ状态；对观察组患者应用小潮气量（潮气量
为６ｍｌ／ｋｇ）联合间断呼吸暂停的通气模式，暂停呼吸
的时间持续３ｍｉｎ，两次暂停呼吸的时间间隔应长于５
ｍｉｎ，给予患者呼吸暂停的次数根据术中需要和患者术
中情况确定，根据ＰａＣＯ２对呼吸频率进行调整，使患者
保持在４５ｍｍＨｇ＜ＰａＣＯ２＜７０ｍｍＨｇ区间，２组患者
手术期间的血氧饱和度（ＳｐＯ２）均维持在１００％。于手
术结束前３０ｍｉｎ停止给予患者肌松药，于手术结束前
５ｍｉｎ停止给予患者麻醉药，手术开始前和手术完毕
后，２组患者的潮气量均为８ｍｌ／ｋｇ。
１３　观察指标　在进行全麻前，对２组患者在局麻下
进行桡动脉穿刺置管，对２组患者在麻醉前（Ｔ０）、手术
开始前（Ｔ１）、改变通气模式后１５ｍｉｎ（Ｔ２）、改变通气
模式后３０ｍｉｎ（Ｔ３）、改变通气模式后４５ｍｉｎ（Ｔ４）、改
变通气模式后６０ｍｉｎ（Ｔ５），恢复正常通气模式后 １５
ｍｉｎ（Ｔ６）、患者回送病房前（Ｔ７）等 ８个时点的心率
（ＨＲ）、平均动脉压（ＭＡＰ）、血液ｐＨ值、ＰａＣＯ２、血氧分
压（ＰａＯ２）值以及拔管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等术后恢
复情况进行观察和比较。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 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
库，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各时
点观察指标的比较先应用重复测量数据方差分析进行

处理，对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效应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进行两两比较，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各时点心率和血压的比较　重复测量
数据方差分析结果显示，２组患者的 ＨＲ、ＭＡＰ的组间
差异（不同处理组别的差异）和组内差异（不同测量时

点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均控制在临床
上的安全范围，具体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２组接受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的患者各时点心率和血压的比较

组别 指标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Ｔ７
对照组 ＨＲ（次／ｍｉｎ） ７０．０８±７．７６ ６５．２６±６．２８ ６３．８９±６．１３ ６３．６１±６．２５ ６３．３９±５．７６ ６４．０７±６．０３６４．４８±５．６７６８．３１±５．７８

ＭＡＰ（ｍｍＨｇ） ８８．１３±７．８３ ７７．１５±６．０４ ７６．６３±５．３８ ７５．７８±４．６２ ７５．３２±３．１８ ７４．３３±３．１６７７．９６±３．０７８３．０２±５．６３
观察组 ＨＲ（次／ｍｉｎ） ６９．８２±８．２４ ６５．７３±５．６７ ６５．３６±６．６１ ６５．４２±６．２０ ６５．１８±５．８４ ６５．２２±６．３８６５．７３±５．６３６７．６３±６．１１

ＭＡＰ（ｍｍＨｇ） ８８．５９±８．４３ ７７．０２±４．４１ ７７．４７±４．８４ ７６．８７±３．５１ ７６．９５±２．７７ ７５．７１±３．０３７８．８８±３．５４８３．２４±５．９１

２２　２组患者各时点血液 ｐＨ、ＰａＣＯ２、ＰａＯ２的变化　
重复测量数据方差分析结果显示，２组患者的血液ｐＨ、
ＰａＣＯ２、ＰａＣＯ２的组内差异（不同测量时点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组间差异（不同处理组别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进一步的ｔ检测显示，２
组患者的ＰａＯ２在各时点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在Ｔ２至Ｔ６时点，观察组患者的血液ｐＨ值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 ＰａＣＯ２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２组患者在Ｔ１和Ｔ７时点的上述指标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２。
２３　２组患者术后麻醉复苏情况的比较　２组患者的
拔管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等术后麻醉复苏指标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３。

３　讨　论
　　上尿路结石是发病率较高的泌尿系统疾病，可引
起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严重的上尿路结石患者大多需

要接受住院治疗，其医疗费用较高，给患者带来了身心

的损害和经济的负担。针对上尿路结石的传统治疗方

法是药物保守治疗和开放手术，近年来，伴随腔镜泌尿

外科和微创技术的不断发展，临床上涌现出许多针对

上尿路结石的新型治疗方法。目前，临床上对于上尿

路结石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开放手术、输尿管镜碎石

术、经皮肾镜碎石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ｏｔｏｍｙ，ＰＣ
ＮＬ）、微创ＰＣＮＬ和腹腔镜切开取石术等多种，但各种
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尚需进一步的临床实践来进行

检验和证实［３］。国内有研究者针对体外震波碎石、输

尿管镜下气压弹道碎石、ＰＣＮＬ、联合取石或开放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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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治疗等不同手术方式的治疗效果进行了比较，研究

结果显示，体外震波碎石的结石取净率最低，而结石残

留与治疗失败率则最高，而联合取石或开放性手术治

疗的并发症发生率则较低，可见，上尿路结石的手术方

式选择与治疗效果、并发症的发生率具有密切的相关

性，手术方式的选择需要因人而异，微创手术方式和开

放手术都具有实际应用的价值［４］。在同时具备施术条

件的情况下，临床医生会倾向于选择对患者创伤较小

的微创治疗方式，针对上尿路结石的微创治疗方式主

要包括经皮肾镜技术和输尿管镜两类，特别是最近几

年内腔内设备和生物材料的更新和进步也使该类手术

的治疗可靠性得了提高，硬镜和软镜的应用都取得了

长足的进展，关于各种方法的经验交流也愈来愈广泛

和深入，积累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５］。

表２　２组患者各时点血液ｐＨ、ＰａＣＯ２的变化

组别 指标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Ｔ７
对照组 ｐＨ ７．４１±０．０５ ７．４１±０．０４ ７．４１±０．０４ ７．４１±０．０３ ７．４１±０．０２ ７．４１±０．０４ ７．４１±０．０３ ７．４１±０．０３

ＰａＣＯ２（ｍｍＨｇ） ３９．１８±２．９６ ３８．９８±３．２７ ３８．７５±３．１７ ３８．９６±３．２２ ３８．６５±３．０２ ３８．７９±３．４３ ３９．１６±２．５５ ３９．２０±３．３１
ＰａＯ２（ｍｍＨｇ） ７４．０６±２．７７ ４７１．２１±３８．４５ ４６９．１３±３５．６１ ４６８．６０±３５．８０ ４６９．５５±３２．０６ ４７２．１７±３１．３９ ４６９．３９±３２．５３ ８８．７８±５．２４

观察组 ｐＨ ７．４１±０．０４ ７．４１±０．０１ ７．３２±０．０３ａ ７．２６±０．０４ａ ７．２７±０．０３ａ ７．２６±０．０５ａ ７．３３±０．０２ａ ７．４０±０．０３
ＰａＣＯ２（ｍｍＨｇ） ３９．３１±３．２８ ３８．３５±２．７９ ４８．２９±３．５３ａ ５６．８７±４．８８ａ ５７．９８±４．３６ａ ６２．８５±５．４９ａ ４９．５６±４．３１ａ ３９．２０±３．３１
ＰａＯ２（ｍｍＨｇ） ７４．０９±２．５８ ４６８．２４±３６．５８ ４６５．８６±３５．１９ ４６１．８８±３２．３９ ４６６．９５±３５．１９ ４６７．３３±３６．２０ ４６７．８４±３３．５３ ８６．９９±５．４３

　　注：与对照组同指标比较，ａ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患者术后麻醉复苏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拔管时间（ｍｉｎ） 定向力恢复时间（ｍｉｎ）

对照组 ３０ １９．１３±２．８６ ２０．９１±２．６８
观察组 ３０ １９．６９±２．２５ ２１．０７±２．２２

　　对于输尿管结石，临床上一般是根据结石的位置、
大小、数目等指标制定治疗方案，其中，以激光碎石的

治疗效果最佳，由于输尿管软镜在治疗上尿路结石方

面具有疗效确切、并发症少的优点，目前在临床上应用

比较广泛。而ＰＣＮＬ则主要用于治疗肾及输尿管上段
的复杂性结石，并且具有单次结石清除率高、手术时间

短、并发症少等优点［６］；对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无法行体

外碎石和输尿管镜取石，或者上述治疗失败者，则多应

用腹腔镜手术治疗［７］。近年来，随着临床医生对输尿

管软镜的操作技术日益娴熟，输尿管软镜也开始在复

杂上尿路结石患者的治疗中应用，它不仅可用于儿童、

妊娠期妇女及肥胖患者等特殊人群的上尿路结石的治

疗，也可用于治疗合并其他疾病的上尿路结石患者［８］。

输尿管软镜的镜体兼具纤细和柔软的特点，在人

体输尿管的扭曲和狭窄部位容易通过，对于输尿管、肾

盂黏膜组织造成的损伤程度较轻。软镜镜体的末端可

进行向上或向下的弯曲，这样可对肾盂、肾盏结石的情

况进行全面的观察和处理，也可以对在传统硬镜下无

法碎石的结石进行处理。因此，输尿管软镜技术被临

床医生视为治疗肾内结石的安全、有效途径［９］。然而，

输尿管软镜治疗对操作者技术和麻醉管理的要求均较

高，特别是输尿管软镜下钬激光碎石手术更是一种高

精度的内镜手术，由于在肾脏及输尿管上段形成的结

石可随患者的呼吸运动出现一定幅度的摆动，所以患

者术中的呼吸运动状态可对手术的操作和最终效果产

生显著的影响，这也增加了造成输尿管损害的风险，并

大大提高了术中碎石的操作难度［１０］，而且由呼吸运动

引起的结石移动可能在碎石过程中对光纤末端产生反

推作用，进而造成输尿管镜面的损坏。因此，在输尿管

软镜下钬激光碎石手术中，麻醉医生一般给予患者小

潮气量的通气模式来减弱其呼吸运动、保障手术的顺

利进行，但持续的小潮气量通气仍然难以完全满足该

类手术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提出了用

小潮气量联合间断呼吸暂停的通气模式使患者在术中

维持ＰＨＣ状态，可减弱呼吸运动对手术操作的影响，

而且对于患者具有一定的治疗性。ＰＨＣ的概念是由
Ｈｉｃｋｌｎｇ在１９９０年首先提出的，即应用较小的潮气量
允许患者动脉血ＰａＣＯ２适度升高并同时存在一定程度
的呼吸性酸中毒，从而达到避免气压容量伤的目的，
近年来，许多研究结果证实，一般患者对于 ＰＨＣ均有
良好的耐受性，当血液 ｐＨ≥７．１５时，患者对高碳酸血
症的不良生理反应较小，而且具有可逆性。在诱导

ＰＨＣ时，一般将患者的 ＰａＣＯ２维持在５０～１００ｍｍＨｇ
之间，最佳区间为７０～８０ｍｍＨｇ，此时患者术中氧合
和术后恢复情况均不受影响，血流动力学指标可保持

稳定，不会发生低氧血症。还有研究显示，即使患者术

中ＰａＣＯ２升高至１００ｍｍＨｇ左右，也不会造成严重的
不良后果。同时，ＰＨＣ还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有研究
结果显示，高碳酸血症可以改善组织灌注和氧合，当机

体处于再灌注状态时，维持机体处于轻度至中度的高

碳酸血症，可在获得较低灌注压的同时维持相对恒定

的脑血流量，增加脑部的供血和供氧，这对患者脑组织

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此，ＰＨＣ可能成为机械通气
的一种新策略，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临床应用［１１１２］。

本研究结果显示，２组患者的ＨＲ、ＭＡＰ的组间差异（不
同处理组别的差异）和组内差异（不同测量时点的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均控制在临床上的安
全范围，说明在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麻醉中使患

者维持ＰＨＣ状态不会引起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的明
显波动，可维持患者术中各重要器官的供血、供氧的稳

定；２组患者的血液 ｐＨ、ＰａＣＯ２、ＰａＣＯ２的组内差异（不
同测量时点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
者的 ＰａＯ２在各时点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在Ｔ２至Ｔ６时点，观察组患者的血液ｐＨ值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 ＰａＣＯ２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２组患者在Ｔ１和Ｔ７时点的上述指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在输尿管软镜钬激
光碎石术麻醉中使患者维持 ＰＨＣ状态，在诱导患者术
中处于适度酸中毒状态的同时对患者的血氧水平无显

著的影响，可维持术中良好的血氧情况；两组患者的拔

管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等术后麻醉复苏指标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在输尿管软镜钬激光
碎石术麻醉中使患者维持 ＰＨＣ状态对患者术后麻醉
复苏情况无不良影响。 （下转第１４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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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颌间固位钉和牙弓夹板在颌骨骨折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周华，金松

摘要：目的　比较颌间固位钉和牙弓夹板两种牵引方法在颌骨骨折牵引固定中的临床疗效。方法　把４８例有
咬合紊乱症状的颌骨骨折患者随机分成２组，每组２４人，研究组用颌间固位钉植入上下颌骨，对照组用牙弓夹板
结扎固定在上下牙列上，２组均采用弹力皮圈在术中牵引辅助复位或在术后牵引调整咬合关系，所有患者均接受
了骨折切开复位及小型钛板＋螺纹钉固定骨折。检查并记录２组的平均操作时间，术后咬合关系的恢复程度，牙
周损害程度，口腔卫生状况，询问患者主观感受，给予统计学分析，得出结论并进行临床疗效判定。结果　研究组
平均操作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的牙周损害程度明显轻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的口腔卫生状况也明显

好于对照组；颌间固位钉牵引复位大大减少了患者的副损害和痛苦；从主观舒适度方面，患者更能接受颌间固位

钉牵引复位法；在牙列基本完整的前提下，两者在咬合关系的恢复方面无明显差异。结论　颌间固位钉较牙弓夹
板牵引复位或辅助治疗颌骨骨折是一种快速、简单且有效的方法，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颌骨骨折；颌间固位钉；颌间牵引；牙弓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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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ａｒｃｈｂａｒｓ，ｉｎｔｅｒ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ｓｃｒｅｗｓ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ｒ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ｎｄｉｂ
ｕｌａ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ｉｓａｆａｓｔ，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Ｉｔｉｓｄｅｓｅｒｖｅｄ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ｎｄｉｂｕｌａ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ｓｃｒｅｗｓ；Ｉｎｔｅｒ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ｃｈｂａｒｓ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导致颌面部软硬组织
创伤的因素呈现增加趋势，主要表现在道路交通事故、

高处坠落、斗殴、工伤或运动伤等等。颌骨骨折可分成

闭合性治疗和开放性治疗两大类。无论是采用保守的

闭合性治疗，还是选择颌骨骨折的开放性治疗，最基本

的原则就是要在恢复原有的咬合关系的基础上，尽可

能地做到骨折断端的正确复位及可靠的固定，期待达

到解剖位置上愈合［１］。因此，即使在颌骨坚强内固定

理念和技术全面普及的当下，凡涉及咬合关系恢复的

颌骨骨折，用颌间牵引的方法恢复原先的咬合关系仍

是颌面部骨折治疗中的一种不能替代的方法［２］。我们

选择了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０１４年４月间在芜湖市第二人
民医院口腔科接受颌面部骨折治疗的患者４８例，随机
分成２组，每组２４人，研究组用颌间固位钉对颌骨骨
折进行牵引复位或术后调整咬合关系，对照组采用传

统牙弓夹板对颌骨骨折进行牵引复位或术后调整咬合

关系。检查并记录 ２组咬合关系的恢复程度，

作者单位：２４１０００安徽省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
通讯作者：周华，Ｅｍａｉｌ：ｈｕａｚｈｏｕ１１９＠１６３．ｃｏｍ

平均操作时间，牙周损害情况，口腔卫生状况，患者主

观感受等临床数据，并给予统计学分析，判定两种方法

的临床疗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组共４８例，男性３９例，女性９例，
年龄１７～６８岁，平均３９．２５岁。其中上颌骨骨折１３
例，下颌骨骨折３５例。致伤原因有车祸伤１６例，摔伤
２５例，暴力击打伤 ４例，工伤 ３例（含机器挤压伤 １
例）。骨折部位分布见表１。

表１　颌骨骨折部位及类型分布图

骨折部位及类型 例数

上颌骨ＬｅｆｏｒｔⅠ １
上颌骨ＬｅｆｏｒｔⅡ ９
上颌骨ＬｅｆｏｒｔⅢ ３
下颌骨正中联合部 ８
下颌骨体部 ２５
下颌骨升支部 ５
下颌角部 ８
髁状突 １１

１２　材料与器械　颌间固位钉由宁波慈北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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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颌骨牵引钛合金螺钉，型号ＭＣ１０５２．０×９×５：自攻
型，长度９ｍｍ，直径２ｍｍ；使用与钉头配套的专用螺
丝刀手工拧入。牙弓夹板为成品铝质带钩型（夹板长

１３．５ｃｍ，宽３．５ｃｍ；挂钩长０．３５ｃｍ，宽０．２５ｃｍ）结扎
丝选用直径０．３ｍｍ的不锈钢丝，均由上海医疗器械
厂生产。

１３　治疗方法　术前均行影像学检查（口腔全景，颌
骨三维ＣＴ重建检查）确认骨折部位及类型。研究组：
麻醉后一般选择在双侧上下颌第一、第二磨牙之间；双

侧上下颌尖牙与第一双尖牙牙根之间，距龈缘至少４
ｍｍ处，用配套的螺丝刀直接拧入８颗固位钉，本组病
例中有１９例患者（占７９％）按此法植入８枚固位钉；
骨折轻度移位者（骨折断面交错约２ｍｍ以内，牙龈黏
膜无明显撕裂）如下颌骨联合部及颏旁骨折仅在双侧

上下颌尖牙与第一双尖牙牙根之间植入４颗固位钉；
单侧颏孔区骨折，在双侧上下颌尖牙与第一双尖牙牙

根之间，患侧上下颌第一、第二磨牙牙根之间植入６枚
固位钉。本组中有３例患者（占１２％）植入４枚固位
钉，１例患者（占４％）植入６枚固位钉，１例患者（占
４％）植入７枚固位钉（２４名患者共植入 １７７枚固位
钉，平均每例患者植入约７枚）。固位钉旋入方向尽量
垂直于骨面或钉头略向牙根方向倾斜，旋入位置尽量

远离牙冠，但不能超越前庭沟的黏膜折返处，旋入时尤

其注意下牙槽神经管，上颌窦及牙根等重要解剖位置，

小心避让。颌间固位钉全部稳固后，用２０号Ｔ型腹腔
引流管剪成直径２～３ｍｍ的弹力皮圈数个，套入固位
钉的钉头弧形沟槽内，弹力皮圈的走向和数量（每个固

位钉最多挂２个橡皮圈）视骨折移位和咬合紊乱情况
而定。对照组：将带钩的牙弓夹板预弯成与牙弓弧度

一致的形状，使夹板尽量贴近牙齿唇颊面，骨折移位明

显者，牙弓夹板采用分段式结扎，预成形的牙弓夹板就

位后用０．３ｍｍ结扎丝将其分别固定在上下牙弓的牙
齿上（因上下颌第一磨牙的位置关系对恢复咬合关系

起着重要作用，只要其牙体完整，牙周健康，必须结扎；

上下颌尖牙因牙根粗大，也适宜结扎固定；除此外只要

牙周健康、临床牙冠高度足够的牙齿均应做结扎固

定），结扎位置尽量接近牙颈部，结扎后留下约 ４～５
ｍｍ的不锈钢丝断端，将其弯曲并折入夹板内，结扎时
夹板结扎稳固后同样用弹力皮圈牵引。

１４　临床判定标准
１４１　咬合关系的恢复　能恢复患者原有咬合关系，
无颌干扰者为优；基本恢复原有咬合关系，有个别牙存

在颌干扰，经调颌能消除者为良；上下牙对位关系较

差，有开颌或早接触经牵引和调颌不能纠正者为差。

１４２　临床操作时间　记录术中颌间固位钉植入和
牙弓夹板结扎所需的时间，计算平均值。

１４３　口腔卫生　检查术后１０ｄ牙面上软垢残留情
况，参照软垢指数（ＤＩ）分类［３］，牙面上无软垢或软垢

所覆盖的面积占牙面１／３以下为优，软垢所覆盖的面
积占牙面１／３以上、２／３以下者为中等，软垢所覆盖的
面积占牙面２／３以上者为差。
１４４　牙周损害情况　检查术后 １０ｄ牙龈出血情
况，参照牙龈指数（ＧＩ）分类［３］，牙龈健康，探诊不出血

为优，牙龈色红，探诊易出血为中等，牙龈明显红肿或

有溃疡，有自动出血倾向者为差。

１４５　患者舒适度　询问患者对刺激的感受，无不适
感觉者为优，不适但能够忍受为中等，难以忍受为差。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使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
包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于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研究组与对照组中的颌骨骨折患者分别采用了两
种不同的牵引复位方法进行治疗后，术后情况分析见

表２。

表２　研究组（固位钉）与对照组（牙弓夹板）患者术后情况分析

组别　 例数
操作时间

（ｍｉｎ）
咬合关系

优 良 差

口腔卫生

优 良 差

牙周损害

优 良 差

舒适度

优 良 差

研究组 ２４ ２２．５±２．５ ２０ ４ ０ １６ ５ ３ １４ ７ ３ ５ １７ ２
对照组 ２４ ４２．５±２．５ １９ ５ ０ ２ ６ １６ ２ ６ １６ ０ １ ２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由表２可知，①研究组患者的口腔卫生状况及主
观感受明显好于对照组患者；研究组患者的牙周损害

程度明显轻于对照组患者；研究组在平均操作时间上

明显短于对照组；Ｐ均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②在术后咬合关系恢复上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颌间固定技术的必要性　虽然颌骨骨折坚强内
固定治疗已被临床医师和患者普遍接受，但颌间固定

技术仍无法被完全取代，原因在于它不仅能较好的恢

复颌骨骨折前的 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保持到骨折愈

合。对于颌骨多发性骨折的功能性稳定固定，它还能

更好地促进骨折愈合。

３２　固位钉、牙弓夹板应用的优缺点　传统的颌间固
定是借助牙齿附着装置（钢丝和牙弓夹板），依靠患者

原有的咬合关系，使骨折端持续、缓慢地按预定轨道复

位的方法。所以要求余留牙自身完整不松动，没有严

重的牙龈病或牙周炎。在对照组中我们发现：①牙齿
排列不齐时，牙弓夹板无法与所有牙面紧密贴合。②
有个别牙齿的轻微移位或结扎丝滑向龈沟损伤牙周组

织的情况。③牵引一段时间后有个别结扎丝松动；这
说明由于牙弓夹板与牙齿间的非刚性结合，既无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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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牵引力的稳定和方向，也存在损伤牙齿和牙周组织

的风险。④临床上我们还发现牙弓夹板结扎操作繁
琐，患者术后很难清洁口腔，严重的食物嵌塞普遍发

生。⑤牙弓夹板操作时间长，既增加了医生的职业暴
露几率［４５］，也增加了全身麻醉和手术的时间。

近十余年来，随着临床上对颌骨坚强内固定中螺

钉及其性能的熟知，越来越多的颌间牵引固定开始选

择固位螺钉［６８］。颌间固位钉的优点有：①它不与牙齿
接触，因此不会直接损伤牙齿，可以避免牙弓夹板牵引

造成的牙齿损伤，固位钉直接植入牙槽骨，牵引受力时

不像牙弓夹板会使牙齿出现移位；②它与牙槽骨组织
面的拉力可将牵引力直接均匀的分散到被牵引的颌骨

组织上，与牙弓夹板牵引相比，更加符合生物力学原

则，所能提供的骨组织支抗力较牙弓夹板强大且稳固，

对被牵引的组织无损伤，是一种更好的牵引方法［９１３］。

３３　应用固位钉的个人体会　凡属于骨折中度移位
（骨折断面交错大于２ｍｍ）及重度移位（骨断面脱离相
对关系，呈断端重叠位置）的患者术中均先行骨折切开

复位，用颌间固位钉牵引恢复并维持咬合关系，内固定

钛板植入完成后取出弹力皮圈，术后第２天检查咬合
关系，咬合恢复不佳需做调整的患者再次挂上弹力皮

圈牵引１～２周，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对移位明显的颌骨
骨折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治疗效果。在研究组患者中我

们对固位钉植入的位置和数量做了灵活调整［１４］，这主

要取决于骨折线的走向和骨折移位程度，骨块上肌肉

拉力的方向和大小以及骨折线附近牙齿及牙槽骨健康

状况。固位钉尽量平均分布于骨折线和上下颌两端，

避免单一固位钉承受过大牵引力导致松动或断裂［１４］。

在操作中我们发现固位钉拧入方向要尽量与骨面垂

直，否则受上颌固位钉向上的牵引力和下颌舌侧肌肉

向下牵引力的力偶作用，使下颌骨呈旋转趋势，很容易

造成下颌骨外倾，导致上下颌牙齿颊尖接触，舌尖不接

触。有文献报道颌间固位钉有松动，黏膜包裹，脱落或

断裂等并发症，我们自使用固位钉以来未出现固位钉

断裂情况，有１例患者（４．１％）发生固位钉松动但未脱
落，与文献资料基本一致［１４］。有２例患者（８．３％）术
后有牙痛症状，取出固位钉后症状缓解，牙髓活力测试

正常。有一例患者（４．１％）出院后未按时复诊，至术后
２２ｄ复诊时检查发现颌间固位钉完全被黏膜覆盖。根
据我们的经验：颌间固位钉穿透骨皮质达预定深度

（５～６ｍｍ）即可，要将钉头的环形弧槽完整暴露于黏
膜外，旋入过深很容易使弹力皮圈压迫牙龈或黏膜导

致疼痛，时间长还会刺激钉头周围黏膜组织生长覆盖

甚至完全包裹牵引钉［１５］。植入颌间固位钉时若误伤

牙根会引起典型根尖炎症状，要及时取出固位钉。对

于牙列缺损或缺失的老年患者，无法使用牙弓夹板，固

位钉牵引自然成为首选；对于替牙期的混合牙列，我们

尽量不选用固位钉牵引，防止损伤恒牙牙胚［１６］。

总而言之，颌间固位钉是一种简单、快速而有效的

颌间牵引方法，能大大减少患者的副损害和痛苦，除了

特殊情况下（如单纯牙槽突骨折）可以取代牙弓夹板，

为颌骨骨折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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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替吉奥胶囊联合三维适形放疗在胃癌进展期的应用效果
张大海，蔡忠芳，马海锋

摘要：目的　观察替吉奥胶囊联合三维适行放疗技术在胃癌进展期患者的临床效果及毒副作用。方法　选择东
阳市人民医院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１３年４月收治的１４２例确诊为胃癌进展期患者，按照所在病区分为单纯放疗组６９
例与放化疗结合组７３例，单纯放疗组患者单纯采用三维适行放疗法进行放射治疗，１８０ｃＧｙ／ｄ，５次／周，照射４～
８周共１８～３０次，总剂量４５００～５５００ｃＧｙ。放化疗结合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抗肿瘤药物替吉奥胶囊口服治疗，
４０ｍｇ／ｍ２，每天早晚饭后各１次，连服５ｄ后休２ｄ，７ｄ为１个周期，共进行４个周期。比较２组患者治疗后的临
床疗效及毒副作用。结果　治疗后放化疗结合组患者ＣＲ２６例，ＰＲ２０例，临床总有效为６３．０１％，单纯放疗组患
者ＣＲ１１例，ＰＲ２２例，临床总有效率４７．８３％，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良反应方面，虽放化疗
组患者Ⅱ～Ⅳ期血液学毒性方面毒副作用较多，但均在患者耐受内，且经过对症治疗及相应支持后症状迅速缓
解，未出现严重后果。结论　替吉奥胶囊联合三维适形放疗可以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疗效，虽有一定毒副作用，但
是均在患者临床耐受内，两者联合值得在临床广泛推广应用。

关键词：替吉奥胶囊；三维适形放疗；胃癌；进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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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全国胃癌研究会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胃癌的
发病及死亡率跃居各种癌症之首，每年我国新发胃癌

患者超过４０万人，死亡率高达７５％，而进展期胃癌已
占到胃癌总数的９４．８％，并且仍有上升趋势，且随着
年纪增加，胃癌的患病率也不断上升［１］。经过国内外

学者的不断探讨，在无法手术切除肿瘤的情况下，替吉

奥胶囊联合三维适形放疗（３ＤＣＲＴ）是治疗进展期胃
癌的较佳方法［２５］。且随着胃癌的不断发展，多数患者

存在疼痛、厌食、恶心、呕吐、消瘦等不良症状，因此如

何在改善患者临床疗效的同时将不良症状控制在患者

耐受内尤为重要。尽管现在临床的化疗药物不断在更

新，但总的有效率仍然难以令人满意［６７］。本研究采用

替吉奥胶囊联合三维适形放疗对７３例胃癌进展期患
者进行治疗，取得了良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本院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１３年４月

作者单位：３２２１００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

收治的１４２例确诊为胃癌进展期患者，按照所在病区
将患者分为单纯放疗组６９例与放化疗结合组７３例，
单纯放疗组中男性３８例，女性３１例；年龄２８～７２岁，
平均（４３．６±５．８）岁；放化疗结合组中男性３７例，女性
３６例；年龄３３～７６岁，平均（４５．３±６．２）岁。２组患者
在性别、年龄、病理分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均经组织病理学确诊为
胃癌进展期。本研究经过东阳市伦理委员会审核通

过，且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①患者年龄在１８～８０岁之
间，预计生存期均在３个月以上；②ＫＰＳ评分≥６０分；
③经胃镜活检及病理诊断确诊为胃癌进展期；④患者
无化疗史、无肿瘤相关出血史、无其他恶性疾病；⑤血
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无异常。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单纯放疗组　６９例患者均采用三维适形放疗
法（３ＤＣＲＴ）进行体膜固定与 ＣＴ模拟定位。采用增
强ＣＴ扫描整个腹部，胃癌肿瘤靶区定义为可见肿瘤、
吻合口和淋巴引流区域，计划靶区为外放１．５ｃ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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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治疗计划系统（ＴＰＳ）设置４～５个照射野，肝、肾、脊
髓等周围受累器官受照剂量 ＜４０００ｃＧｙ，肠道受照剂
量＜５０００ｃＧｙ。采用西门子ＰｒｉｍｕｓＨ直线加速器，１８０
ｃＧｙ／ｄ，５次／周，共照射４～８周，共照射１８～３０次，总
剂量４５００～５５００ｃＧｙ。
１．３．２　放化疗结合组　７３例患者在单纯３ＤＣＲＴ基
础上给予替吉奥胶囊（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

药准字Ｈ２０１００１３５）口服治疗，于放疗第 １天开始服
用，４０ｍｇ／ｍ２，每天早晚饭后各１次，连服５ｄ后休２
ｄ，７ｄ为１个周期，共进行４个周期，直至放疗结束。
化疗期间同时给予２组患者护肝、护胃等相应治疗，常
规动态监测血常规，定期复查肝功能水电解质，观察患

者临床疗效及毒副作用。

１．４　疗效评定标准　根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ＲＥ
ＣＩＳＴ）和ＷＨＯ近期疗效标准标准［８］，胃癌进展期完全

缓解（ＣＲ）：ＣＴ扫描及胃镜检查均提示肿瘤病灶消失，
病理检查无胃癌细胞存在；部分缓解（ＰＲ）：ＣＴ扫描及
胃镜检查均提示肿瘤病灶缩小，稳定（ＳＤ）指病灶无明
显变化，进展（ＰＤ）表示病灶进一步扩大。总有效
（ＲＲ）＝ＣＲ＋ＰＲ。
１．５　毒副反应评价　毒副反应标准参考ＮＣＩＣＴＣ（美
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主要有血液细胞毒

性如白细胞减少及其他如口腔炎症、消化道反应、周围

神经毒性等，分０～Ⅳ度评价标准。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分析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结束后，单
纯放疗组患者 ＣＲ１１例，ＰＲ２２例，临床总有效率为
４７．８３％；放化疗结合组患者 ＣＲ２６例，ＰＲ２０例，临床
总有效率为 ６３．０１％；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骨癌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稳定 进展 总有效

单纯放疗组　 ６９ １１（１５．９４） ２２（３１．８８） ２６（３７．６８） １０（１４．４９） ３３（４７．８３）
放化疗结合组 ７３ ２６（３５．６２） ２０（２７．４０） ２３（３１．５１） ４（５．４８） ４６（６３．０１）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后毒副作用比较　由表２可以看
出，２组患者总体耐受性较好，放化疗结合组患者Ⅱ ～
Ⅳ期主要不良反应集中在血液学毒性方面，经对症治
疗及营养支持后较快缓解，均未发生粒细胞减少性发

热症状。见表２。

表２　２组骨癌患者治疗后毒副作用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分期
血液学毒性

白细胞下降 粒细胞下降 血小板下降

其他

恶心呕吐 口腔溃疡 乏力 周围神经毒性

单纯放疗组 ６９ ０～Ⅰ １０（１４．４９） １２（１７．３９） ４（５．８０） ５（７．２５） ０ ０ ３（４．３５）
Ⅱ～Ⅳ ３（４．３５） ４（５．８０） ０ ３（４．３５） １（１．４５） ０ ０

放化疗结合组 ７３ ０～Ⅰ ２１（２８．７７） １８（２４．６６） １０（１３．７０） ７（９．５９） ４（５．４８） ５（６．８５） ７（９．５９）
Ⅱ～Ⅳ ４（５．４８） ７（９．５９） ０ ８（１０．９６） ３（４．１１） ０ ０

３　讨　论
　　随着胃癌患者病情不断发展，当癌细胞已经侵袭
胃壁肌层到达浆膜层时，无论有无转移或病灶大小，均

称为胃癌进展期。此期常会导致胃壁异常增厚，出现

“白线症”，胃壁硬化，进而形成“皮革胃”。但严格来

讲，胃癌早期、进展期及晚期各阶段通常界限不明显，

当肿瘤逐渐扩散导致肝脏、肾脏、心、脑、卵巢、前列腺

等一系列器官的转移才会出现相应进展期症状［９１０］。

临床常用手术切除，但对于晚期无法切除的患者常采

用放化疗结合手段进行治疗，此法对改善患者生活质

量有一定提高，延长生存期，患者中位生存期可延长至

７．５个月～１年［１１］。

３ＤＣＲＴ是一种高精度的放射疗法，集精确的立体
定位、ＣＴ模拟定位、３Ｄ影像重建和３ＤＴＰＳ于一身，采
用共面或非共面多野立体照射，使高剂量曲线的分布

在三维方向（前后、左右、上下）与靶区的形状相吻合，

旨在减少对正常组织的照量同时提高肿瘤区局部照

量［１２］。且在三维计划系统中，医务人员可以根据患者

实体的虚拟图像通过计算得到剂量分布的最真实情

况，在对照射效果进行评估的同时适时进行优化，这样

可以使放疗计划的整个过程更加精准，最大限度照射

肿瘤部位同时对正常组织更好地保护［１３１４］。３ＤＣＲＴ
常用于胃癌后期无法手术切除肿瘤的患者。此技术可

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疗效，减少放疗并发症，提高肿瘤的

局部控制率。目前，３ＤＣＲＴ已成为肿瘤放疗领域最主
要的技术手段。

替吉奥胶囊是替加氟、吉美嘧啶、奥替拉西钾组成

的复方制剂，组成比为１∶０．４∶１，是第３代氟尿嘧啶
衍生物。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且避免了深静脉置管静

脉滴注５ＦＵ易引起的血栓反应。５ＦＵ一直是临床抗
肿瘤的金牌药，但是其半衰期较短，因此临床常采用静

脉滴注来延长其作用时间，但是体内疗效依然会受到

影响［８］。有研究表明，采用５ＦＵ联合奥沙利铂同步放
疗治疗胃癌，ＣＲ３５％，ＰＲ４０％，但毒副作用较大，有
１５％患者出现治疗相关死亡［１５］。替加氟是５ＦＵ的前
体药物，口服给药后可在肝脏酶的作用下缓慢转变为

５ＦＵ而发挥抗肿瘤作用，半衰期长达１２ｈ，可以在体
内发挥良好的抗肿瘤作用。吉美嘧啶主要分布在肝

脏，对５ＦＵ分解代谢酶ＤＰＤ具有选择性拮抗作用，从
而增加由替加氟转变成的５ＦＵ的浓度，继而使５ＦＵ
的磷酸化代谢产物５ＦＵＭＰ以高浓度持续存在，持续
增强抗肿瘤作用。奥替拉西钾可以选择性拮抗乳清酸

磷酸核糖基转移酶，从而选择性抑制５ＦＵ转变为 ５
ＦＵＭＰ［１６］。以上３药联合作用可强化稳固替吉奥的抗
肿瘤作用，显著改善临床疗效。张军等［１７］采用替吉奥

胶囊联合奥沙利铂治疗２６例晚期胃癌，其中ＣＲ３例，
ＰＲ１０例，总有效ＲＲ（ＣＲ＋ＰＲ）为５０．０％，临床收益率
８０．７％，毒副作用为胃肠道反应、白细胞减少和周围神
经毒性，但均较轻，不影响患者正常生活，经治疗后均

消失，效果良好。

本研究对７３例胃癌进展期患者采用３ＤＣＲＴ联合
替吉奥胶囊治疗，ＣＲ２６例，ＰＲ２０例，临（下转第１５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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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潮气呼吸支气管舒张试验在婴儿毛细支气管炎中的应用
李金英，安淑华，李权恒，武书娴，李清涛，张丽君

摘要：目的　探讨潮气呼吸肺功能支气管舒张试验在婴儿毛细支气管炎诊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２００９
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就诊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科的毛细支气管炎婴儿６０例，给予潮气呼吸肺功能测定并行
支气管舒张试验，分别记录舒张试验前后潮气呼吸肺功能指标，比较：①患儿雾化前后的肺功能指标每千克潮气
量（ＶＴ／ｋｇ）、２５％潮气量时呼气流速（ＴＥＦ２５％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达峰时间比（ｔＰＴＥＦ／ＴＥ）、最大呼气峰流量（ＰＥＦ）变化；
②上述４种指标之间改善率的差异；③观察雾化前后潮气呼吸流速容量环（ＴＢＦＶ）的变化。结果　①患儿雾化后
４种指标均值较雾化前均有改善，但仍较低，且雾化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雾化后 ＴＰＥＦ／
ＴＥ改善率较其他３种指标改善率低，阳性率为２０％，４种指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③雾化前患儿
ＴＢＦＶ环呈现用力呼气曲线图形，雾化后环增宽，潮气量增加，呼气高峰后移。结论　潮气呼吸支气管舒张试验
在婴儿毛细支气管炎诊断中具有一定价值，其指标ＴＰＴＥＦ／ＴＥ在毛细支气管炎诊疗中存在局限性，其意义应与临
床相结合综合分析。

关键词：婴儿；毛细支气管炎；潮气呼吸；舒张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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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ｐｅａｋ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ｓａｆｔｅｒｉｎｈａｌｉｎｇｂｒｏｎｃｈｏｄｉｌａｔｏ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ｂｒｏｎｃｈｏｄｉ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ｄｕｒｉｎｇ
ｔｉｄａｌ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ｉｎｆａ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ｒｏｎｃｈｉｏｌｉｔｉｓｃａｎｂ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ＴＰＥＦ／ＴＥｈａｓｉｔｓ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ａｄｉｎ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ｆａｎｔｓ；Ｂｒｏｎｃｈｉｏｌｉｔｉｓ；Ｔｉｄａｌ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Ｂｒｏｎｃｈｏｄｉ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婴幼儿不能像学龄儿童那样配合临床应用常规肺
功能检查方法了解气流受限状态及其可逆性和变异

性［１］，潮气呼吸肺功能分析已成为评价婴幼儿肺功能

的主要方法，研究认为喘息儿童的肺功能明显低于正

常儿童［２］。支气管舒张试验是判断肺功能的一项重要

内容［３］，在成人及较大儿童具有明确的诊断意义，而在

婴幼儿其阳性判别标准尚无定论。本研究旨在探讨潮

气呼吸舒张试验在婴幼儿中的应用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就
诊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科门诊的毛细支气管炎婴儿

６０例，均符合毛细支气管炎诊断标准［４］，所有入选患

儿均排除早产、心血管疾病、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及反复

喘息等影响肺功能的疾病。其中，男３６例，女２４例；
年龄３～１２个月，平均（７．３０±０．３５）个月。所有患儿
测试前６ｈ均未吸入短效支气管扩张剂，２４ｈ未应用

基金项目：河北省医学适用技术跟踪项目（ＧＬ２００８４１）
作者单位：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心内科（李金英，安淑华，李权

恒，李清涛，张丽君）；河北省馆陶县医院儿科（武书

娴）

通讯作者：安淑华，Ｅｍａｉｌ：ｍｘｙｚ２０００＠２１ｃｎ．ｃｏｍ

糖皮质激素类、茶碱类及长效β２受体激动剂等药物。
１２　仪器与方法　采用德国 Ｊａｅｇｅｒ公司生产的 Ｍａｓ
ｔ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Ｐａｅｄ型肺功能仪（分辨率＞０．１ｍｌ，流速敏感
度＞０．５ｍｌ，死腔容量２ｍｌ）进行检测，分析各组舒张
前后肺功能的改变及不同年龄组舒张阳性率的差异。

１２１　基础肺功能测定　测试前校正环境温度及容
量，记录患儿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高、体质量等，待

患儿自然入睡或给予患儿口服水合氯醛（４０ｍｇ／ｋｇ）使
患儿熟睡。检测前松解被测儿童领口及紧身衣物，清

除鼻咽分泌物，取仰卧位，用面罩罩严口鼻，防止漏气，

经流速传感器测定潮气呼吸各参数及流速容量曲线；
每人均连续测试５次，每次至少记录２０次左右的潮气
呼吸，５次间同一参数差异率 ＜１０％，电脑自动记录并
取其平均值。检测参数包括达峰时间比（ｔＰＴＥＦ／ＴＥ）、
每千克体质量潮气量（ＶＴ／ｋｇ）、潮气呼气峰流速
（ＰＥＦ）等。
１２２　支气管舒张试验　基础肺功能测试后应用德
国百瑞公司 ＰＡＲＩ压缩雾化吸入器吸入５ｇ／Ｌ沙丁胺
醇溶液，雾化后 １５ｍｉｎ重复测定肺功能指标。改善
率＝（雾化后值 －雾化前值）／雾化前值 ×１００％，以
ｔＰＴＥＦ／ＴＥ改善率≥１５％为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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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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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患儿雾化后４种指标均值较雾化前均有改善，但
仍较低，且雾化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雾化后 ｔＰＴＥＦ／ＴＥ改善率较其他３种
指标改善率低，阳性率为２０％，４种指标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６０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舒张试验前后肺功能
指标比较（ｘ±ｓ）

肺功能指标 雾化前 雾化后 ｔ值 Ｐ值

ＶＴ／ｋｇ ６．５７±２．３１ ６．８６±１．８１ －０．７８２ ＞０．０５
ｔＰＴＥＦ／ＴＥ １９．２９±４．６１ １９．４８±９．０５ －０．０９２ ＞０．０５
ＰＥＦ １１３．９０±４４．４７１２１．７０±４６．０７ －０．６８４ ＞０．０５
ＴＥＦ２５％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５４．２５±１５．５０ ６２．１０±１９．１３ －１．６０５ ＞０．０５

　　注：ＶＴ／ｋｇ：每千克潮气量，ＴＥＦ２５％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２５％潮气量时呼气流
速，ｔＰＴＥＦ／ＴＥ：达峰时间比，ＰＥＦ：最大呼气峰流量。
表２　６０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舒张试验前后大小气道

改善情况比较

肺功能指标 改善 无改善 χ２值 Ｐ值

ＶＴ／ｋｇ ３９ ２１ １３．３ ＜０．０５
ＰＥＦ ３６ ２４
ＴＥＦ２５％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３６ ２４
ｔＰＴＥＦ／ＴＥ ２１ ３９

　　注：ＶＴ／ｋｇ：每千克潮气量，ＴＥＦ２５％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２５％潮气量时呼气流
速，ｔＰＴＥＦ／ＴＥ：达峰时间比，ＰＥＦ：最大呼气峰流量。

３　讨　论
　　支气管舒张试验作为判断气道可逆性的客观指
标［５］，是通过检测支气管扩张剂应用前后肺功能变化

来判断气道可逆性的一项重要检测方法，潮气呼吸支

气管舒张试验在婴幼儿哮喘中的诊断价值观点不一。

多数学者认为 ｔＰＴＥＦ／ＴＥ和 ＶＰＥＦ／ＶＥ是反应气道阻
塞的两个重要指标，正常范围为３０％ ～５０％［６］，有研

究认为ｔＰＴＥＦ／ＴＥ、ＶＰＥＦ／ＶＥ≥１５％可作为支气管舒张
试验标准［７］，另有研究认为不宜直接使用常规肺功能

舒张试验中肺功能参数改善１５％阳性标准［８］。

本研究显示，患儿的 ｔＰＴＥＦ／ＴＥ舒张试验后较试

验前平均改善率为３５％，其中，支气管舒张试验的阳
性率仅为２０％，部分反而有所降低［９］。而同样反映小

气道指标的ＴＥＦ２５％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改善率为６０％，明显高
于ｔＰＴＥＦ／ＴＥ，两者改善率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反映出
ｔＰＴＥＦ／ＴＥ在诊疗中的局限性，考虑 ｔＰＴＥＦ／ＴＥ可能不
是直接反应气道口径的指标，而是气道神经肌肉对呼

吸力学的反应。因此，肺功能指标的意义需与临床结

合，综合判断。

研究表明，支气管舒张试验后，６０％患儿的潮气量
及反应大气道指标的 ＰＥＦ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患儿症
状改善，但改善率仍低，考虑与小婴儿气道平滑肌膜上

β２受体数量或功能不足，气道对药物没有足够的反
应［１０］，喘息时气道痉挛，黏液分泌，使得支气管舒张剂

的有效利用率降低，进而影响气道扩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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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在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麻醉中使
患者维持ＰＨＣ状态，不会引起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和
血氧水平的明显波动，在减弱呼吸强度、确保手术效果

的同时可保证患者术中安全，对患者术后麻醉复苏情

况无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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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例０～３岁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临床病例分析
钟勇勋

摘要：目的　分析０～３岁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发病的临床特点，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对２０１１年６
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惠州市第一妇幼保健院收治确诊为毛细支气管炎８０例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对患儿流行
病学资料、临床表现、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等内容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毛细支气管炎疾病多发于冬春季；症
状以咳嗽、喘憋及肺部听诊哮鸣音为主，占发病人群的１００％；痰培养显示细菌感染率为３３．７％，肺炎支原体感染
率为１３．７％；抗菌药物仅限制应用于痰培养显示阳性的患儿，临床治疗药物主要以糖皮质激素激素联合β２受体
激动剂为基础，并进行对症治疗。结论　０～３岁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发病具有季节性规律，且临床症状以咳嗽、喘
憋及肺部听诊哮鸣音为主，应密切分析感染类型，为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关键词：毛细支气管炎；临床分析；０～３岁；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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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ｂｒｏｎｃｈｉｔｉ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０－３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ａｄａ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ｓ
ｃｏｕｇｈ，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ｌｕｎｇａｕｓ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ｈｅｅｚｉｎｇｓｏｕｎｄ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ｔｏ，ｔｙｐ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ｌｏｓｅ
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ｒｕｇｕ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ｂｒｏｎｃｈｉｔｉ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０－３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Ｉｎｆａｎｔｓａｎｄｙｏｕ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毛细支气管炎（ｂｒｏｎｃｈｉｏｌｉｔｉｓ）是婴幼儿比较常见的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所致感染性疾病，与过敏体质有

关，多发病于３岁以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喘憋、三凹
症及肺部喘鸣音等，严重时可合并呼吸衰竭、心力衰

竭、脱水、代谢性酸中毒等［１］。研究认为除病毒感染

外，可能还与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免疫功能等密切相

关，病程一般为５～１５ｄ，发病３ｄ左右是咳嗽、呼吸困
难症状最为严重，大都伴有微量元素例如锌、铁的缺

乏［２］。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约有一半出现反复喘息症

状，严重影响患儿的身心健康，阻碍患儿的正常发育。

所以深入研究患儿毛细支气管炎的诊断及治疗经验，

提高诊治水平，在毛细支气管炎发病发病趋势逐渐增

高的当下［３］具有重要意义。对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
６月我院收治的８０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临床资料进
行分析，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参与统计研究的患儿均为２０１１年６
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我院收治，确诊为毛细支气管炎疾
病，共 ８０例。其中男 ５２例，女 ２８例，男女比例为
１．８５∶１；发病情况为：冬季４７例，春季２１例，夏季４
例，秋季８例；入院前病程为１～１２ｄ，平均５．２ｄ，发病
在１周以内的６４例，１～２周的１６例。痊愈患儿中住

基金项目：广东省惠州市科学技术局项目（２０１３Ｙ０８３）
作者单位：５１６００１广东省惠州市第一妇幼保健院儿科

院天数最短为５ｄ，最长为２４ｄ，平均治疗时间为７．８
ｄ。患儿年龄平均为１．１岁，其中１～６个月的３９例，
６～１２个月的２２例，１２～２４个月的１３例，２４～３６个月
的６例。
１２　诊断标准　８０例患儿经确诊均符合第七版《诸
福棠实用儿科学》毛细支气管炎诊断标准，多见于６月
以下的婴幼儿发病，多数伴有低中度发热，少数高热，
喘息持续，听诊闻及哮鸣音。

１３　治疗措施　７例心肌损害的患儿给予维生素注
射液静脉注射；８例肝脏有损伤的给予保肝药物静脉
滴注；１１例肺炎支原体ＩｇＭ阳性患儿给予阿奇霉素治
疗；２７例痰培养显示阳性的患儿给予抗菌药物的治
疗，其他无明显细菌感染的患儿主要给予止咳化痰、平

喘等对症处理，并严格限制抗生素的应用；所有患儿均

给予糖皮质激素布地奈德鼻喷剂联合 β２受体激动剂
特布他林等，严重喘憋患儿喷鼻剂不能有效缓解的，给

予静脉注射糖皮质激素；１１例缺氧呼吸困难症状的患
儿间断给予吸氧缓解。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对收集的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收集的数据包括：患儿的各项流行

病学资料、临床表现、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等内容，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比描述，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临床表现　８０例患儿合并肺外表现 １２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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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其中心肌损害 ７例（８．７％），肝脏损害 ８例
（１０％）。所有患儿均出现咳嗽、喘憋症状，阵发性痉
挛性咳嗽较多，发生时间多为夜间及晨起。３１例患儿
出现发热，其中５例出现高热（＞３９℃），出现缺氧症
状的１１例，主要表现为呼吸急促、三凹征阳性及口唇
发绀。其中咳嗽、喘憋及哮鸣音三症状与其他症状相

比明显较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内容见表１。

表１　８０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临床症状表现情况

临床症状 例数 百分比（％）

咳嗽 ８０ａ １００．０
喘憋 ８０ｂ １００．０
呼吸困难 １１ １３．７
哮鸣音 ８０ｃ １００．０
湿音 ３２ ４０．０
心肌损害 ７ ８．７
肝脏损害 ８ １０．０
发热 ３１ ３８．７

　　注：ａＰ＝０．００４，ｂＰ＝０．００４，ｃＰ＝０．００４。

２２　实验室检查　外周血白细胞升高１３例，下降２
例；肺炎支原体ＩｇＭ阳性１１例；Ｃ反应蛋白升高８例；
其中８０例患儿进行痰培养，阳性 ２７例：２例为片球
菌，４例为白色念球菌，６例为大肠埃希菌，６例为肺炎
克雷伯杆菌，９例为流感嗜血杆菌。８０例进行肾功能
检查均为正常，经统计学比较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细菌

感染较多，约占３３．７％，与其他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见表２。

表２　８０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实验室检查结果统计

实验室检查 例数 异常例数 百分比（％）

血常规 ８０ １５ １８．７
Ｃ反应蛋白 ８０ ８ １０．０
肺炎支原体 ８０ １１ １３．７
痰培养 ８０ ２７ ３３．７ｄ

肾功能 ８０ ０ ０．０

　　注：ｄ为痰培养与其他项目进行统计学比较，ｄＰ＝０．０１９。

２３　影像学检查　８０例患儿全部进行影像学检查，
５９例进行胸部正位拍片，２１例进行胸部ＣＴ，具体结果
见表３。
表３　８０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影像学检查结果分析（ｎ，％）

影像学检查 例数
影像学结果

肺纹理增重 斑片、点片影 肺野透过度高

胸部正位片 ５９（７３．７） ３９（４８．７） ７（８．７） １３（１６．３）
胸部ＣＴ ２１（２６．３） １４（１７．５） ３（３．８） ４（５．０）
总数 ８０（１００．０） ５３（６６．２） １０（１２．５） １７（２１．３）

２４　治疗效果　８０例患有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经过对
症治疗后，７１例临床症状及肺部体征消失，达到治愈
效果；９例患儿治疗后咳嗽明显减轻，喘憋消失，肺部
体征消失，达到好转效果。

３　讨　论
　　毛细支气管炎是０～３岁婴幼儿常见的呼吸道感
染性疾病，临床主要特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咳嗽、气喘

及喘憋，症状与肺炎类似，炎症因子 ＩＬ４、ＩＬ８明显升

高［４］，并且患儿鼻咽物 ＬＴＤ４水平可以预测喘息的发
生情况［５］。毛细支气管炎病变位置主要在细支气管，

该位置气管相对狭窄，感染后气管平滑肌痉挛收缩，致

使患儿喘憋症状明显，进一步引起缺氧、二氧化碳潴留

及肺循环功能障碍，严重者发生呼吸衰竭，因此，临床

对毛细支气管炎疾病引起重视。

本研究显示，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发病年龄多集中

在１～６个月，发病３９例，占发病患儿的４８．７％，这个
年龄段发病可能主要与婴幼儿下气道直径相对细小，

受到刺激后容易发生痉挛。发生季节主要集中在冬

季，４７例患儿发病，占５８．７％，符合感染疾病冬春季易
发的发病规律。本研究实验室痰培养显示细菌感染较

多，其次为肺炎衣原体感染。细菌感染种类中存在６
例为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多数耐药性较强，可能与目

前抗生素临床滥用有关，因此应重视感染类疾病的抗

生素合理使用［６］。毛细支气管炎是由呼吸道合胞病毒

感染所致，病原菌感染应为合并感染。

本研究中有７例患儿查心肌酶发现心肌损伤，８
例患儿查肝功能发现有肝脏损伤，毛细支气管炎对肾

功能基本没有影响。可能是感染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心

肌细胞及肝脏细胞，导致心肌损害及肝功能受损，在治

疗的过程中，应注意这两处损伤的相应治疗。毛细支

气管炎的治疗关键是减轻患儿喘息症状，主要是通过

糖皮质激素抑制速发相及迟发相哮喘反应，通常采用

吸入的方式，优势在于吸入后直接进入呼吸道发挥作

用，之后进入血液在肝脏灭活，全身的不良反应小［７］。

本研究显示应用糖皮质激素激素布地奈德鼻喷剂雾化

吸入后，多数可明显缓解喘息症状。与β２受体激动剂
特布他林、复方异丙托溴铵等［８］联合应用，治疗效果明

显。另外有报道称加服孟鲁司特可以更好控制喘息的

发作，降低喘息复发［９］。

毛细支气管炎的发病机制还没有明确的定论，影

响因素较多，严重影响了婴幼儿的身心健康，流行病学

显示确诊为过敏性疾病体质的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发生

哮喘的概率会升高［１０］。另外，如果其父母有毛细支气

管炎病史的患儿，３岁内发生该疾病的几率增高［１１］。

另有报道称维生素 Ｄ缺乏会大大增加患儿毛细支气
管炎的发生率［１２］，所以应加强对０～３岁毛细支气管
炎患儿的临床研究，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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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常频通气联合一氧化氮治疗新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
马金凤，张健，傅燕娜，刘光辉

摘要：目的　探讨常频机械通气联合一氧化氮吸入（ｉＮＯ）治疗新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ＰＰＨＮ）的疗效。方法　
对３３例确诊为ＰＰＨＮ且入院时采取常频机械通气疗效不满意的患儿给予 ｉＮＯ。ＮＯ初始吸入浓度２０例为１０
ｐｐｍ，１３例为１５～２５ｐｐｍ。当ＳｐＯ２≥９０％并已经稳定３０ｍｉｎ以上，开始下调呼吸机参数，并逐渐下调ｉＮＯ吸入浓
度。当ｉＮＯ吸入浓度降至５ｐｐｍ时，再持续２～３ｈ，若ＰａＯ２＞５５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ＳｐＯ２＞９０％时停
止吸入。在ＮＯ吸入前和吸入后２～６ｈ分别进行血气分析，连续记录生命体征、ＳｐＯ２等。结果　２８例在吸入ＮＯ
后３０ｍｉｎ左右ＳｐＯ２逐渐升高，临床缺氧状态逐步改善，有效率达８４．８５％。吸入 ＮＯ２～６ｈ，ＳｐＯ２、ＰａＯ２分别由
吸入前的（７０．５±１４．１）％、（４５．８±１０．７）ｍｍＨｇ升到（９４．６±２．７）％和（９２．９±２４．６）ｍｍＨｇ，ＦｉＯ２由０．９０±０．１０
降至０．６０±０．０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患儿生命体征平稳，未发现急性合并症。全组治愈２８例，治
愈率为达（８４．８５％），自动放弃３例，死亡２例。结论　ｉＮＯ能有效地解除ＰＰＨＮ患儿的肺血管痉挛，提高血氧分
压和治愈率。ｉＮＯ吸入不良反应小、易操作，值得推广。
关键词：一氧化氮；吸入治疗；持续肺动脉高压；常频机械通气；婴儿，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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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氮吸入疗法（ｉｎｈａｌｅ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ｉＮＯ）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技术，主要
用于治疗各种原因导致的持续肺动脉高压引起的呼吸

衰竭。由于ｉＮＯ疗效好、不良反应小、易于操作，近年
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同。我科自２００７年７月
开展此项技术以来共治疗新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

（ＰＰＨＮ）患儿８０余例，现将资料完整的３３例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３３例ＰＰＨＮ患儿中男２８例，女５例；
早产儿１０例，足月儿２３例；胎龄３０＋５～４２＋３周，平均
（３８．５５±２．３２）周，出生体重 １２７０～４２１５ｇ，平均
（３０８５．４４±４９５．２２）ｇ；发病时日龄（８．３５±６．７５）ｈ。
原发疾病：胎粪吸入综合征１０例，新生儿肺透明膜病
１０例，新生儿肺炎１０例，湿肺３例。出生时新生儿窒
息１０例，母亲妊娠高血压疾病６例。３３例患儿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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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Ⅱ型呼吸衰竭。其他主要合并症包括代谢性酸中
毒、气胸、硬肿症、脑水肿、心力衰竭、房间隔缺损以及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等。临床表现主要有青紫、呼吸困

难，部分患儿有意识改变。

１２　诊断标准　①新生儿生后１２ｈ内发生持续而明
显的紫绀，紫绀与呼吸困难程度不相称，同时在机械通

气下［参数：ＰＩＰ≥３０ｃｍＨ２Ｏ（１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
ＲＲ≥６０次／ｍｉｎ］吸入１００％的氧、持续时间≥１５ｍｉｎ
以上，缺氧症状不改善；②动脉导管开口前（右桡动
脉）、后（左桡动脉或下肢）动脉氧分压差 ＞１５ｍｍＨｇ
或两处血氧饱和度（ＳｐＯ２）差 ＞１０％；③彩色多普勒心
动图检查：排除复杂型先天性心脏病，确定动脉导管和

（或）心房及卵圆孔水平右向左分流的血流分流方向，

测定三尖瓣反流速度，计算肺动脉压，肺动脉压≥７５％
体循环动脉压，诊断为肺动脉高压［１］。

１３　治疗方法　３３例患儿全部气管插管，常频机械
通气治疗，同时保暖、抗炎、纠酸、强心及应用血管活性

药等综合对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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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　ｉＮＯ指征　按照呼吸机参数 ＦｉＯ２≥０．８、ＰＩＰ≥
２５ｃｍＨ２Ｏ、ＲＲ≥５０次／ｍｉｎ、ＰＥＥＰ≥５ｃｍＨ２Ｏ进行常
频机械通气４～６ｈ后，ＳｐＯ２仍 ＜８５％、ＰａＯ２＜５０ｍｍ
Ｈｇ，此时给予ｉＮＯ治疗［２］。

１３２　ｉＮＯ方案呼吸机参数调节　吸入 ＮＯ后，当
ＳｐＯ２＞９０％并稳定２０ｍｉｎ以上，开始逐步下调 ＦｉＯ２；
当ＦｉＯ２调低至０．４０～０．４５时，再下调 ＰＩＰ，每次下调
１～２ｃｍＨ２Ｏ，当 ＰＩＰ降至２５ｃｍＨ２Ｏ以下时，再边下
调参数边下调ＮＯ吸入浓度。在治疗过程中监测生命
体征、ＳｐＯ２、血气、血小板和出血情况等。ＮＯ最高吸
入浓度限定为２５ｐｐｍ。
１３３　停止 ｉＮＯ指征　当 ｉＮＯ吸入浓度降至５ｐｐｍ
以下并且持续２～３ｈ，ＰａＯ２≥５５ｍｍＨｇ、ＳｐＯ２≥９０％、
ＦｉＯ２≤０．４５，停止吸入

［２］。

１３４　ＮＯ气体来源　ＮＯ气体来自于上海诺芬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ＮＯ］＝１０００ｐｐｍ，平衡气体为氮气，
充填压力为１０．０Ｍｐａ。
１３５　其他治疗　３３例患儿全部气管插管，常频机
械通气治疗，同时保暖、抗炎、纠酸、强心及应用血管活

性药等综合对症治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处理，计量数据以（ｘ±ｓ）表示，采用配对 ｔ检验，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ＮＯ吸入初始浓度　３３例患儿中，２０例初始吸入
浓度为１０ｐｐｍ，１９例治疗有效，无效１例。１３例初始
吸入浓度为１５～２５ｐｐｍ，９例有效，无效４例，其中２
例无效死亡。本组治愈的２８例患儿平均 ＮＯ吸入时
间为（３９．９±２０．１）ｈ。
２２　ＮＯ吸入后氧合及血气改善情况　本组吸入 ＮＯ
后２０例 １０～２０ｍｉｎ左右 ＳｐＯ２开始逐渐升高，５例
３０～６０ｍｉｎＳｐＯ２开始逐渐升高，３例１ｈ以上ＳｐＯ２开
始逐渐升高。有效的２８例在吸入 ＮＯ后 ＳｐＯ２逐渐趋
于稳定（＞９０％），见表１。同时血气分析指标较吸入
前有明显好转，ＰａＯ２显著升高，代谢性酸中毒也有所
改善，见表 ２。ＮＯ吸入 ６ｈＦｉＯ２已经显著降低，而
ＳｐＯ２和ＰａＯ２仍然维持在正常水平，患儿意识状态、反
应情况较前好转，发绀减轻或消失，肤色转为红润，肌

张力正常。ＮＯ吸入后开始下调 ＦｉＯ２的平均时间为
０．４０～２１ｈ，平均（７．６±６．４）ｈ。
表１　有效的２８例ＮＯ吸入前后ＳｐＯ２和ＦｉＯ２变化（ｘ±ｓ）

时间 ＳｐＯ２（％） ＦｉＯ２
ＮＯ吸入前 ７０．５±１４．１ ０．９０±０．１０
ＮＯ吸入３０ｍｉｎ ９４．１±３．７ａ ０．８５±０．０７ａ

ＮＯ吸入２ｈ ９５．３±３．６ａ ０．７０±０．１２ａ

ＮＯ吸入６ｈ ９４．６±２．７ａ ０．６０±０．０８ａ

　　注：与ＮＯ吸入前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３　转归　本组３３例治愈２８例（８４．８５％），死亡２
例因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自动放弃３例，其中２例因
重度窒息合并ＨＩＥ，１例为３０＋５周早产儿。

表２　有效的２８例ＮＯ吸入前后血气分析数据的比较（ｘ±ｓ）

时间 ｐＨ
ＰａＣＯ２
（ｍｍＨｇ）

ＰａＯ２
（ｍｍＨｇ）

ＨＣＯ３

（ｍｍｏｌ／Ｌ）

ＢＥ
（ｍｍｏｌ／Ｌ）

ＮＯ吸入前 ７．１７±０．３０ ４７．５±１０．８ ４５．８±１０．７ ２２．６±６．３ ６．３９±５．７０
ＮＯ吸入后（２～６ｈ） ７．３３±０．３５ ４５．７±１３．４ ９２．９±２４．６ ２５．５±６．９ ５．４０±３．５０
ｔ值 －１．８６９ ０．５６５ －９．４５２ －１．６６４ －２．９５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ＰＰＨＮ可以是特发性或与新生儿期严重窒息、胎
粪吸入综合征、呼吸窘迫综合征、感染等因素有关，

ＰＰＨＮ时肺血管阻力增高，可引起动脉导管和（或）心
房卵圆孔水平的右向左分流。临床上出现严重的低氧

血症，治疗极其困难。ｉＮＯ治疗技术是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新生儿呼吸医学技术的重要突破，具有迅速改善低

氧血症的作用［３］，并且对肺部炎症反应具有调控作用。

目前认为 ｉＮＯ治疗 ＰＰＨＮ的主要机制为：吸入的 ＮＯ
可以经过肺泡直接弥散进入肺部血管平滑肌内，与细

胞内血红素结合，激活鸟苷酸环化酶，提高细胞内环磷

酸鸟苷（ｃＧＭＰ）水平［４］，后者刺激依赖ｃＧＭＰ的蛋白激
酶和肌球蛋白轻链去磷酸化，这一系列反应抑制了细

胞外钙离子内流和细胞内肌浆网内钙离子的释放，使

细胞质游离钙下降而使血管舒张和使 ＮＯ活性区的组
织血流增加［５］。同时ＮＯ还可通过 ｃＧＭＰ介导抑制血
浆内皮素（ＥＴ１）的合成和抑制 ＤＮＡ的有丝分裂，从
而拮抗ＥＴ的缩血管和促血管平滑肌细胞增生的效
应。ＮＯ具有高度亲脂性，可迅速穿透细胞膜，到达通
气良好的肺泡，扩张通气良好的局部小动脉，从而改善

通气／血流比例，迅速缓解肺动脉高压；由于 ＮＯ半衰
期短，仅为３～５ｓ，当 ＮＯ弥散于血流后，立即与红细
胞内血红蛋白结合而失去活性，故具有选择性扩张肺

血管作用［６７］，而不影响体循环血压［８］。

本组结果显示，单纯常频通气，对低氧血症无明显

改善情况下，给患儿吸入ＮＯ约１０～２０ｍｉｎ，ＳｐＯ２可逐
渐升高，经过大约１ｈ后，ＳｐＯ２趋于稳定（＞９０％），患
儿ＰａＯ２明显升高，临床缺氧症状得到明显改善，上述
结果与相关报道一致［９］。最早下调 ＦｉＯ２在 ＮＯ吸入
３０ｍｉｎ左右，至 ＮＯ吸入６ｈ，ＦｉＯ２可以由０．８下调至
０．５，而 ＳｐＯ２和 ＰａＯ２仍然维持在正常水平，表明 ＮＯ
持续降低肺动脉高压迅速而有效。我们依据经验，将

ｉＮＯ的初始浓度分为２种：低浓度（１０～１５ｐｐｍ）、较高
浓度（１５～２５ｐｐｍ）。本组最高限制在２５ｐｐｍ。全组
３３例患儿ｉＮＯ后２８例有效，初始吸入低浓度的２０例
有效１９例（１９／２０）为足月儿并且不合并有相对严重并
发症，１例无效为３０＋５周早产儿，ＮＯ吸入时间 ＜２４ｈ。
分析原因可能与其胎龄过低（仅 ３０＋５周）、出生体重
低、胎龄小、肺血管发育不成熟有关。初始吸入浓度为

１５～２５ｐｐｍ１３例，９例有效，此组患儿为足月儿合并
有房间隔缺损、ＰＤＡ等或为较大胎龄早产儿给予较高
浓度ＮＯ吸入９例效果明显。无效４例中２例因合并
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２例因出生时有重度窒息合并
重度ＨＩＥ因家中考虑预后差而放弃治疗。本组研究
显示，如果患儿合并有严重并发症如多脏器功能衰竭

或为胎龄小于３３周的早产儿给予 ｉＮＯ治疗效果差。
如果患儿为近足月早产儿或有合并有 （下转第１４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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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血清降钙素原测定在新生儿细菌感染性
疾病中的诊断价值

张兰，谢怀珍，董传莉，宫芬，汪灵芝，陈兰举

摘要：目的　评价血清降钙素原（ＰＣＴ）在新生儿细菌感染性疾病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择２０１３年２—１０月被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ＮＩＣＵ收治的经病原学检测，临床确诊为新生儿细菌感染性疾病的５０例患儿作为研究
对象，并根据感染严重程度评分（ＳＳＳ）分组，其中重症感染组２６例，一般感染组２４例。另外选取３２例健康新生
儿作为对照。所有患儿在使用抗生素前采集血液标本检查降钙素原、血常规、生化常规以及超敏 Ｃ反应蛋白。
降钙素原≥０．５ｎｇ／ｍｌ为阳性，超敏Ｃ反应蛋白≥８ｍｇ／Ｌ为阳性，白细胞计数≥２０×１０９／Ｌ为阳性。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细菌感染组中ＰＣＴ水平为（７．３１±４．２８）ｎｇ／ｍｌ，ｈｓＣＲＰ水平为（２０．０８±１４．１６）
ｍｇ／Ｌ，白细胞计数（１７．１５±８．２４）×１０９／Ｌ；细菌感染组 ＰＣＴ、ｈｓＣＲＰ水平及白细胞计数均高于健康对照组，与健
康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细菌感染组的ＰＣＴ阳性率明显高于 ｈｓＣＲＰ及 ＷＢＣ的阳性率，重
症感染组的ＰＣＴ阳性率明显高于一般感染组和健康对照组，一般感染组的 ＰＣＴ阳性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重
症感染组８８．５％的ＰＣＴ水平在２ｎｇ／ｍｌ以上，一般感染组仅２０．８％的患儿ＰＣＴ在２ｎｇ／ｍｌ以上，以上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相比于 ＷＢＣ和 ｈｓＣＲＰ，ＰＣＴ检测可作为临床早期诊断新生儿细菌感染的重要指
标，ＰＣＴ值越高，疾病的危险度越高。
关键词：降钙素原；超敏Ｃ反应蛋白；白细胞计数；新生儿；感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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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易患细菌感染性疾病，感染时症状和体征
常常是非特异性的，而且进展快，危害严重，病死率高。

因为缺乏早期诊断新生儿细菌感染的可靠临床指标，

以至丧失抢救的最佳时机。因此，此类疾病的早期诊

断和及时治疗对于提高诊疗水平，降低新生儿细菌感

染性疾病的病死率有重要意义。目前，临床上判断细

菌感染性疾病的常用指标，如 ＷＢＣ、ｈｓＣＲＰ等指标的
敏感性、特异性均较差，且影响因素众多，用于诊断细

菌感染的准确性很低，也不能很好地反映疾病的预后。

而细菌培养是诊断细菌感染性疾病最重要的指标，但

所需时间相对较长，阳性率很低，不利于早期诊断和治

疗。降钙素原（ＰＣＴ）是近年研究较多的细菌感染指
标，对于细菌性感染及非细菌性感染具有较强的鉴别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４０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科
通讯作者：陈兰举，Ｅｍａｉｌ：ｃｌｊｓｌ＠１６３．ｃｏｍ

能力［１］。ＰＣＴ能反映细菌感染性疾病病情严重程度及
预后。严重细菌感染时，血浆 ＰＣＴ显著升高，其升高
的程度与感染的严重程度呈显著的正相关［２］。为探讨

新生儿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的方法，笔者对５０例患有
感染性疾病的新生儿进行 ＰＣＴ、ｈｓＣＲＰ和 ＷＢＣ测定
并进行比较，以探讨 ＰＣＴ在新生儿感染性疾病中的诊
断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住院治疗的５０例明确为细菌感
染的患儿。细菌感染组患儿中，男３２例，女１８例；胎
龄３７～４２周；体重 ２．５２～４．８８ｋｇ；入院时日龄 ５～
２６ｄ。根据感染严重程度评分（ＳＳＳ）进行分组，其中重
症感染组２６例：新生儿败血症１４例，肺炎１１例，化脓
性脑膜炎１例；一般感染组２４例：肺炎１２例，新生儿

·９１４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１２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９



败血症４例，脐炎５例，脓疱疮２例，肠炎１例。细菌
感染组诊断依据：①肺炎患儿痰培养细菌阳性；②败血
症患儿血培养细菌阳性；③脐炎患儿脐部分泌物培养
细菌阳性；④脓疱疮患儿疱液涂片细菌阳性；⑤中枢神
经系统感染患儿脑脊液检查符合典型化脓性脑膜炎改

变或脑脊液培养细菌阳性；⑥肠炎患儿粪便培养细菌
阳性。对照组新生儿均为同期出生、门诊检查健康的

母乳性黄疸新生儿，其中男１７例，女１５例；胎龄３７～
４２周；体重２．５８～５．０８ｋｇ；门诊检查时日龄５～２７ｄ。
经过统计学处理，细菌感染组同对照组的出生年龄、性

别、体重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２组间具有可比性。
１．２　标本采集　细菌感染组在使用抗生素前采集血
液标本检查 ＰＣＴ、血常规、生化常规及 ｈｓＣＲＰ。根据
感染性疾病的种类进行痰、血、分泌物及粪便培养等相

应的病原学检查。健康对照组一次性采集血标本作

ＰＣＴ、血常规、生化常规及ｈｓＣＲＰ检查。
１３　检测方法及结果判断　ＰＣＴ检测采用双抗体夹
心免疫检测；白细胞计数采用 ＳＥ９０００血液计数仪进
行；ｈｓＣＲＰ采用免疫比浊法定量检测。将检测结果分
为＜０．５ｎｇ／ｍｌ，０．５～２ｎｇ／ｍｌ，２～１０ｎｇ／ｍｌ，＞１０ｎｇ／
ｍｌ４个等级。以 ＰＣＴ≥０．５ｎｇ／ｍｌ为阳性，ｈｓＣＲＰ≥８
ｍｇ／Ｌ为阳性，ＷＢＣ≥２０×１０９／Ｌ为阳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 ＳＰＳＳ１３．０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应用 χ２检验和 ｔ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细菌感染组与健康对照组 ＰＣＴ、ｈｓＣＲＰ水平及
ＷＢＣ计数比较　细菌感染组中 ＰＣＴ水平为（７．３１±
４．２８）ｎｇ／ｍｌ，ｈｓＣＲＰ平均水平为（２０．０８±１４．１６）ｍｇ／
Ｌ，白细胞计数（１７．１５±８．２４）×１０９／Ｌ。细菌感染组
ＰＣＴ、ｈｓＣＲＰ水平及白细胞计数均高于健康对照组，与
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１。

表１　细菌感染组与健康对照组ＰＣＴ、ｈｓＣＲＰ水平及
ＷＢＣ计数比较

组别 例数 ＰＣＴ（ｎｇ／ｍｌ）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ＷＢＣ（×１０９／Ｌ）

细菌感染组 ５０ ７．３１±４．２８ ２０．０８±１４．１６ １７．１５±８．２４
健康对照组 ３２ ０．３１±０．０８ ４．９８±１．２４ ９．２５±２．４２
ｔ值 ９．４２ １８．５６ １１．０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细菌感染组的 ＰＣＴ、ｈｓＣＲＰ水平及白细胞计数
的阳性率比较分析　５０例细菌感染新生儿中，ＰＣＴ的
阳性率明显高于 ｈｓＣＲＰ和 ＷＢ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说明ＰＣＴ检测敏感性明显高于ｈｓＣＲＰ和
ＷＢＣ，见表２。细菌感染组 ＰＣＴ的阳性率８４％，健康
对照组ＰＣＴ的阳性率６．３％。
２３　重症感染组、一般感染组及健康对照组 ＰＣＴ检
测结果分级比较　按 ＰＣＴ检测等级分，重症感染组、
一般感染组及健康对照组各级别人数及其在组内所占

比例见表３。从表中可见，细菌感染组 ＰＣＴ的阳性率
（８４．０％），与健康对照组（６．３％）相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２＝４７．４３，Ｐ＜０．０１）；重症感染组的 ＰＣＴ阳性
率明显高于一般感染组和健康对照组（分别为 χ２＝
４．２２，Ｐ＜０．０５；χ２＝４６．６０，Ｐ＜０．０１），一般感染组的
ＰＣＴ阳性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χ２＝２５．５２，Ｐ＜
０．０１）；重症感染组８８．５％的患儿ＰＣＴ分级在２ｎｇ／ｍｌ
以上，一般感染组仅２０．８％的患儿 ＰＣＴ分级在２ｎｇ／
ｍｌ以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５．９０，Ｐ＜０．０１）。
从ＰＣＴ检测结果计算以０．５ｎｇ／ｍｌ为临界值诊断重症
感染的敏感度为９６．２％。
表２　５０例细菌感染新生儿ＰＣＴ、ｈｓＣＲＰ及ＷＢＣ计数

阳性率比较

项目 例数 阳性例数 阴性例数 阳性率（％）

ＰＣＴ ５０ ４２ ８ ８４．０ａ

ｈｓＣＲＰ ５０ ２２ ２８ ４４．０
ＷＢＣ ５０ １８ ３２ ３６．０

　　注：细菌感染组 ＰＣＴ阳性率与 ｈｓＣＲＰ及 ＷＢＣ计数阳性率比较，
ａＰ＜０．０１（χ２分别为１７．３６，２４．００，Ｐ均＜０．０１）。

表３　重症感染组、一般感染组及健康对照组ＰＣＴ检测
结果分级比较

组别 例数
各级ＰＣＴ对应病例数（ｎ，％）

＜０．５ｎｇ／ｍｌ ０．５～２ｎｇ／ｍｌ ２～１０ｎｇ／ｍｌ ＞１０ｎｇ／ｍｌ
阳性例数

（％）
重症感染组 ２６ １（３．８） ２（７．７） １２（４６．２） １１（４２．３） ２５（９６．２）
一般感染组 ２４ ７（２０．８） １３（５８．３） ４（２０．８） ０（０） １７（７９．２）
健康对照组 ３２ ３０（９３．８） ２（６．２） ０（０） ０（０） ２（６．３）

３　讨　论
　　降钙素原（ＰＣＴ）是近年研究较多的感染相关性生
物标志物，半衰期长，２５～３０ｈ，在体内外稳定性好，有
利于检测。它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为１３０００的糖蛋
白，为降钙素（ＣＴ）的前体物质，不具有激素活性，是１１
号染色体上的 Ｃａｉｃｉ基因的编码产物［３］。正常生理状

态下ＰＣＴ主要由甲状腺Ｃ细胞合成，在血浆内含量极
少（＜０．１ｎｇ／ｍｌ），对于健康新生儿来说，在出生后４８
ｈ内ＰＣＴ有生理性升高，于生后２４～３０ｈ达到生理性
高峰，从生后３ｄ起ＰＣＴ参考值同成人，即当血清ＰＣＴ
≥０．５ｎｇ／ｍｌ时可视为异常［４］。在感染、脓毒症、严重

创伤等情况下，机体可释放多种细胞因子，其中包括

ＰＣＴ，且较其他细胞因子产生和释放更早［５］。当出现

重度感染（包括细菌、寄生虫、真菌感染等）并伴有全

身表现时，机体ＰＣｔ值呈明显升高趋势，部分患者可超
过１０ｎｇ／ｍｌ［６］。临床研究［７９］表明，ＰＣＴ检测对重症细
菌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可以早期鉴

别细菌与非细菌感染，可作为临床诊断重症细菌感染

的重要指标，指导临床治疗，判断疾病预后。本次研究

结果显示细菌感染组ＰＣＴ的阳性率为８４％，与健康对
照组（６．３％）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７．４３，
Ｐ＜０．０１）；重症感染组的ＰＣＴ阳性率明显高于一般感
染组和健康对照组（分别为 χ２＝４．２２，Ｐ＜０．０５；χ２＝
４６．６０，Ｐ＜０．０１），一般感染组的ＰＣＴ阳性率明显高于
健康对照组（χ２ ＝２５．５２，Ｐ＜０．０１）；重症感染组
８８．５％的患儿 ＰＣＴ分级在２ｎｇ／ｍｌ以上，一般感染组
仅２０．８％的患儿ＰＣＴ分级在０．５ｎｇ／ｍｌ以上，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５．９０，Ｐ＜０．０１）；其中 １１例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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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ＣＴ分级在１０ｎｇ／ｍｌ以上。说明 ＰＣＴ检测对新生儿
细菌感染性疾病，特别是重症细菌感染的诊断具有较

高的敏感性，ＰＣＴ值越高，疾病的危险度越高，越应引
起临床的重视；当 ＰＣＴ＞２．０ｎｇ／ｍｌ时，应考虑较严重
的全身性细菌感染，应尽早足量使用抗生素，及时控制

感染，并动态观察ＰＣＴ水平，以更好地指导治疗［９］。

长期以来，ＷＢＣ一直被作为细菌感染的炎症指标
而在临床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部分细菌感染患

者受多种因素的影响，ＷＢＣ数目和分类变化不显著，
不能给临床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在全身严重细菌感

染时，ＷＢＣ数目有时也只是暂时性或间歇性的增高，
而且此检测项目易受各种外界因素的干扰［８］。在本组

研究中，仅有１８例感染组患者的 ＷＢＣ数目超过阳性
临界值（２０×１０９／Ｌ），阳性率仅占３６％，这说明 ＷＢＣ
在诊断新生儿细菌感染性疾病中缺乏较高的敏感性。

ｈｓＣＲＰ是由肝细胞合成的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
白，在细菌感染时含量可明显升高。近年来研究发

现［８］，作为一种非特异性炎症标志物，ｈｓＣＲＰ比 ＷＢＣ
计数更为可靠和灵敏，目前已经成为临床比较常用的

诊断细菌感染的指标之一。然而，在本研究已确诊的

细菌感染新生儿组 ｈｓＣＲＰ阳性率仅占４４％，明显低
于ＰＣＴ的阳性率（χ２＝１７．３６，Ｐ＜０．０１），说明 ｈｓＣＲＰ
在诊断新生儿细菌感染性疾病中亦缺乏较高的敏感

性，与文献［１０１１］报道一致。分析原因，一方面可能与

ｈｓＣＲＰ的半衰期短（４～６ｈ）有关，患儿就诊时体内的
ｈｓＣＲＰ水平已从高水平降至正常；另一方面，可能与
新生儿肝脏合成功能明显较成人为低有关，而 ｈｓＣＲＰ
正是由肝细胞合成的。

综上所述，ＰＣＴ检测对新生儿细菌感染性疾病，特
别是重症细菌感染的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ＰＣＴ值

越高，疾病的危险度越高，越应引起临床的重视。ＰＣＴ
可作为新生儿细菌感染性疾病特别是重症细菌感染的

一项灵敏检测指标，尤其适用于重症感染新生儿的诊

断和治疗，较ｈｓＣＲＰ及ＷＢＣ更具临床应用价值［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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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隔缺损、ＰＤＡ等并发症的足月儿在给予 ｉＮＯ治疗
时宜从高浓度吸入开始效果更佳。我们体会当患儿病

情好转，监测ＳｐＯ２持续＞９０％ ３０ｍｉｎ以上，宜先下调
ＦｉＯ２至≤０．４５，再开始下调 ＰＩＰ至≤２５ｃｍＨ２Ｏ，病情
仍稳定时，可以边调节呼吸机参数，边下调 ｉＮＯ浓度，
这样可减少病情发生反复。ｉＮＯ吸入浓度逐步下调至
５ｐｐｍ以下时，并持续２～３ｈ可停止吸入。２８例治愈
患儿，平均ＮＯ吸入时间为（３９．９±２５．１）ｈ左右，即一
般患儿在ＮＯ吸入２ｄ左右就可达到治疗目的，并可有
效缩短呼吸机使用时间和总的治疗时间。ＮＯ吸入过
程中患儿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发生急性合并症，如肺出

血、颅内出血等，与相关报道一致［１０］。ｉＮＯ治疗
ＰＰＨＮ，不仅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而且易操控，不良反应
小，更主要的是具有见效快、疗效高的优点。我们体会

ＰＰＨＮ常频机械通气治疗效果不佳时加用 ｉＮＯ治疗可
收到满意效果。

综上所述，ＮＯ是一种有效的选择性肺血管扩张
剂，对ＰＰＨＮ患儿的临床治疗是极其有益的，值得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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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米索前列醇、阿托品、利多卡因、安定对人工流产术的影响
钱雅南，叶名芳，唐乃秀，刘靖，张瑜，邵东方，童玉荣

摘要：目的　观察米索前列醇、利多卡因、阿托品、安定在人工流产术前及术中用于软化宫颈、减轻疼痛，减少出
血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日来医院接受人工流产的７６０例妇女中
挑选出２００例，血或尿 ＨＣＧ测定阳性，Ｂ超检查确定为宫内妊娠，均为初次怀孕。孕７～１２周并要求终止妊娠
者。将其随机分为２组，即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术前给予患者米索前列醇１片舌下含化，２ｈ后给患者阴道
后穹窿塞１片米索前列醇，然后再给患者安定１０ｍｇ静脉推注，３０ｍｉｎ后，用阿托品０．５ｍｇ＋２％利多卡因１０ｍｌ
对患者宫颈进行四点封闭并给予按摩，最后再进行人工流产手术。对照组术前不做任何处理，按常规方法做人工

流产手术。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手术时子宫颈软化及松弛程度、阴道出血量、手术时间、人工流产综合征
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１）。结论　患者术前给予米索前列醇１片舌下含化，２ｈ后阴道后穹窿
塞１片米索前列醇，然后再给患者安定１０ｍｇ静脉推注。３０ｍｉｎ后，用阿托品０．５ｍｇ＋２％利多卡因１０ｍｌ对患者
宫颈进行四点封闭，手术时子宫颈软化及松弛程度较对照组明显提高、子宫收缩好、阴道出血量减少、人工流产综

合征发生率显著下降。

关键词：米索前列醇；阿托品；利多卡因；安定；人工流产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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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流产术，是避孕失败的补救方法，是指妊娠
１４周以内因意外妊娠、优生或疾病等原因而采用手术
方法终止妊娠，它包括负压吸引术和钳刮术［１］。常规

使用负压吸引子宫时，患者由于过度紧张及恐惧，加上

子宫颈口很紧，使用扩宫器扩张宫颈时，对妊娠妇女所

造成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其手术难度大，吸宫不全、

损伤子宫、子宫穿孔等并发症时有发生［２］。为了减轻

患者的痛苦，缩短手术时间，减少出血量，预防手术并

发症，我们将米索前列醇、安定、阿托品、利多卡因用于

人工流产术前宫颈软化，促进子宫收缩，缩短手术时

间，减少出血量，收到很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１日来我院接受人工流产的７６０例妇女中挑选２００例，
均为初次怀孕，孕周小于 １２周，血或尿 ＨＣＧ测定阳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
通讯作者：叶名芳，Ｅｍａｉｌ：１６１４６３３０１６＠ｑｑ．ｃｏｍ

性，Ｂ超检查确定为宫内妊娠，并要求终止妊娠者，年
龄１６～３２岁，随机分为２组，即观察组与对照组。２
组在年龄、孕次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
均无手术及服药禁忌证。

１２　治疗方法　术前准备：①患者做全身检查及妇科
检查；②实验室检查，血或尿ＨＣＧ测定阳性，Ｂ超检查
确定为宫内妊娠；③血常规及凝血方面检查；④测量体
温、脉搏、血压；⑤心肺检查无异常；⑥解除患者思想顾
虑；⑦排空膀胱；⑧无手术及服药禁忌证。观察组：术
前给患者米索前列醇１片舌下含化，２ｈ后阴道后穹窿
塞１片米索前列醇。排空膀胱，然后再给患者安定１０
ｍｇ静脉推注，３０ｍｉｎ后受术者取膀胱截石位，常规给
患者消毒外阴及阴道，铺无菌巾。做双合诊复查子宫

的位置、大小及附件等情况。用阴道窥阴器扩张阴道，

碘伏消毒阴道及宫颈管。用宫颈钳夹持宫颈前唇，把

阿托品０．５ｍｇ＋２％利多卡因１０ｍｌ对患者的宫颈进
行四点封闭并给予按摩，然后用探针探测宫腔的方向

及深度，根据宫腔的大小选择吸管，扩张宫颈由小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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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号进行扩张。有一些患者在还没有到达设定的时间

已有部分组织物排出，需要提前进行人工流产手术。

对照组术前不给任何药物，按常规方法做人工流产手

术。

１３　观察内容及评价标准　①患者子宫颈口松弛程
度，以扩宫器通过患者子宫颈口时所遇到的阻力大小

作宫颈松弛标准，进行操作时以 ｍｍ为单位记录。②
患者手术中出血量采用量杯测量法，以 ｍｌ为单位，术
后把清出的胚胎组织滤出后测量患者的出血量。③患
者子宫收缩强度以子宫变硬为标准。④手术时间是指
从扩张患者子宫颈口开始至吸宫结束，以分钟计算。

⑤患者的人流综合征发生率，指手术时疼痛或局部刺
激，使受术者在术中或术毕出现恶心呕吐、心动过缓、

心律不齐、面色苍白、头晕、胸闷、大汗淋漓，严重者甚

至出现血压下降、晕厥、抽搐等迷走神经兴奋症状［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采用 χ２检
验和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由表１可以看出，观察组患者的宫口阻力较对照
组明显减小，有效率１００％，２组对比差别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由表２可以看出，观察组和对照组比
较，患者子宫收缩良好，阴道出血量减少，手术时间缩

短，２组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观察组发
生人工流产综合征３例，发生率３％，对照组出现人工
流产综合征１６例，发生率１６％，２组比较差别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

表１　２组行人工流产的妇女宫颈松弛程度（例）

组别 例数
扩宫器号

４ ４．５ ５ ５．５ ６ ６．５ ≥７
观察组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２ ３ １７ ７８
对照组 １００ ４１ ２９ ２１ ８ １ ０ ０

　　注：２组宫缩阻力的比较，χ２＝４．１０２，Ｐ＜０．０５。
表１　２组行人工流产的妇女子宫收缩幅度、出血量、

手术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子宫收缩幅度

（ｃｍ）
出血量

（ｍｌ）
手术时间

（ｍｉｎ）
观察组 １００ １．９９±０．９８ ８．０±１０．６ ３．０±５．０
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１０±０．７２ １８．０±１５．８ ８．０±１５．８
ｔ值 ７．３２ ５．２６ ３．０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３　讨　论
　　通过临床观察发现，进行人工流产手术时，扩张子
宫颈是最为痛苦的，宫颈部的神经末梢较为敏感，尤其

是压力感受器更为丰富，由于子宫颈被强行扩张以及

负压吸引、牵拉、刮匙对子宫壁的影响，而导致在这些

区域的神经末梢的兴奋。部分患者由于植物神经稳定

性较差，迷走神经兴奋反射增强，使体内释放出大量的

乙酰胆碱，冠状动脉痉挛，心肌收缩力下降，心脏排血

量减少，从而出现了心动缓慢，血压下降，心律不齐，面

色苍白，胸闷，出虚汗，恶心呕吐等现象，这就是人工流

产综合征。进行人工流产手术前，给予患者安定 １０
ｍｇ静脉推注，安定具有松弛平滑肌、抗抽搐、镇静催眠

的作用，可以让患者全身的肌肉放松，安定是中枢神经

催眠镇静剂中有较好的肌肉松弛作用的一种药剂，它

可以选择性地松弛子宫肌纤维，并且它还有起效快、作

用强而持久等特点，不影响子宫的收缩，可降低迷走神

经的兴奋，减少人流综合征的发生，安定的镇静作用可

以减轻患者的紧张情绪，利于手术进行，况且它无需禁

食，可随时手术。它的安全范围大，几乎无麻醉或致死

作用，不良反应较少［４］。患者手术后在短时间内能恢

复正常神智，不需要麻醉医生的操作。医生操作起来

安全，手术的风险小，而且价格又便宜。

有的患者在人流术后还可能发生宫颈炎、宫颈裂

伤，严重时还会发生子宫颈功能不全、习惯性流产等一

系列并发症，使患者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均受到一

定的影响。因此，人工流产术前，应用药物使子宫颈软

化可减少子宫穿孔和宫颈裂伤的发生率。最近几年，

许多国家对所有前列腺素软化宫颈的作用做了不少的

研究，结果表明，米索的作用最为安全可靠。米索是合

成的前列腺素，ＰＧｓ收缩子宫，其中 ＰＧＥ２和 ＰＧＦ２ａ活
性最强，它们对妊娠各期子宫都有兴奋作用，尤其对初

期妊娠子宫，在增强子宫平滑期收缩的同时尚能使子

宫颈松弛［５］。研究表明，宫颈内结缔组织主要是胶原

纤维，前列腺素能够提高胶原纤维的分解，使结缔组织

排列松弛［６１０］。用米索后，可抑制子宫颈胶原纤维的

合成，促进宫颈成熟，扩张宫颈，兴奋子宫平滑肌，且收

缩子宫［１１］，减少出血，从而简化了吸宫过程，缩短了手

术时间，减少术中疼痛和人工流产综合征的发生率。

米索舌下含化吸收迅速达到高峰，它的不良反应有头

晕乏力、轻度恶心、呕吐、下腹痛，个别有腹泻、面色潮

红、体温升高、手掌瘙痒、类早孕反应等，使用该药前应

严格掌握其禁忌证，有哮喘、青光眼、手掌瘙痒、心肝肾

功能不全及过敏体质者禁用。阿托品为 Ｍ胆碱能受
体阻滞剂，宫颈注射，使宫颈扩张，解除子宫平滑肌痉

挛，减轻术中的机械性刺激，能抑制迷走神经的兴奋

性，从而使人工流产综合征的发生率降低［１２１４］。

术中发生人工流产综合征的机制，目前认为是由

于手术时对宫颈的牵拉、扩张以及对宫壁的负压吸引

等机械刺激所引起患者的内脏迷走神经兴奋使受术者

出现各种症状。利多卡因是中等效能和时效的局麻

药，它的组织弥散性能和黏膜穿透力都很好［１５］，具有

作用快、维持时间长等优点，同时无扩张血管作用及对

组织几乎无刺激性［４］。宫颈注射能迅速穿透宫颈黏

膜，产生局部麻醉，使宫颈松弛，手术时宫口易于扩张，

患者无疼痛感［１６］。用利多卡因宫旁神经阻滞麻醉后

麻醉效应可迅速扩散到子宫肌层，阻止宫颈内口末梢

神经反射的作用，同时整个手术过程中患者处于清醒

状态，可配合医师操作，减少术中风险［１７］。所以我们

通过对１００名患者术前给米索前列醇１片舌下含化，２
ｈ后阴道后穹窿塞１片米索，然后再给患者安定１０ｍｇ
静脉推注，３０ｍｉｎ后给患者阿托品０．５ｍｇ＋２％利多
卡因１０ｍｌ对宫颈进行四点封闭并给予按摩，然后进
行常规的人流手术，患者术中痛苦明显减轻，扩张宫颈

很顺利，有效地缩短了手术时间，另外，由于米索还能

促进子宫收缩，医生在操作时，阴道出 （下转第１４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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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凝血和纤溶实验室指标
变化的临床意义
李晓丹，张锋，吴林斌，吕杰强

摘要：目的　检测凝血与纤溶实验室指标，探讨其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简称妊高征）诊断和预防中的价值。方
法　采用凝固法测定血浆凝血酶原时间（ＰＴ）、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ＡＰＴＴ）和纤维蛋白原（ＦＩＢ）含量；采用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ＤＤ二聚体（ＤＤ），采用发色底物法检测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ｔＰＡ）、纤溶酶原激活
抑制物１（ＰＡＩ１）活性，共检测１５８例标本（其中重度子痫前期组４４例，轻度子痫前期组３２例，妊娠期高血压组
３０例，正常妊娠组５２例），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与正常妊娠组比较，妊娠期高血压组的 ＰＴ、ＡＰＴＴ明显降低
（Ｐ＜０．０１），ＦＩＢ、ＤＤ、ＰＡＩ１明显升高（Ｐ＜０．０１或Ｐ＜０．０５），ｔＰＡ无显著差异；妊娠期高血压各组间除ｔＰＡ无显著
差异外，其余参数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随着疾病的加重，参数变化越显著。结论　检测妊娠期高血压患
者ＰＴ、ＡＰＴＴ、ＦＩＢ、ＤＤ和ＰＡＩ１等指标，对预防和治疗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发生、发展有重要临床意义。
关键词：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凝血；纤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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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ｉｎｐｒｅｇ
ｎａｎｃｙ）是妊娠期出现的疾病，根据临床表现分为妊娠
期高血压、轻度子痫前期、重度子痫前期，子痫，慢性高

血压并发子痫前期以及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是孕产

妇和围生儿发病及死亡的重要原因，至今病因尚未完

全清楚［１］。临床症状主要有全身水肿、高血压、蛋白

尿、头痛、眼花等表现［２］，重者可有心肝肾等多脏器功

能受损。本病基本病理生理变化为全身小血管痉挛，

各主要组织脏器血液灌注量减少。患者血液存在高凝

状态，体内凝血与抗凝、纤溶与抗纤溶系统发生紊乱，

血管内皮细胞损伤以及血小板活化等各方面因素共同

作用，最终导致全身各组织血管内微血栓形成，进一步

发展成以溶血、肝酶升高及血小板减少为特点的

ＨＥＬＬＰ综合征以及弥漫性血管内凝血（ＤＩＣ），多种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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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与纤溶因子水平随着病情的进展发生明显变化。为

此本文对５２例正常妊娠妇女及１０６例妊娠期高血压
患者进行凝血和纤溶实验室相关指标的检测，探讨其

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中的变化及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我
院产科收治的妊娠期高血压孕妇和正常妊娠妇女。妊

娠期高血压疾病组１０６例，平均年龄（２７．５±６．７）岁，
其中妊娠期高血压患者３０例、轻度子痫前期患者３２
例、重度子痫前期患者４４例，诊断及分类标准参照乐
杰主编《妇产科学》第七版［３］。正常妊娠组５２例，平
均年龄（２７．８±６．５）岁。所有研究对象既往均无心、
肝、肾及血液系统疾病，体格检查及肝肾功能检查正

常，近期未使用影响凝血、纤溶活性的药物。各组之间

孕周及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检测方法　采集孕妇空腹静脉血 ４．５ｍｌ置于
０．５ｍｌ０．１０９ｍｏｌ／Ｌ枸橼酸钠抗凝液中，按９∶１比例
抗凝，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５ｍｉｎ，吸取血浆备用。ＰＴ、
ＡＰＴＴ、ＦＩＢ采用凝固法，试剂由 ＳＴＡＧＯ公司提供。用
ＥＬＩＳＡ法测定ＤＤ，用发色底物法测定ｔＰＡ、ＰＡＩ１，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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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太阳生物技术公司提供。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数据以（ｘ±ｓ）表示，正常妊娠组与妊娠
期高血压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各
期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正常妊娠组与妊娠期高血压组各项指标比较　
由表１可知，与正常妊娠组比较，妊娠期高血压组 ＰＴ、
ＡＰＴＴ明显降低（Ｐ＜０．０１），ＦＩＢ、ＤＤ、ＰＡＩ１明显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或Ｐ＜０．０５），ｔＰＡ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表１　正常妊娠组与妊娠期高血压组各项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ＰＴ（ｓ） ＡＰＴＴ（ｓ） ＦＩＢ（ｇ／Ｌ） ＤＤ（ｍｇ／Ｌ） ｔＰＡ（ｋＵ／Ｌ） ＰＡＩ１（ｋＵ／Ｌ）

正常妊娠组 ５２ １２．３±１．１ ３４．７±３．８ ３．９±０．６ ０．５４±０．１２ ８．３４±２．２４ １８．５７±８．５９
妊高征组 １０６ １１．７±０．９ ３２．２±３．１ ４．２±０．８ １．３６±０．２４ ８．６５±２．５６ ２４．３５±９．６６
ｔ值 ３．６５４ ４．４１４ ２．３９３ ２３．２２８ ０．７４４ ３．６６２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２２　妊娠期高血压各组间各项指标比较　由表２可
知，与妊娠期高血压组比较，轻度子痫前期组 ＰＴ、
ＡＰＴＴ、ＦＩＢ、ｔＰＡ变化不明显，ＤＤ、ＰＡＩ１升高；但随着疾
病的进展，重度子痫前期组 ＰＴ、ＡＰＴＴ明显降低（Ｐ＜

０．０１或Ｐ＜０．０５），ＦＩＢ明显升高（Ｐ＜０．０５），ＤＤ、ＰＡＩ１
进一步升高（Ｐ＜０．０１或Ｐ＜０．０５）；ｔＰＡ各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妊娠期高血压各组间各项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ＰＴ（ｓ） ＡＰＴＴ（ｓ） ＦＩＢ（ｇ／Ｌ） ＤＤ（ｍｇ／Ｌ） ｔＰＡ（ｋＵ／Ｌ） ＰＡＩ１（ｋＵ／Ｌ）

妊娠期高血压 ３０ １２．４±０．８ ３３．７±３．０ ４．０±０．８ ０．８２±０．２０ ８．２０±２．７８ １９．８４±７．８９
轻度子痫前期 ３２ １２．０±０．７ ３２．１±３．３ ４．２±０．７ １．３４±０．２８ｂ ８．６３±２．８０ ２２．６２±８．８０ｂ

重度子痫前期 ４４ １１．４±１．０ａｃ ３１．７±３．４ｂ ４．７±１．０ｂ ２．１４±０．３１ａｃ ８．８１±２．４５ ２９．４７±８．６２ａｃ

Ｆ值 ７．０８９ ３．２１１ ３．４９２ ６．６１５ ２．０５９ ６．５３２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注：与妊娠期高血压组比较，ａＰ＜０．０１，ｂＰ＜０．０５；与轻度子痫前期组比较，ｃ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机体在正常情况下凝血与纤溶系统保持着一种动
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流动顺畅。妊娠作为妇女

特殊的生理阶段，凝血与纤溶系统随着孕周的延长发

生明显改变［４］，到妊娠晚期体内大部分凝血因子和纤

维蛋白原含量增加，血液处于高凝状态，这种高凝状态

对机体来说是一种保护，有助于分娩时胎盘剥离面血

栓的快速形成，有效地避免了分娩时和产后的出血，但

高凝状态的同时也使母体处于易栓状态［５］，给孕产妇

及围产儿带来危害，尤其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

子痫前期时，由于全身小血管痉挛，外周阻力加大，组

织脏器血液灌注量减少，导致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组织

液从细胞间隙渗出，同时缩血管因子分泌增加，舒血管

因子分泌减少，导致血液浓缩，粘稠度增加，血流变缓。

同时内皮细胞受损，内皮下胶原暴露，纤维蛋白原沉

积，血小板活化，粘附聚集，微血栓形成；促凝物质释放

增加，抗凝物质减少，凝血与纤溶系统动态平衡被打

破，患者体内多项实验室指标发生变化［６］，这一变化如

未能及时得到纠正最终使亚临床 ＤＩＣ转变成 ＤＩＣ，给
孕产妇及围生儿带来生命危险。因此，研究正常妊娠

妇女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体内凝血与纤溶系统实

验室指标的变化情况，可以帮助产科医生早期发现，早

期诊断，监测病情，指导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ＰＴ是反映外源性凝血系统的筛选试验，ＡＰＴＴ是
反映内源性凝血系统的筛选试验，ＰＴ、ＡＰＴＴ时间缩短
表示血液处于高凝状态。ＦＩＢ反映的是共同途径的凝
血指标，是血浆中含量最高的凝血因子。通过与血小

板膜受体ＧＰⅠｂ／Ⅲａ结合，介导血小板的粘附、聚集，
最终形成血栓，是机体血栓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本

研究中，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与正常妊娠组凝血功能

检测结果表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的 ＰＴ、ＡＰＴＴ较正
常妊娠组均明显降低，而ＦＩＢ含量则明显升高，这与相
关文献报道相符［７８］。与妊娠期高血压组比较，重度子

痫前期组的 ＰＴ、ＡＰＴＴ明显降低（Ｐ＜０．０１或 Ｐ＜
０．０５），ＦＩＢ明显升高（Ｐ＜０．０５），说明随着妊娠期高血
压疾病病程的加重，凝血功能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其机

体高凝状态更加明显，血液高凝状态与妊娠期高血压

疾病的发生发展及病情变化密切相关［９］。

ＤＤ是凝血酶作用于纤维蛋白产生交联纤维蛋白，
再经纤溶酶降解产生的特异性降解产物，是继发性纤

溶的敏感指标［１０］。本研究发现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

ＤＤ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妊娠组（Ｐ＜０．０１），轻度子痫前
期ＤＤ含量明显高于妊娠期高血压组，重度子痫前期
ＤＤ含量明显高于轻度子痫前期，ＤＤ升高与病情严重
程度呈正相关。这是因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时由于血

管痉挛导致胎盘血液灌注量减少，缺血缺氧及梗死，大

量促凝物质被释放入血液，导致血管内凝血。在血栓

形成的同时，继发性纤溶系统也被启动，以此来消除动

静脉血管内的血栓，从而使 ＤＤ含量明显升高，且随着
疾病的进展ＤＤ指标升高更为显著。说明机体处于凝
血和纤溶的双重激活状态，且随着疾病的进展，血液高

凝与纤溶亢进进一步加剧，因此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

者联合ＤＤ检测有助于血栓形成疾病如 ＤＩＣ的早期诊
断［１１］。

ｔＰＡ和ＰＡＩ１是调节纤溶活性的关键物质，由血管
内皮细胞合成。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ｔＰＡ为丝氨酸
蛋白酶，可选择性的与纤维蛋白结合，从而使纤溶酶原

转变为纤溶酶，以达到降解纤维蛋白的目的，在血栓的

·５２４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１２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９



溶解中起着关键的调控作用。但 ｔＰＡ同时受到 ＰＡＩ１
的抑制作用，两者形成１∶１复合物使 ｔＰＡ失去活性，
从而导致纤维蛋白降解障碍，给血栓形成创造了有利

条件。本研究发现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 ＰＡＩ１水平
较正常妊娠组明显增高（Ｐ＜０．０５），且轻度子痫前期
患者，ＰＡＩ１水平较妊娠期高血压患者明显升高，重度
子痫前期患者ＰＡＩ１水平较轻度子痫前期患者进一步
升高，说明ＰＡＩ１水平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发生发
展密切相关，这与ＳｕｃａｋＧＴ等［１２］的研究结果一致。随

着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病情的加重，内皮细胞损伤程度

进一步加重［１３］，ＰＡＩ１水平增高，可能更促进了血栓的
形成。提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确实存在凝血功能

与纤溶抑制功能亢进。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组ｔＰＡ与
正常妊娠组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 ｔＰＡ活性受
ＰＡＩ１的调节与限制，导致纤溶活力降低，打破了纤溶
系统的动态平衡，使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比正常妊

娠妇女更具有血栓形成倾向。

综上所述，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确实存在凝血

与纤溶系统平衡失调的因素，易发生血栓与 ＤＩＣ，是围
产医学中常见的危害母婴健康的并发症，对妊娠期高

血压疾病孕妇在产前、产中、产后连续监测 ＰＴ、ＡＰＴＴ、
ＦＩＢ、ＤＤ和ＰＡＩ１等指标，观察其凝血与纤溶指标的变
化，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的病情

严重程度，对监测病情和治疗疾病，降低 ＤＩＣ的发生
率，提高分娩安全，保护母婴健康方面具有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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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量明显减少，增加了术者的安全感。人工流产综合

征发生率明显下降，效果非常显著，而且临床操作既简

单又安全，麻醉费用低，镇痛效果满意，特别适合在无

全麻监护设备下及无麻醉师的情况下做人工流产手

术，本文总有效率达到 ９８％，其中充分软化率达到
９５％，从而减轻了扩宫时机械性的操作导致的患者痛
苦，患者乐于接受，易于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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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例三阴乳腺癌临床分析研究
范海浪，吕明生

摘要：目的　探讨三阴乳腺癌的临床特征，寻求三阴乳腺癌经手术及化疗等治疗的预后及特点。方法　采取回
顾性方式分析明光市人民医院１５例三阴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治疗方法、病理特点。结果　１５例乳腺癌患者
肿块大小１～４ｃｍ，术后病理ＥＲ（－），ＰＲ（－），ＨＥＲ２（－），ＣＫ５／６（＋）１２例（８０．０％），其中腋窝淋巴结转移１３
例（８６．７％）。１５例患者均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术后均给予ＴＥＣ方案化疗，其中２例患者术后１年内死亡，
４例患者术后１～２年内出现胸壁复发，行局部肿块切除，更换化疗方案再次给予化疗，５例患者术后２年内出现
肺、肝、脑或全身性骨转移，更换方案化疗。结论　三阴乳腺癌因缺乏内分泌及抗ＨＥＲ２治疗的靶点，目前尚无针
对性的标准治疗方案，它是恶性程度高、死亡率高的恶性肿瘤，易出现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且高峰期在术后１～２
年，由于此类患者复发风险明显较高，且没有靶向治疗可选择，因此任何风险的降低必须源于化疗。

关键词：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２；乳腺癌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４２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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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Ｐｒｏｇｅｓｔｒｏ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ＨＥＲ２；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

　　三阴性乳腺癌（ｔｒｉｐｌ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ＴＮ
ＢＣ）是指三种常见的表达物均缺乏（雌激素受体、孕激
素受体、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２）的一类影响乳腺癌
预后的特殊类型。世界被诊断为乳腺癌的１００万女性
中大约有２０％属于ＴＮＢＣ。因其临床及病理特点的特
殊性，导致ＴＮＢＣ具有恶性程度高、复发转移早、病死
率较高、治疗手段缺乏等特点。现将我们对 ＴＮ乳腺癌
的治疗体会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医院共
收治确诊乳腺癌患者１８７例（由明光市人民医院病理
科病理诊断），其中经术前组织学穿刺及术后病理诊断

ＥＲ（－）、ＰＲ（－）、Ｈｅｒ２（－）的 ＴＮ乳腺癌患者共１５
例，占同期乳腺癌患者总数的 ８．０２％。患者均为女
性，年龄３５～７６岁，平均４２岁，其中 ＜５０岁３２例；绝
经前患者１２例，绝经后患者３例。患者从发现乳腺肿
物到最终诊断为乳腺癌的时间为３～８个月，平均６个
月。有腋窝淋巴结转移者 １３例：其中转移 ＜４枚者

作者单位：２３９４００安徽省明光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通讯作者：范海浪，Ｅｍａｉｌ：ｖｖｖ８０５２１２３＠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３例，＞４枚者１０例。１２例ＣＫ５／６（＋）；Ｋｉ６７均为阳
性表达，其中 ＞４０％为１２例，１５％ ～３０％为３例。肿
瘤分期：Ⅰ期１例，Ⅱ期３例，Ⅲ期１１例。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５例患者均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
患者术后均给予ＴＥＣ（多西他赛＋表柔比星＋ＣＴＸ）方
案化疗６疗程，其中１０例患者术后给予锁骨上淋巴结
局部性放疗。

１５例患者术后均给予ＴＥＣ方案（多西他赛＋多柔
比星＋环磷酰胺）化疗６个疗程。１０例淋巴结转移 ＞
４枚患者给予锁骨上去局部性放疗。

２　结　果
　　１例患者术后１年内肺转移，１例出现脑转移，均
再次给予化疗，无效，１年内死亡。４例患者术后１～２
年内出现胸壁复发，行局部肿块切除，更换化疗方案再

次给予化疗。５例患者术后２年内出现肺、肝、脑或全
身性骨转移，更换方案化疗。后证实此 １１例患者
ＣＫ５／６（＋），Ｋｉ６７（＋）＞４０％。

３　讨　论
　　今年来研究发现 ＥＲ、ＰＲ、ＨＥＲ２受体三阴性是乳
腺癌的一个特殊类型，其概念源自于基（下转第１４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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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体重超重与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内分泌
和代谢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纪伟青

摘要：目的　探讨超重与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患者的内分泌指标和胰岛素抵抗的
相关性，为ＰＣＯＳ的临床防治提供指导和依据。方法　选取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２３ｋｇ／ｍ２的１１５
例ＰＣＯ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依据四分位法分为 ｑ１、ｑ２、ｑ３和 ｑ４四个区间，３０例 ＢＭＩ位于１８．５～２３．０ｋｇ／ｍ２

的ＰＣＯＳ患者作为对照组。比较对照组和四分位区间的内分泌指标［雌二醇（Ｅ２）、总睾酮（Ｔ）、黄体生成素
（ＬＨ）、卵泡刺激素（ＦＳＨ）和催乳素（ＰＲＬ）］和代谢指标［空腹葡萄糖（ＦＰＧ）、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和稳态模型胰岛
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体重与Ｔ和ＨＯＭＡＩＲ的关系。结果　ｑ１、ｑ２、ｑ３和ｑ４四个区间
的ＢＭＩ范围分别为＜２４．３０ｋｇ／ｍ２、＞２４．３０～２５．５１ｋｇ／ｍ２、＞２５．５１～２６．５３ｋｇ／ｍ２和 ＞２６．５３ｋｇ／ｍ２。对照组与
ＢＭＩ四个区间的ＦＳＨ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的Ｅ２、ＬＨ和ＰＲＬ与ＢＭＩ四个区间比较，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ＢＭＩ的 ｑ１、ｑ２、ｑ３和 ｑ４四个区间的 Ｅ２、ＬＨ和 ＰＲ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对照组的Ｔ与ＢＭＩ四个区间比较及ＢＭＩ的ｑ１、ｑ２、ｑ３和ｑ４四个区间的Ｔ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对照组与ＢＭＩ的ｑ１、ｑ２、ｑ３和ｑ４四个区间的ＦＰＧ、ＦＩＮＳ和ＨＯＭＡＩＲ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ＢＭＩ的ｑ１、ｑ２、ｑ３和ｑ４四个区间的ＦＰＧ、ＦＩＮＳ和ＨＯＭＡＩＲ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较＜２４．３０ｋｇ／ｍ２，＞２４．３０～２５．５１ｋｇ／ｍ２、＞２５．５１～２６．５３ｋｇ／ｍ２和＞２６．５３ｋｇ／ｍ２三个区间的Ｔ水平分别增加
１．６５（９５％ＣＩ１．３３～２．０５）、２．５１（９５％ＣＩ１．８４～３．５２）和４．２５（９５％ＣＩ２．１６～８．３６），ＨＯＭＡＩＲ分别增加１．６８
（９５％ＣＩ１．４１～２．００）、２．６５（９５％ＣＩ１．６８～４．１８）和４．４５（９５％ＣＩ２．５７～７．７４）。结论　超重的 ＰＣＯＳ患者的雄
激素浓度更高、胰岛素抵抗更为严重。

关键词：多囊卵巢综合征；超重；体质量指数；胰岛素抵抗；高雄激素血症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７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４２８０３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
ＣＯＳ）是青春期和育龄期妇女常见的一种内分泌和代
谢性疾病，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但其临床表现为月经

异常、不孕、高雄激素征和卵巢多囊样表现等［１］，并同

时可伴有肥胖、血脂异常和胰岛素抵抗等代谢异常［２］。

多项临床研究和统计学资料［３５］已经证实高雄激素征

和胰岛素抵抗是 ＰＣＯＳ的主要病理生理改变，并且通
过改善ＰＣＯＳ患者的胰岛素抵抗和内分泌指标等，能
明显改善ＰＣＯＳ的临床症状［６］，为ＰＣＯＳ的治疗提供了
新的选择空间。２０１１年 １月—２０１３年 ６月，笔者对
１１５例ＰＣＯＳ患者的资料进行分析，采用四分位法将体
质量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划分为４个区间，并
探讨不同区间之间的内分泌指标和代谢指标的差异，

以期确定体重超重与ＰＣＯＳ内分泌和代谢指标的相关
性，为临床ＰＣＯＳ的防治提供参考和依据。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青田人民医院妇产科２０１１年１
月—２０１３年６月门诊及住院治疗的 ＰＣＯＳ患者 １１５
例，所有患者均具有完整的临床检查和诊断资料，纳入

患者要求年龄≥２０岁，ＢＭＩ＞２３ｋｇ／ｍ２。另选取同期
体检的３０例ＢＭＩ位于１８．５～２３．０ｋｇ／ｍ２的 ＰＣＯＳ患
者作为对照组。

１２　ＰＣＯＳ诊断标准　参照欧洲人类生殖及胚胎学
会／美国生殖医学会（ＥＳＨＲＥ／ＡＳＲＭ）２００３年制定的
ＰＣＯＳ诊断标准：①无排卵和／或偶发排卵；②临床和生
化指标显示高雄激素血症，并与其它疾病相鉴别；③Ｂ

作者单位：３２３９００浙江省青田人民医院妇产科

超显示多囊样改变，至少一侧卵巢有直径２～９ｍｍ的
卵泡≥１２个，或／和卵巢体积增加 ＞１０ｍｌ。符合以上
标准中的至少两项则可确诊。

１３　观察指标　①内分泌指标：所有患者均于月经周
期３～５ｄ采集空腹肘静脉血，月经稀发和闭经者对采
样时间无要求，检测指标包括雌二醇（Ｅ２）、总睾酮
（Ｔ）、黄体生成素（ＬＨ）、卵泡刺激素（ＦＳＨ）和催乳素
（ＰＲＬ），检测方法为自动化学免疫发光法，试剂盒购于
美国Ｂｅｃｋｍａｎ公司，严格按说明书操作；②代谢指标：
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检测患者的空腹葡萄糖（ＦＰＧ）
和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ＨＯ
ＭＡＩＲ）＝（ＦＢＧ×ＦＩＮＳ）／２２．５，ＨＯＭＡＩＲ≥１．６６时定
为ＩＲ。
１４　ＢＭＩ四分位值的确定　ＢＭＩ的分层采用四分位
法，将ＢＭＩ数值按从小到大进行排列，划分为４个区
间，三个点分别为 Ｑ１＝（１１５＋１）×０．２５＝２９、Ｑ２＝
（１１５＋１）×０．５０＝５８和Ｑ３＝（１１５＋１）×０．７５＝８７，４
个区间分别为ｑ１、ｑ２、ｑ３和ｑ４。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学软件包对
结果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计数资料
以％表示，采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和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
验，相关性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ＢＭＩ四个区间之间和对照组基线资料比较　依
据四分位法将 ＢＭＩ划分为４个区间，４个区间 ｑ１、ｑ２、
ｑ３和 ｑ４的 ＢＭＩ范围分别为 ＜２４．３０ｋｇ／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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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０～２５．５１ｋｇ／ｍ２、＞２５．５１～２６．５３ｋｇ／ｍ２和 ＞２６．
５３ｋｇ／ｍ２，对照组的ＢＭＩ范围为１８．８０～２２．７４ｋｇ／ｍ２。
四个区间和对照组的年龄分别为２０～３８（２５．４±３．２）
岁、２２～３９（２５．８±３．５）岁、２１～３６（２５．３±３．５）岁、
２０～３９（２５．８±３．８）岁和２１～３７（２５．３±３．６）岁，５组
之间的年龄经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显示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２　ＢＭＩ四个区间之间的内分泌指标比较　对照组

与ＢＭＩ四个区间的 ＦＳＨ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对照组的Ｅ２、ＬＨ和ＰＲＬ与ＢＭＩ四个区间
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ＢＭＩ的
ｑ１、ｑ２、ｑ３和 ｑ４四个区间的 Ｅ２、ＬＨ和 ＰＲＬ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的 Ｔ与 ＢＭＩ四个
区间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并且
ＢＭＩ的ｑ１、ｑ２、ｑ３和ｑ４四个区间的Ｔ比较差异亦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ＢＭＩ四个区间之间的内分泌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ＢＭＩ（ｋｇ／ｍ２）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Ｔ（ｎｍｏｌ／Ｌ） ＬＨ（ＩＵ／Ｌ） ＦＳＨ（ＩＵ／Ｌ） ＰＲＬ（ｍＩＵ／Ｌ）

对照组 ３０ １８．８０～２２．７４ ２３１．４３±６８．１５ ２．０２±０．７４ １３．４４±４．１０ ５．９７±１．８８ ３８４．８２±９１．３２
ｑ１ ２９ ≤２４．３０ １８２．６４±５６．７１ ２．２５±０．６３ ９．３１±３．３４ ６．１１±１．７２ ３００．４５±７８．６２
ｑ２ ２９ ＞２４．３０～２５．５１ １７７．２５±６３．１７ ２．４２±０．６８ ９．４４±３．６２ ５．８９±１．９１ ３２２．１５±８１．３５
ｑ３ ２９ ＞２５．５１～２６．５３ １９２．２８±６２．０４ ２．５５±０．７１ ８．９８±３．４８ ６．２０±１．８２ ３１１．４７±８２．４６
ｑ４ ２８ ＞２６．５３ １７８．６１±５９．３４ ２．７１±０．６３ ９．１７±３．６２ ６．０７±１．９４ ３０２．９２±７９．６４

２３　ＢＭＩ四个区间之间的代谢指标比较　对照组与
ＢＭＩ的ｑ１、ｑ２、ｑ３和 ｑ４四个区间的 ＦＰＧ、ＦＩＮＳ和 ＨＯ
ＭＡＩＲ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并且
ＢＭＩ的ｑ１、ｑ２、ｑ３和 ｑ４四个区间的 ＦＰＧ、ＦＩＮＳ和 ＨＯ
ＭＡＩＲ比较差异亦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ＢＭＩ四个区间之间的代谢指标比较

组别 ＢＭＩ（ｋｇ／ｍ２） ＦＰＧ（ｍｍｏｌ／Ｌ） ＦＩＮＳ（ｍＩＵ／Ｌ） ＨＯＭＡＩＲ

对照组 １８．８０～２２．７４ ４．８７±０．８１ ７．９４±１．５２ １．７２±０．２２
ｑ１ ≤２４．３０ ５．２３±０．７４ １０．６２±１．６８ ２．４７±０．４５
ｑ２ ＞２４．３０～２５．５１ ５．４８±０．６２ １３．２５±１．７１ ３．２３±０．５８
ｑ３ ＞２５．５１～２６．５３ ５．５５±０．７１ １７．４２±２．２０ ４．３０±０．６２
ｑ４ ＞２６．５３ ５．６２±０．６８ ２１．８４±２．３６ ５．４６±０．７２

２４　ＢＭＩ水平与 Ｔ水平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较 ＜
２４．３０ｋｇ／ｍ２，＞２４．３０～２５．５１ｋｇ／ｍ２、＞２５．５１～２６．５３
ｋｇ／ｍ２和＞２６．５３ｋｇ／ｍ２三个区间的 Ｔ水平分别增加
１．６５（９５％ＣＩ１．３３～２．０５）、２．５１（９５％ＣＩ１．８４～３．５２）
和４．２５（９５％ＣＩ２．１６～８．３６）。见表３。

表３　ＢＭＩ水平与Ｔ水平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ＢＭＩ（ｋｇ／ｍ２） β ９５％ＣＩｆｏｒＯＲ ＯＲ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２４．３０ １．００
＞２４．３０～２５．５１ ０．５０１ １．３３～２．０５ １．６５ ４．５２ ０．０１８
＞２５．５１～２６．５３ ０．９２０ １．８４～３．４２ ２．５１ ８．１１ ０．０００
＞２６．５３ １．４４７ ２．１６～８．３６ ４．２５ １３．６４ ０．０００

２５　ＢＭＩ水平和 ＨＯＭＡＩＲ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较
＜２４．３０ｋｇ／ｍ２，＞２４．３０～２５．５１ｋｇ／ｍ２、＞２５．５１～
２６．５３ｋｇ／ｍ２和 ＞２６．５３ｋｇ／ｍ２三个区间的 ＨＯＭＡＩＲ
分别增加１．６８（９５％ＣＩ１．４１～２．００）、２．６５（９５％ＣＩ
１．６８～４．１８）和４．４５（９５％ＣＩ２．５７～７．７４）。见表４。

表４　ＢＭＩ水平和ＨＯＭＡＩＲ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ＢＭＩ（ｋｇ／ｍ２） β ９５％ＣＩｆｏｒＯＲ ＯＲ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２４．３０ １．００
＞２４．３０～２５．５１ ０．５１９ １．４１～２．００ １．６８ ４．８１ ０．０１５
＞２５．５１～２６．５３ ０．９７５ １．６８～４．１８ ２．６５ ９．１３ ０．０００
＞２６．５３ １．４９３ ２．５６～７．７４ ４．４５ １６．２７ ０．０００

３　讨　论
　　ＦＳＨ和ＬＨ基础值为５～１０ＩＵ／Ｌ，ＬＨ主要直接作

用于卵泡膜细胞，增加细胞内 ＣＹＰ１７的活性，使卵泡
膜细胞产生雄激素，而 ＦＳＨ则主要是促使卵泡颗粒细
胞通过芳香化作用将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７］。笔者根

据四分位法将 ＢＭＩ＞２３．０ｋｇ／ｍ２的 ＰＣＯＳ患者分为４
组，并与体重正常的 ＰＣＯＳ患者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超
重人群的ＦＳＨ与正常体重比较差异并无明显变化，而
ＬＨ则在正常体重的 ＰＣＯＳ患者中呈高表达，正常体重
ＰＣＯＳ患者中 ＬＨ呈异常高表达，其提示为患者存在高
促性腺激素闭经，即可能存在卵巢功能受损；在ＢＭＩ的
四个区间中，ＬＨ的基础值均较 ＦＳＨ高。该结果显示
无论患者的ＢＭＩ如何，均存在下丘脑促性腺激素的高
频率分泌状态，导致 ＬＨ分泌增加、ＦＳＨ分泌降低，最
终引起ＬＨ／ＦＳＨ的比值增加，这样就导致了雄激素的
合成增加但利用较少，最终导致雄激素浓度增加，引起

排卵障碍。故而，结果可以看到经 ＦＳＨ芳香化合成的
Ｅ２和ＰＲＬ降低，而Ｔ则浓度增加。ＢＭＩ四分位区间的
ＦＳＨ、ＬＨ、Ｅ２和 ＰＲ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４个区间的 Ｔ则差异显著，说明高雄激素血
症除了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调节以外，可能还受其他
因素的影响。

代谢指标显示，无论是对于正常体重的 ＰＣＯＳ患
者，还是处于ＢＭＩ四个区间的超重 ＰＣＯＳ患者，均存在
胰岛素抵抗。并且在 ｑ１、ｑ２、ｑ３和 ｑ４四个区间中，
ＦＩＮＳ和 ＨＯＭＡＩＲ均随着 ＢＭＩ的增加而增加，这一情
况说明胰岛素抵抗与体重存在着密切关系，并有可能

是影响高雄激素血症的原因之一，这也许能解释 Ｔ在
ｑ１、ｑ２、ｑ３和ｑ４四个区间的表达差异的原因。目前一
般认为胰岛素抵抗增加高雄激素血症的机制主要如

下［８１１］：①胰岛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１（ＩＧＦ１）与
ＩＧＦ１受体结合，可以增强 ＬＨ促雄激素的合成作用；
②胰岛素可以通过刺激一系列与雄激素合成相关的酶
来直接刺激卵巢雄激素的分泌；③抑制肝细胞合成性
激素结合球蛋白，这样可以增加游离的雄激素浓度；④
增加卵巢ＬＨ受体数目，使垂体分泌ＬＨ的细胞增加对
下丘脑促性腺激素刺激的敏感性。

较 ＜２４．３０ｋｇ／ｍ２，＞２４．３０～２５．５１ｋｇ／ｍ２、＞
２５．５１～２６．５３ｋｇ／ｍ２和 ＞２６．５３ｋｇ／ｍ２三个区间的 Ｔ
水平分别增加１．６５倍、２．５１倍和４．２５倍；ＨＯＭＡ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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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增加１．６８倍、２．６５倍和４．４５倍。这些情况均再
次证明体重与胰岛素抵抗和高雄激素血症的关系。鉴

于体重与代谢综合征、血脂紊乱、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多

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这无疑会证明对于超重的

ＰＣＯＳ患者，其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可能会更高［１２１３］。

这一结果启示在临床治疗 ＰＣＯＳ的过程中，并不应该
仅仅局限于改善胰岛素抵抗及纠正糖和脂代谢，合理

调整患者的膳食结构和安排适量的运动，控制患者体

重，是治疗 ＰＣＯＳ的关键，也是降低其他并发症的有效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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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可能是易感基因；ＳＰＤＡｌａ１６０Ｔｈｒ位点氨基酸基因
未发现两者之间的关联，但进一步研究发现 Ａ等位基
因与病情的严重程度相关，说明携带有 Ａ等位基因的
个体较不携带者发生重症的危险性增加，Ａ等位基因
可能是影响 ＲＳＶ毛细支气管炎严重程度的一个候选
基因。

ＲＳＶ感染的病因是复杂的，也可能是多基因的。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评估基因之间的复杂关系和非基因

性因素与呼吸道合胞病毒疾病严重性的相关性，要搞

清毛细支气管炎的遗传机制，还需进行大样本、多个基

因位点、多中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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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广州市某社区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家庭病床服务现状分析
郑雅婷，姚卫光

摘要：目的　了解广州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病床开展的基本情况，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为今后家
庭病床资源的合理配置、发展以及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主要运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
件对相关数据做统计描述，对广州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建立的８７６例家庭病床展开调查，分析
开设家庭病床患者的基本情况、疾病构成、家庭病床费用。结果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８７６
张病床，建床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在８７６例家庭病床患者中以７０～７９岁老年人为主，占５７．１％；疾病构成中的脑
血管意外康复期居首位，占７５．８０％，其次长期留置导管的重度尿路梗阻、需卧床的骨折占一定的比例；家庭病床
总收入和药品费用不断增长，药品费用占家庭病床费用的比例逐年减少。结论　家庭病床的需求日益增大，在社
区卫生服务中逐步得到普及。家庭病床作为社区卫生服务的一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

的问题，为居民提供综合的卫生服务，相关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从各个方面发展和完善家庭病床，使家庭病床在

社区卫生服务中进一步发挥作用。

关键词：社区；家庭病床；服务；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７．６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４３１０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ｔｈｏｍｅｉｎａ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ｉｎ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ＺＨＥＮＧＹａｔｉｎｇ，ＹＡＯＷｅｉ
ｇｕａｎｇ．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５１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ｔＨｏｍｅｏｆｏｎ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ｏ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ｔＨｏｍ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ｒｖｅｙｗａ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
ｅａｓ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８７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ｔＨｏｍｅｉｎｏｎ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ｉｎ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ＳＰＳＳ１３．０ｗａ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８７６ｃａ
ｓｅｓ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ｔＨｏｍｅｉｎ２００８ｔｏ２０１２ｗｉｔｈａｔｒｅｎｄ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ｙｅａｒｂｙｙｅａｒ；５７．１％ 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ｔ
Ｈｏｍｅｃａｒｅｗｅｒｅ７０ｔｏ７９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７５．８０％ 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ｆｉｒｓｔｏｎｔｈｅｌｉｓｔｏｆ
ａｌ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ｓｅｖｅｒｅ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ｉｎ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ｎｅｅｄｉｎｇｔｏｓｔａｙｉｎ
ｂｅｄ．Ｔｏｔａｌ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ｔＨｏｍｅｃａｒｅａｎｄｄｒｕｇ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ｂｕｔ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ｄｒｕｇ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ｉｎｔｏｔ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ｙｅａｒｂｙｙｅａ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ｆｏ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ｔＨｏｍｅｃａｒｅｉ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ｙｌｅ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ｈｏｕｌｄ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ｂｅｉｎｇ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ａｎｄ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ｔｏｓｅ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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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医疗卫生改革的重要组成
部分，集“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

指导”为一体，为居民提供综合性医疗服务。家庭病床

是社区卫生服务的一种形式，以家庭作为护理场所，选

择适宜在家庭环境下进行医疗或康复的病种，让患者

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医疗和护理，包括疾病普查、健康

教育与咨询、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发展［１］。家庭病

床作为医院病床的延伸和补充，降低了医疗成本和医

疗费用，实现卫生资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更

好地了解广州市家庭病床服务的现状，笔者对某社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８７６例家庭病床患者的基本情况、疾病
构成、家庭病床费用进行调查，旨在为今后家庭病床资

源的合理配置、发展以及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１年度青年
项目（ＧＤ１１ＹＳＨ０４）；广州市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项目（２０１３０１１２）

作者单位：５１０５１５广州市，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郑雅
婷）；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姚卫光）

通讯作者：姚卫光，Ｅｍａｉｌ：ｙａｏｗｅｉｇｕａｎｇ２０１０＠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由广州市某区卫生局收集某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８７６例家庭病床相关数据
为基础进行调查。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内容主要包
括：①家庭病床基本情况：家庭病床数、家庭病床患者
性别、年龄的构成；②家庭病床患者疾病构成；③家庭
病床费用情况：家庭病床收入、平均家庭病床费用、家

庭病床的药品费用、药品费用占家庭病床费用的比例。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表格建立数据库，录入
资料，利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对
各指标做统计描述分析，部分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基本情况
２１１　家庭病床数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某社区建立的家
庭病床数分别为５张、９５张、２０５张、２４９张、３２２张，建
床量呈逐年增长，增长率分别为 １８００％、１１５．８％、
２１．５％、２９．３％。
２１２　性别构成　８７６例家庭病床患者中男性 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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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占５５．４％；女性３９１名，占４４．６％。性别对不同年
份建立的家庭病床数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５５５，Ｐ＝０．８１７）。见表１。
２１３　年龄构成　８７６例家庭病床患者中，６０岁以下
的患者５９例，占 ６．７％；６０～６９岁的患者 １６０例，占
１８．３％；７０～７９岁的患者５００例，占５７．１％；８０岁及以
上的患者１５７例，占１７．９％。年龄段对不同年份建立
的家庭病床数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８３０，Ｐ＝
０．８６９）。见表１。
２２　疾病构成　８７６例家庭病床的患者中主要的疾
病是脑血管意外康复期、长期留置导管的重度尿路梗

阻，分别占７５．８％、１０．０５％；其次是需卧床的骨折、慢
性心衰二级以上、恶性肿瘤晚期，分别占 ８．１１％、
４．２２％、１．７１％。疾病的构成对不同年份建立的家庭
病床数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９３０，Ｐ＝０．９９９）。
见表１。
２３　家庭病床费用

２３１　家庭病床收入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８７６例家庭病
床每年的总收入分别为１．１２万、３６．１３万、１０２．２２万、
１２８．９４万、１９０．４５万，２００９年比 ２００８年增长约为
３１２５．９％，２０１０年比２００９年增长约为 １８２．９％，２０１１
年比２０１０年增长约为２６．１％，２０１２年比２０１１年增长
约为４７．７％。见表１。
２３２　平均家庭病床费用　每年家庭病床的平均费
用分别为２２４０元、３８０３．２元、４９８６．３元、５１７８．３元、
５９１４．６元，增长率分别为 ６９．８％、３１．１％、３．９％、
１４．２％。见表１。
２３３　药品费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８７６例家庭病床药
品费用分别为０．８２８８万元、２３．４８４５万元、６４．３９８６万
元、７０．９１７万元、８９．５１１５万元，增长率分别为
２７３３．６％、７４．２％、１０．１％、２６．２％，每年药品费用占家
庭病床费用的比例为 ７４％、６５％、６３％、５５％、４７％。
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某社区８７６例家庭病床的性别、年龄构成、疾病构成、家庭病床费用情况

项目 类别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合计 百分比 χ２值 Ｐ值

家庭病床数 ５ ９５ ２０５ ２４９ ３２２ ８７６
性别 男 ３ ５０ １２０ １３３ １７９ ４８５ ５５．４ １．５５５ ０．８１７

女 ２ ４５ ８５ １１６ １４３ ３９１ ４４．６
年龄构成（岁） ＜６０ ０ ４ １５ １７ ２３ ５９ ６．７ ６．８３０ ０．８６９

６０～６９ １ ２０ ３６ ４２ ６１ １６０ １８．３
７０～７９ ４ ５３ １１３ １４０ １９０ ５００ ５７．１
≥８０ ０ １８ ４１ ５０ ４８ １５７ １７．９

疾病构成 脑血管意外康复期 ４ ７４ １５５ １８９ ２４２ ６６４ ７５．８０ ５．９３０ ０．９９９
慢性心衰二级以上 ０ ５ ８ １１ １３ ３７ ４．２２
慢阻肺急性发作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１１
需卧床的骨折 ０ ９ １６ ２０ ２６ ７１ ８．１１
恶性肿瘤晚期 ０ １ ３ ４ ７ １５ １．７１

在家进行腹膜透析的尿毒症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慢性全身衰竭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长期留置导管的重度尿路梗阻 １ ６ ２３ ２５ ３３ ８８ １０．０５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家庭病床费用 家庭病床年收入（万元） １．１２ ３６．１３ １０２．２２ １２８．９４ １９０．４５ ４５８．８６
平均家庭病床费用（元） ２２４０ ３８０３．２ ４９８６．３ ５１７８．３ ５９１４．６

药品费用占家庭病床费用比例 ７４％ ６５％ ６３％ ５５％ ４７％

３　讨　论
３１　改善医疗服务条件，增强家庭病床作用　本次调
查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该社区的家庭病床量逐年增长，
但增长率呈下降趋势。某调查显示［２］，上海市某社区

家庭病床量 ２００７年比 ２００６年增加 ６７张，２００８年比
２００７年增加４５张，增长率分别为８．４９％、３．９３％。可
见，家庭病床在社区服务中得到了一定的推广，但增长

率缓慢，这可能由于相关政策的滞后以及医疗服务条

件的不足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家庭病床的开

展。近几年，政府每年均增加惠民服务项目，社区卫生

服务的重点服务对象是老年人，他们均能享受到免费

服务，加之门诊收费标准亦调整下降，自动要求撤床的

人数在逐年增加［３］。但是，在城市老龄化、老年病日益

上升的趋势下，仅靠住院及门诊治疗已不能解决和满

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家庭病床作为医院和患者的桥

梁和纽带，根据患者的需求，走出医院，上门服务，形成

一个固定、有效的服务网络，这对改进和提高社区卫生

服务的质量十分重要。因此，必须采取相关措施改善

家庭病床医疗服务条件，努力推及经济有效的医疗服

务，增强家庭病床在社区中的作用。

３２　根据人口老龄化的需求，积极开展家庭病床服
务　本次调查显示，家庭病床患者年龄偏高，主要集中
在７０～７９岁（占 ５７．１％），其次是 ６０～６９岁（占
１８．３％）。第６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６０岁
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的１３．２６％，６５岁及以上
的人口比重为８．８７％，老年人规模达１．７８亿［４］。随着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增长，家庭结构的特点和老年

人的生理特征均表明需要加快家庭病床护理的发

展［５］。发展家庭病床是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需

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看病难，住院难”的问题，同时

使患者在医疗环境家庭化中得到基本的治疗、护理和

检查，适应患者需求。因此，社区卫生服务应体现“以

人为本”的原则，老年人作为社区卫生服务最大的接受

群体，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存在多样性与迫切性，相

关部门应采取措施加强对家庭病床的宣传、规范家庭

病床服务从而使家庭病床成为解决特殊人群需求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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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方法。

３３　加强家庭医护人员的培养，提高家庭病床医疗服
务质量　本次调查显示，家庭病床中的疾病构成占首
位的是脑血管意外康复期，共６６４例（占７５．８％）。此
类患者急性期一般在上级医院治疗，病情稳定后转入

家庭病床进行后期恢复及康复锻炼，因患者年龄偏大，

导致康复速度慢，致残率高［６］。此外，家庭病床的其他

疾病如慢性病、长期卧床等，由于治疗时间长，导致并

发症增多，这就需要社区家庭医生、护士提供综合性、

连续性的康复理疗和功能锻炼指导，减少致残或致死

的发生率。以河北某社区医院为例：家庭病床医务人

员包括１名医生和１名护士，共同负责７０张病床，每
天随访至少１０名患者，入户患者约５～６人，而服务１
名家庭病床患者的时间不少于２ｈ［１］。可见，社区全科
医生作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加快社区全科医生的

培养是提高社区家庭病床服务质量和技术的基础。因

此，全面把握全科医生的思维，以全科医生为主体，以

家庭为单位，从单纯的医疗服务向整体服务中推行全

程全方位服务模式转变［７］。加强家庭病床医务人员医

疗服务的业务、服务理念的培养以及提高家庭医生队

伍的整体素质是完善家庭病床建设至关重要的因素，

同时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家庭病

床医护人员的积极性，直接或间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３４　完善家庭病床的各项规章制度，有助于降低医疗
费用　本次调查显示，家庭病床的年总收入和平均家
庭病床费用在不断增长，但增长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医疗费用的增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医疗卫生体制

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使卫生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但由

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导致一些医疗机构片面追求利

润，医疗服务逐渐走向市场化，加上社会生活水平提高

对医疗保健服务需求量增大和医疗的诱导行为、医疗

服务价格上升以及相关制度的落后等都直接或间接加

快了医疗费用的增长。进一步分析可见，药品费用也

逐年增长，药品费用占家庭病床总收入的比例逐年下

降，但比例几乎都超过了５０％。社会经济发展、物价上
涨、人口增长与老龄化，疾病谱改变、高药费疾病发病

率增加，药物的创新和更新换代，药品成本增加等因素

推动药费增长，降低医药费用能有效降低医疗费用，减

轻有病治不起的状况，从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８］。经

济因素是影响家庭病床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相

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政府部门的指导支持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吕桦等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家庭病床与住院

治疗的费用差异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指出，在达到同类

患者住院治疗效果的前提下，家庭病床的总费用均明

显低于住院治疗［９］。因此，必须采取相关措施严格规

定家庭病床的起付费用、药价等收费标准，完善报销制

度，加大政府财力支持，从而完善家庭病床广覆盖、便

捷、经济的服务模式。家庭病床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降低医疗费用的增长，提高基本医疗服务的可

及性，进一步体现社区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公益性。

家庭病床作为医院床位的补充形式，是医院治疗

的延伸和补充，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作用日显重

要［１０］。家庭病床以病人为中心，在医疗环境家庭化的

形式下为患者提供综合、方便、经济的卫生服务，减轻

患者的负担，符合患者及家属的需求，真正解决“看病

贵、住院贵、看病难”的问题。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

益严重和疾病模式的转化，家庭病床在社区卫生服务

中的需要量越来越大，但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宣

传不到位、医务队伍的服务素质、态度和全科医生教育

培训等因素的制约，家庭病床服务的普及发展是漫长

而又艰巨的。家庭病床作为社区卫生服务最佳形式，

对于缓解医患关系、合理配置利用卫生资源、构建和谐

社会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因此，相关部门应积极完

善各项措施以人性化的管理理念全面发展家庭病床，

不断提高家庭医生队伍的素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改

善医疗服务态度，推进家庭病床的规范化和合理化，从

而促进家庭病床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改善和优化社

区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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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桃源社区居家养老对老年人生命质量的效果研究
邹先梅，魏运芳，孔桂花，张升超，丘先

摘要：目的　研究桃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影响，为居家养老服务的进一步推广提供科学依
据。方法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ＡＤＬ）和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测量量表（ＳＦ３６）对桃源社区接受居家养老服务的
１５０名老人接受居家养老服务前后的自我照顾能力和生命质量进行评估，同时与对照社区的１５０名老人进行比
较。结果　居家养老后，桃源社区老人日常生活能力量表得分为１６．１６±５．１１，明显好于干预前的１７．３６±５．２６
（ｔ＝１．９８，Ｐ＜０．０５），也明显好于对照社区老人的１７．４２±５．４９（ｔ＝２．０６，Ｐ＜０．０５）；实施居家养老后，桃源社区老
人的生理职能、躯体疼痛、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等方面得分有明显提高。结论　社区居家养老能
有效提高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和生命质量，是我国目前重要的养老途径。

关键词：社区居家养老；老年人；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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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ｓｅｌｆｃａｒ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１５０ｏ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ｔｈｅｈｏｍｅｉｎｓｔｅａｄｓｅｎｉｏｒｃａｒｅｆｒｏｍＴａｏｙｕ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１５０ｏ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ｆｒｏ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ＬＤ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ｏ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ｆｒｏｍＴａｏｙｕ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ａｓ（１６．１６±５．１１），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１７．３６±５．２６）ｂｅｆｏｒｅ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ｔｈｅｈｏｍｅｉｎｓｔｅａｄｓｅｎｉｏｒｃａｒｅ（ｔ＝１．９８，Ｐ＜０．０５），ａｎｄ
ｔｈｅｎ（１７．４２±５．４９）ｏｆｏ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ｆｒｏ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２．０６，Ｐ＜０．０５）．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ＳＦ３６，ｔｈｅｈｏｍｅｉｎｓｔｅａｄ
ｓｅｎｉｏｒｃａ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ｒｏｌ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ｂｏｄｉｌｙｐａｉｎ，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ｏｌ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ｔｈｅｏｌ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ａｏｙｕ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ｈｏｍｅｉｎｓｔｅａｄｓｅｎｉｏｒｃａｒｅ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ｄａｉｌｙ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ｏ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ｗａｙｓｏｆｓｅｎｉｏｒｃａｒｅ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ｏｍｅｉｎｓｔｅａｄｓｅｎｉｏｒｃａｒ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养老问题已成为当
今世界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早在１９９９年，我国就已
经跨入老龄化国家行列［１］，并且具有典型的“未富先

老”的特点［２３］，养老问题成为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重

点。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老年人更容易接受居家

养老，但是因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导致家庭规

模逐渐缩小，４２１家庭日益增多，家庭养老功能也逐
渐弱化［４５］。本研究对社区与家庭相结合的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模式进行了研究，现将其对老年人生命质量

的效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桃源社区６０岁及
以上常住老年人。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社区居家养老实施方法
１２１１　服务思路　在充分动员社区内各种养老资
源的基础上，建立社区自我健康管理协会，以健康管理

服务团队的形式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服务，旨在

建立新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以提高老年人自我

健康管理能力及家庭的养老能力。

基金项目：广东省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００２１５２）；深圳市宝
安区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０６５２）

作者单位：５１８１０２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人民医院劳动社区
健康服务中心

通讯作者：孔桂花，Ｅｍａｉｌ：ｘｘｙｙｋｇｈ＠１２６．ｃｏｍ

１２１２　服务内容　①医疗保健：主要为与老人健康
直接相关的疾病防治、康复护理、健康教育等服务；②
生活照料：主要为与老人生活直接相关的家政服务，如

家务活动、起居照料等、出行陪同等服务；③精神慰藉：
主要为帮助老人进行情绪疏导创造平台，如邻里结对、

社区关怀、志愿者慰问等服务；④法律维权：主要包括
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⑤文化体育：开展各种俱
乐部（如太极拳、合唱团等）、兴趣班（如插花、秧歌

等）、趣味竞赛（如书法、绘画、厨艺等）活动，丰富老年

人的生活；⑥家庭成员照顾技能培训。
１２１３　实施方法　以桃源社区作为研究社区，开展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社区类型一致，功能、规模等相

近为标准，在同一街道选取另外一个社区为对照，开展

普通健康教育、健康体检等常规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

１２２　老年人生命质量调查
１２２１　调查对象　对桃源社区接受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的１５０名６０岁以上老人进行现况调查；在对照社
区选取身体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家庭环境、年

龄、性别等相近的１５０名老人进行现况调查，其中死亡
１人，有效１４９人。
１２２２　调查工具　以日常生活能力量表（ＡＤＬ）对
老人的自我照顾能力进行该评估，采用健康相关生命

质量测量量表（ＳＦ３６）分析接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前
后老人生命质量的变化情况。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调查问卷回收后，以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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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数据库，双人同步录入数据，并进行一致性分析。以

ＳＰＳＳ１５．０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基本情况　实验社区共评估１５０名老年人，其中
男性７２人（４８．００％），女性７８人（５２．００％），平均年
龄为６３．２５岁；对照社区共评估１４９人，其中男性７０
人（４６．９８％），女性 ７９人（５３．０２％），平均年龄为
６２．８６岁。两社区被评估对象的性别（χ２＝０．０３，Ｐ＞
０．０５）、年龄（ｔ＝０．３５，Ｐ＞０．０５）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实验社区与对照社区被评估的对象在日常生活

自理能力量表、家庭关怀指数的得分差异也无统计学

意义（ｔ分别为１．１５和１．６８，Ｐ＞０．０５）。
２２　自理能力评价　在实验社区实施居家养老服务
１年后，对实验社区和对照社区接受评估的老人进行
再次评估。结果显示：接受居家养老服务的社区老人

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的得分（１６．１６±５．１１）明显好于
对照社区（１７．４２±５．４９）的老年人（ｔ＝２．０６，Ｐ＜
０．０５）。评估等级构成也与对照社区不一致，正常老人
的比例高于对照社区，部分或严重障碍的老人比例低

于对照社区（χ２＝１０．２９，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实验社区与对照社区老人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评价等级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完全正常 部分功能下降 功能严重障碍 χ２值 Ｐ值

实验社区

对照社区

１５０

１４９

１１８（７８．６７）

９２（６１．７４）

１６（１０．６７）

３０（２０．１３）

１６（１０．６７）

２７（１８．１２）
１０．２９ ＜０．０５

　　注：完全正常：ＡＤＬ得分≤１６；部分功能下降：１６＜ＡＤＬ得分≤２２，

且≥３分的项目＜２项；功能严重障碍：ＡＤＬ得分 ＞２２，或≥３分的项目

≥２项。

　　在接受居家养老服务后，实验社区老人的日常生
活能力量表得分为１６．１６±５．１１，明显好于１年前的
１７．３６±５．２６（ｔ＝１．９８，Ｐ＜０．０５）。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等级评价也好于社区居家养老前，详见表２。
表２　实验社区老人接受居家养老服务前后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评价等级比较（ｎ，％）

时间 完全正常 部分功能下降 功能严重障碍 χ２值 Ｐ值

居家养老前

居家养老后

９３（６２．００）

１１８（７８．６７）

３２（２１．３３）

１６（１０．６７）

２５（１６．６７）

１６（１０．６７）
１０．２７ ＜０．０５

２３　生命质量评价　在实验社区，对１５０名社区老人
接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后的生命质量进行再次评价，

结果显示在生理职能、精力、躯体疼痛、情感职能、社会

功能、精神健康等方面得分有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见表３。

３　讨　论
３１　社区居家养老是我国目前重要的养老途径　有
学者研究指出２１世纪将是名副其实的人口老龄化世
纪，其中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增长幅度最大、速度最

快［６７］。老龄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社会问

题，它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

提高。在我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居民对居家养老的

接受程度更高，研究证明我国目前的机构养老难以满

足居民的养老需求，且机构养老的老人健康状况较

差［８９］。但是，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急剧增加，及受国家

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居民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

变化，空巢老人比例日益增加。家庭规模的缩小，４２
１模式家庭的增多，及空巢家庭增多，这些因素导致家
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４］。

表３　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前后社区老人生命质量的比较

功能方面 居家养老服务前 居家养老服务后

生理机能 ７９．８３±６．１２ ８０．５７±５．８１
生理职能ａ ６０．２５±８．２４ ７５．１４±６．６７
躯体疼痛ａ ６６．９５±９．８９ ７８．５９±７．２６
一般健康状况 ６４．３６±８．０８ ６５．３０±７．２８
精力ａ ６４．１５±７．９９ ７５．５６±８．６６
社会功能ａ ７０．６６±８．４４ ７８．３１±６．６８
情感职能ａ ６７．２６±１０．７１ ７２．９１±７．１１
精神健康ａ ７１．３７±７．５６ ８３．３６±６．９５

　　注：采用配对ｔ检验方法，ａ为Ｐ＜０．０１。

　　研究表明提供老年人照顾的家庭成员要承受生
理、心理、时间和经济压力［１０］。邹学农［１１］提出 ４２１
家庭结构难以承担家庭养老任务，独生子女婚后的居

住方式也会影响家庭养老功能的实现。并且，随着生

活节奏的加快，子女能够照顾老人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子女不得不面临经济和照顾老人的双重压力。在竞争

激烈、生存压力变大的今天，完全由家庭成员向老年人

提供全面照顾显然已经不可能。在此背景下，发展充

分利用社区资源，让老年人在社区或他们原来熟悉的

生活环境下维持独立的生活，又能获得必要照顾的社

区居家养老模式是缓解我国养老现状的重要途径。

３２　社区居家养老能有效提高老年人自我照顾能
力　经过一年居家养老服务的实施，桃源社区老人的
日常生活能力明显提高，日常生活能力量表平均得分

由１７．３６下降到１６．１６，评估等级为完全正常的人数由
９３人提高到了１１８人，增长了２６．８８％，评估等级为完
全正常的人所占比例由６２．００％上升到７８．６７％，部分
功能下降或严重功能障碍的比例有所下降。另外，与

对照社区相比，桃源社区老人的日常生活能力得分明

显高于对照社区老人；评估等级构成中，完全正常的比

例高于对照社区，部分功能下降或严重功能障碍则低

于对照社区。这充分说明了桃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

有效提高老人自我照顾能力。

３３　社区居家养老能有效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　居
家养老后，桃源社区老人在生理职能、躯体疼痛、精力、

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等多方面的得分有明显

提高，显示社区老人的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动员社区内各种养老资源，足够的资源

保证了服务的细致。同时，我国推崇天伦之乐，受传统

观念的影响，认为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是天经

地义的事情，并且人到老年后地缘观念更加浓厚，因

此，老年人都愿意生活在熟悉的环境 （下转第１４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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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ＰＫＵＶＰＳＭ工具在全面持续改进全科医师
服务质量中的干预分析

陈永清

摘要：目的　探讨ＰＫＵＶＰＳＭ工具在全面持续改进全科医师服务质量中的干预价值。方法　本次研究自２０１１
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展开调查，选择深圳市盐田区２家社康中心作为实验组，另外抽取２家与实验组社康中心规
模、政策环境、管理模式、社区类型等类似的社康中心作为对照组，对刚接受服务后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如接受

服务的居民是小孩的，由监护人回答），每家社康中心随机调查２００名居民，共调查８００名居民。另外对实验组社
康中心进行全科医师和中心主任服务质量采用ＰＫＵＶＰＳＭ工具进行全面持续改进，对比干预前后患者对服务质
量的满意度，并将干预后实验组的情况与对照组进行对比。结果　干预前，实验组全科医师服务质量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全面持续改进１年后，患者对实验组社康中心服务质量满意度明显提升，
Ｐ＜０．０５。结论　ＰＫＵＶＰＳＭ工具在全面持续改进全科医师服务质量中的应用，有效地提升了医师服务质量，具
有良好的适应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ＰＫＵＶＰＳＭ工具；持续改进；全科医师服务质量；干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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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ＫＵＶＰＳＭ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在维多利亚州患者
满意监测（ＶＰＳＭ）工具的基础上开发的住院患者体验
和满意监测工具，客观地反映了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

过程中每个环节所接受到的服务。这既能达到调查患

者满意度的目的，也能客观地反映出医疗服务过程中

存在的弱项和问题。此项改进，既保留了 ＶＰＳＭ工具
的科学性，又使此项工具在国内增加了实用性和适用

性。全科医师作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是初级卫生保

健领域内为广大民众实施优质、高效、可及卫生服务的

主要提供者，其服务质量更显重要［１］，本研究通过收集

和分析患者对全科医师各项工作服务的体验和满意情

况，以患者接受的全科服务体验为主，了解不同类型居

民对全科医师服务项目的质量要求，并探讨 ＰＫＵ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科技局项目（２０１２１１１）
作者单位：５１８０８１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沙头角社区健

康服务中心

ＶＰＳＭ工具在全科医师工作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本次研究自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
月展开调查，选择深圳市盐田区２家社康中心作为实
验组，另外抽取 ２家与实验组社康中心规模、政策环
境、管理模式、社区类型等类似的社康中心作为对照

组。在被抽取的所有社康中心大门外１００ｍ处，对刚
接受服务后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如接受服务的居民

是小孩的，由监护人回答），每家社康中心随机调查

２００名居民，共调查８００名居民，干预对象为实验组社
康中心的所有全科医师及中心主任；本组调查对象均

为在社康中心接受服务的居民，所有调查对象在性别、

年龄、生命体征等方面，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临床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根据调查结果制定的《全科医师工作
质量改进方案》中的内容，对干预对象进行监督、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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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及思想教育等形式的干预，对照组的社康中心全

科医师和中心主任不加干预，针对２组全科医师工作
质量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１３　调查方法
１３１　资料收集　收集和分析目前社区居民对全科
医师各项工作的体验和满意情况，以英国国民医疗保

健（ＮＨＳ）与Ｐｉｃｋｅｒ欧洲公司合作开发的《Ｐｉｃｋｅｒ全科
医学服务问卷》为基础，根据深圳市全科医学工作现

状，并增加社区居民对全科医师工作质量要求项目，制

定适用（本土化）的《全科医师工作体验及满意监测问

卷》［２］。通过预调查对问卷的内容进行改进，并计算

问卷重测信度，直至信度系数达到或超过０．７５。
１３２　调查内容　用《全科医师工作体验及满意监测
问卷》对抽取的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

包括：一般情况、医患互动、医师的技术能力、全科服务

的可及性和居民对全科医师服质量务需求四方面内

容。根据收集的数据分析患者对全科医师各项工作服

务的体验和满意情况，进而分析出深圳市全科医师工

作的重要环节和薄弱环节［３］。收集不同类型居民群体

对全科医疗各类服务项目的质量需求，根据问卷调查

收集的一般情况和居民对全科医师服务质量需求，分

析不同类型居民对全科服务项目的质量要求，如不同

户籍、年龄、学历、医保形式等的居民对全科服务各项

目中的质量要求，找出对某些特定服务项目质量要求

比较高的人群的特征。同时，设计满意度问卷调查表，

对患者进行干预前后满意度调查，分析其对全科医师

服务质量的满意度。见表１。
表１　满意度问卷调查表

评价项目
很好

５分
好

４分
一般

３分
不好

２分
很不好

１分
１工作人员的礼貌、态度、耐心程度 □ □ □ □ □
２询问有关您自己病情和治疗的机会 □ □ □ □ □
３您有需求时，工作人员给您提供的帮助 □ □ □ □ □
４你认为技术服务水平 □ □ □ □ □
５对这次服务的总体评价 □ □ □ □ □
６中心环境安静和清洁度 □ □ □ □ □
７诊室安静舒适及隐私保护程度 □ □ □ □ □

１４　ＰＫＵＶＰＳＭ工具的干预
１４１　制定全科医师工作质量改进计划并实施　根
据全科医师工作的重要环节、薄弱环节和居民的需求，

结合社区的特征，制定《全科医师工作质量改进方

案》，并在实验组社康中心进行实施［４］。

１４２　干预方法　以根据调查结果制定的《全科医师
工作质量改进方案》中的内容，对干预对象进行监督、

奖励、惩罚及思想教育等形式的干预。

１４３　效果评价　分析 ＰＫＵＶＰＳＭ工具在全科医师
工作质量管理中的效果，在改进方案实施１年后，对社
康中心服务的居民进行第二次问卷调查，了解居民对

全科医师各项工作服务的体验和满意情况，并与第一

次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根据 ＰＫＵＶＰＳＭ工具进行
质量管理后，全科医师工作质量的提升情况，同时，将

实验组的全科医师工作质量的提升情况与对照组进行

比较［５］。

１５　评价标准　工作人员的礼貌、态度、耐心程度；询
问有关患者自己病情和治疗的机会，中心环境安静和

清洁度，诊室安静舒适及隐私保护程度；详细解释疾病

知识（诊断、病因），详细讲解治疗信息（用药、随诊、复

查、预防），工作人员有没有礼貌、耐心地告诉患者如何

做等等。

干预前后患者对全科医师服务质量的满意度分为

以下几个评价标准。①非常满意：３０分≤满意度≤３５
分；②满意：２０分≤满意度≤２９分；③一般满意：１０分
≤满意度≤１９分；④不满意：＜１０分。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取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用
（ｘ±ｓ）表示，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干预前，通过问卷调查，实验组总体满意度为８２．
５％；对照组总体满意度为８０．０％。实验组全科医师
服务质量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对实验组社康中心进行全科医师和中心主任
服务质量采用ＰＫＵＶＰＳＭ工具进行全面持续改进，持
续１年，对比干预前后患者对服务质量的满意度如表
２所示，干预前后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干预前后患者对社康中心服务质量的满意度对比

时间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

干预前 ４００ ２０６ ９４ ３０ ７０
干预后 ４００ ２８２ ６０ ５０ ８

　　实验组经过１年干预，结果显示，其满意度达到
９８％，与干预前的８２．５％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
时，跟不进行干预的对照组，其满意度提高显著，对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ＰＫＵＶＰＳＭ工具在全面持续改进全科医师服务质
量中的应用，有效地提升了医师服务质量，具有良好的

适应性和实用性［６］。

３１　应用效果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经过１年的干
预，实验组全科医师服务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

著，由此可见ＰＫＵＶＰＳＭ工具在全面持续改进全科医
师服务质量中的应用和干预的有效性，而且在本组研

究中，可以发现，ＰＫＵＶＰＳＭ工具为制定深圳市全科医
学服务质量的阶段目标和全面改进服务质量提供科学

依据，为制定全科医师工作标准提供参考［７］。

３２　应用价值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 ＰＫＵＶＰＳＭ工具
的应用，可以预期将解决传统满意度调查呈现的虚假

高分现象，发现全科医疗服务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重

要环节，证明ＰＫＵＶＰＳＭ工具在全科医师工作质量管
理中的效果，有助于全科医师有针对性地为社区居民

提供帮助和改善服务［８］；同时有利于完善全科医师工

作质量管理工具，促进全科医师工作质量持续改进。

３３　相关建议　为制定“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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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提供科学的依据，同时为完善全科医师工作质量

管理工具提供依据，为制定全科医师工作标准提供参

考，促进全科医师工作质量持续改进，必须要进一步改

进ＰＫＵＶＰＳＭ工具的应用，充分发挥其临床应用价
值，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①规范 ＰＫＵＶＰＳＭ工
具应用程序：通过大量文献查阅，科学设计问卷，通过

预调查，进行问卷评价及修改，然后再进行基线调查，

把握薄弱环节、关键环节、居民需求、资料整理、分析，

制定《全科医师工作质量改进方案》［９］，接着质量改进

项目干预，最后进行终线调查与效果评估，以便于从中

发现问题，并根据具体问题制定针对性措施。②加强
医患互动，提高医师专业技术水平，增强服务的可及

性，满足居民对全科医师服务质量的要求。

总而言之，通过调查探索能真实反映全科医师工

作质量的监测工具，有助于了解全科医师工作的重要

环节及存在的薄弱环节，了解不同类型居民对全科服

务项目的质量需求［１０］，因此，对深入研究患者体验及

满意监测（ＰＫＵＶＰＳＭ）工具在持续改进全科医师工作
质量中的应用具有较高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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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３６６页）
ＰＴＨＶｉｔＤ轴的调控受抑制，从而导致代谢紊乱、免疫
失调，最终发生多器官功能衰竭，由此可导致危重患者

的病死率增加。这说明 ＶｉｔＤ水平不仅可以预测疾病
的严重程度，甚至可能预测疾病的病死率。

目前造成儿童ＶｉｔＤ缺乏的相关因素包括：①皮肤
的光合作用不足（季节、高纬度、防晒剂、地域等因

素）：皮肤的光照合成是人类ＶｉｔＤ的主要来源，这也与
婴幼儿呼吸道感染以冬春季发病率高相一致。一项在

蒙古中小学生当中进行的研究表明，儿童冬季每天补

充ＶｉｔＤ可以降低其呼吸道感染风险［８］。②储存量不
足，需要量增加、摄入量不足（早产、严重的营养不良、

肥胖、短的生育间隔、吸收障碍、肝肾疾病、药物的使用

等）。一项研究表明［９］，在５０例存在ＶｉｔＤ缺乏的患儿
中，４４例发病年龄在１岁以内，主要是因为婴儿生长
发育迅速，ＶｉｔＤ的需要量较多，而且该年龄段儿童胃
肠功能较弱，所进食物种类和数量有限，不能满足生长

发育的需要。其中２０例为早产儿，３０例母孕期有腓
肠肌痉挛史，这些患儿从母体摄取的 ＶｉｔＤ较少，体内
ＶｉｔＤ储量较少，以上因素共同导致 ＶｉｔＤ进行性缺乏。
另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表明，年龄１个月 ～３岁患肺炎
的患儿单次大剂量口服 ＶｉｔＤ３后，在随后的３个月内
病情不易反复［１０］。因此，我们认为在秋、冬季给予呼

吸道疾病易感人群适量ＶｉｔＤ口服同时加强户外活动，
将有利于预防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发生。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ＶｉｔＤ在儿童呼吸道感染性疾
病发生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补充

ＶｉｔＤ可能对严重肺部感染患儿有益。尤其是在呼吸
道疾病多发季节，保证适龄儿童 ＶｉｔＤ的摄入量、充足
的日光照射和尽量规避一些影响 ＶｉｔＤ吸收利用的因

素，对于预防相关疾病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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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干预·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精神心理分析
李大鹏，燕善军，汪建超，刘晓阳，邓敏

摘要：目的　比较肠易激综合征患者（ＩＢＳ）与正常健康人之间焦虑、抑郁症状的差异，探讨 ＩＢＳ发病与精神心理
因素的关系。方法　收集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确诊的 ＩＢＳ患者１００例及正常对照１００例，采用焦
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及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分别对２组进行焦虑、抑郁症状评分，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ＩＢＳ患
者的焦虑、抑郁患病率分别为２８％（２８／１００）、３５％（３５／１００）；ＩＢＳ患者 ＳＡＳ及 ＳＤＳ评分分别为４７．２７±１０．５３、
４８．１６±９．４１，正常对照组分别为４０．６２±８．２３、４２．２５±９．２５，ＩＢＳ组 ＳＡＳ及 ＳＤＳ评分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Ｐ
均＜０．０１）；其中，女性ＩＢＳ患者分别占ＩＢＳ组焦虑、抑郁患病率的６４．３％（１８／２８）、６０．０％（２１／３５），其ＳＡＳ及ＳＤＳ
评分分别为４９．１２±９．２１、５２．２５±９．３４，男性 ＩＢＳ患者 ＳＡＳ及 ＳＤＳ评分分别为４６．５６±８．７２、４７．８１±８．９３，女性
ＩＢＳ患者ＳＡＳ及ＳＤＳ评分均显著高于男性ＩＢＳ患者（Ｐ均＜０．０５）。结论　ＩＢＳ发病与精神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女
性ＩＢＳ患者精神心理症状比男性更为多见。
关键词：肠易激综合征；精神心理；焦虑；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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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易激综合征（ｉｒｒｉｔａｂｌｅｂｏｗｅ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ＢＳ）作为
胃肠道的一种功能性疾病，其发病机制至今尚未完全

明了，其病因与胃肠道动力紊乱、内脏感觉异常、肠道

感染及精神因素均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本研究通过对

焦虑、抑郁症状在 ＩＢＳ患者和正常人群中发病差异的
分析，探讨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因素与ＩＢＳ发病的关
系，为提高ＩＢＳ的治疗效果提供科学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
内科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９月的门诊和住院已确诊
的ＩＢＳ患者１００例及正常对照１００例进行研究。ＩＢＳ
组诊断参考 ＩＢＳ罗马Ⅲ诊断标准［１］：①病程６个月以
上且近３个月持续存在腹痛或腹部不适，并伴有以下
特点至少２项：ａ．症状在排便后缓解；ｂ．发作时伴排便
次数的改变；ｃ．发作时伴大便性状的改变。②实验室
检查、Ｘ线钡剂灌肠或内镜检查排除可解释症状的器
质性疾病。同时排除以下病例：有其他重大躯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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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病史者；有神经及精神疾病病史者；孕妇或哺乳期

妇女。其中男性４８人，女性５２人，年龄１８～６７岁，平
均（４０．１４±１４．２８）岁。对照组来自健康体检者、ＩＢＳ
患者家属及实习同学等，无消化系疾病及神经、精神病

病史，其中男性４６人，女性５４人，年龄１６～６４岁，平
均（３７．５３±１２．６７）岁。
１２　评分方法　应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ｘｉｅ
ｔｙｓｃａｌｅ，ＳＡＳ）及抑郁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ＳＤＳ）对ＩＢＳ组患者及正常对照组人群分别进行
评分。每个量表分别有２０项指标，标准分（Ｔ）＝量表
分×系数１．２５；ＳＡＳ标准分≥５０者表示有焦虑症状，
ＳＤＳ标准分≥５３者表示有抑郁症状。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运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处理，数据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ＩＢＳ组与正常对照组的评分比较　ＩＢＳ组焦虑、
抑郁患病率分别为 ２８％（２８／１００）、３５％（３５／１００）。
ＩＢＳ组ＳＡＳ及ＳＤＳ标准分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１），见表１。
２２　女性ＩＢＳ患者与男性 ＩＢＳ患者 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比
较　女性ＩＢＳ患者分别占 ＩＢＳ组焦虑、抑郁患病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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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６４．３％（１８／２８）和 ６０．０％（２１／３５）。女性 ＩＢＳ组
ＳＡＳ及ＳＤＳ标准分均显著高于男性 ＩＢＳ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ＩＢＳ组与对照组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ＳＡＳ ＳＤＳ

ＩＢＳ组 １００ ４７．２７±１０．５３ａ ４８．１６±９．４１ａ

对照组 １００ ４０．６２±８．２３ ４２．２５±９．２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１。
表２　女性ＩＢＳ组与男性ＩＢＳ组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ＳＡＳ ＳＤＳ

女性ＩＢＳ组 ５２ ４９．１２±９．２１ａ ５２．２５±９．３４ａ

男性ＩＢＳ组 ４８ ４６．５６±８．７２ ４７．８１±８．９３

　　注：与男性ＩＢＳ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及生活压力的增
加，ＩＢＳ的发病正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在我国占健康
人群的５％～６％［２］，且发病有年轻化的倾向。由于胃

肠神经内分泌学研究的发展，脑肠轴在 ＩＢＳ发病中的
作用从更高层次解释了 ＩＢＳ的发病机制，精神心理因
素与ＩＢＳ发病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关的研究逐
渐增多，精神心理症状与 ＩＢＳ之间相关性也得到大多
数研究的认同［３４］。

本研究显示ＩＢＳ患者的焦虑、抑郁发病率分别占
ＩＢＳ患者总数的２８％、３５％，其焦虑、抑郁评分显著高
于正常对照组，说明以 ＩＢＳ就诊的患者有较高的焦虑
及抑郁症状发生率，ＩＢＳ发病与精神心理因素关系密
切，要充分引起专科医生的重视。精神心理因素以脑

肠肽为介质，通过影响脑肠轴，最终影响到肠道的功
能［５］。负性的心理状态通过脑肠轴引起体内不同的
脑肠肽变化，导致内脏神经的敏感性改变，最终造成肠

运动功能的紊乱；同时内脏的传入神经冲动上行至中

枢系统，由后者产生反馈性的反应。有研究表明，作为

脑肠肽家族之一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Ｃｏｒｔｉ
ｃ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ＣＲＦ），在ＩＢＳ的发病中发挥重
要作用［６７］，且其与负性心理因素的发生密切相关［８］。

长期的负性心理应激还可使机体免疫功能下降，使肠

道肥大细胞脱颗粒释放一系列细胞因子［９］，诱发和加

重ＩＢＳ患者的临床症状。
本研究还显示女性ＩＢＳ患者与男性ＩＢＳ患者相比

更易出现焦虑、抑郁症状，出现焦虑、抑郁症状的女性

ＩＢＳ患者占有精神心理症状 ＩＢＳ患者比率的六成或六
成以上，其焦虑、抑郁评分均显著高于男性 ＩＢＳ组，提
示ＩＢＳ在精神心理因素方面的表现有性别的差异，女
性 ＩＢＳ患者的精神心理症状比男性所占比率明显增
高，这可能与女性的心理承受力、生理特征及社会角色

定位都有一定的关联。ＳｗｅｅｔｓｅｒＳ等［１０］的研究发现，

女性ＩＢＳ患者体内更易出现 ＣＲＦ浓度的升高，通过激
活ＣＦＲ受体而产生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症状。而
ＣＲＦ及其相关受体与ＩＢＳ的发病密切相关。这一情况
充分说明，ＩＢＳ和精神心理症状的并存不是二者简单
的互为因果关系，而是某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外周肠道

和中枢而产生的肠道症状和精神心理症状，是同一疾

病在外周和中枢的不同表现形式。通过阻断神经激肽

１受体会同时减轻女性 ＩＢＳ患者的肠道症状和焦虑症
状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１１］。除了精神心理症状外，

ＩＢＳ患者还可能合并其它的中枢系统疾病。台湾的最
新一项研究就表明，ＩＢＳ与帕金森病的发病是明显相
关的，其发病率是非ＩＢＳ患者的１．７６倍［１２］。

本研究显示，ＩＢＳ患者的肠道症状与精神心理症
状是密切相关的。在诊治过程中，不但要重视改善患

者的肠道功能，也要重视解决患者的精神心理症状。

通过精神心理的正确辅导，或辅以正确的抗焦虑、抗抑

郁等精神治疗，对此类患者无论是肠道症状还是精神

心理症状的改善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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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干预·

患者心理干预在口腔治疗中的辅助作用
柏平华，董艳

摘要：牙科焦虑症是指在牙科诊疗过程中，患者发生紧张、恐惧心理，导致其出现敏感性提升、耐受性下降的现

象。有的患者甚至由此逃避治疗，以致错过最佳治疗时期，造成口腔疾患进一步发展。随着医学“生物心理社
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更多的医学治疗逐渐转化为一种整体的医学治疗而不是仅仅针对疾病的诊治。在口腔治

疗中，患者容易产生焦虑、害怕、敌对等复杂的心理状态。如何消除负性心理的影响，从而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成

为口腔治疗研究的新方向是近些年学者研究的重点。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者采取了多种的心理干预方式，对不

同年龄（青少年、老年人）、不同口腔治疗方式（根管治疗、牙周病治疗、正畸、拔牙）进行了对照研究。结果发现，

对比于常规的口腔治疗，心理干预的患者普遍有更加良好的治疗效果，尤其是对青少年、老年人这样比较特殊敏

感的群体，心理治疗的适当使用可使病患不再恐惧抗拒，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成功率。本文就近年来心理干预在口

腔治疗中的作用做一分析。

关键词：心理干预；牙科焦虑症；口腔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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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交叉学科不断兴起的今天，作为传统学科的医
学已不再是传统上的生物学和临床经验科学的综合，

而是融入了其他学科的元素。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

学科，正在现代医学治疗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１９５５
年Ｂｅｅｃｈ在其经典著作《强大的安慰剂》中提出：心理
上的暗示有时候甚至能超越药物，更有效地迅速治愈

病人自身的疾病。口腔治疗中，大量的研究已经逐渐

发现患者心理干预在整个治疗中起到了强大的辅助作

用。

１　心理干预与牙科焦虑症治疗
　　牙科焦虑症（ｄｅｎｔ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以下简称 ＤＡ）泛指在
牙科诊疗过程中，患者发生紧张、恐惧心理，导致其出

现敏感性提升、耐受性下降的现象。有的患者甚至由

此逃避治疗，以致错过最佳治疗时期，造成口腔疾患进

一步发展［１２］。ＤＡ存在对早期就诊率、诊疗质量等均
有影响，在临床中发生率较高。国内也有研究表明，在

前来就诊的患者中存在恐惧的不在少数。ＤＡ不但延

基金项目：浙江省湖州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３ＧＹ３８）
作者单位：３１３１００浙江省长兴县中医院口腔科
通讯作者：董艳，Ｅｍａｉｌ：ｃｘｚｙｙｄｙ＠１６３．ｃｏｍ

误病情，使诊治质量下降，损害患者的口腔健康状况，

而且会恶化医患关系，其不利影响已逐渐为口腔医生

所关注。国外大量研究表明，心理的干预对于 ＤＡ的
治疗有着积极疗效，也进一步促进了患者治愈自身口

腔疾病的信心和几率。ｄｅＪｏｎｇｈ提出对 ＤＡ患者可以
进行认知重建的训练，通过引入心理学的访谈和引导，

促使患者重构自己的信念，形成对口腔治疗新的认知。

通过对５２名ＤＡ患者进行训练的随机对照研究得出：
相较于常规信息组和空白组，认知重建组不仅表现为

负性情绪频率低，而且还表现出牙科焦虑降低。１年
后回访的结果显示：接受干预的２组患者其牙科焦虑
均降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即认知重建治疗可降低

患者的焦虑，但若需要更长时间减轻焦虑，还应该让患

者反复暴露于牙科的治疗环境中。近些年，国内研究

者通过对本土患者的心理干预，也证明了 ｄｅＪｏｎｇｈ的
研究结果。胥欣等［３］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及汉密顿焦虑

量表对门诊就诊患者进行焦虑调查，筛选出伴有焦虑

患者８２例，随机分为心理干预组和对照组，并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心理干预组与对照组相比

较前者焦虑水平明显降低，患者无论在完成第一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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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还是复诊情况均优于对照组，进一步证明了心理干

预对于ＤＡ患者口腔治疗的积极辅助效果。

２　心理干预与口腔内科治疗
２１　根管治疗　根管治疗是牙髓根尖病变最常见的
治疗方法，其原发病变和治疗都可以产生强烈痛感。

因此，根管治疗中的疼痛体验以及疼痛恐惧便成为妨

碍牙科治疗保健服务的重要障碍之一。同时，这种疼

痛感引发的焦虑和恐惧使得患者疼痛体验加剧，进一

步影响治疗进程。朱晨曦等［４］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

机抽样法，确定６００名研究对象，采用汉化 Ｃｏａｒｈ’ｓ牙
科焦虑量表（Ｄｅｎｔ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ＤＡＳ）对其牙科焦虑
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方法对研究对象的牙科焦虑得分情况及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发现心理因素中的焦虑情绪与根管治疗

患者疼痛感觉高度相关，且相关系数为所有相关因素

之首。如何帮助患者消除对根管治疗的恐惧并树立更

强大的疼痛耐受性，成了近些年根管治疗医生开始关

注的问题。在国外的一些研究中，研究者尝试采用心

理干预的方式对根管治疗患者进行干预并取得了较大

的成效。在ｖａｎＷｉｊｋ等对４３７名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
结果表明：提供关于根管治疗肯定的信息能降低患者

对根管治疗的恐惧，减少其对治疗的抵触，让患者在治

疗过程中感到更加轻松；国内的大量研究也证明了根

管治疗中心理干预的良好效果。许琼莉等［５］将３６０名
牙髓炎患者随机分为３组，一组为书面告知加心理沟
通，余下的为书面告知组和书面告知加心理沟通加麻

醉组，量表调查显示：随着就诊次数的增加，３组患者
的ＤＡ分值均逐渐下降，其中以书面告知加心理沟通
加麻醉组下降最为明显，其次为书面告知加心理沟通

组。其研究结果证明心理沟通和麻醉可以显著降低根

管治疗中的牙科恐惧。

２２　牙周病治疗　相较于其他的牙齿疾病，牙周病发
病率高且常常被人忽视。研究发现，３０％ ～６０％的成
年人患有中等甚至重度牙周炎，且随着年龄的增加，牙

周疾病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增加。在对中国４个地区的
城市和农村人口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受检人

群的刷牙出血率为７１．１％，同时有６１．４％受检人群不
了解洁牙。从未洁过牙的人群比例，城市组为６６．８％，
农村组为９２．１％。由此得出，牙周病的预防和治疗在
大部分中国人中普及较少。因此如何做好牙齿疾病知

识的宣传活动，提高人们的重视也是刻不容缓的艰巨

任务，田丽萍［６］对口腔门诊２４２例患者进行调查发现，
存在恐惧心理的患者占６４．９％，其主要原因为害怕疼
痛，担心医生技术不佳，自身不愉快牙科经历等。ＤＡ
发生率较高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口腔科医师

对其要有足够认知了解，尽量做好治疗前相关知识的

讲解，降低患者恐惧心理，使治疗顺利进行。

３　心理干预与口腔外科治疗
３１　正畸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多的人选择
口腔正畸。而对于口腔正畸来说，患者的配合程度与

治疗效果息息相关。因此，对于正畸治疗，患者的心理

变化不容忽视。戴泰鸣等［７］采用将传统的语言交流方

式与笑气吸入结合，结果表明两者联合较单独应用效

果显著成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
正畸治疗中发现 ＤＡ水平会影响患者的疼痛主诉程
度，治疗前应对焦虑患者进行必要的心理指导，加强牙

科知识的宣传教育，可减轻其焦虑症状和减少牙科焦

虑症的发生。同时，对于口腔正畸来说，治疗人群以青

少年为主，该类患者自身对于主动性治疗的诉求较少，

主要以家长诉求为主，在父母的强迫下参与正畸的不

在少数。很多青少年患者在正畸治疗之前存在躯体

化、焦虑、抑郁、强迫和敌对等心理问题。王文光［８］将

９２例患者随机平均分成２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正畸治
疗护理模式，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以心理干预模式，结

果证明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治疗

期间不良反应例数较少，患者心理状态相关评价指标

的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且牙齿功能复常时间和

临床治疗总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通过综合性心理干

预，消除正畸患者心理问题，对之后的治疗可产生积极

作用，可降低患者焦虑不安、害羞内向以及自闭的心理

问题同时提高临床疗效，对口腔正畸有了更加积极的

态度。

３２　拔牙　拔牙是口腔科最常见的手术之一，但是却
容易引起一些患者的焦虑和紧张，甚至会抗拒就医，延

误治疗。因此在拔牙治疗中，对于患者心理的关注同

样重要。在众多的患者中，青少年和老年人两个群体

的拔牙伴随心理问题尤其突出，他们常常缺乏主动性

和协作性。就诊口腔科多有恐惧心理，往往诊治尚未

开始就拒绝医生的检查，哭闹不合作，迫使治疗中止，

给治疗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因此做好患者的心理干

预，对拔牙手术能否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张洁

等［９］选取了７～１０岁拔牙患儿１９０例，随机分成心理
干预组和对照组。对于心理干预组的患儿进行常规的

治疗以外，还辅以拔牙前、拔牙术中和拔牙术后的心理

干预帮助：医护人员在拔牙之前给予患儿良好的放松

环境，稳定患儿情绪，帮助患儿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在拔牙手术进行当中，医护人员通过解释拔牙的重要

性，并让患儿观看合作的患儿治疗过程等方法逐步降

低患儿对疼痛的恐惧；在手术后，医护人员给予患儿家

长和患儿一些适当的心理调适。对照组的患儿接受的

则是常规的拔牙治疗。研究结果表示，相较于对照组

８０％的满意度和７６．８％的手术成功率，心理干预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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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满意度和手术成功率分别为９５．８％和１００．０％，２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何丽萍［１０］２０１３年对８６例老
年拔牙患者的临床研究中，研究者将患者随机分成对

照组和干预组，相较于仅采用常规拔牙治疗的对照组

老年患者，干预组患者接受了牙科知识的讲解和心理

辅导，缓解了患者的心理压力。研究表明，手术前，干

预组的老年人血压更为稳定；手术后，干预组老年人的

进一步合作意愿也更加强烈。

４　小结
　　随着现代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
变，越来越多的医学治疗逐渐转化为一种整体的医学

治疗而不是仅仅针对疾病的诊治，口腔医学也不例外。

对于口腔医学来说，大部分的患者需要多次就诊，患者

积极的就诊心态以及强烈的复诊意愿是治疗过程的关

键。口腔门诊成人患者 ＤＡ发病率较高，且存在高度
焦虑的患者。临床医生在治疗前应加强与患者的交

流，给予患者必要的心理指导，加强口腔保健知识的宣

教工作；在进行临床操作时，应注意观察患者对每个治

疗步骤的反应，在治疗中尽量遵守无痛原则，以患者为

中心，让患者了解牙科治疗过程及相关信息，鼓励患者

参与其中，逐渐消除其焦虑情绪，以保证治疗计划的顺

利实施及患者的口腔健康［１１］。因此，口腔医生需要通

过引导病患正确认识自身口腔疾病的问题，正确理性

面对并克服口腔治疗中的疼痛。在国内国外的研究

中，我们发现，适当的心理辅导对患者起到了积极的效

果。尤其是对青少年、老年人这样比较特殊敏感的群

体，心理治疗的适当使用可使病患不再恐惧抗拒，大大

提高了治疗的成功率。纵观现有口腔心理干预的文

献，我们认为未来口腔心理干预将成为口腔治疗中密

不可分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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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林栋．低剂量螺旋ＣＴ引导经皮肺穿刺活检３８例分析［Ｊ］．临床
肺科杂志，２０１１，１６（３）：４７７４７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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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社区 ＣＯＰＤ患者药物治疗不良反应及生存质量分析
沈菲，韩一平，吴学智，凌小媛，陈慎

摘要：目的　了解上海市部分社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稳定期患者药物治疗不良反应、活动耐力、生存质
量满意度等情况。方法　参考２０１１年ＣＯＰＤ诊疗规范制定问卷调查表进行随机问卷调查。结果　行肺功能检
查明确不完全可逆气流受限确诊为ＣＯＰＤ患者１０２４例，药物治疗出现不良反应１１２例（１０．９％），吸入１２．５％、口
服６３．４％、静脉２４．１％；ＣＯＰＤ患者进行活动耐力训练者６４例（６．３％）；ＣＯＰＤ患者生存质量满意３４例（３．３％）。
结论　社区ＣＯＰＤ患者稳定期药物治疗使用途径以口服为主，出现不良应较多。患者活动耐力训练较少，生存质
量满意度差。

关键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社区干预；药物使用途径；基层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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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Ｐ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ＣＯＰＤ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ｉｎ２０１１．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ｐｉｒｏｍｅｔｒｙ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１０２４ｃａｓｅｓ，ｌｕ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ｅｓ
ｗｅｒｅ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ｇｏｌｄ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ＯＰＤ．１１２ｃａｓｅｓ（１０．９％）ｗｅｒｅ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ｄｒｕｇ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ｙｐｅｓ：ｉｎｈａ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１２．５％，ｏｒａｌ６３．４％，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２４．１％．６４ｃａｓｅｓ（６．３％）ｏｆＣＯＰ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ｔｉｖｅ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３４ｃａｓｅｓ（３．３％）ｗｅｒｅｆｕｌｌｏｆ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ｒｏｕｔｅｏｆ
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ｏｒａｌ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ＳｏｍｅＣＯＰ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ａ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ｄｅ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ｓ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Ｐ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ｅｓｏｆ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ｉ
ｍａｒｙ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ＰＤ）是常见的一种以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
限为特征的呼吸系统疾病，严重危害患者的身心健

康［１］。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易出现

呼吸道感染，往往存在基础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脑

血管病变等，起病隐匿，并发症多，发生率和病死率高，

且呼吸道分泌物不易于排出。因此，社区全科医生对

社区居民ＣＯＰＤ患者进行科普知识教育，劝导戒烟，增
强活动耐力，给予规范化治疗等，可阻抑病情发展，延

缓急性加重，改善生存质量，降低致残率和病死率，减

轻疾病负担。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上海市部分社区 ＣＯＰＤ患者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就诊时进行问卷调查。

１２　调查方法　参考２０１１年卫生部《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诊疗规范（２０１１年版）》（简称《诊疗规范》）［１］制
定问卷调查表，由调研员（经统一培训后的 ＧＰ）对受

基金项目：上海市杨浦区卫生计生系统“百医登高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００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研究生院（沈菲），
２００４３８上海市杨浦区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沈
菲，陈慎）；２００４３３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
院呼吸内科（韩一平）；６５０５００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吴学智）；２００００３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附属
长征医院感染科（凌小媛）

通讯作者：韩一平，Ｅｍａｉｌ：ｙｐｈａｎ２００６＠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试者按统一问卷逐项进行全面问诊，并完成该项调查

表的填写。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率表示。

２　结　果
２１　患者一般情况　《诊疗规范》指出：吸入支气管
舒张药后 ＦＥＶ１／ＦＶＣ＜７０％确定为不完全可逆性气流
受限是ＣＯＰＤ诊断的必备条件。详见表１。
２２　患者用药及生存质量情况　见表１，药物不同使
用途径出现不良反应者１１２例（１０．９％），吸入１２．５％、
口服占６３．４％、静脉占２４．１％；ＣＯＰＤ患者进行活动耐
力训练者６４例（６．３％）；ＣＯＰＤ患者生存质量满意３４
例（３．３％）。

表１　ＣＯＰＤ患者用药情况及生存质量满意度

项目 例数（％）

确诊ＣＯＰＤ例数 １０２４
　男性 ８１４（７９．５）
　女性 ２１０（２０．５）
临床症状 ８３４（８１．４）
吸烟 ６９２（６７．６）
　男性 ６０８（５９．４）
　女性 ８４（８．２）
药物不同使用途径出现不良反应情况 １１２（１０．９）
　吸入 １４（１２．５）
　口服 ７１（６３．４）
　静脉 ２７（２４．１）
ＣＯＰＤ患者活动耐力训练情况 ６４（６．３）
ＣＯＰＤ患者生存质量满意度 ３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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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ＣＯＰＤ药物治疗目的是减缓长期肺功能下降，预
防和治疗急性加重，降低住院率和病死率，缓解呼吸困

难并改善运动耐力及生存质量。而目前吸入治疗是主

要的治疗方法［１］。对９项长期临床研究的荟萃结果表
明［２］，吸入长效支气管舒张剂、吸入糖皮质激素和二者

的结合较安慰剂组肺功能下降减缓，且不同药物间减

缓ＦＥＶ１下降的程度相似。相关文献
［３５］指出，ＣＯＰＤ

患者可在社区全科医生管理下，联合慢性病自我管理

并进行分诊制度而有效降低患者急诊就诊率，减缓专

科医院急诊压力及经济负担。目前，对于晚期 ＣＯＰＤ
患者，除了戒烟，为伴静息低氧血症的ＣＯＰＤ患者提供
氧疗以及对部分经选择的气肿患者实行肺减容手术

外，没有其他能够延长其生命的治疗方法［６７］。因此，

应尽早发现肺功能改变，通过早干预、早治疗改善

ＣＯＰＤ患者生存质量，减少未来疾病进展风险［１］。

文燕等［８］研究认为，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合并２型
糖尿病患者吸入沙美特罗替卡松粉 １０ｄ后患者
ＨｂＡ１ｃ、８ＡＭＦＰＧ、２ｈＰＧ与吸入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然而，吸入性 ＩＣＳ能否降低 ＣＯＰＤ患者的病
死率，目前还存在一定争议［９１０］。ＣＯＰＤ患者进行活动
耐力训练者６４例（６．３％）；ＣＯＰＤ患者生存质量满意
３４例（３．３％）。郑志宏等［１１］研究认为，老年 ＣＯＰＤ患
者的生存质量明显下降。因此，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

应从以下几方面对 ＣＯＰＤ患者进行干预：①对社区居
民进行有关ＣＯＰＤ科普知识的教育；②正确规范用药，
减慢气道阻塞发展进程；③纠正并发症，减少药物不良
反应，提高生存质量。基层医疗最终应以适应社会、工

作、情感的需要为原则，对患者进行教育、保健、活动耐

力训练、营养支持、精神及职业的康复等方面的工作，

无论其疾病严重程度如何，通过上述早期干预治疗都

可改善呼吸道症状，消除焦虑、抑郁，减少急性发作次

数，提高活动耐力和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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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可以让老年人在社区或他

们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下维持独立的生活，而同时又

能获得必要的照顾，从而避免不必要的住院或隔离，符

合生物心理社会新型医学模式，也有利于提高老年
人的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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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皖北地区１２３例胃食管反流病食管外表现的
发病情况研究

邓敏，王启之，燕善军，李大鹏，汪强武，刘晓阳，顾林，薛永举

摘要：目的　探讨皖北地区胃食管反流病（ＧＥＲＤ）食管外表现（ＥＥＳ）的发病情况及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本研究入选患者，均具有典型的ＧＥＲＤ症状。入组患者进行ＧｅｒｄＱ量表和食管外相关症状的问卷调查并记录积分，
所有患者均进行内镜检查然后分为ＥＲＤ组和ＮＥＲＤ组，然后对上述资料进行统计、比较分析。结果　共分析１２３
例ＧＥＲＤ患者，伴有ＥＥＳ者１１１例，ＮＥＲＤ６９例。其中５０名患者（４１．０％）认为他们在过去的一周内存在因烧心和／
或反流而导致的睡眠困难。在 ＥＲＤ患者中睡眠障碍比 ＮＥＲＤ更普遍。额外服用非处方药在 ＥＲＤ患者中也比
ＮＥＲＤ患者更常见。ＥＥＳ的总的发病率在性别、年龄、吸烟状态、ＢＭＩ和有无内镜下反流性食管炎之间并无差异。
ＥＥＳ最常见是上腹部烧灼不适，其次为慢性咽炎、胸痛、咳嗽、声音嘶哑和哮喘。其发生率分别为：７３．２％、５１．８％、
４８．４％、３２．０％、２４．２％、１７．３％。ＥＲＤ患者与ＮＥＲＤ患者相比而言，其每一种ＥＥＳ的发生均有显著差异。ＧｅｒｄＱ评
分≥８分的患者中每一种ＥＥＳ的发生率均比＜８分的患者显著升高。ＥＥＳ的评分在目前吸烟的患者中比以前吸烟
或从不吸烟的高。在ＥＲＤ患者中ＥＥＳ的评分比ＮＥＲＤ患者高。５０例患者（４１．０％）存在睡眠障碍。结论　皖北地
区ＧＥＲＤ患者的ＥＥＳ相当普遍。相对于ＮＥＲＤ患者而言，ＥＲＤ患者的ＥＥＳ发生率更加常见。
关键词：ＥＥＳ；胃食管反流病；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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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病学调查［１］显示我国成人中症状性胃食管反

流病的患病率已达到３．１％。ＧＥＲＤ的临床症状表现
多样，可以表现为典型的烧心和反流症状，也可以表现

为形形色色的食管外症状（ｅｘｔｒａ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ＥＥＳｓ）。本研究旨在研究皖北地区 ＧＥＲＤ患者的 ＥＥＳ
的流行病特点以及评估其对该地区患者生活质量的影

响。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入组人群为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
２月在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诊前一周具有典型
的ＧＥＲＤ症状的患者。年龄在２０～８０岁之间，入组前
６个月内均经过胃镜检查。具有下列指标之一均不能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
通讯作者：王启之，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ｑｚ＠ｓｉｎａ．ｃｏｍ

入组：①有消化道手术史和／或消化道肿瘤病史；②入
组前４周内服用ＰＰＩ或Ｈ２受体拮抗剂超过１周者；③
任何报警症状，如显著的体重下降、呕血、黑便、发热、

黄疸或其他提示严重或恶性疾病的体征；④其他严重
的心血管或肺、胰腺、肾脏、肝脏等脏器疾病；⑤怀孕或
哺乳期者；⑥饮酒或吸毒者。研究经过医院的伦理委
员会同意，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入组的患者需完成 ＧｅｒｄＱ问卷调查　我们根
据国外文献选择了以下 ＥＥＳ症状进行调查：上腹部烧
灼不适、咳嗽、哮喘、声音嘶哑、胸痛，慢性咽炎并发症。

虽然有报道龋齿可能是ＥＥＳ［２］，但是目前并没有证实，
因此未纳入本研究。参照ＧｅｒｄＱ问卷的模式也按程度
和频度予积分记录，程度标准：０＝无症状；１＝轻，有症
状但能忍受，对日常活动无明显影响；２＝中，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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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常活动有影响（包括睡眠）；３＝重，症状不能忍
受，不能进行日常活动（包括睡眠）。频度标准：＜０＝
无；１＝１ｄ／周；２＝２～３ｄ／周；３＝４～５ｄ／周；４＝６～７
ｄ／周。
１２２　数据收集　入组的患者还需记录性别、年龄、
身高、体重以及是否吸烟（目前仍在吸烟，以前吸烟和

从不吸烟）。所有患者均行内镜检查，根据是否存在反

流性食管炎而分为 ＧＥＲＤ和 ＮＥＲＤ。ＧＥＲＤ患者根据
洛杉矶分级标准进行分类。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以 （ｘ±ｓ）表示。参数
统计应用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统计方法，非参数统计方法是通过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ｓＵ检验方法。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２月按上述
方法及标准共研究１２３例患者，具体如表１。

表１　１２３例胃食管反流病患者一般资料情况

项目 具体值（例，％）

性别（男／女） ５５／６８
年龄（岁） ５０．３±１４．０
　２０～２９ １０（８．１）
　３０～３９ ２１（１７．１）
　４０～４９ ２５（２０．３）
　５０～５９ ３３（２６．９）
　６０～６９ ２３（１８．７）
　７０～８０ １１（８．９）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３．３±３．０
　＜２５ ８９（７２．４）
　２５～２７．４ ２４（１９．５）
　≥２７．５ １０（８．１）
吸烟

　目前吸烟 ２９（２３．６）
　以前吸烟 ２４（１９．５）
　从不吸烟 ７０（５６．９）
内镜表现

　ＮＥＲＤ ６９（５６．１）
　ＬＡＡ ３６（２９．３）
　ＬＡＢ １３（１０．６）
　ＬＡＣ ３（２．４）
　ＬＡＤ ２（１．６）

２２　ＧｅｒｄＱ量表的评估　ＧｅｒｄＱ量表的平均分值
６．８６±３．６７。同时具有烧心和反流的共 ７２名
（５８．５％），只有烧心的２７名（２２．０％），只有反流的２４
名（１９．５％）。入组的患者中，５０名患者（４１．０％）认为
他们在过去的１周内存在因烧心和／或反流而导致睡
眠困难。在 ＥＲＤ患者中睡眠障碍比 ＮＥＲＤ更普遍
（４９．５％ ｖｓ．３５．１％，Ｐ＜０．００１）。额外服用非处方药
在ＥＲＤ患者中比 ＮＥＲＤ患者更常见（４５．８％ ｖｓ．
３２．２％，Ｐ＜０．００１）。
２３　ＥＥＳ的评估　在过去的 １周内，１１１个患者
（９０．３％）具有至少６个 ＥＥＳ中１个。最常见的 ＥＥＳ
是上腹部烧灼不适（７３．２％），其次为慢性咽炎
（５１．８％），胸痛（４８．４％），咳嗽（３２．０％），声音嘶哑
（２４．２％）和哮喘（１７．３％）。具有 ＥＥＳ的１１１个患者
中，２１个患者（１８．９％）在过去的 １周内有 １ｄ出现
ＥＥＳ，４８例（４３．１％）为２～３ｄ，４２例（３８．０％）为４～７

ｄ。ＥＥＳ的总的发病率在性别、年龄、吸烟状态、ＢＭＩ和
有无内镜下反流性食管炎之间并无差异。然而，ＥＲＤ
患者与ＮＥＲＤ患者相比而言，其每一种 ＥＥＳ的发生均
有差异（见图１Ａ）。除此以外，同时存在烧心和反流的
ＧＥＲＤ患者与只有烧心或反酸的患者相比而言，其每
一种ＥＥＳ的发生也均有差异。ＧｅｒｄＱ评分≥８分的患
者中每一种ＥＥＳ的发生率均比＜８分的患者显著升高
（见图１Ｂ和图１Ｃ）。平均ＥＥＳ的评分为４．５９±３．４９。
ＥＥＳ的评分在目前吸烟的患者中比以前吸烟或从不吸
烟的高（４．９０±３．７７ｖｓ．４．５０±３．３９，Ｐ＝０．０４３）。在
ＥＲＤ患者中ＥＥＳ的评分比ＮＥＲＤ患者高（５．１４±３．７４
ｖｓ．４．２２±３．２６，Ｐ＜０．００１），如表２。

　　注：图１Ａ示ＥＲＤ患者的 ＥＥＳ发生率比 ＮＥＲＤ患者更普遍；图１Ｂ
示同时具有烧心和反流症状的ＧＥＲＤ患者的ＥＥＳ发生率比只有１种症
状的患者高；图１Ｃ示ＧｅｒｄＱ评分≥８分的患者 ＥＥＳ的发生率比 ＜８分
的高，ａＰ＜０．０１，ｂＰ＜０．０５。

图１　亚组间ＥＥＳ的发生率比较

３　讨　论
　　ＧＥＲＤ是酸反流疾病，症状多种多样。随着生活
质量和饮食结构的改变，ＧＥＲＤ的发病率逐年上
升［３４］。ＧＥＲＤ起初定义为“胃内容物返流导致的症状
及并发症”，但是发现许多 ＧＥＲＤ患者同时存在 Ｅ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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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对于部分 ＧＥＲＤ患者而言，ＥＥＳ是其唯一症状。
用于治疗ＧＥＲＤ患者的 ＥＥＳ的费用达到了治疗典型
ＧＥＲＤ的５倍［５］，并且发现 ＧＥＲＤ严重影响了患者的
生活质量［６］。有关皖北地区 ＧＥＲＤ患者的 ＥＥＳ的发
病情况以及对该地区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知之甚少。

表２　亚组间ＥＥＳ评分的比较

项目 类别 ＥＥＳ评分 Ｐ值

性别 男 ４．５８±３．５０ ０．８９０
女 ４．６０±３．４８

年龄（岁） ＜５０ ４．７０±３．５８ ０．２３０
≥５０ ４．５０±３．４１

吸烟 目前吸烟 ４．９０±３．７７ ０．０４３
以前或从不吸烟 ４．５０±３．３９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５ ４．６２±３．５１ ０．６７０
≥２５ ４．５４±３．４５

反流性食管炎 ＮＥＲＤ ４．２２±３．２６ ＜０．００１
ＥＲＤ ５．１４±３．７４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对皖北地区ＧＥＲＤ患者的ＥＥＳ
的发病情况进行了统计研究。在１２３例过去１周有烧
心和／或反流的患者中，１１１（９０．３％）例患者具有ＥＥＳ。
在ＥＲＤ和ＮＥＲＤ２组患者中，总的ＥＥＳ的发生率之间
无差异，这与台湾最近的研究结果一致［７］。然而，２组
相比，其每一种 ＥＥＳ的发生均有差异，这却与其研究
结果不一致。我们认为两项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可能

是由于病例入组标准不一致有关。我们的研究入组病

例是就诊前１周具有典型的反流症状的患者，并没有
经过食管ｐＨ值监测或ＰＰＩ试验，然而台湾的研究其入
组病例则是在就诊前１周内至少３次具有典型的反流
症状并对ＰＰＩ或Ｈ２受体拮抗剂治疗有效的患者。因
此我们的研究中可能包括了更多的不具有 ＥＥＳ的
ＮＥＲＤ的患者。

先前的研究发现ＧＥＲＤ患者的 ＥＥＳ多种多样，并
且发病特点并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研究的人群不一

致。我们的研究认为，最常见的 ＥＥＳ是上腹部烧灼不
适，其次是慢性咽炎、胸痛、咳嗽、声音嘶哑和哮喘。在

德国、澳大利亚、瑞士的一项入组了６０００名患者的多
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中［８］，具有典型 ＧＥＲＤ症状的患
者中 ＥＥＳ的发病率是 ３２．８％，其中胸痛最常见
（１４．５％），其次是咳嗽（１３．０％）、慢性咽炎（１０．４％）
和哮喘（４．８％）。研究结果的差异提示我们ＥＥＳ的发
病因人群的不同而不同。

上腹部烧灼不适是根据ＧＥＲＤ专家的意见而列入
ＥＥＳ。然而，其到底是 ＧＥＲＤ的症状还是 ＥＥＳ目前仍
有争论。同时，功能性消化不良也表现为上腹部烧灼

不适，许多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患者并没有腹痛，而是表

现为有烧心伴有饱胀不适，以至于饭量减少。ＧＥＲＤ
和ＦＤ是上消化道最常见的两种疾病，两者的症状经
常并存和重叠［９］。但是，根据罗马Ⅲ标准，功能性消化
不良为排除性诊断，因此，我们认为具有典型的 ＧＥＲＤ
症状的上腹部烧灼不适应被视为ＥＥＳ。

我们的研究结果认为在同时具有２种典型 ＧＥＲＤ
症状的患者比只有单一 ＧＥＲＤ症状的患者而言，其
ＥＥＳ的发病更普遍；ＥＲＤ患者中 ＥＥＳ的发病更常见；
ＧｅｒｄＱ≥８分比 ＜８分的 ＥＥＳ更常见。这个结果与先
前的结果一致［８，１０］，因此我们认为 ＧＥＲＤ促使了 ＥＥＳ
的发生，具有ＥＲＤ的患者更易存在ＥＥＳ。由于ＥＥＳ评

分因其准确性和可重复性较差，因此 ＧＥＲＤ患者的
ＥＥＳ的实际发病率很难估计，也很难判断是 ＧＥＲＤ导
致了ＥＥＳ还是两者作为孤立的疾病而并存。除此以
外，我们的研究设计存在不足之处，没有设置单纯具有

ＥＥＳ症状而没有ＧＥＲＤ的对照组。
在最近的一篇系统综述中［１１］，ＧＥＲＤ对生活质量

的负担表现为工作时间延长以及工作效率下降。症状

发作频繁者其睡眠质量更低。夜间发病的患者对生活

质量的影响比白天发病要严重得多。在我们的研究

中，生活质量的评估是根据 ＧｅｒｄＱ量表来进行评估。
由于烧心和／或反流而导致的睡眠障碍在 ＥＲＤ患者中
占到４１％，比ＮＥＲＤ更普遍。先前认为由于反流而导
致的睡眠障碍在 ＧＥＲＤ的患者中占到 ６３％ ～６５％。
我们研究人群中 ＮＥＲＤ的发病率较高，同时由于每个
研究对于睡眠障碍的定义存在偏差，这可能是两项研

究的睡眠障碍发生率不一致。除此以外，我们的研究

中部分患者需要因为烧心和／或反流而自行购买非处
方药，这可能会抵消因反流症状得到控制而减少了睡

眠障碍。

总的来说，皖北地区 ＧＥＲＤ患者的 ＥＥＳ的发病率
仍较高。在ＥＲＤ患者中，其ＥＥＳ的发病及对生活质量
的影响比ＮＥＲＤ更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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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ＭＲＩ乳腺动态增强扫描在乳腺良恶性病变中的
诊断价值研究

尹森琴，刘永强，张国正，王莹，张娟

摘要：目的　探讨并评价ＭＲＩ乳腺动态增强扫描在乳腺良恶性病变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
理或临床随访证实的８２例乳腺病变患者，采用ＰＨＩＬＩＰＳＡｃｈｉｅｖａ１．５Ｔ和Ｓｉｅｍｅｎｓ３．０Ｔ磁共振扫描仪先行常规及
扩散加权成像扫描，之后行乳腺动态增强扫描，对增强病变进行形态学及血流动力学分析，比较其在良恶性病变

中的鉴别诊断价值。结果　８８个异常强化病灶中，局灶性６个，肿块性３０个，非肿块性５２个。乳腺良、恶性病变
的动态增强曲线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６．３５，Ｐ＜０．００１）。以Ⅱ、Ⅲ型曲线诊断恶性病变敏感度为８２％
（４１／５０），特异性为５７．８９％（２２／３８），准确性为７１．５９％（６３／８８）。把良性病变的早期增强率按照ＴＩＣ类型分成２
组，Ⅰ型为Ａ组，Ⅱ、Ⅲ型为Ｂ组，２组间均数分别为（５５．３±２０．５）％、（１８９．３±５８．２）％，２组间差别具有统计学
意义（ｔ＝９．８３２，Ｐ＜０．００１）。相应恶性病变均数为（２０６．７±６６．４）％，良性病变Ａ组与恶性病变差别有统计学意
义（ｔ＝１２．５０８，Ｐ＜０．００１）。良、恶性病变最大增强率均数分别为（１９９．３±７０．５）％、（２２４．３±７８．６）％，２组间差
别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３０７，Ｐ＝０．３８４）。而良、恶性病变相对最大增强率分别为（１．０８４±０．３５０）％／ｓ、（２．３１６±
０．５３）％／ｓ，２组间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８．３５６，Ｐ＝０．００３）。良恶性病变患侧乳腺血管计数得分均数分别为
１．０６±０．４２、２．８９±０．５７，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６．３７，Ｐ＜０．０１）。结论　动态增强ＭＲＩ可充分显示异常强化
病灶的形态学特征，不同强化病灶形态与其病理基础有一定相关性；乳腺动态增强时间信号强度Ⅰ型曲线与乳腺
良性病变、Ⅱ～Ⅲ型曲线与乳腺恶性病变有明显相关性；相对最大增强率在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明
显优于早期增强率及最大增强率；病变侧乳腺血管数量及扩张程度可作为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指标之一。

关键词：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乳腺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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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ｂｅｎｉｇｎａｎｄ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ｂｒｅａｓｔｌｅ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ＭＲＩ；Ｂｒｅａｓｔｌｅｓｉｏｎｓ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

作者单位：３２４０００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放射科（尹森
琴，刘永强，张国正，王莹）；３１００２２浙江省肿瘤医院
放射科（张娟）

通讯作者：张娟，Ｅｍａｉｌ：３８３８７２２９５＠ｑｑ．ｃｏｍ

着女性身心健康及生命。磁共振成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
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因具有良好的软组织分辨率及空
间分辨率，而且无放射线损伤，广泛应用于乳腺检查。

随着ＭＲＩ新技术的发展，ＭＲＩ在乳腺检查中的应用逐
渐增多［１］。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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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ｃｅ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ＤＣＥＭＲＩ）具有观
察病灶组织内的血管密度、血管通透性等相关信息的

能力［２］，对于依靠钼靶、超声等诊断较为困难的乳腺病

灶，通过ＤＣＥＭＲＩ，有助于进一步明确病灶性质，作出
正确诊断［３］。本研究通过对钼靶和（或）超声诊断不

明确的乳腺病变进行动态增强 ＭＲＩ扫描，进一步探讨
动态增强磁共振对乳腺异常强化病灶的形态学特点及

诊断意义，并评价乳腺动态增强血液动力学参数和乳

腺血管成像在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中的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来
本院及浙江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就诊的患者８２例，经
病理或临床证实病变共计８８个。所有患者经钼靶和
（或）超声怀疑乳腺病变，其中１例是左乳浸润性小叶
癌术后１６个月，其余均未接受过手术、放化疗及内分
泌治疗。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２４～６１岁，平均年龄
４２．５岁。
１２　ＭＲＩ检查方法　３２例患者采用ＰＨＩＬＩＰＳＡｃｈｉｅｖａ
１．５Ｔ磁共振扫描仪及相应后处理软件，５０例患者采用
ＳｉｅｍｅｎｓＶｅｒｉｏ３．０Ｔ磁共振扫描仪及相应后处理软件。
对比剂采用欧乃影（钆双胺注射液）：０．２ｍｍｏｌ／ｋｇ浓
度，１５ｍｌ规格。采用８通道乳腺专用相控阵线圈。患
者取俯卧位，双侧乳腺自然下垂并用双侧挡板稍加固

定，使乳腺保持不动，减少运动伪影。常规扫描后，依

次同时行扩散加权成像及动态增强扫描。常规及扩散

加权成像扫描参数：ＰＨＩＬＩＰＳＡｃｈｉｅｖａ１．５Ｔ轴位 Ｔ２Ｗ
ＳＰＡＩＲ序列：ＴＲ４２４０ｍｓ，ＴＥ７０ｍｓ；轴位 ＦＳＥＴＳＥ序
列：ＴＲ４９８ｍｓ，ＴＥ１０ｍｓ；ＤＷＩ：ＴＲ７０００ｍｓＴＥ６２ｍｓ；
ＳｉｅｍｅｎｓＶｅｒｉｏ３．０Ｔ扫描参数如下：轴位 ＴＳＥＴ２Ｗ序
列：ＴＲ５８００ｍｓＴＥ８３ｍｓ；轴位ＴＳＥＴＩＷＩ序列：ＴＲ７００
ｍｓ，ＴＥ１０ｍｓ；轴位ＤＷＩ序列：ＴＲ７０００ｍｓＴＥ８５ｍｓ；ｂ
值均为１０００ｓ／ｍｍ２，扩散梯度应用于 Ｘ、Ｙ、Ｚ三个轴：
每轴扫描层厚均为４．０ｍｍ，层间距均为１．０ｍｍ。动
态增强扫描：采用轴位乳腺容积成像序列。ＰＨＩＬＩＰＳ
Ａｃｈｉｅｖａ１．５Ｔ扫描参数如下：ＴＲ７．０２ｍｓ，ＴＥ３．４３ｍｓ，
翻转角１０°，ＦＯＶ３００～３４０ｍｍ，层厚２．０ｍｍ，间隔－１
ｍｍ，矩阵４１６×３２０。ＳｉｅｍｅｎｓＶｅｒｉｏ３．０Ｔ扫描参数如
下：ＴＲ４．５ｍｓ，ＴＥ１．６ｍｓ，翻转角１０°，ＦＯＶ３２０～３４０
ｍｍ，层厚２．４ｍｍ，无间隔，矩阵４４８×３００，应用脂肪饱
和技术。平扫结束后用高压注射器以２．０ｍｌ／ｓ流率
注入０．２ｍｍｏｌ／ｋｇ对比剂，然后以同样速度注入２０ｍｌ
生理盐水进行快速冲洗，开始注射对比剂同时进行动

态增强扫描序列，连续重复８次（１．５Ｔ）或５次加高分
辨率扫描（３．０Ｔ）扫描。
１３　ＭＲＩ图像分析　常规及扩散加权成像扫描：在
Ｔ１ＷＩ、Ｔ２ＷＩ、ＤＷＩ序列图像上记录８８个乳腺病灶的信
号变化。

１３１　动态增强扫描　参照 ２００３年美国放射学会
ＢＩＲＡＤＳＭＲＩ报告的标准，将８８个异常强化灶分为３
种类型：局灶性（＜５ｍｍ小斑点状强化灶，单发或多

发）、肿块性（＞５ｍｍ具有三维立体结构占位性病变）
和非肿块性（除以上局灶性和肿块性病变其他异常强

化灶）。将８８个病灶按强化类型与其病理或临床诊断
行相关分析。

１３２　血流动力学　采用机器自带功能软件对增强
病变进行分析。感兴趣区（ＲＯＩ）置于病变早期强化最
显著处，避开明显坏死、囊变、钙化区及邻近血管。绘

制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图（ＴＩＣ），按照 Ｋｕｈｌ等标准将
ＴＩＣ曲线分为缓慢上升型（Ⅰ型）、平台型（Ⅱ型）和廓
清型（Ⅲ型）。计算３种 ＴＩＣ曲线在８８个良恶性病变
中各自所占比例，统计不同 ＴＩＣ曲线诊断乳腺良恶性
病变的敏感性及特异性。

１３３　强化程度定量分析　据 Ｂａｕｄｕ等标准加以修
改，按照以下公式分别计算８８个病变的早期增强率、
最大增强率和相对最大增强率，并统计分析其在良恶

性两组病变中有无差异性。

早期增强率 ＝［（ＳＩｐｏｓｔ（１ｍｉｎ）－ＳＩｐｒｅ）／ＳＩｐｒｅ］×
１００％

最大增强率 ＝［（ＳＩｐｏｓｔ（ｍａｘ） －ＳＩｐｒｅ）／ＳＩｐｒｅ］×
１００％

相对最大增强率 ＝［（ＳＩｐｏｓｔ（ｍａｘ）－ＳＩｐｒｅ）／（ＳＩｐｒｅ
×Ｔｍａｘ）］×１００％
式中ＳＩｐｒｅ为病灶增强前的信号强度，ＳＩｐｏｓｔ（１ｍｉｎ）

为增强后１ｍｉｎ病灶信号强度，ＳＩｐｏｓｔ（ｍａｘ）为增强后病
灶最大信号强度，Ｔｍａｘ为达峰时间（达峰时间以秒为单
位）。

１３４　乳腺血管成像　对患侧乳腺血管的评分参照
文献［４］的研究方法，选取增强后１ｍｉｎ或２ｍｉｎ原始容
积数据行双侧乳腺轴位及冠状位最大强度投影（ｍａｘｉ
ｍｕ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ＭＩＰ），计算患侧乳腺血管数
目并进行评分。纳入血管计数的血管标准为：在乳腺

轴位或冠状位其长度≥３ｃｍ且其最大断面直径≥２
ｍｍ。评分从０～３分不等，０分：无可计数血管；１分：
仅有１支可计数血管；２分：有２～４支可计数血管；３
分：≥５支可计数血管。计算良恶性病变患侧乳腺血
管计数得分均数，并分析有无统计学意义。若良恶性

病变发生在同一侧乳腺内，则血管评分归入恶性组。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采用两样本 ｔ检
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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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良恶性病变的异常强化形态　８２例８８个
病变均经病理或临床随访证实，其中良性病变 ３５例
３８个，包括纤维腺病６个，纤维腺瘤６个，增生并纤维
腺瘤样形成３个，导管内乳头状瘤８个，肉芽肿性乳腺
炎５个，浆细胞性乳腺炎３个，乳腺增生７个。恶性病
变４７例５０个，包括浸润性导管癌２３个，浸润性小叶
癌１２个，髓样癌４个，导管内癌１０个，恶性叶状囊肉
瘤１个。４例患者存在多发病变，其中２例为不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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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内良、恶性病变各１个；另２例为发生在同一侧乳
腺内２个良性病变。８８个异常强化病灶中，局灶性６
个，肿块性３０个，非肿块性５２个，１２种乳腺良恶性病
变的分布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１２种８８个乳腺良恶性病变的异常强化形态

病变类型 局灶性 肿块性
非肿块性

局限样 线样 导管样 节段性 区域性

纤维腺病 ６
纤维腺瘤 ６
增生并纤维腺瘤样形成 ３
导管内乳头状瘤 ３ ５
肉芽肿性乳腺炎 ４ １
浆细胞性乳腺炎 １ ２
乳腺增生 ２ ５
浸润性导管癌 ９ ３ ８ ３
浸润性小叶癌 ６ ４ ２
髓样癌 ２ １ １
导管内癌 ６ ４
恶性叶状囊肉瘤 １

２２　乳腺病变动态增强血流动力学参数
２２１　时间信号强度曲线　良性病变中Ⅰ型曲线２２
个（图１，见封三），Ⅱ型曲线１１个，Ⅲ型曲线５个；恶
性病变中Ⅰ型曲线 ９个，Ⅱ型曲线 １８个（图 ２，见封
三），Ⅲ型曲线２３个。乳腺良、恶性病变的曲线分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６．３５，Ｐ＜０．０１），见表 ２。以
Ⅱ、Ⅲ型曲线诊断恶性病变的敏感度为８２％（４１／５０），
特异性为 ５７．８９％（２２／３８），准确性为 ７１．５９％（６３／
８８）。以Ⅲ曲线诊断恶性病变的敏感性为 ４６％（２３／
５０），特异性为 ８６．８４％（３３／３８），准确性为６３．６４％
（５６／８８）。

表２　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分布
曲线类型 良性病变 恶性病变 χ２值 Ｐ值

Ⅰ型 ２２ ９
Ⅱ型 １１ １８ １６．３５ ０．０００
Ⅲ型 ５ ２３

２２２　早期及最大增强率、相对最大增强率　早期增
强率：按照ＴＩＣ类型将良性病变分成２组，Ⅰ型为Ａ组
（图１，见封三），Ⅱ、Ⅲ型为Ｂ组（图２，见封三），２组均
数分别为（５５．３±２０．５）％、（１８９．３±５８．２）％，２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９．８３２，Ｐ＜０．００１）。恶性病变
均数为（２０６．７±６６．４）％，良性病变 Ａ组与恶性病变
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２．５０８，Ｐ＜０．００１）。最
大增强率及相对最大增强率：良、恶性病变最大增强率

均数分别为（１９９．３±７０．５）％、（２２４．３±７８．６）％，２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３０７，Ｐ＝０．３８４）。而良、恶
性病变相对最大增强率分别为（１．０８４±０．３５）％／ｓ、
（２．３１６±０．５３）％／ｓ，２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
８．３５６，Ｐ＝０．００３），见表３。
２３　乳腺良恶性病变患侧乳腺血管的ＭＲＡ评价　良
性病变中，８个患侧乳腺血管的计分为 ０分，１４个 １
分，１０个２分，４个３分。由于良性病变中有２例患者
各有２个病变发生在同侧乳腺内，因此良性病变只有
３６个纳入血管评分中，恶性病变中１２个１分，２４个２
分，１４个３分。良恶性病变患侧腺血管计数得分均数
分别为１．０６±０．４２、２．８９±０．５７，差别具有统计学意
义（ｔ＝６．３７，Ｐ＜０．０１）。

表３　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血流动力学参数
类别 早期增强率 最大增强率 相对最大增强率

恶性病变 （２０６．７±６６．４）％ （２２４．３±７８．６）％ （２．３１６±０．５３）％／ｓ

良性病变
（５５．３±２０．５）％ａ

（１８９．３±５８．２）％ｂ
（１９９．３±７０．５）％ （１．０８４±０．３５）％／ｓ

ｔ值
１２．５０８
０．７６７

０．３０７ ８．３５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７

０．３８４ ０．００３

　　注：ａ为Ⅰ型Ａ组，ｂ为Ⅱ、Ⅲ型Ｂ组。

３　讨　论
　　目前，在乳腺磁共振成像中应用最多的序列是
Ｔ１ＷＩ动态增强扫描序列，Ｔ１ＷＩ动态增强扫描序列能
获得乳腺形态及血流动力学两方面的信息，是乳腺磁

共振检查最常用的方法。乳腺病变在磁共振常规平扫

序列上常无特征性表现，除囊肿等囊性病变外，大多数

病变在Ｔ１ＷＩ增强序列上表现为异常强化灶，而且动
态增强磁共振上乳腺病灶的异常强化形态的表现多种

多样［５］。美国放射学会出版的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

统的磁共振成像部分（ＢＩＲＡＤＳＭＲＩ）将乳腺异常强化
病灶概述为３大类：局灶性、肿块和非肿块样病变，然
而其具体的形态学表现却没有系统的分析报道。本研

究中的６个纤维腺病灶全部表现为局灶性强化。肿块
性强化灶则见于纤维腺瘤，增生并纤维腺瘤样形成以

及浸润性癌，影像表现为均匀强化、边界光滑。根据文

献报道非肿块样病变强化形态可以细分为多种类

型［６］：局限样、线样、导管样、节段样、区域性和弥漫性。

本研究中的 ５２个非肿块样强化病变可以分为 ５类。
导管内乳头状瘤、导管内原位癌及浸润性导管癌多表

现为导管样或节段性强化，局限性强化见于髓样癌，线

样强化多见于导管内乳头状瘤和浸润性小叶癌，而区

域性强化在良恶性病变中均可见，提示其特异性较差。

磁共振动态增强通过注入对比剂后观察病变信号

强度随时间变化，从而了解病变的血流动力学相关信

息［７］。时间信号强度曲线是乳腺增强 ＭＲＩ研究最多
也最常用的一个参数，是病变血液灌注和流出等多种

因素的综合反映［８］。本研究中Ⅱ、Ⅲ型 ＴＩＣ曲线诊断
恶性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均较高，分别为

８２．００％、５７．８９％和７１．５９％，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
的恶性病变多属于中晚期，恶性程度较高。而Ⅱ型曲
线见于纤维腺瘤、乳腺增生、乳腺炎以及恶性叶状囊肉

瘤，其特异性较差，与文献报道类似［９］。Ⅰ型曲线对诊
断良性病变的特异性较高，常见于纤维腺病，少见于纤

维腺瘤及浸润性导管癌。

早期增强率主要反映病灶的血管丰富程度以及血

液灌注情况，与病灶内微血管密度和血管渗透性密切

有关［１０］。目前国内外关于早期增强率计算时间窗尚

无统一标准，国内认为恶性病变通常于６０ｓ后信号强
度显著下降，国外文献则认为９０ｓ内增强均为早期增
强，这可能与所采用的扫描仪器及各种参数不同有

关［１１］。本研究选择６０ｓ时间窗，按照ＴＩＣ曲线将良性
病变早期增强率分成 Ａ、Ｂ两组，２组间比较具有统计
学差异；但良性病变的Ｂ组与恶性病变无统计学差异，
这与良性病变Ｂ组主要为血供丰富的纤维腺瘤和炎性
病变有关。良、恶性病变的最大增强率之间无明显统

计学差异，而相对最大增强率在两者之（下转第１４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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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彩超联检血清 βＨＣＧ、Ｐ对宫外孕的诊断价值
孙皓，杨文

摘要：目的　探讨彩超联检血清βＨＣＧ、Ｐ水平对宫外孕患者的诊断价值。方法　应用彩超和化学发光法对３３例
宫外孕患者进行彩超和血清βＨＣＧ、Ｐ的水平检测，并与３５例正常妊娠孕妇作比较。结果　宫外孕组患者血清β
ＨＣＧ的含量为（２５．８±１５．６）ｍＩＵ／ｍｌ，而正常孕妇组含量为（８９．４±２１．２）ｍＩＵ／ｍｌ，宫外孕组血清βＨＣＧ水平均显著
低于正常孕妇组，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宫外孕组患者血清Ｐ水平含量为（１０．４±３．２）ｎｇ／ｍｌ，而
正常孕妇组含量为（２８．９±１０．２）ｎｇ／ｍｌ，宫外孕组血清 Ｐ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孕妇组，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宫外孕组血清βＨＣＧ水平与Ｐ水平呈显著性正相关（γ＝０．５７８４，Ｐ＜０．０１）。结论　彩超联检血清β
ＨＣＧ和Ｐ水平的变化对宫外孕患者的病情、探讨其发病机理和预后判断均有一定的临床实用价值。
关键词：宫外孕；彩超；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亚单位；孕酮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４５．１　Ｒ７１４．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４５２０２

Ｕ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ｏｓｏｕ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ｕｍβＨＣＧａｎｄｐ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ｃｔｏｐｉｃ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ＳＵＮＨａｏ，ＹＡＮＧＷｅ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２２２００２，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ｕｍβ
ＨＣＧａｎｄＰ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ｌｌ３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３５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ｓｏｆｓｅｒｕｍβＨＣＧａｎｄＰｌｅｖｅｌｓｂｙ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ｔ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ＣＬＩＡ）．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βＨＣＧ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２５．８±１５．６）ｍｉｕ／ｍｌ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８９．４±２１．２）
ｍｉｕ／ｍｌ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Ｐ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１０．４±３．２）ｎｇ／ｍｌ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ｗａｓｌｏｗ
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２８．９±１０．２）ｎｇ／ｍｌ（Ｐ＜０．０５）；ＳｅｒｕｍβＨＣＧ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Ｐｌｅｖｅｌｓ（γ＝０．５７８４，Ｐ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
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ｕｍβＨＣＧａｎｄＰｌｅｖｅｌｍｉｇｈｔｂｅｈｅｌｐｆｕｌｔｏ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Ｂｅｔａｓｕｂｕｎｉｔ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ｈｉｎ（βＨＣＧ）；Ｐｒｏ
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

　　彩超对宫外孕的临床诊断已得到临床和科研工作
者的一致肯定［１］。βＨＣＧ测定在宫外孕的诊断中有
一定的临床价值［２］。本文探讨彩超联检血清 βＨＣＧ
和孕酮（Ｐ）水平对宫外孕的临床价值，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患者组：３３例，均为２０１１年８月—
２０１３年４月在我院妇产科经临床明确诊断的宫外孕
患者。临床主要症状表现为停经、阴道不规则流血、下

腹痛等。其中未生育者占７１％。正常孕妇组：３５例正
常孕妇组及３０例正常未孕组均为我院妇产科门诊体
检合格的正常妇女，无其它妇科合并症。

１２　彩超检查　应用 ＡＣＵＳＯＮＡｎｔａｒｅ彩色多普勒超
声诊断仪，配有腹部探头和经阴道探头；应用经腹部超

声检查，可疑者改用彩超经腹＋经阴道超声；检查内容
主要观察子宫内膜情况、宫内有无孕囊、附件区有无包

块及其大小、形态、回声情况、包块周围血流、腹盆腔积

液等。

１３　血清βＨＣＧ和Ｐ检测　采用化学发光法，试剂
为由强生公司提供的仪器及配套试剂，严格按操作说

明进行。

作者单位：２２２００２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科
通讯作者：孙皓，Ｅｍａｉｌ：６２７８６８８２８＠ｑｑ．ｃｏｍ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所测数据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
相关分析采用直线回归，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彩超检查结果　本组诊断的３３例宫外孕患者，
经手术病理证实，其中输卵管妊娠３０例，卵巢妊娠１
例；３５例正常孕妇均在宫腔内见孕囊回声及卵黄囊回
声。宫外孕声像图特征：附件区包块呈“面包圈”征，

周边见环状血流环绕（见图１、２，见封三）。
２２　正常未孕组、正常受孕组和宫外孕患者组血清
βＨＣＧ和Ｐ含量测定结果　详见表１。

表１　正常未孕组、正常孕妇组和宫外孕组患者
血清βＨＣＧ和Ｐ含量测定结果

组别 例数 βＨＣＧ（ｍＩＵ／ｍｌ） Ｐ（ｎｇ／ｍｌ）

正常未孕组 ３０ ８．２±５．４ ０．７８±０．３２
正常孕妇组 ３５ ８９．４±２１．２ ２８．９０±１０．２０
宫外孕组 ３３ ２５．８±１５．６ａｂ １０．４０±３．２０ａｂ

　　注：与正常未孕组比较，Ｐ＜０．０１；与正常孕妇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３　血清βＨＣＧ水平与Ｐ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呈显著正相关（γ＝０．５７８４，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近十多年，异位妊娠与正常妊娠相比呈逐渐上升
趋势，其中以输卵管异位妊娠最为常见，约占异位妊娠

·２５４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１２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９



的９０％ ～９５％，在宫外孕发生率逐年上升的情况下，
怎样快速、方便、准确诊断显得尤为重要。彩超结合血

清学诊断异位妊娠已被肯定，目前大量的宫外孕都可

在包块破裂前被诊断和治疗［３］；但孕早期无论经腹部

还是经阴道超声仍然有一部分既不能肯定是宫内孕也

不能肯定是宫外孕［４］，因此还需与妊娠黄体、黄体破

裂、阑尾炎等鉴别［５］，借助血清学检测，对临床诊断有

重要意义。本文测定３３例宫外孕患者，约９５％的患
者血清βＨＣＧ在１６～２８ｍＩＵ／ｍｌ，其原因是合子产生
ＦＤ就能在血清中检测出 βＨＣＧ，其增加指数与滋养
叶细胞指数平行［６］。由于宫外孕中滋养细胞发育不

良，合体滋养叶细胞合成 ＨＣＧ量显著降低，故检测结
果较正常孕妇低（Ｐ＜０．０１）［７］。

孕酮（Ｐ）有少量来自卵巢，Ｐ是人体内真正的孕激
素。一般说来，孕激素往往在雌激素作用基础上产生

效用。Ｐ是由卵巢分泌，卵巢内主要由黄体产生，在妊
娠期Ｐ主要来源于胎盘。Ｐ为 Ｃ２１类固醇，Ｐ是雌激
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生物合成中的重要中间体。Ｐ的
合成是在ＦＳＨ、ＬＨ、ＰＲＬ３种垂体激素共同作用下完成
的。Ｐ在肝脏被灭活，转变为孕二醇与葡萄糖醛酸结
合后，由尿、胆汁和粪便排出体外。

Ｐ主要作用于子宫内膜和子宫肌层，是孕卵着床
的必要条件［８］。本文检测的结果表明：９５％的宫外孕
患者血清Ｐ水平在９～１２ｎｇ／ｍｌ中，因此，笔者认为宫
外孕患者Ｐ的参考值应为９～１２ｎｇ／ｍｌ。分析其原因
是：Ｐ可以反映滋养细胞功能，由于宫外孕滋养层发育
不良，滋养细胞活力急剧下降，卵泡周围供血不足，使

黄体发育不良，从而引起 Ｐ水平大大地低于正常孕妇
组（Ｐ＜０．０１）。李东等［９］也认为低水平孕酮在异位妊

娠的发生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诊断宫

外孕患者的一个十分可靠的数据。

本文还对宫外孕患者血清 βＨＣＧ与 Ｐ水平进行
相关性分析：结果呈显著正相关（γ＝０．５７８４，Ｐ＜
０．０１）。

综上所述，应用彩超结合血清βＨＣＧ、Ｐ水平联合
检测，在早期输卵管妊娠、早期先兆流产的鉴别诊断中

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１０］，避免了单一诊断的局限性，

对宫外孕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十分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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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具有统计学差异，可能是由于大部分良性病变的达

峰时间较晚，恶性病变则较早。因此，相对最大增强率

在乳腺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

增强ＭＲＩ可获得较为满意的血管图像，本研究选
用注入对比剂后１ｍｉｎ或２ｍｉｎ图像进行ＭＩＰ重建，可
以获得良好的乳腺血管影像。本研究结果表明患侧乳

腺血管计数评分在良恶性病变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其中恶性病变患侧的乳腺血管计数评分与文献报道类

似［４］。对患侧乳腺血管的充分显示与了解不仅有利于

鉴别诊断，而且对临床手术方案的制定亦有重大指导

意义。

综上，动态增强ＭＲＩ能够充分显示异常强化病灶
的形态学特征，充分认识其形态学特征有助于乳腺疾

病的诊断；乳腺动态增强时间信号强度Ⅰ型曲线与乳
腺良性病变、Ⅱ～Ⅲ型曲线与乳腺恶性病变有明显相
关性；相对最大增强率在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中

优于早期增强率和最大增强率；动态增强 ＭＲＩ可充分
显示乳腺血管分布情况，病变侧乳腺血管数量及扩张

程度可作为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指标之一。

参考文献
［１］　赵合保，李保卫．乳腺磁共振成像检查的应用研究进展［Ｊ］．实用

心脑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３，２１（８）：１０１２．
［２］　张帆，常双会．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与肿瘤新生血管［Ｊ］．医学研

究生学报，２０１０，２３（９）：９７７９８０．
［３］　张小安，刘真真，赵鑫，等．动态增强ＭＲＩ结合ＤＷＩ对乳腺病变性

质的诊断价值［Ｊ］．实用放射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９（４）：５６１５６４．
［４］　张玉梅，王成伟，尹喜，等．ＭＲＩ血管成像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

断价值［Ｊ］．实用放射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９（６）：８９５８９８．
［５］　赵合保，赵向荣，李保卫，等．乳腺 ＭＲ动态增强技术联合扩散加

权成像的临床应用价值［Ｊ］．中国实验诊断学，２０１３，１７（８）：１４２９
１４３１．

［６］　李晓，程流泉，刘梅，等．ＭＲＩ、钼靶和超声对乳腺非肿块样强化病
变诊断的对比研究［Ｊ］．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１（５）：３３６
３４０．

［７］　陈培强，王翠艳，郝雯．动态增强磁共振对乳腺癌病灶周围血管征
的诊断价值［Ｊ］．山东医药，２０１２，５２（１）：５５５６．

［８］　吕亚萍，兰庆茂，马雪梅，等．磁共振信号强度与动态增强诊断乳
腺疾病的价值［Ｊ］．广西医学，２０１２，３４（８）：９８１９８３．

［９］　徐光炎，金琼英，沈巨峰，等．ＭＲＩ动态增强联合 ＤＷＩ对乳腺良恶
性病变的鉴别［Ｊ］．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２０１２，１８（２）：１３０
１３３．

［１０］　彭艳霞，蔡宏民，崔春艳，等．ＤＷＩ及动态增强 ＭＲＩ鉴别乳腺病
变的对比研究［Ｊ］．中国ＣＴ和ＭＲＩ杂志，２０１４，１２（１）：１４．

［１１］　李俊，赵卫．３．０Ｔ磁共振动态增强及扩散加权成像对乳腺病变
的诊断价值［Ｊ］．实用放射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９（１２）：１９４０１９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０５

·３５４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１２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９



·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多层螺旋 ＣＴ及其后处理技术在诊断输尿管结石中的价值
魏旭，尹永华，赵志清，莫金潮

摘要：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ＣＴ及其多种后处理技术对输尿管结石的诊断价值及其对临床治疗的指导作用。方
法　收集了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间经多层螺旋ＣＴ检查的输尿管结石４３例，其中男性２９例，女性１４例，
年龄１７～７３岁，平均４１．７岁，回顾性分析其多层螺旋 ＣＴ及后处理图像表现，并与临床结果对比。结果　４３例
患者共发现输尿管结石５２粒，ＣＴ表现为圆形、类圆形或结节状高密度影，结石梗阻的输尿管近段增粗、扩张，
ＣＰＲ二维重建能直观地显示结石及输尿管扩张的情况。增强后肾盂期行三维重建即ＣＴ尿路成像能立体地显示
输尿管结石及近段输尿管扩张等整体情况，图像立体感强。结论　输尿管结石ＣＴ平扫后采用ＣＰＲ，增强后采用
ＣＴＵ可显示结石和扩张的输尿管等整体情况，是目前诊断输尿管结石的最佳成像方法之一。
关键词：输尿管结石；多层螺旋ＣＴ；后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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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尿管结石是泌尿外科最常见病之一，传统的检
查方法包括卧位腹部平片和静脉尿路造影等，因其图

像分辨率低，且为重叠影像及受腹部气粪影等多因素

的影响而受限［１］。近年来，多层螺旋 ＣＴ诊断输尿管
结石已经应用于临床。多层螺旋 ＣＴ因扫描速度更
快、层厚更薄、各向同性、一次屏气可完成全泌尿系的

检查，并可根据需要运用多种后处理技术进行二维或

三维图像重组对病变进行全面观察，可大大提高对细

小、疑难病变的诊断［２］。本文利用多层螺旋 ＣＴ及其
后处理技术分析４３例输尿管结石并探讨其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了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间经多层螺旋ＣＴ检查的输尿管结石患者４３例，男性
２９例，女性１４例。年龄１７～７３岁，平均４１．７岁。临
床表现主要有：突发性左下腹部绞痛１５例，突发右下
腹部绞痛１７例，并会阴部放射痛１０例，双肾区叩击痛
３６例，尿路刺激症状 ９例，无明显症状者 ３例。肉

基金项目：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科技局科技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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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血尿有１８例，镜下血尿２５例。既往有肾结石史３５
例。Ｂ超检查发现输尿管结石伴输尿管扩张１８例，只
发现输尿管扩张未发现结石１５例，阴性１０例。２８例
行体外碎石术，１５例经输尿管碎石取石术，后采用排
石、解痉、止痛及运动等治疗后结石３４例已经排出体
外，剩余９例仍在随访中。
１２　检查方法　所有病例的 ＣＴ检查均采用 Ｔｏｓｈｉｂａ
Ａｑｕｉｌｉｏｎ４四层螺旋 ＣＴ机，常规扫描条件１２０ｋＶ，２５０
ｍＡ，１．０ｓ，采集层厚为 ２ｍｍ，间隔为 ２ｍｍ；螺距为
３．５，距阵为５１２×５１２；扫描范围从膈下至耻骨联合上
缘，嘱患者一次屏气完成扫描，以减少运动伪影。１１
例行增强扫描，对比剂用碘普胺注射液，碘浓度为３００
ｇ／Ｌ，总量按 １．５ｍｌ／ｋｇ，采用美国 ＭＥＤＲＡＤ公司的
Ｖｉｓｔｒｏｎ（ＶＨＵ６００）ＣＴ高压注射器，注射流率３．０ｍｌ／ｓ，
经肘静脉注射对比剂后行皮质期、实质期、肾盂期及延

迟期扫描，扫描完成后，对原始数据进行层厚１．０ｍｍ、
间隔 １．０ｍｍ重建，将重建数据传至 ＴｏｓｈｉｂａＳＧＩ０２
（ＩｍａｇｅｓＰ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Ｗｏｒｋ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ＧＩ０２）工作站，进
行图像后处理，并根据病变需要多方向调整角度，以最

佳效果显示病变。

２　结　果
　　４３例患者共发现输尿管结石５２粒，并发肾结石
３３例（见图１、２），并发多囊肾、多囊肝１例。６例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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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尿管各见一粒结石（见图２），３例一侧输尿管见两
粒结石（见图３）。输尿管结石 ＣＴ表现为长椭圆形或
条状、结节状高密度影，ＣＴ值约为２３２～１１２９ＨＵ（见
图１、３、４），直径约为５～１６ｍｍ，平均约为８．３ｍｍ。本
组中输尿管结石位于输尿管上段 １４例 １７粒（见图
１）、输尿管中段２０例２５粒（见图３）、输尿管下段９例
１０粒（见图２）。结石梗阻的输尿管近段增粗、扩张，
扩张的输尿管直径约８～２２ｍｍ，平均为１４．３ｍｍ（见
图３），１３例管壁均匀增厚，厚度约３～５ｍｍ，平均３．５
ｍｍ，增强后管壁轻 ～中度均匀强化（见图４），周围脂
肪间隙密度增高、模糊者８例，肾体积增大者１６例，肾
窦和肾周脂肪密度增高、模糊及肾周筋膜增厚者９例。
ＣＰＲ二维重组可任意方向成像，并且具有和横断面相
似的密度分辨率，能直观地显示结石及输尿管扩张的

情况（见图３）。增强后肾盂期行三维重组即 ＣＴ尿路
成像（ＣＴｕｒ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ＴＵ）能清楚显示输尿管结石及近
段输尿管扩张，图像立体感强，类似静脉尿路造影图像

（见图２）。

　　注：ＣＴ平扫左输尿管上段
及左肾下盏内分别见高密度结

石 影 （箭 头），ＣＴ 值 约 为
１１２９ＨＵ。
图１　左输尿管上段结石及

左肾结石

　　注：增强后 ＣＴＵ显示右输
尿管上段、左输尿管下段及右肾

多发高密度结石影（箭头），并右

肾萎缩、功能不良及左输尿管上

段轻度扩张，类似于静脉尿路造

影图。

图２　右输尿管上段、左输
尿管下段及右肾结石

　　注：ＣＴ平扫 ＣＰＲ重组示右
输尿管中段见两粒高密度影（箭

头），并上方输尿管及肾盂扩张

积液，输尿管最宽约１９ｍｍ。
图３　右输尿管中段结石

　　注：ＣＴ增强扫描见左输尿
管上段内点状高密度结石影（箭

头），周围输尿管壁环形增厚，厚

约３ｍｍ，并轻度强化。
图４　左输尿管上段结石

３　讨　论
　　输尿管结石是泌尿外科最常见的急腹症之一，其
临床表现主要为急性肾绞痛和不同程度的肉眼或镜下

血尿。临床上此类患者常规的方法包括腹部平片、Ｂ
超和排泄性尿路造影（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ｕｒ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ＶＵ），但

这些检查都存在诸多缺点［３］。近年来，随着多层螺旋

ＣＴ技术的快速发展，在诊断输尿管结石上已经得到临
床医师的广泛应用。多层螺旋 ＣＴ因扫描速度更快、
层厚更薄、各向同性、一次屏气可完成全泌尿系的检

查，并可根据需要运用多种后处理技术进行二维或三

维图像重组对病变进行全面的观察，大大提高对细小

结石和阴性结石的诊断［４５］。

输尿管结石的多层螺旋 ＣＴ直接表现主要有：患
侧扩张的输尿管梗阻端可见高密度的结石影，呈长椭

圆形或条状、结节状，显示直观明了，在薄层重组图像

上可发现细小的结石，冠状位曲面重组可以清楚地显

示高密度结石的长轴信息，以及上方扩张积液的输尿

管及肾盂的整体情况［６］。本组４３例患者结石位于输
尿管上段１４例１７粒、输尿管中段２０例２５粒、输尿管
下段９例１０粒，结石均表现为输尿管内高密度。另
外，输尿管结石可引起一些继发征象，主要包括：结石

梗阻引起的上方输尿管及肾盂、肾盏扩张积液，输尿管

壁增厚，周围模糊，主要是输尿管及周围炎症引起；肾

周炎包括肾窦和肾周脂肪密度增高、模糊及肾周筋膜

增厚，肾体积增大等［７］。本组４３例患者伴同侧肾盂、
肾盏不同程度扩张、积液，有１３例输尿管管壁均匀增
厚，厚度约３～５ｍｍ，平均３．５ｍｍ，增强后管壁轻～中
度均匀强化，并周围脂肪间隙密度增高、模糊者８例，
肾体积增大者１６例，肾窦脂肪密度增高、模糊、肾周脂
肪密度增高、模糊及肾周筋膜增厚者９例。这些继发
征象的出现有助于发现输尿管结石，若有明显的继发

征象而未发现结石，可能是输尿管结石已经排出，而引

起的炎症尚未消退［８］。

输尿管结石的多层螺旋 ＣＴ后处理技术及图像表
现主要有：①多层平面重组（ｍｕｌｔｉｐｌａｎａ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ＰＲ）和曲面重组（ｃｕｒｖｅｄｐｌａｎａ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ＰＲ），
ＭＰＲ和ＣＰＲ技术操作简便，可以任一横断面、冠状面、
矢状面及曲面重组图像，并且具有与横断面相同的密

度分辨率，因输尿管走行不位于同一平面上，故 ＣＰＲ
应用于输尿管重组较广泛，可以使迂曲的输尿管展现

在同一平面上，显示直观明了［９］。②表面遮盖显示
（ｓｈａｄ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ＳＤ）是指通过计算被观察物
体表面所有相关像素的最高和最低 ＣＴ值，并保留其
影像，而超出限度的 ＣＴ值阈值的像素被作透明成像
处理，并可通过切割技术及任意角度旋转调整最佳视

角，立体完整的显示病变的空间位置，其图像立体感

强，但存在着容积信息丢失，图像显示细节不够丰富等

缺点，目前已很少应用［１０］。③容积再现法（ｖｏｌｕｍｅ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ＶＲ）是将每个层面容积资料中所有体积元
加以利用，ＶＲ重建主要是通过调节 ＣＴ阈值范围和阻
光度来获得满意图像，ＣＴ阈值范围和 ＳＳＤ相同，而阻
光度的取值范围从０到１。０代表完全透明体素，１代
表完全不透明体素，ＶＲ重建选择的是０～１之间的半
透明体素值，是渐变的模糊阈值，ＶＲ的这种模糊处理
更加真实地描述了物质的空间分布，因此 ＶＲ获得的
是真实的三维显示图像。由于其容积信息量不丢失，

对比度好，层次清晰，显示细节效果较 （下转第１５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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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二维、三维超声结合诊断胎儿畸形的临床价值
裘伟英

摘要：目的　对产前二维、三维超声诊断胎儿畸形的临床价值进行探讨分析，进一步起到指导今后胎儿畸形检测
的作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０１４年１月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妇幼保健院进行检查的９４５６例妊
娠１２～３８周孕妇，首先进行常规二维超声检查、记录，疑似胎儿发育异常者行三维成像，采集胎儿立体、运动图
像。结果　经引产或出生后证实各种畸形共１４６例，发生率为１．５４％（１４６／９４５６），二维超声检出率为８３．５６％
（１２２／１４６），低于三维超声的 ９５．８９％（１４２／１４６）（Ｐ＜０．０５，χ２＝１２．０３７），三维超声检查漏诊 ６例，漏诊率为
４．１１％（４／１４６），胎儿畸形累计所有系统，如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泌尿系统、消化道系统等，其中心血管系
统所占比例最高，占１７．８％（２６／１４６），其次是泌尿生殖系统１６．４％（２４／１４６）、中枢神经系统１５．８％（２３／１４６）。
结论　产前超声检查是诊断先天性胎儿畸形的主要手段，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
关键词：胎儿畸形；三维超声；二维超声；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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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ｓａｍａｊｏｒｍｅａｎｓｔｏ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ｆｅｔａｌ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ｅｔａｌ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

　　胎儿畸形作为围产儿死亡的主要原因，国外报道
的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约为１５‰，而我国２０１２年
由卫生部最新统计的结果为５．６％，说明我国的产前
诊断形势严峻。超声作为目前产前诊断中筛查胎儿畸

形的主要手段，对于提高围产儿生存质量及人口素质

具有重要意义［１］。随着超声技术的不断发展，仪器检

查对母体及胎儿的损害均显著下降［２］。本研究回顾性

分析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０１４年１月在我院进行检查的
９４５６例妊娠１２～３８周孕妇，首先进行常规二维超声
检查、记录，疑似胎儿发育异常者行三维成像，采集胎

儿立体、运动图像，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０１４年
１月在我院进行检查的９４５６例孕妇，年龄２２～４０岁，
胎龄１２～３８周，均为单胎。孕妇经过身体健康检查，
无其他病症，均符合条件，且均同意该研究，并签订知

情同意书。

１２　检查方法　仪器采用 ＧＥ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８，百胜 ＤＵ８
腹部探头频率 ３．５～５．０ＭＨｚ，腹部容积探头频率
３．０～６．５ＭＨｚ。孕妇多取仰卧位（必要时取侧卧位），

作者单位：３１２３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妇幼保健院Ｂ超室

首先对胎儿进行常规二维超声检查（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ＤＵ），发现感兴趣部位后再进行 ＲＴ
３ＤＵ。按照２０１２年产前超声检查指南，检查胎儿顺序
按照头颅、颜面部、颈部、胸部（心脏）、腹部（脐带腹壁

入口）、外生殖器及脊柱四肢等，并注意胎盘和羊水情

况；透明成像模式用于观察胎儿的上肢、下肢及脊柱等

骨性结构，并测量相应的骨骼长度［３］。对疑有胎儿畸

形者于产后或引产后进行跟踪随访。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处理资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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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４５６例孕妇中，经引产或出生后证实各种畸形共
１４６例，发生率为１．５４％，二维超声检出１２２例，检出
率为 ８３．５６％；三维超声检出 １４０例，检出率为
９５．８９％，漏诊６例，漏诊率为４．１１％；二维超声检出率
低于三维超声检出率（Ｐ＜０．０５，χ２＝１２．０３７）；具体结
果见表１。引产或分娩结果显示，其中颜面部畸形１９
例：唇、腭裂１２例、眼距过宽４例、眼距过窄１例、小耳
１例、鼻骨缺失１例；心脏畸形２６例：心内膜垫缺损４
例、室间隔缺损４例、三尖瓣闭锁３例、二尖瓣闭锁３
例、右室双出口３例、肺动脉狭窄３例、法洛氏四联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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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大动脉异位３例；中枢神经系统畸形２３例：前脑无
裂畸形４例，无脑儿５例，脑积水５例，脊柱裂５例，脊
膜膨出４例；胸腔畸形 １２例；泌尿生殖系统畸形 ２４
例：单侧肾缺如７例，单侧肾积水５例，肾积水伴输尿
管扩张５例，尿道下裂２例，重复肾２例，阴茎短小２
例，两性畸形１例；消化道畸形９例：十二指肠闭锁４
例，呈双泡征，空肠和回肠闭锁３例，胸腹裂孔疝２例；
四肢畸形１１例：短肢畸形４例，桡骨缺如２例，足内翻
３例，足缺损２例；腹壁异常２例；其他畸形１４例；多处
畸形６例：腹壁异常伴肾积水２例，室间隔缺损合并唇
裂１例，室间隔缺损合并肾缺如２例，心内膜垫缺损合
并上肢异常、膈疝１例。三维超声诊断漏诊６例：外生
殖道异常１例（阴茎发育不良，仅见一小凸起），尿道
下裂２例，小耳１例，肺静脉异位引流１例，足内翻１
例。

表１　超声诊断与引产／分娩结果对照（ｎ）

畸形类型 二维超声诊断 三维超声诊断 引产／分娩结果

颜面部畸形 １６ １８ １９
心血管系统畸形 ２３ ２５ ２６
中枢神经系统畸形 ２０ ２３ ２３
胸腔畸形 １０ １２ １２
泌尿生殖系统畸形 １９ ２０ ２４
消化道畸形 ８ ９ ９
腹壁畸形 ２ ２ ２
四肢畸形 ８ １１ １１
其他畸形 １１ １４ １４
多处畸形 ５ ６ ６
合计 １２２ １４０ １４６

３　讨　论
　　产前诊断涵盖优生学和围产医学等学科的内容，
其作为优生优育的重要手段，可以准确快速判定胎儿

的发育情况，及时发现疾病状态，便于做到宫内治疗和

知情选择。先天性胎儿畸形指的是胎儿在子宫内发育

的过程中出现的结构异常或染色体异常。在我国排在

前５位的胎儿出生缺陷为：心血管系统畸形、中枢神经
系统畸形、唇／腭裂及唇腭裂、泌尿系统畸形及消化系
统畸形。不仅给家庭带来不幸，而且会对胎儿的生长

发育造成严重影响［４］。随着超声技术在临床上应用的

日益规范化，其在产前宫内诊断中的价值不断得到大

量临床实践的验证，再加上临床上超声医师诊断水平

的不断提高，近年来对心血管缺陷尤其是复杂的胎儿

先天性心脏缺陷或畸形，例如法洛四联症、心脏发育不

良、大血管转位等宫内诊断率明显提高，并且显著降低

中枢神经系统的出生缺陷的发病趋势。超声显像技术

作为最常用的产前诊断技术，具有操作方便快捷、可重

复性检测及无创等优点，对于胎儿畸形的诊断意义重

大［２］。尤其是 ＲＴ３ＤＵ，与２ＤＵ比较，ＲＴ３ＤＵ以其独
特的方法及优质的图像质量，除了可以对胎儿的整个

身体结构进行重建外，而且对胎儿面部、四肢等细小解

剖结构的显示效果清晰，还能够根据胎儿的动态活动

图像判断发育情况，提高诊断检出率［５］。

此外研究结果还显示：胎儿畸形累计所有系统，如

中枢神经系统、心脏、泌尿系统、消化道系统等，其中本

研究心血管系统所占比例最高，占１７．８％，其次为泌
尿生殖系统及中枢神经系统畸形１５．８％。同时本研
究系统超声检查结果显示在孕２３～２８周的胎儿畸形
最多，原因可能为该时期胎儿的发育已完成且大小适

中，超声显示图像清晰［６］。故建议每个孕妇在中孕期

系统超声检查一次，以便尽早发现胎儿异常。胎儿在

第１６周脑内基本结构才发育完全，实时超声检查可获
得各种切面图像［７］。综上，不同孕周超声能发现不同

的胎儿畸形，因此对于胎儿畸形的筛查应贯穿整个孕

期，早孕、中孕、晚孕期相结合以增加胎儿畸形检出

率［８］。另外本研究共有６例漏诊，对其原因进行分析
可能与以下几点有关：①检查者经验不足，对其认知不
足；②胎儿体位影响，不能充分暴露所查部位；③某些
微小的结构畸形也容易漏诊。

超声检查对胎儿的发育会不会有影响，是否会增

加新生儿出生缺陷，这个问题目前医学界尚无权威的

结论。至今尚没有关于 Ｂ超检查引起胎儿畸形的报
道。且Ｂ超作为一种声波，本身对人体组织没有伤害，
只是声波若密集在某一固定地方很长时间的话，会产

生热效应。只有当热效应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可能会

对人体组织、细胞及染色体等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

目前认为在一定范围内的超声输出声强及规范的检查

时间不会造成新生儿出生缺陷，且通过对产前进行超

声检查的无胎儿畸形人群进行的长期随访，发现常见

疾病及肿瘤相关疾病的发生率均未增高［３］。我国产前

筛查和诊断的超声检查安全阈值的规范操作要求遵循

以下的原则［９］：①适宜早、中、晚孕期各检查１次；②对
于早孕期的检查，不用频谱多普勒检查为妥，因为其功

率高超过１０００ｍＷ／ｃｍ２，对正常妊娠检查胚胎位置及
是否存活，要求探头移动扫查法不超过５ｍｉｎ，固定法
不超过２ｍｉｎ，同时需控制超声强度在１０ｍＷ／ｃｍ２以
内；③妊娠中晚期主要观察胎儿发育情况及胎位，可以
发现胎儿畸形，减少对中枢神经系统和眼部的检查时

间。所以说Ｂ超、彩超是现代妇产医学必不可少的检
查手段，在检查阈值范围内，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

值。盲目拒绝Ｂ超、彩超检查可能延误对胎儿异常情
况的诊断，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家庭和社会负担。

综上，绝大部分先天性胎儿畸形通过在妊娠早、中

期的超声检查可确诊，这不仅可以优化我国整体的人

口素质，而且对于宫内治疗及优生学的发展起重要推

动作用。但任何检测都不能过分依靠一种仪器，否则

易造成漏诊率升高，因此产前诊断时应结合二维超声、

三维超声及多普勒等检测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１０］；结

合其他产前诊断的手段进行综合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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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超声检查在４８例胎盘早剥临床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石彦，孙医学，阮吟，陆芳，宁艳，童玉荣

摘要：目的　分析４８例胎盘早剥患者的临床资料，研究胎盘早剥的超声图像特点，以提高超声检查辅助临床诊
断胎盘早剥的诊断符合率。方法　选取蚌医一附院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月期间经产科术后确诊为胎盘早剥
患者共４８例，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胎盘早剥的二维及彩色多普勒超声表现，记录胎盘位置、厚度，
重点观察胎盘内部，边缘以及胎盘与子宫壁附着处有无异常回声，胎盘内部血流以及异常回声内的血流情况，并

记录相应数值。根据声像图特点将胎盘早剥分为４型：①胎盘增厚型；②胎盘后血肿型；③胎盘边缘血肿型；④混
合性包块型。同时观察娩出后的胎盘母体面有无血块压迹，占胎盘总面积的百分比。结果　４８例患者中产前超
声提示为胎盘早剥为４０例，符合率８３．３３％，漏诊７例，误诊１例。４０例产前超声确诊者中胎盘增厚型９例，其中
产后观察胎盘剥离Ⅱ度２例，Ⅲ度７例，死胎３例；胎盘后血肿型２０例（低回声８例，等回声２例，无回声１例，高
回声１例，混合性回声８例），胎盘剥离Ⅰ度４例，Ⅱ度７例，Ⅲ度９例，死胎３例；胎盘边缘血肿型３例，胎盘剥离
Ⅱ度２例，Ⅲ度１例；混合性包块型８例，胎盘剥离Ⅱ度１例，Ⅲ度７例，死胎５例。结论　超声检查是临床诊断
胎盘早剥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首选辅助诊断方法，对帮助提高母婴存活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胎盘早剥；超声检查；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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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盘早剥是指妊娠２０周后或分娩期，正常位置的
胎盘在胎儿娩出前，部分或全部从子宫壁剥离［１］。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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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早剥是妊娠晚期严重并发症，起病急，发病快，如不

能及时诊断处理，会严重危害母婴生命。由于胎盘早

剥患者病情复杂，临床表现多样，诊断困难，超声检查

可以较为直观的观察胎盘病变的情况，提高临床诊断

率，是临床诊断胎盘早剥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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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回顾分析了４８例胎盘早剥声像图表现，以提高超声
符合率。现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月本院产科
术后确诊为胎盘早剥患者４８例，产前均行超声检查，
年龄１９～４１岁，孕２８～４１周，初产妇２６例，经产妇２２
例。有发病诱因者２７例（妊娠高血压疾病者１６例，单
纯外伤诱因４例，甲亢２例，单纯胎膜早破者１例，妊
高症合并外伤者２例，妊高症合并胎膜早破者２例）。
临床表现：腹痛伴阴道流血１８例；腹痛无阴道流血７
例；阴道流血无腹痛１３例；无腹痛及阴道流血１０例。
子宫胎盘卒中者６例，死胎１１例，胎儿宫内窘迫９例。
１２　仪器与方法　采用ＴＯＳＨＩＢＡＸａｒｉｏ６６０，ＧＥＬｏｇｉｑ
ＢｏｏｋＸＰ彩超诊断仪，凸阵探头，频率３．５～５．０ＭＨｚ，
患者平卧位或侧卧位，探头经腹部直接扫查，先进行胎

儿常规扫查与测量，重点观察胎盘位置，厚度，胎盘内

部回声，胎盘边缘回声，胎盘与子宫壁附着处有无异常

回声，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胎盘内部血流以及异常

回声内的血流情况，并记录相应数值。胎盘娩出后观

察胎盘母体面有无血块压迹，占胎盘总面积的百分比。

２　结　果
２１　超声表现　本组４８例胎盘早剥诊断中，超声检

查符合率为 ８３．３３％（４０／４８），漏误诊率 １６．６７％（８／
４８）。４０例超声表现异常病例中胎盘增厚型９例（厚
４８～７９ｍｍ），胎盘局部或大部分增厚，实质内部见大
小不等的低回声或无回声区呈散在分布，呈斑片状；胎

盘后血肿型２０例（低回声８例，等回声２例，无回声１
例，高回声１例，混合性回声８例），胎盘绒毛膜面及部
分胎盘实质回声正常，胎盘基底膜部与子宫壁之间局

部出现低回声，无回声，高回声或混合回声区，内部回

声不均匀，与胎盘和子宫壁间有较为明显的界限，内部

可能伴有部分液性暗区，血肿呈等回声时与胎盘界限

不明显，彩色多普勒显示血肿内部无血流信号；胎盘边

缘血肿型３例，胎盘边缘出现低回声或无回声，胎盘边
缘被抬高剥离，彩色多普勒显示内部无血流信号；混合

性包块型８例，正常胎盘回声很少，大部分呈混合性团
块，彩色多普勒显示无血流信号。１例超声检查误诊
为前置胎盘，７例漏诊。
２２　临床表现　谢幸等［１］根据临床病情及产后检查

胎盘剥离面积将胎盘早剥分三度。Ⅰ度：剥离面积较
小，１０例；Ⅱ度：胎盘剥离面积１／３左右，１４例；Ⅲ度：
胎盘剥离面积超过１／２，２４例。见表１。

表１　胎盘早剥的超声图像表现与临床对比（ｎ）

临床分度
超声表现

胎盘增厚型 胎盘后血肿型 胎盘边缘血肿型 混合性包块型 无明显异常 误诊
合计

Ⅰ度 ０ ４ ０ ０ ６ １０
Ⅱ度 ２ ７ ２ １ １ １ １４
Ⅲ度 ７ ９ １ ７ ０ ２４
合计 ９ ２０ ３ ８ ７ １ ４８

３　讨　论
　　胎盘内部血管丰富，根据出血的位置分为胎盘内、
胎盘前和胎盘后出血等，胎盘后出血可导致胎盘早剥，

是严重威胁孕产妇及胎儿生命的妊娠晚期并发症［２］，

常为产科突发事件，有报导称胎盘早剥发生率在

０．４６％～２．１０％［３］。胎盘早剥的病因不明确，可能与

以下几种原因有关。①孕妇血管病变：妊娠期高血压，
慢性肾病及全身血管性病变可致孕妇胎盘底蜕膜螺旋

动脉断裂，引起出血；②宫腔内压力骤减：胎膜早破，人
工破膜，双胎中的第一个胎儿娩出过快，导致宫腔压力

迅速下降，胎盘与子宫壁发生错位；③绒毛膜羊膜炎：
据报道［４］胎盘早剥的发生与绒毛膜羊膜炎有密切相关

性，因感染导致白细胞浸润羊膜，蜕膜细胞之间的粘附

性减弱，会引起子宫肌壁与底蜕膜分离；④机械性因
素：外伤或剧烈运动；⑤其他危险因素：高龄产妇等。
本文２７例发病诱因中妊娠高血压疾病者１６例，单纯
外伤诱因４例，甲亢２例，单纯胎膜早破者１例，妊娠
高血压疾病合并外伤者２例，妊高症合并胎膜早破者２
例。妊娠高血压疾病是发病诱因的首位因素，妊娠高

血压疾病由于会引起胎盘的供血不足，影响胎儿的生

长发育，如果出现胎盘早剥，胎儿所受的影响较大，预

后差。外伤尤其是腹部直接受到打击或碰撞时容易出

现胎盘早剥。另有报道［５］称肥胖、吸烟等也是胎盘早

剥的危险因素，应引起重视。

胎盘早剥的主要病理改变是底蜕膜的血管破裂出

血形成血肿，导致胎盘从子宫壁附着处分离，病理分三

型：①显性剥离：此型一般有明显的临床表现———阴道
流血，出血量与剥离面大小程度相关；②隐性剥离：血
液积聚在胎盘与子宫壁之间，无阴道流血，积血量会急

剧增多，引起子宫胎盘卒中，预后较差；③混合型出血：
此型对母婴危险最大，会伴有血性羊水。

胎盘早剥的声像图表现与胎盘剥离位置、大小范

围、剥离程度以及就诊时间密切相关，由于病理改变的

复杂多样导致胎盘早剥的声像图出现相应多样的变

化。本研究把４０例确诊为胎盘早剥的超声图像分为４
型，①胎盘增厚型：共９例（２２．５％），其中７例为Ⅲ度，
２例为Ⅱ度，死胎３例，可见此类型病情较重，二维超声
表现为胎盘后出血时胎盘局部或大部分增厚，厚度一

般大于５．５ｃｍ，本文中厚度在４８～７９ｍｍ之间，内部
回声不均匀，可见斑片状高低不均的回声，局部内见散

在分布片状低回声或无回声，胎盘小叶结构显示不清，

ＣＤＦＩ显示局部未见血流信号；因为胎盘增厚是胎盘早
剥的一种超声表现类型，所以正确测量胎盘厚度显得

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测量胎盘厚度，尤其是侧壁胎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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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最好采取横切面，使超声声束与胎盘尽量垂直，避

免出现胎盘的斜切面，误诊为胎盘增厚。同时也应该

避免将侧壁增厚的胎盘误认为前后壁胎盘紧贴［６］，当

胎盘轻度增厚时，应提高警惕仔细观察胎盘内部回声，

避免漏诊；②胎盘后血肿型：共２０例（５０％）在４种类
型中所占比例最高，Ⅰ度４例，Ⅱ度７例，Ⅲ度９例，死
胎３例，二维超声表现为胎盘基底膜与子宫壁之间出
现异常回声，边界较清晰，内部无胎盘小叶结构，回声

表现因出血时间和出血量各异，急性出血时表现为低

回声或等回声，出血停止时逐渐变为液性暗区，时间较

长的血肿为高回声，甚至出现较强回声，血肿形态各

异，出血量较少时可以为窄带状，量较多时可表现为圆

形，类圆形或不规则形，ＣＤＦＩ显示血肿区域无血流信
号，而胎盘内有血流信号［７］，胎盘早剥发生剥离处血肿

区域无血流信号是胎盘早剥的特征性图像，本文中胎

盘后血肿呈低回声者８例，等回声者２例，无回声及高
回声者各一例，混合性回声者８例；③胎盘边缘血肿
型：共３例（７．５％），Ⅱ度２例，Ⅲ度１例，血肿位于胎
盘边缘，胎盘边缘被抬高剥离，血肿可以沿胎盘基底部

与子宫之间向宫颈内口延伸，血肿可以为无回声或混

合性回声；④混合性包块型：共８例（２０％），Ⅱ度１例，
Ⅲ度７例，死胎５例，１例患者子宫切除，由上述数据可
以看出本类型临床病情危重，预后极差。二维超声表

现为胎盘体积明显增大，形态不规则，内部回声不均

匀，几乎看不见正常胎盘回声，回声杂乱，有时可见增

强回声区域，胎儿受增大胎盘的挤压。

本研究中有７例产后诊断胎盘早剥，而产前超声
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其中一例为床边超声检查，一例为

羊水过少，总结分析漏诊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①早剥
血肿较小，无明显临床症状，未引起检查医师的重视，

对胎盘扫查不全面。检查医师应该提高对胎盘早剥危

害性的认识，扫查过程中尽量细致减少遗漏；②急诊床
边超声检查时，受机器分辨力影响，扫查效果较差；③
胎盘位于子宫后壁，受胎儿脐带羊水等因素的影响，内

部结构显示不清，可以采取侧卧位检查，适当调节深度

增益补偿，注意检查手法切面与技巧；④由于患者肥
胖，皮下水肿明显，羊水过少，羊水浑浊，脓疱型银屑病

等引起的皮肤软组织增厚变硬以及疤痕等客观原因影

响对于胎盘的观察；⑤急性出血时血肿回声与胎盘类
似，应仔细观察血肿与胎盘之间的分界，血肿内部无胎

盘小叶回声，ＣＤＦＩ无血流信号；⑥胎盘早剥恰好发生
在输卵管开口处，血液沿输卵管开口流入腹腔内，没有

在胎盘后方积聚，超声无法发现异常［８］。本文中１例
误诊患者，３６岁，孕３４＋１周，因阴道流血４ｈ入院，产前
超声检查见胎盘下缘至宫颈内口，未跨越宫颈内口，提

示边缘型前置胎盘可能，行剖宫产术后见胎盘已剥离，

约１／３面积见血块压迹。为了减少误诊率，对于相关
疾病的鉴别诊断应该提高认识，主要的鉴别诊断如下：

①前置胎盘：胎盘后或胎盘边缘出血，有时血液可沿羊
膜或绒毛膜扩展至宫颈内口并积聚形成血肿，当血肿

呈现为等回声时，与胎盘分界不清，容易误诊为前置胎

盘，但 ＣＤＦＩ显示血肿区域是没有血流信号的，这一点
与前置胎盘是不同的。另外也可以询问患者之前超声

检查是否存在前置胎盘。②胎盘血窦：胎盘实质内出

现异常无回声区，形态不一，边界清晰，可观察到内部

有细密点状高回声的快速移动，类似静脉血管内的湍

流。③胎盘囊肿：位于胎盘实质内，呈圆形无回声，边
界清晰。④子宫收缩：表现为局部肌层增厚，增厚的肌
层与周边正常肌层组织连续性好，胎盘受压凸起呈类

似半圆形，肌层与胎盘之间界限清晰，可对子宫舒张后

的图像进行观察并鉴别［９］。⑤子宫肌瘤：肌瘤位于肌
层内，多呈圆形或椭圆形，边界较清晰，有球体感。⑥
胎盘绒毛膜血管瘤：血管瘤位于胎盘实质内，凸向羊膜

腔，边界清晰，与胎盘早剥相比，边缘更清晰，表现为实

质性圆形或椭圆形，回声略低于胎盘回声，ＣＤＦＩ显示
内见血流信号。掌握好胎盘早剥的鉴别诊断对于减少

误诊率，意义重大。

近年来有国外文献报道利用 ＭＲＩ和低辐射剂量
计算机断层扫描来检查有无胎盘早剥的存在［１０］，虽然

这两种检查在部分胎盘早剥的显示率方面优于超声检

查，但是低辐射剂量对于胎儿仍然有一定的不良影响，

而ＭＲＩ价格较为昂贵，超声检查具有简便价廉，无创
伤，无辐射性，可动态观察等不可替代的优点，因此超

声目前仍然是临床辅助诊断胎盘早剥的重要和首选影

像学检查手段。

综上所述，为提高超声检查对于胎盘早剥的诊断

率，我们需要重视发病诱因，提高警惕性，注意扫查手

法与扫查的仔细程度。对胎盘早剥超声图像的复杂性

以及多种鉴别诊断疾病不断加强认识。尤其是有明显

临床症状以及诱因的患者，应该多方位多切面的认真

扫查并仔细观察胎盘内部及周边回声。ＣＤＦＩ可以提
供血流动力学信息，在胎盘早剥早期诊断与鉴别诊断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超声检查有助于胎盘早剥的早期

诊断，为临床提供直观准确的信息，从而使患者得到及

时正确的处理，避免发生子宫胎盘卒中，弥漫性血管内

凝血，产后大出血等严重并发症，提高母婴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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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颈动脉狭窄的价值分析
年静，张学珍，高燕燕

摘要：目的　分析彩色多普勒超声对颈动脉狭窄的诊断价值。方法　对６０例颈动脉狭窄患者进行彩色多普勒
超声检查，测量斑块的位置、形态、大小、回声，残存管腔内径，狭窄处动脉的收缩期峰值流速（ＰＳＶ）及舒张期末流
速（ＥＤＶ），评估颈动脉狭窄程度。结果　６０例患者共检出斑块９２个，平均大小约（１０．５±３．４）ｍｍ，低回声斑块
４０个（占４３．５％），高回声斑块１６个（占１７．４％），混合回声斑块３６个（占３９．１％）；斑块位于颈动脉分叉处６４个
（占６９．６％），位于颈内动脉２０个（占２１．７％），位于颈总动脉８个（占８．７％）；６０例患者中，轻度狭窄１８例（占
３０．０％），中度狭窄２７例（占４５．０％），重度狭窄７例（占１１．７％），闭塞 ８例（占１３．３％）。结论　彩色多普勒超
声对颈动脉狭窄的诊断准确、便捷、无创，可以对高危人群进行预防性筛查，便于随访，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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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动脉狭窄性病变近年来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大
多数患者是由于颈动脉粥样硬化所致［１］。早期形成的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对颈动脉的血供影响可能不明显，

但是随着病程的进展，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越来越多，

就可以堵塞血管腔，造成管腔狭窄，严重者可以导致动

脉管腔闭塞。本文回顾性分析了６０例颈动脉狭窄患
者的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现总结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文６０例颈动脉狭窄患者为我院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０１３年７月收入院均经ＤＳＡ或ＣＴＡ检
查确诊的颈动脉狭窄或闭塞患者。其中男性５３例，女
性７例，平均年龄７２岁。
１２　仪器与方法
１２１　仪器　采用美国 ＰＨＩＬＩＰＳ（飞利浦）ＩＥ３３彩色
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为５～１０ＭＨｚ。
１２２　检查方法　受检者取仰卧位，颈、肩部放松，检
查一侧颈动脉时，患者头略偏向对侧，充分暴露受检侧

皮肤。探头置于锁骨上窝胸锁乳肌前缘，由下至上，以

横切面及纵切面顺序沿颈动脉走行进行扫查（包括颈

总动脉、颈内及颈外动脉）。检查颈内动脉时要扫查至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超声科
通讯作者：张学珍，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ｚｈｅｎｇｂｙｅｆｙ＠１６３．ｃｏｍ

颈内动脉延伸进入颅内段为止。对于狭窄处动脉管

腔，用二维超声观察狭窄处斑块的位置、形态、回声，测

量斑块大小及残存管腔内径，用彩色多普勒观察狭窄

处血流色彩变化，频谱多普勒测量狭窄处的收缩期峰

值流速与舒张期末流速，计算颈动脉狭窄率。

１３　诊断标准　超声形态学和血流动力学指标判定
狭窄程度依照以下标准［２］。①轻度狭窄：动脉内径减
少＜３０％：ＰＳＶ＜１２５ｃｍ／ｓ，ＥＤＶ＜４０ｃｍ／ｓ；②中度狭
窄：动脉内径减少３０％ ～６９％；１２５ｃｍ／ｓ＜ＰＳＶ＜２３０
ｃｍ／ｓ，４０ｃｍ／ｓ＜ＥＤＶ＜１００ｃｍ／ｓ；③重度狭窄：动脉内
径减少７０％～９９％；ＰＳＶ≥２３０ｃｍ／ｓ，ＥＤＶ＞１００ｃｍ／ｓ；
④完全闭塞：管腔血流信号消失，血流频谱未测出。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测量数据以
（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二维超声检查结果　６０例患者共检出斑块 ９２
个，平均大小约（１０．５±３．４）ｍｍ，低回声斑块 ４０个
（占４３．５％），高回声斑块１６个（占１７．４％），混合回
声斑块３６个（占３９．１％）；斑块位于颈动脉分叉处６４
个（占６９．６％），位于颈内动脉２０个（占２１．７％），位
于颈总动脉８个（占８．７％）。
２２　多普勒检查结果　６０例颈动脉狭窄患者中，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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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狭窄１８例（占３０％），中度狭窄２７例（占４５％），重
度狭窄７例（占１１．７％），闭塞８例（占１３．３％）。各组
动脉狭窄的血流动力学统计数据见表１、图１～２（见封
三）。

表１　４组动脉狭窄的血流动力学统计

狭窄分组 例数 内径减少（％） ＰＳＶ（ｃｍ／ｓ） ＥＤＶ（ｃｍ／ｓ）

轻度狭窄 １８ ＜３０ １０８．５±１３．１ ３７．４±１１．３
中度狭窄 ２７ ３０～６９ １６５．５±３１．３ ５４．６±２３．７
重度狭窄 ７ ７０～９９ ２９３．４±７１．６ ８６．７±３９．８
闭塞 ８ １００ 未测出 未测出

３　讨　论
　　颈动脉狭窄性病变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多发生于
中老年人，大多数伴有高血压、糖尿病［３］、高血脂或有

吸烟史，而这些病史正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原

因［４］。早期的动脉粥样硬化可以仅仅表现为动脉内中

膜的融合、增厚或局部隆起，对颈动脉的血供影响不明

显，所以一部分患者即使通过ＤＳＡ等检查确诊也可以
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但是对于病情进展的患者，动脉

硬化程度加重，斑块形成增多，最终引起动脉管腔不同

程度的狭窄，患者可以出现短暂性脑缺血发作（ＴＩＡ）、
脑梗塞，严重的发生缺血性脑卒中［５］。所以，如果能早

期对患者进行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避免或延

缓病情的发展，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６］。

应用超声对颈动脉狭窄进行检查可以从二维超

声、彩色多普勒和频谱多普勒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７］。

二维超声可以检测颈动脉内中膜增厚情况，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的位置、大小、回声，测量残存管腔的内径。

本文６０例患者共检出９２个斑块，斑块以低回声与混
合回声为主（分别占４３．５％与３９．１％）。临床上认为
低回声斑块内脂质成分偏多，质地较软，属于不稳定斑

块，容易发生脱落引起动脉栓塞；而混合回声斑块由于

斑块内纤维化、脂质、坏死细胞组织并存，在受到动脉

管腔内血液冲击后易发生破裂、出血，所以这两种斑块

对患者的危害均较大。使用超声检出危险系数较高的

斑块后，给患者及时的治疗和监测，就可以避免或延缓

脑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分析文中的数据，笔者发现

动脉硬化斑块及动脉狭窄的好发位置多位于颈动脉分

叉处，这也与许多学者的临床研究相符合［８］，认为与颈

动脉分叉处的解剖结构以及血路动力学的改变有关。

超声医师掌握了颈动脉狭窄的超声特点，好发部位，在

检查时就可以全面细致与重点扫查相结合，准确诊断，

为临床提供更好的治疗参考。

普通二维超声还不能对动脉狭窄的情况做出最准

确的判断，当斑块回声偏低时或所处的位置不易显示

时，普通超声往往不能准确的观测动脉管腔的狭窄情

况，有时还会漏诊。在这种情况下，彩色多普勒可以很

好的显示动脉狭窄处的血流充盈缺损，通过观测狭窄

管腔的血流束颜色、方向和亮度的变化进一步判断狭

窄程度。轻度至中度的管腔狭窄，可以发现血流充盈

缺损，血流束变窄，颜色较明亮，重度的狭窄可以发现

血流速明显变细窄或呈细线样，颜色呈五彩镶嵌的花

色血流，部分极重度的狭窄病例可仅见星点状的血彩

信号，而管腔闭塞的病例则完全显示不出血流信号。

在二维和彩色多普勒的基础上再利用频谱多普勒测量

动脉狭窄处的血流动力学指标，如收缩期最大收缩期

峰值流速（ＰＳＶ）、舒张期末流速（ＥＤＶ）等，可以实时动
态评估颈动脉狭窄程度［９］，进一步提高超声诊断颈动

脉狭窄的准确度。本文６０例患者经彩色多普勒超声
诊断，轻度狭窄１８例（占 ３０％），中度狭窄 ２７例（占
４５％），重度狭窄 ７例（占 １１．７％），闭塞 ８例（占
１３．３％），与 ＤＳＡ或 ＣＴＡ检查结果相符，检出率
１００％。使用彩色多普勒扫查狭窄处的动脉管腔，可以
实时动态显示狭窄处的血流状态，测量流速变化，这一

优势是其他影像学检查方法所不具备的。本研究中轻

度及中度颈动脉狭窄患者的发病率占约７５％，较重度
狭窄及管腔闭塞的患者比例明显增高。早期发现轻、

中度的颈动脉狭窄患者，及时给予相应的药物或手术

治疗，可以缓解病情的发展；对于重度狭窄患者来说，

术前超声检查可以进行手术风险评估，做好充分的准

备。综上所述，ＤＳＡ等影像学方法虽然作为颈动脉狭
窄诊断的金标准［１０］，但是价格昂贵，操作复杂，属于有

创检查，普及率低。彩色多普勒超声却以经济、安全、

无创，操作简单，实时可重复性检测，诊断准确率高而

越来越受到医生和广大患者的欢迎，所以非常适和作

为颈动脉狭窄性病变的首选检查方法。

现在有关颈动脉狭窄性疾病治疗的技术［１１］不断

提高，例如颈动脉内膜剥脱术，颈动脉狭窄支架植入术

等等。彩色多普勒超声不仅在术前可以对病变血管的

位置、范围、狭窄程度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估，在患者术

后还可以实时对血管进行复查、长期监测随访。笔者

相信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未来在颈动脉狭窄性疾病的

相关诊疗过程中将不断更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１］　邓晓，秦超．缺血性脑卒中颅内动脉狭窄的危险因素分析［Ｊ］．广

西医学，２０１０，３２（１）：５０５２．
［２］　ＧｒａｎｔＥＧ，ＢｅｎｓｏｎＣＢ，ＭｏｎｅｔａＧＬ，ｅｔａｌ．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ｉｎ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Ｑ，２００３，１９（４）：
１９０１９８．

［３］　李宝启，王金萍，陈晓艺，等．初诊２型糖尿病患者动脉血管受伤
损的超声观察［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０（２）：２９６２９７．

［４］　熊秋华，洪君．彩超检查颈动脉粥样硬化在脑梗塞中的应用价值
［Ｊ］．现代医用影像学，２０１２，２１（３）：１８０１８１．

［５］　刘逾前，朱丹，吕淑萍，等．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与颈动脉粥样硬
化的关系［Ｊ］．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２０１１，１９（１０）：９５１９５４．

［６］　周如海，赵平，乔彩凤，等．彩色多普勒超声在颈动脉狭窄诊断中
的临床应用［Ｊ］．医学影像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９（１２）：１５２６１５２８．

［７］　牛殿英，翟芊．彩色多普勒超声在颈动脉狭窄诊断中的应用［Ｊ］．
山东医药，２００９，４９（３０）：４５．

［８］　任卫东，唐力．血管超声诊断基础与临床［Ｍ］．北京：人民军医出
版社，２００５：２．

［９］　姥义，赵宝珍．超声在颈动脉狭窄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价值［Ｊ］．
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２００７，１５（１）：４６．

［１０］　邱晓迪，逯英，张光运，等．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对颈动脉狭窄病
变的诊断价值［Ｊ］．现代生物医学进展，２０１０，１０（９）：１６９８１７００．

［１１］　郑宇．颈动脉支架临床实践与技术操作［Ｍ］．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２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２０

·２６４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１２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９



·医学综述·

应用于膀胱癌灌注治疗的化学药物研究进展
邱永丰，张永瑞，宋志宇，张文岚

关键词：膀胱表浅性癌；膀胱癌／药物疗法；治疗；综述文献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１４　Ｒ９７９．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４６３０３

　　膀胱表浅性膀胱癌（即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是
我国泌尿外科最常见的肿瘤，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

是其主要治疗方法，但是术后易复发，其中部分患者会

转移或发展为肌浸润性膀胱癌，故术后均进行辅助性

膀胱灌注治疗以降低肿瘤的复发率，为此，本文就相关

化学药物在术后膀胱灌注治疗方面的应用综述如下。

１　丝裂霉素
　　丝裂霉素Ｃ（ＭｉｔｏｍｙｃｉｎＣ，ＭＭＣ）主要作用是与肿
瘤细胞 ＤＮＡ结合，抑制 ＤＮＡ复制，对细胞周期中的
Ｇ１和Ｓ期具有相对的特异作用，并且可促进肿瘤细胞
凋亡，是临床常用膀胱灌注药物，其抗瘤谱广，对肿瘤

组织敏感，较少被膀胱黏膜组织吸收，在膀胱内产生的

尿路刺激症状轻微，极少因严重毒副反应而中断治疗。

尹华军等［１］报道６２例膀胱癌患者术后膀胱灌注丝裂
霉素治疗，单发４７例，多发１５例，均经术前活检或术
后病理证实为膀胱尿路上皮癌，低级别尿路上皮癌５６
例，高级别尿路上皮癌５例，浸润性尿路上皮癌１例，
术后２４ｈ内应用丝裂霉素２０ｍｇ加入３０ｍｌ盐水膀胱
灌注，以后每周１次，灌注１２次后改为每月１次，共灌
注１年，随访７～７２个月无复发５４例，６例于１年内再
次复发，２例２年内再次复发，其中１例４年内复发３
次，复发患者均再次电切治疗及膀胱灌注丝裂霉素。

国外有研究报道［２］应用丝裂霉素４０ｍｇ加入５０ｍｌ生
理盐水，术后２４ｈ内即刻灌注１次，预防低危膀胱表
浅性癌复发，平均随访９０个月，观察组９７例中复发１０
例，复发率约１０％，对照组只用生理盐水，１０５例复发
４６例，复发率４３％，２组相比疗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观察组复发率低。刘黎涛报道［３］应用丝裂霉素灌

注膀胱治疗５８例浅表性膀胱癌患者取得较好疗效，病
理检查均为Ⅰ～Ⅱ级移行细胞癌，未发现侵及膀胱肌
层，方法为丝裂霉素４０ｍｇ加入５０ｍｌ盐水溶液，于手
术前３周开始，每周 １次，术后 ７ｄ开始规律膀胱灌
注，每周１次、３个月，每２周１次、３个月，每月１次、
１２个月，最后隔月１次共１２个月，随访３６个月，９例
复发，复发率１７．０％。

２　 羟喜树碱
　　羟喜树碱（１０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ｉｎｅ，ＨＰＴ）是细胞

基金项目：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１０１５１４１）
作者单位：１３００５１吉林省长春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邱永丰）；

长春市，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泌尿中心（张永瑞，宋志

宇，张文岚）

通讯作者：宋志宇，Ｅｍａｉｌ：ｓｏｎｇｚｈｉｙｕ＿２００５＠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周期特异性抗肿瘤药物，对 Ｓ期较 Ｇ１及 Ｇ２期敏感，
同时可选择性地抑制拓扑异构酶，干扰 ＤＮＡ的复制，
另外，羟喜树碱还可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凋亡作用抗肿

瘤。梁平等［４］报道应用羟喜树碱治疗６６例非肌层浸
润性膀胱癌电切术后患者疗效较好，术前均在膀胱镜

下取肿瘤组织行病理检查，证实为低级别尿路上皮癌，

并对多发肿瘤或瘤体较大者行 ＣＴ检查，确认肿瘤未
侵及膀胱肌层。方法为羟喜树碱２０ｍｇ加入３０ｍｌ盐
水溶液，术后２４ｈ内灌注膀胱，每周１次，灌注８次后
改为每月１次，共灌注１～２年，随访６～３６个月，７例
复发，复发率１０．６％，复发患者再次行电切联合羟喜
树碱膀胱灌注治疗，术后随访时间最长３年未见复发。
吴波［５］报道应用羟喜树碱膀胱内灌注治疗膀胱癌４０
例取得较好疗效，４０例患者病理检查结果均为移行上
皮细胞癌，其中分化程度Ⅰ级２４例、Ⅰ ～Ⅱ级１７例、
Ⅱ级３２例、Ⅱ～Ⅲ级６例和Ⅲ级１例，临床分期：Ｔａ期
２１例、Ｔ１期１８例、Ｔ２期４０例和Ｔ３期１例，４０例患者
均为初发膀胱癌，影像学检查未见远处转移。方法为

羟喜树碱２０ｍｇ加入４０ｍｌ盐水溶液，术后即刻灌注膀
胱１次，术后１周开始常规膀胱灌注化疗，每周１次，
灌注８次后改为每２周１次、灌注８次，之后改为每月
１次，连续 ２年，随访 ２４～３６个月，１２个月复发率
１０％，２４个月复发率１７．５％。刘黎涛［６］报道应用羟喜

树碱灌注膀胱治疗３９例浅表性膀胱癌患者取得较好
疗效，３９例术后均经病理学检查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
细胞癌，其中肿瘤单发２５例，多发１４例，病理分级：Ⅰ
级３０例，Ⅱ级９例，方法为羟喜树碱３０ｍｇ加入２０ｍｌ
盐水溶液，术后１～２周开始膀胱灌注，每周１次、３个
月，每２周１次、３个月，每月１次、６个月，隔月１次６
个月，随访 ２４～３６个月，６例复发，复发率 １５．３８％。
王成勇［７］报道应用羟喜树碱膀胱内灌注预防术后复发

膀胱癌１３６例，肿瘤呈菜花状１０５例，地毯样５例，水
草样２６例，其中肿瘤单发 １２７例，多发 ９例，临床分
期：Ｔｉｓ期５例，Ｔａ期１０６例，Ｔ１期２５例，病理分级：乳
头状瘤１６例，低度恶性倾向尿路上皮乳头状瘤８９例，
乳头状尿路上皮癌低级别２５例，乳头状尿路上皮癌高
级别６例，随访８～２２个月，其中２１例膀胱肿瘤复发，
复发率为１５．４％，疗效满意，方法为羟喜树碱４０ｍｇ加
生理盐水４０ｍｌ术后即刻膀胱内灌注，术后１０～１４ｄ
开始羟喜树碱２０ｍｇ加生理盐水４０ｍｌ规律膀胱内灌
注，每周１次８次，以后２周１次，连用８次，以后每月
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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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蒽环类抗癌药
　　蒽环类抗癌药即在结构上具有一个糖苷基、一个
侧链和一氨糖的化合物。第一代的蒽环类化合物为柔

红霉素，第二代的蒽环类化合物为在柔红霉素第１４位
Ｃ上加上羟基的阿霉素（Ａｄｒｉａｍｙｃｉｎ，ＡＤＭ）。表阿霉
素（表柔比星 Ｅｐｉｒｕｂｉｃｉｎ，ＥＰＩ）为由阿霉素半合成的衍
生物，是阿霉素异构体，是在氨基糖部分４′位的ＯＨ基
由顺式变成了反式。吡柔比星（吡喃阿霉素，Ｐｉｒａｒｕｂｉ
ｃｉｎ，ＴＨＰ）也是阿霉素的衍生物，它的化学结构是在阿
霉素的４’０’位上接上四氢吡喃基，获得（２”）４’０四
氢吡喃阿霉素。蒽环类化合物主要作用机制是直接嵌

入ＤＮＡ核碱基对之间，干扰转录过程，阻止 ｍＲＮＡ的
形成而起到抗肿瘤作用，它既抑制ＤＮＡ的合成又抑制
ＲＮＡ的合成，所以对细胞周期各阶段均有作用，为细
胞周期非特异性药物。泌尿外科临床膀胱灌注经常应

用的此类药物为阿霉素、表阿霉素及吡柔比星。

３１　 阿霉素　谷国杰报道［８］应用阿霉素４０ｍｇ加入
盐水４０ｍｌ，术后４～７ｄ膀胱灌注，每周１次，灌注８次
后改为每２周１次，８次后改为每月１次，共灌注２年。
７８例患者中单发肿瘤７１例，多发肿瘤７例，２２例 Ｔａ
期，５６例Ｔ１期，Ｇ１级４２例、Ｇ２级３３例、Ｇ３级３例，
随访８～３２个月，复发率３４．２％，如果同时加用干扰
素１０００Ｕ则复发率降低为１０％。
３２　 表阿霉素　武斌等［９］报道应用表阿霉素预防４９
例膀胱肿瘤患者术后复发，单发肿瘤１１９例，多发肿瘤
４５例，电切术后经病理检查确定为膀胱尿路上皮癌，
病理分级Ⅰ级６７例，Ⅱ级９３例，Ⅲ级４例，临床分期
Ｔ１期１２６例，Ｔ２期３８例，随访８～２４个月，８例复发，
复发率１６．３３％，效果良好，方法为表阿霉素４０ｍｇ加
入２０ｍｌ生理盐水，术后１～２周膀胱灌注，每周１次，
连续８周，之后每月１次，共１０次。
３３　 吡柔比星　杨吉伟等［１０］报道对６０例经尿道电
切术（常规连续２次电切手术，２次间隔４～６周）的膀
胱移行细胞癌患者进行膀胱灌注治疗研究，病理证实

均为Ｔ１期，单发３４例，多发２６例，随访１２个月，复发
９例，其中４例再次电切治疗、３例膀胱部分切除治疗、
２例膀胱全切治疗后痊愈，方法为吡柔比星２０ｍｇ加
入注射用水４０ｍｌ，第１次术后２４ｈ内膀胱灌注１次，
然后每周 １次共 ６次，然后每月 １次共 ６次。张林
等［１１］报道应用吡柔比星术后膀胱内灌注治疗８８例膀
胱癌，其中单发７５例，多发１３例，术前膀胱镜活检病
理细胞分级：Ｇ１级４１例、Ｇ２级３３例、Ｇ３级１４例，术
后病理证实均为移行细胞癌：Ｔａ期３５例、Ｔ１期４９例、
Ｔｉｓ期４例。经１２～２４个月随访，复发７例，复发者都
为多发的或高级别的宽基底膀胱癌患者，其中３例再
次电切联合吡柔比星术后膀胱内灌注治疗、２例膀胱
部分切除吡柔比星术后膀胱内灌注治疗后痊愈，疗效

满意。方法为吡柔比星３０ｍｇ加入５％葡萄糖５０ｍｌ，
术后即刻灌注１次、保留４０ｍｉｎ，术后１周开始规律膀
胱灌注，每周１次共８周，８周后每月１次共１２个月。

王建国等［１２］报道应用吡柔比星术后早期与常规膀胱

灌注治疗浅表性膀胱癌共７９例，７９例患者均为初发
膀胱癌，其中单发６２例，多发１７例，分为２组，即１组
早期组与２组常规组，随访２年，１组与２组复发率分
别为１９．４４％、３４．８８％。分析效果显示，１组优于 ２
组，１组３６例，术后６ｈ开始膀胱灌注吡柔比星３０ｍｇ，
以后每周１次共８次，之后每月１次、连续１０次，共１８
次，２组４３例，于术后５～７ｄ开始第１次膀胱灌注化
疗，其余与１组相同。

４　 吉西他滨
　　吉西他滨（Ｇｅｍｃｉｔａｂｉｎｅ，ＧＥＭ）在体内经脱氧胞苷
激酶作用转化为活性产物后，发挥细胞毒作用、自增强

作用和掩蔽链终止作用。王伟［１３］报道应用吉西他滨

预防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术后复发，共４４例患者，单
发１０例，多发３４例，病理均为移行细胞癌，Ｇ１级２６
例、Ｇ２级１２例、Ｇ３级６例，Ｔａ期４例、Ｔ１期３０例、Ｔ２
期９例，Ｔｉｓ期１例，４４例中电切３５例、膀胱部分切除
９例，４４例中复发８例，复发率１８．２％，复发者均再次
手术治疗。膀胱灌注方法为吉西他滨１０００ｍｇ（溶于
生理盐水５０ｍｌ）术后即刻膀胱灌注１次，然后于术后
１周内开始规律膀胱灌注，每周１次共用８次，每月１
次共用１０次。ＤｉｌｏｒｅｎｚｏＧ等［１４］报道通过研究吉西他

滨在既往卡介苗治疗失败的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

病例中的作用，认为吉西他滨可能是卡介苗治疗失败

的膀胱癌患者的首选药物，方法为吉西他滨２０００ｍｇ，
每周２次（１、４ｄ），连续６周，继之在第３、６、１２个月每
周１次、连续３周。有关吉西他滨临床应用报道效果
较好，但是杨鹏等［１５］报道有关吉西他滨对膀胱癌细胞

作用的实验研究结果与前述临床观察结果不同，研究

结果表明，吉西他滨对膀胱癌 Ｔ２４细胞无明显抑制效
应，作用后未见明显细胞凋亡或坏死，即膀胱癌Ｔ２４细
胞对吉西他滨表现为耐药，同时，对来自于４０例不同
个体患者的膀胱癌细胞应用吉西他滨，结果显示，膀胱

癌细胞对吉西他滨的耐药率为９０％，此研究初步说明
吉西他滨不适合浅表性膀胱癌的术后灌注治疗。但

是，刘秋莲［１６］报道吉西他滨对膀胱癌细胞的生长有阻

滞作用，并且随着药物作用时长、药物浓度的加强令癌

细胞凋亡速度加快。这样两篇类似实验研究得出了完

全不同的实验结果，说明目前对于类似情况还没有被

广泛认可的结论，所以，临床选择吉西他滨预防膀胱癌

术后复发需慎重。

５　 相关药物应用比较及联合应用
　　 据以上报道表明术后即刻单次膀胱灌注治疗早
期、单发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完全可以媲美与多次治

疗，而复杂及多发病例则需要多次膀胱灌注治疗，应根

据病情选择适当方法。陈学建等［１７］报道，通过对比分

析１６６例患者应用４种药物膀胱灌注效果得出４种药
物疗效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１６６例患者中单发１１５例、
多发５１例，术后病理证实均为移行细胞癌：Ⅰ级 ７１
例、Ⅱ级５３例、Ⅲ级４２例，４种药物分别为：丝裂霉素
（４３例）２０ｍｇ加入盐水４０ｍｌ，吡柔比星（４１例）３０ｍ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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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５％葡萄糖４０ｍｌ，羟喜树碱（４２例）２０ｍｇ加入盐
水４０ｍｌ，表阿霉素（４０例）４０ｍｇ加入盐水４０ｍｌ，术后
１周开始灌注，每周１次共用８次，之后每月１次共用
１０次。张钊华等［１８］报道，通过对比分析２２８例患者术
后应用卡介苗、丝裂霉素、羟喜树碱及吡柔比星４种药
物膀胱灌注效果得出４种药物疗效差别无统计学意
义，术后病理诊断均为移行细胞癌，其中 Ｔｉｓ１６例，Ｔ１
１２６例，Ｔ２８６例，随机分为４组，术后２周开始规律膀
胱灌注，方法为卡介苗１５０ｍｇ加入盐水４０ｍｌ、羟喜树
碱１０ｍｇ加入盐水４０ｍｌ、丝裂霉素４０ｍｇ加入盐水４０
ｍｌ，每周１次共用６次，之后每月１次持续２年，吡柔
比星３０ｍｇ加入５％葡萄糖４０ｍｌ，每周１次共用８次，
之后每月１次持续２年。王晓天等［１９］报道３组临床
术后膀胱灌注病例，共１１８例患者，单发７６例，单发４２
例，术后病理证实均为非浸润性膀胱移行细胞癌，低级

别８５例，高级别３３例，３组分法为单独应用表阿霉素
（４０例）、单独应用吉西他滨（３６例）及二者序贯应用
（４２例），经统计学分析得出序贯组复发率低于单独
组，单独组间复发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膀胱灌注方法

为表阿霉素５０ｍｇ加入盐水５０ｍｌ，吉西他滨１０００ｍｇ
加入５０ｍｌ盐水，单独组术后１周开始灌注，每周１次
共用８次，之后每月１次共用１０次，序贯组第１次应
用表阿霉素，第２次应用吉西他滨，之后交替进行，时
间及次数同单独组。丘京东等［２０］报道２组临床术后
膀胱灌注病例，共 １７２例患者，单发 １４４例，多发 ２８
例，术后经病理检查确定均为膀胱移行上皮癌，病理分

级Ｇ１级９２例 Ｇ２级５９例，Ｇ３级２１例，临床分期 Ｔａ
期９１例，Ｔ１期６４例，Ｔ２期１１例，Ｔ３期６例，随机分２
组、每组各８６例，即单独应用丝裂霉素组及羟喜树碱、
丝裂霉素序贯应用组，经统计学分析得出序贯组复发

率低于单独组，方法为羟喜树碱及丝裂霉素各４０ｍｇ
分别加入盐水４０ｍｌ，术后即刻膀胱灌注１次，单独组
术后即刻予丝裂霉素，序贯组术后术后即刻予羟喜树

碱，１周开始常规规律灌注，单独组用药同前，每周 １
次，灌注６次后改为每２周１次，６次后改为每月１次，
连续灌注２年，序贯组先应用羟喜树碱２０ｍｇ加入盐
水４０ｍｌ，膀胱灌注保留１ｈ后排出，然后以丝裂霉素
３０ｍｇ加入盐水４０ｍｌ，膀胱灌注保留１ｈ后排出，灌注
时间及次数同单独组。毛伟东等［２１］报道３组临床术
后膀胱灌注病例，共１２６例浅表性膀胱癌患者，单发
７８例，多发４８例，随机分为３组，即单独应用吡柔比
星（４２例）、单独应用羟喜树碱（４２例）及二者序贯联
合应用（４２例），经统计学分析得出序贯组复发率低于
单独组，方法为吡柔比星３０ｍｇ加入５％葡萄糖５０ｍｌ，
羟喜树碱１６ｍｇ加入盐水５０ｍｌ，单独组每周１次共用
８次，之后每月１次共用１０次，总疗程１２个月，序贯组
第１周应用羟喜树碱，第２周应用吡柔比星，之后交替
进行至２个月，之后每月１次，两药交替循环，共用１０
次，总疗程１２个月。

总之，对于防治膀胱癌术后复发的膀胱灌注治疗

方法，应该根据病情选择术后单一即刻灌注还是持续

膀胱灌注化疗，持续及药物联合灌注化疗应该是提高

疗效的有效方法，具体何种方法最好，灌注方法及时间

等还没有明确标准，相关方面还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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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综述·

食管癌术前同步放化疗的临床研究进展
李定安，彭开桂

关键词：食管癌；放射治疗；化疗；手术；联合治疗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１　Ｒ７３０．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４６６０３

　　食管癌是一种常见恶性肿瘤，我国食管癌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均列恶性肿瘤前列［１］。７０％～８０％的患者
就诊时已是Ｔ３或 Ｔ４期并有淋巴结转移，属于临床中
晚期，自然病程仅６～８个月。任何单一治疗方式都难
以大幅度提高食管癌的疗效。在欧美同步放化疗已成

为食管癌的标准治疗模式，但是与手术治疗相比有较

高的局部区域复发率，从而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了严

重影响。前期的研究显示同步放化疗和手术的联合应

用临床疗效及病理缓解率较好，是比较合理的治疗策

略，其中术前同步放化疗与手术结合的方法是研究的

热点，现就该疗法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１　食管癌术前同步放化疗的理论基础
　　首先，化疗药物如顺铂、５ＦＵ等能够杀伤局部肿
瘤及潜在的转移灶，而且具有放射增敏作用；其次，对

肿瘤已外侵或是与邻近器官有癌性粘连者进行适量的

术前放疗，可以缩小瘤体，使癌性粘连转为纤维性粘连

而便于切除，从而可提高手术切除率和生存率；另外，

大量瘤体内乏氧癌细胞对放射不敏感，在这种情况下，

用外科疗法将瘤体切除，既可减少放射剂量，又可降低

局部复发问题。

２　食管癌术前同步放化疗的适应症
　　目前认为［２］，Ｔ３（肿瘤侵透食管壁）、Ｔ４（肿瘤侵及
食管周围组织或器官）、Ｎ１（局部淋巴结有癌转移）、
Ｍ１ａ（胸上段食管癌出现颈部淋巴结癌转移或胸下段食
管癌出现腹腔淋巴结癌转移）期的食管癌患者，或者对

于胸上、中、下段食管癌分别长于４ｃｍ、５ｃｍ、６ｃｍ者，
单一手术治疗的５年生存率大多 ＜２０％，应当首先进
行术前同步放化疗，然后再进行手术。

３　食管癌术前同步放化疗的疗效
３１　术前同步放化疗加手术与单纯手术治疗的比
较　多项术前同步放化疗与单纯手术治疗食管癌的随
机对照临床研究显示，术前同步放化疗组在ＰＦＳ和ＯＳ
均显著优于单纯手术组。ＬｖＪ等［３］将Ⅱ～Ⅲ期的食管
鳞癌患者随机分入术前同步放化疗组（８０例）和单纯
手术组（８０例）。结果显示：术前同步放化疗组与单纯
手术组的中位 ＰＦＳ分别为４８个月和３９．５个月（Ｐ＝
０．０３３１），中位ＯＳ分别为５６．５个月和４１．５个月（Ｐ＝
０．０１５３），局部复发率分别为 １１．３％和 ３５．０％（Ｐ＜
０．０５），术前同步放化疗组较单纯手术组均显示出明显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放疗科
通讯作者：彭开桂，Ｅｍａ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１２１４＠ｔｏｍ．ｃｏｍ

优势。故认为对于局部晚期食管鳞癌合理的应用术前

同步放化疗无论ＰＦＳ还是ＯＳ均能获益。ｖａｎＨａｇｅｎＰ
等［４］将３６６名可切除的食管癌患者随机分为术前同步
放化疗组（１７８例）与单纯手术组（１８８例），术前同步
放化疗组采用紫杉醇 ＋卡铂方案，同时给予放疗４１．４
Ｇｙ／２３Ｆ。结果显示：实现Ｒ０切除的患者，术前同步放
化疗组与单纯手术组分别为 ９２％和 ６９％（Ｐ＜
０．００１）。且术前同步放化疗组术前实现病理完全缓解
（ｐＣＲ）为４７／１６１（２９％）。术前同步放化疗组中位 ＯＳ
显著优于单纯手术组，分别为４９．４个月和２４．０个月
（Ｐ＝０．００３）。２组术后不良反应及住院死亡率相似。
所以认为对于潜在可切除的食管癌患者，术前同步放

化疗可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且不良反应可以接受。

关于术前同步放化疗与单纯手术治疗对比的 Ｍｅ
ｔａ分析也很多，ＳｊｏｑｕｉｓｔＫＭ等［５］发表的一项Ｍｅｔａ分析
纳入１２项术前同步放化疗联合手术对比单纯手术的
随机试验，共１８５４例，术前同步放化疗组的各种原因
死亡危险风险比 ＨＲ＝０．７８（９５％ＣＩ＝０．７０～０．８８；
Ｐ＜０．０００１）。这篇Ｍｅｔａ分析强有力的支持了术前同
步放化疗较单纯手术治疗可以获得明显的生存优势。

ＷａｎｇＤＢ等［６］发表的一项Ｍｅｔａ分析纳入１２项术前放
化疗加手术对比单纯手术的随机试验，术前放化疗加

手术组较单纯手术组显著提高了１年、３年及５年生
存期，ＲＲ分别为０．８６（Ｐ＝０．０３）；０．８２（Ｐ＝０．０００７）；
０．８３（Ｐ＝０．０１）。亚组分析显示这样的生存获益仅表
现在术前同步放化疗组，而不出现在序贯放化疗组。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没有因为术前放化疗而增

加，ＲＲ分别为０．９７（Ｐ＝０．５６）和１．５６（Ｐ＝０．０７）。
３２　术前同步放化疗加手术与单纯同步放化疗的比
较　当根治性同步放化疗无法实现局部控制时，姑息
性食管切除术常常是延长生存期的惟一可行治疗方

法，手术的目的是切除残存的肿瘤。ＬｉａｏＺ等［７］报道

了一项术前同步放化疗后手术对比单纯同步放化疗的

试验，作者回顾性分析了同步放化疗姑息治疗的临床

Ⅱ～Ⅲ期的食管癌１３２例，其中６０例在同步放化疗后
接受了手术治疗。研究结果显示：术前同步放化疗组

与单纯同步放化疗组相比，５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６７．１％和２２．１％（Ｐ＜０．００１），５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
４０．７％和 ９．９％（Ｐ＜０．００１），５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５２．６％和６．５％（Ｐ＜０．００１），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６２
个月和１２个月（Ｐ＜０．００１）。手术切除食管肿瘤是使
局部控制率和总生存率提高的独立预后相关因素。

ＫｒａｎｚｆｅｌｄｅｒＭ等［８］发表的一项 Ｍｅｔａ分析纳入了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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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对照试验，对术前同步放化疗加手术与单纯同步

放化疗进行对比，术前同步放化疗组的 ＯＳ显著延长，
ＨＲ为０．８１（Ｐ＝０．００８）。达到 Ｒ０切除的机会增加
ＨＲ为１．１５（Ｐ＝０．０４３）；且没有增加并发症的发生率
ＨＲ为０．９４（Ｐ＝０．３６３）。

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同步放化疗后达

ｐＣＲ的患者无需再行手术。法国 ＦＦＣＤ９１０２试验［９］

中，４４４名局部晚期患者首先接受２周期化疗及４６Ｇｙ
放疗。将其中的２５９名获得 ＰＲ或 ＣＲ的患者随机分
入手术组（Ａ组）或继续同步放化疗组（Ｂ组）。Ａ组与
Ｂ组２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６６．４％和 ５７．０％（Ｐ＞
０．０５），２年生存率分别为３４％和４０％（Ｐ＝０．４４），中
位生存期分别为１７．７个月和１９．３个月（Ｐ＞０．０５）。
结果表明术前同步放化疗有效的患者，进一步实施手

术治疗的意义不大。ＣａｓｔｏｒｏＣ等［１０］回顾性分析了

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年的７７例经术前同步放化疗后达 ＣＲ的
胸段食管鳞癌患者，其中３９例接受了手术治疗，另外
的３８例由于不适合手术或者拒绝手术而未行手术治
疗。结果显示，术前同步放化疗 ＋手术组与单纯同步
放化疗组相比，５年 ＯＳ分别为５０．０％和５７．０％（Ｐ＝
０．９９），５年ＰＦＳ分别为５５．５％和３４．６％（Ｐ＝０．１５）。
即便综合考虑ＰＳ评分、年龄及临床分期等因素，两种
治疗模式的ＯＳ（Ｐ＝０．６５）和ＰＦＳ（Ｐ＝０．１５）也未显示
出显著的差异。据此，作者得出结论，同步放化疗后达

ＣＲ的胸段食管鳞癌患者，可以等待局部复发后再行挽
救性手术治疗，这并不会对患者生存期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同步放化疗达 ＣＲ后是否应该手术的意义
仍不肯定。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同步放化疗后有效的

患者仍然需要接受手术治疗，因为大量瘤体内乏氧癌

细胞对放射不敏感，在这种情况下，用外科疗法将瘤体

切除，既可减少放射剂量，又可降低局部复发问题。

４　食管癌术前同步放化疗方案的研究进展
４１　术前同步放化疗方案中放疗的研究进展　放疗
总剂量一般为 ４０～４５Ｇｙ，常规分割剂量 １．５～３．７
Ｇｙ，放疗周期４～６周，术前同步放化疗结束后２～４周
手术。

为了提高术前同步放化疗的疗效，有学者做了增

加术前放疗剂量方面的研究。ＨｕｒｍｕｚｌｕＭ等［１１］的一

项回顾性分析，将１０７例ⅡＡ～Ⅲ期食管癌患者分为
单纯手术组（ｎ＝４５）和高剂量（６６Ｇｙ）术前同步放化
疗组（ｎ＝６２）。术前同步放化疗组给予 ３个周期的
ＤＤＰ＋５Ｆｕ方案集中化疗，第二周期开始同步高剂量
放疗（６６Ｇｙ）。通过多变量分析发现，患者的生存期与
术前同步放化疗放疗剂量的高低关联不大。作者最终

得出结论对于ⅡＡ～Ⅲ期食管癌患者给予高剂量同步
放化疗较单纯手术未显示出显著优势。

有研究希望应用适形放疗技术来提高术前同步放

化疗的疗效，减轻副反应。ＫｎｏｘＪＪ等［１２］对５２例局部
晚期食管癌患者进行术前同步放化疗的Ⅱ期临床试

验。化疗采用伊立替康＋顺铂方案，同时在化疗第４～
８周给予适形放疗（５０Ｇｙ／２５Ｆ）。结果４３例患者接受
了手术，并且其中的７例（１６％）达到了ｐＣＲ。中位ＯＳ
为３６个月，３年生存率为５１％。笔者据此得出结论，
在局部晚期食管癌患者中，术前同步放化疗方案中应

用适形放疗后与历史对照相比有望延长生存期。丁颖

等［１３］术前同步放化疗放疗采用三维适形放疗技术

（３ＤＣＲＴ），靶区的范围包括 ＣＴ所见的原发病灶及淋
巴结，总量４６Ｇｙ。结果显示术前同步放化疗后Ｔ与Ｎ
分期均明显提前。而既往的研究［１４］多采用的是常规

放疗，令Ｔ分期提前，而 Ｎ分期却无明显改变。其原
因主要考虑３ＤＣＲＴ设计的照射野包括食管原发灶及
引流淋巴结，故可导致 Ｔ与 Ｎ均提前；而常规前后对
穿野放疗，仅照射食管原发灶，转移淋巴结并不在照射

范围内，故导致Ｎ分期无明显改变。
４２　术前同步放化疗方案中化疗方案的研究进展　
化疗方案多选择以铂类为基础的方案，顺铂 ＋５Ｆｕ的
联合化疗方案是最常用的，化疗周期多为２个。

选择何种药物与铂类联合是研究的热点。其中以

紫杉醇临床应用较为普遍。ＶａｎｄｅＳｃｈｏｏｔＬ等［１５］对以

紫杉醇为基础的术前同步放化疗 ＋手术治疗Ⅱ、Ⅲ期
食管癌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结果提示实现

Ｒ０切除的患者达９６％，３年生存率达到５６％，从而肯
定了该治疗方案的疗效及耐受性。而将紫杉醇加入常

规铂类联合５Ｆｕ的方案中疗效并未明显提高［１６］，反

而增加了治疗相关不良反应。伊立替康在术前同步放

化疗中也显示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ＫｎｏｘＪＪ等［１２］对

５２例局部晚期食管癌患者进行术前同步放化疗的Ⅱ
期临床试验，患者在第 １，２，４，５，７，８周给予 ＣＰＴ１１
（６５ｍｇ／ｍ２）＋ＤＤＰ（３０ｍｇ／ｍ２）化疗，同步放疗（５０
Ｇｙ）。４３例患者接受了手术，并且其中的７例（１６％）
达到了ｐＣＲ。中位ＯＳ为３６个月，３年生存率为５１％。
作者据此得出结论，在局部晚期食管癌患者中，术前应

用伊立替康＋顺铂同步放疗后手术与历史对照相比有
望延长生存期。毒性反应显著，但是是可控的。

也有学者尝试将两种铂类联合应用，ＰｅｒａＭ等［１７］

发表了奥沙利铂联合顺铂及５Ｆｕ方案术前同步放化
疗的Ⅱ期临床研究。将４１例可手术切除的患者给予
２个周期的 ＯＸＡ（８５ｍｇ／ｍ２）＋ＤＤＰ（５５ｍｇ／ｍ２）＋５
Ｆｕ（３ｇ／ｍ２，持续静滴９６ｈ）方案化疗，同时给予放疗
（４５Ｇｙ）。结果，３～４级不良反应有乏力（２７％）和中
性粒细胞减少（１４％）。３１例（７５．６％）患者接受了手
术，其中Ｒ０切除达９４％，ｐＣＲ达５０％，其中鳞癌 ｐＣＲ
达６７％。中位 ＰＦＳ和中位 ＯＳ分别为 ２３．２个月和
２８．４个月。故认为术前 ＯＣＦ方案联合同步放疗是一
个很有前途的治疗方案，特别是对于鳞癌患者，且毒性

反应可以接受。

不含铂方案的疗效也日益受到关注，ＡｊａｎｉＪＡ
等［１８］将５５例患者先给予多西他赛 ＋伊立替康 ＋５Ｆｕ
方案诱导化疗，后给予同步放疗（５０．４Ｇｙ），接着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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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４３例（７８％）患者接受了手术，２０％实现了
ｐＣＲ，７６．４％实现了Ｒ０切除。所有患者的中位生存期
为４３．３个月。那些达到了 ｐＣＲ（Ｐ＝０．００５）和 Ｒ０切
除（Ｐ≤０．０００１）的患者延长了生存期。当前的研究结
果证明不含铂的三药联合方案是积极可行的，且安全

的，但是也不优于已经发表的那些以铂类为基础的方

案。氟尿嘧啶与另外一种细胞毒药物以及生物制剂的

联合有望成为术前同步放化疗的基本方案。

５　食管癌术前同步放化疗的安全性
　　放化疗副作用：放化疗导致的Ⅲ级以上毒性反应
主要为血液学毒性（白细胞下降７．６９％，血小板下降
７．６９％）和放射性食管炎（１１．５４％）。白细胞及血小
板下降多在短期内恢复，不影响手术治疗。患者术前

同步放化疗所引起的胃肠道反应、吞咽困难和吞咽疼

痛等副反应，经对症处理后均能耐受。

术后并发症：有报道［１９２０］显示术前同步放化疗联

合手术与单纯手术相比术后吻合口瘘的发生率和全身

炎症反应综合征发病率有所增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且给予术后积极的对症处理和预见性观察与护理，

可以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降低病死率，提高手术成

功率。

总的来讲，术前同步放化疗能够使局部晚期

（ⅡＢ～Ⅲ期）食管癌达到术前降期的目的，便于手术
切除，有望使总生存率得到提高［２１］。虽然术前同步放

化疗的毒性增加、术后并发症增多，但手术死亡率并不

高，治疗毒性仍可接受。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例

如分子靶向治疗如西妥昔单抗［２２］等在食管癌术前同

步放化疗临床研究中尚处于萌芽时期。所以在食管癌

的个体化治疗中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发高效

的化疗药物和靶向治疗药物，这些都有望使食管癌的

治疗效果得到提高。在放疗方面，三维适形和调强放

疗、高 ＬＥＴ射线及重粒子的研究进展以及放射增敏剂
和放射防护剂的临床应用，使食管癌患者的生存期和

生存质量进一步提高，是以后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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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胃结合部腺癌的诊治现状及研究进展
邵大川，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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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食管胃结合部腺癌（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ｏｆ
ｔｈｅ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ＥＧ）在世界各地的发病率
都呈升高趋势［１］。尤以西欧、北美上升明显。中国人

的ＡＥＧ发病率尚不清楚，国内对食管癌高发的北方或
南方部分地区进行的流行病学分析，结果显示：食管癌

高发病率的地区伴随着食管癌发病率及死亡率下降的

同时，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则呈现上升趋势，并且是以

贲门癌发病为主，提示中国人ＡＥＧ的发病率也有所提
高［２］。通过大量的流行病学资料分析提示，从性别角

度来看，近 ２０年间，男性 ＡＥＧ发病率的增长高于女
性，而且在贲门癌浸润食管中男性患者的比例要高于

贲门癌没有浸润食管［３］。目前，国内多个研究表明，中

国人与西方、北美等地区 ＡＥＧ的临床特点相似，且进
展期ＡＥＧ患者比例高。相比较与远端胃癌的治疗效
果，ＡＥＧ的预后差，诊疗效果亟待提高［４］。由于食管

胃结合部的特殊解剖学位置及组织学类型，并且缺少

独立的ＴＮＭ分期系统，使得其临床处理有别于食管癌
和胃癌。目前，国内外学者对 ＡＥＧ的 Ｓｉｅｗｅｒｔ分型研
究开展的比较多，对于不同类型的Ｓｉｅｗｅｒｔ在选择手术
的路径，方式及围手术期处理方面也有较大差异，合理

的手术入路，手术方式的选择、手术切除范围及淋巴结

清扫范围等对患者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因此受到人

们的高度重视。

１　定义
　　食管胃结合部为食管与胃的移行带，由远端食管、
贲门、近端胃底组成。目前，公认的食管胃结合部的定

义范围是：食管下端纵行栅栏状样血管末梢或胃黏膜

皱襞的近侧缘［５］。食管胃结合部处于特殊的部位：胸

腹交界处，其上接具有丰富血管网及淋巴管网但缺乏

外膜的食管，下相连具有良好顺应性的近端胃，且其淋

巴引流具有向胸内和腹内双向引流的特点。因此，

ＡＥＧ的临床特征既有别于食管癌又不同于胃癌，所以
对于食管胃结合部恶性肿瘤的分类、病因、诊疗原则等

诸多方面国内外存在着较大争议。当前不少学者认为

食管胃结合部癌是一个独立的疾病［６］。目前，ＡＥＧ在
国内外较为公认的是Ｓｉｅｗｅｒｔ分型，此分型是由Ｓｉｅｗｅｒｔ
于１９８７年首先提出，也称 Ｍｕｎｉｃｈ分型。Ｓｉｅｗｅｒｔ认为
ＡＥＧ：是指肿瘤中心于解剖学贲门上下各５ｃｍ范围内
的腺癌。可分为３个亚型：Ⅰ型于食管胃结合部上１～
５ｃｍ之间，称远端食管癌；Ⅱ型于食管胃结合部上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三
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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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ｃｍ～下２ｃｍ之间，称贲门癌；Ⅲ型于食管胃结合部
下２～５ｃｍ之间，称贲门下癌。该分型获得国际食管
疾病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Ｅ
ｓｏｐｈａｇｕｓ，ＩＳＤＥ）和国际胃癌联合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ｓ
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ＧＣＡ）的一致认同。除上述分
型国际上还有ＷＨＯ分型和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分型。而目前国
内尚未对食管结合部腺癌进行临床分型，并且国内与

国外的分型是否一致值得商讨。

２　发病机制及病因
　　ＡＥＧ的病因学没有明确，比较统一的共识是胃食
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与 ＳｉｅｗｅｒｔⅠ型的发生有密切相
关，而反流性食管炎、Ｂａｒｒｅｔｔ食管的发生与胃食管反流
病密切相关；Ｂａｒｒｅｔｔ食管是食管腺癌的癌前病变；
ＳｉｅｗｅｒｔⅡ型和Ⅲ型与贲门肠化生有关；而贲门肠化生
和幽门螺杆菌（ＨＰ）感染有关，ＨＰ感染导致的炎症、肠
化生、进而发展为腺癌。此种肠上皮化生不同与远端

食管，与胃食管反流疾病无关。但贲门肠化生可独立

存在于Ｂａｒｒｅｔｔ食管外。另外，肥胖、吸烟、药物等亦被
认为是ＡＥＧ发病的危险因素。有研究表明摄入过多
的热卡与ＡＥＧ的发病有关，而多进食叶黄素、纤维素、
维生素 Ｂ６等可降低 ＡＥＧ的发病风险，并据此提出了
自由基的增多和抗氧化剂的减少是 ＡＥＧ发病的重要
因素［７］。除以上因素外，ＡＥＧ与社会经济状况、遗传
因素等也有相关性。

３　诊断
　　结合患者症状及临床体征，并通过如 ＧＩ、电子纤
维内镜、ＣＴ／螺旋 ＣＴ、超声内镜（ＥＵＳ）、术前腹腔镜探
查、ＰＥＴ等检查手段，可以在术前判断癌肿的位置，大
小、癌肿的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范围以及有无远处转

移等情况。超声内镜在探查原发灶浸润的范围及深度

（Ｔ）的准确性明显高于ＣＴ和ＭＲＩ，同样可以了解周围
有无肿大或转移的淋巴结。必要时还能在 ＥＵＳ引导
下行瘤旁淋巴结穿刺活检［８］。ＡＥＧ是上消化道管腔
的空腔脏器肿瘤，肿瘤多向腔内生长且常侵犯周围组

织。由于食管胃交界部所处区域邻近脏器比较多，其

右侧邻近肝脏，左侧毗邻脾脏，上方与膈肌临帖，下方

和胰腺联系密切；决定了邻近结构受ＡＥＧ侵犯的可能
性更高，当癌肿及病变广泛时，其前下方的结肠、小肠

可通过横结肠系膜而被侵犯，以及腹膜后的组织及脏

器。腹腔干及其分支血管、肠系膜动静脉、下腔静脉等

邻近的大血管，也可成为该部位肿瘤侵犯的对象。食

管胃交界部走形迂曲且背景结构复杂，又通过膈肌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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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穿过膈肌进入腹腔，使其淋巴引流方向相对复杂，淋

巴转移途径可以向上方、水平和下方三个方向进行，相

对于其他部位肿瘤诊断和检出而言，ＡＥＧ行 ＣＴ检查
的处置及扫描和阅片规范非常重要。高分辨率 ＣＴ扫
描作为首选，可以为手术提供解剖学证据，并且可以在

恶性肿瘤分期中排除邻近及远隔淋巴结或器官转移 。

ＣＴ对软组织分辨率相对较低，ＭＲＩ对软组织分辨率要
优于ＣＴ，能能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可以更加明确肿
瘤和邻近脏器的关系。而且 ＭＲＩ能够通过发现肿瘤
侵入邻近脏器所形成小的嵌插病灶而确定组织是否受

侵犯。ＭＲＩ影像出现毗邻的腹膜后大血管及腹腔周围
出现软组织灶环绕时，应注意该部位受侵的可能，此时

同样提示肿瘤不可根治性切除。ＰＥＴＣＴ检查可以对
局部标记的葡萄糖代谢进行显示，在临床肿瘤的分期

及肿瘤治疗应用领域越来越多。最近有研究表明通过

应用血管探测重建技术（ＶＰ）可以把胃癌 Ｔ分期的准
确率进一步提高到 ９４％［９］的水平，同样有助于 ＡＥＧ
的Ｔ分期。选择对ＡＥＧ的合理治疗措施，准确的术前
分期是必需的，对原发肿瘤准确的定位及其正确的临

床分型、分期等的全面判断是制定外科治疗策略的基

础。

４　治疗
４１　早期治疗　内镜在早期诊断及治疗时，对早期癌
肿及癌前病变的内镜微创治疗非常重要，其可以切断

癌转变途径，取得最佳的疗效。目前，内镜微创治疗主

要分为破坏病灶法和切除病灶法两种。前者以氩离子

凝固术（ａｒｇｏｎｐｌａｓｍａ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ＰＣ）为代表，ＡＰＣ是
利用离子化的氩气把高频率电能传导至组织，使之凝

固，达到治疗目的。后者以内镜黏膜切除术（ｅｎｄｏｓｃｏｐ
ｉｃｍｕｃｏｓ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ＭＲ）为代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ＳＤ）作为一种治疗
早期胃癌新技术，同样适用于治疗食管胃结合部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ＧＪ）的浅表癌。与外科中剖
腹探查手术以及 ＥＭＲ等内镜治疗技术相比较，利用
ＥＳＤ治疗ＥＧＪ处癌前病变及 ＡＥＧ，优势明显。但 ＥＳＤ
在处理ＥＧＪ处病变时，与外科剖腹探查相比，ＥＳＤ手
术操作时间长，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更高，并且 ＥＳＤ
要求术者有娴熟的技术。近几年，利用 ＥＳＤ治疗早期
胃癌及早期食管癌同样值得信赖［１０１２］。ＥＳＤ的治愈切
除率为７４％～９５％，完整切除率为７６％ ～９５％。ＥＳＤ
同样也可应用于治疗胃食管结合部早期癌［１３１４］。

４２　手术治疗　虽然进展期 ＡＥＧ行根治性手术患者
中超过５０％在５年内发生复发或病死［１５］。但外科手

术是ＡＥＧ根治的唯一手段。包括完整切除原发灶和
清扫局部淋巴结。各型ＡＥＧ的手术入路、手术方式及
食管、胃切除范围仍有很大争议。ＡＥＧ的手术入路是
临床，特别是普通外科与胸外科争论的焦点。目前较

为一致的看法是：对ＳｉｅｗｅｒｔⅠ型ＡＥＧ的治疗，因其淋
巴转移方式和生物学行为与食管癌更接近，多以行食

管及胃部分切除联合纵隔淋巴结清扫为主，主要的手

术径路有经胸、经食管裂孔、经胸腹联合切口切除术，

ＳｉｅｗｅｒｔⅠ型 ＡＥＧ多是 ＢＥ，且已经证实 ＳｉｅｗｅｒｔⅠ型
ＡＥＧ淋巴结转移要晚于食管鳞状细胞癌，淋巴转移发
生率较低，并且其主要转移方向是纵隔淋巴结。治疗

ＳｉｅｗｅｒｔⅠ型多经左胸入路行食管切除术，联合纵隔淋
巴结清扫［１６１７］。多数学者认为切除范围为距病变上缘

５～１０ｃｍ的下段食管和距病变下缘５ｃｍ的近端胃；而
对ＳｉｅｗｅｒｔⅡ、Ⅲ型的治疗，其淋巴转移方式和生物学行
为更接近胃癌，因食管受浸润的深度和范围与纵隔淋

巴结转移率密切相关，肿瘤浸润食管越深、肿瘤累及食

管范围越长则纵隔淋巴结转移率越高［１８］。现在多数

学者认同经食管裂孔行全胃联合远端食管切除术是治

疗ＳｉｅｗｅｒｔⅡ、Ⅲ型的手术方式，也可经右胸、上腹２切
口或胸腹联合切口，但是后者术后平均住院日较长，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病变切除距病变上缘５ｃｍ的
下段食管和全胃；从生存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研究认为

ＳｉｅｗｅｒｔⅠ型预后要差于Ⅱ型和Ⅲ型［１９］。但是手术入

路的选择对患者的预后不产生影响。目前，对于 Ｓｉｅｗ
ｅｒｔⅡ、Ⅲ型的治疗中胃的切除范围问题以及是否进行
腹腔Ｄ２淋巴结清扫还有较大争议。主要是选择性行
全胃切除还是近端胃切除的问题，ＴａｋｉｇｕｃｈｉＳ等［２０］报

道，与近端胃次全切除比较，临床医生更愿意选择全胃

切除（２１．８％ ｖｓ．７６．３％，Ｐ＜０．０００１）。若有外侵可必
要时行联合脏器切除，尤其是脾脏切除及胰腺部分切

除，但是目前学者较为统一的观点是：在行 ＡＥＧ手术
时，联合脾脏及胰腺切除应当避免，对在术中探查出现

以下情况者可以考虑脾切除：①脾门区淋巴结有转移
者：②脾门区可疑淋巴结转移者；③难以手术彻底清除
的脾门区组织；④与胰尾粘结紧密、融合一团的 ＡＥＧ。
扩大的联合脏器对于局部晚期的ＡＥＧ患者创伤大，使
术后并发症增多，而且疗效欠佳，故行联合脏器切除要

慎之又慎。经腹径路在保证手术安全性的前提下可以

满足淋巴结清扫的要求［２１］。

５　围手术期辅助放化疗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治疗方案，独立系统的分析研
究比较缺乏，对ＡＥＧ放化疗的研究也大多是包含在食
管癌与胃癌的研究中。但有实验证明，手术联合放化

疗与单纯手术治疗相比可提高 ＡＥＧ的生存率。认为
已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均应行术后放化疗，可以提高患

者无病生存期，术后辅助化疗治疗可以延长患者的无

病生存期，延缓肿瘤复发。对肿瘤体积较大的可以辅

以新辅助放化疗，临床常用的有以５ＦＵ为主的化疗与
放疗相结合的方案治疗、顺铂加诱导放疗１２ｄ联合５
ＦＵ化疗的放化疗方案［２２］。近些年来，新辅助治疗

ＡＥＧ受到学者关注，术前新辅助化疗对 ＡＥＧ的 Ｒ０切
除率有重要意义，但为了提高总体存活率，需要与术后

辅助化疗循序渐进。ＮＣＣＮ多推荐经典的多药方案，
而且ＡＥＧ的术后辅助化疗方案与胃癌相同，如表阿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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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顺铂和氟尿嘧啶联合应用方案（ＥＣＦ）或者是其改
良方案，能够使晚期患者生存获益。而且单药Ｓ１的研
究表明也有较好的远期存活率。术前给予新辅助放疗

后能够提高ＡＥＧ术后的５年总体生存率。并且欧洲
已经制定出指南，达成了对ＡＥＧ患者给予术前新辅助
放疗。国内有学者通过术前给予 ＡＥＧ患者４０Ｇｙ的
放疗剂量，与单纯手术相比，患者近期及远期生存率提

高显著［２３２４］。此结果是通过对 ＡＥＧ随机进行的Ⅲ期
临床试验获得的。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Ｖ等［２５］报道放疗能够改

善５年存活率（ＲＲ＝１．２６，９５％ＣＩ：１．０８～１．４８）。但
是在术中及术后给予放疗的结果证明并不能提高患者

的远期存活率。有研究证实，对于 ＨＥＲ２的 ＡＥＧ患
者可以使用曲妥珠单抗联合氟尿嘧啶和顺铂使患者获

益。

６　围手术期营养支持
　　对于ＡＥＧ患者应该按照患者病情及体重序贯地
给患者提供合理的能量及蛋白质需求，对患者的营养

支持应在术前１周时间左右，通过证实，在胃切除患者
术前和术后１周应用全肠外营养可以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对于肠内营养同样要逐渐过渡，在不适合肠内营

养时，先给予肠外营养，或者是在肠外营养的支持中逐

步增加肠内营养的应用，直至患者平稳安全地过渡到

肠内营养和经口进食。

当前学者对于ＡＥＧ的治疗进展研究很多，而对于
ＡＥＧ的病因、发病机制、发病率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
我们应当进一步重视ＡＥＧ基础及临床资料的研究，食
管胃结合部腺癌是一种特殊类型癌肿。Ｓｉｅｗｅｒｔ分型的
提出已有２０余年，为人们了解和研究这一部位的癌肿
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在西方国家得到了普遍的接纳，但

在食管胃结合部腺癌的研究中由于东西方饮食、环境、

个体差异等因素，我国是否同样按照 Ｓｉｅｗｅｒｔ分型值得
进一步探讨。所以今后对于ＡＥＧ的诊断及治疗，最完
善治疗方案的制定，必须以患者为中心，把患者的临床

病理特征紧密结合起来，进行“个体化”的综合诊疗，

多学科协作，依据分子生物学特性制定出治疗患者的

最佳方法和手段。鉴于此，我们要特别重视 ＡＥＧ的研
究，充分了解其生物学特性，并为 ＡＥＧ的诊断及治疗
提供更新更合理全面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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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综述·

ＭＴＳＳ１基因在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蔡丰，江浩

关键词：ＭＴＳＳ１；ＭＩＭ／ＭＩＭＢ；肿瘤；肿瘤转移抑制基因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０．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４７２０３

　　恶性肿瘤是当今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主要疾病之
一，但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根治的有效方法。侵袭和转

移是恶性肿瘤的主要特征，其过程极其复杂。虽然外

周环境对肿瘤转移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肿瘤细胞的

潜在转移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肿瘤细胞本身的内在

因素即其基因组所决定的。所以，我们探讨转移相关

基因在肿瘤转移中的机理就显得极具现实意义。而肿

瘤转移抑制基因作为极其重要的转移相关基因在抑制

肿瘤侵袭、转移中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被人们认识

的肿瘤转移抑制基因不多，研究发现 ＭＴＳＳ１（Ｍｅｔａｓｔａ
ｓｉｓ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１）基因作为可能的肿瘤转移抑制基因，
在抑制肿瘤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１　ＭＴＳＳ１基因的发现
　　２００２年ＬｅｅＹＧ等［１］研究膀胱癌转移机制时发现

一基因，Ｌｅｅ通过引物５’ＡＡＡＧＣＴＧＣＧＧ，将ＲＮＡ扩增
分离出一个大小为３１６ｂｐ的 ｃＤＮＡ，它在多种低转移
习性膀胱癌细胞系中表达，而在具有转移习性的

ＴｃｃＳｕＰ膀胱癌细胞系中表达缺失。提示该基因可能
抑制肿瘤细胞的转移侵袭能力，故将此基因命名为转

移抑制基因———Ｍｉｓｓｉｎｇｉｎ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ＭＩＭ），且该基因
多种组织中均表达。后续研究发现 ＭＩＭ基因可以转
录３种蛋白，分别为 ＭＩＭＡ、ＭＩＭＢ和 ＭＩＭＣ，三种蛋
白羧基端的同源性超过 ５０％。而 ＭＩＭＢ作为人体
ＭＴＳＳ１表达的蛋白［２］，其蛋白结构最长，在细胞中含

量最多［３］。后续研究的ＭＩＭ绝大多数都是指ＭＩＭＢ，
ＭＩＭＢ可作为ＭＩＭ的代表蛋白［４］。

２　ＭＴＳＳ１基因结构
　　ＭＴＳＳ１基因序列中含有３个内显子和４个外显
子，外显子长度最长为 ２９０３ｂｐ，最短的为 １６３ｂｐ。
ＭＴＳＳ１基因位于染色体８ｑ２４．１。ＭＴＳＳ１基因结构主
要可分为 ＷＨ２区、ＩＭＤ区及 ｐｒｏｌｉｎｅｒｉｃｈ区。ＷＨ２
（ＷＡＳＰｈｏｍｏｌｏｇｙｄｏｍａｉｎ２）区位于７２７～７４４ａａ，其 Ｎ
末端为一两性螺旋结构。Ｃ末端为从７３９位的缬氨酸
到７５３位的精氨酸。ＷＨ２属于ＷＡＳＰ家族，对肌动蛋
白的细丝生长具有促进作用。ＩＭＤ［ａ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ｄｏ
ｍａｉｎｃａｌｌｅｄＩＲＳｐ５３／ＭＩＭｄｏｍａｉｎ］区位于１６～２３７ａａ。
是由４个螺旋链形成的一个二聚体，中部有一１３９６Ａ
空洞，空洞中有一定数量的水分子［５］。ＩＭＤ可以与带
负电荷的脂质分子相互绑定。过度表达 ＩＭＤ可诱导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放疗科
通讯作者：江浩，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ｈａｏ１２２３＠１６３．ｃｏｍ

细胞丝状伪足的形成和促进重组手指像脂质膜突起。

ｐｒｏｌｉｎｅｒｉｃｈ区位于ＩＭＤ区下游，ＷＨ２区上游。其与皮
层肌动蛋白，ＷＷ结构域和某些信号蛋白相互作用来
发挥功能［６］。

３　ＭＴＳＳ１基因的功能
　　前期研究发现 Ｓｈｈ表达可促进皮肤毛囊中 ＭＩＭ
的表达。ＭＩＭ的ＷＨ２和ＩＭＤ结构与受体蛋白酪氨酸
磷酯酶结合参与Ｓｈｈ反应。而ＳａａｒｉｋａｎｇａｓＪ等［７］通过

小鼠模型实验表明 ＭＩＭ至少在胚胎发育期对于 Ｓｈｈ
信号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ＭＩＭＢ的表达可诱导 Ｒａｃ
基因的激活以及伪足的形成。其中 Ｒａｃ基因与 ＩＭＤ
相互作用，在细胞中促进Ｒａｃ基因的激活，但不能促进
伪足的形成，仍然需要ＭＩＭＢ蛋白的其他结构相互作
用。ＢｅｒｓｈｔｅｙｎＭ等［８］研究发现ＭＩＭ的敲除可增加Ｓｒｃ
激酶活性以及肌动蛋白调节的皮层蛋白磷酸化。抑制

Ｓｒｃ基因表达及皮层蛋白磷酸化可弥补 ＭＩＭ敲除细胞
的纤毛缺陷，而过表达 Ｓｒｃ基因或磷酸化皮层蛋白可
抑制纤毛形成。ＭａｔｔｉｌａＰＫ等［９］报道ＭＩＭ的ＩＭＤ区可
诱导细胞膜ＢＡＲ区域改变，由于其特有的几何形状中
的ＰＩ（４，５）结合位点，ＩＭＤ可使细胞膜前突而不内陷。
ＤａｗｓｏｎＪＣ等［１０］研究表明 ＭＩＭ不仅具有对抗细胞间
连接拆卸能力，也促进了粘合连接组件的动力学。

ＭＩＭ的减少可降低细胞与细胞连接处的 Ｆ肌动蛋白
的聚集。ＣａｏＭ等［１１］等运用几种能够干扰 ＭＩＭ二聚
体形成的肽。通过过表达的这种肽，能有效地抑制

ＭＩＭ介导的细胞膜突起和转铁蛋白的摄取。表明二
聚化对于 ＭＩＭ介导的内吞作用是必要的。ＵｔｉｋａｌＪ
等［１２］研究发现 ＭＩＭ启动子活性区域２７６ｂｐ的５’侧
翼序列坐落在 ＣｐＧ岛。用亚硫酸氢钠测序表明 ＭＩＭ
启动子在该区域被甲基化。利用荧光素酶测序分析表

明启动子甲基化的ＭＩＭ与不同内源性 ＭＩＭ表达细胞
系具有类似的活动。用５氮２脱氧胞苷抑制 ＤＮＡ甲
基化导致在 ＭＩＭ表达上调细胞系中 ＭＩＭ表达降低。
结果表明 ＭＩＭ的表达及其抗肿瘤转移的功能与
ＤＮＡＣｐＧ岛甲基化密切相关。

４　ＭＴＳＳ１在肿瘤表达的作用
４１　膀胱癌　ＷａｎｇＹ等［４］报道膀胱移行细胞癌的分

化程度与ＭＩＭ的表达呈正相关，在分化程度高的肿瘤
组织中ＭＩＭ表达率较高，而在分化程度低的肿瘤组织
中表达率较低。ＤｕＰ等［１３］研究显示在膀胱癌细胞系

中，ＭＩＭ几乎不在 ＥＪ１３８、Ｔ２４和 ＲＴ１１２细胞系中表
达。过表达的 ＭＩＭ与体外培养膀胱癌细胞系的生长
和细胞粘附能力负相关，但不影响其侵袭和转移能力。

郭艳等［１４］对 ４１例膀胱癌及相应癌旁正常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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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ＴＳＳ１基因的表达进行检测。结果显示ＭＴＳＳ１ｍＲＮＡ
在膀胱癌组织中表达明显低于癌旁正常组织。而通过

ＲＮＡ干扰能够明显降低 ＥＪ１３８细胞中 ＭＴＳＳ１蛋白的
表达。

４２　大肠癌　王鼎等［１５］研究发现大肠癌组织比正常

组织ＭＴＳＳ１表达阳性率高，转移性比局限性大肠癌
ＭＴＳＳ１表达阳性率高，大肠癌组织比癌前病变 ＭＴＳＳ１
表达阳性率高，正常组织与癌前病变的 ＭＴＳＳ１表达无
明显差异。ＴａｎｇＨＬ等［１６］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了ｍｉｒ
２３ａ和ＭＴＳＳ１在９２例结肠癌患者中的表达情况，结果
显示ｍｉｒ２３ａ和ＭＴＳＳ１在结肠癌组织中的表达分别为
８７％（８０／９２）和１７．４％（１６／９２），ｍｉｒ２３ａ的高表达与
临床分期（Ｐ＝０．０２９）和浸润深度（Ｐ＝０．０００）相关，
ｍｉｒ２３ａ在有淋巴结转移的组织中高表达 （Ｐ＝
０．０４１），而ＭＴＳＳ１的低表达与临床分期（Ｐ＝０．０２７）和
浸润深度（Ｐ＝０．０１７）相关，ＭＴＳＳ１在有淋巴结转移的
组织中低表达（Ｐ＝０．００９），ｍｉｒ２３ａ和 ＭＴＳＳ１在结肠
癌组织中的表达呈负相关（ｒ＝－０．０５９，Ｐ＝０．０１３）。
该实验表明ｍｉｒ２３ａ的高表达和ＭＴＳＳ１的低表达可作
为结肠癌的侵袭和转移的重要生物标记物。

４３　前列腺癌　ＭｕｓｔａｆａＮ等［１７］通过ＲＴＰＣＲ等技术
评估前列腺癌细胞系中 ＭＴＳＳ１的表达水平，结果显示
在ＰＣ３人前列腺癌细胞系中 ＭＴＳＳ１的过度表达显著
抑制癌细胞的生长粘附性以及转移能力。而在 ＤＵ
１４５细胞系中过度表达ＭＴＳＳ１所产生的抑制作用更显
著。ＺｈｏｎｇＪ等［１８］研究表明减少ＭＴＳＳ１的降解可抑制
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的增殖和侵袭，

４４　肝癌　ＭａＳ等［１９］采用 ＲＴＰＣＲ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技术检测了４０例原发性肝细胞癌肿瘤及其癌旁组织
中ＭＩＭＢ的表达，发现肝癌组织中 ＭＩＭＢ表达上调，
并且肝癌发生的早期就已发生此变化。表明高表达的

ＭＩＭＢ不仅可影响肝癌的发展，还可在早期预示肝癌
的发生。ＷａｎｇＪ等［２０］采用ＲＴＰＣＲ和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技
术，检测了８６例肝细胞肿瘤和正常组织中 ＭＴＳＳ１和
ｍｉＲ１８２实时聚合酶链反应和临床病理参数，结果显
示，与正常组织相比 ｍｉＲ１８２高达，ＭＴＳＳ１低表达，
ｍｉＲ１８２的高表达是肝内转移（Ｐ＝０．０３４）和不良预后
（Ｐ＝０．０３９）的相关因素，ｍｉＲ１８２与 ＭＴＳＳ１在正常肝
组织（ｒ＝－０．６７３，Ｐ＜０．０１）和肝细胞肿瘤组织（ｒ＝－
０．９３１，Ｐ＜０．０１）中呈负相关。该实验表明，ｍｉＲ１８２
可促进肝细胞肿瘤的转移和 ＭＴＳＳ１的低表达。ｍｉｒ
１８２和ＭＴＳＳ１是潜在的预后标志物和治疗肝细胞肿瘤
的目标。

４５　乳腺癌　ＰａｒｒＣ等［２１］选取了３３例正常乳腺标本
及１２７例乳腺癌标本，通过 ＲＴＰＣＲ技术和免疫组织
化学技术对 ＭＴＳＳ１进行评估。结果显示 ＭＴＳＳ１表达
水平低者预后较差。ＭＴＳＳ１表达水平高者可提高总体
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此外，ＭＴＳＳ１过度表达可抑制
人乳腺癌细胞的侵袭、转移、生长及粘附特性。相反，

抑制 ＭＴＳＳ１表达可显著提高这些性能。得出结论：
ＭＴＳＳ１可作为乳腺癌患者的无病生存及预后的指标，
并在控制乳腺癌细胞的转移性中发挥作用。

４６　肾癌　ＤｕＰ等［２２］用免疫组织化学和ＲＴＰＣＲ方
法研究了在正常人肾组织和肾癌组织中的 ＭＴＳＳ１的
表达，结果显示ＭＴＳＳ１的过度表达可抑制肾细胞株生
长、粘附、侵袭和转移能力，运用 Ｓｈｈ抑制剂可减少
ＭＴＳＳ１对细胞转移的抑制作用，表明 ＭＴＳＳ１通过 Ｓｈｈ
通路抑制肾癌细胞转移。

４７　胃癌　ＬｉｕＫ等［２３］采用 ＲＴＰＣＲ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法检测了１０７２例胃腺癌标本 ＭＴＳＳ１表达，结果显示：
总计７５１例ＭＴＳＳ１表达的完全丧失（７０．１％），１１７例
伴有淋巴结转移的标本中１０３例 ＭＴＳＳ１表达的完全
丧失（８８％），ＭＴＳＳ１表达缺失与肿瘤大小、浸润深度、
淋巴结转移相关。此外，通过多因素分析显示，ＭＴＳＳ１
表达缺失与低存活率显著相关（ＲＲ＝０．１９４，９５％ＣＩ＝
０．１４４～０．２６１，Ｐ＜０．００１）。ＭＴＳＳ１可作为预测胃癌
预后的一个有用生物标志物。范理宏等［２４］研究发现

在胃癌原发灶中ＭＴＳＳ１阳性表达率为３３．９％，而在转
移灶中阳性表达率仅为１６．３％。陈翔等［２５］研究发现

在胃癌组织中与正常组织中 ＭＴＳＳ１阳性表达比超过
３∶１（３９∶１２）。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结果显示７５％的胃癌组
织ＭＴＳＳ１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组织。
４８　食管癌　ＸｉｅＦ等［２６］评估了１０５例食管癌患者
在肿瘤和其相邻的非肿瘤组织中 ＭＴＳＳ１表达水平，结
果显示：食管肿瘤组织和其相邻的非肿瘤组织中

ＭＴＳＳ１表达都下调，ＭＴＳＳ１的表达与肿瘤的分期（Ｐ＝
０．０２４），淋巴结转移（Ｐ＝０．０１０）和总生存期（Ｐ＝
０．０３５）相关。ＭＴＳＳ１高表达的患者比低表达水平的患
者预后好。张曙光等［２７］检测了１０６例食管鳞癌及癌
旁正常组织以及食管鳞癌细胞系中 ＭＴＳＳ１的表达，发
现无淋巴结转移食管癌组织中 ＭＴＳＳ１表达高于有淋
巴结转移（χ２＝１０．９，Ｐ＜０．０１）。ＭＴＳＳ１高表达食管
鳞细胞系 ＫＹＳＥ１８０转染 ＭＴＳＳ１ｓｉＲＮＡ后显著降低
ＭＴＳＳ１的表达，ＫＹＳＥ１８０细胞的迁移数从（１５２１±
１２２）个升高至（２１２２±１１１）个。侵袭细胞数从
（１２９７±１３７）个升高至（１９８３±８１）个。
４９　胆管癌　ＷａｎｇＦ等［２８］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法研究了
６１例有转移的肝门部胆管癌组织中 ＭＴＳＳ１的表达情
况，研究结果显示 ３９．３％的有转移的胆管癌组织中
ＭＴＳＳ１表达，而非肿瘤胆管上皮细胞的表达率为
８４．６％，相邻正常肝细胞表达率为 １００％。研究表明
ＭＴＳＳ１表达与胆管癌淋巴结转移负相关，进一步研究
表明ＭＴＳＳ１的表达是肿瘤的复发和胆管癌患者总生
存率的独立预测指标。

４１０　非小细胞肺癌　房文铮等［２９］用免疫组织化学

法检测９８例ＮＳＣＬＣ组织及对应癌旁组织中ＭＴＳＳ１的
表达，发现癌组织中 ＭＴＳＳ１阳性表达率低于癌旁组
织。ＭＴＳＳ１的表达与性别、年龄、分化程度和病理类型
均无关，而与淋巴结转移和 Ｎ分期有关。ＭＴＳＳ１阳性
表达者的中位总生存期为４０．９个月，高于阴性表达者
的２１．５个月。

５　小结
　　在基因水平对肿瘤发生、发展和侵袭行为的研究
是当前对肿瘤研究的热点。肿瘤转移抑制基因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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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率及预后密切相关，ＭＴＳＳ１作为一种可能的肿
瘤转移抑制基因在机体的正常发育及肿瘤的发展转移

中起重要的作用，但 ＭＴＳＳ１表达的具体机制尚不清
楚，目前的研究表明ＭＴＳＳ１对细胞骨架蛋白的协同调
控作用是ＭＴＳＳ１参与细胞的运动、侵袭和转移的主要
途径。随着ＭＴＳＳ１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作用机制的逐
渐清楚，将会对临床肿瘤的诊断、治疗及预后产生重要

影响，也将为肿瘤分子靶向治疗及其他综合治疗提供

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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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詹建梅等撰写的《不同剂量Ｂ族维生素对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脑梗死患者的二级预防作用》一文发表在《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４
年第１２卷第６期第９１７页。中文摘要“方法”中“口服叶酸２５ｍｇ”应为“口服叶酸２．５ｍｇ”。

陶锋等撰写的《８２例腹腔镜与开腹结肠癌根治术的近期疗效对比研究》一文发表在《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４年第１２卷第８期第
１２４８页。题目应为《腹腔镜与开腹结肠癌根治术的近期疗效对比研究》。

特此更正！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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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综述·

新辅助化疗对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活检的影响
陈蕊，张晖，张荣新

关键词：化学疗法，辅助；乳腺肿瘤；前哨淋巴结活组织检查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９　Ｒ７３０．５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４７５０３

　　前哨淋巴结活检（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ｂｉｏｐｓｙ，
ＳＬＮＢ）目前已成为乳腺外科一个里程碑式的新技术领
域革命，是早期乳腺癌的标准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使

大多数乳腺癌患者避免了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及其带来

的诸多困扰。通过化疗杀灭肿瘤细胞３５％ ～４０％时，
腋窝淋巴结（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Ｉ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ＡＬＮ）分期诊断会受
到影响，检出率会降低，假阴性率会增加［１］。因此对于

新辅助化疗（ｎｅｏ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ＮＡＣ）和 ＳＬＮＢ
相干问题是一直有争论的，焦点为 ＮＡＣ前后行 ＳＬＮＢ
的时机问题。

１　ＮＡＣ前行ＳＬＮＢ
　　ＮＡＣ前行ＳＬＮＢ的优势在于，在决定对患者进行
化学治疗的方案前，对其腋窝淋巴结的状态有一个科

学的评估，对规划ＮＡＣ和定夺术后局部放射性治疗都
是有帮助的。有报道认为 ＳＬＮＢ可作为除炎性乳腺癌
以外ＡＬＮ阴性的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的标准处理方
法［２］。Ｎ０期乳腺癌患者在 ＮＡＣ前后都可以接受
ＳＬＮＢ，这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ＣＩ）在２００８年召开的一次会议的共识，是关于
乳腺癌ＮＡＣ后局部区域治疗的［３］。ＧｒｕｂｅＢＪ等［４］对

５５例浸润性乳腺癌患者在 ＮＡＣ前行ＳＬＮＢ，证实可为
肿瘤较大的乳腺癌患者提供准确的 ＡＬＮ评估。Ｉｗａｓｅ
Ｈ等［５］研究结果表明，熟练的操作和丰富的经验可使

ＮＡＣ前行ＳＬＮＢ的检出率达到１００％，并提出在 ＳＬＮＢ
前可先使用发射单光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仪或者电子计

算机Ｘ射线断层扫描技术确定淋巴结状态。另有研
究［６７］发现在 ＮＡＣ前行 ＳＬＮＢ是一种可靠的诊断方
法，可提供准确的淋巴结分期，相对于 ＮＡＣ后其检出
率较高，假阴性率较低，且有助于ＮＡＣ计划的制定。

对ＡＬＮ阳性患者，在ＮＡＣ前行ＳＬＮＢ有助于ＮＡＣ
计划的制定。但在 ＮＡＣ后若 ＡＬＮ由阳性转为阴性，
对其中仅有前哨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不能准确评估

ＡＬＮ病理缓解情况。而且令人担心的一点是，在 ＮＡＣ
无效、病情进展的情况下，术前ＳＬＮＢ阴性患者在ＮＡＣ
期间是否会发生新的转移［８］。ＴｏｋｉｔａＨ等［９］研究发

现，在ＮＡＣ前淋巴结活检有２个及２个以上阳性的患
者，更容易在ＮＡＣ后出现残余淋巴结转移。

２　ＮＡＣ后行ＳＬＮＢ
　　对临床上瘤体较大、ＡＬＮ有转移的乳腺癌，通常
认为不是 ＳＬＮＢ的适应证，而以 ＮＡＣ作为首选治疗。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一科
通讯作者：张荣新，Ｅｍａｉｌ：ｚｒｘ１３８５５２１９０１０＠１２６．ｃｏｍ

其可能原因是 ＳＬＮＢ会导致许多淋巴通道被阻塞，影
响淋巴转移途径。此外，淋巴结转移并不一定遵循一

般的转移规律［１］。一般的转移规律是非前哨淋巴结先

缓解最后前哨淋巴结再缓解，而现在也没有足够的循

证医学证据去证明 ＡＬＮ也是这种转移规律。在 ＮＡＣ
后行ＳＬＮＢ，尚缺乏理论基础。国内外学者对 ＮＡＣ是
否对ＳＬＮＢ的检出率及假阴性率有影响一直有很大争
论。

２１　检出率及假阴性率与未化疗者接近　对于局部
的晚期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可降低肿瘤分期并减

少腋窝阳性淋巴结的数量。研究表明，近１／３的患者
可通过化疗使腋窝淋巴结由阳性转为阴性。部分学者

担心化疗会改变腋窝淋巴结的引流状况，增加假阴性

率，导致前哨淋巴结的检出率下降。化疗后腋窝淋巴

结不可扪及的患者，是否适合进行前哨淋巴结活检还

有待证实。确有研究表明，影响前哨淋巴结活检准确

率的主要因素是化疗前腋窝淋巴结的阳性状态。但肿

瘤对化疗的反应性，与前哨淋巴结活检的假阴性率并

不相关。有多项研究已经显示新辅助化疗之后 ＳＬＮＢ
与早期乳腺癌的 ＳＬＮＢ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仍然
可以取得较高的准确率、检出率及较低的假阴性率。

肿瘤对化疗的反应性，与 ＳＬＮＢ的假阴性率并不相关。
ＺｈａｎｇＧＣ等［１０］对１１５例乳腺癌患者进行了随访，其中
包括５８例 ＮＡＣ前行 ＳＬＮＢ的患者，５７例 ＮＡＣ后行
ＳＬＮＢ的患者，并对其临床病理、ＮＡＣ的方案及预后缓
解情况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在 ＮＡＣ前和 ＮＡＣ后行
ＳＬＮＢ均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及准确性。另有研究证
实［１１１２］乳腺癌患者ＮＡＣ后行 ＳＬＮＢ是可行的，其检出
率、假阴性率、准确性与未行 ＮＡＣ的早期乳腺癌患者
相比并没有显著差异，且前哨淋巴结情况仍可代表

ＡＬＮ情况。ＣａｎａｖｅｓｅＧ等［１３］对６４例局部肿块较大且
ＡＬＮ阳性的患者在 ＮＡＣ后行 ＳＬＮＢ，其检出率为
９６．７％，假阴性率为５．１％，证实，ＮＡＣ后行ＳＬＮＢ是可
行的，并能准确的反应淋巴结状态。ＫｅｌｌｙＡＭ等［１４］对

２４项ＮＡＣ后行ＳＬＮＢ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其中３７％
的患者淋巴结临床检查阳性，总的 ＳＬＮＢ检出率为
８９．６％，假阴性率为８．４％，并认为在行 ＮＡＣ的患者
中，ＳＬＮＢ仍具有临床价值。ＲｅｂｏｌｌｏＡｇｕｉｒｒｅＡＣ等［１５］

对８８例平均４９岁的浸润性乳腺癌的女性患者随访发
现，ＮＡＣ后行 ＳＬＮＢ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其检出率为
９６．５％，假阴性率为８．３％。杨波等［１６］通过比较接受

ＮＡＣ和未接受ＮＡＣ两组乳腺癌患者ＳＬＮＢ的结果，得
出ＮＡＣ可以降低 ＳＬＮＢ的检出率，但对假阴性率和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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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并无较大影响，ＮＡＣ后仍可行 ＳＬＮＢ，且前哨淋巴
结情况仍可代表腋窝淋巴结情况。同时 ＮＡＣ后在肿
瘤部位（或残腔）处注射的ＳＬＮＢ检出率略低于乳晕注
射处。

２２　ＮＡＣ后检出率、假阴性率的影响　目前部分学
者认为ＮＡＣ后行 ＳＬＮＢ检出率，假阴性率主要与以下
因素有关：①前哨淋巴结微转移；②转移的肿瘤细胞堵
塞了淋巴管，阻止了示踪剂到达淋巴结；③解剖学发现
有的淋巴管径直穿过淋巴结或在其表面走形，而淋巴

液未与淋巴结接触；④跳跃性转移；⑤由于手术引起局
部淋巴循环改变；⑥多中心病灶；⑦检测到的前哨淋巴
结并非真正的前哨淋巴结。⑧当肿瘤细胞转移到并占
据着淋巴结，这种情况下示踪剂在淋巴结中就无法浓

聚；⑨转移淋巴结不能通过化学治疗来使其彻底降解。
阻碍 ＮＡＣ后的患者行 ＳＬＮＢ的最大障碍是这部分患
者相比早期乳腺癌患者有较高的假阴性率。Ａｇｕｉａｒ
ＰＨ等［１７］对 ３４例 ＮＡＣ乳腺癌患者进行随访发现，
ＳＬＮＢ检出率为８５．３％，假阴性率为１２．１％，检测灵敏
度较低，假阴性率较高。ＰｅｃｈａＶ等［１８］进行大量研究

后发现，通过目前的技术，ＮＡＣ后行ＳＬＮＢ并不能准确
的预测腋窝淋巴结状态，假阴性率达到１９．５％。Ｚｈａｏ
Ｊ等［８］研究发现，若 ＮＡＣ前患者淋巴结阳性，无论淋
巴结情况是否在 ＮＡＣ后变为阴性，均影响 ＳＬＮＢ检出
率、假阴性率。

有不少学者认为乳腺癌原发病灶大小及 ＡＬＮ情
况，为ＮＡＣ后 ＳＬＮＢ检出率和假阴性率的重要影响因
素，为了提高检出率和假阴性率，有一种方法可以显著

减少这些影响因素就是ＳＬＮＢ不在那些化疗前肿块比
较大的患者身上施行，淋巴结转移分期晚的患者也应

当避免。

２２１　ＡＬＮ分期与检出率、假阴性率　ＡＬＮ分期是
影响 ＮＡＣ后 ＳＬＮＢ假阴性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ＧｉｍｂｅｒｇｕｅｓＰ等［１９］对１２９例浸润性乳腺癌患者进行研
究，认为在临床分期为 Ｎ０的患者中，ＮＡＣ后行 ＳＬＮＢ
能准确预测ＡＬＮ的病理学状态，检出率达到１００％，而
对于Ｎ１２期患者假阴性率达到 ２９．６％。ＶａｎＤｅｕｒｚｅｎ
ＣＨ等［２０］对５７４例ＮＡＣ患者行ＳＬＮＢ后调查发现淋巴
结活检的检出率为９０．９％、假阴性率为１０．５％、准确
率达到９４．４％，并证实化疗前 ＡＬＮ阳性状态是影响
ＳＬＮＢ准确率的主要因素。ＲｅｂｏｌｌｏＡｇｕｉｒｒｅＡＣ等［２１］对

５２例ＮＡＣ患者研究证实，临床分期Ｔ１３Ｎ１及化疗后临
床检查淋巴结阴性的患者，在 ＮＡＣ后行 ＳＬＮＢ具有比
较高的可行性及准确性，不影响检出率与假阴性率。

冯尧军等［２２］指出，以１３７例乳腺癌病人为研究对象，
采用９９Ｔｃｍ标记的大分子右旋糖苷（９９ＴｃｍＤｘ）联合亚
甲蓝示踪前哨淋巴结。不同临床分期乳腺癌患者

ＮＡＣ后ＳＬＮＢ的成功率和假阴性率有显著差异，腋窝
淋巴结状况是淋巴结活检成功的影响因素，Ｎ０１期患者
ＮＡＣ后ＳＬＮＢ仍能准确预测腋窝淋巴结的状况。Ｎ２
期以上患者成功率降低，假阴性率升高。孙正魁等［２３］

分析后得到，ＮＡＣ病例 ＳＬＮＢ的检出率为９０．３％，假
阴性率为３．２％，与早期乳腺癌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在ＮＡＣ组中，前哨淋巴结检出率在化疗前临
床Ｎ０１期显著高于临床 Ｎ２期者。前哨淋巴结假阴性
率在化疗前临床Ｎ０１期低于临床Ｎ２期者，但未达到统
计学意义，这可能与本研究的病例较少有关。

２２２　肿块大小与检出率、假阴性率　原发肿瘤的大
小也是影响假阴性率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个因素依然

存在很多的争议。ＯｚｍｅｎＶ等［２４］通过对７７例ＮＡＣ后
临床检查ＡＬＮ由阳性变阴性的患者行 ＳＬＮＢ，其检出
率为９２．０％，假阴性率为１３．７０％，证实 ＮＡＣ后残余
肿块＞２ｃｍ会降低ＳＬＮＢ的检出率。ＰｅｃｈａＶ等［１８］研

究发现原始肿块＜２ｃｍ的假阴性率为５％，肿块在２～
４ｃｍ之间的假阴性率为９．７％，大于４ｃｍ的假阴性率
为１３．８％，得出原始肿块大小通常不影响前哨淋巴结
的检测率，但会影响淋巴结假阴性率的结论。ＨｉｎｏＭ
等［２５］研究发现，在ＮＡＣ后行 ＳＬＮＢ，对于瘤体直径 ＜３
ｃｍ及 ＮＡＣ后临床检查淋巴结阴性的患者来说，是一
种可行的和准确的预测方法。瘤体直径 ＞３ｃｍ可能
会影响假阴性率。

３　ＮＡＣ前后ＳＬＮＢ术中检测
　　ＳＬＮＢ的结果对术中腋窝淋巴结清扫的判定越来
越重要，如果术中的前哨淋巴结检测结果为阳性可以

直接对乳腺癌患者进行腋窝淋巴结清扫，从而来避免

再次手术带来的痛苦。

部分资料显示ＮＡＣ与未接受 ＮＡＣ的乳腺癌患者
在 ＳＬＮＢ中行术中快速冰冻的结果相比并无明显区
别。ＧｉｍｂｅｒｇｕｅｓＰ等［２６］对１３２例 ＮＡＣ后的浸润性乳
腺癌患者进行研究发现，术中冰冻的敏感性为３８．２％，
特异性９７．８％，阳性预测值为９２．９％，阴性预测值为
６８．２％。证实ＮＡＣ组与非ＮＡＣ组的结果并无明显差
异，不影响术中冰冻的精度和灵敏度。ＲｕｂｉｏＩＴ等［２７］

发现，关于快速冰冻的敏感区间，实验新辅助化疗组和

非新辅助化疗组的结果基本一致，在７８．５％到１００％
的范围之内。ＫｏｍｅｎａｋａＩＫ等［２８］通过对比研究发现，

术中印片细胞学检查与冰冻切片检查分别在 ＮＡＣ组
和非ＮＡＣ组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均无明显差
异，由于微转移的存在，可能导致检测的一些误差。

目前一步核酸法快速检测前哨淋巴结情况也逐渐

运用于临床。ＷａｎｇＹＳ等［２９］研究发现一步核酸法术

中检测准确性较高，决定是否行腋窝淋巴结清扫的重

要指标，并可以避免病人化疗延迟及再次手术。

４　小结
　　自从１９９３年提出前哨淋巴结的概念后，前哨淋巴
结活检很快成为乳腺癌患者手术治疗的必要组成部

分。大量的证据显示，ＳＬＮＢ可以获得足够的乳腺癌分
期信息，有效地评估腋窝淋巴结的状态，对前哨淋巴结

阴性的早期乳腺癌，可免于 ＡＬＮＤ。有相关分析结果
显示腋窝淋巴结转移状态与肿瘤大小、脉管浸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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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级及 Ｈｅｒ２状态相关［３０］，ＳＬＮＢ替代 ＡＬＮＤ还存
在潜在风险。ＳＬＮＢ对早期乳腺癌患者 ＡＬＮ分期的提
示有突出优势，同时ＳＬＮＢ也能使患者避免过度手术，
为接受ＮＡＣ的患者带来同样的益处。ＮＡＣ乳腺癌患
者行ＳＬＮＢ的最佳时间仍存在争议，检出率是一个重
要的影响因素。但为明确这一结论仍需进一步对患者

进行长期随访研究。由于 ＳＬＮＢ简单、安全、可信，具
有很好的重复性、很高的预测值及很低的假阴性率，前

哨淋巴结活检技术将在不增加复发率的前提下，使更

多乳腺癌患者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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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组学技术进展及其在恶性肿瘤研究中的应用
钱秀娟，吴穷

关键词：蛋白质组学技术；恶性肿瘤

中图分类号：　Ｒ３９３　Ｒ７３０．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４７８０４

　　近年，随着蛋白质组学相关技术发展，该技术在研
究恶性肿瘤发生发展机制及诊断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

关注。蛋白质组学（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名称来自蛋白质（ｐｒｏ
ｔｅｉｎ）与基因组学（ｇｅｎｏｍｉｃｓ）两个词的组合，由 Ｍａｒｃ
Ｗｉｌｋｉｎｓ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最早提出，指研究特定时间、特定
条件下一种基因组所表达的全套蛋白质的科学。蛋白

质组学核心技术包括双向电泳（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
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２ＤＥ）、质谱（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及生物信
息学（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随着基于 ２ＤＥ技术的各种凝
胶电泳技术及各种质谱技术的发展和完善，蛋白质组

学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诸多研究领域，尤其

是在发生、发展与多基因、多因素相关的恶性肿瘤的研

究中，蛋白质组学受到越来越显著的关注［１８］。现就蛋

白质组学相关技术、技术进展及其在恶性肿瘤研究中

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１　蛋白质组学核心技术及进展
１１　２ＤＥ技术　２ＤＥ技术原理：将蛋白质混合物分
别经第一向等电聚焦和第二向十二烷基磺酸钠－聚丙
烯酰胺凝胶（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蛋白质将根据等电点
和分子量不同而出现在胶上的不同位置。２ＤＥ基本
步骤如下。样品处理：细胞裂解及蛋白质溶解，同时去

除非蛋白质成分；２ＤＥ凝胶染色：染色方法包括考马
斯蓝染色、银染及近年应用广泛的能与蛋白质非共价

结合的荧光染色。双向电泳：２ＤＥ第一向等电聚焦电
泳：在固定 ＰＨ梯度胶上，蛋白质因等电点不同而分
离；第二向为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在这个凝胶上，蛋白质
因分子量的不同而分离。２ＤＥ可以直观的展现出各
种蛋白质及其含量，同时提供分子量、等电点及蛋白质

修饰的信息。但其费时费力，同一样品往往需要多次

重复，同时还要对结果进行较为复杂的软件分析。更

致命的是有些蛋白质（大于１００ｋＤ的和高度疏水性的
蛋白）不易进胶，强碱性和酸性蛋白不易分离。

近年发展起来的差异凝胶电泳（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ｇ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ＤＩＧＥ）弥补了传统２ＤＥ技术的一些不
足，ＤＩＧＥ指对两个不同样品中提取的蛋白质用不同的
荧光染料标记，然后将标记后的两个样品混合后进行

２ＤＥ，同一块胶上的两个样品的蛋白质因荧光染料的
发光波长不同而分离，并能准确测出其含量差异。与

传统２ＤＥ相比，ＤＩＧＥ避免了使用不同凝胶操作上的
误差，工作效率显著提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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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质谱分析　质谱方法（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ｅ，ＭＳ）原
理是在样品离子化后，根据离子质荷比的不同进行分

离并确定分子量，通过正确测定蛋白质分子的质量而

进行蛋白质分子鉴定、蛋白质分子修饰和蛋白质分子

相互作用的研究。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基质辅助激光解

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Ｍａｔｒｉｘ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ｌａｓｅｒ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
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Ｆｌｉｇｈｔ，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ＭＳ），原理是用激
光照射样品与基质形成的共结晶薄膜，基质从激光中

吸收能量传递给生物分子，而电离过程中将质子转移

到生物分子或从生物分子得到质子，而使生物分子电

离，离子在电场作用下加速飞过飞行管道，根据到达检

测器的飞行时间不同而被检测即测定离子的质荷比

（Ｍ／Ｚ，与离子的飞行时间成正比），从而检测离子进而
确定分子量。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ＭＳ技术的高灵敏度及高通
量的特性，能反映被检测样本中蛋白质的全部情况，进

而能同时找到多个蛋白质标志物，客观上为肿瘤的早

期诊断、预后评估和复发转移的早期检测提供了可

能［１０１１］。

１３　生物信息学技术　生物信息学技术是指：大量的
生物信息学实验数据积累成数以千计针对各种细胞

系、组织、体液及其他生物体系的生物信息学数据库，

利用肽序列标签、肽质量指纹图案及产物离子数据可

在该数据库中查询蛋白质序列，以识别感兴趣的蛋白

质。由此可搜索到特定蛋白质的表达模式及功能的技

术。蛋白质组学数据库是蛋白质组研究水平的标志和

基础。瑞士 ＳＷＩＳＳＰＲＯＴ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种类
最多的蛋白质组数据库。丹麦、英国、美国等也都建立

了各具特色的蛋白质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为蛋白

质组学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１２］。

２　蛋白质组学其他相关技术进展
２１　稳定同位素特征标签生物质谱　稳定同位素特
征标签生物质谱（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
ｔｒｙ，ＳＩＡＭＳ）技术是近几年迅速发展的质谱技术，其原
理是将不同质量的稳定同位素如１３Ｃ或１５Ｎ等作为蛋
白质分子特征质量标签，联合生物质谱技术，从而实现

蛋白质组的定量分析，利用峰值差异反应蛋白质量的

差异。

如同位素亲和标签（ｉｓｏｔｏｐｅｃｏｄｅｄ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ｔａｇｓ，
ＩＣＡＴ）技术是利用 ＩＣＡＴ标记多肽或蛋白质寻找差异
蛋白质的方法。ＩＣＡＴ试剂包括同位素标记的连接子
和反应活性基团、亲和反应团，分为轻试剂和重试剂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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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将两种不同样品提取的蛋白质分别和轻试剂及重

试剂混合，经过质谱分析，便可鉴定蛋白质的种类及对

蛋白质进行定量分析。该技术可直接对混合样品进行

分析，尤其是可对低丰度蛋白质直接捕获并快速定性、

定量测定，因此可快速找到与其疾病相关的蛋白质及

生物标记物，进而快速诊断疾病。但该方法不能捕获

不含Ｃｙｓ残基的肽段。
与之相比较，相对和绝对定量同位素标记（ｉｓｏｂａｒ

ｉｃｔａｇｓｆ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ＴＲＡＱ）质谱
定量方法有明显优点，该技术可标记所有肽段。

ｉＴＲＡＱ原理是使用非聚合同位素标签标记肽段，该标
签含有一个平衡基团、一个肽反应基团、一个报告基

团。肽反应基团将 ｉＴＲＡＱ标签与肽段的 Ｎ端基团和
每个赖氨酸侧链相连，可标记所有酶解肽段［１３１６］。

２２　蛋白质芯片　蛋白芯片技术的原理是对固相载
体进行特殊的化学处理，再将已知的蛋白分子产物固

定其上（如酶、抗原、抗体、受体、配体、细胞因子等），

根据这些生物分子的特性，捕获能与之特异性结合的

待测蛋白（存在于血清、血浆、淋巴、间质液、尿液、渗出

液、细胞溶解液、分泌液等），经洗涤、纯化，再进行确认

和生化分析。它为获得重要生命信息（如未知蛋白组

分、序列、体内表达水平生物学功能、与其他分子的相

互调控关系、药物筛选、药物靶位的选择等）提供有力

的技术支持。

在过去的十年，蛋白芯片技术与质谱技术相结合，

展现出独特的优势。由于芯片制备技术及各种质谱技

术如近年来发展起来的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ＭＳ、表面增强激
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ｌａｓｅｒｄｅ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ｆｌｉｇｈｔ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ＳＥＬ
ＤＩＴＯＦＭＳ）、稳定同位素标记结合质谱等的发展［１７］，

蛋白质芯片已经成为一种很有前途的技术平台，被广

泛用于挑战性的、任务复杂的蛋白质组研究［１８］。

２３　 多维色谱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ＤＣ）　色谱法是利用不同物质在不同相态的选择性
分布，以流动相对固定相中的混合物进行洗脱，混合物

中不同的物质会以不同的速度沿固定相移动，最终达

到分离的效果。近年发展迅速的多维色谱（Ｍｕｌｔｉ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ＤＣ）是将样品经第一根色
谱柱的洗脱液一次注入后续的色谱柱进行分离的色谱

柱联用技术。多维色谱技术可以根据样品组分的性质

差别，选择有最大分离效果的几种色谱分离模式组合

（如反相色谱、离子交换色谱、分子排阻色谱、亲和色

谱、毛细管电泳等），对样品进行分离，同时与质谱技术

联合，利用质谱方法获得分子量信息并对蛋白质进行

分析。其中多维液相色谱（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ＤＬＣ）由于其高速、高分辨率和高灵

敏度的优点，是目前分离复杂样品的有效手段［１９２１］。

３　蛋白质组学技术在恶性肿瘤研究中的作用
　　恶性肿瘤的发生是环境与遗传多重因素相互作用
下，体内多个原癌基因被激活及抑癌基因失活或表达

被抑制，导致细胞失去原有的生长分化调节，继而产生

异常增生的结果。随着蛋白质组学技术的发展，该技

术已经渗透到恶性肿瘤研究的各个方面。蛋白质组学

技术可以全面、动态地分析肿瘤样品中蛋白质种类及

含量的变化，通过分析变化结果，结合肿瘤发生发展过

程的分子作用网络，并为阐明肿瘤发生机制、寻找用于

肿瘤诊断、治疗及预后预测的特异性标志物及肿瘤临

床治疗提供重要线索及依据。蛋白质组学技术在恶性

肿瘤研究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３１　探讨恶性肿瘤发生、发展机制及肿瘤分级　为了
研究肝癌的发生发展机制，ＹｅＹ等［２２］通过２ＤＥ联合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ＭＳ等蛋白质组学方法对２０例人源性肝
癌组织（实验组）与正常人体肝组织（对照组）之间的

蛋白质进行分析对比，并通过蛋白质印迹法（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和免疫组化技术对测定结果进行验证。发现
ＲＡＳＲＡＦＭＥＫＥＲＫ信号通路，与肝癌发生发展机制
有相关性。ＹｕＨ等［２３］通过对肝癌患者肝组织标本的

细胞株进行蛋白质研究发现：转移性肝癌患者肝组织

样本的细胞株中，ＡＧＲ２表达异常增高，因此，他们推
测ＡＧＲ２的过度表达可促进肝癌转移。

ＬｉｕＹ等［２４］为找到有关胃癌分化的关键因素，并

达到肿瘤分化逆转的最终目的，使用二维荧光差异凝

胶电泳（２ＤＤＩＧＥ）和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ＬＣＭＳ／
ＭＳ），分析出８名不同分化程度的胃腺癌患者的肿瘤
组织中差异表达的蛋白质，并用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ＣＲ）和蛋白质印迹法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技术对结果进行验证。经过验证，确认
这些因子的表达水平与蛋白质组学鉴定结果一致。因

此得出结论：不同分化程度胃腺癌中的蛋白表达存在

显著差异性，这些差异蛋白质所对基因可能与胃腺癌

的发生及分化程度相关。此外，ＹａｎＧＲ等［２５］还使用

定量蛋白质组学技术分析金雀异黄素诱导蛋白在胃癌

细胞中的改变及具有抗癌作用的染料木素的分子机

制。试验结果提示：ＫＩＦ２０Ａ在染料木黄酮的防癌作用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可能是胃癌药物治疗干预的

潜在的分子靶点。ＨｕＷ等［２６］通过基于２ＤＥ的蛋白
质组学方法比较ＭＫＮ４５胃癌细胞株和敲除了 ＣＸＣＲ１
基因的ＭＫＮ４５细胞之间的蛋白质表达谱的变化，发现
ＣＸＣＲ１可能在胃癌的增殖、侵袭、转移、预后及耐药性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ＳｏｈｎＪ等［２７］通过反相蛋白质阵列（ＲＰＰＡｓ）技术
对标准的新辅助化疗后的三阴乳腺癌的功能蛋白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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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研究后发现：ＡＫＴ、ＩＧＦＢＰ２、ＬＫＢ１、Ｓ６、Ｓｔａｔｈｍｉｎ５－
蛋白质模型可预测标准的新辅助化疗后的三阴乳腺癌

患者无复发生存率（ＲＦＳ），同时发现 ＰＩ３Ｋ信号通路
可能是三阴性乳腺癌潜在的治疗靶点。

３２　寻找恶性肿瘤相关蛋白质　尽管食管鳞状细胞
癌（ＥＳＣＣ）的诊断和治疗取得重大进展，但其仍然是死
亡率很高的恶性肿瘤之一，早期诊断对食管鳞状细胞

癌的治疗至关重要。ＦａｎＮＪ等［２８］通过利用 ＣＬＩＮ
ＰＲＯＴ（液体芯片飞行时间质谱技术），对健康志愿者
和食管癌患者的血清分别进行蛋白质组学分析。发现

微管蛋白β链、细丝?１、α异构体和细胞色素 ｂｃ１复
合亚基在患者体内表达明显增高，这几个表达失调的

蛋白质／多肽可能参与食管癌的发病机制，并可能作为
食管鳞状细胞癌血清学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ＣｈｅｎＪ等［２９］利用蛋白质组学技术对２０名胰腺癌
患者、１０例慢性胰腺炎患者及２０例胰腺癌病情得到
控制患者的外周血蛋白谱进行分析比较。差异表达的

蛋白质应用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ＭＳ技术进行鉴定。表达存
在显著性差异的蛋白质被用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法再次验证，
这项研究发现识别体蛋白 Ｃ３可能作为胰腺癌特异性
血清标志物。

乳腺囊性疾病（ＧＣＤＢ）是诱发乳腺癌的乳腺良性
病变。ＰｒｏｆｕｍｏＡ等［３０］应用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质谱分析法
对后来发展为乳腺癌的ＧＣＤＢ患者的冻存血清进行研
究，发现实验组（发展为乳腺癌的ＧＣＤＢ）与对照组（未
发展为乳腺癌的 ＧＣＤＢ）相比，Ｃ３ｆ片段有显著增加。
因此，他们认为 Ｃ３ｆ或许可以成为预测健康人群和有
癌前病变妇女患乳腺癌风险的预测指标。

４　展望
　　蛋白质组学技术以其特有的研究思路和技术手
段，在生物学研究，尤其是恶性肿瘤研究中显示出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但目前蛋白质组学技术还有待于进一

步完善发展，在恶性肿瘤研究中更是任重道远，相信，

随着蛋白质组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蛋白质组学

技术在恶性肿瘤研究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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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２７

（上接第１４０４页）
节、疾病诱因（包括近期感染史、用药史以及食物等）、

皮肤表现、肌肉关节表现、胃肠道表现、肾脏病变表现

对２组患者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两种疾病在许
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具体表现如下。①发病性别方
面：其中Ａ组男性１９例，女性２７例，Ｂ组男性２２例，
女性２４例，而两种疾病在性别分布上无差别，两者之
间性别不具有差异性，不能用于临床鉴别诊断。②在
发病季节方面：Ａ组春、夏、秋、冬的发病数分别为７例
（１５．３％）、１０例（２１．７％）、１４例（３０．４％）、１５例
（３２．６％），Ｂ组春、夏、秋、冬的发病例数分别为 ５例
（１０．９％）、６例（１３．１％），１７例（３６．９％）、１８例
（３９．１％），两者疾病在季节发病上虽有微小区别，但
是不具有显著差异。③在发病诱因方面：呼吸道感染
和药物是２组发病的主要诱因，Ｂ组呼吸道感染和药
物分别占８．６％、１３．０％，Ａ组呼吸道感染和药物分别
占１９．５％、１５．２％，虽然过敏性紫癜发病诱因呼吸道感
染和药物高于变应性血管炎，但是两者之间无显著的

差异，从诱因方面比较不能很好的区分两种疾病。

本文研究还发现，过敏性紫癜和变应性血管炎临

床特点在许多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临床鉴别诊断

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作用，具体表现为：①在临床发病年
龄方面：Ａ组年龄介于 ２１～４５岁，平均年龄为
（３４．７２±１．０７）岁，Ｂ组年龄介于２１～６６岁，平均年龄
为（４４．２８±１．２５）岁，可以知道变应性血管炎和过敏
性紫癜在发病年龄方面有区别，表现为变应性血管炎

发病年龄高于过敏性紫癜，此临床特点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帮助诊断，年龄较大的患者变应性血管炎的可能

较大。②皮肤损害方面：２组皮疹均好发于上肢，上肢
以及躯干也有累及。Ｂ组斑丘疹、结节、水泡或血泡、
溃疡及瘢痕或萎缩的表现分别为２２例（４７．８％）、５例
（１０．９％）、３６例（７８．３％）、１３例（２８．３％）、１６例
（３４．８％），显著高于 Ａ组的 ２例（４．３％）、０例
（０．０％）、３例（６．５％）、２例（４．３％）、０例（０．０％），Ａ
组隆起紫癜为４５例（９７．８％），显著高于 Ｂ组的２５例
（５４．３％），Ｂ组的皮肤损害表现为多形性，而 Ａ组的
主要皮肤表现为隆起的紫癜。可以知道变应性血管炎

和过敏性紫癜在皮损上存在很大的区别，过敏性紫癜

皮损大多表现为隆起的紫癜，而变应性血管炎的皮损

则比较多形性，此特点具有很有说服力，可以用于这两

种疾病的临床鉴别诊断。③在关节、胃肠道以及肾脏
受累方面：其他器官受累情况方面两种疾病也存在一

定的差异，具体表现为，Ａ组关节受累、胃肠道受累以
及肾脏受累例数分别为２３例、１４例、２２例，显著高于

Ｂ组的７例、５例、６例，其中Ｂ组肾脏受累均为轻度的
血尿或者蛋白尿，Ａ组肾脏受累较严重，有４例患者肾
脏重度受累，５例肾功能不全。一定程度上说明变应
性血管炎较过敏性紫癜内脏损害的发生率少，而且损

害也相对较轻。该临床特点也有助于鉴别２组疾病。
综上所述，过敏性紫癜和变应性血管炎在发病性

别、发病诱因以及发病季节有相似的临床特点，但是在

发病年龄、皮损以及其他器官受累方面具有不同的临

床特点，其中变应性血管炎发病年龄较过敏性紫癜大，

皮肤损害较过敏性紫癜重，而内脏损害变应性血管炎

较过敏性紫癜发生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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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保健　中医／康复·

应用氟制剂预防３～６岁儿童龋齿发生的临床疗效评价
许志亮，周荣娥

摘要：目的　通过对３～６岁学龄前儿童进行氟化泡沫和氟保护漆预防龋齿项目，评价氟制剂能否有效控制儿童
乳牙龋病上升趋势，降低乳牙患龋率，改善口腔状况，从而整体提高儿童口腔健康水平。方法　选取北京市５所
幼儿园６００名３～６岁儿童为研究对象，分为２组，每组３００人，一组为试验组每６个月进行一次氟化泡沫和氟保
护漆的使用，另一组为对照组不使用氟化泡沫和氟保护漆，只采取常规口腔保健措施，２年后对２组儿童龋面均
和患龋率进行评价。结果　２组儿童的龋面均和患龋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试验组患龋率、龋齿平均发病率明
显低于对照组，使用氟化泡沫和氟保护漆的一组儿童的龋面均和患龋率下降３１．８％，龋均数０．８６。对照组儿童
的龋面均和患龋率下降５．８％，龋均数１．８６。采用独立样本的 ｔ检验比较２组间基线和２年后新龋增加量的差
异，２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在目前我国儿童患龋还较高的情况下，每６个月对儿童使用
一次氟化泡沫和氟保护漆预防龋齿的效果明显，能有效地降低儿童龋面均和患龋率，儿童易于接受且安全可靠，

能取得很好的疗效，应该在３～６岁儿童间广泛推广。
关键词：氟制剂；龋齿；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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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ａｓａｌｓｏｈｉｇｈ，ｏｎｃｅｅｖｅｒｙｓｉｘｍｏｎｔｈｓ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ｏｕｓｅ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ｆｏａｍａｎｄｆｌｕｏｒｉｎｅｃｏａｔｉｎｇ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ｃａｒｉ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ｃａｒｉｅ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ｆａｃｅａｎｄｃａｒｉｅｓｒａｔ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ｅｒｅｅａｓｙｔｏ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ｄｓａｆｅ
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ａｎｄｃａｎｏｂｔａｉｎｇｏｏｄ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ｗｉｄｅｌｙａｄｏｐｔ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３－６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ｌｕｏｒｉｎ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ｉｅ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龋齿是对人类口腔健康威胁最大的疾病［１］。在我

国儿童中属于常见病和高发病［２］，全国第三次口腔健

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 ５岁儿童乳牙患龋率为
６６．０％，龋均为３．５０［３］。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对儿
童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儿童的龋

齿预防十分必要，乳牙龋主要致病菌为变形链球菌［４］。

本项研究对本市３～６岁儿童每６个月将氟制剂直接
用于牙齿表面，通过局部作用，提高口腔中牙齿氟的含

量，干扰致龋菌的定值，对牙齿产生保护作用以预防龋

齿的发生［５］，并为儿童龋病防治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３月采取随机
分层抽样法对北京市西城区５所幼儿园的６００名３～６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３５北京市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口腔科
通讯作者：许志亮，Ｅｍａｉｌ：ｘｕｅｍｅｉ２００６＠ｓｏｈｕ．ｃｏｍ

岁儿童进行乳牙龋病的流行病学调查。纳入标准：入

选儿童均来自日托班，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口腔卫生

和饮食习惯，无全身系统性疾病。家长均签订知情同

意书同意参加本项研究。将６００名３～６岁儿童采用
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分为２组，每组３００名。一组为
每６个月使用一次氟制剂加常规口腔保健方法；另一
组为对照组，只使用常规口腔保健方法。

１２　研究前准备　为家长幼儿园老师和儿童分别进
行口腔卫生健康教育，了解龋齿的危害及氟制剂在预

防龋齿发生中所起的作用和氟制剂的安全性能。同时

对对照组的家长和儿童进行充分的沟通，取得所有家

长的理解和支持。

１３　检查者校对及口腔检查诊断　所有检查均由２
名口腔主治医师完成。经过牙体检查质量标准培训后

进行一致性检验，证实标准一致重复性良好（Ｋａｐｐａ
值＞０．７０）。检查者在自然光线下使用一次性口腔检

·２８４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１２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９



查器械检查每个儿童 ２０颗乳牙，龋齿诊断标准参照
ＷＨＯ２００７年的诊断标准［６］，记录龋失补的牙数，记录

试验前后儿童患龋情况，统计龋面均和患龋率。

１４　实验材料和使用方法　材料包括氟化泡沫（ｐＨ
值３．０～３．８，浓度为０．６％）和氟保护漆（ｐＨ值２～３，
浓度为０．１％）。以上２种产品均为商业产品（北京鑫
源恒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氟制剂的临床使用方法如

下，①氟化泡沫：ａ．清洁牙面：在使用氟化泡沫前指导
儿童正确刷牙方法刷牙，清洁牙面，保证氟化泡沫与牙

齿充分接触。ｂ．选择托盘：根据儿童口腔大小选择托
盘，托盘要与牙列相适应，即能覆盖全口牙列，又有足

够深度盖到牙颈部。ｃ．挤出氟化泡沫：将瓶口垂直朝
下，压下瓶口开关，将瓶口从托盘一端移至另一端，氟

化泡沫灌注托盘１／２高度，做到既能覆盖全牙列又避
免氟化泡沫过多使儿童感到不适或被吞咽。ｄ．托盘放
置：将托盘旋转式放入儿童口内，压入上下牙列轻轻咬

住。ｅ．儿童体位：操作过程中儿童保持身体前倾头稍
低用口杯接住流出唾液，避免吞咽动作。ｆ．托盘放置
时间：托盘在口内放置２～３ｍｉｎ，取出托盘并去除口内
残留氟化泡沫。②氟保护漆：ａ．将儿童牙齿表面吹干，
将氟保护漆用一次性小刷均匀涂布在牙齿表面。ｂ．医
嘱儿童张口呼吸３０ｓ，所有操作完成后，儿童在３０ｍｉｎ
内不漱口，不喝水进食。使用频率为每半年一次。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对检验结
果进行处理和分析，氟制剂使用前后分别采用 ｔ检验，
方差分析２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ｔ检验进行比较，数据
均以（ｘ±ｓ）表示，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氟制剂组　在使用氟制剂前口腔检查儿童３００
名，共检查牙齿６０００颗，患龋率４４．２％，龋均数２．６５，
上颌乳中切牙患龋率最高。在使用氟制剂２４个月后
共检查儿童 ２９８名，共检查牙齿 ５９６０颗，患龋率为
１２．４％，龋均数０．８６。使用氟制剂前后患龋率和龋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对照组　第一次口腔检查儿童３００名，共检查牙
齿６０００颗，患龋率４２．２％，龋均数２．４５，上颌乳中切
牙患龋率最高。在常规口腔保健２４个月后共检查儿
童２９９名，共检查牙齿５９８０颗，患龋率为３６．４％，龋均
数１．８６。２次口腔检查的患龋率和龋均差异没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对照　使用氟制剂组儿童患龋率和龋均数
较对照组儿童有明显的下降，２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２组在年龄、性别和生活条件方面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儿童乳牙由于本身抗酸力弱，结构相对薄弱，在细
菌，牙齿和糖的作用下更容易造成牙体硬组织的缺损，

导致龋齿在儿童中形成高发期。如治疗不及时更可发

展为牙髓疾病或身体其他系统的炎症［７］，给儿童的身

心发育带来很大的影响。目前我国龋齿的群体防治仍

处于较低的水平［８］，因此预防龋齿更应该从儿童时期

开始。目前临床上最常应用最有效的药物防龋制剂为

氟制剂，其作用机制是与牙体硬组织中的胶原，牙釉质

蛋白质反应生成新的物质，干扰微生物的新陈代谢，携

带钙、磷进入脱矿组织，增加釉质对酸脱矿的抵抗力，

促进早期龋坏组织的再矿化［９］。

本次试验是围绕使用单一的氟制剂进行龋齿的预

防研究，氟制剂的剂量，使用次数和间隔时间都进行了

严格的控制，争取达到最佳的预防效果，从使用氟制剂

组的结果看每半年进行一次氟制剂的使用能收到良好

的群体防龋效果，虽然操作起来有些繁琐，但可以在最

大限度内保证儿童的健康，安全可靠。对照组的患龋

率和龋均数也有所下降，这说明对家长和儿童的口腔

健康教育对龋病的预防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条件的限制，本次试验共进行了２年，在评价
防龋效果方面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细致的工作，后期

的临床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选择适合儿童的龋病群

防措施，实行全面系统的口腔健康管理和指导，预防儿

童口腔疾病的发生，定期检查预防，提高儿童龋病的整

体防治水平是我们现阶段所追求的。由于儿童龋易感

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１０］，所以在对个体进行了龋易感

性评价的基础上，将来实行龋病的个性化防治也将是

今后我们关注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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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法律／卫生管理·

临床路径管理对不同 ＴＯＡＳＴ类型急性脑梗死
患者预后的影响

徐耀，刘筱洁，张桁忠，陈应柱，陈兰兰，许浩，蔡桂兰

摘要：目的　观察扬州大学临床医学院神经内科实行临床路径管理前后对不同ＴＯＡＳＴ分型急性脑梗死（ＡＣＩ）患
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将５个月内连续１９２例发病３ｄ以内的ＡＣＩ患者收住入院，纳入路径组，与去年同期发病
的１７１例发病３ｄ以内的ＡＣＩ患者进行入院之初 ＮＩＨＳＳ评分、病程３０ｄ、９０ｄ进行改良 Ｒａｎｋｉｎ评分（ｍＲＳ）。结
果　２组患者住院时间及平均费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住院期间２组并发症无统计差别，２组患者在入院初
的ＮＩＨＳＳ评分差异无统计意义，在治疗３０ｄ随访的ＮＩＨＳＳ评分中也无明显差异，９０ｄＮＩＨＳＳ评分有统计学意义。
在治疗后９０ｄＴＯＡＳＴ分型中ＬＡＡ型的ｍＲＳ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Ｅ、ＳＡＡ、ＳＯＥ、ＳＵＥ分型ｍＲＳ评分无统计学
意义。结论　对脑梗死患者进行临床路径管理能够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平均费用，不能降低患者住院期间的并
发症，能提高ＬＡＡ型患者的远期日常生活能力。
关键词：临床路径管理；急性脑梗死（ＡＣＩ）；ＴＯＡＳＴ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３．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４８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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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ｐｅｓｏｆ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ＳＴ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９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ｂｔｙｐｅｓｏｆ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
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ｄｗｉｔ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ｗｈｉｌｅｏｔｈｅｒ１７１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
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ＩＨ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ＲａｎｋｉｎＳｃａｌｅ（ｍＲ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ｏｋｅａｔｔｈｅ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ｏｎｄ３０ａｎｄｄ９０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ｈｏｓ
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ｃｏｓｔ，ｂｕｔｎｏｔ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ＮＩＨＳＳ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ｏｎｄ９０，ｂｕｔｎｏｔａｔｔｈｅ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ｏｎｄ３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９０ｄａｙ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ｉｎｍＲ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ｆｏｒＬＡＡｓｕｂｔｙｐｅ，ｂｕｔｎｏｔｆｏｒＣＥ，ＳＡＯ，ＳＯＥａｎｄＳ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ａｎｓｈｏｒｔｅｎ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ｃｏｓｔ，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ｄａｉｌｙｌｉｖｉｎｇｏｆ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ＡＡｓｕｂｔｙｐｅｏｆ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ＣＩ）；ＴｒｉａｌｏｆＯｒｇ１０１７２ｉｎａｃｕｔｅｓｔｒｏｋ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ＯＡＳＴ）

　　根据本院特点制定急性脑梗死（ＡＣＩ）患者临床路
径，观察实行临床路径管理前后的 ＡＣＩ患者在入院时
及治疗３０ｄ、９０ｄ后的 ＮＩＨＳＳ评分，评价临床路径管
理对ＡＣＩ预后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院神经科２０１２年１—５月间入院、
发病在３ｄ内的ＡＣＩ患者１９２例，男性１２２例，女性７０
例；年龄３８～９１岁，平均（６８．３４±１１．０３）岁，进入路径
组。２０１１年１—５月间连续入院、发病在３ｄ内的 ＡＣＩ
患者１７１例，男性９８例，女性７３例；年龄４４～８３岁，
平均（６８．８８±１０．８０）岁，为对照组。诊断参照１９８９年
ＷＨＯ的标准，且经 ＣＴ或 ＭＲＩ证实。排除标准：①自
身免疫性疾病、恶性肿瘤、感染、严重心肝肾疾病史，女

性患者服用雌激素史；②既往卒中史者。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制定ＡＣＩ临床路径　根据２００８年卫生部缺血
性卒中质量控制指标、卒中标准化测评项目、缺血性卒

中／ＴＩＡ指南以及本院具体特点制定ＡＣＩ临床路径，规
范临床检查治疗，临床路径涉及卒中接诊流程、３ｈ内

作者单位：２２５００１江苏省扬州大学临床医学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陈应柱，Ｅｍａｉｌ：ｙｚｃｈｅｎｄｒ＠１６３．ｃｏｍ

静脉ｒｔＰＡ治疗、入院４８ｈ内阿司匹林治疗、他汀治
疗、住院１周内接受血管功能检查、卒中的健康教育、
预防深静脉血栓、统计患者住院期间的并发症及出院

时三级预防。

１２２　缺血性脑卒中 ＴＯＡＳＴ分型　根据 ＴＯＡＳＴ病
因分型将将缺血性脑卒中分以下：①大动脉粥样硬化
性卒中（ＬＡＡ），其发生是由于动脉硬化所致；②心源性
脑栓塞（ＣＥ），包括多种可产生心源性栓子的心脏疾病
引起的脑栓塞；③小动脉闭塞性卒中或腔隙性卒中
（ＳＡＡ）；④其他原因所致的缺血性卒中（ＳＯＥ），如感染
性、免疫性、非免疫血管病、高凝状态、血液病、遗传性

血管病以及吸毒等所致的 ＡＣＩ；⑤不明原因的缺血性
卒中（ＳＵＥ），指经多方检查未能发现其病因。
１２３　ＮＩＨＳＳ评分、改良 Ｒａｎｋｉｎ评分　将 ＡＣＩ患者
入院时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ＮＩＨＳＳ）进行
神经功能评分，０～１分为神经功能轻度缺损，２～６分
为中度缺损，≥７分为重度缺损。出院随访３０ｄ、９０ｄ
时用改良Ｒａｎｋｉｎ评分量表（ｍＲＳ）进行评分（０～２分
为预后良好、３～６分为预后不良）。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用 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对资料进行分析，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实验结果以（ｘ±ｓ）表示，２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ｔ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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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各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对照组相关性肺炎２３例，尿路感染２１例，合并应
激性消化道溃疡８例，深静脉血栓２例，共５４例。路
径组中相关性肺炎２１例，尿路感染２４例，应激性消化
道溃疡７例，下肢深静脉血栓１例，共５３例。

评价指标与对照组相比，路径组住院时间明显缩

短（Ｐ＜０．０５），住院总费用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出院好转率、住院期间并发症

２组无差异，入院初及治疗１月２组神经功能缺损评
定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３月后患
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提高显著（Ｐ＜０．０１）。２组治疗
前后ＮＩＨＳ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１。

实行临床路径管理前后不同 ＴＯＡＳＴ亚型 ＡＣＩ患
者预后比较：采用改良 Ｒａｎｋｉｎ评分，２组治疗 ３０ｄ
ｍＲＳ评分各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９０ｄ时ＬＡＡ型路径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４８４），其
余分型２组比较差异无统计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临床路径管理前后２组的评价指标及不同ＴＯＡＳＴ分型ＡＣＩ患者改良Ｒａｎｋｉｎ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评分 住院时间（ｄ） 平均费用（元）
３０ｄ

ＬＡＡ ＣＥ ＳＡＡ ＳＯＥ ＳＵＥ
对照组 １７１ ０～２分

３～６分
１５．５９±１０．２７ １３６２７±８６４４

４（７．２７）
５１

０（０）
２５

３１（５２．５４）
２８

３（６０）
２

１４（５１．８５）
１３

路径组 １９２ ０～２分
３～６分

１２．０８±７．７８ １０９２６±７８３９
８（１３．１１）
５３

１（０．０４）
２５

３８（５２．７８）
３４

３（７５）
１

１７（５６．６７）
１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０１９ ０．３５１６ １ ０．９７８６ ０．６３５３ ０．７１５６

组别 例数 评分 入院ＮＩＨＳＳ １月ＮＩＨＳＳ ３月ＮＩＨＳＳ
９０ｄ

ＬＡＡ ＣＥ ＳＡＡ ＳＯＥ ＳＵＥ
对照组 １７１ ０～２分

３～６分
６．９５±４．２０ａ ５．１３±５．５６ａ ３．４６±２．９３

１０（１８．１８）
４５

１（４）
２４

３４（５７．６３）
２５

４（８０）
１

１８（６６．６７）
９

路径组 １９２ ０～２分
３～６分

６．８９±５．１１ａ ５．２７±３．９３ａ ２．７１±２．１４
２１（３４．４２）
４０

４（１６．０）
２１

４２（５８．３３）
３０

３（７５）
１

２１（７０）
９

Ｐ值 ０．９０３５ ０．７８０２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４８４ ０．１５７３ ０．９６６５ ０．８５７７ ０．９０６８

　　注：与同组３月ＮＩＨＳＳ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脑梗死的发病率远高于脑出血。此病在我国发病
率居高不下，是神经内科住院的第一大类病种，并发症

多，致残率高，给家庭及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我国从

２００７年启动脑梗死质量管理［１］，吸取欧美等国家经

验，根据国际脑梗死指南进行ＡＣＩ的整体化治疗。
临床路径（ＣＰ）的实施建立在循证医学基础上，根

据指南实施标准化治疗［２］，它使患者从入院到出院都

按规范化模式接受诊治护理，整合资源，进行溶栓、抗

凝、康复训练、心理治疗、培训家人学会护理、预防再卒

中等，使患者在院期间得到最合理的治疗并在出院后

进行持续的随访督促［３４］。采用临床路径可以减少患

者的医疗费用，是综合的医疗护理工作模式［５］。国内

多处研究［６］证实，临床路径（ＣＰ）可缩短住院日、降低
医疗成本。

２组ＡＣＩ患者入院时 ＮＩＨＳＳ评分无统计差异，在
治疗后１月的ＮＩＨＳＳ也无统计差异，３个月时的 ＮＩＨ
ＳＳ评分有统计学意义。临床路径组住院时间短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意义，路径组住院平均费用有所下

降，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在确保医疗服务质量的前提

下，实施临床路径可缩短住院日、降低医疗成本。２组
在入院时与治疗１月的 ＮＩＨＳＳ评分比较均有统计意
义，２组在治疗３个月路径组 ＮＩＨＳＳ优于对照组，与国
内研究相似［７］。以上说明无论哪种治疗措施，均有利

于患者神经功能恢复，但实施路径管理后患者的治疗

效果在短期内并不能显示出明显优越性。在后期随访

中才体现出更好的治疗效果。其原因是实施路径管理

后治疗是延续性的，加强了对患者的院外管理，躯体功

能锻炼的指导。传统治疗着重于院内的治疗，对患者

院外的卒中危险因素没有及时控制，社区缺乏专科医

生参与患者的恢复治疗。充分说明实施临床路径管理

后一定要加强随访，督促患者对卒中危险因素进行控

制，才能在卒中的长期治疗中体现优势，另外对卒中后

抑郁焦虑的患者不可忽视，强调全面治疗。但要注意

临床路径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手段，不能因为盲目控制

成本对具体临床治疗横加干涉［８］。目前还没有公认的

标准，需要继续寻找更科学更有效的评价标准［９］，国外

研究也有认为临床路径对 ＡＣＩ管理并不优越，甚至更
糟糕的结果［１０］。

本研究 ＴＯＡＳＴ分型中以 ＬＡＡ及 ＳＡＡ为多发，
ＬＡＡ型在２组发病１月的ｍＲＳ评分没有统计差异，在
３个月有统计学意义，路径组优于对照组，而其余组在
两个时间段没有统计学意义。考虑原因为 ＬＡＡ组患
者的神经功能缺损重于其他３组，除了卒中单元积极
溶栓等整体治疗外，更强调后期的康复训练及心理治

疗，ＣＥ患者发病初神经功能缺损严重，但预后差于
ＬＡＡ组可能跟溶栓效果差于 ＬＡＡ组有关，且 ＬＡＡ组
也可以通过支架植入及颈动脉斑块剥脱等治疗改善预

后。因此临床路径管理要更重视大动脉粥样硬化卒中

的管理，特别是早期时间窗允许的情况下及早溶栓可

以有效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及医疗费

用。我院ＡＣＩ患者溶栓手段日渐成熟，我们将对 ＬＡＡ
和ＣＥ两组中溶栓与未溶栓患者的各种费用及后期康
复费用进行统计分析。ＴＯＡＳＴ各分型的治疗成本不
一，为我国脑梗死单病种质量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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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样型乳腺癌（ｂａｓａｌｌｉｋｅｓｕｂｔｙｐｅ）。Ｂａｓａｌｌｉｋｅ型分子
表达为 ＥＲ、ＰＲ、ＨＥＲ２相关基因的低表达，而 ＣＫ５／６／
１７、ＥＧＦＲ、ｃＫｉｔ等高表达约５６％ ～８４％的 ＴＮＢＣ可划
归Ｂａｓａｌｌｉｋｅ群组［１］。同时２００７年ＳｔＧａｌｌｅｎ会议达成
共识，认为 ＴＮＢＣ为 Ｂａｓａｌｌｉｋｅ型，是目前公认的生存
期最短的乳腺癌，与浸润性强、高增殖率、预后差相关，

与突变型Ｐ５３基因显著相关［２］。

研究表面，ＴＮＢＣ更常发于非洲裔的美国年轻和
绝经前女性［３］。另有研究报告在初潮及足月怀孕年龄

早、哺乳期短，以及那些在哺乳期使用抑制泌乳的人群

中ＴＮＢＣ发病风险增高［４］。同时有研究表明无论绝经

与否，高体重指数及腰臀比都会增加 ＴＮＢＣ的发病率。
ＦｏｕｌｋｅｓＷＤ等［５］发现，ＢＲＣＡ１在 ＴＮＢＣ与 ｂａｓａｌｌｉｋｅ
型乳腺癌均有突变。８０％的遗传性乳腺癌家族中发现
有该基因的突变，因而在乳腺癌家族史的人群中 ＴＮ
ＢＣ发病风险较高［６］。

ＴＮＢＣ乳腺癌病理类型大多为浸润性导管癌，但
如化生癌、典型或非典型髓样癌及腺样囊性癌较非

ＴＮＢＣ更常见［７］，且其组织学分级Ⅲ级及肿瘤直径均
较高。但ＴＮＢＣ与淋巴结转移情况相关性尚无明确结
论。ＤｅｎｔＲ等［８］研究认为ＴＮＢＣ较非ＴＮＢＣ的患者更
容易出现腋窝淋巴结转移，在肿瘤小于１ｃｍ的患者淋
巴结阳性率５５％而相对应非ＴＮＢＣ中仅１９％，其淋巴
结转移情况与肿瘤大小及预后无明显相关性。ＴＮＢＣ
易出现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术后１～２年是复发、转
移高峰时期，但转移模式不同于非 ＴＮＢＣ，其内脏及软
组织转移更常见，骨转移较少见［９１０］。本组患者中，共

１１例患者术后１～２年胸壁复发、远处转移或死亡，均
较同期非ＴＮＢＣ高。

由于 ＴＮＢＣ特殊的分子表型，患者只能手术或加
以化疗或放疗，无法像非 ＴＮＢＣ患者从内分泌治疗和
靶向治疗中获益。到目前为止没有针对 ＴＮＢＣ患者的
治疗指南，只能根据一些研究结果尽量做到个体化治

疗。尽管ＴＮＢＣ与较差的预后相关，但一般对化疗非
常敏感，有研究表面 ＴＮＢＣ对紫杉类、蒽环类较为敏
感［１１］。对于即使淋巴结阴性的 ＴＮＢＣ，由于此类患者
复发风险明显较高，且没有靶向治疗可选择，因此任何

风险的降低必须源于化疗。已有很多研究表明 ＴＮＢＣ
比非ＴＮＢＣ在对新辅助化疗的治疗反应上有更高的
ｐＣＲ率，但本组患者均未接受新辅助化疗，因此无法对

其与远期生存期相关性作出进一步的评价。对以复发

或远处转移的 ＴＮＢＣ患者，多主张再次化疗。吴立新
等［１２］研究表面，铂类药物对于复发或转移的晚期 ＴＮ
ＢＣ患者是有效的，但还需更多临床试验来进一步证
实。虽然 ＴＮＢＣ患者不能针对 ＨＥＲ２选用靶向治疗，
但是针对很多其他异常靶点的治疗正在研究当中，如

聚（ＡＤＰ核糖）多聚酶１（ＰＡＲＰ１）、表皮生长因子受
体抑制剂、血管生成抑制剂等，还有后来发现的针对

ＨＥＲ１的抑制剂，具体疗效有待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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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教育研究·

全科医学骨干师资培训工作实施与思考
张新华，唐志晗

摘要：介绍湖南省首期全科医学骨干师资培训班的举办情况，从教学安排与组织、学员规模与构成、教员组成与

来源、班务管理与考核等４个方面总结成功与不足。讨论培训内容的组织和讲课教师的安排，提出培训内容框架
可由全科医生制度政策文件与培养标准的解读、全科医学师资培训概论与全科医学概论、临床带教方法与科研基

本方法、全科医生要解决的健康问题等４个部分构成；讲课教师以承办单位的专家为主、外请部分专家，讲课教师
应当具有更高水平和更高境界。难点是讲课教师对培训内容的深度与宽度的把握，力求区分对骨干师资与带教

师资的培训内容，把内容梳理、重点提示、方法指导作为重点加以突出和强化。集中培训形式需要将课堂讲授、小

组讨论、基地参观、工作坊模拟等结合起来，以较为生动、丰富的教学形式达到较好的培训效果。

关键词：全科医学；师资；培训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４８７０３

　　建立全科医生制度是保障和改善城乡居民健康的
迫切需要，是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客观要求，

是促进医疗卫生服务模式转变的重要举措［１］。加强全

科医学师资培训工作是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重要内

容，也是重要任务。卫生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财

政部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联合制定了

《全科医学师资培训实施意见（试行）》并于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１９日印发。以该文件为依据，湖南省卫生厅委托南
华大学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０—２６日举办了首期全科医学
骨干师资培训班。基于该班情况对师资培训工作进行

初步探讨。

１　培训工作实施概况
　　该期培训班由湖南省卫生厅科教处提出计划，南
华大学组成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负责筹划，从４月接
受任务到７月开班，历时９０余天，完成了培训内容确
定、培训教师选择、培训场所选定和培训管理要求的确

定等事项，确保培训班按期完成。

１１　教学安排与组织　培训班采取集中授课与自学
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教学，集中授课时间为７ｄ，共约５６
学时，期间利用了部分晚上授课。专家讲授为主，适当

加以提问讨论，本期暂未开展带教示教实践。培训教

材包括全科医生制度文件与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标

准、全科医学师资培训与和全科医学概论、临床带教方

法与科研基本方法，以及心血管、呼吸、消化、泌尿、内

分泌及代谢、风湿性、血液、神经精神、运动、妇产科、小

儿等系统疾病，妇女保健、计划生育指导、儿童保健、老

年疾病与老年保健、急诊、五官疾病、皮肤疾病、各系统

常见肿瘤、社区常见疾病、地方病等全科医生要解决的

健康问题共４个部分，计５０万字，基本满足２个月自
学需要，按主题将文字教材和 ＰＰＴ课件挂网（ｑｋｚｇｐｘ．
ｈａｏｙｉｓｈｅｎｇ．ｃｏｍ），为学员提供登陆用户名和密码。
１２　学员规模与构成　根据《湖南省建立全科医生制
度实施方案》（湘政发［２０１３］２０号）所确定的全科医
生培养任务，测算出师资培训数量与结构，实行分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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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培训。该期培训班规模为１００人左右，来自全省１１
个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临床基地和 １所培训学校的
１０２名骨干教师参加为期 ７天的培训。培训班学员
中，副主任医师和副教授 ７５人，主任医师和教授 １１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１１人，硕士学位者２５人。大多数
学员是所在单位的业务技术骨干，部分学员还担任了

科室负责人。大家肩负重托，怀着对医疗卫生事业的

忠诚，积极响应国家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号召，克服困

难，妥善安排工作，集中时间和精力，全程参加培训，完

成全部培训内容，表现了极高的自觉性。

１３　教员组成与来源　担任本期培训班的教师达到
１８位，其中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和湖
南省人民医院的专家３位，来自南华大学医学院１位、
公共卫生学院１位、附一医院８位、附二医院２位、附
属南华医院３位。外请的３位专家解读政策权威，讲
述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权威性高。南华大学的１５位
教师，克服困难，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查阅文件资料，

整理学科知识，认真撰写讲义资料，认真制作 ＰＰＴ课
件，还进行了不同范围的讨论和预讲，尽力提高讲授质

量。教员准备讲义资料５０余万字，制作ＰＰＴ课件页面
多达１５００余张，倾注了很大心血，表现了难能可贵的
使命感。

１４　班务管理与考核　该班配备班主任１名，班务管
理２名，负责学员全程参加学习和每次到课考勤，组织
结业考试，配合做好食宿服务。及时与学员派出单位

沟通，调整工作安排，确保全体学员全程参加学习。按

１２个派出单位对学员到课情况进行考核，其中１００％
到课的单位占１／３。结业考试全部及格，成绩优良率
达６５．６８％。学员对该班组织管理满意度为９５．６％，
教学内容安排满意度为８４．４％，授课教师讲课水平满
意度为９６．７％，ＰＰＴ课件质量满意度为９２．２％。但也
存在一些不足：教授者之间存在交叉重复的内容；谈

“鱼”多、论“渔”少；讲授形式单一，缺少交流讨论。这

与其他省份举办同类班的情形相似［２］。学员最关注的

教材是“全科医生的临床实践”，认为编写时应避免与

本科阶段教材的雷同［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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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培训工作问题思考
　　如何做好骨干师资培训，涉及培训内容与形式、培
训时间与场所，以及培训规模与教师安排等问题。这

其中的重要问题是培训内容的组织、讲课教师的安排

和培训形式的选择。

２１　培训内容的组织　《全科医学师资培训实施意见
（试行）》对培训内容与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４］。区分

培训对象的不同，可归纳为５个模块：①公共模块。包
括：全科医生培养工作的意义与相关政策制度；全科医

学师资的职责和主要任务；全科医学理念；全科医疗卫

生服务技能及其特点；全科医学思维；全科医学指导带

教方法。②临床基地师资模块。包括：全科医生培养
临床指导带教内容和方法；基层全科医生服务的内容、

方式与特点。③基层实践师资模块。包括：全科医生
指导带教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具体技能方法；《全科医生

规范化培养标准（试行）》（卫科教发［２０１２］４８号）解
读。④理论培训师资模块。包括：全科医学和公共卫
生相关理论；全科医学和公共卫生相关理论在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实践中的应用。⑤骨干师资模块。包括：
全科医学培训体系；全科医学师资培训的基本理论和

方法；全科医学师资工作价值。

该《意见》指出，随着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的不断推

进，临床培训基地全科医学师资和基层实践基地承担

师资职能的全科医生的素质能力逐步实现同一。

该《意见》对培训内容的规定虽然很明确，但在不

同对象的培训班，仍然需要下功夫组织培训内容。全

科医学骨干师资培训班，培训对象是来自全科医生规

范化培养临床基地的临床教师，他们可以称为“种子老

师”，或者称为“老师的老师”，承担着双重任务，主要

任务是培训本基地的临床带教老师，但同时也直接担

负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任务。临床基地教师的带教水

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质量［５］。

根据这一定位，通过研究探讨，我们明确骨干师资培训

内容包括四大部分，由这四大部分构成培训内容总框

架。

第一部分是全科医生制度政策文件与培养标准的

解读。这是培训的重点，要求教师全面、正确掌握政策

文件精神和培养标准内涵，要先学一步、多看一些、细

品一点、深究一层，提高权威性和准确性。

第二部分是全科医学师资培训概论与全科医学概

论。这是培训的基础内容，要求教师对全科医生培训

的师资现状、培养规划与实施计划胸中有数；自身能够

正确认识全科医学，并能促进学员牢固树立全科医学

的理念、观念。

第三部分是临床带教方法与科研基本方法。这是

骨干教师、带教老师都需要的实务性内容。带教方法

是“看家本领”，科研方法是“善身利器”。对于骨干教

师而言，带教方法既有对本基地临床带教老师的培训

带教方法，又有直接担负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的带教

方法，角色的转换很重要却又很不容易。

第四部分是内、外、妇、儿、传、急诊等全科医生要

解决的健康问题。这是组织培训内容的难点所在。作

为骨干教师，对于医学的二级学科和所在岗位关联的

三级学科知识与技能，都具有“专家级”水平，理论上

讲用不着再培养（当然，学科的新进展、新技术除外）。

但对应所担负的特定工作任务，仍然需要“讲究”学科

知识与技能的组织、贯通。因为，培养全科医生能承担

基层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病人康复和

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成为居民健康的

“守门人”是落脚点，无论怎样培训骨干师资、带教老

师，最终的目标则是能够培养出合格的全科医生，这个

“格”集中体现在《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标准》（卫科教

发［２０１２］４８号）中。当然，研究和明确全科医生的执
业范围、细化服务内容规范，将成为今后全科医学领域

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６］。面对骨干教师，教学人员应

尽到“提示、强调、梳理、汇集”的职责，教学上宜采用

“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原则，高屋建瓴，提纲挈领。

这对于承担骨干教师培训任务的教师而言，不能不说

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大家习惯于讲“一棵棵树木”，对

于三级学科的知识点和技能项目可谓烂熟于心；而要

将“一棵棵树木联成一片森林”，则需要重新组织教学

内容。要对《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标准》中的“掌握”、

“熟悉”、“了解”的内容加以“提示”和“强调”；要对有

关疾病防治指南类、法规类、程序类等国家政策加以

“梳理”和“汇集”，尽可能为骨干教师提供“鱼”和

“渔”。

在这个框架中，第一、第二部分内容的培训目的是

解决“价值观问题”，政治性、政策性比较强，因此统一

性、权威性也比较突出。第三、第四部分内容的培训目

的是解决“方法论问题”，技术性、操作性比较强，因此

灵活性、特色性也比较明显。

根据《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标准》所规定的培养

内容，应当有社区卫生服务和公共卫生的内容以及医

学伦理与医患沟通。我们考虑在其他师资班中予以安

排。由于集中时间有限，有关临床操作技能规范培训

和临床部分培训，均以文字教材呈现，由学员自学完

成。

２２　讲课教师的安排　面向骨干师资培训的教师，理
论上讲应当具有更高水平、更高境界，应当是所在三级

学科的专家，是全科医生制度的拥护者和践行者，还应

当是大医改的热心助力人、小康梦的深情圆梦人，特别

有智慧探究教学内容，特别有能力创新教学方法。

为此，安排面向骨干师资培训的讲课教师，有３种
值得考虑的思路：一是全部从全国范围内邀请５～７位
知名专家；二是以某一承办单位的专家为主，外请部分

专家；三是全部由某一承办单位的５～７位专家承担讲
课。这三种思路各有利弊，综合考虑组织工作的难易

程度、培训经费的支撑力度和内容体系的贯通衔接，第

二种思路比较现实。我们这次培训班的讲课教师安排

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进行的，实践表明效（下转第１５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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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早产儿 ＰＩＣＣ置管时送管困难与导管异位关系观察
戴明红，徐兵，邢彩英，杨丽君，杨丽娟，宁艳飞

摘要：目的　总结分析早产儿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ＰＩＣＣ）置管时送管困难与导管异位关系。方法　
回顾分析９５例实施ＰＩＣＣ置管的早产儿的临床资料，根据ＰＩＣＣ置管时送管通畅与否分为送管通畅组和送管困难
组，观察置管后导管末端位置。结果　６１例早产儿ＰＩＣＣ置管时送管通畅，其中发生导管异位８例，导管异位率
为１３．１１％，３４例ＰＩＣＣ置管时送管困难，其中发生导管异位２０例，导管异位发生率为５８．８２％，２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１．９４３，Ｐ＜０．０１）。结论　置管前认真评估，置管中送管受阻时综合分析受阻原因并采取相应
对策是ＰＩＣＣ置管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ＰＩＣＣ；置管；导管异位；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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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ＣＣｌｉｎｅ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ｒｅａ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ａ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Ｃ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ＩＣＣ；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早产儿各器官发育均不完善，出生后一段时间内
无法从胃肠道途径获得足够的营养，需要中长期静脉

高营养治疗，静脉营养已作为早产儿的常规治疗被广

泛应用［１］。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ｌｙＩｎｓｅｒｔｅｄＣｅｎｔｅｒ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ＰＩＣＣ）为救治早产儿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２］，目前广泛用于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ＮＩＣＵ）［３］。本院新生儿监护病房自 ２００９年开展
ＰＩＣＣ，工作中我们观察到 ＰＩＣＣ置管时送管不畅的导
管异位率比送管通畅的异位率高，而导管异位容易导

致穿刺点漏液或导管脱出而提前拔管，本文回顾性总

结分析早产儿ＰＩＣＣ置管时送管困难的相应原因、处理
方法及其与导管异位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 ３月—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我科
ＮＩＣＵ收治的行 ＰＩＣＣ置管的早产儿共 ９５例，其中男
６２例，女３３例；胎龄２８～３７周，平均（３０．５６±２．２５）
周；出生体重９２０～２７３０ｇ，平均（１４９３±１５０）ｇ。本组
病人均穿刺上肢血管，其中穿刺左上肢３８例，穿刺右
上肢５７例；穿刺血管：贵要静脉１８例、肘正中静脉２６
例、头静脉４２例、腋静脉 ７例、手背静脉 ２例。根据
ＰＩＣＣ置管时送管通畅与否，将９５例早产儿 ＰＩＣＣ分为
送管通畅组和送管困难组。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操作前准备　与家长沟通讲解留置 ＰＩＣＣ目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通讯作者：戴明红，Ｅｍａｉｌ：８３５８０１７２７＠ｑｑ．ｃｏｍ

的、优点及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在患儿家长签署 ＰＩＣＣ
置管术知情同意书后，根据医生的医嘱，由培训合格的

护士操作。导管选用美国 ＢＤ公司生产的１．９ＦｒＰＩＣＣ
导管，穿刺部位选择贵要静脉、肘正中静脉、头静脉、腋

静脉、手背静脉，并且穿刺血管上方近期内未进行过静

脉套管针留置。置患儿于已预热的远红外辐射台，给

予苯巴比妥或吸吮１０％葡萄糖液镇静。评估穿刺血
管并行体表测量定位，方法为患儿穿刺侧手臂外展

９０°，头部中立位，自预穿刺点开始，沿静脉走向至右胸
锁关节长度，根据测量长度和患儿体重确定预留导管

长度：如果患儿体重低于１５００ｇ预留导管长度为测量
长度减０．５ｃｍ，体重在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ｇ预留导管长度为
测量长度，体重大于２０００ｇ预留导管长度为测量长度
加０．５～１．０ｃｍ，并测量好备用血管的预留导管长度，
以备穿刺失败时选用，测量双侧臂围并记录。铺无菌

巾在病人手臂下，以７５％的酒精、碘伏顺时针和逆时
针方向消毒各３次，换无菌手套，生理盐水彻底冲洗手
套并擦干手套，遵守最大限度的无菌屏障要求建立无

菌区；用地塞米松稀释液（生理盐水１０ｍｌ加地塞米松
５ｍｇ）［４］浸泡导管外部，稀释的肝素液（１０～１００Ｕ／
ｍｌ）预冲导管，再以抽好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注射液的注
射器连接导管备用。用无菌透明敷料包裹送管镊子前

端，稀释的肝素液连接 Ｕ塞接头或肝素帽，修剪藻酸
盐敷料［５］（１ｃｍ×２ｃｍ），用于穿刺点上方压迫止血。
１２２　穿刺方法　由助手按压穿刺血管上端或扎无

·９８４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１２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９



菌止血带，充分暴露血管，在严格消毒后由于潮湿的消

毒液挥发使皮肤温度降低，往往血管暴露不明显，可轻

轻按摩或挤压穿刺血管远心端肢体使血管暴露清楚。

在距静脉暴露最明显处远心端１ｃｍ处进针，以１５°～
３０°角进针直刺静脉，回血后再送入０．２～０．５ｃｍ，退出
部分针芯，送入导入鞘，松开止血带，并用左手手指按

压导入鞘上端静脉处以防出血，确认穿刺成功由助手

剪切导管，撤出穿刺针芯，将导管通过导入鞘轻、缓、匀

速送入静脉。

１２３　送管及固定　送管时穿刺侧手臂外展大于
９０°，送入导管至预留长度，送管时动作要轻柔、匀速缓
慢，每次送管约０．５ｃｍ，不可过快及过猛，回抽导管见
回血通畅后由助手用稀释的肝素液（１０～１００Ｕ／ｍｌ）
封管，拔出导入鞘并撕裂，再以碘伏棉签清洁穿刺点及

周围皮肤、待干，见穿刺点无出血后用１ｃｍ×２ｃｍ藻
酸盐敷料覆盖穿刺点，外露导管稍弯曲呈“Ｃ”字型［６］，

在透明敷贴中心放置一无菌棉球，固定时使棉球正好

压在藻酸盐敷料上起压迫止血作用，透明敷贴应覆盖

圆盘，再用清洁胶布固定圆盘外导管。

１２４　导管尖端位置判断　置管成功后通过 Ｘ线胸
片确定导管尖端位置，导管尖端位于上腔静脉和右心

房交界处为理想位置［７］，早产儿导管末端位置可置于

距右心房０．５～１ｃｍ的上腔静脉内［８］。导管末端位置

在腋静脉、胸壁静脉、锁骨下静脉、颈静脉为导管异位。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９５例早产儿中，ＰＩＣＣ送管通畅者共６１例，其中发
生导管异位８例（腋静脉１例、颈内静脉５例、锁骨下
静脉２例），导管异位率为１３．１１％；送管困难３４例，
其中发生导管异位２０例（腋静脉３例、胸壁静脉１例、
颈内静脉 ５例、锁骨下静脉 １１例），导管异位率为
５８．８２％。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１．９４３，
Ｐ＝０．０００）。

３　讨　论
　　ＰＩＣＣ因其操作安全、耐高渗的特点，在早产儿中
得到广泛应用。导管尖端定位在腔静脉将提高 ＰＩＣＣ
的留置时间［９］。若ＰＩＣＣ置管较浅，导管容易脱出，造
成液体渗漏，肢体肿胀，若置管较深，可能诱发心律失

常，损伤右心瓣膜，甚至严重时引起急性心包填塞［１０］。

在ＰＩＣＣ导管进入上腔静脉前需要在盲插的情况下经
过多个静脉汇合的开臼，由于存在个体解剖学上的差

异，所以发生导管异位很难绝对避免。早产儿血管细，

加上细、软的１．９ＦｒＰＩＣＣ导管无导丝导引，更容易导致
送管困难和导管异位。沈红五等［１１］报道新生儿经上

肢静脉穿刺 ＰＩＣＣ置管导管异位率为２５．７％，本组资
料显示异位率为２９．４７％，分析原因可能与我科刚开
展ＰＩＣＣ时技术不成熟有关。

工作中我们观察、分析、总结 ＰＩＣＣ置管中送管困

难原因有：①血管过细；②血管走向异常；③血管痉挛；
④穿刺血管上方近期内有穿刺史；⑤静脉瓣阻挡；⑥导
管反折回腋静脉；⑦导管误入颈内静脉、胸壁静脉或对
侧锁骨下静脉；⑧导管头端抵住血管壁。如果送入导
管受阻时不要强行用力送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①改
变患儿穿刺肢体角度或体位后再送管；②回撤导管至
回血通畅的位置后，再轻轻送入导管；③热敷穿刺血管
上方；④稍停片刻后再送管；⑤固定好患儿穿刺侧手臂
及导管，伸直手臂作肩关节经胸前的旋转运动，顺时

针、逆时针方向各３次；⑥推注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注射
液边推进边送管，起到引导作用，推进时动作必须轻

柔；⑦躁动患儿给予吸吮安慰奶嘴；⑧轻轻牵拉穿刺肢
体或提拉、按压送管受阻处；⑨如果上述处理仍无法送
入导管，可重新选择静脉穿刺［１２１３］。本组１例患者因
血管过细，２例因血管有穿刺史无法送管而拔出重新
穿刺置管。对导管异位的患儿立即在无菌操作下轻轻

撤出部分导管至回血通畅的位置，根据其异位位置改

变患儿肢体位置或体位重新送管，本组有５例颈内静
脉、１例腋静脉、５例锁骨下静脉经调整后成功送入上
腔静脉；操作中如果导管送达预留长度时回血通畅，送

管无回弹者位于上腔静脉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导管送

达预留长度时回血不畅或无回血，送管有回弹，导管尖

端异位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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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中西医结合无痛护理在外科术后疼痛中的应用价值
郑桑，钟辉，赵华，林连兵

摘要：目的　探讨中西医结合无痛护理模式在外科手术治疗患者术后疼痛中的应用效果，以为临床外科术后疼
痛的护理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选取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行外科手术治疗的患者１２８例为研究对象，按照１∶
１比例分为对照组６４例和观察组６４例，分别给予术后常规疼痛护理和中西医结合无痛护理模式１个月，采用视
觉模拟评分法（ＶＡＳ）、改良睡眠状况自评量表（ＳＲＳＳ）及满意度调查问卷对护理前后２组患者各指标进行测量，
并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评价疗效。结果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过去２４ｈ及术后经历的
最严重疼痛评分及ＳＲＳＳ评分分别为（２．１７±１．５０）分、（４．００±２．１２）分、（１５．６０±２．７１）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４．６０±１．５５）分、（６．３９±２．６１）分、（２４．６３±２．４９）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５．７１０、７．０９５、５．６２１，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０．０１５）；观察组满意度１００．００％明显优于对照组满意度７６．６３％（χ２＝４．５６９，Ｐ＝０．００２）。结论　通过中
西医结合无痛护理模式不仅能有效减轻患者疼痛，且可为患者术后身体恢复、心理、生理状态调整创造有利条件，

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值得临床广泛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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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际医疗交流的频繁，越来越多的外科手术
被开展，疼痛是外科患者术后最常见的主述症状之一，

也是患者术后恢复常有的不利影响。研究显示［１］，外

科术后反复疼痛可降低患者的机体抵抗力，尤其是手

术后长期卧床的患者，较易引发更多的并发症。目前，

我国临床护理已将疼痛纳入到继体温、脉搏、呼吸、血

压生命体征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并逐渐受到临床

学者的重视。疼痛使患者感受痛苦，剧痛还能引起生

理功能紊乱，甚至休克。所以，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疼痛

程度是外科术后患者护理干预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

针对我院外科患者术后疼痛给予中西医结合的无痛护

理，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外科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１４年

作者单位：３１７５２３浙江省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护理部（郑
桑）；外科（钟辉，赵华，林连兵）

通讯作者：钟辉，Ｅｍａｉｌ：９３２１３０３２７＠ｑｑ．ｃｏｍ

２月收治的 １２８例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年龄
１８～７５岁；行外科手术治疗者；无糖尿病、甲状腺功能
减退等病史；７ｄ内未服用过阿片类等镇痛药物。排除
标准：精神病者或不能正确表达自己主述者；严重肝肾

功能不全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２组。观察组：
６４例，男性 ３８例，女性 ２６例，年龄 ２２～７４岁，平均
（４２．３３±５．２０）岁；手术类型：腹股沟斜疝修补术 １７
例，腹部损伤探查术８例，阑尾炎切除术１１例，胆囊切
除术９例，甲状腺切除术１２例，肠切除吻合术４例，胃
大部切除术３例。对照组：６４例，男性４１例，女性２３
例，年龄１９～７０岁，平均（４２．８７±６．０４）岁；手术类型：
腹股沟斜疝修补术１８例，阑尾炎切除术１２例，腹部损
伤探查术９例，甲状腺切除术１２例，胆囊切除术８例，
肠切除吻合术３例，胃大部切除术２例。２组患者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外科术后疼痛护理。
观察组根据患者个性差异给予中西医结合护理模式，

具体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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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建立中西医结合无痛护理小组　小组成员主
要包括２名副主任级外科手术医生及经验丰富的中医
医生１名，中、高级以上职称的护理人员４人，初级护
士６人，护理实习生２人。由医生及中、高级以上职称
的护理人员负责对初级护师及护士进行培训，对护理

过程进行指导，制定健康教育指导手册及护理计

划［２３］。

１２２　护理方法的实施　①护士分组：将我院外科纳
入观察组进行研究的２４张床位分成３个护理亚组，每
组８张床位，每个护理亚组配备１名护理组长，由中高
级以上职称的护士担任；同时配备２名初级护士，配备
０～１名护理实习生。②初级护士以所管床位患者为
中心，术前对患者进行病情讲解，手术室及住院环境介

绍。发放健康教育指导手册，让患者知悉相关信息，刻

意淡化患者对疼痛的意识。③由中高级护士细致、耐
心与患者沟通，对患者提出的问题随时进行解答。让

患者了解预防和减轻疼痛的方法。④穴位按摩：由中
医临床医生对患者进行穴位按摩，指导患者放松全身

肌肉，由头部→颈部→胸部→腹部→背部→腰部→大
腿→小腿→双足，循环放松，闭目养神，排除杂念，保持
心情平和安静［４５］。疼痛时根据手术部位选择合适穴

位，如胃肠道手术取合谷、足三里、天枢、脾俞等穴位。

胆囊取胆俞、上巨虚、下巨虚、阳陵泉、足三里等穴位。

疼痛时对穴位进行推、揉、按、压等方法，以出现温热舒

适感为度，按摩１５～２０ｍｉｎ／次，每次按摩 ２～３个穴
位，起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扶正祛邪的功效，从而减

轻疼痛［６］。⑤药物护理：告之患者镇痛药物的服用方
法，不良反应，解除患者服用镇痛药的顾虑。外科手术

后，疼痛常发生在１～３ｄ后，因而，护士应听从医嘱根
据患者的个性化差异及对药物的吸收状态给予适量的

镇痛药物，在第１次用药完成后，认真观察药物反应，
以确定合理的用药剂量。⑥中医疼痛护理。ａ．耳穴埋
籽：与疼痛耳穴敏感点埋籽，按压３～５ｍｉｎ／ｄ，２～３ｄ
更换 １次；ｂ．麝香片超声透药治疗，２次／ｄ，２５～３０
ｍｉｎ／次，以达到消炎、止痛、活血通经，从而达到减轻患
者痛苦的目的［７］。⑦跟踪与总结：护理亚组组长除管
好自己负责的患者外，每日要巡视并全面掌握本组患

者病情进展，检查初级护士的护理措施落实情况，就患

者现存护理问题进行跟踪。护士长负责对２４张床位
的整体护理质量进行监控。

１３　效果评价　①疼痛评价：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８］。将一直线平分为１０，
用０～１０分表示疼痛程度，０分为无痛，１０分为剧痛。
同时采用改良睡眠状况自评量表（ＳＲＳＳ）评分，ＳＲＳＳ
共计１０个条目，每个条目５级评分，最低分１０分，最
高分５０分，评分愈高，睡眠问题愈严重。②满意度评
价：环境布置１０分，护患沟通１５分，疼痛评估２０分，
疼痛处理措施３０分，健康教育内容２５分。＞９５分为
满意；９０～９４分较满意；＜９０分为不满意。于患者出
院前对其进行进行问卷调查。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以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７．０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２组计量资料
的组间比较行独立设计的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构
成比表示，行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疼痛及睡眠情况比较　２组患者入院时疼痛程
度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采用以
问题为中心质量改进护理后，在过去２４ｈ及术后经历
的最严重疼痛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且
护理后观察组ＳＲＳＳ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
１。

表１　患者疼痛情况及睡眠情况比较（ｘ±ｓ，分）

组别 例数 入院时 过去２４ｈ 术后经历的最严重疼痛 ＳＲＳＳ

对照组 ６４ １．５０±１．３７ ４．６０±１．５５ ６．３９±２．６１ ２４．６３±２．４９
观察组 ６４ １．４８±１．４１ ２．１７±１．５０ ４．００±２．１２ １５．６０±２．７１
ｔ值 －２．１０６ ５．７１０ ７．０９５ ５．６２１
Ｐ值 ０．１３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５

２２　２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满意度为
１００．００％，对照组满意度为７６．６３％，观察组患者满意
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患者满意度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６４ ６０（９３．７５） ４（６．２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观察组 ６４ ２７（４２．１９）２２（３４．３８）１５（２３．４４） ７６．６３
χ２值 ４．５６９
Ｐ值 ０．００２

３　讨　论
　　外科术后疼痛是机体在手术后对有害刺激的一种
复杂感受，也是困扰外科手术患者的一个突出问题。

临床调查显示［９］，术后疼痛可引起患者交感神经兴奋，

致使免疫力降低，进而导致患者神经、内分泌系统失

衡，影响机体的正常生理代谢及切口愈合；还会给患者

心理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国外对于外科术后患者疼

痛的护理研究起步较早，起初在改善患者术后疼痛中

主要以临床医师为主导，护士配合和听从医生安排，直

至２００２年，以临床医生为主体的护理模式开始向以护
士为主体的模式转变，并在随后的临床应用中得到了

良好的评价。近年来，我国护理学水平及中医护理理

论得到了跨越性提高，对于外科术后患者的护理经验

不断丰富，提出了较多的护理措施。贺新萍［１０］研究表

明，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可有效减轻术后疼痛。陈静

等［１１］研究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有效减轻了

创伤骨折患者的疼痛，促进了患者康复。

传统中医认为，术后疼痛多因经络受损、气机逆

乱、气血运行不畅所致。而术后穴位按摩可有效疏通

经络、活血化瘀、调和阴阳、扶助正气之功效。我科运

用中西医结合无痛护理对外科术后患者进行护理，结

果显示，观察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无痛护理后，观察组患

者过去２４ｈ及术后经历的最严重疼痛评分均显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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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围手术期护理
陈景侠，倪红霞，孙友芳

摘要：目的　总结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患者行覆膜支架腔内隔绝术围手术期护理的方法和效果。方法　对４２
例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行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术的患者术前实行心理护理、健康教育、细致的生活护理、严密监测生

命体征、有效控制血压和疼痛，使其平稳度过急性期；术后严密观察病情变化，继续控制血压，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出院时给予详细的出院指导。结果　４２例患者均痊愈出院，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其中１例患者并发心肌梗死，
经积极治疗后症状消失。结论　对实施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的患者，做好耐心细致的术前准备、健康教育，加
强疼痛与血压的观察与护理，完善术后护理，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对提高手术治愈率、减少术后并发症起着重要作

用。

关键词：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围手术期；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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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是一种极其凶险的血管疾病，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血管外科
通讯作者：陈景侠，Ｅｍａｉｌ：ｘｕｋｅ６２５＠１６３．ｃｏｍ

是循环血液通过主动脉内膜撕裂口进入主动脉壁内并

分离其中层所形成的夹层血肿沿主动脉纵轴扩展。此

病起病急、发展快、病情复杂、病死率高［１］。传统开放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且观察组各疼痛评分均在５分
以下，ＳＲＳＳ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中西医结合无
痛护理可降低患者疼痛程度，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对

于患者术后康复有促进作用，与文献报道一致［１０］。表

２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为１００．００％，对照组满
意度为７６．６３％，观察组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说明中西医结合无痛护理不仅使患者从生理方
面感觉舒适，更使患者和家属从心理方面感觉温暖，提

高了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无痛护理为患者提供了持

续的、系统的、个性化的综合性的护理干预，不仅能有

效减轻患者痛苦，对患者术后身体恢复、心理、生理状

态调整创造有利条件，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值

得临床广泛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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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创伤大、手术风险高、并发症多。腔内修复术是近

年发展起来的治疗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的有效方法，是

用介入方法导入覆膜支架从血管腔内封堵住夹层的破

口，达到治疗的目的［２］。其优点是创伤小、出血量少、

术后恢复快、手术并发症少。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我科对４２例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患者
行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疗效满意，总结围手术期护

理体会，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共４２例，其中男性２５例，
女性１７例，年龄３６～７０岁，平均５４岁。全部病例均
表现为突发性的胸部或背部疼痛，疼痛性质为“撕裂

样”“刀割样”，均有高血压病史，血压平均为（１４０～
２１０）／（９０～１３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全部
行ＣＴＡ检查，表现为主动脉局部增宽，动脉内双通道
等征象，并可显示夹层破口、内膜撕裂的范围以及假腔

内血栓形成情况，确诊为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主动脉夹层。
１２　手术方法　患者行全身麻醉，穿刺股动脉，置入
标记导管并置于升主动脉，行主动脉造影确认近端主

动脉的内径、破口位置、夹层范围，测量各项参数，选用

合适长度和口径的支架，送入导送器，置入覆膜支架，

造影检查见支架位置正常，破口封闭良好，真腔开放无

内漏，回撤导送器，缝合股动脉切口和腹股沟切口。

１３　护理方法
１３１　术前护理
１３１１　心理护理　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患者常因发
病急骤且伴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对疾病不了解、对

预后的担心等而常有焦虑、恐惧等情绪，这些不良情绪

可能会造成血压和心率不易控制，甚至会造成动脉瘤

破裂导致患者死亡，因此给予患者心理安慰至关重要。

给患者以安慰、同情、鼓励，向患者及家属讲解疾病相

关知识、治疗方法、以前治疗成功的病例、注意事项等，

以增加患者对治疗的信心，使患者以良好的心理状态

接受治疗和手术。

１３１２　一般护理　患者绝对卧床休息，床上大小
便；翻身、坐起等动作要轻柔，不能用力过猛，避免体位

不当、剧烈活动导致瘤体破裂；饮食宜清淡、富含维生

素、易消化，每餐不宜过饱，可少食多餐，指导患者多进

新鲜蔬菜和水果等粗纤维食物，保持大便通畅，如果便

秘应及时通知医生，可给予乳果糖等口服；预防感冒，

避免剧烈咳嗽、打喷嚏等；限制探视，嘱患者保持情绪

稳定；预防压疮、肺部感染等。

１３１３　监测生命体征，控制血压和心率　高血压是
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最常见的病因，而血压的升高又是

导致动脉夹层继续剥离或破裂以及胸痛加剧的重要因

素，因此迅速降压是治疗的关键［３］。对于高血压的患

者，迅速有效地控制血压和心率是避免夹层继续剥离

的重要手段。硝普钠联合β受体阻滞剂可以减少血流
对主动脉的冲击，减少左心室的收缩速率以减缓病情

进展，已成为治疗主动脉夹层的首选方案［４］。本组患

者均有高血压，常规给予心电监护，给予硝普钠５０ｍｇ
加入５％葡萄糖水４８ｍｌ以每小时２ｍｌ泵入，根据血
压调整。配合使用口服 β受体阻滞剂，如酒石酸美托
洛尔等。控制收缩压在１００～１２０ｍｍＨｇ，心率在６０～
７０次／ｍｉｎ，血压应降至能保持重要脏器（心、脑、肾）灌
注的最低水平，避免出现少尿（＜２５ｍｌ／ｈ）、心肌缺血
及精神症状等重要脏器灌注不良的症状［５］。硝普钠见

光分解加速，应避光使用，每６ｈ更换，现配现用，预防
硫氰酸盐中毒。如果血压稳定，逐渐减量，使用 ３ｄ
后，改用硝酸甘油４０ｍｇ加入生理盐水４０ｍｌ静脉泵
入，以每小时２～４ｍｌ泵入，血压稳定后，逐渐减慢静
脉用药的速度，直至停用，只用口服降压药。切忌血压

忽高忽低，因为左锁骨下动脉容易受累，导致左侧上肢

血压偏低，监测血压通常选择右上肢测量。

１３１４　镇静止痛　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的疼痛极为
剧烈，疼痛本身会导致血压升高，所以控制疼痛是控制

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６］。本组病例均有胸部、后背的

剧烈疼痛，及时遵医嘱注射吗啡或哌替啶控制疼痛，后

续可用鲁米那０．１ｇ每６ｈ肌肉注射１次，可起到止
痛、镇静作用，减轻患者的焦虑及恐惧心情，避免患者

因情绪激动、疼痛等导致夹层动脉继续剥离、破裂。

１３１５　严密观察并发症　当主动脉分支血管受累
时可导致各脏器出现缺血症状。因此，护士应了解主

动脉夹层的起源部位及范围、分支血管受累情况。对

累及肾动脉者要严密观察尿液的颜色、性状及量，遵医

嘱定期检查尿常规、肾功能等。累及左锁骨下动脉可

出现左上肢无力、疼痛、苍白、发凉、脉搏减弱或消失

等，与右上肢血压有明显差异；累及股动脉者下肢可出

现无力、苍白、发凉、疼痛动脉搏动减弱或消失等；如累

及腹主动脉或其大分支可出现剧烈腹痛、恶心、呕吐

等。如发现以上情况，应及时报告医生，为医生诊断提

供准确信息。

１３１６　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破裂表现　患者常有失
血性休克的表现，如面色苍白、四肢湿冷、极度烦躁、血

压下降甚至呼吸心跳停止。

１３２　术后护理
１３２１　全麻术后护理　去枕平卧６ｈ，头偏向一侧，
保持呼吸道通畅，注意有无喉头分泌物及舌后坠，有口

咽通气管者，在反射恢复前不能取出；及时清除分泌物

及呕吐物，防止误吸；冬季注意保暖，可提高室温或加

用盖被，但禁用热水袋，防止烫伤；烦躁不安者，注意适

当防护，必要时加以约束，防止意外伤害；给予氧气吸

入，注意观察双肺呼吸音的变化，指导患者进行深呼

吸、有效咳嗽、咳痰，必要时给予雾化吸入，湿化气道，

稀释痰液，以利于痰液咳出，避免患者因痰液瘀滞造成

肺部感染及肺不张等并发症。

１３２２　活动和饮食　动脉穿刺处弹力绷带加压包
扎固定，并用沙袋压迫止血，穿刺侧肢体制动２４ｈ，但
可做足部屈伸等活动；由于术中使用抗凝剂，因此要注

意观察穿刺部位有无渗血、血肿、出血等，保持敷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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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干燥；注意预防压疮，可采用 Ｒ形垫翻身，骨突处皮
肤可用泡沫敷料减轻压力；术后２４ｈ取半卧位，床上
适当活动，术后３ｄ如生命体征稳定可下床适量活动，
循序渐进，逐渐增加活动量。术后６ｈ后可进流质饮
食，次日可进低盐、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富含维生

素饮食。

１３２３　严密观察生命体征　由于是在全麻下进行
手术，并且腔内支架在高速血流的作用下，有可能造成

向远端移位或扭曲、成角导致血管狭窄甚至主动脉瘤

破裂等意外［７］。术后应严密监测生命体征的变化，给

予心电监护，密切观察意识、瞳孔、血压、心率、呼吸、氧

饱和度等的变化，血压高者使用硝酸甘油４０ｍｇ加入
生理盐水４０ｍｌ静脉泵入，以每小时２～４ｍｌ泵入，配
合使用β受体阻滞剂，血压稳定，逐渐减慢静脉用药的
速度，直至停用，只用口服降压药。控制收缩压在

１００～１２０ｍｍＨｇ，心率在６０～７０次／ｍｉｎ，注意观察有
无心率失常。有些患者由于夹层破口接近左锁骨下动

脉，支架释放可能部分封堵左锁骨下动脉，造成左侧上

肢血压偏低，因此护士要知晓患者手术情况，选择右上

肢监测血压，以免贻误病情。

１３２４　并发症的观察和护理　①截瘫。腔内修复
术中封闭肋间动脉可能造成截瘫，术后密切观察肢体

运动及感觉状况，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医生处理。②血
栓栓塞性并发症。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中，可能导

致斑块或血栓破碎脱落，栓子经颈内动脉系统或椎基

底动脉系统入颅可引起脑梗死，附壁粥样斑块脱落至

股动脉可造成下肢动脉栓塞，术中导入系统损伤股动

脉可引起下肢动脉缺血［５］。术后注意患者意识状态、

瞳孔，观察足背动脉搏动、皮温、颜色、感觉以及肢体运

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医生。本组患者无一例发

生血栓栓塞性并发症。③腔内修复术后炎症反应综合
征的护理。主动脉夹层腔内隔绝术后患者常出现发

热、外周血白细胞增多及血小板减少的一系列症状，该

症状可能与支架移植物系统、大剂量 Ｘ射线和大剂量
造影剂相关［５］。给患者讲解相关知识，避免患者出现

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体温高时给予物理降温，必要

时给予糖皮质激素或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帮助减轻发

热的症状［８］。④术后胸痛的观察。腔内修复术后的患
者要观察有无胸痛，有些胸痛是动脉瘤破裂或是心肌

梗死的前期表现，应及时协助患者行心电图、心肌酶谱

等检查，密切观察胸痛变化，术后突发胸背部剧烈疼

痛，要高度怀疑再发主动脉夹层，及时协助医生诊

治［９］。本组患者有１例出现胸部疼痛，经过及时的检
查，确诊为心肌梗死，经过全力救治，康复出院。

１３３　出院指导　指导患者出院后注意休息，活动要
循序渐进，避免重体力活动，注意劳逸结合；学会自我

调控情绪的方法，避免情绪激动；饮食宜低盐低脂，多

食新鲜蔬菜、水果等，并戒烟酒；保持大便通畅；指导患

者学会自我监测血压、心率，按时按量服药，遵医嘱及

时调整药物用量；定期复查，门诊随访；指导患者学会

自我护理，限制剧烈活动，避免胸部碰撞、外伤，突发剧

烈胸痛及时诊治；由于体内有金属支架，最好远离高磁

场所［１０］。

２　结　果
　　４２例患者均成功行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夹层
破口封堵良好，无围手术期死亡。无瘤体破裂、截瘫、

分支动脉阻塞等严重并发症。１例术后并发心肌梗
死，治疗后症状消失。４２例患者手术后，通过精心的
护理、严密的观察，均康复出院。术后１５ｄ、１个月、３
个月、６个月和１年复查胸片、ＣＴ等均未发现支架移
植物变形、移位、扭曲、狭窄和内漏。

３　讨　论
　　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来势凶猛，病情进展快，病死率
高，患者及家属因缺乏疾病的相关知识及过重的经济

负担等而顾虑重重。传统开放手术风险大、巨创、花费

高昂。具有创伤小、恢复快、花费相对低廉等优点的覆

膜支架腔内修复术的开展为 ＤｅｂａｋｅｙⅢ性的主动脉夹
层患者带来希望。但使患者平稳度过急性期、术前准

备期及术后恢复期仍需医护人员的精心努力。护士要

对本病的临床表现、病情变化、并发症等有充分的认

识，学会和患者沟通、交流，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使患

者能以平稳的心态接受手术。血压的监测与控制对主

动脉夹层动脉瘤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平稳有

效的控制血压是患者度过围手术期的保证，护士应遵

医嘱严密监测控制血压并使患者血压保持在较低并且

平稳的水平。术后给予患者心理护理、基础护理和专

科护理指导。术后继续监测控制血压于平稳水平是患

者顺利恢复的重要保证。细致的术后观察，有利于及

时发现和避免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总之，术前术后精

心细致的护理可以减少并发症，降低病死率，提高治愈

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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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４６例超高龄患者肺癌开胸术后呼吸道的护理
赵志菲，王振华，谭晓骏，陶莎，谷金玲

摘要：目的　探讨８０岁以上高龄肺癌患者开胸术后呼吸道的护理措施，总结护理效果，从而降低肺部并发症的
发生，提高肺癌患者手术效果。方法　回顾解放军海军总医院胸外科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收治的４６例８０
岁以上高龄肺癌患者资料，对制定的个体化围术期呼吸道护理措施进行总结分析。结果　本组患者在围手术期
全面地评估患者的全身状况，采取有计划、有目的个体化护理措施，降低了开胸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全组肺叶

切除２６例，局部切除２０例，术后发生呼吸道并发症７例，经及时治疗后均治愈出院。结论　高龄患者因胸廓和
肺的顺应性下降心肺功能低下，肺的生理储备能力低下，另外，开胸手术创伤大、时间长，容易出现呼吸道并发症。

对８０岁以上高龄肺癌患者，采取个体化呼吸道护理措施，可减少肺部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手术治疗效果。
关键词：高龄；肺癌；开胸术；呼吸道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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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高龄患者开胸术后因创伤大、心肺功能低下、患
者分泌物排除不畅等原因容易引起肺部并发症［１］，是

围术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降低术后并发症是手术

成功的有力保证，是胸外科护理人员所面临的首要任

务。护理干预能显著减少开胸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降

低患者的住院费用，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２］。为此我

们总结了４６例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６月８０岁以上
高龄肺癌患者的护理资料，对围手术期肺部并发症预

防及术后的处理对策进行了分析总结。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 ４６例中，男性 ２９例，女性 １７
例，年龄８０～９１岁，平均年龄８４．６岁；病变位于右上
叶１８例、右中叶８例、右下叶８例，左上叶７例、左下
叶５例；术前合并慢性支气管炎或肺部感染的１２例，
高血压６例、冠心病５例，陈旧性心肌梗死２例，２型糖
尿病６例。手术前无绝对手术禁忌症。
１２　护理方法
１２１　术前护理
１２１１　术前评估　呼吸道并发症是开胸术后最常
见的并发症，特别是伴有肺功能低下的老年肺癌患者，

因麻醉和手术的影响，加之代偿能力差，导致术后并发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３７北京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胸外科
通讯作者：谭晓骏，Ｅｍａｉｌ：ｊｕｎ＿ｊｉｅ６６８＠１６３．ｃｏｍ

症发生率更高［３］。因此，需要对每一位高龄患者进行

详细的术前评估，依据各项检查结果、肺功能、慢性基

础病等，制定详细的围手术期护理计划。

１２１２　心理护理　高龄患者的心理脆弱，依赖性
强，对疾病知识的缺乏，认知能力的减退，需要护士详

细地向患者讲解围手术期的相关知识，取得病人的理

解和配合，由主管护士向患者及家属介绍呼吸道并发

症的发生机制，以及预防呼吸道并发症的具体方法，教

会患者打手势表述不适［４］。

１２１３　戒烟　向患者讲明吸烟对手术康复的不利
影响，吸烟可以刺激呼吸道黏膜使气道分泌物增加，易

引起术后肺感染及肺不张，术后咳痰会增加患者的痛

苦，不利于伤口愈合。

１２１４　咳痰训练　咳嗽前先缓慢深吸气使肺泡内
充分充气，以增加咳嗽的效果，稍屏气，双前臂屈曲，稍

加压两侧胸壁，然后腹肌用力收缩［５］。在咳嗽时叩击

后胸壁，振动支气管内的分泌物，增加咳嗽排痰的效

果。

１２１５　口腔护理　口腔是咽喉部微生物积聚、滋生
场所，此处的细菌可以随着呼吸或气管插管进入呼吸

道。术前一晚开始使用复方氯己定漱口液，方法为早

晚刷牙后取 １０ｍｌ漱口液，使漱口液流至咽部，保留
２～５ｍｉｎ后吐出。
１２１６　功能锻炼　指导患者练习腹式呼吸，有效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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嗽咳痰和床上大小便等功能锻炼，便于术后康复。

１２２　术后护理
１２２１　呼吸指标的监测　术后采用无创血氧饱和
度监测仪连续监测以及定时做血气分析。当 ＰａＯ２低
于８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ＳａＯ２低于９５％
时，应持续鼻导管或面罩给氧，及时向医生报告并做好

抢救准备。本组 ３例患者术后术后出现呼吸困难，
ＰａＯ２及ＳａＯ２低于以上指标，经吸氧、气管插管、呼吸
机辅助呼吸，脱离危险。

１２２２　呼吸道护理　①患者完全清醒后即鼓励患
者咳嗽咳痰，教会患者正确的咳嗽方法，有效咳痰，促

进肺部膨胀；②痰液较黏稠，不易咳出的患者雾化吸
入，选用沐舒坦加异丙托溴铵于面罩持续雾化吸入［６］；

③做好纤支镜吸痰的准备，必要时行气管切开 ［７］；④
没有禁忌证的患者，雾化后及时给予叩背，方法是患者

取坐位，一手扶住患者肩部，一手五指并拢，掌心呈中

空状，用手腕的力量叩击，有节奏的自下而上、由外向

内叩击患者背部，然后用力咳嗽将痰液引出，用力咳嗽

时，护士双手手掌保护患者伤口处，避免用力引起伤口

疼痛和裂开。

１２２３　口腔护理　口腔护理贯穿整个围手术期，从
术前晚上开始用复方氯己定漱口液漱口。其主要成分

氯己定和甲硝唑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１２２４　疼痛护理　疼痛会影响患者的休息、咳嗽、
深呼吸从而引发并发症。有效的术后镇痛可减轻肺功

能的损害、防止术后肺部的并发症。常规术后给予自

控镇痛泵，使用泵后依然疼痛的患者，夜间给予曲马多

注射液或冬眠合剂半量。

１２２５　引流管的护理　高龄开胸患者由于年龄大，
手术时间长或有慢性基础病，应密切注意观察引流管。

术后注意观察引流管是否通畅，引流液的颜色和量。

查看引流瓶中是否继续排出气体和液体，以及长玻璃

管中的水柱是否随呼吸上下波动，必要时请患者深呼

吸或咳嗽。正常水柱上下波动４～６ｃｍ。如水柱无波
动，患者出现胸闷气促，气管向健侧偏移等肺受压的症

状，应疑为引流管被血块堵塞，挤压或负压间断抽吸引

流瓶短玻璃管。

２　结　果
　　３４例超高龄患者围手术期无一例死亡。术后发
生并发症８例（２３％），其中肺部感染４例、心律失常３
例、心肌梗死１例，经及时治疗后均治愈。术后病理检
查鳞状细胞癌１１例、腺癌１７例、大细胞肺癌２例、腺
鳞癌２例、支气管类癌２例。随访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７
例死亡，死亡原因１例脑梗死、２例心衰、２例呼吸衰
竭，２例肿瘤多发转移全身衰竭。

３　讨　论
　　在现代外科治疗中，高龄并非手术禁忌证，只要条
件允许，均可行手术治疗。但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年

龄越大，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就越高，开胸手术不仅对胸

廓运动造成直接损害，同时也抑制了膈肌的活动，严重

影响了术后肺通气量，从而导致肺不张等术后早期并

发症［８］。而高龄肺癌患者其生理储备能力下降，由于

胸廓和肺的顺应性降低，呼吸肌力减退，残气量和功能

残气量增大，气体交换存在不同程度障碍［９］，再加上手

术创伤大、手术时间长、疼痛等因素，容易出现肺不张、

肺部感染及呼吸衰竭等呼吸道并发症［１０］。

呼吸道分泌物引流不畅是引起肺部感染的主要因

素，肺部感染容易发生在手术后２～５ｄ，肺部炎症会导
致肺间质水肿，通气灌流的比例失调，引起缺氧［１１］。

因此必须实施有效地排痰措施，如翻身、下地活动、拍

背、雾化吸入及振动排痰机的使用。２年内我们也对
雾化吸入的时间和方法进行了观察，发现在术后２～４
ｈ内给予雾化吸入，比常规的术后第３天雾化吸入对
于稀释痰液，减少肺感染效果明显，选用盐酸氨溴索

（沐舒坦）３０ｍｇ加异丙托溴铵５００μｇ加０．９％氯化钠
溶液１０ｍｌ，于面罩持续雾化吸入，此方法可使痰液稀
释，促进黏液排除，促进纤毛运动，有利于排痰。

另外，鉴于超高龄的老年人呼吸肌力减退，咳痰无

力，我们使用 Ｇ１０００型振动排痰机辅助患者排痰，排
痰机能产生两个方向的力，垂直方向产生叩击、震颤可

促使呼吸道黏膜表面粘液松弛和液化，水平方向的力

可起到挤推、震颤帮助已液化的粘液排出体外的作用，

经过临床观察振动排痰后ＰａＯ２及ＳａＯ２指标均优于振
动排痰前。

口腔护理是预防呼吸道病并发症的重要的措施，

我们自２０１１年开始对开胸手术患者从术前晚开始用
复方氯己定漱口液漱口，至术后第７天，和常规生理盐
水棉球口腔护理肺部感染有显著下降。

对于开胸手术的超高龄患者护理人员需在围手术

期采取针对性护理措施，以预防为主，综合护理的原

则，从而减少老年患者开胸术后呼吸道并发症的发生，

提高患者的手术成功率，缩短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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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优质护理服务应用于经桡动脉行 ＰＣＩ术患者的效果评价
刘晓妹，周静，徐静，尹晓丽，王教术

摘要：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在经桡动脉行ＰＣＩ术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２０１１年１—６月住
院的６０例经桡动脉行ＰＣＩ术患者实行常规护理作为对照组，将２０１１年７—１２月住院的６０例经桡动脉行ＰＣＩ术
患者实行优质护理作为观察组，比较２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平均住院天数、费用及并发症的发生率情况。结
果　观察组满意度为９８．３３％，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８５．００％，观察组平均住院天数为９．１２ｄ，对照组患者平均住院
天数为１２．２３ｄ，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平均住院费用观察组４．２４万元，对照组４．６８万元，２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为３．３％，对照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为１３．３％，观察组患者并发症
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　实施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可以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减少并发症发生率，减少患者的
住院时间，提高患者满意度。

关键词：优质护理服务模式；ＰＣＩ；桡动脉；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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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２０１０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进一
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开展创优护理，实现患者满

意的最终目标［１］，本科于２０１１年７月申请开展了优质
护理服务示范病区。优质护理服务模式是从整体护理

的角度出发，提出以患者为中心的优质护理服务活动，

符合当前整体护理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再解决问题

的理念。一个患者从住院开始到出院，有专门护士分

管，提供无缝隙、连续性的护理服务；护士对分管的患

者先进行护理评估，收集资料，找出护理问题，制定出

适合患者个人特点的最佳护理方案，从而对护理工作

做到有预见性，使护理工作变被动为主动［２］。本研究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６月和２０１１年７—１２月在本科经桡
动脉行ＰＣＩ术的１２０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比较２组
患者采用不同的护理模式后，患者的满意度、住院时

间、住院费用及并发症的发生率情况，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７—１２月在本科住院经
桡动脉途径行ＰＣＩ术的患者６０例作为观察组，平均年
龄（６４．４±９．２）岁，其中男性３８例，女性２２例；选择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
通讯作者：刘晓妹，Ｅｍａｉｌ：ｌｘｍｈ８３９３＠１６３．ｃｏｍ

２０１１年１—６月在本科住院经桡动脉途径行 ＰＣＩ术的
患者６０例作为对照组，平均年龄（６４．３±１０．６）岁，其
中男性４４例，女性１６例；２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及病
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模式　观察组实施优质护理工作模式，对照
组采用常规护理工作模式。观察组患者从入科开始，

就会有专门的责任护士热情接待，介绍入院须知，包括

环境（根据患者病情亲自带领患者熟悉）、工作人员、

医院的规章制度，全面地评估患者、收集资料、制定出

适合每个患者实际状况的护理诊断，提出有效的护理

措施，给患者提供无缝隙的连续性的护理服务，解决患

者急需解决的问题，拉近护患之间的距离，使护士能及

时发现患者出现的情况，并能及时采取措施，重视护理

质量，包括基础护理、专科护理、心理护理、饮食护理、

用药护理、健康指导等方面。每个患者住院期间及出

院时均进行满意度测评，根据测评结果找出工作中的

不足之处，提出改进措施。对照组按照心血管科常规

护理程序进行护理，按照传统的护理分工模式，接待入

院患者。进行常规处置，包括采血、静脉输液、测体温

等。有紧急情况时给予抢救处理。制定护理计划，预

防并发症，出院时做好健康指导，护送患者离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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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３］。

１３　护理方法
１３１　术前护理　①常规检查，在行冠状动脉介入治
疗前，常规行血常规、尿常规、生化常规、免疫过筛、凝

血四项检查，常规行心电图、胸片和心脏彩超检查。②
行会阴部及两侧腹股沟区备皮，以备桡动脉穿刺失败

时改为股动脉穿刺用。③详细询问有无碘过敏史，行
碘过敏试验。④配合医生做好穿刺部位条件判断，行
Ａｌｌｅｎ’ｓ试验［４］，选择Ａｌｌｅｎ’ｓ实验正常者，即手掌侧支
循环良好者进行手术。⑤心理护理，简要向患者介绍
手术的大致过程，成功病例，手术的必要性及手术中需

要配合的环节，主动给予患者安慰、鼓励，进行有针对

性的心理疏导，以缓解患者焦虑心理，让患者充分了解

手术的重要性，并做好术中配合。⑥嘱患者术前排空
大小便。

１３２　术后护理
１３２１　生命体征观察　术后持续心电、血压及血氧
饱和度监测，严密观察患者意识、生命体征的变化并做

好记录，若患者出现胸闷、胸痛症状，立即行心电图检

查。再灌注心律失常是 ＰＣＩ患者术后死亡的重要原
因，因此，护士应密切观察患者有无频发的室性早搏、

室速、室颤、房室传导阻滞，床边备好除颤仪、急救的药

物，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医生进行处理，持续的心电监护

是预防和早期发现术后并发症的主要措施［５］。

１３２２　饮食护理　术后即可进食，宜进食清淡易消
化的半流质饮食或软质饮食，少食多餐，以七到八分饱

为宜，并增加维生素、植物纤维的摄入。鼓励患者多次

少量饮水，每次不超过２００ｍｌ，要求术后４～６ｈ摄入
水量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ｌ，尿量达８００ｍｌ以上，以促进造影
剂的排出，防止造影剂肾病的发生。

１３２３　术后活动及休息　术后即可下床活动，不需

要严格卧床休息。肩关节、肘关节可随意活动，腕关节

制动１２ｈ。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切勿剧烈活动。
１３２４　穿刺部位护理　穿刺侧肢体略抬高，勿下
垂［６］，密切观察穿刺侧肢体的皮肤色泽、温度和感觉变

化，观察穿刺处有无渗血及皮下血肿，如有渗血应及时

通知医生，给予重新包扎压迫止血，如穿刺处周围形成

皮下血肿，应根据血肿大小进行重新加压包扎或进一

步处理。３ｄ内勿在穿刺侧行穿刺、测量血压等增加肢
体压力的操作，１周内勿揉抓穿刺点，并保持干燥清
洁［７］。

１３２５　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　经桡动脉行 ＰＣＩ术
后患者常见的并发症有穿刺部位出血、血肿、上肢动脉

痉挛、迷走神经反射、尿潴留、假性动脉瘤、死亡等。护

士应密切观察患者有无突发胸闷、胸痛、心悸、气促、面

色苍白、出冷汗、血压下降、心律失常等现象，一旦出现

异常情况应立即通知医生并遵医嘱给予各种紧急处

理。若穿刺部位出现渗血、血肿，应及时报告医生，给

予重新加压包扎，并注意观察血肿范围有无进一步的

扩大。密切注意生命体征的变化，一旦发生危及生命

的并发症时护士应反应迅速并有条不紊地配合医生做

好抢救处理。

１４　观察指标　比较２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情况、
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及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各项
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
验、单因素方差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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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详见表１。

表１　２组经桡动脉途径行ＰＣＩ术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出血和血肿 上肢动脉痉挛 迷走神经反射 尿潴留 假性动脉瘤 死亡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６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３．３３
对照组 ６０ ３ １ ２ ２ ０ ０ １３．３３
χ２值 ３．９２７
Ｐ值 ０．０４７

２２　２组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比较　详见表２。
表２　２组经桡动脉途径行ＰＣＩ术患者对护理工作

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６０ ５８ １ １ ９８．３３
对照组 ６０ ４９ ２ ９ ８５．００
χ２值 ７．９５８
Ｐ值 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平均住院天数及住院费用情况　观察
组患者平均住院天数（９．１２±２．３２）ｄ，对照组患者平均
住院天数为（１２．２３±４．１５）ｄ，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０１）。平均住院费用观察组为（４．２４±
１．０６）万元，对照组为（４．６８±１．３４）万元，２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优质护理服务是能体现护理专业人员价值且适合
我国国情的一种护理模式［８］。优质护理服务要求把患

者看成是一个包括生理、心理、社会、文化和发展多层

面的综合体，护理工作要满足患者各方面需求［９］。在

“优质护理服务”活动中，实现了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

注重了人性化和护理安全的有机结合［１０］。通过优质

护理服务，让患者得到贴心细致的护理，实现了患者满

意、社会满意、政府满意。

本研究在２０１１年７—１２月运用优质护理服务模
式对在本科经桡动脉行ＰＣＩ术的６０例患者实施护理，
并与２０１１年１—６月实施常规护理模式的对照组患者
进行了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满意度及 （下转第１５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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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Ｏｒｅｍ自理模式在胰岛素泵使用中的应用
施彩虹，段晓侠，陈玲玲，张兰香，刘秀娟

摘要：目的　增强携泵糖尿病患者的自理能力，探讨Ｏｒｅｍ自理模式在胰岛素泵使用中的效果。方法　将６０例
使用胰岛素泵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３０例。对照组采用功能制护理，试验组采用Ｏｒｅｍ自理模式，
比较２组出院时的血糖控制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患者满意度情况。结果　对照组空腹血糖（８．６８±１．２３）
ｍｍｏｌ／Ｌ，三餐后２小时血糖（１２．２３±２．３４）ｍｍｏｌ／Ｌ；试验组空腹血糖（５．６２±１．１４）ｍｍｏｌ／Ｌ，三餐后２小时血糖
（９．８７±１．４７）ｍｍｏｌ／Ｌ。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对照组并发症（感染、皮下硬结、低血糖、泵堵塞）的发
生率高于试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满意度得分（８５．０５±６．７３）分，试验组患者满意度得
分（９５．１２±４．２３）分，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Ｏｒｅｍ自理模式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泵强化治疗患
者的自我管理水平，减少并发症，提高患者满意度，有利于患者治疗和康复。

关键词：Ｏｒｅｍ自理模式；糖尿病；胰岛素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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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一种患病率高、危害严重的慢性终身性
疾病。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研究者认为控制
血糖的最佳手段是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ｎｓｕｌｉｎ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ＣＳＩＩ），ＣＳＩＩ也
是胰岛素强化治疗的主要手段［１］。ＣＳＩＩ操作简单易
行，不仅减少患者多次皮下注射的痛苦，而且减轻护士

的工作量，给糖尿病患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胰

岛素泵不仅可有效控制血糖，还可以显著改善胰岛细

胞的功能［２］。但在治疗过程中，由于患者对胰岛素泵

知识、技能的匮乏，也存在或面临一些问题，并由此对

患者造成相应的危害。国外研究指出对于糖尿病胰岛

素泵使用患者，Ｏｒｅｍ自理模式尤为适用［３］。此理论强

调个人应对与其健康有关的护理负责，必要的护理介

入只是为了帮助人们提高自我照顾能力［４］。因此，以

Ｏｒｅｍ自理模式指导工作，有助于提高糖尿病胰岛素泵
强化治疗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减少并发症，提高患者

满意度，有利于患者治疗和康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１４年１月
初次使用胰岛素泵的２型糖尿病患者６０例为研究对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４０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通讯作者：施彩虹，Ｅｍａｉｌ：ｃｌｌｒｕｉｒａｎ＠１６３．ｃｏｍ

象，随机将研究对象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３０例。
对照组采用功能制护理，试验组采用 Ｏｒｅｍ自理模式。
２组患者性别、年龄、病情、病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
有可比性。研究对象自愿加入研究，有较强的认知能

力，能听懂医护人员讲解，排除神志不清伴和（或）有

严重的躯体性疾病如心、脑、肺疾病。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按功能制护理方法进行护理　检查胰
岛素泵的各个系统是否正常，检查胰岛素的有效期和

药品质量。选择穿刺部位，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妥善固

定。注意观察穿刺部位，密切监测血糖，及时处理报警

情况。

１２２　试验组以Ｏｒｅｍ自理模式为指导　该自理理论
是由美国著名护理理论学家奥瑞姆提出，强调自理的

概念，强调满足患者自我照顾的需要是护理工作的重

点。奥瑞姆根据个体自理缺陷程度设计了三种护理补

偿系统。①全补偿系统：患者完全没有自理能力，需要
护理给予全面帮助来满足所有的基本需要。②部分补
偿系统：患者自理能力部分缺陷，需护理给予适当帮

助。护士和患者共同参与自理活动。一方面补偿患者

的自理缺陷，另一方面需要发挥患者的主动性，帮助其

提高自理能力。③支持教育系统：当患者通过学习后

·００５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１２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９



才能具备完成某些自理活动的能力时，护士需为患者

提供教育、支持、帮助，以促进患者自理能力提高。本

研究研究对象具有充分的自理能力，故采用支持教育

系统。护士要把握每一次和患者接触的机会，根据患

者的接受能力，多途径地使患者了解胰岛素泵的知识、

使用方法及报警的处理，如书面材料、多媒体、现场示

范等方式。从而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和信心。教育

内容因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当日评估患者掌握情况，

对于没有掌握的知识要与患者进一步沟通或示教，从

而达到教育目的。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用率（％）表示，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血糖控制情况比较　研究结果见表１，
试验组空腹血糖和餐后２小时血糖控制情况明显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表１　２组空腹血糖和餐后２小时血糖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Ｌ） 餐后２小时血糖（ｍｍｏｌ／Ｌ）

试验组 ３０ ５．６２±１．１４ ９．８７±１．４７
对照组 ３０ ８．６８±１．２３ １２．２３±２．３４
ｔ值 －３．９９０ －４．０３８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２组患者低血糖及局部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从
表２可见，试验组低血糖及局部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患者低血糖及局部并发症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感染 皮下硬结 低血糖 泵堵塞

试验组 ３０ ２（６．６７） ４（１３．３） ５（１６．６７） ２（６．６７）
对照组 ３０ ６（２０．０） ７（２３．３） １１（３６．６７） ５（１６．６７）
χ２值 ４．４３９ ３．３６５ ３．１２４ ４．５８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试验组患者满意度得分
（９５．１２±４．２３）分，对照组患者满意度得分（８５．０５±
６．７３）分，实验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Ｏｒｅｍ自理模式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现状　
Ｏｒｅｍ自理模式认为自理能力是人与生俱来就有的，并
通过不断学习来达到自理需要。当人们因本身疾病的

限制，其自我照顾能力下降或缺失而无法满足现存的

紧急需求或无法继续满足自我需求时则发生自我照顾

缺失，这时就需要发挥护理功能。根据患者自理能力

分为３个护理系统，即完全补偿系统、部分补偿系统、
辅助教育系统、支持教育系统来满足患者自理需要，最

终达到由患者自己满足自理需要［５］。为了有效利用胰

岛素泵，提高自身对于疾病及相关治疗的认知，必须改

变以往以护理人员为主导的护理模式，通过护理人员

的辅助，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最终达到有效控制血糖，

减少甚至避免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从而提高患者满意

度［６］。研究表明，采用 Ｏｒｅｍ自理模式护理糖尿病患
者可有效提高其治疗的依从性及生活质量，具有积极

的临床意义［７］。

３２　Ｏｒｅｍ自理模式在胰岛素泵应用中的效果　罗淑
兰的研究表明，２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护能力普遍较低，
对糖尿病的认知不足，对医护人员的依赖性过高［８］。

由于患者对糖尿病及胰岛素泵知识、技能的匮乏、自护

能力低下导致血糖控制不佳，注射部位出现异常甚至

严重低血糖等现象时有发生［９］。本文就 Ｏｒｅｍ自理模
式在胰岛素泵应用效果进行研究，发现其较常规护理

综合效果要好得多，具体表现在血糖控制情况、胰岛素

泵使用中局部并发症发生情况和患者满意度情况。自

护能力增强可调动患者治疗的积极性和依从性［１０］，从

而更有效的控制血糖。Ｏｒｅｍ自理模式能帮助患者建
立有效的知识体系，掌握护理技巧，从而减少局部并发

症的发生。有研究发现对胰岛素泵不了解的占６７％，
大多数患者对胰岛素泵的用途和具体操作方法模糊不

清，对胰岛素泵的使用存在顾虑。但其中４０％的患者
希望学会胰岛素泵的操作方法，多数患者希望医务人

员开展宣传咨询活动［１１］。Ｏｒｅｍ自理模式的应用满足
了患者的需求，增加了护患沟通的机会，从而提高患者

满意度，可见采用 Ｏｒｅｍ自理模式在胰岛素泵的使用
中效果显著，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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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优质护理服务在流行性出血热中的应用
王云，乔艳，惠娟，徐从翠，张妹，沈萃，赵冬梅

摘要：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服务在流行性出血热中的应用及其效果。方法　将感染病科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收治的流行性出血热患者３６例随机平均分为护理干预组以及对照组，护理干预组采取优质护理的方式对
每位患者进行评估、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落实措施、及时评价；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最后对平均住院日、并

发症发生率、患者的焦虑程度、患者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　采取优质护理组在平均住院日、并发症发生率、患者
的焦虑程度、患者满意度上均优于常规护理组。结论　对流行性出血热患者实施优质护理服务，有助于患者安全
渡过各型分期，缩短住院日，有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明显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优质护理服务；流行性出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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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肾综合征出血热，是由汉坦病毒引起的，以鼠类为

主要传染源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本病的主要病理

变化是全身小血管广泛损害，临床上以发热、出血和肾

损害为主要表现［１］。典型病例病程中有五期经过，不

典型患者可以出现分期不明显，重症患者可出现多期

重叠现象。临床表现多样，易合并并发症，病程较长，

病死率较高，患者和家属心理负担重。在该病的诊治

过程中，严密观察和精心护理对控制病情、预防并发症

及提高抢救成功率起重要作用。优质护理服务由科室

业务骨干担任，在做好临床常规护理服务工作的基础

之上，加强人性化，个性化服务理念及措施，以有效提

高患者临床护理满意度，改善护患关系［２３］。为探讨优

质护理服务在流行性出血热中的应用效果，将我科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共收治流行性出血热患
者３６例，随机分为护理干预组和对照组，进行比较，现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我科共
收治流行性出血热患者３６例，均为男性，年龄３０～５８
岁；重症患者有１２例。
１２　分析方法　将３６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随机分为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病科
通讯作者：王云，Ｅｍａｉｌ：ｑｉａｏｙａｎ０３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优质护理干预组以及对照组２组，每组１８例患者，２
组患者在年龄、入院时情况以及病情等方面差异不大，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对２组患者分别实施优质护理措
施以及常规护理措施，经过一段时期护理，对２组患者
的平均住院日、并发症发生率及患者的焦虑程度、对护

理工作的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

１３　护理方法
１３１　入院时护理　常规组患者入院时给予安置床
位，通知医生，常规执行各项治疗和护理。优质护理组

患者由责任护士热情接待，给予详细的入院介绍，包括

床位医生、护士、病区环境等，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使

患者具有归属感；根据患者的病情和既往史进行评估，

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告知患者和家属取得配合，落

实护理措施，及时进行效果评价。

１３２　住院时护理　常规组患者无固定护士分管，由
各班护士常规执行医嘱，根据要求书写病历，病情变化

时由值班护士及时记录。优质护理组患者由指定护士

分管，实行弹性排班制度，根据每天患者的数量和患者

的病情轻重程度，以及护士的职称、工作能力安排排

班，确保护理质量［４５］。优质护理组每位责任护士分管

≤８名患者，重症患者由经验丰富的高年资护士分管，
责任护士负责分管患者所有的治疗、护理、病情变化的

及时处理和记录、健康教育以及生活护理。流行性出

血热各期的病情观察和健康教育非常关键，少尿期要

求严格记录２４ｈ出入量，绝对卧床休息，翻身动作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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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以防内出血，尤其是脑出血，病程中需严格监测生

命体征，指导患者进利尿的食物，但含钾的食物需禁

忌；多尿期仍需记录２４ｈ出入量，动作轻缓，患者需进
含钾高的食物，如橘子、香蕉等补充电解质；在优质护

理组中，病房就是责任护士的办公地点，真正做到把护

士还给患者，严格掌握患者的病情并与床位医生联系，

耐心地指导，使患者得到最积极的治疗，及时帮助患者

解决困难，最大程度解决患者的焦虑心理。

１３３　效果评价　护士长每天至少２次检查责任护
士的工作情况，指导责任护士的临床工作，包括患者护

理计划的可行性，措施落实情况，帮助解决困难，实行

人性化管理。抽查基础护理、专科护理、危重患者的交

接情况、健康宣教以及患者对优质护理的满意度等，对

优质护理的工作情况进行评价，采取打分制进行综合

评价，做到有奖有罚［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计量数
据用（ｘ±ｓ）表示，采用方差法进行组间分析，计数资料
比较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通过对２组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干预措施以及常规
护理措施，进行患者满意度调查分析（９０分以上表示
满意，有最满意护士另加１分），详见表１。
表１　２种护理方法应用于流行性出血热患者满意度调查

组别 例数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优质护理组 １８ １６ ２ ９４．４４ａ

对照组 １８ １２ ６ ６６．６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根据表１可知，优质护理组的患者对护理措施满
意１６例，不满意２例，整体满意度为９４．４４％；常规组
满意１２例，不满意６例，满意度为６６．６７％，优质护理
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２组患者平均住院日、并发症发生率、焦虑程度
情况见表２。由表２显示，通过优质护理患者缩短了
平均住院日，减低了并发症发生率，焦虑程度也得到了

减轻。

表２　２种护理方法应用于流行性出血热患者平均住院
日、并发症发生率、焦虑程度比较（ｎｉ＝１８）

组别 平均住院日 并发症发生率（％） 焦虑程度（％）

优质护理组 １８ａ ５ａ ２２ａ

对照组 ２５ １２ ６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并发症包括电解质紊乱、脑出血、肺
部感染、低血压休克。

３　讨　论
　　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群众医疗

保健意识增强，对临床治疗和护理工作要求也越来越

高。在进行良好的治疗和护理同时，更应关注患者的

心理护理，实施整体化护理，使患者在住院期间随时都

有人关心并帮助解决困难，尽量解除患者的焦虑恐惧

感和无助感［７］。在以往的护理工作中，患者只是护士

的护理对象，在进行常规的治疗和护理之外忽略了患

者的归属感和心理需求。优质护理要求责任护士既要

有过硬的业务能力，又要有良好的沟通技巧，根据患者

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提供不同的护理措施，实施

整体化护理，加强危重患者的生活护理，不仅锻炼了临

床护士，更融洽了护患关系，提高了患者满意度［８］；流

行性出血热患者病情分为五期，每期都易出现并发症，

病情观察和健康指导对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尤为重

要［９］。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准确掌握病程分期，进行

预见性病情观察及护理，可以提高流行性出血热患者

的治疗效果［１０１１］。在接受优质护理组的患者中，责任

护士及时观察和了解病情，危重患者由业务骨干分管，

全面的健康教育，融洽的护患关系，提高了患者和家属

的依从性，使患者保持着积极健康的情绪，从而降低了

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临床治疗效果。自开展优质护

理以来，接受优质护理措施组的流行性出血热患者，在

并发症发生率、平均住院日、满意度等方面明显优于常

规组，有助于患者安全渡过各型分期，明显缩短住院

日，有效避免并发症的出现，具有极大的临床应用及推

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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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双硫仑样反应的急救护理与预防
齐静，孙春霞，胡媛媛

摘要：目的　探讨双硫仑样反应的发生机理、临床表现、急救护理及预防措施，加强医护人员及患者对双硫仑样
反应的重视和认识，减少双硫仑样反应发生因素，降低双硫仑样反应发生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０１３年２月急诊科治疗的１３８７例使用头孢类抗生素治疗的患者中发生双硫仑样反应的情况，包括患者的用药、
饮酒时间、饮酒种类、饮酒量等与发病的关系及急救护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结果　双硫仑样反应发生率从
４．４４％降至０．６８％（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３４例双硫仑样反应患者临床表现为不同程度的颜面潮红、
胸闷气短、恶心呕吐、血压升高或降低、呼吸急促等。经急诊对症治疗护理后均恢复良好，全部治愈，无并发症发

生。结论　高度重视预防，加强医护人员相关知识培训，严格掌握用药注意事项；完善门急诊患者的健康宣教方
法，在门诊病历上加盖健康教育印章，使患者重视使用头孢类抗生素前后均应避免饮酒或食用含有酒精的食品或

药物，减少双硫仑样反应发生。

关键词：孢类抗生素；双硫仑样反应；急救护理；预防

中图分类号：　Ｒ９６９　Ｒ９７８．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５０４０２

　　近年来头孢类抗生素在临床上使用较广泛，且用
药前后饮酒或饮食含酒精类饮料、食物致双硫仑样反

应的患者越来越多，分析原因与现代社会人们交际应

酬增多，酒文化盛行，门急诊患者健康教育重视程度不

够，医护人员及患者对双硫仑样反应认识不足［１］等均

有相关性。针对这一现状，我院采取多种预防办法，提

高患者遵医行为，降低双硫仑样反应发生率，效果良

好，现将急救护理及预防措施介绍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对照组为我院急诊科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使用头孢类抗菌素治疗的６５２例患者中发
生双硫仑样反应２９例（发生率４．４４％），其中男性２４
例，女性５例。６例为静脉滴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期
间饮酒，１例为静脉滴注头孢呋辛钠期间口服藿香正
气液，５例为静脉滴注头孢呋辛钠期间饮酒，１例为头
孢唑啉输液停用后２ｄ饮酒，１０例为头孢哌酮舒巴坦
钠输液停用后１～３ｄ饮酒，６例为头孢呋辛钠输液停
用后１～３ｄ饮酒。观察组为我院急诊科 ２０１２年 ３
月—２０１３年２月使用头孢类抗菌素治疗的７３５例患者
中发生双硫仑样反应 ５例（发生率 ０．６８％），男性 ４
例，女性１例。１例为头孢呋辛钠输液停用 ２ｄ后饮
酒，４例为头孢哌酮舒巴坦钠输液停用后１～２ｄ饮酒。
饮啤酒８例，饮酒量１００～５００ｍｌ，葡萄酒１例，量约５０
ｍｌ，绍兴花雕１例，量约１００ｍｌ，口服藿香正气液１例，
其余均为饮白酒，饮酒量２０～２００ｍｌ。３４例患者年龄
在２７～６５岁，平均年龄３４岁，其中６０岁以上患者２
例；上呼吸道感染 ２７例，外科疾病 ５例，口腔疾病 １
例，妇科疾病１例。３４例患者均不同程度出现胸闷、
心慌、头痛、头晕，头颈及颜面部潮红、眼结膜充血、恶

心呕吐、血压升高等，多数患者伴有焦虑恐惧感。２例
症状严重者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降低、心率增快、心电

图（ＳＴＴ段）改变、有濒死感，１例患者 ６７岁，有高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３安徽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
通讯作者：齐静，Ｅｍａｉｌ：６７６８５１８７１＠ｑｑ．ｃｏｍ

血压、冠心病史。多数患者症状发生在饮酒后５～３０
ｍｉｎ，２例饮酒后１～２ｈ内发病，症状反应的严重程度
与患者饮酒量、饮酒种类以及有无基础病均有相关性。

１２　急救与护理　立即将患者置于平卧位、头偏向一
侧或者侧卧位，以免呕吐物误吸，保持呼吸道通畅，可

给予持续吸氧（３～４Ｌ／ｍｉｎ），连接心电监护、监测生命
体征，开通静脉通路，静脉滴注葡萄糖溶液、维生素 Ｃ、
维生素Ｂ６等，双硫仑样反应较重者给予地塞米松、纳
洛酮、速尿肌注或静推；血压下降者予多巴胺等升压

药，同时完善相关辅助检查。治疗期间密切观察患者

病情及意识、血压、心率、心律、呼吸等有无变化，如出

现异常，立即呼叫医生并采取急救措施，床边备好急救

仪器设备，如呼吸囊、气管插管、吸痰装置、除颤仪、抢

救药品车等。患者病情危急需执行口头医嘱时，护士

应大声复述一遍，医生确认无误后方可执行，抢救结束

后要及时准确、清晰完整的书写抢救护理记录。部分

患者约３０ｍｉｎ后胸闷、心慌症状缓解，颜面部潮红减
退，１ｈ内大部分患者症状均缓解或消失，４例患者在
３～５ｈ内缓解，４例患者均饮用白酒，量１００ｍｌ以上，
提示患者恢复时间长短可能与饮酒量、饮酒种类有关。

重视患者及家属的心理护理，双硫仑样反应起病

急、症状重，患者及家属多伴有紧张、恐惧焦虑情绪，就

医后希望得到医护人员重视，能够立即接受抢救，护士

应充分了解其心理特点，抢救时动作迅速熟练，神态和

蔼专注，适时做好病情宣教，多抚触安慰患者，传递给

患者战胜疾病的勇气和信心，使之镇定、安静，积极配

合治疗，抢救过程中多与家属沟通，安定家属情绪，有

效协助患者治疗。

２　结　果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２月我院采用多种预防措
施后，双硫仑样反应发生率从４．４４％降至０．６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效果显著。３４例发生双
硫仑样反应的患者经有效急救护理均全部康复，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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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１００％。

３　讨　论
　　双硫仑是一种戒酒药物，又称戒酒硫、双硫醒，服
用该药后即使饮少量酒，身体也会产生严重不适，如面

部潮红、头痛、出汗、心悸、呼吸困难等症状，其主要机

制是乙醇进入人体后，在肝细胞内经乙醇脱氢酶氧化

为乙醛，再经乙醛脱氢酶作用，最后转变为水和二氧化

碳排出体外，而双硫仑结构中含有的 Ｎ甲基硫代四
唑，可抑制乙醛脱氢酶活性，使乙醛代谢受阻而在体内

蓄积出现中毒反应，称为双硫仑样反应［２］，乙醛脱氢酶

被抑制后，常需４～５ｄ后才能恢复。临床上在某些药
物的化学结构上存在与双硫仑分子结构类似的甲硫四

氮唑取代基［３］，这些常见药物包括：头孢哌酮、头孢曲

松、头孢呋辛、头孢噻肟等头孢菌素类药物，以及甲硝

唑、替硝唑、呋喃唑酮、灰黄霉素、甲基磺丁脲、格列本

脲、苯乙双胍等，其中以头孢哌酮最多见，本组临床资

料中使用头孢哌酮所致者２２例（占６４．７％）。据相关
调查，双硫仑样反应严重程度与应用药物的剂量及饮

酒量有关，饮用白酒患者的症状较饮其他酒类患者重，

用药期间饮酒较停药后饮酒反应重，老年人、糖尿病、

心脑血管病患者及对乙醇敏感者症状更为严重［４］，若

不及时抢救甚至可引起死亡，接诊此类患者时应重视

患者病史，注意鉴别诊断，尤其是有心血管基础疾病，

如冠心病患者的鉴别诊断，做到早诊断、早抢救［５］。

加强对医护人员双硫仑样反应相关知识培训，开

展全院讲座以及科室定期业务学习，加强对双硫仑样

反应的认识和重视，提高医护人员用药安全意识，合理

选用药物，使用抗菌药之前认真阅读说明书，掌握常见

药物不良反应、禁忌症及处理方法。

创新和完善门急诊患者的健康教育模式：①语言
沟通。使用头孢类抗生素时，医护人员应主动了解患

者饮食习惯，询问患者近期是否饮酒及有无过敏史；对

２４小时内饮酒者，宜延缓使用或建议使用其他药物。
对使用头孢类抗生素的患者和家属，讲解治疗期间应

禁食含酒精类的食物、饮料及药物［６］，以及发生双硫仑

样反应的发病机理、临床表现及救治措施等。②图文
宣传。将上述相关知识制成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系

列展板悬挂于候诊区、诊室、输液区等，便于患者及家

属在候诊及治疗期间观看，以引起群众重视，树立个人

自我防控意识。③建立健康教育印章双签名制，患者
第１天输头孢类药物时，接诊护士清点药物并详细告
知患者用药注意事项，在门诊病历上加盖健康教育提

示章，护患双方认可后均签名，一方面提醒护士及时进

行健康宣教，另一方面也引起患者对双硫仑样反应的

重视，提高知晓率。④护士为患者做皮试前应详细了
解患者饮食情况，是否饮酒，有无过敏史等，嘱咐患者

皮试期间应在观察区等候，不能擅自走远。⑤静滴开
始速度不宜过快，不宜空腹，输液过程中密切观察，加

强巡视，及时发现患者病情变化，一旦出现双硫仑样反

应应及时停药，并立即采取急救措施。

质控小组监控，科室内质控小组应将患者对健康

教育内容掌握程度做为每月定期调查项目，应用互动

方式加深患者印象，同时将调查结果及时在科务会上

反馈，不断改进健康教育方法。

近年来临床上发生双硫仑样反应的患者明显增

多［７］，采取何种有效措施减少双硫仑样反应发生越来

越引起人们的重视。预防是防治中的重点，针对现状

我院积极采取多种方法进行双硫仑样反应相关知识广

泛宣传：加强医护人员用药安全知识教育，合理选用抗

生素，防止滥用，强调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和责任意

识［８］，根据门诊工作特点，创新和完善门急诊患者健康

教育模式，使其不再是健康教育中的短板，尤其是针对

业务繁忙、应酬频繁的男性高危人群、节假日高危时间

段患者的健康教育，特别告知患者用药前后禁饮酒的

重要性，以及常被忽略的含乙醇的药物、食物或饮料，

如黄酒、果酒、霍香正气水、舒血宁注射液、氢化可的松

注射液、酒芯巧克力、蛋黄派等，有报道用７５％酒精进
行皮肤消毒也可以引起双硫仑样反应，因此，用头孢类

药物期间应避免酒精擦浴［９］。多种方法让患者充分掌

握了用药注意事项，饮食要求、以及如何配合治疗等，

提高了患者遵医行为，通过对照组及观察组组间双硫

仑样反应发生率的结果比较，差异显著，证明上述措施

有效，可以有效消除双硫仑样反应发生危险因素，降低

双硫仑样反应的发生率，从而保障患者安全，提高人们

的生活质量，同时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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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７８例腔镜手术中转开放的手术配合
李忠琴，刘毕慧，王练英，杨兰兰

摘要：目的　总结７８例腔镜手术中转开放的手术配合体会。方法　对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３
年３月１８６７例腔镜手术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７８例腔镜手术中转开放的配合体会。手术前加强对手术患者的
术前访视，有针对性地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术前充分的器械和物品准备包括常规的器械物品和应急设施的准

备；注意满足手术医师的个体化要求和习惯。合理安置患者体位；术中和麻醉医师及手术医师的配合。洗手护士

和巡回护士对器械物品的管理，维护和合理使用配合等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方法。结果　７８例腔镜中转患者顺利
完成手术。无一例患者出现改变体位时因为操作不当造成被电刀烫伤及肌肉拉伤、皮肤擦伤；没有出现物品清点

不清，器械物品准备不全，贵重仪器损坏等。手术配合效果满意。结论　充分的术前准备，娴熟的术中配合和完
善有序的管理及细致的仪器保养是保证腔镜中转手术快速顺利完成的重要保证。加强护理管理和规范流程操作

是腔镜中转手术顺利完成的根本，对提高腔镜手术的安全性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腔镜；中转开放；手术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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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腔镜手术以其创伤小、恢复快的独特优势，被越来
越广泛地使用，作用越来越重要，是未来手术发展的一

个必然趋势。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融合如各种适合腔

内操作器械的研制成功等为开展腔镜新的术式方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加上医生越来越娴熟的操作，使

得许多过去的开放手术现在已被腔内手术所取代 ［１］。

但由于操作者、患者及器械等方面的原因，有时可能造

成腔镜手术无法成功完成，必须中转开放。我院自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３月至共有１８６７例患者施行腔
镜手术，其中７８例中转开放手术。中转开放时，有的
由于出血等原因，情况非常紧急，手术医生会选择最简

单、最快捷的方法和途径进入需要实施手术的部位
［２］。此时，由于各种贵重仪器设备更换、物品繁多，加

之体位的变换和麻醉的改变等原因，使手术配合的难

度大大增加。如何在短时间内快捷、娴熟地配合医生

中转开放，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我们总结了近３年
来的配合经验，现介绍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１８６７例，年龄１７～８６岁，
其中腔镜下宫外孕切除术１６１例中转７例，腔镜下胆
囊切除８６５例，中转３１例，腔镜下胆总管切开取石１２
例中转４例，腔镜下子宫切除术３５例中转２例，经尿
道前列腺电切术１８７例，中转９例，腔镜下肠肿瘤切除
２９例中转３例，肾囊肿去顶减压１２４例，中转３例，胸
腔镜下肺大疱切除２３例，中转１例，腔镜下肾上脉肿
瘤切除１３例，中转２例，腔镜下肾癌根治４１例，中转４
例，输尿管镜下气压弹道碎石３７７例，中转１２例。
１２　中转手术分类
１２１　被迫性开放　即术中用腔镜难以完成手术的
病变，如：肾癌根治术探查发现肿瘤与下腔静脉致密粘

连，无法分开［３］。

１２２　强迫性开放　即腔镜手术中因技术原因而开

作者单位：２３９０００安徽省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安徽医科大学
滁州临床学院）手术室

通讯作者：李忠琴，Ｅｍａｉｌ：ｃｚｌｚｑ１９６７＠ｓｉｎａ．ｃｎ

放，如腔镜下胆囊切除误伤了胆总管。

１３　手术前准备
１３１　术前访视　术前一天访视患者，患者对微创手
术知识缺乏了解［４］，给予相应的解释。详细阅读病历

了解病情及各项检查结果，特别是患者的影像学检查

资料如 Ｂ超、ＣＴ等。必要时和医生沟通，对是否有可
能改中转开放做到心中有数。自我介绍，介绍手术室

的环境及注意事项，全面了解、正确引导及时纠正患者

异常的心理状态。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针对患者出

现的心理问题进行安抚解释，消除患者的焦虑、恐惧心

理。患者手术前的良好心理准备可以使患者放松，减

轻其焦虑、恐惧的心理反应。向患者介绍腔镜手术的

特点、可能采取的麻醉方式，大致的手术过程和一些需

要注意的事项；消除其顾虑，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同

时有针对性地向患者及家属说明手术中转开放的可能

性，使其对开放手术做好心理准备，以良好的心理状态

迎接手术。

１３２　手术器械及物品准备　上班的护士每天查看
护理缺陷登记本［５］，手术室接到腔镜手术通知单时，了

解术式，器械护士按腔镜器械准备卡片和手术医生偏

好卡内容一一准备。必要时和医师沟通。术前调节好

摄像系统和光源系统。同时准备好单、双极多功能高

频电刀、超声刀及相应的专科器械，按照器械的性能特

点选择相应合适的消毒方式。同时常规备一套简易万

能开放包（适用于任何类型手术中转开放初期使用）

高压塑封，定点放置于腔镜手术间内，其中包含有腹腔

拉钩２把、压肠板 １块、腹腔镊子 １把，显影纱布 １０
块、大纱垫２块、密斯钳２把、长弯６把、深部持针器１
把、深部组织剪１把。
１４　手术中配合
１４１　洗手护士配合　洗手护士要熟练掌握器械性
能［６］，提前上台，认真检查器械敷料等物品及腔镜组

件，和巡回护士共同清点器械、敷料。协助手术医师消

毒、铺巾后与台下正确连接固定好光纤、电刀线、吸引

管等；检查各器械安装是否正确、牢靠，管道是否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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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０．５％的碘伏纱布擦镜头或用热盐水加温腔镜镜
头，防止由于温差而使镜头雾化影响清晰度 ［７］。术中

应密切关注手术进展，提前做好准备。特别紧急情况

下，比如误伤了血管，可先请二助照看腔镜器械，即刻

和巡回护士清点简易万能包，传递器械，在医生进入手

术部位的同时和巡回护士一起撤下腔镜器械，做好检

查清点工作。一般情况下，手术医生决定中转开放时，

洗手护士快速撤下腔镜手术用物放于器械台上，用另

备的器械台整理开放器械并和巡回护士共同清点，同

时把电刀头、吸引器等快速递到台上，根据手术需要提

供相应的器械，配合手术顺利完成。同时撤下的腔镜

器械等物品不要拿到手术间外，认真清点，关闭体腔前

后仔细清点所有器械物品；注意腔镜组件的数量及完

整性，特别是一些小的部件必要时可用 Ｃ臂机协助检
查，确保体腔不遗留异物。

１４２　巡回护士配合　①做好查对工作，严格执行
《手术安全核查制度》，核查手术区皮肤准备是否符合

要求，手术部位标识是否正确，关心了解患者，与患者

沟通，分散其对手术的注意力，注意保暖和保护患者隐

私。②建立静脉通道，协助麻醉师给药，如术中中转可
能性较大的手术可提醒麻醉师选择合适的麻醉方式；

中转时，如需改变麻醉方式要密切配合，并做好与患者

的沟通。③根据不同的手术安置恰当的体位，腔镜手
术往往需要安置特殊体位，在摆体位时尽量做到安全、

舒适、保暖，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中转开放时应及时

调整患者体位以利手术进行。体位变换前后，巡回护

士应及时观察电极板敷贴是否牢靠、干燥，以免灼伤，

注意体位安置是否舒适恰当，肢体是否受压，呼吸循环

功能是否受影响。注意保暖和患者的皮肤情况。对术

中中转开放可能性较大的手术，提前准备好相应的体

位垫。④连接并调节各种仪器系统，消毒铺巾后，熟练
连接并调节好腔镜系统，将电刀脚踏等置于术者便于

操作的地方。⑤与洗手护士的配合，巡回护士应密切
观察手术进展，提前做好中转开放的准备，术中一般中

转的手术先协助洗手护士一起撤下腔镜器械，供给台

上相应的器械、敷料，做好清点工作，紧急情况下应立

即供给台上万能开放包，同时用另一器械台准备好开

放手术所需的相应器械敷料给洗手护士，撤下台上腔

镜器械，巡回护士先单独清理清点检查撤下的腔镜器

械，并检查完整性，便于发现数字不符或缺失及时寻

找，以防手术时间长或忙乱，在关闭体腔前寻找困难。

在关闭体腔前后与洗手护士共同清点器械、敷料，并共

同关注器械组件的完整性。

２　结　果
　　本组７８例中转手术均顺利完成，手术配合效果满
意。没有出现手术压疮、烫伤，肌肉关节拉伤，没有出

现物品清点不清，器械物品准备不足，仪器设备损坏

等。同时使腔镜小组在配合中转手术时，更加娴熟与

默契。

３　讨　论
　　腔镜手术发展迅速，医院设备器械不断更新，安装
拆卸复杂多变。器械多样化，精密贵重，部件较多，拆

卸清洗和安装比较复杂［８］，手术室护士应加强学习，能

熟练快速地拆卸安装器械，更能安全熟练地应用。以

免动作不熟练对器械仪器性能不掌握而影响手术进

程，手术室要设立腔镜组长定期对各级护士进行专业

技能的培训和各手术科室意见和建议的收集；日常工

作中，组长负责对腔镜小组成员进行腔镜手术方面的

相关知识的培训和讲解，平时工作中要主动与手术医

生进行交流与沟通，善于吸收意见和建议，留意不同手

术医师的喜好、工作习惯和特殊偏好，记录后整理成

册，从而使手术医师满意。使腔镜手术的配合更加默

契和熟练。

腔镜手术需要优质器械配合作保障，默契的手术

配合可使手术顺利进行［９］，这就要求手术护士对腔镜

准备及配合的每个细节都做到一丝不苟。充分完善的

术前准备工作，是快速娴熟配合的前提。细化器械准

备流程，腔镜组长了解手术步骤及手术医师习惯准备

一个记录本，根据常规列好各类腔镜手术所需物品的

卡片，再根据不同专科手术医师的习惯备好各医师的

喜好单；这样器械护士在准备器械时就可根据记录本、

喜好单的内容提示一样一样准备。手术护士在术前还

应加强与手术医生的联系和沟通，及时了解患者和手

术医生的特殊需求，做到每台手术都有针对性地准备。

只有这样才能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不茫然、不慌乱。比

如输尿管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在做术前准备时了解

到患者输尿管结石位置不佳，术中有可能要开放，那

么，在术前就会准备好体位变换的体位垫，中转开放的

器械包；这样，在术中改开放时就不会慌乱，可以有条

不紊地配合完成好整台手术。

为提高手术配合质量，手术室应设置腔镜专科护

士数名，组长一名，使腔镜手术配合人员相对固定。在

有条件的情况，可以细化护士分组，比如分泌尿组、普

外组、妇科组等，这样护士对所用腔镜的仪器和器械能

更加了解、熟练，对配合医师习惯也更能掌握；配合起

来可以得心应手。腔镜组长要做好与手术医师的交

流，成为手术医师与护士沟通的桥梁；同时协调好与相

关各科室的关系。专科护士长期从事腔镜手术，熟练

掌握医疗器械性能，操作规范［１０］医护相对固定，使护

士能快速掌握医生手术习惯和操作特点，术中配合娴

熟、默契，手术时间缩短，保证手术顺利进行，提高手术

配合质量，随着各种先进仪器设备的投入和应用，手术

室护士要主动学习，随时跟进，不断完善。手术室管理

者也应积极创造条件，为人员的学习提供条件，制订一

系列切实可行的计划，加强护士的培训，提高护理人员

的素质。

随着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疾病已能通过创伤

小、恢复快的腔镜手术来治愈。因此患者及家属对腔

镜手术的期望值较高。但由于疾病的 （下转第１５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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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ＶＳＤ结合外固定支架治疗下肢 ＧｕｓｔｉｌｏⅢ型骨折的护理
袁琼，刘茜

摘要：目的　下肢ＧｕｓｔｉｌｏⅢ型开放性骨折不仅骨及软组织严重损伤，且多伴有血管神经挫裂伤、远侧血供障碍，
处理较为棘手。本文探讨影响负压封闭引流技术（ＶＳＤ）结合外固定支架治疗下肢 ＧｕｓｔｉｌｏⅢ型骨折临床效果的
因素及有效护理对策。方法　选取马鞍山市人民医院骨科中心２０１３年１—１１月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合并外
固定支架治疗下肢ＧｕｓｔｉｌｏⅢ型开放性骨折４０例，对其实施护理干预。结果　４０例患者中，３５例患者治愈，４例
（１０％）创面薄膜漏气，５例（１２．５％）患者发生管道堵塞，引流管接口脱落２例（５％），对症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
保证引流通畅，患者均顺利出院。结论　在负压封闭引流合并外固定支架治疗下肢 ＧｕｓｔｉｌｏⅢ型开放性骨折期
间，通过及时有效的护理干预，做好管道护理，保持负压引流通畅，可早期闭合创面，促进骨折愈合，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

关键词：引流术；外固定支架；ＧｕｓｔｉｌｏⅢ型；骨折；护理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６　Ｒ６８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５０８０３

　　随着交通运输业和工业技术蓬勃发展，车祸伤和
机械伤所带来的伤害也随之直线上升。小腿外伤致

ＧｕｓｔｉｌｏⅢ型开放性骨折的患者也越来越多，此类骨折
不仅骨及软组织严重损伤，且多伴有血管神经挫裂伤、

远侧血供障碍，处理较为棘手。应用传统的治疗方法，

患者卧床时间长、医生换药工作量大、换药时间长且住

院费用高，易导致软组织感染和骨髓炎，肢体致残率较

高［１］。我科２０１３年１—１１月对４０例下肢ＧｕｓｔｉｌｏⅢ型
开放性骨折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合并外固定支架治

疗，探讨影响ＶＳＤ治疗效果的相关因素及护理对策。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４０例，男性２３例，女性１７例，
年龄２５～５２岁，平均（３５．１±１．３）岁。其中车祸伤２７
例，机械伤１３例。皮肤缺损的创面面积５ｃｍ×６ｃｍ～
１１．２ｃｍ×１７ｃｍ，平均（３１．３±２２．２）ｃｍ２。
１２　使用材料　①人工皮。选用武汉维斯第医用有
限公司生产的聚乙烯乙醇水化海藻岩泡沫，俗称人工

皮，其类似海绵，白色，无毒，无组织刺激性，无免疫活

性，耐腐蚀，质地柔弱而抗张力强，表面密集大量相互

贯通的直径为０．２～１．０ｍｍ的细小孔隙，具有强烈的
毛细虹吸作用，内部含有多侧孔引流管，有利于创面细

小坏死组织及时排出体外，填塞机体皮肤或软组织缺

损、感染、坏死所形成的创面，充当创面与引流管之间

的媒介，将传统的点状引流变为面状引流，使用时可根

据需要修剪或拼接。②生物半透性粘贴薄膜。选用英
国Ｓｍｉｔｈ＆Ｎｅｐｈｅｗ公司生产的生物半透性粘贴薄膜，主
要成分是聚氨酯和丙烯酸，具有单方向透气性及高通

透性，能使创面与外界隔离，使创面中坏死组织分解的

腐臭气体渗透至薄膜外，并防止水分、细菌透过薄膜进

入创面，有效的防止创面污染及交叉感染。③三通管
接头连接各引流管。④采用床头中心负压吸引装置，
负压值为０．０１７～０．０６ＭＰａ。⑤一次性负压引流瓶。

作者单位：２４３０００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医院骨科中心
通讯作者：袁琼，Ｅｍａｉｌ：４６１３５３１７＠ｑｑ．ｃｏｍ

操作简单，液面刻度显示清楚，便于观察和记录，容量

大，可达３０００ｍｌ，可避免交叉感染。
１３　治疗方法　患者给予彻底清创坏死和感染组织，
行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合并外固定支架。术后返回病

房，给予引流管出口与负压吸引装置连接，持续负压引

流，调至负压０．０１７～０．０６ＭＰａ，每次疗程７～１０ｄ，给
予创面持续生理盐水冲洗，医嘱予抗感染等相关治疗。

负压封闭引流结合冲洗保证引流通畅和创面处于相对

干净的环境，清除坏死组织，减少创面的细菌量（因细

菌在负压下不易存活），利于创面肉芽组织生长；减轻

创面肉芽组织肿胀，增加创面血流量；促进白细胞和成

纤维细胞进入创面，起到抗感染、促进胶原合成作用；

创面用生物透性膜封闭，使创面与外界隔开，构成防止

细菌入侵的屏障［２］。根据创面生长情况行再次手术。

１４　护理方法
１４１　体位护理　抬高患肢，高于心脏水平２０～３０
ｃｍ，促进血液和淋巴液的回流，减轻下肢水肿。使硅
胶管多孔端位于最低位，引流瓶在创面水平以下便于

引流充分。妥善固定好引流管，防止折曲、受压。

１４２　维持有效负压　术后返回病房，立即连接引流
管和负压吸引装置，保持负压在 ０．０１７～０．０６ＭＰａ。
负压过小，达不到引流的效果；负压过大，易引起出血。

负压有效的标志是ＶＳＤ敷料明显塌陷，薄膜下无液体
积液，收缩变硬，有管形存在，引流管内液体柱有流动。

连接引流瓶，创面给予生理盐水持续冲洗。

１４３　病情观察　观察患者生命体征，患肢颜色、肿
胀、感觉、运动、足背动脉搏动等情况。观察负压是否

正确，引流是否通畅，以及引流物的量、色、性质等。观

察患者有无活动性出血情况，正常时，２４ｈ内引流出血
性液２００～３００ｍｌ，生命体征稳定。如２４ｈ内引流量
超过３００ｍｌ，或发现有大量鲜血吸出，及时通知医生处
理。

１４４　保持管道的密闭和无菌　使用前检查密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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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良好，引流管、三通接头等处有无漏气，引流瓶内液

体超过２／３时，及时更换引流瓶。更换时先用血管钳
夹闭引流管，关闭负压源，然后更换。更换后先打开负

压源，达到设定负压值，再松开血管钳，以防逆行感染。

１４５　外固定支架钉道护理　观察钉道有无红肿、渗
出，每日 ２次给予 ７５％酒精滴注，滴注时避免污染
ＶＳＤ薄膜。
１４６　疼痛护理　由于创伤严重，患者疼痛明显。疼
痛会对患者产生许多不良影响，应做好患者的疼痛护

理。每日用疼痛尺评估患者的疼痛情况，术后可给予

患者镇痛泵，医嘱给予镇痛药物治疗。指导患者减轻

疼痛的技巧，分散注意力，如深呼吸、轻轻按摩等。经

上述处理后，多数患者能耐受疼痛，个别感到剧烈疼痛

的患者可适当的降低负压值，待患者能耐受时，逐渐增

加负压值，直至维持正常恒定值［３］。

１４７　饮食护理　由于患者长期卧床，活动少，食欲
不振，长期负压吸引导致吸出物中含大量的蛋白质，易

出现负氮平衡，指导患者多饮水，进食高蛋白、高维生

素、粗纤维饮食，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以增加营养的

摄入，保持大小便通畅。

１４８　康复训练　术后根据损伤部位、程度、治疗方
式的不同调整锻炼的幅度和次数。指导患者进行股四

头肌等长收缩、踝泵跖屈、背伸等锻炼，循序渐进进行，

不可造成封闭膜松脱移位。可减轻下肢水肿，预防肌

肉萎缩、关节僵硬及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

１４９　心理护理　由于患者高能量创伤，又长期持续
负压吸引，容易发生焦虑、恐惧情绪，应做好心理护理，

讲解ＶＳＤ相关知识，列举成功案例，以树立患者战胜
疾病的信心，减轻患者的不良情绪，积极配合治疗。

１５　故障处理
１５１　管道堵塞　因为引流管管径较细，所以引流物
易沉积于管壁，另外开放性损伤创面污染严重，炎性分

泌物多，创面渗出物中含大量蛋白质，胶体含量高，液

体粘稠，易堵塞管腔。保持引流通畅，妥善固定好引流

管，防止引流管堵塞、折曲、受压。定时双手交替挤压

引流管，以防血块堵塞引流管。可用０．９％氯化钠溶
液在各个冲洗口反复冲洗抽吸。对于医用泡沫和多侧

孔引流管堵塞时，逆行注入０．９％氯化钠溶液浸泡多
次后直接接负压。也可用３％过氧化氢进行冲洗是因
为３％过氧化氢溶液能对血性分泌物起分解作用，且
对伤口起杀菌作用，然后用０．９％氯化钠溶液快速冲
洗把粘附在管壁上的渗出物冲洗出来；当分泌物逐渐

减少，引流液转清、稀时，可只使用０．９％氯化钠溶液
进行冲洗［４］。也可以用糜蛋白酶进行冲洗，因为它可

以分解炎症部位纤维蛋白的凝结物，促进血凝块、脓性

分泌物及坏死组织的溶化分解，从而净化创面，使肉芽

组织新生，促进伤口愈合。

１５２　薄膜漏气　由于合并使用外固定支架，导致创
面易封闭不严。良好的封闭是保证引流效果的关键。

清洁干燥周围皮肤，使生物膜粘贴密闭牢固，粘贴时薄

膜的覆盖范围要包括３～４ｃｍ的创缘健康皮肤。可采
用“叠瓦法”逐层逐片粘贴，使生物膜粘贴牢固，粘贴

时避免挤压负压封闭引流材料，防止引流材料中的液

体渗到贴膜与皮肤之间，影响粘贴的密封性［３］。手部、

足部创面可用“包饺子”方法封闭；引流管可于距创缘

５ｃｍ的正常皮下组织戳孔引出或用“系膜法”处理［５］。

护士加强巡视病房，重点观察易漏气的部位：引流管或

固定钉的系膜处、三通接头连接处、边缘有液体渗出、

皮肤皱褶处、无需贴膜导致膜与膜之间有“漏贴空白”

处等。发现漏气，及时通知医生可给予加贴膜、拧紧连

接管等。

１５３　引流管接口漏气　搬运患者时，固定好引流
管，双手平托患肢。指导患者翻身时动作宜慢，不可牵

拉引流管，以防引流管接口漏气、脱落。

２　结　果
　　对４０例下肢ＧｕｓｔｉｌｏⅢ型开放性骨折辅以ＶＳＤ薄
膜覆盖创面患者治疗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显示：发生分管道阻塞５例（１２．５％），薄膜敷料漏气４
例（１０％），引流管接口脱落２例（５％）。管道阻塞因
素分析显示：２例（５％）患者均在术后４８ｈ内发生血
块阻塞引流管，血痂或坏死组织阻塞２例（５％），其他
原因１例（２．５％）；薄膜敷料漏气中薄膜浮起 ２例
（５％），薄膜破损２例（５％）；引流管接口脱落病例中
均为搬运时发生（５％）。后给予及时有效的处理，管
道恢复通畅。经７～１０ｄ持续负压吸引后，见肉芽组
织生长良好，为二期再次手术提供较为理想的创面环

境。

３　讨　论
　　总之，国内学者沈志敏等［６］研究后指出ＶＳＤ技术
在治疗四肢开放性骨折合并软组织缺损时具有其他治

疗方式不具备的优点。国外有学者［７］研究后指出在早

期处理开放性骨折伴软组织缺损时，在不能关闭软组

织缺损或未找到可用的肌皮瓣之前，使用 ＶＳＤ技术覆
盖创面是一种较好的处理方式。相关研究［８］也指出

ＶＳＤ能扩张软组织创面的毛细血管口径而增加血流
量，促进肉芽组织生长进而利于创面愈合。负压封闭

引流技术合并外固定支架治疗该类骨折不仅可迅速有

效地稳定骨折，还可及时清除坏死组织，创造有利于骨

折愈合和软组织修复的解剖生理环境，早期闭合创面，

减少换药次数，缩短住院时间，并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ＶＳＤ持续负压吸引能彻底清除创面及腔隙内的渗液及
坏死组织，驱除过多的间质液体，降低组织充盈度、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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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后负荷及组织间压，加速组织消肿，改善毛细血管循

环及血流速度，提高局部循环和氧气水平［５］。ＶＳＤ引
流从点到面做到全创面引流，负压吸引作用于细胞膜，

使之扩张、扭曲，将信息转导给细胞核，通过信号转导，

引起细胞分泌愈合生长因子，包括血管增殖因子，从而

刺激组织生产更多的新生毛细血管［９］，因而能有效地

预防伤口积液，加快感染腔隙闭合和感染伤口的愈合，

可促进肉芽生长和细胞增殖修复，促进毛细血管新生，

加快创面愈合。

ＶＳＤ材料是骨科常用的护创材料，在临床护理工
作中如何保证 ＶＳＤ引流通畅是护士平时工作中护理
的重点，护士工作中要加强巡视，善于观察，注意有无

管道阻塞、薄膜敷料漏气、引流管接口脱落等意外事件

发生，定时冲洗管道，保证负压封闭良好，观察有无薄

膜漏气、引流管连接口漏气等，搬运患者时要防止牵拉

引流管，通过及时有效的护理干预，做好引流管护理，

对于患者骨折早期的愈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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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能同时显示空间结构和密度信息，因此是取代 ＳＳＤ
的最好的三维重建方法。增强后，利用 ＶＲ重组技术
进行全泌尿系重组，其图像立体感强，类似于静脉尿路

造影图，此技术称之为 ＣＴ尿路成像（ＣＴｕｒ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ＴＵ），深受临床医师的欢迎［１１］。④最大密度投影
（ｍａｘｉｍｕｍ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ＭＩＰ）是利用密度变化的
比率，提取与周围密度对比最大的部分构建实体的三

维模型，投影到显示屏的结果，其主要优势是可以较真

实地反映组织的密度差异，与ＳＳＤ不同的是，ＭＩＰ保留
了数据中的相对密度信息，故可以显示病变的细微结

构，但图像缺乏立体感。因输尿管结石中阳性结石占

的比例很高，达９０％以上，与周围组织存在良好的密
度差别，因此ＭＩＰ可以很好地显示输尿管结石［１２］。对

于输尿管结石平扫后一般可采用 ＣＰＲ法，增强后可以
加做 ＣＴＵ以显示结石和扩张的输尿管等整体情况。
本组４３例输尿管结石患者中所有病例均做了 ＣＰＲ以
显示结石及扩张的输尿管，１１例 ＣＴ增强患者加做
ＣＴＵ以显示结石及扩张的输尿管等整体情况，效果良
好。

总之，以ＣＰＲ为主导，多种后处理技术联合应用
能够很好地显示输尿管结石及扩张的输尿管等整体情

况，对输尿管结石的诊断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避免小结石和阴性结石的遗漏，同时可以多方位、多曲

面及三维立体成像，使结石定位、定性更加准确，是目

前诊断输尿管结石的最佳成像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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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改进泌尿造口袋固定方式对患者的影响
夏少翠

摘要：目的　探讨改进泌尿造口袋固定方式对患者的影响。方法　选取泌尿系造口患者６１例，按出院日期先后
分为对照组３１例，观察组３０例。对照组采用常规造口粘贴方法，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改进的造口袋固定方
法，即用消毒剪刀将造口底盘外口修剪成花瓣状，每个造口底盘修剪出８～１２片花瓣叶，每片花瓣深度约２～３
ｃｍ。生理盐水或温开水清洗造口周围皮肤，粘贴前用电吹风低至中档吹拂造口周围皮肤使之干燥，调整造口袋
引流口位置后自下而上一次性贴合，双手轻压造口袋平躺３０ｍｉｎ～１ｈ。观察２组患者造口袋使用天数及费用，
造口并发症发生人数及患者负性心理状态发生数。结果　观察组患者造口袋使用时间较对照组显著延长，造口
袋费用较对照组低，造口并发症明显减少，负性心理状态患者人数降低（Ｐ＜０．０５）。结论　采用改进后的泌尿造
口袋固定方式能有效延长造口袋使用寿命，降低患者造口袋费用，减少造口并发症的发生，改善患者焦虑、恐惧、

抑郁等负性心理状态，减轻心理压力，全面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关键词：泌尿造口袋；固定方式；并发症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６　Ｒ６９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５１１０２

　　２０１０年美国癌症学会公布了最新癌症统计数字，
结果显示，男性膀胱癌发病率约占全身肿瘤发病率的

３％。在我国，膀胱癌是泌尿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
瘤，其死亡率在泌尿系统居首位［１］。根治性膀胱全切

除术，尿流改道，是治疗浸润性膀胱癌最为有效的方

法［２］，可有效避免肿瘤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提高患者

生存率。某些患者合并严重基础疾病不能耐受较大手

术，预期寿命短，有远处转移或有肠道疾患者，不适合

做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术，常采用姑息性的单侧或双侧

输尿管皮肤造口术。但是，无论何种膀胱癌手术，术后

均需终身佩带泌尿造口袋，影响患者自身形象，也给患

者日常生活及社交带来不利影响。有的患者还会产生

焦虑、恐惧、抑郁、甚至绝望等不良心理。正常情况下

泌尿造口袋可使用５～７ｄ，每月平均每个造口需使用
４～６个造口袋。而不恰当的固定方式往往是造成泌
尿造口袋使用寿命缩短的重要原因。由于泌尿造口袋

本身价格较高，频繁更换不仅给患者造成巨大的心理

负担，还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增加患者并发

症发生率，泌尿系造口常见并发症常有尿液渗漏，造口

周围皮炎，甚至会发生尿路感染。而造口袋固定方式

的不同常与尿液渗漏及造口周围皮炎的发生关系较

大。本研究探讨泌尿系造口袋固定方式的改进对患者

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１３年５月在我
科住院的膀胱癌患者６１例，均为出院后１月 ～２年，
能自行更换或家属协助更换造口袋，无精神病及不配

合治疗者，无沟通障碍者，愿意接受本项调查，以电话

交流或当面沟通的方式获取资料。其中男性５５例，女
性６例。行回肠代膀胱手术者３０例，单侧输尿管皮肤
造口１６例，双侧输尿管皮肤造口 １５例；自费患者 ３
例，新型合作医疗患者３０例，城镇及职工医保患者２８
例。术后均采用一体式特舒系列造口袋，排除造口袋

自身质量差异引起的粘贴异常。将所有患者按出院

作者单位：２３９０００安徽省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安徽医科大学
滁州临床学院）泌尿外科

日期单双号分观察组（３０例，单号）和对照组（３１例，
双号），２组患者性别、年龄、学历、病情等基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操作方法　出院前２周开始由２名护士示范造
口袋粘贴方法，详细讲解操作要领。在护士监督下让

患者及其家属掌握粘贴技巧。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造

口护理，即轻柔揭除旧造口袋，温水清洗并擦干造口周

围皮肤，用专用测量底板测量造口大小，修剪造口底盘

内口，以大于造口直径１～２ｃｍ为宜。将造口底盘平
整地粘贴在造口上。观察组采用改良式造口袋固定

法，首先，用消毒剪刀将造口袋底盘外口连同保护纸修

剪成花瓣状，每片花瓣深度约２～３ｃｍ，每个底盘修剪
出８～１２片花瓣。其次，关闭尿液排放口，从上往下轻
柔揭除旧造口袋，用干净毛巾擦拭造口周围皮肤，测量

底板测量造口大小，将造口底盘内口修剪成大于造口

直径１～２ｃｍ，修建平整，尽量剪成圆形。彻底清除残
留粘胶，更换时为防止尿液外溢，用干棉球覆盖造口。

用电吹风低至中档热风对准造口周围皮肤２０～３０ｃｍ
处旋转吹拂，保证造口周围皮肤彻底干燥。然后，嘱患

者屏气，腹壁鼓起，将底盘与造口对准，调整造口袋至

最佳方位。粘贴时应自下而上，患者平卧或半坐位，右

手从花瓣一角撕开保护纸，左手配合轻轻向腹壁方向

按压撕开保护纸的底盘，确保其紧紧贴住周围皮肤，当

撕开保护纸只剩底盘一半时，将覆盖造口的干棉球撤

离，赶出造口底部空气，并将剩余保护纸撕开贴紧底

盘，一次性粘贴成功。后以手指自底盘中心向外环状

按压，使底盘与皮肤牢固贴合。最后，嘱患者双手轻压

造口袋，平躺３０ｍｉｎ～１ｈ。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２组患者造口袋使用天数、平均
每月造口袋花费。泌尿造口并发症常有尿液渗漏、造

口周围皮炎［３］。负性心理状态为焦虑、担忧、恐惧、抑

郁等心理状态的总称。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造口袋使用周期、平均每月造口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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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见表１。观察组造口袋使用天数大于对照组，
平均每月造口袋费用显著低于对照组，２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２组患者造口袋使用周期及平均每月造口
袋费用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造口袋使用周期（ｄ） 平均每月造口袋费用（元）

观察组 ３０ ７．６±０．４ ７６．４±１４．６
对照组 ３１ ４．５±０．３ １２０．５±１８．８
ｔ值 ６．１３ ７７．２７
Ｐ值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５

２２　２组患者造口并发症及负性心理发生情况比
较　见表２。观察组造口并发症及负性心理状态发生
数低于对照组，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表２　２组患者并发症发生及负性心理发生情况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尿液渗漏 造口周围皮炎 负性心理状态

观察组 ３０ ５（１６．７） １（３．３） ３（１０．０）
对照组 ３１ １４（４５．２） ６（１９．３） １３（４１．９）
χ２值 ７．１４ ５．８９ ５．２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除泌尿系造口外，人体腹壁其他部位随呼吸、体位
改变时会有皮肤凹陷或膨隆处。本观察组采用的固定

方式，花瓣之间的空隙起到减张作用［４］，可避免人体在

呼吸、改变体位等情况下腹壁皮肤变化对造口底盘造成

的影响。对于消瘦患者，嘱其深吸气后呼气，在腹部鼓

起时粘贴。电吹风对周围皮肤的吹拂能保证造口周围

皮肤彻底清洁干燥，但应不断询问患者感觉，防烫伤。

驱尽底盘内空气，平躺半小时至一小时也是为了增加底

盘与造口周围皮肤贴合度，用手捂热造口袋能促进底板

释放果胶成分，有利于增加皮肤与底盘黏性［５］。粘贴最

好一次成功，避免反复粘贴造成皮肤损伤和底盘黏度下

降。对于老年肥胖及腹壁松弛患者来说，使用防漏膏有

利于保持造口与周围皮肤同一高度，以免造口袋底盘与

皮肤之间留有空隙，造成粘贴不紧密。

膀胱癌患者术后，行泌尿系造口，膀胱失去正常贮

尿功能，不能自行控制排尿，需要使用泌尿造口袋。由

于现有医保制度的限制，每月的造口费用支出，化疗费

用，以及定期进行的体检、复查等费用，对于膀胱癌患

者来说都是一笔较大的经济负担。常规造口袋固定方

式易引起造口周围皮炎甚至皮肤破溃。出现造口周围

皮炎时，不应使用碘酒等消毒皮肤，可使用生理盐水或

温开水清洁造口周围皮肤，再用软纸擦干，可以减少皮

肤刺激。粘贴不紧密造成尿液渗漏易污染衣服，需要

立即更换造口袋，患者常常不敢饮水，严重影响患者生

活质量。这时，造口相关知识的宣教就显得尤为重要。

护士要反复讲解、示范造口袋更换操作要领，多鼓励患

者，树立独立操作的信心。保证患者出院后逐步由家

属协助更换过渡到自行更换造口袋。更换造口袋前一

定要洗净双手，更换时动作要轻柔，避免对周围皮肤的

直接损伤以及疼痛。告诉患者，白天可正常饮食及进

水，但应避免辛辣刺激性及腌熏制食品摄入，营养要均

衡，保持大便通畅。造口袋内尿液１／２满时就应及时
倾倒；夜间应使用引流袋连接排放口，引流袋置于床旁

或患者衣裤上，可减少造口袋内尿液重力作用引起造

口底盘松动。患者翻身、侧卧时应侧向引流袋一侧，防

尿液逆流造成感染。造口分泌粘液是正常的，多饮水

有利于稀释尿液，多食富含维生素 Ｃ的果汁能酸化尿
液，减少尿液结晶，也能预防尿路结石及尿路感染。最

佳更换造口袋时间在早上，因夜间进食减少，尿液分泌

也减少，以免在粘贴过程中尿液持续排放影响粘贴。

淋浴时可用防水塑料袋仔细包裹造口袋，但淋浴时间

应缩短。勿穿过紧内衣，可穿柔软、舒适、宽松的棉质

衣服，裤子可选用背带裤或松紧腰带，弹性适中，避免

使用皮带或箍得过紧，以免压迫造口袋［６１１］。患者日

常活动量要循序渐进，在护士指导下可以逐步过渡到

正常生活起居、户外活动、旅游甚至工作。但应避免咳

嗽、劳累、剧烈运动以及提举重物，防切口疝发生。

护士应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取得患者信

任。由于恐“癌”心理，排尿方式的改变以及需要终生

佩戴集尿造口袋，影响患者日常生活及社交，患者常会

出现自卑、焦虑、恐惧、抑郁等情绪。医务人员应多与

患者及家属沟通、交流，向患者及家属介绍腹壁造口的

重要性，让患者懂得只要掌握好腹壁造口护理知识及

技巧，就能向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还应注意到，家

属常存在信心危机［１２］，家属能为患者提供强大的心理

支持、经济帮助及社会支持，家属的态度特别是配偶的

态度有时直接导致患者负性心理状态的产生。护士应

了解患者产生焦虑、恐惧、抑郁的原因，有针对性地予

以疏导，鼓励患者走向社会，做力所能及的劳动与锻

炼，及时调适自己，淡化癌症角色。也可以安排患友之

间交换心得，解除顾虑，共同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综上所述，泌尿造口袋固定方式的改进，以及护士

积极有效的、多种形式的造口知识宣教，对延长造口袋

使用寿命，降低造口袋使用费用，减少并发症，树立信

心，缓解患者焦虑、担忧、恐惧、抑郁等心理状态起到非

常重要的作用，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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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痰热清联合左氧氟沙星治疗急性细菌性感染性
腹泻的临床观察

丁秀丽，龚霆，吴飚，马丽，张晨光

摘要：目的　探讨中成药痰热清联合左氧氟沙星治疗急性细菌性感染性腹泻的临床价值。方法　将６０例急性
细菌性感染性腹泻患者随机分为２组，２组病例性别、年龄等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治疗组为痰热清
２０ｍｌ加入５％葡萄糖液２５０ｍｌ中联合左氧氟沙星注射剂０．２ｇ静脉滴注治疗急性细菌性感染性腹泻３０例。对
照组予以左氧氟沙星注射剂０．２ｇ静脉滴注治疗急性细菌性感染性腹泻３０例，疗程均为３ｄ，观察２组临床疗效
和治疗后临床症状及相关化验结果改善情况。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２８例，对照组总有效２１例，２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治疗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且临床上未见肝肾功能、心电图检查异常等不良反应。结论　痰
热清联合左氧氟沙星用于急性细菌性感染腹泻疗效可靠，安全性好。

关键词：急性细菌性感染性腹泻；痰热清；左氧氟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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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感染性腹泻属于消化道感染性疾病，为临床
上最常见的消化道感染性疾病之一，引起该病的病原

体有细菌、真菌、病毒、真菌及寄生虫等，但以细菌引起

的居多［１２］，以下为常见的致病菌，如痢疾杆菌、大肠埃

希菌、沙门菌、变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血性弧

菌等。急性感染性腹泻发病率高，且有传染性，因为病

原体可以随排泄物排出体外，从而污染环境、水、食物

等，严重时可以引起疾病流行。该疾病临床上以潜伏

期短、急性胃肠炎表现为主要特点，患病人群出现腹

痛、腹泻、恶心、呕吐等不适。病原体随同污染的食物、

水等到达健康人的胃以及肠道，并在大肠的黏膜上皮

细胞内生长繁殖，进一步引起肠道炎症反应。细菌可

以产生毒素，致小肠分泌大量水及电解质，引起腹泻及

电解质紊乱，如低钾等，与此同时出现发热及腹痛、恶

心、呕吐等急性胃肠炎表现。常因病原体不同，大便性

状随之而出现不同。如遇到有不洁饮食流行病学史，

出现起病急，每日解大便次数３次甚或３次以上，伴腹
痛或腹绞痛，和或伴恶心、呕吐、发热等症状，再结合

血、便常规等辅助检查即可诊断为细菌性感染性腹

泻［３］。我们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采用痰热
清联合左氧氟沙星注射剂治疗急性细菌性感染性腹泻

３０例，与对照组给予左氧氟沙星注射剂静脉滴注治疗
急性细菌性感染性腹泻３０例进行对照比较，取得良好
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均为我院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感染科住院患者，所选病例均符合以下
标准。①年龄１８～７５岁，不限制性别；②临床表现：腹
泻次数大于３次／ｄ，腹痛程度不等，且有恶心、呕吐不
适，伴有发热、脱水、低钾等，病程在１周以内；所选病
例之前均未使用抗菌药；③血常规检查示白细胞数增
多（＞１０×１０９／Ｌ）；④大便培养示霍乱弧菌、痢疾杆菌、
伤寒和副伤寒杆菌为阴性；⑤大便常规示白细胞阳性，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
通讯作者：丁秀丽，Ｅｍａｉｌ：１４７９１９２８３＠ｑｑ．ｃｏｍ

红细胞无或少量，脓细胞有或无，寄生虫、真菌为阴性。

将符合上述条件的６０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３０例和
对照组３０例。２组患者性别、年龄、病情表现、补液及
对症支持基础治疗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所有病例均符合“细菌性感染性腹泻”的诊断标准［２］。

１２　治疗方法　治疗组予以痰热清２０ｍｌ加入５％葡
萄糖液２５０ｍｌ中联合左氧氟沙星注射剂０．２ｇ静脉滴
注，疗程为３ｄ；对照组予以左氧氟沙星注射剂０．２ｇ
静脉滴注，疗程３ｄ。观察所有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
状、大便性状及血常规检查、大便病原学检查的改变

等，了解两组治疗方案对急性细菌性感染性腹泻的治

疗效果。

１３　疗效评定标准　用药 ３ｄ观察疗效。显效：腹
痛、腹泻、恶心、呕吐及发热、脱水等临床症状消失，大

便性状及次数均已恢复正常，大便培养示病原学检查

阴性，血细胞分析提示白细胞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

有效：临床表现如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及发热、脱水

等有改善或部分不适症状消失，大便性状及次数较治

疗前有好转，大便培养示病原学检查阳性、弱阳性或阴

性，血常规提示白细胞下降或在正常值范围内。无效：

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及发热、脱水等临床症状和大便

性状及次数均无改善甚或加重，血常规提示白细胞无

明显下降甚至少部分患者血常规提示白细胞有所上

升。总有效＝显效＋有效。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采用
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疗效比较　用药３ｄ后，治疗组显效２３例，有效
５例，无效２例；对照组显效８例，有效 １３例，无效 ９
例。治疗组总有效２８例，对照组总有效２１例，２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痰热清联合左氧氟
沙星治疗组治疗感染性腹泻较对照组疗效显著。

２２　不良反应　２组在治疗过程中，均未见肝肾功
能、心电图检查异常等不良反应，提示其使用安全可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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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感染性腹泻病，从广义上来讲主要包括细菌性感
染性腹泻、病毒性感染性腹泻、寄生虫性感染性腹泻以

及真菌性感染性腹泻等，但狭义的细菌性感染性腹泻

不包括霍乱、痢疾、伤寒和副伤寒引起的腹泻［４５］。其

中细菌感染性腹泻是指由细菌病原体引起的，以腹泻

为主要表现的，具有传染性的常见肠道传染病。本组

入选的病例均经过大便培养排除了霍乱、痢疾、伤寒和

副伤寒的细菌感染性腹泻病例，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丙类传染病［５６］。临床上以

胃肠道症状表现为主，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胃

肠道症状及发热、脱水等不适，体检腹部可表现轻压

痛，大便常规检查除可见白细胞外，亦可见到红细胞甚

至可见脓细胞，血常规检查提示白细胞增多，其中严重

者可有轻重不一的核左移表现，大多为自限性，但少部

分可以出现严重并发症，甚至引起患者死亡［５６］。

痰热清注射液是有独家知识产权的国家中药二类

新药，由黄岑、熊胆粉、山羊角、金银花、连翘组成，严格

按照中药指纹图谱生产而成，具有清热解毒、抑菌、降

热等作用，还能增加机体的防御功能，促进白细胞吞噬

功能，加速炎性因子吸收。目前细菌的耐药性不断增

加与临床上滥用抗生素有很大关系，同时抗生素的滥

用也破坏了人体肠道的微生态环境，引起肠道菌群紊

乱失调。致病菌和条件致病菌在肠道内大量生长繁

殖，可产生抗生素相关性腹泻，致使腹泻病程延长，甚

至加重病情［７］。痰热清与左氧氟沙星联用减少联合使

用抗生素的不良反应，减少耐药的发生。左氧氟沙星

是氧氟沙星的左旋体，抗菌活性较强，是氧氟沙星的２
倍。左氧氟沙星是通过抑制细菌ＤＮＡ旋转酶（细菌拓
扑异构酶Ⅱ）的活性，阻碍细菌 ＤＮＡ的复制而起到抗
菌作用为其主要作用机理，它对革兰氏阴性细菌，如大

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属、变形杆菌属、志贺菌属、沙门氏

菌属、不动杆菌属以及铜绿假单包菌、流感嗜血杆菌、

淋球菌等大多数肠杆菌科细菌有较强的抗菌活性，因

此左氧氟沙星广泛应用于如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

系统等细菌感染性疾病的治疗［５，８］。虽然左氧氟沙星

具有抗菌谱广、抗菌作用强的特点，但本组实验证明痰

热清与左氧氟沙星联用对控制感染性腹泻疗效显著，

安全性好，优于左氧氟沙星单独使用。痰热清联合左

氧氟沙星在治疗急性细菌性感染性腹泻上，与单独使

用左氧氟沙星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
治疗剂量范围内未发现明显毒副反应及配伍禁忌，治

疗过程中，未见肝肾功能、心电图检查异常，皮疹、高

热、喉头水肿、胸闷气促等，不失为一种治疗急性细菌

性感染性腹泻的好方法。但痰热清不得和其它药物混

合滴注，尤其不得与酸性成分的针剂混合，如合并用

药，在换药时需先冲洗输液管，以免药物相互作用产生

不良反应。临床使用０．９％的生理盐水稀释溶解痰热
清时，少部分溶液可出现肉眼可见的浑浊，可能会给患

者造成影响及不良反应发生，临床使用时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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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的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患者的住院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平均住院费用较

对照组减少，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实施优质护理服务模式，不仅提高了患者对护
理质量满意度，而且缩短了患者住院天数，减少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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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社会满意、政府满意，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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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在老年非瓣膜房颤卒中
风险的评估价值研究

刘艳梅

摘要：目的　探讨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在老年非瓣膜房颤患者卒中风险的评估价值，并分析评分中部分可控危
险因素对２组得分贡献的差异。方法　选择２年间门诊或住院７５岁以上老年非瓣膜房颤患者，将患者分为２
组；Ａ组为房颤伴脑梗死患者３２例，Ｂ组为房颤无脑梗死２６例。记录２组的年龄、性别、房颤诊断时间及抗栓治
疗情况；使用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分别对２组进行评分；比较２组差异。结果　２组年龄、性别构成及接受抗栓治
疗状况无显著差异。房颤诊断时间Ａ组明显较Ｂ组长（Ａ组１０．１５±４．３７年 ｖｓＢ组７．２８±３．１４，Ｐ＜０．０５）。Ａ
组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的总分明显高于Ｂ组（Ａ组６．２３±３．１４ｖｓＢ组４．２１±２．１７，Ｐ＜０．０５）。对评分标准中部
分可控危险因素分析显示，糖尿病、血管性疾病两项 Ａ组得分明显高于 Ｂ组（２０／３２ｖｓ．１３／２６，Ｐ＜０．０５；１１／３２
ｖｓ．４／２６，Ｐ＜０．０５）。结论　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在７５岁高龄房颤患者均有较高的得分；有脑梗死组得分高于无
脑梗死组；对评分中部分可控因素分析显示，糖尿病及血管性疾病在伴有脑梗死组对得分的贡献比不伴脑梗死组

大。

关键词：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老年；非瓣膜房颤；卒中风险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１．７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５１５０２

　　２０１０年欧洲心脏病学（ＥＳＣ）公布了新的心房颤
动（房颤）管理指南，推荐使用 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对
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房颤）患者进行卒中的危险分层。

与传统的ＣＨＡＤＳ２相比其在排除房颤卒中低危患者方
面具有优势，国内两个评分方法都在使用，为了探讨

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在老年房颤卒中风险的评估价
值，我们使用 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对一组老年房颤伴
既往有缺血卒中患者进行评分，与同期老年房颤不伴

卒中的老年患者的 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进行比较，分
析２组评分项目中部分可控因素得分的差异；并复习
相关文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
院门诊或住院的房颤７５岁以上老年患者。Ａ组为房
颤伴既往有脑梗死（为４周前发病，不包括腔隙性脑梗
死）患者，共 ３２例，其中男性 ２３例，女性 ９例，年龄
（７７．５６±４．４６）岁。Ｂ组为房颤无脑梗死患者，共２６
例，其中男性１９例，女性７例，年龄（７６．３２±３．１２）岁，
房颤入组标准：入选患者的房颤均经心电图或动态心

电图证实，而且观察 ４８ｈ以上房颤发作不能自行终
止；虽经药物或电击复律可能恢复窦性心律，但窦性心

率维持时间＜４８ｈ。并经超声心动图检查排除瓣膜性
心脏病。２组年龄、性别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
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病史及诊断　详细询问病史确定房颤诊断的
时间，抗栓治疗情况。使用２０１０年中国急性缺血性脑
卒中诊治指南制定的诊断标准［１］，对脑梗死患者进行

再诊断。使用１．５Ｔ磁共振对所有患者进行头部扫描
排除Ａ组可能存在的脑出血等其他脑器质性病变；排
除Ｂ组可能存在的脑梗死等器质性病变。

作者单位：２４３３００安徽省阜阳市中医院心内科

１２２　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法　卒中主要危险因素
（每项２分）：中风或 ＴＩＡ，年龄≥７５岁。临床相关的
非主要危险因素（每项１分）：年龄６５～７４岁，高血压、
糖尿病、心衰（ＥＦ≤４０％）、血管疾病（包括心肌梗死、
复杂主动脉斑块、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女性。总分

９分，评分在２分以上为高度危险，评分１分为中度危
险，评分０分为低度危险。使用该评分标准对２组患
者分别进行评分，比较２组得分，对其中的可控因素进
行分别进行比较；并复习相关文献［２］。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以（ｘ±ｓ）表示，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和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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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组房颤诊断时间分别为Ａ组（１０．１５±４．３７）年，
Ｂ组（７．２８±３．１４）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２组抗栓治疗情况见表１，２组患者入组时抗
栓治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１　２组老年非瓣膜房颤患者抗栓治疗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服阿司匹林 服氯吡格雷 服华法林 ＩＮＲ值

Ａ组 ３２ ２５ １２ ８ １．１０±０．７５
Ｂ组 ２６ ２２ １０ ７ １．２５±０．８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Ａ组为房颤伴脑梗死，Ｂ组为房颤无脑梗死。

　　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的结果由于Ａ组均为脑梗死
患者，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 评分的总分明显高于 Ｂ组
（６．２３±３．１４ｖｓ．４．２１±２．１７，Ｐ＜０．０５）。进一步对评
分各项分析显示，在可控因素中除去中风或ＴＩＡ一项，
其余各项得分如表２。

３　讨　论
　　房颤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老年人更
为常见，房颤可导致心功能恶化，继发血栓栓塞事件，

其中缺血性脑卒中是房颤患者致残、致死的最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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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据国内资料报道，非房颤人群的脑卒中患病率

为２．３６％，房颤患者脑卒中的年发生率为４．１％，而房
颤住院患者脑卒中的年发生率高达１７．５％［３］。２００１
年在欧洲首次提出了使用ＣＨＡＤＳ２评分法对房颤患者
进行脑卒中的风险评估；将心力衰竭、高血压、年龄≥
７５岁、糖尿病和既往卒中或一过性脑缺血发作（ＴＩＡ）
等因素纳入风险评估的危险因素中。该评分方法在欧

洲广泛的应用于指导房颤患者的抗凝治疗。２００６年
ＡＣＣ／ＡＨＡ的房颤治疗指南也建议采用 ＣＨＡＤＳ２评分
标准来指导临床医生开展房颤患者脑卒中的预防性抗

凝用药。但是，临床实践发现，女性、年龄６５～７４岁、
血管性疾病等因素也是提高房颤患者脑卒中风险的重

要因素，这也是 ＣＨＡＤＳ２评分法的明显缺陷
［４］。依据

进近年的临床研究，２００９年 ＬｉｐＧ等［５］改良了

ＣＨＡＤＳ２评分方法，增加了年龄６５～７４岁、血管疾病
和女性三项危险因素，提出了 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方
法。２０１０年欧洲心律学会发布的房颤治疗指南，建议
采用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对非瓣膜病房颤患者的血栓
栓塞风险进行评估来指导患者的抗凝治疗［２］。其优点

在于将更多的相关危险因素纳入评分，并将年龄因素

进一步加细化，使高龄患者有更高的得分。与

ＣＨＡＤＳ２评分相比 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合理扩大了房
颤抗凝治疗的适应证，使更多的具有危险因素人群得

到了预防性抗凝治疗。国内一项通过对２３４例非瓣膜
房颤的随机对照研究发现，观察组（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
分）１．７１％的卒中发生率，远低于对照组（用 ＣＨＡＤＳ２
评分）的 ７．６９％，２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表明 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法较 ＣＨＡＤＳ２评分
法能更好地评估非瓣膜病性房颤患者发生卒中的风

险，对中高危患者采取预防性抗凝治疗，有效的降低卒

中的发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６］。

表２　２组老年非瓣膜房颤患者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
部分可控因素项得分比较

组别 例数
充血性心力衰竭

／左心功能障碍
高血压 糖尿病 血管性疾病

Ａ组 ３２ ８ ２６ ２２ １３
Ｂ组 ２６ ７ ２３ １０ 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Ａ组为房颤伴脑梗死，Ｂ组为房颤无脑梗死。

　　本研究选择的患者均大于７５岁，２组 ＣＨＡ２Ｄ２Ｓ
ＶＡＳｃ评分得分都比较高。通过对 ２组的 ＣＨＡ２Ｄ２Ｓ
ＶＡＳｃ评分结果分析显示，由于 Ａ组均为脑梗死患者，
Ａ组总分明显高于Ｂ组；除去评分中主要危险因素中
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年龄 ＞７５岁，进一步对评分标
准中部分非主要可控危险因素（除去年龄、性别不可控

危险因素）得分分析，糖尿病、血管性疾病两项得分，卒

中组明显高于非卒中组。提示糖尿病、血管性疾病两

项危险因素在 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各项可控因素（充

血性心力衰竭／左心能障碍、高血压、糖尿病、血管性疾
病）中在高龄房颤患者更为重要。糖尿病为卒中的重

要危险因素已被以往众多研究证实；本研究进一步提

示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将血管性疾病纳入预测卒中的
危险因素的重要性。研究样本量小、未进行长期随访

观察是本研究的不足。

在ＣＨＡＤＳ２评分基础上，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进
一步强调了年龄在脑卒中预测中的重要性，并增加了

性别、血管性疾病两项危险因素。ＣＨＡＤＳ２评分是在
抗凝治疗起始阶段提出的，而 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是抗凝
治疗已经达到相当水平的进一步完善和提出的。在高

危房颤患者中，两个评分系统对脑卒中风险的预测价

值是类似的。但 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可以在原来
ＣＨＡＤＳ２评分的０分患者中再一步分层，找出一部分
卒中发生风险实际还很高的患者，把这部分患者区分

出来后，余下的就才是真正低危患者［７］。一项系统分

析也显示两个评分系统在预测房颤患者的中风和血栓

性疾病方面可使患者有相似的临床获益。但是，

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在识别较低危患者方面及少部分
中危患者具备优势［８］。近年国内宋笑凯等分别采用

ＣＨＡＤＳ２和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标准对２０８例非瓣膜
病性房颤患者进行评分，并随访１年观察患者脑梗死
的发生率。研究显示ＣＨＡ２Ｄ２ＳＶＡＳｃ评分法可较准确
评估非瓣膜病性房颤患者继发脑梗死的风险［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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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骨肉瘤组织中蛋白酶激活受体１的表达及 ＭＶＤ测定
张睿强

摘要：目的　研究蛋白酶激活受体１（ＰＡＲ１）在骨肉瘤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微血管密度（ＭＶＤ）的相关性，探讨
其在骨肉瘤侵袭转移中的作用。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３８例骨肉瘤及其癌旁组织中ＰＡＲ１的表达情况，以
ＣＤ３４为标记，计算ＭＶＤ。结果　ＰＡＲ１阳性表达率及ＭＶＤ在骨肉瘤组织中分别为８９．４％、（４２．５±１２．８）条，显
著高于癌旁组织中的５５．３％、（１４．８±６．５）条，且二者跟骨肉瘤的Ｅｎｎｅｋｉｎｇ分期、软组织浸润、肺转移有关（Ｐ均
＜０．０５）。ＰＡＲ１与ＭＶＤ呈正相关（ｒ＝０．７４８，Ｐ＜０．０１）。结论　ＰＡＲ１在骨肉瘤肿瘤组织中存在过度表达，且
与肿瘤微血管密度呈正相关，与肿瘤侵袭转移、血管生成相关。

关键词：骨肉瘤；ＰＡＲ１；微血管密度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８．１　Ｒ７３０．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５１７０２

　　骨肉瘤为骨科常见的恶性肿瘤，其肿瘤组织含有
丰富的血管，提示骨肉瘤肿瘤组织中存在某些促进血

管生成的因素。蛋白酶激活受体（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ＰＡＲ）最早发现于１９９１年，属于 Ｇ蛋白藕联受
体（ＧＰＣＲｓ）家族，其家族有４个成员即 ＰＡＲ１、２、３、４，
其中ＰＡＲ１发现最早，作用也最广泛，研究证实，ＰＡＲ
１基因表达可能与肿瘤血管生成、肿瘤细胞增殖、转移
等密切相关［１］。微血管密度（ＭＶＤ）是直接反应肿瘤
血管生成的指标［２］。本研究通过检测 ＰＡＲ１及 ＭＶＤ
在骨肉瘤组织及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情况，探讨其在骨

肉瘤发生发展中可能的作用，为研究骨肉瘤的发病机

制提供新的思路。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骨肉瘤患者３８例，男性２８例，女性
１０例，年龄８～５５岁，术前均未接受抗肿瘤治疗。Ｅｎ
ｎｅｋｉｎｇ外科分期情况：ⅠＢ期８例，ⅡＡ期１１例，ⅡＢ
期１０例，Ⅲ期９例。Ｄａｈｌｉｎｓ分型情况：骨母细胞型２５
例，软骨母细胞型９例，纤维母细胞型２例，其他２例。
软组织浸润２２例，肺转移２１例。所有患者均行截肢
术或瘤段切除假体置换术，术后均经病理确诊。每例

患者术中均取骨肉瘤组织及骨肉瘤旁组织（骨肉瘤组

织边缘外５．０ｃｍ处）组织标本。
１２　研究材料　所有骨肉瘤组织及骨肉瘤旁组织标
本均行ＨＥ染色及免疫组化染色。鼠抗人ＰＡＲ１抗体
购自美国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公司，ＳＰ９００２试剂盒购自福州迈
新公司。阳性对照为自身对照，用 ＰＢＳ代替一抗为阴
性对照。肿瘤微血管内皮细胞采用 ＣＤ３４标记，兔抗
人ＣＤ３４多克隆抗体购自北京中山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１３　结果判断　①参照王俐等［３］ＰＡＲ１染色判断标
准：以胞膜出现棕黄色颗粒沉积为阳性，着色强度积分

以着色范围、着色强度２项积分相加；②ＭＶＤ计数：血
管染色为棕色，取呈阳性的单个或成簇细胞，低倍镜

（４０×）下选择 ３个 ＭＶＤ最高区域，然后高倍镜
（４００×）下计数该区域 ＭＶＤ，取其平均值即为该肿瘤

作者单位：２５５４００山东省淄博市，齐鲁石化中心医院骨关节科
通讯作者：张睿强，Ｅｍａｉｌ：ｚｒｑｌｕｃｋｙ＠１６３．ｃｏｍ

的ＭＶＤ值。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进行ｔ
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ＰＡＲ１、ＭＶＤ在骨肉瘤组织及骨肉瘤旁组织中的
表达　ＰＡＲ１在骨肉瘤及骨肉瘤旁组织阳性表达率分
别为８９．４％（３４／３８）、５５．３％（２１／３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２＝１１．１２０，Ｐ＜０．０１）。骨肉瘤组织中 ＭＶＤ为
（４２．５±１２．８）条／ＨＰ，显著高于骨肉瘤旁组织的
（１４．８±６．５）条／ＨＰ（ｔ＝１１．８９４，Ｐ＜０．０１）。骨肉瘤阳
性程度表达积分为４．３７±１．０５，显著高于骨肉瘤旁组
织的２．３５±１．１４（ｔ＝８．０３４，Ｐ＜０．０１）。
２２　ＰＡＲ１、ＭＶＤ表达与骨肉瘤临床病理参数的关
系　ＰＡＲ１、ＭＶＤ均与骨肉瘤的 Ｅｎｎｅｋｉｎｇ分期、软组
织浸润、肺转移有关（Ｐ均 ＜０．０５），而与患者性别、年
龄、Ｄａｈｌｉｎｓ分型（Ｐ均＞０．０５）无关，见表１。
２３　在骨肉瘤组织中 ＰＡＲ１表达与 ＭＶＤ相关性分
析　骨肉瘤中ＰＡＲ１阳性表达积分与 ＭＶＤ存在显著
正相关（ｒ＝０．７４８，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蛋白酶激活受体（ＰＡＲ）又称凝血酶受体（ｔｈｒｏｍ
ｂｉ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ＰＡＲ１为其家族中最重要的成员，也是
最早发现的 ＰＡＲ分子，人 ＰＡＲ１基因定位于染色体
５ｑ１３，含有２个外显子，由４２５个氨基酸组成，蛋白核
心分子量为４７０００。ＰＡＲｓ不是以简单的配体受体复
合物形式激活，而是通过丝氨酸蛋白酶水解 ＰＡＲｓ的
Ｎ末端，从而显露一个新的“被限制的配体”，后者再
与受体本身的细胞外区进行结合，使其不可逆地激活，

进而转导其他信号途径。ＰＡＲ１结构特征为典型的 Ｇ
蛋白藕联受体，其主要功能为介导凝血酶，具有调节血

栓形成及免疫功能、促进血管活性及炎症反应等功

能［４］。ＰＡＲ１带有自身配体，在细胞膜上被激活后，分
泌细胞因子发挥其生物学效应。ＰＡＲ１在人类多种恶
性肿瘤中均存在高度表达，如肺癌、胃癌、恶性黑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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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卵巢癌、前列腺癌等［５］。在本研究中结果也显示：

ＰＡＲ１在骨肉瘤中阳性表达率、强阳性表达率及着色
强度积分均显著高于骨肉瘤旁组织（Ｐ均＜０．０１）。

表１　ＰＡＲ１表达及ＭＶＤ与骨肉瘤病理参数关系

参数 类别 例数
ＰＡＲ１

阳性 阴性
χ２值 Ｐ值 ＭＶＤ ｔ／Ｆ值 Ｐ值

性别 男 ２８ ２５ ３ ０．１２１ ０．７２８ ４１．８±１０．８ ０．２６１ ０．７４１
女 １０ ８ ２ ４２．９±１１．５

年龄（岁） ＜１８ ３０ ２８ ２ ２．２５４ ０．１３３ ４３．２±９．４ ０．３０７ ０．７８３
≥１８ ８ ６ ２ ４２．０±１１．３

Ｄａｈｌｉｎｓ分型 骨母细胞型 ２５ ２４ １ ５．６９７ ０．１２７ ４１．９±１０．５ ０．０３２ ０．９９２
软母细胞型 ９ ８ １ ４２．７±８．９
纤维母细胞型 ２ ２ ０ ４３．８±１２．５

其他 ２ １ １ ４１．７±１１．４
肺转移 有 ２１ ２１ ０ ５．５２２ ０．０１９ ４５．７±１３．６ ２．２３２ ０．０４７

无 １７ １３ ４ ３６．５±１１．３
Ｅｎｎｅｋｉｎｇ外科分期 ⅠＢ～ⅡＡ １９ １５ ４ ４．４７０ ０．０３４ ３７．３±１４．１ ２．１９７ ０．０４３

ⅡＢ～Ⅲ １９ １９ ０ ４４．９±１２．８
软组织侵润 无 １６ １２ ４ ６．１４７ ０．０１３ ３６．４±１３．７ ２．３１６ ０．０４９

有 ２２ ２２ ０ ４７．６±１５．４

　　ＰＡＲ１与恶性肿瘤的癌细胞侵袭和淋巴结转移等
关系密切，最新的研究证实，ＰＡＲ１与乳腺癌的骨转
移、前列腺癌转移等相关，随着恶性程度增加，ＰＡＲ１
在黑素瘤中表达程度也将升高［６］。本研究中，ＰＡＲ１
在骨肉瘤中的表达与患者性别、年龄、Ｄａｈｌｉｎｓ分型等
无关（Ｐ＞０．０５），而与其肿瘤是否侵润软组织、是否肺
部转移、Ｅｎｎｅｋｉｎｇ分期显著相关（Ｐ＜０．０５）。ＰＡＲ１促
进肿瘤侵袭转移具体途径目前尚不清楚，可能跟凝血

酶、基质金属蛋白酶（ＭＭＰｓ）、ＶＥＧＦ、整合素等共同作
用所致。ＰＡＲ１表达阳性黑素瘤细胞在凝血酶和
ＰＡＲ１激活肽作用下，提升了其对血小板、纤维连接蛋
白及ｖＷＦ（ｖｏｎＷｉｌｌｅｂｒａｎｄｆａｃｔｏｒ）粘附能力，促进向肺部
的转移［７］。在转移乳腺癌细胞中，激活的 ＰＡＲ１并没
被运到溶解酶降解，导致磷酸肌醇水解和胞外信号调

节激酶的持续性激活，从而增强乳腺癌细胞的侵袭。

肿瘤实质的形成发展跟新生肿瘤血管密切相关，

肿瘤一旦形成，则需血管系统提供充足的养分，其肿瘤

组织才得以迅速生长，且脱落的癌细胞能通过该系统

向全身转移［８］。ＭＶＤ能够良好地对肿瘤血管形成程
度量化［９］，本研究我们采用 ＣＤ３４标记血管显示：骨肉
瘤的ＭＶＤ数值显著高于骨肉瘤旁组织；在骨肉瘤中，
ＭＶＤ的数值与肿瘤是否侵润软组织、是否肺部转移、
Ｅｎｎｅｋｉｎｇ分期显著相关，提示随着骨肉瘤的发生发展
也必将形成大量微血管。

肿瘤血管生成过程复杂，经历多个步骤并受多种

生长因子及抑制因子调控。ＰＲＡ１是一种重要的促进
血管生成的细胞因子。通过蛋白激酶Ｃ、Ｓｒｃ、磷脂酰肌
醇３激酶等途径，ＰＡＲ１极大程度的提高了 ＶＥＧＦｍＲ
ＮＡ及 ＶＥＧＦ１２１、ＶＥＧＦ１４５、ＶＥＧＦ１８９、ＶＥＧＦ１６５的表
达，从而促进了血管形成［１０］。在本研究中 ＰＡＲ１表达
程度计分与ＭＶＤ呈显著正相关（ｒ＝０．７４８，Ｐ＜０．０１），
提示ＰＡＲ１在骨肉瘤的肿瘤血管生成中发挥重要作

用。检测骨肉瘤ＰＡＲ１和ＭＶＤ表达情况，可进一步了
解肿瘤侵袭转移、血管形成等调控机制，对评价骨肉瘤

预后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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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噻托溴铵治疗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临床疗效分析
叶军辉

摘要：目的　对噻托溴铵治疗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临床疗效以及安全性进行分析，为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
据。方法　６４例Ⅱ、Ⅲ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稳定期患者随机分为２组，每组３２例，对照组（男性２４例，
女性８例，年龄５１～７８岁）采用常规治疗，实验组（男性２３例，女性９例，年龄５３～８２岁）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
行噻托溴铵吸入治疗（１８μｇ／ｄ，每日１次），连续治疗１２周。比较治疗前，治疗４周和治疗１２周时２组患者临床
指征以及肺功能指标。结果　２组患者的病症都有改善。实验组患者的ＣＯＰ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治疗４
周和１２周后，实验组的ＦＥＶ１、ＦＶＣ、ＦＥＶ１／ＦＶＣ各数值均有改善，且１２周的改善效果最好。运动试验中，实验组
在治疗后４、１２周分别为（３０２．０±２０．７）ｍ和（３４８．０±２２．１）ｍ，与治疗前相比有统计学意义，在相同治疗条件下，
噻托溴铵对疾病的治疗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治疗效果更好。２组患者均为未现严重不良反应。实验组患者满
意率（９６．８７５％）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满意率（８４．３７５％）。结论　噻托溴铵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临床疗效
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噻托溴铵；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６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５１９０２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ＣＯＰＤ）是一种
典型的慢性呼吸系统重要疾病，其主要表现为慢性咳

嗽咳痰、气短和呼吸困难、气喘、胸闷等［１］。由于

ＣＯＰＤ呈缓慢进行性发展，因此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
成严重影响［２］。有调查显示，２００１年美国 ＣＯＰＤ所造
成的直接或间接耗费达３４４亿美元，且这一数据持续
增加。而我国每年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所造成的经济

损失近千亿元。ＣＯＰ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预计到
２０２０年，ＣＯＰＤ对世界经济负担的影响将排第５位［３］。

因此，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不仅是严重的公众卫生

问题，也带来沉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噻托溴铵作为

一种特异选择性的抗胆碱药物，能够作用于Ｍ１、Ｍ３受
体，达到扩张支气管平滑肌、缓解平滑肌痉挛的作用。

本文通过对来我院就诊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

者采用噻托溴铵吸入治疗，并观察治疗效果，评价该药

的治疗效果及其安全性，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５年间收入
治疗的６４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重度稳定期患者进
行监测，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其中对照组

３２例（男性２４例，女性８例），实验组３２例（男性２３
例，女性９例）；所有患者均为老年病患，２组间年龄、
性别、吸烟史等一般资料和肺功能之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符合中国
医学伦理学会规定，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所

有患者均处于疾病Ⅱ、Ⅲ稳定期；均符合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诊治指南；排除患有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肺

癌、青光眼等疾病的患者，且实验前１周内有急性加重
患者或其他肺部感染的患者。

１．２　研究方法　对照组治疗方案采用一般综合治疗，
包括长期家庭氧疗，止咳平喘，消炎祛痰，必要时给予

糖皮质激素进行治疗；实验组在对照组一般治疗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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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合用吸入噻托溴铵（１８μｇ／ｄ），１次／ｄ，４周为１个
疗程，连续治疗１２周。观察时段分为治疗前、治疗４
周和治疗１２周。
１．３　检测指标　①临床症状和体征：分别在设定的３
个时间点观察患者的咳嗽咳痰、呼气困难及肺部音

情况，结果参照《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进行评价；

②肺功能及运动实验：一秒用力呼气容积（ＦＥＶ１），用
力肺活量（ＦＶＣ），一秒用力呼气容积／用力肺活量
（ＦＥＶ１／ＦＶＣ），６分钟步行距离测定（６ＭＷＤ）；③安全
性评价：观察患者是否有严重药物不良反应，检测患者

的心电图、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④疗效评价：
调研结束后患者对治疗的满意程度。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处理，数据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和体征比较　通过研
究发现，２组患者在接受治疗前都有较严重的咳嗽咳
痰、呼吸困难和肺部音症状；治疗后发现，４周时噻
托溴铵组（实验组）的咳嗽咳痰、呼吸困难和肺部音

比一般治疗组（对照组）改善效果好（Ｐ＜０．０５）；随着
治疗进程的发展，１２周时 ２组的改善效果均得以增
加，且实验组的改善效果更好（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ＣＯＰＤ患者治疗后症状和体征的比较

组别 症状体征
无改善

０周 ４周 １２周
轻度改善

０周 ４周 １２周
明显改善

０周 ４周 １２周
对照组 咳嗽咳痰 ３２ １１ ４ ３２ １３ ８ ３２ ８ ２０

呼吸困难 ３２ ６ ２ ３２ １４ ９ ３２ １２ ２１
肺部音 ３２ ７ ２ ３２ ２０ ９ ３２ ５ ２１

实验组 咳嗽咳痰 ３２ ７ａ １ａ ３２ １６ａ ３ａ ３２ １９ａ ２８ａ

呼吸困难 ３２ ３ａ １ａ ３２ １７ａ ２ａ ３２ １２ａ ２９ａ

肺部音 ３２ ４ａ １ａ ３２ ２２ａ ２ａ ３２ ６ａ ２９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肺功能比较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均无
不符合要求或退出的患者。分别检测 ２组患者治疗
前、治疗４周和治疗１２周时的肺功能，所有患者的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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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检查均在相同时间点进行，检测日期允许相差１
ｄ。结果发现，治疗前２组各项指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 ４周和 １２周后，实验组的 ＦＥＶ１、
ＦＶＣ、ＦＥＶ１／ＦＶＣ各数值均有改善，且 １２周的改善效
果最好。而在运动试验中，实验组在治疗后４、１２周分
别为（３０２．０±２０．７）ｍ和（３４８．０±２２．１）ｍ，与治疗前
相比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在使用噻托溴铵治疗后，患者

的运动耐量得到改善。见表２。
表２　２组ＣＯＰＤ患者治疗后肺功能的比较

组别 时间 ＦＥＶ１（ｍｌ） ＦＶＣ（ｍｌ） ＦＥＶ１／ＦＶＣ（％） ６ＭＷＤ（ｍ）

对照组 ０周 １２６６±５３０ ２１０７±５９４ ５９．０±１２．４ ２１３．０±２１．３
４周 １２８９±５２２ ２１９６±５７３ ６１．０±１１．５ ２３７．０±２６．８
１２周 １３０７±５３９ ２２４１±５４９ ６２．０±１２．８ ２４９．０±２４．５

实验组 ０周 １２５９±５４１ ２０８９±５９９ ６１．０±１０．４ ２１７．０±１９．９
４周 １５３４±５０８ａ ２１７７±５８０ａ ６２．０±１０．９ａ ３０２．０±２０．７ａ

１２周 １５４６±５１１ａ ２４４９±５３１ａ ６４．０±１２．０ａ ３４８．０±２２．１ａ

　　注：与对照组治疗４周和１２周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安全性评价　在治疗期间，对照组有２
例患者出现面部潮红、口干等反应，但未影响治疗进

程；实验组３例患者出现皮肤瘙痒、轻度心悸，但症状
较轻，２～３ｄ后自行缓解，因此未予处理，且对治疗无
影响；２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２．４　２组患者满意率比较　通过治疗后，实验组患者
对治疗满意３１例，满意率（９６．８７５％）显著高于对照组
患者满意率（２７例，８４．３７５％），说明噻托溴铵能够明
显提高ＣＯＰＤ患者的生活质量。

３　讨　论
　　有研究表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我国已经成为
继脑血管病、心脏病、艾滋病后的第四大人类致死性疾

病，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也是不可估量的［４］。ＣＯＰＤ的
发生与大气污染、吸烟、肺部感染和尘肺密切相关，其

形成机制主要与蛋白酶与氧化反应的失衡，炎性介质

的大量释放有关［５］。ＣＯＰＤ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在国际上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该疾病的病理学特点为气道阻力升高，气流受限，患者

具体表现为慢性咳嗽咳痰，呼吸困难，严重者胸闷喘

息。ＣＯＰＤ按病情轻重，通过ＦＥＶ１／ＦＶＣ的比值分为４
个等级，即Ⅰ级 ＦＥＶ１／ＦＶＣ＜７０％，ＦＥＶ１≥８０％，表现
出不规律的咳嗽咳痰；Ⅱ级 ＦＥＶ１／ＦＶＣ＜７０％，５０％≤
ＦＥＶ１＜８０％，症状加重，且运动后呼吸频率明显加快；
Ⅲ级ＦＥＶ１／ＦＶＣ＜７０％，３０％≤ＦＥＶ１＜５０％，症状有发
展，并反复出现急性加重，气短加剧；Ⅳ期ＦＥＶ１＜３０％
或ＦＥＶ１＜５０％合并呼吸衰竭或心衰［６７］。其中Ⅱ、Ⅲ
级症状较为严重，但患者状态普遍适宜参与调研，因此

作为本课题对噻托溴铵的主要研究对象。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 ＧＬＯＤ》中指出，作
为一种可长期应用的无耐受性药物，抗胆碱药物可作

为一线的支气管扩张药在临床上广泛使用，而应用最

为多的是胆碱能受体拮抗剂———异丙托溴铵，该药物

不仅可以通过拮抗 Ｍ１、Ｍ３受体发挥作用，还能拮抗
Ｍ２受体，使乙酰胆碱的释放增加，抑制炎性介质的释

放［８］。噻托溴铵是异丙托溴铵的衍生物，作为一种典

型的抗胆碱药物，噻托溴铵具有良好的舒张支气管平

滑肌作用［９］。噻托溴铵主要发挥竞争性拮抗作用，通

过与乙酰胆碱或Ｍ受体激动剂竞争 Ｍ受体。Ｍ受体
被阻断后可抑制胞内第二信使环磷酸鸟苷（ｃＧＭＰ），进
而提高环磷酸腺苷（ｃＡＭＰ）的活性，造成胞内 Ｃａ２＋浓
度降低，达到舒张支道平滑肌，抑制腺体分泌的作用。

通常该药物剂型为粉雾剂，通过药粉吸入器 ＨａｎｄｉＨａｌ
ｅｒ装置吸入人体（１８μｇ／ｄ，每日１次）。对于患者呼吸
困难的减轻、肺功能的改善和运动耐力的增强均具有

良好功效，最终达到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１０］。本

研究结果显示，加服噻托溴铵，４周之后对患者咳嗽、
呼吸困难、肺部音均有显著改善，ＦＥＶ１、ＦＶＣ、ＦＥＶ１／
ＦＶＣ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同时试验组显著高于对照
组，提示噻托溴铵对于治疗 ＣＯＰＤ具有十分明显的作
用，且这种作用效果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噻托溴

铵作为一种典型的抗胆碱药物，常见副作用主要包括

心悸、口干、瞳孔扩大、皮肤瘙痒干燥及尿潴留等。本

研究中，实验组出现３例皮肤瘙痒、轻度心悸，不需要
特殊治疗自行缓解，提示噻托溴铵安全性较高。由于

药物摄入采用粉雾吸入的方式，每日一次，因此患者依

从性比较好，确保了本次试验结果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同时为今后噻托溴铵治疗 ＣＯＰＤ的研究提供理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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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１４３２例男性不育患者的细胞遗传学分析
胡晶晶，钟银环，张忆聪，黎凤珍，傅文婷

摘要：目的　通过对１４３２例男性不育患者进行细胞遗传学分析，初步探讨外周血染色体异常与男性不育的关系
及分析研究染色体异常在男性不育中的诊断意义。方法　对１４３２例男性不育患者进行外周血染色体 Ｇ显带检
查，分析其外周血染色体核型。结果　共检出染色体异常患者２１７例，占总数的１５．１５％（２１７／１４３２），包括性染
色体异常７０例，占染色体异常者总数的３２．２６％（７０／２１７），检出率４．８９％（７０／１４３２），其中性染色体数目异常１６
例，Ｙ染色体结构异常５２例，性反转２例；常染色体结构异常１４７例，占染色体异常者总数的６７．７４％（１４７／２１７），
检出率１０．２７％（１４７／１４３２），其中平衡易位１１例，倒位２１例（９号倒位２０例），插入３例（未知来源的２例），染色
体多态性变异１１２例。结论　染色体异常是导致男性不育的重要原因，对男性不育患者常规进行细胞遗传学检
查很有必要。

关键词：男性不育；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５２１０２

　　不孕不育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一个日益严重的健康
问题，其中约有一半是男性不育导致［１］。据统计，大约

７％男性出现不育，也就是说，２０个男性中将至少有１
个人出现不育［２３］。在引起男性不育的诸多因素中，除

环境、药物及生活习惯等因素外，遗传变异是导致男性

不育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目前的检测手段还很有

限。有报道，男性不育中，染色体异常的发生率在

２％～２１％［４］。我们对１４３２例男性不育患者进行外周
血染色体核型分析，初步探讨染色体异常与男性不育

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８月到我
院生殖中心、生殖健康科就诊的男性不育患者共１４３２
例，年龄２０～５０岁，平均３６岁。
１２　研究方法　抽取患者外周静脉血进行淋巴细胞
培养，按常规方法制作染色体标本，Ｇ显带分析计数
２０个中期分裂相，分析５个细胞核型，对异常核型增
加分析数，根据人类细胞遗传学国际命名体制描述染

色体异常核型。

２　结　果
　　１４３２例患者中染色体正常者１２１５例，占总数的
８４．８５％；染色体异常患者２１７例，占总数的１５．１５％，
包括性染色体异常 ７０例，占染色体异常者总数的
３２．２６％，检出率 ４．８９％，其中性染色体数目异常 １６
例，Ｙ染色体结构异常５２例，性反转２例；常染色体结
构异常１４７例，检出率１０．２７％，占染色体异常者总数
的６７．７４％，其中平衡易位１１例，倒位２１例（９号倒位
２０例），插入３例（未知来源的２例），染色体多态性变
异１１２例，具体结果见表１和表２。

３　讨　论
　　男性不育的具体发生机制目前还未阐明。在导致

作者单位：５１１４４２广州市，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与遗传
病诊疗中心

通讯作者：傅文婷，Ｅｍａｉｌ：ｓｕｔｉｎｇ２００５＠１２６．ｃｏｍ

男性不育的众多因素中，遗传因素被认为是重要的原

因之一，而且绝大部分的遗传机制并未阐明清楚［１，４］。

表１　７０例男性不育患者性染色体异常核型结果

核型结果 例数 占性染色体异常数（％）

４６，ｘ，ｄｅｌ（Ｙ）（ｑ１？２） １ １．４３
４６，ｘ，－ｙ，＋？ｄｅｒ（ｙ） １ １．４３
ｍｏｓ４５，ｘ［３］／４６，ｘｙ［９７］ １ １．４３
ｍｏｓ４５，ｘ［１９］／４６，ｘ，ｙｑｈ－［８１］ １ １．４３
ｍｏｓ４７，ｘｘｙ［２］／４６，ｘｙ［９８］ １ １．４３
ｍｏｓ４７，ｘｙｙ，２１？ｐｓｔｋ＋［５］／４６，ｘｙ，２１？ｐｓｔｋ＋［９５］ １ １．４３
４７，ｘｙｙ，１６？ｑｈ＋ １ １．４３
４６，ｘｘ ２ ２．８６
４６，ｘ，ｉｎｖ（ｙ） ２ ２．８６
４７，ｘｘｙ １１ １５．７１
４６，ｘ，ｙｑｈ＋ １４ ２０．００
４６，ｘ，ｙｑｈ－ ３４ ４８．５７

表２　１４７例男性不育患者常染色体异常核型结果

类型 核型结果 例数 占常染色体异常数（％）

易位 ４６，ｘｙ，ｔ（３；１７）（ｐ２１；ｑ２３） １ ０．６８
４６，ｘｙ，ｔ（２；１１）（ｑ２１；ｐ１５） １ ０．６８
４６，ｘｙ，ｔ（１６；２２）（ｑ１２．１；ｑ１３．３），１？ｑｈ＋ １ ０．６８
４６，ｘｙ，ｔ（６；１２）（ｐ１２．３；ｑ２４．３） １ ０．６８
４６，ｘｙ，ｔ（５；８）（ｐ１３；ｐ２３） １ ０．６８
４６，ｘｙ，ｔ（１５；２２）（ｑ２１．２；ｑ１１．２） １ ０．６８
４６，ｘｙ，ｔ（１１；２２）（ｑ２３．３；ｑ１１．２） １ ０．６８
４６，ｘｙ，ｔ（１４；１７）（ｑ１３；ｑ２１） １ ０．６８
４５，ｘｙ，ｄｅｒ（２１；２２）（ｑ１０；ｑ１０），１？ｑｈ＋ １ ０．６８
４５，ｘｙ，ｄｅｒ（１４；１５）（ｑ１０；ｑ１０） １ ０．６８
４５，ｘｙ，ｄｅｒ（１５；２２）（ｑ１０；ｑ１０） １ ０．６８

插入 ４６，ｘｙ，ｉｎｓ（１４；？）（ｑ１１；？） １ ０．６８
４６，ｘｙ，ａｄｄ（２２）（ｐ１？２） １ ０．６８
４６，ｘｙ，ａｄｄ（７）（ｑ３６） １ ０．６８

倒位 ４６，ｘｙ，ｉｎｖ（５）（ｑ１５ｑ２３） １ ０．６８
４６，ｘｙ，ｉｎｖ（９）（ｐ１２ｑ２１） １ ０．６８
４６，ｘｙ，ｉｎｖ（９）（ｐ１１ｑ１３） ６ ４．０８
４６，ｘｙ，ｉｎｖ（９）（ｐ１１ｑ１２） １３ ８．８４

多态性 １１２ ７６．１９
总计 １４７ １００．００

本文中，异常核型数占总数的１５．１５％，异常核型中最
多的是常染色体的多态性变异，占总数的７．８２％，这
与张建明等［５６］的研究报道一致。染色体多态性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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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存在于正常人群，能够遗传给后代。近些年的研

究表明，这种多态性结构也是有遗传效应的，可能与不

育、流产甚至死胎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还存在争议。

本文中，性染色体异常占总数的４．８９％，其中性
反转２例。在性染色体异常中，以 Ｙ染色体的多态性
变异最多，占性染色体异常总数的６８．５７％，其中核型
４６，Ｘ，Ｙｑｈ＋者占 ２０．００％，核型 ４６，Ｘ，Ｙｑｈ－者占
４８．５７％。这种多态性变异本质上是由于Ｙｑ远侧端异
染色质的增加或者减少。有研究表明，Ｙ染色体长臂
异染色质区域 ＤＮＡ序列的过度重复，即 Ｙｑｈ＋，可能
产生剂量效应或微小变异，导致精子形成障碍，造成男

性不育［７］。而Ｙ染色体长臂异染色质区域 ＤＮＡ序列
的浓缩，即Ｙｑｈ－，可能造成某些与生精相关的基因的
缺失或者表达异常，也可导致精子形成障碍，这种情况

下有必要对Ｙｑｈ－的男性不育患者进行Ｙ染色体基因
微缺失的检测，如 ＡＺＦ区微缺失检测或者 ａｒｒａｙＣＧＨ
检查，帮助这种患者查找不育的原因［８９］。有报道，特

发性不育中无精子症和严重少精子症患者 Ｙ染色体
ＡＺＦ区微缺失发生率为１８％［１０］。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常染色体的其他异常，如易

位、倒位、插入等，也会引起男性不育，特别是平衡易位

和倒位，这些患者大多表型正常。究其原因，主要是因

为在形成配子的过程中遗传物质的不平衡所致，特别

是在精子形成过程中所需的各种基因的不平衡。就目

前辅助生殖水平而言，对于这部分患者即使进行辅助

生殖，其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综上所述，染色体异常是导致男性不育的重要原

因，常规进行染色体检查很有必要，也应当适时进行Ｙ
染色体微缺失的检查，这样可以帮助患者及时确诊和

合理治疗。

参考文献
［１］　孙玉琴．附属性腺感染的男性不育患者精浆锌与精浆果糖测定

［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０，８（１０）：１２６２１２６３．
［２］　ＣｓｉｌｌａＫｒａｕｓｚ，ＣｌａｕｄｉａＧｉａｃｈｉｎｉ，ＤｅｂｏｒａｈＬｏＧｉａｃｃｏ，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Ｒ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Ｘ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ｒｒａｙＣＧＨＤｅｔｅｃｔｓＮｅｗＣＮＶｓｉｎＩｎｆｅｒ
ｔｉｌｅＭａｌｅｓ［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２，７（１０）：１１３．

［３］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ＣＹＬｏ，ＤｕａｎｇｐｏｒｎＪａｍｓａｉ，ＡｎｎｅＥＯ’Ｃｏｎｎｏｒ，ｅｔａｌ．ＲＡＢＬｉｋｅ
２Ｈａｓａｎ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ＲｏｌｅｉｎＭａｌ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ＳｐｅｒｍＩｎｔｒａＦｌａｇｅｌｌａｒ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ａｎｄＴａｉ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Ｊ］．ＰＬＯＳＧＥＮＥＴＩＣ，２０１２，８（１０）：１１１．

［４］　江雨，王文博，郭奇伟，等．多重连接探针在无精子症和严重少精
子症患者ＡＺＦ微缺失检测中的应用［Ｊ］．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２，
１８（２）：１１５１２１．

［５］　高辉．３７４８例男性不育患者染色体核型分析［Ｊ］．中国优生与遗
传杂志，２０１２，２０（３）：３８３９．

［６］　张建明，龙海，王鹏程，等．８１５例少精无精症患者在不育中的细胞
遗传学分析［Ｊ／ＣＤ］．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２，６（１１）：
３０５９３０６１．

［７］　黄琴，明蕾，马宏莲．武汉地区４９７例少弱畸精子或无精子症患者
细胞遗传学分析［Ｊ］．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３４６．

［８］　姚妍怡，宋婕萍，王波，等．３６９例男性不育症患者的染色体核型分
析［Ｊ］．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２０１１，１９（９）：５８５９．

［９］　游红亮，张志红，王瑞雪，等．长春地区１２９６例不育男性染色体分
析［Ｊ］．中国妇幼保健杂志，２０１１，２６（９）：７０５７０７．

［１０］　谭建强，蔡稔．柳州地区５３０例男性不育患者细胞遗传学与分子
遗传学的分析［Ｊ］．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２０１２，２０（１）：１８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０８

（上接第１４１２页）
床总有效率为 ６３．０１％，显著高于单纯放疗组患者
（４７．８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虽然放化
疗结合组患者Ⅱ ～Ⅳ期不良反应较多，但均在患者耐
受范围内，经对症治疗及营养支持后均迅速缓解，未出

现严重不良事件。国内多位学者使用放化疗手法治疗

胃癌、食管癌等晚期癌症，有效率均在 ５０．０％ ～
９１．１％之间，与本实验结果基本一致［２３，５，１８］。综上所

述，３ＤＣＲＴ联合替吉奥胶囊放化疗可有效改善进展期
胃癌患者的临床疗效，减少不良反应，患者可耐受，值

得在临床广泛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１］　张红云，张国庆．替吉奥胶囊联合奥沙利铂治疗老年胃癌疗效观

察［Ｊ］．中国实用医刊，２０１３，４０（２１）：８４８５．
［２］　李胜业，戴安伟，李张艳，等．胃癌术后三维适形放疗联合替吉奥

胶囊治疗的毒性及近期疗效观察［Ｊ］．中国肿瘤，２０１２，２１（９）：
７０３７０５．

［３］　王建芳，孙彩萍，叶万立，等．三维适形放疗联合替吉奥口服化疗
治疗老年胃癌的临床观察［Ｊ］．浙江医学，２０１１，３３（５）：７４３７４５．

［４］　ＬｉｕＧＦ，ＢａｉｒＲＪ，ＢａｉｒＥ，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ｆｏｒ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ｆｏｌ
ｌｏｗｉｎｇ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４，９（１）：
ｅ８２６４２．

［５］　石保艳，吴金华．替吉奥治疗老年晚期胃癌的疗效［Ｊ］．医学信息，
２０１４，２７（３）：２８５２８５．

［６］　张晓峰，顾国强，邓泽林．替吉奥联合同步放疗治疗老年局部晚期
胃癌的临床观察［Ｊ］．现代诊断与治疗，２０１３，２４（３）：５０６５０７．

［７］　蒋雪超，贾立娟，崔洪霞，等．进展期胃癌术后三维适形放疗同步
紫杉醇＋替吉奥方案化疗的临床研究［Ｊ］．中国医师进修杂志，

２０１３，３６（１１）：１２１５．
［８］　汤钊猷．现代肿瘤学（第３版）［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０６８１０７０．
［９］　付禄，廖清平，龙晓彬，等．精确放疗联合替吉奥口服化疗在老年

局部晚期胃癌的疗效观察［Ｊ］．中国现代药物应用，２０１３，７（１３）：
５４５５．

［１０］　ＬｉＫ，ＤａｎＺ，ＮｉｅＹＱ．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ｉ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
ｅｓｉ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Ｗｏｒｌｄ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
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８）：５４２０５４２６．

［１１］　周学军，文静，吴方红，等．同步放疗联合替吉奥治疗老年局部晚
期胃癌的疗效分析［Ｊ］．实用肿瘤杂志，２０１３，２８（６）：６３６６３８．

［１２］　王培，高万勤，徐志宾．３８例局部中晚期胃癌三维适形放疗临床
观察［Ｊ］．河南医学研究，２０１０，１９（１）：８３８５．

［１３］　祝淑钗，许金蕊，刘志坤，等．三维技术放疗食管癌不同临床靶区
的初步研究［Ｊ］．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３（２）：１２７１３０．

［１４］　ＳｐｉｏｔｔｏＭＴ，ＷｅｉｃｈｓｅｌｂａｕｍＲ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３Ｄｃｏｎｆｒｏｍａｌｒａｄｉ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ｉｍｕｌｔａ
ｎｅｏｕ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ｂｏｏｓｔ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ｃａｎｃｅｒｓ［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４，９（４）：
ｅ９４４５６．

［１５］　赖琳，陈典．替吉奥胶囊与氟尿嘧啶胃癌术后同步放化疗不良反
应分析［Ｊ］．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１１，１５（１５）：９７９８，１０５．

［１６］　袁昕，童建东，殷旭东，等．替吉奥胶囊联合三维适形放疗治疗中
晚期食管癌的临床观察［Ｊ］．中华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１，１８（２０）：
１６４４１６４５，１６４８．

［１７］　张军，李林均，王亚萍，等．替吉奥联合奥沙利铂治疗晚期及复发
性胃癌的临床观察［Ｊ］．西部医学，２０１０，２２（１２）：２２２８２２３０．

［１８］　陈新建．替吉奥胶囊单药联合放疗治疗晚期胃癌的临床观察
［Ｊ］．大家健康（下旬版），２０１４，８（５）：１６６１６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３０

·２２５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１２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９



·全科临床研究·

思美泰治疗酒精性肝硬化及乙型病毒性肝硬化的
对比研究
黄晓平

摘要：目的　思美泰目前正逐步应用于治疗肝硬化前和肝硬化所致肝内胆汁郁积，然而其对酒精性肝硬化及乙
型病毒性肝硬化治疗疗效的报道较少，本研究旨在对比观察思美泰治疗酒精性肝硬化及乙型病毒性肝硬化的疗

效。方法　酒精性肝硬化及乙型病毒性肝硬化患者各１００例，在常规护肝治疗基础上接受思美泰片剂５００ｍｇ，２
次／ｄ，持续治疗４周，观察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的变化。结果　思美泰治疗酒精性肝硬化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８８％，明显高于乙型病毒性肝硬化患者（７３％），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酒精性肝硬化及乙
型病毒性肝硬化患者经思美泰治疗后，谷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γ谷氨酰基转移
酶（ＧＧＴ）及总胆红素（ＳＴＢ）水平与治疗前相比较，均出现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然而，思
美泰治疗后酒精性肝硬化患者的ＡＳＴ及ＡＬＴ水平明显低于乙型病毒性肝硬化患者（Ｐ＜０．０５）。结论　思美泰
治疗酒精性肝硬化及乙型病毒性肝硬化可明显改善患者的肝功能，其中酒精性肝硬化疗效更显著。

关键词：思美泰；酒精性肝硬化；乙型病毒性肝硬化；肝硬化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７５．２　Ｒ５１２．６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９１５２３０２

　　肝硬化是慢性肝病发展的晚期阶段，临床上主要
表现为肝功能减退和门静脉高压。目前，肝硬化的致

病因素较多，在我国以病毒性肝炎引起的肝硬化较为

多见，其中主要为乙型肝炎病毒，每年约有 ２．１％ ～
３．５％的乙型肝炎患者进展为肝硬化［１］。同时，近年来

酒精性肝硬化患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据报道，大约有

１０％～１５％的长期嗜酒者将导致酒精性肝硬化的形
成［２］。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通过对比观察酒精性肝

硬化及乙型病毒性肝硬化患者使用思美泰治疗前后的

肝功能变化，评估思美泰的疗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我院收治的酒精
性肝硬化及乙型病毒性肝硬化患者各１００例，其中酒
精性肝硬化患者均为男性，年龄 ４２～７５岁，平均
（５４．７±１２．９）岁，饮酒时间为 ６～５２年，平均饮酒
（２５．２±１０．４）年；乙型病毒性肝硬化患者包括男性７８
例，女性２２例，年龄３９～７２岁，平均（５８．４±１０．９）岁。
１２　诊断标准　乙型病毒性肝硬化患者中乙型肝炎
病毒的抗原抗体标记或ＤＮＡ检查均为阳性，影像学检
查示肝硬化改变，临床上有肝功能减退和门脉高压的

表现，并排除其它原因引起的肝硬化。酒精性肝硬化

诊断标准参考《酒精性肝病诊疗指南》［３］：患者有长期

大量饮酒史，每日摄入酒精量在 ＞８０ｇ，连续 ５年以
上，影像学检查示肝硬化改变，临床上有肝功能减退及

门脉高压的表现，无肝炎病史、肝炎病毒检测为阴性，

并排除其它原因引起的肝硬化。

１３　治疗方法　酒精性肝硬化及乙型病毒性肝硬化
患者在戒酒的基础上进行常规护肝治疗，同时口服思

美泰片，５００ｍｇ，每日２次，４周为一疗程。
１４　观察指标　检测思美泰治疗前１ｄ及思美泰治
疗１个疗程后第１天患者血中ＡＬＴ、ＡＳＴ、ＳＴＢ、ＧＧＴ的
水平；同时监测患者治疗期间的血常规、尿常规及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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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监测治疗期间密切观察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

的变化及可能的药物不良反应。

１５　疗效判定标准　显效：临床症状及体征明显改
善，ＡＬＴ、ＡＳＴ、ＳＴＢ、ＧＧＴ指标恢复正常。有效：临床症
状好转，ＡＬＴ、ＡＳＴ、ＳＴＢ、ＧＧＴ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无效：症状及体征无明显改善，ＡＬＴ、ＡＳＴ、ＳＴＢ、ＧＧＴ较
治疗前无明显下降。

１６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
统计学分析，样本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两样本均数
的比较采用ｔ检验，双侧 Ｐ＜０．０５定义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思美泰治疗酒精性肝硬化及乙型病毒性肝硬化
的疗效比较　所有患者在思美泰治疗期间均未出现明
显的不良反应，其中酒精性肝硬化患者经思美泰治疗

后显效、有效及无效例数分别为２０，６８，１２，总有效率
为８８％；乙型病毒性肝硬化经思美泰治疗后显效、有
效及无效例数分别为１５，５８，２７，有效率为７３％，２组进
行率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２６）。
２２　酒精性肝硬化及乙型病毒性肝硬化治疗前后肝
功能的检测　如表１所示，酒精性肝硬化患者经思美
泰治疗后肝功能的相关指标明显好转，其中治疗后

ＡＬＴ、ＡＳＴ、ＧＧＴ及 ＳＴＢ水平较治疗前均出现明显下
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同时，乙型病毒
性肝硬化患者经思美泰治疗后肝功能的相关指标也明

显好转，治疗后 ＡＬＴ、ＡＳＴ、ＧＧＴ及 ＳＴＢ水平较治疗前
均出现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
表２。此外，经思美泰治疗后酒精性肝硬化患者的
ＡＬＴ水平为（３５．１±６．２）Ｕ／Ｌ，明显低于乙型病毒性肝
硬化患者（４６．５±９．１）Ｕ／Ｌ，ＡＳＴ水平为（３７．７±８．３）
Ｕ／Ｌ，也明显低于乙型病毒性肝硬化患者（４８．２±
１３．５）Ｕ／Ｌ，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肝硬化（ｌｉｖｅｒ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进行性
肝病，病理上以肝脏弥漫性纤维化、再生结节和假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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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为主要特征，一旦肝硬化患者出现并发症，其病死

率将明显升高。目前，肝硬化尚无治疗的特效药，肝移

植是肝硬化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然而，由于经济

条件、供体以及移植后的排斥反应等问题，使得肝移植

的应用较为局限。

表１　酒精性肝硬化患者经思美泰治疗前后肝功能的变化

类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Ｐ值

ＡＬＴ（Ｕ／Ｌ） ６２．５±９．８ ３５．１±６．２ ＜０．０００１
ＡＳＴ（Ｕ／Ｌ） ９９．２±１０．２ ３７．７±８．３ ＜０．０００１
ＧＧＴ（Ｕ／Ｌ） １２８．３±１２．６ ６９．６±１１．２ ＜０．０００１
ＳＴＢ（μｍｏｌ／Ｌ） ５１．４±５．３ ２９．４±５．６ ＜０．０００１

表２　乙型病毒性肝硬化患者经思美泰治疗前后肝功能的变化

类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Ｐ值

ＡＬＴ（Ｕ／Ｌ） ８２．７±１２．８ ４６．５±９．１ ＜０．０００１
ＡＳＴ（Ｕ／Ｌ） ９２．９±１１．４ ４８．２±１３．５ ＜０．０００１
ＧＧＴ（Ｕ／Ｌ） ８１．４±１２．４ ６５．６±１１．６ ＜０．０００１
ＳＴＢ（μｍｏｌ／Ｌ） ５３．２±６．８ ３０．２±５．３ ＜０．０００１

　　思美泰（腺苷蛋氨酸）是由蛋氨酸和三磷酸腺酐
作用产生的化合物，其甲基化作用可灭活雌激素的代

谢物，能有效防止由于雌激素分泌旺盛引起的胆汁淤

积。同时，思美泰亦能有效增强肝脏对胆汁酸的解毒

能力。研究表明长期饮酒对肝细胞有严重的毒性，使

得谷胱甘肽的合成受抑制，自由基的清除功能减退，进

而影响蛋白合成等，同时也可促进肝细胞的变性、坏死

和炎症细胞浸润，导致酒精性肝硬化的形成；而酒精性

肝炎可能导致肝脏对腺苷蛋氨酸的合成减少，使得腺

苷蛋氨酸的甲基化和转硫化障碍，引起肝脏解毒能力

的减弱［４５］。此外，研究表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大量

肝细胞的受损，也可能引起腺苷蛋氨酸的相对缺

乏［６７］。为此，思美泰的治疗能有效地通过补充外源性

腺苷蛋氨酸，进而阻止肝细胞的继续破坏，促使患者的

黄疸消退和肝功能的恢复。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观察思美泰治疗一疗程前

后患者的肝功能的改变，发现思美泰能有效地治疗酒

精性肝硬化和乙型病毒性肝硬化，其中对酒精性肝硬

化患者的有效率达到８８％，对乙型病毒性肝硬化患者
的治疗有效率达７３％。治疗前后酒精性肝硬化和乙
型病毒性肝硬化患者的ＡＬＴ、ＡＳＴ、ＧＧＴ及ＳＴＢ水平均
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提示思美泰能有效地改善肝功能，

这可能与口服思美泰增加了外源性腺苷蛋氨酸的摄入

有关；腺苷蛋氨酸的摄入有助于肝组织细胞的修复及

再生，进而有效抑制肝细胞的破坏。然而，治疗后酒精

性肝硬化患者的 ＡＬＴ及 ＡＳＴ水平明显低于乙型病毒
性肝硬化患者，这表明酒精性肝硬化患者对思美泰治

疗更敏感，为此思美泰可能更有利于酒精性肝硬化的

治疗。此外，贺延新等［８］研究也表明思美泰能有效治

疗酒精性肝硬化，并具有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也有研

究表明思美泰能有效治疗黄疸型病毒性肝炎患

者［９１０］。陈云飞等［１１］研究表明思美泰联合中药治疗

可明显改善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的生存质量。为此，结

合相关文献及本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思美泰能有效地

治疗酒精性肝硬化及乙型病毒性肝硬化患者，值得在

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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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器械的限制以及患者个体的差异性，使腔镜手术

往往不能成功完成。此时如盲目坚持腔镜手术可能引

起严重的并发症，必须中转改开放手术。因此手术室

护士必须从围手术期的各个环节入手，充分准备，密切

配合，保证患者的手术安全，提高手术护理质量，为患

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参考文献
［１］　刘萍．减少手术室腔镜损坏的管理方法及效果［Ｊ］．护理研究，

２０１１，２５（１８）：１６８０１６８０．
［２］　童维英，孙群峰，陈艳．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急性出血的紧急处理配

合［Ｊ］．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０７，２２（１９）：１８１６１８１７．
［３］　张小英，申晨．腔镜手术中转开放的护理管理［Ｊ］．井冈山医专学

报，２００９，１６（３）：８２，８５．

［４］　张健．宫腹腔镜联合手术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Ｊ］．中国实用护
理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７）：４５４６．

［５］　陈世妮．护理缺陷登记本的设计与应用［Ｊ］．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１０，
２５（５）：４０９

［６］　寇静．电视官腔镜手术１０６例的手术配合及护理［Ｊ］．中国误诊学
杂志，２０１２，１２（１）：２３９２４０．

［７］　付会波．专科护士在腔镜手术的合理配合与器械维护［Ｊ］．中国伤
残医学，２０１３，２１（６）：３８３３８４．

［８］　韦懿珊．探讨提高腔镜手术器械准备准确率的方法［Ｊ］．吉林医
学，２０１３，３４（４）：７４８７４９．

［９］　方有花．细节管理提高腔镜手术护理配合质量的效果［Ｊ］．解放军
护理杂志，２０１１，２８（６）：６７６８．

［１０］　李金萍，张学贞．手术室腔镜器械的安全规范管理探讨［Ｊ］．河北
联合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１，１３（６）：８３５８３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１５

·４２５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９月第１２卷第９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９



·全科临床研究·

临床药师参与药物治疗的分析和体会
陈艳

摘要：目的　通过临床药师参与患者的诊疗过程，探讨临床药师在临床治疗中的作用，促进药物的合理应用。方
法　以一例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患者为例，临床药师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细菌的耐药特点、抗菌药物的
作用特点，协助临床医师制定抗感染治疗的方案，实施药学监护，并对该病例进行分析和干预。结果　耐药的铜
绿假单胞菌是肺部感染常见的定值菌和病原菌，因此针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感染，建议采用联合治疗，目前常用的

给药方案为β内酰胺类联合氨基苷类。含舒巴坦的复方制剂对 ＭＤＲ或 ＰＤＲ铜绿假单胞菌仍有较好的抑菌效
果。此例患者的临床医师开始未采纳临床药师建议，通过临床药师的不断地建议后，同意更换治疗药物为头孢哌

酮舒巴坦，最终获得满意的效果，从而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性、有效性。结论　临床药师对患者治疗开展药学监
护是很有必要，必须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发挥自身优势。如何和医生沟通建议，一起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

案，也是临床药师需要面对去解决的问题。这样抗菌药物才能得到有效、安全的利用，同时减少并发症及药物不

良反应的发生，提高临床药物治疗水平，也体现了临床药师在临床合理用药中的作用。

关键词：临床药师；铜绿假单胞菌；药物治疗；细菌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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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绿假单胞菌，又称绿脓杆菌，常在机体免疫功能
下降后继发感染，是临床常见的条件致病菌。该细菌

有着复杂的耐药机制，对许多抗菌药物都有耐药性，治

疗上较为困难。其耐药路径主要为生物保护膜的产

生，膜屏障的排出，蛋白结构以及菌体功能的改变，能

将抗菌药物的作用避开，在机体中产生修饰酶或者灭

活酶［１］。本文就临床药师参与的１例住院患者的诊疗
过程，根据细菌特点及患者的病情变化，协助临床医师

制定治疗方案，探讨临床药师在患者药物治疗中的作

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史概况　患者，男性，年龄７０岁，系反应迟钝、
嗜睡、发热１月余，加重２ｄ入院。患者１个月前，因
“反复发作性抽搐”在外院 ＩＣＵ住院救治，给予气管插
管、止惊等治疗，病情平稳后，转入神经内科治疗，期间

反复发热，曾使用“美罗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莫

西林克拉维酸钾、头孢噻肟”等多种抗菌药物。近２ｄ
来，患者再次出现发热（体温最高达 ３８．５℃）、打喷
嚏、咳嗽、咳白色粘液痰，大便次数增多，无脓胨状物，

无大便带血，反应迟钝、嗜睡。无意识丧失、肢体抽搐、

尿便失禁，无心慌胸闷，既往有“糖尿病、继发性癫痫”

病史，有车祸史，曾行头部手术史。患者既往无吸烟史

及饮酒史，否认家族遗传病史，无食物及药物过敏史。

入院时查体：体温４０．１℃，白细胞１３．０４×１０９／Ｌ，
红细胞２．１１×１０１２／Ｌ，血红蛋白６７ｇ／Ｌ，中性粒细胞百
分比８２．５％。双肺呼吸音粗，两肺闻及痰鸣音，反应
迟钝、嗜睡。

１２　治疗经过及用药干预　患者１月１日入院后予
阿奇霉素（０．５ｇ＋５％ ＧＳ２５０ｍｌ）抗感染治疗，痰热清
（２０ｍｌ＋ＮＳ２５０ｍｌ）联合溴己新１６ｍｇ３次／ｄ，清热解
毒化痰对症处理。并积极送检标本培养，查找病原菌。

１月４日，患者 Ｔ３７．５℃，临床药师建议停用阿奇

作者单位：２４１０００安徽省芜湖市，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药
剂科

霉素，改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２．４ｇ，每８ｈ一次，医
师遂改为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３．６ｇ，每１２ｈ一次。１
月７日，Ｔ（体温）３８．０℃，药师认为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钾用法用量上欠妥，可改为 ２．４ｇ，每 ８ｈ一次，未采
纳。１月１０日咽拭子找霉菌孢子（－），下午患者体温
上升到３８．２℃，值班医师停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
换用头孢噻肟２．０ｇ，２次／ｄ。１月１１日仍有咳嗽，痰
液不能咳出，体温３７．０℃，今日拭子培养为耐药的铜
绿假单胞菌，仅对环丙沙星，妥布霉素，及多粘菌素敏

感。药师建议：患者有继发性癫痫病史，针对多重耐药

的铜绿假单胞菌，建议停用头孢噻肟，联合抗感染治

疗，可使用头孢哌酮舒巴坦２．０ｇ，每８ｈ一次，加用阿
米卡星０．４ｇ，１次／ｄ。后医师加用阿米卡星０．４ｇ，１
次／ｄ，但未换用头孢哌酮舒巴坦。１月１２日，较入院
时咳痰症状好转停用痰热清，单一使用溴己新。１月
１３日，Ｔ３７．８℃，ＷＢＣ（白细胞）１０．８７×１０９／Ｌ，
ＮＥＵＴ％（中性粒细胞比例）７３％，积极送检标本，查找
细菌及真菌，复查胸部 ＣＴ。１月１５日患者体温仍偏
高，达３８．３℃，考虑患者长期卧床，体温持续偏高，并
伴有慢性基础疾病，有ＩＣＵ住院史，长期使用广谱抗菌
药物，目前积极抗菌药物治疗无效，今停头孢噻肟，加

用氟康唑０．２ｇ，１次／ｄ。１月１６日，体温３７．５℃，胸
部ＣＴ左肺下叶炎症改变，左侧胸腔积液。１月１８日
血常规：白细胞１２．２５×１０９／Ｌ，血红蛋白７４ｇ／Ｌ，中性
粒细胞百分比７１．３％。１月１９日痰培养：耐药铜绿假
单胞菌，仅对环丙沙星，诺氟沙星敏感，对舒普深中度

敏感。药师建议可停用氟康唑，医师采纳。针对患者

的耐药菌情况，复查血常规，送检标本，目前单一使用

丁胺卡那，效果差，应联合用药，未予采纳。１月２４日
患者目前仍有低热，在使用丁卡０．４ｇ，１次／ｄ的基础
上，于今日加用舒普深２．０ｇ，每８ｈ一次。药师建议
若感染控制不佳，可再联合阿奇霉素０．５ｇ，１次／ｄ，３ｄ
后阿奇霉素改为０．５ｇ，隔日一次。１月２７日体温３６．７
℃，血常规 ＷＢＣ８．５９×１０９／Ｌ，ＮＥＵＴ％ ６９．９％。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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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患者感染得到控制，出院。

２　结　果
２１　抗感染方案的制定与调整
２１１　初始抗菌药物的选择　本例患者为 ７０岁男
性，入院前出现发热、咳嗽、咳白色痰，血常规示白细胞

总数升高大于１万，入院时有发热、咳嗽咳痰症状，双
肺呼吸音粗，可闻及痰鸣音，诊断考虑支气管肺炎，对

于这样的老年患者，首先考虑常见的致病菌引起的肺

炎如肺炎链球菌、肺炎支原体和衣原体等。

阿奇霉素是新型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对革兰阳

性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链球菌等有抑制

作用；对部分革兰阴性菌如流感嗜血杆菌、嗜军团菌和

部分厌氧菌等也有抑制作用，此外对非典型病原体也

有良好的抑制作用。但患者有肺部的基础疾病，亦有

可为革兰阴性菌、金葡菌等，因此选用阿奇霉素效果欠

佳。

２１２　抗感染治疗方案的调整　该患者入院后使用
多种抗菌药物效果不佳，需考虑存在耐药菌的可能。

患者在外院 ＩＣＵ住院治疗期间反复使用多种抗菌药
物，近９０ｄ内接受抗菌药物治疗，入住ＩＣＵ时间≥５ｄ，
近９０ｄ内住院时间≥２ｄ，尤其既往接受头孢菌素治
疗，是产生超广谱β内酰胺酶（ＥＳＢＬＳ）菌感染的高危
因素［２］。

在全球，屎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

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及肠杆菌（称之为

“ＥＳＫＡＰＥ”）的耐药问题已成为感染性疾病患者发病
及死亡的重要原因［３］。

本例患者２次病原学的检测均为耐药的铜绿假单
胞菌，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是肺部感染常见的定值菌

和病原菌。尚旭明等［４］报道氨基苷类抗菌药物中阿米

卡星的耐药率最低，同时碳青霉烯类是目前治疗铜绿

假单胞菌引起严重感染的最常用药物。

因此针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感染，建议采用联合治

疗，目前常用的给药方案为 β内酰胺类联合氨基苷
类。目前国内外临床研究表明，含舒巴坦的复方制剂

对ＭＤＲ或ＰＤＲ铜绿假单胞菌仍有较好的抑菌效果，
即使是在体外药敏试验中介、耐药的情形下，对一部分

患者仍然有效［５］。

患者停用阿奇霉素后换用的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

为阿莫西林与 β内酰胺酶抑制剂克拉维酸钾组成的
复方广谱抗生素。因克拉维酸保护阿莫西林不被 β
内酰胺酶灭活，从而提高了阿莫西林抗产酶耐药菌的

作用，对某些产 β内酰胺酶的肠杆菌属、流感嗜血杆
菌等也有较好的抗菌活性。但对高度耐药的铜绿假单

胞菌无抗菌活性。因此感染症状未得到很好的控制。

而临床药师针对药敏结果及本院的抗菌药物品

种，建议的头孢哌酮舒巴坦，组分之一的头孢哌酮，系

第三代头孢菌素，主要通过抑制细菌细胞壁的合成起

杀菌作用，本药另一组分舒巴坦，系 β内酰胺酶抑制
药，对耐药菌株产生的 β内酰胺酶具有不可逆的抑制
作用，可保护头孢哌酮不受 β内酰胺酶水解，对头孢
哌酮具有明显的增效作用，不但对部分耐药阴性杆菌

有明显的抗菌作用，对敏感菌的抗菌活性也增强。有

医院调查显示５年间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
的耐药率最低，均低于３０％［６］。与之联合的阿米卡星

为半合成的氨基苷类，对大部分氨基苷类钝化酶稳定，

对铜绿假单胞菌具有高效，而且与其他抗生素无交叉

耐药性。

２２　用药合理性的欠缺之处
２２１　病原学标本的留取　抗感染治疗的关键在于
明确病原体，应尽可能在抗菌药物使用之前留取标本。

目前，痰液是最常见的病原学标本，但却因多种原因受

到限制，例如，患者往往在入院第２天清晨留取，并未
在使用抗菌药物之前留取；咳出的痰液并未漱口采集；

患者痰液咳不出；送检标本不及时，容易造成污染等。

医院应根据自身情况加强各环节的管理，为临床合理

使用抗菌药物提供支持［７］。

２２２　抗菌药物的使用时间较长　患者入院后一直
使用抗菌药物，该位患者使用阿米卡星长达２０余天，
如有条件应进行血药浓度的监测，也可避免不良反应

率的上升。

３　小结与体会
　　作为一名临床药师，深入临床参与查房是药学服
务的主要内容。查房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又是一个

主动融入治疗团队的过程［８］。不仅要提升自身的业务

水平，还应当有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临床药师只有

真正的融入临床，和临床医师建立良好的沟通交流，同

时培养自身的临床思维，积累经验，才能真正地服务临

床，发挥临床药师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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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临床·

２０１１年蚌埠地区２５０例抗肿瘤药不良反应分析
张浩，邢蓉，许健

摘要：目的　了解２０１１年蚌埠地区抗肿瘤药所致不良反应（英文简称ＡＤＲ）的发生情况，总结抗肿瘤药发生不良
反应规律，指导临床安全

!

合理用药，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方法　利用 ＡＤＲ监测网络，对蚌埠地区２０１１全年
度上报的２５０例抗肿瘤药品的ＡＤＲ报告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进行分析、总结。结果　年龄大于６０岁的老年患
者为较易发生不良反应人群；其例数为１２８例，所占比例为５１．２０％，４０～４９岁和５０～５９岁比例相当，分别占
１８．８０％和１９．６０％，本次研究中小于１８岁的人群中暂没有ＡＤＲ病例的上报；男性患者使用抗肿瘤药发生不良反
应的数量多于女性患者（１４８∶１０２）。抗肿瘤药的 ＡＤＲ表现：发生消化系统反应的患者数量最多为１３７例（占
５１．８９％），主要表现为恶心

!

呕吐；其次为皮肤系统４７例（占１７．８０％），主要表现为皮疹
!

瘙痒。有其他系统

（主要为血液系统）反应的患者数量也较多４４例（占１６．６７％），主要表现为骨髓抑制。一般 ＡＤＲ主要发生于用
药后的１ｄ；蚌埠市区几家大型医院的抗肿瘤药物的品种数明显多于基层医疗单位；在六类抗肿瘤药物中，监测到
以其他类抗肿瘤药发生的ＡＤＲ发生例数最多，其中主要为铂类抗肿瘤药。结论　各级医疗机构应继续加强抗肿
瘤药ＡＤＲ的监测工作，以减少抗肿瘤药的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临床合理应用抗肿瘤药提供参考，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部分厂家抗肿瘤药药物说明书中标明的不良反应不全面，应及时跟踪更新，以提高药品使用的安全性。

关键词：抗肿瘤药；不良反应；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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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等原因，肿瘤的发病率迅速
攀升。肿瘤已经成为我国的高死病种之一［１］，其预后

高度依赖于有效的治疗和管理［２］，与此同时，抗肿瘤药

的应用也在随之增加。抗肿瘤药在抑制或杀伤肿瘤细

胞的同时，对正常的细胞
!

组织也会不可避免的产生

损害，因而抗肿瘤药物比一般药物更容易引起不良反

应，且发病率高［３］，程度严重［４］，因此，如何更加安全、

合理的应用抗肿瘤药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是需要关

注的问题。本文以分析蚌埠地区２０１１年抗肿瘤药的
ＡＤＲ情况，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利用ＡＤＲ监测网络，对２０１１年蚌埠地区上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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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例抗肿瘤药ＡＤＲ报告进行统计，采用回顾性分析
方法进行总结。

２　结　果
２１　ＡＤＲ患者的性年龄分布与性别　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发生 ＡＤＲ的例数最多，为 １２８例，所占比例为
５１．２０％；４０～４９岁和５０～５９岁发生 ＡＤＲ的比例相
当，各占 １８．８０％和 １９．６０％；１８岁以下患者中没有
ＡＤＲ病例的发生。研究组中发现发生 ＡＤＲ的男性患
者数量多于女性患者（１４８∶１０２）。
２２　ＡＤＲ所涉及器官或系统及其临床表现　在２５０
例抗肿瘤药所致的ＡＤＲ报告中，发生消化系统反应的
患者数量最多为１３７例（占５１．８９％），主要表现为恶
心

!

呕吐；其次为皮肤系统４７例（占１７．８０％），主要
表现为皮疹

!

瘙痒。有其他系统（主要为血液系统）

反应的患者数量也较多，为４４例（占１６．６７％），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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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骨髓抑制；涉及神经系统的头痛、头晕有１４例
（占５．３％），用药中发生心慌、心悸的患者数为１２例
（占４．５５％）。
２３　发生 ＡＤＲ患者的病史情况　所上报的 ２５０例
ＡＤＲ报告中，可以清晰鉴别出病史的患者（不详的除
外）有既往史的８４人，无既往史的１３７人；除家族史不
详的５９人外，其余患者均无家族史。
２４　ＡＤＲ的发生时间　按 ＡＤＲ的严重程度把 ＡＤＲ
报告分为一般ＡＤＲ和严重 ＡＤＲ，其中一般 ＡＤＲ主要
发生在用药１ｄ以后，没有严重 ＡＤＲ病例上报，具体
见表１。

表１　ＡＤＲ的发生时间分布情况

ＡＤＲ发生时间 一般ＡＤＲ例数 严重ＡＤＲ例数 总ＡＤＲ例数

用药过程中 ８４ ０ ８４
用药后当天 ２８ ０ ２８
用药１ｄ １３８ ０ １３８
合计 ２５０ ０ ２５０

２５　发生ＡＤＲ的各医疗单位的抗肿瘤药物品种数与
药物品种总数分布情况　由表２可知，蚌埠地区抗肿
瘤药物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市区的几家大型医院，基层

医院使用的较少，市区几家大型医院１年中发生 ＡＤＲ

的病例数（所有药物，包括抗肿瘤药物）明显低于基层

医疗单位。

表２　发生ＡＤＲ的各医疗单位的抗肿瘤药物品种数与
药物品种总数的分布

单位
所有药物

品种数（个） 病例数（例）

抗肿瘤药物

品种数（个） 病例数（例）

蚌医一附院 １９３ ６２１ １７ ６１
蚌埠三院 ３４８ ９１２ ３５ １８４
市区其他医院 ２８６ ５４５ １ １
五河县 ３６５ ８２１ １ ２
固镇县 ３６７ ６７２ ２ ２
怀远县 ４０９ １２０６ ０ ０

２６　各类抗肿瘤药在各医疗机构的分布　六大类抗
肿瘤药物中，其他类抗肿瘤药引发的 ＡＤＲ数量最多，
其中最主要的是铂类抗肿瘤药（奥沙利铂、顺铂、卡铂、

奈达铂共５１例），主要分布在蚌埠三院（８２例）和蚌医
一附院（３３例）；植物来源的抗肿瘤药及其衍生物共引
起不良反应４５例，其中主要为多西他赛（２２例）和紫
杉醇（９例），也主要分布在蚌埠三院和蚌医一附院，具
体分布情况如表３所示。

表３　各类抗肿瘤药在各个医疗机构的分布及其涉及药品和例数（例）

抗肿瘤药物类别
蚌医

一附院

蚌埠

三院

市区

其他医院
五河县 固镇县 怀远县 总例数

该类抗肿瘤药物

占总例数百分比（％）
涉及药品及例数

烷化剂 １ 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２ ４．８０ 环磷酰胺１２

抗代谢药 ６ ３５ ０ ０ ０ ０ ４１ １６．４０
阿糖胞苷２０，氟尿嘧啶５，吉西他滨１，甲氨蝶呤３，卡
培他滨３，替吉奥３，替加氟６

抗肿瘤抗生素 １１ １３ １ ０ ０ ０ ２５ １０．００
阿柔比星１，吡柔比星７，表柔比星６，多柔比星２，放
线菌素Ｄ２，柔红霉素７

植物来源抗肿瘤

药及其衍生物
１０ ３５ ０ ０ ０ ０ ４５ １８．００

长春瑞滨５，长春新碱６，多西他赛２２，高三尖杉２，伊
立替康１，紫杉醇９

抗肿瘤激素类 ０ ８ ０ ０ ０ ０ ８ ３．２０ 替尼泊苷２，依托泊苷６

其他抗肿瘤药 ３３ ８２ ０ ２ ２ ０ １１９ ４７．６０

奥沙利铂３１，斑蝥Ｂ６３，斑蝥酸钠３，薄芝糖肽１，蟾
酥９，达卡巴嗪１，华蟾素２０，吉非替尼１，卡铂２，康
艾５，门冬酰胺４，米托蒽醌１１，奈达铂２，顺铂１５，索
拉菲尼２，香菇多糖３，鸦胆子油３，伊达比星３

３　讨　论
３１　ＡＤＲ患者的年龄分布与性别　上报的 ２５０例
ＡＤＲ报告中，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占５１．２％，这可能与
老年人体弱

!

生理功能减退有关，这直接影响到药物

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从而更易发生ＡＤＲ，
有研究表明老年人较其他年龄段的患者一般有更多的

合并疾病，从而使用更多的药品，而合并药品使用的越

多其ＡＤＲ的发生率就越高［５］。４０～４９岁和５０～５９岁
比例相当，各占１８．８０％和１９．６０％，也占有很大比例，
这可能与近年来肿瘤发病的年轻化有关。国外甚至有

文献报道儿童也有可能发生抗肿瘤药的ＡＤＲ［６］。男性
患者的数量多于女性患者，这与有关文献关于药源性

疾病性别分布的一般规律不相符合［７］，可能是由于样

本量较少存在抽样误差。

３２　ＡＤＲ涉及的器官或系统及其主要临床表现　２５０
例抗肿瘤药所致的ＡＤＲ报告中，有消化系统反应的患
者数量最多（１３７例，５１．８９％），主要表现为恶心

!

呕

吐，但其病情一般较轻，停药或者是给予止吐药后，症

状很快减轻消失。其次为皮肤系统的损害，临床表现

为皮疹
!

瘙痒等。有其他系统（主要为血液系统）反应

的患者数量也较多，主要表现为骨髓抑制。除长春新

碱和博莱霉素外［８］，绝大多数抗肿瘤药，都会导致不同

程度的骨髓抑制。

３３　ＡＤＲ的发生时间　按 ＡＤＲ的严重程度把 ＡＤＲ
报告分为一般 ＡＤＲ和严重 ＡＤＲ，其中一般 ＡＤＲ主要
发生在用药１ｄ以后，若患者出院后抗肿瘤药的 ＡＤＲ
才显现或是门诊化疗患者发生 ＡＤＲ时不能及时上报，
这就给ＡＤＲ的监测工作带来不便，例如蒽环类抗肿瘤
药所致的慢性心肌损伤就多出现于应用蒽环类药物数

周或１年内发生［９］。ＡＤＲ监测网络中暂没有严重
ＡＤＲ病例上报。
３４　发生ＡＤＲ的各医疗单位的抗肿瘤药物品种数与
药物品种总数分布情况　蚌埠地区抗肿瘤药物的使用
主要集中在市区的几家大型医院，基层医院使用的较

少，优良医疗资源集中于城市大型医院，基层医院对于

肿瘤患者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肿瘤患（下转第１５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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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临床·

解郁丸联合疏肝解郁胶囊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研究
宋昊，陈永新，黄素培，马建东

摘要：目的　探讨解郁丸联合疏肝解郁胶囊治疗抑郁症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将１１６例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５８例。对照组给予帕罗西汀治疗；观察组给予解郁丸和疏肝解郁胶囊治疗。疗程为６周。
观察并比较２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Ｄ）评分、临床疗效总评量表（ＣＧＩＳＩ）、抑郁自评量表
（ＳＤＳ）评分及副反应量表（ＴＥＳＳ）评分。结果　观察组的治愈率和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０．０１）；
２组患者治疗后的 ＨＡＭＤ、ＣＧＩＳＩ及 ＳＤＳ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或 ０．０１），且观察组治疗 ２周后的
ＨＡＭＤ、ＣＧＩＳＩ及ＳＤＳ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的不良反应数及 ＴＥＳＳ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或０．０１）。结论　解郁丸联合疏肝解郁胶囊治疗抑郁症的临床效果显著，不良反应少，同时能改善患
者睡眠质量。

关键词：疏肝解郁胶囊；解郁丸；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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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ＳＳ）ｒａｔｉｎｇ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ｏｒ０．０１）；ＨＡＭＤａｎｄＣＧＩＳＩ，ａｎｄＳＤＳｓｃｏｒｅ
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ｏｒ０．０１），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ｆｔｅｒ２ｗｅｅｋ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ＴＥＳＳ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ｏｒ０．０１）．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ＪｉｅｙｕＰｉｌ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ｈｕＧａｎＪｉｅＹｕｃａｐｓｕｌｅｆｏ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ａｎｄｗｉｔｈ
ｆｅｗｅｒ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ｌｅｅｐｃａｎ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ｈｕＧａｎＪｉｅＹｕｃａｐｓｕｌｅ；ＪｉｅｙｕＰｉｌ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抑郁症是以显著而持久的情感或心境改变为主要
特征的情感性精神障碍性疾病 ［１］。随着生活节奏的

不断加快以及社会竞争和压力的增加，其发病率呈增

长趋势。药物治疗是其临床上主要的治疗方法，传统

抗抑郁药效果明显，但长期服用副反应较大，依从性

差，而新型抗抑郁药价格较为昂贵［２］。近年来，中药治

疗抗抑郁症越来越被患者及医生所认可［３］。疏肝解郁

胶囊是由贯叶金丝桃、刺五加组成治疗抑郁症的中成

药，广泛应用于治疗中度单相抑郁属肝郁脾虚者，且不

良反应少［４］，解郁丸是由柴胡、当归、白芍、合欢、小麦、

大枣等１０味药物组成中成药，临床应用表明其对抑郁
症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不良反应少，且依从性好［５］。

本研究对我院收治的５８例抑郁症患者采用解郁丸联
合疏肝解郁胶囊治疗，取得满意效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９月医院
住院或门诊收治的１１６例抑郁症患者，均符合全国精

作者单位：４５３００２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药
剂科（宋昊，陈永新，黄素培）；心理咨询中心（马建

东）

通讯作者：马建东，Ｅｍａｉｌ：２９０５９１５０６＠ｑｑ．ｃｏｍ

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３版）（ＣＣＭＤ３）抑郁
症诊断标准。采用随机单盲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５８例。其中对照组男性３０例，女性２８例，年
龄４３～５４岁，平均年龄（４８．８７±５．６２）岁，病程１～９
年，平均病程（２．９６±０．７３）年，本次发作病期（０．８９±
０．５２）年，发作次数（１．９３±０．９１）次，ＨＡＭＤ１７评分
（２６．８９±４．５６）分；对照组男性２９例，女性２９例，年龄
４５～５７岁，平均年龄（５０．１９±７．４４）岁，病程２～９年，
平均病程（２．７５±０．８１）年，本次发作病期（０．９７±
０．４５）年，发作次数（２．１０±１．１２）次，ＨＡＭＤ１７评分
（２６．５６±４．２２）分。２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以及
病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入
选患者均在入组前２周内未使用其他抗抑郁药，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纳入标准　纳入标准：①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ＨＡＭＤ１７）总分≥１８分；②中医辨证：主症精神抑郁，
症见善悲易哭或急躁易怒、胸胁胀痛或满闷、头痛眩

晕、迟滞、入睡困难、少寐多梦、心悸纳呆、腰膝酸软、疲

乏无力、舌质淡或红、舌苔黄腻或白腻、脉弦或兼细、

数、滑等。

排除标准：①心肺肝肾等严重躯体疾病者；②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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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抑郁症及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患者；③神志不清、失
语、痴呆等器质性疾病者；④不遵守试验方案服药者以
及无人监护者；⑤严重药物过敏史、哺乳期、妊娠者；⑥
心电图检查或化验室检查结果异常者。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盐酸帕罗西汀片（赛乐
特，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批号：１２０４０５２４）初始
剂量１０ｍｇ，１次／ｄ，３ｄ后加至２０ｍｇ／ｄ，以后根据病情
变化及药物耐受性情况加至个体化治疗剂量（最高剂

量为４０ｍｇ／ｄ），平均日剂量（１９．５±６．８）ｍｇ／ｄ，疗程为
６周。

观察组给予疏肝解郁胶囊（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０９０７２９），１次３粒，２次／ｄ，并同
时给予解郁丸（河南康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２００９０８１３），１次４ｇ，３次／ｄ，疗程为６周。
１４　观察项目　所有患者均于治疗前和治疗后１周、
２周、４周、６周进行临床疗效、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ＨＡＭＤ）评分判定疗效、临床疗效总评量表（ＣＧＩＳＩ）、
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评分及副反应量表（ＴＥＳＳ）评分。
１５　疗效评价标准　根据 ＨＡＤＭ评分和临床症状改
善程度制定疗效评定标准。痊愈：ＨＡＭＤ减分率≥
７５％，临床症状消失；显效：ＨＡＭＤ减分率≥５０％，临床

症状明显改善；有效：ＨＡＭＤ减分率≥２５％，临床症状
部分改善；无效：ＨＡＭＤ减分率 ＜２５％，临床症状大部
分无缓解。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分析
所得数据，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进行 ｔ检验；计数
资料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临床疗效比较　由表１可看出，观察组的治愈率
和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无效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表１　２组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５８ ３２（５５．１７） ８（１３．７９） ４（６．９０） １４（２４．１４） ４４（７５．８６）
观察组 ５８ ４０（６８．９７）ａ ９（１５．５２） ３（５．１７） ６（１０．３４）ａ ５２（８９．６６）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对照组给予帕罗西汀治疗；观察组
给予解郁丸和疏肝解郁胶囊治疗。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ＨＡＭＤ、ＳＤＳ及 ＣＧＩ评分比
较　由表２可看出，２组患者治疗后的 ＨＡＭＤ、ＣＧＩ及
ＳＤＳ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或０．０１）。观察
组治疗２周后的 ＨＡＭＤ、ＣＧＩ及 ＳＤＳ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的ＨＡＭＤ、ＳＤＳ及ＣＧＩＳＩ评分比较（ｎｉ＝５８，ｘ±ｓ）

组别 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１周 治疗后２周 治疗后４周 治疗后６周

对照组 ＨＡＭＤ ２６．８９±４．５６ ２２．５２±４．１３ａ １７．０２±３．４６ｂ １１．２８±３．７４ｂ ７．３８±１．９４ｂ

ＳＤＳ ５０．１４±６．３８ ４４．７６±５．６０ａ ４０．０１±５．１３ｂ ３５．１２±４．３５ｂ ３０．３１±５．４７ｂ

ＣＧＩＳＩ ５．８５±０．６３ ４．３２±０．７３ａ ３．７４±０．７１ｂ ３．０８±０．５２ｂ ２．８１±０．３９ｂ

观察组 ＨＡＭＤ ２６．５６±４．２２ ２０．５７±５．０６ａ １２．６７±４．２８ｂｃ ９．４６±２．９２ｂｃ ５．６９±２．０１ｂｃ

ＳＤＳ ４９．８９±５．１４ ４３．６２±５．２９ａ ３６．４３±４．８７ｂｃ ３３．０１±７．０５ｂｃ ２７．０８±６．１３ｂｃ

ＣＧＩＳＩ ５．７１±０．６５ ４．１８±０．８５ａ ３．２１±０．６８ｂｃ ２．３８±０．４９ｂｃ ２．０２±０．７６ｂｃ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ｃＰ＜０．０５。对照组给予帕罗西汀治疗；观察组给予解郁丸和疏肝解郁胶囊治疗。

２３　不良反应　对照组２例出现口干，恶心５例，腹
泻６例、便秘１０例、眩晕或头晕５例，头痛５例，视力
模糊９例、失眠１１例，嗜睡４例，ＴＥＳＳ（０．８７±０．５１）
分；观察组１例出现口干，恶心４例，腹泻７例、便秘４
例、眩晕或头晕５例，头痛５例，视力模糊９例、失眠１１
例，嗜睡４例，ＴＥＳＳ（０．８７±０．５１）分。观察组的不良
反应数及ＴＥＳＳ评分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０．０１），
其中观察组患者的便秘及失眠数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抑郁症是临床常见的一种心理疾病。中医认为抑
郁症属于“郁证”范畴，其发生多情志所伤，导致肝失疏

泄、脾失运化、心神失常、脏腑阴阳气血失调而成［６］。

与化学药相比，中药治疗抑郁症治疗可通过多途径、多

靶点、多层次来实现的，并且毒副作用低。

帕罗西汀是一种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ＳＳ
ＲＩ）型的抗抑郁药，具有起效快、疗效好、安全性强的特
点［７］。疏肝解郁胶囊中的贯叶金丝桃具有清热解毒、

凉血养阴、开郁安神、利湿止痛之功效，它的提取物抗

抑郁疗效与传统抗抑郁药物相等，且不良反应较少；刺

五加具有益气健脾、补肾安心之功效，能镇静，抗疲劳，

促进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临床上用于治疗神经官能

症、神经衰弱、抑郁等［８］。解郁丸是在逍遥散和甘麦大

枣汤等古方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中成药，具有疏肝解

郁，健脾活血化瘀，养血安神之功效［９］。解郁丸不仅可

通过调节不同脑区的５ＨＴ、ＮＥ等神经递质［１０］，并且可

通过降低慢性应激导致的过高浓度的 ＣＯＲＴ、ＡＣＴＨ、
ＴＮＦα、ＩＬ１β，逆转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紊乱，产生
抗抑郁作用。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的治愈率和总有效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 ０．０１）；２组患者治疗后的
ＨＡＭＤ、ＣＧＩ及ＳＤＳ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或
０．０１）；观察组治疗２周后的 ＨＡＭＤ、ＣＧＩ及 ＳＤＳ评分
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的不良反应数及
ＴＥＳＳ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０．０１），且能
明显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Ｐ＜０．０５）。揭示解郁丸联
合疏肝解郁胶囊能有效改善抑郁症的临床症状、

ＨＡＭＤ评分以及 ＳＤＳ评分。因此，解郁丸联合疏肝解
郁胶囊治疗抑郁症的临床效果显著，不良反应少，且能

改善患者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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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只能被动地在少数几家大型医院就诊。市区的大型

医院一年中发生ＡＤＲ的病例数（所有药物，包括抗肿
瘤药物）明显低于基层医疗单位，这也反应了大型医院

的临床用药相对合理，这有效降低了 ＡＤＲ的发生，基
层医院在合理用药方面还有待加强，同时加强对 ＡＤＲ
的监测，以便及时将 ＡＤＲ信息尤其是新的 ＡＤＲ及时
总结上报。

３５　各类抗肿瘤药在各医疗机构的分布　六大类抗
肿瘤药物中，其他类抗肿瘤药引发的 ＡＤＲ数量最多，
其中最主要的是铂类抗肿瘤药（奥沙利铂

!

顺铂
!

卡

铂
!

奈达铂发生共５１例ＡＤＲ），这可能与铂类在治疗
睾丸癌、子宫颈癌、卵巢癌和膀胱癌的广泛应用有

关［１０］；植物来源的抗肿瘤药及其衍生物共引起不良反

应４５例，主要有多西他赛（２２例）和紫杉醇（９例）；多
西他赛是紫杉醇的衍生物，通过诱导和促使微管蛋白

聚合成微管的解聚，从而导致微管束的排列异常，形成

星状体，使细胞在有丝分裂时不能形成正常的有丝分

裂纺锤体，抑制了细胞的分裂和繁殖，导致癌细胞死亡

而对正常细胞无害［１１］，可能是由于其独特的药理作用

使得紫杉醇的应用广泛，因而伴随的 ＡＤＲ也相应增
多。

抗肿瘤药物正从传统的细胞毒类药物转移到针对

肿瘤细胞内信号转导通路的新型抗肿瘤药物［１２］，以后

ＡＤＲ可能也会相应减少；改变对 ＡＤＲ的认识，由被动
治疗 ＡＤＲ转变为主动预防 ＡＤＲ，例如可以进行随机
临床试验（ＲＣＴｓ）［１３］来减少罕见 ＡＤＲ发生的概率；在
使用抗肿瘤药物时可同时使用其他辅助药物［１４］或中

药来减少ＡＤＲ的发生；使用纳米载体等新剂型来减弱
肿瘤细胞的耐药性［１５１６］，以减少ＡＤＲ的发生。医疗单
位在加强ＡＤＲ的监测力度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临床
药师的作用［１７］，利用药物知识比较全面的优势，在选

药、用药上为医护患做好参谋，有效指导临床合理用

药，减少ＡＤＲ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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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临床·

右美托咪定对肺癌根治术患者术后谵妄的预防作用
许宏亮，连燕虹，解康杰，刘玮，方军

摘要：目的　术后谵妄不利于患者预后，通过观察右美托咪定辅助麻醉对肺癌根治术患者术后谵妄发生率的影
响，探讨该药对术后谵妄的预防作用。方法　拟行择期肺癌根治术患者９０例，随机均分为右美托咪定麻醉组（试
验组，负荷剂量１μｇ／ｋｇ，维持剂量０．２μｇ／（ｋｇ·ｈ）和常规麻醉组（对照组，同样体积外观的生理盐水代替），每组
４５例。记录术后２组苏醒时间、拔管时间以及围术期丙泊酚和芬太尼使用量，并随访统计术后当天（Ｔ１）、２４ｈ
（Ｔ２）和４８ｈ（Ｔ３）３个时间点的谵妄发生率（ＣＡＭＣＲ法）。结果　试验组在术后２４ｈ（Ｔ１）、４８ｈ（Ｔ２）的术后谵妄
发生率（４．４４％，０）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０５，Ｐ＝４．４６；χ２＝０．０４，Ｐ＝０．０３）；同时试验组患者
苏醒时间（１７．８１±６．６２）ｍｉｎ、拔管时间（２４．２６±７．４３）ｍｉｎ以及丙泊酚使用量（９４５．３２±５９．６６）ｍｇ、芬太尼使用量
（２４１．２８±３９．４６）μ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５．７２，Ｐ＝０．００；ｔ＝４．２８，Ｐ＝０．００；ｔ＝４．３３，Ｐ＝
０．０１；ｔ＝８．５０，Ｐ＝０．００）。结论　右美托咪定辅助麻醉可降低肺癌根治术患者术后谵妄的发生率，具有一定的预
防作用，而且可缩短苏醒时间、拔管时间，减少丙泊酚、芬太尼的使用量。

关键词：右美托咪定；术后谵妄；肺癌根治术；胸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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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ｎ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Ｎｉｎｅ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ｗｅｒｅ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ｃａｒ
ｃｉｎｏｍａ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ｇｒｏｕｐ（ＧｒｏｕｐＴｒｉａｌ，ｌｏａｄｉｎｇｄｏｓｅｏｆ１μｇ／ｋｇ，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ｄｏｓｅｏｆ０．２μｇ／（ｋｇ·ｈ）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ｇｒｏｕｐ（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ａ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ｖｏｌｕｍｅ）．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ｌｉｒｉｕｍａｔ２４ｈ（Ｔ１），４８ｈ（Ｔ２），７２ｈ（Ｔ３）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ｅｘ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ｕｓ
ａｇ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ｏｒｆｅｎｔａｎｙｌ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ｌｉｒｉｕｍａｔ２４ｈ（Ｔ１），４８ｈ（Ｔ２）ａｆｔｅｒｓｕｒ
ｇｅｒｙ（４．４４％，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Ｔｒｉａｌ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ｏｒｌ（χ２＝４．０５，Ｐ＝４．４６；χ２＝
０．０４，Ｐ＝０．０３）．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１７．８１±６．６２）ｍｉｎ，ｅｘ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２４．２６±７．４３）ｍ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ａｇ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
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９４５．３２±５９．６６）ｍｇｏｒｆｅｎｔａｎｙｌ（２４１．２８±３９．４６）μｇ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Ｔｒｉａｌ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５．７２，Ｐ＝０．００；ｔ＝４．２８，Ｐ＝０．００；ｔ＝４．３３，Ｐ＝０．０１；ｔ＝８．５０，Ｐ＝０．０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ｍａ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ｌｉｒｉｕ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ｅｘ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ａ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ｏｒｆｅｎｔａｎｙｌ，ａｎｄｈａｄｓｏｍ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Ｄｅｌｉｒｉｕｍ；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Ｒｅｓｃｅｔｉｏｎ；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

　　术后谵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ｌｉｒｉｕｍ，ＰＯＤ）是术后常
见的并发症，该并发症的防治是近年来麻醉学领域的

研究热点。临床上，术后谵妄常给患者的术后恢复造

成不利影响。因此，减少或者避免术后谵妄的发生有

着重要的临床意义。文献报道［１］术后谵妄相关的危险

因素有很多，包括年龄、术前认知功能储备、麻醉用药、

手术时间、术中并发症以及疼痛等因素。有研究指

出［２３］右美托咪定（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ＤＥＸ）具有一定的
神经保护作用，在预防或治疗术后谵妄方面具有潜在

的优势。因此，本研究通过观察右美托咪定麻醉对肺

癌切除术患者术后谵妄的影响，为减少其发生探讨合

适的麻醉方法提供临床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
气管插管全身静脉麻醉下行肺癌根治术患者 ９０例，
ＡＳＡⅠ ～Ⅲ级，所有患者均电脑随机法随机分为右美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２２杭州市，浙江省肿瘤医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方军，Ｅｍａｉｌ：ｆａｎｇｊｕｎｏｋ＠１２６．ｃｏｍ

托咪定麻醉组（试验组）和常规麻醉组（对照组），每组

４５例。所有参加试验的患者均无严重的心脑血管疾
病，肝肾功能正常，无痴呆或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

史，且无右美托咪定使用禁忌证。本试验已获得我院

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

１２　麻醉方法　所有患者入室后开放外周静脉，常规
监测无创血压（ＮＩＢＰ）、心率（ＨＲ）、脉搏氧饱和度
（ＳＰＯ２）与呼末二氧化碳分压（ＰＥＴＣＯ２）。局麻下行右
颈内静脉置管，然后患者侧卧位行 Ｔ６～７椎间隙硬膜外
腔穿刺置管术用于术后硬膜外镇痛。所有患者均行全

凭静脉全麻＋硬膜外麻醉。麻醉诱导：采用咪唑安定
０．０８ｍｇ／ｋｇ、芬太尼３μｇ／ｋｇ、依托咪酯０．２ｍｇ／ｋｇ和
罗库溴铵０．６ｍｇ／ｋｇ依次静脉注射，去氮供氧后行双
腔支气管导管插管，控制呼吸，呼吸参数：容量控制模

式（ＶＣＶ），维持潮气量（Ｖｔ）８～１０ｍｌ／ｋｇ，吸入氧分数
（ＦｉＯ２）１．０，吸呼比（Ｉ∶Ｅ）１∶２，呼吸频率（ＲＲ）１０～
１２次／ｍｉｎ，维持 ＰＥＴＣＯ２３５～４５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１３３ｋＰａ）。全麻维持用丙泊酚（英国阿斯利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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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号：ＤＣ６１３）４０～５０μｇ／（ｋｇ·ｍｉｎ）及瑞芬太尼（宜昌
人福药业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２０５１３）每次１０～１２μｇ／
（ｋｇ·ｈ）持续泵注，维持心率（ＨＲ）、平均动脉压
（ＭＡＰ）在基线水平 ±１０％内，ＢＩＳ维持４０～６０内，间
断静脉注射顺式阿曲库铵，每次５ｍｇ。其中试验组为
右美托咪定辅助麻醉，右美托咪定负荷剂量（江苏恒瑞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１２０７１３２５）１μｇ／ｋｇ，恒速泵
注２０ｍｉｎ，维持剂量０．２μｇ／（ｋｇ·ｈ）至手术结束前半
小时停药；对照组为同样体积外观的生理盐水代替，其

他同试验组。所有患者术中输液以乳酸林格液为主，

及６％羟乙基淀粉维持血容量，手术出血 ２００～５００
ｍｌ，未输血。ＭＡＰ低时采用去氧肾上腺素０．０５～０．１
ｍｇ／次间断推注；ＨＲ低于５０次／ｍｉｎ，给予阿托品０．２５
ｍｇ。单肺通气时维持脉搏血氧饱和度在９０％以上；若
不能维持，在排除导管移位、痰液或血液堵塞等原因后

临时改双肺通气（ＴＬＶ）。手术结束后送 ＰＡＣＵ拔管。
所有患者术后行患者自控硬膜外镇痛。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苏醒时间与拔管时间　记录２组患者术后的
苏醒时间与拔管时间。苏醒时间为从停用麻醉药到患

者能够完成指令性动作的时间；拔管时间为从停用麻

醉药到拔出气管导管的时间。

１３２　术后谵妄状态评估　根据文献［４］，采用中文修

订版ＣＡ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ＡＭＣＲ），依据患者的起
病状态、精神状态、注意力、思维以及意识变化程度等

评估标准分别于手术结束后２４ｈ（Ｔ１）、４８ｈ（Ｔ２）和７２
ｈ（Ｔ３）３个时间点评估术后谵妄的发生情况。
１３３　丙泊酚与瑞芬太尼的使用量　分别记录２组
患者围术期丙泊酚与瑞芬太尼的使用量。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的比较采用成
组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的比较　２组患者在性别比、年龄、体
重、ＡＳＡ分级、ＭＭＳＥ评分、麻醉时间、手术时间等方面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苏醒时间、拔管时间以及丙泊酚、芬太尼使
用量的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的苏醒时间和拔
管时间显著缩短（Ｐ＜０．０５）。同时试验组丙泊酚、芬
太尼使用量亦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苏醒时间、拔管时间以及丙泊酚、芬太尼
使用量的比较

组别 例数 苏醒时间（ｍｉｎ） 拔管时间（ｍｉｎ） 丙泊酚（ｍｇ） 芬太尼（μｇ）

试验组 ４５ １７．８１±６．６２ ２４．２６±７．４３ ９４５．３２±５９．６６ ２４１．２８±３９．４６
对照组 ４５ ２６．５０±７．７５ ３１．３２±８．２１ ９９２．５０±６３．７１ ３１７．３５±４５．２２
ｔ值 ５．７２ ４．２８ ４．３３ ８．５０
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２３　２组术后谵妄发生率的比较　术后随访，Ｔ１时点
试验组术后谵妄患者２例，对照组术后谵妄患者８例，

２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２时点，Ｔ１时
点试验组术后谵妄患者０例，对照组术后谵妄患者６
例，２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随术后
时间的延长，谵妄的发生率降低。见表２。

表２　２组不同时点术后谵妄发生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Ｔ１ Ｔ２ Ｔ３

试验组 ４５ ２（４．４４） ０ ０
对照组 ４５ ８（１７．７８） ６（１３．３３） ０
χ２值 ４．０５ ４．４６
Ｐ值 ０．０４ ０．０３

３　讨　论
　　术后谵妄为可逆性的急性认知功能障碍综合征，
通常在术后１～３ｄ内起病，临床主要表现为意识、注
意力、认知和知觉障碍。意识障碍以对环境认识的清

晰度降低为特征，未达到昏迷程度；注意力障碍主要表

现为注意力的集中、持久或变换目标能力常常受损；认

知受损包括记忆、定向、言语障碍；知觉障碍包括解释

错误、错觉和幻觉［１］。临床上评估术后谵妄状态的方

法标准不统一。对于非精神病学专业的临床医生而

言，寻求一套简单易行、快速准确、易于床边进行的术

后谵妄诊断方法显得尤为必要。本研究采用中文修订

版谵妄评分法 ＣＡ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ＡＭＣＲ）。谵
妄评定法（ＣＡＭ）（由 Ｉｎｏｕｙｅ教授根据 ＤＳＭⅢ中谵妄
的诊断标准编制而成）主要依据以下诊断标准：①意识
状态的急性改变，病情波动；②注意力障碍；③思维紊
乱；④意识障碍程度。如果有①、②存在，加上③或④
的任意一条，即为 ＣＡＭ阳性，表示谵妄存在。ＳｈｉｍＪＪ
等［４］也用该方法进行谵妄评估，认为ＣＡＭ法是一种使
用简单、快速、信度和效度都很好的评估方法，适合非

精神科专业人员对术后谵妄进行快速诊断。ＣＡＭＣＲ
法的数据可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处理，具有满意的信

度、结构效度和诊断效度。

目前，术后谵妄的病理生理机制尚未阐明，可能与

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元凋亡损伤有关，这一观点可被

遗传学说、免疫反应学说以及“脑储备”学说等［５７］所

支持。文献报道［１，７］不同的麻醉方式、麻醉深度、麻醉

药物也对术后谵妄的发生产生影响。疼痛是术后谵妄

的危险因素之一，良好的镇痛可以减少术后谵妄发

生［８］。也有研究指出阿片类镇痛药［９］或者丙泊酚［１０］

是术后谵妄的诱发因素，这提示减少丙泊酚或阿片类

药物的使用也可以减少术后谵妄发生。右美托咪定是

一种高选择性的α２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具有镇静
催眠、镇痛、抗焦虑以及交感神经阻滞作用。本研究观

察右美托咪定辅助麻醉对患者术后３ｄ内谵妄发生情
况的影响，结果表明，术后２组患者发生了谵妄，随着
时间的延续，到术后７２ｈ２组患者均已恢复。而在术
后２４ｈ、４８ｈ，右美托咪定麻醉组术后谵妄的发生率低
于常规麻醉组，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提示右美托咪定

可以降低术后谵妄发生率。本研究记录了２组患者围
术期丙泊酚和芬太尼的使用量，结果显示右美托咪定

组２种药物的用量显著低于对照组，进一步表明右美
托咪定可能通过减少丙泊酚和芬太尼的使用量来抑制

ＰＯＤ的发生。而且，ＤＥＸ具有降低脑氧代谢、抑制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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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应激等脑保护作用［１１］，可能也起到抑制 ＰＯＤ的作
用。术后患者需苏醒和尽早拔管。本研究中右美托咪

定组的患者术后苏醒和拔管时间均早于对照组。这与

丙泊酚和芬太尼的使用量减少相关，同时还与ＤＥＸ的
产生非动眼睡眠状态的镇静催眠作用有关。该镇静作

用与γ氨基丁酸受体无关，所以易于唤醒又无呼吸抑
制。

综上所述，对于肺癌根治术患者而言，右美托咪定

辅助麻醉可以减少丙泊酚、瑞芬太尼的使用量，苏醒时

间较短，可降低术后谵妄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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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较好。

对讲课教师的遴选面对的共性问题是专科背景的

教师讲授全科医学问题，培养全科医学人才，似乎有些

学科不对口。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我们这样认为：作

为组织者，应在课程内容的组合上下功夫，让相关学科

知识技能在《全科医学师资培训实施意见》的指导下

有机组合起来，从相关院系挑选教师，并有计划地选送

专家到国内外学习提高；作为授课教师，应当敢于迎接

新生事物的挑战，努力学习全科医生制度、学习全科医

学知识技能，在学科知识结构的优化、充实上下功夫，

用激情和智慧解决好专科与全科的“衔接口”问题［７］。

２３　培训形式和教学方法的选择　培训形式应当服
从培训内容、服务培训目的。但不论是骨干师资还是

其他类别的师资都存在集中时间有限的问题。时间

长，学员完全离岗难以保证；时间短，内容太多难以统

筹安排。经过问卷调查，学员建议集中时间为４～５ｄ
比较合理、也有可能。希望讲授时间４０ｈ左右，带教
示教实践、社区基地参观、主题讨论等形式可安排１０
余小时。各类师资培训的集中时间也可以采取分２～
３次完成，“少而多餐”，加强培训内容和形式的系统设
计，减少每次集中时间，有利于工作、培训两不误。

研究、探索全科医学教学方法不仅对全科医学培

训工作具有创新性、指导性、实用性的实践意义，而且

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８］。全科医学骨干师资培训更需

讲究教学方法，课堂教授以导学（串讲）为主，给学员

一个先入为主的总体印象。大课与小组讨论相结合、

理论课与实践课相结合。学习形式可以有案例分析、

访谈讨论、音像观看等。

建立全科医生制度是国家的决策，是百姓的需求。

大学应协助政府，顺应老百姓的需求做好医学生的培

养［９］，也要利用优越的医学教育条件，担负起全科医学

师资培训任务，在服务医改大局、促进小康社会建设方

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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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孕囊样回声包块内见胚芽及胎心搏动图1 “面包圈”征回声包块周围血流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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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岁女性患者左乳纤维腺瘤1 23 图  女性患者右乳浸润性导管癌2 57岁

注：图 示时间-信号曲线强度曲线为 型；图 为 放置；图 为1A I 1B ROI 1C
灌注图像。

注：图 示时间-信号曲线强度曲线为 型；图 为 放置；图 为2A II 2B ROI 2C
灌注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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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左颈内动脉重度狭窄1 
图 右颈内动脉中度狭窄2 

注：狭窄处 ； 。PSV：4.91 m/s EDV：2.04 m/s 注：远端颈内动脉管径 狭窄处有效管径 内径减6.2 mm， 2.1 mm，
少 狭窄率 。4.1 mm，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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